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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为超过 4500 位艺术家提供数字资产

管理服务

 7 月 21 日，北京的一场大雨，来得没有

任何前兆；7 月 30 日中国美院附中突发一场大

火，突如其来的水火之灾使许多艺术作品严重

受损，很多艺术家心疼不已，也让不少艺术圈

内人士猛然醒悟到了艺术作品数字化保存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十天之内，从大暴雨到火灾，对艺术品如

何妥善保存引起圈内人士深刻思考，艺术品数

字化保存变得意义非凡，传承优秀艺术文化责

任，任重而道远。

雅昌艺术网“艺术家综合服务”副总监汤

启鹏在微博上也表示，“建议艺术家在艺术品

创作完成第一时间高清扫描或拍摄，建立作品

的数字档案，安全、系统保存，并且对代表性

作品进行高仿真复制，以降低损失程度。”

目前，国内艺术品进行数字资产管理服务

领域，雅昌“艺 +”走在了最前端。雅昌“艺

+”，已为超过 4500 位艺术家提供了数字资产

管理服务；为多位 70 岁以上的老艺术家制作

了数字化全集；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

今日美术馆，为数十位当代著名艺术家举办过

群展及个展；在雅昌艺术家网管理着近 6 万名

艺术家的详尽图片数据，成为国内最全的艺术

家资料、图片数据库。

“艺 +”：为艺术家提供 360°服务

“艺+”是雅昌“艺术家综合服务”的品牌，

是以提升艺术家核心价值为终极目标，以艺术

家个人数据库为基础，提供艺术家数字资产管

理、出版服务、展览服务和互联网服务等系统

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其中，“艺术家数字资产管理”是雅昌“艺+”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艺术家个人数据库为基础，

通过对艺术品的数字化扫描、拍摄、标准化图

像处理并进入该数据库后，使其最大限度地应

用于互联网、出版印刷、展览、影像资料、艺

术品复制及衍生产品开发及艺术品认证、版权

保护等领域，在实现艺术家作品数字资产永久

性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媒体广泛传播，提

升其艺术价值，实现其社会责任。

艺 + 超客户期望服务，赢得尊重

每次展览开始之前，雅昌会为艺术家做视

频专访和前期宣传，并且在 24 小时之内更新

官网。艺术家们不提要求的情况下，工作人员

依然会主动跟进，并及时短信或电话提醒。

著名艺术家唐勇力老师对雅昌非常信任，

他的原作作品会经常交给雅昌入库。在这个过

程中，客服会根据操作流程进行原作检查，并

进行数字化扫描，同时提供一系列的宣传。

曾经有一藏家通过唐勇力老师的官网找到

了艺 + 客服谢楠，他希望唐老师能对他收藏的

画作（唐老师作品）进行真伪鉴定。对画作进

行鉴定的过程需要大量沟通，而那段时间唐老

师正在进行画展，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考虑这

个问题。谢楠对藏家表示歉意，表示等唐老师

方便时与他进行沟通，而且一直和这位素未谋

面的藏家保持电话联系。

画展后期，谢楠把具体的情况与唐老师进

行了详细说明，唐老师听后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看了藏家的画作图片之后，唐老师仍不能太肯

定是否原作，本着对藏家负责和对艺术负责的

态度，唐老师在百忙之中还是抽出时间与其见

面，在这期间，谢楠进行了全程的沟通联系。

虔诚的心终于促成了艺术家与藏家的见

面，经鉴定，画作是伪作，避免了藏家的重大

损失，这对唐老师来说也是一种安慰，维护了

艺术家作品不受侵权，保障了艺术家真实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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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值。事实上，这项服务已经超出了艺 + 的

服务范围，但谢楠仍然负责到底，这也体现了

雅昌艺 + 的人性化服务。

在与艺术家的交流和沟通中，艺 + 团队成

员不仅收获了尊重，也收获了艺术家的友情。

谢楠说，“在为艺术家服务的过程中，我懂得

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去

帮助和支持我们的艺术家，让艺术家体会到我

们的那份真心，”这也是所有艺 + 团队成员的

服务态度和原则。

挖掘服务深度，延伸服务理念，不仅是在

产品上，还要体现在生活中。

第一时间提供认证服务 ，及时发布相关艺

术讯息

每到拍卖季，冯远老师的作品就炙手可热，

很多藏家也会非常关注上拍作品是否是真迹。

为维护藏家权益，维护冯远老师的市场价值，

在冯远老师的作品拍卖季，谢楠会时刻关注中

国艺搜网页上由拍卖公司为冯远老师上传的的

画作，看到有新上传的未认证作品便会第一时

间通知冯老师的爱人水静汶女士，并请冯老师

本人亲自对作品图片进行鉴定确认，争取半个

工作日内完成作品真伪的认证，以避免多方的

不必要的损失，力争零失误、零损失。

今年 4 月，冯远老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画

展，雅昌艺 + 为其制定了全面、又极具针对性

的宣传策划方案；新闻报道及图片更新均在 24

小时内完成，为的是确保展览讯息在第一时间

发布。

冯远老师为了表达对雅昌的感激之情，还

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说：“雅昌拓

展的‘艺术家数字资产管理服务（艺+）’项目，

不管是开发利用数字科技手段为当代艺术家服

务的一项富有价值的创新举措，更是便于艺术

家检索、维护艺术家知识产权和权益保护的有

力保障。相信必将受到广大艺术家的欢迎。”

敬业执著，为客户加班加点

正在采访艺 + 客服王晓琼时，中国美协理

事尚扬老师打来电话，这是一种巧合，不过也

从侧面证明了我们艺 + 的客服与艺术家平时里

交流的频密。

晓琼与尚扬老师见面次数不是很多，在宣

传方面，金澄总经理作为主要代理人与清华美

院和首师大共同帮助尚扬老师打理。

尚扬老师很注重数据库的管理，也很在意

数据库的充实，他的作品库存量非常大，从最

早期的作品到至今的作品，不同的分类，在艺

术家数据库里都能找到。尚老师平均每周都会

打来电话，要晓琼做作品出库，多用于展出或

者出书。

问起晓琼在为尚扬老师服务时发生的最难

忘事，她说是第一次去见尚扬老师的代理人金

澄总经理。那是在保利春拍的前一天，第二天

是尚扬老师的拍场，金总有很多事要与尚扬老

师沟通和处理，见到金澄总经理已经凌晨，而

晓琼回到公司已经凌晨三点。

当问起晓琼是否感觉到生气或者委屈时，

她淡然地笑了一下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忙碌，

这些也都是我们艺 + 客服应该做的，一定要让

我们的客户感到满意与信任。”

在这件次见面之后，金总介绍了多位艺术

家给晓琼。金总在电话里总是说，“就直接交

给你啦”或“直接让他们联系你了”，这样的

话对晓琼来说是一股暖流，让她欣慰。晓琼认

为，客户对自己的信任比什么都值得。

服务感动客户，艺术家成了雅昌艺 + 的

“汤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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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油画家汤传杰与雅昌交情甚深，“以

至于让艺 + 的同事们都习惯的称呼他为‘汤

爸’。”艺 + 客服王晓琼笑着说。

汤传杰老师曾经在烟台、青岛多地举办过

展览，有关展览的事宜，他全权委托给了雅昌。

展览过程中，小到一个展览手袋，都包含在雅

昌艺 + 个性化服务项目之内，但是，汤传杰老

师一直坚持用雅昌艺 + 的手提袋，他说，他要

在自己的展览上为雅昌宣传。

今年 7 月，汤老师在烟台个展前的研讨会，

仍然由雅昌艺 + 策划。全程采用图文直播的方

式展现研讨会的情况，这种即时的报道引起了

不小的反响。在答谢宴上，许多艺术家对这种

即时报道的速度表示十分好奇，在会议结束十

几分钟后就能立刻在雅昌艺术网看到现场全过

程的图文报道。许多人都不禁称赞：“雅昌的

媒体报道方式太棒了，其他艺术网这方面没人

能抵得过雅昌”。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做推广，

随即后续的官网也迅速更新，雅昌艺 + 一切都

在为艺术家做最好与最合适的策划及宣传，是

比艺术家自己还要上心的关心与帮助。

正是这种全面、综合的服务，让“汤爸”

对雅昌深信不疑。于是，汤老师让其女婿的画

作也在雅昌做了数据管理保存。不久前，汤老

师的女婿受邀参加 798 的展出，可一家人都有

事均不在京，这时他们一家人不约而同地想到

了雅昌艺 + 客服。随即便电话沟通，之后仍然

全权委托雅昌代理。

周六，艺+副总监汤启鹏带着客服王晓琼，

两人把画品原作拉到 798 展出。布展完毕后将

展览现场照片拍摄下来，发给艺术家，让他们

即时知道展览情况，请他们放心；展出之后再

把画作平安带回。“艺术家本人不在京，对他

们的原作搬出搬回，这有很大的风险，但我们

出入库流程手续齐全，各种安排和安全保护措

施做到位，确保万无一失。”王晓琼介绍道。

帮助汤老师的女婿解决了这个难题后，汤

老师一家十分感动。承担着如此风险，舍去个

人的休息时间，问晓琼会不会抱怨、感到辛苦，

晓琼说：“这正是体现了出了艺术家对雅昌艺

+ 的另一种信心与信任，我们出点力气不算什

么。”这就是雅昌艺 + 的可爱可敬，让人无法

不感动的 90 后客服王晓琼。

赢得客户亲睐，艺术家甘愿成为雅昌宣

传员

北京现代中国水墨联盟副秘书长袁志山，

是今年与雅昌首次合作的新客户，之前袁老师

并不了解雅昌，只听其友人提及。当袁老师第

一次到上海雅昌的时候，上海雅昌徐潇副总经

理亲自接待了他。在交流中，营业部李琳向袁

老师全面介绍了雅昌的“一站式”服务，并针

对袁老师的需求，给出了一套包括拍摄、设计、

制版、印刷和宣传的整体方案。袁老师很满意，

随即同意全部按照李琳制定的方案来进行画册

的制作。

制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意外。上海雅

昌营业员朱飞飞回忆说，“袁老师所有的稿件

均为手写稿，每次美术部团队和设计部的同事

都会很耐心、细致地帮他录入电脑。有次午休

时间，袁老师急着要带走排好版的两篇文章，

但当时文字还没有录入。中午我们集体加班，

帮助袁老师录入文字、校对，终于在最后一刻

整理完毕。”这种团队精神和为客户着想的服

务意识，让袁老师感动不已。他一再说，“选

择雅昌真没错”。

当得知袁老师的作品在台湾、香港等地很

受欢迎，但在内地宣传不够广泛，李琳便建议

袁老师建立个人官方网站，通过雅昌艺术网进

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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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雅昌艺术网，很多人看到了袁老师的

作品，反响很强烈，袁老师也十分高兴。李琳

的建议不仅满足了艺术家进行数字资产管理的

需求，也有效地提高了艺术家的知名度。努力

了解客户深层次的需求，超越了客户的期望。

据反馈，袁老师对画册和雅昌的服务十分

满意，并一再的表示：“要将雅昌介绍给所有

朋友。”高品质的画册是我们提供给袁老师介

绍雅昌时用的名片，而将袁老师转变为雅昌

的宣传员依赖的则是提供给艺术家的全方位

服务。

从点滴做起，让一切尽善尽美

“随时关注艺术家的官网，”“有些艺术

家也会主动联系我们”“但是，我们坚持主动

提醒艺术家，为他们打理好一切”，“艺术家

广告宣传还要避免作品的数据流失，基本上他

们的一个电话我们的客服就能搞定一切”，这

是采访我们的艺 + 客服时，听到他们说的最多

的几句话。他们当中很多都是 80 后，甚至是

90 后，年纪虽小，但是他们的专业精神却令人

敬佩，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雅昌“为人民艺

术服务”的精神；而最常听到艺术家们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把作品放在雅昌，放心、省心！”

特别是在 721 水灾事件发生后，雅昌艺 + 客服

主动打电话提醒艺术家，及时注意防止各种自

然灾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雅昌艺 + 不仅为艺术家提供艺术服务，同

时也为艺术家提供媒体服务。其实艺 + 团队的

每一位人员都具备记者的资质，他们大都毕业

于艺术类本科院校，擅长采访和文章编辑，艺

术和媒体服务的合二为一，使他们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施展更多面的才能，得到更高的锻炼，

团队每一份子都非常认同这种服务模式。

对艺术家的服务像平日的生活一般，从

点滴小事做起，真心地去为艺术家服务，深深

打动了艺术家。许多艺术家都当我们的客服是

“小友”，艺术家不仅在工作上关心她们，还

会在生活上给她们一切真心的建议与教导，“你

长久坚持下来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建议

你多看多读 xxx 书，这很适合你今后更大的发

展”……这些都是对艺 + 团队的认同与鼓励。

为素未谋面的艺术家端上一杯咖啡，就能

拉近心灵的距离。得到当今中国艺术界德高望

重的艺术大家们的认同与鼓励，让雅昌艺 + 的

团队成员们再次感受到了来自于艺术家的直接

肯定，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不仅是对雅昌艺

术家数字资产管理服务品质和实用性的正面认

可，更是对雅昌“为人民艺术服务”理念的深

度共鸣。正是这一声声来自艺术家的赞许，坚

定了雅昌在艺术服务道路上毅然前行。

    与此同时，雅昌将加强与艺术家之间的

紧密联系，以“为艺术家服务”为起点，一步

一个脚印地来逐步实现雅昌“通过为人民艺术

服务，最终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

艺术界贡献一份来自雅昌的坚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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