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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雅艺之道    印艺之美

2012 年 8 月，当举国上下正在为伦敦的

中国奥运健儿们呐喊助威时，在太平洋的彼岸，

一场印刷界的世界赛事—美国印制大奖赛正

在举行。作为在印刷界享有最高声望的赛事，

大赛的最高奖项“班尼金奖”被喻为全球印刷

界的“奥斯卡”。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中国雅

昌共获得 8 座班尼金奖，另获得 11 个优异奖、

8 个优秀奖，总计 27 项奖项。

这 8 座班尼金奖获奖书籍分别是：《安身

立命的乡村》、《光影忆昔》、《清·孙温绘

红楼梦（典藏本）》、《WS 大书》、《最后

的皇朝》、《陈漫画集》、《大董菜谱》、《陈

漫摄影集 -MAN( 无水印刷 )》。

自 2003 年参加美国印制大奖赛以来，这

是雅昌第七次问鼎美国印制大奖，累计共获 27

项班尼金奖。

人类的阅读史可能已经上万年，书籍的历

史已经几千年，印刷术发明也已千年。雅昌对

艺术的执着，对文明的坚守，对创造的信仰，

以一部部精美的书籍艺术品，不断的为人类的

阅读体验创造惊喜。

曾经，中国的印刷工业在近代曾远远落后

于欧美、日本等国家，作为一家民族印刷企业，

雅昌如何谱写中国印制传奇，让印刷古国的“中

国名片”再次回归？

雅艺之道  艺术为魂

1993 年，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印刷行业

最早的专业人才之一，雅昌的创始人万捷在香

港注册新公司时，在众多供挑选的英文名字中，

他一下就被“artron”所吸引了，这个词的构

成是：艺术（art）+ 电子（-tron）。自小酷爱

艺术的他，隐约感觉未来的印刷巨变将与电子

有关。回到深圳，他把这个英文名字翻译成了

“雅昌”—“风雅颂”的“雅”，繁荣昌盛

的“昌”。

“雅”是美好的艺术。从此，雅昌与艺术

结下不解之缘。

雅艺之道    印艺之美  
中国雅昌获“班尼金奖”谱写中华印制传奇

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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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雅昌集团2012年班尼金奖获奖书籍

创业伊始，雅昌就定位于高端艺术印刷，

致力于为艺术家和艺术品经营机构提供印刷

服务。

2001 年，雅昌承担了北京奥运会《申办报

告》的印制任务。在经过连续 4 天 4 夜的辛劳

之后，长达600页的《申奥报告》从设计、制版、

印刷、装帧各方面都体现了极高的水准，成为

了开启“申奥”的金钥匙。

2008 年 7 月，北京奥组委再次委以雅昌

重任：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节目单、奥运会

吉祥物各种应用规范书、海报、媒体指南等。

此后，雅昌还参与印制了上海 2010 年世

界博览会申办报告、北京残奥会开闭幕式印品、

建国 60 周年庆典活动系列印品、上海世博会

开幕式印品及国家领导人新年贺卡等多项国家

重大项目。

自此，雅昌以其高端的印制理念和永不停

息的创新意识，在业界和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

了专业标杆的形象。

至今，雅昌为近 6 万多艺术家、230 多家

出版社、近 100 家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和纪

念馆以及近 30 个国家的艺术和商业客户提供

了高质量的印刷服务。2011 年，雅昌在中国拍

卖行业印刷市场的份额高达 98%，几乎形成独

家垄断。

在引领书籍艺术化的理念下，雅昌开辟出

了一条“印”艺的创新之路。

雕琢艺术  印艺之美  

大约五千年前，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某

个黄昏，苏美尔人在黏土上雕刻了楔形文字；

在北非水草丰美的尼罗河三角洲，古埃及人也

摸索出了象形文字的初始表达。这些泥土、骨

头，以及后来的莎草和皮草等载体，赋予了美

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爱琴海非比寻常的力量，

映照出人类文明的曙光。

从过去的蒙昧与蛮荒中走来，书成为了照

亮大众的一盏智慧之灯，在茫茫的黑夜里照亮

了前进的方向。

正是怀着对书的神圣敬意和对几千年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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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文化坚守，雅昌将传统的印刷与现代 IT

技术结合，融入文化创意，凭借精湛的印制工

艺、顶尖的设备和技术、高品位的审美标准，

将一件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品质：科学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经过二十余年的精细积累和专业沉淀，雅

昌已经将印制超越传统的加工，升华为技术、

科技和创意精准结合的创造性工作。

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是如何诞生的？

在雅昌，一本精致的书籍从一堆资料到

一本成品书，需要经过出版策划，视觉设计，

图文处理，高品质印刷，艺术装订等数十个流

程。为了在印刷的每一个环节上追求细节上的

完美，雅昌开发了自己独有的色彩系统用于采

集图像数据；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工作间的

灯光、湿度、温度都有严格的控制；图像编辑、

打印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印刷的油

墨是在日本特制的大豆油墨……同样的图像，

用雅昌的独有技术输出后，印刷图像的视觉细

腻度和色彩饱和度都显著提升，有着完全不同

的表现。

这种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使得雅昌的书

籍，呈现出艺术品的完美气质，闪耀着科技与

智慧的光辉，每一处细节彰显臻至珍藏的传世

价值。

品位：源自对艺术的热爱

雅昌浸淫艺术行业数十年，逐渐沉淀出高

品味的审美标准。无论是经典的传统艺术，还

是独具一格的现代艺术，雅昌将艺术的思想赋

予纸张，将艺术的品味呈现于创意表现。雅昌

热爱艺术，创造艺术，追寻艺术之美不断向前。

雅昌善以达者为师。员工的培训项目从技

术、管理、营销到绘画、摄影、文物鉴赏无所

不包，其规格之高也往往令人称羡：韩美林、

吕敬人、申少君等艺术家都曾出现在公司的讲

坛上。在与众多艺术家的合作中，艺术家的才

学和视野，充实了雅昌的文化创新之路。雅昌

聘请的国内艺术界专家已逾 100 人，他们为雅

昌提供专业的艺术指导和培训，提升了雅昌对

艺术的理解能力及为艺术服务的创新能力。

雅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和数百名

拥有 10 年以上的专业经验图像色彩工程师。

他们拥有高水平的文化素质和深厚的艺术修

养，能为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系统的高品质

服务。

此外，作为一家卓越的艺术服务机构，雅

昌以开放的姿态和全球战略眼光，与行业内最

高端资源如爱普生、惠普、DIC株式会社、小森、

马天尼（此处再丰富一下）等结成战略合作，

为艺术家打造世界级的艺术殿堂。

品格：让客户满意和感动

“客户想到的我们要想到做到，客户想

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到做到。不仅让客户满意，

而且让客户感动。”这是雅昌的服务理念。

这种对客户的承诺，在雅昌的工作细节中无

处不存在。

2005 年 4 月，雅昌承接了世界顶级足球

俱乐部曼联的业务，要印制一万本曼联编年史。

这部书的印刷要求是：长宽各达半米，厚850页，

逾 40 万字，其中的图片高达 2000 多张。除此

以外，最初的设计稿中还有许多装帧工艺上的

要求：真皮、丝绸、布、铜牌、镏金边……这

种大型“异型”书，在印刷行业里，技术、材料、

设备、工艺等方面没有任何先例可借鉴。

为了赢得客户的满意，雅昌高价购进设备，

耗尽半年的时间研发了一套新的技术流程；专

门成立项目团队，开创了用严格的图标和文字

说明表示每个点的流程示意法，为每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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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工序建立了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不断改

进和实验，样书印制高达四次。最后，雅昌赢

得了客户的称赞：“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雅昌

这样敬业的印刷商了！”

追求完美品质和高端艺术品位，让客户感

动的服务品格，既是雅昌品牌的精神内涵，也

为雅昌成为艺术印刷的高端服务机构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此次美国印制大奖，雅昌呈现给

世界的艺术书籍，极具现代科技文明的质感，

融合艺术与科技，完美诠释了东方文化的艺术

与时尚。这些作品开辟了中国艺术时代的独特

领域，让中华艺术书籍在国际上绽放光彩。

文化中国  印制传奇

距今 8000 年，在中国河南舞县贾湖遗址

发掘的甲骨契刻符号，具备了文字的雏形，或

者说可能就是中国甚至世界最早的文字；公元

前2世纪前后，西汉初期，中国陕西出现了“灞

桥纸”；隋至唐朝初年，雕版印刷在中国开始

盛行；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布衣

毕昇发明活字版印书。中国印刷术经丝绸之路

传到欧洲，曾经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现在看来，这些关于古中国的细碎文

明记忆，似乎只留下一片鸿蒙的汪洋。

1450 年前后，在莱茵河南岸的一座美丽

小城美因茨，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

印刷。这场历史性的印刷革命，冲击了以手抄

本为传播方式的书籍形式，通过印刷书，带给

了人类光明的发展前景。此后，欧洲的印刷经

过从启蒙时代到印刷第二次革命，从工业时代

到大众传媒的产生，经过了长达 300 年的快

速发展。

今天，当中国印刷术再次被世界关注，当

中国的企业为民族赢得世界荣誉时，在全球信

息化的背景下，折射出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国

际视野？

数字化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引发了书籍制

作、知识载体自印刷书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电子书”凭借在形态、内容和

阅读的方便性等方面呈现的新面貌，成为了书

籍的新载体。

在这一环境下，以信息呈现为主的出版物

生命力正在逐渐消退，而真正有保存价值的必

定是设计考究、印刷精美、装帧雅致的书籍艺

术品。书，成为了重要的收藏品、装饰品甚至

礼品；品质精良的书，传达着一种精致的生活

方式，代表着奢侈的文化；书，成为文化的载

体，艺术普及教育的良好工具的同时，更是精

妙创意，精雅设计，精良工艺和精美印刷技艺

的载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

读—“我多次走进美妙的圣地，阅读绿色草

叶般优美的语言，品尝其中的美味，细细地咀

嚼回味，最后将它珍藏在记忆中。”……

阅读，让人们在浊世中实现了对精神故乡

的回望。

时光流转，雅昌通过二十年的坚守，从

1993 年起，印制的图书已超过 6 万种，高达 3

亿多册。这些精美的书籍艺术品，就像一盏盏

智慧的明灯，实践着雅昌的理念：通过让“为

人民艺术服务”达到“艺术为人民服务”。雅

昌的艺术印制传奇之路，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添加了一抹更加炫目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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