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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3年，大洋彼岸，来自中国的

雅昌，首次夺得世界印刷顶级大奖——Benny金奖。

这是中国内地企业，首获此殊荣。那一年，世界

记住了雅昌；美国芝加哥时间2012年10月7日，

美国第63届印刷大奖揭晓，雅昌企业(集团 )再

次斩获8座班尼金奖，蝉联获得金奖总数第一名，

并成为有史以来单届获金奖最多的中国企业，创

造了中国企业的获奖纪录。十年磨砺，十年辉煌，

从2003年代表中国内地企业获得世界印刷界“奥

斯卡”首肯，到一举创造中国企业获奖记录，这

一路走来，感恩过去，畅想未来，这不仅是雅昌

艺术印刷的骄傲，也是所有雅昌人的辉煌之梦：

他们说，雅昌是“天堂的缔造者”；他们说，雅

昌承载了一代代雅昌人的梦想；他们说，雅昌搭

建着人类进步的“电梯”；他们说，雅昌不仅仅

是走向了世界，也在帮助我们把梦想变为现实，

让世界了解我们；他们说，不要再说雅昌是印刷

公司，我们与艺术相伴很多年；他们说，请不要

无视我们打造的每一本艺术书籍，或许，这其中

的某些便是下一个班尼金奖碑座上最亮丽的名

字……我们期待，下一个十年，我们做的更好！

班尼奖，就在你我身边

邓国皇	 刘鹏	 宣慧芳	 王鹤	 张强	 陈静	 李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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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雅昌获得的8尊班尼金奖小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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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皇：雅昌——天堂的缔造者

得知雅昌此次在第63届美国印刷大奖上，

独揽 8 项班尼金奖，激动之余，想起博尔赫斯

的一句美丽而令人感动和无限遐想的诗：“天

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进而想到，那雅昌

岂不是优秀的“天堂”缔造者了么？

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岂止图书馆是天

堂，每一本好的书都有沁人心田的阳光雨露，

是一个世界，一座宝库，一位知心的朋友，有

独立的生命。

对于一个自然人，我们无论阅历多么的丰

富，想象多么的活跃，情感多么的充沛，对于

人类整体来说，都是局限的。读书的神奇在于，

足不出户，即可驰骋古今，思接千载，神游万里。

无怪乎博尔赫斯感叹“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

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

人体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

忆和想象的延伸。”他甚至把读书当成一种信

仰：“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挨近图书，

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

由此观之，创造一本好书，就是创造一座

精神的花园，甚至是一座天堂，传递着智慧和

幸福。雅昌肩负着书籍的设计、印刷的大任，

是把精神产品物化的重要环节，无疑也是“天

堂”的重要缔造者。

刘鹏：从班尼奖到雅昌人

2011 年春天我抱着满腔的热情加入到雅昌

大家庭，起初只是对雅昌艺术中心（北京）地

下一层摆满荣誉墙的架子里好多的小金人充满

好奇。后来慢慢的了解到这些小金人原来是“班

尼奖”，素有“印刷界的奥斯卡”之称的印刷

界最高奖。

十月是一个果实获收农田的季节，十月是

红叶晕染香山的季节，十月也是雅昌满载“班

尼奖”回家的季节。2012 年 10 月 8 日凌晨，

美国第 63 届印刷大奖揭晓，雅昌再次斩获 8

座班尼金奖，成为有史以来单届获金奖最多的

中国企业。但是同时也在那个时刻，时间定格

了，手捧荣誉的雅昌意味着一切将从头再来，

荣誉成为过去时，等待雅昌的是未来更为宽广

的革新之路。荣誉的背后是雅昌人的坚持。荣

誉是一个风向标，它能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让人看到希望，找到努力的方向。在未来，雅

昌将在金奖光环的照耀下，主宰雅昌未来的时

间，致力于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更好、更全面、

更优质的服务，为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而继续

努力。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印刷是文明传播的利

器。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被

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内

容的介质形态、存储手段、传播形式和阅读方

式均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阅读出现了新的趋势。

数字化阅读将成为未来出版产业的主导，但是

从深层次的研读、品味深度学术和艺术思想来

说，纸质书籍仍然是最能表现、传达细致入微

的情感与丰富、深刻思想的工具。在雅昌人手

里就把书籍变成了艺术品，变成了奢侈品和收

藏品。从本届“班尼奖”获奖的八本书籍来看，

不仅在整体韵味上有传统书籍精致高雅的古典

之处，更关键还有书籍内容的多元化展现与传

播。内容首先是有生命元素的图文作品，其中

有诱人可口的中国美食，有清代人手绘的古典

小说原型，有中国本土乡村的生活写照，有佛

学题材的艺术家摄影作品，有集结艺术家思想

的绘画作品集，有反映社会文化的瞬间留痕，

有中国宫廷文物的图片缩影等等，这些是设计

师从艺术的角度来诠释新的艺术语言来呈现内

容的多维度创造，是奋斗在印刷一线的印刷工

程师们用先进的印刷工艺再现“事实的真相”。

人在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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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通过色彩的高精度还原、触

感鲜明的特殊工艺和高贵典雅古朴厚重的精致

包装来实现最终的完美。由此可见“美”是会

产生共鸣的，不分国界，没有种族歧视，只有美，

故雅昌人在 2012 年创造了新一轮的“美”。

雅昌作为卓越的艺术服务机构，“懂得”

和“感悟”是服务艺术最为根本的境界。“懂得”

是懂得客户。是在全心全意服务的基础之上，

想客户之所想，并且能够替客户想全面的需求，

超越客户的服务满意度。艺术服务机构的主要

客户首先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作品在印刷成为

书籍的时候，雅昌人需要做的是懂得和理解艺

术家的作品思想内涵和尽全面的再现艺术作品

的原貌。艺术作品的人文性和社会性都将在一

本书里呈现出来，那么雅昌人在不断积累经验

的基础上，需要更多的是“感悟”。“感悟”

是感悟书籍，还要感悟书籍与人的关系，是一

种难能可贵的顿悟精神，首先做书人要有产生

灵性的特质，至少我认为书籍是有灵性存活于

世的。雅昌跟随着一年一年满载而归的“班尼

奖小金人”，逐渐的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

誉，雅昌人凭借着“感悟”多年的书籍印刷和

装帧设计成果，一步一步走着不同于他类的服

务之路。雅昌人感悟书籍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

升，当雅昌人转变把一本 “书”的概念理解成

为“艺术品”，那么艺术品又被用来欣赏和收

藏的时候，起初设计和制作书籍就必然是雅昌

人用“感悟”得来的思想赋予全新的理念和价

值，这种价值远远要超出“书籍”本身带来的

影响和价值，让走向世界舞台的书籍有了“人”

的味道。

正是有这样一批真正懂得艺术家思想和懂

得内容表达的雅昌人，也正是有这样一批从内

心感悟书籍和把书籍当成生命的雅昌人，兢兢

业业的奋斗在自己岗位上，凭借经年累月与书

籍艺术品打交道的经验，并且超越经验之上的

理解和感悟，带给能让读者赏心悦目的饕餮视

觉盛宴。雅昌人在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实

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下，凭着对

艺术的执着，对文明的坚守，对创造的信仰，

不断为人类的阅读体验创造惊喜，展示出东方

的“雅艺之道，印艺之美”，让这些融合艺术

与科技、艺术与人文的艺术品书籍，全新折射

出中国古老文化的时尚与大气。也正是这样的

一批雅昌人在努力开辟中国艺术书籍时代的独

特领域，让艺术书籍在国际舞台绽放夺目的艺

术光彩。

王鹤：中国的雅昌，世界的精彩

第一次听说班尼金奖，是在去年，那时刚

到入职没多久。前辈带我参观了雅昌艺术馆，

展厅里一个个“小金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从金奖的设定到一座座的小金人的来历、故事，

同事讲得生动精彩，如数家珍。那一刻，我才

开始真正的认识雅昌，认识到他优雅淡然的外

表下，追求品质之道、苛求完美之道。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制造企业，还是比

较弱势的。大多做一些劳动密集型业务，很少

有自主创新，能掌握核心技术并且在世界上领

先的企业就更是凤毛麟角。同时，或许是中国

企业普遍的营销问题，或许是企业掌门人的理

想被金钱打败，我们看到了雀巢收购徐福记，

施耐德收购德力西，强生收购大宝……这难道

就是民族企业最后的归宿吗？诚如梁启超先生

所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

少年。”中国要想摆脱土地经济，真正走上经

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必将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的民族企业。雅昌刷新国际印制大奖记录，不

仅仅是一个企业自己的荣誉，也让世人看到了

一个踏实稳健的中国企业，一种与时俱进、自

人在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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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雅昌荣获2003年美国印制大奖Benny 

Award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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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经过二十年风雨历练的雅昌，一直视质量

为生命；视技术为灵魂；视营销为脉络；视员

工为血液。有了这些，雅昌便有了凝聚力，有

了生命力，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作为仅入职

一年多的员工，尽管没有亲眼见证雅昌从零做

起，直到今天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行业都享有

领先地位。但经历过两次班尼金奖就已经让我

发自内心的为雅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不仅让

我们雅昌人信心百倍的与国际领先印刷企业一

争高下，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企业崛起之

希望，更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典范。

不论我们每个人陪伴雅昌走了多久，但在

雅昌的日子里，我们的身上已经深深的打下了

雅昌的烙印。对雅昌的热爱已经融入到每一个

人的血液，为雅昌每一次的辉煌而沸腾翻滚。

同在雅昌，让我们与雅昌一路同行，用每个人

点滴的努力共创雅昌美好的明天。

宣彗芳：立足印刷，放眼艺术，走向世界

雅昌今年能拥着 8 项 “班尼金奖”，我们

骄傲的说，雅昌的定位挺棒！

雅昌以印刷为巢，艺术做梯。过去印刷企

业像工厂，一格一格，方圆内吵吵闹闹。规模

小拼生存，规模大拼市场，却有心而力不足。

因为格子还是格子，有限！有一群人，在这格

子里加了个梯子，和其它格子链成蜂窝状：艺

术家、文博机构、出版机构、拍卖机构、画廊等。

这个结构很结实，很有水准，而且相当艺术！

这个格子不再是格子了，而如我们反复解释的

一样：不要再说雅昌只是印刷公司，我们已经

筑好巢，与艺术相伴很多年。

雅昌通过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

民服务。印刷界对艺术界又爱又恨。因为它眼

界太高了，永远捉摸不透。精心很难，懂得更难。

文学界的余秋雨写道：“雅昌要求把每一项彩

印任务都提高到国际水准，并达到文化境界和

艺术境界，因此，人们遇到了真正国际水准的

大事，比来比去最后都找到了它，雅昌在为中

国人挣回印刷术尊严。”雅昌不仅仅要走向世

界，也在忙着帮我们把梦想变成现实，帮世界

了解我们。

想想小时候读的非绘本红楼梦，再铺展开

《清·孙温绘红楼梦（典藏本）》，疑似仙境

入梦来……饿了，上《大董菜谱》……

陈静：在雅昌我们一起创造辉煌

2012 年的秋天，雅昌一如既往的迎来的她

的收获之季。作为一个雅昌人，我深深地感到

骄傲和自豪。

时间如白驹过隙，加入上海雅昌快 2 年了。

在工作中，我能时刻感受到雅昌作为印刷行业

的一面光辉旗帜对我们工作的影响。

记得第一次参加公司的校园招聘会时，学

校的很多同学都慕名前来参加公司的招聘宣讲

会，对公司的招聘岗位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看到同学们热情的面孔，真挚的眼光，我真的

很感动，为雅昌在印刷院校里面深深的影响力

而折服。也还记得有一次有幸参加了校企合作

答谢会。在会上遇到了一位知名印刷企业的高

层领导，通过与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他对雅昌

专注艺术印刷的钦佩，对雅昌从印刷到文化产

业成功转型的羡慕。那天我非常开心，对作为

雅昌的一员感到格外骄傲。

在公司的新员工培训中我也有深深的感

触。每当给新员工讲到公司获得的众多国际性

奖项、获得的各种社会荣誉，国家和地方政府

对雅昌的关心和支持的时候，时间就仿佛定格

在那一刻，让我尽情享受身为雅昌人的自豪。

上海雅昌将要在 2013 年 1 月搬迁嘉定。

人在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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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2年10月8日深视新闻： 全球印刷界

奥斯卡雅昌获八项班尼金奖

图4> 2012年10月8日 央视新闻：中国企业夺

得八项美国印刷业金奖

图5> 2012年10月8日中国雅昌集团蝉联美国

印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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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新艺术中心面积为浦东艺术中心的 4 倍，

附近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地理位置较好，交通

便利。嘉定新艺术中心将集办公、生产、生活、

休闲于一体，到处充满艺术气息，将极大改善

和提高员工的办公环境、生活品质。员工将置

身于艺术的殿堂，感受“生活就是艺术，艺术

就是生活”的美好理念。从为艺术界提供综合

服务到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印制相关作品，

从上海印刷大奖到美国印制大奖，上海雅昌从

2006 年成立至今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很

多佳绩。但我们更憧憬上海雅昌在嘉定的美好

发展前景，在嘉定我们将一起创造新的辉煌。

雅昌在 63 届美国印刷大奖的荣誉，将激

励我们继续前进，为雅昌成为卓越的艺术服务

机构而一起努力奋斗！

王强：雅昌——搭建人类文明的电梯

第一个结绳的古人肯定想也不会想到，

以后的人类文明从此会因为他的绳结而不一

样；伟大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恐怕也想象不到，

仅仅二百多年，印刷业就会发生这样天翻地

覆的变化；如今尽享摘得 8 项班尼金奖之喜

悦的雅昌人，大概也不曾想过——我们或许

在不经意间也触碰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一

个加速按钮。

雅昌集团曾六度问鼎印制大奖，今年又斩

获 8 项金奖。恐怕敬业、优秀、精益求精这样

的词汇已经不足以来形容这些荣誉背后的雅昌

人了。只有你亲眼目睹这些装帧精美，印制细

腻，颜色逼真的书籍，才会明白，雅昌人从来

不仅仅是用技术来印制书籍；也只有你能亲手

抚摸这些充斥着雅昌人心血的书籍，才会明白，

没有对书籍的热爱，没有对文明传承的使命感，

是不会取得这样耀眼的成就的。

富兰克林从印刷工人到美国总统，他的传

奇一生，带给人类文明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越

了技术层面的范畴。他在《独立宣言》和《美

国宪法》上的签名，在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

推断下，缔造了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一，美利

坚合众国。

而今的雅昌，也同样处在人类文明的转型

期，雅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印刷企业，雅昌人

也不再是简单的印刷人。时代相应的对我们有

了更多的要求：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

载体，通过印刷越来越精美的书籍，班尼金奖

已经证明了雅昌成功的肩负起了人类文明传承

者的重任；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新的技术，新

的理念，不断开拓进取的雅昌人，已经准备好

了转化成为一个文明创造者的角色。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中

国艺术品数据库将会是人类进步的电梯。雅昌

中国艺术品数据库，集合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

大部分重要艺术品数据资源，通过先进的 IT 手

段进行存储、编目、整理、运用，我们相信，

这无疑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万捷董事长所说：人是有生命的，企业也

是有生命的，但人类的文化和艺术却可以生生

不息。雅昌“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保存的数据

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个企业。它永

远属于国家、民族和整个人类。

63 届美国印制大奖，雅昌极尽荣耀，我们

为之欢欣鼓舞，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几分。

这样的荣耀，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鼓励，又是

一种鞭策。我们期望，下一个十年，我们做的

更好。

李美玲：班尼奖，就在你我身边

“当我听到《地球的密码》获奖消息的时

候很惊讶，这么小的书也能得班尼奖？但仔细

一想这又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是

人在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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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何成在得知他设计的作品获班尼奖后的

一句话。

谈及《地球的密码》一书，何成说，“这

是以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角度重新审视

地球的一组图片。这本书从头脑中的一个创意

到电脑中的设计稿，再到成品书，是新颖的创

意、精巧的设计、完善的工艺策划、高精度的

印刷和细致的装订等，是雅昌软硬实力的综合

体现，这本书，是团队合作的结晶！”

一本经典作品在雅昌印制，要经过客户提

出要求、设计方案形成、制版调图、工艺处理、

上机印刷、后期装订等一系列工序，各道工序

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无法完美呈

现经典，这无疑是对雅昌实力的一种验证。

就拿《地球的密码》来说，它仅长 70mm、

宽 70mm、高 22mm、重 87.6 克，打开之后，

比成人掌心还小，打破了以往的摄影类画册通

常采用的以大开本来展现摄影作品的传统思路

和设计方向。其设计的画龙点睛之处，是封面

设计巧妙的通过镜片透视原理形成立体印象的

地球，采用圆形 4 倍放大镜来赏阅画册每幅航

拍巨作的精彩细节，构思在于内页用了 350 线

调频网印刷，正好 4 倍放大镜看不到任何网点。

在形式上和赏阅中让读者感叹和惊异的同时也

增添了一种特有的乐趣和神秘感，既契合了书

名，也深化了主题。而在工艺方面，该画册书

口全部镏金，外观以金色为主色调，仅这一

本小小的画册，就采用了专金、烫哑白、烫金、

啤成形、过哑胶等众多工艺，只是些工艺，

就考验了雅昌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创造

力。除这些硬性工艺要求外，客户的苛刻要

求也对我们形成了不小压力，深圳雅昌数据

处理中心王文祥对笔者说，在处理该书的图

片时，因其印刷尺寸较小，每幅图片都需做

精调处理，极其细致的处理要求，使得部门

不得不调动技术过硬的主管们亲自上阵，直

至客户满意。而在装订方面，也是不小的挑战，

这是雅昌印制的少有的微缩书装订，无论是

在排书锁线还是封面小皮革的粘贴，都是需

要雅昌人在短时间内摸索、完成的，但雅昌

人始终做到了“不仅让客户满意，更让客户

感动”，圆满完成了这一项目，并使这本小

书获得了美国印制大奖优异奖。

“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谁也从没有

去想这能为我们带来班尼奖等荣誉，这只是我

们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尽力把控质量，

达到要求，使咱们雅昌的活计达到客户最满

意”，深圳雅昌精装龙装订部的江国邦平静的

说。平淡踏实的话语，承载的是一代代雅昌人

努力践行的目标，我们只是在“为人民艺术服

务”的路上，让雅昌品牌臻于极致而已。所以，

当你看到营业员们与客户们耐心沟通、谈判、

奔波的时候；当你看到设计师们绞尽脑汁做设

计方案、加班加点设计样稿的时候；当你看到

数据处理员工们昼夜不休、精益求精调整作品

的时候；当你看到车间里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半

成品的时候……请不要无视的走过，这都是雅

昌品质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手中的作品，许

是下一个班尼金奖碑座上最亮丽的名字！

班尼奖，也许就在你我的身边，务请珍视。

人在雅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