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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十！

二十年时光转瞬而过，任谁也无法留住时间的脚步；我们不因青春逝去而怨叹，

因为往日的年华没有虚度；我们面临过市场开拓的困难，面临过选择前进方向

的疑虑，我们有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但我们让艺术走进生活的梦想从未改变；

我感谢雅昌，我只想收获一缕春风，雅昌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我倍加珍惜今天，

祝愿雅昌的明天更美好！

　——欧明彬 深圳雅昌摄影旅游项目部  1993 年入职

　

从默默无闻的制版公司，到如今蜚声国际的中国艺术名片，

我为有幸成为雅昌卓越奋斗历程的见证者而自豪。20 年，我

与雅昌风雨同舟，感恩、责任和使命，是我对雅昌执着的信念。

亲爱的朋友们，在雅昌，有梦想就有舞台，梦想有多大，舞台

就有多宽！未来路，让你我携手一起走过！

　——汤裕娜 深圳雅昌拍卖项目部 1994 年入职

　

时间过眼烟云，雅昌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年的风雨探索路，雅昌从零开始，秉承传承璀璨

古文明的使命，肩负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朝着打造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服务中心和印

刷公司，引领中国印刷业达到世界之巅的目标而前进。雅昌人也一直以通过为人民艺术服

务，达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和理想，我们用坚持的态度实现我们未来的愿景。我有幸

能够和雅昌风雨同舟二十年，能够成为雅昌精彩之路上的一块基石，我把雅昌的精彩刻

印在我的成长之路上，溶入到我的生活与工作当中，并为雅昌继续奉献我的青春与热血。

几易春秋，风华正茂；几载耕耘，硕果累累。值此公司二十年周年之际，恭祝雅昌早

日成为中国第一品牌，并在新的征途中再谱新篇！愿雅昌越来越精彩，成为百年千年“老店”！

　——潘宝兴 深圳雅昌摄影复制部 1995 年入职

　

走过 20 年风雨历程，迎来雅昌 20 年辉煌成绩。

这是温情的二十年，在这里我见证了同事之间温馨和睦、相亲相爱的浓情厚意；

这是激情的二十年，在这里我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小子激情迸发，满腔壮志的豪情；

这是奋斗的二十年，在这里我见证了雅昌人兢兢业业，尽情挥汗，奋勇拼搏的艰难历程；

这是我要感恩的二十年，作为老雅昌人，在充满温馨、洋溢激情和奋斗不息的大家庭里

成长到成熟，处处得到公司的关爱、同事的帮助，感激之情常涌心头，感谢雅昌！同时衷心祝

愿雅昌的事业蒸蒸日上，同事们生活幸福！

　——陈培荣 深圳雅昌计划部 1996 年入职

雅昌聚焦·20年艺术服务之路



总
第

59
期

12

走过 20 年风雨，迎来 20 年辉煌，作为雅昌的一员 16 年间，我见

证了雅昌在行业的迅速发展，在日趋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雅昌的业绩

依然每年以 20% 的速度增长。相信雅昌在公司高层的指引下，在所有

雅昌人的努力拼搏下，雅昌定将继续享誉全球、世代传扬！

　——钟宗伟 深圳雅昌设备部 1997 年入职

　

十五年前，在父母的“耐心劝导”下，我来到了深圳，深圳是让我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城市。

带着一腔的热情来到了雅昌，当时的我对这个企业充满了新奇感，但又有些彷徨。因为父亲

是某大学期刊的主编，所以我对印刷也是有一定了解的，但看到雅昌做的一本本精美的画

册，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太漂亮了。我决定留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里，

这一决定也让我在雅昌一待就是十五年。

回顾十五年和雅昌一起成长的历程，感触颇深，但最多的是感恩！值此雅昌二十周年，

也想借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由衷的感谢！感谢公司多年来给予的各种培训机会，感谢各位领

导这么多年的悉心栽培，感谢各位同事在工作的配合和忘我地工作。公司让我学到了现代企

业管理的知识，部门内外的同事们中优秀的品质也可让我终身学习。祝福二十年后的雅昌日趋强

大，也祝福每个员工们在努力工作后也能分享到公司发展来给自身的福祉。

　    ——柳行衢 广州艺术服务中心 1998 年入职

　

时间飞逝，转眼已来雅昌 13 个年头，雅昌从当初的制版公司起步逐

步转型为“传统印刷 +IT+ 文化”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实现了从一个

名不经传的制版公司到现在享誉全球的艺术服务机构的完美蜕变。

我自己也有幸依托这个平台，跟随雅昌从当初的一名基层业务员

成长为现在部门编制 6 人的业务经理，独立带领摄影部从起初建

立时的年度业绩 500 万到现在的 4300 万，实现了高速增长的骄

人成绩。作为雅昌的一名老员工，我见证了雅昌的飞速发展和取

得的辉煌，     

   作为一名雅昌人，我为此深感自豪！

  在雅昌 20 周岁生日来临之际，我真心的祝愿雅昌——明天更

加美好！让我们为雅昌成为百年、千年的老店而努力！

　    ——钱丽娜 北京雅昌摄影旅游项目部 1999 年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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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我来到雅昌。那时，我对它充满新鲜、好奇。六年前，我在雅昌。我的工

作已经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现在，我珍惜在雅昌的每一天，过好当下，感恩时光。

未来，我将与雅昌携手共度，荣耀同在，风雨共担。雅昌，因为有你，我才幸福。

——王军 北京雅昌外协品控部 2000 年入职

二十易春秋，风华正茂；二十载耕耘，硕果累累。雅昌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中迎来了自己的

二十岁生日，很庆幸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她一起成长，一起前行。

感谢领导，为我们谱写了一张为人民艺术服务的宏伟蓝图。

感谢雅昌，给了我们一个时刻都在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平台。

因为有您，因为有你，“百年老店”不再是一个梦。

　   ——王玉丽 互联网与出版事业部数据部 2001 年入职

　

走过 20 年风雨，迎来 20 年辉煌！我加入雅昌这个家庭十多年以来，亲睹公司的快速发展与

壮大，跟随公司一起并肩走过。那些一起艰苦拼搏奋斗成长的日子，感触很多，感慨很多，但最

多的是感恩！在雅昌我深深感受到了浓厚而独特的艺术文化，感受到了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

熟，以及深入应用给雅昌人带来了高效整洁绿色的工作环境。衷心祝愿雅昌的明天更好！更辉煌！

　   ——杨建华 北京雅昌数据处理中心 2002 年入职

　

时值公司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 IT 工程师，经历了集团在“印刷 +IT+ 文化”

经营模式下，IT 信息化发生的巨大变化，深知 IT 信息化对集团业务日常经营的重要性，从

点点滴滴做起，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为公司未来的 20 年 IT 推动业务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祝愿公司在新的 20 年发展更加辉煌腾达，蒸蒸日上，更上新台阶！

　    ——李兴权 集团信息中心 2003 年入职

　

十二年前，刚入印刷行业工作的我就熟知雅昌，04 年机会来临，有幸加

入了雅昌，成为雅昌北京公司大家庭的一员；八年一路走来，雅昌的工作

生活让我不断的学习成长；一路走来，我经历了很多曲折，领导的关爱、

同事的帮助让我深深体会到雅昌人的情怀。感谢雅昌，她让我在艺术综合

服务中得到了提升，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到原来艺术就在我们身边！祝愿

雅昌开拓发展，年胜一年！

　    ——利滨 北京雅昌储运部 2004 年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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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毕业已经 7 年，是雅昌陪我渡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还依

稀记得那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现在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昨日的点点滴

滴历历在目，倍感温暖，谢谢陪伴我成长的雅昌，希望我们能一起走过下

个二十年。

　    ——黄艳  深圳雅昌美术项目部  2005 年入职

6 年前，因瞻仰雅昌的风采，慕名而至。

那时，青涩的我，犹如一叶无舵的小舟，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找不到停泊的港口，上海雅昌

用她同样年轻不丰润的身躯培育搀扶着我。雅昌前瞻性的营销策略和艺术视野很快洗礼了我，从

印刷到印刷文化，从技术到人文艺术，从书刊到电子书刊，这些新鲜的格调，如雨后春笋般滋养

我的思想，我的灵魂。

和上海雅昌一起长大，我们一起抒写《中国最美的书》；我们一起高效完成《世博节目单》

国家重大项目；我们一起挺过一次又一次生产高峰……亲睹雅昌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如果说“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要素，我要说：“时间、效率、

品质”是雅昌服务的三要素。在这里，懂得了服务是一种态度，态度是一种责任，责

任是一种能力，雅昌教会了我服务的能力，让我有价值的去工作每一天。

雅昌发展的脚步早已不能满足只做精美的印刷品，秉承着“艺术为人民服务”的

新使命，雅昌艺术网，雅昌艺 +，雅昌艺品事业已经蒸蒸日上，雅昌以传承中华民族艺

术为己任，带着美好的愿景，去创造最卓越的艺术机构，为社会乃至全人类添砖加瓦做出

自己那一份贡献。

历经数载披星戴月，雅昌已走到了第 20 个年头，她正在蓬勃壮大，虽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

但所走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凝聚着所有雅昌人辛勤的汗水和付出，这个过程有美好，但更多的

是痛苦，因为我们要打败对手，要侵占市场，筑成雅昌美丽的家园。

　    ——李娟  上海雅昌数据处理中心  2006 年入职

　

2007 年 3 月校园招聘会上，时为大四学生的我初识雅昌。7 月毕业离开母校，如约成

为雅昌一员，开始了雅昌之旅。五年间，我感恩于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享受于每一

刻共同奋斗的喜悦和憧憬，更执着于一个个小小成就感的缔造与完成。青春的日记里洒满

了与雅昌有关的字句，休戚相关的岁月里饱含着对雅昌无限的祝福。而今，愿雅昌 20 岁生

日快乐，基业长青！

　 ——薛春露 艺品事业部行政部 2007 年入职

雅昌聚焦·20年艺术服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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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好的青春岁月，我非常荣幸能够随着公司的发展一起成长。回忆这几年在上海雅昌的日子，

我得到了很多同事的帮助，学习到很多知识，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相聚雅昌，感恩雅昌，新征程，

未来 20 年，我们共同创造雅昌新的辉煌！

　 ——马占山 上海雅昌行政部 2008 年入职

　

四年前，我认识了雅昌。朋友口中的雅昌是优秀的、卓越的、时尚的、精益求精

的…… 一切美好的词汇都被他拿来形容了雅昌。从此，雅昌走进了我的人生。

随后我辞职进入了雅昌，因为我抗拒不了她的诱惑。当我与雅昌真真切切的

在一起时，她浓厚的文化气息，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朝气蓬勃的同事，让我的

爱又深了一层。光阴荏苒，三年过去了，雅昌依然是我不变的选择。

　  ——赵伟果 互联网与出版事业部产品中心设计部  2009 年入职

　

在雅昌近三年，带给我的成长远过于自己的预期，而它在艺术领域赋予

我对生活的认识更是无限的。雅昌作为顶级的艺术服务机构，远远走在市

场的前沿，它带着我们的客户，并带着我们，也带着对艺术的热爱，一路

前行……

　 ——余淼 印刷事业部市场部 2010 年入职

　

企业如同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有机生命体，在日出日落中悄然生长。雅昌，这个

世界印刷行业的标杆和中国美术界的旗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孕育而生，随着

国家经济发展逐步壮大，历经二十载春秋，而今风华正茂。对于员工来说，企业

如家长、如学校，我们在此获得教育和关爱，与领导和同事分享甘苦、同舟共济。

今天，雅昌是我的骄傲，希望明天，我能成为雅昌的骄傲。

　  ——蔡卓 互联网与出版事业部杭州办 2011 年入职

　

在来雅昌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工作也可以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情。

从小怀揣着的艺术梦想驱使着我来到了雅昌，在这里，手中的工作都变成了一种接受美、

感受美的洗礼。或许永远都没有机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感谢雅昌，让我对美的追求永远都

不会停止。

　  ——张强 中艺库 2012 年入职

雅昌聚焦·20年艺术服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