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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4日，北京。冬日的第一场雪，

飘飘洒洒。雅昌（北京）艺术中心咖啡厅内，

伴随着阵阵优雅的轻音乐，来自中国出版协会

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的二十余名委员、设计师

们共同回顾着这两年来，艺委会走过的点点滴

滴，温暖，感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学术机

构自己的年会，但，这个年会，不但在雅昌举行，

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副董事长何曼玲等集团

高层管理者均悉数到场参加，且“雅昌”的名

字还频频出现在艺委会的各项工作回顾中……

著名书籍设计大师、中国出版装帧艺术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吕敬人回顾道，“艺委会是靠各界的

努力才得到了发展，设计师们都是用业余的时

间和热情共同为中国艺术书籍的发展而做出贡

献。雅昌不仅帮助设计师完成他们自己本身的

出版工作，为艺委会推动学术交流，而且为弘

扬中华文化，保留书卷艺术的重要角色，提供

了广阔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1——

2012 年，艺委会举办的多场书籍展览及学术论

坛是在雅昌的协助下成功举办；出版的 7 期书

籍装帧设计杂志，也是由雅昌集团免费为艺委

会印制。艺委会和雅昌集团共同打造的这个平

台，为中国的书籍艺术、出版文化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这也是在电子时代，弘扬和保存传统

书籍艺术文化的重要举措。”

再翻看艺委会的委员名单，雅昌集团董事

长万捷、副董事长何曼玲、印刷事业部副总经

理胡俊等集团公司领导均在列。这是一项为了

保存和弘扬传统艺术文化而共同努力的伟大事

业，雅昌义不容辞，20 年来，我们共赴一场永

恒的艺术服务之约……

中国嘉德市场部高级经理梁为民：旗帜飘

扬——雅昌 20 年

时光荏苒，转眼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和雅昌即将迎来各自二十周年的庆典。回

首往事，颇多感慨。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拂下，诞生了许多新兴的企业，中国嘉德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就是于 1993 年 5 月 18 日成立

的内地首家中国字头的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并

于 1994 年开始成功举办了春秋两季大型拍卖

会。开创了以相对固定时间和场次的新的拍卖

会形式，使艺术品的价值在市场上最大程度得

以体现。

艺术品的拍卖活动离不开拍卖图录。那时

候的印刷业还十分落后，是刚刚告别了铅与火，

迎来光和电的新时期。中国嘉德作为国内艺术

品拍卖的高端企业，拍卖会图录也一定有着极

高的要求。94 年的拍卖会图录是在香港制作印

刷的。当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去香港出差等

于出国。而且印刷的费用也是及其昂贵。针对

这一现状，中国嘉德非常希望能有一家大陆的

印刷企业胜任拍卖图录的印刷。

1994 年底，位于北京亮马河畔长城饭店的

中国嘉德办公室来了一位说着广东口音普通话

的瘦小的年轻人，他就是日后在雅昌人称黄大

拍的黄宇飚先生，万捷董事长的业务代表。中

国嘉德把最具学术研究及文献价值的古籍善本

拍卖会图录作为试点交付雅昌印刷。黄先生亲

自带领雅昌全体员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

始了第一本拍卖会图录的制作印刷。当时从接

到胶片开始，就要进行原片分析：曝光是否准确，

色彩还原是否到位，质感是否突出，清晰度是

否达标，比例关系是否正确，位置关系是否合

理……。接着要做电分的处理，墨稿如果在出

菲林后有改动要劏片。彩样出来后，黄先生拿

着彩样到中国嘉德比对拍卖品一件一件的标注

颜色。经过大家辛勤的努力，雅昌的第一本拍

友谊,永不褪色

金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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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特约撰稿人 中国嘉德市场部高级经理 梁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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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范手册，达到数据化、规范化、程序化、

标准化。

每当客户看到中国嘉德品位高雅、印刷精

美的拍卖会图录及其它宣传品的时候，就会想

到印刷者——雅昌。有人说看到中国嘉德的标

识就像一面红旗，中国嘉德其实就是拍卖界的

旗帜。那么我要借用中国嘉德王雁南总经理的

话：雅昌是印刷界的一面旗帜，是印刷领域永

远高高飘扬的旗帜。

著名摄影艺术家袁学军：20 年，我们在

一起 

栉风沐雨廿载，雅昌用一贯的韧性与执着

书写着辉煌成长的奋斗史。廿年的历史，凝结

着雅昌与无数艺术家、设计师朋友们的深厚友

情。艺术家之于雅昌，不仅是客户，更是朋友，

他们也是雅昌得以继续向前，努力成长的坚实

后盾。

在做这期杂志的时候，编辑部选定了数位

著名的艺术家做采访。其中，就有著名的摄影

艺术家袁学军老师。当我找到雅昌营业摄影部

卖会图录——中国嘉德 1995 春季拍卖会古籍

善本图录诞生了。万捷董事长带领黄先生把图

录送到拍卖会巡展现场时得到了中国嘉德的肯

定。从此，中国嘉德拍卖会图录的印刷非雅昌

莫属。

近年来雅昌公司在万捷董事长的领导下，

技术、知识、文化含量越来越高，在国际印刷

领域囊括了多项最高奖项。在荣誉面前，雅昌

人并没有安于现状。在何曼玲副董事长、宋强

副总裁等高层管理者的领导下，不断提升为人

民艺术服务的理念，一切为客户着想。2008 年

开始，王小斌总经理总负责，针对中国嘉德拍

卖会图录进行了优化测试：用数码影像全面替

代传统的胶片，经济上降低了成本，制作上减

少了费用，便于保管存放；图录用纸的选择，

通过实验比较为中国嘉德的图录选择最为适合

的纸张进行印刷；不同门类的图录的色彩管理，

确保图色准确；图录制作的工艺规范要求，确

保图录的制作工期；图录标准批改文本，形成

客户、制作人员间的统一语言；图录分类的操

02＞

图2>  著名设计大师吕敬人在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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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事，请他们帮我约访袁老师时，雅昌营业

摄影部的同事们说，袁老师跟我们雅昌是“熟

的不能再熟”的老朋友啦。老朋友生日，袁老

师特别高兴，也特别重视。还特意交代，要回

去认真的整理回顾一下这些年一起走过的路。

如约，我在雅昌咖啡厅与袁老师见面了。

起初，我还在斟酌怎么打开这个话题，可坐下后，

想好的词我还没来得及全部说出来，袁老师就

直接打开了话匣子……

“说到雅昌，我几乎是看着雅昌成长的。

从九十年代，雅昌在深圳创立，到北上开拓疆

土，我这一路都是和雅昌一起走过的。”“雅

昌经过这 20 年的奋斗，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深刻影响了中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我觉得雅

昌成功的原因，在于对品质的追求，甚至是严

苛的要求。这种对品质的严格把关从雅昌成立

伊始就定下了基调，一直伴随着雅昌的成长，

甚至随着雅昌的成长，对品质的这种要求也越

来越高。”

“随着雅昌的发展和壮大，雅昌的员工也

增加了很多，持续、周全的服务也始终从未消失，

始终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想客户所想，令人感动，

并最终创造出了一条精品之路。尤其是在北京，

由于政府关系的缘故，雅昌会经常接到很多政

府的工作任务。而这些工作都集中体现了急、

难、重这三个特点，比如说奥运会、部队工作

项目等众多的国家项目，雅昌始终视这些工作

为己任，全力承担，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者，跟雅昌合作，放心。这也是缘于雅昌为

给客户提供优良的品质作出了许多积极努力的

探索。比如说对骨干人员的培养；对色彩管理

的严格控制；以及在各道工序中，都有专业的，

懂工艺懂服务的专业人员把关等等，做的都非

常到位。

“另外，作为雅昌的老朋友，也提一点希

望，雅昌在重点部分，做的非常棒，但也要注

意一些其它细节的把握和处理。不管是大任务，

还是小工作，都希望雅昌能做的更好。这 20

年来，在我看来，雅昌走得很不容易，也赢得

了很多客户。”“企业成功的秘诀在于取得客

户的信任度，雅昌牢牢掌握着这个秘诀，并为

此付出，在出现差错时勇于承担责任，很多次，

哪怕自己作废那些印好的成品，也要重新给客

户印。这一点行业中无人能及雅昌。所以价格

是高了一些，但是物有所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机会插嘴——

不论是雅昌的成绩还是雅昌的短处，袁老师对

雅昌太了解太熟悉了！这种从雅昌创立之初就

建立起来的情感，最难忘，也最难磨灭；任何

与老朋友的回忆，都不要寒暄，这是一种老朋

友间才有的熟稔和亲密。

20 年了，袁学军老师说，他希望雅昌“雅

艺昌盛”。

雅昌是个奇迹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现中国出版协

会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主席于友先：雅昌是个

奇迹。

当今，在文化、知识界，恐怕没有人不知

道“雅昌”。雅昌艺术网、雅昌中国艺术品数

据库。1993 年，一个不足 30 人的制版公司，

不到 20 年的发展，形成目前的产业规模，可

以说是一个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其

一，雅昌艺术网可以说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中

国艺术品门户网站，拥有超过 50 万精英会员，

日均浏览量 800 余万人次，名符其实，传播中

华文化的窗口。其二，雅昌打造的中国艺术品

数据库，以现代数码科技储存了 2000 多万件

珍贵的中国艺术品图文资料，为我国文化遗产

保存传播奠定了基础。其三，雅昌创造了我国

最大的纸媒的、电子的出版系统以及艺术图书

雅昌聚焦·20年艺术服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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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不仅在艺术品印刷出版方面引领行业之

先，尤其独特的电子图书、期刊、图录以提供

一万个品种以上的出版物面向中国乃至全球十

几亿终端用户。此外，雅昌在开发艺术衍生品、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流动美术馆、艺术大

讲堂以及社会公共艺术空间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就在今年，2012 年，雅昌再次获得美国印

制大奖“班尼金奖”的金奖总数冠军，实现了

连续三年蝉联金奖总数第一名。20 年，雅昌从

一个传统的、低利润的制版公司提升为一个世

界知名的、获利与影响都堪称巨大的文化创意

企业，让中国的印刷与出版行业再次光耀世界，

雅昌，是个奇迹。

共襄 20 年

艺术家陈九：雅昌给我总的印象，是拥有

一个非常年轻、优秀的、专业素质优良的团队。

这个就决定了它时常都给我们专业方面的惊

喜。不仅经常能听到雅昌在各大专业领域获奖，

而且经常有新的服务项目出现。我是和很多雅

昌人都有接触，雅昌是我重要的艺术精神家园

平台！中国需要为艺术贡献学术的一个平台，

雅昌是艺术圈内人的依托！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明明：雅昌，作

为中国艺术界市场媒体的排头兵，多年来一直

客观、真实的记录着中国艺术市场兴旺发展的

点点滴滴，成为国内艺术界最大、最权威的媒

体资讯平台和艺术宝库。值此新年，我衷心地

祝愿雅昌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引领中国艺术

雅昌聚焦·20年艺术服务之路

品市场行业媒体平台，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市

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民：雅昌，当代艺

术的布道者。

著名艺术家忻东旺：雅生活艺术之品位、

昌时代文化之精神——贺雅昌新址庆典

匡时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国强：雅昌，

赢在艺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雅昌’在

字典中有被解释为规矩、高尚、古雅、兴盛、

正当、美好。雅昌完全当得起这十二个字。

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高教人民出版社编审刘晓翔：雅昌是书籍设计

师最好的朋友。

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民族出版社编审吾要：雅昌为中国书籍设计艺

术、实现设计师梦想提供无限空间。

新加坡南洋画院院长、宋明远美术馆名誉

主席宋明远：雅昌艺术网是国内外艺术界享誉

最高的专业网站，这点是我多年来与其合作亲

03＞
图3>  中国嘉德2012春拍现场

身感到的，名不虚传。雅昌的专业诚信博爱及

她一贯坚持的高品位、高规格及所追求的品牌

效应将是雅昌一贯取胜的法宝。雅昌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一切为了艺术家，为了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为了祖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

切。在这里有我的三个客服，他们曾是李洋、

潘阳阳和现在的胡文娇。他们工作认真、责任

心强、忘我，令我感动钦佩。在这里，我道声：

您们辛苦了！谢谢您们！衷心祝愿雅昌再创新

辉煌！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委员、

中国国家画院导师程大利：雅昌艺术网是雅昌

精神结出的硕果。它的影响力将载入艺术传播

史。它已经成为当代美术家的网上沙龙和精神

家园。希望它坚守文化理想，坚持文化立场。

抵制平庸，清除泡沫，杜绝虚假，弘扬纯粹，

树立起当代艺术传媒的一面旗帜！

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胡

守文：艺术为人民服务，雅昌为艺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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