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总
第

60
期

雅昌关注

新闻事件

3 月 1 日，《进化的力量——万捷和他的

雅昌王国》新书发布会在北京 798 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雅昌集

团董事长万捷、本书总策划、著名出版家李元

君女士、中信出版社社长王斌、作者麦子等出

席并发言。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主持了发

布会。

各方观点

《进化的力量》对于中国的发展“功莫

大焉”

吴敬琏：当前许多中国企业都面临着转型

升级的考验。如果你面对这个生死关头感到不

得其门而入，那么我建议你读一读《进化的力

量》这本书。经济学说得很对，企业转型升级

的核心和本质，无非就是提高产出中的技术含

量、知识含量或者说文化含量。而雅昌正是这

样实践着一个企业的进化，不仅对传统印刷业

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更是大胆不断推动着商

《进化的力量》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雅昌》编辑部

业模式的进化和创新，将“文化”与“科技”

完美结合，进军互联网、出版、艺术家服务、

艺术衍生品等多个文化产业领域。

所谓转变经济方式，就是要提高知识、思

想、信息、理念、观念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就是事情的本质。雅昌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

充分发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技术、

高等文化在支持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万总

在创业的时候，没有资本、没有设备、没有技术、

没有市场，但是他有理念、有追求，而且把自

己的灵魂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后才创造了雅

昌辉煌的业绩。

我推荐这本书，不但是要给我们的艺术爱

好者，或者是有希望提高这方面素养的人看，

而且我们每一个企业家在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

时候都值得一读。它不局限于对印刷厂的负责

人，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企业都是有用的。如果

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去读，那么这本书对于中

国的发展“功莫大焉”。

图1>  《进化的力量》新书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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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力量》对发展中的企业有指引

作用

麦子：雅昌二十年的发展使一条优美的弧

线，我更愿意说，雅昌是这本书的作者。我是

雅昌二十年的梳理者、观察者、记录者。近几

年来，从万总和他的管理团队到基层员工，他

们都对我敞开心扉，这让我受益颇深，感觉就

像上了一次 MBA 课程。

进化就意味着不断地突破自我，雅昌是一

个善于挑战的企业，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高，当

年雅昌就选择了对质量要求最高的“拍卖图录”

来做。雅昌每一年都在突破，在互联网的低潮

期，雅昌创建了雅昌艺术网，逆潮而上。正是

因为这种突破，雅昌才有了今天的格局。雅昌

从一个印刷企业，变成一个综合性的艺术服务

机构，就源于他的突破，他的进化。《进化的

力量》对于发展中的企业有指向性作用。

　

大视野决定大格局

王斌：《进化的力量——万捷和他的雅昌

王国》是我们出版社今年最重要的企业类书籍

之一。大家都比较希望看到明星企业，在文化

类企业中，雅昌无愧为标杆企业！在本书的出

版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雅昌的力量，企业

的力量，万总的高度、视野和他的格局感，在

今天的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雅昌一

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中国的企业不断地在丰富世界企业管理的

理念，雅昌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出版方，我

们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一、雅昌在面

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总结，不断学习，

从而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形成独特的管理

理念，价值体系。二、雅昌具有思维的前瞻性，

所以也使企业具有前瞻性，后劲很足。三、雅

昌在经营的同时，还能传递品牌、影响力，能

够影响公众社会，影响大众。这是和雅昌的价

值观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好的价值观，才会

使他的企业得到更好的传播。四、雅昌有非常

强的反思能力，雅昌不会只看自己的成绩，而

是不断地反思，在反思中成长。

万总有两点让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创业家，

一个是产业家。雅昌的高度是由于万总的高度

和视野。大家现在看到的雅昌是一个企业，而

未来看到的雅昌将是一个更大的整合者，是能

够为社会带来很多精彩的企业。文化的发展需

要草根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或者可以说，只

有民营企业才能真正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期

待雅昌有更大的作为。

做中国的 NO.1

李元君：“万捷是我心中的民族英雄”。

这不仅仅是因为万捷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衷，

对艺术普及教育的决心，对实业发展的热忱，

还因为他的“1000 年”目标。万总表示，雅昌

所拥有的全国最大的艺术品数据库的资源，是

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一定要千年传承下去。

我希望雅昌作为艺术的一个服务平台，能

为最广泛的艺术家服务，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

万总对此认识深刻，他认识到一定要提高国民

的素养。雅昌也完全有这个能力完成这样的事

情。我也希望雅昌一直保持下去，做中国的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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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每一个成功都有一个密钥（节选）
野马

拿到《进化的力量》这本书的时候，我并

没有特别的重视。虽然这本书印刷的很漂亮，

但毕竟雅昌集团就是做印刷起家的，所以我并

不太吃惊。

都说开卷有益，闲来无事我还是翻开了此

书。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一打开此书，我就真

的放不下了。《进化的力量》作为一本书并不

完美，但是它传递给我们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雅昌集团的发展战略，雅昌创业的历史，

雅昌集团老总万捷的思想和风采。

万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亲自接触

过。但是读完此书，我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高

高在上的老板。我也能与他成为朋友，也乐意

成为他的朋友。他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因为引

荐师兄到深圳发展不顺，他毅然离开高管职位，

与其一起在风雨中滚打，开始了创业。

至少，他是一个懂得艺术家的人，作为商

人，做生意的游戏规则自然是在商言商，提供

了服务就要收钱，但是他能考虑到艺术家的别

样人格和气质，并不以艺术家的拖欠为错。

至少，他是一个力争世界第一的人，雅昌

获得的那么多班尼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少，他还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一个小

故事就可以说明：万捷走进企业食堂，与员工

一起就餐。有很多领导都会这么做，吃完就吃

完了，与民同乐嘛，走走过场就可以了。但是

万总感觉饭菜味道很差，就叫来了后勤负责人。

负责人并不以为然，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中

午他们随便吃吃，晚上回家可以吃好的！”他

的回答，令万总勃然大怒：“你有家，你可以

晚上回家吃好的，吃私房菜。但是我们的员工

很多都是年轻未婚的青年，你让他们上哪吃去？”

后来，雅昌的食堂就贴着饭菜的照片，员

工可以以此对照参考，等等。然而形式并不重

要，关键是雅昌的食堂做的饭菜有口皆碑。大

学、政府、各家公司、写字楼的食堂，我也吃

过很多。我敢说，雅昌的食堂是属于最好的行

列。虽然未必奢华，但这真的很让我感动。这

一点，体现了万总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对同事

和员工的真挚感情。

01＞

图1>  董事长万捷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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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羞涩的革命（节选）
林逊

对所有企业来说，要进步容易，只要努力

用心做，开疆拓土不难，然而要进化却很难，

从两栖类到爬行类，从四肢着地到直立行走，

那是物种的超越，是基因和血脉的再造。

这本书从第一天起，我就有缘参与其中，

所以得以早早深入了解雅昌，理解雅昌。3年来，

作家麦子从深圳，至上海，至杭州，至北京，

一路考察和挖掘雅昌的进化思路，深入万捷、

何曼玲、潘剑平等雅昌人的内心，描绘出了万

捷和雅昌的核心价值：进化。从印书到做书，

从技术到艺术，这已经不是进步，而是进化，

进步有涯而进化无涯，因为没有终点。

这个秘密，雅昌人做了，20 年来都在伏地

躬行。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契机，没有麦子挖掘

出来，他们未必会自觉自明。这就是局内人和

局外人，身在山中和人在景外所观所察绝然不

同，幸好有麦子在，写出这本《进化的力量》，

替雅昌人做了一份旁观者的生存哲学。

用两年时间，沃尔特·艾萨克森跟乔布斯

谈话 40 多次，对他的 100 多位家人、朋友、

竞争对手和同事采访，写成了最具“苹果精神”

的《乔布斯传》。麦子写雅昌，亦是如此。

然而一种彻底的进化，并不能只停留在血

液、骨骼和躯体，还要往上走，往头上走，朝

精神纵深迈进。雅昌的进化，就并不止于技术

和内容，这从万捷的境界可以看出来。在书中，

有这么一个细节，是在 2008 年雅昌 15 周年时，

万捷当着 100 多位嘉宾说了一番话：“今天是

雅昌的生日，不过，我要宣读一份遗书。”在

这份企业遗书中，万捷说，人和企业都是有生

命的，如果有一天雅昌不在了，雅昌所保存的

这些艺术品数据，将属于国家和人类。

这是万捷的另一种进化，光有企业和内容

雅昌关注

的进化，还不够，思想也要进化，思想是马，

企业是车，思想是蒸汽机，企业是车厢，没有

马和蒸汽机，车和车厢永远不会前进。这就像

马云，我到今天都觉得，阿里系的成就并不是

企业的成就，也不是企业家的成就，而是价值

观的成就，没有马云的思想境界和接地气、得

天时的商业哲学，不会有淘宝，不会有阿里系。

据说，雅昌有接近万捷的员工，曾发了一

个微博赞扬他，万捷知道后，害羞地跟秘书说：

“赶紧删了吧！”这使我记起 3 年前，没想到

万捷那羞赧一笑里，竟藏着革命一样的磅礴！

《进化的力量》文摘一

艺术有流派，服务无偏好

2008 年，万捷当选“CCTV年度经济人物”。

在他参加创新论坛时，主持人特意选了一个特

邀嘉宾，他出场的任务是，一定要出一个问题

来难为一下万捷。

这位嘉宾，就是万捷的好朋友，著名的艺

术家韩美林。 

韩美林很风趣，他先讲了一个自己的小困

扰。作为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做了很多大型

雕塑，大到什么程度呢？有很多作品的高度都

在 20 米以上，很有气势，因为，他的作品，

会被许多城市安放在地标建筑的显眼位置上。

大型雕塑，往往是一个城市形象工程中的

大事，是“大文化”，由此，雕塑的创作往往

引起一些城市领导的重视，他们常常来提一些

建议。

问题是，许多关心雕塑的领导有话语权却不

懂文化。有一次，韩美林做了一条巨龙，已经完

工了，可在揭幕式上他看到有人搭起了脚手架，

一问，说是有一位领导要上去来个“画龙点睛”，

结果，把龙眼睛弄成了红色，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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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气得吐血，没过两天，另一位职务

更高的领导来了，说了一句，“这龙怎么是

红眼睛？那不是红了眼，得了红眼病吗？”

领导一发话，得，马上又搭个架子上去把红

眼睛给擦了。

韩美林的困扰在于，作为一个艺术家，如

何在市场与艺术之间摆好心态。现在，他把这

个难题抛给了万捷：“今天我想问一下万捷，

有些人到您这里来印画册，可他的画像狗扒的

一样，有些所谓的艺术根本不是艺术，你到底

接受还是不接受。”

这个问题还真是挺难回答。雅昌的客人大

都是艺术家，同事们也常常讨论他们的作品，

哪些好，哪些不喜欢。

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万捷也有自己的审

美观，有自己偏爱的作品类型。但是，他经常

告诫他的同事们：“我们不能只和自己喜欢的

艺术家做生意。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是一个

服务机构，艺术有流派，我们没有资格去表达

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是为艺术家和艺术机

构服务的，为每一个艺术家提供满意的服务是

我们的责任。”

面对韩美林的难题，万捷只好诚实地回答：

“遇到我不喜欢的作品我也没办法。你是艺术

家，我不是，我是服务于艺术家的。”

“我是做服务的。”雅昌的成功是角色定

位的成功。这个角色万捷坚守了 20 年。不过，

在冯骥才眼中，万捷并不只是一个服务者、一

个生意人那么简单。他在评价万捷时，用了一

个词 ——“知音”，“万捷是许多艺术家的知音”。

雅昌印制的《中国民间剪纸集成·蔚县卷》

获得了第 18 届“香港印制大奖”。

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看到这本书时，一直以

为里面的剪纸是贴上去 的，后来才知道是印刷

出来的。作为颁奖嘉宾，他对雅昌的印刷工艺

赞叹有加：“中国的印刷水平非常高，这本书

就是拿到世界上去参赛也是一 流的。”

而这本书，是作家、画家冯骥才的一个文

化抢救项目，多年来，冯骥才花费了很多精力，

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民间剪纸

只是其中一项，通过雅昌的印刷，能为后世留

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他感到欣慰。

这是一个艺术百废待兴的时代。许多曾经

被遗忘、被破坏的优秀文化需要有人去关注，

对于冯骥才的文化保护工作，万捷是有力的支

持者。除了高品质的画册印刷，雅昌艺术网也

一直对他的民间文化保护给予关注。

冯骥才评价万捷说：“在这个物质主义的

时代，纯粹为了精神追求、像个清教徒一样来

做事情，很多人不能理解，万捷是理解我的，

只有真正的知音才会支持你。他是一个很有境

界的人。” 同样，在设计师吕敬人眼里，万捷

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服务者，他是一个懂得艺

术、支持艺术的人。 作为设计师，吕敬人自嘲

说，他是经常给雅昌制造麻烦的人。吕敬人的

设计充满了各种打破常规的“臆想”。比如，

有一本叫《敬人书籍设计 2 号》的书，居然用

了30多种纸、几十种不同的工艺，还附带光盘。

一般的印刷厂都不敢接，很简单，做这种

书是要赔钱的。但是雅昌却接了下来，出版以

后这本书得到了出版界、设计界、教育界的认

同，马上一销而光。

为什么？因为雅昌专注于艺术，除了多年

的经验，雅昌在材料上、工艺上，也有丰富的

储备，信手拈来，能极大地降低成本。同时，

雅昌艺术网又聚集了一大批这种图书的目标受

众。雅昌的产业链，为产、销 之间搭起了一个

桥梁。

“我感到很受惠于雅昌这个团队。”吕敬

人对此十分感激，在与雅昌的合作中，他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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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业余生活，雅昌也力争做到丰富多彩。午

间休息时间，员工在休息室里打乒乓球、下象

棋， 或是听听音乐，劳逸结合，怡然自得。

除了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平时的羽毛球赛、

乒乓球赛也都高手云集。喜爱踢足球的万捷，

也会冲到场上踢个边锋什么的。

雅昌藏龙卧虎。就拿从事艺品销售的汪大

清来说，几年前，他喜欢上了马拉松，虽然训

练时间不长，但已在北京、厦门、大连、重庆

等重要赛事中，摘得了数块奖牌。这让他在中

国马拉松爱好者中，小有名气。

很多马拉松爱好者，训练很多年，甚至天

天都要跑上 10 公里，可一上赛场却不是汪大

清的对手。为什么？汪大清认为，是因为他们

不善于总结，也不善于去学习。而他把工作中

常用的思考、学习方法，用在了马拉松的训练

上。同时，又把马拉松磨炼出的毅力用在工作

上，一边快乐地工作，一边快乐地生活。生活

与工作相得益彰。 

汪大清的工作是流动美术馆、艺品空间装

饰等产品的推广。别看他天天与艺术打交道，

但刚开始时，他甚至弄不清一幅画中的落款到

底是艺术家的名，还是号，或者是书斋画堂的

名字。

面对知识上的空白，怎么办？买书去研究。

很快，他成了中国传统艺术上的半个专家。在

马拉松上他也是这样，呼吸、心率、步幅这些

技术知识，也买书来看。艺术上的虚与实，就

如跑步中的张与弛，都是相通的。善于学习、

举一反三，是他快速进步的秘诀。

经常跑步的汪大清，精力充沛，目光炯炯

有神，在业务拓展中，给人留下的是精明强干

的印象。

爱好艺术的万捷，更是把工作和生活做到

了完美的结合。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巨大的

书架前面放置的不是老板台，而是两张大画案。

画案上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很多艺术家来到这

儿，都恨不得挥毫泼墨，画上几笔。

这个年轻时一心想做导演的人，不放过任

何一个圆梦的机会。有一年春节，万捷和一群

企业家去了趟格陵兰。在北极圈的冰天雪地里，

人人都拿着相机在那儿玩命地一阵狂拍。可拍

得太随便，删起来也就很痛快。

万捷把相机当摄像机用，专心去拍那些拉

雪橇的雪橇犬。雪橇犬在奔跑，甩动的尾巴，

扑面而来，分散，汇合，很有动感，也很有故

事感。最终，这个独特视角的视频，成为格陵

岛之行队友们中的抢手货。

他做导演的梦想，用这种休闲的方式实现

了一把。 除了喜欢摄影，万捷还从各种爱好中

感受快乐。他喜欢收藏咖啡杯，现在，已从世

界各地收集来几百套杯子了，从中体会到不同

民族的文化差异。

当然，万捷生活中最大的爱好还是买书。

人家出国喜欢购物，他却一到书店就挪不动脚，

人家买书都是一本本地买，可他一买就是一推

车，弄得回回行李都超重。

爱书的万捷从事了印书。爱艺术的万捷开

始为“人民艺术服务”，万捷是把自己的爱好

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又从事业中体味到了生

活的快乐。万捷也愿意把他的快乐观传递出去，

在许多大学演讲时，面对要走向社会的大学生

们，万捷都会给出这样一个忠告：“一定要从

事你喜欢的事。只有喜欢，才会做得更完美，

才会做得更长久，才会做得更快乐。”

感到，“万捷也是一个文化人，他对文化非常

尊重。”

一个企业家，却不像一个生意人，一切，

皆是情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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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倡导快乐的总裁

 “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个事业太过宏大，

雅昌用去 20 年的时间，也只是刚刚为这项伟

大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多么伟

大的事业，都需要大家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去默默无闻地工作。 

为此，万捷提出了一个口号，“快乐地工

作，快乐地生活”。 常言说，“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但雅昌，却想把工作这条鱼与快乐这

只熊掌都收入囊中。

2008 年底，雅昌年会筹备小组心怀忐忑。

刚刚过去这一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许多企

业都受到了冲击，在大家都紧缩开支过冬的时

候，再投入一大笔费用来开年会，似乎有些太

奢侈了。

有人问万捷，年会还办不办？万捷毫不犹

豫地回答：“办！员工们辛苦了一年，年会是

一个狂欢的机会，这个传统一定要保持。”没错，

雅昌的员工们多才多艺，年会上编排的小品、

歌舞，都透着一股子专业劲儿，如果没有机会

施展，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次年会，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形势下，

极大地鼓舞了员工的士气，带给了大家极大的

信心、极大的快乐。

事实上，万捷是“快乐地工作，快乐地生活”

这一理念最坚定的倡导者。

员工天天与艺术打交道，工作本已令人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