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內，開設印刷、包裝、出版專業的院校超

過100家，但學校整體學科圍繞印刷及相關領

域，並且把印刷寫進校名的本科院校，全中國

甚至全亞洲就只有北京印刷學院一家。這所素

有「印刷界黃埔軍校」美譽的學校，伴隨著改

革開放成長，人才輩出。

蒲嘉陵副校長獲業界讚譽為第一位海歸的「印

刷博士」，他當年求學於北京印刷學院，之後

又回到母校教書育人、奉獻行業。他為《香港

印刷》讀者介紹北京印刷學院的方方面面，並

分享他對印刷教育如何配合行業未來發展的心

得和體會。

▓ 蒲嘉陵副校長獲業界讚譽為第一位海歸
的「 印刷博士 」，他求學於北京印刷學院，
又回到母校教書育人、奉獻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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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傳媒類大學

培育複合型應用人才為印刷強國保駕護航

專訪北京印刷學院蒲嘉陵副校長



▓ 香港印刷業商會楊金
溪永遠榮譽會長（左一）
拜訪北京印刷學院，與
蒲嘉陵副校長（左二）、
黨委宣傳部張曉新部長

（右一）、對外交流與合
作辦公室張志成副主任

（右二）熱切交流。

▓ 原總署柳斌
杰署長為北京印
刷學院幹部教師
做報告。

▓ 署校手拉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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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刷學院目前隸屬於北京市，是由原新聞出

版總署和北京市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學

校的前身是1958年隸屬於文化部的北京文化學

院印刷系，1961年北京文化學院撤校，印刷系

併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並更名為印刷工藝系，

1978年，經國務院批准，在印刷工藝系的基礎上

組建北京印刷學院，並於1980年正式以北京印

刷學院的名義招生。學校可說是伴隨改革開放誕

生、成長和發展起來的一所院校，從一個側面見

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蒲嘉陵副校長是

北京印刷學院在文革後國家恢復高考招收的第二

屆學生，於1978年入學，正好趕上學校更名的

時候。他笑言：「 我手捧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錄取

通知書進入大學校門，懷揣北京印刷學院畢業證

走出校門，在國外學成後又回到了母校北京印刷

學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學院派 』。」

北京印刷學院過去是原新聞出版總署直屬的部委

院校。當時總署共有兩所直屬院校：一所是北京

印刷學院，另一所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

校。這種隸屬關係與當時中國大陸高等院校都由

不同的部委管理，即所謂「 條塊分割管理 」的管

理體制是一致的。1990年代末中央對全國教育體

制進行了改革，條塊分割管理體制發生了變化，

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門（教育部和各省市教委）管

理成為主要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下，2000年北京

印刷學院從新聞出版署管理的院校變為新聞出版

署與北京市共建，以北京市管理為主的院校，成

為一所北京市屬的地方院校。劃歸北京市管理至

今已有13年歷史，期間學校各項事業得到了快

速發展，在校園建設、學科和學位授權點建設、

專業建設、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眾多領域取

得了輝煌的成績。

創建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傳媒類大學

培育複合型應用人才為印刷強國保駕護航

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與發展
全面迎接新世紀的挑戰和機遇



香港印刷業商會

008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89

行業專題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校園風光。

2012年，北京印刷學院召開了第二次黨代會，確立

了創建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傳媒類大學，實

現由教學型大學轉向教學研究型大學的戰略目標， 

「 質量立校、人才強校、創新驅動、黨建創新 」的

發展戰略。學校積極把握國家建設印刷出版強國、

文化大發展和推進綠色環保的戰略機遇，努力提升

學校融入行業、服務社會、創新引領的能力，更好

地為中國傳媒、文化創意和相關領域的發展培養和

輸送複合型高層次專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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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北京印刷學院堅持走「 規模適度，有所

為，有所不為，在印刷與包裝、出版與傳播、設

計與藝術等傳媒、文化創意領域做強做大，構建

『 小精尖 』院校 」的特色發展道路，在學科、學

位授權點和專業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以特

色學科建設提升核心競爭力，形成了支撐辦學特

色的「 傳媒技術、傳媒文化、傳媒藝術和傳媒

管理 」學科群。目前學校擁有七個一級學科、19

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和兩個專業碩士授權

點，其中四個二級學科為北京市重點建設學科，

還與中國傳媒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中科院化學

所、華南理工大學、天津科技大學等高校和科研

機構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形成了學術學位、專

業學位、同等學歷在職研究生培養體系；26個本

科專業，其中包括兩個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

四個北京市特色專業建設點；圍繞印刷與包裝、

出版與傳播、設計與藝術領域，統籌資源設立了

六個二級學院，包括印刷與包裝工程學院、新聞

出版學院、信息工程學院、機電工程學院、設計

藝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學校堅持人才強校的發展戰略。現有教職工761

人，其中專任教師463人，碩博比例達到78%，

高級職稱教師比例達到50%。學校創新人才引

進和培養機制，在高層次人才引進方面大膽嘗

試「 不為所有但為所用 」的策略，在學校的核

心學科和專業領域採取剛、柔結合的方式，大

力引進高層次人才擔任二級學院院長、研究中

心主任等學術組織的實職領導，形成了以兩院

院士、國家千人計劃、長江學者、新聞出版行

業領軍人才、中國出版政府獎、畢昇印刷傑出

成就獎，以及全國優秀教師、北京市高校高層

次人才為核心骨幹力量的科研和教學科研團隊。

目前，學校有一個國家級優秀教學團隊、九個

北京市學術創新團隊、三個北京市教學創新團

隊、七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學校還引入和組

建了國家印刷機械質量監督檢測中心、印刷包

裝材料與技術中關村開放實驗室、中國油墨研

究中心、中國包裝科研測試中心北京分中心、

首都科技條件平台研發基地等技術服務平台。

▓ 北京印刷學院與北京交通大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 印刷工程專業課程教學團隊。

▓ 學校與電子工業出版社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共建數字出版實習中心。

▓ 國家級教學團隊—多媒體藝術教學團隊。

堅持特色發展和人才強校戰略
全力提升學科、專業建設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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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蘭懷俄里奇理工學院院長 Pim Borren
博士 ( 左五 ) 訪問北京印刷學院。

北京印刷學院堅持開門辦學，大力加強對外交

流合作，先後與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等

14個國家的50多所著名大學、科研機構建立

了校際合作與交流關係，簽訂了本科、研究生，

以及本科與研究生聯合培養、共同授予學位的

協議。另外，學校還在國內外超過100家出版

社、公司、企事業單位建立了教學、科研、實

習基地，並有多家企業在學校設立了獎助學金。

辦學55年，學校已經為社會培養輸送了四萬多

名畢業生，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畢業生就業

率達到97.6%，在北京市屬高校中名列前茅。

多年來，北京印刷學院人才輩出，珍貴的校友

資源也為學校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 北京印刷學院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廣
泛歡迎，就業率保持在95% 以上。

▓ 第六屆校地企合作周開幕式。

▓ 北京印刷學院與校友企業豹馳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 校友會成立。

▓ 學校的中青年骨幹教師赴美考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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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印刷博物館。

▓ 國家級特色專業—印刷工程的工作流程實驗室。

▓ 學生正在使用
教學設備進行動
畫轉場設計。

▓ 學生在虛擬演播實
驗室中進行實操。

▓ 學校配備各類檢測儀器。

▓ 學校自主研發的產品獲得多項專利授權。

北京印刷學院大力推進科研工作，實施科技創新

驅動工程。近年來，學校積極爭取北京市和中央

財政支持，加大對科技平台建設和科研、教學儀

器設備的投入。在大陸高等院校的評估標準中，

生均儀器設備值（即學校擁有的教學科研儀器設

備資產的貨幣值與在校生人數之比）達到每人

5,000元（人民幣，下同）即為合格，但學校目

前的生均儀器設備值是這個合格標準的十倍，超

過了每人50,000元，在校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

值超過了三億元。這在全國開設有印刷及相關專

業的院校中，可謂傲視同儕，罕有比肩。

學校強化產學研結合，建立了覆蓋新聞出版產業

鏈的科研平台。2010年，經北京市批准，成立

了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究院、北京印刷

學院大學科技園。學校與屬地政府、20餘家科

研機構和企業、兄弟院校分別簽署了戰略合作協

議，發起成立北京綠色印刷產業技術創新聯盟、

共建京南大學科技園；承擔50餘項國家和北京

市重大科技項目，學校科研成果數量和質量明

顯提升。2012年學校承擔國家級科研項目七項，

省部級項目24項，科研到校總經費達到7,575

萬元，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65篇， SCI 、

EI 、ISTP 、CSSCI 檢索論文數356篇；專著、

編著、譯著共57部；申請專利137件，其中發

明專利88件；藝術作品85件；一個參展項目獲

得2012年第七屆國際發明展覽會金獎。

強化教學與科研同步發展
構建教學與科研互動的生態環境
創新之路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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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刷學院還屢獲國際、國內多項殊榮，同

時也是教育部印刷包裝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單位、輕工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單位、高等學校出版專業教學指導委員

會常務副主任委員單位，全國出版專業學位研

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單位，新聞出版總署

和北京市出版印刷高級人才培養基地，北京出

版產業與文化研究基地，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

「 動漫創作及人才培訓中心 」。

信心滿懷
展開北印未來藍圖

構建「政、產、學、研、用」

無縫對接平台

促進科技成果應用和產業化

對於學校的未來發展，蒲嘉陵副校長信心滿滿。

目前，北京印刷學院有三個校區，校園面積從最

初的230畝拓展至現在的330畝，現有建築面積

19萬平方米，在建和今年開工面積達到10萬平

方米。在建工程中，最大的單體建築為60,000

平方米的綠色大廈（暫定名），主要用於在校內

建立的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究院。

據蒲嘉陵副校長介紹，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

技術研究院是市政府批准建立的一個科技平台，

在性質上類似目前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實行的

工業技術研究院，目的是將科技創新所涉及的

「 產、學、研 」要素融於一個平台上，保證產

學研之間的科技項目、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服

務、科技資產等能夠無縫對接，提高科技成果

孵化和產業化效率，同時，促進高校科研和人

才培養與產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對接。北京綠

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究院在產、學、研之外

又添加了官、用兩個要素，將政府和用戶也納

入到科技創新平台上，目標是打造一個集「 政、

產、學、研、用 」要素為一體，各要素無縫對

接。通過這樣一個平台，全面開啟印刷、包裝

及相關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孵化、轉化

工作，助推印刷和包裝的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

展。

60,000平米的綠色大廈成為2013年北京市屬

高校中最大的單體建築項目，也是學校最大的

單體建築，得到了市財政的大額撥款支持，將

於今年下半年在本校區南牆位置破土開工。未

來，綠色大廈在外形上將採用一躺一立的兩個

鉛活字的抽象造型，既有字面也有字腰，躺著

的鉛字端面還將有凸印的學校 logo，賦予了現

代印刷技術起源的歷史和文化內涵。

▓ 學生參加北京市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獲得佳績。

▓ 北京印刷學院原副校長謝普南教授（左一），
獲第十一屆畢昇印刷傑出成就獎。

▓ 北京印刷
學 院11項 科
研成果榮獲全
國印刷行業百
佳科技創新成
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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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城市發展東風
把握區位優勢之機遇

近年，北京市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讓北京印刷

學院的發展如虎添翼。學校地處北京大興區，

距離地鐵四號線的出口直線距離僅十米。地鐵

四號線直接將學校連接到北京火車南站、西單、

動物園、國家圖書館、清華和北京的高科技產

業區—中關村。蒲嘉陵副校長說：「 學校與中

關村僅地鐵一門之遙，近在咫尺 」。近年，北京

市政府加大了對公共交通的投入，目前北京地

鐵已經開通線路17條，運營線路總里程456公

里，預計「 十二五 」期末將達到600多公里。

同時，採取低票價鼓勵老百姓使用公共交通出

行，地鐵票價全程兩元，公交車低至一元，有

公交卡還可享受四折優惠，學生卡甚至有兩折

優惠。另外，北京第二機場就落戶大興區，距

離北京印刷學院僅八公里，即將於今年年底動

工，預計2018年啟用。為此，政府還規劃了京

開高速、京台高速、（新）機場高速和輕軌與機

場連接，使學校所處地域的交通連接四通八達、

更為方便。

北京最大同時也是北京市唯一的國家級經濟技

術發區—亦莊開發區已併入大興，使其今後

的發展在土地上得到保證，同時也使大興成為

北京甚至全國的高科技產業雲集區。此外，北

京南城發展計劃也進入了第二期，未來三年，

政府帶動社會總投資約3,960億元，為大興的

發展注入了新動力。目前大興區在「 十二五 」

規劃已經明確提出亦莊新城、空港新城和黃村

新城的建設構想和實施規劃，使這個地區在今

後五年的發展優勢比北京其他地區更好，而身

處其中的北京印刷學院也機遇滿滿。

▓ 北京綠色印刷包裝產業技術研究院揭牌成立。

▓ 總局蔣建國書記
（左一）視察北京綠
色印刷包裝技術研究
院， 北 京 印 刷 學 院
王永生校長（左二）、
許文才副校長（右一）
向領導介紹研究院相
關情況。

▓ 北京市政協傅惠民副主席率領政協科
技委委員到研究院調研並指導工作。

▓ 蒲嘉陵副校長
認為，四通八達
的交通網絡拉近
了北京印刷學院
與各地的距離。

▓ 北京印刷學院與北
京大興區政府共建京
南大學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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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培育複合型應用人才
為印刷強國提供堅強後盾

雖然被業界譽為「 第一位海歸的『 印刷博士 』」，

但是實際上蒲嘉陵副校長的博士學位並不是印

刷，而是支撐印刷產業技術的材料科學與工程。

他指出，印刷是多學科高度交叉和融合形成的

一門應用學科，一旦深入到研究、技術創新和

高層次人才培養（如博士培養）必然會進入到

印刷的基礎支撐學科層面，如計算機、信息、

光學、色彩學、材料、機械和管理等等。這也

是在國內外都很難找到冠以「 印刷 」二字的博

士學科和學位授權點的根本原因。

多年來，除了學校的行政職務外，蒲嘉陵副校

長還承擔了教學、科研和學會、協會等社會工

作，這充分反映了大學的基本工作和大學教師

的責任所在，就是教書育人、科學研究和社會

服務。現時，有些開設印刷專業的院校針對行

業難以吸引年輕人入行的問題，開始醞釀賦予

印刷專業其它更能吸引年輕人的名稱，如圖像、

信息、傳媒等等，但蒲嘉陵副校長卻有其自己

的觀點。

他指出：「 大多數大陸的學生報考專業時比較盲

從，『 聽別人、聽父母、順大流 』是主流，有

主見和明確學業追求的不多。公共媒體廣泛出

現的要不是『 兩彈一星 』、『 航空航天 』、『 巨

型計算機 』、『 高溫超導 』等國之大器，要不就

是漫天的演藝明星、時尚追星節目，像印刷這

樣的東西基本不可能登上公共媒體的『 大雅之

堂 』，導致公眾對印刷的人事和理解幾乎完全停

留在最原始的狀態，儘管現代印刷業已經是集

光、機、電、材等高科技為一身的現代化產業，

產業規模也超過（2011年）9,000億元、從業人

口300萬的『 巨型呎吋 』。這導致學生不願意

填報印刷類專業，但印刷整體和相關行業組織、

政府部門非常看重印刷高等教育之間的矛盾。前

幾年，學校也有點抗不住這種壓力，曾經討論

過學校改名的問題，但在行業中徵求意見時得

到的回覆整體都是否定的，強烈要求不但要辦

印刷學院，而且還要將其辦好，辦出水平。雖然

世界多地的印刷院校已改名，但北京印刷學院

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因為需要為年產值超過

9,000億元、從業人口超過300萬人的行業培養

和輸送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高層次人才。」

蒲嘉陵副校長繼續解釋：「 圖像、信息、傳媒

及這些關鍵詞的排列組合，還不能反映印刷專

業的全部屬性。如果改用這些名稱取代印刷，

在字面上似乎顯得『 雅致 』，但在行業內可能

變得費解，難以馬上聯想到印刷，是否還能接

收這樣的學生就業可能反而成為問題。在知識

結構上可能過於『 單純 』，難以反映印刷所具

有的多學科交叉支撐的知識架構，除非『 掛羊

頭賣狗肉 』，僅僅更改名稱但不再涉及內容的

變化。從教育者的角度來看，學校更名，特別

是專業性很強、與行業密切結合的單科性院校

的更名，一定不能忽略行業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同時還要考慮國家教育體制的實際情況。中國

有龐大的印刷產業在背後支撐，有『 印刷強國 』

的發展目標，這是印刷專業的立足之本。如果

沒有高層次專業人才，所謂的『 印刷強國 』僅

僅是一場夢想而已。」

他又表示：「 國內印刷業正在經歷技術轉型，面

臨很多挑戰和困難，其中之一是用工成本的增

加，曾經依靠廉價勞動力『 發家 』的時代正在

離我們遠去。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並不完全

是一件壞事。因為近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高速

平穩發展，已經將國家帶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和階段，包括印刷在內的製造業不可能永遠維

持在勞動力低價競爭階段，需要改變增長模式，

要從精益生產、勞動生產效率提升效益，增強

競爭實力。中國大陸作為全球印刷生產中心，

下一步應該關注如何針對這種變化來增強自身

競爭力，單靠廉價的生產成本已經行不通，一

定要提高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生產效率、

優質服務和職業忠誠度等等。另外，與其他消

費市場情況一樣，國內印刷市場也很大，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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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嘉陵副校長指出，支撐媒體技術的三
個要素發生根本性改變，促使產業變革。

眾所周知的，因為大陸13億人口都是各類印刷

產品的消費者。但另一個事實卻不太被關注，

那就是國內消費市場發展不均衡、低中高檔市

場同時並存的情況。每一檔消費市場都是以億

為單位的消費群體，特別是以農村、鄉鎮和經

濟發展相對滯後的低檔消費群體的數量更為龐

大。隨著內地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這些市

場就像海浪一樣後浪推前浪，不斷有龐大的消

費群體湧向更高端的市場。這一點像水庫一樣，

龐大的低中檔市場不斷向中高檔市場補水，使

得中國的中高檔印刷品市場經久不衰，處於穩

步增長的態勢。」

技術變革機遇大於挑戰
跨媒體開闢廣闊發展空間

今年3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家廣播電影

電視總局合併，組建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蒲嘉陵副校長認為，此舉為新聞出版從傳統的

印刷媒體傳媒向全媒體傳播的拓展和延伸，提

供了組織和領導保證。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似

乎也是產業技術變革和行業發展的一種必然結

果：既有機會，也存挑戰，但機會大於挑戰。

「 目前，包括印刷在內的媒體行業正處於技術

發展的轉折期，從模擬和數字並存的傳統技術

全面轉向數字技術。這是一場革命，給傳媒產

業帶來的變化是基礎性和全面的。以往的變化

都是局部、表層的，現在的變遷則是支撐這個

行業的基礎發生變化，將導致行業的運行規則、

盈利模式、架構等都會發生變化。」蒲嘉陵副校

長詳細地解釋：「 支撐媒體技術的要素有幾個：

一是媒體的處理方式，以前都是模擬流程、孤

島式的處理方式，現在則變成數字流程和一體

化處理，在一個終端可以處理所有事情，包括

前端的採購、設計，後端的銷售、發貨等，完

全集成化。二是信息和媒體產品（包括中間／

過渡產品）的傳遞方式發生變革，以前的媒體

傳遞只能通過交通運輸，距離制約了服務的及

時性；現在有了信息技術，通過網絡，所有產

品可在地球上實現無時間延遲的實時傳遞，使

全球一體化和及時按需服務成為現實。三是信

息的存儲方式從以往的倉儲，變成現在的高密

數字儲存，不僅花費的空間小，而且資料追蹤、

查詢和重新使用非常便捷，是傳統的倉儲存儲

完全不可比擬的。上述三個要素，是支撐媒體

產業技術的基礎。這三個要素發生了變化，就

像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必然波及上層建築一樣，

傳媒產業各方面也隨之發生變化，新的『 遊戲

規則 』正在構建中，行業的全面洗牌實際上剛

剛開始。這是一場徹底和全面的技術革命！」

然而，蒲嘉陵副校長認為這場革命「 機遇大於

挑戰 」。他指出，印刷通常劃分為三個領域，一

是傳統印刷領域、二是數字印刷領域、三是跨

媒體領域。實際上，這些領域都是基於同樣的

技術基礎。行業變革並非互搶飯碗，而是把領

域擴大了，正在出現或即將出現很多新形態的

產業和機會，但企業自身一定要審時度勢積極

應變，不改變就只能坐以待斃。都說「 亂世出

英雄 」，目前正好就是出英雄的亂世。技術變革

在一定程度上把大家帶到同一條起跑線上，看

準方向、抓住機遇、勇於拼搏和進取，必然成

為贏家、成為英雄。如果把傳統印刷比作黃海、

數字印刷比作藍海、跨媒體比作遠洋，那麼行

業一定要積極構造具有能夠在藍海和遠洋作業

能力和經驗的船隊，在挑戰中獲取更大機會，

找到更寬廣的發揮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