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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王府井书店穿梭在一排
排整齐的书架中， 读者们犹如畅
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你可曾注意
过书店中张贴的一张张精美的图
书海报， 文字和图画的组合方式
让人们迅速快捷的了解图书的精
髓。 但很少有人了解， 这些手绘
图书海报制作的过程， 更对这个
工作岗位知之甚少。 “书店美工
师就是通过一幅幅广告作品， 在
书店和读者之间绘制一座沟通的
彩虹。” 杨杨是王府井书店营销
宣传部副主任， 平日里主要负责
店内宣传美术设计工作。 在过往
的二十年的日子里， 她用画笔描
绘着图书的多彩世界。

机缘巧合
开启手绘海报之旅

绘画是杨杨从小就钟情的一
项爱好。 虽然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在学业的选择上， 她并没有
添上这一项。 “我上学时学习的
是图书发行。” 1999年， 杨杨走
出校园步入职场。 “我很幸运，
第一份工作就来到王府井书店，
而且一直干到现在。”

“如果说上学时学习图书发
行是缘于自己从小对纸墨书香的
喜爱 ， 那么工作后成为一名美
工， 算是圆了自己从小热爱美术
的梦想。” 杨杨坦言， 接触手绘
图书海报这个工作可以用 “偶
然” 来形容。 “记得当时书店想
找一位写字写的不错的年轻人，
有人就推荐了我。 没想到， 我就
这么开始手绘图书海报的旅程。”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 我
就接到了手绘海报的任务———参
加书市。” 杨杨回忆， “当时师
傅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就是把在书
市举办的文化活动绘制成海报张
贴在书市 ” 。 手握着师傅给的
《手绘POP实例》 教材 ， 杨杨边
翻阅边思考着海报的内容。 “记
得这本书中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
美工师绘制的POP。” 杨杨介绍，
“和传统海报略有不同， 书中介
绍的海报都是用马克笔绘制的。

而且使用的字体也不是黑体、 楷
体这些常规字体， 而是采用更有
趣味和个性化的手写体”。

通过翻阅书籍， 杨杨总结了
不少关于手绘海报的知识。 “插
画色彩要简洁明亮。 那时起， 书
店周末活动的海报和店堂里的图
书宣传海报都大量的应用了这样
的形式。 和电脑设计海报的区别
在于， 一张具有表现力的手绘海
报， 和读者之间实现了一种无声
的交流， 画面语言更有温度。”

经过思考后， 杨杨开始精心
制作自己的第一张手绘海报。 书
市的第一张海报是图书 《儿女不
肯告诉父母的事 》 作者签售活
动， 她在拿到内容后第一个思考
点就是： 要用什么样的插画来表
现书的内容。 “我头脑中很快就
想到著名的 《父与子》 漫画， 书
中描绘的亲子关系正是这部家教
图书中的案例写照。” 完成构思，
杨杨下笔就有了方向。 “虽然第
一张手绘海报从技法到表现能力

都很稚嫩， 但是我却对这项工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迎难而上
全国技能大赛见真章

2016年12月， 杨杨有幸作为
代表北京发行集团的选手之一，
参加在上海举行的 “2016年中国
技能大赛———全国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行业出版物发行员职业技能
竞赛”。 “这次大赛的个人赛设
置为个人五项全能， 包括推荐图
书、 售书连续操作、 手绘POP设
计、 图书花样造型设计及理论知
识考试。” 杨杨说。

2012年6月获得 “全国新华
书店业务技能大赛” 手绘POP制
作项目第一名， 2013年和2015年
分别获得 “北京发行集团业务技
能大赛” 手绘POP制作项目第二
名和第一名…… “虽然在以往行
业系统的技能大赛手绘POP项目
中取得过一些成绩， 但对长期从

事美术设计工作， 而且性格比较
内向的我来说， 这次比赛的其他
四项 ， 都是零基础 。” 怎么办 ？
杨杨没有放弃， 她开始积极备战
比赛。

杨杨和其他参加全能比赛的
选手们要准备的只能用 “多” 字
来形容。 “要背下近八万文字 、
五十多张手绘POP设计， 无数次
扫描、 找零、 打包、 开票， 图书
花样造型码了拆、 拆了码， 推荐
图书先后经过了组稿、 背稿、 素
手演练、 带书演练、 表演推荐等
各个环节。” 杨杨介绍。

“刚开始我会有些跟不上进
度， 但是领导和教练会给我鼓励
与指导， 队友也会及时帮助， 让
我有更大的动力努力适应训练节
奏。 经过一段时间， 训练水平不
断提高， 让我逐渐找到了自信。”
杨杨回忆道。 最终， 她获得个人
奖二等奖第四名 ， 其中 “手绘
POP设计 ” 项目单项第二 名 ，
“现场图书推荐” 项目单项第二
名， “图书花样造型设计” 项目
单项第五名。

提升业务
不断创新设计理念

杨杨在王府井书店营销宣传
部门主要负责店内宣传美术设计
工作。 “主要包括店内各节假日
和主题营销活动、 店堂活动的宣
传展示设计 ， 店内宣传品 、 海
报、 导引标识等设计， 以及影像
记录等日常工作。”

在王府井书店近年来的营销
宣传工作中， 杨杨在努力按照书
店 “以文化为主线， 以品牌为支
撑” 的营销思路， 进行了不断探
索和尝试， 将文化元素和王府井
书店这个有着70年发展历史的品
牌老店进行有机的融合， 将所学
运用到实践中。

在这样的营销思路下， 书店
开展了许多具有特色的个性化设
计。 “比如， 我们相继推出了特
色购物袋 、 生肖纪念卡 、 读书
卡、 购书纪念章、 主题橱窗展示

区等， 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汇
集了各种文化元素和设计风格，
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结合点，
衬托了书店的文墨书香和文化气
息， 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书店深
厚的感情。” 杨杨说。

在提升业务技能上， 让杨杨
印象最深的是书店中美工师徒间
的技能传承。 龙世斌是杨杨师傅
的师傅。 “龙师傅的艺术造诣深
厚， 当年王府井书店的橱窗设计
是王府井这条街上的一道风景。
他开创的 ‘工坊式’ 工作环境，
为美工之间切磋技艺、 增进情谊
营造了美好的氛围。” 杨杨介绍，
“我的师傅牛京章擅长油画创作，
出版了多部画集， 传承了龙师傅
的好学和勤艺， 并引导我在学习
绘画和设计上的方向。”

杨杨时刻谨记牛师傅的教
导， “师傅说过不管宣传美化设
计方式和表现形式怎样改变， 都
不能因为有了电脑设计而荒废绘
画技艺， 要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
己的艺术修养， 发扬工匠精神。”
也正是在牛师傅的引导下， 她用
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告艺术设计
和绘画专业的学习。 在平时的工
作和生活中， 杨杨会有意识地努
力去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 她会
去观察和体会同行的优秀之处，
工作中格外注重设计工作的完成
度 ， 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
求。 “以一张海报的设计来说，
从开始时借助素材到逐渐能够创
作素材。” 杨杨说， “因为热爱
摄影， 平时拍摄的图片也丰富了
我的设计资源库”。

作为书店宣传设计人员， 在
能完成日常美术工作的同时， 杨
杨也深深地感觉到要开阔眼界、
找到更多努力方向。 她接触更多
设计相关的技术， 视频制作、 插
画设计 、 摄影摄像 、 动图制作
等， 她边学边应用到店堂内的平
面广告和多媒体设备上。 “一专
多能是对一名美工师的基本要
求， 学习的脚步没有终点， 成为
像师傅们那样优秀的美工师， 是
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雷敏：让保安员享受更优质工会服务

“自2013年起， 我开始担任
戎威远保安服务 （北京） 孙长凯
项目工会小组长职务， 从事工会
工作这7年多来， 我感受最深的
是， 工会工作虽然繁琐， 但是都
是为职工服务的， 平时自己辛苦
了点， 但是让保安员逐渐感受到
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特别有成就
感。” 雷敏笑着对记者说。

雷敏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
做的， 刚开始从事工会工作时，
雷敏利用业余时间， 刻苦钻研新
颁布的《工会法》，学习了解“依法
治会”及“维权”等新内容。还动员
和组织工会会员做好单位的各项
工作， 在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
中， 她不辞辛苦， 认真负责， 创
造性地开展了各项活动， 受到项
目部保安员的一致好评。

目前， 雷敏所在的项目部保

安正在进行紧张的岗位练兵 ，
“北京戎威远保安服务公司从4月
10日至7月20日， 开展为期100天
的岗位练兵活动， 我们项目部积
极响应号召 ， 每天傍晚6点到7
点， 组织12名保安员， 集中在一

起练习军体拳 、 进行防爆训练
等， 争取做到练兵执勤两不误、
两促进， 目前保安员进行岗位练
兵的积极性很高呢。”

“我们目前正组织保安员认
真练习，希望在7月中旬公司组织

的岗位练兵竞赛中取得好的成
绩！ 对于守护一方平安的保安员
来说，提高体能素质、专业素养、
安防能力显得非常重要， 岗位练
兵因此非常有意义， 特别希望通
过岗位练兵， 提高保安员守护首
都平安的能力！ ”雷敏对记者说。

此外， 为了丰富保安员的业
余生活， 雷敏总是切合时机搞好
各项文体活动。 她积极寻求领导
和驻勤单位的协助， 解决开展文
体活动所需资金和场地问题， 先
后组织了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
篮球比赛等大型活动， 还根据形
势需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
出， 有效地提高了保安员的身体
素质 ， 活跃了保安员的工作氛
围， 受到了广泛赞誉。

雷敏所在项目部保安员单身
的比较多，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
雷敏开始积极给保安员们当起了

“红娘”， “我搜罗一些靠谱的单
身交友群 ， 群里组织相亲活动
时， 我就推荐单身的保安员去参
加， 年轻的小伙子有时候害羞不
愿意去， 我就做思想动员工作：
多个渠道， 接触单身的姑娘， 不
要有心理负担， 要是没合适的，
就当参加青年联谊活动了， 要是
有合适的， 就先谈谈……”

在雷敏的积极张罗下 ， 目
前， 项目部已经有两名保安员通
过单身交友群找到了女朋友， 结
婚的时候还邀请雷敏过去喝喜
酒， 雷敏别提有多开心了。

雷敏说 ， 以后她会继续努
力， 不断倾听保安员们的需求，
倾听保安员们对工会工作的意
见， 这些都是她从事工会工作的
新方向； 而让保安员享受到更丰
富、 更优质的工会服务， 这是她
作为一名工会人最大的心声。

□本报记者 盛丽

用画笔绘制书店和读者间的彩虹
———记王府井书店营销宣传部副主任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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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