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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 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冬梦” 和“飞跃” 在水立
方惊艳亮相的那一刻， 这两个会徽的设计师、 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林存真用
了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如释重负。

回首从前， 林存真似乎与奥运有一种不解之缘， 她负责过北京2008年奥运
会的形象景观的设计及管理， 参加过2014年南京青奥会会徽的设计， 她还
是北京申冬奥标志的设计者———

生活当中的林存真， 是一位热爱讲台的老师， 也是一位钟爱老物件的
收藏迷———

□本报记者 白莹

林林存存真真：：设设计计北北京京冬冬奥奥会会会会徽徽
是终身的骄傲

人物小档案：

林存真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博士、 教授。 1991年就读于北京印刷学

院设计艺术系装潢设计专业， 1995年本科毕业； 1995年至1998年国家新闻出
版署条码中心担任设计师； 在工作期间， 于1997年至1999年作为创始人之
一， 创办 《艺术与设计》 杂志， 任副主编职务。 1999年至2002年就读于德国
莱比锡视觉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 攻读视觉传达、 视觉识别方向研究生。
2002年硕士毕业回国， 同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任教。 2012年获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学位。 2006年至2008年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处
副处长， 2018年借调入北京冬奥组委， 在文化活动部任高级专家。

在林存真身上， 有很多标签： 她
是德国莱比锡视觉艺术大学平面设计
的硕士生， 她参与过北京独具特色的
历史文化保护区大栅栏跨界中心的
“国际设计周”， 她是中央美术学院设
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 她是业内享有
盛名的女设计师……不过对林存真而
言 ， 还有一个让她引以为傲的标签 ,
那就是： 南京青奥会会徽、 北京申冬
奥标志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会徽的设计者。

一次归零

从副主编到学生的归零。 1995年，
林存真毕业于北京印刷学院设计系
装潢专业。 毕业之后， 她进入了新闻
出版总署工作。 1996年， 她开始策划
创办 《艺术与设计 》 杂志 。 1999年 ，
杂志发行了8期。 这个时候， 25岁的副
主编林存真却选择了离开 ， 去德国
继续上学———

25岁当上杂志副主编

在结缘奥运会之前， 1997年， 林
存真成为了《艺术与设计》的副主编，可
以说是业内 “最年轻的杂志创办人”。

“我并没有多少写新闻稿的底子，
刚开始创办杂志时一切都需要摸索学
习。” 林存真坦白地讲， 对于一个参加
工作不久的人， 创办杂志最大的困难
无疑就是资金， 虽然她在新闻出版署
仍有职位， 但仅仅保留了勉强能温饱
的基础工资。 “出版署原单位借给我们
一部分经费，但这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杂
志的开销运营 ，只好四处求援 ， 拉资
金 。” 那时林存真所有事情都亲力亲
为，白天跟人联系采访，晚上再回来写

稿子，对于杂志，她和同事坚持的第一
原则就是所有的稿子都必须是“一手”。

比利时国际商标中心主席保罗·易
宝是林存真印象最深的采访对象。 当
时首都企业形象研究会将他请来， 林
存真也趁此机会约访了他。 交谈中这
位主席表示， 听说林存真年纪轻轻就
创办杂志特别吃惊。 “国外一般都是上
了年纪、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人脉关系社
会地位的人才会办杂志，而且一般前三
期都相对容易，第四期第五期以后就要
面临着缺钱的问题， 因为那时已经没
有人再赞助你， 甚至赞助你的人可能
要伸手问你要钱了。” 林存真回忆道。

而值得庆幸的是， 杂志自开办起
就一直没有亏损 ， 她也倍感欣慰 ，
“我觉得其实不是光靠我们两个人把杂
志这事儿办成的， 它是由很多人共同
完成的， 只是我们在中间起了穿针引
线的作用， 我们完全是本着对专业的
热爱， 做得挺用心， 也是这份热爱感
染了很多人一起过来帮忙。”

蜕变即重生

25岁的林存真， 经过几年打拼成
为 《艺术与设计》 的副主编， 虽然公
司还只是十几个人的小团队， 但是发
行、 设计、 编辑、 印务等各方面已经
非常的完善了。 在别人看来， 年纪轻
轻的林存真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也是
这一年她遇到了她的导师———一名瑞
士设计师。

他们相识于一次采访， 聊完之后，
林存真感觉眼界大开， 后来她又陆续
在中央工艺美院听了这位瑞士设计师
两周的课， 并将自己设计的杂志版面
拿给这位老师。 得到老师的反馈意见
后， 她一遍遍熬夜修改。 林存真的好

学精神让瑞士设计师很感动， 于是便
问她是否有意向去他所在的德国设计
学院读书。

“我感觉， 那时候的我， 就像是
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林存真说，
杂志刚刚步入正轨， 还有即将进入婚
姻阶段的恋情该如何安放， 这都成了
她犹豫不决的原因。 处于迷茫中的林
存真开始思考人生， 她感觉自己这几
年打拼的过程中， 有点被掏空的感觉，
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 在这样的契机
下， 她决定了———出国学习。

三年的德国留学生涯， 让林存真
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
当时她身边的朋友和导师都对中国充
满着好奇， 经常忍不住问林存真一些
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 起初她真的有
点 “蒙”， 有些问题自己也似懂非懂，
不能及时作答 。 林存真觉得很愧疚 ，
于是从国内带回好多中国文化的相关
书籍进行恶补， 原本只是为了应付那
些追问中国文化的德国朋友， 没想到
这一入门， 竟然深深喜欢上了其中的
玄妙， 以至于最后的毕业设计也是围

绕中国文化展开的。

三度结缘奥运

今年5月10日，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已迎来倒计时1000天。 从事奥运设计
工作十多年， 林存真觉得自己与奥运
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在8个月内改稿几
千上万次， 终于交出 “冬梦” 和 “飞
跃” 两份完美答卷。 现今， 林存真在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担任高级专
家 ， 负责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品牌 、
形象和赛事景观工作———

责任和担当

“我相信所有经历都是上天最好
的安排。” 回忆当时结缘奥运， 林存真
说道。

一切始于2003年， 那一年她31岁，
刚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视觉平面设计专
业硕士毕业 ，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
而当时她回国后的第一个大任务， 就
是给2008年北京奥组委设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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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现场进行作品介绍林存真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