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的 “中国制避'哲学
吴会森不在乎他人的闲言碎语，也从不理会别人对他的误解、甚至是无端指责。过去的近50年里，在

吴会森眼中，别人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坚守着打造民族品牌的信念，重要的是在我国的广

电行业中，他和自己的团队通过共同努力，让国人首次拥有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撮、录、缡、播、存全

线广播电视设备——HDAVS DataCam，而他也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1 999年，吴会森在日本大阪注册成立了国际精华株式会社，仅为公司的这个名号，他就花费巨资买

断了“国际精华”名称的使用权。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是，2005年，北京华傲精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傲精创”)，又由他一手参与建立，在北京海淀区上地科技园区落户生根。细心的人会发现，吴

会森在给两家公司取名时，都取了一个“精”字，而这个“精”字，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词，更是他。中

国制遣”哲学中的精要所在。 本刊记者介白

进入日本企业高层的第一个中国人

初见吴会森是在国际精华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恒基中心。

吴会森快步走来，与我握手。在几下有力的握手中，我想这不止是一个

礼貌性的问候，更多的是让我意识到了这是一位踏实的实干者。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吴会森的面孔仿佛比真实年龄要年轻lO岁，在

言谈举止中，更是无法将他与。老年人”这个代名词相提并论。相反，我这

个陌生的到访者的情绪，却被吴会森骨子里的执着与创业激情一点点调动起

来。

上世纪70年代，吴会森大学毕业后，进入云南电视台，做了广电行业

中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作者。时隔不久，

他进入北京电视台，成了台里的技术负

责人。

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最初，在广电领域工作的几年中，年轻

的吴会森和一些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广

电领域的发展空间较小，不知是否选错

了行业，是继续留在广电行业，还是进

入自己当时就已看好的领域闯荡?这道

选择题让他着实烦恼了一阵子。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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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总魁有答案的。一方面，考虑到隔行如隔山；另一方面，吴会森还是难以

割舍自己盼广鬯睛结。经过投鬻，德还是选择鼙在‘7广电行盈，继续傲着自己瓣

老本行。

然丽，令吴会森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决定会让他在世界广电行业中的三大

誊夹——素尼，池上、松下电器～千就是二十年，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为德

日后的成功写了关键的一笔。

这个说法并不为避，枧遇来了。

上世纪80年代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觳一次中目发好交流的活动中，吴会

森作为一名技术干部到日本进行出国考察。考察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广电

领域，中霹溪国之阂的差距。当糖，嚣本企监产品在国凌独霸一方，国内懿广魄

设备全部依赖进口。咿华民族，一个泱泱大图，50年、loo年之后奠非还要依靠

人家吗?什么时候能有属于自己的广电设备jI鼬品牌呢?

悉考了蔻久之磊，吴会森徽国了一个豫入翡决定：停薪留职，去疆本。

这在家人、朋友，身边的领导、同事中炸开了锅。有人苦劝，有人阻止，还

有人对他搬指点点，说他祟洋媚外。不过，这对心意已决的吴会森来说，都已失

去了功效。一向不喜多言懿馋，在此时无意麟释，只是想着翔何去学习日本的先

进技术和衔理经验，如何“为我所用”。

吴会森哭身来到霸率，蚨掇蒙设备产品的技术生产线，到营销推广，再到企

泣管理，瑟会森一步步走来，在SONY时推进3／4 u-mite录像机和BetaCam、

sp摄录一体机，在池上推进广播级摄像机时，成功配合：j匕京电视台利用北京亚遴

会之契魂，孳|进36亿霹元的无偿援助设备，为中国广电领域赢得首擞无偿援助项

目⋯⋯吴会森渐渐在圈里小有名气。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最后转入松下

电器就职，开始了他十年松下的学习与奋斗。

走进松下电器集溺之初，吴会森发瑗橙下歪在秀进入孛匿市场摩拳擦掌，薅

中国的广电行业也正在为北京亚运会积极筹备中，细心的他了解到松下的摄录产

品与索尼公司的产品质量相比其实不分伯仲，只是缺少通畅的渠道。于是，他带

着年轻的德谷先生，睇现在橙下瞧器《中国)有限公司广播电视系统营销公司慧

经理，辗转于日本与国内，深人了解国内电视台等大量用户的需求，多方介绍松

下的产品性能。凭借麓多年来对广电行业的了解，踏实霹靠的人品，意效的执行

力，在凳会森的努力下，松下研发的M珏借：l艺京亚运会正

式登录中圈市场，松下电器的广电产品也在中国市场实现了

零鹣突破，打破了索尼多年来一壹在孛匡广愈搿监独揽天下

的神话。由于竞争机制的导入，索尼广电产品的价格在当年

就迅速下调了50％。无疑，最终的受益者就是中国国内的广

电用户。两凳会森龟势趱破格进入了企监懿篱层。

谈及到为什么吴会森能够如此成功之时，他淡然一笑：

“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认认真真，人要靠实力说话。阿

谀奉承、掬马屁的事我不赣。另外，勤奋是成功豹基硪，独

特的见解妊不可少，不能人云亦螽。当然企业的最终目的就

是成效。这就需要每个入具备很强的执行力。记住，实力可

以证明一切。”

“{菱明”，一令对美会森弱言喜熬悉

不过的词语。在网外企业工作的20年

中，他证明了自如的实力，从一个普通

的工俸入员，凭蓿工作静煞渡，办事的

认真，同样可以进入排外性极强的El企

管理屡，管理Et本人；坚持照韧不拔，

不屈不挠的精神，拖着炎黄予孙华夏JL

女的红心，吴会淼再次证明了：中国人

固外瀚人一样，究金莓双魏蠢矮子我们

自己的品牌。

还愿

正当吴会森在日本的事业处于巅峰

之时，饱又一次擞了个傣人翡决定：辞

去松下的高管职位，放弃令无数人羡慕

的亵薪棰剩，选撵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还

愿予广电盼创业之路—-缀建。国际精
华”袋司。

1999年初，癸会森毅然耱职，在一

些广电老专家、技术精英、离层经营者

的支持下自立门户。同年4月，在日本

丈阪藏立了国际精华拣式会被(玟下篱

称。圈际精华”)，出任总裁兼CEO，而

从他辞职到公司成立，从零开始创业，

谈侮容易?僵谴照多夫太跌l夔镜静或诲

还有松下，池上，索尼，这三家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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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广电设备生产企业的部分股东对他

也伸出了鼎力相助之手。由此，吴会森

的实力和人品在业内可见一斑。

为了探求我国为什么没有属于自己

的广电设备品牌?为了弄明白我们与日

本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吴会森辞职

去了日本。当时，只是想着如何去学习

日本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如何。为

我所用。，如何为祖国效力，还愿革命老

前辈的心愿。

一切准备就绪。1999年适逢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喜的日子，如

何将五十周年的庆典，阅兵式转播传递

到祖国各地，吴会森首先亲自带领国际

精华，组织、指挥、实施、完成了国家

网络中心首都站5个频道播出系统集

成，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节目制播

系统数字化改造工程，包括信号调度中

心和4个互相联动的演播室(新闻联播、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社会调查等栏

目)，首创了用PDP做监视与画面分割

器结合等新技术。

同时他又率领老中青技术人员，完

成实施了在国家广电领域具有标志性、

代表性的系列工程项目：中国第一个高

清晰度演播室和后期制作、中央电视台

播出中心12个频道播出系统数字化改

造，总控的设计与创意、国家广电总局

安全播出指挥调度中心、国家广播电视

音像资料馆AV系统集成等一系列大型

工程项目，为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

的数字化改造做出了努力，也受到了中

央和地方广电同仁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

价。

吴会森经常说。身在异国他乡，但

不能忘记生我、育我的老祖宗。有机会

一定要还愿。”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

中国处在广播电视急速发展的初期，迫

切需要资金的支持，在北京电视台刚组

建，又逢北京亚运会，资金无疑缺乏，所

以在参与利用日本国际协力基金(ODA)无偿赠款取得成功后，吴会森又根据中

央台、河南、新疆等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再次参与引入了日本国际协力基金(ODA)

资金，使多家电视先后获得总金额达七八十亿日元的无偿援助的款项与设备。他

以实际行动，抱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为中国广电发展初期发挥了力所能及的

作用和贡献!

在国际精华成立之初，他又继续推进日本曾经停止了几年的ODA基金，结合

辽宁电视台引进ODA政府低息贷款项目获得成功的案例。2000年，吴会森召集

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广电局在北京国际饭店专门组织召开了特别说明会，促进并

介绍低息的日本政府贷款流程、程序，申请方式、方法，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

使我国青海、云南、宁夏，安徽、济南六省市电视台成功获得低息特别贷款达200

多亿日元，通过这一批资金的高效利用，将加快国内上述数省、市广电事业发展

的进程。当时的济南广电局局长曾动情地对他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虽然在很多人眼中，吴会森已经在广电界实现了创业的成功，也打拼出了自

己的一片天地，但只有他知道，自己做得远远不够。为了了却多年以来深藏在内

心中的一个愿望，他经常陷入沉思：他想替一位已经逝去的革命老前辈、建国元

勋老人家还愿。每每想起此事，他眼前也总会浮现他曾经看到的老人家1956年的

那张珍贵照片。

1956年，正是创建筹备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之时，一位心系

我国广电事业发展的老人家出现在电视台的设备选型展上，他的到场无疑给现场

的广电技术工作者们带来了高昂的士气和无穷的信心!这位老人就是革命家毛泽

东主席。

讲起这一段往事，吴会森的眼角有些湿润，他动情地说。当我在那张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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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1956年，老人家注视着日本公司当

年生产的摄像机的那股高兴劲儿，我就

在想，要是他老人家能看到我们中国自

己生产的摄像机诞生，那肯定就更高兴

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咱们以

前做不了自己的摄像机，难道这半个世

纪过去了，中国人还不能做出自己的广

播级摄录设备吗?我是江西穷人家的孩

子，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活了下来，

过上了好日子，并完成了大学学业，我

打心眼里感激。我想给他老人家还了这

个心愿，让他在天之灵也有个安慰⋯”

吴会森再次陷入了回忆中⋯⋯

DataCam的诞生

“爱国，振兴中华、自主创新”不

是嘴上说说就行了，需要真实的付出并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吴会森在采

访中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并举了一个例

子来说给我们听。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韩国因为没

有自己国家品牌的摄像机，不得不花高

价OEM购买了日本的88台摄像机，但

韩国人在奥运会上使用时贴的是韩国三

星公司的标识。

“韩国，一个友邻文化相似的小国

家，尚有如此强烈地在意拥有自己民族

品牌的意识和行动，那么我们这个十几

亿人口的大国，全球拥有几十亿华裔观

众，是不是也该在自主创新民族品牌这

方面下下工夫呢?!”吴会森向记者补

充问到⋯⋯

2005年，在吴总的积极参与和帮助

下，华傲精创正式成立。取名“华傲”，

就意在中华之骄傲。那一年，吴会森受

聘公司董事会，任总经理。

其实，早在华傲精创成立之前，吴

会森在拓展国际精华的各项业务时，就

借助与业界专家、用户等各方人士的接

触，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各电视台电视节目制播工艺流程上存在的种种

瓶颈、问题的了解，在与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广电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之后，

结合IT技术的最新发展，基本上掌握了广电某些领域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并提

出了一个全新理念，即DataCam全程数据化的概念。在以后的工作中，他组织的

团队，创造性地采用抗冲击、耐震动的先进可移动的新存储媒体介质硬盘，iVDR

国际标准的易盘卡作为全新的记录媒体介质，科学地将“硬盘”、。半导体卡”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设计、生产了从拍摄、编辑、录制、播出到存储的HDAVS

DataCam E2系列产品，从而实现了电视节目制作全程数据化的崭新工艺流程。

吴会森上任后，继续积极推广这一理念，在广泛听取了专家们富有建设性的

宝贵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经公司技术人员的严密论证和消化吸收，组合国际力

量、资源，使DataCam的全程数据化理念和产品设计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改进和完

善。

对抓什么产品打造民族品牌他也早已胸有成竹。在广电设备系统中，信号源

是一切电视节目的开始，而摄像机又是最重要的信号采集设备。虽然民族广电企

业生机勃勃，但是作为核心设备的广播级摄像机、编辑录像机等仍然要靠全部进

口。这就是广电节目制作的核心和龙头，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突破口。围绕这一

产品，他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发队伍，而且还不断组织调研攻关。在艰难的攻关

过程中，还不断派人与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甚至出国到国内SbTV、厂家学

习、交流、请教，并组织调动一些著名厂家的技术力量，以“为我所用”的原则

共同攻关。

终于在2006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视察广播电视摄像机的五十周年，毛主

席诞辰的那天供测试样机投入试用，运行。

2007年11月16日晚，中国钓鱼台国宾馆灯火辉煌，气氛热烈，中国中央电

视台正式采用华傲精创DataCam摄录编设备交付仪式在此举行，本次Data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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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设备的交付，正式填补了中国广电

领域迄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

广播级摄录编产品的空白，并宣告了

HDAVS DataCam这一民族品牌的诞

生，结束了中国广电摄录设备50年来完

全依靠外国进口，令中国广电人难堪的

历史。

但吴会森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与钻

研，他又规划了后续产品和配套产品的

各种方案，到2008年，公司已形成了标

清、高清摄录一体机，。线性”和“非线

性”编辑机等系列产品。

精——“中国制造"之道

从吴会森为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效

力开始，无论是他率领的国际精华团

队，为广电领域打造的个个精品工程，

还是响应自主创新，积极开发中国广电

设备的民族品牌，一切都围绕着一个

。精”字做文章。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根子，这句话

永远不会过时，而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

也是吴会森所倡导的企业命根子。细节

决定成败，必须对每一款设备产品进行

精耕细作!

曾在日本著名广电厂家工作了20

年的吴会森深知，摄录像机在制作工艺

方面非常严苛，一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

很有可能影响全局，所以最初的摄录像

机的硬件委托生产加工都是由他在日本

选定流水线，进行加工制造。

这一做法再次引起了很多人争议，

争议的话题集中在华傲精创这么做，产

品是否还是咱们中国的民族品牌?而记

者也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现在已

经成为“制造大国”，难道一定要在日本

生产摄录像机的硬件吗?

吴会森颇有些无奈地笑了笑，。目

前，我国在广电设备的硬件生产技术基

础确实有些不足，软件与硬件是需要相互配合支持的。”。中国制造”能改成。中

国智造”。日本松下的等离子，美国苹果的IPOD、耐克运动鞋等等，这些外国产

品可以来中国“制造”，为什么中国产品就不能去国外“制造”了呢?

中国和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全球公认。华傲精创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方案

并绘制出图纸，我国生产技术硬件有不足之地，那么就借人之长补己之短⋯⋯

要想让品牌、产品、企业经久不衰，就必须注重产品质量。没有质量第一的

思想无法在商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吴会森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决定了华傲精

创产品的生产方式。也正如他所说：。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钱就会打水

漂，今后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没有精益求精的质量，产品只讲民族品牌是没

有用的!产品是实打实的，否则，徒有民族的牌子是帮不了忙的!”也许，这就

是华傲精创——中国制造的哲学，选择产品制造方式、决定的方针，HDAVS

DataCam E2高清、标清软、硬件设备得以在专业人士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

完善的所在。

虽然设备的硬件委托日本厂商生产，然而设备的核心技术则全部由华傲精创

的研发团队操刀。为了组织起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精英研发队伍，吴会森把注重

人才资源放在了事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地位。

对于人才是企业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创新之源，吴会森有着深刻的理解。他

一直十分重视聚集各方面的人才资源，从国内电视台的老专家，到国外知名厂家

的资深专业人士，从已有从业工作经验的年轻精英，到正在我国广电高等学府努

力求学的在校学生，他都装在心中。所以华傲在开展新产品的过程中，他组织起

了一支富于创新精神的精英研发团队，并一直能够得到国内广电界老前辈、老专

家的指导。在研发过程中，遇到问题，他又及时组织队伍到用户第一线电视台等

单位与一线专家和技术人员座谈，商讨解决办法。

同时，他还大胆聘用了国外著名资深的技术专家配合工作，最大限度地挖掘

和利用了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在日本，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即使是索尼、松

下等这样的知名大企业都要求员工55岁退休，实行“一刀切”。但对于很多55岁

的技术人才来说，这正是他们经验最丰富，做事最稳妥的时候，吴会森十分敏锐

地发现了这一宝贵资源，聘请他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

性来为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服务。

对于为何吴会森面对竞争激烈的HDAVS DataCam E2产品，总是乐观并充

满信心?他笑着回答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为掌握了创新的技术、优秀的

精英人才，前瞻性的一流产品。”

更让人敬佩的是，十年前，他就在我国培养广电人才的高等学府一中国传
媒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专门用来支助和培养广电的一代新人。从他创办国际精华，

到多年后，他挑起华傲的大梁出任总经理，这项工作一直都在进行中，但他从未

做过宣传。

吴会森表示，将聘请一些国外专家参与生产环节中的质控和管理工作，以帮

助国内培养一批一流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也希望HDAVS DataCam这个民族

品牌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更踏实。一向未雨绸缪的他．已有计划会逐步将

生产线最终完全转移到国内，扩大产品的产量，并将从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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