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创意
食谱
Fernando Gonzalez

关于作者
L. Fernando Gonzalez 在 1983 年出生于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城。他在拉克鲁斯港成长，
17 岁时移居加拿大，目前在加拿大和他的爱
人 Adam 以及两只棕色拉布拉多犬一起生活。
Fernando 曾经以自由网页和图形设计师身份
工作了 10 年，而后加入 Corel 的团队，担任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质控专员。他将烹
饪爱好与对设计和摄影的热爱融合在他的项
目中，为家乡的一家慈善机构募集资金。他
在食谱和营销资料的整个设计和版面制作中
使用了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并用于
“Criollo:A Taste of
Venezuela”www.CriolloCookbook.com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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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意食谱

图 1：Criollo 食谱和书签

移民到新的国度是一段既愉悦又有挑战的经
历。在 17 岁搬到加拿大时，我知道那边有充
满机会的世界等我去探索，有美妙精彩的时
光等我去享受。然后，那种忧郁而饥饿的感
觉日益强烈。没错，饥饿。作为一名少年，
我一直感到饥饿。那一种对家乡风味的向
往，对妈妈家常菜的渴望，对过往味道的怀
念，始终萦绕心头。久而久之，厨房的书架
上散落了一堆委内瑞拉烹调图书和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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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钟爱的菜谱则印上了各种涂鸦和酱汁
指纹。烹饪书加重了我的饥饿感和回忆。它
们就像是一班时光之列，载我回到祖母的厨
房。在我死盯着烤箱玻璃门那一头的梅伦格
曲奇时，祖母会抱怨说， “ 别再瞪着了，不然
它们就发不起来了！ ”。

Casa de Maria
多年后，我的家人发起来一个名叫 Casa de
Maria 的小型慈善机构。其根据地在祖母的故
乡 — 委内瑞拉埃尔蒂格雷，目的是为一个名
为 San Francisco de Asise 的贫困街区内的孩子
们提供食物和学习用品。我的阿姨们设立了
两台房车，在周一到周五为 100 多个孩子提
供午餐。
我图形设计上的经验与对委内瑞拉食物的热
爱两者融合，让我萌生了通过出版食谱为
Casa de Maria 募集资金的念头。于
是，“Criollo:A Taste of Venezuela” 就诞生了。
我决定在食谱中包含一组家常菜和街边小食
的菜谱，再加上民俗故事和委内瑞拉烹饪传
统的介绍。我从喜爱的菜谱中提炼了二十道
菜，研究了背后的故事和传统。在完成文字
部分后，我就准备好在 CorelDRAW 整理这一
本食谱了。我也在 CorelDRAW 中创建了特别
书签，帮助推广这一本食谱。

选择完美的工具
多年来，我所有的网页和印刷设计都是用
CorelDRAW 完成的，所以在我眼中，它是这
一工作的完美工具。我也特别想尝试一些特
别的功能，如辅助线泊坞窗、形状编辑工具
（如粗糙工具 和平滑工具 ），以及
PowerClip 图文框功能。

处理出版商规格
在为食谱印刷做准备时，出版商要求我制作
两个单独的 PDF 文件：一个用于图书封面，
一个用于图书内容页。在本文中，我将着重
介绍内容页和特别书签的创建上。
在出版商的规格中，最终 PDF/X-3 文件的尺寸
应当是 9.625 （宽） x 8.25 （高）英寸。出
版商也规定了如下页面尺寸要求 （以英寸为
单位）：
• 页面尺寸 （带裁切线） 9.5 x 8.0 英寸

• 出血 （顶边、底边和页面外边缘）：
0.125 英寸
• 插入页边距 / 安全边界 （顶边、底边和页
面外边缘） 0.25 英寸
• 插入页边距 / 安全边界 （页面装订边）
0.625 英寸

创建页面
在 CorelDRAW 中，我通过单击文件  新建文
档，创建了新的文档。在新建文档对话框
中，我将宽度设为 9.625 英寸，将高度设为
8.25 英寸。还将页数设置为 3。我从 3 个页
面开始，因为我希望设计的版面中仅包含简
介页和容纳一份菜谱和照片的双页扩展。我
没有修改对话框中的其他设置。
在设计版面时，我考虑了所有我最爱的烹饪
书。我喜爱的烹饪书中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元
素，那就是大幅彩照。所以，我决定 Criollo
中的每一份菜谱都伴有菜品的大幅照片，印
在对开页上。事实上，我希望照片足够大，
足以跨越到菜谱页的三分之一。为此，我需
要 CorelDRAW 显示所有的对开页。我单击了
工具  选项。在选项对话框中，展开文档类
别，然后单击版面。在版面页中，我启用了
对开页复选框。这样，我就能够在处理文档
时，查看到横跨第 2 和第 3 页的内容。

设置裁切线、出血和安全边界
接下来，我需要设置出版商要求的裁切线、
出血和安全边界。裁切线，也称为裁剪标
记，向印刷厂显示裁剪纸张的位置。出血是
裁切线与页边框之间需要的间距。安全边界
需要用于限制可印刷内容。
在对象管理器泊坞窗中，我创建了一个称为
“trim line” 的新主图层，在其中存储裁切线。
然后，我通过矩形工具 创建了淡灰色轮廓
的矩形。在属性栏中，我将矩形的宽度设为
9.5 英寸，将高度设为 8.0 英寸。接下来，单
击视图  贴齐  页面，将矩形水平贴齐到页
面中部。然后，按住 Ctrl 键并将它拖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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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边缘。我还复制了该矩形，方法是：单
击编辑  复制，再将复制的矩形拖到对开页
中。在对象管理器泊坞窗中，我将包含矩形
的图层变成不可打印且不可编辑。
我添加的矩形也有助于设置出血。添加出血
非常重要，以防在印刷过程中出现对齐问
题。为确保出血与规格相符，我在页边框和
裁切线矩形之间绘制了一个小方格。在属性
栏中，小方格的宽度显示为 0.125 英寸。我
采用同样的技巧验证页面的顶边、底边和外
侧边的尺寸符合规格要求。

接下来，我添加了安全边界。在对象管理器
泊坞窗中，我创建了一个名为 “safe
boundary” 的新主图层。安全边界就像是内
部出血。它们覆盖裁切线与页面中文本之间
的间距。出版商要求在装订边添加较大的边
界，以考虑页面接合。
为了创建安全边界，我添加了 4 条辅助线，
并将它们贴齐到第 3 页的边缘。然后，精确
设置了各条辅助线的位置。为了下移顶边辅
助线，我将它选中，并在属性栏的 Y 对象位
置框中键入了 -0.25。为了上移底边辅助线，
我将它选中，并在属性栏的 Y 对象位置框中
键入了 +0.25。为了往里移动外侧辅助线，
我将它选中，并在属性栏的 X 对象位置框中
键入了 -0.25。为了往外移动内侧辅助线，我
将它选中，并在属性栏的 X 对象位置框中键
入了 +0.625。
由于水平辅助线跨越对开页，我要做的只是
为第 2 页的内边框和外边框添加垂直辅助
线，并输入相同的 X 值设定其位置。

图 2：通过创建小方格验证出血间距的高度

图 3：为安全边界添加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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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在对象管理器泊坞窗中选中所有
辅助线，将它们移到 “safe boundary” 图层
中。我不想安全边界辅助线与后面要添加的
其他辅助线混淆，所以我决定通过辅助线泊
坞窗对它们进行自定义。自定义功能可用于
更改安全边界辅助线的颜色和样式，让它们
更容易识别。我双击其中一条辅助线，打开
了辅助线泊坞窗 （另外，也可单击泊坞窗 
辅助线）。然后，选中我创建的安全边界辅
助线，再为它们选择实线和青色。我还将它
们锁定，以免在操作食谱时不小心移动或删
除它们。

形，再选择框类型  创建空 PowerClip 图文
框，以便为菜谱照片创建容器。
我希望照片看上去好像边缘被撕裂，悬浮在
菜单边缘上。为了创造撕裂边缘效果，我沿
着矩形的内边使用了粗糙工具 。

图 5：使用粗糙工具对图像边沿应用撕裂边缘效果。
我在 PowerClip 图文框中临时导入了一个占位符图
像，以预览粗糙工具对背景中图像产生的变化。

如果不小心应用了太多粗糙，我使用平滑工
具
下调粗糙效果。我还使用阴影工具
对容器应用了阴影效果。

使用样式格式化文本
图 4：使用辅助线泊坞窗自定义辅助线外观

为菜谱照片创建占位符

接下来，我调整了文本的外观。每个两页扩
展中将包含菜谱标题、烹饪指导，以及菜谱
照片的说明文字。

接下来，我开始处理食谱设计。
我要菜单照片覆盖对开页中所有右侧页面和
1/3 的左侧页面。而菜谱则覆盖左侧页面的其
余 2/3 部分。
为此，我在局部图层 （第 2-3 页）上创建了
一个矩形，占据整个右侧页面和部分左侧页
面。然后，通过单击调色板上的一个色样，
用灰色填充该矩形。接下来，右键单击该矩

在页面的左侧，我使用文本工具
为菜谱标
题创建了一个文本框，然后在文本框中键入
了 “Title here” 作为占位符文本。在属性栏
上，我选择了一个字体，并将字体大小设为
24pt。我还利用文本工具
在标题的下方创
建了段落文本框，并通过右键单击图文框再
选择插入占位符文本为其填充了占位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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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简介页
完成了菜谱页的版面和样式后，是时候处理
第 1 页上的简介了。我决定将 “title” 样式应
用到其标题和我的名字。然后，将 “recipe”
样式应用到简介的主文本。使用相同的样式
可以让整本图书拥有一致的外观和质感。
图 6：占位符文本可以让我在添加最终内容前查看文
档的版面。

在属性栏上，我选择了一个字体，并将字体
大小设为 12pt。然后，我在图片框的底部创
建了另一个段落文本框，用于照片说明文
字。我为说明文字选择了同样的字体。我还
从属性栏上的水平对齐中选择右对齐，使说
明文字靠右对齐。
此时，我可以视觉化呈现图书正文页面 / 内
容的外貌。

创建文本样式
为节省时间，我决定为文档中的各种文本对
象创建样式。这可让我快速更改每一文本元
素的字体或字体大小。例如，如果我更改了
菜谱标题的样式，相应的变化会自动应用到
文档中所有菜谱标题。
为了创建文本对象的样式，我右键单击对
象，使用挑选工具 ，再单击对象样式  从
以下项新建样式集。右键菜单旁边出现的弹
出式预览显示了样式应用到文本时的外观。
在从以下项新建样式集对话框中，我为该样
式键入了一个名称。我为各个文本对象重复
了这一步骤。我给每一种样式一个描述性名
称：“title”、 “recipe” 和 “caption”。如果我改
变了对某一文本元素格式的想法，只需要在
对象样式泊坞窗中修改其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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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将 “recipe” 样式应用到简介页的标题和签名。

构建菜谱
接下来，是编写菜谱的时候了！我没有一气
呵成写完这本书；相反，我花了几个月时间
烹饪和试验菜谱。每一次对某一菜式满意
时，我将成品拍照，并写下配料和烹饪指
导。我将菜谱直接输入到 CorelDRAW 中。
要将菜谱添加到食谱中，我在 CorelDRAW 中
打开我们的文件，然后单击视图  页面排序
器视图。此视图可以让我复制占位符页面，
这样我可在编写每一新菜谱时将它们用作模
板。在页面排序器视图中，一次只能复制一
个页面；因此，要复制两页扩展 （第 2 和 3
页），我需要通过右键单击页面再选择再制
页面逐一复制各个页面。在再制页面对话框
中，我启用了在选定的页面之后和复制图层
及其内容选项，确保空白 PowerClip 容器 / 图
文框也复制到各个页面扩展上。然后，我将
页面拖到新位置将它们重新排序。要退出页
面排序器视图，双击其中一个复制的页面。

图 8：取自 Criollo 的菜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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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制的两页扩展中，我导入了一张照片
（单击文件  导入），然后将该图片拖到
PowerClip 图文框中。我通过单击 PowerClip
工具栏上的调整内容按钮，再选择按比例调
整内容，重新调整了 PowerClip 图文框中的内
容位置。单击 PowerClip 图文框的外面，退出
该图文框。
接下来，我删除了占位符文本，再插入了各
个菜谱的标题、烹饪指导和说明文字。

润饰照片
我发现一些照片需要一点润饰。幸运的是，
我不必使用另外的照片编辑应用程序。只需
右键单击包含该照片的 PowerClip 图文框，
再单击编辑 PowerClip 即可。然后，选择该
图片，再单击位图  图像调整实验室。图像
调整实验室可以让我调整照片的色温、色
调、饱和度、亮度、对比度和其他方面，而
不必离开 CorelDRAW。我发现直接在
CorelDRAW 编辑更加简便，因为可以理解在
版面中看到润饰后的照片效果。因此，改变
主意时我可以快速撤消更改再重试，而不必
重新导入照片。

插入页面和页码
我在食谱中添加了 20 份菜谱，总共 41 页。
我随后在末页后插入了最后一页，这样我可
以写一点致谢，再附上慈善相关的信息。
我还通过单击版面  插入页码  在所有页面，
为食谱添加了页码。此命令在每一页上插入
了动态页码对象；在我添加或删除任何页面
时，页码可以自动调整。然后，我修改了页
码对象的样式和位置。页码对象存储在主图
层上。主图层存储应用到文档中所有页面的
内容。
要在第一页上隐藏页码，我必须在该页上隐
藏主图层。首先，我在文档视图中选中第一
页。接下来，打开对象管理器泊坞窗，单击
涂层管理器视图按钮，在选择当前页面，仅
图层。然后，单击该页面主图层旁边的显示
或隐藏按钮。

发布到 PDF
我按照出版商的规格将食谱和封面发布为
PDF 文件。首先，我单击文件  发布到 PDF。
在发布到 PDF 对话框中，从 PDF 预设列表框
中选择 PDF/X3。我没有修改预设的设置，因
为我相信它们很适合该 PDF。然后，我将所
有内容发送给出版商。几个星期后，我收到
了印好的食谱！

设计推广书签

图 11：编辑 PowerClip 照片

接下来，我设计了一个书签，作为推广这本
食谱的传单。它是全尺寸书签，但可以折叠
为名片。我的想法是把它作为名片发给人们，
他们订购食谱后就可用它标记喜爱的菜谱。
为决定最有效的设计，我创建了一个草图。
从草图中，我决定这一文档中应当包含两个
页面，这些页面分三个部分：背面、正面，
以及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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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预设值中指定的宽度很完美，它可以帮助
我设定书签折叠后的尺寸。不过，我需要把宽
度增大 80%，以便卡片展开后能变为书签。
剩余的 20% 额外宽度用于半圆形切口，这有
助于卡住折叠好的卡片，而且读者也能够将书
签别在书页上。我在设计中加入了一个半圆形
切口，以便能卡住折叠好的卡片，而且读者也
能够将书签别在书页上。我使用特殊的打孔
机，在每张卡片上手动切出半圆形。

2

1

3

3

1

4

2
图 12：我在第 1 页 （绿色）上创建了背面 (1) 和正面
(2)。在第 2 页 （蓝色）上，我创建了卡片内页部分
(3) 和重叠部分 (4)。

设置书签版面
接下来，我打开了 CorelDRAW，开始根据草
图创建书签。我单击了文件  新建。在创建
新文档对话框中，从大小列表框中选择名
片。在页数框中键入 2，然后单击确定。
接下来，我设置了一系列辅助线，帮助我为
各种设计元素创建占位符，并显示书签折叠
的位置。双击矩形工具 ，该工具自动创建
了与页面尺寸相符的矩形。我也想把这一矩
形转换为不可打印的辅助线，以帮助我设计
书签。为转换该矩形，我将矩形对象从局部
图层 （图层 1）拖到局部辅助线图层 （不是
默认的辅助线图层）。然后，我将该矩形命
名为 “back”。

在 CorelDRAW 中，你可以使用简单的算术运
算符调整属性栏中的大多数值。在此例中，
我在属性栏上页面度量框中的 3.5 宽度后键入
了 “*1.8”, 使默认值乘以 1.8，从而将矩形宽
度增大 80%。调整后的值是 6.3 英寸。然后，
我将 “back” 矩形移到页面的左边缘。右侧剩
余的部分变为卡片的正面。接下来，我创建
了尺寸相同的第二个矩形，把它命名为
“front”。在对象管理器泊坞窗中，我将新矩
形从局部图层拖到局部辅助线图层。
然后，我在文档窗口中选择第 2 页。此页代
表卡片的内页。我想直到折叠的准确
位置，以及第 2 页叠在第 2 页上的准备位
置。为此，我将 “back” 矩形从第 1 页复制到
第 2 页。然后，将该矩形贴齐到页面右边
缘。接下来，我将 “front” 矩形从第 1 页复制
到第 2 页。我将该矩形的左边缘与另一矩形
的左边缘贴齐。在对象管理器泊坞窗中，我
将矩形从默认图层拖到局部辅助线图层，并
取名为 “fold”。同时，把默认图层中遗留的
矩形删除。

将书签保存为模板
制作好书签辅助线后，我决定最好此时将文
件保存为模板。这样，我就可以重新利用该
模板为其他项目创建营销资料。要将文件保
存为模板，单击文件  另存为模板，然后取
一个名称。下一次单击文件  从模板新建时，
该文件会列在我的模板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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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内容到书签
我希望书签的两侧都有背景照片。双击矩形
工具
创建一个页面边框。我把大小设置为
比文档页面稍大，以便创建一个小出血。右

键单击矩形，再选择框类型  创建空
PowerClip 图文框。然后，我单击文件  导
入，将图像导入到 CorelDRAW，再把图像拖
到 PowerClip 图文框中。

图 13：书签的背面和正面

我单击了文本工具
和内页添加文本。

，为卡片的正面、背面

此外，我决定附上二维码，这样人们可以通
过扫描该二维码来链接到 Criollo 网站。为插

入二维码，我单击了编辑  插入二维码。在
对象属性泊坞窗中，我将 Criollo 网站指定给
该二维码。

图 14：书签内页，已插入二维码

准备打印书签
我使用了 CorelDRAW 中内置的版面布局工具
自己打印书签，以最大化页面上的可用空
间。选择文件  打印，再单击首选项按钮。
在打印机首选项中，我选择了纵向方向和双
面打印。

中。在打印预览窗口中，我单击了版面布局
工具 ，然后单击属性栏上的双面按钮 ，
并将行数增加到 5。接着，我选择复制 1，再
单击属性栏上的克隆自动排序 按钮 。此功
能可重复可打印页面的每一图文框中的页面
处理，在正面页面上创建第 1 页的 5 个实例，
并在反面页面上创建第 2 页的 5 个示例。

然后，我单击了文件  打印预览，以选择打
印布局。我确定可以将 5 张书签放入一页

然后，从属性栏上的编辑的内容列表框中选
择编辑装订线和修饰。我在属性栏上的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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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框中键入 0.1 英寸，修改了装订线。装订
线使用了我之前创建的出血，以防我在裁纸
时可能出现任何错误。为了更加轻松的直线
裁纸，我单击属性栏上的剪切位置按钮 ，
沿着每条装订线显示裁切线。
然后，我打印了一张测试页，确保一切都看
起来完美无缺。我还进行了裁纸、打孔和折
叠，确保书签外观与我的期望一致。我对结
果很满意，所以我将打印样式保存下来。单
击文件  打印样式另存为；在将设置另存为
对话框中，我在文件名框内键入了 “Folded
card”，然后单击保存。保存这些设置后，我
就能在未来使用这一版面布局。我单击文件 
打印，打印了几份；这样，我很快就做完了
书签。
如您所见， CorelDRAW 是我这个项目需要的
唯一软件。 CorelDRAW 给予我很大的灵活
性，既可以创建需要发送给出版商的资料，
也能创建我可以自己打印的材料。它还提供
了各种工具，满足从设置版面到编辑照片的
一切需要。
另外，我还使用 CorelDRAW 为此项目创建了
一个网站，你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访问：
www.CriolloCookbook.com。在该网站上，
你也可以进一步了解这本食谱和慈善机构的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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