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潮有范 一品老周”为中国喝彩老周家居努力做“新国货”

消费升级，主流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之前关注“茶米油盐酱
醋茶”，到现在醉心于“琴棋书画诗酒茶”，消费者在高层次的品质消费之
上，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享受。

而随着 80后、90后消费主力的兴起，他们年轻，生长于信息高度透
明的时代，接受更多的流行文化，也对民族文化和产品的认可度越来越
高，他们渴望自己身上具有中国烙印。现在的消费群体，更乐意为高颜
值、高品质，以及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买单，为中华文化买单，他们是新
国货匠作的坚定支持者。

老周家居，从中华文化中吸取设计灵感，赋予红木产品以中华文化
的灵韵；并且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一直以“多元化”的风格，在红木家居产
品中深受消费者喜爱，拥有良好的消费和市场基础。

在“国潮”兴起的时刻，家居行业应该主动拥抱“国潮”，展示中国文
化，展示中国家居生活风范。老周家居此刻品牌升级，做中国高端红木整
体家居，以大师匠作“一品老周”，让家居“国潮有范”。

永
和
红
木：

苏
作
雅
韵

匠
心
打
造

东达红木 以专注成就专业 以品质铸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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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红木家具消费投诉及消费诉讼情
况发生了变化， 消费者从注重材质真假转为
关注产品质量。 而如何保障产品品质及符合
产品质量要求，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和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产品质量
法（2018 年修正）第五条规定：“禁止伪造或
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禁止伪造产品
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

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产品质量法是产品标准
（即技术法规）制订的依据，红木家具品质
保障的基础是执行有效的产品标准并加以
实施。

目前，我国红木家具行业一般采用的产
品标准可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
准（团体标准归企业标准范畴）三大类。根据

国家标准 GB/T28202—2011 《家具工业术语》

中关于“红木家具”的解释：“源于我国不同的
地区，在区域性家具（红木）文化概念的基础
上，针对一类深色名贵硬木家具产品的一种约
定俗成（或历史形成）的家具商品名称。也是当
今生产企业、经销商、消费者对部分中国传统
硬木家具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在市场上，红木家具生产和销售企业以材

质论一般采用的产品标准是 GB/T28010—2011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但该标准自 2018

年 7月 1日起已失效，其原因是该标准所引用
的材质标准 GB/T18107—2000《红木》国标已
作废，而新修订的 2017 版的《红木》国标又无
法适用，这将给企业执行该标准带来一定的经
营风险。

另外，部分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是行业标

准 QB/T2385—2018 《深色名贵硬木家具》，其
采用该标准的目的是明示产品用材树种，但该
标准其主要技术要求也存在局限性，如多种传
统和现代涂饰工艺无法检测表面理化性能和
判定产品质量。

自 2018年 7月起， 以上海为主导的江浙
沪地区红木家具企业为保障产品品质，根据企
业的实际情况开始制订企业标准，现已有上海
航管红木、上海老周红木、浙江年年红、浙江卓
木王、江苏永和红木等十多家生产企业制订了
企业标准，此举为红木家具行业的产品标准化
建设起到示范及推动作用。

（上海木材行业协会木材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产品标准化建设是红木家具品质保障的基础

“国潮有范 一品老周”老周家居品牌形象全新升级

以专注成就专业，以品质铸就品
牌。随着消费者的需求由家具产品功
能升级到对家居生活品质的追求，创
立于 1973 年的苏作家具领军品
牌———东达红木， 通过兼并重组、跨
界融合、寻求战略合作等方式拓展其
经营业务范围，在产品创新和品牌升
级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

在家具方面，产品种类越来越丰
富，功能越来越多样，陆续推出苏作
传统家具、欧式和新中式家具等三大
系列 1000多个品种， 产品品类覆盖
至卧房、客厅、餐厅、书房，以及高级
酒店、宾馆和客户定制的高端配套家
具。 每一处家具细节都精妙构思，每
一件产品都匠心打磨，最终展现出各
具特色的系列风格。

东达设计师将人们已经熟悉，甚
至是经典款型的苏作家具作为原型，

引入时代的设计元素， 矢志不渝追求
自己心中的新中式家具梦想， 确保这
些家具能以贴近时代且又独特的方式
渗透进年轻一代的生活里。 在充分利
用现有的设计创新优势之余， 东达红
木还传承着 46年的苏作传统技艺，从
而确保这些原创的新中式家具从诞生
之日起就走在了市场前列并崭露头
角。 难怪有资深专家品鉴这些新品后
感慨：它们让西方人看了很有中国味，

中国人看了有欧式风范； 让年轻人看
到现代风潮，老年人看出古典韵味。

作为红木家具的诚信标杆，东达
红木的欧式家具则以“黑马”之势脱
颖而出，而“质量第一”的传统始终贯

穿设计、生产、销售的每一环节，让消
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设计上，这
些家具或融入浓郁的洛可可元素，贝
壳纹、卷叶纹的装饰既透出雍容与华
贵，又不失典雅与清秀；或融入英伦
家具的磅礴与大气，别有一番异域风
味。选材上，东达红木精选上等大果
紫檀（俗称缅甸花梨木），结合意大利
进口头层牛皮（青皮）制成软包家具，

瑰丽的木纹与家具纹饰交融有着别
样的表现张力， 更能满足舒适性需
求。将西方的“形”与东方的“魂”完美
结合，东达红木在制作环节下足了功
夫，演绎出东方人文意韵和西方古典
艺术雍容风韵的独特之美。

之所以能打造出款式如此新颖、

品质如此卓越的红木家具，这与东达

红木推行的“工序责任负责制”有着密
切关系。一般情况下，工厂管理采用“金
字塔”式的上下层级的管理模式，完成
的成品家具由管理人员统一验收。而在
东达红木， 每一位工人都是管理者，他
们可以找出之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
问题，并要求返工。因为这些工匠都会
技术懂质量，常常能发现管理人员察觉
不到的差错，每道工序环环相扣，互相
监督，一层层检验下来，东达红木的家
具质量要想不好都难。

如果说良好的产品质量是成就品
牌的基础，那么用心的服务则是夯实品
牌的保证：门店提供全程一对一顾问式
服务，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将高贵典雅
的家具毫发无损地搬回家，并巧妙地让
其在家中“亭亭玉立”；在使用过程中出
现损坏， 企业提供完善的维修保障。可
以说，东达红木为消费者提供了全程无
忧的服务保障。

品质成就品牌， 服务决胜未来。东
达红木 46 年专注于高端红木家具研
究，成就了今天其在红木行业中不可撼
动的品牌地位，相信未来将会取得更为
辉煌的战果，创造更多的品牌奇迹！

苏作家具多以灵秀著称， 其独特的风格反映
了崇尚材质、讲究意蕴的本质，体现和传承着华夏
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情操， 其技艺更是凝结了古
代文人艺匠的智慧和品位。以实力打造品牌，以品
质塑造生活，太仓永和红木以醇古风流的匠心，不
断继承和发扬传统苏作家具文化， 展现着江南文
人雅士的才情志趣。

企业实力 品质保障

太仓永和红木艺术品雕刻厂是由夏永和于上
世纪 90 年代初创办的， 由最初几人的家庭作坊，

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发展成为一家颇具影
响力的红木家具企业。

永和红木位于风景秀丽的 338省道太仓璜泾
段的边上，距上海市区 60公里，距太仓市区 30公
里，靠近太海汽渡 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工厂拥
有先进的木材机械设备及热处理注蜡设备， 以满
足生产不同风格产品的需要， 整个家具制作均采
用正宗的雕、木、漆传统工艺，专业生产黄花梨、紫
檀木、大红酸枝、老挝酸枝等名贵红木家具，木材
原料均采于东南亚。

永和红木家具经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
合格，被评为苏州市名牌产品，同时是上海市红木
家具真品标志许可使用的首批十六家单位之一，

在上海红木家具市场具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影
响力，其以雄厚的实力、可靠的信誉、优质的服务、

竭诚尽力奉献于广大消费者。

匠心传承 技艺精湛

苏式家具继承了明式家具的风格， 以巧夺天
工的“木作工艺”构架出吴地独特的家具造型，产
生了中国家具文化中光彩夺目的“苏式”美。在制
作工艺方面，夏永和的理念是：好的作品急不得，

得慢慢来，必须做到精益求精。从开料、开榫、雕

刻、打磨到上蜡或上漆，每一步必须严格按照流程来
做。 惟有精工细作才能将苏作工艺的价值发挥到极
致，这样才对得起大自然赐予的珍稀材料。”

生漆技艺是永和红木名扬天下的绝活。 由于手
艺人的流失，大漆揩擦工艺在当下几近失传。而为了
实现大漆揩擦的惟精惟美， 永和红木的揩漆工序甚
是繁复，从打坯、擦漆、批灰、打磨、上色、揩漆，再加
上荫干，工序居然多达 30道以上。

同时，永和红木改进了传统的打磨技术，从最初
200号粗砂纸开始，每道打磨将上道留下的痕迹彻底
打磨干净，最终使用 4000 号细砂纸，将红木家具表
面磨得光润如玉、平滑如镜，做工非同一般。可以说，

永和红木不惜用工时的倍增换来品质的精湛。

传统为根 现代为身

将苏作传统经典技艺与当代人的生活需求和谐
地融为一体， 永和红木的家具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
止。此类家具传承着苏作工艺之魂，同时根据现代生
活功能的要求，融入了时尚审美的某些元素。一直都
以定制为主的永和红木，涉及传统古典红木家具、中
式现代红木家具、欧式红木家具等多个方面，产品种
类可谓繁多。

天工人巧，营造情趣。在永和展厅内，一款款家
具通过木材曲线性的流动感、 回旋感与柔润感传递
着情感，仿佛具有水一般的活性和柔性，凝聚了一个
时代对于审美的表现和认识。整套红木竹节沙发椅，

全身雕成竹节式，形体式样委婉而生动。不但根柢遒
劲表现出拔地之势，节节向上勾画出简练造型，而且
竿条柔韧变化出舒适功能， 几笔竹叶点缀出临风意
韵。真的是朴实之中饱含天趣，婉约之中尽显超逸，

彰显出今人突破古人的功力。

每一款家具的背后都蕴涵着耐人寻味的艺术魅
力，对“演绎古典，体现尊贵”一以贯之的永和红木，

将艺术与工艺完美融合，恰如一支神笔，续写着苏作
家具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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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红木家具行业具有影

响力的品牌———老周家居，与中国大

家居行业的智业机构北京国富纵横

进行强强联合，进行全方位品牌升

级———“国潮有范 一品老周”,扛起

“新国货”大旗，向中国高端红木整

体家居新战略迈进，绽放中式红木

家居文化魅力，为中国喝彩！

老周家居的品牌升级，是在展现中华千年文
化和匠心技艺基础之上， 融合现代审美文化，蜕
变成为颜值更高、场景更美、服务更优、互动更强
的“新国货”，展现东方美。老周家居，以中国美学
结合当下时尚的中式设计和千年传承的大师匠
心技艺，营造所见即所享的美学星场景，蕴含着
中华美好文化的周到服务，造就了老周家居“新
国货、星场景、心服务”。

创新出瑰宝

老周家居以别具一格的中式设计风格，结合
千年传承的红木技艺造就“紫气东来”美好寓意，

于好运中诞生现代中式系列。老周家居以现代中
式之名，为年轻者而来，以设计为驱动，以中式文
化为脉络，集颜值和品质于一体，融美学与文化
为底蕴，与消费者产生互动交流，在现代潮流中
绽放东方魅力。

新国货新形象

老周家居让东方美绽放出新活力，并且借助现
下宣传互动方式， 重新构建老周家居品牌魅力，展
示中华“国潮”美学。改良版旗袍，社交圈视频、独树
一帜的店面设计，老周家居在不同维度的场所呈现
不同的魅力，与消费者产生共鸣，与消费者共享此
刻，享受“国潮”生活。

国潮新社交

老周家居以中华文化美学为媒介， 以兴趣、价
值为连接点，以品牌文化为输出，赋予不同维度的
场所社交性，开展文化社交圈层活动，让消费者所
见所触即所感所想，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与消
费者逐渐情感同频，达到理性价值认可。

“国潮有范 一品老周”， 老周家居以千年传承
下来的红木工艺和匠心， 做中国高端红木整体家
居；以古今文化的精彩碰撞实现了消费者对于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文化自信， 创新发展中国家居文化，

助力国货、国家品牌提升，打造国人文化自信，为中
国喝彩，让国人为老周家居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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