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高端品质为坚守， 以匠心服务为基础，经
过 46年的修行锤炼， 苏作红木领军企业东达红
木不断提升工艺水准，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红木
家具臻品，并在大家居战略上全面布局，不断发
力，以更专业、高效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全屋
定制的空间解决方案，并且不断拓宽产品品类，

将满足消费者全屋定制的需求作为既定发展战
略，成为红木行业领先的“全屋定制解决方案提
供者”。

说起东达红木的全屋定制商业模式，并不同
于传统家装公司的完全垂直模式，而是利用其品
牌影响力和全屋定制能力， 进行家装供应链整
合，与设计公司、高级酒店等形成资源互补、强强
联合，共同致力于实现“所见即所得”的空间解决
方案。相信随着东达红木全屋定制模式的日渐成
熟完善，以及渠道的创新变革，将打开崭新的发
展空间。

据悉，东达红木目前在创新与定制的道路上
已然硕果累累，光彩耀目。其沿袭明式经典家具
的同时，推陈出新，与希尔顿酒店集团联合研发
新中式家具“明岱”系列，在国内新中式家具中脱
颖而出，独树一帜；与知名设计品牌品奢国际联
合打造在杭州的第一家中式美学馆，集合专业中
式设计、中式软装等生活元素，营造出理想的中
式生活空间；从整体居家空间设计入手，将硬装、

软装完美搭配组合，在苏州地标性建筑———东方
之门内打造了高端咖啡馆项目，为尊贵的消费者
缔造一个优质舒适的高品位场所。

与此同时，为了全面践行“整体家居”战略，

2019年东达红木加快整改旧有店面形象，喜迁升
级红星美凯龙浦东沪南店、莘潮国际家居沪闵店
两大门店， 在品牌开拓创新的道路上又前进一
步！东达红木以高端门店形式，展示公司在全屋
定制和红木整体装修方面的实力， 优化产业结
构，展示企业的整体文化服务实力。其以设计为
创新驱动，不断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就以产品设计研发来说， 东达红木 46年来
坚持致力于从消费市场的物质层面需求出发，以
满足精神层面需求为导向，一直推陈出新，在定

制产品的研发、生产、设计等方面努力开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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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留传统苏作家具优美造型和艺术风格的
同时，东达更是为每一个细节注入了独具匠心的艺
术灵感和创意元素，同时注重时尚元素的补充和人
文情怀的挖掘，使得红木家具拥有了高雅的审美情
趣。由此，东达红木总经理王晓祥提出了“新明式美
学”的概念：“将明式家具的精粹、意蕴继承下来，

融入现代元素打造带有现代风格的明式家具，‘新
明式美学’绝不是一味求新求异，而是在传承华夏
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实现功用、 装饰元素的创新。”

东达红木出品的家具展现出真实的、 融入了时代
气息的东方设计， 让世界对中国传统红木家具有
了新的认识。

设计为先，打造全屋定制新格局。东达红木
正以全屋定制商业新模式为自己、为行业再造下
一个“风口”，也希望通过设计更多地去影响、引
领这个行业，让企业紧随时代的创造生命力源源
不断！

时间见证了昔日的潮流，同时也
使那些永恒的经典得以保留，而经典
从不会过时。对来自于明式家具之源
头、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苏南太仓的
永和红木来说， 从上世纪 90年代初
创办起， 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一直坚持以苏作传统的技艺制造具
有永久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传世
家具，用时间磨砺出的工匠精神和沉
淀几百年的家具文化演绎着新时代
的古典传奇。

永和红木家具以其端庄的姿态，

成就苏作大器之美。在形式上，有着
“方挺简括，线条简约”的特点，亦有
“以放胜出，以圆环象”的独特透视效
果；映射到神韵上，则浑然天成，如诗
如画，有序亦或随意，都是一种灵韵
的性情体现。它以精巧雅致的艺术风
格，吸引着文人雅士对红木浓郁的情
结。

可以说，永和红木的每一件家具
都是有个性和灵魂的，这不仅表现在
它的造型上，更表现在它的工艺细节
上。 每一款熠熠生辉的艺术品背后，

则是无数匠人们的匠心雕琢，正是得
益于传承传统家具的制器工艺，才有
了永和红木值得骄傲的臻品品质。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尽
管机械雕刻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家
具的制作过程当中，但是传统的手工
雕刻仍然是衡量一件红木家具是否
真正纯粹的重要标准，只有纯手工雕
刻的家具才能称为艺术品，才能在更
大程度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

而这一精粹技艺在永和红木得到了
百分百的传承。永和红木的工艺师们
专注于一刀一刻， 一棱一角的雕磨，

尽显细心与精准，不差分毫地演绎着
古典家具的精美与雅致。那些凝固着
雅趣之意的图案，赋予了家具新的审
美含义，凸显着与众不同的姿态。

榫卯结构是传统家具文化展现

的另一精髓，常用的榫卯种类多达几
十种，如格角榫、抱肩榫、燕尾榫、楔
钉榫等，不同地区常有不同的方法和
技巧，繁复精巧。永和红木的匠师们
合理选择，运用不同的榫卯，将家具
的各部件作交叉接合、 平板拼合、直
材接合、板材拼合、横竖材接合、弧形
材接合等等，根据不同的部位和不同
的功能要求，做法各有千秋，但变化
之中又有规可循，无不展现出技师高
超的工艺技术。

至于生漆技艺，更是永和红木名
扬天下的绝活。生漆工序繁杂，家具
每上一次漆，晾干后就要砂纸打磨一
次，然后再上漆，再打磨，这样的工序
需要反复十几次。漆揩擦工艺属于纯
天然绿色的制木工艺，对人体和环境
的危害非常小。它既克服普通生漆透
明度不高，影响木材纹理美观度的缺
点，又避免了打蜡工艺后期保养困难
的问题，真正将传统的国粹“生漆”应
用到现代红木家具中。这种工艺极为
耗费时间和精力，一方面需要技术精

湛的老漆匠才能做到，另一方面不适应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的需要，所以在当下
几近失传。在如此环境背景下，永和红
木对生漆技艺的传承与坚守更加弥足
珍贵。

坚守工匠精神， 留住传统技艺。永
和红木在岁月中不断成长与壮大，使得
苏作家具始终焕发出永不衰变的艺术
魅力，把悠久辉煌的中华家具文化记载
下来、传承下去。

永和红木：传统家具技艺的坚守和传承

东达红木上海地区专卖店
沪南店 ：浦东新区沪南路 2178 号红星美凯龙 6层 电话：021-68532699
沪闵店 ：闵行区沪闵路 405号莘潮国际家居 4层 电话：021-64014503
虹口店 ：虹口区广中路 567 号 电话：021-65281425
总 部 ：江苏常熟经济开发区东张春江路 28号 电话：400-625-8885
网 站 ：http://www.dongdahong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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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厅：
地 址：徐汇区文定路 200 号

盛源大地 4楼
电 话：13817668675
地 址：南通市崇山区濠西路 82号

好一佳家居
电 话：15365555032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璜泾利华村
电 话：0512-53816138
公司网址：www.tcyonghe.com

老周家居“现代中式”震撼来袭 耀动多城

厂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亭卫公路 1909 号
电话：4006-581-580

021-57241122
网址：www.laozhou.com

国潮有范 一品老周

老周家居于 1997年创建于上海,22年来,老
周家居始终根植于海派家具深厚的土壤之中,不
断探索红木家具与现代美学的融合, 开创了涵盖
传统中式“老周红木”、欧式红木“周家公馆”、新
海派·新中式“春舍里居”,以及创新实践的“全屋
整装”的多品牌并行发展战略。

作为在国内具有知名度及影响力的红木
家具品牌之一 , 总面积达 12000 平方米的老周
家居总部博览馆,60 余亩标准化厂房……22 年
的风雨兼程见证了老周家居的成长 ,22 年的流
金岁月见证了老周家居拼搏进取, 开拓创新的
足迹。

22年来，老周家居在升级产品设计感及工艺

精细度的同时，以大师匠作为基石，打造“新国
货”;以场景空间为核心，创造“星生活”;以周到服
务为特色，提供“心服务”。

一直以来，老周家居将东方美学的静雅美和
含蓄美与现代时尚美学艺术完美融合在其先进
的工学设计理念中，携带一颗虔敬之心将中国传
统文化的内蕴浓缩在现代屋檐下的生活空间中，

为现代人打造出风华雅韵红木家居。

现代中式 闪耀登场

近年来， 国内现代中式家具市场发展迅速，

当家具市场的主力军逐渐从 60后、70后转为 80

后、90后， 传统古典家具的市场也开始被强调极
简、舒适的现代中式家具所占据。

老周家居作为国内老牌的红木家具企业自
然看到了市场趋势， 公司早在 2016年就推出了
新中式家具 1.0版本，并收获了不错的市场口碑。

而这一次，老周家居再接再厉，在 2019年重新定
义新中式家具，将宋式美学传承至现代，推出来
更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现代中式产品。

这一代的现代中式系列产品选用阔叶黄檀
（黑酸枝）材质精心打造而成，产品色彩以黑为
主色调， 配合软装素雅而又不失时尚的色彩衬
托，整体显现出简约、时尚、奢华的感觉，同时其

品相的设计除了充分运用人体工程力学保证精
美和舒适之外， 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与智慧。

全新的 “现代中式” 系列于 2019年 3月 16

日的第 41 届东莞国际名家具展全线上市亮相，

获得行业专家以及全国参展商的一致好评。老周
家居“现代中式”五大系列：禅悦系列、悟本系列、

灵韵系列、祥荷系列、大容系列，各具特色、别具
风情，为新一代消费者开启全新的现代中式品味
生活。

5省部署 经销联动

无论是在产品的研发、生产方面，还是在经
销商合作伙伴的选择上，老周家居一直秉承着严
格的选择标准和遴选机制，就是为了确保为消费
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老周家居不是单纯的做家
具，而是经营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让这种生活方
式给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体验和更完美的生活
质量。

凭借着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和对现代时尚的
理解，凭借着 22年始终深耕于终端门店的运营，

老周家居为加盟商提供的不单单是产品，更是绝
佳的盈利模式和解决方案。

老周家居现代中式一经上市， 已迅速在江
苏、山西、浙江、湖南、辽宁五大省份全面部署了 7

大现代中式雅致门店， 签约当地优秀合作伙伴，

给消费者带来老周家居独特的国潮范生活，一品
级的好红木产品。

目前， 老周家居正处于行业发展的挑战时
期，老周家居将坚守创新、共赢、和谐成长的服务
理念,把服务做好，让经销商赢利，让消费者得实
惠，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未来，老周家居将积极投
身到推动中国红木家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事业
中去,为老周家居更加辉煌的未来添砖加瓦，为行
业的变革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

迅猛发展，消费升级大

潮的迅速蔓延，以老周

家居为代表的家居企

业，持续深耕红木家具

市场多年，深谙市场变

化， 不断升级变身，发

展高端品牌战略要地，

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

家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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