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家具专版·广告
2019年 8月 30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作为苏作红木家具的“品质担当”，东达红木
正以追求百年老店的“工匠精神”，让老祖宗的经
典艺术瑰宝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近几年我
们一直在产品设计研发上苦练内功，不断探索尝
试。” 总经理王晓祥介绍说，“我们研发了传统苏
作家具、 欧式及新中式家具等三大系列 1000多
个品种，每年都会申请多个专利。在企业品牌打
造上，我们正在追求更多更大的空间。”

不断沉淀，修炼内功，东达红木的苏作家具
在造型协调优美的前提下，能工巧匠们以高超娴
熟、严谨细致的技艺去完成这些作品。作为企业
负责人，王总强调制作流程必须亲力亲为，方可
制作出名品。“要么就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这是王晓祥在工厂车间经常对工匠们说的一句
话。在他看来，一套红木家具作为工匠们集体劳
动的结晶，不仅要求工匠本身的“巧”和“专”，更
是在每一环节都要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最后的
艺韵才能凸显出来。

造型设计上，东达红木按照传统苏作经典款
型进行等比例缩放，再适当结合现代人体工程学
进行创新，完全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选材上，

始终遵循同一款产品最好选用同批次、 同产地、

质地接近的材料，首选独板，需要拼板则十分讲
究板材之间的拼合与搭配，精心比对花纹、颜色
等。在制作环节，以王晓祥为核心的工匠团队坚
持耐心细致地制作每一款家具： 选料、 烘干、制
板、木工、雕花、打磨、生漆……每一道工序都做

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留下半点瑕疵，即便是家
具的背面或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也不得偷工减料。

就拿其旗下推出的第三个大系列———设计级
“简·明”系列家具来说，在设计上突破传统思维，

立足于现代人的审美和传统中式家具的特点，尤
其是对当代审美艺术、 设计细节的精致刻画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试推市场后便引发热烈反响，迅
速占据 70后、80后， 甚至 90后白领阶层的市场。

其迥然有别于传统器型的古板， 是明式家具文化
回归的典型。整体造型上，该扶手椅采用简练线条
勾勒且极具律动感的形体，每一根线条（除了靠背
板）都是横与竖的搭配，见不到一根曲线，营造出
主人“我横我竖”的自我境界，尤其令人叫绝。而那
条惟一的曲线则贯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体现天
圆地方、天人合一和禅定理念。为了增强舒适感，东
达红木的设计师们也是煞费苦心：椅面向后微微倾
斜，可以让坐感更舒适；靠背板与坐面采用意大利
进口头层牛皮，舒适又透气。正是通过调整扶手、靠
背的弧度变化，以及座板的软硬转换，加之质朴的
木材韵味，雅致的本色，这款扶手靠背椅造就一种
品质，一种平和，一种升华，充分体现现代审美，人
体工学和简约之美，让古韵之风、明式生活美学走
向当代。

以高品质打造新明式美学。东达人秉承着工匠
精神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制造的一丝不苟，对完
美的孜孜追求，矢志让东达红木这块“金字招牌”具
有恒久的生命力。

天地玄黄， 沧海尽可成桑田。任
岁月流转，时光变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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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 90年代
初创办起，20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对专
业精神的执着， 对于细节的精益求
精， 让精灵隽秀的红木家具更有品
质，将雅致人文的苏式生活演绎到极
致，在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一定
的影响力。

凡是经典的，都是经过岁月流转
的。永和红木家具脱胎于传统家具的
精髓和文化内涵，那经久不衰的极简
与禅意穿越历史的长河， 在每一桌、

每一椅上闪耀。而红木家具作为一个
裹挟着历史触觉、艺术视觉、生活味
觉的物品，如何平衡好它的历史感与
时代感，如何平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这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传承与创
新必须同在。榫卯结构和木作工艺不
能被改掉，但风格、设计、尺寸、雕花
都可成为“创新”的工具。

譬如，榫卯结构历史悠久，是传
统木质家具的一大特色。整件家具不
用一钉、一丝，全部采用凹凸结合的
榫卯结构， 相互之间匹配的浑然天
成，能够保持家具几百年形态不发生
变化。生漆工艺是中国明清硬木家具
进行木材表面处理的一种装饰工艺，

它不仅很好的展现了木材优美的自
然纹理，而且在木材上形成了一层保
护膜，很好地防止外界环境对木材的
腐蚀……作为红木家具中的 “元老
级”企业，永和红木家具的品牌和实
力是家具产品品质的保证，整个家具
制作均采用正宗的雕、木、漆传统工
艺专业生产，无论从选材、用料，还是
雕刻、打磨，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每一件产品都是通过层层质检筛选
出来的精品。

在选材方面，永和红木有着严格
的要求。在创始人夏永和看来，能否

成就一件好的艺术品，关键在于原材
料的选购，而原材料的选购并不是随
意而为的，必须选的得当、用的恰到
好处。“不同的材料适合做不同的家
具， 有些大料用来做椅子就不合适，

太过浪费， 椅子或许用短料更合适；

不但可以节约成本， 而且更易制作。

我们永和红木的每一件产品在制作
之前都必经一番深思熟虑，构思好产
品设计后才会开始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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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上漆来说，刷一
遍漆打磨一遍远远不够，好的作品要
经历 4-5遍的揩漆和打磨，打磨时要
循序渐进， 一般来说经过 3000 至
5000 次的粗细砂纸打磨的作品必定
是好料。” 一件工艺上乘的红木作品
的出炉需要很复杂的工艺，漫长的时
间是必要的。无论心里有多急，也一
定要耐心等待。

传承是对历史经典的继承，也是
对未来的追寻，它贯穿着历史，并不
断精进。永和红木步履不停，一路取
其精华升华卓越，在集成古典红木家
具神韵的同时，也将现代生活审美融

入红木家具中，风格兼容并蓄，古典与
现代零接驳。在产品创新方面，永和红
木一直都以定制为主，传统古典红木家
具、中式现代红木家具、欧式红木家具
都有涉及，产品种类可谓繁多；在红木
家具的软装上，如沙发靠包、靠垫、工艺
台布等也多采用简化后的纹样，如祥云
纹、青瓷纹，卷草纹等。在布料的选择
上，则根据家具样式的不同，选择的布
料颜色、样式也不同，如丝绒、缎面、刺
绣、棉麻等多种布料，所彰显的气质也
不相同。

守护传统，历久弥新。永和红木正
以其自身的优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顾
客，传递着更多无与伦比的苏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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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红木———

传统中式红木家具

良材惟真，巧工惟精。老周红木传承明清
红木家具的精髓并加以创新，熔古铸今、韵味
更醇！产品以大红酸枝（交趾黄檀）和花枝（巴
里黄檀）精心制作，融入历史文化、传统工艺、

智者情怀，赢得众多红木家具研究、收藏、消费
者的喜爱与青睐，引领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的发
展与趋势。

因为经典，所以流传。在老周红木，清代家
具的恢弘大气、奢华富丽与明代家具的素雅秀
丽、简洁大方,在其明清古典家具品牌“老周红
木”的产品上跃然可见。

工艺与文化的传承, 更彰显品牌的独具匠
心。纵观中国家具市场，近几年随着中式文化
的回归，红木家具深受欢迎。而在面对消费升
级与新时代消费群体崛起的大背景时， 老周
家居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正以更自然、更有
生命力的姿态， 镌刻着中国传统红木文化的
华丽篇章。

周家公馆———

经典欧式红木家具

周家公馆着力于以产品的文化内涵为出
发点，以欧式元素和红木文化为根本，将两者
完美融合，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欧式红木家具
之先河，周家公馆俨然已经成为欧式红木家具
的翘楚，以高贵的艺术境界与昂贵的制作材料
为整个红木行业设定了技术与审美标准的上
限，让更多有文化品位、有经济能力的精英人
士享受到欧式贵族般的家居体验。

周家公馆品牌推出的“法莱帝妮”和“英伦
世爵”两大系列家具，每一个系列都是一种文
化的象征。“法莱帝尼” 系列是法国巴洛克、洛
可可艺术风格的再现，“英伦世爵”系列则沿袭
经典雅致的英伦艺术风格。

在内涵上，法莱帝尼系列体现了一种更自
由、更宽容和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追求雅致
精细的风气，自由流畅的曲线，富于韵味的装
饰。而英伦世爵系列则以典雅温馨为主，整体
简洁大方，精致富有气魄，更加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以及家居环境。

春舍里居———

新海派·新中式红木家具

春舍里居是老周家居倾情打造的新海派·
新中式家具。品牌面向的是泛 80后年轻一代。

他们的资历与社会历练决定了他们具有高端
时尚的品味，也极具文化内涵和底蕴。他们接
受中西文化相融的教育， 也更爱中国文化。他

们追求精致的生活，具有独特的个性，易感怀，也
容易突破自我。因此，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触动心
灵的设计，能够彰显品位与特有情怀的品牌。

品牌以红木特有的质感、价值感，重塑上海
风韵与中式之美的产品设计，重现记忆中上海的
感觉。 整体设计以现代生活方式为核心原则，兴
起老上海的元素，引领新风尚，打造引领新潮的
新海派家具， 重新演绎新时代摩登的上海家具。

传承上海经典、摩登、高贵的魅力精髓，复古与现

代，在碰撞中迸发优雅之美。

在2016年推出的新中式家具 1.0版本收获了
不错的市场口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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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以兼备实用性和时
尚性的设计理念赢得关注，将器型、图案、工艺结
合，追求幽深致远又物象精美，讲究时尚气息和文
化韵味，以此，老周红木用精益求精的匠心制造和
原创独特的设计思想开创了红木家具的未来。

浓情 9月， 惠民让利，惊
喜连连！作为目前国内红木家
具产品线齐全的品牌，9 月 7

日， 为迎接上海旅游购物节，

老周家居在金山总部 12000

平方米红木博览馆，举办红木
购物日大型活动。

活动当天，“老周红木家
具， 工厂价直销”， 选购产品
后，并额外享受购物日让利优
惠，砸金蛋，赢免单大奖！还送
电器，双门冰箱，品牌洗衣机，

电视机等豪礼，活动当天所享
受到的优惠空前，力度 100%！

仅此 1天！

老周家居于 1997年创建
于上海，总部位于上海市金山
区，企业占地面积 60余亩，建
有标准化厂房 10 万多平方
米， 全国门店 61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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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红木家具 22 年，老
周家居懂得用户的尊贵，更懂
顾客的红木情怀！

荣耀见证实力,成就彰显价值。从 1973年创立以来，苏作家具领军企业———

东达红木始终以“高品质”的艺术追求为企业精神，传承苏作家具精华，讲求“型材

艺韵”面面俱到的技艺，从用材到工艺品质，从销售到维修服务，都做到细致入微

不留死角，在业内和消费者中享有较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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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