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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未来 天生不梵

【摘     要】“ 办 公 文 化 ”是 一 种 现 代 的 缩 影，所 有 伟 大 的 思 维 与 创 作 都 离 不 开 办 公
室，好 的 办 公 环 境 为 我 们 呈 现 了 一 个 舒 适 健 康 、开 放 合 作 、专 业 高 效 的 文 化 空 间 。
以“ 让 用 户 心 有 所 属，让 企 业 大 有 可 为 ”为 使 命 的 诺 梵（上 海）家 具 科 技 是 集 自 主
研 发 、制 造 运 营 、空 间 规 划 、销 售 服 务 为 一 体 的 系 统 办 公 家 具 综 合 解 决 方 案 供 应
商，近 年 来 发 展 速 度 尤 其 引 人 关 注 。走 进 诺 梵，探 寻 新 时 代 办 公 企 业 的 发 展 之 道 。

【 关 键 词  】 服 务 导 向  办 公 室 文 化   智 能 化 办 公

文：褚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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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终生学习越来越受欢迎，兴起了一批以“得到”为

代表的知识付费产品平台。今年9月，“得到大学”第0期在北京、

上海、深圳三大一线城市招生，并将上海校区落户于设计引领、

智能创新的上海诺梵家具。诺梵（上海）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办公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服务

机构，集自主研发、制造、销售管理、运营物流、售后服务为一体，

为用户带来工作空间的整体方案。

服务导向 为客户创造价值

诺梵品牌成立于2008年，2010年首秀CIFF上海国际家具

博览会，并于2012年建立直销/经销/外贸完整销售渠道体系，

已服务多家国际名企业的全球化布局项目，并成功为诸多世界

五百强、跨国机构、国内高成长性企业提供了办公环境整体解

决方案。本着“让用户心有所属，让组织大有可为”的初心，致力

于为更多人解决工作环境问题，极致用户体验，创造出为组织、

为个人增值的办公空间，诺梵于2016年开始横向拓展集团业

务，成立EDU教育事业部；2017年纵向拓展，深化Novah Work-

place Solution空间策略及解决方案。在10年发展历程中，坚持

以用户为中心的行事原则，不断学习提升、创新迭代。可谓是在

办公家具领域的“得到”！

得到大学上海校区的线下教室，就是设立于诺梵家具刚

刚升级完毕的创意展厅内。该展厅于2012年初次建成，荣获了

LEED GOLD金级认证。诺梵坚持“绿色环保”的可持续性经营

理念，产品均达国家环保标准并通过GreenGuard, Indoor Air 

Quality Certificate等多项国际权威认证。诺梵家具董事长傅天

承先生说：“让用户和员工安全健康地生产和使用我们的产品，

是诺梵不可动摇的经营底线。当然随着行业发展，环保已经不

再是竞争的壁垒，我们不再聚焦于单一的产品维度，而是将产

品驱动转变为价值驱动。” 

理念变革 创立办公室文化

经营理念和战略方向的转变也带动了诺梵创意展厅的全

新升级，新展厅从建筑结构，到空间规划再到产品展示都做了

重大变化，但表象的背后蕴藏着更深刻的变革：一、从展示到体

验，每个局部空间不光是产品展示，更是真实场景的体验，区别

于过去展厅的形式，实现功能＋美学＋文化＋生活情景的融合

升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参与感受；二、从工作到社交，将工作

场所变为社交平台，ABW移动工位的设置满足了移动互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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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受地点与时间的限制的自由办公。傅天承

先生表示，相对于传统格子间，咖啡吧可能更易

于提升工作效率，同时WROK CAFÉ也提供了一

个社交的平台；三、从家具到空间，从单一家具

产品，纵向延伸到天/地/墙的空间方案，横向延

展到EDU等。诺梵从2016年开始深入教育家具

领域，拓展横向业务的同时，遵循同样的纵向逻

辑，即不仅满足学校的要求，更考虑到学生们的

需求，上人文类的课程和上理工类的课程所匹

配的家具和场景都是完全不同的；四、从传统到

智能，展厅内外的各个屏幕上实时反映办公室

室内外环境的VOC含量、PM2.5含量、温度、湿

度和能耗等；同时每层楼面上有哪些工位和会

议室处于空闲状态，员工用手机端就可以进行

预订。这也是基于ABW灵活办公理念，诺梵已

经实现了一部分岗位的移动办公，员工物品存

放于储物柜中，就可以自由选择办公场所。

此次改造已经启动了WELL认证，与之前作

为建设标准的LEED相比，WELL更关注空间中

每一位用户的感受，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判断各

项环境指数是否达标。傅天承先生谈到，背后

的数据是最重要的，通过研究每个场景背后的

使用频率，来分析人的行为习惯，比起感受，为

未来办公环境的更新提供更为科学的数据支

持，对客户所需要的也更有价值。一家500人的

企业不一定需要500个工位，也许只需要200个，

腾出来的空间可以承载更多员工的功能需求，

比如社交、互动、头脑风暴。不同的需求对应不同的办公场景，不同的属

性需求也形成了各自的企业文化。

诺梵对展厅进行的每一处改造，都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入探索。企

业组织首先是个体的构成，人又是社会动物，所以空间同时需要满足用

户个体的心理需求，包括愉悦舒适的感官（形态、材质、色彩、声音），以及

创造人与人相互连接的纽带，彼此了解，信任，喜欢，默契，建立共同使命

“信仰”，这些都是合作创新的基石，而办公空间让这些成为可能，是所有

伟大的思维与创作的起点，这就是企业办公室的文化意义。

紧随时代  创立智能化办公

从2011年起，诺梵就连续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重视创新工

作的研发，更引领着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在技术创新方面，不断追求功

能性创新和技术突破，如升降桌智能控制和360度自由姿态座椅。在营销

体系方面建立更多互动式的平台，如近期与国外机构一同开发的虚拟现

实系统Novah Easy Touch，把诺梵的办公家具置入客户的空间，使客户

所见即所得；投入更多用户行为的基础性研究，发展Novah Workplace 

Solution——基于用户行为研究的空间产品解决方案，加强品牌全维度

发展。

产品智能技术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智能会带来数据的沉淀，而

数据的沉淀对建立物联网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以往客户更关心办公室的

装饰形式，现在更关注办公室里的人、办公时间如何分配、每个环节上的

办公效率是如何提升。一部分客户已经提出，希望诺梵设计出影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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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the Future, Born with Extraordinary

Abstract: :"Office culture" is a modern microcosm. All great thinking and creation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office. A 

good office environment presents us with a comfortable, healthy, open, cooperative, professional and efficient cultural 

space. With the mission of “Let the user have a heart and let the company have a lot to do”, Novah (Shanghai) Furniture 

Technology is a system office furniture integrated solution provider integrat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space planning and sales service. Its speed of development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Go into 

Novah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e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ervice oriented; Office culture; Intelligent office

行为的办公室，这就是互联网+与大数据应用方面的一种价值

体现。植根每个企业文化的土壤，研究每个办公室的诉求，搭配

不同场景去实现，然后不断收集这些数据，研究用户的行为，关

注背后用户真正的需求。

近些年兴起的联合办公如WEWORK、NAKEDHUB、优客空

间、氪空间、中海等同样基于用户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不同组

织或个体的共享办公，不仅是从运维成本上的考量，更是在全

新生态下产生新链接与化学反应的可能。联合办公与传统办公

室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链接，租户之间需要链接，链接产生于第

三空间。第三空间可以促进团队之间轻松、自发地形成交流。很

多时候相对于正式、 严谨的会议交流，非正式的、即时发生的

交流，更能启发团队工作思路、获取资源，促进联合办公空间形

成更为完善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这与产品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其实是同样的逻辑，诺梵的新展厅就是联合办公的一种形态。

随着新创企业兴盛，以及更多用户行为方式的转变，联合办公

市场将持续扩大，模式也将逐渐清晰，最终与传统办公空间市

场达成新的动态平衡。

傅天承先生说，形成办公产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回到

人，回到本质。任何行业，任何企业存在的意义最终都是解决行

业内用户的问题，这一方面，国内产业文化的底层逻辑和多元

化还严重不足，鲜有组织潜心研究用户需求的本质及趋势，让

所谓的解决方案或产品开发都显得缺乏依据，同质化极高就是

一个证明。然而，诺梵在这方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行业危机，并

以NWS为起点，投入更多的用户行为基础性研究，为行业开启

一扇新的大门跨出虽然很小但非常重要的一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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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魂致匠心 绝艺现东韵

【摘     要】国 人 素 有 红 木 情 缘 。红 木 家 具 之 所 以 备 受 青 睐，首 先 在 于 材 料 的 名 贵，
还 有 红 木 家 具 典 雅 、庄 重 和 经 久 耐 用 。快 节 奏 的 生 活 让 打 磨 精 致 作 品 成 为 奢 侈 的
艺 术，但 仍 有 一 批 匠 人 为 我 们 保 留 着 执 着 的 精 神 。艺 尊 轩 用 创 意 点 亮 梦 想，用 设
计 指 引 人 生，尊 重 师 傅，尊 崇 艺 术，尊 崇 文 化，在 中 式 符 号 与 红 木 文 化 的 交 汇 点 作
出 全 新 的 诠 释 。

【 关 键 词  】 木 作 世 家  尊 重 艺 术  爱 国 情 怀

文：江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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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世家 匠门传承

2010年，在上海世博园联合国馆内一件令人震撼的瘿木巨雕《万世师表》，

博得了众多世界各国贵宾及参观者的喝彩。创作《万世师表》的总设计师就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艺尊轩品牌创始人，被《人民日报》评

为“中国红木艺术第一人”的包天伟先生。 

包天伟先生是浙江东阳木作世家的三代传人。东阳素以“工艺美术之乡”

闻名于世，东阳民间木雕从秦汉时期发展流传至今已成为文化遗产。包天伟

先生的父亲包焕武曾被誉为浙江东阳木雕“南派第一斧”，曾担任上海木工木

雕工会组织部长。建国初，由于专业能力过硬，包焕武先生被召入北京出任新

中国十大建筑筹备处木雕专家组组长，长期从事技术要求最高的人民大会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等相关木器制作工作。

天资聪慧的包天伟，自幼受父亲影响，耳

濡目染爱上木雕技艺，因家境贫寒，十六岁便

踏上了闯荡江湖的行知之路。当时受改革开放

大潮的影响，南下广东，学习并掌握了广作红

木家具的技艺，又在机缘巧合下去了宁波，学

会了苏式红木家具的技法。经过钻研琢磨，不

论是广东的半机械化生产，还是宁波的手工作

法，他都已了然于胸，轻车熟路。

艺贯古今 尊临万家

外表儒雅的包天伟在个性深处却有着冒

险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生活态度让

他不断前进。29岁那年，他毅然前往上海创业，

“艺尊轩”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当时，上海

本地的国有红木企业办得红红火火，包天伟先

生缺乏资金上的优势，只能从技术方面寻求突

破。“想要达到艺术的巅峰，必须尊重艺术、尊

重事实、尊重文化，尊重创造性的劳动，尊重一

切真、善、美的事物，尊重一切传播美丽的人

们。”这正是艺尊轩品牌命名的由来，也是创始

人包天伟用实际行动诠释的品牌内涵。

上海的消费者非常懂得红木家具的消费

和使用，他们对产品的要求很高，主动与包天

伟先生沟通，告诉他红木家具仅仅雕工惟妙惟

肖是不够的，必须要坐上去舒服，看上去圆润。

谈及这段日子，他充满了感激：“上海家具的消

费者就是我的老师，他们提的建议越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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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越好。”包天伟先生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在满足

上海顾客的要求和审美基础之上，继续求新、求精、求变，悟出

了独一无二的设计理念。

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令包天伟先生无比激动。“世界期

待着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是我创业的福地，我能为上海、

为国家做点什么？”他感到自己承担着一份责任。每一届世博会，

都是展示主办国民族文化的最好契机。而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史，

唯孔圣人的儒家思想首屈一指，虽诸子百家争雄斗艳，却只能

望其项背，特别是“和”的理念在当下时代尤为适用，不同的人

群、国家、民族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孔子思想蕴含广

阔情怀、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和

接受。因此，包天伟先生决定用作品来表现孔子的光辉一生和

他光芒万丈的思想，在世人面前为这位我国圣人树立一座丰碑。

这尊作品命名《万世师表》，倾注了十多位工艺大师、能工巧匠

长达四年的心血，累计用工逾万。单是外罩的架子，就用了20吨

紫檀。整尊作品重2吨多，堪称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2006年10

月8号凌晨一点正式完工，当天就登上了《新民晚报》。

木中万象 心中乾坤

《万世师表》以孔子一生中经历的“太庙问礼”、“夹谷会

齐”、“杏坛讲学”等20余个经典故事为背景，生动、形象地展

现了孔子生平的一系列重要的事迹。从宏观看，构图严谨，大

气磅礴；从微观看，精雕细琢，200多个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尽

管申请参展世博会联合国馆的作品数量众多，竞争异常激烈，

而《万世师表》一路披襟斩棘，如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般顺

利入选。

对于包天伟而言，红木不仅是营生的手艺，更是一份对

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及传承，每一件作品中都蕴含着文化和

哲思。《十全十美》大床，融五千年中华文化元素于一体，创

造出了世间的大美大雅，通过精致、生动、形象的雕刻，展

示了一幅幅与生命的根、与家庭的和睦、与夫妻情感和谐

息息相关的生命信息图谱。每一幅都像一颗璀璨的珍珠：一

心一意、两（二）情相悦、三元及第、四季长青、五（蝠）福捧

寿、六（鹿）鹤同春、七星拱月、八宝八仙、九九归一、十全十

美（一生鸿运）。这件作品堪称是体现21世纪红木经典家具

的品牌产品。它将精湛的雕刻工艺、通俗的民间文化与家具

的实用性完美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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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艺尊轩”偌大的展厅里，仿佛跨进了红木艺术品的

高雅殿堂。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艺尊轩”的许多红木家具新品，

极具现代气息，在传承明式家具简约风格的同时，又融合当代

审美的理念，每一件都是一个再创造、再完善的过程。

家国情怀 大匠之风

艺术的创意跨越时空。明嘉靖至清乾隆这二、三百年间，是

古典家具发展的顶峰，明清家具至此成为国之瑰宝。面对博大

精深的古典家具文化传统和精湛的工艺流传，后人怀“高山仰

止”之心，因袭“克隆”之风，不少厂家醉心于对明清红木家具纹

丝不变的复制，满足于对古代作品的高仿。为了打破家具今不

如昔的观点，包天伟先生决心寻找新的突破——无缝榫卯家具，

将传统榫卯结构加强改善，进行无缝衔接，开创纯实木榫卯，无

甲醛、无缝隙，处于常温下不变形的全新技术，并将其命名为无

缝榫卯。2004年11月3日，由包天伟先生研发的的无缝榫卯家

具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打破了传统家具今不如昔的境地，在工

艺方面掀起变革。

除了技术工艺，艺术样式也是创造性的产物，处在不断嬗

Wood Soul to Originality, Unique art shows Oriental charm

Abstract: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mahogany. The reason why mahogany furniture is favored is 

the luxury of materials and the elegance, dignity and durability of mahogany furniture.The fast-paced life makes polished 

fine works an extravagant art, but there are still a group of artisans who keep the spirit of attachment for us. Yizunxuan 

uses its creativity to light up dreams, guides life with design, respects the master, art and culture, and makes a new 

interpretat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symbols and mahogany culture.

Keywords:  wood master family; respect art; patriotic feelings

变升华的动态过程中。现代家具不应是古代家具的翻版，而应

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包天伟先生向上海海派红木艺术博物馆

致献的开馆作品《龙腾万万岁》，就是融合传承与创新的典范。

《龙腾万万岁》是一种感恩，一种纪录。包天伟先生作为改革开

放的切身经历者，用一个艺术家的手法，讴歌中华、讴歌时代。

在这件作品中，融入了爱国情怀与时代精神，对造型、结构与工

艺等各个方面精心设计创造，体现木雕在当今时代创新中的文

化价值。

数十年的创作历程，包天伟先生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热情，

闪亮的灵感屡屡造访。出于挚爱，更出于积淀，传统与现代、未

来的种种元素，均被他得心应手地实现在作品之中。他用来自

自己生命的滋养，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续写着一个在上海滩创

业的艺术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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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潮流
家居卖场的升级与变革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自 90 年初以来，
我国建材家居卖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居卖场已由规
模、价格竞争阶段逐步演变成以服务营销为核心的运营
管理能力的竞争。上海莘潮国际家居是国内知名的家居
卖场运营企业，在行业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
过分析莘潮家居的基本管理和服务，为我国建材家居商
业服务企业在新时代下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运营质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 关 键 词  】 用 户 体 验  全 网 营 销  新 零 售

上海莘潮国际家居创建于1988年，是上海第一家从事

家具商场大型化，连锁型的企业。80年代，我国建材家居行

业刚起步，莘潮以自营店的形式落成，主营民用和办公家具。

进入21 世纪，建材家居市场得到空前发展，家居卖场数量不

断扩张，使得国内家居市场逐渐趋向饱和，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莘潮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并稳步前进。莘潮擅长挖掘消

费者需求，对各商场精准定位，合理规划品类，精挑细选品牌，

美化购物环境，营造家居文化，打造极致体验，把各商场打造

成区域内深受消费者信任与喜爱的家居商场。经历了30年

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之后，现已在上海拥有七家直营商场，

在全国共有十二家门店，并于2015年启动百店计划，立足上

海、辐射华东、放眼全国。

文：欧阳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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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累积的行业经验和人才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上海莘潮国际家居的执行董事张晶女士说：“制度和品

牌结构都会改变，我们最主要的竞争优势是人才。莘潮拥有

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把经历和经验汇总成知识和工具，在

面对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挑战时，都可以以此来克服。”在

第一批家居卖场企业中，莘潮的存活能力无疑是突出的，专

注当下，将商户和客户作为经营和服务的核心，在经营过程

中所有的策略都围绕商户和消费者的需求来开展。

关注用户体验 赢得商业生机

莘潮家居体量中等，根据周边消费者的需求灵活调整入

驻商家，避免了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卖场内部的布局呈“回”

字形，客流均匀，进来必须走一圈才能到楼上，对所有商户保

证了公平性。推行“商场搭台、商户唱戏”的策略，制定各项扶

持政策，积极引导品牌、商户将活动落地，促进商场和商户营

销资源的全面融合，实现消费者、商户和商场的三方共赢。今

年九月开展的一系列30周年庆活动，通过卓有成效的服务，

有效增强了消费者对莘潮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莘潮侧重体验营销，与传统的营销策略相比，改变了

传统的仅注重产品功能、外观美观、价格的观念，而是从消

费者的居住环境、购物情景出发，为消费者塑造触觉、视觉、

听觉、嗅觉的四维感受，让消费者体验到“未来之家”，借此

对消费者心理产生影响，促使其做出购买决定。体验营

销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和愉悦。莘潮家居

对各个门店的摆场提出要求，对品牌的装修提出修改

意见，来营造出不同风格的真实氛围，让消费者真正感

受到家的味道。在具体管理中，加强对一线服务人员服

务的培训，一线的导购人员不仅要在消费者购买时了

解顾客需求，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

的是在购物之后关注消费者的使用情况，收集顾客意

见，改进服务。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居住区域、购买

能力，及时掌握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定期对消费者市场

展开调研，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反应，淘汰不适合市场的

产品，使整体结构更符合消费者需要。建立顾客数据库，

对老顾客需求，关键客户需求，大客户需求长期关注，

及时与之沟通，实时满足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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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消费

渠道的日趋多元，传统营销开始失势，家居卖

场集客越来越难。如何更好地贴合消费者需求、

提升精准客户获取能力，成为卖场亟需解决的

问题。莘潮国际家具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

建立起满足用户需求的运营体系，把用户思维

落实到实处，构建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消费环境，

增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结合当下热点  全网品牌营销

品牌对于一个卖场来说至关重要，直接影

响到卖场的稳定经营与发展。莘潮家居注重

内部管理，一方面努力杜绝卖场产品质量问

题，改善价格管理，提升卖场服务水平，为顾客

留下最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激励员工以莘潮主

人翁的心态积极主动维护信誉，传播品牌。同

时整合卖场内所有商家和资源，打造出每家门

店的特色，并且和保持一致的品牌形象之间达

到较好的平衡。莘潮国际家居的执行董事张晶

女士相信，把每一个门店的营销做好，扩大自

身影响力和宣传效应，就会自然形成品牌口碑。

以沪南店为例，店面的建筑面积在四万方左右，目标是打造成天猫家具品类的集

合店，目前已引进十几家天猫店，后期可能还会再引进一些网红家装品牌。比如

在家具品类里排名第一、连续三年蝉联冠军的林氏木业，这家林氏木业开业当天

带来了1500多人的流量，今年双十一用两天时间达到了近五百万的业绩。此类家

居卖场不仅特色鲜明，聚集流量，还会给所有商家带来良好的回馈，形成良性循

环。莘潮重视小区的精准营销，每年举办六到七次的大型营销活动，在活动之前

预留出30到40天的时间来推广，结合公交车，电台广播、小区电梯等各种形式，把

形象、定位传达给消费者。



15

为完善商场营销体系，莘潮通过线上线下的双线营销实

现协同推进。针对目标客群日益年轻化和时尚化的特点，结合

消费方式从PC端到移动端的变革，以精准营销为核心，加大

新媒体的宣传和营销力度，充分发挥自媒体在用户互动、黏性

联系方面的优势，全面打通集团的官网、官微和移动端的数据

资源，实现了用户、商品、营销、服务在线上线下的无缝链接。

聚焦新零售 开创新模式

O2O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购物方式，商业模式的极

速演进影响着无数行业的产业链关系，为消费者带来无限的选

择，也给家居企业带来新的机会。2018年，莘潮聚焦新零售，再

一次开创家居生态新模式，在上海青浦重磅打造集教育、娱乐、

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广场。多业态经营诠释“家居、时尚、娱乐、社

Grasp the Trend of the Times Upgrade and Reform of Home Furnishing Stores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90th, China'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home furnishing stores have sprung up, and home furnishing store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stage 

of scale and price competition to the competition of operation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ith service marketing as the 

core. Shanghai Xinchao Furnishing International is a well-known home furnishing store oper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 

with high visibility an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basic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t provides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China's building materials home furnishing commercial service enterprises to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new era, improve the operation qualit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user experience; whole network marketing; new retail

交”共为一体的生活体验，直击当代人的生活诉求，为家居卖场

开启新零售生活方式品牌体验模式。家居卖场的本质是贩卖流

量，商家愿意花高价的租金入驻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巨大的客户

引流。但新消费群体消费场景的改变，让家居决策从逛卖场转

移到了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莘潮与齐家网、蜗牛网、大众点评

网等流量入口的网站都达成了战略合作，把流量从源头引流到

线下门店，展开线上线下多维度、全方位、全渠道的竞争。

未来，莘潮还将继续着力打造经营特色与管理特色，不仅

紧守传统制造的“工匠精神”，更要把握互联网科技带来的新

商业模式对生活的改变。当互联网以更柔美的姿态融入传统

行业，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生活上的惊喜，传统的家居行业

只有更加深度地融入新的商业生态，融合生活，才能紧跟消费

者的步伐。



  16

与时俱进 传递当代雅致生活
文：宏  明

【摘     要】作为红木行业的“老字号”东达红木，自1973年品牌创立起，45年的沉
淀积累让东达红木对国人生活方式的演变和个性化需求的洞察日益深入，凭着敏
锐的嗅觉和远瞻的目光，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推陈出新，一直以坚持中国原创设
计为核心，以产品最佳品质作为载体，陆续推出苏作传统家具、海派欧式家具、新
中式家具等三大系列，并涉足全屋定制领域，最大程度满足了消费者的家居需求 。

【 关 键 词  】 雅 致 生 活  全 屋 定 制  跨 界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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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魂 力推新中式家具

在探索生活美学的道路上，除却苏作传统经典家具外，新

中式家具是东达红木近几年来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东达红

木推出的四大系列新中式家具，融入了大量的时代元素，继承

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其传承中式雅致生活，融合时代的进步，

从传统中汲取精髓，简化脱胎，既凝萃了苏作文化的风骨，又能

与各种文化、风格完美融合。这些家具改变了年轻人对传统红

木家具的古板印象，带给人们新的生活体验。

作为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红木企业，只有不断创新，不

断实现自我超越，才能给家具注入永恒的生命力。东达红木将

中式家具的精粹、意蕴继承下来。在充分展现设计创新优势之

余，还传承着流传数百年的苏作传统技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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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榫凿眼、雕饰、安装、精细磨光、生漆（烫蜡）等每一道流程必须

经得起挑剔的眼光。

融真情铸新品，东达红木给新中式家具上了“精工”与“实

用”的双保险，而极高的性价比更在市场上掀起了购买热潮。由

于红木家具的原材料成本高，东达红木新中式系列家具采用

“高贵不贵”的原材大果紫檀（俗称缅甸花梨木）来制作，让消

费者享受到亲民的价格。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打造新中式创意

空间，让苏作家具形成可持续的永久生命力，东达红木正在不

遗余力地传递当代雅致生活。

领航全屋定制新模式

在讲求家居实用性的基础上，往往对个性化与审美功能的

需求日益凸显，全屋定制成为行业发展趋势。面对大家居时代的

迅猛来临，东达红木精心布局全屋定制领域，迈出业界领先的一

步。东达红木的总经理王晓祥深刻意识到，唯有洞悉消费者的真

实生活需求，才能引领红木行业的潮流方向。全屋定制是一项集

整体家居设计、制作、安装、及软装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的个性

化的定制方案，它符合现代人生活追求，采用全红木做装饰装修，

成本也没有想象中的高不可攀，普通百姓都能承受。

东达红木凭着敏锐的嗅觉和远瞻的目光，以消费者为中心

不断推陈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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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达红木自出机杼的每种风格的家具艺术令人叹

为观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东达红木真正将苏作家具流传

数百年的“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设计上，在保留传统苏作家具

优美造型和艺术风格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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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上，更是

百分百沿用传统技艺，从干燥、切料、选料开始，每一道工序都

需要做到一丝不苟。以极其珍稀的红木原材打制家具，匠心打

造具有收藏价值的苏作传统家具。

领航全屋定制新模式，成就红木家具新高度。东达红木坚

持实现自我超越，不断为红木市场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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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潮流 海派欧式闯出一片天

作为红木家具的诚信标杆，东达红木的欧式家具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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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意大利进口头层牛皮制成软包家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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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

师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精细木作工艺，精工细琢，精益求精，不但将欧式

家具所特有的曲面和弧形结构在红木材料上完美地展现出来，而且传

承着苏作家具的榫卯结构、生漆技艺等精髓。当然，东达红木的欧式家

具绝不是拿欧洲宫廷风格“生搬硬套”，而是进行了改良：譬如巴洛克式

家具体形硕大，高耸的床头上多有夸张繁复的雕花，东达红木则化繁为

简，注重线条的设计与运用，在视觉上进行“收缩”，与现代奢享生活实

现了“无缝对接”。

以卓越品质赢得客户的喜爱和传播，以超高性价比诠释“价格上做

减法，设计和功能上做加法”的营销理念，这不得不说是品牌的自信，也

引领着欧式红木家具的又一次突破和升级。

牵手豪车品牌东达红木延续辉煌

豪车象征着成功、财富、社会地位和价值，而红

木家具文雅隽秀的气质令人倾倒。创下“45年零投

诉”传奇的东达红木被德系豪车品牌梅赛德斯-奔驰

选中，完美地融合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创造出非

凡的豪车内饰体验。第一部由东达红木参与打造的

顶级德系豪车（房车）在第十三届中国（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上正式亮相。之所以能被奔驰一眼相中，与

东达品牌长期以来秉承的“以诚为本”的经营理念息

息相关。今年3月，奔驰项目考察组应邀来到了被业

界誉为“红木行业中的黄埔军校”的东达红木总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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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审，调研了工厂的全套生产流程，以及企业的销售模式和

售后保障。产品定位之高、品质把控之严、售后服务之细令参观

嘉宾啧啧称奇，惊叹东达红木为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点亮了一

盏明灯。

正因为有着如此优越的软件、硬件设施，东达红木正式成

为奔驰的房车内部装饰配件供应商。立根于苏作家具发源地常

熟，东达红木精湛高超的苏作技艺令人叫绝，如今作为一家红

木制造企业，涉足豪车装饰领域可谓是全新的跨界探索。总经

理王晓祥表示：“豪车高超的制造技术和无暇的设计风格令人

大开眼界，我们的内部装饰配件只有做到精益求精，与车的整

体风格相协调，才能让车迷沉醉在优雅氛围之中。”能够成功跨

界豪车领域，东达红木有着独领风骚的本事，一向低调的王总

却将企业的成功秘诀归为“商道酬信”四个字。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Deliver Contemporary Elegant Life

Abstract: : As a "time-honored brand" of redwood industry, Dongda redwood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73. 

After 45 years of accumulation, Dongda redwood has gained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style 

and personalized needs. Dongda redwood, with its keen sense of smell and far-sighted vision, constantly innovates 

with consumers as the center. 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design as the core and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s 

as the carrier, Dongda redwood has successively launched three series of Suzuo traditional furniture, Shanghai style 

furniture, new Chinese furniture and other series.In addition, Dongda redwood has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whole house 

customization, the greatest degree meet the household needs of consumers.

Keywords:   Elegant life，Whole house customization，Cross-border cooperation

商道酬信，就是要确保真材实料、精工绝技，成就传世的经

典美学家具。选好料，用好工，是打制佳器的基础，东达红木的

家具全部采用上等木料，高薪聘请的匠师用倾尽一生的心血和

感情来创作。诚信不欺，利以义制。东达红木认为：精品是基础，

文化是土壤，只有把文化传承创新，精品才有存在的土壤，红木

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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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高效办公  打造时代品质
文：刘俊宏

【摘     要】有 着 2 0 多 年 制 造 办 公 家 具 经 验 的 上 海 华 山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设 计 研 发 、智 能 制 造 、专 业 销 售 为 一 体 的 高 端 办 公 家 具 企 业，坚 持“ 诚 信 为 根
基，以 责 任 为 担 当，以 合 作 为 共 赢 ”的 核 心 价 值 观，以 企 业 需 求 为 中 心，依 据
企 业 文 化 做 设 计，用 健 康 环 保 的 产 品 为 客 户 塑 造 了 一 个 轻 松 愉 悦 的 办 公 空
间，赢 得 客 户 的 信 赖 。

【 关 键 词  】 客 户 需 求   个 性 设 计   健 康 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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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管理能力为核心

家具的内涵是家具在现实使用功能之外，在精神方面给

人的感受，是对家具产品外延意义探索，是对产品的色、形、材

质等显在因素内在思想和情感的转移，注重情感性，浅层次的

内涵。诸如：个性化，风格化给人带来情感变化。更高层次是追

求高尚品味和象征性设计，富含文化。对华山家具来说，办公环

境装饰就是空间的布置，功能的匹配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这

方面首先要深刻的了解客户的企业文化，围绕客户的企业文化，

及客户的内部架构和具体的功能需求，来设计及配置最能彰显

企业文化，符合客户使用需求的办公环境。

设计能力不仅代表着公司的创新能力，也代表着公司的资

金实力、人才实力、商业管理能力、智能化程度等。华山家具从

做办公家具时便开始慢慢培养设计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华

山家具的研发部门已经有两个团队，一个是产品的研发中心，

另一个是设计室，均是资深设计师。研发中心负责产品的潮流、

理念、工艺等设计研发，设计室相当于专业项目管理，针对具体

客户，标前方案，标后的深化进行设计研发，针对客户需求进行

设计深化工作。华山研发人员会根据深入了解客户企业的企业

文化，组织架构，使用需求，装饰环境和色彩来制定适合客户的

方案。在售后服务方面也有专业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安装，布景

及其他需求的服务。

随着客户审美意识的提高，华山家具也在不断的加大设

计研发力度。华山家具不仅在设计研发上肯投入人力，而且

在软件技术上也紧跟时代步伐。从2000年公司便开始使用

设计拆单软件，2004年上了ERP管理系统，2008年上了数控

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

上海华山家具有限公司创始于1995年，创办之初正是彩电

开始普及的时候，企业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市场的机遇，开始

生产电视柜。凭借着优秀的功能，完善的品质，在市场中稳稳的

站住了脚跟，并且达到了0售后。后来进入了办公家具领域，专

业生产木制办公台、会议台、职员胶板台、屏风隔断、办公椅办

公沙发、宾馆餐厅、医院及学校家具等公共和商业场所用系列

家具。

对于办公家具制造企业来说，最多考虑的是客户。如何更

好的为客户服务，已成为华山家具的最高宗旨。在品牌的竞争

中，企业越来越重视以客户为中心的办公空间的构建。华山家

具品牌不完全靠广告和包装，更多的是客户口碑的积累，延伸

到企业内部来讲，华山更关注从客户的需求出发，以如何提升

客户的价值为方向，提升自己的内部效率，提升自己的设计，提

升自己的品质等以达到提升整个企业及品牌的竞争力。为了满

足客户对家具个性化的需求，以及成本和交付周期的需求，华

山家具将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相结合，采用专用、高效设

备和工艺装备，在保证加工家具质量与交付工期的同时，满足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随着消费需求的提升，华山家具更清楚的认识到企业必须

围绕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价值，才能不被淘汰。20多年来华山家

具以优异的绿色环保品质、尊贵的人性化设计、完美的质量性

价比、诚信贴心的服务赢得了政府的信赖和广大客户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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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中心，2014年设计拆单软件与数控设备以及

ERP系统实现完整打通，同时公司还拥有3D渲染

下单体系，以适应于个性化订制和高品质要求的

家具消费趋势。

以健康环保理念为底线

健康的理念标准是所有家具设计应该满足人们

日常作业的基本生理与心理保障。健康的家具设计

理念可以说是家具的“唯一出路”。华山家具每年都

会做十环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等国家标准，在内

部华山家具始终把健康与环保作为最低底线，任何

产品，任何工艺都必须保证健康环保。

为将“华山”品牌树立为国产高品质办公家具的

标志和使华山办公家具发展成为国内现代化办公家

具时尚标志的典范企业这一崇高目标，华山人上下

一心，努力进取，于2002年1月20日，顺利通过国际知

名认证机构审核，并获得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

证，于2006年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体系认证。华

山公司不但拥有一批极高水平的工艺师、打样技师、

高级技术工人和优秀管理人才，独创了多项产品加

工工艺，而且还引进既环保又快速的全套UV生产线，

并开发使用了家具智能制造系统。优秀的智能制造

系统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为华山产品的多样性

和高品质做了坚强而有力的保证。

上海华山家具对健康和品质的坚守使得华山成

为行业的佼佼者，华山家具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并连年获得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上海市政

府采购中心定点采购单位”，“上海市家具协会理事

单位”、“办公家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上海家

具行业优秀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华山品牌的家具已

实现木家具“零释放甲醛”，一路领航中国木质家具

环保水性漆涂装，不断为广大顾客创造健康绿色环

保的办公生活环境。华山人对于健康环保与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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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为华山赢得“质量好”的口碑和“信得过”的美誉。

以科技产品革新为方向

科技给家具产品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给人全新的

时尚体验，更好地实现人际的交互。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都已

经应用到家具部件当中，增加了家具功能，给人全新的家具使

用模式，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外链时代带来的全新办

公模式下，网络会议、远程办公等新兴办公形式下，华山办公家

具也在不断的探索与研究。华山家具始终相信科技会改变生活，

办公环境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办公领域科技革新和产品革

新，帮助人们更高效的工作，帮助人们处理各种信息，已经成为

趋势。华山家具不断与时俱进，和产业链合作，和设计合作，和

Pursuing efficient office and building the quality of The Times

Abstract: :Shanghai Huashan furniture limit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office furniture, is a high-end office furniture enterprise integrate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professional sales. It uses the core values of " good faith as the foundation, responsibility as the bear, and cooperation as 

the win-win". In addition, it takes the enterprise demand as the center and does th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enterprise 

culture, which has molded a relaxed and joyful office space for the customer with the health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duct and won the customer's trust.

Keywords:   Customer demand，Personality Design，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科技研发合作，未来华山在新产品设计方向会根据使用者的需

求和习惯，融入智能和个性化的元素，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

需求。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多元融合才能充分展现自身的

价值。

上海华山家具有限公司秉承着“健康、自由、科技、功能”的

专业制造和客户态度，一心为广大企业、客户设计和制造办公

空间解决方案。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守“以诚信为根基，以

责任为担当，以合作为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二十年如一日，严

格把关，不断超越，以卓越的管理、优秀的品质和周到的服务赢

得行业地位，并为合作伙伴和客户创造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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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上午，2018上海国际红木文化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二号馆正式开幕。本次

博览会在2018年11月9日-11日为期3天的时间内，有圆桌论坛、作品评奖、新品发布等环节，为参会

者呈现一个集红木展示、趋势探讨为一体的红木爱好者交流平台。

上海国际红木文化博览会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家具协会、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协

办，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轻工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同时得到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的指导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开幕式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陶小年致欢迎词。

中国轻工联合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杜同和、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徐祥楠、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巡视员陈跃华、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分别致辞。

上海红木展火爆开幕
众多红木品牌闪耀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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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联合会秘书长兼法人代表杜同和表示，上海红木展是一场令人期

待的红木家具行业盛会，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参考。抓住“一带一路”大

好机遇，促进企业与经销商、消费者多方之间搭建好新平台，上海红木展将让世

界爱上中国红木家具、了解中式文化，促进中西方文明交流，重塑东方美学在国

际舞台的历史地位。 

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徐祥楠致辞时称，中国家具协会强调标准引领，鼓励创

新发展，提升品牌形象，加强区域协调，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红木家具不仅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承载着文化传承和改革创新的使命，要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巡视员陈跃华致辞中表示，乘着首届进博会的东

风，迎来上海红木展。上海红木展是一个创新的产物，是首创，是首发，值得祝贺。

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致辞称，本次上海红木展是有规模

的、庞大的线下展会，同时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搭建红木产业互联

网平台，使互联网和红木产业深度融合。本次红木展以“双手扮靓生活”为主题，

携手红木家具企业家和设计师，共同探索红木行业的美好新未来。相信上海红木

展一定会成为永远绽放的红木盛会。

最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宣布上海红木展开幕。一众领导和嘉宾

一起启动展会，至此，期待已久的“红木家具盛宴”——上海红木展正式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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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博览会是在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建

立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家居生活概念。该

生活概念建立在时代的基础上的系列新中式家居，通过

最个性化的私人空间恢复中国居室的人文价值观念，正

本清源，让民族的传统和习俗重新回归。

红木家具体现文化自信，通过外交舞台把中国元素

向世界输出，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促进东西方文明

的相互融合，已然成为一张外交名片。而作为弥足珍贵的

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红木家具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精湛的传统工艺。

此次上海红木文化博览会特别设立五大板块，

七大展区，展示国礼文创设计作品，木文化、软装家

居展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红木精品、红木博

物馆展品。

在17000平方米的博览会上，除了国内知名红

木产业集群中山大涌、浙江东阳、江苏海虞、福建仙

游，以及上海市家具行业协会、上海工艺美术行业

协会、北京家具行业协会、天津市家具行业协会、苏

州市家具协会、广州市家具协会、顺德家具协会、东

莞名家具俱乐部一同参展外，还有艺尊轩、强艺红

木、太和木作等80余家以新中式为主的品牌企业、

著名大师作品企业也应邀参展。新中式、古典家具、

“广作”、“京作”、“苏作”……各种潮流、各种流派

交相辉映，众多参展的伙伴身临其境，感受不同风

格家具的魅力。

本次博览会上展商云集，除却众多中式文化企

业带来了诸多亮眼产品，还拥有软装家居展品、工艺

美术大师作品、文创设计作品等。各大展馆精彩处处

呈现，本次展会将让人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中国家具历史的厚重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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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产业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动下将

继续走向国际舞台，推动国际合作交流。此次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是上海的荣幸；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应积极落实国国家增品种、创品牌、提品质的

三品战略。上海的红木人立足上海放眼全球，将与全国的红木人一起，携起手来

共同创造红木产业的美好未来。

（责任编辑：欧阳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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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遇见意大利
——2018 年米兰国际家具（上海）展览会

米兰国际家具展览会是全球三大家具展览会之一，是国际顶级家居品牌盛会。

2018年米兰国际家具（上海）展览会于11月22-24日在上海展览馆举办。

本届展会123家意大利品牌再次登陆中国，带来耳目一新的创意，充分展示意大

利制造的匠心独运与精湛设计。参展的意大利品牌将带来最新的“意大利生活方式”

发展趋势，讲述让意大利家具产业脱颖而出的秘密：内在想象力、创意和原始制造品

质。正是这些关键因素使意大利家具对中国消费者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中国消费者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意式的高端设计产品。现特选分享几个品牌展厅，大家感受

一下当代意大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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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ell 成立于1949年，在与许多具有原创设计能力且

被公众广泛接受的顶级设计师合作后，其独创的、革新的构

思已变成人们熟悉的产品。Kartell 的塑料民用家具、办公家

具、工程配套家具、室内装饰品和灯饰充分体现了时尚与实

用的完美结合，且品种繁多，功能性强，价格适中，成为了全

球塑料家具行业中的佼佼者。

Kartell 依然不失玩趣本性，将塑料的美和「不正经」

的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引来展馆中人们的流连忘返~

CITCO成立于1990年，坐落在维罗纳大理石产区

的中心街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CITCO高品质设计

的作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包括财力雄厚的王储、酋长、

各国政要都是其拥趸。CITCO的家具，都采用如花岗岩

般坚硬的原始大理石材料，采用独特的镶嵌效果，来塑

造现代化的风格设计。

在CITCO设计师的处理下，即使是花岗岩这样坚

硬的石材都显得温柔动人。古老的石头开始变得不再

冰冷，让人心生想要亲近的感觉。

 Kartell 

  CI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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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  Mi lano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品牌，以绿色环保、

观点敏锐和工艺精湛著称。其由卓越的意大利家具制

造商Figli  di IsaccoAgostoni的所有人Marco Agostoni创

办， 体现了Alessandro La Spada独特的创意魅力。Clan  

Milano于2015年成立，以其充满活力和不拘一格的风

格迅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Clan Milano产品的写

意风格不仅考虑了产品的功能性，还体现了纯粹的美

感。创意的魅力和精湛的木材加工技艺，以及独特的设

计和统一传统技术的融合在Clan Mi lano产品中体现的

淋漓尽致。

这种类似壁画一样的表现手法，还常见于欧洲的

宫廷、教堂等地方，这种大幅面壁画壁纸的使用，会是

未来家装的一大趋势，它会比纯色的墙壁，更能给人以

高级的视觉感受。

Diesel Living 以它天马行空般独到的设计方法为

家居和内饰增添了一抹个性化色彩。它将古典与实验

风格结合在一起，不断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奇产

品。对象征主义无止境的探索体现出Diesel的意象概

念:工业风格、黑暗而激进的摇滚精神、亮色调皮流行音

乐的混合体。

Diesel的家具和用品永远带有一丝复古韵味，闪耀

着美的光彩，高品质的材质和表面工艺令人惊叹，它们

无声地传达着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Diesel精神。通过与

意大利最著名的家具、灯具、家庭用品、厨卫用品、地面

和墙面材料、家纺用品生产商合作，Diesel Live已跻身

于最佳“意大利制造”产品的行列。Diesel Living为成功

生活打造的精品系列。

Clan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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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o 由 Gerolamo Etro 1968年在意大利米兰创立，成立初期主要为高

端时装品牌和成衣制造商提供纺织面料，因其面料图案的独特设计和异

域风情而深受客户喜爱，后逐渐扩展业务从事箱包、男女装、以及家居家

具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在米兰国际家具上海展上，Etro 展示了与授权

合作方 Jumbo 合作推出的首个室内装饰系列。

Etro 把花花绿绿的佩斯里花纹用的到处都是，但比范思哲的观感

要文艺很多。时尚感被裹挟在充满复古意味的展厅中，隔着照片都能触

摸到设计师对生命的热爱。佩斯里纹样据说是来自于印度教里的「生命

之树」。

红色和紫色大面积的碰撞，在展厅中非常抢眼和突出，应用到家居中，

不爱地毯的朋友也可以使用印花面料窗帘替换地毯，更容易打理。

Living Divani是一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家族企业，尽善尽美、比

例和谐与低调的奢华是这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也让这个品牌得以在

家具装饰市场上屹立不倒。

公司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展战略非常明确，即紧随当今世

界发展湖流，最终发展为家居设计行业的领头羊。与Piero Lissoni的战略

联盟是一个重大转折，自1988年以来，Piero Lissoni一直担任公司艺术总

监和设计师的双重角色，引领了公司产品的独特风格。

多年来，公司与建筑师Piero Lissoni一起逐渐吸引了众多掌握公司设

Etro

Living
计风格和方法的具有国际水准的设计师，与此同时，通过在

新一代设计师中开展人才搜寻工作发掘出众多年轻人才。

正是基于这一点，公司才能够创造出种类繁多的沙发、

扶手椅、床和床上用品；以一个逐步的过程最终创造出一个

完整的生活环境，围绕室内或室外装潢系统，通过微妙恰到

好处的形状和比例以及特色补充修饰（座椅、小扶手椅、桌

子、书柜、存储单元和地毯）相结合，这从基本和严谨装饰风

格到多元化折衷主义的装饰，使它们能够与任何环境形成

完美搭配并定义环境。



  

Opera 是 Angelo Cappellin 旗下的品牌，位于意大利北部最重要的

工业区之一。Opera 在传统的价值中汲取能量，专注于提供典型的高品

质意大利材质产品。

蓝色和紫色两块明丽辉煌光泽感强的家具相互碰撞，就容易夺了空

间的调性，为了把场子热起来，展厅四周大面积的印花壁纸，让人仿佛置

身丛林之中，整体绿意盎然的基调中，还不乏暗纹花纹等细节处理，视觉

效果丰满而又别致。 

这种类似壁画一样的表现手法，还常见于欧洲的宫廷、教堂等地方，

这种大幅面壁画壁纸的使用，会是未来家装的一大趋势，它会比纯色的

墙壁，更能给人以高级的视觉感受。

已经是2018年了，LED在普罗大众眼中还是乏味的的存在，

好在我们还有很酷的设计师。

他们按照∠30°、∠45°、∠60°等不同的角度将LED灯管弯曲

来进行售卖，通过模块化拼接的形式，来拼凑出我们自己想要的

形象，甚至还能被用做各种卖场指引。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LED灯的各种可能，还能看到意大利品

牌在现有家具产品模块化上的努力和对市场的引导。

看到 Discovery 这款垂直的吊灯时，如置身满月的湖边。灯

在关闭时是一个近乎透明的铝制金属圆环，存在感极弱。 若把它

打开，附着在圆环上的LED发光体就会通过圆环由四周向圆心发

光，让光平均分布在整个灯面上，变成一轮耀眼的「满月」。

意大利奢华高端的品牌家具不只代表了一种意大

利的生活方式，还将古典和现代两张迷人的面孔合为

一体，将艺术和功能紧密结合，就像是我们身体中的「本

我」和「自我」，体味古典和现代、艺术与功能的完美之时，

瞬间就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于是更加热爱生活。

（责任编辑：褚文正）

 Opera

 Alphabet of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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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艺术
推动设计发展
——专访艺术家、设计师宋涛

宋涛，自造社创办人、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

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修平面设计及绘画。

1993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造型艺术硕士学位；

1994年回到中国创办了 TAO画廊；

1995年成立宋涛设计工作室；

2002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原创设计品牌自造社；

2007年在北京798艺术区创办SAY FINE ART 艺展机构；

2008年组织并发起了中国家居设计师品牌联盟；

2009年创办O - GALLERY；

2012年和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合作艺术设计拍卖专场，为中外设计师建立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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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设计的理想

宋涛是中国最早的以艺术家身份开始做设计

的，他的创作范畴涵盖绘画、装置、艺术设计，旨在建

立生活与艺术之间桥梁的公共介入。痴迷明式家具

和中国传统建筑榫卯结构的他，常常用木材、不锈钢、

亚克力以及大漆工艺，来创作具有中国传统工艺文

化和现代艺术的设计作品。当带着木材温暖质感和

现代工艺的家具呈现在大家前面时，能感觉到一个

中国设计师发自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也

许正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造型艺术的痴迷，早

在十年前，他就提出了“文人设计”理念。由于当时人

们都不知道中国的设计应该往哪里走，宋涛觉得梳

理传统的文化是设计走向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

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溯其本源，才能了解现在

我们的设计体系是如何成立的。现在的设计，应该是

从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东西，不该是一个切面、一

个断层。”宋涛谈道，就像古时中国文人，因为对茶

的挚爱，衍生出对茶具、茶器不媚不俗的把玩，专注

诗书字画产生了移情作用，让他们对文房四宝有了

审美的追求。”经过千锤百炼，古时文人将高尚的风

雅，最终化作一种朴素、稳重、气韵贯通的审美精神，

凝聚到他们日常所用器物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宋涛

想做、正在做的“文人设计”，则是用当下的设计语言，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美轮美奂的造型艺术加以改造和

重新演绎，激发出古时文人赋予家居器物的深厚生

命力。所以，宋涛就把“东方美学”这个概念梳理出来，从中国的古代

建筑到园林奇石文化，到书法、器具、家具等等。他希望当今的“文人”

能够像古代的文人一样，能参与到设计中来，将文人雅士的设计精神

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宋涛不少作品，比如天梯桌、七巧桌、案几、文人茶席、玉案亭云、

燕尾桌、辍几、三联桌，都是基于“文人设计”理念的创作，尤其近年来

的新作“化石时代”——“远古-1”、“竹几”、竹灯长几，更是能代表他对

“文人设计”的解读。他运用具有清晰纹路，“虎之魂”之称的琥珀，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美德的竹子，以及水晶树脂、木头、黄铜等几种

材料，勾勒出流动轻松空灵的线条，三足鼎立的造型，优雅、纯粹、犹

如凝固的美好时光。同样是用榫卯结构，用亚克力和榆木制作的明榻、

明书桌、明凳则显示出一种年轻、活泼的张力。他的每件作品背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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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老木头仿佛诉说着古老的传说，琥珀化石象征时

间的凝固，跳动的色彩代表生命力，简约的造型表现了现代美

学。竹、木、琥珀，形成了宋涛这一阶段的语言表达方式，使世人

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中的造型艺术及其所具有

的深厚生命力。

宋涛不停地探讨自己的设计语言、设计方法，他更多的是

向内的个人探索，是对自己不停的研究，不停找方向，并给人

以启发。他的作品可以称作真正的设计师品牌。设计师品牌这

条路也非常艰难，因为设计师品牌都不挣钱，这个可能在中国

是小众之小众。宋涛坦言道：“设计师品牌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

或许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们所有的推广跟销售几乎都面向西方。

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在这条路上探索了差不多18年，这条路

在中国太难了，这是特别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做下

去了，就是为了让外国人来到中国能看到，在中国还有设计师

品牌。”

原创品牌的幕后推手

2002年宋涛、邵帆、阿城发起成立自造社。当初，中国还没

有开始真正的当代设计。大家找不到任何可以代表中国设计的

东西。不管是室内、建筑还是家具，都是缺失的、空白的。所以那

时候取名“自造”，希望自己来创造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是源

于中国传统的。自造社基于当时国内背景，想要延续明式家具

的审美和精神，寻求家具设计在当代的表达。“我们这代人，思

考的是怎么表达我们想要的东西，又不脱离传统。不是抛弃，而

是更好地往前走。”宋涛介绍道：“从2000年开始构思，2002年

开店，最大的特点是将设计跟当代艺术融合在一起。除了自己

做，也代理很多其它品牌，如台湾的春在、高点，他们有些作品

直到现在去看也很经典。”

2008年宋涛组织原创设计品牌参加了法兰克福在上海举

办的时尚生活展。那是宋涛第一次策展，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原

创设计品牌，找来找去，也没凑足十个品牌。当时，“半木”刚刚

起步，“城市山民”、“多少”也是如此。那次展览是中国设计师的

第一次集体亮相。德国的法兰克福展览公司突然感觉，“中国也

开始做设计了”，接着他们便邀请设计师品牌联盟去法兰克福

参展，并给了很大的支持。同年，他和参加展览的几位设计师共

同成立了中国家居设计师品牌联盟，并在全国各地做展览。吕

永中的“半木”，侯正光的“多少”，陈大瑞的“木美”等一批坚持

原创设计的品牌，都纷纷加入宋涛发起的中国家居设计师品牌

联盟。通过策划展览、拍卖等形式为中国原创设计做推广宣传，

越来越多的原创设计品牌被市场熟知和认可。

2012年宋涛和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合作艺术设计拍卖专场，

为中外设计师建立交流的平台，他说，“我这么做，是希望把设计

师放在和艺术家同一条起跑线上，让设计师从幕后走向公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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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对话。尤其是一些国外特别好的设计展，都是在博物馆里，我们

国人都看不到，因为没人引进。”“家具博物馆”是一个折中的说法，开

始时，准备叫“艺术与设计博物馆”，一定要把当代艺术纳入进来。因

为家具面太窄了，瓷器、漆器都想纳入进来。我们会从家具、艺术地毯、

玻璃、陶瓷、漆器这几大类别来梳理，从生活美学到实验性作品都会

在里面。以东方为主，中国、日本、韩国，然后把整个的西方世界里跟

东方思维相关的作品纳入进来。宋涛想做一个综合审美的，用各种实

物、案例、甚至西方人做东方审美的东西，来做一个更普及大众的“东

方审美”展示。

宋涛认为中国的艺术与设计历程，到了需要梳理的时候，要为以

后的人打好基础。如今，不管在大英博物馆还是大都会博物馆，关于

东方设计或艺术，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历史的片段，过去式的东西。中

国的大众审美的基础太弱，需要这样普及教育式的博物馆存在。现在，

中国还没有风气来做研究，不像古代有供养人，支持学者做研究，现

在还没有机构来支持这件事。但是，宋涛还是挺乐观的，他觉得只要

这个方向是对的，去干就行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肯定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认可并参与进来。

（责任编辑：刘俊宏）

人们愿意为中国设计埋单”。宋涛给保利做了四年的

“艺术与设计拍卖”，都围绕着“东方审美”的主题，周

宸宸、张周捷、肖天宇等新锐设计师的作品得以亮相

推广，为新锐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东方审美体系的博物馆

谈到创作，宋涛认为国内现在的问题是，艺术家

缺少生活之美，设计师又不懂当代艺术。西方走到今

天，他们已经不再找设计师，而是向艺术家做方案、概

念，而找设计师配合辅助技术上的问题。艺术家没有

条条框框，而设计师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

点，我们所谓的“东方审美”，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展

示给大家。哪个年代、哪些人做了哪些设计，在什么样

的文化背景下做了哪些事情，没人做这样的线索梳理。

我们的美学设计体系，没有人做梳理、建立的工作。这

种工作在国外一般是美术馆、博物馆来完成。几年前

在参观东京的森美术馆，这对宋涛影响很大，它做了

一个东方审美的展览，从远古时期的图腾、贝壳，到近

代的、西方的器物，全放入日本自己划的这个审美体

系中。通过展览、出版，影响了很多人。

宋涛表示他们这一波人一直走在中国设计的最

前方，现在，也希望做些事情让大众对他们自己设计

历程有所了解。仔细思考过，通过博物馆的形式来表

达，是最恰当的。宋涛早就有了做家具博物馆这个念

头，他说：“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所有交流，是不平等

的。如果只是设计师品牌，无法跟博物馆这样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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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涛，设计师、策展人。深圳市名汉唐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博士。

其大部分作品注重超越空间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结合创意思维的表达，将历史、艺术等元

素与空间有机融合。曾荣获“2014-2015年度全国最具影响力室内设计机构奖”“最佳商业设计作品

奖”等诸多荣誉。2014至2018年，连续五年担任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展览会策展人、总设计师。

设计驱动的力量
——专访设计师、策展人卢涛



设计的探路者

卢涛先生的作品注重超越空间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界限，结合创意思维的表达，将历史、艺术等元素与空间有机融

合。1999年卢涛便开始接触家具行业，许多工作是在展览业展

开的，最初聚焦在设计领域，包括知名品牌企业的展厅设计、大

型展览会的品牌展示空间设计。1999年他设计了“顾家”第一

次参加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展览会的展位。之后他还成为“左

右”、“芝华仕”、“富兰帝斯”等一系列知名品牌早期的展览空间

的总设计师。卢涛先生对于展览策划的体会颇深，他认为，展览

在前期设计这个领域综合性非常强，集合了建筑、室内设计、平

面视觉传达、软装陈设的知识，甚至是交互式、体验式等这样一

些互动科技型的综合知识。虽然一个展览的时间不长，不是一

个永久性的作品，但它是一种多领域、跨专业的多种知识的集

成，包含了很高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

从国际层面上来看，展览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源，中国家

具品牌的发展，大多借助于欧美的展览来汲取、消化信息，所以

每年的米兰家具展、米兰国际设计周、科隆设计展都是中国设

计师朝圣的高地，他们不光是去看产品的动态，更多的是去看

产品在空间当中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也在看国际品牌关于生活

方式变化的动向。

卢涛先生认为，设计更是驱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

若将‘设计’仅仅视为一种服务手段，或止步于商业渠道的整合，

就无法推动行业的发展。只有将设计趋势与实践成果进行深入

研究与梳理，其真实构成的‘理想生活模式’、‘理想商业模式’

才能显示强有力的行业引领力与示范效应。” 

展览的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

卢涛先生与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展（下称“上海展”）结缘

于2013年，受邀担任上海展的总设计师，最初的工作是负责展

会整体形象提升。到2014年第20周年纪念时，大量活动和展览

事务组织工作的开展使其逐渐深入到展会的内容策划与执行

之中。2014年，明确了以设计创新作为上海展的主要驱动力来

构成上海展的核心竞争力。经过五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将中

国国际家具展由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展览转变为以设计创新为

导向的展览。2016、2017年主策划了两届“中国风·新中式”的

专题展，首开国内主题展的先河，推动了新中式设计趋势。在之

后的两年中，这个趋势也推动了社会和市场对新中式家具风格

的认同，进而促进了新中式家具的发展，形成了产业新一轮制

造业的生产趋势。

今年卢涛策展的“色彩中国”主题展成为“第24届中国

国际（上海）家具展览会”中一大亮点，主展区面积达2000

平方米，将色彩的四大流行趋势、八个实景样板空间进行系

统研究，从自然与色彩、生命与色彩、材料与色彩、城市与色

彩四个方面来诠释。这是第一次以色彩主题概念为行业、产

业、观众、设计师呈现一场关于家居与时尚的视觉盛宴，用

色彩引领家具行业流行趋势，推动家具行业产业升级。“色

彩中国”主题展得到了社会各界及行业权威的一致认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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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轻工业联合会理事会会长张崇和仔细参观了展厅，并给

予高度评价，表示愿意委托策展人对色彩与生活、与轻工产

品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度的课题研究。“色彩解码”为未来中

国家具带来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使创意人、设计人关注色

彩对产品、生活的重要作用，也能从色彩角度再次激活设计

灵感。从此次主题展中感知到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只是产

品外观的变化，家居环境需要整体氛围的营造和生活美学

的建设，从而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卢涛先生除了策划和设计贸易型展览，还策展一些艺术和

设计引领方面的展览。2016年，卢涛先生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

博物馆策展了“人在草木间——中国茶生活艺术展”中“茶镜九

品”这个模块，邀请了卢志荣、朱小杰、沈宝宏、侯正光、仲松等

中国当代十位原创设计师，在茶镜的空间，以茶·生活实景再现

的方式诠释了茶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重要作用。这次展览

是第一次中国原创设计师走入学院博物馆，其创作得到学界和

收藏界的关注，也是一次设计师与艺术家的创作同台演绎的机

会。参展作品与整体环境的有机结合，充分表达了生活方式的

东方美学。

2018年5月，卢涛先生策展及总体设计了第三届中国设计

智造大奖佳作展，该展览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是工业

设计作品进入到美术馆的一种尝试。展览前期，主要思考了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业设计产品如何在一个传统美术馆中

进行展陈才能感染观众；二是如何用展品叙述中国的产业进步、

中国智造设计的发展趋势。为了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卢涛尝

试了多种展览展示的方式。最终，展品完美呈现，收到院领导的

好评，展览给学院带来了启发和全新的感受。

目前在做的展览是将于2018年12月29日由中国文化旅

游部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展览

举办地是在全球艺术馆中排名前三的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

规划馆，分为八个分展厅，系统总结了过去三年中国设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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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发展的这20年是息息相关的，一直以来，创作了诸多商业综合

体的作品。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持着三个理念：一是“生活+乐园”，打造

“生活乐园”的概念。如今零售业的消费群体不光希望买到好的产品，

还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体验、更优质的社交，策划的商业空间项目希

望能够成为地域性的乐园、优质生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供应者；二是

“生活+艺术”，艺术氛围情境化，把地域文化的一些特征融入进项目

中，注重在地型文化的梳理，将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方法融入到空间

中进行思考，将艺术作为创作的源泉和灵魂贯穿始终。三是“生活+科

技”，将科技作为下一阶段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近期结束的北京居然

之家项目是阿里巴巴集团新零售模式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家居生活馆，在实施过程中，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等科技体验，

希望未来的商业空间打破实体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把更多的互联网科

技运用到实体空间中，让消费者在商业空间中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给美好生活带来的更多可能性。

设计驱动的力量体现在以设计为引擎驱动产业发展、为人们创造

美好生活。

（责任编辑：宏  明）

公共艺术的成就，以案例展的方式呈现，因此在展

览的策划、展陈整体设计等方面挑战较大。另外一

个值得期待的是2019年4月1日将在中国国际设计

博物馆举办“无华·卢志荣”，这是由卢涛先生主策

展的知名华人设计师卢志荣先生的个展，涉及到

其家具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生活用品设计、

雕塑作品等五个方面近十年来的创作成果。展览

举办地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国际设计博物馆”命名

的国家级展馆，以馆藏四千多件包豪斯设计原作

而闻名。卢志荣先生的这次个展是华人设计师第

一次走入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是当代华人原创

设计师与百年包豪斯的一次对话，配合国际论坛

的形式，希望对于中国的当代设计教育，以及当代

设计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设计创造美好生活

信息化时代，随着设计观念和设计制造手段的

发展，产品外观更新颖、功能更多元，在享受新鲜感、

刺激感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回归生活的本

质，在一个空间中有效实现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美

学的系统融合。

卢涛先生提到，中国大家居商业零售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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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的形式把中国

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

史高度。而上海红木文化博览会则秉承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

核心的丝路精神，积极促进红木厂家、经

销商互利合作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

互利共赢，同时为市场带来新的风向标，

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中国红木文化

和当代中式生活方式。

2018年11月9日，“一带一路”国际木

文化发展论坛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重召

开。此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具

行业的知名企业。在论坛中，由多位业内

“一带一路”
国际木文化发展论坛

专家学者与红木行业人士，一同以中国红

木文化为立足点，以“一带一路”红木文

化的未来发展为主线，以“文化引领全球

合作”为主题，围绕弘扬工匠精神，大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各领域间的高层

对话，展开智慧碰撞，相信擦出的“思想

火花”，给红木行业的从业者带来更多启

发。

论坛开始前中国轻工联合会秘书长

杜同和上台致辞。他表示，红木文化是中

国的瑰宝，是传统文化典型和集大成。红

木文化起源于丝绸之路，新时代也将成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使者。来自新加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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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之家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作新为大家带来了从东到西中国的木材供应情况

展开分析；上海福人投资集团园区事业部总经理谢小斌发表主旨演讲，围绕《关于木产

业的现状及后续发展可能》展开。谢小斌分析了2018年上海地区红木品种出货的现状。

从市场出货看，以大果紫檀、刺猬紫檀等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品种为主，厂家变得更加注

重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而不一味生产价格昂贵的红木家具。上海在精品红木供应方面

仍有一定优势。而红木市场今年以来总体出货量较为一般，国内市场刚需力度有限，估

计短期内还将持续目前格局。江苏名佳工艺家俱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基也结合企业发

展，讲述红木家具企业在当下应该如何转型升级。他提出红木企业应该提倡木文化大

家居模式。

发展方向。贺修虎介绍，中山大涌是全国四大红木家具产业集群之一，也是中国家具协

会第一个授予的“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和产业升级转型试点镇，同时也获得了国

家授予的“中国红木特色小镇”牌匾，三十多年来发展成绩显著。贺修虎对红木家具的

生存发展提出了3个建议，首先要在外观设计和供应上面下功夫。第二是要挖掘新的木

种，做到红业家具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要加强与国外相关企业的深度合作，拓展行业

生命力和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加强本土企业与境外企业的深度合作。拓展市场、提高

行业生命力。借此将企业粗加工放在国外，把产品的深度加工、销售、设计放在国内，这

样相关企业就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杜同和
前中国轻工联合会秘书长

林作新
上海家之家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小斌
上海福人投资集团园区事业部总经理

张正基
江苏名佳红木董事长

贺修虎

论坛分享

本次论坛特邀中国家具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宝光先生主持。参加本次论坛对

话的嘉宾有：中国家具产业集群代表贺修虎先生，上海宏大木业的马克伍先生，苏州市

家具协会会长顾志浩先生，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伍炳亮先生，福建

三福古典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福华先生。

在论坛开始之初，主持人陈宝光先生提出了对话的核心主题：在“一带一路”的大

战略推动下，如何加强国际木业合作？以及目前的形势下，对于木文化的未来发展有什

么美好愿景?

贺修虎镇长作为中国家具产业集群的代表，从产业基地的角度分析了红木家具的



  

苏州市家具协会会长顾志浩先生以苏州为例分享了目前行业发展现状。他表示外

界一直认为苏州红木市场发展得不快，这可能与区域人文有关。苏州是有很多小微企

业，并且最近几年，与全国的行情相比苏州市家具协会的会员反而有所增加，苏作市场

稳定发展，也有所扩大。外界也注意到苏州红木企业十分团结，多以组团形式发展。并

且很多新苏州人的新投资也在加入当地的协会。苏州红木虽然在市场上的份额不大，

但是在中端消费层上的口碑比较好，今后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嘉宾们热烈的畅谈后，主持人陈宝光先生进行了总结：做企业不是百米冲刺而

是长跑，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落后，但是不要紧。只要你能够坚持就会获得好成绩。红

木家具已经走过了几十年了，在未来一定会发展的更好更稳。随后，主持人提出了第二

个论题：中国红木文化以及传统艺术如何走向世界？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炳亮、福建三福古典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福华就“中国红木文化以及传统

艺术如何走向世界”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陈宝光

顾志浩

马克伍先生从木材商的角度分析了近几年来的木材市场的变化。他表示，由于近

年濒危物种的管制，木材进口费用增加。目前黄檀性价比较高，市场前景值得关注，未

来可能会成为老挝、柬埔寨的大红酸枝的替代木材，而这种木材主要来自尼加拉瓜、墨

西哥、洪都拉斯、巴拿马等。他认为木材的潜能、前景是非常好的，只有近来这三年，濒

危的问题导致企业费用增加，很多企业受到影响。但是危机就是商机，目前国家对中小

企业的大力支持，各大厂家会慢慢好转。同时他也希望“一带一路”能给木材进口商带

来利好消息。
马克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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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华先生表达了对家具产业发展的信心。四十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红木家具

更加热爱。无论市场如何，要发扬工匠精神，把作品做好，做能够传世，走向国际的精品，

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做企业，他强调，最关键的是要调好心态，目前的市场

还是存在需求，只是利润不如从前。企业要回归理性发挥好自己的关键技能，把有灵魂、

有文化的作品，真正融入到生活里，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让更多人认同“一带一

路”，让很多的设计师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带进了国际市场，而且“一带一路”沿途的很多

国家的资源也给了企业很多的机会。政策的支持给基层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动力，未来

的市场将是一片光明的。

红木文化其实要靠企业做出有影响力的作品，伍炳亮先生谈了优秀作品的意义。

做一件好的红木家具不容易，技艺不是第一位，要有思想，有设计理念。一件好的作品

要以美为前提，有思想，有水平，有创造力。创造了美才能有市场，才会受消费者喜爱，

才能体现作品应有的价值观。此外，企业要把握好自己企业的定位。做精、做特、做优，

以做精品艺术品的心态来定位，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做艺术红木精品。应该追求

做天上最闪亮的星星，做影响力，而不是做规模。企业的影响力很重要一点是来自作品，

也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为发展创新中华传统家具精神，提高当代设计技术水平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用有生命的作品为中国传统红木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黄福华

伍炳亮

主持人陈宝光接着福建黄总的话题谈起海上丝绸之路。当年泉州港就是过去老

的海上丝绸之路了，是世界第一大港口，在元朝的时候是高度发展，所以我觉得你们

沿海一带海岸线也很长，又是过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统家具，承担着历史责任很重。实际上来说，不光是一个贸易输出，我们一带一路的中

心思想还不光是说贸易和投资，或者单纯的经济往来，最主要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对世

界文明的一个新的贡献。在你所处的位置承担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上，肩负重任。今年

正好是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周年，这五年里，在六十四个国家，四十六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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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陈宝光先生做了论坛总结：“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

机遇与挑战，文化引领全球合作，中华文化在不断的与世界文化进行交

流。红木文化正在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与国际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密切，

国际化文化交流平台的打造是我们所要更多努力的方向。相信在“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引下，红木家具必将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全球文化

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成为当代中国

红木家具传统文化建设的新亮点。

最后，进行了“中国国际上海红木文化博览会光源红木情调设计

展”荣誉证书颁奖。

（责任编辑：江  南）

两条线，一边是海上丝绸之路，一边是路上丝绸之

路。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论坛，对我们红木

行业，在文化方面要做一个深思。你们都是这个行

业的领头羊，排头兵，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间做了许

多工作，在未来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希望红

木家具红木产业在“一带一路”中有好的发展。最后

请黄总，伍总给我们中国传统家具、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寄语。

黄福华：我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幸福时

代，我们红木很幸运。今天特别希望这个盛会衬托

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的家具能够发扬光大，

通过“一带一路”走向国际。伍炳亮：让我们团结起

来，为推动中国传统家具文化艺术、精神发展与创

新，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文化走向世界，奉

上我们每个人应有力量。主持人陈宝光说道，我们

中国的传统家具文化，在西方人眼里也是非常受欢

迎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更多的是要把我们中华

民族文化让海外更多的人们，不一定是华人，更多

的其他民族的人能够通过您的作品,通过中国传统

家具了解我们的文化。嘉宾的畅谈，让我们对红木

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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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杭州展厅隆重开幕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诗出自大诗人白居易，直抒

胸臆的表达了对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生活的赞美与怀念。而

在2018年11月9日，杭州对于震旦家具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篇章。

西子湖畔，全新的震旦展厅盛大开幕！

震旦家具领导及设计师伙伴共同给开幕仪式剪彩，作为首

次在杭州开设展厅，来自全国各地区近40位重要嘉宾莅临现场，

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刘建伟总经理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他谈到建设杭州

展厅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立足杭州、服务好浙江顾客。其次是为

了给包括设计师在内的合作伙伴们提供一个用于展示空间环

境搭配的场所。此次杭州展厅大规模建制，全新亮相，正是看到

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与城市共谋发展。相信震旦家具会随着杭

州城市建设的日益成熟而得到更广阔的发展！

此次盛会既是新展厅开幕仪式，亦是设计师伙伴的聚会。

同时，还邀请到一些媒体圈的朋友参加。震旦希望能够创造一

个设计师平台来沟通交流设计、家具等知识与理念，更希望能

够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社会精英请教和学习。

杭州展厅坐落于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作为新晋展厅，内

饰风格自然也融入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感兴趣的朋友们欢

迎前往参观！

（责任编辑：褚文正）

展厅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79号远洋国际中心B座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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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沪上红木行业的知名品牌——

东达红木实力势不可挡，喜迁升级红星美

凯龙浦东沪南店（400㎡）、莘潮国际家居

沪闵店（600㎡）两大门店，以及在杭州重

金打造第一家3000㎡一站式高端家居体

验场所——“中式美学馆”。

作为国内第一批红木家具出口商，东

达红木创始于1973年，其前身是中外合

资常熟东达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新加坡）。

目前拥有生产厂房14000余平方米，工厂

展厅3000余平方米，公司下设上海东达

红木家具有限公司、东达红木新加坡配送

中心、东达红木老挝开料厂等五个分子

公司，在编专业技师及销售主管300余人

（含海外）。

东达红木是深色名贵木材家具标准

制定和修改单位，标准GB20091835《红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主要起草单位，华

东地区产品出口免检单位（享有进出口

自主权），以及江苏省同行业首批获得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的红木家具制造商，江苏省著

名商标，江苏省名牌产品，以及苏州市知

名商标。

从1973年到2018年，45年的时光谱

写了东达红木在家具传承与创新发展上

的卓越成就，也让东达成为了长三角地区

消费者心目中红木家具领域的“元老级”

标杆品牌。多年来，东达红木一直致力于

产品品类与风格的多元开发，共打造出苏

作传统家具、欧式和新中式家具等三大系

列1000多个品种。

其在沿袭苏作经典家具的同时，不断

推陈出新，在国内新中式家具中脱颖而出，

独树一帜；其力邀国内超一流设计师鼎力

推出的多个系列作品冲击中国家具设计

金点奖；重金打造的一站式高端家居体验

场所—“中式美学馆”现代中式创意空间，

在设计上更多地追求自我与个性、自由与

舒适的生活状态。以自然之道的形态体现

在全新的设计体验中，更是为空间带来有

如艺术品般的高级美感，令人置身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中。

不得不说，以创新开拓市场，以实力

赢得信任。东达红木以真品和真情不断擦

亮“45年产品与服务零投诉”的金字招牌，

崛起之路，谁与争锋！

（责任编辑：江  南）

东达红木三店齐开   高端体验



在生活中，总有一些老品牌在我们的心中

具有抹不去的记忆，它们在人生的某一时刻给

我们带来喜悦，伴随我们成长。“龙凤牌”床垫就

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需

要凭票才能购买商品的年代，“龙凤牌”床垫成

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象征，当时的上海

人结婚、搬迁新居为拥有一张“龙凤牌”床垫而

感到无比自豪！

优良的品质、质量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是企业的生命线。而品牌的形象则传达了企业自

身的市场定位。很多国产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就

是“老”和“土”的形象。大胆颠覆人们的惯性思维，

全面提升市场对老品牌的认知，让越来越多的顾

客感到民族品牌的高端化，是上海龙凤床垫有限

公司2018年开始的飞跃之旅。

繁复不再，典雅不改。随着上海沪南红星美凯

龙龙凤寝居神秘面纱的揭开，人们惊喜地发现，原

来的“老品牌”化蛹成蝶，给顾客带来全新的体验！

以“更适合中国人睡眠”需求和健康为根本的设计

理念，全新的店铺形象让顾客流连忘返，健康环保，

符合人体力学的寝居产品得到顾客的一致好评。

不少顾客惊叹：“这还是原来的龙凤床垫吗？”

大胆创新
龙凤全面的形象提升

公司董事长祝卫良先生说：“一个好的品牌给予顾客不仅仅是好的产品、好的

服务、好的使用感受，更要有好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的品牌才是真正有价值。”

从1955年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龙凤品牌，不断在全国遍地开花，深入人心。

源自上海，根植中国，全新的龙凤寝居颠覆着人们对老品牌的偏见。时尚根植于

传统，适合更多家庭的龙凤寝居，为广大家庭提供的不仅仅是高品质的产品与服

务，更带来全新的品牌文化，重现拥有“龙凤”的自豪感！

（责任编辑：欧阳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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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舒床垫上海月星新店于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168号月星家居2层。

新门店不仅按不同产品分区及功能进行创意性装潢和布置，还融入了

爱舒品牌全新的理念与想法，“新理念”在这间全新的门店充分的展示。

从店外就已经可以感受到这次门店的变化，灵感源于上海标志性建筑

“石库门”、以极简手法呈现的一组连环拱门，配以金色玫瑰金包边，传

递出品牌中西合璧的灵魂与气质，让店内外的游历体验更富仪式感。

进入主厅，就能感受到“完美舒适”的品牌主张，星空蓝的地毯、偏

沉稳系的Teal Bule墙面、极简玫瑰金镂空隔断、不锈钢装饰线条和主题

气氛画面搭配局部的植物等元素装饰相映成趣，同时几何造型背景、鸟

笼装置等都是值得推敲的部分。同样的元素也在内厅爱舒“棕立方”棕

垫区呈现，过渡的门洞一脉相承采取金属镂空拱门造型，通过沙滩色系

让入睡成为一件时尚的事

地板、热带绿植装饰背景，为顾客留出了一个专属

的自然系禅意空间。全新的门店设计手法简洁统一，

整体风格更加明确，无论是细节还是氛围的设计

都是可圈可点，呈现爱舒品牌独特的睡眠理念及

生活美学。

 床垫与我们的睡眠息息相关，更是影响睡眠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张好的床垫也是高质量

睡眠的必要条件。爱舒床垫根据人体力学及舒适

性配比的高品质垫层，能够依照人体曲线和重量

均匀支撑身体的每个部分，可满足不同体重人群

的需求，良好的支撑力能够适应睡眠者的各种睡姿，

具有矫正不良睡姿的功能，给用户的身体带来最

全面的呵护。

（责任编辑：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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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艺红木家具再获客户锦旗和赞誉
2018年10月6日上午，强艺红木新工厂展厅

营业员接待了一对特殊的客户。上海电视台《老

娘舅》栏目首席调解员裴蓁律师携夫人专程从市

区赶过来，向强艺红木董事长吕国强赠送一面书

写有“强中更强，艺技超凡，精益求精，善诚非凡”

十六个字的锦旗。

裴律师对中国传统红木家具情有独钟，更有

一双识别高品质红木家具的慧眼。为了买到称心

如意的好家具，裴律师夫妇走遍了上海的各大家

具卖场，偶然听朋友介绍，来到强艺红木工厂展

厅，一眼就相中了自己心仪的家具，看到做工如

此精湛的家具简直爱不释手。付款、送货一气完

成。裴律师不但对强艺售后团队的热情服务感到

十分满意，更是对强艺红木家具的品质赞不绝口，

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是强艺红木家具成立的第二十一个年

头，其创始人吕国强先生一年有350天泡在工厂

里，或在木工车间查看工作进度，或在开料车间

选材料，或与设计师探讨设计样本。二十多年来，

吕国强先生用成熟的经营模式和独特的经营理

念带领强艺红木一路前行，成为领军红木企业的翘楚。相信在2019年强艺红木凭

借已有的品牌公信力，一定会走得更高更远，设计生产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红木家具产品。

（责任编辑：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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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家居 21 周年庆
于老周家居博览馆隆重举行！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作为红木家居行业的领军品牌，老周家居从创立发展到

转型蜕变，至今已走过了21个春秋，凭借着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老周家居赢得了

千千万万顾客的信赖，正是消费者的支持促使老周家居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才

有了如今辉煌的成就。2018年12月8日老周家居在老周家居博览馆隆重举办21周

年庆活动，数百名来自老周异业联盟华设金融集团、韩斯游艇会的贵宾和老周VIP

客户莅临现场祝贺，现场老周家居重磅上线顶配级#红木家居锦鲤#大奖——红木

家具免费送活动，为周年庆献礼，将活动推向高潮！

家具，以传承而笃行致远；品牌，以践行而成铸大业，作为上海唯一一家全品

类红木家具品牌，老周家居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推陈出新，从最初的传统中

式系列“老周红木”，发展至今旗下已经拥有传

统中式品牌——老周红木；精致奢华的欧式品

牌——周家公馆；新海派、新中式品牌——春

舍里居以及黑酸枝现代中式等产品系列。

     

二十一年来，老周家居始终秉承着“诚信

至上，品牌典范”的经营理念，不断完善品牌

升级，斥巨资将其上海总部展厅重装改造升

级，面积多达12000平米的红木家居博览馆

不仅为消费者提供高端、舒适的购物环境，还

带来更温馨的产品服务体系，不断开创行业

之先河，逐步完善老周家居品牌系列的各种

整合。多样的产品风格，完善的市场渠道，良

好的口碑；老周家居的品牌和服务深入人心。

作为长三角地区知名的，集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红木整体家居企业，老周家居一路遵循踏

实稳健的发展理念，以诚信为本，认真倾听客

户的声音，致力于打造卓越品质的“匠心”精

神，彰显品位与情怀！老周家居——懂您的尊

贵,更懂您的红木情怀！

（责任编辑：褚文正）



58

 澳瑞家居成功完成水性漆工艺改造
澳瑞家居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的时代发展要求，自2017年

起联合以北大化学博士生导师王志刚为核心的北大研发孵化

团队，开始着手对油漆生产线全面进行了改造升级。王博士团

队拥有超过78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围绕水性光固化涂料绿色

新材料产业领域，在环保水性木器漆，蓝光LED光固化设备、油

改水整体方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面对新技术的升级改造，凭着对创新及绿色环保理念的

坚持，澳瑞家居投入巨资，经过一年多时间反复改良与试验，

LED光固化水性漆生产线已全面通过相关物理指标测试，各项

工艺技术指标均超出了传统油漆的标准，打破了水性漆工艺、

物理指标不成熟的国际行业难题，满足了工业化环保量产的市

场需求。

澳瑞家居率先成功地引用了LED光固化水性漆生产线技

术，在家具行业起到了标杆引领作用。实现了有害物质的绿色

排放，不产生废水，不污染水源；采用活性炭及光氧的环保处理

装置，确保排放到大气中的溶剂性气体完全达标，对民生、自然

环境负责，更加完善了水性漆的渗透性、耐磨性、耐黄变、饱满

度等国际行业工艺难题，使水性漆不含甲醛、苯等有害物质的

环保特性真正的落地到家具生产企业，让绿色产品进入千家万

户，为打造国人的品质生活添砖加瓦！

澳瑞家居创建于1993年，是国内知名的集设计研发、制

造、营销服务、客户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家居企业，以“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百年企业”为愿景，以“设计•创新”为品牌发展

动力，将欧美经典与全球时尚结合，致力于为中高端消费者带

来卓越、成功、时尚、悠享的家居生活体验。主要为精装房、大平

层、公寓楼、别墅、酒店及会所等提供配套家具与固装定制的设

计、生产等专业配套服务，已成功推出贝拉•维塔（BELLA VITA）、

克林斯曼（KALICMEN）、亚奢王•固装（KING ARTHUR）、图兰朵

（TURANDOT）、范诗（VINCE CASA）等五大品牌系列。澳瑞家

居是在上海拥有环评资质，屈指可数的家具制造创新企业，成

功实现了“油改水”的转型升级，对中国家具生产企业的绿色环

保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倡导作用。

（责任编辑：张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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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家具对塑造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办公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定

制办公家具可以从公司的实际需求来设计制作家具，在办公家具与布局方

面也可以根据不同使用情境来塑造相应的环境氛围。

上海华山家具有限公司秉承着“健康、自由、科

技、功能”的专业制造和客户态度，致力于为广大单

位、企业设计和制造办公空间解决方案。华山家具

为普陀检察院定制了一整套以褐色为主的办公家具，

褐色给人宁静之感，用在法庭办公家具上最适合不

过，椅背上天平形状的装饰将法庭点缀得更加庄严。

蓝色背景墙诠释着法律神圣，为司法空间撑起一片

蓝天，突出了政府严肃的空间特点。解决日常生活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配备了一些休息区，为用

户提供了良好的办公环境和舒适的办公生活。

办公家具已经不是单单的办公使用，更包含了

装饰、娱乐、休闲等方面的应用意义，主要体现在办

公家具外观造型、结构工艺、功能方式、空间摆放方

式等。对办公家具的多样需求，就代表着现代化需求

的趋势，多元、开放、活力、机动、智能、简约时尚等。

办公家具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人们办公生活提供

辅助而存在的。选择更优质的办公家具为人们的办

公生活提供帮助，具有重要意义。消费者对办公家具

的多方面需求，是时代的影响，也引领着办公家具企

业朝着时代性发展。

（责任编辑：欧阳舒）

办公家具定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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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700号大宁中心广场A5幢的

诺梵展厅于2018年12月全面升级。从2008年诺梵品牌成立开

始就不断地改革创新，2012年诺梵展厅首次落成获得美国绿

色建筑协会LEED金级认证，到与全球品牌 FD、BS、RA 策略性

设计合作，在不断的发展中新增了EDU与FLOOR业务板块。除

了家具产品，未来将会包含整个办公空间的服务，包括目前研

发的WPS空间策略、NET系统、智能办公 。诺梵新展厅将全面

展示这些研究成果及应用。

所有的研究都来源于诺梵对工作本质的研究，诺梵一直坚

信“work is a choice”，所有的产品价值完全取决于对人们行为

和背后价值的选择，从员工到组织、从工作方式到工作环境的

选择，从而让更高的价值来选择用户。诺梵将通过全新展厅来

为您解读办公空间策略：如何通过工作环境来激励员工行为从

而为组织获取更高的价值。

实现智能化办公 诺梵展厅焕新颜
诺凡的新展厅根据用户将办公空间划分出八大行为价

值：Decide，Innovate，Collaborate，Focus，Social，Agile，Well，

Learning。在诺凡的展厅分为三层：一层Ted Speech、Work 

Cafe、Design Ccnter；二层Lounge Break、Book Store、Work 

Shop；三层War Room、Bill Board、Think Tank，每一部分都贯

穿着八大价值。这些环境可以让员工在封闭空间中更加专注，

在开放空间中可以自由讨论，沙发及吧台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

在任何场所都可以面对面沟通;帮助团队专注项目分析帮助了

解、分析客户信息，助力案例成交并更好服务客户；关注工作者

的健康，用灵活的显示器支架让颈椎病远离，在不同需求中可

做到站姿和坐姿可以自由切换;关注绿色节能，灯光可根据室

内外明暗自动调节至舒适光照，传感器自动感应人员流动，自

动关闭无人流区域灯光,等等。

展厅同时全面实现智能化办公，除了智能升降办公桌系统

外，还包括智能企业管理系统、智能化储物柜系统，利用RFID、

传感器、二维码等能够随时随地采集物体的动态信息，通过网

络将感知的各种信息进行实时传送，再利用计算机技术，及时

地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真正达到了人与物的沟通、物

与物的沟通。

期待诺梵的新展厅能够给您带来办公的新体验，未来诺梵

将会把办公空间服务带到更多的地方，坚持“让用户心有所属，

让企组织大有可为”，诺梵欢迎您的到来。

（责任编辑：张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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