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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访 谈

20世纪 80年代，随着

改革开放的春风，商机越来

越多，也催生了大涌人的市

场意识，使他们感觉到一场

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创业潮

即将来临。而传承千年的木

工技艺，成为大涌人手中创

富的武器。

回望大涌红木家具的

历史会发现，红木家具业之

所以在大涌生根发芽并长

成参天大树，既有时代赋予

的机遇，政府给予的政策支

持，同时也与大涌人机智勤

劳、务实创新、执着坚守的

品质和精神分不开。

■大涌镇
红木产业发展

大事记

大涌全镇办起了30
家简易的家具店、厂，从
业人员达1200多人。

大涌参与起草并修
订了由国家发改委公
布实施的《深色名贵硬
木 家 具》QB/T2385 行
业标准。

市委、市政府正式
下发《中山市大涌镇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
纲要(2013—2020 年)》，
这是中山市首个镇区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
划纲要。

中国（大涌）红木文
化博览城入选国家旅游
局公布的《2015 全国优
选旅游项目名录》，成为
中山市唯一一个入选该
名录的项目；并被中国
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单位，共同推
动艺术红木产业发展。

设立的协同创新专
项资金的扶持和推动，
2000 万 元 年 度 资 金 撬
动了无限的技术创新
空间。

技术突破“中山红”敢过黄河斗天寒
2003年大涌镇被授予“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称号，这一荣誉称号激励大涌红木人不断创新发展

创建于 1982年的中山鸿
发家具有限公司，是中山大涌
镇第一家红木家具企业。创始
人萧照兴接受记者采访时回
忆说，“刚刚改革开放，民间对
明式家具的需求几乎呈现出饥
渴的状态”。解放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明式家具没有继续生产，
改革开放后，民间对款式简洁
大气、冬暖夏凉的明式家具有
一种很深的“情怀”。此外国家
借贷政策的出台，对个体工商
户有了很大的扶持。这些大环
境对喜欢家具行业、利用农闲
时学会木工制作各个环节并在
中山市藤厂等地做过多年木工
的萧照兴来说，无疑是“天时地
利人和”。于是，1982年，萧照兴
的“大涌镇南文鸿发家私厂”

顺应诞生并蓬勃发展。
鸿发家具的发展轨迹，是

大涌红木家具发展的一个缩
影。从历史长河中梳理大涌红
木家具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这
个产业与大涌结缘并非偶然，
而是勤劳的大涌人千百年来
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积淀孕育
出的必然。

据《大涌镇志》记载，宋元
年间，大涌一带居民把建房剩
下的木材边角料，用于制作家
具和木雕。到了明清时期，大
涌各乡村兴起建造祠堂、庙
宇，这些祠堂、庙宇的拱台梁
柱，刻画着翔龙彩凤、菩提花
卉、亭台人物，栩栩如生，展现
着大涌当时民间工匠家们的
木刻、石刻艺术风格。

对木料的精选，对艺术的
追求，再到对家具的追捧，大
涌人这些与生俱来的个性特
征，从根本上铸就了大涌红木
在国内市场的起源性、独特性
和不可复制性。

20 世纪 80 年代，是大涌
红木家具业起步并迅猛席卷
全国的重要时期。正逢改革开
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一些农户洗脚上
田，考虑如何发掘商机。萧照
兴回忆，有几个农户用水利工
程淘汰下来和在船厂购入的
红木，凭着自己的木工手艺，
制作了简单的原色仿古炕床、
直背靠椅。到 1985年，全镇办
起了30家简易的家具店（厂），
从业人员达1200多人。

20 世纪 80 年代，生产资
料缺乏、产业链不成熟等隐忧
仍然给创业者带来诸多挑
战。萧照兴现在公司新址就
位于大涌城区最繁华的中心
位置，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户，
依然可以望到不远处的旧式
厂房。“那个地方就是 30多年
前鸿发的小作坊，当年自己生
产的第一套产品——明式沙
发就在那间破旧的厂房里面
生产出来的。”创业初期的酸
甜苦辣，萧照兴历历在目，现
在回想起来难免令人唏嘘。

“刚做家私，全靠手工，很
多木工工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工厂几个人分担了锯木头、制
作、包装、运货、销售等各个环
节的工作。没有机器，全靠一
双肩膀扛。几乎每天早上 7点
出门，深夜甚至凌晨才睡觉。”

萧照兴说，那时到广州买一条
做家私的坤甸木要耗时一天
一夜。他第一间厂房是搭在
鱼塘上的松皮房，工人搬运
家私时，地板咯吱咯吱地响，
有几次工人的脚居然踩破了
地上的木板。与生产制作相
比，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是跑
业务。“家具太大，不可能带
着家私跑，我们都是拍几张
照片，带着照片到商场去推
销。”萧照兴说，这种状态直
到 1986 年，产品逐渐有了知
名度才结束，那时“鸿发”不
仅有了固定订单，很多商家客
户还会自己上门订购，同时厂
里也引进了大型锯木机器，生
产效率明显提高。这一年，“鸿
发”的员工增加到 70多人，厂
房也得到增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政府开始鼓励开办私人企
业。短短 10年间，红木家具厂
商先后添置简易的常规设备，
扩大红木家具生产。1992年，
大涌有红木相关企业90多家，
从业人员 1万多人，产值占全
镇工业总产值的近四成。

大涌红木家具的企业家
们从“人才、木材、管理、质量、
开发”等方面提升红木家具的
品位，产品既要发扬中国红木
家具的优良传统，又要融入现
代家具时尚理念；既是富裕人
家、高雅人士收藏与欣赏的工
艺精品，也是平民百姓家休闲、
憩息的舒适家具 。2003 年 4
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家
具协会联合授予大涌镇“中国
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称号，这
也是大涌红木家具行业获得
的第一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推
动下，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
正在孕育兴起，产业分工和竞
争格局处于深度调整的状态
中。当前大涌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也面临困难和问题，比如环
境污染大、资源消耗大、地均产
出效益不高、分工协作程度较
低、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等。

如何推动大涌新一轮发
展，成为摆在大涌面前的重要
课题。不管是政府姿态还是企
业目标，创新、融合、改革，成
为共同的关键词。中国（大涌）
红木文化博览城，无疑是中国
红木产业的航空母舰。红博城

总占地 300亩，总建筑面积达
80万平方米，总投资 48亿元，
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
进行规划，打造成古典的中式
建筑群落。红博城是大涌特色
文化旅游的一大旗舰景区，也
是大涌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引擎，将探索和带动业态创
新，带动产城融合发展，加速
人才集聚，对红木家具产业的
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2013年 12月 31日，市委、
市政府正式下发《中山市大涌
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纲
要(2013—2020年)》，这是我市
首个镇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大涌
镇是中山市镇区产业整体转
型升级发展的第一块“试验
田”。另根据《大涌镇推进新
型专业镇发展实施意见》，到
2020年，规上限上企业达 200
家，发展成百亿产业集群。

30多年不过是历史的一
瞬间，但对大涌来说却是巨
变。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大涌镇红木产业从无到
有，从有到强。在专业镇转型
升级的道路上，大涌人民依旧
目光如炬，步履铿锵。大涌人
的智慧和汗水，将会迎来红木
产业的又一个辉煌……

20年前的“打工仔”
如今大部分成老板

萧照兴，现任中山市鸿发家具
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中山大涌镇第
一家红木家具企业的创始人，曾经
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可谓是大涌
红木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见
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

○记者：大涌红木发展这
么多年，在行业内产生怎样的
影响？

●萧照兴：20世纪 80年代，
是大涌红木家具业起步并迅猛
席卷全国的重要时期。一些农
户洗脚上田，凭着自己的木工
手艺，开始了红木家具的生产。

当历史车轮驶入 2000 年，

大涌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红
木生产销售基地，地位无人能够
撼动。当时的旗涌路两边都是家
私制造企业，一大批江浙地区有
技能的木工来到大涌。当年的那
些打工仔，后来大部分都成了红
木企业的老板，当前红木产业
发展正猛的浙江丹阳、福建仙游
等地，也是受大涌影响最近十年
八年才起步发展的。

○记者：在破解红木烘干
方式技术方面，大涌进行过哪
些尝试？

●萧照兴：20 世纪 90 年
代，大涌红木家具受天气、气候
影响，发往北方的成品容易出
现爆裂。很多人都认为南方家
具过不了长江，过不了黄河。
1997 年，自己开始对红木烘干
技术进行开发。为了找到最好
的烘干方式方法可谓交了很多

学费。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试
验开发，鸿发通过采用先进的
第五代全电脑智能化木材干燥
处理系统，不仅让制作的红木
家具越过了长江黄河，还远销
世界各地。2000年年初，鸿发家
具 正 式 成 为 全 国 首 家 通 过
ISO9002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
红木家具企业。2008年 9月，自
己参与起草并修订了由国家发
改委公布实施的《深色名贵硬
木家具》QB/T2385行业标准。

○记者：进入新世纪，日新
月异的新技术推动着各行各业
自身变革，大涌红木在这方面取
得哪些成绩？

●萧照兴：红木产品检测
也有了新技术。现在，只需打开
手机微信，扫描一下粘贴在红
木家具上的二维码标签，就可
查看鉴定报告和产品质量追溯
信息。大涌红木家具质量信用
平台的新功能，相对于传统的

红木产品检测技术，具有不会
破坏家具完整性，准确快速且
费用极低的优点。这项新技术
的诞生，得益于市科技局 2016
年设立的协同创新专项资金的
扶持和推动，2000 万元年度资
金撬动了无限的技术创新空
间，短短几个月间就有首批 16
个协同创新中心得到认定，这
种创新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山
市多个产业领域以往单一主体
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传 承

大涌人的木工技艺传承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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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心雕刻红木（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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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发展研讨会与会人员参观红木文化馆（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