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Namkhagyan®
实体——艺术体验空间
网络——VR体验

背景——
一带一路文化自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水基金
文化艺术基金

公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之

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之佛画艺术
开发文创衍生品

目标——

北京熙和元贸易有限公司



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
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
作出过重要贡献。东西方使节、商队、
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
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
人类文明进步。

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
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
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
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
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
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
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即便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人口资源实力，
也难免会成为他人精神上的附庸，遭受文化上的奴役，最终丧失自我、迷失方向。



公元前一百四十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
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
出使西域。

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
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
航海，留下千古佳话。

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
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
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
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
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
卷。

酒泉、敦煌、吐鲁番、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古
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
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紧紧依靠改革创新 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
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借改革创新
的“东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
根创业”的新浪潮，中国人民勤劳智慧
的“自然禀赋”就会充分发挥，中国经
济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就会更新换代
升级。

——2014年9月10日李克强
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





佛画是指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
光大的佛教绘画。

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
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

汉明帝刘庄永平初年遣使赴大月氏，
至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一说永
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
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
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
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
《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
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为中国
最初自作的佛画。

后伴随佛教传播，佛画艺术在历史
中演变、发展成为不同形式。





佛画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唐卡（Thang-ga）
系藏文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的卷轴画。唐
卡题材涉及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
领域。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艺
术特点和民族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中
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珍品。

唐卡中最常见的是绘画主题为佛像，一般中
心位置是描绘主要人物，从画面上角开始，围绕
着中心人物，按顺时针方向与中心人物有关的人
物，活动场所或故事布满一周。

每轴唐卡画一般描绘了一个较完整的故事。
画面的景物随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变化，不受历史、
时间、空间的限制。画面人物不受远近透视关系
的影响，安排得生动活泼，把整个画面统一在大
的基调上，使构图很完整。有的唐卡面积一般可
达几十甚至上百平方米，构图很完整，十分壮观。





唐卡的题材是多方面的，有取材于历
史和生活习俗的历史画和风俗画，也有反
映天文历法和医药科学的。内容之多样，
题材之丰富，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
史资料。

唐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盛衰，
融合，传承后，从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
画派。

即：卫藏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勉唐
画派，康巴地区（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为中心、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
区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噶
玛噶孜画派和郎卡杰画派，安多地区（青
海地区）的热贡画派。



炉霍风光



汉语译为“郎卡杰”，英语译为Namkhagyan，四川甘孜
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炉霍、道孚、兴隆等县，在藏族历史上被
泛称为“霍尔五土司”所辖之地，郎卡杰就是“霍尔”地区历
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画师，至今该地区仍是郎卡杰画派的传承
地。

郎卡杰（约1610~1690年）生于多康色莫岗章谷一家农户，
自幼天资聪慧，喜欢在地上写画，青年时期便显露出超人的艺
术才华。郎卡杰大师思维活跃，随着文化修养与艺术境界的不
断成熟，并善于学习和借鉴各种流派精华优势，最终成为一个
独立的唐卡画派。

传说，郎卡杰梦中得到了莲花生大师的点化，无师自通，
精于绘画。“郎卡杰”非其本名，因郎卡杰的绘画技艺达到出
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画笔下的天空可以根据施色分出六
七层，并把天、地在画面里连接得和谐完美，所以尊他为“郎
卡杰”，意为“饰天尊者”、“美饰天尊”或者——“天空的
装饰者”。

Namkhagyan®唐卡画派
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结合、汉藏文化的融合



郎卡杰的画工精细、格调清新，其线条
勾勒细如发丝，造型微小精细，比例准确，
体态姿势优美生动，五官须眉刻画毫发不差，
栩栩如生，故有“神变画师”、“布娘画师”
（即毫发不差画师之意）之美誉。

受到五世班禅大师的推崇，亲自在郎卡
杰大师作品背后印“手印”，并赞“郎卡杰
所绘之唐卡，无需加持即有佛力”。

郎卡杰借鉴了中原汉地工笔重彩的绘画
特点和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法、立体明暗
渲染法，丰富了郎卡杰所创的霍尔章谷藏族
传统绘画风格的表现技法。

Namkhagyan®画派唐卡作品的构图和色
彩搭配装饰性极强。



炉霍风光



郎卡杰大师亲笔《二胜六庄严
之一》，在背景中表现了中原汉
地园林元素和建筑特点，如假山
石、屏风、瓷器等，以“画”证
史可以体现自古以来的汉藏融合。

Namkhagyan®代表的佛画艺术，非仅限
于郎卡杰画派，泛指中国传统佛画艺术、尼
泊尔、印度的佛像绘画艺术。

Namkhagyan®品牌具有“融合”的代表
性，不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绘画艺
术的结合，也是代表中国各民族的艺术、生
活、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



炉霍风光



青海热贡风光



熙和元与中国唐卡文化研究机构、
拉萨的唐卡学校、同仁县（热贡）唐
卡工作室、甘孜地区郎卡杰唐卡文化
传承地、尼泊尔唐卡工作室等机构合
作，皆可为Namkhagyan®提供技术支
持，如唐卡成品、唐卡定制、专家培
训、勾线稿等服务。







交汇于……





意大利 威尼斯
ITALIA VENEZIA



与





意大利咖啡简介
16世纪末，咖啡首先传入威尼斯共和国，后经过完善和发展，以
“伊斯兰酒”的名义通过意大利开始在欧洲转播。

意大利现代咖啡的诞生和发展
风靡世界的意式咖啡制作的基础为浓缩咖啡（Espresso）——
1884年诞生于都灵（Torino），浓缩咖啡机由都灵人安杰罗·莫
里奥多（Angelo Moriondo）发明，在1884年5月16日取得意
大利专利，1885年10月23日于巴黎取得了国际专利。



引进饮品——Marocchino®玛罗奇诺
玛罗奇诺咖啡，在意大利南部也被称为Vetrino咖
啡或者Espressino咖啡，是意大利咖啡厅和酒吧中
的必备饮品。
在意大利直接称为“玛罗奇诺”并不需要加上“咖
啡”二字，其前身为都灵地区传统饮品
“Bicerin”——巧克力咖啡。

18世纪诞生于都灵，1898年出版的由Alberto 
Viriglio所著的《都灵和都灵人》（《Torino e i 
Torinesi》）一书中，第一次明确记录了巧克力咖啡
的制作方法。
都灵是欧洲最早加工巧克力的城市，所以也就自然的
将巧克力和咖啡结合到一起。





Marocchino®玛罗奇诺并非诞生于摩洛哥王国，
“Marocchino”若直译为“摩洛哥的”，这是意
大利词语构成的巧合，实际源自意大利语“褐
色”一词。
上世纪初意大利人使用的浅棕色真皮发带，与
搅拌之后的咖啡颜色相似。在都灵萨沃亚家族
统一意大利王国的过程中，巧克力咖啡逐渐推
广至全境。

“Marocchino”也就逐渐取代了“Bicerin”这
一皮耶蒙特方言名称，今天的
Marocchino™（玛罗奇诺）延续着意大利
王国的传统口味。

此咖啡在意大利的传播过程中逐渐的演变，
根据各地人们的喜好有些许的改变，口味不
断的丰富。









Namkhagyan® Coffee咖啡馆效果图
墙面装饰由客人绘制的美术工艺品



Namkhagyan®提供各类
传统美术画稿

客人可以直接在店内创作

体验者用最
直接的手段

接触中国传
统绘画艺术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品牌衍生品可涵盖以下单品：
• 装饰织品、毛织品、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墙上挂毯、丝织

（交织）图画、织锦人像、丝绒绢画、剪绢画、手绣（机秀）图
画、丝织美术品

• 服装、帽子（头戴）、披肩、领带、围巾、成品衣、裤子、外套、
鞋（脚上的穿着物）

• 包装设计、服装设计、文档数字化（扫描）、艺术品鉴定、平面
美术设计、无形资产评估

• 学校（教育）、培训、实际培训（示范）、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
和展览、职业再培训、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文本除外）、提供在
线电子出版物（非下载）、除广告片外的影片制作、摄影

Namkhagyan®
熙和元公司已注册商标

16 类（办公用品，注册号: 20541310）
18 类（皮革皮具，注册号: 22900403）
21 类（厨房洁具，注册号: 22785008）
24 类（布料床单，注册号: 20541371）
25 类（服装鞋帽，注册号: 22845668）
30 类（方便食品，注册号: 22785075）
42 类（网站服务，注册号: 20541396）
43 类（餐饮住宿，注册号: 22811094）

• 咖啡、茶、茶饮料、糖、蛋糕、甜食、面包、冰淇淋、咖啡饮料、加奶咖啡饮料
• 咖啡馆、餐厅、茶馆、酒吧服务、日间托儿所、动物寄养、旅游房屋出租、汽车旅馆
• 熏香炉、饮用器皿、茶壶、咖啡具、瓷器（及装饰品）、饮料隔热容器、有柄大杯、餐具（刀叉匙

除外）、饮水玻璃杯
• 裱纸、水彩画、雕版版画、平板印刷工艺品、镶框或未镶框的绘画、图画、照片（印制的）、宣传

画、油画、念珠
• 包、钱包（钱夹）、背包、购物袋、旅行用具（皮件）、手提旅行包（箱）、运动包、书包、旅行

箱、工具袋（空的）











Marocchino®——熙和元公司已注册五类商标
18 类（皮革皮具，注册号: 22900410）
21 类（厨房洁具，注册号: 22845555）
25 类（服装鞋帽，注册号: 22846047）
30 类（方便食品，注册号: 22811264）
43 类（餐饮住宿，注册号: 22811311）

衍生品可包括以下单项：
 包、钱包（钱夹）、背包、购物袋、旅行用具（皮

件）、手提旅行包（箱）、运动包、书包、旅行箱、
工具袋（空的）

 熏香炉、饮用器皿、茶壶、咖啡具、瓷器（及装饰
品）、饮料隔热容器、有柄大杯、餐具（刀叉匙除
外）、饮水玻璃杯

 服装、帽子（头戴）、披肩、领带、围巾、成品衣、
裤子、外套、鞋（脚上的穿着物）

 咖啡、茶、茶饮料、糖、蛋糕、甜食、面包、冰淇淋、
咖啡饮料、加奶咖啡饮料

 咖啡馆、餐厅、茶馆，酒吧服务



熙和元服务
经营模式确立
制定销售计划
选址分析建议
店面装修设计
加工设备采购
日常用品采购
餐饮制作培训
员工工作培训
统一营销推广
代理委托运营

一站式
服务



Namkhagyan®同步推出VR体验
体验者可以身临其境

置身于名山古刹
行走于雪域高原
足不出户行万里

用第一视角领略丝路风光



感谢您的关注
GRAZIE

Tel：010-56189443
E-mail: neorio@163.com

北京熙和元贸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