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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拍推出的本场“新芽”书画专场，取“枯木逢
春，老树新芽”之意。依靠新的团队和新的思路，这次
我们征集的方向和前几年稍作调整：以资深藏家、文物
公司和海外的藏品为主。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本专场最
终搜集到了200余件作品，涵盖了古代、近现代和当代
各个板块。拍品的甄选和图录的编撰十分注重作品的来
源和专题性的梳理，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名家力作和可
选可藏的精致小品。
近现代书画中，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溥
儒、谢稚柳、刘海粟、黄胄、陆俨少、于右任等大
家作品一一在列。齐白石《牡丹蜻蜓》绘於1946年
（lot.190），用墨酣畅，用色浓艳，粗中有细，动静相
宜，齐白石特有的风貌尽在其中，为晚年佳作。张大
千的作品多件（lot.199、lot.200、lot.202），或浑厚苍
劲，或清丽洒脱。《巫山清秋》（lot.199）为广州文物
商店旧藏，上款人为近代上海文化名流王秋湄先生。
《泛舟图》（lot.202）上款人为台湾板桥酒厂厂长刘之
华，作品出自刘之华先生家属。《五余图》（lot.201）
得八大精髓，逸趣卓然，上款人为军人王大业，王氏
与张大千为世交，此作由王大业家属提供。大千赠好
友厉志山的菜单、贺卡为本场一个亮点，厉志山为大
千多年好友，民国时为上海著名律师，后赴美国与大
千交往甚密，常有书信往来（lot.216）。大千醉心於美
食，在他乡異国常宴请厉志山，志山从而得大千亲书菜
单（lot.203）。厉志山好丹青，大千也常有文房相送。
晚年的张大千夫妇每逢圣诞春节，都不忘给老友寄贺
卡，张、厉二人交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另有蔡元培
《行书龙门对》（lot.253），内容浩荡而励志，此联形
制在蔡氏书法中也颇为少见。信札部分尤为值得一提，
（lot.246-250）为近现代大儒梁漱溟、熊十力、叶恭
绰、欧阳渐等在20世纪中页致兰州大学国文系主任张
曦的亲笔信件，来源可靠，颇为难得。除此之外，本场
有多件无底价精品及部分当代佳作，供书画爱好者们珍
藏。
古代书画板块七十余件，特别推出“寒英馆”旧藏
书画专题，含董其昌、周之冕、黄道周、文徵明、禹之
鼎、上官周、袁江等大家作品20件（lot.295-314），
多有权威出版。其中以清宫御用画家禹之鼎《侍直图》
长卷最为瞩目，禹之鼎的肖像画“多白描，不袭李公麟
之旧，而用吴生蘭叶法，两额微用脂赭晕之，娟媚古
雅”，为康熙时名手，被推为“第一”。此图是为清代
柱石之臣侍读乔莱造像，乔莱为治水而直谏的高尚人格

精神，为后世所传颂。此图是禹之鼎重彩工笔作品中少
见的力作，引首为吴让之所题，拖尾有朱彝尊、潘耒、
汪涴、毛奇龄等八位清时官吏名家题跋，具有很高的历
史价值和可供今世思考的特殊意义。专题之外，《麟州
集庆》册（lot.325）为乾隆帝为其生母孝圣宪皇后（甄
嬛）祝寿所献画册，此册被记载於清宫档案“九九”寿
礼中。册页九开，“九”为数字至尊，取长久之意。画
中所绘人物开相和美，仪态、衣着髮饰描绘精到奢丽，
所绘景、物都带有“福、祿、百、贺”等谐音，寓意
吉祥如意、福祿康寿，册页装潢品相完好，清代宫廷
的雍华气息展露无疑。文物公司旧藏的弘仁《书法》
（lot.321）书写风格为典型的倪瓒体，属於弘仁晚年极
具个人面貌的作品。同样出自於文物公司旧藏的，高翔
《竹石菊花》（lot.336）、王昱《山水》（lot.324）均
著录於《中国古代书画图录》。高翔是扬州八怪重要人
物之一，真跡流传甚少，早年作品更为稀见。此件《竹
石菊花》经权威出版，流传有绪，实属不易。王昱山水
承“四王”一派，画淡而不薄，疏密有致，题边跋者为
清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翁广平。封底选刊的王原祁等
十人所绘《研山图》册（lot.322），集结了清康熙年间
诸名家所绘的各类奇巧砚石。砚石绘者件件有名，以清
初“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绘“砚山”名最盛，册页每开
均有陈鹏年赋诗词，诸名家诗书画合一，文人趣味十
足，值得细细品读。

Lot151-156为同一藏家提供，均为文物商店旧藏

151

151 唐

云(1910-1993) 观鱼图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日午罢书无个事，且来池上一观鱼。杭人唐云画於大石
斋。
钤印：药翁、敝帚

83×51 cm. 32 5/8×20 1/8 in. 约3.8平尺
TANG YUN FISH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无底价

Lot151-156为同一藏家提供，均为文物商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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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冯超然(1882-1954) 落花游鱼图

153 白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谿面净如拭，轻修喜乍晴。主人閒不惯，弄笔自怡情。
旧见吾乡菊田南草衣落花游鱼图，此师其意。涤舸。
钤印：冯超然、涤舸书画
鉴藏印：书绅鑑赏

93×28 cm. 36 /8×11 in. 约2.3平尺
5

FENG CHAORAN FALLING FLOWERS AND FISH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无底价

蕉(1907-1969) 墨兰图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云林苍苍石齿齿，一花两花幽薄底。远香自到定中来，
道人湛然心不起。明张以宁为湛然上人题墨蘭句。
钤印：济庐复翁、云间之印、天下第一懒人        

67×27 cm. 26 3/8×10 5/8 in. 约1.6平尺
BAI JIAO ORCHID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Lot151-156为同一藏家提供，均为文物商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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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吴青霞(1910-2008) 果蔬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78年作
款识：一九七八年夏六月，青霞写。
钤印：吴氏

69×46 cm. 27 1/8×18 1/8 in. 约2.9平尺
WU QINGXIA VEGETABLES AND FRUIT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无底价

155 吴湖帆(1894-1968) 行书陆游诗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再到蓬莱路欲平，却吹长笛过青城。空山霜叶无行迹，
半岭天风有啸声。细栈跨云萦峭绝，危桥飞柱插澄清。
玉华更控青鸾住，要倚栏干待月明。湖帆。
钤印：倩庵书印

133×32 cm. 52 3/8×12 5/8 in. 约3.8平尺
WU HUFAN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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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沈尹默(1883-1971) 行书唐诗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湖平津濟闊，風止客帆收。
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
火識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複水宿，相伴賴沙鷗。
孟浩然夜泊宣城界詩，書奉葆宇先生雅政。沈尹默。
钤印：沈尹默印
說明：上款尹葆宇（1908-1989），現代學者、外交家。自幼家
境殷實，父親尹東燦是一名基督教徒，因受教案牽連，舉
家遷往上海，以經商為業。尹葆宇幼讀私塾，學習中國傳
統文化，後畢業於美國傳教士在華創辦的上海滬江大學政
治學系。曾任武漢任行轅秘書，1949年赴台。

143.5×30.5 cm. 56 1/2×12 in. 约3.9平尺
SHEN YIMO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157 高野候(1878-1952) 隶书《西狹颂》
立轴 水墨纸本
1950年作
款识：庚寅孟秋临汉西狭颂，似新民仁世兄雅察，可庵高野侯
时年七十又三。
钤印：七十三年事事新、高野候印、书宗两汉

130×31 cm. 51 1/8×12 1/4 in. 约3.6平尺
GAO YEHOU CLERICAL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5,000-6,000

158 吴穀祥(1848-1903) 溪亭秋爽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溪亭秋爽。耕煙散人有此图，背拟其意。秋农吴穀祥。
钤印：穀祥临古

148×40 cm. 58 1/4×15 3/4 in. 约5.3平尺
WU GUXIA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156

157

158

160

159 郑曼青(1902-1975) 大吉图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曼青郑岳写於秣陵玉井草堂。
钤印：曼青，思肖思肖

118×32.5 cm. 46 1/2×12 3/4 in. 约3.5平尺
ZHENG MANQING ROOSTER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18,000

160 易大厂(1872-1941) 花卉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大厂居士孺绘题。
钤印：子、孺子长贫
題跋：画心并有蘇寶盉、李健良题跋。
说明：題跋者蘇寶盉（186l-1938）,字幼宰,光緒丙午貢生,能
承家學,書學李文田。順德博物館藏其行書和楷書作品。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60×37 cm. 23 5/8×14 5/8 in. 约2平尺
YI DACHANG

FLOWER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18,000

159

161

161 华日曾(1878-?) 擬梅道人山水

162

立轴 水墨纸本
1958年作
款识：梅道人用狂草法作书画，独往独来，得公孙大娘舞西湖剑器
之妙。墨分五色，随浓随淡，随浓处如积铁，淡如蝉翼，真
墨戏也。昔年曾见一巨卷长二丈，展玩匝月，有观止之欢。
满思对摹，畏欢未改落笔。近因养疴。家居藉画为消遣，日
事点染，偶有会心。遂发獃兴，贸而追思仿教，顾胆怯腕弱
不能髣髴其浩然之气。藐兹後学，妄希前哲，过邯郸而匍匐
矣。戊戌新秋，曼公华曰曾。
钤印：华日曾印、曼公书画、武陵、曾今岁年龄与米海岳洞天
一品石内之数同

162 陆

恢(1851-1920) 虚亭访友图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秋水连天荷花满望。登波心亭子，依然琉璃世界。何况
斜通，略约故人忽来耶。当之者固喜，即图之者兴復不
浅也。廉夫恢。 钤印：陆友恢印
鉴藏印：涵养轩珍藏印、子埙心赏
说明：旧藏者陈珍，字子埙，号寄翁，室名涵养轩。宁波人，
曾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基金委员。与赵叔孺友善，富书画
收藏。
此作为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132×68 cm. 52×26 3/4 in. 约8.1平尺

86×33 cm. 33 7/8×13 in. 约2.6平尺

HUA RIZENG

LU HUI LANDSCAPE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8,000-12,000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30,000-35,000

163 吴昌硕(1844-1927) 寿石天竹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898年作
款识：老苍画。
错落珊瑚枝，铁网出海底。光绪戊戌元宵灯下。
钤印：仓硕、俊卿之印

145×39 cm. 57 1/8×15 3/8 in. 约5.1平尺
WU CHANGSHUO

STONE AND BAMBOO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400,000-600,000

164 吴昌硕(1844-1927) 行书赠顾麟士
立轴 水墨纸本
1926年作
款识：海隅呼酒记停舟，同听秋笳病未廖。欲赋兵车无健笔，
商量移梦过沧州。赠鹤逸，丙寅岁十二月，吴昌硕年
八十三。
钤印：俊卿之印、昌硕
说明：上款顾麟士，近代海派山水大家。

138×33.5 cm. 54 3/8×13 1/8 in. 约4.2平尺
WU CHANGSHUO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65 蒲

RMB: 250,000-300,000

华(1844-1927) 天竹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花开比珠彩，实结胜珊光。倣李复堂法，蒲华。
钤印：蒲作英

140×35 cm. 55 1/8×13 3/4 in. 约4.4平尺
PU HUA BAMBOO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163

164

165

166

167

166 吴昌硕(1844-1927) 香草园蔬

167 王

震(1867-1938) 芙蓉双禽

扇面 设色纸本
款识：韬庐主人属写香草园蔬。
钤印：俊卿之印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镜心 设色纸本
1924年作
款识：甲子仲春，白龙山人写。
钤印：王震、一亭、红豆林

19×55 cm. 7 1/2×21 5/8 in. 约0.9平尺

32×38 cm. 12 5/8×15 in. 约1.1平尺

WU CHANGSHUO VEGETABLES

WANG ZHEN

Fan leaf,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10,000-150,000

FLOWERS AND BIRDS

Mounted ,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0,000-15,000

168

168 王

169

震(1867-1938) 寒鸦图

169 王

立轴 设色纸本
1917年作
款识：丁巳暮春之初，王震写於海云楼。
钤印：一亭大利、海云楼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147×67 cm. 57 /8×26 /8 in. 约8.9平尺
7

WANG ZHEN

3

FLOWERS AND BIRD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70,000-80,000

震(1867-1938) 猫趣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22年作
款识：壬戌春三月长春纪念，为舜臣先生作，白龙山人王震。
钤印：王震大利、一亭、红豆林

145×51 cm. 57 1/8×20 1/8 in. 约6.7平尺
WANG ZHEN

CAT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55,000-65,000

170

170 吴华源(1893-1972) 竹石图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拂簾劲寒吹，雨气乍来时。吴华源。
钤印：吴华源、子深书画
收藏印：延陵仲子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40×55 cm. 15 3/4×21 5/8 in. 约2平尺
WU HUAYUAN BAMBOO AND ROCK
Mounted, Ink on paper.

171 华开进作，丰子恺题

RMB: 8,000-10,000
唐人诗意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47年作
款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丁亥春，天涯行客
写於锦城。
钤印：华氏、开进
题跋：（丰子恺）眼前现实皆画谱，故古人画竹以为师，退之能
应用此道於人物画，当可为现代中国画开新世纪元，吾与
子共勉之。丁亥年十一月子恺题於贵州遵义。钤印：石门
丰氏
拍卖记錄：2004年，北京拍卖会。

133×69 cm. 52 3/8×27 1/4 in. 约8.3平尺
HUA KAIJIN TANG DYNASTY FIGUR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25,000

171

172

173

172 吴华源(1893-1972) 寒山古木

173 马公愚(1890-1969) 舣舟听泉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45年作
款识：乙酉清和拟古四帧，渔村吴华源並记。
钤印：吴华源、子深、石湖渔隐

立轴 设色纸本
1947年作
款识：舣舟听泉图。叔明先生法家指正，丁亥春，永嘉马公愚。
钤印：公愚书画、冷翁

84×30 cm. 33 1/8×11 3/4 in. 约2.3平尺

69×33 cm. 27 1/8×13 in. 约2平尺

W U H U AY U A N
MOUNTAIN

MA GONGYU

ANCIENT TREES IN TH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5,000-45,000

174

174 谢稚柳(1910-1997) 萝蔔青菜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南田每好题此语，因书之。稚柳。
钤印：谢稚之印、稚衣

33.5×48 cm. 13 1/4×18 7/8 in. 约1.4平尺
XIE ZHILIU VEGETABLES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175 谢稚柳(1910-1997) 翠竹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存义同志属正，稚柳。
钤印：谢稚柳
说明：上款人单存义，为原江苏省国画院司机。
原藏家直接得自上款人家属。

70×34 cm. 27 1/2×13 3/8 in. 约2.1平尺
XIE ZHILIU BAMBOO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40,000-50,000

175

176

176 程十髮(1921-2007) 万世同根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万世同根草图。
钤印：十髮

69×45 cm. 27 1/8×17 3/4 in. 约2.8平尺
CHENG SHIFA OLDTRE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5,000-10,000

177 谢稚柳(1910-1997) 竹石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84年作
款识：谢涛同志属。甲子初冬，壮暮翁稚柳。
钤印：谢稚之信印、稚柳、夕好

104×33 cm. 41×13 in. 约3.1平尺
XIE ZHILIU BAMBOO AND ROCK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00,000-120,000

177

178

178 陆俨少(1909-1993) 秋山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78年作
款识：秋山圖，一九七八年三月，陆俨少於北京。
钤印：陆俨少印、又字宛若、就新居

33×45 cm. 13×17 3/4 in. 约1.3平尺
LU YANSHAO AUTUMN IN THE MOUNTAI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0-180,000

179 陆俨少(1909-1993) 秋寒归云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秋寒扫云留碧空。李贺句。八十叟陆俨少画。
钤印：陆俨少、宛若、穆如馆

45.5×34 cm. 17 7/8×13 3/8 in. 约1.4平尺
LU YANSHAO

COLD AUTUMN

Mounted, Ink on paper.

179

RMB: 100,000-150,000

180

180 唐

云(1910-1993) 芭蕉小鸡

立轴 设色纸本 1983年作
款识：杭人唐云画，一九八三年之春於大石斋。
钤印：药翁、大石翁、敝帚
说明；此件作品为1980年代上海官方送美国友人的礼品，附当
时英文说明。

96×60 cm. 37 3/4×23 5/8 in. 约5.2平尺
TANG YUN

BANANA AND CHICKE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50,000

181

182

181 管平湖(1897-1967) 採莲图

182 马

扇面 设色纸本 1930年作
款识：庚午九月下澣写应纯如仁兄大人雅属，古吴吉厂管平。
钤印：管平、吉安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19×54 cm. 7 /2×21 /4 in. 约0.9平尺
1

GUAN PINGHU

1

BEAUTIFUL LADY

Fan leaf,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50,000-60,000

晉(1900-1970) 隶书毛主席诗句

扇面 水墨纸本
款识：毛主席诗句。伯逸。
钤印：马伯逸

50×16.8 cm. 19 3/4×6 5/8 in. 约0.8平尺
MA JIIN

CHAIRMAN MAO'S POENS

Fan leaf, Ink on paper.

RMB: 5,000-6,000

183

183 溥

佺(1913-1991) 群马图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松窗居士溥佺写於琴书堂中。
钤印：溥佺之印、松窗、意在曹韩、重其神骏
鉴藏印：惠风堂

92.5×49.5 cm. 36 3/8×19 1/2 in. 约4.1平尺
PU QUAN HORSE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189

184-187空號
188 齐良迟(1921-2002) 大利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90年作
款识：庚午岁阑，辛未即来，喜天又寿我一岁，齐良迟。
钤印：白石四子、大匠之门
鉴藏印：加洛所藏
说明：此作品为张加洛将军旧藏。

102.5×33.5cm. 40 3/8×13 1/4 in. 约3.1平尺
QI LIANGCHI LITCHI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189 徐世昌(1855-1939) 事事如意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柿园秋熟。水竹邨人。
钤印：水竹邨人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64×40 cm. 25 1/4×15 3/4 in. 约2.3平尺
XU SHICHANG

PERSIMMO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88

RMB: 10,000-15,000

190

190 齐白石(1864-1957) 牡丹蜻蜓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款识：寄萍堂上老人齐白石八十六岁。 钤印：白石翁
说明：做為畫家，齊白石特殊的人生經歷賦予他獨特的審美趣
味。他的花鳥作品用墨酣暢、用色濃豔，與傳統文人花
鳥畫用色淺淡柔逸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此幅《牡丹蜻
蜓》將大面積的紅色與墨色並呈，牡丹一枝綻放、一枝
含苞，使得畫面顯得變化而又統一。而左上方的蜻蜓
在穩住畫面重心的同時，又能做到粗中有細，動靜相
宜。顯示出齊白石畫作特有的風貌，是一幅畫家晚年
的佳構。

69×34 cm. 27 1/8×13 3/8 in. 约2.1平尺
QI BAISHI PEONY FLOWER AND DRAGONFLY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0-800,000
原作所带木盒

192

191 方

若(1869-1954) 登高图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鸣宸仁兄雅属，方药雨。
钤印：翁山翁
说明：此作为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131×33 cm. 51 5/8×12 1/8 in. 约3.9平尺
FANG RUO CLIMBING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192 陈半丁(1877-1970) 拟石涛山水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款识：丙戌新夏写於闲清居，半丁老人年七十有一。
钤印：半丁老人、陈年印、横扫山河、山阴道上人

68.5×36 cm. 27×14 1/4 in. 约2.2平尺
CHEN BANDI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191

194
193

194 董寿平(1904-1997) 山水
193 郑孝胥(1860-1938) 苍虬图
立轴 水墨纸本  1930年作
款识：西厓世兄雅鉴，庚午小春，孝胥。
钤印：太夷
说明：上款金西厓，为近代刻竹名家。

镜心 设色纸本 1944年作
款识：渊如仁兄大雅之属，即乞正之。时在甲申严冬，董寿平
呵冻。
钤印：寿平、董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85×31 cm. 33 1/2×12 1/4 in. 约2.4平尺

112×43 cm. 44 1/8×16 7/8 in. 约4.3平尺

ZHENG XIAOXU

DONG SHOUPING

PIN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LANDSCAP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0-200,000

195

195 张书旂(1900-1957) 松鹤图

196 徐悲鸿(1894-1953) 劲节

镜框 设色纸本 1951年作
款识：辛卯，张书旂。 钤印：书旂
题跋：义才同志姻兄纪念。一自金门醉菊觞，十年宦 跡 寄遐
荒。此日君家重作客，喜见儿孙满玉堂。子婿皆贤仁
术善，行乎上国令名扬。知公信教唯诚敬，庆祝冈陵
日月长。四十三年驻大溪地总领事，姚定尘撰句 並 属
张书 旂 书。 钤印：书 旂

64.5×50.5 cm. 25 3/8×19 7/8 in. 约2.9平尺
ZHANG SHUQI

PINE TREE AND CRANE

Mounted and fram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50,000-350,000

立轴 水墨纸本
1942年作
款识：明書先生正，壬午，悲鸿。
钤印：徐
鉴藏印：卫国珍藏
出版：《文物天地》第280期，第95页。
说明：据年谱记载：1942年1月，徐悲鸿在云南保山，身边经常
汇聚一群美术爱好者，他对请教者谦和以待，热心铁屑，
总是热情相迎，有问必答；2月，在大理，送画约十六、
七幅，其中包括送赵诚伯《水牛》、《马》，送李世祥《九
方皋》等。
上款人任明书，曾任腾沖中学美术教师，应属当时受教

197

196
於徐氏之青年，方有此机缘得赠大师墨宝。
原藏家直接得自上款人家属。

197 蒋碧薇(1899-1978) 行书书法

68×28 cm. 26 /4×11 in. 约1.7平尺

立轴 水墨纸本 1947年作
款识：丁亥仲夏挥汗书於宗荫室，蒋碧微。
钤印：碧薇

XU BEIHONG

96.5×33 cm. 38×13 in. 约2.9平尺

3

BANBOO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250,000-300,000

JIANG BIWEI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8,000-12,000

198

198 刘海粟(1896-1994) 湖山清晓
立轴 水墨纸本 1922年作
款识：海粟惯看晓月鸡再鸣，披衣登楼，湖山清穆，得少佳趣，
泛手作此。壬戌初秋，刘九。
钤印：墨池清兴
说明：1922年，刘海粟二十六岁，翩翩少年，正是意气风发之
时。“刘九”为其早年署款，因在家中行九之缘故。

167×90 cm. 65 3/4×35 3/8 in. 约13.5平尺
LIU HAISU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200,000-250,000

199

199 张大千(1899-1983) 巫峡清秋
立轴 设色纸本
1934年作
款识：巫峡清秋，写奉秋斋道长博教。甲戌二月，大千弟张爰。
钤印：张大千、大千
說明：巫峽自巫山縣城東大寧河起，至巴東縣官渡口止，全長
46公里，有“大峽”之稱。其以幽深秀麗著稱，整個峽區
奇峰突兀，怪石嶙峋，峭壁屏列，綿延不斷，是三峽中最
可觀的一段。宛如一條迂迴曲折的畫廊，充滿詩情書意。
大千居士筆下巫峽秋景，危岩峭壁，山勢險峻，遠山呈褐
紅色，船行江中，雲霧繚繞，使觀者如行江中，身臨其
境，為巫山險絕而歎奇。主峰山體清俊峭拔，山頂積雪尚
未融，底下已是鬱鬱蔥蔥；山間雲霧繚繞，若隱若現。
上款“秋齋”即王秋湄，1884年生於廣東番禺書香人家。
少承庭訓，刻苦讀書，就讀上海震旦大學。其後投身報
業，宣揚革命，追隨中山先生，先後加入興中會和同盟
會。1918年該公司總部北遷上海後，又先後在北京、天津
等地為該公司經營業務，並參與上海、營口等地的其它商
務，積極扶持民族資本實業。二十年代初定居蘇州。抗日
戰爭爆發後，舉家移居上海直至1944年逝世。

王秋湄一生從事多種職業，但始終不改文人本色。研究
書法歷四十餘年，能書各體，尤擅章草。其章草字體融
合前代諸帖，直續兩漢，以草解隸，以隸成草，圓潤流
轉中遒勁瀟灑，獨樹一幟，在當時尤為行家稱道。除
書法外，王秋湄致力研究文字聲韻，收藏金石書畫及
碑帖，工詩，精字畫鑒定。在文化界交遊甚廣，與章太
炎、黃節、黃賓虹、葉恭綽、張善孖張大千兄弟等人尤
為至交，常詩畫唱和，互相題贈，不時在上海、廣東、
香港等地聯合舉辦書畫展覽。自年輕時起，鼓吹弘揚國
粹，發展民族藝術。早在1912年與黃節、高劍父、陳樹
人等回應好友黃賓虹的呼籲，共同創設廣州“貞社”，
結合書畫界同好，推動金石字畫的研究。1917年與潘達
微等創辦的《天荒》畫報，開創當時國內最大型綜合畫
刊，並載入中國現代漫畫發展史冊。
此作为广州文物商店旧藏。

60.5×39.5 cm. 23 7/8×15 1/2 in. 约2.2平尺
ZHANG DAQIAN AUTUMN IN WUXIA GORG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0-400,000

在张大千的艺术道路上，青城山可称得
上是攀援艺术高峰的一个重要驿站。抗战期
间，他在山上住了近三年，创作了数十首诗
作和千余幅画作。在青城山上清宫内外和
通往山顶的路径旁，这位“青城客”不仅种
了上百棵梅树，还饲养鸟雀和幼猿，供他和
学生写生。后来，有朋友送他一隻小豹，作
画时，小豹就伏卧在画案下面，夜里则睡在
他的床下，散步时，牠服服帖帖地跟在他身
后。他之所以由名家到大家，这与他在青城
山“搜尽奇峰打草稿”大有关係。
青城山以它清幽的景致与瞿塘天下险、
剑门天下雄、峨眉天下秀同享美名。1939
年，作家易君左在《青城山上一大千》文
章中这样描述：“它像一座纯用青色筑成的
城堡，整个山容被高林密树的青光所笼罩，
山以青城而名。”易君左在青城山与张大千
为邻，他常到张大千画室看他作画，摆“龙
门阵”。他总结出张大千成功的三点：天才
高、见识广、锻炼勤。
青城山最高峰是大面山（也称赵公
山），一次，张大千登上大面山，见山脉为
云雾所盖，山容变幻离奇，无论从何角度望
去，都是画稿，他目摹心追，将其景致藏於
腹中。从他作於上世纪40年代的青绿山水画
及中后期的大量画作中，可以读出他对青城
山自然景色的眷恋。青城山生活的积累，为
他中岁以后变法积蓄了能量。
由於青城山永驻张大千心间，旅居域外
后，常有青城山的诗句出现在他的诗文中，
如“平生梦结青城宅”、“自写青城旧佳
山”、“归来犹得住青城”等，表达了他对
青城山的无尽思念。上世纪70年代，他在台
湾将新筑建的两座小亭取名为“分寒亭”、
“翼然亭”，其名源自青城山上两座亭。
1959年，张大千忆起青城山，写下了
“十载投荒愿力殚，故山归计尚漫漫。万里
故乡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的诗句，将
他离乡后的痛楚，希望归乡的急迫寄托於梦
中的青城山。可以说，青城山是张大千艺术
生命中的一座圣山，亦是他胸中的诗山、画
山。

200 张大千(1899-1983) 青城山金鞭崖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青城前山幽邃，後山雄伟，故与他山不同。此写金鞭崖
天仓峰，直当与峨眉爭胜。大千居士，爰。
钤印：蜀郡张爰章、青城客
说明：青城山位於成都平原西北部边缘都江堰风景区内，林木
青翠，四时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
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
青城山分前、後山。前山是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体部
分，景色优美，文物古蹟众多；後山水秀林幽，深藏不
露，极具神秘色彩。金鞭崖是青城後山的主要景点，岩
石呈赭色，一凹处有三石校排列，相传为赵公元帅藏金
鞭处。奇峰峭壁，千巖竞秀，万壑爭雄，十分壮观。
青城之幽素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张大千视青城山为
“川西胜境第一峰”，自号“青城客”並篆刻图章一方；
更有诗云：“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小儿捕
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食栗不谋腰脚健，酿梨长令
肺肝清。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上清借
居》）“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青城
山上清宫》）“百劫归来谢世纷，自支残梦挂秋云。万
派爭流来足底，一身孤置绝人群。”（《青城第一峰》）
青城山是他的世外桃源，僦居上清宫也是他出世思想的
体现，青山白云、 鑁 世高士、山花野蝶，因此而常伫
笔端。

200
1938-1941年、1943-1948年，张大千为避战乱，率家人
门生长年累月借居青城第一峰上的上清宫，寻幽探胜，
游山写生，“酌风云之奇幻，玩草木之英华”，潜心
绘事，作品逾千幅之多，是创作的高峰时期，平生许
多重要作品如《青城山十景》、《老人村》、《味
江》、《仿王蒙雅宜山斋图》、《江堤晚景》等，都
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62年，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
作巨幅《青城山通景屏》，以供卧游，充满对故乡青
城仙都的眷恋之情。
这幅《青城山金鞭崖》应当是1950年代张大千青城山归
来之後所作，淡赭色恰好表现金鞭崖岩石色调；群峰耸
峙，壁立千仞，十分写实。所用仍是石谿一路的笔法，
但浑厚苍润、清新洒脱已是自家性情。他的足跡遍及青
城山的幽谷绝壁，尽情地领略过山中的风雨晴晦，神与
古会，魂与山合，逸兴涌现笔端，一弹指间，便是气象
万千。
此作所用为清代旧纸，纸墨相映，古色盎然。

63×164.5 cm. 24 3/4×64 3/4 in. 约9.3平尺
ZHANG DAQIAN MOUNT QINGCHENG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800,000-2,600,000

200（局部）

201

201 张大千(1899-1983) 五餘图
镜框 水墨纸本
1974年作
款识：六十三年甲寅上元，写似大业仁兄法家正之，蜀人张大
千爰。
钤印：爰皤
说明：张大千一生画风几变，唯独画鱼均以八大为楷模。此作
为其晚岁戏笔，然而小鱼闲云野鹤般的悠然神态深得八
大精髓，洵为佳构。
此作直接得自上款人家属。上款王大业，1929年生於河

北，陆军第22期。渡台後入空军官校，13期毕业，在空
军服务多年。1968年随毛瀛初转任民航局，与大千为世
交。大千知其喜欢钓鱼，故而绘此图赠之。

68.5×45 cm. 27×17 3/4 in. 约2.8平尺
ZHANG DAQIAN

FISH

Mounted and framed, Ink on paper.

RMB: 250,000-350,000

202 张大千(1899-1983) 泛舟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77年作
款识：之华仁兄方家雅教，六十六年中秋
前三日，蜀郡张大千爰。
钤印：丁巳、张爰之印、大千居士、大千
豪髮、己亥己巳戊寅辛酉
说明：该画直接由上款人刘之华家属提供。
刘之华生前任职台湾新北市板桥酒
厂厂长，平日很照顾下属。该下属
跟张大千熟识，请大千先生於中秋
节前题字送这幅画给刘之华。

105×49 cm. 41 3/8×19 3/8 in.
约4.6平尺
ZHANG DAQIAN BOAT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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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203

厉志山，英文名Leech。浙江宁波人，苏州东吴大学法
律科学1928年毕业。民国时期著名律师。1932年前任
“励志社”事务科主任干事，后又在上海任公共租界捕
房律师。抗战时期任“战地服务团”成都区办事处主
任，胜利后当上了励志社副总干事和特种勤务署少将副
署长。（“励志社”1929年1月成立於南京，为蒋介石
模仿日军“偕行社”所办，蒋介石兼任社长，该社是以
黄埔军人为对象，以振奋“革命精神”，培养模范军人
为目的。实际负责的总干事为宋美龄提携的黄仁霖，厉
志山则是时任黄仁霖的副总干事。）1949年厉志山赴
美，供职於亚洲学会，后担任行政院驻美採购团主任秘
书，长驻纽约。

203 张大千(1899-1983) 宴请厉志山菜单
镜心

水墨纸本

釋文：十一月十一日午後七時，為志山道兄洗塵。相邀：魚
糕、蠔豉、麵筋、雞翅、口蘑、油豆腐、蘑芋、合掌
瓜；大烏參（珂）；炒蝦丁（珂）；蠔油鮑脯（雯）；
萱花松菌炒背柳（珂）；清蒸魚（雯）；火腿（珂）；
金鉤筍片（雯）；冬菰豆腐（千）；清湯背柳。
說明：此菜單為宴請厲志山先生所準備。菜名後所注的“雯”
是指張大千的夫人徐雯波，“珂”是張大千的兒媳。每
道菜後面備註的即為烹飪者，“冬菰豆腐”為大千親自
下厨製作。
菜名“相邀”實為川菜的“大雜燴”和湘菜“八寶魚
肚”的結合，由干貝、魚肚、蹄筋、香菇、雞片、火腿
燴製而成。光緒末年此菜被稱為“一品當朝”，當時有
個叫王湘倚的人指桑駡槐，說“什麼一品當朝，分明是
個大雜燴”。他實際上是不滿朝廷，但以後這個菜就叫
“大雜燴”了。張大千嫌此名不好聽，改了個風雅的名
字“相邀”。此處烹飪時材料略作調整。
厲、張二人交情之深，由此家宴菜單可見一斑。厲志山
早歲曾拜王濟遠為師學畫，王濟遠1919年與汪亞塵等加
入了由劉海粟在上海創辦的西畫團體“天馬會”。厲志
山第一次見到張大千便是在上海的天馬會畫展上，據厲
志山晚年回憶，“大千與他哥哥張善孖一起來參加畫
展，那時的張大千已有一髯長鬚，不過顏色是黑的”。
張大千與王濟遠為好友，厲志山對張大千總是以“張老
師”相稱，而大千則稱與自己同庚的厲志山為“志山道
兄”。駐美期間的厲志山曾為張大千在美國舉辦了多次
畫展，助其找回丟失已久的藏畫，又在種種瑣事上給予
了諸多幫助，大千对这些琐事深有感念。

22×48 cm. 8 5/8×18 7/8 in. 约1平尺
ZHANG DAQIAN

Mounted, Ink on paper.

LETTER TO ZHISHAN

RMB: 无底价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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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戊申年贺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徐雯波夫妇1968年致厉志山夫妇贺年卡。
徐雯波署名当为大千代签。

14×43 cm. 5 1/2×16 7/8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Card, Ink on paper.

POSTCARD

RMB: 无底价

205 张大千((1899-1983) 致厉志山信札一通
信札 水墨纸本
释文：方竹笔筒一个，檀木镇纸一方，志山吾兄哂纳。弟爰拜
赠。

29×19 cm. 11 3/8×7 1/2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Letter, Ink on paper.

LETTER TO ZHISHAN

RMB: 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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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壬戌年贺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徐雯波夫妇致厉志山夫妇1982年贺
年卡。“张徐雯波”应为徐雯波女士亲签。

14×38 cm. 5 1/2×15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POSTCARD
Card,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207 张大千(1899-1983) 致厉志山丁未年贺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1967年致厉志山的贺年卡。贺卡封面
所用图原作於2014年在香港苏富比以6620万元港
币成交。

19×23 cm. 7 1/2×9 in. 约0.4平尺
ZHANG DAQIAN POSTCARD
Card, Ink on paper.

207

RMB: 无底价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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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张大千(1899-1983) 致厉志山信札
信札两页 水墨纸本
释文：艺坛主盟二管，大风堂选毫二管，千变万化二管，大千须
眉二管，乳羊毫二管，大千居士笔二管，写经笔二管，艺
坛主盟二管。志山道兄惠予试用，弟爰拜赠。

29×19 cm.(2) 11 3/8×7 1/2 in.(2) 约0.5平尺(每幅)
ZHANG DAQIAN LETTER TO ZHISHAN
Letter,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209 张大千(1899-1983) 書法
卡紙 水墨纸本
释文：志山道兄赐用，大千弟张爰贡。
鉴藏印：厉志山

27×24 cm. 10 5/8×9 1/2 in. 约0.6平尺
ZHANG DAQIAN CLLIGRAPHY
Jam,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209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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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庚申年贺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徐雯波夫妇致厉志山1980年贺年卡。“张
徐雯波”应为徐雯波女士亲签。

14×38 cm. 5 /2×15 in. 约0.5平尺
1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徐雯波夫妇致厉志山夫妇贺年卡。

14×21 cm. 5 1/2×8 1/4 in. 约0.3平尺
ZHANG DAQIAN

ZHANG DAQIAN POSTCARD
Card, Ink on paper.

211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贺卡

Card,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POSTCARD

RMB: 无底价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212

213

212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癸亥年贺卡

213 张大千、徐雯波 致厉志山丁巳年贺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夫妇1983年致厉志山夫妇贺年卡。

贺卡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夫妇1977年致厉志山夫妇贺年卡。

21×22 cm. 8 1/4×8 5/8 in. 约0.4平尺

19×28 cm. 7 1/2×11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POSTCARD

ZHANG DAQIAN

Card,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Card, Ink on paper.

POSTCARD

RMB: 无底价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214

214 张大千(1899-1983) 致志山信札並所贈五老图墨
信札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赠厉志山五老图墨一盒， 並附有当时张大
千手札。品相完好，殊为难得。
五老图墨是一套集锦墨，一盒五锭，式样各不相同。五
老，指宋代初年的五位开国元勋。每锭墨描绘一人，并
有涂金楷书题名，分别为“山阴杜岐公”、“太原王
渔”、“始平冯平”、“沛国朱贯”、“云中毕世
长”。墨背部为题铭，均涂金。製 墨者款识为“苍佩
主人”、“苍佩室”。配黑漆描金盒，盖上有“五老
图墨”字样。墨 係 晚清徽州胡开文墨店的产品。从
这套“五老图墨”可略见晚清胡氏製墨的风格。

29×19 cm. 11 3/8×7 1/2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LETTER TO ZHISHAN
Letter, Ink on paper.

214

RMB: 无底价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215

215 张大千(1899-1983) 致厉志山信札並所贈端砚
信札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张大千亲赠厉志山端砚一方，並附有当时馈赠之手
札。珍藏至今，识者宝之。

29×19 cm. 11 3/8×7 1/2 in. 约0.5平尺
ZHANG DAQIAN LETTER TO ZHISHAN
Letter,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215

Lot203-216为厉志山旧藏

216

216 张大千(1899-1983) 信札五通
信札五通
说明：此为张大千旧时署名之信札五通，若干页，均为
圆珠笔写成。信内容部分应为他人代笔，张大千
亲署中英文名。

27.8×21.5 cm.(18) 11×8 1/2 in.(18)
约0.5平尺(每幅)
ZHANG DAQIAN LETTER
Letter.

217 匡仲英(b.1924)

RMB: 无底价
执笔仕女

立轴 设色纸本 1966年作
款识：丙午三月，湘乡仲英匡时写。
钤印：匡时、仲英

70×44 cm. 27 1/2×17 3/8 in. 约2.8平尺
KUANG ZHONGYING

BEAUTIFULLADY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20,000

张大千绘《执笔仕女》，原
作出版於《张大千画集》第
79页，台湾国立历史博物
馆，1973年出版。

217

218

219

218 孙云生(1918-2000) 暗香

219 孙云生(1918-2000) 茅屋望嶽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75年作
款识：高士有洁癖，美人无冶容。乙卯中秋前修竹池上写，孙
云生家瑞。
钤印：孙家瑞印、云生长年

镜心 设色纸本 1983年作
款识：建国七十二年次癸亥夏四月既望前三日，五峰山中菁园
小筑坐雨，写似维城老弟雅属。孙云生家瑞同在台湾。
钤印：孙家瑞、云生

102×34 cm. 40 1/8×13 3/8 in. 约3.1平尺

82×32 cm. 32 1/4×12 5/8 in. 约2.4平尺

SUN YUNSHENG

SUN YUNSHENG LANDSCAPE

LOTU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2,000-15,00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6,000-18,000

220

221

222

220 李

凖(1871-1936) 篆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1919年作
款识：汉三先生正，戊午九月，李凖。
钤印：李凖之印、直绳金石文字
说明：李 凖（1871-1936），四川省邻水县人。原名继武，派
名新业，亦名木，字直绳，又字志莱，号恒斋、默斋，
别号任庵、平叔。是百年来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最力的海
军高级将领。1912年，李凖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出
任高等军事顾问，後由段祺瑞政府封直威将军。二次革
命后，李被任命为广东宣慰使，前往调停广东局势，
1916年去职，其後隐居天津，以研习书法、撰写剧本度
日。晚年成为书法名家，曾为《大公报》题写报名。李
凖所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至今仍是中国政府
用以证明其对东沙、西沙等海岛主权的重要文献。

165×40 cm. 65×15 3/4 in. 约6平尺
LI ZHUN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6,000-8,000

221 童大年(1874-1955) 金文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海鸣先生属橅邾太宰簠铭文，即希鉴家正篆。龍集尚章

执徐良月，童大年。
钤印：大年、心龛
说明：此作為文物公司旧藏。

136×34 cm. 53 1/2×13 3/8 in. 约4.2平尺
TONG DANIAN SEAL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22 王福厂、褚德彝等

RMB: 30,000-40,000

书法四屏

四屏条 水墨纸本
1941年作
款识：□先生法家正，张启後。
□仁兄先生雅正，辛巳闰夏几望，秀水八十老人沈卫。
临汉杨孟文石门颂，□先生清赏，辛巳秋，褚德彝。
临遹敦铭文，应□先生法家属。辛巳立秋，福厂王褆。
钤印：张启後印、沈衛八十後书、松窗、褚德彝印、王褆私印
说明：此作為文物商店旧藏。

126×43 cm.(4) 49 5/8×16 7/8 in.(4) 约4.9平尺(每幅)
WANG FUAN, ZHU DEYI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80,000-100,000

223

224

223 王福厂(1878-1960)

隶书书法

224 叶为铭(1866-1948) 石鼓文

扇面 水墨纸本
1941年作
款识：辛巳仲秋，錄江上口号诗，奉訢荘先生法家屬，福厂王
禔。
钤印：王褆、福厂六十後书

51×18 cm. 20 /8×7 /8 in. 约0.8平尺
1

WANG FUAN

1

33×76 cm. 13×29 7/8 in. 约2.3平尺
YE WEIMING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镜心 水墨纸本
1939年作
款识：岱文先生雅属，已卯新秋，七三叟叶为铭。
钤印：叶铭日利、叶舟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RMB: 15,000-18,000

225

226

225 谭泽闓(1889-1948) 行书七言联

226 谭泽闓(1889-1948)

行书七言联

对联 水墨纸本
款识：水通曲岸桥依行，路入重林屋近花。开霖仁兄法家正捥，
谭泽闓。
钤印：谭泽闓印、瓶斋

对联 水墨洒金笺
款识：涼丝玉纲千层结，砑粉宫 牋 五色裁。叔琴仁兄法家正
腕，谭泽 闓 。
钤印：谭泽闓印、瓶斋

130×26 cm.(2) 51 1/8×10 1/4 in.(2) 约3平尺(每幅)

133×32 cm.(2) 52 3/8×12 5/8 in.(2) 约3.8平尺(每幅)

TAN ZEKAI

TAN ZEKAI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paper.

RMB: 15,000-20,000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gold paper.

RMB: 15,000-20,000

227

227 罗复堪(1873-1954) 四体书法
镜心（四帧） 水墨纸本
款识：1.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客新宫。王延正师氏。王乎师朕易
师遽贝十朋。遽拜首，敢对扬天子不□休，用作文考旄叔尊簋。师遽敦，季孺
临。钤印：悉檀居士
2.书佐西成王戒字文宝，王府君闵 谷 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
成韩朗字公显，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汉石
门颂，僧虔临。钤印：复堪七十岁後作
3.故荣进之智颓，任逸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驯，则服教从制，长而见羁，则
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复翁甫临唐李怀琳
书。钤印：惇㬊
4.祖穾，周任定州录事参军。钩深索隐，懔风格以绳违。赜要探机，肃霜毫而
糺缪。父幼承诗礼，早奉金 ，绮岁谈天，龆年对月。李纬墓志铭。七十有五
老人罗惇㬊临四体书。

钤印：复堪

24.5×20 cm.(4) 9 /8×7 /8 in.(4) 约0.4平尺(每幅)
5

7

LUO FUKAN CALLIGRAPHY IN FOUR DIFFERENT SCRIPTS
mounted, (four pieces) Ink on paper

RMB: 8,000-10,000
228 李瑞清(1867-1920) 魏碑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关 伯益先生选拓伊阙魏刻百品之一，为从来所未拓。 餘伯仁兄法家正之，清
道人。
印鉴：清道人
说明：上款费餘伯，海派早期画家。

132×53 cm. 52×20 7/8 in. 约6.3平尺
LI RUIQI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28

RMB: 10,000-15,000

229

229 张祖翼(1849-1917) 书法四屏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集乐志论碑。调梅仁兄大人正隶，逖先张祖翼。
钤印：张祖翼印、逖先海外归来之书、长年长寿
说明：上款鐘調梅，字臞仙，浙江嘉興人。善畫山水，專學王、
惲。間作花卉，亦韻秀有致。

130×31cm.(4) 51 1/4×12 1/4 in.(4) 约3.6平尺(每幅)
ZHANG ZUYI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50,000-60,000

230

231

230 吴敬恒(1865-1953) 篆书四言联
对联 水墨纸本
款识：深闳而肆，諔诡可观。西卿先生方家正篆，弟吴敬恒刺
漆园叟语。
钤印：稚晖、吴敬恒印
说明：此作為文物公司旧藏。

164×39 cm.(2) 64 5/8×15 3/8 in.(2) 约5.8平尺(每幅)
WU JINGHENG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paper.

RMB: 10,000-20,000

231 居

正(1876-1951) 对联

对联 水墨纸本
款识：嶽峻生申甫，河清出瑞图。崧高先生属，居正。
钤印：觉生、居正长寿
说明：居正（1876-1951），字觉生，号梅川。湖北广济人。
民国时期“广济五 傑 ”之一，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
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年轻时赴日学习加入中
国同盟会，参与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
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136×32.5cm.(2) 53 1/2×12 7/8 in.(2) 约4平尺(每幅)
JU ZHE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232

232 范之杰(1872-1957) 贈孫传芳八言联
对联 水墨纸本
款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冬春射猎秋夏读书。馨公恪威将军
正集，历山农范之杰。
钤印：范之杰印、陔餘事业
说明：上款孫傳芳，字馨遠。山東歷城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
官學校步兵科，其間入同盟會。民元後，阻止北伐，兵
敗投靠張作霖。張作霖被炸，率殘部退至冀東灤州一
帶，由晉軍收編。此後赴瀋陽，寄食張學良門下，後
在天津被施劍翹刺死。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後，為了改變都督掌握一省大權的
局面，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於1914年下令裁撤各省都
督而設立將軍諸名號。一般的高級軍官，授與將軍；有特
殊功勳者，授與上將軍；各省有督理軍務之權的，授與將
軍，並冠以一“武”字；凡在一省做過都督而被解職來京
者，授與將軍，並冠以一“威”字。將軍的名號屬榮譽銜，
與軍階有別。

233

237×52.5 cm. 93 1/4×20 5/8 in. 约11.2平尺
FAN ZHIJIE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paper.

RMB: 8,000-12,000

233 陈立夫(1900-2001) 楷书五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礼践则德立，乐行而伦清。正一先生雅属，吴兴陈立夫
书。
钤印：陈立夫

135×33.5 cm.(2) 53 1/8×13 1/4 in.(2) 约4.1平尺(每幅)
CHEN LIFU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6,000-8,000

235

234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书法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同扶元气迥阳九，各放光明照大千。我引斯言频展望，
乾坤再造看合天。国林先生，于右任。
钤印：右任

101×34 cm. 39 3/4×13 3/8 in. 约3.1平尺
YU YOUREN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40,000-60,000

235 于右任(1879-1964) 四言书房联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迎新时代，放大光明。昌文先生。于右任。
钤印：右任

69×22 cm. 27 1/8×8 5/8 in. 约1.4平尺
YU YOUREN COUPLET
Mounted, Ink on paper.

234

RMB: 50,000-60,000

236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易经》语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
而知。锡侯先生，右任。
钤印：右任
說明：上款鄧錫侯，字晉康。四川營山人。中國國民黨高級將
領、愛國人士。1906年棄文習武。歷任連長、營長、團
長、師長、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政府四川
省主席。1949年12月率部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曾任四川省副省長等職。

137×20 cm. 53 7/8×7 7/8 in. 约2.5平尺
YU YOUREN

CURSIVE SCRIPT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37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陆游诗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忆昔梁州夜枕戈，东归如此壮心何！蹉跎已失邯郸步，
悲壮空传敕勒歌。今日扁舟钓烟水，当时重铠渡冰河。
自怜一觉寒窗梦，尚想浯溪石可磨。《忆昔》。来往人
间不计年,一枝筇竹雪垂肩。扫除身外闲名利,师友书中
古圣贤。支遁山前饶石水,葛洪井畔惨风烟。小痴大黠
君无笑,买断秋光不用钱。《出游》。 錄 放翁诗。于右
任。
钤印：右任
说明：此作书於荣宝斋旧製玉版宣上。

146×26 cm. 57 1/2×10 1/4 in. 约3.4平尺
YU YOUREN

CURSIVE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36

237

239

238 台静农(1902-1990) 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经纬天地，幽讃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出王家
钱，犬酒直。以败笔书乙瑛碑廿六字，台北市龙坡静者。
钤印：台静农
出版：2015曹容學術論壇論文集，郭先倫出版，p柒-2。

110×26 cm. 43 1/4×10 1/4 in. 约2.6平尺
TAI JINGNO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40,000-50,000

239 台静农(1902-1990) 书法
镜心 水墨纸本
题识：翠微影里晓云平，乱草如烟磵路明。何时结架山腰上，
长听松风猿鸟声。墨池风雨失朝昏，极望迷漫何处村，
欲借白云封谷口，不教车马到閒门。恽南田诗。书奉谦
让、美玉贤兄俪清赏，台静农。
钤印：台静农
鉴藏印：曼诗珍藏

66×32 cm. 26×12 5/8 in. 约1.9平尺
TAI JINGNONG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38

RMB: 25,000-30,000

240

240 赵朴初(1907-2001) 題邓散木印拓
镜心 水墨纸本
1983年作
题签：鲁迅先生诗句，朴初。钤印：赵、朴初
款识：孺子牛。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赵朴初。
钤印：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牛、朴初
说明：此作为赵朴初题邓散木印拓，原藏家直接得自赵朴初家属。

32×34 cm. 12 5/8×13 3/8 in. 约1平尺
34×7.5 cm. 13 3/8×3 in. 约0.2平尺
ZHAO PUCHU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41 郭沫若(1892-1978) 草书书法
镜心 水墨纸本
1942年作
款识：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淚，如君合在月中
眠。民纪卅一年四月自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凡十五日，《屈原》一剧
在陪都国泰戏院上演。瑞芳女士演婵娟一脚，书此奉赠。郭沫若。
钤印：郭沫若
出版：《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第八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5月。
说明：上款张瑞芳（1918-2012），著名表演艺术家。曾扮演1962年的快
嘴“李双双”。

52×22 cm. 20 1/2×8 5/8 in. 约1平尺
GUO MORUO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150,000-180,000
241

Lot242-243为王清华旧藏

242

242 明暘法师(1916-2002) 书法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发展教育，造福後人。王清华先生正之，明暘。
钤印：明暘
說明：明暘法師（1916-2002），曾用名日新。福建閩候人。曾任中國第八
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佛教協會
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寺、寧波
天童寺、福州西禪寺方丈。

33×67 cm. 13×26 3/8 in. 约2平尺
MING YANGFASHI

Mounted, Ink on paper.

243 老

CALLIGRAPHY

RMB: 3,000-4,000

舍(1899-1966) 致王清华信札

信札一开
釋文：王 清華同志：接到了您的信。您提出的四個問題不是簡單幾句話
就能談清楚的。我現在的工作極忙、極多，不暇寫長函專覆，極
感抱歉！中國作家協會出刊的《文藝學習》內時常刊載有關文藝
作品的文章，希望您看看，也許會有些幫助。匆覆，並致敬禮！
老舍 七·三〇
出版：《凡人顾影》第92页，王清华著，2005年12月。
说明：此件老舍信札附上款人王清华的亲笔说明一页。

25×17.5 cm. 9 7/8×6 7/8 in. 约0.4平尺
LAO SHE LETTER TO WANG QINGHUA
Letter.

243

RMB: 28,000-36,000

244空号
245 黄二南(1885-1971) 贈太虚荷花
立轴 水墨绢本
款识：太虚法师法正，二南舌画。
钤印：二南舌画
题跋：画 心 並 有太虚法师两次题跋，以及张学智、陈度、宋嘉俊题
跋。
著录：《太虚法师全集》之《己卯日记》。
說明：上款人为近代著名高僧太虚（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
太虚法師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據太虛法師《己卯日記》記載，“三月……十二：觀黃二南舌
畫。稽古有秦弘始時梵僧，遷絞烈義，墨吐雲龍；及五代僧了
然，揮舌成畫。今居士獨奮千載之下，親睹口粲蓮花，因有斯
贈：‘秦代墨噴烈義，唐季畫吐了然；居土獨傳衣缽，親見口
吐妙蓮’。”其中所述者即為是作。
畫心有太虛法師題跋两次，所用二詩均見收錄於《太虛大師全
集》之《潮音草舍詩存續集》中。
黃二南（1884-1972），原名輔周。曾就讀於山東高等學堂，
後赴日，和李叔同是日本上野美術學校同學，並參加了李叔同
組織的“春柳社”。孫中山曾對黃氏的演出大加讚賞。黃二
南善舌頭畫，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解放前，黃氏曾在
北京、天津青島等地舉辦畫展，引起轟動。解放後移居北京，
50年代初被聘為北京文史館館員，並任北京市政協委員。
題跋者陳度（1865-1941），字古逸，晚號琴禪居士。雲南廣西州
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歷官
吏部文選司主事、議選處總辦兼派辦處詳覆官、雲南造幣廠總
辦。光緒末年，他在雲南省宣導戒煙及婦女放足，對改變社會
風氣作過努力。民國時，任雲南外交司副司長、政務廳第一曹
參事、都督府秘書官。為“晚清雲南四才子”之一。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106×34 cm. 41 3/4×13 3/8 in. 约3.2平尺
HUANG ERNAN

LOTUS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10,000-20,000

245

太虛法師：答張曦問(八則)
問一：唯識不認識外有境，一本十支，皆反覆推
明此義，然影像之外，非無本質。成立本質，取證雖
多，以破極微和合、方分種種反證為最有力。按本質
之名，易混外物，迷者易執。精而言之，外物有無，
可置勿許，縱許實有，終非吾識之所得緣，所得緣者
仍識而已。此系揣度，不知有當否？
問二：近人或謂二十論天親如夢之答，亦有不極
成處。讀者不可執著，以夢無他心，醒有他心，三境
有異。此說似甚精到，弟子對於茲喻亦尚有疑：醒時
之山雖有時無，一到有山之處，山可立現；夢時村舍
雖有時有，一經醒後，難可再尋。一則有主，一則任
運。執為盡同，亦不應理，不知然否？
問三：本質塵亦名疏相分，惟第八能現乎？抑前
七皆能現乎？
問四：生而瞽聾，其現出相分必甚簡單，是否其
眾同分中即有所缺欠。
問五：二十論有“異大種”，基記甚略，望詳
示！
問六：性宗、禪宗皆不立階段，直證圓成；唯識
法相廣詮依他；世間學問則遍計所執而已。此解有誤
否？
問七：貓之捕鼠，頗難尋思。貓為能殺，鼠為所
殺，揆理當不外兩途：甲則鼠前生負命債，而貓今生
捕食以報之；乙則鼠無命債，今生殺業由貓自造。以
為甲也，則人亦有前生害命而今生抵償者，何以人見
人或殺或不殺，而貓見鼠則必捕？以為投胎作鼠，必
有夙債，則應一一被捕，無有孑遺，何以不被貓食之
鼠，數仍累累？此甲理之難通者也。以為乙也，則貓
個個皆造殺業，來生應一一受報，捕殺貓者，又是某
類？即有“其類”，見貓必殺，如貓之於鼠。則“其
類”亦必有報之者，如“其類”之於貓。以類報類，
推至無窮，不可究詰，此又乙理之不可解者也。若謂
貓之殺鼠，出之生性偶然，則輪回因果之說，登時被
破。究竟貓之能殺，果乎？因乎？鼠之所殺，因乎？
果乎？
答一：本質境對影像境言，自識親緣皆為影像，
其疏托者則名本質。或為“自有情”之他識相分，若
六識相分之疏托第八識相分為本質；或為“自他有

情”之他心心所，若六七識及他心智之以心緣心，疏
托現行他心心所為本質；或為“他有情”之他識相
分。若欲界有情緣色界或佛淨土，疏托之上界有情或
佛菩薩等之他識相分為本質。對此識之親緣影像，雖
雲本質，而仍為他識或他識之親緣影像。識者、通指
一切有情，各有八識之總稱，決定無識所不緣之識外
境，故雲唯識；非以“縱有外物識不得緣”之識外境
為本質，但以識所緣到為唯識境也。
答二：醒時、夢時，應以覺時、迷時為例，不應
以有山處、無山處為例。醒時有山處、無山處，應以
夢時有村舍處、無村舍處為例，不應以醒時、夢時為
例。迷中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可思准之！
答三：詳第一答，思准之！
答四：其現行缺某識，亦即缺某識之相分，然種
子仍具有之；或第八識所變器界亦仍具有之，故聾盲
根身轉為聰明根身時，眼、耳識現，眼耳識相分亦
現。
答五：此間暫無二十論參考，容後查答。
答六：法性、法相，說明之方法有殊，事實之轉
進無異。觀有為相即無為性，故無階段；從有漏道進
無漏道，故有階段。世俗學說，大都不離計執，然間
有略知依他者，但不能證圓成。
答七：貓之捕殺於鼠，貓眾同分業與鼠眾同分業
之報也。人與人之或相殺或不相殺，應以此貓與彼
貓，或此鼠與彼鼠為例，不應以貓與鼠為例。鼠被貓
食，雖亦為鼠同分業之一種，然鼠自以鼠業受鼠報，
不專以供貓食而為鼠；猶豬、魚等或為人食，非專以
供人食為豬魚，故盡可有不為貓捕殺之鼠。而貓亦不
專以食鼠而為貓，故亦盡可食他物及作貓事。鼠被貓
食，雖系還債，然非鼠所知，亦非鼠所甘心，故仍必
銜怨圖報，亦果亦因。貓之殺鼠，雖為收債，然貓殺
鼠亦仍為殺業，亦果亦因。以亦因故，鼠死或為貓，
貓死或為鼠，以互相報償─或牽以他業，暫不相報
─。
若人之相罵相打，非一方或雙方之覺悟，或甘心
受報，或釋怨不求報，勢難停止。此眾生之所以輪回
不已，而“惟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為能解脫，
以恩報怨為能濟度也。所舉甲乙二例，各偏一邊，故
皆不當於理。

Lot246-250为同一上款，文物商店旧藏

246

張曦（1887-1970），字雲石，甘肅天水人。宣統己酉科拔員，
朝考一等。1916年江蘇省第二師范學校本科部畢業。幼承家學，
耽研經史，精於小學、佛學。學術譯稿多毀於十年動亂。1928年
創建國文系，任蘭州大學系主任至1946年。

246 梁漱溟(1893-1988) 致张曦信札
信札二开 水墨紙本
信封：甘肃秦州东城根，张晴麓先生启，北京缨子胡同梁。
释文：晴麓仁兄足下奉，复悉拙著敬赠一册，由邮寄上，其陈著
仍请直接向北京大学出版部函购，似不独陈著（哲学概
论）当购，尚有杨怀中先生《伦理学根本问题》、《西
洋伦理学史》（两册）及陈百年先生《心理学大纲》皆应
购读，以增知识，因西文书既不能读此种译文，不容再忽
也。书价约两元，可辨此复即问学益制，漱冥顿首。拙著
下册出书再当寄奉，寄来邮票一元，除用暂存。

27×17 cm.(2) 10 5/8×6 3/4 in.(2) 约0.4平尺(每幅)
LIANG SHUMING
Letter, Ink on paper.

LETTER TO ZHANG XI

RMB: 20,000-30,000
246（信封）

Lot246－250为同一上款，文物商店旧藏

247

247 梁漱溟(1893-1988) 致张曦信札
信札一开 水墨纸本
信封：顺治门外下斜街，甘肃秦寓，张晴麓先生，缨子胡同梁缄。
释文：惠书敬悉，此项集合尚来拟定妥适办法，有暇请（每日下午均
宜先以电话问明更妥）先过冥一谈，何如？手复即颂学安，漱
冥顿首。作复稍迟，乞恕。

25×16 cm. 9 7/8×6 1/4 in. 约0.6平尺
LIANG SHUMING
Letter, Ink on paper.

LETTER TO ZHANG XI

RMB: 20,000-30,000

Lot246－250为同一上款，文物商店旧藏

248

248 梁漱溟(1893-1988) 致张曦信札
信札一通（五页连封） 水墨纸本
说明：此信共五页，洋洋洒洒，大体描述教育界时势之艰难，
行事之不易。信中亦谴责章士钊对教育办事不力，鼓励
张曦正值富盛之年，可大展宏图云云。

26×37 cm.(5) 10 1/2×14 5/8 in.(5) 约0.9平尺(每幅)
LIANG SHUMING LETTER TO ZHANG XI
Letter,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Lot246－250为同一上款，文物商店旧藏

249（信封）

249 熊十力(1885-1968) 致张曦信札
信札一通（三页连封） 水墨纸本
说明：此为熊十力答张曦若干问题，多为
佛学类。信中自 云“挥汗写此，不
尽意”，当为溽暑难耐，急就而成，
故而涂改颇多，熊君性情由此亦可
见一斑。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繼智、
升恒、定中，號子真、逸翁，晚號
漆園老人。湖北省黃岡人。中國著
名哲學家、思想家。新儒家開山祖
師，國學大師。與其三弟子（牟宗
三、唐君毅、徐復觀）和張君勱、
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為“新
儒學八大家”。1949年以後，以特
別人士身份邀請參加首屆全國政治
協商會議，後被選為全國政協二、
三、四屆委員。因反對文革，絕食
身亡。
熊十力著有《新唯識論》、《原儒》、
《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
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哲學觀
點以佛教唯識學重建儒家形而上道
德本體，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
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
及中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
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
學之傑出人物”。

28×40 cm.(3) 11×15 3/4 in.(3)
约1平尺(每幅)
XIONG SHILI LETTER TO ZHANG
XI
Letter,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49

Lot246－250为同一上款，文物商店旧藏

250

250 梁漱溟、欧阳渐、叶恭绰等

致张曦信札

信札八通（均连封） 水墨纸本
说明：此件拍品计信札八通，分别为：梁漱溟一通，叶恭绰两
通，江亢虎两通，欧阳渐两通，汪东一通。
江亢虎（1883-1954），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文化学者和政
治人物，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中国无
政府主义的鼻祖，但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是
毛泽东提及过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他曾蒙孙中山先
生赏识，却又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文化大汉奸的身份
终其一生，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江西宜黄人。近代著
名佛学居士。欧阳竟无一生著述甚丰，晚年自编所存著
作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餘卷，均由支

那内学院蜀院刻印，今则有金陵刻经处新版本流通。
汪东，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
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能铁血也能风雅的革
命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对帝制、宣传民主
革命为活动，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大共和日报》总
编辑、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尺寸不一
LIANG SHUMING, OU YANGJIAN, YE GONGCHUO
LETTER TO ZHANG XI
Letter,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52

ZHANG SHIZHAO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51

RMB: 40,000-60,000

251 章士钊(1881-1973) 行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1943年作

款識：騷人訪我古城隅，巴子當年擲髑髏。戰伐未終詩瘦盡，
室廬如舊客來疏。廚空難得兵間酒，囊澀矜餘海市菰。
送子出門雲已墨，可知行馬障修塗。右寄但植之一首，
錄為景熹仁兄大雅屬。癸未秋，孤桐章士釗。
鈐印：孤桐長壽
說明：上 款人景熹為翁平（1907-1998），號景熹，廣東人，
知名記者，曾任中央通訊社副主任，負責文化方面的工
作。翁平好書畫，熱衷收藏，並與藝術家交往甚篤。其
珍藏包括當時香港、臺灣知名的藝術家贈與的畫作，如
趙少昂、溥儒、于右任、關山月等。

73×23 cm. 28 3/4×9 in. 约1.5平尺

252 罗家伦(1897-1969) 行书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君嫂贤姐正之，家伦錄越漫诗。
钤印：罗家伦
说明：上款张默君(1883-1965)，女，原名昭汉，字漱芳，英文
名莎非亚，湖南省湘乡县人。中国民主革命家，妇女运
动先驱，中华民国教育家，记者。

61×33.5 cm. 24×13 1/4 in. 约1.8平尺
LUO JIALUN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22,000-28,000

253

253 蔡元培(1868-1940) 行书龙门对
对联 水墨纸本
款识：水远浮鸥犹浩荡，霜高残菊更芬芳。镜澄先生正，蔡元
培。
钤印：蔡元培、孑民
说明： 上款李壽銓(1859-1928)，字鏡澄，江蘇江都人。李氏
是“萍鄉煤礦創始之人”（盛宣懷語），又是同盟會會
員、南社詩人和萍瀏醴起義的組織者之一。
1905年8月，華興會和興中會等合併為統一的同盟會，孫
中山和黃興分任正副領袖。李壽銓便經黃興介紹參加同
盟會。李壽銓遂以安源為基地，積極支援黃興的革命活
動。黃興先後手贈李壽銓照片多幀，並親書對聯贈李壽
銓，聯曰：“襟懷欲吐天開朗，意氣相傾山可移。”以
紀念兩人深厚的革命友誼。又書贈橫額“博雅”兩個大
字，其上加蓋一長方白文圖章，文曰：“剷除世界一切障

礙使者”。
同在1905年，蔡元培被孫中山委任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
責人。自此，李壽銓與蔡元培既是同盟會同仁，亦均為
南社擁戴者，二人必然多有交往。
此聯形制為龍門對，在蔡元培的書法作品中頗為稀見。
內容亦相當勵志：“水遠浮鷗猶浩蕩”蓋指李壽銓雖遠
在湖南、江西一帶，但反清活動如火如荼；“霜高殘菊
更芬芳”指面對清廷的反撲，革命熱情更為強烈。寥寥
數語，二人間的革命情感卻跃然纸上。

82×37.5 cm.(2) 32 1/4×14 3/4 in.(2) 约2.8平尺(每幅)
CAI YUANPEI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paper.

RMB: 300,000-500,000

Lot254－255为同一藏家提供

254

254 梅兰芳(1894-1961) 行書书法
镜心 水墨绢本
1919年作
款识：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梅兰芳。
钤印：梅兰芳
说明：1919年4月4日，梅蘭芳赴日本舉行公演，這是梅蘭芳生
平第一次到日本演出。此二件作品（lot.254-255）即為
在日期間所书。

31×49 cm. 12 1/4×19 1/4 in. 约1.4平尺
MEI LANFANG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55 梅兰芳、德田秋声

RMB: 20,000-30,000
書法並嫦娥奔月

立轴（二件） 设色纸本、水墨绢本
1919年作
款识：（梅兰芳）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梅兰芳。
（德田秋声）支那名曲一，嫦娥奔月，秋声。
钤印：梅兰芳
說明：德田秋聲(1871-1943)，日本小說家。青年時代從事文學
創作。早期屬硯友社作家，師法尾崎紅葉，與泉鏡花等
人並稱“紅也門下四金剛”。1908年發表中篇小說《新
家庭》，按照自然主義的主張，勾畫一對市井夫婦平庸
生活的灰色圖畫。此後陸續出版《足跡》、《黴》、
《爛》、《粗暴》等長篇小說。

127×34 cm.(2) 50×13 3/8 in.(2) 约3.9平尺(每幅)
MEI LANFANG, DETIANQIUSHENG
CHANG 'E FLYING TO THE MOON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 Ink on silk.

GODDESS

RMB: 80,000-100,000

255

256

256 程砚秋(1904-1958) 赠杨傑书法
立轴 水墨洒金腊笺
款识：耿光先生四十晉一大庆，程砚秋写无量寿经奉祝。
说明：上款人楊傑（1889-1949），字耿光。雲南大理人。民國
時期著名軍學泰斗，和蔣百里、白崇禧、劉斐一起被外
國人稱為“中國三個半參謀長”。1949年因傾向革命，
放言無忌而被蔣介石親自下令暗殺。
    程硯秋，著名京劇演員，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藝術的創
始人。初名程菊儂，後改豔秋，1932年起更名硯秋。按
上款人生日推論，此作品應創作於1930年，故署名仍使
用早期的“豔秋”款。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82×39 cm. 32 1/4×15 3/8 in. 约2.9平尺
CHEN YANQIU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57

257 王瑶卿(1881-1954) 江渚松风
立轴 设色纸本 1928年作
款识：戊辰秋九月，凤山先生雅正。王瑶卿。
钤印：瑶卿
說明：上款王鳳山（1916－1992），北京人。著名相聲演員、王
派快板創始人。他創立了以“俏”字著稱的王派快板，並
以此享譽曲壇。晚年為馬三立捧哏。
    此作為文物公司舊藏。

101×33.5 cm. 39 3/4×13 1/4 in. 约3平尺
WANG YAOQING

PINE TRE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0,000-20,000

258

258 溥

259

儒(1896-1963) 松崖

259 溥

儒(1896-1963) 红叶秋禽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锡乾先生之属，心畬。
钤印：旧王孙、溥儒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红叶秋禽图。心畬。
钤印：溥儒之印

85×28 cm. 33 1/2×11 in. 约2.1平尺

85×28 cm. 33 1/2×11 in. 约2.1平尺

PU RU

PU RU

PINE TRE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50,000-60,000

FLOWERS AND BIRD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60

260 溥 儒(1896-1963) 韩愈诗意图
镜心 设色绢本
款识：坐茂树以终日，写韩退之文意。心畬。
钤印：溥儒
出版：《溥心畬书画全集》（山水篇）第125页，乾隆图书无限
公司，1978年。

《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上）第114页，台湾商务印书
馆，1993年。
說明：溥心畬喜歡畫松柏與枯樹，他曾對學生說：“如果你能
把松柏與枯樹畫好了，其他什麼樹都沒問題了。因為松
柏象徵清高孤傲的人品，假若你沒有這樣高尚的人格，
就表現不出松柏的這種性格。”

260（出版物）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語出韓愈的《送李願歸盤谷序》，亦是溥心畬的
自我寫照。整幅作品僅以孤立於石上的松樹和眺望遠方
的高士來表現，畫面留下大半空白。單純的構圖、空靈
的畫面，營造出一個遼闊閒適的空間和具有儒家氣息的
世界。

22.5×45 cm. 8 7/8×17 3/4 in. 约0.9平尺
PU RU

POETIC PAINT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50,000-300,000

262

261 溥

儒(1896-1963) 碧潭扬帆图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楚岫千峰碧，湘潭一叶黄。敬明先生教正，溥儒。
钤印：旧王孙、溥儒
说明：上款“敬明”为台湾师大教师。

121×38 cm. 47 5/8×15 in. 约4.1平尺
PU RU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62 溥

RMB: 150,000-250,000

濡(1896-1963) 奇松图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奇松倒挂一枝斜，石进崎岖路縳賒。秋色萧條人跡少，
空江云影送归鸦。詠香女弟属，溥儒。
钤印：旧王孙、溥儒、明夷生
說 明：上款吴詠 香（1913-1970），福建闽侯人。先後 师从齐
白石、溥儒、黄宾虹等习画，1948年赴台，1955年起，
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讲师、教授。

48.5×26.5 cm. 19 1/8×10 3/8 in. 约1.2平尺
PU RU LANDSCAPE
Mounted, Ink on paper.
261

RMB: 60,000-80,000

263（出版物）

263 溥

儒(1896-1963) 贈朱省齋楷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1955年作
款识：岁在乙未五月，省齋先生属写唐常建破山寺後禅院诗。西山逸
士溥儒。是时同客江户。
钤印：心畬、溥儒
出版: 《書畫隨筆 》，朱省 齋 著，新州世界 書 局有限公司，1958年出
版，第17頁。
说明：上款朱省齋（1902-1970），本名朱朴，字樸之，號樸園，晚
年改名朱省 齋 ，出生於江 蘇無錫。朱氏就讀於上海的中國公
學，畢業後進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擔任編輯，後來加入
國民黨，被派往歐洲考察，在歐洲期間，他結識了汪精衛等一
些國民黨籍人士。朱朴回國之後，在汪精衛和友人的引薦下，
開始了棄文從政生涯，曾出任過一些國民政府經濟管理部門中
的閒職。1942年朱樸在上海創辦文史雜誌《古今》半月刊，晚
年移居香港以書畫買賣和鑒藏為業，和張大千，吳湖帆，溥心
畬等大人物皆有交往。
朱省齋《書畫隨筆—記溥心畬先生》文中，記載了他求此墨寶
的始末，以下摘錄自文中片段:“大千，我已認識多年了，並
且是我生平知己之一。至於這位溥先生呢，則雖神交已久，可
是直到最近，方獲識荊 ...... 所以一見面後就盡棄客套，無話不
談，彼此頗有恨晚之感了。”“我固然非常愛好他的畫，可是
我更欣賞他的字，尤其是他的正楷。因此，我就再老實不客氣
的求他為我寫一首常健的”破山寺後禪院詩”。晉唐風格，典
型具在，特以製版，藉供共賞。”

263

38.5×29.5 cm. 15 1/8×11 5/8 in. 约1平尺
PU RU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64 溥

RMB: 40,000-60,000

儒(1896-1963) 行书五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幽花垂破壁，髡柳卧颓墙。心畬。
钤印：旧王孙、溥儒
说明：此联所用为寒玉堂自制瓦当纹笺纸。

70×20 cm.(2) 27 1/2×7 7/8 in.(2) 约1.3平尺(每幅)
PU RU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80,000-120,000

264

266

265

265 溥

儒(1896-1963) 草書书法

266 溥

儒(1896-1963) 草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板筑依高岸，窗扉生夕涼。雨声连水木，岩气变青苍。
心畬。
钤印：溥儒之印、心畬翰墨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嘉前先生正腕，溥儒。
钤印：心畬翰墨

101.5×38 cm. 40×15 in. 约3.5平尺

67×33.5 cm. 26 3/8×13 1/8 in. 约2.1平尺

PU RU

PU RU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35,000-40,000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35,000-40,000

267

267 溥

儒(1896-1963) 海鲜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62年作
款识：壬寅七月戏作，心畬。
钤印：溥儒
說明：心畬先生好吃，在友人、弟子間是出了名的，或許在開懷享用美食
之際，也是其抒悶解憂的一種方式。這件繪於1962年七月題為戲筆
的作品，交互運用赭石、花青、淡墨，極傳神地畫出魚、蝦、蟹、
蛤蜊等海味，雖寥寥數筆，但水產的鮮活生態盡顯於斯。
臺灣於夏、秋之交是各類海鮮盛產的季節，溥老在飽口腹之欲的同
時，猶能運其生花妙筆寫照若此，實令吾輩嘆服不已。

30×57 cm. 11 3/4×22 3/8 in. 约1.6平尺
PU RU

SEAFOOD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20,000-150,000

268 江兆申(1925-1996) 清谈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65年作
款识：乙巳夏六月写奉雪村先生雅教，江兆申画。
钤印：江兆申印

66.9×34 cm. 26 3/8×13 3/8 in. 约2平尺
JIANG ZHAOSHEN

LANDSCAP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68

270

269

269 黄君璧(1898－1991)

秋溪策杖

立轴 设色纸本 1946年作
款识：秋溪策杖。甲辰初冬画於白云堂，黄君璧。
钤印：黄君璧、君翁

89×28.5 cm. 35×11 1/8 in. 约2.3平尺
HUANG JUNBI AUTUMNAL SCENERY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20,000-150,000

說明：上款人鄭君烈，中山厚興人。曾任廣東中山縣教育局長、
中山縣立中學校長。在檀香山活躍於社團活動。1923
年，中國駐檀領事館湫隘簡陋，鄭君烈做為“籌捐購置
領事館費委員會”成員之一，曾積極促成檀島新領事館
的建成。其專著有《檀山華僑》一書，多為檀香山華僑
史研究論著所引。君烈熱心公益，由此結識了眾多著名
的學者、藝術家及前清賢士政客，並與他們建立了真摯
的友誼。
此作与本公司15年秋拍郑君烈旧藏书画专题为同一藏家
提供。原藏家直接得自郑氏家属。

81.5×34 cm. 32 1/8×13 3/8 in. 约2.5平尺
270 赵少昂(1905-1998) 松树
镜心 设色纸本 1949年作
款识：君烈先生大厦落成誌庆。三十八年四月公达校长属予写
此，奉祝万年。赵少昂於广州大学。
钤印：少昂

ZHAO SHAOANG PINE TREE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71

271 欧豪年(b.1935)

集勝房书画

镜心 水墨纸本
2013年作
款识：集勝房书画。癸巳春和，欧豪年题。
钤印：欧豪年

34×132 cm.

13 3/8×52 in. 约4平尺

OU HAONIAN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72 周敏华(b.1936)

RMB: 6,000-8,000

蟹甕图

立轴 设色纸本
诗堂：（梁粲缨）题周敏华蟹甕图，周千秋句梁粲纓书，千禧冬月於迈亚
密。钤印：周千秋梁粲缨诗书画
题跋：（赵少昂）敏华女弟拟予所作颇得神趣，顷索其作品将之美洲，□□
艺事频行，书此属题，欣然为归之，乙酉春二月，少昂於香岛。
（林清霓）壬子九秋，林清霓题。
（张大千）江上蓴鲈不用思，秋风吹绽綠荷衣。何妨夜壓黄花酒，笑擘
霜螯紫蟹肥。乙卯十月，可义仁兄属题，大千张爰。
（侯北人）侯北人题於老杏堂。
（黃磊生）把酒持蟹。丙辰之秋，磊生题。
钤印：叔仪、赵少昂、画河林氏、清霓、张爰之印、大千居士、黄磊生
说明：周敏华，祖籍东北，父辈宦游粤中，落藉广州。1936年出生於书香
世家，早年香港中国国医学院毕业，是美国著名二战功勋军医曹棣
华先生的夫人，书画大师赵少昂的得意弟子。曾任首屆微针系统国
际研讨会大会主席，第七、八、九屆世界中医大会共同主席，美国
加州政府针灸执照考试官CCAA暨中医药针灸协会会长。一九六九
年定居加州行医济世，是享誉海內外著名头皮针灸专家曾任加州医
学院教授，现为美洲中医药针灸协会会长。

诗堂：33×58.5 cm. 13×23 in. 约1.7平尺
画心：117.5×58.5 cm. 46 1/4×23 in. 约6.2平尺
ZHOU MINHUA CRAB BY THE JAR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72

273

274

273 欧豪年(b.1935)

芦雁图

274 欧豪年(b.1935) 山水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豪年。
钤印：欧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庚戌冬日，画应其武先生雅命，豪年。
钤印：欧、竹移轩

57.5×83.5 cm. 22 5/8×32 7/8 in. 约4.3平尺

34.5×58.5 cm. 13 5/8×23 in. 约1.8平尺

OU HAONIAN

OU HAONIAN

WILD DUCK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LANDSCAP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75

275 王为政(b.1944)

小浣熊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为政作。
钤印：王氏、乐思穆、为政画印

33×44.5 cm. 13×17 1/2 in. 约1.3平尺
WANG WEIZHENG RACOO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5,000-6,000

276 黄磊生(b.1928)

茂林图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磊生。
钤印：黄
说明：黄磊生，1928年出生於广东台山。台湾著名画
家。自幼爱好书画，浸淫古典名籍。1949年拜
当代宗师赵少昂门下，博采精研，所作花卉、
翎毛、虫鱼、山水、走兽、人物，构图命意赋
色均有独到的新格调；其挥毫作画，笔下若万
马奔腾、气势磅礴、笔法轻快淋漓、博得艺坛
盛誉。

83×60 cm. 32 5/8×23 5/8 in. 约4.5平尺
HUANG LEISHENG

LANDSCAP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276

277

277 方楚雄(b.1950) 野趣
镜心 设色纸本
1995年作
款识：乙亥，楚雄。
钤印：岭东人氏、方楚雄印
出版：《中国当代经典画风》，李成林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
《名家翰墨—方楚雄》，香港翰墨轩出版。
说明：方楚雄，广东汕头人。自幼酷爱绘画，六岁拜王兰若为
师，后又随刘昌潮习画。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美术
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国画艺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
兼职教授。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评为97中国画坛百傑。

69×68 cm. 27 1/8×26 3/4 in. 约4.3平尺
FANG CHUXIONG

TWODOG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77（出版物）

RMB: 80,000-120,000

278

279

278 陈文希(1903-1992) 长臂猿

279 杨善深(1913-2004) 群鸡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文希作。
钤印：陈文希印

镜心 设色纸本 1978年作
款识：戊午长夏戏写，善深。
钤印：杨

65.5×65.5 cm. 25 3/4×25 3/4 in. 约3.9平尺

33.5×34 cm. 13 1/4×13 3/8 in. 约1平尺

CHEN WENXI

YANG SHANSHEN SHICKENS

GIBBON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80,000-90,00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18,000

280

280 黄

胄(1925-1997) 群猪图

镜心 水墨纸本
1983年作
款识：黄胄於太湖小小居。癸亥年冬。
钤印：黄胄之印

71×71.5 cm. 28×28 1/8 in. 约4.6平尺
HUANG ZHOU PIG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50,000-180,000

281

281 黄

胄(1925-1997) 梅花蜜蜂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黄胄写。
钤印：黄胄画

34.5×50 cm. 13 5/8×19 5/8 in. 约1.6平尺
HUANG ZHOU PLUM BLOSSOM AND BEES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70,000-80,000

282 许麟庐(1925-1997) 鹰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竟仁同志教正，渤海许麟庐写於竹箫斋。
钤印：许麟庐印、竹箫斋

97×58 cm. 38 1/4×22 7/8 in. 约5.1平尺
XU LINLU EAGL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80,000-90,000

282

Lot284－286为同一上款

283

283 石

虎(b.1942) 人物

立轴 设色纸本
1987年作
款识：丁卯岁，石虎写。
钤印：石、虎

69×60 cm. 27 1/8×23 5/8 in. 约3.7平尺
SHI HU FIGUR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0,000-20,000

284 刘宝纯(b.1932) 春风花草香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春风花草香。海英贤姪清赏並正之，铁槎山人写。
钤印：刘宝纯印
说明：Lot.284-286为同一上款，由同一藏家提供。

68×42 cm. 26 3/4×16 1/2 in. 约2.6平尺
LIU BAOCHUN
BREEZE

BLOSSOM IN THE SPR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84

RMB: 8,000-10,000

Lot284－286为同一上款

285

285 刘宝纯(b.1932)

286

山水

286 刘宝纯(b.1932) 茂松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海英贤姪清赏，铁槎山人写。
钤印：刘宝纯印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海英贤姪观之，铁槎一山人。
钤印：刘宝纯

133×68 cm. 52 3/8×26 3/4 in. 约8.1平尺

137×68 cm. 53 7/8×26 3/4 in. 约8.4平尺

LIU BAOCHUN LANDSCAPE

LIU BAOCHUN PINE TRE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287

288

287 楚图南(b.1899)

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馨香千秋。楚图南。
钤印：高寒八十以後书

31.2×115 cm. 12 1/4×45 1/4 in. 约3.2平尺
CHU TUNAN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88 冯其庸(b.1924)

RMB: 20,000-30,000

花卉四屏

四屏条 设色纸本
款识：蕉荫赏趣。冯其庸於京华。
冯其庸。
大利图，冯其庸。
东来紫气。宽堂冯其庸。
钤印：冯其庸印、宽堂临摹

137×33 cm.(4) 54×13 in.(4) 约4.2平尺(每幅)
FENG QIYONG

FLOWER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4,000-30,000

289 王明明(b.1952)

289

驴背敲诗图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驴背敲诗图。明明画。
钤印：王明明印、法随心生

69×69 cm. 27 1/8×27 1/8 in. 约4.3平尺
WANG MINGMING

MAKING POEM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90 王明明(b.1952)

观荷图

立轴 设色纸本
1986年作
款识：看取莲花淨，方知不染心。丙寅年夏，明明写意。
钤印：明明、王明明印
拍賣記錄：香港协联古玩拍卖，1988年5月24日，第95号。

88×59.5 cm. 34 5/8×23 3/8 in. 约4.8平尺
WANG MINGMING

FLOWER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290

291

292

291 范

曾(b.1938)

292 范

仙人足

镜心 水墨纸本
1988年作
款识：读画慎之。戊辰年，十翼范曾。
钤印：范曾

18×54.5 cm. 7 1/8×21 1/2 in. 约0.9平尺
FAN ZENG BARE FEET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10,000-20,000

曾(b.1938) 牧牛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982年作
款识：村书掛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草无油何害事，自
烧松火读唐诗。齐璜少年放牧图。壬戌，江东范曾写，永
利方家藏。
钤印：江东范曾、壬戌、有所不为

44×66.5 cm. 17 3/8×26 1/8 in. 约2.6平尺
FAN ZENG

HERD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00,000-120,000

293 范

曾(b.1938)

鍾馗

镜心 设色纸本
1987年作
款识：山林搜神，小魅何藏。丁卯岁阑，
抱冲斋主范曾。
钤印：十翼、范曾、丁卯

94.5×44.5 cm. 37 1/4×17 1/2 in.
约3.8平尺
FAN ZENG ZHONG KUI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0-250,000

293

294

294 王怀庆(b.1944) 插图六幅
鏡框六件 素描紙本
说明：此王怀庆所绘人物素描六帧，为叶圣陶所著《倪煥之》
一书插图。原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王怀庆，曾用名王怀。生於北京。擅长油画。军委总政
治部歌舞团。1969年毕业於中央工艺美院，获学士学
位，1981年毕业於该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
-1988年美国OCU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画院一级画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尺寸不一
WANG HUAIQING ILLUSTRATION
Frame, sketch

294（出版物）

RMB: 400,000-600,000

294

沈华藏画记
薛永年

一九八三年，我率中外学生南下考察。到扬州之後，先
参观了扬州博物馆所藏扬州八怪书画，因为希望值过高，大
家都觉意犹未尽，还想饱览私家藏品。经过薛锋先生介绍，
我们收到了沈华先生的热情接待。沈先生衣着朴素，讷讷少
言。寓室也不太敞亮，但慷慨出示的作品，几乎幅幅精美，
简直让我们流连忘返，至今仍历历在目。外国留学生尤为感
佩，他们不可想象，一个在中学供职的普通老师，居然保存
了如此之多的艺术珍品，而且在十年“文革”之後依然乐此
不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竟是如此深入人心！兹後，由
於留学生的传扬，日本著名美术史家铃木敬师生一行，也专
程渡海西来，到沈华先生家一饱眼福。就这样，在我国书画
界同行还不都了解沈华的时候，他已经名传海外了。
沈华先生的收藏，我亲见了部分精品，其餘也看了照
片，总的印象是始於乡帮书画，渐及明清大小名家，虽非幅
幅皆精品，但因经过多年的苦心搜求於选良汰秀，所以时见
珠玉。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扬州八怪的作品。八怪产生於扬
州，流传作品亦多，理所当然地成为沈华最先搜访购求的目
标。集多年的不懈努力，他先後收藏了八怪十五家中十二家
的书画。在八怪中扬名最早且开大写意花卉的新风的李鳝，
画风三变。而沈华所藏的三件绘画，既反映了两变。《三秋
图轴》是典型的初变面貌，作於雍正初年，勾花点叶，放而
不从尚属小写意画法，而《石榴萱石图轴》则颓然自放，不
拘笔墨，款题亦墨汁淋漓，可见其晚年面貌一斑。与李鳝风
格相近的方膺以画“四君子”为长，犹善墨梅。沈华收为李
氏小幅墨梅中的精品，较另一件《菊石图轴》更为出色。八
怪中金农书画皆饶奇趣，素为艺坛称赏。沈华所藏金农《隶
书赠振华七言诗轴》，拙中见巧，乾笔取妍，款题行书亦
佳，在金农隶书中，堪称上选。《粉梅图轴》则借蓝纸为
天，以墨笔发杆写枝，以白粉点梅，颇得疏影横斜之美，随
人款子“金农记”後又签一花押体“农”字，与习见款署名方
式有異，但仍可代表其画梅风格。郑板桥在八怪中声名最大，
赝品亦多，沈华所收一书一画，则较精审。《书赠嘉树七言诗
轴》以乱石铺街体作六分半书，奇姿異态而法度谨严，当书於
成熟时期。《竹石图轴》则作於一七六三年，板桥年已七十，
书亦进入苍境，老笔粉披，无一丝刻意求工之态，题诗亦敢於
出韻，对研究其晚年作品，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其他列名为八怪的名家作品中，沈华所藏华嵒的《瓶菊
图》团扇、汪士慎的《梅桂册》、高凤翰的《秋树图轴》、
边寿民的《蟹篓图》横批、黄慎的《鄴侯赏花图轴》和杨法
的《隶书八言联》等，品相皆佳，其中尤以高凤翰《秋树图
轴》为上驷，笔墨苍辣，布境荒茂，允称合意之作。至於黄
慎的《鄴侯赏花图轴》，亦有特殊代表性，虽作於乾隆十二
年，但工制精到，一如黄氏雍正间的风格，不同於乾隆以後
的放笔大写者，是否应崇画者的特殊要求所作，很值得进一

步考察。
扬州八怪並非孤立的存在，前有渊源，後有影响，同时
亦与其他画派画家共存互补。沈华的收藏，也因上述情况而
不断扩展。在与八怪先後同时活跃於扬州的名家名派中，沈
华藏有正统派中袁江的作品以及早於袁江的王云扇面《山水
图》，後者绘江边小景，实而清，谨而逸，历历在目又笼烟
水，具此可见，他奉旨供奉宫廷绝非偶然。同样被吸收到鸿
胪寺供职的写真派画家禹之鼎，沈华则收藏了一件《侍直图
卷》。此卷虽为肖像，却以朝房背景烘托人物神态，人物公
瑾而传神，界画富丽而精工，在禹氏肖像画中，别具一格。
卷後且有毛奇龄、朱彝尊跋，更增加了此图的历史价值宋元
派萧晨多能兼擅，沈华则收藏了他的两件小品，一为《摹宋
人牡丹图扇》，画法由恽寿平而上溯宋人，精而不谨；一为
《墨虾图扇》，应物象形不亚於宋人，但又出之以沈周为写
生的韻味。  
在影响扬州八怪画风的名家中，沈华不但购求了石涛的
作品，而且也收藏了上官周的绘画和高其佩的指画。上官周
曾为黄慎师法，高其佩则为李鳝之师，从中不难概见八怪的
艺术渊源。所藏高其佩《登高长啸图轴》，画山顶一人，振
一千仞，侧身吟啸，人物取势合宜，神态毕现，山石浑厚，
笔墨老辣。实为上乘之作。在与八怪互有影响或受八怪沾溉
的本地或临邑画家中，沈华亦留意收集。诸如晚年居於扬州
的张赐宁与巴慰祖，十九世纪扬州画家王素、虞蟾，杭州画
家许滨、顾知，南通画家丁有煜，镇江画家蔡嘉，泰州画家
朱鹤年及其後的吴熙载、陈崇光等，他均有一定收藏。其中
张赐宁山水、花卉各一，山水《喬嶽苍松图轴》气魄沉雄，
脱胎於石涛，花卉《桃花绣球图轴》，清秀超逸，工而兼
写。均可代表其画风。许滨与金农、华嵒为友，又係八怪之
一陈撰之姪婿，所作花卉出於恽寿平，更化工致而成潇洒，
重形似而有韻致，沈华所藏《墨荷图》恰恰体现了上述特
点。南通的丁有煜，与李芳膺为友，黄慎亦曾为他画像，虽
然作品不多见，但沈华收到了他的《花卉册》。从中不难看
出，其写意画风，颇近八怪，而墨竹一开尤有李芳膺的豪
气。朱鹤年在十八世纪後期与朱昂之、朱本合称“三朱”，
留寓京师，声誉甚隆，擅山水人物画。沈华所藏《毛西河朱
竹诧二先生画像轴》，笔簡神生，且有长题。据长题可知，
此项原为郑芷畦作，後由罗聘为翁方纲摹存，朱鹤年又据罗
本成此。他对於研究名人肖像的传摹自有特殊的价值。蔡嘉
是八怪同时的镇江画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
无不擅长，因长期流寓扬州，与汪士慎，高翔等往来，故其
作品在扬州多有流传，沈华亦藏有数件。
其中《疏林茆屋图轴》，写石冷枫红，茆屋读书，秋意
盎然，《河豚竹荀图》斗方，以没骨法间水墨淡色画庖厨美
味，工而不板，尤擅穿插之妙。

随着鉴藏力的增进，沈华收藏书画的兴趣也日益广泛，
他开始从清中叶的扬州等地画家而上溯明代和清初各家各
派，同时下推至清後期的京江派和晚清的海派。几乎重要画
派，他都收有名家作品，一些不为人注意而颇有价值的小名
家书画，他也时有所获。
沈华收藏的明至清初的作品中，还有冷名头陈瑞《法米
襄阳山水轴》一件，雨树烟峦，迷离清润，大有米氏风味。
而陈瑞其人，则为画史透载，据《广东通誌》、《新会县
史》，陈瑞字德贵，新会人，善写云烟山水，又工画松，成
化中值仁智殿，授锦衣卫镇抚。因作品流传不多，此轴又
为云烟山水，故弥足珍贵。明中叶以来，地区画派纷起，
吴门有派，松江有派，武林有派，婁东、虞山、常州有派，
安徽、金陵则不止一派。沈华的收藏，亦遍及各派，或大名
家，或小名家，披图玩赏，如習画史。
在吴门派中，他收有文徵明书画数件，以青绿山水《高
山流水图轴》尺幅最大，刻画亦工。吴门派後期画家中陆治
山水最有特色，沈华所藏《高林落日图扇》，丘壑磊奇，林
木繁茂，係陆治常见面貌，以画法观之，当作於五十餘岁。
周之冕花卉则以勾花点叶著名，沈华所藏《双楼图扇》，作
於一五九二年，色墨混用，双鸟略事勾点，树叶全以彩色
墨骨为之，又别是一种面目。在松江派中，他藏有董其昌书
画数件，以《草书五言诗轴》为美，更引人兴味的藏品，
应推朱轩的《山水册》。朱轩少学书於董其昌，习画於赵
左，此册虽作於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〇年）但书画犹存乃
师衣钵。具此亦可见松江派在清初的承继。虞山派王石谷精
品《松风图轴》，系按佚名作品购入。因其画风似石谷早年
仿王蒙者，经启功先生细审其上马元驭题识，发现苏脱处有
“耕煙老师”字样，乃断为王石谷作，这实在是一项意外的
收获。马元驭花卉得常州派恽寿平亲传，其女马荃又承家
学。沈华所藏马荃《花鸟图轴》，以勾染法做牡丹、紫藤和
春禽蝴蝶，细腻轻倩，一如恽氏之墨骨花卉。其他如武林派
蓝瑛的《法梅沙弥山水图扇》、金陵画家中龚贤的《山水图
扇》、陈舒的《重九抒怀图扇》、张风的《山水图扇》、流
寓金陵的安徽画家郑重的《绕屋梅花三十树图扇》，亦均属
开门见山之作。 “ 新安四家 ” 之一査士标晚年亦活动于扬
州，沈华藏有三件，一为《雨窗清況图轴》，画仿云林，布
置淸简，情韻闲逸，係查氏五十三岁作於扬州客舍居。二为
《烟柳拓提图轴》，略参大癡，布境繁复，笔墨清劲，为近
景叢树小亭仍似云林。三为《仿黄鹤山樵山水图轴》，虽画
高山长松，亦用王蒙皴法，但近景松林亭子亦如云林，笔墨
气韻亦简远幽淡。后两幅无纪念，但以画法观之，大概与第
一幅约略同时。三件作品，既有聊繫又各自不同，一律真而
且好，对于研究査士标，不啻重要资料。
在清後期与晚清书画中，今年京江派（丹徒派）已引

起学术界重视，但在八十年代初以前，极少有人问津。也
许因为“京口瓜洲一水间”的地利，也许由於京江派独特
的风格吸引了沈华，他不但收藏了张崟、顾鹤庆的作品，而
且也藏有潘思牧、张深和周镐的作品。张崟的《寒林图轴》
与《安老亭图轴》，均作於嘉庆壬申（公元一八一二年），
张崟五十二岁。两图难皆托名仿古，实际已自出手眼，不过
前者细密松秀，与十年前的《诗龛图》一脈相承；後者则属
“气象雄伟，落墨浓重”一路，是张崟影响至广的画风。两
幅精品对全面认识张崟的艺术，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周镐的
《山水图轴》即承袭後者风格。张深的《仙岛深春图轴》，
则是前者细密画风与北京环岛实景的结合。上述作品不但引
起了我对京江派的注意，而且导致了我指导学生研究这一画
派。如果不在这里写上一笔，又谁知道收藏家推动学术研究
的贡献呢。至於晚清直承扬州八怪作风的海派诸家，沈华也
收藏了一些可传之作，任伯年的几件团扇、扇叶称不上及精
之品，也是难得的佳品，吴昌硕的《风雨竹图轴》的摇风含
雨，蒲华《荷花鸳鸯图轴》的名艳鲜活，吴石僊《溪桥烟雨
图轴》的淹润明晦，都不愧为三家作品中的力作。
以往的收藏家，每喜名家大幅，即可称雄藏界，亦可保
值投资，但沈华的收藏则出於爱好，志在宝藏，亦不乏闡幽
表微之誌，所以大名家与名家的大幅固然尽可能收藏，而名
家小品与二、三流画家的精品，同样也在网罗之列。名家
扇册小品已如上述，至於二、三流画家的作品，除上文已
叙之陈瑞、朱轩外，名不见於画史者的作品，有曹涧的《松
林烟晚图轴》。张品迈的《望收图轴》和闵应铨的《群蟹图
轴》。据地方誌载，闵氏以画蟹著名，有“闵蟹”之目，如
此看来，《群蟹图轴》恰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研究这些作品
的风格和意蕴与款识印章，当可补画史的缺漏。那意义又非
待价而沽者可以想见的了。
沈华先生，虽不雄於财力，但几十年如一日的笃力收
藏，俾使文化珍品不致毁失，使民族文化传统薪尽火传，使
有一技之成的前人不致泯没，使研究者获得宝贵的实物资
料。使海外学人更加倾慕中国的精神文化，这是十分令人敬
佩的如今他又借助《艺苑掇英》的支持，把藏品公之於众，
以便更多的学者画家或爱好者欣赏研究，其志可钦，故作沈
华藏画记已资介绍，愿与读者共享焉。
（本文节选自《艺苑掇英》第65期）

幽香来自苦寒中
沈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我经常看到不少古字画流失街
坊，不禁为之惋惜。开始，我
能接触的都是一些晚清和民国
初期的地方画家的作品。由於
售价不高，我就买了几幅，於
是便日夕观赏，不断折磨，从
而兴趣大增，以至後来我要力
所能及，想不买也不可能了。
苟求的对象开始以地方名头为
主，很快便扩充道扬州八怪等
全国性名家作品。平时得空变
沈华先生小像
   频繁往来於古籍书市，只要一
遇中意佳作，就及时设法选购。为了不受赝品之骗人，经常
查考古籍，並向艺坛名辈请教。久而久之，小到册页，大到
立轴条幅，屡经筛选与甄别，逐渐增长了见识，更於不知不
觉中溶冶了感情。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拂面，良友
在座，趣味无穷。到了60年代初，我以坚韧执着的精神，开
始向明代大家高品位攀登，经过努力，这时买到了不少明代
精美之作。
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我被囚禁，所藏书画被查抄，
但始终没能改变我对祖国优秀文化崇敬的信念，也没有能动
摇我对艺术美的追求。当我被解除囚禁时，便四处奔走，力
争按照党的政策，收回我在所谓“破四旧”时被查抄去的书
画。後来终於落实政策，在1978年物归原主了。
购藏古代书画名家，绝非易事。就我个人而言，要过两
道难关，即真伪关和资金观。历代名家书画，赝品较多，而
辨别其真伪，非一般书画爱好者所能辨别。我苦无师传，只
有发奋自学，别无他法。一是学绘画史论，多读书画名作；
二是特别重视从实践中学。首先利用一切机会，多看书画作
品。在参观古代名作展览时，总要约些艺坛前辈同去，边看
边谈，边谈边记。在选购时，必须结合作品。详加分析，多
找差異，多作比较，广集意见，反覆审定。对买进的真跡，
仍需继续研读，直到分清早、中、晚期不同面貌和师承相关
之作品。对错买的赝品，也要弄清底细，找出与真跡差異所
在。我就是这样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並通过实践检验认
知，不断实践、不断认知，逐步提高鉴赏水平。
长期以来，我属於上有老下有小的工薪阶层，既无外
援，也无先人遗产，收购资金全靠夫妇俩低工资收入。为了
购买书画，我们全家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不计贫贱之讥，
把节省下来的钱和可以变钱的物，全部投入。为应急需，有
时还以高利率向人贷款，因而许多名家墨蹟才逐渐逐渐收藏
进来。

华

几十年来，由於对书画的钟情和执着的追求，我尽力艰
辛，一步步前进。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曾受到来自各方
的批评和指责，这时我常默默无言，但在行为上，依然我行
我素，不为所动。“文革”期间，我受到更猛烈的批判。藏
品虽被查抄，但我坚信将来总要回到我手中。1976年我从下
放的农村回到城市，一文管幹部听说我回城後还在买画，大
为吃惊，因为当时心有餘悸的人还很多。其实在下放期间，
我曾多次回城购买书画，我心胸坦荡，自信无愧於今人和古
人。直到80年代初，还有人来劝我不要在搞收藏了，但我一
如既往，始终以研究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为旨趣，以领略其艺
术之真、生活之善、自然之美为乐。
选购书画还要有不怕风险的精神。开始我处於蒙昧和摸
索阶段，後来经过多年实践，识别能力逐步提高，我对一般
常见的书画作品，大部分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熟悉了各个
朝代、各个时期不同流派和画家风格面貌，增强了选画的直
觉能力，减少了盲目性。中国书画历经千百年，流传作品浩
如烟海，以个人而言没有见过的作品实在太多。即使见过
一些画家的作品，但由於诸多因素，以至面貌不一，风格各
異，品味等级也不同，因此较难判断。有时往往遇到一些作
品，虽在时代风格、画家个性等方面很相近，但就整体气息
看，总感觉不那麽开门见山、面目清楚，这就需要在清源正
本，冒点风险以定取捨了。放走真跡与收进赝品，同样都是
失着。鱼目混珠之事，更要严加防范，高度警惕。要收藏一
帧稀世珍品，又是谈何容易。因此，凡遇到各时代的重要作
品，我皆精心研究，谨慎对待，不肯轻易。如当初收购董其
昌、文徵明和徐渭等大名家的墨跡时，旁人或劝之，疑之，
但我则果断加以留住。我感到能为保存文物做点有益的事，
夙愿足矣。

博物馆专家审读寒英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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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296

295 王稺登(1535-1612) 行书

296 沈

扇面 水墨纸本
款识：桑枝麦穗颂声传，尽道神明或宰贤。骥足由来非百里，
牛刀小试已三年。风推江左无双令，日映山中第二泉。预
立似凫罗不得，姓名题在御屏前。赠赵大生，王穉登。
钤印：穉登

15×46 cm. 5 7/8×18 1/8 in. 约0.6平尺
WANG XIDENG

19×55 cm. 7 1/2×21 5/8 in. 约0.9平尺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荃(1624-1684) 书法

扇面 水墨纸本
款识：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
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鶵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
唳鹤，对月峡而吟猨，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复，熊彪
顾盼，鱼龙起伏，节坚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
输眩目。仿为天翁年兄，沈荃。
钤印：沈荃之印、绎堂、充斋

RMB: 无底价

SHEN QUAN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297

298

297 王

云(清) 江渚空亭图

扇面 设色纸本
1739年作
款识：己未之秋，写似介翁先生，雯庵王雲。
钤印：臣云、汉藻
出版：《艺苑掇英》第65期，第2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年12月。

18×15 cm. 7 1/8×6 in. 约0.2平尺
WANG YUN

LANDSCAPE

Fan leaf,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97（出版物）

RMB: 无底价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299

298 桑

廌(清) 草书

扇面 水墨金笺
款识：六月冰壶生昼凉，侯家池馆胜平阳。楼头霁色开鳷鹊，
㙜上新云似凤凰。客诧郇公厨味好，人惊卫尉厕衣香。
客诧郇公厨味好，人惊卫尉厕衣香。不烦投辖深相挽，
小舫青油粲绿杨。书为公允社兄，桑廌。
钤印：桑廌之印

17×51 cm. 6 7/8×20 1/8 in. 约0.8平尺
SANG JIAN

RUNNING SCRIPT

Fan leaf, Ink on paper.

299 张

RMB: 无底价

风(?-1662) 泛舟图

扇面 設色纸本
款识：庚子夏，张风画似心崇仁兄。
钤印：张大风记
出版：《艺苑掇英》第65期，第1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年12月。

16.5×51 cm. 6 1/2×20 1/8 in. 约0.8平尺
ZHANG FENG LANDSCAPE
Fan leaf,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无底价

299（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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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01

300 长

301 天

世(清) 草书书法

扇面 水墨纸本
款识：雪满海门夜，读书无己时。潺湲疑问字，虚向想然藜。
貂敝不知冷，笔灵好语谁。玄经三诏事，千古有餘思。
书为□□，长世。
钤印：长世、唯修

16×49 cm. 6 1/4×19 1/4 in. 约0.7平尺

草书书法

万壑松涛扑洞花，绣幢毛影打新鸦。犹嫌山浅通游履，小

CHANG SHI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台等

扇面 水墨洒金笺
款识：片月生危岫，残霞拂翠桐。登龙峰下楚王宫，千古感遗踪。
柳色眉边綠，花明脸上红，欲寻灵跡阻仁风，离恨转无穷。
右錄巫山十二峰词之一《春日》，似仲举词弟博粲，天台。
长林綠荫满苍苔，临水轩窗四面开。尽有清 涼消不得，
隔溪遥望故人来。庚辰春日，为仲举盟兄书，斗飞。

RMB: 无底价

闢峰头可种茶。春为水西舟次。为仲举词盟一笑，雅。
钤印：洪天台印、仙山
说明：此扇面为朱祖谋旧藏。

15.5×49 cm. 6 1/8×19 1/4 in. 约0.7平尺
TIAN TAI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RMB: 无底价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302 董其昌(1555-1636) 草书五言诗
镜心 水墨绫本
款识：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
其昌。
钤印：太史氏、董氏玄宰
出版：《 艺苑掇英》第65期，第7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年。
說明：董其昌的書法初學顏真卿，後轉學虞世南，又棄唐學晉。
當他在大收藏家項子京家見到米芾、楊凝式、懷素的真跡
後，立即從米芾的率意，懷素的流暢中悟出用筆的法門，
從楊凝式《韭花帖》的疏朗佈局中悟出章法的奧秘，再加
上禪佛的影響，使他的書法充滿古淡、散遠的書卷氣息。
董其昌能熟練地控制長鋒羊毫，用筆輕鬆若不經意，線
條細長、婉轉、流暢。軟性的特徵在董其昌書法中表現
得如此突出，與他的個人性格和審美追求十分吻合。
以軟性美為特徵的董其昌書法風範，在“天崩地解”的明
亡前夕，能成席捲天下之勢，客觀上反映了士大夫階級對
現實危機的無奈和迥避。在清康雍二朝亦长盛不衰。

82×26.5 cm. 32 1/4×10 3/8 in. 约2平尺
DONG QICHANG

Mounted, Ink on silk.

CALLIGRAPHY

RMB: 180,000-260,000

302出版物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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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303 巴慰祖(1744-1793) 梅花图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莲舫巴慰祖作。
钤印：莲舫
說明：巴慰祖（1744-1793），字予籍、子安，號雋堂，別
號蓮舫，安徽歙縣人。官候補中書。精通書畫金石，
尤善金石文字。“務窮其學”，名動一時。家藏書畫
真跡、鐘鼎尊彝甚多。所畫山水、花鳥皆工，然不耐
皴染，成幅者絕少。人得其殘稿，獨珍重愛惜之。他
浸淫秦漢，曾摹過很多漢印，得古茂之氣。也力學六
朝唐宋朱文，因此他的篆刻工致秀勁，章法構思精密
又富於變化，有自己面目。有《四香堂摹印》、《百
壽圖印譜》留傳，能得漢印精髓。

30×107 cm. 11 3/4×42 1/8 in. 约2.9平尺
BA WEIZU PLUM BLOSSOM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60,000-80,000

304空号
305 章

声、王

质

花鸟二帧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章声。
蕴苍王质画。
钤印：章声、王质私印
说明：章聲（清），字子鶴，錢塘(今浙江杭州) 人。章谷次子
，章采弟。從藝活動約於順治、康熙間。畫能紹父藝，
父子俱名噪西泠。善畫山水，筆墨嚴謹工細，結構氣勢
雄偉，宗法五代荊浩、關仝而無宋、元以來婉媚之習。
所作雪山大幅，枯木寒林錯落有致，崖雪晶瑩高潔，意
境深遠。兼工花鳥，鉤染得法，設色明麗。
王質，字文蘊，浙江海寧人。應為明末清初人，其生活
年代大約與王翬、王原祁同期。據《圖繪寶鑒續纂》
載：“善畫花卉草蟲，常於幽閒之地，或園林間，看玩
蜂蝶態度，以之資於筆端也。”

158×41 cm.(2) 62 1/4×16 1/8 in.(2)
约5.8平尺(每幅)
ZHANG SHENG, WANG ZHI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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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FLOWERS AND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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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孙 雨(清)

洛神像

立轴 水墨绢本
款识：影随仙，云人天，罗绮都无据。陈思一赋，艳迹
名千古。回雪流霞，莫便凌波去。今何许，却凭
缣素，留取惊鸿住。点绛唇。甲辰八月上旬，南
兰陵女士华因孙雨画並题。
钤印：香雨画印、存真

81×33 cm. 31 7/8×13 in. 约2.4平尺
SUN YU

PORTRAIT OF GODDESS LUO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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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周之冕(1521-?) 双凫图
立轴 设色绢本
1601年作
款识：万曆辛丑仲春，周之冕写。
钤印：周之冕印、字服卿
出版：《艺苑掇英》第65期，第5页，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说明：周之冕（1521-？），字服卿，號少
穀，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卒年
不詳，活躍於萬曆年間。擅花鳥，
注重觀察體會花鳥形貌神情，及禽
鳥的飲啄、飛止等種種動態。善用
勾勒法畫花，以水墨點染葉子，畫
法兼工帶寫，人稱勾花點葉法。所
作花鳥，形象真實，意態生動，頗
有影響。寫意花鳥，最有神韻。設
色亦鮮雅，家蓄各種禽鳥，詳其飲
啄飛止，故動筆具有生意。為吳門
畫派重要畫家。

127×59.5 cm. 50×23 3/8 in.
约6.8平尺
ZHOU ZHIMIAN

WILDDUCK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380,000-480,000

307（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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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禹之鼎《侍直圖卷》
周積寅

禹之鼎（西元一六四七—一七一六年），字上吉，號慎
齋，江蘇興化（一作揚州）人。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
年）任鴻臚寺序班，以畫供奉入直暢春園，未幾辭職。他
「幼師藍瑛，後出入宋元諸家，遂成一家法」。善畫人物、
山水、花鳥，尤工肖像。其肖像畫「多白描，不襲李公麟之
舊，而用吳生蘭葉法，兩顴微用脂褚暈之，娟媚古雅」。為
康熙時名手，推為「當代第一」，一時名人小像，多出其
手。據初步統計，海內外有二十於公私藏家收有禹氏之作
七十餘幅，而肖像畫占八成以上。揚州沈華先生所藏《侍直
畫卷》，是其肖像畫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幅作品。
《侍直畫卷》，絹本，設色，畫心縱四三釐米，橫
九七·八釐米。左下方隸書款：「丙寅春月，禹之鼎畫。」
鈴印二：「禹之鼎」（白文）、「慎齋」（朱文）。引首紙
本，縱四三釐米，橫一一一厘米，有清吳廷揚篆書題「侍直
圖」三大字。拖尾紙本，縱四三厘米，橫八五九厘米，有清
潘耒、汪琬、毛奇齡、朱彝尊、湯右曾、徐釚、何金驤、黃
承吉、陸聊桂諸家跋。此圖是為清柱石之臣侍讀喬萊造像，
讀揚其為治水而直諫的高尚人格精神。
喬萊（西元一六四二—一六九四年），字子靜，號石
林，江蘇寶應人。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舉人，六年
丁卯年（西元一六六七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舉鴻博，授
翰林編修，累遷侍讀。善詩文書畫，著有《易俟》《應制》
《直盧》《使粵》《歸田》諸集。
喬萊一生清廉，為人耿直，愛民如子，不懼權貴，不畏
皇權，為國為民敢於直諫。最著名的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壬
戌（西元一六八二年）《束水注海四不可議》（見《寶應縣
誌》）。康熙間，淮陽二十年來，疊罹水患，在如何治理高
（郵）、寶（應）、興（化）、鹽（城）、山（陽，即今淮
安）、江（陰）、泰（興）七邑之水患問題上，河臣靳輔興
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發生了激烈之廷爭：于主張「開浚海
口」，靳主張「開大河，建長堤」。鑒於河臣之權勢，廷臣
多是其言，康熙帝一時難以決斷，詢及侍讀喬萊，喬萊則直
諫之，公開支持于成龍「開浚海口」之正確主張，議云：
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連，但塞者通之，淺者深
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霪霖渟蓄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
以耕辱矣。且不壞天盧、不掘丘墓。上不致重弗國幣，下可
以立甦民困。所謂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之
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即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
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
河寬一百五十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邏鎮至高郵，又起高

郵曆興化白駒場以至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
則聚盧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
半菽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痛所不忍言。況
此工原非朝廷必不可以之工，只欲求此災民耳。乃反致疊災
之民，生者流離，死者暴露，甯不大負皇上救民之意興？不
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梗，車去梗內之水，取土築
堤等語。臣鄉土松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況積水多年而
取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
固不易乘，即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兒也
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堤內之水高於
民間盧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盧舍之
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
南則邵伯以南之百萬生靈俱為魚鱉，潰而北則個則高郵以北
之百萬生靈俱為魚鱉田盧丘墓又不足道矣。即當未潰之時，
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
能入於河即不能入於海。雖糜幣藏竭民力而為之，終於七邑
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嘆曰：「淮陽有一人」於是結
束了這場驚心動魄、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廷爭。
禹之鼎曾在寶應喬萊門下做食客，教授其子學畫，並常
給喬氏父子畫像。禹之鼎被招入宮廷，是由喬萊推薦的，
可見他們的友誼是不尋常的。禹之鼎做此圖，是費了一番功
夫的，他並未畫喬萊在朝廷上奏議的場面，而是表現奏議前
離開南書房，作等上朝之立像狀，他身著朝服，表情嚴肅沉
著、剛腸自如、若有所思、成竹在胸、一身正氣，充滿必勝
信心與力量。衣紋線條挺拔流暢，人物面部刻畫細緻，用線
勾勒出五官輪廓，微以淡墨按其結構層層烘染，顯出陰陽凹
凸變化，最後以淡赭敷之，富有立體感，十分傳神。僅作金
變殿前之局部欄杆，卻使人想像其宮殿之全貌。以硃砂、石
青、石綠為主畫宮廷、朝服、並勾以金線圖案，富麗華貴，
展現出特定的宮廷環境與高官的身份。留出大片面積作雲
氣，乃是一種祥瑞之氣，預兆著奏議之成功。
這幅工筆重彩的肖像畫作品，是禹之鼎作品中少見的
力作，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有很高的歷史價
值，故為當時及後來眾多官僚文人所題贊。他作為喬家傳
家寶代代相傳，直到「文革」之後的七十年代中期，方由
沈華先生購藏。
（本文節選自《藝苑掇英》第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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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禹之鼎绘乔莱《柳荫垂钓图》，南京博物院藏
2、禹之鼎绘乔莱《书画娱情图》，南京博物院藏
3、禹之鼎绘乔莱《竹林偶聚会》，南京博物院藏
4、禹之鼎绘乔莱《平芜独立图》，南京博物院藏
5、禹之鼎绘乔莱《花语坐禅图》，南京博物院藏
6、禹之鼎绘乔莱《濯足图》，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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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禹之鼎(1647-1716) 侍直图卷
手卷 设色绢本
1986年作
引首：（吴让之）侍直图。道光十九年长至後四日，同郡后学
吴廷颺题。
款识：丙寅春月，禹之鼎画。
钤印：禹之鼎、慎斋
题跋：（陶澄）观石林世兄先生侍直图题赠二十四韻。淮南冒洪
流，沃野尽昏垫。民粒食，所侍堤一线。春时水方涨，溃
溢势多变。守吏嗟奈何，驰逐驱命贱。相望七州邑，浩溔
等泗汴。海门旧已堙，积水但渊漩。哀鸿遍冈阜，穅日不
赡。虽蒙蠲租诏，顾视总鹄面。前逢南巡日，疾苦既亲见。
口敕烦司空，往度地形便。司空采群议，周历自考验。奏
覆还大廷，应惬众所顾。庸知议屡议，事久益迷眩。天子
申畴咨，白日转深殿。先生司记注，直道疏以献。非图
謇謇名，梓里宝可念。帝座尺有咫，毫敢瞻恋。同官各
桥舌，前辈独称善。维唐则郑瀚，宋代有郭劝，夹案当右
螭，亦并被主眷。谁人绘丹地，梁金碧绚。卿云绕觚，特
立此彦。人生固有志，遇事须有鍊。我今为声诗，庶使来
者羡。同里陶。钤印：字季
（潘耒）天门峨峨开紫清，千官环趋无声。圣人宵衣坐
便殿，平章政事唯孤卿。史臣亦得参密勿，记言书事职
不轻。畿人当直曾论事，骅骝立仗不得鸣。白田先生仁
且勇，致君尧舜怀丹诚。不忍灾黎填臣壑，敢以赤手批
长鲸。因承清问画笏对，非非是是无将迎。金高南山不
肯顾，更抒谠议排盈廷。朝阳鸣凤近希有，都人息严廊
惊。天转日在俄顷，不然海邦今沸羹。铄金销骨古一
辙，白璧竟点蝇营营。孤臣去国何所憾，一日之绌千秋
荣。往年我亦司记注，朝朝簪笔彤墀行。曾无片言补衮
阙，徒遭谴谪惭无名。江皋卧病闻壮节，飘萧欲冠缨。
谁欤工画写此本，风仪挺特标金茎。宋廷侃侃立郑侠，
唐殿岳岳来阳城。男儿不朽要自致，百年富贵风中萍。
吁嗟乎，百年富贵风中萍。莺湖潘耒。钤印：潘耒之
印、稼堂
（毛奇龄）天开阊阖鸠首明，宫鸦初燥朝烟生。侍臣入
直每问夜，路白便催骑马行。龙旗未辨枪垒色，鸡树但
觉枝柯清。至尊临御恍日出，左右罗列当星荧。东华奏
启六曹赜，南下立傍双柱横。终日橐笔但记事，有时顾
问还呼名。偶领须丹诏识机密，谁捧黄匣如橘衡。我友
少擅司马赋，集牗下相顾惊。当寄鸾阁掌书命，俨挚牛
纼鸡升腾。一朝召试得高等，遽膺著作承明应。对策故
知却诜善，赐玺独言李绛能。东堂草制白麻，北向撰册
金版精。内坊封瞿泻绿水，彼殿赏带加红鞋。胸襟开来
山月豁，面药传去盘露倾。每逢进讲入篽宿，几度课艺
留延英。会当涯海苦奔溢，骤使国色连大瀛。流滥顿失
甓社扩，涨势直与朐山平。圣主宵旰犹已溺，下民昏垫
将谁拯。使臣相时各有见，庭议殚日殊未成。文学安得
有言责，而乃欲共仗马鸣。当前侃侃道是否，声彻扆负
摇斧枨。譬之波靡万重泻，忽得天半一柱擎。尊颜大喜
赐醴酪，温语小加当奖旌。从此七州百万户，庶几重得
安圩町。退朝遇人咋舌走，诣阙有士拱手庆。向非侍直
厕亲近。安能越陛撼虎镛，春风吹吹苑花发。宫门轮入
随班迎，良工绘图写容色。观者有若睹景星，予参同籍
共笔札。明将归去呵羡，临行开卷一展观。感激下拜双
泪零，丈夫入世贵有用，安能缩结同寒蝇。不见此中侍
直者，慷慨自致谁敢憎。右侍直图歌康熙丙寅三月，西
河弟毛奇龄题。钤印：毛奇龄印、大可氏

（朱彝尊）朵殿豪人，千门露未晞。臣心勤夙夜，天意慎
几微。细细香生幄，胧胧日满衣。非君谙掌故，奏事直前
希。秀水朱彝尊。钤印：朱彝尊印、南书房 史记
（汪琬）我闻海陵北，河堤久无功。虚糜水衡钱，伊谁
达辰聪。何不绘先生，抗论承明中。又闻射陂南，水木
纷清华。结卢水中央，早梅万株花。何不绘先生，归隐
画川涯。展视图中人，政尔趋供奉。隐隐长乐种，似逐
街鼓动。螭头香雾浓，仙掌露痕重。讫今忆觚棱，怳然
一噩梦。不如典朝衣，徜徉水云间，轻桡纵所如，卧看
江南山。丘南汪琬。钤印：汪琬之印、钝庵
（徐釚）奏对群公集迩英，委蛇橐笔自西清。一言遂折
盈庭议，千载犹传抗旨名。宫树晓鸦朝渐散，荒除反舌
昼无声。回思宣室深谭日，终使孤臣戴圣明。馋谢蓬瀛
首更搔，由他风浪百重高。坦怀讵止容乡辈，唯诺终须
任尔曹。寂寞周卢思削简，深严密殿忆抽豪。同时我亦
遭迁谪，敢托蘅荃注楚骚。百卉春风一夜滋，偶逢严谴
去彤墀。儒冠未负甘藜藿，厚禄终当愧 丝。肯与沙虫
同善变，还从海鹤见风姿。白田稻蟹应无恙，休遣青松
叹后时。康熙丁卯三月，虹亭弟徐题於清源舟次。钤
印：徐之印
（汤右曾）㐲流几曲生樊桐，春水初涨桃花风。金堤瓠
子几惆怅，浩浩直下天南东。九河道陻海口塞，一决万
落千邨空。扬州塗泥古毕下，极望已作冯夷宫。荒坡惨
淡留故堨，中泽憔悴號饥鸿。前年乘舆过淮左，亲问父
老哀其穷。许蠲百万兴疏鑿，滀者令下淤者通。河堤使
者旧节钺，中丞宠命倾群公。殿廷奏对论议异，岂以謇
谔伤和衷。至尊恻然念疾苦，要从百尔咨佥同。二螭坳
下簪直笔，初日始照龍鳞红。亲承诏旨词剀切，吐气欲
作垂天虹。未顷憨直笑汲黯，岂独词赋褒扬雄。回天转
日伏片语，主实明圣臣孤忠。倾都之人咸欢息，作颂便
欲齐高崧。何人泚笔入图画，神志豁达颜丰隆。宵雅当
时咏鸣鹿，渭川昨夜占飞熊。河渠一议已千古，大书碑
石堪磨 礲 。看公闭门读书史，绝口不 復 居成功。汤右
曾。钤印: 右曾
（何金骧）天门晓色御烟籠，侍直先随讲幄中。想是对
章陈□，欲从前席启丹□。鸳班咫尺近龍颜，鹄立如闻
玉旨颁。却羡大儒真气象，神清天宇自萧闲。廊庙何人
早挂冠，可知臣节报君难。世钦夙望高风在，岂惜当门
欲忌蘭。入世原同出世心，自开林壑散幽禽。千秋风节
名山业，一为狂澜砥柱深。自携如意上高台，愁听飞鸿
大泽哀。日废黄金消白浪，眼中谁是济川才。家近淮南
傍水涯，放情纵棹颇相宜。遥天日下浮雲薄，抱甕频赡
灌蜀葵。京口年家晚生何金骧拜题。钤印：金骧、御鹿
出版：《 艺苑掇英》第65期，第19-2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1999年。
说明：禹 之鼎（1647-1716），字尚吉，一字尚基，一作尚
稽，号慎斋。兴化人，後寄籍江都。康熙间著名画家，
擅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尤精肖像。初师蓝瑛，後取
法宋元诸家，转益各师，精於临摹，功底扎实。入京供奉
内廷後，誉满京师，“一时名人小像皆出其手”（清·秦
祖永《桐阴论画》）。肖像画名重一时，有白描、设色两
种面貌，皆能曲尽其妙。形象逼真，生动传神。
吴 讓之 （1799-1870），字熙载， 後 以字行，改字让
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徵人。清
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
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後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
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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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 ，又号 醧 舫，
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康
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
（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
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
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並称“朱陈”；精於金石
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 餘 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
一。著有《曝书亭集》80卷，《日下旧闻》42卷，《经
义考》300卷；选《明诗综》100卷，《词综》36卷。
潘耒（1646-1708），字次耕，一字稼堂、南村，晚号
止止居士，藏书室名遂初堂、大雅堂，吴江人。师事徐
枋、顾炎武，博通经史、历算、音学。清康熙十八年，
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主纂
《食货志》，终以浮躁降职。其文颇多论学之作，也
能诗。所著有《类音》、《遂初堂诗集》、《文集》、
《别集》等。
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
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
侯方域、魏喜，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
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
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 ，又名初晴，字大可，
又字於一、齐於，号秋晴，又号初晴、晚晴等，萧山城
厢镇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明末诸生，
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时荐举博学鸿
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寻假归不复出。治经
史及音韻学，著述极富。所著《西河合集》分经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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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文集、杂著，共四百餘卷。
徐釚，字电发，号拙存，一号鞠庄，又号虹亭，晚称枫
江渔父，江苏吴江人。康熙十八年（1679）试鸿博，授
检讨。圣祖南巡诏以原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绘事
绝俗，山水偶尔兴，笔致风秀，和墨简淡清逸。画蟹有
笔有墨，神趣如生。工诗古文词。
陶澂，字季深，一字季，号昭万，宝应人。有《湖边草
堂集》、《舟车集》。
汤右曾（1656至1722）,字西涯，仁和（今杭州）人。
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官吏部侍郎。以逸笔写山水，著墨无多，舒展自查初白
（慎行）有诗称之。工行楷，遒媚似苏轼。诗与朱彝尊
齐名，著有《怀清堂集》。卒年六十七。
何金骧，生於清康熙年间，江苏镇江市丹徒县人，《江
苏艺文志·镇江卷》中有记载。
此手卷為喬氏後人珍藏，上世紀七十年代入藏於揚州寒
英館。

引首：43×110 cm. 16 7/8×43 1/4 in. 约4.3平尺
画心：43×97 cm. 16 7/8×38 1/4 in. 约3.8平尺
YU ZHIDING

POTRAIT OF HONORABLE MAN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1,500,000-2,500,000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308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308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Lot295－314为寒英馆旧藏

309（鈐印）

309 文徵明(1470-1559) 高山流水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树影垂垂日有辉，琴心三调有谁知。高山流
水依然在，何处人间觅子期。徵明。
钤印：徵明
出版：《 艺苑掇英》第65期，第1页，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1999年。

147×61 cm. 57 7/8×24 in. 约8.1平尺
WEN ZHENGMI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1,200,000-1,600,000

309（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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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黄道周(1585-1646) 草书自作诗
立轴 水墨绢本
款识：黼扆急求治，王风殊感淳。何期星野旷，坐与天门亲。道泰
豺狐净，花深鹰隼驯。南方看底定，岛屿共涵春。送张笻晉
公祖之一，錄似子□兄丈。黄道周。
钤印：一凤五化、□□先生
出版：《艺苑掇英》第65期，第7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说明：黄 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末学者、书画
家、文学家、儒学大师。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深得
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
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
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1646年）壮烈殉国，隆武帝
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
道光四年（1824年），从祀孔庙。
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
一家，先后讲学 於 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
溪邺业等书院，培养了大批有学问有气节的人才。世人尊
称之“黄圣人”、“石斋先生”。
黄道周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行书和
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体势方整，书风雄健奔放。有
力量，又有姿态，是黄道周行草书的主调。他以隶书铺毫
和方折行笔，点画多取隶意；字虽长，但强调向右上横势
盘绕，让点画变得绵而密，虽略带习气，但奇崛刚劲，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尤显出其人刚直不阿的个性。

176×55 cm. 69 1/4×21 5/8 in. 约8.7平尺
HUANG DAOZHOU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310

CALLIGRAPHY

310出版物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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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上官周(1665-1752) 事到成功图
立轴 水墨绢本
诗堂：（童 昇 ）今年春 於 毗陵曹君有之处见此图，缘 誌 数语，时
庚子上巳，童昇。钤印：鲁明阿□、陶斋
款识：事到成功看此图，八十老人上官周。
钤印：官、周
說明：上官周（1665-1752），福建長汀人。字文佐，號竹莊。清
代著名畫家，終生布衣。山水和人物畫造詣很高，門生有
“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晚笑堂畫傳》最為著名，成
為後人臨習人物畫的範本，而其山水畫譜長期流落民間，
未見刊行。
上官周長於山水畫。清代竇鎮稱他“善山水，煙嵐彌漫，
墨暈可觀。”查慎行在《題竹莊羅浮山圖》中有“上官山人
今虎頭”句，把上官周和東晉顧愷之（虎頭）相媲美。楊瀾
稱讚上官周的詩畫“能自出意，修然蹊徑之外，人比之倪雲
林、沈石田。詩亦風格遒美如其畫。”
題詩堂者童昇，晚清海派書畫家，童大年兄長。

诗堂：22.5×23.5 8 7/8×9 1/4 in. 约0.5平尺
画心：47×23.5 cm. 18 1/2×9 1/4 in. 约1平尺
SHANGGUAN ZHOU SUCCESS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312 袁

RMB: 100,000-200,000

江(1662-1735) 秋江晚泊

立轴 设色绢本
1722年作
款识：秋江晚泊。时壬寅皋月，邗上袁江拟意。
說明：袁江（1662-1735），字文濤，號岫泉。江蘇揚州人。宮廷
畫家，專攻山水樓閣界畫。雍正時，召入宮廷為祗侯。在清
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樓閣工整山水當以袁江最有名。當
時還有他的侄子袁耀同齊名。他們兩人曾受揚州的山西鹽商
的聘請，到山西作畫，作品在北方流傳較多。他擅畫山水、
樓臺、師法宋人。山水畫主要學宋代閆次平，畫石多鬼皴，
樓閣主要學郭忠恕，工整嚴密。
界畫是我國民族繪畫中很有特色的一門畫科，它在東晉時
代已同人物、山水畫並存，發展到宋、元時期就已達到高
峰，但一直受到文人畫的排擠。袁江畫法獨樹一幟，成為
有清一代推為第一的界畫家。

166×96 cm. 65 3/8×37 3/4 in. 约14.3平尺
YUAN JIA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311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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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题跋）

313

313 强国忠(清)

岳阳楼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岳阳楼上闻吹笛。强国忠。
钤印：强国忠印
边跋：（李锴）潇湘九水汇为洞庭，故水势浩渺，独冠诸湖。楼
距湖干，缥缈临虚，登其上者，风帆沙鸟，枫香渔火，一
目都尽。遂若天地之外，无复剩境。强君貌此，足敌少
陵之作。廌青李锴。钤印：眉山
說明：強國忠，清初人。字大年，號琢庵。官至郎中，工書，善
細筆山水，嘗與王原祁及樹峰同侍內廷，共講論書畫，有
三家合作山水。
題邊跋者李鍇，號薦青，漢軍旗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
詞。

29×30 cm. 11 3/8×11 3/4 in. 约0.8平尺
QIANG GUOZHONG YUEYANG TOWER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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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314 徐

枋(1622-1694) 寒林烟雾图

立轴 水墨绢本
诗堂：（周茂兰）世有以丹青重人者，亦有以人重丹青者。公
非所以语昭法孝廉也，孝廉纪逊山中贵显，莫识其面，
绝粮孤坐，兼金不动其心，为当今之仪。鸿威凤著述之
暇，泼墨寄兴，出圣入神，为当今之北苑巨然。丹青人
品岂非兼主去之，其画幅真不易得，此幅寒林烟雾，烟
雾则日月韬光，寒林则万木凋凋，其殆寓於岁寒松柏也
耶！悬掛室中，其峻节流风，真真尚也已。青抡其宝之
谢。周茂兰题。钤印：茂兰私印、子佩氏、白云郭
款识：寒林烟雾图。丁未夏日画，俟斋徐枋。
钤印：徐枋之印、昭法、徐伯子俟斋画记、笠山笠水閒、居易
堂印
說明：徐枋（1622-1694），明末清初畫家。字昭法，號俟齋、

秦餘山人。江蘇蘇州人，殉節官員徐汧之子。崇禎十五
年舉人。入清，遵父遺命不仕異族，隱居於天平山麓
“澗上草堂”，自稱孤哀子。書擅行草，長於山水畫，
取法董源、巨然、荊浩，關仝，亦宗倪瓚、黃公望，與
楊無咎、朱用純並稱“吳中三高士”。終身不入城市，
賣畫自食，例不書款，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
“海內三遺民”。

诗堂：33.8×48.5 13 1/4×19 1/8 in. 约1.5平尺
画心：34×49 cm. 13 3/8×19 1/4 in. 约1.5平尺
XU FANG

FOGGY FORREST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60,000-80,000

315 李

唐(款) 倣唐人诗意图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晞古李唐。
出版：《湖社月刊》(下)第九十二册，总第148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cm. 7 1/2×38 5/8 in. 约1.7平尺
LI TANG

POETIC FIGUR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1,500,000-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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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佚
立轴

名

观音

水墨绢本

說明：此軸無款，以水月觀音入畫。佛經謂觀音
菩薩有三十三個不同形象的法身，畫作觀
水中月影狀的稱水月觀音，又稱水吉祥觀
音，或水吉祥菩薩。這是觀世音一心觀水
相的應化身。
水月觀音的圖像在敦煌千佛洞中曾被發
現。相傳最早繪畫水月觀音的人是唐代的
畫家周昉。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錄》卷
十有周昉在長安勝光寺畫了一幅水月觀
音，畫中繪一轉圓月把觀音團團圍住，周
圍有一片竹林。此畫已失傳，但卻很可能
是後來繪畫者或雕刻者創作水月觀音形象
的根據。從周昉的畫來推測，水月觀音流
行時代應該在西元八世紀中葉的唐朝。
唐代的水月觀音是男性造型，臉上留有鬍
鬚。到了宋代以後，水月觀音逐漸出現女性
造型。元代顏輝的水月觀音，背景依然有圓
月、湖水、楊柳淨瓶以及瀑布，觀音卻是身
披長袍、坐姿憂雅的端莊女性。此時水月觀
音也完全變身成為女性觀音的造型。
此圖雖無款，但筆墨風格絕類宋人，有
馬、夏以及牧谿一派的風骨。觀音呈現女
相，亦可洞悉作品年代不會早於宋代。畫
面上，觀音端坐於溪邊的岩石間，神態端
莊，作冥思狀。觀音慈眉善目，表情安
詳，令人肅然起敬；旁置淨水瓶，身後石
崖長有垂青野竹，間有淡淡清嵐。觀音衣
紋用濃墨，簡潔爽利，畫面清幽靜穆，再
現了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大寂寞、大關懷
的心境。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佳作。

94×40 cm. 37×15 3/4 in. 约3.5平尺
ANONYMOUS
A BODDISM GODESS GUANYIN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200,000-300,000

316

317 殷

祖(清)

青山读书图

立轴 设色绢本
款识：辛未季冬朔月写，殷祖。
钤印：模糊不辨
题跋：（ 邹光日）金紫千年映寿麋，秦松森台最高枝。青山翠黛
常如此，妆拾奚农作小诗。门人邹光日为培翁老师题祝。
钤印：邹光日印
鉴藏印：菊石居藏

113×37 cm. 44 1/2×14 5/8 in. 约3.8平尺
YIN ZU

READING IN THE MOUNTAI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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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318 佚 名
立轴

祈雨图

设色绢本

說明：中國古代先民在祈雨時所崇拜祭祀之神有天神、龍神、
雨師、風神、雲神、雷神、虹神、閃電神以及關公、麻
姑等神靈。龍神是古人想像中能夠飛天入地的神物，並
一直被當作掌管雨水的水神進行崇拜和祭祀。早在3000
多年前，關於祀龍祈雨的情況就有明確記載。春秋時，
人們已經普遍把龍當作司雨之神進行崇拜，並定期舉行
祀龍祈雨的儀式。以後又廣建龍神廟（或稱龍王廟）加
以供奉祭祀。
本圖所繪的是雨師祈求龍神降雨的場景。神壇之上，雨
師正在做法，旁邊侍從皆舞樂獻祭。畫面上方，龍神已
然趕到，一時烏雲密佈，貌似即將大雨傾盆。
是圖雖無款，但絕非出於俗手。建築描繪整齊工致，人
物刻畫細緻入微，色彩運用明豔厚重，應是受仇十洲影
響頗深，屬於吳門畫派一脈。

51.5×88.5 cm. 20 1/4×34 7/8 in. 约4.2平尺
ANONYMOUS PRAY FOR RAI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200,000-250,000

319 潘

澂(清)

夏山图

立轴 水墨绫本
1614年作
款识：甲寅孟夏，画似种翁先生粲正，潘澂。
钤印：冰壶、潘澂之印

说明：潘澂（？-1655），字镜如，号冰壶。越之新昌人，康熙
初客如皋，卒葬於城东。与归昌世等结社“玉山高隐”，
以诗书画自娱。著有《看奕堂草》。《两浙名画记》记为
“字冰壶，浙江新昌诸生，工诗画，著《看奕堂集》。

194×46 cm. 76 3/8×18 1/8 in. 约8.2平尺
PAN CHE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320 诸

RMB: 80,000-120,000

升(1617-1691) 竹石图

立轴 水墨絹本
1673年作
款识：癸丑新夏，钱塘诸升写。
钤印：诸升、曦庵
說明：諸升，字日如，號曦庵。仁和（今杭州）人。善畫蘭石，
師魯得之，筆勁利勻整，所繪雪竹尤佳。所畫雪竹作品
《竹石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另一幅落款為75歲時
畫的《竹石圖》軸藏於中央美術學院。

147×46.5 cm. 57 7/8×18 3/8 in. 约6.3平尺
ZHU SHENG BAMBOO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12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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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弘

仁(1610-1664) 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企节俗同尚，宁能宽览游。乌藤搴水影，白尘指林秋。
繫具藉龛竹，移樽狎渚殴。纡徐归路缓，暝色骨堤头。
文湘社伯鹤林睡饮求正，渐江学人弘仁。
钤印：弘仁
鉴藏印：半丁审定、山阴陈年藏、养真斋
說明：弘仁，僧人。俗姓江，名韜，字六奇，號漸江，又號梅
花古衲。安徽歙縣人。工詩畫，山水學元代倪瓚，境界
寬闊，筆墨凝重，寓偉峻沉厚於清簡淡遠之中，尤以畫
黃山風景著稱。“新安畫派”奠基人，與髡殘、石濤、
朱耷，並稱“清初四僧”。
弘仁單純的書法作品極為少見，本幅作品偏晚歲所作，
書寫風格用典型的倪瓚體。弘仁對倪瓚的作品情有獨
鍾，國破家亡的影響與弘仁堅貞的個性固然是其偏愛倪
瓚作品的主要原因，此外，也與具體的地域背景有密切
關係。明代後期，倪瓚的聲譽越來越高，人們爭相購置
其作品，以自標清逸。徽商興起，將倪瓚作品帶回家
鄉，促成了安徽地區對倪瓚作品的收藏熱，弘仁的倣倪
之作也隨之在市場走俏。故周亮工《讀畫錄》記載，弘
仁“喜倣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
人之重雲林然，鹹謂得漸江足當雲林。”這構成了弘仁
書法和山水畫的基本特色。
此作经傅寿彤、陈半丁递藏。
傅寿彤（1818-1887），原名华赓、更昶，字青餘，清
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道光廿四年（公元1844
年）举人，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癸丑科进士，三甲
七名。
	陈半丁，即陈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学习诗文
书画。拜吴昌硕为师。40岁後到北京，初就职於北京图书
馆，后任教於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擅长花卉、山水，兼及
书法、篆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画院副院
长、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陈氏在京津画派的地位极高，
收藏亦颇丰。
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121×54 cm. 47 5/8×21 1/4 in. 约5.9平尺
HONG REN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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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王原祁、沈宗敬、王敬铭等 研山图冊
册页十开 设色、水墨纸本
题签：研山十图。国初诸名家绘，咏沧州陈慤勤和诗尤为墨宝。
乾隆己未冬日。 钤印：置身千秋间、具迹秘玩
册首：（沈宪鋐）乙未小春，会稽沈宪鋐拜撰。 钤印：沈宪
鋐、紘达
款识：（戴天瑞）青鸾。戴天瑞指摹。钤印：指挥如意
（文永丰）狮巖。表姪文永丰谨写。钤印：文永丰印、
鹿巢
（邹元斗）独醒石。邹元斗写。钤印：邹元斗印、少微
（本光）旃檀。研山本光写。钤印：本光之印
（孙阜）积翠。钤印：孙阜
（沈宗敬）穿山。寒 谿 先生属，宗敬写照。钤印：宗
敬、南季氏
（张泽瑊）鸡背嶺。张泽瑊写。钤印：华亭
（王原祁）乙未（1715年）菊月，倣叔明笔意，为寒溪
老先生作明月峡砚山园。麓台原祁。钤印：三昧、王原
祁印、麓台
（王敬铭）东坡石芝。兼用黄鹤云林意图，寒翁老年伯
先生石芝供石，年姪王敬铭。钤印：佳处、敬、铭
（罗延）小飞来峰。罗延写。钤印：罗、延
（昝茹颖）小华岩歌。昝茹颖画並题。钤印：颖、白邨
册尾：（郑性）五岳游人郑性。钤印：志即佛佛即性、即事多
所欣
展览并出版：《怪石》英文出版，1999年willson芝加哥展出。
说明：上款人周彝（1660－1720），字策铭，晚自号寒云溪，
江苏娄县人。康熙三十六年（公元一八九七年）进士。
官翰林院编修。彝工诗，好为长篇，著有《华鄂堂集》
二卷，《四库总目》传於世。
戴天瑞，江南吴县人。康熈五十七年贡生，擅於指画。
康熙五十一年《御制避暑山庄诗》中诗附图画，由戴天
瑞指画所绘。
文永丰（1687－1734），字鹿曹，号东堂，长洲（今江苏
苏州）人。泰弟。以监生擢武英殿纂修，历内邱、故城知
县。写绘花卉，点染有致。卒年四十八。按读画辑略有文
永丰，字五峰，号可亭，国学生，善山水，饶有衡山（文
徵明）家法。康熙四十六年（1707）南巡进画，因得供奉
武英殿。想系一人，惟文伯仁既号五峰，则永丰似不应
再字五峰，附识备考。《文氏族谱续集、苏州府志、画
传编韵》
本光（1649－1729），僧。字于宋，俗姓文，名垍。长
洲（今江苏苏州）人，震孟冢孙。生即茹斋，五岁搦管
作大士像。年二十皈依灵岩继起和尚。後游京师，卓锡
盘山禅院。山水守家法，设色淡隽，兼工写真。善诗文
笔札，工书。卒年八十一。
孙阜，字书年。江苏吴县人。王原祁高弟。擅画，康熙
时供奉内廷。
沈宗敬（1669－1735），清朝书画家笔錄从之。字恪庭、
南季，号狮峰、狮峰道人、双鹤老人、双杏草堂主人、卧

虚山人等，华亭（今松江属上海市）人，沈荃之子。今
依历代画史汇传。康熙二十七年进士，仕至太仆寺卿，
提督四译馆。精昔律，善吹萧、鼓琴，工诗、书。画传
家学，山水师倪、黄，兼用巨然法。笔力古健，思致高
远，水墨居多，青綠亦偶为之。小景小幅尤佳。圣祖南
巡献画称旨，赐题“清风兰雪”额。
张泽瑊，生卒年不详，活动於康熙雍正年间。江苏青浦
人，字虚受，号实甫。康熙举人，雍正间举鸿博不赴。
擅书画，入逸品。《青浦县誌》云：“泽瑊工书画，好
画禅室遗範。”有《怀古堂集》、《天香阁草》。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江
苏太仓人，王时敏孙。康熙九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人
称王司农。以画供奉内廷，康熙四十四年奉旨与孙岳颁、
宋骏业等编《佩文斋书画谱》，五十六年主持绘《万寿
盛典图》为康熙帝祝寿。擅画山水，继承家法，学元四
家，以黄公望为宗，喜用乾笔焦墨，层层皴擦，用笔沉
着，自称笔端有金刚杵。与王时敏、王鉴、王翬并称“
四王”，形成娄东画派，左右清代三百年画坛，成为正
统派中坚人物。享年七十四。所著画论有《雨窗漫笔》
与《麓台题画稿》。擅长做诗，有《罨画楼集》3卷。
王敬铭（1668-1721），字丹思，一字丹史，号味月，
又署玉溪、吴疁等号。嘉定人。康熙四十六年南巡，进
诗画称旨。入直畅春园，纂修武英殿书成，议叙不就。
康熙五十二年以进士第一人及第，充五十四年会试同考
官。五十六年主试江西。侍直十年，甚沐宠遇。王敬铭
与王原祁同谱，山水即受其法，清腴闲远，书卷之气溢於
楮墨。工小楷，生有砚癖，索画者投以佳石无不立应。原
祁弟子时有金、曹、王、李之称，谓金永熙、曹培源、
敬铭及李为宪也。
昝茹颖(1672-1740)，清书画家。字仲遂，一字省雪，
号白 邨 ，安徽怀宁人。清康熙三十五年第二名举人，
五十一年登进士第，参加编纂《子史精华》，脱稿後即
授内阁中书舍人。自康熙末至乾隆初，朝廷诏敕，多出
其手。他工诗善画，所绘松竹菊石，皆磅礴有致，人爭
珍藏。在家乡，和兄蔚林的诗、文、字、画双双出名，
被誉为“八绝”。
题跋者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浙江慈
溪人。郑梁子。终身布衣，立志走游五岳，自署“五岳
游人”。康熙五十九年贡生，因受铨不赴。推崇黄宗羲
之学。家有藏书甚多，时黄宗羲藏书遭到大水，卷轴浸
淹大半；後又遭遇大火，他将散乱的图书予以复整，破
损的图书予以补缀，得书三万卷。

24.4×31 cm.(15) 9 5/8×12 1/4 in.(15) 约0.7平尺(每幅)
WANG YUANQI, SHEN ZONGJING, WANG JINGMING
ROCKERY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00-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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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黄向坚(1609-1673) 滇中山水
立轴 水墨纸本
1664年作
款识：石径盘行山木稠，林泉如此足清幽。
为来飞桥千峰外，卜筑诛茆最上头。
康熙甲辰春三月之杪，偶拟荆关笔意
写此，以记滇中险要之景。万 里 归人
黄向坚。
钤印：黄、端木、黄向坚印
說明：黃 向堅，字端木，江蘇蘇州人。父孔
昭，明季以孝廉宰雲南，姚州兵阻不
獲歸。順治八年（1651）向堅徒步往
尋，閱兩載，行萬餘里，卒得迎養，
手繪所歷山水曰尋親圖。

71.5×32 cm. 28 1/8×12 5/8 in.
约2.1平尺
HUANG XIANGJIAN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4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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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王

昱(1714-1748) 江天扬帆图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东莊王昱。 钤印：昱印
边跋：(翁广平)庚辰季夏之月，以曹素功墨壬谔廷笔题 於 金 薲
华馆。莺脰渔翁翁广平。钤印：广平、海琛馀事、胡庐
庵
出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六册，第78页。文物出版社，
1997年出版。

WANG YU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50,000-250,000

說明：王昱（1714-1748），字日初，號東莊老人、雲槎山人。
江蘇太倉人。與清代畫家王玖、王宸、王愫合稱“小四
王”。王原祁族弟，對於繪畫的認識亦得之於王原祁。
師承婁東“四王”一脈，喜山水，其畫淡而不薄，疏而
有致，筆意在倪瓚、方從義之間。
題邊跋者翁廣平（1760-1842），清代著名書畫家、藏書
家。字海琛，一字海村，道光元年（1821）舉孝廉方正
科。博學嗜古，工畫山水，長於隸書。分隸宗漢碑，山
水師董、巨，俱為文名所掩，知者甚少。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91×49 cm. 35 7/8×19 1/4 in. 约4平尺

324（出版物）

325 佚

名

麟州集庆册

册页九开 设色绢本
拍卖记录：巴黎tajan拍卖，2011年12月12日。
說明：《麟洲集慶》冊頁共九開，無款，畫風為清代宮廷畫師
冷枚一路。是冊為乾隆帝賜給其母孝聖憲皇太后六十大
壽九九壽禮中的一件。孝聖憲皇太后生前住在圓明園長
春仙館，此冊當為圓明園故物。原藏家數年前從法國購
回。
清世宗孝聖憲皇太后即為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中甄嬛的
原型。原名鈕祜祿氏，生於1693年1月1日(康熙三十一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洲鑲黃旗人四品典儀官淩柱之
女。最初在雍親王府邸為妾，號格格，為低階侍妾。
一次，雍王患時疫，病情嚴重，幾乎喪命，鈕枯祿氏侍
奉殷勤，煎湯熬藥，無不周到。雍王康復後，對其尤有
鍾愛。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皇四子弘曆於雍和宮
邸。弘曆十二歲時隨父雍王初侍康熙帝，宴於牡丹台，
康熙帝見皇孫弘曆聰穎過人，十分喜愛，便接至皇宮親
自撫養，並稱弘曆“是福過於予”，連聲稱讚鈕祜祿氏
是有福之人。由此，鈕枯祿氏更得雍王的恩寵。雍王登
基為雍正帝，先封鈕祜祿氏為熹妃，進而晉為熹貴妃。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密建皇儲，將弘曆名字書寫好，
放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
雍正十三年八月，弘曆登基，是為乾隆帝。以遺命尊鈕
祜祿氏為皇太后，徽號崇慶皇太后，移居慈甯宮。同年
十一月戊申，乾隆帝追封外祖父淩柱一等承恩公，諡良
榮。外高祖額亦騰、外曾祖吳祿追封一等承恩公。乾隆
對母親的孝養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號稱“以天下養”。
即以全天下的財力，來奉養這位老太太。
最能體現鈕祜祿氏下半生奢華的，要數她的幾次大生
日，只要她過生日，乾隆就一定要帶著內外王公大臣一
起來為她祝壽。弘曆為母后辦了五旬、六旬、七旬、八
旬四次“整壽”的大慶，每一場整壽慶典都逐層加碼，
天下的奇珍異寶跟在乾隆必備的壽禮— 賀壽詩文後
頭，流水般地往鈕祜祿氏所住的慈甯宮湧。其實，乾隆
年間的王朝局勢並不平安，初年有弘晳陰謀篡位變故，
後來又有多次戰事，然而鈕祜祿氏的生日卻從來沒有因
此降格過一次。
據記載，孝聖皇后六十大壽，乾隆帝所獻的九九壽禮
清單如下：御筆萬壽頌緙絲圍屏一架、三秀雙清綠玉
如意一柄、天和長泰繡迎手靠背坐褥一份、長生智慧
佛一尊、無量福德佛一尊、吉祥尊勝佛一尊、華藏莊嚴
佛一尊、大通智勝佛一尊、日月燈明佛一尊、妙光普照
佛一尊、大慈廣潤佛一尊、蕊香幢王佛一尊，以上佛
一九；萬品同輝繡花燈一對、八方綺合繡花燈一對、佛
沼層雲繡花燈一對、湘台四照繡花燈一對、華井舒霞繡
花燈一對、鼇山露萼繡花燈一對、瀛洲駢錦繡花燈一
對、綠波明月繡花燈一對、九枝春豔繡花燈一對，以上
寶燈一九；龍鳳山河宋瑪瑙花觚一件、雙蟠百福紅瑪瑙
花瓶一件、瑞捧雙桃五色瑪瑙花插一件、三壽作朋綠瑪
瑙花插一件、瑤圃芝雲五色瑪瑙花插一件、天祿長春五
色瑪瑙花罇一件、紅英雪幹二色瑪瑙花插一件、松茂萬
年黃瑪瑙花插一件、雙魚兆瑞二色瑪瑙花插一件，以上
瑪瑙器一九；百福罄宜白玉鼇罄一架、彩翼雲鳧白玉罇
一件、八方甯謐白玉杯盤一副、鶴鹿仙齡碧玉壺一件、
南極呈符漢玉壽星一座、芝鶴同春青玉雙孔花插一件、
拈花集鳳碧玉佛手花插一件、歲寒三友白玉雙孔花插一
件、金春茂白玉筆山一件，以上玉器一九；雲雷圓象三

足鼎一件、仙葩集瑞火花罇一件、翠雲抱珥雙環罇一
件、蓬壺結秀方瓶一件、雙螭彩花囊一件、翠嶠仙罍壺
一件、方壺供壽四足鼎一件、沆瀣承天方罇一件、蕉葉
敷青美人觚一件，以上古銅器一九；武陵仙種甜桃一
盒、洞庭秋色柳丁一盒、太平瑞實蘋果一盒、露井含華
桃幹一盒、萬紀升平蘋果幹一盒、嘉慶余甘李幹一盒、
雲液凝酥敖爾布哈一盒、絳雪流輝山梨面一盒、元珠霏
屑英俄面一盒，以上果盒一九；萬福天全一軸、瑤光煥
彩一軸、三星拱照一軸、慶演潮音一軸、壽山福海一
軸、萬年吉慶一軸、西池佛果一軸、牟尼獻瑞一軸、九
畹芝英一軸，以上畫軸一九；雲岫春暉一冊、四季長春
一冊、群仙祝壽一冊、蓬山仙館一冊、閬風麗景一冊、
繡穀呈芳一冊、麟洲集慶一冊、金英薈秀一冊、瑤池輯
瑞一冊，以上畫冊一九；靜壽同符五嶽圖五卷、恩波廣
潤四瀆圖四卷，以上畫卷一九；貝闕文鏐銀九九、香國
祥芬藏香九九、箕疇錫福哈達九九。《麟洲集慶》冊位
列其中。
“麟洲”指鳳麟洲，傳說為神仙所居之地。此冊所描繪
的就是麟洲眾仙們為太后慶壽的情形，共九幅畫組成
冊。“九”為數字中的至尊，取長久之意。畫中奉眾神
仙壽星仙女畫像，人物開相和美，動態優雅，衣裳、裙
袂、頭飾均描畫精到。並以梅、桃、菊、松、柏、竹、
鶴、錦雞、綬帶鳥為景，柏諧音百，竹諧音祝，鶴諧音
賀。有鹿為伴，取祿諧音，並有青松、福海，寓意吉
祥、福祿、長壽。

29.5×25 cm.(9) 11 5/8×9 7/8 in.(9) 约0.7平尺(每幅)
ANONYMOUS
AN ALBUM OF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Album,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800,000-1,200,000

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像

325

325

326 黄之淑(1765-1820) 兰草图
立轴 水墨绢本
款识：耕畹之淑制於墨之斋。
钤印：之淑、耕畹女士
说明：此轴并有花奴题跋两次。
黄之淑（清），女。字耕畹，广东吴川人。甘泉洪倬妻。
年四十而寡，以画自娱。善山水墨竹，又用双钩水仙法
写双钩墨兰，尤擅时名。工吟詠，不多作。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138×33 cm. 54 3/8×13 in. 约4.1平尺
HUANG ZHISHU

ORCHID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30,000-50,000

327 王裕增(清) 梅花册
册页十二开(选八) 水墨纸本
1770年作
册首：（王克敏）汤泽顾问阁下临别之际，用为纪念。其中镇
籍之，幸甚。己卯九月，王克敏。钤印：王克敏印
款识：1.闹里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芝泉。2.写得玛
瑙坡前第一枝。芝泉。3.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芝
泉。4.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芝泉橅刘雪
湖。5.玉汝於成风雪月，从吾所好画诗书。芝泉6.梦随
飞蝶绕南枝，独夜空斋月落迟。安得罗浮林下去，满
身香影醉吟诗。庚寅秋，法柯丹邱小笔。芝泉。7.孤
花何婉娩，玉立含幽素，短短时出桥，疏疏或临路。坐
疑檐下月，半照墙西树。芝泉居士。8.北风吹倒人，古
木化为铁。一花天下春，万里江南雪。吴才翁句，芝泉
並录。9.水仙骑龙归海宫，玫瑰珠珮迎春风。雾澄天净
露娇影，蕊粉染衣香更浓。鲛绡隔梦梨云色，麽凤不鸣
花 脈脈 。画角吹残十二楼，湖西晓月涵空白。芝泉。
10.孤屿一角。芝泉。11.将疏尚密微经雨，似暗还明远
在烟。芝泉画竟並书高青邱句。12.粲粲江南万玉妃，别
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唯恨缁尘染素衣。乾
隆三十五年秋七月，寓京话雨山斋偶作。杭郡王裕增并
誌。
钤印：王裕增印、芝泉、怀竲、芝泉氏诗画印、臣裕增印、煮
石翁裔、烟研池头、引春书画、石香斋、引春、芝泉
氏、凤皇山樵人、岁寒亭长、梅花泉主、濠上、研香
说明：此册为王克敏赠日本北支临时政府行政顾问汤泽三千男。
王克敏（1879-1945），字叔鲁，祖籍浙江杭州。历任
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等职。
编有《光绪丁未交涉要览》五卷。
汤泽三千男，1942年2月任东条英机内阁内务大臣，参与
强化法西斯的战时体制。战后於1959年任参议员，1962
年任参议院预算委员长，並任自民党总务等职。
王裕增（清），字芝泉，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
官襄阳知县。工画梅繁枝乱蕊，极疏落骞傲之致。刻印
苍劲秀雅。

23×27.5 cm.(12) 9×10 7/8 in.(12) 约0.6平尺(每幅)
WANG YUZENG

Album, Ink on paper.

326

PLUM

RMB: 180,000-200,000

327

328

328 刘

墉(1719-1804) 草书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1796年作
款识：嘉庆丙辰秋七月书，刘墉。
印鉴：刘墉印信、石庵

110.5×59 cm. 43 1/2×23 1/4 in. 约5.9平尺
LIU YO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80,000-120,000

329

329 姚

330

鼐(1731-1815) 草書书法

330 乔崇烈(清) 行书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桓 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
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凌践处，故乃胜
也。”惜翁。
钤印：姬传、姚鼐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立轴 水墨绫本
款识：建礼高秋夜，承明候晓过。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
月迥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更惭衰朽质，南陌共鸣珂。
为子老年道翁，乔崇烈。
钤印：乔崇烈
说明：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70×29 cm. 27 1/2×11 3/8 in. 约1.8平尺

132×42 cm. 52×16 1/2 in. 约5平尺

YAO NAI

QIAO CHONGLIE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30,000-50,000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30,000-50,000

331

331 张廷济(1768-1848) 临兰亭序
册页六开 水墨纸本
1831年作
款识：唐时收藏蘭亭，肖褚书者始入内府，故冯承素所临虽
笔意峭健而曲折宛转，犹河南面目也。郑竹坡以两本
见遗，惠而好我厥意深矣，即临奉政。道光十一年辛
卯元旦，叔未张廷济並誌。
钤印：张叔未、廷济

29×19 cm.(6) 11 3/8×7 1/2 in.(6) 约0.5平尺(每幅)
ZHANG TINGJI CALLIGRAPHY
Album, Ink on paper.

RMB: 80,000-120,000

332

332 成亲王(1789-1823) 行书四屏
四條屏 水墨洒金四色笺本
1805年作
款识：嘉庆乙丑夏五月，成亲王。
钤印：成亲王、诒晋斋印、皇十一子
说明：爱新觉罗·永瑆，乾隆的第十一个儿子，嘉庆皇帝的哥
哥。嘉庆年间担任军机处行走。他最开始学赵孟頫的书
法，後来也学习欧阳询书法的特点，并广泛地临摹晉、
唐、宋、明各家书法，因而形成了端正清丽、劲俏流畅
的风格。他的书法风格更多地承袭了赵孟頫书法的特徵，
显得十分圆润、端美，具有朝廷广阁体的特点，但同时

又具有欧阳询书法转折方劲的特徵，这一点有别於广阁
体一味追求端正俊美。成亲王以楷书、行书著称於世，
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刘墉、铁保並称“乾
隆四家”。
此作为文物公司旧藏。

157×40 cm.(4) 61 3/4×15 3/4 in.(4) 约5.7平尺(每幅)
CHENG QINWANG

RUNNING SCRIPT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600,000-800,000

333 永瑢、道光帝等

题山水画稿册

册页十二開 设色、水墨纸本
款识：1.落落苍髯叟……伴朝衣（土山）。奉和露仲先生澄怀园四
詠原韻，皇四子稿。钤印：皇四子章、希山
2.庭柯抚清荫……补苔衣（土山）。丙申秋七月和露仲先生
澄怀园四咏原韵并指正，皇六子稿。钤印：皇六子章
3.踈干何年种……薛萝衣（土山）。露仲先生以澄怀园四詠
属和时丙申立秋 後 六日，皇八子稿。钤印：皇八子章、学
书、翰墨缘
4.最爱参天势……嶦稀衣（土山）。奉和露仲师傅澄怀园四
詠元韻，皇长孙书。钤印：皇长孙、偶然欲书、赠以瑶花梦
5.根老贞心固……足振衣（土山）。露仲先生诲定，皇次孙
稿。钤印：皇次孙、希书
6.长松千尺入……万象逃（土山）。露仲师傅澄怀园四詠即
作书斋课题录呈诲定，皇四孙时年十三。钤印：皇四孙、希
书、砚田、山水清音
7.奉和露仲前辈……侍际唐初稿。钤印：郑际唐印、际唐、
大草、晉安郑生、磨儿坚
8.林园饶古意……挂稀衣（土山）。澄怀园四咏奉和露仲老
前辈元韵即求教正，侍息斋姚颐。钤印：姚、颐
9.落落园松古……露仲老前辈元韻即求教正，侍酉峰张书勲
稿。钤印：张书勲印、酉峰、半胜斋
10.昂曾枝百尺……露仲老先生属和即政，濂人弟吴绶诒。
钤印：吴绶诒印
11.大夫称已古……露仲老前辈元 韻 即政，香圃达椿。钤
印：臣达椿隐、香圃
12.後原足敬……露仲老先生雅教，敬堂弟倪承宽。钤印：
倪承宽、敬堂
13.虚亭何所对……应倚皓侪。
14.泛泛方塘谁……是白鸥波。
15.读书成小筑……机已到头。
说明：皇四子即永珹，（乾隆四年-乾隆四十二年），封履端亲王。
皇六子即永瑢（乾隆八年-乾隆五十五年），封质庄亲王。
皇八子即永璇（乾隆十一年-道光十二年），封仪慎亲王。
皇长孙穆郡王,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母和裕皇贵
妃刘佳氏，时为藩邸福晋。未命名，幼殇。
皇次孙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出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
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皇四孙爱新觉罗•绵忻，出生於嘉庆十年（1805），母孝和睿
皇后钮祜祿氏，时为皇后。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封瑞亲王，
年十四。道光三年，命在内廷行走。
郑际唐，字大草，号云门，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四年进
士，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山西学政，工书法，精篆刻。
姚颐，字雪门，江西泰和人，乾隆丙戌进士，授编修，历官
甘肃按察使。
达椿，字香圃，乌氏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进
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历翰林院侍
讲，礼部尚书。
倪承宽，字余疆，号敬堂，仁和人，乾隆甲戌进士，授编
修，官至仓场侍郎。

18.3×24.4 cm.(12) 7 1/4×9 5/8 in.(12) 约0.4平尺(每幅)
DAO GUANGDIDENGREN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LANDSCAPE

RMB: 300,000-400,000
333

333

334 观

保(清) 草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款识：盆山高叠小蓬莱，桧柏屏风凤尾开。綠绕金堦
春水闇，新分一脈御沟来。王珪宮词。观保。
钤印：情何能已、吉林观保石氏、介檀则号补亭
说明：观保，索绰罗氏，字伯容，号补亭。满洲旗人。
乾隆丁巳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尚
书，罢再起，授左都御史。谥文恭。

156×62 cm. 61 3/8×24 3/8 in. 约8.9平尺
GUAN BAO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50,000-200,000

334

335 显亲王(清)

草書书法

立轴 水墨纸本
题识：峰抱疑无路，云深却有扉。鹤闲时作啸，花静
不轻飞。洞暖春当驻，山清月更辉。一潭空似
镜，碧色动帘衣。
钤印：显亲王宝、制节谨度、存诚
说明：显亲王永锡（1753-1821），满洲爱新觉罗氏。
肃武亲王豪格後裔、显密亲王爱新觉罗•丹臻
孙，奉国将军爱新觉罗•成信（丹臻第二子）
第五子。乾隆三十三年授三等侍卫。1778年，
肃勤亲王蕴着逝世，永锡以显密亲王丹臻之孙
的关係承袭肃亲王爵位，其父成信亦被追封为
肃亲王。嘉庆中，历任镶蓝旗汉军都统、正红
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
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管理圆明园包衣三
旗、健锐营、畅春园、武英殿御书处、钦天
监事务、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充玉牒馆
总裁，由内廷行走，授领侍卫内大臣。益号
“恭”，其长子敬敏承袭肃亲王爵位。

141.5×57 cm. 55 3/4×22 3/8 in. 约7.4平尺
XIAN QINWA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60,000-240,000

335

336 高

翔(1688-1753) 竹石菊花

立轴 设色纸本
1715年作
款识；乙未冬十月望後，西唐高翔画於煮字窝。
钤印：高翔小印
出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一册，第209页。编号京12-271。文物
出版社，1997年。
說明：高翔（1688-1753），字鳳崗，號西唐，別號山林外臣。江蘇揚
州人。擅畫山水花卉，間作佛像人物。篆刻與汪士慎、丁敬齊
名。又與高鳳翰、潘西鳳、沈鳳並稱“四鳳”。高翔少年時期崇
尚石濤，後與石濤結識為友，常相往來，情誼深長，受益頗深，
是石濤的摯友和忠實追隨者。
此圖繪於乙未（1715）年，是年畫家方才27歲，屬於其早歲作
品。畫面中間繪墨竹一枝，貫穿全幅；下方蒼石一尊，點點青
苔；旁邊點綴菊花和蘭草。兩株菊花顧盼生姿，竹子似在風中搖
曳。全圖筆法簡練，清新雋秀，有空靈之感。
題款中的“煮字窩”是畫家早期自訂的齋號。“煮字窩”是一個
雅噱的俗名，在自我調侃中表明了高翔甘於清貧淡泊的個人志
趣。畫家後來將齋號改為“五嶽草堂”，目前所見作品以署“五
嶽草堂”的居多。
高翔是揚州八怪中的重要人物，真跡流傳很少，早歲的作品則更
為稀見。此作流傳有序，品相完好，識者自當珍之。
此作为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112×33 cm. 44 1/8×13 in. 约3.4平尺
GAO XIANG BAMBOO AND CHRYSANTHEMUM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36（出版物）

RMB: 400,000-600,000

336

337 陆景曾(清) 无量寿佛
立轴 描金红笺
诗堂：(郭尚先)无量寿佛颂。莆田郭尚先。钤印：臣尚先
印、乘石
款识：无量寿佛颂。道光元年，盈川陆景曾恭绘。
说明：郭 尚先（1785-1832），字元开，号兰石。福建莆
田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历任乡试考官、
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四川学政、左赞善、光
祿寺卿。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春，诏授大理
寺卿、礼部右侍郎，专司学政吏考之事。郭尚先一
生博学多艺，著述甚丰。他工书法，“本学欧阳，
後兼颜，褚”，以致当时朝鲜、日本诸国人爭相以
重金求购其墨宝。他又善绘画，山水之外，尤擅兰
石；其篆刻则古朴浑厚，法度精严，被誉为“深入
汉人之室”，著述亦丰。
陆景曾为陆润庠之高祖父，曾官直隶静海县典史。

诗堂：32×58.5 cm. 12 5/8×23 in. 约1.7平尺
画心：115×58.5 cm. 45 1/4×23 in. 约6.1平尺
LU JINGZENG AMITAYUS BUDDHA
Hanging scroll, gold on red paper.

RMB: 80,000-100,000

337

337（局部）

338

338 张一鹄(?-1662後) 山水卷
手卷 水墨纸本
1688年作
款识：戊申嘉平月，画为贞老季翁，张一鹄。
钤印：张一鹄、竹深书屋
說明：張 一鵠，清代畫家、詩人。字友鴻，號忍
齋，又號釣灘逸人。松江朱涇（今屬上海
金山）人。明末以成均（國子監）入貢，
在南京與黃道周、楊文驄等交往，詩文倡
和，創立“半山會”，張曾為之畫《半山
圖》。入清後於順治十五年（1658）中進
士，授職雲南推官。其間治政有績，能撫
恤百姓，剷除弊政，雲南人民頗為戴德。
康熙元年（1662）夏，以奏銷事遭貶謫，
回歸家鄉，建造宗祠教育鄉里子弟。善詩
文，詩意雄深壯健，與當時文苑名士王士
禛、彭而述等相倡和。著有《野廬三集》
和《河存草》若干卷。其山水畫師法元人，
以黃公望為歸，得灑脫放逸的筆意，墨氣
滋潤。

31.5×135 cm. 12 3/8×53 1/8 in. 约3.8平尺
ZHANG YIHU

LANDSCAPE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40,000-60,000

339 闵

贞(1730-1788) 八仙图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闵贞画。
钤印：闵贞、正斋

163×87 cm. 64 1/8×34 1/4 in. 约13平尺
MIN ZHEN

EIGHT IMMORTALS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200,000-300,000

339

340

340 薛 怀(清)

花鸟册

册页十二开 设色纸本
款识：1.秋塘风露。钤印：薛、竹君、湘舫
2.竹君。钤印：薛怀、金陛思字子廉号鹤峰又号琴舫新
安古歙人
3.荔枝多与核，金桔却头算。钤印：竹君、薛怀、湘舫
4.霜破芭蕉几叶青， 綠 窗深处晚风清。偶然写向溪藤
上，便欲支 頣 听雨声。怀 並 题。钤印：画禅、薛、小
凤、湘舫
5.竹君。钤印：古怀、湘舫
6.竹君。小凤
7.蓬顾之子垂髻妇，家在山村水村住。不羡朱门餍梁
肉，秋天摘豆冬煨芋。廉溪居士。钤印：薛怀
8.陈眉公云：采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洁。又云：
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味，三人得趣，六七人是名施
茶。钤印：竹君、小凤、惜墨、湘舫
9.小凤。钤印：竹君、金陛思字子廉号鹤峰又号琴舫新
安古歙人
10.春涨江南杨柳湾，鳜鱼泼刺 綠 波间。未知可是湘江
种，也带湘妃淚竹斑。钤印：薛怀、湘舫、画稿
11.平沙息羽。钤印：薛、古怀、湘舫、金陛思字子廉号

鹤峰又号琴舫新安古歙人
12.戊子仲秋月下澣八月，桃源薛怀写於廉溪书屋。钤印：
古怀、竹君、小枝
说明：薛怀（清），字小凤，号竹君，晚号竹居老人，清代著
名画家。

23×30 cm.(12) 9×11 7/8 in.(12) 约0.6平尺(每幅)
XUE HUAI FLOWERS AND BIRDS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80,000-90,000

340

341 吴

云(1811-1883) 山水

立轴 水墨纸本
1878年作
款识：翠 筼深 锁 草堂寒。戊寅春仲雨窓，橅 道
昇笔法於两罍轩，愉庭吴云並记。
钤印：平斋晚号退楼、两罍轩
说明：吴云，字少甫，号平斋。安徽歙县人。道
光二十四年（1883年）任镇江知府，後任
苏州知府。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
攻下苏州，吴云丢官闲居。吴云性喜金石，
尤爱收藏，凡吉金贞石，奇书古画，不惜
重金辗转求购。吴云所蓄金石书画富甲吴
门，三代彝器之外，仅秦汉魏 晉 古印就
达千 餘 纽。著述甚夥，有《二百兰亭斋
金石记》、《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
《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藏》、《两 罍 轩彝
器图释》、《两 罍 轩印考漫存》、《汉
建安弩机考》、《温虞恭公碑考》、《
华山碑考》、《焦山志》等。吴云还是位
书画家。书法以颜真卿为宗，又工画山水及
枯木竹石，最喜画山水扇面，兼治印章。

101.5×48 cm. 40×18 7/8 in. 约4.4平尺
WU YUN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RMB: 30,000-40,000

342 杨

晉(1644-1728) 江山渔乐

立軸 設色絹本
款识：江山渔乐。摹梅沙弥，杨晉。
钤印：西亭晉、埜鹤

165.5×53 cm. 65 1/8×20 7/8 in.
约8.1平尺
YANG JIN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200,000-300,000

343 吴

历(款) 雨散飞泉图

立轴 设色纸本
款识：雨 散 煙 峦翠万 里 ，泉飞百转下晴空。人
家住近愚公 谷 ，不往桑麻种翠松。桃溪
吴墨井写。
钤印：吴墨井印
鉴藏印：蕉 林秘玩、刘氏珍藏、听帆楼藏、安
仪周家珍藏、苍岩子梁清标玉立
说明：此作为“文革”退赔物品。

127×35 cm. 50×13 7/8 in. 约4.1平尺
WU LI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40,000-60,000

341

342

343

344

345

344 苏六朋(1791-1862) 松林觅句图

345 钱

杜(1764-1845) 竹庭移步图

镜心 设色纸本 1840年作
款识：庚子长夏，苏六朋。
钤印：枕琴、臣六朋印
说明：此作原藏家1980年代购於香港苏富比。

立轴 设色纸本 1830年作
款识：林西旧馆，步月竹木间，洒然有秋意，戏为此图，以寄
澹生十一兄雅赏。道光庚寅六月望日，钱杜记。
钤印：叔美

125×46 cm. 49 1/4×18 1/8 in. 约5.2平尺

76×25 cm. 29 7/8×9 7/8 in. 约1.7平尺

SU LIUPENG FIGURE AND LANDSCAPE

QIAN DU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40,000-60,000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0-200,000

346

346 方士庶(1692-1751) 泛舟图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鬱密林峦荡漾湖，亲朋都在此山隅。麦场已了蚕桑罢，
撑个船儿会酒徒。
钤印：环山、偶然拾得

22×27 cm. 8 5/8×10 5/8 in. 约0.5平尺
FANG SHISHU

LANDSCAPE

Mounted, Ink on paper.

347 瞿子冶(1780-1849)

RMB: 30,000-40,000
竹

立轴 水墨绢本
款识：上有竿而无叶，下有叶而无竿。此非故为新意也，每见
旷阔之处前後都种此君，屋中人坐临窗，则上为窗中之
景，下为墙头之景耳。子治画题。
钤印：昙华金栗庵
說明：瞿子冶，名应绍，初号月壶，后改瞿甫，字子冶，又号
老冶、陛春，清嘉庆至道光年间上海人。善鉴别金石文
字、收藏古器物，工诗词、尺牍、书画、篆刻、鉴古，
善兰竹，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最善画竹。“子冶石
瓢”是他的代表作，为曼生之后文人壶代表。

61×32 cm. 24×12 5/8 in. 约1.8平尺
QU ZIYE

BAMBOO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40,000-50,000

347

349

348空号
349 程庭鹭(1796-1858) 山水卷
手卷 设色纸本
款识：阳山迤西行，乍崿自奔凑，石隖据背阴，余力负以走，
壑引修蛇赴，岩激困兽斗，截涧断云湿，悬崖古籐瘦。
动心惧天压，失足防藓溜，香龛小拎巢，层担嵌隙窦，
屋後一峯侵，象鼻作气齅，黰如发光鉴，皴作鬼面皱。
再上愈巉削，仄径通猿狖，高高望湖亭，波痕染襟袖，
远挹峦浮螺，平临壤错绣，仙砰在尺咫，傥许飞仙遘。
流泉不出山，清泠鸣玉漱，僧寮茶灶迩，竹笕接梁窝，
默焉怀往昔，雅会吾侪又，天公肆巧幻，刻意成雕镂。
正如嵚寄人，矫然处世宙，好事今已无，聊甘屏荒陋，
寂寥几苔碣，残缺难句读，图画存仿佛，真形乃有副。
吁嗟委灌莽，安必姓名寿，椎拓偶流传，定为山灵佑，

留连逮日夕，返照峰凹透，樵牧忽相逢，惊贻若鼯鼬。
林 腉欎 萧森，松风砭肤腠，有客访水帘，归来诧奇构，
余方此间乐，熊鱼敢兼收，何年息尘辙，傍 隖 一椽僦。
濒江识矶燕，西湖狎岭鹫，惟此足此拟，恍与竞灵秀，
烟霞到眼新，仆雪阅时旧，高 詠 希同声，庶补我诗漏。
道光己亥三月二十二日，阳山大石纪游，忘牧学人程庭
鹭。
烟霞自醉心，颇胜饮醇酒，前游及春晚，转瞚 阅夏首，
梦寐牵想殷，缣素慢 覩 偶，力凿幽境通，笔趁断厓阧 ，
诗情助秀特，不 異 新脱口，林邱托荒寂，蕴奇莫由剖，
隐君山泽 臞 ，太史牛马走，继踵若追从，前跡 若导诱，
表章赖贤达，倘亦天所牖，遂令披卷帙，神往此灵薮，
纪胜按图经，十已失八九，更越三百年，谁复识有某，

349

山骨永不摧，浮名固易朽，丹青欲重橅，不成笑类狗。游
後五日观石田翁大石图卷，用笔沉著，淋漓纵逸，深得梅
花庵主神韻。展玩欣赏，並诗跋和题一首，临其意，附书
於尾。道光己亥三月二十七日，序伯程庭鹭。
钤印：鹤槎山民、序伯、庭鹭
说明：程庭鹭，清代画家、篆刻家。初名振鹭，字蘊真，又字
问初，号綠卿，改名庭鹭，字序伯，号蘅乡。嘉定（今
属上海）诸生。早岁问业於陈文述，留吴门（今江苏苏
州）甚久。与吴县潘曾莹、杭州钱杜、嘉兴郭容光、常
熟蒋宝龄等为诗画友。他仰慕明末嘉定四先生的人格，自
号蘅乡，又刻有“小松圆阁”印和“四先生里人”印。居
室署名“画山楼”和“小鸥波馆”。他的绘画得钱杜指
授，又上追李流芳、程嘉燧，出入王敬铭和张鹏翀，笔

墨沉厚苍茫，意境萧疏。能诗词，擅长骈体文。篆刻以丁
敬、黄易为法，上溯秦汉。他以艺文之名盛播於江浙。陈
云伯评述他“抱鸾凤之姿，挹煙霞之气，诗情画境一如
其人”。子祖庆，号稚蘅，亦善山水，笔墨幽秀。著有
《以恬养智斋诗初集》、《以恬养智斋诗二集》、《尊
璞堂诗文集》、《虞山游草》、《红蘅词》、《练水画
徵录》、《篛庵画麈》、《小松圆阁杂著》、《小松圆
阁印存》等书。

28×309 cm. 11×121 5/8 in. 约7.8平尺
CHENG TINGLU LANDSCAPE
Hand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150,000-250,000

350

350（局部）

350

350 张

敔(1734-1803) 花閒繙卷

手卷 水墨纸本
1796年作
引首：（朱祖谋）花閒繙卷。癸亥六月，朱祖谋。 钤印：朱
祖谋印、彊邨
款识：秋花秋草色斑斓，日日板懷兴未阑。为惜晚香风露冷，
闲窗濡墨写来看。丙辰秋末，写应蓬心大兄先生属，雪
鸿张敔。
钤印：敔印、虎人氏、介眉
题跋：（郑文焯）古徵世讲先生属题即政，鹤道人。钤印：江
南退士、吴水城东墅
（章鈺）丙辰寒夕，长洲章鈺。钤印：长洲章鈺
（张尔绩）张尔绩题跋。钤印：五台张嘉琳字尔绩印
（潘绶庭）乙未秋八月，题应古徵大人雅正，绂曾潘绶
庭。钤印：希有道者
（姚华）何惮霜风紫与頳，由采黄色亦虚声。自从李觯
吟泽君，几辈花前解正名。茫父并题二十八字。钤印：
茫父
鉴藏印：朱祖谋印、彊村、熙庵、曾经新之过目、玉壶轩、江
门士族
说明：上款人王宸（1720-1797），字子凝，號蓬心。江蘇太倉
人。王時敏六世孫，王原祁曾孫。官居永州知府。書法
似顏真卿，多藏古碑刻。山水承家學，以元四家為宗，
而深得黃公望法。枯毫重墨，氣味荒古，脫略形似，仿
王紱尤得神髓。著有《繪林伐材》、《蓬心詩鈔》。與
王玖、王愫、王昱合稱“小四王”。
張敔（1734-1803），字虎人，又字茝園，號雪鴻，晚號
止止道人。先世安徽桐城人，遷江甯（今南京）。乾隆
二十七年（1762）舉人，官湖北房縣知縣。以冒籍事去

職，遂遍海內。天資高邁，為人疏放不羈。張敔能書、
工詩、善畫山水、人物、花卉、禽蟲，白描設色，無不
工妙，隨意揮灑，筆氣豪縱。兼擅四體及飛白書。至若
以左手或竹箸、指頭書、畫，無不造極。
此卷為朱祖謀舊藏，並自題引首。朱祖謀（1857-1931），原
名朱孝臧，字古微。浙江吳興人。光緒九年（1883）進
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因病假歸作上海寓公。工倚聲，
為晚清四大詞家之一，著作豐富。書法合顏、柳於一爐；
寫人物、梅花多饒逸趣。著有《彊村詞》。吳湖帆對其詞
學推崇備至。
卷後題跋者有鄭文焯、章鈺、潘綬庭、張爾績、姚華。
鄭文焯（1856-1918），晚清官員、詞人。字俊臣，號
小坡，晚號鶴道人。奉天鐵嶺（今屬遼寧）人。光緒舉
人，曾任內閣中書，後旅居蘇州。工詩詞，通音律，
擅書畫，懂醫道，長於金石古器之鑒，而以詞人著稱
於世。其詞多表現對清王朝覆滅的悲痛，所著有《大鶴
山房全集》。
章鈺（1864-1937），近代藏書家、校勘學家。字式之，
號茗簃。江蘇蘇州人。藏書室名“四當齋”。1903年（光
緒二十九年）進士，官至一等秘書，事務司主管兼京師圖
書館編修。辛亥革命後，寓天津，以收藏、校書、著述為
業。1914年任清史館纂修。晚年移住北平。

引首：28×102 cm. 11×40 1/8 约2.6平尺
题跋：28×178 cm. 11×70 1/8 约4.5平尺
本幅：28×309 cm. 11×121 5/8 in. 约7.8平尺
ZHANG YU

FLOWERS

Handscroll, Ink on paper.

RMB: 150,000-250,000

352

351空号
352 葛

尊(清)

竹林七贤

镜心 设色纸本
1885年作
款识：乙酉夏六月上浣，龙芝葛尊。
钤印：家住西官城外郭溪东、葛氏尊贤龛芝甫之印
说明：葛尊，浙江海宁人，生卒年不详。字龙芝，一作龙芷，
号雪斋，诨名聋子（其耳实聋），曾见署款尊贤，从艺
活动大约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民
国初仍在世，享寿甚高。善画人物，兼能山水，尤擅写

社会现实和渔家、农民生活及历史故实，配景清新有逸致，
人物生动，姿态各 異 ，颇具风俗画特色。清光绪十年
（1884）前後在上海曾与吴嘉猷同画《点石斋画报》，
著名於时， 後 归故乡仍以卖画为生。

146×82 cm. 57 1/2×32 3/8 in. 约11平尺
GE ZUN

LANDSCAPE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80,000-100,000

353

353 顾

昶(明)

剑阁图

立軸 設色絹本
款识：剑阁图。己酉清和仿李晞古法，为彩光道长兄，顾昶。
钤印：顾昶、元昭
说明：顾昶，明代画家。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顾应祥父。
赠兵部右侍郎，号恬静，三品。

123×63 cm. 48 1/2×24 7/8 in. 约7平尺
GU CHANG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20,000-30,000

354 张

莘(清) 蒲塘秋艳

立軸 設色絹本
款识：蒲塘秋艳。旧从苏台友人得观王若水残荷藏本，绰约有
致，研色戏摹，杂以茭芦翠篠，写水汀苹滩，新趣也。
秋谷並记。
钤印：张莘
說明：張莘（清），字秋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中年東
渡日本，遊琉球、長崎諸地，時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擅寫花卉，設色秀麗得南田之法。

147.5×36 cm. 58×14 1/8 in. 约4.9平尺
ZHANG XIN

LOTU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354

RMB: 25,000-30,000

355 肃亲王(1866-1922) 行书书法
立轴 水墨绫本
款识：重本先生雅属，肃亲王。
钤印：肃亲王、偶遂亭主、望重宗维
说明：肃亲王善耆，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清朝第十代肃亲
王。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历任乾清门头等侍
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
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
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133×41 cm. 52 3/8×16 1/8 in. 约4.9平尺
SU QINWA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RMB: 40,000-50,000

355

356

357

356 沈演公(近代)

隶书

357 吴文徵(清)

镜心 水墨洒金笺
1937年作
款识：丁丑嘉平，沈演公题。
钤印：沈演公
說明：沈演公，林則徐女婿沈葆楨嫡孫，著名書法家。書宗錢
灃，運婉圓妍，有獨到之處。山水宗北宋，工詩及古文
辭。曾任孫中山大總統府秘書。

40×114 cm. 15 3/4×44 7/8 in. 约4.1平尺
SHEN YANGONG

Mounted, Ink on paper.

CLERICAL SCRIPT

RMB: 8,000-9,000

隶书

镜心 水墨纸本
款识：世德袭爵，银艾相亚，恢遐祖之鸿轨，拓前代之休踨，
邈逸越而难继，非群愚之所颂，仁义本於心，慈孝著於
性，不失典术，行不越矩度，清洁曒尔，埿而不滓，恤
忧矜厄，施而不记，由近及远，靡不覆，故能阐令名而
云腾，扬盛声而风布。费凤别碑。
钤印：吴文徵印
說明：吳文徵，乾隆十三年進士，善書法。

27×36 cm. 10 5/8×14 1/8 in. 约0.9平尺
WU WENZHENG

CLERICAL SCRIPT

Mounted, Ink on paper.

RMB: 15,000-18,000

358

358 迟

煓(清) 芦雁图

立軸 設色絹本
1715年作
款识：康熙乙未长夏，拟吕廷孤笔意写於挹清斋。闾阳迟煓。
钤印：迟煓之印、澹生
说明：迟煓，字淡生，辽宁吕阳人，原籍福建。善花鸟、草虫，
细钩淡染，清蒨婉约，惜气韻稍薄弱，只宜小幅。或谓
其妾善画，煓画皆出其手云。

161×93.5 cm. 63 3/8×36 7/8 in. 约13.6平尺
CHI TUAN GEES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RMB: 400,000-500,000

360

359

359 杨守敬(1839-1915) 隶书七言联
對聯 水墨纸本
1908年作
款识：春亭仁兄方家正，光绪戊申九月，杨守敬。
钤印：杨守敬印、星吾七十岁作
说明：此作为文物商店旧藏。

179×46 cm.(2) 70 /2×18 /8 in.(2) 约7.4平尺(每幅)
1

YANG SHOUJING

Couplet, Ink on paper.

1

CLERICAL SCRIPT

RMB: 30,000-40,000

360 杨守敬(1839-1915) 行书七言联
對聯 水墨纸本
款识：季侯大兄方家正，宜都杨守敬。
钤印：杨守敬印、惺吾
出版：《我思故里》第56页，唐新良雄著，1998年版。

179×46 cm.(2) 70 1/2×18 1/8 in.(2) 约7.4平尺(每幅)
YANG SHOUJING CALLIGRAPHY
Couplet, Ink on paper.

RMB: 50,000-60,000

何绍基小像

361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七言联
镜框 水墨洒金笺
款识：忽闻幽鸟不知处，静看好山无厌时。耀南
大兄雅属，何绍基。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127×30 cm.(2) 50×11 3/4 in.(2)
约3.4平尺(每幅)
HE SHAOJI

CALLIGRAPHY

Mounted and framed, Ink on gold paper.

RMB: 80,000-120,000

361

362

362 焦秉贞(款)

靜防鹦鹉觉，立露过黄昏。
上挹僊掌浆，啸聚狐魅斟。
俯见龙渊深，花田种珊瑚。
猛虎磨牙当殿立，媓魔含睇出花来。
傍镜哥窑兰，临风媚緗萼。
十三絃底莺语娇。
擁貂上相投宜乐。

明贵妃像

镜心 设色纸本
款识：明贵妃尊容，奉敕敬写。臣焦秉贞恭绘。
钤印：秉、贞

21×67 cm. 8 1/2×26 3/8 in. 约1.3平尺
JIAO BINGZHEN

FIGUR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63 任

小隔纱帏剪翠茸。
钤印：渭长、熊

RMB: 30,000-40,000

27×31.5 cm. 10 5/8×12 3/8 in. 约0.8平尺
REN XIONG ALBUM OF TEN LEAVES

熊(款) 杂画册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册页十开 设色绢本
款识：孔雀下飐银泥裙。
钿屏烛腻流膏黏。

363

RMB: 200,000-300,000

363

364

365

364 盛茂烨(明)

寒水松风图

365 陈世昌(1777-1823) 行书书法

扇面 设色纸本
款识：水寒深见石，松晚静闻风。崇祯丙子清和写於云息斋，
似爾敬词兄。盛茂烨。
钤印：盛茂烨印
说明：盛茂烨，生卒年不详。明画家。号念庵、一作研庵，长
洲（今江苏苏州）人，善山水，有烟林清旷之概。人物
亦精工典雅。万曆三十五年（1607）作阁影松声扇，崇
祯十年（1637）作秋高古树图，又南京博物馆藏有其所
画山水册。

18×52 cm. 7 1/8×20 1/2 in. 约0.8平尺
SHENG MAOYE

LANDSCAPE

Fan leaf, Ink and color on paper.

RMB: 40,000-50,000

扇面 水墨金笺
款识：叔美二兄大人正，弟陈世昌。
钤印：伯香、纸西竹屋
说明：陈世昌，字卜武，号艺荪，湖南武陵（今常德市）人。清
朝官吏。嘉庆十年，考授国子监学正，时文名在天下，佥
谓宜取上第。嘉庆十七年，升博士，补储济仓监督；嘉
庆二十五年，选授山西蒲州府同知。其在晉省，官声尤
著，百姓服而怀之。甚至邻蒲境，如陕、豫之民，有事
亦投状於蒲，欲得陈公一质讯。陈世昌学问优长，工诗
文，有《亲雅堂读文集》传世。

17.5×51 cm. 6 7/8×20 1/8 in. 约0.8平尺
CHEN SHICHANG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gold-dusted paper.

RMB: 5,000-8,000

366

366 张之万(1811-1897) 苍崖秋景
    方 錡(清) 行书
扇面二帧 水墨绢本、水墨金笺
1874年作
款识：（张之万）苍崖秋瀑，煦初老前辈世年大人教正。侍生
张之万。
（方錡）煦翁大冢宰均诲，甲戌四月八日勅，方錡书呈。
钤印：之、万、方、錡

(张)18×53 cm. 7 1/8×20 7/8 in. 约0.9平尺
(方)17×52 cm. 6 3/4×20 1/2 in. 约0.8平尺
ZHANG ZHIWAN AUTUMN
FANG QI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silk.

RMB: 10,000-20,000

367

368

367 吴大澂(1835-1902) 行書书法

368 蒋

扇面 水墨金笺
款识：子明仁兄大人雅属，吴大澂。
钤印：清卿
说明：上 款俞子明（1843-1911），名义维，字静山，号砚溪
渔人、砚溪山人。晚清绘瓷家之一，活跃於同治、光绪年
间，擅人物与花鸟，又工行书及篆书，人物画以神仙题材
为多，造型生动；花鸟取民间画法，热烈艳丽。俞子明是
晚清民国彩瓷发展衍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师。

19×53 cm. 7 /2×20 /8 in. 约0.9平尺
1

WU DACHENG

7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gold paper.

RMB: 20,000-30,000

仁(1743-1795) 书法

扇面 水墨纸本
款识：山堂蒋仁。
钤印：蒋仁
说明：蒋仁，原名泰，字阶平，後来因得“蒋仁”古铜印，极
为欣赏，遂改名为蒋仁，号山堂，别号吉罗居士、女床
山民，浙江仁和（杭州）人。性孤冷，寡言笑，终身罕
与世接。“西泠八家”之一。

17.5×54.4 cm. 6 7/8×21 3/8 in. 约0.9平尺
JIANG REN

CALLIGRAPHY

Fan leaf, Ink on paper.

RMB: 20,000-30,000

拍卖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公司业务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国际
通行惯例制订。竞买人、委托人须仔细阅读本规则各项条款，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项，本公司享有解释权和处理权。
第二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 “本公司”指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 “本公司住所地”指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春秀路12号楼；
(三) “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围内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它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四)“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了必要手续，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它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
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
理人；
(五)“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六)“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委托本公司进行拍卖的物品；
(七)“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易之日；
(八)“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
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九)“落槌价”指拍卖师对竞买人最高应价以落槌或其他方式表示的承诺；
(十)“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计算的佣金、
税费、各项费用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它款项後的余额；
(十一)“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部佣金、以及
应由买受人支付的其它各项费用的总和；
(十二)“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其它形式的宣
传品、包装、运输、存储、保管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本规则规
定而收取的其它费用；
(十三)“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拍卖标的最低售
价；
(十四)“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它介绍说明文字之後标明的拍卖标的估计售
价。参考价在拍卖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五)“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费用，现行收
费标准为每日按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
定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自
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
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第四条 瑕疵担保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竞买人应在本公司预展时亲自去审查拍卖标的原物，并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第二章

关於竞买人和买受人的条款

第五条 拍卖标的图录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於竞买人及委托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均将制作
拍卖标的图录，对拍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拍卖标的图录中
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於
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
所作的担保。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或其它任何形式的图
标、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误差者，以原物为
准。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包括证书、图录、状态
说明、幻灯投影、新闻载体、网络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
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
价中的不准确或遗漏之处负责。
第六条 竞买人之审查义务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任何形式的瑕
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并对自
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它方式亲自审查拟竞买拍卖标的
之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及品质，而不应依赖本公司拍卖标的图录、状态
说明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定。
第七条 竞买号牌
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
借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办理挂失手续。
无论是否接受竞买人的委托，凡持竞买号牌者在拍卖活动中所实施的竞买行为均视为
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所为，竞买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
本人已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竞买号牌的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
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八条 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的数
额由本公司与竞买人书面确定。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的，则该保证金在拍卖结
束後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为买受人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
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的定金。
第九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其身份是
某竞买人的代理人，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第十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

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三日)办理委托手续，向本
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签订委托竞投协议，并将竞投拍卖品估价的百分之
三十款项汇至本公司，其余款项在竞投成功後七日内付清。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
本公司。
第十一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於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买信息的免费服务，本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代为竞投等不承担任
何责任。
第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且最终
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者为该拍卖标的的
买受人。
第十三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於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内容
仅供参考。无论影像投射或其它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编号、拍卖标
的图片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因此误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
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四条 拍卖师权利
拍卖师有权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在竞买人出现争议时，有权将拍卖标的
重新拍卖。
第十五条 拍卖成交
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买成功，
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十六条 佣金及费用
竞买人竞买成功後，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於落槌
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同时应支付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十七条 付款时间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取拍卖标
的。若涉及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买受人需一并支付。
第十八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它货币
支付，应按买受人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於买受人付款日前一
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本公司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
换成人民币所引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它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九条 风险转移
竞买成功後，拍卖标的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後(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即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
(一) 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或
(二) 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买价款；或
(三) 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届满。
第二十条 领取拍卖标的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前往本公司住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它地点领取所购
买的拍卖标的。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标的，则逾期後对该拍
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
的承担全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本公司或其它代理人代为保管，本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一条 包装及搬运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司对买受
人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
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承担责任。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受
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
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未付款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按时足额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
种措施：
(一) 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证金(定金)
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同一竞买号牌同时拍得
多件拍品的，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规定时间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则
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二) 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则自拍卖成交
日後第八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日千分之五收取滞纳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
项之日止；
(三) 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其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於没
收竞买保证金(定金)、滞纳金等；
(四) 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其它拍卖标的，以及因任何原因由本
公司占有该买受人的任何其它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及/或风险
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定时间内履行其全部付款义务，则本公司
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
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五) 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依据《拍卖法》及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它方
式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
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费用外，若再行拍
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所得的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
额。
(六）无论因何种原因由本公司占有的该买家的任何财产均行使留置权，直至买受人
足额支付购买价款。

第二十三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处理办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领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
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 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它地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於自
拍卖成交日起的第八日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计收保管费等)及/或风险
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付全部购买价款及前述保管费後，方可领取拍卖标
的；
(二) 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届满後所发
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标
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
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和费用後，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
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三章

部损失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三) 将本条所述的赔偿规定通知该拍卖标的的任何承保人。
第三十三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违反本条
规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拍卖法》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
第三十四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
扣除其它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向买受人按落槌价百
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如拍卖品系文物，应按中国政府文物部门的标准
加收火漆鉴定费。

关於委托人的条款

第二十四条 委托程序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委托人委托代理
人拍卖物品的，应向本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托人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代理人应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展示、
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宣传品。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下：
(一) 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
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三) 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
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人应负责赔偿本公
司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於宣传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
第二十六条 保留价
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均设有保留价。保留价数目一经双方
确定，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
而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权利
(一) 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後次序、位置、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标准；拍卖
标的的展览/展示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
准;
(二) 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以及拍卖地点、
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第二十八条 未上拍的处理办法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书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司後，若因任何原因致使本
公司认为某拍卖标的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
的委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回拍
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告解除。若
在委托拍卖合书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
书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
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
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
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二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拍卖标的
的拍卖活动：
(一) 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的；
(二) 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异议所依据
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引起的法律後果及全部损失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三) 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异议的；
(四) 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的；
(五) 存在任何其它合理原因的。
第三十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後，可撤回其拍卖标
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则应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的款项并
支付其它各项费用。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
若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
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
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卖家
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余款，则由买受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
关。
第三十一条 保险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
公司後，所有拍卖标的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投保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本公司与委托人
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此保险金额只适用於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及在保
险事故发生後向保险公司索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标的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
味着该拍卖标的由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额之款项。委托人按下列标
准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
(一) 拍卖标的未成交的，支付相当於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二) 拍卖标的成交的，支付相当於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三十二条 委托人不投保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且
委托人应随时承担以下责任：
(一) 对其他任何权利人就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向本公司提出的索赔或诉讼做出赔
偿；
(二) 对因任何原因造成拍卖标的损毁、灭失，而致使本公司或任何权利人所遭受的全

第三十五条 未成交手续费
如拍卖标的的竞买价低於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向其收取按
保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未拍出手续费，并同时收取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六条 出售收益支付
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本公司应自拍卖成
交日起三十五天後以人民币的货币形式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人。
第三十七条 延期付款
如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本公司仍未收到买受人的全部购买价款，则
本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出售收益支付
委托人。
第三十八条 税项
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
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并在缴纳完成後将纳税凭证交付给
委托人。
第三十九条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
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并向本公司支付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本
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除。若在上述期限，
委托人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书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
即告解除。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七日内，委托人仍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
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
保管费用。逾期超过六十日的，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它出售方式按本公司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且有权从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它费用，若有
余款，则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十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其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後所发生之一切风
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拍卖标的未能
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应按本规则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
却延期未取回的，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後，以公开拍卖或其它本公
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
失费用(包括但不限於保管费、保险费、搬运费、公证费等)後，若有余款，则余款由
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第四章 其它
第四十一条 保密责任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四十二条 鉴定权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
标的的状况不符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书。
第四十三条 著作权
本公司有权自行对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
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的著作权，
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四十四条 免除责任
本公司作为拍卖人，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行为不向守约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或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通知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委托拍卖
合同或其它本公司认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即书面告知本公司。本规
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仅指以信函或传真形式发出的书面通知。如以邮递方式发出，一
旦本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
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如以传真方式发出，则传真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
日期。
第四十六条 争议解决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均应向
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四十七条 语言文本
本规则以中文为标准文本，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中文文本如与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
致之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四十八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
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本规则的修改权属於
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
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後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改，本公司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
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自行注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另行单独通知。本规则於2010年
7月1日起试行。
第四十九条 解释权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於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CONDITIONS OF BUSINESS

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Article 1 Governing Law
Thi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ditions”)ar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uction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ther relevant laws
implemented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general
practices. The Seller and the Bidder should carefully read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is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behaviors. Company has the complete right of interpreting and disposing any special issues and matters which not stipulated in this conditions.
Article 2 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terms used in the Condition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We/Us/Our/Company”mean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s Co., Ltd.
(2)“the Company’
s domicile”means No.12 Building, Road Chunxiu, Dongzhimenwai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y other registered address
which may be changed subsequently.
(3)“the Sell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who
consign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Sell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4)“the Bidder”means a natural person, legal person or any other organization that has
full capacity of civil rights to bid at auction according to provisions of the laws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ho has gone through the necessary registration and procedural
formalities of the Company. The Bidder shall satisfy all provisions with respect to conditions
of sale or qualiﬁcation of the Bidder.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idder shall include any of
its agen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hereunder or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5)“the Buyer”means the person with the highest bid accepted by the auctioneer.
(6)“Lot”means any item(s)owned by the Seller or disposable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7)“Auction Date”means the published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 will formally begi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and the published date, the actual
date of auction shall prevail.
(8)“Sale Date”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auctioneer conﬁrms the sale of any Lot in the
auction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9)“Hammer Price”means the acceptance of the highest bid offered by the Bidder and this
acceptance will be made by the auctioneer in the manner of dropping the hammer or in any
other way.
(10)“Proceeds of Sale”means the net amount owed to the Seller from the Hammer Prices
after deducting commission pro rata, taxes and all expenses and other amounts owed to the
Company by the Seller.
(11)“Purchase Price”means the total amount payable by Buyer for his/her/its bid,
including Hammer Price,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12)“Expenses”means charge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insurance, making catalogue and other public materials,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and any other expenses pursuant to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visions
hereof.
(13)“Reserve”means the lowest selling price of Lot raised by the Seller and conﬁrmed
with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14)“Reference Price”means the price of the Lot provided in the catalogue or other
descriptive materials and estimated prior to the auction. The Reference Price is subject to
possible changes and cannot be deemed as the ﬁxed sale price, and no legal binding force.
(15)“Storage Fee”means the fee payable by the Buyer or the Seller under the Conditions
relating to storage of the Lot, and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Storage Fee is equal to 0.3‰ of
Reserve (if no Reserve, the agreed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applied) per day.
Article 3 Special Notice
When the auctioneer conﬁrms the highest bid by dropping his hammer or in any other public
manner,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The Seller, the Bidder, the Buyer and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auction
should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nd conform to the provisions hereof. All parties
shall be lia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at auction and any loss caused by failure to read the
Conditions carefully.
Article 4 Exclusion of Liability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 shal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his/her/its
own inspection and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Lot and shall be liable for his/her/
its bid.
Chapter II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Bidder and the Buyer

Article 5 Catalogue of Lot
At the auction, the Company will prepare a catalogue to introduce the status of the Lot with
words and/or pictur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and Sellers. The words, Reference
Price, pictures in the catalogue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are only references
for Bidders and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before auction. The Company provides no guarantee
for the authenticity, value, tone, quality or for any ﬂaw or defect of any Lot.In case that the
tone, color, graduation and shape shown in catalogue and/or any other illustrations,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differs from those of the original Lot due to print, photograph and other
technical reasons, the original shall take precedence.

Any statement and appraisal in any wa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ertificate,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slide show and news media)of any Lot made by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are only for reference and should not relied on as any
guarantee for the Lot.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agents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inaccuracy or omission in the statements and appraisals mentioned above.
Article 6 Inspection by Bidders
The Company especially declares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guarante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and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ar the liability for guaranteeing
the drawbacks. The Bidder and/or his/her/its agents shall inspect and investigate the actual
status of the Lot and take liability for his/her/its bidding.
The Company strongly advises the Bidders to personally inspect the original Lot on which they
intend to bid before the Auction Date by identiﬁcation or other methods. Bidders shall judge the
genuineness or fakery or the quality of the Lot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Company’
s
catalogue, status explanation and other images and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7 Paddle Affixed With Number
The paddle afﬁxed with number is the only evidence of the Bidder’
s participation in bid.
Each Bidder shall take good care of his or her paddle afﬁxed with number and may not
lend it to any third person. In case of losing such paddle, the Bidder shall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The person holding the paddle is deemed to be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the paddle, whatever
he/or she is entrusted by the Bidder or not. The Bidder shall be liable for using his or her
paddle bid in the auction process, unless the Bidder goes through the procedure for report
of losing in the form of writing agreed by the Company and such paddle afﬁxed number has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ctioneer’
s announcement in the auction process.
Article 8 Guarantee Money
The Company will charge a guarantee money before the Bidder receives paddle afﬁxed
with number. The amount of guarantee money will be announced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Company will refund all the guarantee money mentioned above with no interest to the
Bidder within ﬁve working days after auction in case that the Bidder fails in auc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the guarantee money will automatically turn
to be deposit as part of the Purchase Price payable by the Buyer.
Article 9 Bidding as Principal
Any person who bids shall be deemed as principal, unless the Bidder represents to the
Company a written certiﬁcate showing that it is the agent of a principal and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mpany’
s approval in written form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0 Authorized Bids
The Bidder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personally; otherwise it may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in writing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ut
no obligation to accept such authorization.
The Bidder who intends to give the Company an authorizati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present the Company with a written authorization letter and hand in guarantee mone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in Article 36 herein within certain period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The Bidder who entrusts the Company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shall inform the Company
of bid cancellation in writing not later than three days before Auction Date.
Article 11 Non-liability of Authorized Bids
Since authorized bid shall be the free service on transferring the bid message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to the Bidder,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failure in bidding or any negligence or fault in the authorized bids. Bidders
shall attend the auction in person to assure the success of bidding.
Article 12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the event that two or more Bidders entrust the Company to bid on their behalf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authorized price, and ﬁnally succeed by dropping the hammer at
such price, the Bidder whose authorization certiﬁcate was ﬁrst delivered to the Company
shall be the Buyer of the Lot.
Article 13 Screen of Video Images
At some auctions, there will be a video screen or other screens in operatio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Bidders,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However, there may be errors in
amounts, numbers or pictures of the Lot, or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 on the screen.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such errors.
Article 14 Auctioneer’s Discretion
The auctioneer is entitled to represent the Company and to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bidding
ladder, or restart auct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arising.
Article 15 Successful Bid
When the highest bidding is conﬁrmed by dropping the auctioneer’
s hammer or in other
public manners, the Bidder with the highest bidding succeeds in the bid which means that
the Bidder becomes to be the Buyer and the Buyer shall sign the writing conﬁrmation.

The Bidder will be deemed as the Buyer of the Lot after succeeding in bidding and shall pay the Company a remuneration equal to 15% of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harge commission and other costs payable by the Sell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4 hereof.

(2)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ninety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Article 17 Payment

Chapter III Conditions Concerning the Seller

The Buyer shall make full payments in a lump sum to the Company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Sale Date and take the Lot back.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if any).

Article 24 Consignment Procedures

Article 16 Remuneration and Expenses

Article 18 Currency
All payments shall be made in the currency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makes payments in currency other than the designated one, the currency shall be
converted at the rate agreed upon by the Buyer and the Company or at the rate announced by
People’
s Bank of China one working day prior to the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reimburse
the Company for any bank charges, 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for converting the
currency into RMB.
Article 19 Transfer of Risks
After a successful bid, any Lot purchased shall be entirely at the Buyer’
s risk as early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met:
(1)the Buyer collects the Lot purchased; or
(2)the Buyer pays to the Company full Purchase Price for the Lot; or
(3)expiry of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Article 20 Collection
The Buyer shall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at the Company’
s domicile or other place
appointed by the Company no later tha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In case of failure to
do so, the Buyer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ll risks and losses of the Lot and bear all
expenses for storage, cart and insurance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due to delay. Nevertheless
the Lot i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agents, the Company and its
employees or its agent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rticle 21 Packag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may arrange packing and handling of the purchased Lot on behalf of the
Buyer as the case may be on its request and the Buy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loss arising
from such arrangements.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take any liability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of glass, frames, drawer, bottom mat, trestle, mounting, insert pages,
roller or other similar accessories arising out of any reas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shall
undertake no liability for any fault, omissions, damages or losses caused by the packers or
carriers recommended by the Company.
Article 22 Remedies for Non-pay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full paymen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If following a successful bid the Buyer fails to make payment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s, the Buyer will los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mpany to refund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and the Company shall keep the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 Besides which, the Buyer shall also undertake any liability may occu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In the event that the Buyer fails to pay any one Purchase Price of the Lot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after successful bidding on several Lots with the same one
paddle afﬁxed with number, all of guarantee money (the deposit)shall not be refunded and
the Buyer shall undertaker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2)charge the Buyer an interest at a rate of 5‰ per day on the due and unpaid amount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to the extent it remains fully unpaid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Sale
Date；
(3)commence lawsuit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Buyer for any damages caused by the Buyer’
s
breach of contr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losses of interest on deferred or unpaid
payment by the Buyer.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of refusing to return the deposit for bid
and charging for the ﬁne;
(4) exercise a lien on the purchased Lot or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Buyer which may be in the
Company’
s possession for any reason.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for all expenses or risks that
occur during the period of lie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perform all relevant obligations
herein within the period the Company designates,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such property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case the
proceeds cannot cover the amount outstanding,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claim the balance;
(5)carry out a re-sale of the Lot by public auction or other way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Seller.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be liable to the Seller for
the remuneration/commission and other Expenses occurred at such auction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In addition, the original Buyer shall
also be liable for the difference, if the Purchase Price actually received by the Seller for resale by public auctions or other ways of such Lot is lower than the original Purchase Price
that would have been receivable therein had the Buyer made the full payments.
(6)have the lien on any property of the buyer which has been possessed by the company for
any reason until such payment is made fully.
Article 23 Remedies for Deferred Collection
In case the Buyer fails to collect the purchased Lot within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exercis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1)arrange storage of the Lot at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laces at Buyer’
s risk and
expense(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Sale Date). The Buyer shall not
collect the Lot unless the full Purchase Price is paid;

When arranging for consignment, the seller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consigns an agent for auction, the consignment documents and
the valid identity certiﬁcations of the seller and agen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company.
Furthermore, the agent should sign a consignment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When the Seller consigns the Company for auction, the Company shall be automatically
authorized to exhibit, display, make picture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video images
or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Lot.
Article 25 The Seller’s Warranties
The Seller hereby makes irrevocable warranties to the Company and the Buyer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igned Lot as follows:
(1)the Seller has complete ownership and legal right to dispose of the Lot.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legal interest of any third party, the auction of the Lot shall not violate any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the Seller has, to the best of its knowledge, made full and complete disclosure and
description to the Company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 and any ﬂaw or defect of the Lot
without any concealment and fabrication; and
(3)the Seller shall indemnify and hold the Company and/or the Buyer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losses and damage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the actual owner or any third
party who claims to be the actual owner of the Lot as well as all expenses and cost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attributable to any breach of the above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romotion fee, auction fee, lawsuit fee, attorney
fee and other relevant losses.)
Article 26 Reserve
All Lots are offered subject to a Reserve, unless otherwise marked or explained by the
Company. The Reserv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and no
modiﬁcation or amendment of the Reserve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unless subject
to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In no circumstances, shall the Company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failure in sale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at the auction.
Article 27 The Company’s Discretion
The Company may decide the followings at the Company’
s absolute discretion:
(1)the arrangement of the order, location, and page size of illustration of the Lot in the
Catalogue and relevant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speciﬁc means of exhibition/display of
the Lot and all relevant arrangement and expenses incurred therefore;
(2)the Company shall at its own discretion decide on whether the Lot is appropriate to be
auctioned by the Company (i.e. whether to be auctioned ﬁnally), as well as the place of
auction, the scene of auction, the date of auction, the conditions of auction and the manner
of auction.
Article 28 Disposal to Unauctionable Lot
After the Seller has signe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and delivered the Lot to
the Company, if for any reason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the Lot is not suitable for auction,
the Seller mus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Company’
s notice
being dispatched (fees for the packaging charge and cartage shall be paid by the Seller),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the Seller collects the Lot.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Article 29 Suspension of Auction
The Company may suspend any auction at any time under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1)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2)any third part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ownership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Lot with
undertakings to provide relevant evidence accepted by the Company, make security in
writing pursuant to the Company’
s provisions and take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all legal
repercussions and losses due to suspension of auction;
(3)the Company has the objec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eller or the accuracy regarding
the Seller’
s warranty provided in Article 8;
(4)the Company has any evidence to prove the Seller has already violated or is to violate any
term of the Conditions; and
(5)any other reasonable causes.
Article 30 Withdrawal of Lots by the Seller
The Seller may withdraw the Lot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subject to a written notice
stating the reasons.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any other public materials of the Lot

have begun printing upon the Seller’swithdrawal,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2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of the Lot and other Expens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n the
case that the catalogue or other public materials has not been printed,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amount equal to 10% of the insurance amount and other related Expenses.
In case of withdrawal of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take the Lot back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notice sent by the Company.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the
foregoing time limi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No disput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the Seller’
s withdrawal of the Lot shall be born by the
Company.
Article 31 Insurance
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by the Seller in writing, all Lots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vered
under the insurance applied by the Company as soon as the Seller sign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th the Company and delivers the Lot to the Company. The insurance
amount shall be based on the Reserve agreed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in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 The insurance amount is only subject to apply for insurance
and claim for compensation after the insurance accident occurrence other than the
Company’
s warranty or security for the value of the Lot, an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Seller
can be paid such amount equal to the insurance amount by auction held by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pay an insurance premium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1)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Reserve.
(2)In case of sold of the Lot, the insurance premium payable by the Seller shall be 1% of the
Hammer Price.
Article 32 No insurance require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notifies the Company not to apply insurance for the Lot in
writing, it shall undertake all the risks and the following liabilities (unless otherwise judged
by court or arbitration commission):
(1)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from and against any claims or actions incurred or brought by
any third party with respect to the losses or damages of the Lot;
(2)to hold the Company and/or any other partie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es and expenses
in relation to the damages and/or losses of the Lot caused by any reason; and
(3)to notify the terms of indemnity hereunder to any insurer of the Lot.
Article 33 Non-Bidding
The Seller shall not bid for the Lot consigned to the Company by himself/herself/itself, nor
authorize any other person to bid on his/her/its behalf. The Sell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d
indemnify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violation of this provision.
Article 34 Commission and Expense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upon by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deduct 10% of the Hammer Price as commission and any other Expenses.The
Seller agrees that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the Buyer’
s commission equal to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Buyer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16 of the Conditions. If the lot for auction is antique, the seller should be charged the
relevant appraisal fe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culture relics department of P.R.C..
Article 35 Service Fee for Unsold Lot
In case of unsold of the Lot due to bidding lower than the Reserve, the Seller shall authorize
the Company to charge the Seller a service fee for unsuccessful auctioning equal to 3% of
the Reserve and other expenses payable by the Seller.
Article 36 Payment Proceeds of Sale
In the case that the Buyer makes full payment to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Article 47 herein,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Proceeds of Sale to the Seller in RMB
currency after thirty-ﬁve days from the Sale Date.
Article 37 Deferred Pay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 do not receive the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upon the expiry of the payment period under Article 17 herein, the Company will pay the Sale Proceeds
to the Seller within seven working days after receipt of full payment from the Buyer.
Article 38 Taxes
In the case that the Seller has a duty to pay a tax to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ctioneer should withhold and pay the tax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uctioneer should deliver receipt of tax payment to the Seller after payment
of the tax.
Article 39 Unsold Lot
In the event that the Lot is not sold,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Company’
s notice (packing charges and cartage at the Seller’
s own expense)
and pay the Company fees for failed auction and all other expenses.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Seller and the Company will cease on the date of collection of
the Lot by the Seller. If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period the Seller fails to collect the Lot,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will automatically cease. If within seven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the Seller

shall pay the Company Storage Fe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set forth in Article 2 (15)of the
Conditions from eighth day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tract. If the Seller does not collect the
Lot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ceasing of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ly auction the lot or sell it in other ways on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company
deem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and the other fee undertaken by the seller sh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remainder, where existing, will be taken back by
the seller without interest.
Article 40 Risks and Losses
The Seller shall take liability for any risk and/or loss that occurs after th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ase of failed retrieval of the Lot within the designated period.
In the event that the Seller shall take back the L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unauctionable Lot, withdrawal by the Seller, unsold Lot, cancellation of transaction
by the Seller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and the Seller fails to do so, the Company has right to
public auction or sell the Lot by a proper way and conditions. The amount, which is arising
from forgoing disposal by the Company after deducting all loss, expense (Storage Fee,
insurance premium, cartage and notarization fee)incurred,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Seller
with no interests.
Chapter IV Miscellaneous
Article 41 Confidentiality
The Company shall be obligated to maintain the conﬁdentiality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the Company (except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laws of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42 Identification
The Company may identify the Lot if necessary and as the case may be, at the Company’
s
own discretion.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us of such Lot between the
identiﬁcation a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modify
or rescind the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rticle 43 Copyright
We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hotographs, make illustrations, catalogues or other images
relating to the Lot consigned to us for auction and shall have the copyright for such
photographs, illustrations, catalogue or other images mentioned above.
Article 44 Exemption
As the auctioneer, the company is exempted from any liabilities of breach or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breach behavior of the default party.
Article 45 Notice in Written
Both the Bidder and Seller shall notify the Company of their valid and regula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address in the bid registration documents, consignment auction contract
and other form agreed by the Company. No change in any of the particulars will be effective
until it has been notiﬁed in writ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ll notices referr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hall be delivered by post or transmitted by fax. A notice sent by pos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nt on the date the Company gives it to the post ofﬁce and
received by the addressee via normal mail service. A notice sent by fax, shall be deemed to
be received on the date when it is faxed.
Article 46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f any dispute arises from or is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auction pursuant to the
Conditions, all concerned parties shall submit such dispute to a competent Chinese court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ompany has its domicile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otherwise.
Such dispute shall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s.
Article 47 Languag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nditions shall be the standard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is only for reference.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Article 48 Copyright of the Conditions
The Conditions are made and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the Company
shall have its copyright accordingly. Without the Company’
s prior written consent, no party
shall use the Conditio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 in any way or manner and shall not copy,
transmit, or store any part herein into a searchable system.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alternation to the Conditions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t any time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The altered version is valid and
becomes automatically effective on the date it is altered and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way the
Company considers proper. Any party involved must pay attention to any such alternations
of the Conditions and the Company shall under no conditions be liable to any separate
notice. The Conditions of Business take effect on July 1, 2010.
Article 49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mpany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nditions at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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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申请并委托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简称“拍卖人”）就下列编号拍卖标的按表列

1.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不

委托价格进行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2. 禁止出境清单中的拍卖标的禁止出境。允许出境的拍卖标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规定办理出境鉴定手续
时，目前需按拍卖标的低估价的1.5%向有关部门缴纳出境鉴
定费。
3. 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价
且最终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
书送达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者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
人。
4. 本人应在本委托竞投授权书中准确填写即时通讯方式及工具。
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受托竞投期间，该即时通讯工具
所传达之竞买信息（无论是否为我本人传达），均视为本人所
为，本人承诺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人承诺已仔细阅读刊印于本图录上的拍卖人《拍卖规则》及《竞买登记须知》，并同
意遵守前述规定的一切条款。本人委托拍卖人代为竞投的，竞买结果与相关法律责任由
本人承担。
二、拍卖人《拍卖规则》之委托竞投之免责条款为不可争议之条款。本人不追究拍卖人及其
工作人员竞投未成功或未能代为竞投的相关责任。
三、本人须于拍卖日二十四小时前向拍卖人出具本委托竞投授权书，并根据拍卖人公布的条
件和程序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如在规定时间内拍卖人未收到本人支付的相应金额的保证
金，或拍卖人未予审核确认的，则拍卖人有权主张本委托无效。
四、拍卖人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落槌价格不得高于表列委托价。
五、若竞投成功，本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向拍卖人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百分
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
鉴定费由本人自行承担)。详情请咨询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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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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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TEE BID ORDER
NO. OF PADELLE AFFIXED
FULL NAME
I.D./PASSPORT NO.
TEL

FAX

MOB

EMAIL

ADDRESS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entrusts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hereinafter to be referred as
the “Auctioneer”) to carry out absentee bidding on behalf of the above client for the Lots numbered below
according to the bid price listed belo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 Noted and Accept:
1.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ssumes no
liability for the authenticity and/or quality or flaws of any
Lot;
2. Lots in the list forbidden to be exported are not permitted
export license. For auction items permitted to exit the
country, an export appraisal fee of 1.5% of their low
estimate prices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relevant govern
ment department;
3. If two or more Bidders successfully bid for the same Lot
with the same bid price,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will award the Lot to the Bid der whose Absentee
Bid Order was first delivered;
4. I shall write accurate instant communications and tools on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Messages transmitted through
which in the course of bidding carried out by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no matter what is on my
behalf shall be deemed as my personal action, and I shall
promise to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
5.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ccepts absentee
bids placed only by this written form of Absentee Bid Order.

1. The Bidder agrees that he/or she has already carefully read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and ‘Notice for Auction Registration’ as printed in this catalogue, and agrees to also abide by all
clauses included therein; I shall bear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bidding result that the Auctioneer bids
on my behalf.
2. The non-liability clause in the Auctioneer’s ‘Conditions of Business’ is not contestable. The
Auctioneer and its employees bear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unsuccessful bids, unable authorized bid that
may occur in the bidding process;
3. The Bidder must submit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to the Auctioneer at Least 24 hours prior to the Auction
Date, and to conduct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which are
announced by the Auctioneer. If the corresponding amount of deposit has not been received within the
set period of time or it has not been verifi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uctioneer, the Auctione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clare the invalidity of this Absentee Bid Order;
4. The Auctioneer will bid on behalf of the Bidder according to the ladder of bid price and the
Hammer Price shall not be higher than the given price;
5. I n the event of a successful bid, a complete singl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Auctioneer within thirty
days of the Sale Date, an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mmer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 the Hammer Price as Buyer’s commission, include any additional fees relating to the Lot as well
(including packaging charges, cartage,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remium and export
appraisal fee for which the Buyer is responsible). After all above-mentioned fees have been paid, the Bidder
may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ot. Please Consult the Client Service department for details.

Lot No.

Title or Description

Bid Price RMB￥

Please Post or Fax To:

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 Ltd.
Add_3rd Floor, A04 Building, 798 Art District, Jiu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C.
PC_ 100015
Tel_ (86-10)64156669
Fax_ (86-10)64177610
BNF_Sungari International Auction Company, Ltd.
ACCT BANK_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Beijing branch
ACCT NO_69852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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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 This form may be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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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first time bidder, please attach the photo copy of your ID or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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