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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錄工本費為人民幣200元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監督電話：(8621) 54236252

■ 電話競買出價表印刷在本圖錄中

■ 本圖錄封面為第218號拍品 封底為第162號拍品

敬请注意

    参加明轩本季拍卖会之嘉宾，办理竞投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人

民币30万元整。

    竞买带有★标志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交纳保

证金人民币100万元，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交纳30万元保证金的贵宾，如您累计竞投金额超过1000万元

时，本公司将现场联系您追加保证金至人民币100万元，否则您此

后的竞买无效。

    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对此拥有最终解释权。

上海明軒 2 0 1 6 年 藝 術 品拍賣會

拍賣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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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畫鑒古  以當臥游

元代倪雲林詩曰：“一畦杞菊為供具，滿壁江山作臥游”。臥游最初是指以欣賞山水畫代替跋
山涉水，身處一間書齋小屋內，案頭展卷，雖足不出戶，但山水秀色，盡得飽覽，歡欣無盡。事隨
境遷，臥游的意義也不當局限於一門一類，古畫有一種專繪“玩古圖”，也正是古人對理想中文人
居所、藝術生活的追求，在修齊治平、志懷高遠的同時，廟堂之下則游弋於丹青雅玩之間——不變
的，是有一件自己的屋子，周遭無非清幽雅物，此刻心無所拘束，徜徉天地之間。

    如果說圖畫是將這種文人理想生活形諸筆端，而“一間屋”則仿佛是將這理想付諸於實
際。忽忽“一間屋”專場已經到了第三期，明軒在拍品徵集甄選上愈加成熟，古雅的格調與骨董
的品味如陳年佳釀，醇厚醉人。宗炳在他的《畫山水序》中的一段話，仿佛是“一間屋”極佳的註
解：“於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
嶷，雲林森眇。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進入本場的“一間屋”，觸目琳琅，移步換景，讓人神遊物外者，指不勝屈。每一個觀覽者，
此刻都身為“一間屋”的貴客嘉賓，身後牆上有百寶嵌博古圖掛屏，一旁有明代黃花梨纏枝蓮紋
圓角櫃，在黃花梨束腰長桌上，披長卷而閱，可王鐸《臨王羲之草書卷》、可董其昌《行書連環
歌》、可孫克弘《雜卉寄興卷》、或溯古直上，夢回大唐，有斯坦因伯希和未盜竊以前，由石窟寺
流出之敦煌《唐人寫經卷》，有葉恭綽、鄧爾雅題跋，發古之幽思。

興致來時，從乾隆工的紫檀龍紋筆筒裡取筆，在雞翅木灰漆面大畫案上揮毫染翰，案頭羅列齊
白石刻朱砂芙蓉印章一對，王福庵刻壽山雙龍鈕閒章一枚，朱白相映。陳鳴遠制紫砂水注、靈璧石
山子、虎睛石瑞獸把件，黃楊木根隨型花插，妙器橫陳，巧在其中。

四壁可賞者，如果選近現代的大師山水，可以看到吳湖帆《湖亭春曉》、傅抱石《松陰清
話》、張大千《益都游》、黃賓虹《冷泉片石圖》，峰岫聳峙，雲林繁密而深遠，恰似四季山水變
換。若以古為師，則有明季三大儒者法書，與王陽明可分庭抗禮，各立門戶，分執明代中葉理學的
牛耳之湛若水；明代三大才子，被譽為“博覽第一”的楊慎；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孫奇逢，三人
雖所屬時代不一，然聲譽、影響，皆可稱碩儒文宗。此三件俱筆情古逸，思致淵雅，至為難得。

    醉心翰墨者，不妨搜尋明末清初八大書家的書作，張瑞圖、米萬鐘、董其昌、黃道周、倪
元璐、傅山、王鐸，錯雜其間。加以李流芳、文震孟、韓敬等書作，無不結體跌宕多姿，筆墨古雅
秀逸，堪稱書家妙筆，且以綾本為印襯，更顯得字裡金生，行間玉潤。

且稍歇，有大石翁唐雲珍藏梅調鼎銘紫砂柱礎式壺，香茗一杯，與好友品評一番。旁有仲尼式
明代古琴，重新張弦奏之，高山流水，古樸蒼茫，讓人想起“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
琴，閱金經”的名句。何妨從紅木嵌楠木書架上取下董其昌《行書詩冊》、龔心釗舊藏韓道亨《楷
書錄唐詩四冊》，響應古人名賦。或者安坐獨賞，把玩乾隆白玉人物子岡牌，或是白玉三陽開泰把
件，或白玉螭龍銜靈芝紋香薰盒，溫潤如玉有如許的真實觸感。

最暢心懷者，當然是元代趙雍的《前浦理綸圖》，高士放舟，山色空蒙，水到天際，大氣磅
礴，一時筆法墨意盡忘，引起觀者無限遐思。本畫不僅出版、著錄累累，乾隆帝遍鈐印章，此外還
有清初四王之一的王鑒、近代大師張大千前後兩位山水巨匠為之心追手摹，模仿此畫，無上精品，
此之謂也。此外在冒襄《秋夜讀書圖》、董小宛《寒玉圖》前流連，追憶才子名妓的愛情往事，或
者阮元八十歲生日所繪《梅花圖》、李鴻章在簽訂《辛醜條約》前一個月所寫的《錄大唐三藏聖教
序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揣度在那個時間特殊的時間節點，古人心境，概嘆逝者如斯，唯有翰墨
丹青長存……

在不同的表現形式背後，其實最終都是對美的追求的殊途同歸，即便如湯貽汾金彩燦然，允稱
第一的《春山訪勝圖》，或是澹然簡約如八大山人的《岩下游魚》相差如此之大，但其藴含的傳統
意念、文化涵養的積澱，讓彼此和諧共生，並延展至“一間屋”外更深刻與遼闊的思索。

且邀君至“一間屋”一會，籩豆靜嘉，尊斝潔清，賓主執禮盡歡，承古人之飫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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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  二老图
水墨洒金笺  镜片

款识：�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君先我饮 , 我醉倒花前不用扶。大千居士。

钤印：「大千居士」

注：�“岭梅珍藏”为高岭梅鉴藏章。高岭梅为张大千好友，堂名梅云堂，收藏大千画作
既富且精。高岭梅、詹云白伉俪与张大千初相识于成都，友情始于 1944 年初。高岭
梅自三十年代在中国开创摄影事业，与大千先生于画艺和影艺上各有所长，惺惺相惜。
“梅云堂”之藏品中不乏高岭梅斥重金购得大千个展之作品。1993 年其女高美庆任
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曾主编、出版《梅云堂藏张大千画》，亦为研究张大
千绘画艺术的重要参考书。

RMB: 60,000-10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Drawing to Two Elders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ZHANG DAQIAN,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26.5×2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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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  菡萏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四八年作

题签：�张大千荷花精品，仲任兄收藏，沈受觉题签。

钤印：「沈受觉」

款识：�晓来一朵烟波上，似画真妃出浴时。戊子嘉平月大千
张爰。

钤印：「张爰长寿」、「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

出版：�1.《张大千书画作品集》P97，四川美术出版社，2013年。

      2. 《张大千书画鉴定（修订版）》P31，天津人民美
术出版社，2014 年。

      3.《张大千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4. 《张大千精品集  贰》P299，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年。

题签者简介：�沈受觉，1924年生，江苏无锡人，别名受甲，
字悟庵，号元斋，自幼爱书法篆刻，从师高渭
泉习硬质印章雕刻，从王福庵学篆刻，现为国
家工艺美术大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
书法家协会会员，与钱君匋等合作《丁卯印存》。

RMB: 700,000-1,00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Sketch of lotu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G DAQIAN, dated 1948,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1. Collected Work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y Zhang Daqian, 
P97,Sichu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3.
2. Appraisal of Zhang Daqian'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revised edition), P31,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4.
3. Biography of Zhang Daqian, China Youth Publishing Group,2014.
4. Collected Excellent Works of Zhang Daqian (Volume 2), 
P299,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5.
109×4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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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  行书七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一九三一年作

题识：�小坐中庭月色微，满身花雾欲湿衣。市喧已定万缘寂，一一流萤上下飞。
云间禅定寺夜坐口号。蜀人张大千辛未夏日书于大风堂下。

钤印：「张季」、「大风堂」

    此作诗文著录于《张大千先生诗文集·上卷》，名“松江禅寺夜坐口号”，
作于己未，1919 年。是年约秋，张大千偕弟君绶赴上海，后经人推荐，拜
衡阳名士著名书法家曾熙（号农髯）为师学习书法。而松江禅寺即松江禅
定寺，也是 1919 年，张大千对前一年未婚妻谢舜华之死，感情尚未平复，
而家中为其续订之倪氏，又患痴病退婚，于是深感人生无常，思想十分苦闷，
因此决定于此削发出家，并由禅定寺逸琳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口号
是脱口而出心声，这首在禅定寺脱口而出的清淡小诗，诗文不夸张铺排，
自然性情流出，有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冲淡之美。诗文
捕捉环境中月色、花雾、秋虫等自然景和物，纯用淡描手法，表达与世无争，
心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这种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越嚼越醇厚的韵味。

    书中年款署“辛未夏日”，即 1931 年夏。此年二月，曾农髯过世，张
大千扶先师灵柩回湖南衡阳安葬；四月，与善孖、郑曼青等人被选为中国
画展代表，同时赴日本为中国在日画展审定唐、宋、元、明作品；夏，由
日返国。想必此时张大千怀念与先师曾农髯过往种种以及当初未婚妻过世
之伤感，而回忆起此首小诗并一蹴而就。

30 年代后，张大千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在李和曾的基础上，转学多师，
参以宋代大家黄庭坚的笔势，追求拆杈和屋漏痕之妙，愈发跳荡灵动，清
隽奇肆，开始形成了自家的风格。这帧随笔正好写于这个时期，仔细鉴赏
这幅巨作，可见笔笔有力，刚柔并济，但并不一味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
和剑拔弩张，而是力与感情相融合，整篇章法端庄平和，用笔堪称秀美灵动，
大千的才情毕现毫端。

RMB: 250,000-35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G DAQIAN, dated 193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52×4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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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张大千移居巴西圣保罗，李子章是他在巴西的邻居，异国他乡，老来邻
伴，交情自非寻常。1965年，大千最心爱的小女儿张心沛嫁与李子章之子李先觉，
两家更成为儿女亲家，分外亲密。大千不少晚年佳作均赠予子章亲家、心沛，甚至
心沛的女儿。本幅《益都游》即为张大千 1966 年在巴西写赠李子章之佳作。

    移居巴西后，大千将当地不少地名“中国化”，以寄乡思。距圣保罗五十公
里的一座小城，名“Itu”，因“Itu”与益都同音，故称当地为益都。此地山明水
秀，风景佳胜，有小溪，盛产花岗岩。1966 年春，大千约李子章、贺宁一及门生
子侄多人同游。此时大千联想到 1936 年曾与好友一起游览山东益都的旧事，感慨
万千，这也是这幅《益都游》的由来。这一时期是张大千泼墨泼彩技法的大盛之年，
他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抽象表现手法，结合传统大写意法，笔下变幻多端，其泼彩山
水达到古今中外浑然一体之境界。本幅构图虚实相生，山水林木和溪流房舍，笔墨
分明，层次井然，工写结合，赋色对比强烈，统一和谐于墨章色晕的氤氲气象中，
直造古人不到处。大千当年曾作《益都游屐》诗纪之：“霁翠群峰滴，风湍众壑号。
幽禽鸣不乱，老树曲仍高。投杖攀危石，寻村问浊醪。十年嗟已晚，卜宅首频搔。”
本幅诗塘在原诗基础上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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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1983）  益都游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六六年作

诗塘：�霁翠群峰滴，风湍众壑号。幽禽鸣更寂，老树曲仍高。有客攀危石，寻邨问浊醪。十
年嗟已晚，卜宅首频搔。（有易挈字）子章亲家招同宁一、大千及门生子姪同游益都
不濑道中得此，并拈小诗，即乞吟教。弟爰。

钤印：「张爰私印」、「老董风流尚可攀」、「八德园」

款识：�爰皤，丙午三月写。

钤印：「大千唯印大年」

出版：1.《二十世纪京津绘画》，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 年，第 181 页。

      2.《张大千精品集（贰）》P371，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3.《NO ART》杂志Ｐ 45。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RMB: 5,000,000-6,000,000

ZHAGN DAQIAN 1899-1983

Tour of Yidu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GN DAQIAN, dated 1966,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1. Beijing-Tianjin painting in 20th Century,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10, 
Page 181.
2. Collection of ZHANG Daqian (2), P371,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5.
3. Magazine of NO ART, P45.

RESOURCE
original Hong Kong Christie's
96×60.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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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吴湖帆（1894-1968）  南山松柏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三九年作

款识：南山松柏。用墨井道人法，己卯三月，吴湖帆。

钤印：「丑簃长年」、「万里江山供燕几」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RMB: 1,800,000-2,200,000

WU HUFAN 1894-1968

Pines in South Mountai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39,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SOURCE
original Hong Kong Christie's 
104×4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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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湖亭春晓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三二年作

题识：�湖亭春晓。曾见唐六如采莲图，笔疏意远，直入宋人堂奥，
用其法写湖亭春晓，略具明人韵致，但笔繁意窄，不能得
六如万一云。壬申中秋吴湖帆漫识。

钤印：「梅景书屋」、「吴湖帆印」、「丑簃画记」

RMB: 350,000-500,000

WU HUFAN 1894-1968

Spring of Pavilions in Lak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32,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94×3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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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静淑（1892-1939）
吴湖帆（1894-1968） 
晚节 茂漪仙格 花卉双挖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三七年作

题签：�静淑画菊花白鹤花二小帧，湖帆题。

款识：�1. 晚节。丁丑九月静淑画湖帆题。

      2. 茂漪仙格，湖帆题。此静淑得意笔也。

      3. 静淑为玉簪花写照。

钤印：�「湖帆题静淑画」、「吴氏四欧堂家藏书画」、「静
淑画信」、「梅景书屋」、「湖帆题静淑画」、「吴
潘树春印」、「静淑书画」、「吴氏四欧堂家藏书画」

RMB: 350,000-500,000

PAN JINGSHU 1892-1939 

WU HUFAN 1894-1968

Virtue, Maoyi Xiange, Huahui Shuangwa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AN JINGSHU、WU HUFAN, dated 1937, and with eight 
seals of the artist
29.5×21.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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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浮峦暖翠  行书倦寻芳词
设色纸本  水墨纸本  成扇  一九五五年作

款识：1. 意想大痴浮峦暖翠图，戏为西爽老道兄作扇，即希粲正。乙未初夏，吴湖帆。钤
印：「倩盦」、「画屏闲展吴山翠」

      2. 燕来认户，莺入窥帘，挽住春昼。岁闰重三，争艳万花如绣。展青茵，飘红袖。点
酥滴粉怜香透。倚阑干，渐黄昏近也，消魂时候。恁佳丽、殷勤翦烛，美酒亲携，
柔素纤手。会向蓬山小隐，弱波微皱。一刻春宵沉醉后，十分芳绪添情旧。惹相
思，怕从今带围因瘦。乙未闰三月三日，次王临川韵倦寻芳一阕，录为西爽老道长
正之。吴倩。钤印：「吴湖帆印」、「佞宋词痕」

注：本拍品原为曾恩荣先生旧藏。曾恩荣（1917-2002），针灸专家，画家，曾于1989年
上美国名人录。一生喜爱中国书画，民国时期以艺道、画艺交游于上海，与其时海上诸
名家却多有往来。谈艺论画间，曾氏多有名家佳作入藏。在当时的海派闻人中，曾氏与
黄西爽相交最好。黄氏多作精品相赠，同时自己庋藏的精品书画亦毫不吝惜的赠予曾恩
荣。

        吴湖帆艺术的巅峰期是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是时吴氏得法衡山、子畏、大痴之
笔，所作笔法精严，用色清丽，细谨之余，复摄文人逸气。《浮峦暖翠图  行书倦寻芳
词》作于1955年。吴氏自题本幅为“意想大痴浮峦暖翠图”为之，然观全画之骨法用
笔、随类赋彩、位置经营又出离于大痴法度之外，当为湖帆以集古法之大成而写胸中丘
壑之佳例。全画结构经营细意，至于色彩层层渲染，墨色相互渗透，令层次变化微妙，
加深了笔下状物的质感以及视觉上空间距离的效果。

        又依吴氏跋文可知，本幅为画赠黄西爽之作。黄西爽，字文治，又名黄敦良、黄醒
秋，浙江吴兴人。黄氏出身中医世家，自由继承家学，后成海上闻名一时的中医泰斗。
从医之余，西爽酷爱丹青，并于此道颇有见地。因医、艺俱精，故与当时海上画坛诸家
颇为稔熟。《浮峦暖翠图  行书倦寻芳词》正面以大痴笔意化己法成图，背面以洒脱行
书录倦寻芳一阕于发笺之上，字画俱见吴氏之殚精竭虑，吴、黄二人情谊之深可见一
斑。

RMB: 300,000-550,000

WU HUFAN 1894-1968

Floating Mountains and Jade Green with Words of “Juan Xingfang” in 
Cursive Scrip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ink on paper, folding fan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55,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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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竹苞龙孙
设色纸本  镜片  一九四一年作

款识：�吴兴赵氏画竹法，以焦墨作枝，苦绿写叶，尝
见松雪翁出墙图，余又收得仲穆青影红心图，
真迹皆如此，元人画竹者至多大半从赵氏出也。
戏为子衡先生鉴家雅正。倩庵。辛巳四月朔日。

钤印：「吴湖帆印」、「梅景书屋」、「最好是千点
云峰半篙澄绿」

注：�上款人梁子衡（1904-1983），北京人，原荣宝
斋抗战期间派驻上海朵云轩的经理。梁子衡一生
对绘事、收藏很有研究，并同许多书画家、收藏家、
文人雅士结下了很深的交情，解放后，梁子衡不
辞辛苦的带领同仁们踏访民间，征集古旧字画，
抢救濒临失传的文物，使一大批珍贵文物起死回
生。

来源：�此作品来源于梁子衡旧藏专题，由梁子衡先生
家属友情提供。

RMB: 500,000-600,000

WU HUFAN 1894-1968

Bamboo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41,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RESOURCE
The work is from collection project of LIANG Ziheng at 
Beijing Poly, Friendly provision by relatives of Mr. LIANG 
Ziheng
69×3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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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行书八言联
水墨洒金笺  镜框

题识：照影溪梅小桥萦绿，烘春桃李锦帐翻红。子谷老弟属书宋人词，吴倩。

钤印：「吴湖帆印」、「吴倩私印」

注： 上款人“子谷”，李子谷为民国时期上海汇丰银行经理李光照之子，师从
吴湖帆学习绘画。

RMB: 180,000-300,000

WU HUFAN 1894-1968

8-Character Couplet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golde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WU HUF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62×9.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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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抑非（1908-1997）绘
吴湖帆（1894-1968）题

  石湖春泛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四一年作

款识：�碧山如黛树如烟，高下人家带墅田。记得扁舟行乐处，石湖西下越城边。文衡山石湖泛舟图曾
于石湖草堂见之，茲背拟其意。辛巳蒲五。抑非居士陆翀。

钤印：「一飞摹古」、「虞山」

吴湖帆题跋：石湖春泛。抑非近作中精品也。倩菴题。

钤印：「吴湖帆印」

展览及著录：�1.�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民初十二家 - 上海画坛》，1998 年 6 月 27 日至 8 月 30 日，
并刊于目录 P267。

� � � � � � �2. 台湾高雄市立美术馆，《世态、形象、风流：中国近代绘画 1796-1949》，2008 年 3
月 31 日至 8月 26 日，并刊于展览目录，P181，编号 3168。

� � � � � � �3. 日本东京松涛美术馆及大阪市立美术馆《世态、形象、风流：中国近代绘画 1796-
1949》（巡回展），2007 年 9月 4日至 2008 年 1月 27 日。

� � � � � � 4. 《迁想妙得—中国近现代书画撷萃》P124，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

来源：香港苏富比，一九九七年四月，Lot125。

作者简介： 陆抑非，名翀，初字一飞。江苏常熟人。花甲后自号非翁。古稀之年沉疴获痊，又号苏叟。
1931年初，由朱屺瞻介绍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助教，先后达十五年，并兼任于新华艺专、
苏州美专。1937 年在沪举行个人画展，此间得览内兄孙伯渊收藏的古名画，并在张大千指
教下进行临摹。後拜吴湖帆为师，三次参加“梅景书屋”画展 。1956 年，任上海中国画
院首批画师。六十年代初应潘天寿院长之聘，受聘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RMB: 2,200,000-2,800,000

LU YIFEI 1908-1997

WU HUFAN 1894-1968

Drawing of Spring at Stone Lak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IFEI,WU HUFAN, dated 1941,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 RECORDS

1. 12 figur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Painting circle of Shanghai, Taipei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June 27---August 30, 1998, printed in contents as P267. 

2. World, image, romance: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1796-1949,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March 31---August 26, 2008, printed in contents of exhibition, P181, No.3168.

3. World, image, romance: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1796-1949 (exhibition tour), Shoto Museum of 
Art and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September 4, 2007---January 27, 2008. 

RESOURCE

Sotheby, Hong Kong, April, 1997, Lot125. 
116×58.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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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于非闇（1889-1959）

  竹蝶图

设色纸本  镜片  一九三七年作

款识：�1. 目寒道长兄属画，为写竹蝶 ,乞稚柳兄卒成之。时丁丑二月金陵客舍，非闇弟照。

钤印：「于非闇」

       2. 丁丑二月，与非闇、大千同游雁宕，得此景，非闇道长为目寒竹蝶，复强予补成之。
遂令遭佛头之讥矣。奈何奈何。二月十六日夜并记。稚柳居士。

钤印：「谢稚」

上款人简介：�张目寒（1900-1980）是于右任的重要幕僚，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与文化界人士鲁迅、张大千、于非闇、王季迁等亦甚熟稔。张大千传世名作
如黄山图、蜀山秦树图等画，原均为赠送张目寒而作。

    一九三七（丁丑）年二月，张大千、于非闇、谢稚柳、黄君璧、方介堪等五位艺术家
相约同游浙东南的雁荡山；这次游历，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

    此画是游过雁荡山之后，于非闇、谢稚柳在南京应好友张目寒的要求所作。于非闇画
竹纯用双钩，蝴蝶以墨染为主，再施色彩，搭配谢稚柳的重彩山茶花叶、水墨树干坡石，
画面既高雅又华丽。虽是合作，却能成功地融为一体。根据《谢稚柳系年录》，当时谢稚
柳仅二十八岁，是年初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举办，他即以山茶一幅参展，或许正因如此，
于非闇才会要求谢稚柳用此为题材補成这张赠友之作。

    前述雁荡之行，因为需要钤印，由篆刻家方介堪奏刀，刻成朱文印“东西南北之人”
（谢、方为江浙人，张大千四川人，黄君璧广东人，于非闇山东人、满族、久居北京，五
人籍贯分属东西南北），纪念这次游历，为当时艺林一段佳话。此外，张大千生前不只一
次以雁荡山为画题，作品中既有早期的青绿设色，又有晚年的泼彩点景，这次游山之行，
遂成为研究张大千生平与画作的素材。



    若干研究近代绘画的专著中，都引用张大千后来的画作题记，或其他人追忆所及，记
述雁荡之行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或稍后的春天，但根据谢稚柳在此画上题识 :“丁丑二月，
于非闇、大千同游雁宕，得此景，非闇道长为目寒写（脱）竹蝶，確强予補成之，遂令遭
佛头之讥矣，奈何奈何，二月十六日夜并记”，清楚说明在二月十六日以前已游罢雁荡归
来；且当时谢稚柳尚有赠张大千的小诗，称众人“雨雪相逢白下门”。这幅竹蝶茶花图，
尚可以干充有关资料的不足。

RMB: 2,500,000-3,5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YU FEI'AN 1889-1959

Drawing of Bamboo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XIE ZHILIU,YU FEI'AN, dated 1939,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4.5×1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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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松壑飞泉
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松壑飞泉。谢稚柳写，时在上海。

钤印：「谢稚」、「稚柳」

RMB: 300,000-5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Running Spring in Pine Valle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XIE ZHILI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90×5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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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幽谷飞泉
水墨纸本  立轴  一九四七年作

款识：�仿黄鹤山樵笔。丁亥秋暮为仲敏先生方家正之。稚
柳居士谢稚。

钤印：「燕白衣」、「小谢」、「乌衣」、「迟燕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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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E ZHILIU 1910-1997

Valley Waterfalls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XIE ZHILIU, dated 1947,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115×4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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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1865-1955） 
冷泉片石图并金文七言联一堂
设色/水墨纸本  立轴  一九五二年作

画：冷泉片石，宾虹。壬辰年八十又九。

钤印：「黄宾虹」、「冰上鸿飞馆」

鉴藏章：�「霍氏保藏历代文物印」、「静观自得」、「邓苍梧印」、「邓氏传砚楼藏本」

签条：黄宾虹山水真迹时年八十九佳作。新会霍宗杰珍藏中山唐颖坡题。钤印：「霍宗杰藏」

对联：诗心画趣无疆界，近水远山有性灵。壬辰宾虹年八十有九。

钤印：「冰上鸿飞馆」、「黄宾虹」、「黄山山中人」

鉴藏章：�「霍氏宗杰鉴赏」、「邓苍梧藏」、「传砚楼之鉴赏」、「苍梧审定」、「霍宗杰藏」

签条：一、 诗心画趣无疆界。黄宾虹先生金文楹帖异常名贵藏家不多。钤印：「霍宗杰藏」

      二、 近水远山有性灵。新会霍氏宗杰珍藏中山唐颖坡书。钤印：「霍氏保藏历代文物印」

出版：《中国当代六大名家书画集》（I）P234、235，台湾历史博物馆。

注：本堂书画经著名藏家邓苍梧，霍宗杰递藏。

    邓苍梧，著名澳门书画古玩收藏家，斋名传研楼。邓先生在澳门新马路经营“永大丝绸行”，因喜爱与欣
赏中国古董字画，故创立“永大古董书画金石文玩”。邓先生的见解及眼光独到，对艺术品的鉴赏目光敏锐，
他所藏多为中国书画珍品。

    霍宗杰，祖籍广东新会，加拿大华人，文物收藏家。香港道德会永远会长、香港北大助学基金会永远名誉
会长、广东番禺宝墨园永远名誉会长。霍宗杰闲暇之余以文物、书画为乐。霍先生爱国爱乡，将其收藏的文
物、古董、图书、字画无偿捐赠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公益单位，让大量的国宝回归祖国，对弘扬华夏文化、推广
艺术贡献良多。

    此帧山水画平远构图，呈S型布局，笔墨简逸，山石、树木、亭台等皆一勾一勒，如屋漏痕，笔线浑厚圆润，
墨色滋润。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用笔具有很强的写意性，齐而不齐，乱而不乱。长短笔触，刚中能柔。生辣稚
拙，圆浑厚重，肆意挥洒，多将感受、阅历注入笔端。用笔于物象的形体结构，追求“不似之似为真似”，将画面
中的山石、树木化为心灵符号，进入了艺术的高妙境界。

    黄宾虹的山水都是来自他自己对真山真水的感受，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吾人惟有看山入骨髓，才能
写山之真，才能心手相应，益臻画境。”他曾一再提出，山水自然既能给画家以无穷的美感，则画家就应该对
山川自然倾注以满腔的热情。所以，他的山水无疑是出自于他对山川自然的爱，他在山水画上的“妙造”，有
传统的基础，有生活的基础，还有感情的基础。可以说，黄宾虹的山水画在具象、抽象、意象三者之间，同时
又是古典的艺术，现代的艺术。

    黄宾虹的篆书吸取了金文、古籀的雄浑之风，此“诗心画趣无疆界，近水远山有性灵”一联，笔笔中锋，力
透纸背，圆韵浑厚。

RMB: 2,500,000-3,000,000

HUANG BINHONG 1865-1955

Seven-character couple in golden word with cold spring and stone painting
Ink and color on silk,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UANG BINHONG, dated 1952, and with eight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nine collector seals

Publication
Six Master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I)P234、235, Taiwan Historical Museum
画：87×32 cm；对联：106.5×22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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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1900-1991）  海边村庄
设色纸本  镜框 

款识：�林风眠。

钤印：「林风瞑印」

鉴藏印：「顾小坤珍藏印」

注：出自香港佳士得Mourot 家族林风眠收藏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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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FENGMIAN 1900-1991

Village by the Sea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IN FENGMIAN,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56.5×65cm

上图  法籍Mourot 夫妇（右一及二）与林风眠（左一）合照

下图  Mourot 夫人（左一）于香港探望林风眠（中）

    1940 年代，法籍 Mourot 夫妇远道从法国迁往中国上海，任职於上海

法国文化协会。Mourot 夫妇为上海法国文化协会举办讲座、交流会议、展

览的机缘下，於 1947 年结识了艺术家林风眠，1940-50 年代开始购藏林

氏之作品，通过纯粹的艺术欣赏和交流，建立了深厚的跨文化友谊。1980

年代，Mourot 夫人更特意前往香港探望 60-70 年代饱尽沧桑的林风眠，足

见Mourot家族与林氏深厚的友情。文化大革命讲许多林氏早年的创作被毁，

Mourot家族之林风眠藏品让我们窥探艺术家多样化的创作题材-风景、鸟、

戏剧人物、仕女、呈现出林风眠在构图、线条、光线、空间关係、色彩上

的突破与成就，这些革新与创举不仅代表了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历程的里程

碑，更实现了他早在1928年就立下的志向-「融合东西方精神的协调理想」。

    1940 年代初期，林风眠离开杭州艺专校长之位，因战争的关係避居重

庆，当时嘉陵江的景色、旁边兴建的村庄，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

回忆或许转化为《海边村庄》。林氏以「马一角」的构图，形成画面左下

方的村庄，右方无尽的江水，推延至中景，与从景的山峦连接。在纵横的

线条交错间，组构了屋舍相互重叠的三角形与方形，形成一种疏密有致的

节奏感。林风眠不仅把握了景物间清晰的层次关係，半透明的水墨晕染创

造出水面的涟漪，更表现了光线的反射。以简约线条描绘的空中飞鸟，巧

妙的造就了画面的空间感。

roof and white walls. Trees grow along the 

pathway, leading the viewer upwards along 

the slope. If one examines Vil lage Houses  

(Lot 2263) carefully, one would found that 

Lin placed emphasis on the colour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exture of the scene and 

to balance the layers of tonal variations in 

the ink. Using the method of "ink overlaying 

co lou r s" ,  and  v i ce  ve r sa ,  he  c rea ted  a 

landscape scene with complexly interwoven 

layers of colour and alternating thickness of 

the medium. Kandinsky once stated, "black 

is the most toneless colour. It can be used 

as a neutral background to complement the 

intricate changes of other colours."  Lin set 

off the changes of yellow, green and blue 

with the large areas of house with back-tiled 

roofs. 

Egrets  (Lot 2266) and Fishing Birds ,  (Lot 

2267) perfectly demonstrate Lin's mastery 

in using ink, it is a perfect representation 

of  how co lour  and ink b lends together. 

In  Ch inese  pa in t ings ,  the re  i s  a  theory 

of the "f ive basic colours of ink"; ink is 

not considered as merely black. In an ink 

pa int ing,  even though only  a  s ing le  ink 

co lour  i s  app l i ed ,  i t  can  s t i l l  rep resent 

the sub jects  per fect ly  by  c reat ing tona l 

changes  of  "dry,  wet ,  dense ,  l ight  and 

charred". In Fishing Birds , the artist applied 

theor ies of Western Modernism into the 

ink composit ion.  The art ist  reconsidered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as elements of 

a two-dimensional surface. The reeds and 

the birds on the rafts in the foreground, 

the shallow beach in the mid-ground, and 

the rock mountain in the back, separate 

the image into three sect ions.  The reed 

stems by the waterside is outlined by brisk 

brushstrokes, the intricate changes of the 

lines are highlighted by the tint of ink over 

the image. The fishing birds are depicted 

with simple strokes of dark ink, while the 

b lank space le f t  to  represent  the whi te 

stream and sky imply the uncertain spatial 

d i s t ance .  Eg re t s  dep i c t s  th ree  b i rd s  i n 

different postures by the reeds in a close-

up angle. The blend of colour and ink show 

the humidity and fogginess that is unique 

of Southern China. A smooth contour line 

outlines the shape of the birds. The intense 

ink strokes recreate the gait of the bird. 

From the concentrated ink that forms their 

tai ls to their eyes that has been depicted 

with precision, Lin presented the appearance 

and form of the egrets with perfection.

The use of lin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is 

one of the areas that Lin constantly studied, 

organized and developed in his work. Lady 

with Teapot  (Lot 2269), Nude  (Lot 2270), 

and Lady Playing Pipa  (Lot 2271) are three 

delighful paintings rendered in light tinted 

colours and ink tones. They display Lin's 

intricate use of delicate brushstrokes, that 

is at the same time applied deliberately and 

precisely. Lin illustrated the shapely female 

bodies with curved l ines that represent a 

sense of "beauty and life". Lin integrated 

his style with Western theories of colour. 

We s t e r n  a r t i s t s  c o n s i d e re d  c o l o u r s  a s 

independent  e lements  of  express ion,  as 

Kandinsky has said "Colours directly touch 

the  human  sou l s . "  The  l i gh t l y  app l i ed 

colours and ink and colour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women. The pale and 

refined greyish blue displays the elegance of 

the lady that is enjoying tea; the vivid blue 

and pink express the energetic side of the 

female; the faded or bright green illustrates 

the charisma of the talented. 

Some of the hobbies of Lin when he was 

l iving in Shanghai such as watching plays 

o f  s h a d o w - p u p p e t s ,  f o l k  t h e a t r e  a n d 

Bei j ing opera, gave him much inspiration 

in his artistic creation. He rediscovered the 

important under ly ingessence of  Chinese 

v i sua l  a r t s  wi th in  these  t rad i t iona l  fo lk 

art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presented in Chinese opera even became 

the tool Lin used to explain the abstraction 

w i th in  Cub i s t  i d iom.  In  Ch inese  Opera 

C h a r a c t e r  ( L o t  2 2 6 8 ) ,  d e p i c t i n g  t h e 

protagonist holding a bow and an arrow, 

Lin lef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ene empty, 

hence, making the l ines become the key 

expressive elements. Apart from using black 

lines to outline the contour of the figures, 

the  a r t i s t  a l so  t raced  the  mask ,  beard , 

and tex ture  of  the  characte r ' s  c lo th ing 

with white outlines, enhancing the three-

dimensionality of the figure, and emphasing 

the domineering and striking quality of the 

character.

 Mourot ( ) ( )

 Mr and Mme Mourot (1st & 2nd right) with Lin Fengmian (1st left)

 Mourot ( ) ( )

 Mme Mourot (1st left) with Lin Fengmian (middle) in Hong Kong

roof and white walls. Trees grow along the 

pathway, leading the viewer upwards along 

the slope. If one examines Vil lage Houses  

(Lot 2263) carefully, one would found that 

Lin placed emphasis on the colour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exture of the scene and 

to balance the layers of tonal variations in 

the ink. Using the method of "ink overlaying 

co lou r s" ,  and  v i ce  ve r sa ,  he  c rea ted  a 

landscape scene with complexly interwoven 

layers of colour and alternating thickness of 

the medium. Kandinsky once stated, "black 

is the most toneless colour. It can be used 

as a neutral background to complement the 

intricate changes of other colours."  Lin set 

off the changes of yellow, green and blue 

with the large areas of house with back-tiled 

roofs. 

Egrets  (Lot 2266) and Fishing Birds ,  (Lot 

2267) perfectly demonstrate Lin's mastery 

in using ink, it is a perfect representation 

of  how co lour  and ink b lends together. 

In  Ch inese  pa in t ings ,  the re  i s  a  theory 

of the "f ive basic colours of ink"; ink is 

not considered as merely black. In an ink 

pa int ing,  even though only  a  s ing le  ink 

co lour  i s  app l i ed ,  i t  can  s t i l l  rep resent 

the sub jects  per fect ly  by  c reat ing tona l 

changes  of  "dry,  wet ,  dense ,  l ight  and 

charred". In Fishing Birds , the artist applied 

theor ies of Western Modernism into the 

ink composit ion.  The art ist  reconsidered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as elements of 

a two-dimensional surface. The reeds and 

the birds on the rafts in the foreground, 

the shallow beach in the mid-ground, and 

the rock mountain in the back, separate 

the image into three sect ions.  The reed 

stems by the waterside is outlined by brisk 

brushstrokes, the intricate changes of the 

lines are highlighted by the tint of ink over 

the image. The fishing birds are depicted 

with simple strokes of dark ink, while the 

b lank space le f t  to  represent  the whi te 

stream and sky imply the uncertain spatial 

d i s t ance .  Eg re t s  dep i c t s  th ree  b i rd s  i n 

different postures by the reeds in a close-

up angle. The blend of colour and ink show 

the humidity and fogginess that is unique 

of Southern China. A smooth contour line 

outlines the shape of the birds. The intense 

ink strokes recreate the gait of the bird. 

From the concentrated ink that forms their 

tai ls to their eyes that has been depicted 

with precision, Lin presented the appearance 

and form of the egrets with perfection.

The use of lin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is 

one of the areas that Lin constantly studied, 

organized and developed in his work. Lady 

with Teapot  (Lot 2269), Nude  (Lot 2270), 

and Lady Playing Pipa  (Lot 2271) are three 

delighful paintings rendered in light tinted 

colours and ink tones. They display Lin's 

intricate use of delicate brushstrokes, that 

is at the same time applied deliberately and 

precisely. Lin illustrated the shapely female 

bodies with curved l ines that represent a 

sense of "beauty and life". Lin integrated 

his style with Western theories of colour. 

We s t e r n  a r t i s t s  c o n s i d e re d  c o l o u r s  a s 

independent  e lements  of  express ion,  as 

Kandinsky has said "Colours directly touch 

the  human  sou l s . "  The  l i gh t l y  app l i ed 

colours and ink and colour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women. The pale and 

refined greyish blue displays the elegance of 

the lady that is enjoying tea; the vivid blue 

and pink express the energetic side of the 

female; the faded or bright green illustrates 

the charisma of the talented. 

Some of the hobbies of Lin when he was 

l iving in Shanghai such as watching plays 

o f  s h a d o w - p u p p e t s ,  f o l k  t h e a t r e  a n d 

Bei j ing opera, gave him much inspiration 

in his artistic creation. He rediscovered the 

important under ly ingessence of  Chinese 

v i sua l  a r t s  wi th in  these  t rad i t iona l  fo lk 

art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presented in Chinese opera even became 

the tool Lin used to explain the abstraction 

w i th in  Cub i s t  i d iom.  In  Ch inese  Opera 

C h a r a c t e r  ( L o t  2 2 6 8 ) ,  d e p i c t i n g  t h e 

protagonist holding a bow and an arrow, 

Lin lef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ene empty, 

hence, making the l ines become the key 

expressive elements. Apart from using black 

lines to outline the contour of the figures, 

the  a r t i s t  a l so  t raced  the  mask ,  beard , 

and tex ture  of  the  characte r ' s  c lo th ing 

with white outlines, enhancing the three-

dimensionality of the figure, and emphasing 

the domineering and striking quality of the 

character.

 Mourot ( ) ( )

 Mr and Mme Mourot (1st & 2nd right) with Lin Fengmian (1st left)

 Mourot ( ) ( )

 Mme Mourot (1st left) with Lin Fengmian (middl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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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1904-1965）  松荫清话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四一年作

款识：�松荫清话。辛巳秋八月抱石制于蜀中山斋。

钤印：「傅」、「抱石长年」、「印痴」、「抱石斋」

鉴藏印：「顾小坤珍藏印」

展览：1. 台北翰墨轩 1994 年。

      2.  “中国近现代水墨画名家特展”，韩国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9 年 10 月 14 至 2010 年
1月 9日。

      3. “中国近现代水墨画名家特展”，韩国大邱启明大学校行素博物馆，2010 年 2 月 1 日至
2010 年 4月 24 日。

出版：�1. 《名家翰墨丛刊——中国近代名家书画全集》(35)( 傅抱石金刚坡山水一 )，页 21，香港
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8月 17 日。

      2. 《中国近现代水墨画名家展》P130，图版 74，韩国首尔大学校博物馆，2009 年。

注：�附翰墨轩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书画鉴定证明书》由傅二石鉴定签名。

藏家简介：顾小坤先生是香港著名实业家、书画家、收藏家。自幼受家学影响，喜好中国书画。
其父顾坤伯是中国现代绘画大师，与海派吴湖帆、王个簃、程十髮等名家相交善。由于顾先生父
辈的渊源关系以及其在上海投资经商便利条件，故常与海上翰墨名流来往，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同时，顾先生为人慷慨大方，经常捐助慈善事业。与其交往的艺术家们多馈赠书画给顾先生，且
多为精品。

RMB: 3,800,000-4,500,000

FU BAOSHI 1904-1965
Whispers Under the Pine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FU BAOSHI, dated 1941,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EXHIBITION
1. Han Mo Xuan, Taipei, 1994.
2. Speci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modern ink and wash paintings, Museum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outh 
Korea, October 14, 2009---January 9, 2010.
3. Speci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modern ink and wash paintings, Museum of Keimyung University of South 
Korea, February 1, 2010---April 24, 2010.

PUBLICATION
1. Famous calligraphy series--- Paintings of famous modern Chinese artists, (35)(Series 1 of Mountains and 
Waters of Jingang Hill by FU Baoshi), Page 21, Hong Kong Han Mo Xuan Publishing Co., Ltd., August 17, 2004.
2. Chinese Modern Ink Painting Exhibition, P130, Pic Edition 74, Museum 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outh Korea, 2009.
102×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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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1904-1965）  溪山问道 
设色纸本  镜片  一九五九年作

款识：白羽同志酷赏拙作，感幸感幸。旅中不备，率此求教。国庆十周年抱石北京并记。

钤印：「傅」、「往往醉后」

鉴藏印：「曜湘居藏画」

出版：1.《中国当代名家翰墨》P25，香港大世界出版社出版，1998 年。

      2.《翰墨因缘》P86，中国评论文化公司主编出版，2003 年。

注：�1. 此作经傅抱石纪念馆馆长，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先生鉴定为真迹。   

    2. 上款人为原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刘白羽（1916-2005），山东潍坊青州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文学杰出代表人物，卓越的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小说家、
作家。白羽老人终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特别是解放以后，他长期在国家和军队文化
部门担负要职，与文化名人的文墨交往自然是平常事。作为文化名人间的赠答唱和之
作，刘白羽老人所藏的书稿字画许多都属于大师级别，如傅抱石、黄宾虹、关山月等
等，俱为精品。

    此件系傅抱石先生赠送原文化部部长刘白羽极为用心绘制之作。画面尺寸虽小，但气
势宏大，大开大阖，把“抱石皴”之典型散锋用笔发挥极致，水墨淋漓出神入化，近远对
比疏密、繁简、轻重、疾徐无一不精妙也，而“往往醉后”之印记更是傅公对自己得意之
作的注识首肯！

    傅公作此画时值建国十周年，乃画家逢太平盛世创作丰收之兴旺时期。此年多有佳作
面世，闻名于世的“江山如此多娇”亦是在此年诞生，这标志新中国绘画里程碑式的巨作
永载中华民族之史册！

    “尺牍乾坤大，方寸天地宽。”是中国书画之至高境界！

RMB: 1,000,000-1,800,000

FU BAOSHI 1904-1965
Asking for Direction in Spring Mountai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FU BAOSHI, dated 1959,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Publication
1. Calligraphy Works from Famous Calligrap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Big World 
Publishing House, 1998.
2. Calligraphy Cause, page 86, published by China Criticism Culture Company, 2003. 
27×3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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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三清图三屏条
水墨纸本  屏条  一九一九年作

题识：�犹堪劲节作鱼竿，数个萧疎近水滩。安得重逢任公子，六鳌一钓靖波澜。
己未暮春吴昌硕年七十又六。

钤印：「吴俊卿印」、「仓石」、「缶庐」

      历经冰霜耐岁寒，上撑霄汉下风滩。怜他臃肿无人识，写作新图仔细看。

      己未春杪吴昌硕年七十六。

钤印：「吴俊长寿」、「缶道人」、「古鄣」

      人间干净地无多，欲结绝根奈尔何。六尺图中悬素壁，春风日日在岩阿。

      己未初夏，吴昌硕。

钤印：「昌硕」、「俊卿之印」、「半日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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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CHANGSHUO 1844-1927

San Qingtu San Pingtiao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919, and with nine seals of the artist
137.5×34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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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行书八言联
水墨纸本  镜片  一九二六年作

款识： 出得随珠入获和璧，左援钩带右抚剑风。尊山吾宗雅属，
曾见黄小司马书此联，兹背橅其笔意，腕力疲恭，笔不管
墨。包安吴所谓波磔不能自主，衰颓之态深矣。丙寅凉秋，
安吉吴昌硕年八十三。

钤印：�「俊卿之印」、「仓硕」

注： 原吴昌硕家属及亲友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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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CHANGSHUO 1844-1927

Eight-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926,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5×23.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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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1895-1953） 
行书五言联
水墨纸本  镜框  一九四二年作

款识：�世事有盈绌，浮云自往还。筱焜先生惠正，
壬午冬日，悲鸿薄游贵阳。

钤印：「徐悲鸿」

鉴藏印：「梅轩鉴赏」、「书法九重天」

出版：�《博古斋藏楹联集》第 105 号，上海书店
出版社，1994 年。

RMB: 800,000-1,300,000

XU BEIHONG 1895-1953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XU BEIHONG, dated 1942,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Publication
Couplets Collected by Bogu Studio, No. 105,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4.
126.5×29.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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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刻朱砂芙蓉印章一对
印文：1. 汪申之印。2. 申伯。

边款：1. 申伯先生正刊，壬申冬齐璜。2.白石。

出版：1. 《齐白石印汇》P69，巴蜀书社，
1988 年。

      2. 《齐白石印影》P41，91，荣宝斋
出版社，1991 年。

      3. 《齐白石全集》P132，186，湖南
美术出版社，1996 年。

      4. 《齐白石篆刻集》P101，人民美术
出版社，1997 年。

注：�汪申伯（1895-1989），即汪申，字申伯，
江西婺源人，1925 年毕业于法国巴黎
高等专门建筑学校（或曰法国建筑高等
专业学校），获工学硕士学位。历任北
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主任，故都文物
整理委员会副处长，故宫博物院建筑技
师，北平市工务局局长，中法大学法文
系主任等。1932-1937 年任中国营造
学社校理及社员。作为建筑师，1935
年设计有有声影戏院。

172

QI BAISHI

A pai r  of  seals  of 
v e r m i l i o n  l o t u s 
inscribed by Qi Baishi

Publication
1.Collection of Seals of Qi Baishi, 
P69, Bashu Press,1988.

2. Photos of Qi Baishi's Seals, P41,91, RongBaoZhai 
Press, 1991.
3. Complete Works of Qi Baishi, P132,186,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96.
4. Collected Works of Seal Cutting by Qi Baishi, 
P101,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1997.
2.7×2.7×5.4 cm×2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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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根随形印

此件印章以竹根印材而成，线条流畅，古朴苍浑。印身自然随形，奇绝古
雅，不无掩映着瘦、漏、透窍，更突出竹质本身的韵味。包浆色呈棕红，
润泽而锃亮，印章印文“虚心”二字，刀功深刻有力，内容闲逸浪漫。竹
子因其节实竿挺，虚中洁外，在古时文人眼里被视作虚心正直之意。竹不
加雕琢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此拍品正契合道家“天人合一”之本意，可
谓别具一番韵味。

Qing Dynasty Seal of Bamboo Root in Free Style
高 5.2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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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厂刻寿山双龙戏珠印章

印文：一天晴日晒梅花。

边款：福厂仿次闲法，辛未十一月。

WANG FU'AN

Longevity-mountain Double Dragon Playing 
with the Bead, a seal made by Wangfu 
Workshop
4.9×3.6×7.6 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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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陈鸣远款紫砂水注
� � 本水注扁圆形，溜肩鼓腹，下承三足而立，小巧精致。上有如意云头纹，回纹，蕉叶纹，
寓意吉祥。另配紫檀三足底座。

铭文：注彼涟漪濯我锦绣

钤印：「陈」、「鸣远」

底座铭文：丁巳年正月松窗记。陈鹤邨手制沙水注，小冬花庵珍玩。

钤印：「梋如手作」

木盒铭文：陈鹤邨造沙水注。文彝轩珍玩，丁巳冬十二月松窗。

出版：�《中国雅趣品录—宜兴茶具》P160-161，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民国79年十月初版。

藏家简介：1. 褚德彝（1871-1942），原名德仪，字守隅、松窗，号礼堂，别号汉威，室名角荼轩，
浙江余杭人。成宪侄。精金石考据，嗜古博物。尤精篆刻，初师浙派，后潜研秦
汉鉨印。工画，亦能写梅。

2. 奚萼铭（1880-1919），名光旭，一作奚旭，初字振镛，后字萼铭、鄂铭、埜鹤，
斋名鄂庐（萼庐）、室名文彝轩、小冬花庵，江苏江阴人。清末民国初上海颜料
巨商，雅好收藏，与沪上诸名家如蒲华、吴昌硕、张祖翼、褚德彝、赵叔孺等相
友善，尤与余杭褚德彝最为莫逆。

作者简介：�陈鸣远（1622-1735），宜兴人，字鸣远，号鹤峰，又号石霞山人，壶隐，清康
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他出生于紫砂
世家，所制茶具、雅玩达数十种，无不精美绝伦，他还开创了壶体镌刻诗铭之风，
署款以刻铭和印章并用，款式健雅，有盛唐风格，作品名孚中外，当时有“海外
竞求鸣远碟”之说，对紫砂陶艺发展史建立了卓越功勋。

RMB: 500,000-800,000

CHEN MINGYUAN 1622-1735

Qing Dynasty Red Porcelain Water Jet Made by Master Chen Mingyuan
signed CHEN MINGYUAN,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Collection of China Elegant and Joyful Articles -- Yixing Tea pieces, P160-161, Hongxi Art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Published at early October of No. 79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 4cm；D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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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砂柱础式壶
铭文：�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赧翁。

壶底印：�「曼陀花馆」

壶把印： 「韵石」

钤印：「老药」

出版： 1.《紫砂壶鉴赏》P67，香港万里机构·万里书店出版，1992 年。

      2.《中国紫砂茗壶珍赏》P141，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

      3.《海上藏宝录集刊（二）－大石斋藏珍》P60 － 61，文物出版社，2007 年。

注：�1. 唐云旧藏。配蓝布盒，盒盖上有唐云手书签条“柱础，赧翁铭，八十三翁唐云，钤印：老药”。

    2. 赧翁即梅调鼎（1839 － 1906），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晚清著名书法家，清同治光绪年间，梅
调鼎出於文人爱好，在慈溪林家院内创办浙宁玉成窑，聘请製壶艺人及书画名家製作茶壶、水盂、笔洗等
紫砂品，款印有：“玉成窑”、“林园”、“韵石”、“曼陀花馆”、“调鼎”等。品位甚高，均为精品。
紫砂界曾有这样的评价：“千年紫砂，锦廷之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

    柱礎即是“柱础”，因此壶身形似古时建筑房屋时用来支撑木柱之用的石基，故名之。旧谓“础润而雨”，
意指江南地区梅雨季时空气湿度增大，石基还潮，预示将雨。梅调鼎故以“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
茶，柱础看君家。”应题，以生活常识来诠释妙解。

RMB: 1,800,000-2,500,000

Qing Dynasty Red Porcelain Tea Pot with a Plinth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1. Appreciation of Red Porcelain Pots, P67, HongKong Wan Li Book Company Ltd and Wan Li Bookstore,1992.
2. Appreciation of Famous Red Porcelain Tea Pots of China, P141,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shers, 2001.
3. Collected Works of Overseas Treasures (Volume 2) ---- Collected Works of Da Shi Zhai Studio, P60,61,Cultural Relics Press.
H 8 cm；D 1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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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杨彭年制、瞿子冶刻竹石诗文缀球壶
壶刻：竹屋日长茶熟。水亭雨细荷香。子冶。

底款：「杨彭年记」

出版：�《中国雅趣品录—宜兴茶具》P94-95，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民国 79
年十月初版。

� � 此壶胎色栗红，泥质润泽。造型近似宫灯，宝珠钮，短颈，底承圈足，弯流坚挺，
圈把圆弧有力。整体周转圆正，器型比例协调，结构严谨，凸显其技艺精湛。
素心素面，朴拙浑厚，通过简练形体来展示其美的内蕴。

    杨彭年（1796-1850），字二泉，乾隆至嘉庆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他善
制茗壶，浑朴雅致，亦有天然之致。他又善铭刻、工隶书，追求金石味。他还
与当时名人雅士陈鸿寿、瞿应绍、朱坚、邓奎、郭麟等合作镌刻书画，技艺成熟，
至善尽美，声名极盛，对後世影响颇大。

    瞿子冶（1780-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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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制紫砂壶，
或请精者制后自作铭文，或绘竹梅锓于壶上，时人称为“三绝壶”。

Qing Dynasty Tea Pot of "Bamboo Leaf Picking Up the Ball" 
made and inscribed by Yang Pengnian

Publication
Collection of China Elegant and Joyful Articles -- Yixing Tea pieces, P94-95, Hongxi Art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Published at early October of No. 79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 9.2 cm；D 16.4 cm

RMB: 800,000-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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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三足水盂

此件水盂造型精巧，平口、圆唇，直颈、微弧。腹部鼓起，阳刻龙螭纹，
雕琢细致中不乏力度，卷曲有度。下底三个乳钉足露胎，形制小巧。

来源： 好善簃主人 Gerard Hawthorn 夫妇，2005 年。Gerard Hawthorn
于1963年加入伦敦首屈一指的古玩公司——悉尼·L·莫斯（Sydney 
L. Moss）公司。随后专责并协助国际收藏家及世界各地博物馆征
集、买卖中国古董艺术精品。

Qing Dynasty Water Jar with Tripod

Source
Host of Haoshan House, Mr. and Mrs. Gerard Hawthorn, 2005. Gerard Hawthorn 
family joined Sydney L. Moss, one of the best antique company in London, in 1963, 
and were engaged in assisting international collectors and museums worldwide to 
collect and trade fine arts works and antiques in China.
H 5.5 cm

RMB: 3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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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渔翁得利纸镇

纸镇乃精铜铸造，规格小巧，入手厚重。因长年盘玩，包浆亮丽，
双手抱鱼，神态祥和。细节刻画精美，整体精工，为文房佳器。

来源：英国伦敦古董商 SPINK&SON LTD，1981 年 11 月 4日。

Qing Dynasty Paperweight of "The Fisherman 
Having an Unexpected Gain"

Source
SPINK&SON LTD, antique trader from London, Britain, November 4th, 1981.
H 7.2 cm

RMB: 3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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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壁石山子

灵璧石自然形成，峰峦曲折蜿蜒，遍布褶皱和凹陷，石质莹润，盛
置几案，坐观自然山川之瑰丽变幻，得卧游之清致，文人所珍也。
配黄花梨座。

Lingbi Stone Sculpture
25×20.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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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亮  湖石赋 
水墨纸本  镜片

款识：瞻彼具区，古泽薮焉。顷盖三千里，浩淼无极边。包孕灵秀，
中蕴奇岩。天造地设，亿万经年。风鼓滔啄，浪雕波镌。久沉沙碛，
披漫藻藓。庆雲蔚会，趁嘉时而出水。紫气蒸鬱，值瑞应而逢缘。
昔在水府晶宫，宅棲鱼贝。一旦钩汲修绠，跃离潭渊。乃移诸林囿，
便葺缮籬藩。观此横矶，体态莫辩其媸妍，尔乃蕴怪含灵，何其
怀奇蓄变。或云螭蟠虬屈，亦云虎伏狮蜷，使千人观而得千面。
曩春霰渍，夏霈沾，秋霜浸，冬雪涵，遂浣出于尘表，因不群而
崛狷。渾凝哉，诧天孙何未用以支机，刚毅也，幸精卫忘銜取而
塞澜。乃为我所攝形，便将笔以勾填。皴而复皴，染而复染。三
日一功，五日一诠。状渐赅备，若仙蜕之龙骨。势亦周致，似脱
鬓之巨簪。设李广欲投弓，惑墨韻而箭兽。初平方叱石，疑白羊
兮眠缣。雄卧三径，骇瞿塘亘阻巴峡。凉生一苑，宜德裕醉醒平泉。
剞劂摩崖，况書丹脱迹于柔毫。款坎镗嗒，亦击金声闻乎璞珗。
百穿通竅，纡迴蚁穴之墥。四出剡齿，犀利鸟喙之尖。桷牙棱峻，

孔眼浑圆，横雲流霞，冻玉凝烟。泛星槎归棹于银汉，降悬榻梦
枕于梧轩。圖成抚览，复寻绎而吟玩。应无大谬，可筹筆而遣闲。
嗟乎斯石不绘，久寂在园。堪慰脱颖拔萃，顿消沉潜。莫敢云体
备丹青，洞参瑶铣。庶几提举琛宝，出藏韫櫝之间。乃为斯赋，
题端于前。丙申九月零露初度，凉风乍起，伸纸濡墨，写此奇峰，
亦可增一间屋中清凉境界也，廉亮并记。

钤印：「廉亮私印」

RMB: 80,000-150,000

LIAN LIANG

Lake Stone Sculpture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LIAN LIANG,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06×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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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虎晶石瑞兽把件
瑞兽由虎眼石雕琢而成，瑞兽俯卧回首，目光温和，唇齿微露，神态怡然。多
用卷曲线条勾勒其毛发胡须、身体纹路，凸显器形微观精致细腻，整体饱满圆
润之感。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RMB: 300,000-500,000

Emperor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ujing Stone Hand Piece with an Animal Pattern

Source
A former article for auction at HongKong CHRISTIE'S.
L 7.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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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杨根型花插

花插以黄杨木根瘤随形雕制，形似敞口、至底收敛，巧以随生枝
干做把手。花插根型错综盘绕、节理俱现，线条曲折自然，造型
古怪奇巧。

Qing Dynasty Flower Holder of Boxwood Root
H22.5; D19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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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杨木随形画叉

在与自然的无尽交融中，交人对文玩的态度更加原始。文玩之浓郁的珍逸、
休闲气息，代表着刻板官府生活以外的另外一种人生。因此他们所爱之文
玩，在材质上基本都偏爱来自山珍自然的植物，并且以自然原始之枝、曲、
瘦为上。

此件拍品以黄杨木为材，随形制成画叉，观赏和实用价值兼具，此类文玩
正是最诗意的人生态度。画叉另有一锦袋，上绘有荷趣图，写有“只向名
花看画图 , 忽惊仙骨在泥涂。乙亥春三月写于醉墨室，小华外史。

钤印：[ 谷肃 ]、[ 小华 ] 。

Qing Dynasty Picture Hanging Fork of Boxwood

L102.5 cm

RMB: 5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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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仲尼式古琴
款识：�鍾琴。黄公绪音正，同乡石鲁拜题。

    琴仲尼式，杉木面板，方额，短肩，腰身匀称，尾部宽实。
整体宽博，楞角凿然。肩起二徽半处，腰起八徽，收于十徽半。
琴髹黑漆，隐约先朱色，应为前代历经重修保养之故，色隐而繁。
琴音厚实，铿然有金石之声。琴底刻“钟琴”。

注：琴背有石鲁为黄公绪题字铭文。石、黄二先生既是大同乡，
亦为好友，上世纪七十年代，石鲁先生曾有多幅书作写赠黄公绪
先生，曾赠诗云：“钟情添羽律，一指拨长春”。黄爱其书，故
铭刻石鲁书法于宝爱的古琴之上。一明琴，一古琴大师，一现代
书画名家，可谓三绝合一。

    黄公绪，1936 年生于四川成都，古琴大师，著名国画家。现
为四川近现代金石书画研究会理事，法国阿莱斯塞文中法友好协
会会员，清晖书画院院士，中国指墨画研究会会员，成都古琴歌
书画院艺术顾问。师承美术教育家、国画大家刘既明。是刘海粟、
潘天寿大师的再传弟子。

185

    石鲁 (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早年就学于
成都东方美专，1940 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
专攻中国画。1959 年创作《转战陕北》，名声日隆。后与赵望云
创立长安画派。擅长人物、山水、花鸟。早期画风偏于写实，用
笔坚实谨严，多画革命题材；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
花为题，笔力纵恣雄豪。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
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

RMB: 2,000,000-3,000,000

Ming Dynasty Confucius-styled Glockenspiel 

125.5×19 cm



琴铭原件参考：石鲁赠黄公绪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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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山款绿绮式古琴

款识：圆型龙池内墨书：“嘉泰二年，玄诚道人造”

    绿绮式古琴，铜鎏金徽，造型简约，线条流畅，琴体在琴项处内收，形成短弧，龙池圆形，
凤沼长方形。重新张弦奏之高音有钟磬金石之声，中低音色浑厚丰满，独具古朴苍茫的韵味。
琴背刻款为：松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不寂寥。独坐瑶琴遗世虑，君恩犹恐壮怀消。时景炎
元年，蒙恩遣问召入，夜宿清原寺，感怀之作，谱于琴中识之。

    清诗人吴锡麒曾作《文丞相琴歌》，诗之题注为：琴为闽中何氏家藏，上刻文山诗云：“松
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不寂寥。独坐瑶琴遗世虑，君恩犹恐壮怀消。”后题云：“时景炎元年，
蒙恩遣问召入，夜宿清原寺，感怀之作，谱于琴中识之。”梁斯仪同年上国拓其文来未，余为
作此歌。

    吴锡麒 (1746~1818) 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
吴锡麒天姿超迈，吟咏至老不倦，能诗，尤工倚声，诗笔清淡秀丽，古体有时藻采丰赡，代表
作如《双忠祠》、《凤凰山怀古》、《观夜潮》、《读放翁集》等。在浙派诗人中，能继朱 (彝
尊 )、杭 ( 世骏 )、厉 ( 鹗 ) 之后，自成一家。

    该琴原藏家为香港导演许先。许先为香港老一辈电影导演，作品有《过江龙》、《球国风云》、
《屈原》、《都市四重奏》等。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他与鲍方联合导演，并由鲍方担任主演的
电影《屈原》。1977年 3月上映的该片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大陆放映的香港电影，
受到几亿观众的热情欢迎，一时鲍方红遍香江内外、大江南北。影片中有屈原弹奏古琴的剧情，
导演许先对道具琴不满意，为影片质量考虑断然将家藏古琴取来，参与演出。故此琴也在《屈原》
电影后半段有短暂出镜。

Ming Dynasty Green Silk-styled Ancient Lyre made by Wenshan

124×20 cm

RMB: 30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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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1799-1873）  行书六屏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唐右丞相粉本《北齐校书图》，士大夫十二员，执
事者十三人；坐榻胡床四，书卷笔砚廿二，投壶一，
琴二，懒几三，搘颐一，酒榼果櫑十五。一人坐胡
床，脱帽方落笔，左右侍者六人，似挽留之，且使
侍者脱鞾。两榻对设，坐七人，一开卷，一捉笔顾视，
若有所访问；一以手拄颊顾。书省官长四人共榻，
陈饮具。其一下笔疾书，一把笔若有所营，一欲为
逃酒为一同舍侍者行酒。一抱膝坐酒旁；一右手执笔，
左手据搘颐；一仰负懒几，左右手开书。笔法简者
不烦，烦者不乱，天下奇笔也。奉仪郎知富顺监京
北宋元寿所藏。何绍基。

钤印：「何绍基印」、「子贞」

鉴藏印：「怡园所得」、「捡雲书屋」

RMB: 1,000,000-1,800,000

HE SHAOJI 1799-1873
Six-screen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E SHAOJ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170×44 cm×6

捡云书屋专题（编号 187-192）
WELL CALLIGRAPHY ON SILK OF GREAT SCHOLARS COLLECTION （LOTS 187-192）

捡云书屋专题内拍品为国内资深藏家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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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瑆（1752-1823）  行书李太白蜀道难
水墨纸本  手卷  一八一七年作

题签：诒晋斋书蜀道难，海颿题签。

钤印：「海帆」

款识：�李太白蜀道难。噫吁嚱 !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
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嘉庆丁丑六月为海帆师卿书，成亲王。

钤印：「诒晋斋印」

收藏印：�「晓书莫如我」、「海帆心赏」、「卓氏家藏」、「益州卓海帆收藏印」、「海帆」、「归砚草堂长物」、「臣澍私印」、
「怡园所得」、「汉后循事」、「壬寅人」、「王怡谟」、「同孙」、「云木斋」、「瑆山」、「鹤溪」、「午楼」、
「捡云书屋藏」

题跋：�1. 太白作蜀道难，惝恍迷离若有神鬼出没其间…… 道光八年上巳，安华陶澍。

钤印：「臣澍私印」、「雲汀」

       2. 此卷笔法多用藏锋于沉厚中见姿韵…… 梁章钜。

钤印：「梁章钜印」

       3. 云烟展卷米家山诒晋风流楮墨间…… 海帆大兄先生属题即正，桂舲弟韩崶。

钤印：「韩崶」、「桂舲」

注：�卓秉恬旧藏并题签。卓秉恬（1782-1855）字静远，一号海帆，四川华阳县人，前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自嘉庆
十八年（1813）以后，由山东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而至内阁大学士，累官至兵部、户部、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等中央要职，历仕三朝，任职长达到50余年，被称“三朝元老”。

题跋者简介：�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自称桃花渔者，印心石屋主人，晚岁自称髯樵。湖南安化县人，清朝晚期政
治家、文学家、诗人，死后追封太子太保，谥文毅。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又字茞林，号茞邻，晚号退庵，祖籍福建。梁章钜幼时颖悟，九岁能诗，乾隆
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富收藏。

韩崶（1758-1834）清朝大臣。字桂舲，一字旭亭，江苏元和（今吴县）人。乾隆间拔贡。由刑部七品小京官累
擢郎中，嘉庆间署两广总督，查阅澳门情况，密陈海防形势，官至刑部尚书，任职五十年，政事余暇，未尝一日废
书，有《还读斋集》。



    爱新觉罗·永瑆，清高宗第十一子，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加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书名重一
时。别号诒晋斋主人，此号来自其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取此名号，可知其对书法沉醉程度了。永瑆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清
中期四大书家，此作堪证此称号不虚，其书李太白狂放风格明显的蜀道难，最是体现其书风特征，此卷行草书，行笔如飞，能
见赵体书的妍丽流畅、秀润挺健，然再是流畅飞也始终不越鸟丝栏，且其笔法多用藏锋，纵逸深厚，颇具风采。嘉庆九年上谕
称：“朕兄成亲王自幼专精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字之工书者，罕出其
右。”为了让其兄有更好的环境养心神习练书法，更是将收归国有的和珅之府赐给了他，可见兄弟情谊，更可见嘉庆重才之心。
实际上自乾隆帝至嘉庆，似乎都没有把永瑆置入朝廷中心，即使永瑆往日一直为其父代笔诏书，或许就是因为远离朝权中心，书
法史上多了一位书家，少了一位终日惶然的皇子，才令数百年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卷清丽脱俗，雍容华丽之书法佳作。

RMB: 500,000-700,000

YONG XING 1752-1823

Sichuan Road by LI Bai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YONG XING, and with seven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seventeen collector’s seals
23.5×10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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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 (1840-1896)  蓝瑚献寿
设色纸本  立轴  一八七六年作

款识：�光绪丙子仲夏伯年任颐写于春申浦上。

钤印：「颐印」、「任伯年」

鉴藏印：�「怡园所得」、「钱镜塘鉴定任伯年真迹之印」、「梅孙」、「捡云书屋」

注：�钱镜塘旧藏。钱镜塘（1910-1983 年），浙江海宁人，原名德鑫，字镜塘，
晚号菊隐老人。祖父辈均善丹青翰墨，富书画收藏，由于家学深厚，教育有方，
钱先生自幼便酷爱丹青之妙，及长，更擅长金石书画之鉴藏。无论是其藏品之
丰富、之精到，还是其收藏之精神、之气节，均为后人称道。

    中国的人物画出现的年代较早，唐代的壁画已经较好地表达了笔墨情趣的烘托
效果。到了清代，随着市井需求的增多，民间绘画的发展，人物画水平也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任伯年作为一个民间画师早年就精通了人物肖像写真术，洞察力敏锐，
结构把握得较为准确到位，造型能力很强，良好的绘画艺术基础使得任伯年可以将
写实手法与意向手法相融合，中国画气息浓郁。此外，任伯年大胆借鉴了西方绘画
的技法，人物惟妙惟肖，独具匠心。

    栩栩瞳子，精致的细节，敏感的色调，富有结构感的构图，瞬间动作的捕捉，
这都是成熟期任伯年人物画最卓越的几项创作语言。此幅《蓝瑚献寿》图作于
1876 年，正是任伯年绘画艺术的成熟时期。此作以民间传统题材而创作，取意吉
祥如意之意，是一幅祝寿图。画中描绘了主人公手捧蓝色珊瑚，带着书童行走在祝
寿途中，景致简略，人物刻画精细，笔法隽秀，色彩清淡空灵。为了突出人物，画
家只画了近处的山石，山石之后的空间景象为空白，这是古来中国画家惯用的手法，
但是任伯年十分注意对近景的描写，以画面重心的两人物和白马来呈现空间的纵深
关系。在色彩和线条的使用上，画家在统一中寻求对比，树木、山石、白马处于或
深或浅的墨色之中，画中主要人物所抱的蓝色珊瑚和近景的草丛的石青色相比衬，
而在主要人物的衣衫则用橘色处理，互应互补，鲜艳妍丽。山石的皴法与人物的描
法统一于用线，但山石的皴法平静坚硬，而人物衣服线描则充满动感，呈现出自由
流畅优美的游线，形成了动静繁简的对比，所以主体人物非常突出。人物其面部也
呈“长寿”长相，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此幅作品的良苦用心。

    任伯年善于借鉴与总结吸收传统人物画技法的精华部分，以现实为基础吸纳了
很多民间绘画的元素，使人物画更加传神具有一种活泼的气息，所画人物的生活气
息浓郁、造型灵活多变，突破了传统人物的造型表现，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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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 BONIAN 1840-1896

Birthday Present of Blue Cora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REN BONIAN, dated 1876,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our collector’s seals
133×3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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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嵒（1682-1756）  嘉树鸣禽
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 秋老无媒径，徘徊咔好音。新罗。

钤印：�「布衣生」、「枝爰」

鉴藏印：�「诗梦斋鉴赏印」、「荷汀审定」

出版：《中国花鸟画史》p357，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注： 叶诗梦旧藏。叶诗梦（清），又名叶鹤伏，潜号诗梦居士，为清叶赫那拉氏瑞麟的第三子，
其姑即慈禧太后。初名佛尼音布，字荷汀，又号师孟，鼎革后始易今名。叶氏遗著有《诗
梦斋琴谱》、《诗梦斋诗文集》、《诗梦斋日记》、《张船山华新罗诗集联》。

    此幅《嘉树鸣禽》中的禽鸟运用小笔触，用破开的笔毫随羽毛的自然生长和鸟的结构来丝
染，干笔皴擦，以表现鸟雀羽毛的蓬松感，再用赭石烘染出厚度和体积，这种画法的运用将鸟
雀表现地非常细腻饱满而充满生命力。在布局方面，将鸟儿置於画面正中，这无疑是较为大胆
的尝试，其立於枝头，正引吭高歌，两眼炯炯有神，仰望天空，收敛的翅膀和尾翼将身体显得
更为修长，然而丝毫没有觉得不自然，这样的安排，需要在刻画鸟的形态上做到极其准确，稍
有不慎，便瑕疵毕露，华嵒却能从容自如，妙笔生花，灵禽稚态，跃然纸上。这类表现手法，
不是作者故作姿态，炫耀技法，而是因其独具慧眼，以非凡的视角，表现禽鸟在枝头的勃然生
机。在树枝和石头的表现手法上，华嵒采用的是没骨画法，往往秃笔中锋、一挥而就，率真之
处充分体现了其书法功底，树枝的穿插恰到好处，树叶用色铺底，着色上浓淡过渡地极为自然，
层次毕现，待到半干之时用墨色勾其叶脉，叶尖处点以赭石，将深秋凋敝的枝头刻画地十分到
位，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背景的石块大刀阔斧，枯笔和淡墨的配合使得画面的立体感倍
增，更加丰富了作品内容。整幅画的重心在左下角，故而立於画面正中的鸟儿并不显得突兀，
兼工带写、虚实相生的布局让观者产生空灵萧疏之感。

    华嵒继承并创新了小写意花鸟画，在清代美术史乃至中国写意花鸟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其塑造出许多雅俗共赏的花鸟形象，不仅是技法上的创新，更与其善於发现生活之美有
着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艺术专为贵族雅玩的范围，使其逐步推广至群众，这
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艺术理念，值得今人去学习借鉴。

RMB: 4,000,000-5,000,000

HUA YAN 1682-1756

Singing Birds in Tree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UA Y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88×4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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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1607-1684）  自书五言诗
水墨绢本  立轴

款识： 传家文武干 , 元魏说修期。亦似男儿槩 , 终嫌志气卑。高才生不偶 , 落魂死其宜。重
念君臣义 , 春秋自一时。不觉二首之一。山。

钤印：「傅山之印」

鉴藏印：「怡园所得」、「叔和鉴定印」、「捡雲书屋」

盒上题签：傅青主草书五律绢本条幅。

盒内题签 :戊午首秋素轩叟观并题。

钤印：「芷鸳堂主人」、「野荣之印」

出版：�《傅山的书法》P80，东京印书馆，二玄社，1994 年 4月。

注： 野村素轩题盒签。野村素轩，日本山口县生。书法家、政治家，贵族院议员，男爵。曾
任选书奖励会审査长等职。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别号朱衣道人，阳曲 (今山西太原 )人。明亡后隐居不仕，
以行医为生。一生磊落孤傲，拒不仕清。能绘画，精医学。书法篆、隶、真、行、草无所不
精，以草书最富特色，笔力雄奇恣肆，追求生拙真率，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有《霜
红龛集》行世。

    傅青主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楷隶行草诸体兼擅，运篆
书之意于各体，开杂体之风，而以行草书最为人推重，其书风豪迈不羁，脱略蹊径。此轴草
书五言诗用笔雄浑飞动，气势夺人，挺拔刚健，单个字显得欹侧不稳、起伏迭宕，然通幅观之，
气韵生动，结构自然，字与字随势而安，行与行递相映带。草书本难于设险取势，更难于化
险为夷，且易于飘浮，流于轻滑，而傅氏笔触沉着，无往不收，停当有致。傅青主于《家训》
中曰：“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习，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

RMB: 4,000,000-6,500,000

FU SHAN 1607-1684

Five-character Poems by Writer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FU SHAN,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hree collector’s seals

PUBLICATION
Calligraphy of FU Shan, P80, Er Xuan Club of Tokyo Inshokan Printing Co., Ltd., April, 1994. Remarks: 
Signed by Nomura Suke. Nomura Suke, born in Yamaguchi, Japan. Calligrapher, politician, member 
of Noble House, title of baron. He was the director of awarding committee of calligraphy selection 
amongst others. 
216×47.5 cm



191



192

梁实秋（1903-1987）
刘半农（1891-1934）

  题辞二则 

水墨纸本  镜片

款识：�1. 前不见古人 ,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 独怆然而涕下。唐人登幽州台歌，录为
东岩先生正。半农刘复。

钤印：�「刘复印」

       2.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啸傲，
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甲子冬写放翁鹧鸪天。
东岩先生雅属。梁实秋。

钤印：「梁」、「实秋」

作者简介：�1.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早年留学欧洲，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
学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为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著有《中国文法通论》、
《半农杂文》等。其书法师晋唐人写经，参以刘墉笔意，浑厚古雅。

           2. 梁实秋，浙江杭县人。著名作家，1915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曾先后入美科
罗拉大学、哈佛大学研究所获文学硕士。1926年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北京大
学等校教授。是新月派主要成员。

RMB: 80,000-120,000

LIANG SHIQIU 1903-1987

LIU BANNONG 1891-1934

2 Poems of Words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LIANG SHIQIU,LIU BANNO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7×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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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紫檀龙纹笔筒

紫檀独木雕挖。圆筒形，规整大气；内壁光润。外壁剔地高浮雕
九条五爪龙，身姿矫健，形态各异，翔腾于祥云海水间。包浆古雅，
有宫廷之气息。

Early Qing Dynasty Red Sandalwood Brush 
Holder with Dragon Design

H 19.8 cm；D 16.5 cm

RMB: 500,000-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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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百宝嵌博古挂屏

此件红木框雕漆百宝嵌挂屏造型规整方正，得体大方。挂屏分嵌
五处百宝，或置文玩摆件，或嵌花卉，图案各有不同，搭配错落
有致，所嵌白玉象牙等材质上佳，色泽各异，五彩缤纷，极具观
赏价值。此类于器具上作百宝嵌工艺现于明代，乃于螺钿镶嵌工
艺基础上，配宝石、珊瑚以及玉石等材料而成，其入清之后，更
成为家具装饰之主要手段。此件百宝嵌博古挂屏图案镶嵌精美，
做工细致精湛，书画相宜，极尽其妙。

Qing Dynasty  Hanging Screen with  Gems 
Imbedded
126×88 cm

RMB: 35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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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1654-1722）  行书录唐人诗
水墨绫本  立轴

款识：�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
日偏能惹恨长。唐句。

钤印：�「康熙」、「稽古右文」、「惜寸阴」

出版：�《兵库栗庵所藏品入札目录》图十二，京都美术俱乐部，
1916 年。

RMB: 800,000-1,300,000

KANG XI 1654-1722
Poem b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KANG XI,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Contents directory of collection of LI An from Hyogo, Picture 12, 
Kyoto art club, 1916.
168×4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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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胤礽（1674-1725）  行书六言联
水墨洒金笺  对联

题识：远映苍山古树，高悬碧涧飞泉。

钤印：「养德东序」、「谦尊而光」、「承华」

鉴藏章：邓苍梧所藏

注： 清代原装原裱工，品相极完好。裱签上有文物店七八十年代期间标签，标注为“礼密亲王联”。

藏家简介： 邓苍梧，著名澳门书画古玩收藏家，斋名传研楼。邓先生在澳门新马路经营“永大
丝绸行”，因喜爱与欣赏中国古董字画，故创立“永大古董书画金石文玩”。邓先
生的见解及眼光独到，对艺术品的鉴赏目光敏锐，他所藏多为中国书画珍品。

    Lot196、197 两联均未属名款，钤盖：“承华”、“养德东序”、“谦尊而光”三印。

    “承华”一印：古人用“承华”指代太子宫门名。康熙朝书家陈奕禧（1648-1709），曾
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被太子胤礽接见，并邀其一同乘船。四年以后，陈奕禧写了十二首
诗，以此回忆那年夏天的短暂见面。诗中开头即有“承华”一词出现，诗为：“风清辇道爽秋旻，
瞻仰承华出五云。记取小臣劳睿虑，船头惶恐拜储君……庚辰七月十一日，皇太子驾幸通州，
命臣奕禧侍从登舟，示所著诗集，命随意作大小字，恭呈十二首……”现诗及其书法依然存世。

    “养德东序”一印：“东序”在古代指宫室的东厢房，为藏图书﹑秘籍之所。据史料记载：
“太子胤礽六岁时，康熙皇帝出于疼爱，特地为他在紫禁城东部的后宫禁地，建造了一座清代
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建筑，专门用于培养太子、皇子的地方，赐名毓庆宫，供太子胤礽生活起居
和读书学习，让太子借读书以“养德”，并寓意让聪明过人的太子能够体味祖先的艰辛，更加
明确的表明了这方印章主人的身份。

    “谦尊而光”一印：典出《周易》卷二《谦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谓尊者谦
虚而显示其光明美德，这方印章显现出用章者谦虚谨慎的态度，也体现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
帝王，需要储备的涵养和人生修为。

RMB: 800,000-1,200,000

AIXINJUELUO·YINRENG 1674-1725

Six-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couplets
signed AIXINJUELUO·YINRE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25×24.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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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胤礽（1674-1725）  行书七言联
水墨绫本  对联

题识：忠孝从来无异理，君亲要不负初心。

钤印：「养德东序」、「谦尊而光」、「承华」

注：�爱新觉罗·胤礽，清圣祖玄烨第七子，母为仁孝皇后赫舍里氏。因其
胞兄、嫡长子承祜幼殇，故在胤礽刚满周岁时即被确立为皇太子，也
是清史唯一一位官方明立的皇太子。胤礽幼聪慧好学，文武兼备，代
为祭祀、监国，颇具令名，康熙帝对皇太子最为重视与宠爱，却因教
子失当、兼之康熙朝后期党争纷乱，致太子人格分裂，历经两立两废，
终以幽死禁宫收场，被追封为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谥曰密。

    此联笔画圆劲秀逸，平淡雍容，字间与行间疏朗匀称，典雅静穆之气
充盈幅上。所用花绫精美异常，至今保存如新，十分难得。

RMB: 900,000-1,300,000

AIXINJUELUO·YINRENG 1674-1725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couplets
signed AIXINJUELUO·YINRE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45×29.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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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1711-1799）  行书七言诗
水墨洒金笺  立轴

题识：�有时蹀步有时舟，几暇聊成烂漫游。饶舌吐岁此言失，得
闲吾岂乐天游。谵荡轻风静碧沦，堤笼丝柳拂船唇。沿堤
缇骑非严跸，为挈银牌赐老人。御笔。

钤印：「乾隆御笔」、「长谊明道」

RMB: 500,000-800,000

QIAN LONG 1711-1799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QIAN LO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9×3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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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棡（1358-1398）  行书录唐人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十里松萝映碧苔，一川晴色镜中开。遥闻上界翻经处，片片香云出院来。

钤印：「晋王之章」、「六云主人」

注：��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出版的《艺林月刊》第九十六期上，有
“明晋王棡草书唐诗立幅”图，其上有“晋王之章”、“�六云主人”两印，
与本拍品上钤印相同，可作参照。

作者简介：朱棡，明太祖朱元璋嫡三子，明成祖朱棣之兄。洪武三年（1370年）
四月封晋王，十一年（1378年）就藩太原。学文于宋濂，学书于杜
环。棡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是时，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
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
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
此幅笔意超隽，有二王风规，在明宗藩可谓首出者矣，而其书作存世
者极稀，均为可宝。

RMB: 1,300,000-1,800,000

ZHU GANG 1358-1398

Poem b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U GA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25×4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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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軒本場集明季三大儒者法書，三人雖所屬時代不一，然聲譽、影響，皆
可稱碩儒文宗。此三件俱筆情古逸，思致淵雅，至為難得。

湛若水(1466-1560)少師事陳獻章，後與王守仁同時講學，曾與王陽明、呂
柟、王崇等人相與論道，學者相從甚眾，聲譽日隆。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為
宗，自稱"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謂心者，體萬
物而不遺產也"。時稱"王湛之學"，即湛若水與王陽明可分庭抗禮，各立門戶，
分執明代中葉理學的牛耳。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升為南京國子監祭酒，後又歷任南京吏、禮、兵
三部尚書。其弘揚白沙學說時有所創新，自成理學的一大門派，被譽為"甘泉
之學"，影響幾及全國各地，其門徒達四千餘人。若水官歷兩京，所至迭創建
書院，著書、講學不息，回粵後更專心講學，故《廣東新語》稱:「甘泉翁官
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餘以給家人弟子，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若水學
識淵博，著述豐富，工書法，生平著作及詩文積逾千卷，並享高壽。隆慶帝時
贈太子少保。

楊慎(1488-1559)號升庵，位列明三大才子之一。三大才子者，編撰《永樂
大典》之解縉，為「博學第一」；徐渭精通兵法、書法、繪畫等，為「博才第
一」；而楊慎正德六年(1511年)狀元，因大禮儀事件被貶至雲貴，遍覽群書，
為「博覽第一」。升庵所填《臨江仙》詞傳誦至今：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
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
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孫奇逢（1584-1675）與李顒、黃宗羲齊名，為明清之際儒學之宗，被時
人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而非今人所說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蓋當
時陽明學派仍盛，此三人乃上承陽明之學者，凡逢亂世，讀書人多消極避世。
相較而言，清初學者的學問卻積極剛健，專講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之學，這
是明遺民的特別之處。孫、李、黃三人皆為明季理學之宗，在明亡後自我深加
反省， 砥礪氣節，因而造就了明清之際的學術轉型。他們為當世大儒，也是私
家講學的主要代表，在東南為黃宗羲，西北為李顒，中原即為孫奇逢，各聚集
生徒，為一方士子所宗。在入清諸儒中，孫奇逢的輩分最高，且學問踏實，待
人誠摯，節俠高義為世所欽，因而聲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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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1584-1675）  《玉霁道兄闻捷归省序》
水墨纸本  手卷  一六五二年作

题识：�中庸一书传道之言也，终篇惓惓于君子小人…孙君与玉筍公又同寅之雅，为卷集诸同人赋诗
致贺，芜辞仆书之以侑称觞者，时顺治壬辰首夏朔日，通家弟容城孙奇逢启泰甫题于苏门之
留云舍。

题跋：1.夏峰先生以胜国遗黎屡征不起，晚岁移家共城，躬畊讲学。此卷盖居百泉时所作，文字朴茂，
笃老而神明不衰，相对肃然其感人深矣。丁酉九秋盛昱敬记。

钤印：「伯羲」

      2. 夏峰先生理学名儒，道光中从祀孔庙，所书流传甚少，此卷诚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惜
首尾稍有剥落，然固无碍于大体也。伯羲祭酒旧藏，丙寅长夏得于厂肆。濩叟记于居易堂。

钤印：「耆龄之印」

      3. 陈文恪学棻觉分居士话录，乙酉端阳后十日，雨窗初霁。

题签：孙夏峰先生墨迹，遐庵。

著录：�《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皇清书史（一）卷九·孙字篇，第十三页，明文书局印行，清义
州李放纂录。

作者简介：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从者甚众，世称夏峰
先生。顺治元年（1644 年）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
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其理学思想初宗陆九渊、王守仁，晚慕朱熹理学，立说调
和两派观点，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并提出“躬行实践”、
“经世载物”的思想。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四书近旨》、《道一录》、
《北学编》等。

题跋者简介：1. 盛昱（1850-1899）爱新觉罗氏，字伯熙，一作伯羲，号韵莳。隶满洲镶白旗，肃
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盛昱为祭酒，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加膏火，
定积分日程，惩游惰，奖朴学，士习为之一变。引疾归，家居有清誉，承学之士以
得接言论风采为幸。性喜典籍，购藏以版本第一。

            2. 耆龄（1870-1931），伊尔根觉罗氏，正红旗，字寿民，号思巽、无闷居士，室名
见山楼、居易堂、濩斋、与天游室。父江宁将军诚勋，监生出身，曾任农工商部左丞，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署农工商部左侍郎，直隶马兰镇总兵。入民国后，曾任内
务府大臣、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民国十七年参与重殓被盗发之乾隆裕陵、慈禧定东陵，
谥“勤恪”。

            3. 佚名节录《陈文恪学棻觉分居士话录》。陈学棻，字桂生，湖北安陆人。同治元年
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十六年由吏部左侍郎升工部尚书，谥文恪。

三大儒书法专题（编号 200-202）
CALLIGRAPHY OF THREE GREAT SCHOLARS OF MING DYNASTY（LOTS 200-202）



� � 《皇清书史》卷九引《郁栖书话》：孙奇逢，字启泰，号锺元，容城人，明万历二十八年举人。
国初以国子监祭酒征不赴，隐居苏门，人称夏峰先生。楷法淳古，予曾见其手书送玉霄道兄闻
捷归省序卷子，下款顺治壬辰首夏朔日通家弟容城孙奇逢启泰甫题于苏门之留云舍。下押孝友
堂白文印，点画精匀无一笔苟。

    故宫博物院有藏《顾炎武楷书赠孙奇逢诗扇》，上款署“钟翁老先生”，即孙奇逢。此诗
为顾炎武拜谒曲阜孔庙时所作，并书于扇上求教于孙奇逢。康熙三年甲辰（1664）深秋，顾氏
拜见了孙氏，这是两位大儒一生中唯一一次会面，这一年孙奇逢 81 岁，顾炎武 52 岁。而在顾
炎武诗集中别有《赠孙征君奇逢》五言诗一首，正是作于该年，实是顾炎武为孙奇逢一生立传，
并赞其不做二臣的民族气节，以及隐居深山仍坚持讲学传道，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敬仰之情，
溢于言表。

RMB: 1,300,000-2,000,000

SUN QIFENG 1584-1675

Preface of Home Return of Yujidao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SUN QIFENG, dated 1652,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CORD
The Qing Dynasty Biography Series· Art Class, Imperial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1) No.9 Scroll · the Sun 
Article, Page 13, published by Mingwen Book Company, composed by LI Fang of Yizhou of Qing Dynasty 
29.5×20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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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1466-1560）  行书
水墨纸本  立轴  一五五六年作

款识：�耄然九十一泉翁，岳游往还七千里。（往由广而龙，抵岳还，由攸县而吉安而虔度□）。
所过鹿关人亦多矣，无如英德谌尹近，津氏才德兼资文武备。前年盗贼劫客财，捉人
噤置船舱底。谌尹明察如秋水，上下布船相角踦。中船下手缚群臂，摴者得生贼得死。
至今境内无盗贼，商旅夜行歌父庇。伸宽理枉决如流，揆之事事亦如此。观风交章荐未入，
三载幻成民怙恃。试问水木何本源，先君高士让东子。右英德歌一章为湛有宿作书以
奉贺。嘉靖丙辰五月十日，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
国史讲官甘泉翁湛若水拜。

钤印：「吏礼兵三部尚书」

鉴藏印：「黄雯」

注：香港集古斋旧藏。

作者简介： 湛若水，字符明，号甘泉，增城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孝宗弘治间
进士，选庶吉士擢编修。世宗嘉靖初，官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后历南京礼、吏、
兵三部尚书。少师事陈献章，后与王守仁同 时讲学，各立门户。王主讲 “致良知”。
湛主讲“随处体认天理”，著有《湛甘泉集》。

    本幅书法是湛若水九十岁高龄时所创作的自作诗，盛赞英德县尹谌氏治政有方，勤于职守，
为百姓所爱戴。长篇两百余字，行笔疏密得体，流动潇洒，大小结字布白错落有致，收放自如，
看不到丝毫衰年颓唐气息。老来健笔，超脱胜妙，是一件难得的明代学者书法佳构。

RMB: 1,500,000-2,200,000

ZHAN RUOSHUI 1466-1560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 RUOSHUI, dated 1556,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162×8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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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 (1488-1559)  行书五言诗
水墨纸本  立轴

题签：�杨升庵墨宝。沈植□□签。

钤印：「霞西」

款识：山中十日雨，雨晴门始开。坐看苍苔纹，欲上人衣来。升庵。

钤印：「用修」

著录：�《中华名人书画大观—古越鸣野山房珍藏》（第二集），上海中华新教育社，
1927 年印行。

作者简介：�杨慎，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後因流放滇南，
故自称博南山人。杨廷和之子，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
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
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
受廷杖，谪戍终老於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
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古倾向。贬谪以後，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
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後人辑为《升庵集》。

RMB: 150,000-200,000

YANG SHEN 1488-1559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ANG SHE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CORD
Grand master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China---Collection of Gu Yue Ming Ye Shan Fang, (2nd 
Series), Shanghai new Chinese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in 1927. 
143.5×2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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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1570-1644）  行书录唐人七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 , 晴明
依旧满长安。瑞图。

钤印：「张瑞图印」、「山水有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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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RUITU 1570-1644

Seven-character Poems b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298×6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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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临王羲之草书卷
水墨綾本  手卷  一六四六年作

引首：王铎临羲之草书真迹。民国三十六年伯亨孙同人珍藏并题。

钤印：「孙同人印」

题识：�拟王羲之。此郡之弊，不谓顿至於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
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免。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后
文略）。丙戌冬月，痴庵道人王铎临。

钤印：「王铎之印」

鉴藏印：「孙同人印」、「六湖」、「豫诫」

题跋： 1.（罗天池楷书释草书全文，文略）道光丙申（1836 年）端阳后五日，修梅仙馆主人罗天池释文。

钤印：「六湖」

2.（孙同人楷书释草书全文，文略）丙戌冬月痴庵道人王铎临。原有道光丙申修梅仙馆主人罗天池
释文。惜纸太薄，字多剥落。今以绵纸书之，庶垂久远。民国四十四年岁次乙未，舒城孙同人书释文。

钤印：「孙同人印」

注： 1. 本长卷为王铎临王羲之《此郡帖》、《十七帖》数则，由罗天池，孙同人递藏，并于卷后楷书释
王铎所临草书全文。

2.“六湖”为罗天池鉴藏印。罗天池（1805-1856 年后）字六湖，斋号修梅仙馆。广东新会人。道
光六年进士。官云南迤西道。归居广州。工书画，精鉴赏，有名于时。

3. 孙同人，字伯亨，著名抗日将领孙立人的兄长。先后任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秘书、中央政府财政
部盐务总局总务组长。

4. 本拍品另附孙立人书寄孙同人信札一通。

信封：安庆省政府秘书处、孙先生伯亨台启、江山峡口、孙。

信文： 大哥恵鉴：函电收悉。弟以前日开往他处举大演习，未克即覆，次于昨日返。夏租事相当可靠，
人极难找，家中老人，薜老头及老余等。弟欲得一二，助理一切以兹熟手，否则弟盲然也。三姊
至今未见来，来时当责其分书，不得蛮横无理。原存首饰，弟意可不变换，所藏遗物，应为保存，
兄意然否，如须款，弟可担任一部份。享堂事弟极为热望能早日开工，坟场明春可多植树。专此
即请政安。并贺年禧。弟立人叩。十二，廿七。

    王铎提倡取法高古，注重学习传统，有“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之说。王铎的行书与草书最受世人
所重视和追慕，有行草书宗法“二王”之称。他大胆的注入了自己的狂放的豪气，纵横收放自如，字势
倾倒紧迫，气势奔放，势不可挡。此作书于明隆武二年冬，即清顺治三年。长卷首段临王羲之《此郡帖》，
帖文的内容，是向人诉说王氏所在会稽郡之弊，“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透露出王羲之厌于
仕途的心境。而恰恰此时天下已初定，继之惟小战而已。十二月清兵破广州后，王铎受降清朝官职。全
卷书法也代表了当时王铎的一丝惆怅的心境。至此王铎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书法的创作之中。全卷写畅
达淋漓，如大江入海，奔腾千里，确有解衣磅礴之慨。

RMB: 2,800,000-3,500,000

WANG DUO

Copy the Cursive Scrolls of WANG Xizhi 
ink on satin, hand scroll
signed WANG DUO, dated 1646,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hree collector’s seals
26.5×234.5 cm



注： 本卷后罗天池题跋

注： 孙立人书寄孙同人信札

注： 本卷后孙同人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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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万鍾（1570-1628）  行草七言诗
水墨綾本  立轴

题识：�双丸阅世怪他忙，为羡仙翁岁未央。假天片时成异代，人天却比洞天长。
烂柯山观弈像之作。米万鍾。

钤印：「米万钟印」、「仲诏」

注：�米万鍾，字仲诏，号友石、湛园、文石居士、勺海亭长等，陕西安化人，
徙居燕京，米芾后裔。官太仆寺少卿，江西按察使等职。有好石之癖，善
山水，花竹，书法行、草俱佳，既有南宫篆法，也有章草遗迹。与董其昌
齐名，人称“南董北米”。

    此轴为大字行书，其书运笔迅疾，沉着爽利，又奇纵放逸，闲散平实，行
笔迅疾潇洒，线条牵萦连属，顾盼呼应，和谐有致，结体宽博丰劲，笔墨飞舞，
毫无馆阁气味。统观之，此书气韵高古，一派丰肌健骨，出入二王、颜平原处，
具晋唐余绪而出新意。结字奇伟，逸迈奇崛，郁勃清健，翩翩若动，从头至尾，
无丝毫懈殆。下笔明快利落，运笔振迅，技巧高超，致使整幅笔势产生强烈的
节奏和韵律感。

RMB: 800,000-1,000,000

MI WANZHONG 1570-1628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MI WANZHO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84×53 cm

    绫本书法自明天启、崇祯年间方始流行，至康熙中期后又近乎绝迹。兼之
素绫价昂而性软，着墨渗化，故作绫本书者非唯精擅笔墨，且多为高官贵胄，
名贤鸿儒。如本次明轩征集所得米万钟、黄道周、李流芳、文震孟、韩敬等书作，
结体跌宕多姿，笔墨古雅秀逸，堪称书家妙笔。且以绫本为印衬，更显得字里金生，
行间玉润。绢绫比之纸张更易老化，数幅精品皆是累经尘劫，可谓墨林星凤，
宜为藏家所宝。

绫素墨华专题（编号 205-214）
WELL CALLIGRAPHY ON SILK OF GREAT SCHOLARS COLLECTION（LOTS 20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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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1585-1646）  行书自作诗
水墨绢本  立轴

题识：�乌龙清瘦紫芝肥，曲磴生衣拂翠微。婺雪远将兰水合，布帆低共野鸥飞。
浪因溪女谈支石，怪作往星系钓矶。姓字误人已如此，何处凭高得当归。
世事尽消千日酒，一杯聊寄两高峰。天外云根扶竹箭，罇前霜蕋落芙蓉。
避风海鸟不巢塔，解冻春禽欲上松。倚槛萧然见下界，许多梦语度微钟。
王兰蜇明应招登嵩峰有作呈政。聊寄当作，况值草草改上，亭上有杨贞复
诗，烦觅能书录篇上，讬贞复之右，足附青粲也。弟黄道周具草。

钤印：「黄道周印」、「一凤五化」

鉴藏章：「邓氏苍梧鉴藏」

作者简介：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天启二年进士，历官翰
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
大学士 ( 首辅 )。抗清失败，被俘殉国，谥忠烈。黄道周学问渊博，精
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
流俗。黄道周善楷、行、草诸体书，倾心魏晋古朴之风，其书雄健奔放、
体势方整，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字欹侧多姿。

藏家简介： 邓苍梧，著名澳门书画古玩收藏家，斋名传研楼。邓先生在澳门新马
路经营“永大丝绸行”，因喜爱与欣赏中国古董字画，故创立了一家“永
大古董书画金石文玩”。邓先生的见解及眼光独到，对艺术品的鉴赏
目光敏锐，他所藏多为中国书画珍品。

RMB: 700,000-900,000

HUANG DAOZHOU 1585-1646

Self-composed Poem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I YUNSHE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162×4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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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流芳（1575-1629）  行书五言诗
水墨綾本  立轴

款识：�故人前月去，言访云门踪。此地美林壑，为怀况秋冬。
碧淙云外细，丹叶雾边浓。楼亦增霞思，山尤爱雪容。
兰亭迹已谢，剡曲舟靡从。张绪如相见，知予老更慵。
寄无际于山阴兼柬宗晓使君。李流芳。

钤印：「流芳之印」、「长蘅」

注：�李流芳，字长蘅，号檀园，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歙县人，
侨居嘉定。三十二岁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诗文多写景酬
赠之作，风格清新自然。李长蘅为吴梅村“画中九友”之一，
与归昌世、王志坚并称“三才子”，又与程嘉燧、唐时升、
娄坚并称为“嘉定四先生”。工诗词文赋，风格清新典雅，
亦精篆刻。其书遒劲流畅，行笔老练，清钱谦益《列朝诗集》
称李流芳：“书法规摹东坡”，可见渊源。嘉定孔庙的碑
廊，今尚存其书迹石刻。此幅《行书五言诗》全篇章法匀
称，结构严谨，法宗苏轼，势浑厚内敛，韵疏朗古澹。结
体肥瘦得宜，自然舒展而无矫揉造作之态。长蘅未享大年，
书迹存世绝少，此轴绫本立轴，又且品相上佳，自当什袭
宝藏之。

RMB: 200,000-350,000

LI LIUFANG 1575-1629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LI LIUFA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1×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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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3-1644）  草书七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天下真无知己二，百年惟见好秋三。赏将玄石中山酒，唤取青蛉出步檐。
元璐。

钤印：�「是为列仙之儒」、「倪元璐印」、「鸿宝」

署签：�明倪文正公行书真迹，古升老纳岳敬题。钤印： 「五」、「岳」

盒内题签：�（一）倪文正真迹昭和甲辰（1964）十月内藤干吉观。钤印：「内藤干吉」

          （二）丙午初夏於声云听雨山庄南厢下。常显观之。钤印：�「显」

题跋者简介： 内藤干吉，中国古代法製史和艺术史研究家，日本东方学会会员。

作者简介： 倪元璐，字汝玉，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1）进士。历
官至户、礼部尚书。崇祯末年，李自成陷京师，自缢死。福王谥文正，
清谥文贞。元璐书画俱工。其书法学颜真卿，深得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
而更为劲峭，结体趋於扁方，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风格奇倔刚毅，
於明末自成一格。行草书用笔苍古劲爽，结字跌宕奇逸，章法字距茂密，
行距宽疏，注重节奏变化，书法以气骨见长。

RMB: 500,000-700,000

NI YUANLU 1593-1644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NI YUANLU,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00×2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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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瑜（1600-1682）  行书七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繇成不说老婆禅，信口呼来勒一先。韵冷石窥枝上月，玉寒香喷洞
中天。品茶趣入清腊古，因话情从傲骨玄。孰袭深丛夸独露，山翁
别有个生缘。右也懒禅师梅花小集其一，庚寅雪夕漫书於雪舫。古
越朱之瑜。

钤印：�「朱之瑜印」、「楚屿父」

作者简介： 朱之瑜，字楚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痛心国
难，曾辗转参加海上的义师，反抗满清压迫。南明亡后东渡，
於长崎、江户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受日本朝野人士推
重。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同被誉为明末清初中国
五大学者。其书法流传罕见。

RMB: 50,000-80,000

ZHU ZHIYU 1600-1682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U ZHIY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40.5×5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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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孟（1574-1636）  行书五言诗
水墨綾本  立轴

题识：�古木百禽语，因知日正长。不随人借热，自有地偏凉。
合璧耽佳句，恍如闻妙香。离骚抛已久，酒流未曾尝。

钤印：「文震孟印」、「世太史氏」

作者简介： 文震孟，字文起，号湘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徵明曾孙。崇祯初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书迹遍天下，一时碑版署额，与徵明埒。

    此幅行书自作五言诗一首，属文人翰墨随性乘兴小品。素
绫质朴，字敛韵拙。湛持取法苏米，运之精熟。笔力遒逸沉稳，
厚重雄健，书风清雅萧散，气势恢弘。

RMB: 250,000-400,000

WEN ZHENMENG 1574-1636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WEN ZHENME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7×5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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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1580- ？）  行书七言诗
水墨綾本  立轴

题识：�为怜嘉月入清和，帝子沉香载若何。红雨绂青苔绕砌，绿天垂荫椅郁萝。
花神向暖偏呈媚，柳浪辞春转自波。名墅胜流贪卜昼，缓归无事更挥戈。
立夏日同友人集万民郊园。韩敬。

钤印：「求仲氏」、「庚戌会状」

鉴藏印：「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

注：�「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即朱常淓鉴藏印。朱常淓（1607-1646），
明神宗（朱翊钧）侄，潞简王朱翊镠第三子，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袭封潞王。
隆武帝追谥曰闵王。

作者简介： 韩敬，浙江归安人，字简与，一字求仲，号止修。万历庚戌状元，
受业宣城汤宾尹。好佛学，道释典，游学于莲池大师，曾随其放生
于西湖莲社。《明史》有其传。又据王澐《虞山行诗》记载，敬与
钱谦益同榜进士，与钱争状元，而敬终及第大魁天下，其为汤宝尹
门生，汤罢斥，敬遂降秩，官遂不显。

    此幅为求仲行书七言律诗一首，与友人于立夏日万民郊园作并书之留念。
诗绘四月清和之景，红紫绿荫，花媚柳笼。通篇静穆稳重，字舒距散，行气贯通，
用笔娴熟流畅，不假作意。其笔提按爽利，变化万千，亦承袭帖学，颇具法度。
综观诗作文境合意，闲雅逸趣，慵懒随性。韩求仲传世法书稀少，当为珍赏。

RMB: 300,000-400,000

HAN JING 1580-?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HAN JI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161.5×4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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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曹（1620-1701）  草书节临
王羲之游目帖
水墨綾本� 立轴

题识： 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
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
期真，以日为岁。临为天液长兄。宋曹。

钤印：「射陵宋曹」、「中书之章」

鉴藏章：「王文祥收藏印」、「陶古精舍」

作者简介： 宋曹，字彬臣，号射陵，室名会秋堂、
蔬枰草堂等，江苏盐城人。明时官中
书，入清举博学鸿词，举经学皆不就。
著有《书法约言》，工诗，尤精书法。
宋曹一生矢志书法，笔耕不息，勤于
研究，寻觅南北无数名碑，吮其精髓，
悟人徽际，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草
书将王羲之的风流蕴藉和张芝的气势
飞动糅合在一起，其书法艺术随意自
然，飘逸飞动，气势磅礴，一气呵成。

RMB: 60,000-80,000

SONG CAO 1620-1701

Copy Youmu Copybook of WANG Xizhi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SONG CA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90×4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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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之朴（明末清初）  草书七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芸笈缥缃旧业传，卜峰一壑锁青天。松枝偃盖覆磐石，梅萼含
香烙大年。万古浮云长啸坐，满窗明月抱琴眠。相期谁是素心侣，
濠上庄生无间然。癸丑冬日为衍一先生寿。郑之朴。

钤印：「郑之朴印」「丁亥进士」

注：�缥缃，淡青、浅黄色的丝帛，古时用以作书囊书衣，因以指代古
籍珍本。濠上，典出庄子南华经秋水篇，喻作自得其乐，别有会心。

作者简介： 据清咸丰元年刊《汾阳县志》中“国朝顺治四年丁亥进士”
载有：郑之朴，车驾司郎中。国朝顺治三年丙戌举人亦录
其名。另“国朝封廕可考者”又记，郑明，兵部职方司主
事郑之朴之父。可推知郑氏为顺治四年进士，山西汾阳县人。

    此幅草书七言律诗一首。诗意为逸士安隐天地间，自在无为侣庄生，
以喻寿者绵绵似永年。行笔多藏锋重按，一气呵成，用笔圆劲，结字紧密，
笔法纵任，墨有枯浓，笔力迅疾，灵动淋漓。

RMB: 150,000-220,000

ZHENG ZHIPU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ENG ZHIPU,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173.5×4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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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1592-1652）  行书五言诗
水墨绫本  立轴

题识： 松影翳然动，孤情徙碧阿。客来王谢后，碣自晋梁多。到眼不忘石，从
心仍在萝。灵虬回忆远，澹峙欲如何。栖霞清欢堂西峰作，扶宇老乡翁
正，洪洞王铎。

钤印：[ 王铎之印 ][ 字觉斯 ]

鉴藏章：[ 颐櫄庐秦通理藏书画印 ]

出版：�《中国书画》2005 年第 35 期 , 中国书画杂志社

鉴藏者简介： 秦通理，室名颐櫄庐，江苏无锡人。寓上海，民国知名收藏家。

RMB: 1,800,000-2,200,000

WANG DUO 1592-1652

Five-character Poem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DU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o. 35 of 2005, periodical office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249×51.5 cm

214







215

董其昌（1555-1636）  行书诗册
水墨绫本  册页

题识：为爱逍遥第一篇，时时闲步赏风烟。看花临水心无事，功业成来二十年。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
旗。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伎采茶时。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
狂。莫道官闲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上江头看，柳色于今深未深。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高木共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欲移居更上
山。此去临溪不是遥，楼中望见赤城标。不知迭嶂重霞里，更有何人度石桥。家在双峰兰若边，一声秋磬发孤
烟。山连极浦鸟飞尽，月上中峰人未眠。风卷长空乱雪晴，江烟消尽柳条轻。前数片无人扫，又得书窗一夜明。
只去都门十里强，竹阴流水绕回廊。满城车马皆知有，每唤同游尽道忙。望水寻山二里余，竹林斜到地仙居。秋
光何处堪消日，玄晏先生满架书。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来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知掩
山扉三十秋，鱼须翠碧弃床头。诗兴到来无一事，五言今日为君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自入花
丛懒回顾，半因学道半因君。秋天一夜净无云，断续鸿声到晓闻。欲向征人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夜深闲到
戟门边，却绕行廊又独眠。明月满庭池水绿，桐花垂在碧帘前。其昌。

钤印：「玄赏斋」、「知制诰日讲官」、「董其昌印」

王文治题跋： 忆文治在滇南时与寿雪太世叔忝为同官，荷蒙出示家藏董册。治携归行馆赏玩，时方理装归里，倥
偬之间忽然失去。负疚于心，迄于三十年矣。昨同里义乌县尉姚君之便，承寓书垂问，兼及此事，
惭汗如雨。爰取治所藏董书致佳品奉偿。盖欲补前愆，不得不割其所爱也。至此册浑古淡宕，为华
亭上乘书，有目者皆能赏之。矧太世叔为海内鉴赏宗工耶。聊志数语于册尾，留作他时佳话云。嘉
庆元年冬十月世侄王文治记。

钤印：「王氏禹卿」、「梦楼」

鉴藏印：「周氏怀民鉴藏」、「河南巡抚兼提督衔关防」、「共栽桃李寿山河」、「憨斋鉴藏」

签条：董文敏公真迹。瑞研堂藏。钤印：「梦楼」

展览：1.“憨斋珍藏书法展”广东美术馆，2006年2月26日～4月2日。

      2.“憨斋珍藏书法展”汕头市博物馆，2007年3月1日～3月15日。

出版：《憨斋珍藏书法集》P23～28，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注：此件原为王文治（1731-1802）旧物，后为周怀民所得。据王氏于此册后跋可知，王文治官云南临安知
府，曾向“寿雪”借家藏董册归行赏玩，忽然失去，三十年后以此册见偿。“寿雪”或为张若澄（1728-
1802），安徽桐城人，干隆十年进士。王文治书学董其昌，专取风神，故于董书有痴癖者。跋语中谓此册
“浑古淡宕，为华亭上乘书”，信为知者之言。

作者简介： 董其昌，字玄宰，号香光、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人。万暦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诏
加太子太保。才华俊逸，少负盛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书法超越诸家，以行楷称绝一代，与
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邢、张、米、董”明末四大家。其书法自成一家，对明末清初书风影响
很大。山水师董、巨，以黄、倪为宗，以禅论画，有“画分南北宗”之说，著有《画禅室随笔》等。

跋者简介：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镇江人。干隆二十五年探花，官翰林，出任云南姚安
府知府。曾掌教杭州崇文书院。工书法，与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并称“翁刘梁王”四大家。

藏家简介： 周怀民（1907～1996），名仁，以字行，号芦塘居士，江苏无锡人。早岁学土 木建筑。1926年始在
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习山水，师从吴镜汀。曾任京华美专和北平艺专教授。擅山水，传统功力深厚。
曾为中国美协会员、北京画院专业画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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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 QICHANG 1555-1636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atin, album leaf of (12) pieces
signed DONG QICHANG,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our collector seal's

ExhIBITION

憨斋珍藏书画专题（编号 215-217）
WELL PAINTINGS COLLECTION OF WU NANSHENG（LOTS 215-217）

1. “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Guangdong 
Art Museum, February 26～ April 2, 2006；
2. “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Shantou 
Municipal Museum，March 1 - 15, 2007.

PUBLICATION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P23 ～ 28，Ling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4×11.5 c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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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1592-1652)  草书临《冠军帖》 
水墨花绫  立轴  一六五〇年作

题识：去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
行，动潜不可耳。终年缠此，当谓理耶？且方有分张。庚寅冬月，王铎临。

钤印：「王铎之印」

鉴藏章：「共栽桃李寿山河」、「憨斋鉴藏」

展览：1. “憨斋珍藏书法展”，广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2月26日-4月2日；

      2. “憨斋珍藏书法展”，汕头市博物馆，2007年3月1日-15日；

出版：《憨斋珍藏书法集》P41，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注：1.据原藏家述此书法80年代由谢稚柳先生送上博装裱。

    2. 吴南生(b.1922)，号憨斋，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潮汕中心
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汕头市委、海南行政区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
局副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知名鉴
藏家。

RMB: 2,000,000-2,600,000

WANG DUO 1592-1652

Copied Champion's Models of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atin,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DUO, dated 1650,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 seals

ExhIBITION
1. “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Guang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February 26 -- April 2, 2006；
2.“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Shantou Municipal 
Museum，March 1 - 15, 2007.

PUBLICATION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P41，Ling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26.5×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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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行书连環歌
水墨纸本  手卷

题识： 昆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双环连，月蚀中央镜心穿。故人
赠妾初相结，恩在环中寻不绝。人情厚薄苦须臾，昔日为
环今似玦。上客勿遽喧，听妾行路难。旁人见环环可怜。
不知中有长恨端。吾得古双環，正与韦应物歌有合，因书
此歌而颜余楼曰，瑞環绀玉，润泽表作精古，天下奇宝也，
若李伯时见之，必入洗玉池矣。董其昌。

钤印：「太史氏 ]、「董氏玄宰 ]、「玄赏斋 ]

鉴藏章：「憨斋鉴藏」、「共载桃李寿山河」、「仁山过眼」

出版：《憨斋珍藏书法集》P29，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展览：1. “憨斋珍藏书法展”广东美术馆，2006 年 2 月 26 日～ 4
月 2日。

      2. “憨斋珍藏书法展”汕头市博物馆，2007年 3月 1日～ 3
月 15 日。

RMB: 2,500,000-3,000,000

DONG QICHANG 1555-1636

Serial Song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DONG QICHANG,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P29，Ling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ExhIBITION
1. “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Guangdong Art Museum, February 26 ～ April 2, 2006；
2.”Exhibition of Calligraphy Works Collected by Han Zhai Studio”, Shantou 
Municipal Museum，March 1 - 15, 2007.
31×35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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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乾隆御题

三希堂精鉴玺

石渠宝笈

淳化轩图书珍秘宝

信天主人

乾隆宸翰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 淳化轩

宜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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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雍（1289- ？）前浦理纶图
浅绛纸本� 立轴

款识：仲穆。

钤印：「仲穆」、「魏国世家」

乾隆帝题跋：�漪漪漾新水，蓬蓬泛远春。绿蒲将白芷，举目清无尘。
挐音发前浦，余韵来江滨。傲睨天地宽，何期理钓纶。
乾隆戊寅（1758 年）春月，御题。

钤印：「乾隆」

鉴藏章：

乾隆帝：�「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
渠宝笈」、「乾隆鉴赏」（五玺全）、「淳化轩」、「乾
隆宸翰」、「信天主人」、「淳化轩图书珍秘宝」

宝熙（1871-1942）：「沈盦平生真赏」

其他：「云山」、「孙琰」、「放情丘壑」

出版：�1.�《支那绘画史》，内藤虎著，弘文堂发行，昭和十三年出
版，第 66图。

� � � 2.�《支那绘画史》，金原省吾著，东京古今书苑发行，昭和
十三年出版，第 335 页。

� � � 3.�《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元画》，�第 11页，郑振铎编著。

� � � 4.�斋藤悦《董盦藏书画谱》，日本博文堂出版，1928 年，
画卷第一册，第 9图。

� � � 5.�《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保利艺术博物馆
编，第 79页。

著录：�1.�《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罗振玉，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出版，第 574 页。

� � � 2.�《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卷四》，张珩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第 2547 页。

� � � 3.�《中国历代画目大典·辽至元代集》，周积寅著，江苏教
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 306 页。

� � � 4.�《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御制诗二集卷七十七、七十八》，
第 5页。

� � � 5.�《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

� � � 6.�《支那名画目录》

� � � 7.�抗古斋《中国书画名品编目》，大塚七艺社新社。

� � � 8.�《考盘社支那名画选�三集》文华堂。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展，保利艺术博物馆。

作者简介：�赵雍，字仲穆，湖州人，赵孟頫之仲子，以荫守昌
国、海宁二州。赵雍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待制、同
知湖州路总管府事。书画继承家学，擅山水，尤精人
物鞍马，亦作界画。书善正、行、草，亦长篆书。精
鉴赏。

估价待询

ZHAO YONG 1289-?

Drawing of Qian Fu Li Lun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O YONG,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en collector’s 
seals

PUBLICATION
1.  Drawing History of China, written by Naito tiger, published by 

KOUBUNDOU Publishers Inc. in the Showa thirteen years, No.66 
picture.

2.  Drawing History of China, written by Shogo Kinpara, published by Tokyo 
Ancient Bookstore in the Showa thirteen years, page 335.

3.  Overseas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Drawings · Drawings of Yuan 
Dynasty, Page 11, written by ZHENG Zhenduo.

4.  Books Collection of Tadashian, Saito Etsu, published by Bowen Tang of 
Japan in 1928, First volume of picture scroll, No.9 picture.

5.  Calligraphy anthology of ancient China of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 composed by Poly Art Museum, Page 79. 

RECORD
1.  Manuscript of Xuetang WU Changwu Collection· Collection Books 

and Drawings Catalogue of Chen Han Pavilion, LUO Zhenyu,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in 2003, Page 574.

2.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eciation notes of Muyan Pavilion Scroll 
No.4, written by ZHANG Heng,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Page 2547.

3.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Drawings of China· Collection from Liao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written by ZHOU Jiyin,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2002, Page 306.

4.  Imperial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Branches of Books, Sets, 2 Royal 
Scrolls 77, 78, Page 5.

5.  Catalogue of Japan’s modern famous Chinese drawings.
6. Catalogue of China’s famous drawings.
7.  Kanggu Pavilion, Catalogue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mes, 

Dazhong Qiyishexin Press.
8.  Famous Chinese drawings of Kaopan Pavilion, Three Sets, Wenhua 

Pavilion.

EXHIBITION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of China’s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ly Art Museum.
101×53.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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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浦理纶图》出版及著录

  本画不仅出版、著录累累，乾隆帝遍钤印章，此外还有王圆照、张大千前后两位山水巨
匠为之心追手摹。

  本画赵雍原无题画名，现名《前浦理纶图》盖源自乾隆帝御题诗，“理纶”意指渔父理
钓纶。此画曾为清初四王之一的王鉴所藏，名之曰《溪山渔隐图》。而其好友孙少宰以定武
兰亭换去。王鉴对此仍念念不忘，故于康熙二年 (1663年 )66岁时摹写一本《溪山渔隐图》，
以志前缘，王画可见于《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 (四 )》，第 128页，与赵雍画极相酹，
唯坡石略有变动。此亦足为赵雍画之极佳佐证。

� � 香港翰墨轩 1993 年出版的《名家翰墨》第 40 期上，有张大千绘《秋江渔隐图》，题
跋中写到“拟赵仲穆笔”，其构图布局，显然是摹自《前浦理纶图》，可见本幅也曾由大千
居士赏鉴经眼，许为上品。画上并无大千鉴藏印，当是大千在藏家处见此幅，并背临此画，
以作纪念。



张大千� 秋江渔隐图�

款识：�漫道白鸥闲似我，渔舟更比白鸥闲。拟赵仲穆笔。戊
子上九，大千居士爰。

出版：�《名家翰墨》第40期P113，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
司，1993年。

王鉴《仿赵仲穆溪山渔隐》

题识：�余藏赵仲穆溪山渔隐，后为孙少宰以定武兰亭易去，时形之梦
寐，闲窗息纷，漫师其法。癸卯小春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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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嵩（明）� 踏雪寻诗图
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三松。

钤印：「徂来山人」

作者简介：蒋嵩，字三松，号徂来山人，三松居士，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生卒年不详，从绘事约在成化、嘉靖年间。善画山水人物，画法宗
吴伟，为浙派名家之一。喜用焦墨枯笔，亦善用淡墨，浓淡相间，
浑然一体，山石多用大片湿墨，颇见功力，虽尺幅山水，却云蒸雾
变，烟霞触目。亦工人物，与郑文林、钟礼、张路等都是浙派晚
期名手。又因他们纵笔豪放，多越矩度，曾被吴派讥为“狂态邪
学”。

� � � 此幅绘雪景山水，崇山峻岭间高士踏雪而行，后有童子负琴书跟随。画中
山石轮廓笔法方折，用大小斧劈皴刮，以墨色渲染雪景寒天，树木蟠曲劲挺，下
方人物线条亦较方折。整幅运笔遒劲奔放，给人苍劲古雅之感。

� � 《无声诗史》中云：（蒋嵩）“金陵江山环叠，嵩室居其间，既钟其秀，复
醇饮其丘壑之雅，落笔时遂臻化境，非三松之似山水，而山水之似三松也”。

RMB: 300,000-400,000

JIANG SONG Ming Dynasty

Drawing of Poem Composition in Snow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JIANG SONG,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141×5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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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清（明）� 双凫图
设色绢本� 立轴

款识：�王一清。

展览：�“明代绘画与雪舟”，日本根津美术馆，平成十七年（2005年）。
由本愿寺、高岛屋饭田家递藏。

出版：�《明代绘画与雪舟》，日本根津美术馆平成十七年（2005年）出版，
图版 65。

注：王乾（明），字一清，初号藏春，更号天峰，临海人。以轻墨浅彩作
禽虫、瓜果、花草，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态。其画作流传极少，故
宫博物院藏有其所画《双鹫图》轴，绢本巨幅，鸷禽刻划尽致。而本幅为
故宫藏《双鹫图》外仅见之王一清画作。

RMB: 200,000-350,000

WANG YIQING Ming Dynasty

Drawing of Two Birds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YIQING
152×103 cm

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双鹫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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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寿平（1633-1690）� 梧桐窠石图
设色纸本� 立轴�

款识：戏临柯丹丘笔意，南田寿平。

钤印：「恽正叔」、「园客」

题签：�恽南田梧桐花卉真迹，逸品，容膝斋藏。

钤印：「许氏收藏」

鉴藏印：「太仓毕涧飞珍藏书画」、「宏农杨氏世家」、「又云收藏」、「二泉山人」、「星凤堂」

出版：《朵云轩藏品》P31，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注：本拍品为朵云轩旧藏。

题跋者简介：1.�毕泷（清），字涧飞，号竹痴，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毕沅之弟）赵溶婿，工
书画，富收藏。遇翰墨精粹不惜重价购藏，故多宋、元、明人珍品。工画山水及竹
石，苍浑而秀，深得曹云西（知白）法。《清明上河图》为毕泷、毕沅兄弟收藏之物，
画上并有二人印记。

2.�杨继振，字幼云，号天藤漫休，字又云，号莲公，别号燕南学人，晚号二泉山人。
室名石筝馆、苏斋、雪蕉馆、星风堂、曼陀精舍。汉军镶黄旗（今内蒙）人。收藏甚富。
金石、图书皆收罗，藏书数十万卷，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并刻藏书印告诫后人：
“顾书难聚而易散”，“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红楼梦》乾
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早期收藏者。

3.�许世卿，渤海人，研究书画垂三十年，富收藏，精鉴别，自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名
家，靡不网罗。

作者简介： 恽寿平，初名格，字寿平，以字行，又字正叔，别号南田，一号白云外史、云溪史、东
园客、巢枫客、东野遗狂、草衣生、横山樵者。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画家。

RMB: 1,500,000-2,200,000

YUN SHOUPING 1633-1690

Drawing of Plane Tree Cav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UN SHOUPI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ive collector’s seals

PUBLICATION
Collection of Yunduo Pavilion, P31,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05.
123×3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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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襄（1611-1693）� 秋夜读书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题识：阶翁老社学翁教正，社小弟冒襄。

钤印：「巢民冒襄印」、「辟疆」

鉴藏章：「曼农平生真赏」、「渤海许氏鉴赏书画印」

签条：明冒巢民秋夜读书图真迹神品。容膝斋珍藏。

钤印：「许氏收藏」

藏家简介：1.�狄学耕，字曼农，江苏溧阳人。葆贤父，
仕江西知县。清同治、光绪间（十九世纪）
人。善画山水，富收藏，王蒙《青弁隐居图》
即为所藏。

2.�许质卿，号容膝斋主，渤海人，研究书
画垂三十年，富收藏，精鉴别，自唐宋
元明清以及近代名家，靡不网罗。

作者简介：�冒襄，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南直
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今江苏如皋）人。
私谥潜孝先生。时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
贞慧和商丘侯朝宗并称“明末四公子”。
冒襄一生著述颇丰，其《影梅庵忆语》忆
与董小宛情事，哀惋动人。

RMB: 350,000-500,000

MAO XIANG 1611-1693

Drawing of Reading in Autumn Nigh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MAO XIA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
84.5×3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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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枚（1669-1742）� 西园雅集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七零六年作

丙戌南吕月画史冷枚写。

钤印：「冷枚」

余春台题诗堂：李伯时效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
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
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道帽、
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
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竚者，为丹阳蔡天
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环、翠餙侍立，
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后有凌
霄花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琴芭蕉
围绕坐于石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者
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
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
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清老。后有童子
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
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
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
至。前有胡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迳，缭
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天生论
者为园通大师。傍幅中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
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潀流于大溪中，水石潺缓，
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
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
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辩识，
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
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揽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
足仿佛其人耳。庚午长夏，春台余本照。

钤印：「余本照印」、「圆石山人」

作者简介：�冷枚，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人，
焦秉贞弟子。善画人物、界画，尤精仕女。
所画人物工丽妍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
其画法兼工带写，点缀屋宇器皿，笔极精
细，亦生动有致。冷枚供奉画院极久，历
康、雍、乾三朝，且为圆明园奉旨作画多
年。冷枚晚年在乾隆初期造办处内创作的
作品与画稿约有五六十件 ( 套 ) 以上，其
题材非常广泛，有人物、佛道、鸟兽、马
龙、建筑园林、宫廷器皿、历史故事等等，
颇受乾隆帝恩宠赏识。

题跋者简介：�余春台，清光绪间人，於诗词文学、术
数命理颇有钻研。

RMB: 400,000-600,000

LENG MEI 1669-1742
Xi Yuan Ya Collection of Drawings by Li 
Gonglin of the Song Dynast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ENG MEI, dated 1706,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79.5×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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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1626-1705）� 岩下游鱼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八大山人写。

钤印：「八大山人」

出版：�《董盫藏书画谱》P40，日本博文堂，大，1928年。

注：�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RMB: 2,000,000-2,600,000

BADASHANREN 1626-1705

Swimming Fish Under the Rocks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BADASHANREN,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Picture Collection by Dong An, P40,Haku Bun Do Press of 
Japan,big-size version,1928.
27.5×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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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江（1662-1735）� 幽谷荷风
设色绢本� 立轴

款识：幽谷荷风，摹唐六如笔意，广陵文涛.

钤印：「袁江之印」「文涛」

作者简介：�袁江，字文涛，号岫泉。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宫廷画家，
专攻山水楼阁界画。雍正时，召入宫廷为祗侯。在清康熙、雍
正、乾隆时期，楼阁工整山水当以袁江最著。侄子袁耀同齐
名。擅画山水、楼台、师法宋人。山水画主要学宋代闫次平，
画石多鬼皴，楼阁主要学郭忠恕，工整严密。多绘古代宫苑，
为有清一代推为第一的界画家。

� � 有清一代以界画知著者首推袁江、袁耀叔侄。袁江长于山水楼阁，精湛
绚丽，多画宫苑图，极尽亭台楼阁之壮丽。本画尺幅阔大，描绘工细，状夏
日幽谷荷风，湖光山色、楼阁轩亭，树石若真，场面宏大，层次深远，局部
精细入微。整幅作品勾勒精细，赋色清雅。袁江作品传世不少，然多为国家
文博机构庋藏，如本幅首次拍场露面，蔚然大观者，稀若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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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AN JIANG 1662-1735

Wind in the Glen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YUAN JIANG, and with two seal of the artist
115×20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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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贻汾（1778-1853）� 春山访胜图
设色金笺� 立轴� 一八四四年作

题识：�春山伴侣两三人，担酒寻花不厌烦。好是泉须池上石，软莎湛坐静
无尘。甲辰仲夏既望之吉，雨生汤贻汾。

钤印：「今雨草堂」、「雨生弄翰」

题跋：�篱落参差屋数楹，青山若笠课农耕。西园已过课秧绿，原湿风来梦
浪平。香稻宿储春作饭，吴菘新长摘成羹。呼僮为置门前榻，当午
贪荫坐豆棚。农妇下田收早麦，农夫引水灌田埂。薄暮敢投山舍宿，
城中多少待炊人。云际依依认旧林，石路崎岖足苦辛。西山望见超
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雨生此图用笔秀逸，又添浑沦之致，而不
失松柔之韵是矣。丙寅孟冬颂阁徐郙题。

钤印：「野云」

鉴藏章：「海云庵主」、「少莹」

注：1.�题跋者徐郙（1836-1907），字寿蘅，号颂阁，嘉定人。同治元年
(1862)状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安徽学政、江西学政、
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拜协办大学士，世称徐相国。
慈禧晚年御笔作画，悉命徐郙题志。

� � 2.�海云庵主为道光间镇江焦山明俭和尚。明俭，字智勤，号几谷，丹
徒（今江苏镇江）人，俗姓王，少岁出家小九华山。能诗，善摹晋
人法帖，尤工山水、花卉。其山水出入关、荆、马、夏，运笔如风，
墨采沈郁，与海昌六舟僧善。尝共客黄岩总镇汤贻汾，偕游雁荡，
绘有雁山双锡图，雪瀑云岚，涌现纸上。

作者简介：�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琴隐道人，武进
(今江苏常州)人。与林则徐友契，与法式善、费丹旭等文人墨
客多有交游。晚寓居南京，筑琴隐园。精骑射，娴韬略，精音
律，且通天文、地理及百家之学。书负盛名，为嘉道后大家。
工诗文，书画宗董其昌，闲淡超逸，画梅极有神韵。其山水承
“娄东派”传统，后来发展为淡墨干笔皴擦法，枯中见润，自
创一格，境界平实。当时与方薰、奚冈、戴熙齐名，有“方奚
汤戴”之称。太平攻破金陵时，投池以殉，谥忠愍。

RMB: 1,800,000-2,300,000

TANG YIFEN 1778-1853

Drawing of Mountain Site-seeing in Spring
ink and color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TANG YIFEN, dated 1844,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
248.5×66.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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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 梅花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一八四三年作

题识：�癸卯正月二十日，茶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
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

钤印：「阮元私印」、「亮功锡祜」

鉴藏章：「熙载平生珍赏」

题签：阮文达写梅。百梅书屋藏，青山农。

出版：《明清百家画梅》P16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年。

注：�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二十日是阮元八十大寿当日。时阮元在其道桥别业“爱吾草庐”
作茶隐，并绘此幅，写红梅一枝，潦潦洒洒一挥，笔墨老到，书卷气扑面，极富文人逸韵。
虽年已八十，笔下毫无颓废之气，更见其清俭高洁的志趣。所谓“茶隐”，�就是阮元每逢生
日即避客外出，煮茶山林寺庙，读碑吟诗，竟日始返，谓之茶隐一日。此日与阮元相伴者，
是其从弟敬斋阮克（1812- ？）和慎斋阮先（1814-1893）。

� � 此幅阮元自署节性老人，是其原号。而道光帝遣阮元任职户部、刑部的阮福、阮祜两子携赏
赐为其祝寿，并御赐“颐性延龄”，故此后阮元即改署“颐性老人”。

� � 本幅有「熙载平生珍赏」鉴藏章，是曾为吴熙载所藏。吴让之 (1799-1870)，江苏仪征人，
原名廷扬，字熙载，五十后以字行，号让之。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
精篆刻。

� � 本幅题签为青山农黄葆戉 (1880-1968) 题签。黄葆戉，字霭农，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编
审二十余年，名震海上，艺林推重。据其签署可知本幅曾藏于陈叔通（1876-1966）百梅书屋。
陈叔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历三十余年集明清两代画梅名家百幅精品。

作者简介：�阮元 (1764-1849)，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字伯元，号芸台，晚号颐性老
人。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
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
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善画花卉木石，笔致秀逸；工隶书，郁勃飞动，淳雅清古。
他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皆造诣深厚，被尊为三朝阁老、
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 � 附阮元年表载：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八十岁，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图》《寿字轴》，
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荣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
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钤印“亮功锡祜”。寿字轴“钤印”“太子太保”、“颐性延龄”“�
癸卯年政八十”、“阮元伯元父印”。

RMB: 60,000-80,000

RUAN YUAN 1764-1849

Drawing of Plum Blosso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RUAN YUAN, dated 1843,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PUBLICATION
Drawings of Plum Blossom by Hundreds of Painte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166,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1.
61×3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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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庄（清）� 松壑静居图
水墨纸本� 手卷

题签：石荘和尚松壑静居图卷。戊子立夏古柳题。

钤印：「古」、「柳」

引首：石头陀墨妙。古柳题。

钤印：「古柳之鈢」、「金石癖」

款识：丙寅春二月上浣，摹石田老人意。石道人画。

钤印：「西功之印」、「石荘」

题跋：1.�祖师石庄老和尚足迹半天下，喜结文字交，年逾古稀，住锡扬城
之桃花庵为归老计。一时名公巨儒如毕秋帆相�国、翁覃溪学士、
汪忍庵比部、丁砚林山人莫不倾盖与交。所作山水雄浑沉着，不
落前人窠臼，真可宝也。然庵中所藏遗�墨真如晨星稀凤，渺不可得。
兹卷幸留遗箧，勿示外人，以作镇山之宝，以留祖师之灵迹云耳。
庚辰八月展观�并识。弟子竹塘。

钤印：「游于尘垢」

� � � 2.�石庄和尚号石头，金陵人。山水沉着。卓锡于扬州桃花庵。生平
喜结交文字缘，年逾七旬，老而弥笃，名士咸�乐与交。竹塘和尚，
石庄徒孙，学画于吴麟，称善才。振球尊兄数月前得清湘和尚小卷，
慰为快事，今复得此，询与禅门�墨缘深矣。丁亥七月，古柳识。

钤印：「古柳之鈢」

出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六册，第 218 页，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
组编，文物出版社，1988 年。

著录：�1.�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肆》，第2086页，东方出版中心，
2011 年。

� � � 2.�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第四卷，第 1741 页，辽宁
人民出版社，2015 年。

注：1. 竹塘题跋，秦古柳题签、引首并题跋。无锡市文物商店旧藏。

� � 2.�石庄生卒不详。据《扬州历史人物辞典》云：“康熙四十八年（1709），
作仿古山水册，现存日本。”此卷画于丙寅春二月，故应为康熙
二十五年（1686）。

题跋者简介： 秦古柳（1909-1976），字问白，江苏无锡人。书画家、
古物鉴赏家。师从吴观岱，所作画卷深得乃师赞许。工�书
法，对金石亦有深入研究，尤精鉴赏，富收藏金石书画、汉
砖晋砚、秦汉碑版、墓志铭等，其居室为“二百汉碑斋”。
曾为中国美协会员、江苏省美协会员、无锡市政协委员、无
锡文联主任。

作者简介：�石庄，僧，字道存，号石头和尚，上元（今南京）人。住淮安
湛真寺、扬州桃花庵。生平喜结文字缘。善吹洞萧。其画山水
师查士标，画人补遗作山水师石溪，未知孰是。笔则沉着，墨
则浓郁，有磊落之概，无蔬笋之习。亦能画松，年逾七十。其
徒西崖、竹堂（竹塘）、古涛皆工画，自是庵以画传。

RMB: 1,000,000-1,300,000

SHI ZHUANG qing dynasty

Drawing of Peaceful Residence in Pine Valley
ink on silk, hand scroll
signed SHI ZHUANG, and with eight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Chinese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ixth volume, Page 218, 
composed by Chinese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ppraisal 
group,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8.

RECORDS
1.  LAO Jixiong《Identification record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No.4》, Page 2086,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1.

2.  YANG Renkai《Identification record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Note》, Vol.4, Page 1741,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25.5×259.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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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旭（1525-1606 後）� 云庵图
设色纸本� 手卷� 一五七七年作

引首：�欣于所遇。乾隆辛卯长夏，养浩题。钤印：「碧梧翠竹」「施
养浩印」「静波氏一字茗柯」

题识：�云庵图并偈。云庵法师讳永元，马溪之慈恩寺僧也。自幼出家，
习昆尼律学，通三藏，精天台止观，得心要于径山万松临
禅师，爱径山有云屋庵，故址幽胜将结茅栖焉，故号云庵。
以慈恩旧存翰墨散落，不忍弃，乃葺为卷帙以随。余嘉其志，
为作图咏以赠用，识其略如此。绝学无事人，世缘分成疎。
久不出城郭，独此云中屋。云间身亦尔，无心孰能拘。散
乱满虚空，天华与之俱。缭绕窗户间，用户竺乾书。逍遥
步庭除，苍狗时相于。为霖谅匪难，大地可霑濡。从龙非
所愿，长伴守茅庐。万历丁丑腊月望后日，檇李宋旭识。

钤印：「初阳」、「宋旭之印」、「石门生」

著录：�《支那名画集》图 11，支那画研究会，昭和 5年 2月。

题跋者简介：�施养浩，字静波，号茗柯，又号西髯。钱塘(今杭州)人。
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工书，能山水，画法董香光。

作者简介：�宋旭，字初旸，号石门、石门山人，后为僧，法名祖玄，
又号天池发僧、景西居士。浙江嘉兴人（一作湖州）。
万历间（1573-1620）名重海内，为“苏松画派”（吴
门派支流）的先声，赵左、沈士充、宋懋晋等都出其门下。
博宗内外典，通禅理，善山水，兼长人物，亦善诗，
识款喜用八分书。所画山水，峰峦树林，苍劲古拙，
行笔劲秀。

RMB: 500,000-600,000

SONG XU 1525-1606

Drawing of Yun’a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SONG XU, dated 1577,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RECORDS
Collection of famous Chinese drawings, Picture 11, Research committee of 
Chinese drawings, the second month of Showa five years. (Under auction 
of Zhejiang Juncheng in 2011, whether to keep the provided content?)

PUBLICATION
Collec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drawing of Jianda Pavilion, Picture 
033, compos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2014. 
引首：27×92 cm 畫心：27×14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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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弘（1532-1611）� 杂卉寄兴卷
设色纸本� 手卷� 一六零九年作

自题引首：云几长春。克弘书。

钤印：「雪居」、「汉阳太守章」

题识：�秋雨新霁，金风梦爽，晓起兀坐敦复堂中。浏览亭台秋色，四座生凉。偶捉笔漫写杂卉几种，聊寄幽兴，
恕不能一一肖物也，观者谅之。己酉秋日，雪居弘写，时年七十有八。

钤印：「孙允执」、「汉阳太守章」

鉴藏章：�「伯乔书画」、「游心堂」、「御题华衣昼锦」（4次）、「均风楼」（2次）、「濠梁观察」、「上
元蔡氏珍藏」、「史馆铨曹」、「墨缘堂书画印」、「友石清供」、「伯乔书画」、「坡雪斋」、「草
石秘玩」、「李维洛珍藏之宝物」、「蔡世松印」、「伯乔」、「草石审定」、「高氏念云堂珍藏书
画之印」、「翰墨缘」、「翰西欣赏」、「蔡世松印」、「听涛」、「秣陵蔡世松听涛氏一字友石号
伯乔别号元海珍藏书画图籍之印记」、「钱塘许氏珍藏书画之章」、「剑秋」、「宋臣赏鉴书画章」

卷尾题跋：一九七二年暮春李维洛记于蓝塘书屋。

注：�蔡世松、李维洛旧藏。蔡世松（？-1843），字伯乔，号友石，一号听涛、寿公，江苏上元人。嘉庆十六
年（181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吏部主事，升郎中。出任安徽庐凤道，升安徽按察使，内调顺天府
府尹，左迁太仆寺少卿。工书法，善模仿名人笔迹，曾刊《墨缘堂法贴》。李维洛，名国荣，字维洛，室
名蓝塘书屋，广东人。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后寓居香港。精书画鉴赏，富收藏。

作者简介：孙克弘，一作克宏，字允执，号雪居，松江 (今属上海市 )人。礼部尚书孙承恩子。以荫授应天治中，
官至汉阳知府。生性巧慧，声音洪亮，状貌疏野。家富藏书。天资高敏，刻意书、画，纵横点缀，
皆有根据。名重一时，求绘事者填塞。善用枯老之笔行干作花，或著色或水墨，皆极古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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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KEHONG 1532-1611

Scrolls of Miscellaneous Item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SUN KEHONG, dated 1609,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enty-five collector’s seals
引首：29.5×103 cm 本幅：29.5×536.5 cm 題跋：29.5×50 cm



� � 孙克弘为明代晚期著名书画家，因其传世作品较为稀少，近代画史对其着墨不多，故世人对其多不甚了解。
但在明清之际，无论是其书法还是绘画在当时均名噪一时，为众多名家所服膺，如云间莫韩廷在其文集中言：
“汉阳太守雪居，好游戏于丹青花鸟生意，下笔辄得其妙，晚好写梅竹，盖亦有雅尚云”，《画史会要》亦曰：
“孙克弘名重一时，求绘事者填塞，多命门士应之。”许仪更是将其誉为有明一代之吴道子、顾恺之：“国朝
汉阳守孙公雪居，我明之吴生、顾虎也，尝绘朱竹数竿，电光绰约，霞气蒸腾，时人宝之。”由此诸人之赞誉，
孙克弘在当时书画界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克弘生平在《娄县志》中有详细描述：“克宏字允执，以父荫为应
天府治中，尝摄上元县，厘正粮差，县人德之，擢汉阳知府，忤高拱罢归，筑室北俞塘以老，允执少敏慧博涉
羣书，气度萧远，有晋人风，书画入逸品，年七十九无疾而逝。”

� � 孙克弘绘画属吴门一派，绘画虽是其为官之余艺，但却师法正宗，点画具有来由。其画早年长于写生花鸟，
师法徐熙、赵昌、沈周、陆治，作品或工笔，画法工整，色彩明丽；或写意，笔墨放逸，造型工致。陈继儒在
其《陈眉公集》中对其师法有详细叙述：“汉阳竹仿文湖州，兰仿郑思肖，时写人物兼带梁楷，写石兼带米芾，
写水兼带马远，纵横点缀皆有根据，非画史市宫苑者所敢望也。”

� � 此件拍品作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时年孙克弘七十八岁，距其去世仅有一年，曾经著名藏家李维洛
先生收藏。拍品前有孙克弘自题引首大字“云几长春”，后有自跋一段，皆作隶书，温存典雅，不激不厉，风
规悠远。其隶书近师文徵明、赵孟頫，远溯秦汉，但当时亦颇负盛名，名山古刹、名人别业多有留迹，如万历
《西湖志》中曾载曰“净性下院僧圆礼筑地饶竹，名万竹净业堂，孙克弘书额曰‘香光庄严’”，又曰“孙克
弘‘燕谷’二字在石屋，‘燕谷’隶书，字径四寸”；天启《平湖县志》载其与董其昌合作为在弄珠楼留下墨
迹“此处兴复不浅，云间董其昌有题词、孙克弘有额。”但此诸多遗迹现多为石刻，其墨迹罕有传世，今拍品
中的隶书墨迹极为难得。拍品中所绘芙蓉、玉兰、梅、荷、兰、竹等四季花草，或寓富贵安昌，或寓高风贞节，
皆是文人逸士所钟，卷中诸花或为细笔勾勒，或以枯老之笔行干，或以淡墨点染，或在淡墨之上辅以朱色，皆
极为古雅平淡，诸种处理正是其所擅长，四季不同花草合为一卷，逐一品来，春夏秋冬尽在胸中，不可为不妙，
真乃独具匠心，也正应了题首所云的“云几长春”，更如其诗《兰花》所云：“空谷有佳人，倏然抱幽独。东
风时拂之，香芬远弥馥。”孙克弘晚年安逸闲适的生活意趣，在这件书画合璧的拍品中不禁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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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写经
题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十七。

鉴藏章：�「小临池馆」

饶宗颐题引首：�行深般若。题唐人写经，庚寅选堂。钤印：「饶
宗颐印」、「固庵」

叶恭绰题跋：�敦煌出土经卷大宗之散在海内外者，余几皆得见之。
此卷为斯坦因伯希和未盗窃以前，由石窟寺流出之
物，审其笔墨似在隋唐间，字固不工，尚有六朝余
韵，纸亦非黄檗製者。南中流传敦煌经卷甚希，此
自可宝也。卷首黄签砑花笺所製，至少当为宋代物，
考文房者宜注意及之。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君轼
出示因题，恭绰。钤印：�「叶」

唐恩溥题跋：�壬子癸丑之交余赴京师，偶至教育部於秘书室中见
敦煌出土经卷……展玩此卷追摹今昔，不禁怃然。
因拉杂记此题而归之。君轼殆有契乎？己卯十二月
大寒日，唐恩溥识。钤印：�「恩溥」

邓尔雅题跋：�君轼先生出示所藏唐人写经属题，口占绝句二首。
书法初唐迥不同，写经仍属晋贤风，当时纵出钞胥手，
绝异光宣衮衮公。欧化东渐亦华化，敦煌片纸直千金，
后人眼学先修福，万里梯杭一赏心。……癸未元旦
立春，东官邓尔疋。钤印：「可久长」、「尔雅眼福」、
「尔雅」

黎雄才题跋：�严浩展观此卷，余视为真品，意与恭老同也。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於香港。雄才。

注：�1.�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写经书法应运而生。在唐代，无
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众多，对佛教典

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於是，就
有人专门抄写经籍，供人诵读。在通常情况下，传抄佛经之
事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
写生或书手）。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
自持”，“数千字终始如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笔
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这
就意味着，抄手们在抄写经文时，首先要有恭虔之心，心无
杂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全进入角色，甚至契入玄妙
的境界。其次，对他们来说，还要做到速度与质量两不误，
既抄写得快，不耽误功夫，影响收入，又要规矩齐整，便於
诵经之人疾读。此卷书法录於乌丝栏内，结体整齐缜密，运
笔精到，字体遒健饱满，千载之下不失其神采。叶恭绰考为
初唐时物，笔墨犹带六朝遗风，是为斯坦因伯希和未盗窃以
前，由石窟寺流出物。

� � 2.�本卷原为雷君轼所藏。雷君轼，广东番禺人，香港著名收
藏家，室名小临池馆。与粤籍书画界名宿过从甚密。彼时避
兵流寓香江之艺文界人士，常聚於其「深杏楼」，如邓芬、
黄般若、张祥凝、简经纶等，张大千亦曾参与其中。

� � 3.�题跋者之一唐恩溥，原名兆溥，字启湛，别字天如，广东
新会县人，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举人。二十七岁
於两广工业学堂教授国文，历任清史馆纂修，吴佩孚秘
书长。后退隐香江，以文章道德名世，游於当代贤达。

RMB: 700,000-1,000,000

Sutra b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24×62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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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宛（1624-1651）� 寒玉图
水墨纸本� 扇片

题识：仿王元章法，未识似否，董白画。

钤印：「小宛」、「青莲」

鉴藏章：「叔薲珍赏」、「扶风渌吟氏」

题跋：�董小宛名白，别字青莲女史，金陵旧院人，明媚廉静，善画梅兰，通诗史。高杰之乱，
避居如皋，归冒巢民，居水绘园艳月楼，集古今闺阁韵事为奁艳一书，年二十八卒。
巢民作梅影庵忆语悼之，吴园次有董少君哀词。画笔流传至少，寸缣尺素人争宝之。
叔萍。钤印：「若瓶」

出版：�《玉台纵览——中国历代闺秀画家 1300-1912 年》展品目录图 P98，印第安娜波力
斯州立艺术博物馆，1988 年。

来源：纽约佳士得，中国书画，1986 年 6月 4日，编号 165。

作者简介：�董小宛，名白，号青莲，江苏苏州人，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与柳如是、陈圆圆、
李香君等同为“秦淮八艳”。结识复社名士冒辟疆，后嫁冒为妾，共居水绘园。
明亡后小宛随冒家逃难，此后与冒辟疆同甘苦。

RMB: 300,000-400,000



DONG XIAOWAN 1624-1651

Drawing of Hanyu
ink on paper, fan painting
signed DONG XIAOW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Exhibits Catalogue of Overview of Jade Platform, P98

SOURCE
New York Christi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drawing, June 4, 1986, No.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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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喦（1682-1756）� 双贵联登图
设色纸本� 扇片� 一七三六年作

题识：�双贵联登，丙辰九月写祝戴高十兄先生四十大庆兼报弄璋之兆。新
罗山人华喦。

钤印：[ 华喦 ]

来源：原纽约苏富比拍品。

RMB: 250,000-300,000

HUA YAN 1682-1756

Picture of Double Blessing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an painting
signed HUA YAN,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SOURCE
Former article for auction at Sotheby's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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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明）� �云山高士�
水墨金笺� 镜片� 一六一四年作

款识：�万叠云山高士卧，月明千里故人来。甲寅夏五月写，天都懒人郑重。

钤印：「空」、「中」

来源：原纽约苏富比拍品。

作者简介： 郑重，字千里，号无著，歙（今安徽歙县）人，流寓金陵（今南京）。善写佛像，必斋沐而后
举笔。丁云鹏推为赵伯驹后身。亦画山水小景。摹仿宋、元体均精妍。万历四十年（1612）
临王蒙葛仙移居图，顺治五年（1648）作《十月岭梅图》。

RMB: 200,000-300,000

ZHENG ZHONG Ming Dynasty

Great Figure in Cloudy Mountain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ZHENG ZHONG, dated 1614,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SOURCE
Original Sotheby's auction 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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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1573-1620）� 仿黄公望山水
设色金笺� 镜片� 一六一二年作

款识：�壬子九月四日访孺文兄于云居山房，有客持大痴道人画来观，仿
于便面惟不似也。赵朴。

钤印：「赵朴之印」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作者简介：�赵朴（明），万曆时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左从弟。善山水，
宗黄公望、王蒙。

RMB: 180,000-250,000

ZHAO PU 1573-1620

Copy of Mountain and Water of HUANG Gongwang
ink and color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ZHAO PU,dated 1612,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SOURCE
Original Hong Kong Chri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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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弘（1533-1611）� 新绿图
水墨金笺� 镜片

款识：�古苔增润色，新绿媚窗纹。初夏日写工向葵先生请教。克弘。

钤印：��「汉阳太守」

鉴藏印：�「章紫舀鉴藏」、「�破研斋」、「及鱼秘玩」

作者简介：�孙克弘，明万历时文人画家，曾任汉阳太守，从政余暇，每以绘
事遣兴。天资高敏，刻意书、画，名重一时，求绘事者填塞，多
命门士应之。善用枯老之笔行干作花，或着色或水墨，皆极古淡。
所居曰东郭草堂，列名迹於秋琳阁，盘礴觞咏，客至如归。晚年
屏却一切，仅写墨梅，亦有雅尚。书仿宋仲温，八分宗汉。

RMB: 60,000-70,000

SUN KEHONG 1533-1611

Drawing of New Green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SUN KEHONG,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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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 行书书论一则
水墨金笺� 镜片

款识：�北海书，宋人初不甚重之。至苏米而稍袭其法，又至赵文敏，每作大字
一意拟之。杜海诸碑，皆手自镌。所云黄鸜伏苓无其人而名托也。丙辰
天中，前二日书。

钤印：�「臣以智印」

作者简介：�方以智，明，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汉族，安
徽桐城人。明末清初画家、哲学家、科学家。崇祯十三年（1640）
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复社成员，有“明季四公子”之称。明亡
后，为僧，法名弘智。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
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
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
不包。

RMB: 60,000-80,000

FANG YIZHI 1611-1671
About 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FANG YIZHI,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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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1470-1524）� 行书自作诗
水墨金笺� 镜片

款识：�汉皇故人钓鱼矶，渔矶自昔世寰非。青松满山响樵斧，白舸落日晒客衣。眠牛立马谁家牧，
鸂鶒鸬鹚无数飞。嗟余飘渺随饘粥，渺渺江湖何所归。唐寅。

钤印：「唐居士」、「南京解元」、「唐伯虎」

鉴藏印：「琅嬛仙馆藏扇」

著录：诗词出自《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年。卷第二，七言律诗。

作者简介：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
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
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RMB: 300,000-400,000

TANG YIN 1470-1524

Self-composed Poem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TANG YIN,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RECORD
quoted from Complete Works of TANG Boh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02. Scroll No.2, seven-
character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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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泮洙（1611-1704）� 草书七言诗
款识：�千里泛舟访草堂，乍逢流水似沧浪……销磨侠骨唯疏放，笑我狂

夫老更狂。小言似牧翁老年台教正，洪泮洙。

钤印：�「洪泮洙」

注：�上款牧翁为清初大收藏家宋荦。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
西陂、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汉族，河南商丘人。
商丘雪苑六子之一，著名诗人，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
顺治四年（1647），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年考试，铨通判。
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作者简介：�洪泮洙，字献统，号垂万，原遂溪县庐山村（现属麻章区太
平镇）人，明末清初雷州著名学者。明崇祯十五年中举，清
顺治十三年中进士，后在通政司主事。康熙三年任休宁县知
县。为官期间 , 洪泮洙政绩颇著。老年还乡，与陈瑸倡议募
捐，筑东洋海堤，护环海田庐，永利民众。洪泮洙能文善诗，
一生著述甚多。于康熙二十年编纂《雷州座志》，二十四年
编纂《遂溪县志》。清廷钦命提督广东学政陈肇昌特为题赠
四字匾额曰：“清世人龙”，赞誉颇高。

RMB: 30,000-50,000

HONG PANZHU 1611-1704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signed HONG PANZHU,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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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衡（1562-1609）� 行书五言诗
水墨金笺� 镜片

款识：�竹里疑无路，新渠细细斜。有舟如落叶，拨棹尽逢花。鱼影虚相触，蛛
丝黯自遮。青蒲堪作佩，争得柳成衙。王衡。

钤印：�「王衡」

作者简介：�王衡，明，字辰玉，号缑山、别署蘅芜室主人，江苏太仓人。万历
时期首辅王锡爵之子，王时敏之父。万曆二十九年（1601），以一
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辞官归隐，中年早卒。着有《缑
山集》，又编有《郁轮袍》、《真傀儡》、《没奈何》等杂剧名篇。

RMB: 30,000-50,000

WANG HENG 1562-1609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WANG HENG,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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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杰（1725-1805）
福长安（1760-1817）

  金笔山水并楷书录御笔题画诗

成扇一对

题识：1. 臣福长安恭绘。钤印：「福」「长安」 御制题画诗。臣王杰敬书。钤印：「臣」
「王杰」

      2. 臣福长安恭绘。钤印：「福」「长安」 御制题画诗。臣王杰敬书。钤印：「臣」
「王杰」

注： 本件对扇正面由有清一代西北六省唯一的状元王杰，楷书恭录乾隆帝御制题画七言诗。
另面为福康安兄弟福长安所绘山水，精工细笔。对扇保存完好，矞矞皇皇，扇骨剔雕
钱纹，亦极精细，包浆古厚，实为难得。

作者简介：1. 王杰，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 (1761) 辛巳科状元。
官至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右都御史、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
士等。嘉庆帝即位，仍为首辅。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
身后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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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福长安，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大学士傅恒第四子，军机大臣福康安之弟。
自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
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因平定台湾、廓尔喀战役有功图形紫光阁，
封一等侯。高宗死，他以阿附大学士和珅，下狱夺爵。后复起任总兵、提督等职，
屡坐事遣谪。嘉庆二十一年 (1816)，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

RMB: 300,000-500,000

WANG JIE 1725-1805

FU CHANG'AN 1760-1817

Drawing of Mountains and Waters with Royal Poems in Regular Script
folding fan a pair
signed WANG JIE, FU CHANG'AN, and with eight seals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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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杜（1764-1845）  山水集锦八开
设色洒金笺  扇面

款识： 1. 清风起秋林，高人结遥想。一片竹树阴，茅亭亦何爽。四顾寂无言，余情得俯仰。雅韵积欲流，应奋遏云响。海上有好音，
飘然欣独赏。层霄鸾凤吟，天全乐静养。幽人爱吾庐，此外鲜所骛。未能竟寂然，时遇焦桐遇。曲终和者谁，秋风在高树。
落叶山中深，欲往恐无路。嘉庆癸酉（1813）春三月，叔美钱杜画於京邸厉馆。

钤印：�「钱」

      2. 极目寥天爱独吟，疏狂自解薜萝襟。篱边揖客唯修竹，花外呼名任野禽，夜月窗含千涧水，秋风枕藉一床琴。兴酣随意看
山去，叶满柴门何处寻。不为岩阿太寂寥，负琴谁遣向山椒。归云拥树疑无路，曲水流花知有桥。人卧蒹葭凝远思，客乘
明月挂诗瓢。埭前门掩斜阳里，小隐应从山泽招。嘉庆甲戌（1814）秋分后二日，松壶外史钱杜并题。

钤印：�「钱杜」、「叔美」

      3. 远邨眺白浑无尽，几树梅花，小径倚斜。草阁应知处士家，碧溪流水红尘断。一带平沙，几点寒鸦，午夜书声静不哗。嘉
庆甲戌（1814）冬十月二日，偶仿石谷子《梅花高士图》长卷一角。泉唐松壶外史钱杜并题於古松草堂之西窗。

钤印：�「叔美」

      4.  秋泉日澄澈，秋林时萧森。微风一以振，空际锵璆琳。伊人眷幽赏，从倚茅堂阴。不须抚绿绮，自然太古心。举世筝笛耳，
纷纷各驰骛。谁道无声中，默与牙期遇。鱼戏恋清波，鸦归选深树。无客欵柴荆，黄叶渡来路。嘉庆乙亥（1815）秋七月，
泉唐叔美钱杜。

钤印：�「钱」、「杜」

      5. 茅茨依水曲，断埭带长林。高树叶微脱，寒蝉时一吟。幽人开竹牗，童子进瑶琴。乍觉潭烟外，潇湘秋已深。寒渌不可唾，
山影生微波。明月出葭菼，秋风披女萝。渔家烟未起，琴客晚相过。借问陶征士，无弦意若何。拟文征明。嘉庆乙亥（1815）
秋七月既望，泉唐叔美钱杜。

钤印：�「钱」、「杜」

      6.  平湖雨过放扁舟，喜值凉蟾照客游。不是邻船歌吹近，几忘今夕是中秋。百年好景几今宵，秋水苍茫四望遥。便欲乘槎贯
牛斗，银河只恨不通潮。灯近银河淡不红，无边风月水天同。大千世界山河影，都在空明一镜中。桃花新涨此停桡，风景
依稀廿四桥。绿柳笼烟莺语滑，半湖晴日上春潮。软红踏遍复南还，客思归舟两共闲。料得姮娥应羡我，月中无此好湖山。
素魄圆於甓社珠，宜人凉思任勾留。不知今夜天边月，照到淮南第几楼。琼楼风露不胜寒，共此清辉两地看。十二回圆今
夕好，玉钗曾否倚阑干。焦岩觞咏记前游，醉俯空江万里流。为忆今宵故围客，携樽多在水边楼。月光浮水水浮天，人在
冰壶恍欲仙。领略秋光知几杵，橹声摇破碧潮烟。凉风送桨露沾衣，灯火山城夜漏希。裁罢新诗人半醉，载将明月满船归。
嘉庆乙亥（1815）秋八月中秋后一日，拟唐子畏笔意写微湖玩月图，泉唐叔美钱杜并题。

钤印：�「钱」、「杜」

      7.  看泉身似未离山，小径斜通竹涧湾。一片微茫寒翠合，此中风月异人间。柴门临涧板桥西，千尺琅玕翠欲迷。我自草堂无
怨鹤，不须珠树借鸾楼。萧寥残叶响寒汀，溪上生烟不断青。尽采溪烟入诗卷，秋声长向画中听。丙子（1816）秋日偶拟
白云外史笔法，钱塘松壶小隐钱杜。

钤印：�「泉」

      8.  深树烟开磵路分，瀑泉时向静中闻。翠微忽断丹崖影，吞吐层岚是白云。碧涧漂漂下翠微声，猿声隔树听依稀。道人到此
酒亦醒，凉月满山独自归。墨井道人本，叔美钱杜。

钤印：�「钱杜」

作者简介： 钱杜，杭州初名榆，更名杜，钱塘（今杭州）人。树弟，官主事。性闲旷潇洒拔俗，好游，足迹几遍天下。工诗宗岑、
韦。善书、画，书摹褚、虞。山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邱壑，幽秀细笔，尤得力於文徵明。花卉法恽寿平，人物、仕女靡
不精雅。间为金碧山水尤妍雅绝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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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 DU 1764-1845

Collection of Eight Drawings of Mountains and Waters 
ink and color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an leaf
signed QIAN DU, and with eight seals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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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1558-1639）  行书录苏东坡《记三养》
水墨纸本  册页

释文： 东坡居士自今已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则三之，可损不可增。主人有召我者，先
以此告之，若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东坡
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清川左萦，白云右映，重门洞开，林峦坌入。此时若有思而又若无
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临皋亭下八十三步是大江，其半为峨嵋雪水，吾饮食、沐
浴皆在焉，何无故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
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使百年之后，同志者有以发之也。岁云暮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
灯火青萤时于此中，得少佳趣。

题识：八十翁陈继儒书于神清之室。

钤印：「麋公」 「雪堂」

鉴藏章：「曹步郇书画印」 「瑞臣平生珍赏」 「学海私印」

鉴藏者简介：1. 曹步郇（清），字芃园，号雨楼，室名古香阁，山西阳邑（今太谷县）人。精鉴赏书
画，收藏极富。

            2. “瑞臣平生珍赏”为爱新觉罗宝熙之收藏章。爱新觉罗·宝熙(1871-1942)，字瑞臣，
号沉盦。隶属满洲正蓝旗，清朝宗室。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国子监祭
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总理禁烟事务大臣、理度支部右侍郎等职。
入民国后，任总统府顾问，后曾任伪满州国内务处长等职。工书法，端庄肃穆，能诗。

作者简介：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年二十九，隐居小昆山，后
居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善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擅墨
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
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印章甚丰。

RMB: 500,000-600,000

CHEN JIRU 1558-1639

Three Ways of Cultivation by Su Dongpo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CHEN JIR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1.5×14.5 c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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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  临黄庭坚诗册
水墨纸本  册页十六开  一六二五年作

题识：……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扁舟不为鲈鱼去，收取声名四十年。
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故应剖蚌登王室，不若行沙弄夕霏。右奉呈外
舅孙莘老。乙丑七月晦日试鸡毛笔。董其昌。

钤印：「董氏玄宰」、「董其昌印」

鉴藏章：「厚卿」、「璞先居士闪国勋过目」、「芹城闪氏丛桂书屋考藏书画之印」

注：此册曾为清末昌平闪氏丛桂书屋所藏。光绪年间第一位武举人闪殿魁，昌平人，
总兵衔，两江尽先补用副将，苏州抚标中军参将，曾任兰州总兵、四川建常镇提督。
御赐“巴图鲁”（满语“勇士”，赐有战功之人）。晚归故里，富收藏。闪国勋为
其长子，孝廉方正，不出仕，热心于昌平教育、修志书及清真寺活动。昌平有闪家“元
戎第”旧宅，芹城乃昌平古称。

RMB: 600,000-700,000

DONG QICHANG 1555-1636

Copy of Poems by Huang Tingjia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album leaf of (16) pieces
signed DONG QICHANG, dated 1625,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hree collector’s 
seal
27×20 c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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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1494-1533）  楷书《游包山集》
水墨纸本  手卷  一五二○年作

款识： 游包山集。

旦发胥口，经湖中瞻眺三首。瀛壖委菹薮，地险隘山川。浑沌自太古，
泱漭开吴天。仰饮咸池津，俯灌东南偏。龙宫嵑瑰丽，鲛室閟幽玄。
孕化晨阳吐，涵虚霄象悬。洪流既漰沛，列嶂亦回延。云标海上阙，
石秀镜中莲。开冬眷肃气，落木浩无边。黄鹄有奇翼，八表恣周旋。
傥遇浮丘公，欻忽蓬莱巅。

二。夙有丘壑尚，缅怀鸾鹤踪。扬帆忽夭矫，赤水骖虬龙。五湖
泻杯掌，三州荡云胸。金屏匝地轴，玉镜开天容。秩则四渎亚，
浸维百谷空。丹丘驻日月，瑶草连春冬。绛气恣萦薄，青霞何复重？
僊人蜕化处，千载空芙蓉。咄哉委腐风，绝顶巢孤松。

三。游子恋清晖，舟师谑高浪。水宿济前湍，蓐食凌穷嶂。云帆
诧多奇，霞石非一状。龙性已难驯，鸥机弥怳荡。灵妃曳翠旗，
川后搴绡帐。苍茫天地殊，倾洞风涛壮。安流伯禹功，长啸鸱夷放。
昔人巳摧颓，宇宙空俯仰。感往不复朝，追来胡弗畅。纵绕万壑巅，
振衣三岛上。彼美战胜贤，薜萝遥在望。

过石公山。岛屿屡崩奔，石林突参错。朝云正吐秀，冬水亦渐涸。
槎平熊豹蹬，蜷曲蛟龙蠖。波涛激中洞，岚霭纷上薄。金膏赤日流，
石镜青天霩。表灵微名图，延赏谐幽诺。苍鼠不惊人，丹枫时自落。
兹焉可投纶，毕志甘场藿。

入销夏湾。千山翫回转，双阙开嶙峋。围作玉镜潭，流水桃花春。
鸡犬自甲子，衣冠乃秦民。表里重湖阻，丹青四望匀。孤峰表日观，
羣峰摩天垠。波光别骀荡，霞彩相鲜新。疑觞西王池，误攀织女津。
海鸥戱兰薄，游鯈莹心神。牙樯悲昔幸，玉辇罢今廵。荣华无常玩，
山水有天眞。尘缨聊以濯，惭尔棹歌人。

登缥缈峰。宵梦升天行，明登缥缈岑。圜海涌鲸脊，大漠冠鳌簮。
吴粤倦周览，乾坤漭浮沈。千岩递拱带，万顷逼侵澄。歊蒸塞灵瀬，
气候异阳阴。寥寥蹑云磴，落落扪河参。鹏霄迩灵岳，凤野开烦襟。
偓佺宫中语，苍虬烟际吟。天衢非阡术，超驾有遐音。览化自靡足，
怀僊伤我心。临风寄瑶草，迟尔昆山林。

入林屋洞。白鹤已仙去，碧山遗宝符。斋心扣灵阙，企石窥清都。
云堂袅撑拄，百人可跏趺。白玉斲隆栋，青莲缓流苏。昔人炼液处，
床第郁金铺。石乳累而长，交错如珊瑚。蛇行屡回互，磬折穷有无。
恨乏嵇生识，鸟篆空模糊。时闻神钲鸣，地底越江湖。冥蒙翳日月，
窅窕通蓬壸。悠然遂云卧，心将天与徒。羽毛如可就，千载有龙徂。

丙洞。天倾云日开，日映云门敞。芙蓉秀绝壁，菡萏排僊掌。下
窥黯无垠，侧眺纷有象。丹藤蔓冰壑，苍苔蚀银傍。野鹿浥飞泉，
寒兔逃平莽。攀萝眷仙灵，折麻私向往。访道空名山，前途浩漭漭。
谁令浊世忧，拍我凌云想。

曲岩。乘云欻先登，攀崖纷广眺。孤峰上寒日，平楚腾余烧。天
高风物紧，地回山川窍。饥鼯下陆梁，哀鸿相呌啸。企石揖云帆，
披霞迎海峤。空水共泛澜，虚无自参照。林深养谷神，壁仄团景曜。
光风烂芝苓，玉髓滋萝茑。樵隐自夷犹，末路多奔峭。怀哉甪里公，
千春可同调。

毛公坛。石门有遗营，涧道时屡揭。山回谷阙长，地回琳宫閟。
近峰郁交青，遥岑荡虚翠。丹井周前除，云堂俨昔位。毛公飒羽翼，
白日翔鸾辔。自非山水灵，胡为异人至。石髓不盈握，图经灭余字。
樵人引蔓行，鹿子衔花戏。蜉蝣不崇朝，浮生漭如寄。荷筱斸黄精，
终矣丘园贲。

蔡师玄秀楼与诸友燕集。人龙未逢时，林卧观元化。抗馆碧山隈，
伏槛沧浪泻。连岩象云构，嵌空纷石驾。明霞丽壁珰，溅瀑翻甍瓦。
其阴负缥缈，其阳展销夏。山川恣疑流，乾坤漭高下。滞居慰营謉，
散帙丰逸暇。觚管闲时操，觞酌巡时亚。我公坐时疲，乐客穷玄夜。
时哉秉烛欢，合坐同所藉。

第四峰登眺。绝壁已天半，回峰犹翠微。磴危寻藓迹，风引曳云衣。
野烧孤烟直，川光落日霏。樵歌浑自好，应饱北山薇。

月。半暝坐西岭，青天抟月华。长林轻卷雾，迭浪回生霞。落落
山河影，飘飘星汉槎。渔师下前濑，吹篴遍天涯。

酌胡道泉。名泉真乳穴，滴滴渗云肤。白石支丹鼎，青山调水符。
灵仙餐玉法，人世独醒徒。长啸千林竹，清风来五湖。

望卞山怀刘元瑞。落日赋招隐，怀哉刘伯伶。卞山云不断，苕水
色相新。鸾鹤谐真赏，瑶华赠美人。樵风吹未稳，空隔武林春。



上方寺。山水云门会，林篁石道微。毫光空翠落，花雨瀑泉飞。
麋鹿叅金镜，莓苔积宝衣。浮沈竟何益，转觉此生非。

岩上人房。岩栖三岛隔，林卧五湖流。吐纳云霞回，空蒙天地浮。
镜机纷入象，宝思漭穷幽。万事徒龙蠖，无生安所求。

鹿饮泉。山似屏风迭，溪流鹿饮泉。缘源疲磴滑，扫石爱云鲜。
香雨诸天洒，旃林百道穿。清风激天籁，心赏忽泠然。

玄秀楼。山川览不极，日夕庾公楼。贞观虚中揭，玄心物外游。
十洲何处所，七泽回同流。把酒浑忘我，飘飘只海鸥。

毛公坛往包山寺茂林曲坞山水回互。吾慕餐霞子，高高卧翠微。
五云翻石壁，三秀郁金扉。禹穴藏符近，包山拥锡依。氤氲亘十里，
牵叶挂萝衣。

包山寺。百岭自回合，天开宝树林。古幢灵影曳，风竹涧泉吟。
白石叅龙象，青山习道心。网罗空绻恋，吾意在高深。

蔡师西山草堂。震泽波涛天地回，百花潭水草堂开。即同康乐披
云卧，时许侯芭问字来。南极客星浮禹穴，中霄海日见徂徕。山
林钟鼎浑何碍，白石长歌空自哀。

林屋道中。海峤云霞虚翠屏，阆风吹袂采真行。壸中楼阁天齐动，
石上瑶华冬自荣。遂有浮丘来驭鹤，似闻子晋解吹笙。金庭玉柱
千年閟，日月峥嵘媿此生。

湾中览古。帝子楼船天上来，诸宫峦殿海中回。山河锦绣千年观，
歌舞风尘万壑哀。泽国鱼龙吟落日，荆蛮云物怅登台。茫茫今古
浑无赖，直北长安首重回。

缥缈绝顶。绝顶亲攀日月行，五湖如带自回萦。山川历历分南服，
今古茫茫混太清。万里风烟临海峤，百年身世怆浮萍。未骖鸾鹤
云车远，兀坐松杉浊酒倾

款识： 庚辰岁游包山，有包山集，距今丁亥八年矣。追忆胜事，
历历犹耳目间也。九月望日，偶书诸作，时在石湖禅院，
王宠识。

钤印：�「王宠私印」、「履吉之印」、「大雅堂」

鉴藏印：�「子京父印」、「墨林山人」、「黄氏褱蘐堂藏」、「文
根审定」、「读汉书楼」

注： 项元汴旧藏。项元汴（1529 － 1590），字子京，号墨林，
浙江嘉兴人。家富饶，精鉴赏，收藏之富，甲於江南。工山水、
花卉及诗文书法，为明代著名收藏家。

来源： 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作者简介： 王宠，字履吉、履仁，号玄微子、雅宜山人，江苏苏州人。
守弟。以诸生贡太学，嘉靖十年第八次应乡试，皆挫
不第。富才学，工诗词，与唐寅、文彭相过从，工书法，楷、
行、草皆精。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善山水，
仿黄公望。工篆刻，与文彭齐名。

RMB: 1,200,000-1,700,000

WANG CHONG 1494-1533

Collection of Youbaoshan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WANG CHONG, dated 1520,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ive collector’s seals

SOURCE
Original Hong Kong Christie's
14.5×25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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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1570-1644）  草书七言诗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卧听仙人黄竹歌，江风不动月明多。碧空露下衣裳冷，酒尽山瓢
奈兴何。瑞图。

钤印：「张瑞图印」、「挥毫落纸如云烟」

RMB: 600,000-800,000

ZHANG RUITU 1570-1644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G RUIT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3.5×5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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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心钊旧藏  韩道亨（明中期）楷书录唐诗四册
水墨纸本  册页

题识：1. □方鉴尝时壬子（1612 年）仲冬既望颖泉道亨书。 

      2. 癸丑（1613 年） 春正月韩道亨识于阜晋斋中。癸丑 （1613 年）仲夏初六日道亨识于卧云堂。 

      3. 万历癸丑（1613 年）暮春下浣韩道亨书。 

      4. 癸丑（1613 年）七月十六日识于阜晋斋。韩道亨。

钤印：「韩道亨印」、「韩氏道亨」、「颖泉居士」（二次）、「道亨」、「韩道亨」、「道亨之印」

龚心钊于本册之题跋：1. 韩道亨手录唐诗选，书仿陈元素（古白），始于万历四十年壬子至癸丑而书毕，距古白之卒约七八十年，
又四十年而明鼎革，吕氏宫感而跋其后。此为吾家引生旧藏，余于民国三年甲寅（1914）捡得，
之距癸丑（1613）五甲子矣。戊辰（1928）闰二月合肥龚心钊记。

                    2. 原书六卷今并为四册；近见归复初制锡茶壶刻道亨所题句，殊精绝。壬申（1932）并再志。

                    3. 吕宫，武进人，字长音，一字苍帎，号金门，明末孝廉，顺治初擢一甲一名，授内翰林秘书院修撰、
弘文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著撰甚富，授门人吴侗校理，致失之，遂无传世。

                    4. 韩道亨书此始于万历四十年壬子，至次年癸丑而毕，吕宫跋于顺治七年庚寅，当未大魁也。龚心
钊鉴藏章：「龚心钊真赏印」、「瞻麓斋」、「怀希」、「龚怀希」

注： 韩道亨，明晚期人，字颖泉，工书法，主要师法二王，行帖学之路。他于万历癸丑（1613 年）书写的《草诀百韵歌》
把主要的部首、用法及部首间的区别，用五字一句的顺口溜编写出来，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草字结体和行笔中的某些规律，
并且还有正楷作对照，便于记忆。这篇《草诀百韵歌》在当时传诵一时，被当成行草书法的范本广为流传。韩道亨书
此册始于万历壬子（1612）年，至次年癸丑（1613）年而毕。韩道亨于本册钤印：犁富阁、韩道亨印、韩氏道亨、道
亨、道亨之印、颖泉居士、花桥里人、韩道亨、南阳。本册与《草诀百韵歌》均书毕于万历癸丑（1613 年），楷书用
笔气息完全一致，本册先于《草》册书毕。韩道亨平素师法二王，多书行草、罕有楷书，此册或为其后书《草》册中
正楷所作之功课。《草》册因为范本，故稍显呆板，本册为书家功课，故颇具灵动。本册中所出现的“道亨之印”、“颖
泉居士”、“南阳”等三方印章在《草诀百韵歌》中亦有出现，且印文、印色完全一致，可资比较。

其中一册有吕宫题跋。吕宫（1603 － 1664），字长音，江苏武进人，清初大臣。顺治四年一甲一名，状元及第，授秘
书院修撰。顺治十二年，以修资政要览书成，加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吕宫为本册之题跋日期为庚寅，即顺治七年（1650）。

此四册诗册有龚氏瞻麓斋制织锦函套，为龚心钊旧藏并多处题跋。龚心钊（1870-1949）字怀希，号仲勉，安徽合肥人，
寓居上海。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出任加拿大总领事，
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嗜好收藏中国书画。

作者简介： 韩道亨(生卒年不详)，明代人，字颖泉， 工书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尝书李白蜀道难卷，张君度补图。

RMB: 200,000-300,000

GONG XINZHAO,HAN DAOHENG

Four Volumes of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Written by Han Daoheng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paper, album leaf
signed GONG XINZHAO,HAN DAOHENG,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诗册每开 25.5×2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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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行（明）  草书五言诗卷
水墨纸本  手卷  一六〇五年作

题识：�幽事向谁夸，孤吟对晚沙。浣衣江动月，系艇岸垂花。行蚁如知路，归凫自识家。一尊茅屋底，随意
答春华。万历乙巳仲冬月，深山野人夏时行。

钤印：「夏」

鉴藏印：「谈氏晋秋」、「学福斋」、「琴生眼福」、「潘健庵醉心真迹神品」

引首：惊蛇走虺，灌叟。

钤印：「路岯私印」、「山夫」、「苇西堂」

题跋：1. 光绪辛丑冬日，盩屋路岯、吴县蒋斧山、易邱崧生、桃源尹彦鉌、金匮谈观孙同观于温经室，崧生题。

      2. 是年十二月月望日勤生四兄来游沪上，与余同寓于罗氏之学稼楼，出示此卷，同观者为桐乡沈君纮、
海宁王君国维。射阳节孙成饴志。

钤印：「原名复生」

      3. 丹徒刘孟熊获观于沪上寄庐。

钤印：「味青」

      4. 右帙署深山野人书，笔意恣肆苍劲类宋僧敏行，余有明榻文泉寺詠一纸，或即其所临也。光绪壬
寅春三月黔南王中隽观于蛰园。

钤印：「王中隽印」、「蛰园」

      5. 壬辰四月上虞罗振玉观于淮安寓居之面城精舍。

钤印：「陆厝」

注：1. 王国维、罗振玉曾观此卷。

2. 路岯，字山夫，室名苇西书屋。陕西省周至县人，清末学者，精通经史，专长鉴赏考定，善诗书画，
罗振玉早年曾入其门下。刘孟熊乃《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兄。沈纮，字昕伯，王国维就读于东文学
社时同学，挚交好友，日文翻译家。

作者简介：夏时行，明末清初如皋人，万历癸巳年 (1593 年 ) 获拔贡。官居河南陈州府知州，《明溪县志》
载其“有政治才”， 善草书，笔法遒劲，娴习词章，亦画兰。著有《西游吟草》。

RMB: 300,000-400,000

XIA SHIXING Ming Dynasty

Five-character Poems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XIA SHIXING, dated 1605, and with nin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our collector’s seal
画心：30×241 cm 首：30×80.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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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起元（1565-1628）  行书《金陵泉品》 
水墨纸本   手卷 

款识：�金陵泉品（释文略）。宝林居士顾起元漫书。

钤印：「顾起元印」、「天官学士」

鉴藏印：「豹章珍藏」、「王云」

著录：1. 《客座赘语·卷七·金陵人与金陵诸志》，顾起元。

      2 . 《明代部分散佚茶书籍考与题录》，农业考古杂志，2008 年第 2期。

      3. 《金陵三俊与明中期金陵文化的兴盛》p64－p84，张渝，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 《顾起元与 <客座赘语 >初探》p48，郭晓妍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5月。

      5. 《南京大学学报·胜景品赏与地方记忆》，2014 年 2月。

来源：原纽约苏富比拍品。

作者简介： 顾起元，明代官员、金石家、书法家。字太初，一作璘初、瞒初，号遁园居士，
江苏南京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

说明： 据明周晖《金陵琐事》所记，万历甲戌 (1574) 年，盛时泰过其斋中，偶用金陵泉
水煎茶而饮，甚喜之。遂历举城内外泉之可烹者，周晖鼓励其记而传之。盛时泰
遂取鸡鸣山泉、国学泉、城隍庙泉、玉兔泉、凤皇泉、骁骑卫仓泉、忠孝泉、祈
泽寺龙泉、摄山白乳泉、摄山品外泉、摄山珍珠泉、牛首山龙王泉、牛首山虎跑泉、
牛首山太初泉、甘露井、茶泉、玉华泉、梅花水、八卦泉、狮子泉、宫氏泉、义井、
葛仙翁丹井、衡阳寺龙女泉，共廿四处，皆序而赞之，名曰《金陵泉品》。这篇
文章是中国茶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国茶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个环节。然而自清初以来，《金陵泉品》原文已佚，数百年来只知此文却不能一
窥庐山真面，可谓遗憾。顾起元手抄《泉品》的面世，运笔行云流水，变化多姿，
沉雄飞动，自具风格。揭开了这部茶书的神秘面纱，定能为世人所重也。

RMB: 25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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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QIYUAN 1565-1628

Jinling Quan Pin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GU QIYUAN, dated 1652,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RECORD
1.Guests' Chatting, Volume 7, Records on Jinling's People and Things, by Gu Qiyuan.
2.Study and Title List of Some Lost Books on Tea in the Ming Dynasty, a journal on archaeological work on 
agriculture, No. 2 of 2008.
3. Three Great Figures of Jinling and Flourishing of Jinling Culture in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P64-P84，by 
Zhang Yu, Nanjing University's master thesis.
4.Primary Exploration into Gu Qiyuan and His 'Guests' Chatting’, P48，Guo Xiaoyan's master thesis，May 2013.
5. Apprecia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Memory of Places, Nanjing University's Journal, February 2014.

RESOURCE
Former article for auction at Sotheby's of New York.
31×69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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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1719-1804）  行书录杜诗卷
水墨纸本  手卷

题识： 草堂即事。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雾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 寒鱼依密藻，
宿鹭起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
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
赋或似相如。……石盦居士书。

钤印：「刘墉之印」、「日观峰道人」

鉴藏章：[ 祝融后人」、「集墨楼」

引首：石盦真迹。新井将军属题。药雨方若。钤印：「方若之印」

注：1. 张宗昌题签条。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
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等，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军事将领，奉系要人。张宗昌虽粗鲁不文，但对对旧学十分倾慕，入北京城之
际，张宗昌强制命令华北各学校恢复孔子教育。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
绩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并延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
东教育。

    2. 方若题引首，方若（1869-1954），字药雨，号劬园，别号古货富翁，其本名城，
字楚卿，小名偈宝。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著有《校碑
随笔》。

RMB: 150,000-200,000

LIU YONG 1719-1804

Copy of Du Fu's Poems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LIU YO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
引首 26.5×95 cm 本幅 27×1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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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凤翰（1683-1749）  隶书龙门对
水墨纸本  对联

题识：�五柳先生日醉眠客来清赏榻无毡；酒资尽在东篱下散贮黄金万斛钱。东海
高凤翰书。

钤印：「高子」、「凤翰」、「西园」

鉴藏章：「李品仙鹤龄印」

说明：�本联曾为李品仙所藏。李品仙（1890年－1987年），字鹤龄，广西苍梧人，
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他在桂系中的排名仅在李宗仁，白崇禧之下。
李品仙治军有方，尤其是抗战时期的188及 189模范师，即为他一手栽培。
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
主任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晚年居台北。

作者简介：高凤翰，山东胶州人，位列扬州八怪之一，又名翰，字西园，号南村、
南阜，晚因病风痹，用左手作书画，又号尚左生。雍正初，以诸生荐得官，
为歙县县丞，署绩溪知县，罢归。性豪迈不羁，精绘事，画山水花鸟俱工，
工诗，尤嗜砚，藏砚千，皆自为铭词手镌之。有《砚史》，《南阜集》。

RMB: 700,000-1,300,000

GAO FENGHAN 1683-1749

Double-line Couplet in O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couplet
signed GAO FENGHAN,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207×47.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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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1764-1849）  行书《桂林隐山
铭》
水墨库绢  镜片  一八三六年作

款识：桂林隐山铭士高能隐，山静乃寿。浚之主名，辟此奇秀。
一山尽空，六洞互透。不凿自通，虽探莫究。穴无雨来，岩如天覆。
虚腹开潭，垂乳滴溜。寒澈镜奁，响传壶漏。引月入峡，吸云穿窦。
磴曲风抟，泉清石漱。仰壁藤垂，摩崖苔绣。莲忆古香，桂凝秋瘦。
招隐岩前，朝阳洞右。凉堂北开，高亭东构。独出春城，静观清昼。
晓风入怀，夕阳满袖。一日小隐，千年古岫。何人能复，唐湖之旧。
丙申年秋，阮元谨书。

钤印：「云台」、「阮元伯元」

鉴藏印：「永清朱柽之字淹颂号九丹行四珍藏经籍金石书画印信记」

出版：《中国书画精品赏析》P118，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

注： 朱柽之，清藏书家。字淹颂，号九丹，一号玖聃，别号琴客，
皋亭。直隶永清 ( 今河北 ) 仁和里人，家中行四。生平仕履未详。
一生以收藏为趣，特喜购藏图书，先后收藏历 30 年之久，曾作有
“丛碧簃”藏书楼，收藏明代和清初刻本居多，如明嘉靖刻本有《大
明集礼》36 册，今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明永乐刻本《历代名臣
奏议》、《水镜诗集》、万历刻本《弁州山人续稿》、明正德刻本《篁
墩程先生文集》、清抄本《唐大诏令集》等，今收藏于北京图书馆。
清康熙刻本《李太白文集》等，亦是其旧藏，今流落于民间。收

藏金石碑版亦多。除本作上钤印，另治有藏印“九丹一字淹颂”、
“朱印柽之”、“永清朱柽之玖聃藏书之印”、“永清朱玖聃珍
藏金石经籍书画记”、“玖聃三十年精力所聚”、“柽之印信”、
“震旦第一山樵永清朱玖聃藏书记”、“朱印庚玖聃鉴赏之章”、
“永清朱柽之字淹颂号玖聃滂喜堂藏经籍金石书画记”等。

作者简介：阮元（清），江苏仪徵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进士，
官至礼仁阁大学士，謚文达。工诗文，精鉴金石、书、画，善篆、隶、
行、楷。所作书，郁盘飞动，间仿天发神谶碑，曾书学海堂扁二：
一悬堂中，一悬文澜讲院。前後不同，如出一辙，则法度存也。
至西湖之诂经精舍横额擘窠四大字，则纵横排盪，亦无一不合。
作花卉木石，笔致秀逸。善制大理石屏为阮氏石画，号苍山画仙。
著作之富甲於一时。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与修石渠宝笈二
编，所见内府秘藏书、画，记其题跋并辨别其真赝，有石渠随笔，
尤为鉴赏家推重。著皇清碑版录、积古斋钟鼎。

RMB: 350,000-500,000

RUAN YUAN 1764-1849

"Guilin Mountain Inscription"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silk, framed
signed RUAN YUAN, dated 1836,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 seal
73×154 cm



    阮元毕生仕宦特达，而撰述编纂未尝稍辍。在经学、方志、
金石学及诗词，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
遂成徽派朴学的巨擎。著书 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揅
经室集》等。值乾嘉文化时潮，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朝野尊为
学界泰斗，所作碑铭记传、论说考据的散体文、骈文、古体诗，
皆有一派渊懿自得之概。纪游题咏工整清丽，虽有以其略藏治世
雄心，却不失学者之闲雅，名臣之深纯的典范与气度。

    由乾隆皇帝亲身以率的考据学，实则缓解文字狱于文人士大
夫的戕害，间接将存于庙堂与江湖之中的治世之志转移为以古代
今的经典及金石考据。阮元，清代乾嘉道第一等士大夫，所谓名
臣文豪，“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深谙此道。阮元以
校勘儒家经学主要载体的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令御命讲经刻
石于国子监，完成了中国文化精神传承支柱经学由清朝偏袒宋学
到以汉学为重的转变，沾惠后世学人。御制阮元重刊版《十三经
注疏》先仍立于国子监，为阮元乃至历代经学及考据学最为重要
的作品及刻石。此作《隐山铭》有勒石于桂林隐山，可谓阮元文
学及处世思想上最为重要的碑铭。善治世者能够游刃于奉领皇命
与避世书铭之间，阮元将其经国济世政治理论、儒家朴学思维和
处世哲学体现于《隐山铭》的诗文本身与书法。

    古体四言诗盛于先秦，唐宋以降鲜见，《隐山铭》作此诗体，
一展阮元文宗之风。其文法亦与桐城派“古文”意趣迥然，重文
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堪为骈偶名篇，
更为桂林隐山的重要书法石刻作品。

    隐山位于桂林府西三里，以唐宋明清四代八十五件摩崖刻石
冠绝桂林。嘉庆二十三年，腊月，阮元因藩司富纶参劾臬司程
卓樑及盐道宋鸣琦一案滞于桂林。理应奉旨皆革三人之职，而
富纶不甘，妄图以阮元前参之案恐有误处，以示此案审理不公，

阮元奏请回避但仍陪同钦差驻留桂林。次年，正月二十日，阮元
五十六岁寿辰，为防再次卷入此案，以游隐山避去三者使徒亲属。
隐山诗序云：余生辰在正月二十日，近十余年，所驻之地，每于
是日谢客，独往山寺。嘉庆二十四年，余岁五十有六，驻于桂林。
是日，策数骑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辟之隐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
煮泉读碑，竟日始返。诗书其追踵古贤，以十余年避见贺寿官商，
证其清廉公正。“一日小隐”穿行隐山六洞，读摩崖千余石刻，
潭泉滴流传响，莲桂香动风。避隐之间，不存归隐出世的消极，
仅为以己自廉公正，谢却硕腹官商，而非畏怯其封疆领兵、断案
治世的大任。

    此作行书虽非勒石原本，却为阮元亲书，较隐山所存匠人刻
石更具阮元纯熟老练的真实面貌。

    《隐山铭》初书写于嘉庆，此为道光年重书。由落款可知当
为自家厅堂补壁之用。所用宫廷画家手绘吉祥纹绿库绢，属重要
礼节时书写之用。阮元将其作为手书用纸，并打墨线界格标界书法，
珍重之外，更显其对于《隐山铭》一作满意自豪之情。

    阮元书法初宗帖派，后寝馈碑版。《隐山铭》取《天发神谶碑》
竖弩、撇掠森森然如断戟的沉着昂健，由《石门颂》以隶启行草
得化篆隶入行书之法，同时颇有《乙瑛碑》法度谨致而不失变化
之纵横排荡。以今人行书写古人面目，将北书刻厉写碑笔法结体，
融冶颜书端雅，无矜眩、虚美，笔势险劲方整，膏润之笔写丰筋健骨。

    阮元二论由法书历史角度，定清代碑学理论基石，扬碑派书
法，可谓“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先于阮
元六百余年的赵明诚、李清照已然视金石碑版为“与身俱存亡”。
阮元此作已流传百余年，更经清末收藏大家朱柽之珍藏，人亡而
物存，实是历代不乏李清照之辈，今人仰敬，因亦珍之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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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9-1884）  书法四言联
水墨纸本  镜框

款识：�行无愧事，读有用书。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赵撝叔」

收藏印：「王力鉴赏」

藏家简介：王力（1921-1996）先生是江苏淮安人，原名王光宾，193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同年在东北军六六八团从事统战工作，曾用名王光彬，1940年年调往山东，
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主任，曾用名王梨。1945 年调任华东局宣传部教
育科长，开始用名王力，并出版小说《晴天》，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1947
年任华东局驻山东渤海区土改工作团党委书记，渤海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1949 年后到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1955 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
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 年任《红旗》杂志编委，后任副总编辑。

    赵之谦，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无闷、梅庵等。
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
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
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
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

    本联用笔浑厚遒润，顿挫有致，虽每一联仅四字，却骨力内蕴，血肉丰满，充满
了雄浑峻拔的北碑意趣。晚清碑派大家吴昌硕对赵之谦书法颇为服膺：“先生手札，
书法奇，文气超，近时学者不敢望肩背”。

潘衍桐在《缉雅堂诗话》中说：“撝叔以孤愤，好嬉笑怒骂，诗文皆务为新奇，可骇可愕。
坐是不谐于世，当代作者亦不能无訾议。然书画刻石并卓绝一时，记诵亦寔有胜人处，
固不必以体格绳检之。千秋巨眼，自有真鉴，存而不论可也”。

RMB: 500,000-700,000

ZHAO ZHIQIAN 1829-1884

Four-sentence Couplet in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ZHAO ZHIQIAN,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05×31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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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1-1815）  行书十言对联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立言必雅未尝显己所长，持论从容初不言人之短。
王文宪集序中语，桐城姚鼐书。

钤印：「姬传」、「臣鼐私印」、「梦谷」

作者简介：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
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散文家，
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
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
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
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
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
文辞类纂》。

RMB: 180,000-230,000

YAO NAI 1731-1815
T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AO NAI,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30×29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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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1785-1850）  行书八言联
水墨洒金笺  对联

题识：金玉渊海黼黻河汉，跌宕文史陶冶性灵。鹤俦年世兄清鉴，
少穆林则徐。

钤印：「臣林则徐字少穆印」、「身行万里半天下」

鉴藏章：�「星甫继藏」、「欧阳竹平」、「南雪巢万松山房黎
斋双桐圃卅六邨草堂诗集之家」

注：�“南雪巢万松山房黎斋双桐圃卅六邨草堂诗集之家”为清
代广东词人潘光瀛藏章。潘光瀛 (1838-1891)，字宗治，
号珏卿，广东番禺人。清附贡生。著有《梧桐庭院诗钞》、《梧
桐庭院词钞》。印文中涉及《南雪巢诗钞》、《万松山房诗钞》、
《黎斋诗草》、《双桐圃诗集》、《三十六村草堂诗集》
皆是潘振承一族后人所著诗集。

RMB: 500,000-700,000

LIN ZEXU 1785-1850

Eight-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couplet
signed LIN ZEX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hree collector’s 
seals
165×30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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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1835-1902）  篆书八言联
水墨洒金笺  立轴

款识： 从善如登，所思不远；以文会友，其富莫亭。愙斋吴大澂。

钤印：�「吴大澂印」、「愙斋」

来源： 原香港苏富比拍品。

作者简介： 吴大澂，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
苏省吴县（今苏州）人。清代学者、书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鉴藏家，
金石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尤精篆籍。

RMB: 200,000-300,000

WU DACHENG 1835-1902

Eight-character Couplet in Seal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DACHE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SOURCE
original Hong Kong Christie's 
169×33.5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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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  行书录大唐三藏圣教序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水墨纸本  手卷  一九○一年作

引首：�李文忠公临怀仁集圣教序全本真迹，迈钝丁佛言。钤印：�「佛言之印」、「还仓室」

题识：�（临大唐三藏圣教序全文）辛丑六月十五日，李鸿章。

钤印：�「李鸿章印」、「大学士肃毅伯」、「青宫太傅」

题跋者简介： 丁佛言（1878 － 1930），山东黄县人，名世峄，字佛言，号迈钝、黄人、还仓室主。著名
古文字学家，善籀篆，工刻印，曾任《亚细亚报》主笔。

李鸿章身居宰府，出将入相，於晚清的庙堂各部皆处於独当一面的柱石人物。李鸿章出身科举仕途，书法
基础深厚，虽然日后戎马半生却也不弃临池，无论是军中海外，每日必日课书法一篇。与曾国藩、左宗棠、
彭玉麟诸词臣书家并称“曾、左、李、彭”。书宗欧（阳询）、李（北海），规行矩步，稳健自重。此卷
临怀仁集圣教，为古代学书入门之一径。因是极晚年书，已不斤斤於形似，字体运笔仍顽强地露出自己的
习惯风貌。与后半卷所书《心经》一样，陡峭俨重，一笔不苟。

李鸿章书此卷时八国联军侵扰京师，义和团数万散勇汇集河北，清廷急令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调停。李鸿
章未及动身，清廷以然斩杀主和大臣，於一日之际接连对十一国宣战，并率领义和团攻打内城使馆。在此
卷写完一个多月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北京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
而该年年末李即辞世。

RMB: 1,300,000-2,000,000



LI HONGZHANG 1823-1901

Order of Tang Dynasty Monks and Prajna-
Paramita-hrdaya-sutra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LI HONGZHANG, dated 1901, and with five seals of the artist
35×4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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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平（b.1952）  摹董北苑溪岸图
水墨纸本  镜片 

款识：�董北苑溪岸图真迹丙申徐世平摹。

钤印：�「雁荡徐氏」、「世平书画」、「徐世平临摹宋元名迹」

作者简介：�徐世平。一九五二年生于上海，浙江乐清市人。自
幼随父习书法，后入上海美术学校习西画。山水得
应野平、谢稚柳先生指导。一九八三年旅居纽约，
入溪岸草堂，得著名鉴藏家王己千先生指教，临摹
其名画收藏，画艺及鉴赏力日精。书画作品曽多次
在美国佳士德及苏富比成功拍卖。纽约著名画廊怀
古堂展览及经销其画作。

RMB: 180,000-300,000

XU SHIPING b.1952

Copy of Dong Beiyuan's “Picture of Brook Bank”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XU SHIPI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257×10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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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节（清） 荷塘清趣图
设色绢本  立轴

题识：蜀人赵昌作画，每于晨露朝晞，
凭栏谛玩，摹具色态，故坡翁诗曰赵昌
花传神。及徐熙之子独出新裁，刊落墨
骨染采为花，别开生面，为后世所宗，
此兼两家法。周安节。

钤印：「安节书画」、「承五」、「信
手忘工拙」、「竹烟波月」

作者简介：周安节，字承五，常熟诸生，
乾隆时供奉内廷，能诗、画，
花卉疏淡可爱。

RMB: 200,000-250,000

ZHOU ANJIE QING DYNASTY

Picture of Joy by the Lotus Pool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OU ANJIE,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163×94 cm

259



260

马元钦（清）  青山隐逸
设色绢本  立轴

款识：古闽三峯马元钦写。

钤印：「马元钦印」、「三峯」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作者简介：马元钦(清)，字典钦，号三峯。
善水墨山水，白描人物，极其生动，自
成一家。人称所作曰“马典谱”。

RMB: 180,000-200,000

MA YUANQIN QING DYNASTY

Seclusive Green Mountains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MA YUANQI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SOURCE:
A former article for auction at HongKong 
CHRISTIE'S.
148×79.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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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1622-1694）  烟波钓徒
水墨绢本  立轴

题识：蓼雨葑风奥不孤，渺然幽思属江湖。生来不识玄黄
子，看我烟波一钓徒。仿米元章笔意俟斋徐枋。

钤印：�「徐枋之印」、「俟斋」、「雪床庵」、「青松白玉」
「徐子俟斋画记」、「居易堂印」、「笠山笠水间」

作者简介：徐枋，字昭法，号俟斋，明长洲人。崇祯壬午
举人，未及殿试而明亡，其父汧殉节。俟斋遂
隐居于天平山麓 " 涧上草堂 "，自称孤哀子。
终身不入城市，不通宾客，鬻字画以自给，其
高风亮节，卓然千秋。与嘉兴巢端明、宣城沈
眉生有海内三遗民之目。俟斋精于书画，字仿
孙过庭，画师董巨，为世所重。诗文则出入韩
柳，皎然如冰雪，至今读之，犹想见其为人。
平生所著诗古文辞，由弟子潘耒编次为《居易
堂集》，凡二十卷。

RMB: 150,000-180,000

XU FANG 1622-1694

Angler in Mist-covered Waters
ink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XU FANG, and with sween seals of the artist
151×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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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清）  层峦飞瀑
设色绢本  立轴 

款识：�层峦飞瀑，陆远。

钤印：「陆远之印」、「字静致」

作者简介：�陆远，字静致，活动于明末清初。善画
山水，师法米氏。康熙四年（1665）所
作山水扇现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二十三
年（1684）所作《观梅图》著录于《南
宗名画苑》。

RMB: 180,000-200,000

LU YUAN Qing Dynasty

Flying Waterfalls in Mountains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U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65×51 cm

262



263

王昱（清）  仿黄子久山水
设色绢本  立轴  一六九二年作

款识： 避世遐踪依翠壁，数年卜築近回湍。长松远匝虚堂晴，六月犹嫌
枕簟寒。壬申夏五仿黄子久设色法於东莊草堂，樵雲山人王昱。

钤印：�「王昱之印」、「日初」、「兴与烟霞会」、「山水癖」

作者简介：王昱，字日初，号东庄、东庄老人、东庄农隐、云槎山人、
樵去山人，江苏太仓人。原祁族弟。喜作山水，游京师，从原祁学，尽
窥宋、元诸家之奥。其山水淡而不薄，疏而有致。笔意在倪瓒、方从义
之间。尝至秦中，历河岳关山之险归，其妇劝之力田，沈敬亭高其志，
为赋长篇称其贤。昱於康熙五十三年尝仿黄公望山水图，又乾隆十三年
仿王蒙玉山白云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著东庄论书。与王玖、王宸、王
愫合称“小四王”。

RMB: 400,000-450,000

WANG YU Qing Dynasty

Imitation Landscape Painting of Huang Zijiu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YU,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144.5×8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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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花梨状元箱

黄花梨为材，木纹流畅美观，配饰工型铜件。器形周正，工艺考
究。此类箱实用功能十分广泛，适于随身携带，具有较强实用性，
可收纳文件、印玺等。

Ming Dynasty Number 1 Scholar's Case of Rose 
Wood
37×19×15.5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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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黄花梨癭木面整挖佛座

佛座体型硕大，以整块黄花梨掏空挖制，整体造型以佛教中的须弥座
为原型，下呈四种紋飾；台沿蓮瓣紋，束腰回紋，彭牙螭龍紋，下設
時代特徵明顯的壼門及粗壯的鼓腿，極其精彩。

Early Qing Dynasty Buddha Holder of Rose Wood
51.5×42×17.5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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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黄花梨鸡翅面花几

花几黄花梨制，几面攒框镶鸡翅板，面下接束腰，四根方材腿足，
底端内翻俊俏的马蹄。腿足底端间支以冰梅纹底枨。此对花几包
浆柔润亮丽；保存完整。适合于现代书房和客厅中摆放花卉或盆
景之用。

Early Qing Dynasty Teapoy of Rose Wood with 
Wenge Wood as Surface
327×54.5×98.5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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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黄花梨棋桌

棋桌面部打槽装板，木纹流畅。束腰，素牙，下承内翻马蹄足。黄花梨为材，
质地上佳，保存得当，品相完整，十分难得。

Early Qing Dynasty Chess Table of Rose Wood
67×67×21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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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花梨缠枝莲纹圆角柜

此圆角柜柜帽小喷，素混面，两边有压边线，腿足外圆内方，挓度较为明
显，素混面门框，上下出轴，纳入上方横枨，下侧纳入突出横枨的臼窝中。
中设闩杆，柜门木板一木对开，花纹对称，若山岚流水，璀璨夺目。侧山
亦落膛镶黄花梨木板。内设并排两个抽屉，有长方形吊牌。柜门下设有闷
仓，为储藏细软之用。此柜牙板精彩，壸门牙板，上布满卷曲的缠枝花纹，
繁华装饰与整体简洁造型对比，为点睛之笔。

Ming Dynasty Round-cornered Cabinet of Rose Wood 
with Lotus Pattern
102×58×180 cm

RMB: 2,0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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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鸡翅木灰漆面大画案

    此案采用优质老鸡翅木制成，腿足与牙板之间以夹头榫结构连接，一般明式案子上
的素牙头或如意云头在此被回字纹装饰成龙头形，夹头榫夹头“束腰”处上下饰之以直
线，左右饰之以曲线，加之大边两端、“束腰”下部、足端相呼应的回字纹，使画案看
面出现了明式案子中未曾有过的新奇和华丽。案面采用明代传统的大漆披灰工艺制成，
断纹老结，极富厚重沉穆之古意，无愧为清早期重器，更使该器成为一件优质硬木与大
漆披灰工艺相结合的珍品。田家青先生在其《清代家具》中曾收录此案，评价极高，并
在全书概论中，将此画案认定是一件制作于康熙年间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过渡期内具有
史料价值的标准器。

出版：《清代家具》P197，田家青编著，三联书店出版（香港），1995年。

来源：1.美国私人藏。 

      2.中国嘉德2005年11月LOT658。

    康熙年间，明式家具在局部装饰、作工、风格上逐渐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开始表
现出了“清式意趣”。对此类家具我们就有较可靠的依据，可以把有把握地判定其制作
年代业已入清。本书所收录的清早期紫檀扇形座面南官帽椅和鸡翅木夹头榫大画案（画
版87）即为此类家具的代表。这类家具的制作仍处于明式家具的辉煌时期之内，绝大多
数制品仍是成功的。

          —田家青《清代家具·概论》第19页

Early Qing Dynasty Big Picture Drawing Table of Wenge Wood with 
Gray Lacquer Finish

Publication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P197，compiled by Tian Jiaqing, Sanlian Bookstore (HongKong)，
1995.

Source
1. A private collection in America.
2. China Guardian, November 2005, LOT658.
191×86×82.5 cm

RMB: 1,300,000-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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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黄花梨束腰长桌

此桌桌面为标准格角榫攒边打槽平镶独板面心，下装五根穿带出
梢支承。抹头亦可见明榫。边抹立面向下内缩至底压一平线。束
腰与起线的直牙条，两边为一木连做，以抱肩榫与腿足，桌面结合， 
腿足顶端出双榫纳入桌框底部，下展至底收以马蹄足。牙条下有
罗锅掁微缩入内以榫卯纳入四足间。

Qing Dynasty Long Narrow-waist Table of Rose 
Wood
173×65.5×84.5 cm

RMB: 1,500,00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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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黄花梨镶紫檀霸王枨方桌

此方桌精选黄花梨打造而成，束腰，四腿内置霸王枨，既美观，
又加强了牢固性。直腿内翻马蹄足。表现出简练、质朴，典雅大方、
俊美雅致之韵味，颇俱收藏价值。充分体现了明式家具的典型风格。

Early Qing Dynasty Square Table of Rose Wood 
with Red Sandalwood Supports
78.5×78.5×82 cm

RMB: 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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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紫檀马蹄足方桌

桌面攒框，转角圆润。矮束腰，壸门牙板，往两端翻有小尖，起肥润阳线，
与腿足柔婉交圈。腿足肩部圆润，往下直落，内翻浅马蹄，朴拙有力，
尚有明代家具风韵。此桌用材考究，做工精细，包浆温润，造型大方庄重，
纹饰线条简单洗练，色调自然，装饰含蓄而自然洒脱，具有明代家具
的典型特征，是上乘之品。

Early Qing Dynasty Square Table of Red Sandalwood 
with Hoof-shaped Legs
101×74×84 cm

RMB: 1,0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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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黄花梨书案

此书案通体上乘黄花梨木制作而成。线条流畅，素雅端庄。桌面
平直，两端无饰，运用夹头榫结构，替木牙子，腿取圆材制作，
腿间安有两根横枨，直圆腿足。形制简洁，比例优美，紧凑而不
拘谨，造型俊秀雅致，包浆莹润。整体不求工艺之美，突出木质
纹理的自然和谐，给人一种文静、柔和的感觉。

Ming Dynasty Desk of Rose Wood
102×50.5×75 cm

RMB: 500,000-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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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红木太狮少狮方桌

以红木制大器，用材厚重，富于变化，繁缛华丽。包浆莹润、光
亮。桌面攒框镶两板，抹边双混面，有束腰，腰部打洼，插肩榫
结构，桌肩素工，牙板雕刻有双狮滚绣球，镂空雕刻双狮滚绣球、
太狮少狮（太师少师）等吉祥寓意纹饰，三折腿，腿上部攒刻卷
云纹角牙，腿沿边起阳线，狮头虎脚。整体造型雅致，线条流畅，
雕工精湛，纹饰精美，用料厚重，气度宏伟不凡。

Qing Dynasty Square Table of Rosewood with Lion 
Pattern
100×100×84 cm

RMB: 500,000-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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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花梨瘿木随形茶板

此件茶盘取花梨瘿木为材，木纹华贵。饮茶，饮的是天地之
气，辅以自然之托盘，气顺则茶韵浓。此茶盘别致，乃文人
雅客，聚贤会友，必备佳品。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a Table of Rose Wood 
in Free Style
183.5×148.5×4.5cm

RMB: 5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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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红木书柜

书柜结合明式於清早期风格，立柱四面以指甲圆为型，
上设两层亮格，下设双门，设并排椭圆形门栏，起线简
洁，整体保存完好。

Early Qing Dynasty Rosewood Bookcase
76.5×40×186.5 cm

RMB: 200,000-300,000

Early Qing Dynasty Rosewood Bookcase
76.5×40×186.5 cm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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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红木嵌楠木书架
采用明式家具的最基本形式，三层，枨子内打槽装板，方材。架格全
敞，简洁明快。其色泽沉穆，包浆自然。

Early Qing Dynasty Bookshelf of Rosewood with 
Inlaid Nanmu
127×42×177.5 cm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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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双欢坠

取整料镂雕，两只獾兽互衔尾于口中，嬉戏玩闹，整体造型简洁，
体形饱满，极具趣味。

Qing Dynasty Double-joy Ear Pendant of White 
Jade
L 6.5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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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三阳开泰摆件

白色玉质，三羊两大一小，均跪卧于地。大羊作回首状，两侧小
羊紧贴其身，神态悠然。“三羊”谐音“三阳”，寓意“三阳开泰”。
此摆件实为陈设佳器。

Qing Dynasty Ornament Piece of White Jade in the 
Pattern of "Spring Comes in Full Form"
H 4 cm L 5.2 cm

RMB: 30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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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白玉人物子冈牌

    此件白玉人物诗文牌形制小巧，以白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包浆醇厚。牌身呈
长方形，规整大方，上段琢钻小孔，以系绳坠。牌首饰双螭龙纹，牌两面以浅浮雕技法，
正面刻仕女婴戏图，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惟妙惟肖。雕刻细致，刀法自如。刻“秋声”。
背面隶书刻诗文：“窗外细吟飘，庭梧叶送风，秋来矜战胜，为歆助机工。”落“陆
子冈作”款，钤印“子冈”。

    子冈牌为明陆子冈所创形制，多为长方形，大小适中，方圆得度，刀工精美，字
体挺拔，地子平浅而光滑，在方寸之间不仅尽显玉质之美，更具玉工之精。子冈牌以
精美的玉料，高超的玉雕技法，将印章、书法、绘画艺术融入到玉雕艺术中去，将玉
雕工艺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若论玉质之精美、雕工之细腻传神则乾隆年间玉器为历代之冠，所见历代玉器无
出其右者，遂使“乾隆工玉器”成为精美、高贵的代名词。此件作品即为乾隆工子刚
玉牌之佼佼者。此子冈牌宽厚敦实，玉质精美，洁白无瑕，滋润温柔，仕女婴戏图一面，
虽用琢玉工具碾出，仍不失画家的笔墨情趣；另一面雕刻诗文，琢刻规整却不流俗，
加之双螭龙牌头，形意兼美。

Qing Dynasty Zigang White Jade Plate with a Human Pattern
H5.4; L3.3cm

RMB: 1,500,000-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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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兽面纹双耳活环瓶

玉质细腻晶莹，温润而通透，玉料完整无暇。模仿自青铜器纹饰
铸造的效果，更添古韵。盖壁雕如意云头，瓶颈左右两侧雕成兽
首式样，向下连接于瓶身，圈绕圆形活环为耳，此件辅以瓶身雕
夔龙纹为饰。腹部刻琢典雅的螭龙纹为饰。此件玉瓶选材大料，
布局工整，显示出精妙绝伦的玉雕工艺。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Vase with Animal Pattern 
and Double Ears
H18.5 cm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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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翠玉三多平安纹瓶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262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
2005 年

立体圆雕一个敝口、束颈、双活环耳、长瓶身、
丰腹、圈足的玉瓶，瓶口阴刻芭蕉纹，瓶身外
体阴刻朵朵祥云纹，纹痕内并贴金，圈足处亦
阴刻锯齿状纹，瓶口翠绿部分立体巧色巧雕佛
手、石榴、桃子等三多纹，寓意多子多福多寿。
并有二枝梅花枝梗伸展到瓶外，其中一枝梅花
树枝更悬挂着一个刻竹编纹的篮子，篮子内盛

放两个翠绿欲滴的桃子。本器白绿色泽娇艳
鲜明，造型优美华丽，寓喻吉祥。器有小伤。

Qing Dynasty Emerald Vase with a 
Pattern for Safety Blessing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262.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H11 cm

RMB: 700,000-1,000,000

玉润德馨——“山水堂”藏玉专题（编号 282-291）
THE JADE COLLECTION OF SHAN-SHUI-TANG（LOTS 2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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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堂”是台湾玉器收藏家黄明辉先生的堂号。黄先生是台湾著名实业家，曾任台南市文物协会理事长，戮力于历代文物收藏，而以
玉器收藏为最大亮点。其藏玉以和田白玉为主，年代跨度由唐宋而至明清，以“真、精、奇”闻名，其藏品在参展台湾的几次特展中，均受
到玉器爱好者的热捧，并在业界引起轰动。2002年出版的《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一书收录数百件唐代至清代的玉器，满目琳琅，件件精品，
且兼专业学术于一书。2005年黄明辉先生的藏玉曾在天津博物馆展出，受到藏家和爱好者的热切关注。本专题上拍玉器皆出自《山水堂藏玉》
一书，洵为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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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浮雕双马图牌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237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略有浅微黄沁，方形上下圆弧片状。牌首以阴线斜磨如意云纹，中间
有一孔可供佩挂，牌下也有一孔，似乎是后钻的比较特殊。正面浮雕山石
上有一棵苍翠古松，枝叶茂盛，松树下有两匹骏马，或昂首伏卧嘶鸣，或
站立昂首嘶鸣，姿态各异，马身通体光素，各部位比例均匀协调，肌肉强健、
刻画生动、栩栩如生。背面牌中央篆刻“福禄永昌”四字，以求吉祥如意。

Qing Dynasty Plate of White Jade with Double Horse 
Pattern in Relief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237.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Tianjin 
Museum, 2005.
H 5.5 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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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伏虎神像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192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洁白温润晶莹。立体雕琢一伏虎神像。神像头戴髪冠，面目丰腴，慈眉善目，
双眼眠闭、大鼻、合口、双耳垂肩、着右衽开襟束腰宽袖长袍，双手握拳上有钻孔，
似乎持拿某种法器已遗失，双足着靴，靠坐于身后一只老虎身上。老虎驯服乖巧
呈伏卧状，脸部圆满，双眼圆凹，额头有二条短阴线皱纹，长宽鼻，以多条短阴
线饰虎须，身躯壮硕，长尾上翘，以阴刻线饰虎斑纹。整器圆润，琢工及打磨均佳；
人与老虎和平相处，平和安详，神态悠闲，可谓极佳的作品。

Ming Dynasty Lying Tiger of White Jade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192.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Tianjin Museum,2005.
H 3.3 cm

RMB: 30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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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双龙并体璜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293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青黄玉，局部受沁呈黄褐色，扁平状，半环形璜，两面纹饰相同。璜两端
为形式相同的龙首，两龙身于中部并成一体；龙作侧身侧视状，椭圆形眼，
上唇上翘勾卷，口微张，口上沿饰扭丝纹，面饰网格纹，尖耳勾卷贴于脑
后，身躯饰凸出的卧蚕纹，排列工整，雕琢精巧，两面纹饰相同，身体中
间靠上缘处有一小孔，可供系挂。卧蚕纹又称谷纹，始流行于战国时代，
至两汉之间。

Topaz Jadeware with Double Dragon Pattern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293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L 11.3 cm

RMB: 22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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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饕餮蝉纹扁盖瓶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263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
2005 年

白玉质地晶莹温润，微黄略有石花斑，椭圆形扁瓶，
圆形盖钮，盖身束腰无纹，盖口与瓶口均凸出一圈
弦纹，盖钮与盖口至瓶颈处两侧均有卷云式耳，收
颈，颈至肩部雕琢六个倒雷蝉纹，腹近似梯形，其
上雕饰仿古饕餮纹，其下为六个仰蝉纹，瓶身纹饰
均浮雕而为，瓶底内敛一圈，短圈足，造型古朴典雅，
线条纹饰工整，碾琢工艺精细，抛光打磨光泽极佳。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Vase with a 
Flat Cover with a Taotie Pattern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263

Exhibition
" S p e c i a l  E x h i b i t i o n  o f  J a d e w a r e  Co l l e c t e d  b y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H 20.5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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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螭衔灵芝纹香熏盒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76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晶莹温润，抛光极佳，圆柱型，由盖盒二部组成，盖顶以镂雕技艺琢一螭
口衔灵芝，圆眼、尖吻、单角、侧身无纹、四肢粗长、尾分叉外卷简略的螭纹；
下部为圆柱形内中空，外体光素无纹。本器螭纹虽造型简练，但生动活泼，逗
趣可爱。

香熏盒本为存放香花或香料之器物，因其盖有镂空可散发香气，使室内能弥漫
清香的气味。

Qing Dynasty Fragrance Box of White Jade With Pattern Of 
"The Dragon Holding The Ganoderma Lucidum In Its Mouth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76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Shanshuitang of Taiwan",Tianjin Museum, 
2005
H 6.2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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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连珠麒麟纹嵌饰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43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略带微黄沁色，器呈三角形片状，双面刻画纹饰相同，平面透雕一外围连珠纹，珠
纹内凹，珠纹外沿并有一阴刻线圆框，前后各有一个空心圆圈，里为一昂首侧面侧身的
麒麟纹；麒麟立于山石之上，旁有卷草式云气纹。麒麟双圆眼、山形眉、如意鼻、短唇、
鼻与眼之间有双触须，下颚有一束须毛，颊饰双勾连云纹，双直角后伸，发毛前冲，身
躯粗壮丰腴，饰有细斜方格鳞纹，和尖锐的锯齿形背脊，以及连续半圆弧线饰颈腹纹，
四肢与身躯接触处均饰阴刻火焰纹，四肢细长，均为偶蹄足，芭蕉扇形尾。

Ming Dynasty White Jadeware with a Kylin Pattern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43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H 6.7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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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白玉留皮巧色刘海戏金蟾珮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198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留有赭黄色玉皮，立体圆雕刘海戏金蝉像。刘海蛋形脸，头发稀疏、秃顶、
戴金箍，以阴线斜琢半圆眉、三角眼，眼眶内有一短横阴线表示眼珠，此为明代
人物开脸特征之一；大蒜鼻、嘴角微扬呈快乐状；着圆领宽袖紧身衣、松宽裤、
双手举握一条绳子围绕于头后，绳子一头串穿四个铜钱举于头侧，另一头绑另一
个葫芦背于身后，双腿盘坐于一只大三脚蟾蜍身上。蟾蜍山形眉，管钻圆圈眼，
亦为明代动物的特征之一；此器铜钱、葫芦、蟾蜍均利用黄色玉皮巧色巧雕，别
有一番风味。

Ming Dynasty White Jade Ornament with a Gold Toad Pattern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198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H 5.5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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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蝠莲花鸟纹珮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153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温润洁白，抛光极佳，外廓圆形片状，平面透空镂雕，双面纹饰相同。图案其上为一
倒悬蝙蝠，口衔变形缠枝莲花，中间为一对绶带鸟回首展翅遥遥相视，长尾后飘上卷，亦
立于莲花之上，颇富吉祥含意。元代以后吉祥用语常出现于玉器上，尤其明、清代以后更
广为流行，故很多器物图案“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本器亦为吉祥图案之一，因“蝠”
与“福”同音，“莲”与“连”同音，绶带鸟的“绶”与“寿”谐音，故全器可寓喻“福
到连连，寿来连连”等吉祥含意。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Ornament with a Pattern of Bat and Lotus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153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D 7.5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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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镂雕雲蝠纹镇尺

出版：《山水堂藏玉——形神兼备》p266。

展览：“台湾山水堂藏玉特展”，天津博物馆，2005 年。

白玉质地洁白莹润，长方形，有两头弧圆的外框，框边饰连续回纹一周，
中间双层镂雕。上层浅浮雕五只蝙蝠，飞翔于朵朵祥云之间，姿态各异，
蝙蝠造型相似，鼠头尖耳，梭型身躯并饰短阴刻线纹，帐帷形双翅。底层
镂雕“卍”字锦地纹。构造细密纤巧，风格造型别致，琢工精巧流畅，可
谓一件赏心悦目的文房用品。因“蝠”与“福”同音，故本器有寓喻“洪
福齐天、五福临门”之含意。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Paperweight with a Carved 
Cloud Bat

Publication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Studio -- Perfect both in Shape and in Spirit, 
P266

Exhibition
"Special Exhibition of Jadeware Collected by Shanshuitang of Taiwan", Tianjin 
Museum, 2005
L 16 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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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雕三阳开泰摆件

白玉质，温润纯净。整体以大小三羊俯卧于山石之上，或左顾右盼，或回首遥望，神态安
详怡然，大羊屈腿前倾，口衔灵芝仙草，二只小羊围于大羊身旁，小羊活泼伶俐。三羊代
表三阳，取其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之意，有吉亨之象，多用于祝颂。整器包浆自然流畅，
工艺上乘。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Carved Piece with the Pattern of "Spring 
Comes in Full Form"

H 7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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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玉雕艇舟詠讀圖擺件

    白玉圆雕高士泛舟咏读，玉质细腻光洁，雕工精湛。整器摆
件小巧玲珑，圆润可喜，清雅不俗，放诸案头或手中把玩皆宜，
可称袖怀雅物。

Qing Dynasty White Jade Round Piece with a 
Carved Boat
L 7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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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以古为鉴之斋”书房匾

匾额以鸡翅木为材，极为少见，上书“以古为鉴之斋”篆书五字，书法苍
古有力。落款“庚辰仲春”“西邨世宜”，镌印文：慎居、吕世宜、爱吾
庐。吕世宜，字可合，福建厦门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执教厦门
玉屏书院。性爱金石，工考证，精书法，篆隶尤佳。

Early Qing Dynasty Plaque for the Study Entitled "Room 
for Taking 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26.9×164.7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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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期  棕竹制大笔筒

笔筒取棕竹制成，圆柱状，阔口，空腹，直壁，玉璧形底，器身内外光素无
纹，沉稳厚重。棕竹又称棕榈竹，干细而坚韧，色深，皮与肉中都带有明显
的深黄色条纹。棕竹制器以光 素无工为美，求其简单清雅，通常制成扇骨、
笔筒，而大料甚为难得。如在明代吴中，棕竹与 毛竹扇骨被视为怀袖雅物，
而名贵的紫檀、象牙、乌木扇骨则被视作俗制。

此笔筒精取棕竹大料制成，突显棕竹本身之自然纹理、质感取胜。造型硕大，
制作相当规 整，虽体表光素无纹，但打磨光润，使笔筒在通体深沉的熟褐
色中，内外状如牛毛的竹纤紊而不乱，节间根须点犹如玳瑁斑含蓄沉静，将
棕竹独特的自然肌理完美展现。其体型之巨，制作 风格浑朴大气，极为罕见。
加之体表裹有浓郁的包浆，顿使整器透出经年久玩的书斋气息。其 含蓄沉静、
温文尔雅，品相完美，堪称文房案头之重器。故宫博物院有类似棕竹笔筒，
但此器尺寸更大，洵为珍品。

Early Qing Dynasty Big Brush Holder of Lady Palm
H 23cm；D 26.5cm

RMB: 5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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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溪山行旅图笔筒

笔筒选料精良，背景是嶙峋的峭壁，突兀的巨岩，常青的松柏，一结队踏青人群，一路喧闹，
整幅画面，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极富生气。

Qing Dynasty Bamboo Brush Holder with the Carved Pattern of 
Traveling in Mountains

H 15.3cm；D 12.4cm

RMB: 150,000-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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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人物故事笔筒

此件笔筒以竹为材，色呈深栗，雕仕女，童子闲适坐于松下，另有一高士立于一旁，
神态洒脱闲适，寄情于山水之间，雕刻悠然畅达，刀法精道老辣。

Qing Dynasty Bamboo Brush Holder with Carved Personages

H 15cm；D 12.5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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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透雕西园雅集图竹笔筒

笔筒色泛深红，包浆滋润，全器采用透雕及陷地深刻西园雅集图，雕工随意洒脱，
人物刻画灵动俱神韵，颇有画意。西园雅集是宋代文人雅聚的盛会，这些文人雅士
或作画、或写诗、或题壁、或说经，为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题材。本器上展画之
李伯时、观画之仕女、题壁之米芾、论禅之圆通大师与刘巨济，错落散布在老松巨
岩间，皆雕琢细致生动。

Qing Dynasty Bamboo Brush Holder of Openwork Carving with 
Xi Yuan Ya Ji Picture

D 12 cm；H 14.5 cm

RMB: 18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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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胡术画黄花梨笔筒

款识：戊子年长夏为养致高作此雅玩，仙锄画。

胡术，清，字仙锄，浙江萧山人。工人物及花鸟。人物上窥陈洪绶，近接任渭长（熊），而背面美人，
风趣独绝。寓沪年余，为一时之雋。 

Qing Dynasty Brush Holder of Rose Wood with a Drawing by Hu Shu

Source

A former article for auction at CHRISTIE'S.

H 11.2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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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观音坐像

此观音用刀细腻而自然，髪缕丝丝密密，衣襟飘飘垂坠，且开脸
慈祥，包浆成琥珀色，饶有古意。

Qing Dynasty Bamboo Carved Sitting Kwan-yin 
Statue

H 15.5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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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仙人乘槎摆件

此件摆件取竹根随形制作，造型为一枯树形小舟，老者端坐于舟上，人物面目
祥和，形神各异。摆件整体造型别致，刀法流利，打磨精细，雕功简洁古朴。

Qing Dynasty Bamboo Carved Ornament Piece with the 
Pattern of a God Riding the Raft

12.4×24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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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檀嵌百宝盖盒一对连座

    所谓百宝嵌，就是在同一件器物上有选择性地镶嵌多种经过加工的珍贵
材料，从而达到突出构图主题和强化装饰效果的目的。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
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百宝嵌又名“周制”，采用珍珠、宝石、
象牙、玉石等各种珍贵材料作漆器镶嵌成图画。清宫中百宝嵌，除“造办处”
制造外，许多作品由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方官吏进贡，在当时，“百宝嵌”
器物是一种极为奢侈的消费用品。

    紫檀百宝嵌捧盒一对，盒为葵瓣形，木质优良，纹理清晰，周身雕夔龙
夔凤纹为饰，做工精美。盒盖顶用白玉、碧玉、红髓玉、松石、玛瑙等百宝
嵌文房清供图。整器用材考究，制作复杂，图案端庄典雅，寓意吉祥。捧盒
配一对木座，上雕夔龙、回纹及莲瓣纹，与盒身纹饰一一对应，使整件拍品
更显精雅典丽。

Qing Dynasty A Pair of Red Sandalwood Vases with an 
Inlaid Hamper of Treasures

盒：9.2×28×2cm；底座：12×26×3cm

RMB: 10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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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竹雕仙山楼阁山子
展览： “台湾鸿禧美术馆藏品系列展”，湖北省博物馆展出 ，

2008 年 12 月 2日至 2009 年 7月 31 日。

出版： 《物我关照—鸿禧美术馆藏雅趣品录》图71，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9 年。

    此竹雕山子，因形取势，繁中求简，刀法粗犷有力，因竹造势，
即成山石重峦叠嶂之感。楼阁俨然，景物极为丰富。整座山子气势
磅礴，布局殊妙，琢制有序，于寸天厘地间，万象具焉，令人目光
游走其间。刀法狂放不羁，亦不失于紊乱无章，线条峭拔爽劲，亦
不流于粗滥之弊，是十分难得案头摆设。

Qing Dynasty Bamboo carved fairyland mountains 
and buildings

Exhibition
"Collected Exhibits from Taiwan Hongxi Fine Arts Museum", exhibited by 
Hubei Museum, December 2nd 2008 to July 31st 2009.

303

Publ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Articles and Me -- Recorded List of Elegant and Joyful 
Articles from Hongxi Fine Arts Museum, picture 71,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9.
H:30cm

RMB: 350,000-500,000



















圖錄號

LOT NO.

上海明軒電話委托單

競買號牌

  5. 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以儘可能低的價格從事電話競買活動，成交價格不得高於表列所出價。

  6. 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對拍賣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電話競買不成功不承擔任何責任。

  7. 圖錄中標有“＊”符號的拍品恕不辦理出境手續。

  8. 請將本電話競買登記單郵寄或傳真至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棗陽路935號 郵編﹕200062 電話﹕(8621)52731170 傳真﹕(8621)52733201

公司帳戶：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招商銀行上海分行古北支行 
賬號﹕121910936610302

本人茲申請就以下編號拍品及價格進行電話競買，並承諾接受和履行下列條款：

  1. 競買人已詳細閱讀和理解並同意遵守《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規則》，尤其註意到拍賣人敘述其提供拍品的信息僅供參考，競買

人應對拍品認真查驗，自行判斷並決定是否願意承擔交易風險。拍賣人不保證拍品的真偽和品質，不承擔瑕疵的擔保責任。競買人同意按該規則中的各

項條款執行。如拍賣成交，按規定向明軒公司支付成交價款及成交價15%的傭金。

  2. 鑒於文物拍賣交易的特殊性，競買人承諾一旦參與競拍，即表示競買人已對所競買拍品現狀(包括其真偽、瑕疵)進行了認真的觀察、查驗，自行

決定以自己競拍價格對該拍品交易承擔全部商業與法律風險。一旦競拍成交，絕不以任何理由反悔要求退貨或拒付貨款。

  3. 競買人以電話方式競買的，應在拍賣日前三天向上海明軒國際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提供有關資信證明，辦妥電話競買的確認、登記和預交30萬保

證金等手續。以支票、匯款方式支付的，本公司按拍賣日前一天到賬為準，否則本公司恕不接受電話競買。

  4. 競買人填寫下列電話競買出價表時，必須填寫所有項目，包括拍品圖錄號、名稱、出價等，否則無效。如果兩人以上(包括兩人)出價相同，先申

報者優先購得拍品。本公司有權記錄電話競買內容。

出價 (人民幣元)拍品名稱

DESCRIPTION

競買人簽字：

SIGNATURE

2016年 月 日

註：此電話競買登記單復印有效。

The copy of this document is effective.

BIDDER’S NAME

(AS IT SHOULD APPEAR ON INVOICE) 發票上使用

2. 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ID/PASSPORT NO.)

3. 地址：(ADD)

4. 電話：(TEL) 傳真：(FAX)

5. 郵政編碼：(P.C)

6. 預交保證金(按拍賣人規定)：

GUARANTY MONEY(REGULATED BY AUCTION COMPANY)

7. 付款方式：(FORM OF PAYMENT)



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枣阳路 935 号
邮编：200062
电话：021-52731170

021-52731968
传真：021-52733201
网址：www.mxpm.net
邮箱：shmingxuan@mxpm.net

shmingx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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