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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世奎（1863-1942）
水墨纸本

榜书八言联

立轴

款识：昌黎为诗原本经传，仲长乐志呼吸精和。璧臣华世奎。
钤印：「臣华世奎」、「弼宸」
作者简介：华世奎 , 字启臣，号璧臣。汉族，天津“八大家”
之一。祖籍江苏无锡，后迁于天津。其书法走笔
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
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一米，苍
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
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
加苍劲挺拔。居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首。
RMB: 60,000-100,000

HUA SHIKUI 1863-1942
Eight-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UA SHIKU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58.5×66 cm×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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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水墨纸本

立轴

书法

一九四五年作

款识：曾 见文湖州寒林竹石卷，宋思陵题曰暮霭横看。
黄山谷郭大书于后，而王叔明作修竹远山。 亦称
湖州此卷笔力不在郭熙之下。养吾先生雅属，乙
酉六月吴湖帆。
钤印：「吴湖帆印」、「倩盦书印」
注：上 款人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
斋名岁寒堂，祖籍江苏武进，久居北京通州，与白
石老人交好。书画篆刻，吟咏鉴藏，以至装潢字画
碑帖等，无不精诣。精山水、松、竹石，尤善画竹。
有《论竹绝句》数十首，能道古人之秘；又著有《墨
竹述要》，已梓行。另《画竹人传》十二卷。
RMB: 无底价

WU HUFAN 1894-1968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45,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01×4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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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行书石田赋
水墨纸本

立轴

一九四九年作

款识：茫 茫仕隐不同风，进退维人自折衷。雁宕
村前梅雨里，低头畦菜是英雄。石田赋赠
杨君谦，己丑，吴湖帆。
钤印：「吴湖帆印」、「倩盦书印」
RMB: 无底价

WU HUFANU 1894-1968
Shi Tian Fu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HUFAN, dated 1949,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65×30.5cm.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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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释印光(1861-1940）
水墨纸本

镜片

行书“得无尽意”

一九三一年作

款识：得无尽意。辛未仲秋，释印光书时年七十。
钤印：「印光」、「宁为直折剑不作曲全钩」
作者简介：印光，近代著名高僧。陕西合阳人。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
继庐行者。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1881 年投终南山南五
台莲花洞寺出家。是距离今时最近的净土祖师。他一生以书
信解答学佛者的各种疑难杂问。于各宗的教理及各经要义，
都有精辟开示。有《印光法师文钞》、《净土决疑论》等著
作传世。
RMB: 无底价

SHI YINGUANG 1861-1940
“De Wu Jin Yi”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SHI YINGUANG, dated 193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6.5×68cm.

005

唐云（1910-1993）
行书五言联
水墨纸本

镜片

款识：但 喫肉边菜 , 何劳弦上音。钵水属，
老药。
钤印：「老药」
出版：《唐云精品集》P212，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1 年。
RMB: 无底价

TANG YUN 1910-1993
Five-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TANG YUN,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Special Collection Of Tang Yun, P212,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69×17.5cm.×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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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896-1963）
水墨纸本

立轴

篆书七言联

一九四三年作

题签：寒玉堂小篆七言联精者，储斋珍赏。
款识：盘飧市远无兼味,海鹤阶前鸣向人。癸未腊月，西山
逸士溥儒。
钤印：「溥儒之印」、「心畬翰墨」
RMB: 无底价

PU RU 1896-1963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Seal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RU, dated 1943,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6×27.5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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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念慈（1855-1905）
水墨洒金笺

镜片

楷书自作诗

一九〇〇年作

款识：虚度光阴兮俗眼茫茫，乾坤浩大兮各有行藏。至人寸诚兮不在色莊，大道
昭昭兮修之吉祥。清者自许兮坦然顿示，冰霜贞洁兮可比圭璋，白莲香远
兮名为君子，不染污泥兮岂得群芳，谁能识吾兮与之共醉，知音难觅兮于
我何方，宽人责己兮容化方寸，去短存长兮若弃如藏，境之未满兮唯富与
贵，不屑于此兮饥寒何妨，保函宇宙兮人天难测，志在优游兮万象在旁。
庚子九日道希集厂夏夕诸友相聚寒舍把酒歌秋，互为唱和，余作此拙诗言
志钞呈。愙斋公仁丈两政，屺怀费念慈敬上。
钤印：「屺怀」
注：上款人“愙斋”即吴大澂 (1835-1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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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江苏苏州 ) 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
书画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
作者简介：费念慈，清，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一作江阴人，
一作寄居苏州。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张之洞奏保经济特科。
在词馆，与文廷式江标齐名。泛滥百氏，精畴擅人术，金石目录之学，
冠绝一时。擅鉴赏，工书法，出入欧褚，兼通晋魏各碑。兼工山水，
疏秀妍雅，饶有金石气。卒年五十一。
RMB: 无底价

FEI NIANCI 1855-1905
Self-composed Poem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FEI NIANCI, dated 1900,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79.5×11cm.
007

008

008

翟云升（1776-1858）
水墨纸本

隶书斋名

横披

题识：知足知不足斋。文泉翟云升题。
钤印：「金石契」、「文泉」、「翟云升印」
作者简介：翟云升，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今莱州市)人。童生试时，著名诗人、莱州知府张问陶
(号船山)赏之，拔其为第一。道光二年(1822)进士，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
家。翟氏性情淡泊，无意仕途，专志治学，尤工隶书。其书以《孔庙》、《曹全》、
《乙瑛碑》、《礼器》等汉碑为渊源，师承桂馥隶书醇古朴茂、点画敦实、结构严谨
开朗之风绪，并兼学诸家之长，书风凝练厚重、大气磅礴，成名重一时的书坛大家。
翟云升与何绍基是好友，经常互通信函，切磋技艺。翟氏晚年作品中的金石气息，当
是受何绍基的影响。翟氏晚年声名日高，然潜心著述，不屈从世俗，以布衣终。
RMB: 60,000-80,000

ZHAI YUNSHENG 1776-1858
Inscription For Study Name in O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horizontal mounted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I YUNSHE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30×13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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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寿（清）
水墨纸本

隶书“小万卷楼”

横披

款识：小万卷楼。梦岩三兄属，陈鸿寿。
钤印：「陈鸿寿印」、「曼生」
鉴藏印：「苹寄轩主珍藏」、「筱舫珍赏」、「王家所藏」、「韵篁馆赏鉴图书」
藏家简介：严 信厚（1838-1907），原名经邦，字筱舫，号小长芦馆主人，浙江慈溪
人。官直隶候补道，赠内阁学士。以盐务起家，从事商业，成为东南巨商。任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被称为近代“宁波帮”企业家开山
祖。工书画，鉴藏碑版、书画颇多精品。
作者简介：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曼龚、曼公、恭寿、翼盦、胥溪渔隐、种榆仙吏、
种榆仙客、夹谷亭长、老曼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溧阳县、江南海
防同知。工诗文、书画，善制宜兴紫砂壶，人称其壶为曼生壶。书法长于行、
草、篆、隶诸体。篆刻师法秦汉玺印，旁涉丁敬、黄易等人，印文笔画方折，
用到大胆，自然随意，锋棱显露，古拙恣肆，苍茫浑厚。为西泠八家之一。
朱邦经曾用斋名“小万卷楼”。朱邦经，嘉兴人，字友鹤，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官国
子监学录，工篆。出仕十六载，迁国子监学录，后辞官，载书还居双溪，葺治旧庐，颜曰
“小万卷楼”。
RMB: 150,000-200,000

CHEN HONGSHOU Qing
“Xiao Wan Juan Lou” in O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horizontal mounted hanging scroll
signed CHEN HONGSHO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our collector’s seal
24.5×11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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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 (1915-2000)
水墨纸本

隶书《伴月堂》

镜片

款识: 伴月堂。九十年代。赖少其。（瓦当：汉并天下）
钤印：「老赖」、「铁石」
鉴藏印：「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
RMB: 30,000-50,000

LAI SHAOQI 1915-2000
Ban Yue Hall in O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LAI SHAOQ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3.5×6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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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鹤庆 (1766-?)
水墨纸本

书法“兜娄香室”

镜框

款识：兜娄香室。书堂先生属，鹤庆。
钤印：「顾鹤庆印」、「弢庵」、「江上书楼」
作者简介：顾鹤庆，清，字子馀，号弢庵。丹徒（今江苏
镇江）人。诸生。性潇洒，工诗文，善行草，
好饮。入都，馆庄亲王府。纵观名迹。宋人千
岩万壑，无一笔不简，元人枯竹瘦石，无一笔
不繁，鹤庆得之。尝作驿柳诗，属和者众。
因并善画柳，人称顾驿柳。诗有京江七子之
目。著《弢庵集》。道光十年（1830）作梅
竹图。
RMB: 30,000-40,000

GU HEQING Qing
“Dou Lou Xiang Shi” in Calligraph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GU HEQI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30×9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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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 (1915-2000) 隶书斋名
水墨纸本

横披

一九八〇年作

题识：难得清闲斋。田原道兄，庚申重九于金陵。赖少其书。
钤印：「赖少其印」、「书意」
注：上款田原（1925-2014），当代著名画家，原名潘有炜，别名饭
牛。祖籍江苏溧水，生于上海。擅长漫画、中国画。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中国记者协会、中国漫画家协会会
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东南大学、深圳大学教授、一级美术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RMB: 80,000-120,000

LAI SHAOQI 1915-2000
Inscription For Study Name in O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horizontal mounted hanging scroll
signed LAI SHAOQI, dated 1980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4×1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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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尔雅（1884-1954）
水墨洒金笺

篆书斋名

横披

题识：款红楼。般若子胥得节庵丈款红楼词稿，属写此额。邓尔疋。
钤印：「邓万岁」、「邓尔雅之鉨」
注：《款红楼词》为晚清梁鼎芬所著，般若子胥得其词稿，嘱邓尔雅为之题斋额名。梁鼎芬(18591919)晚清学者。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后应张之洞聘，主讲
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院。后任溥仪的毓庆宫行走。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
岭南近代四家"。
作者简介：邓尔雅，广东东莞人，生于江西。原名溥霖，后更名万岁，字季雨，号尔疋，尒疋、宠
恩，别署绿绮台主。壮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久居广州，晚年居香港。富收藏，擅金石考
订。与甥容庚、婿黄般若常切磋。善诗词，书法清新明快，画亦见功力，对文字训诂学
颇下功夫。篆刻宗法黄牧甫，印文融古籀和秦、汉、六朝文字于一体，刀法生辣犀利，
布局善虚实变化。
RMB: 60,000-70,000

DENG ERYA 1884-1954
Inscription For Study Name in Seal Script
ink on golden paper, horizontal mounted hanging scroll
signed DENG ERYA,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4.5×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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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1908-1997）
水墨纸本

镜框

行书“福乐园”

一九八一年作

款识：福乐园。一九八一年冬月，作人篆于北京。
钤印：「泾川吴氏」、「作人」
RMB: 80,000-120,000

WU ZUOREN 1908-1997
“Fu Le Yuan”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WU ZUOREN, dated 198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42×9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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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量（1884-1964）
水墨纸本

行书“精诚书屋”

镜片

款识：精诚书屋，无量。
RMB: 150,000-250,000

XIE WULIANG 1884-1964
“Jing Cheng Shu Wu”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XIE WULIANG
34.5×11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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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
水墨纸本 镜片

行书“严庄室”

款识：严庄室。余曾孙乞书斋额，游存老人。
钤印：「康有为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RMB: 200,000-300,000

KANG YOUWEI 1858-1927
“Yan Zhuang Shi”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KANG YOUWE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9.5×85.5cm.

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
论家。他於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
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对帖学一系
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
杀，终觉太过偏激。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
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
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就康
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
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
的体现，迥然异於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於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
生面处。至於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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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1858-1927） 行书
“为善最乐”
水墨纸本 镜框
款识：为善最乐。梦生属，康有为。
钤印：「康有为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编
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RMB: 200,000-300,000

KANG YOUWEI 1858-1927
Cursive handwriting “joy in benevolenc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KANG YOUWE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1×12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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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 － 1940）
水墨纸本

金文横披

镜片

题识：乐文史谢公卿。贞松罗振玉集殷栔遗文。
钤印：「振玉印信」、「特立独行」
RMB: 30,000-50,000

LUO ZHENYU 1866-1940
Horizontal Hanging Scroll of The Jin Languag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LUO ZHENY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1×13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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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1874-1916）
水墨绢本

行书“无我”横披

镜心

题识：无我。黄兴。
钤印：「克强」、「黄兴之印」
作者简介：黄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竞武，湖南长沙人。近
代民主革命家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
生的第一知交，时人以"孙黄"并称。黄兴书法以颜真
卿入手，上追魏碑，兼顾苏黄，功力深厚，气魄壮
伟。其流传题词常见“笃实”、“无我”，是其家训
及其革命理念。本幅雄健遒劲，气魄宏大，“无我”
见黄兴先生忘我无私，天下为公的精神境界。
RMB: 120,000-180,000

HUANG XING 1874-1916
“Wu Wo”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silk, mounted
signed HUANG XI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44.5×7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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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1912-2005）
草书临食鱼帖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
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
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七
日怀素藏真白。此帖书佳，文更佳，功数数临之，
此其一也，启功。
钤印：「启功之印」、「元伯」、「长庆」、「浮
光掠影之楼」
展览：“海峡两岸四老书画遗墨展”台北国父
纪念馆，2013 年 3 月 30 日—4 月 10 日。
出版：《海峡两岸四老书画联展选集》，文物
出版社，2013 年。
注：附《启功遗墨经眼录》证书复印件。
RMB: 400,000-600,000

QI GONG 1912-2005
Copying Shiyu Copybood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QI GONG,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Exhibition Of Works Of Four Senior Calligraphers
Across The Straits in Taipei Sun Yat Sen Memorial
Hall, March 30-April 10, 2013.
Publication
Selected Works By Four Senior Calligraphers Across
The Straits,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3.
129×6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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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1902－1990）
水墨纸本

镜片

书法

一九八二年作

款识：於玩世中恭谨作人，壬戌夏初，静农於龙坡。
钤印：「台静农印信」
RMB: 20,000-30,000

TAI JINGNONG 1902-1990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TAI JINGNONG, dated 1982,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47×19 cm.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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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 － 1983）致友人信
水墨纸本

镜片

款识：成武、蒨英仁弟左右：伦敦八日为时甚暂，而贤伉俪垂爱
弥深，中心铭刻，无以言报，愧怍万分！别后安抵瑞士，
山川秀发，水木明瑟，视之江南似堪媲美，惜无寺刹园亭
点缀耳。顷还巴黎，明日又有尼泗之行，原定卅一日飞
港，今又不得不改期矣，拟改四号，目录大小共十册，即
托子杰先生代寄，匆上，即叩俪安。七月廿五日爰顿首。
家松、通伯、芹荪诸公晤时乞代致侯。
钤印：「大千」
RMB: 30,000-5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Letter To Friend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ZHANG DAQIAN,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30×6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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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厂（1879-1960）书法娄寿碑
水墨纸本

立轴

一九三三年作

款识：温然而恭，慨然而义。善与人交，久而能敬。荣且溺於耦耕，
甘山林之杳蔼。癸酉孟夏之月，福厂王禔。
钤印：「王禔私印」、「福厂居士」、「琅邪郡」
RMB: 50,000-60,000

WANG FU'AN 1879-1960
Calligraphy: Lou Shou Stela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FU'AN, dated 1933,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29.5×3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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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仁（1743-1795）
水墨纸本

行书五言诗

镜片

题识：漫搜江湖句，翛然独会心，将家时未可，许国意方深，池
馆澄波曲，襟颜嘉树险，西陂烟景好，展卷得幽寻。渺渺蒹蒲
岸，萧萧水竹居，图中人自远，濠上兴何如，散帧从漂麦，临池
学种鱼，谢公邱壑佳，雅与世情疎，雪苑今词伯，平生分最亲，
朴活思老大，古意见绵津，水影漾已绿，烟条发更新，萧间有何
事，鱼鸟照风神。吉萝居士仁。
钤印：「仁」、「蒋山堂印」、「吉萝庵」、「横云山人」
说明：蒋仁，号山堂，吉罗居士，女床山民，“西泠八家”之
一。一生布衣，诗画兼工，行楷书称妙当时，彭绍升推为
当代第一。尤善治印，印风、刀法苍劲简古，篆法静穆洗
练，亦善刻竹与画山水，皆有逸趣。
RMB: 60,000-100,000

JIANG REN 1743-1795
Five-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JIANG REN,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93×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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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1864-1928）
水墨纸本

立轴

行书

一九二一年作

款识：陶 潜，少怀高尚，任真自得，著《五柳先生
传》，以自况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
白应束常见之。潜欢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
腰，解印去。辛酉年清和月，宋卿黎元洪。
钤印：「黎元洪」、「宋卿」
RMB: 60,000-100,000

LI YUANHONG 1864-1928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I YUANHONG, dated 192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2×6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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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秉绶（1754-1815）
水墨纸本

立轴

行书

一八一五年作

款识：凤凰不触纲，李杜不登榜。乙亥初秋。伊秉绶。
钤印：「默庵」
鉴藏印：「默庵」、「王闻善印」、「何昆玉印」、「海山仙馆珍藏书画」、「冕群过
眼」、「赵泰来鉴藏书画真迹鉨」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藏家简介：1.何昆玉（1828-1896）广东高要人，字伯瑜。清代篆刻家，篆刻师法秦汉，旁
及浙派，所作谨严浑厚，时出新意。尤擅模拓彝器，尝客山东潍县陈介祺家，
得见陈氏所藏古物，赏奇析疑，见闻日广，鉴别遂精。
2.潘仕成（1804-1873），字德畲、德舆，祖籍福建，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
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后继续经营盐务，以至洋
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他既经商又从政，
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
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他主持修
建的私人别墅－－海山仙馆，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潘仕成一生业绩
为普通商贾所难得、学者所不能、官员所莫及，是广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3.赵泰来，生于1954年，祖籍广东东莞，旅英华侨，是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
外曾孙，为著名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慈善家。为中华文化产业集团主席、
香港祖国杂志社社长。
4.王闻善（b.1932），广东中山人。1950年代中国香港知名画家王商一之子。
自幼学画于黄君璧先生，学书于溥心畬先生。现行医美国密西根州。其画工山
水、兰竹，书法则擅小楷、行草 。所作清雅秀逸，潇洒脱俗。
RMB: 150,000-200,000

YIN BINGSHOU 1754-1815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IN BINGSHOU, dated 1815,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six collector’s seals
85×4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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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秉绶（1754-1815）
水墨纸本

致谢兰生信札及诗文稿册

册页

款识：1.弟秉绶顿首。理甫先生太史。十二日。
2. 愚弟伊秉绶顿首上澧浦先生翰林阁下。
3. 愚弟伊秉绶顿首上澧浦先生太史阁下。初七日冲。
4. 秉绶白。
5. 秉绶白。
6. 题朱竹垞先生烟雨归耕小像。
7. 酬退菴孝廉次韵二首。
8. 宁化伊秉绶墨卿。
9.奉和粤秀禅房小坐。
钤印：「别来无恙」、「伊秉绶印」、「墨卿」、「墨卿」
题签：伊秉绶先生诗文稿精品。丙戌冬，欧初。钤印：[欧初]
注：1.本册为伊秉绶信札及诗文稿汇册。其中三通为致谢兰生信札。谢兰生（1760-1831），字
佩士，号澧浦、里甫、理道人，广东南海人，寓广州。嘉庆七年进士，羊城书院掌教。工
诗善画，诗学苏轼，画得吴镇、董其昌、王原祁等人法。第一通中所言“风满楼”即南海
叶梦龙所筑，为广东文人雅集的重要据点，宋湘、黎简、谢兰生、伊秉绶、张维屏等都是
叶梦龙家的常客，伊秉绶常由惠至广，以观风满楼庋藏。
2.欧初旧藏。欧初，广东中山人，解放战争时期江门五邑、粤中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解
放后曾任江会区军管会主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作者简介：伊秉绶(1754-1815)，字祖似，号墨卿，晚号默庵，清代书法家，福建汀州府宁化县
人，故人又称"伊汀州"。乾隆四十四年举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
擢员外郎。后升为扬州知府，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伊秉绶喜绘画、治印，
亦有诗集传世。工书，尤精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古格，使清季书法，放一异
彩。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
RMB: 150,000-200,000

YI BINGSHOU 1754-1815
Letters To Xie Lansheng And Poems And Prose Collection
ink on paper, album leaf
signed YI BINGSHOU,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尺寸不一

027

028

柳亚子（1887-1958）
水墨纸本

行书“曼殊诗”

立轴

款识：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寂清先生属书，亚子录曼殊句。
钤印：「柳亚子」、「不虚长寿」
作者简介：柳 亚子，江苏吴江人。清末，发起南社，倡导革
命，年二十即以诗文驰名海内，思想新颖，积极抨
击旧社会。书法狂草，自成一家。卒於北京。著作
丰富，散见报刊，尚未编辑成集。
RMB: 80,000-120,000

LIU YAZI 1887-1958
“Poem By Man Shu”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IU YAZ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1.5×31.5cm.
028

029

029

郑孝胥（1860-1938）
水墨纸本

临汉碑 四屏

立轴

款识：1.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经，贯究道度，无文不睹。于是国君备礼招请，濯冕题纲，杰立忠謇，
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风，乡党见归，察孝除郎、永昌长史、迁宕渠令。临汉樊敏碑。孝胥。
2.会孝顺皇帝西巡。以椽史召见。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质。诏拜郎中。迁常山长史。换
犍为府丞。君虽诎而就之，以顺时政。非其好也。乃翻然轻举。临汉沛相杨君碑。孝胥。
3.大守安国亭侯汝南袁逢，掌崋岳之主位，应古制修废起顿，闵其若兹，深达和民事神之义，精
通诚至礿祭之福，乃案经传所载，原本所由，铭勒斯石。临汉西岳华山庙碑。孝胥。
4.懿烈纯德，继踵相承。于来我君，亦邦之雄，兼才佰知。高朗令融。该览群纬，靡不究穷。初
仕郡为督邮，威德日隆。纠剔荷忒，抵拂顽詾。属城祗肃，千里折中。临汉张表碑。孝胥。
钤印：「苏戡长年」、「郑孝胥印」、「郑氏孝胥」、「[苏戡]」、「海藏楼」
RMB: 300,000-500,000

ZHENG XIAOXU 1860-1938
Copying Four Screens of Stela of The Han Dynast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ENG XIAOXU, and with five seals of the artist
139×35.5cm.×4

同一上款（编号 030-031）
THE SAME WITH THE ABOVE (LOTS 030-031)

030

周佛海（1897 － 1948）
水墨纸本

书法

立轴

款识：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
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録唐诗誌别，福田我兄
教正，周佛海。
钤印：「周佛海印」
注：本拍品与Lot31 汪兆铭 书法为同一上款。
RMB: 80,000-120,000

ZHOU FO HAI 1897-1948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OU FOHAI,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31×32.5 cm.
030

031

汪兆铭（1883 － 1944）
水墨纸本

书法

立轴

款识：梦回凉意入镫檠。向晓千家曳屐声。云脚四垂天
漠漠。独看新绿雨中明。福田先生雅正，癸未初
夏，汪兆铭。
钤印：「汪兆铭印」
RMB: 60,000-100,000

WANG ZHAOMING 1833-1944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ANG ZHAOMING,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31×31 cm.
031

032

张之洞（1837-1909）
水墨纸本

行书唐诗

镜框片

款识：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余观是联乃李太白登宣城北
楼诗。非六一居士句也。木下祭酒雅正，张之洞。
钤印：「张之洞印」、「孝达」
作者简介：张之洞，字香涛、孝达，号香岩、壶公，河北南
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探花。光绪末年官至军机
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为清末洋务派首脑之一。
RMB: 30,000-50,000

ZHANG ZHIDONG 1837-1909
Poem of Tang Dynasty in Running Scrip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ZHANG ZHIDO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62.5×26cm.
032

033

033

康有为（1858-1927）

致张绍曾信札一通一纸

封文：汉口河街熙泰昌号，张将军敬舆台启，愚园路游存庐。
释文：敬舆将军兄执事，别来忽忽累年，伏惟万福，庐山会议，仰兄宏规，仁言义声，
洋溢中外，顷奉惠书，备承谆切，以文电往复，不能尽意，今持派门人伍荘（前广东内
务司长今总统府顾问）走谒代陈，伍君才志沉毅闳远，阅事甚多，昔曾在冯华甫总统
幕，今在粤办事，具知两粤。一切望赐优接，且与密坐，尽其所言，想公吐振待士，必
能待之，敬请筹安，不宣。有为启。十日。再者，子玉巡阅神武而爱民，今日中国所论
命，特令伍君往谒代陈，望介绍于子玉巡阅，俾尽类言，不胜至希，为又启。
注：1.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直隶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课毕业。
1913年被袁任为绥远将军，时值外蒙叛乱，平定之；1922年任陆军总长，主张南
北议和，次年兼任内阁总理。直系倒黎后，到天津做寓公，1928年被刺杀。
2.冯华甫。即冯国璋，直系军阀。19171918年间曾代理大总统职。
1921年，张绍曾在庐山发起“国事会议”，主张全国议和，主张各省军阀解除兵
权，但未获成功。信中所说”庐山会议“即指此事件，信中向张绍曾介绍伍宪子，说到
其曾担任广东内务司司长（1912年）及在冯国璋幕下担任副总统府参议（1916年），
并希望张绍曾将伍再介绍于吴佩孚认识。《伍宪子传记》中记载：“民十一年，正月，
先生入京，任国务院参议，曾到洛阳，劝吴子玉（即吴佩孚）不可逼成直奉战争……惜
吴不信其言。”向吴佩孚介绍伍宪子，当正是为此事。
RMB: 60,000-100,000

KANG YOUWEI 1858-1927
Letter To Zhang Shaozeng
signed KANG YOUWEI
18×58.5cm

034

034

明拓张迁碑拓本
册页
题签：明拓张公方碑。梁退庵所藏。
钤印：「庄炎」
此册为《张迁碑》拓本，汉隶典范，历来为书家所推崇。据鉴藏章及题跋，可知本册先后由张廷济、梁章
钜、张仲璆等递藏。拓工精良，字口清晰，装潢考究。旧出自旧金山博物馆谢瑞华女士家旧藏。
鉴藏章：「张廷济印」、「梁章鉅」、「石琴斋」、「中璆」「借春华馆主人雅玩」、「张孝达读碑记」、
「庄炎在两粤所得」、「庄炎私印」、「庄炳汉审定金石文字」、「毗陵庄氏」、「万物过眼为我有」、「周
岸登」、「癸叔」、「今婴」
注：1.册尾有梁章钜题跋，称此本为张叔未（廷济）旧藏，后归于梁氏。张廷济(1768-1848)，号叔未，浙江
嘉兴新篁人。嘉庆三年(1798)解元，精金石考据之学，尤精鉴赏，收藏鼎彝、碑版及书、画甚多。梁章钜
(1775-1849)，字闳中，号茝邻，晚号退庵。曾任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
晚年从事诗文著作，一生共著诗文近70种。
2.册尾周岸登长跋称此本为“张叔未所藏，后归梁退庵，有南皮张孝达印识三”。周岸登(1872-1942)，字
道援，号癸叔，威远。光绪十八年19岁时经乡试中举人，自是蜚声士林。历任广西阳朔、苍梧两县知县，
1931年秋，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工于词曲，兼善诗赋。
3.册首有崔师贯题跋。崔师贯（1871-1941），字伯越、今婴，广东南海人。工诗词。汕头商业学校校长
及香港大学文科讲师。
RMB: 30,000-50,000

Zhang Qian Stela in Ming Rubbing
album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fourteeen collector’s seal
22.5×14.5 cm

034

035

035

郭沫若（1892-1978）
水墨纸本

拓片鉴定题跋

镜框

款识：此乃赝品，明帝乃谥号，岂得存世时便称明帝，妄甚！又
仲达盖假托为司马懿，署字而不署名，亦是漏洞。唐大明
宫内有金銮殿，魏时安得有此。一九六五年九月六日晨，
鼎堂。
RMB: 30,000-50,000

GUO MORUO 1892-1978
Appraisal Comment On Rubbing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GUO MORUO
34.5×20 cm.

036

036

董作宾（1895-1963）

精摹殷墟甲骨

签条：董彦堂先生精摹殷墟出土甲骨文字。
题识：
1.《周汉遗宝》图版四卜占龟甲兽骨片之一。
2.此为照像片，似缩小於原片之半或三之一。
3.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出版昭和七年七月，共收骨三，甲二，除此为真品外，余皆赝。
钤印：「董作宾」
出版：《周汉遗宝》图版四“卜占龟甲兽骨片”，1932年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出版。
注：本图描摹自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出版的《周汉遗宝》
图版四“卜占龟甲兽骨片”，注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附近出土，由东京中村不
折氏所藏。据董作宾先生意见，此页上五件甲骨片，除其描摹的本件之外，其
余皆为赝鼎。
RMB: 100,000-150,000

DONG ZUOBIN 1895-1963
Copying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signed DONG ZUOBIN ,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24.5×18.5 cm.

037

董作宾（1895-1963）

精摹殷墟甲骨册

签条：董彦堂先生精摹殷墟出土甲骨文字册。
钤印：「董作宾」
出版：《殷虚卜辞后编》，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1972年3月。
注：内收上世纪三十年代董作宾亲笔临摹殷墟出土甲骨文拓片10片，
有董作宾毛笔批注并钤印，装裱精美，保存完好。此10片甲骨
散见於加拿大詹姆斯·梅隆·明义士所著，许进雄编辑，1972
年3月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的《殷虚卜辞后编》中。《殷墟卜
辞后编》完成於1928年，收录甲骨2819片，拓印5份。明义士
（1885－1957）为著名汉学家，在早期甲骨文研究包括著录、
辨伪、缀合、校重、断代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
人。近代知名文史学者，考古学家。由於董作宾在甲骨文
研究方面贡献卓越，学界把他与罗振玉、王国维及郭沫若
合称“甲骨四堂”。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教授，期间受傅
斯年之邀，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去台，历
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等。
RMB: 120,000-200,000

DONG ZUOBIN 1895-1963
Dedicate bone inscription imitations from Yin relics
signed DONG ZUOBIN ,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26×9.5 cm.×1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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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1895-1963）

摹殷墟出土“武丁逐豕”骨版拓片

此件为董作宾先生所摹“武丁逐豕”骨版（共三个面）拓片并有其批注。原件为民国二十年
春在小屯发掘出土，在牛胛骨骨臼、骨面、骨背三处都刻有文字，是商王武丁盛世之物，董先生
将之归为早期骨版上卜辞的代表，是他“最欣赏的一块骨版”。原骨版出版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
拓本号3339、3340、3341。董先生此后并撰专文：殷墟出土一块“武丁逐豕”骨版的研究，刊
载于台湾《大陆杂志》第八卷第六期（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卅一日出版）。董作宾《骨臼刻辞
再考稿本》（发表于1954年《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期》）一文中，“骨臼刻辞一例”，依旧
以“武丁逐豕”骨版为例考释。1928至1934，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由他主编的
《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
13047片。而董先生唯独对此片骨版青眼有加。
出版：
1.《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拓本号3339、3340、3341。国立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初版。总编辑李济，编辑梁思永、董作宾，著作者董
作宾。
2.《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
五十年出版，总编辑李济，编辑董作宾等，著作人屈万里。
著录：
1.《殷墟出土一块“武丁逐豕”骨版的研究》，董作宾撰，台湾《大陆杂志》第八卷第六期（中华
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卅一日出版）。该期封面即为朱砂拓“武丁逐豕”骨版。
2.《骨臼刻辞再考稿本》，董作宾撰，发表于1954年《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期》。
1948年，董作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
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
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该校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0年，他
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发表《武王伐纣年月日
考》一文。1951年后，先后编著出版了《西周年历谱》和《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
作，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教授。
RMB: 80,000-120,000

DONG ZUOBIN 1895-1963
Copying Bone Rubbings of “Wu Ding Zhu Shi” Unearthed From The Ruins of
The Shang Dynasty
27×17.5 cm.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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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1895-1963）
册（两册）

摹殷墟甲骨文字

与董作宾一同从事安阳殷墟发掘和研究著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
如说：“董先生认为研究甲骨，摹写石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先用玻
璃纸蒙在拓片上，钩出轮廓，再与原版引骨照对着摹其上卜辞。
董先生觉得对着原版甲骨摹写一遍，才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董
先生能精於甲骨文书法，这个摹写的工作的确又给他一个训练的机
会。”

他编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
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
继续研究殷代历法。1931年后，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
历》。1945年又编著出版《殷历谱》，被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RMB: 100,000-150,000

1928年董作宾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
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从1928年董作
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
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著。他最早提出
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
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
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
学大师。

DONG ZUOBIN 1895-1963
Collections of Copying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2
Volumes)
signed DONG ZUOBIN
19.5×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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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

与张其昀往来信札

一、张其昀致钱穆信函原稿及两封电稿
宾四吾兄大鉴：兹寄上刘光义君所著《庄子析义》一稿，敬请惠赐审
阅，此稿内容如何，并祈示知为荷耑颂撰绥。附稿乙册。弟张其昀，
敬启，五月二日。
二、钱穆致张其昀复函原稿
晓峰吾兄大鉴：寄来刘光义《庄子析义》一稿已通体看过。作者似於
国学尚乏根柢。历来注庄者，刘君於郭象外，仅举郭庆藩、王先谦两
种，并於此三书似亦无深入之功。因此，於外杂篇仅指出让王、说
剑、盗跖、渔父之伪。此外又举天道、列御寇、天下三篇，不知如骈
拇、胠箧诸篇，昔人辨其伪者，已见於王书矣。作者於近代人治庄所
得及近人所指出之许多问题，亦未注意。故全书陈义，皆嫌单薄不深
入，除稍稍称引淮南外，於古今人治庄之说，不论训诂考据义理，均
少称引。其自所阐述，亦嫌浅肤，既不能汇通庄周并时诸子，以资发
挥，亦不能汇通西方哲理，有所开陈。似作者於庄书尚不能发见问
题，只是随文摭拾，就浅识近见为之分类而已。全书实无可取。特此
奉复，顺侯近祺。弟钱穆拜启。五月廿日。刘君原稿另邮寄回。
（三）钱穆致张其昀复函信封，邮戳日期为26May1957

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
第一任校长。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
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2.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著名史学家、地学家及教育家。曾任
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要
职，亦为中国文化大学之创办人。
3.钱穆为近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其论著多有发
表，然民间所存其亲笔信札稿件并不多见。钱穆与张其昀私
交甚笃，抗战时期张其昀主办《思想与时代》杂志，钱穆在
该杂志上写文多多。后来钱穆赴香港办学，即是受张其昀邀
请。此信函写於1957年5月，张其昀时在台湾任职教育部部
长，钱穆则任职香港新亚书院校长。
RMB: 40,000-50,000

QIAN MU 1895-1990
Letters With Zhang Qiyun
24.5×9.5 cm.

注：
1.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
人，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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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1907-1969）

行书十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1951 年作
款识：响彻铜琶千古大江东去，吹残铁笛一声孤鹤南飞。至谓钟
不草而使转纵横。此语并传尽真法。盖端庄平直，真势也；
古人一点一画皆使锋转笔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处乃用
使转。纵横者，无处不达之谓也。盘纡跳荡，草势也；古
人一牵一连笔皆旋转，正心着纸，无一黍米倒塌处。狼藉
者，触目悉是谓也。草法不传，实由真法之不传。真草同
源，只是运指换笔。真则人人共习，而习焉不察；草则习
之者少，故谓草法不传耳。然草书部份亦是一大事。今始
凿出一线天。辛卯春，复翁白蕉。
钤印：「云间白蕉之印」
RMB: 60,000-100,000

BAI JIAO 1907-1969
T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BAI JIAO,dated 1951,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76.5×27 cm×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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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1894-1968）
水墨洒金

行书十言联

镜片

款识：望两岸群峰烟岚凝翠重，倚一枝寒月风幕卷金泥。容舫
仁兄雅正，吴湖帆。
钤印：「吴湖帆印」、「倩盦画印」
RMB: 300,000-500,000

WU HUFAN 1894-1968
T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WU HUF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07×21.5cm.×2
042

上海朵云轩监制印章
043

康有为（1858-1927）
水墨洒金笺

行书龙门对

立轴

款识：士行雷雨梦飞天，八州都督人同羡。太公子孙必复
始，四十登坛众所尊。抚万仁兄巡阅四十寿大庆，愚
弟康有为拜祝。
钤印：「康有为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
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注：1.“抚万仁兄”或为张扶万（1867－1943），名鹏
一，字扶万，号一叟、壹翁、在山草堂主人等，以字
行。陕西省富平县人。早年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后
乡试中举，进京参加会试，积极参与康有为的“保国
会”。变法失败后，返归故里，创办文昌学校。曾任北
京中国银行秘书长，任陕西省吏治研究所所长和陕西省
通志局分纂。著有《颜孝学考》《阿母河记》《唐代日
本人来往长安考》《苻秦疆域志补正》等。
2.地杆盖有上海朵云轩监制印章。
RMB: 300,000-500,000

KANG YOUWEI 1858-1927
Longmen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KANG YOUWE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00.5×42.5 cm.×2
043

044

梁启超（1873-1929）
水墨纸本

行书七言联

对联

题识：自埽竹根培老节，漫烧石鼎试新茶。梁启超。
钤印：「梁启超」、「任公」
注：此联为集句联，上句出自黄庭坚《寄题安福李令爱竹
堂》：“小僧知令不凡材，自扫竹根培老节。富贵于我如
浮云，安可一日无此君。”下句出自戴昺《赏茶》：“自
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
黄蜂报晚衙。”梁任公晚年于政治上并不得志，一腔报国
之情无从寄托，在家闲居时便多集古人诗词为联，“借他
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把自己平日里种种情怀感触通过
这种风雅的文人游戏表达出来。此联词藻既美，书法亦
佳，有金石味而兼书卷气，是梁任公学养的完美诠释。
RMB: 300,000-400,000

LIANG QICHAO 1873-1929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couplet
signed LIANG QICHA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
134×31.5 cm.×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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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

行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风轮晓长春筍节，石鼐香浮北焙茶。左宗棠。
钤印：「青宫太保愙靖矦」、「大学士章」
RMB: 200,000-300,000

ZUO ZONGTANG 1812-1885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UO ZONGTA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76.5×35cm×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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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1895-1963）
朱砂纸本

立轴

甲骨文十四言联

一九五四年作

款识：时事多艰，安问饮食衣服宫室车马；游观自乐，乃有山川
草木鸟兽虫鱼。庆育先生正字，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元月九
日，董作宾书。
钤印：「董作宾」、「彦堂长寿」、「平庐」
注：上款“庆育”即胡庆育（1905-1970），广东三水人，自燕
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49 年赴台，曾任
外交部次长、驻阿根廷大使，退休后执教于台湾清华大学、
交通大学，擅诗词，著《法学通论》、《庆育吟草》等，与
张大千、胡适、林语堂等时有唱和。此联乃董作宾专为胡庆
育辑，自写克难时期心境，与之共勉，另有小稿存世。
RMB: 150,000-200,000

DONG ZUOBIN 1895-1963
Fourteen-character Couple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DONG ZUOBIN, dated 1954,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12.5×19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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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十二言龙门对
水墨纸本

立轴

一九六一年作

盒盖题签：于右任先生墨宝。
盒内题签：子卿金泽，敬观题匣。
钤印：「仲厚印信」、「子卿」
款识：心地无风涛，随在皆青山绿树。性
天有化育，触处都鱼跃鸢飞。涤予
先生正，于右任五十年。
钤印：「右任」
鉴藏印：「 芳庭」、「吕再沾」、「德门
吕氏所藏」
RMB: 150,000-200,000

YU YOUREN 1879-1964
Twelve-character Couplet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U YOUREN, dated 1961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hree collector's seals
134.5×33 cm.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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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十一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春林先生，于右任。
钤印：「右任」
RMB: 80,000-120,000

YU YOUREN 1879-1964
El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Cursive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U YOUREN,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57×28.5cm×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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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1753-1818）
篆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题签：孙星衍先生对联一对，问陶珍藏。
款识：草舍常安总是春，一家长有欢乐色。延陵
孙星衍。
钤印：「星衍印」、「孙氏伯渊」
出版：《清朝篆隶名品展图录》第30页，谦慎
书道会，1998年。
注：小林斗庵旧藏（15年嘉德四季备注，未找
到证明）。张问陶题签。张问陶（1764－
1814），字仲冶，号船山、药庵退守，又
自号蜀山老猿、老船，四川遂宁人。乾隆
五十五年进士。授检讨，改御史，再改吏部
郎中，出知山东莱州府。以忤上官，称病去
职。卒於苏州。诗称一代名家，沈郁空灵，
能自出新意。亦工画。著有《船山诗草》。
作者简介：孙星衍，字伯渊，一字季逑，号渊
如。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
隆五十二年榜眼，嘉庆十年授山东登
青莱道。最精诗文，名著海外，与洪
亮吉齐名，称孙洪。深究经史文字音
训之学，精研金石碑版，工篆、隶、
刻印，尤善篆隶。校刻古书最精。著
有《平津馆读碑记》、《寰宇访碑
录》、《续古文苑》、《尚书今古文
注疏》、《周易集解》等。
RMB: 30,000-50,000

SUN XINGYAN 1753-1818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Seal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SUN XINGYAN, and with twe seals of the artist

049

Publication
Catalog Of Works in Seal And Official Script in Qing
Dynasty, Page 30, Qianshen Book Association, 1998.
157×37.5 cm.×2

050

陈介琪（1813-1884）篆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款识：传家各自闻诗礼，寿骨遥知是弟兄。煦庭八弟
正之，簠斋兄介祺。
钤印：[海滨病史]、[簠斋]
鉴藏印：[宗元印信] [复堪珍藏]
注：罗复堪旧藏。罗复堪（1873-1954）名惇。广东
顺德人。康有为弟子，善书法，尤以章草驰誉于
世。民国初年在财政部泉币司供职，铸有袁世凯
头像的银币“壹圆”二字即出其手笔。新中国成
立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擅长章草。著有《三山
簃诗存》、《三山簃学诗浅说》、《书法论略》
等。
作者简介：陈 介 祺 ， 中 国 清 代 金 石 学 家 。 字 寿 卿 ，
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陶父。山
东潍县(今山东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
（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RMB: 80,000-120,000

CHEN JIEQI 1813-1884
Seven-character Couplet in Seal Script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CHEN JIEQ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136.5×30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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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逸士书画专题（编号051-058）
WELL PAINTINGS OF PU RU（LOTS 051-058）

051

051

溥儒（1896-1963）
水墨花笺

楷书五言联

对联

题识：丛鞠生秋色，寒梅发晚姿。溥儒。
钤印：「溥儒之印」、「心畬翰墨」
注：对联用纸为溥心畬寒玉堂定製团龙纹花笺。
RMB: 180,000-250,000

PU RU 1896-1963
Five-character Couplet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couplet
signed PU R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06×32.5 cm.×2

052

溥儒（1896-1963）
水墨花笺

立轴

楷书十一言联

一九四五年作

款识：晓 日寒苇雪笼琼苑梅花寿，远渚暖柳净扫瓢泉竹树阴。乙
酉新春书旧作十一字联句祈福辟邪以为用也。靖秋嘱书，
西山逸士溥儒时客海上驿馆。
钤印：「溥儒之印」、「心畬」
展览：“融古开今-京津绘画对话展”，天津美术馆：2014年4月
19日-24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14年5月25日-30日。
注：靖秋女史为雪斋亲妹，身处王府深闺，又常自隐抑，故画名
不彰。《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八卷之《书画揽胜》收录清
宗室一百四十多名书画家，也不录其名。女史擅绘蛱蝶，然
市面流传极少。此联溥儒以工楷书长联于宫笺之上，因上款
人特殊而用心备至，满纸雍容气度，不能以等闲书联视之。
RMB: 350,000-500,000

PU RU 1896-1963
11-character couplet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golde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RU, dated 1945,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From Ancient to the Present---Beijing-Tianjin Drawing Dialogue
Exhibition", Tianjin Art Museum, April 19-24, 2014; Poly Art Museum: May
25-30, 2014
93×15.5cm.×2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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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896-1963）
水墨纸本

书画三珍

镜片

款识：1.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
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
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
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心畬。
2.乌道穿云尽，川舟引峡长，还必杜陵家，
五月下曜塘。越光先生正，心畬。
3.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
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昔与内子墨云
游采石矶望牛渚，豋太白酒楼，不敢题诗
而去，遂作此图。心畬。
钤印：「 竹 素 」 、 「 溥 儒 之 印 」 、 「 溥 儒 」 、
「竹素」、「溥儒之印」、「飞鸿」
RMB: 180,000-250,000

PU RU 1896-1963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PU RU,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尺寸不一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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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896-1963）
水墨纸本

立马图

立轴

款识：龙驹春月窟，万里入秦关，带月衔洮水，惊沙起黑山。心畬。
钤印：「溥儒」、「羲皇人」、「玉壶」
RMB: 150,000-200,000

PU RU 1896-1963
Picture of Standing Horse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RU, and with threee seals of the artist
88×28 cm.
054

055

055

溥儒（1896-1963）
水墨纸本

镜片

楷书龙门对

一九五八年作

款识：与古为徒，学阮籍狂嵇康懒伯伦醉襄阳癫虎头痴士龙笑灌夫骂云林迂平子愁相如怒处杜老高
歌唐衢痛哭东方谐谑淳于滑稽，兴往文情来入世何妨作游戏。是乡足乐，得彩鸾书飞燕舞仲
姬画寿阳妆西施颦婕妤怨宝儿憨太真艳红线侠翰云禅及文君放诞樊嬺悲唬道韫清谈丽华善
记，珠环翠绕还此讵生再羡神山。戊戌年小阳春，西山逸士溥儒书。
钤印：「溥儒」、「心畬」
RMB: 80,000-90,000

PU RU 1896-1963
Longmen Couplet in Regular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PU RU, dated 1958,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7×6cm.×2

056

056

溥儒（1896-1963）
水墨纸本

乞食一饱歌逍遥

镜片

款识：乞食一饱当歌，逍遥其乐如何。只可相怜共病，胡为同室操戈。心畬。
钤印：「旧王孙」、「溥儒」、「墨戏」
RMB: 200,000-300,000

PU RU 1896-1963
A Full Man Seeks Spiritual Satisfaction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PU RU,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56.5×28.5cm.

057

057

溥儒（1896-1963）
设色纸本

江林秋光

镜片

款识：江上千迭山，林中一片雨，何处弄扁舟，秋光澹如许。心畬。
钤印：「竹素」、「旧王孙」、「心畬」
RMB: 200,000-300,000

PU RU 1896-1963
Autumn Sight of River Fores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PU RU,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8×95cm.

058

溥儒（1896-1963）
设色纸本

立轴

湖上秋色

一九四七年作

款识：平林过雨暮烟收，十里蘼芜带白鸥。野水闲云尘外景，远山疎树画
中秋。丁亥夏月用杨升没骨法大意写湖上秋色。心畬画并记。
钤印：「溥儒」、「心畬」、「省心斋」
出版：《近现代书画精品集（一）》P133，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
注：朵云轩旧藏。有旧标
RMB: 300,000-500,000

PU RU 1896-1963
Autumn Sight on The Lak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RU, dated 1947,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1. Collection Of Moder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I), P133, Xiling Yinshe
Publishing House, 2011. 2. To be provided by the entrusting party.
108×31.5cm.
058

059

059

关良（1900-1986）
设色纸本

镜片

大闹天宫

一九七六年作

款识：丙辰冬为乾惠仁棣画，孙悟空大闹天宫图，良公。
钤印：「关良」、「神似」
出版：《艺术巨匠关良》P141，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
RMB: 250,000-30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Havoc in Heave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dated 1976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0×37cm.
Publication
Guan Liang, An Art Master, P141,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3.

060

060

关良（1900-1986）
设色纸本

镜片

三打白骨精

一九七七年作

款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德坤先生正之，丁巳初夏，关良。
钤印：「关良七十以后作」
鉴藏印：「常」、「宗豪」
展览：“ 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关良先生115周年诞辰特展”，
上海龙美术馆，2015年5月16日-7月26日。
出版：《 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关良先生115周年诞辰特展》
P166,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注：上款人郑德坤（1907-2001），著名考古学家。1907年5月6
日出生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执教于
厦门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藏家简介：常宗豪，号恕斋，1937年生，山东牟平人。1978年起
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着有《灵巫与九歌》、
《唐五代词讲义》、《九歌新论》等。

RMB: 200,000-30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Three Times’ Beating Monster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dated 1977,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s
Exhibition
“ Absorp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eign Arts Produces Unique Romantic
Charm: Special Exhibition in Memory Of Mr. Guan Liang’s 115Th Birthday”,
Shanghai Long Museum, May 16-July 26, 2015.
Publication
Absorp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eign Arts Produces Unique Romantic
Charm: Special Exhibition in Memory Of Mr. Guan Liang’s 115Th Birthday,
P166, Shanghai Long Museum,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May, 2015.
47.5×36.5cm.

061

061

关良 (1900-1986)

京剧人物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七九年作
题识：一鱼先生亦圆女士存念，己未，番禺关良画。
钤印：[关良]
RMB: 100,000-15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Figures in Peking Opera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dated 1979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65×43.5 cm.

062

062

关良（1900-1986）
人物
设色纸本

镜片

戏剧

一九七八年作

款识：戊午初秋。关良写。
钤印：「关良」、「神似」、「七十九后作」
展览：1.“2013 中国戏曲人物画年展作品
集”，朱屺瞻艺术馆，2013 年 9
月 18 日 -10 月 13 日。
2.“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关良先
生 115 周年诞辰特展”，上海龙
美术馆，2015 年 5 月 16 日 -7 月
26 日。"
出版：1.《艺术巨匠 关良》P211，河北教
育出版社，2013 年。
2.《2013 中国戏曲人物画年展作品
集》P11，朱屺瞻艺术馆出版，2013 年。
3.《墨笔有戏》P96-97，河北教育
出版社，2014 年。
4.《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关良先
生 115 周年诞辰特展》P78, 上海书画出版
社，2015 年。
来源：原香港苏富比拍品。
RMB: 600,000-80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Dramatic Character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dated 1977, and with
three seal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1 . “ Co l l e c t i o n O f Wo r k s At T h e A n n u a l
Exhibition Of 2013 Chinese Dramatic Characters
Paintings”, Zhu Qizhan Art Museum, September
18-October 13, 2013.
2. “Absorp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eign Arts
Produces Unique Romantic Charm: Special
Exhibition in Memory Of Mr. Guan Liang’s 115Th
Birthday”, Shanghai Long Museum, May 16-July
26, 2015.
Publication
1. Guan Liang, An Art Master, P211,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3.
2. Collection Of Works At The Annual Exhibition
Of 2013 Chinese Dramatic Characters Paintings,
P11, Published By Zhu Qizhan Art Museum,
2013.
3. Play in ink, P96-97,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4.
4. Absorp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eign Arts
Produces Unique Romantic
Recharm
Special Exhibition in Memory Of Mr. Guan
Liang’s 115Th Birthday, P78, Shanghai Long
Museum,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15.
39.5×90cm.

063

063

关良（1900-1986）
设色纸本

进士及第

立轴

款识：关良。
钤印：「番禺关良」、「日轩」
RMB: 100,000-20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Passing a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ien Si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68.5×67.5 cm.

064

064

关良（1900-1986）闹桃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七八年作

题签：关良先生闹桃真迹，甲午年冬月无忌题签并记。
钤印：「敬礼」
款识：闹桃。戊午大寒，关良画。
钤印：「关良」、「七十九后作」
RMB: 60,000-10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Playing with Peach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GUAN LIANG, dated 1978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46×34.5 cm.

迈往熔今 顾盼骋怀——大师作品专题（编号065-077）
WELL PAINTINGS OF GREAT ARTISTS（LOTS 065-077）

065

齐白石（1864-1957）
水墨纸本

鱼虾同乐图

立轴

题签：齐 白 石 写 生 净 墨 鱼 虾 图 神 品 。 求 是 山 人 题 。 钤 印 ： 「 陈 风
子」、「霍氏宗杰鉴藏」
题识：借山老人齐璜喜北地天气晴和，晨兴挥毫。
钤印：「齐大」
鉴藏章：「宗杰欣赏」
出版：1.《齐白石全集》第五卷·绘画，图216.
2.《齐白石画海外藏珍》，图51，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1994。
注：陈风子(1912-2008)，别号求是山人、迎风道人，浙江杭州人。书
法家、篆刻家、鉴藏家。早年在杭州西泠印社学习刻印，书法与
金石享有盛名。1975年移居加拿大。喜收藏鉴定，尤对齐白石作
品有深入研究，常见齐白石精品有其鉴题。
RMB: 1,000,000-1,500,000

QI BAISHI 1864-1957
Joy of fish and shrimp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QI BAISHI,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 seal
89×40.5cm.

065

★ 066

于非闇（1888-1959）
设色纸本

镜框

富贵蜂拥

一九四八年作

款识：胡家红牡丹，自北宋即见著录，故都近三十年始有，无高枝老干。戊子仲冬，玉山砚斋写记。
非闇于照。
钤印：「于照印」、「非厂」
出版：1.《中国近代绘画》民初篇，图版39，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3月。
2.《雕青嵌绿·清逸絶伦》刊于〈大观〉月刊第七期P33，台北，雅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0年。
3.《中国近现代绘画丛刊 ─ 于非闇》图版58，台北，雅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
来源：原香港苏富比拍品。
于非闇爱写牡丹，一九四八年笔下所出甚丰，皆名品，如「墨洒金」、「墨魁」、「朱砂红」、
「昆山夜光」、「胡家红」等。于非闇写牡丹掺以春之花，夏之叶，秋之干；夏叶繁茂，秋枝遒劲，
最能衬托春花娇艳富贵。本幅中牡丹盛开，中心一朵正面朝观画者，稍远者对空怒放，色粉嫩而姿婀
娜，引得蜂蝶俱来，二十世纪写工笔牡丹者，无出其右耳！
于非闇一九四六年曾作〈花卉草虫〉四屏，每帧以若干细小草虫搭配各季花卉，但如本幅同时绘
制墨蝶、蜻蜓、九蜂、蚂蚱数种画家常画昆虫者，则极为罕见，可谓富贵之余，一堂生机。细观画中
昆虫，蜜蜂先用纯藤黄画颈位密毛，头、腹先用淡墨示其大概，再加墨写头部及口器，复用浓墨点画
眼睛及蜂身，最绝妙处在用赭石画出翅膀后，以淡墨于翅上添画纹路，最终加六足，飞、立、正、侧
姿，跃然纸上。其余如蚱蜢触角之股节、后腿之毛涩，蜻蜓、蝴蝶之细节无一不清晰呈现，画家察物
之精微实令人叹服。
画中所钤象型「非厂」朱文印，录于印谱，鲜见钤于作品上，本幅属稀有之例证。
RMB: 3,800,000-5,000,000

YU FEI'AN 1888-1959
Wealth and honor of the whole famil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with framed
signed YU FEI'AN, dated 1948,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1. China Modern Painting, early 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late 39, Taipei, Hanguang Culture Holdings Co.,
Ltd., March 1991.
2. Green Carving and Decoration · Extraordinary Refreshed and Clear, Daguan monthly, issue 7, page 33, Taipei,
Yamo Culture Holdings Co., Ltd., 2010.
3. China Modern Painting Collection -- Yu Feian, plate 58, Taipei, Yamo Culture Holdings Co., Ltd., 2010.
SOURCE
Previous auction from Hong Kong Sotheby's.
84×49.3cm.

066

067

张大千（1899-1983）
设色洒金

红叶小鸟

立轴

款识：秋思婆娑近已疏，乍寒况是夕阳余。两三如醉霜前叶，得
似坡公觅酒初。大千居士爰。
钤印：「张爰之印」、「大千」
鉴藏印：「庆辅草堂」
RMB: 700,000-90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Red Leaf and Little Bird
ink and color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G DAQI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107.5×40.5cm.

067

068

张大千（1899-1983）
水墨纸本

立轴

苏长公行吟图

一九四〇年作

款识：苏 长公行吟图。庚辰夏六月写此赠寿民世讲，愿吾寿民它曰学成，如
长公之为吾蜀光也。爰。
钤印：「张爰」、「爰居士」、「青城客」、「三千大千」
展览：“海上升明月-海上画派精品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5月。
出版：1.《新金陵与海上名家精品集》图148，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
2.《江左风流：十四至二十世纪的江南绘画》P400-401,上海书画出版
社，2013年。
RMB: 600,000-80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Su Changgong on a Journe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ZHANG DAQIAN, dated 1940,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Rising moon on the sea: Exhibition of Hipile Paintings”, Poly Art Museum, May 2010.
PUBLICATION
1. Collection of New Jinling and Hipile Masters, No. 148 painting, Poly Art Museum,
2010.
2. Celebrities in Jiangnan: Jiangnan Paintings in the Four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P400-401,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13.
152.5×41 cm.

068

069

069

吴冠中（1919-2010）
设色纸本

镜框

江南抹尽旧画图

一九九一年作

款识：江南抹尽旧画图，游子多情梦未苏。一九九一，吴冠中。
钤印：「茶」、「九十年代」、「冠中写生」
展览：“年年璀璨——吴冠中画展”，北京深巷画廊，2008 年。
出版：《年年璀璨——吴冠中画展》p56，北京深巷画廊，2008 年。
RMB: 1,000,000-1,500,000

WU GUANZHONG 1919-2010
Jiangnan Beautiful Scener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WU GUANZHONG, dated 1991,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Brilliance year by year: Exhibition of Wu Guanzhong’s Paintings”, Beijing Shenxiang Gallery, 2008.
PUBLICATION
Brilliance Year by Year: Exhibition of Wu Guanzhong’s Paintings, P56, Beijing Shenxiang Gallery, 2008.
67.5×46.5cm.

070

070

陆俨少（1909-1993）
设色纸本

井冈山硃砂冲哨口

立轴

款识：井冈山硃砂冲哨口，陆俨少写于上海就新居。
钤印：「陆俨少印」、「穆如馆」
出版：《浙江四大家（四）》P235-236,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年。
RMB: 600,000-800,000

LU YANSHAO 1909-1993
Lookout Post at Zhusha Chong, Jinggangsha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ANSHA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Four Masters of Zhejiang (IV), P235-236, Xiling Yinshe Publishing House, 2013.
139×68.5cm.

071

陆俨少（1909-1993）
设色纸本

立轴

重湖叠巘

一九七八年作

款识：重湖叠巘清嘉。写辛稼轩词意。一九七八年九月，陆俨少于春申浦上。
钤印：「陆印」、「俨少」、「嘉定」、「戊午岁七十」、「俨少长寿」
展览：“海上绘画”，上海世博园中国馆，2011 年 11 月 25 － 27 日。
出版：1.《海上绘画》P227，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2.《陆俨少画集续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 年，
3.《陆俨少山水画集》P56，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 年。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
归去凤池夸。
“重湖叠巘清嘉”中“重湖”是指西湖中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
“叠
山”是指灵隐山、南屏山、慧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以“清嘉”二字概括湖山之美。
一幅绝美的画面被这聊聊六字悠然道出。
陆俨少这幅以“重湖叠巘清嘉”为题的画作，完美的诠释了词中所述杭州湖山之
美景，落笔线条疏秀流畅，留白成云，勾勒成水，云水间烟波浩渺，变化无穷，使人
不敢相信世间真存如此一人间仙境。
RMB: 800,000-1,100,000

LU YANSHAO 1909-1993
Lake and Mountain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ANSHAO, dated 1978, and with five seals of the artist
ExhIBITION
“Hipile Paintings”, Shanghai Expo China Venue, November 25-27, 2011.
PUBLICATION
1. Hipile Paintings, P227,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November 2011.
2. Collection of Lu Yanshao’s Paintings (Continued),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10.
3. Collection of Lu Yanshao’s Landscapes, P56,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2016.
95.5×44.5cm.

071

072

黄宾虹（1865-1955）
水墨纸本

册页

新安江山八景

一九二七年作

题识：1. 云气英英迭翠浓。晓来坐我数株松。连番风雨惊秋梦。怕有潮声起蛰龙。朴存
2. 簇簇新蒲长紫茸。湿云初饮雨微蒙。溪波十里湘汶细。贴岸轻帆扬晚风。朴存
3. 几日秋阴放嫩晴。溪流添涨趋舟行。归云喜见遥山色。下漱惊喧骤雨声。朴存
4. 小楼兀兀面层岑。几曲晴川西日沉。欲寄丹青难着笔。就将明月夜鸣禽（琹）。朴存
5. 连江雨气初沉白。隔坞山容未断青。却为吹云风力劲。轻阴眴忽度茅亭。朴存
6. 山轿回环入翠岚。野香石间见丛兰。露芽折向日亭午。时引一蜂随往还。朴存
7. 向晚舟回枫树林。漏天碎影日西沉。萧疎衬出丹黄叶。一片轻霞落水浔。朴存
8. 松杉落落树旌幢。沙岸波平系小艭。万籁不喧清昼永。出林遥听寺钟撞。游新安江。旧作
七言截句写为八册。丁卯三月。黄朴存
钤印：「黄质私印」（八次）
题跋：黄宾虹山水，用笔运墨，胎息深厚，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轻重巧拙，触类兼综。深然融化，
非尽擅古代诸家之长，而弗为所囿者，不能臻此境界。推陈出新，自成风格，实堪嘉赏。何适
斋识。
钤印：「静滕草堂」、「适斋」
鉴藏印：「志权心赏」
出版：《 心游目想 - 鸿禧美术馆藏中国书画》，湖北美术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一版，页 219226，图版 101
来源：香港苏富比 1987 年 5 月图录号 55。
注：1. 题跋者何适斋，“晚晴第一园”扬州何园主人何芷舠孙，以丹青为乐。宾翁为何适斋母亲族亲，
且与其祖父何芷舠志趣相投，过从交往甚密。至 1925 年，黄宾虹曾为何适斋订立《何适斋书例》
；
1948 年宾翁与同仁在上海中国画苑为何适斋、何怡如父女举办书画展。
2.「志权心赏」为郭志权鉴藏印。郭志权，1938 年生，广东中山人，香港著名收藏家，永安百
货创办人郭泉之孙，曾任香港永安集团主席。
RMB: 1,500,000-1,800,000

HUANG BINHONG 1865-1955
Eight Scenes of New Anjiang Mountain
ink on paper, album
signed HUANG BINHONG, dated 1927 , and with ten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PUBLICATION
Mind Traveling: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at Hongxi Art Gallery, Hubei Art Publishing House, December
2008, first edition, P219-226, painting edition 101
RESOURCE
Sotheby's, May 1987, catalog No. 55.
26.2×31.2 c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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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水墨纸本

立轴

秋山幽居图

一九一七年作

款识： 无多邱壑蔓寒藤，记得吟诗小阁登。草篆廿行谁得似，怡亭扶起
李阳冰。丁巳新秋七十四叟吴昌硕。
钤印：「吴俊之印」、「吴昌石」、「一狐之白」
RMB:400,000-600,000

WU CHANGSHUO 1844-1927
A Quiet Life in Autumn Mountain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917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32×3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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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水墨纸本

立轴

墨牡丹

一九一九年作

款识：莫笑焉支山夺去，泼翻墨汁幻红霞。吴昌硕老
缶时己未秋日。
钤印：「吴俊卿印」、「昌硕」、「破荷」
RMB: 600,000-700,000

WU CHANGSHUO 1844-1927
Black Peon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919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40×5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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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076
075

水墨纸本

075

吴昌硕（1844-1927）
设色纸本

吴昌硕（1844-1927）

立轴

寿意图

一八九三年作

篆书六言联

立轴

款识：流 水亟，魦鱼立。余阳微，猎马归。碣字时辛亥五月，安
吉吴俊卿。
钤印：「俊卿之印」、「仓硕」

题识：寿 意。李复堂高南阜张桂岭用笔皆若是，昌硕吴俊拟之，
奉藻卿老弟一咲，时癸巳十一月。

出版：《吴昌硕作品集——逝世七十年吴昌硕展》P59，书道研究
郁文社，1997年。

钤印：「安吉吴俊章」、「鹤寿」

RMB: 150,000-250,000

RMB: 300,000-500,000

WU CHANGSHUO 1844-1927
Six-character Couplet in Seal Script

WU CHANGSHUO 1844-1927
Painting of Longevit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893,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24.5×56.5cm.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Wu Changshuo Work Collection -- Wu Changshuo Work Exhibition at the
70th Death Anniversary, page 59, Shudao Yanjiu Yuwenshe, 1997.
93.5×20.5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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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
水墨纸本

立轴

集石鼓文书法

一九二六年作

款识：夕阳古寺憙同游。集石鼓文字，古喜字见砖文。丙寅二月，吴昌硕年八十
有三，时客沪。
钤印：「吴俊卿印」
盒题签：石鼓石鱼字。丙寅夏，八十三岁大聋。
钤印：「吴昌石」
盒内题签：缶翁于篆精逈独得，前无古人，平生好临獦碣一种，风神人之所不可
学而能也，又爱古砖手琢作砚，并刻铭，是其所以自号缶庐也。戊辰
六月，长尾甲识。
钤印：「雨山」
注：吴昌硕、长尾甲题盒。长尾甲（1864-1942），又名长尾雨山，通称槙太
郎，字子生，号不隐。日本赞岐高松人，于清光绪29年即明治36年（1903
年）辞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职务，前
来中国，在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西泠印社成立后，他和河井仙郎成为
第一批西泠印社社员。长尾甲在华十余年，在吴昌硕相邻三年多，与吴昌硕
一起数典谈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长尾甲离华归国。吴昌硕
作《山水图》、《墨梅图》为其送行，长尾甲归国后，两人书信往来，引为
知己。
RMB: 300,000-400,000

WU CHANGSHUO 1844-1927
Collection of Shi Guwen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CHANGSHUO, dated 1926,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35.5×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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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涛（1903-1982）
设色纸本

手卷

花果集锦卷

一九四五年作

题识：1.红白梅花度岁时，巡檐索笑放南枝。写他寒到春回日，香满朝阳人自知。
2.春晚名花开绣球，洋如粉蝶聚枝头。好将新笔撩青眼，未许人插鬓留。
3.老去蹉跎笔研场，年年辛苦为谁忙。幽兰写到关情处，一任无人好自芳。
4.牡丹两朵色偏嘉，脂墨图开富贵花。欲为清平何取凝，沉香亭畔映朝霞。
5.邵平园种瓜方熟，碧荚拈来可并芳。记取果蔬秋好食，写看颜色绿兼黄。
6.百合鷷鴟与红柿，因名记取入新诗。人当百事存痴好，借此图看涉世宜。
7.写此如来手，金光即化身。拈花一凝笑，香色不相亲。
8.莱菔生来红白皮，坡公海外一吟诗。写他物性宽中好，江南江北秋春时。
9.横笺写两花，朵朵飞蝴蝶。细草伴根香，骈枝涂墨叶。石道者孙志健。乙酉花朝
日，临于迟园灯下，时居燕市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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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印：「受知如负债」、「千秋」、「景絮楼」、「燕支雨」、「得之象外」、「婆娑盦」、「无陋人
庄」、「迥不犹人」、「老涛得意」、「老雪」、「傲雪居士」、「天风阁」、「什么庐」、「秋
风红豆」、「涛」、「瓦壶斋」、「傲雪」、「傲雪」、「雪头陀」、「迟园」、「王雪涛印」、
「狂奴」、「雪涛四十以后所作」
RMB: 700,000-1,000,000

WANG XUETAO 1903-1982
Collection of Flowers and Fruit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WANG XUETAO, dated 1945, and with twenty-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40.5×36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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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1915-2000）
设色纸本

手卷

夜宿桃花源

一九八二年作

自题签条：夜宿桃花源，赖少其作。钤印：「少其」
引首：夜宿桃花源，赖少其书。钤印：「赖少其」
题识：夜 宿桃花源。十年征战十年囚，誓将九死报国忧。不信桃源终是梦，揽镜始知白
了头。精卫衔石能填海，愚公移山志可酬。欲致陶令相对饮，桃花盛时再来游。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游桃花源有感而作，赖少其。钤印：「赖少其」 、「少
其」 、「老赖于途中」 、「书意」
邱陶峰题：放怀于天地外，得气在山水间。题赖少其先生夜宿桃花源长卷精品，丁亥年立
秋，陶峰。钤印：「揭阳」、「邱陶峰」
徐建融题：右赖少其先生夜宿桃花源图卷，笔力沉厚，墨气深郁，盖由黄宾虹浑厚华滋中
来，而参以版画刀法于传统之林泉高致别开生面，黑墨团中恍有龙蛇生动，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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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故知董华亭论画以淡为宗，未可一概而论，而以丘壑奇怪，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
精妙，山水决不如画者，则一也。此卷犹为其精品，宝之宜也。掩卷三叹，因为跋尾。丁
亥初秋，长风堂建融于海上。钤印：「徐氏」、「建融」、「长风堂」
题跋者简介：邱陶峰，一九三五年生，广东揭阳市人。贺天健高足，任上海中国画院高级画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
RMB: 600,000-800,000

LAI SHAOQI 1915-2000
Spending Night at Taohuayua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LAI SHAOQI, dated 1982, and with eleven seals of the artist
24.5×131.5cm.

同一上款（编号 080-081）
THE SAME WITH THE ABOVE (LOTS 080-081)

080

080

赖少其（1915－2000）
设色纸本

立轴

雨落千山翠

一九八五年作

款识：雨落千山翠欲飞，瀑泻悬崖鸟声微。五十年前凝碧血，
萧萧白发载马归。乙丑于庐阳毓湘同志属，赖少其。
钤印：「赖」、「少其」、「黄山」、「铁铸江山图画里」
注：本拍品与 Lot081 为同一上款人。董毓湘，新泰县 ( 今
新泰市 ) 前上庄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
任二十军五十八师师长、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参谋长、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RMB: 250,000-350,000

LAI SHAOQI 1915-2000
Green Mountain After Rai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AI SHAOQI, dated 1985,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82.5×50cm.

081

081

赖少其（1915－2000）
设色纸本

立轴

梅石图

一九七八年作

款识：中 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
霜中能作花，霜中难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途有霜花无霜实。鲍照梅花落，
戊午晚秋于庐州为毓湘同志养怡，赖少其。
钤印：「赖少其」、「一片野云」
注：本拍品与 Lot080 为同一上款人。董毓湘，新泰县
( 今新泰市 ) 前上庄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

领。曾任二十军五十八师师长、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参
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RMB: 100,000-200,000

LAI SHAOQI 1915-2000
Paintings of Plums and Stone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AI SHAOQI, dated 1978,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67×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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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1912-2000)
设色纸本

双憩图

镜片

款识：山月。
钤印：「关山月印」
鉴藏印：「枕石堂珍藏印」
展览：1.“木棉情愫——岭南名家精品大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 年 5 月。
2.“第二届现当代中国水墨回望三十年”
作品展，
保利艺术博物馆，
2012 年 5 月。
出版：1.《木棉情愫——岭南名家精品大展作品集》，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 年。
2.《第二届现当代中国水墨回望三十年》，保利艺术博物馆，2012 年。
此幅为美国回流，是关山月 40 年代早期的作品。该作品仍保留民国旧裱，为旅美
华侨陈卓然先生旧藏。陈卓然是民国时期政界名人孔祥熙的管家，与许多民国时期
的著名书画家如张大千、叶恭绰、郑午昌、陈树人、张书旗等交往甚深。收藏颇丰。
关山月 1935 年随高剑父习画。其早期作品在承袭典型的岭南画派画风之基础上，
能外师造化，自出新意。这幅“古树双鸠图”，以苍劲有力的笔法画了悬垂的枝干，
这种构图令观者去联想古木主干的巨大，体现出大自然宏大的境界。早春的嫩叶以
不同的颜色点染而成，呈现出欣欣的生机，一对斑鸠闲立枝头，向远方怅望，一派
安然的诗境。背景的渲染使整个画面沉浸在和谐的基调中。
关山月於 40 年代初期曾旅居蜀中，并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画展，张大千曾亲临画展，
并购藏作品，一时传为佳话。这幅作品尺幅巨大，为当年精心佳构。
RMB: 700,000-900,000

GUAN SHANYUE 1912-2000
Painting of Double Resting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GUAN SHANYUE,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 seal
Exhibition
1. “Kapok Feelings: Exhibition of Selected Works by Lingnan Masters”, Poly Art Museum, May
2012.
2. “The Seco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k Paintings China: Retrospect of 30 Years”, works
exhibition, Poly Art Museum, May 2012.
Publication
1. Kapok Feelings: Exhibition of Selected Works by Lingnan Masters, Poly Art Museum, 2012.
2. The Second Contemporary Chinese Ink Paintings China: Retrospect of 30 Years, Poly Art
Museum, 2012.
133.5×6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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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设色纸本

立轴

秋山图

一九八三年作

款识：癸 亥秋尽写霜入林丘，此江南落墨法，非所谓泼墨泼彩也。壮
暮翁稚柳在北京并记。
钤印：「稚柳」、「谢稚」
来源：原香港佳士得拍品。
RMB: 700,000-9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Painting of Autumn Mountai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XIE ZHILIU, dated 1983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RESouRcE
Formerly Sotheby's auction.
89×4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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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水墨金笺

镜片

苍松

一九七七年作

款识：研吾同志属正，丁巳初冬，稚柳。
钤印：「壮暮」、「稚柳」
鉴藏印：「研朴堂藏」
出版：《烟江秋兰—谢稚柳·陈佩秋作品集》P104，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2015年。
注：上 款人李研吾（1916-1987），原名李树田，山东莱西
人。历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北海地委民运部长、南海地
位书记等，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委纪委检查处长、上海政府
监察委员会主任、上海财贸副部长、天津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纪委书记。善书，斋名“研朴堂”，收藏历代书画
极多；与唐云、陆俨少、谢稚柳等书画家交往颇深。
松，取长寿长生之意，是历来名家乐于表现、广大藏
友乐于收纳的题材。谢老此幅《苍松图》中横斜的古木高
松采用了斑斓绚丽的落墨法，用笔大气泼辣富有苍劲之
美。此作为壮暮翁1977年之作。此时，谢稚柳的画风正由
工笔细写向落墨法的转变之中，画北宋一派的山水及宣和
体花鸟仍然是炉火纯青的高峰时期，且比过去画风更多气
势。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谢老的画依旧光彩照人。
RMB: 500,000-8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Green Pines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ramed
signed XIE ZHILIU, dated 1977,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Publication
Misty River and Autumn Orchid: Collection of Works by Xie Zhiliu and
Chen Peiqiu, P104,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5.
137×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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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水墨纸本

镜片

深谷泉声

一九八〇年作

款识：庚申冬壮暮翁稚柳写深谷泉声。
钤印：「壮暮」、「谢」
RMB: 200,000-3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Spring in Deep Valley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XIE ZHILIU, dated 1980,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05×2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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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的花鸟画独树一帜，代表了海派花鸟画坛的最高成
就。此帧便是其花鸟画的典型风格。先生的花鸟画起初着力学习
明清之际的花鸟、人物画奇才陈洪绶，陈老莲的花鸟画奇趣高
古，他在深入钻研的同时，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更为经典的宋元
花鸟画，这幅描绘柳枝小鸟的画轴便是画家对于宋人花鸟画的有
益借鉴和探索，画中无论禽鸟还是柳枝均用水墨勾勒，柳枝向来
是比较难以描绘的植物，画家既很好的表现出了柳枝随风飘逸的
轻柔，又将柳叶恰到好处的处理得当而并没有杂乱无章的感受，
画家又通过墨色的浓淡表现出柳叶正侧前后的变化，柳枝的线条
同样纤细而不柔弱，笔力挺近，足见画家过硬的绘画基本功。再

曾藏査士标
《临元人柳燕图》

观画中所绘禽鸟，结构比例准确，形态生动，画家在处理两只禽
鸟时特别注意到两只鸟不同的姿态，而相互之间又会有互动，鸟
的羽毛描绘向来是绘画的一个难点，画家轻松写意的通过浓淡不
一的墨色变化生动的捕捉到了鸟的神态，令人观后不禁有栩栩如
生之感。谢稚柳的这幅画作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很好的讲宋
人花鸟的意趣与格调表现了出来，宋人花鸟画是花鸟画史上的高
峰，尤其是在花鸟画中着重于对动植物物态物理的精确刻画，常
令人过目难忘，而这幅画作中画家对于柳枝、禽鸟符合自然规律
而又生动的刻画使得画作就体现出了宋代花鸟画的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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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1910-1997）
水墨纸本

立轴

柳燕图

一九五零年作

款识：1.沛水门东春色深，青青杨柳自成林。乌衣对立垂枝上，最
喜喃喃语好音。士标临元人张子正笔。
2.庚寅秋日雨窗定定馆戏仿此，稚柳居士。
钤印：「谢稚」、「稚柳」、「谢稚私印」、「稚柳居士」、「鱼
饮溪堂」、「调啸阁」
出版：《百年稚柳·纪念谢稚柳诞辰100周年书画特辑》P19，文
物出版社，2010年3月。
注：谢 稚柳先生曾藏査士标《临元人柳燕图》，并对临一过。
1950年，谢稚柳将査士标原画赠与周培源。此画周培源倍加
珍视，曾出版于《周培源王蒂澂先生藏画选》及《中国民间秘
藏绘画珍品2》之中。周培源、王蒂澂夫妇晚年将包括查氏此
画在内的大批藏画捐赠无锡博物馆。
RMB: 200,000-300,000

XIE ZHILIU 1910-1997
Painting of Willows and Swallows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XIE ZHILIU, dated 1950,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Zhiliu of Century: Special
Collection in Memory
of Xie Zhiliu’s 100th
Birthday, P19, Cultural
Relics Press, March 2010.
69×34.5cm.

陈佩秋（b.1922）
水墨纸本

行书“清静无为”

镜片

款识：清静无为，健碧敬书。
钤印：「大乐」、「长年」
RMB: 80,000-120,000

CHEN PEIQIU b.1922
“Qing Jing Wu Wei”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CHEN PEIQI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23.5×246cm.

088

088

丰子恺（1898-1975）
设色纸本

旭日初升万叠金

立轴

款识：旭日初升万叠金。仲铭先生雅属。子恺。
钤印：「丰子恺」、「石门丰氏」
上款人简介：赖仲铭，原四川省政协雅安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著名遗传育
种专家、四川农业大学离休干部、民革党员。
RMB: 300,000-500,000

FENG ZIKAI 1898-1975
Rising Su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FENG ZIKA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46.5×30.5cm.

089

★ 089

程十髮（1921-2007）
设色纸本

看新娘

立轴

款识：十髮。
钤印：「十髮」、「春城何处不飞花」
题跋：溪 墘一群人，拥挤看新人。新人无新样，挑着积肥筐。扁
担摇呀摇，笑坏众姑娘。过门仅一日，挑粪落田洋。新娘
回头来，叫声众姑娘。请恁不要笑，且看春耕到，社里工
作夺锦标。民歌看新娘极有风趣，今图其诗意补书其辞。
一九五八年九月程潼十髮于步鲸楼。
钤印：「程十髮」
此幅看新娘作于五十年代后期，从程十髮自题识可知此图有
感于民歌看新娘而作。
写一新过门的新娘，没有享受新婚燕尔的幸福，就投入繁忙
的春耕劳动中。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人们抛弃了传统的礼数，
个人的生活享乐，全情投入到生产劳动中，也许是发自内心的，
不顾个人利益得失。反映出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精神风貌。画
面构图饱满，气息生动活泼。人的动态表情朴实自然，远处的耕
地，近景的新柳，溪中的凫鹅，身旁的耕牛，无不透露出春的气
息。
此画为程十发早期作品，不似其成熟期的特征。五十年代程
十髮积极响应当时由国家提倡的连环画创作中去，陆续创作了
《野猪林》、《画皮》、《葡萄熟了的时候》等著名连环画作，
1959年其创作的《儒林外史》插图获莱比锡国际书籍装帧展览银
质奖。正是这样的创作经历，为其以后艺术的发展变革打下了基
础。
程十髮曾说，国画创作，一要立意，要有吸收生活的能力，
对生活要充满激情，有感受就把它画出来；要有政治敏感性。二

要有法，有正与侧、实与虚的表现，有全与不全的表现，……画
面要生动，要神形一体；要夸张，进行艺术手法的夸张，但怪
不等于夸张，夸张要具有目的性，夸而不诬，饰而有节；要追
“极”。据本幅其本人题跋可看出这种艺术主张。
RMB: 2,000,000-2,500,000

CHENG SHIFA 1921-2007
Looking at the Brid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CHENG SHIFA,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48×80.5cm.

090

陆抑非（1908-1997）
设色纸本

立轴

哺雏图

一九三九年作

题识：偶拟宋宣和本，运疎宕之笔，画成却似新罗，不禁一笑。己
卯春二月希放楼雨窗闷坐写此遣兴，抑非居士。
钤印：「陆翀所作」、「陆一飞」
RMB: 80,000-100,000

LU YIFEI 1908-1997
Painting of Breeding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IFEI, dated 1939,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17.5×43cm.
090

091

陆抑非（1908-1997）
设色纸本

加冠图

立轴

题识：秋色迎凉爽气新，庞然绛帻越精神。数声幽鸟惊残梦，落
叶西风报小春。新罗山人法并录原题，虞山陆翀。
钤印：「陆翀书画」、「鹤寿」
RMB: 80,000-100,000

LU YIFEI 1908-1997
Painting of Cockscomb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 YIFEI,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3.5×33.5cm.
091

092

092

093

徐操 (1899-1961)
设色纸本

素面朝天图

镜片

款识：素 面朝天图。略拟仇实父大意于太液之芳华楼。霜红庵主
燕孙徐操。

陈少梅（1909-1954）
摹夏珪笔意图
设色绢本

立轴

一九三一年作

钤印：「燕孙」、「徐操之印信」

款识：晚色苍茫里，群峰插晚烟。携琴归草舍，卧听洗心泉。辛
未孟夏少梅陈雲彰摹夏珪笔法并题。

注：原北京文物商店旧藏。

钤印：「雲彰」、「少梅」

RMB: 500,000-700,000

RMB: 600,000-700,000

XU CAO 1899-1961
Painting of Plain Looks

CHEN SHAOMEI 1909-1954
Copying Xia Gui’s Spiri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XU CAO,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53.5×127cm.

ink and color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CHEN SHAOMEI, dated 193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17.5×65.5cm.

093

094

094

罗振玉（1866-1940）
俞 明（1884-1935）
水墨纸本

立轴

设色纸本

立轴

临甲骨文
寒梅仕女图

款识：1.癸丑卜壳贞求……松翁罗振玉临商契文。
钤印：「 振玉印信」、「俞明」、「吴兴俞明涤烦之画记」、
「镜人」
作者简介：1.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又字商
遗，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等，浙江上虞人。
迁居江苏淮安。擅考古，工书法，行楷古籀，端严方
正，小楷尤为精妙。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
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
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
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中国近代考古

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达189余种，校刊书籍642余种。
2.俞涤凡（1884-1935），名明，以字行，一字涤烦，浙
江湖州人，居上海。工人物、花卉，亦善肖像。俞氏尤
善仕女画，笔墨沉着，意境清隽。为海上名家之一。
RMB: 80,000-120,000

LUO ZHENYU 1866-1940
YU MING 1884-1935
Copyi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lum and Maide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UO ZHENYU,YU MING,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56.5×60.5cm. ×2

095

白蕉 (1907-1969)
水墨纸本

竹石幽兰

立轴

款识：略拟雪窗，云间白蕉。
钤印：「醉乡侯印」、「天下第一懒人」、「为而不有」
RMB: 80,000-120,000

BAI JIAO 1907-1969
Bamboo and Orchid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BAI JIAO,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30×40.5cm.
095

096

096

田世光（1916 － 1999）
设色纸本

镜框

花鸟四屏

一九四○年作

款识：1.庚辰夏六月，公炜田世光写。
钤印：「公炜」
2.庚辰中伏，公炜田世光。
钤印：「公炜」、「田世光印」
3.世光。
钤印：「公炜」、「田世光印」
4.公炜田世光。
钤印：「公炜」
RMB: 200,000-300,000

TIAN SHIGUANG 1916-1999
Four Screens of Flowers and Bird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TIAN SHIGUANG, dated 1940, and with six seals of the artist
53×18.5cm.×4

097

097

陈半丁（1876 － 1970）
设色纸本

镜片

富贵吉祥四条屏

一九五九年作

款识：1.白荷花开解禅意，点缀不到红蜻蜓。半丁老人。
2.丹砂缬妙深难染，白玉冠巍莹绝瑕。己亥炎暑半丁老人挥
汗。
3.眼前景物时时别，惜香贡花是故人。半丁老人。
4.孤射仙人炼玉砂，丹光晴贯洞中霞，无端半夜东风起，吹
作江南第一花。己亥伏中半丁老人八十有四。

彰显出牡丹的高贵地位。蝴蝶兰，花美如其名，以“兰中皇后”
享誉。红梅兆示吉庆，古人云“梅开五福，竹报三多”梅有“四
德”之说：“梅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
为贞”，梅有五瓣，象征五福---快乐、幸福、长寿、顺利与和
平。菊花又叫“延年”、“延寿客”、“延龄客”，代表长寿。
莲花是佛家的圣物，白莲尤其圣洁高雅，君子之花，清逸出尘。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诗书画印并臻，为四绝。共计诗文四首，印
章十六枚，磊磊落落，且各不相同，一望便知是半丁老人精心之
作。再次从笔墨上来看，行笔精湛，施色富丽，气象雍容，个人
风格鲜明。从中可以看出陈半丁师法任伯年、吴昌硕、徐渭、陈
淳之后，灵犀心动，跳出桎梏，自成风貌的艺术成就。

钤印：「 半丁老人」、「今年八四」、「老年清苦」、「法界寻
常」、「陈年」、「半丁八十后作」、「人间何处不春
风」、「熙度余年」、「半丁八十后作」、「山阴陈年」、
「冷眼看」、「半丁老人」、「光绪丙子双生兄弟八十后尤
健」、「老年清苦」、「莫认真」

RMB: 350,000-500,000

此《富贵吉祥四条屏》是半丁老人84岁高龄精品佳作，首先从
题材上来看，属吉祥题材。牡丹象征富贵，号称“国色天香”，是
百花之王。此外，牡丹花的压脚处还有一株蝴蝶兰“跟随”，更加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CHEN BANDING, dated 1959, and with fivety seals of the artist
79×27.5cm.×4

CHEN BANDING 1876-1970
Four Screens of Wealth and Luck

098

叶昀（1901 － 1983）
设色纸本

立轴

放马图

一九四一年作

题识：辛巳仲春师赵鸥波法，仰曦叶昀。
钤印：「松阴」、「叶昀书画」
作者简介：叶昀，号松荫，满族叶赫那拉氏。弱冠拜溥侗为师，
学人物画。29岁时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人物画以线
描见长，山水师法刘松年、蓝瑛，笔墨酣畅洒脱。
RMB: 30,000-50,000

YE YUN 1901-1983
Grazing Horse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E YUN, dated 1941,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132×32cm.
098

099

溥涧（1901-1966）
水墨绢本

立轴

松鹰图

一九二九年作

款识：己巳长夏，毅斋溥涧写。
钤印：「毅斋画记」
作者简介：溥涧，清宗室，字毅斋，16岁起学习绘画，1949
年以卖画为生，1958年任北京中国画院画师。善
绘花鸟、山水，尤以工笔花鸟书见长，风格清新
儁朗。
RMB: 80,000-120,000

PU JIAN 1901-1966
Pine and Eagle
ink on silk,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JIAN, dated 1929,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129.5×53cm.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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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伒（1893-1966）
深山读书
设色纸本 立轴 一九四一年作
款识 : 碧嶂秀重重 , 苕峣逼华嵩。两
淙孤壑应 , 云壁小蹊通。呼酒三
村舍 , 藏书一亩宫。山深人不见 ,
花鸟领春风。辛巳秋八月雪斋
溥伒。
钤印：「溥伒长寿」、「南石居士」、
「御赐怡清堂」
作者简介：爱新觉罗·溥伒，字雪
斋、学斋，号松风主人。惇勤亲王奕
誴之孙，正蓝旗。封赏固山贝子爵，
道光帝的直系后人。近代书画家，与
溥佺、溥佐均以画名，有“一门三
杰”之称。宣统二年(1910)，任爱清
门行走。辛亥革命以后，不再涉入政
界，以书画为生。
RMB: 150,000-250,000

PU JIN 1893-1966
Reading in Deep Mountain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PU JIN, dated 1941,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51×82.5cm.
100

101

陶冷月（1895-1985）
设色纸本

立轴

临马远对月图

一九三四年作

款识：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甲戌
七月望，明月风清，静夜独坐，橅马远对月图并以东坡
居士句题之，冷月。
钤印：「陶」、「冷月之印」
著录：《陶冷月年谱长编（下）——冷月画识》P605，上海书
画出版社，2013年。
RMB: 300,000-400,000

TAO LENGYUE 1895-1985
Copying Ma Yuan’s To the Moo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TAO LENGYUE, dated 1934,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Book: Chronicle of Tao Lengyue (II): Lengyue’s Paintings, P605,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13.
83.5×32.5cm.
101

102

宋文治（1919-1999）
设色纸本

镜片

白雲奔流图

一九七九年作

款识：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九七九炎夏錄李白
诗句，作庐山白雲奔流图。此景六三年访匡庐所记之稿也。
娄江文治于金陵。
钤印：「文治」、「宋灏」、「七十年代」、「风景这边独好」
RMB: 400,000-500,000

SONG WENZHI 1919-1999
Painting of Running Cloud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SONG WENZHI, dated 1979, and with four seals of the artist
139.5×69cm.

102

103

103

叶浅予（1907-1995）
设色纸本

镜片

西藏舞蹈

一九八二年作

款识：永基同志之嘱，一九八二浅予写于甘雨新居。
钤印：「浅予」
RMB: 80,000-120,000

YE QIANYU 1907-1995
Tibet Danc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YE QIANYU, dated 1982,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68×55cm.

104

104

方贤道（b.1954）
设色纸本

立轴片

丰收图

二零一五年作

款识：乙未，贤道。
钤印：「方贤道」
作者简介：方贤道，1954年生，安徽蚌埠人。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1982年入黄胄人物画研究班，师从黄胄先生。曾任与
现任安徽省书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画学会理事、安徽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专家。
RMB: 50,000-80,000

FANG XIANDAO b.1954
Painting of Harvest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FANG XIANDAO, dated 2015,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68.5×68.5cm.

翰墨轩名家小品专题（编号105-123）
WELL CALLIGRAPHY & PAINTINGS COLLECTION OF HANMOXUAN（LOTS 105-123）
翰墨轩主人，从商之余，喜好书画，多年潜心收藏，倾心收集近现代名家小品佳作。几乎涉及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
中期所有中国画坛大家之逸品，囊括京津、海派、岒南等重要艺术流派。此次共选出三十余件小品，略窥昔年山河岁
月，士子风流。
小画可作大画观，这批小品以小见大，以小为美。张大千花卉配日本原框可能是其早年留日时期所作，从而也随着
他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显秀美；唐云所画竹石蜗牛把来源于生活的一草一木，而化作的无尽生机和趣味。这批小品中或为
名人上款，或是名家递藏，或有权威出版，在增加了趣味性同时也提高了他的可真性。如吴湖帆江寒汀对屏上款为西泠
印社社员，收藏家秦康祥；吴青霞桃竹翠羽中所题的雪悟和尚为吉祥寺方丈，他是烹调素斋的高手，是当时书画家们常
去之地。细细品味，能从这些大家的作品中体会到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经历的不同而有欢欣，有苦涩，有静寂。
中国古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这些收藏的背后凝结了主人许多的心血和艰辛。这种一直坚守，潜心
研究的精神，更成为翰墨轩主人独特的风格。金秋时节，让我们一起在翰墨轩主人的收藏中感受那份穿越历史的文人
情怀和趣味，品读他们的色香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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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沈鹏（b.1931）
水墨纸本

隶书斋名

镜片

题识：翰墨轩。沈鹏。
钤印：「沈鹏之鉨」、「八十年代」、「元气淋漓幛犹湿」
RMB: 无底价

SHEN PENG b.1931
Inscription for Study Name in Nfficial Script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SHEN PENG,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35×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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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1900-1986）
设色纸本

偷桃图

镜框

题识：关良。
钤印：「关良」
RMB: 120,000-150,000

GUAN LIANG 1900-1986
Painting of Stealing Peaches
106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GUAN LIANG,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44.5×30.5cm.

107

陈树人（1884-1948）
设色绢本

镜心

南国花鸟二帧

一九四四年作

题识：1.卅三年早春，陈树人写。钤印：「树人六十以后之作」
2. 树人写。钤印：「陈树人印」
RMB: 无底价

CHEN SHUREN 1884-1948
Two Frames of Flowers and Birds in the South
ink and color on silk, Framed
signed CHEN SHUREN, dated 1944,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7.5×39cm.×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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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十髮（1921-2007） 山茶花
设色纸本

镜心

题识：十髮笔。
钤印：「程」、「十髮」
出版：《近现代中国画名家》P223，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年。
RMB: 60,000-100,000

CHENG SHIFA 1921-2007
Camellia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CHENG SHIFA,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PUBLICATIO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Masters, P223,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0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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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1899-1983)
设色纸本

菖蒲花

镜框

题识：却疑漆园吏，栩上戏花前。大千。
钤印：「张季爰印」
RMB: 120,000-15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Iris Flower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ZHANG DAQIAN,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33.5×33.5cm.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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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1899-1983)
设色纸本

玉簪花

镜框

题识：妆成莫向池边照，只恐头落水中。大千。
钤印：「张爰印」、「大千」
RMB: 120,000-150,000

ZHANG DAQIAN 1899-1983
Flower of Fragrant Plantain Lil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ZHANG DAQI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3.5×33.5cm.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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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鍊霞（1909-2000）
蟠桃祝寿
设色纸本

镜心

一九四五年作

题识：瑶池蟠桃大于斗，色似明霞味若酒。
开花结实八千岁，食之可得无量寿。
周母沈太夫人古稀荣庆，乙酉冬至日
鍊霞画祝。
钤印：「周之子」、「螺川诗屋」
鉴藏章：「周愿忍堂珍藏」
RMB: 无底价

ZHOU LIAN XIA 1909-2000
Peento for Birthday Celebratio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ZHOU LIAN XIA, dated 1945,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one collector's seal
35×4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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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b.1936）
设色纸本

灵猴图

镜心

题识：佩仁同志法正，庚申猴年，美林。
钤印：「美林写意」
RMB: 无底价

HAN MEILIN b.1936
Painting of Monkey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HAN MEILIN,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35.5×39cm.
112

113

宋文治（1919-2000）
设色纸本

镜框

太湖帆影

一九八〇年作

题识：太湖帆影。庚申五月于东京，学全老兄雅正，
文治。
钤印：「文治」、「宋灏之印」、「八十年代」
RMB: 无底价

SONG WENZHI 1919-2000
Sails in the Taihu Lak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SONG WENZHI, dated 1980,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37.5×45cm.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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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野平（1910-1990）
设色纸本

镜框

秋山小景

一九四二年作

题识：时希先生雅属，壬午秋九月，野苹居士。
钤印：「应」
RMB: 无底价

YING YEPING 1910-1990
Sight in Autumn Mountai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Framed
signed YING YEPING, dated 1942,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31.5×27cm.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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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慕康（1901-1982）
吴湖帆（1894-1968）
江寒汀（1903-1963）
邹梦禅（1905-1986）
设色纸本

书画双挖对屏

屏轴

题识：己丑秋日写奉仲祥先生雅正，慕康郑师玄。钤印：「郑师玄」、「柽华馆」
宋徽宗瑶台词，乙亥三月为仲祥先生雅属，吴湖帆。钤印：「吴湖帆」、「吴
氏」、「丑簃」仲祥先生法家正，寒汀作。钤印：「寒汀」
……方冬竟行夏，对食不能餐。旷野惊兕虎，枳棘窥腾猿。仲祥仁兄法家正，梦禅。
钤印：「梦禅私印」、「大斋」
注：1.上款仲祥即秦康祥（1914-1968），字彦冲，原名仲祥。浙江宁波人，居上
海。西泠印社社员。擅诗文书画，亦精鼓琴，工金石篆刻，以收藏名竹刻、印
章等驰名海内。嗜印之深，功力之勤，堪张鲁庵相匹，广事收藏古玺印、名家
印三千余方，并编拓成谱。
2.邹梦禅，原名敬栻，字悼堪，号今适，又号大斋、瓶庐。浙江瑞安人。自幼即
好书法、篆刻，中学毕业后任职于浙江省图书馆，得马一孚、马叙伦、张宗祥
等人指授，是西泠印社早期的社员之一。1930年任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
辑。与丁辅之、马公愚、郑午昌、方介堪等人交往甚密，切磋技艺。书法工各

体，以篆书、行草见长，书风劲挺秀雅，
能于平正中见流动。并精于篆刻。
RMB: 100,000-150,000

ZHENG MUKANG 1901-1982
WU HUFANG 1894-1968
JIANG HANTING 1903-1963
ZOU MENGCHAN 1905-1986
Screens of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inge ibm
signed ZHENG MUKANG、WU HUFANG、JIANG
HANTING、ZOU MENGCHAN,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28×33.5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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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青霞（1910-2008）
设色纸本

镜心

桃竹翠羽

一九四〇年作

黄幻吾（1906-1985）
设色纸本

桃花白头翁

立轴

题识：雪悟和尚督画，庚辰元月吴青霞写于吉羊寺。

题识：岭南黄罕幻吾写于沪上寓斋，时年七十又六。

钤印：「武进吴青霞印」、「篆香阁主」

钤印：「新会黄罕印」、「幻吾七十六岁后作」

注：上款“雪悟和尚”即上海吉祥寺方丈。吉祥寺坐落在上海七
浦路上，雪悟方丈主持期间，于寺内兼营素菜馆，宾客盈
门，成为文艺界人士聚会之所。20世纪40年代，吴青霞、唐
云等海上画家多有作品写赠。

自题签：桃花白头翁，黄幻吾笔。
RMB: 无底价

RMB: 无底价

HUANG HUANWU 1906-1985
An Old Man

WU QINGXIA 1910-2008
Bamboo and Bir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UANG HUANWU,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3×44.5c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WU QINGXIA, dated 1940,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6×7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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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1840-1896）
竹雀图
设色纸本

镜心

一八九二年作

题识：光绪壬辰三月，山阴任颐。
钤印：「任颐之印」、「伯年」
鉴藏章：「王凤琦收藏」、「史兆琳藏」
RMB: 120,000-150,000

REN BONIAN 1840-1896
Painting of Bamboo and Sparrows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REN BONIAN, dated 1892,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and two collector's seal
37.5×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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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明（1924-2002）
有余图
水墨纸本

镜心

一九九〇年作

题识：庚午三月莫厘写，亚明。
钤印：「亚明」、「悟园主人」
RMB: 无底价

YA MING 1924-2002
Painting of Fish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YA MING, dated 1990,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34×45.5cm.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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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冷月（1895-1985)
设色纸本

红梅图

镜心

题识：冷月时年七十六。
钤印：「江南陶镛」、「冷月」、「东风时雨」
RMB: 80,000-120,000

TAO LENGYUE 1895-1985
Painting of Red Pl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TAO LENGYUE,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9.5×56.5cm

白蕉（1907-1969）
水墨纸本

行书录法帖

镜心

题识：累日得雨，天气差凉，虽阻江山，风气不殊。比来
何似。黄山谷与徐甥师川。方今天地气闭，智者见
险，投身远害。愿怡情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
沉，与时抑扬。荀爽与李膺。天气殊未佳，汝定成
行否，寒食近得且住为佳耳。王羲之问行帖。
钤印：「白蕉」、「复翁」、「虚室生」
RMB: 无底价

BAI JIAO 1907-1969
Cursive handwriting recording calligraphy
ink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BAI JIAO, and with three seals of the artist
17×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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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1910-1993）
设色纸本

新篁蜗牛图

镜心

题识：天疆仁兄教之，杭人唐云写于双修馆。
钤印：「鸥波馆」
RMB: 无底价

TANG YUN 1910-1993
Painting of Xinhuang Snai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TANG YUN,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23.5×30.5cm.

123

刘旦宅（1931-2011）
设色纸本

镜心

少女与鹿

一九七九年作

题识：小燕连升同志俪正，己未初夏，旦宅作。
钤印：「旦宅无恙」
注：小燕为著名画家顾炳鑫女顾小燕，旅居澳洲。
RMB: 80,000-120,000

LIU DANZHAI 1931-2011
Maiden and Deer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LIU DANZHAI, dated 1979,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46.5×3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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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灌夫(1884-1969)
谢无量（1884-1964）
和诗
水墨洒金笺

高隐图并行书唱

成扇

款识：1.用宋马远法写似孟伉仁兄正之，平园灌父时年七十。钤
印：「平园」
2.春日次韵答湛翁。次韵答湛翁湖上见怀之作。孟伉先生属
写近作即希莞正。癸巳长夏，无量。钤印：「无量」
注：本 扇 是 冯 灌 父 、 谢 无 量 为 刘 孟 伉 所 作 。 刘 孟 伉 （ 1 8 9 4 1969），原名贞健，字孟伉，别号艺叟，四川云阳人，文辞
诗赋及书法篆刻俱佳。早年参加革命，1959年调任四川省
文史研究馆馆长。山水高士为蜀中名宿冯灌父所画，冯灌父
(1884-1969)，名骧，别号平园，四川广汉人。尤擅长山水、
人物、花鸟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国时期在四川军
界、政界都曾有过任职，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扇面上书法是谢无量于1953年夏日所书，与马一浮（湛翁）
唱和诗两首。谢、马两人交谊深厚，马一浮早年与谢无量在

上海一起成立“翻译会社”，二位一时瑜亮，时人誉为“天
下文章归谢马”。谢无量又是马一浮岳父汤寿潜的门生。自
1939年夏马一浮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任
院长兼主讲期间，与谢无量多有诗书互酬；两人相交六十余
载，堪称诗书之交的典范。谢无量书法作品通常不落钤印，
本扇上钤“无量”一印，甚为难得。
此扇诗、书、画可称三绝，在本身艺术价值之外，又展示了
民国至新中国建国初期蜀中四位文人雅士的“朋友圈”，足
称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其中所包含的文人书画气韵玩味无
穷、堪可珍藏。
RMB: 120,000-150,000

FENG GUANFU 1884-1969
XIE WULIANG 1884-1964
Painting of Hermit and Poem in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folding fan
signed FENG GUANFU,XIE WULIANG, and with two seals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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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1799 － 1873）行书扇面
水墨金笺

镜片

款识：王右丞画，余从李项氏见钓雪图，盈尺而已，绝无皴法，石田所谓笔意凌竞
人局脊者。最后得小幅，乃赵吴兴所藏。颇类营丘，而高简过之。又於长安
杨高邮所得山居图，则笔法类大年，有宣和题“危楼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风
雁一声”者。然总不如冯祭酒江山雪霁图，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观经岁，
今如渔父出桃源矣。丁酉三月十五日，余与公醇在吴门韩宗伯家。其子逢
禧，携示余颜书自身告，徐季海书朱巨川告，即海岳书史所载，皆是双璧。
又赵千里三生图，周文矩文会图。书奉象五高兄大人属，何绍基。
钤印：「子贞」
RMB: 80,000-90,000

HE SHAOJI 1799-1873
Running Script
ink on golden-flecked paper, hanging scroll
signed HE SHAOJI, and with one seals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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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冲 (1807-1847)
设色金笺

柳荫仕女图

镜片

款识：柳风紫燕双飞至，芳草如茵堪门戏。彦沖。
钤印：「彦沖」
作者简介：刘彦冲，清代画家、诗人。初名荣，字咏之，四川
梁山人，侨寓吴门，朱昂之弟子。家贫事母孝，不
妄干人。工诗文，善绘事，山水、人物、花卉，一
意师古，深造自得。山水初从朱昂之游，心得其
秘。复肆力于古，临摹各家，无不得其精髓。泼墨
作小米云山，亦翁郁可观。
RMB: 无底价

LIU YANCHONG 1807-1847
Maiden in Willow Shade
Ink on paper, framed
signed LIU YANCHONG, and with one seal of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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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芾甘（1912-1966）
设色纸本

手卷

山村逸趣图

一九三二年作

签条：芾甘大哥橅六如居士山村逸趣图，癸酉五月稚畊署。
钤印：「稚畊」
张大千题引首：虚亭空翠。六如居士此卷兼北宗之劲挺南宗之蕴
藉，所谓文人画也。芾甘弟橅之，亦超超立著，只下真迹一等
耳。大千居士题。
钤印：「蜀郡张爰」
题识：橅六如居士山村逸趣图。壬申冬十月朱芾甘。
钤印：「上海朱棠字芾甘号勤荪章」、「朱芾甘印」、「朱棠书
画」
题跋：1.六如居士山村逸趣图，似是皖中裴伯谦旧藏，未见其妙。
芾甘贤弟临本脱去寻常窠臼，颇得明贤遗意，未可以优孟衣冠视
之也。乙亥立秋虎痴张善子题于吴门网师园。
钤印：「虎痴」、「张善孖印」、「大风堂」

4.是幅芾甘先生虽师六如，恐不只尽师六如也。辛巳夏叔通敬题。
钤印：「叔通」
题跋者简介：1.黄蕴深（1872-1953)，名宗麟，号云深，闵行
人。曾任中国驻朝鲜仁川领事，后升任汉城副总领事。民国18年
任吴县县长，民国35年任上海县参议会议长，并在闵行合股恢复
浦海银行，任经理。
2.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人。著名史
学家，国学家，师从唐文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上海
分部。
3.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曾
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长
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
作者简介：朱芾甘又名朱棠，字勤荪、近生，浙江吴兴人，1912
年生，早年师从张大千学画，1941年在上海南京路的大新公司
（即今第一百货公司）举办画展，中国美协会员。曾担任美商中
孚公司总经理。

2.黄蕴深在上海浦东大厦行夏第一届书画展览会敬观，辛巳六月时
年六十有九。

RMB: 80,000-90,000

钤印：「春申后裔」、「行夏展览」

ZHU FUGAN 1912-1966
Painting of Mountain Village

3.子畏此卷原迹未之见，然观朱氏所临亦可谓得静气者。廿九年七
月，陈柱。
钤印：「注墨庐」、「守玄章草」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d scroll
signed ZHU FUGAN, dated 1932, and with thirteen seals of the artist
画心：34×264 cm. 35×90 cm. 引首：35×117 cm.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
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守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
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本区域内的拍卖
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在拍
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鉴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照国
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有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
回物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的企
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 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四) 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 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 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有具有
文物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的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 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 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或者因故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行业协
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拍卖行
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後，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
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後，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价款，并按照规定
将拍卖标的移交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他代理人代为办理委托拍卖
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
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应当向拍
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
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拍卖成交後，委托人应当将拍卖标的移交
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
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他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即丧失约
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
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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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
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委托的，
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
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时，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 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 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 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 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 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 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 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 违约责任；
(九) 双方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於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 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 拍卖标的；
(三)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 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 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察看拍卖标的的条
件及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不得少於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於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
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家的方式确认後，拍
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记录人签
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
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
止之日起计算，不得少於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人应当持拍卖人出
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
委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
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规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拍卖人
可以向委托人收取为拍卖指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过拍卖成
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规
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争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当依法承担责任。
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
争，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处理
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与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说明拍卖
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於委
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的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
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与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竞买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
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工商
行政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
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
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於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当将超收部
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件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竞买的，
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
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执行

拍卖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四条

特别提示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
第一条

规则制定

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

凡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应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

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则，并对自己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
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第二条

名词解释

第五条

瑕疵担保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

（一）“本公司”指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担保责任。

（二）本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瑞金南路438号203-10室以及日後可能变更之工

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商注册地址。
（三）“委托人”指委托本公司拍卖本规则规定范围内拍卖标的自然人、法

第二章

关於委托人的规定

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委托人均
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第六条

（四）“竞买人”指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在本公司登记并办理的必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若为自然人的，应持有有效身份证或护照

委托程序

要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参加竞买拍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

卖标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买卖条件或对竞

合同；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有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

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委

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进行展览、展示、

（五）“买受人”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竞

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他形式的影像物品、宣传品。

买人；
（六）“拍卖标的”指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的

第七条

物品；

委托人委托代理人拍卖物品的，应向本公司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提供委

委托人之代理人

（七）“拍卖日”指在某次拍卖活动中，本公司公布的正式开始进行拍卖交

托人及代理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并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及代

易之日；

理人若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

（八）“拍卖成交日”指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

的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

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任何拍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本公司有权对上述

（九）“落槌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或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将拍

委托事项以本公司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

卖标的售予买受人的价格；
（十）“出售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落槌价减去按比率

第八条

委托人之保证

计算的佣金、税费、各项费用及委托人应支付本公司的其他款项後

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人保证如

的余额；

下:

（十一）“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落槌价、全

（一）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

部佣金、以及应由买受人支付的其他各项费用的总和；

拍卖不会分割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二）“各项费用”指本公司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及

（二）其已尽其所知，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详

其他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输、存储、保管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依据相关

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

法律、法规或本规则规定而收取的其他费用；

（三）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利

（十三）“保留价”指委托人提出并与本公司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拍卖

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则委托

标的最低售价；

人应负责赔偿本公司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

（十四）“参考价”指在拍卖标的图录或其他介绍说明文字之後标明的拍卖

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标的估计售价，参考价在拍卖日前较早时间估定，并非确定之售日，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

第九条

（十五）“保管费”指委托人、买受人按本规则规定应向本公司支付的保管

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均设有保留介，保留价数目

保留价

费用，现行收费标准为每日按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约定保险金额）的万分

一经双方确定，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

之三收取。

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而承担任何责
任。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开展拍卖活动。

第十条

凡参加本公司组织、开展的文物、艺术品等收藏品的拍卖活动的委托人、竞

本公司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拍卖前本公司之决定权

买人、买受人和其他相关各方均应按照本规则执行。

（一）通过拍卖标的图录及/或新闻媒体及/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标的任何
内容说明及/或评价；

拍卖规则

（二）是否应征询任何专家意见；

的交付本公司後，所有拍卖标的将自动受保於本公司投保的保险，保险金额

（三）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後次序、位置、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收费

以本公司与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无保留价的，以拍

标准；拍卖标的的展览/展示方式；拍卖标的在展览/展示过程中的各项安排

卖标的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标的调整後的保

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留价为准。）

（四）除非本公司与委托人另有约定，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本公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於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及在保险事故发生後向保险公司索

司拍卖（即最终是否上拍），以及拍卖地点，拍卖场次，拍卖日期、拍卖条

赔，并非本公司对该拍卖标的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标的由

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本公司拍卖，即可售得相同於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五）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况，在拍卖日前公布
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包括但不限於制定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的资格条

第十五条

件。

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应按如下规则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

保险费

（一）拍卖标的未成交的，支付相当於保留价（无保留价的按拍卖标的约定
第十一条

未上拍拍卖标的

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的交付本公司後，若因任何原

保险金额）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二）拍卖标的成交的，支付真当於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因致使本公司认为某拍卖标的不适合由本公司拍卖的，则委托人应自收到本
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

第十六条

保险期间

担），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的之日解

如拍卖标的拍卖成交，保险期限至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止或买受人领取拍

除。若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

卖标的之日止（以二者中较早者为准）；如拍卖标的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

托拍卖合同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即自告解除。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七日

限至委托人收到本公司告知其领回拍卖标的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届满为止。

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
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

第十七条

委托人安排保险

拍卖合同解除後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本公司不需要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

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行承担，且委托人应随时承担以下责任(除非法院或仲裁机构另有裁定)；
（一）对其他任何权利人就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向本公司提出的索赔或诉

第十二条

拍卖中止

讼做出赔偿；

如出现下列情况这一，则本公司有权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决定中止任何

（二）对因任何原因造成拍卖标的损毁、灭失、而致使本公司或任何权利人

拍卖标折的拍卖活动；

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一）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的；

（三）将本条所述的赔偿规定通知该拍卖标的的任何承保人。

（二）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本公司认可的
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同时书面表示愿意对中止拍卖活动所

第十八条

引起的法律後果及全部损失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的；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工、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

保险免责

（三）对委托人所作的说明或对本规则第八条所述委托人保证的准确性持有

氧化、锈蚀、渗漏、鼠咬、虫蛀、大气（气侯或气温）变化、温度或温度转

异议的；

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战争、类似战争行

（四）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或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的；

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

（五）存在任何其他合理原因的。

及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标的造
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於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

第十三条

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後，可撤回拍

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本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若该拍卖标的已列入的图录或其他宣传品已开
始印刷，则应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的保险金额百分之二十的款项并支付其他

第十九条

各项费用。如图录或任何其他宣传品尚未印刷，也需要支付相当於该拍卖标

凡属因本公司为拍卖标的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标

保险赔偿

的保险金额百分之十的款项并支付其他各项费用。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的毁损，灭失，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保险的法律和规定处理。本公司

应在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

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後，将保险赔偿扣除本公司费用

若在该期限内未取回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每日按本规

（佣金除外）的余款支付给委托人。

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後的
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定第三十条的规

第二十条

定执行。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本公司拍卖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若

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索赔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本

违反本条规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相应之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

公司无关。

成的全部损失。

第十四条

第二十一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委托人与本公司签署委托拍卖合同且将拍卖标

竞买禁止

佣金及费用

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

拍卖规则

并同时扣除其他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

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并向本公司支付未拍出手续费及

买受人按落槌价百分之十五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其他各项费用。本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领取该拍卖标
的之日解除。如在上述期限，委托人未取走拍卖标的的，委托人应自委托拍

第二十二条

未成交手续费

卖合同解除後第八日起每日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

如某拍卖标的的竞买价低於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

付保管费用。若在委托拍卖合同解除後九十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

向其收取按保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束拍出手续费，并同时收取其他各项费

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用。
第三十条 延期取回拍卖标的
第二十三条

出售收益支付

委托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取回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後所发生之

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本公

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因拍卖标的未上拍、委托人撤回拍卖标

司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五天後以人民币的货币形式将出售收益支付委托

的，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撤销拍卖交易等情形导致委托人应按本规则

人。

规定取回拍卖标的，委托人却延期未取回的，则本公司有权在本规则规定的
期限届满後，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

第二十四条

延迟付款

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失、费用（保管费、保险费、

如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本公司仍未收到买受人的全部购

搬运费、公证费等）後，若有余款，则余款由委托人自行取回，该余款不计

买价款，则本公司将在实际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

利息。无论委托人是否延期取回拍卖标的，如委托人要求本公司协助退回其

日内（但该时限亦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五天後）将出售支付物价。

拍卖标的，退回的风险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特别指明并负担保险费外，
一般在运输中不予投保。

第二十五条

撤销交易

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委托人

第三章

关於竞买人和买受人的规定

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并经本公司同意後，委托人有权撤销交易，本公司将
在做出同意委托人撤销交易的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买受人发出撤销

第三十一条 拍卖标的图录

交易的通知。如委托人将撤销交易的通知送达本公司之时，买受人已经付清

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为便於竞买人及委托人参加拍卖活动，本公司

全部购买价款和/或已经办理完毕提货手续的，委托人撤销交易的通知视为

均将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对拍卖标的之状况以文字及/或图片进行简要陈述。

自动废止，相关交易应按照本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继续履行，委托人应予以

拍卖标的图录中的文字、参考价、图片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

必要的配合并不得就此提出任何异议。如委托人撤销交易，则委托人应自收

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於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

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

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负担）。若超过该期限，委托人应自该期限届满後次日起每日按本规定第二
条第（十五）条款的规定向本公司支付保管费用。若在该期限届满後的九十

第三十二条 图录之不确定性

日内，委托人仍未取回拍卖标的的，本公司有权按本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

因印刷或摄影等技术原因造成拍卖标的在图录及/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图示、影

行。

像制品和宣传品中的色调、颜色、层次、形态等与原物存在 误差者，以原物
为准。

第二十六条

代为追索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方式（包括证书、图

如买受人未按规则规定支付全部购买价款，且委托人要求本公司代表其向买

录、状态说明、幻灯投影、新闻载体、网络媒体等）所作的介绍及评价，均

受人追索拖欠款项，则委托人向本公司支付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

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

限於诉讼费、律师费等）。

理人毋需对上述之介绍及评价中的不准确或遗漏之处 负责。
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拍卖标的用任何说明中引述之出版著

第二十七条

税项

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录仅供竞买人参考。本公司不提供著录书刊等资料之原件或复印件，并保留
修订引述说明的权利。

国政府之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并在缴纳完成後
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

第三十三条

竞买人之审看责任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之最终决定权

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或其代理人有责任自行了解有关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

本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决定下列事项:

并对自己竞买某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一）同意购买价款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

本公司郑重建议，竞买人应在拍卖日前，以鉴定或其他方式亲自审看拟竞买

（二）搬运、储存及投保已出售的拍卖标的；

拍卖标的之原物，自行判断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及/或品质，而不应依赖本公司

（三）根据本规则有关条款，解决买受人提出的索赔或委托人提出的索赔；

拍卖标的的图录、状态说明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之表述做出决

（四）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收取买受人拖欠的款项。

定。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登记

拍卖标的未能成交

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取回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身份证或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认

拍卖规则

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

者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

件；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以及本公司要求提交的其

第四十三条 拍卖师之决定权

他资料，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根据本公司公布的办理竞买号牌的条件和程

拍卖师有权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

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

时，将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第三十五条 竞买号牌

第四十四条 影像显示板及货币兑换显示板

本公司可根据不同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任何情况，在拍卖日前公布办理竞

本公司为方便竞买人，可能於拍卖中使用影像投射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

买号牌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并领取竞买号牌。

示内容仅供参考。无论影像投射或其他形式的显示板所示之数额、拍卖标的

本公司郑重提示，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的唯一凭证。竞买人应妥

编号、拍卖标的图书或参考外汇金额等均有可能出现误差，本公司对因此误

善保管，不得将竞买号牌出借他人使用。一旦丢失，应立即以本公司法律责

差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任，除非竞买号牌登记人本人已以本公司认可的书面方式在本公司办理了该
竞买号牌的挂失手续，并由拍卖师现场宣布该竞买号牌作废。

第四十五条

拍卖成交

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该竞买人竞
第三十六条 竞买保证金

买成功，即表明该竞买人成为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

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

书/拍卖笔录。

证鑫的数额由本公司在拍卖日前公布。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的，则该
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後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成为买受

第四十六条 佣金及费用

人的，则该保证金自动转变为支付拍卖标的购买价款的定金。

竞买人竞买成功後，即成为该拍卖标的的买受人。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相当
於落槌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同时应支付其他各项费用，且认可本公司可根

第三十七条 本公司之选择权

据本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本公司有权酌情拒绝任何人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或进入拍卖现场，或
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录音、摄像等活动。

第四十七条 付款时间
拍卖成交後，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公司付清购买价款并领

第三十八条 异常情况处理

取拍卖标的。若涉及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买受

当拍卖现场出现异常情况影响拍卖活动正常进行时，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

人需一并支付。

况做出相应处理，直至暂停拍卖活动。如拍卖现场出现任何争议，本公司有
权予以协调解决。

第四十八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本公司指定的货币以外的

第三十九条 以当事人身份竞买

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人与本公司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於

除非某竞买人在拍卖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并经本公司书面认可，表明

买受人付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本公司为将

其身份是某竞买人的代理人，否则每名竞买人均被视为竞买人本人。

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引致之所有银行手续费、佣金或其
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条 委托竞投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采用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

第四十九条

所有权转移

投。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後，即获得拍卖标的的所有权。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办
理委托手续，向本公司出具书面委托竞投授权书，并应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六

第五十条

条之规定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成功後，拍卖标的的风险於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後（以较早发生日期

风险转移

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如需取消委托授权，应不迟於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

为准）即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书面通知本公司。

（一）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标的；

竞买人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的，竞买结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竞买人承担。

（二）买受人向本公司支付有关拍卖标的的全部购买价款；
（三）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届满；

第四十一条 委托竞投之免责
鉴於委托竞投系本公司为竞买人提供的代为传递竞买八信息的免费服务，本

第五十一条 领取拍卖标的

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对竞投未成功或代理竞投过程中出现的疏忽、过失或无法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前往本公司住所地或本公司指定之其他地

代为竞投等不承担任何责任；

点领取所购买的拍卖标的，若买受人未能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
标的，则逾期後对该拍卖标的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购拍卖标的承担全部责任，即使该拍卖标的你由本公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本公司竞投之竞买人以相同委托价对同一拍卖标的出

司或其他代理人代为保管，本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对任何原因所致

价且最终拍卖标的以该价格落槌成交，则最先将委托竞投授权书送达本公司

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拍卖规则

（一）将该拍卖标的储存在本公司或其他地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第五十二条 包装及搬运

但不限於自拍卖成交日起的第三十一晶起按本规则第二条第（十五）款的规

本公司工作人员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视为本公

定计收保管费等）及/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如数支付全部购买价

司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

款後，方可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等

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因任何原因造成的

自行负担）；

玻璃或框架、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损坏不

（二）买受人应对其超过本规则规定期限未能领取相关拍卖标的而在该期限

承担责任，此外，对於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包装公司及装运公司所造成的

届满後所发生之一切风险及费用自行承担责任。如买受人自成交日起的九十

一切错误、遗漏、损坏或灭失，本公司亦不承担责任。

日内仍未领取拍卖标的的，则本公司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本公司认为合
适的方式及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处置所得在扣除本公司因此产生之全部损

第五十三条 拍卖标的出境

失、费用（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定费、保管费、公证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

等）後，若有余款，则由买受自行领回，该余款不计利息。

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本公司将在拍卖标的图录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

第四章

明。

其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标的，买受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自行办

第五十六条

国家优先购买权

理出境手续。

政府有关部门对拍卖标的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时，按国家法律及政府有关决
定执行，相关各方应予接受并给予必要的配合。

第五十四条

未付款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足额付款，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一

第五十七条

种或多种措施：

本公司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另

保密责任

（一）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本规则规定时间缴付购买价款，竞买保

有规定的除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本规则维护委托人、竞买

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买受人以

人、买受人和本公司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同一竞买号牌同时拍得多件拍品的，拍卖成交後，若买受人未按照规定时间
支付任一拍卖标的购买价款，则全部竞买保证金（定金）不予退还，同时还

第五十八条

应按照本规则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本公司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标

鉴定权

（二）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符的，本公司有权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本公司有权委托第三方机构代为向买受人催要欠付的全部或部分购买价款；
（三）在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司

第五十九条 著作权

则自拍卖成交日後第三十一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照日息百分之三收取

委托人受权本公司对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

利息，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买受人与本公司另有协议都除外；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本公司依法享有上述照片是、图示、图录或

（四）对买受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本公司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

其他形式的影像制品和宣传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买受人迟付或拒付款项造成的利息损失；
（五）留置本公司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标的，以及因任

第六十条 拍卖无效之赔偿责任

何原因由本公司占有该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

因相关人原因导致拍卖交易无效的，则相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弥补本公

一切费用及/或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若买受人未能在本公司指定时间内履行

司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以该拍卖交易有效时本公司可得利益为准。

其全部相关义务，则本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处
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买受人应付本公司全部款项的，本公司

第六十一条

有权另行追索；

竞买人及委托人均应将其固定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方式以竞买登记文件、

通知

（六）在拍卖成交日起九十日内，如买受人仍未向本公司付清全部购买价款

委托拍卖合同其他本公司认可的方式告知本公司，若有改变，应立

的，本公司有权视具体情况撤销或同意委托人撤销在同一或任何其他拍卖中

即书面告知本公司。本规则中所提及之通知，仅指以信函或传真形式发出的

向同一买受人售出的该件或任何其他拍卖标的的交易，并保留追索因撤销该

书面通知。台以邮递方式发出，一旦本公司将通知交付邮递单位，则视

笔或任何其他交易致使本公司所蒙受全部损失的权利；

为本公司已发出该通知，同时应视为收件人已按正常邮递程序收到该通知。

（七）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按照本规则规定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

如以传真方式发出，则传真发送当日为收件人收到该通知日期。

出售该拍卖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
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所有

第六十二条 可分割性

费用外，若再行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标的所得价款低於原拍卖价款

如本规则之任何条款或部分因任何理由被有权机构认定为无效和、不合法或

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不可强制执行，本规则其他条款或部分仍然有效，相关各方应当遵守、执
行。

第五十五条 延期领取拍卖标的之补救方法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时间领取其购得的拍卖标的，则

第六十三条 争议解决

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之一种或多种措施:

凡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引起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相关各

拍卖规则
方均应向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讼。解决该等争议的准据法应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
第六十四条

语言文本

本规则以中文为标准文本，英文文本为参考文本。
中文文本如与英文文本有任何不一致之处，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六十五条 规则版权所有
本规则由本公司依法制订和修改，相应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
书面认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利用本规则获取商业利益，亦不
得对本规则之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传送或储存於可检索系统中。
第六十六条

单数词语与复数词语

在本规则条款中，根据上下文义，单数词语亦包括复数词语，反之亦然。
第六十七条

修改权

本规则的修改权属於本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本规则依法进
行修改，并且本规则自修改之日起自动适用修改後的版本。本规则如有修
改，本公司将及时依法以本公司认为合适的方式公示，请相关各方自行注
意，本公司有权不予单独通知。
第六十八条

文本适用

除非经本公司另行同意，本规则第门条中所述之委托拍卖合同及第二十五条
中所述之撤销交易通知等相关文本均适用本公司制定的文本。本公司制定的
该等相关文本与本规则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组成整体。
第六十九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於本公司成立之日起施行。
第七十条 解释权
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负责解释本规则。

上海明軒電話委托單
SHANGHAI MISSION TELEPHONE BID FORM
競買號牌
PADDLE NO.
1. 委托競買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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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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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錄號
LOT NO.

5.
6.
7.
8.

拍品名稱
DESCRIPTION

出價 (人民幣元)
BID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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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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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錄中標有“＊”符號的拍品恕不辦理出境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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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買人簽字：
SIGNATURE
2016年
註：此電話競買登記單復印有效。
The copy of this document is effective.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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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