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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第一届藏友节成功举行 

1.活动报到：藏友节报到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不少藏

友提前几天赶到中国扑克馆报到。装饰一新的中国扑克馆新馆

琳琅满目，节日气氛浓郁。“中国扑克馆藏友节”大幅横标挂

在醒目位置。一个由数十块展板组成的扑克知识展览吸引着与

会代表的眼球。杨红老师创作的30道有奖竞猜题目悬挂在大厅

上方。与会代表报到后获得八份见面大礼（这些可是纪念品清

单以外的，未能出席本次活动的藏友眼馋了吧！）： 

1)闪闪发光的一枚“中国扑克馆第一届藏友节”镀金勋章

（金光闪闪，令人爱不释手啊）；2)十三年前中国扑克馆开馆

时定制的水晶摆件；3)5只中国扑克馆藏友节特制纸杯（这可是

难得的扑克衍生物啊）；4)一枚精心设计的、带有自己照片的

纪念章（这可是扑克收藏活动第一次为全体代表精心制作）；

5)一个精心设计的、带有自己照片的嘉宾证（这可是扑克收藏

活动第一次为全体代表精心制作）；6)中华56民族任一民族扑

克展集全套原始资料（两张贴片、十几张与该民族相关的珍藏

版扑克）；7)第一次来到中国扑克馆的藏友将获得一本李维刚

主编签名的《中国扑克牌》画册；8)报名参加国家大剧院音乐

会的藏友获赠国家大剧院原创扑克2副（价值40元） 

2.走近大师：方砚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北京民俗画家。

《中轴龙脉图卷》《回望古城》《京城老字号》《老北京民

俗》《胡同百业》等扑克的原作者就是方砚老师。组委会特地

将方砚老师请到活动现场。与会代表有幸走近扑克原创作品设

计大师，和大师面对面交流原创扑克创意设计的经验，与大师

分享藏友的需求，请大师在贴有大师作品的扑克牌纪念封上签

字留念，留下一份本次藏友的特别礼物。 

3.收藏咨询：中扑委、中国扑克馆主要领导李维刚、周兴

源、赵玉学在藏友节现场，与藏友一起探讨收藏方法，获得专

题收藏真经，使藏友受益匪浅。 

4.藏集赏析：杨红老师的《悲情玉环长恨歌》《女人创造

历史》《忠烈杨家将》《猪福》以及李维刚主任的《毛泽东之

路》《毛泽东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永远的雷

锋》《抗日战争十大经典战役》《红楼十二金钗》《水浒108

将》等一批优秀扑克藏集在藏友节上精彩亮相，制作者为藏友

现场介绍组集经验。每部藏集都是由几十副乃至上百副扑克组

成，体现了制作者完美的创意和制作水平，藏友们感觉收获良

多。 

5.组集实践：为鼓励和引导大家进行扑克展集制作，组委

会别具匠心地准备了中华56民族扑克展集全部原始资料扑克和

贴片用纸以及塑封膜、塑封机等。最新报到的56位藏友均可认

领一个民族全部资料。然后，请藏集制作专家手把手教你制作

模拟藏集，马上编排，马上制作，马上塑封，马上带走，全部

原材料和相关设备均由中国扑克馆免费提供。杨红老师为大家

还准备了许多插画，中国扑克馆老师们为藏友准备了剪刀、水

彩笔、胶棒等用具，藏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插画减下来贴在

贴片的空白处，再用水彩笔涂上颜色，形成两页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自己亲手制作的扑克展集。很多藏友制作完成后都爱不

释手，纷纷拿起手机留下这一精彩镜头——这是我亲手制作的

第一套藏集！对藏集制作很有经验的田永红、杨武、郭敏等老

师现场为大家提供服务。 

6.有奖猜谜：走进藏友节活动现场，杨红老师精心创作的

30道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有奖竞猜题目悬挂在大厅上方，引

起与会代表浓厚兴趣。杨红老师设计的30道精彩题分为扑克知

识、填写成语猜藏友姓名以及成语画谜三类。 

7.趣味分牌：中国扑克馆工作人员带领藏友把54副绝版扑

克扑克牌全部顺序打乱，组成54副不同牌点、54种不同背图的

趣味扑克，每人带走一副自己亲手制作的趣味扑克回家。 

8.淘宝行动：中国扑克馆为藏友准备了3000个品种中外精

品扑克、扑克收藏报刊、扑克收藏活动纪念章等等，藏友淘到

很多心仪的扑克藏品。赠品区更是永远挤满了热情的藏友，数

十个品种的绝版扑克、中国扑克馆出品的《扑克知识报》、扑

克收藏系列门券、《美女与扑克牌》系列卡片、中国扑克馆历

年年历卡等等都可以在此免费拿到，藏友们感觉非常开心快

乐。 

9.拍卖大会：中国扑克馆为藏友准备了100多件难得一见

的扑克和纸品收藏品。这里有难得一见的绝版扑克、中期扑克

和文娱片扑克牌；这里多款有文化品味深厚的文化日历书；这

里有精美的邮品和书签；这里有大铜章、银条、银盘等等珍贵

的纪念品。与会代表出席了一次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扑克、

纸品、纪念品综合拍卖大会。全部拍品均由中国扑克馆免费邮

寄回家。 

10. 音乐盛宴：为丰富藏友节的艺术氛围，组委会接受赵

玉学常务副主任的建议，别出心裁地组织与会藏友们一起走进

国家大剧院，聆听无比精彩的2018北京现代音乐节开幕式音乐

会，感受国家级音乐艺术殿堂高雅之美。19日晚， 2018国际现

代音乐协会世界新音乐节暨北京现代音乐节在京开幕。开幕式

音乐会由北京现代音乐节音乐总监、指挥家胡咏言执棒，联袂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依次演奏了埃

略特?卡特《节日序曲》、秦文琛《唤凤》唢呐协奏曲、叶小钢

《星光》、戈登?威廉姆森《移动》、瑞恩?拉蒂默《特立独

行》、陈怡《叙事曲、舞曲与幻想曲》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和第

二乐章。参加音乐会的藏友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走进更加大剧

院，甚至是第一次出席音乐会，大家都非常兴奋，很多藏友表

示希望下届藏友节还能组织观看这样的高端艺术晚会。 

与会代表还全程出席了由中国收藏家协会扑克牌收藏委员

会、北京生肖集邮研究会、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全国纸品

收藏联盟邮品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

李维刚主持了三届生肖集藏博览会开幕式。 

作为全国扑克收藏界、集邮届和集报界最高规格的跨界盛

会，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再获成功！作为全国扑克

藏友联谊交流的崭新形式，中国扑克馆第一届藏友节也将永载

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的史册。来自全国各地的扑克藏友在两天时

间里，参加多达29项活动，结识了很多老藏友、新朋友，大家

共同相约——2019年红五月，中国扑克馆第二届藏友节和第四

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北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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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生肖集藏博览会暨中国扑克馆第
一届藏友节专辑】 

1. 第三届中国生肖集藏博览会暨中国扑克馆第一届藏

友节纪念品荟萃                     实价50元 

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暨中国扑克馆第一

届藏友节于2018年5月18-22日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纪念

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包括以下内容（以

低于成本价格提供藏友收藏）: 

1、 三届生肖博览会请柬1张 

2、 三届生肖博览会门券1枚 

3、 藏友节门券全套4枚 

4、 藏友节纪念封、三届生肖博览会纪念封各1枚 

5、 藏友节、生肖博览会纪念明信片7枚 

6、 三届生肖博览会代表证、嘉宾证、工作证、记

者证全套4枚 

7、 藏友节镀金勋章1枚 

8、 藏友节纪念章1枚 

9、 三届生肖博览会纪念章1枚 

10 藏友节、生肖博览会珍藏卡6枚（中国扑克收藏

活动珍藏卡第2组之大王、小王、黑A、红A、梅

花A、方块A） 

2. 《中国生肖报》三届生肖博览会特刊     实价10元 

《中国生肖报》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八

连版特刊再次推出。其中4个连版为2018生肖狗报54张

扑克欣赏。另外4个版面分别为生肖狗年扑克收藏、报

纸收藏和集邮方面的内容。八连版报纸是报纸收藏的热

点，具有一定的珍藏价值。这也是《中国生肖报》连续

三年发行八连版特色报纸。《中国生肖报》猴年特刊和

鸡年特刊已一报难求。 

3. 第三届生肖集藏博览会极限邮卡（4*1）  实价50元 

三届博览会继续发行一套四枚大型极限邮卡。该

邮卡继续了首届生肖博览会和第二届生肖博览会极限扑

克邮卡的设计风格，每张邮卡上印有一幅早期扑克

“狗”大王图案，各贴两枚比较少见的生肖鸡邮票，分

别加盖“生肖博览会”邮政日戳和生肖博览会纪念戳，

限量发行200套，每张邮卡上都印有流水编号。编号为

PYK-3。一、二生肖集藏博览会极限邮卡均有少量留

存，需要补购的藏友请选下面两项，价格不变。 

4. 第一届生肖集藏博览会极限邮卡（4*1）  实价50元 

5. 第二届生肖集藏博览会极限邮卡（4*1）  实价50元 

6. 第三届生肖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         实价30元 

《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

是一面可以立在桌面上或者展柜、书柜里的金箔材料矩

形纪念金牌，金牌主图为珍贵的1982年一轮生肖狗票。

这是生肖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的第三块，连续收藏十二

年可获得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纪念金牌。非常具有珍藏

价值和观赏价值。补购一、二生肖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

的藏友请选下面两项。 

7. 第一届生肖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         实价30元 

金牌主图为珍贵的1980年一轮生肖猴票，2016年发

行。补充提供。 

8. 第二届生肖集藏博览会纪念金牌         实价30元 

金牌主图为珍贵的1981年一轮生肖鸡票，2017年发

行。补充提供。 

9. 十二生肖系列纪念扑克（三届生肖博览会特别版

12*1）                            实价240元 

十二生肖主题扑克一直是扑克收藏的热点。配合三

届生肖博览会，中国扑克博物馆特别推出十二生肖系列

纪念扑克全套12副。每副扑克四个花色分别为该生肖的

剪纸作品、玩具作品、卡通作品和简笔画作品。中国扑

克馆近年来推出的生肖百图系列和生肖异形系列都是每

年发行一副，所以两个生肖系列至今都还没有出齐。本

届生肖集藏博览会将十二生肖全套12副扑克系列化联袂

推出，限量发行100套，逐副外盒编号，为生肖主题扑

克集藏写下亮丽一笔。本系列扑克编号分别为HD-15至

HD-26。（温馨提示：因本系列扑克仅发行100套，一律

不拆卖）需要补齐HD系列01-14号的藏友请与中国扑克

馆联系。 

【藏乐系列主题扑克（C）】 

10. 2017·回眸（C-178）                    10元 

《2017•回眸》是藏乐系列——年度回眸主题扑克

第11副。四个花色的A-10分别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焦点

事件、世界十大焦点事件、中国焦点人物、世界焦点人

物。习近平、塞罕坝人、黄大年、姚明、柯洁、何刚、

吴京等位列2017年度中国焦点人物。设立雄安新区、首

艘国产航母下水、可燃冰试采成功、庆祝香港回归20周

年、乐天遭中国消费者抵制、九寨沟地震、共享单车、

朱日和大阅兵等列入2017年中国十大焦点事件。12张

JQK则对在2017年不幸去世的20位名人表达深切的缅

怀。每年《回眸》系列扑克收集齐全就是一部非常独特

的中外当代编年史小百科全书。 

11. 2018全国两会（C-179）                  10元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北京

胜利闭幕。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是一次体现人民意愿、凝聚新时代共识、鼓舞亿万人民

朝着新目标开启新征程的大会。 

大会审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体

现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了过去

5年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明确了今年政府工

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大会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

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

mailto:pokerchin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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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大会审议批准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

能优化和调整，使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实际、科学

合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

的各项任务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大会选举和决定的新一

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结构更加优化、活力更为增强，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组织

保证。大会审议通过的监察法，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

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本扑克全面系统介绍了2018年全国两会盛况和主

要精神。这是继五年前发行十二届人大政协会议资料扑

克以后，再度发行全国人大政协会议资料扑克，建议与

2013年发行的十二届人大、政协扑克一起收藏！ 

12. 2018狗年生肖报鉴赏（C-180）            10元 

收录2018年全国各地发行的狗年生肖报刊封面54

种，是生肖主题收藏的重要史料。本扑克有藏乐版和集

报协会版两个版别，两个版别形成红蓝两色对牌，建议

选下一项配对珍藏。为配合三届生肖集藏博览会而特别

发行的价值10元的扑克式样《狗报》创刊号（主编：范

光永）和《中国狗报》创刊号（主编：李维刚）随扑克

赠送藏友珍藏。 

13. 2018狗年生肖报鉴赏（对牌2*1）          20元 

收录2018年全国各地发行的狗年生肖报刊封面54

种，是生肖主题收藏的重要史料。本扑克有藏乐版和集

报协会版两个版别，两个版别形成红蓝两色对牌，编号

分别为C-180和YCB-01,建议选此项配对珍藏。为配合三

届生肖集藏博览会而特别发行的价值10元的扑克式样

《狗报》创刊号（主编：范光永）和《中国狗报》创刊

号（主编：李维刚）随扑克赠送藏友珍藏。(选此项可

获赠价值20元的4份狗报)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14. 十 二 生 肖 系 列 纪 念 扑 克 （ 雅 藏 版 12*1 ）                            

实价240元 

十二生肖主题扑克一直是扑克收藏的热点。配合三

届生肖博览会，中国扑克博物馆特别推出十二生肖系列

纪念扑克全套12副。每副扑克四个花色分别为该生肖的

剪纸作品、玩具作品、卡通作品和简笔画作品。中国扑

克馆近年来推出的生肖百图系列和生肖异形系列都是每

年发行一副，所以两个生肖系列至今都还没有出齐。本

届生肖集藏博览会将十二生肖全套12副扑克系列化联袂

推出，限量发行100套，逐副外盒编号，为生肖主题扑

克集藏写下亮丽一笔。本系列扑克分别三届生肖博览会

HD系列版和雅藏YC系列版，内容分别相同，外盒不同。

雅藏系列编号分别为YC-041至YC-052。建议和博览会特

别版配套收藏。（温馨提示：因本系列扑克仅发行100

套，一律不拆卖） 

【十二生肖系列扑克展集】 

第三届中国生肖主题集藏博览会前，组委会向全
国各地藏友征集制作十二生肖主题扑克展集12部，由中
国扑克馆统一设计制作，展出后受到各地藏友热烈欢
迎，纷纷要求中国扑克馆满足广大藏友的继续编排制作
要求。 

扑克展集制作是把同一主题扑克牌拆分，按照重
新设计的文字脚本贴片对相关扑克牌重新布局，然后塑
封，形成一部扑克主题展集。按照国际邮展统一要求，
每部展集的贴片数应该是16张或16张的倍数。淘宝网上
有专门的展览用塑料展袋，可以把16张贴片按顺序装进
一个展袋（标准展框）进行展示，平时也可以装进插册
欣赏。由于每部展集使用的扑克牌不同以及摆放位置不
同，因此每部扑克展集都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扑
克艺术孤品，因此更具有独特的珍藏价值和艺术魅力。 

一部展集是贴片、相关扑克牌实物、塑封膜等元
素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新的艺术品和收藏品，加上制作
人的劳动，通常一部16页扑克展集制作成本在300元以
上。由于每部16页展集需要使用大约20副左右扑克素
材，而且十二生肖扑克展集中必须使用的《百猴图》
《百马图》《百龙图》《百蛇图》《百兔图》等扑克每
套市场价都达到百元以上，给十二生肖主题展集制作带
来一定困难。为鼓励广大藏友制作和收藏扑克展集这一
特殊的扑克艺术形式，中国扑克馆对每部展集只象征性
收取12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国扑克馆承担。 

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按照他们的属相分别制作一部
生肖扑克展集，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定制全
套十二生肖展集共192张贴片，插进几个册子欣赏，更
是一件趣味无穷的事情。 

由于每部展集制作周期大约要1-2天，要求代为制
作的藏友又比较多，因此我们采取预定形式，按照藏友
预定顺序依次为大家提供制作加工服务，制作完成后立
即为大家寄出。 

15. 鼠与鼠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16. 牛与牛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17. 虎与虎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18. 兔与兔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19. 龙与龙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0. 蛇与蛇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1. 马与马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2. 羊与羊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3. 猴与猴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4. 鸡与鸡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5. 狗与狗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26. 猪与猪文化（扑克展集全套16张）    实价120元 

【蝶马系列主题扑克】 

27. 世界杯拾零（G-042）                    20元 

如火六月，热络的除了天气还有即将到来的世界

杯。本套世界杯题材收藏扑克与其他注重球星、队员的

扑克全然不同，它收集了从第一届世界杯起的比赛用

球，主办国官方海报以及吉祥物的形象，是一份难得的

世界杯资料。 

28. 诺奖与中国（G-043）                    20元 

诺贝尔奖往往象征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

域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在熟识了莫言，屠呦呦之后，其

实诺奖于中国人，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比如不方便

说的谁谁谁和谁谁。但是不管怎样，发生过的终是发生

了的，在谈及诺奖与中国这个话题是，始终无法回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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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太一样的记忆。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辩证地看

待。 

29. 汶川十年祭（G-044）                    20元 

不仅仅是我们，很多人都在追忆汶川和汶川那十

数万的遇难者。而随着央视主持人宋英杰在微博中自曝

4岁的儿子可能与汶川转世亡灵有某种牵连，人们更要

必要追忆那悲惨的一页，由衷的哀悼哪些本不该逝去的

灵魂。 

【《红楼梦》主题收藏品】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中国

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著之一。作者

曹雪芹。在国内文学界，《红楼梦》也一直被公认为中

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巅峰。红楼梦主题收藏也是风靡

全国的收藏门类，扑克藏友中许多人都是红楼收藏迷。

《红楼梦》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在藏家面前，为我

们丰富多彩的《红楼梦》主题扑克收藏锦上添花！本期

向大家介绍了四款红楼梦主题收藏尚品，成为红楼收藏

人从本期开始—— 

30. 《红楼十二金钗》扑克主题邮简28枚  实价140元 

邮简是介于明信片和信件之间的一种邮政用品，

特点是使用方便，明信片使用方便，但书写的内容不保

密。一般信件保密性相当好，但必须同时具备信纸和信

封才能写一封信。邮简在出售时是一张纸，纸的一面如

同信封的封面一样，可以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邮政

编码等；另一面则起信纸的作用，可由寄信人书写信件

的正文。写完以后，按纸上的折线折叠起来即成一封信

的形状。 

本期推出的《红楼十二金钗》扑克主题邮简共28

枚，其中黑桃A-Q为清代绘画大师改琦手绘红楼十二金

钗图稿，红桃A-Q为《红楼梦》邮票设计者、红楼梦绘

画大师刘旦宅绘制的红楼十二金钗美术作品，两张大

王、小王分别为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读《西厢记》的画

面。每枚邮简上均加盖红楼梦大观园邮资机戳（只使用

一天，因此非常珍贵难得）。这将是全国第一套红楼梦

主题邮简，也是第一套红楼梦主题扑克邮简，又是第一

套加盖红楼梦邮资机戳的邮简藏品，因此具有极高的珍

藏价值。 

31. 《红楼梦》扑克主题特种封（4枚）    实价20元 

《红楼梦》扑克主题特种封全套4枚，分别选用4

幅中国艺术大师的《红楼梦》主题绘画佳作。每枚封均

加盖红楼梦大观园邮资机戳，该机戳只使用一天，因此

非常珍贵。 
32. 《红楼十二金钗》格拉纳达邮票小型张 实价50元 

红楼梦主题邮票和小型张一直是集邮爱好者和红

楼收藏爱好者的最爱。这是格拉纳达1996年为世界邮展

发行的红楼梦十二金钗邮票小型张。红楼梦十二金钗完

整表现在一枚邮票小型张上，到目前为止仅有此票，因

此非常珍贵。 
33. 《红楼梦》绘本日历书               实价60元 

《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是清代民间画家孙温

所绘《红楼梦》大幅绢本工笔彩绘画册。全书共230幅

画面，表现了3000多人物形象及各类场景。依次描绘出

全本《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每个章回情节所用画幅数

量不尽相同。画面围绕原著的故事情节，将主要人物活

动表现的细致入微，楚楚动人。清孙温《红楼梦》绘本

在2017年首次以文化日历书形式表现出来，刚一发行即

全部脱销。文化日历书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的收藏门类。

很多往年的日历书都增值数倍且一书难求。《红楼梦》

绘本日历书是一本一年365天，每天一幅清代孙温的

《红楼梦》场景人物彩绘作品，全书730页，精装本，

书页边缘烫金，非常精美，值得珍藏。限量10本。 

【其他收藏扑克】 

34. 星战俄罗斯·世界足球巨星               10元 

2018俄罗斯世界杯硝烟再起。第21届世界杯将于

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11座城市中的12座球

场内举行。6月14日，东道主俄罗斯将与沙特阿拉伯在

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展开揭幕战，32支国家队将通过64

场比赛的角逐，决定“大力神杯”的最终归属。在俄罗

斯世界杯开战前，让我们共同领略世界足球巨星的风

采！ 

35. 孔府春联集（2*1）                      20元 

孔府，俗称衍圣公府，位于山东曲阜城内孔庙东

侧，是我国现在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衍圣公为孔

子嫡裔子孙世袭爵位，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

的族务。1961年3月，孔府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其

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府春联要求严格，除了对偶得当，

还讲究纸墨精良，字体工整，春联的长、宽及张贴位置

都有着严格规定。本扑克精选孔府对联百幅。孔府对联

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 

36. 孔府珍藏                               10元 

孔府收藏大批历史文物，最著名的是“商周十

器”, 亦称“十供”，形制古雅，纹饰精美，原为宫廷

所藏青铜礼器，清于乾隆三十六年赏赐孔府。孔府还收

藏金石、陶瓷、竹木、牙雕、玉雕、珍珠、玛瑙、珊瑚

以及元、明、清各代各式衣冠剑履、袍笏器皿，另有历

代名人字画，其中元代七梁冠为国内仅有。孔府并存有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至1948年的档案，内容丰

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的一个侧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现已整理出9000多

卷。孔府档案是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范围最广，保存

最完整的私家档案。 

37. 邯郸成语典故修真图集                   10元 
邯郸作为我国古代五大名都之一，不仅在历史上

占据着辉煌的一页，而且，在文化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
遗产。在人们日常所用的成语当中，相当一部分产生于
邯郸。2005年10月26日，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命名颁牌仪式，授予邯郸市“中
国成语典故之都”称号。据专家统计，与邯郸有关的成
语典故共有1584条。 

38. 最新酒文化广告扑克组合（全套10副） 实价50元 
在广告扑克的汪洋大海中，酒文化广告扑克无疑

是最受扑克收藏爱好者和酒文化收藏爱好者欢迎的专
题。中国扑克馆最近为大家搞到最近酒文化广告扑克10
种组合出售。数量不多，供完为止。 

39. 魅影塔罗（78张塔罗大牌）               20元 

40. 棋人茶楼（幸运五行牌）                 10元 

41. 信宁生物（海洋生物知识）                5元 

42. 康桥公馆（半花式）                      4元 

【说明：选购本目录藏品100元以下请另付邮寄挂
号费8元，购牌100元以上免收邮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