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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毛泽东》展集和《扑克牌的学问》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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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创意和制作劳动，通常一部16页扑克展集制作成本
在300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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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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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一套《扑克牌上的
十二生肖》发行一个月以来，得到各地藏友热烈反响！
目前已有几十位藏友定制十二生肖主题扑克展集近三百
部，中国扑克馆全体工作人员正在全力以赴投入编排、
制作，并陆续寄给大家。 

建党97周年、建军91周年、建国69周年、毛泽东诞
辰125周年即将到来，正是我们把红色经典扑克展览推
向社会的大好时机。为配合各地扑克藏友举办红色主题
扑克展览，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我们创意设
计制作了《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
东》在党庆日到来之前奉献给大家！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东》
主要内容如下： 

1、 前言 
2、 中国共产党缔造者毛泽东 
3、 人民解放军缔造者毛泽东 
4、 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者毛泽东 
6、 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7、 革命导师毛泽东 
8、 革命领袖毛泽东 
9、 战略家毛泽东 
10、 预言家毛泽东 
11、 书法家毛泽东 
12、 诗人毛泽东 
13、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14、 毛泽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15、 毛泽东与国际友人 
16、 毛泽东的领袖家风 

为提高本展集的珍罕度和收藏价值，《扑克收藏专
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东》使用珍贵的毛泽东
主题扑克数十副，其中部分扑克已经绝版升值。全部贴
片已经为大家塑封好。（需要说明的是，展示的画面仅
供参考。每位藏友收到的展集都会与众不同，都是独一
无二、不可复制的孤品！）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东》
分为16贴片和32贴片两种。16贴片收部分成本费120
元。32贴片受部分成本费240元。 

每部展集制作都要经历打印、配牌、编排、构图、
定位、塑封、审验、封装八道工序，制作周期为1-2
天。我们会按照定制顺序抓紧为大家制作。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东》
可与即将发行的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系列（各48张）
配套展示。 

为满足全国各地扑克藏友进行专题收藏、欣赏和展
览展示的需求，中国扑克馆陆续推出以下两个适合展览
展示、收藏欣赏的系列，发行计划如下： 

（一）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系列（每套 48张，
收成本费 120元） 

1. 《伟大长征》（48张，已发行） 
2. 《军旗飘飘》（48张，已发行） 
3. 《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

会》（48张，即将发行） 
4. 《党旗飘飘》（48张，陆续发行） 
5. 《人民领袖毛泽东》（48张，陆续发行） 
6. 《扑克牌的学问》（48张，已发行） 
（二）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系列（每套 16-32张，

收成本费 120-240元） 
1. 《扑克牌上的十二生肖》（12组各 16片，已

发行） 
2. 《世纪伟人毛泽东》（16-32片，已发行） 
3. 《共和国十大元帅》（16-32片，即将发行） 
4. 《红色文艺经典荟萃》（16-32片，陆续发

行） 
5. 《红色美术经典荟萃》（16-32片，陆续发

行） 
6. 《红楼十二金钗》（16-32片，陆续发行） 
7. 《扑克牌上的十二生肖》（12生肖综合共 16-

32片，陆续发行） 
说明： 
1、 以上均为按需求定制。 
2、 欢迎藏友自定选题委托制作（每组 16片收

160元） 
     联系人：中国扑克馆 李宝华 田永红 
     联系电话：010-63040570  13146266677（李）  
13522020812（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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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治家格言》印谱实物礼品扑克(Y-032）实价150元 

俗话说：家和万

事兴睦。大至国家之

强盛，社会之祥和，

小至个人生活的之幸

福，事业之兴旺，身

体之健康，均有赖于

和谐的家庭为基础。

好的家风是在于无声

处的潜移默化中有感

染力，家风促国风；

好的家训（家教）是

在家庭的言传身教中

来提升正能量；好的治家是在万物巨细的实际行动中来

体现家庭的家风家教及温馨。有好的家风就有好的家训

（教），有好的家训

（教）就有好的治家方

略，有好的治家方略就

会总结归纳出好的治家

格言。 

中国扑克博物馆与

北京市西城区妇女联合

会、北京西城区老干部

书画研究会合作，请著

名印章篆刻专家刻制

《治家格言》内容印章

54枚，共同推出《治家

格言》印谱实物礼品扑

克。包括： 

（1）《治家格言》印刷版扑克； 

（2）《治家格言》印谱实物扑克（与印刷版扑克

内容一一对应）； 

（3）“牌之趣”

等文字玉石印章一枚

（可作为个人藏牌印

章加盖）。 

三件珍贵藏品组合

一起，可谓相得益

彰，珠联璧合。配精

美礼品外盒。欣赏、

把玩、珍藏、赠友均

可。限量编号制作100

套。供完为止。（说

明：印谱实物扑克为

手工加盖，质量以收

到为准，无法退换，

请大家谅解。） 

 

2. 《世纪伟人毛泽东》（实物扑克专题展集32片）  

实价240元 

3. 《世纪伟人毛泽东》（实物扑克专题展集16片）  

实价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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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集可

以插册欣赏、

珍藏，也可以

用 于 展 览 展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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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二套《世纪伟人毛泽

东》主要内容如下： 

1) 前言 

2) 中国共产党缔造者毛泽东 

3) 人民解放军缔造者毛泽东 

4) 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者毛泽东 

6) 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7) 革命导师毛泽东 

8) 革命领袖毛泽东 

9) 战略家毛泽东 

10) 预言家毛泽东 

11) 书法家毛泽东 

12) 诗人毛泽东 

13)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14) 毛泽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15) 毛泽东与国际友人 

16) 毛泽东的领袖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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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创意和制作劳动，通常一部16片扑克展集制作成本

在300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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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对每组16张展集只

象征性收取12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国扑克馆承

担。选择32片，内容将更加丰富、更加充实且无重复。 

mailto:pokerchin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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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扑克牌的学问》（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6）实

价120元 

为 满 足 各

地藏友在社会上

举办扑克收藏展

览的需要，同时

为藏友提供一种

全新理念的珍藏

品，中扑委、中

国扑克馆借鉴新

华社新闻展览图

片的模式，参考

目前专题邮集和

专题扑克展集的

组集思路，综合

各地藏友在当地

举办个人扑克展

览的成功经验，

考虑各地扑克收

藏组织和扑克藏友的具体情况，推出一种集宣传、展

览、珍藏、学习功能于一体的《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

卡》。《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第1、2套—《伟大长

征》军旗飘飘》发行后大受欢迎，订购藏友络绎不绝。 

最近，中国扑克馆特别推出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

卡的第6套——《扑克牌的学问》。全套大16开48张。

系统介绍扑克牌的历史（由来与演变）、文化和收藏知

识。藏友可以插在普通文件插册内珍藏欣赏，也可以插

到3个16格标准展袋中展览展示。全部48张图卡均经过

塑封，便于收藏、把玩和展览。一律以成本价提供，支

持藏友收藏、参展！ 

5. 《伟大长征》（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1）实价120元 

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第1套48张。补充提供。 

6. 《军旗飘飘》（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2）实价120元 

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第2套48张。补充提供。 

7. 2006足球世界杯扑克（2*1）                赠送 

为2018俄罗斯世界杯助兴——中国扑克馆向本月

购牌藏友赠送2006年足球世界杯珍藏版扑克2副（黑芯

纸、灰芯纸各1副）。 

【中国扑克博物馆系列主题扑克（J）】 

8. 中华诗词接龙（单句篇）（J-388）          10元 

9. 中华诗词接龙（联句篇）（J-389）          10元 

从古至今，诗词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

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本扑克以民间常见

的诗词接龙的出题方式，带动全民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

古诗词，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

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本扑克也可作为各地诗

词大赛辅助读物。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10. 再见，霍金（雅藏版YC-037）         实价20元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2018年 3 月 

14 日去世，享年 76 岁。这位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

学家，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

伟人之一——向人

类揭示了宇宙和黑

洞的奥秘，提出了

黑洞蒸发理论和无

边界的霍金宇宙模

型，证明了广义相

对论的奇性定理和

黑洞面积定理，在

统一爱因斯坦的相

对论和普朗克的量

子力学这 20 世界

物理学两大基础理

论中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本扑克收集

了纪念霍金的54个

精彩的报纸版面，

以此向这位被誉为

继爱因斯坦后最杰

出的物理学家直径！限量100副，逐副印珍藏号。 

11. 中国一分钟（雅藏版YC-038）         实价20元 

当代中国的每一分钟，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这

是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中国奇迹，也是我们再出发的信

心和底气。一分钟，是那粒不起眼的草芥，是一杯沙漏

的缓缓流逝。一分钟，来不及品尝一杯热茶，来不及阅

读一篇美文，来不及听完一首歌曲，来不及诉说一个故

事。新时代的每一分钟，中国都在发生巨变！本扑克为

您展现了让人心潮澎湃的别样的每一分钟：无数穿梭于

平行时空中的每一分钟，共同编织出了伟大的中国梦，

共同见证着

东方巨龙的

苏醒。让我

们共同为伟

大 祖 国 点

赞 ！ 厉 害

了 ， 我 的

国！限量100

副，逐副印

珍藏号。 

12. 北京雪景（雅藏版YC-039）           实价20元 

很多南方人专程来北京看雪，但是他们往往带回

去的结论是：北京无雪。但是，你知道北京的雪景有多

美吗？它是故宫的红墙飞白雪，禀天地之灵气；更是帝

都风雪的标志，散发出更加强大的气场。它是颐和园小

院落里的雅致，那大雪覆盖下的皇家园林，是几百年王

朝更迭的历史。它是长城澎湃的泼墨画，没有人海，只

有毛公笔下“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无边壮阔。它是

北京老胡同

的 安 静 美

好，富有生

活气息的画

面，犹如一

首 动 人 的

歌，既温情

又怀旧。限

量100副，逐

副 印 珍 藏

号。 

https://www.baidu.com/s?wd=%E8%8B%B1%E5%9B%BD%E5%89%91%E6%A1%A5%E5%A4%A7%E5%A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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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记中国名画长卷系列主题扑克】 

13. 清明上河图（赵孟頫绘，编号45）     实价50元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原作为北

宋画家张择端。作品以长卷形式，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

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

的写照。张择端以后由不少书画名家再度创作《清明上

河图》，其中不乏精品，赵孟頫版就是其中公认的珍

品。84×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

副。（这是本系列《清明上河图》第5副，最新品） 

14. 女史人物图（于非闇绘，编号46）     实价50元 

这是清代著名画家于照的经典长卷人物画。于照

字非厂，别署非闇，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久居北

京。清贡生，为华北名记者。工书，擅瘦金体。画花木

禽鱼，从宋人钩勒入手，雕青嵌绿，富丽绚烂。白描

兰、竹、水仙，尤为清逸。兼擅治印。解放后任北京中

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院副会长。于艺术事业，致

力甚多。84×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

300副。 

15. 养正图册（冷枚绘，编号47）         实价50元 

清代著名画家冷枚《养正图》又称《圣功图》，

是带有启蒙教育性质的作品，明清两代均有绘制。画面

内容皆为历代贤明君主的故事。每开对题均有张若蔼书

写对应故事情节的文字。两者配合，图文并茂，能够起

到以史为鉴、以图育人的教育目的。此册虽为人物画，

但作为背景的楼阁宫阙占有相当的比重，不难看出西方

技法对画家的影响。建筑物的画法适当借用了焦点透视

法，并力图在设色上用晕染的深浅表现构件的明暗关

系，突出建筑的立体感。84×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

拼图扑克，限印300副。  

16. 十宫词图册（冷枚绘，编号48）       实价50元 

清代著名画家冷枚绘《十宫词图》描绘历代贤德

后妃或贵族女子的故事，和《养正图》册具有同样鲜明

的教育意义。图册以历代宫廷生活为题，幅画面均有对

宫廷建筑的描绘。册中建筑的描绘均采用“海西画

法”，冷枚作品中体现的这种画风特性，是在中国传统

界画的基础

上运用透视

法增强画面

的空间深度

感并以明暗

关系区分阴

阳向背，说

明曾为康熙

皇帝所赏识

的 “ 海 西

法 ” 在 雍

正、乾隆朝

的宫廷建筑

绘画中已被

日渐欣赏和

接受。84×

250MM超大型

长条形长卷

拼图扑克，

限印300副。 

17. 长江万里图（吴伟绘，编号49）       实价50元 

《长江万里图》是明代画家吴伟所作，是传世水

墨写意山水画中仅见的长卷巨制，该画描绘了万里长江

沿途的壮丽云山、幽谷山村、城乡屋宇、江上风帆等。

在这幅作品中，吴伟采用刚健奔放的勾勒与水墨晕染相

结合的手法，挥洒纵横，描绘出万里长江的憾人气势，

表现了画家以雄强风格取胜的艺术特色，在宋元以来放

笔写意一派的水墨山水中有其独特的创造性。84×

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副。 

18. 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绘，编号50）     实价50元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原作为北

宋画家张择端,本扑克为张择端原作。作品以长卷形

式，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

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

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84×250MM超大型

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副。（这是本系列《清

明上河图》第6副，最新品） 

【其他收藏扑克】 

19. 台独通缉令名单                     实价15元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

台湾之时。这句无限接近“最后通牒”的话语，就出自

上个月中国驻美公使口中。如今，随着以蔡英文为首的

岛内“台独势力”的再一次膨胀，曾在数年间不断闪现

的“和平统一”曙光已经趋于破灭！全民反台独，欢乐

斗地主。这是一副来自网民的设计扑克，资料是否准确

有待探讨。 

20. 台湾长荣航空（EVA AIR）            实价30元 

长荣航空1989年3月正式成立，1991年7月1日正式

开航。2003年长荣航空参与执行首次台湾海峡两岸直航

春节包机任务，开始海峡两岸直航台商包机业务。2005

年荣获IATA评选为2004世界十大航空货运公司。长荣航

空拥有良好的飞行安全纪录， 2004年，德国 Aero 

International杂志评选长荣航空为全世界十大安全航

空公司之一。2005年长荣航空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家以”

零缺点、零建议事项”正式通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作

业安全查核认证（IOSA）”。台湾原版扑克。 

21. 心灵港湾——心理健康常识            实价5元 

这是一副别致的心理健康常识扑克，精选13种精

神科发病率较高，对健康危害较大的心里疾患。黑桃为

疾病定义，红桃为疾病常见症状，梅花为疾病治疗方

法，方块为疾病预防措施。                         

22. 难得糊涂酒（酒文化专题，背图）      实价4元 

23. 龙江家园酒（酒文化专题，酒令扑克）  实价6元 

24. 黑土地酒（酒文化专题，背图）        实价4元 

25. 红螺湾酒店（酒文化专题，酒令扑克）  实价6元 

26. 恒金祥（菜谱扑克）                  实价5元 

27. 生活常识（天津滨海新区工会）        实价5元 

28. 山东玛钢（全花式扑克）              实价4元 

29. 中国联通（凌源，电信主题，全花式）  实价4元 

30. 南方·凤凰城（地产主题，全花式）    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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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4%BC%9F/17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