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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出品毛泽东主题扑克目录 
扑克编号 扑克名称 
CP-A001（1）毛泽东肖像版画（1） 
CP-A001（2）毛泽东肖像版画（2） 
CP-A005（1）文革纪实 
CP-A005（2）文革宣传画（1） 
CP-A005（3）文革宣传画（2） 
CP-A005（4）文革宣传画（3） 
CP-A005（8）毛主席语录烟标（1） 
CP-A005（9）毛主席语录烟标（2） 
CP-A005（10）毛主席语录火花 
CP-A008（1）毛泽东伟人足迹 
CP-A008（2）毛泽东语录 
CP-A008（3）毛泽东诗词 
CP-A008（4）毛泽东书法真迹 
CP-A012（1）工农兵版画（1） 
CP-A012（2）工农兵版画（2） 
CP-A019 文革记忆 
CP-A034 共和国60年经典瞬间 
CP-A035 共和国外交风云录 
CP-A046 共和国记忆 
CP-A052 红色经典大观 
CP-A053 毛主席像章珍藏 
CP-A056 中国粮票大观 
J-001 毛主席肖像剪纸 
J-051 毛主席肖像版画 
J-052 工农兵版画 
J-082 民国老照片 
J-083 新中国老照片 
J-084 文革老照片 
J-127 共和国记忆 
J-128 红色年代记忆 
J-129 中国邮票大观 
J-138 领袖墨宝 
J-145 中国粮票 
J-146 中国票证 
J-151 毛泽东足迹 
J-152 毛泽东语录 
J-153 毛泽东诗词 
J-154 毛泽东手书真迹 
J-155 毛泽东著作画（老三篇） 
J-156 毛泽东外交岁月 
J-167 红色历程 
J-168 三大战役·开国大典 
J-169 共和国岁月 
J-170 知青年代 
J-171 毛主席万岁 
J-174 红色回忆 
J-193 毛主席像章珍藏 
J-201 文革剪纸 
J-202 文革瓷器 
J-203 文革美术 
J-204 文革烟标 
J-205 文革版画 
J-206 文革样板戏 
J-260 毛泽东与红色圣地 
C-043 领袖墨宝 
C-044 知青老照片 
C-061 辽沈战役 

C-062 平津战役 
C-063 淮海战役 
C-064 1949·开国大典 
C-067 共和国美术60年 
C-070 共和国大阅兵 
C-074 革命圣地——西柏坡 
C-132 党史上的今天（1） 
C-133 党史上的今天（2） 
C-134 党史上的今天（3） 
C-135 党史上的今天（4） 
C-161 毛主席画像下的中国 
C-162 毛泽东颂歌（文革老歌本) 
T-013 天安门 
T-014 毛主席肖像版画 
NO.011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NO.017 中国革命领袖肖像画集 
NO.018 中国革命史美术作品集 
NO.019 文革经典美术作品集 
NO.020 毛泽东主席肖像画集 
NO.031 毛主席在长征途中 
NO.045 毛泽东肖像宣传画集 
NO.055 毛泽东彩色照片全集（1） 
NO.056 毛泽东彩色照片全集（2） 
NO.057 毛泽东彩色照片全集（3） 
NO.058 毛泽东彩色照片全集（4） 
NO.061 共和国史诗画卷 
NO.076 毛泽东诗词创意画集 
NO.077 毛泽东邮票小型张(1) 
NO.078 毛泽东邮票小型张(2) 
1049 文革邮票百图（1） 
1050 文革邮票百图（2） 
1083 文革报头百图（1） 
1084 文革报头百图（2） 
1101 毛泽东题词百图（1） 
1102 毛泽东题词百图（2） 
1161 毛泽东经典邮票百图（中国1） 
1162 毛泽东经典邮票百图（中国2） 
1179 毛主席著作百图（1） 
1180 毛主席著作百图（2） 
ZH-004 共和国外交五十五年 
ZH-005 共和国领袖风采 
ZH-006 东方红 
ZH-011 毛泽东 
ZH-012 文革瓷器 
ZH-013 毛泽东诗词（1） 
ZH-014 毛泽东诗词（2） 
ZH-026 毛泽东（上册） 
ZH-027 毛泽东（下册） 
ZH-033 红色年代版画（1） 
ZH-034 红色年代版画（2） 
ZH-035 红色年代版画（3） 
ZH-041 红色年代国画（1） 
ZH-042 红色年代国画（2） 
ZH-051 红色年代油画（1） 
ZH-052 红色年代油画（2） 
ZH-058 红色年代年画 
ZH-059 红色年代剪纸 
ZH-060 红色年代雕塑 

CPM-006 深切怀念毛泽东（书牌1） 
CPM-007 深切怀念毛泽东（书牌2） 
CPM-021 军旗飘飘(上册） 
CPM-022 军旗飘飘(下册） 
CPM-031 共和国六十年（上册） 
CPM-032 共和国六十年（下册） 
CPM-038 党旗飘飘（上册） 
CPM-039 党旗飘飘（下册） 
CPM-042 毛泽东签名艺术 
CPM-044 团旗飘飘（上册） 
CPM-045 团旗飘飘（下册） 
LC-2023 毛泽东画传（1） 
LC-2024 毛泽东画传（2） 
LC-2025 毛泽东画传（3） 
LC-2026 毛泽东画传（4） 
LC-2027 毛泽东画传（5） 
LC-2028 毛泽东画传（6） 
LC-2029 毛泽东画传（7） 
LC-2030 毛泽东画传（8） 
LC-2031 毛泽东画传（9） 
LC-2032 毛泽东画传（10） 
LC-2033 毛泽东画传（11） 
LC-2034 毛泽东画传（12） 
G-009共和国主席 
N-005毛主席的情与爱 
N-006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N-007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N-008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N-009毛主席的27个经典预言 
N-010毛主席的54条经典语录 
Y-004毛泽东肖像摄影-韶山红日形 
Y-005毛泽东肖像油画-井冈红日形 
Y-006毛泽东肖像版画-遵义红日形 
Y-007毛泽东肖像国画-延安红日形 
Y-008毛泽东肖像宣传画-天安门红日
形 
Y-009开国领袖毛泽东（长条形） 
Y-014毛泽东巨型扑克图典（巨型） 
Y-015毛泽东巨型扑克画典（巨型） 
Y-016蛇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
形） 
Y-026中国共产党辉煌95年（长条） 
Y-024毛泽东肖像印谱实物扑克 
Y-029历史上的猴年（长条形） 
Y-031人民军队辉煌90年（长条形） 
JY-001 毛泽东塑像大观 
JY-002 各地党报报头大观 
JY-003 毛泽东珍稀老照片 
JY-004 毛泽东珍稀宣传画 
JY-008 抗日战争纪实扑克） 
JY-009 伟大长征 
JY-010 红军不怕远征难 
JY-011 毛主席49次登上天安门 
JY-012 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 
JY-025 青年毛泽东 
YC-009 毛泽东在1966 
YC-028 2017扑克收藏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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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毛泽东与红色中国（54张红色主题扑克集合） 赠送 

为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

中国扑克馆精选相同规格的54副毛泽东与红色中国主题

扑克牌，每副扑克中抽取一张牌，54张牌集合在一起，

组成一副非常别致的54种设计风格、54个不同主题、54

个不同背图的别致的红色主题扑克。每位藏友收到的那

副扑克都是和其他藏友不同的“孤品”，而且其中很多

扑克都是已经升值的绝版扑克。欣赏、把玩、展示就很

适合。每位购牌藏友赠送1副。藏友如需要多副，按照

每副10元收取基本费用。 

2. 《中国扑克收藏》报+《中国扑克收藏文集》杂志

(2019年全年预订)                  实价100元 

《中国扑克收藏》报和《中国扑克收藏文集》杂

志作为中国扑克收藏活动核心报刊深受扑克藏友和其他

读者喜爱，成为中国扑克收藏最权威的史料性、观赏

性、研究性读物和权威信息发布载体。尽管几年来纸

张、油墨、印刷、装订费用多次大幅度涨价，中国扑克

收藏一报一刊坚持为藏友和读者服务的理念，坚持按原

价接受订阅。《中国扑克收藏》报彩色版2019年全年12

期加一份号外（报纸封面为方块A-K,四年将集齐1副别

致的报纸形扑克牌）。《中国扑克收藏文集》2019年全

年4期（总第41-44期）。同时预订全年一报一刊的藏友

将获赠与2018年全年报纸封面相同的13张明信片（BZP

系列，价值40元）。单独订报或订刊无此赠送。 

3. 《中国扑克收藏》报(2019年全年预订)   实价52元 

《中国扑克收藏》报彩色版2019年全年12期加一

份号外（报纸封面为方块A-K,四年将集齐1副别致的报

纸形扑克牌）。 

4. 《中国扑克收藏文集》杂志(2019年全年) 实价48元 

《中国扑克收藏文集》2018年全年4期（总第41-

44期）。总第1-40期可随时补订，每册15元包邮，全套

40期480元包邮。 

5. 《水浒传》（实物扑克专题展集32片）  实价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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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

篇章回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也

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水浒传》具

体而生动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

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

鲁智深、武松等108位英雄人物的鲜明形象。本书规模

宏大，结构严谨，故事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

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

著之一。本展集为四大名著系列扑克专题展集第3套。 

一部优秀的扑克艺术展集是贴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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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张展集只象征性收取24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

由中国扑克馆承担。支持藏友收藏、参展！ 

6. 中国扑克博物馆门券(4枚全)            【赠送】 

2019年是中国扑克博物馆（菏泽）开馆十周年。

中国扑克博物馆开馆时曾经印制门券全套4枚（价值170

元），很多藏友反映一直没有收集到这套珍贵门券。本

馆最近为广大藏友组织到2009年版中国扑克博物馆门券

全套4枚，每位购牌藏友均可获赠1套。希望多购的藏友

可按每套10元提供。 

7. 扑克主题信封(12枚)                   【赠送】 

扑克主题信封是精美的扑克主题集邮品，也是很

好的扑克衍生物。本月购牌者均赠送扑克主题信封3组

12枚。价值24元。本月购牌超过100元者赠送。与上期

赠品不同。 

【红色中国系列扑克】 

8. 中国梦—原创七律书法扑克中的家国情怀 实价15元 

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先后到来之

际，由著名红色作家兼

红色收藏家余玮、著名

诗词作家刘晓、著名书

法家徐宜胜联手制作

“中国梦——原创七律

书法里的家国情怀”主

题扑克珍藏版，以献礼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次次党的代表大

会、一个个红色地标、

一件件重大历史事件、一首首原创红色七律、一幅幅沉

稳端庄的楷书，排列成一张张精美的扑克，再现着中华

儿女或刻骨铭心或为之振奋的集体记忆，展示着大国崛

起的深深脚印与民族复兴的铿锵步伐。” 

整副扑克主题鲜明，亦诗亦书亦画，文学性、史

学性、观赏性、原创性、收藏性强，集原创诗词、原创

书法和原创扑克于一体，以特别的视角还原发生在中国

大地上的红色传奇背后少为人知的诗意印痕，是红色收

藏的珍品，更是扑克收藏的传世佳作！ 

mailto:pokerchin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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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著名红色作家、著名红色文化创意大师余玮

为全国扑克收藏爱好者奉献的这一充满红色基因、充满

文化内涵、充满正能量的扑克收藏力作！ 

本扑克为红色中国原创系列扑克的第1副，印量仅

数百副，中国扑克馆设计制作，值得永久珍藏！ 

9. 双枪春姐（2*1）                     实价20元 

当年，她跃马扬枪，名震湘鄂赣。当年的红军战

士晚年还记得“双枪春姐”的雅号。 

解放后，她归隐乡里，独自将烈士遗孤抚养成

人。村民没有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农村老太太竟是中

共早期党员、鄂东南特委常委、鄂东南妇女会主任。 

历经长时间的走访、求证，我们试图还原她模糊

影像背后清晰的历史，一段红色传奇开始复活，并在今

天重新闪现出光芒…… 

贾春英1912年出生于阳新县陶港镇贾村一个贫困

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东妇委书

记，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巡视员，鄂东特委（直

属中央领导）妇委书记、主任等职，与红军时期著名女

将胡筠并称湘鄂赣“双芙蓉”。其丈夫潘涛抗日战争时

任新四军游击大队长，1940年率部在咸宁嘉鱼与日寇激

战五天五夜，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贾春英解甲归

田，务农为生，直至1984年离世。生前，她坚持不要个

人待遇、不要国家抚恤、不吃政府救济，高风亮节令人

起敬。 

彩色连环画扑克《双枪春姐》，用104幅连环图

画，生动讲述了革命女杰贾春英的传奇革命故事。该扑

克由著名红色作家余玮编著、青年画家龙翔绘图，中国

扑克馆设计制作。全套2副。红色中国系列扑克中的两

副。印量仅数百套，值得珍藏！ 

【中国记忆系列主题扑克（JY）】 

10. 青年毛泽东（JY-025,1*2大牌）           40元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伟人。他在青少

年时代即显示出学习勤奋、思想开阔、品德高尚、才华

出众、能力超群。他天姿英发，文韬武略，胆识过人，

几乎凭借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就白手起家，在二十八

年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政党、一

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和一个谁结婚是那个最伟大的国家，

是他唤起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的崛起。回顾毛泽

东的一生，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未

来，他也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一个神

话，一个传奇，一个理想，一个梦境!然而，当我们仔

细研读毛泽东的整个人生历程，你会发现，他身上的许

多独特的品格和思想，都是在青年时代培养和奠定的。

本扑克将以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珍贵和图片和美术作品

展示青年毛泽东的绚丽人生。著名的青年毛泽东特型演

员李光彩参与本扑克策划和设计工作，使本扑克增色很

多。本扑克为84MM×121MM大型扑克，分别设计了毛泽

东青年时代油画和毛泽东青年时代素描作品两个封面，

可谓相得益彰。本扑克每个封面仅印制300副。建议两

个封面配套收藏。 

11. 青年毛泽东（JY-025，1*1大牌）          20元 

本扑克为84MM×121MM大型扑克，分别设计了毛泽

东青年时代油画和毛泽东青年时代素描作品两个封面，

可谓相得益彰。本扑克每个封面仅印制300副。选择此

项将在两个封面中随机选发一副。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12. 中华56民族（YC-040,1*4）           实价80元 

神州华夏，56个民族56朵花，汇成了锦绣中华。

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丰富的文化底蕴，

强烈的民族情感激发着画家的创作灵感。画家以与众不

同的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展示中华56民族女性之美，抒

发了我国56个民族儿女共同奔向中国梦的喜悦心情，共

同为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祖国祝福，齐声为祖国的

“团结、繁荣、进步”欢呼歌唱。为在外盒上全面展示

54民族女性形象，设计者别具匠心地为本扑克设计了4

种外盒，拼在一起就是56民族拼图。限量100副。选择

本项将提供4种外盒大全套。 

13. 中华56民族（YC-040,1*1）           实价20元 

神州华夏，56个民族56朵花，汇成了锦绣中华。

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丰富的文化底蕴，

强烈的民族情感激发着画家的创作灵感。画家以与众不

同的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展示中华56民族女性之美，抒

发了我国56个民族儿女共同奔向中国梦的喜悦心情，共

同为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祖国祝福，齐声为祖国的

“团结、繁荣、进步”欢呼歌唱。为在外盒上全面展示

54民族女性形象，设计者别具匠心地为本扑克设计了4

种外盒，拼在一起就是56民族拼图。限量100副。选择

本项，将随机提供其中1种外盒发货。 

14. 2018国庆花坛集锦（YC-061）         实价20元 

2018年国庆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东西长安

街沿线布置的国庆花坛成为建国69周年首都最壮丽的国

庆景观。天安门城楼巍巍耸立，广场上游人如织。人们

不时在花坛前驻足、摄影，留下难忘的瞬间……今年，

长安街沿线共布置主题花坛10处，以建国门的“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为序幕，复兴门的“畅想美好未来”收

尾。东单西南角，“辉煌中国”花坛里，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生动的造型展

现了新时代取得的新风貌；西单西南角，“健康生活”

花坛以全民健身运动为场景，体现了我国在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西单东北角，

“智慧生活”花坛以高铁、网购、移动支付等为主景，

展现了新时代百姓便捷的生活。本扑克以扑克牌的语言

将难得一见的2018年北京国庆花坛壮丽景观留存于扑克

牌和藏友的记忆中。限量100副，逐副印珍藏号。 

15. 国庆节邮票欣赏（YC-062）           实价20元 

国庆节邮票是新中国成立、国人奋斗、祖国辉煌

的重要见证。它留存下来的每个故事，每段历史，都值

得我们铭记。国庆专题邮票始于1950年的纪4《开国纪

念》。以后在国庆的一、十、十五、二十五、三十、三

十五、四十、五十、五十五以及六十周年又分别发行了

纪念邮票，共约29套150枚（含小型张4枚）之多。其中

1999年发行的《民族大团结》创下了一套邮票枚数最多

（56枚）的世界邮票发行纪录本扑克全面展示了新中国

发行的国庆节专题邮票。限量100副，逐副印珍藏号。 

【革命样板戏主题绝版扑克】 

16. 八大革命样板戏系列扑克（8*1,70*100MM大牌，

普通盒）                  实价（特价）350元 

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

浜》、《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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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现代文艺作品在文革中被奉为“八大革命样板戏”。

这八部革命文艺作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文艺作品

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成为至今仍让人百听不厌的

红色文艺的经典作品，也成为伴随几代人共同成长的历

史记忆。中国扑克馆发行的中华系列八大革命样板戏主

题扑克一直是红色文艺扑克的经典作品，目前全套市价

在600元左右。为满足部分新藏友的需要，中国扑克馆

从馆藏扑克中整理20套供藏友珍藏，价格将大大低于市

场价格，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全新品相，绝版

扑克。如果此系列扑克不齐，可以在下面选项中单选。 

17. 红色娘子军（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红色娘子军》从中国人的审美观出发，以中国

革命历史作为创作的历史依托，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

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芭蕾的世

纪精品，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

世界奇迹，开辟了西方芭蕾在中国本土化的新纪元。

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全新品相。 

18. 红灯记（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现代京剧《红灯纪》在剧本创作、戏曲结构、导

演手法和舞台表演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

高度，尤其是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的精心打磨，使得

《红灯纪》更具艺术影响力和艺术生命力，成为至今认

让人百听不厌的红色文艺的经典作品。40年风云变幻，

40年开拓进取使现代京剧《红灯纪》成为中国戏剧舞台

上一道美丽的风景，也使几代人有幸共同目睹了古老戏

曲艺术焕发的时代异彩。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

全新品相。 

19. 白毛女（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120元 

芭蕾舞剧《白毛女》是现代生活内容和芭蕾艺术

形式的完美结合，在塑造人物方面，既运用芭蕾语汇，

又吸取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戏曲以及武术之长来充实

和丰富表现手段，在此基础上去创造符合剧中人物性格

的新的舞蹈语汇，服务于剧情的发展，而音乐更是优美

动听，经久传唱。正因这独特迷人的艺术魅力，芭蕾舞

剧《白毛女》创造了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一个传奇。

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全新品相。 

20. 智取威虎山（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一曲毛主席人民战争

伟大思想的壮丽颂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剧本

创作、戏曲结构、导演手法和舞台表演等方面都达到了

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高度，成为至今仍让人百听不厌的

红色文艺的经典作品，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一道美丽的

风景。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全新品相。 

21. 沙家浜（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

成为新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红色经典。现代京剧《沙家

浜》是一曲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思想的壮丽颂歌。现代

京剧《沙家浜》在剧本创作、戏曲结构、导演手法和舞

台表演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和高度，成为

至今仍让人百听不厌的红色文艺的经典作品，成为中国

戏剧舞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

装，全新品相。 

22. 奇袭白虎团（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为了揭穿敌人的“和谈”骗局，粉碎他们的进

攻，我志愿军侦察排长严伟才率领一支侦察队，在朝鲜

人民军联络员韩大年、战士金大勇和朝鲜群众崔大嫂的

协助下，在志愿军某营的密切配合下，化装成美、李伪

军，机智冲破敌人的道道关卡，插入敌人心脏，捣毁了

“白虎团”团部，为我军全线反击创造了条件。 

23. 海港（绝版大牌，普通盒）           实价40元 

某装卸队党支部书记方海珍、组长高志扬和工人

们将一批出国稻种装上驳船转运外轮，又将堆在露天的

出国小麦运进仓库。青年工人韩小强轻视装卸工作。暗

藏阶级敌人、调度员钱守维乘机将玻璃纤维装进包内以

破坏我国声誉。方海珍发现事故连夜翻仓，马洪亮又对

韩小强进行阶级教育，从而揪出阶级敌人，完成了援外

任务。70*100MM大牌，普通盒包装，全新品相。 

24. 平原作战杜鹃山龙江颂沂蒙颂（绝版大牌，普通

盒）                               实价40元 

由于交响音乐《沙家浜》系根据京剧《沙家浜》

部分唱段改编而成，情节简单，图片很少，无法单独设

计扑克作品。于是我们精心选择了同为红色文艺经典的

现代京剧《平原作战》、《杜鹃山》、《龙江颂》和现

代舞剧《沂蒙颂》作为本系列扑克的最后一副出版发

行，每出戏剧占一个花色14张牌。70*100MM大牌，普通

盒包装，全新品相。 

【其他收藏扑克】 

25. 毛主席万岁                             10元 

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面见毛泽东，第一个喊出

了“毛主席万岁”。从此，“毛主席万岁”成为全中国

人民的共同心声，也成为红色年代宣传画的永恒主题。

本扑克收录以“万岁”为主题的红色宣传画54幅，为您

留下珍贵的红色记忆。 

26. 灌云博物馆                             10元 

灌云县博物馆成立于1985年，属苏北第一批县级

博物馆，素有"中国最早的石棺墓群"之称的灌云县，石

棺墓群在1981年发现，1984年、1985年由南京博物院、

连云港市博物馆和灌云县博物馆联合进行科学发掘，该

墓地不仅是迄今国内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

密集的石棺墓群。 

【美国单车-英国扑克精品】 

27. 美国单车·阿拉丁高品质扑克(对牌2*1)实价60元 

此款新版美国单车·阿拉丁高品质扑克采用了单

车经典的空气布纹压制技术，使之牌面均匀分布了细致

的布纹，使牌与牌之间形成“空气层”，以此造就了顺

滑流畅的手感，开扇会更加出色。全套两副，分别为典

雅黑和碧海蓝两个颜色。美国扑克牌公司生产，全副56

张，含4张相同的王牌（国外扑克通常大小王相同）。

黑桃A也非常有特色。美国进口，三层黑芯纸，环保油

墨印刷，世界顶级扑克品质，为广大玩家提供畅快的扑

克体验。 

28. 英国力狮高品质扑克1876（对牌2*1）  实价40元 

PEERLESS（力狮）是英国伦敦的一家世界知名扑

克品牌。正式成立于1890年。力狮1876是一款国际标准

高质量扑克，采用德国黑芯纸，赌场扑克品质保证，牌

盒为复古设计。力狮1876扑克手感软硬适中，中等滑

度，切边顺滑。非常适合赌场使用和平时娱乐使用。与

美国蜜蜂具有相同品质。两副一套，外盒颜色为红、蓝

两色，是非常理想的可收藏对牌。香港印制，英国进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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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