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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登記 PRE-REGISTRATION
若閣下是首次參與競投，同時未獲得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認可的註冊客戶推薦，保證金為港幣 500,000 元。如閣下
打算競投高估價拍賣品（在圖錄內及 / 或電子圖錄內標有〇符號之拍賣品），保證金為港幣 1,000,000 元。保利香港
拍賣有絕對權力隨時調整高估價拍賣品之保證金及 / 或手續 , 而不需要另行通知◦在閣下競投前 , 本公司亦有絕對權力
向閣下要求提供任何有關閣下的財務證明。本公司有絕對權力拒絕任何人之競投登記而不需給予任何解釋◦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bid with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and you are not recommended by a registered client 
endorsed by us, the deposit will be HK$500,000.  If you intend to bid on a “Premium Lot”(i.e., a lot marked with〇 in the 
printed catalogue and/or the digital catalogue), the deposit will be HK$1,000,000, please be aware the amount of deposit 
and/or bidding registration procedure for “Premium Lot” can be changed at any time at Poly Auction(Hong Kong)’s sole 
discre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In either case, you must deliver to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such necessary 
financial references, guarantees, deposits and/or such other security as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may in its 
absolute discretion require for before your bid.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may refuse any bidding registration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at its’ sole discretion.

POLY AUCTION (HONG KONG) SALES CALENDAR

RARE PU’ER TEA AND TEAWARE
SALE: HKA1622-2
SUNDAY, 10 JULY 2022
11:00AM

MOUTAI, WHISKY AND COGNAC
SALE: HKA1622-1
SUNDAY, 10 JULY 2022
2:00PM

IMPORTANT WATCHES 
SALE: HKA2622-2
MONDAY, 11 JULY 2022
12:00PM

NOBLE HANDBAGS AND HYPE COLLECTIBLES 
SALE: HKA2922
MONDAY, 11 JULY 2022
4:00PM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SALE: HKA3022
TUESDAY, 12 JULY 2022
10:00AM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EVENING SALE
SALE: HKA1022-1
TUESDAY, 12 JULY 2022
6:30PM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DAY SALE
SALE: HKA1022-2
WEDNESDAY, 13 JULY 2022
11:00AM

MAGNIFICENT JEWELS
SALE: HKA2622-1
WEDNESDAY, 13 JULY 2022
3:30PM

TANG SANCAI CERAMICS FROM THE TEN-VIEWS LINGBI ROCK RETREAT COLLECTION
SALE: HKA3322-2
THURSDAY, 14 JULY 2022
10:30AM

COLOURS BEYOND LANDSCAPES: IMPORTANT CHINESE ART INCLUD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LECTIONS
SALE: HKA3322-3
THURSDAY, 14 JULY 2022
2:00PM

QIANLONG: THE HUAIHAITANG COLLECTION
SALE: HKA3322-4
THURSDAY, 14 JULY 2022
2:45PM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SALE: HKA3322-1
THURSDAY, 14 JULY 2022
3:00PM

保利香港  拍賣日程

陳年普洱茶及茶道具專場
編號：HKA1622-2
2022 年 7 月 10 日 星期日
上午 11:00

陳年茅台酒、威士忌及干邑專場
編號：HKA1622-1
2022 年 7 月 10 日 星期日
下午 2:00

名貴鐘錶專場
編號：HKA2622-2
2022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下午 12:00

尚品手袋及潮玩專場
編號：HKA2922
2022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下午 4:00

中國書畫專場
編號：HKA3022
2022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上午 10:00

現當代藝術 晚間拍賣
編號：HKA1022-1
2022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下午 6:30

現當代藝術 日間拍賣
編號：HKA1022-2
2022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上午 11:00

璀璨珠寶專場
編號：HKA2622-1
2022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下午 3:30

花舞大唐：
北美十面靈璧山居珍藏唐三彩
編號：HKA3322-2
2022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上午 10:30

不止青綠：
歐美藏家藏中國色彩藝術珍品
編號：HKA3322-3
2022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 2:00

御海凝珍：懷海堂藏清乾隆御瓷粹珍
編號：HKA3322-4
2022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 2:45

中國古董珍玩專場
編號：HKA3322-1
2022 年 7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 3:00



LOT429



Hong Kong Highlights Preview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Chinese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20 to 25 May 2022

L801-03, 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

18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Hong Kong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Magnificent Jewels and 
Important Watches, Noble Handbags and Hype 
Collectibles
20 to 31 May 2022

Poly Gallery Hong Kong

Suites 701-708, 7/F,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Taipei Preview

18 to 19 June 2022

Breeze Exhibition Centre

Level 3, 100 Songren Road, Xinyi District, Taipei, Taiwan

Hong Kong Preview and Auctions

9 to 14 July 2022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Hall 1E, 1 Expo Drive, Wanchai, Hong Kong

Enquiries

Tel: +852 2303 9899

Email: info@polyauction.com.hk

The 10th Anniversary Auctions of 
Poly Auction Hong Kong

香港精品預�

現當代藝術及中國當代��
2022	年	5	月	20	�	25	日
香���咀�士巴��	18	�
K11	ATELIER	Victoria	Dockside	L801-03

中國古董珍玩、中國書畫、璀璨珠寶及名貴鐘錶、
尚品手袋及潮玩
2022	年	5	月	20	�	31	日
保�香����間
香����	88	�
�古�場	1	期	7	�	701-708	�

台北預�

2022	年	6	月	18	�	19	日
�風南�����中�
���北��義��仁路	100	�	3	�

香港預�及拍賣

2022	年	7	月	9	�	14	日
香�����中�
香������	1	�
���	1E

查�
電��+852	2303	9899
電郵�info@polyauction.com.hk

保�香�十周年拍賣�



拍賣
2022 年 07 月 12 日 星期二
上午 10:30（拍品 301-540）
拍賣編號：HKA3022

AUCTION
HONG KONG 12 JULY 2022
10:30AM (Lots 301-540)
Sale Number:  HKA3022

中國書畫專場

FINE  CHINE SE  PA INTINGS 
AND CALLIGRAPHY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
保利香港拍賣 董事總經理
ALEX CHANG  張益修
ACHANG@POLYAUCTION.COM.HK

SPECIALISTS  專家
+ 852 2303 9833 
FCPC@POLYAUCTION.COM.HK
YUANFENG CHENG 程遠楓   
REX LIN 林子瓏 
TONY CHENG 程夢求
GIGI ZHAO 趙 曌 
ANDREW WU  吳晨明  
ALISA HUI 許頴童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
保利香港拍賣 董事總經理
ALEX CHANG  張益修
ACHANG@POLYAUCTION.COM.HK

SPECIALISTS 專家團�
＋ 852 2303 9823
JEW@POLYAUCTION.COM.HK

HEAD OF DEPARTMENT
珠寶�尚品��門主�
SZE SZE  � 思

SPECIALIST- WATCH & CLOCK  
鐘錶專家
KAREN NG 吳��

SPECIALIST- HANDBAG  
�貴手袋專家
AMANDA ZHAO 趙晶晶

SPECIALIST TRAINEE- JEWELLERY
��專家

KATHY IP  葉啟�

BUSINESS REPRESENTATIVE(TAIPEI) 
���務代�
SHALLY LIN 林�

ADMINISTRATION 行政團�
KELLY DANG �凱�
TRINITY YU ���

專家及服務查詢
SPECIALISTS AND SERVICES 
ENQUIRIES

WORLDWIDE  ��

HONG KONG 香港
T: + 852 2303 9899
F: + 852 2303 9888
Email: info@polyauction.com.hk

SHANGHAI 上海
Zhang Jin �瑾
T: + 86 21 5178 0360
F: + 86 21 5178 0361
Email: shanghai@polyauction.com

TAIPEI 台�
Jasmine Chang ���
T: + 886 2 2581 3855
F: + 886 2 2522 2595
Email: taipei@polyauction.com.hk

MACAU �門
Miu Cheang ��賢
T: + 853 2875 1013
F: + 853 2875 1014

JAPAN 日�
Haruko Kazami �見��
T: + 81 3 6278 8011
F: + 81 3 6278 8012

NEW YORK ��
Kenny Wong 
T: +1 212 273 0822

請部門自行確認

�利�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Website 
�利�港拍賣����號 Poly Auction Hong Kong WeChat 

���利拍賣����號 Beijing Poly Auction WeChat

�利拍賣��小��
Poly Auction WeChat App

專家及服務查詢
SPECIALISTS AND SERVICES 
ENQUIRIES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中國書畫部專家

SPECIALIST 
中國書畫部
專家

REX LIN 
林子瓏

SPECIALIST 
中國書畫部
專家

TONY CHENG 
程夢求

SPECIALIST 
中國書畫部
專家

YUANFENG CHENG 
程遠楓

POLY AUCTION (HONG KONG) LIMI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
保利香港拍賣 董事總經理
ALEX CHANG  張益修
ACHANG@POLYAUCTION.COM.HK

SPECIALISTS 專家團�
＋ 852 2303 9823
JEW@POLYAUCTION.COM.HK

HEAD OF DEPARTMENT
珠寶�尚品��門主�
SZE SZE  � 思

SPECIALIST- WATCH & CLOCK  
鐘錶專家
KAREN NG 吳��

SPECIALIST- HANDBAG  
�貴手袋專家
AMANDA ZHAO 趙晶晶

SPECIALIST TRAINEE- JEWELLERY
��專家

KATHY IP  葉啟�

BUSINESS REPRESENTATIVE(TAIPEI) 
���務代�
SHALLY LIN 林�

ADMINISTRATION 行政團�
KELLY DANG �凱�
TRINITY YU ���

專家及服務查詢
SPECIALISTS AND SERVICES 
ENQUIRIES

WORLDWIDE  ��

HONG KONG 香港
T: + 852 2303 9899
F: + 852 2303 9888
Email: info@polyauction.com.hk

SHANGHAI 上海
Zhang Jin �瑾
T: + 86 21 5178 0360
F: + 86 21 5178 0361
Email: shanghai@polyauction.com

TAIPEI 台�
Jasmine Chang ���
T: + 886 2 2581 3855
F: + 886 2 2522 2595
Email: taipei@polyauction.com.hk

MACAU �門
Miu Cheang ��賢
T: + 853 2875 1013
F: + 853 2875 1014

JAPAN 日�
Haruko Kazami �見��
T: + 81 3 6278 8011
F: + 81 3 6278 8012

NEW YORK ��
Kenny Wong 
T: +1 212 273 0822

請部門自行確認

�利�港拍賣�� Poly Auction Hong Kong Website 
�利�港拍賣����號 Poly Auction Hong Kong WeChat 

���利拍賣����號 Beijing Poly Auction WeChat

�利拍賣��小��
Poly Auction WeChat App

JUNIOR SPECIALIST
中國書畫部
初級專家

GIGI ZHAO
趙曌

SPECIALIST
中國書畫部
專家

ANDREW WU
吳晨明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中國書畫部
行政助理

ALISA HUI
許頴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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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張益� Alex Chang

副��理暨財���
DEPUTY GENERAL MANAGER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呂學民 Robin Lyu

�事�主�
CHAIRMAN

��春 Jiang Yingchun

現當代��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852 2303 9880

CMCA@POLYAUCTION.COM.HK

余�憫 Jamie Yu
林亞� Ya-wei Lin
許維� June Hsu
楊�� Joseph Yang
馬�楠 Junnan Ma
張�桐 Holly Zhang
��恩 Dominique Wong

中國古��玩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852 2303 9863

WOA@POLYAUCTION.COM.HK

��舟 Li Yizhou
杜紀波 Du Jibo
� 犇 Hu Ben
曾�� Kathy Tsang
��爾 Joyce Tsoi
�義文 Arvin Lu
曾學� Bibiana Tsang 
陳星� Emily Chan 

中國書畫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852 2303 9805

+86 10 6408 3508

FCPC@POLYAUCTION.COM.HK

��� Cheng Yuanfeng
林子� Rex Lin
��求 Tony Cheng
��明 Andrew Wu 
�　� Gigi Zhao
許�童 Alisa Hui

��珠���貴��
MAGNIFICENT JEWELS AND PRESTIGE 

WATCHES

+852 2303 9823

JWL@POLYAUCTION.COM.HK

�　思 Sze Sze
�嘉韻 Karen Ng
��� Kathy Ip
党凱� Kelly Dang
林�   Shally Lin
��� Kate Chow
林愷欣 Maggie Lam
錢佑尔 Summer Qian

尚品手��潮品
NOBLE HANDBAGS AND HYPE 

COLLECTIBLES

+852 2303 9827

BAG@POLYAUCTION.COM.HK

�晶晶 Amanda Zhao
陳嘉� Rita Chan

��佳�
RARE WINE, WHISKY & CHINESE TEA

+852 2303 9852

CWW@POLYAUCTION.COM.HK

桂　湘 Liam Gui
丘�� George Yau
鍾依� Melanie Chung

�務拓����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852 2303 9875

BD@POLYAUCTION.COM.HK

駱�� Jenny Lok
劉�� Geoffrey Liu

����場
PUBLIC RELATIONS & MARKETING

+852 2303 9892

PR@POLYAUCTION.COM.HK

陳�� Jessica Chen

������拍
CUSTOMER RELATION AND BIDS

+852 2303 9862

CS@POLYAUCTION.COM.HK

張佩� Denise Cheung

�務�物�
WAREHOUSE & LOGISTICS

+852 2303 9871

SHIPPING@POLYAUCTION.COM.HK

徐　� Xu Cheng

���
RECEPTION

+852 2303 9899

SALE@POLYAUCTION.COM.HK

�������代�
REPRESENTATIVE OF POLY AUCTION HK

(TAIPEI OFFICE)

+886 2 2581 3855

TAIPEI@POLYAUCTION.COM.HK

張�� Jasmine Chang

�����北�代�
REPRESENTATIVE OF POLY AUCTOIN HK 

(CHINA OFFICE)

BEIJING@POLYAUCTION.COM.HK

+86 10 6408 3508

張�汀 Blair Zhang 

�����上�代�
REPRESENTATIVE OF POLY AUCTION HK 

(SHANGHAI OFFICE)

+86 21 5178 0360

SHANGHAI@POLYAUCTION.COM

張　瑾 Zhang Jin

專��服務��
SPECIALISTS AND SERVICES E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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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INDEX OF ARTISTS

ANONYMOUS 佚 名 307,308,310,374,

   377,392

BAI GENGYAN 白庚延 515

BAO XIE 包 燮 319

CAI JIA  蔡 嘉 302

CAO RIYING 曹日瑛 344

CAO YOUGUANG 曹有光 325

CHEN DINGSHAN 陈定山 402

CHEN DONGHU 陈东湖 479

CHEN HAO 陈 浩 328

CHEN JIRU 陈继儒 318,391

CHEN JUNFU 陈隽甫 405

CHEN SHUREN 陈树人 533

CHEN WENXI 陈文希 524

CHEN YUANDU 陈缘督 489

CHENG MINGDENG 程 鸣 353

CHENG SHIFA 程十髪 464

CHENG TINGLU 程庭鹭 366

CUI GANCHENG 崔干城 335

DAI JIN 戴 进 393

DENG ERYA 邓尔雅 538,541

DENG FEN 邓 芬 529,532

DING NIANXIAN 丁念先 404

DING YANYONG 丁衍庸 517,518,519,520,

   521,522,523

DING ZHIPAN 丁治磐 403

DONG QICHANG 董其昌 318,350,351,352

DU DAOHENG 杜道亨 399

FAN ZENG 范 曾 516

FANG CHUXIONG 方楚雄 511,512

FANG SHISHU 方士庶 353

FANG YIZHI 方以智 387

FANG HUQING 房虎卿 473

FENG CHAORAN 冯超然 490

FENG DAZHONG 冯大中 510

FENG KANGHOU 冯康侯 540

FU JUANFU 傅狷夫 405

GAO JIANFU 高剑父 539

GAO QIPEI 高其佩 329

GAO YIHONG 高逸鸿 402

GU SHIMOU 顾士谋 530

GUAN LIANG 关 良 463,467

GUAN SHANYUE 关山月 536

GUI FU 桂 馥 338

GUO MORUO 郭沫若 477

HAN KE 函 可 339

HAN TIANHENG 韩天衡 456,457

HE BAILI 何百里 508

HE HAIXIA 何海霞 432,493

HE JILAN 何纪岚 507

HE JIAYING 何家英 515

HE ZHUO 何 焯 332

HU ZHEN 胡 震 346

HUA YUAN 花 元 492

HUANG BINHONG 黄宾虹 439

HUANG JUNBI 黄君璧 416,417,418

HUANG ZHOU 黄 胄 440,462

JIA JINGDE 贾景德 403

JIANG ZHAOSHEN 江兆申 527,528

JIANG REN 蒋 仁 303

JIANG SHIQUAN 蒋士铨 347

JIANG ZHAO 蒋 照 305

JIN CHENG 金 城 479,480

JIN LIANG 金 梁 382

JIN NONG 金 农 336

KANG SHENG 康 生 494

LAN YING 蓝 瑛 322,389

LANG SHINING 郎世宁 375

LI FENGGONG 李凤公 529

LI KERAN 李可染 475,476

LI SHIZHUO 李世倬 367

LI YANSHAN 李研山 530

LIANG HANCAO 梁寒操 402,404,406

LIANG YOUMING 梁又铭 405

LIANG ZHONGMING 梁中铭 405

LIN FENGMIAN 林风眠 465,502,504,505

LIN LIANG 林 良 401

LIN YONG 林 墉 537

LIN ZIPING 林子平 498,499,500

LING CHOU 凌 燽 334

LIU BINGSEN 刘炳森 445,446

LIU TAIXI 刘太希 402,403

LIU TINGCHEN 刘廷琛 372

LIU WENXI 刘文西 451,452,453,454

LIU YANTAO 刘延涛 404

LIU YONG 刘 墉 343,388,395

LU ZHENHUAN 卢振寰  530

LU ZISHU  卢子枢  531

LU DANGPING 鲁荡平 403

LU LONGQI 陆珑其 356

LUO GENZHAI 罗艮斋 529

LUO JIALUN 罗家伦 413

MA SHOUHUA 马寿华 402

MA YANXI 马延禧 314

MAO XIANG 冒 襄 340

MIN NING 爱新觉罗·旻宁 364

MO YOUZHI 莫友芝 373

MU XI  牧 溪 384

PAN HE 潘 和 531

PAN TIANSHOU 潘天寿 437,438

PENG KANGLONG 彭康隆 496

PO MEN 破 门 376

PU RU  溥 儒 414,419,420,421,

   422,423

QI BAISHI 齐白石 407,486,487

QI LIANGCHI 齐良迟 405



QI ZHIJIA 祁豸佳 313

QIAN CHENQUN 钱陈群 385

QIAN WEICHENG 钱维城 356

QIAN LONG 爱新觉罗·弘历  311

QIN WENJIN 秦文锦 345

QIU YING 仇 英 306

QU ZHAOLIN 屈兆麟 371

QUE HANQIAN 阙汉骞 403

REN BONIAN 任伯年 435

REN BOWU 任博悟 404

REN YU 任 预 370

SHE MIAOZHI 佘玅枝 525

SHEN DAOHONG 沈道鸿 459,460,461

SHENG YAOHUA 盛瑶华 362

SHI GUANGYUAN 释广元 402

SONG YUGUI 宋雨桂 455

SONG YUMING 宋玉明 509

SU CHONGMING 苏崇铭 497

SU RENSHAN 苏仁山 400

SUN YUNSHENG 孙云生 406

TANG YUN 唐 云 466

TAO SHOUBO 陶寿伯 402

TAO YUNLOU 陶芸楼 405

TIE BAO 铁 保 396

WAN SHOUQI 万寿祺 358

WANG CHENGPEI 汪承霈 301,312

WANG YACHEN 汪亚尘 403

WANG CHEN 王 宸 355

WANG DUO 王 铎 317

WANG KAIYUN 王闓运 381

WANG MINGMING 王明明 447,448,449,450

WANG WEILIE 王维烈 315

WANG XUETAO 王雪涛 406,495

WANG YITING 王一亭 472

WANG ZHUAN 王 撰 327

WANG ZHUANGWEI 王壮为 404

WEI ZHAOTAO 魏照涛 458

WEN QIQIU 温其求 531

WEN CONGJIAN 文从简 361

WEN JIA 文 嘉 361

WEN PENG 文 彭 360

WEN ZHENGMING 文征明 320

WENG FANGGANG 翁方纲 398

WENG TONGHE 翁同龢 394

WU CHANGSHUO 吴昌硕 412,436,470,471

WU GUANZHONG 吴冠中 501,503

WU JINGHENG 吴敬恒 402,404,405

WU JUN 吴 筠 323

WU LI  吴 历 354

WU QINGQI 吴庆祺 305

WU YONGXIANG 吴咏香 405

WU RUILONG 伍瑞隆 333

WU DAN 武 丹 326

XIAO XUN 萧 愻 483

XIAO YUNCONG 萧云从 383

XIE DAOCHENG 谢道承 337

XING YUN 星 云 513,514

XU GU  虚 谷 434

XU BANGDA 徐邦达 488

XU BEIHONG 徐悲鸿 410,481,485

XU SHICHANG 徐世昌 341

XU YANSUN 徐燕孙 478

XU ZHIMO 徐志摩 477

XU ZONGHAO 徐宗浩 478

XU GUANGPING 许广平 477

XUE MINGYI 薛明益 318

YANG JINFAN 杨晋藩 491

YANG SHANSHEN 杨善深 534,535

YANG WENCONG 杨文聪 324

YAO MENGGU 姚梦谷 403

YAO WENTIAN 姚文田 348

YE GONGCHAO 叶公超 403

YIN ZHEN 爱新觉罗·胤禛 363

YU FEI'AN 于非闇 482

YU YOUREN 于右任 402,403,408,409,

   411,415,433

YU SONG 余 崧 357

YU LING 俞 龄 321

YU YUAN 虞 沅 316

YU DAFU 郁达夫 477

YU YAN 爱新觉罗·颙琰 365

YUAN KEWEN 袁克文 484

ZENG GUOFAN 曾国藩 397

ZHA SHIBIAO 查士标 390

ZHANG CHUNLEI 张春雷 369

ZHANG DAQIAN 张大千 424,425,426,427,

   428,429,430,431

ZHANG DING 张 仃 506

ZHANG MOJUN 张默君 402,404,406

ZHANG SHANZI 张善孖 473,474

ZHANG SHEN 张 深 331

ZHANG TIEZHENG 张铁铮 477

ZHANG YONG 张 涌 304

ZHANG ZHIDONG 张之洞 378

ZHANG ZHIWAN 张之万 368

ZHANG ZONGCANG 张宗苍 359

ZHAO CHENGMU 赵成穆 330

ZHAO HAOGONG 赵浩公 529,530,531

ZHAO SHAOANG 赵少昂 525

ZHAO YUNHE 赵云壑 469

ZHAO ZHIQIAN 赵之谦 349

ZHENG BODOU 郑伯都 529

ZHENG XIE 郑 燮 379,380

ZHENG YUNDUAN 郑允端 386

ZHENG ZHUOYUN 郑倬云 531

ZHOU CHENG 周 澄 526

ZHOU LIANGGONG 周亮工 342

ZHOU XIAN 周 闲 305

ZHU JIUYING 朱玖莹 403

ZHU QIZHAN 朱屺瞻 441,442,443,444,

   468

ZHU ZHIYU 朱之瑜 309

ZONG XIAOZHEN 宗孝枕 403,404



301

WANG CHENGPEI (?-1805)
PHOENIX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16×48cm. (6 1/4×18 7/8 in.)

HK$ 8,000 - 12,000
US$ 1,000 - 1,500

汪承霈  凤凰独立
扇面 设色金笺
约0.7平尺

题识：
臣汪承霈敬绘。

钤印：「蕉雪书画」

302

CAI JIA (1680-1760)
SHANGRI-LA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7×52.5cm. (6 3/4×20 5/8 in.)

HK$ 10,000 - 30,000
US$ 1,300 - 3,800

蔡嘉  桃源仙境
扇面 设色纸本
约0.8平尺

题识：
闻说避秦地 ,花间忘岁年。偶逢渔父问 ,长使世人传。丘壑浑疑幻 ,
林庐或近仙。至今图画里，惆怅武陵船。伯人先生正之，壬申
夏，蔡嘉。

钤印：「蔡嘉」

301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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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303

JIANG REN (1743-1795)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8×50.5cm. (7 1/8×19 7/8 in.)

HK$ 8,000 - 12,000
US$ 1,000 - 1,500

蒋仁  行书诗扇
扇面 水墨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临祝京兆墨迹，为彦卿先生，仁。

钤印：「山堂」、「心存」

304

ZHANG YONG (QING DYNASTY)
GATHERING IN THE PAVILIO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17.7×49.5cm. (7×19 1/2 in.)

HK$ 10,000 - 30,000
US$ 1,300 - 3,800

张涌（清道光）  林亭清集
扇面 设色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林亭清集。仿文太史笔意于耕花客馆。

钤印：「张涌」

张涌，字猗兰。清江苏蠡墅镇（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人。晚清吴
门诗人许锷（1805－约1871年）曾馆于其家，教授其子弟诗文。



305

305

ZHOU XIAN, JIANG ZHAO, 
WU QINGQI ETC.
ROCK
fan;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19×47.5cm. (7 1/2×18 3/4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周闲、蒋照、吴庆祺等  灵芝图
成扇 设色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一>心畬六兄世大人属写，周闲。钤印：「
周闲」
<二>戊辰秋日节，闲居赋心畬六兄年大人属，
即希法正，少兰弟张桢。钤印：「兰」
<三>心畬六兄年大人属即正，铭沅弟蒋照。钤
印：「一印漫漶不清」
<四>戊辰秋日，书应心畬六兄年大人属即正，
午坡弟和夔。钤印：「午坡」
<五>心畬心兄年大人雅属，即希指疵。仲余弟
吴庆祺。钤印：「二印漫漶不清」

鉴藏印：「石友斋」

<一>周闲（1820-1875），浙江嘉兴人，侨居
上海。字存伯，一字小园，号范湖居士。同治
初官新阳令。善花卉，工篆刻。为海上六十名
家之一。
<二> 吴昌祺, 浙江余杭人。原名吴庆祺，字仲
畬。 
<三>程夔，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字咏琴，
号午坡。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二甲第
3名，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授翰林院编
修。
<四>蒋照（1805-1863），江苏扬州人，字文
若。道光二十年举人，历官崇阳、蕲水知县。
曾为胡林翼幕僚，为湘军筹饷，以才称。官终
湖北荆门直隶州知州。
<五>张桢，字少兰，同治进士。

306

306

QIU YING (ABOUT 1494-1552)
DAILY LIF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13.5×42.5cm. (5 3/8×16 3/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仇英  访友图
镜心 设色金笺
约0.5平尺

题识：
仇英实父。

钤印：「十州」

鉴藏印：
「五峰平生真赏」、「信以为缘」、「一印漫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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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SCHOLAR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silk
D:24cm.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佚名  松下高士
镜心 设色绢本

鉴藏印：
「藻儒鉴藏」、「鱼元傅珍藏印」

说明：「鱼元傅珍藏印」为鱼元傅鉴
藏印。鱼元傅（1 7 0 4—1 7 6 8）清江
苏常熟人，字虞岩。鱼翼子。工书，
好金石文。父翼撰〈海虞画苑略〉未
竟，为之续成行世。

308

ANONYMOUS（MING）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silk
26×30cm. (10 1/4×11 3/4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佚名（明）  花蝴蝶
镜心 设色绢本
约0.7平尺

鉴藏印：「万渊北宝藏真迹印」

说明：「万渊北宝藏真迹印」为万承
紫鉴藏印。万承紫（1775—1852），
字荔云（或作俪云、荔畇），号渊
北，原籍江西南昌，清嘉道年间因任
职于南河而迁居清江浦。万承紫生于
官宦之家，父万廷兰，干隆十七年
（1752）进士，官终通州（今北京市
通州区）知州。

307

308



309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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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ZHIYU (1600-1682)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silk
26×25.5cm. (10 1/4×10 in.)

HK$ 5,000 - 10,000
US$ 600 - 1,300

朱之瑜  行书<颂楠公文>
镜心 水墨绢本
约0.6平尺

题识：
〈颂楠公文〉文略。明舜水弟之瑜题。

钤印：「朱之瑜印」

310

ANONYMOUS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silk
24.5×16.5cm. (9 5/8×6 1/2 in.)

HK$ 15,000 - 30,000
US$ 1,900 - 3,800

佚名  行书诗句
镜心 水墨绢本
约0.4平尺

题识：
无言聊怅望 ，梦逰杖沧海。

鉴藏印：「及第进士藏书囗囗」、「孙氏囗囗囗囗」



311

QIAN LONG (1711-1799)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24.5×68.5cm. (9 5/8×27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爱新觉罗·弘历   行书七言诗扇
扇面 水墨洒金纸本
约1.5平尺

题识：
霜蹄踏月早朝回，尾弄红丝拂紫苔。 日暖龙池初洗罢，尚方闻进
御鞍来。金衔初脱齿新齐,蹄玉无声赤汗微。昨日杏园春宴罢，满
身红雨带花归。神骏传来是箑中，缘知一顾成群空。披图似展骅
骝足，掣电追思万里风。甲辰夏日，御笔。

钤印：「乾·隆」

311

312

312

WANG CHENGPEI ( ？ -1805)
SWEET OSMANTHUS
painted in 178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4×43cm. (5 1/2×16 7/8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汪承霈  拟邹一桂笔意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七八六年作（乾隆五十一年）  
约0.5平尺

题识：
紫云珠帐。丙午长夏临小山先生本。霈。

钤印：「沛」、「时斋」、「学画」

汪承霈，字受时，一字春农，号时斋，别号蕉雪，安徽休宁人。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举人，由敦子。官至兵部尚书。善诗古
文词，能书，工画山水、人物及花卉，兼长揩画。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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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ZHIJIA (MING DYNASTY)
READING IN THE MOUNTAINS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5.5×46.5cm. (6 1/8×18 1/4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祁豸佳（明崇祯）  深山读书
扇面 水墨金笺
约0.6平尺

题识：
写似君实道兄祈正，祁豸佳。

钤印：「止祥」

314

MA YANXI (QING DYNASTY) 
LANDSCAPE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6×51.5cm. (6 1/4×20 1/4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马延禧（清初）  法倪云林笔
扇面 水墨金笺
约0.7平尺

题识：
癸卯冬，法倪高士笔，延禧。

钤印：「延禧」、「玉子」

马延禧。字玉子，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善画山水。



315

316

315

WANG WEILIE (MING DYNASTY)
LOTUS AND BIRD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17.5×52cm. (6 7/8×20 1/2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王维烈（明万历）  荷叶罗裙
扇面 设色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无竞王维烈。

钤印：「维烈」

316

YU YUAN (QING DYNASTY)
WOMAN LEANING ON A FENC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gold paper
D:40cm.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虞沅（清康熙）  夏日清凉
镜心 设色金笺

题识：
虞沅。

钤印：「臣沅」



317

WANG DUO (1592-1652)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646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6×47.5cm. (6 1/4×18 3/4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王铎  行书诗扇
扇面 水墨金笺 一六四六年作（顺治三年）
约0.7平尺

题识：
丙戌五月书于北畿，送二弟仲和之任，兄王铎。

钤印：「王铎之印」

318

QUE MINGYI, CHEN JIRU, DONG QICHANG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8×48cm. (7 1/8×18 7/8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薛明益、陈继儒、董其昌  行书诗扇
扇面 水墨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一>雨过郊原新暑消，好风如水泛长条。千山尽在高楼外，更逐秋光渡
烟桥。陈继儒似伯玉先生。钤印：「醇儒」
<二>昨夜西风起树间，早看梧叶满庭前。一翻细雨生凉后，绕砌鸣蛩到
枕边。董其昌为伯玉丈书。钤印：「董其昌印」、「太史氏」
<三>青山日落树头低，欲访相知未有题。一橹不摇舟自在，软风吹过苧
滩西。薛明益似伯玉先生。钤印：「明益私印」、「虞卿」

薛明益（1563-1640），字虞卿，明江苏苏州人。工书，史称其小楷为文
徵明后第一。

31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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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 XIE (MING DYNASTY)
FLOWERS IN INK
painted in 1657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6×50cm. (6 1/4×19 5/8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包燮（明崇祯）  清芬图
扇面 水墨金笺 一六五七年作（顺治十四年）
约0.7平尺

题识：
竹外一枝花更好，明霞丽欣美人妆。丁酉冬暮，为仲翁老社兄画。弟包燮。

钤印：「惕山」    

鉴藏印：「浏阳李鸿球字韵清鉴藏」

说明：「浏阳李鸿球字韵清鉴藏」为李鸿球鉴藏印。李鸿球（ 1 8 9 9 -
1978），字韵清，湖南浏阳人。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富
收藏。研究董其昌的著名专家，藏有〈石渠宝笈〉著录之作二十余件。

著錄：〈剑花楼书画录〉，第124页， 大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3月

包燮，字惕山，号惕山道人、芦中人，鄞县人。明末清初戏曲作家，画家。
少工诗，善鼓琴，能度曲。曾赋〈明月词〉，人称“包明月”。入清后，绝
意仕进，以谋食奔走于京洛间。曾居于甬东桃花渡。著有〈夕斋集〉。所撰
〈云石会〉，今存于世。

320

WEN ZHENGMING (1470-1559)
BAMBOO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7×50.5cm. (6 3/4×19 7/8 in.)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文征明  墨竹图
扇面 水墨金笺
约0.8平尺

题识：
征明。

钤印：「文徴明印」

题跋：
吾于禹慎斋得观文衡山墨竹扇页，神物所在实为珍贵，咸
丰八年仲夏借留十日晨夕敬阅书此归之。南海孔广陶。钤
印：「孔」、「广陶」

鉴藏印：「少唐翰墨」

说明：「少唐翰墨」为孔广陶鉴藏印。孔广陶（1832-
1890），清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字鸿昌，号少唐，别
称少唐居士。广东南海南庄罗格人。孔子第七十代孙。父
孔继勋，早年经商，以经营盐业致富。国学生，官分部郎
中、编修。嗜书，富收藏，以收藏武英殿刻本书籍出名。

319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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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LING (QING DYNASTY)
FIGUR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88×51cm. (74 ×20 1/8 in.)

HK$ 50,000 - 100,000
US$ 6,400 - 12,700

俞龄（清康熙）  松下高士
立轴 设色绢本
约8.6平尺

题识：
欲晴不晴云阁雨，欲落未落日挂山。道人睡起思如
水，闲倚长松数鹤还。

钤印：「俞龄之印」、「大年一字安期」

俞龄。字大年，杭州人。工山水、人物。画马如得
曹、韩心传。至图写凡兽，精神骨相尤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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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YING (1585-1666)
AUTUMN VIEW
painted in 164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30×46cm. (51 1/8×18 1/8 in.)

HK$ 300,000 - 500,000
US$ 38,200 - 63,700

蓝瑛  溪山秋壑
立轴 设色绢本 一六四六年作（顺治三年）
约5.4平尺

题识：
丙戌春正，法王叔明画于城曲茅堂。蜨嫂蓝瑛。

钤印：「蓝瑛之印」、「田叔父」

說明：2004年香港佳士得春拍LOT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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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JUN (MING DYNASTY)
SNOW ON MOUNTAIN PEAK
painted in 1632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28.5×48cm. (50 5/8×18 7/8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吴筠（明崇禎）  湖山雪瑞
立轴 设色绢本 一六三二年作（崇禎五年）  
约5.6平尺

题识: 
湖山雪瑞。五代关仝画法，癸巳秋孟，吴筠仿。

钤印：「吴筠之印」、「侣月」

出版：<美术工艺名作集>，美术工芸出版社，
1923年。

吴筠。字青士，号在滋。浙江归安人，善画，诸
生。与蓝瑛关思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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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ENCONG (1596-1646)
COTTAGE AMONGST MISTY CLOUDS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35.5x38cm. (53 3/8×14 3/4 in.)

HK$ 180,000 - 360,000
US$ 22,900 - 45,900

杨文聪  云山图
立轴 水墨绢本
约4.6平尺

题签：杨龙友先生雨山图真迹。白厓山人藏，后学杨
文葑署签。丙辰嘉平月购于高氏。群。钤印：「王伯
群印」

题识：
雨山得萧散之意，便可援俗，何必定从二米中来也？
写似子玉社兄正之，龙友文聪书于桐城。

钤印：「杨」

鉴藏印：「王伯群藏」

说明：「王伯群藏」为王伯群鉴藏印。王伯群
（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
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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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YOUGUANG (QING DYNASTY)
AUTUMN IN XISHA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atin
164×47cm. (64 5/8×18 1/2 in.)

HK$ 280,000 - 400,000
US$ 35,700 - 51,000

曹有光（清康熙）  溪山秋泛图 
立轴 设色绫本
约6.9平尺

题识：
摹王黄鹤溪山秋泛图为词兄，西畸耘老曹有光。

钤印：「曹有光印」、「西畸耘老」

鉴藏印：「锤克豪珍藏金石书画」

说明：「锤克豪珍藏金石书画」为钟克豪鉴藏印。
钟克豪，原台湾艺术大学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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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DAN (QING DYNASTY)
REMOTE VILLAGE
painted in 1686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silk 
126.5×52cm. (49 3/4×20 1/2 in.)

HK$ 350,000 - 500,000
US$ 44,600 - 63,700

武丹（清康熙）  深山闲居
镜心 设色绢本 一六八六年作（康熙二十五年）  
约5.9平尺

题识：
丙寅仲春钟山武丹写。

钤印：「武丹之印」、「衷白」

按语：

武丹，字衷白，号东山老人，江苏金陵（今南京）人。擅山

水，工花鸟。师法五代宋元。用笔工细，清劲不苟，设色沉

着，画风萧疏淡雅。为“金陵八家”之一。对后世影响甚远。

其善於摹古出新。从其传世作品可知，在金陵绘画复古风气盛

行的环境下，武丹对院体山水及南宗山水皆认真学习，技法全

面，功力深厚。画作用逸笔写实，虚笔结构紧密，构图严谨，S

型趋势。层林密布，用皴不拖泥带水，层层浸染。深林中一屋

舍，二高士怡然自得。颇有曲径幽深，超凡脱俗之感。虚实结

合，气韵生动，颇有有郭河阳之味。



326



327

327

WANG ZHUAN (1623-1709)
LANDSCAPE IN INK
painted in 1703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3.5×45.5cm. (52 1/2×17 7/8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王撰  拟杜少陵诗意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七○三年作（康熙四十二年）
约5.5平尺

题识：
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补少陵诗意，癸未七月
又六日，异公王撰。

钤印：「太朱异撰」、「随暗」

王撰，明末清初诗人、书画家，娄东十子之一。字
异公，一字大年，号随庵、随訚、随老人、揖山居
士、随叟，苏州府太仓（今属江苏）人。王时敏第
三子。工隶书、山水，笔墨超逸，峰峦树石，无不
肖似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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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AO (QING DYNASTY)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98.5×37cm. (38 3/4×14 5/8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陈浩（清初）  仿蓝田叔画意
立轴 设色绢本
约3.3平尺

题识：
仿蓝田叔画法，辛卯秋日，石琴陈诰。

钤印：「陈诰」、「石琴」、「聊以自娱」

鉴藏印：「囗囗弟子所藏书画印」

陈浩，字康之，号石琴。山东临清人，工书
善画。下笔润秀苍古，一丘一壑迴超尘俗。
声名动燕京。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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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QIPEI (1660-1734)
FLOWERS AND BIRD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29.5×33cm.×2 (51×13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高其佩  花鸟双轴
立轴 设色纸本
约3.8平尺（每幅）

题识： 
<一>.清姿莫逐香风散，拟草黄初赋洛神。其
佩。钤印：「高其佩印」、「且园」
<二>.月满虛堂清似洗，朱颜肯逐紫淑郞。其
佩。钤印：「且园」、「高其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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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CHENGMU (1707-1762)
PORTRAIT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57×51.5cm. (61 3/4×20 1/4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赵成穆  指画人物
立轴 设色绢本
约7.3平尺

题识：
庚申荷月，赵成穆指头写。

钤印: 「穆」、「指头画」

赵成穆。字敬仪，号鹿坪，吴县（今江
苏苏州）人。高其佩弟子。专写花草，
并指画人物、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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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SHEN (QING DYNASTY)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82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15×33cm. (45 1/4×13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张深（清嘉慶)  仿唐六如笔
立轴 设色纸本 一八二九年作（道光九年）
约3.4平尺

题识：
<一>一树梅花一放翁。唐六如居士旧有此帧固仿为子卿一粲。
茶道人深。钤印：「茶农」、「张深书画」
<二>己丑春三月。钤印：「茶道人」

张深，字淑渊，号茶农，一号浪客，又号悔昨学人，丹徒（今江
苏镇江）人，嘉庆十五年（1810）解元，官广东新宁知县。画传
家学，工花卉，气味静穆，逼真恽寿平。尤工山水，初馆藩邸，
遇名迹必数摹，得其神髓乃止，故笔意深厚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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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ZHUO (1661-1722)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116×60.5cm. (45 5/8×23 7/8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何焯  行书诗句
镜心 水墨纸本
约0.7平尺

题识：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刾藤梢咫尺迷。过客
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书签药裹
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肯借荒庭春草
色，先判一饮醉如泥。何焯。

钤印：「何倬之印」、「峐瞻」、「贞志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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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RUILONG (1585-1666)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55×36cm. (61 ×14 1/8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伍瑞隆  草书〈仙掌兰〉诗
立轴 水墨纸本
约5.0平尺

题识：
仙掌芳兰天上花，璚瑶高处簇窓纱。东风以破云霄梦，榻立
金茎吸露华。仙掌兰，伍瑞隆。

钤印：「伍瑞隆印」、「铁山子」

题跋：
庚午初秋，闲中无事，晴窗读书，出此轴观赏，漫为题记。
沧萍时客兴岸松山下。钤印：「□」、「亭斋」

伍瑞隆，字国开，又字铁山，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天启
元年（1621）乡试举第一。仕至河南巡道。谢病归。明亡
入山不返。号鸠艾山人，亦署鸠艾二山道民。工诗，善书、
画，尤善写牡丹。笔势飘逸苍劲。着〈怀仙亭草〉、〈雩乐
林草〉、〈临云集〉、〈辟尘集〉、〈金门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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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CHOU (QING DYNASTY)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66×41cm. (65 3/8×16 1/8 in.)

HK$ 100,000 - 180,000
US$ 12,700 - 22,900

凌燽（清康熙）  草书〈天鼠膏帖〉
立轴 水墨绢本
约6.1平尺

题签：
泉庄绢本草书立轴。

题识：
天鼠膏治耳聋有验不？有验者乃是要药。足下所疏云，此菜
佳，可为致子，当种之。吾笃喜种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
故远及。幼出生时修长，父赐名凌燽，示寿长也。余耳聋而又
喜种树，故临此以为闻山先生，泉庄。

钤印：「聋叜」、「泉庄」

说明：<一>上款人“闻山先生”即梁巘。梁巘（1710-1788年
后），字闻山、文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亳县（今安
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
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於世。著〈评书帖〉、〈论书
笔记〉。
<二>文物商店旧藏。

凌燽，字约铭，号剑山，定远人（今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康
熙五十二年（1713 年），凌燽乡试获售，考中举人。先是任内
阁侍读，后考取广西道御史，随由先后巡视北城、直隷等处。在
巡查期间，凌燽为民“平反冤狱”，亲临水灾现场，“得赈擢江
南按察使”。为此，雍正帝恩赐御制诗章、御名、石砚皮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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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GANCHENG (?-1685)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660
hanging scroll; ink on satin
139.5×47.5cm. (54 7/8×18 3/4 in.)

HK$ 100,000 - 200,000
US$ 12,800 - 25,600

崔干城  草书〈谯周帖〉
立轴 水墨绫本 一六六〇年作
约6平尺 

题盒：
<一>干中洲擬古草书，绫本竖幅。
<二>今古书画有名家之款者，概属赝手，而绫本书幅尤多拙劣，但其名
款不知何人者，或有一可观，如乾城此幅，亦以其人不著为佳也。天雨
识。钤印：「天雨老人」

题识：
节临<十七帖>文略。庚申小暑后，擬会桥内兄书，为谦冲先生教。中州
崔乾城。

钤印：「兔牀乾城之印」、「紫霄宫下瓣香人」、「我有三宝」

崔干城。号兔床。睢宁人。明季官游击，御流冠有功。国变归隐，卖字自
给。诗词书翰俱奇古，自矜绝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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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NONG (1687-1763)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81.5×19.5cm.×2 (32 1/8×7 5/8 in.×2)

HK$ 120,000 - 180,000
US$ 15,300 - 22,900

金农  漆书四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4平尺（每幅）

题识：
时闻玉琴，若濯冰壶。集句，书奉竹亭先生清
鉴，曲江外史金农。

钤印：「金农之印」、「生于丁卯」（参见〈中
国书画家印鉴款识·金农〉14印，22印  590页）

336



337

337

XIE DAOCHENG (1691-1741)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36×38cm. (53 1/2×15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谢道承  行书〈前赤壁赋〉
立轴 水墨绢本
约4.7平尺

题识：
（文略）前赤壁赋一则，谢古梅。

钤印：「道承之印」、「古某翰墨」

谢道承。字又绍、古梅，别署种芋山人，闽县（今
福州市区）人。清康熙六十年 (1721年 )进士，选庶吉
士。雍正元年 ( 1 7 2 3年 )，授翰林院编修。雍正三年
(1725年 )辞官还乡。与里中名士陈星斋、黄任等人在
法海寺结社，作诗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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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 FU (1736-1805)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796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77.5×35cm. (30 1/2×13 3/4 in.)

HK$ 100,000 - 150,000
US$ 12,700 - 19,100

桂馥  行书「卧看青天行白云」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七九六年作（嘉庆元年）
约2.4平尺

题识：
卧看青天行白云。嘉庆丙辰长夏，雩门桂馥。

钤印：「六十後书」、「公则溥」

鑒藏印：「姚氏伯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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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KE (1612-1660)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5×45.5cm. (9 7/8×17 7/8 in.)

HK$ 18,000 - 40,000
US$ 2,300 - 5,100

函可  行书诗句
镜心 水墨纸本   
约1.0平尺

题识：
欲向水边询佳事，浴鸥飞鹜多无言。石堤沙路转逶迤，斜日轻舟晚更
移。枝亸不愁纱帽湿，水源偏恠板桥危。行贪觅句携筇远，坐爱江流
返棹还。剩人函可书。

鉴藏印：「江德量鉴藏印」、「李氏珍藏」、「寒碧庄」

说明：<一>「江德量鉴藏印」为江德量清鉴藏印。江德量清（1752-
1793）字成嘉，一字秋水，号秋史，又号量殊，江苏仪征人。乾隆
四十五年榜眼，官监察御史。恂子，承家学，好金石，尽阅两汉以上
石刻，篆、籀摩不综览，故其隶书卓然成家。尤工八分，工刻印，兼
能人物、花卉以北宋人为法。收藏旧拓碑版及宋本书甚富。
<二>「寒碧庄」为刘恕鉴藏印。刘恕，清著名书画家、藏书家。一名
惺常，一作惺棠，字行之，号蓉峰，又号寒碧主人、花步散人。吴县
（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举人，官至广西右江道。家世殷实，善
鉴赏书、画。是今日苏州留园前身的主人，当时留园被称作刘园，又
称寒碧山庄。

函可，字祖心，号剩人、罪秃，俗姓韩，名宗騋，博罗浮碇冈人。早年
寓居南京、北京两都，与天下名流巨儒切磋论交，“声名倾动一时，海
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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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XIANG (1611-1693)
CALLIGRAPHY
album; ink on gold paper
29×34cm. (11 3/8×13 3/8 in.)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冒襄  行书〈水绘园湘中阁同王阮亭先生望雨歌〉
册页 水墨金笺
约0.9平尺

题识：
我昔游潇湘，最爱潇湘雨。潇湘一别三十年，暮烟欲见青难补。山腰小阁署湘中，四溪一碧将无同。捉麈
有人喜深坐，日日来看桃花红。桃花片片嫣红湿,轻烟织水鲛人泣。枝峰蔓壑树槎芽，苍凉绿滴吹窗入。
是日幽静不可言，游人履阻空烦喧。推窗忽忆三湘景，米家画里听秋猿。燕无道兄正，巢民冒襄年囗囗囗

题跋：
<一>忍冬花馆所见，辛丑四月十四夜，蔡祎。钤印：「古潾自居」、「大吉昌」  
<二>莘农老兄精鉴赏，特钤奉一纸，请定之。己未端阳，弟劲学。钤印：「受言」

著錄：〈冒辟疆全集〉，万久富、丁富生着， 凤凰出版社，2014年。

說明：许莘农旧藏。许莘农是南京博物院著名书画鉴藏家。

出版物书影题跋



341

XU SHICHANG (1855-1939)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33×132cm. (13×52 in.)

HK$ 120,000 - 180,000
US$ 15,300 - 22,900

徐世昌  行书「荷塘思源」
镜心 水墨绿笺
约3.9平尺

题识：
荷塘思源。水竹邨人。

钤印：「徐世昌印」、「弢斋」、「得耕堂」

(外盒)

342

ZHOU LIANGGONG (1612-1672)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0×60.5cm. (7 7/8×23 7/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周亮工  行书「残书浊酒」
镜心 水墨纸本
约1.1平尺

题识：
残书浊酒。药老道长词宗正之，浚仪周亮工。

钤印：「赖古堂」、「亮工之印」、「元亮」（参
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周亮工〉3 4印，3 6
印，60印，607，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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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ONG (1719-1805)
CALLIGRAPHY
album; ink on paper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刘墉  行书錄杜甫诗四首
册页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签：〈刘石庵行书墨宝〉辛巳元月得扵燕市后五季题记，群。
钤印：「严·群」

题识：
<一>〈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隐者柴门内，畦蔬绕舍秋。盈筐
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
味暖并无忧。 
<二>〈江涨〉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
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
<三>〈北邻〉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
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屧到蓬蒿。
<四>〈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野径云具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五>辛亥尽冬之望良乡县，书。石庵。 
<六>接得抚军老长兄大人画函，深荷注念，帝眷优隆重临浙水，
霖雨宏施，不胜企颂，弟愧愧报称，惟待诲之，幸不遐弃。雅贶
拜登，铭佩曷已，未有报章增其悲恧，手此覆谢恕不疾启。敬斋
大人阁下，弟墉顿首拜启。

钤印：「青原」、「刘墉之印」

鉴藏印：「侯官严群珍藏」、「严·群」、「教授严群之章」、「严
群所宝」、「鬼物守护烦㧑呵」、「侯官严氏淳斋珍藏」

說明：<一>上款人敬斋大人为福康安（1754-1796），富察氏，
字瑶林，号敬斋，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中叶名臣、外戚、民族英
雄。大学士傅恒第三子，孝贤纯皇后之侄。历任云贵、四川、闽
浙、两广总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福康安早年参加
第二次金川之战。先后率军平定甘肃回民田五起事、台湾林爽文
事件、保卫西藏的廓尔喀之役、苗疆起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
领土统一，累封一等嘉勇忠锐公。 
<二>「侯官严群珍藏」、「严 ·群」、「教授严群之章」、「严
群所宝」、「鬼物守护烦㧑呵」、「侯官严氏淳斋珍藏」为严群
鉴藏印。严群（1907-1985），又名以群，字孟群，后字不党，
别号一指，晚号怡适老人，福建福州侯官人。  1931 年毕业于燕
京大学哲学系。 1934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35 年赴美国留学。 
1939 年回国。曾任燕京大学副教授，中国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1952年后，历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杭州大学教授、古希腊哲学
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哲
学会副会长。译有古希腊 ·柏拉图〈泰阿泰德 ·智术之师〉、〈游
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著有〈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
想〉。

按语：
该册页为清代大书法家刘墉一人之书，以唐代诗人杜甫四首五言
律诗写就。
〈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阮隐居”，杜甫在秦州新结识的朋
友,名叫阮昉,应是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后人。“薤”，
又名藠头、小蒜、薤白头、野蒜等,一种蔬菜类植物,百合科葱属多
年生草本 ,可作药用 ,有健脾开胃、舒筋益气、散淤止痛等医疗效
果。此诗释为：在好友阮昉的柴门里，成畦的蔬果绕舍而栽，秋
天一片丰收之景。还未写信索求，他就把带着露水的藠头整筐的
送了过来。一束束的薤绿的像刚收割的青草，圆滚滚的藠头像玉
箸头那样晶莹洁白。我虽年老体衰，胸腹有寒疾，吃了这种性温
的蔬菜，多病的身体定可通泰无忧。
观石庵先生此作，其行书字形丰满圆润，内中骨力强劲，犹如棉
里裹铁，软毫重墨，拙中见巧。结体疏密有致，点划轻灵多变，
气韵苍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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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RIYING (1662-1722)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697
album; ink on paper
26×23cm.×8 (10 1/4×9 in.×8)

HK$ 60,000 - 120,000
US$ 7,600 - 15,300

曹日瑛  行书〈临帖册〉
册页 水墨纸本 一六九七年作（康熙三十六年）
约0.5平尺（每幅）

题识：
<一>王孟津谓文忠公书，沈厚苍鬰，宗鲁公与季海，石
骨松姿，凡笔安能及也。斯语信然。康熙丁丑四月六日
临苏端明附识。恒斋曰瑛。钤印：「恒斋」、「以翰墨
为勋续」、「深媿雕虫」   
<二>拙腕仿松雪，绝无姿态，况用秃笔耶。效颦之诮
知不免矣。康熙丁丑四月既望，临古数种，奉圣公老叔
唱正。俗侄曰瑛和南书。钤印：「曹曰瑛」、「渭符
氏」、「文采风流今尚存」、「业精于勤」

鉴藏印：「甫臣金石画癖之印」、「三砚山房主人王氏
均堂」、「金石眼福」、「辅臣珍藏」、「花落花开只
读书」、「辽东王氏寿民书画印」

曹曰瑛，字渭符，号恒斋，安徽贵池人，大兴籍，官翰
林院待诏，内廷纂修，为人古貌古心，士林钦重，兼善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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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WENJIN (1870-1938)
THE ALBUM OF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07
album; ink on paper
27.1×36.8cm.×14 (10 5/8×14 1/2 in.×14)

HK$ 28,000 - 60,000
US$ 3,600 - 7,600

秦文锦  隶书「礼器碑」册
册页 水墨纸本 一九○七年作（光绪三十三年）
约0.9平尺（每幅）

題識：
家藏礼器碑纸墨精良，庙更二字完全，清晰，明拓善本也。丁未秋对临第二过，
菊年仁兄见而爱之，即以奉赠，并求匡谬。李庵弟秦文锦时同客闽中。

钤印：「秦文锦印」、「褧孙」

鉴藏印：
「云间朱孔阳」、「联铢閤」、「双孝后裔」、「去间朱也阳云常氏珍护」、
「与倪高士同邑」

说明：「云间朱孔阳」、「去间朱也阳云常氏珍护」为朱孔阳鉴藏印。朱孔阳
(1892-1986)，曾用名朱既人，男，上海松江人，画家字云裳，晚号庸丈、龙翁、
聋翁。解放后发起成立上海美术考古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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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ZHEN (1817-1862)
THE ALBUM OF CALLIGRAPHY
album; ink on paper

HK$ 32,000 - 60,000
US$ 4,100 - 7,600

胡震  临各体书法册八开
册页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识：
<一>节抚周宗周钟四十四字。钤印：「胡不恐」、「肖形」
<二>咸丰四年闰七月朔节，临汉熹平残碑，胡鼻山。钤印：「胡
震」
<三>汉小黄门谯敏碑。钤印：「胡震」、「伯志」
<四>友楳仁兄大人正临，鼻山弟震。钤印：「胡震唯印」
<五>节临闻熹长韩仁铭，伯恐震。钤印：「胡鼻山」
<六>明哉仁知，豫识难易。原度天道，安危所归，勤勤竭诚，荣
名休丽。钤印：「大岭长」

<七>琅琊台碑。秦相李斯蒙书今存八十四字节摹卅一字金下脱一
石字。。钤印：「恐」
<八>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
戎卒前驱。浯溪摩崖中兴颂，友楳仁兄大人属，弟胡震。钤印：
「胡量山人」

钤印：「胡不恐」

鉴藏印：「虞山翁韬父珍藏印」、「徐邃」、「丁大风藏书」
、「虞山第一书家」

说明：<一>「虞山翁韬父珍藏印」、「虞山第一书家」为萧退庵
萧退鉴藏印。庵号退闇，又号寒蝉、辠松老人，江苏常熟人。晚
年寄居苏州。1958年5月谢世于任上。1931年后定居葑门内阔家
头巷圆通寺内。比邻僧舍，地在南园。故又取号南园老人。早岁
寓沪，执教于城东女学和爱国女学，复兼行医。
<二>「丁大风藏书」为丁大风鉴藏印。丁大风。丁俟斋，原名
易 ,  字公维 ,号俟斋、又号忘斋、画湖钓者等。江苏虞山（常熟）
人。好书画，早期从嘉兴吴秋农学山水，后又从李鈵为师，学山
水兼写花鸟，以虞山派王石谷为宗，晚年笔法由沉雄变为秀逸清
劲，有大家气息。丁俟斋尤喜收藏书画古籍、金石碑刻，晚年曾
筑“双恽室”，专以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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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SHIQUAN (1725-1785)
ALBUM
album; ink on paper
24×25cm.×9 (9 1/2×9 7/8 in.×9)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蒋士铨  行书诗册
册页 水墨纸本
约0.5平尺（每幅）

题识：
问孙子论将曰智信仁勇敢吴子论将曰理备果戒曰全太公则曰用智
仁信忠得失如何。大将躬应安攘之寄。未有不本乎才德兼，优可
以胜任而愉快也，苐从来之为将者不一人。故论将者亦不一说有
传乎用兵言者，有兼乎事军言者，虽不能外乎，才德以立言而其
中，不无偏全纯亲之或共惟善于论古者，  尤其偏以察其全，尤
其纯以审其亲，然后论将之同共可见，而为将之得失亦可知矣。
执事以孙吴及太公论将之说，下询愚思夫将也者生氏之司命宗社
之恣依也，使有才而不兼乎德其何以立，遂定之功，有德而不裕
乎，才又何以成战伐之绩，故孙子曰，智信仁勇敢则合德于才而
论也，吴子曰，理备果戒约则分才于德而论也，至太公则曰勇智
仁信忠，盖兼才德以事君也试取太公之言，思之虽共于吴子而是

不远于孙子也，独以勇智仁信统之于忠，则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之心。自足展师忠之略，弘元老之献，以是为将诚为神武不杀，
师贞之长子矣，鞠躬尽瘁，王朝之心膂矣，谓之全才也。可谓之
纯臣也，亦可以视夫孙吴之论将为何如乎。虽然孙与吴亦 非无共
也，孙子合才德而用者也。有智则帷幄之谋善矣，有信与仁则士
卒之悬浮矣。有勇与敢则震动之声者矣，智勇敢可以御变。信与
仁可以抚众也，苐敢之与忠相去已，经庭马若吴子则分才德而用
者也。理出乎智备犹夫敢果犹乎勇，至于戒不离乎备也，约不外
乎理也，而信与仁且置马不讲又何知有忠哉，其偏全纯亲得失可
见矣，然惟其言之不同而三人之生平因以大共，彼吴子之于鲁魏
残忍见疑，其相见楚也，刻薄寡恩，孙子则于破楚之后，恣阖庐
之淫乱，不闻其追谏也，殆皆未明致主之忠故至此，惟太公以应
杨之烈开八百之基，赐履青齐其勲爤，谓魏然三代之佐，而后世
人臣可同日而语。己酉仲秋心余蒋士铨于藏园灯下。

钤印：「臣」、「士铨」

按语：此书法作于先生辞官后第二年，为答好友军事九问而作。
此册页九开中，其军事问题上至春秋时期孙武子军形篇、兵势
篇、喻形篇，下至汉唐时期太宗遣将之礼。其中孙子兵法占其中
三问。究其深意，可见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亦示孙武子之军法
为军事之重。观先生书法，其小楷遒劲端庄、法度严谨，结字疏
展，工整精细，清劲拨俗，实为大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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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WENTIAN (1758-1827)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825
album; ink on paper
20.5×26.5cm. (8 1/8×10 3/8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姚文田  行楷〈道德经〉
册页 水墨纸本 一八二五年作（道光五年）  
约0.5平尺

题识：
（文略）道光五年岁次乙酉四月书于醉默山房。秋农姚文田。

钤印：「文 · 田」、「有味于
淡」、「此外何求」

鉴藏印：「养拙轩藏」、「墨池
清兴」、「秋水长天一色」、
「松月夜窗虎丘」

说明：「养拙轩藏」为邓淳鉴藏
印。邓淳 (1776—1850)字粹如 ,号
朴庵 ,又号养拙长翁 ,茶山人。道光
元年（1821年）举孝廉方正。生
平博览群籍，专意岭南人物、文
献，著有〈岭南丛述〉六十卷，
又辑〈广东名儒言行录〉二十四
卷。另有自书〈养拙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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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ZHIQIAN (1829-1884)
THE ALBUM OF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865
album; ink on paper
15.7×29.3cm.×12 (6 1/8×11 1/2 in.×12)

HK$ 400,000 - 600,000
US$ 51,000 - 76,400

赵之谦  楷书诗册
册页 水墨纸本 一八六五年作（同治四年）  

题签：悲庵居士楷书墨妙。

题识：
<一>倚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矫首而徇飞，不如修翼之必获。孤居而愿智，不如积学之
必达。马必待乘，而后致远，医必待使，而后愈疾，贤者待用，而后兴理。中论。
<二>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墨子。
<三>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渊智达洞，
累学之功也。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负俗之累，有绝群之节，必婴诽谤之患。白骨儗像鱼目似
珠，遥听远望，无不乱也。祻福相转，利害相生，如循环而运，丸耳其作。不可见其端，不可觉
良将，如山如渊，人不知其戚，亦不知其欢，将勿离旗鼓师之耳目。唐子语。同治乙丑秋余将南
归，东甫出佳纸索书以当话别。因取古语之切日用者数条，借有观感，期共勉焉。之谦记。

钤印：「会稽赵之谦字㧑叔印」、「佛弟」、「赵之谦」、「悲翁」

說明：“东甫”或为徐会沣（1837-1906），字东甫，山东诸城人，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进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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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QICHANG (1555-1636)
THE ALBUM OF LANDSCAPES
album; ink on paper
32.2×27.1cm.×12 (12 5/8×10 5/8 in.×12)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董其昌（传）  仿王维笔意册
册页 水墨纸本
约0.8平尺（每幅）

题识：
江云滉滉阴晴半，沙雪离离点江岸。画中不信有
天机，细向树林枯处看。仿王右丞册十二帧，未
得其仿佛也。丁巳秋九月作成于囗未三月。玄宰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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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印：「董」、「玄宰」   

题跋：玄宰此图笔意萧散，大有北苑
法脉，近时画史望而节意矣，陈继
儒。钤印：「陈继儒印」、「眉公」

鉴藏印：「南皮张氏珍藏画印」、
「彩飞王氏珍藏」

说明：「南皮张氏珍藏画印」为张权
鉴藏印。张权（1862—1930），字
君立，号圣可，晚号可园、柳卿、孙
卿、均公。直隶（今河北）南皮人。
张之洞长子。光绪十七年（1871）
辛卯科举人，光绪二十一年入北京强
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
科进士，签分户部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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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QICHANG (1555-1636)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610
album; ink on silk
28×16.5cm.×22 (11 ×6 1/2 in.×22)

HK$ 300,000 - 500,000
US$ 38,200 - 63,700

董其昌  行书诗册
册页 水墨绢本 一六一○年作（万历三十八年）
约0.4平尺（每幅）

题签：
董文敏公墨迹。季修题签。钤印：「季修手翰」、「芷园」

题识：
余此书仿杨凝式、坡公体势为之，庚戌春禊日，董其日识。

钤印：「太史氏」、「董氏玄宰」、「茮连」

鉴藏印：
「退思草堂鉴藏书画之章」、「芷园珍藏书画」、「粟亭」、「梅溪珍藏」、
「程征远印」、「季修」、「季修心赏」、「张氏清赏」、「芷园」、「但务着
实」、「参菴」

说明：「退思草堂鉴藏书画之章」为任兰生鉴藏印。任兰生（1837-1888），字畹
香，号南云。因功授奖，升为九品官职。1864年，27岁的任兰生捐升为同知候选
（正五品）。后投安徽巡抚乔松年麾下，深得在前线与捻军作战的安徽布政使英
翰的赏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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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QICHANG (1555-1636)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631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画：27.5×377cm. (10 7/8×148 3/8 in.) 
题：31.5×70cm. (12 3/8×27 1/2 in.)

HK$ 400,000 - 600,000
US$ 51,000 - 76,400

董其昌  行书「送刘侍御还朝」卷
手卷 水墨纸本 一六三一年作（崇祯四年）
画：约9.3平尺
题：约2平尺

题跋

题识：
送刘侍御还朝。休蒲风采重明廷，又见花骢指帝京。三辅澄清需
揽辔，九流人物待持衡。能无广论嗣公叔，夙有昌言轶更生。野
史若为光祖道，祗凭班管纪勋名。昼绣萧然似荜门，经年鹏息素
风存。安危正倚中台切，绣斧今看诏墨温。宦路玄黄棋局异，边
陲赤白羽书繁。忧时敢有龙文赠，不待封章请帝阍。董其昌书于
玉峰舟中，辛未嘉平月十日。

钤印：「玄赏斋」、「宗伯学士」、「董玄宰」

题跋：
<一>丙午春日，希少阶观于留香书屋。钤印：「希贤之印」
<二>庚寅春分前十日，敔园时年六十有九。钤印：「固始张玮字
傚彬六十后号敔园」、「西溟学士北海行人」、「殷商五鼎一卣
之室」

鑒藏印：「稚黄心赏」

说明：题跋者希少阶，为崇厚的孙子希贤，那桐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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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SHISHU, CHENG MING
A DELIGHTFUL CONVERSATION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3×28.6cm.×8(9 ×11 1/4 in.×8)

HK$ 60,000 - 80,000
US$ 7,600 - 10,200

方士庶、程鸣等  畅叙幽情
册页 设色纸本   
约0.6平尺（每幅）

题耑：畅叙幽情。钤印：「藏之名山」、
「夏味堂印」、「澹人氏」
题识：
<一>乾隆庚戌春二月望日，松门老人程鸣。
钤印：「松门」
<二>辛亥冬至前二日，宋客周写。钤印：
「客·周」
<三>乾隆壬子秋九月，小师老人方士庶。钤
印：「臣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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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印：「山堂」、「心存」

题跋：
<一>妄步原韵，祈少岑先生郢政。沧浔弟徐煜。钤印：
「徐煜之印」、「玉孚」
<二>乾隆壬子正月立春后十日，味堂并识。钤印：「味
堂」、「鼎和」
<三>前书既成，复次元韵请教。味堂。钤印：「澹人」
<四>澹人和余词，多谈往事，读之不胜，夜雨对床之
感，复次前韵一（则）阕。壬子四月浴佛日东田居士脱
稿。钤印：「漳印」、「少岑」
<五>少岑先生以素笺索书前三词，并成此附其后，不识
可当一则闲话否。甲寅六月味堂并识。钤印：「鹤圃 」

鉴藏印：「山阴王氏珍藏」

说明：<一>上款人少岑，应为沈少岑。沈少岑邑中诗
人，与袁枚交往。
<二>徐爔，清代戏曲作家。字鼎和，号榆村，江苏吴江
人。父大椿为名医，爔亦以医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随父奉诏入京,嘉庆元年(17 96年)自京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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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LI (1632-1718)
GEESE IN LATE AUTUM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46×28cm. (18 1/8×11  in.)

HK$ 150,000 - 300,000
US$ 19,100 - 38,200

吴历  归雁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1.2平尺

题识：
枫江水冷群归早，梦熟芦花秋
未杪。一雁不眠来寻月，波
光浮动天将晓。墨井道人历并
题。

钤印：「吴历」、「延陵」
鉴藏印：「毕涧飞秘笈印」、
「篴秋审定」、「吴云平斋过
眼金石文字书画印」

说明：<一>「毕涧飞秘笈
印」为毕泷鉴藏印。毕泷，乾
隆、嘉庆年间人，字涧飞，
号竹痴，江苏镇洋（今江苏太
仓）人。毕沅之胞弟（毕沅是
乾隆年间的状元、大学者，生
平亦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
颇为丰富
<二>「吴云平斋过眼金石文
字书画印」为吴云鉴藏印。吴
云1811-1883  ，字少青，一
作少甫，号平斋、榆庭、愉
庭、抱罍子，晚号退楼主人。
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一作
安徽歙县人。道光诸生，屡试
皆困，援例任常熟通判，历知
宝山、镇江。咸丰间总理江北
大营营务及筹军饷，擢苏州知
府。收藏鼎彝、碑帖、名画、
古印、宋元书籍甚富，精鉴别
与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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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CHEN (1720-1797)
THE ALBUM OF LANDSCAPES
painted in 1790
album; ink on paper
29×33.5cm.×8 (11 3/8×13 1/4 in.×8)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王宸  古人诗意册
册页 水墨纸本 一七九〇年作（乾隆五十五年）
约0.9平尺（每幅）

题识：
药洲方伯嘱写此册。时乾隆庚戌二月寄赠也。蓬心宸。

钤印：「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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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WEICHENG, LU LONGQI
THE ALBUM OF LANDSCAPES
album; ink and color on satin
22.6×16.6cm.×8 (8 7/8×6 1/2 in.×8)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钱维城、陆珑其  仿各家山水册
册页 设色绫本
约0.3平尺（每幅）

题识：
<一>蜗庐道人，枯木竹石意。 钤印：「龙腾」、「陆氏轺雯」
<二> 写得漠漠江天鸟一行。  钤印：「龙」、「腾」
<三>法董北苑意，陆龙腾。  钤印：「龙腾」、「陆氏轺雯」
<四>梅道人笔意。 钤印：「龙腾」、「陆氏轺雯」
<五>山村秋意。   钤印：「龙腾」、「陆氏轺雯」
<六>中岳外史笔意。   钤印：「龙腾」、「陆氏轺雯」
<七>松岭古刹。  钤印：「龙」、「腾」、「乐山」
<八>维城。钤印：「维城」、「存庵」
友人陈伯宗过小楼索览拙笔，代涂此幅。登楼识。 钤印：「龙」、「腾」

356



357

YU SUNG (QING DYNASTY)
THE ALBUM OF LANDSCAPES
painted in 1795
album; ink and color on silk
31×32cm.×12 (12 1/4×12 5/8 in.×12)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余崧  仿古山水册
册页 设色绢本 一七九五年作（乾隆六十年）
约0.9平尺（每幅）

题盒：甲寅（1914年）春日，素轩叟观。钤印：野村素介
题识：
<一>茆斋秋爽。仿云林法，余崧。钤印：「余·崧」
<二>仿王叔明秋霞散木。余崧。钤印：「余崧」、「维岳」
<三>溪山积雪。仿李丘营法，秋亭余崧。钤印：「余崧」、「维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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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色绿初匀，岚光耸翠黛。林邨一夜雨，春鸟喧窗外。秋亭余崧
写。钤印：「余·崧」
<五>乾隆六十年菊月，写秋山瀑布临大痴道人。余崧。钤印：「余
崧」、「维岳」
< 六 > 时 乾 隆 六 十 年 桂 月 ， 仿 云 西 老 人 笔 法 ， 秋 亭 余 崧 。 钤 印 ：
「余·崧」
<七>亩帆归去疾，叶叶界澄波。沙渚芦花白，秋光此地多。仿元人
法。余崧。钤印：「余·崧」
<八>宋画苑谱中尝见此题，偶酌新柳下兴发舟，临此本，秋亭余崧。钤
印：「余崧」、「维岳」
<九>山市春深。市傍好堌岚，人家隐云树。东风拂面和，落花满沙
咏。秋亭写。钤印：「余·崧」
<十>拟郭河阳笔法，秋亭余崧。钤印：「余崧」、「维岳」
<十一>赵令穰有此图，在董太史收藏册中，余得熟观，因仿之，秋亭
写。钤印：「余·崧」
<十二>秋亭余崧写。钤印：「余崧」、「维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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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SHOUQI (1603-1652)
FAIRYTALES
album; ink and color on silk
27.4×30.2cm.×12 (10 3/4×11 7/8 in.×12)

HK$ 60,000 - 80,000
US$ 7,600 - 10,200

万寿祺  神仙故事册
册页 设色绢本   
约0.7平尺（每幅）

题识：
彭城万寿祺。

钤印：「寿祺」

说明：
江苏省文物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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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ONGCANG (1686-1756)
LANDSCAPES
album;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1×42cm.×10 (12 1/4×16 1/2 in.×10)

HK$ 600,000 - 800,000
US$ 76,400 - 101,900

张宗苍  古人诗意册
册页 设色纸本
约1.2平尺（每幅）

题签：张篁邨先生山水真迹，今觉盦所藏精品。钤印：「今觉盦」

题识：
<一>一坞筑篱荒土平，两山飞涧野泉鸣。云深采药归来晚，犹向
桥边问浊清。钤印：「墨岑氏」、「张宗苍印」
<二>愿言访我友，水复兼山重。前路一舟出，逆回以相从。钤
印：「臣宗苍」、「墨岑氏」
<三>风涛时稷稷，烟壑自茫茫。觅句小亭上，松花落笔床。钤
印：「臣宗苍」、「墨岑氏」
<四>万仞岗头坐，置身知最高。清霜醉林木，落日艳亭皋。易数
远江雁，难沽村店醪。贪看秋色晚，得句首频搔。钤印：「张宗
苍印」、「墨岑氏」
<五>谷云初起水成纹，冷沁松风日欲曛。吟啸莫愁归路寂，前村
沽酒细论文。钤印：「张宗苍印」、「墨岑氏」
<六>扬鞭大道春，烟光畴可爱。绝胜风雪中，诗意满驴背。钤
印：「臣宗苍」、「墨岑氏」
<七>笔头涤尘嚣，心地忽清冷。羡彼扶筇人，踏破松杉影。钤
印：「臣宗苍」、「墨岑氏」
<八>秋山叠叠晓烟开，黄叶村边野老回。一片闲情消不尽，看他
吟过白云隈。钤印：「墨岑氏」、「张宗苍印」

<九>青女昨夜来，满山动凉吹。晓起觅行踪，但觉千林醉。钤
印：「臣宗苍」、「墨岑氏」
<十>行尽秋山一路中，霜华染就树林红。杖藜且向岩边去，寒玉
琮琤下碧空。钤印：「臣宗苍」、「墨岑氏」

鉴藏印：「少鄂」、「汝济私印」、「汝济叔痴」、「招汝济
印」、「溎年」、「树君鉴藏」、「树君审定」、「今觉盦所藏
书画鉴记」、「梅泉审定」、「今觉盦」、「梅泉所藏」

出版 :〈张篁邨山水册(高邮宣氏藏本)〉，野残署，上海神州国光
社珂罗版初印，神州大观集外名品，上海神州国光社定用玻璃版
精印，一九二〇年。

说明：<一>「少鄂」、「汝济私印」、「汝济叔痴」、「招汝济
印」为招汝济鉴藏印。招汝济（清），广东南海人。字少鄂，父
招子庸嘉庆二十一年举人，道光间知山东淮县。汝济善画，墨竹
承袭家法。
<二>「溎年」、「树君鉴藏」、「树君审定」为刘溎年鉴藏印。
刘溎年（清），顺天大城（今属河北）人。字树君，号蜀生，清
咸丰十年（1860）进士，著有〈三十二兰亭室诗存〉。清同治九
年（1870）任惠州知府，重文教，修府志，筑望野亭、陈公堤，
作诗甚多。
<三>周今觉（1878-1949），安徽至德人。名达，号美权，一号
梅泉， “今觉”是他集邮以后写集邮文章的署名，斋号今觉盦。
1925年任中华邮票会会长，1935年任中国数学会董事。有〈今觉
盦诗〉。
<四>上海文物商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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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书影

按语：

张宗苍，字默存，一字墨岑，号篁村、蔗翁、太湖渔人，晚称瘦竹，

吴县人。师承清代娄东画派的传人黄鼎，擅画山水。初以主簿理河工

事。清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绘〈吴中十六景〉画册敬献，称旨，

命入都祗候内廷。此册为张篁邨早年之作。其用笔层层皴擦，一丝不

苟，笔涩而不滞，刚健遒劲而又显得柔软富于弹性，勾皴点擦，不拖

不沾，极有清凈幽淡之趣，深得王原祁笔底金刚杵之妙谛。画册由嘉

庆举人招汝济、咸丰进士刘溎年、周今觉递藏之。并由上海文物商店

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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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PENG (1498-1573)
LETTERS TO WU DONGYUAN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28×156.5cm. (11×61 5/8 in.)

HK$ 800,000 - 1,200,000
US$ 101,900 - 154,000

文彭  致吳东原先生手劄 
手卷 水墨纸本 
约3.9平尺

题识：
<一>连日不面，极耿耿。昨承嘉惠，未得走谢，多罢即以上。昨来仅得
一见，亦殊匆匆。相见幸为致意，盖衾卒不及作诗，而又无物可以为赆
耳。草草不尽。彭顿首奉复。
<二>离别劝经年，怱怱岁云晚。京华群彦游，羡教主父偃。朝奏夕已
召，谁谓天门远。多言最所忌，集世爱柔婉。所以王子归，买此九折阪。
白发发盈冠，行将故园返。
承佳作见教，聊次来韵，系联补缀，殊不成语也。相见去迹，不更一一。
三月廿六日，彭具草，浮玉尊兄执事。
<三>前者陆仰云至承手书，並佳仪伦已领讫，已曾有小简附复，想已达
左右矣。此后更得李古愚寄来书，並縐纱一匹，不胜至感。所云三年之
说，盖因县尹无主张耳，如何如何。
吴公昨来，又出守太平矣。前去临清时，曾见郑虚舟，舟为君致谢，回京
亦尝送及，乞知之。前日蒙许趷 缄，便中为仆一置，当更酬谢也。兹因
朱上舍行，便草草附此，不一。彭再顿首，东原尊兄先生。
<四>违远以来，忽复两年，不胜怀想，两□佳惠，未有寸报，徒深愧感
而已。前日事体，竞不能完美，如何如何。陆仰云、盛湛塘来，知体履佳
胜为慰。区区株守如昨，无足为左右道者，但未脱学字，所以养一身有
余，而养一家则不足也。一笑一笑。兹因月泉上人行，便草草附此，殊不

尺牍，乃书信的古称。在古代是人们的交流工具。尺牍作为文章之一 体，很早就为人所重视。尺牍二字最早出现在<汉书·陈遵传>：「与 人尺牍，主
皆藏弆以为荣。」尺牍的长度大约一尺左右，故而名尺牍。 尺牍在宋明两代发展迅速，尤其到了明代，这种形式可视为一 种艺术形式。虽为小品，能
以晋人俊逸之笔，抒发率真性情。 逐渐形成流畅清新，闲趣的风格。其内容上较为私密话题。
 白谦慎教授曾在<明代名贤尺牍集序>中说「明朝人写信的频繁程度远 超出我们的想象……明朝人有些短信，虽寥寥数语，但礼数齐全。在 他们的案子
上，放着信札、毛笔、砚台，随时可以拿起笔来，写上几 行。同城之内，请家仆送信，收信人有时当即回信，托送信人带回。 这样的往返，有时一天
可以多达数次。」可见其当时流行的程度。 其兼具文学价值与书法价值，后代收藏家与出版家对此一直抱有浓厚 的兴趣。在明清时代的书画著录中，
书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的信札常是 收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尺寸相对固定，收藏家常根据作家的时代、 身份、事功等，将他的收藏分别装订成册，如<
明清两朝画苑尺牍>、 <明十五完人手帖>。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至今，有一部分曾经入石， 如<人帖>，也有的在晚清以后木刻印刷，如<明清名人墨
宝三集>。 

笔歌墨舞  文氏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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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尽所欲言，统唯心照万万。侍生文彭顿，东原尊兄先生。

钤印：「文彭之印」

题跋：癸丑四月五日宜都杨守敬观于上海寓庐。钤印：「杨
守敬印」

鉴藏印：「澹斋珍藏」

说明：
< 一 > 「 澹 斋 珍 藏 」 为 赵 琦 美 鉴 藏 印 。 赵 琦 美 （ 1 5 6 3 -
1624），字元度，号清常道人，以“脉望馆”名其室，常熟
藏书家，藏书有名于时。
<二>郑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年八十余岁。
年十六，为诸生，以任侠不羁被斥。隐支硎山，殚精诗古
文，兼工词曲，有名吴下。赵王厚煜聘入邺，礼待优厚。若
庸乃为著书，仿初学记、艺文类聚为类隽，凡二十年而书
成，凡三十卷，分二十门。严嵩父子请见，不往。厚煜卒，
（1560）去赵居清源。以寿终。若庸诗与谢榛齐名，有北游
漫稿二卷。<四库总目>所著曲有传奇大节记、五福记等三
种，<曲录>今仅存一种。
<三>靳观明（明），号浮玉，京口（今江苏镇江）人。靳
贵裔孙。颇擅临池之誉，与同郡陈永年方驾。善以墨渖写山
水，竹石亦复超妙。
<四>月泉上人为可浩，明代高僧，活动于15世纪末至16
世纪，嘉靖年间（1522-1566）曾任右觉义，住持金陵（南
京）灵谷寺，与吴门画家交往深厚，在当时的苏州文人及政
要圈内极有影响力。可浩亦善画，画葡萄不减温日观，纂有
〈重修宝公塔记〉。
<五>朱厚煜，赵康王朱厚煜（1498－1560），明朝第二次
封的第六代赵王，庄王朱祐棌的嫡第一子。谥号康。朱厚
煜在正德十六年（1521）袭封赵王，在位三十九年。嘉靖
三十九年（1560）朱厚煜去世，谥号康，长子获嘉昭定王朱
载培及长孙世孙朱翊锱早卒，五年后其曾孙朱常清就嗣位。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三桥居士、国 
子先生，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长子。初学钟、 
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过庭，而尤精于篆、隶。索书者接踵不断。 
其父以书名当代，然有时不乐书，虽权贵人不敢强。彭手不停挥，求者 
无不当意。文彭的书法在子承父业的基础上而又不滔父迹。此书运笔流
畅，字与字多连绵，章法自然。笔法飘逸灵动，结体疏朗萧散，用笔刚
劲有力。不失为其上乘佳品。

此卷尺牍分为四段式。段一讲述其与友人交往的事情。友人吴东原先生
来吴地拜访，然文彭却因事繁忙，而仅匆匆相见一面。未来及一起做诗
唱和。故而请罪去信。第二段则是自作诗一首赠予浮玉尊兄。（靳观
明，号浮玉，京口（今江苏镇江）人。靳贵裔孙。颇擅临池之誉，与同
郡陈永年方驾。善以墨渖写山水，竹石亦复超妙。）
第三、四段则写，托朋友陆仰云送去自己的书法作品，以赠东原先生。
东原先生托李古愚给文彭送来布匹。
此卷描绘了当时吴门文人之间交往的情况。写诗与友人，赠予作品。是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手札中所题及其好友郑虚舟即郑若庸。字中
伯，号虚舟，昆山人。年十六，为诸生，以任侠不羁被斥。隐支硎山，
殚精诗古文，兼工词曲，有名吴下。赵王厚煜聘入邺，礼待优厚。若庸
乃为著书，仿初学记、艺文类聚为类隽，凡二十年而书成，凡三十卷，
分二十门。严嵩父子请见，不往。厚煜卒，（公元一五六o年）去赵居
清源。以寿终。若庸诗与谢榛齐名，有北游漫稿二卷。〈四库总目〉所
著曲有传奇大节记、五福记等三种，〈曲录〉今仅存一种。
信中还题及了李古愚，或为李希曾。为明松江府人士。第四段中提到
月泉上人乃明代高僧，活动于15 世纪末至16 世纪，嘉靖年间（1522—
1566）曾任右觉义，住持金陵（南京）灵谷寺，与吴门画家交往深厚，
在当时的苏州文人及政要圈内极有影响力。可浩亦善画，画葡萄不减温
日观，纂有〈重修宝公塔记〉。北京保利拍出一件，唐寅为月泉和尚绘
手卷，成交9200万元，为现今唐寅最高拍卖纪录。
而信中反复题及的吴东原先生有待考寻。其上款也曾出现在仇英<剑阁
图>中（上海博物馆藏）。明代诗人卢楠也曾写有〈送吴东原先生还苏
门〉。诗仲云：少年负意气，客游长千里。八月秋风高，扬帆下江水。
江水复悠悠，送君临清州。临清花月好，锦障带珠楼。谁家妖冶女，弹
筝日歌舞。忘却湖南商，无复相思苦。相思能几时，还家定有期。庭前
芳桂树，攀取最 长枝。邻儿问野叟，椎牛劝美酒。夜深起相视，君须近
长否。辗转东原游，思君不可求。魂梦一见之，多在石湖头。（卢楠，
大名府浚县 人，字少楩，一字子木。国子监生。才高，好使酒骂座。工
古文，不喜为八股，故屡试不利。）可见这位东原先生与吴门诸家颇具
渊源。
 信中题到的吴东原先生到底是谁呢？东原先生笔者查到有两位，一位杜

琼，杜东原，一位叶经。但都不姓吴，故而不是他二人。东原这个号也
有可能取自地名。东原古地区名，即汉东平郡地相当今山东东平、汶上
和宁阳一带，包括东平南部、汶上北部和宁阳西北部及周边地区。而符
合此条件则出现一位。吴维岳（1514—1569），字峻伯，号霁寰。明
朝孝丰（今属安吉）鄣吴村人。吴麟长子。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举
人，十七年（1538）联捷成进士，授江阴县令，擢刑部主事，升兵部郎
中，历山东按察副使、山东学政、湖广参议、河南按察使。工诗文，与
王世贞等倡诗社。与俞允文、卢柟、李先芳、欧大任为‘嘉靖广五子’
之称。信中所说：“吴公昨来，又出守太平矣。前去临清时，曾见郑虚
舟，舟为君致谢。”临清是山东地界。而卢楠诗〈送吴东原还苏门〉，
苏门乃于河南新乡一带。他与卢楠，谢榛、赵康王也都有交际。其所生
活的年代也比较接近。虽不能断定是他，也极有可能。
此卷后绫边有杨守敬题跋。装裱形式亦有近百余年。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文徵明仲子。文嘉初为乌程训 
导，后为和州学正。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精于鉴别古书 
画，工石刻，为明一代之冠。继承家学，小楷轻清劲爽，宛如瘦鹤。 画
得征明一体，善画山水，笔法清脆，颇近倪瓒，着色山水具幽澹之 致，
间仿王蒙皴染，亦颇秀润，兼作花卉。此卷运笔流畅婉转，行气严谨，
字与字之间距恰到好处。书法疏朗自然，笔墨灵动。颇有其家风。
手卷分为三段。第一段讲述东原先生款待其友人郑虚舟。文嘉托其为友
人求官，如若成了，必将造门面谢。第二段则写与三堂老兄的诗文切
磋。
第三段则是文嘉其孙文丛简书写手札。文丛简信中所题到的鲁王或是鲁
肃王。鲁肃王（约1574-1639），万历十一年（1583） 封泰兴王，崇
祯九年（1636）袭封鲁王，崇祯十二年（1639）死。肃太祖九世孙。
恭王朱颐坦子。善花鸟及兰石，著有〈画法大成〉一书。世子有可能是
三子朱以派。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父朱寿镛、祖辈朱颐崖等人
合著 〈画法大成〉。说明其醉心于文化圈。最有可能与文丛简交往。鲁
安王朱以派（又作鲁孝王）（？－1642），明朝第十代鲁王，肃王朱寿
镛第三子。他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 袭封鲁王。
卷后有杨守敬题跋，并被脉望山房收藏。（脉望山房为明代常熟藏书家
赵琦美（1563-1624）鉴藏印，字元度，号清常道人，以“脉望馆”
名其室，藏书有名于时。）与文彭卷为同一日获观而题。两卷中描述文
彭、文嘉与东原先生交往的内容。看来这位东原先生与文家渊源颇深。
两卷中与良师益友的交往，虽是艺术家的小事，但也深深的影响着他们
的生活及心境。也是艺术家们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拼图。 尺牍随小，缺
于书法世界中。就像词之于诗，诗言志，却道不尽。词虽 为诗余，却能
更好的诠释。尺牍可以更好，更全方位的展示艺术家的修 养与审美情
趣。明代书札历经战火已去其大半，时至今日，多保存在公藏机构。个
人释出的却寥寥无几。今能见此两卷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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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JIA, WEN CONGJIAN 
LETTERS TO WU DONGYUAN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30×110cm. (11 3/4×43 1/4 in.)

HK$ 800,000 - 1,200,000
US$ 101,900 - 154,000

文嘉、文从简  致吳东原先生手劄、致鲁王世子手劄 
手卷 水墨纸本 
约3平尺

题识：
<一>寓京师姑苏侍生文嘉顿首拜，东原吴先生执事。久钦高谊，未获瞻承，前山来，备道
盛德，岂胜慕闻蔺之情耶？闻执事日与吾友虚舟，雅相厚善，今前山落落尘中，颇似范叔绨
袍，恋恋不能无望于虚舟也。倘执事不吝齿牙余言，使虚舟少加推挽之力，则前山即得遄
归，而乡人故旧两尽之矣。草草奉读，不胜悚仄，冬春若得一官，南下当舣舟临清，造门面
谢也。诸凡不尽，伏唯亮察。七月望日谨具。钤印：「文休承氏」
<二>佳作妙甚，使区区追踪，恐不及也，然亦当勉强呈稿，以纪是日雅兴耳。昨过孔加，淹
留□日，亦拟赋一诗，盖归来两月，唯此二日少远尘俗，而恨无佳句酬之，如何如何。四月
廿九日，嘉复。三堂老兄大文元几下。钤印：「文水」
<三>衰宗薄祚，获与高明之门相缔好；眇眇末小，子其光宠曷胜。即鲁王父而下，世世被
荣施矣第。门下鸿鹄，不肖醯鸡。门下翱翔，烟霞之表，不肖没灭，缺甃崖且。门下俨然，
父行不肖，职列子弟，类不胜别，分不胜悬。门下一切，略去俯焉，屑与为耦，则惟门下重
光，世交契尔，忘不肖之畀庸也者，此其谊足千古矣。令郎青云之器，他日定为当代名彦，
但门下属以不朽者，不肖期以时荣。公车之业，异同席勉，旜此浅夫剪劣之见，计门下闻
之，当汲寒山万壑流，以洗其耳，乃惠徼伯氏片言，而辱慨然允诺，托以师傅，是何异使。
蚊负山商，蚷驰河宁，克胜任。虽然长者之命，重于金石，敢不敛于奉教，春山如黛，春花
如绮，江淹笔上，灿然五色，政其时矣。敬扫函丈，以待冀卜日命驾，无任颙望之至。从简
顿首再拜，凡夫有道先生门下，左慎。

题跋：癸丑四月五日宜都杨守敬观于上海寓庐。钤印：「杨守敬印」

鉴藏印：「澹斋珍藏」、「脉望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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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郑若庸。(约1535年前后在世）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
生卒年均不详，约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前后在世，年八十余岁。年
十六，为诸生，以任侠不羁被斥。隐支硎山，殚精诗古文，兼工
词曲，有名吴下。赵王厚煜聘入邺，礼待优厚。若庸乃为著书，
仿初学记、艺文类聚为类隽，凡二十年而书成，凡三十卷，分
二十门。严嵩父子请见，不往。厚煜卒，（1560）去赵居清源。
以寿终。若庸诗与谢榛齐名，有北游漫稿二卷。<四库总目>所著
曲有传奇大节记、五福记等三种，<曲录>今仅存一种。
<二>文丛简信中所题到的鲁王或是鲁肃王。鲁肃王（约1574-
1639），万历十一年（1583）封泰兴王，崇祯九年（1636）袭封
鲁王，崇祯十二年（1639）死。肃太祖九世孙。恭王朱颐坦子。
善花鸟及兰石，著有<画法大成>一书。鲁肃王共六子，次子早
殇。根据资料至信人
有可能是三子朱以派。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父朱寿镛、
祖辈朱颐崖等人合著<画法大成>。说明其醉心于文化圈。最有可
能与文丛简交往。鲁安王朱以派（又作鲁孝王）（？－1642），明
朝第十代鲁王，肃王朱寿镛第三子。他在崇祯十三年（1640）袭封
鲁王。
< 三 > 「澹斋珍藏」、「脉望山房」为赵琦美鉴藏印。赵琦美
（1563-1624），字元度，号清常道人，以“脉望馆”名其室，常
熟藏书家，藏书有名于时。

唐寅〈月泉圖卷〉（局部）（上款人月泉）

上海博物馆藏，仇英〈剑阁图〉（东原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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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YAOHUA (QING DYNASTY)
CALLIGRAPHY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25.6×548.8cm. (10 1/8×216 1/8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盛瑶华（清咸豐）  楷书临赵孟頫〈汉番君庙碑〉
手卷 水墨纸本
约12.6平尺

题识：
（文略）

鈐印:「瑤華仙館」、「显慧居士」、「世盛瀚玉」

题跋：
<一>槃盦亲家观詧大人诲政。庚申上巳石舩渔客张振纲谨识。钤
印：「西冥」、「张振纲」
<二>壬戌正月八日张祖廉敬跋。壬戌立春，同张朱黼同观。钤印：
「张祖廉」、「彦云鉴赏」、「小技文章而后」、「家在某花庵
北」
<三>壬戌立春日，张朱黼同观。钤印：「琼」
<四>渔川老盟兄命题，甲子季夏如弟蒯寿枢。钤印：「蒯寿枢印」

说明：<一>吴永（1865-1936），字渔川，一字盘公，盘庵，室
名观复斋。浙江吴兴人。光绪十四年，娶曾国藩孙女为妻。十六
年任直隶试用知县，办理洋务，受张荫桓赏识，后调补怀来知
县。因元配早逝，后娶盛宣怀之堂妹为继室。
<二>张振纲，字西冥、号石船。辽宁大连瓦房人。工书法，于时
颇有名望。亦喜鉴藏。
<三>张祖廉（1873—?），字彦云，号山荷。浙江嘉善人。光绪
二十八年，中举人。二十九年，经济特科考取知县。宣统元年，
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弼德院秘书。民国后，任陇秦豫海铁路督
办。
<四>蒯寿枢，字若木，佛号圆顿。安徽合肥人。晚清清流派重要
人物蒯光典之侄。民国时，任驻日学务总裁、权运局局长等职。
精书画，富收藏。

按语：
盛瑶华此作临赵孟頫〈汉番君庙碑〉全本。原碑由翰林学士元明
善撰文，中书舍人高昉篆额，赵孟頫书丹。元、高、赵，均为元
仁宗时，知名文人书家，此碑集三家文墨于一身，堪称元碑“三
绝”，碑石乃饶国公吴克已倡建，惜此碑已于民国年毁，原拓
本现藏于国家文物局。〈汉番君庙碑〉是赵孟頫晚年楷书的代表
作，运笔酣畅稳健，结体宽博缜密，线条流畅滋润，风貌清秀恬
静，楷中带有行书笔意，自具风格，可说为典型“赵体”，亦为
后世学习赵氏书法重要素材。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帝十三
岁时〈临赵孟頫汉番君庙碑〉一页。瑶华夫人楷书临赵孟頫本，
深得赵之神韵，难辨异同。笔力深沉稳健，气势恢弘傲放，结体
严谨端庄，首尾富于变化。结字舒朗，骨力开张，遒劲不乏柔美
之姿。可谓后人临古之佳品。卷尾有民国鉴藏家张振纲、张祖
廉，为盛夫人所作题跋以记，亦有名仕蒯寿枢题长诗一首以赞。

盛瑶华，号颐慧居士，室名瑶华仙馆。江苏常州府武进人。盛宣
怀之堂妹，吴永之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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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ZHEN (1678-1735)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23.5×158cm. (9 1/4×62 1/4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爱新觉罗·胤禛  「湖北巡抚印务吴应棻参荆州知
府邓士灿」
镜心 水墨纸本
约3.3平尺

题识：
依议。  题户部等部经筵讲官总理事务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
大学士仍管吏部户部尚书事加六级。臣张廷玉等谨。题为呈明汇
行知照事查得兵部侍郎署理湖北巡抚印务吴应棻……雍正十叁年
十贰月，初参，曰经筵讲官总理事务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
学士仍管吏部户部尚书事加六级。臣张廷玉。内大臣户部尚书兼
内务府总管臣海望。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加四级臣史贻直。左侍郎
协办步军统领事务降三级又降一级留任臣托时。左侍郎仍管三库
事臣李绂。右侍郎加二级臣申珠浑。经筵讲官右侍郎加五级纪录
两次臣赵殿最。湖广司郎中臣徐涵。湖广司员外郎臣多泰。湖广
司员外郎臣徐维。湖广司主事臣永柱。湖广司主事臣李岱生。堂

主事协办湖广司事臣范时绶。湖广司额外主事上学习行走臣赵屏
晋。都统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兼理吏部侍郎事臣鄂善。议
政大臣臣左侍郎兼办兵部侍郎事臣宗室普泰。经筵讲官左侍郎兼
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臣卲基。考功司郎中臣江皋。考功司员外
郎臣葛尔福。

钤印：「吏部之印」

按语：此折讲述关于湖北巡抚印务吴应棻参荆州知府邓士灿，未
完分地丁银两之事。由吏部尚书张廷玉起草，内务府总管海望等
联名上奏。

部分大臣简介：
海望（？—1755）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孝恭仁皇
后族侄。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
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
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
史贻直（1682-1763），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授检
讨。历充云南主考、广东督学、赞善、侍讲、太子庶子、讲读学
士。雍正元年（1723），任内阁学士。次年，升吏部侍郎。后来
署理闽浙总督，升左都御史，协理西安巡抚，又升户部、兵部尚
书。   乾隆初年，历任湖广、直隶总督。乾隆九年（1744），授
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托时（？—1760），中国清朝大臣、外交官。佟佳氏，满洲正黄
旗人。初任笔帖式，康熙五十四年（1714）由笔帖式授理藩院主
事，累升至工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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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ING (1782-1850)
CALLIGRAPHIC COUPLETS
mounted; ink on gold paper
163×35cm.×2 (64 1/8×13 3/4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爱新觉罗·旻宁  楷书五言联 
镜心 水墨金笺
约5.1平尺

题识：
德与年而皆进，寿同福并高。

钤印：
「道光御笔之宝」、「政贵有恒」

说明：北京市文物公司舊藏。2007年翰海春拍lot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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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YU（1760—1820）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silk
55.5×167cm. (21 7/8×65 3/4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愛新覺羅·顒琰  行书 「允执厥中」
镜心 水墨库绢
约8.3平尺

题识：
允执厥中 。

钤印：
「嘉庆御笔之宝 」

说明：北京市文物公司舊藏。2008年翰海春拍lot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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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TINGLU (1796-1858)
LANDSCAPE
painted in 1847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8×33cm. (54 3/8×13 in.)

HK$ 30,000 - 50,000
US$3,800 - 6,400

程庭鹭  书声扶杖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一八四七年作（道光二十七年）
约4.1平尺

题识：
溪头松荫翠生烟，买得山幻屋数椽。遥听书声扶杖
云，风光只在小桥边。丁未夏四月于吴门寓馆，程
庭鹭。

钤印：「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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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SHIZHUO (1687-1770)
PAVILION IN SUMMER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66×48.5cm. (65 3/8×19 1/8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李世倬  荷普清夏
立轴 设色绢本
约7.2平尺

题识：
仿赵大年法，画祝陈母曹太孺人古稀华诞。铁岭李世
倬。

钤印：「李世倬印」、「汉章」

李世倬，内蒙古人，一作沈阳人。字汉章、天涛，号
谷斋、菉园、星厓，别号十石居士。两湖总督如龙
子，高其佩外甥。官至副督御史。工山水、花鸟、果
品，各臻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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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IWAN (1811-1897)
SCHOLAR UNDER THE PINE TREE
painted in 1866
hanging scroll; ink on gold paper
129×49cm. (50 3/4×19 1/4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张之万  松阴曳杖图
立轴 水墨金笺 一八六六年作（同治五年）
约5.7平尺

题识：
屋后修篁屋外山，松荫苍藓点苔斑。此间合著高
人 住 ， 吟 尽 斜 阳 曳 杖 还 。 仿 蓬 心 翁 松 荫 曳 杖 图
意，丙寅冬十月，子青张之万。

钤印：「子青」、「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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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CHUNLEI (QING DYNASTY)
AUSPICIOUS ARTICLES
painted in 176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silk
56×23cm. (22×9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张春雷（清乾隆）  兰花春笋
镜心 设色绢本 一七六○年作（乾隆二十五年）
约1.2平尺

题识: 
瘿瓢量酒僧烧笋，拳石分泥客买兰。时庚辰冬月。时若姻三
兄先生得柳瓢两具，朝夕拭摩光泽可爱。因写梅村句意为
赠，兼祈大雅鉴正。安甫弟张春雷。

钤印:「张春雷印」、「张厚」、「安父」

鉴藏印：「真州卞薇阁所得精品」

说明:北京文物商店旧藏。

张春雷。自号华阳山樵，乾隆时诸生，屡试不第，遂肆力于
诗古文辞。耽吟咏，精书、画。画梅法金农，花草树石，
老逸苍秀，尤长画博古图。善篆刻，工稳秀丽，为陈鸿寿
所赏，因以篆隐名其居。毛秋伯以为善学陈鸿寿者。卒年
七十。着瞻云书屋诗赋、香月山房诗存、画解随笔、画论、
题画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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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YU (1853-1901)
PROMISING FUTURE
painted in 1892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76×33cm. (29 7/8×13 in.)

HK$ 30,000 - 50,000
US$3,800 - 6,400

任预  马上封侯
立轴 设色纸本 一八九二年作（光绪十八年）
约2.3平尺

题识：
壬辰夏闰六月，立凡任预写。

钤印：「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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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ZHAOLIN (1866–1937)
EMBRACING THE SPRING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pn silk
119×53cm. (46 7/8×20 7/8 in.)

HK$ 60,000 - 120,000
US$ 7,600 - 15,300

屈兆麟  群雀鸣春
立轴 设色绢本   
约5.7平尺

题识：
辅庭仁兄先生雅令，仁甫屈兆麟写。

钤印：「屈兆麟」、「仁父」、「静观自得」

出版：〈集雅留真-集雅斋开业纪念书画集〉，图版1，
集雅斋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四月

371



372

LIU TINGCHEN (1867-1932)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2.5×32.5cm.×4 (52 1/8×12 3/4 in.×4)

HK$ 30,000 - 50,000
US$3,800 - 6,400

刘廷琛  行书四屏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9平尺（每幅）

题识：
节录〈书谱〉文略，培余五世兄雅属，刘廷琛。

钤印：「刘廷琛印」、「介石山房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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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YOUZHI (1811-1871)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866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1×34.5cm.×6 (51 5/8×13 5/8 in.×6)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莫友芝  隶书六屏
立轴 水墨纸本 一八六六年作（同治五年）  
约4.1平尺（每幅）

题识：
曹操短歌行（文略）。眉生同岁观察徐海为书四纸赠行。
时同治丙寅正月丁亥秣陵三山之寓。郘亭眲叟友芝。

钤印：「郘亭眲叟」、「友芝私印」

题跋：
郘亭莫先生，分书得汉篆之遗故。于张迁武荣等碑有神
契，况此系赠李香严者，其精可想惟用，旧纸稍拒墨尔。
钤印：「癖于斯」

鉴藏印：「兴义王氏珍藏」

说 明 ： 「 兴 义 王 氏 珍 藏 」 为 王 伯 群 鉴 藏 印 。 王 伯 群
（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
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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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CAT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77.5×56cm. (30 1/2×22 in.)

HK$ 10,000 - 30,000
US$ 1,300 - 3,800

佚名  狸猫图
立轴 设色绢本
约3.9平尺

鉴藏印：「宣统鉴赏」、「陈鼎之印」

说明：欧洲私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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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SHINING (1688-1766)
HEN AND CHICKEN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60.5×32.5cm. (23 7/8×12 3/4 in.)

HK$ 10,000 - 30,000
US$ 1,300 - 3,800

郎世宁（传）  母鸡哺子图
立轴 设色绢本
约1.8平尺

题签:
清郎世宁母鸡哺子图。

题识：
臣郎世宁恭绘。

钤印：「世」、「宁」

说明：巴尔白威廉舊藏( A.W.BAHR,1877—
1957)，生于上海，曾为清末上海英国皇
家亚洲学会中国北方分社秘书长 (皇家
亚洲学会成立于1788年，是英国研究亚
洲的大本营)、中国古董收藏家，其对古
玉、陶瓷及书画均有涉猎，藏品曾在欧
美各大博物馆展览，部分捐赠美国纽约
大都会等。早年购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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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MEN (1599-1671)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42.5×33.5cm. (56 1/8×13 1/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破门（传）  草书诗句
立轴 水墨纸本
约4.3平尺

题识：
老兔篱边偷菜吃，啮寒嚼嚼又看看。破山明。

钤印：「破山」、「明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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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MING DYNASTY)
LANDSCAPE IN THE STYLE OF MASTER 
MI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25×51cm. (49 1/4×20 1/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佚名  米家山水
立轴 水墨纸本
约5.7平尺

题签：
明人无款仿米山水神品。二九年重装。

题跋：
此画直造二米房山之室，审其笔墨酣畅爽朗，不落清
人怯懦细碎之习，当是明代高手可无疑矣！虽不知何
人所作，况残缺不完，而芷园郑公犹宝爱之，重付装
池，其好画之笃囗者。骏骨之珍有待于知者欤。庚辰
冬月，谷雏识。钤印：「谷雏私鈢」

鉴藏印：
「陆氏月笙」、「望花」、「曾经沧海」、「芗湖」

说明：
题跋者为张虹。张虹，字谷雏 ，号申齐。顺德人。与
高剑父游历杭州山水。继而居庐山，所绘〈庐山景色
山水册〉融汇南北各画派风格。先后参加癸亥合作画
社、国画研究会。所藏三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
名家书画、佛像、经卷、玉石等颇丰，系统独备。著
有〈元画综〉、〈砂壶图考〉、〈古玉考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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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IDONG (1837-1909)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52.5×72.5cm. (60 ×28 1/2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张之洞  行书诗句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0.0平尺

题识：
錄坡公句，孝达张之洞。

钤印：「牛翁」、「臣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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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XIE (1693-1766)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5×21.5cm.×2 (53 1/8×8 1/2 in.×2)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郑燮（传）  行书十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2.6平尺（每幅）

题识：
藏书古鼎良朋百年相伴，美酒名花皓月四季皆春。
壬申秋日，板桥郑燮。 

钤印：「郑燮之印」、「潍夷长」

380

ZHENG XIE (1693-1766)
BAMBOO AND ROCK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1×54cm. (51 5/8×21 1/4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郑燮（传）  竹石图
立轴 水墨纸本
约6.4平尺

题识：
画舫停桡倚汴河，扬鞭走马竹卤过。春雷昨夜抽新笋，新竹高于
旧竹多。蔚起年学长兄正，乾隆癸未，板桥。

钤印：「郑燮印」、「樗散」、「风尘谷吏」、「谷口」

鉴藏印：「程氏桢义审定」、「蓉峰刘恕之章」

说明：<一>「程氏桢义审定」为程桢义鉴藏印。程桢义，字心
柏，漱石，江苏吴县人，精鉴赏、富收藏。
<二>「蓉峰刘恕之章」为刘恕鉴藏印。刘恕，清著名书画家、藏
书家。号蓉峰，又号寒碧主人。吴县人。官至广西右江道。善鉴
赏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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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KAIYUN (1833-1916)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205×32cm.×2 (80 3/4×12 5/8 in.×2)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王闓運  行书十二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5.9平尺（每幅）

题识：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
住，向宽处行。敬民姻二世兄雅鉴，闿运。

钤印：「王闿运」、「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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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LIANG (1878-1962)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192.5×42.8cm.×2 (75 3/4×16 7/8 in.×2)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金梁  金文八言联
立轴 水墨红底洒金笺
约7.4平尺（每幅）

题签：
<一>金息候先生钟鼎玫笺八言对。丙寅年冬月装
上联。
<二>金息候先生钟鼎玫笺八言对。丙寅年冬月装
下联。

题识：
道既周南，德正门内；师唯田父，心同散人。季杨
仁兄大人正，息侯金梁。

钤印：「金梁之印」、「甲辰进士」

说明：得自香港华丰国货公司，背面有该公司编号
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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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YUNCONG (1596-1673)
ENDLESS MOUNTAINS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0.5×570cm. (20×224 3/8 in.)

HK$ 7,000,000 - 9,000,000
US$ 891,700 - 1,146,500

萧云从  溪山无尽
手卷 设色纸本
约15.6平尺

题签：
萧云从山水真迹。双清阁藏，云谷题。

题识：
戊申秋七月，卧居静斋，倐忆河阳李希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长图大障，至为高宗所眷爱，爰题其卷曰：
李唐可比唐李思训，余草野人，无缘献纳，近虽衰老，犹不肯多让古人，于是极力经营，勉为此卷，自
觉落笔矜慎，磵谷幽深，云烟澹逸，兴所到，饶称俊逸，留此以俟知我。钟山老人萧云从时年七十有三。

钤印：「萧云从」、「尺木」、「钟山老人」

鉴藏印：

「支隐山堂藏书画记」、「竹风醒酒衣窗月伴吟」、「囗石藏印」、「爱文楼陈氏鉴藏」

说明：上山满之进旧藏。上山满之进（1869-1938），山口县人。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法科。历
任青森县参事官、内阁法制局参事官、行政裁判所判定官、农商务省山林局长、熊本县知事、农商务次
官、贵族院议员。

出版：
<一>〈日本南画史〉，南洋堂本店，大正八年 (1919) 。 
<二>〈大东美术〉第一辑第六册，大东美术振兴会， 大正十五年(1926)。
<三>〈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大·明画·明遗民画·明遗民画续集〉，上海出版公司。第292页，1947

萧云从，字尺木，号于湖老人、无闷道人、默思。安徽芜湖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姑孰画派创始人。
父亲肖慎余，为明乡饮大宾，懂绘画。云从幼而好学，“笃志绘事，寒暑不废”。 其山水画自成一家，
笔墨清疏苍秀，饶有逸致。他的画在家乡芜湖地区影响甚大，形成了“姑熟画派”，传其衣钵者有其弟
云倩，子一旸，侄一荐、一箕，犹子一芸，以及黄戢、施长春、施道光等人。萧云从的挚友、清初四画
僧之一弘仁的早期山水亦受其影响。

微信掃碼獲取更多資訊
Scan Wechat 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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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北人南去。中国古代最近一次南渡，要数明清交会之际。在这段时期一位对后世影响颇多
的大家，萧云从横空出世。〈芜湖县志〉云其：“所为诗文，援笔立就，大都以富有为集。精于律
历、六书之学、阴阳术数靡不讲究”
萧云从幼年好学绘画，”笃志绘事，寒暑不废。”青年时期好读书。然看他的科举之路，缺不经坎
坷。试运不佳，屡屡落榜。四十四岁才中副榜。但其忧国忧民的心境却一直未变。中年加入复社。积
极参与反对阉党救国救民的活动。晚年为躲避战乱，又对故土和国家的思念之情。终不入仕。寄情于
山水之间，云游四海。
明清交替之际，吴门绘画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四王为代表的摹古派。和以萧云从为代表的创新
派。萧云从所属的姑孰，地处安徽南部长江南岸，位于马鞍山、芜湖、南京城市圈中。与徽州、宣
城、南京有密切的关系。其绘画创作也影响着这些地区的画家。他画风瘦劲秀润，有干、湿二种。干
者不枯、湿者不光。其渴笔画法对新安画派，黄山画派都产生了影响。
画卷作溪山无尽，长卷共计五米多。画作全卷浅绛晕染着色。笔法上用宋人风骨，取元人意境，使二
者完美结合，得幽深之境，堪称以意取胜。 前卷绘高山峭壁。茂林密布，瀑布断流而下直达底层。缓
坡处绘一座小亭，几处屋舍。好不世外高人所居之处。山间滩流与小桥错落有致。中卷层峦叠嶂，山
峰高耸入云，危峰兀立。 屋舍渐多，好不热闹。两峰之前一大段留白，采用一江两岸的构图制式。微
带有透视感觉，体现出江山无尽的壮美风情。后卷层峦叠嶂的山脉逐渐趋于平缓。江面中舟船摇曳极
具动感。卷尾长题：戊申秋七月，臥居靜齋，倐憶河陽李希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長圖大障，至為高宗
所眷愛，爰題其卷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余草野人，無緣獻納，近雖衰老，猶不肯多讓古人，於是
極力經營，勉為此卷，自覺落筆矜慎，磵谷幽深，雲煙澹逸，興所到，饒稱俊逸，留此以俟知我。鍾
山老人蕭雲從時年七十有三。
此卷作于一六六八年，即康熙七年。这年康熙正式亲政，国家也在连年战乱中恢复起来。萧云从于康
熙元年，曾受太平知府胡季瀛的邀请，给重修的太白楼做壁画。萧云从欣然允诺，可见其已逐渐从国
恨家仇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古稀老人的他已知自己的生命步入了倒计时阶段。故而借此长卷表达他对
祖国大好河山的留恋，以画借喻，望百姓能过上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
南画：
日本的理论家白井华阳〈画乘要略〉中曾明确记载祗园南海、柳里恭、池大雅都曾临摹过萧云从的作
品。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南画大师袛园南海，把萧云从的〈太平三山图〉版画交给池大雅。池大雅深受启
发，不仅运笔模仿萧云从的技法，就是题款的字体也深深的学习。从此萧云从的绘画在日本流传甚
广。研习的人越来越多。促进了日本南画的发展。
域外所藏这本出版。一共只收录了两卷萧云从的手卷，另一卷则是，对日本的绘画也产生过不小的影
响，曾为清内府收藏，后散佚到日本，为东京帝室博物馆收藏的〈溪山行旅图〉。可见对这件〈溪山
无尽〉的重视之度。
郑振铎曾评萧云从画作：“故于陈萧纵笔挥写，深浅浓淡， 刚欲壁立千寻，柔如新毫触纸之处，胥
能达旨传神，大似墨本，不类刻本。”可见他对萧云从绘画水平的认可。也把此作收录在他所编写的
〈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全书只收录萧云从三件作品）

画世高人  遗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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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XI (1210-1270)
GUAN YIN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84×32cm. (33 1/8×12 5/8 in.)

HK$ 300,000 - 400,000
US$ 38,200 - 51,000

牧溪（传）  观音像
立轴 水墨绢本
约2.4平尺

题盒：宋法常观音像。可翁藏。

按语：

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时期，观音造

型为男性，面部丰满、眼大而凸、眉长而平、鼻深高隆与额齐

平、耳长齐肩、头戴宝冠。明代开始流行世俗化女性化，而且塑

造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美女的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可见此

作的年代久远。

京都大德寺藏牧溪观音图 宋代杨柳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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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CHENQUN (1686-1774)
IMMORTAL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91.3×41cm. (36×16 1/8 in.)

HK$ 800,000 - 1,000,000
US$ 101,900 - 127,400

钱陈群  御赐钱陈群仿梁楷泼墨法扶鹿图 
立轴 羊脑笺
约3.4平尺

题识：
捧来泼墨传仙藻，愿乞松烟上鬓须。曾入云表窥秘
景，再游文囿得嘉娱。案头突见瑶光丽，檐际尤余雪
片鹿。学步敢夸黄娟好，拜恩况重紫团□。香山眷
许成三会。逢壁荣珍第四图（臣林栖后曾赐如意、石
芝、桥梓三图，今拜此合为四图矣）。慎保余年承
雨露，升平此乐不能无。蒙恩赐御笔〈仿梁楷泼墨
图〉，仍用游香山元韵赋谢，恭识感私。臣钱陈群敬
题，时年八十有六。
 
钤印：「宫傅尚书」、「臣钱陈群」

题跋：
钱陈群和〈命九老游香山〉作，有“鹿驯岩畔当童
扶”之句，飘乎欲仙，足以验其精力康强，为之心
喜 。 既 赐 参 以 助 颐 养 ， 并 仿 梁 楷 泼 墨 法 为 此 图 赐
之，十年后陈群复来赓韵，更增一段佳话耳。辛卯
（1771）仲冬御笔。

钤印：「乾 ·隆」、「落纸云烟」、「含豪邈然」、
「摛藻为春」、「涉笔偶值几间」

著錄：
<一>〈文端公年谱〉卷三下册，光绪甲午刻本 
<二>〈西清笔记〉卷一，沈初着，清 
<三>〈香树斋文集续钞 五卷〉，钱陈群撰，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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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YUNDUAN (1327-1356)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atin
190×59cm. (74 3/4×23 1/4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郑允端  行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绫本
约6.8平尺

题识：
岭上春松手自栽，已能苍翠暎莓苔。岁寒本是君家事，
好送清风月下来。玉园正波。

钤印：「鼎字正淑」、「玉园女史」、「吟咏聊用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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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YIZHI (1611-1671)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2×42cm. (52×16 1/2 in.)

HK$ 35,000 - 60,000
US$ 4,500 - 7,600

方以智  行书 〈归去来辞〉
立轴 水墨纸本 

题识：（文略）以智。

钤印：「以智」、「浮山愚者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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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ONG (1719-1805)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cloud-pattern paper
174×43cm. (68 1/2×16 7/8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刘墉  行书诗帖
立轴 水墨云纹纸本
约6.7平尺

题识：
晚复毒热，想足下所苦，并以佳，犹耿耿。吾至顿
劣，冀凉言散，力知问。王羲之顿首。此帖不传刻
本，乃贞观御笔，临写自其帖亦然。石庵书。

钤印：「东武」、「刘墉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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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YING (1585-1666)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69×45cm. (66 1/2×17 3/4 in.)

HK$ 50,000 - 100,000
US$ 6,400 - 12,700

蓝瑛  花港观渔
立轴 设色绢本
约6.8平尺

题识：
花港观渔。蜨道人蓝瑛画。

钤印：「蓝瑛」、「田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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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 SHIBIAO (1615-1698)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17×39.5cm. (46 1/8×15 1/2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查士标  墨笔山水
立轴 水墨绢本
约4.2平尺

题识：
庚戌仲秋画似志行道兄正。弟查士标。

钤印：「查士标印」、「二瞻」

题跋：理斋吴燮并识。钤印：「吴燮」、「高梅」

鉴藏印：「过云楼藏」、「毕涧飞珍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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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RU (1558-1639)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06×35cm. (41 3/4×13 3/4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陈继儒（传）  闲居图
立轴 水墨绢本
约3.3平尺

题识：
华亭陈继儒。

钤印：「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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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FIGURE
mounted; ink on silk
217×81cm. (85 3/8×31 7/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佚名  御製三星图
镜心 缂丝
约15.8平尺

诗堂：
其畴五福，居一斯寿；福即禄也，继而为偶。曰寿曰禄，资福以
受；必有司焉，丽天拱斗。旭日和风，松苍花茂；境乎仙乎，神
霄携手。相好天福，垂黻佩玖；司禄抱子，肫然慈母。众星惟
寿，如现于酉；岳岳彬彬，紫垣三友。锡祉延龄，佑我九有；于
万亿年，视此丝绺。

按语：
整幅作品以寿星为主体，神态安详，面带微笑，身前有祥鹿相
伴，栩栩如生，头顶蝙蝠盘旋，构成寓意宏福、荣禄、长寿的精
美工艺品。色彩绚丽，构图讲究，品相精美。并缂乾隆御笔行书
〈三星图颂〉。此作以二至四色间晕与退晕相结合，用平缂、长
短线、搭缂等技法缂织，并于细微之处，如人物的衣纹、鹤鹿的
躯体等，用钉金线、散套针、施毛针等刺绣加以烘托，用色丝
多达三十余种，纹样色彩丰富饱满、精美华丽。缂丝又称“刻
丝”，是中国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以一种经彩纬显现花纹，形
成花纹边界，具有犹如雕琢缕刻的效果，且富双面立体感的丝织
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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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JIN (1388-1462)
VISITING FRIEND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14.5×66cm. (45 1/8×25 1/2 in.)

Hk$ 500,000 - 600,000
Us$ 63,700 - 76,400

戴进  观溉图
立轴 设色绢本   
约6.8平尺

题签：戴静庵观溉图。曼殊
景嘉题于江户客次。

题识：静庵。

钤印：「漫漶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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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 TONGHE (1830-1904)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62×38.5cm.×2 (63 3/4×15 1/8 in.×2)

HK$ 120,000 - 220,000
US$ 15,300 - 28,000

翁同龢  行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紙本
约5.6平尺（每幅）

题识：
雨后荷盘可乾盝，醉敲茶臼啸秋烟。仁甫六兄大
人属，叔平翁同龢。

钤印：「翁同龢印」、「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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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ONG (1719-1805)
CALLIGRAPHIC COUPLETS
mounted; ink on silk
156.5×36cm.×2 (61 5/8×14 1/8 in.×2)

HK$ 100,000 - 150,000
US$ 12,700 - 19,100

刘墉  行书七言联
镜心 水墨绢本
约3.6平尺（每幅）

题识：
诗与青山具秀色，人将白鹤共流
年。筠谷十三弟，史墉。

钤印：「御赐海岱高门第」、「刘
墉之印」、「石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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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BAO (1752-1824)
CALI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24.5×26.5cm.×2 (49 ×10 3/8 in.×2)

HK$ 50,000 - 100,000
US$ 6,400 - 12,700

铁保  行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0平尺（每幅）
题识：
乌丝栏写黄庭帖，绿绮琴弹白雪词。锡堂年兄属书，
铁保。

钤印：「铁保私印」、「某庵」、「奇文共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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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GUOFAN (1811-1872)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66.5×33.5cm. (65 1/2×13 1/4 in.)

HK$ 120,000 - 220,000
US$ 15,300 - 28,000

曾国藩  行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5.0平尺（每幅）

题识：
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秀峯尊兄，涤生
曾国藩。

钤印：「曾国藩印」、「涤生」

說明：上款「秀峯尊兄」即官文，字秀峰，王佳氏，
滿洲正白旗人，先隸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後與曾國藩
一同平定太平天國，最高官至錫封一等伯爵，號果
威，世襲罔替，升入正白旗滿洲，賜雙眼花翎。卒後
優詔賜恤，贈太保，賜金治喪，遣惠郡王奠醊，祀賢
良祠，諡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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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 FANGGANG (1722-1818)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78.5×27.5cm.×4 (30 7/8×10 7/8 in.×4)

HK$ 100,000 - 150,000
US$ 12,700 - 19,100

翁方纲  行书四屏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9平尺（每幅）

题识：
嘉庆丁巳春二月，奉题心田先生家传后五
诗。己未夏五月属为重书，北平翁方纲。

钤印：「翁方纲」、「覃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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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DAOHENG 
(QING DYNASTY)
WINTER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92.5×56cm. (36 3/8×22 in.)

HK$ 15,000 - 30,000
US$ 1,900 - 3,800

杜道亨  深山寒冬
立轴 设色纸本
约4.7平尺

题识：
月冷潮初落雪冬寒，山势如外江流宿霜
中。甲戌春之月，道亨画于石砚轩。

钤印：「杜道亨印」、「仙桥」

杜道亨，字仙桥，四川什邡人。工画山
水、花卉、人物，各擅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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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RENSHAN (1814-1850)
FIVE IMMORTAL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19.5×34Cm. (47 ×13 3/8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苏仁山  五仙图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7平尺

题识：
五仙图。古南岭粤中有仙五人，各持禾黍，衣古冠
裳，骑羊而降，祝之曰五谷熟而民人育廼去，既去而
骑来之羊具化为石人，遂称其粤中城为五羊城，土人
立观于城中，塑五仙人像而奉祀之，列其石于前，予
入观谒神，亲手抚其石而摩挲之，若六枚然不止五
也，仍分五次列之，置于各仙人之前，而仙人少者居
中，老者位左右，一少而四老也。仁山画。

钤印：「二印漫漶不清」

鉴藏印：「野人山房」、「苍梧审定」

说明：「苍梧审定」为邓苍梧鉴藏印。邓苍梧，20世
纪澳门著名书画古玩收藏家，斋名传研楼，传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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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LIANG (1428-1494)
SACRED CRANE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36×72.5cm. (53 1/2×28 1/2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林良  双鹤
立轴 设色绢本   
约8.9平尺

题识：
林良。

钤印：「漫漶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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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year’s auction, Fine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Department will 

successively present a batch of well-known and high-quality works of private collectors 

from Taiwan. Some of these works were painted by Xu Beihong, Qi Baishi, Yu Youren, 

and other famous painters in 1947 as gratitude to Mr. Wu Chengyan when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Wu Chengyan’s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 published in 1963, the works are directly acquired 

from Mr. Wu Chengyan’s family.

Wu Chengyan (1898-1968), also known as Yi Yu, and named “Owner of Ai Wu Lu”, 

a native of Jinggangshan, Jiangxi.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1925 and teaching at the Chongqing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he has traveled around the mainland China to host poems, books and 

painting exhibitions more than ten times, shared several friendships among famous 

artist like Qi Baishi. After 1948, Wu Chengyan settled in Taiwan and continued to 

work in art education also had more closely interacted with Xu Beihong, Pu Ru, Liang 

Hancao. Among these famous artists, Yu Youren was extremely closed to him. Yu 

Youren once commented that “gathered decades of energy and inheri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excelled in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 decent all-rounded talent.”

In March 1947, Wu held a poem,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 in Beijing. Yu Youren, Xu Beihong, Qi Baishi, Pu Ru, Hu Shi, and others all 

came to congratulate. During the banquet, led by Xu Beihong, everyone wrote and signed a volume of “Comment on Wu Chengyan’s Poem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 Xu Beihong even wrote the preface that “Wu is extremely good a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hich related to 

various styl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e was engaged in education in the rear. Therefore been to the famous mountains in 

the southwest, such as Emei Qingcheng, then applied to his artworks. As far as I can tell, since Mr. Chen Zhifo became the head of Chongqing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he was recruited by Mr. Chen to teach. After the war, he decided to travel back to the capital.” Yu Youren even 

inscribed Wu Chengyan’s name “Ai Wu Lu”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roll. These important calligraphy works that witnessed th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rtist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in this auction.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official Art academ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as it introduced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concept. Wu Chengyan’s work is undoubted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painting, but it is still based on tradition. His style is simple and 

natural, the color is simple and elegant, and the strokes are vigorous and strong. Mr. Wu Chengyan’s publication includes “Wu Chengyan’s Poetry 

an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 “Chinese Painting Theory”, “Poetry from the Owner of Ai Wu Lu” and “Zhengqige script book”. All of 

these had received highly recommended reviews from artists like Pu Ru, Hu Jingheng, and Wu Jingheng.

吳承燕先生编著的<中国画论>及<爱吾庐主诗稿>

爱吾卢主人吳承燕先生小像

<吳承燕诗书画集> 吳承燕在画展现场



    二〇二二年十週年拍賣慶典，中國書畫部將會繼續呈現一批來源有序、品質上乘的台灣私人珍藏名家作品。其中部份作

品系徐悲鴻、齊白石、于右任等書畫名家於一九四七年恭賀吳承燕先生書畫展成功舉辦時書贈或畫贈予吳承燕先生，並收錄

於由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於一九六三印行的<吳承燕詩書畫集>之中，作品均來自於吳承燕先生家屬珍藏。

    吳承燕（1898-1968）號翼予，自署愛吾廬主， 江西井岡山人。一九二五年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畢業，抗戰時期任教

於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期間，足跡曾遍大陸各省，擧行詩、書、畫展十餘次，蜚聲藝苑。一九四八年後，吳承燕定居台

灣，繼續從事美術教育的工作，桃李盈門，揮灑自樂，平生與徐悲鴻、齊白石、溥儒、梁寒操等名家多有過從。吳承燕與于

右任交往甚密，二人惺惺相惜。于右任曾評價吳承燕道：殫數十年之精力，鎔鑄吾國固有傳統文化精神，從容涵泳；以致兼

擅詩、書、畫。並稱其為詩、書、畫三奇。

    一九四七年三月，吳老於北京舉辦詩書畫展，于右任，徐悲鴻，齊白石，溥儒，胡適等人皆到場祝賀。吳氏工詩善書

畫，書涉各體，尤善占卜文，畫則喜寫山水古松梅石之屬，多蒼勁逸宕之氣，性好游，抗戰之際在後方從事教育，因得縱覽

西南名山如峨眉青城，登臨殆遍寫入畫幅，癸為吟詠在川黔湘桂等處舉行展覽，所至有聲，自陳之佛先生長重慶國立藝術專

科學校後，即延攬先生任教，勝利之後，因慕北平之勝，將以所造納於故都，名士不佞為敘，緣起用當介紹。于老更曾為吳

承燕題寫齋名愛吾廬，這些見證了眾人交往的重要書法作品亦將隆重呈現於本次拍場，彌足珍貴。

    上海美專是學術界公認的中國現代意義上第一所美術學校，它引進了西方的現代教育理念。吳承燕的作品無疑也受到西

方繪畫的影響，但依然還是立足於傳統。他的風格樸實自然，用色簡潔淡雅，筆畫蒼勁老辣。吳承燕先生述作宏富，有著作

〈吳承燕詩書畫集〉、〈中國畫論〉、〈愛吾廬主詩藳〉及〈正氣歌字帖〉等。遜清逸老溥儒先生，一代方家，更允其為筆

縱超越，境地絕倫，可謂能嗣響古人者也。胡佩衡評價道翼予先生詩書畫有三絕之譽，游縱遍南北，以吾古法，寫真實境，

超脫古雋，兼而有之，非強攙西法於中畫，自詡創造者所能比也，當為世所重矣。吳敬恆先生更評其為詩書畫卓絕之才。

吳承燕诗书画展现场 于右任与吳承燕（左一）及诸位好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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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AND OBJECTS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various size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高逸鸿、陈定山、释广元、梁寒操、刘太希、陶寿伯、刘太希、张默君、
马寿华、吳敬恒、于右任、张默君 
墨荷、菜根香、书法、书法对联、爱吾庐主诗稿序、自作诗、花好月圆、行书对联
镜心 立轴 设色纸本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识：
左：
落日苍茫阵鸿惊处，停云情味辽鹤归来。翼予仁兄方家正之，集宋人词语，太希。

中：
莫道一花一叶，可以永久和平。承燕道兄教之，庚子立冬，高逸鸿。

右：
儋耳归来髩亦鬈，从游唯有邵民瞻。雪芽乳水准生意，隻身何时到惠山。翼予诗家两正，定山近稿。

钤印：
左：「刘太希印」
中：「逸鸿」、「临安高氏」、「兰香馆」
右：「定山」、「陈蘧」

梁寒操曾言：言为心声，诗则心声中之尤真尤美者也。吳承燕先生渊源家学，积理深思，作育余暇，娴于韵律，近
承示手着〈爱吾庐主诗稿〉，分感时、纪游、抒情、题画诸篇，皆积生平感事兴怀之作，其寄意、言情、论事、达
志无不深入浅出，吐属自然，不求雕琢，而自中绳墨，诚可谓不因诗而为诗，乃真能知诗者欤。其所为词，亦一如
其诗，而雅驯可诵。是集可作史诗与游记读也，读后因识数语，以致景企。

「愛吾盧」家藏中國書畫（Lot402-413）

Fine Chinese Paintings Preserved by Wu Chengyan（Lot402-413）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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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AND OBJECTS
mounted; ink on paper
various size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于右任、阙汉骞、朱玖莹、丁治磐、汪亚尘、宗孝枕、
贾景德、鲁荡平、姚梦谷、叶公超、刘太希 
祥开百世、草书两帧、行书对联 墨竹
镜心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识：
左：不言虛无所以崇有，乐于清静是谓信天。翼如先生正之，若衡鲁荡平。  

中：祥开百世。中瑾仁仲、贞英女士嘉礼，于右任恭贺。  

右：且喜十年树木，行传千载令名。爱吾庐主人诗书画拜擅，传学大庠，兼有著作行世，为
集殷契成联以美之，錄尘补壁，即希正可。丙午冬至后三日灯窗，梦谷姚虛时客台员牧山。

钤印：
左：「鲁荡平印」、「若衡」
中：「右任」
右：「姚」、「虛」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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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AND OBJECTS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various size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丁念先，张默君，刘延涛，任博悟，梁寒操，
梁寒操，王壮为，宗孝枕，吳敬恒 
汉碑西岳华山庙、行书对联
镜心 立轴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识：
左：江山重复爭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翼予吾兄雅属，壮
为甲辰。

中：汉〈西岳华山庙碑〉集句八言四联，似翼予社兄方家之
属即正。癸卯新正，上虞丁念先。

右：载酒谁过扬子宅，有诗曾上仲宣楼。翼予先生属书，梁
寒操。

钤印：
左：「王庄为印」、「玉炤清华」
中：「念先」、「丁守棠」、「始宁」
右：「寒操翰墨」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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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AND OBJECTS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various size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傅狷夫、齐良迟、陈隽甫、吳咏香、傅狷夫、梁又铭、
吳咏香、陶芸楼、梁中铭、吳敬恒 
草书对联、草虫、白头牡丹、山水、吉羊、清溪垂钓、
红梅、牧童与牛、孔子遗墨
镜心 立轴 设色纸本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题识：
左：于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遗墨，今存〈比干墓〉及〈季子墓〉两石。
右〈季子墓〉，世称“孔子十字碑”者是也，曰“于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今植江阴西北三十里季子墓上。墓亭悬有一联曰“星斗夜寒君子墓，风雷长护
圣人书”，出自明末黄道周契友翰林郑鄤诗句。相传古代，碑曾一度断分于
地，一夕风雷大作，碑仍起立，字迹凑合无损，故郑诗及之。壬辰一月，延陵
一裔，八十六叟吳敬恒摹。

中：辛卯二月，为翼予先生作于爱吾庐。杭人傅狷夫时同客台湾。
壬辰仲夏，吳咏香写。咏香。 

右：一帘风月王维画，四壁云山杜甫诗。翼予先生法教，杭人傅狷夫。

钤印：
左：「敬恒金石长寿」、「稚晖八十以后书」
中：「咏香」
右：「傅狷夫印」、「雪华邨人」、「心香室」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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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CALLIGRAPHY
mounted/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尺寸不一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王雪涛、孙云生、梁寒操、张默君 
书法「良工心苦」、深山幽居图、
行书七言联、行书七言联
镜心 立轴 设色纸本 水墨纸本 

406

406



题识：
<一>承燕仁兄文郎，中瑾世讲嘉礼。甲辰九月云生弟孙家
瑞拜贺。
<二>良工心苦。丁亥清明，翼予先生过寒卢，拜亲大作深
具三绝之妙，欣佩、欣佩。爰堂四字，以志雅谊。雪涛。
<三>形心手勇能合作，善美真不懈追求。题吳承燕先生诗
书画集，癸卯夏梁寒操。
<四>神清白雪王维画，秀曳绿天怀素书。承燕先生法家粲
定，壬寅冬仲，玉蝶山房张默君。

钤印：「孙家瑞」、「云生长年」、「王雪涛」、「无陋
山庄」、「迟园」、「寒操翰墨」、「张」、「默君」

出版：〈吳承燕诗书画集〉，页8-9 (仅张默君、梁寒操)，
台湾省立台北师范专科学校印行，一九六三年八月。

407

QI BAISHI (1864-1957)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47
mounted; ink on paper
20.5×126cm. (8 1/8×49 5/8 in.)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齐白石 篆书「吳承燕诗书画展」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四七年作 
约2.3平尺

题识：
吳承燕诗书画展。丁亥八十七岁白石。

钤印：「白石」、「齐璜之印」

出版：〈吳承燕诗书画集〉，第2页，台湾省立台北师
范专科学校印行，一九六三年八月。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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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YOUREN (1879-1964)
CALLIGRAPHIC COUPLETS
painted in 1949
mounted; ink on paper
111×17.5cm.×2 (43 3/4×6 7/8 in.×2)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于右任 草书八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四九年作  
约1.7平尺（每幅）

题识：
璞玉浑金是寿者相，琪花瑤草得气之先。翼予先生法
家正之，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于右任。

钤印：「右任」、「太平老人」

409

YU YOUREN (1879-1964)
CALLIGRAPHIC COUPLETS
mounted; ink on paper
108.5×19cm.×2 (42 3/4×7 1/2 in.×2)

HK$ 60,000 - 100,000
US$ 7,600 - 12,700

于右任 草书八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约1.9平尺（每幅）

题识：
横扫千军不见大敌，抗怀往古与为同俦。承燕老弟，
于右任。

钤印：「右任」

40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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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BEIHONG (1895-1953)
CALLIGRAPHIC COUPLETS
painted in 1947
mounted; ink on paper
131×32cm.×2 (51 5/8×12 5/8 in.×2)

HK$ 600,000 - 1,000,000
US$ 76,400 - 127,400

徐悲鸿 行书五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四七年作  
约3.8平尺（每幅）

题识：
造物无穷巳，江湖思渺然。承燕先生惠教，丁
亥夏仲，悲鸿客故都。

钤印：「徐悲鸿」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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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YOUREN (1879-1964)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04×17cm.×2 (41×6 3/4 in.×2)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于右任 草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6平尺（每幅）

题识：
无 事 且 须 闲 处 乐 ， 有 书 时 向靜中
观。翼予老弟，于右任。

钤印：「于」、「右任」

412

WU CHANGSHUO (1844-1927)
CHRYSANTHEMUM IN INK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60×30cm. (23 5/8×11 3/4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吳昌硕（款） 墨菊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6平尺

题识：
秋菊灿然白，入门无点尘。苍黄能不染，骨相
本来真。近海生明月，清谈接晋人。漫持沽酒
去，看到岁朝春。庆平仁兄属写，癸亥冬，吳
昌硕时年八十。

413

LUO JIALUN (1897-1969)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14×33.5cm. (44 7/8×13 1/4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罗家伦 行书诗句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4平尺

题识：
海 上 缥 缈 海 波 清 ， 夷 尽 红 毛 负 故
城。留得少康兴夏业，一生低首郑
延平。希舜先生两正，罗家伦书。

钤印：「罗家伦」

411 412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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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RU (1896-1963)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88×18.5cm.×2 (34 5/8×7 1/4 in.×2)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溥儒 行书七言联
立轴 水墨花笺   
约1.5平尺（每幅）

题识：
嶙峋天祿陈东观，袅娜珊瑚舞上林。心畬。

钤印：「溥儒」、「旧王孙」

415

YU YOUREN (1879-1964)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81×46cm.×2 (71 1/4×18 1/8 in.×2)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于右任 草书五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约7.5平尺（每幅）

题识：
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重人先生正之，于右任。

钤印：「右任」
鉴藏印：「醉墨书屋」

出版： 〈寻根探源书法集〉，第26页，简国裕着，中
华民国文化资产维护学会，二〇〇八年五月。

414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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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UNBI (1898-1991)
MOUNTAINS IN CLOUDS
painted in 194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2×34.5cm. (40 1/8×13 5/8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黄君璧 萬壑分煙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四九年作  
约3.2平尺

题识：
万壑分煙高复低，人家随处有柴扉。此中只欠陈居
士，千仞冈头一振衣。己丑春日于台湾，黄君璧。

钤印：「黄君璧」、「君翁」、「白云堂」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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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UNBI (1898-1991)
AUTUMN LANDSCAPE
painted in 1938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72×39cm. (67 3/4×15 3/8 in.)

HK$ 250,000 - 400,000
US$ 31,800 - 51,000

黄君璧 仿石溪山水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三八年作  
约6.0平尺

题识：
红叶宜秋晚，归云意态闲。唯有幽楼客，扁舟恣
往还。戊寅冬写，岭南黄君璧。

钤印：「黄氏」、「君璧」

出版：〈黄君璧一一五岁诞辰纪念画集〉，第
189页，黄君璧美术奖基金会，二〇一一年。

418

HUANG JUNBI (1898-1991)
THE GREAT WATERFALL
painted in 196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18×59cm. (46 1/2×23 1/4 in.)

HK$ 350,000 - 700,000
US$ 44,600 - 89,200

黄君璧 鳴瀑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六九年作  
约6.3平尺

题识：
福枝先生雅属，己酉冬月画于白云堂，黄君璧。

钤印：「黄君璧印」、「君翁」、「白云堂」

來源：香港蘇富比，2014春季拍賣會Lot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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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PU RU (1896-1963)
FISHERMAN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56.5×33.5cm. (22 1/4×13 1/4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溥儒 渔翁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7平尺   

题识：
江岸归渔。心畬。

钤印：「溥儒」

420

PU RU (1896-1963)
PLUM BLOSSOM IN INK
mounted; ink on paper
90×27.5cm. (35 3/8×10 7/8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溥儒 墨梅
镜心 水墨纸本   
约2.2平尺

题识：
暗香清有韵，疏影澹无痕。梅贵清疏有致，而近清疏
者也。心畬。

钤印：「明夷」、「旧王孙」、「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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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RU (1896-1963)
WONDERFUL AUTUMN VIEW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70.5×35cm. (67 1/8×13 3/4 in.)

HK$ 250,000 - 450,000
US$ 31,800 - 57,300

溥儒 秋叶亦自红
立轴 设色纸本   
约5.4平尺

题识：
秋叶亦自红，溪云间且白。客从何处
来，坐我松上石。心畬。

钤印：「旧王孙」、「心畬」、「溥
儒」、「二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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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RU (1896-1963)
WONDERLAND IN PENG LAI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28.5×60cm. (50 5/8×23 5/8 in.)

HK$ 150,000 - 250,000
US$ 19,100 - 31,800

溥濡 蓬瀛仙境
立轴 设色纸本   
约6.9平尺

题识：
蓬瀛环海控漳泉，缥缈曾闻驻列仙，书社祇今多瘴
雨，澎湖终古傍蛮煙，永嘉丧乱照南渡，庾信流离赋
北迁，莫问西山旧猿鹤，衡门归去竟何年。西山逸士
溥儒。

钤印：「溥儒」、「松巣客」
鉴藏印：「苍梧平生心赏」、「苍梧审定」、「邓苍
梧藏」、「霍氏宗傑鉴藏」

說明：邓苍梧、霍宗傑藏。傳研樓主人鄧蒼梧為活躍
於港澳的知名藏家，與早期國內重要書畫家均交情甚
篤，尤與嶺南派及海派具有代表性的畫家往來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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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签：文禄堂校书图。心畬为晋卿写，北溟题，己卯残腊。钤
印：「陶北溟」
引首：谈九流之洪艺。晋卿仁兄属书，武进陶北溟。钤印：
「陶光」
题识：
陈仓石鼓今南渡，天禄琅环不可求。赖有图书藏四壁，莫嗟吾
道付沧洲。晋卿属作文禄堂藏书图。丙子秋，溥儒並题。
钤印：「溥儒之印」、「玉壶」
题跋：1.北风生前夕，微霰集寒墀。幽怀忽不乐，空吟雨雪诗。
云渊不可及，云汉以为期。庭柯骤积雪，皓然久参差。不如桃
李树，摇落君应悲。
月来雪初霁，寒光正摇漾。矫首无纤云，天地皆殊状。榆柳影
时越，池台寂相望。海上孤鸿灭，河嶽多清旷。揽衣欲京风，
中宵发惆怅。
青青香树林，郁郁金仙塔。五代征战余，千年变僧腊。中有浮
图铭，石墨流响拓。五台若培塿，清泉寺门迎。丛篁集群雀，
罘罳隐寒鸽。山心耿不眠，清钟夜相答。心畬录稿。钤印：
「溥儒」、「二乐轩」、「萃锦园」
2.深山有佳构，能读万家书。岂是钱听默，得非宋蔚如。新题添
故帙，往事问征车。方寸勤持护，宁忧子舍虚。丁丑正月下旬，

为王搢卿题卷，萧山朱文钧。钤印：「翼盦」、「饌古堂」
3.收拾丛残五厄余，辛勤不负此心初。重来少日相逢地，忍共樽
前话旧居。曩侍先大夫京师时，从晋卿仁兄购求书籍，今三十
余年矣，庚辰余重游京师，以〈校书图〉书题，感念畴昔，凄
然赋此。伯明刘希亮。钤印：「称足心易」
4.闲身画里悟行藏，百宋千元富缥缃。学澥无边恣津逮，世人
争识睦亲坊。名动公卿托墨庄，抗心陈起不寻常。市朝几易一
椽在，自诡村居依海王。晋卿仁兄属题，庚辰寒孟，匑厂黄孝
纾。钤印：「公渚日利」
5.书林谈往发长欷，列肆如云雅士稀。我欲续成南涧记，补君姓
氏接陶韦。往事慈仁付梦魂，访书踏遍海王邨。奇编秘典云煙
过，经眼烦君记佚存。披沙得宝子能谙，割产收书我岂贪。十
卷蒙庄来镇库，河汾苦县鼎成三。南华孤梓出安仁，蜀本终须
付蜀人。忽忆谭君垂绝语，方言属我是前因。余自光绪戊子入
都，即涉足厂肆，数十年来所见诸人，前有正文谭笃生、文友
魏经腴、文德韩佐泉，皆能识别书籍，有名于时。晋卿继出，
奋业致力特勤，见阅既富，采获尤多。闻其就生平寓目者，记
于册裦，然钜编将以刊行，此则前人所未有也。昨岁在南中得
宋赵谏议本〈庄子〉，栖迟半载，未遇真赏之人，始携以北
旋，辗转卒归余箧，虽悬价高奇，然知余笃嗜，留以相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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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殊足感也。余旧藏〈老子〉〈文中子〉皆宋刊孤本，今得
此，鼎足而三，六子遂有其半，古缘之厚，衰龄足以自慰
矣。忆癸丑岁，盛意园之宋刊〈方言〉流出，为谭笃生得
之，余与评价久不谐会，其夏病痢濒危，招孙君伯恒至，为
言传君心爱是书，未能割让，今病亟矣，此书义当归之，属
伯恒持以至余，深感其意，馈二百余金，为药饵之资，今勿
勿三十年，〈方言〉久已覆刊行世，因〈庄子〉之事，连类
记之，以见厂市旧人，犹存古谊着此，亦足风末俗矣。会晋
卿新春持此卷乞题，爰檃栝前后，率成绝句四章，录以付
之。壬午禊日，藏园老人傅增湘书于企驎轩。钤印：「双鉴
楼」、「增湘」、「藏园」
6.阮亭书库稍经营，日拥丛残当百城。甚欲相从论版本，西
山坐对眼逾明。
宣南阅肆偶随人，画里风光迹已陈。君是钦嵜徐窳叟，一编
倘亦录前尘。晋卿先生属题，陈群。钤印：「陈群」
7.並世杨罗亦鬻书，何如坊市有芸居。所投不失求书主，此
语藏园誉岂虚。
王孙画笔何苍茫，鉴古堂中着老韦。此意重君能市隐，鬻书
人解读书稀。晋卿先生属题，夏敬观。钤印：「吷庵书画」
8.往阅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缪艺风〈续记〉，辄慕彼

时厂肆之盛。迄余北游，艺风所记诸人多不及见。近年王子
晋卿以宋椠〈后汉书〉、〈会稽三赋〉、〈圣宋文选〉、
元西湖书院本〈元文类〉来归余，虽悬值奇昂，然皆精椠可
喜。与之谈论古刻，见闻颇博，审别亦精，厂肆中难得之
才也。言及昔北平友人代购诸古籍，若宋本〈尚书〉〈礼
记〉，亦出其肆，是相识虽浅而书缘可谓厚矣，顷南下访
书，以此卷属题。昔黄荛翁多与书肆中人善，钱、陶诸人尤
津津乐道之。五柳居主人设肆厂中，屡为荛翁得书，余焉敢
仰希士礼，而晋卿则视五柳无愧色也，因略记数语，以志古
欢。壬午冬日，吳兴蒋祖诒。钤印：「蒋祖诒印」、「谷
孙」
9.晋卿营书业垂四十年，往来南北，多从诸藏书名家游，见
闻既广，于板本源流辨别甚精审，尝撰〈文禄堂访书记〉若
干卷，近又考订〈汲古阁藏书目录〉，增补至数百种，积稿
盈箧笥，亦将写定问世。海王村旧人能说古籍原委与书林故
事者，零落殆尽，晋卿亦年逾六十矣，独能勤勤有所纂述，
致足嘉也。乙未六月，八一老人夬翁书。钤印：「夬庐八十
以后作」、「许宝蘅印」
鉴藏印：「玩物丧志」、「日利」

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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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RU (1896-1963)
LANDSCAPES AND CALLIGRAPHIES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Inscription: 25×65cm. (9 7/8×25 5/8 in.)  
Painting: 25×44cm. (9 7/8×17 3/8 in.) 
Calligraphy: 25×112cm. (9 7/8×44 1/8 in.) 
Back-inscription: 25×283cm. (9 7/8×111 3/8 in.) 

HK$ 400,000 - 800,000
US$ 51,000 - 101,900

溥儒 书画合璧
手卷 设色纸本   
引首: 约1.5平尺  
画心: 约1.0平尺 
溥儒书法: 约2.5平尺 
题跋: 约6.4平尺 

说明：上款「晉卿仁兄」为王文进（1894-1960），
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字晋卿，别字梦庄居士，河北
省任邱县人。幼入乡塾，因家贫略识字即辍学。适长
兄设德友堂书肆于北京文昌会馆，由学徒而至协理，
历十四五载。自1925年别设文禄堂经营古籍善本，
直至50年代方止。王氏数十年经其目睹而手购者数
万种，蜚声当世，撮錄其平生经眼珍本，辑为〈文禄
堂访书记〉。晚年先生将历年积存宋元精本残篇，约
四百数十叶，摘其最精者辑印为〈文禄堂书影〉，后
经由考古学家陈梦家教授介其得善价，割爱于北京大
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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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THE SCISSOR PEAK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9×54.5cm. (7 1/2×21 1/2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张大千 剪刀峰
镜心 设色纸本   
约0.9平尺

题识：
1.百劫归来气未输，又从黄澥梦天都。鼠肝虫臂人间
事，收拾余生入画图。黄山天都峰，大千居士。钤
印：「大千居士」
2.晚过桐庐不泊船，鹭鸶门下夜如年。思量无计谋佳
酿，辜负来朝缩项鳊。（鹭鸶门）遥天突兀耸双峰，
云气冲门午不镕。可惜少陵看不得，並刀祗解剪吳
淞。（剪刀峰）大千居士爰。钤印：「张爰」、「大
千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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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33×85.5cm. (13×33 5/8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张大千 行书「归玄恭自题推仔楼」
镜心 水墨纸本   
约2.5平尺

题识：
归玄恭自题推仔楼：
一 身 寄 安 乐 之 窝 ， 妻 不 聪 明 夫 太 怪 （ 时 人 称 “ 顾
奇”——谓亭林也，“归怪”）；四境接幽明之宅，
人何寥落儿何多（其楼在常州丛埋冢间）。
先师万斐臣代赵寅臣文挽李眉生先生联。先生为曾文
正门人，太平天国时，破镇江、收复金陵，皆眉生先
生策也，后以功为江苏藩台，晚居苏州，得太平天国
二宫人以终，为先朝曾文正特赏奇才。忆昔金陵浪激
铁瓮高，油幢碧纛许纵横，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
是君家李谪仙一流人物，迄今吳苑草荒，苏台月冷，
红粉青衫都寂寞，举头望月，低头思故乡。眉生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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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OVERLOOKING FROM THE PEAK
painted in 197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9.5×99.5cm. (15 1/2×39 1/8 in.)

HK$ 1,300,000 - 2,500,000
US$ 165,600 - 318,500

张大千 水阔山遥极目眺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七〇年作  
约3.5平尺

题识：
庚戌九月既望，爰翁五亭湖上。

钤印：「张爰私印」、「大千」、「大风堂」

    此作于1970年，是张大千融汇传统笔墨写形与抽象泼彩技法的山水佳构。此画为横幅，两赭色山石盘踞画面中至右，石势欹斜，横绝凌空，

画家仔细勾勒，铺上层层赭色，间以淡淡青綠敷染。上有数树，亦各有姿态。远山则以大面积的青绿泼彩及写意水墨染成，並以留白造出缥缈云

霞，左方瀑布，水似从天上来，又流淌成煙云。山上有一亭，亭边一高仕，正极目远眺这水天一色的幽远妙境，仿佛有无穷神思。

    自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先后在巴西、美国等地侨居20多年，这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亲身感受西方艺术，吸收印象派、立体派、抽

象表现主义等流派精粹，再结合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发展出自家泼墨、泼彩手法，用大面积的湿润墨彩，在流动中营造强烈的色彩对比。1965

年至1969年间，大千的泼彩风格已臻成熟。然而，在纯抽象泼彩的风格以外，他仍会在另一种作品中，或多或少保留早年已登峰造极的传统笔墨

线条，使古典与现代巧妙结合，例如1968年描绘祖国河山的思乡之作〈长江万里图〉。此作正是如此，画面主体皆为传统的赭石、高仕、云霞、

树木及青山以泼彩作醒目的点缀，恰到好处。八德园地势与大千的故乡四川平原相似，买下后他参照曾居住的苏州网师园等名园，在遥远的南美

重建他记忆中的祖国，一木一石，无不亲身设计监造，寄托着心血情感。此画正是他回巴西休养，该年身体稍康之际，于园中“五亭湖”之上所

用心绘制，洵为难得。

    每当回到八德园，大千每天必至湖畔散步，朝辉夕映：“晨曦初上，清雾未收，居士坐亭中，天鹅悠然至，此时真物我两忘也。”五亭湖上

既可欣赏佳景，亦可歇脚避雨，此画的一亭一高仕，不正是在五亭湖上远望的大千所化身吗？他眺望无尽远方，似怀抱着祖国之思与羁旅之愁，

那赭色小亭，也与大千的画室居所及湖心亭屋瓦的颜色一致。这位20世纪继承文人画精神的大师，纵身大化中，与宇宙造物者游，其精湛技艺、

爱国情操与旷达自适的境界，具一一展现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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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千祀，杰构纷如……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窾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

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

——张大千〈张大千临抚敦化壁画展览序言〉

    1941年春，大千率领门人子侄，赴陇西敦煌考察古代石窟壁画，历时近三年，他对唐代的艺术成就亦是大为赞赏

的。刻苦临摹了魏晋至宋元等历朝的壁画共达二百余幅，为敦煌艺术的发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交木为井，饰以藻文”，是为“藻井”，又称为天井、方井、斗四等，是中国古建筑当中一种装饰性的木质结构

顶棚，多见于寺庙，宫宇等古代建筑中。自魏晋发生，经隋，至唐代技法到达鼎盛。此幅藻井，绛红色的中心方井上所

绘为一朵由莲花、云纹等多种纹样组成的大型五彩宝相花，方井外有七层五彩边饰，分别是番莲纹，梅花纹，菱形纹，

莲瓣纹，缠枝莲纹，与璎珞及铃铛纹饰等。各种纹样都施以工整细致的叠晕手法。端庄规整，层次分明，纹样严密，浓

重瑰丽，充分展现了绮丽华贵，臻于成熟的盛唐风格，精妙绝伦。

    此作来源于张大千知己山田喜美子女士的珍藏，左下可见陈巨来刻“大千父”印章，黄天才在〈五百年来一大千〉

一书中也记述道：“在50年代初期的多次访日旅游中，一次，大千计划作稍长时间的逗留，所以未住旅社，而由他所

熟悉的一家专卖画具、颜料的店家『喜屋』，在二楼为他布置安排了住处。『喜屋』位于东京上野公园附近，不忍池就

在旁边。『喜屋』老板更为大千先生延雇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伺候起居。这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女士，面貌姣好，聪

明伶俐，颇得大千欢心，相处一段时日后之后，两情相悦，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红粉知己。大千和山田的相好关

系，一直维持了多年。”离开日本后，大千先生还与山田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更与这位不可多得的红颜知己有着

“一周一信之约言”。从画作精美装裱之工艺，可见山田喜美子与其家人对此作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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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THE CAISSON CEIL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silk
63×64cm. (24 3/4×25 1/4 in.)

HK$ 1,000,000 - 1,500,000
US$ 127,400 - 191,100

张大千 藻井图
镜心 设色绢本   
约3.6平尺

钤印：「大千父」

說明：山田喜美子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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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的豪爽与古道热肠时人尽知，在上海、北京等就积极参与各种赈灾筹款画展。

  1938年10月，张大千与晏济元就在重庆举办画展，共同售出作品80余幅，全数赠给救济难民机构。

1939年整年张氏携家人几乎都在川中避难，期间重游青城山与峨眉山，同时为去敦煌做各种准备。大千虽家

人在侧，与艺坛友好往还频仍，但同时也没有忘却远在海上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与过继给李的两个女儿。两人

相敬如宾，遥想当年寓居海上时，大千的画室就紧挨着秋君的欧湘馆，共同渡过一段美好光景。

  此幅作品为张氏去敦煌前典型的青绿山水精品，画面整体上实下虚，设色、笔法自由无拘。近处山峰由

水墨勾勒轮廓，石青、石绿交替渲染，极淡的墨线表现云海。高士所处的山峰由石青、石绿以及水墨皴擦，

黄山的清峻奇绝之势凸显出来，高士造型考究、临风俯望，似望穿云海看到思念之人。山顶松树似卧龙盘

虬，枝干苍劲，松针耸立，长久地陪伴着青山绿水以及往来的文人骚客。画面应有金箔铺底，但因年份久远

失了一些颜色。大千或是太过思念和平美好的旧时光，创作完成时题上“写于欧湘馆中”，让观者不禁感叹

“情之所起，一往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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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VIEWING CLOUDS FROM THE PEAK
painted in 1939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99×40.5cm. (39×16 in.)

HK$ 1,200,000 - 2,200,000
US$ 152,900 - 280,300

张大千 岭上观云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三九年作  
约3.6平尺

题识：
黄山石海门观落日，红紫万状令人目眩心骇。己卯
十一月，写于欧湘馆中，大千张爰。

钤印：「张爰」、「大千大利」、「两到黄山绝顶
人」、「大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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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PEONIES
painted in 1978
fan;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5.5×74.5cm. (10 ×29 3/8 in.)

HK$ 1,200,000 - 1,800,000
US$ 152,900 - 229,300

张大千 牡丹
成扇 设色纸本 一九七八年作  
约1.7平尺

题识：
1.六十七年戊午嘉平月，写似凤珠夫人清玩。八十叟
张大千爰。钤印：「张爰之印」、「大千居士」、
「摩耶精舍」
2 . （ 薛嵎诗 三 首 ， 详 文 不錄） 南 宋 薛 仲 止 〈 云 泉
诗〉，书似凤珠夫人正宝，八十一叟爰。越岁己未元
月。钤印：「张爰」、「大千居士」

    牡丹，素来以华贵著称，唐代更誉为国花，其花容端妍，色泽绚丽浓艳，世人尊为百花之王。早年张大千画花卉原本是取法于宋元五代之古

人遗珍中领悟，无论勾勒或敷色，都深得前人的精髓。从敦煌临习壁划归来后，更是转变画风，致力于精笔工细、赋彩妍丽的画法、直朔唐宋诸

家，所作牡丹较宋之前贤，别自俏立，独成一家。张大千的花卉，清丽雅逸，登峰造极，令人神往，他中年所作之花卉，半工半写者多，晚年则

以没骨、写意或泼墨泼彩创作。

    大千认为：花卉需用正、草、篆、隶四种书法技巧，根茎，用篆书；叶，是隶书；瓣，则是楷书。大千观察细致入微，他笔下形态各异，或

正、倚、俯、仰，或静、动、离、合，或大、小、雅， 他笔下的花卉亦均是落落大方，雅俗共赏，娇艳而不俗，沉着而不浮，生动而不匠。然而

牡丹花虽然美丽却极难画得好，原因是若将之画得色泽鲜丽秾艳时，往往必落于俗丽不堪;扇面构图更是有限必须深思规划。

  本次拍卖郑重呈献张大千晚年创作中存世尺寸最大的成扇，品相保存如新，完好程度可见其藏家之用心。此件作品〈富贵牡丹〉，构图又密

左疏，枝叶的转折向背，表现出牡丹花的自然生态，单朵花偶配花蕾，花多不宜，多会扰乱视觉美感。以离、合、大、小、开、闭、布置牡丹绽

放之序，左右交织，相依互倚。花苞与叶片枝干曼妙如生，转折轻盈，以没骨技法渲染淡雅而不俗。除了花苞外，为使绽放的花朵更具有浮凸出

画面的立体感，以清淡胭脂红，一瓣一瓣循序渲染出花的层次，染好后才以勾深色线条，同时又用显眼的黄色细心点缀花心花蕊，更衬显得牡丹

富贵异常。

    大千先生在于书法艺术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

平中求奇，使他的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张大千笔力遒劲而秀逸的自家风格，被后人称为“大千体”。此件拍品的背面，大千先生的题字更

是体现了独特的自我风格。以心带笔，一气呵成；另在格局的编排上工整对称、虛实摆晃、左轻右重也可见其用心。最后在落上赠与人名讳后竟

以“正宝”之尊称实为罕见，亦可见大千先生对此作品之喜爱。基于上款人资料无未有留下线索，但试问当时可收下如此巨幅之作之人应也不为

泛泛之辈。

  拍品實景正面   拍品實景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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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张大千20余岁起，山水即私淑石涛、梅清，及弘仁等黄山派大家，並于十年内亲身

三上黄山绝顶，期间搜集黄山写生、摄影作品数以百计，使得大千完全把握了此山的气韵，黄山的秀、奇、清了然于胸。

    此幅创作于1938年，是大千盛年所绘黄山之精品。时值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由题识可知大千于北京颐和园中，宁静的生

活已被打破，但大千仍笔耕不辍，伺机离开北京。

    彼时大千的山水风格已超越明清而上溯宋元，笔意纵横苍茫，布局自开法门。画面采用平远的视角切入，近景与中景都是清峻

陡峭的崖壁，中锋运笔刻画山体轮廓及怪石嶙峋；细笔收拾点画小径曲延、杂草丛生；留白处用这淡墨晕染出云海翻滚、云雾蒸

腾；而几乎在画面正中是一高士策杖独自前行，坚定地向着云深不知处的绝顶攀登。山顶几棵奇松姿态耸立挺拔，是大千画黄山的

典型符号。远山由水墨反覆渲染，营造出层峦叠嶂的气势，整体意境别开生面又深远苍茫。画中高士似大千对于自身的映射，在艺

术之道路披荆斩棘地征服古代名家的座座丰碑；虽道阻且长，但大千前半生血战古人的实践累积，以及对自然造化的细致观察，使

得将其融会贯通后，此作成为心源外化之黄山奇绝景致中的山水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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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AQIAN (1899-1983)
THE PANORAMIC SHIXIN 
PEAK OF HUANGSHAN
painted in 1938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81×70cm. (71 1/4×27 1/2 in.)

HK$ 3,000,000 - 6,000,000
US$ 382,200 - 764,300

张大千 黄山始信峰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三八年作   
约11.4平尺

题识：
蛇盘小径一重重，猿鸟无声人绝蹝。君
到悬崖须撒手，不烦接引便登峰。黄山
始信峰。戊寅夏，写于昆明湖上。蜀郡
张爰。

钤印：「张爰私印」、「大千大利」

题签：黄山始信峰。大千居士画。

出版：〈張大千-三千大千〉，第127
頁，藝術圖書公司，二〇一四年九月

来源：香港苏富比，中国近现代书画，
1990年5月17日，Lot121.

题签

430



431

ZHANG DAQIAN (1899-1983)
LANDSCAP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Painting: 222×87.5cm. (87 3/8×34 1/2 in.)
Calligraphy: 9×87.5cm. (3 1/2×34 1/2 in.)

HK$ 10,000,000- 18,000,000
US$ 1,273,900 - 2,293,000

张大千 仿王诜〈连山断磵图〉
立轴 设色绢本
画心: 约17.5平尺 
题跋: 约0.7平尺   

题识：
连山断磵图。元佑五年庚午孟夏月，保宁赐第王诜制。

题跋：王晋卿山水，米海岳谓其设色似普陀岩，得大李将军
法。此图神采奕奕绝相类，当在烟江叠嶂梦游瀛山之图之右，
尤可宝也。董其昌鉴定。钤印：「宗伯学士」、「董氏玄宰」

著录／出版：
1. “Challenging the Past: The Paintings of Chang Dai-Chien”
（〈血战古人：张大千画展〉，傅申着）, Page 37, Shen C. Y.  
Fu，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2. 〈傅申论张大千〉，田洪，蒋朝显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217页，图版6，二〇二二年一月

来源：
1.黄金荣旧藏，现藏家直接得自于黄金荣先生家属
2.瑞秀楼珍藏

出版書影

卷軸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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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山水：张大千仿王诜〈连山断磵图〉的流传与风格溯源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年少时与兄长张善孖（1882-1940）同赴日本京都学习绘画与染织。1919年返回上海，师事曾

熙（1861-1930）与李瑞清（1867-1920）。1920年代在上海画坛展露头角，1941年前往敦煌临摹壁画，其摹稿无论作为个人画业创作，

或是重建敦煌壁画面貌，皆影响深远。战后1949年来台短暂居留，与黄君璧（1898-1991）、溥心畬（1896-1963）合称“渡海三家”。

随后移居香港，並赴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地，直到1977年后返台定居，1983年过世。1 

  追溯张大千的创作生涯，时人多将他在1940年代远赴敦煌摹画，以及1950年代接触西方现代艺术等经历，视为其画业转折、脱胎的关键

节点。其中敦煌行促使张大千得以亲身观察六朝、隋、唐的绘画真迹，而战后移居欧美后与西方艺术的接触，则使他尝试将泼墨泼彩与西方抽

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观念融合，成就中西合璧的山水风格。然而早在1920至1930年代，张大千尚未前往敦煌，他就

开始通过仿古、摹古的探索方式，试图跳脱同时代画家的用色风格。这幅仿王诜（1048-约1104）〈连山断磵图〉，即可视为高古青绿山水

风格的探索成果。

流传有序：从上海到华盛顿

  张大千仿王诜〈连山断磵图〉原属于中国上海“青帮”头子，巨贾黄金荣（1868-1953）的书画旧藏。黄金荣本名黄

锦镛，与杜月笙（1888-1951）、张啸林（1888-1940）並称上海三大亨。青帮起源于长江苏北地区，在1920年代通过

鸦片走私崛起，与上海法租界当局互利合作，担任维持华人秩序的角色，之后通过与国民党合作，愈加巩固其合法地位。2  

其中黄金荣曾任职于上海法租界巡捕，並通过经营舞池、游乐场、戏院大肆牟利。由于在担任巡捕前，曾在私塾读书，並

到裱画店当学徒，可以推测黄金荣对书画有所认识。再加上同属三大亨的杜月笙与张大千相识，黄金荣应有诸多场合能够

收藏张大千的书画。此作完成后璜裱付托东瀛黄鹤堂主人目黑先生，配以象骨轴首、东洋古丝绢轴裹，美轮美奂。

  另一方面，张大千以善于建构自我形象、活跃社交网络而著称，1920年代以后的上海，印刷与媒体文化盛行，提供张大千积极经营自我

形象，提升艺术地位的机会。他在1925年的上海个展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声誉鹊起。到了1930年代，甚至有“南张北溥”的称号出现，与

溥心畬齐名，显示其成为全国性知名画家的地位。而快速崛起的过程，其背后也与富有购藏能力的买家与展览赞助者有关，很显然黄金荣也是

其中一人。

  到了1979年，艺术史学者傅申应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Art Gallery）之聘，担任中国美术部主任，並于1991年逢赛克勒美术

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与弗利尔合並的机会，举办“血战古人（Challenging the Past）－张大千回顾展”大展与研讨会，该展除

了华盛顿，还在纽约、圣路易等地巡回展出，展后有出版同名图录专册。3 册中除了收录来自美国赛克勒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地的张大

千仿古作品，其中也有当时由黄金荣后代家属所收藏的仿王诜〈连山断磵图〉，被视为张大千仿古的重要例证。

血战古人：对王诜、陈洪绶风格的“重铸”

  1991年，傅申受台湾〈雄狮美术月刊〉邀请，阐述其策划“血战古人”展的理念：

向古人挑战（Challenging the Past），是这次我举办张大千回顾展的展名和目录的标题，以中国固有的成语译

为“血战古人的张大千”，这是在借以说明张大千先生雄心万丈勇猛精进，向历代古人出生入死地挑战，全部投

入其精神。......在他的前半生，他为了要能入于古人而血战。......为了要证明他是否入古，他不惜做一个制造假

画的伪作者；在向古人挑战的同时，还要向那些前辈画家和鉴赏家挑战；再而向全世界的专家们挑战。4 

  文中所谓“血战古人”的精神，是指张大千通过仿古、摹古的过程达到“入于古人”。而作为展品之一的仿王诜〈连山断磵图〉，便呈现

了这般精神。

  此作为立轴形式，前景描写几株耸立的参天松柏，姿态怪异呈张牙舞爪之姿。有一高士形象者靠坐树下，望向远景的湍流与瀑布。题名的

“连山”，乃是远方绵延无尽的青绿高山，而“断磵”则是指山间的瀑布自高处落下，在乱石堆中溅起数条分流，随后落于溪谷之间形成水

潭。前景高士静坐于松林间，与远景瀑布激起的轰然水声形成对比，动静之间，令人对画中绚烂天地神往不已。

 左：赵佶〈祥龙石图卷〉中“宣和殿宝”印

 右：张大千仿王诜〈连山断磵图〉中“宣和殿宝”印

  画面右侧有落款“连山断磵图元祐五年庚午孟夏月保宁赐第王 诜制”，上方有“宣和殿宝”印，並附有董其昌（1555-1636）的题跋

“王晋卿山水，米海岳谓其设色似普陀岩，得大李将军法”等字。然而，这段题跋反而揭示此张大千仿古之作的事实：题跋内容明显参考南

宋〈西塞渔社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董其昌题跋。针对〈西塞渔社图〉，今人徐复观先生撰写〈张大千<大风堂名迹>第四集王

黄金荣

1964年，傅申（左）

在台北拜会张大千



诜<西塞渔社图>的作者问题〉一文，进行

专门讨论，结论是：董跋系伪造。此外，

卷中董跋书风与董其昌真迹不合。此卷中

所谓的董其昌跋，笔力柔弱，结字习惯亦

与董其昌书法不似，其中署名“董” 的

写法，尤为明显，且“宗伯学士”“董

玄宰”两印系仿刻，故而此跋系伪作无

疑。而此作品〈西塞渔社图〉也原为大

风堂收藏，其中董其昌的题跋内容便被

张大千移花接木到〈连山断磵图〉上，借

董其昌假托王诜之名。5

   当时，董其昌曾将〈西塞渔社图〉误题为王诜之作，称其与自己收藏的王诜作品类似。之后〈西塞渔社图〉辗转成为大风堂收藏后，董其昌

的题跋内容便被张大千移花接木到〈连山断磵图〉上，借董其昌假托王诜之名。如此过程，反映张大千对王诜的认识，很可能来自董其昌所记述

的画史内容－设色得“大李将军”法，也就是擅长青绿山水的李思训（651-716）。

  另一方面，学者冯幼衡指出，张大千在1920-30年代也曾创作过一系列托名王诜所作的〈巫峡清

秋〉题材，显示〈连山断磵图〉並非孤例。6 这类仿王诜的〈巫峡清秋〉，很可能与另一位上海名家吳

湖帆（1894-1968）有关。两人在1927年以后相识，彼此交换藏画互相临摹，后者曾在1928年画过

〈王晋卿巫峡清秋图〉。也因此，张大千选择追摹王诜山水，有其现实社交网络的关联存在。7 

  有趣的是，无论是吳湖帆或张大千的“仿王诜”山水，其风格都与王诜在画史上的风格描述不

同。如上所述，王诜的青绿山水则学自李思训，水墨山水则受李成（919-967）影响。然而，吳湖帆

的〈巫峡清秋〉在风格上反而近似清初四王风格，而张大千〈巫峡清秋〉则有石涛（1642-1707）的

风格－－也就是他最早摹古的对象。8  傅申也指出〈连山断磵图〉是将陈洪绶带有变形主义的风格融

入王诜的青绿山水中，将明代画风重铸为宋画的结果。9  

  然而，正是这种画风的“重铸”，才能反映张大千“入于古人”的过程与野心，他不仅要仿古，同

时要能博学众采诸家之长，突破古人的风格窠臼。1982年，台湾锦绣出版社的中国全集系列之〈美术中国〉，亦有收录張大千一幅构图与〈连山断

磵图〉相差无几的〈林中隐士〉黑白图版，可见张大千在〈连山断磵图〉中的尝试，很可能是反覆揣摩、尝试后的结果。无论这幅〈连山断磵图〉是

基于学习、谋生何种目的，张大千身后留下的传奇、杰作与无数的疑问，都将持续向后世的学者、收藏家、鉴赏者发起挑战，也正如同1991年傅申

的感叹：“大千血战古人。我，血战大千？”10 

（左圖）董其昌跋李结〈西塞渔舍图〉

（大都会美术馆藏）与本幅作品跋文对比

〈美术中国〉；〈林中隐士〉黑白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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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世英，〈張大千〈廬山圖〉〉，顏娟英、蔡家丘總編輯，〈臺灣美術兩百年（上）：摩

登時代〉（臺北：春山出版，2022），頁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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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rian G. Martin〉，〈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期（1997-06），頁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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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期（1991年12月），頁140；陸蓉之，〈溯古·開今·傅申〉（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2016），頁1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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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馮幼衡，〈張大千早期（1920－1940）的青綠山水：傳統青綠山水在二十世紀的復興〉，

〈臺大美術史研究集刊〉29期（2010年09月），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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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Univ of Washington Pr, 1991, p.37；〈神追意摹血戰古人 悠遊丹青曠世奇

才——淺讀張大千仿王詵〈連山斷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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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HE HAIXIA (1908-1998)
THE PEACEFUL PLAC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58.5cm. (26 3/4×23 in.)

HK$ 35,000 - 60,000
US$ 4,500 - 7,600

何海霞 深山幽居
立轴 设色纸本   
约4.2平尺

题识：
六月似新秋。意写青城。何海霞。

钤印：「海霞」、「何瀛」

433

YU YOUREN (1879-1964)
CALLIGRAPHIC COUPLETS
mounted; ink on paper
69×16cm.×2 (27 1/8×6 1/4 in.×2)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于右任 碑體五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约0.9平尺（每幅）

题识：
猛志逸四海，和泽周三春。远声先
生正，于右任。

钤印：「右任」

432 433



434

XU GU (1823-1896)
BREEZ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12×31cm. (44 1/8×12 1/4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虛谷 湖山清风
立轴 设色纸本   
约3.1平尺

题识：
湖山清风。□伯先生教之。

钤印：「虚谷」 

鉴藏印：「张葆荪鉴赏记」

435

REN BONIAN (1840-1895)
RIDING HORSE, SIGNED 
AS ZHAO QIANLI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50×40cm. (59 ×15 3/4 in.)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任伯年 仿赵千里控马图
立轴 设色绢本   
约5.4平尺

题识：
赵千里写法。伯年任颐摹。

钤印：「颐印」

434 435



436

WU CHANGSHUO (1844-1927)
CALLIGRAPHIC COUPLETS
painted in 1914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70.5×34.5cm.×2 (67 1/8×13 5/8 in.×2)

HK$ 150,000 - 350,000
US$ 19,100 - 44,600

吳昌硕 篆书八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九一四年作  
约5.3平尺（每幅）

题识：
流水平原时逢走马，夕阳古树大有鸣禽。昨偕孟公言木雁
生游芦子城北渡浦，意行白莲泾畔，涂中景物特佳，归集
猎碣十六字。“又”作“有”，本徐籀庄释。甲寅五月，
安吉吳昌硕。

钤印：「俊卿之印」、「仓硕」、「归仁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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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PAN TIANSHOU (1897-1971)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59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70.5×31cm. (67 1/8×12 1/4 in.)

HK$ 200,000 - 300,000
US$ 25,500 - 38,200

潘天寿 集卜文字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九五九年作  
约4.8平尺

题识：
及门喜得二三子，载酒同游六一泉。
集卜文，参以猎碣意致。一九五九年
己亥，雷婆头峰寿者于止止堂西窗。

钤印：「大颐寿者」

437



438

PAN TIANSHOU (1897-1971)
LANSCAPE AFTER RAIN
painted in 1928
mounted;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19×50cm. (7 1/2×19 5/8 in.)

HK$ 50,000 - 100,000
US$ 6,400 - 12,700

潘天寿 雨后山景
镜心 水墨洒金纸本 一九二八年作  
约0.9平尺

题识：
雨后山光与水光，兴来落笔亦苍茫。石田画法今谁
问，举笔人人说四王。颐渊师诲正，戊辰秋，阿寿。

钤印：「阿寿」

說明：上款「颐渊师」为经亨颐（1877-1938），字
子渊，号石禅，后又号颐渊，为中国20世纪初教育
家。潘天寿自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得李
叔同(弘一大师)、经亨颐诸师亲炙。

439

HUANG BINHONG (1865-1955)
THE SCROLL OF LANDSCAPE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40×1082cm. (15 3/4×426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黄宾虹 拟米元章笔意长卷
手卷 设色纸本   
约39.0平尺

题识：
米元章自谓无一点吳生习气，荆浩言吳道
子有笔无墨，法明贤尚犹不足以董玄宰兼
皴带染法古也。宾虹。

钤印：「黄宾虹」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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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香港拍卖荣誉呈现新加坡著名画家曹瑞兰女士及其家

属珍藏名家书画二十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画家朱屺瞻，刘文

西，韩天衡，沈道鸿等精品佳作数件，均系曹瑞兰女士上款或

其所珍藏作品。朱屺瞻先生生前与曹瑞兰女士多有过从，曹瑞

兰女士在上海与辽宁等地举办个人展览时，朱屺瞻先生亦亲笔

为其题字。

  曹瑞兰女士，新加坡著名指画家，出生于中国广州，自

1937年后移居海外，並于1956年成为新加坡公民。她在笔画

的基础上从事指画创作，受到陈文希博士、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院长正山教授以及新加坡指画大师吳在炎先生的教导，兼之获

美国巴黎艺术学院奖励，曾赴法国巴黎进修西方艺术，转益多

师，对其指、笔画的深厚造诣，是有不分割的联系的。

440

HUANG ZHOU (1925-1997)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86
mounted; ink on paper
32×31cm. (12 5/8×12 1/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黄胄 行書「耐心」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八六年作  
约0.9平尺

题识：
耐心。黄胄于新加坡丙寅年正月。

钤印：「黄胄」

441

ZHU QIZHAN (1892-1996)
CALLIGRAPHY
mounted; ink on paper
75.5×59cm. (29 3/4×23 1/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朱屺瞻 行書「友情至上」

镜心 水墨纸本   
约4.0平尺

题识：
友情至上。屺瞻年百又三岁。

钤印：「朱起哉印」

朱屺瞻大师与画家曹瑞兰女士 画家曹瑞兰女士

万紫千红光艺苑——曹瑞蘭女士珍藏中國書畫（Lot440-461）

Fine Chinese Paintings Preserved by To’  Puan Tan Tsao Sui-Lan（Lot440-461）

440

441



442

ZHU QIZHAN (1892-1996)
HIDDEN ANCIENT TEMPLE
painted in 198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5×68.5cm. (27 3/8×27 in.)

HK$ 60,000 - 120,000
US$ 7,600 - 15,300

朱屺瞻 深山藏古寺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九年作  
约4.3平尺

题识：
深山藏古寺。己巳冬初画于上海，二瞻老民朱屺瞻年
九十八。

钤印：「朱屺瞻」、「二瞻老民」、「梅花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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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ZHU QIZHAN (1892-1996)
VILLAGE AMONGST THE MIST
painted in 198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5×69.5cm. (27 3/8×27 3/8 in.)

HK$ 60,000 - 120,000
US$ 7,600 - 15,300

朱屺瞻 日长无客到山家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五年作  
约4.3平尺

题识：
日长无客到山家。乙丑仲夏画于上海，朱屺瞻。

钤印：「朱屺瞻」、「簸弄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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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QIZHAN (1892-1996)
DAWN INSIDE THE MOUNTAIN
painted in 198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5×68cm. (27×26 3/4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朱屺瞻 江山初晓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九年作  
约4.2平尺

题识：
江山初晓。己巳春日画，朱屺瞻年九十八。

钤印：「朱屺瞻」、「梅花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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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BINGSEN (1937-2006)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63.5×32cm. (25 ×12 5/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刘炳森 綠揚煙外曉雲輕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8平尺

题识：
綠杨煙外晓寒轻。炳森。

钤印：「炳森书画」

446

LIU BINGSEN (1937-2005)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67.5×33.5cm. (26 5/8×13 1/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刘炳森 煙开兰叶香风暖
立轴 水墨纸本   
约2.0平尺

题识：
煙开兰叶香风暖。瑞兰女史正，炳森。

钤印：「刘炳森」、「海村农」、「乙丑」

展览：出版有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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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MINGMING (B.1952)
SCHOLAR UNDER THE PINE TREE
painted in 1991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7.5×85cm. (26 5/8×33 1/2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王明明 万壑松风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一年作  
约5.2平尺

题识：
万壑松风图。辛未年秋月，明明画。

钤印：「王明明印」、「古趣」

448

WANG MINGMING (B.1952)
HERDING
painted in 198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5×66cm. (25 5/8×26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王明明 牧归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六年作  
约3.9平尺

题识：
牧归图。丙寅年，明明画。

钤印：「王明明印」、「动物肖形」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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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WANG MINGMING (B.1952)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94
mounted; ink on paper
115×60cm. (45 1/4×23 5/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王明明 人生得友朋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九四年作  
约6.2平尺

题识：
人生得友朋，何必思乡。清袁枚诗，甲戌年春，明
明书。

钤印：「王明明印」、「诗情画意」

450

WANG MINGMING (B.1952)
SU DONGPO DRINKING
painted in 198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82.5×73cm. (32 1/2×28 3/4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王明明 东坡先生饮酒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五年作  
约5.4平尺

题识：
东坡先生饮酒图。乙丑年腊月，瑞兰女士清赏教正，
明明于新加坡。

钤印：「明明」、「王明明印」、「古趣」、「诗情
画意」、「不薄今人爱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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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WENXI (1933-2019)
LIVELY LOTUS POND
painted in 1992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6.5×66cm. (26 1/8×26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刘文西 池趣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九二年作  
约4.0平尺

题识：
池趣。一九九二年十月于长安。刘文西。

钤印：「刘文西」

452

LIU WENXI (1933-2019)
JAPANESE BRIDE
painted in 1984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5.5×44cm. (25 3/4×17 3/8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刘文西 日本新娘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八四年作  
约2.6平尺

题识：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长安。文西。

钤印：「刘文西」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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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LIU WENXI (1933-2019)
PORTRAIT OF AN OLD MAN
painted in 198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5×45.5cm. (27×17 7/8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刘文西 老人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〇年作  
约2.8平尺

题识：
池趣。一九八零年八月。文西。

钤印：「刘文西」

454

LIU WENXI (1933-2019)
A FARMER IN SHANBEI
painted in 1991
mounted; ink on paper
69×68.5cm. (27 1/8×27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刘文西 陕北老农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九一年作  
约4.3平尺

题识：
陕北老农。一九九一年八月九日写于北戴河，刘文西。

钤印：「刘文西」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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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SONG YUGUI (1940-2017)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94
mounted; ink on paper
104.5×62.5cm. (41 1/8×24 5/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宋雨桂 天涯芳草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九四年作  
约5.9平尺

题识：
天涯芳草。收藏家曹瑞兰斯幅得墨落若洪福天降矣。
甲戌泊新加坡书，宋玉桂题。

钤印：「二君若狂」、「玉桂画印」、「指纹押」

456

HAN TIANHENG (B.1940)
AUTUMN SUBJECTS
painted in 1989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9.5×50.5cm. (15 1/2×19 7/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韩天衡 秋滋味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九年作  
约1.8平尺

题识：
秋滋味。己巳年，天衡写此。

钤印：「韩印」、「天衡」、「己巳之迹」

455

456



457

HAN TIANHENG (B.1940)
AUTUMN RIVER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Painting: 69×67.5cm. (27 1/8×26 5/8 in.)
Inscription: 36×76.5cm. (14 1/8×30 1/8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韩天衡 秋之恋
立轴 水墨纸本   
画心: 约4.2平尺  
诗堂: 约2.5平尺

诗堂：秋之恋。天衡。钤印：「韩」、「天衡」

题识：
天衡写。

钤印：「韩」、「天衡」

458

WEI ZHAOTAO (1938-2012)
UNDERNEATH THE LION ROCK
painted in 1992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Painting: 93.5×52cm. (36 3/4×20 1/2 in.) 
Inscription: 30.5×52cm. (12 ×20 1/2 in.)

无底价 
NO RESERVE PRICE

魏照涛 狮子山下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九二年作  
画心: 约4.4平尺  
诗堂: 约1.4平尺 

诗堂：余霞散成绮。程十髪题。钤印：「程十髪」

题识：
狮子山下。壬申魏照涛。

钤印：「照涛」、「玉桂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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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SHEN DAOHONG (B.1947)
LOVELY FAMILY PORTRAIT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5×68.5cm. (27×27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沈道鸿 閤家欢
镜心 设色纸本   
约4.2平尺

题识：
道鸿。

钤印：「道鸿」、「云峰鉴信」

460

SHEN DAOHONG (B.1947)
CROWD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5×102.5cm. (27×40 3/8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沈道鸿 众
镜心 设色纸本   
约6.3平尺

题识：
道鸿。

钤 印 ： 「 沈 氏 」 、 「 道 鸿 」 、 「 云 峰 鉴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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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461

SHEN DAOHONG (B.1947)
PLAYING ZITHER
painted in 1995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56×124cm. (22 ×48 7/8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700

沈道鸿 抚琴图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五年作  
约6.2平尺

题识：
（详文不錄）岁于九五年夏，西蜀大荒堂倦文，道鸿。

钤印：「道鸿」、「沈氏」、「西蜀道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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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HOU (1925-1997)
FAREWELL IN A SNOWY NIGHT
painted in 1973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4×95cm. (41 1/2×37 3/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黄冑 雪夜送亲人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七三年作  
约8.9平尺

题识：
雪夜送亲人。一九七三年黄胄写。

钤印：「梁」、「梁黄胄」、「映斋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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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GUAN LIANG (1900-1986)
SCENE FROM THE BEIJING OPERA
painted in 1978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112cm. (27 1/8×44 1/8 in.)

HK$ 100,000 - 200,000
US$ 12,700 - 25,500

关良 狮子楼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七八年作  
约7平尺

题识：
苏州饭店留存。戊午十月，番禺关良。

钤印：「关良」、「南亭」

464

CHENG SHIFA (1921-2007)
CATTL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44.5×31cm. (17 1/2×12 1/4 in.)

HK$ 60,000 - 120,000
US$ 7,600 - 15,300

程十髪 牧牛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1.2平尺

题识：
邨晚吳牛将犊归。放翁句，十髮写。

钤印：「十髮」、「云间程潼」、「山花烂漫」、「三釜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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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LIN FENGMIAN (1900-1991)
FLOWER AND BIRD
painted in 1934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4×31.5cm.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林风眠 覓食西湖荷塘邊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三四年作  

题识：
林风眠，一九三四，西湖。

钤印：「林风眠印」

466

TANG YUN (1910-1993)
RED LOTUS
painted in 197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2×65cm. (52×25 5/8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唐云 红荷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七六年作  
约7.7平尺

题识：
渠维英同志属，一九七六年八月廿八日，唐云画。

钤印：「唐云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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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GUAN LIANG (1900-1986)
DRAMA FIGURE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6.5×69cm. (53 3/4×27 1/8 in.)

HK$ 120,000 - 220,000
US$ 15,300 - 28,000

关良 戏曲「悦来饭店」
立轴 设色纸本   
约8.5平尺

题识：
悦来饭店有此一股。良公。

钤印：「关良」、「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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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ZHU QIZHAN (1892-1996)
NARCISSU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6×67.5cm. (53 1/2×26 5/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朱屺瞻 清供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8.3平尺

题识：
清供图。乙丑冬月，朱屺瞻。

钤印：「屺瞻」、「真趣」、「梅花草堂」

說明：作品得自於艺术家本人。

468



469

ZHAO YUNHE (1874-1956)
CHRYSANTHEMUM
painted in 192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7×69cm. 53 7/8×27 1/8 in.

HK$ 150,000 - 200,000
US$ 19,100 - 25,500

赵云壑 繁花似锦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二五年作  
约8.5平尺

题签：赵子云菊图。大玄书。
钤印：「稻田逸印」

题识：
醉卧丛花锦石边，莎鸡啼过海棠煙。家
贫更少鸘裘贳，自写秋光换酒钱。乙丑
秋，赵云壑。

钤印：「子云书画」、「云壑日利」、
「子云长寿」

鉴藏印：「文雅堂藏画」

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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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WU CHANGSHUO (1844-1927)
AUSPICIOUS ROCK
painted in 191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1×40.5cm. (39 3/4×15 1/2 in.)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吳昌硕 富贵寿石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一九年作  
约3.7平尺

题盒：
<一>吳昌硕先生富贵寿石图。己未仲夏，荃庐珍藏。
<二>为君小写洛阳春，叶叶遮眉巧弄颦。终是倾城娇
绝世，只须半面越撩人。荃庐再题。钤印：「荃庐」
（二次）
<三>白岭。鉴藏印：「白岭」

题识：
名园芍药丛，重台眼稀见。风露一茎赠，艳色美人
面。街头若有卖，倾囊实所愿。明珠那足报，高情
动留恋。河井先生雅属，己未四月维夏，吳昌硕年
七十六。

钤印：「仓硕」、「俊卿之印」、「雄甲辰」

說明：上款「河井先生」即河井仙郎（1871-1945），
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
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受知于吳俊卿。刻印专
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

題盒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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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WU CHANGSHUO (1844-1927)
DHARMA
painted in 1914
hanging scroll; ink on silk
107.5×41.5cm. (42 3/8×16 3/8 in.)

HK$ 100,000 - 200,000
US$ 12,700 - 25,500

吳昌硕 达摩
立轴 水墨绢本 一九一四年作  
约4.0平尺

题识：
师来天竺，受法多罗。远泛重溟，乘贯月槎。慧可得
髓付与袈裟。一花五叶，结果自嘉。萧梁至今，万古
刹那。翘首西望，海实多魔。魔假道德，机巧干戈。
何不拂尘，为扫尘沙。咸归清净，世界太和。我图师
像，自古颜酡。心皈秋月，衣染朝露。焚香顶礼，对
诵楞枷。懒访安期，食枣如瓜。片纸灵石，历劫石
䃺。甲寅春初客海上，安吉吳昌硕年七十一。

钤印：「吳俊之印」、「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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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WANG YITING (1867-1938)
FLOWERS AND BIRD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46×46cm.×4 (57 1/2×18 1/8 in.×4)

HK$ 40,000-80,000
US$ 5,100 - 10,200

王一亭 花卉鸣禽四屏
立轴 设色纸本   
约6.0平尺（每幅）

题识：
<一>春风飘处多生趣，庭上明华已半
开。白龙山人写。
<二>横塘几顷碧玻瓈，旭日朝霞约略
迷。摇曳红裳更甚嫣，花言羞与六郎
齐。庚午，白龙山人王震写。

<三>满庭红影睡嫣然，幽鸟啼娇画烛
烟 。 乞 借 春 阴 好 护 惜 ， 几 时錬石 补 情
天。白龙山人写。
<四>庚午仲夏之吉，白龙山人王震写
于海云楼。

钤 印 ： 「 白 龙 山 人 王 震 」 （ 四 次 ） 、
「明道若昧」

鉴藏印：「太乙楼主」

说 明 ： 太 乙 楼 刘 少 旅 旧 藏 。 刘 少 旅
（1900-1996），号太乙楼主人，香港
著名收藏家，精于鉴赏。早年曾在广州
设立九华堂，从事艺术经营活动，后南
迁香港。刘少旅与张大千、溥儒等知名
艺术家友善，所藏书画古董晚年大多捐
赠香港艺术博物馆、上海朵云轩等文化
机构。



473

ZHANG SHANZI, FANG HUQING
ROARING TIGERS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6.5×45.5cm. (53 3/4×17 7/8 in.)

HK$ 100,000 - 120,000
US$ 12,700 - 15,300

张善孖，房虎卿 风云际会
立轴 设色纸本   
约5.6平尺

题跋：
风云际会。吳敬恒拜观敬题。钤印：「吳敬恒」

题识：
<一>虎痴写虎。
<二>瑶笙写石。
<三>虎狮补成。

钤印：「张善孖」、「程璋之印」、「虎狮之印」、
「房毅之印」

說明：文物商店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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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ZHANG SHANZI (1882-1940)
CLEANING THE HORSE
painted in 193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111.5×46cm. (43 7/8×18 1/8 in.)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张善孖 沐马图
立轴 设色绢本 一九三五年作  
约4.6平尺

题识：
古木新枝临风潇洒，秋水长天卧龙跃马。乙亥冬，虎
痴张善子写于旧京。

钤印：「张善子印」、「虎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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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LI KERAN (1907-1989)
HERDING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7×47.5cm. (26 3/8×18 3/4 in.)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李可染 牧牛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2.9平尺

题识：
可染。

钤印：「染」、「有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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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KERAN (1907-1989)
HERDING
painted in 1979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48cm. (26 3/4×18 7/8 in.)

HK$ 380,000 - 600,000
US$ 48,400 - 76,400

李可染 春牛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七九年作  
约2.9平尺

题识：
春牛图。一九七九年，可染。

钤印：「李」、「可染」、「孺子牛」、「陈言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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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湾儿，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条胡同，因胡同本就不宽，又七拐

八绕，故以“象形”之法名之为八道湾，但在口语中，要读作“八道

湾儿”。1919年，鲁迅先生曾置下八道湾儿十一号院，作为其与弟

弟周作人、周建人及家眷的住所，並在这里创作了〈故乡〉〈阿Q正

传〉〈吶喊〉等名篇。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搬离了十一号

院，这里也就成了周作人一家的独门独院。本文中的三通信以及一个

失群的实寄封——徐志摩信，1927年8月3日；徐志摩信，1927年

10月26日；郁达夫信，1935年4月24日；许广平信封，1935年12

月6日——收件人都是住在这里的周作人。

    麦赛尔蒂罗（Rue Marcel Tillot），是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的一

条路。1927年，由胡适、徐志摩等人组织筹办的新月书店，就开在

这条路上的一五九号。本文中的两通徐志摩信札，便是在书店开业之

后不久，由这个地址寄出。

    新月书店，是新月派乃至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是传播新

思想的平台，同时也是我国早期民营现代出版企业的代表，在近现代

出版发行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新月书店之后的日子並不

长久，只维持了六年便宣告关停，但它的成立，确实是当年上海滩和

文艺界的一件大事。

    这在徐志摩于1927年8月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有体现，他在提

及了活动于北平的文人朋友们相继南下、自己每日忙于琐事无暇文艺

创作后，以他惯用的“轻描淡写”的新月派口吻对周作人诉说了书店

开业的情况，並向周氏进行约稿：……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

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

话吗？新月初试，能站住否不可知，老兄有何赐教？如蒙光赐敝店承

印大作，那真是不胜荣幸之至了！

     检〈知堂书信〉，从周作人于1927年7月29日致江绍原信中的

内容来看，周氏确实在收到徐志摩此信之前便已了解了新月书店开张

这件大事儿，並且对后来徐信中所言的“北京的朋友纷纷南下”抱有

一丝积极、认可的态度：……闻现代诸公在东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

已开张，喜可知也！1

    除新月书店外，徐志摩在信中所说的“新办两家店铺”的另一

家、仿佛连他自己也颇为不屑的“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云裳公

司”开业，同样是当年上海滩上的一件大事儿。

    云裳公司的开业时间与新月书店都在1927年7、8月间，在周瘦

鹃撰稿、发表于〈申报〉1927年8月10日第12版的一篇名为〈云想衣

裳记〉的软广告中，我们可以对云裳的开设地点、股东情况、经营策

略、开幕盛况等有一些初步的了解：静安寺路爱巷（Love Lane）之

口，有小肆临衢，晶窗内金阑灿然，作流云卷舒状，美乃无匹。……

此特别之开幕典礼成，于是乎云裳公司遂与海上女士相见矣。

    云裳公司者——定做妇女新装事业之新式衣肆也。创办者为名媛

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与徐志摩、宋春舫、江小鹣、张禹九、张景秋诸

君子，而予与老友钱须弥、严独鹤、陈小蝶、蒋保厘、郑耀南、张珍

侯诸子，亦附股作小股东焉。……于七月十日开幕。……届日，骏奔

麋集者凡五百余人……任总招待者为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交际社会

中之南斗星北斗星也。……开幕之日，为优待顾客计，概照定价九五

折，名媛如谭雅声夫人、张星海夫人、陈善浩夫人、丁慕琴夫人，明

星如殷明珠女士等，皆已选样定做，……招待参观，期订三日。第一

日为文艺界与名流闺媛。第二日为电影界明星。第三日为花界诸姊

妹。一时上海裙屐，几尽集于云裳公司之门，诚盛事也。2

    从公司为时三天的开幕盛况，足以窥见徐志摩、陆小曼伉俪于当

时的影响力——名流捧新月，名媛捧云裳——用今日的话讲，二人绝

对是顶流。

    不过，与今日一样，既是顶流，就有被人“蹭流量”的可能，这

从云裳复杂的股东构成中，可见一斑。徐志摩在1927年10月26日致

周作人信中，亦对此种现象流露出一丝不愉快的情绪——他先是如之

前8月3日信中一样，以他惯用的“短话长说”的方式，将自己在上

海的“窘迫”状况与“苦闷”岁月向周作人倾诉了一番，並表达了

对于周氏得以专心读书、创作的羡慕之情；继而表示之前的约稿尚未

收到；再谈到新月书店的广告“语涉夸狂”，但並不是他的意愿；

最后，则说道开业尽三月有余的云裳：……云裳本意颇佳，然兴趣一

懈，即一变而为成衣铺，江小鹣亦居然美术家而裁缝矣。

    信中所言的江小鹣，既是云裳股东，也是雕塑家，却已经亲自干

起了裁缝，而云裳也已经从“私人订制”的个性化高端路线，变成了

一家“成衣铺”。徐志摩的“兴趣一懈”，或是由于参与的股东多

了，相左的意见和出工不出力的人自然也就多了，才导致的吧。

这里不妨再谈两件与云裳和新月相关的琐事。

    前文所引周瘦鹃软广告中，云裳公司的地址是在静安寺路爱巷

（Love Lane）。目前，笔者尚不能有证据证明这处选址和这种街道

的叫法是否有什么深意，但“Love Lane”的叫法，是被英国人赋予

的，汉语的“爱巷”或“爱之弄”则是相对应的意译。这条巷子在拥

有英文名字之前，因巷口有一座横跨东芦浦的斜桥，而被用“指事”

的原理命名为“斜桥弄”。

    暂不论“土”与“洋”、“旧”与“新”，其实“斜桥”这个巷

名也是不乏诗意的，但可能是由于“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诗

境过于放浪而又带入感太强吧，“云想衣裳”的徐、陆二人，才宁愿

将自己店铺的地址，以颇为直白的英译汉的面貌，呈现给世人。不

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打理云裳公司事务的责任，

就被另两位大股东张禹九、张景秋弟兄交给了他们的姐姐、徐志摩的

前妻张幼仪来打理了。

    此外，张禹九也是新月书店的股东和实控人之一，只是在1931

年底，徐志摩意外离世后，书店的发行、编辑事务受到了较大的冲

击，没几年便关停了。

    从今日所见的两通徐志摩致周作人信札来看，他在新月书店上投

入的主观能动性，也明显要比云裳公司要多一些。比如，除了信中关

于书店发行方面的事务以外，两通信的信笺、信封皆为新月书店定

版，信笺和信封正面印有书店名、地址等信息，信封背面则是新月

书店开业时主打的著作与译着，而它们之中最具特色的则要数1927

年10月26日通信所用的信笺——是笺为木版水印，除在左下角标明

“新月用笺”之外，整体图案为“古典”白文印与“浪漫”朱文印的

堆栈，用十分“波普”的形式，将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反复传达。

    不难发现，徐志摩在致周作文两通信札中的行文风格颇为一致，

只到最后才点明要事，之前都是在铺陈。而与徐志摩，或者说与新月

派惯常的婉转低回不同，1934年4月24日，创造社主将郁达夫在与

周作人通信时的行文，就像创造社成员的许多作品那样，直抒胸臆、

锋芒毕露——他先是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周作人的两位日本朋友目加田

与小川已经来杭州与他见面；随后则是商定某书的编选问题——甚至

可以说，言简意赅。但要注意的是，信中虽然也只说了两件事，而这

两件事，都非常重要。

    信中第一件事所提到的周作人的两位日本朋友，分别是目加田诚

与小川环树，他们二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

而彼时二人的身份，都是在北平的留学生。在当时与他们一同留学北

平的日本学生中，还有一位名叫滨一卫的，信中並未提及。滨一卫与

目加田、小林关系极好，他后来也成为了日本著名的中国戏剧专家，

而他早前在日本读高中时，结识了同校一位名叫周丰一的中国留学生

朋友，此人恰巧是周作人的长子。

    此后，滨一卫在公派至北平留学期间，由于与周丰一是故旧相

识，便有机会借宿于周作人家，在与家中长辈相熟之后，他的朋友

们，如小川、目加田等，也就时常来到八道湾儿，向周作人讨教问

从法租界麦赛尔蒂罗，到西城八道湾儿
——徐志摩、郁达夫、许广平与周作人通信钩沉



题。这导致他们的名字，在〈周作人日记〉中经常出现，这也是郁达夫

后来接待目加田与小川的原委所在。

    目加田与小川曾计划于1935年，从北平南下，至江浙一带进行游

学考察，他们曾十分希望在这次游学中，能有机会到上海拜谒仰慕已久

的鲁迅先生，所以想请周作人写一封介绍信。但介于周氏兄弟间的特

殊关系，周作人只是推诿说“並不是很方便”，表示如果二人要去杭

州，他就给郁达夫写信，让他代为介绍；如果经过扬州，他就托付朱自

清代为介绍。最终，二人决定由周作人介绍，去杭州拜访郁达夫，而郁

达夫在热情接待他们后，也为他们写好了拜谒鲁迅时所需的介绍信。3

    后来，小川环树在〈留学的印象——鲁迅及其他〉、目加田诚

在〈郁达夫〉中，对这次辗转见到鲁迅的经历都有过相应描写，而

郁达夫这封带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性质的通信，则是此事的一件

极好的物证。

    如果说郁达夫信中的第一件事，是周作人、郁达夫促成了中日两国

学者间的一次重要交流，並对日本汉学界存在一定影响的话，那么第

二件事，则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大事件。

    信中的第二件事，明显是郁达夫在与周作人商讨一部文集的编选问

题。虽然郁达夫在信中並未言明是哪一部书籍，但从“良友”“散文

二篇”这两条线索，以及“周作人、鲁迅、冰心、林语堂、川岛、钟敬

文、丰子恺、罗黑芷、朱大枬、叶永蓁、朱自清、叶绍钧、许地山、王

统照、郑振铎、茅盾”这一长串散文大家的名字，已足以让我们将目光

锁定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上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出版的一套

大型现代文选集，主编为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全书共10卷，每卷专有

一编选者。〈大系〉中共有散文二卷，第6卷〈散文一集〉，为周作人

编选；第7卷〈散文二集〉，为郁達夫编选。郁达夫信中所说的“散文

二篇”，便是〈散文二集〉。

    再检〈知堂书信〉，有周作人1935年1月6日、15日致赵家璧二

札，可视为〈大系〉组稿的前期准备工作，是编选者与编辑之间对组稿

原则与编排体例的协商，也是本文郁达夫致周作人信中所商讨事宜的前

因。现将原文依次附下，以供参考：

家璧先生：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查收。〈大系〉规定至民

十五年，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

能找到，将来尚须尊处帮助。先此奉复，顺颂

撰安。

    一月六日，作人。4

    家璧先生：

    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

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因此恐耽搁时

间，拟于二十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以此虑不能有多少成绩耳。人选未

完全决定，选稿只能部分的开始，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

选定后始可写序文，现在则无从着笔也，尚祈鉴查。匆匆顺颂

撰安。

    一月十五日夜，作人启。5

    另外，除了文本内容本身以外，郁达夫信中另有两个有趣的细

节，颇耐人寻味：一是罗列散文家名单开头处的“周作人、鲁迅、冰

心……”，二是正文末尾的“我的字数有四十余万，因你和鲁迅、冰心

三人就有三十万也”。两处都将周作人放在了鲁迅之前，这或许是遵从

信札行文体例，将收件人的名字尽量放在靠前的位置，以表尊重。但这

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二人的共同好友们斡旋于昆

仲之间的情景。

    或许，郁达夫不曾预见的是，在他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1936年

5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一系列类似的问

题——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的优秀短篇小说家、剧作家、诗

人、杂文家、左翼作家分别有哪些？而在杂文家一项，鲁迅的回答是，

“周作人、林语堂、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他也很客观地将已经与

自己失和多年的二弟，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6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这件“家务事”，在几代学人几十年不懈的发掘

下，已经有了丰盛的研究成果。不过，许广平于1935年12月6日寄出

的一封信的信封，则像是把这桩公案重新拉回到了“家务事”的层面。

    可惜的是，这封信的信纸已与信封失群，信中的内容，我们暂时

无从知晓。但至少我们能了解到，至少在1935年底，也就是鲁迅去

世之前一年，兄弟二人似乎还保持着某种默契，並以一种不直面对方

的形式，进行着交流——就像前文提及的，周作人通过郁达夫，将两

位日本汉学后劲辗转推荐给鲁迅——虽然这在旁人看来，也“並不是

很方便”。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氏兄弟显然並未等到

在现实中相视一笑的机会，但在精神层面，鲁迅在弥留之际所读的，全

是周作人的文章，而周作人在晚年，也一直在看鲁迅的文集罢了。7 鲁

迅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在魔都领略过麦赛尔蒂罗路的“新月”，见识了

类似Love Lane的摩登，但他的心里却对北平的旧时月色有一种放不

下的执着，如他1932年3月2日致许寿裳信中所说：

    倘旧寓终成灰烬（按：时正值“一·二八”事变之后），则拟掣眷

北上，不复居沪上矣。8

    不过，鲁迅最终还是没能回到北平，八道湾儿十一号院之后的那些

月圆之夜，记录的也多是街坊四邻的团圆而已。

    月相如常，世相无常。经历了这些年的阴晴圆缺，今天的八道湾儿

依然叫八道湾儿，十一号院也还在，但麦赛尔蒂罗路早就改称兴安路

了，Love Lane则改称吳江路，新月书店和云裳公司，也早就没了踪

迹。

    但好在，发生在彼时彼处的一些故事，得以通过当事人的记录，流

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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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ZHIMO, GUO MORUO
LETTERS AND ENVOLOPES
mounted; ink on paper

郁达夫致周作人信件：24×18cm.(9 1/2×7 1/8 in.)
张铁铮致周作人信件：24×17cm.(9 1/2×6 3/4 in.)
郭沫若致与西园寺公一信件：37×24cm.(14 5/8×9 1/2 in.)
徐志摩致周作人信件（10月26日）：25.5×19cm.×2(10×7 1/2 in.×2)
徐志摩致周作人信件（8月3日）：25×16.5cm.×2(9 7/8×6 1/2 in.)
郁达夫致周作人信封：17.5×8.5cm.(6 7/8×3 3/8 in.)
许广平致周作人信封：14×9.5cm(5 1/2×4 3/4 in.)
郭沫若致与西园寺公一信封：16×10cm.(6 1/4×3 7/8 in.)
徐志摩致周作人信封：19×9cm.×2(7 1/2×3 1/2 in.×2)
徐志摩致周作人便条：16×12.5cm.(6 1/4×4 7/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徐志摩、郁达夫、张铁铮、郭沫若、许广平 
与周作人往来通信、与西元寺公一通信、与周作
人通信信封
镜心 水墨纸本

题识：
<一>启明我兄：
今日得简，甚喜。江南秋光正好，艳日和风，不寒不暖，极想
出门玩去，又为教务所累，天天有课，一步也行不得。对此光
景，能不懊怅！上海生活，诚如兄言，真是无从喜欢，除了光滑
马路，无一可取，一辈子能淘成得几许性灵，又生生叫这烦嚣窒
灭，又无从振拔。家中老小，一年来唯有病缘，求医服药，日夜
担心。如此生活，焉得著述闲情？笔政荒芜，自觉无颜。遥想老
兄安居城北，拂拭古简古笺，写三两行字，啜一碗清茶，养生适
性，神仙亦不过如此，着实可羡。此固是老兄主意坚定，不为时
潮所弃，故有此福，亦其宜也。大作尚未寄到，前日已翻阅两大
书，趣味泠然，别有胸襟，岂意于二十世纪复能得此？愿兄暇
时，更多事书写众生苦闷，亦可怜也。新月广告，语涉夸狂，然
此皆出主事者手笔，我不与闻，盖所谓“广告”者是也。云裳本
意颇佳，然兴趣一懈，即一变而为成衣铺，江小鹣亦居然美术家
而裁缝矣。凤举何在？盼为致意。
志摩敬候。十月二十六日。（1927年10月26日）
  
<二>启明兄：
八月三日写的信，到今天（九月二十二）从来信堆捡出来了。我
还惦着你总没有回信呢，多可笑！
志摩再候。

<三>启明兄：
北京的朋友纷纷南下，老兄似乎是硕果仅存的了，我倒是羡慕
你，在这年头还能冷笃笃的自顾自己的园地！〈戆第德〉已经印
得，老兄或已见过，但我不能不亲自奉呈一本给你，因为我曾经
意外的得到你的奖励，那给我不少的欢喜。我南来以后，真叫是
“无善足述”，单说我的砚田已经荒了整十个月了，怎好！近来
也颇想自勉，但生活的习惯仿佛已经结成一张顽硬的畸形的壳，
急切要打破它正费事得狠哩。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
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
话吗？新月初试，能站住否不可知，老兄有何赐教？如蒙光赐敝
店承印大作，那真是不胜荣幸之至了！
志摩敬候。八月三日。
〈赣第德〉另包寄奉。（1927年8月3日）

<四>戳记： 1927年11月4日
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周启明先生。徐。
戳记： 
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1927年9月30日）

<五>长年翁：
昨天收到来信，今天去为代刻铜印，因系日本人名印，刻字合
作社则不刻，说是本人来刻则可，代刻则不可。解释其理由则
云凡刻印其均须造册呈报，今刻本国以外的人名则其不好交代

云。一笑。
耑此奉阅，並请日安。十一月廿三日，铁铮上。钤印：「张铁铮」

<六>启明先生：
半月前接来示，目加田及小川君曾来杭，我陪了他们两日，但桂
君终于没有来。良友的散文二篇已选就，稿于今日寄去，唯序文
尚序迟三五日再寄。你的选本，不知已交出否？现在将我所选的
人名，再抄录一道如下，此外的都可归入你那一集也：周作人、
鲁迅、冰心、林语堂、川岛、钟敬文、丰子恺、罗黑芷、朱大
枬、叶永蓁、朱自清、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茅盾
计十六人，于上次商定之人外，我只加了罗黑芷、朱大枬、叶永
蓁、郑振铎、王统照，及许地山等六人，若有重出，当可合並，
我的字数有四十余万，因你和鲁迅、冰心三人就有三十万也。匆
告，並颂教安！
达夫敬上。四月廿四日。（1935年4月24日）
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先生。
快信。四月廿四日。（1935年4月24日）

<七>北平西城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
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六十四号，许广平缄。十二月六日。（1935年
12月6日）

<八>西园寺公一先生：
我现在需要日本的“月宫殿”纸，比这张样本还要宽两寸的，
不知尊处有否？如有，希望能惠我一卷。无理之求，乞谅。即
颂文祺。
郭沫若再拜。一九六五、四、十。（1965年4月10日）
回信请交本市什刹海西河沿八号于立群为荷。沫若又及。
送和大，西园寺公一先生。郭。

<九>郭沫若信及信封（致西园寺）。
张铁铮信。
郁达夫信及信封（致知堂）。
许广平致知堂信及信封
徐志摩信及信封（致知堂）。
徐志摩信、信封及便条（致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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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信与便条（部分拍品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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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ZONGHAO, XU YANSUN 
ZHAN HUA STUDIO
painted in 1926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4×105cm. (9 1/2×41 3/8 in.)

HK$ 35,000 - 70,000
US$ 4,500 - 8,900

徐宗浩、徐燕孙等  湛华馆
手卷 设色纸本 一九二六年作  
约2.3平尺

题识：乙丑冬日，同人有消寒之會，每
合製一畫以記雅興。此卷於丙寅花朝雅
集，為湛華館馬伯逸。作者屋宇雪廣、
人物燕孫、星華綴竹石、鏡汀作雜樹。
結構謹嚴、氣韻閑雅，有絢知之。合展
玩繼晷為志城月。石雪居士徐宗浩。

鈐印：「宗浩私印」、「江南布衣」

鑒藏印：「湛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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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圣继绝学」-京华煙云专题（Lot477-487）

Anecdotes among the Masters back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Peking（Lot47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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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CHENG AND MEMBERS 
OF HUSHE PAINTING SOCIETY
CHRYSANTHEMUM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Inscription: 10.5×58cm. (4 1/8×22 7/8 in.)
Painting: 10.5×132cm. (4 1/8×52 in.)
Back-inscription: 10.5×178cm. (4 1/8×70 1/8 in.)

HK$ 250,000 - 500,000
US$ 31,800 - 63,700

金城、陳東湖等湖社成员 
独傲秋霜卷
手卷 设色纸本   
引首: 约0.5平尺 
画心: 约1.2平尺 
题跋: 约1.7平尺 

引首：独傲秋霜。朱益藩。钤印：「朱益藩」、「凤池染翰」

题识：
1.北楼写意。钤印：「金城之印」
2.东湖画菊。钤印：「东湖」
3.枕湖。钤印：「枕湖」
4.影湖。钤印：「景岚」
5.饮湖。钤印：「光城」
6.晴湖写。钤印：「树智」
7.五湖。钤印：「五湖」

题跋：1.写到秋霜老更妍，墨茶阁里说薪传。画图不尽悠然意，且醉东篱莫问年。潜庵
兄出其先德北楼先生及诸弟子合作菊花卷索题，为赋二十八字。郑其藻彝久。钤印：
「郑其藻」
2.着意伤春坐日斜，低回往事又秋花。开图烂漫秾于锦，渲染何从问墨茶。廿五年春
暮，重旅旧京，潜庵我兄以其尊人北楼先生及诸湖弟子合作设色菊花卷子令题，不胜棐
几人琴之感也。杨天骥记。钤印：「杨千里」
3.当光绪壬寅岁，余始识北楼沪上，论文谈艺，相得甚欢，遂为异姓昆弟之交。北楼复
执赘先尚书门下为弟子，余仲丧其元耦，北楼之女弟来，归为继室。而北楼之门子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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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又吾从父兄逊初之女夫也。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
其后同官京曹，犹数往还。比余南归，踪迹亦阔疏，惟北楼
莅沪时，时一相见，乃不数见，而北楼遽以疾逝矣。丙子孟
夏，再来故都，潜庵出此卷属题为志，吾两人始终离合之
迹，如此卷中画菊，北楼与诸弟子各作一花。北楼名所都讲
之地曰湖社，凡着弟子籍者，必以湖云，因並志之。湘潭袁
思亮跋。钤印：「袁思亮」、「伯夔」、「蘉庵」
4.怜旧色，验取画秋消息，粉靥金裳浑惯识，沉冥芳意隔。 
展卷潮庄一首，掩卷断肠无极。半掬寒泉谁荐得，春觞还此
日。〈谒金门〉，丙子闰春，潜庵大兄置酒太平花下，酒
半出此卷属题，率拈一解。绍兴寿鉨旧京。钤印：「谒金
门」、「鉨」、「印丐题辞」、「丙子」
5.玉潭隶体付沤波，苕霅千秋妙画多。璀璨试看篱畔菊，师
生沆瀣复如何。潜庵先生招饮寓斋，出视尊先翁及诸时贤合
作卷，附题小诗博粲。丙子黄宾虹。钤印：「黄宾公」
6.屈子餐英逐楚湘，渊明采菊遁柴桑。先生别具高人兴，为
率及门写拒霜。北楼先生率湖社诸弟子合作菊花卷子，潜庵
世讲出此嘱题。丙子嘉平腊八，恩华倚装。钤印：「惟适

斋、「恩华」、「韵邨」
7.宝绘南唐纪五臣，高周朱董並徐君（借韵）。试参湖社群
贤画，未必今人逊古人。（其一）月蕊冰姿独傲霜，真教梅
萼妒先芳。写生不教黄居寀，众妙都能貌晚香。（其二）
北楼神技重春明，三十年来莫与京。恨我生平悭一面，剩从
画里仰高名。（其三）继志堪钦继体贤，鸾绫什袭护秋烟。
征题我愧钟郎笔，难把黄华五美传。（其四）戊寅伏日，潜
庵道兄出其尊翁北楼先生及湖社诸贤合作菊花长卷征题，率
成四截句以报雅命。商邱弟陈实铭葆生时同寓天津。钤印：
「葆生六十后作」
8.戊寅闰七月，潜庵社掌以此见视，想见当年墨茶阁中绛帐
传经、师生相得之乐，爰识数语，以志欣羡。巢章甫拜题。
钤印：「一藏」、「章父」
9.秋色裁成一一枝，门墙逸趣寄东篱。霜天不耐风吹雨，凄
绝当年老画师。庚辰岁暮，潜庵大兄出示令先尊北楼先生及
湖社门弟子合作秋菊卷，不胜故旧寥落之感，率题小诗，用
报雅属，即乞吟正。西溪居士时客旧京。钤印：「许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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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中有金城手卷作品两件，其中〈独傲秋霜〉卷为金城与六位湖社弟子合作，在其身后，由其哲嗣金潜庵组织多家

题咏与跋尾，以寄追思；〈临文征明〈九歌图〉〉卷则是金城临摹文征明画、题、王谷祥引首、明清三家跋尾，是一件忠实

的临古作品。

    在绘画题材上，二作一为没骨花卉，一为人物翎毛，似可窥作者艺术语言的丰富多样。而在创作动机层面，前者是对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类雅集唱和活动的记录，表现在画作上，则是通篇充斥的明亮、热烈的情绪，即使是跋尾部分的

追思，各家也大多是以赞扬的基调，讲述金氏于当时画坛的贡献与影响；而后者的创作手段——临摹——作为书画学习与沿

袭的重要方法和路径，在创作动机上显然变得严肃了许多，整卷自引首至跋尾也都充斥着一丝不苟的“致敬”和“思考”的

态度，体现在情绪上，则更加低沉、恬静。

    金城于中国近现代画坛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经近百年的沉淀，于今日已无太大的争议于分歧，所以两作的艺术水

平、绘画技法等问题，且留与诸家自行品评，以下只对两作中涉及的人物、背景进行一些简述。

    〈独傲秋霜〉卷的画心部分，除金城外，六位湖社弟子依次为：

    陈东湖，浙江山阴人，1921年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

    李鹤筹（枕湖），字瑞龄，山东德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

    李景岚（影湖），女，画中印为画印，非钤印；

    刘子久（饮湖），天津人，1920年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画中钤印“光城”为其早年署名；

    李树智（晴湖），字小泉，山东宁津人，1921年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

    李上达（五湖），字达之，辽宁人。

    他们之中，李景岚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中最为少见。而其之所以用“画印”而非“钤印”，或许是因为该卷的创作场景，

並非是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月两次的例行笔会雅集上，而是某时的兴之所至。当然，这仅仅是基于李景岚画印的一个推测，

並无其他实证。

    该卷题咏者共计十人，其中引首者为朱益藩，跋尾创作时间从1935年暮春开始，至1941年初为止，作者九人，依次为：

    郑其藻，字仪九、彝久，河南开封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民国初曾为法制局主事；

杨天骥，本名锡骥，自改天骥，字千里，号骏公、茧庐等，笔名东方，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秀才，二十八年

壬寅科（1902）优贡。宣统元年（1909），陆续担任〈民呼〉〈民吁〉〈民立〉及〈新闻报〉等主笔，宣传革命思想，同盟

会会员、南社社员。

    袁思亮，袁树勋之子，字伯夔、伯葵，号蘉庵、莽安，别署袁伯子，民国藏书家、学者。其跋文中多次提及其家族与金

城家族、弟子间的姻亲关系。

    寿石工，著名书画家；

    黄宾虹，著名书画家；

    恩华，字咏春、韵邨，巴鲁特氏，蒙古镶红旗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著有〈八旗艺文编目〉，是研究

清代旗籍文人的重要目录索引；

    陈实铭，字葆生，号踽公，清末拔贡，著名词人，民国时寓居津门；

    巢章甫，字一藏，号海天楼主，原籍江苏武进，久居天津，为大风堂弟子。

    许修直，原名卓然，字西溪，晚号百砚室主，江苏无锡人，藏砚名家，抗战期间曾出任汪伪北平市长。

    其中，除寿石工、黄宾虹、巢章甫三人是拍卖市场中常见的艺术家以外，其他参与者，在题咏、唱和这些文士雅艺之

外，普遍都存在或存在过政要的特殊身份标签——有清廷遗老，也有民国要员，甚至伪政府官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

金氏家人与门人的合力下，在金城归道山十余年后，其影响力在京津画坛仍不可小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参与社会交

往，或者说个人或团体的社会活动能力、结交名流的能力，对于许多艺术家的职业发展和艺术推广，也是大有裨益的。此中

规律，从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人的发展轨迹中亦可寻见。

与〈独傲秋霜〉卷这般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文征明〈九歌图〉〉卷中，从引首至跋尾，金城一人分饰王谷祥、

文征明、王岱、彭兆荪、孙均等多个角色的闹中取静。作者除将原本中的人物、翎毛进行临写以外，亦对其上的跋文、题咏

进行了亦步亦趋的临摹，篆书、行草、小楷各臻其体，展现出了超凡的书法、绘画临摹能力。这种看似平实的表达，却将作

者的书画造诣展露无遗，可谓是在表现手法上的“复归平正”，于无声处听惊雷。

    两卷金北楼，一边是厅堂里的高朋满座，另一边是书斋中的青灯古佛，今日能于一室之间，动静相宜，或许也是翰墨自

身的缘分使然。

至于观者好动还是喜静，依旧如前所言，且留与诸家自行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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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CHENG (1878-1926)
FIGURES IN THE STYLE OF WEN ZHENGMING
painted in 1922
hand scroll; ink on paper
Inscription: 22×97.5cm. (8 5/8×38 3/8in.)
Painting: 22×670cm. (8 5/8×263 3/4in.)
Back-inscription: 22×70cm. (8 5/8×27 1/2in.)

HK$ 1,000,000 - 2,000,000
US$ 127,400 - 254,800

金城  通临文征明 〈九歌图〉
手卷 水墨纸本 一九二二年作  
引首: 约1.9平尺
画心: 约13.3平尺 
题跋: 约1.4平尺 
题签：金北楼临文衡山九歌图。

引首：衡翁九歌。谷祥。钤印：「石梅花盦」、「北楼临本」

题识：（屈原〈九歌〉，文略）乙卯十一月八日征明书。壬戌十一月廿四日吳兴金城临。

钤印：「北楼摹本」、「金」、「金城之玺」、「吳兴金城」、「墨茶阁」、「吳兴金城巩伯
书画印」

跋尾：1.灵均〈九歌〉所称太一、司命、湘君、河伯之属，皆喻意于君，唯〈山鬼〉一章，以鬼
喻己，为媚君之意。楚俗尚鬼巫之事，神必致其辞，灵均作为〈九歌〉，惓惓爱君之心，可谓
至矣，然后之哀屈者宋玉、景差，而后着为〈广骚〉，不一其人，辞尽意竭，无复以加。今此
图则又无声之歌也，后至观者，当深思其意，勿徒作画玩耳。辛酉秋，茖峨父母见示因题。王
岱。钤印：「金巩伯氏」
2.右衡山〈九歌图〉，庄严超逸，楮墨间有灵气往来，令人作天际真人想，吳带曹衣，非可齐
眂。映渊耆古，而精鉴别，沧江虹月中又添光气矣。向见鄱阳中丞所藏龙眠〈揭铂图〉，笔意
于此仿佛，令不可复睹展玩此卷为感怆久之。彭兆荪。钤印：「蕅庐」
3.嘉庆戊寅十月，钱唐高垲、仁和孙均同观。钤印：「拱北」

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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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BEIHONG (1895-1953)
RUNNING HORSE
painted in 1938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75×124cm. (29 1/2×48 7/8 in.)

HK$ 1,200,000 - 2,200,000
US$ 152,900 - 280,300

徐悲鸿  奔马图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九三八年作  
约8.4平尺

题识：
廿七年十一月，悲鸿。

钤印：「东海王孙」

说明：附〈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
编号NO.00000367

    徐悲鸿笔下的马姿态各异，形象高大挺拔，气质俊逸，尤其没有

背景衬托、纯以水墨绘就的天马行空更是令人百看不厌。

    根据题识可知此作创作于1938年末，时值中国在危急存亡之

秋，徐悲鸿奔走呼吁，积极地在各地举办画展，联系海外侨胞以及各

界爱好和平之人士，为抗战筹款。此后几年，徐悲鸿通过南洋的侨

胞，多次亲赴海外举办画展，筹得款项全数援助中国的困苦人民。此

作先用浓墨重笔又极为克制的线条突出刻画，勾勒出头部、四肢、

肩、胸、足等，透过骨线先立其形。再通过富有节奏的用笔由浅至深

地将水墨层层渲染，下腹部的线条由左至右、墨线由粗至浅有一个向

后上的弧度，精准地体现画家对于马的造型把握。马鬃与马尾是用略

乾的浓墨散峰挥扫，形成飘逸潇洒的运动感。最后用浓墨点上眼睛，

适当的留白让体积感、品质感、空间感都显现在画面之中。天马行空

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徐氏把“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

阔，真堪托生死”的不朽诗句具体形象化了。



    在清末民初的花鸟画坛，以恽派没骨花卉和大写意为主流的情况下，面对中国画写实性造型能力、表现方式

以及技巧日渐衰落，于非闇决心要以自己的艺术蜕变来证明民族绘画所富含的无穷生命力，以此对抗西方绘画咄

咄逼人的态势，张扬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

    于氏家学渊源深厚，天资聪慧，15岁便中秀才，民国初年考上北京师范学校。彼时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

会”与“湖社画会”人才济济，于氏在此中转易多师，结交京城名家，后拜入齐白石门下学习书画及冶印。在

1930年代开始担任〈北京晨报〉的记者与编辑，而后为开辟〈北京画刊〉的主编，文风颇受好评，因而对于彼时

的政治时局与画坛艺事了如指掌，他有意将现实写生，加以传统的两宋院体画、文人画、民间美术融于一炉。自

1937年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便与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创办“国画研究室”，并担任教职，期间遍临前人

所藏所绘，但他不囿于奇花异卉、御苑珍禽，同时人们习见的闲花野卉也均入其画本，逐渐形成形神兼备、绮丽

洗练的于氏工笔花鸟画。

    此幅创作于1944年，正值于非闇艺术创作的成熟期。画面主体由春天尽态极妍的牡丹花朵、盛夏丰茂肥润的

层层叶片、仲秋曲延盘错的干枯树干三种意象结合构成，铺上蛤粉与白粉的饱满花头与以藤黄点缀出妍丽花蕊；

浓淡相宜的水墨分别勾勒出叶脉与晕染叶片；用赭石轻染皴擦着夸张呈S型的树干，透过墨与色的深浅变化表现出

画面层次。下方小石的倾斜程度与树干近乎平行，上立一对造型准确生动的白头翁，一前一后站立，一正对着牡

丹观望、另一作回首状，形象活泼可爱。典型于氏瘦金体题字置于左上，整体设色淡雅质朴、自然古拙但不显滞

闷，书法禽鸟与石头花卉达成一种动与静的微妙平衡，彰显画家设色与构图的匠心独运。

    此作表面为一般的吉语画，寓意富贵常盛、坚固至白头。结合当时抗战仍未胜利，许多名胜古迹毁于战火、

人民流离失所。于氏身居北京发挥艰苦斗争、不畏强敌的精神，以笔为枪发出呐喊，为祖国的花鸟立传；似为花

开正盛、褪去浮华的白色是希冀展现强大的国力以击退外敌，恢复宇内澄明安宁；禽鸟山石则是表示希望和平能

长长久久、坚不可摧。

    简而言之，于氏以极大的毅力，毕生都在兴废继绝，以院体双钩重彩法以及实景写生，重振工笔花鸟画，把

振兴民族精神与振兴民族艺术为己任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艺术创作、著述和教学实践中。直至新中国的诞

生，他的画作又将赋予崭新的时代与精神风貌，更多地具有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在延续。

    1934年于非闇在佛航所撰 〈对于中画之一点慰望〉一文的按语中写道：“西洋画自有其作风，不过特偏重于

写实，似不如我们国画来的意境浓厚。可惜我贵国从来不曾对外打得一回胜仗，如果我贵国能打得一次胜仗，我

敢担保，我国的艺术一定更使外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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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FEI'AN (1889-1959)
WHITE PEONY AND 
PYCNONOTUS SINENSIS
painted in 1944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2×52cm. (40 1/8×20 1/2 in.)

HK$ 3,500,000 - 5,500,000
US$ 445,900 - 700,600

于非闇  富贵白头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四四年作  
约4.8平尺

题识：
故都牡丹，崇效寺盛名久着，稷园则
以多差胜。予独喜故内御苑牡丹，枝
干瑰奇伟丽，免妄人修翦之厄，独得
天趣。此绛雪轩前所见也。甲申四
月，非闇写记。

钤印：「于照之印」、「非闇写生」

著錄：〈嘉德二十年精品录-近现代
书画卷（二）〉，第638页，故宫出
版社，二〇一四年。

说明：中国嘉德1994春季拍卖会，
第10号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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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XUN (1883-1944)
LANDSCAPE IN INK
painted in 1934
mounted; ink on paper
18×52cm. (7 1/8×20 1/2 in.)

HK$ 5,000 - 8,000
US$ 600 - 1,000

萧愻  墨笔山水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三四年作  
约0.8平尺

题识：
济宾先生正之，甲戌秋萧愻写。

钤印：「龙樵」

484

YUAN KEWEN (1890-1931)
EIGHT LYRICS OF BUTTERFLIES 
CHASING FLOWERS
mounted; ink on paper
38×116cm. (15×45 5/8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袁克文  蝶恋花八首
镜心 水墨纸本   
约4.0平尺

题识：
（自作词八首，详文不錄）乙卯秋九月，予与眉云在
拉普切夫西餐馆遇朱五小妹伉俪，索予留词翰，愡愡
间醉书此卷，不记工拙耳。克文。

钤印：「唯庚寅吾以降」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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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BEIHONG (1895-1953)
THE MAGPIES
painted in 1938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86.5×35cm. (34 ×13 3/4 in.)

HK$ 600,000 - 1,000,000
US$ 76,400 - 127,400

徐悲鸿  双喜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三八年作  
约2.7平尺

题识：
廿七年大暑，悲鸿写。

钤印：「徐」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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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BAISHI (1864-1957)
CHRYSANTHEMUM AND INSECT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6.5X34cm. (26 1/8×13 3/8 in.)

HK$ 200,000 - 400,000
US$ 25,500 - 51,000

齐白石  秋菊草虫
镜心 设色纸本   
约2.0平尺

题识：
借山老人齐白石八十五岁。

钤印：「年八十五矣」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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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BAISHI (1864-1957)
WISTERIA, BEES, AND CHICKE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2×33cm. (40 1/8×13 in.)

HK$ 600,000 - 1,000,000
US$ 76,400 - 127,400

齐白石  紫藤蜜蜂小鸡
镜心 设色纸本   
约3.0平尺

题识：
杏子坞老民齐璜白石，画于古燕京城西太平桥外。

钤印：「白石」、「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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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BANGDA (1911-2012)
CALLIGRAPHY
painted in 1980
mounted; ink on paper
132×65cm. (52×25 5/8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徐邦达  行书中堂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八〇年作  
约7.7平尺

题识：
（详文不录）升生先生方家属
正，庚申冬日，徐邦达。

钤印：「孚尹」

489

CHEN YUANDU (1902-1967)
HORSES
painted in 192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silk
97.5×47.5cm. (38 3/8×18 3/4 in.)

HK$ 40,000 - 80,000
US$ 5,100 - 10,200

陈缘督  双骏图
立轴 设色绢本 一九二六年作  
约4.2平尺

题跋：理斋吳燮並识。

题识：
丙寅十二月朔日梅湖陈縁督。

钤印：「缘督」

488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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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CHAORAN (1882-1954)
SWALLOWS
painted in 1926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7×24cm. (26 3/8×9 1/2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冯超然  杏林春燕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二六年作  
约1.4平尺

题识：
杏林春燕。丙寅建子月，宵窗烘砚戏，
拟周服卿笔意，云溪懒渔並记。 

钤印：「冯超然」

491

YANG JINFAN (1897-1968)
BOATING IN THE MIST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26.5×31cm. (49 3/4×12 1/4 in.)

HK$ 20,000 - 30,000
US$ 2,500 - 3,800

杨晉藩  招宝山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3.5平尺

题识：
连山排列控江流，断壁严城镇六浮。砂碛帆樯环夜市，海天风雨入危楼。
梯航版籍归王会，锁钥籓篱寄越瓯。筹笔谁谙郑公略，殊方自古贵怀柔。
昔年曾此驻征鞍，四首旌旗落照残。文物犹瞻中土城，星辰遥接大荒寒。
政兼山海民风古，地杂华夷治理难。控驭抚循关国计，方隅向化待绥安。
招宝山，杨晋藩。

钤印：「臣藩手翰」

490

491



492

HUA YUAN (1898-1957)
CHILLING UNDER THE WILLOW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9×51.5cm. (7 1/2×20 1/4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花元  临风一惘然
镜心 设色纸本   
约0.9平尺

题识：
桃柳竞春妍，临风一惘然。鸶唬沵树里，人生落花
边。过眼皆陈迹，回顾只去年。滔滔流不返，阅水竟

成川。丙戌清和月，虞山劼庵花元写。

钤印：「劼庵」

493

HE HAIXIA (1908-1998)
TEMPLE INSIDE THE MOUNTAIN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9.5×54.5cm. (7 5/8×21 1/2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何海霞  溪山仙馆
镜心 设色纸本   
约1.0平尺

题识：
树林深香隔洪崖，五色霞屏朠日开。错桃认花源上
路，不知真馆是蓬莱。正庭先生法正之，海霞何瀛
制。

钤印：「众」、「云」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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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SHENG (1898-1975)
LOTUS IN INK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31.5×30cm. (51 3/4×11 3/4 in.)

HK$ 120,000 - 150,000
US$ 15,300 - 19,100

康生  墨荷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6平尺

495

WANG XUETAO (1903-1982)
NINE AUSPICIOUS FISHES
painted in 1945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98×34.5cm. (38 5/8×13 5/8 in.)

HK$ 60,000 - 100,000
US$ 7,600 - 12,700

王雪涛  九如图
立轴 水墨纸本 一九四五年作  
约3.0平尺

题识：
九余。建平贤弟清属，乙酉冬夜，雪涛写。

钤印：「王雪涛印」、「无陋山庄」

题识：
康生戏笔。

钤印：「康生」

题跋：瑽琤的皪乱抛珠 ,玉
立亭亭不受污。水国平居
无一语 ,欢迎霖雨尽情呼。
甲戌荷月，录鲁赤水墨
荷，英先蒋樱並题句。钤
印：「河北蒋二”、「英
先画稿」、「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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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故孳新——現當代水墨的變革與守望

    歷史是由時代的革新和發展不斷推進的，而藝術作為時代的回音和倒影，同樣不可避免的處於不斷的蛻變之中。革新和守望永遠是藝術史的

兩個母體。中國古代水墨史，從張吳顧陸，到荊關董巨，無不以變革著稱，開創了人物與山水傳統的先河，經過多代人的不斷延展，最終造就了

中古水墨文化悠久的傳統和嚴謹的章法。

    直到二十世紀，傳統的水墨語境已經無法滿足藝術家們的探索和開拓，而歷史劇變和文化交融正好給面臨衰微的水墨傳統帶來了新的方向。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現代水墨從此走上歷史舞台。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林風眠、劉海粟、丁衍庸等藝術先驅投身教育，現代藝術和現代水墨的思想在他們的推廣下逐漸完善。經歷了

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動蕩，新的藝術浪潮被重新激活，新的一輪學習西方融合西方的時代潮流中，自我身份認同問題開始顯現。吳冠中師承林風

眠，在繼承林風眠精神衣缽的同時，在現代水墨領域完成了一次傳統和當代的雙向探索。傳統書法的抽象性和符號化，傳統繪畫的氣韻論和留白

法，被巧妙的運用在其水墨畫中，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東方式的當代性。

    隨著時代的推移，新時代的水墨變革中，界限逐漸模糊，題材逐漸多元。蛻故孳新是藝術發展史的本質。兼容並濟，海納百川在當代水墨中

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無論是何百里師承嶺南，精研宋元，在潑墨潑彩上自成一家；還是丁衍庸超越中西藝術的界限，調和融合而形成強烈的個人

風格。是西方現代藝術傳入中國的先驅，也是革新傳統、開拓現代新風的功臣。

    2022年暨保利香港拍賣成立十週年慶典，恰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受藏家信賴，我們十分榮幸地於香江之畔——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隆重呈現香港重要藏家珍藏現當代水墨名家作品與本地著名藝術家精品數件，以共襄盛事！本季當代水墨板塊將由吳冠中繪製於八十年代的

抽象水墨代表作〈春之曙光〉領銜，並繼續呈現王良福先生珍藏之吳冠中，林風眠山水精品；宋玉明，馮大中，何百里等重要藝術家作品亦將隆

重呈現於拍場；丁衍庸、關良戲劇人物畫代表作亦將粉墨登場，作品題材涵蓋山水，人物，翎毛，精彩紛呈，敬請期待！

History is constantly promoted by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art, as the echo and reflection of the times, is also 

inevitably in constant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watch are the two mothers of art history foreve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ink painting, from Zhang Wu Gu Lu to Jing Guan Dong Ju, is famous for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the tradition 

of characters and landscapes. Afte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ny generations, the long tradition and strict rul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nk painting culture have finally been created.

Until the 20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of ink painting could no longer satisfy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ists,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cultural fusion brough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declining ink painting tradition. Poorness will bring changing, 

the change will bring opening, and the opening will bring  lasting. From then on, modern  ink painting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 of 

histo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artistic pioneers such as Lin Fengmian, Liu Haisu, and Ding Yanyong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education, the ideas of modern art and modern ink painting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by their promotion. After the social turmoil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 new artistic wave was reactivated, and in a new round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 West, 

the problem of self-identity began to emerge. Wu Guanzhong learned from Lin Fengmian, and while inheriting Lin Fengmian's spiritual 

mantle, he completed a two-way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in the field of modern  ink painting. The abstraction and 

symbo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the rhythm theory, and the method of  leaving blank space  in traditional painting, are skilfully 

applied in his ink painting, and created a fresh new oriental contemporaneit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n  the reform of  ink painting from the new time,  the boundaries are gradually blurred, and the subjects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Destroying the old and bringing the new is the essence of the history of art development. Compatible and 

harmonious are well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Whether  it  is He Baili, who studied Lingnan School and the works from 

Song and Yuan Dynasty and created his own style  in splashing  ink and color; or Ding Yanyong, who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and  formed a strong personal style  through reconciliation and fusion. They are  the pioneer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art to China and are the heroes of innovating traditions and opening new modern style.

2022 is the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Poly Auction Hong Kong, together with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Trusted by collectors, we are very honoured to present the works from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masters 

and  famous  local artists collected by  important collectors  in Hong Kong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to 

celebrate. This season's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section will be led by Wu Guanzhong's representative abstract ink painting "Dawn 

of the Spring" painted in the 1980s and will continue to present the masterpieces of Wu Guanzhong and Lin Fengmian's landscapes 

collected by Mr. Wang Liangfu; works by important artists such as Song Yuming, Feng Dazhong, He Baili,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Ding Yanyong and Guan Liang's dramatic figure painting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grandly at the auction. The themes of the works 

cover landscapes, figures, and fe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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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CHUNG-MING (B.1965)
THE SMOKY LANDSCAPE
painted in 2021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7×69.5cm. (53 7/8×27 3/8 in.)

HK$ 60,000 - 100,000
US$ 7,600 - 12,700

苏崇铭  云笼幽谷
镜心 设色纸本 二〇二一年作  
约8.6平尺

题识：
二〇二一辛丑，崇铭。

钤印：「苏」、「崇铭」

496

PENG KANGLONG (B. 1962) 
LANDSCAPE
Painted in 199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3×38cm. (40 1/2×15 in.)

HK$ 30,000 - 50,000
US$ 3,800 - 6,400

彭康隆   山水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九五年作  
约3.5平尺

题识：
乙亥，康隆。

钤印：「彭」、「康隆」、「醉心书画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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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平，新加坡著名画家，自1970年举办第一场个人艺术展览后，绘画创作由油画转向水墨画。1991年，他在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举办了第二场个人展览並首次出版书法作品专辑〈林子平墨迹〉，之后十年间，林子平先生

先后在新加坡美术馆，中国国家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等举办展览，其作品〈新加坡河景〉在2012年佳士得拍

卖会上创造了新加坡在世艺术家的作品拍卖纪录。

此次保利香港拍卖呈现的三幅林子平先生作品，均在其创作生涯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记述和描绘新加坡河清理

运动的水墨作品〈新加坡河〉，树木主题抽象作品〈老树〉，以及描绘中国城街景主题的作品 〈传统铁匠〉。

“In my paintings, the employment of line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alligraphic stroke, the 

use of lines i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our art culture which we should emphasize and enhance.” 

says Lim Tze Peng.

“与古树一样，一想到这些行业正在消失，我就无法承受。”艺术家说道。“行业的消失如同砍掉

古树一般，令人心痛惋惜。”然而这不是一幅悲伤的画作。与之相反，艺术家将其浪漫化，用明亮

的色彩去唤醒该行业往昔的光辉与活力。这是艺术家向老铁匠致敬的方式，他要栩栩如生地描绘出

每处细节。淡淡的棕褐色为整幅画设定了柔和舒适的色调，板栗色的瓦片屋顶为铁匠们提供了一个

颇具包容感的庇护所。在画作的正中央，立着一棵繁茂的大树，茂密的树冠在屋顶上方飘摇。

不过人们的目光却被锻造厂所吸引，那炉膛中的熊熊大火、四处溅射的火星、蔓延整个车间的火

光，让人倍感温暖。艺术家仿佛在向铁匠们致敬，每间店铺的中央都披上了金色的光芒。同〈咸

鱼〉和〈街头大戏〉一样，这幅作品也是一种怀旧之情的体现，但也同时承载着一份对普通民众的

敬意，这些被遗忘在时光隧道中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大家都被这个国家紧密地“焊

接”在一起。

林子平先生創作中

Lim Tze Peng, born 28 September  in 1921,    is a Singaporean  living pioneer artist who  is a teacher by training and profession. He 

was awarded a Cultural Medallion  in 2003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s art and culture. A self-taught and self-

made artist renowned for his extensive works featuring Singapore's landscapes just before urban redevelopment. The artist’s works 

include paintings of Chinatown, Geylang lantern merchants, barber shops and fortune tellers, Pulau Ubin as well as the eponymous 

Singapore River. Collectively, they captur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is city-state, and have remained compelling images in Singapore 

art today.

We are honored to present these following three pieces of art to lead a journey through the artistic career of Mr. Lim. The Singapore 

Rive, Tree of Joy, and Traditional Blacksmith highlight the progressive moments in the prolific artist’s practice, and revealed his inner 

world.

林子平先生寫生中

“Like old  trees,  I  find  it unbearable  that  these  trades are disappearing,” says  the artist.“It's  like cutting off old  trees, heart-

wrenching.”But this  is not a sad painting.  Instead the artist has romanticized  it, given it bright colors, and energized it  to  its former 

glory. It is the artist's way of saluting the old warriors, giving life to their every limb. A warm brown sets the overall agreeable tone, the 

maroon tiled roof provides an embracing shelter.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painting, a joyful tree with deep green leaves surges above 

the roof.

But the eye is drawn towards the forges, the golden hearths of the workplace where the fires seem to be at their peak. The glows in 

the shophouses, with blacksmiths hammering, are warm, rewarding and reassuring. It is as if the artist is honoring the blacksmiths, pre 

sending each with a golden glow in the center of each shop. Like Salted Fish and Wayang, this is nostalgia, but with an added tribute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d been largely unsung, even though they had, in one way or another, welded the country together.

星洲百叟墨魂——林子平（Lot498-500）

Soul of Ink, Lim Tze Peng at 100（Lot4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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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TZE PENG (B.1921)
THE TRADITIONAL BLACKSMITH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50×240cm. (59 ×94 1/2 in.)

HK$ 300,000 - 600,000
US$ 38,200 - 76,400

林子平  传统铁匠
镜心 设色纸本   
约32.4平尺

出版：〈墨魂——百岁林子平〉，第147，148页，云
大篪著，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二〇二一年。

說明：作品直接得自于艺术家本人。

出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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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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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TZE PENG (B.1921)
SINGAPORE RIVER
mounted; ink on paper
110×96.5cm. (43 1/4×38 in.)

HK$ 50,000 - 100,000
US$ 6,400 - 12,700

林子平  新加坡河
镜心 水墨纸本   
约9.6平尺

题识：
子平。

钤印：「子平」

說明：作品直接得自於艺术家本人。

    1977年，新加坡政府发起了清理新加坡河

的运动，工程历经十载，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到

八十年代初，很多本地以及邻国的艺术家都来到

河边安营扎寨，几乎是以此为家，倾情创作，希

望能够捕捉、记录这条新加坡生命线的点点滴

滴。林子平不仅描绘了当时多姿多彩河畔美景，

还做了很多素描和笔记，唯恐遗漏一丝一毫，他

要把眼前的一切都保留在他的记忆和作品中。除

了新加坡河，牛车水是艺术家另一个钟情之处。

    林子平就是以描绘这两个地方的画作而闻

名。期颐之年，他依然继续不断地创作，通过参

考过往创作的大量作品，通过更大规格的绘画创

作，再次呈现出他记忆中魂牵梦绕的新加坡河。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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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TZE PENG (B.1921)
TREE OF JOY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20×120cm. (47 1/4×47 1/4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林子平  老树
镜心 设色纸本 二〇一四年作  
约13.0平尺

题识：
2014.子平。

钤印：「林子平印」

說明：作品直接得自於艺术家本人。

    不同于林子平此前以大地色调或黑色的水墨笔触为主

导的树木主题抽象画，他的百岁之树皆是大规格作品，一

出场就虏获观众的眼球。这些作品不仅规格巨大，用色也

大胆张扬。在这幅作品中，欢乐幻化为一支舞蹈，成为他

乐观主义的象征，可喜的是，这种乐观的情绪也随着他年

龄的渐长变得愈加明亮多彩。

    林子平对树木的迷恋、热爱与敬重众所周知。随着年

龄的增长，林子平与树的情结也愈发浓烈深厚。从某种

意义上说，林子平画的已不再是树，而是在唤起树木精

神的同时，描绘它们是如何感动和影响了自己。这也是艺

术家对树木坚韧顽强之本质的认同。相较于林子平其他类

型的作品，以树为主题的画最像是这位百岁艺术家“自画

像”。在这里，艺术家和树木在精神上已合而为一。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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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GUANZHONG (1919-2010)
COTTAGE IN JIANG NAN
painted in 1987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69cm. (27 1/8×27 1/8 in.)

HK$ 1,000,000 - 2,000,000
US$ 127,400 - 254,800

吳冠中  燕语乡音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七年作  
约4.3平尺

题识：
燕语乡音。吳冠中，一九八七年，北京。

钤印：「吳冠中印」、「八十年代」

说明：王良福先生珍藏。

    江南，作为吳冠中的水墨创作中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他的的

故乡，有着他太多的感情的牵绊。1980年代初正值吳冠中水墨

创作的高峰，江南湿润秀丽、水气氤氲的风景带给吳冠中全新的

美感体验，1981年，创作了著作〈双燕〉；以及后来的〈狮子

林〉，都以江南为灵感来源。

    〈燕语乡音〉画面明快灵动，吳冠中从风景中提炼表现形式

美感的元素，即线条、色块及色彩，在折解又重组的过程中，表

现抽象美感及主观观感，展现成一幅生趣盎然、朝气勃勃的生活

情境。画面中，水墨色块围绕而呈现的留白空间，形成了白墙，

表现了“白”色的空灵和纯净美感。〈燕语乡音〉也透过留白的

美感，表现一种澄明无我、圆融和谐、永恒宁谧的境界。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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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ENGMIAN (1900-1991)
AUTUMN VIEW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5×68cm. (27 3/8×26 3/4 in.)

HK$ 1,000,000 - 2,000,000
US$ 127,400 - 254,800

林风眠  秋景
镜心 设色纸本   
约4.3平尺

题识：
林风眠。

钤印：「林风暝印」

说明：王良福先生珍藏。

    此幅创作时林风眠已晋八秩之龄，创作激情丝毫未减，

几乎要将生命揉入每一笔中。画面所绘景色正值仲秋时节，

近景由两颗色彩鲜艳、高大挺拔的树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二，

形象顶天立地。湍急的河流穿过村庄蜿蜒而来。正中为黑瓦

白墙的屋舍坐落在高大茂密的树林之中，预示着秋天的金

色、红色树木透过层层堆叠，使用焦点透视的同时营造山水

的深远意境，高大苍莽的松林与秋色，平远壮阔的山峦在烟

云迷蒙中若隐若现，增添了一分静谧淡泊的气韵。

    在此空间各种意象中，林氏自己创造的自然生命充满了

色彩、热情与力量，一如其在艺术创作中孜孜不倦、生生不

息地追求尽善尽美、天人合一的境界。

502



    作为一幅艺术巨擎吳冠中先生转折时期的作品，这幅绘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交错的枝杆，自然、充满活力，点线面的布局，疏密有致，

总体上既承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文雅，又充满了现代艺术的张力，这一点难能可贵！表现在舒展的枝条中，每一笔都带着生长的气息，前景中一

棵较粗的树杆，给整幅作品定以苍劲的底色，墨色浓淡不一，使它灵动而强劲。緾绕的藤蔓，划分着空间，营造一种寂静、深邃的氛围，仿佛初

春的某个早晨，晨光给树林带来了氤氲的气氛，树木发芽，藤蔓生长，画家感到了这里有花在绽放，也许是水汽折射的阳光的光斑，总之，这是

一个令人振奋的初春。春之曙光以一种抽象艺术的形式之美的迹象，隐匿于笔端，悄悄漫延到纸上，成为吳冠中先生转折时期的一个代表风格。

    1936年，吳冠中考取杭州国立艺专，仅仅两年，校园的宁静被抗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于是随母校开始了八年的漂流生涯。至1946年，考取

了留法公费，远渡重洋，赴法留学。毕业之际，新中国成立，他毅然回国，任教于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早在杭州学习的日子里，林风眠、

潘天寿成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导师，林风眠提倡中西结合，而潘天寿主张立足于民族本位艺术；林风眠带领吳冠中进入一个现代派的瑰丽世界，

而潘天寿则引领这位青年学子在石涛、八大等先辈的笔墨世界中悠游。“无论如何，传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林风眠的中西结合和潘天寿主

张两者拉开距离似乎是站在了相反的两极，但他们却都推进了传统的创新”，吳冠中在回忆录中写到。

    据当年的一些书信往来，这幅作品大约创作于1985-1987年间。吳冠中1980年赴贵州写生，得速写〈贵州原始林〉，1987年，吳冠中又赴

贵州，在侗家村寨等地写生，原始森林的繁密、百年老树的遒劲、各种藤蔓的交织，开始激发他对中国画线条的深度理解。此后，以丛林为主题

的创作，〈小鸟天堂〉、〈紫藤〉等著名作品于1989、1990年相继完成。据原藏家回忆，此作品亦是得之于那段时期，当年展开这件作品时，

怦然心动，仿佛东西之美，在这件作品上照耀出了某种曙光。吳冠中在〈贵州山丛寻画〉中写道：“我的目的是作画，千里迢迢而来，为的想捕

捉粗犷原始之美……”在经历各种惊心动魄的危险之后，他又写道：“我真感到胆怯了，心想，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冒险了！”

    70年代吳冠中的代表作品〈太湖鹅群〉，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已具有明显的东西艺术交融之美。鹅以轻松的笔触点之，水光与鹅影交融，淡

泊的云卷去舒与湖光相连，其恬淡的气息，仿若晕染的色调，使这幅作品中国画的意境十分浓烈。于1983年创作的〈春雪〉，现藏于中国美术

馆，吳冠中将春雪覆盖山川的自然实象，用大块面的墨块、富有韵律感的墨线和跳跃的墨点串联成半抽象的视觉意象，可谓是一个初次的成功试

验：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主义的绘画语言与中国写意水墨画的笔墨体系“融合贯通”的可能性，这幅作品中点线面的观念彰然其中，这幅作品在当

时的艺术界已引起了重要的影响，然而，显然，吳冠中並不满足于此。

    他一再再地写生，背着一隻画箱，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半河山。写生对于吳冠中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真实的大自然中思考，被笔下的风

光所感动，他坚信自然会给他真正的灵感，自然的多姿多态、无数的有形无形之象，超越了所有的艺术观念。1983年的〈狮子林〉，现藏于上海

博物馆，作品有意无意地呈现出了抽象艺术形式美的图景，它既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其线条的勾勒，完全遵从了自然的面貌，然而却呈现出

浓烈的抽象的特征。可谓一个巧合，或说是一个独特的发现。自此之后，吳冠中这个方向上的尝试，包括90年代的〈紫藤〉与〈汉柏〉系列，都

在一遍遍的发现自然中本身就具有形式美的事物，仿佛艺术家在用真实的自然向艺术史告示：中国水墨艺术，本身就具有更多的开拓性，只是需

要艺术家去发现和实践！他这样宣告並且做到了，身负这样的使命，一次次地去尝试这样的开拓，並且一次次有新的发现。

    〈春之曙光〉这件作品，创作时间位于〈紫藤〉之前，从笔触中透露的状态来看，吳冠中仍处在小心翼翼地探索阶段。他不愿意抛却传统，

不仅不抛却，还要满满地承载着传统；同时他不原意与西方合流，赵无极、朱德群，都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他完全可以从传统中解放出

来，另僻蹊径，在传统的枝干中伸出一个别样的旁枝，开出灿然的花朵，然而吳冠中却不选择这样，他宁愿负重而行，踏踏实实地就从传统的主

杆中极力得到成长，为它延续出更辽阔的生命力。

    可以看到这幅作品中的线条，有些有着艰涩的痕迹，小心翼翼地延伸和生长，这恰恰是这幅作品最动人之处，因为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

必然要经历最深的考验。这种志向，与必然的痛，时刻都左右着他的笔触，每一笔都不敢不真实，每一笔都不敢不诚实，对自然的真实，对自己

的诚实，这里有坚定，也有仿徨，更重要的是，有内心的准则，对艺术的毫无保留的真诚。所以，我们有幸看到了这幅令人动容的作品，它对于

吳冠中先生而言，是最黑暗之时的摸索前行，喻示着一道天际划来的曙光：不用再顾及这是东方的，那是西方的，中国艺术，下笔的线条韵律，

携带着无可磨灭的文雅的气质，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形式……

   

    这幅作品之后，吳冠中的作品开始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不为健在画家办展的惯例，为他

举办了个人画展；1999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成为200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此时画的主角依然是繁密的树，纠缠的

藤，但树的形态、色彩全部退居次席，让位于纵横的线条。传统绘画中含蓄、隐忍的线条在吳冠中这里变得富有坚强的生命，有情感，它纵横，

冲突，流淌，构成人生交响乐的乐谱，而点缀其间的墨点，像乐谱上的音符，摇曳出宇宙深邃的空间。

吳冠中 〈獅子林〉
2019春北京嘉德拍出成交价人民币14,750,000

吳冠中 〈紫藤〉
2022春香港蘇富比拍出成交价港幣14,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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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GUANZHONG (1919-2010)
DAWN OF THE SPRI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5×137cm. (27 3/8×53 7/8 in.)

HK$ 4,000,000 - 8,000,000
US$ 509,600 - 1,019,100

吳冠中  春之曙光
镜心 设色纸本   
约8.6平尺

钤印：「吳冠中印」、「八十年代」

    “我爱老树，不是为了珍视它的年

轮，是爱其形象苍劲之美……可以让写实

的画家无穷无尽地探索，可以予抽象绘画

以不尽的启发” 

——吳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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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ENGMIAN (1900-1991)
SUNFLOWER
painted in 1975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53cm. (27 1/8×20 7/8 in.)

HK$ 400,000 - 600,000
US$ 51,000 - 76,400

林风眠  向日葵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七五年作  
约3.3平尺

题识：
瑞庭同志留存，林风眠，一九七五年。

钤印：「林风暝印」

说明：上款人邢瑞庭，弹词演员，江苏苏州人。15岁拜徐云志为师习〈三笑〉。翌年
即在上海的电台播唱开篇，不久放单档登台演出。50年代初起，曾先后参与编演（梁
祝〉。贩马记〉、〈何文秀〉、〈十三妹〉等书目。1959年加入浙江曲艺团，又增
补传统书目〈杨乃武与小白菜〉。书艺素以唱功出色著称，模仿力强，演唱各种流派
唱腔均见功力。擅唱“集锦开篇”，以各派各调之典型唱句集于一曲，或根据唱段内
容，选用不同流派唱腔唱出，颇受欢迎。

來源：2016年佳士得香港春拍，Lot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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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ENGMIAN (1900-1991)
LOTUS POND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3×74cm. (24 3/4×29 1/8 in.)

HK$ 1,000,000 - 2,000,000
US$ 127,400 - 254,800

林风眠  荷塘
镜心 设色纸本   
约4.2平尺

题识：
林风眠。

钤印：「林风眠印」

505



〈祁连睛岚〉赏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革烈焰，烧毁了张仃心中灿烂的色彩，促使他走上焦墨山水艺术之路。

然而，画家与生具来的色彩感，却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消灭的。唯其如此，1976年秋“四人帮”一倒台，

整整二十年没碰漫画的张仃重启漫画创作，迷人的色彩再现画面。之后，在彩色动画片〈哪咤闹海〉及大

型重彩壁画〈哪咤闹海〉中，张仃丰沛的色彩感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

    大约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焦墨山水步入佳境的张仃，又开始探索起焦墨设色山水来来，从此一发而

不可收拾。此举应当不难理解：张仃既爱焦墨，又爱色彩；两者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张仃此番用色，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山水画”，那是传统的“随类赋彩”

与近代写实绘画的结合；也不同于上世纪60年代“毕加索加城隍庙”的重彩装饰画，那般生猛强烈。大体

说来，设色变得谨慎、节制、内敛，甚至达到“惜色如金”的程度。

    这一切，与张仃长达二十年对传统中国画的研习不无关系。中国绘画自宋代以后，走上“水墨为

上”、“墨主色辅”的道路，“黑分五色”（实际上就是“墨分百色”）成为中国绘画的色彩基调。张仃

的焦墨山水，将中国画墨法之一的“焦墨”单独提取，单兵作战，形成一套独立自足的绘画语言。由于放

棄了“水”，但凭一管焦墨枯笔勾勒皴擦，“墨分五色”相当不易；同样，由于少了水的调和，设色也受

到限制。正是在这种双重约束中，张仃凭借深厚的笔墨功力与色彩修养，举重若轻，突破局限，达到约中

求丰、以少胜多、墨色圆融的艺术境界。

    〈祁连晴岚〉作于1994年，是张仃焦墨设色实验纯熟期的一幅杰作。一望而知，此画出自画家的意

造，又有深厚的写生基础。题跋“岭上何年雪，炎曦却未消”，印证古诗意境对它的启发。画中有诗，画

中有乐，是此画的基本风格。由上而下的纵向构图，岭上的千年老雪，万古静寂，与岭下的山泉琤琮，驼

队行进，形成鲜明而微妙的反差。调和这种反差、增强画面平衡感的，是盘旋于山腰的云气——晴岚。云

气是此画的主眼，它通过“留白”的魔法而产生，引人入胜，意境因之而更加灵动悠远。同样令人叫绝

的，是云气映衬下的松林，朦胧中闪烁着挺拔的身姿而意趣盎然，与西方的“印象派”手法异曲同工。此

时，浓得化不开的焦墨，经过画家千锤百炼的腕力，变得蓬松透气，直通画家的神经末梢，产生“墨分五

色”的艺术效果，可谓神矣！ 

    近景是一片蜿蜒的峡谷。时值正午，山坡、瀑布、道路，无不反射着夏日强烈的日光，生命力旺盛的

芨芨草随风而舞，护送着行进的驼队。也许是炎曦灼人，骑马开路的西藏汉子身子微曲，显出几分慵懒，

荷重的骆驼、牛，则从容不迫地跟随其后，显出忠厚、坚忍的气度。 

    此画用色极单纯，仅焦墨、赫红，加上留白，便将塞外祁连的风物景色描绘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

是，通过笔墨，画家充分表达了自由飞扬的精神和生命融入自然的喜悦之情，留下一幅令人神往的塞北版

“溪山行旅图”。

李兆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海外留学文化研究学者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著名日本文化研究专家

艺术评论家

张仃美术馆学术主持

出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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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DING (1917-2010)
THE SMOKY LANDSCAPE OF 
QILIAN
painted in 1994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8×68cm. (54 3/8×26 3/4 in.)

HK$ 2,000,000 - 3,000,000
US$ 254,800 - 382,200

张仃  祁连晴岚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九四年作  
约8.4平尺

题识：
祁连晴岚。岭上何年雪，炎曦却未消。九四年
冬它山张仃于京华。

钤印：「张仃」、「它洞」、「神游」、「知
白守黑」

展览：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现代名家真情精品
汇展，东方国际电视有限公司，中国香港，
一九九七年五月

出版：1 .〈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现代名家真情
精品汇展〉，第7页，凯思国际出版公司，
一九九七年。
2.〈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328页，河北
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七月
3.〈张仃画室·焦墨设色山水〉，第92页，河北
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四月
4.〈丘壑独存—张仃画集〉，第164页，紫禁
城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四月
5.〈中国名家画集系列—张仃画集〉，第119
页，中国美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6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张仃〉，第1 4 6
页，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
7.〈张仃全集-第九卷焦墨设色〉，第225页，王
鲁湘主编，广西美术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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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JILAN (B.1974)
A VIEW OF HONG KONG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0×88cm. (23 5/8×34 5/8 in.)

HK$ 80,000 - 100,000
US$ 10,200 - 12,700

何纪岚  傲视香江
镜心 设色纸本   
约4.8平尺

钤印：「纪岚」、「思无为轩」

    何纪岚的画作则以中国水墨为媒介，溶合多元文化和艺术元素的个人风格。他常以

简约的色调，画出轮廓性、抽象性的线条与色块，营造出不具象的画面，似有立体派

的意味，但同时亦表现了东方哲理中阴阳相对而相生的关系。此幅〈傲视香江〉简洁俐

落，粗直交错的水墨线条，表现出现代城市的节奏和律动。

507



508

HE BAILI (B.1945)
THE WHISPERING JADE GORGE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4×111cm. (25 1/4×43 3/4 in.)

HK$ 700,000 - 1,000,000
US$ 89,200 - 127,400

何百里  翡峡流翠
镜心 设色纸本   
约6.4平尺

题识：百里。

钤印：「何百里印」、「自在轩」

    何百里精于国画，又博采欧美众家之长，融入印象派与浪漫主义的特性，创立了

“意高于形”的“何家山水”。他擅用色墨泼染描绘山水，以较为抽象化的形式和笔墨

表达画境，将传统山水蜕变成当代语境。细腻表现峰峦河川间的光影变幻，烟云氤氲，

此幅〈翡峡流翠〉即为其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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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YUMING (B.1954)
A PANORAMIC VIEW OF HONG KONG
painted in 1997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83×187cm. (32 5/8×73 5/8 in.)

HK$ 500,000 - 1,000,000
US$ 63,700 - 127,400

宋玉明  香港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七年作  
约14.0平尺

题识：
香港。一九九七年四月作于深圳，玉明。

钤印：「宋玉明」、「九十年代」

出版：
1.〈宋玉明香港深圳写生作品集〉，图版6及一跨页，香港艺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
2.〈宋玉明画集〉，第21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兩本图册记载画作尺寸有误）

    宋氏用中国古典“一江两岸”来的构图方法表现当代的主题——城市。此幅作

品他以站在香港天平山之巅，俯瞰香港与九龙的视角，走笔运墨，兼工带写。近处

以积墨法作出丰富层次之莽莽丛山，画家落笔迅疾、反复点染让彩与墨交融，笔墨

纯熟且酣畅淋漓。占据画面二分之一的城市建筑与景致则是通过细笔工整地描绘，

道路上的车水马龙、水面的船隻往来川流不息；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银大厦尤为醒

目；晨曦中的香港或许还有些雾气迷蒙，隐约可见对岸尖沙咀的香港艺术馆等建筑

群与码头，与画面近处的留白相互呼应。画家通过细致地观察与娴熟深厚的绘画技

巧，使现代化的城市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森林。香港这颗冉冉升起的东方明

珠，在他的笔下中有了崭新的面貌和韵致。

出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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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DAZHONG (B.1949)
TIGER
painted in 1995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78.5×123cm. (30 7/8×48 3/8 in.)

HK$ 500,000 - 1,000,000
US$ 63,700 - 127,400

冯大中  恋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五年作  
约8.7平尺

题识：
恋。夫人戏言：当今世道男人皆好色之徒。余闻之大笑，与其说男人好
色，不如说画家更是好色之徒耳。天下佳人若如东家之女，体貌嫺丽，冰
肌玉肤，嫣然一笑即可惑迷阳城下蔡，况我等研究艺术之男儿又将如何？
爱美好色为人之本性，而修炼成目欲其颜，心顾其义则反之良愿也。时值
初夏，熏风拂爽心旷而魂怡，展纸研墨写山君。大王之风骚可叱咤风云，
能威慑山野不知也学好色否？余写其秋波脉脉、凝视流眄，也许为情缘得
失。而华色含光，抑或为失恋之清寂孤独而骋怀啸月。虎乃天地造化之灵
气，得日月之精华，岂能无赋。芍药之诗不唱佳人之歌，焉将不动别愁离
恨之柔肠。虎之恋，恋母恋子恋情之情君知否？今岁阳春三月与范曾、存
葆二位仁兄于津门抱冲斋，浮白品茗、赏画吟诗、谈虎论人；畅叙命途荣
辱之沧桑，神侃牝壮之悲欢之雅典。好友相聚，人生此乐何其快哉耶，遣
闲情抒逸致，作斯图与君共清赏。岁在乙亥之夏，伏虎草堂主人大中拂汗
题记。

钤印：「布衣冯氏」、「大中之印」、「伏虎草堂」、「天澹云闲」、
「心学范蠡五湖煙水」

出版：〈集雅留真-集雅斋开业纪念书画集〉，图版57，集雅斋有限公司，
一九九九年四月。 （图册记载画作尺寸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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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CHUXIONG (B.1950)
PUPPIES
painted in 1997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136.5cm. (27 1/8×53 3/4 in.)

HK$ 150,000 - 300,000
US$ 19,100 - 38,200

方楚雄  葫蘆藤底一家親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七年作  
约8.5平尺

题识：
一九九七年七月，楚雄于广州。

钤印：「方楚雄印」、「岭东人在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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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FANG CHUXIONG (B.1950)
CHERISING EACH OTHER
painted in 1997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9×136cm. (27 1/8×53 1/2 in.)

HK$ 180,000 - 350,000
US$ 22,900 - 44,600

方楚雄  情意绵绵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七年作  
约8.4平尺

题识：
峥嵘百兽中，喃喃情意绵。一九九七年九月，楚雄画虎时
客广州。

钤印：「岭东方氏」、「楚雄印记」、「岭东人在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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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G YUN (B.1927)
CALLIGRAPHY
painted in 2012
mounted; ink on paper
47×107cm. (18 1/2×42 1/8 in.)

HK$ 12,000 - 22,000
US$ 1,500 - 2,800

星云  禅心佛道
镜心 水墨纸本 二〇一二年作  
约4.5平尺

题识：
禅心佛道。二〇一二年，星云。

钤印：「星云」、「佛肖形」

说明：附佛光缘美术馆典藏证书，典藏编号09106

514

HSING YUN (B.1927)
CALLIGRAPHIC COUPLETS
mounted;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137×34cm.×2 (53 7/8×13 3/8 in.×2)

HK$ 15,000 - 30,000
US$ 1,900 - 3,800

星云  行书七言联
镜心 水墨洒金纸本   
约4.2平尺（每幅）

题识：
世间风光无限好，家庭幸福日月长。星云。

钤印：「星云」、「佛肖形」

说明：附佛光缘美术馆典藏证书，典藏编号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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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JIAYING , BAI GENGYAN
LADY
painted in 1994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14×51.5cm. (44 7/8×20 1/4 in.)

HK$ 400,000 - 600,000
US$ 51,000 - 76,400

何家英，白庚延  落花人独立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四年作  
约5.3平尺

题识：
落花人独立。家英为傅杰画少女，庚延补景。岁在甲
戌盛夏，于深圳客次。

钤印：「何」、「家英」、「庚延」

515



516

FAN ZENG (B.1938)
THE FINISHING TOUCH
painted in 1994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8×135.5cm. (26 3/4×53 3/8 in.)

HK$ 600,000 - 1,000,000
US$ 76,400 - 127,400

范曾  画龙点睛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四年作  
约8.3平尺

题识：
青龙于云水间。余作野鹤林猿，写张僧繇点睛。正意
神驰焉。甲戌年，十翼范曾。

钤印：「无错」、「范曾」、「范曾」、「我见青山
多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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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ANYONG (1902-1978)
ZHONG KUI MARRYING OFF HIS SISTER
painted in 1973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48.5×139cm. (19 1/8×54 3/4 in.)

HK$ 250,000 - 500,000
US$ 31,800 - 63,700

丁衍庸  锺馗嫁妹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七三年作  
约6.1平尺

题识：
此行远嫁去，道路近八千；行行复行行，江海浪滔
天。玉珠女弟清玩，癸丑十月八日，丁衍庸写于思
文堂。

钤印：「丁印」、「鸿鈢」、「苏轩」、「牛鈢」

說明：“玉珠女弟”即蔡玉珠，随丁衍庸习画始于
七十年代。收藏丁氏作品既多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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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ANYONG (1902-1978)
ILLUSTRATIONS
album; ink on paper
尺寸不一

HK$ 5,000 - 8,000 
US$ 600 - 1,000

丁衍庸  印谱两本、画册三本、海報一張
书册 水墨纸本

说明：丁公自制印谱两本，以及亲笔签名赠本乙本。   

    羅秋雲女士為丁公學生，習藝刻苦鑽研，每有所得，丁公必贈畫勉勵後進。丁公晚年書畫創作自由灑脫、水墨肆意縱橫。此輯擷取幾幀以示，

人物翎毛、飛禽水族、花卉草蟲無一不精，天然真趣，望識者珍之。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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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ANYONG (1902-1978)
CHRYSANTHEMUM, ORCHID 
AND FROGS
mounted; ink on paper
39.5×70.5cm. (15 1/2×27 3/4 in.)

HK$ 15,000 - 30,000
US$ 1,900 - 3,800

丁衍庸  菊兰青蛙
镜心 水墨纸本   
约2.5平尺

题识：
秋云女弟清玩，丁衍庸。

钤印：「马肖形」



520

DING YANYONG (1902-1978)
VARIOUS OBJECTS
painted in 1978
mounted; ink on paper
137×35cm.×4 (53 7/8×13 3/4 in.×4)

HK$ 100,000 - 200,000
US$ 12,700 - 25,500

丁衍庸  松鹤，牡丹，蜀葵，竹蝉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七八年作  
约4.3平尺（每幅）

题识：
<一> 有人来书问梅花，老鹤伤心无人问。古松怜佢太孤单，故意生来近鹤处。秋云女弟，丁衍庸。
<二> 凭将井底胭脂水，学画人间富贵花。秋云女弟清玩，戊午丁衍庸。
<三> 蜀葵。秋云女弟清玩，戊午秋日，丁衍庸。
<四> 秋风吹劲中，为云凤笙音。蝉声寂不云，唯有贤圣心。秋云女弟清玩，丁衍庸写。

钤印：「丁虎」、「丁虎肖形、人俑肖形」、「马肖形」、「丁虎」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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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ANYONG (1902-1978)
FROGS IN THE LOTUS POND
painted in 1978
mounted; ink on paper
140.5×70.5cm. (55 3/8×27 3/4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丁衍庸  荷花池里春蛙鸣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七八年作  
约8.9平尺

题识：
荷花池里春蛙鸣。秋云女弟清玩，戊午丁衍庸。

钤印：「丁虎」

522

DING YANYONG (1902-1978)
DRAMA FIGURES
painted in 1978
mounted; ink on paper
140.5×70cm. (55 3/8×27 1/2 in.)

HK$ 50,000 - 80,000
US$ 6,400 - 10,200

丁衍庸  霸王别姬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七八年作  
约8.9平尺

题识：
项王何必为天子，钜鹿一战古今无。秋云女弟清玩，
戊午丁衍庸。

钤印：「牛鈢」

52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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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YANYONG (1902-1978)
FROGS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61.5×33cm. (24 1/4×13 in.)

HK$ 20,000 - 40,000
US$ 2,500 - 5,100

丁衍庸  芭蕉與蛙
立轴 水墨纸本   
约1.8平尺

题识：
丁衍庸写。

钤印：「丁贞」

524

CHEN WEN-HSI (1906-1992)
RESTING ON THE BRANCH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55×55cm. (21 5/8×21 5/8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陈文希  栖乌
镜心 设色纸本   
约2.7平尺

题识：
文希指墨。

钤印：「文希指画」

說明：曹瑞兰女士珍藏作品为上款人家
属友情提供。

525

ZHAO SHAOANG (1905-1998)
GINGERLILY
painted in 198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29.5×37.5cm. (11 5/8×14 3/4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佘玅枝画，赵少昂题  姜花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〇年作  
约1.0平尺

题识：
玅枝谊女乃属画写此。庚申新秋，少昂
题志。

钤印：「玅枝」、「少昂」

說明：曹瑞兰女士珍藏。佘玅枝（1943-
1999），又名玅致，字青玉，浙江宁波
人，生于上海。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
后入岭南艺苑，为赵少昂入室弟子。作
品为上款人家属友情提供。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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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CHENG (B.1941)
SECLUSION LIFE IN LANDSCAPE
painted in 1989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34×137.5cm. (13 3/8×54 1/8 in.)

HK$ 35,000 - 60,000
US$ 4,500 - 7,600

周澄  策杖归隐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九年作  
约4.2平尺

题识：
结屋端直在水涯，隔溪遥对有人家。山林别得行吟乐，策
杖归来日东斜。己巳春写金农诗意于居山堂，蓴波周澄。
钤印：「周澄」、「蓴波」、「居山堂」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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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ZHAOSHEN (1925-1996)
THE PEACEFUL FANGZHOU
painted in 1989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49.5×62cm. (19 1/2×24 3/8 in.)

HK$ 60,000 - 100,000
US$ 7,600 - 12,700

江兆申  芳州清暇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九年作   
约2.8平尺

题识：
扁舟偶趁采樵风，题扇书裙莫恼公。何处人间无六
月，碧澜堂上雨声中。元张伯雨吳兴道中句。己巳初
夏，茮原江兆申。

钤印：「江兆申印」、「双菩提树」、「灵沤馆」

出版：〈江兆申书画集〉，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說明：附敦煌画廊签，附国民历史博物馆展览展签

展览：历史博物馆，中国台湾，一九九〇年

528

JIANG ZHAOSHEN (1925-1996)
THE SPECTACULAR LANDSCAPE
painted in 1984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60×98cm. (23 5/8×38 5/8 in.)

HK$ 120,000 - 160,000
US$ 15,300 - 20,400

江兆申  山水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八四年作   
约5.3平尺

题识：
炉烔不到萦江树，梵转无声降毒龙。甲子
秋日茮原江兆申画。
钤印：「江兆申印」、「物外真游」

說明：附敦煌画廊签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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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VARIOUS SUBJECT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8.5×51.5cm.×4 (7 1/4×20 1/4 in.×4)

HK$ 10,000 - 20,000
US$ 1,300 - 2,500

罗艮斋、赵浩公、邓芬、李凤公、
郑伯都 
嘉禾、莲花，马蹄，菱角、 
凤仙花、 小蟹
镜心 设色纸本   
约0.9平尺(每幅)

题识：
<一>嘉禾。正翁雅鉴，凤公画浩公署。嘉禾
异卉瑞重重，狼走蝗飞出境中。可是升平多美
政，民和潜与地天通。元人咏嘉禾图。丙子朔
腊，石佛。
<二>正轩先生法教，戊辰九秋，昙殊芬。
<三>正轩先生雅教，乙亥花朝节，艮斋石佛
合作。
<四>泮塘农物。画似正轩道兄清赏，甲戌仲
春，伯都写蕅花莲房，予为补芰实荸荠成之。
石佛。

钤印：「赵」、「赵浩」（三次）、「石佛」
（二次）、「诵先」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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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S 
LANDSCAPES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8.5×51.5cm.×4 (7 1/4×20 1/4 in.×4)

HK$ 10,000 - 20,000
US$ 1,300 - 2,500

李研山、顾士谋、赵浩公，卢振寰  
仿燕文貴山水、翠岩流壑、归去来兮
图、泛舟圖
镜心 设色纸本   
约0.9平尺(每幅)

题识：
<一>正轩先生博教，乙亥十月仿燕文贵，振寰
石佛合作。
<二>石磴连云暮霭霏，翠微深杳玉泉飞。溪回
寂静尘踪少，惟许山人共采薇。此黄大痴题李咸
熙翠岩流壑图诗，丁丑乞巧日振寰合作同仿其意
似正轩萧老词盟正，台山赵浩並识于静慧僧舍之
虚我心室。
<三>拟陈章侯归去图大意，似正轩先生教之，
癸亥仲夏，弟顾士谋。归去来兮辞（诗文不
錄），澹明錄归去来兮辞。
<四>正轩先生正，壬申李研山。

钤印：「浩」、「公」、「赵浩」、「顾士
谋」、「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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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ARTIST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郑: 19×53.5cm. (7 1/2×21 1/8in.)
潘: 18×49cm .(7 1/8×19 1/4in.)
潘: 20×52.5cm. (7 7/8×20 5/8in.)
温: 19×51cm. (7 1/2×20 1/8in.)
赵: 18×51cm. (7 1/8×20 1/8in.)
卢: 18×51cm. (7 1/8×20 1/8in.)

HK$ 15,000 - 30,000
US$ 1,900 - 3,800

赵浩公，郑倬云，潘和，
温其求，卢子枢 
赤鸟，花卉，山水四帧
镜心 设色纸本   
郑: 约0.9平尺 潘: 约0.8平尺 潘: 约0.9平尺 

532

DENG FEN (1894-1964)
THE BUDDHA
painted in 1942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8.5×51.5cm. (7 1/4×20 1/4 in.)

HK$ 30,000 - 60,000
US$ 3,800 - 7,600

邓芬  壁观圖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四二年作  
约0.9平尺

题识：
<一>壁观。昙殊识在香港无可无不可居。
<二>壬午中元月夜，画此为孔瑞欧阳兄雅正，从心
芬。

钤印：「邓芬」、「从心之作」

温: 约0.9平尺 赵: 约0.8平尺卢: 约0.8平尺
 

题识：
<一>倬云先生属画松枝寿鸟，用华秋岳法应之，请教请教。戊辰初冬，浩。
<二>梦痕依约竹间楼。此余题画旧句也。丙寅大暑再为写此似倬云先生。潘龢。
<三>丁卯夏五避暑人，月堂与镇寰、浩公、耀屏写此同似卓云先生，潘龢並题。
<四>画家作山水初无设色水墨之见，存宜色宜墨均以画成后之神意为何耳。此体
余欲再加浅赭，若合眼界然墨色已足，不能作画蛇添足之诮。癸亥秋月为倬云先生
正，温其球。
<五>壬申元月为倬云先生作，子枢。
<六>陛钦仁兄大人赏家正之。壬寅天节师北宋徐崇嗣笔法于西堂，倬云郑为章。

钤印：「浩」、「至公」、「抱残室」、「琮」、「抱残」、「风中书」、「幼
菊」、「子枢」、「倬云」

說明：上款“倬云先生”为郑为章，字倬云，浙江嘉兴人。喜绘事，自以其意写动
植诸小品，亦点缀有生趣；诗笔亦韵秀可爱。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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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SHUREN (1884-1948)
A HIDDEN COTTAGE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79.5×34.5cm. (31 1/4×13 5/8 in.)

HK$ 40,000 - 60,000
US$ 5,100 - 7,600

陈树人  梅花书屋图
立轴 设色纸本   
约2.5平尺

题识：
梅花书屋图。中山陈树人画于首都。

钤印：「树人」、「陈树人印」、「臣本布衣」、
「聊凭尺素慰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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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SHANSHEN (1913-2004)
FAREWELL
painted in 1991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95.5×44cm. (37 5/8×17 3/8 in.)

HK$ 150,000 - 300,000
US$ 19,100 - 38,200

杨善深  惜别故友图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一年作  
约3.8平尺

题识：
辛未善深。

钤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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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SHANSHEN (1913-2004)
LI HE RIDING THE DONKEY
painted in 199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6×34.5cm. (41 3/4×13 5/8 in.)

HK$ 120,000 - 200,000
US$ 15,300 - 25,500

杨善深  李贺覓句圖
镜心 设色纸本 一九九〇年作  
约3.3平尺

题识：
庚午善深。

钤印：「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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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SHANYUE (1912-2000)
RED PLUM BLOSSOM
painted in 1981
hand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76×40cm. (29 7/8×15 3/4 in.)

HK$ 80,000 - 150,000
US$ 10,200 - 19,100

关山月  红梅
手卷 设色纸本 一九八一年作  
约2.7平尺

题识：
一九八一年盛暑画红梅一枝，漠阳关山月。

钤印：「关山月印」

题签：关山月朱砂红梅图，风上题。钤印：「文有」

536



537

LIN YONG (B.1942)
FLOWERS
painted in 2000
mounted;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5×68.5cm. (53 1/8×27 in.)

HK$ 60,000 - 100,000
US$ 7,600 - 12,700

林墉  生如夏花
镜心 设色纸本 二〇〇〇年作
约8.3平尺

题识：
庚辰，林墉。

钤印：「林墉」、「东南西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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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ERYA (1883-1954)
CALLIGRAPHIC COUPLETS
hanging scroll; ink on gold-flecked paper
129×20.5cm.×2 (50 3/4×8 1/8 in.×2)

HK$ 20,000 - 50,000
US$ 2,500 - 6,400

邓尔雅  篆书八言联
立轴 水墨洒金纸本   
约2.4平尺（每幅）

题识：
春日载易百喜如意，甘雨嘉万物康荣。邓尔雅。

钤印：「邓」、「尔雅」

539

GAO JIANFU (1879-1951)
OLD BRIDGE IN MAO LIN
painted in 191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31.5×49.5cm. (51 3/4×19 1/2 in.)

HK$ 80,000 - 120,000
US$ 10,200 - 15,300

高剑父  茂林古桥
立轴 设色纸本 一九一五年作  
约5.9平尺

题识：
乙卯秋九，番禺高仑剑父。

钤印：「仑」 

鉴藏印：「綠云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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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KANGHOU 
(1901-1983)
CALLIGRAPHIC COUPLETS
painted in 1970
mounted; ink on paper
127.5×23.5cm.×2 (50 1/4×9 1/4 in.×2)

HK$ 20,000 - 50,000
US$ 2,500 - 6,400

冯康侯  篆书七言联
镜心 水墨纸本 一九七〇年作  
约2.7平尺（每幅）

题识：
意足不求颜色似，诗清只为饮茶
多。炳球仁兄大雅之属，庚戌春三
月冯康侯篆。

钤印：「康候」、「大树将军之
后」、「美意延年」

541

DENG ERYA (1883-1954)
THE HEART SUTRA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127×31cm. (50 ×12 1/4 in.)

HK$ 20,000 - 50,000
US$ 2,500 - 6,400

邓尔雅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立轴 水墨纸本   
约3.5平尺

题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略）。李宁
医师属写心经一分，永充供养。邓
尔雅。

钤印：「尔」、「尔雅」、「尔雅
写经」、「释迦佛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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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 FLOOR, ONE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  香港金鐘金鐘道 88號太古廣場 1期 7樓  •  +852 2303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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