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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淮安·淮报微拍NO:110”名家专场与你有约
特别惊喜：本场个人拍成作品价值超过 5000 元赠送价值 472 元的大瓷坊酒元坊两瓶，
超过 10000 元赠送价值 996 元的大瓷坊酒唐坊两瓶。

lot1
书家姓名：刘洪彪
尺寸：138cm×68cm
作品名称：《仙人有待乘黄鹤 海客无心随白鸥》 宣纸
书家简介：刘洪彪，字后夷，号逆坂斋，1954年生于江西萍
乡。 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
民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书法创作院艺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研究员，首届中国书协“德艺双
馨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7年在北京设立
“刘洪彪书法馆”。
起拍价：8000 元

lot4

画家姓名：徐培晨
尺寸：138cm×68cm
作品名称：《金猴玉桃图》
画家简介：徐培晨，别名沛人，1951年9月生，江苏沛县
人，196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研究员,东方画院
高级画师,中国美术大学特聘书画鉴定师。 国际名人研
究院将其提名为世界书画名人， 授予世界级艺术家称
号。 本件拍品为徐培晨大型画册144页作品，拍得送画册
一本。
起拍价：7000元

书家姓名：曾来德
尺寸：138cm×68cm
作品名称：
《次北固山下》 卷轴精装裱
书家简介： 曾来德，1956年生于
四 川 省 蓬 溪 县 。 1973 年 入 伍 ，
1980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
院，1983年进入兰州军区政治部
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书法创作，
1993年调总后政治部文艺创作
室，2004年转业至文化部中国国
家画院。 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副院
长、院委、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
lot2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教育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专家评审
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起拍价：7000元
贴，国家一级美术师。

书家姓名：谢少承
尺寸：38cm×38cm
作品名称：
《千秋岁》 纸本
书家简介：谢少承，江苏
宝应人。 1990年毕业于
南京艺术学院并获“刘
海粟奖学金”。 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 行书专
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
lot5
书法家协会副 主 席 ， 东
部战区陆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首届全国“三名工程”书法家。 作品获全国第八
届书法篆刻展览“全国奖”（综合素质考试总分第一名），
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三等奖等。 入展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权威展览70余次。
起拍价：2500 元

书家姓名：阎梓昭
尺寸：138cm×38cm×2
作品名称：《云卷千峰集
风驰万壑开》联 卷轴精
装裱
书家简介： 阎梓昭
（1924—2009），安徽省萧
县人。 曾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画收藏家
协会会员，宿州市书协顾
问。 其作品先后在北京、
合肥、泰安、蚌埠等地举
办个展，深得各界好评和
lot7
收藏。 阎梓昭自幼喜好书
法，70余载临池不辍。 曾师从于萧龙士、刘梦笔、徐
菊裳等书画名家学习书画。 其甲骨文、钟鼎文、石鼓
文、楷、隶、行、草、魏碑诸体皆工。 阎梓昭有“
当代郑
板桥”之称。
起拍价：2200元

画家姓名：吴长邺
尺寸：68cm×48cm
作品名称：《老来红映
晚节香》 纸本
画家简介： 吴长邺
（1920~2009） 国画家，
浙江安吉人。 吴昌硕长
孙。 曾任上海文史馆馆
员， 上海美协会员，西
泠印社理事，吴昌硕研
究会副会长。 著有《我
的祖父吴昌硕》 一书，
保存 了吴昌硕生平珍
贵的史料。 有《吴东迈、
lot8
吴 长 邺 父 子 画 集》问
世。
起拍价：2500元

画家姓名：汪秀南
尺寸：70cm×37cm
作品名称：《空谷》 纸本
画家简介：汪秀南，毕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国 画 山
水专业。 现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淮安书画院专
职画家，黄山书画院特聘
画家，扬州国画院特聘画
家。 作品曾被中国美术学
院、中央电视台、叶浅予
艺术馆、张宗祥纪念馆等
单位收藏。
起拍价：2000元

lot11

书家姓名：姜华
尺寸：38cm×38cm
作品名称：《王维诗一首》 纸本
书家简介：姜华，1950年生于江苏涟水。 1972年毕
业于淮阴师范。 为中国书协会员，淮安市文联副主
席，淮安市书协主席。 书法作品曾入选首届国际书
展，第一、二届行草展，第四、五届楹联展等。 出版
有专著 《书法入门与创作》《墨海新探》《书法实用
章法》《中学教师基本技能》及《姜华书法艺术》等。
起拍价：800元

lot12

lot3

书家姓名：袁志山
尺寸：80cm×41cm
作品名称：《山水》 卷轴精
装裱
书家简介： 袁志山,1943年出
生于江苏扬州，1962年毕业
于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博物
院专职画家、研究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 1989年《人民
日报·海外版》以《画坛枭雄》
为题连载五篇系列报道，详
细报道了袁志山其人和艺术
风格。 其作品曾被中南海、第
十一届亚运会、中国美术馆、
江苏省美术馆、南京博物院、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收藏。
起拍价：2800元

画家姓名：洪维勤
尺寸：68cm×48cm
作品名称：
《山高水长》 纸本
画家简介： 洪维勤
（洪 谷 子 ），1949 年
生，河北保定人。 为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南京市美术家
协会理事，南京市山
水画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高级画师，江苏
省美术馆专职画家。
起拍价：1000 元

藏品名称：如意灵芝歙砚（配香樟木整木挖盒）
产地：婺源县溪头乡砚山村
坑口：老坑眉纹水坑宋眉
硬度:3.5℃左右 规格：直径 15cm
藏品简介：歙砚，又名龙尾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 古
人称赞龙尾砚孩儿面、美人肤，玉德金声，是绝佳的
砚品，以下发爽、发墨如油历来为文人骚客所青睐。
砚料绢云母含量高 （绢云母含量的高低决定砚台下
发墨的快慢与粗细）。 砚石表面可观“眉纹”图案，如
群雁翔集，似笑眉绽放。 砚石表面还有着上千年的凿
痕印迹，是中古遗石，现在雕刻，时空穿越，难得。
起拍价：1500 元

竞拍时间
8 月 15 日15:00
每次拍卖前， 拍品
的信息和图片将在淮安
报业艺术馆公众服务号
（微信号：淮安报业艺术
馆）及微拍主持人（微信
号：15851748668） 的朋
友圈里预展。
【郑重承诺】
淮报微拍所有艺术
品均为真品。
【参与方式】
竞拍者需加微拍主
持人为好友， 微拍主持
人将竞拍者拉入“淮报
微拍群”后，即可参与竞
拍。 第一次参与的藏家
需要向微拍主持人微信
私信联系人姓名、电话、
身份证号码， 否则竞拍
无效；预展期间，藏家可
以向主持人微信留言或
打电话咨询。

加主持人微信即可参拍

lot6

书家姓名：邵岩
尺寸：138cm×68cm
作 品 名 称 ：《何 绍 基 句》
纸本
书家简介： 邵岩，1962年
生。 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
员，中国汉字艺术中心主
任，中国陶瓷艺术研究院
副院长，景德镇陶瓷中外
艺术家协会艺术总监，文
化部青年联合会书法篆
刻委员会副秘书长，清华
大学当代艺术专业特聘
专家， 中央美术学院、荣
lot9
宝斋画院外聘教授，中国
现代书法代表， 近30年来历届国展现代书法大奖
获得者，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80余次，出版专著十
几本。 现居北京。
起拍价：1000 元

lot10

书家姓名：王卫军
尺寸：138cm×38cm
作品名称：《花开见佛》 纸本
书家简介：王卫军，江苏泗阳人。 南京大学艺术
学硕士。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
省文联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常委。 首届全国
书法“三名工程”入展书法家，曾被评为首届“江
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 书法作品获第五届中国
书法“兰亭奖”一等奖，全国第七、八届书法篆刻
展“全国奖”，首届“中国书法院奖”等多项全国
性大奖。
起拍价：1000 元

lot14

lot13

画家姓名：陈振华
尺寸：38cm×47cm
作品名称：《秋山鸣泉》 纸本
画家简介：陈振华，字真画，号冰雪画室主人，1963
年生于抚顺，祖籍山东临朐。 为世界华人艺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艺术学会会员，中国华夏书画艺术人
才研究会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抚顺市美术
家协会理事，现任抚顺市望花区文联副主席。
起拍价：500元

书家姓名：徐燕
尺寸：138cm×38cm
作品名称：《高山景行》 纸本
书家简介：徐燕，江苏张家港市人，别署若冰、若
水。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并获硕士
学位。 现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协理事。
2006年获“江苏省首批优秀青年书法家” 荣誉称
号，2013年被选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培养对象。 书法作品获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
“
全国奖”，全国第三届正书展“
最高奖”。
起拍价：800元

lot18

lot16
lot15
书家姓名：叶华洲
尺寸：70cm×34cm
作品名称：《道德经句》 纸本
书家简介：叶华洲，1965年生于江苏金湖。 为国家二
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淮安市文联副主
席（驻会），淮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淮安市政协
委员。 书法获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最高
奖），全国第四届正书展提名奖。 书法先后参加国家
级展览30余次、省级展览40余次。 书法作品被多家
博物馆、美术馆及奥运场馆“
水立方”收藏。
起拍价：500元

竞拍须知

lot17

藏品名称：黄铜造元宝型茶托一套（5个） 带木盒
尺寸：长：11.5cm 宽：8cm 高：2.5cm 重：45g
藏品简介：该茶托为铜制，共五个，元宝型，通体充
满古朴气息和追溯回忆的意境，其托面花纹呈雨点
形，仿佛置身于雨雾之中。
起拍价：700元

藏品名称：原矿清水泥“一粒珠”紫砂壶
容量：250ml 工艺师：鲍美芳（制壶） 李守卫（题
字） 史剑池（刻字）
简介：壶由清江浦创意工坊特聘工艺师鲍美芳采用
宜兴原矿紫泥制作而成，市清江浦区书协副主席李
守卫题字，宜兴工艺师史剑池刻字。 一粒珠壶造型
饱满而剔透，壶身一大珠，壶钮一小珠，如同“母子
珠”般形影不离，庄重又不乏新意，典雅大气又不失
阳刚之气。 紫砂壶有“注茶越宿，暑月不馊”的优点，
使用越久，壶身越加光润，并且只要充分把握茶性
“香不涣散”的好茶，值得收藏。
与水温，即可泡出
起拍价：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