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 拍

A4
2017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电话 /89880035

E-mail/harb@vip.163.com（文字）

HUAIAN

harbsy@163.com（图片）

责任编辑 / 万晶晶

版式设计 / 徐薇

DAILY

大美淮安·淮报微拍NO:128
——
—聂成文、刘子善、毛国典、来楚生、戚庆隆等名家作品专场

竞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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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家姓名：聂成文
尺寸：
138cm×68cm
作 品 名 称 ：《望 天
门山》 托裱
书家简介： 聂成
文，1946年生。 现
lot1
任中国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创作评审
委员会委员，全国中青年书法展评委会副主任，中国书法
培训中心教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辽宁省文联
副主席，辽宁省文联书记处书记。2000年被评为辽宁省优
秀中青年书法家。曾参加第一至八届全国展、一至八届全
国中青年书法展等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 获辽宁省政府
文艺奖、中国书协创作成就奖。 著有《加强基本功训练是
当务之急》等数10篇论文，出版《聂成文书法集》《聂成文
书画集》。
起拍价：0元

lot2

藏品名称：近仿紫铜狻猊香薰炉
规格：口径：9.5cm 高：6.2cm 重：633g
藏品简介：此香炉取优质精铜铸就，器形稳重，颈微收，扁
鼓腹，圈足外撇。 腹部置对称双兽耳，古朴大气，更添稳重
之感。 炉身素面无工，包浆醇厚熟旧，色泽古朴典雅，用手
轻叩有金石之声，足见铸造工艺之精湛。 底部落
“大明宣德
年制”款，颇具观赏把玩之价值，令人爱不释手，为文人雅
士案头不可多得把玩之物。
起拍价：0元

书家姓名：刘子善
尺寸：88cm×46cm
作品名称：《踏月成诗雅 临
风作画狂》 纸本
书家简介： 刘子善，1926年出
生，安徽全椒人。 曾任中国书
协二届理事，安徽省书法金石
协会副会长。现为安徽省书协
名誉主席，安徽省政协五、六、
七届委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刘子善
是当今书坛一位德艺双馨的
老一辈书法家。 其多幅作品被
收入《当代楹联墨迹选》《中国
书法百家墨迹精华》等。
起拍价：0元

书家姓名：钟瑞文
尺寸：68cm×48cm
作品名称：《山水》 纸本
书家简介：钟瑞文，号淮
清道人， 为淮安书法名
家，与于右任、徐伯璞、张
大千、徐悲鸿等艺术名家
交好。
起拍价：0元
lot4

lot5

画家姓名：汪秀南
尺寸：
75cm×48cm
作品名称：《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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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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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

书家姓名：毛国典
尺寸：138cm×68cm
作 品 名 称 ：《题 西 林 壁》
纸本
书家简介：毛国典，1964年
12月生。 为国家一级美术
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 隶书委员
会秘书长， 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
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民
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当
选跨世纪·2011中国书法
十大年度人物， 中国书协
举办的全国性书法篆刻大
lot8
展（简称“国展”）评委，中
国书协2012年
“三名工程”（名家、名篇、名作）江西省
唯一获奖者。
起拍价：0元

书家姓名：徐燕
lot11
尺寸：48cm×27cm
作品名称：《董其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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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省首批优
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006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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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

画家姓名：来楚生
尺寸：90cm×45cm
作品名称：
《福禄喜图》 卷轴精装裱
画 家 简 介 ： 来 楚 生
（1903-1975）， 原 名 稷 ， 号 然
犀，浙江萧山人，生于武昌，是
诗、书、画、印四绝的著名艺术
家。其画清新朴茂、笔墨简练、
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
独树一帜。 1937年移居上海，
组织东南书画社，曾任上海美
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
lot12
学校教师。 1946年在上海“中
国画苑” 举行个展。 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1962年调上海文史馆。 曾任美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
书法篆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起拍价：0元

藏品名称：文革老汽油灯
尺寸：高57.3cm
藏品简介： 汽灯又称煤气
灯、大光灯，是一种将液体
燃料汽化后燃烧照明的
灯。 汽灯， 作为时代的产
物，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在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
着电力事业的发展， 人们
逐步安上了电灯， 汽灯就
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成了
人们的收藏品。 这件颇具
lot15 怀旧感的汽灯老物件，上
部还有一个像草帽檐一样
的全品相搪瓷遮光罩，非常难得。 一盏老汽灯，照
亮了曾经的流金岁月， 能勾起人们对往事的美好
回忆，值得收藏。
起拍价：0元

书家姓名：张建祥
尺寸：380cm×32cm
作品名称：
《菜根谭数则》 纸本
书家简介： 张建祥，1978
年生于江苏淮安。 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民主同盟盟员，河北美院
特聘教授，淮阴区书法家
协会常务副主席，淮阴书
画院副院长。 书法作品入
展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
刻展，全国第三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书法篆刻展，第
九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等
lot16 中书协举办的展览30余
次。
起拍价：0元

竞拍时间
12 月 26 日15:00

书家姓名：倪全全
尺寸：
138cm×38cm×4
作品名称：
《花鸟四条屏》 纸本
书家简介：倪全全，就
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现
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江苏省青年美术
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
社员。 书法作品入展
lot3
江苏省第九届书法篆
刻展（获奖），江苏省第七届青年书法篆刻展，江苏省第
二届篆刻大展。 作品《花间野趣》在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第
五届新人美术展获二等奖。 国画《希望》在江苏省美术作
品展中获一等奖。
起拍价：0 元

藏品名称：桥头石门字
歙砚（配香樟木整木挖
盒） 产地： 婺源县溪
头乡砚山村硬度:
3.5℃左右
尺寸：
23cm×13cm×8cm
藏品简介：歙砚，又名
龙尾砚，中国四大名砚
lot6
之一。 古人称赞龙尾
砚孩儿面、美人肤，是绝佳的砚品，以下发爽历来为文人
骚客所青睐。门字砚是实用砚的代表形制，因为砚堂面积
大，砚池深，方便清洗，所以很多书画爱好者喜欢。这方砚
台选用发墨优良的桥头石为材， 经匠人全手工雕刻打磨
制作，不仅非常实用，而且完整保留了石料的美感。 砚台
配的香樟木盒为老料整挖，经过上漆处理而成。香樟木是
我国稀有的上等木材， 含有丰富的挥发性油脂和浓厚的
特殊香气，不仅可驱虫防霉，而且气味芳香。
起拍价：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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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热线：15851748668

加主持人微信即可参拍

lot10

lot9

书家姓名：姜华
尺寸：38cm×38cm
作品名称：《李白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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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

书家姓名：柳正梅
尺寸：35cm×30cm
作品名称：
《仿古山水》 纸本
书家简介： 柳正 梅 ，
1964 年 2 月 出 生 于 江
苏淮安。 先后就学于
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研
究生班和中国画高研
班。 现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 江苏省书
法家协会理事，
江苏
lot13
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兼秘书长。 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
展，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八届中
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展，全国第
二届行草书大展，首届中国“兰亭奖”书法篆刻展
等。
起拍价：0元
藏品名称：苗绣（背带）
尺寸：75cm×63cm
藏品简介：我们远赴贵
州，深入苗寨，用我 们
三寸不烂之舌，为各位
藏家征集了一批罕见
的六七十年代巧夺天
工的苗族盛妆上的手
工绣片。 每一件绣品，
都蕴含着浓郁的民族
风。 所有绣片和现在机
绣的产品有着天壤之
lot17
别。 换言之，现在的物
欲横流之时代已不可能静下心来创作这样苗绣精
品，它们的收藏价值可想而知，实为家庭装饰和艺术
品收藏的上佳选择。 绣着吉祥寓意的纯手工的民族
苗绣， 现在已经已成为南京博物院等艺术机构的重
要收藏品，望各位藏友勿失良机。
起拍价：0元

藏品名称：
金正堂造黄铜制槌目纹祥云来凤双提梁茶壶
规格： 口径：9.5cm 宽：18.5cm 高 （含提梁）：
22cm 重：407g 容量：800cc
藏品简介： 此壶采用黄铜铸就而成， 乃日本金工世
家——
—金正堂出品，提梁样式，壶肩及胫足处捶打锤
目及荒地纹，壶身捶打祥云来凤纹饰，整壶制作工艺
精湛，纯手工制成，实属精品，值得拥有。
起拍价：0 元

lot14

书家姓名：戚庆隆
尺寸：138cm×38cm
作品名称：《青枫白露》 纸本
书家简介：戚庆隆，字拙石，1937年出生于江苏省淮
安市。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常务理事，淮安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顾问，曾获
全国楷书大赛第一名，国家一级美术师。 其作品先
后入选国际书法展，全国第二、三、四、五、六届书
法展，荣获第四届全国书法展一等奖。 曾赴日本、
新加坡、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展出。 享受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起拍价：0 元

lot18

书家姓名：张树明
尺寸：138cm×68cm
作品名称：《秋思》 纸本
书家简介： 张树明，195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
省书协理事，四川省大邑
青年诗书画院院长。 1990
年获得全国第五界书展
全国奖。 书法作品入选全
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家
作品展，全国第五届书法
家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中
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全国
第八届中青年书法家作
品展，首届国际著名书法
家作品展。
起拍价：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