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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淮报微拍NO.152
—周志高、陆恢、孙君良、李双阳等名家作品专场
——

竞拍须知
竞拍时间
6 月 26 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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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高
尺寸：107cm×23cm×2
作 品 名 称 ：《从 来 后 浪 推 前 浪
岂必今人逊昔人》 水墨纸本 软片
书家简介：周志高，笔名季高、辛默、
诚公等，别署兴墨楼，1945年生，江苏
兴化人。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
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理事，中国
书法家协会资深评委，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 全国展、
全国中青展评审委员，中国书协培训
中心特聘教授，中国书协编辑出版委
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lot1
起拍价：3000元

lot2

画家姓名：孙君良
尺寸：54cm×120cm
作品名称：《江南园林》 水墨纸本 镜片
画家简介：孙君良，1941年生，江苏无锡人。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苏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苏州国画院名誉院
长、1960年入苏州国画院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作品以园林和江南
水乡为主题。 作品入选第五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美展，当代中
国山水画、油画风景比较展，百年中国画展，江苏优秀国画作品展
等国内重要展览。
起拍价：3000元

藏品名称：
桥头石门字罗纹歙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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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cm×9.8cm×
3cm
藏品简介：歙砚，又名
龙尾砚， 中国四大名
lo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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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墨如油为文人骚客所青
睐。 这方桥头石门字歙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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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配的是老料整挖的香樟木盒，经过上漆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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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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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52328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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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2328807

lot4

书家姓名：李双阳
尺寸：38cm×138cm
作品名称：《居高望远》 水墨纸本 软片
书家简介：李双阳，1975年端午出生，江苏淮安人，军旅八载，毕
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后获广州美术学院硕士学位，
2012年被引进至江苏省书法院从事书法创作工作至今。 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 工作室导
师、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江苏省青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获
“兰亭奖”“群星奖”“全
国奖”“中国书法院奖”等奖项十余次。
起拍价：3000 元

lot7

画家姓名：陆恢（清代）
尺寸：98cm×33cm
作品名称：《双兔图》 设色纸本 卷轴
画家简介：陆恢（1851-1920），原名友恢，一名友
奎，字廉夫，号狷盦、破佛盦主，江苏吴江人。 陆恢画
山水、花卉，山水以清六家为基础，泛学诸家。 黄宾
虹评画中九友“以吴江陆廉夫得名最早，山水学四
王，渲染尤能逼真”。 陆恢为近代六十名家之一。
起拍价：4200元

lot10

lot13

书家姓名：戚庆隆
尺寸：68cm×17cm×2
作品名称：《砚以·诗乃》联 水墨纸本 软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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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元

画家姓名：陈士桂
尺寸：100cm×50cm
作品名称：《竹石图》 设色纸本 软片
画家简介：陈士桂，1952年生于江苏沭阳。 原
为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现为淮阴
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江苏省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专家，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评
审专家，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理事，江
苏省文德山水画研究会常务理事，淮安市美
术家协会顾问，淮安书画院顾问。
起拍价：600元

lot5

画家姓名：檀东铿
尺寸：45cm×39cm
作品名称：《紫藤》 水墨
纸本 软片
画家简介： 檀东铿，1943
年生于福州。 1965年毕业
于福建师大中文系。 现为
福建师大 艺 术 学 院 副 院
长兼美术系主任、 教授，
福建省美协副主席、福州
画院画师、福建省第八届
政协委员、福建省美术教
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福州
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
会员。
起拍价：800元

lot6

书家姓名：倪文东
尺寸：38cm×138cm
作品名称：《德贵日新》 水墨纸本 软片
书家简介：倪文东，1957年生，陕西省黄陵县人，1982年1月毕业
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教育工作委员
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主编或出版有
《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中国篆刻大字典》《中国书法
家全集·柳公权》《书法创作导论》《书法概论》等30余部著作、教
材和大型工具书。
起拍价：1000 元

书家姓名：谢少承
尺寸：68cm×68cm
作品名称：《采桑子·画船载酒西
湖好》 水墨纸本 软片 含信
封 / 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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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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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最高奖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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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元

lot11

书家姓名：张挥
尺寸：34cm×138cm
作品名称：《书论句》
水墨纸本 软片
书家简介：张挥，1977年7月生于江苏淮安，斋号风荷堂，师从陈忠康、姜华，
中央美院首届兰亭书法高研班成员、中国书协第四届国学修养班成员。 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淮安市青年书协副主席。 作品入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第二、三、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首届行书大展、
渊源与流变二王及帖系书风研究展、第二届中国书坛兰亭书法双年展、首届
手卷书法展、第三届全国青年书法展、首届王羲之书法展、第三届行草书法
展、第四届扇面书法展、第三届草书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第二届楷
书展、第四届青年书法展等40余次权威专业展览。
起拍价：600 元

藏品名称：全手工秦权壶
容量：200ml
泥料：原矿降坡泥料
工艺师：鲍美芳
藏品简介： 此壶由清江浦
创意工坊特聘工艺师鲍美
芳采用宜兴原矿降坡泥料
全手工制作而成。 此壶为
传统经典器型， 作者将中
国古代的秦权钱与紫砂壶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整体
造型设计为秦代货币秤砣
lot14
的样式，构思精巧，一弯嘴
短而爽利，大耳形壶飞把，拿捏得手。 整款壶以全截面接地，器型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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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性与水温，即可泡出
“
香不涣散”的好茶，值得收藏。
起拍价：600 元

lot9

画家姓名：周卫
尺寸：68cm×48cm
作品名称：《溪山清远》 设色纸本 卡纸
画家简介： 周卫，201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专业， 获硕士学
位。 现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作品入选首届江苏省美术奖、江苏省第五
届新人新作展、浙江省首届陆俨少奖。
起拍价：400元

画家姓名：陈玲
尺寸：68cm×48cm
作品名称：《天娇》 设色纸本 软
片
画家简介：陈玲，号今染，1964年生
于江苏淮安， 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2010年赴英国曼彻
斯特进修，从事美术教育工作30余
年。 其擅长中国山水、花鸟画，作品
多次入选国内外美术作品展。 现为
淮安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学美术
高级教师、淮安中青年骨干教师、高
中美术学科带头人、 淮安市基础教
育专家组成员。曾参与《江苏省美术
统考》及《工艺制作》等省市级教材
lot12 的编写工作。
起拍价：200元

书家姓名：姜华
尺寸：38cm×38cm
作品名称：《终南山》 水墨纸本
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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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15
本技能》及《姜华书法艺术》等。
起拍价：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