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UHO SPRING AUCTION 2021

拍卖 AUCTION

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
10:00-

聚宝競売 2021年春季拍卖会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会场地址 VENUE

日本横滨国际艺术中心

神奈川県横浜市金沢区幸浦1-15-36

预展 PREVIEW

2021年3月15日-3月20日
9:00-17:00

www.shuho-auctions.com 聚 宝 拍 卖 微 信 公 众 号 聚 宝 競 売 在 线 拍 卖 平 台



公司及拍卖会场地址

聚宝競売株式会社
TEL/FAX：045-752-9309  E-MAIL：info@shuho-auctions.com  WEB：www.shuho-auctions.com

〒 236-0003　神奈川県横浜市金沢区幸浦１丁目 15-2

交通指南

【乘坐电车】
先乘坐根岸线到【新杉田】站，再换乘海岸线到【并木北】站，出 4号口徒步 3分即到。

【乘坐自家车】
取道首都高速湾岸线，在杉田出口下高速，转行东京湾岸道路（八景岛方面行进）， 木材团地入口信号灯
路口左转，随即右转，右侧二层建筑物即是。

日本横浜国际艺术中心　《横滨国际拍卖 本社》
〒 236-0003　神奈川県横浜市金沢区幸浦１丁目 15-36
TEL：045-769-0289

交通指南

【乘坐电车】
先乘坐根岸线到【新杉田】站，再换乘海岸线到【并木北】站，出 4号口即到。

【乘坐自家车】
取道首都高速湾岸线，在杉田出口下高速，转行东京湾岸道路（八景岛方面行进）， 木材团地入口信号灯
路口左转，随即右转直行，ミハマ通商公司旁即是。

拍卖会场



拍卖流程



（例）落槌价100万日元：

落槌价 1,000,000 日元

落槌价格手续费（18％） 180,000 日元

手续费所需的消费税 (10%) 18,000 日元

总支付金额 1,198,000 日元

现金支付 只限日元

银联卡支付

信用卡支付 VISA、MASTERCARD

延期支付
如当日不能支付，可在 10 日内通过银
行汇款方式支付。 所涉及的手续费由

买受人承担。

从日本国内汇款

开户银行 横浜银行　金沢産业センター支店（店番号３４９）
普通预金口座 ６０３６７６７

名义人 聚宝竞売株式会社（シュウホウキョウバイカブシキガイシャ )

从国外汇款

开户银行 THE BANK OF YOKOHAMA,LTD. KANAZAWA SANGYO CENTER BRANCH
 SWIFT CODE HAMAJPJT
银行账户 ３４９−６０３６７６７
开户名称 SHUHO AUCTIONS CO.,LTD
公司地址 1-15-2 SACHIURA KANAZAWA-WARD YOKOHAMA-CITY JAPAN
银行地址 5-2 FUKUURA 1CHO-ME, KANAZAWA-KU YOKOHAMA-SHI KANAZAWA 236-0004 JAPAN

注：海外汇款所涉及的手续费由卖方承担。到账时要与实际金额一致，如有差额发生时，有义务补交差额费用。



オークションの参加について



落札価格（ハンマープライス） 1,000,000 円

落札手数料（18％） 180,000 円

落札手数料に対する消費税（10％） 18,000 円

お支払い金額（購入金額合計 ) 1,198,000 円

振込銀行 横浜銀行　金沢産業センター支店
店番号 349

普通預金口座 6036767
名義人 聚宝競売株式会社（シュウホウキョウバイカブシキガイシャ )







3005
《剑合斋贴》拓片 五册 共七十九开

纸本

27×30.4cm×79  约0.7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05】



3006
《唐僧怀素书千字文》

册页 二十二开

纸本

30.9×31.8cm×22  约0.9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06（部分）】



3007
《米芾三馆贴》册页 十三开

纸本

30.5×50cm×13  约1.4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07（部分）】





【3008】



3009
谢冠生(1897-1971)

书法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谢冠生印（朱文）

题识：国父遗教 廷权先生雅属

说明：带镜框

78×30cm  约2.1平尺

JPY: 50,000

【3009】



3010
张裕钊(1823-1894)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张裕钊印（白文）廉

卿（朱文）

题识：辛卯秋仲 廉卿张裕钊

88×46cm  约3.6平尺

JPY: 100,000

【3010】



3011
汪洵(？-1915)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题识：介臣仁兄大人雅誉

备注：缺下联

144×36.8cm  约4.8平尺

JPY: 50,000

【3011】





3013
吴锡麒(1746—1818)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吴锡麒圣征父（白文）谷人琴言

（朱文）长乐未央（朱文）

题识：苇舟三兄同年清赏 谷人愚弟 吴

锡麒

说明：带双重木盒 带资料

127.5×59cm  约6.8平尺

JPY: 150,000

【3013】



3014
启功(1912—2005)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启功之印（白文）

  元白（朱文）坚净居（白文）

题识：启功书

说明：带木盒

104×34.5cm  约3.2平尺

JPY: 150,000

【3014】



3015
廖承志(1908-1983)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收藏印： 中日文化交流会赠（朱文）

题识：廖承志一九七九年仲夏

135×65cm  约7.9平尺

JPY: 50,000

【3015】



3016
杨守敬(1839-1915)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杨守敬印（白文）时年七十有五（朱文）

  三叶遘武七秩离兵（朱文）

题识：东坡句 邻苏老人

说明：带木盒

135.5×52.5cm  约6.4平尺

JPY: 50,000

【3016】



3017
陈守义(b.1944)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陈守义印（朱文）边桋形（朱文）

题识：辛未秋守义书

说明：带木盒

131.5×58cm  约6.9平尺

JPY: 50,000

【3017】



3018
邹鲁(1885-1954)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邹鲁之印（白文）海滨长寿（朱文）

题识：邹鲁

167×41.8cm  约6.3平尺

JPY: 50,000

【3018】



3019
徐世昌(1855-1939) 陈宝琛(1848-1935)

左孝同(1857-1924) 书法（三幅）一组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太傅之章（白文）弢翁八十后作（朱文）

  徐世昌印（白文）鞠人（朱文）

题识：陈宝琛 水竹邨人

尺寸不一

JPY: 50,000

【3019】



3020
陈继儒(1558—1639)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陈继儒印（白文）

  眉公（朱文）大雅（朱文）

题识：陈继儒

说明：带木盒

126.5×54cm  约6.1平尺

JPY: 150,000

【3020】



3021
犬养毅(1855-1932)

书法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犬养毅印（白文）艺华亭长（朱文）

题识：戌寅正月题

说明：带木框

32.5×27.2cm  约0.8平尺

JPY: 50,000

【3021】



3022
肃亲王(1866-1922)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肃亲王（白文）偶遂亭主（朱文）

望重宗维（白文）

题识：阪田先生雅属 肃亲王

130×58.6cm  约6.9平尺

JPY: 50,000

【3022】



3023
吴昌硕(1844-1927)

祭诗图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吴保初君遂（白文）子远（朱文）昌硕（白文）

题识：祭诗图 辛丑除夕 壬寅正月五日 石友题 石友先生正 弟俊卿

说明：带镜框 带资料

59×48.5cm  约2.6平尺

JPY: 50,000

【3023】





3025
苏葆桢(1916-1990)

葡萄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葆桢（白文）硕果累累（白文）

题识：一九八一年初春葆桢作

47.5×59.5cm  约2.5平尺

JPY: 50,000

【3025】



3026
任金声

山水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任金声（白文）少棠（朱文）

题识：庚辰清和月中浣写于燕京寄庵以

应 伯含先生 大雅之嘱 少棠任金声

140.5×45cm  约5.7平尺

JPY: 50,000

【3026】





3028
吴石仙(1845-1916)

溪山烟雨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石仙（白文）

题识：庚子菊月吴石仙

说明：带镜框

51.5×80.5cm  约3.7平尺

JPY: 50,000

【3028】



3029
李华生(1944-2018)

山水泛舟

设色纸本  镜片

钤印： 李（朱文）华生（白文）

题识：岁在癸亥时立秋后三日 巴人华生写意

说明：带镜框

102×67.5cm  约6.2平尺

JPY: 50,000

【3029】



3030
陆俨少(1909－1993)

梅石图

设色纸本  镜心

钤印： 陆俨少（白文）宛若（朱文）晚晴轩（朱文）

题识：丙寅冬日陆俨少写

69×45.6cm  约2.8平尺

JPY: 100,000

【3030】



3031
天香月色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千里（朱文）臣骥（白文）

  坐花醉月（朱文）

说明：带木盒

92.5×43cm  约3.6平尺

JPY: 50,000

【3031】



3032
王明明(b.1952)

芦汀清夏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王明明印（白文）明明（朱文）古趣（白文）

题识：岁在己巳年 初夏 明明写于京华

说明：带盒

68×67cm  约4.1平尺

JPY: 50,000

【3032】





3034
应野平(1910-1990)

黄山晓雾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野平（白文）愚楼（白文）

题识：己丑冬 应野平

说明：带盒 带镜框

33×44cm  约1.3平尺

JPY: 50,000

【3034】



3035
应野平(1910-1990)

旾山晓霭

水墨纸本  镜片

钤印： 野平（白文）七十岁后作（白文）

题识：己丑秋日 应野平

说明：带盒 带镜框

33×44cm  约1.3平尺

JPY: 50,000

【3035】



3036
犬养毅(1855-1932)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犬养毅印（白文）

题识：木堂老人

123.6×32cm  约3.6平尺

JPY: 50,000

【3036】



3037
邓散木(1898-1963)

书法 对联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邓（朱文）邓散木自刻像（朱文）

  三梦闇（白文）小生姓邓（白文）

143.6×38.7cm×2  约5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37】



3038
李金谷(清) 郭尚先(1786-1832)

山水人物 书法 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寄过庐山（朱文）4次 李金谷印（白文）4次

题识：①兰石、时在癸卯之春 愄石金谷

  ②郭尚先、仿文衡山先生笔意 愄石李金谷
  ③郭尚先、果园李金谷作

  ④兰石郭尚先、癸卯春月写于绿杨精舍 愄石金谷

释文：①插竹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连漪。

  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

  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便见影离离。

  归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

  ②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

【3038】

  胡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催两鬓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风景有谁争。

  ③众芳摇落独鲜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无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④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

  鱼书欲寄无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说明：带木盒

书法：27.5×32.5cm×4  约0.8平尺(每幅)

山水：67.5×32.5cm×4  约1.9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39
赵望云(1906-1977)

人物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赵望云（白文）

题识：民廿一年北平 望云

75×35.7cm  约2.4平尺

JPY: 50,000

【3039】



3040
万上遴(1739-1813)

溪山晓翠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万上遴印（白文） 辋冈（朱文）

收藏印：蕲氏少仲赏鉴书画印（朱文）

题识：己未八月望仿北苑笔意 辋冈上遴

121.5×38cm  约4.2平尺

JPY: 50,000

【3040】



3041
黄宾虹(1865-1955)

山水 二桢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①黄宾虹(朱白文)②黄宾虹(朱文) 

题识：①上升峰山景 宾虹②昌化有九州山 远与茗溪相映带 宾虹

说明：带木盒

20.2×26cm×2  约0.5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41】



3042
吴湖帆(1894—1968)

山水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吴湖帆印（白文）湖山如画（朱文）

题识：乙酉八月十日 倩庵吴湖帆

118×34.8cm  约3.7平尺

JPY: 100,000

【3042】



3043
孔柏基(b.1932)

佛像

设色纸本  镜片

钤印： 孔柏基（白文）

说明：带镜框

39.5×30.2cm  约1.1平尺

JPY: 50,000

【3043】



3044
于右任(1879－1964)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右任（朱文）

题识：于右任

100×34.5cm  约3.1平尺

JPY: 250,000

【3044】

此件立轴为于右任草书《道德经·第四十五章》摘句，释文：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927年前后，于右任开

始热心于草书的研究。在《标准草书》编订后，其草书风格基本成

熟，风格开始确立。他将原本雄浑的魏碑行书功夫，自然的带入了

草书，并且更加恣意追求草书的“简淨”和“险奇”，使自己的草

书充满了力量感与动势美。此件书法作品即为此时期书写。从中可

见其笔下的字，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

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他化碑为草，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

“当代草圣”。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

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

人”。

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

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 ，中国近代书法家，被誉

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



3045
邓小平(1904－1997)

书法

水墨纸本  镜片

题识：邓小平 一九七八年 十月二十三日

说明：带盒 带镜框

116.5×41.5cm  约4.4平尺

JPY: 500,000

【3045】



3046
王成喜(b.1940)

红梅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成喜（朱文）洧川王氏（白

文）雪天分外精神好（白

文）

题识：春 一九八四年成喜作

134×66.2cm  约8平尺

JPY: 100,000

【3046】





3048
黄檗隐元(1592-1673)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隐元（白文）隆琦（朱文）

题识：黄檗隐元

32.5×50.5cm  约1.5平尺

JPY: 50,000

【3048】



3049
郑孝胥(1860—1938)

书法 横幅

水墨纸本  镜心

钤印： 郑孝胥印（白文）太夷（朱文）

题识：户田先生属 孝胥

34×136cm  约4.2平尺

JPY: 250,000

【3049】

此件横幅为郑孝胥受户田先生嘱託行书书写，“欢喜坚固”应该出自佛家用语。郑

孝胥早年应在颜真卿和苏轼中得其法，我们看他的作品磅礴之气似有颜平原的大气概，

而其精緻用笔的体现则来源于他对欧阳询的锤炼，尤其是横折的夸张用笔得欧阳询之风

却也有自我磅礴的体现。然而其张裕钊之法的研习，则变成了他的一种清刚、遒劲、凝

练的风格，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能体会到他很注意笔划之间的轻重对比，尤其是横画

与竖画，一种反差式的对比，既不失灵动，又得凝练的筋骨，这样的字法表现在他的作

品中比比皆是。最为夸张的当属捺画的写法，成一弯曲笔，由轻入重，并凌厉出锋，果

断收笔，酷似象形意味，这种用笔将他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很明显感受到

如他的性格，定是雷厉风行。从他的字体结构来看，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险绝纵

逸，既不出规范，又奇姿流美。

郑孝胥善书，从他流传于世的作品来看，能看到他学书的丰富历程，从柳公权、黄

山穀、欧阳询再到北碑诸刻，很完整地体现了他专门研习书法的路径。辛亥革命后，他

隐居海藏楼，便以卖字为生。据说，当时他的作品每字值白银十两。可想而知，郑孝胥

在当时的书法作品也是属于“奢侈品”的。对于“奢侈品”，历代都不乏追求者，所以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也是奉求郑孝胥题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也出自

郑孝胥之手。

沙孟海曾对郑孝胥的书法有此评价：“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

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象他

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郑孝胥的书法，在彼时就颇享盛誉，但遗憾的是

后来他出任伪满洲的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这也使得其声誉一落千丈。清代以来碑学大

兴，甚至“尊碑抑帖”，而郑孝胥算是“碑帖互补”的代表性书家。其早年受“馆阁

体”影响很深，后来又取法何绍基、翁同龢、钱沣等，进而上追唐宋，取法于颜真卿和

苏东坡，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徵。后来又极力贬斥“馆阁体”，力求楷、隶相

参，学北碑以壮骨气，他在书法艺术的追求上是极具开拓视野的。此件横幅简单的四字

作品，凝重大气、苍劲朴茂、磅礴精神显现，颇具大之气象。



3050
王雪涛(1903—1982)

蓼花双鸭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迟园（朱文）王雪涛（白文）

题识：雪涛写

98×34.5cm  约3平尺

JPY: 800,000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幅画别出心裁描绘秋江景

致，双鸭嬉戏浮于水上，以斜出的红蓼破其平板。

双鸭的色泽与笔调对照鲜明，以晕染表现出羽毛的

茸茸质感。以灵巧多变的笔墨，色墨结合，以色助

墨、以墨显色，在传统固有色中融入西洋画法讲求

的色彩规律，以求整体色彩对比协调，为画面增添

韵律。且准确地把握动态中的花鸟，在情景交融中

体现出转瞬即逝的情趣。刻画细緻入微，鲜活多

姿，生动可爱，情趣盎然，清新灵妙，雅俗共赏。

【3050】



3051
王雪涛(1903—1982)

秋藤八哥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王雪涛（白文）

题识：雪涛写

59×34cm  约1.8平尺

JPY: 800,000

【3051】

一只八哥鸟惊飞而起，仔细端

详才发现，两只马蜂盘旋在硕果累累

的秋藤之上。不知道究竟是谁惊动了

谁。画中的八哥大写意接近小写意，

墨色浓淡相间，红眼睛，黄嘴黄爪，

形体较写实，姿态惊起飞翔，十分的

夸张活泼，王雪涛善于描绘花鸟世界

的丰富多彩和活泼生气，尤善于描绘

大自然中的小生命，如这两只马蜂

等，刻画细緻入微，鲜活多姿，情趣

盎然，栩栩如生，引人喜爱。同时注

重笔墨和色彩的规律，为画面增添韵

律。



3052
吴冠中(1919-2010)

孔林石狮

设色纸本  镜心

钤印： 吴冠中印（白文）冠中写生（朱文）

题识：荼

说明：带资料

70×80.5cm  约5.1平尺

JPY: 1,500,000

【3052】





【3053】



3054
何维朴(1842-1922)

南山朝翠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维朴之印（白文）诗孙（朱文）

题识：辛酉季秋 诗孙何维朴时年八十

105.5×45cm  约4.3平尺

JPY: 50,000

【3054】



3055
金梦石(1869-1952)

消夏清品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梦石长寿（白文）

  彭城金氏（朱文）

  梦石七十后作（朱文）

题识：癸未春三月上浣 七五叟金

梦石写于沪上

105×57.5cm  约5.4平尺

JPY: 50,000

【3055】



3056
彭年

松鹤延年

设色纸本  立轴

收藏印： 惟静故寿（朱文）

题识：春亭十七兄大人鉴正 时壬寅秋

九月子寿弟彭年写

说明：带木盒

120×60cm  约6.5平尺

JPY: 50,000

【3056】



3057
慈禧(1835-1908)

清供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文）御赏（朱文）

  知乐仁寿（朱文）承明受光（白文）

110×39.5cm  约3.9平尺

JPY: 50,000

【3057】



3058
钱谷(1508-1572)

秋林论道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叔宝（白文）悬罄室（朱文）

收藏印：子埙心赏（朱文）涵养轩珍藏印（朱文）

    祁文藻过眼（朱文）

题识：甲子九月既望写于悬罄室 钱谷

94×27.2cm  约2.3平尺

JPY: 50,000

【3058】



3059
李迪(971-1047)

风雨归牧图（二玄社印刷）

绢本  立轴

说明：带原木盒

119×101.5cm  约10.9平尺

JPY: 50,000

【3059】



3060
陈逸舟(清)

浅绛山水

设色纸本  立轴

说明：带木盒

140×45cm  约5.7平尺

JPY: 50,000

【3060】



3061
笪重光(1623—1692)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笪重光印（白文）江上（朱文）

收藏印： 鹅池阁（朱文）南易叶氏珍藏（朱

文）屐研斋（白文）汪季青珍藏书

画之印（朱文）

题识：笪重光

说明：带木盒 带资料

123.5×53.5cm  约5.9平尺

JPY: 150,000

【3061】



3062
高泰

山水

设色绢本  立轴

钤印： 高（白文）泰（朱文）

题识：云滇高泰写并录旧作阗其空

说明：带木盒

92×27.3cm  约2.3平尺

JPY: 50,000

【3062】







3065
边景昭

芦鸭

设色绢本  立轴

钤印： 近居（朱文）

题识：边景昭

说明：带木盒

129×83.2cm  约9.7平尺

JPY: 150,000

【3065】





3067
沈铨(1682-1760)

凤凰双栖图

设色绢本  立轴

钤印： 沈铨（白文）

题识：乾隆丁丑三秋南萍沈铨

117.8×41.3cm  约4.4平尺

JPY: 50,000

【3067】





3069
长谷川等伯(1539-1610) 木庵禅师(1611-1684)

出山释迦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长谷川（朱文）等伯（朱文）

题识：木庵禅师赞

说明：带木盒

75×27.5cm  约1.9平尺

JPY: 50,000

【3069】



3070
阳明山人

松壑飞瀑

设色绫本  立轴

钤印： 阳明山人（朱文）古风楼（朱文）

题识：辛亥春扵台湾旅次阳明山人画

90.5×33.3cm  约2.7平尺

JPY: 50,000

【3070】

3071
王翚(1632-1717)

仿巨然溪山深秀图

设色纸本  立轴

钤印： 王翚（白文）石谷子（朱文）

题识：康熙岁次癸未春仲月 仿巨然溪山深

秀图 耕烟散人王翚

80.5×41.7cm  约3平尺

JPY: 50,000



【3071】





3073
佚名

鸭鸣图

水墨纸本  立轴

说明：带木盒

备注：轴有伤

78×34.1cm  约2.4平尺

JPY: 50,000

【3073】



3074
佚名

状元还乡 长卷

设色绢本

收藏印： 程约园鉴赏图书记（朱文）

    李道侯鉴真印（白文）

32×205cm  约5.9平尺

JPY: 350,000

【3074】



3075
册封使行列图

设色绢本  镜心

82×181cm  约13.4平尺

JPY: 50,000

【3075】



3076
孔广铣

渔樵耕读 长卷

设色纸本

钤印： 孔氏（白文）广铣（朱文）至圣七十世孙（白文）

收藏印：卧龙山人（白文）

题识：道光丙申岁三月上浣 三山孔广铣画

说明：带木盒

35×347cm  约10.9平尺

JPY: 80,000

【3076】



3077
赵子昂(1254-1322)

人物 二幅

设色绢本  立轴

钤印： 赵子昂（朱文）

说明：带木盒 带资料

103×45cm×2  约4.2平尺（每幅）

JPY: 50,000

【3077】



3078
东皋心越禅师(1639-1694)

观音像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景云彩风（白文）越头人印（朱文）

  天放（朱文）

题识：东皋越杜多囗写

说明：带木盒

95×35.7cm  约3.1平尺

JPY: 50,000

【3078】



3079
黄公望(1269-1354) 山水

姜实节(1647-1709) 题跋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实节（白文）

收藏印：三希堂精鉴玺（朱） 

乾隆鉴赏（白）宜子孙（白） 

乾隆御览之宝（朱）石渠宝笈

（朱）项元汴印（朱文）墨林

秘玩（朱文）蕉林秘玩（朱

文）子京所藏（白文）平生真

赏（朱文）

题识：至正丙戌嘉平朔二日寓云间玄真

道院作 大痴道人黄公望 莱阳姜实

节跋

66×30cm  约1.8平尺

JPY: 50,000

【3079】



3080
牧溪(?-1281)

芦花水禽图

水墨绢本  立轴

收藏签：①宾谷书。钤印：曾燠私印（白文）

    ②沈周。钤印：启南（朱文）

题识：牧溪笔

110×45cm  约4.5平尺

JPY: 50,000

【3080】



3081
蔡襄(1012-1067)

书法

水墨纸本  立轴

钤印： 蔡襄之印（白文）

收藏印： 经筵读官（朱文）天籁阁

（朱文）万历御宝（朱文）

内府珍藏（朱文）一片冰心

在玉壶（朱文）明昌御宝

（朱文）项子京家珍藏（朱

文）徐葆光印（白文）亮直

（朱文）游戏翰墨（白文）

郭畀天锡（朱文）宣德之宝

（朱文）江村高士奇囗珍藏

（朱文）天历御宝（朱文）

二贤堂程氏藏（朱文）

题识：蔡襄

211×103.5cm  约19.7平尺

JPY: 350,000

【3081】







3084
八臂观音像

设色绢本  镜片

说明：带镜框

93.6×47cm  约4平尺

JPY: 50,000

【3084】



聚宝競売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公司」）举行的拍卖活动依据本规则进行。凡参加本公

司所组织的拍卖活动的竞买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视为完全接受并同意遵守本规则的各项

规定，但与本公司另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另行达成的协议。

（供竞买人用）

第一条　总则

⑴　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任何人均可提前向本公司提出

申请，并参加竞投。同时，本公司有权依据实际情况拒绝竞投申请，

并依据需要对本规则进行修改。

⑵　本规则适用于日本国的法律，凡参加本公司的委托人，

竞买人，买受人和其他相关各方均应按照本规则执行，并对自己参

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规则而引发的任

何损失或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本规则的解释权属于聚宝競売

株式会社。

⑶　本公司特别声名不能保证拍卖品的真贋及品质，对拍卖

品的瑕疵不承担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品实物，并对自

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⑷　本规则有日文和中文版本，原则上以日文版为准。

第二条　拍卖图录

⑴　本公司为便于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制作了拍卖

图录。此图录只是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素材，保存状态

及估计售价等提供意见性说明的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竞买人参考。

出现的误差及因印刷或摄影导致图录作品的色调，形状等与实物有

差别时，均以实物为准，本公司对此类误差不承担任何责任。

⑵　此图录所刊载的内容，本公司有权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

下，在拍卖会现场进行修正。上述情况下，依据现场张贴或口头宣

佈的修正内容进行拍卖活动。

⑶　此图录上记载的拍品参考价分别以日元和人民币表示，

优先适用日元，人民币按近期汇率折算取整（此价格不含有佣金以

及佣金的消费税）。

第三条　拍卖预展

⑴　本公司在拍卖会前会举办预展，供有意参加拍卖的竞买

人对拍品进行鉴赏。具体时间及地点，本公司将会在官方网站和宣

传资料中予以告知。

⑵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及价值，

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所有拍卖标的均以拍卖时的状态

日本聚宝競売株式会社拍卖规则

出售。

⑶　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

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任何竞买人在本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参加

竞买的行为，应被视为该竞买人对其竞买的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

及价值等情况已经进行全面检验和评估，对拍卖标的的瑕疵（如有）

已充分了解并愿意接受。竞买人参加竞买的行为表明其愿意承担因

此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已放弃对该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或价

值提出异议的权利。

⑷　拍卖预展禁止拍卖，摄影及录音等行为。

第四条　竞买人登记

⑴　竞买人需依照本公司的要求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如护照

等），并在登记申请书上填入必要的资讯，完成注册手续。

⑵　竞买人需要竞拍日之前或当日，提前交纳保证金（现金

50 万日元）。本公司在收取保证金后，向竞买人交付保证金收据

并交付竞买号牌。

⑶　拍卖结束，返还竞投号牌后，如竞买人未能购得竞买品

则全额无息退还竞买人。若竞买人购得拍卖品则可抵作购买价款的

一部分。若有余款，则于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一併返还。

⑷　当拍卖会现场出现异常情况影响拍卖活动正常进行时，

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处理，甚至暂停拍卖活动。本公

司如认为有意参加拍卖的竞买人之行为不利于拍卖会顺利进行时，

有权拒绝任何人参加本公司举行的拍卖活动或进入拍卖会现场。如

已办理登记手续的则有权撤销该登记。

第五条　竞买号牌

⑴　本公司于拍卖当日在拍卖会场前台向按前条规定完成登

记的竞买人收取保证金后，向其交付竞买号牌。

⑵　竞买人不得将号牌借与他人。如因将竞买好评借与他人，

而他人又利用该号牌购得拍卖标的的情况下，竞买人对于该拍卖品

有全额付款的义务。

⑶　对于借用竞买号牌之竞买人，在拍卖标的成交之后需对

该件标的的落槌价承担付款义务。此种情况下，竞买号牌的持有者

与所有者对拍卖标的的价款承担连带付款义务。



⑷　竞买号牌如不慎丢失应尽快通知场内工作人员，并应配

合工作人员进行该号牌的竞拍资格注销的相关手续。

⑸　中途退场或拍卖会结束之后应将竞拍号牌归还本公司。

第六条　委托竞投

书面委托竞投 / 电话委托竞投

⑴　竞买人原则上需亲自出席拍卖会。如不能出席，可採用

书面形式委托本公司代为竞投。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上述委托。

⑵　採取书面委托竞投的竞买人填写书面竞投委托书（本图

录附有此委托书）。委托书必须在规定日之前交付本公司，可通过

邮寄或传真到本公司指定地址。并按本规章交付保证金（50万日元）。

保证金必须在规定日之前交付本公司。可以通过汇款形式交付。如

果在截止日期之内未能确认保证金或委托书，参加申请将视为无效。

⑶　拍卖会当日不能亲自到场的竞买人可以通过电话方式参

加当日的拍卖。但必须在规定日之前交付保证金（50 万日元）并填

写登记表，登记手续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保证金交付确认后，由本

公司告知竞买人竞投号牌和会场的竞投电话号码。

⑷　书面 / 电话委托竞投拍的拍品每人限定十件以内，每件拍

品的起拍价限在 10万日元以上。

第七条　付款

⑴　买受人应支付给本公司相当于落槌价 18% 的佣金以及佣

金的消费税。採取汇款方式付款的情况下，汇款所涉及的手续费由

买受人承担。

⑵　拍卖成交后拍卖当天以现金（只限日元）或信用卡，银

联卡结算为原则。如当天不能结算，可在 10 天内通过银行汇款方

式结算。在指定的期限内如买受人仍未能足额支付购买价款，本公

司有权就落槌价格按其日息 0.1％收取利息直至买受人金额支付为

止。

⑶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无权撤销交易。如出现买受人未能如

期支付相应价款等纠纷时，本公司有权徵收撤销交易手续费，撤销

交易手续费为落槌价格的 30％。如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依据日本

法律进行裁决。买受人应承担诉讼相关的一切费用，并且本公司有

权禁止其参加以后的拍卖活动。

⑷　与出品委托人的结算结束后，本公司不接受任何形式的

索赔。

第八条　拍卖品交付

⑴　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前往本公司所在地或本

公司指定地址领取所购买的拍卖品。若买受人未能在规定时期内领

取拍卖品，逾期后对该拍卖品的相关保管，搬运，保险等费用均由

买受人承担，且买受人应对其所拍得作品承担全部责任。

⑵　本公司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邮送拍卖品时产生的费

用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此外，对于本公司向买受人推荐的包装公

司及搬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错误，遗漏，损失等，本公司亦不承担

责任。

⑶　因本公司原因造成买受人错误领取买卖品的情况，本公

司负责退还。买受人应尽快将误领拍卖品返还给本公司。

⑷　特别提示：根据日本国法律法规及《华盛顿公约》规定，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象牙、犀角、珊瑚等）限制出境。限制出口的

拍卖品请买受人慎重处理，如若产生法律纠纷，买受人将承担一切

责任；允许出口的拍卖品，买受人应根据日本国有关规定自行办理

出境手续。

第九条　拍卖品保管

⑴　支付期限到期后的拍卖品，本公司依据判断，可採取适

当的方式予以保管。如向买受人交付之前拍卖品发生灭失，丢失，

失盗，损毁，汚损等，除本公司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之外，本公

司不负任何责任，同时买受人继续负有支付价款的义务。在此期间，

本公司没有对拍卖品进行投保的义务。

⑵　支付期限内，买受人无须承担拍卖品保管费用。（但，

付款期限到期前交付拍卖品的，以交付拍卖品为止）

⑶　买受人在支付期限内无法领取拍卖品的，领取时需支付

付款期限到期后至领取拍卖品之时为止的保管费用。

第十条

⑴　本规则以日本法为准据法，并根据日本法解释，本规则

没有规定的其他事项根据日本法的规定解决。

⑵　关于本规则没有规定的其他事项或对本规则的解释有分

歧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

⑶　基于本规则发生的本公司与竞买人或其他参加拍卖会的

人员之间的一切纠纷，双方同意均提交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商事仲裁

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且，登记注册拍卖会时的地址

是邮送一切有关仲裁资料的地址。

⑷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于聚宝競売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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