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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北京（金箔、银箔扑克对牌2*1）        实价40元 

首都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枢纽中

心，更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西安、洛阳、开

封、南京、杭州并称为中国六大古都。老北京历史悠

久，人文积淀深厚，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京城风格。尽管

现代、气派已给北京城增添了无限的摩登气息，老北京

的道地京味依然风味犹存。金箔、银箔全花式扑克各1

副，非常精美，不可不藏！ 

2. 长城（金箔、银箔扑克对牌2*1）        实价40元 

万里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

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现存的

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西起嘉峪关，

东至辽东虎山。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伟大

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

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金箔、银箔全花式扑克各

1副，非常精美，不可不藏！ 

3. 故宫（金箔、银箔扑克对牌2*1）        实价40元 

故宫意为过去的皇宫。它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

的皇宫，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其中太和殿最为高

大、辉煌，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都在

此举行盛大仪式。内廷中最著名的是养心殿。该扑克不

同于以往故宫扑克的表现形式，四个花色分别介绍故宫

外貌、内景、皇帝的起居生活以及反映昔日故宫辉煌的

宫廷绘画，堪称中国紫禁城小百科全书。另赠故宫博物

院平面图和老北京城门分布图及内外城各城门的知识和

历史。金箔、银箔全花式扑克各1副，非常精美，不可

不藏！ 

4. 颐和园（金箔、银箔扑克对牌2*1）      实价40元 

颐和园，中国清朝时期皇家园林，前身为清漪

园，坐落在北京西郊，距城区15公里，占地约290公

顷，与圆明园毗邻。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

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

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

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金箔、银箔全花式

扑克各1副，非常精美，不可不藏！ 

5. 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珍藏卡（第1套54张全）实价50元 

自2003年5月首届中国报国寺扑克收藏交流大会

起，每逢重大活动，中国扑克馆都要印制一套珍藏卡。

每张珍藏卡都带有不同的扑克角码。到目前为止，中国

扑克收藏活动珍藏卡第1套（全套54张组成一副特别的

珍藏卡式样扑克牌）已经出齐。因为本系列卡发行年度

跨越五年，很多卡又只对参加当次扑克收藏活动代表提

供，因此配齐非常困难。最近经过征集，我们为藏友配

齐第1套若干组，以成本价提供藏友收藏。 

6. 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珍藏卡（补缺）   每张实价1元 

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珍藏卡第1组全套54张，其中部

分卡仍有少量库存，按照每张1元为藏友补缺。请说明

所缺卡的扑克角码和所需张数。有些角码已经发完，请

大家谅解。 

7. 《党旗飘飘》（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4）实价

120元 

为满足各地藏友在社会上举办扑克收藏展览的需

要，同时为藏友提供一种全新理念的珍藏品，中扑委、

中国扑克馆借鉴新华社新闻展览图片的模式，参考目前

专题邮集和专题扑克展集的组集思路，综合各地藏友在

当地举办个人扑克展览的成功经验，考虑各地扑克收藏

组织和扑克藏友的具体情况，推出一种集宣传、展览、

珍藏、学习功能于一体的《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

发行后大受欢迎，订购藏友络绎不绝，并已在多省市扑

克收藏展览和集邮展览上展出，效果很好。 

最近，中国扑克馆特别推出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

卡的第4套——《党旗飘飘》。本图卡以大量珍贵的扑

克牌画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7年辉煌的历史。全套大

16开48张。藏友可以插在普通文件插册内珍藏欣赏，也

可以插到3个16格标准展袋中展览展示。全部48张图卡

均经过塑封，便于收藏、把玩和展览。一律以成本价提

供，支持藏友收藏、参展！ 

mailto:pokerchina@126.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C%9D/1751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AE%B6%E5%9B%AD%E6%9E%97/109026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C%AA%E5%9B%AD/10268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C%AA%E5%9B%AD/10268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86%E6%98%8E%E5%9B%AD/93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6%98%8E%E6%B9%96/16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5%AF%BF%E5%B1%B1/132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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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楼梦》（实物扑克专题展集32片）  实价240元 

扑克展集制作是把同一主题扑克牌拆分，按照重

新设计的文字脚本贴片对相关扑克牌重新布局，然后塑

封，形成一部扑克主题展集。此展集可以插册欣赏、珍

藏，也可以用于展览展示。每部扑克展集都可以说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扑克艺术孤品，因此更具有独特的珍藏

价值和艺术魅力。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

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家荣、

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全面地描写了封建社会末世的

人性世态以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冲突。作品塑造了贾宝

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尤三姐等个性鲜明的人

物。本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流畅，人物生

动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伟

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本扑克展集精选中期扑克和当代扑

克中《红楼梦》经典画面，配上相应的说明文字，编成

32片（2个标准展框或展袋）扑克展集，分别表现贾宝

玉、红楼梦十二金钗等众多红楼人物艺术形象以及贾宝

玉、林黛玉之间纯真的爱情。 

一部展集是贴片、相关扑克牌实物、塑封膜等元

素经过艺术加工形成的新的艺术品和收藏品，加上制作

人的创意和制作劳动，通常一部16片扑克展集制作成本

在300元以上。为鼓励广大藏友制作和收藏扑克展集这

一特殊的扑克艺术形式，中国扑克馆对每组16张展集只

象征性收取12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国扑克馆承

担。选择32片，内容将更加丰富、更加充实且无重复。

支持藏友收藏、参展！ 

9. 狗年生肖年历卡（HK-011-012）  【每人赠送2套】 

10. 历年生肖年历卡（部分号有存）   【补缺赠送】 

【中国记忆系列主题扑克（JY）】 

11. 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JY-012，1*2）      40元 

《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毛泽东地理寻踪》大

型史料扑克图文并茂，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上，从地理

的角度展现了毛泽东同志一生主要的奋斗历程。翻开图

集，读者可以直观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各个历史时期活动

的地理环境和行动路线，看到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的理

论和实践的光辉业绩，看到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的革命

风采。抚今忆昔，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的功勋是

永不磨灭的，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扑克

规格为84*121MM大牌。限印600副。两种外盒各300副。

选择本项发两种不同外盒。 

12. 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JY-012，单副）     20元 

《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毛泽东地理寻踪》大

型史料扑克图文并茂，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上，从地理

的角度展现了毛泽东同志一生主要的奋斗历程。扑克规

格为84*121MM大牌。限印600副。两种外盒各300副。选

择本项随机发一种外盒。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13. 中国摄影六十年（YC-057）           实价20元 

1957年以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

身）每年都要举办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982年以

后，改为两年 举办一届。全国影展至今已经举办了

26届。第一届全国影展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804位作者

报送的3309幅作品；第二十六届全国影展共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18466位作者报送的212065幅作品，数据表明，

我国的摄影事业正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回顾往

事，我国一辈又一辈摄影者与全国影展风雨兼程，并肩

走过了六十年……本扑克收集了第一届全国影展至第二

十六届全国影展的获奖作品，每幅作品都带有时代的印

记，值得珍藏和欣赏。限量100副，逐副印珍藏号。 

14. 令您脑洞大开的54幅漫画（YC-058）   实价20元 

这54幅当代漫画作品都是令您脑洞大开的杰作，

很多漫画都带有扑克牌的元素。把若干张扑克牌组合一

起，再进行绝妙的艺术加工，形成令我们非常喜爱的扑

克牌衍生漫画作品，奇思妙想堪称一绝！限量100套，

逐副印珍藏号。 

15. 中国书法最美的216个字（YC-059-060）实价40元 

本扑克收录了历代中国书法中极具学习价值的216

个字，相当漂亮！全部来自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等名

作，它们或笔法精湛，或结字险绝，或俊逸，或秀美，

非常难得！相当适合读帖或单字选临，也适合于在书法

入门后研习。限量100副，逐副印珍藏号。 

【中国扑克博物馆系列扑克（J）】 

16. 世界坦克（J-160更名首版）              10元 

坦克装甲车集火力、机动和防护性于一身，自

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登场之后，成为当今世界各国

陆军的主要装备，其强大的作战能力还使它获得了“陆

战之王”的称号。本扑克介绍了世界上最先进的54种坦

克和装甲车的外部特征、内部构造及其主要性能。中国

最近研发成功的坦克装甲车也在本扑克中首次亮相。原

《陆战之王》自本版起更名为《世界坦克》，内容也做

了较大修改，仍沿用原《陆战之王》扑克编号。 

17. 老月份牌（J-374）                      10元 

月份牌绘画是20世纪20、30年代产于上海，并逐渐

风行于全国城乡的一种商业绘画，因其画面附有年月历

表而得名。老月份牌绘画是中国画坛艺苑中的一朵奇

葩。为满足中外旅游者、艺术家及收藏爱好者对老月份

牌绘画的喜爱和欣赏的需求，我们选取了著名画家所绘

老月份牌的代表作54幅，设计成这套别具一格的艺术扑

克，供大家欣赏、娱乐、珍藏。 

【朱记中国名画长卷系列主题扑克】 

18. 桃花源图（黄夔绘，编号51）         实价50元 

东晋隐士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描绘了人们

理想中的隐居胜地，成为后世画家热衷描绘的题材，黄

夔的《桃花源图》也是取材于此，描绘文人理想中的隐

居之乐。追求的是文人雅士理想中的世外桃源，表现文

人休闲生活的主题，整个山水都围绕著人物来营造意

境，人物在他的画中是整体画面的中心，充分体现了黄

夔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上精深的艺术力。画面富有浓厚的

装饰性趣味，让人把桃花源的故事，引起仙乡灵境的联

想。黄夔（1682-1756），字悟基，号宽台，江苏宜兴

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工诗文，善行草、山水。与清

初著名诗书画家吕潜并称“天下二半”。84×250MM超

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副。 

19. 百骏图（郎世宁绘，编号52）         实价50元 

《百骏图》是意大利籍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创作的

绘画作品，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图稿本为纸

质，原作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纸质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4%BB%A3/7522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8E%E4%B8%96%E5%AE%81/5905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4%BC%A0%E4%B8%96%E5%90%8D%E7%94%BB/7671736


 

《中国扑克馆馆讯》2018年第10期( 总242期）                                                               第 4 页 

本）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此图共绘有100

匹骏马，姿势各异，或立、或奔、或跪、或卧，可谓曲

尽骏马之态。画面的首尾各有牧者数人，控制着整个马

群，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间的和谐关系。 

84×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副。 

20. 历代帝王图（阎立本绘，编号53）     实价50元 

《历代帝王图》又名《列帝图》、《十三帝图》、

《古列帝图卷》、《古帝王图》，传为唐代阎立本画

作，绢本，设色，现存后人摹本。画面为横卷是一幅历

史人物肖像画。摹本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画面从

右至左画有十三位帝王形象：前汉昭帝、汉光武帝、魏

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宣

帝陈顼、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

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各帝王图

前均楷书榜题文字，且均有随侍，人数不等，形成全画

卷相对独立的十三组人物，共计四十六人。84×250MM

超大型长条形长卷拼图扑克，限印300副。 

21. 搜山图（宋、明两幅，编号54）       实价50元 

《搜山图》扑克包括两幅画作，其中一幅是南宋末

或元初人的手迹，另外一幅是明代画家陆治的画作。人

物用工笔重彩，衣纹用铁线描，刚劲有力，形象刻画生

动传神，非凡手可及。《搜山图》卷表现的是民间传说

二郎神搜山降魔的故事，所以也称为《二郎神搜山

图》。二郎神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许多文艺作品

中也有反映。元代有《二郎神醉射锁魔镜》的杂剧，描

写二郎神与九首牛魔王、哪吒及金睛百眼鬼比试高低，

最后拿住二洞妖魔的故事。据记载，最早有北宋画家高

益画的《鬼神搜山图》，受到皇帝的重视。以后明、清

两代，不断有传本出现。84×250MM超大型长条形长卷

拼图扑克，限印300副。至此，朱记中国名画长卷系列

主题扑克54副全部出齐。 

22. 朱记中国名画长卷扑克（补缺）       实价50元 

到《搜山图》为止，令藏友特别喜爱的朱记中国名

画长卷系列主题扑克54副已全部出齐。数十幅中国历代

经典长卷作品，以超大型长卷拼图扑克表现，给人恢弘

大气的感觉。选图清晰，印制精良，实乃收藏佳作。全

套54副扑克拼在一起，可组成245米长卷，足以组建一

个中国名画长卷扑克博物馆。建议大家把这套扑克配

齐。中国扑克馆有少量库存，可以给大家补缺，需要的

藏友请与本馆联系。 

【蝶马系列主题扑克(DM)】 

23. 福原爱退役了（DM-045）                 20元 

福原爱退役了——那个东北话十级、从三岁开始练

习乒乓球、为无数中国人所喜爱的日本乒乓女孩福原

爱，10月23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结束自己的乒乓球

运动员生涯。福原爱面对镜头，这样表达她对中国的情

感。她说：“非常感谢中国的球迷，从5岁起，我就一

年一次去中国练球。可以说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训练

环境、教练，绝对没有今天的我。谢谢你们！”这份诚

挚的感谢，也是对她无数的中国拥趸最好的致意。不枉

人们对她的喜爱与支持。也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福

原爱是最为大众所喜爱的日本人。哪怕在乒坛上，为了

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全力与中国运动员竞争时，

人们似乎也可以超脱于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她甚至被戏

称为中国队的编外队员。 “不是乒乓球里面有人生，

而是人生里面有乒乓球。”福原爱即将开始一段全新的

生活，而喜欢她的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她记

住。 

24. 53个黑兄弟和他们的中国红太阳（DM-046） 20元 

热热闹闹的中非论坛，随秋风尘埃落定。53个非洲

黑兄弟，再次得到了中国的慷慨援助。对于中国的普罗

大众来说，也许应该记住这次53个黑兄弟和他们的中国

红太阳的欢乐大聚会。正是因为每个中国人尽心竭力的

纳税，才有了对非洲的阳光普照，才让中国的红太阳越

发温暖甚至炙热。 

【其他收藏扑克】 

25. 中国最美乡村                           10元 

相信许多压力颇大的城市人群都很想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吧？其实很多人并不喜欢喧嚣的城市

游，那不妨来看看近些年来旅游大热门的中国最美乡村

游吧，观赏到与名山大川截然不同的乡村美景，呼吸下

最新鲜的大自然空气，和伙伴们吃吃农家乐，甚至再过

几天“农夫与田”的向往生活，会是一番人生新体验。 

26. 葡萄牙风景名胜（国外定制）             20元 

葡萄牙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共和制国家。东邻

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西部和南部是

大西洋的海岸，地形北高南低，多为山地和丘陵。葡萄

牙是欧洲各国中殖民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国，自从1415年

攻占北非休达到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 [1]  殖民活动

长达近600年。昔日庞大的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

合王国，曾包括世界53个国家和地区。 

27. 德意志风景名胜（国外定制）             20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德国（两德统一前简称西

德或联邦德国），是位于中欧的联邦议会共和制国家，

北邻丹麦，西部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接壤，

南邻瑞士和奥地利，东部与捷克和波兰接壤，该国由16

个联邦州组成，首都为柏林，领土面积357167平方公

里，以温带气候为主，人口约8267万人，是欧洲联盟中

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德意志人为主体民族。 

28. 汽车拉力赛与赛车英雄——杰夫·乔登（国外定

制）     20元 

对于Jeff Gordon（杰夫·乔登），只要是赛车迷

大都不会陌生，他就是三届云斯顿汽车大赛(Winston 

Cup)的冠军，是赛车界的高手。只要你来到美国，你会

发现NASCAR无处不在。NASCAR,即运动汽车竞赛的简

称，它将赛车运动带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时代。 

29. 伟大的文学家（国外定制，香港出品背图扑克） 

实价15元 

世界文学史上曾经诞生过许多最伟大的文学家，

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拜。你能认出这

副扑克背图上的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吗？扑克质量很好。 

【特价扑克】 

30. 卫队扑克（菏泽中期好牌9112）       实价15元 

31. 哈利波特                            实价6元 

32. 歌星漫像                            实价6元 

33. 徐州扑克玩家（2）                   实价5元 

34. 蓝田啤酒（酒文化主题广告）          实价5元 

 
【说明：选购本目录藏品100元以下请另付邮寄挂

号费8元，购牌100元以上免收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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