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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邮票生肖于一章。形神相融，各具风采。愿在2018中

国生肖狗年里，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不断凝聚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人类

的美好生活而继续不懈奋斗！ 

11. 蛇舞神州（Y-013，灵芝形）              3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十二生肖系列异形扑克的第2副。

补充提供。基本绝版。 

12. 马跃乾坤（Y-017，马蹄莲形）            3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十二生肖系列异形扑克的第3副。

补充提供。 

13. 羊唱九曲（Y-019，树叶形）              3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十二生肖系列异形扑克的第4副。

补充提供。 

14. 猴猿献寿（Y-023，寿桃形）              3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十二生肖系列异形扑克的第5副。

补充提供。 

15. 鸡鸣四海（Y-027，布币形）              3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十二生肖系列异形扑克的第6副。

补充提供。 

【其他收藏扑克】 

16. 魔都上海                               10元 

魔都一词被许多人用来形容上海那错综迷离的世

相。最早叫魔都的是日本一个畅销小说，魔都是从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为上海的别称之一，当时的上海之所

以被称作“魔都”，是由于它具有世界其它城市所没有

的“魔性”，而产生这种“魔性”的根源，则在于因租

界的设立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共存于上海

的局面。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即租界和县城)相

互渗透、相互冲突的结果，使上海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

“兼容”的都市，由此产生了种种奇特的现象，这些现

象可以用“魔都”一词来笼统地概括。由于风靡一时的

经典动画片《中华小当家》第34集标题“魔都上海！黑

暗料理界的宣战”的广泛影响，90年代的动漫爱好者们

在成为新生代网络社会文化的主要传播力量的进程中，

一定程度上地推广了“魔都·上海”这样一个十分具有

代表性的词汇。 

17. 印象杭州（新版，NO.163）               10元 

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曾

是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因风景秀丽，素有“人间天

堂”的美誉。杭州得益于京杭运河和通商口岸的便利，

以及自身发达的丝绸和粮食产业，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商

业集散中心。后来依托沪杭铁路等铁路线路的通车以及

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带动，轻工业发展迅速。新世

纪以来，随着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企业的带动，互联网经

济成为杭州新的经济增长点。杭州人文古迹众多，西湖

及其周边有大量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具代表性的有

西湖文化、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以及流传下

来的许多故事传说成为杭州文化代表。 

18. 北京符号之老北京 新风采（2*1）         15元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几代

帝都和今日中国首都的北京，是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缩

影。如今，过去“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

的老北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焕发出全新的魅

力和风采！ 

19. 历代二十四孝（新版，NO.5044）          10元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是

元代郭居敬编录，一说是其弟郭守正，第三种说法是郭

居业撰。由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

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由于后来的印本大都配以图

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为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

及孝道的通俗读物。 

20. 维密秀（新版,M080）                    10元 

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秀（简称维密秀）是由美国

女性内衣与睡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主办的年度时装表

演。包括所谓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天使”。 维多利亚

的秘密时尚秀总会吸引上百位名流和艺人，每次也会安

排不同的特别演出嘉宾和表演。每年，维多利亚的秘密

自四十位中挑选出二十位时尚模特，为时尚秀进行演

出；普遍而言，约一半人选是品牌旗下模特，名为“维

多利亚的秘密天使”，负责时尚秀的宣传。美丽、新

潮、性感已经成为维密秀的代名词。本扑克展示了维密

秀上身着时尚内衣的世界各国佳丽的写真照片。 

21. 美丽的蝴蝶（新版，C087）               10元 

世界上的蝴蝶数不胜数，千姿百态，五彩缤纷。

在人们心中，蝴蝶是天使，是美的象征。蝶，通称为

“蝴蝶，节肢动物门、昆虫纲、鳞翅目、锤角亚目动物

的统称。全世界大约有 14000 多种，大部分分布在美

洲，尤其在亚马逊河流域品种最多。中国有 1200 种。

蝴蝶一般色彩鲜艳，身上有好多条纹，色彩较丰富，翅

膀和身体有各种花斑，最大的蝴蝶展翅可达28～30厘米

左右，最小的只有 0.7 厘米左右。蝴蝶和蛾类的主要

区别是蝴蝶头部有一对棒状或锤状触角，蛾的触角形状

多样。大自然，你是给予我们万物的使者，你是我们生

存的宝藏！我爱大自然，我爱那翩翩起舞的蝴蝶！ 

22. 中国书法（新版，A034）                 10元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

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

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

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视

觉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书法

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汉字是中国文化

的基本要素之一。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

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 

23. 睡衣小英雄（M082）                     10元 

睡衣小英雄（PJ Masks）蒙面睡衣小队由三个小

队员组成Connor、Greg和Amaya。三个人白天是普通的

小孩，但是每当夜幕降临，他们披上睡衣带上面具之

后，就变身超级英雄。他们探险、解决谜题，并在成长

中学会很多知识。 

24. 我是真英雄（M083）                     10元 

“我是真英雄”线上活动“真英雄徽章游戏”将

设在迪士尼中国官方网站。蜘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

和雷神将分别担任4个游戏阵营的象征。男孩子 们需在

游戏阵营中过五关闯六将，完成领队指定的Q&A、射

击、战斗等任务游戏，收集英雄徽章，在玩游戏的过程

中有机会获得实物奖品抽奖。打败最终BOSS并被抽中的

20名6-12岁的男孩将有幸入选漫威英雄训练营，接受专

业的实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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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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异形异材系列(Y)扑克目录 
扑克编号 扑克名称 原发行价 现价 

Y-001 中国传世名画（巨型扑克） ￥350  ￥2,000  

Y-002 世界传世名画（巨型扑克） ￥350  ￥2,000  

Y-003 情人节礼品扑克（红心形） ￥30  ￥30  

Y-004 毛泽东肖像摄影（韶山红日形） ￥30  ￥100  

Y-005 毛泽东肖像油画（井冈山红日形） ￥30  ￥40  

Y-006 毛泽东肖像版画（遵义红日形） ￥30  ￥30  

Y-007 毛泽东肖像国画（延安红日形） ￥30  ￥30  

Y-008 毛泽东肖像宣传画（天安门红日形） ￥30  ￥30  

Y-009 开国领袖毛泽东（长条形） ￥20  ￥30  

Y-010 太行丰碑（长条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1] ￥20  ￥100  

Y-011 龙行天下（葫芦形） ￥30  ￥100  

Y-012 英明领袖华国锋（长条形） ￥20  ￥30  

Y-013 蛇舞神州（灵芝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2] ￥30  ￥100  

Y-014 毛泽东巨型扑克图典（巨型扑克） ￥380  ￥500  

Y-015 毛泽东巨型扑克画典（巨型扑克） ￥380  ￥500  

Y-016 蛇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0  ￥60  

Y-017 马跃乾坤（马蹄莲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3] ￥30  ￥30  

Y-018 马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0  ￥60  

Y-019 羊唱九曲（树叶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4] ￥30  ￥30  

Y-020 红楼梦人物故事（长条形） ￥20  ￥100  

Y-021 羊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0  ￥20  

Y-022 抗战大阅兵受阅方队臂章（臂章形） ￥30  ￥30  

Y-023 猴猿献寿（寿桃型）[生肖异形系列之 5] ￥30  ￥30  

Y-024 毛泽东肖像印谱实物扑克 ￥150  ￥200  

Y-025 猴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5  ￥25  

Y-026 中国共产党辉煌 95年（长条形） ￥25  ￥25  

Y-027 鸡鸣四海（布币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6] ￥30  ￥30  

Y-028 旗袍之美（长条形） ￥25  ￥25  

Y-029 历史上的猴年（长条形） ￥25  ￥25  

Y-030 鸡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5  ￥25  

Y-031 人民军队辉煌 90年（长条形） ￥25  ￥25  

Y-032 治家格言（印谱实物扑克） ￥150  ￥150  

Y-033/4 养生素肴（上册、下册，长条形） ￥50 ￥50  

Y-035 狗来旺财（草屋形）[生肖异形系列之 7] ￥30  ￥30  

Y-036 历史上的鸡年（长条形） ￥25  ￥25  

Y-037 狗年出生的中外名人（长条形）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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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油画上的欧洲古典美女（大型塑胶扑克NO.103）           

150元 

《诗经》的《硕

人》里说“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用来比喻

女子双手白嫩如春荑，

皮肤像凝结的油脂又细

又腻；这句中国古诗词

用来形容欧洲古典油画

里的美人儿也是极好

的。油画上的欧洲古典

美女——她们有着明眸

皓齿，温润的脸庞、白

如葱段的手指，或在薄

纱下透出柔软身段，或

身着华服、珠光宝气。

皮肤、发丝、薄纱、蕾

丝、珠玉、金属，不同

材质被艺术大师们展现的淋漓尽致。作为一种艺术语

言，这些油画名作中的色彩、明暗、线条、肌理、笔

触、质感、光感、空间、构图等多项造型因素都在诠释

着欧洲古典女性之美。本扑克精选世界著名画家绘制欧

洲古典美女肖像油画作品54幅，画面设计唯美。限量发

行200副。美院塑胶系列扑克历来是藏家收藏投资的热

点。自NO.101开始，扑克包装更加高档，以利于收藏、

观赏和馈赠。 

2. 《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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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套——《人民领袖毛泽东》。本图卡以大量珍

贵的扑克牌画面，展现毛泽东主席由一位忧国忧民的同

学少年、有为青年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领

袖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文学家、书法家的辉煌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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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红色印记——红色文艺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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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1970年代，创作出现代京剧《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

团》、《平原作战》、《杜鹃山》、《龙江颂》和现代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以

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一批革命现代文艺作品。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文艺作品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

准，成为至今仍让人百听不厌的红色文艺的经典作品，

也成为伴随几代人共同成长的历史记忆，这些是镌刻在

一代人心底无法磨灭的印记。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四套《红色印记——红

色文艺篇》以大量珍贵的艺术扑克画面，展现了现代京

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

港》、《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杜鹃山》、

《龙江颂》和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

女》、《沂蒙颂》的经典剧照和优秀美术作品。 

本扑克展集通过艺术扑克上那些珍贵画面，带您

重新走进那段红色年华,呼唤起埋在心底烽火燃烧的激

情岁月。走进红色文艺，追忆红色岁月，以扑克收藏爱

好者独有的方式向红色经典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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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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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扑委纪念酒    实价168元（运费一律顺丰到付） 

为庆祝第九届中国扑克收藏文化博览会的召开，

中扑委、中国扑克馆特制《中扑委纪念酒》一瓶。说明

如下： 

（1）九博会特制中扑委纪念酒，瓶型为扑克开扇

图案，正面主图为毛主席在党代会上肖像版画以及毛体

书法，背面主图为民国扑克牌最有代表性的马戏丑角王

牌图案。酒厂灌装52度高质量白酒500ml。瓷瓶在中国

瓷都——景德镇专门定制。 

（2）中扑委纪念酒限量定制300瓶。每瓶酒配编

号珍藏卡。 

（3）中扑

委纪念酒市场零

售 价 每 瓶 198

元，藏友特供成

本 价 为 168 元

（运费一律顺丰

到付）。 

（ 4）根据

酒器收藏界资深

人士预测，由于

中扑委纪念酒拥

有的特殊的瓶

型、新颖的创意

以及超低的制作

量，市场前景将

非常看好。 

5. 《中国收藏·纸品》杂志（总第13期）   实价20元 

《中国收藏·纸品》是一本深受扑克藏友在内

的纸品收藏爱好者欢迎的全国唯一一本纸品收藏专业杂

志。总第12期收录李维刚《故宫日历·腹有诗书气自

华》一文，共10页。其他文章有：《图书有字碑无字》

《康熙殿试卷考证追往》《雾里看花读票证》《我们一

定要解放台湾》，全彩杂志正文96页，大16开本。定价

25元，20元供。需要总第1-12期的藏友请与本馆联系。 

6. 九博会纪念卡（4*1）                  【赠送】 

中国扑克馆发行的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纪念卡深受

藏友喜爱，现已出完第一轮全套54张。这是第二轮第7-

10枚。分别是九博会2枚、中扑委纪念酒发行纪念1枚、

向经典致敬（第3站）——走进狼牙山1枚。本期每位购

牌藏友赠送一套4枚。 

7. 狗年生肖年历卡（HK-011-012）         【赠送】 

【藏乐系列主题扑克（C）】 

8. 2018俄罗斯世界杯（C-181）                10元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于北京时间2018年7月15

日23时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进行，以决定

冠军归属，法国队凭借格列兹曼、博格巴和姆巴佩的进

球，最终以4比2击败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后第二次获

得世界杯冠军，6次参加重大赛事决赛（3次欧洲杯、3

次世界杯）取得4次冠军。德尚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分别

以球员和教练身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人。本届杯赛开幕

式闭幕式精彩画面，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决赛

每场比赛成绩、精彩场面及全家福照片以及本届杯赛精

彩瞬间都将留在这副珍贵的史料扑克牌上。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9. 2018激情世界杯（YC-055-056）         实价40元 

当法国队将大力神

杯高高举起，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宣告圆满落幕。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总

有一些轰动的大事件在绿

茵场上发生，32个球队的

风采以及许多大事件都将

留存在世界杯的记忆档案

中。本扑克精选本届世界

杯开幕到闭幕每天全国各

地报纸那些世界杯燃情专

版108张，站在体育记者

和报纸体育专栏编辑的角

度，诠释俄罗斯世界杯的

全过程的别样精彩——好

戏开场、开球、5:0俄滴

神、绝杀，绝杀、击破魔

咒、群魔乱舞、成功复

仇……决赛，决赛！廿

年，法王！四年后再见，

谢谢你的陪伴！这两副扑

克是雅藏系列主题扑克第

2轮的开篇之作！ 

【中国扑克博物馆异形异材扑克（Y）】 

10. 狗来旺财（Y-035，草屋形）              30元 

2018

年正值中国

农历狗年，

中国扑克博

物馆推出十

二生肖系列

异形扑克的

第 7副——

《 狗 来 旺

财》，形状

为草屋形。

狗义精诚，维勇维忠；知恩图报，大义舍得。“随缘随

遇皆是恩，不辞辛苦不嫌贫”，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其贫贱不移之志向、耿耿孤忠之精诚，更是人类顶

礼膜拜之楷模。取居安思危，不离不弃之意，故本扑克

取原始房屋

外貌为形。

小 诗 、 书

法、肖印、

彩画、邮票

等等文化符

号，更是默

默相融，彰

显神韵。牌

面集诗情画

意于一体，



 
 
    
   HistoryItem_V1
   Join2Pages
        
      

        
     1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