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文物函〔2019〕67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广西泓历 

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秋季文物艺术品 

拍卖会文物标的的批复 

 

广西泓历拍卖有限公司： 

你公司《文物拍卖标的审批申报表》收悉。我厅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组织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对你公司申报的文物类

标的进行了实物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

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和《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办法》的相关规定，

现批复如下： 

一、经实物审核，此次拍卖会申报的标的 200 件（套），属

于文物监管范围的标的 21 件（套），均可上拍。 

    二、拍卖后需要出境的标的，须根据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相

关法规办理出境审核。 

    三、请你公司在拍卖结束后 30天内将拍卖纪录报我厅备案。 

    四、本批复不作为对上述标的真伪、年代、品质及瑕疵等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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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五、本批复文须登载于拍卖图录或相应宣传品的显著位置。 

此复。 

 

附件：广西泓历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

会拍品清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019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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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泓历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拍品清单 

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 001 白晓军 深居云壑间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70 

2 002 白晓军 秋满南溪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9 

3 003 白晓军 清漓夏韵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9 

4 004 白晓军 暮归 当代 纸本 征集 70×68 

5 005 蔡道东 渔港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70 

6 006 蔡道东 海岸线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9 

7 007 蔡道东 秋色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9 

8 008 蔡道东 海岸线之九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9 

9 009 蔡道东 海岸线之四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9 

10 010 蔡道东 海岸线之五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9 

11 011 柴京津 蕉苑情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12 012 柴京津 书法云抱幽石 当代 纸本 征集 97×41 

13 013 陈立夫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67×34 

14 014 陈铭枢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15×34 

15 015 陈永锵 春江水暖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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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6 016 陈永锵 火凤丹龙 当代 纸本 征集 138×68 

17 017 陈玉圃 江坉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82×50 

18 018 陈玉圃 苍山云起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93×49 

19 019 陈玉圃 绿荫之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79×58 

20 020 陈玉圃 山海大观 当代 纸本 征集 83×55 

21 021 陈玉圃 神鹰护鞭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22 022 陈再乾 一路繁荣 当代 纸本 征集 68×136 

23 023 陈再乾 南疆之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68×136 

24 024 陈再乾 春桃集雀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8×136 

25 025 陈再乾 花开富贵 当代 纸本 征集 68×136 

26 026 陈政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11×32 

27 027 陈政明 莫怨春归早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70 

28 028 陈政明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135×34 

29 029 程学恭 松瀑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48×82 

30 030 

程学恭 

叶侣梅 

漓江行舟 当代 纸本 征集 44.5×68 

31 031 戴滨 四月渔舟 当代 纸本 征集 127×40 

32 032 戴谷荪 山水 当代 纸本 征集 79×51 

33 033 戴振魂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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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34 034 丁衍庸 兰石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9×34.5 

35 035 丁衍庸 风竹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8×34 

36 036 东山 秋云白渺茫 当代 纸本 征集 66×32 

37 037 董辰生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9 

38 038 董辰生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69×52 

39 039 杜滋龄 江雪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8 

40 040 方洺 * 秋色图 民 纸本 征集 126×34 

41 041 费新我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76×41 

42 042 冯煦 * 书法  民 纸本 征集 138×33 

43 043 高剑父 菊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88×33 

44 044 关山月 小鸡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27×38 

45 045 郭怡孮 双清 当代 纸本 征集 82×50 

46 046 弘仁 * 山水 清 纸本 征集 14×36 

47 047 黄独峰 花卉 当代 纸本 征集 150×81 

48 048 黄独峰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46.5×57.5 

49 049 黄独峰 鹦鹉 当代 纸本 征集 67×44 

50 050 黄独峰 羊钟海棠 当代 纸本 征集 59.5×85 

51 051 黄独峰 神仙鱼 当代 纸本 征集 44×94 

52 052 黄格胜 深山行舟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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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53 053 黄格胜 幽暝山色 当代 纸本 征集 99×50 

54 054 黄格胜 岭上歌 当代 纸本 征集 135×68 

55 055 黄格胜 漓江清烽 当代 纸本 征集 97×49 

56 056 黄格胜 石榴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55×36 

57 057 黄格胜 青罗碧玉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98×53 

58 058 黄国瑛 * 朱账临簷挂 民 纸本 征集 100×33 

59 059 黄雪渔 * 花鸟 民 纸本 征集 118×41 

60 060 黄宗湖 春暖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8 

61 061 黄宗湖 先天下之优而优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8 

62 062 蒋黛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93×19 

63 063 

蒋维崧 

吴野夫 

书法、花鸟双挖 当代 纸本 征集 129×32 

64 064 金默如 岁朝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65 065 金默如 三友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8×50 

66 066 黎小强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135×44 

67 067 黎小强 双美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7×67 

68 068 黎雄才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70×46 

69 069 李斗璜 * 书法 民 纸本 征集 134×49 

70 070 李骆公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7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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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71 071 李骆公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50×69.5 

72 072 李骆公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23×40 

73 073 李明伟 春风润雨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74 074 李明伟 秋风渔歌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75 075 李明伟 漓江云烟 当代 纸本 征集 178×48 

76 076 梁公约 * 芍药 民 纸本 征集 115×50 

77 077 梁荣中 漓江烟云 当代 纸本 征集 42×59 

78 078 梁耀 山中古寺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79 079 梁耀 松风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80 080 梁耀 泉鸣幽谷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9 

81 081 梁耀 秋水无声 当代 纸本 征集 70×45 

82 082 梁耀 林壑清风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70×69 

83 083 林釜生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34×104 

84 084 林釜生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34×131 

85 085 林墉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35 

86 086 林墉 进士 当代 纸本 征集 135×68 

87 087 林峥明 高山流水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88 088 刘炳森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02×32 

89 089 刘炳森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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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90 090 刘恩寿 * 花鸟 民 纸本 征集 87×44 

91 091 刘海粟 前不见古人 当代 纸本 征集 34×48 

92 092 刘怀山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134×63 

93 093 刘怀山 群峰竞秀 当代 纸本 征集 139×70 

94 094 刘济荣 高原红 当代 纸本 征集 98×60 

95 095 刘仑 不爱深红爱浅红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96 096 刘少华 清香和顺 当代 纸本 征集 138×69 

97 097 刘少华 清霜秋香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68 

98 098 刘万鉴 阳朔山 当代 纸本 征集 73.5×40.5 

99 099 刘万鉴 木龙湖游江畔 当代 纸本 征集 45×70 

100 100 刘万鉴 板峡水库渔家 当代 纸本 征集 39.5×67 

101 101 吕元忠 家在青绿山水间 当代 纸本 征集 36×60 

102 102 吕元忠 山水有清香 当代 纸本 征集 36×60 

103 103 吕元忠 门前翠影山无数 当代 纸本 征集 36×60 

104 104 吕元忠 墙外青山横黛色 当代 纸本 征集 97×54 

105 105 吕元忠 云容自在舒还卷 当代 纸本 征集 97×54 

106 106 马腾蛟 烟云变幻皆诗意 当代 纸本 征集 138×70 

107 107 马万里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150×30.5 

108 108 马万里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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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09 109 马万里 花鸟枇杷 当代 纸本 征集 69×35 

110 110 马兆群 经始东山 当代 纸本 征集 61×123       

111 111 马兆群 抱琴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9×139     

112 112 梅墨生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9 

113 113 梅墨生 双清 当代 纸本 征集 68×58 

114 114 莫言 书法对联 当代 纸本 征集 133×31×2 

115 115 潘鹤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25×60 

116 116 潘文经 梅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40×70 

117 117 潘文经 梅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40×70 

118 118 潘振镛 * 仕女图 民 纸本 征集 105×38 

119 119 普海淞 风景水彩 当代 纸本 征集 38.5×56.3 

120 120 普海淞 风景水彩 当代 纸本 征集 34×52 

121 121 钱慧安 * 花卉 清 纸本 征集 65×32 

122 122 钱君匋 海棠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9 

123 123 秦天柱 鱼乐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7×67 

124 124 秦锡田 * 书法 民 纸本 征集 77×26 

125 125 商承祚 书法对联 当代 照片 征集 137×33*2 

126 126 沈鹏 书法 当代 照片 征集 63×36 

127 127 舒浩 花鸟 当代 照片 征集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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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28 128 宋吟可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26×36 

129 129 孙其峰 鸡竹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75×67 

130 130 孙其峰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69×38 

131 131 唐云 寿桃 当代 纸本 征集 68×45.5 

132 132 田雨霖 葡萄 当代 纸本 征集 59×46 

133 133 汪吉麟 梅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132×32 

134 134 王华高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31×69 

135 135 王如南 * 荷香翠影碧池中 清 纸本 征集 141×32 

136 136 王雪峰 山水 当代 纸本 征集 69×69 

137 137 韦文翔 暂来闲处避红尘 当代 纸本 征集 69×136 

138 138 韦文翔 唐女牧牛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6×70 

139 139 韦文翔 唐女牧牛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4×34 

140 140 温进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48×44.4 

141 141 吴丹墀 * 水墨牡丹 清 纸本 征集 107×31 

142 142 吴筠生 花卉 当代 纸本 征集 73×40 

143 143 吴树本 * 篱边秋色 民 纸本 征集 108×31 

144 144 香翰屏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53×28 

145 145 肖畅恒 水彩涠洲岛农家 当代 纸本 征集 108×69 

146 146 肖畅恒 水彩云闲风暖 当代 纸本 征集 1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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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47 147 肖畅恒 水彩镇上小滩 2 当代 纸本 征集 79×54 

148 148 肖畅恒 水彩母与子 当代 纸本 征集 75×53 

149 149 肖畅恒 水彩造船的作坊 当代 纸本 征集 79×54 

150 150 萧朗 葡萄麻雀 当代 纸本 征集 46×68 

151 151 萧朗 红梅麻雀 当代 纸本 征集 47.5×59.5 

152 152 萧朗 荷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90×46 

153 153 萧朗 荷花 当代 纸本 征集 47×29 

154 154 徐照海 山水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155 155 晏济元 山水 当代 纸本 征集 45×69 

156 156 阳太阳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32×65 

157 157 阳太阳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48×56 

158 158 阳太阳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68×44 

159 159 阳太阳 象山春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160 160 杨清磐 石榴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8×35 

161 161 杨善深 力争上游 当代 纸本 征集 69×58 

162 162 杨善深 花鸟 当代 纸本 征集 123×35 

163 163 杨之光 高原放牧 当代 纸本 征集 45×68 

164 164 杨之光 兰韵 当代 纸本 征集 84×69 

165 165 姚燮 * 花卉 清 纸本 征集 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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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66 166 叶侣梅 山水独秀峰 当代 纸本 征集 58×43 

167 167 易漱平 三多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5×31 

168 168 余崧 * 梅竹双燕 清 纸本 征集 35×47 

169 169 臧启芳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25×45 

170 170 张达平 凛凛冰霜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9 

171 171 张达平 新绿苞初解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69 

172 172 张达平 谁家玉笛暗飞声 当代 纸本 征集 137×76 

173 173 张大千 开岁百福 当代 纸本 征集 45×25 

174 174 张大千 萱蝶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45×69 

175 175 张復兴 行至清凉处 当代 纸本 征集 48×40 

176 176 张復兴 亭泉孤客 当代 纸本 征集 50×50 

177 177 张復兴 清漓新夏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178 178 张復兴 怡秋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135×68 

179 179 张笏 * 万古长春图 民 纸本 征集 170×47 

180 180 张聚垣 书法 当代 纸本 征集 165×39.5 

181 181 张启后 * 书法 民 绢本 征集 126×21 

182 182 张仕鋆 读易茅亭里 当代 纸本 征集 44×35 

183 183 张学曾 * 山水 清 纸本 征集 117×30 

184 184 张逸山 柳汀烟艇 当代 纸本 征集 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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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拍卖

号 

作者 名称 年代 质地 来源 规格（cm） 

185 185 赵俊民 瑶圃霜葩傲晚节 当代 纸本 征集 66×26 

186 186 郑军里 留得枯荷听雨声 当代 纸本 征集 68×68 

187 187 郑军里 雨齐图 当代 纸本 征集 69×70 

188 188 郑军里 留得枯荷听雨声 当代 纸本 征集 86×69 

189 189 郑军里 落叶而知秋 当代 绫本 征集 68×66 

190 190 郑军里 

大漠沙如雪长风吹万

里 当代 

绢本 征集 111×39 

191 191 郑军里 月夜箫声 当代 绢本 征集 104×53 

192 192 郑孝胥 书法 当代 绢本 征集 130×32 

193 193 钟明善 书法 当代 绢本 征集 70×138 

194 194 周千秋 粲缨红叶 当代 纸本 征集 22×27 

195 195 

周千秋、梁粲

缨 花鸟 当代 

绢本 征集 

138×42 

196 196 周闲 * 猫菊图 清 纸本 征集 135×26 

197 197 庄仁泳 * 花卉 清 纸本 征集 123×32 

198 198 庄锳 人物 当代 纸本 征集 129×33 

199 199 宗其香 怒江放木 当代 纸本 征集 46×69 

200 200 宗其香 山水 当代 纸本 征集 69×34 

注：标的名称前加*的为文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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