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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雅藏系列 (YC) 主题扑克目录 
扑克编号 扑克名称 盒背小样 

YC-001 中国对南海仲裁说——不！ 大王 

YC-002 唐山大地震40周年 小王 

YC-003 里约奥运开幕式报纸欣赏 黑1 

YC-004 
惊艳世界的巴西超模——吉赛

尔·邦辰 
黑2 

YC-005 吴敏霞：你就是传奇 黑3 

YC-006 里约——女排感动中国 黑4 

YC-007 
女排万岁——中国女排奥运夺

冠报纸欣赏 
黑5 

YC-008 
挥别，七大军区报——七大军

报停刊感言 
黑6 

YC-009 毛泽东在1966 黑7 

YC-010 1966年的彩色中国 黑8 

YC-011 一读就错的100个汉字 黑9 

YC-012 一写就错的100个汉字 黑10 

YC-013 G20杭州峰会报纸欣赏 黑11 

YC-014 最忆是杭州——G20文艺晚会 黑12 

YC-015 国庆报欣赏 黑13 

YC-016 美院系列扑克图录 红1 

YC-017 
元明清名家闲章100枚（上

册） 
红2 

YC-018 
元明清名家闲章100枚（下

册） 
红3 

YC-019 舒同墨迹 红4 

YC-020 舒同题写报头欣赏 红5 

YC-021 2016·超级月亮 红6 

YC-022 卡斯特罗·传奇谢幕 红7 

YC-023 
中国扑克收藏活动纪念戳欣赏

（1） 
红8 

YC-024 2017丁酉贺岁日历 红9 

YC-025 2017鸡字书法日历 红10 

YC-026 2017红楼佳句日历 红11 

YC-027 2017美女写真日历 红12 

YC-028 2017扑克收藏日历 红13 

YC-029 百家姓图腾（上册） 梅花1 

YC-030 百家姓图腾（下册） 梅花2 

YC-031 2018戊戌贺岁日历（剪纸版） 梅花3 

YC-032 2018戊戌贺岁日历（卡通版） 梅花4 

扑克编号 扑克名称 盒背小样 

YC-033 2018戊戌贺岁日历（春联版） 梅花5 

YC-034 2018三国诗词日历 梅花6 

YC-035 2018扑克知识日历 梅花7 

YC-036 
2018中国扑克收藏狗年春晚纪

念扑克 
梅花8 

YC-037 再见，霍金 梅花9 

YC-038 中国一分钟 梅花10 

YC-039 北京雪景 梅花11 

YC-040 2018南海大阅兵报纸欣赏 梅花12 

YC-041 十二生肖——鼠 梅花13 

YC-042 十二生肖——牛 方1 

YC-043 十二生肖——虎 方2 

YC-044 十二生肖——兔 方3 

YC-045 十二生肖——龙 方4 

YC-046 十二生肖——蛇 方5 

YC-047 十二生肖——马 方6 

YC-048 十二生肖——羊 方7 

YC-049 十二生肖——猴 方8 

YC-050 十二生肖——鸡 方9 

YC-051 十二生肖——狗 方10 

YC-052 十二生肖——猪 方11 

YC-053 中国油画2018（上册） 方12 

YC-054 中国油画2018（下册） 方13 

【敬告藏友】 

1、深受藏友喜爱的雅藏系列（YC）主题扑克已

出完第一轮 54副。 

2、雅藏系列每个牌盒背面都是一张扑克牌，54

个扑克牌外盒摆在一起，组成一副别致的新的扑

克牌。 

3、本系列从 YC-031开始改用大机器印刷。扑克

质量更有保障。 

4、雅藏系列出完第一轮 54副以后将继续出版发

行，使之成为中国扑克馆主要收藏品种。 

衷心感谢长期以来广大扑克藏友对雅藏系列扑克

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一定会以雅藏系列扑克选题

新颖、文化内涵丰富、设计创意独特、印刷制作

精美以及准确的限量回报大家！

 

http://www.poke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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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林黛玉（大型塑胶扑克NO.102）           150元 

林黛玉，中国古典名

著《红楼梦》的女主角，

金陵十二钗正册双首之

一，西方灵河岸绛珠仙草

转世身魂，荣府么女贾敏

与巡盐御史林如海之独生

女，贾母的外孙女，贾宝

玉的姑表妹、恋人、知

己，贾府通称林姑娘。她

生得倾城倾国容貌，兼有

旷世诗才，是世界文学作

品中最富灵气的经典女性

形象。从小聪明清秀，父

母对她爱如珍宝。10岁师

从贾雨村启蒙。外祖母贾

史氏疼爱幺女贾敏，爱屋及乌疼爱黛玉，10岁接到身边

抚养教育，寝食起居，一如嫡孙贾宝玉。与11岁的贾宝

玉同住同吃，吃穿用度都是贾母打点，自视地位在三春

之上，实则只是隔一代近亲，因被王夫人的仆人最后一

个送宫花而很不愉快。11岁时又死了父亲，从此常住贾

府，养成了孤标傲世的性格。12岁时，贾元春省亲后，

林黛玉入住潇湘馆，在大观园诗社里别号潇湘妃子，作

诗直抒性灵。林黛玉与贾宝玉青春年少，有共同的理想

志趣和叛逆精神而慢慢发展成爱情。绛珠还泪的神话赋

予了林黛玉迷人的诗人气质，为宝黛爱情注入了带有奇

幻元素的罗曼蒂克色彩，同时又定下了悲剧基调。在封

建礼教压迫下，林黛玉受尽“风刀霜剑严相逼”之苦，

最后于贾宝玉、薛宝钗大婚之夜泪尽而逝。本扑克精选

历代名画家绘制林黛玉美术作品54幅，画面设计唯美。

限量发行200副。因本系列严格管控每一张扑克的质

量，因此实际成品185副，具有一定珍藏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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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扑克馆扑克收藏手册(2018版)       实价10元 

在扑克收藏品家族中，中国扑克馆出品的28个系列

扑克由于题材原创、内容经典、设计精美、印制上乘、

数量保证，被公认为扑克收藏者必藏品种，也是非常具

有升值潜力的品种。《中国扑克馆扑克收藏手册》连续

推出七年，被藏家公认为重要的扑克收藏指导文献。

《中国扑克馆扑克收藏手册》（2018版）更全新改版，

31个系列数千品种扑克名称、扑克编号、原发行价、市

场价均一览无余，封面封底彩色，大16开本，高档胶版

纸印制，成本价高达22元。需要2018版印刷版的藏友，

我们仅象征性收10元，其他12元成本由本馆提供。需要

本手册电子版均可免费提供。藏友可以在中国扑克馆官

网——下载专区免费下载。下载地址为： 

http://zgpkg2005.com/download.html 

3. 《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扑克收藏展览图卡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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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收

藏展览图卡》第1、2、6套—《伟大长征》、《军旗飘

飘》、《扑克牌的学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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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历

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图卡以大量珍贵的扑克牌画面，

介绍了从十月革命

给中国送来马克思

列宁主义、党的一

大至十九大的中国

共产党97年辉煌历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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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共和国十大元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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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okerchina@126.com
http://zgpkg2005.com/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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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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克收藏专题展集》第三套《共和国十大元

帅》以大量珍贵的扑克牌分别介绍了朱德、彭德怀、林

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十大元帅的主要经历和奋斗历程。共和国十大元

帅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巨柱。他们南征北

战，穿越战火硝烟，无往不胜，迎来五星红旗与日月交

相辉映的新中国，又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他们是

共和国历史上永远不落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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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片扑克展集制作成本

在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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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扑克馆对本展集只象征性

收取24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国扑克馆承担。收

藏、阅读、欣赏、展览皆宜。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5. 2018中国油画（YC-053-054）           实价40元 

油画是以用快干性的植物油调和颜料，在画布亚

麻布，纸板或木板上进行制作的一个画种。油画是西洋

画的主要画种之一。中国油画最早起源于距今400年

前，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把欧洲油画

作品带进中国。纵观《2018中国油画》扑克为您展现的

全国油画展览中

的 108幅获奖展

品，您可以了解

到，关注人生、

关注现实，参与

社会的变革和进

步，是中国油画

最突出的品格;在

西方造型体系的

观念和方法中，

融进中国民族传

统艺术的美学趋

向，使中国油画

具有民族气派，

是中国油画最鲜

明的特色。限量

100副，逐副印珍

藏号。 

【中外名人大事记系列扑克（G）】 

6. 2017华语大片海报荟萃（G-095）       实价30元 

2017年华语电影海

报精彩非凡，张张夺目，

为中国电影的推广和宣传

起到重要作用。本扑克精

选2017年54部最精彩的华

语大片电影海报，并详细

标注了每部影片导演、主

演和出品单位资料。是一

部记载2017年华语影片辉

煌的珍贵史料。本扑克为

第8副华语大片年度电影

海报资料扑克。本扑克限

量 100副，配编号珍藏

卡。 

7. 2018全国两会热词解释大全（G-096）    实价30元 

2018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已圆满结束。2018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写入大量新鲜词汇——“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共享经济”、“品质革命”、“三大

攻坚战”、“双创”升级版、“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这些词，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2018年

《政府工作报告》90个热词解释，就业党、考研党统统

用得上，作为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扑克收藏爱好者更

是不可不知啊！这副扑克将给你全部热词解释，一起来

收藏吧！ 

【中国早期珍品扑克（限量复制版ZP）】 

8. 丰收文娱片（ZP-016）                实价20元 

《丰收文娱片》是江苏泰兴黄桥印刷厂1970年代

初期出品的珍贵的文娱片扑克。角码为1-13，是典型的

文娱片样式。11、12、13为12位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手持

丰收成果庆祝丰收的景象，画面充满喜庆气氛，也很有

时代特色。原版扑克目前市价5000-8000元。限印200

副。资料珍贵，数量很少，建议收藏。为满足广大扑克

藏友以更低成本收集早期扑克史料的要求，本系列扑克

改为以批发价格对藏友直供发行。原则上每位藏友限购

1副。 

9. 大桥文娱片（ZP-017）                实价20元 

《大桥文娱片》是长春市文娱纸品社1970年代初期

出品的珍贵的文娱片扑克。角码为1-13，是典型的文娱

片样式。两张王牌为1968年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的

雄姿。11、12、13为古今中国最著名的12座桥梁——钱

塘江大桥、颐和园十七孔桥、武汉长江大桥、泸定桥、

卢沟桥、上海外白渡桥、珠江大桥等。原版扑克目前市

价6000-10000元。限印200副。资料珍贵，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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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收藏。为满足广大扑克藏友以更低成本收集早期扑

克史料的要求，本系列扑克改为以批发价格对藏友直供

发行。原则上每位藏友限购1副。 

【其他收藏扑克】 

10. 治家格言                           实价10元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睦。大至国家之强盛，社会

之祥和，小至个人生活的之幸福，事业之兴旺，身体之

健康，均有赖于和谐的家庭为基础。好的家风是在于无

声处的潜移默化中有感染力，家风促国风；好的家训

（家教）是在家庭的言传身教中来提升正能量；好的治

家是在万物巨细的实际行动中来体现家庭的家风家教及

温馨。有好的家风就有好的家训（教），有好的家训

（教）就有好的治家方略，有好的治家方略就会总结归

纳出好的治家格言。 

11. 爱博塔（特色人头牌）               实价10元 

这是一副很别致的特色人头牌。A-10也设计的非

常独特。建议收藏。                         

12. 齐国名人（古代历史主题扑克）       实价10元 

齐国是周代重要的封国，公元前1000年前，姜太

公帮助周武王灭商后，被封国建邦，齐国建立，齐国位

于今山东省。自太公望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

一方、兵甲数万，传至齐桓公时，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

的大国，齐桓公也依靠海上的资源，迅速成为春秋五霸

之首，齐国被当时的人称为海王之国。姜齐传至齐康公

时，大夫田和放逐齐康公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

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公元

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吕氏齐国为田

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

"，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称王(曾一度称东

帝)。前221年，齐王建向秦王嬴政投降，秦国统一六

国，齐国灭亡。齐国国都是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               

13. 新加坡航空（2*1）                  实价30元 

新加坡航空公司SkyTrax五星级航空公司，星空联

盟成员，其客运航线网络覆盖35个国家的65个目的地。

新加坡航空自成立五十多年以来，赢得了创新市场领先

者的荣誉，同时可提供优质服务和高质量产品。新加坡

航空品牌在航空界中已广为人知，尤其是在安全、服务

质素和革新风格方面。新加坡航空公司一直被誉为最舒

适和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14. 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晓明版，2*1）      20元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

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

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

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

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

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

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

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

里长征的胜利结束。（此牌为12年前扑克原版，现补充

提供藏友珍藏！）                         

15. 朝鲜风光                               10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北

部的社会主义国家，简称朝鲜、北朝鲜、北韩。朝鲜劳

动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南部与韩国

以三八线朝韩非军事区分隔，北部与中国和俄罗斯接

壤，西临黄海，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东临日本海。首

都平壤。朝鲜对外国游客开放的地区有平壤市、南浦

市、开城市、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妙香

山、七宝山、九月山、元山、白头山等地区。                         

16. 云龙湖景区（1*2全花式）            实价10元 

徐州云龙湖风景区位于徐州市区南部，是以云龙

山水自然景观为特色，以两汉文化、名士文化、宗教文

化、军事文化为主要内容，具有科普、观光、游览、休

闲、生态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型风景名胜区。 本

扑克介绍云龙湖风景区周边特色楼盘。两副一套。                         

17. 禁毒扑克（公益宣传主题，全花式）    实价5元 

禁毒是指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

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或者说，运用行政

法令和群众监督的力量，促使吸食或注射鸦片和代用麻

醉剂者戒绝瘾癖，限制和取缔种植、收贮、制造、运

输、贩卖毒品和毒具行为的一项社会风俗改造工作。 

本扑克以漫画形式介绍禁毒知识。            

18. 泰山香烟（烟草主题，全花式）        实价5元 

泰山，即“泰山”牌香烟，是由山东中烟公司生

产。泰山香烟始创于1928年，借鉴泰山独特的自然和文

化底蕴，以泰山风光和儒家文化为理念，推出许多优秀

产品，主要有泰山儒风、泰山乐章、泰山望岳、泰山新

品、泰山华贵、泰山八喜、泰山东方等。（友情提示：

吸烟有害健康）          

19. 消防扑克（公益宣传主题，全花式）    实价5元 

以漫画形式图文并茂介绍消防知识。                 

20. 工伤保险宣传扑克（公益宣传主题，全花式）实

价5元 

以漫画形式图文并茂介绍工伤保险知识。        

21. 正道兄弟啤酒（酒文化主题，全花式）  实价5元 

22. 北方永盛三轮电动车（交通工具主题，全花式）        

实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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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so.com/doc/5345722-5581167.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6%96%87%E5%8C%96/753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