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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扑委纪念酒 

—第九届中国扑克文化博览会纪念酒创意过程 

一、为何有牌还有酒？ 

1、有酒有牌方为上，诗酒牌韵写人生。 

中国扑克收藏二十年，每届扑克收藏博览会，每次

扑克文化交流会，每次扑克藏友相聚相逢相离，藏牌赏

牌研牌，豪聚好酒豪饮，没有牌的聚会，哪有藏友饮酒

的酣畅，没有牌没有酒，哪里有酒牌的乐趣？故曰：酒

牌不分家，有酒必有牌。 

2、叶子古韵伴酒韵，老莲妙绘水浒牌。 

从汉代叶子戏到宋朝宣和牌，从憨憨斋酒牌到陈洪

绶水浒牌，无一不是酒牌相宜同结合，共写人生好文章

的人生佳话。文人墨客豪士英雄，才子佳人王公贵族，

吟诗作画习武练剑，打牌饮酒投筹占吉，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一把好牌无限江山。故曰：酒牌不分家，江山在

我家。 

3、现世藏酒又藏牌，酒牌相映共生辉。 

扑克收藏界有很多藏友喜欢收藏美酒、酒器、酒文

化，酒器收藏界有很多收藏扑克牌纸牌的好藏友。所以

才有酒牌联谊写风流，共藏共研共同开展活动；所以才

有“中国十大酒牌收藏家”的评选诞生；所以才有“双

李双周共襄盛举，平原酒牌博览盛会”的美好传说。故

曰：酒牌不分家，酒牌藏我家。 

二、创意过程 

1、中国扑克收藏界，要有一款中扑委自己创意的纪

念酒，要有一款中国扑克收藏九博会的纪念酒，要有中

国扑克收藏界自己专门设计出品的纪念酒； 

2、要有扑克牌纸牌的基本元素，第一种纪念酒应

用了扑克元素红桃花色的系列排布，彰显开门红的美好

起意； 

3、要有中国扑克的元素，第一种纪念酒应用了中

国第一家扑克厂家粹华卡片厂的第一个扑克商标马戏丑

角大王图案； 

4、要有本次活动九博会的主题元素，展现毛泽东

的版画形象，记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彰显红色

收藏文化的勃勃生机，扑克收藏人的收藏情怀； 

5、要有中国古代纸牌文化的底蕴，瓶盖应用骰子

造型，把中国牌九（牌酒）文化融会贯通。 

6、好的创意之下，还要有好瓷、好型、好酒。 

好瓷：景德镇高级陶瓷工艺师设计制模，精选高级

瓷土精致制作，绘制贴画高温烧制，遂成精美陶瓷酒

器； 

好型：调色地盘稳重厚实大气，扇面造型如孔雀开

屏便于图案展示，骰子方正瓶口圆润标示天圆地方，可

谓匠心设计，独出心裁； 

好酒：精选优质地产52度纯粮酿造浓香型白酒，清

冽醇厚，浓香绵延，甘爽大气，回味悠长。 

7、一瓶好酒写牌韵，为牌醉它五百年。 

这是一瓶独特的纪念酒，这是中扑委纪念酒！ 

这是这个系列纪念酒的第一种：红桃；还有梅花、

方片、黑桃，四个一套！ 

这是中扑委扑克系列纪念酒的第一个系列。其他系

列，敬清期待中。。。。。 

有酒相伴，有牌相依，酒牌共生辉，有你有我有

他，有我们的牌情友谊，我们的人生就是五彩缤纷的人

生，美好的人生，精彩的人生！ 

为酒牌喝彩！ 

中国革命史八大红

色经典系列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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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中扑委纪念酒    实价168元（运费一律顺丰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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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肖像版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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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扑委纪念酒限量定制300瓶。中扑委纪念酒市

场零售价每瓶238元，藏友特供成本价为168元（运费一

律顺丰到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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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收藏·纸品》杂志（改革开放40年专号）        

实价20元 

为纪念中国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年 ，

《 中 国 收 藏 · 纸

品》杂志最新一期

推出改革开放40周

年专号，其中30页

为李维刚馆长署名

文章《改革开放四

十年   》，配发扑

克图片76幅。在综

合性杂志上，刊发

扑克内容页码即扑

克配图张数都创中

国期刊之最。建议

与 本 期 《 复 兴 之

路》扑克配套收藏。全书全彩印100页，定价25元。 

3. 《三国演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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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

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

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魏、蜀、吴三国

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以及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

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

叱风云的英雄人物。该书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

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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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张展集只

象征性收取240元成本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国扑克馆承

担。支持藏友收藏、参展！ 

4. 《红楼梦》扑克主题邮简(第1-2组28枚）实价140元 

《红楼梦》十二金钗是清代著名作家曹雪芹在中

国传世名著《红楼梦》中描写刻画的十二位个性鲜明、

情感丰富、血肉丰满的年轻女性人物形象。《红楼梦》

通过红楼十二金钗人物性格、生活、爱情和命运的描

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彩绝伦的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生

活画卷。 

邮简是介于明信片和信件之间的一种邮政用品

（集邮品）。明信片使用方便，但书写的内容不保密。

一般信件保密性相当好，但必须同时具备信纸和信封才

能写一封信。邮简在出售时是一张纸，纸的一面如同信

封的封面一样，可以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

等;另一面则起信纸的作用，可由寄信人书写信件的正

文。写完以后，按纸上的折线折叠起来即成一封信的形

状。 

《红楼梦》扑克主题邮简是世界上第一套《红楼

梦》主题邮简，更是第一套《红楼梦》扑克主题邮简。

《红楼梦》扑克主题邮简第1组和第2组分别包括14张邮

简，邮简图上扑克角码分别是大王、小王和黑桃A-K以

及红桃A-K。邮简图案分别为红楼十二金钗和宝玉、黛

玉读书图。邮资图分别为北京地安门邮局《红楼梦》主

题邮资机戳（该机戳只使用一天，因此非常珍

贵！！！）四组邮简出齐后，将是一套完整的《红楼

梦》扑克主题邮简。非常精美，非常珍贵，不可不藏！ 

5. 扑克主题信封(12枚)                   【赠送】 

扑克主题信封是精美的扑克主题集邮品，也是很

好的扑克衍生物。本月购牌者均赠送扑克主题信封3组

12枚。价值24元。本月购牌超过100元者赠送。 

【中国民间纸牌收藏】 

6. 南通长牌大全（14*1）                实价100元 

mailto:pokerchin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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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长牌是南通地区特有的一种牌类游戏，亦称

纸牌，在南通地方人们叫其为长牌，"笃子胡"或"游胡

"。作为一种民间流传的娱乐游戏，南通长牌引有着强

烈的地域特色，只流行在南通地界内。可碰不可吃，胡

牌有"飘胡"、"清胡"、"塌子胡"，也有单将打法和五张

"喜"("福""禄""寿""喜""财")，流传在如皋、海安和如

东启东、一带，玩法更为刺激。 

南通长牌是牌类游戏(扑克游戏相似麻将游戏)与

棋类游戏的总称。由于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随处可见它

的踪迹，它理所当然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再加上它种类繁多玩法各异，即便就是在网络游戏

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上，依旧不能够将它给埋没与吞噬。 

南通长牌隐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它承载着许多人纯真的童年时光;它已经成为

了人们的精神支柱，闲暇时间不玩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可见南通长牌在南通人们心目当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整个南通一带休闲娱乐中都流行打纸牌，因牌形

窄长俗称"长牌"，启海一带叫"笃子胡"，如皋人称来"

搭子胡"，据说搭子胡创始人是北宋的万饼条老先生，

看这名字似乎有点民间传说的感觉。但是到底是谁发明

已不重要，只要遇有婚丧喜庆和节假日，南通人都免不

了打牌娱乐，似乎成了一种习俗。随着人们精神物质生

活日益提高的今天，南通长牌也渐渐地融入赌流之嫌，

搞不好就会众矢之的，然而这一古老而趣味的棋牌游戏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被兴起，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垂髫

幼童甚是喜爱，既丰富了生活又活动了大脑提高了智

力，真可谓:不怕输得苦就怕断了赌! 

受地域限制，南通长牌搞到多品种很不容易。中

国扑克馆经过几个月努力，为喜爱中国民间纸牌收藏的

藏友收集到南通长牌14种各10套，供完为止。 

【中国记忆系列主题扑克（JY）】 

7. 复兴之路（JY-012，2*1精装）        实价50元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重新确立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十

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此进入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弹指一挥

间，中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许多前所未有

的奇迹，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扑克博

物馆隆重推出《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型

史料扑克，本扑克以1978年至2018年108张珍贵图片带

您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成就

进行回顾，以此向中国改革开放40年致敬。 

这是中国革命史八大红色经典系列扑克的第八

套。每套扑克包括两副规格为84mm×121mm的大牌，相

当于普通扑克牌的两倍大。该扑克外包装为彩色精装。

为凸显其珍藏价值和保值功能，本扑克精装版限量300

套。每套扑克牌配唯一编号的珍藏卡。 

8. 复兴之路（JY-012，2*1精装）        实价35元 

《复兴之路》大型史料扑克全套两副大牌，无外

精装盒。本扑克简装版限量300套。 

【中国革命史八大红色经典系列扑克补缺】 

9. 党旗飘飘（大牌2*1简装，绝版扑克）    实价50元 

《党旗飘飘》大型史料扑克以编年史的形式，通

过108张珍贵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年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进行的努力与探索，

所经历的苦难与曲折，所取得的成就与辉煌，从而构成

一部浓缩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从而阐释了“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永恒的主题。 

10. 军旗飘飘（大牌2*1简装）            实价30元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展现人民

军队的光荣历史和光辉形象，中国扑克馆特别设计制作

了《军旗飘飘》大型史料扑克，供收藏爱好者学习、观

赏、珍藏。《军旗飘飘》大型史料扑克以大量珍贵的军

史资料图片，表现了人民军队八十年来的许多重大事

件。该扑克本着忠于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许多历

史人物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贡献都给出客观的评价。 

11. 团旗飘飘（大牌2*1简装）            实价30元 

《团旗飘飘》大型史料扑克通过108张珍贵历史图

片全面再现了中国共青团成立、发展的过程，展现了中

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

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从而构成一部浓缩的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团史。 

12. 共和国六十年（大牌2*1简装）        实价30元 

《共和国六十年》大型史料扑克以编年史形式，

通过108张珍贵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共和国六十年来每

年的重大事件和辉煌成就。许多对共和国发展进程产生

重要影响的重要事件都一一收录到这套珍藏版扑克牌

中，如1949年开国大典、1950年抗美援朝、1951年和平

解放西藏、1954年第一部共和国宪法、1959年西藏平

叛、1963年全国学雷锋、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2年尼

克松访华、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及粉碎“四人

https://baike.so.com/doc/5617010-58296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86114-510416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522945-2665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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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许海峰取得奥运

首金、1993年汪辜会谈、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抗洪

抢险、1999年澳门回归、2003年抗击“非典”、2005年

反分裂国家法、2008年抗震救灾、2008年北京奥运、

2008年两岸大三通、2009年海上大阅兵等等。两副大型

扑克牌构成一部图文并茂的共和国历史。两副扑克外盒

合在一起构成一幅非常难得一见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周

恩来一起在开国大典上的拼图！ 

13. 辛亥百年（大牌2*1精装）            实价60元 

《辛亥百年》是我国第一套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

史料扑克。由《辛亥革命一百年》和《孙中山手迹》两

副大型扑克组成。 

14. 伟大的征程（大牌2*1精装）          实价50元 

本扑克包括《伟大长征》和《红军不怕远征难》

两副大型扑克。《伟大长征》扑克为我们展现了遵义会

议、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沼泽草地等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

卷。《红军不怕远征难》扑克收录《毛主席在长征途

中》和《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两组经典美术作品 

15. 雷锋精神五十年（大牌2*1精装）      实价50元 

本扑克包括两副84*121mm大型扑克，上册为54幅

雷锋珍贵照片资料和雷锋日记摘抄，下册为54幅珍贵的

雷锋宣传画。 

【其他收藏扑克】 

16. 唐诗排行榜                             10元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

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

灿烂的明珠。本扑克运用统计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

通过“古代选本入选次数”、“现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

评点次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文学史录入次数”、

“互联网链接文章篇数”等指标，测评出从唐代至今最有

影响力、最受关注的前54首唐诗，形成了这个比较震

撼的排行榜。显现出认识、赏读唐诗的新维度。 

17. 宋词排行榜                             10元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

钻。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

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

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

胜。本扑克运用统计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古

代选本入选次数”、“现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次

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文学史录入次数”、“互联网

链接文章篇数”等指标，测评出从唐代至今最有影响

力、最受关注的前54首宋词，形成了这个比较震撼的

排行榜。显现出认识、赏读宋词的新维度。 

18. 中国名山胜水(T-006,绝版扑克)       实价10元 

中国是个多山多水的国家。有些山巍峨壮观、气

象万千；有些山旖旎秀丽、千姿百态；还有些山与宗

教、文化融为一体。千古黄河、万里长江、北国龙江、

岭南珠江…… 阅读沉积于浩浩四渎中的历史，领略扬

撒在淼淼五湖中的文化。今天，历史的烽烟已消散殆

尽，历经沧桑的中国名山名水已不再是英雄逐鹿的目

标，而成为人们缅怀先贤的文化遗产。弘扬祖国传统文

化，也是新世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该扑克

包括54处最著名的山水景观，配中国名山胜水分布图和

十大著名山水3D导览图。绝版扑克，仅存50副。中国扑

克博物馆佳图系列扑克。 

【外国纸牌】 

19. 越南传统纸牌（进口扑克，仅8副，非常珍贵）    

实价50元 

【天津中期普牌精品（怀旧老扑克）】 

20. 天鹅对牌（编号595，红黑两色）      实价40元 

21. 南市食品街（天鹅普牌）             实价20元 

22. 天塔（天鹅普牌）                   实价20元 

23. 天鹅（编号502）                    实价20元 

24. 天鹅（编号613）                    实价20元 

25. 红羽毛扑克                         实价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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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