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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号： 搜索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作者 钱德明王致诚 赫尔曼 撰 绘 刻 尺寸 56.5×41cm

作品分类 ⻄画雕塑>版画 创作年代 暂⽆

估价 RMB  500,000-600,000

成交价 登录后可查看

专场 璀璨——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夜场 拍卖时间 2019-06-07

拍卖公司 拍卖会 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更多中贸圣佳 其余拍卖专场

止水——中国古代铜镜

2019年06月06日-06日

宝文堂收藏 古钱 机制币 金银锭

2019年06月06日-06日

中国书画

2019年06月07日-07日

您的位置：拍卖首页 >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 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 璀璨——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夜场

0943 赫尔曼铜版画 （三种） 收藏 分享到：

大图图片中的放大镜，支持鼠标滚轮缩放区域大小

显示全部拍品

上一页 下一页

璀璨——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

平定狆苗战图

LOT号：0941

登录后可查看

赫尔曼 《平定西域战图》铜

艺术家： 赫尔曼

LOT号：0942

登录后可查看

钱德明 王致诚 赫尔曼 撰 

艺术家： 王致诚 赫尔曼 钱德明

LOT号：0943

估价：RMB 500,000-600,000

圆明园西洋楼二十景铜版画

LOT号：0944

估价：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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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目标内含《孔⼦画传》、《帝鉴图说》、《平定⻄域战图》三种。

《孔⼦画传》系法国著名汉学家钱德明的重要著作，以⼆⼗四幅铜版画呈现了圣⼈孔⼦的⼀⽣⾏迹。《帝鉴图

说》取中国古代⾃尧帝⾄宋哲宗24位帝王的事迹，为明相张居正为教万历皇帝⽽作。此⼆书采⽤左图右⽂的雕版

形式，绘刻俱精。⼜《平定⻄域战图》⼗六幅，副标题“中国皇帝征服僭越者的⼗六幅铜版画”，此书实际收录了铜

版画⼆⼗四幅，根据版式风格和版画的内容，应分两部分，这⼀副标题所对应的为书第⼀部分（即前⼗六幅），

这⼀部分与清内府所藏的《平定准葛尔部得胜图》内容⼀致，只是⽐例缩⼩为原画的⼆分之⼀左右，清宫收藏的

此图，是于乾隆三⼗年（1765）⾄乾隆四⼗年（1775）在法国巴黎雕刻完成的，⽽郝尔曼遂于1783-1785年间仿

刻成此图，刻⼯极精，与原作神似。本书的第⼆部分即后⼋幅，原书上的名字为：“中国皇帝在北京的⽇常⽣活”描

绘了清代皇帝从籍⽥仪式、出⾏、宴饮直到上朝的⼀些场景，从内容上看不像是清内府组织刻印的，应该是对中

国⽂化感兴趣的来华传教⼠的⼿笔，这⼋幅刻制于1786-1788年间。这本书上的铜版画⼑法细腻，⽐例准确，各种

场景布置得法，是难得的铜版画精品，此书保存了⼤量的图像数据，具有极⼤的参考价值。

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1718-1793），⼊华耶稣会会⼠，法国汉学家。长期供职清廷教授⻄学。著有《汉

满蒙藏法五国⽂字字汇》、《中国历代帝王纪年》等。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法国来华传教

⼠，善绘画，贡职内廷，与郎世宁、艾启蒙齐名。绘有《⼗骏图》等。郝尔曼（HelmanIsieloreStanislas），法国

著名铜版画作家。

本件拍卖标的处于保税状态下，详情请见本图录《保税拍品竞买须知》。

更多

更多

靳尚谊 袁运甫 方增先

王明明 何家英 贾又福 崔如琢

杨飞云 艾轩 罗中立 赵无极

2019年06月07日-07日

现当代艺术

2019年06月07日-07日

预展拍品推荐

木板烙画

估价:RMB 3,500,000-3,500,000

Hantang

Hantang International •Kuala Lumpur

2019 Asian Art Auction

草间弥生 金鱼48/100

估价:JPY 1,200,000-1,800,000

上氏拍卖

JO’S AUCTION 蜗庐集萃首届艺术品拍

卖会

KAWS 2016年作 M

估价:RMB 450,000-550,000

博乐德

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力群刻 《毛主席肖像》

估价:RMB 380,000-380,000

中鸿信

2019春季拍卖会

KAWS 2016年作 I

估价:RMB 300,000-400,000

帝图艺术

2019夏季拍卖会

艺术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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