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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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尺寸 29.6×32cm

作品分类 中国书画>绘画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RMB  2,200,000-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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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7 清乾隆 金廷标绘紫光阁五十功臣之爱隆阿画像并清乾隆帝御题 镜心
设色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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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元瑞 御制千里马图说诗文

艺术家： 彭元瑞

LOT号：0946

登录后可查看

清乾隆 金廷标绘紫光阁五十

LOT号：0947

登录后可查看

朱熹 撰 资治通鉴纲目卷第

艺术家： 朱熹

LOT号：0948

登录后可查看

明永乐 处州龙泉窑缠枝莲纹

LOT号：0951

估价：RMB 500,000-600,000

89-92/29页

雅昌拍卖 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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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400成份指数

阿，尽节躯捐。

钤印：虚受⼈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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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年（1755），平定⻄域准部、回部得胜，乾隆帝决定重奖功⾂：“上嘉在事诸⾂之绩，因葺新斯阁，图

功⾂⼤学⼠忠勇公傅恒、定边将军⼀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百⼈于阁内。五⼗⼈亲为之赞，徐皆命儒

⾂拟撰。”⽂见《⽇下旧闻考》。乾隆帝效彷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做法，为功⾂画像，以⽴楷模，悬于紫光阁以⽰彰

显。中南海紫光阁在明清时期为皇家演武场所，清朝为皇帝殿试武进⼠和检阅侍卫⼤⾂之地，名曰平台，后来废

台建阁，取名“紫光阁”。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载：

乾隆⼆⼗六年（1761年），如意馆，⼗⼀⽉，⼗七⽇太监胡世杰交御笔功⾂赞字⼀张，⾦廷标画功⾂像图⼀卷。

传旨着将御笔功⾂赞字⽤隔⽔做前⼀段，功⾂图在后，裱⼿卷⼀卷，钦此。

乾隆⼆⼗⼋年（1763年）⼗⽉⼗四⽇，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件，内开⼗⽉⼗⼆⽇太监胡世杰传旨：前五⼗功⾂

像，着⾦廷标照⼿卷像彷；挂轴稿着艾启蒙⽤⽩绢画脸像，⾐纹、着⾊着珐琅处画画⼈画。钦此。

从上⼆条总汇资料可知，此悬挂之前五⼗功⾂像先有⼿卷，后有⽴轴，所⽤粉本皆同。

其⼿卷绘画作者为⾦廷标，⽴轴⾯部由艾启蒙绘制。五⼗⼈像赞⽴轴，皆有御题，悬于紫光阁，因⼋国联军占据

北京时清光绪⼆⼗六年（1900），其司令部设于紫光阁，故多有遗失，今分藏各地。五⼗功⾂像除⽴轴、⼿卷之

外，早在九⼗年代海外（佳⼠德、苏富⽐）拍卖中，见有单幅出现，或为⼿卷每像裁开者。

此纸所绘领队⼤⾂护军统领爱隆阿，其为五⼗功⾂之⼆⼗四位，左侧御题，⽂曰“领队⼤⾂护军统领爱隆阿，将门

杰种，拍张抚髀。受将军檄，⼒战全归。整师再进，贾勇陷坚。弟巴灵阿，尽节躯捐。”其与乾隆御制《紫光阁五

⼗功⾂像赞》⽂同，且字体亦为乾隆帝书风，当为御题。爱隆阿（？—1766年），觉尔察⽒，满洲正⻩旗⼈，清

朝将领。⾃前锋侍卫累迁齐齐哈尔副都统。乾隆⼆⼗⼀年，授领队⼤⾂，赴巴⾥坤军营。

此纸左侧御题为单纸，右侧画像钤“虚受⼈”印，此印为清嘉庆帝印，见《清代帝后玺印谱》第⼋册嘉庆卷⼀第36页

（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且所钤位置不在像中间，为接纸处，纸⽤清乾隆开化纸。可以初步判定，此

当为⼿卷之⼀段，或为当时⼋国联军将像分割之结果。此钤嘉庆帝⽤印，其绘制年代⼜在乾隆⼆⼗六年左右，可

以推断原卷或为清嘉庆帝御览。

此纸绘画作者，依前⽂所⾔，⼿卷者依《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载为⾦廷标所绘，此纸亦然。⾦⽒为清宫

御⽤画师，其在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沐浴下，⼜接受⻄⽅写实技法的影响，使之中⻄⽂化得到了完美的交融，其

⽤⾊为天然实⾊，今⽇看来宛如新作，实之⼆百余年，所谓精洁如新，藏家见之可以不疑。

皇家御⽤，在当时即不为寻常百姓家所得。此为名家画像，⼜乾隆帝御题，当可保藏深⼭，为清朝宫廷绘画之代

表。

6,524
比上一拍卖季:↓6%

更多

更多

袁运甫 靳尚谊 方增先

王明明 何家英 贾又福 崔如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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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 佰美图

估价:GBP 91,800,000-91,800,000

布洛克

2019英国伦敦艺术品拍卖会

李可染 1984年作 千壑

估价:JPY 38,000,000-80,000,000

上氏拍卖

JO’S AUCTION 蜗庐集萃首届艺术品拍

卖会

黄宾虹 1941年作 漓江

估价:JPY 28,000,000-38,000,000

上氏拍卖

JO’S AUCTION 蜗庐集萃首届艺术品拍

卖会

徐悲鸿 1938年作 黄岳

估价:JPY 23,000,000-34,500,000

上氏拍卖

JO’S AUCTION 蜗庐集萃首届艺术品拍

卖会

李可染 1988年作 雨后

估价:JPY 22,000,000-50,000,000

上氏拍卖

JO’S AUCTION 蜗庐集萃首届艺术品拍

卖会

艺术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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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信息

时间：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9号）

拍卖信息

时间：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9号）

成交总额：

成 交 率：

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2019年6月5日-6日 10:00-18:00

2019年06月06日-07日

登录后可查看

登录后可查看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
A04栋三层

邮编：100015

电话：010-64156669

传真：010-64166843

邮箱：webmaster@chinasungari.com

⽹址：www.sungari1995.com

您的位置：拍卖首页 > 拍卖结果 > 201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排序： 日期 LOT号： 搜索

止水——中国古代铜镜(已结束)
拍卖总数：259

拍卖时间：2019-06-06 18:00 ⼆层多功能厅（C厅）
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9号）

成交额：登录后可查看

成交率：登录后可查看

快速浏览拍品

宝文堂收藏 古钱 机制币 金银锭(已结束)
拍卖总数：382

拍卖时间：2019-06-06 21:30 ⼆层多功能厅（C厅）
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9号）

成交额：登录后可查看

成交率：登录后可查看

快速浏览拍品

中国书画(已结束)
拍卖总数：518

拍卖时间：2019-06-07 9:30 三层紫⾦厅（A厅）
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9号）

成交额：登录后可查看

成交率：登录后可查看

快速浏览拍品

北方艺术专场(已结束)
拍卖总数：38

拍卖时间：2019-06-07 16:30 三层紫⾦厅（A厅）
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9号）

成交额：登录后可查看

成交率：登录后可查看

快速浏览拍品

现当代艺术(已结束) 璀璨——中国书画及古代艺术珍品夜场(已结束)

雅昌拍卖 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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