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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戊戌狗年日历扑克来了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继

2017年成功发行鸡年系列日历扑克后，再次隆重推出

2018年狗年系列日历扑克，内容分别为剪纸版、卡通

版、春联版、三国演义诗词版、扑克知识版以及狗年春

晚版。以上六款扑克又分为雅藏版YC和春晚特别版HD。

藏友选择此项，将获得两个系列全套12副狗年日历贺岁

系列扑克且12副扑克编号相同。全套240元。 

（1）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剪纸版) 

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的第1副，内容为反映生

肖狗文化的54幅剪纸艺术作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

伴，以狗为主题的剪纸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喜

爱。 

（2）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卡通版)  

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的第2副，内容为反映生

肖狗文化的54幅卡通画艺术

作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

伴，以狗为主题的卡通画活

灵活现，栩栩如生，狗狗的

聪明灵动跃然纸上，令人喜

爱。 

（3）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

克(春联版)  

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

扑克的第3副，内容为反映

生肖贺年吉祥和狗文化的春

联书法艺术作品54副。 

（4）2018三国诗词日历扑

克 

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的第4副。《三国演义》是

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

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

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从《三国演义》作

者罗贯中开始，历代诗人写下大量讴歌三国人物的诗词

作品，非常值得我们诵读品味。本扑克收录描写三国人

物的诗词54首，配上《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经典剧

照，欢迎阅读与分享。 

（5）2018扑克知识日历扑克   

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的第5副。本扑克内容为

第一届中国扑克牌知识大赛全部54道题目，根据扑克牌

的特点对题目形式进行了若干调整和补充，有助于扑克

藏友学习和普及扑克文化知识，在扑克诗词中获取更多

的知识和快乐。 

（6）2018中国扑克收

藏狗年春晚纪念扑克        

2018年是中国农历

的戊戌狗年。《狗狗也

春晚》——中国扑克收

藏狗年春晚上展现了大

量难得一见的世界各国

艺术家创作设计的狗主

题扑克画面。本扑克精

选狗年春晚上展现的创

意独特，设计精湛的扑

克狗图54幅，供大家欣

赏、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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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1. 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大全(共12副)   实价240元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2017年成功发行鸡年系列日历扑克后，再次隆重推出

2018年狗年系列日历扑克，内容分别为剪纸版、卡通

版、春联版、三国演义诗词版、扑克知识版以及狗年春

晚版。以上六款扑克又分为雅藏版YC和春晚特别版HD。

藏友选择此项，将获得两个系列全套12副狗年日历贺岁

系列扑克且12副扑克编号相同。（温馨提示：如单选雅

藏版6副或春晚特别版6副请分别选择本期第6项和第7

项。） 

2. 中国扑克主题特种封（2017年54枚大全）实价22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和国家邮政部门密切合作，从

2016年1月开始发行“中国扑克主题特种封”。这将是

世界上第一套连续发行的、大系列的扑克主题特种信

封，也是第一套集邮信封形式的扑克牌，既是中国之

最，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之最。发行中国扑克主题特种

信封既可以满足国内藏友的收藏需要，也填补了中国乃

至世界的扑克主题信封的空白，因此特别具有收藏意

义。2017年全年14组共54枚（组成一套扑克牌封）： 

JOKER、2017鸡年贺岁（1月5日，配合新邮发行，

2枚）    

A、中国早期扑克（第1组）（1月，4枚）   

2、中国四大爱情故事（2月，4枚）    

3、春夏秋冬（3月20日，配合新邮发行，4枚）    

4、世界扑克主题名画（第2组）（4月，4枚）    

5、中国四大古典园林（5月，4枚）    

6、清明上河图（6月，4枚封可拼成《清明上河

图》长卷）    

7、琴棋书画（7月，4枚）    

8、军旗飘飘（8月1日，配合新邮发行，4枚）   

9-10、八仙过海（9-10月，8枚）    

J、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11月，4

枚）    

Q、世界扑克主题邮票（第2组）（12月，4枚）    

K、毛泽东肖像油画（12月，4枚） 

目前该系列封全套在集邮公司售价350元。本馆为

扑克藏友留存20套，以会员价220元提供藏友珍藏。供

完为止。 

3. 中国扑克主题特种封（2017年54枚未贴票封大全）

实价100元 

中国扑克博物馆和国家邮政部门密切合作，从

2016年1月开始发行“中国扑克主题特种封”。这将是

世界上第一套连续发行的、大系列的扑克主题特种信

封，也是第一套集邮信封形式的扑克牌，既是中国之

最，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之最。发行中国扑克主题特种

信封既可以满足国内藏友的收藏需要，也填补了中国乃

至世界的扑克主题信封的空白，因此特别具有收藏意

义。2017年全年14组共54枚（组成一套扑克牌封）。对

于非扑克集邮爱好者来说，收藏一套未贴票封，相当于

收藏一套信封式扑克牌，可以作为扑克衍生物收藏；对

于扑克集邮爱好者来说，一套贴票封和一套未贴票封对

照插册可以成为中国扑克主题特种封的珍贵藏品。这套

未贴票封无疑还是藏友制作特色原地纪念封的最佳素

材。目前该系列未贴票封全套在集邮公司售价180元。

本馆为扑克藏友留存20套，以会员特惠价100元提供藏

友珍藏。供完为止。 

4. 中国姚记·万盛达扑克大赛纪念封（4*1）【赠送】 

中

国 姚

记 · 万

盛 达 扑

克 大 赛

发 行 纪

念 封 一

套 四

枚 ， 封

图 为 四

张 早 期

国 外 的

皇后Q扑

克 图 。

本 期 特

赠 送 购

牌藏友每人一套收藏、欣赏。 

5. 扑克收藏名人名画系列门券（方2-6）    【赠送】 

扑克收藏名人名画系列门券（扑克式样）全部54

张已经出齐。其中方块2-6因发行量较小，使得很多藏

友没有配齐。本期特为大家补发以上5枚。本套门券部

分牌点有少量库存，需要的藏友请与中国扑克馆联系。 

【雅藏系列主题扑克（YC）】 

6. 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YC系列全套6副) 实价120元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2017年成功发行鸡年系列日历扑克全套6副后，再次

隆重推出2018年狗年系列日历扑克，内容分别为剪纸

版、卡通版、春联版、三国演义诗词版、扑克知识版以

及狗年春晚版。以上六款扑克又分为雅藏版YC和春晚特

别版HD。此项为雅藏版。藏友选择此项，将获得雅藏YC

系列全套6副狗年日历贺岁系列扑克且6副扑克编号相

同。（温馨提示：本系列扑克全套6副一律成套出售，

不拆卖。） 

（5-1）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剪纸版，YC-031)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

mailto:pokerchina@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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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第1副，内容为反映生肖狗文化的54幅剪纸艺术作

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伴，以狗为主题的剪纸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令人喜爱。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

副。可实用、可欣赏、可珍藏、可馈赠。本扑克盒背牌

样为梅花3。 

（5-2）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卡通版，YC-032)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2副，内容为反映生肖狗文化的54幅卡通画

艺术作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伴，以狗为主题的卡通

画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狗狗的聪明灵动跃然纸上，令

人喜爱。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欣

赏、可珍藏、可馈赠。本扑克盒背牌样为梅花4。 

（5-3）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春联版，YC-033)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3副，内容为反映生肖贺年吉祥和狗文化的

春联书法艺术作品54副。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

可实用、可欣赏、可珍藏、可馈赠。本扑克盒背牌样为

梅花4。 

（5-4）2018三国诗词日历扑克(YC-034)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4副。《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

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

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

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

三国英雄人物。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开始，历代

诗人写下大量讴歌三国人物的诗词作品，非常值得我们

诵读品味。本扑克收录描写三国人物的诗词54首，配上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经典剧照，欢迎阅读与分享。

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欣赏、可珍

藏、可馈赠。本扑克盒背牌样为梅花5。 

（5-5）2018扑克知识日历扑克(YC-035)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5副。本扑克内容为第一届中国扑克牌知识

大赛全部54道题目，根据扑克牌的特点对题目形式进行

了若干调整和补充，有助于扑克藏友学习和普及扑克文

化知识，在扑克诗词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快乐。本系列

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阅读、可珍藏、可馈

赠。本扑克盒背牌样为梅花6。 

（5-6）2018中国扑克收藏狗年春晚纪念扑克(YC-036)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狗狗也春晚》

——中国扑克收藏狗年春晚上展现了大量难得一见的世

界各国艺术家创作设计的狗主题扑克画面。本扑克精选

狗年春晚上展现的创意独特，设计精湛的扑克狗图54

幅，供大家欣赏、珍藏。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

本扑克盒背牌样为梅花7。 

【2018狗年日历系列扑克（春晚纪念版）】 

7. 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HD系列全套6副) 实价120元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2017年成功发行鸡年系列日历扑克后，再次隆重推出

2018年狗年系列日历扑克，内容分别为剪纸版、卡通

版、春联版、三国演义诗词版、扑克知识版以及狗年春

晚版。以上六款扑克又分为雅藏版YC和春晚特别版HD。

此项为春晚纪念版。藏友选择此项，将获得HD系列全套

6副狗年日历贺岁系列扑克且6副扑克编号相同。（温馨

提示：本系列扑克全套6副一律成套出售，不拆卖。） 

（6-1）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剪纸版，HD-09)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历扑

克的第1副，内容为反映生肖狗文化的54幅剪纸艺术作

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伴，以狗为主题的剪纸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令人喜爱。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

副。可实用、可欣赏、可珍藏、可馈赠。 

（6-2）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卡通版，HD-10)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2副，内容为反映生肖狗文化的54幅卡通画

艺术作品。狗是人类最亲近的伙伴，以狗为主题的卡通

画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狗狗的聪明灵动跃然纸上，令

人喜爱。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欣

赏、可珍藏、可馈赠。 

（6-3）2018戊戌贺岁日历扑克(春联版，HD-11)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3副，内容为反映生肖贺年吉祥和狗文化的

春联书法艺术作品54副。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

可实用、可欣赏、可珍藏、可馈赠。 

（6-4）2018三国诗词日历扑克(HD-12)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4副。《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

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

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

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

三国英雄人物。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开始，历代

诗人写下大量讴歌三国人物的诗词作品，非常值得我们

诵读品味。本扑克收录描写三国人物的诗词54首，配上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经典剧照，欢迎阅读与分享。

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欣赏、可珍

藏、可馈赠。 

（6-5）2018扑克知识日历扑克(HD-13)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中国扑克博物馆

继续隆重推出2018年系列周历扑克，这是2018年系列周

历扑克的第5副。本扑克内容为第一届中国扑克牌知识

大赛全部54道题目，根据扑克牌的特点对题目形式进行

了若干调整和补充，有助于扑克藏友学习和普及扑克文

化知识，在扑克诗词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快乐。本系列

限量编号印制100副。可实用、可阅读、可珍藏、可馈

赠。 

（6-6）2018中国扑克收藏狗年春晚纪念扑克(HD-14)        

20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狗年。《狗狗也春晚》

——中国扑克收藏狗年春晚上展现了大量难得一见的世

界各国艺术家创作设计的狗主题扑克画面。本扑克精选

狗年春晚上展现的创意独特，设计精湛的扑克狗图54

幅，供大家欣赏、珍藏。本系列限量编号印制100副。 

 



 

《中国扑克馆馆讯》2018年第3期（总235期）                                                               第 4 页 

【中国扑克博物馆系列扑克（纪念版J）】 

8. 汉字听写大赛（笔顺篇J-385）            10元 

汉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汉字书写

非常讲究笔画书写顺序。汉字笔画的书写顺序，一般是

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外后内，先横后竖，先撇后

捺，先进后关，先中间后两边。笔顺正确与否，一定程

度上关系到书写的速度和字形的好坏。参加各类考试和

参加汉字大赛时笔顺也很重要。 

【蝶马系列主题扑克】 

9. 大师简影（G-041）                        20元 

早春二月成了大师们的告别季。在仅剩下一颗健

康的头颅，却一心为全人类思考的著名天文物理学家霍

金，对人类提出最后一次警告不久，上帝召回了这位折

翅的天使。仅仅几天之后，更为华人世界熟知的李敖，

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口无遮拦、嬉笑怒骂甚至滑稽搞

怪的李大师，不再有话要说。无论是霍金还是李敖，每

一个杰出个体的离开，都值得追忆。 

【中期文学名著绝版扑克专辑】 

10. 红楼梦（石头记2*1孙温绘画版）      实价30元 
清代著名国画大师孙温先生用36年的时间，熬尽

一生心血工笔重彩绘制的230幅巨幅图画，现存藏于大
连旅顺博物馆，2004年在国内首次展出，引起世界性的
轰动。本扑克为2002年版本，也是第一套展示孙温大师
这套传世佳作的扑克牌。两副一套。 

11. 三国演义（明代刻本2*1）            实价30元 
本扑克收录《三国演义》明代刻本插图108幅。两

副一套。 

12. 梁山扑克（天津823双人版）         实价120元 
天津中期扑克经典。天津美术学院画家手绘水浒

人物108人。全品相绝版扑克。1982年出品。市场价200
元。 

13. 三国扑克（天津821）               实价100元 
天津中期扑克经典。天津美术学院画家手绘三国

人物52人。绝版扑克。1982年出品。市场价150元。 

14. 西游扑克（天津810）               实价100元 
天津中期扑克经典。天津美术学院画家手绘西游

人物108人。绝版扑克。1981年出品。市场价150元。 

15. 红楼梦（葡京中期版）               实价20元 
葡京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16. 水浒传（葡京中期版）               实价20元 
葡京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17. 西游记（葡京中期版）               实价20元 
葡京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18. 三国志（葡京中期版）               实价20元 
葡京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19. 封神榜（葡京中期版）               实价20元 
葡京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20. 三十六计·三国演义（桂林中期版2*1）实价30元 
《三国演义》中有大量运用三十六计的成功典

范。本扑克两副108张，其中36张介绍三十六计，其余
72张为《三国演义》中运用三十六计的故事。是一套创
意独特，设计精湛的中期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21. 红楼十二钗（中国制造，外盒错版）   实价20元 
《红楼梦》中期扑克中一个比较少见的版本。印

刷、制作及其外观品相都不敢恭维，但这才正是那个时
代的老牌。 

22. 西游猎奇传（上海版，编号204）      实价15元 

介绍《西游记》中54个人物形象。上海飒瑞版。
已绝版。 

23. 封神榜（上海中期版）               实价20元 
上海森林中期版名著扑克，值得收藏。 

24. 水浒传108人物（广西桂林版）        实价10元 
广西桂林鸿瑞版名著扑克，名家手绘，值得收

藏。 

25. 水浒传故事扑克（正方形2*1）        实价40元 
水浒传正方形故事扑克，画面清晰，已经绝版。 

26. 三国演义故事扑克（正方形2*1）      实价40元 
三国演义正方形故事扑克，画面清晰，已经绝

版。 

【其他收藏扑克】 

2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报纸展览         10元 
收录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54张珍贵老报纸，包

括珍贵的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向导》
创刊号；《共产党》创刊号；《人民日报》创刊号等珍
贵报纸。还是制作党史、军事题材扑克藏集的好素材。 

28. 篱笆墙外(国外正方形扑克)               25元 
春天来临，万物复苏。刚在冬天里睡了一个长觉

的动物们惊奇地发现，在它们的林地里多了一道漫无尽
头的绿色篱笆。在这堵“墙”后面，一片人类的生活小
区正拔地而起。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动物们惶恐不安，
不知是福是祸。领袖老龟Verne建议大家远离篱笆以免
不测，而新来的浣熊则把人类世界鼓吹成乐园，那儿的
银桶（垃圾桶）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食物，而且不用冒
任何危险。然而当动物们开始频繁在这个人类社区中亮
相时，它们不仅要对付专业的动物捕手，还要面临恶熊
的威胁。正方形扑克精装。 

29. 中国民居（河北卓达出品）               10元 
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又称民居。由于中国各地

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
化的面貌。 中国的民居是我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重要
类型，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民间建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内
容。本扑克全面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民居建筑，已经绝
版。 

30. 俄罗斯漫像电影艺术扑克（4*1）          80元 
包括《苏联政治家》《苏联老电影》《俄罗斯文

学家》和《人与动物》四副，2002年出品，已经绝版。 

31. 方成漫画典藏（中国扑克馆监制CPJ-105）  10元 
介绍国家级漫画大师方成54幅经典漫画作品，是

方成大师唯一一副个人作品集扑克，已经绝版。 

32.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将领扑克2*1）  20元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有珍贵历史资料和革命文

物。馆区主要分为主展区和游览区两大部分。纪念馆先
后接待了习近平、刘云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华国锋、杨尚昆、宋平、刘华清等老一辈
革命家。 

33. 甘肃金川风情（旅游风光主题，全花式）实价6元 
这里是中国镍工业基地，这里是中国沙井文化见

证地，这里是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的桥头堡，这就是中国
镍都——甘肃金川。 

34. 雪佛兰汽车（汽车文化主题，全花式）  实价5元 

35. 绿豆大曲（酒文化主题，半花式）      实价4元 

36. 文德·凯旋门（建筑文化主题，半花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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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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