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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雅典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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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0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萨马兰奇签名火炬

W011
2008年北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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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7
2012年伦敦奥

运会火炬

W168
1996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火炬

W206
2010年温哥华

冬奥会火炬

W037
2014年索契冬

奥会火炬

历届奥运会火炬预览图



W008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浪琴Longines 14K金壳镶

W015　北京奥运会205个参赛国奥委会徽章（原装大镜框）

W033　2012年伦敦奥运会全体冠军签名龙服

W062　荷兰奥委会赠与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秘书
长ZACK J. FARMER手绘大青花瓷盘

W022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种灯



竞 买 须 知

预展时间：2016年4月21-24日上午9:00-17:00

拍卖时间：2016年4月24日下午1:00

预展地址：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07A451

拍卖地址：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7号馆三层309会议室

网络预展：www.wylbpm.com

竞买手续： 010-87792511

　　　　　138 1072 2008　　139 0120 2526

委托电话：158 1072 2008

本场拍卖规则与竞买须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1、本着公开拍卖、公平竞争、公正成交、诚实信用的原则，拍卖结果受法律保护。

2、凭身份证件和复印件，企事业单位凭证照和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竞买人须交纳保证金两万元人民币，竞买人请在拍卖会前进场，凭保证金收据换取竞价号牌。保证金以票

据支付的，须在拍卖前到达本公司帐户。竞买成功，保证金自动转为成交款，竞买人未能中标，保证金在五个工作

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

4、竞价号牌代表竞买人身份，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转借或代举等，办理本竞价号牌的竞买人应承担由此竞价

号牌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5、本次拍卖会起拍价和加价幅度由拍卖师当场宣布，拍卖师视现场情况有权调整竞价阶梯。

6、竞买人进入拍卖会场参与竞买，即表明已知晓并同意遵守本拍卖会的相关规定。

7、竞买人口头出价和举牌示意均可，每次举牌表示递增一档，口头出价需同时举牌，不受递增一档的限制，

拍卖师报价三声，无人再应价击槌定价成交。竞买人成为买受人后，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并须在拍卖会后五个

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拍卖成交款及佣金。

8、买受人须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落槌价12%佣金。

9、付全款后办理标的物移交，其包装、搬运等自理；公司可帮助代理，但相关费用由买受人预付及承担。

10、买受人未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付清有关款项，视作悔拍，已付款项（包括保证金）不予退还。延期付

款时，本公司按日收取余款3‰的滞纳金，本公司亦有权重新处置拍品并保留按法律途径向悔拍方追诉的权利。

11、竞买人获取的任何资料、拍卖图录等仅供买家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依据拍卖法本公司不承担瑕疵等担

保责任，敬请买家亲临预展现场，仔细查看拍品，欢迎垂询。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5日

体育收藏  国际文化  积累财富  收获精神



W00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扬帆情　　
起拍价：无底价

该套瓷器为风帆造型，寓意一帆风顺，五环颜色，
材质为骨质瓷，薄如纸，手工制作，成品率低，
每个上面都有运动项目图标的暗纹。尺寸为：
20×15×5CM，由第29届北京奥组委授权限量发
行。原奥运官方标签价：7800元/套。

W002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富贵花开瓶”一对　　
起拍价：无底价
 
此套瓷瓶是北京奥组委授权，湖南醴陵限量发行，雍容华贵的
牡丹盛开在釉下五彩经典瓷瓶上，呈现着中华民族大气恢弘的
风度。瓶高约28cm。原奥运官方标签价：2000元/个。

W003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喜上眉梢”梅瓶一对  
起拍价：无底价

此套瓷瓶是北京奥组委授权，湖南醴陵限量发行，怒放的梅花
盛开在釉下五彩经典瓷瓶上，流荡着中华民族大气恢弘的风
度。瓶高约29.5cm。原奥运官方标签价：200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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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04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龙凤呈祥、吉祥如
意”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该对瓶采用中国红釉、贴金、毛瓷工艺，运用纳米技术精
炼而成，图案为龙凤和祥云，具有浓郁的东方神韵。每只
瓶均有单独防伪证书、原包装，瓶底有防伪标志和统一编
号，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瓶高约39cm。原奥
运官方标签价：8800元/个。

W005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火炬（原皮套）　　起拍价：无底价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新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参加的首届夏季奥运会。本届奥
运会火炬设计精美。燃烧头部为铜质，并使用浮雕工艺。手柄部分为皮质包裹，提
升了火炬把握时的舒适度。该火炬带有原装皮套。

W006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金边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为23.5cm。

2



W007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篮冠军美国队
全体签名的正式比赛蓝球　　起拍价：2500元
 
1976年女篮项目进入奥运会。1984年美国女篮
第一次荣获奥运冠军，从此，美国女篮在84年
至12年的八次奥运会上，七次获得冠军，独霸
奥运女篮。
此84年洛杉矶奥运会比赛用篮球及冠军队美国
女篮全体签名，见证了奥运会女篮、美国女篮及
中国女篮的崛起。该球原展示在1932年、也是
1984年奥运主场馆有关展览室。十余人的签名
中，有的签名部分磨失。

W008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浪琴Longines 14K金壳镶
钻怀表起拍价：48000元 

104颗，总重2克拉( ct )钻石，簇拥荟萃构成奢华炫丽的奥
林匹克五环图案，镶嵌于14K黄金表壳，7颗红宝石轴眼L 
970. 2石英机芯，瑞士名表浪琴为1984年第23届美国洛杉
矶奥运会限量制作，珠宝款时尚超薄金表。表壳背面刻有
14K GOLD，限量版编号（ LIMITED EDITION ）：159
等字样，浪琴为本届奥运会官方指定计时器。附原厂木制装
帧表盒，1984年原厂售价标签及《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钻石鉴定证书。备注：1984年此款钻石金表售
价5500美元（详见售价标签）

W009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佳能Canon NEW 
F1相机（限量版）　　起拍价：4000元  

奥运会官方指定全机械摄影师专业级相机，机身刻有
奥运标识和限量版唯一编号，运转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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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0　1984年撒拉热窝冬奥会传递火炬　　
起拍价：38000元 

火炬高57.5cm，重680克，由燃烧部和手柄两部分构成，在手柄座处刻
有金色“萨拉热窝84”字样，由世界著名体育用品生产商美津浓采用精
钢制作，通体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W01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全新）
起拍价：20000元 

原装木盒，编号为：T10039   配钥匙。

W012　汤禄仕金农体书法 “更高、更
快、更强”　　起拍价：无底价 

汤禄仕，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
家。明代文学家汤显祖18世孙，清光绪
武进士汤国秀曾孙。其书法独树一帜，人
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国家机构多有展示或
收藏，是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金农书法“漆
书”传人。尺寸：175*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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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型艺术青瓷摆件
起拍价：2800元

2008数字变体形成的飞龙造型，腾飞在祥云于
长城之上。象征着江山永固、吉祥如意、盛世腾
飞。尺寸长约28cm，高约20cm。

W014　2008年北京奥运会福娃灯罩一对
起拍价：无底价

该款灯具设计方案构思源于中国传统的煤油灯，即
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装饰以五福娃吉祥物为
主，灯罩部分以景德镇特有的薄胎瓷制成结合金色
的中国印：底部边饰采用奥运竞技项目以夜光材料
印制，表现浓郁的中国味及强烈的奥运色彩。高约
为28cm。

W015　北京奥运会205个参赛国奥委会徽章（原装大镜框） 起拍价：8800元 

该拍品是中国奥委会获得205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授权同意后，专项少量制作。是官方赠送贵宾的珍贵礼物。后因文
莱代表团未能参加北京奥运会，所以参会者实为204个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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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6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项目瓷盘一组　　起拍价：2200元

直径约32cm。

W017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闪电侠”博尔特签名
颁奖照片（附鉴定证书）　　起拍价：1500元 

尤塞恩·博尔特Usain St.Leo Bolt，牙买加世界著名
短跑运动员，在北京2008奥运会上成为历史上第一
位在一届奥运会上同时获得100米、200米和4×100
米接力的金牌，并同时打破世界纪录的人。2008—
2009年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两度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世锦赛双冠王。2015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勇夺
100米和200米及4X100冠军。

W018　中国奥委会官方礼品腕表
起拍价: 无底价

不锈钢材质,日常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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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9　中国奥委会制国际奥委会205个成员
标志徽章大全套　　起拍价：4000元 

为纪念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国家和地区
奥委会，中国奥委会设计生产了这组徽章。本
组徽章共205枚，按五大洲的顺序用五个精致
的盒子包装，资料性和观赏性均很高。后由于
文莱赛前未给任何运动员办理参赛注册，文莱
奥委会被国际奥委会取消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资
格。实际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一共为
204个。

W02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庆功酒　　起拍价：18000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的奥运酒自然是选择了国内顶级的品牌，在北
京奥运会上，长城葡萄酒献上了“为中国奥运军团特别酿造”的优质美
酒，出自长城华夏葡萄园A区，不仅口感醇厚，而且包装精美，具有相当
高的收藏价值。

W021　北京奥组委礼品艺术陶瓷盘范曾作品《吾家小犊亦吟诗》
起拍价：3800元 

范曾，1938年生，江苏省南通人。1955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
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4年任南开大学东方
艺术系主任、教授。直径约3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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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2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种灯　　起拍价：16万

火炬接力火种灯与矿灯原理相同，用来保存奥林匹克圣火的火种，主
要用于火种迎接、圣火点燃、圣火展示等活动。国际奥委会要求，为
了保证圣火的尊严和火炬接力的纯洁性，火炬接力运行期间要保持圣
火持续燃烧。一旦火炬熄灭，必须用保存在火种灯里的圣火火种引燃
火炬，以确保奥运会开幕式上主火炬是由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点燃。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意源于古典、华美的中国宫灯，方圆
嵌套象征天圆地方，银色金属光泽和晶莹剔透的玻璃形成对比，传达
出奥林匹克圣火所象征的神圣与纯洁。

W02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洋洲官
方礼品徽章　　起拍价：6000元
 
奥运期间大洋洲奥委会送给北京奥运村
的礼品,15枚。(配图)

W024　200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蹴鞠》铜版画　　起拍价：无底价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等，“蹴”有用脚蹴、蹋、踢的含义，
“鞠”最早系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以脚
蹴、蹋、踢皮球的活动，类似今日的足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时特别
制作了中国特色的《蹴鞠》铜版画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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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5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组委大铜章
起拍价：15000元 

北京奥组委大铜章由罗永辉设计,上海造币厂
生产,NGC评级67分。 直径约为8cm。

W0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签名水球
起拍价：无底价
 
其中有：李立、董元云、余利宏、张楚峰、
葛伟青等签名。

W027　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 33000元 

火炬的重量为800克，长80cm.就火炬的身高而言，这样的重量已经可以排在奥运史最轻的火炬
的前列。火炬上镂刻有8000个圆环，包含着向8000名火炬手的人生成就致敬的寓意.在火炬设计
上还融入了火炬手的符号，这在奥运史也是第一次，将人的因素加入到火炬中，也充分表明了伦
敦奥运会的创新性。火炬顶部是三角形的设计，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柄三角形的火炬，全身均为
金色。设计师称三角形象征了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同时，非圆形的火炬手感更
好，也更容易被火炬手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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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28　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项目青花瓷壶一套　　起拍价：2800元 

中国奥委会创意以中国起源的茶文化器皿瓷壶为载体，采用最具代表中国元素的青花和景镇瓷器表现，制作了体育运
动项目青花瓷壶。瓷壶由中国奥委会创意策划，景德镇研发设计制作,聘请知名陶艺专家艺术指导，采用景德镇传统
制瓷工艺,手工绘画，高温烧制而成.2012年限量编号制作。您收藏的瓷壶作品编号与证书编号相同。此套壶共有：举
重、马术、摔跤、体操、田径、足球、羽毛球、射箭八个项项目，每个项目都配有一个证书。

W029　中国奥委会10寸青花会徽瓷盘（原盒）　　起拍价： 无底价 

该藏品为中国奥委会限量定制会徽瓷盘，作为中国奥委会礼物赠送使用。由“千年瓷
都“景德镇制造，图案精美。

W030　第12届全国冬运会瓷火炬　　起拍价： 7600元 

2012年第12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吉林长春举行，火炬设计理念来自于登山杖，采用景德镇青花瓷
为主体，将火炬与瓷器完美结合，是世界上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瓷质火炬。火炬高约6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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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1　2012年伦敦奥运会火炬模型　　起拍价：无底价

此款微缩火炬为伦敦2012年奥运会官方火炬1/2的原模缩小
版，采用与原火炬相同的工艺，会徽用10克纯银打造。

W032　中国奥委会纪念瓷盘、餐具一组　　起拍价：无底价 

最新中国奥委会定制限量300个运动项目瓷盘之一，采用青花釉下
彩工艺 瓷盘正面外圈为26个奥运会项目图案，中心为象征吉祥如意
的牡丹花，并印有中国奥委会会徽和英文字样。直径约为20.8cm。

W033　2012年伦敦奥运会全体冠军签名龙服 
起拍价：8000元 

冠军签名有：孙杨、叶诗文、焦刘洋、吴敏霞，陈诺林、
汪浩、何姿、秦凯、罗玉通、曹缘、张雁全、陈定、陈一
冰，张成龙、郭伟阳、邹凯、冯喆、邓琳琳、李晓霞、丁
宁、郭跃、张继科、王皓、马龙、林丹、蔡赟、傅海峰、
张楠、赵云蕾、田卿、李雪芮、李雪英、王明娟、周璐
璐、林清峰、吕小军、董栋、吴静钰、邹市明、徐莉佳、
雷声、易思玲、郭文珺、李娜、骆晓娟、孙玉洁、许安琪
等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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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34　2012年伦敦奥运会徽章一组 （27枚）
起拍价：2000元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再现大国风范。这组拍品荟萃了奥
运徽章中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元素，有体育单项、媒体、赞助商
等多种具有特色的徽章。是了解奥运历史和徽章文化的代表藏
品之一。

W035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拼图徽章（18枚）
起拍价：2000元 

从伦敦奥运会开幕到闭幕，为了记住那难忘的日子，伦敦
奥运会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发行了“每日一pin”，这些
徽章各有分工，但当他们终于齐聚一堂的时候，你会发
现，有心的发行者居然将它们拼成了一个巨大的伦敦奥运
会会徽。

W036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全体冠军签名
首日封【38枚】　　起拍价：3800元

冠军签名有：孙杨、叶诗文、焦刘洋、吴敏霞，
陈诺林、汪浩、何姿、秦凯、罗玉通、曹缘、张
雁全、陈定、陈一冰，张成龙、郭伟阳、邹凯、
冯喆、邓琳琳、李晓霞、丁宁、郭跃、张继科、
王皓、马龙、林丹、蔡赟、傅海峰、张楠、赵云
蕾、田卿、李雪芮、李雪英、王明娟、周璐璐、
林清峰、吕小军、董栋、吴静钰、邹市明、徐莉
佳、雷声、易思玲、郭文珺、李娜、骆晓娟、孙
玉洁、许安琪等人签名。

12



W037　2014年索契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8000 元 

本届冬奥会火炬是一款非常时尚的具有未来感的羽毛型镀铬火
炬。火炬重1.8公斤，长约1米。火炬内里为红色，整体设计
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民族不死鸟传说的故事。本届冬奥会共仅有
14000名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局部有轻微磨损）

W038　2014年第二届南京青奥会火炬　　起拍价：15000元

南京青奥会火炬名为“幸福之门”，顶部造型寓意城门，象征着
南京通过赛事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博大与辉煌。“打开城市心灵之
门，举办青春盛会，把世界的未来迎进古都南京”。整个造型具
有强烈的动感，融合南京特色，青春元素，表达了南京希望与全
世界青年一同开创未来的祝愿。

W039　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瓷盘《孩童与狗》
起拍价：1800元 

直径约1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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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0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第一名奖牌（官方复制版） 
起拍价：1500元 

1896年希腊雅典主办第一届奥运会奖牌，由日本造币局复
制铜章，直径约5cm。

W041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参与奖章2枚（原
盒）　　起拍价：15000元

（1）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运动员参与奖章（铜）
直径5cm。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
组委会特别制作铜质参与奖章颁发给参加竞赛的运
动员。
（2）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冠参与奖章（铜镀金）
直径5cm。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组委会制作少量的
铜镀金奖章颁发给奥运冠军和与会贵宾。

W042　1908年足球裁判“劳森LAWSON”怀表
起拍价：1800元 

表盘有LAWSON Football Timer字样，早期足球裁判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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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5　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全套信销
邮票　　起拍价: 无底价 

第一届奥运会邮票，它是1896年发行的，应该
说是世界第一套体育邮票，也是第一届现代奥
运会的，夏季奥运会的邮票，距今已经120年
了。
希腊发行奥林匹克邮票的意图原先只是为了募
集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资金，却没有想到奥林
匹克、现代奥运会与邮票结为亲密“伙伴”，
并以邮票的形式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
的奥林匹克百科全书，第一届奥运会留下了邮
票拯救了奥运会美谈。

W043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邮票全套12枚新
票（原胶）　　起拍价：7500元 

世界上第一套奥运会邮票，全套12枚原胶新票。

W044　英国伯明翰足球俱乐部球帽　　起拍价：3800元
Made by Christys London，6片蓝色和红色天鹅绒交替拼接并
由精美的螺旋银丝缝合特制而成，帽圆环绕银丝编带，帽檐上方
螺旋银丝编绣出“BCFC”英国伯明翰足球俱乐部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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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6　1914年海报式足球证书　　起拍价：2800元

早期海报式足球证书。尺寸：65cm X 50cm。

W047　1909年英国足球海报　　起拍价：4000元

这是一张1909年英国节礼日BOXING DAY贴用过的
足球海报，赛事举办地为坎特伯雷市Canterbury。尺
寸:51cm X 38cm。

W048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手绘冠军瓷盘
起拍价：5000元 

瓷盘22.8cm，由B.V.Vlymen绘制，MOSA陶瓷厂生产。
图案为冠军的半身像，后面带有五环和1928年阿姆斯特丹
第九届奥运会字样，品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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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49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运动项目纪念青花瓷盘 
起拍价：2800元 

盘心绘有荷兰国徽尤橄榄枝包围，盘周有6个运动场景，配以敏
捷、时尚、运动等荷兰语，底部有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直径约
24.5cm。

W050　1928年奥运会（比赛款）足球（附奥运会足球报告）
起拍价：15000元 

此款球为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比赛款球，12瓣皮质厚重纯牛皮交
替成垂直花型，手工缝制，奥运会官方指定标准的5号六排系带足球，
1928年奥运会足球报告，盖有组委会印章，图文并茂，详细地介绍了
本届奥运会足球比赛情况。

W052　早期奥运（体育）运动项目大铜盘　　
起拍价：3500元 

直径约51cm，原配木托支架，图案生动地描绘了人类
体育运动由单纯的人体自身运动及辅助器材下的运动，
如马拉松、摔跤及足球、网球、田径跨栏、曲棍球、自
行车，再到借助发动机械动力的运动如汽车和摩托车竞
赛及飞机和飞艇的空中角逐，诠释了20年代科技发展
与运动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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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3　1928年奥运会手工高浮雕铜盘《公元前古代奥运会两轮战
车》　　起拍价：2000元 

直径约28cm，公元前680年第25届古奥运会上两轮战车竞赛被列为
比赛项目，在长800米宽320米的赛马场举行，战车约跑10公里，各
辆车都涂着不同的颜色，绚丽夺目，威武壮观，比赛十分激烈。竞
技者赤身扬鞭，催马向前，车翻人伤的事故常有发生，跑完全程者
通常不及半数。

W054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官方文件《 世界杯海报设计竞赛揭晓和获奖
者名单 》　　起拍价：25000元 

这是一份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组织和筹备委员会的文献，盖有1930年
世界杯组委会蓝色官方印章，主要是关于评审团揭晓1930年第一届世
界杯海报设计和获奖者名单。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世界杯组委会授权
指派的由Domingo Bazzurro, Octavio de los Campos, Cesar Batlle 
Pacheco, Julio V. Iturbide 和 Jose Sierra Morato五人组成的评审团，
对近100件征集的世界杯海报作品进行筛选，最终5件海报作品入选，它
们是《ARQUERO》、《SIJUAN》、《KUKO》、《CAMPEON》和
《VICTORIA》。1929年9月25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评审团投票
选出1、2、3等奖获得者，Guillermo Laborde作品主题为《ARQUERO》
和《Victoria》分别获得1等奖和3等奖，Hector A. Guerra 和 Oscar E. 
Gambini作品主题为《Kuko》获得2等奖。为此，由乌拉圭美术大师拉博尔
德Guillermo Laborde设计主题为《守门员 Arquero》的第一届世界杯海
报诞生，海报图案同时也作为第一届世界杯的会徽使用（为区别世界杯海报
图案和会徽图案，组委会特别将第一届世界杯会徽主图球门横梁断线以示差
别）。

W055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会徽）海报《 守门员Arquero 》
起拍价：4500元
 
尺寸53cm X 28cm。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举
办，图案主题为《守门员Arquero》的第一届世界杯官方海报，由乌拉圭美
术大师拉博尔德GUILLERMO LABORDE设计，同时海报图案也作为第一
届世界杯会徽使用，为区别世界杯海报图案和会徽图案，组委会特别将第一
届世界杯会徽主图球门横梁断线以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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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6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主席签署官方文件
《 国际足联决议乌拉圭承办第一届世界杯 》　　
起拍价：35000元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执委会官方文件（防伪水印
纸）是关于感谢国际足联对各足联成员国沟通，
决议由乌拉圭足协组织和承办1930年第一届世界
杯，统一管理和协调足联成员国与世界杯组委会
之间的各项事务，组建一支由乌拉圭外交官恩里
克·布埃罗Buero Enrique领导的赛事组委会，并
于1929年7月27日由世界杯组委会/执委会主席劳
尔·祖德Raul Jude 和秘书长等签名。

W057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冠军功臣人物画
起拍价：3500元 

乌拉圭国家足球队为纪念和表彰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赢得桂
冠做出卓越贡献的队长和射手，特别印制纳萨兹与佩蒂博内二
人画像。
何塞·纳萨兹JOSE NASAZZI （1901-1968），永远是足球
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用“伟大”来赞
美的球员，1923年开始担任乌拉圭国家足球队队长和场上的灵
魂人物代表乌拉圭队出战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并蝉联2届奥
运会冠军。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同阿根廷队的决赛中，他几
乎完美地盯防住了对方的神射手斯塔比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
第一个举起金杯的世界杯冠军队长。乌拉圭百年纪念体育场前
矗立着何塞·纳萨兹的雕像。尺寸47cm X 35cm。
何塞·佩蒂博内JOSE PIENDIBENE（1890-1969），乌拉
圭世界著名边锋，美洲杯十大射手，征战美洲杯多次夺冠、蝉
联1924年和1928年2届奥运会冠军，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冠
军乌拉圭主力队员。备注：有折叠和破损。

W058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决赛款）足球（附世界杯报
告）　起拍价：50000元 

第一届世界杯T-MODEL决赛款足球，由11片相互垂直的T
型厚重纯牛皮手工缝制而成，故称为T型足球。资料图文显示
T-MODEL足球赛前测试照片，国际足联FIFA收藏1930年第
一届世界杯T-MODEL决赛款足球照片，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手持T-MODEL足球照片。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足球报告，
盖有组委会印章，图文并茂，详细地介绍了首届世界杯足球比
赛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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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9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官方（赛事）海报一组5件 　　起拍价：80000元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举办，本届世界杯印制图案主题为《守门员Arquero》，
由乌拉圭美术大师拉博尔德GUILLERMO LABORDE设计并盖有1930年世界杯组委会蓝色官方印章，张贴于世界杯
期间各比赛球场，除《 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 》海报外，其它赛事海报图案相同，不同的是下方印有不同的参赛队
国名，不同的比赛时间和地点（球场），世界杯（决赛）海报还特别印上比赛双方乌拉圭和阿根廷两国的国旗。
（1）1930年世界杯（决赛）海报 — 乌拉圭VS阿根廷
1930年7月30日15:30，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 尺寸：90cm X 39cm。
（2）1930年世界杯（小组赛）海报 — 智利VS法国  
1930年7月19日12:50，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尺寸：90cm X 39cm。
（3）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半决赛）海报 — 乌拉圭VS南斯拉夫
尺寸：90cm X 39cm，1930年7月27日14:45，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
（4）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半决赛）海报 — 阿根廷VS美国
尺寸：90cm X 39cm，1930年7月26日14:45，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
（5）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巨幅）海报 《 蒙得维的亚百年纪念球场 》
尺寸：90cm X 62cm。 

W060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机械怀表　　起拍价：2000元 

银壳（编号0920366）表完整目前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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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1　历届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大全套　　起拍价：15000元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吉祥物是滑雪人，舒斯，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非正式冬奥会吉祥物。已知的该吉祥物均为塑料材
质。
1972年札幌冬奥会吉祥物
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吉祥物，是奥地利山区泰洛尔人造型的雪人。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吉祥物为一只浣熊是当地的保护动物。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吉祥物为一只名为vucko的灰狼形象。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吉祥物分别为hidy和howdy，这也是冬奥会吉祥物首次以一男一女成对出现。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吉祥物为magique中文名字冰上精灵，是以星形为设计重点，并且设计及命名都有小朋友完成。该
吉祥物也是冬奥会历史上首次不以小动物的形象来设计吉祥物，具有特殊意义。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吉祥物为hakon和kristin，来自挪威童话故事的两个主角并以故事中的两个孩子命名冬奥会历史上
首次出现人物形象作为吉祥物。
1998年长野冬奥会吉祥物为四只可爱的小猫头，应统一被称为snowlets。但每只都还有不同的名字，分别取名sukki，
nokki，lekki，tsukki。
2002年盐城湖冬奥会吉祥物为雪靴兔 powder、北美草原小狼copper和美洲熊coal分别代表了冬奥会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
2006年都灵冬奥会吉祥物为“内韦”和“格利兹”。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吉祥物为名叫米加的北极熊和名叫魁特奇的北美野人，还有一个隐藏在其后的名为mukmuk的土拨鼠。
2014年索契冬奥会吉祥物分别为雪豹兔子和北极熊。

W062　荷兰奥委会赠与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秘书
长ZACK J. FARMER手绘大青花瓷盘　
起拍价：48000元 

荷兰奥委会赠与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秘书长ZACK 
J. FARMER瓷盘，对其巨大成就表示肯定。
此盘为荷兰奥委会（奥运代表团）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
会赠给本届奥运会秘书长的礼品。据美国1932年和1984年
奥运会场馆原负责人介绍，该瓷盘仅此一件。
青花大瓷盘内容丰富，画工细腻，盘心绘有荷兰国徽、大风
车及田野、房屋、小桥、小鸟、划船。配以敏捷、时尚、运
动等荷兰语。
瓷盘直径：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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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3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官方报告　　起拍价：3300 元 

报告书制作宏大，精美厚重，详细描述了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举办的各种活动，各项比赛情况、奖牌获得
者及名称，奖牌样式、证书及举办奥林匹克展览的精彩内容和大量事实图片。其中第397页刊登有中国奥运第一人刘
长春参加比赛的大幅照片及他参加的100米、200米比赛成绩等，是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珍贵图文史料。随行和带队
的是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的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王正廷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是中国近
现代最重要的体育领导人之一。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证婚人。第342页中有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照片，第804页的运动员名
录中有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参加100米和200米短跑的纪录。

W064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参与奖章　　起拍价：6500元 

在本届奥运会上，刘长春作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参加1932年奥运会并获得此种铜章的中国运动员。当时官方制作
4000枚，直径约为6.9cm。

W065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10000米冠军和世界记录保持者Kusocinski Janusz铜章　　起拍价：1000元 

直径约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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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6　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整版邮票 （100张）
起拍价：3000元 

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冬奥会史上发行的第一张冬
奥会邮票，一张一套。

W067　1934—1935年英国足球俱乐部（决赛）用球
起拍价：6000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球上印有 “Used in Finals of 
Merrin Cup & Owen Charity Cup 1934—1935”字
样，早期英国足球俱乐部官方授权决赛专用球，非常珍
贵。

W068　1934年第2届世界杯图录　　
起拍价：1000元 

由IL CALCIO ILLUSTRATO, MILAN印
制，详细地介绍了1934年在意大利举办
世界杯的门票、邮票和明信片、海报、赛
事足球场详图、小组赛程表及意大利国家
队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荣获冠军全程照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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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69　1934年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全套
四方联新票36枚 （ 原胶 / 部分版名纸边 ）　
起拍价：8000元 

1934年5月23日意大利邮政发行第2届意大利世
界杯邮票全套9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套世界
杯邮票和价值最高的世界杯主办国邮票，原胶
带部分版名纸边四方联邮票36枚全新票。

W070　1934年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全套实寄封 2枚 （附鉴定证书）　　起拍价：50000元 

贴6枚1934年世界杯普通邮票和快递签条及航空签条的意大利寄捷克斯洛伐克混贴航空快递封，盖有清晰的1934
年6月4日意大利罗马Roma寄递戳记，6日奥地利维也纳Wien中转戳记，6日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Brno投递戳记；
贴4枚1934年世界杯高面值航空邮票和米兰4725挂号签条及航空签条的意大利寄德国挂号航空封，盖有1934年
8月28日意大利米兰Milan寄递戳记，29日瑞士苏黎世Zürich中转戳记，29日德国曼海姆Mannheim投递戳记。
1934年第2届意大利世界杯邮票全套9枚，是世界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此套贴有1934年世界杯邮票的实寄封是世
界上第一套真正通过邮政线路航空寄递过的信封（实寄封），邮路清晰，各种相应戳记和签条完整，附鉴定证书。
在世界著名拍卖行索斯比独立拍卖标的中唯一有资格竞拍的世界杯邮票实寄封即为全套1934年世界杯邮票实寄封，估
价8000 €（欧元）—15000 €（欧元），是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至今历届世界杯邮票实寄封中价格最为昂贵和价
值最高的信封。

W071　1936年柏林奥运会火炬（带燃烧棒）　　起拍价：88000元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圣火传递诞生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本
届奥运会官方报告将燃烧部描述为“火炬”,官方报告的有关本届奥运会的
火炬译文如下：
在火炬顶部包括一个特殊的易燃物质，以便在火炬手传递时能够迅速点
燃。组委会为每一个参加火炬接力的火炬手还特别设计了一个作为纪念品
的手柄，这是由创作了奥林匹克钟的雕塑家埃尔·莱姆克设计的。握柄上
雕刻有从奥林匹亚至柏林的火炬路线图，在埃森的克虏伯公司慷慨捐助了
数量充足的抛光不锈钢材质的握柄。“感谢火炬手”字样也刻在手柄上
面。它的整个长度为10.4英寸，重量为1英镑。火炬的下端是段木柄，可
以牢固地插到手柄里面。手柄的顶板可以有效防止火炬从火炬手手中被风
吹脱。 
本藏品火炬部分高度27cm，重量460克，壁厚0.92mm。燃烧部（包
括插入火炬内部分）长度为16.4cm，燃烧部上贴有产品标签,上有
“Deutsche pyro technische”(德国焰火科技)“DEPYFAG”等字样。
193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首次正式派团参加了奥运会,但结果差强人意，
整个代表团仅有一人进入复赛。附图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火炬传递路线
图。

24



W072　1936年柏林奥运会西马怀表
起拍价：无底价 

瑞士西马表(CYMA)源于1862年，这个具
有一百五十多年制表历史的品牌.表盘的背
面有1936年柏林奥运会主场馆,及奥运五
环标志。

W074　1936年柏林奥运会/冬奥会100张立体照片集（附不锈钢3D立体视镜）　　起拍价：3000元 

豪华彩印蒙麻布面相册制作精美，100张原版3D立体照片，内附德国原装不锈钢折叠式3D立体视镜，透过立体视镜观
看照片，再现80年前宏大辉煌的奥运会场面，3D效果惟妙惟肖。1936年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

W073　1930—2014年历届世界杯主办国邮票（实寄）封片 起拍价：30000元 

本集洋洋大观，珍藏有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至2014年第20届世界杯发行的历届世界杯邮
票信封和明信片共计50枚，其中 1930年第1届世界杯（邮政纪念滚戳）齐柏林飞艇搭载
首航实寄封，记录和见证了全球最顶级体育盛事世界杯辉煌历史的开启，因为1930年第
一届世界杯没有发行邮票，所以这些盖有特殊戳记的实寄封弥足珍贵；1934年贴有世界
上第一套世界杯邮票的实寄封和明信片，是历届世界杯邮票封片中价格最昂贵；1938年
第3届世界杯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枚国际足联FIFA授权的纪念邮票，开创世界杯邮票知识产
权之先河，贴有本届世界杯邮票的首航实寄封，是世界杯邮票实寄封片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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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5　1938年乌拉圭足球俱乐部选拔证书和1949年队员合影　　起拍价：无底价 

W076　1938年蝉联3届冬奥会冠军索尼娅﹒海妮捐赠镀金奖杯　　起拍价：4500元 

高约49 cm，杯上镌刻“SONJA HENIE TROPHY”索尼娅﹒海妮奖杯，和“TO THE 
MOST GRACEFUL SKATING COUPL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OAKLAND 
ICE RINK”赠送给南加州奥克兰滑冰场最优秀花滑伴侣，及“SAT. FEB 5.1938, CUP 
DONATED BY SONJA HENIE TROPHY”1938年2月5日星期六索尼娅﹒海妮捐赠。奖
杯顶部镀金花滑女运动员原型人物即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挪威女子花滑奥运冠军和
好莱坞巨星，奥运会芭蕾花滑鼻祖和创始人，15岁起蝉联1928、1932、1936三届花滑奥运
冠军，1927-1936年获10次世界冠军和六次欧洲冠军。1936年奥运会后进军好莱坞成为三
大台柱之一，退役后仍拿出其在好莱坞巨额片酬利润中的绝大部分关心和支持及斥巨资鼎力
相助美国花滑运动。附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 原盒装帧冰刀胸针2对。备注：奖杯顶
部人物造型腿部下方有修复。

W077　1940年奥运会纪念丝巾一组
起拍价：1000元 

（1）1940年奥运会纪念丝巾《田径项
目》和《奥林匹克体育场》
（2）1940年奥运会纪念牌《 武士 》
和丝巾《 奥林匹克体育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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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78　1942年美洲杯海报　　起拍价：3000元 

尺寸:72cm X 51cm。

W079　1948年伦敦奥运会银质镀金奖杯　　起拍价：4500元 

杯高约:11cm，底部直径:5.5cm，杯口直径约:7.2cm，重约:112克。杯
体塑彩色珐琅五环，并刻有“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英文字样，底
部铭文说明为“史特令（Sterling）”银质。

W080　194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比赛款）足球
起拍价：15000元 

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冠名Olympic文字的奥运会足球赛事官方指
定用球，球面印有“Olympic”、“TESTED”和“HAND 
SEWN”字样及号码“5”，由18条纯牛皮相互垂直成T型，
手工缝制做工精良，是极具大不列颠英格兰本土特色的40年代
英国制造标准5号六排系带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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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3　1950年斯伯丁诞辰100周年球星签名足球
起拍价：3000元 

1950年为纪念美国世界著名体育制造商，经纪人和棒球运动员
斯伯丁先生A G Spalding诞辰100周年，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
为斯伯丁公司特制18瓣纯牛皮手工缝制足球，足球上镌刻有为
斯伯丁制作“MADE FOR A.G. Spalding & Bros”和英国制
造“MADE IN ENGLAND”字样，球面上有英国著名足球运
动员签名。此款足球四年后成为1954年第5届世界杯官方（决
赛款）足球。

W081　1950年世界杯（决赛）海报
起拍价：3500元 

海报盖有巴西世界杯组委会印章，海报已装裱。1950年第4届
巴西世界杯决赛西班牙Spain VS乌拉圭Uruguay，乌拉圭荣
获本届世界杯冠军。尺寸：57cm X 41cm。

W082　1950年世界杯冠军参赛证书
起拍价：3000元 

本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参赛证书。尺寸： 
65cm X5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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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4　1950年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比赛）用球 （附
资料） 起拍价：30000元 

这 是 一 个 1 9 5 0 年 世 界 杯 7 月 2 日 第 4 组 第 一 轮 比 赛
使用过的官方足球（乌拉圭8：0玻利维亚），纯牛
皮手工缝制，由乌拉圭著名足球队员威廉·马丁内
兹WILLIAM MARTINEZ珍藏，1930年第一届世
界杯足球博物馆身份鉴定证书C.I. 2.554.612-6。
威廉·鲁本·马丁内兹·卡雷拉斯Will iam Ruben 
Martinez Carreras（1928年— 1997），乌拉圭国家
足球队右后卫/中场队员，代表乌拉圭参加1950、1954
和1962三届世界杯出场54次。1958 - 1962马丁内兹
在俱乐部期间带领球队连续获得乌拉圭五个联赛全国冠
军、两个南美解放者杯和1950年世界杯冠军。

W085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总结报告书
（芬兰语）　　起拍价：1800元 

其中记录了七月三十日吴传玉成为新中国首
次参加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唯一一位运动员
参加比赛，第574页100米仰泳第V组Kiina
（中国），第5泳道Wu，Chuan-Yu（吴传
玉）。

W086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东西德联合队官方奖牌　　起拍价：2500 元

白色麦森瓷器，9.5厘米，金色橄榄枝和奥林匹克格言环绕彩色五环，背面有“1956墨尔本”字样，东西德联合队在
1956、1960、1964年参加了比赛，1956年的联合队还包括萨尔州，后来到1957年有了分开的国家奥委会。轻微磨
损。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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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7　1960年罗马奥运会女子标枪金牌 （带证书） 起拍价：18.8万 

“光头美女”的冠军金牌和证书1964年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比赛，当时世界纪录保持人是苏联的Elvira Ozolina的61
米38。她在奥运会未得奖牌。决赛时，出现了一匹黑马，17岁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高中女生Mihaela Penes以60
米54排名最前，并且没有人再追上来，夺走金牌。卫冕的Elvira Ozolina在最后四次投掷都因犯规没有成绩，使得她
最后仅以54米81只排在第五名，让她非常沮丧。比赛结束之后，她直接走进奥运村的免费美发屋，要求日本美发师把
她的头发全部剪掉，没想到被这位美发师拒绝。她自己走到镜子前面，拿起剪刀就把一头浓发大把大把剪掉。接着日
本美发师只好接手把她头上剩余的头发全部剃光，完成之后特别赠送一条头巾让她包住光头，可是被她拒绝了，她要
以光头来警惕自己，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Elvira Ozolina成为奥运会史上第一位失败后剃光头的女选手。光头美女冠
军上国家纪念邮票小型张1996年。位于欧洲北部的拉脱维亚共和国在纪念第26届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时，为曾经代表
原苏联获得过奥运会标枪金牌的四位拉脱维亚（当时属于苏联）标枪精英发行了一枚小型张。这枚面值100卢布的小
型张的主画面是一位运动员正在投掷标枪，周边是这四位运动员的肖像以及他们的获奖记录。其中有她和她的冠军丈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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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8　冬奥会冰鞋一组3双　　起拍价：3000元

（1）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冰鞋一双      
（2）《奥运五环》标志早期冬奥会专用冰鞋一双
（3）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冰鞋一双  

W089　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描金彩绘漆（器）盘《 Squaw Valley赛场风
光》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27.3cm，黑色漆盘描金彩绘1960年斯阔谷Squaw Valley冬奥会赛场景
观，精致极美，包括有五环标志的奥运村LODG，冰上运动场ICE ARENA，女
人峰SQUAW PEAK，滑雪场缆车SKI LIFT等。

W090　1960年罗马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 6万元

本届奥运会的火炬由意大利考古工作者Amedeo Maiuri设计，重580克，长39.5
厘米，燃料采用天然树脂，材质则首次采用铜铝合金。采用了古典风格的设计风
格，模仿了古罗马的火炬样式，看了之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文
明。火炬下部有“第17届奥运会”字样。由于罗马之前的奥运会火炬多为钢铁制
成，同等体积下相对笨重，而上世纪60年代合金技术的发展使得罗马主办方得以
采用更轻便的材质制造火炬。尽管重量并不是火炬设计中第一考虑的问题，但技
术进步带来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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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1　1963年奥林匹克之父顾拜
旦诞辰100周年纪念铜章
起拍价：1000元 

直径6.8 cm，重量134g。

W092　1964年东京奥运会火炬（全新）　　起拍价：73000元 

本届奥运会的火炬呈圆柱状，外面覆有不锈钢，里面可填充燃料。为减轻火炬整体
的重量，托盘部分特用铝材料制成。火炬上有“第18届奥运会东京1964”字样以
及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火炬高度约为：65cm 。

W093　1966年世界杯官方授权吉祥物《 维利 Willie 》方巾
起拍价：2500元 

上面印有世界杯上第一个吉祥物维利Willie和承办世界杯揭幕战
及决赛的温布利体育场Wembley Stadium，还有1930—1962
年历届世界杯冠军国家的名字和本届世界杯会徽等，此方巾右上
角有©  FOOTBALL ASSOCIATION 1966字样，即世界杯组
委会英国足球总会FA授权。尺寸：43cm X 4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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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94　1966年第8届欧洲田
径锦标赛大铜章
起拍价：无底价 

直径约5.2cm。

W095　1966年世界上第一个世界杯吉祥物“维
利Willie”（布衣毛绒款1、款2  2件）　　
起拍价：8000元 

（1）1966年世界杯吉祥物“维利Willie”（米字
旗布衣毛绒款1）
（2）1966年世界杯吉祥物“维利Willie”（布衣
毛绒款2）"

W096　1966年世界上第一个世界杯官方授权吉
祥物《 维利 Willie 》丝巾　　起拍价：3500元 

尺寸67cm X 67cm，，图案由代表五大洲国家国
旗，1966年英国世界杯会徽和吉祥物维利 Willie
及英国大不列颠岛地图组成，构图精美，色泽艳
丽，是世界杯第一个吉祥物丝巾，丝巾右上角
还印有© FOOTBALL ASSOCIATION 1966字
样，即世界杯组委会英国足球总会FA授权。

33



W097　1968年墨西哥城
奥运会男子标枪金牌
起拍价: 50000元

W098　早期《 贝利PELE 》足球海报　　起拍价：1800元 

贝利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体育明星之一，足球之王，曾四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
战世界杯，三次捧得世界杯为祖国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杯。尺寸：100cm X 
70cm。

W099　70年代《 女子足球 》海报
起拍价：1500元 

尺寸：100cm X 70cm。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子足球与男
足平分秋色，上世纪中期逐渐淡出足坛，故70年代的女子
足球海报较为少见。

W100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白瓷火炬手雕塑
起拍价：无底价 

塑像高:24cm，底座处有五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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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1　1972年札幌冬奥会纪念章一组　　起拍价：2500 元

奥林匹克金、银、铜纪念奖章镀金、镀银和铜质，每个直径6.5cm，图案为燃烧的火炬和跳台滑雪运动，背面为1972年札幌
冬奥会会徽，带大型天鹅绒盒子包装。

W102　199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盘　　起拍价：2000元 

挂盘中心刻有”欢迎您参加1990年9约16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迎亚运亚洲青
年团结友谊进步联欢会.第十一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文
字.两个飞天形象环绕两周,上方为本届会徽,下方有天安门剪影及1990.9016.直
径约26.5cn。

W103　历届夏季奥运会吉祥物大全套　　起拍价：15000元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吉祥物，Waldi是一只短腿长身的德国猎犬，是夏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奥运吉祥物，代表了运
动员坚韧、坚持和敏捷的特性。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吉祥物，名为Amik，是加拿大阿尔贡金族印地安人语海狸的意思。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吉祥物是一只名叫Misha的俄罗斯熊，由著名的儿童书籍插图画家维克多 切兹可夫设计。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吉祥物，名为 Sam的老鹰以美国星条旗为背景，红白蓝颜色更是美国的代表色，以卡通造形的鹰穿着代
表美国传奇人物「山姆大叔」的服装。由迪斯尼所设计的吉祥物，十足的美国风味。
1988年汉城奥运会吉祥物，名为 Hodori。这个名叫"Hodori"的老虎被设计成为一只友善的动物，代表了韩国人热情好客的传
统。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吉祥物是一只又像山羊又像狗的动物，取名为 Cobi。由西班牙当地漫画家扎维尔·玛瑞斯克设计。
1996年奥运会吉祥物，名叫“izzy”。这个名字来源于“Whatizit”。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祥物Ollie,Syd和Millie 设计者：马修 哈顿。吉祥物是三个澳洲本土动物，分别代表了土地、空气和水。
 2004年奥运会吉祥物，是根据古希腊陶土雕塑玩偶“达伊达拉”为原型设计的两个被命名为雅典娜和费沃斯的娃娃。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色彩与灵感来源于奥林匹克五环，造型融入了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以及圣火的形象，五个
娃娃的名字连在一起，会读出 “北京欢迎您”。
2012年奥运吉祥物，为了纪念文洛克奥林匹克运动会，伦敦奥运会决定将吉祥物命名为“文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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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4　1972年日本札幌冬奥会官方报告　　起拍价：2000元 

第十一届冬季奥运会于1972年2月3～13日在日本札幌举行。这是冬
奥会第一次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举办，也是亚洲举办的第一届奥
运会。

W105　1972年日本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起拍价：1500元

W106　1974年第75届德国足球杯　　起拍价:8000元 

1974年第75届德国足球杯 ( 又名: 洛克加斯顿杯 )。高：28.5 cm；扩径：36cm； 本赛季共有128支参赛队伍, 诸侯
纷争，最终 DUISBURG ( 杜伊斯堡 )的 MSV队 战胜 FRANKFURT (法兰克福) 的 EINTRACHT队捧走该奖杯，并
赢得本年度德国超级杯参赛资格。该奖杯造型简洁古朴，质地敦厚，整体呈亮银色，杯尾环绕镀金, 并配以橄榄木基
座。 杯体中央配饰醒目，德国杯杯徽在耀眼的雷米特女神和大力神衬托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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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7　1974年第十届世界杯吉祥物“提普Tip”和“泰普Tap”（布衣毛绒款1、款2  2件）
起拍价：10000元 

（1）1974年世界杯吉祥物“提普Tip”和“泰普Tap”（布衣毛绒款1）
（2）1974年世界杯吉祥物“提普Tip”和“泰普Tap”（布衣毛绒款2）

W108　197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全家福镀金瓷盘
起拍价：无底价

W109　1894—1916百年英国足球俱乐部装帧照片一组8张　　起拍价：3000元

（1） 1894年英国Foresters足球队和 Engineers足球队装帧照片5张，尺寸35cm X 26cm
（2）1899—1900年英国剑桥普罗维登斯足球队照片，尺寸17cm X 11cm
（3）1908年英国皇家奥尔德肖特皇家野战炮兵足球队装帧照片，尺寸35cm X 29cm
（4）1916年英国Ottways足球队装帧照片，20cm X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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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0  历届冬季奥运会参与奖章大全套 （23枚）
起拍价：29.8万元

1924年第一届夏蒙尼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2年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6年第七届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0年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1968年第十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2年第十一届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28年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2年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6年第四届加米斯-帕滕基兴冬奥会参与奖章

1948年第五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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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十二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1998年第十八届长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02年第十九届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10年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14年第二十二届索契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80年第十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84年第十四届萨拉热窝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88年第十五届卡尔加里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94年第十七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92年第十六届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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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1　奥运冠军-文体之王威廉姆·布鲁斯·詹纳
签名的原版石版画（推铅球）　　起拍价：无底价

这原版石版画限量发行500张，由51名艺术家证明并
有美国官方奥运艺术家威廉尼尔森签名和1976年蒙
特利尔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布鲁斯詹纳签名。石版画
印刷完成后，石板已销毁。证书签名为美国艺术品鉴
定公司主席HARRYWOHL（附冠军和艺术家亲笔
签名及限量证书复印件）布鲁斯詹纳携家族大玩真人
秀，创了文体明星一家亲的先河。

W112　奥运冠军-文体之王威廉姆·布鲁斯·詹纳
签名的原版石版画（跨栏）　　起拍价：无底价

W113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参与奖章  （原盒）　　起拍价: 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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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4　1976年因斯布鲁奥运会冰球铜牌(原盒）　　起拍价:  82000元

奖牌的正面有英文1976年第12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字样和奥运五环，背面有德语运动项目“冰球”字样。奖牌完好，
带有绶带和原盒。冬季奥运会奖牌数量比夏季奥运会少得多，所以是稀少珍贵的奥林匹克文物。

W115　1978年足球海报 — 法国VS巴西　　起拍价：1500元 

尺寸85cm X 55cm。

W116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传递火炬　　起拍价：5000元 

本届奥运会的火炬由火盘、火炬身和托架三部分组成，火炬身上写有
“莫斯科奥运会1980”字样。在下边托架上则印有本届奥运会的会
徽。火炬高约56cm。

41



W117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摔跤铜牌 (原盒）　　起拍价: 38000元

奖牌正面是表示胜利的传统奥林匹克标志：高举月桂花冠的胜利女神奈基。奖牌正面右下角是一座大型竞技场的片
断，上方用西里尔文字写着“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奖牌背面表现的是，圣火在体育场背景的衬托下熊熊燃
烧，右上角是莫斯科奥运会会徽。奖牌侧面有俄语项目“男子摔跤”字样，带有绶带和原盒。

W118　1980年小世界杯海报　　起拍价：无底价

为纪念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50周年而特别举办的世界
冠军金杯足球赛，俗称“小世界杯”的海报。尺寸：
46.5cm X 31cm。

W119 1980年冬奥会奥运村釉上彩瓷盘《参赛国旗与
运动项目》　　起拍价：1000元 

直径23.4 cm，奥运瓷盘第一次印有台湾（青天白日）区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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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0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官方报告　　起拍价：无底价 

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为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
之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W121　1983年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限量版VIP铜章 2枚　　起拍价：2000元 

（1）铜章《马拉松》直径7cm。
（2）镀金铜章《4 X 100接力》直径7cm，厚度8mm， 重量 288g，编号0775，（原盒）。

W122　1983年第1届田径世界锦标赛官方镀金骨瓷瓷盘
《 马拉松 》　　起拍价：2000元 

直径22.5cm，英国STAFFORDSHIRE制造，精美骨瓷
BON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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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3　1983年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吉祥物《 芬兰兔 》 
起拍价：1000元 

尺寸约44cm。

W124　1986年汉城亚运会火炬　　起拍价：6800元 

第十届亚运会于1986年9月20日至10月5日在韩国汉城举行。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
4839名官员和选手参加，运动员们在25个项目上争夺269块金牌。

W125　1986年世界杯吉祥物釉下彩瓷盘《皮克Pique》
起拍价：2000元 

直径2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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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6　1986年世界杯釉上彩瓷盘《 会徽 》
起拍价：1500元  

直径约20cm。

W127　中国著名运动员获得的1987年世界杯气步枪团体冠军奖牌
起拍价：50000元

苏黎士世界杯赛中，3×20团体冠军。

W128　1988年汉城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22000元 

火炬高50cm，黄铜制作，手柄处由真皮包裹，手柄拖边缘刻有韩文。火炬燃烧头部图案为
“二龙戏珠”两条龙刻画的栩栩如生，火炬上刻有本届奥运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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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9　1988年汉城奥运会浮雕青铜钟　　起拍价：5000 元 

此拍品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青铜钟 ，呈现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风格、浮
雕、镂空，从最上边周身纹饰到最底部奥运运动图案浮雕，近十个不同内
容的浮雕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汇在一起，40余人物及88年奥运主场
馆，火炬，吉祥物、会徽、铭文及2008年2月。 已烧毁的韩国国宝“崇礼
门楼”青铜钟从上到下的平雕浅浮雕、高浮雕，及镂空雕刻，如同一幅立
体画面有写实，有写意，有人物动物建筑，花草太极图，山水等富有层次
感。高约24cm，口径15.3cm。

W130　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运会纪念啤酒杯
起拍价：无底价 

此杯高约20cm，杯口直径约为7.8cm。拳击、跨栏、掷铁
饼、体操、排球、足球等项目跃然于杯壁之上，杯盖上有本届
奥运会会徽及五环标志。

W131　1988年汉城奥运会高浮雕铜盘2件　　起拍价：2000元 

（1）《会徽和吉祥物》直径19.8cm。
（2）《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会徽》直径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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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2　1988年汉城奥运会徽章和彩
绘镀银牌馈赠礼品套装  
起拍价：1000元

W133　1988年汉城奥运会全体冠军签名邮资片一组6枚   
起拍价：无底价 

乒乓球：女子单打：陈　静          
女子跳板：高　敏          
女子跳台：许艳梅
乒乓球：男子双打: 陈龙灿/韦晴光
男子跳马： 楼云

W134　1990年北京亚运会接力传递火炬（带证书）
起拍价：30000元

中国唯一的有浮雕龙图案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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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5　190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吉祥物景泰蓝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瓶上有本届亚运会会徽,会徽下方有1990字样,两边伴以
憨态可掬的吉祥物。花瓶上图案及色彩丰富。以景泰蓝
中国著名特种工艺，呈现出一种端庄大气的风格。瓶高
约21cm。

W136　199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漆器异形盒　　起拍价：5800元
 
漆器盒雕工深峻，制作精良，盒上雕有90年亚运会吉祥物熊猫举奖牌及太极人物。此为中国漆雕文化工艺与亚运会的
有机结合。尺寸约15.5*12*5.4。

W137　1990年北京亚运会景泰蓝会徽盘 　　起拍价：1500元
 
直径约2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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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9　1990年北京亚运会龙凤呈祥景泰蓝宝剑
起拍价: 2000元 

剑柄上以景泰蓝工艺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吉祥的凤凰图式, 
剑鞘上有祥龙纹饰,剑格上有本届亚运会吉祥物和中国北京字
样.剑长约33cm,展开长约99cm（仙鹤牌）。

W138　199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挂毯　　起拍价: 2000元

尺寸：60*110cm。

W140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萨马兰奇签名火炬　　起拍价：28万元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1920.7.17－2010.4.21）侯爵，
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当代奥林匹克的奠基人。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国
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亲口宣布“Beijing”成为2008
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虽然，当2008年到来时，萨翁已经卸任，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他，他也在公开的场合曾自豪地说过多次：‘我最好的朋友在中国，在那个温馨博大的国度里，
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并盛赞“北京奥运会是最好的一届夏季奥运会”。如今，萨翁已经仙
逝，但人们还是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追思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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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3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足球鞋　
起拍价：4000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双护脚皮带。

W141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花瓣）足球　
起拍价：250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花瓣）足球。资料附件
图文显示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1890年英国威斯敏斯特足球俱
乐部著名足球运动员Ralph T. Squire手持此款足球照片和
1906年英国BACHELOR GIRL’S CLUB女子足球运动员
持（花瓣）足球照片。

W142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子足球靴　　
起拍价：6000元

1900年之前早期足球运动女子足球与男足平分秋
色，纯牛皮手工缝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子足球鞋
（靴），比男子足球鞋更加稀有罕见。资料附件图文
显示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此款球鞋，曾用于1890年英
国女子足球赛事及女子足球运动员穿戴护腿和球靴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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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4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足球、足球鞋
起拍价：8500元

（1）早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棕色）足球鞋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单护脚皮带。
（2）早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足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

W145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足球、足球鞋
起拍价：6500元

（1）早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足球鞋
纯牛皮，手工缝制。
（2）早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儿童足球  
手工缝制，纯牛皮12瓣足球，原装封口皮带。

W146　早期英国足球、足球鞋　　起拍价：7000元

（1）早期足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
（2）早期足球鞋
纯牛皮，手工缝制，四棱锥形防滑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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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7　早期英国足球、足球鞋　　起拍价：7000元

（1）早期足球鞋 
纯牛皮，手工缝制。
（2）早期足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

W148　早期足球、足球鞋　　起拍价：6000元

（1）早期足球鞋
纯牛皮，手工缝制。
（2）早期足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

W149　早期英国 Gamages足球俱乐部官方（比赛款）球  
起拍价：4500元 

手工缝制，纯牛皮制作，球上印有“Gamages Club”。英
国是现代足球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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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0　早期足球鞋　　起拍价：35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条形防滑钉。

W151　早期足球鞋 　　起拍价：25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

W152　1954年世界杯（决赛款）球　　
起拍价：15000元 

此款球为本届世界杯官方指定用球，手工缝制，纯牛
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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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3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火炬上刻有镀金本届奥运会会徽和“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字
样。特别之处在于一般传递使用过的火炬。他的背部上红色硬塑开关都
由于高温而融化，但是这把火炬它背上的红色按钮依然保存完好。火炬高
约：65cm。

W154　1992年夏季奥运会纪念啤酒杯　　起拍价：无底价 

此杯高约20cm，杯口直径约为7.6cm。德国制造。杯体四周绘画以当地风光为背
景，赛马、跳水、篮球、田径、棒球、体操、鞍马等运动项目以立体突出的方式呈
现。杯盖开合处一手握火炬的创意出现，新颖别致。
此杯高约20cm，杯口直径约为7.8cm。拳击、跨栏、掷铁饼、体操、排球、足球等
项目跃然于杯壁之上，杯盖上有本届奥运会会徽及五环标志。

W155　年维泗书法《中国足球梦》　　
起拍价：3000元 

有“中国足球教父”之称的年维泗在1980年
曾带队征战奥运会足球外围赛，曾任中国足
协主席。尺寸约为90*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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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6　1992年梦之队人物彩绘描金瓷盘　　起拍价:2000元 

盘上绘有：4 克里斯蒂安·莱特纳（Christian Laettner）、5 帕特里克·尤因（Patrick Ewing）、6大
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7 拉里·伯德（Larry Bird）、8 斯科蒂·皮蓬（Scott ie Pippen）
9  迈 克 尔 · 乔 丹 （ M i c h a e l  J o r d a n ） 、 1 0  克 莱 德 · 德 雷 克 斯 勒 （ C l y d e  D r e x l e r ） 、 1 1  卡 尔 · 马
龙（Kar l  Malone）、12约翰·斯托克顿（John Stockton  ）、13 克里斯·穆林（Chr is  Mul l in）
14 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arkley）、15 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的肖像及签名，盘周描金并绘全
体人名。附有证书，全球限量1992个，本盘编号840。直径约为26cm。

W157　1992年冬奥会彩绘高浮雕镀金大铜章
起拍价：1800元 

尺寸：9cm X 6cm，厚度4mm，重量208g。

W158　1992年冬奥会法国奢侈品牌LALIQUE限量版水晶摆件一组4个 　　起拍价：4000元 

法国奢侈品牌LALIQUE，世界最著名水晶饰品生产商，被誉为“水晶劳斯莱斯”，本届冬奥会奖牌也由该公司设计和
制作。直径约9cm。
（1）《五环》 （2）《花滑》 （3）《 障碍滑雪 》 （4）《跳台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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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9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萨马兰奇签名邮折
起拍价：5000元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季奥运会是最后一次与夏季
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本次比赛中，共有20个
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中国、韩国、卢森堡、新西兰均是首次
获奖。受到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中国人民老朋友”萨马兰
奇的赞扬，并留下了这枚珍贵的签名折。

W160　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开启北京申奥之门》金钥匙全套　　起拍价：12000元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北京奥申委特别制作开启北京申奥之门4把镀金钥匙、分别刻有4位北京奥申委
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希同、伍绍祖、何振梁和张百发。由于北京1993首次申奥泪洒摩纳哥蒙特卡洛，仅以两
票之差与奥运失之交臂的缘故，四把金钥匙现今已成为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的历史见证。

W161　《龙图腾》镶宝珐琅彩纯银镀金香炉
起拍价：4000元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礼品，底部刻有925 silver字
样的纯银镀金香炉，通体镶嵌珠宝，采用中国传统花丝工艺，珐
琅彩刻绘、精工雕琢8只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寓意中
国龙文化上下八千年，源远流长。高约20cm。

56



W163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火炬手雕塑
起拍价：2500元 

雕塑造型简约大方富有动感。底座上带有1994年
冬奥会的logo和编号。官方制作，限量发行。高约
34cm。

W164　1994年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运会火炬
起拍价：3500元 

W162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火炬模型
起拍价：2000 元 

本届冬奥会火炬是历届冬夏季奥运会中长度最长的一把，为了方便人
们携带和留作纪念组委会特地按照原火炬样式制作了火炬模型，火炬
长度约为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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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5　1994年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运会金、银、铜牌 （原盒）　　起拍价：5800元
 
直径约为5.7cm。

W166　1994年世界杯丝巾　　起拍价：无底价 

尺寸：92cm X 92cm。

W167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立体高浮雕描金（巨型）瓷
罐（限量版）1件　　起拍价：6000元 

德国制造，限量编号：1099.高浮雕刻有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
海报图案的圆柱形,罐体顶象征着古希腊奥林匹亚建筑中的罗马
柱，奥林匹亚女神高擎着奥运圣火描金罐顶坐落于铭刻着本届
奥运会会徽的黑釉锥形顶盖之上，罐体绿釉与红釉交替之间壁
画图案分别表现奥运会比赛项目，并镌刻着1896—1996年百
年奥运造型，高浮雕橄榄枝环绕的古希腊建筑罗马柱粗狂瓷罐
手柄与罐体浑然一体，俨然构成一幅奥林匹克风景雕塑艺术精
品。高约55cm，重量4.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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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8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15000元  

火炬呈古代火炬最简洁的形状，由一束直管组成，外边套有金属环。
火炬的外形还象征了古希腊的建筑的线条。火炬身的22根铝管代表
着历史上曾举办过的22届夏季奥运会。在上边的镀金铜环上有“亚
特兰大1996”字样和本届奥运会的会徽，而在下边的环上写有所有
举办过现代奥运会的城市名字。这把火炬是历届夏季奥运会火炬中最
长的一把，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把需要手握中间部位的火炬。火炬的底
部由五环和阿拉伯数字100构成，纪念奥运会已经走过百年历史。长
度约为：80cm。

W170　1998年长野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28000元 

该火炬上刻有运动项目图案，并由本届冬奥会会徽图案，铝合
金材质，设计理念源自日本古代火把。长度为55厘米。

W169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徽章一组（27枚 ）
起拍价:2000元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名副其实的“百年奥运”。这
组拍品荟萃了奥运徽章中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元素，有体
育单项、媒体、赞助商等多种具有特色的徽章。是了解
奥运历史和徽章文化的较好的代表藏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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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1　1998年长野冬奥会会徽、吉祥物瓷盘一对 起拍价：1500元

直径均约为20.5cm。

W172　1998年长野冬奥会官方银、铜章一组（原盒）　　起拍价：3200元

花样滑冰、障碍滑雪项目官方纪念章套装。
纯银重130g，铜牌重100g，直径均为6cm。编号：NAOC L-320。带长野logo。

W173　2000年悉尼奥运会火炬　　起拍价：22000元 

火炬的设计理念来自悉尼歌剧院的建筑轮廓、太平洋蔚蓝的海水，整个造型很像澳大利亚土
著人用的飞镖。该火炬分为三层，分别向征着土、火、和水。2000年第二十七届悉尼奥运会
的火炬受到了一致的赞誉，这种火炬安全又环保。火炬质量为1000克，能够燃烧20分钟。
本届奥运会火炬传递也是第一次进行了水下传递，完成了“水火相融”的壮举。长度约为
7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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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4　2000年悉尼奥运会冠军签名邮资片28枚及全体签名邮折一个　　起拍价：2000元 

杨凌、蔡玉林、陶璐娜、杨霞、陈晓敏、林伟宁、丁美媛、占旭刚、唐琳、袁华、李菊、王楠、王励勤、闫淼、王
楠、孔令辉、葛菲、顾俊、张军、高俊、龚智超、吉新鹏、刘璇、李小鹏、黄旭、郑李辉、李小鹏、刘璇、邢傲伟、
杨威、夏俊峰、陈中、王丽萍、田亮、李娜、桑雪、熊倪、伏明霞、熊倪、肖海亮。

W176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公斤银币
起拍价：12000元 

此枚银币面值30澳元，重量1000克，直径100毫
米，材质999银。 这枚银币也是奥运史上首枚一公
斤银币。此银币正面为国名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头像。背面中心为彩色会徽，周围为奥运会比赛
项目。该银币在2001年瑞士巴塞尔世界钱币博览
会上被评为“世纪之币”。 　　为了纪念在新千年
伊始举办的奥运盛会，澳大利亚政府发行了设计最
为精美的奥运会纪念币，该钱币项目不仅在澳大利
亚本国意义非凡，而且在国际上也是近年来最有影
响的纪念币项目之一，因为它既纪念了奥运会盛事
的举行，也纪念了新千年的到来。2000年悉尼奥
运会纪念币的设计大师斯图尔特·达维林（Stuart 
Devlin）是享誉世界的金银珠宝首饰设计家，为世
界上36个国家设计过纪念币。他精湛的设计和非凡
的想象力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纪念币上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本枚一公斤银币气势宏伟，色彩鲜艳，为
奥运会纪念币之精品。

W175　年维泗书法《心存冰雪缘》　　
起拍价：3000元 

有“中国足球教父”之称的年维泗在1980年
曾带队征战奥运会足球外围赛，曾任中国足
协主席。尺寸约为90*68cm。

61



W177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奥组委纪念徽章（710枚） 起拍价：38万元

2008年伟大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中国广大民众也首次在家门口亲身感受了奥运体育文化。
奥运期间，各国的徽章收藏大家们云集北京，琳琅满目的奥运徽章藏品，各大媒体的宣传报道，迅速点燃了中国大众
收藏奥运徽章的热情。据当时媒体报道，来北京进行徽章交换老外的满身挂着各种奥运会徽章，出入于各个奥运会场
馆、媒体中心、奥运村及地铁口和可口可乐徽章交换中心等处，各处摆摊设点，寻求交换收集奥运徽章。这道靓丽的
风景线迅速激活了大众的奥运徽章收藏热情。人们满怀对北京奥运的热情涌进各个特许专卖店抢购设计美观的奥运徽
章，发行量小又精美的奥运特许徽章迅速售罄。
徽章文化
除了NOC徽章，还有官方纪念品特许商店可以买到的官方徽章，报道奥运的各国媒体徽章，奥运赞助商宣传徽章等
等。这些徽章中因为发行不集中，发行者众多，且发行时间不连续，增加了收集的难度与乐趣。尤以NOC徽章最难收
集。
NOC徽章
NOC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简称，顾名思义，NOC徽章是由奥林匹克运动会各
个国家参赛国奥运组织委员会自己单独发行的纪念徽章。奥运会是介绍自己，展示国家的绝佳舞台，因此各国奥组委
无论赛场内外均使尽浑身解数来宣传展示自己——于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有极具个性，异彩纷呈的NOC徽章问世——在
色彩、造型乃至内涵上争奇斗妍，既诠释体育精神，又展示民族个性；为了避免雷同，甚至有些国家奥组委还将奥运
举办国的特色也完美融入自己的徽章设计理念。如此，又增加了NOC徽章的艺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NOC徽章由
各个国家参赛国奥组会发给自己国家的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和官员，鼓励他们用NOC徽章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交换，
来传递友谊，宣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奥运文化。因此NOC徽章不同于其他类徽章，NOC徽章是在商业渠道买不到
的，只有亲历奥运会，与运动员交流才有可能获取NOC徽章，是众多徽章当中最难收集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
奇先生就曾指出：”徽章和其他纪念品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统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
共有参赛国家及地区204个，他们都带来了自己的NOC徽章。有些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小国参赛人数少，其NOC徽章
数量更是稀少，被称为“尖章”，收集它更是难上加难。
这批2008年NOC徽章共710枚，大部分源于奥运徽章圈中著名收藏家谢荆华老师。谢荆华老师2008年奥运期间出入
各大比赛场馆与各国运动员交换奥运徽章，这是她呕心沥血积攒下的精品，含有众多难得一见的“尖章”，为徽章收
藏界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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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发展历程

起源
1890年，几位驻守印度的英国海军军官偶然发觉在一张不大的台子上玩网球颇为刺激。后来他们改用空心小皮球代替
弹性不大的实心球，并用木板代替了网拍，在桌子上进行这种新颖的“网球赛”，这就是Table tennis得名的由来。
Table tennis出现不久，便成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热门运动。20世纪初，美国开始成套地生产乒乓球的比赛用具。它是
美国头号持拍运动，有超过20万美国人在打乒乓球。最初，Table tennis有其它的名称，如Indoor tennis。后来，
一位美国制造商以乒乓球撞击时所发出的声音创造出Ping-pang这个新词，作为他制造的“乒乓球”专利注册商标。
Ping-pang后来成了Table tennis的另一个正式名称。当它传到中国后，人们又创造出“乒乓球”这个新的词语。
在日语里，乒乓球叫做“桌球”。乒乓球运动的很多用词是从网球变来的。打乒乓球所用的球叫Ping-pong ball
或Table-tennis ball，乒乓球台叫Ping-pong table，台面称Court，中间的球网称Net，支撑球网的架子叫Net 
support，乒乓球拍叫Ping-pong bat。
乒乓球单人比赛原来一般采取三局两胜或五局三胜制（每局21分），2001年改为七局四胜制或五局三胜制（每局11
分），所谓“局”，英文是Set。发球叫Serve。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欧洲人至今把乒乓球称为“桌上的网球”，由此可知，乒乓球是由网球发展而来。19世纪末，欧
洲盛行网球运动，但由于受到场地和天气的限制，英国有些大学生便把网球移到室内，以餐桌为球台，书作球网，用
羊皮纸做球拍，在餐桌上打来打去。

20世纪初，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和亚洲蓬勃开展起来。192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后被追认为第一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同时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乒乓球运动的广泛开展，促使球拍和球有了很大改进。最初的球拍是块略经加工的木板，后来有人在球拍上贴一层羊
皮。随著现代工业的发展，欧洲人把带有胶粒的橡皮贴在球拍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又发明了贴有厚海棉的
球拍。最初的球是一种类似网球的橡胶球，1890年，英国运动员吉布从美国带回一些作为玩具的赛璐珞球，用于乒乓
球运动。

在名目繁多的乒乓球比赛中。最负盛名的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起初每年举行一次，1957年后改为两年举行一次。

变革
1927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ITTF）正式成立，并决定举行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大约经历
了三个阶段。 初期，运动员使用的球拍虽形状各异，但都是木制的，球弹出后速度慢、力量小，没有什么旋转技巧；
打法也很简单，就是把球在两者之间推来推去。

1903年，英国人古德发明了胶皮球拍，有力地促进了乒乓球技术的发展。从1926年到1951年，世界各国选手大都使
用表面有圆柱形颗粒的胶皮拍。击球时增加了弹性和摩擦力，可以使球产生一定的旋转，因而出现了削下旋球的防守
型打法。这一打法在欧洲流行长久，不少运动员采用这种打法获得了世界冠军。这一时期乒乓球运动的优势在欧洲，
其中匈牙利队成绩最突出，在117项次世界冠军中，他们获57项次，占欧洲队的一半。但这种球拍只能以制造下旋为
主。人人皆此，磨来守去，即使夺得了冠军也毫无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奥地利人发明了海绵球拍，日本运动员道德在世界比赛中使用，并一举夺取得第十九届世界锦标赛
的四项冠军，打破了欧洲运动员的垄断地位。由于日本运动员利用这种球拍创造的远台长抽进攻型打法，具有正手攻
球力量大，速度快，发球抢攻威胁大等优点，因而速度慢、旋转弱、攻击力不强的欧洲防守型打法被逐渐取代，使日
本夺得了五十年代乒乓球运动的优势。1952年到1959年，在49项次世界冠军中，日本队夺得24次项次，占47%。这
是乒乓球运动水平的第一次大提高。
中国发展史

1904年12月乒乓球运动从日本传入中国。开始是由上海四马路一家文具店的老板王道平从日本购回10套乒乓球器
材，并在店内作表演，于是买乒乓球、打乒乓球的人逐渐增多，各大城市也先后推广了这项活动。当时的乒乓球拍是
木拍，板面光滑，很难使球产生旋转，所以打法只有推挡和抽球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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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78　早期木质乒乓球拍2副（4个）　　
起拍价：2000元 

W179　早期英国Hamley乒乓球（女子）单打套装　　起拍价：7000元 

盒盖印有女子打乒乓球精美照片，女子专用乒乓球套装非常珍贵，及花边宽幅球拍较少见。Hamley Brothers手工制
作，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女子单打花边宽幅球拍1对（2个）、球网和木质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乒乓球一盒 3
个及乒乓球比赛规则。（球拍部分有破损）

W180　早期美国Spalding乒乓球（单打）套装  （原木盒装帧）　　起拍价：4000元 

世界著名体育制造商，美国斯伯丁公司A.G. Spalding & Bros制造，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单打球拍1对（2个）、球
网和不锈钢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斯伯丁乒乓球 5个（原装球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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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1 早期英国Jaques Hamley乒乓球套装（单打）和（双打）各1套2组 （原盒装帧）  
起拍价：12000元 

（1）早期英国Jaques Hamley乒乓球（双打）套装   （原盒装帧）乒乓球发源地英国，世界著名乒乓球制造商
Jaques Hamley手工制作，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双打球拍2对（4个）、球网和木质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   
（2） 早期英国Jaques Hamley乒乓球（单打）套装   （原盒装帧）乒乓球发源地英国，世界著名乒乓球制造商Jaques 
Hamley纯手工制作，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单打球拍1对（2个）、球网和木质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乒乓球比赛规则手
册一本。

W182　早期英国Jaques Hamley和Cavendish乒乓球（单打）套装2组 　　起拍价：12000元 

（1）早期英国Jaques Hamley乒乓球（单打）套装（原盒装帧）乒乓球发源地英国，世界著名乒乓球制造商Jaques 
Hamley手工制作，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单打球拍1对（2个）球网和木质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乒乓球比赛规则手册一
本。
（2）早期英国Cavendish乒乓球（单打）套装（原盒装帧）Cavendish手工制作，全套完整的原装乒乓球单打球拍1对（2
个）、球网和木质球网支架及金属固定装置，乒乓球比赛规则手册一本。

W183　毛泽东时代和中国早期乒乓外交藏品2件　　起拍价：2500元

1901年英国伦敦印刷版画《 PING PONG 》，主题是乒乓外交PING 
PONG DIPLOMACY，图画表现中国官员与洋人女子手持维多利亚
乒乓球拍在特具中华传统的八仙桌上打乒乓球，球网上写着外交政策
DIPLOMACY，此画既是珍贵的早期维多利亚乒乓球娱乐图也是旧中国外
交政策真实写照；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日封，印有乒乓球拍，意喻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成功的运用了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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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4　庄则栋题词签名乒乓球拍-乒乓外交　　
起拍价：2000元 

庄则栋，男，1940年8月7日出生于扬州，自小酷爱乒乓球，
16岁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球冠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冠军，
1958年进入国家青年队，同年又选入国家乒乓球队，1961
年、1963年、1965年分获第26届、27届和28届男单、男团
乒乓球三连冠。1964-1966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
三连冠。本拍品为以庄则栋命名的“庄则栋签名题词纪念版球
拍”使其极具收藏价值。

W186　全球限量15件伊涅斯塔签名球衣  
起拍价：2500元 

此物品为BBM公司出品，西班牙著名球星，伊涅斯塔 签名球
衣，球衣为2012年欧洲杯，西班牙队决赛珍藏版球衣，上面印
有比赛时间，比赛场地，以及双方对阵：西班牙对意大利，球
衣号码为6号，此版本为全球限量15件，附有证书以及防伪标
签，证书上有照片记录下伊涅斯塔签名后拿起球衣的照片（这
十五件签名球衣的证书是一致的，限量编号不一致）。

W185　吕厚民签名盖章的早期毛主席打乒乓球丝织画
起拍价：3000元 

吕厚民，著名摄影家。曾任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书记、
副主席等职务。2015年于北京病故。吕老生前任毛主席专职
摄影师十余年。我们熟悉的很多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形象，
都来源于他的摄影照片。此幅为六、七十年代的丝织画图案，
毛主席在上海时，吕厚民与同事为了让毛主席休息一下，专门
筹划安排了毛主席打乒乓球活动，并留下了广为传颂的经典照
片。尺寸约36*26cm。吕厚民签名不多见，盖印章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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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87　全球限量16件 伊涅斯塔签名球衣
起拍价: 2500元 

此物品为BBM公司出品，西班牙著名球星，伊涅斯塔 签名球
衣，球衣为巴塞罗那主场球衣，球衣号码为号，此版本为全球
限量16件，附有证书以及防伪标签，证书上有照片记录下伊涅
斯塔签名后拿起球衣的照片（这十六件签名球衣的证书是一致
的，限量编号不一致）。

W188　亨利法国国家队签名队服　　起拍价: 2500元

此物品为早些年，英国的乔治贝斯特公司出品，球衣为
2004年欧洲杯，法国国家队主场球衣，球衣号码为12
号，附有签名。

W189　梅西09年欧冠决赛签名照片　　
起拍价: 2000元 

此物品为icons出品，照片背景为2009年欧冠决
赛，梅西攻破曼联队球门后的庆祝动作，高清照
片。英国原装进口，现在已经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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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0　早期“斯伯丁SPALDING”（系带）篮球
起拍价：45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9排原装真皮系带篮球，世界著名体育
制造商 美国“斯伯丁”制造。篮球运动1891年起源于美
国，1894年SPALDING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篮球，
1936年篮球在柏林奥运会中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W191　早期美国WILSON（外缝合）篮球
起拍价：35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每块皮子连接处有高出球体的凸起棱
线，其明显特征有别于內缝合篮球。篮球起源于美国，美
国WILSON是世界三大篮球品牌。

W192　早期篮球和篮球服装4件　　起拍价：3500元 

（1）早期篮球鞋、跨栏背心、短裤
（2）早期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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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3　早期官方比赛“斯伯丁SPALDING”（系带）排球 
起拍价：45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系带排球，世界著名体育制造商美国 “斯
伯丁”制造，球上印有斯伯丁“Spalding”和官方比赛用球
“OFFICIAL 114L”等字样。排球1895年发源于美国，世界
上第一个排球由“斯伯丁”于1895年生产制作。

W194　早期（系带）橄榄球　　起拍价：2000元

纯牛皮手工缝制系带橄榄球。橄榄球起源于1823年英国拉格
比，1900、1920和1924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925年取
消至今。七人制橄榄球成为2016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W195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18800 元 

火炬整体由手柄、火炬身、花冠三部分组成，以银色为主调，搭配熊熊燃烧的圣火。火炬设计
象征了，冬奥会的雪山雪景的玻璃花冠。本届冬奥会火炬第一次将玻璃材质融入其中。火炬长
度约为8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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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6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立体高浮雕描金（巨型）瓷
罐（限量版）1件　　起拍价：6500元 

高约56cm，重约55Kg，德国出品Germany，手工打造 
Handcrafted Expressly , 编号 :0566   雕刻着本届冬奥
会会徽的四棱锥金属罐顶象征着美国摩门教会中心所在地
盐湖城，罐体兰釉与红釉交替之间壁画分别表现世界各国
运动员高擎奥运旗帜走进开幕式和盐湖城风光彩绘，冬奥
运动项目描金造型，并镌刻着自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至
1998年历届冬奥会举办城市的名字。高浮雕橄榄枝托起的
古希腊建筑罗马柱粗狂瓷罐手柄与罐体火炬点燃的奥运圣
火，交相辉映，彰显奥林匹克之传承。

W197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起拍价：3000元 

W198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组委会VIP官方用品一组　　
起拍价：1800元 

（1）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组委会VIP官方专用（汽车）牌照2件。 
（2） 2002年韩日世界杯国际足联官方海报，尺寸：61.5 cm X 43.5 
cm，海报右下角有国际足联FIFA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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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9　2002年世界杯限量版七宝烧镀金瓷盘《 武士蹴
鞠图 》　　起拍价：2800元

8瓣花边镀金彩绘《武士蹴鞠图》瓷盘，采用独特的
七宝烧工艺，色泽华丽，日本SANRIO FAR EAST 
COMPANY, LTD.精心打造。

W201　2002年韩日世界杯官方（限量版）腕表（证书/ ID/原盒装帧）
起拍价：3800元  

2002年世界杯唯一官方指定，全钢50M防水，Hardlex crystal矿物强化
水晶玻璃镜面，三小针日历腕表， 表盘和后盖印刻有韩日世界杯会徽和
国际足联FIFA标志，附限量版证书和腕表身份证。

W200　2002年世界杯韩国总统金大中颁发镀金珐琅彩勋章 
起拍价：1800元 

勋章正面有韩日世界杯珐琅彩会徽和镀金浮雕大力神杯图案，背面是韩
国总统府青瓦台标志孔雀和梅花及韩文 “金大中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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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2　2004年亚洲杯纪念瓷盘《蹴鞠图》一对
起拍价：无底价 

为纪念2004年亚洲杯在中国举行,中国足协专门从江西陶瓷研究所定制
了2种瓷盘,正面均为《蹴鞠图》，一款背面为中国足协标志的赠送给
各国足协官员和教练员，另一款背面为景德镇标志的赠送给普通工作
人员，设色淡雅，造型生动，意蕴高估，直径均为23cm。

W203　2004年雅典奥运会火炬
传递徽章一组（32枚）
起拍价：3000元 

这组雅典官方发行的火炬传递徽章
完整记录了奥运火种在雅典希腊境
外传递的历程，既保留了雅典奥运
会的标志性设计，又融和了火炬经
过各国的民族风情，设计精良，匠
心独具，而且品相完好，具有一定
收藏价值。

W204　2006年都灵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8800 元 

火炬由著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设计，火炬高约77cm，直径约10．5cm，自重1．85公
斤。整个火炬是“以赛车科技的工业标准”来制造的。由铝、钢、铜以及高科技的聚合材料
制成，整个形状有些像一支高尔夫球棒。这支火炬最大的特点是：火焰是在火炬内部燃烧
的，可以保证即使在大风天气下，火焰火焰都能正常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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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5　2006年多哈运动会火炬（全新）
起拍价：12000元 

高约71cm。

W206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火炬　　起拍价：9800元

温哥华冬奥会火炬长约1米，流线型设计，颜色主要为白色，
装满燃料后重1.6公斤，可燃烧12分钟。火炬由加拿大著名的
庞巴迪公司设计，灵感来自于加拿大白雪覆盖的起伏地形和
滑雪者冲下雪坡时在雪上留下的滑痕。火炬上镶有冬奥会会
徽，还有一个红色的枫叶形开口。枫叶是加拿大的象征，这
个枫叶形的开口也是火炬的通风口。

W207 广亚欢乐羊城滴水瓶　　起拍价：5000元 

五羊石像是广州城标、城徽，木棉则是广州市花，昂首远眺的五羊威武庄严，热情绽放
的木棉花灿烂夺目。以亚运为主题元素，凝聚高白玉瓷、中国红、描金和釉下五彩等四
大工艺，纯手工精心打造，成品率低，极其珍贵。广州2010年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授权
制造，醴陵市人民政府监制，醴陵市公证处公证，兼具有极大的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
纪念价值。高约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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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8　广亚潮流火炬模型　　起拍价：2000元 

高约40cm，分为火炬模型和水晶底座两部分组成。模型为广亚潮流火炬原型制作，水
晶底座上写有火炬典藏，第16届亚洲运动会 02196/16000。

W210　和谐亚洲、2010年亚运会开幕式、海上丝绸之路黄铜大铜章一组　　起拍价：1500 元 

和谐亚洲编号为：86、丝绸之路编号为：218、和谐亚洲编号为：224。

W209　和谐亚洲、2010年亚运会开幕式、海上丝绸之路紫铜大铜章一组　　起拍
价：2000元 

16届广州亚运会《和谐亚洲》纪念大铜章，此套章以“激情盛会，和谐亚洲”把握
了时代的主题，限量发行，紫铜201枚，黄铜600枚，成套只有600套。该章经亚组
委授权限量发行。直径约8cm。本枚编号162。
《2010年亚运会开幕式》纪念铜章是经亚组委授权限量发行。
铜章正面：抽象的太阳纹样，普照着整个赛场，奔跑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表现出一场
巨大的体育盛会已经来临。铜章背面：右下角圭表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时间巧妙的
结合到一起。底部呈现亚运会英文“Asian Gemes”及会徽与第16届亚洲运动会
开幕纪念字样，既突出主题又平衡了画面。直径8cm，发行量：黄铜600枚，紫铜
201枚，本枚编号138
《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铜章是经亚组委授权限量发行。
铜章正面：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本章运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来传达此意，上方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会徽及中文字样。
铜章背面：本届亚运会会徽的纹理环绕着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直径8cm，发行
量：黄铜600枚，紫铜201枚，本枚编号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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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1　2010年第一届新加坡青奥会火炬 起拍价：18000元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The Youth Olympic Games, YOG），简称为青年奥运
会、青奥会,每四年一届，夏季青奥会最长12天。
本火炬为新加坡第一届青奥会全新火炬，从手柄到顶部由紫色渐变为银色，长约
60cm，宽约5至8cm，重约1公斤。火炬用铝制成，手柄处裹有防滑材料。火炬的
设计灵感取自于“火”和“水”两种自然界元素：柄身的水波设计代表东道主新加
坡起源于一个海港，顶端的火焰代表着青年人热爱学习、勇于超越的激情。

W212　1954年马尼拉亚运会金牌（原盒）　　起拍价：20000元

奖牌直径5.7cm厚约0.4cm。

W213　1958年东京亚运会铜牌（原盒） 起拍价：8800元 

奖牌为方形紫铜质。正面是一名亚裔男青年与亚运火炬的浮雕像，浮雕像下“ASIANGAMES”（亚洲竞技），背面
是亚运会会徽和“1958·日本东京”。 长、宽5.4cm，厚约0.5cm。浮雕像签名是FUMIO朝仓文夫，是日本近代写
实人物的著名雕塑大师。他所创作的作品，都是刻苦耐劳、忠厚刚性风格，并赋予人体健美的神韵，手法洗炼，极富
雍容高贵的表情，充分发挥出雕塑的张力美感，每个部位都给人强烈的写实感，胸有成竹之感。在第三届亚运会中朝
仓文夫担任运会美术委员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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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4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银牌　
起拍价：18000元 

奖牌正面环绕着“第九届亚运会新德
里 1982”字样，中心为本届奥运会会
徽。下方刻有“手球”字样。背面为第
一届亚运会会徽。直径约为5.9cm，厚
0.4cm。

W215　1986年汉城亚运会银牌（原盒缓带）
起拍价：14500元 

奖牌的正面浮雕着第一届亚运会徽，上方有五环
标志，下方有橄榄枝环绕。奖牌的背面浮雕着本
届亚运会的主场馆、会徽及“第十届亚运会汉城
1986”字样。奖牌直径5.8cm，厚0.4cm。

W215　1986年汉城亚运会银牌（原盒缓带）

奖牌的正面浮雕着第一届亚运会徽，上方有五环
标志，下方有橄榄枝环绕。奖牌的背面浮雕着本
届亚运会的主场馆、会徽及“第十届亚运会汉城

W216　年维泗书法《共圆中国足球梦》　
起拍价：3000元 

有“中国足球教父”之称的年维泗在1980年
曾带队征战奥运会足球外围赛，曾任中国足
协主席。尺寸约为90*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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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17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起拍价：2500元

W218　2016年奥运会申办（丹麦皇家）青花浮雕瓷盘《 
IOC 121th全会会徽 》　　起拍价：3000元 

直径约18cm，正面为国际奥委会121次全会会徽浮雕图案，背
面釉下彩印有丹麦皇家瓷器标志、奥运五环和IOC 121th全会
会徽。

W219　2016年奥运会申办（丹麦皇家）青花浮雕瓷盘《 龙
图腾 》 起拍价：1000元 

直径约18cm。正面为具有浓浓中国传统的祥云龙图腾和迎客
松浮雕图案，背面有IOC 121次全会会徽和丹麦皇家瓷器英文
缩写BG（Bing & Grøndahl）标志。

77



W220　2022年北京申办冬奥会签名一组　　起拍价：32000元 

2015年7月30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幕。
2015年7月31日17点57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国际奥委会第
128次全会上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自吉
隆坡国际会议中心鱼贯而出的国际奥组委的37名官员欣然在亲临
现场的藏家纪念封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
地将签名留在了当日的马来西亚中国报上，以表示对中国申冬奥
成功的祝贺。此外，该组拍品还包括老一辈中国运动员在申冬奥
海报上的签名，其中有李淑兰、张彩珍、郝建华、陆恩淳、宋喜
云。杨杨 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 来自中国的国际奥
委会委员；萨马兰奇；Richard Pererkin；Mr Habu GUMEL 来
自尼日利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Mr Ruziev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乌兹别克斯坦击剑联合会主席；Mr Alexandr 
来自俄罗斯的国际奥委会委员；Mrs Nicole Hoevertsz 来自阿
鲁巴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任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委员；
Mr Richard Carrión 来自波多黎各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与巴
赫的竞选中落败；Mr Paul Kibii Terga 来自肯尼亚的国际奥委
会委员；Lassana Palenfo 来自科特迪瓦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Mr Vitaly SMIRNOV 来自俄罗斯的国际奥委会委员；Sieh Kok 
Chi 马来西亚国家奥委会委员；Louis 卡塔尔国家奥委会委员；
Kate O’Neil 国际奥委会成员；Mr Toni KHOURY 来自黎巴嫩的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

W221　新中国参加历届冬季奥运会襟章一组　　起拍价：22000元 

（1）  1980年国际奥委会第82次普莱西德湖次全会丝带襟章     
（2）  1984年国际奥委会第87次萨拉热窝全会 丝带襟章  
（3 ） 1988年国际奥委会第93次卡尔加里全会丝带襟章     
第15届冬季奥运会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举行，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在卡尔加里召开第93次全会，选出5名新委员，其中包
括中国台北的吴经国。
（4）1992年国际奥委会第98次全阿尔贝维尔会丝带襟章 
（5）1994年国际奥委会第102次利勒哈默尔全会丝带襟章  
（6）1998年国际奥委会第107次首尔全会丝带襟章 
（7） 2002年国际奥委会第113次盐湖城全会丝带襟章 
国际奥委会第113次全会上正式批准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申请，将武术列为奥运会正式参赛的体育项目
（8 ） 2006年国际奥委会第118次都灵全会丝带襟章
（9）  2010年国际奥委会第122次温哥华全会丝带襟章
本次会议决定了南京2014夏季青奥会的举办权。
（10 ） 2014年国际奥委会第126次索契全会丝带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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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2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运动会秩序册
起拍价：无底价 

项目包括：武术表演赛、网球、篮球、田径、游泳、足球、体
操、艺术体操、羽毛球、曲棍球、射箭、举重、击剑、乒乓
球、柔道、排球、帆板、帆船、摔跤、跳水、水球、赛艇、皮
划艇、射击。

W223　五十年代上海体育奖章一组　　起拍价： 1500元 

（1）1952上海市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体育运动大会奖章 
（2）1954年上海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体操运动大会第一名
（3）1956年上海市田径、自行车运动大会女子田径 第一名
（4）1956年上海市第三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男子组三级跳远接力第三名
（5）1956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体育大会奖第二名
（6）1956年上海市提篮桥区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第四名
（7）1956年上海市中小学及自学小组学生体育运动会普陀区 第六名
（8）上海市体操比赛大会 第五名
（9）上海市第二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男子400公尺接力第三名

W224　年维泗书法《中国梦》　
起拍价：3000元 

有“中国足球教父”之称的年维泗在1980年曾带队
征战奥运会足球外围赛，曾任中国足协主席。尺寸
约为90*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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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5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毛
主席徽章一组　　起拍价：1500元 

共32枚,最大的直径12cm。

W226　新中国早期景泰蓝足球摆件（1个）
起拍价：5600元 

此足球分为上部足球和下部底座，上下部分都是通体
“满工”铜胎掐丝珐琅多彩图案，图案以花卉和和平
鸽为主，上有300只和平鸽，120只蝴蝶，每只和平鸽
和蝴蝶都形态各异，色彩斑斓。高约20cm，球直径：
18cm。
景泰蓝，中国的著名特种工艺之一。景泰蓝正名“铜胎
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
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
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 
。

W227　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纪念杯及证件
起拍价：38000元 

奖杯高约43cm，景泰蓝制作，北京老艺人工艺，铜胎和
鎏金都很厚重，代表着那一时期最高制作水平，景泰蓝
图案上制作成各类运动项目。杯身嵌有精美人物70余运
动人物，其中有第二届全运会所有运动项目。
该早期全国运动会景泰蓝奖杯以红色景泰蓝簪工为底，
以稻穗为两侧附耳，以齿轮为顶端造型，象征着工农。
纪念杯整体厚重大气，极具时代特征是工艺精湛的新中
国艺术品。
此证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运动会”于1965年9
月11日下午3时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开幕式请柬，请柬
内加贴了以体育奖状为底的二运会全部项目丝锦图形胸
标（包括工作人员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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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8　第九届广州全运会火炬　　起拍价：8800元 

W2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第五届运动会金牌
起拍价：1800元 

奖牌正面浮雕着本届亚运会会徽，背面刻有“击剑 第一名”直径约
7.5cm。

W230　体育海报一组　　起拍价:无底价 

（1）1996年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运动会海报五张, 尺寸约52*75cm。
（2）全国第四届城市运动会八张全套 尺寸约85*59cm。
（3）1992年全国中山标乒乓球锦标赛海报  共3张尺寸约53*7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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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1　体育海报一组　　起拍价：无底价

1990年亚运会会徽吉祥物海报2张，尺寸约：51*76。1997年全国八运会海报5张， 尺寸约：50*76
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会徽吉祥物2张, 尺寸约：48*75。

W232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铜牌 （原盒）　　起拍价：62000元

奖牌中间为本届冬奥会会徽，周围有法语“1968 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字样，背面有英文“雪橇”字样，侧面刻有比
赛项目“单人雪橇”英文字样。直径约为：5.9cm。冬季奥运会奖牌数量比夏季奥运会少得多，所以是稀少珍贵的奥
林匹克文物。

W233　九球签名品一组　　起拍价：1800元

九球签名名单：潘晓婷、付小芳、刘莎莎、凯利
费雪、金佳映、陈思明、周婕妤、傅任波、李赫
文　南非3名、加拿大1名
九球球杆签名名单：金佳映、陈思明、艾莉森.费
雪、贾思明、奥斯臣、付小芳、刘莎莎、凯利.费
雪、林沅君、车侑蓝、蔡佩真、潘晓婷、林宁、
丹尼斯.奥克洛、福瑞斯科、巴斯特曼特、郭柏
成、尼尔斯.费珍、罗夫苏魁、刘海涛、赵丰邦、
张荣麒、周婕妤、罗伯特.戈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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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4　南京青奥会紫砂壶：舞动的青春
起拍价： 4200元 

作品由不规则六边形组成，代表着六朝古都，壶身洒金，代表
金陵的文化底蕴。壶一面为青奥会标志，另一面为中国书协副
主席言恭达的题词“舞动青春”。作品纯手工制作，壶底有制
壶大师的亲笔签名。南京青奥委授权特许发行，该壶为南京青
奥紫砂壶代表作。限量发行，编号为150，原价6900元。

W235　NBA金州勇士队球星斯蒂芬库里签名队服 
起拍价：无底价 

2014-15赛季当选常规赛MVP，入选最佳阵容第一阵容，并帮
助勇士队获得NBA总冠军。

W236　巴萨罗那球星 埃德加·戴维斯签名足球　　起拍价：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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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7　国际田联世锦赛签名队服及签名照片
起拍价：无底价 

队服签名有：弗雷特、沃尔科特、大卫奥利
弗、迪巴巴、卡特、莱申科、托特、坎贝尔、
奥胡鲁奥古、内尔松埃沃拉、维塞利等20人
照片签名有：沃尔科特、菲尼克斯、大卫奥利
弗、维塞利、维利亚当斯、迪巴巴

W238　亚冠及中超冠军广州恒大签名队服及
签名照片　　起拍价：无底价 

队服签名有：杨君、赵鹏、张琳芃、冯潇霆、
秦升、埃尔克森、郑智、穆里奇、冯仁亮、
黄博文、曾诚、李帅、金英权、郜林、杨超
声 、 孙 祥 、 荣 昊 、 赵 旭 日 、 方 镜 淇 、 雷 内
照片签名有：郑智、曾诚、荣昊、孙祥、埃尔
克森、穆里奇、雷内、赵旭日、迪亚曼蒂、郑
龙、李帅、郜林、冯潇霆、黄博文、方镜淇

W239　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签名的网球拍、签名书及签名照片　　起拍价：无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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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0　法网、澳网女子单打冠军李娜签名网球拍及签名照片 起拍价: 无底价 

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单打第四名，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014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亚洲第一位
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亚洲历史上女单世界排名最高选手

W241　瑞士女子网球运动员 玛蒂娜·辛吉斯签名网球拍和签名照片　　起拍价：无底价 

她共获得5次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11次大满贯女子双打冠军，4次大满贯混双冠军 。她亦曾在1997年、1999年和
2000年三度成为WTA单打年终世界排名第一位的球员。

W242　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多签名足球及签名照片
起拍价：无底价 

1996、1997、2002年三度获得世界足球先生，1998
年当选世界杯最佳球员，2002年获得世界杯金靴奖，
2010年罗纳尔多获得巴西传奇巨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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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3 奥运冠军尤塞恩·博尔特签名彪马跑鞋一双 
起拍价：2000元 

博尔特曾获得北京奥运会100米，200米，4x100米冠军；伦
敦奥运会100米，200米，4x100米冠军。

W244　十全十美第十冠2015-2016赛季天津女排全队签名排球、签名照片及签名封　　起拍价：无底价 

天津女排签名有：王宝泉、常良才、陈丽怡、王宁、王佳敏、王茜、殷娜、刘立雯、姚笛、王媛媛、李莹

W245　早期球王贝利签名足球 起拍价：25000元 

贝利最常见的签名Pele，而签其全名Edson Pele的较少见，球面印有“CHINA SHANGHAI”和“HAND-SEWN 
FOOTBALL”（中国上海手工缝制）等英文字样，贝利在球面上用蓝色钢笔潇洒华丽地签名Edson Pele。附PSA/
DNA美国全球权威签名鉴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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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6　1946—1953年第6任国际足联主席劳斯和历届伦敦
市长及英国温布利体育场总裁等名英国温布利体育场VIP贵宾
册页3张　　起拍价：4000元 

签名的有第6任国际足联FIFA主席劳斯， 1946—1947伦敦市
长、1950—1951年
伦敦市长、1952年伦敦市长和1953年伦敦市长及1950、
1952、1953年英国温布利体育场总裁等。温布利球场位于英
国伦敦的一座足球场，是英格兰代表队的主场，同时也承办英
格兰国内各项比赛的决赛。温布利球场是1966年世界杯主场
馆，承办了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决赛。

W247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签名照片和签名邮票图卡
起拍价：3000元

第8任国际足联FIFA主席布拉特，与中国足球有着
不 解 之 缘 ， 2 0 0 1 年 他 执 政 国 际 足 联 期 间 中 国 男 足
首次冲出亚洲，出线2002年韩日世界杯，圆中国人
44年世界杯梦想。2004年7月15日，布拉特出席第
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宣布古代足球起源于中
国临淄。

W248　罗纳尔多签名巴西版球衣　　起拍价: 2000 元

罗纳尔多·路易斯·纳萨里奥·德·利马因为其卓绝的球技，被冠
以“外星人”称号，1990年代至2000年代最成功的足球运动员。
罗纳尔多曾三度当选世界足球先生、两度当选欧洲足球先生，是世
界杯历史上总射手榜第二位（15球），为巴西夺得两次世界杯冠
军及一次亚军，其中2002年世界杯更加是罗纳尔多球员生涯的代
表作。罗纳尔多于2011年2月14日退役，他被专家和球迷公认为
是世界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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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9　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签名球　　起拍价: 2000元

弗朗茨·贝肯鲍尔，德国足球运动员、教练及领队，他和球王贝利
被公认为是近代足球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人物。贝肯鲍尔被尊称为
“足球皇帝”。他103次代表西德队出场，攻入14球。参加过1966、
1970和1974年世界杯足球赛，1974年率领西德队夺冠。1986年和
1990年做为主教练带领西德队参加世界杯赛，并于1990年夺得世界
杯冠军。成为历史上做为队长和主教练都获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第一
人。他在足球场上既能担任后卫，又是中场核心，堪称全能球员的鼻
祖，被称为“自由人”。球员时代被公认为世界足球历史最伟大的球
员之一。历任德国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他被FIFA国际足联和
全世界舆论公认为“足球皇帝”。

W250　早期排球运动员签名封一组8枚　　起拍价：2000元 

签名名单：郎平、陈忠和、王丽娜、诸韵颖、孙玥、吴永梅、姜伯因（领队）、潘父莉、王怡、崔咏梅、刘晓宁、李
艳、李勇（队医）、赖亚文、王子凌、何琪
袁伟民、邓若曾、郎军、侯玉珠、梁艳、姜英、苏惠娟、张荣芳、朱玲、杨锡兰、李延军、郑美珠、杨晓思

W251　早期乒乓球运动员签名封一组5枚　　起拍价：1000元

签名名单：陈华新、齐宝香、兒夏莲、戴丽丽、焦志敏、江嘉良、蔡振华、童玲、谢赛克、惠钧、孔令辉、王励勤、
马琳、刘国梁、刘国正、蔡振华、王楠、李菊
马文革、韦睛光、陈龙、邓亚萍、乔红、陈子荷、陈静、胡晓新刘伟、邓亚萍、乔云萍、王涛、丁松、只林、乔红、
马文革、刘国梁、孔令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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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52　早期围棋手签名封一组4枚
起拍价：无底价 

签名名单：聂卫平、江铸久、曹大元、刘
小光、汪见虹、钱守平、邵震中、余斌、
钱守平、马晓春、陈临新、芮乃伟

W253　体育名人签名T恤2件　　起拍价：26000元 

此组拍品包括
（1）全运50年体育功勋榜获奖者签名T恤：
国球辉煌奖： 容国团、邱钟惠、张燮林、庄则栋、郗恩庭、邓亚萍、王楠、王文教、陈福寿和汤仙虎
碧水深情奖：穆祥雄、周继红、高敏、伏明霞、熊倪和钱红
凌云漫步奖：高健、李宁、楼云、马燕红、李小双和莫慧兰
中国力量奖：陈镜开、黄强辉、马文广、马文辉、占旭刚、刘春红和冼东妹
众志成城奖：邓若曾、郎平、孙晋芳、朱玲、陈忠和、姚明、蒋兴权、宋晓波、年维泗、张俊秀、马元安和容志行
百步穿杨奖： 许海峰、张山、杨凌、杜丽、李淑兰和张娟娟
勇攀高峰奖：王富洲、潘多、杨扬、叶乔波、杨阳、聂卫平和谢军
纵横寰宇奖：黄健、郑凤荣、邹振先、 栾菊杰、王军霞和刘翔
推举委员会特别奖： 贺龙和万里(由贺龙的家属贺兴洲、万里之子万仲翔代领。)
山东体育功勋人物荣获“荣耀齐鲁”奖：邢傲伟、林伟宁、唐功红、邢慧娜、王峰、乔云萍、毕文静、巩晓彬、殷铁
生、关萍、奚爱华和姚颖。
功勋人物奖：陈镜开、庄则栋、郑凤荣、李淑兰、姚明、刘翔、张娟娟、刘春红

T恤签名名单如下：
李淑兰、高健、于洋、孙海平、陈忠和、穆祥雄、许海峰、王魁、潘多、赵忠祥、陈伟强、申雪赵宏博、蔡振华、陈
玉娘、杨扬、邱忠惠、侯加昌、张佳英、孙雯、张燮林、杨威、郑风荣、庄则栋、廖剑、郎平、杨利伟、刘翔、年维
泗、李小双、姚明、赵建华、高丰文、聂卫平、黄强辉、胡荣华、蒋兴权、黄一建、黄玉斌、马艳红、赵建华等七十
多人签名。

（2）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体育彩车上，我国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8位签名运动衫 （该藏品为我国
体育荣誉获得最多者之一，我国最著名的体育名人、冠军之一，入选世界体育名人堂者。亦是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体育
彩车上38位代表之一者的珍藏。）

T恤签名名单如下：
杨扬、陈招娣、刘翔、钟少珍、许海峰、佟文、王旭、郑风荣、庞伟、王永利、张燮林、穆向雄、郭晶晶、黄强辉、
张忠秋、王宝刚、王国庆、王勇峰、洪克敏、袁伟民、马思勇、郭文珺等38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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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54　贝利签名足球　　起拍价：2000元

W255　内马尔签名球衣　　起拍价：2000元

内马尔·达·席尔瓦·儒尼奥尔，1992年2月5日出生于巴西
圣保罗州，巴西足球运动员，身兼巴西国家队队长，司职前
锋。2015年6月，14-15赛季，巴塞罗那夺得三冠王，内马尔
成为欧洲冠军联赛和西班牙国王杯最佳射手。

W256　三国人物故事瓷足球1件
起拍价：1800元

瓷足球凹凸球体以青花分线，瓷足球上绣有《三
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曹操、诸葛亮、刘备、
关羽、张飞、孙权、赵云、司马懿、黄忠、鲁肃
等。
内部空心的足球以著名历史人物绘于足球是一种
创举。此足球是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而设计制
作的几个样品之一。配有高足原配木托座架。球
直径约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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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57　巴西传奇巨星队签名足球1个　　起拍价：无底价

泽蒂、吉尔玛里纳尔迪阿尔代尔、罗克儒尼奥尔、里卡多罗查、罗纳尔达奥、吉尔伯托、塞尔吉尼奥卡瓦略、儒尼尼
奥、马里奥诺、津霍、瓦尔伯、佩德里尼奥、德贾明哈尤勒、卡雷卡、皮蒙特尔

W258　早期足球瓷雕塑《 守门员 》　　
起拍价：无底价 

尺寸约19 cm X 11 cm。

W259　早期足球造型香烟储藏盒　　起拍价：1500元 

直径 12.5 cm，关闭高度 16 cm，打开高度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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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60　1954年付匈牙利学习中国青年足球队签名T恤 
起拍价:2000元 

T恤签名名单：张水浩、陈凡达、陈家亮、朴万福、张俊秀、孙元
云、丛者余、年维泗、李元魁、 苏克行、徐根宝、杨礼敏、王俊生、
桑适良、谢明辉。

W261　当代国家队员签名球1个　　起拍价：6000元 

签名名单：张水浩、陈凡达、陈家亮、朴万福、张俊秀、孙元
云、丛者余、年维泗、李元魁、 苏克行、徐根宝、杨礼敏、王
俊生、桑适良、谢明辉  、陶伟 、杜威、李树斌、李金羽、阎
嵩、李雷雷、姜坤 、唐俊哲。

W262　匈牙利彩绘瓷雕塑《 踢足球 》
起拍价：3000元 

高 2 7 . 5 c m ， 底 部 印 有 手 工 彩 绘
HANDPAINTED和匈牙利HUNGARY
字样，色泽艳丽，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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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63　早期足球运动员签名足球　　起拍价：5000元

此球有：王俊生、陈家亮、谢延生、马元亮、张俊秀、郭瑞龙、陈成连、年维泗等签名。

W264　古代奥林匹克图案挂盘一组（8个）　　起拍价：无底价 

盘为希腊手工制作，正面浮雕着不同图案，四周刻有象征和平的橄
榄枝。侧面刻有不同希腊文，背面金属制造商标志镶嵌，直径约
15.5cm。

W265　马术艺术瓷盘一组　　起拍价:无底价 

瓷盘直径约为27、22cm 、22cm 。瓷盘上绘有赛马竞技场景。

93



W266　手持橄榄枝胜利女神铜雕 起拍价：2500元 

手持橄榄枝、长号的胜利飞天女神，站在花环环绕的地球上。雕塑精
美、神圣。高约64cm。为黑理石座铜雕塑。

W267　第七届全国体育收藏品博览会大铜章2枚
起拍价：无底价 

第七届全国体育收藏品博览会于2004年4月22日在浙江余姚市开幕，这是新世
纪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收藏文化盛会。为此，第七届全国体育收藏品
博览会组委会特发行纪念大铜章一枚。
该枚纪念章正面图案分别为第七届全国体育收藏品博览会会徽和体育藏品；背
面图案分别为博览会吉祥物、余姚通济桥和舜江楼。大铜章直径80mm，采用
国际流行的高浮雕工艺，由上海造币厂精心设计铸造，限量发行2000枚。每枚
纪念章附有统一编号的证书，首枚大铜章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编号第0008
号大铜章由中央档案馆珍藏。

W268　乔丹NBA官方授权限量版纪念金、
银、铜章 一组 （ 原盒、证书）　　
起拍价：8000元 

此组章由美国著名的Highland Mint公司制
作。直径约为6.4厘米，厚度约为4毫米。正面
为凸起的乔丹头像和名字Michael Jordan以及
比赛时的号码23号；背面上方的两侧边沿处有
乔丹的名字和服役的队伍“芝加哥公牛队”的
名字和队徽。中间为乔丹所取得的成就。 下方
刻有乔丹签名以及限量版编号，铜章限量发行
3000枚，  证书上都有限量编号以及NBA授权
防伪标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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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69　“The Comeback”迈克乔丹人物彩绘瓷盘  
起拍价:1800元
 
盘上绘有乔丹身穿23号和45号队服，在赛场上矫健的身姿。附有证
书，本盘编号：17983b。瓷盘直径20.5cm。

W270　梦之队二人物彩绘瓷盘　　起拍价:1500元 

盘上绘有多伦多“梦之二队”球员形象，上方有“Dream TeamⅡ”
字样。附有证书，全球限量，本盘编号1240。直径约为21cm。

W271　梦三队前十合影彩绘描金瓷盘　　起拍价:1500元

盘 上 绘 有 5 格 兰 特 · 希 尔 （ G r a n t  H i l l ） 、 6 安 芬 尼 · 哈 达 威
（Anfernee Hardaway）、7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
8斯科蒂·皮蓬（Scottie Pippen）、10雷吉·米勒（Reggie 
Miller）、11卡尔·马龙（Karl Malone）、12约翰·斯托克顿
（John Stockton）、13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
14加里·佩顿（Gary Payton）、15哈基姆·奥拉朱旺（Hakeem 
Olajuwon）等10人合影签名。附有证书，本盘编号289。直径约为
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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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72　早期英国彩绘丝织画（足球人物）　　起拍
价：2000元 

1863年10月26日，统一的足球比赛规则在英国创立
并建立权威的足球组织，标志着现代足球在英国诞
生。英国彩绘丝织画《足球》20幅，尺寸： 7.5cm X 
6.5cm，生动地描绘了早期足球运动员竞技动作，画面
人物栩栩如生。

W273　艺术体操青铜雕塑2件　　
起拍价：3000元 

（1）体操青铜雕塑《球操》 作者为法国
铜雕艺术大师Collett，尺寸：高46cm X
宽 31cm，重量：3.3Kg
（2）体操青铜雕塑《 抛球踹燕 》作者
为法国铜雕艺术大师Collett，尺寸：高
57cm，重量：3.7Kg。

W274　青铜雕塑《障碍滑雪》　　起拍价：2000元 

作者为法国铜雕艺术大师Nick，高约：27.3cm，重量：4.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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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75　早期法国铜雕镀银雪茄烟盒《踢足球》　　起拍价：5000元 

此 烟 盒 长 2 6  c m  X 宽 1 3 c m  X 高 7 . 6 c m ， 带 有 原 配 钥 匙 ， 底 部 刻 有 法 国 制 造 F R A N C A I S E
 FABRICATION，盒盖铜雕足球比赛图案，人物造型栩栩如生。

W276　早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高浮雕铜盘《 踢足球 》　　
起拍价：5000元 

直径约24.5cm，重量1.25Kg，铜盘高浮雕表现运动员踢英国
维多利亚时期七瓣足球。

W277　早期足球裁判瑞士“哈曼Harman”怀表
起拍价：1800元 

表盘有FOOT BALL HARMAN 和SWISS MADE字样，早期
足球裁判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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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78　早期瑞士APOLLO足球/篮球（主裁判）腕表 　起拍价：4500元  

世界著名瑞士APOLLO品牌，足球/篮球（主裁）佩戴机械腕表，表盘有Basketball 和 Football字样，英国制造摩洛
哥防汗真皮表带Sweatproof , made in England Morocco。

W279　早期足球奖牌 4枚　　起拍价：2000元

W280　1888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古籍善本《田径与足球
ATHLETICS and FOOTBALL 》　　起拍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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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82　许海峰代言金表2块 　　起拍价：19600元

整套表包含腕表和怀表两款，腕表表盘镶嵌12颗南非天然钻石，怀表表盘镶嵌11颗南非天然钻石，共计23颗钻石纪念
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迈出了体育强国第一步。
29颗钻石镶嵌于表盘外圈，象征第29届奥运会永恒的光辉。
腕表表链为24节，寓意从1984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诞生到2008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整整经历24个春秋。
腕表底盖采用天然翡翠，精工打磨。古语道：人养玉玉泽气和，玉养人颐享天年。 

W28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模型（全新）
起拍价：无底价 

“火舞祥云”奥运火炬珍藏摆件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特许商
品，设计精美、传神，工艺精良，每件商品均配有奥运特许商
品防伪标签，全球仅限量发行20万件。 “火舞祥云”主体火炬
的总长度为29厘米，内部结构与外部造型和真实的火炬如出一
辙，此外在承载小火炬摆件的材质上选用了温润高贵的琉璃，
传神的刻画“奥运圣火永不熄灭”的英姿；通透立体的水晶，
完美的展示出“祥云＂的美感。编号0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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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83　西班牙早期国际象棋锦标赛一等奖镀银奖杯
起拍价：5000元

奖杯高约：28.5cm,镀银。

W285　1907年美国高尔夫俱乐部奖杯　　起拍价：2800元

奖杯高约：17.4cm,带有俱乐部徽标，刻有"DYKER MEADOW GOLF CLUB, MEDAL HANDICAP LABOR DAY 
1907"字样和获奖者名字"J-E-WAY",底部有编号1142和产地纽约。

W284　田金铎雕塑作品《竟走》　　起拍价：5000元 

田金铎（1932-）黑龙江鸡西人。1959年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留学任
教。1960年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1963年毕业仍回鲁迅美院任教，现任雕塑
系主任，教授。石雕《稻香千里》，为中国美术馆收藏；石雕《森林之神》建于伊春
市车站，获1987年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评奖优秀奖；铜《走向世界》，建立于潘阳海
关大楼、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获首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国际奥委会奖杯、首届
全国城市雕塑评奖最佳奖。高约4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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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86　16个城市马拉松奖牌　　起拍价:无底价
 
2014 北京国际马拉松
2008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2010 厦门国际马拉松赛
2009 杭州国际马拉松赛
2015 广州国际马拉松赛
2015 深圳国际马拉松赛
2015无锡国际马拉松赛
2013辽宁鲅鱼圈国际马拉松赛
2012 大连国际马拉松赛

W287　70-80年代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奖章一等三级 　起拍价:3500 元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体总会原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
会”，于1924年8月24日成立。是中华民国全国性体育运动的领导组织，中华民国体
育运动的领导单位，负责国内运动推广与区域性运动会等赛事。以推展全民体育、发
扬业余运动精神、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国际体育联系与活动为宗旨。1931年被
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73年改组，改称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
会”，分立出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并由个人会员制改为团体会员制。

W288　关玉华书法”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　起拍价:  无底价 

关玉华  知名书法家，山东梁山人。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研究员，中国书画世界成
员。

2012 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2015 第十届鸭绿江国际马拉松赛
2015 无锡国际马拉松赛
2015 沈阳半程马拉松年度总决赛
2013 中国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2015 宁波国际马拉松赛
2015 深圳国际马拉松赛
2015 德清国际竹海马拉松
2013 丹东鸭绿江国际马拉松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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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89　 1920年奥运会美国奥运赛艇代表队奖杯 
起拍价：20000元

高 约 3 0 c m ， 两 耳 宽 约 2 0 c m ， 重 约 X X 克 。 英 文 铭 文 ：
“To Commander C.B. Mayo, U.S. Navy, From Navy Olympic Squ
ad, Antwerp 1920, In Appreciation of His True Sportsmanship”
译文：致：美国海军司令官C.B.Mayo感谢您所表现的卓越体育精神！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美国奥运(赛艇)代表队 敬上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刚 刚 结 束 后 的 第 7 届 奥 运 会 在 比 利 时 安 特 卫 普
举 行 。 据 1 9 2 0 年 奥 运 会 总 结 报 告 、 美 国 代 表 团 参 赛 总 结 报 告 及
《The Wonder Crew》记载：由美国海军组成的美国奥运赛艇代表队，
一举获得8人赛艇金牌。本奖杯的主人C.B. Mayo是代表队中两名海军高
级军官之一，担任教练兼领队。本奖杯即为美国奥运赛艇代表队为了表彰
其卓越（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而授予的奖杯。

W290　1900年北京亚运会会徽、吉祥物景泰蓝
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瓶上有本届亚运会会徽,会徽下方有1990字样,两边
伴以憨态可掬的吉祥物，以景泰蓝中国著名特种工
艺，呈现出一种端庄大气的风格。瓶高约21cm。

W291　2012年伦敦奥运会澳大利亚总理晚宴国礼镀金瓷盘
《 会徽 》　　起拍价：2000元

2012年奥运会期间，应邀到访伦敦的澳大利亚总理朱莉
娅·吉拉德使用的晚宴国礼镀金瓷盘，印有“ THE PRIME 
MINISTER’S 8TH OLYMPIC DINNER ”字样。直径约
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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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94　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瓷“长城之魂、祈福迎祥”
对瓶 起拍价：无底价 

该对瓶以中国代表建筑天坛、长城为主题，代表着喜庆、福
运、吉祥。对瓶以经典的巴拿马器型烧制，红釉、贴金工
艺，有收藏证书，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瓶高约
29.5cm。原奥运官方标签价：1280元/个。

W292　2008年北京奥运天坛福娃
珍藏摆件　　起拍价：3500元

（五福祈天福娃套装）是全球第一款
水晶镶嵌的立体、彩色金属福娃。色
泽温润的玉石台基、纯金电镀的雕花
栏杆、镂空雕琢的纯金花窗、镶嵌数
千水晶的烤漆福娃，奥运特许商品
中，“五福祈天”福娃套装算是最费
手工的了。
这款纪念品主体按天坛实景，以
1:200比例制作。天坛大殿通体纯金
电镀。祈年殿手工镶嵌1300颗蓝色仿
水晶。大殿坐落于圆形玉石台基，每
层台基配有纯金电镀的雕花栏杆。
五个福娃站于台基四周，每个福娃通
体镀金，高约7cm左右，头饰和底座
还按标准色手工镶嵌了4100颗仿水
钻。原奥运官方价：19800元。

W293　“蓝色交响”水立方模型摆件　　起拍价:无底价
 
“蓝色交响”水立方模型摆件，已被首都博物馆永久馆藏。按照实景建筑比例1：1000仿真铸造，模型外部及五个立
体彩色福娃共采用13500余颗经过精密切割的进口奥地利仿水晶，经手工镶嵌而成。掀开仿水晶镶嵌上盖，电镀黄金
的水立方内部构造立刻呈现在您的面前，精致的观众席、泳池、泳道、跳水池和跳台，以及外围的热身池清晰可见。
限量发行， 原奥运官方价：1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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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95　2004年雅典奥运会火炬（全新） 起拍价:无低价 

火炬整体重约700克，高约68cm,火炬由金属和橄榄木制成，色彩采用材料的原色。
整个火炬呈卷起的橄榄叶状，犹如向上喷发的烈火。设计充分突出了奥运火焰的神圣
感。火炬的设计师融入了“万物适中’的设计理念，外形简洁美观。

W296　“世界和瓶 ”瓷瓶　　起拍价：无底价

“国瓷2008”同时具有萨马兰奇、罗格、何振梁、尼古拉乌等国际奥委会官员
的印刷签名。产自我国拥有：“红色官窑”之称的国瓷基地湖南醴陵。全国限
量发行2008套。“国瓷2008”原瓶“巴拿马金奖瓷”。瓶高约47cm。

W297　2008年北京奥运会釉下五彩纪念瓷“梅、 兰、 竹 、菊”四君子瓷瓶　　起拍价：无底价 

四瓷瓶的组合取“四平八稳”之寓意，是首套将奥运、毛瓷工艺、釉下五彩、福娃、名花、名诗、名字、名家八大主
题和诗、画、瓷三大艺术元素完美融合的奥运瓷器，46道工序，全部纯手工打造，薄如纸、声如磬，由工艺美术大师
监制，是真正的“毛瓷”，谱写了奥运藏品史上的中国华章。由第29届奥组委授权限量发行，瓶高约46cm,每只瓶均
有防伪证书、单独包装，瓶底有防伪标志和统一编号。原奥运官方标签价：39200元/套。

104



拍 卖 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参加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人或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委托人、

竞买人、买受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当事人必须仔细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对自己在拍卖活动中的一切行为
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条：
因依照本规则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相关各方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法院提起诉

讼或提请中国仲裁机构予以仲裁。

第二章  关于委托人的规定
第四条：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需持有效证明与本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五条：
委托人应向拍卖人及买受人保证其对委托拍卖的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及处分权，并保证该拍卖标的

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及担保。委托人须承担自委托拍卖之日起发生的有关拍卖标的所有权纠纷的法律责任，
并对由此造成拍卖人、买受人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第六条：
委托人应向拍卖人充分、真实表达拍卖标的来源和瑕疵，如有虚假不实陈述，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七条：
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即自动授权本公司对该物品自行制作照片、图录、图片及其它形式的影

像制品或进行公开宣传发表。
第八条：
拍卖标的的保留价，由委托人与拍卖人通过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保留价经双方确定后，如需变更应征

得对方的同意。
第九条：
委托人向拍卖人支付的佣金额为拍卖成交价的 15%，未成交的，每个标的收取 100 元的图录费、保管费。
第十条：
委托人的拍卖收益应依法纳税，按照有关规定由拍卖人代为缴纳（3% 由委托人支付）。

第三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的规定
第十一条：
竞买人登记
（1）竞买人若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持有效身份证或护照，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
（2）竞买人若为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合法的授权委托

证明文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
（3）竞买人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人民币 2 万元。
第十二条：
上述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若竞买人未能购得标的，则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若竞买人购得

标的，则作为定金并抵作购买价款的一部分，若有余额，则于竞买人办理提货手续时，一并返还。
第十三条：
竞买人有权在拍卖前查验拍卖标的的原物，充分了解拍卖标的的现状及瑕疵，竞买人应对其竞买行为承担

法律责任，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接受该拍卖标的的一切现状。
第十四条：
竞买号牌是竞买人及竞买权的标志，应妥善保管，如丢失或转让等，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己负责。
第十五条：
竞买人应对自己在任何价位的应价负责，一经拍卖师落槌或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后，即不得反

悔并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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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买受人应支付本公司成交价百分之十二的佣金。
第十七条：
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成交价款和佣金，方可获得拍卖标的的所有权。
第十八条：
买受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提货手续，逾期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

失以及搬运、贮存等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十九条：
若买受人逾期未付款或延期领取标的的，拍卖人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1）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根据本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
（2）本公司自拍卖成交日后第六个工作日起就买受人未付款部分按照日息万分之三收取利息，直至买受

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
（3）经征得委托人同意，本公司可再行拍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标的。原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

中买受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它各项费用，并承担再次拍卖或以其它方式出售该标的所得的价款低于
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二十条：
所有价款买受人应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第四章  关于拍卖人
第二十一条：
本公司对标的的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有义务对委托人、买受人要求保密的事项保密。
第二十三条：
拍卖师有权根据拍卖活动现场情况代表本公司提高或降低竞价阶梯。
第二十四条：
拍卖图录中的文字、图片仅供竞买人参考，并可于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本公司对标的的真实性、价值、有

无瑕疵等所作的担保。
第二十五条：
本公司有权自行对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的任何物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

法享有上述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的著作权，有权对其依法加以使用。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行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于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释义：
（一）“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其物品或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
（二）“竞买人”是指经本公司认可，在本公司办理了必要手续，在本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具有竞买权

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
（三）“买受人”是指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四）“拍卖人”或“本公司”是指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五）“保留价”是委托人与拍卖人通过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的拍卖标的的最低价。
（六）“成交价”是指拍卖师落槌或以其它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将标的售给最高应价者的价格。
（七）“佣金”是指委托人、买受人按约定的成交价比例向拍卖人支付的费用。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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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为促进体育（奥运）收藏品交流而成立。是目前中国及世界唯一一家对体育（奥运）珍藏品

常年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的国际化公司。 

　　

公司自 2010 年以来，举（承）办了国际奥委会主办的国际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拍卖会，北

京文博会体育珍藏品拍卖会及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深圳大运会等 20 余

场体育奥运专场拍卖会。    

公司率先全国举办了首次异地网络同步拍卖会。

　　

公司常年有展销厅。

常年征集、展示、销售：与体育（奥运）有关的器材、用品、奖杯、奖牌、名人签名、书报刊、

照片、证章、火炬等艺术品、收藏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西店国粹苑艺术品交易中心

网站：www.wylbpm.com

邮箱：wylb@vip.163.com

电话：010-87792511　　　

新中国及国际藏品业务负责人：杨经理　138 1072 2008　　

民国时期及古代藏品业务负责人：李经理　139 0120 2526

无与伦比（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交流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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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58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决赛款）足球
（附世界杯报告）

W071　1936年柏林奥运会火炬（带
燃烧棒）

W106　1974年第75届德国足球杯

W227　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纪念杯及
证件

W134　1990年北京亚运会接力传
递火炬（带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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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87　1960年罗马奥运会女子标枪金牌 （带证书）W097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标枪金牌

W114　1976年因斯布鲁奥运会冰球铜牌(原盒） W117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摔跤铜牌 (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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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7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立体高浮雕描金
（巨型）瓷罐（限量版）1件

W187　全球限量16件 伊涅斯塔签名球衣

W190　早期“斯伯丁SPALDING”（系带）篮球 W193　早期官方比赛“斯伯丁SPALDING”（系带）排球

W212　1954年马尼拉亚运会金牌（原盒） W284　田金铎雕塑作品
《竟走》

W061　历届冬季奥运会吉祥物大全套

110



1924年第一届夏蒙尼冬奥会参与奖章 1928年第二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2年第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

1936年第四届加米斯-帕滕基兴冬奥会参与奖章 1948年第五届圣莫里茨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2年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参与奖章

1956年第七届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0年第八届斯阔谷冬奥会参与奖章 1964年第九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1968年第十届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参与奖章 1972年第十一届札幌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76年第十二届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1980年第十三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84年第十四届萨拉热窝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88年第十五届卡尔加里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94年第十七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1992年第十六届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1998年第十八届长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02年第十九届盐湖城冬奥会参与奖章 （原盒）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06年第二十届都灵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10年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2014年第二十二届索契冬奥会参与奖章（原盒）

历届冬季奥运会参与奖章预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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