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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奉天义州人$今辽
宁%字子和$号雪岑$清
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
任御史&给事中$任内
奏请起用曾国藩%同治
十年授闽浙总督$光绪
元年调河东道河道总
督$兼河南巡抚$任内
督工修复黄河决口$十
三年因失职被革职%寓
居开封% 以书画自娱%

一块田黄石$一方鸡血石$张先生凭借带的
两件宝贝$毫无争议地获得本期' 收藏之星(%

自从十年前开始爱上田黄石&鸡血石收藏
后$张先生便一发而不可收$只要见了好东西$

尤其是精品$就要想方设法买到%

在田黄石&鸡血石成为一般藏家梦寐以求
的收藏对象时$ 张先生竟然信手拈来一大堆$

真是令人羡慕%这两件宝贝仅仅是张先生收藏
品中样品而已% 如此大的收藏规模$不免有些
神秘之感% 更神秘的是$张先生一直不愿意透
露自己的名字及更多信息% 越是这样$越增加
了藏家和藏品的神秘感%

虽然不愿多说$但是张先生却留下自己做
的两首诗$以自勉)

此世不藏三百石
平生枉为豫中人

房产抵押贷款一天办妥
近日$郑州市的甄先生因采购建材材料$

急需
&%

万元$咨询银丰投资担保公司后得知$

可进行房产抵押贷款%

甄先生提供了房产证件及各项手续$担
保公司工作人员审查后$ 认为其所提供的证
件和手续齐全&真实&有效$立即安排人员对
甄先生的房产现场考察%

经过考察& 评估后$ 再到公证处进行公
证$并签订相关合同% 一天之内$甄先生就拿
到了急需资金%

办理房产抵押贷款须有)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契税证&购房发票&夫妻双
方身份证&户口本&夫妻双方结婚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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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传一本册页$ 没想到竟是
清朝李鹤年的真迹%

老家开封的刘先生专程到本
期鉴宝现场$ 他从一个布袋里面
掏出一本册页$ 册页看上去已经
十分破旧$上面的水渍痕迹$正在
说明着册页经历的风风雨雨%

' 在家里放了几十年了$但一
直不知道它的价值% (刘先生说明
自己的来意$并表示$曾经有人出
几百元要买这本册页$ 但是考虑
到是家传的东西$ 他就没有舍得
出手%

' 好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欣赏* (手提大
包的张先生一到现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

' 我这东西比黄金还贵呢*(张先生说着打
开一个盒子$盒子里露出一块黄色的石头%

' 好呀* 这应该是本期最好的宝贝了% (盒子
刚打开专家便称赞起来$' 这可是田黄石呀* (

听到赞许$ 张先生拿起田黄石轻轻用手
把了把+ 摸了摸# $' 看看多润$很通灵呀% (张
先生笑着把宝贝递给了专家%

放在手掌里$ 如同触摸婴儿的肌肤$光
滑&细腻% 田黄石一面雕刻着三位罗汉$罗汉
依据石头表面的银白色$进行俏雕$轻轻地浮
在黄色的石头之上%

在强光照射之下$ 里面有像萝卜丝状的
萝卜纹$因为透明度较好$黄色的主题表面$

包裹着一层白纱$黄白分明$美不胜收%

银包金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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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堂红(鸡血石

'%$河南商报

藏金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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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收藏 宝贝共赏

拥有一块田黄石$ 是很多藏友梦寐以求
的$然而$本期藏友张先生不仅展示了田黄石$

还展示了鸡血石中的精品,,,' 大红袍( 印章
石% 开封的刘先生家传一本册页$幸亏几百元
没出手$值

(

万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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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家低首拜田黄$瑰宝天遗出八闽% 此世不藏三百石$平生枉为豫中人%

吟诗作对 这收藏之星挺'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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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欣赏完田黄之后$张先生又给大家

带来一个惊喜)一块鲜红的鸡血石% 鲜红的鸡
血石$看上去有温度似的$似乎在慢慢地游动%

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张先生的收藏特征
就是)精品%' 我只要看中的好东西$一般来讲$

三分钟之内$我会多次加价% (张先生介绍$目
前$他的主要收藏方向是田黄和鸡血石$只要
是他喜欢的宝贝$就是高价也要弄到手%

其实$张先生一直追求精品$也是有一定
技巧的% 凡是精品$都是世上少有的东西$在
盛世收藏的大背景下$ 精品的涨价空间肯定
会很大$三五年甚至十年之后$价格就不仅仅
翻一倍&两倍了%

' 我有好几块鸡血石$这一块只是一个代
表而已% (张先生表示$几年前$托朋友一次购
买了五块鸡血石$每块都是鲜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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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鉴宝专家&中国宝玉石
协会宝石鉴定师& 宝玉首饰艺术品司法
鉴定人&原河南地质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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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鉴宝专家& 高级经济
师&珠宝首饰艺术品评估师&珠宝首饰司
法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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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鹤年册页 收藏课堂-李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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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鉴宝专家&河南省收藏协会
书画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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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直通车

活动预告

本周六$. 藏金鉴宝/社区行$将走进伊莎
卡珠宝店$开展珠宝首饰品鉴大会$届时将有
价值数百万的红宝石&翡翠&南洋珍珠等展出%

同时$ 我们将邀请中国著名宝玉石专家&

河南省珠宝艺术品评估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杨汉晨$中国宝玉石协会宝石鉴定师&宝玉首
饰艺术品司法鉴定人高国治$珠宝首饰艺术品
评估师&珠宝首饰司法鉴定人高德亮三位专家
现场为藏友进行免费鉴定%

为保证活动正常进行$本次活动限
)%

名藏
友参加 % 参加活动的藏友可提前拨打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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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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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金鉴宝/社区行
走进伊莎卡珠宝店
价值百万元红宝石等你品鉴
限前

)%

位报名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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