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校对：禾乃 房产中介

和信房产 乐安居房产满堂红房产置换代理有限公司

东门外大街店江南嘉园门面86559353 15189150555

开发区店新区幼儿园对面86881138 15189150555

急 售

联系电话：李先生 17712821999

灵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丹凤南路25号健康路6号
电话：86576815 15050871979

代办厂房、门面过户及贷款手续 13852929668

低价急售

联系：18952954668

宏源房产

急 售

诚聘房产经纪人数名 联系电话13912832658

华南店 华南农商银行南30米 电话：18015956758 13912832651

丹阳投资集团 练湖新城小区
本公司新推出昆仑华府

小区约250套精品现房，房
屋所在楼层为2-32层，建筑
面积约90平方-145平方，产
证齐全，市区就学，总价75
万起，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销售地址：昆仑华府售楼部
抢购热线：86636666

练湖新城小区现有少量精
品现房推出，建筑面积约60平
方-144平方，多种户型多种选
择，总价50万起，价格实惠，购
房即送 2万元车位购买抵用
券，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销售地址：练湖新城售楼处（练湖新城
金润发超市向西80米）
抢购热线：86636666

联系电话：13913421008（江南嘉园西大门4号门面）

乐居房产
特价：清馨家园2楼，91平方，精装，售价：66.8万
清馨家园3楼，95平方，精装，售价：69.8万
西郊公寓6+7复式，168平方，精装独库，售价：69.8万
江南人家2楼133平方，毛坯独库，售价：105.8万
碧桂园9楼，177平方，精装，售价：168万
碧桂园25楼，96平方，精装南北通，售价：93.8万
城市绿洲1.5楼，177平方，毛坯，售价：119.8万
澳都花城7楼，143平方，精装，售价：125.8万
澳都花城8楼，130平方，精装，售价|：107.8万
泰和公寓4楼，106平方，毛坯独库，售价：78.8万
开泰园5+6复式，102+63平方，毛坯独库，一口价：
88.8万

香草北新村别墅283平方，1-3层，精装售价：298万
天波城3楼，140平方，豪装独库，地暖，售价：138.8万
景阳花园6+7复式，200平方，精装独库，售价：87.8万
千家乐园3楼，116平方，精装独库，售价：82.8万
恒大名都7楼，277平方，毛坯，价：166万
恒大名都18楼，277平方，一期户型好，售价：218万
恒大名都2楼，277平方，一期户型好，售价：200万
金凤凰18楼，113平方，毛坯，售价：83.8万
汇金天地10楼，128平方，毛坯，售价：113.8万
汇金天地5楼，148平方，毛坯，售价：128.8万
吾悦华府7楼，135平方，毛坯，售价：136.8万无税
吾悦华府17楼，135平方，毛坯，售价：128.8万

开发区满意房产

地址：玉泉路皇庭ktv斜对面 电话：18952827098 18952827878

万家房产
地址：乔家巷（人民医院东边）电话：15952838828；18652838816

地址：四牌楼菜场东侧自来水交费斜对面电话：13951275659

步步高房产

吾悦旁东方花园别墅，
270平米精装修，带大院
子，10700元/平米急售。
吾悦旁锦江花园多层3
楼，90 平米，毛坯无税
56.8万急售。

金丹阳房产

地址：水关路外贸楼6号 电话：15896373196

国信嘉园10楼112平方毛坯112.8万一手有
钥匙
国信嘉园3楼130平方豪装（装修30万家里
全是品牌）三个阳台143.8万
国信嘉园18楼100平方毛坯100万
国信嘉园14楼146平方毛坯146.8万有钥匙
天怡和园5楼140平方毛坯改合同小高层
（总层18层），价格不贵118.8万一手
天波城1+2复式215平方精装汽车库215万
水云新村4楼112平方精装73.8万
练湖新城21楼90平方毛坯68.8万
练湖新城20楼90平方新装未住73.8万
练湖新城12楼118平方毛坯79.8万
练湖新城6+7楼152平方毛坯独库68.8万

新香草苑3楼112平方豪装独库106.8万
世纪豪都5+6楼107+76平方豪装180万
荣城国际1楼113平方毛坯采光好112.8万
荣城国际17楼115平方毛坯117万
荣城国际8楼113平方毛坯110万
荣城国际20楼113平方毛拉113万
荣城国际7楼70平方毛坯69.8万
荣城国际11楼60平方毛坯61.8万
紫竹园5楼125平方新装未住116.8万
河滨新村2楼63平方精装44.8万
惠泽苑4楼98平方婚装独库75.8万
惠泽苑6+7楼141平方毛坯独库54万
领秀花都别墅408平方毛坯大院子（另扩大
30平方）408万

开发区中心小学向西300米电话：18752955266

轻松房产

地址：自来水公司南 联系电话：13775516872

开发区幸福房产

大定船5楼62平装修独库河边第一排39.8万
碧桂园5楼12楼48平38.8万/23楼48平39.8万
华南新村5楼72平2室简装满5年一口价43.8万
伊甸园5楼84平3房中装学区房49.8万
丹金人家3楼68平2室多层简装采光好52.8万
教师新村5楼/6楼92平独库52.8万/5楼105平71.8万
华南新村3楼70平中装独库53.8万
练湖新城6+7楼80+30平毛坯满两年独库库58.8万
练湖新城5楼83平方毛坯户型极佳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18楼21楼90平电梯房毛坯67.8万
练湖新村2.5楼83平多层精装独库满2年72.8万
香草苑1楼/5楼102平3室精装独库75.8万
锦泰园5楼110平3室精装独库75.8万
练湖新城5楼103平婚装独库原3房改2房76.8万
南方名居5楼93平3室多层客厅朝南独库77.8万
丹金家园6+7楼85+50平婚装独库汽车位83.8万
练湖新城13楼128平3室2卫毛坯客厅朝南83.8万
紫竹园1楼125平3室2厅1卫毛坯88.8万
缇香花园1.5楼105平3室2厅多层精装独库86.8万
江南人家4楼104平3室2厅1卫精装独库89.8万

江南人家1.5楼128平景观房精装满五唯一95.8万
新新家园5楼125平3室2厅2卫精装独库95.8万
华南园中园5楼118平精装独库满5年双学区95.8万
华都幸福里30楼110平3室毛坯总高34层96.8万
金太阳牡丹苑5楼165平毛坯98.5万/6+7楼208平81.8万
新香草苑6楼139平小高层毛坯满五年105.8万
江南人家14楼128平湖景房婚装品牌家电113.8万
新香草苑2楼4楼129平豪装中央空调地暖无税118万
澳都花城7楼118平精装105万/7楼139平豪装125万
凤凰郡9楼133平3室2厅1卫毛坯改合同108万
欧洲城5楼137平3室2卫精装汽库33平满5年120万
江南人家4楼139平多层精装独库26平127.8万
紫竹园11楼133平3室2厅2卫婚装满2年126.8万
新新家园5+6+7楼240平5室3卫精装汽车位大露台138万
锦尚名都3楼137平多层电梯房豪装稀缺好房148.8万
碧桂园25+26楼200平5室精装大露台满2年155万
锦绣熙城16+17楼200平5室3厅毛坯改合同158万
碧桂园9楼178平4室2厅2卫开发商精装位佳采光好168万
锦湖北区别墅2间半3层楼上下200平方大院送附房185万
碧水兰庭别墅385平毛坯大院汽车库360万

普善人家电梯房5楼150平方 精装修 105.8万
嘉园首府 33楼 94平方 豪华装修 85.5万
新市口文化城 5楼160平方 精装修 88.8万
城市绿洲多层4楼100平方 豪华装修 98.8万
城市绿洲13楼116平方豪装，地暖128万，改合同
城市绿洲18、19楼288平方毛坯辆汽车万位288万
泰豪公寓 105平方 毛坯 有自行库 75.8万
新市口二楼门面房出售 250平方 新装修 250万
工商局宿舍楼3楼 104平方 老装修 58.9万
健康路2楼170平方 精装修 三阳台 125万
集成公寓三楼136平方实面积150平方精装修103万
海会新村3楼 110平方 精装修 76.8万
海会新村3楼 79平方 精装修 65.8万
碧桂园3楼 135平方 精装修 127万.采光好
新市口利宝小区第一排3楼209平方 精装修 120万
丹凤北路 5楼88平方 精装修 自行车库 55万
海会一村4+5楼复式208平方精装修136万
新汽车站西2楼 三室二厅 新装修未入住 59.8万
千禧花园 5楼 94平方 精装修 71.8万
中山路 3楼 125平方 精装修 75.8万
丹凤南路3楼150平方豪华装修合自行库95.8万
提香花园5楼127平方豪华装修35平方自行库96万
荣城国际二期 18楼 116平方 108万
世纪豪都4楼+5楼复式193.12平方 毛坯163万
江南嘉园1楼三间51平方 毛坯 35万 改合同
锦轩华庭11楼 140平方 豪华装修 119万
锦轩华庭 7楼 141平方 精装修 126万
锦轩华庭1楼179平方 景观房，毛坯，135万
开发区农行一楼90平方豪华装修大院子69.8万
紫荆花园小公寓1楼 32平方 精装修 21万
紫荆花园2楼 60.7平方 精装修 41万 公寓楼
吾悦华府二期 8楼 135平方 毛坯 129.8万
恒大名都2楼 135平方 豪华装修 119万
恒大名都4楼 275平方 精装修 218万
恒大名都二期13楼 153平方 123万 改合同
恒大名都 13楼 143平方 精装修 116万
恒大名都9楼 166平方 精装修 120万
天波城空中逸墅6楼7楼两层300平方豪华装修360万
江南人家别墅 325平方 毛坯 大院子 500万左右
锦湖新村别墅 242平方 精装修大院子 300万
东方花园别墅380平方豪装停车场70平方左右460万
开发区东方电脑城 1楼 门面 32平方 32万
金鼎城市花园别墅 280平方 毛坯 319万
吾悦华府别墅325平方毛坯 送三个汽车位 420万
江南人家对面世纪豪都门面上下两间150平方350万
皮革商城门面一间三层实用面积110平方98.8万
商业街一间 四层 160平方 130万
金凤凰花园门面上下两间 108平方 168万
丹凤南路一间门面 57平方 175万

汇金天地5楼106平毛坯86.8万
汇金20楼10楼128平毛坯118万
汇金6楼150平毛坯128.8万
吾悦一期14楼142平毛坯141.8万
吾悦洋房4楼183平毛坯225万
天波城2楼117平简装103.8万
天波城2楼85平简装75.8万
天波城2楼125平精装独库106万
金鼎花园14楼125平毛坯96.8万

御河熙岸19楼116平毛坯85.8万
御龙湾2楼136平毛坯123.8万
幸福小区3楼123平精装独库73.8万
太平洋饭店附近4楼87平独库50.8万
府前星座4楼100平精装独库92.8万
府前星座2楼100平毛坯85万
恒大名都29楼135平新装118万
海宇花园2楼91平精装独库58.8万
东方盛世32楼110平新装98.8万

英达房产

15162982046王经理 0511-86561280 13337765097

千家乐房产门面房专刊

15051136823 13236368883 万善路15号

专业办理厂房 土地 门面房 住宅房过户及贷款

阿丽房产
地址：江南嘉园4幢西8号门面 13376186000

建平房产

地址：练湖新城斜对面 电话：13218362688

南门花园11楼125平毛坯三室两厅两卫110万
新新家园3楼80平精装有车库两室两厅59.8万
澳都花城6楼165平复式四室两厅两卫89万
金鼎城市花园2楼有电梯169平豪华装修129万
华都锦城6楼127平毛坯三室两厅两卫105万
华都锦城14楼103平两室两厅精装配套齐全93万
兴隆苑5楼100平三室两厅中装超大阳台独库58万
兴隆苑6楼100平三室两厅超大阳台公库52万
澳都花城11楼140平三室两厅两卫毛坯价93万
众悦华城18楼117平毛坯三室两厅户型好78万
世纪豪都3+4复式毛坯247平五室三卫205万
曲园小区3楼110平中装三室两厅配套68.8万
华南新村6楼精装两室两厅配套齐全70平45万
水云新村3楼117平新精装三室两厅超值86.8万

订版
热线

13913429001
15952913677

天波城4楼85平方精装独库75万/ 11楼100平方精装修独库92.8万
天波城4楼130平精装独库110万/电梯2楼110平方装修独库102.8万
天波城5+6楼220平方毛坯独库105万/200平方精装独库116万急售
天波城1.5楼125平精装独库汽车位113.8万/9楼140平方毛坯独库128.8万
天波城3楼130平方毛坯独库113万/10楼142平方独库汽车位136.8万
天波城6+7楼空中别墅292平豪装车位360万
天波城4楼10楼11楼198平方豪装100万汽车位 独库170万/185万/210万
天波城3+4+5楼+汽车库280平方精装修268万
天波城3+4楼+汽车库216平方 豪华装修168万/毛坯价优
天波城联排别墅220平方毛坯汽车库208-238万
天波城别墅275平方毛坯大花园双汽库260万/精装330万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0-310平毛坯汽车库408万起4 套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5平方精装修大花园汽车库448万4套
天波城独栋别墅380平方精装大花园698万/吾悦华府别墅310平方398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 450平方毛坯大院汽车库 1118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620平方毛坯4个车库998万
白金瀚独栋别墅 350平方 毛坯 380万/联排235平方毛坯汽车库215万
钟发小区3楼110平方精装62.8万/ 曲园小区5楼170平方装修68.8万
名都新贵11楼142平方精装131万/御珑湾10楼235平方毛坯210万
金鼎城市花园2楼103平方精装75万/粤港2楼137平方毛坯改合同96.8万
吾悦洋房6+7楼207平方毛坯汽车位210万/30楼136平方毛坯126.8万
吾悦华府3楼116平方毛坯汽车位110万/7楼133平方毛坯136万
海宇花园2楼100平精装独库65万/6+7楼140平+阁楼毛坯58.8万
和园9楼140平方改合同116万/13楼120平方103万
香堤国际28楼95平方毛坯79.5万/ 荣城国际19楼74平方毛坯79万
天福花园5楼137平方毛坯76.8万/翡翠林17楼80平方毛坯60.8万
嘉源首府19楼209平方毛坯汽车位169万/凤凰郡5楼157平改合同113.8万

天波城2楼142平方精装独库115万送汽车位一口价
天波城1+2楼+汽库215平方精装215万送大花园
天波城5+6楼220平方精装独库109万急售

新香草苑5-6楼195平方，二个汽车位有发票，125万/11-12楼180平方，新豪装，135万
新香草苑4楼129平方，新豪装，独库，116.8万/5楼132平方，新豪装，独库，115.8万
香草苑6-7楼190平方，精装车位，80万/芳草苑4楼134平方，婚装，独库，116.8万
滨河凤凰城3楼92平方，毛坯，86.8万/华云公寓5楼106平方，婚装，公库，76万
天颐城4楼129平方，景观房，改合同，122万/和园2楼128平方，位置佳，111.8万
台阳小区5楼77平方，新精装，58万/华南园中园6-7楼180平方，新装，98.8万
新丹凤公寓2楼100平方，精装，75.8万/新新家园6-7楼115+57平方，豪装独库，81.8万
碧桂园3楼274平方，精装汽车位，222万/迈村新城3楼118平方，独库，54.8万
碧桂园33加1复式141平方豪装150万/新世纪花园4-5楼223平方豪装汽车库另计，192万
华南教工楼3楼120平方，婚装，82.8万/金香花园5楼146平方，独库，78.8万
华都锦城5楼145平方，毛坯，129.8万/29楼106平方，三室，改合同，99.8万
千家乐南苑3-4楼172平方，新豪装，128万/健康路6楼125平方，精装，合库，60.8万
龙凤山庄5楼81平方，精装，合库，55万/丹金家园3楼128平方，婚装，汽车库，122万
紫竹园2楼130平方，毛坯，99.8万/紫竹园5楼125平方，新豪装，113.8万
紫竹园13楼125平方，新豪装，品牌设施，126万/锦轩华庭1楼135平方，毛坯，90万
锦轩华庭1.5楼126平方，新婚装，96.8万/万善园一村6楼79平方，新精装，独库，52.8万
香草新村4楼95平方，全新精装，合库，71.8万/ 3楼93平方，新婚装，公库，74.8万
乾泽园4.5楼160平方，新豪装一年，设施全，独库，145万/乾泽园汽车库28平方，20万
城市绿洲3楼143平方，新装，地暖，独库，132.8万/新兴隆苑2楼123平方，独库，96.8万
江南人家5楼119平方，独库，湖景房，93.8万/17+18楼220平方，客厅四房朝南，138万
万善园一村4楼65平方，新精装，独库，55.6万/凤凰新村6楼70平方，精装，合库，37.8万
练湖新城21楼95平方，新豪装定制家具，79.8万/教师新村5楼92平方，精装独库，57.8万
世纪豪都4-5楼198平方，改合同，165万/万善园一村1楼78平方，精装大院独库，56.8万
开泰苑6楼110平方，客厅二房朝南，婚装，独库，68万/ 5楼120平方，豪装，86.8万
华南新村5楼69平方，简装，合库，42.8万/5楼77平方，精装，合库，46.8万
华南新村4楼70平方，新精装，合库，56万/4楼90平方，新装，独库，72.8万
豪门兰庭别墅535平方，毛坯，538万/金鹰3楼276平方，新精装，年租金28万，560万
香草新村别墅282平方，豪装，院子，290万/东门元房别墅220平方，毛坯，大院，272万
水关路门面房二间二层198平方，位置佳，408万/新香草苑北大门门面120平方，183万
新民西路门面52.5平方，位置佳，131万/东方盛世门面1楼56平方，可以做二层，58万
凤翔花园6-7楼133+45平方，豪装，83万/幸福三区4.5楼135平方，精装，90.8万
凤翔花园9楼144平方，精装，126.8万/吾悦洋房5楼139平方，158.8万
嘉园首府27楼141平方，新豪装，130万/粤港臻园25楼130平方，毛坯，88.8万
美域湾16楼123平方，改合同，65.8万/天悦名城现房31楼119平方，58万
开发区路巷私房200平方精装大院，89万/紫荆花园3楼127平方，精装汽车库，92.8万
天波城双拼别墅，282平方豪装汽车库，438万/华云公寓门面房36平方，73.8万
商业街菜场旁1-4层门面160平方，年租金6万，138万/二间4层270，年租金11万，188万
丹凤北路门面房二间一层68平方，精装，年租金9万，位置佳，200万

凤翔花园5楼130平精装有电梯采光佳108万
丹凤公寓5楼106平精装设全78.8万
北海会6楼新装48.5平一室一厅设全28.8万
凤凰新村1楼110平精装园子76万
城市绿洲东3楼39平一室一厅厨卫24.5万
江南嘉园门面54平装修98万
西门浴室转让2450平245万
和园9楼129平改合同123.8万
紫竹园3楼58平独库11平毛坯59.8万
温州城东门面30平方66万出租在外
吾悦门面1楼30平方78万出租在外
吾悦门面2楼51平方76.8万
普善人家6+7精装160平独库汽车位88.8万
恒大名都9楼116平精装95万
珥陵门面330平方（国有）优价转让

碧桂园18楼25楼178平方精装汽车位175万
凤凰郡6楼8楼138平方共11层改合同123万
澳都花城2.5楼90平方精装独库76.8万
国信嘉园10楼112平方毛坯采光好112.8万
荣城国际19楼75平方毛坯采光好79万
荣城国际13楼17楼95平方毛坯95.8万
荣城国际4楼15楼22楼123平方118万126万
荣城国际18楼113平方133平方110万133万
河滨新村2楼63平方装修清爽45.8万
公园新村1楼85平方精装大院子附房66.8万
玉乳泉小区6楼89平方精装独库46.8万
阜阳老三村2楼65平方精装41.8万
云阳小区2楼66平方新精装齐全51.8万
龙凤山庄1楼96平方精装院子65.8万
万善园一村2楼91平方新婚装独库70.8万
江南人家5楼91平方精装齐全独库73.8万
江南人家9楼136平精装齐全户型佳110万
泰豪公寓4楼105平方毛坯独库78.8万

芳草苑6+7楼180平方婚装齐全独库95万
世纪豪都1+2+3楼250平方豪装院子283万
世纪豪都6+7楼145平方毛坯独库76.8万
水云东村3楼5楼108平方精装齐全75万68万
兴隆苑2楼77平方4楼88平方精装56.8万
兴隆苑4.5楼113平方精装独库75万
兴隆苑1楼96平方装修齐全院子63.8万
金宛新村1楼5楼75平方53.8万43.8万
金宛新村2楼151平方简装采光好79.8万
朝阳新村2楼68平方80平方46.8万49.8万
新新家园3+4楼191平方精装汽车位138万
惠泽园6+7楼138平方毛坯独库56.8万
锦湖新村别墅220平方毛坯院子206万
缇香花园别墅330平方毛坯院子268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216平方毛坯院子288万
东风新区别墅238平方毛坯大院208万
东风中心别墅288平方毛坯大院380万
恒大名都25楼168平方精装齐全126万

滨河凤凰城141平方毛坯南北通透118.8万无税
凤凰郡 28楼 157平方毛坯改合同 116.8万
爱家尚城22楼98平方毛坯三室无税95.8万
世纪豪都 4+5复式 210平方 毛坯无税 146.8万
欧洲城25楼97平方豪装两室84.8万
万善园5楼 90平方三室简装 59.8万
西门农行宿舍楼5楼110平方老精装55万
练湖新城电梯7楼127平方精装102.8万
南方名居多层3楼93平方精装95万
南方名居 电梯16楼91平方精装91万
紫竹园 4楼 125平方 三室 精装 116万
迎宾花园5楼97平方精装两室70.8万
普善人家12楼91平方精装三室75.8万
吾悦华府 3楼116平方毛坯带车位110.8万
吾悦华府 4楼147平毛坯四室两卫 128.8万
吾悦华府 31楼177平方毛坯四室165.8万
恒大名都一期 14楼 144平方精装无税 125.8万
恒大名都22楼168平方精装有税138.8万
恒大名都18楼213平方精装过户165万
御珑湾多层4楼140平方豪装152.8万
御珑湾楼王17楼238平方带汽车位毛坯215万
凤凰郡30楼 133平方 毛坯改合同105.8万
和园小高层3楼95平方毛坯改合同83.8万
和园小高层3楼135平方毛坯改合同118.8万
和园小高层7楼138平方四室改合同115.8万
锦绣熙城小高层7楼99平方精装三室95.8万
锦绣熙城2楼117平方精装南北通透三室108.8万
锦绣熙城1楼143平方精装带大院子126.8万

东方盛世31楼110平豪装98万
紫荆花园3楼133平汽库108万
普善人家5楼115平独库87万
普善人家电梯7楼86平76.8万
新曲园2楼116平精装83.8万
幸福小区5楼95平精装56.8万
东方嘉园15楼135平毛112万
中心嘉园5楼128平精装93万
幸福二区5楼128平精装83.8万
恒大名都8楼113平婚装96.8万
恒大城11楼139平精装91.8万
凤翔花园4楼119平精装98.8万
众悦华城18楼115平毛坯79万

众悦华城12楼108平毛呸74万
众悦华城21楼90平豪装62.8万
金鼎9楼124平精装汽库110万
金鼎电梯1楼91平豪装83.8万
大亚一村4楼90平精独库52万
东方苑3楼83平精装合库49万
天福花园5楼137平毛坯78.8万
大亚第一城19楼88平豪98.8万
美亚华悦27楼110平毛坯83万
美亚华悦25楼88平毛坯69.8万
美亚华悦11楼110平毛98.8万
吾悦华府3楼134平毛133.8万

练湖新城
20楼86平新装75.8万
11楼86平新装75.8万
19楼86平新装74.8万
16楼93平毛坯67.8万
22楼90平毛坯67.8万
23楼90平毛坯67.8万
16楼94平毛坯70.8万
19楼94平毛坯70.8万
21楼90平毛坯67.8万
2楼67平毛坯独库49.8万
2楼138平毛坯86.8万
1.5楼125平毛坯独库91.8万，飞机户型
5楼123平精装独库未住102.8万，满2年
3楼130毛坯79.6万 南北通
6楼130平毛坯82.6万
13楼126平毛坯85.6万 南北通
6+7楼167平毛坯独库72.8万
6+7楼142平毛坯独库68.8万

6+7楼138平精装独库88.8万
缇香花园
3楼105平精装独库92.8万
5楼 125平精装独库汽车位96.8
万
5楼128平精装独库97万
1.5楼105平精装独库86.8万
6+7楼180平精装独库汽车位110万
锦泰园
5楼125平精装汽车库100万
6+7楼172平精装独库75.8万
6楼108平精装独库75.8万
5+6楼127+60平精装独库75.8万
风雅尚都
2楼116平毛坯独库76.8万
荣城国际
1楼113平毛坯112万
13楼117平毛坯118万
国信嘉源9楼112平毛坯112.8万

江南人家2间门面86平方毛坯168万
新民中路1-2楼100平方450万
温州城门面1间55平方115万
丹凤南路纯1楼60平方183.8万
丹凤南路1-2楼320平方640万
商业街2间楼上楼下300平方380万
新民西路1间53平方150万
新香草苑门面2间63.3平方毛坯150万
水关路1间30平方80万
金鼎城市花园门面1-2楼321平方288万
丹凤北路1楼2间69平方200万
新香草苑门市一间31.21㎡68.8万
金凤凰1-2楼门面108平方168万
新世纪花园1-2楼172平方250万

新家园门面2间85平方255万
中山路1楼43平方136万
万善路门面1楼60平方120万
万善园二村1-2楼70平方105.8万
万善园二村24平方精装56万
万善园二村39平方56万
水关路门面纯1楼门面51平方138万
新新家园纯1楼门面45平方55万
新新家园2间1-2楼 220平方200万
百家兴菜场门面59平方158万
金宛新村门面2间70平方208万
新民西路1-2楼535平方2万每平方包证
水关路门面纯1楼3间 137平方318万

华南园中园6+7复式，190平
米精装修，独库，89.8万急售
新市口云阳大桥旁，4楼，100
平米，三室新精装未入住，
76.8万急售。
锦轩华庭2楼135平米，毛坯
新房，97.8万

金鼎花园26楼142平方豪装113万
东方商城5楼135平方精装修78万
吾悦华府15楼123平方125万
御河熙岸15楼90平精装73万
吾悦华府27楼136平136万
商业街1-3层150平方120万
江南嘉园2楼218平方精装158万
幸福小区4楼95平方+独库63.8万
嘉荟新城电梯房88平方32万
恒大名都11楼166平方豪装130.8万

丹桂园南3楼75平精装53.8万
御珑湾26楼121平新装125.8万
天波城1楼113平方+大院93.8万
汇金天地20楼13O平方，价优
吾悦华府中层116平方+汽车位110
万
澳都花城6楼130平方+独库68.8万
曲园小区别墅300平+院子305万
吾悦华府32楼135平方125万
吾悦旁10楼98平方新装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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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海粟和徐悲鸿都是从上

海崭露头角，又是在上海分道
扬镳。他们曾经是师生，后来
却反目成仇。他们曾经可以握
手言欢，最后却老死不相往
来。一直到今天，两大流派的
继承者们仍然对峙着，怀着极
深的偏见。

他们两人的性格和经历有
许多共同点，但他们的艺术主
张和艺术命运却迥然不同。他
们的个人命运和中国的历史命
运丝丝入扣。把这两位艺术大
师作点比较的念头多年来一直
在我脑际萦绕。

徐悲鸿 1895 年生于宜兴，
刘海粟 1896年出生于常州，相
差一岁。两人都在 16岁时面临
封建传统婚姻的压力。

徐悲鸿出身贫寒，为家计
生活奔波操劳。他怜恤父母而
勉强成婚，最后因疾病妻亡子
折，造成封建压力下的良心自
责，他早年生活的不幸形成日
后“独持偏见”的傲骨。

刘海粟家境富裕，在封建
家庭的压力下，与他所钟情的
表妹被迫分离，于是以逃婚来
反抗。他逃到上海计划东渡日
本留学。慈爱的父亲追踪而
来，表示资助他在上海创办美
术学校。刘海粟无意中竟使艺
术梦想成真。

1912年12月23日，中国第
一所美术学校——上海美术院
就这样诞生。17岁的刘海粟成
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开山祖。

1918年，刘海粟创办《美
术》杂志，这是中国第一本美
术杂志，蔡元培题了“宏约深
美”四个字。鲁迅在陈独秀主
编的《每周评论》刊文高度评
价这本杂志出现的意义。

65年后，笔者曾在海粟老
人家里看到这本已成珍贵文物
的《美术》杂志第一期。这本
杂志的最后几页刊载了上海美
术院（后改为上海图画美术学
校）的师生名录，教师的阵容
极一时之盛，在学生栏里赫然
列着徐悲鸿三个字。这就是后
来纠缠斗气了半个世纪的“师
生事件”的起源。

海粟老人晚年回忆，学校
初创非常艰难，一切在探索之
中，随意性很大。徐悲鸿是最

早的学生之一，在校大约半年
左右，有一天不辞而别，学校
还派人到处寻找。

胸怀大志的徐悲鸿当然不
能满足于这样一所尚未成形的
美术学校，而是要自创一番天
地。因此，他之后耻于承认他
的学生身份。但他在上海初试
身手屡遭挫折，几度绝望，甚
至有次狂奔到黄浦江边想要结
束自已年轻的生命。廖静文为
他写的小传提到这件事，说徐
悲鸿冷静后醒悟到“一个人到
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自拔，
才不算懦弱啊！”

徐悲鸿直到被当时称富一
隅的哈同花园主人姬觉弥所赏
识，才摆脱困境，走上坦途。
在哈同花园他结交了康有为、
蔡元培等人，也初识蒋碧微，
终以私奔结束这场反封建的自
由恋爱风波，第一次东渡日本。

真正成为他艺术转折点的
是两年以后，在蔡元培支持
下，他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
学，没想到一去八年。

而此时，年轻的刘海粟已
在上海稳固了他的艺术基业，
随后出现的有声有色的模特儿
风波事件，使他的名声远远超
出了艺术界的范围而妇孺皆知。

柳亚子称“这是艺术和礼
教的冲突”。郭沫若则赞他为

“艺术叛徒”。他已跻身上流社
会，与社会各界名流称兄道弟。

当徐悲鸿还在巴黎国立高
等美术学校默默地研习素描
时，刘海粟在上海的事业已如
日中天，呼风唤雨。

他东渡日本，被桥本关雪
称为“东方艺坛的雄狮”。这是
刘海粟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期。中国画坛大概没有一个人
像刘海粟这样少年得志，在年
轻时获得如此声誉。

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
凭了天赋和机遇才咤叱风云，
雄视画坛，而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所以，他也听从了蔡元
培的劝告，两度赴欧洲学习考
察，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两年。

他在给傅雷的信中说“誓
必力学苦读，旷观大地。”徐志
摩和傅雷都说过他去欧洲学习
谦虚而又刻苦。

二

如果说在国内，徐悲鸿与
刘海粟的分手只是个人意气，
那么到了国外，两人各从其
宗，在艺术上真正分道扬镳
了。可能，他们都没意识到这
次不同的选择竟然决定了他们
两人以后几十年的荣辱浮沉。

徐悲鸿一到巴黎，便拜学
院派领袖为师，从人体素描着
手奠定了坚实的写实技巧，稳
固了他日后的现实主义艺术观。

而刘海粟则崇拜塞尚、梵
高和高更，着力研究后期印象
派理论和技法，并与石涛作比
较，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
派》这样振聋发聩的论文。

欧游归国，徐悲鸿致力于
革新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艺术
运动。他的艺术思想与左翼文
艺思潮殊途同归，在田汉等左
翼作家的引导下，他毅然投入
革命阵营，成为左翼文化运动
中美术界的一员主将。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只
能釆取比较含蓄隐喻的手法，
以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传达他
的艺术信念，以强烈的现实主
义力量控诉旧势力，企盼新时
代。

史诗巨作 《田横五百士》
《傒我后》和《愚公移山》在中
国油画和中国画发展史上都具
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同时，他根据自己的见解
引进一套系统而又不乏科学性
的学院派教育体系。竭力擢选
和罗致人才，为形成他的艺术
流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
徐悲鸿艺术生涯的高峰期。

当徐悲鸿在画坛上纵横捭
阖时，刘海粟相形失色。刘海
粟回国后，张扬现代主义艺
术，与如火如茶的左翼文化运
动隔岸相望。

同时，他的名士作风和自
由主义观念使他周旋于各派势
力和三教九流之间，以至抗日
战争胜利后有人要以“汉奸”
罪名加害于他。虽然罪名不能
成立，但这个阴影在以后几十
年一直伴随着他，直到晚年才
彻底洗刷。

因此,1949年后，徐悲鸿的
现实主义流派和学院派教育体
系，被推崇到大陆画坛独一无
二的盟主地位是可以想象的。
徐悲鸿独占了全国美术家协会

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两
个最高头衔。但他的艺术高峰
期已经过去，身体有病，大大
影响了他的创作力。

刘海粟只能偏居上海，他
的学校被兼并，弟子作鸟兽
散，他过着隐居生活。

三
1953年春天，刘海粟应邀

赴北京参观，这是他 1949年后
第一次北上。参观结束，周恩
来总理约见他。

全国解放前夕，是周恩来
托人带信挽留刘海粟于上海。
周恩来对艺术界的内情颇为了
解，对海粟说想约徐悲鸿与他
一晤，问他是否愿意。总理还
说，悲鸿有病，性格容易急
躁，你要多谅解。这是总理的
处事风格。

以海粟的性格与当时的处
境，自然允诺，说一别 40 年，
早就想再见，一释前嫌。

几天之后，总理办公室打
来电话说，总理让刘海粟别等
了，先回上海吧。

据说，徐悲鸿婉拒了总理
的提议。也有人说是因为徐悲
鸿病重。不管哪一说，两位艺
术大师终究失去了最后一次握
手的机会。

半年后，徐悲鸿便病故
了。海老 40年后与我谈起这件
往事还无限感慨。

徐悲鸿病故，但徐悲鸿巨
大的影子依然笼罩着画坛。刘
海粟走着下坡路，但还没有走
到坡底。

1957年，刘海粟戴上了右
派帽子，罪名是主张现代艺术
和反对学院派教育体系。祸根
是在法国种下的，或许还可追
溯到创办美术学校那一天。但
这还不是谷底。

1967 年，刘海粟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剥夺了一切自
由。批斗抄家，扫地出门，什
么罪都受了。二十几年来，刘
海粟沉重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己
生涯的低谷。这一年，他真正
沉到了谷底。

而且，一年又一年，整整
十年，这位坚强的老人几乎绝
望了。这十年，完全剥夺了刘
海粟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权
利。但也正是这十年，刘海粟

砥砺意志，磨练笔墨，成为他
晩年第二次艺术高峰的准备期。

四
刘海粟向来是位社会活动

家，在以往的岁月中，非艺术
的活动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
只有这十年，他闭门蜗居，门
前冷落，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都倾注在书画艺术上。

十年浩劫没能毁灭他，反
而造就了他。他过 80岁生日那
天，画了一幅设色云山图，题
款曰“乘兴泼墨泼彩，神韵无
毫差，视余豪气犹昔，他日未
可量也。”他似乎已预见即将到
来的思想解放和自己再次的艺
术高峰。

一个小插曲是他在联合国
任职的儿子回国访问，在当时
封闭的状态下变成了一件“外
交事件”，让他借光从局促的小
屋回到他原来的小楼。起居条
件改善了，但他还是戴罪之身。

如果不是结束“文化大革
命”，刘海粟还要在黑暗中苦苦
地等待。如果不是思想解放运
动，现代派艺术在中国无立足
之地，刘海粟还不能真正为人
们所理解。

在这里，天时地利人和种
种社会条件对艺术有着如何巨
大的制约力，再伟大的天才也
只能忍耐和等待。刘海粟没想
到的是竟要他苦苦等待30年!

30年后，刘海粟过去的学
生，后来当过驻法国大使的黄
镇出任文化部长，才冲破重重
阻力，让自己过去的校长到北
京来举办第一次画展。

时代的变迁已不是任何人
能左右，画展的成功为刘海粟赢
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作为中
国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他完
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现代主
义艺术后来在中国的大行其道
打开了大门。我们应当感谢他。

海老后来九十高龄十上黄
山等等只是为他晚年的辉煌增
添一点故事性。

徐悲鸿与刘海粟已先后离
去，成为历史人物。比较他们的
成败得失、是非曲直、荣辱浮沉
需要一部专著才说得清楚，我只
是说点感想而已。

（肖关鸿）

刘海粟与徐悲鸿：两雄相争一生波澜
文汇月刊杂志创刊初期有一批大选

题，其中包括写刘海粟传。那时刘海粟老
人刚复出。我随老主编谢蔚明先生去拜访
海老，此后常来常往，成了忘年交。文汇月
刊100期庆祝会，海老还到会祝贺。

我花了点功夫研究海老，还与他的几
位学生交了朋友，特别是随海老出行贵州
十几天，对海老有了一点了解。如果写海
老的传记，就是写一部中国现代艺术史与
文化史，没有谁像海老那样交游之广，场面
之大，故事之多，影响之远。唯一可与之匹
敌的人是徐悲鸿。

他们两人恰恰是冤家对头，一生誓不
两立。这两位大师几十年荣辱成败，此起
彼伏，风水轮流的戏剧性，和这戏剧性背后
艺术主张对立与政治态度分歧的尖锐性，
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这两位都不是单纯的艺术家，他们丰
富多彩的人生使他们具有多重性，对他们
人生与艺术的评价褒贬也众说纷纭，至今
莫衷一是。

刘海粟（左边坐者）在法国

徐悲鸿

1953 年暑期，徐
悲鸿辅导中央美术学
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教
师进修小组，这是他
最后一次教学活动。

晚年刘海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