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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虞富强

大中通宝钱是明太

祖朱元璋所铸，起初是在

元末反元斗争中形成的，

铸于元至正二十四年，起

义军韩林儿韩宋政权龙

凤十年（1364），这个时期

的大中钱是一个农民起

义军政权铸币，铸期当归

于元代，然而大中钱的铸

期仅限于此吗？其实大

中钱是有两个铸期的，为

元末和明初。朱元璋在

应天府（今南京）称吴国

公之时，于龙凤七年也就

是 元 至 正 二 十 一 年

（1361）在应天置宝源局，

铸大中通宝钱，分为五

等，含小平、折二、折三、

折五等光背钱、折十钱背

“十”等。

朱元璋自江西击败

汉王陈友谅后，又于江西

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

钱，亦同南京版分为五

种，这类大中钱也为元朝

末年铸，为元末农民起义

军铸币。第二种大中通宝

钱根据《明史-食货志》记

载，太祖洪武四年增铸大

中通宝钱，分为五式钱，背

有汉字纪地（局）、纪值，分

别有“北平、豫、济、京、浙、

福、鄂、广、桂”九种纪地纪

值钱，其中小平钱纪地

（局）不纪值，折二至折十

钱纪地纪值，如“桂二、三

福、十济、十豫”等等。

清代翁树培、初尚龄

等钱学家皆引明史记载，

认为大中纪地纪值钱是

洪武时期后铸，而唐石父

的《中国钱币学辞典》指

出：“凡有背文者，除折十

钱背十纪值外皆是洪武

后铸”，如图1指的就是元

末时期所铸。大中通宝

小平钱文与金世宗时期

的代州阜通监版的大定

通宝（大字类，申酉类）相

似，大中通宝小平瘦金体

版（也称为折点大三角通

版）改自大定通宝“瘦金

体折点大版”，这类大中

小平在钱币学里简称为

“大定范”，其实我们可以

再比较一下，大中通宝小

平与元代的至大通宝小

平与至正通宝小平钱，包

括与同时期的大义通宝、

天定通宝的钱文很相像，

包括后来的洪武，永乐通

宝小平钱与其颇具有传

承关系，故而大中通宝小

平钱颇有其时代气息与

时代背景。

洪武四年，朱元璋于

南京、北平府（今北京）以

及七省铸大中钱，各省开

设宝源局，这时期的大中

钱文已经失去了“大定

范”的风格，在户部下发

部颁样钱以后，各省铸局

依着样钱开始了自己的

母钱刻制阶段（雕母），也

就是钱文面版在样钱的

框架下有了自由发挥阶

段，每种大中通宝面文则

相应地代表一个省局的

铸币风格，其实这种风格

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

现，宋版如此多的原因是

在于钱监之多，每个钱监

能突出自己的铸币风格，

形成钱监钱局特有的面

文版式。

如图2，不收藏钱币

版式（面版）的泉友很容

易把它当成图1类大中

钱，且认为图2钱就是元

末时期南京或江西所

铸。根据前面的论述，图

1钱为元末起义军铸，而

图2钱实则为洪武四年以

后铸，此钱属于地道的明

钱，因为图2钱的面文在

元末时期并未出现过。

图2钱出现的面文其实就

是图3钱，是洪武四年河

南省（豫）局的面版面文，

与图1钱元末所铸的钱文

风格差异性很大，其钱文

风格与洪武四年以后的

大中通宝纪值纪地钱的

风格很相像，所以图2钱

就是洪武四年以后时期，

河南省（豫）局的省纪地

纪值版背“十”钱，简称为

“豫版背十”。关于此钱

为什么是简化豫版背十

钱？笔者以为：此钱由于

当时的河南省宝源局在

选择制作大中钱时，由于

是各省局初铸大中通宝，

而各省面版面文各有差

别，为了避免与早期省局

面版混淆，给户部官员下

来巡查各局铸币质量时，

也相对起到监督作用，故

在后面加上了铸局名，如

同北宋时期的衡州熙宁

监与陕西陕府监初设置

时所铸的背“衡”、“陕”等

字钱币，用来加以钱监制

作钱币风格的区别，后铸

造一段时期，钱监风格形

成之后，就去掉了背纪

地，很可能是重新制作母

钱的时候，就省去了纪地

（母钱的使用寿命有一定

的时间限制，长期使用，

造成钱文字口磨损，铸钱

质量下降），故而图2钱为

河南省局（豫）后期铸造

的大中背十钱，为洪武年

间所铸。

如今洪武年间铸造

的大中钱已不多见，特别

是折二、折三、折五、折十

大钱，其中不乏名贵之

泉。以上为一家之言，今

将其展示出来，以期同好

探讨指正。

大中通宝背“十”钱新探

■福建福州 叶伟奇

铜元俗称铜板，是晚

清民国时期铸行的新式

货币。晚清时期市面流

通货币不足，出现了“钱

荒”。为缓解钱荒，清光

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

省仿香港铜辅币式样，铸

造圆形中间无孔的新式

货币——铜元。铜元的

出现，标志着我国金属货

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手

工翻砂铸造进入了先进

的机器化生产的新阶

段。铜元采用机器铸造，

图案精美，外观整齐，使

用方便，深受商民欢迎，

成为了晚清民国时期流

通最广泛的金属辅币。

但铜元私铸问题也随之

出现，民间私铸铜元大量

混杂在真铜元中参与流

通，现今在钱币收藏品市

场上仍不难见到。

笔者收藏有一些近

代私铸铜元，其中一枚为

仿民国开国纪念币铜

元。民国开国纪念币铜

元（图 1）是民国初年

（1912—1918）各省铸造

数量最大、版别最多、流

通最广的铜元。这枚私

铸铜元（图2），为黄铜质，

直径28毫米，厚1.1毫米,

重5.56克。正面中间为

交叉的五色旗和铁血十

八星旗图案，上下缘有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

币”字样，两旁配有花饰。

经反复研究和查阅

有关资料笔者发现，近代

民间私铸铜元一般会有

如下几个特点：

一 是 铸 造 工 艺 简

陋。近代官铸铜元大都

采用从西方国家进口的

先进铸币机器铸造。而

民间私铸者根本无力购

置机器设备，因陋就简，

多采用传统的翻砂法或

手工捶打法铸造，工艺粗

糙。

二 是 币 面 图 文 模

糊。近代官铸铜元由外

国技术人员精刻模具，采

用蒸汽动力机器高压铸

造，地章光洁，文字清晰，

图案精美。而民间私铸

模具制作粗陋，并且采用

手工方法铸造，压力不

足，所以私铸铜元币面图

案、文字皆浮浅模糊。

三 是 文 字 错 误 百

出。官铸铜元正式铸造

前，其铸币模具设计需经

层层严格把关审核，基本

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而

民间私铸较为随意，加之

私铸者大都文化水平不

高，汉字都写不好，更不

要说英文和满文了。如

将“TEN CASH”拼写为

“TINCISH”等。因此模

具制作拙劣马虎，图文摹

刻随意，尤其对不熟悉的

英文和满文更是胡乱摹

写，错误百出。

四是材质多为黄铜

质。近代官铸铜元绝大

多数采用含铜量高的紫

铜铸造。而民间私铸无

固定的铸币材料来源，多

收集民间的旧铜钱、旧铜

器销融后作为币材，民间

旧铜钱、旧铜器多为黄铜

材质的，因此民间私铸铜

元大多采用黄铜铸造，夹

杂较多铅、锌、锡等金属

成分，含铜量较低。

五 是 大 小 厚 薄 不

同。民间私铸目的就是

为了牟利，因此偷工减料

是必然的选择。所以将

存世的近代私铸铜元与

同版官铸铜元相比较，发

现私铸铜元绝大多数直

径较小，厚度较薄，重量

减轻明显。

一直以来钱币收藏

界对近代民间私铸铜元

不太重视，少有人研究介

绍，相关钱币图谱也没有

收录。笔者以为，与现今

收藏市场上不法商贩采

用先进科技手段仿造珍

稀铜元，欺骗钱币收藏者

牟取暴利不同，近代民间

私铸仿造的是当时市面

流通的普通铜元，其目的

是冒充正式流通货币参

与市场流通。因此存世

的近代民间私铸铜元是

时代的产物，实物可以证

史，对于研究晚清民国时

期政治经济、货币流通、

金融市场、社会治安以及

货币政策、法律制度等都

具有重要的文物参考价

值，值得重视。

近代民间私铸铜元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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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嘉 胡胜盼

压岁钱，古称“厌胜

钱”、“压胜钱”、“压崇

钱”、“押岁钱”等。在钱

币系列中，它被归为花

钱类。笔者收藏有两枚

清代压岁钱，因其造型

别致，寓意吉祥，常被泉

友上手把玩，赞赏有加。

先看这枚“金玉满

堂、长命富贵”压岁钱

（图1），为铜质，直径约

5厘米，正面印刻“金玉

满堂、长命富贵”四字，

并环绕以蝙蝠、万字不

到头等吉祥图案；钱币

背面刻有一只梅花鹿。

梅花鹿活泼可爱，栩栩

如生。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梅花鹿是传统的吉

祥物之一，因它与“禄”

谐音，含“高官厚禄”之

意，故深得读书人的喜

爱。在压岁钱中刻上梅

花鹿，既是对“金玉满

堂”的呼应，也寄托着长

辈对晚辈的殷切期望。

另一枚“长命富贵、

天长地久”叶形压岁钱

（图2），不仅造型特殊，

而且还留有专门用来穿

绳的钮头，也足可证明

清代百姓多把压岁钱串

起来送给自己的晚辈。

这枚花钱做成一枚叶子

的形状，在叶子的正面

刻有“长命富贵”四字，

叶子的背面留有“天长

地久”四字，钱币图案清

晰，保存完好。

清代花钱寓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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