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长沙 廖文伟

使用白银货币始自

楚国的布币，后有汉代的

的白金三品（马、龙、龟），

唐宋时期出现银饼、银

铤，元代通常用马蹄锭。

称所有的银锭为元宝，始

自元代，意即大元之宝，

乃至元宝之称代代相

传。但除二两以上的大

锭、小锭和圆锭、方锭（含

牌坊锭）之外，一两以下

重量的散碎滴珠，相当于

今日的硬币，当属零钱，

是不可以称作元宝的。

古代银锭以两为计

量单位，因此俗名又称其

为银两。银两，明代中期

开始成为主流货币。流

传至今的古代银锭，康乾

时期的早已是凤毛麟角，

咸丰以前的都已十分罕

见。市上多见光绪银锭，

只要是真锭无疑，铭文清

楚，仍受藏家器重。贵州

的茶花锭、云南的牌坊

锭，都有典型的地方特

色，被视作银锭中的奇

货，备受收藏家青睐。

2007年中国嘉德秋

拍，一方“宁远光绪十年”

五十两银锭（图 1），以

10.08万元落槌。2012年

嘉德春拍上一方“民国年

月长春益发银行”五十大

翅银锭（图2），以41.4万

元成交。近几年随着古

玩市场的不景气，古代银

锭价格虽然也一路下滑，

三两年后，古玩市场的复

苏是必然的，古代银锭的

价格，必然会水涨船高。

随着收藏者日渐一

日的增多，古代银锭的存

世数量显然会越来越稀

少，收藏或者投资队伍

中，能把握住机会的先知

先觉者，理所当然就是最

大的赢家。

回到长沙，辗转反侧

地想着这些，我竟然几天

坐卧不安。几回在梦中

又见“300年以上五十两

稀有银锭”，茶花锭的身

影亦时不时浮现在眼前，

我决定再赴云南。那天

清晨刚刚起床，我宣布要

再赴云南，首先便吓了老

伴一跳，接着便是儿子儿

媳大吃一惊，以为我说闹

着玩玩。毕竟年已是76

岁的古稀之躯，儿子们担

心我“马失前蹄”，不放

心，商定要小儿媳陪同，

即日便动身。前一次云

南游，小儿子未告知他在

丽江的好友吕芳军，吕芳

军发微信责怪儿子也责

怪我，我表示下次若有机

会去云南，一定通知他。

事隔数日，我当真要再赴

云南。不料他岳父病重，

已于一日前离开丽江

了。但他交代他的好友

苏平，负责我的一应事

务。苏平果然尽心尽力，

在丽江机场接机，按照我

的行程，驾车送我先赴大

理，径直奔“300年以上五

十两银锭”而去。

老板见我第三次登

门，热情有加，取出大锭

让我细看。大锭果然不

负所望，氧化宝光熠熠，

气韵十分苍古。锭上铭

文7组，是“乾隆年顺宁县

衙税课伍拾两”（图3）等

24个文字，表明其为官铸

银锭无疑，沉沉甸甸，庄

严而稳重，果然是300年

前的宝物。真正到代的

乾隆年间五十两大锭，今

日已经十分稀罕，把在手

上，犹如托举着一团凝固

的苍茫古气，心中不由而

然地生出几分敬畏。店

家取出大锭，它伟岸身躯

原先遮挡着的靠墙一侧，

竟还有一枚十两小锭（图

4），同样古铜色宝光熠熠

生辉，气韵亦显苍苍古

迈，竟是“咸丰十年”官

银。“咸丰十年”，正是太

平天国起义运动接近尾

声的年月，此时朝廷最大

批量铸造方孔圆钱应付

军饷、粮饷，多到动辄车

载船运，银锭的身影渐渐

稀少。再细细看时，大锭

的阴影下，还有两个牌坊

锭（图5），是“官公估”和

“公估”锭，大喜过望，一

并买下。

时间悄悄地在流逝，

时近4点，才赶去东玉街

王晴的云兮客栈下榻。

见我时隔数日再次出现

在眼前，姑娘微微一惊。

惊的是，我一古稀老人，

两下一千公里外的云南，

仅仅为了买方“乾隆大银

锭”，眸子里闪现出钦敬

的神色。听我娓娓道说

银锭的历史，她心底里那

份对华夏文明的尊崇被

唤醒了，加了我的微信，

立马去当当网购买了我

的《打捞岁月�廖文伟古
玩丛谈之二》，声言要好

好学习。我探寻古玩文

物的勤恳，热爱历史文化

的痴迷，又感染了一颗热

爱中华文明的中国心。

前次来丽江，南哥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热爱历史文化的人，如何

会如此的冷漠？我有些

不解，晚饭后已是晚上7

时，在儿媳陪同下，我再

访南哥。

小店终于开门，灯光

明亮，显然是营业了。见

我再次出现在面前，南哥

略略有些惊诧。我说我

来过，他说他记得，然后

我浏览他的满满当当的

陈列。印象是，虽无惊世

骇俗之物，却100%是历

史文化的遗存；尽管大部

分是民俗文化的沉淀，但

小小店铺，古韵萦回，撩

人心绪。他不像上一次

来时冷漠，我也直陈对他

的小店的看法。于是我

们的交谈渐入佳境，他说

他开古玩店只为拓宽眼

界，他要回归艺术的。他

称我为“文化人加艺术

人”，谈得很投缘，同我合

影留念，临别时紧握我的

双手，送到店外，说去湖

南时，一定要去看看我。

我同苏平约定，次日

午后来接我回丽江，王晴

知道了，执意要请我同进

午餐。其父掌勺，姑母作

陪，热热闹闹。

午饭后，苏平驾车如

约而至，先去大理古玩

城，进进出出，终于发现

一家店里有两锭牌坊

锭。老板温文尔雅，金丝

眼镜。他很惊讶，说，才

从老挝买回来，懂它的人

就来了。原来，云南牌坊

锭产生于嘉道之后，紧邻

云南的柬埔寨、老挝、泰

国、越南边民都曾使用

过。老板说，一个老挝朋

友通报信息，说发现有人

藏着这东西，恰恰要去老

挝“收货”，当然便将两锭

牌坊锭买了回来。我仔

细审视了牌坊锭，包浆古

旧，水波纹自然，蜂窝眼

古朴，没有费多少口舌，

两锭牌坊锭易主。

带着刚刚收获的牌

坊锭，当日4时左右返回

丽江。途中，苏平领我去

一家农户看出土陶瓷。

他说有四五十件，上海曾

有收藏爱好者看过，认为

是明代的青花瓷，只是档

次不高，不值钱。农户很

阔绰，巨形真皮沙发，巨

形缅甸花梨茶台，半壁大

屏幕彩电。夫妻俩亦如

同他们的茶台，硕壮健

康。搬出那瓷来，我立即

愕然无语了。原来20年

前，我从宝南街古玩集市

买到一只青花水草游禽

纹小碗，今天，巨形茶台

上，竟然一下子摆上来40

多只！不同的是，我的绘

的是双禽，灰色青花釉，

清新的简笔花卉，元青

花；农户的绘的是单禽，

白色釉，孩子涂鸦似的画

法，明显为后来者仿制。

记得当日这种元青花小

碗出现了两只，捷足先登

者买下其中一只点无伤

痕的，我发现时，此人正

付款，小挂一线的便进了

我的独羊居。我希望买

一二只农户家的回去比

较，不料农户要价奇高，

只好要了张照片，权当奇

遇仿品的见证。别了农

户，日已西斜，赶紧去寻

了客栈住下，准备着要去

寻那茶花锭和地丁银锭。

茶花锭为圆锤形，10

瓣或12瓣花口，为明清传

世稀有地方银锭中的一

种。茶花锭的另一个特

点，是大多锭面盘丝细

密，亦有称其为盘丝圆锭

的。地丁锭，是雍正皇帝

赋税改革“摊丁入亩”的

产物，是革除人头税的实

物证据，代表着雍正皇帝

的政绩，负荷有历史的厚

重。次日，在苏平的引导

下，找到了儿子夫妻无意

间碰到的店铺，购回了茶

花锭和地丁锭。

两赴云南，辗转数千

公里，是可谓舟车劳顿

了，但收获足可谓丰满，

我了无倦意。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

行装甫卸，在“五千年文

化公司”任艺术总监时，

曾尊称我为老师的陈志

伟便来电话，说他发现两

方清代银锭，想请我替他

看看真伪。他来了，带来

一锭清光绪年湖南某县

10两“官铸马蹄银”、一锭

“云南牌坊锭”，接到手上

立感分量不足，旋即进书

房取来电子秤。果然，

“云南牌坊锭”尽管大小

无异，却只有100克多一

点，真者重量在160克以

上；“官铸马蹄银”亦只有

260余克，真者在370克上

下。显而易见，皆为注铜

或者镀银的假锭，后世唯

利是图者所为。

陈志伟很是感慨，他

说：“看来，收藏古代银

锭，同收藏其他东西一

样，一定要有知识，丝毫

都马虎不得的。”

毋庸置疑，几百年前

曾经出入豪门大户，曾经

在富人手上迎来送往的

金银宝锭，今天吸引着千

万收藏爱好者的目光，成

为古玩收藏的又一个新

的亮点。但就如任何一

个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收

藏品一样，如何读懂古代

银锭的历史文化内涵，如

何破译它的古老苍迈的

密码，如何识别它是真身

还是替身，同样需要平日

一点一点积攒知识，才可

以厚积而薄发。

陈志伟的感叹，应该

是所有收藏爱好者的共

同心声。我两赴云南的

小小传奇，权当是这种感

叹的一个诠释吧。

图5“官公估”和“公估”牌坊锭

图3乾隆年顺宁县衙税课五十两 图4“咸丰十年”十两官银

2017年11月29日 星期三
12 专家讲堂 电子信箱：sckb@vip.163.com网址：www.dfsc.com.cn

编辑部：0595-88727096
广告发行征订热线：0595-88727095 13696908939

两下云南淘宝实录（下）

图1“宁远光绪十年”五十两银锭

图2“民国年月长春益发银行”五十大翅银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