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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枚
“湖北省造光绪当十铜币”鉴定纪实
■湖南长沙 卢伯雄
最近有甲乙两位客户先后
各持一枚“湖北省造光绪当十
铜币”来咨询鉴定，甲乙两人各
自表述的铜板（元）来源相同，
均是家里人留下来的，而来咨
询鉴定的目的却是一致，均是
经过咨询和传图给网上的数家
图1
公司后，对告知的结果：这是一
枚稀罕的清代铜币，甲的这枚
估价 80万元左右（图 1），乙的
这枚值百万元以上（图2），甲乙
两位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对这种坐立不安产生的质疑心
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认为
东西在自己手上，不怕金子会
即刻变成铁，还是先请本地专
家面对面的求证靠得住。那么
甲的这枚能估价80万元吗？乙
图2
的这枚值百万元以上吗？
一、发行背景
光绪元宝铜币主要始于光
绪二十六年（1900）至光绪三十
一年（1905）。史载“光绪元宝”
当时共十九个官局铸造。中央
户部和地方省所铸铜元，皆在
其正面上缘镌写省名。计有：
户部、北洋、湖北、江南、河南、
湖南、江西、山东、广东、清江、
浙江、江苏、四川、福建、安徽、
吉林、奉天、广西、新疆、黑龙
图3
江。总厂造币在正面左右分列
“户部”二字，各地均在正面上
缘或左右分列省名及地名，以 的稀有品种，最高的也只上千， 10月在上海崇源“首场钱币拍
示区别。这一时期各厂局各尽 更不要轻信可值天价的忽悠。 卖会”亮相，原包浆，打制深峻，
所能，自行设计，出现了一大批 据清代铜币的有关市场行情信 龙鳞清晰。湖北面浙江龙铜元
具有各地特点的龙图、花式，是 息介绍，目前最贵的两枚光绪 白铜试铸样币，据考证存世仅3
铜元品种最多、图案最丰富、版 铜币，是“湖北光绪当十（背圆 枚，著名铜元收藏家何先生收
珠龙）”和“湖北光绪当十（背浙 藏一枚；马定祥先生收藏两
式最繁杂的时期。
江锣龙）”的黄铜样币，它们均 枚。马定祥先生两枚中的第2
二、实物描述
甲的这枚清代铜币，币的 系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生 枚现存博物馆中，此枚样币为
正面铸有铭文，顶部铸的是楷 产，属于极为罕见品，而这两枚 第3枚，系原《嘉德2009春季拍
体“湖北省造”，底部铸有“当 铜币都是著名钱币收藏家诺曼 卖目录》中，第4381号“马定祥
十”标识，中心为直读“光绪元 雅各布斯/伍德华旧藏，均在 先生旧藏”的拍出品。
宝”四字，币的中心是六瓣花。 2011年和2014年两个拍卖公司 “铜元大珍——湖北面浙
币的背面内圈顶部和下部分别 成交，而且这两枚铜币先后成 江龙当十白铜样币”曾渉及的
用小号英文标准字体铭“大清 交的落槌价也很有意思，都是 学术争鸣。据有关文献披露，
帝国铜币”“当十”字样，内圈中 36.8万元。切记！这种少得可 “湖北省造光绪元宝当十白铜
间铸有一条正面的蟠龙图案。 怜又有史可查并流传有序的样 样币”，除了白铜试铸样币外，
币，除此之外，再也没有高于这 还有红铜和黄铜两种，这3种不
三、鉴定意见
同材质的样币构成一套。对这
甲的这枚“湖北省造光绪 两枚铜币价值的。
套3枚珍稀的样币，有的专家认
当十铜币”，是属于“机制铜元” 五、乙的铜币鉴定意见
此枚“湖北省造光绪元宝
为只是一般混配币，因早期重
类，观其包浆、色锈，可明显看
到包浆偏红，锈迹偏绿，缺乏年 当十铜币”，背面图案的外圈中 视不足，后经众多专家考证，这
代的流传和历史痕迹，火气较 间左右，有一个“四瓣花形”的 套3枚币应是属于正式的试铸
图案，主图中心的圆珠圈内是 样币。理由：一般的同省同厂
重，看新。
一条水龙，观其铜币正背两面， 的混配模币可能容易见到，按
四、市场价值
甲的这枚“湖北省造光绪 铸造工艺精湛，材质、字体、图 常规一般的混配模币不可能出
当十铜币”，被估价 80万元左 案都符合当时的铸造特征，年 现在不同省、厂之间，而这种混
代的陈旧痕迹明显，包浆滋润， 配的现象，仅在江南、江苏早期
右，绝对不靠谱。
湖北造“光绪元宝”当十铜 是一枚品相较美，且可认定属 铸开国币时出现过，是因为这
元，即有大蟠龙、小蟠龙、珠圈 于传世的清代铜币。在社会的 些币虽冠地名两个，但生产是
水龙、无圈坐龙、圆珠坐龙等多 现实生活中，一般由家中长辈 在同一个厂铸造（注：一家工厂
种背龙图案版式。真“湖北省 留存下来的传世之物，都会记 使用两个名称）。那么这套币
造光绪当十铜币”中，多种背龙 录着一些鲜为人知，却又值得 的出现，只能和铸造机械和模
图版式的普品其存世量大，市 继续传世下去的故事，因为它 具的提供者有关，对此有专家
值普遍不高，目前4个常见的版 身上承载的世事或情感很有纪 推测该厂运送机器设备到中国
念意义。如果现在把它转卖出 的时候，携带了为湖北、浙江雕
式，市场参考价分别为：
湖北当十（普品中多的）市 去，其市场价格仅在 100元之 刻的模具。在试机时造币厂把
价15元左右；普品中略少的湖 内。是卖是留？这个答案已非 两省的面、背混装了，这种混装
也曾经在武昌造币厂发生过，
北当十（背七路鳞）市价30元左 常清楚了。
六、相关键接A：上过拍的 但不是该试铸币，其说法不合
右；湖北当十（背龙胸无云）市
价50元左右；湖北当十（背龙须 “湖北省造光绪元宝当十白铜 理。另一种说法是英国伯明翰
造币厂在代湖北雕刻模具时，
鳞）市价130元左右。在“湖北 样币”（图3）
该枚白铜样币于 2011年 雕刻的就是这种没有英文的水
省造光绪当十铜币”中，品相好

龙，并用3种不同材质试铸了样
币数套，因湖北方面没有采纳
这种背图，后来就把背面模具
推荐给了浙江，被浙江接受并
投产。而当时在湖北试铸的数
套样币流出后，也就是这种既
绝版又罕见的“湖北面浙江龙
当十”铜币。这套币背后的龙，
都是火珠上有个小圆点的版
式，正是浙江龙最早期版的特
征（实际流通品在细节上有所
修改），但是该说法也经不住推
敲，当年在学术界对其仍有争
鸣。数年后，著名钱币学家孙
浩先生发表考证文章具体论证
了此币的铸造，文章指出：若以
开铸日期而言，湖北铜元局
（1902）早 于 浙 江 铜 元 局
（1903），因此马定祥先生首先
以“湖北浙江龙”称呼这一套样
币。这种龙应该说是属于湖北
的一种，不妨根据其龙珠特征
称呼为“圆珠龙”更形象贴切。
在《伯明翰造币厂史》一书中，
有浙江十文铜元的记载及图
片，因此可确定浙江的币模由
该厂代制；但没有为湖北铜元
提供模具的记录（只有银币
模），而且浙江订单于1902年4
月发出，同年即已交运，此即表
示模具必然在1902年中期已刻
成；而湖北铜元局是阴历8月才
由张之洞奏设，也就是说，浙江
十文铜元模具完成时，湖北铜
元局尚在筹办中。这就可以否
定前述第三种说法了。在另一
家向中国供应造币机器设备的
英国“泰勒查伦制造厂”的产品
型号目录上，却有湖北当十铜
元的正面照片，其图案与所谓
之“湖北浙江龙”相同。这可以
说明湖北铜元局开铸时造币机
器设备由此厂提供。至于背龙
图完全相同，则是因为湖北、浙
江的背版模具皆出自同一个雕
刻师英国人艾伦伟恩在伦敦的
雕刻作坊完成。至于用3种不
同的材质试铸了样币数套，则
是为了解使用不同材料的视觉
效果比对，流出的3种试铸样币
数套确实稀罕。
七、相关链接B：怎样鉴定
清代铜币？
清代铜币一直是收藏界的
宠儿，其热度远超其他钱币种
类。虽然近代铜元的发行流通
只有短短的30余年时间，但其
数量之浩繁、种类之庞杂、版别
之众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如何从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
铜元堆中挑选出较有收藏价值
的品种，确实令大多数初涉铜
元收藏的爱好者大感为难。
1.看铸造币材
铸造铜元的材质当然是
铜，各种铜元中以红铜元最为
多见，黄铜元少见。有些省份
为降低成本多得利润，铸含铜
成色较低的黄铜元，如大清铜
币中心“宁”字二十文、奉天光
绪铜元等黄铜质居多，红铜质
反而少见。
此外，民间私铸的铜元也
多为黄铜质。一般铸造整齐精
美、色泽润白如银的白铜币以
及铅质铜元则多属于样币性

质，难得一见，而用黄金试铸的
样币就更罕见。目前市场上出
现不少白铜币伪品，一般采用
在普通铜元表面镀镍的方法伪
造，但不甚光洁，气泡较多，边
缘无齿，肉体较薄，不具样币特
征，不难辨识。
2.看面值大小
铜元面值有很多，其中以
当十文铜元最为常见，而当一
文、二文、五文、二十文、五十
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等
面值铜元都值得留意。“光绪元
宝”四川当三十文铜元，因面值
不符合民间习惯，存世仅有十
余枚，非常罕见。“大清铜币”宣
统二十文、“ 光绪元宝”广东五
文、江南甲辰“光绪元宝”二十
文、河南省造民国双旗五百文
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在收藏过
程中，初始者不要贪大求全，可
按面值从小到大选3至5个品
种配齐，也可选择几个省的全
部面值，千万别急于求成地硬
追难得一见品和罕见品，以免
造成重金买伪品。
3.看铸币工艺
铜元一般采用机器铸造，
故称“机制铜元”。但有些地方
因买不起机器因陋就简铸币或
民间土法私铸，产生了不是机
制的铜元。如采用传统翻砂法
铸造的“砂版铜元”，人力手摇
机械铸造的半机械币以及手工
打制铜元等。这些非机器铸造
的铜元，多是过渡时期的产物，
铸造数量不多，具有一定的收
藏价值。另外，铜元一般中间
无孔，如发现中间有孔，特别是
方孔的铜元值得格外留意。其
中以“光绪元宝”安徽方孔十文
铜元最为罕见，估计存世量不
会超过 10枚，被誉为“一级大
珍”。如在古玩市场遇到，故事
再有吸引性，也得打个问号。
4.辨别气味
真品生坑土腥味，熟坑没
什么味，仿品往往经过了酸处
理，有一种刺鼻的酸味或淡淡
的酸味。
5.辨别包浆
真品包浆浑厚，结实，入
骨，生坑的包浆红斑绿锈，熟坑
的包浆自然、有光泽。生坑伪
品锈色单一，不耐水火，用针扎
测试，针很容易刺入伪锈中，熟
坑伪品包浆浮浅，极不自然。
识别包浆、色锈（现代包浆，都
是人工制作，带偏红或锈迹偏
绿）和年代流传的历史痕迹（磨
损度）看新，特别是传世品，由
于收藏或把玩的钱文钱郭等凸
出部位往往比较光润，多露出
铜色，凹进部位锈层比较明显，
色泽比较浆沉。
6.观表面流通痕迹
真品表面有自然流通痕
迹，即使没有流通过的，在放大
镜下还是能看到自然氧化的年
代痕迹。
7.观表面光洁度
真品经过近百年的磨砺，
以及当时制作工艺的原因，表
面光滑圆润。仿品往往做旧作
得不够，放在手中把玩，会感到
有刺手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