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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 天心

有着“陕”“秦”简称

的陕西省，位于我国的西

北内陆腹地。它是连接

我国东、中部地区和西

北、西南的重要枢纽，其

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中部。作为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它的历

史悠久。不仅为炎帝故

里与黄帝葬地，且自古是

帝王建都之地，华夏九大

王朝中就有五个建都它

的省会西安。而它留下

的帝王陵墓，更是有着

“东方金字塔”的誉称。

且民国二十一年（1933），

西安曾被定为中华民国

的陪都并改名“西京”。

故民国时期的部分银行，

将五种带陕西风光的图

景搬上了纸币。

早 在 民 国 十 一 年

（1922），陕西富泰银行发

行的壹圆银元券（图1），

其正面图景就是西安古

城墙。清末民初是中国

纸币史上最为复杂的一

页，当时发行纸币的银行

大致上可以分为国家银

行、各省地方银行、商业

银行、外商在华银行四大

类，而该行属各省地方银

行类。银元券纵7.8、横

14.5厘米，由财政部印刷

局印制。券上的西安古

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

其始建于明洪武三年

（1370），竣工于明洪武十

一年（1378），是在明太祖

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之政策指导下，

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建

成，时为古都咸阳之府

城。它位于西安市中心

区，为中国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

垣。其墙高12米，顶宽

12-14米，底宽15-18米，

周长13.74千米，呈封闭

的长方形轮廓。此城墙

有长乐门（东门）、永宁门

（南门）、安定门（西门）和

安远门（北门）4座主城

门，它们亦为古城墙的原

有城门。自民国起始为

方便出入古城区，西安城

墙先后新辟了多座城门，

目前已有城门18座，可谓

四通八达。

由民国著名历史人

物、“榆林王”井岳秀所创

办，于民国十九年（1930）

正式开业，总行设在陕西

最北部的榆林之陕北地

方实业银行，在民国二十

四年（1935）也曾发行过

两种陕西风光图景的纸

币。其中一种是由西北

印刷厂印制，纵 5.7、横

11.2厘米的贰角大洋券

（图2），其正面左侧图景

为陕西法门寺塔。法门

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

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法

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

而建寺，原名“阿育王

寺”。唐高祖武德七年

（625）命名法门寺，重建

四层木塔，下有地宫。明

代木塔崩塌，万历七年

（1579）神宗赐银建塔，历

时三十年建成八棱十三

级砖塔，高47米。1981

年，砖塔倒塌半边，在重

修过程中发现地宫。经

过科学发掘，近2500件大

唐国宝和佛指舍利重现

人间，在佛教史、历史学、

艺术史、科学史上具有极

高的价值。

该行同年发行的另

一种纸币，是正面图景为

榆林钟楼的贰拾枚铜元

券（图3）。最早的钟楼，

筑于现榆林榆阳古城之

鼓楼以北的大街上，即现

在钟楼山下的北大街

上。其始建于明代，后毁

于清末的战火。而纸币

上所见新钟楼，建于民国

十年（1921）。其位于榆

林城内大街中心，为榆林

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为

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

公祠”之际所筑。此包括

基台共有3层、仿西洋式

建筑之钟楼，总高24、南

北长20、东西宽14.8米。

基台为通街洞道，有4个

砖拱洞。其二、三层内为

大梁框架，外用水磨青砖

包砌，东面有桥可上二

层，二层有门洞进入三

层，三层顶端中央建有木

重檐八角亭，在旧时悬大

钟报时。三层门、宙额上，

石刻有民国榆林著名书法

家李堂、白介微等所书横

匾，内容为“蜚英腾茂”“北

临雁塞”“芹水流芳”和

“驼峰拥翠”，美不胜收。

民 国 三 十 二 年

（1943），山西乡宁县经济

合作社联合社发行的伍

圆合作券（图4），其正面

左侧图景还带有西安大

雁塔。此券纵5.2、横10.4

厘米，由山西太原晋新石

印印制。大雁塔在西安

市雁塔路南端，原坐落于

唐长安城大慈恩寺内，故

亦名“慈恩寺塔”。唐永

徽三年（652），玄奘为保

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

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

修建了大雁塔。其最初

五层，后加盖至九层，再

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

变更，最后固定为今天所

看到的七层塔身。此塔

高 64米，塔基边长 48

米。作为现存最早、规模

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

砖塔，是佛塔这种古印度

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

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华

夏文化的典型物证，为玄

奘西行的纪念，更为凝聚

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结晶的标志性建筑。

最后一种是民国三

十八年（1949），由陕西省

银行发行的贰角银元辅

币券（图5）。此券纵6.3、

横12.5厘米，由霖光印刷

厂印制，其正面右侧图景

是西安小雁塔。小雁塔

在西安城南1000米处的

荐福寺内。荐福寺原名

“献福寺”，是唐高宗驾崩

后为其祈福而建。此塔

始 建 于 唐 景 龙 元 年

（707），是一座典型的密

檐式砖塔。因该塔规模

小于大雁塔，且与大雁塔

相距三公里，故称小雁

塔。该塔初为十五级，后

经多次地震，塔顶被震

坍，塔身破裂，现余十三

级。其残高43米，塔基边

长11米，反映了初唐时期

的艺术风格。塔的内部为

空筒式结构，设有木构式

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

可达塔顶。由于荐福寺

在金代时期曾铸有大钟

一口，声音清越洪亮，当

年可传声数十里，从而使

得“雁塔晨钟”成为声名

显赫的“关中八景”之一。

红军时期井冈山工字银币

■四川绵竹 尚代文

这枚墨西哥鹰洋银币，直

径3.9毫米，重量26.5克，铸造

精良，图案美观。银币正面（图

1）：一只展翅雄鹰，嘴里叼着一

条长蛇，头部向上，尾部向下，

伫立在湖水岩石中长出的仙人

掌上；两边由橡树和月桂的枝

叶环绕，象征着力量、忠诚及和

平；上边缘为英文字母“RE-

PUBLICANMEXICANA”（墨西

哥共和国）。银币背面（图2）：

中央为一顶自由软帽，帽檐书

有“LIBRTAD”（自由）字样，帽

周围放射长短不一的32支光柱

（代表墨西哥31个州和1个联

邦地区）；边缘上的字母和数字

如“8R.M.1891.A.M”代表主币和

币值，相当于中国的银币“壹

圆”。“10D.20G”表示银币含银

标准。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

产银国和最大的银币出口国。

中墨两国虽远隔重洋，但自16

世纪至20世纪初，两国就有友

好往来。

据余继明编《中国银币图

鉴》一书中，苏维埃时期银币

——井冈山工字银币，从“银币

基本概况”中得知铸造这种银

币的经过。1928年毛泽东在井

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后，红军

没有军饷，经济十分困难，当时

任宁岗、遂川、泰和、永新四县

经济委员兼防务主任王佐，奉

命筹建井冈山造币厂，采用墨

西哥银币版铸造银币。为防止

假银币混淆，每造好一枚银币，

立即戳上“工”字符号。仔细观

察这枚银币币面“工”字印记明

显，而且银质含量达到99%，成

色非常好。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

攻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

主力暂时撤出赣南，此币停止

铸造。1932年至1934年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银行后，

各革命根据地相继铸造几种银

币，大小不等，面值“贰角”“壹

圆”，由此可知这枚银币应是红

军时期最早铸造和使用的银币

之一，因铸造时间短，数量少，

钱币专家定级为“二级”，其收

藏价值不言而喻。

陕西风光集萃民国纸币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1 图2

■安徽滁州 张荫曾

图中所示这枚北宋大观

通宝小平钱，钱径25.3、厚1.9

毫米，重4.1克。该钱通体为

土红色，而非青白色，这在数

量庞大的宋钱群体中十分显

眼。此钱出自窖藏，包浆自

然，地张为黑色，铭文和其他

大观通宝一样精美。

经查阅众多宋钱书籍，除

发现少量的金银铅钱外，尚未

见过红铜大观钱介绍。本地

古钱币藏友过目后，认为此币

非伪，红色可能是战乱中“过

过火”（火烧）使铜质变异，也

可能是为了抗磨损而喷涂一

种红色药物，也可能被后人掉

进红色染缸里所致。对上述

猜测，我曾逐项检验。首先，

将几枚大观小平钱放入火中

烧红后自然冷却，钱体颜色并

没有变红，用细砂纸打磨表

面，除去包浆仍为青白色。而

这枚红钱稍加打磨后，仍呈红

色，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几小时

后，红色并无丝毫减淡。

早在西汉高祖时将安徽

丹阳群封给刘濞。刘濞急功

近利，即山铸钱，用的是不纯

的原始铜，钱呈红色。联想到

铜矿石开采后，投炉冶炼为

铜，初呈水红色，俗称红铜，加

入锡铅配比，则为青铜或黄铜、

白铜。如是，在北宋的大观年

间铸币是不是有可能偶尔金属

配比失衡，技术上出了问题，而

铸行过极少量的红钱存世呢？

笔者不敢妄言，今将其介绍出

来，以期同好探讨指正。

红铜大观通宝小平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