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际上硬币拍卖价格的
不断上升! 世界硬币在中国的收
藏也越来越热"中外文化#经济交
流日渐频繁! 世界各国货币也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
的比重! 越来越多的人喜爱收集
外国钱币!其中硬币更为热门!民
间藏玩之风甚浓" 有些在线拍卖
的外国硬币专场! 拍卖率场场接
近 !""#!非常火爆!而且竞价十
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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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枚铸造于 !$%&年的
面值 !" 美分硬币拍出 !'" 万美
元高价" 这枚硬币产自美国内华
达州首府卡森市" !$%&年!卡森
市发行了 !()""枚边缘没有箭头
的 !"美分硬币"随后重量标准改
变! 新铸硬币上加了箭头以示区
别" 许多没有箭头的硬币后来都
被重铸!以生产新版硬币" 因此!

旧版没有箭头的硬币存世极少!

因此收藏价值也非常高" 当天共
有 !!!枚各种硬币被拍卖"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滩举行了一场硬币拍卖会!专
门拍卖收藏家沃尔特$胡萨克收
藏的 &"!枚罕见 !美分硬币" 整
个拍卖会高潮迭起! 最终拍卖款
高达千万美元" 胡萨克的藏品包
括一些极为稀有的硬币! 其中包
括一枚只在 !%*& 年流通了两个
星期的 !美分硬币" 当时的美国
国会议员们认为! 这枚硬币上的
自由女神看起来神情不自然!似
乎受到了惊吓" 这枚硬币卖出了
数十万美元的高价"拍卖公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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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拍卖创下了 !美分硬币收藏
拍卖款的最高纪录" 收藏家胡萨
克从 !&岁开始就收藏 !美分硬
币" 当时他每次在祖父家帮忙做
杂事! 祖父就会用一些老的 !美
分硬币奖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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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藏中国古钱币相比!外
国硬币收藏更加具有时代性#观
赏性和趣味性"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
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硬币就是用
本国家和民族的符号铸刻成的微
型浮雕" 各国都是集中最先进的
技术和最优秀的工匠来制造货
币" 在古代希腊#罗马硬币上!神
仙#皇帝#猛兽活灵活现#美妙绝
伦%中国和中亚#西亚的钱币上!

则多为文字书法"每一种硬币!上
面的图案无论是各国国王#女王#

总统#民族英雄#科学家#艺术家!

还是国徽#动物#植物#风景名胜!

都蕴藏着政治#经济#历史#地理#

艺术#风俗等各种信息!且多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钱币文字#图案
的背后!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收藏
者不断求索!解答难题!不知不觉
中即步入世界知识的殿堂"

硬币的浮雕属于浅雕! 由于
雕刻者的高超手艺! 会使画面呈
现出立体感"西方绘画#雕塑讲究
透视#解剖!早在公元前!古希腊#

古罗马就已经用打制法制造出极
其逼真的人物#动物等图案的金#

银#铜币" 现代非洲#拉丁美洲国

家和太平洋岛国发行的硬币#纪
念币! 不仅有本民族# 本地区特
色!铸造质量#艺术性和观赏性也
不输于欧美大国"

硬币种类繁多! 材质有铂#

金#银#银铜合金#镍#青铜#紫铜#

黄铜#铜镍合金#铅#钢#锡#铝#

锌#钯#铁#锑!以及由此派生出的
铝青铜#不锈钢等%形状也是千奇
百怪!有圆形#三角形#四边形#五
边形#六边形!还有波边形#地图
形等!另外还有子母币#双色币#

双金属币等"

当今世界! 超过 (""个国家
和地区发行货币! 每年发行的硬
币在 ("""种左右! 仅 ("世纪世
界各国发行的硬币总数就达 ,万
多种"因此!硬币收藏爱好者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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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 很多人收藏世
界硬币!开始是由好奇#好玩而起
步! 先是手中持有一些零星的散
币!或是少数国家的几枚硬币!不
齐全!也不成套%后来由于耳濡目
染!兴趣逐渐提高!就萌发了要收
藏世界各国硬币的欲望" 改革开
放后!尤其是近 ("年来!中国出
现了很多颇有影响的世界硬币收

藏家"

翻译过&狱中书简'#&席勒评
传'#&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

&月亮和六便士'等名著的著名文
学翻译家傅惟慈先生! 也是卓有
成就的世界钱币收藏家" 经过数
十年悉心收集! 他收藏了六千余
枚# 涉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钱币!其中殖民地钱币#文化名人
专题# 各国特殊历史货币和德国
紧急状态货币的专题收藏! 在他
的收藏中占据重要位置" 所涉地
区及其历史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是傅惟慈收藏的价值所在% 而对
藏品的背景及其所涉及的信息的
深度读解!使他的收藏臻于(赏玩
之境)"

有经验的藏家和专家建议!

收集硬币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要选择合适的收藏主题"世界
硬币种类繁多!如果什么都收!不
但经济上难以承受! 而且会是一
盘散沙而没有特色" 收藏者都希
望能集出水平#上档次!所以更要
量力而行!扬长避短"可以根据自
身的情况选择一两个收集专题"

除了经济条件外! 还要考虑自己
收集的便利因素! 如自己熟悉的
地区或某种文字的钱币"

硬币收藏初入门者最大的愿
望是集少成多!但要注意!收藏世
界硬币同收藏邮票一样! 要讲究
品相!讲究价格!不要急于见币就
收" 要多看参考书! 增强理性认

识%多看市场!增加实际经验" 例
如集套币会遇到每个国家有几
套不同版别的问题!建议先集当
前流通的一套!有条件再找其他
几套" 要了解各国每年发行硬币
的数量!发行数量越少的硬币就
越具有收藏价值!一些小国的硬
币发行数量较少!一般只有几十
万套!因而这类国家的硬币收藏
价值更高些"

此外!收藏外国硬币最好以
价廉物美为原则!价格过高的流
通硬币不宜购买!尤其是大批量
投资某一品种更是不妥!因为外
国流通硬币毕竟不是金银纪念
币" 目前外国硬币精装本#外国
钱币册颇为流行!许多行业会议
喜欢以此作为纪念品派发与会
者!一些公司开业庆典也以此作
为礼品送给客人!但这些外国钱
币册大多数都是有价无市之物!

钱币爱好者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据报道!厦门的刘善新老人
(" 多年来收藏外国硬币 $"" 多
套#总计 $"""枚以上" 知道刘善
新有收藏外国硬币的爱好!同
事#朋友#亲戚出境时!总会帮他
带回来几个" 刘善新说!为了收
集外国硬币!他把身边的同事#朋
友#亲戚都发动了!甚至还靠他们
发动了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

虽然收藏了这么多的硬币! 但刘
善新说! 自己并没有花大价钱刻
意求全"他认为!收藏不能急于求
成!应当量力而行!有多大的能力
就做多少事情"如果一整批买来!

然后把它们丢在一边! 反倒失去

了收藏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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