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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物的灵魂，物
是文的载体。古钱币作
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流通
工具，既是古代商品交
换的产物，又是特殊的
文化载体。它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聪慧与才干，
记载了几千年的华夏历
史。而这些遥远的历史
印记，吸引着当下越来
越多的藏家去收藏研
究。

已近花甲之年的许海峰就是
府城一位古钱币收藏者。日前，
记者采访到了许海峰，并跟随他
走进古钱币的世界。

醉入“泉”海
收藏的“苦”与“乐”

“这是北宋的靖康元宝属于
珍稀币种，这是南宋的至正通宝，
这枚品相好，收藏价值比较高。
这是方孔钱，这是咸丰元宝……”

3月 23日，在老城区一家
古玩店，许海峰一边展示
着他收藏的古钱币，一边
介绍着每一枚钱币的名
号、来历。

听许海峰介绍，钱，与
“泉”通。除了语音相近
外，在王莽时期忌讳“钱”
字与汉代国姓“卯金刀”

“刘”字相合，概称“以泉名钱”一
定程度上还出于视钱币为财富，
祈求其源源涌出，用之不竭。故
而古钱币收藏圈内同好也互称

“泉友”。
31年的收藏古钱币生涯中，

许海峰对这些“宝贝”如痴如醉。
为了搜罗它们，许海峰跑遍全国
各地收集古钱币，刚开始买品种，
后来买数量。徜徉于一万余枚辛

苦收集来的古钱币中，收藏期间
的酸甜苦辣让许海峰的人生充满
了情趣。

许海峰告诉记者，在机缘巧
合下，30多年前他收藏了第一枚
银元，而后，一直喜爱收藏的好友
又赠送了4枚清代的古钱币给他，
古钱币的样式及上面的古文字让
他一看就入了迷，从此一发而不
可收拾。

“这或许是天生的一种情结
吧。”谈及初得古钱币那种欣喜，许
海峰至今记忆犹新，满脸依旧掩不
住兴奋。

为了热爱的古钱币收藏，许海
峰跑遍全国各地收集古钱币。收藏
的过程难免也会“碰壁”。许海峰对
记者回忆，1997年的时候，有一天
通过朋友的介绍，知道天台有位钱
币商人收藏了一枚“花”钱。

作为古钱币中的特殊品种，
“花”钱与货币钱具有相似的材质和
形制，在古代虽不具备流通消费功
能，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许海峰
马上赶到天台，并用自己当时差不
多一个月的工资买下这枚钱币。但
是待回来跟几个藏友分享赏玩时发
现这枚钱币只是仿品。

这样的事许海峰不知道经历
了多少。“古钱币的收藏和鉴别是一
项细活、慢活。”古钱文化博大精
深，许海峰深感自己对中国历史、钱
币史的了解甚少，他就疯狂地读书，
恶补自己的历史知识，并向各地“泉
友”求教。

30多年来，他走访多个省市，
一边收集一边学习，仔细地研究，辨
别，并尽力吃透每一枚古钱币上附
着的时代“文化”。

“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
生活开销，剩下的全部投入在了收
藏上。”许海峰说，搞收藏是个烧钱
的行当。起初家人也并不支持，有
过激烈的反对，但最终被许海峰的
坚持折服，理解了他的这份喜爱。

“现在，我的妻子有时候也和我一起

研究古钱币，享受收藏乐趣。”许海
峰乐呵呵地说道。

30余年磨砺，虽饱尝艰辛，但
矢志不移。如今的许海峰通过多
年的收藏实践，终于提高了收藏
鉴赏的水平和能力，如今共收藏
有多个朝代古币一万余枚，其中
珍稀品、名誉品几十枚，涉及的

“花”钱古币有200多个品种。

“泉”海撷珍
在古钱币里触摸历史脉搏

“每一段历史都会在古钱币
上找到印记。”许海峰告诉记者，
古钱币是与历史结合最紧密的媒
介，历史上那些强盛的朝代数十
年发行单一品种的钱币，这类古
钱数量巨大，收藏自然不高；而有
些“短命”的王朝刚试铸了一些样
币即被改朝换代，“物以稀为
贵”，就非常适用于古钱币收藏。

谈起古钱币许海峰总是满腹
经纶:“其实小钱币藏着大道理。
它能反应一个朝代的兴衰。”他拿
起一枚长满绿锈的小小铜钱对记
者说：“看看这枚铜钱铜质差成分
不足做工粗糙，这是‘靖康元宝’
北宋末钦宗在位时的铜钱，亡国
之君铜钱也显出个样子来。”

许海峰说靖康钱有通宝、元
宝之分，币制上有小平、折二、折
三几种。因为“靖康”年号极为短
暂，又适逢乱世，当时铸造量极为
稀少，加上这枚铜钱铜质差难以
保存留世不多，被列为古泉名珍
之一。

接着许海峰又选出一枚亮闪
闪的铜钱，记者发现这枚铜钱不
同于多数布满绿绣的钱币，这枚
钱币币面无锈，色泽金黄、内廓方
正、外廓圆润、地章平整，穿口光
洁整齐，钱文笔画粗壮。钱币背
面左右为满文。“这叫‘罗汉钱’
康熙大帝大寿发行的新币，据说
把金罗汉推到化铜炉里所以钱内

含金，金光闪闪。背面两字满文
是‘宝泉’两字，表示北京户部宝
泉局制造。 ”

听许海峰说，“罗汉钱”属于
“花”钱，是康熙大寿精铸的寿辰
纪念币，到民国时期就存在情侣
间互赠罗汉钱的现象，因此也承
担着定情信物的作用。”

明亮的灯光映衬下，记者看
着那整齐排列的一枚枚古钱币，
在许海峰的解说中，仿佛思绪拉
回到千百年前，看到古人在集市
里持币交易的场景。

接着，许海峰又拿出一枚不
怎么起眼的古钱币，只见钱币外
圆内方，径小轻薄，钱文"崇祯通
宝"四字，以楷书书写，从上而下
而右而左顺读，钱背有奔马图形。

“这个背面图案有什么寓意
吗？面值有多少呢？”见记者好
奇，许海峰笑答道：“这枚‘崇祯通
宝’其实种类繁多，最有意思的就
是这枚跑马图案的。”

许海峰告诉记者，他之前查
阅过相关资料，此钱铸意不明，但
民间多把此钱与闯王李自成巧妙
地联系在一起。李自成号称闯
王，“闯”字门内有一马，“跑马崇
祯”预示着“一马入门，门下有
马”，灭亡崇祯者必为李自成也。
人言“跑马崇祯”意味着“一马乱
天下”。这也说明当时劳动人民
对现状的不满。

“收藏钱币就是收藏一段历
史。”许海峰看待这些古钱币，犹
如看待自己的孩子。在他眼里，
每一枚古钱币，从诞生起就承载
着非物质文化价值，闪耀着熠熠
的人文历史的光芒。

高情远致
收的是历史藏的是情怀

“中国古钱币源远流长，是历
史长河中留存最丰富的实物资
料，对古钱的收藏鉴赏可以使我

们更好地对
以往历史的
认 识 ，其 重
要性远远超
过了其他文
物。”31年的
收藏历程让许海峰对
古钱收藏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许海峰收藏的目的并非简单
拥有而是研究。他没有将其锁入
铁柜，而是反复研究其铸造工艺
以及背后的寓意，并且通过将自
己收集整理的古钱币参展于各类
大中小型展览，让更多人去了解
古钱币文化。许海峰认为，收藏
古钱币不能仅仅为了把玩或追逐
经济价值，而更是要注重文物中
前人遗留下来的真实性和历史文
化的厚重感。

“钱币收藏需要很多学问。”许
海峰建议刚入门的“泉”友不妨多
看一些钱币书，扩充自己的知识储
备，用经验来丰富自己，此外还要
保持理性的头脑和平常的心态。

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勇气固然
重要，但能够及时把握方向，独辟
蹊径，无疑是许海峰在收藏行业
从茫然到成功的路径。

传承历史 方寸“泉”中看乾坤
——许海峰和他的古钱币情缘

□本报记者 李萍娟文并摄

鸿雁，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常
常作为书信或信使的代称，苏武牧
羊，鸿雁传书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故事。经典诗文中，“鸿雁”的文化
内涵相当深厚，原型意象十分丰
富，如宋李清照《念奴娇》：“征鸿过
尽，万千心事难寄”。古往今来，人
们看见鸿雁就想到信。像唐王维
《伊州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
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
雁来时数附书。”五代李煜《清平
乐》“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
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
生。”

当然，信的其他称呼还很多：
简、柬、札、帖、笺、素、翰、函、尺牍、
尺素、雁足、雁帛、雁书、鸿雁、鸾笺、
八行书、音信、音讯、音问、音邮、音
翰、音书、手书、手札、短简、短书、小
书等，近代才简称为信。另外，在
我国的神话传说中“青鸟”也是沟
通彼此的信使。如清黄遵宪《奉命
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
日本诸君子》诗之四：“但烦青鸟常
通讯，贪住蓬莱忘忆家。”

写信原本是很普通、很大众的
事。以前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写信、
收信、读信的内容。信随着信使慢
慢地来，慢慢地去，信人、信使的生
活也过得慢悠悠的、有滋有味。上
世纪90年代前，我与师友们的联络
基本上都靠那小小的邮票。老街
上还有替人写信的职业代书者。
但写信也是很慎重、很严肃的事。

顾名思义，信乃一人一家之言，一
方面必须真情实意，另一方面授信
者与收（读）信者必须高度信任。
所以，写信者多怀着对纸笔的敬
畏、对情义的敬畏，掏心掏肺、战战
兢兢地诉说。于是，信从文字载体
形式引申为道德标志：诚信、信念、
信任、信仰、信用、信托、自信等，成
为社会精神大厦的支柱之一。

书信，我现在偶尔还能收到
些，但绝大部分是公函形式，且私
信也多文字寥寥，改由机器吐出内
容了，一笔一划亲手写满一页以上
的已经很稀罕、很潮、很珍贵的
了。信使则多披上新马甲，化身为

“某某快递”，追求的是速度。打个
比方，书信在“烽火连三月”的战争
年代是杜甫《春望 》中的“家书抵
万金”；那么，在无影又无踪的网络
空间，“蓬山此去无多路”“相见时
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境
况早已不复存在，但人们的感情交
流，还是不满足于真假难辨的信息
流，还是会隔三差五“仰首望飞
鸿”，盼望实实在在的“青鸟殷勤为
探看”。鸿雁传书当然身价飞涨，
成了奢侈品，一字要值万金了。手
机虽然取代了书信，信息瞬间就
到，形象立等可见，可谓“一念起，
天涯咫尺”。但人们的心情还是很
难立刻平静下来，生活的滋味也很
难细细品味，乡愁有时反而更加浓
烈。至于现代信息所含的诚信、信

托，信心，往往也只有天晓得了。
“见字如晤”是古人写信的常

用开头语。流行于明代以后，一般
见于平辈之间的书信交流。20世
纪后的书信中逐渐被弃用。当下，
已实现了“千里眼”“顺风耳”，但社
交活动仍然追求着见字如见其人、
见字如见其面、见字如闻其声的愉
悦。“见字如晤”的词语一如既往地
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和温馨。

2016年年底，黑龙江卫视易一
字而把它开发成一档冠名《见字如
面》的系列节目。尽管“晤”与“面”
的用法和含义有所不同，“咬文嚼
字”者有所非议，但这个国内首次
由明星读信的文化类综艺大观，由
于重温了过去时光里那些真实的
中国人故事，还是掀起了举国上下
的收视热潮，迅速捕获了上亿个

“面粉”。 第一季就以“零差评”冲
出电视收视率的围城，获得豆瓣
9.0分评价。《见字如面》据说是受到
2013年英国的《letters live》节目启
发，但我仍然认为它是适合国情的
借鉴和创新。能拨动国人怀旧的
心弦，激活国人沉淀的情思，挖掘
了中华民族珍藏的历史，是可贵而
成功的。

曾几时，人类在消逝了的时
空，用信留下了历史，留下了写信
者的情感和精神。毫不夸张地说，
书信是一本记录人生的大书。这
部大书中手写的痕迹真正是让人

见字如晤。在竹简、铜铁、绢纸的
字里行间，那些云淡风轻的历史回
声，穿越千百年、几十年、几年的时
空，无论是诉说、诫勉，还是矫情、
任性，无一不惊心动魄、力拔千钧，
至今仍然感动、感奋着后人。读信
是一种生活的艺术、精神的享受，
不论过去还是今天，都不可阻挡地
令人唏嘘、扼腕、感叹不已。

《见字如面》的形式其实也是
朗读。第一季近百封的古今信件，
从中国第一封家书，到如今还在我
们身边调侃着的名人情书，其译文
的信达雅、朗读的精准趣、内容的
真善美，都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叹
为观止。另外，由小鲜肉和老戏骨
分别扮演的读信者，那种身处其
境、宛如其人、正儿八经地演绎；和
男女嘉宾、拆信学者引经据典的背
景介绍，透彻明了的内容解说，更
让我的知识充实了许多，经历丰富
了许多，情感饱满了许多，内心清
净了许多。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尽
管《见字如面》的读信是在演播厅
进行，但呈现出来的舞台艺术却是
化繁为简，不夸张造势，不特别渲
染氛围、不刻意消费名人。而是让
所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书信本身上，
屏息凝视、虔诚地向远去的信人致
敬；感受感动、自觉地与眼前的信
使共鸣。

时光隧道到了2017年9月，
《见字如面》第二季如约而至，继续

保持走心演绎和逆天台词，放弃神
剪辑、真人秀、戏精包场，以现代传
播手段努力再现写信者当时的内
心，纯美依然，再度收获一致点赞，
以口碑和流量荣获豆瓣9.7高分。

经过一年多的社会反馈和实
践检验，观众与同行对读信节目已
不仅仅是好评同感，而且有了一致
行动。2018年3月9日，央视隆重
推出《信中国》栏目。相对来说，
《信中国》与《见字如面》比较，除了
读信、解信动作一样，还体现了四
个“超”。一是品质超纯。第一期
节目是清一色的红色家书，是从
2000多封信件中选取的50位中国
共产党人的家信。写信者有党的
领导人、也有普通党员。英雄伟人
的符号化为见字如晤的鲜活人性，
真挚的情感中突出着信仰和梦
想。如朱德于1937年向发小借钱
赡养母亲：“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
我养我的均在，均已80，尚康健。
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
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
一钱，即将来亦如是。”二是品位超
高。信的内容包括忠心、孝心、信
心，爱情、友情、亲情，爱你、爱家、爱
国，梦想、信仰、信念。如周恩来写
给邓颖超“望你珍重，吻你万千
次。”邓颖超回复：“情长纸短，还吻
你万千。”黄继光于1952年4月在
战斗中写给母亲的信：“男有决心
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

战场！”三是阵容超常。信使由60
多位名人担任。从业近30年的大
牌资深央视人朱军以发现者、主持
人、制作者三合一身份闪亮登场，
唐国强、黄渤、刘涛、杨洋等倾心演
绎。四是影响超大。中国最重要
的电视窗口身份；大型人文艺术类
节目定位；8个月策划、4个月录制
的经过；记录历史、复活记忆、留下
故事、传递情感、坚定信仰、树立红
色标杆的使命；聚光灯闪现出历史
的星光，泛黄的信挺起中华民族的
脊梁，数亿观众受到很大触动、反
思和振奋。

为了谁？给什么？怎么给？
这是文艺和媒体工作者创作时必
须面对和思考的首要问题。从《见
字如面》到《信中国》，这一类文化+
综艺+情感的传媒大片，视觉+听
觉+感觉的精神大餐，可以说已比
较精准地给出了答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历
史，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离不
开中国共产党。文化然，书信亦
然。对此，正如《信中国》主题曲所
唱道的“纸已泛黄，墨仍飘香。字
还温暖，声在耳旁。谁的时光，谁
在吟唱，一字千斤，逆风飞扬。”我
们需要自信，也必须自信。亲爱的
读者，你是否与我有同感呢？

信中国，中国信。当下，穿越
时空的鸿雁正在继续着与时代对
话，与历史对话，与信使、信人、听
众的灵魂对话，不断给人发现、感
动、激励、震撼、振奋的喜悦……

穿越时空的鸿雁
□禾 睦

府城话收藏

清
代
咸
丰
元
宝
。

清
代
罗
汉
钱
。

明
代
崇
祯
通
宝
。

闲暇时，许海峰都会小心
翼翼把古钱币整理、把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