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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开国纪念币之考
Considering the "Yuan Shih-kai Commemorative Silver One Dollar "
文 _鉴容 By Jian Rong

Yuan Shikai's portrait commemora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on a one dollar silver coin is commonly called the "Yuan
Shih-kai Commemorative Silver one Dollar" and in the past has been mistaken for the "Chen De Complete Founding Father
Commemorative Coin." In 1912, the Nanjing government mint experimented with casting silver, copper, brass, and single-faced
coins. This silver coin first appeared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is exceedingly rare. Outside of museum collec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re are only 4 or 5 known examples. Coins of this type first appeared in 1971 at the auction, "The Inherited Treasures
of Geng Ai'de." In 1991, the auction of the Americ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ins belonging to Irving Goodman included one
bronze example and one single-faced test coin––but not a silver coin. In fact, the commemorative coin presented in this auction is
the original coin auctioned in 1986 in Hong Kong. After traveling abroad, "Big Beard" has returned after 25 years to present this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 5748
1912 年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壹圆银质样币（LM47）
，又称 ：
“大胡子开国纪念币”

1912 年袁世凯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铜样，红铜鎏金呈样币

YUAN SHIH-KAI COMMEMORATIVE SILVER ONE DOLLAR PATTERN,FOUNDING OF THE
REPUBLIC,1912, AU-UNC, VERY RARE
估价请向本公司咨询

2010 年嘉德春拍钱币邮品专场推出一枚袁世凯像开国纪念

藏大家马定祥先生。马先生以他收藏的众多的资料、拓本、照

壹圆银质样币，围绕这枚钱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了一场历

片等为据，经过研究考据，在 1978 年他起草的《上海博物馆藏

时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这场争论也使得这枚钱币成为民国时期

银币图录》中提出这枚钱币应该是袁世凯开国纪念币，而非程

的人像银币之大珍，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德全纪念币。

这枚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壹圆银质样币俗称大胡子开国纪念

这枚钱币的币面文字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面背图案

币，在 1934 年上海新世界饭店举办的第一次稀见币展览会上，

式样也与民国初年的孙中山、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相近似。作

以及 1937 年苏州农行大楼举办的稀见币陈列中均有出现，当时

为开国纪念币上的人像，一般应该是总统、副总统一级的人物，

对此币的介绍为 ：
“中华民国元年间，袁世凯任总统时，宁厂亦

孙中山和黎元洪像的纪念币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辛亥革命爆发

铸有开国纪念币一种，俗称大面袁像银元，发现极少，故甚名贵。
”

后，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他铸开国纪

1945 年 1 月《泉币》杂志发表的一篇银币收藏名家吴诗锦

念币是理所应当之事。黎元洪原为清军协统，武昌起义后他出

的文章，掀起了这场中国钱币界的有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围

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之后又当选临时副总统，为他铸开国纪

绕这枚钱币上的人像而展开。吴诗锦认为，这枚钱币是苏州铜

念币也在情理之中。而程德全原为清江苏巡抚，1911 年，武昌

元局为邀宠于江苏都督程德全而打造。他推论的直接理由，就

起义爆发后，他曾经电请清政府改组内阁，宣布宪法，以抵制

是这枚银币上的人像酷似江苏都督程德全。为此他还举出理由，

革命，之后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宣布江苏独立，成立军政府并

程德全的公子程仲藩也认为银币上的人像“仿佛乃父”
。另一位

自任都督，12 月 2 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后，程被革命党人推举

收藏名家秦子帷先生也附和此说。由于这两位先生在泉币界的

为江苏都督。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程德全被孙中山认

名气，于是泉币界便一致改口，改称此币为“程德全纪念币”
。

命为内务部总长，与章太炎等先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

当然不同意此说者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钱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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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等。袁世凯任总统后，他被任命为江苏都督。由此经历

图为文中提到的民国初年发行的印有袁世凯头像的明信片

看来，程德全既非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也非革命派领袖，他

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币壹圆银质样币存世极为罕见，根据张

进入南京临时政府任职也仅是 12 位部局级行政首长之一，以他

璜先生《中国银元及银两币目录》所载 ：
“此币铸额为四十枚，

的身份、地位、实力和威望是不具有铸造开国纪念币的可能的。

又一说为二十九枚，但发现者远远少于此数，堪称稀品”
。目前

这枚钱币被称为“大胡子开国纪念币”
，人像的胡子成为该

除博物馆珍藏之外，海内外藏家所知的只有四至五枚。1971 年

币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这枚钱币最大的争议之处也是在币面的

《耿爱德遗藏品》拍卖会中曾出现过一枚。1991 年美国大藏家古

人像上。对此，马定祥先生发现了极有说服力的几个证据。
其一，在一张摄于 1911 年的袁世凯便装照上，袁世凯下颌

德曼氏的中国钱币拍卖中只有一枚铜质样币和一枚单面人像的
试打币，但并无银质样币。1986 年香港钱币拍卖会出现过一枚。

的胡须短而多，和大胡子钱币上的人像一对照就可以发现是同

嘉德公司 2009 年春拍马定祥收藏专场中有一枚铜质样币。本次

一人。

春拍出现的此枚银质样币流落海外多年，为 1986 年香港拍卖会

其二，
一枚民国初年发行的“大总统肖像”纪念章，背面直

中出现过的原物，事隔 25 年，珍品重回国内，又让我们重新回

书“开国纪念”四字，纪念币上铸刻的大总统肖像和此枚“大

味了一遍关于这枚钱币的诸多有趣的故事。对于每一个有收藏

胡子开国纪念币”
上的人像完全相同。在当时可以称为大总统的，

爱好的人来说，收藏最令他们痴迷的地方，就是隐藏在藏品之

除了孙中山，就只有袁世凯了，而作为一方诸侯的程德全是绝

后的丰富的历史背景和艰辛有趣的探索考据过程，当然还有最

对不可能被僭越称为大总统的。

终令人惊喜的发现所得。

其三，在另一枚民国初年发行的明信片上，印有袁世凯的
头像，头像下方的文字为“袁君世凯”
，此张袁世凯的肖像和“大
胡子开国纪念币”上的人像显然是出自同一张照片。由此看来，
大胡子的照片应为袁世凯已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2010 第 2 期 嘉德通讯 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