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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币：微缩版的百科全书
本报记者 张妍 文 /图

田发亮说自己是从去年 7 月
份才开始接触收藏，他的第一件藏
品是一块昆仑玉牌，接着他又收购
了一对文玩核桃和一串金刚菩提
手串， 田发亮在把玩藏品的过程
中，留意到藏品自身的变化，于是
他开始学习与这些藏品有关的知
识，在学习、把玩，以及和藏友交流
的过程中，田发亮感觉到自己变得
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沉静。

作为一名在校学生，22 岁的田
发亮在得知制作手串、加工硬木雕
刻把件的成本，远低于购买成品的
价格时，便萌发了自己动手制作藏
品的念头。 田发亮在网上的文玩收
藏与制作论坛上， 交了几个朋友，
在他们的指导下置办了台钳、台
磨、各种刻刀、锉刀等工具，并网购
了一些类似非洲小叶紫檀、 紫光
檀、 黄花梨等材质的小块木料，开
始按图制作简单的文玩和各种各
样形状的小饰物。 刚开始制作的进
度很慢，用一枚小小的菩提根加工

一个小铃铛， 花去了他很
长时间， 但是田发亮非常
享受手工打磨的感觉，他
说只有手工制作的文玩，
最能体现文玩藏品特有的
温婉含蓄的意蕴。

引发田发亮雕刻兴趣
的是童年时姥爷为他雕刻
的一些小动物， 这些简陋
的木雕制品他一直留在身
边。 熟悉田发亮的人都知
道， 他有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 13 岁时田发亮因故辍
学，在外游荡的几年时间，
他干了好几种职业， 可每
一次都没干长久。 田发亮
说，在外漂泊的日子，他总
也忘不掉姥爷留给他的那

几件小物件，可以说，是姥爷培养
了他对艺术的爱好。 自从自己接触
到收藏与文玩制作后，他感觉自己
的变化很大。 心安静了，人也变得
成熟了。 田发亮最终选择了返回学
校，并在学习之余制作文玩。

渐渐的，他的手艺越来越精湛，
有人主动找上门来， 要求他制作藏
品。几经折腾，田发亮不仅挣回了自
己的学费， 还添置了一台千余元的
小车床，目前这是他最贵的机器。

田发亮将自己制作文玩的小
屋称为“亮工坊”，走进田发亮的
小屋，他正将几块蜜蜡原石依形加
工成挂件。他说，无论是红木，还是
菩提根、蜜蜡，都是自己喜欢的天
然材质，而这些材质有一
种低调的华贵。 现在虽然
有了机器，他依然喜欢手
工打磨的乐趣，有时候甚
至不知不觉制作到天亮，
文玩改变了他的人生。

（张妍 文 / 图)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
纪念币，题材广泛，图案设计得
非常精美， 而且铸造工艺精湛，
设计巧妙， 深受收藏者的追捧，
早已成为商家炒作的对象。有人
为牟取暴利，利用先进的高科技
手段伪造假流通纪念币。他们采
用真币翻模，或“电脑机制”等
方法， 伪造了大量普通纪念币。
这些“高仿”品纪念币，有的达
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真纪念币的材质具有成分
稳定、表面光洁的特征。 伪造的
流通纪念币材质成分不稳定，币
面粗糙 。

真纪念币是机械压制版，图
像凹凸精细清晰，光彩柔和没有
反光。 假纪念币采用精密铸造
法，在假币成型后再做表面抛光
处理，看上去发白，有的发黄、光
泽不自然。

图案越密集越复杂的部位，
越难仿造，国家制造的纪念币从
雕刻制版到机器制造，都是一流

的技术人员和先进的设备，图案
清晰是真币的特征。 伪币因设备
差， 会表现出图案不够清晰，线
条粗糙不匀， 甚至局部模糊，缺
乏立体感，凸的部分棱角不分明
等特征。

真币铸工精致， 手感光滑，
用放大镜观察边齿间距均匀，错
落有致。 伪币齿边垂直面的两端
直角往往会出现毛刺，造假者会
用微型锉刀去除毛刺，往往会留
下细小的锉痕。

真币的直径与厚度都有统
一标准，每枚币的外形尺寸都是
相同的。 假币是以真币作母范，
用电脑跟踪法仿样， 并开凿模
具，重新精密铸造，它的外径与
厚度比真币略小略薄，将真币与
假币放在一起细心揣摸，就会发
现二者的不同。

假币的制作技巧、金
属含量、币身重量等与真
币都有差别，导致声音有
区别。 轻敲真币发声清
脆、集中，假币发声沉闷、
散乱。 （张妍 采写）

岳宗五先生收藏普通纪念币开
始于三十年前， 如今他已经收藏了
88 套 100 枚普通纪念币。 岳宗五先
生说， 普通纪念币是相对于金银等
贵金属纪念币而言的， 因为普通纪
念币相比起金银等贵金属纪念币价
格要便宜许多， 发行量也远大于贵
金属纪念币， 因此收藏门槛很低。
岳宗五先生还记得， 我国 1984 年发
行首套普通纪念币是搭配在工资里
发放的， 那时很多没有收藏意识的
人， 都把它当作普通货币花掉了。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纪念币越来越
受藏友关注， 每当有新的纪念币发
行， 都会出现争相抢购的情形， 大
家才恍然大悟。

如今， 岳宗五先生已经集全了
新中国成立后迄今发行的全套纪念
币。 闲暇时他总会取出自己的藏品
仔细赏玩， 他说这些普通纪念币设
计独特、 工艺精美， 涉及的题材广
泛， 历史事件、 民风民俗、 名胜古
迹、 历史人物、 珍稀野生动物、 体
育运动几乎包罗万象， 仿佛是一个
微缩版的小百科全书。 1984 年， 我
国发行了首套普通纪念币———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纪念币。 这
套普通纪念币直径是 30 毫米， 由 3
枚组成， 面额都是 1 元， 材质是铜
镍合金。 3 枚的正面主图案都以国
徽、 礼花和天安门广场建筑物为设
计主题。 五彩缤纷的礼花升腾在天
安门广场上空， 整个画面充满欢乐
的气氛， 纪念币下部有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三 十 五 周 年 ” 和
“1949-1984” 字样。 背面图案分别
是开国大典、 民族大团结、 祖国万
岁。 其中开国大典的图案是根据著
名画家董希文 1953 年创作的油画
《开国大典》 设计的， 这枚纪念币以
浮雕的形式生动地刻画了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形
象。 民族大团结的图案是身穿少数
民族盛装的人们在天安门前载歌载
舞的喜庆场面。 祖国万岁的图案则
由华表、 长城、 仙鹤、 松柏和工业
设施组成， 暗含着伟大祖国蒸蒸日
上的喜人场景。 这套纪念币雕刻铸
造的质感、 体积感和层次变化， 堪
称纪念币中的精品。 如今这套纪念
币， 已经成为备受青睐的珍稀老品，
其中开国大典一枚的收购价格高过
币值的 300 倍。

集齐 12 生肖黄铜合金质地的普
通纪念币， 岳宗五花了整整 12 年的
时间。 这套 2003 羊年始发的纪念
币， 到 2014 马年才发行齐全。 癸未
羊童纪念币正面图案简单庄重、 美
观大方， 正中一个醒目的“1” 字如
耸立的丰碑， “1” 字底部左侧有
“YI�YUAN” 汉语拼音字母， 右边
配上与字母所占比例一样大的“元”
字， 纪念币上缘环绕着魏碑体 “中
国人民银行” 字样。 纪念币背面图
案设计则显得轻松活泼， 一个男童
头戴绒线帽， 身穿羊马褂， 脚穿皮
鞋， 手持羊形花灯， 喜气洋洋地奔
跑着。

岳宗五先生说， “羊童” 手持
的羊形花灯的灯杆是富有民族特色，
象征万事吉祥的“如意”， 羊形花灯
在跳跃礼花的衬托下， 花灯正身打
出了一个菱形“春” 字， 一派浓浓的年味扑面
而来！

精美的纪念币最受市场追捧， 这几
年， 这套纪念币市场走势良好， 其中，
羊年纪念币的收购价达到了 350 元， 鼠
年、 猴年纪念币都已过百元。

《世界文化遗产》 5 元面额、 黄铜
合金材质普通纪念币系列也是颇受岳宗
五喜爱的珍品之一， 万里长城、 秦始皇
陵及兵马俑、 明清故宫、 曲阜孔庙孔林
孔府、 青城山与都江堰、 丽江古城、 颐

和园、 龙门石窟、 苏州古典园林、 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等， 币面精美光洁， 图案清晰饱满， 饱
含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激起了岳宗
五先生亲自去实地感受美景、 体验文化的兴
头。

普通纪念币上的防伪设计， 也给岳宗五先
生带来了别样的乐趣。 他说， “辛亥革命 90
周年” 纪念币上的微缩图纹、 隐形雕刻防伪工
艺在欣赏的过程中转换不同的角度观赏才发现
的。

百枚普通纪念币， 不仅记载了岳宗五先生
收藏的执著， 也带给了他别样的文化享受。

收藏改变人生

假币
总要粗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