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独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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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信:

来自《钱币世界》的问候
这

是《钱币世界》杂志在2017年第一次参加北京世界钱币展销会，我们感到非常激动。
《钱币世界》杂志社注意到亚洲钱币爱好者市场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市场。我们非常开心能通过参加这次展会见证到

钱币界最重要的成长地区。
《钱币世界》致力于服务世界钱币界，现在我们向您呈上这本特辑。在本刊里，你将会读到许多关于中国钱币的重要文章。
《钱币世界》希望通过这次特辑，给亚洲钱币爱好者群体奉上一如既往的支持。从1960年起，有钱币爱好者的地方就有《钱币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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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爱德（Eduard Kann）:

执笔了中国钱币学的经典之作
享

年82岁的耿爱德在1962年去

《钱币世界》前撰稿人罗素·如劳

世，这对《钱币世界》来说是一

（Russell Rulau）在此书发行于1966年

件可以上头版的重要事件。
耿爱德生前撰写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中
国钱币学著作。他经历了与其他的学者不
同的一生，他的成就在他去世后的55年里
都从未被人超越。
《中国币图说汇考·金银镍铝》于
1954年首次出版，随即成为泉界经典之
作，耿爱德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的第二版的介绍里写道:“在所有出版的中
国钱币著作里，有一本脱颖而出，犹如黑
暗汪洋里的一束光。”

作者耿爱德坐在桌前研究钱币

览。我们特意在这里引用了部分内容。
出生和银行职业生涯

如劳说，不过第一版有一个明显的瑕

耿爱德于1880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

疵。“由于作者自己谦逊，在书中，作者

附近。在维也纳商学院进修后，他来到伦

对他的个人生活只提及了寥寥数笔。”

敦，进入了英国的银行业。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如劳在耿爱德妻
子的帮助下，向我们提供了作者生平的概

1902年，他被调到上海支行，开启了
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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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爱德的遗作包
含了这本影响深
远的《中国币
图说汇考·金
银镍铝》，它
的初版发行是
在1954年，并
于1966年再
版（上图所
示）。

“年轻的奥地利人很喜欢中国，以及和中国有关的一切。”如
劳写到，“中国和中国人也喜欢他，在他侨居中国的47年里，他
把中国视为了自己的家。”
耿爱德在华俄道胜银行任职期间，他在日本短暂地工作了一
段时间，之后就被委任为华俄道胜银行驻伪满洲国长春分行的经
理。
尽管他在中国长期居住，他还是可以每隔三年回家探亲一次，
就在一次归乡期间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玛格丽特，他们在1913年
结为夫妻。
在耿爱德职业生涯初期，他们搬了很多次家，他们住过的地方
包括海参崴（届时由中国控制）、杭州和烟台。
随着一战的爆发，身为奥地利人的耿爱德，发现自己在为敌国
的银行工作。
据如劳所述，他遭受了驻扎在长春的哥萨克骑兵的威胁。耿爱
德离开了那家银行，于1915年来到北京工作，1917年他去了直
隶保商银行（天津分行），并在那儿工作到了1920年。
到1921年，耿爱德来到上海中美商业银行工作。随后，在
1925年他做起了独立外汇和金银经纪人，并一直居住在上海，直
到1949年上海解放。
为中国政府工作
耿爱德在上海期间，他被财政部任命为上海中央造币厂顾问委
员会及中央银行调研部的一员。
就在他面对了一战的现实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耿爱德身上
留下了烙印。据如劳说，1942年他遭到了日军拘禁，他们对耿爱
德与中国人的友好关系非常不满。
作为奥地利人，日本人本该视他为盟友。不过耿爱德被带到了
上海黄浦江上的临时军事监狱。多亏日本官员的介入，耿爱德才
被释放，在二战期间他都居住在上海。
在1948年，在第三次去美国的途中，他把妻子安置在了美
国。虽然担心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国，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人
会被怎样对待，他还是回到了中国。
“他尽可能地在中国多停留一些时间，试着在上海清算他持有
的财产。”
如劳写到：“他设法将他卓越的钱币收藏带出中国，不过被
迫留下不少其他资产。他最终在停留期限内的前几天离开了上
海。”

耿爱德的收藏被视为中国钱币
最重要的拍卖之一。知名币商汉斯·
舒尔曼（Hans Schulman）在1971出售
了这本目录里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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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定居后，耿爱德在洛杉矶的洛约拉大学教书，一直到他
退休。1962年7月30日，耿爱德在加州的好莱坞逝世。

2018年熊猫纪念币正式发行
中

国的投资币——熊猫币，在一年一度的北京
国际钱币博览会上发行，备受期待，万众

瞩目。

中国最受期待的钱币行业年度事件之一，便是作
为年度重点项目的熊猫投资币的发行。
2017年11月10日下午2点至3点，在北京国际钱
币博览会上，2018年熊猫币将正式面世。
2016年熊猫币，铸造时重量由以往的“盎司”单
位、“分数”值计量，改成以“克”为单位、“整
数”值计量。2018年熊猫币继续实行这一改革。

2018年30克熊猫金币，面值500元

2018年所有熊猫币的背面图案相同，均刻画了一
只正在吃竹茎的大熊猫，唯一不同的是面值。
该熊猫投资币项目发行计划中，包括一款含纯银
30克，成色99.9%，面额10元的纪念银币；还有五
款成色99.9%，不同面值的纯金纪念币。面值500元
的30克纪念金币为此次熊猫币发行的亮点。
熊猫金币的重量规格有1克、3克、8克和15克，
面值从1元到200元不等。
熊猫币的正面通常刻画了北京天坛、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名，和发行年份。

2018年30克熊猫银币，面值10元

2018年所有的中国熊猫投资币是由深圳国宝造币
有限公司、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和沈阳造币有限公司三
大造币公司共同铸造。

2018年中国熊猫币在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上发行。30克的10元纪念银

铸造量、直径等详细的规格说明，将很快公布。

币和30克的500元纪念金币是此次熊猫币发行的亮点。

接上页

耿爱德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的钱币收
藏和学识。就像如劳在耿爱德的《中国币
图说汇考·金银镍铝》1966年版的前言里
所述:“在耿爱德的一生，他无私地与所有
他遇到的收藏家分享知识。他既是奥地利
人，又是中国人、美国人。在你阅读这本

书时，你会清楚地了解到耿爱德的文学才
华。”
除了这本影响至深的著作之外，耿爱德
还写了《中国货币论》和无数篇文章及论
文。

1971年6月18日至20日，知名币商汉
斯·舒尔曼在纽约拍卖了耿爱德的藏品，
全部出自他最出名的中国钱币收藏，总共
有1200件。这场拍卖会被视为现代中国钱
币拍卖会中最重要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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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你所想” 不寻常的熊猫纪念章：

展会特别纪念章
熊

猫金银币也许是中国钱币类别中
最赫赫有名的出口商品了。

由于这枚章非常受欢迎，接着在1985
年另一枚庆祝香港国际钱币展览会的熊猫
章诞生了。

而有一系列的熊猫章，是为钱币展览会
而发行的展会熊猫纪念章，它们也受到了
收藏者的大大追捧。

米。它的铸币量为2000枚。
虽然这次活动是在美国的密尔沃基举
行，但中国的制造方选用了美国为人熟知

同样在1985年，首枚由中国造币厂制

的标志——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中国的

造的美国展会纪念章，在美国钱币协会

万里长城一起放于硬币的正面，一只熊猫

（American Numismatic Association）

在币的背面。这是中国为美国展览会发行

市场上各式各样的熊猫章常使人眼花缭

于巴尔的摩的夏季年度展览会上发行。

的第一枚熊猫纪念章。

乱。这些专为美国钱币展会和行业活动而

这个展览会如今是以“世界钱币博览会

发行的展会熊猫纪念章，值得将您的注意

（World’s Fair of Money）”著称。

熊猫章的顶峰

力聚集在它们上面。
熊猫章的首发
1984年的熊猫纪念章的发行庆祝了第
三届香港国际钱币展览会，它最初是由美
国创办人理查德“迪克”尼尔森（Richard“Dick”Nelson）组织的。
这枚章的设计与同年的普通熊猫纪念章
有别，它还是唯一 一枚含92.5%优质白银
的熊猫纪念章。共发行了三种规格，即1
盎司、5盎司和12盎司。

1985年这枚纪念章上刻画了美国钱币

从1987年到1990年，熊猫纪念章的市

协会知识之灯的标识和中国万里长城，而

场出现了热潮，这一时期可以被看作是展

它有一个明显的错误：章上的刻字万里长

会熊猫纪念章的顶峰。

城 （“THE GREAT WALL”） 被人无意
地刻反了，在镜子中你才能看到它正确的
样子。这枚纪念章的重量是1盎司，纯度
为99.9%白银，直径是40毫米，铸币量只
有500枚。如今，它属于中国发行的最昂
贵的美国钱币展览会纪念章之一。
这个错误是由弗雷德·温伯格（Fred
Weinberg）的一位顾客在美国钱币协会

由陈景林（King L. Chen）和周迈可

展上发现的。起初温伯格以20美元的价

（Michael Chou）编著的《中国展会熊猫

格卖掉了这款纪念章。据书中所述，该错

章指南》一书即将出版，书中提到，人们

误一经发现，“这款纪念章每枚售价高达

对这些熊猫纪念章的需求旺盛。例如5盎

100美元”。

司熊猫纪念章的发行价为150美元，很快
就飙升到400美元。

在1986年，中国造币厂制造了一枚更
大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为精制，重量是
5盎司，纯度是99.9%白银，直径是70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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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长滩钱币邮票展览会（Numismatic & Philatelic Exposition ）熊猫
章的发行，有一个戏剧性的插曲。
就在熊猫币章市场兴旺繁荣之时，长
滩展览会的主办者在展会上协助发行了这
枚5盎司的熊猫纪念银章。据书中所述，
大部分中国熊猫金银币章是由马丁·魏斯

1985年，中国造币厂为美国钱币展览会发行
的首枚纪念章，不过章上没有熊猫的图案。
图片来源：美国熊猫钱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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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美国熊猫钱币公司（Panda America）批发分
销，1987年长滩展览会熊猫纪念章也不例外。
每位展商桌上都收到了一张兑换券，持券者可以在
展会上兑换纪念章一枚。这枚章的铸造量是2000枚，
当时的售价为125美元。
由于展前对熊猫章作了宣传，人们对兑换券的需求
1986年，中国首次为美国钱币展览会发行了熊猫主题的纪念章。展会是由美国钱
币协会在密尔沃基举办的，纪念章背面主图中选用了自由女神像的设计。
图片来源：斯泰克斯鲍尔斯美术馆

猛增。币商杰斯·利卡（Jesse Lipka）乘机抓住了这
个市场需求的缺口，托人伪造了兑换券，并以每张10
美元和25美元的价格对外出售，《钱币世界》在1987
年6月24日的杂志中如此报道。
在展会结束时，这枚纪念章的价格已涨到了350美
元。一些币商花400美元购买了正当的兑换券，却无法
兑换到实物。因为为展会准备的1000枚纪念章已经被
售罄。
利卡对伪制兑换券的购买者做出了赔偿。展会的主
办者从海外加购了100枚，来对长滩展会的熊猫章订单
补货。

1987年，美国长滩钱币邮票展览会上熊猫纪念章的发行有一段戏剧性的插曲，一
位币商伪造了一批熊猫纪念章兑换券兜售。
图片来源：斯泰克斯鲍尔斯美术馆

2017年1月，一枚由PCGS（专业钱币分级服务）评
级为PF 67深浮雕的纪念章，在斯泰克斯鲍尔斯美术馆
（Stack’s Bowers Galleries）的拍卖会中以258.50美
元成交。
总的说来，在1987年里，中国为美国在亚特兰大、
长滩、新奥尔良、纽约和旧金山举办的多种钱币展览
会，一共发行了10枚金、银熊猫纪念章。
一些展会的纪念章发行了不同的版本，人们对熊猫
纪念章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至少在美国以外的情况
是这样。

2012年，美国熊猫钱币公司（Panda America）发行了1989年后的第一枚展会熊
猫纪念章。它的材质是白银，重1盎司，铸造量较高，为1万枚。
图片来源：斯泰克斯鲍尔斯美术馆

然而，在1988年美国钱币协会ANA发行了辛辛那
提展会的纪念章时，熊猫章的市场已经降温了。
自此之后，美国展会熊猫纪念章的发行告一段落。
直到2012年，新的展览会熊猫章才在美国钱币协会于
费城举办的钱币博览会上重新出现。
熊猫章的复兴
2012年美国展会熊猫纪念章的回归，标志着中国
为美国展会发行熊猫纪念章活动的复兴。美国钱币协
会在费城举办的世界钱币展上，美国熊猫钱币公司
（PandaAmerica）协助发行和销售熊猫纪念章。

2016年，为了纪念美国钱币协会在安娜海举行的钱币博览会发行的熊猫章。章上
有一处设计是基于1925年庆祝加利福尼亚州建州75周年的50美分纪念币。
图片来源：冠军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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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规格可供选择。与其他年份的1盎司熊猫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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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章相比，2012年1盎司的熊猫银质纪
念章铸造量较大，高达10,000枚。
5盎司的银质纪念章总铸造量为2,500
枚，5盎司的金质纪念章仅铸造99枚。美
国熊猫钱币公司采取抽彩的方法，中彩者
可以价格17,999美元购得一枚熊猫金质纪
念章。
2012年熊猫纪念章正面刻画了一只成
年大熊猫和一只熊猫宝宝，背面有美国的
自由钟和中国的万里长城。

2017年，首枚为美国钱币展会发行的三金属熊猫纪念章在美国丹佛钱币博览会发行。
图片来源：美国熊猫钱币公司

尤其是1盎司的银质纪念章，因其铸造

1盎司纪念章背面的中心图案为美国钱

师全剑峰设计，由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铸

量过大（10,000枚），使熊猫币章市场可

币协会（ANA）知识之灯的标识及其常用

造。背面铭文为“美国钱币协会第126届

能比原来更加疲软。

铭文。外有两圈铭文环绕。其中外圈为英

年会·丹佛”。此次展会发行了两种版本

文“125TH ANNIVERSARY ANAHEIM

的熊猫纪念章：一种成色99.9%的精制优

2016”（美国钱币协会第一百二十五届·

质白银纪念章，重30克；一种三金属（红

安娜海年会2016）位于上方，“THE

铜，黄铜，铜镍）精制纪念章。这两个版

LAMP OF KNOWLEDGE”（知识之灯）

本的熊猫章限量铸造各888枚。

此外还有2013年美国长滩钱币展览会
熊猫纪念章，以及2015年庆祝美国佛罗里
达州钱币展60周年的熊猫纪念章。
2016年，美国钱币协会在加州安娜海
姆举办的展会发行了下一个熊猫纪念章。

位于下方；内圈为对应中文。
三金属熊猫纪念章，是中国为美国展会
12盎司纪念章背面的中心有知识之灯的

为庆祝美国钱币协会成立125周年，美

标识图案，由“知识之灯”、“安娜海”

国钱币协会和冠军拍卖共同发行，由上海

和“1891-2016”中英双语铭文环绕。沿

造币有限公司铸造的3种限量版熊猫纪念

边有环形分段的中英双语铭文“推进钱币

章：1盎司银章，1盎司金章，还有12盎司

研究”和“庆祝成立125周年”。

银章。
2016年再度回归的美国展会熊猫纪念
章，是由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
术师余敏设计的。由冠军拍卖承办发行
的2014年和2015年澳门钱币学会展纪念
章，以及2016年柏林世界钱币展纪念章，
也是由余敏设计的。
2016年美国钱币协会展熊猫纪念章的
正面中心图案，选用了1925年美国加利福
利亚州建州75周年（钻禧）50美分纪念
币的正面图案。该中心图案两侧，分别有
一只中国熊猫（左），和一只美国加州熊
（右）。
中心图案为50美分纪念币的图
案，外侧的上方铭文“Hollywood”
（好莱坞标志）。熊猫背后有葱郁的竹
子，加州熊背后有高大的红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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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铸造。
还有两种厚坯版纪念章（双倍厚度和重
量），限量铸造各100枚。
据现代钱币和金币销售电商（Modern

1盎司银质纪念章限量铸造2,000枚，1

CoinMart）网站记载，2017年熊猫纪念

盎司金质纪念章和12盎司银质纪念章限量

章的受欢迎程度甚至引发了又一次竞相发

铸造各125枚。

售。

2017年，美国钱币协会在丹佛举办的
世界钱币展上，美国熊猫钱币公司（Panda America）再次协助发行了几种熊猫纪
念章。
此熊猫纪念章共发行了四个版本，正面
图案相同，有一只熊猫紧靠着一些竹子。
背面图案为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风景。其
中，银质熊猫纪念章的背面是落基山脉在
丹佛的天际线景观；三金属熊猫纪念章刻
画了部分落基山脉，一辆列车冒着腾腾白
色蒸汽驶过山脚，这幅画面倒映在下方的
湖水里。
此纪念章是由上海申泉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工艺美术

看来，中国发行的熊猫纪念章前景光
明，因为它在美国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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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12 日 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国家会议中心） 展位 A022

2017 年冠军澳门拍卖会
11 月 26 日 12:00-17:00 澳门十六浦 索菲特酒店六楼
欲了解更多关于拍卖委托、冠军拍卖公司、近期拍卖日程等相关信息，请用电子邮件 championghka@gmail.com 或电话：852-68770059
86-13701793363 1-6462709988 86-21-62130771，Fax：852-30074311 与 Michael Chou 联系

澳门预展
澳门预展
澳门预展
拍 卖 会
取
货

11/24
11/25
11/26
11/26
11/27

10:00-18:00
10:00-18:00
10:00-12:00
12:00-17:00
10:00-13:00

1973 年葡国海外银行——澳门分行壹百圆（999999），
Pick 53a，PMG GU66EPQ
估价：US $4,000-8,000

新马路澳门金碧文娱中心
澳门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六楼会议室（澳门内港巴素打尔古街）
澳门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六楼会议室（澳门内港巴素打尔古街）
澳门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六楼会议室（澳门内港巴素打尔古街）
澳门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六楼会议室（澳门内港巴素打尔古街）

1924 年大西洋国海外汇理银行——澳门分行伍圆
（185057），Pick 8，PMG Choice VF35，稀有
估价：US $23,000-40,000

2017 年澳门钱币学会银质纪念熊猫样品【加厚】，
重量 62.208 克（2 盎司），直径 40mm，成色
99.9%，精制镜面，发行量 3 枚
估价：US $100-200

《世界硬币大奖赛》中文版及纪念熊猫章

北京首发
限量出售！ 1 本《世界硬币大奖赛》中文版和 1 枚纪念熊猫章套装售价 800 元！
2017 年 11 月 10-11 日，每天 11:00-16:00，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展位 A022

《世界硬币大奖赛》中文版，唐纳德·斯卡林奇（Donald Scarinci）著，《东亚泉志》编辑
部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 年出版，共 208 页，143×210 毫米，彩色，中文。
一场硬币艺术成就的庆典
210 mm

三十多年以来，克劳斯出版社的“世界硬币大奖”已经成为了世界钱币设计、艺术和技艺的
最高成就的标志。现在，读者可以通过唐纳德·斯卡林奇的《世界硬币大奖赛》一窥这一世
界性钱币大奖的真容。
作为向世界硬币大奖赛历年获奖者及全世界最出色的现代纪念币的致敬之作，《世界硬币大
奖赛》一书既收录了过去三十余年间世界硬币大奖赛获奖作品的图片（正反两面），也涵盖
了一些珍贵的收藏家信息及背景数据。给您带来完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顶级现代纪念
硬币之礼。

143 mm

《世界硬币大奖赛》中文版纪念熊猫章，1 盎司银质，成色 99.9%，
发行量 300 枚，余敏设计雕刻。
第一枚由克劳斯出版社正式授权的纪念章
正面为首发式中文，主景为中国熊猫和北京天坛的组合，表明首发式
的地域特色，并刊有北京二字。背面为首发式英文，世界硬币大奖赛
标志和装饰花卉及 1984-2017 组合成主图案。上部有璀璨的星象征群
星荟萃，并刊有首发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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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时代的前面：

一名收集中国钱币的美国藏家
一

个生于美国中西部偏北地区的美

包克，1889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

国人，如何最终成为了一名富藏

州，1912年加入美国海军，1913年7月

中国钱币的收藏家？
上述问题中的主人公便是霍华德·佛兰
克林·包克，他创建的收藏将是中国钱币
收藏的传奇之一，尽管他的名字并不像同
时代的收藏家耿爱德和邱文明的名字为人
广泛知晓。
在美国海军服兵役

30日和维奥莱塔结婚。他的海军军旅生涯

钱币经销商阿伯·科索夫（左一）为厄尔·帕
克（中间）颁发服务奖，霍华德·包克（右
一）旁观颁奖。
所有图片由冠军拍卖提供

长达34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包克在海军的大部分工作是行

上了中国钱币。从1923年直到他逝世的那

政部门方面的（通常与薪资有关），这让

一年（1970年），包克都是中国邮票、硬

他学会了组织协调的能力，这对他后来从

币和纸钞的先驱收藏家和研究者。

事的钱币收藏和研究帮助很大。

据《东亚泉志》2017年1月刊，史博

从1923年5月到1924年4月，包克被分

禄、古富和包克家族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记

配到中国汉口的海军驻地，在那里他喜欢

载，若不是包克家族对其所拥有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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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灭。他成为了亚洲（主要是
中国）邮票、硬币和纸钞的终身
收藏家。
包克是一位顽强的研究者、

面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周迈可及其他同仁

一个活跃的交易者、一个可靠的

和包克家族成员一起，整理钱币的目录，

包克藏品捐赠分七次进行。2000年4月

30年中，包克为各种钱币学

16日第一次捐赠：包克藏品中139件珍稀

出版物撰写了大量的文章，

钱币及钱范捐赠给上海造币博物馆，包克

还出了两本书，重点研究以

家人出席活动。

面的书目清单。

限公司捐赠了84件中国机制币藏品，向上

中记载，包克是在东亚书

海造币博物馆捐赠了37枚钱币藏品（由上

目中对拍卖会图录进行记

海邻近地区铸造，包括江苏、浙江、安徽

录的第一人。包克的第二

三省）。

要，与邱文明、小圆齐
合著。
与对中国钱币的热爱相比，包克对中
1955年霍华德·佛兰克林·包克和他的孙子霍
华德一起参观邮票展

国钱币书籍的热情只能排在第二位。在包

藏书、大量笔记和信件的妥善保存，我们

馆、纽约的美国钱币协会、宾夕法尼亚大

很可能就此忽略了霍华德·包克作为一名

学参观中国钱币的重要收藏。

邮票的时候，包克已经是最狂热的中国邮
币收藏家之一了，更是精湛完善的钱币研
究专家，对中国大名鼎鼎的钱币学者都有
着深远的影响。
和他同时代比较知名的收藏家不同，包
克的收藏从未在公开拍卖会上出售，他的文
章总是发表在无名刊物上。
从2010年起，包克的家族和冠军拍卖
（由爱秀集团总裁周迈可主办）担负起了
一个使命，分享他的故事，将他的部分藏
品捐赠给全球各地的博物馆进行展览。
兴趣变成热爱
1923年，包克随军驻扎在中国汉口的
时候，对中国钱币燃起了兴趣。这个兴趣
最终变成一种强烈的热爱，在他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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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包克家族已向中国印钞造币
公司捐赠了212张纸钞藏品，向沈阳造币有

据《东亚泉志》的文章

本著作是另一本书目提

事实证明，在很少有人关注中国钱币和

开始捐赠。

从1940年至1969年的近

西方语言出版的中国钱币方

重要性。

2008年，钱币研究学家和《东亚泉志》
杂志编辑史博禄先生找到了包克家族。会

通信者，更是一名作家。

钱币学家在中国钱币的研究及收藏方面的

克的藏品被封存，整整消失了38年。

克的信件中提到，他多次去史密森尼博物

据文章中记载，中国钱币收藏家征求了
包克的意见，在钱币研究中相互合作。包
克总是坚持不懈地查找钱币、邮票、书籍
以及相关知名人士的资讯。
1946年，包克的军旅生涯结束，光荣
退役。这样他有充裕的时间来收藏、研
究、写作、通信和招待国际收藏家。
分享藏品
包克生前曾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将他
的藏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研究、学习，
和激励未来的钱币学家”。

2016年第五次捐赠：包克家族向德国萨
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莫里茨堡哈勒艺术博物
馆（萨勒）捐赠了6,132枚中国方孔钱和机
制币。这是德国接收的最大一笔中国钱币
捐赠。
2016年，包克家族向上海造币厂捐赠了
24枚民国初期的珍贵机制币章。
最近一次捐赠（2017年）：包克家族
将一部分包克钱币藏品捐赠给了美国华盛
顿特区史密森尼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国家钱
币收藏。此次捐赠的藏品数量未公布，但
有望于11月6日在此地展出。
包克藏品已在柏林、澳门和其他城市展
出。
包克钱币藏品的剩余部分的捐赠正在协
商。
据2017年《东亚泉志》文章中记载，
“包克的故事向我们表明，一个人会对他
人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收藏不仅仅是囤

他的遗愿是，将他的藏品捐赠给史密森

积财富，而是要从这些钱币中学习并与他

尼博物馆，他不希望任何人从他的收藏中

人相互分享。包克的故事不但需要传颂，

获取利益，除非是为了教育和学术研究。

更需要用心聆听。最重要的是，包克在中

史密斯尼博物馆接受了包克的邮票藏品
（现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邮政博物馆
内），而钱币藏品并未捐赠成功。之后包

国钱币学方面的贡献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虽然它有点姗姗来迟。”

美商银行在近代中国发行的纸币

1919年国际银行公司发行，面值壹元

与

其他私人银行相比，美商银行纸
币在清朝市场份额小。

19世纪，中国对外开放，引发了外商银
行长达数十年涉足中国市场。
这些外商银行机构中有许多是英商银
行，但德商、俄商、比商、日商、法商和
美商的银行也纷纷发行纸币，参与竞争。
据《世界纸币标准目录》述，“外商
银行在华发行纸币是为了参与银行业务往
来。这些纸币参与流通，直接与中国这一
时期发行的本土货币竞争。”
清末明初（1912年），20家外商银
行在中国设立机构，其中有两家美商银
行——美丰银行，以及国际银行公司设立
的万国宝通银行。
毛景安在其著作《中国纸币史：洋商在
华设立银行1854-1973》第二卷中，呈现
了这些外商银行的全貌。

上海美丰银行发行，面值拾元

据毛景安的书中所述，这些外商银行借

万国宝通银行所有分行发行的纸币面额

贷给清朝政府，借此获取一些特权（未指

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而

明）。

1918年上海分行还发行了一系列以“两”

美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以“圆”为
单位，这很平常，因为这些外商银行大多
使用“圆”。
美丰银行在中国境内设有四所分行，分
别为上海美丰银行、福建美丰银行、四川
美丰银行和天津美丰银行。
美丰银行的所有分行均发行面额为1
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但上海美丰分行
还发行了面额为100元的纸币。
这些纸币的票面中心通常刻画一艘帆
船，主图中可见一座宝塔。
万国宝通银行通过五所分行发行纸币，
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广州，汉口和天
津。

为单位的纸币。
国际银行公司（IBC）在其发行的纸币
上反复采用两个元素—— 一只代表美国的
鹰和一对地球仪。左边地球仪呈现北美地
图，右边地球仪呈现亚洲地图，主要是中
国地图。
所有提及的纸钞如今都很稀少，有一些
极其罕见。当一些纸钞进入市场流通，样
钞通常作废。
美国美丰银行在四个省份设立分行，在
中国发行纸币。这张纸币由上海美丰银行
发行。
国际银行公司在其发行的纸币上通常采
用两种设计元素—— 一只美国的鹰和一对
地球仪。地球仪突出呈现北美和亚洲的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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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世界
《钱币世界》宣布：扩大
国际影响力，进入亚洲市场

《钱币世界》
亚洲展
现在开始
11月
• 北京国际钱展
3月
• 新加坡国际钱币博览会
4月
•东
 京国际钱币展销会
8月
• 香港钱币展
•香
 港国际钱币展销会

关注微信
获得更多资讯
浏览《钱币世界》杂志，请访问 Coin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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