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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银洋价格问题

吴秉坤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清代徽州虽然地处万山丛中，但由于本地缺乏粮食，严重依赖升界市场的供给，必须与外界市

场进行货币交换与流通，故银洋价格始终随市场的波动而涨跌，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基本比值，遗存至今的

很多清代徽州契约就反映了这一价格涨跌的历史数据和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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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徽学研究中心的刘伯山先生在《安徽大学

学报)2008年第1期发表《清代徽州塾9币的束惰》一

文，以徽少H文书(fq人姓名附录典故》中记载的同治

三年至同治七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

惰收入，考察了清代徽外I塾师的收入状况。由于当

时学生所交束惰中既有制钱又有银洋，就牵涉到银

洋与制钱的比价问题，即银洋价格问题。如果错误

估算银洋价格。就会影响到塾师收入评估数据的真

实可靠性。

刘先生在文中先提到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

的数据，“据张研的研究：‘外国银元流人中国之始，

以含银量为价，每元值钱6、700文，约合纹银6、7

钱。后来因使用方便，流通广泛，价格上升，超过了

其本身价格。道光间值钱1200—1300文，咸丰间涨

至1900文．几乎与当时银价相等(1两银约合钱

2000文)。”⋯然而，刘先生并未采取张研的判断，

而是认为“徽州是一个介于万山丛中的地区，黟县

宏村更是一个地处僻远山区的乡村。社会一直相对

稳定，人们对传统十分恪守，银钱的比价也保持了

长时间的相对稳定，它存在着一个社会认同的基本

比值。从表1看，人们一般认同1元相当于六七百

文，尤以取600文接近时态。”ill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徽州洋价估算的

逻辑前提是，徽州地区处于万山丛中，比较偏远封

闭，社会相对稳定，故洋价长期相对稳定，存在着一

个社会认同的基本价格。对于这个前提，笔者是持

怀疑态度的。因为银洋价格取决于市场价格，社会

稳定并不意味着洋价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徽外I虽

然地处万山丛中，却并不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

我封闭的经济圈．徽州必须与外界市场进行交换流

通，因为徽州缺乏百姓赖以为生的粮食。

明清时期的徽州缺乏粮食。严重依赖外界市

场，顾炎武说：“(徽郡)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

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

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

者，舰相接肩相摩也。”[2pr二十与外界粮食市场的联

系一旦中断或阻滞．徽州就会发生严重的粮食恐

慌。“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殍；五

日不至有昼夺。"[3】卷八以祁门县为例，祁门县“厥田高

亢，依山而垦，数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用，人甚

薄，岁稷粉蕨葛佐食，即丰年谷不能三之一。”[．】风俗故

需要通过水路从江西运粮，这条水路要经过江西浮

梁。历史上经常发生在浮梁被阻滞而导致粮荒的现

象。如“崇祯十四年辛巳，浮盗阻河，舟楫不通，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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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贵，斗米三钱，人多挖土以食，名日观音土，俗言

救苦也，食后多有死者。顺治三年丙戌，浮寇大发，

阻祁水道，斗米价值一金，强有力者从歙黟石埭负

贩至祁，穷民多饿死。"[4】洋异

既然徽州严重依赖外界粮食市场，而粮食又与

百姓的Et常生活息息相关。则徽州的货币市场必然

受外界货币市场的影响。洋价也必然随外界市场洋

价的涨跌而涨跌．不可能存在一个自己的“社会认

同的基本比值”。

笔者的这个观点不仅来源于对徽州粮食市场

的考察，更来源于对徽州传世文书的考察。在清代

的徽州。由于洋钱价格涨跌频繁，有些人在签订交

易契约时往往会注明当时洋钱价格，以防止日后发

生经济纠纷．如：

光绪四年四月张汪氏立当房契151

立当契张汪氏，今因正用，今将三近堂屋内左

边楼上房一步并门前出路道路流通，凭中立契出当

与洪双全嫂名下．三面议定。得受当价本洋二十元

正。其洋"-3即收足，其房随即交明经管，听凭取用。

其房是当之后。洋不起刺，房不起租，无论早晚，本

家洋到。其房随即赎回，受业人不得阻执。此系两厢

情愿，并无威逼等情，倘有亲房人等异言，系身承

当，不干受业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当契存照。

再批。洋价不论涨跌．每元作钱一千二百八十

文行算。又照。又批，增字两个，又照。

光绪四年四月日立当房契人张汪氏

中见人汪锡春、张以道

代笔张梦岩

食交易市场深渡和南源口这两个码头的洋钱价格

为准。如：

道光七年正月叶天贵立当契f61

立当契人叶天贵。今因欠少正用，自愿将祖遗

分受己业，土名东坞头下蚯踏脚大蚯，敬字一千二

百四十四号，计田税六分，大小买田一蚯，凭中立契

出当与堂叔秋口名下为业。三面言定，得受当本足

洋钱二十七元正，其洋钱"-3即受足，其田随即过割

耕种无异，从前至今并无重复交易，亦无威逼等情，

倘有内外人等异言，俱身一并承当。不涉受人之事。

恐12：7无凭。立此当契存照。

再批其田六年之外。听凭早晚将原价取赎，又

照。

再批其洋钱照南源12出典钱时价算。又照。

又批口价洋钱每元作出典钱八百四十文，又

照。

道光七年正月日立当契人叶天贵

咸丰八年六月潘善年立当契【7】

立当契人潘善年。今因正用。自情愿将土名后

山小买熟地一业．凭中立契出当与族内堂侄荣贵名

下为业。三面言定，当出本银洋六元正，其洋照依深

市米价作钱七千零八十文正。其钱随即收足，其利

每长年二分起息，递年不致欠少，如有欠少，听凭管

业，不得阻执。恐口无凭，立此"-3契为用。

咸丰八年六月初六日立当契人潘善年

以上3份注明当时银洋价格的契约只是笔者

从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查阅到的一部分，现

有些入甚至在契约中明确注明，以当时徽州粮 将笔者所见全部制表如下：

交易 交易
交易货币 兑换货币

洋钱
数据来源

时间 地点 比价

182503 徽州 洋十二元 每元南源口时价作钱八百六十文 1：860 道光五年三月江竟成立当契

182701 徽州 洋二十七元 照南源口时价每元作典钱八百四十文 1：840 道光七年正月叶天贵立当契

182906 徽州 洋十五元 作钱十三千八百文 1：920 道光九年六月张玉宝立当契

183109 徽州 洋十四元 计大钱十三千四百四十文 1：960 道光十一年九月叶天贵立当契

183401 徽州 潭五元 洋价九百九扣算 1：990 道光十四年正月潘福林立当契

183412 徽州 银洋四元 每元照市计钱一千 1：1000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张金富立"-3契

183504 徽州 洋一元 作钱一千文 1：1000 道光十五年四月张金富立当契

183511 徽州 大钱三十三千文 银洋时价作大钱一千文 1：1000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张启迪立典小买田契

183708 徽州 洋十二元 作钱十三千四百四十文 1t1120 道光十七年八月吴景林立项约

183712 徽州 洋四元 折钱四千四百八十文 1：1120 道光十七年十二月汪八红立当契

184506 徽州 光洋二元 每元扣典钱一千二百八十文 1：1280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汪发兴立借约

184512 徽州 洋十二元 折钱十五千六百文 1t1300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江文禄立当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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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2 徽州 洋十二元 折钱十五千六百文 1：1300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江文禄立当地契

184905 徽州 洋九元 折典钱十三千五百文 1：15()0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程佑彬立当契

185106 徽州 洋五元 钱七千三百文 1：1460 咸丰元年六月关灶泰立当契

185110 徽州 洋二十九元 申钱四十六千四百文 1：1600 成丰元年十月洪光亮立当契

185302 徽州 洋三元 每元作钱一千四百六十文 1：1460 成丰三年二月昊二富立押契

185312 徽州 洋一元 作时价大钱一千六百文 1：1600 咸丰三年十二月卜永祥立"-3田皮契

185406 徽州 洋三元 其洋每元计大钱一千八百文 1：1800 咸丰四年六月王柏森立当契

185411 徽州 洋六元 作钱十千三百二十文 l：1720 咸丰四年十一月吴张氏等立"-3契

185612 徽州 洋三元 申深市米价四千三百二十文 1：1440 咸丰六年十二月潘善年立"-3契

185806 徽州 银洋六元 照依深市米价作钱七千零八十文 1：1180 咸丰八年六月潘善年立当契

185807 徽州 洋二元 每元作钱一千二百八十文 1：1280 咸丰八年七月方观玄立当契

185812 徽州 洋四元 计价大钱五千文 1：1250 咸丰八年十二月王尚照立"-3契

185906 徽州 浑一元 计钱一千三百二十文 1：1320 咸丰九年六月方兆寿立当契

186112 徽州 银洋十五元 本年洋价每元计钱一千一百二十文 1：1120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郑阿许氏立典契

187804 徽州 本洋二十元 每元作钱一千二百八十文 1：1280 光绪四年四月张汪氏立当契

187811 徽州 洋二元 洋价每元一千二百文 1：1200 光绪四年十一月汪银福立允字

徽州
188106 英洋二十六元 结钱二十八千六百文 1：1100 光绪七年六月汪大玉立当契

歙县

188506 徽州 英洋十五元 每元作钱一千一百四十文 1：1140 光绪十一年六月吕光喜立押契

189302 徽州 英洋八十元 照依深市结价申钱八十千文 1：1000 光绪十九年二月江能彩立当契

189302 徽州 洋四元 洋价照市以四千零四十为准 1：1010 光绪十九年二月汪张氏立"-3契

189307 徽州 英洋三元 照依深市结算大钱三千文 1：1000 光绪十九年七月贺金妹立"-3契

189311 徽州 英洋十五元 每元深市价大钱一千零三十文 1：1030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叶春茂立当契

189905 徽州 英洋十八元 洋价以作九百五十文 1：950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洪观福立当契

照依深渡市价以作大钱二十千
189908 徽州 英洋二十二元 1：950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吴炳元立当契

零九百文

189911 徽州 洋十四元 折大钱十三千三百文 1：950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江世仁立顶契

189912 徽州 英洋八元 洋价照依深市招帖每洋换钱九百五十文 1：950 光绪二十五年腊月汪吉炳立当契

徽州
190005 英洋三十元 结钱二十七千九百文 1：930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江德辉立当契

歙县

190008 徽州 英洋三十元 每元计厘钱九百一十文 1：910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汪祖喜立出共屋批

190011 徽州 英洋二十元 洋价九百三十文 1：930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吴世云立当契

190104 徽州 英洋四元 每元九百三十文 1：930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江锦桃立当契

徽州
190107 英洋十二元 折钱十一千一百六十文 1：930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江炳和立当契

歙县

190212 徽州 洋二十元 其洋每元九百三十文 1：930 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凌金裕立当契

190312 徽州 英洋十一元 每洋作钱九百文 1：900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江观全立当契

190312 徽州 英洋十元 申钱九千 1：900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胡善根立当契

190404 徽州 英洋六十元 洋价九百文 1：900 光绪三十年四月昊乐妹立"-3契

190411 徽州 英洋六十元 洋价每元九百文 1：900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吴金寿立押契

190703 徽州 英洋二十元 照依深市价结典钱二十千文 1：1000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方阿贺氏立当契

190708 徽州 洋十六元 结钱十六千文 1：1000 光绪三十三年桂秋月吴阿凌氏立押契

190805 徽州 洋三十元 洋价一千文 1：1000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江得玉立当契

191006 徽州 洋二十五元 照依深渡市价作钱二十五千文 1：1000 宣统二年六月吕玉法立当契

191107 徽州 洋十五元 作市价大钱十五千文 1：1000 宣统三年七月胡邦武立"-3契

191109 徽州 鹰洋二十元 每元作钱一千文 1：1000 宣统：年九月吴承旺立当契

191212 徽州 英洋三十五元 洋价照深市作一千文 1：1000 民国元年十二月余炳金立"-3契
191305 徽州 英洋三十五元 每洋作价一千文 1：1000 民国二年五月吕德旺立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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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钱价一千三百二十文每元，扣算
192002 徽州 钱四十八千文 1：1320 民国九年二月许长庚立转抵屋契

英洋三十六元三角六分四厘

1926 徽州 洋二十三元 洋价一千文 1：1000 民国十五年程春森立当地契

从上表可知，清代徽州的银洋价格并不存在一

个稳定的基本比值，而是随市场的变化不断涨跌，

其大体趋势是：道光年间洋价持续上涨，至咸丰初

期涨至最高点，之后不断波动下跌，至光绪末期和

宣统年间才稳定在l：1000的价位。虽然由于笔者

所见有限，未能发现注明同治年间洋价的契约，但

从上表的洋价走势来看。平均应该在1：1200左右。

【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

【3】(康熙)徽州府志【z】．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

【4】(康熙)祁门县志【z】．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5】原件藏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尺寸395mmx340mm．

【6】原件藏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尺寸460minx410ram．

【7】原件藏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

爹季文献：

【l】刘伯山．清代徽州塾师的束僚叨．安徽大学学报，2008，(1)． 责任编辑：高 焕

The Price of Silver Dollar in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Wu Bingkun

(Center of Hui Culture Studie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Although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rea，because of the lack of food and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supply of the external market，Huizhou must exchange and circulate currency with the external mar-

ket in the Qing Dynasty，SO the price of silver dollar always changed with market fluctuations without a

stable ratio．The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trend of the price change can be reflected by contracts of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哆．

Key words：the price of silver doHag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grain market；contracts of

H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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