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圜錢“衛 ”試析 

黃 錫 全 

 

數年前，筆者曾見到泉界所謂的“衛釿”圜錢，近年又有數枚面世，據說已發現數十枚。

從所見實物及網上公佈的圖片看，真偽沒有問題。據介紹，這種圜錢首枚於 1992年出現于

陝西北部安塞縣一帶，山東濟寧也有發現，其出土區域包括陝西、河南、山東等地。
1
這類

圜錢由於是新見，銘文及含義不明，一直困擾錢幣界。如果不能正確解讀其上銘文，將難以

深入研究有關問題，其歷史價值也不能得到體現。現將個人一點不成熟的意見陳述如下，供

大家研究、參考。 

先將筆者所知幾枚資料介紹如下： 

1，1992年陝西北部安塞縣發現一枚，直徑 34 毫米，重 4.6克。據介紹，初見時保持出土

原生態，通體乾坑紅鏽。由於此錢孔大肉薄，加上銅質因鉛錫含量偏高顯得發白，收藏界多

持懷疑態度，以致多不認可（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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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2，2010年 5月 10日，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拍賣一枚。據介紹，此枚生坑，鏽色極美，品 

相甚佳，早年發現于山東濟寧，直徑 33.8毫米，重 4.7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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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3，北京藏家賈暉先生收藏一枚，據說出自河南洛陽一帶，直徑 34.5毫米，重 6.1 

克。通體薄綠，紅朱砂鏽，其間有藍結晶鏽點（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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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4，山東煙臺藏家張立俊先生收藏一枚，直徑 33毫米，重 4.61克，據說出自山東濟寧附近。 

5， 2013年 9月 23日華夏古泉網語音拍賣預展一枚，直徑 34.49毫米，重 5.9克（圖四）。 



    圖四 

6，北京藏家董瑞先生收藏一枚，直徑 33毫米，重 4.3克（圖五）。 

圖五 

7，山西太原藏家艾亮先生收藏一枚，直徑 34.4、孔徑 11.1毫米，重 4.7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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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圜錢第一字釋讀為“衛”，沒有問題。衛字見於甲骨文、西周金文，但戰國三晉文字暫

且未見。
6
其下增從“止”形者，近年出土楚簡文字多見，如下列諸形（包山楚簡、望山楚

簡、天星觀楚簡、新蔡楚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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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字，泉界多讀為“釿”。經觀摩多枚實物，我們認為既不是釿，也不從匕，而應是

從古文字中的“乇”。如下列三晉“宅陽”矛之宅、方足布“宅陽”之宅及楚簡宅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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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乇”字的構形特點，是中間一小橫多靠上作，與“力”字小橫靠下不同。
9
從金從

“乇”，即 。因此，圜錢銘文應釋讀為“衛 ”。 



在探討圜錢“衛 ”含義之前，首先有必要介紹楚簡中兩見所謂的“ ”字： 

1， 信陽楚簡 2—015 號：“尃（博）一灷（寸）【少】灷（寸），厚 灷（寸）”。
10
原

報告釋文將“厚”下一字釋為從金從戈之鈛。商承祚先生摹本作 ，釋文為鈛。
11
滕

壬生先生摹寫作 ，與 一併列入“釴”下。
12
李守奎先生《楚文字編》629頁釋為

，
13
湯余惠先生主編《戰國文字編》處理原簡字形作 ，列為 。

14
劉信芳先生釋

為從金，從弋之釴，讀為“一”。
15
何琳儀先生認為“從金，乇聲，疑 之省文”，“疑

讀 ”。
16
陳偉先生等保存原形，未作釋讀。

17
劉國勝先生釋為從金從才，意為錙，四分

之一寸。
18
李天虹先生據嚴倉楚簡及清華算數簡李學勤先生之說，肯定劉說。

19
 

2， 包山楚墓竹牘 1:“白金大，赤金之 ”。
20
其中 字不清。滕壬生先生摹寫作 ，

21
李

守奎先生等書作 。
22
劉信芳先生認為“‘ ’乃整理者所隸定，原圖版該字不可辨 

識，疑是‘銍’字”，與包山簡 272號簡“赤金之鈦，白金之銍”、276 號簡“白金之鈦，

赤金之銍”類同，並引董珊先生之說可讀為桎，即車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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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第一字應從劉國勝先生說，從“才”不從“乇”，為四分之一寸。第二字存有疑問，

需要核實竹簡筆劃才能確定。所以，本文暫且存疑不論。 

字書不見 ，考慮到乇與宅通用，如方足布“宅陽”或作“乇陽”， 當即 。《康熙

字典》：“ ，音未詳。《唐書·車服志》景隆中腰帶垂頭於下名 尾，取順下之義。《宋

志》 尾即今之魚尾”。  

先秦圜錢銘文約有 20餘種，根據現有材料，三晉、兩周圜錢上多記地名，有的記有幣值

(或貨幣單位)“釿”。齊、燕圜錢不記地名，僅記幣值“刀”或“幾刀”。秦錢除文信、長

安為封號外，餘皆記重量或幣值“兩”或“甾”。另有“半圜”錢，意為半個貨幣單位的圜

錢，即一兩圜錢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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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究竟是地名還是其他，曾有三種考慮：一是作為地名，讀“衛 ”為“郼亳”，

即“ 薄”，其地可能指河南滑縣，或者山東曹縣。
25
二是讀“衛 ”為“衛刀”。

26
三是作

為衛國圜錢，讀“衛 ”為“衛錘”。經仔細斟酌，還是傾向於第三種。 

目前所見圜錢，未見以國名名幣者。但先秦貨幣“齊大刀”之齊則為國名。布幣“梁亢

釿”之梁為魏國國都，也指代魏國。
27
楚金幣“郢稱”之郢為楚國都城，也指代楚國。衛為



周初所封諸侯國，初都于沬（河南淇縣），春秋初都曹（河南滑縣東），公元前 658年遷都

楚丘（河南滑縣東北），後又遷帝丘（河南濮陽西南），公元前 254年滅于魏。後在秦支持

下複國遷都至野王（河南沁陽），公元前 209年 滅于秦。
28
圜錢衛當指國名。 

圜錢“衛 ”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為記重或記值，一是稱權。 

乇與垂音近字通。如《說文》乇、 （後垂行而 廢，見段注）二字挨著編排。

字古文作 ，我們認為其形就是下列所謂“白金三品”龜幣文字“垂光”之垂： 

      龟文 古文 

其字本從乇從力。《說文》所從之“勿”乃“力”誤。古文乃從力，乇聲。
29
《說文》：“乇，

艸葉（段注當作艸華）也， 。”“ ，艸木華葉 。”乇、 均有下垂之義。燕國

兵器有“ 鋸”、“ ”、“ ”之類。有學者研究，鋸為文獻之瞿，為戟屬。 讀為

殺，為鈹屬。均兵器之名。從乇之字可通垂。“ ”可讀為“捶”，訓擊。
30
 新見“防府宅

戈”與燕兵器“ 鋸”、“ ”、“ ”句式類似，宅戈也可讀為捶戈，即防府製作的

擊殺用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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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圜錢“衛 ”可讀為“衛錘”。 

一錘之重過去主要有八銖、六銖之說。八銖說見《說文》及《淮南子·說山》高誘注。

六銖說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錙錘”注引《風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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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見有重量單位錘：
33
 

簡 130：一脂，攻閒大車一兩（輛），用膠一兩、脂二錘。 

整理小組注：“錘，重量單位。相當八銖，即三分之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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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岳麓書院藏秦簡也記有重量單位錘（不從金）：
35
 

0957：貲一甲，直錢千三百四十四，直金二兩一垂。一盾直金二垂。 

0970：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錢千囗百二十。金一朱，直錢二十四。 

據此推算：金 1銖=24錢； 

1甲=1344錢=金 2兩 1錘 

1兩=24銖 

1甲=金 56銖 



56銖=2兩 8銖 

2兩 1錘=2兩 8銖 

1錘=8銖 

按一銖重 0.65克，六銖計 3.9克，八銖計 5.2克。前列 7件“衛 ”圜錢重量，分別為 4.6、

4.7、6.1、4.61、5.9、4.3、4.7克，平均重為 4.99克，與八銖較為接近。由於所出“衛 ”

圜錢重量還難以全知，圜錢銹蝕程度不一，平均 4.99 克之重有一定局限。也可能銘文只是

一種价值標度，與實際重量無關。
36
 

楚國大布背文“七傎”，陳劍先生釋傎為 ，懷疑 當釋讀為錘，推算楚布一 （錘）

重 5克左右，齊耳杯 （錘）重 3.9克。
37
 

安徽固鎮新出一種楚布，正面“橈比（幣） 四”，可理解為“橈幣一 為四枚小幣”；

或者讀為“橈比（幣）四 ”，即這樣的小長幣四枚當一 。這與普通的楚國小布文字“四

比（幣）堂（當） （釿）”之義類同。背文“一 三 ”，是大布背文“七 ”的四分之

一，一 相當於四 。筆者所知三枚重量分別為 5.5、6.5 和 8.4 克。
38
我們取三枚平均值

計算 與 的重量如下（按一 等於四 ）： 

一 三  ＝（8.4+6.5+5.5）÷3＝6.8克   

一      ＝4小布×6.8克＝27.2 克    

一      ＝27.2 ÷ 7 ＝ 3.885克             

1      ＝6.8÷7＝0.97克               

可見，新見三枚楚布平均值的 重 3.885克，與山東所出耳杯 重 3.89 克相合。
39
如此，

戰國時期的 重很可能早期在 5克左右，相當於 8銖，晚期在 4克左右，相當於六銖。 

楚國文字的 ，是個老大難問題，說法較多。近見劉剛先生根據學術界的有關研究，認

為楚國銅幣銘文“ 朱”應讀“錘銖”，表示三分之一銖金的價值。
40
李天虹先生據嚴倉楚

簡對“ ”表示“三分之一”的用法作了進一步的肯定，但同時指出，它是否就是“垂”字

的異體，亦或是“坻”字異體或其他與“垂”字音通的字，“目前似乎不宜斷言，還有待進

一步研究”。
41
 

如果“ ”讀錘，楚銅貝“ 朱”讀“錘銖”，相當於三分之一銖金，那麼，其他銅貝

銘文，如“巽”、“行”、“君”、“全”、“ ”等如何解釋？銅貝“ 朱”究竟表示三

分之一銖黃金，還是八銖銅貝，抑或其他？楚大布“ ”是否可讀“垂”？等等問題，以及

相互之間的關係，還存在諸多疑問，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在此暫不作討論。  

錘也指稱權。《漢書·律曆志上》“圜而環之”顏師古注：“錘者，稱之錘也。”《廣



雅·釋器》“權謂之錘”。以前見有三晉“宅陽四命”、“皮氏六命”、“露十命”、“梁

府半釿”、“半釿之重”、“法律韋雍”等稱量布幣之權，
42
，以及下列所謂“半釿之重”、

“百家（？）”圜權，
43
分別重 11.8 克與 16.4 克。這些有可能是戰國時期不同階段不同品

種的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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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如此理解，則“衛 ”可讀“衛錘”，指衛重八銖的圜錢。根據下列“衛瞏”圜錢的

發現，似乎也可以理解為衛國圜錢的稱權，作為砝碼錢檢驗流通圜錢。
45
 

董瑞先生收藏一枚“衛瞏”圜錢，與上述“衛 ”圜錢類同。
46
據拓圖，直徑 33、孔徑

12毫米，重 3.6克。 

     圖八 

第二字寫法與“瞏”小別，目上多出筆劃。目上多出者似眉毛，見於金文瞏字，戰國文

字似未見。但戰國文字“蔑”上所從則多見。如下列諸字：
47
 

 

       

        三晉瞏 望山楚簡環 新蔡簡瞏 



若此，上列圜錢之瞏上部為金文瞏字所從“眉”形的孑遺，當釋讀為“衛瞏”，似為衛

之圜錢。 

目前，“衛瞏”圜錢僅一見，據重量相當於六銖，其與相當於八銖的“衛 ”圜錢究竟

是一種什麼關係，一時還難以斷定，還有待更多實物的發現與研究，望泉界及學術界留意。 

倘若這就是战国中晚期衛國重八銖（三分之一兩）、重六銖（四分之一兩）的圜錢，則

對於進一步研究衛國或戰國貨幣及衡制，以及諸國圜錢貨幣的關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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