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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衡

“开元通宝”正读解
◎ 张建设

【摘

要】

张锦鹏

通过考察历代对武德钱文称“开通元宝”的文献记载，考察“开通”系列钱的文献记载及其旋
读的实际情况，以及日本学者对《旧唐书》中武德钱文有关记载的研究成果，认为“开元通宝”
的正读是“开通元宝”。自乾元年后，部分唐人或读作“开元通宝”。所以，武德钱文在古代文
献中有“开通元宝”（旋读）和“开元通宝”（顺读）两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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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铸行了一种新的方孔圆

盛唐或713年。其实，唐代三百年间，都在铸行“开

钱，钱文采用吉语，结束了自秦汉而来钱文内容以

通元宝”，简单地把出土古钱定为是唐玄宗时的铸

记重为主的形式，开始了方孔圆钱发展的第二个阶

币是缺乏根据的。有鉴于此，唐先生力主武德钱文

段即年号（吉语）+宝文的时代。

读“开通”说，写成了《武德钱文研究》等分别收

详细记载武德新钱的文献是《旧唐书》卷四八

入《中国历代货币大系·隋唐五代卷》、
《中国古钱
币》〔2〕中。

食货志：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

今考察历代对武德钱文称“开通元宝”的文献

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初，开

记载，考察开通系列钱的文献记载及其旋读的实

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功。

际情况，以及日本学者对《旧唐书》中武德钱文有

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

关记载的研究成果，求解“开元通宝”的正读。

之。自上及左迴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
通元宝钱。〔1〕（图一）

一、武德钱文称“开通元宝”的文献考察

自唐以来，武德钱文就有顺读“开元通宝”与

开通元宝的诞生结束了自秦汉以来钱文内容

旋读“开通元宝”两种读法。那么，武德钱文读法

记重制时代，开始了方孔圆钱发展的宝文制时代。

究竟以何者为正读？历代而来，各有所辩，未能统

最早记载武德钱文的读法的文献是《旧唐书》（见

一。先师唐石父先生曾在《古钱读法》中举例：有些

上），现考察记载武德钱文作“开通元宝”的历代

考古工作人员把武德钱文读作“开元通宝”，于是

文献并合辑如下：

就将现场的古物或古迹断代为唐玄宗在位时期的

1.奉使亲监铸，改故造新光。开通万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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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出青黄。（唐.王梵志诗.敦煌写本，见《王梵

大小之中也。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5〕）

志诗校辑》张锡厚.中华书局1983）
2.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
（唐.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3.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欧阳率

16. 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其文乃欧
阳询所书。
（清.赵翼《陔馀丛考》，中华书局）
以上十六条为唐至清代典籍中，当时学者记述
武德钱文读曰“开通元宝”者也。

更书也。（唐.刘餗《隋唐嘉话》）
4.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
率更书也。(唐.张怀瓘《书断》，唐.张彦远《法书

17.称元宝，自唐高祖始；称重宝，自唐肃宗
始；称通宝，自宋人误读开通钱文始。（明.周祈
《名义考》〔6〕）
18.顾司业栋高曰：乾隆四年于鄱阳湖得宋

要录》辑)
5.李希烈既平，淮西节度使陈仙奇进钱一
〔3〕

枚，大小如开通之状。
（《唐书》 ）
6.武德四年秋七月丁卯，废五铢钱，行开通

时所覆运钱舟，钱皆宋初，杂出唐开通钱一二
文。……余取其轻重较之，唐开通元宝重一钱。
（《古今钱文考略》北京图书馆藏钞本）

元宝钱。（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八·皇王
部三十三，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7.肃宗乾元元年七月诏曰：第五琦奏请改
钱，以一当十。别无新铸，不废旧钱，宜听于诸

询所书，其字当回环读之。俗读为开元通宝，以
为玄宗之钱，误之甚矣。（清.纪昀《槐西杂志》
三）

监别铸一当十钱，其文曰“乾元重宝”。其开通

20.隋文帝更铸五铢，重如其文。而开通元

元宝者亦依旧行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清.蔡云《癖

五○一·邦计部·钱币三，中华书局影印明本）

谈》卷六，影印道光本）〔7〕）

8.君若无资乎，求开通钱千余，当为君化少

21.予家藏杜佑《通典》皆云开通，今新刻

物。（宋.王洙《王氏谈录》，商务印书馆《丛书

本皆云开元，未学妄竄易也。（清.倪模《古今钱

集成》本）

略》〔8〕）

9.苏辙至京师，上书王介甫问铸钱。对曰：

2 2 . 此 钱读法纷 如 聚讼，要以读开通 者

唐开通钱最善。（宋. 苏辙《龙川略志》，中华书

为是。《隋唐嘉话》云云，是唐人读作开通元

局）

宝，不知开元为玄宗改元，武德中无由逆意。
10.唐高祖武德初铸开通钱。（宋.张舜民

《画墁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

《嘉话》所指自是高祖时所铸，其文当读开通。
（清.叶德辉《古泉杂咏》卷二，影印光绪本）〔9〕

11.“开通钱”（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

23.唐开元泉，
《洪志》谓当作开通元宝，其

一五·商贾货财部钱门，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明

说极是。
《食货志》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钱，嗣后

本）

明皇先天二年改元开元。使武德间早以开元为
12.显德六年秋七月铸唐国通宝钱，二当开

钱文，何又以开元为年号耶！当与乾封泉宝同为

通钱之一。（宋.陆游《南唐书》卷二，商务印书

右读无疑也。（清.高焕文《癖泉臆说》卷二，影

馆《丛书集成》影印明秘册彚函本）

印光绪本〔10〕）

13.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宋.程迥《三
〔4〕

器图义》 ）
14.唐武德初铸开通元宝。（元.马端临《文
献通考》，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15.凡造一钱，用铜一钱。开通元宝得轻重
72

19. 开通元宝钱，此钱唐初所铸，乃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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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献通考》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
自上及右环读之。吕东莱曰：唐及五代惟开通之
法不可易。
（饶登秩《古欢斋泉说》〔11〕）
以上八条为明及近代文献中，当时学者考证武
德钱文读为“开通元宝”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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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图三

二、
“开通元宝”系列钱文的文献考察
徴之历代文献，武德钱文以旋读为正。所以今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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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谭录》：世宗朝铸周通元宝钱。李孝美曰：径寸重五
铢，文曰：周通元宝。〔16〕
宋通元宝，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太祖初
铸钱，文曰：宋通元宝。〔17〕

日所见唐及五代铸币以旋读为主。
1.“开通元宝”以外的唐钱文献记载：
乾封泉宝，旋读。《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乾
封元年封岳之后，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

根据元代类书《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
中《货泉沿革》的记载，南唐铸造了“唐通国宝”
钱。

〔12〕

重二铢六分。……乾字直上，封字在左。 （图二）
乾元重宝，系顺读。因为“元宝”二字位置已经

汉通元宝：刘知远国号大汉，以汉通元宝
为文，径一寸，重五铢。

固定，所以，以“乾重”二字易“开通”二字，于是成
为顺读。

周通元宝：周世宗废佛寺三千三百六十，诏
毁天下铜佛铸钱。

“得一元宝”、
“顺天元宝”并旋读。史思明
铸。以上见《旧唐书》。

唐通国宝：八分书，又有篆书折二，篆书小
钱。
（《事林广记》中华书局影印元本）

“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并旋读 。二钱系唐

3、日本学者对武德钱文读法的研究：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铸于西域

据《续日本纪》：日本国于和铜元年（708）模

者，时为吐蕃隔绝已十余年。其孤悬塞外，艰苦卓

仿唐武德钱文铸造“和同开珎”。
《和同开珎》中记

绝，铸“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以示为唐守土，不

载，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旧唐书》把“开元通宝”

忘中朝。据《开通钱外唐朝泉谱凡例》的考证：

左旋顺读为“开通元宝”的记载，重新引人注目。

大历元宝系于开通 元宝钱范置大历二字

因为（武德钱）被输入日本之时，被叫做“开通元

者，为一时权宜之作。却可由此证实开通钱应读

宝”的可能性高。像时针旋转的顺读法，具有流通

〔13〕

作开通元宝，不可读开元通宝。

的意义，所以人们习惯把唐武德钱文读成“开通元

建中通宝亦系镶置于开通元宝钱范者，为

宝”。

不可读作开元通宝之最要物证。假如系读作开

和同钱之后，万年通宝、神功开宝、隆平永宝等

元通宝，则只须镶置建中二字已可，何必镶置三

皇朝十二钱，与“和同开珎”一样是顺读（旋读）。

字？镶置三字而环读之，显见开通元宝亦系环

从“和同开珎”开始，一直到奈良平安时代，基本都

〔14〕

读。

（图三）

是采用了顺读的方式。西村真次氏和入田整三氏等
人都支持顺读“开通元宝” 的读法。〔18〕（图五）

2. “开通元宝”系列钱文献记载：
汉通元宝，
《泉志》卷三·正用品下：余按此钱
〔15〕

唐使将唐朝铸币引入日本，遣唐使将唐朝铸币

（图四）

制度导入日本。既非民间往来，那么，传入的应该是

周通元宝，
《泉志》卷三·正用品下：苏耆《开

官铸钱币与一种正确的铸币制度。既然皇朝十二钱

径寸，重三铢六參。文曰“汉通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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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是顺读（旋读）的方式，适足以证实武德钱文必

“开通元宝”也作为年号钱顺读为“开元通宝”做

然是以旋读为正，应读作“开通元宝”。

好了潜在的准备。有可能开元年后流俗或把“开通

结论

元宝”也当成年号钱顺读作“开元通宝”，至迟乾
元年后流俗已经顺读作“开元通宝”。以至于后来

武德钱文正读是“开通元宝”，但非终唐只读

西域有“建中通宝”的铸行。旋读的“开通元宝”已

“开通元宝”。唐人在开元年前一直读作“开通元

经被顺读作“开元通宝”，这从日本皇朝十二钱中的

宝”，如《王梵志诗》、
《隋唐嘉话》、
《唐六典》等。

“万年通宝”（上元元年760，日本天平宝字四年）、

到了“安史之乱”后，武德钱文的读法有了突变。据

“延喜通宝”（天祐四年907，日本延喜七年）的铸

《册府元龟》卷五○一·邦计部·钱币三：

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由此，宝文制的元宝、重

（乾元）二年（759）八月，又铸大钱，其文

宝、通宝三种基本宝文就齐全了。并且，以“开通元

依乾元重宝而重其轮以别之，一当五十。于是，

宝”钱式为圭臬，由于元字在下，故元宝钱文皆旋

新铸与乾元、开通元宝三品并行焉，而谷价腾

读；通字在右，故通宝钱文皆顺读。
结论：根据笔者对历代记载武德钱文的文献

贵。
此时尚称“开通元宝”。然而，仅仅数月之后则
变称为“开元通宝”。
（引书同上）

研究，认为“开元通宝”的正读是“开通元宝”。唐
人在开元年前一直读作“开通元宝”。但是，自乹元

上元元年（760）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

年后，部分唐人或读作“开元通宝”。所以，武德钱

新钱。其重稜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

文在古代文献中才会有“开通元宝”（旋读）和“开

开元旧钱，宜一当十文行用；乹元当十钱，宜依

元通宝”（顺读）两读的现象。现在，可以把《旧唐

前行用。

书》食货志关于武德新钱的记载校正如下：

唐朝三百年间，前有“乾封泉宝”年号钱，不

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其词自上及左迴

过，
“乾封泉宝”冶铸时间不长，而且是旋读，不

环读之。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其义亦通。流

会产生顺读的影响。后有“乾元重宝”年号钱，虽

俗谓之开元通宝钱。

然时间也不长，但是由于此钱顺读，这就为人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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