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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林素 徐立国/文
图片提供：唐帅宏润工作室

红山古韵的岫玉

橄榄石因呈柔和自然的黄绿色而有“太阳宝石”之美誉，象征着名誉、尊严、保护

和成功，还被誉为“幸福之石”，也是结婚15周年纪念石。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4个国

家，以及国际上有关宝石组织的生辰石列表中，橄榄石作为八、九月生辰石的使用频率

分别为6、7次。考虑到世界上橄榄石资源较为丰富，并且还是我国的优势宝石资源，倍

受我国女性消费者喜爱，所以在中国十二生辰石建议方案中对橄榄石予以保留。

尖晶石特别是红色尖晶石曾一直被当作红宝石而受到全世界王室贵族的特别追捧，

谱写了浪漫迷人的皇室珠宝传奇故事。尖晶石这种“被世界遗忘的宝石”，终于在2016

年不约而同地被美国宝石贸易协会（AGTA）－美国珠宝零售商协会（JA）和国际有色宝

石协会（ICA）增补为八月生辰石。考虑到世界上尖晶石资源较为丰富，并且我国也有尖

晶石产出，其中的红色和热粉色尖晶石更是热销，所以在中国十二生辰石建议方案中对

尖晶石予以保留。尖晶石还是结婚22周年纪念石。

岫玉是岫岩蛇纹石玉的简称，以色泽绚丽、质地细腻、软硬适度、可雕性强著称。

岫玉无论是储量还是质量抑或是块度都驰名中外，并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玉（和田

玉、绿松石、独山玉和岫玉）”之一。如今岫玉更是古韵新生，已有学者将它作为中国

八月生辰玉。因而，建议将岫玉作为我国八月生辰石之一。

橄榄石、尖晶石和岫玉

岫玉由于在全国蛇纹石质玉中质量

最好、储量最多、名气最大，因而几乎

成了中国蛇纹石质玉的代名词，更是中

国玉雕百花园中一枝瑰丽的奇葩。

众所周知，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

所产的蛇纹石质玉以其历史悠久、储量丰

富、块度巨大、品质优良而闻名于世，故

名岫玉，即狭义的岫玉。而广义的岫玉则

泛指我国其他地方所产的蛇纹石质玉。

“蛇”，因其绿、白等色相间形成斑杂

状似蛇皮的外观而得名，实际上是蛇纹

石矿物的英文名称；而后者为汉语拼

音，因其盛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

岫玉是中国珠宝市场上最常见的

玉石品种，近年来一改过去“创意太老

套、工艺太粗糙”的路子，更趋向于精

巧化，并且价格亲民，进而重获国人的

信赖与欢迎。

名称由来
岫玉英文名称为Serpentine（或

Xiu	 Yu），前者源自拉丁语，意思是

岫玉“予之冠”，用几何曲线折射出曲曲折
折的人生之路，入围2017年法国巴黎“欢乐春节•
中国风格生肖珠宝设计发布暨展览”。唐帅/作

岫玉雕刻品，中国地质博物馆百年历
程——自然瑰宝展展出。唐帅/作，吕林素/摄

岫玉雕刻品及其首饰，中国地质博物馆百年
历程——自然瑰宝展展出。浅绿色岫玉登高图
（左），柴艺扬/作；黑白岫玉水墨虾瓶（右）
叶屹东/作。瑶池集庆捐赠中国地质博物馆，吕
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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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科学

史家章鸿钊先生考证，蛇纹石的特点有

五：色灰绿或褐黄，质如纤维，光泽若

绢丝，烧之不燃，常常与滑石共生。

辽宁岫岩地区金代被称为“秀

岩”，明代才被称为“岫岩”并沿用至

今。因此，“岫岩玉”或“岫玉”自明

代以后才见于文献中。

汉代以前，辽东出产的玉曾被称为

“夷玉”和“珣玗琪”。尽管“夷玉”和

“珣玗琪”究竟指何种玉石，目前珠宝界

还众说纷纭，而辽东地区盛产美玉的地方

主要在岫岩一带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

无论是“夷玉”还是“珣玗琪”，都应该

包括现今所称的“岫岩玉（岫岩闪石玉和

岫岩蛇纹石玉的统称）”。

按照我国《珠宝玉石•名称》标准

（GB/T	 16552－2010）规定，“岫玉

（Xiu	Yu）只是蛇纹石（Serpentine）

中的一个品种”。

文化传承
世界上对蛇纹石玉的应用历史非常

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大约3万年前，来自

奥地利加根堡的蛇纹石维纳斯雕像就是

最好的明证。

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Mi-

noan，大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时

期，当地居民就把蛇纹石雕刻成花瓶、

杯碗（常见六片花瓣状风格的花碗）以

及其他小件实用器具和工艺品。

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就雕刻有复杂

而精美的蛇纹石柱状图章。此外，米诺斯

遗址还出土有著名的蛇纹石酋长杯，其上

雕有王子狩猎后获得兽皮情景的图案。

新西兰的毛利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

用蛇纹石玉即鲍文玉雕刻装饰品，用于

美化和装饰自己。

蛇纹石中的利蛇纹石的名称就源

于其产地——英格兰康沃尔郡的蜥蜴半

岛。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一直开采利

蛇纹石用作玉雕材料，譬如，做成精美

的利蛇纹石首饰盒，盒盖上还镶嵌一只

栩栩如生的银质蜥蜴。

我国对岫玉的认识和开发利用也

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辽宁省建

平县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

期红山文化玉器中，经中国古玉地质

考古学家闻广教授鉴定发现，也有用

岫玉制作的猪龙、璧、琮、凤首、棒

形器、方形饰、马蹄形饰和双人首三

孔饰等装饰品和礼仪用品，表明东北

地区的先民对岫

玉的应用达到了

相当的高度。

然 而 ， 魏

晋以降至宋元时

期，也许由于东

北地区政权频繁

更替，长期处于

分裂割据状态，

致使岫玉的开发

利 用 进 入 寒 冬

期。经过漫长的

沉寂之后，到了

明清两代，岫玉

又 重 新 崛 起 。

譬如，北京明代

十三陵定陵就出

土 有 岫 玉 制 成

品，清代故宫博

物院也有收藏，

表明岫玉也是明清宫廷王室用玉中的重

要一员。

至近现代，岫玉遍布全国甚至世

界五大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岫玉

更是重获新生。岫玉（过去习称为岫岩

玉）由于拥有古代数度的辉煌和近现代

的开拓而被国人厚爱，使之在2000年中

国宝玉石协会举办的“国石”评选活动

中，荣登“六大候选国石”（包括岫岩

玉、和田玉、巴林石、寿山石、青田石

和昌化石）榜首。

了解品类
岫玉：是指以蛇纹石（>95%）为主

组成的、能用作宝石或装饰材料的蛇纹

石块状集合体或蛇纹岩，呈不透明至透

明状。

蛇纹石是蛇纹石族矿物的总称，

其成分为含水镁硅酸盐矿物，有16种之

多，因各种类外观相似，不必区分。在

蛇纹石玉中主要有利蛇纹石（即结构层

平坦如板者）、叶蛇纹石（即波状起伏

如叶片者）和纤蛇纹石（即卷曲状或管

岫玉河磨玉，开窗处可见内部有质地
优良的绿色岫玉。王时麒提供

岫玉工艺品“和顺”。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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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者）3种，展现了丰富的特点和色彩。

岫玉主要由叶蛇纹石以及少量纤蛇

纹石组成，其中的蛇纹石有3种形态，即

微细鳞片状、纤维状和叶片状集合体，

其中前者是优质玉石中蛇纹石存在的最

主要形态。

岫玉的颜色极为丰富，其中以绿色

和黄色最为常见，主要由铁元素所致，当

二价铁（Fe2+）占绝对优势时呈绿色；当

三价铁（Fe3+）相对较高时呈黄色。

据我国著名玉石专家王时麒教授等

撰写的《中国岫岩玉》，岫玉的分类方

案有二：

一是产状分类，有山料和河料之

分——

1.山料：指从山里原生岫玉矿床开

采的玉料，其特征是呈不规则的块状，

棱角分明。

2.河料：俗称“岫玉河磨玉”。指

产于山下古河床——河谷泥沙砾石层中

产出的冲积型岫玉砾石，其特征是磨圆

度较好，呈浑圆状、次圆状，块度大小

悬殊，因风化作用发生在比较潮湿的环

境中，致使外表有一层较粗较厚的灰白

色或黄褐色石皮。少见。

二是颜色分类，按主色调及杂色可

分为8种——

1.绿色岫玉：指呈绿色的岫玉，颜

色从淡绿、浅绿至黄绿、绿再到深绿和

墨绿色，其中高品质的翠绿色岫玉可称

为“岫翠”。

2.黄色岫玉：指呈黄色的岫玉，颜

色从浅黄到黄再到柠檬黄色。

山料岫玉原石。瑶池集庆捐赠中国地质
博物馆，吕林素/摄

河料，俗称“岫玉河磨玉”。王时麒教授提供

绿色岫玉原石，正面抛光。中国地质
博物馆收藏，郭克毅/摄

黄色岫玉手镯。吕林素/摄

花玉“翠鸣清荷”，深灰色岫玉部分俏雕成硕大的荷叶，浅灰色岫玉部分俏雕成荷
花。瑶池集庆捐赠中国地质博物馆

3.白色岫玉：指呈白色的岫玉，颜

色从白、乳白到黄白再到灰白色。

4.灰色岫玉：俗称“火石青”，指

呈灰色的岫玉，颜色从浅灰、灰、深灰

到青灰再到黑灰色。

5.黑色岫玉：指主要呈黑色的岫

玉，颜色从灰黑到黑色。

6.黑白岫玉：指以白为基础色，夹

杂有20%～60%的黑色，并构成一定花纹

图案的岫玉，类似于软玉中的“青花”。

白色岫玉原石，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
吕林素/摄

岫玉“陋室铭”，其左侧黑色岫玉部分雕刻
成错落有致的民居瓦房。唐帅宏润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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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玉的基本性质

矿物（岩石）

名称

蛇纹岩，主要由蛇纹石组成，其次

还有透闪石、白云石、方解石、滑

石、黄铁矿和磁黄铁矿等

化学成分
Mg

6
[Si

4
O
10
](OH)

8
，可含少量Fe、Ni、

Mn、Cr和Co等，含水平均可达11.7%

结晶状态
隐晶质集合体（含少量斑晶），常

呈叶片状或鳞片状或纤维状聚集

颜色
绿、黄、白、黑、灰和杂色（白色

条痕）

光泽 主要呈玻璃光泽，少量呈蜡状光泽

解理 无解理，断口参差状

透明度 不透明至透明

折射率 点测法1.55，其他1.56

光性特征 非均质集合体

摩氏硬度
4～6（硬度随着其中透闪石含量的

增加而逐渐增大），其他2.5～5

密度

（g/cm3）

2.58，范围2.49～2.64，其他

2.5～2.7

紫外荧光 长波：无至弱绿；短波：无

放大检查
黑色矿物包体，白色点状物和絮状

物，叶片状、纤维状交织结构

特殊性质 猫眼效应（极少）

据陈钟惠等《珠宝首饰英汉—汉英词典》（2003）
和王时麒等《中国岫岩玉》（2007）综合.

花玉“乐在其中”。唐帅宏润工作室提供

7.花玉：专指在原生色基础上，伴

生有地表氧化带因风化淋滤作用而受到

褐铁矿浸染所形成的红、黄和褐等次生

色的花斑状岫玉。

8.甲翠：是由“假翠”转音而来，

专指由绿色蛇纹石和白色透闪石混合组

成的花斑状岫玉——学术上可称为透

闪－蛇纹石玉。

黑白岫玉手镯。吕林素/摄

岫玉“北国风光”，甲翠雕成的雪山与绿
色岫玉雕成的翠峰相映成趣，给人以北国初春
之感。唐帅宏润工作室提供

选购要领
无论挑选岫玉首饰还是岫玉玉器

时，均可参照翡翠分级标准（GB／T	

23885—2009），并结合《中国岫岩玉》

的论述，从颜色、透明度、质地、净度

以及加工工艺几方面入手，兼顾跑色程

度和块度进行综合评价。

1.颜色：要求鲜艳且均一。岫玉的

颜色种类繁多，深浅不一，按其主色调

可分为绿色、黄色、白色、黑色和灰色5

类，其中以绿色为最主要的颜色，也是

最佳的颜色，其次是黄色。

岫玉的颜色评价包括色调、彩度、

明度以及颜色分布特征4个因素——

色调：表征岫玉呈绿、黄等色的

特性，要求纯正，当然是越纯正越好，

偏色时则较差。岫玉的色调大致分为正

色、较正色和偏色3级。

譬如，绿色岫玉包括正绿、绿（偏

黄）、绿（偏青）和绿（偏灰）等，其

价格依次为正绿>黄绿>青绿>灰绿，其

中以正绿色者即岫翠价格最高。

彩度（饱和度）：表征岫玉颜色的

浓淡程度，不一定越深越好，浓淡适宜

最好。岫玉的彩度大致分为浓、较浓和

淡3级。

对于绿色岫玉，以绿色浓或较浓

时为佳，如浓郁的绿色岫玉价格最高；

当绿色过淡或过浓以至于发黑时，如绿

白、浅绿以及黑绿色岫玉的价格则直线

下降。然而，对于黄色或黑色岫玉，通

岫玉“水”，用不同彩度的岫玉来展现水
花的灵动。唐帅宏润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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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越浓越好。

明度：表征岫玉颜色的明亮程度或

鲜艳程度，当然是越鲜艳越好。岫玉的

明度大致分为明亮、较明亮和暗淡3级。

对于绿色岫玉，以明亮者价格最

高；明度较低者，目视时颜色发灰或发

暗，如暗淡的绿色岫玉的价格不高。

颜色分布特征：表征岫玉颜色分布

的均匀程度，一般是越均匀越好。岫玉

的均匀度大致分为很均匀、较均匀和不

均匀3级。

在大量的绿色岫玉中，在均匀分

布的绿色基底上，常出现点状、片状、

条状或块状分布的白色或黑色杂质（占

5%～30%），致使岫玉的整体色调不

均、亮度与饱和度均降低。

然而，对于特殊岫玉的颜色均匀度

评价则不然。譬如，花玉中的各种红、

褐、橙和黄色调形成变化多端的花纹；

甲翠中的绿色与白色相间，若构成奇特

美丽的图案，还会增加美感，因为这些

不均匀元素反而会给颜色加分。

2.透明度：表征岫玉对可见光的

透过程度，要求透明度越高越好。岫玉

的透明度大致分为透明、亚透明、半透

明、微透明和不透明5级。

透明度赋予岫玉以灵性，使之更加

水灵和晶莹剔透，因而透明度越高，其

价格就越高。大多数岫玉呈亚透明或半

透明状，少数呈透明和微透明状，不透

明者很少。岫玉之所以被誉为我国“四

大名玉”之一，可以说好的透明度起了

关键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透明度

功不可没。

岫玉的透明度好坏主要取决于玉石

的结构（包括矿物结晶粒度和颗粒排列

方式）以及含水量（主要指层间水——

结晶水）的多少。此外，岫玉中杂质的

多少、裂隙的严重与否、颜色的深浅以

及吸附水的多少都会影响其透明度。

当岫玉中矿物颗粒的粒度越细

小、定向排列（以似毛毡状结构最好）

越明显、含有的层间水（而不是吸附

水）越多时，其透明度就越好，当琢磨

成素面宝石时会呈现起莹效果即“琇莹

玉”更佳。

3.质地：要求质地细腻、滋润、均

匀，当然是质地越细、越滋润且越均匀

越好。岫玉的质地大致分为很细腻（10

倍放大镜下无颗粒感）、细腻（肉眼观

察无颗粒感）和粗糙（肉眼观察具有明

显的颗粒感）3级。

岫玉基本上属于隐晶质集合体，

质地通常比较细腻，少数稍显粗糙。岫

玉的质地与其透明度和抛光性密切相

关。质地细腻的岫玉，其透明度就高，

抛光性就好，光泽就强，从而会增加美

感；而质地粗糙的岫玉，其透明度就

差，抛光性也差，光泽也弱，当然会降

低品质。

4.净度：要求瑕疵越少越好，最好

是纯净无瑕。岫玉中的瑕疵或多或少都

会影响其透明度、颜色分布的均匀度以

及美观性和/或耐久性。

岫玉中的瑕疵包括杂质矿物和绺

裂。其中，杂质矿物包括：白色絮状

物——呈斑块状分布的粗粒蛇纹石即白

“脑”，呈不定形飘散状分布的粗粒蛇

纹石即白“棉”；白色点状物——呈米

粒状或星点状分布的白云石或方解石即

“小米粥”；黑色杂质——呈点状、斑

块状、条状或不规则状分布的石墨即

“黑脏”。花玉“梦回大唐爱”。唐帅宏润工作室提供

白色岫玉手镯，质地优良，透明度较
高，类似于“冰种”翡翠，具有起莹效
果，称为“琇莹玉”。陈晓雯提供标本，
吕林素/摄

岫玉“和”，质地粗糙的黑白岫玉花瓶
与质地细腻的白色岫玉荷花形成鲜明的对
比。唐帅/作，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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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玉的净度可分为极纯净（很

干净，无任何杂质与绺裂，几乎无影

响）、纯净（干净，稍有杂质但无绺

裂，有轻微影响）、较纯净（有小花

和轻微绺裂，有一定影响）、尚纯净

（有中花和少绺裂，有较明显影响）

和不纯净（有大花和重绺裂，有明显

影响）5级。

岫玉的透明度较好，肉眼观察即可

看到内部的杂质和瑕疵，易于判断其净

度好坏。当然，不同款式的岫玉对净度

的要求不同，首饰级的戒面对净度要求

最高。

5.跑色程度：表征岫玉的颜色以及

透明度因失水而变差的程度。跑色现象

实质上就是跑水现象，因失水（吸附水

或部分层间水）而使其颜色变浅和透明

度变差，可以说这是岫玉的致命弱点。

岫玉的跑色程度大致分为不跑色、

轻度跑色和严重跑色3级。一般来说，

岫玉跑色的轻重程度与其透明度密切相

关。透明度很好者一般不跑色，透明度

稍差者（即看起来有些浑浊者）跑色历

害，不透明者跑色不明显。

6.工艺：岫玉的工艺评价包括材料

运用、设计评价和加工工艺（包括磨制/

雕琢工艺和抛光工艺）评价。

岫玉色泽美丽、质地优良、块度

较小者一般用于制作首饰，包括手镯、

指环、挂件、手把件和镶嵌用的腰圆型

宝石。

岫玉由于块度巨大、硬度较低、

分布广泛，特别适于雕琢玉器，多色玉

料用于俏色雕刻，艺术造型种类繁多，

包括素活、人物、花鸟、动物和花卉，

中、小型摆件适于家庭厅堂案设的装

饰，令人震撼的大型和特大型玉器摆件

适于大公司装饰陈列以及博物馆收藏展

示，从而使之在玉雕业上得到了最广泛

的应用。

此外，岫玉还常用于制作实用器具

（以酒具和茶具居多）、文玩（文房用

品）以及保健工艺品（美容器、玉梳、

玉枕、玉鞋和玉床等）。

Tips
何为岫玉的绺裂

绺——岫玉形成后产生的裂

隙被后期热液充填所形成的愈合裂

隙，可呈丝带状；

裂——岫玉形成后受地壳应

力作用所产生的开口裂隙，或在开

采、加工和搬运过程中产生的开口

裂隙，往往呈面状或线状分布。

岫玉原石中间有一条明显的通裂。
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郭克毅/摄

岫玉中的白色絮状物，又称白“棉”。
陈晓雯提供标本，吕林素/摄

18K金镶白色岫玉链牌，瑶池集庆捐赠中国地质博物馆。吕林素/摄

岫玉大型山子雕摆件，规格60×90cm。
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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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块度：要求越大越好。对于同

等品质的岫玉来说，当然是块度越大越

好。岫玉的块度通常比较大，最大者达

260吨，其块度一般以5～50千克最佳。

而块度小且高质量的岫玉可用作首饰，

以能琢磨一个戒面大小为宜；岫玉玉

器，则按件和技艺论价。

总之，选购岫玉时必须考虑色泽、

透明度、质地、净度和跑色程度，这5个

因素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美，其中颜色和

透明度是决定其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岫

玉以颜色鲜艳而均匀、高透明度、质地

细腻、无瑕疵、无裂隙、块度大以及艺

术欣赏价值高为佳。

此外，选购时要重点关注岫玉的透

明度和是否经过优化处理。这是由于高透

明度的岫玉就会减少跑色的烦恼，染色或

“做旧”处理岫玉的价格大大降低。有些

商家将容易跑色的岫玉在出售前置于水中

浸泡一段时间后再出售，其颜色和透明度

会因为重新吸足了水而变好，可以提高卖

相和价格，但买回家后，其颜色和透明度

会因再度失水而变差。

若想选购到心仪的岫玉，必须掌握

一些常识：

1.了解蛇纹石玉的定名。蛇纹石玉

是最常见的玉料，世界各地均有产出，

且产量大，品种丰富，其中以我国辽宁

的岫玉以及新西兰的鲍文玉和美国的威

廉玉最为著名。

蛇纹石玉产地非常多，不同产地的

蛇纹石玉，无论是颜色还是矿物组合抑

或是品质，都各有特点。所以，蛇纹石

玉常因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玉名。

除岫玉外，国内比较著名的蛇纹石

玉还包括甘肃祁连山地区的酒泉玉或祁

连玉、广东信宜县的信宜玉或南方玉、

广西陆川县和融水县的陆川玉以及山东

泰山地区的泰山玉。

此外，还有甘肃武山县鸳鸯镇的鸳

鸯玉或武山玉、青海乐都县和乌兰县的

乐都玉和乌兰玉、新疆托里县和昆仑山

地区的蛇绿玉和昆岫玉或美酒玉、四川

会理县和石棉县的会理玉、山东莒南县

的莒南玉、北京十三陵的京黄玉和台湾

地区花莲县的台湾玉。

国外比较著名的蛇纹石玉主要有新

西兰的鲍文玉、美国和意大利及英格兰

的威廉玉（又名玉蛇纹石）、墨西哥的

雷科玉以及朝鲜的朝鲜玉或高丽玉。

此外，还有纤蛇纹石（呈鲜绿色，

近乎透明，硬度达5～5.5，可琢磨成刻

面宝石，产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猫

眼纤蛇纹石（又名蛇纹石猫眼，产于美

国马里兰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条纹状

细粒蛇纹石（产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脂纤蛇纹石（呈树脂－蜡状光泽）以及

古绿石（泛指绿色角砾状蛇纹石，曾产

于希腊）。

2.谨防整容岫玉。在宝石市场上，

岫玉往往通过优化处理方法来改善外

观、改善或改变颜色。按国标规定，其

优化处理方法主要为浸蜡（W，普遍，

稳定性很好至好）和染色（D，普遍，稳

定性好至一般，有可能褪色），前者属

于优化，后者属于处理。若染色岫玉，

在珠宝玉石鉴定证书上必须标注经染色

处理而成。

“做旧”处理岫玉在古玩市场上风

行。通常将质地较粗糙的岫玉通过加热熏绿色岫玉“天天向上”摆件。唐帅/作，吕林素/摄

黄色岫玉原石，产自青海。中国地质
博物馆收藏，吕林素/摄

泰山玉素面坠、雕件及首饰，产自山东，
近年流行，色较绿，但有黑点。何雪梅提供，
吕林素/摄染色岫玉手镯。吕林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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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强酸腐蚀、染成“沁色”、人工致

残后多用作仿古玉，如仿红山玉器，但

有时器物过大（超过红山玉器常规的25厘

米），颜色沿裂隙分布，造型为臆造品

（红山玉器中不曾有），即可鉴别之。

3. 区分与岫玉撞脸的玉石。与岫玉

相似的天然玉石有翡翠（如无色翡翠、

晴水翡翠和油青翡翠）、软玉（如岫岩

闪石玉和青海软玉，）、葡萄石（如黄

色、绿色葡萄石）、水钙铝榴石和绿玉

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淡绿至淡黄绿

色，微透明至半透明，油脂至蜡状光

泽，肉眼很难区别，但均可通过放大观

察结构，测试硬度、折射率、密度值和

吸收光谱等进行区分。

4.提防岫玉仿制品。玻璃是市场上

最常见的岫玉仿制品，透明的、半透明

的甚至不透明的都有。与岫玉的区别在

于多呈绿色但颜色太均匀，比较干净，

偶有气泡，几乎无绺裂，还有呈均质

性、低的密度和折射率，最重要的是质

地太完美，呈玻璃光泽。

收藏投资
岫玉在中国大陆各大玉雕奖如行业

内最具影响力的天工奖，以及国际国内

的各大型珠宝展销会上都随处可见，并

且在2016年北京“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

年展”和2017年法国巴黎“欢乐春节•中

国风格生肖珠宝设计发布暨展览”上也

闪亮登场。岫玉即使在近几年珠宝市场

的低谷期也表现不凡。国人为何对它们

钟爱有加呢？也许在于其独特的魅力：

一是历史悠久。中华名族是一个爱

玉藏玉惜玉的民族，漫长的中国玉文化

史，离不开岫玉的应用历史。五六千年以

来，我国人民使用了大约17亿年前形成的

岫玉，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其中相当一部分

用岫玉制作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些史前文

明时期的岫玉玉器，均具有造型简约、风

格豪放的特点，形成了岫玉雕刻品的文化

底蕴，可以说岫玉在红山玉文化的辉煌进

程中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及至明清

两代，一直到今天，岫玉制品已随处可

见，更是驻足百姓心中。

二是蕴藏丰富。辽宁岫岩是我国最

大的玉石产地，过去全国70%～80%的玉

料均取自于岫岩，故岫岩素有“中国玉

都”之称。

三是价位适中。尽管我国是一个

产玉、用玉大国，但是作为玉石之王的

翡翠只产于缅甸，翡翠玉料由缅甸政府

通过公盘形式竞拍获得，其价格居高不

下；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中的和田玉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真玉即软玉）以及

绿松石，均由于高品质玉料供不应求，

同样价格走高；而作为中国“四大名

玉”之一的独山玉尽管价格稍低，但只

产于河南南阳独山，蕴藏量有限，如今

政府为了保护资源也已限量开采。目

前，只有岫玉的性价比最好，能走进千

家万户，收藏魅力比较大，可以逢低进

入，一些质优工精的大师佳作不失为一

个好的投资收藏品。

岫玉收藏投资的门槛虽然不高，但

一定要独具慧眼。参照《中国岫岩玉》

的论述，决定岫玉值得收藏的“藏点”

有四——

1. 材料质优。岫玉具有三大突出的

特点，一是颜色色调繁多，通常颜色比

较浅淡，总体看来岫玉以绿色最多且最

佳，以色彩浓淡均匀为宜；二是高品质

的岫玉像玻璃种翡翠一样，具有起莹现

象，给人以灵动之感；三是总体上透明

度比较高，不但比其他地区的蛇纹石玉

透明度高，而且比大多数玉石的透明度

都高，使得岫玉首饰或雕件显得更加水

灵而有生气。

对于岫玉，收藏与投资时首重颜色

和透明度。深绿色、极透明的岫翠如优

质的“180玉”（即产自岫岩县哈达碑镇

瓦沟玉石矿180中段即海拔180米深处的

玉料）以及透明度好并且具有起莹效果

的“琇莹玉”更受推崇，是收藏与投资

的主要对象。当然，前提是高净度、无

咎裂、不跑色。

2.工艺精湛。对于岫玉块度较小

且纯净无瑕甚至起莹的高品质岫玉，多

切磨成素面（主要为椭圆形和圆形）和

小雕件（如具有大面积高弧面的观音、

佛、福豆、树叶和福瓜等），要求形状

规整，切工比例好，对称性好，抛光度

绿色岫玉“水”，代表生命、信仰和
起源。唐帅/作

绿色岫玉养生之辣椒，寓意正人君子、健康长寿。唐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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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圆润饱满。

岫玉由于块度大且色彩丰富，适

于加工成大型工艺品，但必须好料用好

工，才能雕琢出形色居佳的作品。岫玉

雕刻品特别是中型摆件在所有玉器中最

具特色和市场竞争力。

新崛起的一大批70后和80后岫玉玉

雕大师们更新创作理念进行新的创意构

思、采用新的工艺技法和流程、利用新

的加工工具和设备，创造出了许多令世

人称道的精品之作。

3.货品奇特。近年也有一些玉雕

大师涉猎花玉，从玉料的特点出发，巧

妙构思，依料赋形，质色取舍得当，剜

脏除去或遮掩绺裂，利用巧雕或俏雕手

段，真正做到一巧、二俏、三绝，将它

们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浑然天

成，具有很高的艺术品味。

还有的玉雕大师将色美质佳、大小

合适的原石进行局部雕刻，给人似雕非

雕之感，突显玉料的材质美，艺术韵味

十足，可谓匠心独运。

4.极大尺寸。岫玉以色美块度大

而著名。值得一提的“玉石王”，是一

块玉体璀璨晶莹、色彩斑谰的稀世珍

宝，体积约100立方米，重达260吨，在

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堪称“世界玉石

之王”，被列为中国的“国宝”，1960

年发现于辽宁岫岩县哈达碑镇瓦沟玉石

矿。周恩来总理曾指示：玉石王是国

宝、不可多得，一定要保护好。

1992年“玉石王”被运往钢都鞍

山，由中国著名玉雕大师李博生和姜文

斌等专家精心设计创意，并由岫玉第一

人——李洪才等大师担纲精心雕刻。

1995年终于“立地成佛”——这是中华

白色岫玉“荷香”。唐帅/作，吕林素/摄

岫玉和花玉晖映成趣，花之娇、枝之俏，红
之艳、绿之葱，集万物之灵气于一体。唐帅/作

花玉“竹韵”。唐帅/作

岫玉“化境”山子。唐帅/作，吕林素/摄

五千年玉雕史上的巨制和杰作——被誉

为“中华玉宝”和“祖国珍宝”的玉石

王大佛（或玉山子）坐落于鞍山“玉佛

苑”中。1997年世界之最的玉石王大佛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轰动了全

世界。

保养秘籍
岫玉硬度和韧性中等，具有易吸水

和易脱水的特点，具有跑色现象，遇盐

酸或硫酸分解。因此，在佩戴过程中必

须小心呵护，才能长久保持其美丽。

佩戴：一忌磕碰。未镶嵌的岫玉首

饰如手镯、挂件和手把件的边棱以及雕

件的细节部位在佩戴、搬运和把玩过程

中易受碰撞受损，特别是裂纹多的岫玉

饰品，如“做旧”处理的手镯或挂件更

是如此。

二忌高热。对于岫玉，特别是对

于透明度较差的即容易跑色的岫玉首

饰，更不能长时间与热源接触，特别是

吃烧烤或烹饪时，尽量避免其与明火接

触，否则会因失水而使其透明度或颜色

变差。

三忌脏污。佩戴岫玉首饰时最忌

讳汗液，这是由于雕琢抛光之后往往要

上一层蜡以及岫玉对酸比较敏感，会被

汗液侵蚀而使其“光亮度”与光泽遭到

破坏。

清洁：那些佩戴在身上与肌肤贴近

的岫玉饰品，要经常在中性洗涤液中用

软布清洗，夏天佩戴后更应及时清洗。

对于浸蜡和染色处理过的岫玉必须

格外小心。染色岫玉在清洁过程中可能

会褪色，而浸蜡岫玉绝对不允许用超声

波清洗机清洗。

存放：岫玉首饰或岫玉摆件清洗干

净后，抹点橄榄油或者擦点液体石蜡油

以保持滋润。岫玉饰品或玉器不用时，

要用干净的棉布包好放在阴凉湿润处保

存，还可以保存于干净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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