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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林素 Joanne Yeung/文

色相如天的青金石

蓝宝石以赏心悦目的蔚蓝色而有“灵魂宝石”之美誉，象征着真实、真诚、承诺和

忠诚，还是金牛宫的守护石，也是结婚5周年和45周年纪念石。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4

个国家及国际上有关宝石组织的生辰石列表中，蓝宝石作为四月、九月生辰石的使用频

率分别为8次、6次。考虑到世界上蓝宝石资源较为丰富，并且蓝宝石还是我国的优势宝

石资源，深受国人喜爱，所以在中国十二生辰石建议方案中对蓝宝石予以保留。

青金石以其庄重而肃穆、深邃而神秘的深蓝色，被认为是天空的颜色，而有“天青

色”和“帝青色”之美称，也被誉为“天堂之石”。英国、澳大利亚均将青金石与蓝宝

石一起作为九月生辰石。象征沉稳、庄重、含蓄的青金石是结婚9周年的纪念石，还分

别是阿富汗和智利的国石。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4个国家的生辰石列表中，青金石作为

九月、十二月生辰石的使用频率各2次。考虑到世界上青金石资源较为丰富，并且主要

产于邻国阿富汗，古代深受帝王重视，当代深受国人特别是西藏人的敬重，已有学者将

它作为中国九月生辰玉。因而，建议将青金石作为我国九月生辰石之一。

蓝宝石和青金石

严格意义上讲，青金石是一种美丽

的岩石，因为它是一种以青金石为主的

达到工艺要求的多矿物集合体。它又是

一种令人称奇的岩石——那夹杂着少量

白色方解石和铜黄色黄铁矿星点的深蓝

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

众星之丽于天也。”借玉色象征天，而

古代天为上，特别是“上天”在我国文

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严，古代帝王自

称“天子”，故尤重青金石。

青金石那浓郁的深蓝色深邃而高

贵，与宛如群星散布其中的金灿灿的黄

铁矿小晶体交相辉映，美丽异常。近年

来，随着人们被青金石文化内涵所吸

引，它的美在被重新认识并日益璀璨，

色调，数千年来俘获了无数人的心。

青金石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神圣的

玉石之一，与绿松石一样在史前文明中

享有崇高的盛誉。美国近现代著名宝石

学家乔治·昆茨这样赞喻青金石：“色

圣彼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正中矗立着2根青金石包镶的巨大圆柱。卢立伍/摄
18K金镶嵌青金石吊坠，陈淑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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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些“无金无白”的优质青金石

已经进入一些世界珠宝首饰一线大牌

（如卡地亚、梵克雅宝等）的视线。

名称由来
青金石英文名称为Lapis	 Lazuli，

直接源自阿拉伯语－拉丁语“Lap i s	

Lazuli”，意思是“蓝色的宝石”，即

由“Lapis（宝石）”与“Lazuli（蓝

色）”2个词根组合而成。

实际上，其中的lazuli源自波斯语

lazhuward，意指“蓝色”；或源自阿拉

伯语lazaward，意指“天或天空”，并

从中演绎出以蓝色命名的3种蓝色矿物的

英文名称，包括青金石（lazurite）、天

蓝石（lazulite）和蓝铜矿（azurite）。

有趣的是，青金石长期以来被称

为“sapphirus（蓝宝石）”，甚至连

老普林尼——古罗马最伟大的哲人也用

“sapphir（蓝宝石）”一词来描述带金

星点的从不透明的蓝色宝石，表明古人

所称的“蓝宝石”更可能是“青金石”

而并非真正的蓝宝石（sapphire）。最

重要的是，就宝石颜色而言，青金石一

直是人们所渴求并且珍视的那种蓝色宝

石，它远比蓝宝石的历史要久远。

“青金石”这一术语显然源自其

外观特征，即深蓝色的基底上闪烁着金

色的黄铁矿星点，宛如蓝色苍穹上挂着

星光灿烂的点点繁星。然而，青金石之

名，究竟始于何时不得而知。

据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科学史

家章鸿钊先生考证，青金石古称璆琳、

璧流离、琉璃（或瑠璃或流离）、吠琉

璃（梵文）或毗琉璃或鞞头梨、绀瑠

璃、天球、瑾瑜、金碧、青黛、金精、

金螭、金星石、青玉和青石及罗勒。

如今，按照我国《珠宝玉石·名

称》标准（GB/T	16552－2010）规定，

宝石级青金岩使用“青金石（Lapis	La-

zuli）”称之。

文化传承
人类认识和利用青金石的历史最早

可追溯到距今6500年以前，当时阿富汗

的巴达克山（今译为“巴达赫尚”）就

已开发利用青金石了。阿富汗的青金石

最早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

销往当时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古国。

古代外国，青金石是权力与财富的

象征。

公元前31 0 0年，古埃及人将青

金石视为宝石以及祭司和法老的祭神

品，尊之为“天石”，并雕刻成圣甲

虫状宝石、圆柱形图章、护身符、吊

坠以及念珠和其他工艺品。据说，古

埃及主教就佩戴着青金石诚实女神肖

像胸坠。著名的图坦卡蒙随葬黄金面

具上镶嵌有许多青金石——象征主管

阴曹地府所有灵魂的冥神，而黄金则

象征太阳神拉。埃及艳后对青金石更

是情有独钟，除用作珠宝和镶嵌在工

艺品上之外，还将其粉末乳化成化妆

用的眼影，青金石此后一直被用作高

级的深蓝色颜料。

公元前2600年，古巴比伦（今伊

拉克）人十分珍视青金石，作为印玺用

材，并作为贡品献给古埃及国王。譬

如，南伊拉克乌尔遗址出土的苏美尔时

期普阿比王后（Pu-abi）的金质牛头

竖琴，其眼睛、胡须和头发都是用青金

石雕刻镶嵌而成，精美绝伦，现收藏于

大英博物馆。青金石还常常出现于古亚

述人的诗歌中，如他们献给月神辛的颂

歌：“强壮的公牛，巨大的犄角，矫健

的身躯，以及舒长而飘逸的胡须，恰如

青金石般显赫。”

公元前400年，古希腊人就将青金石

雕刻成各式各样的精美工艺品了。

历史上曾有一个更为奢侈的时期，

青金石广泛用作装饰宝石，从装饰墙

壁、柱墩、桌面到小雕像、鼻烟壶、首

饰盒、烟盒、梳子、钟壳、表盘、花瓶

以及其他小物品。特别是在俄罗斯，青

金石被切成片用于装饰宫墙或包装教堂

柱子，给人富丽堂皇之感。譬如，圣彼

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内就矗立着2根位于

正中的用青金石包镶的巨大圆柱，它们

与8根同等大小的用孔雀石包镶的巨大圆

柱辉映成趣，把这个金顶东正教大教堂

装扮得雍容华贵。

基督教《圣经·出埃及记》载，远

在摩西时代，犹太大祭司亚伦法衣的胸

甲上镶嵌有4排12颗宝石，其中胸甲第

五石应该就是“青金石”。在欧美传说

中，美国和日本还曾将青金石与绿松石

一起作为十二月生辰石，象征理解、保

护、清新和知足。

 青金石方牌的外观特征很好地诠释了
青金石之名。吕林素/摄

圣彼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矗立的青金石圆
柱与孔雀石圆柱辉映成趣。卢立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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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青金石是天帝之威德的

象征。

我国对青金石的认识和利用可能

肇始于夏代，《夏书》中就有“璆琳”

（即青金石）与“琅玕”（即尖晶石）

并存的记载。

在春秋战国及两汉时代，青金石已

被用作宝石，并且其琢磨和镶嵌工艺已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迄今可见最古

老的青金石，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的

剑柄上所镶嵌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

也出土有青金石制品；江苏徐州东汉彭

城靖王墓出土的鎏金镶宝兽形砚盒镶嵌

有弧面形青金石。

在南北朝及隋唐时代，阿富汗地区

的青金石不断输入我国中原地区，其中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和河北赞皇东

魏李希宗墓出土的2枚金镶青金石戒指，

以及西安郊区隋朝李静训墓出土的1件颇

具波斯风格的金镶青金石项链最具代表

性，三者均应为中亚地区输入的。

在清代，青金石的应用达到顶峰，

并与祭祀、宗教结下不解之缘。皇帝祭

祀时无论佩戴的朝珠还是朝带，若祭

天，用的都是青金石。据《清会典图

考》载：“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

金石……；皇帝朝带，其饰天坛用青金

石……”。青金石还是四品官的顶戴标

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各类传世青金石

艺术品如鼻烟壶、佛像、宝瓶、山子雕

等多达上百件，其中以乾隆生母金镶青

金石发塔最为珍贵。

青金石以其天青色隐喻着“以达

升天之路”的美好夙愿，被认为“可以

把灵魂带入天堂”。因而，无论是中东

的法老还是华夏的“天子”，无不用青

金石来祭祀上天、祈祷上苍、随葬“升

天”。埃及出土文物中有很多青金石陪

葬品，如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就镶有珍

稀的青金石。印加帝国（包括古秘鲁在

内）一国王墓中出土有青金石制品，重

达312磅，现收藏于美国芝加哥博物馆。

无独有偶，洛乌弗尔氏在《东方

绿松石考》中考证：“青金石与巴王刺

（即尖晶石）为伊兰古时最有名之宝

石，……所谓巴达克山者即是。”表明

青金石与尖晶石古时都曾风靡世界数千

年，古人为了得到它们，不惜耗费数年

时光、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去

到阿富汗的巴达克山即巴达赫尚——那

时世界上优质青金石的惟一产地，足见

其珍贵。然而，辉煌了数千年的青金石

与尖晶石，不约而同地成了被当今世人

遗忘的“贵族”。

了解品类
青金石：以青金石为主并有方钠

石、蓝方石和黝方石以及方解石和黄铁

矿等参与组成的多矿物集合体——“青

金岩”。

所谓“青”，即指玉石呈靛蓝色，

由青金石、方钠石、蓝方石和黝方石这

4种同属等轴晶系的蓝色矿物构成，蓝

色是由成分中与硫相关的色心所致。而

“金”，则是指青金石上分布的金黄

色的星点状黄铁矿晶体（使它闪闪发

光），有时间夹泛白或灰色的方解石细

脉或斑点，显得活泼可爱。

宝石学中的青金石属于一种岩石，

故其光学性质、物理性质都会随着矿物

成分的变化而有一定的变化。

然而，青金石本身为钠钙的铝硅酸

盐硫化物，主要形成块状青金岩，直到20

世纪90年代才在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发现了

大量的晶形发育完整的立方体形、菱形

十二面体形的青金石矿物单晶体或晶簇。

青金石的基本性质

矿物（岩石）

名称

青金岩，主要矿物为青金石、方钠

石和蓝方石，次要矿物有方解石、

黄铁矿，有时含透辉石、长石、云

母、角闪石等矿物

化学成分 青金石矿物：(Na, Ca)
8
 [AlS iO

4
]
6
 

(SO
4
, Cl, S)

2

结晶状态 晶质集合体，常呈粒状结构，块状

构造

颜色 中至深微绿蓝色至紫蓝色，常有铜

黄色黄铁矿、白色方解石、墨绿色

透辉石、普通辉石的色斑（条痕呈

亮蓝色，可做高级颜料）

光泽 抛光面呈玻璃光泽至油脂光泽或蜡

状光泽

解理 无解理，断口参差状，即不平坦的

粒状断口

透明度 微透明至不透明

折射率 点测法1.50，有时因含方解石，可

达1.67

光性特征 集合体

摩氏硬度 5～6，依据混合的不同矿物而定

密度（g/cm3） 2.75，范围2.50～3.00

紫外荧光 强。短波：绿色或黄绿色或白色荧

光；长波：方解石包体可发橙色荧

光

放大检查 粒状结构，常含有方解石、黄铁矿

等

特殊性质 查尔斯滤色镜下呈红褐色

块状青金石，收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郭克毅/摄

青金石矿物单晶体，呈菱形十二面体形，
白色基岩为大理岩，产自阿富汗

青金石山子雕（清代），收藏于中国地质
博物馆。郭克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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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要领
无论挑选青金石首饰还是雕刻品

时，可参照GIA网络（https:	 //www.

gia.edu）资料，从颜色、质地、净度和

块度4个方面入手，兼顾加工工艺及产地

进行综合评价，其中颜色是最重要的评

价因素。

1.颜色：青金石具有世界上最美

丽的深蓝色，要求浓郁、纯正、均

匀。青金石属于多矿物集合体，即由

很多种矿物混杂在一起组成，其颜色

呈深浅不一的蓝色，这取决于多种矿

物集合体中不同矿物的组合。例如，

青金石矿物主要产生皇家蓝色的青金

石，而称为阿富汗石的矿物则产生淡

蓝色调。

青金石的颜色变化于深紫蓝色/皇

家蓝色——淡蓝色——绿松石蓝色－绿

蓝色之间，包括浓蓝色或深蓝色、紫蓝

色、天蓝色、浅蓝色和绿蓝色，常常夹

杂有白、黑、金等杂色。

青金石鲜明的色彩是略带绿的蓝

色到紫蓝色，色调中强到深，饱和度

高，被描述为靛蓝、皇家蓝、午夜蓝或

海洋蓝，不一而足。市场上以紫蓝色和

浓蓝色或深蓝色为最佳的颜色，价值最

高；其次为天蓝色和浅蓝色；再次是绿

蓝色。

2.质地：要求致密、细腻、光洁。

青金石中的各矿物颗粒由粗到细变化很

大，当然颗粒越细、质地越致密且光泽

越强越好。

青金石的质地大致分为很细腻（10

倍放大镜下无颗粒感，光泽强，呈强玻

璃光泽）、细腻（肉眼观察无颗粒感，

光泽较强，呈弱玻璃光泽）和粗糙（肉

眼观察具有明显的颗粒感，光泽较弱，

呈蜡状光泽）3级。

3.净度：净度是指青金石的表面外

观，要求纯净、无杂质、无裂纹。青金

石中黄铁矿几乎总是出现，或呈浸染状

星散分布，或呈较粗粒斑状分布，或呈

脉状；白色方解石（围岩或基岩）总以

细脉状或斑状出现，颗粒粗时较常见，

而颗粒细密的青金石中往往不明显；偶

尔出现墨绿色的透辉石或普通辉石色

斑。青金石中黄铁矿和方解石等杂质越

多，裂纹越明显，对其美观性的影响越

大，则价值越低。

市场上“无金无白”的极品青金

石——帝王青，有“青金不带金”之

称，偶见极少量金黄色黄铁矿斑点，价

格最高；其次是黄铁矿斑点小而少，即

便黄铁矿较多但有一定的规律性，呈繁

星状均匀分布，给青金石带来别样的美

感，有“青金必带金”之称，价格较

高；再次是含大量密集分布的黄铁矿且

分布紊乱的青金石，其颜色暗淡且呈绿

色，这是黄铁矿过量的结果，价格较

低；最后是含有大量方解石等杂质，可

构成蓝色与白色相混杂的花斑状或条纹

状青金石，价格最低。

4.块度：青金石的克拉重量跨度

范围较大，从几千克至几十千克不等。

对于顶级青金石来说，当然是块度越大

越好。青金石可以找到所有的大小，往

往可以切成标准尺寸或珠子。通常块度

小且高质量的青金石可用作首饰，以能

琢磨一个戒面或珠子大小为宜，以克论

价；青金石玉器，则按件和技艺论价。

5.工艺：要求造型对称、抛光度

好，这样可将其浓郁的蓝色展现得淋漓

尽致。由于青金石中所含的黄铁矿和方

解石等硬度差异较大，不易抛光，所以颜色深浅不同的青金石圆珠。吕林素/摄

质地粗细不同、款式不同的青金石坠。
吕林素/摄

青金石大方牌中的“满天星”状黄铁矿。
吕林素/摄

蓝、白相间的花斑状青金石，收藏于中国
地质博物馆。郭克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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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金石通常抛光质量不好。

纯净的深蓝色青金石可加工成多

种款式，多加工成腰圆形、各种形状的

弧面形（包括方形、菱形、水滴形、三

角形等）、扁平形或平板形的刻面宝石

（镶嵌首饰用，厚度>2.5	mm），还加

工成各种造型的手镯等。这些形状都经

久耐用，因为没有易磨损的锋利棱角。

同样，青金石球形或珠子（手串或项串

或念珠）也十分耐用。

不规则切割和雕刻对于青金石来讲

也很盛行。特别是颜色不均匀的青金石

常常被雕刻成随形或以自然为主题的别

具一格且具有装饰性质的宝石（包括山

子雕和小挂件）。

6.产地：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

其次是智利、俄罗斯（贝加尔湖），还产

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安哥拉、

加拿大、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巴基斯

坦。历史上，青金石还曾产于伊朗、缅

甸、意大利、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

如今优质青金石仍产于阿富汗，

其他地方所产的青金石颜色太浅且不

饱和。不过，始采于1905年的智利青金

石，如今年产150吨，其中一些优质青金

石也可与阿富汗的相媲美。

综上，青金石最大的优点在于可

与黄金、钻石、蜜蜡、碧玺、珍珠等许

多颜色的宝石搭配成各种档次、各种价

格区间的珠宝饰品。青金石以“无金无

白”最佳。一般青金石或多或少都含有

一定量的黄铁矿，但呈各种色调或强度

的蓝色，质量较好，若黄铁矿均匀分布

青金石摆件。吕林素/摄

青金石小鸟，抛光质量不好。吕林素/摄

雕刻青金石圆珠。吕林素/摄

各种款式的青金石手镯。吕林素/摄

青金石方形盒子。吕林素/摄

青金石六边形盒子上可见似脉状黄铁
矿。吕林素/摄

青金石配蜜蜡手串和塔链。吕林素/摄

形成“满天星”或“撒金”，也非常受

人欢迎。质量较差的青金石，即含有许

多方解石细脉或斑点，并且颜色发绿，

通常价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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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服饰美容

若想选购到心仪的青金石，必须注

意以下4个方面：

一是明晰青金石名称。国内珠宝

界所称的青金石实际上是一种主要由青

金石矿物组成的青金岩，这无可厚非。

而在国际商贸中，对青金石的称呼同样

混乱，如用  Persian（波斯）或Badakshan

（巴达赫尚）lapis、Russian或Spanish lapis和

Chilean lapis等名称指天然产出的由高到低

各种品质的青金石；而用Swiss lapis、Ger-

man lapis和 Italian lapis等名称指仿青金石的

染色碧石、染色方解石、染色石灰岩甚

至染色劣质杂青金石等，选购时千万小

心。

此外，我国历史上曾将青金石称为

“琉璃”、“金星石”、“青玉”和“青

石”等，但与现今珠宝界所称的琉璃（实

为铅玻璃）、金星石（又名“砂金石”，

实为含铜片的玻璃）、青玉（实为青色的

和田玉）和青石（实为一种呈青色的火山

成因的岩石）相去甚远。有的宝石文献或

网络上还将青金石误称为“天青石（实为

硫酸锶矿物）”。

二是警惕优化处理青金石。在宝石

市场上，青金石往往通过浸蜡、浸无色

油、染色等优化处理方法来改善外观、

改善或改变颜色或光泽。按国标规定，

其优化处理方法主要为浸蜡（W）、浸无

色油（O）和染色（D），前二者属于优

化，视同天然；后者属于处理，在珠宝

玉石鉴定证书上必须标注经染色处理而

成。这些优化处理青金石普遍，稳定性

一般，容易被检测。

染色青金石：青金石具有多孔性，

容易染成深色，并隐藏方解石，使其外

观更均一，稳定性可变，有可能褪色。

对于染色处理的青金石，往往用石蜡或

塑料进行密封。

浸蜡青金石：青金石浸石蜡，既可

加深其颜色，又有助于改善其抛光度，

还可增强其光泽。

浸无色油青金石：有些青金石用油

处理以便加深其颜色。

三是区分与青金石撞脸的宝石。

与青金石相似的宝石有蓝铜矿、天蓝

石、方钠石、青透辉石（即块状紫蓝色

辉石）、蓝线石、蓝色东陵石、染色羟

硅硼钙石和染色碧石（俗称“瑞士青

金”，贝壳状断口；折射率略高，不含

黄铁矿）等。通过是否含黄铁矿和方解

石包裹体、结构、条痕以及密度和折射

率等即可区别之。

四是谨防青金石仿制品。青金石

的仿制品包括再造青金石、仿青金石玻

璃、合成粒状尖晶石和“合成”青金

石。再造青金石即用人造树脂将青金石

小片或粉末压制或胶结而成；仿青金石

玻璃即在钴玻璃料中掺入铜粉或云母粉

或白色低温方石英微晶熔结而成，俗称

“料仿青金”；合成粒状尖晶石中掺有

细小的金片，由钴致色，颜色漂亮，可

仿优质青金石；“合成”青金石由法国

的皮埃尔•吉尔森生产的一种含水磷酸锌

物质，包括含黄铁矿和不含黄铁矿2种。

收藏投资
我国百姓重新寻回对青金石的热情

与追捧，理由或许有三——

一是优美的颜色。青金石最珍贵

的颜色是均匀一致的深蓝色至带紫罗兰

色调的蓝色。青金石这种优美的鲜艳而

强烈的深蓝色已经被欣赏和使用了数千

载，伴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

国、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而倍受珍

视，还把它像蓝宝石和绿松石等其他蓝

色宝石一样珍视。

二是悠久的历史。古代文明的学者

认为人与青金石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6500年之前。在5000年前的古埃及，青

金石的珍贵程度甚至位列黄金和其他许

多珍宝之前；在3000年前的古希腊，佩

戴青金石被认为是富有的标志；而在中

优质青金石方章，俯瞰无金无白，属
波斯级或阿富汗级，侧视可见黄铁矿脉。
吕林素/摄

国，“天帝宝位，望之若青金石然”，

青金石的青色象征天帝之威德。

三是“佛教七宝”之一。古代佛教

徒认为，作为“佛教七宝”之一的青金

石象征心神安宁，有助于驱除邪念。这

可能是由于青金石的深蓝色和金色斑点

与上帝的住所——夜空极为相似之故，

从而能保护佩戴者免受邪恶之眼的侵

袭。佛教用品如佛塔、佛像、香炉、藏

经盒等都大量使用青金石雕刻或装饰。

青金石还是藏传佛教中药师佛的化身，

经常佩戴青金石珠子或首饰，包含着保

佑平安健康的美好愿望。

几千年来，青金石一直最受人喜

爱，并与绿松石和珊瑚齐名。近年来，

青金石又以王者姿态归来，决定青金石

值得收藏与投资的“藏点”或“投点”

或许有三——

一是材料质优。收藏投资青金石时

青金石平安扣中既含黄铁矿又含方解石，
属俄罗斯级或西伯利亚级。吕林素/摄

带绿色调的浅蓝色青金石吊坠，属
智利级。吕林素/摄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消费指南 2017.9 43

首重颜色和净度，这是其魅力所在。

在商贸中，青金石根据其颜色以及

方解石和黄铁矿的有无分为3级：“波斯

级或阿富汗级”（呈强烈的、均匀的、

中深程度的稍微带紫罗兰色调的蓝色，

不含或含有少量黄铁矿，但不含方解

石）、“俄罗斯级或西伯利亚级”（呈

各种色调和强度的蓝色，含有黄铁矿，

可能含有方解石）和“智利级”（常

常具有绿色斑点以及明显的方解石基

岩）。有趣的是，这3个级别名称与产地

无关，只与品质有关。

顶级青金石呈一种诱人的强烈而均

匀的深蓝色；纯净无瑕，既无杂质更无

裂纹，以“无金无白”的帝王青最好，

所谓“无金”——几乎不含黄铁矿，

“无白”——几乎不含方解石，非常难

得，价格最高。可以说具有均匀深蓝色

的“波斯级或阿富汗级”青金石最具收

藏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染色青金石并

不具有收藏价值。

二是著名产地。青金石以其美丽的

深蓝色而备受珍视。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兴

都库什山脉——一个令人生畏的、光秃

秃的、沟壑纵横的海拔5000多米的陡峭高

山——世界上最著名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顶级青金石（俗称“老矿料”）的传统产

地——公元前700年隶属于大夏（巴克特

里亚国），1270年马可波罗描述过该地区

的青金石矿。人类几乎难以企及，加之气

候的原因，每年只能在夏天短短的几个月

中才能寻求到优质青金石这种蓝色宝藏，

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阿富汗的青金石产地恰好处于“丝

路”的关键节点，青金石遂因商贾流动

而声名远播一直到远东地区，并赢得了

穿过这条“丝路”的世界各民族的喜

爱。华夏历史上所用的青金石，基本都

产自阿富汗。那时的青金石矿山今天仍

在生产。事实上，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商业宝石来源。一些收藏家喜欢青金石

表面散布的星星点点的黄铁矿晶体，因

为这为寻找其产地提供了更详尽的信

息。然而青金石表面夹杂的方解石斑点

却不太受欢迎。能明示其来源地的青金

石被认为是有收藏价值的。

三是名家雕刻。知名艺术家雕刻

出的青金石印章或其他艺术品也具有收

藏价值。最为著名的青金石艺术品当数

罗伯特•韦尔登收藏的21件“宝石交响

曲”收藏品中的金镶青金石大号，非常

精致。

保养秘籍
青金石具有多孔性，怕强压和高

热，具有对酸碱敏感的特点，遇盐酸慢

慢分解，并释放出臭鸡蛋气味的硫化氢

气体，同时其中所含的方解石遇盐起

泡。因此，在佩戴过程中需要小心呵护

和简单清洁。青金石硬度较高，韧性一

般，日常佩戴足够耐用，不用担心。

佩戴：一忌磕碰。未镶嵌的青金石

首饰以及雕件的细节部位在佩戴和搬运

过程中易受碰撞损坏，特别是裂纹多、

黄铁矿或方解石等杂质多的青金石饰

品、含大量方解石的手镯或挂件，因而

要尽量避免摩擦碰撞。

二忌高热。尽管浅色青金石在焖红

热条件下可加深颜色，但也有可能产生令

人不愉快的绿色调。青金石更不能长时间

与热源接触，所以吃烧烤、洗澡、泡温泉

或做家务时应该摘下青金石首饰，否则会

因过热而使其颜色变差甚至失去所有颜

色。特别是对于一些染色青金石，暴露于

热环境中，其表面的蜡封口可能被破坏而

使其“光亮度”与光泽遭到破坏。

三忌脏污。青金石首饰忌讳受到汗

液甚至洗甲水包括一些其他化学溶剂伤

害，它应该远离那些能够渗透进宝石表

面的化学物质。特别是染色青金石表面

的蜡封口，更易遭到破坏。

清洁：佩戴在身上与肌肤贴近的青

金石饰品，夏天佩戴后更应及时清洁。温

暖的肥皂水是清洗青金石最安全的方式。

当然，用一块柔软微湿的布来清洁它再合

适不过了。最好先测试一个小而不显眼的

区域，因为有些染色处理不稳定。

绝不能使用家用洗涤剂和超声波清

洗机清洗青金石首饰，浸蜡和浸油以及

染色处理过的青金石更要避免。

存放：青金石首饰或摆件清洁后可

抹点橄榄油或液体石蜡，以保持其滋润，

最好单独包好放在阴凉湿润处保存。
绘画描金青金石插屏（清代宫廷御用），

收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冯皓/摄长桶形青金石古珠，产自阿富汗。吕林素/摄

青金石浅浮雕插屏局部（清代宫廷御
用），收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冯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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