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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翡翠和田玉

宝至尊聚财系列之

财源滚滚把件

财源滚滚 一口价11700 元
此件采用俏雕手法，貔

貅趴伏于钱袋之上，头部巧
妙用黄翡雕刻并伴有翠色，
令产品色彩丰富。

宝至尊聚财系列之

财富如意把件

财富如意 一口价：3975 元
如意采用红翡雕刻，颜

色符合浓、阳、正、匀，可
谓红翡之上品，貔貅口含铜
钱寓意财运亨通。

宝至尊聚财系列之

八方来财把件

八方来财一口价：2476 元
黄翡佛手上伴有貔貅，两

者颜色巧妙分开来，佛手有吉
祥之意并伸八方，貔貅聚财之
意，两者并意八方来财。

宝至尊聚财系列之

招财貔貅手把件

招财貔貅 一口价：2197 元
貔貅雕工精细，周边采

用红翡俏色手法，颜色分布
鲜明，增加整件作品美感，
大小适中把玩之佳品。

雅莹翡翠
品质来源于专业

贵和商厦、嘉华购物广场、振华济南人民商场、华联商厦碧莹、万千百货
专营店地址：泉城路 283 号 电话： 86099990

旗舰店地址：县西巷 10 号 电话： 62352399

翡翠吊坠

满绿，色浓色匀，种

水俱佳，叶子雕刻饱满逼

真，寓意“大业有成”，玉

中珍品，群镶钻石，值得

佩戴和收藏。

翡翠吊坠

雕工一流，“灵猴献

寿”，满绿，种水俱佳，玉

中罕品，值得佩戴和收

藏。

格精品鉴赏

本期鉴赏：翡翠摆件“五羊献瑞”

福、寿是民间应用较多的吉
祥词。因此象征福、寿的蝙蝠和
寿桃常用在一起组成吉祥图案。
这也是中国传统玉石雕刻中最为
常见的题材之一。

如“福寿双全”，即一只蝙
蝠、二只寿桃、二枚古钱。“双

全”是借二枚古钱谐音而用。这
是比喻既幸福又长寿的吉利词。
另外如果蝙蝠口中衔枝仙桃，伴
着祥云飞来，图案以谐音和象征
的手法表示幸福、长寿都将来
临，即福从天降。

在道教中有三十六洞天，七
十二福地之说。唐·杜光庭《洞天
福地记》中列出了十大洞天、三十
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名称。

福星起源甚早，据说唐代道
州出侏儒，历年选送朝廷为玩
物。唐德宗时道州刺史阳城上任
后，即废此例，并拒绝皇帝征选
侏儒的要求，州人感其恩德，逐

祀为福神。宋代民间普遍奉祀。
到元、明时，阳城又被传说为汉
武帝时人杨成。以后更多异说，
或尊天官为福神，或尊怀抱婴儿
之“送子张仙”为福神。

何为福？福者五福，百福，
万福也！《尚书》洪范篇曰：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
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
命”。即：一长寿，二富贵，三
健康平安，四美好的品德行为，
五生命结束时能无疾而卒，寿终
正寝。春联中也常见五福一词，
如：“人臻五福，花满三春”；
“三阳临吉地，五福萃华门”。

显然，“五福”是统称个人和家
庭的幸福之语。

《字林》说：“祯祥也，福也。”
《蔡传》：“人有寿，而后能享诸
福。”宋代欧阳修诗：“事国一
心勤以瘁，还家五福寿而康”。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十一回：

“要说个个都是福寿双全，这句话
只怕未必，大概总有几位不足去
处。”

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
玉石雕刻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市
场上不少玉石手玩件、摆件、吊坠
甚至手镯都以“福寿双全”为雕刻
题材，这类玉石深受人们的欢迎。

现当代玉器的特色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玉石行业
采用艺术品工厂的体制进行
管理，在此期间赝品古玉的生
产基本被禁止了，不存在以次
充好的问题，货真价实。这一
时期我国主要玉器厂都培养
了一批艺人，他们中不少人成
为当代著名的艺术大师，由他
们设计制作或领衔制作的作
品，艺术质量很高。加之工具
设备的改进，玉器加工可以更
细致、高级，大型山子、玉人等
名作时有问世，这是此时玉器
的一个特点。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末，由于和田籽料、翡翠藏
量日趋稀少，导致玉石原料
价格上涨，并带动整个玉器
市场价格的飙升，现代玉器
大师的艺术作品更是成为市
场中的抢手货。

如图为七彩云南“天工
奖”作品。“荷塘渔童”为天工
奖金奖作品，作者充分利用石

料颜色的变化，将民间吉祥物
莲藕、荷花、鲤鱼、水珠、鱼篓、
渔童等，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俨然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天真
烂漫的渔童站在荷叶船上撒
网，网中蹦跳的鲤鱼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就连四溅的水
珠也刻意雕成了跳动的珍珠。
作者既打破了传统的手法，又
不落俗套，将石料与雕技、自
然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此作品在中国宝玉石协会“天
工奖”评选上，获得众评委一
致好评，获得金奖。“荷塘渔
童”作品七彩云南于 2005 年
售出，当时售价仅 168 万
元，如今已成无价之宝。

福寿双全
格玉石文化寓意系列之二十七

盛世中国，送走上海世博会，亚
运会正在广州举行。“五羊”作为广
州亚运会的吉祥物，给亚洲人民带来
吉祥、和谐、幸福、圆满和快乐。本
件翡翠摆件“五羊献瑞”可谓应时而
作，作品好在何处？工艺如何？整体
评价怎样？感兴趣的玉石爱好者可以
亲自到位于泉城路 283 号的雅莹翡翠
专营店品鉴该件作品，你可将自己的
鉴赏评价发至本刊邮箱： qlwb112233
@sina . com ，对玉石爱好者的鉴赏结
果，我们将邀请国家珠宝玉石质检师
执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田亮光
博士等专家评选出获奖者，奖品由雅
莹翡翠提供。获奖名单、部分玉石爱
好者的评鉴等本刊将择期刊出。

格玉石知识

翡翠福豆

满绿，色浓色匀，质

地结晶细腻，水头足，福

豆寓意“多子多孙”、“子

孙万代”，款式时尚，玉中

珍品，值得收藏。

翡翠吊坠

浅紫罗兰色，种水俱

佳，颗粒大而饱满，少见，

群镶钻石，华贵大气，玉

中珍品，值得佩戴和收

藏。

对于普通消费者，最有效
鉴别翡翠真伪的办法就是让
销售商家出具国家权威机构
的鉴定证书。对于鉴定机构来
说，鉴别翡翠的真假非常容
易，这也是最基本的鉴定。据
国家黄金钻石制品质检中心
实验室主任程佑法介绍，消费
者只需看懂鉴定证书上几个

“重要技术”指标就可以了。
第一，如果是天然 A 货翡

翠，则结果标明“翡翠”这两个
字，并不会标明“A 货”、“天
然”等字样。第二，如果是 B 货
或 C 货翡翠，在证书的鉴定结
果一项会标明“翡翠(处理)”或
者在括号里注明处理方式。第
三，如果是假冒翡翠，在鉴定
证书结果一项中，不会出现

“翡翠”字样，是什么代用品，
就标明这种代用品的名称，比
如“人造玻璃”、“染色石英
岩”、“岫玉”等。第五，证书应
该一一对应，即一件东西一张
证书，而且证书上应该有该件
货品的图片及重量。有的商家
为了节约成本，只有一个作为
样品的证书，照片上的货品与
实物也很相似，这并不能断定
他们所卖的这一批货品都是
天然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国
家规定。第六，一些翡翠的基
本物理、化学、光学特征也应
标明在证书上。

最后，要有检测人员的签
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证书
上要有钢印、检验资质标志及
查询方式。

怎么看翡翠鉴定证书

品牌咨询电话：400-708-0011/0531-81853568

地址：山东国际珠宝交易中心一楼9 号厅/13 号厅

地址：趵北路 6 号(三联北 100 米) 电话： 0531-86918999
泰安太阳金店： 0538-6276666

精湛设计 新款上市

太阳金店

红宝石戒指

玫瑰金群镶钻石，

优雅时尚，价位不高，

值得购买。3136 元。

红宝石戒指

设计优雅大方，线
条流畅，玫瑰金群镶钻
石 ， 更显 红 宝石 的 珍
贵，4150 元。

红宝石手镯

精湛的密镶工艺，

钻石、红宝石混搭，颜

色艳丽迷人，品位不

俗。新品，22700 元。

红宝石戒指

红宝石象征爱情的

火热，配镶多粒名贵钻

石，更显奢华， 12150

元。

格读者赏析选登
巴林鸡血石摆件“百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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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消费·玉石

精品翡翠 和田玉

作为国石，鸡血石可分为巴林鸡血和昌化鸡血。国石
馆这件价值数千万元的巴林鸡血精品，整体为大师所雕
刻，鸡血鲜艳夺目，血色纯正，石质纯净，通透润泽，料大而
罕见，精雕白鹤、松柏，观之峰峦起伏，错落有致，显示出极佳
的层次感和雄伟气势，实为世间罕品。 (金灿玉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