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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翡翠和田玉

宝至尊福寿把玩件之

福寿双全

证书号：f101109378
一口价：6600
此件作品通透明亮，色

泽均匀，大片黄翡附着于上，
俏色雕工，福禄寿寓意悠远。

宝至尊福寿把玩件之

招财进宝

证书号：f101109396
一口价：4200
冰地与黄翡的巧妙结

合，雕工精巧，黄色如意居
中，大小貔貅环绕，寓意福禄
连绵不尽。

宝至尊聚财把玩件之

招财进宝

证书号：f101109390
一口价：5500
雕工精巧，翠色点缀于

上，犹画龙点睛之效；翠色貔
貅攀附于聚宝盒之上，有聚财
守财之寓。

宝至尊聚财把玩件之

佛保安康

证书号：f101109422
一口价：14800
冰种翡色材质，题材考

究，雕工精细，布袋佛陀运财而
来，意为财源广进，安康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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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手镯

黄翡，玉质温润，种

水俱佳，佩戴时尚优雅，

玉中珍品，值得收藏。

翡翠手镯

玉质结晶细腻，水头

足，一抹绿色，令人神情

愉悦，佩戴优雅，玉中珍

品，值得收藏。

翡翠耳环

翠色阳艳，双环设

计，款式时尚，少见，值得

佩戴和收藏。

翡翠戒指

满绿，色泽浓正，玉

质晶莹通透，水头足，玉

中珍品，群镶钻石，值得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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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各类古代艺术品
中，玉器的收藏历史最悠久。

夏商周时期，统治阶层开
始注重对玉的收藏，对前代流
传下来的玉器十分珍爱。春秋
战国至汉代，玉器的收藏规模
不断扩大，但主体仍是统治阶
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
于社会动荡，玉器的生产和收
藏情况都不乐观。隋唐时期，
玉器生产开始复苏，藏玉之风
也得以复兴。宋代玉器鉴赏和
收藏之风兴盛，宫廷藏玉极
丰，如北宋学者吕大临编纂了

《考古图》，其中便收录了宫廷
收藏的玉器，开我国玉器研究
之先河。宋代城市经济很发
达，出现了一批民间玉作坊和
玉器市场。辽、金、元时期延续
了宋代的藏玉风尚，有新石器
时代和商周等不同时期的收
藏。元代朱德润编纂的《古玉
图》，其中收录了 39 件玉器，
并详细记述了每件玉器的尺
寸、色泽、纹饰、来源及收藏
者，还有图绘，具有很高的研
究价值。

明代玉器是我国玉器史
上的繁荣期，玉器的生产和收
藏规模空前繁盛，玉器收藏的
人群随之扩大，不再局限于帝
王、官宦和文人，商人和平民
百姓都纷纷加入收藏行列，出
售玉器的集市和古董店大量
涌现。此时关于玉器使用和收
藏著述也很多，如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曹昭的《格古要
论》、高濂的《燕闲清赏笺》等。

历代玉器收藏的特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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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袭来，近十年来连续涨价的翡翠，除了其作
为装饰、观赏把玩的价值之外，是否仍是实现保值增
值的最佳选择之一？翡翠当前价格太高还值得买吗？
买了翡翠如何出手？哪些翡翠最具投资价值？带着普
通消费者的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业内知名专家。

□王军

翡翠越涨收藏愈热

翡翠价格连年上涨，然而价
格越涨，关注、购买、收藏翡翠
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市场急剧扩
大，而齐鲁金店、七彩云南、太
阳金店、宝至尊、雅莹翡翠、翠
泠轩、华鲁金店、中国黄金济南
旗舰店等省城各大品牌珠宝商的
翡翠销售额今年将至少翻番。

“现在各类翡翠货品全面热
销，手镯、挂件、手玩件、摆件
等普遍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一些
满绿、种细、水头好的翡翠，高端消
费者特别喜欢购买，单件在几十万
元的翡翠这个月销售了好几件，单
价在几百万元的翡翠戒面也引起
好几个藏家的兴趣。”据太阳金店
一位主管介绍，“现在购买高档翡
翠的藏家不少，而且很多人懂得专
业知识，参与投机的人不多。”

“今年翡翠市场可以用火爆来
形容，到现在我们的营业额已经相
比去年全年增长了 400%，市场在
迅速扩大。”业内专家宝至尊翡翠
总经理安伯海接受采访时说道，
“翡翠市场的火爆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是品牌扩张加快速度，
随着宝至尊全面进驻银座，河北、
河南、浙江等咨询品牌加盟的人很
多，这不是投机，说明对翡翠行业
关注的人增加很多，引起了不少

投资者的注意；单件上百万的翡
翠不像以前那样难卖了，售价十
万、几十万元的翡翠货品买家比
较多，这说明对翡翠产品感兴趣
的消费者大大增加，很多人参与
收藏投资；另外，今年以来翡翠涨
价幅度比较大，尤其以手镯涨价特
别明显，涨一两倍很正常，高档货
比较稀少，涨价幅度更大。”

哪些翡翠涨得快

针对翡翠涨价，著名翡翠珠宝
鉴定评估专家、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七彩云南翡翠
总裁杨鹏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
年翡翠的涨幅非常快，有媒体报道
说煤老板、温州炒房团的资金进入
了翡翠行业投机购买毛料，事实并
不是这样，如果有那也只是有极小
的外来资金进入了，并且与行内人
合作或者直接购买翡翠成品。我们
每年都参加缅甸公盘，从源头、到
瑞丽、北京等整个行业链条上，基
本上都是行内人在做。”

“翡翠目前上升幅度比较大，
以十年为阶段对比，普通翡翠上
涨了 5-10 倍，豆种、藕粉种翡翠
上涨了 10-30 倍，冰种翡翠上涨
了 30 倍(无色)-80 倍(冰种绿
色)，玻璃种翡翠上涨了 50 倍(无
色)-100 倍(玻璃种绿色)。”杨鹏
总裁接受采访时说，“买好的翡
翠确实能增值，翡翠作为天地的
精华，既是艺术品具有装饰性和

欣赏性，又可以作为投资品，可
浓缩资产便于保存和转移。未来
增值潜力最大的是种好无色的翡
翠和种好色绿的翡翠，但好种难
求好色，另外特色翡翠、雕工独特
的翡翠也具有巨大的增值潜力。”

未来价格仍会涨

黄金有价玉无价，近百年
来，根据相关资料，高档翡翠的
价格飙升 3000 倍，涨幅位于各种
宝石和收藏品之首。随着通胀的
加剧，除了它的迷人魅力让人不
能自已，它的保值增值功能更将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翡翠为何具有巨大的升值潜
力，这与翡翠原料的稀缺性和不可
再生性有关。全世界出产翡翠的地
方仅仅局限于缅甸一处 0 . 3 万平
方公里的地方，普通翡翠开采量比
较大，以现在的速度再开 100 年没
问题，然而好的翡翠原料会越来越
少，并且蕴藏在普通翡翠里面。缅

甸公盘上每次上万吨的毛料，好的
不过十份，每份成交价几千万。”杨
鹏总裁说道，“现在翡翠需求增长
相当大，群体效应非常快，喜欢的人
越来越多，收藏家人群增长迅速。不
过与香港、台湾相比，内地翡翠市场
还有 10 年左右的差距。从长远来
看，翡翠的价格还会涨，只不过未来
一两年翡翠的涨幅会小些。”

如何购买收藏翡翠

如何收藏翡翠，藏家如何出
手？杨鹏总裁接受采访时提醒，“目
前翡翠的变现渠道还有待完善和
丰富，可以通过拍卖，不过行内人
士之间交易是非常活跃的。对于普
通消费者购买翡翠最好以装饰为
主，确实要收藏，应先学习，多积
累，打好基础，选择信誉好、品质有
保障的品牌购买，不要贪图便宜，
认真检查货品是否有明显断裂，工
艺要好，注意索要鉴定证书，另外，
品牌店的售后服务要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