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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因因可可以以做做手手串串，，山山上上 柘柘木木被被砍砍光光
林业局：长到3米高的柘树在济南不过十几棵

近年来破坏严重

还没有人工栽培

济南市林业局资源管理处处长
李传文介绍，柘木是传统意义上北
方最硬的一种木材。柘木与檀木的
特性类似，生长比较缓慢，木质紧
密，密度较大。柘木之所以这么炙手
可热，主要还是因为它是工艺品的
材料。

据介绍，柘木在济南并不多见，
高大的柘木更是少见。在济南，柘树
主要生长在砂石山区，通常是以灌
木状存在，可以长成小乔木。但是如
果不经过人工培育，很难长成高大
乔木。像华山上这棵被砍伐的树，高
3米在济南很少见到。

“以我的经验来讲，这样的树在
济南也就十几棵。”如果生长条件很
差，在石头缝中生长，那么生长年数
很难确定，上百年的树龄也有可能。

“柘木可以混同于红木和南方
的檀木，有些人在取材之后，做成
珠子进行销售。”李传文介绍，柘树
的利用一直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产
业，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利用柘
树，也没有人工栽培培育柘树，在
人工培育柘树方面还是空白。最近
这两年，对柘树的破坏十分严重，
长势比较好的柘树都已经找不到
了。

华山：

西侧山体两棵柘树被砍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发现附
近的一些村民在砍华山上的一种
树。”今年70多岁的侯老先生说。

据老人介绍，以前没发现过砍
树的情况，就是今年年初才出现
的。“我已经听到很多村民议论这
个事了，这种树密度大，很硬，用斧
头都砍不断。附近有些村民拿着小
电锯，把树砍下来，再用三轮车把
树拉走。”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村民也都
很气愤，但是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也
不能拿这些砍树的人怎么样。前一段
时间有些村民就举报了这件事。”侯先
生说，“再说华山是一个省级地质公
园，政府应该多加保护才对。”

据华山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1月份，就已经接到过山友的

举报。“1月16日，有山友给12345和
110打过电话，同时也联系了我们
华山管委会，说在华山西侧的山体
上发现有两棵树被砍了。”

在石头缝里，记者看到了一棵
被砍伐的柘树，留下的树墩表面已
经被涂上了红漆，约有碗口那么
粗。在不远的上方，还有另外一棵
被砍伐的树。从断层表面可以清晰
地看到这种树的纹理，外面有一层
白皮，中间是黄芯，黄色深浅不一，
纹路清晰。据介绍，被砍伐的两棵
树大约高3米，在距离地面十几厘
米的地方被砍断。

侯老先生说，刚开始村民都不
知道这种树是什么树，有好奇的村
民打听出来，原来这种树叫做柘
木，是一种挺名贵的木种。“他们聊
天的时候提到，有种说法是南檀北
柘，是一种很珍贵的树种。一棵不
大的树要长上百年才能成材，就这
么被砍了，不是太可惜吗？”

华山管委会：

加强巡查，还靠山友监督

据华山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华
山的南面已经开发，西面、北面和东
面暂时还未开发。这种柘木在华山西
侧比较多。记者在爬山途中，发现西
侧滚石沟上方柘木比较多，有一片柘
木树群。从半山腰到山顶一段路上，
大大小小的柘木有十来棵。

“华山西侧的土质是一些沙质
土，腐殖质比较多，而且西侧多是
石块，土质较少，存水能力比较差，
山上长的树大多是些低矮的灌木丛，
高大树木比较少，只有榆树和柏树。
山上最古老的树要数一棵300多年的
柏树。这次被砍伐的柘木，至少有六
七十年了。石头缝里长那么大不容易
啊。”该工作人员介绍。

接到群众举报后，华山管委会
立刻做出了反应。工作人员到现场
查看，发现在华山西侧山体滚石沟
的上方，有两棵柘木被砍伐了。当
天，管委会就采取了措施，把附近
的三棵柘木树身涂上红漆，在旁边
的石块上用红色油漆写上了警示
标语“禁止砍伐”。

“我们本想着在山上安装摄像
头，但是山上没有电。滚石沟那边
还没有开发，也没有路，要是施工，
工程量太大。”现在，管位会工作人
员只能加强巡查，每天至少上山转
两次，另外还要不定时地巡查。“另
外一方面，还要靠山友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
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
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第
三十九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
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
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十倍

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
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构成犯罪
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彩石镇西捎近村：

村边山上柘树一月被砍光

无独有偶，在彩石镇西捎近
村，村里的柘木也遭了“黑手”。村
民王先生向记者反映，挨着他们村
的东山也生长着许多柘木，然而却
在一个月之内都被人砍光了。

“我们这儿离市区比较远，平时
就很少有人管理山上的树木，经常有
人会偷偷地砍山上的树。”村民王先
生说，“当时以为是城里人觉得稀罕，
弄回家做盆景用，所以大家也没有太
在意。但是后来见来的人越来越多，
一般都是开车来，走的时候会用车载
着三四棵树，并且都是同一种树。”王
先生称，随着来人越来越多，一位长
心眼的村民随口问了一下来砍树的
人，才知道这是一种在全国比较稀有
的树木，名字叫柘树。

“我从小就在这儿住，都50多
年了，虽然见过这种树木，但还真
不知道这种树的名字叫柘树。”王
先生说，事后他从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柘树是一种比较名贵的树种，
主要是取其中间黄色的木头做手
串，听说价格挺贵。

“知道柘木的价值之后，后来
村里就开始保护山林，加强了对山
林的巡逻，但是为时已晚。”王先生
说，当村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时，山上的柘树已经基本上被砍伐
殆尽，只剩下一些比较细小的不能
做成手串的。“真是可惜，好好的柘
树就这样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被
人砍光了。”他说。

柘柘木木
柘木又名黄金木，为我国历史上著名木料，主要分布在山东

和江苏北部，河北一带也有分布，是指桑科植物柘树的树干部分。
生长极为缓慢的树种之一，一般15年树龄的柘树，柘木的芯材也只
有手指粗细，100年的柘木只有10-20厘米的直径。由于生长十分缓
慢，极难成材，再加上“十柘九空”、“十柘九弯”、没有大片树林等
诸多因素，柘木价格昂贵。除此之外，柘木还具有相当高的药用价
值，具有化瘀止血、清肝明目、止咳化痰、祛风止痛之功效。

多知道点

市市场场难难见见柘柘木木手手串串

一一串串可可卖卖440000元元

延伸调查

记者通过走访英雄山文
玩市场发现，柘木手串在文玩
市场上并不多见。具有多年手
串收藏经验的贺先生告诉记
者，柘木他听说过，但只见过
一次柘木，并没有见过成品的
柘木手串。

“我记得有个朋友拿着一
块柘木来找过我，但是我并没
有在意，因为样子长得太像胡
杨木了。”贺先生说，后来他从
网上查阅才知道柘木是一种
生长在北方的比较名贵的木
头。

据贺先生介绍，因为木质
家居饰品传统艺术复兴，人们
的目光聚焦在本土的稀有木
材上，古老的柘木也进入收藏
爱好者的视野，用柘木制作的
佛珠、摆件等也让人们眼前一
亮，流连忘返。“虽然目前的价
格不是很昂贵，但可以肯定，
随着认知度的提高，会出现一
木难求的状况。”他说。

“现在市场上应该有这种
手串，但是我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我知道这种树木比较稀
缺，应该比较难找，你可以到
加工手串的地方碰碰运气。”
他说。

按照这一线索，记者果真
在市场北头发现一家拥有柘
木的商铺，然而数量并不多，
只找到两块约30公分长、一公
斤重的柘木。

据店铺老板介绍，柘木手
串和其他手串的加工步骤差

不多，一般都是经过开料、挑
选方形木料、机器打孔、磨圆、
抛光等几个步骤，但是由于柘
木的密度较大，加工难度会稍
大一些。

“主要是用柘木的中心部
分，中心的圆圈越大，柘木就
越值钱。”老板称，柘木的中
心部分越大，打磨出来的珠
子花纹越均匀，光泽度也越
高，收藏价值也就越大。“柘
木其实很多，但是能成材的
柘木实在是太少了，我的这
两块柘木也是从小贩手中以
2 0 0元的价格收购来的。”店
铺老板说，柘木现在市场上
并不常见，价格相对要高些。
记者询问用柘木制作一串手
串的价格，老板说 1 2颗珠子
的柘木手串要400元。

该老板说，柘木的密度很
大，20年也就长成手腕粗细，他
桌子上的这块柘木少说也得
有80个年头了，少了400块钱他
不卖。“这些年玩柘木手串的
人还不是很多，因为现在真正
了解和知道它价值的人还不
多。”老板称，由于柘木数量稀
少，加上了解它的人比较少，
所以现在济南的文玩市场上
很难见到柘木。

“物以稀为贵，这种木头
虽然说不上有多名贵，但是由
于稀少，价格只能越来越高。”
老板说，因为柘木的数量稀
少、把玩性高，柘木手串的收
藏价值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华山上柘树被涂了红漆，以示警告。

柘树被砍伐后，华山工作人员涂上了一层红漆。

华山上被砍的柘树只剩下树墩。

家住华山的侯老先
生向记者反映，近来一
直有人在砍伐华山上一
种叫柘（zhe）木的树。这
让侯先生很心疼，“听说
有些是长了上百年的
树。”彩石镇西捎近村村
民反映，附近山上的柘
木一个月之间就被砍光
了。据了解，柘木是一种
做手串的材料，由于生
长缓慢且数量稀少，一
条成品柘木手串大概要
400元。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孙业文

陆先生对柘木颇有研究。他介
绍，柘木目前是按斤购买，一块陈木
市场价大约在15元一斤。一根陈木
大概在50到100斤，一根1米左右长
度的陈木，市场价格大约有700元。
陆先生介绍，这是按斤卖，如果有爱
好柘木的人来少量购买，那么就是
按照尺寸售卖。

比如一块长15厘米、宽5厘米、
高8厘米的柘木，重量大概有半斤，
但是价格就可能达到50元。“这主要
是卖给喜欢自己做些成品的爱好
者，有些人喜欢用柘木做些珠子、小
弓箭之类的玩意。”

陆先生介绍，只有干木才能用
来制作成品。刚砍伐的湿木由于水
分比较多，容易腐烂和开裂，不能加
工成品质较好的成品。同样，湿木在
售卖时，价格就会便宜很多。有些便
宜的柘木7元钱就能买到1斤，但是
需要放上一两年才能使用。而湿木
的收购价格在南方地区大约2元1

斤。
在购买木料时，首先要看的就

是柘木是不是陈木，其次，则要看柘
木外面的一层白皮是不是够薄。“柘
木加工成工艺品，能用的就是中间
的黄芯部分。在挑选木材的时候，最
重要的就是看外面一层白皮是不是
够薄。一块直径10厘米的木材，如果
外面白皮有2厘米的厚度，那么黄芯
实际能应用的重量还达不到原重量
的一半。”陆先生说。

普通柘木按斤收

质量好的按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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