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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 

 下列名单中的宝石，稀有矿石和装饰用石都陆

续在美国发现。如果阁下在过去的一年中有所发现，

烦请在种类或变种下罗列对应的数量和估价，矿藏

的地点和存像，并将填好的表格放入信后所附的信

封寄回。如果您还知道在表单之外的石头，请一并

罗列。 

如果方便的话请尽快回复。 

         

     乔治·F.孔兹 

         

   美国地质调查所矿产资源部专员 

 

以上这封信摘抄自劳伦斯·康克林的

《致乔治·F.孔兹》一书。 

就像伟大作曲家的乐章一样，意义深刻

的笔记和评论也能在著者的后世引起巨大

的反响。每个读者通过这些信件都能从字里

行间感悟到孔兹博士和他的同僚们渊博的

学识和无私谦逊的作风。 

此外，信中还附了一张列表，上面是当

时在美国发现的118种宝石。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美国，即 1898 年，红色的绿柱石、

蓝锥矿、铯绿柱石、紫锂辉石都还没有被发

现。历史上，所有的 50 个州都曾发现过宝

石类的矿石，但是只有一些才达到商业性开

采的水平。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大部分的挖掘成

果都要归功于收藏爱好者，矿物学家和地质

学家。以下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1996 年

美国重要矿藏略览。 

 

亚利桑那州多年来出产了种类丰富的

宝石，包括紫水晶、蓝铜矿、绿玉髓、火玛

瑙、石榴石、孔雀石、黑曜石、橄榄石、硅

化木和绿松石。亚利桑那橄榄石矿坐落于圣

卡洛斯印第安保留地，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矿

区。来自该州睡美人矿的绿松石也是品质上

乘。 

阿肯色州因其全美唯一的管状钻石矿

而闻名。（据传，怀俄明州和一些中西部和

西部地区正在勘探管状钻石矿，但目前都未

真正开采。）阿肯色州也盛产一种名为“赫

基姆钻石”的石英，得名于其特有的结晶习

性和净度。此外，也盛产人工养殖的淡水珍

珠。 

加利福尼亚州的碧玺历史悠久。这个太

平洋沿岸的州出产碧玺、蓝锥矿（该州独有）、

锰铝榴石、石决明珍珠、铯绿柱石和天然的

蓝色托帕石。加州也是紫锂辉石最早（1901

年）被发现的地方。 

喜马拉雅矿从 19 世纪起至今一直在出

产粉色碧玺和通透的多色碧玺。1972年，30

多个珍贵稀有的“蓝冠”碧玺从皇后矿出土。

只有美国最有名望的博物馆才得以将其中

的 17件纳入馆藏，包括斯密森尼博物 



 

 

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休斯顿自然历史

博物馆。 

蓝锥矿能否得到大面积的开采和分配

要随着勘探的深入才能明朗。让我们拭目以

待吧。 

科罗拉多州是矿物收藏者的心仪之地。

该州出产茶晶、托帕石、天河石以及来自安

德鲁山的海蓝宝石。最近，著名的阿尔玛矿

重新开始作业并开采出了美国历史上最优

质的菱锰矿，有些原石切割后仍重达 40 多

克拉。菱锰矿过于柔软故不适合日常佩戴，

但是这种大小的宝石却能成为引人注目的

收藏品。 

爱达荷州的州石是星光石榴石。该石产

量惊人，遍布全球。数年前，锯齿山区出产

了少量但是品质非凡的海蓝宝石。零星的欧

珀矿上也会出产少量的精品。 

缅因州是美国国土上最早发现碧玺的

地方，现在仍少量地出产一些。在 1972年，

超过一吨的碧玺从丹顿矿上产出，但是，随

着开采的深入，产量骤减。最近麦卡山又重

新开矿并发现了很多小个头但是高质量的

蓝绿碧玺。除了碧玺，该州还出产海蓝宝石、

金绿柱石、铯绿柱石以及最近才发现的优质

紫水晶。 

蒙大拿州因一些地方出产蓝宝石而享

誉全球，最著名的产地是优格峡谷。洛克溪

地区及其他冲积矿床也出产其他颜色的蓝

宝石。该州非常有希望大量开掘小个头的蓝

宝石。 

内华达州几十年来大量开采绿松石，出

产高品质绿松石的能力与亚利桑那州匹敌。

另一个重要的矿区是位于维京山谷的优质

欧珀石矿。如果这些欧珀石能经受稳定性处

理，就能成为世界级的珍品，只可惜大多数

的欧珀石含水量太高且经常出现裂纹。 

北卡罗莱纳州历史上因生产钻石、红宝

石、蓝宝石和祖母绿而闻名，同时也是翠绿 

 

 

锂辉石唯一的产地。翠绿锂辉石是一种由铬

元素致色的锂辉石，该元素也是祖母绿的致

色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里不时地发现

红宝石和祖母绿，其中有一颗祖母绿重达 4

克拉，陈列在纽约的蒂凡尼里。最近翠绿锂

辉石的产量有变大的趋势。 

俄勒冈州是玛瑙的一大产区，包括著名

的晶洞。更为引人关注的是日长石，在近几

十年里已经发现了包括红色、绿色在内的缤

纷颜色。欧珀石的开采同样可观，但是它们

仍然容易出现裂纹。欣慰的是，同批的一些

大欧珀石至今仍保存完好。 

田纳西州是北美出口淡水蚌最大的州，

这些淡水蚌被制成养殖珍珠的核。美国珍珠

公司是最早并且也是最大的人工繁殖花式

淡水珍珠的生产商。其中 50%的产品都销往

亚洲和欧洲，其余的 50%则供应给美国的设

计师和制造商，让花式淡水珍珠能够在珠宝

首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收藏者是天然淡水珍珠的主要购

买群，相应的价格也昂贵很多，但是在数量

上天然珠比养殖珠少很多，一方面是由于大

众对自然珍珠了解甚少，另一方面则是人工

养殖珍珠在市场占有率和价格上的绝对优

势。 

犹他州盛产托帕石，颜色艳丽，但却容

易在日光下褪色。最近有一个惊人发现，娃

娃山地区发现了世上唯一的红色绿柱石，尽

管最早在托马斯山区发现，但是娃娃山区的

产出更为重要，品质优越。有些石头经过切

割后超过了 4 克拉，净度上乘且颜色不凡。

随着挖掘的进一步深入，该地极有可能成为

北美最大的矿区。 

当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头开始从只关

注稀有贵金属领域慢慢延伸到对北美宝石

的开掘„„但这不是孔兹博士早就预见的

吗？ 

万分感谢劳伦斯·康克林严谨细致的研

究。这真是一部佳作！ 

 

 

 



 

 

《手册》 

——一个重要的工具！ 

如果说急切的需求能造就

惊人创新的话，那么里奇的事迹

就验证了这个观点。理查德〃德

鲁克，作为《手册》一书的出版

商和编者，是经营珠宝和评估家

中的第三代。他发现行业中钻石

的价格早已发布，但彩色宝石的

信息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在 1982 年，里奇和他的父

亲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着手

发布彩宝价格的信息。这一举动

得到业界广大的认同。 

如今随着全美精英的纷纷

加入，其中就有帕拉国际的副主

席乔希〃霍尔，价格信息已经涵

盖了 75 个种类，外加珍珠、欧

珀、翡翠、珠子甚至人工合成。

其中有一整块部分涉及钻石的

定价，各种形状包括长方形、三

角形、旧欧式切割，尺寸也从小

钻石到 5 克拉。 

《手册》已经发展成为诚

信公正的行业参考，季度出版，

全彩页印刷，涵盖种类繁多，质

量评级清晰。所有价格涉及到批

发商的备忘录以及珠宝商的预

算。 

《手册》不罗列待售的珠

宝，也不接受广告。读者付出相

应的订阅金就能得到公正无私

的价格信息和全球行业动向。 

这是理查德〃德鲁克的笔

记：“我希望您能通过这个机会

成为千万个《手册》订阅者中的

一员。在行业中不存在能与之匹

敌的价格指导。我相信您能理解

如此种类齐全的大部头刊物不

可能推出样书的服务。但是只要

您订阅这本书，您的满意度会完

全得到保障。如果不满意，我们

承诺全额退款。” 

我们帕拉国际使用《手册》。

面对具备更多行业知识的大众，

您和您的雇员应该抓住每一个

优势。 

联 系 信 息 ： Gemworld 

International 

630 Dundee Rd#235 ， 

Northbrook, IL 60062 

电话：（708）564-0555 

传真：（708）564-0557 

 

实现权威级的收藏  
 

人总是在人生奋斗中实现自我完善。即使是没有主观的

意识到，我们仍然能在不同事物中渐渐认识自己。有些方面

颇为有趣，然后有些方面却能牢牢地占据在心里。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行业领域。在任职帕拉的八年

里，我很荣幸能接触到其中一些最优秀的智者，他们聪明非

凡又性格鲜明。 

在旅途中，我总是找机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特别是自然

科学类。因为矿物样品是帕拉的专项之一，在自然之母的眷

顾下，我们参与了一些世界闻名博物馆矿石收藏的筹建工

作。尽管这些精心陈设的矿石展品令我心情愉悦，但最大的

享受还是和馆长共处的时光。他们总是积极合作并不计时间

地展示我在上次访问之后馆藏的新变化。 

小时候光光是迈进博物馆的大门对我来说都是挑战。每

件展品对我来说都是庞然大物，兴奋得简直让人忘乎所以。

跟随着馆长参观的愉悦让人有莫名的熟悉感，狂跳的脉搏便

也慢慢的镇静了下来。 

博物馆的功能不只是收藏一系列物品，它能够广泛地展

示人类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艺术性和独

创性。在结合艺术和自然的同时，它激发想象，抚慰心灵，

引人思考，实现创新。 

这些馆长们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标本”。他们把收藏

视为重中之重。正是因为他们及其所属的机构真正关爱和重

视这些藏品，周围的人无不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

意。 

在未来的几期里，我会向广大读者介绍这群人物中的“典型

代表”。 

我相信只要您读到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您会乐意通过

文字、音乐、矿物以及艺术去更多的了解为矿石奉献毕生精

力的人物。他们肩负着保管珍品以及教育后世的重任。正是

他们无微不至的管理才能够让珍品完好无损地留给后世。 

            

                         加布里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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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温斯顿——一个美国的传说 

海瑞·温斯顿毫无疑问是业界最有知名度的大牌之一。

这个品牌所实现的空前成功离不开创始人长年累月的研

究探索和坚持不懈的品质保证。在切割、收购和销售顶级

珠宝方面的洞察力使他一跃成为顶级珠宝商。在《最终的

珠宝商——海瑞·温斯顿》一书中，他被描述为对珠宝无

所不知。 

作为加州珠宝商的儿子，他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

对珠宝首饰充满兴趣。我觉得我在娘胎里就已经懂点珠宝

知识了。” 

“海瑞·温斯顿过着传奇的生活，富有、奢华、神秘。

他的一生堪称梦幻，他一手缔造了自己的王国，里面充斥

着皇亲国戚的轶事和绝世珍宝的得失。他在一个前人从未

开拓的领域里收获了名与利，这样的天时地利恐怕在后世

也不可复制。” 

当肩负与自己的理念相左的阻力或者外界压力的时

候，他会替自己惋惜，这是他个人独特的幽默和自嘲。他

总是叹气着说“哦，海瑞，亲爱的海瑞。”——罗纳德·温

斯顿是这么评价他的。 

这些的字句正是众多珠宝从业者对这位杰出人士的

共同印象。他成功的个人事迹赢得了业界的崇敬，他是美

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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