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地区 

帕拉国际的翠榴石珠宝 

 

红色国度里的绿色珍宝 

 

乌拉尔山脉巴巴罗卡湖畔，第

一个俄罗斯人伸手从冰冷刺

骨的湖水中抓出了一把绿色

的鹅卵石，璀璨闪耀形如珍珠，这人不曾想

到这一发现已为珠宝世界揭开了全新的篇

章。最初被误认为是橄榄石 ，但是经过进

一步鉴定，这种宝石最终被认定为绿色的

钙铁榴石 ，外加其钻石般的特性，因此得

名翠榴石 。 

不久以后，俄罗斯著名金匠卡尔•法贝热开始使用翠榴石为沙皇制作巧夺天

工的密镶珠宝。此外，纽约蒂凡尼也对此趋之若鹜，派遣了首席宝石学家乔治•

弗雷德里克•孔斯前往俄罗斯，大批收购翠榴石。 

随后，翠榴石交易急转直下。十月革命引发了俄国政局的动荡，珠宝交易也

不能幸免。新的当权者限制了珠宝在内的奢侈品交易，从此，翠榴石便只能深埋

泽沼。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随着苏联的解体，新一轮的开采得以开展。当时的领导人

颇为钟意绿色的彩宝，于是翠榴石重新回到了国际宝石交易的舞台并迅速掀起了

收购热潮。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帕拉国际的威廉•拉森与俄罗斯的几家矿区一同合作

开采翠榴石，但是尽管采用了最先进的开采技术，产出仍然寥寥。这个绿色精灵

调皮地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2002 年的夏天出现了巨大的转机。在卡拉多

夫卡的老矿里矿工们挖掘到了前所未有的矿脉， 

拉森在俄罗斯的合伙人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旋即

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递给了他，在电话那头的

尼古拉催促拉森马上飞赴俄罗斯，“马上过来吧！

我这儿挖到宝贝了„„” 

拉森日夜兼程，在四十八小时的颠簸之后，他走

进了叶卡捷琳堡的一个房间，随即被眼前的一幕

深深地震惊了：一个宝石学家的面前放着一块小

山高的绿色矿石。这块陈列的翠榴石重达 20 多公斤，远远超过了从沙皇统治时

期以来开采的同类矿石。拉森感叹道：“我的天！ 红色政权拥有绿色宝石。” 

在 



 

比尔·拉森（右）在挑选翠榴石 

翠榴石原石 

 

威廉•拉森的翠榴石矿之行 

 

2002 年 8 月底，我从洛杉矶飞往

莫斯科，然后再转机前往叶卡捷琳堡，

马不停蹄地赶往乌拉山脉中的矿点。

旅途的颠簸令人疲惫不堪，但我认为

这样的付出完全值得，谁也不能拒绝

这百年难遇的机会，亲眼见证本世纪

发现的最大绿色宝石之一——翠榴石，

这象征俄国皇室和费伯奇工艺的显赫

宝石。 

抵达之后，我们见到了矿场经理

瓦吉姆并与其一起前往矿山。在乌拉

地区，开采季节是非常短暂的，一般

只持续三到四个月。开采环境非常恶

劣，一直要到开采季最后的两周，昆

虫的滋扰才能让人勉强接受。卡拉多

夫卡矿点在上世纪最早开采出了翠榴

石，这也成为了瓦吉姆和他团队在这

个历史悠久的老矿持续开掘的动力。 

此次开采始于

五月，在七月的

时候，他们濒临

绝望。所幸的是

俄罗斯的大地

之母终于给她

辛勤奋斗的孩

子们送上了珍

宝。工人们开掘

出了新的矿脉，

最终收获了这

些质地上乘的

乌拉宝藏。 

在一个矿脉里，我看到了晶体状

和聚集体状的绿色石榴石。最好的几

块被分隔在结核 里，闪闪发光，如同

绿色圆滑的泪滴。 

在矿坑的上方，豌豆大小的翠榴

石全部散落在帆布上，场面无比壮观。

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不停地在指尖

翻转这些美丽不可方物的通透宝石。

可以说就算是在沙皇时期也难觅如此

上乘的佳品。我的周围一些岩石已经

被敲开，露出非比寻常的绿色结核块。 

夕阳西下时我们依依不舍地回到

了营地，那里早已升起了火烤起了肉。

席间，大家把带回来的几块高质量的

样品在餐桌上来回把玩，爱不释手。

我们举杯畅饮，热情的俄罗斯友人邀

请我们再度来访。尼古拉斯举起酒杯，

朝我眨了下眼说道：“我热爱这个行当。

由于钟情大自然无与伦比的魅力，我

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与此同时，我

们也领略了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客人们

所带来的独特魅力。为我们的合作！”

我们再一次举起了酒杯„„ 

是的，我绝对会再来。此次俄罗

斯之行已成为了我勘探生涯中最难忘

的经历之一。 

 



 

马尾 

 

帕拉国际翠榴石购买指导  

                                        理查德•W. 休斯 

介绍/名字：翠榴石是钙铁榴石的变种，呈现鲜艳的绿色。最早发现在俄国，因其钻石

般的金刚光泽而得名。色散为 0.057，比钻石（0.044）都高。 

颜色：尽管翠榴石的颜色永远无法和高质量的祖母绿相提并论，祖母绿的颜色仍然可以

用来作为翠榴石的理想参考。和祖母绿一样，翠榴石鲜艳的绿色是由于微量的铬造成的。

最理想的绿色应该越强烈越好，而不是过于暗沉或者黄绿色。 

光线：翠榴石一般在日光下最好看。在白炽灯光下会呈现偏黄绿色。因为其色散高的特

性，如果在同一类灯光下，比如多点照明灯光，翠榴石会比钻石更好看。就像挑选其他

宝石一样，购买者需要选择在不同的光线环境下都极具魅力的宝石。 

净度：从净度来考量，翠榴石相对比较干净。所以应该选择

肉眼下看起来干净，或者近乎干净的。但是翠榴石常常含有

“马尾”（如右图），即从一点向四周扩散质地为绿蛇纹石 的

针状包裹体 。 此外，如果翠榴石里有微小且品相好的“马

尾”包裹体，在收藏者中也是非常吃香的。 

切割：在市场上，圆形切磨或坐垫切工比较常见，能最大保

持宝石的重量同时又展现火彩。素戒面切工并不常见。 

价格: 翠榴石是价格最为昂贵的石榴石之一，与上等的铬钒

钙铝榴石（另一种绿色石榴石）相当。但是和其他宝石一样，

质量差的（比如没有宝石价值的）可能只有几美元一克拉，

它们的表面往往不够干净。石榴石的价格同时取决于大小和

质量。在顶级珠宝店里，5 克拉以上的翠榴石售价可能超过

10,000 美元每克拉。 

大小：刻面的翠榴石很少能超过 2 克拉. 品质好的翠榴石如果超过 5 克拉可以被认为是

世界顶级的精品。大多数的翠榴石不超过 1 克拉。 

资源：翠榴石最早发现在俄罗斯的乌苏拉山区。目前， 伊朗，意大利和纳米比亚有少

量的资源，但是俄罗斯的翠榴石仍然是业界推崇的。 

增强处理：某些翠榴石在低温环境下通过加热处理以改善本身的颜色。这些处理过的

翠榴石在正常佩戴环境下能够保持颜色的稳定。 

仿造：不存在人工合成的翠榴石，但是一些仿制品仍然存在， 包括绿色玻璃和绿色钇

铝石榴石。 

 

 

 

 



 

 翠榴石特性 

成分：Ca3Fe2(SiO4)3 

硬度： 6.5-7.0; 翠榴石最适合用于制作胸针，耳环和链坠，不适合做成戒指。 

比重：3.84 

折射率：1.888；单折射 

晶系：立方体 

颜色：淡绿到深绿 

色散：0.057；宝石中最高，甚至高于钻石 

杂质：“马尾”，即从一点向四周扩散质地为绿蛇

纹石的针状包裹体。 

操作： 1）超声波： 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是

如果宝石里有液体状的包裹体，操作仍然存在风

险。 

       2）蒸箱：有风险。 

保养翠榴石最好的方法是用温度适中的肥皂水清

洗。此外避免触碰热源和酸。 

 

 翠榴石的宝石学资料 

翠榴石属于钙铁榴石类，即含有钙质和铁质的石榴石。这种宝石的颜色区间从正绿

色和黄绿色（为铁的成分所致）到高端的祖母绿色（为铬的成分所致）。它的折射率是

1.875，色散是 0.57b-g, 这两个特性是所有天然石榴石中最高的。在人造光下，刻面的

宝石往往最能呈现璀璨夺目的色彩。 

尽管角闪石的纤维组织形成所谓“马尾”——一种彗星状的包裹物，根据以往的分

析，这种包裹物也有可能是绿蛇纹石。这些马尾状如细密光滑的线股汇聚到一端并朝另

一端四散，如同彗星的尾巴。这些纤维有时可能毫无规律地分布在矿石中，它们的出现

是天然翠榴石最有力的证明。 

翠榴石比其他的石榴石柔软，但是被镶嵌成珠宝后的状态仍较为出色。它的比重在

3.84 和 3.85 之间，比钻石（3.52）还要重。翠榴石曾被误认为是橄榄石，但是通过以下

几点可以纠正这种混淆： 

1） 翠榴石是单折射，它的比重很高，同样

在最重的液体里（sp.gr.3.6）翠榴石下

沉而橄榄石漂浮。 

2） 翠榴石原石成等比例的结构，十二面体

的晶体。 

3） 和翠榴石比较相似的橄榄石成斜方晶

系，有着短小紧凑的棱柱；祖母绿则呈

现六角形结构。 

 



 

 

 

翠榴石——来自俄罗斯乌拉尔山脉的绿色精灵 

 

简史 

翠榴石最早开采于亚

历山大二世

时期，俄国皇

室的钟情赋

予这绿色精

灵极具传奇

的历史。 

十 九 世

纪八十年代

中后期，翠榴

石被人发现，

名字来源于荷兰语里的“钻

石”。矿区位于俄罗斯乌拉

尔山脉的中段，此外，在下

塔卡尔西萨克地区以及巴

巴罗卡河流域，人们在淘金

时也发现了翠榴石。因此，

在最早期它被叫做巴巴罗

卡石榴石。 

当这些翠榴石出现在

市场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小

小的翠榴石不会有多大的

名气，无法引人关注。随即

爆发的十月革命马上印证

了这个预言。新政权把叶卡

捷琳娜堡改名为斯维尔德

洛夫。紧接着，所有高级首

饰和珠宝都被认为是资本

主义的泡沫而被全面查禁。

但是翠榴石在美国和欧洲

市场上变得奇货可居。 

乌拉尔山脉的巴巴罗

卡河不仅是翠榴石的最早

发源地，同时也出产亚历山

大石。目前，上等翠榴石的

输出数目有限但是供应比

以前稳定。颜色区间从常见

的亮黄绿色到少见

的如铬钒钙铝榴石

般的浓绿。个头一般

比从纳米比亚出产

的小，但颜色比后者

更鲜艳灵动。 

帕拉国际得益

于近期俄罗斯新的

开采活动，于当地采

购了一大批品质上

乘的翠榴石。 

 

地理学 

很多人都认为乌拉尔

地区是覆盖冰雪的荒蛮之

地。事实上，这里是重工业

和工厂的新兴之地。乌拉尔

山脉绵延 2000 公里，最高

点海拔 1894 米，乌拉尔山

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乌拉

尔河构成了欧亚分割线。二

战期间，斯大林把 1,360 多

家工厂和数以千计的人民

迁移到了乌拉尔山脉以东

以防范地面部队和空袭。该

地区日渐繁荣，供应苏联军

队 40%的军需。俄罗斯位于

乌拉尔山脉的西部和南部，

拥有独立国家以东和哈萨

克斯坦以南的共同财富。 

叶卡捷琳娜堡在十九

世纪成为了乌拉尔地区的

核心城市。这座以叶卡捷琳

娜二世命名的城市也成为

了俄国皇室宝石工匠作业

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二世任

命当时技艺最为精湛的工

匠为他的皇后制作巧夺天

工的珠宝首饰。叶卡捷琳娜

堡因为诞生了沙皇闻名于

世的珠宝而声名鹊起，也因

为成为了十月革命中沙皇

的处决之地而留名史册。 

在被羁押之际，有传沙

皇皇后和他的女儿们把珠

宝缝在礼服的褶皱里以备

出逃之用。面对大众对皇室

的支持和同情，当政者拘禁

了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家人。

在 1918 年 4 月，在多次转

移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叶卡

捷琳娜堡继而被处决于此。 

 

切工一角 

大多数当代的切工们

鲜有机会在尺寸可观的翠

榴石上作业。俄罗斯最新的

发掘才给市场带来了更多

的原石。我们主要的精力都

在修补和重新切割现存的

宝石。目前市场上的翠榴石

都是佩戴过的，被嵌在首饰

上很多年。不同于其他的石

榴石（7+），翠榴石（6 1/2）

尽管相对柔软，但并不意味

着它会比其他石榴石磨损

得快，相反，我们所看到的



 

首饰都保养有佳。 

重新切割翠榴石为改

善陈旧的切面宝石提供了

可能。新的技艺将冠角降低

至三十度以下，从而将其高

色散的特质更大的利用起

来。翠榴石的高折射率导致

切工无法在其表面切割窗

口，尤其是最近俄罗斯发现

的这批翠榴石，因为它们具

有更深的颜色饱和度。 

值得一提的是对翠榴

石的切割并不是为了移除

它的马尾包裹体，而是为了

展示这些马尾。马尾本身的

纤维结构令打磨充满挑战

性，一不小心就会破坏表面，

故马尾们都会被完整地保

留下来。 

翠榴石固有的上乘品

质，璀璨夺目的光辉，这系

列特质赋予其多变的切割

潜质。它们可以被切割成各

种形状，在首饰上呈现千变

万化的独特魅力。 

 

 

 

俄国的皇室家族 

 

1574 年，伊凡四世成为了第一个加冕的俄国沙皇。此后的三百多年，罗曼
诺夫家族成为了俄国权力和财富的缩影。 

彼得大帝，1682-1725 年在位，是第一个酷爱珠宝首饰的统治者。除了建立
海军和推广教育，他将金银匠从雅罗斯拉夫尔迁移到圣彼得堡，这些匠人们在此

为新落成的宫殿进行奢华的装饰。当时整个欧洲都在推崇这种高贵奢华的生活方
式。一旦有盛装的机会，人们就会佩戴各色珠宝彰显尊贵。这种崇尚精美珠宝的
风气需要每个场合都配合高品质的装饰品。 

同样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钻石会所成立。彼得觉得他的加冕徽章，权杖，
皇冠和皇位标志上的宝球都应该是王朝拥有的财富。他的举动也影响了其他王室
进行类似的捐赠。之后每一个继任者都会补上珠宝和首饰，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捐
赠，便再也无法收回。但他们偶尔也会因为某些重大场合而暂时“借戴”。 

俄国皇室最著名的珠宝工匠是法贝热，擅长运用珐琅，黄金，翠榴石和其他
宝石为皇室制做巧夺天工的工艺品。他与翠榴石和亚历山大石都渊源匪浅，前者
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发掘，后者则在 1830 年他的生日那天被发掘。亚历山大石能
红绿变色，与皇室颜色惊人的一致，故它的名字来自于沙皇的名字。 

尼古拉斯二世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不幸的皇朝，讽刺的是，
大多数顶尖的诺曼诺夫家族珠宝都是为这些遭受厄运的沙皇和皇后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