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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

川攀枝花市一些

经营珠宝玉石的

行家开发出一种

专门用来雕刻青

蛙类 的 彩 石，俗

称青蛙玉。用这

种彩石雕刻的青

蛙（照片!）和赡

蜍（照片"）形象

逼真，典雅朴实，

令人 赞 叹 不 已，

具有极高的观赏

价 值 和 收 藏 价

值。

本文通过两

次野外考察和室

内 鉴 定 分 析 工

作，确定这

照片! 青蛙玉雕刻成的青蛙，实际长度为!#公分。

照片" 青蛙玉雕刻成的蟾蜍。实际长度为!$公分。

类彩石主要是经过蚀变的基性火山岩%玄武岩和少量

基性浅成侵入岩%辉绿岩。一般新鲜的基性岩石常具

暗灰色、灰黑色或暗黑色，并不具耀眼的彩色，但经过

蚀变作用以后，岩石变成具鲜艳的翠绿色、黄绿色、绿

黑色等色泽优美的彩石。其绿色色调和自然界中的青

蛙皮的颜色极其相似，加之它具有很特殊的“斑点”，又

和青蛙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如出一辙。由于这种彩石的

颜色和斑点与青蛙的外部特征如此之珠联壁合，使用

这种彩石雕刻出来的青蛙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

度，充分显示了雕刻艺术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和因材施

艺的巧妙构思，使该种彩石得以合理利用而大放异彩。

玄武岩类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有分布，如果都能像攀枝

花市那样将其充分地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将是一笔巨

大的宝贵财富。此外，还应特别提出的是近两年来此

种青蛙玉的河流卵石作为一种观赏石的新品种（俗称

绿泥石）在市场上开始露面，其耀眼的色彩和独特的结

构构造吸引了不少赏石家，争相购买和收藏。

我们采用了偏光显微镜下观察、电子探针分析和

化学全分析等鉴定方法对这类彩石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确定该类彩石主要是蚀变了的玄武岩类。以下对

该类彩石的岩石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特征、岩石类型和

化学组成叙述如下：

! 矿物成分

该彩石原岩的主要矿物成分为基性斜长石和普通

辉石，其次有少量角闪石、黑云母和磁铁矿。由于这类

岩石普遍遭受不同程度的热液蚀变作用，因而出现了

大量的蚀变矿物，有的样品可见原生矿物被蚀变矿物

所交代。蚀变矿物有绿帘石、绿泥石、黝帘石、阳起石、

次闪石、钠长石、绢云母和方解石等。

基性斜长石 镜下观察多为宽板状晶体，半自形，

无色，透明，低正突起，一级灰干涉色，聚片双晶发育。

新鲜的斜长石在这类岩石中不多见，普遍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蚀变，主要为钠黝帘石化。

普通辉石 镜下呈短柱状，无色，中高突起，糙面

显著，具两组正交解理，干涉色二级蓝。辉石较长石更

易遭受蚀变，主要蚀变为绿泥石、次闪石和阳起石。

角闪石 镜下呈长柱状晶体，中正突起，具两组近

菱形相交解理，主要蚀变为次闪石和阳起石。

黑云母 片状，浅褐色至深褐色，呈多色性，主要蚀

变为绿泥石。由于蚀变黑云母颜色变浅，多色性减弱。

该类岩石原本为黑灰色、深黑色的暗色岩石，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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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作用产生大量带绿色色调的蚀变矿物（绿帘石、绿

泥石、阳起石等）使其变为绿色的彩石。这些蚀变矿物

的特点是它们常具细粒或微粒（一般!"!#!"!$%%）的

集合体交代原生矿物，蚀变强烈者，绿帘石和其他蚀变

矿物一起呈原生矿物的假象。

绿帘石 肉眼观察为黄绿色，镜下观察为淡黄绿

色或无色，高正突起，短柱状或他形粒状，干涉色!&
"级，其最大特征是具极不均一的干涉色。经电子探

针分析其化学成分结果见表#中#’。分析数据表明

绿帘石为主要富钙、其次富铝和铁的硅酸盐矿物。

绿泥石 肉眼观察为暗绿色，镜下观察为细小的

片状矿物，淡绿色，正低突起，干涉色一级灰。

阳起石 肉眼观察为暗绿色、黑绿色，镜下观察呈

柱状或针状，浅绿至绿色，具弱多色性，具两组菱形相

交的完全解理，干涉色为!级中部，经电子探针分析其

化学成分结果见表#中#!、##、#(。分析数据表明阳

起石为富铁、镁、钙的硅酸盐矿。

’ 结构构造

这类彩石最主要的结构构造特征为变余球粒结构

和变余聚斑结构，正因为有这种结构极似青蛙表皮的

斑点状特征，才使其有可能物尽其用，雕刻出栩栩如生

的青蛙或蟾蜍。此外，有的样品具条带状构造。基质

具粗玄结构或拉斑玄武结构。

球粒结构是在微晶或细晶的基质中夹有球状体。

未蚀变岩石中的这种球状体灰白色，是由长柱状的基

性斜长石呈放射状排列而成。斜长石晶粒间常夹有他

形粒状的普通辉石晶体。具这种构造的玄武岩可能属

于球粒玄武岩（王德滋等，#)*’）。聚斑状结构为许多

斑晶矿物的集合体，未蚀变岩石中的聚合斑晶为辉石，

暗绿色、灰黑色或斜长石斑晶集合体，灰白色，少量为

角闪石。本区彩石为强烈蚀变的玄武岩。其中球状体

或聚合斑晶均为蚀变矿物集合体，斜长石蚀变为绿帘

石、黝帘石、钠长石、方解石、绿泥石。钠黝帘石化使球

状体呈色，暗色矿物遭受绿泥石化或阳起石化。这种

蚀变了的球粒或聚斑称变余球粒结构（照片(）和变余

聚斑结构（照片+）蚀变以后的样品很难判断蚀变前是

球状体或聚合斑晶，故本文统称其为斑点。本区彩石

斑点的大小变化多样。一般为#"$,’—(,+%%，大

者可达$,*—*,#!%%，个别大者可达#-,’!%%。

大的斑点呈椭圆形或不规则状，有的呈同心圆状（照片

(），大者呈团块状或瘤状。由于蚀变，斑点常为黄绿色

或暗绿色。大斑点彩石常用于雕刻蟾蜍（照片’）。

照片( 蚀变球粒玄武岩，实际长度为#-公分。

照片+ 蚀变聚斑玄武岩，实际长度为#$公分。

条带状构造特征为浅色矿物为主的条带和暗色矿

物为主的条带相间排列。深浅条带宽约!"$’.%左

右，条带间界线呈过渡状态。雕刻家常利用条带状构

造这一特征，将浅绿色条带部分雕刻成青蛙，将暗绿色

条带部分雕刻成荷叶，恰似青蛙爬在一片荷叶上（照片

$），衬托出青蛙悠闲自得的形态，更增添了雕件的几分

灵气和动感。

照片$ 具条带状构造的蚀变玄武岩雕刻成的伏于荷叶上

的青蛙，实际长度*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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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观察，基质结构主要是粗玄结构和拉斑玄武

结构，前者特点是斜长石细小柱状晶体排列成三角形

的空间中充填有数粒辉石或磁铁矿颗粒，后者是斜长

石柱状晶体空隙中除了充填辉石晶粒外尚有玻璃质充

填。前者称粗玄岩，后者称拉斑玄武岩。由于蚀变作

用，基质也多由暗灰黑色变深绿色或黄绿色。

! 岩石化学成分

表"列出了#个样品的化学全分析结果（表"中

"#）。总的来看，其化学组分以$%&’和()’&!为主，其

次是*+&、,-’&!和./&，而0’&和1/’&含量很低。

该类岩石虽以$%&’为主要组分，但除超基性岩外，它

在岩浆岩系列中仍属硅酸不饱和或基本饱和的组分类

型，故没有标志$%&’ 过剩的石英出现。./&!1/’&
是由于作为主要矿物的斜长石为钙长石端员矿物，即

属基性斜长石。由于该岩石中长石均为斜长石而不含

钾长石，故0’&的含量也很低。*+&和,-’&!的含

量较高是由于暗色矿物含量较多所致。以上分析皆说

明这类岩石属典型的基性岩。

表"中还列举了三个标准玄武岩的综合化学成分

数据，与本区样品对比，表明两者成分相近，进一步证

实该类岩石为基性玄武岩类。

2 岩石类型

肉眼观察，从“斑点”与基质的关系来看，该种岩石

可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浅黄绿色斑点散布在深

绿色基质之中。第二类是深绿色斑点散布在浅黄绿色

基质之中。野外考察表明以第一类居多，而第二类较

少。

（"）第一类浅黄绿色斑点散布在深绿色基质之中

的岩石；

镜下观察，此类岩石的斑点原生矿物为浅色矿物

斜长石，由于斜长石经蚀变作用被绿帘石、黝帘石、绿

泥石、绢云母、钠长石、方解石等细小集合体交代、总体

上呈现浅黄绿色。

（’）第二类深绿色斑点散布在浅黄绿色基质之上

岩石；

在镜下观察可以看出，此类岩石的斑点原生矿物

为暗色矿物辉石或角闪石，由于辉石或角闪石经蚀变

作用被绿泥石和阳起石为主的集合体交代，总体上呈

现出深绿色。上述两类岩石有时呈过渡关系，有时在

一块标本上两者同时存在，混杂在一起，一部分以第一

类为主，另一部分以第二类为主。

表" 本区几个“青蛙玉”化学全分析数据和个别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数据（3）

样品号

和岩石名称
$%&’ 4%&’ ()’&! .5’&! ,-& ,-’&! *6& *+& ./& .7& 1%& 0’& 1/’& 8’&9 :&: 总量

化

学

全

分

析

";<=>" 2?;@@ A;?9 "";#? "";’2 A;"B "’;!A"A;!B A;"’ !;!" A;A? ";A!

’;<=>! 9’;29 ";"! "2;2B @;#B A;"9 !;’! "2;@2 A;’9 A;!2 A;"9 !;"9

!;<=>2 9";2? ";’9 "!;’B "";’’ A;"? 9;"# "!;’2 A;A! ’;"! A;"" ";@"

2;<=>"# 9A;## ";@! "9;9# "A;9A A;"9 #;’’ B;’2 ’;A? !;B’ A;’@ ’;""

9;<=>"B 92;B9 ";2! "!;9" @;"@ A;"9 9;#B ?;9? A;!@ 2;9B A;’A ";BB

#;<=>’A 92;#B ";2@ "!;#2 @;9B A;"2 9;#’ ?;’@ A;"B 2;#’ A;"? ";2@

C’&D

B;拉斑玄武岩 2?;2? !;A# "!;B" ?;92 9;’A A;"B 2;B! ?;’" ";’? ’;#2 A;!! !;#’

?;拉斑玄武岩 9";99 ";B@ "2;#? B;B" !;BB A;"9 #;?A ?;?@ A;?" ’;?9 A;’B ";AB

@;辉绿岩 2B;B9 ";#A "!;2’ "’;BB ";9B A;’9 9;@B @;?@ A;?9 !;@9 A;"9 ’;!2

电
子
探
针
分
析

"A;阳起石 2?;?9 A;#@ ?;!@ A;"A "A;2" A;"@ "!;@B"";@9 A;"2 A;AA A;"’ ";B? A;’? @#;?"

"";阳起石 92;?2 A;A2 A;"B A;"# "’;@’ A;!? "2;2@"";?# A;AA A;AA A;A@ A;A9 A;A@ @9;A@

"’;绿帘石 !B;?B 2;#9 "?;#@ A;A! "’;@9 A;A@ A;AA ’!;"" A;AA A;"" A;AA A;"" A;A# @B;"9

"!;阳起石 99;’2 A;AB A;AA A;AA "2;@@ A;!" "!;@B"’;2" A;"? A;AA A;A9 A;AA A;!! @B;9?

" 含淡绿色变余球粒的蚀变玄武岩，’ 含暗绿色变余斑状结构（绿色斑点）蚀变辉绿岩，! 同"，2轻微蚀变的球粒玄武岩；9 同"，# 含黄绿色瘤

状球粒的变基岩，B 新生代"@’样品，选自孙鼎（"@?9）表?>9，? 中国西部二叠纪BA个样品，同B，@ 云南辉绿岩，选自邱家骥（"@?9）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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