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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化田黄的矿物学特征及相关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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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昌化田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产于浙江昌化玉岩山的一个新的田黄品种。 68 件样品的矿物学研究表

明 ,昌化田黄主要组成矿物为迪开石 、高岭石 ,并可含石英 、明矾石 、绢云母 、褐铁矿 、黄铁矿 、辰砂等次要矿物 , 未见珍

珠石。昌化田黄与寿山田黄具有相同成因 ,并具有田黄的石皮 、石形 、质地 、石色 、萝卜纹 、红格等鉴定特征。昌化田

黄在产状 、块度 、石形及矿物组成上与寿山田黄有差异 , 可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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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mineralogy and related problems of 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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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f rom Yuyan mountain area of Changhua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a new

species of Tianhuang Stone.Mineralogical studies of 68 samples show that 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is com-

posed of dickite and kaolinite , and may contain such auxiliary minerals as quartz , aluni te , sericite , limoni te and

pyrite , but wi th no nacri te.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fo rmed under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similar to those

of Shoushan Tianhuang Stone , and has such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ianhuang Stone as surface , shape ,

color , tex ture , radish lines and red crack.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is different from Shoushan Tianhuang

S tone in mode of occurrence , size , shape , and minera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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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黄是我国特有的名贵雕刻石 、印章石。长久

以来 ,作为寿山石的一个品种 ,田黄仅产于福建省福

州市北郊寿山村以东的寿山溪上坂 、中坂 、下坂和碓

下田地及坡积层中 ,开采和利用历史已达一千多年 。

有关田黄的研究涉及了其鉴别特征 、化学成分 、物理

性质 、结构构造 、成因产状 、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 ,并

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问世(石巢 , 1982;任磊夫 , 1988;

李英豪 ,1992;方宗王圭 , 1994 , 1995;林文举 , 1994;汤

德平等 , 1998;武新逢等 , 1999;王敬之 , 2001;吴春

增 ,2002;郑宗坦 ,2006;陈涛等 , 2009)。田黄被定义

为产于寿山溪田地中 、具有六德特征和其他标志 、主

要由迪开石和/或珍珠石组成的块状独石(崔文元

等 ,2007)。但近年来 ,市场上 、网络商店以及浙江昌

化地区 ,大量出现一种被称为“昌化田黄”的雕刻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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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引起不小的争论。

浙江省临安市昌化是我国重要图章石产地 。质

地温润 、适于雕刻的昌化石历史上位列我国四大名

石 ,与巴林石 、青田石 、寿山石齐名 ,其开采和利用最

早记载于明朝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根据是

否含“鸡血(辰砂)” ,昌化石被分为昌化鸡血石和昌

化图章石(当地人称之为“白石头”)两类(姚宾谟 ,

2007),其中鸡血石在新时期被评为国石候选石之

一。虽然昌化田黄在市场上大量出现 ,但研究甚少 ,

资料贫乏 。为了查明其基本特征 ,正确认识这种石

料 ,本文运用电子探针 、X射线衍射 、红外光谱等测

试手段 ,系统研究了产于浙江昌化玉岩山的 68 件昌

化田黄样品 ,并探讨昌化田黄的若干相关问题 。

1　矿区地质概况

昌化石产于浙江省临安市西部天目山康山岭玉

岩山一带 。矿床位于江南地轴的边缘 ,扬子地台与

华南褶皱系的过渡带上 ,在绩溪宁固复背斜的东南

翼。矿区出露地层简单 ,以上侏罗统火山岩为主 。

昌化石矿体主要赋存在侏罗系上统劳村组第四岩性

段浅灰-灰白流纹质晶屑 、玻屑凝灰岩中 ,矿化带长

约13 km ,宽 50 ～ 150 m ,最厚达 350 m 。围岩蚀变

有硅化 、迪开石化 、明矾石化 、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等

(包绍华 ,2002)。矿区位于中生代火山盆地西北翼 ,

构造较为简单 ,以单斜构造为主。北东向断裂纵贯

全区 ,北西向断层亦较发育。昌化田黄主要产于玉

岩山北坡山沟 、山谷的坡积层及一些农田中 ,有些山

谷的坡积黄土可达数十米厚。

2　昌化田黄的岩石学 、矿物学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以大小不等的块状独石产于次生坡积 、洪积沉

积层 、农田及溪涧中的昌化田黄多呈土黄或其他不

同色调的黄色 ,也见白色 、红棕色 、灰黑色等色调者 ,

多有风化的外皮 ,皮厚有的近 1 cm ,蜡状或土状光

泽 ,雕刻的成品显油脂光泽 ,质地细腻 ,微透明-不透

明;断口贝壳状或次贝壳状 ,硬度低 ,摩氏硬度约 2 ～

3 ,密度 2.5 ～ 2.7 g/cm3;微晶-隐晶质结构 ,致密块

状 、斑状或脉状构造 。偏光显微镜下 ,主要矿物为迪

开石或高岭石 ,含量在 90%以上 ,显微鳞片状 ,无色 ,

低正突起 ,干涉色一级灰 ,少数样品可含 5%左右的

石英以及少量的明矾石 、绢云母 、褐铁矿等 。部分昌

化田黄含红色辰砂 ,形成特有的“昌化田黄鸡血” ,其

中的“血”(辰砂)呈细脉状 、条带状 、浸染状分布于岩

石中 ,含量不一 。

2.2　矿物学研究

2.2.1　红外光谱分析

对取自昌化玉岩山的 68 件昌化田黄样品进行

了红外光谱分析 。测试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造山带及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

PE983G型红外光谱仪上进行 ,分辨率 4 cm-1 ,扫描

范围 180 ～ 4 000 cm
-1
, KBr 压片 ,室温下测试。代

表性样品的红外光谱图见图 1。

高岭石族矿物有 3个主要多型变体:高岭石 、迪

开石和珍珠石。不同变体的红外图谱总体相似 ,表

现为高频区3 700 ～ 3 600 cm-1有 2 ～ 3 个较尖锐的

谱带 ,有时在 3 670cm-1 、3 650 cm-1还出现 2个弱

带;在 1 200 ～ 1 000 cm -1有 2 个较宽的强吸收带;

950 ～ 900 cm
-1
是 1 个中等强度的锐带;800 ～ 600

cm-1为 3个弱吸收带 , 550 cm-1以下低频区有强度

大体依次减弱的 4个吸收带 。主要区别在于高频区

的几个谱带上 ,其中高岭石3 700 cm
-1
的强度高于

3 620 cm-1峰 ,且中间的 3 650 cm-1峰微弱;迪开石

相反 ,3 620 cm-1的强度高于3 700 cm-1峰 ,且中间

峰 3 650 cm-1强度介于中间 ,形成右倾的锯齿状;而

珍珠石同样 3 620 cm
-1
的强度高于3 700 cm

-1
峰 ,但

中间峰 3 650 cm-1峰强与 3 620 cm-1近似 ,两者形

成吸收肩;若3 700 cm-1与3 620 cm-1强度近相等 ,

则为高岭石与迪开石之间的过渡类型矿物(闻辂等 ,

1989;Choo &Kim , 2004;Johnston et al., 2008)。

测试结果表明 35 件样品的主要矿物为迪开石

(图 1a),31件主要物相为高岭石(图 1b),另有 2件

为迪开石和高岭石的过渡型矿物(图 1c)。

2.2.2　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

挑选 6个典型样品进行了 X 衍射粉晶衍射分

析 ,实验在北京大学微构分析测试中心的 RIGAKU-

RA型 X射线粉晶衍射仪上进行。实验条件为:Cu

靶 Kα,管压40 kV ,管流 100 mA ,步宽 0.01°,扫描速

度 4°/min ,扫描范围 3 ～ 70°。

作为层状矿物 ,由于其平行结构层方向的取向

优势 ,故高岭石族矿物的 X射线粉末衍射的强峰为

(001)的面网衍射峰 ,分别为 d001 =0.715 nm , d 002

=0.356 ～ 0.358 nm , d003 =0.238 nm 等 。测试的 6

个样品均表现出高岭石族矿物的特征谱线(图2),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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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昌化田黄代表性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Fig.1　Infrared absorption spectra of representative Changhua Tianhuang Ston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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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昌化田黄的粉晶 X射线衍射图谱

Fig.2　XRD patterns of Changhua Tianhuang Stones

昌化田黄石的主要矿物相为高岭石族矿物 ,个别样

品出现了石英的衍射峰(A34)。

高岭石族矿物 3个多型变体的 X射线衍射谱的

区别表现在 2θ角 19°～ 24°间的衍射峰与 35°～ 40°间

的衍射峰。在 19°～ 24°之间 ,迪开石表现为分裂较

好的 6个衍射峰 ,并有 0.395 nm 、0.379 nm 的特征

峰 ,而高岭石无 0.395 nm 、0.379 nm 的特征峰;在 3°

～ 40°之间 ,高岭石有 6 个衍射峰 ,分别以两个“山”

字型出现;迪开石则只有 4个衍射峰 ,分别以两个

“指”字型出现;珍珠石在 35°～ 40°之间也是 4个峰 ,

但衍射峰分裂得不如迪开石 ,往往形成似折断的电

线杆状(杨雅秀等 ,1994)。

本文测试的 6个样品(图 2), A31 、A33 具有特

征的迪开石衍射峰 , A34 、A46 则为典型的高岭石衍

射峰;而 A09 、A40 在 35°～ 40°之间显示迪开石的 4

个峰 ,但无高岭石 0.395 nm 、0.379 nm 的特征峰或

峰很弱 ,应为高岭石与迪开石间的过渡类型。这与

红外光谱测试结果相符。

2.2.3　电子探针分析

选取 6个典型样品进行了电子探针分析 ,每个

样品做了 3个分析点 ,其中样品 A40做了 6个分析

点 。测试在北京大学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的 JEOL JXA-8100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上进

行 。分析条件为:加速电压 15 kV;束流 1×10
-8
A ,

结果列于表 1 。分析结果表明样品中主要矿物是高

岭石族粘土矿物 ,测试值与高岭石的标准值非常接

近 。结合红外光谱等测试结果 ,主要物相分别为迪

开石 、高岭石以及高岭石和迪开石的过渡。主要矿

物高岭石和迪开石为显微鳞片状 ,鳞片大小在 0.3 ～

5 μm 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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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昌化田黄主要矿物的化学成分　　　　　　　　　　　　　　　　　w B/ %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major minerals in Changhua Tianhuang Stones

样品号 SiO 2 Al2O3 TiO 2 Cr2O3 FeO MnO MgO CaO NiO Na2O K 2O Total 矿物名

A31-1 46.68 38.94 0.02 0.01 0.02 0.02 0.02 85.71

A31-2 46.57 38.74 0.01 0.02 0.08 0.03 0.01 0.01 0.01 85.47

A31-3 46.45 38.80 0.01 0.02 0.00 0.03 0.01 85.32

A33-1 46.57 38.48 0.01 0.01 0.03 0.02 85.11

A33-2 46.56 38.59 0.02 0.04 0.03 0.03 0.06 0.04 85.36

A33-3 46.62 38.57 0.02 0.01 0.01 0.07 0.04 85.34

A09-1 46.49 39.01 0.07 0.05 0.04 0.04 0.04 85.74

A09-2 46.46 38.93 0.01 0.03 0.03 0.02 0.03 0.05 0.01 85.56

A09-3 46.27 38.74 0.01 0.01 0.04 0.05 0.07 0.02 0.01 0.02 85.23

A40-1 46.62 38.83 0.02 0.02 0.02 0.04 0.01 0.01 0.01 85.58

A40-2 46.44 38.67 0.01 0.03 0.03 0.01 85.19

A40-3 46.83 38.17 0.05 0.01 0.01 0.07 0.01 0.01 85.16

A40-4 46.43 38.64 0.02 0.04 0.00 0.03 0.01 85.18

A40-5 46.43 38.40 0.07 0.02 0.03 0.05 0.02 0.01 85.03

A40-6 46.57 38.59 0.07 0.34 0.01 0.04 0.01 0.02 85.64

A34-1 46.62 38.76 0.02 0.12 0.03 0.04 0.01 85.59

A34-2 46.35 39.06 0.02 0.13 0.02 0.05 0.01 0.01 85.66

A34-3 46.54 38.39 0.07 0.01 0.02 0.03 0.03 85.09

A46-1 46.46 38.52 0.11 0.05 0.10 0.03 0.02 0.01 85.29

A46-2 46.43 38.71 0.09 0.02 0.09 0.03 0.04 0.01 0.05 0.03 85.49

A46-3 46.56 38.60 0.15 0.05 0.12 0.03 0.04 85.54

迪开石

高岭石-迪

开石过渡

高岭石

测试者: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王长秋。

3　讨论

3.1　昌化田黄的分类

根据笔者近几年收集到的标本 ,昌化田黄的颜

色较丰富 ,除了大部分为黄色外 ,还有呈白色 、赭红

色 、黑色者 ,此外还有黄白二色者 ,即所谓银裹金和

金裹银 ,因此大体可把昌化田黄按颜色分成黄色 、白

色(白田)、红色(红田)、黑色(黑田)、银裹金及金裹

银6种类型。尽管昌化田黄有不同色调 ,但黄色是

基本的 ,其他各种色调者也都带有黄色 ,因此黄色是

鉴定标志之一。

3.2　昌化田黄的形成与产状

根据区域地质研究 ,昌化石的原岩是中生代侏

罗系火山岩———流纹质晶屑-玻屑凝灰岩 。原岩经

后来的热液蚀变作用 ,包括迪开石化 、高岭石化 、明

矾石化 、汞矿化 、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 、硅化等 ,部分

即形成了适于雕刻的印章石而成矿 。

而昌化田黄则是原岩蚀变后 ,再经过风化 、剥蚀

作用 ,脱离原地 ,滚落或被流水搬运到农田 、沟涧等

凹地及坡积层 ,被土壤掩埋 ,其圆度(石形)与搬运距

离以及搬运过程中被磨蚀的程度有关 。这些被土壤

掩埋的滚石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里 ,经土壤中的水 、

酸及其他化学成分的作用而形成“田黄” 。由于处于

地表的氧化环境里 ,土壤中以及原岩中的 Fe 都呈红

色的 Fe3+ ,因此“田黄”便被浸润成以黄色调为主。

而一些局部的土壤成分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会导致

一些腐殖质高的土壤中田黄呈灰黑色 、白色土壤中

田黄显白色调等 。

昌化田黄主要产于玉岩山北坡的沟涧 、梯田中 ,

也见散落于水田中 ,为次生成因矿床 。

3.3　昌化田黄的鉴别特征

与寿山田黄具有同样成因的昌化田黄具备田黄

石共有特征 ,同样可以从石形 、石质 、石色 、石皮 、萝

卜纹 、红格(格纹)、矿物组成等几个方面来鉴别。

石形即田黄的整体形态。由于田黄是原生矿石

经风化作用脱离原地 ,异地沉积 ,因此在被搬运过程

中被冲刷 、磨蚀而成卵圆形。磨圆度与搬运距离和

磨蚀程度有关 ,但不管程度如何 ,都应有磨圆 ,而不

能呈尖棱尖角状 。

石质即田黄的质地。质地优劣取决于组成矿物

的颗粒大小及其结合紧密程度。昌化田黄由细小的

(粒径 5 μm以下)粘土矿物迪开石或高岭石组成 ,质

地细腻 ,结构紧密 ,微透明-半透明 ,温润可人 。石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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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在《印石辨》中对寿山田黄提出“细 、结 、温 、

润 、凝 、腻”六德 。从学术角度看 ,即因其组成矿物颗

粒细小 、结构致密以及粘土矿物较强的吸附性 ,使之

表现为质地细腻 、外表光滑 、韧性较强 、光泽温润柔

和并有一定的透光度 。昌化田黄也具有“六德”特

征 ,优质昌化田黄冻黄嫩圆滑 、光透灵腻 ,十分迷人 。

石色即田黄的颜色。昌化田黄按色相分 ,有田

黄 、白田 、红田 、黑田以及银裹金 、金裹银等品种 ,但

无论什么色彩的田黄石都是以黄色作为它的基调 ,

只不过偏白 、偏红或偏黑而已。比如“红田”其色近

橙黄如桔皮 ,而不是桃红 、朱红或血红色;“黑田”则

黑中带赭;而“白田” ,也非纯白如雪 ,而是白中稍带

淡黄或蛋清色。田黄的颜色并非表里如一 ,尤其是

大块的田黄 ,通常是由表皮向里层逐渐转淡 ,乃至泛

白。

石皮是田黄外表包裹的不同颜色的皮层 。由于

田黄的次生成因 ,且被埋藏了亿万年 ,漫长的地质历

史时期的风化作用使其表层被风化 ,岩石结构发生

变化 ,因此形成或厚或薄 ,或全裹 ,或稀疏挂皮不同

形态的皮层。也有一些田黄因为色皮极薄 ,一经雕

刻打磨即被清除。因此 ,所谓“无皮不成田”在田黄

鉴别上需谨慎应用 ,尤其对于雕刻成品。部分昌化

田黄皮层较厚 ,甚至可厚达 1 cm 。

透明度较强的田黄 ,在强光下观察 ,其内部往往

隐约可见一条条细而密的纹理 ,其形状似削去外皮

的白萝卜中明显可见的纤维状纹理 ,被称为“萝卜

纹” 。萝卜纹有白色 、黄色 、棕色等不同颜色 ,可以半

透明或微透明 。昌化田黄萝卜纹主要由迪开石组

成 ,并含水铝石及微粒赤铁矿 、黄铁矿(钱雪雯 ,

2009)。绝大部分田黄具有萝卜纹 ,但也有个别的不

显 ,因此 ,萝卜纹是田黄的特征之一 ,但也不能绝对

化为“无纹不成田”。

红格(红筋)是田黄上的裂隙 ,属于一种瑕疵 。

是在地壳的运动以及风化搬运过程中因碰撞而产生

的。这些裂隙在埋藏过程中 ,由于地表的氧化条件 ,

被Fe2O3 溶液的渗入沉淀而染成黄红色。也有少数

无颜色的裂隙 ,称为无色格。尽管田黄的红格(或红

筋)现象较普遍 ,但不能也绝对化为“无格不成田” ,

而且无红格相当于少了一种瑕疵 ,品质可能更好 。

红格更重要的作用应在于表明田黄经过风化搬运 、

次生浸染过程 ,可以作为区别于原生山石的一个标

志。

矿物组成上 ,据笔者收集的近 70块样品分析以

及相关资料(方飙 ,2008;钱雪雯 ,2009),昌化田黄主

要矿物为迪开石或高岭石 ,未见珍珠石 ,次要矿物可

含石英 、褐铁矿 、绢云母 、辰砂等 。矿物组成在田黄

鉴定上有重要作用 ,但因粘土矿物颗粒细小 ,肉眼及

普通显微镜难于分别 ,需要进行红外光谱或 X射线

衍射分析才能确定。

3.4　昌化田黄的名称

以昌化田黄为名的雕刻石大规模出现并引起争

议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个别昌化田黄的出现历史已

经很长了。据资料记载 ,上海历史博物馆曾征集到

清光绪书画家张辛篆刻的昌化田黄石章。对于昌化

田黄的反对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田黄产地历

来只有寿山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田黄已经形成一种

独特的文化 ,具有许多文化附加值;二是寿山田黄产

于水田 ,而昌化的产于山上 ,相当于寿山的掘性石;

三是昌化田黄品质不如寿山田黄;还有人说所谓昌

化田黄是昌化石开采时丢弃的废石经若干年后形

成 ,不属于自然成因 。

事实上 ,每一种岩石 、矿物都有第一发现地 ,而

其名称则可以从组成 、形态 、物理性质 、发现地等多

角度命名。一个岩石名称应该是具有同样物理性质

和化学组成特征的所有岩石共同的名称 ,不能因为

某种岩石在某地首先发现 ,其他地区产出的同样岩

石就不能使用其名称 。正如一些人提出的 ,鸡血石

首先在昌化发现并命名 ,并不妨碍后来巴林使用鸡

血石这一名称。

关于昌化田黄都产在山上的说法也不全面 ,昌

化田黄也有产于农(水)田以及山坡梯田中者 ,只是

近几年来由于田黄价格的不断上扬 ,导致当地农民

无秩序采掘 ,玉岩山北坡触目惊心的开采现场及废

石堆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昌化田黄都产于山上 。另

外关于昌化田黄都相当于掘性石的说法 ,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看 ,确实昌化田黄相当一部分产于梯田 、山

沟 、溪涧中 ,但是这些石头一样经过了亿万年掩埋和

土壤 、水分的浸润 ,和产于水田中的同属于一种成

因 ,产出位置也相近 ,石头的化学组成相同 ,而当其

达到了优良的品质 ,称其为“田黄”也不为过。事实

上 ,即使对于寿山来说 ,上坂的田黄也是产于坡积层

中 ,而非中坂典型的水田。而且一些产于山上的掘

性石也有具备田黄特征 、达到田黄品质的 ,也一定有

些事实上属于掘性石的被当做田黄了。而如果不是

采石者 ,其他人要想完全正确分辨田黄与所谓的掘

性石恐怕不太可能。

53　增刊　　　 　　　　　　　　　　　王长秋等:昌化田黄的矿物学特征及相关问题探讨　　　　　　　　 　　　　　　　



关于昌化田黄品质不及寿山田黄的认识 ,正在

被不时出现的优质昌化田黄的事实所改变。实际上

田黄品质本来就有高有下 ,寿山的田黄积累了不少

精品 ,也有相当量品质一般的。而业界现在需要做

的工作应该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田黄分级标准 。

关于昌化田黄是丢弃的废石 、非自然成因的看

法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活动也是一种自然活动 ,自然

界的风化作用中就包括生物风化作用 ,也包括人类

活动参与的活动。只要岩石具备了田黄的组成特

征 ,达到了田黄的品质 , 称其为田黄就是自然而然

的。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昌化田黄这一名称的使用

具有合理性。禁止使用这一名称一方面不符合目前

的市场现状 ,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更多的昌化田黄被

当做寿山田黄交易 ,而这样对消费者 、收藏者以及当

地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了区分寿山田黄和昌化

田黄 ,我们建议产于寿山的直接使用“田黄”这一名

称 ,而产于昌化的特称为“昌化田黄” 。

昌化田黄可以定义为:产于昌化玉岩山一带坡

积层及田地中 、具有六德特征和其他标志 、主要由迪

开石等高岭石族矿物组成的块状独石。

3.5　昌化田黄与寿山田黄的对比

尽管昌化田黄与寿山田黄成因相同 ,并有很多

相同特征 , 如颜色 、萝卜纹 、红格等 , 但两者仍有差

异 ,可资区别。具体如下:

在产状上 ,寿山田黄主要产于水田和坡积层中 ,

而昌化田黄多产于山间沟涧 、梯田中。

在石形上 ,寿山田黄多呈卵蛋状 ,而昌化田黄石

磨圆度相对较差 ,可见次棱角状者 。

在大小上 ,寿山田黄因多年开采利用 ,大块的已

近绝迹 ,通常大小在百克量级;而昌化田黄可见较大

块体 , 1 kg 以上大小的不鲜见 。因此那些公斤以上

量级的田黄应注意极可能产于昌化 。

在矿物组成上 ,寿山田黄主要矿物为迪开石或

珍珠石;而昌化田黄为迪开石或高岭石 ,未见珍珠

石 ,并可含次要矿物辰砂 ,形成特有的田黄鸡血以及

明矾石。

此外昌化田黄的部分样品中“砂钉”相对较多 ,

石皮较厚 。所谓“砂钉”即田黄中未被迪开石/高岭

石化蚀变的石英残余 ,硬度较大。

4　结语

目前寿山田黄已基本采尽 ,而昌化田黄作为寿

山田黄的姊妹石 ,是我国田黄的一枝新秀和重要补

充 ,无论在丰富我国高档雕刻石品种 、发展地方经

济 ,还是在田黄成因研究 、工艺发展上都具有重要意

义 ,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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