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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天衡序

對於壽山石，我是十二分有感情的，甚至頗具讚佩敬仰之心。

世人認識和走紅，最早地登上文人士大夫乃至於帝王的大雅之堂，甚

壽山石，是我們印人治印須臾不可短缺的基本材料。黃綠赤白，晶瑩

至於佔據了這群人士的大雅之心。這除了壽山石的天生麗質，又是跟

剔透，七彩流光，勝玉邁珉。興起時，一石在握，信刀馳騁，點劃轉

幾百年來學者研究和揭示的廣度、深度分不開的。以論著考，高兆著

換，嘀嘀嘎嘎，如樂章輕奏，似胸潮流動，起伏跌宕，心與手合一，

有《觀石錄》，毛奇齡著有《後觀石錄》。此外專著尚有龔綸的《壽

刀與石共融，感情由此而生，久而久之，則情愈篤，愛愈深矣。

山石譜》、張宗果的《壽山石考》、陳子奮的《壽山印石小志》等。

壽山石，石有靈性，魅力無窮。難怪清初的高固齋、毛大可等名

綜觀這些著作，高之典、毛之雅、龔之質、張之瞻、陳之專，所有關

士都樂於大花其筆墨，憑着文字的表述，文采的描繪，專注深情地對

於壽山石的研討闡發文字，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然而，歷史長河的

它歌詠起來；難怪韓約素這類弱女子，也具備了整飭石材的好手段，

延伸，科學的昌明深化，必將使先前的成果和定論，流露出不可避免

使周亮工都產生出「石經其手，綴瑩如玉」的讚歎；難怪潘子和、楊

的單薄、瑣碎和偏差。即以照相術沒有發明，印刷術的未趨精良這一

玉璇、周尚均諸家，要在小小的石塊上，殫思竭慮，傾注才思，大做

點而言，就使這以前的作者對壽山石色澤、質地、風采的地道描寫刻

起雕飾鈕製的學問來；也難怪謝肇淛、陳越山之輩，由開挖壽山佳石

畫，往往使讀者陷入盲目摸象的玄惘境地，產生出「按圖」不足「索

到延介推廣，組合和擴充了代不乏人的染有石癖、願做石奴的隊伍；

驥」，也不足以自信、自慰的迷糊心態。

更難怪在明季面對金玉印材的難以鐫刻，青田、壽山石剛被作為印材

方兄宗珪研究壽山石近三十春秋，嘗先後拜讀其所著《福建壽山

引進到篆刻領域裏來的當口，篆刻家們就一見情深，感喟良多，諸如

石》、《壽山石誌》兩書，今復郵示《壽山石全書》新著稿本，瀏覽全

沈野宣稱：
「石則用力少而易就，則印已成而興無窮。」吳名世宣稱：

書，在匯總前人對於壽山石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益見宏恢有當。是書

「質澤理疏，純以書法行乎其間，不受飾，不礙力，令人忘刀而見筆

涉古通今，索幽探微，堪稱為博；面面俱到，洋洋灑灑，堪稱為大；

者，石之從志也，所以可貴也。」以石治印，行刀如筆，烈士寶劍，

考訂結實，力正偽誤，堪稱為精；又若，以現代地質學研究成果，論

英雄良駒，這班篆刻家們的欣喜得意之狀，不是生活在這個轉折當口

證壽山石中水坑、田坑等通靈優質品種為「地開石」，而糾正了統屬

的印人所能深刻感受到的。

於「葉蠟石」的舊說，堪稱為深。因之，以博、大、精、深四字評定

如前所述，我們不僅對印石有感情，甚至有敬仰感德之情，其

方君的這部新著，應當是貼切的。

緣於石材在印壇的引進，誕生了中國篆刻史上的石章時代，從而結束

要言之，《壽山石全書》是一部以現代科學伴以現代意識總結壽

了延續二千餘年以金玉為主要印材的銅印時代；結束了文人士大夫因

山石的巨篇宏著。是一本很有價值、值得一讀的好書，相信它一定能

「金玉難就」而被拒絕、排斥於印壇之外的時代；結束了魏晉以降印

像富有魅力的壽山石一樣會贏得讀者的青睞。

章藝術滑坡乃至於墜入深淵底谷的時代。由此可見，印起八代之衰而
形成明清篆刻藝術的勃興，壽山石之類的印材是功勞顯赫，不可不記
的。然而，這往往是許多戀石終生的石癡們所不知不曉的大事件。
在石質印材的探索、開發天地裏，壽山石是最幸運的。它最早被

1988 年 7 月 23 日

夜深時於上海

蕭滋序

方宗珪著《壽山石全書》今日以全新面貌展現於新老讀者面前。

方宗珪先生為一般壽山石收藏家和經營者編寫一些不同層次的讀物，

方宗珪先生和三聯書店都要我寫序言，不由得使我回憶起三十餘年前

這是 1989 年開始我以八龍書屋名義先後出版的四種著作的來由。這

的往事 ……

四種著作的書名是：1.《壽山石全書》（1989）；2.《方宗珪論壽山石》

那時內地文化大革命剛剛宣告結束，在「文革」期間被認為是

（1991)；3.《方宗珪壽山石問答》
（1992）；4.《壽山石史料評註》
（1993）。

「四舊」的事物又開始復活了。1982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5 日，福州

其中，《壽山石全書》曾再版多次，是壽山石圖書中的𣈱銷品種，是

市雕刻總廠在中環威靈頓街 28 號商務印書館郵票藝術中心三樓與該

任何從事壽山石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可惜我當年從事出版帶有

館合辦了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型壽山石展覽盛會。主辦方委派年僅

玩票性質，未及十年就宣告結束，以至像這樣的長銷書也不能繼續出

四十歲的青年學者方宗珪來港主持展覽事宜，期間，他帶來他的壽山

版下去，真是愧對作者，至今仍深感歉仄！差幸，像《壽山石全書》

石最新專著，剛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壽山石學術專著《壽山石誌》

這樣的任何從事壽山石研究、收藏、鑒賞和營銷等工作必備的參考書

三百冊，在展場很快就被搶購一空。方宗珪的兩場學術講座也座無虛

是不愁市場的，何況又是方宗珪先生的權威著作，現在由曾經出版明

席。總之，這次壽山石展不但香港藝術界為之轟動，而且迅速傳播至

式和清式家具、紫砂壺、鼻煙壺等等文物鑒藏圖冊之三聯書店出版修

澳門、台灣、星馬、日本等鄰近地區，從此，壽山石聲名遠播世界各

訂新版，定當引起港澳台灣以及海外各地鑒藏家的關注，長銷且暢

地。方宗珪的大名隨着壽山石而遠播世界各地，有報導並以「壽山石

銷。

的名片 —— 方宗珪」為標題的。「方宗珪」的名字幾乎已經可以與「壽

是為序！

山石」劃等號了！
為何「文革」當年，福州市竟會出現方宗珪那樣的壽山石專家
呢？他於 1961 年十九歲畢業於福州工藝美術學校，就分配在同屬福
州市工藝美術局管轄的福州石雕廠，一直擔任技術員的工作，「文革」
期間他目睹紅衛兵破壞石雕文物的暴行，他就暗地裏樹立起甘當逍遙
派、埋頭研究壽山石的決心。在「文革」期間，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
和整理了數十萬字的文字資料和無數圖片資料，又無數次到壽山各個
礦石洞穴實地考察，並爭取福建省地質研究所等機構協助化驗各種礦
石；後來就在這個基礎上編寫成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我國第一部
有關壽山石的學術專著 ——《壽山石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於 1982
年 10 月出版。
隨着「壽山石熱」的不斷升温，坊間一度出現大量的有關壽山
石的出版物。鑒於《壽山石誌》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當年我曾邀請

2015 秋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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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壽山位置圖

一、壽山紀勝



羅源縣

在福建省福州市北郊三十七公里的重巒複澗中，有一山村，名叫



「壽山村」。以盛產光澤晶瑩、脂潤如玉的壽山石而蜚聲中外。
壽山地理坐標為東經 119 度 10 分 39 秒，北緯 26 度 10 分 50 秒。

小滄

東與連江縣接壤，北近羅源縣境。舉目四望，群山環抱，峻嶺連綿。
北湖
湖北
黨洋

壽山、九峰和芙蓉三座主峰鼎峙其間，古有「三山」之美稱。山麓平





8

日溪 鄉

連江縣



壽山村

是理想的旅遊勝地。
美麗的風光、宜人的氣候和珍奇的彩石，吸引着歷代詩人、墨客



黃坑

地村舍星佈，田園散落，山花爛漫，翠竹成蔭，風景十分秀麗清奇，

東坪

爭相前來遊覽、避暑，留下了瑰麗的詩篇。



æ
翠微院

南宋學者黃榦於紹熙庚戌十月（公元 1190 年），偕友遍覽壽山諸

高山



勝，並吟《紀行十首》，詩中有：「大溪章溪溪水清，上寮下寮山路

下寮

æ

平。三山屹立相犄角，百里連亘如長城。仰干雲霄不盈尺，俯視天高
浮寸碧。閒雲吞吐溢澗谷，飛泉噴灑下石壁。」等句。

æ

九峰山





閩侯縣

芙蓉山

明朝著名文學家謝肇淛於萬曆壬子（公元 1612 年）初夏，攜友

8

林陽寺

陳鳴鶴、徐

壽山 鄉
8



嶺頭

等遊壽山、九峰、芙蓉諸山，在紀遊中寫道：「郡北

蓮花峰後萬山林立，而壽山、芙蓉、九峰鼎足虎踞，蓋亦稱『三山』

宦溪鎮

云。…… 陟桃枝嶺里許，嵐靄霧氣，乍陰乍晴 …… 。又行十里許，
危峰夾立，寒濤澎湃，峰頭數道飛瀑，夭矯奔騰，下衝田石，散作雪
花滿空，亦一奇絕處也。…… 約行三十里，群峰環羅，松栝蔥倩，石

火車北站

橋流水，禽聲上下，大非人間境界，頓令遊客忘登降之憊矣。……

æ 寺院

公路

8


002

名山

鄉鎮




壽 山 石 全 書

倉山區

…… 又十餘里，始至然，畛隰污邪，茅茨湫雜，佛火無煙，雞豚孳

村莊

市縣
縣界

河流

息，都無蘭若彷彿矣。…… 山多美石，柔而易攻，間雜五色，蓋珉屬
也。」又說：「余遊山多矣，未有若茲遊之快者」。
清朝文人魏傑《遊九峰寺芙蓉洞記》載：「距郡城北七十里之
遙，有九峰名勝，與芙蓉、壽山連續，舊稱『三山』。…… 出井樓
門，過蓮花峰，陟桃花嶺上，右折登菜嶺，午飯下寮。…… 沿溪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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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

從九峰折而右十里至芹石，又十里至王坑橋，鳥道盤空，山山相續。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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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蹶而行十餘里，始到翠微院，日將暮矣。徘徊四顧，群山環合，竹林

元 890 年）朝廷曾賜慈惠禪師並紫衣。據傳，宋朝晉光禪光禪師在此

松塢，自成一村，其間桑麻雞犬，避世之區也。…… 凡四日之遊，計

開法，雲集數千眾。

程一百八十餘里，得詩若干首，有似乎昔日遊武夷名勝也。夫武夷之

芙蓉山距九峰數公里，山狀如出水芙蓉，秀麗卓立。山中名寺

遊，循行九曲，而九峰之遊，歷覽三山，山水爭奇，晴陰變幻。昔謝

「芙蓉院」，唐大和七年（公元 833 年）僧靈訓所創，是壽山一帶最

在杭云：『凡遊山者，勝事無常，而山靈之秘，或不欲令人人見之。』

古老的禪院。咸通八年（公元 867 年）賜額「延慶禪院」，宋太平興

余今日扶履登臨，得以遠繼謝公之後，山靈其亦許我來遊乎哉」。其

國年間（公元 976 — 984 年）改名「興國禪院」。明朝寺毀，清康熙

他如明徐

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曾重修一次，如今寺廢，唯基址猶存。離

、陳鳴鶴和清黃任等詩人也都有遊壽山詩歌傳流於世。

自古道：「天下名山僧佔多。」早在唐朝，壽山一帶就相繼興建

舊寺不遠山坳有一天然岩洞，名「芙蓉洞」，宋時號「靈洞岩」。洞

了數座寺院，聚集僧侶數千眾，四方遊客，絡繹不絕，成為福州「五

深廣，縈迂十餘里，難窮其際。洞中有相傳義存祖師的開山堂，可容

山叢林」之一。

納百餘人，石床、石鼓、石盆俱備，可以想像當年佛教之盛景。

由北門新店登山，沿着逶迤山路行十餘公里到達北峰桃枝嶺嶺

壽山與芙蓉峰相對而立，雖僅十里之隔，而徑路迂迴，峭壁聳

頭，折東行數里便是著名的佛教聖地瑞峰林陽寺。林陽寺古稱「林洋

立，攀登頗費精神。「廣應院」位於壽山村外洋，唐光啟三年（公元

院」，又稱「瑞峰院」，取寺周森林浩瀚之意。宋淳熙《三山誌》記：

887 年）置，開山僧號妙覺。明洪武年間（公元 1368 — 1398 年）毀於

「林洋院，遵化里，長興二年（公元 931 年）置」，又云：「大林洋院

火，萬曆（公元 1573 — 1620 年）初重建。崇禎時（公元 1628 — 1644

施化里，晉天福元年（公元 936 年）置」。明謝肇淛《遊林陽寺》詩

年）又毀。今尚存一口長三米石槽，從正面所刻「當山比丘廣贊舍財

云：「叢林一片掩垂藤，敗鐵生衣石闕崩。夜雨孤村聞斷磬，春畦隔

造槽」等銘文研究，可知是南宋舊物。當年寺僧大量採集壽山石，或

水見孤僧。山荒荊棘無鄰近，嶺隔桃枝少客登。寂寞茅茨餘四壁，霜

製佛珠，或刻小品，寺焚後，石埋土中。後人好奇，時在寺院故址搜

風時打佛前燈。」描述當時寺院衰敗情景。林陽寺歷千年蒼桑，幾經

掘，偶得佳石，取名「寺坪石」。環繞村前的壽山溪猶如一條玉帶，

興廢，現今各殿堂、佛像修整一新，列為國家佛教重點保護單位。

水聲淙淙，屈曲東流。因溪旁、水底零散埋藏珍貴獨石田黃，故有

在瑞峰附近還有許多古跡名勝，如山前的石牌村，就是因為南

「寶石溪」之美譽，稱「田黃溪」。
鄉間峰巒連綿，蘊藏壽山石礦甚富。山脈可分三支：一支由壽山

處」、「高峰書院」等古跡。距村里許，古有華峰寺，曾存朱熹書額「華

村南境向西北行，有旗山（麒麟山）、柳嶺、九柴蘭山、旗降山、黃

峰」墨跡。1965 年還在林陽寺西側山谷中發現永定四年題識「隱山」

巢山等。所產石多呈不透明蠟狀，以黃、綠色最常見。其中柳嶺、九

二大字的塔瓏一座，係古代僧墓。寺內齋堂的四塊正方形柱礎，鐫有

柴蘭山產量最為豐富。另一支山脈由西南向東北，在都成坑山附近轉
向西北，止於鐵頭嶺。有高山、坑頭尖山、都成坑山、栲栳山、獅頭

壽 山 石 全 書

從瑞峰北去，可以飽覽九峰、芙蓉、壽山諸勝。

崗等。壽山名貴凍石多產於此，諸如貴比黃金的「田黃石」、價值連

九峰山山勢峭拔，峰頭九出，尖圓各異如筆格，因而得名。峰

城的「坑頭魚腦凍石」、通靈嫵媚的「都成坑石」和光彩奪目的「高

下「九峰院」創於唐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咸通二年（公元 861

山凍石」等。還有一支山脈由高山分歧而向東南行，至月洋山再折向

年）號「鎮國禪院」，寺額為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所書。大順元年（公

東北，經宦溪鎮直入連江縣。有芙蓉山、峨眉山、加良山等。所產石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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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某氏某娘舍」，據考屬宋代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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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儒黃勉齋父子墓葬於此，立石牌於田中而得名。並有「朱熹講學

壽山石礦分佈圖

質細而凝膩，礦床豐厚。是中國最大型的葉蠟石礦之一。

連江縣

山秀園村

ù

8

北湖桃源風景區



ì 

石種。

傑詩讚：「勝日尋芳上翠微，興城深處叩禪扉。四周古樹參天碧，水
自流澌雲自飛。」



東坪村

瓦坪村


ì

州城。山麓周邊出產「黨洋石」、「黃巢洞石」等彩石，屬壽山稀罕

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 年），宋至和三年（公元 1056 年）重建。清魏

南峰村
黨洋村
黨洋石
黃 巢洞 石
松坪嶺石

遺址，相傳唐乾符六年（公元 879 年）黃巢起義軍曾在此築寨圍攻福

在壽山西南面的黃坑、下寮間，還有「翠微院」勝景，寺建於後
山秀園石

ì

日溪 鄉



山仔水庫

壽山村北深山僻嶺中，有座山峰名「黃巢山」，山巔有「黃巢寨」

黃巢山

汶洋村



山仔瀨石

二、礦藏分佈

汶洋石

九柴蘭山

老嶺石
猴柴磹石
旗山

金山頂

連江黃石

壽山石礦床分佈於壽山鄉的壽山村及其周邊的日溪鄉和宦溪鎮的

雞角嶺石

中國壽山石館

群巒、溪野之間。礦區範圍西自旗山，東至連江縣隔界，北起日溪鄉

ª

金獅峰石
吊筧石
房櫳岩石
獅頭石
虎崗石
寺坪石 中坂
下坂
月尾石
上坂 碓下坂
方田仔花坑石
都成坑石
太極頭石 鹿目格石 馬背石
高山石
坑頭石
高山
小高山石
白水黃石
芙蓉村

黨洋，南達宦溪鎮峨眉，約有十幾公里方圓。

ì

壽山村



馬頭崗石

旗降石

柳坪石

靈洞岩

8

村

和中、外洋隔界處所產的栲栳山石、獅頭石等。石質粗糙，產量甚

芙蓉院舊址

微，現基本絕產。
南面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南面約一至二公里。有高山（包括


山峰

小高山、太極頭和白水黃等）和坑頭兩條礦脈。礦狀有脈狀、塊狀、

峨眉村

透鏡狀、串珠狀以及沖積型砂礦等多種。該系石質的外觀特徵是質地

九峰山

河流

純潔，色彩豐富，多呈全透明或半透明的結晶體。壽山石珍貴品種，

加良山

集中於此。

月洋水庫

岩洞
中國壽山石館

桂湖
溪蛋石
ì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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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石

壽山石產地

æ寺院

ª Ã

壽 山 石 全 書

公路

æ九峰寺

芙蓉石

東南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東南面約二三公里，與南面礦系相
連接。有都成坑（包括蘆蔭、鹿目格和碓下黃等）和月尾山（包括迴
龍崗）二條礦脈。石質與南面礦系相類似，唯礦層稀薄，產量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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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行政區界限

ì
ì

市（縣）行政區界限

第一章

鄉（鎮）府所在地



芙蓉山

院前

中心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中洋，包括虎崗山出產的「虎崗石」



例

礦系。



圖

若以壽山村為中心，就各礦床的方位，大略可劃分為以下幾個

東面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東面二至四公里。有金獅公（包括

量的酸性氣、液活動，交代、分解圍岩中的長石類礦物，將鉀、鈉、

房櫳岩、野竹桁等）、吊筧（包括雞角嶺）和金山頂（包括山仔瀨）

鈣、鎂和鐵等雜質淋失。而殘留下來的較穩定的鋁、硅等元素，在一

三條礦脈。礦點分佈較散，石質各具特色。

定的物理條件下，或重新結晶成礦，或由岩石中溶脫出來的硅、鋁質

東北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東北面約三公里的柳坪尖一帶，出
產柳坪、黃洞崗等石種。質細但不通靈，礦層厚而產量豐富。
北面礦系：礦床範圍在離壽山村約二公里的九柴蘭山向北延伸至
日溪鄉黃巢山一帶。有九柴蘭、旗降、柳嶺、黃巢山等礦脈。礦床集
中於九柴蘭山和柳嶺附近，以出產工業用葉蠟石為主，其中純潔部分
亦是雕刻工藝的理想材料。

溶膠體，沿着周圍岩石的裂隙沉澱晶化而成礦。前者稱為「火山熱液
交代型礦床」，後者稱為「火山熱液充填型礦床」。此外，尚有一種
介乎兩者之間，既有「交代」又有「充填」，成礦方式多樣，稱為「火
山熱液充填（交代）型礦床」。
「火山熱液交代型礦床」以峨眉為典型：礦區位於壽山 — 峨眉晚
侏羅紀火山噴發盆地東南端。區內廣泛出露流紋質晶屑玻屑凝灰岩、

西面礦系：礦床範圍在壽山村西面約二公里的旗山一帶，大部分為

含火山角礫凝灰岩、凝灰角礫岩和熔結凝灰岩等酸性火山碎屑岩。礦

不純潔葉蠟石礦。石質堅頑，色醬紅，只宜用作礪石材料，故又稱「旗

床由略呈環形分佈的五十多個礦體組成。葉蠟石賦存於流紋質晶屑玻

山磚」。其中馬頭崗、水洞灣等部分石種，質稍佳，尚可供雕刻使用。

屑凝灰岩和含火山角礫凝灰岩中。礦體與圍岩界限不清，礦床規模較

離壽山村東南面約八公里的宦溪鎮峨眉村加良山一帶也盛產葉蠟

大，形態複雜，呈不規則大透鏡體狀或似層狀。

石。礦床大部分分佈於地表及淺部，礦層深厚，產量豐富，稱為「峨

礦石的礦物成分以葉蠟石為主，其次石英、水鋁石和高嶺石，少

眉區域」，為壽山石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葉蠟石礦

量黃鐵礦。礦石自然類型有葉蠟石、水鋁石 — 葉蠟石、石英 — 葉蠟

床。礦石主要提供工業使用，其中質純者亦為雕刻好材料。古代曾出

石、凝灰質葉蠟石和高嶺石 — 葉蠟石等類型。

產芙蓉石、半山石等優質品種。二十世紀以開採峨眉石為主，近年出
產芙蓉石質頗佳。

峨眉石化學成分表
化學成分

三、礦石的生成
石礦床之一，也是彩石、印石雕刻工藝的上好材料。

壽 山 石 全 書

七千萬年）出現過一次重大變革，大量岩漿噴出地表。到了晚期（侏
羅紀 — 白堊紀），則以強烈的火山噴發為特徵，形成東部大面積分佈
的火山岩。
壽山石的生成，是在火山噴發的間隙期或噴發結束之後，伴有大

008

23.13

SiO 2（二氧化硅）

70.04

Fe2O3（三氧化二鐵）

0.96

CaO（氧化鈣）

0.16

MgO（氧化鎂）

0.14

K2O（氧化二鉀）

0.16

Na2O（氧化二鈉）

0.15

壽山石礦及開採史略

根據地質研究，福建的地質在中生代（距今約二億三千萬年至

AI2O3（三氧化二鋁）

第一章

壽山石的主要礦物為葉蠟石和地開石等。是中國發現最早的葉蠟

含量（%）

註：上表據地質勘探取樣檢測報告，僅供參考。

009

「火山熱液充填型礦床」以高山、都成坑山為代表：礦區位於壽

近年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壽山石中「田黃石」、「水坑凍

山 — 峨眉晚侏羅紀火山噴發盆地的西南端。礦床呈脈狀結構賦存於石

石」、「高山石」等名貴品種的礦物成分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中國

英斑岩裂隙中，與圍岩截然分別，礦層稀薄，走向多變。礦石主要成

地質博物館李景芝、趙松齡對壽山高山礦脈（包括小高山、太極頭、

分為地開石。

白水黃等）進行了礦物岩石學研究，確認它的主要礦物成分是地開

「火山熱液充填（交代）型礦床」以九柴蘭山、柳嶺為代表：礦
區位於壽山 — 峨眉晚侏羅紀火山噴發盆地的西北部。區內出露的石英

石，其次是石英、高嶺石，而且礦物成分與高山石的工藝美術特徵有
一定聯繫，從而推翻了以往將壽山石與葉蠟石等同的論點。

斑岩、流紋斑岩、火山角礫岩和凝灰岩等，多受蝕變為次生石英岩。

經過科學分析，高山石的顏色、硬度、透明度與礦物成分有着直

九柴蘭山礦脈由兩個礦體組成，礦體賦存於次生石英岩中，呈不

接的關係，而影響高山石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微晶石英，它的出現

規則透鏡狀或脈狀。柳嶺礦脈由八個小礦體組成，礦體賦存於次生石

提高了高山石的硬度和透明度。凡高山所產各種「晶、凍」，其微晶

英岩、葉蠟石化高嶺石化石英斑岩、葉蠟石化火山角礫岩中，呈不規

石英含量則高。相反，一般高山石、劣質高山石，微晶石英含量則偏

則透鏡狀、脈狀及團塊狀等。

少。而高山石中，呈紫紅、灰紫、黃紫等雜色不透明礦石，多屬地開

礦石為塊狀、團塊狀、脈狀和扁豆狀等構造及鱗片狀、隱晶集晶
狀等結構。礦石以葉蠟石為主，其次石英、高嶺石、水鋁石，少量絹
雲母、地開石、藍晶石、紅柱石和黃鐵礦等。礦石類型有葉蠟石、石
英 — 葉蠟石、水鋁石 — 葉蠟石、高嶺石（地開石）— 葉蠟石等。
該礦床除受構造裂隙所控制的脈狀、透鏡狀和團塊狀礦體外，還
有火山熱液交代而成的似層狀礦體，成礦作用複雜，故稱「火山熱液
充填（交代）型礦床」。

石 — 高嶺石型。可見顏色的變化也與高嶺石吸附的雜質有關。這
正是高山石色澤豐富，變幻無窮的原因。
地礦部礦床地質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宗良，對田黃石進行了 X 射線
衍射（XRD）、紅外吸收光譜（IR）、透視電子顯微術（TEM）和 X
射線能譜（EDS）分析。證實田黃石的主要礦石成分是由純淨的、典
型的 2M1 地開石組成，其中含有極少的輝銻礦。
對於田黃石特有色澤的賦色原因，王宗良認為是由於地開石和輝銻
礦原共生於低溫熱液礦中，而後輝銻礦在長期表生作用下，轉化為銻

猴柴磹石、老嶺石化學成分表

的氧化物。這種銻的氧化物在特定的水田底環境裏，在地下水的作用
下，對地開石浸潤，使地開石集合體染色。同時在表生作用下，田黃

化學成分

石中所含氧化鐵也對地開石浸潤，使其染色。
由此可知，田黃石的成因可以追溯到數百萬年前的第三紀末期。

SiO 2（二氧化硅）

60.71

屬於南面礦系的純潔地開石部分礦石，因受風雨剝蝕，自礦床分離而

Fe2O3（三氧化二鐵）

1.83

TiO 2（二氧化鈦）

0.50

CaO（氧化鈣）

0.15

散落，又經溪水的長年沖刷、遷徙，零星沉積於溪旁基礎層上，而後
逐漸被砂土層所覆蓋。田黃石埋藏水田底，受其周圍土壤、水分及溫
度諸外部因素的影響，本身所含輝銻及氧化鐵起了染色作用，致使田
黃石形成外濃而向內漸淡的獨特顏色與光彩，並且產生了色皮及蘿蔔
紋、紅格紋等特徵。這種深深埋藏於水田之中的獨石，較其他各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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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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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2O3（三氧化二鋁）

註：上表據地質勘探取樣檢測報告，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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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加溫潤可愛，彷彿能煥發出一種金燦燦的寶光，加上挖掘艱難，
欲求石材高、方而巨大者，石質淨、膩而瑩澈者，尤為罕見。自然倍
為收藏家所珍寶。

綠石」。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高宗曾下詔令福州知府張致遠收買壽
山白石，供宮廷御製禮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引發了壽山石開
採的熱潮。
按清高兆《觀石錄》記載：
「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

四、壽山石開採史略

輦致巨石塞其坑。」毛奇齡《後觀石錄》也說：「宋時故有坑，以採
取病民，縣官輦巨石塞之。」其他諸如乾隆《福州府誌》、鄭傑《閩

壽山石應用於雕刻工藝品，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南朝。

中錄》以及陳克恕《篆刻鍼度》等書誌中，也都有類似記述。可知宋

但是，迄今我們所能掌握到的資料，尚無法證明壽山石礦在那個時代

時壽山石礦的開採事業，是由官府所控制管理，礦山規模相當龐大。

已行開採。因為現有發掘的南朝壽山石雕實物僅有為數不多的「石

由於統治者對採石工實行「病民」政策，導致「居民苦之」，從而激

豬」，大不過二三厘米，均屬壽山「老嶺」石質。從地質勘察得知：
「老

起抗爭，「輦致巨石塞其坑」。所以自南宋以後，曾經轟動一時的開礦

嶺」礦床分佈面積較廣，且有多處出露地表。所以這幾件隨葬品也有

工程，便停歇了很長一段時間。清朱彝尊《壽山石歌》中「南渡以後

可能是利用剝離礦床的零星石塊，加工雕琢而成。所以，壽山石在南

長封緘」，當指南宋後期開礦業衰落的狀況。

北朝時是否已經鑿洞開礦，尚有待於更多的資料來證實。
涉及壽山石開採的文獻資料，迄今可查者，最早見於南宋。淳

元、明二代，雖然沒有像宋朝那樣大規模地開採壽山石。但當地
農民在耕作之餘，自發以採石為副業，幾無間斷。壽山一帶寺院的僧

熙九年（公元 1182 年）梁克家編纂的《三山誌》和祝穆《方輿勝覽》

侶也極力採掘壽山凍石，並製作成香爐、佛珠等宗教用品，饋贈四方

均記載：壽山石出懷安縣稷下里。南宋著名理學家黃榦，有題為《壽

遊客。據載，壽山「廣應寺」宋、明時香火甚旺，寺內收藏壽山石亦

山》七絕一首，詩中「石為文多招斧鑿」，指的便是當時開採壽山石

富。崇禎間寺院毀於火，後人在廢墟裏挖掘出各種壽山石，皆前朝僧

的情景。再參證近代從宋墓中大量出土的壽山石俑，都足以證明壽山

侶所藏舊物，故稱「寺坪石」。從這些出土實物的石質考察，足證在

石礦在宋朝已經大規模地開發。

明朝以前，壽山的田坑、水坑以及高山等礦洞均已全面開發。當年僧

分析宋墓出土壽山石俑的石質，絕大部分為老嶺石、猴柴磹石
二種，石材頗巨，有些石俑高達三四十厘米。可以佐證《三山誌》中
此外，宋俑中「高山」石質的雕刻品，也有少量發現，但都是小

曹節愍公見而奇賞之，遂著於時。」可見「田黃石」雖在明朝已採掘
發現，但著名於世則在明末之後。
明崇禎間布政謝在杭收藏壽山石甚富，並親往產地探訪考察，按

壽 山 石 全 書

梁克家《三山誌》還有這樣一段記載：相距十數里的五花石坑，

礦石之色澤進行分類品賞，認為：「艾葉綠第一，丹砂次之，羊脂、

產有「紅者、紺者、紫者、髹者，惟艾綠者難得。」可惜此類石種沒

瓜瓤紅又次之。」亦不提「黃石」。可見田黃石在明朝尚未引起收藏

有實物流傳後代，無法進一步考證礦洞變遷狀況。後人往往以雜色的

家重視。

「獅頭石」等稱為「花坑石」，又將「月尾綠石」中色近艾草者命名「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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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期，壽山石開採再度興盛，並且隨着「凍石之價愈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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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件，質地較粗，屬「高山硋」、「高山糟」之類。

施鴻保《閩都記》載：「明末時有擔穀入城者，以黃石壓一邊，
第一章

「（壽山石）大者可一二尺」的記載。

侶在坑頭和高山峰開鑿的「和尚洞」、「大洞」等遺跡至今尚存。

採掘愈盛」。毛奇齡《後觀石錄》記：「康熙戊申（公元 1668 年），

和《閩產錄異》兩部著作中列舉過眼的壽山石品種有：黃、白、紅、

閩縣陳公子越山，忽齎糧採石山中，得妙石最夥，載至京師售千金。」

黑四色「田坑石」。黃、白、紅三色「都丞坑」（都成坑石）。以及水

壽山石自此揚名京城，身價驟增。

坑魚腦凍、天藍凍、牛角凍、黃凍等。山坑之石多以產地命名，例半

康熙十三年（公元 1674 年）正月，耿精忠在福州扣押閩總督范
承謨，自稱總統兵馬大將軍，二年後兵敗降清。在其統治福建期間，

山石、高山石、連江黃石、芙蓉石、牛尾紫石（月尾紫石）、奇艮石
（旗降石）、黨洋綠石以及煨烏等二十餘種。

憑借權勢，日役千夫為之採石。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壽山石歌》寫

傳統開採石礦，皆由當地農民兼營此業，稱為「石農」。石農憑

道：「福州壽山晚始著，強藩力取如輸攻。初聞城北門，日役萬指傭

藉經驗，在山中尋找礦苗出露點，然後鑿孔爆破。礦洞順着礦脈的走

千工。掘田田盡廢，鑿山山為空。…… 況加官長日檢括，土產率以苞

向，曲屈縱深，洞深由數尺到幾十丈不等，狹窄處僅容單人側身出

苴充。」各層官吏為了充肥私囊，加緊搜刮，造成了壽山田園荒廢，

入，俗稱「雞窩洞」。採集蠟石粉，則用特製木杵接鐵靴搗取，一天

山坑鑿空，迫使數以百計的石農「破產」的悲慘局面。

每人僅得石粉三十至四十市斤。

康親王傑書恢閩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地開山取石。毛奇齡《後觀

據 1917 年資料統計：壽山一年出產供雕刻用細石約三千市斤，

石錄》載：「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撫，下至遊宦茲土者，爭

每百斤售價平均為銀元五十至一百元；出產供建築用粗石約一萬市

相尋覓。」高兆《觀石錄》說：
「丁巳（康熙十六年，公元 1677 年）後，

斤，每百斤售價約為銀元一元五角；出產工業用石粉六萬市斤，每百

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丘隴畝畝，皆變易處。」

斤售價約為銀元一元兩角。

還介紹所見開採情況說：
「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

壽山石礦由於它的工業價值，引起了科學界的廣泛興趣。1917

穴山穿澗，摧岸為谷。逵路之間，列肆置儈，耕夫牧兒，咸有貿貿之

年，礦務工作者梁津首次對壽山石礦進行科學性調查，並編寫《閩侯

色。」

縣壽山及月洋凍石礦》一文。記錄所得壽山石標本品種四十種，採掘

朱彝尊在康熙三十七年（公元 1698 年）所作的《壽山石歌》中，

坑洞一百四、五十處。並設想成立公司，發展採礦事業。1937 年，福

尖刻地揭露了官吏們對石農敲榨勒索的情景。詩中寫道：「菁華已竭

建建設廳礦業事務所技術員李岐山，也深入月洋等礦區勘察調查，編

採未歇，惜也大洞成空嵌。…… 伏波車中載薏苡，徒令昧者生譏讒。

寫《閩侯縣月洋等地印章石礦調查報告及開採計劃》，對月洋、峨眉、

況今關吏猛於虎，江漲橋近須抽帆。已忍輸錢為頑石，慎勿輕露絛冰

芙蓉三礦區的地質、礦量等方面都作了詳盡介紹。

銜。」（原註：近凡朝士過關者，苛索必數倍。）

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是壽山石出產量最豐富、品種最齊全的

山無一石」的狀況。到了清朝中葉的嘉慶（公元 1796 — 1820 年）初，

種。龔綸《壽山石譜》一書，以產地分類石種即達三十六種，每石種

又逐漸發展。郭柏蒼《閩產錄異》記：「誌載康熙時採取一空，至嘉

又因象隨色確定種種細目。稍晚於《壽山石譜》的張宗果《壽山石

慶初諸坑復產。」

考》於 1934 年出版，介紹石品五十多種，分為神品、妙品和逸品。

清朝出產的壽山石品種已經相當豐富。康熙間高兆和毛奇齡二人

1939 年陳子奮編《壽山印石小志》，錄各坑品目七十多種。抗日戰爭

所著的前後《觀石錄》，分別記述了所見及自藏壽山石珍品達數十種。

爆發後，石礦開採業一落千丈，許多舊坑洞荒廢以至塌陷。1942 年

同光間一位博學多才，熟於鄉邦掌故的學者郭柏蒼在《葭跗草堂集》

《中央日報》記者何敏先三度前往礦區調查採訪，記述：「最近產量很

014

015

壽山石礦及開採史略

年代。1929 年陳文濤《福建近代民生地理誌》記載常見品類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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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之後，壽山石產量曾一度下降，再次出現「山為之空，入

少，當我到該村調查時，該鄉民眾都說『好石很難找，但光景也不好

面洞、花羊洞、天峰洞及竹籃洞等老洞亦重新開發，但所產石質終不

…… 。』賣石地點分兩處，在壽山的前村，所售的多圖章石，而相距

及舊產通靈。出產的礦石統稱峨眉石。

里許的後村，則多製粗硯出售，目下兼操此副業者很少，走遍全村還
沒有幾家，境況極為蕭條。」

八十年代以來，壽山石價值與日俱增，出現了三百年來未見的
採掘「田黃熱」。最盛時全鄉一千人中竟有三分之一農民在山溪、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壽山石開採業重新興起，主要開採高山

地揮鋤挖寶。然而，所得佳品為數不多。與此同時，許多數十年無人

石、老嶺石、旗降石、柳坪石、虎崗石以及都成坑石等雕刻用材。

問津的老坑洞，也復行挖鑿，如都成坑、水晶洞、月尾石、善伯洞、

1958 年福州開始試用壽山石製作耐火工業材料，並於翌年對礦區進行

連江黃、吊筧等，也陸續開始出石，材多不巨，售價卻高於以前數十

初步評查，共勘探五百米，採樣四百多個。為適應礦山發展需要，修

倍，乃至百倍。

築了從下寮至壽山村長達十餘公里的公路，打開了沉睡千年的礦山，
從此結束了自古以來靠背扛肩挑運輸石料的歷史。
1958 年，壽山村成立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石礦作為社員集體副業
歸大隊管理，集中開採高山石、柳坪石和老嶺石。產量激增，但品種
單調欠豐富。優質高山石每百公斤售價四百多元，柳坪、老嶺等粗質
雕刻石，售價每百公斤在二十元左右。
1973 年由國家輕工業部投資三十三萬元籌辦「北峰壽山石礦」，
歸屬福州市郊區工業局管理。修築了通往高山、柳坪等礦洞的公路約
五公里。自 1974 年 8 月正式通鑽開採，溝通高山各洞，尋找礦床主
脈。至 1978 年，四年間，共出產高山石一百多噸，可謂創歷史最高
紀錄，礦石塊度亦巨，大者達數百公斤。1978 年 5 月，石礦移交壽山
大隊經營，組織礦工五十多人，其中開採雕刻石三十餘人，開採耐火
石二十人。主要採鑿高山、猴柴磹、老嶺三個礦脈。高山凍石按質論
價，每噸由一千元至五千元不等。工業用葉蠟石每噸價約數十元。
第一章

1971 年，冶金部為改變中國耐火原料基地的佈局，對福建、浙
江等省資源進行全面調查勘探。發現位於宦溪鎮峨眉礦區葉蠟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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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礦質優良，分佈廣泛，礦區水文地質條件簡單，適於露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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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次年，宦溪開辦了採石副業隊，以後發展為公社礦石廠，專營開
礦業。採石工三十至五十人，年產雕刻石五十噸左右，耐火石一千餘
噸。當時「五號礦洞」出產的石質類似芙蓉石、半山石，多淡黃、青
白或桃紅色，細嫩鬆軟，唯容易散裂，不久洞塌不復出產。其他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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