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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 神韵天成

钟灵毓秀产奇石，千形万状皆天成。
神奇的祁阳石就赋存在人杰地灵的祁

阳县地层中，包含绢云母、石英、斜长石、绿
泥石、氧化铁等矿物成分，因矿体中各种成
分含量的不同， 而形成了多种色彩的变化。
祁阳石因色彩不同而分为三大类：一类为浅
绿色，绿色的质地，深色的纹理，如云烟状，
色佳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又称“文石”，
常用来制屏或者镶嵌； 另一类通体为紫色，

中间夹有青绿石纹，其中最为珍贵
难得者，称“紫袍玉带”，在

同一块矿石， 上下层
为紫色，中间层为
绿色，紫绿两色，
层次分明；还
有一类为黑
色， 通体黑
亮， 多有直
线刷纹，偶
见金星、银
线，为“黑金
石”。

祁阳石
因石质温润细

腻、色泽晶莹、纹路独特等特点，使其天然成
为了精巧的艺术品， 经过精工雕琢之后，更
是焕发出无穷的魅力。“祁阳石”工艺品“因
色赋形，俏色巧雕”，造型美观，图案纹饰美
而不腻，古朴典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

一方祁阳石，让我们感叹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同时，更被祁阳这神奇的土地所吸引。

清雅不浊 古意悠然

这样独特而精美的石头，当然也有其发
展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祁阳石从唐朝开始已进行
开采，其雕工作品在不同时代通过精湛的技
艺而展现着独特的风格，尤以祁阳砚为甚。

祁阳石成砚后，肌理莹彻，云委波襄，有
“紫袍玉带”、“翡翠绿”、“紫石板”、“彩石”和
“黑金石”等丰富多彩的祁阳砚石，还有端砚

石紫、歙砚石黑、洮砚石草绿、红丝砚石红黄
等；使用时，祁阳砚发墨如油，磨墨易浓而不
干，荡笔提锋而不损毫，寒冬储水不冰，仲夏
蓄水不腐。 有诗赞云：“石映有文欺玛瑙，冰
涵无玷亚瑶琼”。 因其观赏性和实用性兼具，
祁阳砚颇得文人士大夫青睐，自唐代起就为
历代书画家所珍藏，北宋时已深得文人墨客
喜爱。 北宋名臣史学家路振深爱祁阳砚，常
以此作为礼品赠送同僚好友。

作为砚石，祁阳石也在《长物志》、《湖南
通志》、《祁阳县志》 等历史古籍留下身影。
《湖南通志》 记载：“祁阳出砚石， 以绿色为
佳。 肌理莹彻，云委波襄。 以示几案，可并点
苍所产。湘人之砚，亦取给焉。 ”乾隆年间，祁
阳籍一品大臣陈大受亲自将一方“紫袍玉带
龙砚”作为珍宝觐献乾隆皇帝，乾隆十分高
兴，加以珍藏，并要求照例朝贡，从此祁阳石
砚作为贡品上献朝廷。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
员张淑芬曾透露，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方祁
阳石古砚，均品质上乘，系历朝历代之御用
佳品。

因为祁阳石石质细腻，清雅莹润，硬度
适中，色彩表现丰富这些特点，祁阳石在制
砚的同时，也用来制屏。 明代文震亭《长物
志》卷三“永石”中记载：“祁阳石出楚中，石
不坚，色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像。 以乎
摸之凹凸者可验，大者以制屏亦雅。 ”其中的
“文石”，无需雕刻、打磨即可成屏，明清时颇
多出产，曾经盛极一时。

毛泽东主席也挚爱推崇“祁阳石”，其祖
父、外祖父的墓碑均用“祁阳石”精雕而成，
湖南长沙烈士塔中有“祁阳石”，石上有毛泽
东主席书写的“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 陶铸
同志一生挚爱自己的家乡祁阳， 随身携带

“祁阳石”制作的砚台，脍炙人口的《松树的
风格》正是蘸墨于“祁阳石”砚台。

不止如此，祁阳石还可做祠堂庙宇门楣
上题字的匾额、 墓碑和雕刻体质甚大的佛
像，如谭嗣同墓碑、邓小平手书的“彭德怀同

志故居”门楣均为祁阳石制作。
一方祁阳石，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传承创新 异彩重生

由于祁阳石受到众多文人墨客的喜欢，
在民国时期几乎开采殆尽，故有“祁阳石殊
为难得，今已绝迹”之说。

近年来，祁阳石雕刻传承人本着以重塑
祁阳石文化为己任，追根溯源，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
寻找祁阳石的行动。

经过不断的查阅历史资料和文献，走访
当地知情人， 分析民间传说和追溯老坑出
处，历时三年，终于在祁阳县挂榜山中发现
上好石料，使祁阳石再现世间。 祁阳石雕艺
人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创作出了一系列精
美绝伦的祁阳石雕作品。 这些作品结合当地
特色形成独特风格，造型奇巧独特、纹饰雕
工细腻精美，蕴含了祁阳人民的别样情怀和
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国内文化产业博览
会、工艺美术精品赛等活动上先后斩获诸多
奖项，在文玩、收藏市场上广受欢迎。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精美石头，
祁阳县政府对祁阳石进行了大力保护与推
介。

2015 年 7 月 8 日，一份由祁阳县县长签
发的《祁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祁阳石”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领导小组的请示》 文件
拉开了“祁阳石”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的序幕。 申报过程中，祁阳县委、县政府的主
要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 申报小组更是兢兢
业业，积极作为。 凭着祁阳石独特的品性与深
厚的文化内涵， 凭着申报小组扎实的工作作
风，2016 年 11 月 8 日，祁阳石获得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批准公告，即日正式实施保护。

祁阳石由此步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方阵，站在了更高的起点，迈向了新的
征程。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记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祁阳石

祁阳石砚—老子出关
(本文图片均由祁阳凰喆石文化有限公司提供)

历史： 沉浮百年今朝更“红”

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山海经》 就有记
载：“员木，南方油食也。 ”这里的“员木”，即
为油茶，秦时称甘醪膏汤，汉末称膏汤枳壳
茶，唐代始称油茶，沿用至今。

而鼎城茶油是指采用在常德市鼎城区
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以种植生产的优质油茶
果实为原料，经过传统低温压榨等工艺加工
而制成的油茶产品。鼎城茶油因产于“鼎城”
行政区域范围而出名。

鼎城区种植油茶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
的可追溯到清朝时期，在鼎城最高峰插角殿
上， 有清乾隆五年八月十六日立《三邑禁
碑》， 碑文尚可辩认的有“议野楂子”（其中
楂，就是指油茶），距今已有 270 多年。 民国
三十六年（1947 年），《湖南省各县特产调查
表》中记载，鼎城当年全县产茶油达 50 余
吨。

虽经百年发展，可鼎城茶油一直养在深
闺人不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鼎城油茶迅速发
展，产量逐步提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鼎城
第一个加快油茶发展的文件《抓紧完成油茶
垦复与发展任务的紧急通知》出台，开启了
鼎城油茶生产发展之路。 随后的 1976 年，
国家开始给予油茶垦复经济扶持，鼎城区茶
油总产量首次突破 2200 吨。

1978 年，湖南省木本油科协作会、全省

油茶生产会议先后在鼎城召开，全国政协原
副主席、湖南省委原第一书记毛致用到会讲
话，并号召全省学习鼎城茶油经验，要以鼎
城茶油为高标准进行推广，鼎城茶油在省内
知名度迅速提升。

上世纪 90 年代后，鼎城区更加重视油
茶产业发展，政府和企业在政策引导、科技
研发和产业投入上的力度不断增加，鼎城茶
油也从当地人民首选的一种食用油，发展为
鼎城人民发家致富的重要产业。

2008 年 10 月，鼎城全区开始建立油茶
低改和油茶新造示范基地，掀起了鼎城油茶
生产和产业建设的第三次高潮。 2011 年 12
月，《鼎城区油茶产业基地规划》出台，鼎城
区成为“全国油茶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县”。

2015 年， 鼎城茶油获得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其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2016 年，鼎城茶油荣获“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备受瞩目。

随着知名度的逐渐提升，鼎城茶油开始
从湖南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畅销北京、
上海、广州、长沙等省内外一线城市，还通过
网络远销到欧美等海外市场。

优势： 环境与工艺两手都要硬

鼎城茶油凭什么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加工工艺是其制胜

的“法宝”。
鼎城地处洞庭湖畔，沅、澧干流穿镜而

过，水系发达、阳光充足，境内没有大型工矿
企业，这为油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有利于油茶健康生长和积累茶果内含
物质。

鼎城区的丘岗、山地土壤以第四纪红色
粘土发育的红壤为主，土层深厚肥沃，通气
排水性能好， 土壤中有机质和有效硒、 硼、
钼、锰、铜等微量元素非常丰富，其中土壤含
硒最高达 0.47mg/kg， 正是这种极佳的土
壤环境对鼎城茶油获得优质、高产、稳产的
品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不仅如此，鼎城优良的油茶品种更为鼎
城茶油提供了良好保障。鼎城茶油种群为寒
露籽， 是当地经过近 30 年研究改良后的品
种。这个品种具有抗性强、生长快、内膛结果
多、产量稳定等特点。经专家测算，亩产茶油
最高可达 74.31 公斤，一颗油茶鲜果含油率
最高可达 10%，其指标远远优于其他品种。
由于鼎城油茶的品质优良，对于油茶籽的储
藏、茶油营养和保健作用及油脂的稳定性起
着重要的作用。

在加工工艺方面，据鼎城区油茶产业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茶油加工主要采用
热榨法和浸提法。 浸提法虽然出油率高、生
产成本低，但有机溶剂在油中的残留难以避
免。 传统热榨制油工艺中，由于原料炒制以
及在高温榨油机内受到刚性摩擦和加压，会
破坏分解油品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
微量元素等大量营养物质。

而鼎城茶油采用传统的低温压榨工艺，
这种工艺， 可有效避免茶油中有益成分破
坏，最大程度地保留茶油的原生态、纯天然、
高营养的品质，且尽可能保留茶油中的生理
活性物质。通过传统的低温压榨工艺生产出
的鼎城茶油具有澄澈透明、清香醇正、营养
丰富、微量元素和保健活性成分丰富等质量
特色。

由于鼎城茶油的良好美誉度和巨大市
场潜力，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投资生产。 目
前， 鼎城全区有 7 家上规模的茶油加工企
业，产值接近 3 亿元；面积万亩以上的乡镇
有 19 个， 以鼎城茶油命名的专营店如雨后
春笋般林立。 茶油，已经成为了鼎城农民增
产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

举措： 政策引导助产业腾飞

一个产业要实现健康稳定发展，政策的
引导不可或缺。

在鼎城近年油茶产业的发展中， 鼎城
区委、 区政府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特别关
注， 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的油茶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统筹全区油茶产业发展，并明确
由区人大一名正处级干部专抓油茶产业发
展。

同时，区委、区政府还将发展鼎城茶油
加工作为富民强区的重点特色产业来抓，并
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扶持产业项目发展，出台
了《鼎城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区油茶林总
面积将突破 50 万亩， 初步实现产业布局科
学化、产业发展规模化、投入机制多元化、生
产过程标准化，整个油茶产业链年总产值达
到 50 亿元以上。

区油茶办还制定出《鼎城油茶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重点打造唐家铺、长茅岭、
周家店、丁家港四大油茶科技示范园。 与此
同时，先后与常德市林业局、市林科所、湖南
应用技术学院等单位开展“产学研结合”的
技术攻关协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技
术后盾。

为进一步规范鼎城茶油的标准化生
产，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地方传统产品的
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鼎城区还制定了《鼎
城茶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全面
执行标准化种植、 生产与加工， 走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路子， 成立专业合作社，重
点扶持、 指导从事茶油系列产品加工的龙
头企业。

在鼎城区委、 区政府的政策号召下，按
照政府主导、行业引领、资源整合、企业支
撑、市场运行模式，全区茶油产量和油质实
现了节节攀升， 每年为当地林农增收 1000
万元以上，鼎城也因此成为了国家油茶产业
建设的样板县（区）。

追求永不止步。 未来，我们相信鼎城茶
油将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方阵中为

“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鼎城茶油”迎来发展春天
李阳杰 廖中华

油茶，在全球唯中国独有，是大自然馈赠给华夏大地

的瑰宝。

鼎城， 地处我省西北部， 是国家油茶基地示范县

（区）、全省重点油茶县、中国油茶之乡。

鼎城茶油， 先后斩获国家地理证明商标、 第六届中

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第三届中国(伊春)国
际森林产品博览会金奖……

被誉为“东方橄榄油”、“长寿油”……

全区现有油茶面积 45万亩，万亩以上的乡镇有 19个。

近日，这位市场的“宠儿”再一次大放异彩：荣登“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方阵。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但却实至名归。

乘着这股势头，鼎城区委、区政府吹响了大力发展

油茶产业的号角：到 2020 年，全区油茶面积达到 50 万

亩，年产茶油 1.5 万吨以上，形成总产值 50 亿元以上

的油茶产业体系。

▲油茶果。
（本文图片均由常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鼎城分局提供）

张福芳 刘勇 伊午晶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

美的石头会唱歌， 它能给勇

敢者以智慧， 也能给善良者

以欢乐， 只要你懂得它的珍

贵呀……”

蒋大为的一首 《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让精美的石头

唱起了歌。

在绵绵祁山横亘的湘南

大地上， 也有一处神奇的地

方———祁阳，这个地方，精美

的石头会“说话”。

一方祁阳石， 道出了这

里人杰地灵的历史：舜文化、

楚文化、潇湘文化的要地，浯

溪文化的源头，500 年历史

的祁剧发祥地；

一方祁阳石， 凝聚了当

地主政者殷切的希望，挖掘、

寻找、创新、重生，而后获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大

放异彩。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

进祁阳， 听一听祁阳石的故

事。

祁阳石插屏—幽美山居

祁阳石插屏—一路连科

▲鼎城区委书记杨易（左二）考察油茶产业。小
小油茶树三年后将结出累累“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