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南岭通天玉石城的交易厅，厅内
干净明亮，一件件色彩斑斓的临武通天玉
石摆件和雕件陈列在玻璃柜台里。玉雕无
论是摆件、挂件、手玩件，还是人物、动物、
山水、花木都精巧绝伦，令人惊叹不已。

“2015 年，《通天玉》湖南省地方标准
制定、发布并实施。 ”临武县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县通天玉开发管理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陈秀雨自豪地说， 这是湖南省首
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玉石地方标准。 标
准规定了通天玉的术语、定义、特征、鉴定
方法、定名规则、鉴定证书、加工安全规
划、标识和包装等 10 个方面，所列技术
指标覆盖了通天玉鉴定的主要参数。通天
玉有望列入国家新制定的《石英质玉分类
与定名》国家标准中。

玉不琢不成器。 有了专门的标准体
系，通天玉抢占了品牌战略制高点。 为打
响“通天玉”品牌，该县通过近几年的市场
推广，使其知名度迅速上升，逐渐被市场
认可， 吸引了河南、 福建等地玉雕师、协
会、商家等前来投资考察精雕玉器作品。

高品质的玉石资源成就了高品位的
玉雕作品，临武通天玉雕刻作品先后荣获
“国艺杯”金奖、“百花杯”金奖、“天工奖”
优秀奖、“金凤凰”优秀奖、“神雕奖”金奖、
中国湖南特色旅游商品评选（大赛）金奖、
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金奖、银
奖等一系列国家级荣誉。通天玉逐渐成为
了最佳旅游纪念品的首选之物。

除了邀请国家级设计名师、雕刻大师
打造精品力作，开发有内涵、有品位、高技
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外；该县立足高
精专优，构筑人才支撑，到 2021 年，力争
本地县级玉雕大师 20 人、 市级以上 5

人，形成高精专优的玉石雕刻设计、营销
策划人才梯队，构筑宝玉石产业发展的人
才支撑。 从明年起，该县将每两年举办一
届县级玉雕大师、 优秀技工评选活动，选
拔优秀人才，重奖优秀人才。

临武还将大力实施宝玉石产业“十个
一”立体宣传工程，即请中央、省主流媒体
拍摄一部临武宝玉石电视系列片《临武之
光》，编辑出版一套大型画册《临武宝玉石
精品画册》，发行一套《临武宝玉石》纪念
邮票， 编撰出版一部《临武宝玉石研究》
等， 全方位提高临武宝玉石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

（本版图片由临武县委宣传部提供）

■ 白培生 李秉钧 卢小平 李进科 李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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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玉玉石市场的兴起始于 2010 年，近年来市
场愈加火爆，其价格也一路飙升。 原石从 2010 年的
5～50 元 ／斤，到现在 50～2000 元 ／斤不等；水料的价格
则从 200～1000 元 ／斤 ， 到现在 300～10000 元 ／斤不
等。 块度大、成色好的原石则价格更高。 通天玉不菲
的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吸引不少人趋之若鹜。

近年来，民采越来越盛，然而以往民采玉石多以
炮采为主，成品率极低，造成了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同时也降低了玉石的价值。 为了保护珍稀的通天玉
资源，临武县委、县政府未雨绸缪，组建了 2 个宝玉
石保护巡查中队， 对通天山和香花岭地区的玉石资
源进行全天候巡查，组织开展集中专项整治，严厉打
击乱采滥挖行为，有效打击了非法盗采行为。

同时，该县将宝玉石产业发展作为“转方式、调
结构、促发展”的一大新兴产业来重点打造，成立临
武县通天玉开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书记任
顾问、县长任组长，成立县通天玉开发管理办公室，
抽调骨干力量负责通天玉产业发展的日常管理工
作。 县里按照“保护开发、绿色发展”的原则，统筹兼
顾玉石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 确保生态保护与资源
开发并重共赢。

为高标准、高起点，精准定位宝玉石的发展方向
和目标，近年来，临武派出多批人员赴云南、山东、辽
宁以及新疆等地考察学习，借鉴成功经验，积极探讨
切合临武实际的宝玉石开发管理模式。 还与湖南大
学合作，以打造“百亿产业”为目标，编制了《临武县
“十三五”宝玉石产业发展规划》。 同时，积极培养玉
雕人才，2015 年秋季，县职业中专已经开设玉雕专业
班，现有学生 68 人。

2015 年，《通天玉湖南省地方标准》制定、
发布并实施，通天玉有望进入《石英质玉分类
与定名》国家标准，争创省级和国家级宝玉石
文化创意（通天玉）示范基地。 同时，引进战略
投资者， 加快临武宝玉石开发和宝玉石文化
产业园建设步伐，建设临武宝玉石展览馆，争
取“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临武
设立分会场。

预计到 2021 年， 临武将实现宝玉石文化
产业综合经济总量达百亿元，宝玉石文化产业软硬
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产品艺术水准明显提升，
使通天玉成为临武乃至湖南的一张新名片。

(李进科 李荟蓉 整理)

地处南岭山脉的临武，素有“楚南古邑”之
称，因县城毗邻武水河而得名。 境内风光旖旎，
山峦起伏，景色宜人。 临武是“有色金属之乡”、

“矿晶之都”，“香花石”、“临武鸭” 更是享誉全
球。

从县城出发向北 20 公里直奔东山主峰通
天山，伫立海拔 1500 多米的云天之巅，只见绿
油油的高山草甸，红艳艳的杜鹃花，站在山巅，
云雾缥缈，心旷神怡。 在这个山脚下就埋藏着冰
清玉洁的通天玉。

“临武不只是通天山有玉，境内的西山、泡
金山等地也产玉石，但以通天山最具代表性。 ”
临武县委书记李浩说，近年来，省市各级领导高
度重视、大力支持，省里相继派出专家和工作组
对临武地区玉石资源进行了调查， 发现临武境
内玉石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品种多、硬度高、
可雕性强。

湖南有色地质勘查研究院、 湖南地质科学
研究院对临武通天玉进行勘查时发现， 通天玉
是继黄龙玉和台山玉之后， 我国新发现的优质
石英质玉石资源。 他们初步探明，临武的通天玉
储量丰富，分布面积 200 平方公里，涉及 8 个乡
镇。

玉石资源储量大、分布广、品种多、硬度高、
色彩丰富，业内专家保守估算，临武境内宝玉
石资源潜在开发价值上千亿元，发展前景
十分广阔。

省、市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该县宝
玉石产业发展，目前，《湖南省临武地区
玉石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通过评审
并经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下文批复。
以此为契机，该县多次派团赴云南、
山东、辽宁、新疆等地学习考察先进
经验。聘请湖南大学编制了临武县
《“十三五”宝玉石产业发展规划》，
制订宝玉石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等，力争用 5 年左右时
间把临武打造成为全国有名的宝玉
石市场， 宝玉石产业年产值达到 100 亿
元、税收过亿元。

通过近几年努力， 通天玉产业被
列为湖南省高值矿石产业重点开发项
目和郴州市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之
首。 2016 年，通天玉获得“郴州市
十大文化符号”殊荣。

产业发展，离不开园区聚集。
2014 年 8 月，临武县委、县政府

研究决定启用南岭通天玉石城建设，
专门入驻玉石加工销售企业，3 年内
免费租赁。玉石城占地面积 118 亩，内
有场厅 7 个，包括展示交易厅 4 个，奇

石根雕展厅 1 个， 古玩艺术品展厅 1
个，大师工作室一个，玉雕间 20 多个。

“为进一步雕琢好玉石产业，我
们启动了临武县宝玉石文化产业园
规划与设计，对‘南岭通天玉石城’进
行重新设计规划，新建的产业园内包

括了展览中心、公盘中心、交易中
心、鉴定中心、科普教育中心、研发
（创意）中心、物流中心等。 ”临
武县委副书记、 县长朱阳辉介
绍， 该县大力推进玉石“开
采—公盘—加工—商贸—文
化创意—鉴赏—科普展览 ”
产业链建设， 逐步完善市场
功能和配套服务功能，形成新的产业
集群和全国知名的宝玉石集散中心。

朱阳辉算了一本账，项目建成后，
产业园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珠
宝生产、加工、原材料交易、珠宝展示、
拍卖、交易中心，届时全国甚至世界各
地的珠宝商将会云集于此， 在产业园
内进行珠宝玉石交易， 并将定期举办
国际珠宝展示交易会， 预计年交易额
达 10 至 20 亿元。 玉矿开发出来的玉
石将通过公盘中心有序进行公盘，年
公盘交易额达 1 亿元以上。同时，产业
园中精品店、展位、摊位均可租赁和出

售，预计年收入达 1000 至 5000 万元
……

通过在政策上倾斜优惠、 经济上
鼓励帮扶、措施上保护支持，使通天玉
知名度迅速提升，吸引了河南、福建、
广东等地玉雕师、商家前来投资兴业。

去年底，临武全县已注册宝
玉石公司 10 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2 家）， 玉石加工厂 50
余家，在广东、郴州等地设立
专卖店 60 多个，从业人
员上万人， 销售总额
过亿元。

临武出美玉， 因山而得名———
通天玉。 她质地细润，天然明亮，晶
莹剔透。 她的故事，溯源很深。

中国先秦古籍《山海经》开篇卷
《南山经》原文载曰“南山经即南岭
山脉之首曰鹊山。 其首曰招摇之山，
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招摇
山———桂岭在临武本地俗称东山，
主峰为通天庙即通天山。

通天山下流淌着蜿蜒的通天
河， 细心的爱玉人在通天河里能够
捡到色彩多样的玉石。 灯光照耀，晶
莹剔透；用手盘玩，润泽无比；用眼
观赏，天然成趣，婀娜多姿。

经考察， 临武通天玉形成于 1
至 2 亿年前的燕山期地质运动，是
继黄龙玉和台山玉之后， 我国发现
的又一优质石英岩玉资源。 该玉分
山料、水料、山流水料三种，色泽有
白色、淡红色、黄色、青色、墨色等。

省委领导在考察了临武通天玉
后，对临武玉石产业发展特别关注，
并作出批示，鼓励临武先行先试，将
玉石产业作为“调结构、促发展”的
一个新兴产业来重点打造。

临武县委书记李浩介绍， 通天
玉目前是湖南省发现的唯一玉种。
这个月， 一年一届在郴州永久举办
的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
博览会开幕在即，来临武赏玉、寻找
商机的人络绎不绝。

通天玉的保护与开发

亿年美玉出深山

光照下通透的通天玉石

临武新发现玉种———
透闪石做成的茶壶摆件

通天玉镂空新品———卓越

通天玉新品———
丝绸之路

精心“雕琢”玉产业

女娲补天
（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打响“通天玉”品牌

野趣
（中国<湖南>宝玉石木质
艺术品“神雕奖”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