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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西部少數民族對寶石和玉之開採及認識 
 

劉昭民 
（本會會員） 

 

本文將明代《天工開物》卷下〈珠玉篇〉、元末明初《輟耕錄》卷七〈回回石頭〉、

清代《物理小識》卷七〈金石類〉、《博物要覽》卷六〈志寶石〉、《滇海虞衡志》卷二〈金

石篇〉等文獻中，有關回族、維吾兒族和白族、納西族、藏族、栗栗（人旁）族等少數

民族人民對各種寶石和玉之開採、加工磋磨以及對各種寶石和玉之記載等資料加以詳細

研究，可知我國元明清時代回族、維吾兒族和白族、納西族、栗栗（人旁）族等少數民

族人民對各種寶石和玉之開採技術和磋磨加工技術已有已有一定的水平，對各種寶石的

種類、顏色、紋理、色變等性質已有深刻的認識。本文不但將我國古代文獻之原文一一

列出，作為論證之依據，而且有圖佐證，可以增加讀者暸解。 

關鍵詞：元明清時代、少數民族、寶石、玉 

 
吾人從我國古代地質礦物學史之研究中，可以知道我國古代先民對祖國大地之地

貌、地形變遷、古生物化石、岩石性質、礦物性質和開採應用等等，已有相當多的研究、

分析和認識，並留下相當多的珍貴文獻，提供給我們研究[1]。仔細研究這些我國古代文

獻，也可以發現元明清時代我國西部和雲南西北部、西部等地區的少數民族對當地的寶

石和玉已經加以開採、磋磨加工，對各種寶石和玉也已經有很深刻的認識。茲將與本文

有關的中國少數民族主要分布地帶、元明清時代中國西北部和雲南西北部、西部等地區

之少數民族對當地寶石和玉之開採技術、磋磨加工，對各種寶石和玉之使用和認識、清

代滇緬邊境寶石和玉產地之記載等，分別加以敘述。 
 
壹、與本文有關的中國少數民族主要分布地帶 

中國共有 56 個少數民族，而雲南省因崇山峻嶺和眾多南北向河川分布其間之關

係，故全境少數民族共有 25 個之多，居全國第一位。茲將與本文有關的中國少數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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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地帶略述如下[2]，俾利本文之分析與研究。 
一、回族─我國境內回族人民之分布甚為廣闊，以寧夏回族自治區較集中，甘肅、

河南、新疆、青海等亦多，其餘多與漢族雜居，古代稱為回回族。古書上之回回國則泛

指大食、波斯、維吾兒族、回族。 
二、維吾兒族─分布在天山南北麓盆地之綠洲地帶，泛指維吾兒自治區，人口大

約有 750 萬。 
三、白族─以雲南境內之大理地區最多，其他碧江、元江、昆明、昭通、貴州省

之畢節、四川省之凉山等地也有，人口共 160 多萬。 
四、納西族─多分布在大理北方之麗江府和迪慶藏族自治州之維西縣，居雲嶺、

雪山、玉龍山、瀾滄江、金沙江、雅礱江之間，人口 30 多萬。 
五、栗栗（人旁）族─主要分布在雲南省西部、怒江上游、緬甸邊界之瀘水縣、

福貢縣、貢山縣(也就是片馬和江心坡一帶及附近區域)，其餘在保山、迪慶、維西、騰

冲、大理、德宏等縣次之，人口近 60 萬。 
六、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少部分分布在雲南西部哀牢山脈等

地，人口 600 多萬。 
七、藏族─分布在西藏全部、青海大部分、川西之甘孜、阿壩、雲南西北部之迪

慶、甘肅南部之甘南等地，古代稱為吐蕃，人口約 500 萬。 
 

貳、明清雲南西部、西北部之少數民族以及南疆之回族、維吾兒族對寶石和玉之

開採和磋磨加工 
雖然古代中國少數民族未見有專門記載開採寶石的文獻，但是吾人可以從漢族人

士所撰古籍文獻中可看出中國少數民族開採寶石和玉的情形。例如《天工開物》上有以

下之記載[3]： 

凡寶石皆出井中，西番諸域最盛，中國惟出雲南金齒衛與麗江兩處。凡寶石自大

至小，皆有石牀包其外，如玉之有璞（玉在石中未治者曰璞），金銀必積土其上，韞結

乃成，而寶則不然，從井底直透上空，取日精月華之氣而就，故生質有光明，如玉產峻

湍，珠孕水底，其義一也。凡產寶之井，即極深無水，……其中寶氣如霧氤氳井中，人

久食其氣，多致死。故採寶之人或結十數為群，入井者得其半，而井上眾人得其半也，

下井人以長繩繫腰，腰帶又口袋兩條，及泉近寶石，隨手疾拾入袋。寶井內不容蛇蟲（見

圖一），腰帶一巨鈴，寶氣逼不得過，則急搖其鈴，井上人引糸恆提上，其人即無恙，然

已昏日夢（見圖二），止與白滾湯入口解散，……。其袋內石大者如碗，中者如拳，小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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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總不曉其中何等色，付與琢工鑢錯解開，然後知其為何等色也。 

按前文中所提到的金齒衛（明置），係今日雲南省保山縣和騰冲縣，早期多 族

所居，也有白族、傣族、佤族等雜居其中。麗江府（明置）包括麗江縣及鶴慶、劍川兩

州與中旬、維西兩廳，除了中甸為藏族所居區外，其餘均為納西族人分布區。文中所敘

述開採寶石的方法為使用轆轤將長繩繫腰者下送到井底撿拾寶石，放入口袋中，如遇瓦

斯氣侵襲，則急搖其鈴，由井上之人拉上去，以免瓦斯中毒。 

所採大小寶石均有石牀包其外，如玉之有璞，故須再付與琢工鑢錯解開加以琢磨，

才能成為商品和飾品。 

對於南疆玉的開採和琢磨加工，《天工開物》也有以下之記載[4]： 

貴重者盡出于闐葱嶺，……。其嶺水發源名阿耨山，至葱嶺分界兩河，一曰白玉

河，一曰綠玉河。……玉樸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於所生處，以急湍

無著手。俟其夏月水漲，璞隨湍流徒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河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

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於秋間明月夜，望河候視玉樸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隨水

流，乃錯雜亂石淺流之中，提出辨認，而後知也。白玉河流向東南，綠玉河流向西北，

亦力把力（當時南疆之國名)地，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沒水

而取者，云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於撈取(見圖 2、圖 3)，此或夷人之愚也(夷中不

貴此物，更流數百里，逾遠莫貨，則棄而不用)。……凡璞藏玉其外者曰玉皮。……。

璞中之玉有縱橫尺餘無瑕玷者。……。凡玉初剖時，冶鐵為圓槃，以盤水盛沙，足踏圓

槃使轉，添沙剖玉，逐忽劃斷(見圖 4)。……。凡玉器琢餘碎取入鈿花用，又碎不堪者，

碾篩和灰塗琴瑟，琴有玉音，以此故也。……珠玉寶石受月華，不受寸土掩蓋，寶石在

井上透碧空，珠在重淵，玉在峻灘，但受空明，水色蓋上。」 

按宋應星在前文中所敘述的，在南疆開採玉石的夷人就是指回族和維吾兒族，產

玉的于闐即今日之和闐，古代白玉河在其境內，即今日之玉龍哈什河，古綠玉河在墨玉

縣境內，今墨玉縣則位於喀拉喀什河西岸。宋應星曾經對當時當地少數民族採玉之情形

加以描述，說多於秋間明月夜，望河候視玉樸堆緊處採之。惟言「俗以女人赤身沒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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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者，云陰氣相召，則玉留不逝，易於撈取。」依今人來看，其實是迷信。由於河流之

上源多軟玉礦床，所以河床中就多玉石，包括白玉、青白玉和綠玉等。前文文末則描述

當時國人琢玉的情形。對於南疆的玉和寧夏的玉，明末清初的方以智也加以記載說： 

于闐玉河有白綠烏玉。……西夏五台亦出玉。[5] 

清朝初年谷應泰也對南疆的玉也記載說： 

于闐國採玉之地名玉河，在于闐國城外，其綜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

牛頭山，乃疏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

烏玉河，在綠玉河七里，其源雖一，而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

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

中國所有亦自彼來。[6] 

谷應泰還對當時新疆當地人直接開採山中玉石之情形記載說： 

今時玉材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塊石劈取之，謂之山材，從山石中槌擊取用，

原非于闐崑岡西流砂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質乾，曲多綹裂，俗名江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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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宋應星所繪的開採寶石圖        圖二：宋應星所繪的新疆綠玉河撈玉圖 

 

    
圖三：宋應星所繪的白玉河(盛產玉)     圖四：宋應星所繪的磋磨玉石圖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十期（2006 年 12 月） 

~ 20 ~ 

綹也。恐此類不若水材為寶，有種水石，美者白，勝玉，內有飯滲點子，可以亂真。[7] 

說明當時在山中槌擊大塊玉石材，所得之玉，色白質乾，曲多綹裂，質地不如河

中撈取者佳。 

 

參、西部少數民族對各種寶石之使用和認識 

由本文前節之論述，可以看出明清時代中國西部（包括雲南西北部和西部地區）

少數民族開採寶石和玉石，並加以琢磨加工的情形，再加上陸路上與波斯、大食等國之

交流，海上與東南亞、錫蘭（斯里蘭卡）等國之交流，這些少數民族對各種寶石和玉石

已經充分地使用，對這些寶石和玉石的性質和特徵也已經有充分的認識。茲將有關這一

方面的文獻一一列舉，並加以說明。 

一、《天工開物》一書中之記載 

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曾經對雲南西北部麗江（以納西族為主）以及西

部金齒衛（保山縣和騰冲縣，以 族為主）所產之寶石加以敘述說： 

屬紅黃種類者為猫晴、靺羯芽、星漢砂、琥珀、木難、酒黃、喇子。猫晴黃而微

帶紅，琥珀紅而微帶黑，燈光下則紅甚也。木難純黃色。喇子純紅。屬青綠種類者為瑟

瑟珠、珇王母綠、鴉鶻石。……，此等皆西番產。[8] 

按猫晴又稱猫兒眼，為綠玉礦物。靺羯芽為大如巨粟，赤如櫻桃，觸之甚堅的一

種寶石。星漢砂即蛋白石，木難和酒黃即黃玉，喇子就是紅寶石，瑟瑟珠和鴉鶻石就是

藍寶石。珇王母綠即綠寶石。 

二、陶宗儀《輟耕錄》中之回回石頭 

茲將元末明初陶宗儀在《輟耕錄》[9]中記載我國西部維吾兒族和回族人民所使用

之各種寶石列出如下，並加註釋於括弧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行亦不一，元代大德間（1297-1307 年），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於後： 

1.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按這是指紅寶石）。 

(1)刺：淡紅色嬌（按「刺」就是紅寶石）。 

(2)避者達：深紅色，石薄方嬌。 

(3)昔刺泥（昔藍泥）：黑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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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木蘭（屈沒藍）：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2.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按綠石頭即綠寶石） 

(1)助把避：上等，暗深綠色（指綠寶石） 

(2)助木刺：中等，明綠色（按助木刺是祖母綠，為綠寶石）。 

(3)撒十泥：下等，帶石淺綠色（撒時尼為金綠寶石）。 

3.鴉鶻（阿拉伯人及波斯語，為藍寶石） 

(1)紅亞姑（即紅王刺，紅寶石）：上有白水。 

(2)青亞姑（青寶石）：上等，深青色。 

(3)黃亞姑（黃寶石）。 

(4)白亞姑（白寶石）。 

4.猫晴（金綠寶石） 

(1)走水石：似猫晴而無光（可能是蛋白石或天河石）。 

(2)甸子和你捨卜的（回回甸子）：文理細（兩者是產於波斯之綠松石）。 

(3)乞里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4)荊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按這是因為風化作用，使綠色變成灰白色）。 

由本節之論述，可知元末明初西部維吾兒族和回民已就甸子（綠松石）文理的粗

細 ，以及是否色變，來區別它們的來源。 

三、清初谷應泰在《博物要覽》[10]中所提之寶石種類和產地 

該書卷六〈志寶石〉記載如下： 

一產西番，西番回鶻(今日南疆)地方產紅青寶石，大小不等。 

一產土番，(即吐蕃國，今日西藏、青海、川西、雲南西北部等藏族分佈區)，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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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寶石穴。 

一產回回國，回回國產寶石，其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其石以紅而大，無昏翳者

為上，價值數萬，換而不可得。 

一產雲南，雲南寶井產青紅寶石，亦有高下大小，大者紅色，多帶黃色，小者有

至米粒豆瓣者。青寶石名鴉鶻，青色翠，光瑩亦好。 

紅寶石十種(其中第三種至第五種為錫蘭國寶石，文略) 

第一回回國靺鞨紅寶石─深紅鮮如猩血，光彩可以照夜。 

第二回回國紅刺寶石─石色深紅而嬌豔，大者有重兩許八九錢六七錢者 

第六土番國紅寶石─石色大紅而明瑩，中有蟹爪小紋。 

第七土番國紅寶石─石色次紅而嬌嫩如櫻桃色，石中無紋翳。 

第八雲南寶井紅寶石─有大者，明永樂中曾得一顆重三兩一錢，深紅色明瑩嬌豔非

常。 

第九雲南寶井紅寶石─石色嫩紅，嬌俏如新開海梅花，光彩奪目，但無大者。又有

一種淡紅明瑩者，名童子色，價最高。 

第十雲南寶井紅寶石─石色大紅而帶黃黑色，名油煙紅，紅石中之至下者，中多蟹

爪碎紋。 

綠寶石三種(第一第二種為西洋默德那國祖母綠，文略) 

第三回回國祖母綠寶石─石淺綠微黃如新柳，中有兔毫紋，大者二三錢，可值六七

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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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黃寶石六種(第一至第三種為錫蘭國產，第四種為默德那國產者，文略) 

第五土番(吐蕃)國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秋葵，色嬌俏，明瑩可愛。 

第六雲南寶井酒黃寶石─石色嫩黃如金泊，明瑩可愛。 

紫寶石四種(第一種第二種為錫蘭國產者，文略) 

第三土番國紫寶石─石色淡紫如茄花而明瑩光潔可愛。 

第四土番國紫寶石─石色深紫如茄皮而暗晦不明瑩。 

白寶石兩種(為真臘國白寶石及天方國白寶石，文略) 

青寶石五種(即藍寶石，第一種及第二種為錫蘭國產，文略) 

第三土番國青寶石─石色淡青如青晴，色明瑩可愛。 

第四雲南寶井青寶石─石色嫩青如翠藍者。 

第五雲南寶井青寶石─石色淡青如月下白，明瑩光潔可愛。 

貓兒眼寶石(也叫做貓睛，即綠玉)兩種(第一種為默德那國貓兒眼石，文略) 

第二雲南寶井貎(猫)兒眼寶石─有種者不過重至錢外，雖有紋而散，不能居中。 

按前文所列舉之各種寶石及產地，西番回鶻是指今日天山南路之回疆，維吾兒族

分佈地區。土番國可能是指中國西部青海、西藏等地區，回回國指大食、波斯、新疆、

寧夏等地方，而雲南寶井可能是泛指雲南西部及與緬甸邊界一區之寶石礦坑。 

 

肆、清代滇緬邊境寶石和玉產地之記載 

清代中葉的《滇海虞衡志》[11]曾對滇緬邊境所產之各種寶石產地加以記載，全文

如下： 

玉出南金沙江，……白玉、翠玉、墨玉出蠻莫土司，琥珀之屬出孟拱土司，寶石

碧霞璽屬出猛密土司。寶石即《漢書》〈哀牢傳〉所謂光珠。出於猛密土司之寶井，井

有數處，夷人環屋圍之取得，佳者，緬酋持去。元時謂之凸凹石，以紅刺為上品，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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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二錢值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累朝寶重。其次淡紅色嬌曰刺，深紅石薄色嬌曰「避

者達」。黑紅曰苦刺泥。紅帶黑曰古木蘭。 

碧霞璽一曰碧霞玭，一曰碧洗，皆寶石之類，出猛密土司中，五色俱有，以深紅

透水為最，紫黃綠間白色次之，白墨兩色最下。碧瑱出孟養土司，即紅寶石之類，

方徑不過數分，投之大水缸中，紅光即映滿缸。豪豬牙亦寶石之類，取形似而名也。

軟玉出麗江摸拔山，若碧玉，若沉香，琢為酒器及水柱，甚佳，又出墨玉，作念珠

且充實。 
按前文中所言蠻莫土司、孟拱土司、猛密土司、孟養土司等皆為明代安撫司，為

少數民族居住地區，位於雲南西部滇緬邊界，龍川江之南，今日恩梅開江和孟拱一帶之

地，也就是片馬、江心坡一帶之地，漢代哀牢山一帶所產之「光珠」即是寶石，哀牢山

脈地區以彝族居多。「紅刺」即紅寶石，「避者達」是淡紅色寶石，「苦刺泥」為黑紅色

寶石，「古木蘭」為紅帶黑黃色之寶石。可見明清時代滇緬邊境地區所產之寶石種類極

多，礦場也不少，「夷人環屋圍之取得」，以紅刺(紅寶石)為上品，文中之夷人可能是指

今日 族等少數民族。今日哀牢山尚產各種寶石，而麗江摸扒山已不產軟玉和墨玉。 
 

五、結論 

由本文之敘述，可知中國元明清時代西部少數民族對於各種寶石和玉石之開採已

十分普遍，對山中之玉石以槌擊取用。對坑井下之玉石則以轆轤將長繩繫腰者下送井底

開採之。對河床中之玉石則在夏月水漲之後的秋間明月之夜，望河候視玉樸堆聚處而採

之。並將所採之寶石和玉石加以磋磨加工，所以當時所使用的寶石和玉器種類很多，各

種文獻也證明了他們當時對各種寶石的種類、顏色、紋理、色變等性質已有深刻的認識。 

雖然各種古代文獻並沒有明示少數民族之名稱，但吾人從文中所指「西番諸域」、

「夷人」、麗江、金齒衛、土番、蠻莫土司、孟拱土司、猛密土司、孟養土司等名稱和

今日少數民族分布情況，可知這些少數民族就是新疆之回族和維吾兒族、青藏高原之藏

族、雲南西部之白族、納西族、栗栗（人旁）族、彝族等。 
 
致謝 

本文作者在撰寫過程中，曾經和內蒙古師範大學前科學史研究所所長李迪教授以

及大理學院張錫祿教授詳細討論，使本文得以完成，僅此致謝。 
 

參考文獻和註釋 
[1] 劉昭民，1985：《中華地質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共 556 頁。 

[2] 李炳東、俞德華，1996：《中國少數民族科技史叢書》〈農業卷〉，廣西科學技術出版

社，P.399-P.472。 

[3]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下第十八卷〈珠玉篇〉。 

[4] 同註[3]。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十期（2006 年 12 月） 

~ 25 ~ 

[5] 明末清初方以智《物理小識》卷七〈金石類〉。 

[6] 明末清初谷應泰《博物要覽》卷六〈志寶石〉。 

[7] 同註[6]，卷七〈志玉〉。 

[8] 同註[3]。 

[9] 元末明初陶宗儀《輟耕錄》卷七。 

[10]同註[6]。 

[11]清仁宗嘉慶年間，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二〈志金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