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中国玉

器以其 7000 年的历史，与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一样，

成为我国古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素有东方艺术

的美称，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盛誉。中国和田玉

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用和田玉制成的

玉器，具有浓厚的中国气魄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

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
一、新疆和田玉开发利用的现状

1.和田玉的分布。新疆蕴藏着丰富的和田玉矿

床，据新疆地质矿产局地质调查报告显示，和田玉

的矿床从昆仑山玉石矿产成矿带看，西起喀什地区

塔什库尔干县城以东的安大力塔格及阿拉孜山，中

经和田地区南部的桑珠塔格、铁格里克塔格、柳什

塔格，东至且末县南阿尔金山北翼的肃拉穆宁塔格

一带，全长 1100 公里，宽约 50 公里的范围内，现已

初步勘察的原生玉石矿产地 30 余处。其预测总资

源量为 21～28 万吨。以目前开采能力年产 300 吨

计，其开采年限至少在 500 年以上。
2.开采情况。由于和田玉矿床都在海拔 3500 米

以上的高山峻岭之上，交通极为不便，所有开采设

备及生活用品全靠马队驮运，加之空气稀薄，每年

只有 5 个月的工作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目前

新疆全年和田玉山料产量约在 280 吨左右，青白玉

占 75%，白玉占 10%，其他色种占 15%。由于交通困

难大型机械设备无法使用，目前还不能大规模开

采。在近期内产量不会有大的提高。
和田仔玉多数为个体开采，据调查，每年农闲

季节，和田地区有 4 万多人下河捞玉、挖玉、拣玉、
其盛况可想而知，但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的。
3.加工状况。新疆从古至今都是和田玉的主要

原料供应地。加工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发展

起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较大的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疆和田玉加工企业只有 80～
100 家。一般规模不大，大的有 20～30 台雕刻机，小

的只有几台机器，前店后厂的有 40 余家。
新疆玉石加工企业年消耗原料占年产量的

10%左右，多数为质地较好的白玉山料和仔料。
4. 销售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和田玉市场

逐渐升温，至今仍然长盛不衰。以销售和田玉为主

的专卖店，在乌鲁木齐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已经形成了友好商业圈、大十字商业圈、二道桥商

业圈、南门商业圈以及华凌市场等和田玉销售群。
乌鲁木齐已经成为和田玉原料和成品的主要集散

地。另外，和田、喀什、库尔勒等地区也成为和田玉

销售中心。
二、新疆和田玉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疆和田玉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

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地勘工作程度低，多数玉石产地未作评价。由

于和田玉产地大多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峻岭

中，交通、气候条件极为恶劣，加上地勘资金等因素

的制约，这些玉矿点，除于田的阿拉玛斯玉矿和且

末的塔特勒克苏等少数矿产地进行过储量计算外，

多数产地都未进行勘查评价，资源情况不是很清

楚，这是制约因素之一。
2.玉石开采规模小，技术陈旧，出材率低。和田

玉产地，由于山高、路险，每年只有 3 个月可以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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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玉，运输条件极端困难，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开采。
目前开采山料，多数不是撬杆撬就是打眼放炮，这

样开采出来的玉料，不是块度小，就是裂纹多，出材

率很低，造成了资源浪费。尽管小料可以做小件，但

毕竟不如大料价值高。
3.产品加工追求数量，缺乏精雕细琢，影响了产

品的价值。俗语说“玉不琢，不成器”,评价玉器的价

值是“三分原料七分工”。目前多数企业都采用计件

工资制，工人为了多挣钱，往往追求数量，而忽视了

精雕玉琢。这在一定程序上降低了产品的价值，对

高档玉料来说也是一种浪费。
4.销售市场尚欠规范，价格混乱，鱼目混珠影

响了和田玉的声誉。随着和田玉市场的繁荣，逐渐

暴露出市场尚欠规范。首先表现在价格上，标价与

成交价之间的差距太大，有的甚至不到一折就成

交了。这样消费者就产生了疑虑：他想买的玉器到

底值多少钱？其次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以劣充

优。新疆市场上的玉器，多数为昆仑山、阿尔金山

产的和田玉。但有少数销售点（特别是旅游点）以料

器（玻璃）、大理石、石英岩等冒充和田玉，还有的将

低档白玉当羊脂玉，使消费者受骗、上当，遭受经济

损失。
5.经销企业参差不齐，行业人员素质较低。目前

“全民”从事玉石生意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从事玉

石贸易起步资金不需很大，价值较低，一般少则十

几万即可开店，更小规模的万元进点货、租个柜台

也可卖玉。二是部分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手中有

多余的资金，而在其他行业不景气情况下，耳闻珠

宝行业利润大，可挣钱，于是将钱投入玉石市场。上

述两个原因造成新疆和田玉市场良莠不齐。由于从

业人员无专业知识，对该行业的规则不甚清楚，将

和田玉这种高品味、高档次的商品，当作土豆、白菜

一样销售，使玉石市场价格混乱，产品存在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影响整个和田玉市场的声誉。
6.玉石质量直接影响市场的发展。新疆玉石销

售企业以销售和田玉为主，其他玉石品种很少。而和

田玉为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都以经营羊脂白玉为

主。我们知道羊指白玉是和田玉宝塔中的塔尖，是极

品。目前市场上大家都经营塔尖这一小部分而将塔

底大量的和田玉废之不做。因此羊脂白玉对于市场

来说供不应求，从而存在人为拔高和田玉等级的现

象，更有甚者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将其他白色的玉

石如大理岩、石英岩冒充羊脂白玉进行销售等现象。

三、合理开发利用新疆和田玉的对策思考

1.多方集资，摸清和田玉的资源状况。搞清资源

的关键是资金。目前单靠政府投资开展地勘工作，

是不现实的。可以采取政府投一点，有实力的企业

集一点，还可以引进外资，多方集资。一方面开展地

勘工作，在有远景的地段同时可以进行开采，这样

各投资方很快就能得到回报，然后采取滚动的方

式，不断勘察、开发，既摸清了家底，同时又通过开

采原料取得了回报，一举多得。
2.制定符合实际的比较科学规范的和田玉原料

管理规章制度。千百年来，在玉龙喀什河和喀喇喀什

河流域，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一直守着两条大河踩

玉、捞玉。现在用挖掘机在河床上挖玉、在河床中采

玉队伍多达数千人。同时，在民间自发形成了收购网

络。最辛苦、风险最大的是直接开采者，而收益最大

的都是那些玉石贩子。他们从采者手中收购各种仔

料在当地或贩运到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扬州及河

南镇平等地销售。这些玉石贩子贩卖玉石，都是地下

交易，国家得不到任何好处。资源变成了商品，国家

的财富国家理应得到回报，最起码应该收取营业税。
我们不能看到国家的财富白白流失。建议国土

资源部门会同工商、税务等部分，在总结玉石管理正

反两方面经济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实际的、新的管理

办法，使新疆这块优势资源的开发，既富民，又富国。
“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3.努力培养一批会设计、善雕刻的技术人员，将

新疆建成和田玉原料供应和产品加工基地。到目前

为止，新疆的和田玉原料，仍然是以在内地加工为

主，本地所用的原料不足年产量的 10%，其中仔料

和优质白玉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大料和特级料，则

由新疆企业委托内地的玉器厂加工，新疆仍然是和

田玉原料的供应地。
要发展、提高和田玉的加工业，首先要培养一批

会设计、善雕刻的技术人员。目前。新疆玉雕行业的

从业人员中，加工人员同销售人员的比例是 1∶10，

比例严重失调。培养玉雕设计人才是促使新疆玉雕

行业发展的头等大事，加快培养新疆新一代玉雕人

才是当务之急。其办法是，可以先在具有较强实力

的企业内办学或采取校企联合办学的形式，设置理

论和玉雕技术实践两大专业课程，着力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实际动手能力，使学生在理论学习和生

产实践中把玉雕设计和制作真正结合起来。学生既

有理论知识，同时又有雕刻技术，学生设计的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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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Tragedy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Xinjiang Hetian Jade

WANGAi- hua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Xinji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13，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Xinjiang Hetian jade, 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nd then bring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advice and tragedies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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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产品上。
其次还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

人才。即各玉雕企业或有意从事玉雕加工的个人，

选派部分有志青年去内地学习，也可以由几个企业

联合邀请内地著名玉雕大师来新疆传授玉雕技术，

不断提高新疆的玉雕水平，创造出具有新疆风格的

玉雕作品。
设计人员要不断地扩大视野，多学习别人的长

处，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推出适应消费者需

求、紧跟时代步伐、具有创新意识、设计独特、款式

新颖的产品去占领市场。
5.全力打造“新疆流派”玉雕，创立自己的品牌

产品。从传统看，中国的玉雕作品从风格上分成南北

两大派，南派以扬州作品为代表，北派以北京作品为

代表。南派以细腻婉转见长，北派以端庄正统而著

称。这些风格的形成都是受当地文化、传统、习惯和

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的。新疆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如何体现

这种瀚海雪山，大漠孤烟的自然风貌，多民族聚居所

形成的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特点，就成为“新

派”玉雕必须予以解决的首要问题。要摆正继承和创

新的关系，除重视对传统的玉雕技术和作品题材继

承外，还必须做到适应性的创新，广泛吸收新疆的民

族绘画、建筑、雕塑、地毯等艺术形式之精华，来丰富

我们的创作语言。在作品题材上，可以多选择一些具

有民族特点的、能反映新疆各民族生活，反映多种文

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等方面的作品。玉器生产应处

理好玉器题材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市场

需求与玉器自身艺术特色之间的关系。
6.积极拓展流通渠道，规范和田玉玉器市场，维

护和田玉的美好声誉。新疆的玉雕，有传统的技艺

优势，但却缺乏品牌意识。要发展自己的名牌产品，

就要具备精湛的生产技术，优势的特色产品，可靠

的产品质量，还要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只有有了自己的强势名牌产品，才能长销不衰。在

新的世纪，各个玉雕企业，也要把推行品牌战略，优

化产品升级放到重要位置，并加快玉器企业组织结

构调整。
为使和田玉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必须拓展流

通渠道。这就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向广大消费者介

绍和田玉辉煌历史，高规格的文化品位，精湛的艺

术内涵，精美的质地，以及装饰收藏的增殖价值，让

广大消费者了解和田玉，认识和田玉，进而喜欢和

田玉。
另一方面，生产加工的和田玉器，既要有“阳春

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

的需求。
总之，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

持，和田玉作为新疆的特色资源，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巨大的市场。在正确政策的扶持下，必将成

为大有前途的古老而年轻的产业。和田玉业的发

展，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首先是采矿业、玉石

加工业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经济和社会效益

都会大为提高，这将大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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