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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的美丽传说

珊瑚的种类尽管很多，但是最早被人们认
识并视为宝石的是红珊瑚。自古以来，世界各
国都把红珊瑚视为珍奇，不论远古先民还是当
今世人，都对红珊瑚有着独特的偏爱。

人类对红珊瑚的利用，可追溯到古罗马时
代。古罗马人认为红珊瑚具有防灾避祸、启迪
智慧、止血驱热等功能，视之为富贵祥瑞之物和

“红色黄金”，至今意大利还流行用珊瑚做避邪
的护身符。

古印度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文献记载佩
戴红珊瑚饰品。而古印第安人更是认为“珊瑚
是大地之母”，对红珊瑚捧若神明，红珊瑚也是
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器物。

西方一些航海探险者认为，佩戴红珊瑚可
以防雷电飓风，能保佑旅途风平浪静，平安顺
利，这给红珊瑚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红珊瑚文化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很早
以前，中国人就把红珊瑚作为财富、权贵和幸福
的象征。帝王富豪之家，多以珊瑚作为陈设装
饰。班固的《汉武帝事》就记载，“武帝起神堂前
庭，植玉树，茸珊瑚为枝。”即以玉石为干、珊瑚
为枝制作盆景供奉神堂。三国的曹植曾作诗
《美女篇》说：“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
飘飘，轻裾随风还。”将珊瑚与明珠、玉体、木难
（一种碧色珠）相提并论，用它来陪衬美女的婀
娜身姿和皓洁肌肤。

盛唐时期，珊瑚更是受到达官显贵、才子佳
人的追捧。唐代诗人薛逢曾赋诗曰：“坐客争吟
去碧诗，美人醉赠珊瑚钗。”可见唐代珊瑚饰物
之盛行。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珊瑚的来
源更为便捷，珊瑚的使用也更加广泛。富庶人
家的许多饰物，大到住宅、舟楫、车轿、家具，小
到戒指、手镯、如意、手串等，都镶饰珊瑚或用珊
瑚制作。清朝皇帝在祭祀时必须佩戴珊瑚朝
珠，皇帝的吉服带上也镶嵌着红珊瑚。嫔妃以
上和贝勒夫人、辅国夫人等佩戴的串珠，都是以
珊瑚为材质。皇亲国戚的佩饰更少不了珊瑚，
二品官员的项戴、朝珠，就是用红珊瑚制作。

红珊瑚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
藏族等游牧民族中，一直被视为护身祈福的吉祥
物。西藏的喇嘛高僧也多持红珊瑚制成的念珠。

现在，西方人仍然把珊瑚与珍珠、琥珀、砗
磲并称为四大有机宝石，是西方的“三月诞辰
石”之一。

珊瑚种类繁多，由于稀缺程
度、成分结构和人们喜爱不同，各
种类珊瑚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相距甚远。虽然海南已禁止加工、
销售珊瑚及其制品，但此前已有一
些珊瑚及其制品在市场流通。把
握珊瑚的特征，就能容易辨识出真
伪。辨识办法主要是：

观察纹理。珊瑚类似于树木，
天生有自然纹理，而且每一件都各
不相同。一些珊瑚制品尤其是红
珊瑚，由于色正细腻或打磨精细，
色泽艳丽，仅凭肉眼从外观上不易
看出纹理，但在强光照射下仍然可
以看到表面平行的纵纹或自然形
成的不规则纹理。特别是截断面，
可以看到一圈圈的同心圆和放射
状细纹。如果没有任何自然纹理
或纹理十分规整、呆滞，则是仿冒
无疑。

观察色泽。珊瑚的色彩十分
丰富，即使是同一海域同一品种的
珊瑚，也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色彩。
但不论外表什么色彩，天然珊瑚是
由内而外渗透出来的带有晶莹般
的自然光泽，温润柔和，而且表里
如一，滋养把玩愈久，就愈发晶莹
剔透。这是任何材料合成或人工
着色仿冒的制品都不具备的。利
用珊瑚粉末合成或压模而成的制
品，因为添加了粘合剂破坏了珊瑚
特有的疏松结构，其色泽僵滞而无
灵气。人工着色的珊瑚制品，其色
泽浮于表面，虽艳丽但无光泽，容
易褪色变暗，且表里不一，尤其是
在裂缝、较深雕刻或断截面等处，
都可发现色泽的表里差别和深浅
变化，用棉球沾丙酮擦抹，棉球会
呈现红色。而以海柳、海竹等仿冒
的假珊瑚，虽然颜色均匀，且有疏
松的纹理结构，但色泽呆板。

观察暇疵。珊瑚是珊瑚虫栖
息的“家园”，有着无数的孔眼。这
些孔眼或深或浅、或粗或细，或黑
或白，形成斑斑点点无规则的暇
疵。越大件的珊瑚，暇疵就越多。
这也是辨识珊瑚的一个重要依
据。如果整棵珊瑚树或较大件的
珊瑚工艺品等，通体没有任何孔眼
等暇疵，或者暇疵大小、深浅一致，
排列规整有序，那就需要高度怀疑
和警惕。

观察结构。珊瑚的主要成分是
碳酸钙和角质，结构疏松，性脆易碎，
断口呈平坦尖利，手感重量适中，高
倍放大镜下观察可见细微规整的气
管或毛剌状的物体，强光手电照射有
一定的透光性。而一些塑胶、玻璃、
大理石等仿冒品，虽然也有一定的透
光性，但没有疏松的结构特征，只有
粒状结构物或局部气态包体，手感或
过重或过轻。而一些骨制仿冒品虽
有孔状结构但显粗糙，柔韧而不易脆
断，断口呈锯齿状。

此外，珊瑚相互轻叩声音清
脆，而塑胶、骨类制品声音沉闷浑
浊；珊瑚遇酸会起泡产生化学反
应，而塑胶、骨类、玻璃等仿品没有
反应。 （陆明）

珊瑚是世界四大有机宝石
之一，英文名称为 Coral，来自
拉丁语Corrallium，生长在海洋
中，像树像草又像花，随意取出
一束即是婀娜多姿、美丽动人
的天然艺术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珊
瑚当作一种海生植物。直到20
世纪20年代，科学家才发现，珊
瑚其实是低级海生动物珊瑚虫
分泌的碳酸钙（矿物结构为方解
石）骨骼，或称躯壳、珊瑚体。珊
瑚虫以捕食海洋中的细小浮游
生物为主，并吸收海水中的钙和
二氧化碳，然后分泌出碳酸钙
（石灰石），变为自己生存的躯
壳。这些躯壳（骨骼）上无数的
小孔，就是珊瑚虫安身立命的

“家园”。无数的珊瑚虫聚集在
一起生长，吸取海水中的碳酸钙
组成他们共同的“家园”，并固定
在海底，这就是珊瑚。

南海瑰宝话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陆明

如何辨识珊瑚
的真伪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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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海洋精灵

珊瑚不仅是海洋生态环境的守护者，而
且是生物多样性的养护站，堪称人类海洋财
富的“供应商”。

珊瑚的经济价值 珊瑚种类众多，形态
各异。丰富多样的原生态珊瑚礁盘，本身就
是旖旎迷人的秀丽景观，也是众多鱼类、藻类
和其他浮游生物的栖息家园。对于发展渔业
生产、探索海洋奥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许
多高价值的海产品，如海参、龙虾等，都是从
珊瑚礁丛中捕获。此外，利用天然珊瑚作为
经济藻类（麒麟菜和凹顶藻）的养殖基石，前
景良好。

南海中最常见的白珊瑚，有树状形、蜂窝
型、石笋型、仙人掌形等。用作整体观赏，通
常要求具有各种树枝状形态的良好造型及纯
白的颜色。

珊瑚的医药价值 明代医药大师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述珊瑚具有“去翳明
目，安神镇惊”等功效，可用于治疗目生翳
障，惊痫，鼻巾丑等症。中国传统中医也认
为，珊瑚石能止呕、止泻、止血，具有治疗腰
痛、小儿惊风、清热解毒、化痰止咳、排汗利
尿等作用。

珊瑚中包括寄生在珊瑚礁上的众多藻类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和化学物质，是海洋生物
医药的宝贵资源。例如一些藻类就具有减轻
癌症放疗、化疗的毒副反应，提高免疫功能，
降低血脂等功效。再如一些海绵动物就被用
来制药，用以治疗疱疹及癌症等。

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珊瑚可用于人
体接骨，从珊瑚中提取药用天然化合物，可治
疗溃疡、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以及性病
等。随着医药科学和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
珊瑚的药用价值将越来越大。

珊瑚的工业价值 珊瑚石可做建筑石
材，而石珊瑚可作为石灰、涂料、陶瓷的原材
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渔民就曾自己
采捞珊瑚炼制石灰、打磨石材，建筑房子。后
来，珊瑚受到国家保护，禁止私自采捞，用珊
瑚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现象日益减少。

珊瑚，神奇的海洋精灵，保护珊瑚，就是
保护海岸线，保护渔业资源，保护人类的美好
生活。

红珊瑚20年才生长1寸

珊瑚虫是一种圆筒状腔肠动物，幼虫阶段
便自动固定在先辈“遗骨”堆上，依靠自己的触
手来捕捉食物。

珊瑚种类众多，生长的环境也不尽相同。
但清洁的水质、适度的盐份、繁茂的藻草，是各
种类珊瑚生长的共同条件。如果海水中污染了
过多的陆源物质，珊瑚的取食、呼吸就会受到抑
制，甚至会成片死亡。

浅水石珊瑚 生长在阳光充足的热带、亚热
带浅海区的珊瑚，一般称为浅水石珊瑚或造礁
珊瑚，以群体为主，同时要求水质洁净、基底坚
硬，常年水温高于20℃，最适水温25℃—29℃，
水温低于13℃以下就会死亡，因此，高纬度海域
没有造礁珊瑚。

造礁珊瑚通常在水表层到水深40米处生
长茂盛，个别种类分布可深达60米。造礁珊瑚
通常与虫黄藻共生。虫黄藻需要阳光和温暖的
环境才能生存，浅海区是日光的穿透层，有利于
虫黄藻的光合作用，并由于潮汐、风浪的作用，
为珊瑚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及充足的氧气。珊
瑚堆积越高，越有利于藻类植物的生存，珊瑚也
就越加繁茂。为了更好地捕捉食物和吸收阳光，
珊瑚除向上生长外，还向前后、左右扩展，逐渐形
成了像树枝状的生物群体。珊瑚集群历经亿万
年的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珊瑚礁、岛、屿。在热带
或亚热带区的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和大西洋-加
勒比海区都有大量浅水石珊瑚生长。中国三沙
市海域的岛礁大多数是珊瑚集群形成的。

深水石珊瑚 生长在深海冷水中的珊瑚，
被称为深水石珊瑚或非造礁石珊瑚，最大栖息
深度达6000米以上。目前已发现生长在最深
海底的珊瑚，是阿留申海沟6296—6328米处的
对称菌杯珊瑚。深水石珊瑚以单体为主，少数
群体，个体较小，不能成礁，色泽单调。主要生
长在南北纬30°之间200米-2000米的深海
中，要求有硬实底基、快急洋流、清洁水质、无陆
源性沉积物，光照、水温适宜。

红珊瑚属于深海珊瑚。主要生长在温度高于
20℃的赤道及其附近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水深
100米-200米的平静而清澈的岩礁、平台、斜坡、
崖面等。红珊瑚生长缓慢，从幼虫成长到繁殖期
需要10—12年，20年才生长1寸，300年才长成
1000克。因而有“千年珊瑚万年红，万年珊瑚赛
黄金”之说。由于生长在深海区，红珊瑚的采集比
较困难。全世界每年的产量仅400吨左右。

珊瑚色彩绚丽

珊瑚的颜色丰富绚丽、五彩斑斓。常见的
有白色、黑色、蓝色、红色等，人们习惯将它们对
应称为白珊瑚、黑珊瑚、蓝珊瑚、红珊瑚。

珊瑚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它的生长环境。海水
中的主要金属含量是珊瑚丰富色彩的根本原因。

南海有着我国海区最清澈的水质、最暖和的气
候和最深广的海床。由于流入南海的红河、湄公
河、湄南河等河流沿岸绿色植被覆盖好，河水含沙
土少，金属含量低，使南海一年四季呈现碧绿或深
蓝。因此，南海海域生长的珊瑚，主要以白色为主。

白珊瑚是珊瑚家族最常见的成员，由碳酸钙
组成，主要有白色、灰白、乳白、瓷白等颜色，一般
用于制作盆景工艺、特殊建材和药材等。

红珊瑚是由于珊瑚在生长过程中吸收了1％
左右的氧化铁而形成的，主要成分为高镁碳酸
钙。从广义上说，凡是色彩红艳，质地细密，骨质
坚韧，含有高镁碳酸钙的，都属于红珊瑚。从狭
义上讲，是特指生长在200米到2000米热带海
底的一种宝石级红色珊瑚。红珊瑚的骨骼呈树
枝状复体，每个分枝中心都有一根角质的骨骼中
轴，软体包围在骨骼外面，许多珊瑚虫围绕着轴生
长。红珊瑚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南部、大西洋东
部沿岸海域。台湾海峡红珊瑚被称为阿卡红珊
瑚，每年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0％。我国海南
岛周边、三沙市海域等也有红珊瑚生长。红珊瑚
常呈浅至深色调的红至橙红色，有的呈肉红色。
宝石级的红珊瑚分为深红色、桃红色、粉红色、粉
白、白色等五大类，其中以深红色最为名贵。

蓝珊瑚的化学成分为碳酸钙，形态多呈树枝
状，横断面有同心圆层的花纹结构和心点，也是
一种有机宝石，主要产于中国海南、台湾及印度
尼西亚附近的海底；非洲西海岸也曾发现过，现
已基本绝迹。目前有一种苍珊瑚，俗名也叫蓝珊
瑚，是八射珊瑚亚纲中唯一能长成大型骨骼的珊
瑚，广泛分布在印度洋及太平洋，组成浅水的珊
瑚礁。在我国南海海域、南大平洋岛国、澳大利
亚、中东等海域均有生长。

黑珊瑚主要由有机质组成，氨基酸总量达
60%以上，不含晶质矿物成分。黑珊瑚是角质珊
瑚的主要品种，属于六射珊瑚亚纲的黑珊瑚科，呈
树枝状结构，颜色为深褐色、灰黑色至黑色，粉末
或薄边缘呈褐色，半透明至不透明，油脂光泽。20
世纪中叶人们广泛地利用黑珊瑚作为首饰，产量
稀少，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的热带海域，海南三
亚、台湾南北部海域均有生长。

珊瑚的华丽家族

珊瑚是海洋世界的大家族，属于腔肠动物
门珊瑚虫纲。珊瑚虫纲是腔肠动物门最大的一
个纲，约有7000余种，其中我国有近500种，绝
大多数在南海海域。珊瑚家庭成员根据不同性
状、特征和成分，可分为若干种类。

根据软体的特点，如触手、隔膜的数量和排
列，人们把珊瑚分成三类：四射珊瑚，隔膜数为
四的倍数，仅在四个部位生长，现已灭绝，仅存
化石；六射珊瑚，触手和隔膜为六的倍数，常见
的如石珊瑚、黑珊瑚和刺珊瑚等；八射珊瑚，触
手和隔膜为八的倍数，如笙珊瑚、柳珊瑚、蓝珊
瑚、红珊瑚等。

根据骨骼的特性，珊瑚可分为石珊瑚类和
软珊瑚类。其中石珊瑚具有分泌碳酸钙形成坚
硬群体骨骼的能力，是构成珊瑚礁体最主要的
部分，所以又被称为造礁珊瑚，约有1000种。
软珊瑚属于八射珊瑚，具有优美的型态、鲜艳的
色彩及亮丽的外观，是海底重要的景观和生态
资源。

根据生活的状态，珊瑚可分为单体生活珊瑚
和群体生活珊瑚。石珊瑚既有单体生活也有群
体生活，而软珊瑚、柳珊瑚及蓝珊瑚为群体生活。

根据化学的成分，珊瑚分为钙质型珊瑚和
角质型珊瑚两种。钙质型珊瑚主要由碳酸钙组
成，含有极少的有机质，包含红珊瑚、白珊瑚、蓝
珊瑚三个品种。角质型珊瑚主要成分为有机
质，包含黑珊瑚、金珊瑚两个品种。

珊瑚是世界四大有机宝石之一，是海洋中
的千年生灵，它像树像草又像花，光鲜艳丽、百
媚千娇、晶莹剔透、温润亮泽，随意取出一束即
是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天然艺术品。

珊瑚是海洋世界的大家族，种类众多。珊
瑚生长速度极为缓慢，生长条件极为苛刻，是不
可再生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

我国的南海、台湾海域，是宝石级红珊瑚的
重要生长区域，约占世界储量的80％。1962年
我国就将红珊瑚列为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7年1月1日起，我省全面停止加工、销售珊
瑚礁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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