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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蝴蝶”来长沙抢风头，
问及价格，
外籍持有人说——

嘘，
别让他们跑来侃价
本报长沙讯 宝石迷们或许还记
得，在 2011 年 2 月份美国图森矿物宝石
展上，一块产自澳大利亚、重达 23.36 公
斤的自然金，曾出尽风头。来自中国
（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消息，这
块世界上现存的第三大自然金块，有望
现身长沙。有趣的是，就在这块超大号
自然金空降长沙前，数块产自美国的小
个头自然金领先一步，提前来到长沙抢
起了风头。
5 月 12 日，全球矿物界知名公司英
美公司总裁 Wayne 在长沙对本报记者
表示，这次自己从美国带来了好几块自
然金，最大的一块重达 2400 克，最小的
一块重达 900 克。
“ 这块 2400 克的自然
金，比英国博物馆、日本博物馆的都要
大，
还从没在矿展上露过面。
”
这块看上去有如一只展翅飞翔的
“金色蝴蝶”，去年 12 月才在美国被人发
现。当时一个农民正在挖井，无意中发
现了它。Wayne 说，
“ 蝴蝶”被挖出来
时，比现在的个头要大得多，外面覆盖

有过被抱养经历的她
30年照顾4位孤寡老人
照顾一位需要端屎尿盆子的老人，
你能坚持多久？如果老人与你没任
何血缘关系，
你愿意揽这活吗？长沙人廖月娥将这个差事一干就是三十年。

了一层石英，因此没有遭到破坏。
“自然
金硬度不是很高，但却很有韧性，可以
弯曲，这也是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
”
Wayne 称，这块自然金是在一个很
窄的石英石上生长出来的。在加利福
尼亚州，或许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某次
火山爆发后冷却产生碎裂，石头跟金子
温度变低后，开始在地底上万米的深处
慢慢凝聚，等地震或其他板块运动发生
时，它们再从地底冲出地面，而要完成
整个过程，
预计要花费上百万年时间。
“中国人很喜欢黄金，中国市场也
很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会乐意
来收藏它，而我希望‘蝴蝶’可以‘下嫁’
某 位 中 国 收 藏 家 或 博 物 馆 。”Wayne
称。当记者问起这块大号自然金的卖
价，他打起了“太极”：
“ 我不会说出来
的，因为一旦我给出具体的价格，中国
人就会来讨价还价。目前我还有约
1000 件宝贝，是走船运过来的，暂时还
没抵达长沙。”
记者戴和清 通讯员刘许生

首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纪念品亮相

方寸之间，
22种矿物尽收眼底
5 月 12 日，Wayne（右）给大家展示从美国带来的几块自然金，其中左边那块名叫“蝴
蝶”的自然金，
是去年 12 月被人发现的。
图/记者戴和清

“国产宝石可借文化之手推广自己”
本报长沙讯 “中国有巨大的宝
石消费市场，但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
文化和特色的宝石生产加工行业。”
5 月 12 日，国际有色宝石协会（英文
简称“ICA”
）主席袁健荣对潇湘晨报
记者说。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国际宝石资
源与中国市场”。袁健荣说，2009 年，
ICA 也曾在广东番禺举行过年会，当
时年会的主题还是叫“走进中国”，四
年时间里，在中国举行两次年会，一
个核心的原因是中国日渐庞大的宝
石消费市场。

袁健荣看来，中国虽然有着悠久
的彩色宝石加工传统，但推广起步还
是 5 年前的事情，在品牌推广方面，步
子迈得还比较慢，彩色宝石市场份额
仅占中国珠宝零售总额的 1.3%，与之
相反的是，很多外国宝石类企业却非
常愿意来中国进行交流，国产宝石可
以借助这个时机，将融入了民族工艺
和传统文化的国产宝石进行包装推
广。
“ 法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知名宝石
品牌？很重要的原因是把宝石和法
国文化融合到一起。”
记者戴和清

本报长沙讯 过去三十多年间，中
国出产的哪些矿物最具典型代表性？
矿床成因和矿物特点又如何？要想知
道答案，一套矿物主题邮册就可帮你解
答困惑了。近日，记者从首届中国（长
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获悉，除了纪
念书籍《中国矿物与产地》，博览会特许
纪念邮册、开幕式纪念封、欧泊勋章和
欧泊纪念笔等均已亮相，市民如想一睹
它们的风采，届时可前往展会现场设置
的纪念品专柜品鉴。
在这些纪念品中，要数纪念邮册最
为珍贵了。据悉，
《中国（长沙）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纪念邮册》由组委会委托
中国集邮总公司定制发行，邮册中收录
了建国以来发行的仅有的两套矿业开
发及矿物晶体邮票：1978 年发行的《开
发矿业》特种邮票全套 4 枚，以及 1982
年发行的《矿物》特种邮票全套 4 枚，还
有以博览会 LOGO、矿物标本为选题的
个性化邮票一套多枚。由于 1978 年和
1982 年发行的这两套特种邮票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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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除开私人收藏的之外，本次纪
念邮册中的特种邮票或是国内市场上
仅存的全部余票。
有趣的是，1982 年《矿物》特种邮票
上的四种著名矿物晶体标本石门雄黄、
凤凰辰砂、冷水江辉锑及宜章县瑶岗仙
黑钨均出自湖南。而以博览会 LOGO、
矿物标本为选题的矿物个性化邮票，收
录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出产的最具
典型代表性的 22 种矿物，几乎涵盖了所
有的矿床成因类型，反映了中国不同地
质环境下不同类型的矿区特点。
如果你想看看外国专家眼中的中国
矿物世界，
一本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
博览会系列出版物之一的《中国矿物与
产地》中文译版也必不可少，全书厚达
550 页，收录了 1000 多幅精美矿物图片，
全面呈现了中国矿物及产地风貌，被誉
为全球矿物爱好者的
“指南针”
式科普读
本，
作者是全球知名矿物专家奥腾斯，
他
曾历经二十余年，
深入到 300 多处矿山考
察才完成此书。
记者戴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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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本报记者谭旭燕 长沙报道
三十年的时间里，岳麓区坪塘街道新
合村村民廖月娥先后将 4 名村里面的孤寡
老人接到自己家中，喂饭端茶、把屎把尿
……如今，受她照顾的任国华、廖兴红、周
桂三老人都已经过世，现年 78 岁的孤寡老
人胡锡群还住在廖月娥家中。
“日子好
咧！是享福。”
胡锡群说。
日前，廖月娥入选中宣部和中央文明
办的
“中国好人榜”
5 月份的候选人。

被抱养，
她见不得别人孤苦无依
廖月娥很普通，黝黑的脸庞，粗大的
手掌，因常年劳作而有些驼背。
“我自己是
被抱养的。”廖月娥有意无意地总会提及
自己的身世。8 个月大时，廖月娥被村民
廖梦成、周秀云夫妇抱养。养母多病，养
父工作忙碌无暇顾及家庭，10 来岁的廖
月娥从小就学会洗衣做饭和孝顺老人。
“见不得别人孤苦无依。”廖月娥说。
5 月 12 日清晨，廖月娥和往常一样，从菜地
摘回新鲜的蔬菜，一边忙着做早餐，一边
给胡爹爹打洗脸水、叠被子、泡茶、聊天。
“今天想吃点什么呢？”廖月娥对着胡
爹爹大声地说，声音穿过几间屋子都能听
见。胡爹爹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而且
牙齿也不是很利索，廖月娥寻思着：饭菜
还要清淡点，米饭煮烂点，好消化。
胡爹爹是谁？为什么住在廖月娥家里
呢？
“他呀，无儿无女一个人，没人照顾，经
济条件又不好，我干脆就接到自己家里来
了。
”
廖月娥介绍，
胡爹爹是本村人，
因为无
人照顾，
2010年被廖月娥接到了家中。

30年，
大部分的时间她都在
“伺候”
老人
1982 年，同村的廖兴红老人带了几件
换洗衣服和被子，搬进了廖月娥家，
“他身
体还算可以。”
1986年，
廖月娥丈夫的朋友任国华也搬
进了大家庭，
“身体硬化，
生活都不能自理。
”
1998 年，得知瘫痪在床的老人周桂三
无人照顾，
廖月娥把他接到了家里。
2010 年，孤寡老人胡锡群提着被子衣
服住了进来，成为了廖月娥家目前唯一的
高龄老人。
“不仅仅是照顾孤寡老人，她还有自
己的养父母要照顾，还要将自己的两个小
儿子拉扯大。”热心邻居称赞廖月娥的同
时，
也感叹她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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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廖月娥所照顾的四位老人中，她记
忆最深刻的是任国华。洗衣浆衫、端茶送
饭、添衣制被、洗头擦身，无论寒暑，无论
农活多忙，一日三餐总是将热饭热菜送到
任国华跟前。
任国华患有洋脚病，腿脚经常流脓
水，气味难闻，但廖月娥夫妇和两个孩子
从不嫌弃，都亲自给他洗脚。有一次，她
在帮任国华洗被子，突然听到任在房间里
叫她，跑过去一看，廖月娥有些吓到了，地
板上全是血，原来任的腿又犯病了。廖月
娥当时只能安慰任国华说没事，和丈夫一
起给任擦洗身子、止血，然后才把房间收
拾干净。
廖月娥对记者说，儿子十岁那年回
家，主动跟妈妈说他来帮任伯伯洗脚，说
完就有模有样地干了起来。第二天，廖月
娥却看到儿子不吃早饭，就问他怎么了，
小虎说，
“昨天给任伯伯洗脚，他腿上有很
多……一条一条跟饭粒子长得太像就吃
不下，怕你担心就不敢告诉你……”廖月
娥热泪盈眶，欣慰又难过。
如今，在廖家一楼的卧室里，北边的
墙上还有一个洞，是当年廖月娥的丈夫专
门用钻机钻出来，接一条管子，以方便任
国华小便的。
1995 年，廖兴红 84 岁高龄过世；1998
年，
住了一年不到的周桂三病逝；
2002年，
在
廖月娥家住了 16 年的任国华过世。廖月娥
为3位老人体面办理后事，
在村里传为佳话。

遇到困难的，
还会接过来
“辛苦也辛苦，都习惯了。”廖月娥的
想法很简单，她说好事总要人去做，做了
就做了，
也没觉得少了什么，苦了什么。
听闻有记者来了解廖月娥的事迹，她
家两层小楼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邻里乡
亲。
“那真是顶顶好的人！”邻居啧啧称赞，
任国华的姐姐任桂霞眼睛通红，握着廖月
娥的手，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谢。
廖月娥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 也没什
么”，廖月娥说，现在的老人多，孤单的老
人更多，她自己的身体也好，照顾人的事
还能做。
“遇到困难的，还会把他们接到自己
家里来。
”廖月娥说。
新合村的村支书陈志文说，
“ 廖月娥
一家是我们村上的模范家庭，有时候村上
有家庭闹矛盾，我们调解纠纷时，总是拿
廖月娥一家来打比方，教育好几代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