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本来养了一条狗， 现在朋友怀孕了，想

把她的狗也放到我家养。请问同时养两条狗该让

它们如何相处？

答 ：

狗狗跟人相似，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很

重要， 所以新旧狗狗初次见面这个步骤一定

要处理好。

1、 必须将它们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到外面

进行，让彼此先有个认识的过程。不要一说要

再添只狗就直接牵回家，这样的话新狗在“入

侵”以前已被认识接纳，“老资格”的便不会有

驱逐行为，比较能有接受“晚进”的可能。

2、见面时将牵绳控制好，让它们渐进式接

近、互闻，熟悉后才能带回家中。

当然，纵使“第一次”做得再好，回家后，

有的狗狗仍会突然“觉醒”，护卫的本能又萌

生，这是因为它们之前熟悉的时间不够，这时

不用着急，同时给于新旧狗狗各自休息、进食

的空间非常重要：

1、 体形悬殊或个性习惯不同的要多费心

安排它们的生活空间，适当隔开，让彼此的生

活不受对方干扰，争食或休息受打扰的狗儿易

凶性大发。

2、在它们彼此未熟悉前先让它们隔离在

互相看得见的地方， 一段时间后渐进式缩短

距离， 再视它们彼此的接受程度允许进一步

互闻、互嗅。在没有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可

让它们单独相处。 等到狗狗们都非常熟悉了

再一起生活，它们的争斗自然就会少了。

前些年， 由于奇石的文化价值尚

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曾出现过因“变

现”慢导致不被认可的尴尬。

王萍告诉记者， 看到心爱的奇石

因文化价值不被认识而仅被当做商品

售卖，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探索

怎样彰显奇石价值的过程中， 她发现

了一种在奇石圈内认可度很高的方

法———做 “奇石组合”。“将象形的、

有寓意的奇石组配成一个寄托着传统

历史故事的组合，让奇石成为历史、传

说的载体，变得更‘言之有物’，更能

彰显文化意韵。”

王萍珍爱的“高原三姐妹”就是

组合石的代表。“金沙江少女”姿态

妩媚活泼， 秀丽的眉目五官清晰可

辨，扬起的“水帘”增添了朦胧的韵

致， 仿佛是泼水节上快乐嬉戏的傣

家小姑娘。“怒江少女”是一块墨石

上的洁白剪影， 大大的裙摆仿佛是

风中舞动的花朵， 又像是深邃的夜

空下独自起舞的姑娘， 皎洁的月光

下， 脸上的盈盈笑意历历在目。而

“澜沧江少女”则较为沉静，石英在

青绿的底色上勾勒出柔弱的身影，

少女低头不语，若有所思，整个画面

看起来似乎有些感伤。

这三位“少女”身上便有一段动

人的民间传说。2005年，王萍初到金沙

江拣石头，住在一位山里的郎中家里，

听主人讲了一个当地的故事：“澜沧

江、怒江、金沙江原是一同居住在西北

高原上的三姐妹， 她们相约一同看看

东海。走到途中，受到了横行霸道的玉

龙太子的阻挠， 澜沧江和怒江放弃了

理想，改途流向了西南方。坚强的金沙

江却不屈服，劈开千山万壑，汇合滚滚

东去的扬子江，勇往直前奔向东方。”

王萍感动不已，找到这“三姐妹”的心

愿暗暗萌生。经过六年的不懈找寻，王

萍终于分别在三江沿岸找到了三位

“少女”。

这种组合奇石的方式如今已被

许多奇石爱好者认可了。 王萍告诉

记者， 虽然一套组合石从构思到寻

找再到配成组合要经历非常漫长的

过程，有时长达几年，但是这种组合

的方式给石头带来的附加值非常巨

大，“单从销售上来看， 价格会翻几

番甚至更多。”

“艰辛的找寻是玩石头必要的经

历，如果玩石头的人只局限于买和卖，

那么他会错失其中最重要的体验。我

在‘找石’的过程中就了解到了许多

民风、民俗和传说故事，这些都是玩石

头的附加值。” 来自云南的王萍由于

热爱奇石来到北京， 在朝园市场开了

一家专营奇石的“小石斋”。多年来，

每年四五月份她都要回到家乡云南，

去江边拣石。

“怒江石头的石皮好， 多为硅质

岩，石质也好，以黑色为主，非常沉静优

雅。澜沧江多砂岩、石灰岩，硬度就差得

多了。石种最多的是金沙江，颜色丰富、

艳丽， 因为金沙江沿路矿区很多。”说

起故乡的水石，王萍眉飞色舞。

王萍第一次去江边拣石是在2005

年，一行五人从大理到丽江，沿着金沙

江考察了二十多天， 遇到河滩就停下

找石头，夜里投宿在沿路的村落，一共

经过了二十多个村寨。 拣石的过程很

艰苦， 河滩暴晒， 四十多摄氏度的高

温，下午江风一来，河滩就像沙漠，飞

沙走石、铺天盖地，让人睁不开眼睛。

就是这样的苦苦找寻， 王萍幸运“结

识”了一个又一个贵如挚友的石头。她

最珍爱的“无的”石的发现就是一个

曲折艰辛又机缘巧合的过程。“无的”

石在漆黑深邃的底色上， 两只洁白的

箭头平行相错而过， 石体两面对称相

应，给人一种命运轮回的遐想。

几年前，来到金沙江格子滩拣石

的王萍在河谷里越走越远。 时至正

午，烈日当头，人困马乏，王萍决定找

个地方休息一下。刚坐下，王萍就被

由于阳光暴晒而变得滚烫的石头烫

得跳了起来，不经意地一瞥，黑石头

上刚刚被坐过的地方露出了两条白

色的石英纹路，竟好似两只相错而过

的箭头。 王萍挖出石头举在眼前，石

头的背面竟然是对称的，这令王萍欣

喜若狂，疲乏顿时一扫而光。

2014年6月1日 星期日 07责编 李学莉 美编 刘笠丽

WEEKEND

花鸟鱼宠

闲情多一分 生活慢半拍

最近我家白掌叶子上冒出一些白灰灰一样的东

西（左图），请问是虫害吗？我是第一次种白掌，应该

怎么养？

答：

白掌较耐阴，只要有60%左右的散射光即可

满足其生长需要， 因此可常年放在室内具有明亮散

射光处培养。夏季可遮去60%～70%的阳光，忌强光

直射，否则叶片会变黄，严重时出现日灼病。若长期

光线太暗则不易开花。白掌喜高温，应在高温温室栽

培。长期低温，易引起叶片脱落或焦黄状。

生长期间应经常保持盆土湿润，但要避免浇水

过多，盆土长期潮湿，易引起烂根和植株枯黄。夏季

和干旱季节应经常用细眼喷雾器往叶面上喷水，并

向植株周围地面上洒水，以保持空气湿润。气候干

燥，空气湿度低，新生叶片会变小发黄，严重时枯黄

脱落。冬季要控制浇水，以盆土微湿为宜。

白掌盆栽要求土壤疏松、排水和通气性好，不可

用粘重土壤，一般可用腐叶土、泥炭土拌和少量珍珠

岩配制成基质，种植时加少量有机肥作基肥。由于其

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故生长季每1~2周须施一

次液肥。

白掌如有害螨害危害，则叶片表现萎蔫、光泽淡

化、 黄枯等不良症状， 可喷施螨类专杀药剂进行防

治，如三氯杀螨醇、尼索朗、哒螨灵等。

生长健壮的植株两年左右可分株一次，一般在

春季结合换盆时或者是秋后进行。在新芽生出前将

现有植株从盆中倒出，去掉旧的培养土，在株丛基

部将根茎分割成数丛 （每丛含有3个或者3个以上

的芽），用新土重新上盆种植即可。

小

什么是奇石？看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之一“肉

形石”，就能大约领略其风貌。这是一枚天然的玛瑙石，色泽

纹理是天然形成的， 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东坡肉。

“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

它的人很难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 内蒙古玛瑙奇石 《雏

鸡》，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国家认证、由多位专家给出的惊

人评估价为1.3亿元，“估价的标准是造型逼真，纹理奇特”。

那么这些奇石究竟美在何处？又如何得来？记者走访了

北京弘燕奇石城、爱家收藏品市场奇石城、朝园市场等专售

奇石的商场，探寻石商和奇石收藏者的石缘。

为拣石头,流汗流血乃至丢命

石痴

拣石的艰辛

大钟寺爱家收藏品市场奇石城主

营广西奇石的项白中告诉记者， 由于

被认为成本低廉， 现在奇石还不被许

多人认可。实际上这是误解，如果将开

发奇石的人工成本算上，每一块奇石，

都可谓得来不易。

老项拿广西奇石举例： 广西共有

137个石种， 其中最受欢迎的有四大

类：大化石、彩陶石、三江石、来宾石。

这四大石种由于是深水石， 在河滩是

拣不到的，必须进行深水打捞，“水手

们穿上潜水衣、带上激光手电、背上氧

气瓶潜到河底， 将找到的石头打捞上

来”。 由于是急流险滩， 所以危险异

常。目前，整条红水河因为打捞奇石的

死亡人数已经不少于200人了。由于措

施不够周全， 许多深水高压作业的水

手都得了减压病， 因此致病致残的多

达上百人。”老项回忆，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 一个打捞奇石的水手月工资高

达3800元，并且包吃管住。在打捞最盛

的2002年至2004年， 在红水河出产名

贵的大化石的短短500米河段，每天都

挤着上百条打捞船只，场面可谓壮观。

说到广西名石大化石现在的行

情， 老项感叹大化石现在一般人玩不

起了，“大化石以硅质岩为主，玉化程

度很高，也叫大化彩玉石，尤以红黄两

色为贵。这个石种最为名贵，一出水价

格就非常之高。 我们石商是跟不上它

涨价的步伐了， 时常卖出一块大化石

不到半年，就涨价涨到让自己后悔。”

产量最大的要数三江石，这种奇石

质地坚硬，以红为贵。由于打捞较为方

便，三江石的产量也相对较大。这个石种

可大可小，大可达几十吨，小可做案头清

供的供石。“最上乘的三江石周身通红，

被称为‘三江红’，这种品相的三江石现

在市面上基本看不见了。如今市面上流

动的三江石多为黄色和赭色”。

老项告诉记者，如今比较受欢迎的

广西水石是彩陶石。 这种石头开发较

早，但产量不大，表面光滑如陶釉，以绿

色为奇，形状多为方形，因此也被称为

“马鞍石”。由于方方正正的造型，所以

彩陶石被人们寄予“四平八稳、平平安

安”的美好寓意，作为一种“平安石”被

人们广泛认可而走进了众多百姓家。

王萍收藏的水石被人们称为“阴

石”，阴柔婉约；而奇石收藏家张东林

收藏的戈壁石则被称为“阳石”，阳刚

豪迈。说起“找石”的经历，张东林同

样感触颇深。也是在2005年，为了寻找

满意的戈壁石，张东林一行五人进入

了内蒙古银根苏木的沙漠，“方圆两

三百里地荒无人烟、寸草不生，两三

天见不到一个人影，这时候能见到一

只动物也是令人兴奋的”。 这次历时

十四天的“拣石”行动却慢慢演化成

了一次迷失沙漠的“历险记”。

从牧民处得知了在深入沙漠近

250公里的地方有许多石头，张东林一

行人立马兴冲冲地驱车赶往。到达目

的地， 大家马上下车分头找石头。专

心找寻的张东林与人群越走越远，

“当时并没有在意，抬头看看天，太阳

还很高呢。”由于海拔较高，沙漠的气

象跟平原不一样，天说黑就黑。刚刚

还是太阳高照，短短十几分钟太阳就

落山了，周围立马就漆黑一片。张东

林回身四顾，发现已经找不到同伴的

身影，顿时焦急起来。“迷失在沙漠真

是一出‘惊魂记’。沙漠如同大海，置

身其中，我感到一片汪洋的孤寂和恐

惧。我曾两次看见同伴们在开车往返

找寻我时亮着的车灯，但是喊得嗓子

都哑了，他们也听不见我的呼唤，看不

见我在招手。周遭一片漆黑，手机没有

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幸而张东林曾是军人，有着过硬

的心理素质，他决定自己走出沙漠。夜

深了，星星出来了。沙漠的夜空清朗，

点点繁星中，张东林能够清楚地辨认

出北斗七星的位置，“我记得我们当

时是由南向北进入沙漠的，如果我沿

着北斗星座相反的方向走，就会回到

原来的地方。” 张东林战战兢兢地走

了一百多里地，终于找到了来时经过

的一条小路。大约凌晨四点半时，天开

始蒙蒙亮了，周围的景物终于清楚起

来。这时，已经找寻了他一整夜的同伴

们终于在路旁发现了他。此刻，距张东

林失散已经有八个多小时了。“五个

人相见抱头痛哭，大家把那种生死未

卜的揪心全部释放出来了。” 回来的

几个小时车程中一路无语，刚刚经历

过生死考验，惊魂未定的五个人都陷

入了沉默。

拣过石头，才了解石头就是朋友

为找戈壁石，迷失大漠深处

一条红水河，死于捞石的人不下200

玩石的用心

弘燕奇石城是北京最早的也是

唯一一家专营奇石的收藏品市场，

总经理张永明告诉记者， 虽然从去

年到今年， 奇石的销售确实热度有

退，但总体状况还是可以的。“如今

比较受购买者欢迎的要属那些可以

穿做手链、手串、项链的玛瑙、天眼、

天珠等小型奇石。 热门的种类包括

紫罗兰玛瑙、 内蒙葡萄干玛瑙和静

脉石等。” 原因是大型奇石虽然大

方、提气，但多适合摆放在面积较大

的厅堂，而且价格较高，一般的玩家

买回去不易摆放， 不像小件儿那么

方便易携、价格近人。

与传统的、人工的艺术品相比，许

多人对自然形成的奇石在审美上和价

值上的接受程度和认识程度的发展都

比较缓慢，“奇石之美是抽象的、浑然

天成的， 对它价值的认可存在着超越

人们思维惯性的部分。 但正是这种不

可复制的独特， 才使爱它的人愈加对

它着迷。”

这种“不可复制”让奇石不同其

他商品，无法“货比三家”。“每一块

奇石都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 错过就

没有了。因此，几乎每一个石商都有自

己不愿出手的石头。 但石商不是收藏

家，卖石就是谋生的手段，所以每个人

都有过忍痛割爱的经历。” 张永明自

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卖出一块爱

石之后悔不当初。正因如此，现在他的

许多石头都是自留不售的，“我尝到

过‘错卖’的悔恨，所以现在我不仅是

一位石商，我收藏了许多奇石。我希望

将来建立一座奇石博物馆， 人们不再

需要花大价钱把精品奇石买回家。进

入博物馆，大家都有权利欣赏、享受自

然之美。”

由于缺乏具体鉴赏标准，奇石的

定价成了一桩尴尬事。但张永明却并

不提倡建立一个划一、细致的定价原

则，“除了未经加工、石皮老成、形状

独特、没磕没碰等这些大体的、共识

的要求以外，奇石更深层次的内涵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张永明认

为，欣赏更多是来自人的“悟性”，而

这所谓的“悟性”则有赖于传统文化

的积淀。

（北京晚报）

为了探索这条更好走下去的道

路， 张东林发现并开发了一种古老的

美石———楼兰漠玉。价格飙升的和田

玉和翡翠让许多爱玉之人望而却步，

楼兰漠玉正以毫不逊色的优势脱颖而

出，渐渐成为收藏界的新宠。

张东林与楼兰漠玉结缘十多年

了，走进他的藏馆，色彩斑斓的楼兰

漠玉原石随处可见， 每一块楼兰漠

玉的身上， 都能看出风沙雕琢的痕

迹， 保留着独特的形状和柔和的色

泽。同时，为了满足大多数人对于精

雕细琢的要求， 张东林又对楼兰漠

玉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设计、雕刻、抛

光， 将楼兰漠玉作为玉雕艺术品呈

现在大家的眼前。 通过这精心的抛

光和雕琢， 楼兰漠玉显现出堪比和

田玉、翡翠的傲人气度。

楼兰漠玉质地坚硬，有人说，楼兰

漠玉堪比钻石，实际上它的硬度仅次

于钻石，可与金刚石媲美。和田玉的硬

度是6到6.5摩氏度，翡翠是6.5到7摩氏

度，而楼兰漠玉是7到7.5摩氏度。摩氏

度的大小是决定宝石价值的重要标

准，硬度越大，密度越高，宝石质地越

细腻，抛光以后越光亮。

神秘的地理环境，让每一块漠玉

都有了不一样的光彩。和田玉尚可大

规模工业化开采，并统一流水线制作，

而漠玉却样样不同，每件都是惟一的，

每一件都只能手工雕刻。工匠只能根

据每一件漠玉的材质来悉心设计，没

有偷懒的可能。

这种“玉雕”的出现，给了社会

大众对奇石的审美与欣赏以更大的

空间。楼兰漠玉有一些独特却很容易

让人理解的特质。比如，它背上长着

形状各异的背纹，有些形似奥运火炬

“祥云”，有些像是水波的形状，还有

的如同古代瓷器开片的裂纹。配合起

雕件上的佛像， 好似一丝丝佛光，普

照整件漠玉。

费时六年，凑够传说中的“三姐妹”

抛光、雕琢，石头走进普通人生活

每块都不一样，石头无法货比三家

白掌

金沙江少女

澜沧江少女 怒江少女

野外拣石

楼兰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