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石与传统 

发光的石头，迷人的石头，治愈的石头？水晶的神秘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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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宝石不仅因其美丽而备受推崇，还因其（所谓的）治疗特性以及与精神世界和无形世界的联系而

备受推崇。在现代分类系统出现之前，它们并没有根据化学物理特征进行区分（尽管矿物学的足够概念已经

存在了数千年，可以了解具有相似外观的宝石的种类），而是根据颜色，有时，对于在第一个观察阶段明显

的其他属性。现代水晶疗法和其他与宝石不太明显的品质相关的学科保留了这些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它们被

认为是广泛的治疗干预措施的一部分，这些干预措施归因于模糊的补充或替代医学类别（继续将患者视为一

个整体）。今天的医疗系统，也称为西方或对抗疗法，侧重于药物、放射、药丸、手术等，并以标准化的方

式进行（所有患者都被视为相似的身体）。它的介绍是最近才推出的；在 1910 年关于当时美国/加拿大医学

教育状况的Flexner报告发表后，它通常可以追溯到强大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卡内基基金会的幕后工作。对抗疗

法的确认是逐渐发生的，但速度相当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学课程的系统性改变。

几千年来，石头和矿物质——连同其他古老的治疗方法——被用来引导特定的能量，或者至少有助于缓解疾

病，失去了它们的地位，并被官方医学所遗忘。这些形式的医疗干预通常基于将人视为一个复杂的单一身体-

精神系统的整体观点，现在已经让位于作用于身体单一部位的特定形式的干预。那些对这个立场有疑问的人

可以简单地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针灸、顺势疗法等。他们工作还是不工作？”答案一点也不简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信仰背景和附近的医院中心。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可信的）传统都没有接受更复杂的工

具的测试，而是被搁置一旁，即使在最近几十年中，它们作为一个一般类别已经设法获得更多的牵引力，甚

至有时被认为是有效的支持官方医学。一些矿物和宝石爱好者相信水晶可以作为催化剂，它们有能力加速或

促进更快的愈合。这种效果可以通过让积极的、治愈性的粒子流流入体内，而消极的、致病的粒子在晶体的

作用下被排出体外来实现。这些信仰的支持者，无论多么不同，都通过声明它们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几千年前来支持它们的价值。众所周知，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等文化（仅举两个最著名的文化）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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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相关的深奥习俗为特征。萨满、法老和国王用青金石（也称为青金石、青金石或青金石） 、红玉髓和绿

松石装饰自己，以抵御疾病、邪眼和军事失败。从那时起，这些学说就对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产生了持续的吸

引力。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有益效果的各种理论混杂在一起，其起源已在时间的迷雾中消失了。旧传统已被

吸收并被新传统所取代。这个过程从未停止过，相反，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它进一步加

速了。在更流行的当代版本中（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水晶疗法是基于文化融合的概念。希腊人、埃及人

和巴比伦人的教义与远东文明的教义融合（有时混淆） 。特别是中国的生命能量概念（气/ qi发音为ci，类似

于 प्राण /普拉纳 印度教）和印度教/佛教的 चक्र /脉轮（这种生命能量的漩涡），与希腊 - 美索不达米亚占星术

相结合。甚至它们的影响，归因于特定的振动、频率、分子组成等。它们通常是融合了以前各种文明的教义

的结果。近几十年来，这些教义也加入了（假定的）化学、物理学、宝石学等概念。每个治疗水晶都有自己

的属性和力量。根据它的好处，可以将治疗石放在身体的某些部位，以自然治愈自己并消除压力和消极情绪。

仅仅存在相同的东西，例如如果佩戴，就可以被认为对健康有益。此外，如果他们与特殊的月份或星座等相

关联，他们能够增加这种积极影响。然而，虽然在世界许多地区，这些宝石曾经具有神秘的光环，可以由具

有特殊地位的人处理，但今天它们可以在超市和纪念品商店买到。他们只在某些圈子里保留了他们以前的尊

重。在更常用的宝石中，特别和普通的崇拜者中，有紫水晶、蔷薇辉石、蛋白石和蔷薇石英。本文无意证明

和揭穿与宝石相关的信仰，而是旨在说明几千年来以各种方式利用宝石的可见和不可见品质的丰富传统。与

官方层面提倡的所有科学观念背道而驰，这些悬置在迷信和灵性之间的信念继续存在，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平

衡物，越来越倾向于将唯物主义视为一方面的数字经验测量仅仅是世俗的，在另一。这种方法忘记了它还不

能编目的不可见的宇宙。如果“科学”是人类调查可以用来了解发生在个人和社会周围的事件的本质的最有力

的武器之一，那么它永远不应该傲慢地将自己呈现为教条。这个概念，对于那些参与认识论的人来说并不总

是很清楚，在许多现代研究社区中似乎已经变得更加过时了。在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中，每个发现都是

介于未知和已知之间的中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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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颗宝石被认为是最稀有、最珍贵的，被称为红宝石。然而，这个词是最近创造的，可能是从19 世

纪开始。的关于这个命名法的已知文学证词很少。其中，上古者就更少了。概念四 基本宝石（即使未提及此

名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这四块石头在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两本书，分别为 24 章和 94 章）中

一起提到了矿物学中固有的对象和概念世界及其cascioni的构成，可追溯到1282年。在这部用白话写成的巨

著中，作者Restoro/Ristoro d  'Arezzo具有天文地理性质，他写道： “祖母绿、蓝宝石、钻石和红宝石，以
及许多其他清澈高贵的宝石” ，将四重奏的特权宝石与其他宝石区分开来。这些由 Restoro 提升到更高的

透明度和价值水平，而不是那些“卑鄙和不明确的，如墙壁和前屋的石头”。如果我们想深入地底搜索，我们
除了 ponto 之外什么也找不到”（劣质和劣质的石头，就好像它们是建筑石料一样）。 

这个古老等级制度的消息也来自后来在宝石领域享有盛誉的作者。著名的佛罗伦萨珠宝商Benvenuto Cellini 

（1500 - 1571 年）在佛罗伦萨艺术大师 Giovanni Cellini于 1558 年至 1567 年间在佛罗伦萨为他撰写的

著名传记La Vita di Benvenuto 中提到了钻石、红宝石、祖母绿和蓝宝石，但是不是紫水晶。 

一颗重达 1 克拉的红宝石大约相当于五粒麦粒，相比之下，这颗红宝石价值约“800 斯库迪黄金，而一颗同样
大小、重量和质量的祖母绿价值约 400 斯库迪黄金，一颗重量和美感相似的钻石将被鉴赏家珠宝商估价大约
一百斯库迪，一颗即使重量和完美相似的蓝宝石也不会超过十斯库迪。” 

切利尼补充说： “这些珠宝不超过四颗，是为四种元素而生的，即红宝石是为火而生，蓝宝石是为空气而
生，祖母绿是为土而生，而钻石为了水。 ”同样，紫水晶未包含在列表中。 

1577 年（与切利尼的作品同时代）的另一部作品证实了这一 重要性顺序，Le MiracoloseVirtù Delle Pietr
e Pretiose Per Salute Del Vivere Humano ，作者 Scipione Vasolo，作者在其中解释了 38 种最重要的

宝石的性质。其中，钻石（diamond，1）居首位，其次是红宝石（ruby，2）、蓝宝石（sapphire，3）、祖

母绿（emerald，4），还有一种石英（heliotrope，5）。或许还有黄水晶).据报道，此排名中的紫水晶

(  , amathista11 ) 仅低得多。紫水晶的存在，在这种精简“版”珍贵珠宝中，可以从高质量珠宝的创作中推

断出来（最重要的是直到十八世纪，但后来也是如此）。然而，宝石的层次结构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例

如，当开普勒 (De stella nova 1604) 想象行星的物质构成时，他想到了宝石和岩石。下面是他的著作中的

一段摘录： “所以土星，它 ”[...] 湿度过大，缺乏热量 [...]”，就像冰一样。木星就像风信子，“[...] 
所以它可能非常透明，以显示其丰富的内在光线，并且均匀和红色以说明其亮度和颜色”。火星像煤一样又
干又热。金星的亮度就像琥珀色，而且像琥珀色一样，金星也必须有一个柔软的身体，因为它的加湿作用大
于它的温暖作用。由于其透明度和热量，水星就像蓝宝石。土星是钻石，木星是红宝石，火星是红宝石，地
球是绿松石或磁石，太阳是红宝石，月亮是珍珠。”祖母绿未出现在此选择中。开普勒没有给出选择的理

由，只是呼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他那个时代君主的品味。刚才提到的选择中缺少的另一种宝石是紫水晶。

这种宝石的文化分量可以从专门用于它的珠宝类型中推断出来，至少到 18 世纪是这样。在那之前，紫水晶

非常稀有，仅在东欧的少数矿床中有售。然而，在 18世纪和19 世纪之间，巴西发现了大量这种宝石矿床。

这些发现降低了它的稀有性，从而降低了它的成本和升值空间。然后它被重新归类为“半宝石”，并从主要

宝石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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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022 年），只有四种宝石被许多人定义为珍贵：钻石、红宝石、祖母绿和蓝宝石。其他的，至少根据

目前在珠宝市场上使用的名称，被称为半宝石。大型实验室，例如 GIA，倾向于避免这种区分，但是他们将

钻石（当前贸易中无可争议的王者）、红宝石、祖母绿和蓝宝石（三个“大”）与其他所有分开，但被标记为

“珍贵”。就价格而言，这四颗宝石通常比其他宝石高出一大截，即使有一些例外可以在价值上与“头组”相
媲美：亚历山大变石、玉石、蛋白石和一些稀有宝石，如蓝锥石、菱长石等，有时这些钻石的每克拉价值可

能相当于或高于购买钻石、祖母绿、蓝宝石或红宝石所需的价值。在对健康的有益影响方面，后者也享有特

权地位。他们享有千年的历史，而且往往有很好的记录。这也意味着鲜为人知的宝石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失去附加属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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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日石如何与某些出生月份相关联，有多种理论。这两个元素之间最早的联系之一可以在圣经中找到。

出埃及记（来自古希腊语： Ἔ ξοδος / Exodos ，可追溯到希伯来语： ְׁ מֹות ש  Š ə mō ṯ ，代表“名字”）被认为是

现代圣经（以及摩西五经）的第二卷，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3 至 16 世纪。它讲述了那个时期的故事，

当时以色列人在对耶和华的信仰的带领下离开了埃及的奴隶制。在他的文字中，我们找到了以色列人如何带

走一些宝石的迹象（出埃及记，III, 22；XII, 35-36）。他们定居在以色列的新土地上，从前往巴比伦、波斯或

埃及的商人那里，或通过示巴、拉玛或提尔的贸易港口获得其他宝石（以西结书，XXVII，22）。也有人说，

示巴女王/希巴（列王记10:1）可能原是阿拉伯半岛人，专程去拜访所罗门王，看看他是否像她听说的那样有

智慧.这位著名的统治者带着她的宝石、黄金和香料作为礼物送给了所罗门。在最相关的宝石提及中，与以色

列大祭司的胸甲有关的宝石脱颖而出（出埃及记，XXVIII，17-20；XXXIX，10-13），但那些与以色列国王的

宝藏有关的宝石还必须记住提尔（以西结书，XXVIII，13）和有关新耶路撒冷的那些（托比特书，XIII，16-1

7，在希腊文本中，更完整的是，启示录，XXI，18-21 作为十二颗宝石作为奠基石、天城或新耶路撒冷的宝

石）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摘录： 

“新耶路撒冷城墙的地基是用每一种宝石装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蓝宝石；第三，玉髓；第四，祖

母绿；第五个，缠丝玛瑙；第六个，撒丁岛；第七，贵橄榄石；第八，绿柱石；第九，黄玉；第十个绿玉髓；

第十一，风信子；第十二，紫晶” 

特别重要的是大祭司摩西的兄弟亚伦胸甲上的十二颗宝石，以及他肩上饰物中的两颗宝石。他们被犹太人认

为是最宝贵的。在以西结书（XXVIII，13）和启示录（XXI，18-21）中，这些宝石与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有关。

仍然存在的最古老的圣典抄本是七十士译本/LXX，（希腊语koine的缩写， ἡ μετìφρ ασις τ ῶ ν ἑ β δομήκοντ 

α，七十士译本的翻译，这可能暗示了为完成这项任务而雇用的抄写员的数量，后来缩写和拉丁化为：七十

士译本）并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80 年，因此它肯定比最初的闪米特语版本，但比马索拉语版本早大约 1000 

年，后者现在被视为许多现代圣经的基础。另一个用于解释原始著作的非常重要的版本，现已消失，是称为

Vulgate的版本，这是杰罗姆（ Eusebius ）的拉丁文版本 索弗洛尼乌斯 Hieronymus ) ，编纂于公元 390 至 40

5 年间，是天主教会圣经的官方基础。到希腊语翻译时，原始名称所指的石头已无法确定。使用的术语可能

是近似的解释。在所有情况下，不可能假设后来的命名法保持了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这些被选中的宝石被赋

予了非凡的力量。它们无疑与今天的幸运诞生石有关，并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象征价值。亚伦

或大祭司胸甲上的 12 颗宝石，在圣经中有最好的描述，排列成四排，每排三颗宝石，镶嵌在金丝镶座中。他

们每个人都与以色列的一个儿子有关，他的名字与 12 个部落之一相关联，并被刻为印章。圣经写作时的宝石

名称是基于它们的外在品质（主要是它们的颜色外观），而不是它们的化学或矿物成分，并且非常不准确。

例如， Carbunculus指红色矿物，尤其是石榴石，但它也可用于尖晶石或红宝石。雪花石膏意味着可以雕刻的

柔软、浅色的石头（通常是方解石或石膏，但有时是任何其他不太硬的白色或发白的岩石）。贵橄榄石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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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绿之外的任何绿色宝石，可以与橄榄石、黄玉、锆石、碧玺或磷灰石等同。风信子通常被称为黄色锆石，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确定。几个世纪以来，一些矿物的名称与完全不同的宝石相关联。例如，据说在希伯

来语原文中被称为“蓝宝石”的石头含有金粒。现在认为这颗宝石可能是青金石/1，因为金斑点实际上应该是

普通的黄铁矿。最初的命名法经历了许多变化，并最终稳定在目前已知的版本中。在此过程中有多个中间步

骤。例如，显然，它似乎是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提图斯 弗拉维乌斯 约瑟夫_ Yōsēf ben Mattī ṯ yāhū ，早期罗

马犹太历史学家，c. 37 - 摄氏度。 100)，在公元一世纪，将亚伦胸甲的12块石头与星象联系起来。与此同时，

老普林尼 ( Gaius Plinius Secundus ，公元 23 - 79 年) 通过他的百科全书作品Historia Naturalis于公元 77 年出

版，对将希腊模具的概念音译成拉丁语做出了显着贡献。这位罗马作家记录了他那个时代关于宝石的知识。

这种知识贯穿整个中世纪，通常变化不大。重大新闻来自古老和异教的概念被吸收到新千年猖獗的宗教中：

首先是基督教，然后是伊斯兰教。在欧洲，从 11 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许多医学论文，赞扬宝石和半

宝石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的优点。通常，这些石头与草药、或多或少的传统药物一起使用，或多或少基于标

准化研究，有时还与宗教仪式结合使用。例如， Hildegard von Binghen 、 Arnoldus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证

据 盛宝和约翰·曼德维尔。也有提到具有特殊抵抗力或保护性的石头。它被叙述（来自 G. Kunz的作品，好奇

的 珍贵的传说 石头， 1913 年），例如，比1232 年 休伯特·德伯格_ 肯特伯爵 (1170 –1243) 是英格兰亨利三

世的第一任摄政王和首席大法官，后来因叛国罪被俘。他还被指控从国王的宝库中偷了一颗宝石。似乎他的

行动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石头会让佩戴者立于不败之地。他并没有为自己偷走它，而是将它交给威尔士

国王卢埃林，他是亨利的敌人，他想为亨利报仇。这只是当时迷信的众多例子之一。还是在中世纪，一些人

还认为宝石已被亚当的原罪所腐蚀，另一些人认为宝石可能被恶魔占据，或者还有人认为如果被罪人接触，

其神奇的美德就会消失。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才需要在佩戴前对一些宝石进行开光。宝石与宗教（尤其

是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矛盾的。祖母绿、红玉髓、玛瑙等的深奥价值。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界和教会

一直反对它。这种价值在东方精神崇拜中以一种冲突较少的方式得到体验。在天主教内部，对此没有明确的

立场。宝石的功能从未被正式正式确定，但它们的存在却伴随着许多信徒的日常生活。 1611 年的英王钦定

版圣经包含多达1,704 处关于宝石的参考资料。然而，这种共存仍在继续，具有与每个时代或国家相关的一

般或特定特征。可能直到17 世纪，人们才建议根据一个人的出生月份佩戴宝石。在那之前，这 12 颗宝石可

以改变它们在各种日历中的存在。今天的组合（今天仍然被广泛使用）是在1912年出现的，当时随着宝石学

的出现（第一个研究所，即今天的英国宝石协会的始祖成立于1908年），美国国家珠宝商协会编制了正式的

诞生石清单。 1937年，英国全国金匠协会创建了自己的标准化诞生石清单。经过一些后续修订，包括 2002 

年添加坦桑石和 2016 年添加尖晶石，我们得出了当前列表。所有这些段落至少部分源于镶嵌在大祭司胸饰上

的 12 颗古老宝石。目前的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红玉髓、橄榄石和祖母绿（第一行）、石榴石、青金石/即石

英 （第二行）、黄色锆石、玛瑙和紫水晶（第三行）、黄水晶、玛瑙和绿碧玉（第四行）。 

第一排 

考虑到以这种方式流动的希伯来文字，该顺序被认为是从右到左（与拉丁文字相反）。 

Odem ( ֹאֶדם ,在马所拉文本中) / Sardius (在 七十士译本)/ 武加大译本中的Sardius 

Pit'dah （马所拉文本中的 ָדה פ ְׁ ט   ）/ Topazios （在马所拉文本中） 七十士译本)/ 武加大译本中的托帕齐乌斯 

Bare ḳ et ( ָבֶרֶקת nel 马所拉文本, cfr. ְַָׁקת ב  ) / Smaragdos (nel 七十士译本)/ 马鞭草 

1. 红玉髓 （第一行）， （有时译为缠丝玛瑙） ：胸甲第一排的第一块石头，代表鲁本部落。这个部落

的祖先和雅各的长子流便被描述为善变的。他因与父亲的妻子比尔哈发生性关系而被定罪。红色代表

鲁本承认自己的罪行时感到羞耻。这颗宝石也是推罗王的第一块宝石（以西结书，xxviii，13）和天城

的第六块基石（启示录或启示录，XXI，19）。红玉髓被视为治疗出血的良药，在古埃及人、巴比伦

人和亚述人的珠宝中很常见。 归因于它的另一个特性是防止不幸。 

2. 橄榄石：胸牌第一行的第二颗宝石，代表西缅部落。西缅，雅各的次子（一些学者认为西缅最初不被

认为是一个独特的部落）。 

西缅和他的兄弟利未犯下了大罪，他们为了报复杀害了一座城市的居民。西缅也与摩押和米甸的女儿

犯了罪，使她们的脸色变得苍白，带着羞愧的绿色。 分配给这个部落的宝石是黄玉。然而，今天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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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在古典时期， topazios指的是Topazos岛（今天称为Zabargad ，位于红海），该岛开采了一种

特殊的黄绿色矿物橄榄石。这种宝石也出现在所有三个重要的圣经中提到宝石的地方，它通常象征着

友谊和幸福。 

3. 绿柱石（祖母绿）：胸甲第一排的第二颗宝石（但并非所有版本的圣经都同意这个位置），代表利未

部落。利未部落致力于将上帝的教义传授给他们的弟兄。指定石头的性质尚不清楚。根据现代历史分

析，尚未确定它指的是碧玉（玉髓的一种形式）还是现代绿柱石。 希腊术语可适用于多种绿色宝石。

祖母绿（绿色绿柱石）存在于埃及当地。自公元前 1900 年的第十二王朝青铜时代以来，祖母绿物品

就为人所知。但这些祖母绿是随机发现的，直到托勒密时期才被积极开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

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以对祖母绿的热爱而闻名。除祖母绿外，海蓝宝石/蓝色、摩根石/

粉红色、日辉石/黄色、gosenite/无色等也属于同一矿物种类（绿柱石）。品种由每颗宝石的特定颜

色和色调决定，这源于宝石中不同的微量元素。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祖母绿（或所谓的绿宝石）也

被用于神秘和神秘的实践。据说可以远离危险，带来好运和永葆青春。在身体层面上，它有助于缓解

心脏、肝脏和脊柱的疾病。它也被认为有助于快速治愈头部损伤，以保持或恢复视力。它是不朽和廉

洁的象征。这颗宝石也被称为新耶路撒冷的第八块基石 

第二个线程 

Nofekh （马索拉测试中的ֹנֶפך   = nel）/炭疽病（nel 七十士译本)/ Vulgate 中的 Carbunculus 

萨庇尔( יי  _nel Masoretic Testo) / Sapphiros (nel 七十士译本)/ 蓝宝石 = ַספ 

Yahalom ( ָיֲהֹלם = 马索拉测试中的 nel) / Jasper ( ἴ ασπ ις nel 七十士译本)/ ( Unguis ) Adamantinus in the Vu

lgate 

4. 石榴石 (第二排)，胸甲第二排第一块石头，代表部落 犹大。犹大是 雅各布和利亚的六个孩子中的第四

个。推而广之，它间接是犹大王国、犹大地的代名词，也是英文中Jew-Jewish （犹太人）一词的代名

词。根据创世记的叙述，犹大和他玛是大卫后裔的直系后裔。分配给这个部落的宝石被确定为石榴石

（镁铝榴石或铁铝榴石），也出现在泰尔国王的宝库中。它是鲜红色，放在阳光下看起来就像燃烧的

煤。 它的红橙色调被认为可以给人第二视觉。 

5. Lapis lazuli/s：胸甲第二行的第二颗宝石，代表丹部落。丹是雅各布和比尔哈的两个儿子中的长子。 l

eshem内的条纹似乎暗指与该宝石相关的部落在塑造偶像崇拜形象（如古代异教仪式）方面的“落后”

行为。 石榴石也是 新耶路撒冷的第六块基石。传统赋予他促进坚定、真理和美德行为的力量。 

6. 石英（钻石）：胸甲第二排第三颗宝石，代表部落 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奈弗他利是雅各布和辟拉的

两个儿子中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也是雅各布的第六个。 拿弗他利没有吩咐他的儿子们，除了要敬

畏上帝，侍奉他，跟从他，而且他劝他们不要加入约瑟的儿子，而要加入利未和犹大的儿子。这个部

落被托付给Yahalom。在某些文本中，该术语被翻译为绿松石。它通常由骑兵成员携带。骑手和他的

马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名字 Naphtali 有关，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链接。这颗宝石象征着纯洁，维护和平，

防止风暴。 

第三个线程 

Lešem （马索拉测试中的 ם ֶלש  ׁ ֶ  = nel）/利古里亚人（nel 七十士译本)/ 利古里乌斯/m nel Vulgate 

Ševo ( ְׁ בו ש  ֹ = nel masoretic testo) / Acate (nel 七十士译本)/ Vulgate 中的Achates 

A ḥ lamah ( ָלָמה  nel 马所拉文本) /紫水晶(nel 七十士译本)/ 武加大译本中的紫水晶 = ַאח 

7. 黄色锆石（第 3 行），胸甲第三行的第一颗宝石，代表部落 嘎嘎。 迦得是雅各和悉帕（雅各的第七

个儿子）两个儿子中的长子，也是以色列同名部落的祖先。然而，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后用词，

一个同名的隐喻，提供了该部落与以色列联盟中其他人的联系的病因学。 《创世记》的文字暗示加德

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幸运/幸运。一些来源将此组与紫水晶或钻石联系起来。 Gad) 因其对上帝的

完全信仰和信任而得到认可。lesem / ligurios宝石最初与琥珀有关，琥珀是一种具有数百万年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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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化石，后来它被比作hyakinthos （风信子） ，因为许多可识别为锆石。 Ligurium是一种神话般

的宝石（大约在公元前 3 世纪由Theophrastus首次提及），据信是由山猫（尤其是野生雄性）的凝固

尿液形成的。它被包括在几乎所有中世纪的宝石中，直到它在 17 世纪后期逐渐消失。 这种宝石被认

为可以保护身心，并具有促使佩戴者积极思考、传递智慧、繁荣、自尊和自信的品质。 

 

8. 玛瑙： 胸牌第三排的第二块石头代表部落 亚瑟。亚设是雅各和悉帕（雅各的第八个儿子）两个儿子

中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也是同名部落的创始人。在他临终前，雅各祝福亚设，他的面包会发胖，

并会产生适合国王享用的美味佳肴。这种石头与健康、长寿和财富有关，有时会呈现出橄榄油的颜色，

这种物质在亚设部落的土地上十分丰富。它是耶路撒冷城墙根基上的一块石头。据说它是由来自巴比

伦、波斯、示巴和雷玛等地的商人在他们的商队中带到巴勒斯坦的（以西结书 27:22）。在中东神话

中，一只老鹰将玛瑙放在它的巢穴中，以保护它的幼崽不被有毒动物咬伤。红玛瑙被归因于锐化视力

的力量。直到中世纪，这种石头才具有多种药用价值。人们认为这种宝石具有消除所有毒物的毒性和

抵消传染病感染的特性；人们认为将其拿在手上或嘴里可以退烧。 

9. 紫水晶：胸牌第三排的第三颗宝石，代表部落 以萨迦。以萨迦是雅各和利亚（雅各的第九个儿子）的

六个儿子中的第五个，也是同名部落的创始人。紫水晶，属于这一组的宝石，也被列为推罗王的财富

之一，是新耶路撒冷地基的第十二块也是最后一块石头。人们认为它可以防止醉酒和酒精中毒。出于

这个原因，饮酒者会佩戴紫水晶护身符。这颗宝石安抚了时代的信念，一种深沉而纯洁的爱。 

第四排 

Taršīš ( ְַׁת文_ _ _ _ _ _ 七十士译本)/ 风信子_ 

Šoham ( ְַֹׁהם ש  = 在马所拉文本中) / Beryllios (nel 七十士译本)/ Onyx in the Vulgate 

Yāš ǝ f ê h ( ָיש ְׁ ׁ ֵפה    = nel Masoretic testo) / Jasper (nel Septuagint / Jasper 在武加大译本 

10. 黄水晶或黄绿柱石 (heliodorus) （第四行）：胸牌第四行的第一块石头，代表西伯伦部落。西布伦部

落从事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黄橙色，令人心旷神怡，帮助人们克服对黑暗的恐惧，驱除恶魔，

治疗眼疾。 

11. 玛瑙：胸牌第四行的第二颗宝石，代表约瑟支派。 shoham的字母，希伯来语中玛瑙的意思，可以重

新排列成拼写 Hosham / Hashem （“名字”），这是指代上帝的常用方式。这暗指约瑟夫在波提乏家中

的神源成功。这种宝石的颜色促进夫妻幸福。 

12. 和绿碧玉：胸甲第四行的第三颗宝石，代表部落 本杰明。约瑟夫被他的兄弟们卖为奴隶后，当时不在

场的本杰明发现自己怀疑是否要透露他父亲雅各布的遭遇。一些人认为，随之而来的内部对话及其所

有不确定性都反映在了碧玉的多种颜色中，因此得到了体现。 

新耶路撒冷的墙由碧玉制成，不透明，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人们相信它能带来勇气和智慧。 

申命记27:7-8中也发现了十二颗宝石。在这本书中，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们指示人们使用粗糙的石头建造一

座祭坛，并“将所有律法的话清楚地写在抹灰的石头上”。他们要提醒人们注意上帝的律法，并在献祭时被记

住。这段经文发生在前往“应许之地”朝圣途中渡过约旦河之前。 

就像出埃及记一样，上帝将约旦河分开，以便人们可以安全地渡过它。约书亚让抬着约柜的祭司先下水。祭

司们走在河中央，举着圣物。因此，他们在同一人群中停下来，以确保所有以色列人都可以这样做。当民众

涉过暂时干涸的河床时，祭司们从河床中出来，海浪涌入盆地。在第 4 章，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人民中选

出 12 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并命令他们：”从约旦河中部祭司所在的地方取 12 块石头，把它们带在身边，放

在你过夜的地方”。 

因此，这些石头既代表了以色列的部落，也代表了对所发生的奇迹的记忆。他们留下来提醒后代，以便他们

继续忠于他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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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相信石头的神奇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各地，将宝石和半宝石与星体事件相关联，因此也

与黄道带符号相关联成为一种普遍的传统。如上所述，诞生石可以追溯到摩西的兄弟亚伦的胸甲，在圣经的

出埃及记（和摩西五经的第二本书）中有所描述。他的胸甲装饰有 12 颗不同的珠宝，每颗都代表以色列 12 

个部落中的一个。数字 12也与巴比伦占星术和希腊占星术有关。这个数字具有很高的象征价值（12 个欧洲、

中国、印度十二生肖、12 小时、12 个使徒等），因为它指的是计算周长（完美数字）的基本数值，并且是前 

4 个数字（1、2、3、4，以及 6 和 12）。如前所述，亚伦胸甲的 12 颗宝石与 12 生肖之间的关系首先被公元 

1 世纪的学者弗拉维乌斯·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和圣杰罗姆(Sophronius Eusebius Jerome 347-420) 所认识

公元）5世纪。这种相关性在没有太多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重复，直到中世纪末。新奇之风来自乔治·阿格里科

拉（ Georgius Agricola/Georg Bauer ，1494-1555）的思想。阿格里科拉奠定了现代矿物学（和宝石学）的

基础。通过他的作品， Bermannus , sive de re metallica dialogus (1530), De Natura Fossilium (On the nature o

f fossils, 1546) and De re metallica (On the nature of metals, 1556 published in the nature, after the author's de

ath) 日耳曼作家强烈批评迷信理论（以与伊本西纳/阿维森纳非常相似的方式） ，由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

德发起并传播到他的时代。阿格里科拉引发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思维。人们也开始从概念上的、前科学的角

度评估宝石的内在品质，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品质。这位德国思想家记录了宝石之间物理性质的差异，包

括比重、硬度和形状的差异，揭示了不能仅根据颜色和不透明度对宝石进行分类。然而，它们的象征和精神

价值继续伴随着这个新的编目系统。最后，在十八世纪，月份与宝石结合在一起 出生的。据专家介绍，这第

一个协会起源于波兰。由此，人们相信佩戴月之石可以增加与之相关的品质和力量。从那以后，与每个生肖

符号相关的宝石列表一直保持相当规律。如前所述， 1912 年，美国国家珠宝商协会编制了一份正式名单。

以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简短列表： 

一月：石榴石 其强烈的红色（有各种颜色的石榴石，但猩红色被认为是最典型和最传统的）是爱情和激情的

象征，应该有助于佩戴者感觉更有吸引力和更强壮。此外，石榴石被认为可以在旅行期间保护佩戴者。 

 

二月：紫水晶来自非常古老的时代（也因为它的颜色类似于葡萄或葡萄酒的颜色）与清醒的想法有关。人们

曾认为这种宝石不仅可以防止身体醉酒，还可以防止内心的挣扎。它也可以是代表爱情激情和陶醉的石头。

据说它还可以加强人际关系并为佩戴者带来勇气。曾几何时，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佩戴这颗宝石。 

三月：海蓝宝石（现代传统）和血石（古代传统）。海蓝宝石是一种治愈和释放情绪的宝石，据说它还有助

于治疗心脏、肝脏和胃部疾病，并抵御海洋的危险。鸡血石是一种宝石，可以稳定人的情绪和生活中的动荡。 

https://storiedigemme.com/storia-e-gemmologia-dei-gra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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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钻石可以帮助人们在困难时期感到坚强，或提醒他们过去的固执，自信地面对生活的烦恼。这颗宝石

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有助于寻找勇气。在物理层面上，它被归因于提取使身体生病的有害毒素的特性。 

五月：祖母绿是忠诚、重生、幸运和远见的代名词。长期以来，它一直与生育、重生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今

天，祖母绿还被认为可以促进智慧、成长和耐心。 

六月：珍珠（古代）和亚历山大石（现代）。珍珠象征着内在的智慧和纯洁，而亚历山大变石则是爱情、浪

漫和内在善良的旗帜。 

七月：红宝石被视为正直和奉献的象征。过去，它被认为可以保护佩戴者免受伤害。今天，它的深红色象征

着爱与激情。 一些欣赏这种宝石的古代人相信它具有延长或恢复生命的力量，因为它的颜色与血液有关，可

以治疗出血和炎症，还可以增加体热。 

八月：橄榄石和尖晶石。有时被称为“傍晚的祖母绿”，（古老的）橄榄石代表着力量、青春和好运， 火山灰

中发现的绿色橄榄石晶体曾被认为是大地女神的眼泪。当镶嵌在黄金中时，据说这种宝石可以保护佩戴者免

受噩梦。尖晶石（现代）被认为是一种提振精神、恢复活力的提神石。 

九月：蓝宝石：它绚丽的颜色常被比作宇宙，尤其是当这颗宝石以较深的色调呈现时。据说它是一种治愈和

澄清的石头，也是一种珍贵的石头。 古人相信这种宝石可以保护免受邪恶和毒害，并相信将毒蛇放在蓝宝石

花瓶中会死亡。传统上，蓝宝石是牧师和国王最喜欢的宝石，象征着纯洁和智慧。 

十月：蛋白石和电气石。蛋白石（古代）代表希望和好运，而电气石（现代）有多种颜色，被比作彩虹，通

常与清晰、智慧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 

十一月：黄水晶明亮开朗，常被比作太阳或蜂蜜，是健康、治愈和成功的象征。 

十二月：黄玉、绿松石和坦桑石。 （现代）蓝色托帕石被视为精神旅行者或寻求新人生道路者的极佳宝石。

绿松石（传统）被视为镇静石。最后，坦桑石（现代/最新添加）与心理和精神联系相关。 

目前的做法与诞生石的古老含义相去甚远，往往与一种象征意义相关联，较少与宝石之间的关系及其占星术

解释相关，而更多地与商业内涵相关，部分与迷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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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清楚十二生肖是如何以及何时建立的。尽管美索不达米亚人（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等）在公元前 3 

千年发明了第一个完整的系统，但众所周知，类似的占卜形式甚至更古老。因此，天体占卜的故事通常归因

于巴比伦晚期（公元前 1800 年）的文献，这些文献一直延续到巴比伦中期和亚述中期（公元前 1200 年）。

这些文明认为，众神通过与他们相关的行星或恒星的天体图像来表现自己。因此，与特定天文事件相关的负

面占星术预兆被视为对他们所代表的神灵不满或干扰的迹象。这些迹象被最高实体接受为信息和煽动，他们

警告人民而没有对国王和他的国家造成初步损害。在公元前 16 世纪，占星术的广泛使用得到了Enuma作品的

证明 阿努 Enlil ，由 70 个楔形文字泥板组成，包含7,000 个天体预兆。在公元前 7 世纪之前，人们对天文学

的了解似乎还很初级。在占星术的这些早期阶段，由于早期祭司无法充分提前准确预测行星运动，因此在行

星运动已经发生或稍早发生时就要求进行解释。巴比伦的守护神（也是众多神灵中最强大的）是马尔杜克，

根据当代研究，他与木星相匹配。对这个天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所有的星星都在不断地受到监视。观察

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季节性运动，巴比伦人将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神圣干预的信念与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事

实上，他们依靠的是星座占星术，即预测。通过它，可以预见尚未发生的重大情况，观察星空并将月蚀等威

胁事件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些行星中，有五颗行星被认为与希腊（因此在

某种程度上与现代）行星有关：木星/马杜克、金星/伊什塔尔、土星/尼努尔塔、纳布/水星和火星/尼尔加尔。

太阳、月亮和五颗行星的运动被认为代表了这五位神以及月神/女神辛/塞拉迪和太阳神沙马什在地球上设置

事件的活动。因此，如果可以读取并正确解释这些力量的活动，那么人们就会知道众神的目的是什么。随着

时间的推移，另外五个天体（加上太阳和月亮）被加入其中。因此，迈向我们所知的占星表的步骤相对较短。

四个美索不达米亚国家（ Elam 、 Amurru 、 Subartu和Akkad ）帮助创建了一个分为十二个月的日历年。 

月份平均分配给四个王国。第一、第五和第九个月属于阿卡德，第二、第六和第十个月属于埃兰，第三、第

七和第十一个月属于阿穆鲁，第四、第八和第十二个月属于苏巴图。黄道星座也出现在这个时代，它们也固

定在相同的最终数字上，十二。这些标志列在第一批恢复的波斯泥板上，现在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然而，

今天的占星术标志与最初确定它们的古代星座并不对应。这是由于他们在可见苍穹中位置的变化而发生的。

例如，双鱼座的标志目前对应于水瓶座的上升。此外，应该补充的是，感知到的天体位置有些具有欺骗性。

当通过三维空间观察恒星时，它们的排列看起来就像是二维的（无法确定它们的深度）。在一个星座中看似

相邻的恒星实际上可能相距数百光年。举个例子，在著名的猎户座中，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贝拉特里克斯

(Bellatrix )，距离地球仅 200 多光年，而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恒星 ( Alnilam ) 大约有 1,300 光年。然而，从地

面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它们似乎并排发光，并创造了一条规则的假想路径。当地球自转时，太阳、月亮和行

星通常似乎以预定的模式在天空中移动。这个方向称为黄道，在天空中画出一条假想线，标志着太阳、月亮

和其他行星的感知路径。本命星座（与黄道十二宫的星座相对应的星座）位于这条假想线上。黄道代表一年

中太阳的运行轨迹，分为十二个星座，每个星座的角度为 30°，这一理论也起源于巴比伦，但这种划分直到



帝国灭亡后才得到完善（巴比伦) 公元前 539 年 即使在那个时候，天文历法（重要的节日和其他宗教活动）

和占星术也非常相关。黄道实际上经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AU) 自 1929 年以来正式承认的 88 个星座中的 13 

个，但其中只有 12 个构成了所谓的西方黄道带。黄道运行的13个星座分别是：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白

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蛇夫座、射手座。 13ism，蛇夫座，

最终被省略了，因为当第一次描述星座时，星星的位置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此外，12 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

的数字，而 13 直到最近 2000 年才获得其负面价值（在基督教背景下）。经过漫长的旅程，十二生肖成为欧

洲占星术的一部分。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过渡到采用他们的命名法和原则的希腊传统。从希腊到欧洲基

督教。例如，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回望几千年前的同一个“双胞胎”、“狮子”和“螃蟹”，它们与现代欧洲人和

北美人（以及古希腊人）所熟知的双子座、狮子座和狮子座是同一个星座。癌症，分别。古希腊占星家引入

的一个特征是黄道十二宫的顺序与月份的顺序不一致。尼西亚的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公元前 190-120 年）

在观察到春分时太阳位于白羊座内时引入了术语“白羊座第一点”（或“白羊座尖头”）。然而，由于行进摆动，

太阳明显的春分点位置每 73 年沿黄道持续移动约 1 度。这种运动主要是由与太阳和月亮的相互作用引起的。

导致我们星球的极点每 26,000 年在天空中旋转 47 度。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占星术报告的第一个星座不是专

用于一月的星座（摩羯座），而是白羊座，一个在三月底和四月之间延伸的星座。旧大陆黄道带概念演变的

下一次飞跃是由被称为“智者”的阿方索十世（13 世纪）的研究引发的。阿方索是最早对占星术及其与宝石的

相关性给予很大空间的欧洲学者之一。这位君主的名字叫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费尔南德斯，从 1252 年到 1

284 年在位。他是文学和文化的赞助人，并努力恢复阿拉伯，尤其是安达卢西亚的天文资料，并将它们翻译

成西班牙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率先将西班牙本土语言用作科学语言。这种文化政策的最大体现可以在

他的阿方西表中找到，在其中我们发现对普遍性的渴望非常符合产生一系列“帝国”天文计划的项目。 Alfonsin

e 的翻译基于以前未被翻译成拉丁文的阿拉伯语作品，并根据托莱多表（用于预测太阳、月亮和行星相对于

恒星的运动并于 1080 年编制的天文表）进行计算。阿方索十世，组成了第一个 关于占星术和宝石的伟大论

文。他的主要目标是展示宝石（和其他矿物）与天体之间的联系。阿方索十世按颜色对宝石进行分类，并将

每颗宝石归入十二生肖之一，包括对药用特性、用途和优点的观察，并注意这些品质如何受到行星和恒星的

影响。他的著作成为宝石与占星术之间联系的典范，最终成为整个欧洲数百年来直至今日的占星学参考标准。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直到几个世纪以前，占星术还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一部分，就像天文学一样。像约翰内

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这样有才干的古代思想家，就像重要的德国天文学家一样，常常是有

成就的占星家。今天的生日石部分是连续营销政变的结果，部分是对植根于圣经传统的传统的提醒。与诞生

石（经过精心编纂，每个月对应一颗或多颗宝石）不同，“十二生肖”没有以官方和单一的方式编纂，因此他

们的名单因提升其影响力的人而异。 1928 年制定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清单（在文本“所有的秘密教义”中 年龄)，

来自Manly Palmer Hall。这位加拿大作家、占星家和神秘主义者对宝石与行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相当全面的

说明： 

Paracelsus、Agrippa、 Kircher 、Lilly 和许多其他魔术师和占星家将与各种行星和黄道带标志相对应的宝石和

宝石制成表格。以下列表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红宝石、红宝石、石榴石，尤其是镁铝榴石，以及其他炽热

的宝石，有时还有钻石，都归属于太阳；月亮、珍珠、亚硒酸盐和其他形式的水晶；在土星中，玛瑙、碧玉、

黄玉，有时还有青金石；木星、蓝宝石、祖母绿和大理石；到火星，紫水晶、风信子、磁铁，有时是钻石；

金星、绿松石、绿柱石、祖母绿，有时还有珍珠、雪花石膏、珊瑚和红玉髓；在水银、贵橄榄石、玛瑙和杂

色大理石中。对于黄道十二宫，同样的权威指定了以下宝石和宝石：白羊座的是缠丝玛瑙、血石、紫水晶和

钻石；金牛座红玉髓、绿松石、风信子、蓝宝石、苔藓玛瑙和祖母绿；用于双子座、托帕石、玛瑙、绿玉髓、

水晶和海蓝宝石；巨蟹座、黄玉、玉髓、黑玛瑙、月长石、珍珠、猫眼、水晶，有时还有祖母绿；狮子座碧

玉、红玛瑙、绿柱石、红宝石、贵橄榄石、琥珀、碧玺，有时还有钻石；献给圣母的是祖母绿、山茶花、翡

翠、贵橄榄石，有时还有粉碧玉和风信子；天秤座绿柱石、撒金、珊瑚、青金石、蛋白石，有时还有钻石；

天蝎座是紫水晶、绿柱石、缠丝玛瑙、海蓝宝石、红宝石、磁铁、黄玉和孔雀石；在人马座中有风信子、黄

玉、贵橄榄石、祖母绿、红宝石和绿松石；摩羯座绿玉髓、红宝石、孔雀石、黑玛瑙、白玛瑙、黑玉和月光

石；水瓶座水晶、蓝宝石、石榴石、锆石和蛋白石；双鱼座的蓝宝石、碧玉、贵橄榄石、月长石和紫水晶。” 

今天，这份生肖石和对应天体的指示表如下所示： 

https://storiedigemme.com/corindoni-rubino/
https://storiedigemme.com/storia-e-gemmologia-dei-granati/
https://storiedigemme.com/diamanti-incolori/
https://storiedigemme.com/corindoni-zaffiro/
https://storiedigemme.com/berilli-smeraldo/
https://storiedigemme.com/q-ametista/
https://storiedigemme.com/turchese-semplice/
https://storiedigemme.com/calcedoni/
https://storiedigemme.com/gemme-fenomenali/
https://storiedigemme.com/berilli/
https://storiedigemme.com/tormaline/
https://storiedigemme.com/gemme-fenomenali/


1. 白羊座生辰石（3月21日至4月20日，火星守护星）：鸡血石 和钻石（有些人还建议珊瑚）。这个星

座的人以自信、固执和对权力的追求而著称。他们往往极度独立、极具竞争力、热爱自由、喜欢冒险、

热情、大胆、健壮、冲动、充满活力、强大、过于自信、吵闹、直言不讳、仓促、固执、意志坚强、火

热。粗鲁、自私、冲动、进取、冒险和对抗。白羊座倾向于先行动后思考。鸡血石促进行动和活力，增

强 激情、力量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持久的钻石促进清晰的思维并减少冲动。 

2. 金牛座生辰石（4月21日至5月20日，天体金星主宰）：蓝宝石（其他人也建议 孔雀石、硬玉和琥

珀）。这个星座的人通常表现出很强的同理心，这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纽带。 金牛座的人喜欢生

活中美好的事物；他们可能看起来非常唯物主义。他们有时行动迟缓，善于理财，喜欢户外活动（如耕

种或园艺），非常务实且脚踏实地。金牛座的人一般不喜欢改变。蓝宝石促进自我表达和对真理的探索。 

几个世纪以来深受皇室青睐，这颗蓝色宝石也象征着爱与智慧。 

3. 双子座生日石（ 5月21日至6月20日，由天体水星主宰）：玛瑙（其他人也建议 珍珠、玉髓和红石

英）。双子座与沟通和创造力有关，这个星座的人很容易获得信任，并且能够出色地表达自己。双子座

通常很健谈、机智、适应性强、调情、爱玩（有时令人反感）、骗子、反复无常、容易取悦、知识渊博、

健谈、机智、善于交际、求知若渴、多变。他们通常喜欢阅读、写作和智力游戏，并且擅长多任务处理。

玛瑙促进平衡和稳定，有助于平衡能量和情绪，同时防止消极情绪。 

4. 巨蟹座生辰石（6月21日至7月22日，由天体月亮守护）：祖母绿 （其他人也建议 月光石、硬玉和珍

珠）。据说巨蟹座的人可以接受来自第三只眼（灵魂的中心）的景象。他们非常敏感（而且常常难以预

测）、浪漫、风趣、甜蜜、体贴、慈母和亲切。这个星座的人喜欢家常饭菜和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他

们在社会上很保守，受到伤害或冒犯时会退出现场。祖母绿抚慰了爱与仁慈， 唤起和平与平衡。 

5. 狮子座（7 月 23 日至 8 月 23 日，由太阳守护的天体）的生辰石：玛瑙（也有人认为是锆石）。据说

这个星座的人特别善于思考和实施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们一般都希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且拥

有高度的活力。狮子座是天生的领导者，他们喜欢孩子、奢侈品和珠宝，对生活中的问题有着戏剧性的

态度。他们有时爱炫耀、自私、专横、喧闹、专横、傲慢、自负、自负、反复无常，但同时也很果断、

有魅力、要求苛刻、健壮、聪明、好胜、热情、固执、忠诚、意志坚强，而且通常很外向-背部。它们可

能变得具有攻击性，甚至可能具有破坏性。玛瑙可增强力量和镇静，有助于保持内心的纪律并专注于自

己的目标。传统上，这种强大的黑色宝石也被用于保护。 

6. 处女座生辰石（8月24日至9月22日，天体水星主宰）：红玉髓 （其他人还建议黄水晶、碧玉、东陵

和金绿宝石）。据说这个星座的人特别擅长在公共场合交流和演讲，尽管他们有时天生害羞。他们通常

被认为是完美主义者，挑剔、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务实，具有敏锐的智慧和观察力。他们也很精明和

有洞察力。他们有很好的智力，并努力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有偏见、固执己见，但通常组织

得很好。他们喜欢秩序和清洁，知道如何在争论中有效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玛瑙带来信心和激情，并在面对新挑战时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性。 

7. 天秤座生辰石（9月23日至10月23日，天体金星主宰）：贵橄榄石（橄榄石）， （也有人建议 软玉和

电气石）。天秤座的人热衷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情感治疗，并与周围的人建立牢固的联系。天

秤座的人迷人、优雅、忠诚、老练，但有时又轻浮轻浮。他们热爱平等、正义、审美和美好的事物。他

们通常被认为善于交际、彬彬有礼、善良、彬彬有礼、理想主义和和平。吉祥时期的光芒和对自己目标

的坚定，有助于寻求宁静、健康、财富和幸运。这种闪闪发光的绿色宝石还可以增进对他人的了解。 

8. 天蝎座生日石（ 10月23日至11月23日，天体冥王星主宰）：黄玉（其他人也建议 绿柱石、珊瑚、蔷

薇石英和菱锰矿） 。天蝎座对自己的情绪有极大的控制力，这有助于他们战胜恐惧。他们通常过于敏感，

因此内向、热情、自信、忠诚、神秘（尽管经常看起来像一本打开的书）、洞察力强、善于调查、有吸

引力、意志坚强、有弹性、强大、性感、运动、足智多谋、嫉妒、占有欲强、敏捷-脾气暴躁且报复心强。

他们通常在所有领域都具有高度的自控能力。天蝎座对死亡和重生的主题以及一般的超自然现象着迷。

黄玉促进精神力量和智慧，促进宽容、快乐和稳定。 

9. 射手座生辰石（11月23日至12月23日，天体木星主宰）：绿松石 （其他人也建议 黄水晶和托帕石）。

射手座的人往往乐观而热情。 他们是富有冒险精神、独立、友善、热情、豁达、有时过于乐观、勇敢、

聪明的爱情理论家。他们倾向于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事物，超现实，有魅力，轻浮和独立。他们不喜欢限

制。他们很健谈（当他们敞开心扉时）、天生的娱乐者、冲动、自大、过度放纵和直言不讳。他们不断

渴望知识、机会主义、慈善和哲学。绿松石带来幸福和好运，为旅行提供保护并鼓励新想法。 

10. 摩羯座生辰石（12月21日至1月19日，土星主宰）：红宝石 （其他人也建议 赤铁矿、青金石、玛瑙、

黑玉和黑曜石）。意志坚强，经常拥有身心健康的福祉。他们雄心勃勃、果断、耐心、成熟、强大、内

向、超然，谨慎、急躁但慷慨。他们自律，尊重权威。他们以职业为导向，具有非凡的耐力和耐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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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常表现出更坚强、更神秘的一面，以防止别人伤害他们，但他们内心是一个迷人而热情的人。他们

还拥有非凡的幽默感。红宝石带来保护和活力， 恢复力量和活力。它还灌输了信心和勇气。 

11. 水瓶座生辰石（ 1月20日至2月18日，天王星主宰）：石榴石 （其他人也建议蛋白石和紫水晶）。水

瓶座的人从脊椎根部汲取力量。这个标志需要支持来帮助它的当地人保持脚踏实地。 他们喜欢帮助别人。

他们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胸怀开阔，为社会平等而斗争。他们被认为是改革者，尽管他们有时可能

冷漠无情。他们往往古怪、飘忽不定、叛逆、不可预测、固执己见、独创、独特、友善、尖刻、理想主

义、想象力丰富、思想转变迅速、一心一意、笨手笨脚。石榴石带来活力和激情，促进爱、同情和忠诚。 

12. 双鱼座生日石（2 月 19 日至 3 月 20 日，由天体海王星掌管）：紫水晶（其他人也建议使用海蓝宝石、

萤石、铬透辉石）这个星座的人在感官和性生活中很活跃。在这些人中，据说情感和创造力是无止境的，

他们的直觉力是所有十二生肖中最高的。 独立、果断、创新。他们极富创造力、机智、热情和友善。他

们喜欢照顾别人，但由于他们反复无常的脾气，常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紫水晶带来平静和恢复活力。 

它可以平衡强烈的情绪，恢复内心的平静与和谐，增强直觉并有助于做出艰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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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瑰宝 

P1：基本宝石 (5) 和基础

宝石 (4) 

P2：今天：四点（1+3）

“太棒了”  

P3：旧约中的12颗宝石

（大祭司的胸饰等） 

P4: 本命宝石——出生月

份 

P5：宝石和十二生肖（巴

比伦，然后是欧洲传统） 

P6：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瑰

宝 

 

P7：宝石 (Navaratna) 和印

度 (Vedic) 占星术 

P8：宝石和脉轮 

P9：美洲原住民宝石 

P10：宝石与中国占星术 

P11: 宝石与风水 

P12：宝石与身体 

P13: 宝石与心灵 

P14：宝石与灵性 

P15：宝石与魔法 

P16：结论 

 

石头在伊斯兰教中也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突出的一个例子可以从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中心的古老建

筑Kaaba东角的黑石Al - Hajar Al - Aswad中推断出来。它被穆斯林尊崇为遗物，神话传说，它可以追溯到亚

当和夏娃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共享的传统）。该宗教的一些追随者相信宝石具有治愈身体和精神疾病的能力。

手指，有点像罗马人的想法，被视为与心脏的直接联系。据一些人说，宝石的神秘主义和物理化学特性是能

量的载体，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设备转移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伊斯兰教的宝石戒指是根据出生日期排列的。

对于一些伊斯兰教专家（乌里玛，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学者、保管人、传播者和解释者），允许佩戴由银、青

铜、铁、钢或任何其他金属制成的戒指，而根据其他人（ Hanafi ） ，四大逊尼派中最古老的派系）被取缔。

伊斯兰教内部没有独特的立场。在什叶派伊斯兰传统中，将戒指戴在右手上，尤其是戴在指尖与手掌相连的

位置，是信徒的标志之一。在逊尼派穆斯林中，对于贵圣戴戒指是戴在左手还是右手存在分歧（哈乃斐派、

马拉基派和罕百里派的弟子赞成左手假说）。还有一些信徒对这些珠宝的使用提供了实用的解释，声称如果

用左手拿着它们，它们有助于印章的动作，因为纸是用右手举起来的。如果在特殊珠宝方面存在差异，这取

决于信徒所遵循的穆斯林学校，强烈建议所有礼拜者佩戴宝石。人们认为穆罕默德本人至少佩戴过一枚宝石

（可能是玛瑙或红玉髓）戒指。根据各种中东思想流派，佩戴宝石的行为可以带来精神和健康益处，只要它

们不被崇拜或视为偶像。与任何具有不同地理背景、文化、种族和年龄组的多元化社区一样，宝石和伊斯兰

教的位置并不简单。古兰经第 7 章第 32 节的以下段落指出： “安拉，至高者是美丽的，并且喜爱美丽。他喜

欢在他的仆人身上看到他慷慨的证据。他讨厌痛苦和假装不快乐。 ”又一次“谁禁止至高者为他的仆人提供的

装饰品和食物？”这些话和其他情况一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也是这个原因，经过一千多年，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了不同的立场。  

对于那些在穆斯林宗教中欣赏宝石的美学和其他品质的人来说，有许多特殊的保留（这里报告的数字 10 是为

了与其他系统保持线性关系，但并不表示固定数字）。以下是其中一些功能的列表： 

1. 祖母绿- Zumurrud 

绿色是穆斯林国家中最神圣的颜色，zumurrud/祖母绿在伊斯兰教中占有一席之地。强大的莫卧儿帝国横跨

当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并将伊斯兰艺术和文化传播到整个南亚几个世纪。这一时期最美丽、最

神圣的手工艺品之一是莫卧儿祖母绿，这是一颗 220 克拉的长方形切工宝石，其顶部刻有阿拉伯祈祷文。 一

些信徒认为祖母绿可以预防癫痫病，特别是如果它是遗传起源的。它还有助于控制神经系统并防止与之相关

的所有问题。治疗血栓、静脉阻塞和一般血液问题。缓解肌肉疼痛，背痛，增强视力。加强消化系统。排斥

魔法，带来爱与感情。它也被认为对孕妇有好处，它使分娩更容易。 

2. 玛瑙/红玉髓– Aqeeq/Aqiq 和黄玛瑙 – 黄 Aqeeq/Aq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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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带状）和红玉髓（橙红色）都是石英/玉髓的两种形式。据说右手戴着玛瑙和银戒指的先知穆罕默德向

信徒建议：“佩戴玛瑙/玛瑙戒指，因为它会保护你免受一切邪恶”。今天和过去的许多穆斯林都这样做。据说

可以增强和平衡身体的各个部位，排斥负能量。它充满正能量，提升灵魂和精神。它带来宁静与和谐，消除

痛苦、抑郁、精神问题、不良思想、恶梦，并有利于满足一个人的要求。 

Hirz是刻有《古兰经》经文或祈祷文的护身符或护身符。最著名的之一，赫兹 Sharaf al - Shams ，刻在黄色a

qeeq / 玛瑙上。 Hirze也被称为所罗门之戒，全年只能工作一个小时。它们有助于驱除各种邪恶并防止邪恶的

眼睛、疾病、神经问题、肌肉问题和背痛。它们增加运气，增强肺、肾、肝等。这种宝石也起源于古代印度，

可以找到大尺寸和经典形状，如椭圆形或泪珠形。 

3. 土耳其语 - Firoza 

Firoza/ Feroza一词起源于印度，意为“成功之石”或“绿松石”，也被用作女孩的常用名。绿松石的原始来源之一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伊朗，通常与这种宝石的最佳品质有关。几个世纪以前，在绿松石上雕刻伊斯兰神圣铭

文是一种传统。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断言，戴绿松石戒指的人永远不会贫穷。一些信徒相信 拒绝负能量，

尤其是邪恶的眼睛和嫉妒。它与阿奇克（玛瑙）相似，有助于驱除各种灾难和灾难，被认为是缓解个人逆境

和增加收入的重要辅助工具。 

4. Rubino - Yaqut （或Yaqut ） 

一些穆斯林认为红宝石是亚当被赶出Jannah （伊甸园）后创造的。第一个人离开受保护的花园后，到达了斯

里兰卡，当他的双脚接触到大地时，那里就形成了红宝石。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哲学家说，“红宝石是所有宝石

中的至高无上的”。 红宝石有助于治疗不孕症、缓解经痛和促进分娩。它在人们之间带来尊重、爱和同情，在

所有人面前带来崇敬和庄严（ haibah ）。古兰经中提到了红宝石。  根据一些伊斯兰教信仰，这种宝石具有

消除不必要的忧虑、赋予佩戴者活力、预防心脏病、防止噩梦并有助于维持健康的婚姻关系的作用。 

5. 蓝宝石（蓝色）- Al- Yaqut Al- Azraq 

早在一千年前，穆斯林学者Al-Biruni就知道红宝石和蓝宝石来自同一种矿物。为了得出这个结论，这位伟大

的中东思想家使用了比重和硬度测量等分析方法，他在这成为普遍做法之前就做得很好。蓝宝石在伊斯兰世

界的精选宝石圈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据说有助于增强神经系统，缓解癫痫、偏头痛、头痛和睡眠不足。 Allah 

的追随者还相信，这块石头能带来正能量，有助于治疗风湿病和关节问题。伊斯兰蓝宝石带来思想的纯洁，

消除痛苦，鼓励忠诚和坦率，并能使个人致富。 

6. 黄色蓝宝石 - Yaqut 坤宁 

Yaqut通常被认为是红宝石，但有时也指石榴石。红宝石和蓝宝石是同一种宝石——刚玉——但决定其颜色的

微量元素略有不同。 

最著名的蓝宝石当然是蓝色的，但它们可以有许多其他颜色，包括令人惊叹的黄色宝石。黄色 yaqut有助于

调节新陈代谢，增强消化系统，并可能对肝脏问题有益。据说它能使灵魂充满活力，减轻精神疲劳，增强智

力，帮助睡眠，消除噩梦。 

7. 赤铁矿 -哈迪德  

哈迪德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铁”，反映了这块石头的性质。事实上，赤铁矿是氧化铁 (Fe 2 O 3 ) 的天

然矿物形式。它被一些伊斯兰信徒佩戴，以防止在某些情况下邪恶者造成的危险。根据阿拉伯传统，它是一

种宝石，只有在进行具有潜在危险的旅程时才会佩戴，而不是日常佩戴。 赤铁矿有助于加强和平衡身体的各

个部位。它可以清除邪恶的思想、噩梦，并可以满足正确使用它的人的要求。增强直觉，击退有害的幻觉、

魔法和邪眼。它可以帮助孕妇并促进分娩（如Yaqut ）。它给人信心和崇敬，强烈建议在战争期间或有敌人

需要克服时佩戴。它也适合那些有意 拜访权威人物，例如法官或统治者（尤其是在周三）。 

8. 水晶（石英） - Dur E Naj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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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穆斯林来说，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宝石。一种叫做Dur E Najaf（纳杰夫的珍珠）的宝石完全产自伊

拉克中部纳杰夫的 Wadi-al-Salaam 地区。这是非常罕见的。有些人认为戴上它等同于朝圣或副朝（前往麦加

朝圣） 。是辟邪的宝石。自古以来，这些地方常见的石英就被誉为“神医”。 

9. 珍珠/洛洛和珊瑚/马里安   

《古兰经》中提到了这两颗具有历史意义的宝石：“ ……使两海自由流动。 ” . . .珍珠和珊瑚出来了。”两者均由

有机材料组成，因为它们来自（海洋）生物：珍珠和章鱼中的软体动物以及珊瑚中的小藻类。自远古以来，

这些宝石就装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珠宝中。已知最古老的天然珍珠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海岸

附近的马拉瓦岛上发现的。它有8,000 年的历史，在岛上的挖掘过程中被发现，这也揭示了该地区的第一批

建筑结构。根据伊斯兰信仰，佩戴珍珠会产生各种形式的身体磁力，促进心理发展，并鼓励责任感和责任感。

据说它们还可以防止流产，并可用于治疗性病。一般而言，珊瑚被认为对疾病有益。即使在今天，阿拉伯半

岛的母亲们仍将珊瑚碎片放在孩子的脖子上以保护他们。佩戴珊瑚传达和谐、友谊、美丽和团结的振动。将

它们戴在戒指上时，可以缓解与中暑有关的问题，并有助于改善视力。如果别人以前戴过珊瑚和珍珠，绝对

不能戴， 

10. 橄榄石( Zabarjad ) 

此宝石并未出现在所有穆斯林圣宝石列表中。在古代，它经常与托帕石混淆（许多古希腊文献中的托帕石实

际上是橄榄石）。一些伊斯兰教徒将其视为治疗心脏病、缓解消化系统疾病和清洁肝脏的积极宝石。据说它

也有助于治疗皮肤病，如湿疹、抓痕等。它可以帮助缓解因孤独而产生的痛苦、抑郁，驱除嫉妒，使佩戴者

的心灵变得轻盈、善良、大方、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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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宝石（ Navratna/Navaratna ）和印度（吠陀）占星术  

P1：基本宝石 (5) 和基本

宝石 (4) 

P2：今天：四点（1+3）

“太棒了”  

P3：旧约中的12颗宝石

（大祭司的胸饰等） 

P4: 本命宝石——出生月

份 

P5：宝石和十二生肖（巴

比伦，然后是欧洲传统） 

P6：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瑰

宝 

 

P7：宝石 (Navaratna) 和印

度 (Vedic) 占星术 

P8：宝石和脉轮 

P9：美洲原住民宝石 

P10：宝石与中国占星术 

P11: 宝石与风水 

P12：宝石与身体 

P13: 宝石与心灵 

P14：宝石与灵性 

P15：宝石与魔法 

P16：结论 

 

吠陀占星术或印度占星术的梵语单词是jyoti ṣ a ，大致翻译为“光/天体”。这个词似乎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公

元前一至二世纪）。最初，吠陀占星术用于确定祭祀和仪式的重要日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一

种更加个性化的占卜形式。他的“个体化”开始为如何追随一个人的佛法或个人的人生道路提供指导，揭示了

每个信徒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挑战。吠陀占星图是使用恒星系统计算的，该系统检查星座在天空中的变化。特

殊的星体方面推动了他的预测；每个行星都有特定的影响，与根据特定参数应用的不同强度相关联。印度占

星家因此开始研究行星运动，也是为了了解人们的命运。他的发现与其他古老的印度习俗有关，例如瑜伽和

阿育吠陀。众所周知，2000 多年来，名为 Navratna / Navaratna（梵文： नवरत्न ，意为九颗宝石 / ratna ）的

宝石与吠陀占星术有关。许多古代文献，例如Ratnaparīk ṣ ā （字面意思是宝石学-宝石学）、 Graha - Goca

ra Jyautisha 、Garuda Purana、 Brhat Samhita 、 Agni Purana和 Mani-Mala（更晚近，从 19 世纪中叶开

始）提供了印度行星宝石学的重要概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政事论》（梵语： अर्थशास्त्रम ् ， Arthaśāstra

m ，可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但直到公元 3 世纪才得到修订和更正），这是第一本已知的关于政治的认知和

实践类型的官方“书籍”艺术、政治学、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来说明宝石在亚洲次大陆古代文化中的绝对价值。 

Kautilya，也被称为Vishnugupta和Chanakya ，传统上被认为是这部重要著作的作者。后者也是孔雀王朝皇帝

旃陀罗笈多的老师和导师。作品中对矿藏、矿物和金属给予了充分的空间，表明了印度人在这方面的担忧。

众所周知，旃陀罗笈多正是根据他的监护人的建议，在他的官员中任命了一位“矿山总监”，这就是证据。考

底利耶 (Kautilya) 宣称，“矿山是政府和土地力量的所有世俗权力的源泉，其装饰物是国库，这是通过国库和

军队获得的”。从 Arthashastra 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金、银、钻石、宝石、珍珠、珊瑚、贝壳、金属、盐和

来自地球、岩石和液体的矿物（所有属于采矿部门的材料）被认为是对政府的福利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绝

非仅归因于统治阶级的纯粹金融或审美领域，而是可能涵盖了贵族和平民生活的许多方面。这种趋势并没有

随着孔雀王朝而结束，而是在整个历史中继续、发展和扩大。几个世纪以来，有多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类型宝

石的品质，包括我认为抵御各种天体邪恶影响所必需的宝石。并增加出生时所束缚的行星力量。每一颗行星

都有一颗特殊的宝石来守护，佩戴它后，某个星座的人可以享受那颗星星或天体的祝福。然而，在携带分配

给个人本命盘的Navratna之前，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些宝石具有使人类生活繁荣的力量，因此如果

您相信这些影响，明智的做法是只佩戴它们（在适当的手指上） 在仔细分析你的星盘后。在任何情况下，一

个人都不应使用与阻碍、衰弱或不祥行星相关的宝石。所选择的Navratna的大小也取决于一个人的年龄和体

重，以及相关行星在他的星盘中的位置。下面是一个简短的列表，根据吠陀传统，列出了各种宝石的一些特

征： 

太阳（Surya、 tara ṇ 和 ḥ ）掌管Simha星座（相当于狮子座 - 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指的是欧洲占星术）。

红宝石( mā ṇ ikya ṃ / manik ，主要和热门宝石)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它保护血液循环、

心脏、肾脏、胃、呼吸系统。它与手指x相关联。 它赋予成功和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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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 Chandra ) 主宰Karkata的标志（相当于巨蟹座，7 月 15 日至 8 月 14 日）——天然珍珠( muktāphala ṃ /

moti major and cold gem) 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保护腿、脚、生殖器。它与小指有关。 

它为生活带来繁荣和幸福，为佩戴者提供奢华的生活。 

火星（ Mangala ， māheya ）掌管着Mesha （相当于白羊座，4 月 13 日至 5 月 14 日）和Vrishchika （天蝎

座，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4 日）的星座红珊瑚（ vidruma ṃ / moonga ，小宝石和热宝石）是与这个天体相关

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它保护血液循环、心脏、肾脏、胃。它与无名指有关。它赋予体力和美丽、敏捷和

美满的婚姻。并且，在这个传统中。 

土星( Shani ) 掌管Makara （相当于摩羯座，1 月 14 日至 2 月 11 日）和Kumbha （水瓶座，2 月 12 日至 3 月 

12 日）的星座。蓝宝石（ nīla ṃ / neelam ，更大的冷宝石）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它保

护指甲、牙齿、骨骼和神经系统。并可用于帮助治疗心脏病、肺结核、风湿病、耳聋、精神和神经障碍以及

脱发。它与食指有关。它是促进爱情和财富的宝石。 

水星（ Budha 、 saumya ））掌管着Mithuna （相当于双子座，6 月 15 日至 7 月 14 日）和Kanya （处女座，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的星座 - - 腿部、足部、生殖器 – Emerald （ marataka ṃ / cream，主要和热宝石）

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它促进了更大的注意力、精神警觉性和智力。它与小指有关。它

赋予佩戴者力量并保护其免受所有负能量和敌人的伤害。 

木星( B ṛ haspati , devejya ))掌管 Dhanus （射手座，12 月 15 日至 1 月 13 日）和Meena （双鱼座，3 月 13日

至 4 月 12 日）的星座- 黄色蓝宝石( pu ṣ parāja ṃ / pukhraj ，小而冷的宝石) 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

个传统中，促进繁荣、财富、智慧、判断力和财富。它与手指有关。众所周知，它可以改善佩戴者的财务状

况。 

Rahu （月亮的北交点/升交点或龙头——在欧洲占星术中没有对应物）。石榴石 Hessonite （ gomed / gom

eda或锆石，小而酷的宝石）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保护大脑、肠道和肝脏，并为佩戴

者吸引正能量、名誉、法律和政治成功.它与食指有关。它赋予健康和长寿。 

Ketu （南交点/月亮的后裔——在欧洲占星术中没有对应物）。猫眼石（ vaidurya ṃ / lahsuniya 、金绿宝石

或热小宝石托帕石）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中，可以避免坏名声和丑闻。它与食指有关。它

被认为对那些没有在出生图中很好地放置Ketu的人非常有益。 Ketu也代表蛇，有能力显着影响个人的生活。 

金星(Shukra, asurācārya ))掌管 Vrishaba （相当于金牛座，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和 Tula（天秤座，10 月 1

6 日至 11 月 14 日）的星座。钻石( vajraṃ / heera , major, hot gem) 是与这个天体相关的宝石，在这个传统

中，它给佩戴者带来财富、权力和婚姻幸福。它与无名指有关。为敌人提供财富、权力和成功。它赋予佩戴

者积极的力量，使这个人能够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难。 

Navaratnas 在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被视为神圣，包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越

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无论宗教和文化差异如何。它们在印度教和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中都

被认为是神圣的。这些宝石因其审美价值而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受欢迎，即使是那些不太相信占星术的人也

很难不被放在同一件珠宝上的九色宝石的视觉吸引力所迷住. 由9颗宝石组成的“Navaratna”戒指，现在男女均

戴，也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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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cakra的 chakra 一词改编（在天城文中 चक्र ) 表示轮子、圆盘或圆圈。在印度教和佛教（以及其他东方哲

学/宗教）中，它表示两个概念： 

A. 神秘图解（通常呈圆形，类似于曼荼罗和yantras的传统）。 

B. 与瑜伽和 Ayurvedic 医学的实践相关，它们的根源在于密宗传统（与没有单一解释的文本相关）。如今，

这个词经常被视为“能量的中心点”或“能量的漩涡”，象征着微妙身体的那些接合区域，据信神圣能量可能存在

于其中，潜伏。人们认为脉轮在吠陀经中首次被提及，古代神圣的精神知识文本可以追溯到，根据官方约会，

公元前 1500-1000 年在现代概念中，有 7 个脉轮 主要的。它们沿着脊柱后部延伸，起源于骶骨（腰椎下方），

并与许多可变宝石相关联。 

这些宝石可以帮助重新平衡这个能量中心。实现这种重新调整的方法太多了，无法在本综述中一一提及。鲜

为人知的传统基于12 或 14 点系统，其中包括 5 或 7 个额外的脉轮（也称为超个人和亚个人），它们位于身

体外部和第一个脉轮下方。 7 个主要脉轮被称为： 

1.海底轮 （我们在生命的前 7 年自然地打开这个脉轮，它掌管着记忆和红色和黑色的颜色）：被称为脉轮 根

或基地。它是位于脊柱底部的记忆中枢，通过记忆的力量创造时间意识，也与个性、肉体（包括性）、自私、

物质主义和支配等人类品质有关。它与与地球母亲的接触密切相关，并提供在地球平面接地的能力。 

用于根脉轮的宝石，尤其是红色和黑色的宝石有：黑玛瑙、黑玛瑙、黑蓝宝石、黑碧玺、鸡血石、角砾碧玉、

古铜矿、红玉髓、铜、达尔马提亚碧玉、火玛瑙、石榴石、赤铁矿、幼体石、熔岩、豹皮碧玉、磁铁矿、黑

曜石、红方解石、红珊瑚、红碧玉、红虎眼石、红宝石、金红石、红玛瑙、烟晶、雪花黑曜石和锆石。 

2.自律 （8-14 岁，橙色）：大多数人在这个脉轮掌管的星光层上生活、思考和旅行。它被称为腹部或骶骨脉

轮。它位于肚脐下方约 5 厘米处，植根于脊椎，与创造力和我们的原始情感有关。它是记忆能力的结果。理

性操纵存储的信息（第一脉轮的能量），对其进行分类、修改和重新排列。过分强调这个能量点会导致僵硬

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建立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并被本能部分的习惯模式所强化。该中心负责性、创造力、

直觉和自尊等基本需求。 

相关的宝石，主要是橙色， 它们是：琥珀、角砾化碧玉、古铜矿、红玉髓、铜、橙色玉髓、黄水晶、金石、

橙色东陵、橙色方解石、橙色珊瑚、橙色碧玉、橙色日光石、金红石石英、虎眼石和黄玉。 

3.脐轮。 （14-21 岁，颜色，黄色）：第三脉轮代表中枢神经系统和太阳神经丛，所有神经末梢汇集在一起

形成“第二大脑”。它主宰意志力、意志力和个性。位于胸骨下约5cm，躯干正中，胃后方。当意识局限于记忆、

理性和攻击性意志力的领域时，男人和女人会本能地准备反击和报复，伤害自己，并追求征服他人以防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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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失败。自我被提升并上升到其最大的中心地位，从而引发更生动的情感体验。它是个人力量的中心，是自

我、激情、冲动、愤怒和力量的中心，也是星光体旅行和影响、对精神指导的接受度和心理发展的中心。 

相关的，尤其是黄色的宝石是：琥珀，紫黄晶，黄色磷灰石，文石，金绿柱石，黄色方解石，黄水晶，黄色

玉髓，黄色萤石，黄色翡翠，黄色碧玉， mookaite ，月长石，橄榄石，黄色葡萄石，黄铁矿，金红石、黄

色蓝宝石、烟晶、日光石、虎眼石、黄色托帕石和黄色碧玺。 

4. Anahatha （21-28 岁，粉红色和绿色）：第四脉轮是感知和直觉的中心，通常被称为心莲。它的 12 个“花

瓣”表明认知可以用十二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它位于胸骨和脊柱之间，在肩胛骨的前面。这是爱、慈悲和灵性

的中心。此穴掌管爱己爱人、给予与接受爱、连接身心与精神的能力。它是平衡和自治的中心。谁拥有这个

运作良好的脉轮，谁就会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这会带来宽容和让自己为他人所用、解决冲突的能力。 

相关的，主要是粉红色和绿色，宝石有绿玉髓、透辉石、祖母绿、紫辉石、石榴石（镁铝榴石）、绿色磷灰

石、绿色东陵石、绿色方解石、绿色萤石、绿色碧玉、绿色玛瑙、绿色蓝宝石、绿色碧玺、翡翠、康巴巴碧

玉 （数十亿年前的史前海藻沉积化石）、锂紫玉、豹皮碧玉、紫云母、孔雀石、苔藓玛瑙、橄榄石、粉红萤

石、粉红蛋白石、粉红蔷薇辉石、粉红蓝宝石、粉红碧玺、葡萄石、菱锰矿、蔷薇石英、红宝石、金红石石

英、六翼石英、草莓石英、苏纪石、西瓜碧玺、绿松石和 unakite。 

5.喉轮 （28-35 岁，浅蓝色）：第五脉轮被称为掌管宇宙或神圣之爱的喉轮。喉咙是愤怒被引导并最终爆发

的地方。当一个人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状态中时，就不会意识到情绪或思想。它位于锁骨的“V”字，在脖子的底

部，是沟通、声音和通过思想、言语和写作表达创造力的脉轮。改变、转变和治愈的可能性受这一点的影响。 

相关的宝石是亚马逊石、天使石、蓝色磷灰石、海蓝宝石、蓝铜矿、蓝色东陵石、蓝色花边玛瑙、蓝色方解

石、蓝色玉髓、硅孔雀石、蓝铜矿、蓝色萤石、蓝色金石、蓝色蓝晶石、拉长石、青金石。、larimar 、孔雀

石、金红石石英、蓝宝石（蓝色）、方钠石、坦桑石、蓝色虎眼石、蓝色托帕石、蓝色碧玺和绿松石。 

6 、眉心轮（35-42岁，第三只眼，靛蓝色和深蓝色）：这是掌管神视、通灵、直觉的脉轮，位于肉眼上方，

前额中央。在它的两个花瓣中，一个是观察下层世界或精神状态的能力。另一个是意识的更高世界或精神状

态的感知。它还有助于净化消极倾向和消除自私态度。 

相关的宝石是紫水晶（紫色）、蓝铜矿、蓝色东陵石、蓝色方解石、胡萝卜石、dumortierite、紫色萤石、

堇青石、拉长石、青金石、larimar、锂云母、月光石、蛋白石、珍珠、金红石石英、蓝宝石、方钠石、苏纪

石、坦桑石、蓝色托帕石、电气石石英和绿松石。 

7 、顶轮（42-49岁，成道，冠紫罗兰紫梅白）：第七轮，简称轮轮，居于头顶。它是灵性、动态思想和能量

的中心，掌管着身体和灵魂的 108 种属性。在这里，灵魂融入纯粹的意识、纯粹的存在（上帝之门），昆达

里尼（据信以静止形式存在于每个人体内的神圣能量）通过一个开口离开身体，将思想和精神弹射到肉体之

外，超越死亡。 

相关的宝石有：紫水晶（紫色）、紫黄晶、博茨瓦纳玛瑙、长晶石、透明石英、金刚石、拉长石、豹皮碧玉、

锂云母、菱镁石、金红石、亚硒酸盐、苏纪石、坦桑石、白玛瑙和白蓝宝石。 

每个脉轮，逐渐升高，控制着它下面的脉轮。 

7名未成年人分别是： 

Atala ：位于臀部的较低的第一脉轮控制着称为恐惧的心理状态。 

维塔拉：第二低脉轮，愤怒和强烈的怨恨占主导地位。 

Sutala ：位于膝盖的下三分之一脉轮掌管嫉妒，渴望一个人无法拥有的东西。 

Talatala ：位于小腿的下部第四脉轮主宰着长期的混乱，这会引起本能的固执。 

Rasatala ：较低的第五脉轮。位于脚踝，主宰兽性和绝对的自私。 

Mahatala ：较低的第六脉轮。位于足背。这是无意识的领域，或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影响的内在盲目，导致消

极和深度抑郁。 

Patala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较低的脉轮，位于脚底。掌握破坏性、复仇、谋杀、酷刑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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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能量不能正常流过脉轮时，脉轮就会被阻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失衡，从而导致疾病和痛

苦。为了恢复最佳能量流或保持能量流的和谐，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其中还包括使用某些宝石，必须按照某

些仪式以适当的方式将其放置在与能量偏差相对应的身体部位，以实现其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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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22 年）有 574 个联邦认可的部落生活在美国，超过 600 个原住民部落在加拿大被认可具有独特的传

统、语言、艺术和音乐（其中一些在两个州之间是共同的）。总的来说，这些民族与土地和自然有着密切的

关系。这些石头在这些文化中曾经（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其中一些功能是通过特定的仪式表现出来的。

那些关心与古代北美原住民世界有关的仪式的人认为，必须完成某些步骤才能使它们有效。以下是这些与宝

石有关的挽回事件中被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步骤。在开始与水晶进行任何互动之前，最好先净化您将要工作

的房间。在进行治疗干预之前，净化您自己和您打算与之互动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尤其要注意净化我

们周围的能量场。 为此，美洲印第安人总是习惯于在 鲍鱼壳（象征水元素的贝壳），创造一种内外清洁的状

态。例如，他们在仪式、治疗、会议或狩猎之前这样做。他们还遵循这一仪式，清洁他们睡觉的房间的能量，

以便在开始治疗过程之前有好梦和病人的电磁场。 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这三种草药（鼠尾草、雪松和香草）

的烟雾捕获了空气分子中的正离子部分，并带有电荷，这被美洲原住民认为对健康有害。这就是为什么在此

类操作期间保持窗户打开被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污染很严重的地方或封闭时间长的地方，正离子必须保持

高浓度，没有氧气交换。另一方面，大量存在于针叶林和海上或附近的负离子被认为是有益的，因此，通过

让环境呼吸，它们可以进入循环。 一旦净化的初步阶段完成，电磁场就会更加清晰，从而促进治疗。美洲原

住民认为，为了在生活中获得幸福和力量，一个人必须与自己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因此，每个净化过程

（每三个月重复一次）都是从打开每个房间的一扇门和一扇窗户开始的。然后烧香（熏蒸），确保走到每个

角落。在古代，许多北美部落的房屋都是圆形或圆锥形的，这样可以更好地流通能量。他们认为，能量自然

呈现的形式是螺旋。 

在熏蒸的炼金术过程中，代表了所有四种元素。贝壳来自大海，点燃香火的火柴象征火，香草和灰烬是土元

素，而烟是空气元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添加第五个元素，神圣的声音。一旦空间中的负能量被清除，水晶

也能得到净化。对水晶的关注很重要，因为人们非常尊重地球，它们来自地球，也尊重居住在其中的所有生

物。为了对水晶进行消毒，必须使用一个由天然材料（玻璃、陶瓷、木材，避免使用塑料或金属）制成的碗，

将天然或蒸馏泉水倒入碗中，并加入少许海盐（四分之一每升水一茶匙）。整整一周七天七夜，这种仪式适

用于每颗新宝石或水晶（无论是珠宝还是裸石）。还有各种与晶体使用目的相关的纯化系统。这个阶段之后

是帮助与宝石建立联系的奉献仪式。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认为了解宝石的颜色很重要。他们的属性是决定他

们的能量对健康产生影响的主要属性之一。 蓝（冷）、红（热）、黄（中性）三种原色，象征着三种表现法

则。蓝色是在肉体中生存、生存和存在的意志；红色代表爱、同情、奉献或灵魂和情感存在，使整个存在与

原始意图保持一致；黄色代表精神、创造性智慧和思想。 在选择颜色时，巫师遵循颜色的冷、暖和中性能量。

慢性病被认为是对能量的消耗。为了治疗他们，建议使用暖色，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重要的液体。当出现剧烈

疼痛或疾病突然发作时，需要立即帮助缓解炎症。当太多的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时，有必要使用冷色来冷却、

消散和减轻疼痛和炎症。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几个世纪以来，按颜色划分的宝石数量明显增加。除了传统



的单色水晶外，还逐渐添加了许多其他颜色。根据一些北美土著居民的信仰，现代对水晶影响的细分遵循的

不仅仅是三种原色，即彩虹。 

红宝石：红宝石，最有力量，其次还有红石榴石、菱锰矿和红碧玉。蔷薇石英独树一帜。 

鼓舞人心和充满活力的红色是所有颜色频率中最慢的。这种色调代表着激情、爱和生命能量，甚至可以通过

瞬时放电来刺激和增强身体的建设性能量。它被“召唤”来帮助免疫系统、血液，在某些情况下，当它的能量

缓慢或低时，还可以帮助心脏。受益于红色光芒的疾病包括红细胞缺乏症、湿疹、抑郁症、疲劳、沮丧，以

及所有退行性疾病，如癌症、衰老、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等。 

橙色宝石：这里著名的宝石是马德拉黄水晶、红玉髓和石榴石，例如金黄榴石或锰铝榴石。 

橙色被认为是一种暖色，具有提神、刺激、和谐的作用，是为以太网络充电的完美之选。玛瑙重新激活真实

表达的力量，并帮助解决各种言语问题。它平衡了一切，不像红色更极端和全方位。橙色宝石对消化系统

（尤其是胃、脾和胰腺）对所有心身疾病都有有益的影响。 

黄色宝石：黄水晶、金绿柱石、金绿宝石、碧玺和黄色托帕石是代表这种色调的宝石。黄色被认为是介于冷

色和暖色之间的中性色。与纯暖色相比，它具有很高的活力，在更高、更微妙的振动水平上充满活力。有助

于神经系统和大脑。它还有益于灵感和新项目、脑力、神经系统、眼睛和神经。在归因于这种颜色的结石的

作用中，据信它们可以帮助清除关节炎患者体内的钙沉积物和肺部过多的粘液。 

绿色宝石：祖母绿是最具代表性的宝石，但绿色碧玺、绿色碧玉和水光石也属于可以引导这种色调能量的宝

石。孔雀石等不透明宝石也属于这一类。绿色曾经被认为是所有颜色中最中性和最健康的颜色，既能刺激又

能放松，并且存在于所有自然环境中。根据当今美国的本土哲学，健康是通过能量平衡实现的；绿色提供了

这种平衡的氛围。当需要平衡、平静与和谐时，绿色宝石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状态。绿色可以提神和调理身体，

可以在有心脏问题时提供保护，并有助于缓解许多痛苦。在五行系统中，绿色与肝胆有关。 

蓝宝石：这种色调的代表宝石是海蓝宝石、天青石和蓝铜矿。天青石可用于治疗偏头痛和头痛，而海蓝宝石

可用于前列腺和所有与水有关的身体不适。最后，蓝铜矿可能有益于治疗肌腱炎。蓝色，一种冷色，让人平

静和放松。蓝色宝石有助于在发烧时降低温度、平息炎症、小烧伤和感染。 

Indigo/Deep Blue Stones ：这里的主石是蓝宝石。拉长石、青金石和方钠石也很出色。蓝色代表深海或傍晚

的天空。它与自知、直觉和智慧有关。当蓝色放松时，靛蓝/蓝色睡觉。它有益于头部、鼻孔、耳朵、眼睛和

与肺有关的所有部位的所有开口。蓝色还可以带来深层次的冥想、沉思和占卜。 

紫色宝石：紫水晶被认为是一种食欲抑制剂，但禁用于精神分裂症。紫罗兰刺激思想和精神的高级能力。它

对较低的能量中心有镇静作用，有助于减轻压力。紫色宝石促进转化能力，促使人们将精神上瘾转变为更有

用的表达方式。它们还用于缓解那些患有紧张、高血压、癫痫和与幻觉或精神分裂症无关的精神障碍的人。

受到深刻精神追求或具有崇高宗教地位的人可以从紫水晶中受益。 

附加颜色 

黑白和中间灰色包含所有颜色或没有颜色。黑色或白色与宝石中其他色调的组合产生了无数不同的效果。 

白色（或无色）宝石：钻石、gosenite、水晶是透明宝石，但在半透明版本中，它们被认为是白色的。白色

代表光谱中所有颜色的结合，因为呈现白色的物体不会吸收任何颜色，而是反射所有颜色。在象征主义中，

它等同于来自圣灵的清亮之光。白光虽然具有所有颜色，但被这些哲学认为暗淡多于明亮。 

黑色宝石：黑色包含光谱中的所有颜色，但吸收它们而不是像白色那样使它们发光。当一个人想要出现时，

例如通过教学、展览、炫耀，一个人会穿白色。另一方面，如果您想谨慎、低调并以更具保护性的方式保持

精力充沛，请穿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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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甚至与北美 500 多个土著部落的传统水晶相关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混合了来自世界其他地

区的文化污染。剩下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宝石作为其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保留了它们通过其外观传递的某

些能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受到尊重、净化，并被视为人类社区周围环境的象征。 



P10：宝石与中国占星术 

P1：基本宝石 (5) 和基本

宝石 (4) 

P2：今天：四点（1+3）

“太棒了”  

P3：旧约中的12颗宝石

（大祭司的胸饰等） 

P4: 本命宝石——出生月

份 

P5：宝石和十二生肖（巴

比伦，然后是欧洲传统） 

P6：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瑰

宝 

 

P7：宝石 (Navaratna) 和印

度 (Vedic) 占星术 

P8：宝石和脉轮 

P9：美洲原住民宝石 

P10：宝石与中国占星术 

P11: 宝石与风水 

P12：宝石与身体 

P13: 宝石与心灵 

P14：宝石与灵性 

P15：宝石与魔法 

P16：结论 

 

中国十二生肖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公元前 5 世纪）（尽管传说是黄帝、黄帝或皇帝在公元前 2637 年发明了

历法）。它的确切创建日期无人知晓，但据了解，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就已建立。该系统由传统

的基于农历的分类方案（具有特殊的 13 个月年份）组成，该方案在重复的 12 年周期中为每年分配一种动物

及其假定的属性。十二生肖及其变体起源于中国，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越南、柬埔寨、

新加坡、尼泊尔、不丹和泰国）仍然很流行。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系统（今天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采用）

不同，中国的生肖与黄道平面交叉的星座无关。然而，“zodiac”一词更适用于东方系统（与美索不达米亚-希

腊系统相比，后者包括处女座、水瓶座、射手座、天秤座和双子座等非动物的人物），因为它源自古希腊的z
odiakos kýklos ( ζ ῳ δι ακός κύκλος )，意思是“动物的循环” 。古代中国人以及许多其他当代人都对数字 12

有着亲和力，因为他们赋予它天文意义。计算以 60 年周期 (12x5) 进行，分为 2 个主要事件，称为天干和地
支。这个周期被分解成的连续年份非常复杂，包括各种后续细分。 

农历新年的日期，从鼠年开始，动物循环开始的日期每年都在变化，因为它是基于农历而不是阳历/公历。开

始日期从欧洲日历的 1 月下旬到 2 月中旬不等。 

每个属相代表一个地支。就像当时的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生肖系统一样，出生在中国生肖的某些动物标志

下的人被认为具有明确的特征、优势、劣势、最佳匹配和财富。这 12 个被选中的星座在黄帝召集的一场比赛

中找到了它们的神话解释，在这场比赛中，所有动物都有可能被包括在被选中的动物（十二生肖）中。为了

选出优胜者，黄帝下令所有物种进行游泳比赛。前 12 名到达对岸的选手赢得了中国历法的名额，他们的出场

顺序与比赛的完赛顺序相同。 

另一个传说是，当中国天地之神创造中国星象时，他们决定将它们与地球上的动物联系起来。随后，他们得

出结论，他们每个人都与星座相关，需要某种强大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适应个人与其神圣动物之间强大的

精神关系的发展。天朝诸神由此创造了地球上最珍贵、最强大的12颗宝石。在研究了它们的特性后，他们将

它们分配给了被选中的 12 只动物，以便它们保护并为佩戴它们的人类带来好运。以下是这些协会及其一些特

征的简短列表。在中国占星术中，按年份分配的动物标志代表其他人如何看待一个人或一个人如何展示自己。

还有按月（称为“内部动物”）、星期几（称为“真实动物”）和按小时（称为“秘密动物”）分配的动物标记。计

算本命盘并不容易，必须同时考虑许多因素。更难的是遵循标志和相应宝石的关联。下面是一份简短的（朴

实无华的）说明书，旨在说明该系统的一些功能。 

老鼠（子，子）。年份：1924、1936、1948、1960、1972、1984、1996、2008，出生月份：12月6日至1月5

日。根据传统，生肖鼠的人机智、聪明、迷人、有说服力， 雄心勃勃且乐观。相关的宝石：石榴石（所有颜

色）和 2.月长石（还有石榴石、黑曜石或紫水晶）。与这个星座相连的宝石可以抵御负能量和压力，它可以

帮助促进清晰和放松。它还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并缓解皮肤炎症。另一个好处是它的负电荷可以吸出带正

电荷的毒素和自由基，为皮肤排毒以防止细菌生长。在中国占星术中，老鼠与财富和丰富有关，通常被描绘

成从一袋钱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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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公牛（丑，丑）。年份：1925、1937、1949、1961、1973、1895、1997、2009，出生月份：1月6日至2

月3日。相关宝石：1.海蓝宝石和 2. 青金石（还有紫水晶和绿玛瑙）。传统上，金牛座的人是耐心、善良、固

执和保守的。连接到这个标志的主要 (1) 宝石可以帮助消除压力和恐惧，为和平与安宁提供空间。海蓝宝石对

黑暗振动和不良行为习惯具有保护作用。这种水晶很容易使思想、身体和精神恢复活力和再生。 

虎（寅，寅）。年份：1926、1938、1950、1962、1974、1986、1998、2010，出生月份：2月4日至3月5日。

相关宝石： 1.蓝宝石和 2.碧玺（还有软玉）。根据传统，生肖属虎的人是权威的、情绪化的、勇敢的和强烈

的。连接到这个标志的主要 (1) 宝石代表真理和连续性。它帮助“ trigrotti ”当地人培养对周围人的同情心、理

解力和忠诚度。它具有镇静作用，减少焦虑，这是出生在这个星座的人的典型状态。 

兔（卯，卯）。年份：1927、1939、1951、1963、1975、1987、1999、2011，出生月份：3月6日至4月5日。

相关宝石： 1. 珍珠和 2. 翡翠（还有绿松石和月长石）。根据传统，属兔的人是受欢迎的、富有同情心和真诚

的。与这个星座相连的主要 (1) 宝石让您更容易接受并接触您的内心感受。这种晶体因其对消化系统和生殖系

统的益处以及治疗退行性皮肤病而被使用。据说它还可以增加爱的力量并吸引健康的人际关系。 

龙（辰，陈）。年份：1928、1940、1952、1964、1976、1988、2000、2012，出生月份：4月6日至5月5日。

相关宝石：1.紫水晶和 2. 玛瑙（还有黄水晶）。根据传统，生肖龙的人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热情而富有魅

力。主（1）相连的宝石被视为智慧之石。它促进内心的平静，恢复生活的平衡。它有助于为您的家重新注入

活力，增加财富和繁荣。深紫色被认为具有更强的效果。这颗宝石有助于加强古老而根深蒂固的知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蛇（巳，Si）。年份：1929、1941、1953、1965、1977、1989、2001、2013，出生月份：5月6日至6月5日。

相关的石头： 1 。蛋白石和 2.红玉髓（还有耳石、海蓝宝石和锆石）。根据传统，生肖蛇的人迷人、善于交

际、内向、慷慨且聪明。与这个星座相连的主（1）宝石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运用你的情绪，增加直觉的力量。

从最高的角度来看，蛋白石可以促进精神上的提升。 这种矿物质还有助于培养纪律、对抗健忘和拖延的习惯。

通过净化人类的思想，蛋白石使他的生活更轻松、更周到。 

马（午，午）。年份：1930、1942、1954、1966、1978、1990、2002、2014，出生月份：6月6日至7月5日。

相关宝石：1.黄玉和 2.绿松石（还有红玉髓）。根据传统，属马的人精力充沛、独立、没有耐心并且喜欢旅

行。主要 (1) 相关宝石是勇气和智慧的象征，有助于自我价值。根据这种信念，它具有一些神奇的力量，可以

给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或者促使一个人为了友谊、爱情或生意而吸引合适的人进入自己的生活，或者改善

现有的关系。此外，它非常适合那些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并获得财务成功的人。 

绵羊（或山羊） （未，未） 。年份：1931、1943、1955、1967、1979、1991、2003、2015，出生月份：7

月6日至8月5日。相关宝石： 1 .祖母绿和 2. 红珊瑚（还有玫瑰石英）。根据传统，生肖羊的人温和、害羞、

善良、爱好和平，而且一般来说 他更喜欢在冒险建立认真的关系之前先充分了解潜在的合作伙伴。属羊人天

性敏感，依赖性强，没有爱就活不下去。与此星座相连的主要 (1) 宝石可以帮助培养沟通和社交技巧，增进相

互了解。它是一种促进冥想和专注、支持心理健康的宝石，也被认为是旅行者的幸运符。祖母绿有助于表达

自己的感受，并鼓励在不评判他人的情况下接受他人。 

猴子（申，申）。年份：1932年、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2004年、2016年，出生月

份：8月6日至9月5日相关宝石：  1.橄榄石和2.虎眼石（还有粉红石盐（盐）和海蓝宝石）。属猴人传统

上是有趣、精力充沛和活跃的。 与此星座相连的主要 (1) 宝石可以对意志和活力产生有益的影响，有助于更

快地实现既定目标。它被认为可以净化赚钱和财富所需的思想，并帮助做出导致财务充裕的正确决策。它增

强了信心，也增强了决心。 

公鸡（酉，佑）。年份：1933、1945、1957、1969、1981、1993、2005、2017，出生月份：9月6日至10月5

日。相关宝石： 1.黄水晶和 2.黄玉（还有水晶/无色石英）。按照传统，生肖鸡的人独立、务实、勤奋、细心。

与此标志相关的主要 (1) 宝石在古代被称为“财富之石”或“商人之石”。这是因为它在吸引繁荣方面享有悠久的

声誉。 

事实上，人们相信它可以作为吸金石，为佩戴者带来好运、事业成功和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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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戌，许）。年份：1934、1946、1958、1970、1982、1994、2006、2018，出生月份：10月6日至11月5

日。相关宝石： 1.钻石和 2. 青金石（还有烟晶、紫水晶、红玉髓、虎眼石或玛瑙）。根据传统，生肖狗的人

是耐心、勤奋、慷慨、忠诚和善良的。连接到这个标志的主要 (1) 宝石可以 强调清晰度、纯度和强度。这些

品质可以帮助避免不友好和脾气暴躁的行为。 

猪或公猪（亥，亥）。年份：1935、1947、1959、1971、1983、1995、2007、2019，出生月份：11月6日至

12月5日。相关宝石：1.红宝石和 2.月光石（还有赤铁矿）。根据传统，生肖猪的人是有爱心、宽容、诚实和

欣赏奢华的人。与此标志相关的主要 (1) 宝石是抵御物理攻击和心脏能量耗竭的强大盾牌。尽可能贴近皮肤佩

戴这块宝石，帮助您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它在尝试戒掉烟瘾或酒瘾等习惯时特别有用，并有助于加快

身体的再生。 

中国生肖很有用，因为它可以帮助确定风水八卦（见下文）的哪些区域应该关注，以吸引有益的能量（气或

气）。例如，某个特定的月份可能是旅行的最佳时间，或者另一个月份可能是开始建造房屋的最佳时间，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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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风水，风水，字面意思是“风和水”，以纪念塑造地球的两种元素，它们的流动决定了特定地方的特征。

风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道教艺术，类似于风水（最初来自非洲东北部。根据其支持者的说法，房屋各部分的

布置和布置会影响其能量（正能量和负能量）。例如，根据这种哲学正确设计的房子有规律的流动能量，响

亮而清晰地朝向它的前门。前门/主门不应与任何其他门或大窗户直接对齐。这样做的原因是良好的风水能量

进入前门可以很容易地逃脱而没有可能在建筑物内循环。风水的阅读实践，连同“美”和“比例和谐”的概念影响

与领土开发及其特征相关的经济方面。这些规则仍然是当今东方文化中建筑师培训的一部分。它们与尊重微

妙的平衡（地球、天空的振动）相关，目的是使它们有利于人类住区，将它们与地方的能量相结合。这门学

科的首次正式记录出现在与唐朝（618-907）相关的时期。在这个时代之前的文献中，它被称为堪舆（观察

天地之间力量的艺术），一种最初用于选择墓地的方法。最终它的功能扩展到根据阴（女性）原则安置皇家

宫殿 和阳（男性） 和五个元素。在古代文献中，风水属于五术（武术），还考虑了心理和占星术等方面。它

目前被视为伪科学，除其他外，还与宝石及其特殊力量有关。根据这一哲学的追随者，它的效果可以带来治

愈、幸福、灵感、财富和爱情，并且能够吸引神秘但特定的宇宙力量。这些影响也会影响石头。合适的石头

被认为可以作为护身符并转移负面影响。宝石蕴含五神之魂 风水元素（木、火、土、金、水），可根据九命

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 “八卦”领域（1.职业、人生使命和个性，2.婚姻、人际关系和伙伴关系，3.健康、家庭和

社区，4.财富、繁荣和自尊，5.好运和感恩中心，6.有用的人、精神生活和旅行， 7. 孩子、创造力和娱乐， 8. 

智慧、自知和休息， 9. 名誉、声誉和社会生活）。根据颜色、不透明度和内部结构（晶格系统）等特性，单

个晶体也充满了不同的治疗振动。因此，不同的水晶可以用来加强风水八卦各个领域的好运。颜色_ 的宝石

特别重要： 

那些蓝色（青金石、绿松石、蓝宝石、硅孔雀石、海蓝宝石或蓝玉髓）支持水元素。他们对工作和事业部门

有影响并带来积极的影响（房子的北区）。 

红色的（石榴石、红玉髓、红珊瑚、红碧玺或红宝石）与火元素有关，可以在名誉宫（南方）带来好运。 

紫色的（紫水晶、方柱石或苏纪石）也与火有关，可以保护个人财产和财富部门（东南方）。 

粉红色的（锂紫玉、摩根石、菱锰矿和玫瑰石英）支持土元素，可以在夫妻宫（中心）带来好运。 

棕色和黄色（虎眼石、琥珀、黄水晶、金绿宝石、黄色蓝宝石、黄玉和烟晶）支持土元素。他们对婚姻、智

慧或知识（东北）部门有影响。 

绿色的（祖母绿、亚历山大变石、沙弗莱石、绿色萤石、绿色碧玺、天河石或孔雀石）支持木元素并安抚家

庭部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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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黑碧玺/s c horl，黑曜石和黑曜石）和金属的（赤铁矿，黄铁矿，白铁矿或铋）有助于金属物体和旅

行部门（其风水方向为西北）和创造力（西方). 

风水哲学还赋予个别宝石特殊的力量，例如： 

赤铁矿（金属）有助于增强记忆力、注意力和注意力，激发对和平的渴望并转移消极情绪。 

黄铁矿（金属）可以帮助平衡男性和女性能量。 

嚎叫者 白色平静沟通，增强情绪表达并消除压力、愤怒和粗鲁。 

（无色）钻石是纯洁、团结和爱的象征。吸收或放大正能量和负能量。它与财富有关，有助于吸引财富。它

可以帮助消除障碍，从而帮助您精确地专注于您的路径。 

水晶（无色石英）增强并促进成长和意识，减轻愤怒并有助于精神发展。 

蛋白石_ （一种被认为敏感的彩色宝石）可以促进开阔的视野和直觉。它还可以帮助连接到您自己的内在创

造力、灵感和想象力。这颗宝石还与爱、激情和欲望的能量有关。 

月光石通过平衡身体的自然能量来清除障碍并支持健康。 

“白天是祖母绿，晚上是红宝石”的亚历山大变石可以呈现蓝绿色（水）或红紫色（火）。火元素促进人的内

在温暖和性能量，而水是丰富和财富的古老象征，但也与纯洁和平静有关。 

蓝宝石支持忠诚、幸福、精神平静和“开悟”（与紫水晶一起）。这颗宝石是关于静止、反射、净化和宁静流

动的。 

蓝玉髓唤醒敏锐的洞察力，净化心灵，增强精神灵感，消除消极情绪和愤怒情绪。 

绿松石驱散负能量并提供保护，鼓励自我实现和解决问题，治愈精神和平静，使思想平静。 

青金石有助于精神成长、直觉、客观性和清晰度，并让人感觉井井有条。 

Chrysocolla （天蓝色-绿色）支持平衡、和谐和调解，它还有助于视觉化和直觉的内在过程。 

蓝色托帕石有助于有效沟通，并有助于平衡地了解情况。 

紫水晶（紫色/紫色石英）被视为改变、保护和“开悟”之石（与蓝宝石一起）。它提高了平静和镇定。 

红玉髓激发欢乐和创造力，消除负能量并对家庭能量具有稳定作用。 

珊瑚促进直觉和想象力，平静情绪，缓解抑郁，促进内心平静。 

石榴石_ 红色（镁铝榴石和铁铝榴石）可振兴和平衡内部能量流动，激发爱和奉献精神，作为“健康之石”可增

强个人力量和自尊。 

红碧玉有助于纠正不公正的决定，推动记住以前的教训并承担责任。 

玫瑰石英是一种“女性化”的石头，可以舒缓、安抚、安抚人际关系，促进平静，带来深层的内在疗愈，并消

除消极情绪。它也被认为是极好的“爱情之石”之一。 

烟晶可用于溶解困难的振动，将其转化为正能量。 

红宝石可以促进阳刚之气。 它炽热的能量与激情、活力和动力息息相关。它可以用来创造一个保护盾，可以

邀请善意、爱和友谊。它也有助于设定适当的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 

菊石（棕色） ，一种古老的化石动物，为家庭提供保护。螺旋形状也有助于在家中和佩戴者的生活中营造积

极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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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眼石（黄色/橙黑色）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洞察力、清晰的思维和组织事务，平息杂乱，鼓励乐观和对生活

的热情，也有助于获得和保持财富。 

黄水晶（黄橙色石英）平衡和激发能量，消除负能量，增强个人力量、创造力和乐观情绪。黄水晶是创业之

石，将其摆放在店铺或办公室可以增加运气，有助于获得和保持财富。 

琥珀保护缓解身体疼痛，尤其是头痛、感染、肌肉痛和牙痛。 

祖母绿与家庭领域有关，支持家庭幸福和普遍和谐，也有吉祥善良、成长和恢复活力。 

绿色软玉（翡翠）平衡夫妻能量，促进和平、和谐，帮助解决各种问题。 

绿色萤石有助于揭示真相、促进改变、在过渡期间带来力量和保护。 

橄榄石通过减轻压力和放松心灵来打开机遇之门。 

孔雀石通过释放负面情绪来帮助应对挫折和变化的情况。它还带来了对爱情、友谊和伙伴关系的忠诚。 

年兔年的中国星象，如果使用得当，这些石头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风水预测表明今年有两种水晶特别有助

于运气，即虎眼石和东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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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和医学之间的关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今天许多人认为它只是迷信的产物。 Theophrastus （公元

前 371 年 – 约公元前 287 年）的作品Πε π Λιθωυ （Peri Lithon – on stones）是宝石对健康影响的成文关系的

第一个例子。这位希腊哲学家和植物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的继任者，并没有特别谈到宝石的药用属

性，但偶尔会提到它们的治疗用途。以祖母绿为例，他写道：“如果将一颗小宝石放入少量水中， smaragdos

就会呈现出这种颜色。更大的尺寸会影响所有的水……它对眼睛也有好处，因此人们佩戴由它制成的海豹，以

便看得更清楚。”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us ) 也吸收了祖母绿非凡的深奥品质 Hispalensis , circa 560 –636) ,

被许多人认为是 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第一部百科全书。伊比利亚主教认为绿色宝石是最高贵的，并将“ smar

agdus”列为所有宝石中的第一位，认为它是 苦（ amarus ）因为它的“过度绿色”（ nimia 绿色）。在词源中 s

ive Origines （词源或起源），这位西班牙神学家、作家和大主教讨论了石头和金属的品质和潜在应用。他用

整整一本书来讨论这个主题（第 XVI 册： de lapidibus et metallis ）。最著名的绿柱石高于所有其他宝石可能

是中世纪的普遍观点（甚至更远的地方，例如，甚至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将其选为基督的代表宝石）。宾根的

希尔德加德 (Hildegard von Bingen ， 1098 -1179 )也继承了这一首要地位，他认为这种宝石具有从外界“吸取”

绿色植物的特性，就像羔羊吸奶一样。根据这位德国修女的说法，这块石头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心脏病、

胃病或侧腹病、癫痫、头痛、感冒和疮的药物。岩石疗法（通过石头治疗）在圣人时代可能是一种被接受的

做法（尽管根据目前可用的历史知识很难确定它在欧洲或其他大陆的各个地区有多广泛和被接受）。伯默斯

海姆本地人使用的一些“治疗”宝石 沃尔 德 Höhe是：海蓝宝石（用于治疗呼吸系统和喉咙痛）、雪花石膏

（用于治疗震颤）、琥珀（对胃、脾脏和肾脏非常有益）、钻石（治疗痛风和黄疸）、玛瑙（有益于治疗抑

郁症）、红粉色红碧玺/电气石（用于胃和消化问题）、缠线玛瑙（抗传染病）和黄玉（缓解眼部疾病）。几

个世纪后是歌剧编年史 马约拉(Cronaca Maggiore)，由英国本笃会僧侣、编年史制图师巴黎人马修( Matthæu

s ) 所著 巴黎人，c。 1200 – 1259) 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宝石。他的手稿详细介绍了位于赫特福德郡圣奥尔本

斯修道院的珠宝和宝石，对现代人对审美品味、工作技术和宝石在他那个时代的突出地位的理解做出了重大

贡献。然而，也许宝石 中世纪（与宝石和非宝石或大理石上的铭文相关的手册）由Marbodo （雷恩的Marbo

dus 、 Marbod或Marbode ，1035 -1123）于 1090 年左右编写。他的Liber lapidum （宝石之书）用诗句描述

了 60 种宝石和矿物的品质。这位法国昂热人列出了许多宝石的药用价值，包括钻石、黄玉、蓝宝石或青金石

和珊瑚。据阿尔卑斯山脉的主教说，祖母绿可以增加财富，珊瑚可以避雷，而钻石可以驱除噩梦并治愈疯狂。 

在引入科学方法之前，使用宝石作为治疗工具继续在主流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存在一直受到质疑，特

别是在上个世纪，原因已在本文前面列出。虽然它的使用已经减少，特别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但它的存在

并没有消失。幸运的是，世界仍然千差万别，无法一一列举地球各个角落宝石的水晶治疗功能。然而可以说，

如果一方面，在某些地区，土石仍然在治疗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即使在医疗实践高度标准化的

地方，这种功能也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存续与某些水晶的美容、美学和“另类”品质有关。这张新面孔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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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间和地点的古老传统的混合，网络上随意但广泛的信息交换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以下列表以及其他

列表仅旨在提供对宝石所具有的一些“力量”的模糊概述： 

钻石：根据一些传统，钻石 有助于清除体内废物，特别是清除膀胱和肾结石等阻塞物，以及帮助解决便秘和

所有滞留问题。这种宝石的针对性存在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毒。它还用于缓解视力问题，包括青

光眼等严重视力问题。 

红宝石：被认为是心脏的保护神。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从而导致健康的免疫系统和新陈代谢。 

蓝宝石：被认为是长寿之石。它可以自然地缓解那些与失眠作斗争的人，还可以帮助治疗偏头痛和头痛、视

力问题、内耳问题、甲状腺问题、头晕和与平衡相关的健康问题以及感冒发烧等疾病。在季节变化期间随身

携带它是一块好石头，因为它可以让身体准备好应对这些变化。 

黄色蓝宝石：这种宝石被认为可以提供振动辅助以改善睡眠质量，帮助增加人的能量，并帮助改善免疫系统。 

粉色蓝宝石： 因此，调节血糖水平有助于糖尿病患者。它控制、管理和规范人体中的各种腺体。它使神经更

强壮，也有助于控制高血压。 

绿色/青色蓝宝石：释放精神紧张、抑郁、不想要的想法和精神混乱。恢复身体内的平衡，调整身体、心理和

精神层面，为心灵带来宁静与和平。激发注意力，带来轻松和快乐。 

祖母绿：据信可用于治疗影响心脏、脊柱、肺或肌肉系统的疾病以及失眠。祖母绿还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症

并提高整体免疫系统。这种绿色宝石可治疗心脏、肺部、脊柱和肌肉系统的疾病。它也有利于传染病后的恢

复，缓解眼部感染/病痛，改善视力。具有清肝解毒、祛风湿的作用。 

海蓝宝石：用作呼吸和神经问题的兴奋剂。它也来了 被认为是对消化问题、眼睛和牙齿有益的宝石。它还可

以缓解过敏。它被认为在怀孕期间具有保护作用，因为它支持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并有助于降低流产的风险。 

摩根石：具有与朝阳相同的镇静作用，它还可以减轻焦虑，给人一种头脑清晰、思想集中的感觉。给疲惫的

人补充能量。它也对心脏有益，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感上。 

尖晶石（各种颜色） ：这非常有助于缓解关节、肌肉和骨骼问题，尤其是影响下脊柱以及牙齿和牙龈的问题。

给你额外的能量、力量和耐力，特别是在从长期疾病或某种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石榴石（镁铝榴石和铁铝榴石） ： 有利于血液排毒，保持心脏健康。增强脾脏力量，肺部力量，治愈脊椎损

伤。它还可以减少抑郁症，并且根据古老的信仰，石榴石可以保护佩戴者免受毒害。它也被认为是刺激新陈

代谢和减少血液毒素的理想选择。 

蓝色托帕石： 缓解身体和精神紧张，允许表达思想和情感来解决问题。据说可以吸收热量，宝石还用于缓解

与关节炎和其他炎症相关的疼痛。 

蓝晶石：指示肾上腺的健康。 

水晶（石英） ：可用于治疗偏头痛、眩晕或晕车。它也被认为有利于缓解慢性疾病和增强人的能量。 

紫水晶：可减轻因压力、焦虑引起的偏头痛，通常可用于缓解疼痛；通过净化血液增强免疫系统。用于消除

失眠并通过帮助产生荷尔蒙来重新平衡新陈代谢。 

黄水晶：用于平衡情绪波动，保持脏腑清洁。作为抗疲劳和缓解经前综合症的极佳辅助手段。 

玫瑰石英：被认为是对心脏健康和荷尔蒙平衡的宝贵支持。 

烟晶：有助于减少压力对身体的影响。 

碧玉（不透明玉髓）：消除有害或消极的想法并提供情感支持以加强自律和促进自我接地能量。 

东陵石（石英）：为那些从手术或疾病中恢复过来的心脏病、循环系统问题提供治疗支持。据说有助于器官

排毒。也非常有助于在住院后加速康复和保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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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玉髓：刺激新陈代谢和帮助更年期女性的理想选择。对痉挛和皮肤刺激也很有用。 

Chrysocolla：可以刺激分解体内的能量阻塞。 

鸡血石（玉髓）：常用于血液病，如贫血和血液循环不良。在印度，它被用作壮阳药。也非常适合自尊和直

觉。 

虎眼石：表示可促进新陈代谢。 

电气石（各种颜色） ：支持消化系统，强健骨骼和牙齿。 

黑碧玺/ schorl ：用作屏蔽电磁场和关节痛。 

Lapis Lazuli /i ：直接放在痛处时，对喉咙、腺体系统和皮肤状况有益。它促进良好的睡眠，这是身体保持健

康所必需的。 

绿松石- 倦怠、抑郁、焦虑发作的理想选择；它还有助于呼吸系统疾病。 

Howlite ：非常适合那些努力寻找休息时间的人。 

舒吉石：可能有助于缓解头痛。 

孔雀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珍珠（一般）：通过恢复平衡和身体的自然节奏来帮助睡眠。在身体上，珍珠据说可以缓解分娩的肿胀和疼

痛。 

琥珀色：作为抗炎的天然辅助剂很好。 

珊瑚 红色：有利于骨骼生长，有助于患有关节炎和其他骨骼疾病的人。它可以缓解消化问题、眼睛问题和血

液循环障碍。 

翡翠：预防所有疾病的理想选择，有助于释放消极思想并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 

月光石：非常适合缓解经前、生育或荷尔蒙变化问题。 

亚硒酸盐：对年轻人特别有益，对骨骼和脊柱有益。 

赤铁矿：有助于保持情绪平衡，可用于冥想放松。它还可以创建能量护盾以防止他人的消极情绪。这对城市

生活、商务、旅游和武术特别有用。也非常适合作为血液循环和排毒问题的辅助剂。 

黄铁矿：有利于防止污染。 

Unakite ：支持生殖系统和减少电磁烟雾影响的理想选择。 

https://storiedigemme.com/calcedoni/
https://storiedigemme.com/tormaline/
https://storiedigemme.com/tormaline/
https://storiedigemme.com/tormaline-schorl/
https://storiedigemme.com/tormaline-schorl/
https://storiedigemme.com/turchese-semplice/
https://storiedigemme.com/gemme-fenomenali/


P13:宝石与心灵 

P1：基本宝石 (5) 和基本

宝石 (4) 

P2：今天：四点（1+3）

“太棒了”  

P3：旧约中的12颗宝石

（大祭司的胸饰等） 

P4: 本命宝石——出生月

份 

P5：宝石和十二生肖（巴

比伦，然后是欧洲传统） 

P6：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瑰

宝 

 

P7：宝石 (Navaratna) 和印

度 (Vedic) 占星术 

P8：宝石和脉轮 

P9：美洲原住民宝石 

P10：宝石与中国占星术 

P11: 宝石与风水 

P12：宝石与身体 

P13: 宝石与心灵 

P14：宝石与灵性 

P15：宝石与魔法 

P16：结论 

 

许多人认为，宝石的振动波长与我们的能量、情感以及思想相协调。一些思想流派（总是被定义为另类）提

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心灵就像其他物质一样，发挥作用，吸收和发出振动。每一种情绪、每一种感觉都对应

于一个以赫兹 (Hz) 为单位的频率标度上的可测量值，并对应于可见光谱，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视觉维度与听

觉维度联系起来。最近，量子力学展示了如何使用共振来抵消噪音和声音（振动波可以被同步的相等、相反

的波抵消）。思想也表现为波，因此，根据最近的一些假设（该理论已经存在数千年），它们的波频率可以

改变。 

当今将感官体验（视觉、听觉、触觉等）与更高振动联系起来的哲学常常借鉴东方世界的瑜伽和脉轮。根据

这些概念，最高振动对应于“启蒙”（对整体的理解）。它被指定为 700 的值，尽管测量单位通常含糊不清或

未指明。其他情绪被赋予以下值： 

和平 600，喜悦 540，爱 500，理性 400，接受 350，意志 310，中立平衡 250，勇气 200，骄傲 175，愤怒 1

50，欲望 125，恐惧 100，后悔 75，冷漠 50，内疚 30，羞耻 20 . 

如果这些数字以赫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数百万亿赫兹）为单位，我们会凭直觉在情绪和可见光、声音或其

他形式的振动（以波浪运动为特征）之间建立一条联系线。例如， （可见）光的光谱通常是通过测量与其相

关的波长（以纳米-纳米为单位）来计算的。然而，每个波长都可以与特定频率相关联（与给定时间内光子波

动相关的波峰或波谷的数量）。在以人眼可感知的发光振动为代表的非常小的间隔的情况下，这种相关性遵

循以下值（数字是近似值）： 

紫光- 从 400nm 或 750THz，靛蓝光- 从 445nm，蓝光- 475nm 或 674THz，绿光- 从 510nm 或 588THz。黄

光– 从570 nm 或 526 THz，橙色光– 从 590 nm 或 508 THz，红光– 从 650 nm 或 461 THz，高达 700 nm 或 4

00 THz。 

所有振动都可以通过各种材料或能源产生的外部波来增加、阻止或减少。如果古人的教导在某种程度上是有

效的，那么即使是宝石也可以，不仅通过它们的外观（颜色、色调、饱和度、光泽等），而且通过每颗水晶

的特定属性，影响周围的物体和人。有热电、压电、导体、半导体、绝缘材料（热和电），矿物世界的质量

清单非常丰富。谁知道将来我们是否会在这方面进行更开放的研究。就目前而言，可以说与每颗宝石相关的

效果是数百年（千年）实证研究的结果。不幸的是，还应该指出的是，尤其是在当今存在着所有交换信息的

可能性的情况下，这些古老的概念常常被简单地复制或复制（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也对这种拙劣的制作

感到内疚）并经常重新洗牌。然而，仍然有人研究并以新的贡献丰富了原有的概念。在所有情况下，这种知

识都来自与这些神秘领域打交道的个人的个人经历。以下是一个概述（一如既往的朴实无华），以说明一些

通常归因于更知名宝石的品质： 



玛瑙（带状玉髓）：促进自信。与舞者、牙医和自然资源保护者相处得很好，但也为教育工作者和娱乐工作

者提供情感支持。 

亚历山大变石：提升自信和更好的自我形象。当您在公开演讲或表演前感到紧张时，它也会有所帮助。 

天河石：用于清除消极的想法和感受。 

紫水晶：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并缓解情绪波动。 

东陵石：被称为“机会之石”。这种石头可以让佩戴者释放旧模式或习惯，同时为新的成长腾出空间。 

蓝玉髓：被认为可以减少社交焦虑（聚会、集会或多人聚会）。 

Chrysocolla （玉髓）：有助于加强情感纽带，鼓励与朋友和家人进行充满爱意的交谈；非常适合老师。 

岩石水晶：对整体心理健康和平衡非常有益。适合所有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 以及那些在媒体行业工作的人。 

红珊瑚 o 橙色（有机宝石） ：众所周知，它可以使头脑清晰，也可以用来防止噩梦。 

钻石：钻石被认为是智慧的宝石。它使头脑清晰，有助于防止误解和解决冲突。 

碧玉（不透明玉髓）： 缓解压力，促进安宁，加深注意力。 

翡翠（硬玉） ：有助于在心灵和思想中营造一种平静的感觉。  

红色石榴石（镁铝榴石和铁铝榴石） ：促进创造力和自由思考，有助于为解决问题或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解决

方案时提供能量。 

Lapis Lazuli(s) : 被认为是一种心灵石，可以增强通灵能力和内在视野。 

锂云母：对那些与抑郁症作斗争的人有用。 

珍珠母贝：带来海洋微妙的治愈力量，以缓解压力和平静情绪。激发直觉、想象力、敏感性和适应性。它具

有舒缓作用，可以消除恐惧感，更容易表达爱意。 

孔雀石：用于净化头脑，带来平静感。治疗晕船、晕车和眩晕。 

玛瑙（玉髓） ：非常适合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保持专注，尤其是在恋爱关系方面。它也有助于在精神或身体压

力时期，例如，哀悼的时刻。 

蛋白石：有助于对抗负面情绪。 （愤怒、抑郁、压力等）。 

黑曜石（天然玻璃）：抵御负能量，同时吸收和阻挡精神攻击。 

月光石：提高心理健康管理技能、注意力、敏锐度和清晰度以及生产力。 

鸡血石（玉髓）：提升自尊和直觉。 

太阳之石（真正的长石） ：提高创造力、生产力、动力和宁静。 

玫瑰石英：它与积极的爱、自我接纳和温暖的感觉有关。 

蔷薇辉石：佩戴以帮助人们在沮丧和处理创伤或巨大损失时提供帮助。 它有助于缓解一般的疼痛并重新学会

爱自己。 

红宝石- 消除头脑中的抑郁和自我怀疑的想法。 提高动机和现实的目标设定。它平衡情绪并灌输信心。鼓励

快乐、自发性、欢笑和勇气。促进建设性梦想并刺激松果体。 

亚硒酸盐：用于雕塑和其他艺术形式，据说它可以为生活和情感领域带来积极性。  

方钠石：有助于平静心灵，增加与他人的和谐、勇气、智慧以及与所爱之人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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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绿：几个世纪前，它被规定为忧郁的解毒剂。要想见效，必须连续九天每天三次在仪式中使用。现代植

物学和动物学之父、多米尼加修道士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 Magnus，约 1193-1280 年）写道，祖母绿

可以增强记忆力，安抚不安分的灵魂。 

尖晶石（蓝色、绿色） ：是一种鼓励乐观、为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带来宁静和欣赏的宝石。它令人振奋和充

满活力，可以帮助消除焦虑感并激发人们积极期待未来的努力。 

黄色尖晶石：促进智力发育。 

红色尖晶石：促进身心耐力。 

粉红碧玺：可以鼓舞士气，传播欢乐。 

碧玺（一般） ：有助于增强自信并鼓励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绿松石：非常适合焦虑症患者。它用于减少惊恐发作。 

Unakite ：促进情绪、精神和心理平衡。 

蓝宝石（蓝色） ：作为护身符，保护免受动荡的情况，平静并帮助带来心灵的平静，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

蓝宝石还有助于平衡情绪，这意味着它可以帮助减少往往与压力和焦虑相关的身体症状。 

绿色蓝宝石：加强内在视野，帮助欢迎道德和智力的完整性，并鼓励爱与同情的感觉。 

黄色蓝宝石：促进头脑清晰，有助于保持专注和完成任务。宝石还可以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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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水晶作为改善身体、思想和精神健康的辅助工具时，这些做法的实践者建议在使用之前使用确切的程

序。关于如何完成这些过程的说明因作者而异。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完全无形且几乎完全无法通过当今已知

的测量系统进入的世界相遇了：灵性世界，探索更高世界的渴望和无形影响的世界 的宝石。这些宇宙，与居

住在地球上的人们一样复杂和众多，指的是信仰，指的是完全内在的生活领域，是个人信仰和信念的结果，

因此不需要任何“科学”证明. 

使用水晶来影响看不见的能量通常需要仪式上的准备。以下是这些做法的推动者建议的指导示例。他们旨在

通过他们获得最佳结果（有时他们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以免引发有害后果）。这些人可能来自无限遥远的

文化，并将他们的信仰寄托在彼此完全不同的至高境界。 

清洁：将宝石放在阳光下或满月的光线下几个小时，以清除之前积累的能量。 

冥想：通过片刻的放松让你的思想从思想的噪音中解放出来。 

设定一个意图：将宝石握在手中，闭上眼睛并与既定的目标联系起来，想象宝石中流动着强大的精神能量。 

使用水晶：佩戴宝石可以让你不断吸收能量，使其更加强大。不能直接带入的较大晶体可以放置在生活环境

中、家中或办公室中。 

以下是一些宝石的关联及其对选择将它们用于此类目的的人的精神方面的所谓影响： 

钻石：有助于重新连接你自己和你的灵魂目标。它有助于精神进化并记住灵魂的愿望并推动达到“启蒙”。它

让灵魂之光闪耀。 

对于一些人来说，钻石代表恶魔，也是因为它们在英语中表示这两个实体的术语之间的共鸣：钻石 -恶魔

（它们的发音使它们更加相似）。 

紫水晶：它是一颗内在智慧的石头，和平和集中的意识，导致对超凡脱俗的世界开放。 

青金石：据说有助于在冥想时打开第三只眼，并带来精神启迪、智慧和自我表达。以唤醒对他人的尊重和同

情而闻名。 

玫瑰石英：有利于化解情感创伤、恐惧，并有助于培养神圣的爱的能量，因为它与心脏直接相关。它是抚慰

悲伤、增进同情心和友谊的极佳石材。 

绿松石：净化能量中心，非常适合冥想，调谐到精神层面或在视觉任务或星际旅行期间提供保护，帮助清理

思想，向宇宙整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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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与幸运和友谊相关，促使需要帮助的人开辟自己的精神之路 内部驱散负能量。 

软玉：在古代东方文化中被尊为打开无形之门和进入精神世界的手段。 

虎眼：鼓励正确使用权力，甚至是神秘的权力，增加运气并带来繁荣，通常以金钱的形式出现。它还增加了

活力，因为它增加了勇气。 

红珊瑚：今天用作抵御邪灵的护身符。据说它能给家里带来好运，并被用来保护在水上或附近工作的人。 

水晶 （石英） ：用于冥想以扩大意识和治疗。这块石头有助于保持记忆，并有助于使头脑清晰和专注。 

茶晶 （黄石英）：促进和鼓励慷慨和分享好运并吸引治疗智慧。它也被一些人用作抵御恶意和嫉妒的情感盾

牌。 

Unakite ：有助于解决抑制生长的整个身体、思想和精神的能量阻塞。 

碧玉（暗玉髓）：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保护石，可以抵御来自物质和精神领域的邪恶影响。据说它在消除噩

梦或有害思想以及缓解压力方面非常有效。 

红石榴石（镁铝榴石、铁铝榴石）：在困难的情况下提供力量，帮助培养平衡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能量。 

玛瑙（带色带的玉髓）：众所周知，在护身符中，它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平衡正能量和负能量，并协调相反的

能量。 

亚硒酸盐：与第三只眼紧密相连，有助于净化人的能量。 

红玉髓：与人类有着祖传的联系。古人认为红玉髓有助于保护死者的来世之旅。在生活中，它有助于消除对

死亡的恐惧。 

黑曜石（天然玻璃）：在许多古代和现代文化中，它用于宗教仪式，有时甚至用于手术（切碎后会变得非常

锋利）。 

萤石：用来清除迷茫的头脑，帮助确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非常适合刺激第三只眼。 

鸡血石（玉髓）：具有深远宗教意义的石头，许多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认为它是由基督的眼泪的血形成的，俗

称“烈士之石”。 

方钠石：被誉为智慧之石，有助于创造强大的勇气和心理平衡能量场。这是因为它有助于平静心灵并增加与

他人的和谐，但它是触发生存本能的石头，而不是基于恐惧的石头。 

Chrysocolla （玉髓）：它被认为是和平、宽恕的石头，充满平静的正能量。出于这个原因，它被认为是女性

力量的石头。 

蔷薇辉石：散发出宽恕和爱的振动，让人达到和谐的境界。 

月光石：印度教声称这种宝石是通过凝固的月光形成的。它非常适合照顾每个人的女性气质。它的推动凸显

了千里眼的力量。 

青金石：千年皇室、权力、远见和灵性的象征。人们相信它可以扩大与神秘世界的联系。 

孔雀石：有助于避免混乱和冷漠，并打破不必要的联系。它与地球的疗愈能量相连。一些人建议将孔雀石放

在微波炉、电视和其他可能发出有害辐射的技术设备附近。 

尖晶石：促进欣赏和感激之情。当您感到身体、情感、精神或精神疲惫时，它可以帮助您感到精力充沛并使

您的身体恢复活力。这块石头的能量让生活充满希望和意义。这块石头为身体带来能量，同时净化气场。它

是推动个人灵性发展的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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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是一门与人类一样古老的学科。植根于仪式、精神或神圣的占卜，其目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调用、操纵或

显化超自然的力量、能量或实体，今天它被一些人嘲笑，而被其他人接受。无论如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它构成了一个独立于宗教和科学的现实，但它在当今的许多社会中继续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在现代神秘

主义和新异教中，自封的术士、女巫或死灵法师经常练习仪式魔法。这意味着他们使用可重复的技术通过自

己的意志力来改变物理世界。英国诗人和仪式魔术师Aleister Crowley （1875-1947 年）明确提出了这一功

能。他的定义因此被其他具有宗教性质的异教习俗所采纳，例如撒旦教、巫术崇拜者和路西法巫术，以及纯

粹的超自然矩阵，例如混沌魔法、德鲁伊教等。魔法体现在无数方面，是世界上每一种文化和亚文化所特有

的。其中与使用法术、药剂、预见、炼金术和许多其他相关的实践，甚至宝石也占有一席之地。不必试图解

释如此广阔和复杂的世界，本节将说明神秘世界的几个领域，宝石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维度：护身符（和护

身符）和炼金术实践。 

护身符和护身符 

术语护身符 （来自拉丁语amuletum ，意思是“保护人免受麻烦的物体”）和护身符 （来自希腊语τέλεσμ α-tel

esma，意思是“完成、宗教仪式、支付”）经常互换使用，但护身符更准确地说是雕刻的护身符。天然的护身

符和护身符可以由不同的材料（宝石、金属、动物的牙齿和爪子、骨头、植物等）和各种形状（奖章、吊坠、

小雕像等）组成。老普林尼( Historia Naturalis, Book XXIX, 4,19) 是第一位提到护身符 ( veneficiorum ) 的罗马-

欧洲作家 护身符）。 天主教会禁止牧师制作护身符/护身符，并通过老底嘉会议(363–364)将佩戴者逐出教会

（佳能 36 ）。尽管有这条禁令，它们在基督教世界乃至当今仍然很受欢迎。宝石继续装饰着许多这些保护性

物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著名的教会人物甚至赋予宝石宗教和魔法价值。例如，在 11 世纪， Marbod

o （见上文）声称，玛瑙会使佩戴者更讨人喜欢、更有说服力，更受上帝青睐。红宝石常被用作代表基督献

祭的宝石。对于Saint Hildegard （见上文）来说，在 12 世纪，宝石的内在特性导致它们对人类的健康产生

良好的影响，而他们却犯下了坏事。同样在同一时期，大约在 12 世纪，蓝宝石成为教会戒指的首选宝石。 

炼金术 

在科学史上，炼金术既是一种早期的自然研究形式，也是一门哲学和精神学科。它结合了今天被认为是“科学”

的元素，如化学、冶金、物理学、医学、符号学等。今天的学科被视为“另类”（如果不仅仅是迷信的话），

例如占星术、神秘主义和招魂术。古老的炼金术提倡金属、宝石和水晶具有与人类进化相互作用的神秘特性。

例如，水晶被视为装满财产的宝箱；通过它们，晶体可以放大、转换、储存、聚焦和转移能量。 甚至思想也

被视为能量的形式。当思想能量与水晶相互作用时，该思想被推入更和谐的形式。通过石头的振动，晶体作

用于脑电波的频率，并赋予生命可能的意识扩展，产生的“炼金术之声”激活身体每个细胞中的治疗性化学物

质。在过去的 3 千年中，炼金术以某种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在古典希腊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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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穆斯林文明中，然后在欧洲正式使用，直到 19 世纪。西方炼金术是一种哲学和精神体系，其根源在于

Hermes Trismegistus （来自古希腊语 Ἑ ρμ ῆ ς ὁ Τρισμέγιστος ，意思是爱马仕，三次伟大，后来在拉丁语

中译为Mercurius ter Maximus ），埃及-希腊融合神和传奇炼金术士。 Hermes Trismegistus 被认为是智慧大

师，传统上被认为是Corpus Hermeticum的作者 和被称为赫尔墨斯主义的哲学流派的创始人。炼金术和炼金

术影响了玫瑰十字会的诞生，玫瑰十字会是 17 世纪重要的神秘运动。在近代早期，传统炼金术演变成现代化

学。宝石在这些学科中并不起重要作用，但它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所谓的“前科学”时期，包括宝石在内的

矿物应该在地下成熟，逐渐变得越来越珍贵。与宝石相关的炼金术实践的一个例子是圣日耳曼伯爵（真名未

知，1691 或 1712 – 1784 年）的形象，他是一位欧洲冒险家，对科学、炼金术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八

世纪中叶欧洲上流社会的风头。这个非凡的人，成为冒名顶替者和江湖骗子之王，声称知道万能医学的秘密，

拥有对自然的统治权，并能够熔化钻石。他宣称自己有能力用 10 或 12 颗小宝石拼成一颗质量上乘的大宝石，

而且重量丝毫不减。然而，炼金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制造 Lapis Philosophrum或 Philosopher's Stone ，这是

一种能够将贱金属转化为金或银的传奇物质。它也被认为是长生不老药，在神秘界它象征着智慧、完美和开

悟。炼金术士故意用代码编写，这样他们的秘密就不会被外行知道。正因为如此，哲学家的石头被赋予了几

个神秘的名字。许多文本命名并描述了石头。其中一些还表明它有两种变体：一种用于制造银的白色石头和

一种用于制造黄金的红色石头。白色石头通常被认为是红色石头的前身或未成熟形式。对于某些人来说，红

色的化身是朱砂宝石矿物，传统上也被称为龙血石。朱砂的另一种更具异国情调的替代品是红宝石，但不是

任何红刚玉，而是天体红宝石。提倡这个想法的第一个已知人物是Philalethes ( Eirenaeus Philalethes ，真名

乔治·斯塔基，1628-1665 年），一位炼金术士，在他那个时代影响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包括艾萨克·牛顿和

罗伯特·波义耳。关于天体红宝石， Philalethes说：“贤者之石是一种神圣的、灵性的、具有穿透力的固定物质，

它使所有金属达到金或银的完美状态（根据药物的质量），并且通过自然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它们的效果

超越了自然......那么知道，它被称为石头，不是因为它像石头，而是因为它凭借其固定的性质，可以像任何石

头一样成功地抵抗火的作用。 除了点金石或天堂红宝石外，17 世纪的炼金术士认为，其他具有“美德”的宝石

也可以在实验室中生产 神奇。其中有一块天使石，还有一块矿物石，可以将普通的燧石变成红宝石、钻石、

蓝宝石或祖母绿。在Philalethes时代，炼金术再次声名狼藉，这主要是由于不道德的从业者欺骗了他们容易

上当的恩人。此外，政府官员还认为，金属加工成功将使黄金价格贬值。早在 13 世纪末，也就是几个世纪之

前，教会就收到了省级和普通宗教团体对炼金术士的果断谴责。事实上，自1273 年以来，多米尼加教徒就颁

布法令，“禁止所有修士以任何方式学习、教授或练习炼金术，并禁止保存有关这门科学的书籍”。教会对Spo

ndent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 非展览品（或Spondent pariter ），一项教皇法令，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acq

ues-Arnaud Duèze或 d' Euse ，1244–1334 年）于 1317 年颁布，禁止炼金术的实践。禁令的理由不是具体的

神学，而是道德上的谴责，最高教皇揭露炼金术士是如何欺诈的，因为他们剥削和欺骗穷人。尽管采取了这

些步骤，炼金术在 1800 年代继续流行。致命一击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死亡。官方的“科学”逐渐消除了某些无

法控制和重复的做法，并完全取代了调查的纪律。 

今天，炼金术让人回想起古老的迷信和幼稚的信仰。然而，必须记住，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杰出人物代表

了这种对最高知识的渴望。其中包括： 

葛洪（公元 283-343年），一位中国炼金术士，他试图将儒家伦理学与道教的神秘学说结合起来。葛复兴了

道家认为每个人都能长生不老的想法。 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的其他特点包括如何制作一种名为金朱砂的长生不

老药、保持性卫生、遵循特殊饮食以及呼吸和冥想练习的说明。葛甚至重写了水上行走和起死回生的方法。 

炼金术士克利奥帕特拉（希腊语： κλεο πìτρα； fl . c. 公元 3 世纪或 4 世纪）是一位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希

腊炼金术士、作家和哲学家。埃及艳后尝试了实用的炼金术，但也被认为是能够制造点金石的四位女性炼金

术士之一。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他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在被教会谴责之前被允许学习炼金术。罗杰培根是第一

个描述火药制造过程的欧洲人。帕拉塞尔苏斯利用他对化学过程的理解来推进医学科学。 

尼古拉斯 勒梅尔 (1330 –1418) 也出现在哈利波特传奇中）是一个 法国炼金术士、抄写员和抄写员。关于他生

平的传奇记述是基于 17 世纪的作品，主要是名为Livre des的作品 数字 象形文字。据说勒梅尔已经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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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炼金术的两个目标：创造了点金石，将金属变成黄金，他和他的妻子佩雷内尔通过“长生不老药”获得了永

生。 

莱昂纳多(di ser Piero)达芬奇（大概 1452 –1519 年）。据说这位意大利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并不欣赏炼

金术，认为炼金术是一门适合神秘化自然物质的学科。最重要的是，这位托斯卡纳天才鄙视从其他金属中再

造黄金的想法。然而，当他决定创造他在 Codex Atlanticus 中称之为“大珍珠”的东西时，不知何故接受了他们

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奥纳多可以被认为是伪造者，但他对这些技术的使用与他的科学好奇心（似乎

他传播了它）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此外，达芬奇本人热爱炼金术领域，该领域指的是对宇宙振动的研

究，即代表整体情节的微妙能量。个人、世界和宇宙的创造在其上进化。 

Paracelsus ( Theophrastus von Hohenheim , 1493-1541) 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Paracelsus 认为身体不

适是由四种体液引起的。这位瑞士神学家认为，人体构成与炼金术的基本材料并无太大区别。正如炼金术可

以将贱金属转化为黄金一样，身体患病的器官也可以借助化学物质来治愈。 

Jean Baptiste Van Helmont （1580-1644）比利时科学家 Van Helmont 凭借其关于化学物质对人体影响的研

究、二氧化碳的发现以及他认为理解身体和世界必须从炼金术开始的信念，在他的时代，使炼金术和化学重

合。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炼金术士、神学家和作家（在

他那个时代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被称为启蒙运动

的哲学革命的关键人物。他的著作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 1

687 年出版，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牛顿还对光学和微积分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他还涉

足炼金术的奇异世界，并相信他可以解开魔法石的神秘面纱。 

卡廖斯特罗 （Giuseppe Giovanni Battista Vincenzo Pietro Antonio Matteo Franco Balsamo） ，更广为人知的

名字是Alessandro，Cagliostro 伯爵或（ 1743 – 1795 年），是一位冒险家、骗子、炼金术士和神秘主义者 意

大利语。卡格里奥斯特罗在他那个时代最崇高的艺术（占星术、占星术、解梦术、炼金术）中获得了深刻的

知识，随后他在欧洲最重要的宫廷中进行了实践，从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在圣街的巴黎房子的研究-Clau

de 它成为少数被选中的人被允许参加仪式的地方。 

Manly Palmer Hall (1901 –1990)，加拿大神秘主义者和占星家。在他 70 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发表了数千场演

讲，出版了 150 多卷书籍和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切的秘密教义》 年龄（1928 年，影响力足以出现在

中央情报局网站 - cia.gov 上）。 霍尔能够通过苏富比拍卖行购买大量关于炼金术和神秘主义的珍本书籍和手

稿。 

 与炼金术世界相关的其他重要名称是： Kanada ，印度圣人和哲学家（公元前 6 世纪）， Jābir ibn Hayyān ，

“ Geber ”（d. c. 806-816），Al- Rāzī （864/5–925/35）。 Abu Ali al - Husain ibn Abdallah ibn Sina，“ Avice

nna ”（980-1037）， 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Roger Bacon （1214-1294）， Arunagirinathar 

15 世纪泰米尔圣人和哲学家， Robert Boyle （1627-1691 ） ),鲁道夫施泰纳(1861–1925),卡尔荣格(1875–196

1), 

以下是一些宝石的神秘特性的简要说明： 

钻石：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具有治愈能力的强大护身符，尤其是对于心灵。它赋予佩戴者纯洁、耐心、

意志力、无畏、尊重、神秘知识和成功。它还可以防止意外死亡、巫术、自我怀疑、对黑暗的恐惧和被闪电

击中。 人们认为钻石具有魅力或吸引他人。在中世纪，人们认为钻石首饰是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护身符。人

们认为佩戴它们的人会幸运、勇敢和立于不败之地。 炼金术方面 钻石的研究表明，这块石头鼓励人们为了更

好的生活而保持“饥饿感”。生活中最根本的挑战是你无法相信自己。一些炼金术士认为，通过适当的仪式

（定义为艺术），钻石可以在几分钟内从“自身的种子”中发芽。如果这个“种子”是由大理石、花岗岩或沙子组

成的，这个过程就不会成功，但任何其他物质都有可能成功。在其中一些材料中，这个过程会因为它们已经

准备好（受精）并因此准备好接受转化仪式而得到促进。十四世纪中叶，当黑死病席卷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

时，唯一的救赎，钻石被一些医生提议，为他们高贵的病人，作为治疗鼠疫等可怕疾病的良药。它也被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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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毒药和坏咒语的非常有效的药物；如果一个魔术师准备了一个针对某人的诅咒，那么如果他身上有一颗

钻石，这个人就不会受到诅咒；此外，这块石头有能力将这种诅咒转向那些下令它的人。 

祖母绿：就其神奇的方面而言，使用这种绿色宝石（在过去并不总是对应于祖母绿）来治愈疾病以及它的护

身符美德都有很好的记载。许多世纪以来，许多权威人士都在宣传祖母绿的多种功能。其中，据说可以帮助

巫师有远见，放在舌头下可以帮助预测未来。作为真理之石，祖母绿被认为可以抵御不必要的魔法。作为护

身符，这种宝石带来和平与力量，防止蛇和精神疾病。不太熟悉的是它与炼金术、神秘学和魔法的长期联系。

祖母绿石板（或 Tabula Smaragdina）建立在这种宝石的力量之上，是伊斯兰和欧洲炼金术士认为神秘紧凑和

神秘的密封文本，是他们艺术的基础。同样根据这个神话，当赫尔墨斯的尸体被埋葬在希伯伦山谷（或希伯

伦）时，神圣翡翠也随之被埋葬。几个世纪后，它被亚历山大大帝（或阿拉伯同修）发现。按照刻在神秘物

体/石头上并由“赫尔墨斯，三次伟大”口述的十三句话，马其顿领导人得以征服当时整个已知世界。红宝石也

被认为是星期日（根据北欧传统，主日和太阳日）以及狮子座和摩羯座的宝石。为了做得好，宝石（可能的

替代品可能是贵橄榄石）应该放在金魔杖中，右手拿着金魔杖。 

红宝石：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它主宰性能量并掌管勇气和内心的力量。在中世纪，红宝石曾被认为

是所有宝石之王，被视为预言之石。作为护身符佩戴，红宝石是力量和保护的象征，赋予战士刀枪不入的力

量，在战斗中保护战士。在普通人身上，它唤醒了求胜的意志，消除了忧郁，增加了活力。在中世纪，人们

认为这种宝石具有通过失去光彩和颜色来预测危险的能力。这种信念在整个欧洲都很普遍。 

在理念中 炼金术技术，以及被认为是魔法石的基础宝石（天体红宝石），有红宝石石板（类似于祖母绿）的

传说与神秘的启蒙仪式有关，例如更神秘的血契。 

蓝宝石：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抵御恐惧和懒惰的保护剂，也被认为可以唤醒生存的意志。蓝宝石是贵

族与智慧之石。作为护身符，它可以防止巫术、邪恶的眼睛、邪恶的灵魂、监禁和邪恶的思想。它还可以促

进婚姻的平静，并消除导致延误的障碍。据说查理曼大帝曾佩戴过一个护身符，护身符的中央镶嵌着一颗重 

190 克拉（估计）的凸圆形切割蓝灰色蓝宝石。在它的炼金术方面，蓝宝石，确实是在与摩西和十法表有关

的故事中提到了神圣的蓝宝石。事实上，据说最初，当摩西去西奈山时，他从上帝那里收到了两张包含诫命

的石版。这些画在蓝宝石制成的支架上。由于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摩西认为一个民族不配接受蓝宝石石版；

然后摧毁了他们。摩西最终用新的石板替换了原来的石板，但这次是用粗糙的石头制成的。之前的拥有生命

之树的神性，而替代的拥有善恶之树的属性。萨拉米斯的圣埃皮法尼乌斯（公元 310-403 年）写道：“（钻石）

它是一种药物，当呈粉末状时，可以治愈脓疱和疮后的疮”。 

紫水晶：紫水晶被称为情人石，据说是圣人亲自佩戴的。它也被称为主教的宝石，因为它经常装饰基督教主

教的珠宝。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思想的调节器并增加更高世界的视野。事实上，这颗宝石被称为最具

灵性的宝石之一，与第三只眼有关。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宁静”的石头，对紧张或歇斯底里的人有镇静作用，

从而提高活力。它还可以增强更高的意识和冥想状态。作为护身符，据说它可以促进成功，无论您赋予这个

词什么含义，它也能带来好运，确保恒久不变，防止魔法和乡愁。有些人用它来缓解神经痛，在太阳穴上轻

轻揉搓。据说它还能在遇到危险时保护商人、运动员和士兵。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普遍佩戴而不会造成负面

影响的宝石之一。在与炼金术有关的实践中，它被用来减少饮酒的欲望和促进贞操。人们还认为，通过色调

变暗或变亮来表示有毒物质的存在，并通过改变颜色来揭示危险和健康状况不佳； 

红石榴石（铁铝榴石或镁铝榴石）： 在过去，经常用术语 carbunculus/carbunculus 表示（拉丁语carbō的缩

写：小煤（在比喻意义上：燃烧或吞噬痛苦，传统上用于现在所说的石榴石，尤其是红色的）。神话，据说

一个大的红宝石为诺亚提供了灯，也因为这个原因，石头被指定为光的发射器。用作护身符，在中世纪，人

们相信它也可以驱走悲伤，坏思想，压抑的感官享受，解决朋友之间的分歧，将在所有事业中获得成功，如

果挂在脖子上，还可以治疗消化不良和喉咙痛。在拉丁文的炼金术论文中， Speculum lapidum ， Sympatia 

七月 金属 公元前 七月 选择器 lapidum广告行星。登录占星魔法 Petri Constantii 1717 年的Albinii ，作者 Petri 

Arlensis de Scudalupis将红宝石置于 12 种“燃烧”宝石价值等级的顶端，甚至高于红宝石，一直被认为是最重

要的宝石和“ balasso ”（可能红色尖晶石）。在此背景下，作者还提到了炭疽病的功效，即驱除空气中的毒药

和瘟疫，控制色欲和保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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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和平的使者和长生不老药的必要元素。作为护身符，它可以防止不良思想

和抑郁。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 给出了一个炼金术配方，使用醋或柠檬汁、蛋清、“蜗牛水”、

鱼胶或洗过的毛皮或羊皮纸片，然后煮沸制成胶水，从小珍珠开始制作大珍珠。此外，莱昂纳多带来了与他

同时代的波利齐亚诺（Poliziano，1454-1494 年）的消息，医生命令他在临终前服用一部分压碎的珍珠（据

认为托斯卡纳诗人死于砒霜中毒，这种药水可能没有。不要帮助他）。 

海蓝宝石：在中世纪，它被认为是神圣的宝石之一，是青春、希望和健康的象征。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

作护身符，以防止危险和欺骗。它特别适合那些面向大海的人（甚至这个名字都暗示了这种联系）。在中世

纪，水手们声称海蓝宝石可以平息涨潮和海浪。事实上，这颗迷人的宝石以其颜色、亮度和透明度而得名。

连老普林尼都称它为“绿色如海”的宝石。将它镶嵌在一对耳环中可以吸引收入、爱情和感情。 炼金术士和神

秘主义者认为，它的反光特性可以揭示埋藏在男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并且其中一种水晶在冥想时佩戴可以增

强对超自然现象的感知。在中世纪欧洲的医学实践中，这种蓝色宝石被用来缓解胃肠道疾病，例如胃胀气和

宿醉。此外，粉碎的海蓝宝石被用来治疗过敏和细菌感染。 

黄玉：也称为力量之石”（普林尼等人）。作为护身符，它被用来防止过度的感官享受，平息愤怒和狂热，增

强智力，启发智慧，带来快乐和满足，并最终驱散沉思和忧虑。在中世纪，它也被用来治疗哮喘和治疗失眠，

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磨成细粉并与酒混合。在炼金术界，人们认为镶金并系在左臂或挂在脖子上可以驱散法

术。 

红玉髓：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保护免受危险。作为护身符，它可以促进快乐和好心情，防止纠纷和争

吵。 它还通过吸收其他晶体的负能量来帮助净化系列中的其他宝石。摧毁和防止魅力，保护身体免受所有毒

物的侵害；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特性停止血液；并且，如果放在腹部的妇女的腹部，它可以保持和保护分娩。

在古代，它被认为是胜利之石，并被用作抵御坏心情的护身符，因为根据大师们的说法，坏心情是一种黑魔

法。一个黑色的咒语在残月的光芒下施展，但具有不同光泽的保护性红玉髓可以揭示它的存在并抵消它的效

果。即使在梦中，红玉髓也起到抵御邪恶思想的作用。在一把炼金钥匙中，传说 著名的所罗门和大卫印章刻

在红玛瑙、红玉髓或金盘（太阳的金属）上时最为强大。另一个故事讲述了鞑靼人的巫师在左臂下佩戴红玉

髓。通过在某些仪式中使用这些石头，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与星光体分开。事实上，据说

只要将它放在阳光和人眼之间并持续注视几分钟，它就会赋予揭示星界的力量。最后，它代表了信仰的神奇

力量和疯狂的怀疑主义的减弱（尤其是玫瑰十字会的神秘主义）。相传就连穆罕默德也声称，为了带来幸福

和祝福，必须向真主祈祷并佩戴红玉髓。 

青金石：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好运和成功的使者。青金石作为护身符适合过于活跃和脾气暴躁的人，

因为它可以集中注意力并使他们平静到灵魂深处。这对于获得尊重、远离负面能量以及帮助提醒您在与他人

打交道时保持谦虚尤为重要。古代医生认为这种宝石对治疗眼疾有很大的价值；一个古老的处方建议将标本

放入一碗热水中，但不要沸腾几分钟，然后用尽可能纯净的水润湿受影响的眼睛。如果将石头稍微温暖地放

在肿胀或疼痛的地方，也会受到赞赏。它也被认为是治疗发烧、忧郁、血液病、神经痛和痉挛的良药。戴上

它可以防止受伤，尤其是脚踝受伤，可以吸引朋友，获得青睐，实现希望。对于炼金术士来说，这是星期五

的石头，与绿松石和其他宝石一起用于具有深奥性质的特殊工作。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出它是保存星星的天堂

之石。 

绿松石：在其神奇的方面，它被用作胜利的保佑者。作为护身符，据说它可以防止毒药并促进家庭和平。在

中世纪，绿松石被认为可以平息仇恨、缓解和预防头痛，并在主人遇到危险或生病时改变颜色。颜色变化不

一定是永久性的，当疾病或危险过去后，石头会恢复其本来的颜色。作为护身符，它可以防止负能量、污染

物、人身伤害和事故。对于炼金术士来说，这是星期五的宝石，还有青金石和其他宝石。 它被认为是成熟的

石头（在地球上形成的过程很长），被认为是在金矿中开采的。据说它还可以净化忧郁的心灵。 

https://storiedigemme.com/altre-gemme/
https://storiedigemme.com/calcedoni/
https://storiedigemme.com/turchese-semplice/


结论 

在数千年的史前史和历史长河中，宝石作为装饰品和蕴藏神秘能量的小棺材，伴随着人类的生活、需求和心

血来潮。在过去几十年进行的旨在证实或揭穿与水晶有关的神话的研究仍然很少而且相差甚远。通常，这些

分析以证明或推翻某些信念的意图为指导，而不是以等距和公正的立场为指导，一方面基于思想的开放性，

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的严谨性。尽管有关水晶对男性和女性健康和心理各个方面的潜在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数据，

由本应有能力的社区传播 - 他们应该独立行动而不是被大公司操纵 - 但对宝石力量的迷信和信仰仍在继续甚

至出现在最先进的社会中。迄今为止通过最现代的调查方法获得的知识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之外，

那些寻求答案的人往往转向他们自己的宗教和/或深奥的实践，在认识论的另一端。水晶疗法以某种方式将自

己定位在这种绉纱中。水晶爱好者所唤起的无形力量及其隐藏的品质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远离人类知识

世界。尽管如此，宝石的魅力超越了这些谩骂。关于水晶的治疗特性的讨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以及宝石

的存在及其在世界所有文化中的迷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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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学和免费信息： www.storiedigemme.com  

书籍：四个钻石时代（意大利语） 

DiamondZ 现在是 

http://www.storiedigemme.com/


 

Instagram 上的视频幻灯片 

Instagram 视频幻灯片（即将推出） 

 

钻石历史和宝石学、传统物理、化学、光学数据、价值和相关的超自然特性。 

下载或查看完整文件（PDF 文档），探索其历史和宝石学。点击上方查看或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