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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阿古屋
珍珠项链（外侧）
伊势志摩英虞湾 花珠特级 AAA
颜色：粉白
大小：珠径 10.5 ～ 11mm
搭钩：白色合金
12,600,000 日元（含税）

天然阿古屋
珍珠项链（内侧）

SPECIAL SELECTION

伊势志摩英虞湾 花珠特级 AAA
颜色：天然蓝色
大小：珠径 10.5 ～ 11mm

出石尚三精选
“第 2 期”

搭钩：白色合金
9,975,000 日元（含税）

伊势志摩英虞湾

赐予人10倍幸运的珍珠的故事
摄影 / 内藤 SATORU

绝代女王钟爱的宝石

至不惜喝下拥有长寿功效的珍珠这一
豪举令安东尼不得不折服吧。所以说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和珍珠的故事

作为酷爱珍珠的女王，我们不得不

广为人知。据说克娄巴特拉曾在安东

提 的 还 有 伊 丽 莎 白 一 世（1533 ～

尼面前将珍珠放入红酒杯中一饮而

1603）
。她平时喜欢戴珍珠手镯，连

尽，另一种说法则是放入醋中喝掉。

扇子都用珍珠镶边。我们看 1588 年

不管是红酒还是醋，都不能溶解珍

George·Gower 为她画的肖像，伊

珠。也就是说克娄巴特拉其实是把珍

丽莎白女王简直可以说是被埋在珍珠

珠当成丸药吃的。

堆里。不但头发上镶嵌着珍珠，耳环、

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相遇是在公元

项链都是珍珠，连衣服的边边角角都

前 41 年左右，那时这位女王大约 28

缝满了无数的珍珠。

岁。看着泰然自若喝下珍珠的克娄巴

当然，要洗涤这样的衣服、或者想

特拉，安东尼对她更倾心了。人们都

要装饰别的衣物时，必须将这些珍珠

认为这个插曲是促成两人后来结婚的

拆下来然后再缝上去。这也是女王之

契机。而被艳后喝掉的珍珠就是装饰
她双耳的耳环。按当时的估价据说大
约值 37 万 5 千美元，若换算成现在
的价格，那恐怕就是天文数字了。

所以雇那么多裁缝的原因。如果是在
外侧这串是平时常见的 7.5mm 珍珠项链。对比之下，
其内侧的 10.5mm 珍珠项链的大小一目了然。最内
侧的单珠大小为 9.5mm，这也是平时很难见到的贵
重珍珠。

安东尼对大胆的埃及艳后是如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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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洁净、永恒的象征

今天，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恐怕会被冠
以“珍珠转移匠”的称呼吧。
据说，有一次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
侍女霍华德女士穿了一件镶有珍珠的

般得着迷啊。一方面，也可能是艳后

无论是今天还是古代，人们都相信珍

如此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国家强盛，以

珠中拥有不可思议的灵异力量。

漂亮的天鹅绒衣服，女王见了以后说：
“这样的衣服应该是我穿的”
。可见女

真珠

珍珠的价值取决于大小、形状、颜色、光洁度、珍珠层厚度、光泽这六大要素。正圆形珍珠被称为“神缘”
，
意思是被神仙眷顾的奇迹，非常珍贵。这样的珍珠在大海中要经过 6 年时间的培育，每天还要进行清洁
母贝等各种复杂的作业，最后才能形成这无以伦比的最高品质。9.5mm 以上珍珠的产生几率还不到
0.0001%，10.5mm 的珍珠项链恐怕要多少年才能制成一串。而这串项链中的珍珠每颗都接近 11mm。
以现在的海水状况来看，今后恐怕很难再出产这样的精品了，可以说是最后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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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阿古屋
珍珠袖扣

天然阿古屋无核
珍珠 30 连项链

伊势志摩英虞湾 花珠特级 AAA

伊势志摩英虞湾

颜色 ：天然蓝色

颜色 ：天然白色

大小 ：珠径 10.5 ～ 11mm

搭钩 ：白色合金

底座 ：白色合金

1.050,000 日元（含税）

840,000 日元（含税）

本品的颜色是阿古屋珍珠
天然色中最具人气的淡蓝
色系。当然了，这是没有
经过任何加工的天然色
哦。 无 论 从 颜 色、 形 状、

即使是在无核珍珠中，像

珍珠层厚度、光泽任何一

这种直径不到 1mm、沙粒

方面来看，本品的品质都

般大小、且形状为圆形的

堪 称 完 美， 再 加 上 超 过

珍珠也是很少见的。而在

10.5mm 的珠径，让人不

这么小的珍珠正中打孔穿

得不赞叹只有奇迹才能产

丝，那更是只有熟练技术

生如此珍稀、完美的物品。

王对珍珠有着多么狂热的推崇。她的
父亲亨利 8 世（1491 ～ 1547）也是
一位珍珠爱好者，女王对珍珠的执着
大概就来自他的遗传吧。
另外，伊丽莎白一世相信珍珠象征
着处女的纯洁，正如她宣称自己是处
女国王一样。因为珍珠给人的感觉就

人员才能做到的超难工作。

产自大海的神秘之珠
你留下的泪滴
化成珍贵的珍珠
将赢得的这份幸福放大十倍
返还于我

是无比纯正、洁净，代表着永恒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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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珍珠的生命是千里挑一的。因为

珍珠，必须要有高品质的珍珠层。而

项链还给了她。结果，尽管佩戴的时

打开一千个贝壳，只要其中一个里面

珍珠层的品质会受到水质、水温、水

间很短，她的人生却因为戴了一条价

有珍珠，就非常幸运了。这还只是说

的波动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除此以外

值连城的项链而发生了很大改变。只

有珍珠，如果是大颗的、漂亮的珍珠，

的一些更精细的条件，恐怕就要靠上

要读过这篇小说，相信大家都会感受

那恐怕要在十万个甚至百万个贝壳里

天的眷顾、或者说宇宙中神秘力量的

到珍珠中所蕴含的魔力。

才可能有幸找到一颗吧。说了这么多，

支配了吧。日本的海洋、伊势湾、鸟

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珍珠项链是比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一颗完美的

羽冲，就是上天赐予的神奇的珍珠摇

毛姆小说中的项链还要珍贵的艺术珍

珍珠，那是比从沙子里淘金还要难得

篮。

品。 这 串 项 链 使 用 的 都 是 超 过

晶。至少女王肯定相信身上戴的珍珠

这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理

的精华中的精华。

越多，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也会越来越

查三世》中的一节。这表明在公元 15

说到珍珠的品质，大家常常会听到

净化。

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认为珍珠拥

“珠层”“光泽”等术语。但是，这些

有神秘的力量。除了珍珠的产生本身

品质是怎么样形成的，至今仍未完全

非常神秘以外，大概还因为它那惊人
的美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魔力吧。

10.5mm 的超大珍珠。出产这么大的

完美的奇迹之光

一颗珍珠已经很难，可是要找到几十
颗这样的大小一致、品质完美的珍珠

萨默塞特·毛姆的短篇小说《珍珠

做成项链，那就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搞清。贝壳的外套膜受到异物刺激，

项链》大家都知道吧。小说的主人公

了。能看到这么漂亮的珍珠，我真庆

为了保护自身，分泌出珍珠层将异物

是一位名叫鲁宾逊的家庭教师。她将

幸自己能活到现在。也许在我的人生

即使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珍珠的

包裹起来，就形成了珍珠。这个原理

一串假珍珠项链送去维修，而店员却

中，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看到这么

神秘感依然存留在人们心中。有人曾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要形成高品质的

错把一条价值几千万日元的真的珍珠

大颗、这么美丽的珍珠项链了。

出石尚三
1944 年出生。1964 年进入时尚界，活跃在
以时尚为主题的设计、策划、评论等领域。
著作有《男人为什么打领带》
（新潮社）
、
《蓝
色牛仔裤的文化史》
（NTT 出版）等，近作《西
装百科全书》
（万来舍）为男性如何穿着西装
做出了指导，深受好评。

●联系方式
BORBOLETTA Since 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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