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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人类文明进步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她聚集了时代的大师，承接了

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知识，并将它们活化起来，弃其狭义，注以新知，一代

一代地转移给后代；她也是青年的向往和理想。通过大学，他们可以瞭望世界，

发现世界的立体诗章。所以大学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人类社会的演进

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大学生要开阔眼界，既要向前看，也要回头看，

懂得从那里来，到那里去。

华西协合大学一开始就注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育。哲学系、西洋史学系

均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理科的生物学系亦设有“人种与人类学”课程；综

合文科系还设有“社会学”课程，授课老师主要由外籍教师担任，广泛地培养人

类学的人才。最卓有成效是建立博物馆和华西边疆研究会，开展收集和考察，

为教学科研服务。在建馆百年之际，博物馆的周蜀容老师在教育部立项，对传

教士与华大博物馆的创建进行了专题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较详尽的论述。 

在校长毕启（J．Beech）“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

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最好的博物馆。”“博物馆应当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文明的

最好的研究机构”倡导下，1914 年戴谦和(D.S.Dye)在学校首创建立博物部，开

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亦是中国西部第

一座博物馆。戴承担馆内最初的收藏、陈列、展览、研究等工作。他取得了英

国传教士，汉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陶然士（T．Torrance），澳大利

亚传教士，探险家、地学家、藏学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叶长青

（J．H．Edgar）的合作，接收了他们和许多人的捐赠。叶氏捐给博物馆各式

史前石器多达数百件。美国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牧师夏时雨，捐赠了

汉碑拓片。1919 年为发挥大学博物馆“第二课堂”功能，举办馆藏文物首展。他

先后在边疆研究会刊上发表了介绍华西发掘的古物等 13 篇文章。如 1925 年发

表的《中国西部发现的石器》，1931 年发表的《四川古代的一些遗迹和文物》，



1936 年发表的《先驱者詹姆斯·休斯顿·埃德加（叶长青）》和他走过的路线，

《中国美术图案：花卉用法的个体研究》，1939 年发表的《中国西部博物馆：中

国西部人和他的文明》，更是比较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了华大博物馆。或许正是

对四川文化的爱好，使戴谦和着迷于中国窗花的收集。积四十年的努力，累积

的图样达六千种之多，成了全人类拥有该学图样之首富，全世界的窗户学权威。

上至周秦，下至明清，无一不蒐罗备至。1937 年著有《中国的窗花图案》。1943

年由哈佛燕京学社选其 1200 余种，仍以《中国的窗花图案》出版。1940 年他曾

预言“在这个适当的地方，早期人类化石将被发现，北京人的表弟有存在的可

能。”25 年后在四川资阳果然发现了古人类化石。

1922 年以莫尔思、戴谦和、胡祖遗、布礼士

等在川的传教士组成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以研

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对少数

民族有什么影响为宗旨，定期组织师生到华西地

区考察，收集各类文物和标本。1924 年 2 月学会执

委会包冉（H.D.Brown）、葛维汉与校长毕启达成

学会与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作。1924 年学会首

次在华大博物馆举办汉藏边疆文物展。

1928 年，美国人赖孟德捐赠懋德堂落成，作为图书馆和博物馆。开启了华



大博物馆与哈佛燕京博物馆的合作。与此同时华西协合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

中国燕京、岭南、金陵、齐鲁、福建协和 6 所教会大学获到霍尔基金资助。用

于知名教授薪金、图书和古物收购、出版费用及奖学金等项目。1932 年正式建

馆，经戴谦和推荐，哈佛燕京学社派葛维汉(Darid.C.Graham）出任馆长。

葛维汉初来华时是为浸礼会差会工作，1918 年获得硕士以后，获得了史密

斯索尼学院的经济资助，正式为学院搜集生物学和自然历史藏品，目标是稀有

的鸟类、昆虫、爬行和哺乳动物。1919-1939 年，他在中国进行了 14 次夏季探

险。通过探险搜集，他给史密斯索尼学院送去了 40000 件标本，9 个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新品种，250 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其中 29 个以他的名字命名。1999 年

中国学者李绍明到惠特曼访问时，看到葛维汉送给母校的标本、中文图书、本人的著作、

手稿以及大量的照片，也称赞道“真可谓大开眼界”。1932 年到华大后，他强调：对于

科学家而言，华西是一个最有趣的地区，这里有超过 2000 年的历史古迹、雕刻、

墓碑。博物学家在此发现超过欧美地区同一纬度植物总类 50%的植物。而且新

的鸟类、昆虫新种在不断被发现。当地的土著的数量是世界罕见的，几乎不被

西方文化所影响。这些为我们在成都这所大学建立一个伟大的博物馆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在华西发现的一切，博物馆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上

最伟大的博物馆。他主张博物馆要发展成为一个生物、地学、植物，牙科、医

学博物馆及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因此华大博物馆含盖考古、自然历史、医牙三

大博物馆。发掘、收藏有华西地区最大的石器群，包括来自藏区、甘肃姚山的

收藏物，诉说了“第四河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故事，以及有关中国西部边疆的历

史和史前史故事”。最有价值的是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时代的兽犬骨化石、猿人

食余的草实外壳化石。

1931 年春，正在广汉作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取得了几件

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部的戴谦和教授。葛维汉第一次见到那几件

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1933 年秋，葛维汉提出在玉

石器出土地点进行详细调查和发掘的构想，立即得到四川省教育厅的批准。1934

年 3 月 1 日，葛维汉、林名均抵达广汉，但广汉地方长官罗雨苍已抢先一步雇

人开始发掘了。葛维汉向罗说明了非科学发掘的危害及由此将产生不可挽回的



损失的道理，罗雨苍遂命令立即停工，并达成协议，邀请葛维汉主持发掘事宜。

他的发掘技术高超，最初只挖了一个长约七英尺，宽深三英尺的坑，就收获了

不少玉器；第二个坑挖了四十英尺，陆续再挖了四个。经过 10 多天获得玉、石、

陶器 600 余件，运回广汉展示。参观者惊叹、赞赏不已。罗慷慨地将出土文物

全部捐献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

随后他在华大博物馆中展览了汉州的发掘文物，并与戴谦和、林名均、化学教

师柯里尔等将发掘物与仰诏、安阳发掘物进行了对照研究。确认四川三星堆文

化下限为周代初期，上限应属金石并用时代，开启了四川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新

纪元。

葛维汉还十三次到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目的

是在它濒临绝境的危险时保存这些资料。长达 20 年对少数民族的文物进行了系



统的收集、整理、研究，为当时中国政府提供了制定部落民族政策的基础资料。

他还主持了四川一些汉墓、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充实了华西协合大学

的博物馆。他还对周围的乡村和城镇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特别是寺庙中供奉的

神灵和他们的法力，在长达四页的目录中列举了 171 尊神像和对他们的简介。

在美国哈佛皮特第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影响下，葛维汉在华大

博物馆中建立一套完整的馆藏目录，展示了藏族的神龛、铁器、铜器，唐代的

石刻、陶片，清朝的刺绣，边民的器物，苗人的挑花和中国其他的工艺品，数

以千计的展品，使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在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下伴有解释地展示出

来。他自豪地说“在喇嘛们的帮助下，包括三个镀金玻璃花瓶在内的博物馆的

一大部分都是按照黄教神龛或寺庙来布置的，其中不乏稀有和珍贵的圣物——

也许在任何这类博物馆中都属惟一的。”葛维汉的搜集和科学的馆藏、陈列及展

示，使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无疑是开了先河。毕启 1934 年在

边疆研究杂志上撰文说：大学的考古，自然历史，和医牙三个博物馆共藏有 53，

000 件藏品。其中 11，600 件藏品属于考古博物馆，集中地代表了中国西部和边

疆土著民族丰富的文化历史。在收集和研究中，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杂志》上，发表了 55 篇论文，如《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中国石器琐记》、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羌族的习俗与宗教》等为华西的考古、



民族等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1948 年回国后他继续研究，先后获得过

一个维京奖（Viking），两个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其中一个便是 1952

年因为《中国西部有关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而获得的。

葛维汉任馆长时， 学校派林名均为他的助手。林虽不是考古出身，但在与

葛维汉的合作中不仅参加了三星堆的发掘，还发挥了中国文史的长处，帮助葛与

中国历史结合进行研究。他与葛维汉的合作与学术互动，被周蜀蓉先生称之“不

失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中西学人合作的典范。”1937 年葛维汉在本校赫斐院侧

发现一康熙瓷坛，报经行政会议同意，让林名均偕考古班学生开始发掘，除发现

坛盖及一些陶片外，发掘了一座宋代古墓，得殉葬遗物六件。与馆中所藏土俑对

照，将前误为唐代，确认为宋代；亦为馆藏的数百件琉璃粗陶确认为南宋提供了

证据。1941 年林名均随闻宥到川北、理番一带考察，在威州他发现了陶片 200

多块，1944 年他写成了《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最早向外公布了这些陶片，从

发现经过，发现地之史地考察，各类陶片，四川与中原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了

论述，并将陶片分为彩陶、红色素陶、灰色素陶、红色绳纹细陶，灰色绳纹细陶、

灰色绳纹粗陶等六类，与中原出土的陶片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彩陶上之花纹与仰

韶期各陶器的花纹比较，其时代大概相近，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他推断威州出

的这些陶片与中原文化早有接触。被学者评价为“中国南方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



发掘和调查报告”。

1941 年郑德坤获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博士学位，秋继葛维汉

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至 1947 年。他是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36

年哈佛燕京社派他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历史外，在博物馆主持田野

考古及整理博物馆；他对博物极为看重，从《五年来之华大博物馆》的报告中，

他组织馆内同仁作了大量工作。“五年中参与 4 个地方的发掘工作，一个汉墓、

一个唐墓、王建永陵和文庙旧址。” 还进行了若干次的外出考察，收集了大量

的文物标本。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组织馆内同仁林

名均、宋蜀青、宋蜀华、苏立文、梁钊韬等学者对馆内文物进行了研究。按所

搜集的石器文化，阐述了四川史前文化之演进；从所收集的陶器和其他古物阐

述了四川历史的发展；在研究的基础上改进馆内陈列，将两万多件古物按中国

石器与雕刻、中国金属器、四川陶瓷器、华东华北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民

族用具、其他艺术品七类陈列展示。除服务于教学、经常展示外，还举办了几

次特别展览。1944 年的古玉展览，“参观者千万接踵，赞誉不绝”；1945 年的藏

画展、佛教雕画展，1946 年的陶瓷展，精品淋漓满目。还与其他团体联合举办

英国刻画、美国建筑等展览，努力促进国际文化之合作。继葛完成了博物馆馆

藏目录工作，出版了手册丛刊五种，油印丛刊九种，专刊一种。翻译论文二种。

在谈到未来时特别指出：“华大博物馆地处古蜀国首都，居川省之中心，在考

古学上为未开发之原野，千百原始文化遗址，尚无人问津，其能成为人类学研

究中心，当可无疑。”， 要使华大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成为

一近代化教育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1947 年郑

出国后由闻在宥继任馆长。

1946 年鉴赏家杨啸谷先生到校任华西协合大学哲史系教授兼博物馆研究员，

授考古学通论。先生对博物馆有深厚感情，1948 年将自己积数十年搜藏之上起

六朝、下及晚近的历代纸张标本数千种捐赠给本校博物馆，1949 年又复将收藏

之瓷器捐赠该馆，并有甚多极具价值之金石拓片。

郑德坤先生在校时有幸培养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位考古专业研究生成恩元。

成恩元先生 1938 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跟随中国考古学界权威裴文中

博士攻读考古学，跟随裴文中先生创建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有幸成为燕京大

https://baike.so.com/doc/5395930-5633089.html


学史前陈列室第一位工作人员。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燕京大学，

封闭学校，成恩元辗转南逃到四川。1943 年考取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长兼燕京

大学研究院考古部郑德坤先生的研究生，攻读考古学和博物馆学。1944 年秋投

笔从戎往日，复员后调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1947 年－1948

年，成思元五赴邛崃，发掘和采集到 250 余件重要的唐代佛教石刻文物，发现

并考证了唐代龙兴寺大型寺庙的名称、规模及与密宗的关系，毁灭的原因等，

写出了《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1948 年 4 月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的学术会议上，作了发现报告讲演。在采集的 250 多件罕见文物中，最值得称

道的是高 2 米多的唐代菩萨雕像，雕工精美绝伦，光灿夺目，造型丰腴适中，

庄严中有秀丽风神；宝冠、发髻、璎珞、肌肤，刻工细腻入微；衣纹贴体，质

感极强，体态比例适度，其精炼的艺术手法，备受中外专家、学者的赞赏，是

全国唐代佛教石刻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被郭沫若赞誉为“中国的

维纳斯”，也成为博物馆最重要的陈列品。1954 年 12 月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

1948 年 4 月校刊载博物馆近况称已有资料达 27000 余种，陈列室 70 方丈，

分 7 类陈列，以陶器最富，上起史前，下迄明德墓罐，尤以理番、秦、汉、晋、

唐、宋、明，又以考古学为本，使陶瓷史之演进一目了然；所藏史前石器，富

甲全球，制作技术，精粗不一，代表了华西史前之演进；玉石雕刻亦颇精细，

各种玉饰与石刻造像，可见艺术之风格；铜器上起殷商，下迄明清，陈列可观



其演变；西南边疆的研究，西藏文物及边民资料搜罗亦富，边民标本，亦称整

备。所藏原本为教师学生研究学习之用，然社会人士前来参观，他校员生亦利

用参考，国外学者专为研究而来者，亦接踵于道。

到 1951 年 10 月接办时，博物馆有历代文物 88000 余件，其中华西地区出

土的 30000 余件，含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西藏标本三大类。自然历史博物

馆有标本 38000 余件，其中两栖类居国内之首。医学博物标本 2 万余件。1952

年院系调整时，除医学标本外全部无偿调出。华西坝上人物俱去，楼堂空寂，

几代传奇无私奉献及珍稀博物的辉煌只可成追忆。

但是，一个诉说了“第四冰河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故事，以及有关中国西部

边疆的历史和史前史故事”、“照亮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不多的地方”的华西

大学博物馆，及为华西地区的古今连接与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在中国

大学博物馆史上毕竟留下了永远不可泯灭的印记，总会在历史上闪耀光辉。

敲键至此，笔者赞赏、感慨不已，乃借调【醉桃源】记下：银峰融雪注岷

江，华西独有芳。羌藏彝汉共仙乡，文明万古长。     来哪里，去何方？居高

育栋梁。珍稀博物现华光，金辉映大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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