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
朱玉麒

1927 年，黄文弼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从此成就了他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家和新疆考古学家的学术声望。
黄文弼于 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到 1935 年作为中央古物委员会兼西安办事处主任，
正式调离北京大学，其间 20 年的时间，是在北大度过的。20 年中，他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
历三变，由哲学、而文献学、而古物学，并旁涉多门，最终因为西北科学考查的因缘际会，
而成为了著名的考古学家。
本文即就史料所见，对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学
术生平，略分三个阶段，进行初步的梳理。

1. 哲学门就读的黄文弼
黄文弼于 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其时他用
名黄芬。直到 1917 年底，才通过申请教育部备案，改
名黄文弼。
教育部指令
令北京大学：呈一件文科学生黄芬更名文弼
请备案由。呈悉，该校文科哲学门学生黄芬更名

《北京大学日刊》上黄文弼更名指令

文弼，既据该生原藉县知事公文证明，应准备案。
此令。教育总长傅增湘1。
以往的研究都未曾提及此事。而从《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反应的“在校同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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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看，这个黄芬确实就是我们讨论的黄文弼 ：
文本科同学录
姓名

黄文弼

别号

仲良

年岁

二十五

籍贯

湖北汉川

经过学校
湖北存古
学校毕业

所学门类

年级

通信处
湖北系马口上街

哲学门

三

黄元记转交黄永
兴收

文科哲学门研究所同学录
姓名

1

别号

年龄

籍贯

经过学校

研究科目

通信处

《教育部指令》，《北京大学日刊》1917 年 12 月 12 日 1 版。
以下三表，分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8 年，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案卷编号 MC191802，
387、357、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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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芬

仲良

二十五

本校文科

湖北汉川

三年级学生

二程学说、老庄哲学、 西老胡同二
近世心理学史、易哲学

十号

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同学录
姓名

别号

年龄

籍贯

经过学校

研究科目

汉阳府中学
黄芬

仲良

二十六

湖北汉川

毕业，法政专

通信处
汉口大夹街隆茂公栈

文

黄永兴；又湖北系马

门修业

口上街黄元记

1918 年 4 月 30 日截稿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登录以上黄文弼的信息可能来
自不同部门、不同时间的报表，因此称谓有黄文弼和黄芬的不同。从其他一致的信息中，可
知其变化源自教育部指令前后的缘故。
在黄文弼就读北京大学期间，中国的大学制度正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
《国立北京大学
廿周年纪念册》开篇登载教育部的“《大学令》二种”，并作按语云：
“《大学令》有二，一为
民国元年所公布者，一为民国六年所公布者。本校刻正按照新令逐渐改组，其完全施行之期，
当在民国八年。”学制的变化，是两种《大学令》的不同处，民国元年《大学令》第八条规
定：“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而民国六年《大学令》第八条则规定：“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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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业年限四年。” 民国七年毕业的黄文弼，正好处于学制改变的过渡时期，而在北京大学
文本科经过了学制三年的修业毕业留校。
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一开始便承担起研究型高校的责任，仿照西方高
校的体制，在本科之上设立大学院（研究生院）即是其目标之一。在民国初年，受限于经费
4

等等原因，北京大学的大学院一直在筹备状态 。但是作为大学院基础的研究所设立，不仅
为教育部《大学令》所规定，北京大学也于大学院成立之前的民国六年前后陆续设立。《北
京大学研究所简章》提到：
第一条

各科之各专门学术俱得设研究所。

第六条

本校高级学生，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得入研究所5。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哲学门三年级的在校生黄文弼出现在了哲学门研究所、国
文门研究所的研究员名录中。从《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中，我们看到黄文弼在大学三年级
6

的研究兴趣：他在国文研究所担任了“文”与“文字学孳乳之研究”的科目 ，在哲学门研
究所担任了胡适指导的“中国名学钩沉”、陈汉章指导的“儒家玄学”、马叙伦指导的“二程
7

学说”科目研究 ，并最终以《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撰写。
8

黄文弼于 1918 年 7 月以 77.8 分的成绩，成为乙等生毕业 ，并随之留校。
3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02-105 页。
1922 年 1 月 14 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评议会通过的组织大纲还提到：
“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
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23 年 1 月），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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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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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日刊》第 11 号，1917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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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日刊》第 12 号，1917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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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布告》，
《北京大学日刊》第 179 号（1918 年 7 月 9 日）第 1 版；
《核准中等以上各校暨甲乙种实业
学校毕业人数一览表》暨《附北京大学各科毕业学生成绩单》，
《教育公报》第 6 年第 3 期（19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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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门就读的黄文弼，体现出充满学术热情的的个性。在《北京大学日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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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年级生黄文弼是北大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是国史编纂处的名誉征集员10。
考察这一时期黄文弼的师友
同道，也是我们对于其学术历程
富有兴味的探索（暂略）
。
总之，黄文弼就读北京大学
期间，适逢 1916 年蔡元培出任北
京大学校长、1917 年胡适加盟北
大文科教授，北京大学风气为之
剧变，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和中
西贯通的学术境界，造就了黄文
弼等一批同学少年成为中国学术
1918 年黄文弼毕业合影

转型期的栋梁之材。

哲学门三年的科班训练，无疑对于黄文弼精通中国经典学问很有帮助。他的这一修养，
不仅在后来解读吐鲁番文书的典籍、梳理西域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价值，即在前往新疆
考察的交往中也派上了用场，如他受命为时任新疆督军的老派文人杨增新校勘《补过斋老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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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杨增新也引为同道而与谈《中庸》为宗教之书 ，无疑拉近了他与杨增新的距离，
13

帮助了他在杨增新治下的考察 。

2. 国学门助教的黄文弼
黄文弼留校后，在当时的文科研究所工作。1921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改组，他转入最早
14

成立的国学门担任助教 。
15

这一时期，他的兴趣发生转变，开始了目录学的研究。哲学虽为专业，但已成余事 。
1924 年，他不得不出版了已经无暇修订毕业论文《二程子哲学方法论》
，作为对哲学研究的
告别，其跋语还专门提及毕业后“由家来京，改治目录、校订之学”，可见是在当时北大国
学门工作期间的一次有意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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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哲学会》，《北京大学日刊》第 81 号（1918 年 3 月 2 日）第 3 版。
《北京大学日刊》第 169 号（1918 年 6 月 22 日）第 1 版。
11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8 年 2 月 6 日：“下午至晚，校阅《读〈老子〉日记》30 页而寝。《日记》
为新疆督军杨增新所作，在北京雕版付印，王晋卿先生曾托余带至新疆者。并嘱余校误字，藉以缓和杨之
误会也。”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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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8 年 3 月 19 日：“面告将军，复谈许久。并为余讲《中庸》，以《中庸》之
书为宗教之书，归言于敬天祀鬼，相信上帝。”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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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8 年 4 月 16 日：
“上午拟访杨将军道谢辞行，适笔记尚未抄就，下午 1 时方
去。杨将军甚为客气，并托余凡地方情形及官吏良否、政治得失，随时报告，以凭改良。余已允诺矣。”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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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序》：“民国十年，由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一、
国学门，二、外国文学门，三、自然科学门，四、社会科学门。因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国立北
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 年，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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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925 年，黄文弼仍与顾颉刚、蒋复璁等被推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书库筹备委员。
《一九二五哲学系
级友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 1710 号（1925 年 6 月 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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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从事目录学的第一份成绩，是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线装书的目录整理，即 1922
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贵重书目》，这可能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部古籍书目。
此外，作为国学门编辑所的成员，黄文弼作为主力参与了由沈兼士倡导的《一切经音
义》整理工作。他们以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对该书进行了标记、编目、纂辑、校审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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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工作 。从中分析出来的的辑佚《小尔雅》《白虎通》《释名》《切韵》《唐韵校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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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在 1927 年就编就待梓 ；作为其成果之一的《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后来作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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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院《文史丛刊》第四种，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而在这一领域，黄文弼还发表了研究性的论文，体现了他在文献学方面的理论修养。
如《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
《拟编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书》、
《对于改革中国图书部类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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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1922 年，在主任沈兼士的
倡导下，国学门设立了考古学
研究室及陈列室。1923 年 5 月
24 日，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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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更名考古学会）成立 。
这一系列的举动再度吸引并转
移了黄文弼的研究兴趣。他协
助沈兼士在国学门建立了以上
的相关机构，并参与到古物保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在的北大三院

存与研究的工作中。在 1927 年

之前，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制定了详细的考古调查范围、方法，以求预流于现代考古学的科学
领域。对于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周代铜器之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之调查，洛阳北邙山
出土古物之调查，甘肃敦煌古迹之调查，以及观摩朝鲜汉乐浪郡汉墓的发掘，与日本京都大
学、东京大学建立东方考古学协会等等的具体活动，都体现了建设中国考古学的宏大气象；
对于文物的收集、保存，如传统的金石、甲骨、玉、砖、瓦、陶，以及壁画、拓本等，也力
图跨出以往文人赏玩的古董行业而给予考古学的研究。
参与到考古学会中的黄文弼，发现了理解古代历史的新方法，不遗余力地从中获取新
的经验。1926 年，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创刊，第一卷第一号即是“考古学专号”，
其第一类“宗教美术·壁画”中，是一组对国学门购得的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之南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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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3 年 4 月），392-395 页。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 年，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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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达《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跋》，《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一号（1936），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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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文最初发表，分见《北京大学日刊》第 899 号（1921 年 11 月 23 日），2-3 版；《北京大学日刊》
第 1726 号（1925 年 6 月 22 日），第 1-4 版；第 1727 号（1925 年 6 月 23 日），2-3 版；第 1729 号（1925
年 6 月 26 日），3-4 版；《图书馆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26 年），225-241 页。。
20
傅振伦《北大研究所考古学会在学术上之贡献》：
“北京大学为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之计，民国十
一年，因有考古学研究室及陈列室之设立，十二年又有古迹古物调查会之组织，十三年又改组为考古学会。”
《北大学生周刊》第 1 卷第 2 期（1930 年 12 月 17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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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考证文章，黄文弼《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是其中的主干，考证了七佛像为“孔雀明
王经变画”，从而分析了这一元
代壁画的美术史意义21。这篇文
章可以看作是黄文弼从事美术
考古的第一篇力作。而在此前，
他也做了许多相关的考古学工
作，如在 1925 年校庆二十七周
年纪念中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中，
就有黄文弼翻译的《秦筑长城用
22

料考选材》抄本一册 。
黄文弼担任助教时期的国
1923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合影

学门，正是北京大学在这些领域
中新旧文人荟萃，以胡适、沈兼

士为代表的学者力图走出传统学问的死胡同，而向现代学术迈进最为努力的时刻。1923 年
创刊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国学季刊》”），成为他们攻坚的堡垒，由编
辑委员会主任胡适起草的长篇
发刊词，对国学的前途寄予厚
望，提出了“用历史的眼光来
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
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
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
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的目
23

标 。1927 年 3 月起，国学门又
举办“月讲”
，即在学期中的每
月 5 日，举行专门的学术演讲；
1927 年春季学期就由国学门的

黄文弼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
24

导师陈垣、刘复、马幼渔、沈兼士率先开讲 。而每年一次的国学门恳亲会，也成为同人交
25

换学术信息的重要时机 。黄文弼的学术素养和科学精神，在这种明确的道义承担、和谐的
学术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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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26 年），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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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门“月讲”题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27 年）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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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纪事》，
《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23 年 12 月），773-781 页；
《第三次恳亲会
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三期（1925 年 10 月），24 页；《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
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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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北考查以来的黄文弼
1927 年，在一段漫长和复杂的交涉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考察出现了第一个中外
合作的科学考查团。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作为中方考古队员参加了这次考查活动。这也是
中国学者第一次参与到西北考查的行列中。黄文弼于 1927 年 5 月 9 日从北京出发，经过蒙
古高原，走向新疆的戈壁沙漠，于 1930 年 9 月回到北平，历时三年零四个月26，取得了巨
大的考古收获。
从黄文弼的日记和《北京大
学日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月刊》等方面的资料，可以看
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黄
文弼一行的远征，充满了期待。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
第一卷第六号发布的一组学术消
息，都是与考查团远征相关的：
《中西人合组西北科学考查团》
《本学门欢送西北考查团纪事》
1927 年黄文弼西北考查送别合影（上）、送行人员（下）

《新出塞曲》
（周肇祥）27。今天，
80 多年前从北大三院到火车站的
欢送场面，也被摄影照片所保留
下来。
作为远征者的大后方，北京
大学始终关注着这些远征的“特
派员”。黄文弼等人也通过书信、
电报汇报着前方的考古成果，并
在地方遇到各种困难时，通过北
京大学向政府提出解围的途径。

《北京大学日刊》始终不断地报道着他从内蒙古、新疆发来的消息。下面的这则报道让我们
了解在那样一个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黄文弼等中方学者与北京学术团体之间所保持的联系：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报告
敬启者，近接考查团六月五日自距贝勒庙七十里之明安加沙所来公函，及六月五日
袁希渊致刘半农信、六月三日黄仲良致庄尚严信、六月五日刘衍淮致刘半农信、五月二
十七李宪之致刘半农信，撮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团员全体健胜平安
26
27

公函

相关细节，参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学术消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六号（1927），668-6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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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昶等现在明安加沙，因骆驼尚未购齐，大约有二三星期之逗留
三、采集品一木箱，记团员 Von Kaule 君回京之便带上

公函

公函

四、弟等于五月二十六至此，地名胡城图（按：即明安加沙），因骆驼未购齐，在
此尚须半月方可启身

袁信

五、弟在此发现石器遗址……在此画地图二日，骑马巡行二日半，日行七十里

袁

信
六、旭生与黄仲良、丁仲良、龚醒狮前六日至贝勒庙，丁考查地址，黄发现石器遗
址三处

袁信

七、詹君作图尺助记，气象学生等均努力看气象，学德文

袁信

八、在包头，旭生提议分股作事，黄为文牍，詹为庶务，丁为巡夜主任，袁为工作
主任

袁信
九、如有信，寄绥远区固阳县北黑教堂邮局收下存交西北科学考查团
十、弟现由亚姆塞河到贝勒庙，拟在此一带调查古物

黄信

十一、到居延海约在阴历七月初间，有信寄甘肃毛目县邮局存交
十二、旅行日记到迪化方能寄上

袁信

黄信

黄信

十三、五月二十，在包头起身时，雇二百多骆驼，到贝勒庙再换自己的骆驼。可是
于二十八到阿木塞河近处荒野中住了，此地趾贝勒庙当有八九十里

刘信

十四、我们一路真是有趣，穿过无数河沙，越过很多山岭，二百多骆驼摆成一字长
蛇，浩浩荡荡的往前进，每日行不过三五十里，找有水草地方住下

刘信

十五、二十二，起风很大，是夜温度表最低点到了二度。二十四，经过村子叫“黑
教”，有天文堂是列，赫定请神父来吃饭。据黑教的人说，这一带土匪很多。二十五，
到“草地”，草地野兽很多，外国人常打来做食品，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吃打来的黄羊肉。
二十八，到现在的地方。我们四个学生每天跟德国人学德文、学气象，他们在此地安无
线电。大约外人重气象，瑞人重考古

刘信

十六、从今天起，正式与德人学德文

李信

十七、最近通信处是甘肃毛目县邮局，永久通信处是哈密邮局暂存

李信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启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28
历时三年多的考查结束，黄文弼回到北京。他一如既往地受到了北京大学师生的欢迎。
《地学杂志》刊载的《蒙新考古报告》，记录了黄文弼在 1930 年 9 月 21 日受到北京大学考
29

古学会隆重欢迎的演讲会内容 。欢迎会上代理校长陈百年（大齐）亲自到场致辞，表彰云：
“外人在新省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的材料之丰富，亦不亚外人，
尤可庆幸。”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也演说云：
“我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才经
济及环境，均有种种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
28

《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报告》，《北京大学日刊》第 2134 号（1927 年 6 月 25 日），第 2 版。
《蒙新考古报告》，《地学杂志》1930 年第 3 期，439-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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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机关，已果有伟人成功。至于以后应如何继续努力，尚应研究进行之策。”黄文弼在演讲之
前回应说：“余虽在前方努力奋斗，设无先生等在后方筹划，帮助一切，亦不能有成功，故
对于先生等，尤不能不表示谢意。”
黄文弼继续回到了国学门研究所，而学术的目标
变的更加明确，即为从事西北考古报告的撰写而精研
西域史地。考古学者的事业，确如黄文弼在上述演讲
时坦承：
“然余考查之事业，虽暂告结束，而材料之整
理与工作之继续，其事务之繁巨，或有过于考查之时，
适沈先生说以后应如何继续工作，所当研究，此尤弼
所欢欣而自勉者也。”野外发掘获得材料，只是暂时的
结束，真正的考古工作完成，伏案研究的困难“或有
过于考查之时”。
黄文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止步于西北
30

古物的挖掘和收集 ，而是以加倍的努力完成着考古调
1930 年发表在《国学季刊》上的《蒙新

查的研究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黄文弼的研究成果

旅行之经过及发现》书影

如井喷一般汹涌而出。1930 年秋，黄文弼的《蒙新旅
31

行之经过及发现》在《国学季刊》上发表 ，代表了他
本人在西北考察方面的成果发表的开始。
1932 年，
《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开
始出版，黄文弼名列编委行列，与丁文江、
朱希祖、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
马衡、陈受颐、汤用彤、赵万里、刘复、
郑奠、钱玄同、魏建功等并列。这是黄文
弼本身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认同的标志，
也是西域学术的研究在国学领域中为学界
所重视的标志，表明了北京大学国学门推
行的“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
围”的身体力行。那一年，黄文弼在《国

1932 年《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上的编委名单

学季刊》上发表了他在高昌历史研究中的
30

傅振伦《北大研究所考古学会在学术上之贡献》叙述北大考古在边疆探检方面的成就，仅就采集品与考
古发现而言，已经对黄文弼的崇高地位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黄先生自十六年四月出发，至十九年秋始返
平。在新工作，不下三年。前后采集古物九十余箱，照相五百余件，绘画工作图四十余幅，又路线图百余
幅。所得器物种类，约分石器、铜器、铁器、陶器、骨器、漆器、石型、泥塑像、壁画、墓砖、木简、写
经、各种文字之书简、残卷……等类。其中多珍异之品。石器，则以在巴丹格林大沙漠东麓发现者种类最
多，且亦最为完全。发现古代河道、坦途、湖迹、故城、烽台……亦复不少。且在轮台及库车间之戈壁中，
发现古城，无虑数十，皆为欧西考古者所未曾到达之地。他若以叶城发现之宋代咸平、天禧、崇宁等钱币，
以考证缠族入新疆之时代。又雅尔岩旧城发见北魏至唐代遗物，其所记年者，可补高昌世系之阙遗。裨益
学术，厥功甚伟。”
31
黄文弼《蒙新旅行之经过及发现》，《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1931 年 9 月）， 623-6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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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篇章《高昌疆域郡城考》和《兽形足盆形像考释》 。同年，他也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国
33

文系副教授 。
自 1931 年以来，他所编著的
相关著作如《高昌》
《高昌砖集》
《高
昌陶集》陆续出版，书名均由语言
学家刘复以独特的汉简书法郑重题
签，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
元培、蒋梦麟纷纷为之题词、撰序。
这与当时北大的名教授黄侃、马衡
为其西域写真作题跋一样，体现了
《高昌砖集》刘复题签（上）

《高昌陶集》刘复题签（上）

蔡元培题词（下）

蒋梦麟撰序（下）

北京大学对于黄文弼西域研究成果
的高度重视和由衷庆贺。
黄文弼从 1927 年由北京大学
迈向西域的历程，似乎是一条学术
的不归路。随着他在西北问题方面
的成就彰显，1933 年，他应教育部
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第二
次赴新疆考察。1934 年归来不久，
又于 1935 年被任命为中央古物保
管委员会委员，兼西安办事处主任，

从此正式离开了北京大学。
即使如此，黄文弼第二次新疆考察的重要成果，即他对罗布淖尔考察而于汉代西域史
34

研究的重要篇章《居卢訾仓考》，仍然在告别北大之后，首发在《国学季刊》上 。
北京大学时期的学术生涯，塑造了后来的黄文弼。

Records on Huang Wenbi at Peking University
Zhu Yuqi
In 1915, Huang Wenbi was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In 1934 he started preparing for
the Beilin Museum in Xi’an as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Antique Committee and was transferr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officially. His almost 20-year experie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can be
distributed into three stages: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ssistant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tudies; participant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His academic field
32

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
，
《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1932 年 3 月），73-86 页；
《兽形足盆形像考释》，
《国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1932 年 9 月），523-533 页。
33
《北大昨发表各系主任及教授讲师》，《北平晨报》1932 年 9 月 27 日。
34
黄文弼《释居卢訾仓》，《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1935 年），6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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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from philosophy, philology to archaeology, which made him knowledgeable, and he
finally achieved high respectability as a scholar of Xinjiang archaeology and northwest historical
geography. His experiences of Study and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have significant means for
archaeologist Huang Wenbi. According the archives which can be found, this paper analyses
Huang Wenbi’s life story during his stay at Peking University.
（本文原刊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
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 12 月，166-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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