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传教士对我国ｊ匕方的科学考察
与天津＝｜匕疆博物院
于树香
（中共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天津

［摘

３０００４２）

要］本文利用了重要的、鲜为人知的西方及日本有关文献，参照中国文献，考证了法国天主

教耶稣会传教士对我国北方的科学考察活动和在天津租界创办北疆博物院的史实，指出北疆博物院在
中国文博考古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科学考察，北疆博物院，国内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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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年天津被迫开埠后，西方宗教相伴

（Ｅ．Ｌｉｅｅｎｔ．黎桑，号志华，１ ８７６年生）口】（峭引，获得

而至。随之而来的西方传教士，除了一部分充

法国科学院动物学博士学位，他提出要来华搜集

当殖民者的侵华帮凶外，也有相当的人在中国

中国北部黄河等流域自然地理史和博物资料的设

进行了诸如教育、医疗、科学考察等公益活

想，得到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修道院院

动。天津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区，法国传

长金神父（Ｒａｐｈａｅｌ Ｇａｕｄｉｓｓａｒｔ）、法国天主教耶稣

教士为了对我国北方进行深入的科学考察，于

会北方省负责人普利埃尔（Ｌ Ｐｏｕｌｌｉｅｒ）、法国耶稣

１９１２年在天津开始筹办北疆博物院，并１９２２

会总会长沃尔恩兹（Ｆｒａｎｚ Ｘａｖｅｒ Ｗｅｒｎｚ）的大力支

年正式建成。它作为天津工商学院的附设教学

持。

与研究机构（法文名意为“天津黄河一白河博
物馆”：Ｍｅｓｅｅ

Ｈａｏｎｇ ｈｏ Ｐａｉ ｈｏ ｄｅ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英文

桑志华到天津来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
景。自明代以来到鸦片战争前，一些教派团体进入

名为：ＴｈｅＨａｏｎｇｈｏ—Ｐａｉｈｏ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１岫２５身，

中国，以传播宗教为主，同时也连带传人了西方的

隶属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管辖。此后，

文化和科技知识。１８６８年，精通动物学和植物学、

北疆博物院以研究史学为名，在我国西北各地采

岁的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Ｐｉｅｒｒｅ

集很多古代化石，并藏有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

ｔｅ．１ ８３６－－１ ９０２年）来华，他以长江流域为中

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

∈期旅行采集动植物标本，创建了上海徐家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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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业方面文献，成为一个专门对我国北方广

历史博物馆，并任馆长，还发表了论著。韩伯

皇

大疆域内地理、自然进行勘测、考察的科研机构。

世后的翌年——１９０３年，精通鸟类学的４３

１９１２年，３６岁的法国神父桑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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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１

ｔｏｉｓ．１８６０－－１９２９年）来华，继任徐家汇自然博

岭过冬。在这次为期两年的艰难旅行考察中，

物馆第二任馆长ｂ】。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馆取

桑志华只回天津一次，他风餐露宿，艰难跋涉，

得了在这一领域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地域范

但收获很大。为运载采集品，他曾雇用了７辆５

围仅限于长江以南，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

套牲口的大车和１８匹骡子。采集的植物标本

国北方尚属空白。桑志华打算填补这一空白，

累积起来可达１０米高，还有一系列哺乳动物

他在北方选址，认为天津最合适。

皮张、形态各异的昆虫标本以及矿物标本２０００

１９１４年春，桑志华从欧洲经西伯利亚铁

件以上。此外，更重要的是１９１９年６月桑志华

路来华，３月２５日抵达天津。法国天主教耶稣

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化石地点。这是

会要求桑志华的隶属关系在献县教区，由献县

他发现的第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也使得他

教区和法国北方耶稣会教省为桑志华提供创

的发掘有了明确线索。１９２０年，桑志华又赴山

办和旅行考察经费及以后的常年经费。献县教

西中部、陕西、鄂尔多斯和甘肃庆阳一带进行

区还指定天津崇得堂为桑志华使用。崇得堂

考察挖掘，采到了完整的标准晚第三纪动物区

１８７０年建成，在法租界路易斯路（现天津营口

系化石，而且还找到了三件旧石器时代打制的

道总工会后），有１３间宽敞的房屋。这里与所

石器，装载这批标本就用了８３头骆驼。

属各地的教堂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为桑志华

经过几年的考察、发掘、采集，桑志华收集

在中国的考察提供方便条件。桑志华到达天津

的各种标本，多得使崇德堂已无法容纳。北疆

后立即前往献县教区，用一个月的时间，从调

博物院建院工作提到法国教会、献县教区，以

查了解献县附近的水文、地质、气候等人手，开

及法租界当局的议事日程。于是由献县教区修

始熟悉中国情况，为以后的旅行和考察做准

道院长卜神父（Ｊｅａｎ Ｄｅｂｅａｕｖａｉｓ．让·德布威，

备。

法国籍耶稣会士）拨给一块紧临英租界马场道
从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３ Ｅｔ开始，桑志华便开始

南侧一段空地（现天津马场道１１７号），并由教

了对我国北方长达二十余年的考察、采集和发

会向各方募集资金与工商学院同时兴建。１９２２

掘活动。１９１４年，他考察了大同和太原等地。翌

年先建主楼即北面的办公楼，１９２３年主楼建成

年考察了晋南和山海关。这一年，法国外交部

后，北疆博物院才正式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提供了５０００法郎经费。１９１６年考察了晋南、陕

１９２５年在主楼的西端续建了一座３层的陈列

中、沩河、秦岭、华山和太白山。１９１７年考察了

室。１９２８年对外开放。１９２９年，在与主楼平行

晋冀交界处、北京西山、河北涿鹿和蔚县间的

的位置上，兴建了一座两层的南楼，专门做为

海拔３２００米的小五台山、内蒙古北部戈壁地

藏品库，１９３０年建成。该博物院以研究自然史

区和张家口。桑志华经过４年的勘察，对中国

学为名，曾在我国西北各地采集很多古代化

的地形地貌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他深人中国腹

石，并藏有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

地奠定了基础。

古生物学、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

从１９１８春天，他开始对中国腹地进行考

业等方面的文献。该院附设实验室与情报部，

察。他沿着山野间荒僻的小路，横穿山西中部，

主要供该校教学使用，并为欧洲博物馆及自然

经过陕西北部、鄂尔多斯南部、甘肃北部到达

历史研究机关提供研究标本。

二７％人∥＼肚～础且土Ｕ个ＰＪ王ｕＪ’付ＩＷ｝

１９１４至１９２４年，天主教传教士们送来了

的西宁，在绕行了青海湖一周之后．

大批有关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

河进入甘肃西南部、东北部，而后ｌ

岩石学、矿物学以及华北特有的工业等方面的

鄂尔多斯北部，穿过大青山，抵达呼：

文献。当时，北疆博物院还计划建一公开的博

于交通不便，加上大量的采集活动．

物馆，永久展览上述藏品，伴随讲演，出版一系

及时返回天津，１９１８年冬天只好留ｊ

列著作，同时还酝酿建设一植物园，并希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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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外国租界也对上述设施提供支持。但除以桑

中国学者杨钟健（１８９７年６月１日生，陕

志华为主出版了一系列著作ｎ】（Ｐ２５５ ｑ５础外，其他

西华县人）１９２７年到德国，经英国伦敦到达法

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国，慕名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在此，首

１９２０年，天主教遣使会派了一名教士享

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德日进，他非常兴奋，做了

利·塞尔（Ｈｅｎｒｉ Ｓｅｒｒｅ）协助桑志华专门采集和

这样描述：德日进“为法国天主教神父，亦为德

整理植物标本，自此桑志华有了第一个正式属

国古生物学家布尔（Ｐｉｅｒｒｅ

员，这个人就是神甫柴联抱（Ｊｅａｎ—Ｈｅｎｒｉ

Ｂｏｕｌ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２年）之高足，因为发表文章

Ｓｅｒｒｅ）…（ｐ１７¨。１９２１年，桑志华考察了芝罘和威

触犯教规，被遣送到中国。他在中国与桑志华

海卫。１９２２年考察了鄂尔多斯南部的萨拉乌苏

神父合作研究自然科学数年，曾到华北不少地

河（蒙古名，又作萨拉乌素高勒，为黄河中游支

方，对古生物地质极有造诣，且涉猎范围甚广，

流，从东向西经陕西横山县从滴哨沟湾流人内

旁及人类学、岩石学、考古学等。他最近由中国

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大青山和西夏古迹。在

返国，我们相见甚欢。他说在中国见到我的（研

滴哨沟湾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套人”

究啮齿类化石博士）毕业论文原稿，甚为钦

顶骨化石和股骨化石，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轰

佩。他在巴黎带领我会见了许多法国地质学家

动。因为人类的发祥地是否在中亚，是长期以

与古生物学家，并参观了博物馆。桑志华与他

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于是巴黎博物院

在中国所采之化石，一小部分存于天津北疆博

１９２３年派出法国知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

物院，一大部分则运到法国陈列，尤以在桑干

进神父与桑志华联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

河泥河湾听（‘所’之讹）采之上上新统化石最

察团”（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ｇｕｅ）进行为期两年

为丰富。他这次回来，正为督促修理这些化石，

的考察１５］（ｐ１１８叫３１）。德日进（Ｐｉｅｒｒｅ

并作研究。故我在此数日，得益实为不少。”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 ｄｅ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

Ｃｈａｒｄｉｎｔ６】（ｐ．２７），又名德亚）应桑志华邀请，１９２３

宁夏古遗址中最著名的是旧石器时代晚

年４月随桑志华赴鄂尔多斯和宁夏一带考察，

期的水洞沟文化遗址，１９８８年初被国务院列

翌年又随桑志华赴内蒙古哈达（乌兰哈达，今

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１９２０

赤峰）、林西、达赉诺尔（克什克腾旗西部）、戈

年，在内蒙古三盛公（今磴口县政府所在地南

壁、喇嘛庙，经张家口返回。在考察期间二人做

的粮台）传教的３９岁的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

了深入的研究工作，并合作发表了不少文章。

心会神父石杨修（Ｇ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ｏｔｔｅ．一译作“肯

桑志华与德日进在山西、陕西各地多有发现，

特”）由宁夏赴陕西途中，在横山堡水洞沟东约

尤以在绥远桑干河所发现之泥河湾堆积更为

５公里处发现一具披毛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些远

丰富。他们所采集的标本，除一部分放在北疆

古石器，其中有一件采自黄土峭壁的石英岩石

博物院外，大部分运往巴黎自然博物院。德Ｅｔ

器。这是在我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

进还被北京大学翁文灏先生聘为名誉顾问。为

化遗物…ｆＰＰ·¨２∞。石杨修是中国天主教最高负

加强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德日进经常往返于

责人首席助理，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被罗马教皇

天津、北京之间，出入于葛利普先生（任教于北

任命为宁夏代牧区（Ｖｉｃａｒｉａｔ

京大学的美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寓所，

Ｎｉｎｇｓｉａ）宗座代牧主教。石氏把１９２０年发现的

成为北平学术界名人之一…（ｍ ４２－４３，沁６５’。德日

匕遗址情况告知桑志华。近年我国编

进曾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度中国地质学会理事

２夏方志书记载：“一九二三年四月，

会上，当选为唯一的外籍评议员隅】（弘２３０）。他于

｝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李盛特等到

１９３０年在中蒙边境的通古斯盆地一带考察，

亍实地考察。”【１０】（ｐ２３’实际上，桑志华

１９４６年３月离华返法，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０日病逝

一为华名，一为译音。

于纽约，享年７４岁。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争察发掘了五处遗址，仅其中一处就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ｑｕｅ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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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了三百多公斤石器，后又将全部石器送交

部。１９３５年又陪同桑志华考察了山西海拔

４６岁的法国考古学家布日耶（Ｈｅｎｒｉ Ｂｒｅｕｉｌ）鉴

２２５５米的霍山及霍山南至黄河中间的一座海

定。布氏曾任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教授，

拔２１７８米的山。１９４０年离华。

后任法国科学院教授。他对水洞沟的石器提出

由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日

了文化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稍晚的看

战争阶段。我国的东北、华北，以至华东大部分

法，１９２８年在巴黎与桑志华及德日进等合作发

地区都被日军占领，桑志华等无法在中国北方

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旧石器的论文。

继续考察，停止一切工作，于１９３９年（时６３岁）

１９６０年，中苏两国古生物工作者又在水

返法。此前，桑志华劫掠走许多古代化石，转送

洞沟联合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石器约两千

到巴黎历史博物馆¨引。１９３９年５月，日军对英、

件，后经分析研究认为这个遗址的文化时代，

法租界封锁时，北疆博物院仅留下了几位工友

定为约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较为合

和一名神父看守，另一些研究人员转移到北平

适。１９６３年，在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

使馆区东交民巷，包括接替院长职务的罗学宾

家、布日耶的高足裴文中教授临场指导下，对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ｒｏｙ）。１９３９年８月，天津发生大水灾，

水洞沟文化遗址又作了一次系统发掘，从旧石

北疆博物院被淹，水深超过一米［１３１。１９４０年６

器时代地层中，除发掘出野驴、犀牛、鬣狗、羚

月，北疆博物院利用日军对英、法租界解除封

羊和鸵鸟等动物化石外，还发现了人类用来缝

锁的短暂时机，以建立一个“私立北京地质生

缀兽皮衣物的骨锥和显然是装饰品的穿孔鸵

物研究所”为名，把最重要的标本、实验室设备

鸟蛋皮。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为人们描绘出了

和部分图书资料，转移到北平使馆区东交民巷

一幅水洞沟人的原始生活图景，而且说明３万

台基厂三条三号。天津的北疆博物院则交给刚

年前水洞沟气候温湿，水草丰美，树木参天，鸟

来的任职于崇德堂图书馆及工商学院的法籍

兽成群，自然景观十分壮丽。

耶稣会士盖斯杰（Ａｌｂｅｒｔ Ｇｈｅｓｑｕｉｅｒｅｓ）留守。后

桑志华对中国北方文化遗址的开创性发

来院长由校长刘乃仁兼任。北疆博物院一直延

现，大多或者几乎是全部引来了后人的继续发

续到１９４７年才停止工作¨４】（ｒ·３７）新中国成立后

掘研究。一个传教士背景的古生物和古人类科

改为天津自然博物馆ｎ５】（，·３４引。

学工作者，在兵荒马乱的异国他乡，用短短２５

新中国成立后，据接收北疆博物院的有关

年的时间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并建立一个名

同志回忆，北疆博物院的藏品是相当庞杂的，

垂后世的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其功不可没。为

除了自然标本外，还有文物和民俗学的收藏，

了表彰桑志华的“特殊”功绩，１９２７年４月，由

但绝大多数藏品属于自然标本。有以昆虫标本

法国教育部、外交部和法国科学院提名，法兰

为主的１１万件（号）动物标本；有以高等植物

西共和国奖给他一枚“铁十字骑士勋章”。

为主的几万件植物标本；有化石和石器标本，

１９３０年，桑志华到１３本游览考察ｎ１｜。１９２８

绝大部分是新生哺乳动物化石；还有矿石标本

年，献县教区派来了华籍耶稣会修士王永凯

等等。有关北疆博物院向国外送标本情况也有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Ｗａｎｇ）专门负责北疆博物院藏

一些资料记载：１９２２年，有４１００种植物标本送

品物质和设备保管等事务性工作，算是工商大

到巴黎博物馆；同年又将数目极为可观的菌类

子ＨＶ职贝ｏ ｌ，ｊ３平，叭云狱Ｊ△义∥Ｋ？

标本送往巴黎博物院。１９２４年又将１００箱化石

修士韩笃祜（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ａｓｅｒ）接替王者

标本运往巴黎博物馆。

１９３４年，法籍耶稣会神父汤道

北疆博物院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和影

Ｔｒａｓｓａｅｒｔ）从工商学院教授职调／＾

响。解放前，曾被中国地学会研究所主任和中

院。１９３４年他陪同桑志华考察了山１

国古生物创始人丁文江所赞许，被中国古生物

拔２２００米的太行山、潞安府、泽，

学家杨钟健教授称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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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参考文献：

所所长、研究员邱占祥曾撰文道：“北疆博物院

【１］（澳大利亚）雷穆森著：《天津一插图本史纲》，英文版，

是桑志华花了近１／４个世纪的时间，呕心沥
血，从无到有，一人操办起来的。据桑志华本人
的估计，１９３５年北疆博物院的动产和不动产的
总值大约一百万美元。就哺乳动物化石而言，
有四个地点是他发现的：１．甘肃庆阳（三趾马
动物群）；２．内蒙古萨拉乌苏（更新世晚期哺乳
动物和石器）；３．河北泥河湾（相当于欧洲维拉
方期动物群）；４．山西榆社（上新世哺乳动物
群）。这些化石绝大部分都保留在中国，主要存
放在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一小部分
存于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只有一

１９２４年。
【２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
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３］《ｒ学术Ｊ二关天，ｐ调查报告书（一）》，兴亚院华中联络
部，秘，１９４１年８月。
ｆ４】北平比利时籍遣使会士方立中（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Ｂｒａｎｄｔ．）编著：《中国遣使会士们》（Ｌｅｓ

的一个萨拉乌苏的披毛犀的骨架。”
天津北疆博物院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第
一个博物馆，在院长桑志华的主持下，自１９１４
年开始，历经２５年，从黄河、白河流域开始，远
至青海、西藏边境，在当时交通工具并不发达
的情况下，他们长途跋涉二万余里，搜集古生

Ｌａｚａｒｉｓｔｅｓ

ｅｌｌ

Ｃｈｉｎｅ）北平，１９３６年。

［５】刘东生、卢演俦：《德日进对中西科学交流的贡献》。王
鸿祯主编：《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石油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６］北京天主教北堂遣使会包士（石）杰神父（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Ｐ１ａｎｅｈｅｔ）编：法文《中日传教》（Ｌｅｓ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

小部分流散到国外，包括现在巴黎自然博物馆

Ｖａｎ ｄｅｎ

ｅｔ

ｄｕ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

Ｊａｐａｎ）北京，１９３３年。《中日传教》是天主教

传教年鉴。
［７］《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８】夏湘蓉、王根元编著：《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

【９】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
【１０］《当代中国的宁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１１】桑志华编：（１９１４—１９３５年二十二年来对中国北部、即

物、地质、矿物、人种学、动植物及土产品等，收

满洲、蒙古和西藏低处的考察》（Ｖｉｎｇｔ

集植物标本三万五千余种、人类生物标本七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 ｌｅ Ｎｏｒｄ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ｅｎ Ｍａｎｄｃｈｏｕｒｉｅ，ｅｎ

余种、动物标本二千余种、矿物标本千余种，使

Ｍｏｎｇｏｌｉｅ

该馆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国际学术
界赫赫有名。它不仅为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和开

ｅｔ

ａｕ

ｄｅｕｘ

ａｎｎｅｅｓ

ｄ’

Ｂａｓ—Ｔｉｂｅｔ）【１９１４—１９３５】。天津北疆博

物院，１９３５年，８开本，正文第４１页，内插４０幅照片，
还有北疆博物院平面分布图及探险路线地图各一
张）。

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而且对

ｆ１２】关于天主教在津的教育事业，可参见日本人的调查报

中国乃至世界文博考古都具有重要作用和影

告。即：《华北二於穸，ｐ基督教调查（其／，四）天主教》

响。同时也要看到，北疆博物院作为外国在近

（兴亚院华北连络部政务局调查所调查资料第１０７号，

代天津的文化机构，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色
彩，特别是桑志华等凭借着租界“国中之国”的

昭和１６年４月２４日，铅印本，文化第２号，秘，３４６页，
该所属广濑明及另三人担当）中对工商大学和北疆博
物院的记栽。

特权，劫掠走许多古代化石等，转送到巴黎历

［１３】见《天津５：於ｌ于否诸外国人④对支文化状况调查》（栽

史博物馆，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

兴亚院政务部编《调查月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卷１０号）

伤害。

对工商大学和北疆博物院的记载。
【１４】文化部文物局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年４月９日
【作者简介】于树香，１９５３年生人，女，天津
市人，中共天津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开
大学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蔡世华】

１９８５年。

ｆ１５】罗澍伟主编：《天津通志·附志·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界》，天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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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亲历此行的袁复礼和刘衍淮等在他们的相关文章中有出色的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邢玉林和国家图书馆的林世田、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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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9年夏季我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期间在楚科奇海采集了三个沉积物岩芯,并采用中子活化法(INAA)测定了沉积物样品中稀土元素的含量.结果表
明,其含量与东海大陆架细粒沉积物的稀土元素含量十分接近.稀土元素的含量沿沉积物岩心的垂直分布呈现出随深度轻微增大的趋势.页岩标准化的稀土
元素配分模式相对平缓,Ce有轻度负异常,表明沉积物稀土元素除了陆源物质以外,也存在生物沉积作用的来源.稀土元素与指示陆源的元素Al具有良好的
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地壳丰度所计算的富集因子接近于1,进一步说明楚科奇海沉积物中的稀土元素以陆源物质输入为主,通过江河携带入海,最后随碎屑物
质、悬浮物而沉积下来,并保持一种稳定的沉积状态.

5.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同时,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办学
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概述传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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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为基础,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详细考察了传教士
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所进
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等方面具体研
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分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对内
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传教士的科研活
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古学
方面,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教传教士在
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展的各项社会
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
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
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和媒介的
作用。

6.期刊论文 刘明.Liu Ming 试述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在新疆的民族学调查 -新疆社科论坛2010,""(1)
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是中国边疆探察史研究的热点内容,多为学者关注,也日益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热点.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
新疆考察,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少有记述.马达汉对新疆的考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考古、人类学、气候等方面,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旅行
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资料.这对我们研究新疆近代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7.期刊论文 金俊 迷人的科学探险撷影 -知识就是力量2004,""(7)
聚焦南、极探访北极、扫描西部、算越峡谷、张继民以新闻报道把一个个科学考察壮举推向世界,也以一个个亲身经历绘就自己的科学探险壮景.
中国古代曾有过玄奘取经、徐霞客游记、郑和下西洋的灿烂探险历史而在近代,探险事业却因国运的积弱失却了足音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
,也让中国入走向世界.

8.学位论文 李丽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探析 2005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问题，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本论文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形成是在正确把握近代中国国情
的基础上，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的形成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主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科学考察和对农民的阶级分析
，围绕着农民革命动力论，确立了农民革命主力军的地位；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充分调动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的积极性；通过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
导，使农民战争区别于旧式农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80％多的基本国情
，围绕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指明了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
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确立了农业的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使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
设的主力军。
第四部分“对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失误的再认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出现失误。出
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有：客观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过于强调和急于实现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于什么是社
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没有弄清楚。
第五部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历史启示”。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误，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和研究毛泽东
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

9.期刊论文 刘化仁 沧桑罗布泊 -地理教育2002,""(3)
罗布泊,这颗中亚地区的明珠,历史上曾一度放射出璀灿的光辉.近代因缺水而日趋寂寞消沉.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里将要再度热闹起来.事
实上近些年来,不管是寻觅文物、发掘古迹、科学考察、观光探险,还是找水找矿,人们早就把眼睛瞄向了这块神秘的土地……

10.期刊论文 李涛 中国近代第一篇地震科学考察报告 -云南档案2004,""(3)
云南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独特,地质构造复杂,一方面造就了神奇的自然景观,一方面也成为地震灾害频繁发生的省份.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抗震减灾
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的地震档案.在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些珍贵档案中,有一份写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地震考察报告,经专家考证,是近
代中国第一篇关于地震的科学考察报告,对我国地震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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