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
被誉为“四川考
古学之父”，提
出三星堆祭祀
坑“祭山埋玉”
的假说

他，
将华西协合大
学博物馆打造
为“成都重要名
胜地”，援华美
军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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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郑德坤（1907—

2001），著名考古学
家。1926 年考入燕
京大学。最初念医
预，后进入中文系，
师从顾颉刚、容庚等
名师。1936 年受哈
佛燕京学社委派赴
四川，在华西协合大
学任教，并主持大学
博物馆。1951 年受
邀再次到剑桥大学
任教，直到 1974 年
退休。著有《四川史
前考古》一书。被日
本考古学家水野清
一教授誉为“四川考
古学之父”。

顾颉刚致郑德坤的国币壹千元收条。

郑德坤曾参与王建墓的发掘。

说 起 民
国，很多人脑
海中会蹦出
长袍马褂、礼
帽拐杖，糟老
头。

说 到 学
者，很多人会
想起相貌平
平 、迂 腐 寒
伧 ，不 善 交
际。

其实，你
错了。“四川
考古学之父”
郑德坤，简直
就是“颜值爆
表”。

在 四 川
大学档案馆，
收藏有郑德
坤年轻时候
的照片，时尚
的偏分头、西
装革履、风度
翩翩。

一 个 字
“帅”，四个字
“帅气逼人”。

帅 的 不
仅是脸庞，还
有他的学术
成就，参与王
建墓的发掘；
打造了中国
最标准的博
物馆之一“华
大博物馆”。

他 谦 虚
求教，以达博
古通今；有朋
友困窘，当慷
慨解囊。

四 川 大
学档案馆，收
藏了近现代
学者致郑德
坤 信 函 78
封 ，涵 盖 时
局、友情、爱
情、亲情等。
提及最多的，
则是经济往
来。

朋 友 的
字里行间，从
一个侧面描
绘了这位“民
国帅哥”是如
何成为理财
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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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坤的朋友中，著名人类
学家林惠祥最爱与其开玩笑。

1931年后，林惠祥在厦门大
学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书信来
往中，幽默风趣，文字俗气而搞笑。

“老兄在时，我们见面便都
像到夜壶般的畅谈天下国家，
以至于老婆脚川（闽南语：屁股）
上有几枝毛。今则故人已往西
方（注：请勿误会，焉可），遗予光
棍欲哭无从。弟性落落寡合，
承兄因为知己，在弟颇以为不
易，若兄为女人，弟必娶兄；若弟
为女人，亦必嫁兄。请不要怕，
弟若为女人，自然比现在漂亮，
不致像这样的耳狗样子。暇

时，请写信来交换牢骚。专此。”
又如，林惠祥在厦大授课

时，感觉前途风雨飘摇，“哀心郁
闷，莫可言宣。”或者羡慕嫂夫人
安抵尊处，“此时必已和老兄大人
合演大团圆一幕矣。”林惠祥的幽
默，即为郑德坤的幽默。可惜，四
川大学档案馆保存的这批信函，
没有郑德坤本人的信件，不能亲
见其文字趣味，略为遗憾。

发
个
牢
骚\

叁 兄到西方求学
留下我这个光棍欲哭无泪 3月23日，成都市永陵路，一大片葱

郁的树木，包裹着永陵博物馆。与周围
的热闹相比，王建墓的地宫，游客很少，
一片寂静。

在发掘过程一栏中，“发掘永陵的考
古学家与团队”里没有郑德坤的名字。
排第一的是王建墓主持发掘人冯汉骥，
排第二的是英国人苏立文。

苏立文，作为当年成都“王建墓”发掘
的最后一位见证人，已于2013年离开人
世。1941年，苏立文到成都后，因推荐成
为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郑德坤
的英文助手。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中国
艺术，并协助郑德坤发掘了“王建墓”。

在四川的11年间，郑德坤先后主持
了四次对四川的考古发掘，“我们已经参
与4个地方的发掘工作，一个汉墓、一个
唐墓、王建的皇陵和老孔庙的院子。”

郑德坤在华西协合大学任博物馆馆
长时期，对博物馆极为看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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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郑德坤提出要使华大博物
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他把博
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中心和收藏中心，
用图片的形式举办展览，吸引了社会各
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等络绎不
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
特别的风景。

华大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
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

郑德坤私人的收藏颇丰，除了向陕
西古董商购买周代铜器外，还搜寻邛窑
瓷器、昭陵六骏拓本等。中国田野考古

先驱陈万里专门来信问及，邛窑尤绝迹，
最近先生有所得否？陈万里心仪邛窑，
总想一探烧造遗址以饱眼福。郑德坤遂
代问大邑友人，并为其转询。

郑德坤还对1930年广汉出土的玉器
研究精细入微，他认为，在广汉太平场出土
的大量玉石礼器，是祭山埋玉的遗址。
1986年轰动世界的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
的发现，证实了郑德坤“祭山埋玉”的假说。

郑德坤，与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夏
鼐、吴金鼎、冯汉骥等，主宰了二十世纪中
国考古的命运。在海外的中国考古名家，
剑桥郑德坤与耶鲁张光直平分秋色，一时
为学林佳话。2001年，随着海外中国考古
学两大巨擘相继作古，二十世纪国外的中
国考古学研究画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赖芳杰 摄影报道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
友之事莫若谈。

郑德坤的第一好友，当属
顾颉刚。两人是师生关系，却
情同兄弟。

顾颉刚的名头不小，现代
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
者、奠基人，曾以《孟姜女故事的
转变》一文，惊动中外学术界。

郑德坤，是顾颉刚在燕京大
学的学生。抗战前后，两人先后
在华西坝留下过治学踪迹。

遗憾的是，两人在成都并
未谋面。顾颉刚来到成都时，
郑德坤已远赴英伦留学，郑德
坤留学归来，顾颉刚又已离
蓉。7年不见，在北平和成都，
两人仅靠飞鸿传书，保持亲密
的友谊。

《川大记忆》一书中，收录
顾颉刚致郑德坤函 23 封。其
中有 9 封写于 1932 年至 1945
年，未署名 7 封、残件 2 封。内

容涉及历史地理图编纂、研究
费的筹措，学人学风的评价，郊
游、家庭生活，对郑德坤的褒勉
与建议。

这些信函中，他们交往的
重点，除了偶问家事，核心就是

“经济”。
1933年，郑德坤的《水经注

图》出版了，但出版方迟迟未给稿
费。顾颉刚支招讨要：“《水经注
图》之稿费，请于洪先生通信时一
提，不讨便付不出也”。1934年，
由于经费过窘，郑德坤《水经注引
书考》的出版，开会时未通过。顾
颉刚当即安慰，“弟当另想法子。”
让人再将各项开支罗列，看能不
能挤出钱来出版。

朋友当到这份上，够铁。
而书籍出版，成为郑德坤

在1932—1934年的主要经济来
源。其出版的书籍大多为《水
经注》的相关研究，因出版量不
大，收入有限。

诸多信函中，多数朋友都与郑德坤
有钱财往来，而且大多是借钱。

非大富之家，也无飞来横财，郑德坤
的钱从何来？

这一切依然得益于顾颉刚，他是典型
的理财专家，曾为郑德坤寻找理财法门。

顾颉刚曾是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
所教授，人缘关系颇好。“博先生此次回
美，将向哈佛提议，明年聘兄为校董，年
薪一千五百元。有此基础，再加以著作
之版税，家用所需自无问题矣。且《燕京
学报》亦可出一专号，可收些稿费也。”。

1934年，当时使用的主要货币是银圆，
年薪1500大洋，待遇算高了。那时，一个银
圆可以买一担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购买
力250元左右。再加上郑德坤的版税收入，
养家糊口有余，也有能力资助朋友。

此外，顾颉刚还盘下一所中学，开了
校印所，没想到一年下来，居然盈利二千
元。高兴之余，邀请郑德坤带嫂夫人同
住，担任几节课也好。

作为顾颉刚创收的一大手段，办《禹
共》半月刊，郑德坤及厦大同学积极入会，
帮助招揽会员及订户。“1200份的印量，销
路还不太坏。但苦于外埠的会费收不到、
售书款不寄来，结果倒欠印刷费一千元。”

为了“集腋成裘”，郑德坤按顾颉刚
建议，帮你四处征订，并筹措欠款，以渡
过难关。主要做法就是“一个会员介绍
一个会员，或两个订户”。

1935年后的书籍出版，在顾颉刚的
调教下，郑德坤对于出版运作，已相当纯
属。

在郑德坤与顾颉刚钱财往来多年
后，在顾颉刚的操盘下，还当了出版公司
的成都股东。

1945年2月7日，郑德坤接到顾颉刚来
信后，将股款十万元送交暑袜街金城银行徐
经理。顾颉刚来信说，“现在法币贬值日甚，
此间诸股东意，去年定股本一千万元，今日
便非两千万元不可。成都方面如能藉兄之
力，使此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出版家也。”

两千万元的数目看似吓人，但在当时市
面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相比1937年
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

顾颉刚与郑德坤来往的信函中，顾
颉刚不遗余力地为郑德坤寻找发财门
径。出书也罢，授课也罢，哪里有机会，
都不忘给郑德坤推荐。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郑德坤挣来
的部分钱财，也常给顾颉刚作为办杂志、
办学校的投资。回报多少不论，重要的
是战乱年代兄弟般的情谊。

虽然挣钱不易，但郑德坤常急公好义。
学生梁钊韬因平时无积蓄，回粤旅

费25万，还用了家里几个月伙食费，兄
弟都嫌其没本事，“没有拿一个钱回家。
我很想给母亲十万元，让她欢喜欢喜。
望吾师代凑25万，回来慢慢补还，使我
离开我的母亲，彼此都有点安慰！”

郑德坤立即汇去国币25万元，以资
其窘。离开成都赴美时，梁钊韬还钱时
专门来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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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重点
除了偶问家事 核心是“经济”

成都当股东
操作出版公司两千万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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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王建墓”
提出三星堆“祭山埋玉”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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