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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logy = Anthropos（人） + logos（科学）

人类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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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营养人类学、

老年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工业人类学、人类功效学、

都市人类学、农村人类学、人口人类学、

心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哲学人类学、

优生学等等。

应用人类学
(Applied Anthropology)



20世纪初叶，人类学由西方传入到中国。

1916年，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上发
表了《人类学之概略》一文，对欧美人类学研究
作了简要的介绍。

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被列入北京大
学教学丛书。这一时期，“人类学”一词开始在
中国被正式使用。

1926年，蔡元培教授写《说民族学》一文，正式
将“民族学”介绍到我国。

人类学在中国



20世纪20年代以前，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大多

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所为。

鸟居龙藏、金关丈夫、史禄国、安特生、步达生、

魏敦瑞、葛学溥、史图博、布克莱等外国学者。

20世纪20-30年代，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前往

英美等国家系统学习人类学知识。学成归国后都

逐渐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创建者，

为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定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体质人类学的主
要奠基人。创制“相关率显着性查表”，建立头骨眉间

凸度与面骨扁平度的研究方法等。

李 济：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考古学奠基人。

卢于道：中国解剖学的奠基人，开拓了中国近现代神经
解剖学的研究领域。

欧阳翥：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古典诗人和
书法家，被称为“横跨人文艺术与科学两个领域的大师级

人物”。著有《人脑之种族问题》驳斥了西方种族主义学

者诋毁黄种人脑结构和功能不如白种人的谬论。

体质人类学领域



裴文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古人类学创始人之一，
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者。

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古人类学创始人之一，
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者。

吴汝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和解剖
学家，创建了“今人类学”这一新学科。

杨希枚：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
学组主任，对安阳殷墟人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吴金鼎：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掘研究命名“龙
山文化”，并著《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

………



吴文藻：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中国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

积极实践者。

杨成志：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曾任中山大学教授、
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
动家，是中国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

刘 咸：著名人类学家，曾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系

主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社

会学系主任、生物系教授等。

文化人类学领域



凌纯声：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任台湾大学教授、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芮逸夫：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任台湾大学考古
人类学系教授、研究主任等。

林耀华：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
学家。著有《凉山彝家》、《金翼》等著作。

林惠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民
间文艺理论家。历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

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

田汝康：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历
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

学社会学系主任；

………



1924年，孙中山北上，倡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

高学术研究机构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聘派蔡元培等筹备

中央研究院

1928年3月，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正式设立社会

科学研究所，分设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

制学4个组

1928年6月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又正式成立了历史语言

研究所，分设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3个组



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移归历史语

言研究所，并增设体质人类学研究学科，成立了

专门进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人类学组”，

成为史语所的第4个组。

初由俄国人史禄国教授兼任人类学

组组长，后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

李济教授兼任主任一年。

1935年，特聘就学于英国生物测量

学实验室，师从英国著名统计学家

和人类学家皮尔逊教授的吴定良博

士回国担任主任一职。



这一时期，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以调查和研究较落
后的偏远的少数民族的体质与文化为主要目标，
其研究范围中既包含了体质人类学的内容也包含
了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两大分支学科在教学和研
究中并不分得十分明确，往往是交叉协作共同开
展工作。

这一时期，国内的许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人类学
相关课程。在北方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
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为中心，在南
方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
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中心，均致力于发展和
培养中国的人类学人才。



1934年7月，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

大会，我国学者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三位教

授代表中国人类学界出席参加了会议，使中国学者

的人类学研究得到了世界人类学界的肯定。

“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大会”

2009年7月27-31日在中国云南昆明召开

www.icaes2009.org

复旦大学与上海人类学学会联合组织召开了“分子
人类学”和“肤纹学之经典和活力”两个专题分会。

http://www.icaes2009.org/


1943年7月，蒋中正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下

达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开展“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

工作。这是中国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学科事件。

蒋中正的电文内容：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骝先兄勋鉴：

查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建设之前提。我国民族

素质，与并世列强相比较，显形落后，亟应以科学

方法做多方面之研究。查民族素质决定之条件，共

有四端：

注：“素质”主要指“体质”。



一、生物基础：
（子）生物遗传、（丑）血缘与人才之关系、
（寅）望族家谱之分析、（卯）人类选种之方法等；

二、营养环境：
（子）各地膳食之调查、（丑）各地食物及水土之化验、
（寅）维他命B与民族智力、（卯）钙质与民族身长体重等；

三、文化环境：
（子）文化与民族素质之关系、（丑）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民
族素质、（寅）何种文化最利于民族素质之改进等；

四、地理环境：
（子）民族素质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丑）南北地理环境优
劣之研究、（寅）如何作地理环境之调整等。



以上各项问题，皆应即交有关各学术机关，如，中

央研究院之动植物研究所、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研究

所、中英庚款会之中国地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社

之生物研究所等，分别注重民族改革之有关题材，

从事研究，以资改进。除营养问题另交卫生署研究

外，希即分别转知各该机关照办为要。中正午元俟

秘。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蒋中正:《“侍秘总字第18440号”电文》，1943年，中
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档案编号：393.2124。



1944年2月1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回电中写

道“提高民族素质为人类学与优生学之主要职务。”并

草拟了一份前期的工作汇报，及今后开展工作的详细研

究计划。

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将史语所下属的人类学组独立

了出来，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然后，

呈奉国民政府备案。拟由吴定良教授担任筹备处主任，

全面开展“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工作。



1944年11月15日，朱家骅院长致电蒋中正，一方面汇报

前期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要求增加研究经费，同时请

示是否让吴定良就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一事向蒋面陈。

194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回电：“一月十

二日高字第一七一二号呈民族素质改进研究办法可唯照

办。至关于此项研究经费希暂就各研究机关原预算内匀

支，俟著有成绩或有特殊需要时再行酌核补助可也。”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条件非常艰苦，办公地点租

用民房，资金由吴定良自己筹措，甚至吴定良等研究人

员将个人的薪津也垫支进去。

工作人员12名：主任吴定良、副研究员颜訚、助理研究

员史济招/王志曾、助理员陈凤梧/杨希枚、技师刘冠生

/廖伯梅、技佐陈文永/师伦禄/谢据林、事务员李运昌。

实习员吴汝康。



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范围：
国族起源与演变问题、国族体型之现状与分布问题、

边疆各宗教之源流与支派问题、儿童体质发育与生长问题、

移民与杂婚问题、人类遗传问题、人种改进问题、民族素

质研究各问题、颅骨与体骨各项研究、脑神经各项研究、

软体部分各项研究、手足纹型各项研究、种族心理各项研

究、种族生命统计各项研究等。

研究内容包含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

并且承担征兵验兵的重任，尤其是飞行员和驾驶

员征召的体格检查工作。



创办《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志《人类学

集刊外编》, 《民族素质报告》等刊物。



抗战胜利后，由于吴定良教授在“研究提高民族素

质案”的工作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于民

国三十五年向其颁发了“胜利勋章”一枚，并颁发

了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亲笔签字的证书。

但是，由于研究经费和办公条件有限，“体质人类

学研究筹备处”的工作开展得极其艰难。尽管当时

得到了国民政府和总统的大力支持，但筹备处也仅

存在了两年时间，最终未能如愿成立正式的人类学

研究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6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

由吴泽霜教授主持。

1947年，暨南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

由刘咸教授主持。

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

由杨成志教授主持。

1948年，浙江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

由吴定良教授主持。

四所高校先后成立了人类学系



1948年，吴定良教授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

邀请调至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系和

人类学研究所。

1951年，吴定良教授与浙江大学第一届人
类学专业学生合影。



第一排 萨本栋 陈 达 茅以升 竺可桢 张元济 朱家骅 王宠惠 胡 适 李书华 徐毓泰 庄长恭

第二排 周鲠生 冯友兰 杨钟健 汤佩松 陶孟和 凌鸿勋 袁贻瑾 吴学周 汤用彤

第三排 俞嘉锡 梁思成 秉 志 周 仁 萧公权 严济慈 叶企孙 李先闻

第四排 杨树达 谢家荣 李宗恩 伍献文 陈 桓 胡先骕 李 济 戴芳澜 苏步青

第五排 邓叔群 吴定良 俞大绂 陈省身 殷宏章 钱崇澍 柳贻微 冯德培 傅斯年 贝时璋 姜立夫

1948年4月1日，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谈家桢

等教授在杭州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

吴定良当选为理事。

1950年，第一届中国人类学学会会员在杭
州西湖留影。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四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先后
被撤销，人类学也开始分科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原中央研究院
的许多学者，如吴文藻、杨成志、潘光旦、吴泽霜、
费孝通、林耀华等教授先后被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
研究部，从事历史学及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则被调整到复旦大
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教研组，吴定
良和刘咸两位教授也被调到复旦大学主持人类学的
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朝着

古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发展。

在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在体质人

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时，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作为学科名称已不被

使用，这些学科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

形态格格不入”。

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三门分支学科形成为相

对独立的科学得到较快地发展。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人类学作

为专指体质人类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被保存下来。



人类学在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始生物人类学教学、开设

人类学实验室的高校。

 1923年，由郭任远博士创立的心理学院的教学和

实验工作中，就有开展生物人类学测量和实验的

课程。

 1926年，在复旦相继成立了生物学系和社会学系，

在这两个学科中分别正式开设了生物人类学和社

会人类学的相关课程。



 上世纪20-40年代，复旦生物学系主任我国著名生

理学家蔡翘博士在复旦生物学系成立的《宣告》

中指出：复旦的生物学科等集聚了足够的师资后，

一定要开设人类学系。

复旦历史档案



 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的心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是

“人类行为学研究”。

行为人类学实验室、实验

场景和首届实验班同学



 上世纪20-40年代，复旦社会学系研究的课题也涉

及到了许多中国人类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北京

猿人的进化地位、汉族的发源与迁徙、民族学的

生物学和人类学基础等等问题。

在主讲的《中国社会史》中
探讨大量人类学问题

四十年代社会学课程中开
设的社会人类学相关课程



 上世纪40年代，生物人类学的相关学科在复旦大

学的教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相关的比较

解剖学和遗传学成为其他院系的学生也需要修读

的课程。

教育部指令地质学系的学生修读遗传学课程的文件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整合全国高等教育资

源，在大专院校之间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

 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全部迁入复旦大

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立了人类学教研室，使

得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研力量空前壮大。

 此时，人类学作为专指体质人类学而被保存下来，

复旦大学成为中国唯一保留人类学专业的高校。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中

唯一培养体质人类学人才的摇篮。

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



 浙江大学的吴定良教授和

赵一清讲师调入复旦，吴

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1953年，吴定良

教授担任人类学
教研室主任。

1961年，从苏联留

学归国的董悌忱被

聘为人类学组教授。

 暨南大学的刘咸教授于

1950年调入复旦社会学系

任系主任，1952年又调至

复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室。

 苏联留学回国的董悌忱教

授也一同加入复旦。

几位教授共同承担起复
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
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1950年，刘咸教
授调入复旦大学。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被

一同搬迁到复旦大学，大量的文物和图书

成为复旦大学生物系资料室的主要收藏。

台湾原住民的贝珠衣

暨南大学移交的文物清单
复旦大学的接受文书

这些文物现在收藏在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的蔡冠生人文馆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

使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和研

究工作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并

成为国内的一块“标牌”被周

总理誉为茁壮成长的“种子”，

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人类学研究

的专业人才。

 上世纪50～60年代初

期，是复旦大学生物

系人类学教研室在人

类学教学与科研方面

的一个大丰收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国内

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业

人员基本上都是复旦大学培

养的，为我国人类学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的

早期历届学生名单。



吴定良教授带领复旦学生

在周口店人类遗址实习。

1958年3月吴定良教授受江苏省人民
政府邀请检验方志敏烈士遗骨。





 十年文革使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经历了一场浩劫。

文革结束后，复旦人类学面临着人才凋敝的局面。

 吴定良、董悌忱和赵一清教授相继离世，刘咸教授

虽然热心人类学事业，但年事已高。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吴定良教授和刘咸教授的几位

学生邵象清、吴融酉、夏元敏、王桂伦等几位教师

还在主持着复旦人类学教研室的工作。

 1974年，复旦大学曾招过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学生

被分配到高校、博物馆和公安系统，成为中国体质

人类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张海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教授，第五和第六届上海人类
学学副会长、法人代表。

戴星翼：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
四届上海人类学学会长。

王德明：上海市公安局刑技

中心法医室，主任法医师，第
五、六届上海人类学学会理事。

尤剑达：上海市公安局刑技中
心法医室，主任法医师。

何惠琴：上海科技馆（原上海
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第四、
五届上海人类学学会理事。

戴星翼 王德明 张海国 尤剑达

何惠琴



 上世纪80年代，尽管复旦人类学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但是
在邵象清、吴融酉、夏元敏、王桂伦、戴星翼等几位教师的
带领下，在人类学科研方面作出了很多杰出的成绩。特别在
民族体质测量、考古人类学、人体功效学、人体解剖学等方
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成果奖”等奖项。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复旦的人类学专业由于

教师或离世或退休或离职，人去楼空。人类学专业

的招生无奈停止，直到2004年方才恢复。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真正复兴得益于谈家桢先生

和刘祖洞先生奔走呼吁，以及复旦人学学专业老校

友的鼎力支持。

1994年，谈家桢先生亲自赴美力邀

金力教授回国主持复旦人类学工作。

刘祖洞先生叮嘱金力教授要将

复旦的人类学复兴起来



 1993年，在吴定良教授诞辰

百年的纪念活动上，谈家桢

先生写下了“为祖国人类学

奋斗终身”，以纪念吴定良

先生为中国人类学事业做出

的卓著贡献。



 1997年，金力教授回到复旦大学开设“人类群体遗
传学与多基因疾病实验室”，开始在复旦开展分子
人类学的研究。

1997年，实验室成立之初，

仅有一间房间和4位学生。 2001年实验室全体学生的春游活动。

 2002年，成立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开始了文理交叉的人类学研究。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4年，获教育部批准正式建立“人类生物学”
硕士、博士点。

 2005年12月，获教育部批准筹建“现代人类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8年10月，正式获教育部批准成立“现代人类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10年10月，因在人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上所取

得的成绩优越，被评为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

优秀（A类）实验室。



生命科学

医学科学 人文科学

人类生物学

• 现代人类学：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研
究体质的和文化的人类学问题的一门新兴交叉

学科，学科名称为“人类生物学”。



科研成果

N Engl J Med
2010,

(362(23):2232-2235)Science 2001, 

(292(23):1151-1153.) Science 2009, 

(326:1541-1545)

Nature   2004, 

(431(7006): 302-305)



在Nature、Science、 Cell、 PNA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Human

Genetics、N Engl J Med等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

Science 2012.

(335:657c.)

Science 2011.

(339:917.)

Cell 2013.

(152, 691–702.)



获《科技时报》译著奖

获国家出版物提名奖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5）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5， 2007）

教育部一等奖
（2003，2011）

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10）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3年，柯越海）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6年，文波）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年，徐书华）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07年，李辉）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2年，雷云平）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美国国家
图书提名奖



相关研究结果得到
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肯定，
不仅在各类学术期刊上
被正面引用，同时也被
国外同行编入了教科书。

Jobling, M.A., Hurles, M.E. and 

Tyler-Smith, C. (2004) Human 

Evolutionary Genetics: origins, 

peoples and disease. London/New 

York: Garland Science Publishing

p.198, p.297

p.372, p.434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是全球十个中心实验室之一，

负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群的研究。



推荐阅读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