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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通过对美国汉学家、前哈佛大学教授贾德纳（1900-1966）的学术生涯
与布朗大学中文图书馆藏发展的回顾，论述北美研究型东亚图书馆在中
国研究学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首先简述贾德纳与中国结缘的一生，特
别是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赴华访学的经历和收获。然后介绍贾
德纳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的学问、成就和影响。进而言通过近年来
发现的文献和实物，评赞贾德纳先生的高尚品行风范和他与中国学者之
间跨越太平洋的友好情谊。并以东亚图书馆的跨世纪发展的实践，强调
贾德纳对美国中国研究和大学中文图书馆建设的深刻见解、真诚愿景及
前瞻意义。还叙述贾德纳最后的奉献——捐赠图书善本给布朗大学图书
馆的始末及珍藏价值。进而对21世纪的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和研
究服务作简要介绍。结语概括在国际中国研究蓬勃兴起的今天，贾德纳
先生历史地位及其中文典藏的重要意义。 
 



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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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中国结缘的一生——贾德纳其人及访华游学 
 三、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学问、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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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典籍呈琳琅——珍藏特色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七、结语 

 



一、引  言 

近年来对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热潮中，有一位时被提及，
却尚缺专题论述的二十世纪美国汉学界的先驱人物，这就是著名哈
佛学者查尔斯·西德尼·贾德纳教授（Charles Sidney Gardner，
1900-1966）。 
 

贾德纳先生不仅是一位勤勉的中国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拥有丰富
的个人图书藏品，在晚年全部捐赠给了布朗大学，共三万五千多册
（件）。成为布朗东亚图书馆典藏的核心和精华。其中九千多册中
文线装古籍善本及由中国传统书柜组成的藏书房，成为本馆最具特
色的“镇馆之宝”。 
 
明年是贾德纳先生诞辰120周年，特撰此文以略述和纪念这位对中
美文化交流传播作过突出贡献的文化使者和先驱。 

 



二、与中国结缘的一生—— 
贾德纳其人及访华游学 

 

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1900-1966） 



贾德纳一家人 

大女儿Sarah （前右一）1926年12月30日生于中国北京 



哈佛中文老师赵元任 

赵元任 (1892-1982)  赵元任赠书 



贾德纳1925年11月18日从北京寄给美国麻省父母的明信片 

中国北京东裱褙胡同61号 

148 Highland Ave., Newtonville, MA，U.S.A.  



三、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 
贾德纳的学问、成就和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1938； 
1961） 

杨联陞1961年再版前言：“《中国旧史学》
出版二十三年后，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专
家都发现，这本开创之作中的大量信息和洞
见依然很有教益。毫无疑问，它还将被业内
的学者所参阅。” 



《美国中国学》（1935) 贾德纳主要著作 

学术成果及影响 



四、跨越太平洋的友谊—— 
贾德纳的品行、为人和对中国学者的友情 

  

贾德纳故居  Berkeley St, Cambridge, MA 

图片来源: 网络 



与中国学者的友谊 

(1913-2001) 

图片来源: 网络 
周一良赠书 



“贾德纳是我最好的西友，也是我能来美国的大恩人。……我与贾德纳
一见投缘。……我虽帮他中日文，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他的学徒。”
《哈佛遗墨》第51-55页 

杨联陞 (1914-1990) 



 杨联陞 ：“1939年贾德纳回国时，知道我要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
史》，一部《后汉书》，请我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报。”  





中外学者赠品 

赵元任赠书及书签 



胡适赠刊 图片来源: 网络 

胡适（1891-1962） 



杨联陞赠刊 “徒弟”Jim 赠刊 



 
 

五、最后的奉献—— 
贾氏藏书捐赠布朗始末及意义 

 
 

Providence Journal  9-15-1961 
Special Collections at Brown University: A 
History and Guide, 1st ed., 1988, p.34 



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Whatever of evil has emerged from the present world conflagration, one 
good at least may be set against it: a new and rather startled awareness on 
the part of multitudes of Americans of certain fundamental similarity of 
outlook shared by the Chinese and ourselves.  That bond may be in part 
expressed in terms of self restraint, moderation, practical common sense,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human dignity.  There has come too a new 
awareness of our national ignorance, our insularity, provincialism; and with it 
a desire for light, for stud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we now 
increasingly see is superficially strange, but underneath so basically like our 
own. It is becoming clear that tomorrow will bring ever more insistent 
demands for those who can speak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for those 
who can read her new living written tongue, and for those who possess the 
science to translate with precision her vast traditional literary heritage of 
twenty-five centuries’ growth.  Against such demands of the morrow it is 
prudent to take thought and prepare today.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the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scholarship.  

 
 
 
 “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Library Chronicl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2 （1944），pp.36-37. 



美国中国学的未来 

无论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至少会
有一种善的东西来反对它：美国大多数人相当震惊地意识到，
中国人民将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相似的未来。
其中的联系或许部分地以自律、中庸、实用常识和对个体尊
严的尊重来体现。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民族的无知、我们
的狭隘、我们的本土观念，同时我们又渴望光明，渴望研究
这种表面看起来陌生但在深层却和我们自己的文明基本相像
的中国文明。很显然，明天将对那些可以讲中国的通用语言
的人，对那些可以阅读她的现行书面语言的人，对那些掌握
了将她发展了2500年的巨大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简明阐释的
知识的人产生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今
天的审慎思考和仔细准备才能满足明天的需求。美国大学的
中文图书馆将成为学者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 贾德纳: 《美国中国学的未来》, 36-37页 



•国会图书馆 

•耶鲁  
•哈佛燕京  

•爱荷华大学 

•哥伦比亚 
•康奈尔 

北美主要东亚图书馆地理分布 
 （1949-1979） 

•夏威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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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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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南加州大学 



•国会图书馆 

•耶鲁  
•哈佛燕京 

•爱荷华大学 

•哥伦比亚 
•康奈尔 

北美主要东亚图书馆地理分布 
（1980年以后） 

•夏威夷大学  

•普林斯顿 

•麦基尔 

•芝加哥大学 •宾夕法尼亚 •西北大学 

•斯坦福  

•华盛顿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密歇根大学 •布朗 

•匹茨堡大学 •马里兰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罗格斯大学 •宾州州立 

•达特茅斯 

•威斯康辛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 •俄亥俄州立 

•堪萨斯大学 

•欧柏林 

• 北卡罗莱纳大学 •杜克大学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佛罗里达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  • 亚利桑那州立  

•克罗拉多大学 •杨百翰大学 

•俄勒冈大学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南加州大学 

•多伦多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艾默蕾大学 

•宾汉顿大学 

•加大伯克莱分校 



北美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册数增长  
(1945年 VS .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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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L 2017藏书统计数据  

北美东亚图书馆藏书册数语种对比 (2017年) 

北美56东亚馆的全部藏书  20,992,037册 

中文 11,182,496, 
53% 

日文 
6,500,362, 31% 

韩文 
1,856,888, 9% 

其他 
1,452,291, 7% 



北美大学中文及东亚馆藏发展的意义 

 采购经费：2017年56个东亚馆共 19,983,658美元，其7,885,972美
元用于中文资源，约占全部的40%。 

 人力资源：按FTE统计，2017年56个北美东亚馆人员共有433人。
其中专业东亚图书馆馆员180人，包括中文馆员72人（占40%）。 

 场馆建设、知识管理、技术更新、读者服务、参考咨询、专职培训、
研究项目等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北美大学东亚馆藏的发展，在国际东亚地区学术研究和国际文化交
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完全可以说没有东亚馆的存在发展，就
没有今天国际中国学的研究成果。诚如贾公所愿，美国大学的中文
图书馆已经成为学者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而且，近年来通过中
美图书馆界加强资源分享和合作，收藏利用巨大数量的东亚文献资
源，在跨文化交流，传介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方面展现了新的前景。 
 



“所有认识查尔斯•西德尼•贾德纳的人都将
怀念他毫不保留地将其时间、帮助和财物赠
予学生、同事和朋友们所需求的任何事情。
这种慷慨解囊的一个范例就是他于1962年
将其广博丰富的中文图书馆捐献给了布朗大
学。年轻一代的学者，即使不认识他，仍会
感激他在其代表作、那本很有助益的指南
《中国传统史学》中分享的知识。” 

“Obituary (讣告)：Charles Sidney Gardner, 
1900-19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7 (1967), p. 329 



六、典籍呈琳琅—— 
贾德纳珍藏特色与布朗东亚图书馆的发展 

 
 

 

2012年中国农历龙年，布朗大学举办“中国年”（The Year of China）
。图书馆出版了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介绍布朗中文馆藏宣传册。 



贾德纳藏书房（Gardner Room）
西墙 [上] 和北墙 [下] 书柜（攝影：
Ben Tyler） 



七、结   语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国际中国研究已蓬勃兴起，蔚然成风，展
现了光辉的前景。如今美国的中国学无论在学术资源、学者阵容或研
究领域的广度深度上都早已和上个世纪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当年那些中外先驱学者的坚毅志向、辛勤耕耘和
奉献精神。贾德纳先生正是其中的一员，今天的进步里有他努力开拓、
倡导的一份功劳。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都体现在
他的著作、言行和珍藏之中。他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忘我至善的人
格特质、学贯中西仍孜孜不倦的治学风范，为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留
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这与他临终捐赠的中文典籍同样宝贵。 
 

因此，我们今天纪念这位致力于跨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并将继续努
力，使这一见证中美友好的宝贵文化遗产更添光彩。 

 



谢谢大家!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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