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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的傅兰雅
赵

中亚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长期供职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1896 年
出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东方学教授，休假期间仍时常回中国继续从事译书的工作。综
计下来，傅氏编译的各类西学著述达 150 余种，在清末社会中曾产生过极为广泛的影响，梁启超、
康有为、鲁迅、茅盾等人皆大量阅读过傅氏的译著及期刊，这些久为研究者所熟知。1912 年，中
华民国政府成立，随着留学生的大量回国，由外国传教士主导的西学中译时代成为过去时，但对
于中国而言，傅兰雅并不想成为过去时，他一直在寻求为中国人服务的新途径。

傅兰雅与其三子合影（时为 1892 年）

一、努力推动中国教育事业，鼓励中国年轻人到美国留学。早在 1878 年，傅兰雅与一些中国
人士即考虑将美国多收的中国赔款用于中国赈灾及建新式书院（京师同文馆、上海格致书院）。当
时傅兰雅将美国驻华公使与国务卿之间通函中的相关部分译成中文，由化学家徐寿寄到天津，请
李鸿章函商总理衙门，与同美国驻中国公使馆进行沟通，
“（多余赔款）揆情度理，本虽中国之洋，
利由美国而积，或者本归中国，利归美国，各行其志；否则，美国推让，即作三股均分：一归中
国京师同文馆用，一归沪上格致书院用，一归美国自造书院用。此实情理兼到之举，虽质万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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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议矣。”（《论商取美款以助赈务兼建书院事》，
《申报》，1878 年 6 月 4 日）最终，事情似无结
果。1901 年，傅兰雅被时任会办商务大臣的盛宣怀任命为留美监督，负责管理八个中国留学生在
加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1903 年，傅兰雅为华人子弟争取读书的正当权益，在给加州大学校长惠
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必须要使那些优秀的中国孩子享有与白人一样从小学直至大学过程
中获得平等教育的权利，而不受歧视与障碍。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同上，第 90 页）同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倡导并成立东方学会，目的是支持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1906 年，又向
校长惠勒建议，考虑利用庚子赔款鼓励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并介绍了其他大学的相关措施。加
州大学的中国学生后学成归国，四人获得进士头衔，令傅兰雅很振奋。（同上，第 118 页）1908
年，傅兰雅倡导成立的东方学会已筹集到 5000 美元的基金，自此，每年东方学会都会拿出 400 美
金支持在加州大学读书而无力承担费用的中国留学生。到 1915 年，共支持十数名，其中已有女留
学生。（同上，第 134 页）
1914 年，75 岁高龄的傅兰雅退休，其个人藏书后尽数捐给伯克利，他在遗嘱（作于 1928 年）
中这样写道，
“我把存放在加州大学都尔图书馆 416 室和 420 室的私人藏书捐赠给加州大学董事会。
包括 2 干余册东方书籍、作品和手稿，其中部分可以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们的参考书。我也
把近 5 干张反映东方世界和其他专题的幻灯片一起捐赠给加州大学董事会，这批幻灯片应与图书
放在一起，用于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参见：《傅兰雅档案》第三卷，第 139 页）
退休前，他还推荐中国人江亢虎任东方学系中文讲师。两年后，江氏将其祖父收藏的 1600 种共
13600 余册书籍捐赠给加州大学图书馆。江亢虎与傅兰雅的赠书共同构成伯克利中文藏书的基础，
推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周欣平主编：《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
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71 页）
二、作为虔诚的信徒，傅兰雅相信“做慈善事业使唯一值得活着的事情”（《1914 年给侄女的
信》，《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29 页）。许久以来，傅兰雅就有从事特
殊教育的愿望，救助中国残疾人士，尤其是盲人及聋哑人。但真正行动起来，则是在其妻去世以
后（1910 年 5 月 10 日），当时其次子、三子仍在读大学，其中第三子傅步兰，所学专业正是特殊
教育。1911 年 5 月，傅兰雅回到上海，开了一个欢迎会，纪念其来华五十周年，同时宣布要在上
海创立盲童学校。（《傅兰雅五十年纪念》，香港《华字日报》
，1911 年 6 月 28 日）当时有传言
长老会会员罗骚西珠遗产中以一百万生息作为该学校经费，中国政府也有传言资助五十万。（《傅

兰雅嘉惠中国残疾》， 香港《华字新报》，1911 年 4 月 5 日）为了宣传盲童教育，1911 年，傅兰
雅专门出版了《教育瞽人理法论》一书，强调盲人教育的必要性，并介绍了相关理论。
然而，随着清廷的倾覆，民国初立，盲童学校的设立最终可依靠的只是傅兰雅个人捐赠，此
后的日常经费则出自他个人的遗产以及募捐，时有报纸即称，
“傅兰雅君，前任南洋制造局译员，
著有《格致汇编》及新学书籍甚多，已返美多年……近仍留心华事，特捐银五万两……为在华创
设瞽目学校常年经费，另助银一万建造校舍之用，并赠地十六亩……傅君此举，诚吾瞽目中之良
友矣。”（前人，
《傅兰雅建瞽目学校》，
《通问报》1914 年 3 月号）1915 年，傅兰雅还参加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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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教育协会大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盲人教育的情况。

有江亢虎印记的《教育瞽人理法论》

1912 年上海傅兰雅盲童学校校舍

1912 年，
上海盲童学校正式创立时，
傅兰雅任校长，
而实际主持其事的是其三子傅步兰夫妇。
傅步兰为了开办好这所学校，虽然大学里学的即是特殊教育，但来华之前还在美国多家特殊教育
机构进行实习考察；此外，其新婚的妻子（两人结婚于 1912 年 7 月 6 日）之前在美国即从事为盲
人、聋哑人服务的工作，是加州盲聋哑学院的护士。（“George B. Fryer with Bride, will teach Blind
Children in Shanghai School,” the San Francisco Call, July 6,1912）傅步兰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又近
四十年（其夫人 1937 年病逝于上海），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被迫离开。
此后，年届高龄的傅兰雅，来中国的次数或已不像以前那样多，但 1927 年 12 月 1 日，他仍
以上海盲童学校校长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来宾中有汪精卫、陈立夫、朱家骅、
蔡元培等政界要人，也有陈铭枢、赵恒锡、熊克武等军人，还包括季礼斐等教会人士。祝婚人为
余日章，其祝词是：“诸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今日在上帝与蒋、宋二府的亲友面前为蒋介
石先生宋美龄女士举行婚姻的圣礼。婚姻是我们中国人伦中最大的一伦，《易经》上说‘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君臣’，其神圣高贵，无可伦比。基督在世的时候，特地赴迦南地方的婚宴，亦是
注重婚姻的意思。圣保罗说婚姻一事，非常贵重，不可草率。我们应当谨敬遵奉上帝之意旨，成
就这件大事。”（《蒋介石宋美龄昨日结婚盛况》，《申报》，1927 年 12 月 2 日）余日章的祝词
是极好的基督教在地化的证明，而晚年的傅兰雅有幸亲历并亲睹了这一幕。
民国之后，傅兰雅为中国人所作的工作，仍有人为之感念。比如黄炎培，与傅兰雅有过直接
交往，是由王伯秋引介。他们第一次会面发生在 1915 年，地点在加利福亚尼亚。黄炎培日记中有
相关记录：“先生传布西方物质文明于中国之第一流也。在二十年前，凡先辈一、二理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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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无不得自先生书。今皤然老矣，而誓爱中国之心与年俱进。深诋此次博览会中国政府馆之规模
为不足代表中国，与之语，感愤之诚，溢于词色。其子创盲哑学校于上海，其费则先生斥其在华
所得译书费以捐与者。八十老翁．且将弃加利福尼大学教授职，重来吾国，传布盲哑教育，吾不
暇钦其壮志，惟有感其热诚耳。西士之传布科学于中国，在老辈中不止先生一人，而论立品峻洁，
未尝有所敛钱以自肥，植权以自固。一其心惟以扬榷文明为己责，至老不衰如先生者，虽欲不心
折得乎。”（《黄炎培日记》第 1 卷，华文出版社，2008 年，第 158-159 页）此后黄炎培与其子
傅步兰也多有往还，主要在职业教育、慈善事业方面。不过，1928 年傅兰雅去世时，黄炎培正在
日本、朝鲜考察，未见有相关记录。1964 年，黄炎培出版了自传《八十年来》，对与傅兰雅父子
交往进行了回忆，“傅兰雅 1915 年在美国家中接待赴美参加博览会的我时说：‘我几十年生活，
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
种残废的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预命我儿子学习盲童教育，已毕业
了，先生能否帮助我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一席谈使我大感动。后来我帮助他在上海曹
家渡办成一盲童学校，傅兰雅的儿子取名傅步兰为校长。教盲童习字、手工，如制藤椅、织毛巾
等等。后来日寇一度攻陷上海，傅步兰回国。现校已归公立。”（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
资料出版社，1982 年，第 80 页）黄氏的回忆并不真切，虽然他对盲童学校的帮助可能很大，但其
与傅氏会面的时间是 1915 年，而盲童学校正式开办的时间是 1912 年，故而，黄氏在盲童学校创
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很有限。
当然，正如如今人们提到傅兰雅，仍强调其在译介西方科学知识上的贡献一样，民国时期亦
是如此。
例如，1918 年，法国大汉学家沙畹去世，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致唁电以哀悼，
“先生遽尔
作古，鄙人闻之，至为惋惜。夏先生长于考古著作等身，裨益敝国之史学，实非浅鲜。其中《史
记》译本一书，尤为鄙人所心折。深望夏先生重来华夏，聊遂识荆之愿。不幸噩耗东渐，失兹良
友，中法两国学问实受一莫大之打击，而于敝邦尤甚……”沙畹的中国研究造诣精深，傅兰雅显
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却已有将沙畹与傅兰雅放在一起者，可称迄今所见对傅氏的最高评价，
“（沙畹）精研中国文字，比者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
苟他日李提摩太、傅兰雅辈死，其动人凄感也将无同……”（冰弦：《蔗渣谈》，《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3 号）而柳贻徵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史》中，专辟一章讲“译书与游学”（本章最早
刊于 1929 年第 70 期《学衡》中），多次提到傅兰雅。1937 年，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史略》
亦盛赞傅兰雅的译介之功，
“经其手译成之科学书籍，范围既广，为数又多，虽不免略近于滥，然
其功实不可没也。”
（《译刊科学书籍史略》，蔡元培、胡适主编：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第 346-395 页）。
1928 年 7 月 2 日，傅兰雅在家中病故，5 日下葬。英文报纸多有详细报导，比如美国传教士
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在 China Journal 上称傅兰雅是“在中国居住过的西方人中
最知名的”。而《申报》在 7 月 6 日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开里福尼亚大学名誉汉文教授，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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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盲童哑童院建设人傅兰雅，已于本星期一在开州白克莱逝世，享年九十。按：傅为英人，生
于 1839 年。1863 年赴香港，充圣保鲁学校校长。旋充北京同文馆教授。1865 年来沪，任英华书
馆长。1867 年，充上海广方言馆翻译处主任，历二十九年之久。间尝学习汉文，造诣颇深。1896
年，应开里福尼州大学之聘，任汉文教授，时年五十有七；1914 年退职，任名誉教授。中国最初
之汉文科学书，多由傅氏译述，故傅在前清末叶，颇著声闻。又闻傅氏 1887-1896 年，任中国教
育社总主笔，兼执行委员会主席，所著教育论文及报告科学研究及其他中国社会问题之讨论，均
斐声儒林。而《中国教育指南》及《中某科学专门字典》两书，尤推名贵之作。综计傅氏译成之
汉文书籍，在一百册以上。当 1884 年时，傅氏开设中国科学书陈列所于汉口路，发行一种科学杂
志。嗣又约友人合资，设公共图书馆于今之老闸捕房附近，为华人阅览及听讲之所。于社会教育，
颇着劳绩。其一生精力。大半为中国社会谋幸福。而提倡科学研究，尤令人称道勿衰焉。”
（《傅兰
雅在美逝世》，
《申报》，1928 年，7 月 6 日）《申报》上的纪念文字全文不过三百字，其中错误甚
为多见，比如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误作“上海广方言馆翻译处”；还将傅兰雅销售科学技术类
书籍的“格致书室”写作“中国科学书陈列所”，此外，
“《中某科学专门字典》”的说法也令人诧
异，似将外文报刊中的相关消息摘编翻译，略述其生平而已。
傅兰雅穷其一生，无论是为名还是为利，一直在筹划为中国工作，为中国人服务，而且父子
两代人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近 90 年，曾在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动荡年代的中国，仍属过渡
时代的人，终将要成为过去。

参考文献：
1、
（美）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主编，弘侠中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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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10 年。
2、《申报》、《新青年》、《香港华字日报》等。
3、傅兰雅：《教育瞽人理法论》，上海时中书局宣统三年版。
4、《黄炎培日记》第一卷，华文出版社，2008 年。
5、周欣平主编：《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 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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