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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申報》「楊乃武案」 

談上海地方知識生產與角力∗ 

呂政冠∗∗ 

【提要】 

楊乃武與小白菜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與上海《申報》有著千

絲萬縷的關係。透過分析《申報》報導，可以發現楊乃武一案已經

脫離傳統奇案敘事的認知框架，成為清廷、民間與租界上海的三方

角力場。本文從案情骨架化的角度切入，欲探討楊案的發展過程，

如何藉由案件詮釋，爭奪象徵權力（authority）？而這三方又懷著

什麼不同的目的，具有怎樣的角力關係呢？帝國統治者利用報社營

造「輿論嘩然」的情況，以此作為師出之名，藉由翻案來打擊地方

官員。位於上海的《申報》則透過編輯策略與民間大眾性、匿名性

的特質，打開受制於帝國的言論空間，並建立現代媒體權威。民間

則利用與新媒體的共謀，直接劍指帝國司法制度，並借鑑上海租界

的西方經驗，發出時代的司法啟蒙先聲。最後本文認為發生於餘杭

的楊乃武案，「內化」於上海的過程，即是近代傳統帝國與現代知

識交鋒的初期，這場交鋒讓上海這個新興現代都市，得以開始生產

有別於以往的「地方知識」，甚至成為形塑「上海人」認同的突破

點之一。 
 

關鍵詞：《申報》 楊乃武 上海 地方知識 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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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楊乃武與小白菜是滿清四大奇案之一，發生於清同治、光緒年

間。案件起於餘杭葛畢氏之夫葛品連突然暴斃家中，葛母懷疑死因乃

是葛畢氏與楊乃武因姦毒殺，於是告官，致使葛畢氏與楊乃武雙雙入

獄。故事主軸圍繞在楊乃武因刑訊認罪，後經楊妻京控1，最終冤獄

得以平反的過程。審訊期間因為現代新媒體《申報》的出現與加入，

讓這個奇案傳說顯得不太傳統，尚有分析空間。  

楊乃武與小白菜相關研究有二大方向，一是文學文本對讀，研究

者以創作文本與《申報》報導進行比較，是目前較常見的切入角度2。

楊案的流傳，因為《申報》報導，轟動一時，成為民間茶餘飯後的談

資。隨著案情落幕，傳講的狀況仍不見消退，其後甚至編排成戲，極

受歡迎3。在民間大眾熱烈參與討論的情況下，發展出多種文本創作，

如小說、戲劇等。從口頭流傳、新媒體報導，再回到民間創作的過程，

本案儼然反應司法與舊帝國想像的多元面向。另一個研究取徑則是針

對楊案，進行帝國法體制、社會背景與新興媒體等制度面的考察4。

筆者從民間文學角度切入，發現因為新興媒體的出現與民間口頭傳統

的共謀之下，過去習以為常的「奇案」敘事，在楊乃武案中變得很不

傳統。這種「不傳統」與上海作為當時新興都市與租界空間的存在、

新媒體報紙《申報》的出現有著千絲萬縷的關係，尚待釐清。  

                                                 
1 京控所指，乃是清帝國越級控訴的司法救濟管道。可分為向在京衙門單位呈控，即「京控」；或

是直接向皇帝訴冤，即「叩閽」。可參考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台北：文史哲，

1992），頁 412。 
2 相關論述如：江志桓，「楊乃武與小白菜」《申報》、原案與黃南丁小說的比較研究」（台北：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論文，2012）、蔡茱蓉，「蘇州彈詞《繪圖楊乃武奇案》研究」（台中：

靜宜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2018）。 
3 楊乃武案結束後大約 14 年，1911 年 3 月 14 日《申報》於第 7 版刊出上海「歌舞臺」的戲劇演

出廣告，「楊乃武」三字赫然在目，為目前所見最早的演出資料。此後以「楊乃武」為劇名的演

出廣告，與日俱增，顯示楊乃武一詞已成為上海都市空間與地方想像的一部分，極受民間大眾的

歡迎。 
4 例如：操瑞青，〈建構報刊合法性：「有聞必錄」興起的另一種認識－從《申報》「楊乃武案」

報導談起〉，《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3 期（2015 年 3 月），頁 103-104、陳永棣，〈落日殘照：

清楊乃武案昭雪的歷史、社會與制度因素〉，《中外法學》第 19 卷第 4 期（2007 年 8 月），頁

41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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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申報》楊案報導，可以發現當時報社為了解決資訊不足與

言論空間有限的問題，採取了一連串的編輯策略，其中包含了《京報》

直錄、杭州記者來訊、讀者投稿、社論與「有聞必錄」等形式。在官

方對於審訊過程一概保密的情況底下，可以想見此案雖得群眾關注，

但可取得的資訊實則有限，對此報社亦多有怨言。為了充實報導量，

也為了滿足大眾的期待、商業的考量等，《申報》刊載各種「聽聞而

來」的訊息，間接記錄了當時楊乃武案在民間的傳講情形。比較報社、

讀者來稿、民間與帝國官方記載5，可以發現本案的大眾輿論曾有過

明顯的轉折。當官方司法制度生產的「案件事實」因新報的加入而受

到民眾質疑時，大眾輿論也從原本的「讀書人潔身自愛」、「男女禮

法之防」等傳統觀點，轉而針對「官官相護」、「刑訊取供」等面向。

雖然楊乃武案在當時民間傳講的情況已經不復存在，但是透過《申報》

「有聞必錄」的報導形式，我們仍然能夠從口頭傳統的角度，挖掘當

時「說」楊乃武案，乃至「說」上海的相關記錄，重而再現近代上海

地方社會的一個切片。 

《申報》得當的編輯報導策略，開創了帝國前所未有的言論空

間，也同時突顯出帝國與地方社會之間的權力罅隙。楊乃武案成為一

個角力場域，帝國、新興媒體與民間各懷著不同目的，紛紛加入爭奪

本案的詮釋權，並提供彼此相異的「案件事實」與觀點。本文將說明

楊案的骨架化情節概念，拉進帝國歷史語境，思考清廷統治者的決策

考量。最後回到上海時空的獨特性，分析楊乃武案內化於租界上海的

過程。  

                                                 
5 除了報紙所刊之帝國官方報紙《京報》相關文章以外，本文亦參考了當時並不為一般人民所知的

朝廷檔案：歷史檔案館編，《楊乃武與小白菜奇案御檔》（杭州：西泠印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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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音交響的骨架化事實： 

楊乃武案與上海《申報》 

1871 年英商美查兄弟（E. Major & F. Major）於上海租界籌辦《申

報》6，並於隔年（1872 年）4 月 30 日出版創刊號。《申報》雖非中

國第一份華文新報，卻在接續的幾年間，藉由實踐報業的新作風7與

新思想8而站穩腳跟，成為近代中國報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報之一。

《申報》成立之初，因為位於租界，雖然具備先天性的發言優勢，卻

也必須顧慮到帝國權威下的言論尺度。因此《申報》如何就其商業考

量與言論尺度，進行權衡、擬定報導策略等過程，都可說是舊帝國及

其民間場域，如何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面對新時代的現代化洪流

下，進行角力、協商乃至調整、蛻變的一個縮影。  

《申報》成立之初，拓展報務與奠定媒體權威（authority）乃首

要任務；楊乃武一案，可說是《申報》成功打下其後發展基礎的代表

性案件。  

同治十二年（1873 年）十月初七，發生於餘杭的楊乃武案，本

與遠在上海租界的《申報》無甚相關9。本案經葛母告官、仵作相驗

指認毒殺，乃至楊乃武被革去舉人職 10，並與葛畢氏雙雙下獄的過

                                                 
6 本文所引用《申報》為上海版，原報資料以「頁」為單位，故本文亦從之。 
7 例如《申報》是中國最早派記者實地察訪的報社之一。1872 年創報之初即已將「招延訪事」放

入時程表。直到 1875 年，已在北京、南京、蘇州、杭州、武昌、漢口、寧波、揚州……等 26 個

重要城市聘有特約記者。胡遠杰主編，《福州路文化街》（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頁 51。 
8 《申報》初辦，曾於同治十一年六月初八（1872 年 7 月 13 日）為文論說「邸報之作成于上，而

新報之作成於下」等語，足見新報之辦成，已稍具「第四權」的概念。此外《申報》因位於上海，

更具傳播新思想的地緣位置。 
9 「楊孝廉一案，本館屢為刊登，案中諸人本館亦並無恩怨於其間，且相去五百里，何能知其底細，

然杭友函寄或自滬投來者不憚煩言，恐其中亦自有公道存焉，故不敢不備錄以供眾覽。本館附識。」

可為參。見〈天道可畏〉，《申報》光緒元年三月初五日（1875 年 4 月 10 日），頁 3。 
10 〈浙江巡撫楊昌濬題請斥革楊乃武舉人本〉，載於歷史檔案館編，《楊乃武與小白菜奇案御檔》，

頁 1-4。 



．從《申報》「楊乃武案」談上海地方知識生產與角力． 

 ．105．

程，都僅屬地方逸事，村野談資，話不過縣界11。在《申報》報導初

期，消息源自杭州派員，語多因循地方官府之見，或有訛傳不實之處；

然主要方向皆為忤逆人倫，姦夫害命等社會獵奇案件。也因此報導評

論之語，多合於舊制價值觀念，如：「是殆淫人富為之殃之義乎？是

天之所以益其疾也！」12、「讀書人平日自省功夫，所以較切磋為尤

極耳！噫，可畏哉。」13雖本案的第二篇報導〈詳述禹航某生因奸謀

命事案情〉14中已提四大疑點，然初時報導多為既不逆天威，亦合大

眾獵奇之效的寫作手法，用字遣詞渾然而生，而無仔細推敲琢磨利害

關係之需求。  

同治十三年十月二十七日（1874 年 12 月 5 日）《申報》刊出〈十

月初九日京報全錄〉中刊載都察院御史廣壽奏楊詹氏京控一事，請旨

飭辦的摺子15。後幾日因報社尋求訪得楊妻京控全文〈浙江餘杭楊氏

二次叩閽原呈底稿〉16，分兩日全文刊出，並於文末明言：《京報》

                                                 
11 據查當時《申報》初報導此案，乃以地方案件的層次視之，或礙於楊乃武舉人身分，初時並不直

呼其名，而以「禹航某生」、「禹航生」稱之。從初時的五篇報導〈記禹航某生因奸謀命細情〉

同治十二年十一月十八日（1874 年 1 月 6 日）、〈詳述禹航某生因奸謀命事案情〉同治十二年

十一月二十五日（1874 年 1 月 13 日）、〈禹航生獄中自斃〉同治十二年十一月二十六日（1874
年 1 月 14 日）、〈禹航生并非監斃〉同治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七日（1874 年 1 月 15 日）、〈記

禹航生略〉同治十三年三月三日（1874 年 4 月 18 日）可知，直至〈禹航生獄中自斃〉一文，本

案都按照著過往判列經驗在進行，民間則多因案件逆反人倫的觀點論之，《申報》的報導直接來

自杭州駐點記者的消息，卻頗多誤謬，乃知實是「小道消息」於當地流傳而采者信之的原故。可

是到了〈禹航生并非監斃〉一文，雖然可知此案件仍未擴大，卻已出現了「骨架化事實」相異的

意味。文中言：「據友人見其過司時，實實呼冤，盡翻供狀。蒯廉訪詰其何以認於前而翻於後，

豈非刁展？生不答，自褫上服，則肩背手腕，魚鱗碎傷，真十分狼藉矣。因泣曰：『請大人視驗

榜楚炮烙痕，則知革舉之招承，實欲免一時之毒刑，而不能為之字之定讞也。』……顧謂杭守陳

公曰：酷刑之下，何求不得，折獄豈宜如此？是案當再詳細審讞。」可知案件已開始透露出些許

不尋常的蛛絲馬跡，而報導者亦開始改變當初的報導觀點。有此舖陳，此案輿情方有升溫之勢，

直至同治十三年十月二十七日刊出《京報》所錄〈都察院御史廣壽等奏餘姚民婦呈控誣陷斃命等

情請旨飭辦折子〉一文，與隔 2 日立即再連 2 日刊登報社人員訪得之〈浙江餘杭楊氏二次叩閽原

呈底稿〉一文，此案方轟然登場，成為全國關注的案件。 
12 〈記禹航某生因奸謀命細情〉，《申報》同治十二年十一月十八日（1874 年 1 月 6 日），頁 2-3。 
13 〈記禹航生略〉，《申報》同治十三年三月三日（1874 年 4 月 18 日），頁 2。 
14 〈詳述禹航某生因奸謀命事案情〉，《申報》同治十二年十一月二十六日（1874 年 1 月 13 日），

頁 2。 
15 〈十月初九日京報全錄〉，《申報》同治十三年十月二十七日（1874 年 12 月 5 日），頁 5。 
16 〈浙江餘杭楊氏二次叩閽原呈底稿〉本篇分 2 日刊登於《申報》同治十三年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

日（1874 年 12 月 7 日至 8 日），2 日皆登於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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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錄都察院御史的請辦摺子，卻逕自刪去楊妻京控全文，對於帝國管

理階層訊息封閉之不滿已可見其端倪17。縱觀京控全文，訴其原委，

娓娓道來，竟與原控案由大相逕庭，冤案隱情公諸世人，輿情出現扭

轉風向，民情亦有嘩然發酵的跡象。值得一提的是，再過兩日，報社

以頭版頭條，刊登性質類似現今「社論」的文章〈論餘杭案〉18一文，

藉由此案既言刑訊之害，且剖析舊日司法制度易生官官相護之害。從

此報社立場定於此端，頗有帶領輿情熱議，思考改革帝國司法之弊等

制度面的討論。  

然司法權可說是帝國權威的代表性存在，若就單一事件的道德性

指控，合於帝國主流價值，或無不可。但若就制度面弊端提出反對意

見，則恐觸帝國威權的逆鱗了。因此當本案在上述報導刊出而備受關

注後，報社因常刊此事，並且又站在批判帝國司法制度的立場，而遭

受多方言論攻擊。例如在本案發展至第二階段，浙江學政胡瑞瀾重審

此案接近尾聲之際，《申報》於光緒元年九月十四日（1875 年 10 月

12 日）第二頁，刊出〈辦大不敬〉19一文，文中可見報社飽受各方攻

擊，言其報導之際，為文提及皇帝、皇太后字樣，竟不知抬頭等語。

而報社則回應其文刊登，皆直錄《京報》原文，何來不敬？並以言外

之意，指出伸反冤案，才是真敬皇上聖明之義，此種指責，乃是欲加

之罪云云。從此可見隨著本案輿情升高，報社下筆又指向朝庭法制層

面問題，用語必慎之重之，以免因逆鱗致災。又如同年的三月初五日

（1875 年 4 月 10 日）報社刊出峰老樵來稿，題曰〈天道可畏〉20。

                                                 
17 文中如此提到：「按此扣，閽呈底原求都院奏聞請，旨提交刑部嚴行根究，庶幾沉冤可雪，乃讀邸報

都院奏稿，則已全行刪去並不提及，不知何故。豈其中亦有所回護耶？抑或以此等案件，行省理官自

能了之，而不必上煩部臣耶？嗚呼人命至重而草菅之！士人可殺而汙辱之，吾不知為親民之官者，亦

嘗一返思之否耶？私讐不勝報，公論不可逃，即使超雪無期典刑立正，彼閻羅老子將亦漫無黑白耶，

將亦力為回護耶，正恐末必然矣，噫嘻，吾願質之淑問之臯陶矣。本館附識」。見〈浙江餘杭楊氏二

次叩閽原呈底稿〉，《申報》同治十三年十月三十日（1874 年 12 月 8 日），頁 3。 
18 〈論餘杭案〉，《申報》同治十三年十一月初二日（1874 年 12 月 10 日），頁 1。 
19 〈辦大不敬〉，《申報》光緒元年九月十四日（1875 年 10 月 12 日），頁 2。 
20 〈天道可畏〉，《申報》光緒元三月初五日（1875 年 4 月 10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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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特別於文末註明： 

楊孝廉一案，本館屢為刊登，案中諸人本館亦並無恩怨於其

間。且相去五百里，何能知其底細？然杭友函寄，或自滬投來

者，不憚煩言，恐其中亦自有公道存焉，故不敢不備錄以供眾

覽。本館附識。21 

從報社多做說明來看，可見報社報導此案之方針已頗受壓力，其思擬報導

策略之際，必得多方琢磨的痕跡，亦可為佐證。 

為了解決帝國專制，言論空間不足，加之資訊封閉造成報導量不

足等問題，《申報》報導此案，約可整理出四種報導類型，以為應對

策略：第一種是「京報全錄」，直接載錄官報內容，為第一手官方消

息。第二種是類似「社論」文章，此類文章對於楊乃武一案有推波助

瀾，保持輿論熱度並帶領風向的作用。第三種類型為中國新報「有聞必錄」

傳統的前身22，綜采各方消息，來者不拒。本案中此類報導皆有類似陳述：

「客有自武林來者，……客笑而言曰：杭地新聞者……。」23，或者是：

「口供因關防密，故無從探悉。惟即所聞數端，雜錄之，以供眾覽。但

杭人所傳述者，亦言人人殊不衷一是，究竟何者為確，本館亦未便實指，

惟有採輿評以存其實道而已。……」24（粗體字為筆者所加）因為有聞

必錄的報導特徵，本文方能挖重現楊案在當時民間社會中「如何被傳述」

的語境狀況。第四種為具名讀者來稿評論，例如：湖上散人、海昌小蓬

萊主、閱盡倉桑人、呆呆子、聞聞迦邏越25……等，足見來稿之踴躍，

                                                 
21 同上註。 
22 參考：寧樹藩，〈「有聞必錄」考〉，《新聞研究資料》第一期（1986 年 3 月），頁 95-113。

操瑞青，〈建構報刊合法性：「有聞必錄」興起的另一種認識－從《申報》「楊乃武案」報導

談起〉，《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3 期，頁 103-104。 
23 〈審案傳聞〉，《申報》光緒元年六月十四日（1875 年 7 月 16 日），頁 2。 
24 〈審餘杭葛畢氏案雜聞〉，（「聞」字原版不甚清晰，乃筆者推測，亦有可能為「閱」字）《申

報》光緒元年七月初二日（1875 年 8 月 2 日），頁 2。 
25 湖上散人，〈楊氏案略〉，《申報》光緒元年三月初七日（1875 年 4 月 12 日），頁 2。海昌小

蓬萊主，〈駁武林生告白〉，《申報》光緒二年五月初二日（1876 年 5 月 24 日），頁 3。閱盡

滄桑人，〈書浙江諸紳公呈後〉，《申報》光緒二年正月十七日（1876 年 2 月 11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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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了各方豐富的觀點。四種報導類型讓《申報》得以在帝國集權、

言論空間限縮等不良條件下找到突破口，並奠定《申報》媒體輿威的

代表性。相關分析將會另文撰述，此不再贅述。  

楊乃武一案終得昭雪，已是眾所周知的結局。然而在案件發展的

過程中，卻有不同層次的象徵權力（authority）與知識生產的權力

（power）拉扯在浮現：朝廷中央皇帝專制權與地方官員行政權的角

力、帝國威權與新興報紙發聲權的角力、舊制司法觀念與西方司法觀

念的角力，乃至地方社會面向現代化與帝國緊守專制之間的拉扯，在

眾說紛云的楊乃武案中，顯露出其錯綜複雜的糾葛關係。紀爾茲

（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在〈地方知識〉一文中曾就司法案件

的骨架化事實有如下觀察：  

所謂的司法程序，可說是「將事實節略為骨架－將事實化約到

法律註解這種體裁形式的容納範圍之內－本身是一個不可避免

而且必然的過程，但是，隨著經驗的複雜性（或者－一個關鍵

性的區別－對經驗之複雜性的意識）以及對這種複雜性的恐懼日

漸增長，事實便被「骨架化」得愈加薄弱。26（「將事實節略為骨

架」一句的下引號未標示，請重新檢查標點符號） 

楊案經過層層上訴，透過浙江巡撫楊昌濬與學政胡瑞瀾先後重審的司法程

序，本帶有止息民意，更昭公正27的企圖。但正如紀爾茲所言「經驗之複

雜性的意識」及其恐懼或警覺的增長，本代表官方司法權威的「骨架化事

                                                                                                                      
呆呆子，〈書餘杭葛畢氏獄〉，《申報》光緒二年三月二十七日（1876 年 4 月 21 日），頁 1。
聞聞迦邏越，〈論錢寶生之死〉，《申報》光緒二年三月初十日（1876 年 4 月 4 日），頁 3。 

26 （美）克利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楊德睿譯，《地方知識》（台北：麥田，2007），

頁 237。 
27 從當時內閣文書檔案中，皇帝連下諭旨，要求浙江學政胡瑞瀾秉公處理、析明案情的罕見行為，

可以推知，此案件在楊妻京控之後，民意沸然，朝野重視的情況。可參考〈著胡瑞瀾提集人證秉

公嚴訊并著楊昌濬妥為看管要證候審諭旨〉光緒元年四月二十四日（1875 年 5 月 28 日）、〈著

胡瑞瀾提集人證秉公嚴訊毋得迴護同官含糊結案諭旨〉光緒元年四月二十四日（1875 年 5 月 28
日）、〈著胡瑞瀾考遺事畢督同委員務將葛品連死因研訊明確諭旨〉光緒元年八月初一日（1875
年 8 月 31 日）等文。載於歷史檔案館編，《楊乃武與小白菜奇案御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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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多方觀點與「新的經驗」（現代化報紙）的初體驗之下，因為口頭

與文字傳播的競合，情節出現變異性特徵，而顯得意見分歧。 
從餘杭「地方新聞」的報導層次，到楊妻京控全文刊出，再到官

方封鎖審訊消息，致使眾多小道消息不脛而走的狀況，可以看到官方

司法系統所產生的骨架化事實已然遭受民間與仕紳嚴峻的挑戰。在此

可以簡單歸納出兩個簡單的骨架化事實：一是官方觀點的「葛畢氏

案」：認為葛畢氏因與楊乃武有姦情，向藥行錢寶生購買毒藥，毒殺

葛品連。二是《申報》與民間共構的「楊乃武案」：認為楊乃武乃是

在嚴刑逼供之下，方才招認因姦毒殺的指控。而錢寶生亦是受到威逼

利誘之下，才「誣」指出售毒藥予葛畢氏云云。辨別楊案不同的骨架

化特徵，有助於比較案情「被生產」時，因為不同的時間、群體、地

方等因素，而產生不同的骨架化樣貌。但是歸納楊案的骨架化事實並

不是本文的重點，在民間口頭變異性特質的層次上，也不具太大的意

義。在這裡要展示的是所有的敘事，都會經過不同的骨架化過程。因

為意識到帝國司法系統生產「骨架化事實的過程」，從而使民間能夠

打破官方單一敘事權威，進而加入這場敘事角力。  
例如《申報》報導此案時，屢屢出現「案已定讞」，卻一再傳出

重審案情的消息，「事實的薄弱感」在此一覽無遺。例如光緒元年十

月二十日（1875 年 11 月 17 日）在眾聲仍舊喧嘩之中，《申報》於

頭版處刊出如下訊息： 

楊乃武案已定 

餘杭一案現得杭州來信聞楊乃武已招認通姦謀殺，各情按律

擬斬立決矣。胡學憲錄詞具奏……惟兩次審訊各情竟無知

者。據杭人揣度大約楊乃武經刑訊後仍照原供招認而已，究

其有無冤枉，此時亦不必問矣。28 
經查官方資料，胡瑞瀾曾於光緒元年十月初三日（1875 年 10 月 31 日）

送呈三文，其中一文呈交光緒皇帝，說明「葛畢氏因姦毒斃本夫」一案的

                                                 
28 〈楊乃武案已定〉，《申報》光緒元年十月二十日（1875 年 11 月 17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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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情形29。另一文則呈交軍機處，內附本案人證供招清冊，以供備查，

見其內容亦可說是鉅細彌遺，雖持原判卻也指證歷歷30。按時間與文中「杭

州來信」一句推測，《申報》刊出「楊乃武案已定」一文時，報館編輯尚

未得見胡瑞瀾與清廷中央的通訊資料。在報導文章中，除了透露對於審訊

不公開的抱怨以外，從其一句「究竟有無冤枉，此時亦不必問矣」，其中

懷疑且無奈的語氣，可知帝國司法體制生產的「事實骨架」，在多音交響

的傳播之下，說服力已顯薄弱31。 

筆者認為《申報》在「有聞必錄」的策略基礎上，民間閒話談資

竟能夠打破帝國威權與言論高度統一的狀況，讓「閱／聽」新報的大

眾得以從「複數個事實經驗」產生自覺與意識，從而在官方生產的骨

架化事實下，打開一道詮釋本案的權力罅隙。此處所謂的「多方交響

的骨架化事實」，雖然意味了複數個骨架化事實，與複數個生產系統；

但是正因為骨架化事實的生產具有變動性，所以重點反而是民間意識

到「骨架化事實」的概念，從而找到加入這場敘事角力的縫隙。而當

這道權力的罅隙一旦被打破，各方湧入爭奪詮釋權，就像是一座時代

的擂台，台上則有三方角力：清帝國、新媒體與上海地方社會，三方

各自懷著不同的目的，在這場「奇案大戲」中，上演一齣現代性初體

驗的啟蒙先聲。 

三、從帝國法體制與社會歷史看楊乃武案 

楊案終得昭雪，楊、胡一干官員亦遭懲處，都回應了《申報》明

冤除枉與攻擊官官相護的立場。經此一役報館聲威大漲，似乎成為最

                                                 
29 〈浙江學政胡瑞瀾奏報復訊葛畢氏因奸毒斃本夫案分別定擬摺〉，載於歷史檔案館編，《楊乃武

與小白菜奇案御檔》，頁 60-77。 
30 〈浙江學政胡瑞瀾為呈送葛畢氏供招清冊事致軍機處咨呈〉，載於歷史檔案館編，《楊乃武與小

白菜奇案御檔》，頁 78-80。 
31 又如對於此案之稱呼，官方多名為「葛畢氏毒斃本夫案」，而《申報》在楊妻京控一文之後，則

多改稱「楊乃武案」，從案件命名的差異，亦顯示出見解觀點的落差。「葛畢氏毒斃本夫案」頗

有未審先判的味道，「楊乃武案」相對中性，且頗有報社將此案視為官僚體制受害者的潛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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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贏家。而刑訊之議，雖暫未獲朝廷回應，但從此對於舊制司法審判

制度的改革呼籲，尤其是嚴刑取供一項，亦獲得大眾熱烈回應，相關

倡議，也日漸興起32。相對而言，清帝國則貌似威信受損，官員同時

掌握調查權與審判權的司法舊制備受質疑，因循前例的官場文化亦成

為民間茶餘飯後的笑譚，頗具輸家之狀。  

回到帝國體制的角度，不難發現楊案最後能推翻原判，除了《申

報》的推波助瀾以外，太平天國之後形成帝國外重內輕的政治格局，

應是統治者決策考量的因素之一。學者蔡博方認為《申報》在此案報

導中，透露出一種「旁觀者公民」的形象。上海租界華洋差異的生活

經驗，促使大眾開始思考公民身分的基本問題。33梳理清帝國刑事案

件的制度脈絡與歷史語境，有助於理解「上海觀點」的發言位置和「華

洋交錯」的語境經驗，進而回答「上海地方知識」如何利用傳統語彙

轉化現代性經驗等問題。  

（一）從官僚體制看社會案件的權力想像 
剖析清帝國的統治體制，有助於理解楊案中各方扮演的角色位置

與目的。楊乃武案首先是舊帝國司法體制下的社會案件，如何理解社

會案件之於帝國權力想像的關係，是建立此案件社會語境的第一個步

驟。歷史學者孔復禮在分析乾隆年間的叫魂案34時，對於皇帝、官僚

體系與地方社會的權力想像有生動的詮釋，值得借鑑。  

約莫 18 世紀中後，被認為清朝最強盛的乾隆時期，一種名為「叫

魂」的妖術恐慌卻在江浙地區流行起來，讓整個帝國的人民陷入心理

恐慌，甚至撼動乾隆的專制皇權。叫魂是一種利用剪人髮辮或騙人姓

                                                 
32 除了楊案重審期間，《申報》多次以刑訊為題，抨擊舊制刑罰取供的殘忍與不合理處，其後楊案

則成為一則重要的案例，凡言及司法案件中官官相護與凌遲取供等情節，皆會以楊案為例，指責

刑訊不但無助於真相，更是形成冤案的因素。例如〈論閩省林文明案〉，《申報》光緒六年四月

十一日（1880 年 5 月 19 日），頁 1，即為一例。 
33 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分：以《申報》為例的反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第 2

期（2016 年 7 月），頁 155。 
34 （美）孔復禮（Philip Kuhn）著，陳兼、劉昶譯，《叫魂：乾隆盛世的妖術大恐慌》 

（台北：時英，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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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方式，使施術人得到靈魂之力並讓被害者失去性命的妖術。為何

一場發生於民間的妖術恐慌，最後卻能撼動王朝呢？根據孔復禮的研

究，可以簡單畫出清帝國統治結構如下：  

皇帝──官僚體制──地方社會 

從帝國官僚制度與通訊機制發展的兩大傳統來看，君主只是帝國政治制度

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原本認知的：一個既遠離這一制度又權力無限的專

制者35。因此要瞭解王朝的政治體制，就必須體認到：帝國內部的專制權

力與常規權力（即官僚體制）存在著消長與抗衡的關係36。 

清帝國體制存在著專制權力與常規權力的抗衡關係，即便是精明

如弘曆皇帝，仍然需要花費許多心力與官僚體系周旋。皇帝在掌控群

臣，尤其是分派至外地的官員時，有兩種直接的手段：一是由吏部進

行賞罰，屬於行政常規的例則；二是行使專制權力，導致的後果有「喪

失寵信、喪失財產，……失去人身自由或生命」37。為了維持國家機

器正常運作，皇帝的專制權力不會無限放大；許多情況下，皇帝必須

依循行政體系的規則（即常規權力）。以官員考核機制為例，分派至

各省的巡撫，往往同時擁有御使台副貳的頭銜。這意味著，外派的官

僚有監察下屬的責任，也就是「官僚機器是在自己監視自己」38。可

想而知，這樣的考核機制，將會充滿各種明哲保身與規避麻煩的考

量，無法充分反應舉賢去蕪的功能。弘曆皇帝雖然肯定考評制度乃「國

之大典」，但對於實際運作時，薦賢舉良機能不彰的情況，也只能束

                                                 
35 同上註，頁 246。 
36 清朝對官僚系統的監督系統，主要是由刑部主要處理犯罪，例如貪汙，吏部負責行政處分例如瀆

職或官員考核。另外尚有都察院負責調查或彈劾官員的瀆職與失誤，另外尚有向皇上提出諍言之

責。雖然這是一套看似有效的，直接負責於皇帝的官僚控制系統，但是從一省巡撫同時擁有御史

台副貳的頭銜就可以知道，其實，所謂皇帝的耳目，其實出了京城便是又瞎又聾。而京城之外，

官僚系統則幾乎同時身肩行政與監察的責任了。同上註，頁 251-252。 
37 同上註，頁 278。 
38 同上註，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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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無策39。  

值得注意的是，帝國在專制權力與常規權力的競合過程，反而讓

民間社會創造了另類的、以鄉為單位的公共空間之存在。以叫魂案為

例：在妖術傳言盛行時，被控訴為施術者的身分，多數是來自外鄉的

陌生人。其中僧人、道者與乞丐因為化緣或乞討之需，必須在各鄉鎮

中移動，成為最大宗的被指控者來源。施術者多是陌生人的聯想，造

成鄉界（boundary）與「群體」意識的具體化。此外因為恐慌的盛行，鄉

民憑藉地方知識指認妖術執行者的過程（雖然常常是誤認，或者「誣」認），

其實也意味著以「鄉」為單位的群體，取得自我排除危險並維護地方安全

的行為合法性，意外掌控了最低階的不成文司法權。 

抱持著這樣的認知，重新回到同、光年間的楊乃武案。「楊乃武

與小白菜」名列滿清四大奇案，但是此案何以為「奇」？奇字意味了

「非常態」的情況。在此案中，哪些部分為常態，哪些部分是非常態

呢？筆者認為凡是《申報》社論批評的部分，皆是舊帝國的常態，例

如：官官相護、京控再審仍維原判、刑訊取供、資訊不公開……等。

而非常態的部分，例如：京控全文曝光、浙藉在朝官員聯名陳情要求

重審40、上諭連發要求「秉公嚴訊毋得迴護同官」的旨意，乃至此案

因新媒體的傳播得以跨越省界廣為流傳等，皆此案之所以為「奇」者。

換句話說，如果楊乃武案僅侷限於一省之中，最後由楊昌濬與胡瑞瀾

重審後，維持原判，楊乃武、葛畢氏難逃死刑命運。此即帝國司法案

件中的一則「常態性案例」，不足為「奇」。 

當楊乃武案被廣為報導，甚至連楊妻京控全文都直接刊登於報41，引

起輿論沸然。而後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透過軍機大臣42、內閣文官，連

                                                 
39 同上註，頁 257。 
40 〈都察院左都御史景廉等奏為同籍京官聯名呈訴吁請將葛畢氏案飭部審辦摺〉，載於歷史檔案館

編，《楊乃武與小白菜奇案御檔》，頁 169-186。 
41 據陳永棣推測，申報編輯能夠取得京控全文，乃是清廷中央有意為之，想藉此鼓動民間輿論，製

造翻案氛圍。陳永棣，〈落日殘照：晚清楊乃武案昭雪的歷史、社會與制度因素〉，《中外法學》

第 19 卷第 4 期（2007 年 8 月），頁 440。 
42 此處檔案，為軍機大臣與內閣以其名發出「上諭」命令。考量當時皇帝仍幼，而慈禧垂簾，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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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要求浙江學政胡瑞瀾應秉公重審、巡撫楊昌濬當妥為保存相關人、

物證據43等不尋常的舉動，這些都顯示楊案已成為一場政治角力與時

代改變先聲的施力點。 

楊乃武案成為輿論的突破口，讓位在上海的《申報》、仕紳文人

與民間百姓得以在無意識間組成一個帝國百年來罕見的議論群體。論

述中摻雜地方社會華洋混居的語境經驗，加上此案作為發酵劑，得以

醞釀出近代上海地方知識的生產。「上海觀點」提供此案不同的觀看

角度，也同時爭取到地方自我詮釋的機會。在中央的部分，慈禧太后

與甫即位且年幼的光緒皇帝，則藉此處理太平天國之後外重內輕的政

治格局與皇權弱化的雙重危機。  

雖然楊乃武案發生在江浙地區，卻是距離遙遠的上海更明確的反

應出帝國法體制「皇帝－官僚－地方社會」的特徵，從而強化地方社

會「邊界」概念，凝聚地方認同想像44，其間原因頗耐人尋味。社會

學者蔡博方認為透過《申報》楊案系列報導，促使人民從刑事制度的

「華洋差異」，重新思考「公民身分」的基本問題45。這意味了外來

的清帝國治權相對於上海地方社會，在這個時期已經出現認同抵觸。

產生差異的原因來自於租界空間的生活經驗，為此提供了不同於傳統

漢人社會的地方知識生產資源。民間社會一如叫魂案件的行為邏輯，

以其「口頭傳統」，融合現代性經驗，開拓新的司法想像與公共空間。

從口頭傳統的角度來看，或許蔡博方認為《申報》反應晚清時期上海

「旁觀者公民」的形象，其實是小看了民間社會強大的內聚力與能動

                                                                                                                      
處理成為軍機大臣主要職責的歷史狀況，此處的上諭，是否是直接由光緒皇帝、皇太后直接發出，

或者乃是軍機大臣之意見，已是不得而知了。 
43 〈著胡瑞瀾提集人證秉公嚴訊并著楊昌濬妥為看管要證候審諭旨〉，載於歷史檔案館編，《楊乃

武與小白菜奇案御檔》，頁 19-22。 
44 本案上訴期間，曾有餘杭地區的仕紳文人聯合上奏，申覆此案。然仕紳文人屬半官半民的身分，

相較於《申報》中透露出的上海觀點，乃至其後於民間編演成戲大受歡迎的狀況，本案在地方社

會的作用力之強弱，高下立判。 
45 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分：以《申報》為例的反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第 2

期，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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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質，和藉此生產地方知識與認同資源的能力。關於上海地方社會

如何以其傳統想像轉化現代性經驗的問題，將在第四節進行說明。 

（二）楊乃武案中的行政權與專制權 
清帝國死刑案件有一重要特徵：各省的死刑案件題本，在經過中

央三法司覆核後，皆需奏聞皇帝，以示天子愛民之德與掌握生死之威46。

雖然上奏形式在幾代皇帝下來稍有改變，但大抵不脫上述內涵。皇帝批示

死刑案件時，大多維持三法司的判決，少見例外。死刑奏摺在乾隆時

期成為正式公文，原本皆為皇帝親自批示，但是嘉慶年間，首開軍機

大臣代批的先例。到了同治之後，因為兩宮太后數度垂簾聽政，處理

奏摺成為軍機大臣的主要任務47，皇權旁落可見一般。如果說乾隆皇

帝在清朝鼎盛時期，對於皇權與官僚系統的權衡，都有許多不盡人意

之處。更不用提百年之後，官僚體系運作得更加鞏固，行政常規一再

重覆成為「前例可循」的潛規則。到了光緒年間，這個老舊的帝國，

因為行政體系失去彈性，已是體弱質衰。  

如果說僵化的行政體系是清帝國先天不良的體質，那麼太平天國

無異給予這個帝國一記後天失調的重擊。根據陳永棣的研究，太平天

國期間，各地督撫逐漸擁有部分的財政與軍事自主權，藉由分割中央

權力達到外重內輕的局面。除了軍事和財政以外，又以執行死刑的司

法權最為關鍵。咸豐三年（1853 年），太平天國起義第 2 年，已有

四川、福建、廣州……等地奏請，凡涉案重大之「匪」即就地正法等

事。曾國藩更曾明言上奏，欲將「土匪」直接就地正法。所謂土匪包

括：會匪、教匪、盜匪、痞匪、游匪等。咸豐皇帝對此亦給予正面回

應，頒布諭旨：「著各省督撫、一體飭屬隨時查訪，實力緝拿。如有

土匪嘯聚成群，肆行搶劫，該地方官于捕獲訊明以後，即行就地正法，

                                                 
46 賴惠敏，〈從命案看清前期的國家與社會（1644-1795）〉，《但問旗民：清代的法律與社會》

（台北：五南，2007）。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頁 236。 
47 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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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昭炯戒。」自此「就地正法」正式制度化48。 

在過往的習慣，每有死刑案件的摺子，經過三法司覆審與內閣票

擬後，即便呈予皇帝，多會依奏本原定判決。就算有家屬不服上京控

訴，推翻原判的狀況實屬罕見49。楊乃武案的不尋常，即此案不但一

審再審，最後更由朝廷刑部直接推翻楊、胡等官員的定論，情況極為

罕見。楊案發生的歷史背景，正是朝廷中央與地方督撫在漫長的帝國

行政體制運作中，專制皇權被地方分權，逐漸形成外重內輕的格局。

其中尤以死刑最終裁示權的旁落，是重要指標。從此不難推斷楊案一

再被推翻的原因，正存有彰顯皇權、打擊地方督撫與打破外重內輕格

局等目的。 

清廷統治者選擇楊乃武案作為宣揚統治權威的指標性案件，除了

因為楊案流傳甚廣以外，楊妻上書京控是另一個關鍵。清帝國人民若

認為官員審判不公，可以尋得司法救濟的管道有二：上控與京控。顧

名思義，上控乃是逐級向督撫司道府等衙門呈控，而京控則是直接向

京師中央各部呈控。接受京控的單位主要有刑部、都察院、步軍統領

衙門與通政使司（登聞鼓廳）50。其中向都察院呈控者最多，楊乃武

之妻楊詹氏京控亦是透過都察院51。關於京控，清律 332 條（越訴）

明文規定：「凡軍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應先赴州縣衙門，即所謂上

控。如層層上訴仍覺不公，方可京控。若不經上控而有越級京控之事，

則不管冤屈與否，都先治越訴之罪。」52從此可知，京控已是清代司

法案件中，自力救濟的最後一道防線了。  

上京訴冤可以分成兩大類：一是向在京衙門單位呈控，即前敘的

京控，二為叩閽。所謂叩閽即是直接向皇帝訴冤53。事實上不管是京

                                                 
48 陳永棣，〈落日殘照：晚清楊乃武案昭雪的歷史、社會與制度因素〉，頁 415-416。 
49 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頁 415。 
50 同上註，頁 412。 
51 可參考《申報》（十月初九日京報全錄〉同治十三年十月二十七日（1874 年 12 月 5 日）中刊載

都察院御史廣壽奏楊詹氏京控，請旨飭辦的奏摺。 
52 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頁 412。 
53 同上註，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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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或者叩閽，最後的處理方式都大同小異。京控者，負責單位會視案

情輕重，重者具摺上奏，請旨飭辦，輕者咨回本省督撫審辦54。至於

叩閽案件雖是直接求訴於皇帝，但通常皇帝會交付相關單位，如刑

部、都察院等，最終指派各地巡撫進行重審等事宜。京控是清代司法

制度的最後防線，可是京控是否真能有效負起人民對於司審制度公正

明冤的寄託呢？事實上無論是京師各衙門單位咨交各省巡撫，或上諭

發交各省巡撫審辦，最終都會在官官相護的潛規則下維持原判，能夠

翻案者幾稀。楊乃武案歷經兩次京控，一次咨回、一次發交，都無法

推翻原判決便足以為例。嘉慶皇帝永琰亦曾提及相關問題：「此等民

人，既經到京呈控，自不得不徹底究辦。而一經發交該省，該督府等

非袒庇屬員，即瞻徇前任，往往以誣告審結，民隱終不上聞。」55 

從此可見，京控重審仍維持原判幾成慣例。楊乃武案直至胡瑞瀾

再審後仍維持原判的情形，其實才是清朝司法前例中的「常態」。反

而是胡瑞瀾重審定讞後，刑部主動翻案，則是非常態了。這種罕見的

處理，可說是清廷中央專制皇權旁落，乃採用中央行政的常規權力，

透過此案打擊地方巡撫的佐證。死刑案件是皇家象徵性威權的敏感

處，從楊案京控的處理方式，可知朝庭中央利用楊妻京控的事實，作

為對地方案件行使司法權的施力點。其真正心態乃是為「樹威」不為

「平冤」。本案結束後，牽連眾多地方官員，亦可為證。 

從清帝國法體制的歷史語境來看，《申報》夾帶仕紳與民間抨擊

輿論，除了偶有行文格式不敬皇家等攻擊以外，報社不但安然無恙，

甚至因此案樹立新報的媒體權威。其原因除了身處租界上海，擁有相

對自由的言論空間以外，更因為帝國統治者欲透過此案劍指官僚體

制，消弱內輕外重的格局。而《申報》所針對之刑訊制度，進一步而

言即是行政制度中地方官員的常規權力。也就是說《申報》議論司法

                                                 
54 同上註，頁 413。 
55 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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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其實並存著中央與地方社會角力與協力的相對關係，存在表面

抗衡，內在相互利用的性質。《申報》正逢帝國權力出現罅隙的時刻，

利用上海民眾華洋混居的經驗，促使上海地方社會內化此案的公眾討

論，形成上海觀點，並得到「轉化西方現代性知識」的成功經驗，奠

定後來上海自治的發展基礎。 

四、新報、新時代與新上海 

楊乃武案得以平反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然而商業色彩濃厚的

《申報》對於楊乃武案的發展是否有實質的影響力呢？這是一個尷尬

的問題：在《申報》刊登楊妻京控全文後，朝廷亦派任浙江學政胡瑞

瀾再審此案；報導過程中雖然引起民間廣大迴響，卻仍然無法改變維

持原判的可預期結果56。必須一再回憶起光緒元年十月二十日《申報》

〈楊乃武案已定〉「究其有無冤枉，此時亦不必問矣」57，文中透露

的無奈語氣。似乎報社與眾人大張旗鼓的疾呼，只是徒費力氣。事實

上「社會運動」的價值，往往不能只以直接性成果來評價58。不妨比

較叫魂案與楊乃武案，這兩宗性質各異的社會案件，「人民」作為一

種群體，藉由不同的方式回應社會案件，產生不同的認同想像，就能

明白《申報》之於楊乃武案的啟蒙意義。  

在帝國體制下，民間是保有自主能動性的，並非單純附屬於帝

                                                 
56 從《申報》在這段時間裡，緊追不捨的態度，亦可見編輯群對重審所抱持的焦慮態度。除了報刊

積極報導審察進度、對於審判過程不公開的質疑以外，甚至連胡瑞瀾必須主持浙省錄遺，恐怕其

藉此拖延此案等大小事，皆在報導之列。從此可見報館編輯諸公，對於重審的公正性早有經年累

積下來的不信任。相關報導可見《申報》：〈續述楊氏案略〉光緒元年正月初六日（1875 年 2
月 11 日），頁 3、湖上散人，〈楊氏案略〉光緒元年三月初七日（1875 年 4 月 12 日），頁 2、
〈杭府科試消息〉光緒元年五月二十日（1875 年 6 月 23 日），頁 2、〈浙省擬委員錄〉光緒元

年七月十八日（1875 年 8 月 18 日），頁 2。「錄遺」意指科考因各種理由或缺考或不通過，可

於鄉試前再補考，即可參加鄉試。 
57 〈楊乃武案已定〉，《申報》光緒元年十月二十日（1875 年 11 月 17 日），頁 1。 
58 事實上就連現今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中，也常常無法取得政府直

接性的正面回覆。但透過社會運動的發聲過程，除了有凝聚公民社會能量的價值以外，遠程來看

對於政府的施政方針的調整仍是具有影響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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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類學者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漢人宗教研究中已指

出：漢人地方信仰（local cult）與帝國階級體制的高度相仿，其最終

目的並非只是為了反應與重現帝國政治的權威符號；相反的，地方信

仰會透過帝國中心與地方社會二個分處於光譜兩端的系統，創造出高

度地方化的權威象徵。也就是說在回答漢人聚落如何聚合成群的大哉

問時，王斯福藉由漢人宗教如何透過「隱喻帝國」的方式，說明漢人

聚落既內化帝國，卻又平行於帝國的地方體系模型59。這種特質可以

看作漢人社會的先天性條件，從此可知民間與帝國之間的從屬關係具

有很大的彈性空間。民間在回應帝國作為一種權力中心之餘，帝國卻

也沒有能力奪走民間自我詮釋的象徵性權威。這種現象就如叫魂案

中，民間指認「外人」為施術者，從而鞏固自我鄉界的內／外關係。

而在楊乃武案中《申報》文人群與民間共構「議題團體」，在上海的

特殊歷史位置下，顯得更為殊異。 

必須分辨在面對叫魂案與楊乃武冤案時，民間不同的回應方式。

叫魂案跟楊案最大的差別在於權力的想像。孔復禮認為在叫魂案中，

常發生人民趁機誣賴、指控的現象。這是無力的人民趁帝國「整肅異

己」的機會，攫取社會權力來打擊敵人，是在特殊的社會情境底下讓

人民產生某種權力的幻覺 60。而楊乃武案則是民眾在經驗現代媒體

時，傳統仕紳文人61與民間百姓無意識的「共謀」之下，開創出帝國

前所未見的公共空間，乃至「公共權力」的表述方式。筆者認為漢人

社會「多元核心」結構的特質，民間會在變動中的帝國思維與社會條

件下，以不同的聚集方式，展現地方人民的反身性，並在內／外辨別

中確立社群疆界。  

                                                 
59 Feuchtwang, Stephan (Mar. 1993): “Historical Metaphor: A Study of Religiou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uthority”, Man, New Series, 28(1), pp.35-49.（英）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
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3-30。 

60 孔復禮，《叫魂：乾隆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頁 298-302。 
61 關於《申報》早期編緝蔣芷湘，與文人主筆如何形成一批「洋場才子」的在地認同場域，並共築

報館創造的公共討論空間問題，可參考呂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異 1849－1908》
（台北：麥田，2009），頁 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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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思考「公共空間」與公民意識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時，

需考慮到漢人社會的「地方中心」與帝國單一權力核心是同時共存的

結構模式。相對於個人主義的發展，這種多元核心的結構，更有機會

成為近代公民價值的先趨條件。當這樣的先趨條件，與現代媒體相

遇，並座落在上海租界這個特殊的歷史空間中，產生了一連串的化學

作用。  

（一）《申報》在上海：上海的特殊歷史地位及其公共論述先聲 
新報的出現與加入，是這場「民眾議論政府」風波中，傳統民間

想像自我與帝國關係產生質變的重要場域。但是「公共議論」產生質

變，不能只是歸功於新報大量印製與傳播的物質性基礎，更必須考慮

到魔都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化先趨與中介西方思想的指標性存在。  

1842 年《中英南京條約》簽定五口通商，成為近代上海的開端。

1845 年上海成為西方人士在中國最大的居住地，租界在此設立，成

為帝國版圖中一個特殊的存在。1853 年上海貿易總額超越廣州，成

為開放五口通商以來，最重要的商業港口。到 1858 年底，上海發展

之迅速，終於引起上海欽差大臣和咸豐皇帝的注意。直至 1862 年前

後，上海基本上完成其崛起的過程，又因為太平天國之故，上海湧進

大量的難民，打破原先華洋分居的局面，形成「華洋雜居」，成為近

代上海社會生活的基本格局62。從這段骨幹化的上海發展史，可以知

道 1872-1876 年前後的上海，基本上已經可以算是一個新興的近代化

都市。雖然過去的居住限制造成了新舊城區的差異，不過上海基本上

是由移民所組成的社會則無疑義。從上海流民組織的組成，可以知道

上海住民來源極多，除了鄰近的蘇州、浙江、寧波、揚州、常州以外，

尚有廣州、湖北、山東……等等，可說是組成分子複雜，各成各的幫

                                                 
62 朱弘，〈近代上海的興起 1843－1862〉，載於汪暉等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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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與勞動依附關係63。在這樣組成複雜，卻又因為利益關係造成的職

業區分64的社會關係底下，可以想見以出生地為憑據組成的各幫之間

的交流並不頻繁，因此要形成一個「上海人」的共同想像與共同話題

的地方知識是很困難的。  

對這個移民組成的近代新興都市而言，報紙的流行對於地方意識

的興起有積極的意義。在 20 世紀初期，帝國已至垂暮而民國未起的

年代，上海開啟了領先全中國的地方自治運動，可說是近代中國發展

中的一段 10 年（1905－1914）驚異之旅。究其成因，當時上海居民

親身體驗中西文化差異，對於西方文明物質與制度的先進有所欽慕當

是遠因之一。而新報的成立，讓大眾有機會體驗所謂的公共領域，進

行市民基本技能與素養的練習則可說是近因65。《申報》曾於同治十

一年十一月二十四日（1872 年 12 月 24 日），刊出啟示一則〈勸南

市各鋪戶捐點路燈〉，文中提到： 

上洋南市之中，街衢窄狹，闤闠繁密。夜行者既苦其轉灣抹角，

時有路滑失足之虞；家居者又因其衖黑街陰，時有匿匪竊發之

慮。不若北市之遍有自來火燈，照耀如同白日也。今擬奉勸各

處，捐貲於門前衖角，設立路燈。……（中略）大約每月每家

總不過費錢五六百文而巳，利大而費輕，南市諸君何不公勸衆

姓共為之哉。66 

有意思的是，大約是關心公眾事務的素養尚未成形，而中國又素來有自掃

門前雪的說法，因此初期的反應似乎不太熱烈。然而六天後卻在頭版頭條

                                                 
63 馬凌合，〈流民與上海租界〉，載於汪暉等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頁 49。 
64 同上註。當時的各個「幫」之間，會形成職業專屬的關係。例如碼頭的搬運工人會由某個幫壟斷，

職業缺額便由自己人替補之。外幫人是很難進入該類職業的。 
65 唐振常，〈市民意識與上海社會〉，載於汪暉等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頁 92-100。

關於公民身分的問題，亦可參考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分：以《申報》為例的反思〉，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第 2 期，頁 141-172。 
66 〈勸南市各舖戶捐點路燈〉，《申報》同治十一年十一月二十四日（1872 年 12 月 24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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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論夜點路燈得愈目疾記〉一文，開頭直接寫到： 

夫以度人于黑暗之中，而置之於光明之域，使無傾跌之虞，幽隱

之失者，則天亦必報之以光明之境，拔之於黑暗之中，此亦自然

之理也。友人來言……。67 

東亞現代性的相關研究，思想除魅向來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西方現代性

始於啟蒙時代的理性主義，因此除魅成為現代性的一環自有其意義。然而

從上述的例子可以看到，當西方現代性橫空移植至東方時，公民素養的形

成並非一夕之功。藉由依附「不理性」的地方民間知識，將捐燈為公的

公眾事務轉化成為善求福的傳統觀點。這雖然與現代市民意識有根本性

差異68，但是卻能在倡議公共事務的練習過程中，逐步學習現代市民關

心公共事務的基本素養，與公共領域的實踐69。 

上海施行地方自治初期，主司機構總工程局掌握有市政建設、民

政管理、公用事業管理、社會治安與地方稅收等權力70。值得注意的

是初期的自治單位，是沒有掌握司法權的。要一直到 1909 年清廷頒

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總工局改名為城自治公所，因為章程中

列有一條「因本地方習慣，向歸紳董辦理，素無弊端之各事」亦列為

自治範圍之故，所以警察和裁判所便順理成章列入自治之中71。司法

權向來為各治權中較為敏感的權力關係，此處可以知道自治所便是利

用類似公共領域與地方知識的解釋權之爭奪，而終於取得地方層級的

司法權。從此處可以知道，楊乃武案作為上海觀點爭奪詮釋權的過

                                                 
67 〈論夜點路燈得愈目疾〉，《申報》同治十一年十二月初一日（1872 年 12 月 30 日），頁 1。 
68 以鄉民個人之力來完成公共事務，並不符合現代公民的定義。一個現代公民見到路燈缺乏，導致

夜間治安與行走的安全問題，首先會透過管道向負責的公家機關反應，而負有繳稅義務的公民只

需負監督之責。若公家機關對處理問題怠惰不勇於任事，公民則會透過現代媒體機制，累積輿論

能量，對政府施壓。詳見李丁讚，〈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王本狀等著，《落地生根：台灣社

區營造的理論與實踐》（台北：唐山，2014），頁 21-22。 
69 蔡博方認為這個時期的公民形象為「貢獻者公民」。蔡博方，〈報刊現代性與公民身分：以《申

報》為例的反思〉，頁 155-159。 
70 吳桂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運動論述〉，《近代史研究》1982 年第 3 期，頁 1-3。 
71 同上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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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是上海生產地方認同與地方知識，並抗衡帝國權威的重要成功

經驗。對於後來實施上海自治的影響，不可謂不大。  

在實施地方自治的例子中，上海作為中國近代中西文明的折衝場

域，從物質文明到制度文明的革新有其歷史軌跡。其中牽扯較為複雜

的司法權與地方知識的形成，較少被提及和釐清。楊乃武一案的發

展，提供了司法觀念革新結合地方知識生產的重要案例。本文已經說

明上海《申報》如何在清帝國的司法體制和歷史語境中，找到帝國權

力的罅隙，透過編輯策略開啟仕紳文人與百姓共議的公共空間。那麼

楊乃武案又如何在被議論的過程中，成為上海生產地方知識的發酵

劑，甚至在其後內化於上海，成為「上海觀點」的一環。以下將就案

件論述如何發展，來進行申論。  

（二）《申報》楊乃武案與上海地方知識生產 

論餘杭案 

本館近兩日連錄餘杭楊詹氏再乞都察院奏請敕刑部覆審呈稿一

紙，此案干係重大，核其大略，該縣民葛品連於十月初九日被乃

妻葛畢氏加毒斃命，葛品連母疑而告縣呈內，惟葛畢氏是指知縣

騐勘訉情，擬以舉人楊乃武與葛畢氏通姦與伊夫搆嫌，因辦毒藥

使該氏毒死其夫。楊乃武之妻詹氏又呈控，係里書某與葛畢氏通

姦，縣令肆私刑迫葛畢氏及其姑，使招供楊乃武為罪主；又嚇迫

藥材店戶某，使誣供於某日賣毒與楊乃武。案屬父母官逞機嫁罪

於無辜之紳士，以圖報私讐。其私讐者，蓋謂系楊乃武於前時，

抗拒濫索錢糧是焉。按此事，在遠人固無以決定其是非。蓋藥材

店戶是否為縣令所迫，供葛畢氏及其姑是否又為所慫恿，是皆遠

人所難悉者。或者此案楊乃武實為正犯，故欲盡力百端以希倖脫

厥罪亦不可知也。雖然輿論街談亦不可不察耳。設使此案實係楊

乃武受屈，縣官全不顧忌，放膽肆私刑，以枉例害民，古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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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冤，實無甚於此也，可謂奇而益奇之冤也。查被屈者本有科名

之人也，以枉例，使有科名無罪辜之人陷法死於非命，又於死前，

極加五刑，使之七次昏絕，慘虐冤抑更孰甚於此耶！本館前經切

辦上海一案之情，東西四方又經附和，稱慘然案中之犯究有罪不

可辭，不過駁陳其刑訊之慘,斷定似為越例而已；今聞餘杭之案使，

實為冤案，則上海之事反為所壓矣。此眾心為之大疑，所求於各

上司者，於覆審之際，毋為同僚情分所惑，須澈研鞫使水落石出。

若果，係案犯圖脫罪，則宣示其細底，以期釋解群疑；設使查明

為冤案，務必體恤民隱，使知雖為官者，猶必負罪以昭公正也。

本館屢經說及刑訊之弊，今猶不憚質言。厥大事蓋令藉此大案以

明刑訊之理，寔不枉也。夫臨民各父母官內，自有廉明公正者，

顧人性不一，百官之內亦有其秕必矣，乃任之以刑訊之權，小民

既每難於上控。故遇肆私之官，而犯人輒迫於忍屈吃虧而已。案

已類是而不聞於外者，思之不免一歎然。近日於此刑弊之上，似

又加一墮風矣。係官除又有互相迴護之成習，明知一下官橫行，

且或私示以非然，猶必扶護而不公加處分，兩習並行，則民枉不

可盡言，一縣之人安有伸冤埋柱之望乎？72 

在上述報導中，可以看到二個相互抵觸的骨架化事實。隨著報紙的普及與

資訊傳播的影響，依據舊司法制度所產生的骨架化事實開始出現多種不同

的版本，注定要面對不斷升高的質疑聲浪。藉由刊載《京報》的官方事實，

搭配社論、讀者來稿與「有聞必錄」的民間消息，讀者將會發現舊司法體

系所生產的事實骨架，存在著太多異於平民思維邏輯之處，進而使「門外

看戲的人」得到指手畫腳的想像與評論空間。當人民發現了骨架化情節中

暗藏許多複雜的「事實」時，難免對刑訊制度－官方建構骨架化事實的

關鍵環節－產生疑慮，進而發出改革審判舊制的不平之鳴。 

                                                 
72 〈論餘杭案〉，《申報》同治十三年十一月二日（1874 年 12 月 10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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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論餘杭案〉一文中，可以看到刑訊與官官相護成為兩大論述

主軸，反應案件骨架化與複雜事實的角力。就口頭傳統的角度來看，

冤案主題中的誣害、蒙冤、勾結、刑訊與第三方協助平反等，都是中

國傳統冤案故事的常見母題，與現代司法理性啓蒙並不相關。引起這

一組傳統命題產生質變的關鍵，正是新報作為一種大眾媒體，造成廣

泛傳播與故事多元並呈的現象。人們在多元並呈的閱讀／聽經驗中，

終於有機會意識到：不論法律所追求的究竟是什麼，它絕非整個故事

的全部。所謂法律事實是被製造出來的，而不是天生的。這也使得一

再疊加上去的骨架化事實，將一件刑案「曲折離奇」化，因而引導「故

事」往兩個方向走去：一是楊案普遍於民間口頭流傳中成為一則近代

傳說，並在二十世紀後被編排成戲，成為一種民俗式的社會評論，對

於往日的政治體制進行批判與干擾。另外則是楊案成為上海人批判司

法舊制的語境資源，楊乃武一詞反應上海民眾追求西方司法制度，唾

棄晚清帝國舊制的負面修辭；甚至在日後成為上海施行地方自治時，

以地方知識柔性爭取自主司法權的政治潛意識。  

紀爾茲曾相對於「理性」基礎建構的現代法律，提出法律感性

（legal sensibility）一詞。簡而言之即是在不同文化語境下，會衍生

出兩套對「正義」的明確意識，例如紀爾茲在文章中所舉峇里人葛瑞

的例子。在故事中盡管大家都知道，也認為傳統議會的「規定」已不

合時宜，甚且太過嚴苛，但是大家仍然認為流放拒絕擔任議長的葛

瑞，是無可挽回的決議，因為這個判決，是經過傳統的「司法程序」

而決定的。可以理解的是所謂法律骨架化的事實，不過是為了將真實

編納入法律的框架中，以便作出判決的簡化事實。這種事實是一種建

構的真實，是否能真正反應出地方群眾對於正義的想像，則是打上問

號的73。  

法律感性是一種透過地方知識再現事實的過程，就如楊乃武案，

                                                 
73 （美）克利弗德．紀爾茲著，楊德睿譯，《地方知識》，頁 24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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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對官方判決的反應，透露出不同以往的味道。假設一個蒙昧

的民間社會，對於社會案件具有獵奇和噬血的傾向，楊案流傳的過程

中，男女禮法之防，或是「因姦毒殺」的情節卻很少成為案件的討論

重點。反而是制度問題，「官官相護」與「嚴刑逼供」成為群起攻之

的兩大焦點。這當然與楊乃武的申辯策略74和《申報》社論的引導有

直接關係。但《申報》編輯是如何選擇切入的觀點呢？除了冤案傳統

以外，是否還有其它的影響因素？ 

紀爾茲對於如何描述法律或者其它意義結構之網的觀點，提供以

下的說法： 

正如霍卡特的論評：「人並非天生就是被支配的」，而人之所以

變成「被支配的」－個別也好、集體也好－是透過將自身封閉在

一套有意義的形式或－拿我自己的辭彚來循環再利用一下－「自

己所編織的意念指涉（signification）之網」裡面。75 

《申報》作為現代化媒體的代表之一，因為不同於往昔的資訊呈現方式，

讓人們意識到「有意義的形式」或「自己編織的意念指涉」之存在，並對

此凝視，產生問題批判。筆者認為「刑訊」與「官官相護」一旦成為案件

中的論述觀點，楊乃武案便開始與傳統冤案的正義觀有所不同了。因為控

訴司法制度已經不是傳統冤案中為了大快人心的正義伸張；而是帝國體制

下，地方人民訴求結構正義的問題。縱觀清末民初時期，也只有上海能夠

生產這種具高度反身性特質的地方知識。 

1876 年 3 月 14 日《申報》刊出社論〈論刑訊〉一文，是思考上

海地方知識生產的重要線索：  

中國刑訊之法，泰西各國之人來游於中國者，無不非之。故常發

                                                 
74 根據官方文件推測，楊妻之京控全文，乃是由楊乃武親自寫成。可參考徐忠明、杜金，〈楊乃武

冤案平反的背後：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的分析〉，《法商研究》第 3 期（2006 年 5 月），頁

146。 
75 （美）克利弗德．紀爾茲著，楊德睿譯，《地方知識》，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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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議論，刊入報章者多矣。然言者雖言，而用者仍用，亦非地方

各官皆爲拒諫遂非之人，亦寶勢有所不能巳者在也。其勢有所不

能巳者何由？於中國辦案，總須犯人招承，情甘畫供而案始能定

也。夫人而至於犯死罪者，殺人之凶手，斃人之強盜，及強姦之

惡棍等類，其人習生有悍戾之性，而後方犯此等之罪。一旦到官，

明知一經承認卽須問抵，欲求少緩須臾之死，又恃血氣剛强之身，

僅與訊辨豈肯卽招？不招則案又不能定，故不得不用刑訊也。……

（中略）而西國之無待刑訊者，亦有故。設狀師以代兩造之辨駁，

設陪審以觀各人之是非。准上報以採局外之議論，准聽審以取衆

人之見聞，及至狀師詞窮，衆証確實，而承審官卽耳援乏以定罪

焉，不必泥定犯人之供與不供，故可無事刑訊也。76 

從此可知當時上海文人經驗了西方司法體制，才有辦法指出帝國舊制畫押

口供與刑訊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而提出批判。這篇文章也證實了：整個楊

乃武案在《申報》論述中的發展，實則是上海觀點的傳播。換句話說，楊

乃武案的輿論風向與案情轉折，真正發揮影響力的其實是生產於上海的特

殊新興地方知識。也惟有上海空間的特殊，才有辦法提供一個中西交雜比

較的經驗，打破過往的冤案思維。 

關於《申報》司法制的討論，當時已顯僵化的清帝國顯然無法有

所回應。然而在楊案結束後，這個特殊歷史空間，在此期間所產生的

進步論述，仍然回饋到「上海人」這樣的身份認同與地方內涵之中。

呂文翠對於《申報》與上海公共空間論述，乃至成就在地認同形構的

情況也有類似的看法： 

《申報》這份銷量可觀的報紙做為輿論公器，已初步成就了公共

議題的討論空間，這個「言說空間」儘管與傳統士人的「立言」

模式大相徑庭，但卻已顯現彼時供職報館、未具「報人」自覺的

                                                 
76 〈論刑訊〉，《申報》光緒二年二月十九日（1876 年 3 月 14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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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群逐漸萌生以滬地歷史與文化為中心的地方意識，種種內在

外在的條件的萌芽與成熟，都有助於晚清上海這一批「洋場才子」

群在地認同的形構。77 

筆者認為透過分析楊乃武案的過程，可以理解到所謂「上海人」的在地身

份建構，乃是一場在滬傳統文人與民間人民，在藉由反應、拉扯帝國種種

舊制的過程，因其特殊的歷史空間（租界）形成的條件下，所共構的一場

「新上海」現代化啟蒙過程。其中帶有傳統與現代的雜揉、人民與帝國的

拉扯與移民社會在共同經驗下合力建構地方主體等特質。而發生於杭州的

「楊乃武案」，乃作為「發酵劑」的角色，催化上海地方知識的生產，並

同時內化於上海語境之中。 

五、結語 

上海是東亞現代化都市的輻射中心，理解近代上海的都市空間史

與現代化進程，具有開啟東亞現代都市比較史的前趨意義。1872 年

於上海發行的《申報》是見證上海近代史的代表性刊物，對於理解早

期上海如何奠定其近代化基礎，有重要的歷史意義。報紙創辦之初，

因為「楊乃武案」的報導，讓近代新興媒體的威力很快襲捲上海民眾，

並奠定報社的新聞權威。事實上發生於杭州的楊乃武案內化於上海的

過程，即是一場傳統與近代的交鋒。這場交鋒是這個新興都市開始生

產其特殊的、有別以往的「在地知識」，最後形塑「上海人」認同的

發酵劑。筆者站在民間文學研究者的角度，切入上海與楊乃武冤案的

傳播過程，理解到傳統口頭敘事中的「奇案傳說」，除了傳達民間社

會對於司法案件的獵奇與滿足正義需求的心態以外，其實具有更積極

的意義。  

其積極的意義在於：因為一種擬人化的、中西混雜式的「觀念上

                                                 
77 呂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異 1849－1980》，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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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78對於此案發展軌跡產生不可忽視的影響。這也造成楊乃武案與

傳統冤案故事，有本質上的差異。整個楊乃武案的報導，實際上是一

場上海觀點的展現，才讓案件的關注點從傳統的「讀書人應知潔身自

愛」、「男女禮法之防」等，轉向「官官相護」、「刑訊取供」等制

度面上的問題。此外，楊案報導之際，報社為了保持立場公正的姿態，

常加以強調上海與餘杭客觀的物理距離。不難想像這種物理距離的強

調，反而加速了「魔都上海」的符號化進程，因為這暗示了一個「新

地方」的形成。  

楊乃武案可以說是一場歷史陰錯陽差的巧合。一場帝國百年來罕

見的起義事件：太平天國，造成清廷權力外重內輕的格局加劇、打破

了上海華洋分居的狀態，進入華洋混居，更間接導致租界司法權旁落

洋人公議堂，讓漢人對於司法程序有了另一種新的想像。甚至本來在

上海租界經營布匹與茶葉生意的理查兄弟，亦是因動亂導致營收受

挫，在買辦陳庚莘的建議之下，乃轉而投資創立《申報》79。種種的

條件，剛好共同發生作用力於這件社會案件。從此可知，楊乃武與葛

畢氏一案，在新媒體與民間傳播共謀之下，已脫離地方案件的層次，

成為一個複雜的象徵與各方爭奪威權角力的事件場域。而上海《申報》

背後所夾帶的現代化和相對自由的租界言論空間等因素，催生了這一

場現代司法思想的啟蒙大戲，成為日後上海地方知識生產與上海認同

的一環。  

                                                 
78 可參考劉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識人的「近代」體驗》（上海：上海古籍，2003），頁 1-3。 
79 胡遠杰主編，《福州路文化街》，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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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Authority 
Wrestling of Local Knowledge in 
Shanghai: From the Case of Yang 
Nai-Wu（楊乃武） in Shen News

（申報） 

Lu, Cheng-Kuan∗ 

【Abstract】  

The case of Yang Nai-Wu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eculiar 

legal cases in the late-Qing empire, which also ha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Shen News. Via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reports in Shen New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ase had become a wrestling field of the three major 

authorities: Qing government, the folks, and Shanghai Concessions. By 

analyzing events of the case from the reports in Shen News and royal 

files archived in the Qing court,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Yan’s case actually was a scrabble for symbolic authority. Utilizing 

public anger, Qing royal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suppress local officials 

by reversing this case, in a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unbalanced power 

after the event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hen News in 

Shanghai fought for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media authority by the 

editor’s strategies and their popularity. Because of the newspaper’s 

advantage in Shanghai Concessions, the Chinese folks even directly 

                                                 
∗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從《申報》「楊乃武案」談上海地方知識生產與角力． 

 ．135．

criticized the empire’s judicial system and spoke out the early voice of 

judicial enlightenment at that time by the experiences earned from the 

West. 

Although Yang’s case happened in Hangzhou, it had been 

internalized within Shanghai, and all internalization process wa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mpire and the early modern. In 

the confrontation, Shanghai, a new growing city, had begun to produce 

its own local information which may shaped the identity of Shanghai 

residences. In other words, all the post about Yang’s case was the 

appearance of Shanghai-opinions. Yang’s case in the collusion of new 

media and folks had never been the local level case, but a complex 

symbol and a wrestling field for authority. The factor of Western 

modernity and Concession area’s freedom of speech as the background 

of Sheng News promoted the early judicial enlightenment, which 

became one of Shanghai’s identities and local knowledge afterward. 
 
Keywords: Shen News, Yang Nai-Wu, local knowledge, Shanghai, 

peculiar leg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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