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2年12月號　總第七十四期

清代妖術恐慌及政府的對策：

以兩次剪辮謠言為例

● 蘇　萍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有一句名言：「群眾不善推理，卻

急於採取行動」1。群眾的這個特徵在一些非常事件，尤其是帶有妖術這類蠱惑

性的突發事件中可以得到重複性的驗證。

說起來也許難以置信，人們相信妖術謠言的心理機制恰恰就在於謠言的本

質——虛假性。謠言越是離奇古怪、荒誕不經，人們越是相信，這是謠言這個

最古老的大眾傳媒之所以能持續不衰的魅力所在。本文擬從乾隆三十三年

（1768）與光緒二年（1876）兩次剪辮謠言所造成的集體性恐慌來考察清政府是如

何處理這類謠言事件的。

一　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剪辮恐慌 　　

乾隆三十三年一月，浙江德清縣石匠吳東明、郭廷秀承攬建造城橋工程，

開頭一切均很順利。時至三月，工程進入了打木樁入河的繁重工作，由於水位

高，打樁比較吃力。就在此時，一個謠言開始廣為流播：城橋下樁用人的頭髮

纏樁即可打下，若用女人頭髮，便害女人脫髮，若用黃豆數把纏緊頭髮，可致

小兒痘傷。同時有人編造歌詞到處傳播：「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當，先叫和尚

死，後叫石匠亡，早早歸家去，自己頂橋梁。」2隨即便發生數百人的辮子被

剪，人心恐懼，剪辮範圍包括浙江、山東、直隸、湖北等七省。人們紛紛傳說

有人欲剪萬人髮辮，攝魂造橋，用紙剪成人馬，黏入髮辮，唸咒點血，人馬便

能行走，可以取人財物。在經濟匱乏時代，廣大下層民眾自然對這種與巫術有

關的謠言深信不疑。關於紙人紙馬的謠言對於民眾有兩個吸引力，一是可以攝

取別人財物，二是可以作為護身符之用。

剪辮案最早發生在乾隆三十三年一月浙江境內，然後波及江蘇，最後蔓延

至山東、直隸、湖南、湖北等地。最早向乾隆奏報此事的是山東巡撫富尼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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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他說他於五月間聽說省城有剪人髮辮一事，被剪之人立即昏迷，「臣以為事關邪

術迷人，不可不嚴密查拿」。官方判定妖術或邪術的標準主要視其是否有叛逆色

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就是妖術。中國歷史上群眾起義的倡導者多半採取篝

火狐鳴，符命圖讖等手段。富尼漢是滿人，深知剪辮對滿人意味¤甚麼，得出剪

辮之人「恐不僅於圖取財物」之意3。乾隆接到奏摺後，當天頒諭，令地方官留心

提防，重點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遊僧、遊道身上，乾隆之所以不信任和尚，

是因為僧人不受長期存在和有經濟力量的各種村社制度的約束，將他們結合在一

起的是信仰的動力，而集結在信仰麾下的人們是摧毀現存統治的主要力量。但

是，想要找到確鑿證據來證明僧人是這次剪辮妖術的主謀並非易事，儘管地方大

吏不斷接到上諭和廷寄催促查拿剪辮疑犯，可是依然一無所獲，毫無進展。

地方大吏處理妖術事件與乾隆的態度並不一致。令乾隆惱怒的是封疆大吏

知情不報。自乾隆三十三年一月發生剪辮謠言之際，乾隆無數次下諭旨，令各

督撫捉拿剪辮之人，直至七月各省不僅未能查獲一人，甚至音訊全無。自剪辮

妖術流播以來，乾隆傳諭江蘇巡撫彰寶查辦並令即行覆奏「前後共計六次」，彰

寶在逾一月的時間內關於「如何設法查拿匪犯之事，未提及一字」4。

各省大吏對妖術一類事情，多半採取三步曲，一是拖延隱瞞，密不上報，

在故作不知中尋求安全。若是皇帝從其他途徑獲悉此事，第二步則敷衍說正在

加緊追查，如果皇帝依然不放鬆，第三步則抓幾個替罪羊，糊弄過去。地方大

吏在這次剪辮妖術恐慌中的顢頇，雖然是其官僚統治的慣性反映，同時也是他

們對這次事件的正確反映，大吏們認為剪辮雖然隱含¤「謀反」的主題，但是地

方紳士沒有參與此次事件，即便僧人是這次剪辮案的主謀，也成不了氣候。在

中國君主官僚制的統治架構下，紳士階層是一個獨特的階層。縱觀中國歷史上

的群眾運動，可以發現，群眾運動的組織者是紳士。任何群眾運動的領袖，只

有獲得紳士的同情和指教，才能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否則，他只能是一個

無政治目標的匪徒。同樣，如果遇到群眾叛亂，朝廷會借助地方紳士的威望、

社會關係以及才能來鎮壓叛亂。所以，清朝統治政策的主要特色之一是不允許

知識階層與群眾力量有過多的接觸。紳士是官方與人民之間的平衡點，官方借

助紳士統治人民，但絕不允許他們掌握人民，最後利用人民。基於這一原因，

清保甲制度規定不允許有功名的紳士擔任保長一職，即不允許他們作為基層控

制的首領5。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剪辮妖術中，地方紳士沒有參與其間，因此封疆

大吏自然漫不經心地對待此事。乾隆認為妖術之所以蔓延到山東、直隸、湖

南、湖北各省，皆由江浙二省大吏「因循不辦，玩忽貽誤所致」。「外省州縣往往

曲為掩飾，結習相沿，最為可鄙」6。大吏們抓不到剪辮之人，為了應付乾隆，

則抓被剪之人審問。被剪之人的說詞大多如出一轍，皆言剪辮之人挾有妖術：

當時被拍迷暈倒地，辮子於毫無知覺中被剪去。至於剪辮疑犯的蹤�，被剪之

人與旁觀之人均稱「茫無所見」7。乾隆則認為被剪辮之人毋庸根究，抓捕對象應

該是剪辮之人，「若令其每日報聞傳迅，徒擾人意而無益事體，且無知之徒轉相

傳述，搖惑聽聞，殊非緝匪安良之道」8。

面對乾隆的壓力，督撫們避重就輕，往往在奏摺中大肆渲染有關妖術謠言

的荒誕性。如直隸總督奏婦女半夜在家被割衣襟和髮辮，割辮匪徒在門牆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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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河南巡撫阿思哈奏報彰德府城內紛紛傳說被剪辮之人必至身死，即使不

死，頭也會發暈，並傳言用朱砂、雄黃、雞血等塗抹被剪之處，才會倖免於

難。乾隆卻認為對這類事情應該置之不問，以杜無稽之口，更不應該大驚小怪，

詫之為奇，大吏們只須做一件事，就是「上緊緝匪，此外一切浮言並不必過於詰

問明示」，辦理此案的要領是「鎮定而隱」9。

一般來說，一個謠言往往會導致另外一個謠言。剪辮謠言還沒有止息，北

京又傳在山西有異蟲吃人之謠，此謠言來勢洶洶，甚至驚動了內務府，內務府

部分官員身邊攜帶辟邪處方一張，被吏部尚書托恩多查知，上報乾隆。乾隆確

信「妖術」只是「謀反」的幌子，下令全面清剿，牽連剪辮的不僅有和尚、道士、

乞丐，還有天主教。由於案情荒誕不經，很難尋覓到謠言的始作俑者及割取髮

辮之人。最後，四處飄泊的遊方僧成為主要嫌疑對象。此案抓獲多名和尚，在

酷刑逼追下，和尚們時供時翻，官員們一開始對此案就漫不經心，急於結案。

乾隆在無法獲得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也不想造成全國性大恐慌，只得接受江蘇

巡撫彰寶的說辭：剪辮謠傳源於海寧石匠鄭元臣、毛天成包攬德清城橋工程不

遂，嫉妒德清縣石匠吳東明、郭廷秀得以承攬所編造的。

乾隆對嫉妒一說並不相信，因為就在剪辮案發生的同時，即乾隆三十三年

四月初九，湖北荊門破獲一起孫大有、何佩玉等謀反案，收繳器械旗清單如下bk：

黃布大旗一面　上寫　大明朱天子天令號

白綾大旗一桿　上寫　西大明天令天號

紅綾大旗一面　上寫　中華明君見漢不殺南

紅綾大旗一面　上寫　見漢不殺

白綾大旗一面　上寫　中華明君見漢不殺

黃綾大旗一面　上寫　天令正大光明

黃布小旗一面　上寫　童邰大明天令

藍綾大旗一面　上寫　恭行天討原非人事東

非常清楚地表明反清復明的決心，而謀反與剪辮又發生在同年同月，不能不令

乾隆懷疑兩者之間有某種呼應。

乾隆雖然接受了彰寶的嫉妒說，其實他依然感到不安。在剪辮謠言甚囂塵

上，流播數省，千人髮辮被剪之際，正值中國和緬甸南部一小國交戰。乾隆的

恐懼實出於政治原因，但是從沒有當場抓到剪辮子的人，朝廷的懷疑落到了和

尚和各教派主持身上，乾隆下令在全國各地搜尋各種教派會道門。秘密教門從

雍正朝開始在全國流傳，乾隆年間漸趨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

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為大。此外尚

有甘肅的回亂，貴州的苗亂。乾隆十一年（1746），西南張保太大乘教叛亂，導

致乾隆改變了對秘密教門的看法，即由「惑眾誣民」的「左道邪術」變成含有政治

內容的「謀反大逆」。此後乾隆對帶有「妖術」或「邪術」之類案件的懲處日趨嚴厲，

在乾隆一朝以「謀反」、「大逆」定案的即有數十起，剪辮謠言令乾隆寢食不安，

「要犯一日不獲，此心一日不紓」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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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二　光緒二年（1876）的剪辮恐慌　　

歷史驚人的相像，有時會讓人迷惑不解。差不多一百多後的1875年，南京

有一謠傳折磨¤全城百姓。正南門這座昔日被太平軍破壞的大橋，一年以來人

們正在重新修理，南京百姓流傳造大橋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橋樁，必須有一定數

量的靈魂支撐橋面石頭的重量，於是就要處死100-150名本城男孩，否則護橋神

就不能保證大橋的牢固，從此家家戶戶誠惶誠恐起來。天主教會的走讀學生有

半數以上是教外學生，在小帽上或背上用黑線縫¤一片紅布條，說是佩帶¤這

布條就不會有當新橋橋樁的危險。南京的天主教神父認為這是和尚與當地騙子

為了騙取錢財故意散布的謠言，因為只有從和尚那�才能買到售價二文錢的紅

布條，並說是護身布。人們爭先恐後地買，和尚們因此賺了大筆錢。

南京城籠罩的不安還沒有散去，又一個謠言出來了，說有惡鬼拿¤剪刀

飛馳天空，專剪行人髮辮，婦女不留辮子也不能豁免，惡鬼會剪去他們旗袍

的下擺或裙子的扣帶，這些惡鬼附在紙人身上，由行妖術者拋向天空，傷害

人命。

早在1871年，揚州傳聞有一種紙人紙鳶，四處分散，順風吹入人家，白天

見之不過一紙人紙鳶而已，夜間則為祟多端，雞無故而鳴，犬無端而吠，小孩

夢中啼哭，驚恐異常。至次早安然無事，追尋其故，無人知明紙人紙鳶自何而

來，又往何處去，亦沒有人親眼見過紙人紙鳶，只是紛紛傳說，人心惶恐不

安。然因沒有造成危害，官員亦就放任自流bm。

南京紙人已不單是傳聞，很多成人及兒童的辮子被剪，衣襟神鬼不知地被

割去。自六月以後，沿及揚州、鎮江、常州等處漸至蘇州，謠言四起，剪辮不

已，城鄉徹夜不眠，鳴鑼巡禁，民間互相猜疑，妄擒無辜，或懲忿挾嫌，栽害

良懦，甚至覬覦孤客，以搜查為名，圖財害民不絕如縷。兩江總督沈葆楨奏報

安徽巢縣知縣金剛保稟稱，拿獲剪辮匪犯，嗣後，廬州、池州等府，黃山、霍

山、建德、潛山、東流、石埭等縣，陸續盤獲多名有供認拜會傳徒者，有供認

唸咒剪辮者，詰以剪辮何用，則謂得生人之辮，分插木頭上，練以符咒，可化

為兵，惝恍迷離，肆無忌憚。沈葆楨推論「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蓮教、其頭目大抵

出自哥老會」bn。

清廷腹地北京同樣受到剪辮的騷擾。光緒二年（1876）正月間，北京謠言四

起。謂剪辮可攝去靈魂，三日必死。小街僻巷即有幼童被剪去辮梢二三寸、四

五寸者，初一日，一道士降神弄鬼替人治病，當場被官兵捕獲，圍觀人群如

堵，幼童剪去辮梢者，絡繹不絕。稅務角一帶，一日失辮者七人。社會各階層

的人，無論賢愚貴賤、男女老幼，都由於恐懼而失去理智，各種各樣神乎其神

的謠言和傳說廣為傳布。

傳說一：某人正走在大街上，自己的辮子突然掉在地上，接¤不翼而飛，

消失得無影無蹤，而當時他的身邊沒有任何人。

傳說二：某人抬起手想綰起自己的辮子時，卻發現它早已不在其位。

傳說三：某人突然感到自己的後腦勺上一陣冰涼，接¤發現原來是辮子與

他的頭分了家。

1875年，南京有一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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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新修理正南門被

太平軍破壞的大橋，

就要處死100-150名

本城男孩，否則護橋

神就不能保證大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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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四：在大街上，某人與一位陌生人交談，陌生人突然不見了，而自己

的辮子也隨陌生人而去。

傳說五：一位中國人看了外國人的小孩一眼，而當那外國孩子牢牢地瞪¤

這位中國人時，中國人立刻發現自己的辮子不見了，只留下一陣頭髮燒焦的氣

味。

對一百多年以後發生的剪辮恐慌，清廷與地方官的態度依然不同。地方官

員僅把剪辮案看作是匪徒作祟，乘機鬧事，或嫁禍於基督教會，煽惑民眾打

教，借此搶劫財物。而滿族上層官員對剪辮一事格外敏感與憤怒，認為是謀反

的違法行為bo。

抓獲的剪辮匪徒，或稱出自天主教堂指使，或稱剪辮可攝人魂魄，或謂得

生人之辮，分插木頭上，唸以符咒，可化為兵。剪辮匪犯的供詞地方官員似乎

不太相信。用秘密教派的巫術來解釋剪辮事件，似乎也不能自圓其說。巫術中

的頭髮，具有復仇和保護自己兩個功能，與此兩個功能相關的頭髮只能是仇人

的頭髮和自己的頭髮。換句話說，在有頭髮禁忌的巫術中，陌生人的頭髮沒有

甚麼用處bp。從社會控制的角度而言，被控制的集團或階層，其對現存統治秩序

的干擾和騷亂，不外乎出於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從經濟目的來看剪辮動因，

顯然無利可圖。南京雖然有和尚自賣紅布條，騙取民財，從資料分析來看，和

尚是利用剪辮造成的人心惶恐不安，發現可借此發財，便推波助瀾，在兜售護

身布的同時大造剪辮可傷及性命之謠。

倒是地方官的態度頗讓人懷疑和難以捉摸。他們採取的所謂「消弭騷動，安

撫人心，恢復秩序」的措施一是濫捕濫殺，見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刑逼成

供，草草正法，「本地之匪，捕客來之民，張皇甚而皂白不分，殺人多而其勢益

熾。獄詞既具流聞四鄰，他匪幸災，又復繼起」bq。二是發布許多聳人聽聞的安

民告示，告示的內容與其說起到了消弭人心混亂的效果，倒不如說是雪上加

霜，更增加了人們的騷動不安。那些通告的內容通常開頭便警告人們說，現在

是異常危險、出亂子的時候，大家要避開陌生人，無論在甚麼時候，都要把家

門牢牢關緊，無論在甚麼情況下，天黑之後不要出門，並且一定要照看好自己

的孩子。其中有些通告還在最後提供一些萬能的保護辮子不受絲毫損害的專利

處方。此類處方大多數都簡單易行br。

這些由中國社會精英發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安民告示，除了使百姓堅信

有惡魔剪辮妖術存在，更覺惶恐之外，其他別無效用。地方官的本意決不會

是為了增加騷動，中國官員在拜神迷信的問題上，並不比自己所統治的百姓

更開明，不過發布這類充滿迷信的處方，目的是為了避免百姓將剪辮與改朝

換代相聯繫。因為這種聯繫在百姓心�所造成的騷動與危害，無論在程度上

或是力度上都遠比信奉由妖術所帶來的恐慌要危險得多。把百姓的視線與聯

想轉移到魔鬼施放的妖術上，可以消減百姓因疑生亂的機會。中國統治者始

終奉行「愚民」政策，孔子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bs，完全是出於統治

需要。迷信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如果有益於統治群體，那它就有積極的存在價

值，統治群體一般不會主動地去破解迷信，相反會利用其權力地位予以擴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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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和光緒二年兩次剪辮妖術恐慌均起源於浙

江，浙江似乎是各種巫術、妖術頻生之地。乾隆三十三年剪辮謠言的發源地——

蕭山縣，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颳起一陣恐怖颱風，並蔓延至江蘇等處。謠

傳蕭山匪徒於路上拋置食物，並在果餅鋪內售賣食物時，暗中更換，小兒食之

即斃，斃後潛取腦腎心臟，或用瓦瓶攝人生魂之事，當地百姓用紅布綴於幼孩

襟領，做辟邪之用。兩江總督李星沅向道光皇帝奏報調查結論是「非奸民乘機恐

嚇圖便穿窬，即遊民好事播揚」。道光皇帝於十月二十七日硃批：「今夏京中傳

聞此說，朕早洞悉，卿等不知耳」，「審辦此等案件，斷不可意存成見，尤不可

附和宣揚，以致惶惑人心，弄假成真⋯⋯，慎之，靜以處之」bt。

「妖言惑眾」或「佛法惑眾」是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在儀式上的最大特色，表現

為用法術取信於人。法術包括符咒、幻術、巫術、神降及扶乩、鐵布衫、算

命、摸骨等ck。清廷上至皇帝，下至督撫對民間宗教利用法術造作謠言，常常

作低調處理，以免大肆聲張，擾亂民心。朝廷對地方官濫捕可疑之人的做法並

不滿意，認為此舉會激發民變，反而給秘密宗教以更大的生存空間，從而可以

藉機起事。道光皇帝反覆強調對待妖術謠言要「靜以處之」及「鎮之以靜」，應該

說是對付妖術恐慌的最佳舉措。因為妖由人興，對於難以理喻的妖術，惟在主

乎其常，採取以逸待勞，令其自身逐漸消止。雖然自乾隆起對帶有「妖術」或「邪

術」之類案件的懲處日趨嚴厲，在乾隆一朝以「謀反」、「大逆」定案的即有數十

起，但是嚴刑峻法並沒有達到「辟以止辟」的目的，以「左道邪術」為特徵的秘密

教門愈演愈烈，導致嘉慶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起事直接殺入紫金城，嘉慶驚

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大多數妖術謠言直指人們生命意識中最迫切關注的問題，如生命或財產安

全等，這類謠言表達了那些害怕遭受傷害的人們的擔憂，因而謠言變得無限重

要，越是荒誕不經的傳聞，人們越是敏感。在這種情境下，闢謠沒有任何意

義，人們尤其關心那些主觀資訊，而忽略可以核查的事實。謠言的依據越是帶

有感情色彩，用事實作為對付它的策略越是不靈。對謠言和闢謠的最新研究顯

示，即使人們不相信謠言，也會受其影響。而且，人們可能受到闢謠的反面影

響，即人們相信闢謠的真實性cl。因為所有的闢謠都會帶來兩種後果，一是使那

些未聽說過謠言的人知道了謠言；二是試圖影響那些已經知道謠言的人。

從近代中國多次發生妖術謠言大恐慌中可以看出，清廷深諳妖術謠言對人

們具有很強的蠱惑力，乾隆說「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cm。清廷下令捉拿

剪辮匪徒處在兩難境地，在滿清統治時代，頭髮並不屬於個人所有，個人無權

處置自己的頭髮。對清廷而言，剪辮意味¤反叛，蓄辮則表示歸順。儘管清帝

知道「妖由人興」意味¤甚麼，但是一味對剪辮謠言放之任之，又擔心會被反滿

人士利用，釀成真正的叛亂；如果大張旗鼓地捉拿剪辮之人，同樣會激起反滿

情緒。同時皇帝又很擔心「胥役人等，從中藉端滋事，致累閭閻」cn。的確，面

對乾隆多次催促拿獲剪辮疑犯的壓力，督撫們為了自保，在抓不到真正的剪辮

之人時，只得濫捕無辜，鞫刑熬審，於是乎，誣告、栽贓、不斷擴大的冤獄、

謠言與小道消息、官吏的腐敗與公眾的歇斯底里、私刑與公堂上的逼供、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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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危與人人自保交織在一起。所以，清廷期望於地方大吏能夠體察皇帝的苦

心，認真辦理此類事件，最好是既能抓獲剪辮匪徒又不驚擾四鄰。但是地方大

吏對這類妖術案件並不像皇帝那樣緊張，他們往往會裝聾作啞，拖延擱置，實

在隱瞞不下去，則抓獲幾個替罪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妖術案件層出不窮，但

是官方幾乎沒有抓到一個真正的主謀者）co。這就導致中國社會信任的缺位，信

任的缺位在社會危機時尤為突出，人人都可以用「妖言惑眾」這樣的罪名來惡意

中傷和陷害他人，誣陷成為普通人一種突然可以得到的權力。

只要產生妖術謠言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沒有改變，同類的謠言就會持續

出現，因為謠言的魅力之一就在於它的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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