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0年底的上海以公共租界為中

心爆發了一場鼠疫風潮。與那些劇烈

的變動相比，這場風潮在當時的中國

實在太小了。但是事件的大小並不等

同於事件的複雜程度。

秩序是反映社會政治、經濟和日

常生活有序性的基本範疇。眾所周

知，上海公共租界的秩序是按照西方

模式建構的，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

由納稅人會議、工部局及會審公廨分

別行使立法、行政以及司法的權力，

外國人在這些機構中起�決定性的作

用。他們在市政建設、管理上更為現

代化，但是如果漠視民間已有的隱性

風俗秩序，這種秩序就無異於沙地建

屋。兩種異質文化平靜的表面下是一

片潛流暗湧，一個偶然的事件便足以

打破缺口，導致社會失序。突然發生

的鼠疫便扮演了這一角色，它引發了

公共租界顯性秩序與隱性秩序間的衝

突，進而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走向

秩序的重建。

鼠疫風潮的發展與原因初探

有關鼠疫的消息最早見諸1910年

9月28日工部局董事會會議紀錄，10月

5日董事會會議上也有相關的討論，

但此時只是對鼠疫發現地——怡和

打包倉庫的檢疫。此後就再無相關

的記載，直至《申報》1910年10月31日

的報導。就是在這篇幅不大的報導

（僅151字）中，隱隱透出一種不祥的

味道。「制度影響政治生活，因為它

們給定了行為人的身份、權利和戰

略」1。按照租界的制度設計，由工

部局之9生處負責公共9生行政2。

由於在濱北阿拉白司脫路發現一人

死於鼠疫，工部局連日派西員帶同

華人到該路及附近的甘肅、開封、

七浦等路按戶檢查，但是在檢疫過

程中，「在通達事理者，固知工部局

此舉係鄭重9生起見，並不為異。惟

無知婦女則已不免恐慌，所幸該西員

皆通華語，出言頗為溫和，舉止亦有

規則，故被查之家事後尚無異議」3。

檢疫工作進一步開展，工部局西醫

「連日帶同傳話人在界內挨戶調查，

如有此等瘟症，即便代為醫救」4。

至11月4日，又在北山西路燧利柴炭

店一帶發現疫病，工部局檢查日趨

嚴格5：

或有偶患他疾面色黃瘦者，-生員即

令送入醫院療治，居民益起恐慌，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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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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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四時，第四段-生員查至開封

路，各小孩圍聚而觀，幾起風潮⋯⋯

事態逐步擴大，謠言蜂起，如工部局捉

人是需要用人身合藥，捉黃面捉大腹

者，捉小孩強種牛痘等6。在此推波助

瀾之下，整件事情由恐慌走向騷亂7：

工部局管理清道西人至北山西路泰安

里等處調查垃圾，該處居民亦疑為查

驗鼠疫群起反抗。

公共公廨差夥同總巡捕房中西包探，

因查案需要經西華德路，當地居民懷

疑是工部局西醫查驗鼠疫：

一時以訛傳訛，哄動多人，竟將

該差夥及二百零五號西捕等毆傷8；

-生西員至嘉興路哈爾濱路等處

調查，人家小孩如有未種牛痘者，勸

往醫院施種，奈愚魯小民群起疑惑，

一時麇聚數百人，躍躍欲試9；

工部局之藥水車推過蓬路武昌路

轉角處，忽有流氓多人捏造謠言，謂

車係裝運小孩者，一時哄集數百人，

將車夫唐阿狗等四人揪住肆毆。唐受

重傷，車被擊損bk；

城廟內外亦因查驗鼠疫事，謠言

蜂起，人心惶惑，無論茶坊酒肆莫不

談論此事bl。

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彈壓，導致騷亂

了各處店鋪閉市。「惟內虹口外虹口各

店鋪已驚惶異常，一律閉市」bm；「當時

該處附近各店及菜場各小販均暫行收

市」bn；「於是裴倫路濱至匯三捕房一

帶，各店鋪一律罷市，以防擾累」bo。

同時「英美兩界居民紛紛攜帶行李手

抱小孩乘坐車輛⋯⋯竄入法界，或至

城內，或上輪船」bp，以避滋擾。

本文開篇就指出租界社會中顯性

秩序和隱性秩序共存的現象，如果沒

有此次鼠疫風潮，遲早也會有另一事

件為兩者的衝突打開缺口。檢疫作為

對顯性秩序的維持，造成了對隱性秩

序的擾亂，其表現就是引起社會失序

的謠言風潮。

心理危機是社會失序所引起的直

接反應，它不是孤立的個人心理危機，

而是普遍的社會心理危機。謠言蜂起

便是其社會表現。縱觀此次風潮，謠

言包括用人身合藥、捉黃面捉大腹者

入院，捉小孩種牛痘等，其中尤以後兩

者為甚。謠言是在「事情重大但有關

消息很少或已處於混亂之中的情況下

出現的現象」bq。它表達了人們對事實

真相的渴望。因此針對捉小孩種牛痘

的謠言，工部局於1910年11月17-28日

在《申報》報端連續刊載示諭加以澄

清，同時又有人專門著文闢謠br。

鼠疫風潮中的聚眾行為是社會失

序在人們社會行為上的反映bs：

聚眾行為的特點是參與集體行動的個

人臨時聚集在一起。他們之間互不相

識，處於匿名狀態，但又直接地面對

面接觸，以情緒、意見反應為基礎，

因而極易感情衝動。

作為行動主體的民眾是在風潮中處於

不利地位的人群，他們是被檢查的對

象，是遭受損失的人，同時還要面對

鼠疫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在前述的

心理危機下，鼠疫風潮自然地從個人

越軌行為走向聚眾行為，而一直以來

存在的民族間的對立情緒，就構成了

風潮的社會條件。

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但它又為歷

史所構建，是路徑依賴的。因此鼠疫

風潮不僅僅是租界內顯性秩序與隱性

秩序間單純的衝突，還是中西文化的

一次衝突。

十四世紀，歐洲鼠疫流行造成大

量人口死亡，促使西方世界從種族延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3年6月號　總第七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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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角度出發考慮對疫病的防治。進

入工業社會後，面對工業發達帶來的

個人失敗與社會解組，以及社會價值

的變遷，「人們需要社會提供安全保

障，以滿足各層次的需要」bt。這最終

促成了西方社會福利行政的發達，在

疫病防治上形成一整套制度。

中國歷來是農業社會，社會組織

以家族為單位，傳統中國並無醫院的

設施，有病請大夫到家診治把脈，開

方子，抓藥煎服，只要在家調養，無

須開刀住院；甚而有染病者以自家祖

傳秘方醫治而不勞動大夫大駕，「故

歷來每值時疫流行，多任患者之自由

就醫，而未嘗有一機關焉施強迫之制

裁，代為療治」ck，「吾國鼠疫一病，

今始發生，而吾同胞於公眾9生又向

未措意。故一聞有人焉代為強迫療

治，則陡起驚疑而指為騷擾，其實狃

於舊習，昧而不自知耳」cl。

鼠疫風潮的再發展
與原因再探

由鼠疫風潮引發的社會失序，向

租界提出了重新構序的問題。租界社

會中各集團從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獲得

鼠疫風潮也是中西文

化的衝突。西方進入

工業社會後，形成了

一整套防治疫病的制

度。然而，中國歷來

並無醫院的設施，有

病只能在家調養；

「吾國鼠疫一病，今

始發生，而吾同胞於

公眾ÿ生又向未措

意。故一聞有人焉代

為強迫療治，則陡起

驚疑而指為騷擾，其

實狃於舊習，昧而不

自知耳」。

輸入，再經過對各種控制手段的選

擇，輸出結果以對那個環境作出反

應，通過各方博弈完成秩序的重建。

截至1910年11月11日，工部局所

實行的控制手段大致有四種：

（1）武力　工部局以自身所能控

制的警力驅散或彈壓聚眾人群：

　　特頒緊急命令，召集各國團練，

荷槍排隊，周遊各馬路示威。工部局各

處水龍間亦均警備一切，以防不測，公

廨竇讞員亦派通班警役在廨保護cm；

　　當即傳諭各捕房捕頭，各帶手

槍，督同西印各捕，肩荷洋槍，四出

稽查，並飭馳往肇事處彈壓cn；

　　昨日英美各捕房均有西印各捕荷

槍守護，禁人出入co；

　　派出馬巡及巡邏隊偵捕隊等，到

場彈壓cp；

　　會議認為，捕房可暫時顯示一下

武力，並指示萬國商團列隊通過虹口

北區cq。

（2）輿論　工部局或通過告示、

或通過傳單、或通過報章宣傳鼠疫的

危害以及檢疫的重要性，以消弭謠言。

會議通過決定，由-生官將鼠疫

發病實況的詳細日報通知報界cr；

董事會同意由重要華人組成一個

委員會，作演講，散發傳單，以及用

其他類似方法向華人解釋為何利用目

前採取的防疫措施及其必要性cs。

（3）司法　通過司法機關制裁阻

撓檢疫之人，以達到懲一警百的目的。

陳樹卿、葛永生「判各罰洋五元充

公，葛永生並�交保，以後毋許阻

查」ct；由於11月11日的滋事行為，

趙阿四、鍾阿青「判各枷示一月，期

滿再押西牢二年」dk；王阿生「先行枷示

兩禮拜，期滿再押西牢半年」d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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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法　通過對9生檢疫加以

法制化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在鼠疫

發生後不久的工部局董事會會議上

（11月9日），檢疫章程就被提交會議

並獲得了通過。

工部局從西方的經驗出發，希望

通過立法，賦予檢疫章程效力，通過

法律規範人的行為，並輔以行政、司

法及輿論的手段來實現社會控制。在

這Ê，顯性秩序在其維持上表現出歷

史的惰性，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忽略導

致了鼠疫風潮的進一步發展。

檢疫章程規定dm：

1、醫生須將一切傳染病人住址

及同居人報告9生處。

2、一切傳染病人均須遷至工部

局9生處防疫醫院。

3、傳染病人遷出之物須經工部

局藥水除疫，傳染病人不得充任能傳

染疾病的工作。

4、無論何人，生六月以上均種

牛痘，由工部局進行細查。

5、無論何屋，滿四十方尺只可

住一人。

6、染疫而死者須先知照9生處，

一切殮葬均由9生處指點不能亂動。

7、傳染疫氣的房屋一律拆去等。

同時作了違反章程的處罰規定。從章

程上可見，規定幾乎牽涉到所有居住

在租界的人，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

如果說第1、5、7條只是對人們利益

上的觸動，那麼第4、6條已經是對文

化習俗的觸動了。

上海紳商很早就注意到檢疫章程

可能引發的問題。早在11月4日，商務

總會已經在會議上提出了針對章程的

四項建議：

1、新的附則只可用於疫病，不

得用於其他疾病。

2、由於疫病檢查非常容易引起

騷亂，因此若有華人患了像是傳染病

的急病，須立即報告單獨為華人開設

的醫院，該院的華人醫生一定要進行

調查。

3、如果經此調查後發現確是疫

病，則必須立即將該傳染病人送往由

中國獨自開設的醫院治療。如果此後

死亡，諸如殯葬準備之類的所有事項

都得按照中國習慣安排，這樣就顧及

了人們的感情。

4、至於滅鼠等要求，須按下列

方法由居民自己實施dn：

甲、普遍養貓；

乙、 廣泛使用捕鼠夾；

丙、 堵塞所有鼠洞；

丁、 廣泛使用消毒劑。

然而，由於一直以來租界內的各

項權力均為西人所掌握，上海紳商在

爭取權力方面一直無處�力。在11月

11日《申報》上公布的〈滬北同人公函〉

中，紳商援引了香港鼠疫防治作為前

例，希望由華人醫生進行疫症的檢查

與治療，提出do：

容與工部局商酌，在適中之地設立醫

所，凡我華人患此疫症者可進行醫治

共保平安。

但是工部局並沒有對此表態。直至風

潮逐步走向高潮，紳商的權力表達終

於找到一個可依託的力量，從而使風

潮從民眾與租界當局的對立走向權力

的爭取，改變了風潮的性質。

在虹口騷亂當晚，工部局就此事

召開了董事局特別會議，會議決定在

11月15日舉行虹口居民特別會議。對

工部局董事而言，此次會議的目的是

「散發解說預防鼠疫方法和譴責騷亂

的公告及傳單」dp，「11月15日的華人

會議一開始就準備將它作為一個機

會，向鼠疫傳染區的居民解釋9生處

所採取的辦法」dq，「開會之宗旨為演

講防疫辦法，並望得到通達事理而有

聲勢之中國人，同力進行起見」dr，因

工部局的檢疫規定不

單觸動了租界居民的

利益、更觸動了他們

的文化習俗。上海紳

商很早就注意到它可

能引發的問題，但工

部局並沒有對紳商就

檢疫章程的建議表

態。直至風潮逐步走

向高潮，紳商的權力

表達終於找到一個可

依託的力量，從而使

風潮從民眾與租界當

局的對立走向權力的

爭取，改變了風潮的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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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4日晚，工部局首先會晤了華人報

館的記者，將次日會議的宗旨、防疫

辦法並檢疫章程預先知會各報，希望

借重華人報界的影響以助其恢復社會

秩序ds。

與此同時，工部局在大馬路會議

廳召開納稅西人特別會議，將擬定的

檢疫章程交議，在此次會議上擔文律

師認為檢疫章程中所列傳染病範圍過

廣必將引起居民驚擾，提出應以鼠疫

為限。皮亞士在會上所言「吾人不能聽

令疫症亡吾居民，亦不能通過能使吾居

民自亡之章程」dt，也許更能體現當

時多數西人的心理。此項提議獲得多

數通過。但是他們對當時狀況估計仍

然不足，或者說忽視了紳商對權力的

要求。

11月15日，虹口居民特別會議召

開，但是這次會議「最後卻成了一個關

心租界福利的知名華人的大會」ek，其

結果完全超出了工部局的預料，工部

局事後也承認「和解和安排顯得不足，

會議的目的易引起誤解」el。當時除了

會場附近聚集的數千人外，人們還在

陸續趕來，面對這一局面，中西商董

商議後決定會議延期，但在沒有得到

任何明確的說法前，人們顯然不願就

此退去。這時沈仲禮登台提出「自請

西醫設鼠疫醫院醫治華人，華人小孩

種痘亦聽居民自由，並由觀察擔承，

工部局不再干涉」em。由此可見，雖然

雙方可能有過商酌，但事前並未就此

建議達成任何共識。從事後文獻考察

我們可以印證這一點en：

目前的華人態度已使總董相信，除非

領事團如前幾次那樣部署軍隊進駐，

否則租界沒有力量違背華人官員和紳

士的意願而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

人群進一步要求由華醫治病，沈仲禮

答允後，眾人才逐漸散去。

這次會議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使工

部局認識到紳商的力量：

他（總董）認為，唯一可以合作的團

體是商務總會，在已公布的11月13日

各公所簽署的信函中，該商會會長列

於名單之首eo。

會議決定在答覆本地同業會館的

來信時，要求任命一個小型的華人委

員會和工部局的特別委員會會談，早

日全面討論鼠疫問題；常務委員會主

席將組建這一特別委員會ep。

我們可以從11月18日召開的特別會議

的名單上進一步印證這一點eq：

周晉鑣（商務總會會長）、邵卿鐸（副

會長）、溫宗堯（廣肇公所）、鍾文耀

（滬寧鐵路）、沈敦和（中國通商銀

行）、虞洽卿（四明公所）、蘇葆笙（洋

布公會）、陳頤壽（銀錢公所）、許恭

卓（絲業公會）、楊信之（繅絲廠）、田

資民（紗業公所）、王月之（山東同鄉

會）、祝蘭舫（錫金公所）、欽納．湯

姆森（洋貨會）。

從以上出席人員的身份背景可見，所

有受邀參加特別會議的都是商界人

士，顯見工部局對紳商人士的力量有

了一種新的認識，看到了他們在平息

風潮中可能產生的重要作用。

沈仲禮在會上提出的建議，涵蓋

了11月4日商務總會會議四條建議的基

本內容，而11月18日特別會議討論的

基礎也正是商務總會會議上匯集的四

條建議。目的是「能夠採取一些在工部

局9生官看來有效而又不會引起華人

居民反對的措施」er。我們可以斷言，

如果沒有群眾力量的介入，以商務總

會為代表的紳商的建議不會引起工部

局的重視。正是借重人民的力量，紳

商得以表達自己對權力的要求。

11月15日，工部局召

開虹口居民特別會

議，這次會議「最後卻

成了一個關心租界福

利的知名華人的大

會」。當時有數千人在

會場附近聚集，在沒

有得到明確的說法前

不願退去。最後，人

群要求由華醫治病，

獲得答允後才逐漸散

去。這次會議使工部

局重新認識紳商人士

的力量，看到了他們

在平息風潮中可能產

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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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總會四點建議中第2、3條成

為雙方爭論的焦點，工部局並不甘心

就此放棄對租界內鼠疫檢查、防治的

權力，因此在會議上「9生官指出，

由於工部局設有華人隔離醫院，且裝

備良好，因此在他看來再建造類似的

醫院似無必要」es；「另一方面，9生

官認為此建議（第2項建議中規定的報

告制度）可能會被證明是效果不好

的，不可能代替搜尋方法」et；「其間

提出由商務總會和工部局雙方指定的

經訓練過的華人醫生成對進行搜尋工

作，但是這一計劃被9生官否決，他

說這樣的華人靠不住並且易受壓制，

結果封鎖了消息」fk。但是9生官最後

只能作出讓步，「既然它（華人開設的

醫院）符合華人委員會的願望，就沒

有理由反對」fl；而對於第二點「鑒於

下層華人的意見目前正處於激昂狀

況，應作出讓步」fm。

至此事情終於告一段落，對下層

民眾而言，也許重點在於不捉小孩強

種牛痘，由華人自己實施檢疫；對紳

商而言卻是關乎主權問題。11月24日

《申報》刊載了旅滬寧波同鄉會的〈謹

告應受檢查鼠疫界內之華人書〉，希

望租界華人「仰酬華董之千辛萬苦爭

回自行檢查之權」fn。11月26日《申報》

更將市民積穢不治的行為指為自願放

棄主權。

文化上的差距意味�人們對於種

種相同的符號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鼠疫讓所有人感到害怕，但不同的社

會群體會將這一事件中的不同成分重

新組合，使其適應於各自的文化觀、

價值觀。這種不同的解讀取決於人們

不同的社會角色、文化背景和生活經

歷。鼠疫中人們不同的反應表達了不

同特定群體的需要。

民眾長期以來一直對西人的恐懼

甚而仇視，加之文化價值上的墮距，

成為風潮的力量淵源。

官方對租界這一區域內可能涉及

到的種種複雜關係以及與這種複雜

關係的交涉可能帶有一種「天生」的恐

懼，他們對租界內事務的處理避之

唯恐不及，造成了鼠疫風潮中官方力

量的缺失，誠如《申報》上所言：「我

國之民氣誠足對懦弱之官場而自豪

矣」fo。

紳商在官方權力隱退後中國權利

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及時把握機會，

擴展自己的權利，引導了鼠疫風潮的

新走向。

西方列強在謀求自己權力的維持

甚而擴展的過程中，發現不得不顧及

人們的情緒，為了將民眾的排外情緒

控制在一個合理範圍內，不得不和紳

商妥協。

正是在幾方力量的博弈之下，鼠

疫風潮下的租界完成了其秩序的重

構，在一種新的權力框架下，顯性秩

序和隱性秩序維持�脆弱的平衡。

小　結

最後，讓我們將視野從鼠疫事件

擴展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難發

現，中國現代化道路正像此次事件一

樣，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所謂顯

性秩序和隱性秩序無非是中西文化的

所指。現代化的確是中國前進的一個

方向，但是以槍炮為後盾的現代化的

強制植入無異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

姦，在這種形勢下，以義和團為典型

的中國文化的反彈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布萊克（Cyril E. Black）所言fp：

傳統價值模式是社會凝聚的基礎，而

採用新知識又必須改變傳統價值體

系。對社會的生存來說，必須在這兩

者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這是一

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但有一點是基本

西方列強在謀求自己

權力的維持甚而擴展

的過程中，為了將民

眾的排外情緒控制在

一個合理範圍內，不

得不與紳商妥協。正

是在幾方力量的博弈

下，鼠疫風潮下的租

界完成了其秩序的重

構，在一種新的權力

框架下，顯性秩序和

隱性秩序維持¡脆弱

的平衡。中國現代化

道路正像此次事件一

樣，是多方力量博弈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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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領導者維持這一平衡的能力至

關重要。

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精英對中西文化

的調和就成了決定中國現代化走向的

力量，但長久以來，中國精英未能認清

何者才是可資依賴的力量。以立憲運動

為分野，他們逐步由依賴政府轉向依

賴群眾，而此次鼠疫風潮正可以作為

印證。正是對群眾力量的發現使中國

在現代化的博弈中走出了自己的道

路，並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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