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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研究 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

关系。在广州采取传统鼠疫应对方式的同时,香港与上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促进了两大

城市以及中国海港城市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公共媒体有关政府角色的讨论, 已经意含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否定。1894

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

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既可

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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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

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

心。关于这次鼠疫流行的具体情况,前人已有许多

调查和研究。20世纪 50年代由广东鼠疫防治机构

主持的医学人类学调查已经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广东

各地的流行情况, 其中包括 1894 年的鼠疫大流

行。①鼠疫专家冼维逊广泛征引文献资料及口碑资

料,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疫情进行详细的描绘,并对

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②饭岛涉依据

洗维逊的研究, 将广东地区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

国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③本尼迪克特

( Car 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专辟一章, 讨论 1894

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 鉴于有关疫情方面的研

究已有许多,所以,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有关广州

城市赈济、善堂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当

局的医疗卫生政策方面。④赖文、李永宸对于 1894

年广州鼠疫流行的细节仍有兴趣, 他们根据 1894年

上海《申报》的有关报道, 就此问题加以专门的探

讨。⑤李玉尚则从民间百姓、中医医生与政府官员三

者应对鼠疫的措施入手, 探讨中国近代鼠疫的应对

机制: 1894年的广州鼠疫流行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有

力的证据。⑥迄今为止, 就 1894 年广东省鼠疫流行

的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研究的盲点,已有的成果足以

为我们描绘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上述诸位学者所引用的资料中, 1894 年上海

《申报》的有关报道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申报》不

但有广州鼠疫疫情的详细报道, 而且对香港的疫情

也有大量的连续的报导。不仅如此,由于香港 上

海之间贸易的频繁和联系的紧密, 使得岭南的疫情

有可能通过商船向上海传播。这样一来, 1894年广

东的鼠疫流行不仅局限于广东, 事实上也构成对上

海的威胁。以香港为中心的贸易网络至少还包括厦

门、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地,鼠疫流行的阴

影开始笼罩这个跨越地域社会的巨大的国际化的商

业网络。正是由于这一点,《申报》对于两地疫情的

报道,经历了从一个遥远的旁观者到一个当事人的

角色的转变,其间的态度及立场的变化颇耐人寻味。

这一变化过程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有关鼠疫流行

过程中三地关系的清晰图景,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

转型过程的种种细节与曲折。

对于研究者而言,《申报》的相关报道还提供了

一个有关 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观察角度,即

历史事件记载方式的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依照这一观察角度, 本文不仅可以讨论历史究竟是



什么的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历史是如何被记载下来

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被记载下来的问题。

站在事件记述者的立场重温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

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历史真实,从而获得更为广

阔的视野及更富弹性的思考。兹根据 1894 年《申

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论述如下。
⑦

一、旁观者:纪实与猎奇

根据 1956 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 1890 年 2

月广州市流行鼠疫,以后每年 2 月~ 5月发生小流

行。1894年广州城的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最早

的记载出自奈尔斯( Mary Niles) 1894 年的一篇报

道。是年 1月 16日,奈尔斯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

儿媳妇,他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

体温华氏 104. 8度, 脉膊 160次,并有瘀斑疹。文章

中特别提到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

例。
②

威尔士( J . F. 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见于 3

月 1日的当地报纸, 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②同

年上海《申报》登载的消息要晚许多, 4 月 15日《申

报》开始出现第一条报道:

近日粤东疫症流行。自城厢以及乡

落,无有蔑有, 死亡之多, 实从来所罕见。

棺木店日夜作工, 仍觉应接不暇。有某乡

户口寥落, 不满百家, 旬日之间, 竟毙百余

人,其中幼孩居多,往来行人, 恐致传染, 咸

有戒心,不敢向此乡涉足。亦可见疫症之

盛矣。(第 46: 645页)

这则消息虽然提及城厢, 却不以城厢为主要报道对

象。某乡死人之多, 情景悲惨,成为作者主要报道的

内容。4月 24 日及以后的疫情消息完全转入广州

城中。报道称:

广东自本月初一日起,大雨滂沱,雷电

交作,气候稍寒,方谓疾疫可以消除矣。讵

料近日传染更多, 死亡尤甚。城西洗基地

方医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门诊视, 迨

午后即觉神志昏迷,不省人事, 延至翌日,

溘然长逝。其弟业已分居,是日闻兄作古,

来办丧事, 入门未久, 亦染病暴亡。吁, 惨

哉。(第 46: 707页)

在鼠疫流行的资料中, 有关患者速亡暴亡的记

载最多。《申报》也不例外。4月 29日的消息名为

《时疫盛行》, 除了 统计疫毙男妇约共一百三十六

名 外之类的记载外,又有同样的报道:

中有回教人某甲, 年约二十余,为人挑

水,自食其力。初五日挑水十余担,顿觉口

干,归而啖粥, 且与家人言笑。粥未啖毕,

甲已仆地而逝。又城内北横街叶姓妇, 生

有一女,归黄某, 已育一子, 年将就傅。去

月杪,叶妇病故, 家内无人备办丧事, 其女

遂偕子归家,即为母料理一切。讵意入门

未几, 子即染疫身亡。亲属闻知, 无敢过

问,厥后殓殡等事, 均请外人代理。吁, 惨

矣。(第 46: 739页)

5月 9日的报道题为《时疫可畏》,内容如下:

羊城日前有甲乙二人, 年约三旬,衣履

整洁,同行至十三行地方, 倒毙于路, 经旁

人多方救治, 终觉无效, 旋由亲属将尸领

回,备棺收敛。又一妇怀抱幼子,行至归德

门,猝染疫症, 倒地毙命。然妇虽死, 而怀

中幼子仍呱呱而泣, 竟亦无恙云。(第 47:

59页)

以上四条报道虽然都可称为纪实性报道, 但在具体

情节上已有夸张的趋向。与此同时, 身处疫区的记

者还不断将大疫中的情节曲折的 故事 披露出来。

4月 29日的报道称:

又同仁里有某乙, 娶妻数载, 育子八

龄,初五晚约近三更, 其子忽发狂疾, 一似

邪魅相侵。于是将其子舁至飞来庙口, 席

地而睡,冀可驱除。不料延至四鼓,子即瞑

然逝世。母以哭子情切,不觉风痰大作,昏

晕倒仆,奄奄一息。(第 46: 739页)

以上的描写绘声绘色, 似如亲眼所见,极尽想象与夸

张之能事。在《申报》的记者看来, 一般性的报道已

经不足以引起上海市民之兴趣, 或者说,在《申报》的

主编看来,内容相同的报道可能无法吸引读者, 他们

都需要有更为刺激的消息。同一日报道中的下一个

故事 充满传奇的色彩,神鬼开始登场了。

又洪恩里等街,传说有疫鬼作祟,每当

夜静之际,常有砂石由空飞下,居民疑系疫

鬼为此伎俩, 以觅替身。于是一唱百和,各

延羽士,讽经超度亡魂, 一连数日, 迄无效

验。爰于去月杪, 恭舁洪圣各神巡游街道,

迄今叠沛甘霖,雷驱电掣,想疫症自当稍减

矣。(第 46: 739页)

事实上,并不是记者相信鬼魂是真,而是疫区百姓开

始求神弄鬼了。抬神巡游, 叠沛甘霖,以至于记者本

人都相信疫情可能因此而减缓。此后, 类似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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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出现,引人入胜。

另一类报道显得轻松一些。5月 7 日的报道题

为《粤试杂闻》, 讲的是一个贺喜与吊丧几乎同时发

生的故事,颇富戏剧性:

三月十九日考南海文童。该邑人才众

多,为一府之冠。学宪于五鼓时即放炮, 开

门点名,至下午四点钟始点竣。是日适值

大雨滂沱, 昼夜不绝, 各童莫不带水拖泥,

淋漓尽致 某文童年少才富,声名藉甚,

现蒙学收入黉宫,贺客盈门,极形热闹。讵

昨日出外购物,染疫而归, 俄顷之间, 竟登

鬼录。于是贺者在门,吊者又在室矣。(第

47: 43页)

文章中已不见作者的悲悯,只有新鲜与好奇。来自

疫区现场的报道者继续搜集此类报道, 以满足上海

市民的好奇心。5月 21日题为《岭南琐志》的报道

讲的是广州城保甲总局某官员蛇影杯弓,无事生非,

无病疑疫的笑话:

城内保甲总局自陈厚斋观察以疫逝,

局中兵役相继毙命者, 实繁有徒。某日总

办钟镜人观察亦忽尔违和,蛇影杯弓,颇深

疑惧。幸一时小即旋获安全, 刻下仍宽请

假期,不敢到局视事。(第 47: 143页)

《申报》记者对于疫区新闻的搜集, 上至政府官员, 下

至贩夫走卒,无所不包。从上引资料来看,除了最初

的几则报道属于纪实以外, 大量的报道均着眼于猎

奇。其中,酬神赛会类的花边新闻尤多,兹不一一列

举。5月 7日,纪实意义的报道重又出现: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 初由东关、南关、

新城,递及于城内。其时天久不雨,咸以为

亢旱所致, 乃三月以来, 雨应时, 阴阳和

会,似疹疠可以潜消,人民自能康乐矣。讵

传染之多, 比前更甚,城厢内外,到处皆然。

西关连登巷烟户无多, 自三月朔日起至望

日止,死者计共数十人, 十室九丧, 哭声偏

地,其余各处, 大略相同。棺木店昼夜工

作,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疫, 顷刻即

毙,多有不及医治者, 故医生药店, 反形寂

寂。(第 47: 44页)

在《申报》的主编眼中, 纪实性的报道似乎不如

花边新闻重要。版面的安排可以反映《申报》的倾

向:遥远的岭南流行的鼠疫,对于上海的读者来说,

是那么陌生。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旁观者 一

个带有猎奇心态的旁观者。

香港报纸当年对于广东鼠疫的报道可以从《申

报》的转载中窥见一斑。一条花边新闻见于 5月 17

日《申报》,在《西人言疫》的题目下,有记载称: 初六

日香港西字报则云: 粤省时疫, 日甚一日 。内

容是广东某家全家八口, 一日之内, 死亡七人,只存

一女孩。有小偷乘机掩入,女孩答应以全家财产作

为偷儿办理七人后事之报酬。当偷儿从市中返回,

女孩倒毙, 贼乃放胆搜括所有, 不料未及出门, 即染

疫毙命 。(第 47: 115、116页)香港报纸也有猎奇的

爱好,只不过报道的是广东而不是香港。

6月 11日,《申报》在《西报言疫》的标题下也有

一段关于香港的花边新闻:

香港某甲, 东莞人也。一日有青衣小

婢死于疫,甲不以为意。迨二十六日其子

为疫鬼所缠,翌日女亦同病相怜。甲遂将

子女舁往玻璃局医院调治。既而甲命仆妇

入室取物,久而不见其出, 往为查视, 则仆

已倒仆地上, 口流涎沫,气不绝者如缕。遂

复报知医院, 舁往医治。(第 47: 293页)

通览 1894年《申报》所引香港报纸对于本埠疫

情的报道,少有猎奇性质的内容。本则报道的主旨

是希望香港居民要重视疫情,有病及时前往医院治

疗,切勿错过病情。这一报道与《申报》对于广州疫

情的猎奇仍有不同。

二、当事人:预防与预后

5月 15 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

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华人, 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

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 近始

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

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为灾。若得

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说见西字报。

(第 47: 101页)

两日以后,又是《申报》头版, 在《西人言疫》题下, 有

报道如下:

昨日香港发来电信云, 此间疫症益多,

死亡枕藉。天时亢旱, 物燥风干。港督登

告示于官报云:本港为有疫之处,所有受病

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目下每日死

者多至三十人左右。(第 47: 115页)

5月 24日,《申报》称:

昨日香港来电云,日来又有四十八人

新染时疫,死者四十七人, 其中有旧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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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染者, 刻下旅居香港之华人多往他处

避之,每日迁徙者纷纷不绝。(第 47: 164

页)

以后每日或每隔数日, 都有关于香港疫情的报

告。大部分的报告都与此三条报道相似,只谈疫情,

不谈其他。为何《申报》对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疫情

采取不同的报道策略? 上引《西人言疫》中的另一记

载似乎可以解开此谜。这条记载与上海有关:

华历四月初八日(公历 5月 13日) , 由

上海开往外洋之法公司轮船既抵港, 不愿

承接港中货物、客人。上海各国领事馆闻

之,集议于萄葡牙总领事署,拟照会江海关

道,请札饬河泊司, 凡船之来之香港者, 如

有病人, 须于船上高揭黄旗, 暂泊浦江口

外。(第 47: 115页)

5月 18日《申报》头版对此事有进一步的报道:

前日香港来电云,昨晚已得大雨,大约

疫疠可以稍苏矣。又云某日有法公司轮船

来自外洋, 抵港后不愿装载货物、客人, 恐

有疫气传至申江, 以贻隐患也。(第 47:

123页)

据此记载,知此船原由上海开往外洋,正由外洋返回

上海, 中停香港。抵港的轮船拒绝承接香港的货物

和客人。这事给了上海的各国领事以触动。他们意

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 疫情可能会由香港传

至上海。

这就意味着,从 5月 13日开始, 上海不再是一

个华南鼠疫的遥远的旁观者, 而是其近邻。考虑到

鼠疫疫情传播的迅速性和上海、香港两地交往的密

切性,可以说,上海已经是一个直接的当事人: 上海

已经感觉到了香港鼠疫对于自己安全的威胁。于

是,上海租界的西方各国领事,订立了辟疫章程。

按照 6月 8日《申报》头版《续防患未然说》一文

所披露,《上海辟疫章程》主要有二条重要内容: 其

一,船自广东、香港及南方各处来者,一律下令停泊

下海浦外六里, 请医生上船稽查察,如行李货物中带

有疫气,急令携至浦东,薰以硫磺烟。始准各自携去

船中,须并无疫气始准进傍码头。其二, 度地浦东,

创建医院二所, 一疗西人之患疫者,一疗华人之患疫

者。以上二件事务 照请江海关道黄观察一体遵

行 。(第 47: 271页)

随着香港鼠疫疫情的加重,上海方面加强了对

于来自香港轮船的稽查。6月 6日,《申报》在《疫更

难弭》题中报道: 今疫气日甚一日,自宜派人向各轮

船上加意稽查。如有染疫而未发之人, 亦须送入医

院疗治。庶几绸缪未雨, 不致既发而传染于人乎。

(第 47: 255页) 6月 9日,《申报》在《港电报疫》题下

称: 上海英总领事官则与德总领事官会同出示, 凡

英、德两国各船船主,须遵照避疫章程办理。违则或

罚银,或入狱当苦工。江海关延定杨树浦巴纪医生

稽查香港来沪之船。至宁波已于上礼拜禁止香港各

船进口矣。(第 47: 277页)

与香港有着贸易往来的许多地区和国家采取了

大致相同的动作。5 月 26日《申报》记载: 新加坡

英官出示,凡香港前往之轮船须先在口外停泊至离

港九天,方许进口。小吕宋则出示,须到埠十五天方

准进口。(第 47: 177页) 6 月 10日《申报》在《暹日

防疫》题下报道:由中国香港来暹之船必须在柏南河

口停泊,听候医生登船验明,始准拢岸。同时报道称

澳门和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第 47: 285页) 6

月 17日《申报》在《滨角防疫》题目下继续报道泰国

方面的举措,该地的英国殖民长官, 议立防疫章程,

凡船之由中国各口到滨角者, 皆须舶于北南洋面,

听候医生查验, 用药薰洒, 方准客货登岸。 (第 47:

341页)

再来看看香港的情形。根据 6月 13日的报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 居住在香港的粤人大批离港返粤。

已经离港者已有十万余人, 每日还有三四千人 舍而

之他 ,以致 港中工作乏人, 各局厂相率闭户 。面

对汹涌的疫情,香港总督电请各大港口西医前往香

港帮助治疗,然而, 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兹接上海及新加坡覆电,皆谓各医生断难离埠。因

议另请传教医生效臂指之助 。(第 47: 307页)上海

和新加坡拒绝给予香港帮助。实际上, 他们根本无

力予以帮助。

6月 25日报道称, 当时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

商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 因香港疫情严重, 人皆畏

惧, 大半携眷属由香港回厦门 ,驻厦门各国领事馆

查取小吕宋(今菲律宾地)避疫章程, 照会各政府衙

门, 一体照章办理 。(第 47: 401页)厦门也成为中

国有检疫制度的港口。

按照寇斯兰德( Philip B, Cousland)的说法,自

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后, 汕头港已十分注

意防止传入。检疫中已截留一些于临时医院,但也

有些初期病例未被发现, 亦没有出现暴发。
②
东南沿

海多数通商港口, 此时及此后都陆续建立起检疫制

度。

关于检疫的细节, 6月 19日,《申报》在《照章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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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题目下有关于上海轮船检疫的如下报道:

昨晨十点钟时, 某轮船回沪,驶至下海

浦外下碇, 桅上高揭黄旗,即由新关小火轮

船送某西医前往,将诸人一一诊察,诊至细

崽厉长生, 身染疫气,厥病非轻。欲送至引

翔港工部局新设医院中调养。其兄甲言,

愿于傍晚附北京轮船赴甬东家内, 自行疗

治,医生允之。又闻船上某西人云,船上有

水手曰成安者,年甫二十三龄, 去年受室,

此次船至香港,即染时疫, 在半路云殂, 亦

可惨哉。(第 47: 354页)

若此事为真,则上海的检疫当局对于鼠疫患者的疏

忽着实让人吃惊。可以想象当年读到此条新闻的上

海市民,该是何等震惊。上海市民第一次切切实实

地感到华南的鼠疫原来离自己是这样贴近。直到次

日,一条名为《并非患疫》的报道声明, 昨日关于《照

章检疫》的消息有误,轮船来自厦门, 而非香港。一

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 船中有三个稍染薄病, 船

主即高揭黄旗 。在厦门时,船上有水手病死, 船主

遂照章报知厦门关, 厦门查病医生给以凭据, 大略谓

死者非疫、非霍乱,亦非传染之疫。厦门领事亦发出

立文凭,谓厦门港并无疫症。可见昨日实系访事人

误报云。(第 47: 362页)尽管 1894年上海未见鼠疫

流行,但在这场生态灾难中,上海已不再是一个旁观

者,而是当事人。

香港与广东的关系最为微妙。按照现代卫生防

疫学理论,当疫情发生时,要严格控制疫区的人口流

动。然而在香港,大多数华人原籍在广东省, 少数在

福建各地。华人多不认同西医, 对于香港卫生当局

搜查住宅, 大多数华人也不能接受。港英当局与香

港华人遂产生冲突, 最后导致华人大批离港。

5月 28日《申报》头版在《港疫续述》的标题下,

记载 5月 16日上午 10 时, 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

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大批华人围聚院内院外,巡捕

官和国家医生也到场。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当

局已允在旧玻璃厂设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

治疗。 又欲呈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

免入屋查搜 。巡捕官宣布: 已接省垣官宪电信, 谓

禁止病人回省。刘渭川表示要通过爱育善堂向广东

省政府求情。从以后的报道看,此事最后竟获成功。

然在此时,广东省政府只说不准病疫者回省, 却未说

未病者不可回省。粤人归省遂成潮流。5 月 17日,

妇女搭乘省港轮船比清明男子回乡扫墓还要拥挤。

太平山的妓妇也有打包回乡者。按照 6月 3日的报

导,此前粤人已大批返省, 5月 16日回省的港人约

有千人, 17日去者尤众, 18日早轮船往省附搭者几

无容足之区。(第 47: 193页)

据同一记载, 5 月 18日下午, 华商数人前往港

英官署请呈, 重申上述两点要求。政府官员的解释

是,官场所出之例, 实为众人身体起见。 前者所求

各事,经已批准, 任从往东华医院求自己医生料理。

即欲回中国,亦并未有阻拦, 汝等亦各帮助官场, 免

致疫症传染,切勿多端阻止。其结果是 谕毕,众俱

唯唯而退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华商要求病疫者回

省的要求,也会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我以为所谓

欲回中国 , 只是指未病华人的返回中国内地。实

际上,在返回中国内地的港人中, 有疫者夹杂其中。

如 6月 13日报道称某叶氏, 在香港当差二十年, 在

查疫行动中染疫, 辞职回到新会原籍, 未进家门而

亡。(第 47: 307页)

6月 12日,《申报》上一则《香港疫电》的报道颇

令人吃惊。当时由香港返粤者已有十万人口,约占

全港人口的一半。目前在香港能够工作的约只四千

人,各局厂已停办公事。 英官告诸华人之有体面

者,令将未病之人送至粤省, 省中华官闻有此信, 遂

派某兵船往装 。已是变相驱逐华人。作者感叹:

噫,胡天之不吊, 粤民竟至如此耶。(第 47: 299页)

6月 15日报道有香港病人 45名,乘中国帆船,以兵

舰带至广东。可见此事不诬。(第 47: 321页)直到

7月 20日, 仍有患者迁回广东的报道。(第 47: 583

页)

香港的鼠疫患者离港迁回原籍的行为得到了广

东政府允许。6月 21日《申报》对此事报道如下:

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

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

章。兹英官拟有条款,令医院绅董遵照办

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垣调理, 必须问

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

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

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 必

须将病者坐卧之处, 遮盖妥当。并预备食

物及药料等件, 以便病者需用。 (第 47:

369页)

尽管病人返港的措施相当严密, 但以今天的眼光看,

对于这类烈性传染病人的迁徙, 实在是过于大胆,不

可想象。在各大港口城市严密监视疫情, 不让疫者

登岸的同时,广东方面则公开准允香港华籍病人回

省,实在是不可思议。无论广东省政府的决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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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情形下作出的, 我们都只能说,这群愚蠢的官僚

实在是过于愚蠢了。深受鼠疫之害的广东省政府的

官僚们对于鼠疫的预后不可能懵然无知。究竟是什

么因素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决定,尚不得而知。

三、公共卫生:观念与行动

从 4月 29 日《申报》有关报道中得知, 疫情一

起, 广州市民开始抬神巡游, 驱疫免灾。实际上, 广

州地方政府卷入此类游戏当中, 5月 4日《申报》有

记载如下:

广州城厢内外, 瘟疫流行, 死亡之多,

真有目不忍见者。某日南(海)、番(禺)两

邑宰竭诚往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

各处巡游, 意欲仗此神威, 以除斯夭厉。

嘻,斯真藉神道, 以愚黔首也, 然亦足见贤

父母之一片苦心矣。(第 47: 27页)

《申报》记者表示出对此类行为的不屑。不仅如

此,即使有关于游神灵验的报道,也无法改变《申报》

记者对于此类行为的基本观点。5月 7日的《申报》

在《羊城疫势》题目下称:

迎神逐疫之事, 日有所闻,举国若狂而

于事究属无济。想天灾流行, 原有定数, 非

神力可能挽回也。然有时亦有微验者。十

九日有某甲行至第十铺, 猝然倒毙,邻人麋

集救治,终觉药石无灵, 旋经其亲属认明,

往购棺木, 以备收敛。而是日街邻人等, 恭

奉洪圣神巡游,击鼓鸣金, 异常喧扰, 迨神

经过之后, 甲忽复生。初时见者, 以为尸

变,奔避不遑,及其自能起坐, 即以药饮之,

遂霍然无恙。叩以倒毙之故, 则茫然无知。

咸谓神威所临, 疫鬼退避,故得复生。有识

者则一笑置之。(第 47: 44页)

也有施药治愈病人的种种神话。5月 21日《申

报》头版报道: 臬宪额玉如廉访制有治疫丹药,分给

士民,一经服下, 无不立起沉疴。近日到署领取者,

应接不暇, 户限为穿。臬宪以制备无多, 恐难偏给,

遂将药方抄出, 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法炮制, 散给

病者,藉以普救群生。臬宪此举,可谓功德无量矣。

(第 47: 143页)事实上, 所谓丹药并无灵验, 否则不

能理解日后疫情越来越重,患者死亡越来越多。

神医也被泡制了出来。5月 23日报道如下:

郊外客民常患此,大率感受山林瘴气,

郁结而成。故医此症者, 惟客民擅长。前

有客籍李某, 偶至城中购物, 见道旁垂毙

者,试以医治,无不应手奏效。城西四庙赠

医局诸绅董见而奇之, 立出重币,延请在局

施医,一时远近闻风而至, 几于户限为穿。

(第 47: 157页)

所谓 应手奏效 , 不过是记者听来的 神话 。

同一报道中,记者还称: 根据近日对病人的访问, 所

谓医治好者,回家后必然再发, 比初起进更重,不及

救药而毙。 李闻之乃喟然叹曰: 此殆有天数存焉,

非人事所能补救也。遂自谢不敏,善刀而藏 。神医

的神话破产。

总之,在大量有关广州疫情的报道中, 见有酬

神、施药、施医、施棺等公共活动,却始终没有公共卫

生活动。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医学思想中,疫病是由

天气不和所引起的。如上引资料所显示的,大多数

论者都将华南的疫情当作天气亢旱, 雨水不调的产

物。然而, 当广州大雨如注, 疫情如旧时, 这一解释

也就破产了。

与广州的做法不同,港英政府的着眼点在于公

共卫生政策。早在 1883年,港英政府成立了专门的

卫生署,《申报》译作 洁净局 。在理论上,卫生署被

赋予相当广泛的权力, 包括对私人居所的检查, 清洁

堆满垃极的房屋, 将传染病人移至隔离的医院等等。

19世纪末期,英国的医学界并不相信病菌学说。环

境医学思想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医学影响至深,

1894年的鼠疫流行给公共卫生理论的应用提供了

一个机会,疫病的发生似乎证明了公共卫生学家的

正确性。因为, 疾病首先出现在拥挤、肮脏的环境

中,特别发生在中国穷人的居住区中。当耶尔辛

( A lex andre Yersin)和北里( Kitasato Shibasaburo)

各自独立地在香港分离出鼠疫杆菌的时候,西方医

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腺鼠疫是一种鼠蚤传播的疾病。

他们还认为这些危险的微生物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

和生活习惯有关。有人甚至撰文说, 这是一种肮脏

的原始的疾病, 与染病者的不文明程度有关。在他

们看来,疫病的传染是由不洁物质及肮脏环境所引

起的。④

污浊的环境是怎样传播疫病的呢? 6月 8日的

《申报》刊载一篇题为《续防患未然说》的文章说: 闻

之西方歧黄家谓疫盛时有毒虫飞舞风中, 中之即兴

疫症,辟之之法无他秘诀, 惟在居处、饮食处处求其

洁清,自能使疫虫无可藏身。疫气消弥于不觉。(第

47: 271页)以现代医学的观点看, 这一观点虽然不

对,却也不全错。许多呼吸道疾病的传染,就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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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传播的。肺鼠疫的传播也是如此。只不过,

1894年广州、香港流行的是腺鼠疫。

5月 22日《申报》第 5版全文刊载香港洁净局

颁布的《香港治疫章程》, 即是这一理论的产物,共计

十二款,兹撮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其一, 凡有患疫之人, 无论轻重, 都必

须迁至医船或洁净局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

医;凡有患者死亡,其尸骸须在洁净局所定

之专处由洁净局饬专人埋葬。患疫之人如

要迁徙,须经洁净局及奉有执照医士同意。

其二, 洁净局委派人员对于疫区及指

定区域进行逐户卫生检查, 如屋内污秽不

洁,由局方委托接揽洒扫人夫, 洗扫洁净,

并洒以解秽药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铺

等物,由洁净局委派人员负责搬运离屋清

洗干净。无法洗净之物件, 须由洁净局委

员或有执照医士看过, 方可毁化。对于疫

者居住之屋, 清洗干净后, 无洁净局命令,

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其三, 凡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 至

洁净局满意为止。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

生灰,在厕应用, 每粪具用后, 须投以生灰

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 均用水洗洁,本局

另给解秽药水同洗。

其四, 洁净局推举三人,一为国家大医

士雅利士君,一为总辑捕梅君,一为绅员梅

兰诗士君全权负责, 并设专门办公机构处

理相关事务。(第 47: 155页)

6月 6日报道称, 洁净局官绅议定修改章程, 规

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 都必须洒以灰水。凡

街铺屋,医生认为其不合居住者, 无论是否洒过灰

水,都必须总管查疫之人命令关闭。(第 47: 255页)

显然,公共卫生理论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

依据与出发点。卫生署据此而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卫

生防疫措施,并严格执行。在 6月 6日以及其他报

道中,有详细的事例,此不赘述。

港英政府的这一做法在上海得到了相当积极的

回应。5月 25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题为《论中西治

疫之不同》一文,在列举了中国人即疫治疫的种种陋

习之后说: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 即由洁

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

必令洗涤净尽, 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

秽之气。凡患疫者, 则另设一地以处之, 免

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

有患疫而毙者, 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

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

日洗涤, 投以生灰, 以辟秽恶。一切事宜,

皆派委员专理, 防疫之法, 可谓无微不至。

(第 47: 171页)

这一段文字,明显是对《香港治疫章程》的摘要和归

纳。作为上海方面的一个直接反应, 则是同一文章

所称 捕房又饬人在租界辟除污秽之物 。此所谓未

雨绸缪也。中西卫生观念的不同, 引发本文作者关

于中西生活方式不同的议论,他说:

不特治疫也, 西人于养生之法,平日亦

极讲求,房屋必宽敞,器物必洁净,室有洞,

以通风隙,地必种树, 以收养气而放炭气。

事事皆有益于人, 较华人之湫溢嚣尘者,又

有殊矣。

《申报》上的所有文章均认同西方的公共卫生观

念,并认为上海应付诸实践。6 月 6 日, 上引《疫更

难弭》的作者在报道香港的疫情后,认为上海的防疫

章程有所遗漏。 本埠棋盘街即西人所称河南路者,

马车丛杂,常有数十辆之多。矢溺熏蒸,行人皆掩鼻

而过,是处店铺密比,铺中人日受秽气, 能不疾病丛

生。然欲使马车一一移开, 势必转而为他处患, 曷勿

饬令清道役夫格外勤为洒扫,并责成御者随时打扫,

不准矢溺漓淋,各铺户亦助之收拾洁清,庶免致蒸成

厉疫。窃愿与工部局商之。公共卫生已经成为新闻

媒体上的一个公共话题。

上引 6月 4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防患未然说》

一文,就香港鼠疫流行一事, 提出上海的应对之策。

虽然工部局明令居民铺户勿再堆积污物, 以致臭气

熏蒸,引发疾疫,但还不够。此文作者提出四项防疫

措施:其一为洁清屋宇。上海人口稠密,居室不免拥

挤。小民百姓,佣工之辈,应于工作之余, 时时洒扫,

不用之物弃之,收拾者收拾之。又时以苍术、白芷点

火熏之,可驱毒气。其二为洁清道路。工部局曾令

街道上不许随地小便, 违者罚款。但宝善街、四马路

一带私街小巷,随意便溺者多,巡捕视而不见。戏馆

之前, 妓寮之外,溺者尤多。此应严令禁止, 违者罚

款,并令以水冲洗。工部局应出资在每条街道设一

二处厕所,内装自来水, 外设栅栏, 方便行人。其三

为洁清食物,工部局本有稽查食物之人,应在菜市、

饭店、粥店、酒肆中严加稽查,瓜果、菜疏、鱼肉之类,

凡有越宿而味变者,一律不准出售。有以坏物售钱

者,罚不赦。居民及戏园、茶肆应使用自来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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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不洁净的黄浦江水。其四为洁清用物。

6月 8日《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同一作者的《续

防患未然说》一文。作者将上海的防疫之务, 再分为

以下四条: 其一为洁清客寓。上海的客店即旅馆分

为三等,最下等的小客店沿街赁屋一幢,以木制为低

棚,分别上下层,如蜂窠, 如蚁穴。客人入此, 每夜只

需二十余文。三教九流, 车夫挑子之类混杂, 秽气薰

蒸。如果客人生病, 则抛弃路旁,任其自毙。如有疫

情,必先及于此种客寓之中。应责令收拾一清。其

二为洁清烟馆。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约有几千家。

小烟馆矮屋绳床, 龌龊污秽,葛衣草履之辈, 混杂其

中。恶气难通, 易于酿成厉疫。此应概行禁止,以靖

地方。其三洁清马车停顿之所。四马中迤西一带,

马房林立, 马圈之内,臭气逼人。偶过其旁, 辄欲作

呕。而小东门外及棋盘街两处,野鸡马车之停顿者,

尤密若繁星。虽然辟有停车场, 但风吹过, 粪溺之

味,随风传送。改建停车场,也是以邻为壑。应令车

夫自带器具, 时时打扫粪溺。其四为洁清里巷。租

界中向禁止人随地便溺, 但最近四马路、宝石街各里

巷中无一处不可小便。因闹市区无处购地建造厕

所,故洒扫夫车后应自带辟秽药水,每日数次向小便

处洒之。各戏院及各妓院前亦责令戏馆馆主及龟奴

时时洒以药水, 则秽浊尽去, 疫疠自然可除。(第

47: 271页)

在两篇文章的最后, 作者分别写道:

惟望租界中既已辟疫章程尽善尽美,

凡城厢以及南市,推而至于乡村市镇,次第

仿照,百密而无一疏。则香港祸患难除, 此

间断不沾染。

凡此四者, 皆辟疫中切要之图。至于

饮食居处事宜, 则人家须自为料理,不特工

部局不能时时察查, 且一经查察,未免啧有

烦言。惟在家主之善为诰诫耳。尤望华官

辅工部局之不及,谆谆劝谕, 俾愚夫愚妇,

亦知西人之加惠我民, 凡事乐从, 无稍阻

阂,则不特受廛租界内者, 食德饮和, 即城

厢及南市居民, 亦可无灾无害矣。

在他看来,上海的公共卫生,不独是租界内的公共卫

生,也是全体上海居民的公共卫生。租界与城厢及

南市居民的卫生防疫是一个联系的整体。作者希望

这种公共卫生的理论化为中国城市乃至乡村的实

践,免除灾疫。这一观念的形成,可能是 1894 年的

华南鼠疫流行中上海最大的收获。

6月 27日,《申报》头版头条所载《去秽所以祛

疫说》一文, 借上海市内厕所治理一事, 发表长篇大

论。议论所涉,不独公共卫生,亦及地方政治。事情

的起因是这样的: 报载虹口及下海浦一带地方, 坑厕

林立,臭气熏天。日前英工部局曾美捕房捕头, 饬巡

街捕通知各产主将大小坑厕一律填平, 但新虹桥畔

之坑厕迄今未平。工部局管路之西人下令毁去, 但

有论者表示不同意见, 说此事近乎不顺人情。上海

晴暖得宜,人口平安,何必作此预防之计。文章作者

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厉疫之来, 倏忽无常, 不能不为

预而防之。对于 此等路旁秽区,西人固久欲去之 ,

只是考虑到中国之人已经习惯, 则不敢迫令拆去,但

这种做法并不合适。作者认为:

兹乘香港疫信之来,乃借防疫为名,而

亟令毁去。此固有地方之责者,所应办之

事,又安得而议之。余尝建言,谓西人于防

疫之事,惟日汲汲, 其意在乎爱民, 非专以

为西人地也。中国之官,不可以爱民之民

让之西人,宜速设法严防。一面出示晓谕,

而无如无人见听, 徒托空言。此则无可如

何者耳。

作者话锋一转,将中国官员与西人对比,将公共卫生

提高到 爱民 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加强说服力, 作

者还将租界与非租界进行对比, 对比的重点仍是坑

厕。

窃以为租界地较之非租界,则一秽一

洁,已有上下床之别。租界坑厕, 仅虹口、

下海浦一带而已。一入城中,则城门之侧,

即有排列坑厕者。城墙之下,两面皆是,令

人无从回避, 而且相隔数家, 即又有一二

处。冬月经过其地, 则秽气熏人, 已不可

耐;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

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 几欲闷死。

夫以斗大一城,而烟户以数万计,必欲尽去

其坑厕,使秽浊之物, 无可出之路, 未免不

情。然以斗大之城,而无一处无坑厕,而使

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内者,如终

年在鲍鱼之肆, 以致疫暑诸症, 感而即发。

其何以堪。(第 47: 417页)

上海城中的坑厕遍地, 污秽遍地,环境糟糕透了。与

租界相比,有 上下床之别 。造成上海城管理混乱

的原因,显然在于地方官不 爱民 。于是,作者开始

了对于上海地方官员的批评或指责:

夫居民虽众,秽浊虽多, 而城有水门,

可以通舟。乡人收秽物以壅田者, 可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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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入城,满载而去。他处亦有行之者,岂上

海独不可以兴办? 若以为事属琐亵, 不足

以渎官长之听, 不足以启官长之口,则所谓

清治道路, 爱护人民者,又何为民也哉。除

秽以防患, 患去则民安。试问上海城中, 亦

有清道局之设, 其所谓清道者, 又何所指

耶。除秽正清, 道中之事也。司其事者, 但

一启口,不必亲自动手也, 而令出惟行, 何

难使秽浊之区一变而为洁净。巡捕房治理

街道,尚且能令行禁止, 为民除害, 而中国

之官,独置民事于不问, 爱民之美名, 甘让

之于西人乎。

由香港疫情引起的上海租界坑厕的讨论, 导向

了对于上海城厢华界地区的坑厕及公共卫生的讨

论,继而导向对于中国地方官员职责的讨论。在城

市市政的管理方面,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不

及租界中的殖民者。中国官员竟然不如西人之 爱

民 , 他们因此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香港鼠疫的流

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引发了一系列反应。究其前

因后果,真令人感慨万千。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 是对两大城

市人口生存的威胁与挑战, 也是对两大城市公共卫

生事业的压力和促进。按照 7月 15日的报道,大约

有 11万人口死于此次鼠疫。时人估计广州城市人

口约有 150万人,这一估计可能偏高,实际人口可能

在 100 万人左右。如是, 疫死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

11%。广东的鼠疫专家认为疫死人口可能只有 7万

人。由于他们没有说明数据修正的理由, 姑暂且不

论。

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公布 1894年的鼠疫病例数,

只是曾经一度声称病死数为2 250人,以后亦不再提

起。②本尼迪克特根据香港政府的有关档案, 统计得

出 1894年~ 1907年香港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数

为12 506人
④

, 可惜没有列出分年死亡人口。将冼维

逊所列 1895年至 1907年香港鼠疫死亡人口数相

加,再用本尼迪克特所得数据减之, 得2 554人。饭

岛涉所引资料为2 447人, 其中中国人为2 619人。

此即 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数。

据本文所揭资料, 1894年香港人口大约 20 余

万。据此估算, 1894 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

1%。香港与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 鼠疫流行期间,

约有 10万人口离港返粤。此 10万人口排除不计,

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约为 2%。本尼迪克特的数据

表明, 1894年香港华人鼠疫患者的疫死率为 96%;

饭岛涉所引数据为 93. 4%,与不治情形下的鼠疫疫

死率相同。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 香港的疫情显然

要比广州轻得多。这一结果,可以视作香港环境卫

生及防疫工作的成效。

由于上海租界的积极预防, 1894年的鼠疫没有

在上海登陆。到了 1908 年, 上海首次检出疫鼠。

1910年出现人间鼠疫疫情。从 1910 年至 1924年,

上海每年发现的鼠疫病人不过数人或数十人, 15年

间合计 100个病例。
⑧

1894年广州及香港鼠疫大流

行的悲惨情景在上海不再出现, 不能不将公共卫生

事业的进步视作基本的原因。

从 1873年开始, 由于东南亚地区的霍乱流行,

上海、厦门二港相继建立检疫制度以遏制疫情的传

入。⑨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对中国海

关检疫制度的重大考验与挑战。

按照已有的研究, 1873 年至 1894 年, 除了上

海、厦门以外, 还有北海、汕头两港建立检疫制度,

1894年以后,除了上海、厦门重新订立防疫章程外,

宁波、澳门等地也同时建立检疫制度。另外, 1895

年天津、1896 年台湾、1899年牛庄(营口)、1900年

福州、1902 年汉口、1906年安东(丹东)、1908年大

连、1909年秦皇岛、1911年广州、1912年烟台、1922

年青岛等港均先后实施检疫制度, 对疫区来船多由

各地海关委派医官上船查验。海关检疫制度基本形

成。1930年,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 至

1932年收回各海港的检疫权。
⑩
中国的海港检疫开

始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很显然, 在这一过程中,

189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 也构成对于

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国家制度的挑战。广州民间与

地方政府面临鼠疫流行的所有举措, 不外祈祷天帝,

迎鬼酬神之类。《申报》最初的报道大多持猎奇的心

态,甚至有人站在广州地方政府的立场,对广州地方

官员的行为表示某种谨慎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

移,上海的舆论发生了变化,至 6月 29日,《申报》在

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论迎神逐疫之非》, 公开表达对

于此类行为的批评与否定。有意思的是, 此文中,作

为对比的参照物,不是香港而是上海租界。上海舆

论还将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与租界进行对比,将中

国地方官员与租界工部局官员进行对比。当公共卫

生事业被提高到 爱民 的高度来认识时, 中国传统

国家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1894年的广州、香港鼠疫大流行, 还导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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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态观念的形成。《申报》由一个遥远的旁观者

至一个当事人的态度的转变, 即证明了这一点。华

南与华东地区相距遥远, 其间的万水千山构成两大

区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以步行或以风力推动的帆

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 华南与华东地区的天然

屏障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说,在和平条件下,

华南地区的鼠疫要通过人或货物的移动或运输进入

华东地区,需要克服太多的障碍, 也需要太多的时

间。当蒸汽轮船用于航运之后, 海洋成为区域之间

联系的最好通道。于是, 区域之间的生态阻隔不复

存在,各大生态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各大

区域的社会变迁呈现某种相同的趋势。

综上所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

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

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近代以来即

已发生、迄今仍在展开中的全球化进程,就是生态变

迁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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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 the Plague in 1894

CA O Shu j i

( School of H umanit 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 sity, Shang 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 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 io ns betw een Guangzhou, H ong Kong and Shang hai during the

plag ue in 1894 by exam ining the relevant r eports in Shen Bao. Guang zhou adopted the t radit ional measure

to cope w ith the plag ue, w hile H ong Kong and Shanghai too k some different measures. T his greatly pro

m 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tw o big cities, as w el l as the dev elo pm ent of health inspec

t ion in the tw o big cit ies and Chinese co astal cit ies. In this process, discussions about the ro le of the gov

ernment in public m edia im plied denial o f the tr 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d nat ional system. The

plag ue in 1894 show ed that a new netw or ked eco system w as constant ly chang ing the wo rld, the w ay s peo

ple lo oked at the w orld and people s ex pectat io n and im ag inat ion o f the future w or ld. In a sense, we can

regard the m odern Chinese social vicissitudes as essent ially ecolog ical chang es, and w e can also think of the

ecolog ical changes of near ly a hundred years as essent ially so cial vicissitudes.

Key words: 1894; plague; Shen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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