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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八八二年，倫敦街頭佇立著都市偵探「福爾摩斯」的身影：他頭戴獵帽、

肩披風衣、挺起鷹鉤鼻、手執放大鏡，隱身於霧都倫敦的角落，偵察一件遠涉美

國西部荒涼草原上的「勞瑞斯頓花園奇案」1，彷彿乘上一艘腦力時空機，穿梭

於歐洲與美洲的橫跨空間中，探勘都市的畸形異貌。一九一九年，上海與蘇州城

亦佇立著都市偵探「霍桑」的身影：他體格魁梧結實、記憶力特強、手執放大鏡，

偵察「孫家竊案」2，除了細究葑門的腳印和城牆的殘垣片瓦，他不時扮妝、穿

縮和漫遊於新式租界和舊里弄堂中，企圖打量並改造一個城市新生活的節奏和秩

序，找尋暗中見光的契機。 

一個偵探，兩樣風貌，俱揭示了東西文化同質異貌的精神處境，昔日神話和

史詩中歌詠的英雄豪傑已灰飛煙滅，在歷史傳統與古典價值支撐傾斜化的現代城

市中，新的英雄符號（symbolic of hero）被文學家重新摹塑，代之興起的「現代

偵探」成為市民階層渴望看見新式英雄崛起的心理投射。交織著社會失序與市民

慾望，都市人不約而同地消費了「英雄符號」背後指涉的多重意義，積累為建構

現代都市文化的符號資本。「偵探」挾帶「科學頭腦和法律知識」、「明快俐落與

足智多謀」、「獵異搜奇與越界想像」、「恥感意識與拯救超越」等具體與抽象訴求，

成為新文化精神的表意符號，於各式啟蒙、改革、政爭、論戰等主流社會演繹的

                                                 
1 「勞瑞斯頓花園奇案」見於英國偵探小說家柯南‧道爾（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

撰寫的偵探小說《寫字的研究》裡，文中出現偵探福爾摩斯。參見 Arthur Conan Doyle. (1981) 
“A study in scarlet ”,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2 「孫家竊案」見於程小青（1893—1976）撰寫的偵探小說〈江南燕〉裡，文中出現偵探霍桑。
參見程小青，〈江南燕〉，《先施樂園日報》，1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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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潮之外，以一套結合市井文化、人民生活和時代信息的新知識譜系，反撥「大

敘事」聲浪，不僅為偵探文學的基本模式定調，也通過一定的現實批判力度保持

了藝術上的張力。 

    一西一東的偵探文類，縱然都奠基於一個都市結構、一套敘事成規、一種解

迷破案等相仿的質素發展而成，然而，由西至東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

結果，卻使得後者的表現取向勢必與前者大相逕庭。西方的偵探小說，作為十九

世紀以降「類型文學」（genre fiction）的斐然大類，到了十九世紀末，中國文化

界開始翻譯3，繼之以創作（兼涵文言文與白話文），使得偵探小說成為民初文壇

上的文苑奇葩之一。偵探文類中堪稱經典的例子，是程小青（1893—1976）對柯

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的「翻譯」（英譯文言、英譯白話）和「仿擬」，創作出

一系列共六十幾篇、三百多萬字的名著《霍桑探案》4（一小部分文言篇章、後

期大量白話創作）。就語言層面而言，由「英文原作→文言譯本→白話翻譯衍義

→文言創作＋白話創作」這一系列的置換程序來看，挪用與改寫、變形與仿擬在

所難免；就身份層面而言，由「讀者→文言譯者→白話譯者→文言作者＋白話作

者」這一系列身份位置的輾轉更迭，誤讀與誤解、脫域（dis-embedding）與重構

成了必要策略。換言之，在一套文化轉譯的運作機制中，折射了使用主體在闡釋

                                                 
3 郭延禮先生提到：偵探小說的翻譯最早發生在一八九六年，梁啟超主辦的《時務報》第一期登

載了中國第一篇翻譯偵探小說《英國包探案訪喀迭醫生奇案》，由桐鄉張德坤翻譯；之後，《時
務報》連載由同一譯者翻譯的：《英包探勘盜密約案》（載第六至九冊）、《記傴者復仇事》
（載第十至十二冊）、《繼父誑女破案》（載第二十四至二十六冊）和《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載第二十七至三十一冊）四篇偵探小說，「呵爾晤斯」即「福爾摩斯」，「華震」即「華生」。
二十世紀初，偵探小說的譯介日益繁盛，一九○二年創刊的《新小說》開闢「偵探小說」的專
欄，專載偵探小說的翻譯和創作。不僅福爾摩斯的故事得到大量譯介，其他外國的偵探小說家
如法國的鮑福，英國的亞瑟毛利森、葛威廉，美國的樂林司朗治、麥枯淮爾等都陸續譯入。一
九○七年後，偵探小說的翻譯至少有四百部（篇）以上。阿英即說：「當時譯家，與偵探小說
不發生關係的，到後來簡直可以說是沒有。」參見郭延禮，《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論》（湖北：
湖北教育出版社，1998），頁 139-166。又參阿英編，《晚清小說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
館，1996），頁 186。 

4 一九一六年一月，應中華書局之約，程小青與周瘦鵑等以「文言」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十二冊，由包天笑作序，劉半農作跋；程小青譯作可見第六冊《窗中人影》、第七冊《懸崖撒
手》、第十冊《紅圜會》和第十二冊《罪藪》。一九三○年三月，程小青為世界書局編譯《福
爾摩斯探案大全集》，將中華書局一九一六年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文言版譯為白話，加上
新式標點，配上插圖，計有五十四篇，七十多萬字。參見黃薇，〈溝通中西偵探小說的橋樑──
程小青〉，《學海》第 2 期，2003.2，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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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s）之際的接收與改造問題。 

    程小青（1893—1976），原名青心，祖籍安徽安慶，生於上海。有「中國偵

探小說第一人」之稱。5程小青擅長於偵探小說之領域，讓我們得知不僅西方有

「福迷」，其實在上海也曾經形成「霍迷」的盛況。鑒於程小青傾畢生創作一系

列《霍桑探案》的偵探小說，以開路先鋒姿態，在近現代中國的偵探文壇上留下

豐碩且可觀的文化資產，連帶引發研究者的觀察、思索和深究興趣，而想要進一

步討論。如果我們從歷史的時間觀來看，自一九一四年程小青在《新聞報》副刊

《快活林》發表的偵探小說創作〈燈光人影〉，到一九四一年在《樂觀》發表的

〈血匕首〉為止，程小青寫成《霍桑探案》系列創作的起訖點時間，至少橫跨二

十七年，恰好涵蓋了近現代中國內外交關的動盪局勢。雖然，作為偵探小說之文

類，不能完全以嚴肅角度檢視之，然而，從《霍桑探案》泰半取材自上海市井民

間的文化故事與社會平日的案件觀之，其以小博大之視野，呼應了近現代中國政

潮起伏、社會局勢凌替，和民生人心動盪之圖景，則不容小覷。是而，本論文將

聚焦於程小青的偵探小說，對其上海文化圖景之內蘊與意涵，作層層之釐析。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回顧 

 

在進入本論文的研究之前，有必要檢視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藉此更清楚

地掌握目前學界的研究概況。 

首先，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中偵探小說的譯介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區

塊。在大陸期刊論文方面，郭延禮的〈近代翻譯偵探小說述略〉6針對近代翻譯

偵探小說做系統性的回顧和概括性的介紹；于啟宏的〈中國現代翻譯偵探小說的

                                                 
5 燕世超，〈「中國偵探小說第一人」程小青〉，《江淮文史》第 2 期，2000，頁 133。 
6 郭延禮，〈近代翻譯偵探小說述略〉，《外國文學研究》第 3 期，1996 年，頁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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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7提出偵探文學集科學、新聞和文學為一體，是時代性的文學樣式；張萍

的〈偵探文學在中國的兩次譯介熱潮及其影響〉8將偵探文學在中國的譯介熱潮

劃分為「五四」和「新時期」兩個時期，分別進行探究；孔慧怡的〈殊途不同歸

──論譯本作為譯入語文化產品的意義〉、〈晚清翻譯小說中的婦女形象〉、〈中國

翻譯研究的幾個問題〉和〈還以背景，還以公道──論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說中

譯〉9等篇，則在晚清小說翻譯運動緊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語境的論述場域中，

以一股拓荒的力道，另闢「女性」觀點，勾勒出西方的文化典型在譯入語中如何

運作、漢語文化語系中的美女古典形象如何被再現、文化轉移由「貌變」到「質

變」的過程、譯者和論者的文化定位等相關議題，女性視角介入政治社會論述，

既突破固有研究視域的範疇和藩籬，亦增添文本與文化批評的生動意蘊。 

援用西方理論來剖析中國近現代偵探小說譯介的論著，也漸漸顯現。李德

超和鄧靜的〈清末民初偵探小說翻譯熱潮探源〉透過「描述譯學理論」（descrip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以面向譯語文化的研究方法（TL - culture - oriented approach），

探究清末民初時期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偵探小說響譽中國文壇之因由，

並考察西方和日本優秀的偵探作品何以進入中國之緣由，包括偵探小說鼻祖愛

倫‧坡（Edgar Allan Poe），法國著名偵探小說家埃米爾‧加博裏奧（Emile 

Gaboriau）、鮑福（Baofü）、伯格貝（Boisgobey），英國偵探小說作家亞瑟‧莫利

森（Arthur Morrison）、威廉‧魯鳩（William T. Le Queux），美國偵探小說作家勞

倫斯‧林吉（Lawrence Lynch）、喬治‧麥沃特斯（George Mcwatters），日本黑岩

                                                 
7 于啟宏，〈中國現代翻譯偵探小說的意義〉，《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卷第 7 期，

2004.7，頁 18-21、26。 
8 張萍，〈偵探文學在中國的兩次譯介熱潮及其影響〉，《中國翻譯》第 23 卷第 3 期，2002.5，

頁 53-55。 
9 參見孔慧怡，〈殊途不同歸──論譯本作為譯入語文化產品的意義〉，《上海外國語學院學報》

第 3 期，1995，頁 4-6。孔慧怡，〈晚清翻譯小說中的婦女形象〉，《中國比較文學》第 2 期，
1998，頁 71-87。孔慧怡，〈中國翻譯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翻譯》第 1 期，1999，頁 12-14。
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論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說中譯〉，《通俗文學評論》第 4
期，1996，頁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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淚香的作品等。10張昀的〈論清末民初偵探小說翻譯熱之原因〉，運用美國翻譯理

論家安德列‧利弗威爾（Andre Lefevere）提出文學翻譯理論的意識形態、詩學

和贊助人這三個概念，以此剖析清末民初的翻譯偵探小說的熱潮，離不開出版機

構、譯者（包括評論家）和讀者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11許磊的〈文本讀解

與翻譯策略──談近代偵探小說的譯介〉援引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哲學闡釋學的「理解的歷史性」原理，強調文本的讀解存在歷史性

誤讀，文本讀解的歷史性又影響著翻譯策略的選擇，以此闡明晚清民初時期的譯

者對偵探小說的文本進行了「政治性的閱讀」，換言之，偵探小說被視作是一種

啟發民智、安邦定國的工具。12此外，在專書方面，郭延禮的《中國近代翻譯文

學概論》13、孔慧怡的《翻譯‧文學‧文化》14和王宏志編的《翻譯與創作──

中國近代翻譯小說論》15則規劃專節、專章乃至專編的篇幅，談論中國近代翻譯

文學、創作與文化的重要議題，頗具參考價值。 

其次，在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中偵探文學的譯介問題外，我們也看到論者

從中國「公案文學」的角度切入，透過回歸中國傳統的脈絡，探尋公案文學在歷

代的流變狀況16，再將「偵探文學」置於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視野中，來進行比較

                                                 
10 李德超、鄧靜，〈清末民初偵探小說翻譯熱潮探源〉，《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2003.3，頁 1-6。 
11張昀，〈論清末民初偵探小說翻譯熱之原因〉，《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

2006，頁 73-76。 
12 許磊，〈文本讀解與翻譯策略──談近代偵探小說的譯介〉，《樂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17 卷

第 6 期，2002.12，頁 91-94。 
13 郭延禮，《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論》（湖北：湖北教育出版社，2005.7.1）。 
14 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北京：北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說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3）。 
16 例如陳建華在〈由精察轉向公正──論唐代至元代之間公案文學關注焦點的轉變 〉一文裡，

他比較歸納出唐宋文言公案小說的關注重點是「精察」，宋白話公案小說的關注重點是作案本
身和冤案，元雜劇更關注社會公正：「一秉承寫實精神，唐宋文言公案小說雖然也有揭露人生
醜惡和法制腐朽的作品（如《三水小牘‧綠翹》、《御史台記‧米俊臣》等），但更注重歌頌
執法者的品格和司法才能。唐人文言公案小說對勘斷手法津津樂道，作品中表現出的破案手段
亦日漸豐富，計有推理法（《劇談錄‧袁滋》、《桂苑叢談‧李德裕》）、證據法（《闕史‧
崔碣》、《朝野僉載‧張楚金》、《三水小牘‧綠翹》）、用譎法（《朝野僉載‧裴子雲》、
《國史異篡‧李傑》、《玉堂閒話‧劉崇龜》）、刑偵追蹤（《紀聞‧蘇無名》、《酉陽雜俎‧
韓滉）、俠客幫助（《劇談錄‧潘將軍》、《劇談錄‧田膨郎》）等」。參見陳建華，〈由精
察轉向公正──論唐代至元代之間公案文學關注焦點的轉變 〉，《四川戲劇》，第 4 期，2006，
頁 73。又如李世新曾析論，古代的俠義小說和公案小說在鴉片戰爭前後合流，產生了「俠義
公案小說。」其〈俠義小說和公案小說合流的社會文化探源〉一文對俠義、公案小說的合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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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拓出一些具參照系統、有歷史意義的研究課題。 

黃永林在〈中國「公案小說」與西方「偵探小說」的比較研究〉一文，先

指出「產生於中國的『公案小說』和誕生於西方的『偵探小說』都是描寫作案和

斷案過程的小說，但是由於它們產生於完全不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從而形成

了描寫同一母題的迥然不同的兩種小說樣式。」17進而析論「公案小說」和「偵

探小說」最大的區別有四，第一個區別是斷案執法者，前者為官府衙門，後者為

私家偵探；第二個區別是破案方式，前者為人神兼判，後者為人智探究；第三個

區別是情節的構造，前者為奇巧，後者為驚險；第四個區別是敘事視角，前者為

全向視角，後者為單向視角。 

苗懷明在〈從公案到偵探──論晚清公案小說的終結與近代偵探小說的生

成〉一文，指出中國古代公案小說在經過宋元的成熟與明清的興盛後，至清代又

有新的發展18，然而，直至一八九六年至一九一二年間，中國小說的創作受到西

方文學與國內小說界革命的衝擊和影響，出現脫胎換骨的變化。苗懷明認為，中

國社會的深層文化和文學創作發生重大的轉變，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半個世紀

後，這才真正是中國古代小說包括公案小說轉型的臨界點。」19而在此之前，儘

管有題材表現領域的拓展、各類型流派的融合和藝術手法的某些創新，但仍稱不

                                                                                                                                            
原因作了探討，指出合流的內在推動力是「讀者審美心理的轉變」，合流的現實基礎是「清官
和俠士在職責上的認同和職能上的互補」，為合流提供一個歷史契機則是「內憂外患的社會環
境」。參見李世新，〈俠義小說和公案小說合流的社會文化探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第 26 卷第 1 期，2006，頁 160-162。有關專門探討中國「公案小說」的論
著，可參考黃岩柏，《公案小說史話》（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1992.10）、曹亦冰，《俠
義公案小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2）、（日）莊司格一，《中國の公案小說》
（東京：研文出版，1988.8）等，其餘的論著，有鑑於研究成果豐碩，在此不一一列舉；以下
則集中討論「公案小說」與「偵探小說」的比較研究概況。 

17 黃永林，〈中國「公案小說」與西方「偵探小說」的比較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第 3 期，
1994，頁 41-45。 

18 苗懷明云：「其表現之一是創作方式向民間說書的回歸，即由原先的個人編纂回到民間集體
創作。許多公案小說屬評話本，先由民間藝人的演出，然後刊印成書，其間經過多人數次的潤
色修改，如《于公案奇聞》、《劉公案》、《施公案》等。其另一表現是出現了公案與俠義合
流的新型小說──公案俠義小說。這類小說分《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個大
的作品系列，正集初創於嘉慶、道光年間，經過民間說唱、舞台演出的迭相傳播而匯集成書。」
苗懷明，〈從公案到偵探──論晚清公案小說的終結與近代偵探小說的生成〉，《明清小說研
究》第 2 期，2001，頁 53-54。 

19 苗懷明，〈從公案到偵探──論晚清公案小說的終結與近代偵探小說的生成〉，《明清小說
研究》第 2 期，200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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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公案小說全面的轉型。該文論及直接促成公案小說轉向的主因，係由外國偵

探小說的翻譯和影響所致，包括翻譯數量多、範圍廣和速度快等三大特點；至於

間接促成公案小說轉型的催化劑，則來自於印刷技術的改造與報刊業的發展。20

此外，陳智聰的碩士論文《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21，

則是從回歸中國傳統，特別是晚清時期考源流、尋脈絡，再層層推衍「公案」如

何過渡到「偵探」敘事的發展流變。以上三篇論著，大抵採取一個俯瞰的比較視

野，勾勒出大方向和重點；然溯源「公案」的篇幅，往往佔了一大半，對於「偵

探」的探索則多半簡略細節，不免錯過具體實證的舉例和精采細緻的剖析，這方

面則有待其他的論述修補。 

至於聚焦討論「偵探文學」的相關議題，日益受到矚目。研究者分別以不

同的觀察層次來進行剖析，有的鑽研偵探小說內部的敘事美學及藝術層面，如楊

劍龍的〈論鴛鴦蝴蝶派偵探小說的敘事探索〉22，以小說「敘事學」的觀點重讀

二十世紀初鴛鴦蝴蝶派作家創作的偵探小說，闡明敘事角度、敘事模式與寫作姿

態等方面的特色；有的則致力探勘「偵探文學」外部的城市文明和文化層面，如

王光明的〈偵探文學與城市〉23、鄭曉薇和馬建明的〈試論偵探小說的創作土壤〉

24這兩篇論文，即著眼於「偵探小說」的形成，不僅有其歷史的、現實的根源，

且往往與「城市文明」有著不可分割的關聯，包括科學技術、理性精神、商業機

制和法律意識等。另外，高傑的〈論文化視野中的偵探文學〉25，這篇論文則進

一步將焦點從「城市文明」深化至「文化視野」。歷經社會急劇轉型的城市文明，

                                                 
20 苗懷明，〈從公案到偵探──論晚清公案小說的終結與近代偵探小說的生成〉，《明清小說

研究》第 2 期，2001，頁 47-50。 
21 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晚清公案小說敘事模式的轉變》（臺北：私立淡江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林保淳先生指導，1996.6）。 
22 楊劍龍，〈論鴛鴦蝴蝶派偵探小說的敘事探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4 期，2005，

頁 57-70。 
23 王光明，〈偵探文學與城市〉，《小說評論》第 6 期，1995，頁 58-62。 
24 鄭曉薇，馬建明，〈試論偵探小說的創作土壤〉，《湖北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5 期，

2000，頁 53-55。 
25 高傑，〈論文化視野中的偵探文學〉，《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 23 卷第 3 期，2002.5，

頁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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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是偵探文學取得不竭靈感之來源，但是，反過來說，偵探文學為何能在城市

中撼動人？作者認為，這主要取決於，偵探文學必須更深刻地刻畫法治和人性的

關係，堅守文化思考和審美品位，成為正義、理性、人性、自由與美的召喚，以

此突顯偵探文學緊密紮根於城市，甚至成為其詩意象徵的原因。 

此外，也有研究者從偵探小說的傳播和影響層面來剖析，如王永霞的〈偵

探小說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影響〉26，特別指出偵探小說在近代中國的譯介和傳

播，對「新小說」的創作模式造成深遠的影響。又或者，從宏觀分析與微觀探究

的角度開啟偵探小說多重論述的場域，如呂淳鈺的碩士論文《日治時期台灣偵探

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類的考察》27，論述不僅聚焦於日治時期

的台灣，亦以宏觀角度將中國、日本與西方的影響納入比較視野。以及，胡和平

的四篇論文：〈偵探小說，百年中國文學中的特殊現象〉、〈試談中國偵探小說〉、

〈談偵探小說中的思維方式〉和〈個性突出，多極對立──談中國偵探小說的人

物形象〉28，前兩篇宏觀地梳理二十世紀中國偵探小說的發展，後兩篇則微觀地

細繹，提煉偵探小說的思維方式和人物形象特色。 

    「偵探文學」透露中國近現代文學流變與文化轉折的諸多信息，而回顧二十

世紀初中國偵探小說文壇時，「程小青」是一個一生埋首耕耘、留下諸多重要偵

探著作的代表作家，論者便試圖透過聚焦式的「個別作家」切入研究，俾求重探

程小青的文學身影及其時代意義。 

燕世超在〈「中國偵探小說第一人」程小青〉29一文，肯定了程小青畢生對

偵探小說的提倡不遺餘力，從翻譯、創作，到主編雜誌，是「中國偵探小說之第

                                                 
26 王永霞，〈偵探小說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 26 卷第 4 期，2006，

頁 77-79。 
27呂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類的考察》（臺北：國立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黃英哲、黃美娥先生指導，2004.7）。 
28 參見胡和平，〈偵探小說，百年中國文學中的特殊現象〉，《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 13 卷第 1 期，2000，頁 80-82。胡和平，〈試談中國偵探小說〉，《理論與創作》第 6 期，
2001.6，頁 63-65。胡和平，〈談偵探小說中的思維方式〉，《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 16 卷第 3 期，2004，頁 80-82。胡和平，〈個性突出，多級對立──談中國偵探小說的人物
形象〉，《湖南省政法管理幹部學院學報》第 18 卷第 6 期，2002.12，頁 158-159。 

29 燕世超，〈「中國偵探小說第一人」程小青〉，《江淮文史》第 2 期，2000，頁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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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 

作為從外國移植過來的文學品種偵探小說，程小青在這方面不僅創作量

最大，翻譯量最多，他對偵探小說的提倡也最為賣力，最早的偵探小說

期刊《偵探世界》便是由他主編。當時，其他偵探小說作家同時還創作

別的類型的小說，程小青則幾乎把它全部的創作精力都獻給了偵探小

說。由於在這方面卓有成效的努力及其所取得的文學成就，他被譽為「中

國偵探小說之第一人」。30 

在相關的研究文章裡，黃薇的〈溝通中西偵探小說的橋樑──程小青〉31也強調

程小青在譯介、在吸收異域偵探文學營養的同時，致力開拓中國偵探小說創作的

路徑。該文舉例說明，程小青畢生的代表作《霍桑探案》，深刻反映中國三○年

代的社會問題，具有一定的認識意義和社會價值。並且，該文再進一步論及，由

於程小青具有開放意識和科學態度，兼具整體審視的視野與細緻考察的眼光，就

他與中外文學的關係而言，堪稱是溝通中西偵探小說的橋樑式人物： 

程小青先對中西公案和偵探小說進行整體審視，而後對中國古代公案小

說進行更細緻的透視。他的橋樑作用也就在於此。在橫向上，他是連接

中西偵探小說的橋樑；在縱向上，他完成了中國公案小說向偵探小說的

轉變。這兩方面他均具有不可磨滅的功績。32 

  在研究程小青畢生投入中國偵探小說領域的相關議題上，亦無法繞開程小青

對偵探小說「理論建構」的用心。姜維楓的〈實踐之外的探索──程小青的偵探

小說理論〉33即特別著重討論程小青的偵探小說理論實踐。該文先勾勒程小青發

表偵探理論的歷程：現存最早的論文是〈偵探小說作法管見〉，發表於一九二二

年世界書局出版的《偵探世界》第 1 期。而後，〈霍桑與包朗的命意〉發表於一

九二三年一月的《最小報》第 11 號，談到「霍桑」名字的由來；〈偵探小說在文

學上之位置〉發表於一九二九年三月的《紫羅蘭》第 3 卷 24 號，論及偵探小說

                                                 
30 同上註，頁 135。 
31 黃薇，〈溝通中西偵探小說的橋樑──程小青〉，《學海》第 2 期，2003.2，頁 190-194。 
32 同上註，頁 192。 
33 姜維楓，〈實踐之外的探索──程小青的偵探小說理論〉，《山東行政學院．山東省經濟管

理幹部學院學報》第 3 期，2004.6，頁 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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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立及其文學地位；〈談偵探小說〉（上、下）連載於一九二九年五月十一日和

二十一日的《紅玫瑰》第 5 卷 11 至 12 期，論述偵探小說的文學價值觀和功利觀；

〈從「視而不見」說到偵探小說〉發表於一九三三年一月的《珊瑚》第 13 號，

提出「偵探小說是化裝的科學教科書」的觀點；〈偵探小說的多方面〉發表在一

九三三年上海文化美術圖書公司出版的《霍桑探案》第二集前言裡，文章追溯偵

探小說發展的歷史，闡明偵探小說自敍體的運用和內容題材的設置，並進一步指

出「偵探小說是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在原有觀點基礎上加入「通俗」二字；

〈論偵探小說〉發表於一九四六年上海藝文書局出版的《新偵探》創刊號，文章

系統歸納以往觀點；〈從偵探小說談起〉發表於一九五七年五月二十一日《文匯

報》筆會上，總結以往觀點並強調科學原理方法。34再進一步，姜維楓透過分析

程小青以上偵探小說理論的提出和創制，探討小說家如何從小說創作中提煉心

得、建構理論，且建構的理論是否呼應其創作的態度，諸如此類層層相扣的問題。 

  除了以上學者探勘程小青的偵探文學理論外，有關程小青在《霍桑探案》創

造了一位中國的福爾摩斯──霍桑，他如何穿梭在二、三○年代的上海？他為何

踏上了一條漫漫的偵探之路？他處於什麼樣的生活處境和社會關係？他在近現

代文學與文化脈絡中形成什麼新的意義，產生什麼衝擊？圍繞這位偵探「霍桑」

展開的精彩討論，在海外學人的研究裡，如李歐梵教授的〈福爾摩斯在中國〉35、

譚景輝教授的《The Traditional Hero as Modern Detective: Huo Sa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36和金介甫教授的《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37專

書，不僅做了切實而豐富的評述，對於有興趣投入相關研究課題的後繼者，更提

供了寶貴的指引。 

                                                 
34 同上註，頁 149-150。 
35 李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當代作家評論》第 2 期，2004，頁 8-15。 
36 King-fai Tam （譚景輝）, “The Traditional Hero as Modern Detective: Huo Sa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in Ed Christian ed., 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 （New York : 
Palgrave Publishers，2001）, p140-158.  

37 Jeffery Kinkley（金介甫）, 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2000）, 
Chap.3, 「Sha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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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關程小青本人或其代表作《霍桑探案》的學位論文，可見大陸三本

碩士論文，依照時間排列分別是朱定愛的《論程小青的偵探小說》、姜維楓的《程

小青與《霍桑探案》研究》和鄧小紅的《《霍桑探案》中的現代傳媒符碼》。朱定

愛的《論程小青的偵探小說》38著重分析程小青偵探小說的思想文化價值、藝術

特色及局限。作者特別指出，固然程小青的偵探小說難免有所局限，但是在藝術

創造方面，程小青的偵探小說結構嚴謹，情節曲折；在佈局方面，則關合自然、

懸念迭置，伏筆巧妙。就現代偵探文學的總體發展水平而言，程小青仍不愧是中

國現代文學史上偵探文學創作領域最傑出的作家之一。姜維楓的《程小青與《霍

桑探案》研究》39，著重探討《霍桑探案》的情節建構、敘述時間、敘述角度、

主要人物和語言特徵。作者在論證分析時，以遵循文學批評的歷史主義原則，俾

求還原程小青及《霍桑探案》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此外，鄧小紅的《《霍

桑探案》中的現代傳媒符碼》40則特別以現代傳媒符碼為切入點，將全文分為三

大部分進行論述：第一，討論現代傳媒符碼何以成為《霍桑探案》文本的構成因

素；第二，釐析現代傳媒符碼與《霍桑探案》文本情節結構的生成關係；第三，

探究現代傳媒符碼如何為《霍桑探案》小說文體功能的轉換，提供了重要的條件。 

     以上為大致的文獻回顧概況。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在上一節掌握目前學界的研究概況後，這一節則要說明本論文使用的研究

材料版本、研究方法與架構。 

首先，本研究凡徵引《霍桑探案集》（共六冊）的內文，皆採用北京群眾出

                                                 
38 朱定愛，《論程小青的偵探小說》（湖北：華中師範大學碩士論文，吳建波先生指導，2002.5） 
39 姜維楓，《程小青與《霍桑探案》研究》（山東：山東大學碩士論文，武潤婷先生指導，2003.4）。 
40 鄧小紅，《《霍桑探案》中的現代傳媒符碼》（河南：河南大學碩士論文，劉進才先生指導，

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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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於一九九七年二月出版的版本，因為較諸其他版本：如大眾書局於一九三二

年七月出版的《霍桑探案外集》（共六冊）、文華美術圖書公司於一九三三年一月

出版的《霍桑探案匯刊》（共十二冊）、世界書局於一九四二年至一九四五年出版

的《霍桑探案袖珍叢刊》（共三十冊）、中國文聯出版社於一九八六年出版的《程

小青文集》（共四冊）、漓江出版社於一九八六年至一九八七年出版的《霍桑探案

集》（共十冊）、吉林文史出版社於一九八七年至一九九一年出版的晚清民國小說

研究叢書《霍桑探案》（共十冊），以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於一九九二年出版的

《霍桑驚險探案》（共四冊）等，北京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七年二月出版的版本，

不但蒐羅的篇目最齊全，內容也最完整，因此，本論文凡徵引《霍桑探案集》（共

六冊）的內文，皆採用北京群眾出版社於一九九七年二月出版的版本。而在此需

要特別說明，凡注釋中每一條徵引《霍桑探案集》（共六冊）引文的出處，除了

第一次出現時詳細列出北京群眾出版社於一九九七年二月出版的版本出處外，其

餘的版本出處皆同，故不重複標示版本出處，唯明確列出集數和頁數。 

其次，近年來，整個時代文化不斷推動著文學觀念的重整，文學批評界也

力圖反過來影響整個時代文化。學界先後推出范伯群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

41、Berger, Arthur Asa 的《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42 、Le Corbusier 的《都市學》

（Urbanisme）43、李世新和高建青的〈中國近代偵探小說發生的意義及其現代性

思考〉44、李天綱的《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45、Ben Highmore 的《日常生

活與文化理論》46和李歐梵的〈福爾摩斯在中國〉47等，已預告著現代文學研究

                                                 
41 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42 Berger, Arthur Asa（柏傑）著、姚媛譯，《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1）。 
43 柯比意（Le Corbusier）著，葉朝憲譯，《都市學》（Urbanisme）（臺北：田園城市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02.7）。 
44 李世新、高建青，〈中國近代偵探小說發生的意義及其現代性思考〉，《湖北省社會主義學

院學報》，2002.2，頁 72-73。 
45 李天綱，《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 
46 Ben Highmore 著，周群英譯，《日常生活與文化理論》(臺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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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轉型，更加有意地轉圜於一種走向文化研究、走向市民、走向日常生活的

實踐，卻又不偏離文學理論批評軌道的格局和視野。 

事實上，偵探理論和偵探小說對臺灣而言，並不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課題，

隨著文學批評界努力的譯介、評論、出書和開課，不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我們

已看見不少精采的討論。有感於對以上現象的思考，本研究擬以程小青的偵探小

說為基礎，研究上的方法論與研究取徑，主要運用了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都

市學與偵探學等理論。近年來，對於西方偵探小說理論的相關研究，已漸趨轉型。

文學批評界有關於偵探小說理論的批評實踐，歷經了由愛倫．坡（Edgar Allen 

Poe）、理查．奧斯汀．傅里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范達因（VanDine）等人

的「讀者反應」理論研究（1900—1940），轉向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茨

維坦．托多洛夫（Tzvetan Todorov）和貝爾拉多（Donna Bennett）等人的「形式

主義和結構主義」研究（1940—1980），再轉向於八○年代以降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克莉斯提娃（Julia Kristeva）和斯韋利（Sweeney）的批評（1980-），文

學理論家轉向「文化研究」，主張對通俗文本予以關注。48本論文即採取偵探理論

發展至第三階段的文化研究方法，涵攝文學和都市學的研究向度，透過參考相關

文獻作為理論輔助的依據，再提煉出分析文本的構想與思考理念，以期在一些命

題上貫注新的精神。在實際執行上，劃分「地理空間層面」、「文化記憶層面」、「傳

媒消費層面」、「醫學科學層面」為類別區分，從外緣、內核暨相關的內外互動，

包括整合分析在上海蒐集的文史資料和圖片等，以此探究程小青的偵探小說中上

海文化圖景。 

再次，本論文的研究架構簡述並繪圖如下：第一章為緒論，第一節指出本

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整理，第三節簡要說明論文的研究

                                                                                                                                            
47 李歐梵，〈福爾摩斯在中國〉，《未完成的現代性》（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77-202。 
48 此三階段的提法，筆者主要參考袁洪庚在〈歐美偵探小說之敘事研究述評〉一文裡對於近百

年來歐美文學批評界有關偵探小說敘事的研究作的回顧。參見袁洪庚，《外語教學與研究》33
卷 3 期，2001.5，頁 22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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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架構；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為「地理空間層面：街道的表情學」、「文化記

憶層面：日常生活的實踐」、「傳媒消費層面：跨時空之旅」和「醫學解剖層面：

從偵察路線圖探討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第六章為結論，總結全文。 

 

 

 

 

 

【地理空間層面】 

  街道的表情學 

【文化記憶層面】

日常生活的實踐 

【傳媒消費層面】

跨時空之旅 

【醫學解剖層面】

從偵察路線圖探討 

民初上海的醫病關係 

圖一 本論文的整體架構安排 

 程小青偵探小說中 

的上海文化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