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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探索新聞圖景 

     

如果從前兩章地理空間層面和文化記憶層面來看，霍桑和包朗幾乎都是以一

種腳踏實地的足履實踐偵查行動；那麼，本章第一節則要處理《霍桑探案》裡鑲

嵌置入的「新聞圖景」，提供霍桑和包朗經歷一個和上海社會時事脈動互動接軌

的想像地圖，並以此踐履另一種偵探都市的「跨時空之旅」。 

本節思考的問題是，《霍桑探案》透過穿插置入報紙新聞的圖文內容，如何

將上海都市時空的廣大尺度作片斷的切分──厚實的人物被剪黏於定型的框

格、冗長的事件快轉成幾個字的記載、隔絕的空間被拉到咫尺、瞬逝的時間停留

在一方紙片？並且，報紙新聞的圖文內容所展現的這種尺度切分的轉換，如何讓

霍桑和包朗藉由新聞報導拉開的另一片時空活現的人事物，暫時跳離被圈囿的現

實情境，並跨越至另一個可供鬥智、移情和思辨的時空場域？ 

誠如在〈霜刃碧血〉裡，作者程小青爲霍桑和包朗的「讀報習慣」，按下「讀

報，簡直成了我們的早課！」
1的結論，「閱讀報紙」不啻意味著是偵探現代生活

中相當重要的面向。相較於〈霜刃碧血〉裡，八月九日星期日的早晨，霍桑和包

朗用完簡單的早餐後，清晨的微風從窗口入內吹拂著臉，包朗照例「拿著一張申

報的副刊，正在讀一段小說」，對座的霍桑則另一壁「讀那第二張本埠新聞」2，

報紙中的各類報道新聞和文藝訊息內容，恰好滿足了兩人的興趣，也提供了獲取

社會經驗和工作需要的管道；在〈斷指團〉中，包朗則指出霍桑平日就建立起「剪

報」的習慣： 

                                                 
1 〈霜刃碧血‧一、習習微風〉，《霍桑探案集四》，頁 409。 
2  同註 1，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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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霍桑把剪裁報紙上的新聞做為一件正常工作，我們上海的寓裡就有

好幾冊厚厚的剪條紀錄。3 

新聞的「剪條紀錄」意味著霍桑平日在單純閱報之外，主動地進行「分析訊息」

和「篩選新聞」等流程，經過對於眾多新聞作一種去蕪存菁的辨識後，再剪裁留

存精華的部份以供日後提取使用。 

    因此，藉由檢視以上霍桑每日閱讀報紙和製作剪條紀錄的習慣，不僅相當程

度地折射出一個新聞報紙與市民互動的初步情形──都市空間被分解成一個個

元素，鑲嵌置入新聞報紙；都市中的人們則以其意願選擇性地擷取一個個新聞圖

文訊息，拼合組構起對於都市時空的知覺認識意向；此外，映照出霍桑置身於一

個繁華駁雜的上海都市裡，勢必要有「更好的方法」去廣泛地認識與進一步洞察

都市內部──而新聞報紙正好就是提供一個快速取得、便宜購得且聚集各類新聞

訊息的媒介空間。換言之，偵探脫離不開新聞報紙，而新聞報紙實已觸及偵探的

工作層面與生活領域。 

    通過不同層面的迴圈分析，本節將逐次地展開和分析《霍桑探案》裡眾多的

新聞訊息，力圖對照新聞報導所展現的都市華麗與黑暗圖景，並尋找霍桑和包朗

如何在偵查行動中進一步介入某些特定的新聞圖景，再辨析霍桑和包朗一方面不

能不置身都市的新聞文化和市場機制，二方面他們批判性地審視蓬勃發展的民初

上海傳媒空間，這無非是印證了霍桑和包朗有機會逸出傳媒空間體系，以一種抵

抗的姿態批判省思社會脈絡中的新聞產製文化。 

 

一、蒐羅新聞釋放的訊息   

 

    《霍桑探案》裡鑲嵌置入的「新聞圖景」，光影交錯的圖像在文本中投射出

迥異的視野，霍桑和包朗親身閱讀並見證社會浮雕般的長卷。以側重都市黑暗圖

                                                 
3 〈斷指團‧四、再來一個〉，《霍桑探案集四》，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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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描述而言，如〈逃犯〉裡《申報》刊載著「第三監獄罪犯越獄」4的新聞，〈霜

刃碧血〉裡霍桑讀著《申報》的「路劫案子」5新聞，〈活屍〉裡《上海新聞》的

「鋤奸團的又一活動」6新聞，〈灰衣人〉裡霍桑閱讀著報紙的本埠新聞：「離奇

驚怖的暗殺案」、「新夫婦同時斃命」、「兇手穿灰色布棉袍」、「西醫羅維基被殺害」

的新聞，7在《霍桑探案》裡所見甚多。與之相較，在〈一隻鞋〉裡，霍桑說：「我

看見報紙上登著，今晚上有一隻開往日本的輪船」8，則將都市圖景汰換至一個

更廣的幅度，勾勒出彼時上海船隻跨界往日本貿易往來的圖景。《霍桑探案》此

種對於都市圖景的更迭轉移，正好切合彼時上海讀者的需要。都市滋養了畸形怪

相的各式面貌，但如何暫時告別黑暗叢林的醜陋，跨越至另一個浪漫想像的空

間，成為作家書寫的策略所在。 

 從以下這幾個線索，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理解《霍桑探案》更為細緻地展現

挪移浪漫時空的本領。首先，〈險婚姻〉和〈雙殉〉裡，藉新聞報導發佈新人結

婚的相關消息，但同樣是報導婚事，內容卻不同。在〈險婚姻〉裡，勾勒的場景

是青年俱樂部的閱報室，「那時正交下午兩點鐘。閱報室中沒有別的人。自然這

是大家都忙著辦公的時間」，靠近窗口的一面，霍桑和包朗並肩地坐著，手中各

執一張報紙，靜悄悄地不作一聲。包朗正閱讀著《申報》第三張一則標題為「包

朗先生和高佩芹女士的婚禮」的新聞。新聞內容一開始肯定包朗和霍桑在社會的

貢獻，「著作家包朗君和他的老友私家偵探霍桑君，歷年以來在社會上所留的成

績已是有口皆碑，介紹原是多餘的了。前月裡高敬修家裡的驚人盜案，也是他們

二人所破獲，本報早經詳載」9，接著讚賞包朗出力良多，他甚至願意甘冒風險

到盜窟裡勇敢取回「珠項圈」，此舉深深打動佩芹的芳心，後來兩人的關係從友

誼轉化為愛情，目前已訂下婚期地點： 

                                                 
4 〈逃犯‧四、供詞〉，《霍桑探案集五》，頁 219。 
5 同註 1，頁 408-410。 
6 〈活屍‧十九、解釋〉，《霍桑探案集二》，266。 
7 〈灰衣人‧四、皮包的發現〉，《霍桑探案集五》，頁 25-26。 
8 〈一隻鞋‧五、猜一猜〉，《霍桑探案集四》，頁 372。 
9 〈險婚姻‧一、匿名信〉，《霍桑探案集二》，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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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聞包朗君和高敬修的女公子佩芹女士已經訂有正式婚約。這一事的成

就，就因包君於捕盜的時候出力獨多，並且他單身冒險到盜窟裡去，將

佩芹女士的珠項圈取回來，充分表現出他的勇敢。因此，包君和高女士

兩情相感，便做成了密切的朋友。現在他們的友誼已更進一步地演化為

婚約。這消息各報中傳聞已久，最近已經證實。婚期定在本月十九日，

禮堂是市政廳。屆時一般與包君交好和平素欽佩他的人，一定有一番熱

鬧哩。10 

《申報》除羅列平面文字的消息，亦刊登包朗和佩芹各一楨「照片」11，使新聞

看起來更豐富立體。「平時凡有什麼足以教我注意的新聞，總不外是些奇聞怪案

之類，可是這一段新聞卻當別論。我心中不但沒有驚恐，卻覺得甜蜜蜜地滿蘊著

愉快的情緒」12，當包朗反覆地閱讀此則圖文並茂、且與自己的婚姻大事密切相

關的新聞，他忍不住加上幾句話來描述畫面空間帶給他獨特的心裡感受：「我承

認這一節新聞我已讀過好幾遍。每讀一遍，我的心坎中便會產生一種不可名狀的

快感」
13。來自於「我」（包朗）視角的介入，為照片的圖像元素增添視覺焦點和

心理感知的空間感，並引導讀者閱讀人物造形的風格走向。這兩楨人物照片，一

旦被「我」（包朗）的視角加強照片的「擬真性」，這個刻意以文字說解圖像的動

作，造成截然不同的對比，營造出人物造形的迥異氣氛。相較於「一身藏青嘩嘰

的西裝，側面立著」的男子形象，「伊穿一件淡色素緞的夾襖，玄緞的裙子。」、

「素頸上掛一串珍珠項鍊，是伊的祖母遺留的東西。這是伊最心愛的，並且也就

是我們倆結合的媒介物」、「伊的眸子很靈活，睫毛又濃又長，白皙的肌膚，柔娜

的體態；還有那鶯囀般的嬌喉和溫柔的秉性，都是誰也及不上的」14，文字間更

                                                 
10 同註 9，頁 99。 
11 吳亮曾說道：「上海向來是西洋文明的匯集之地。這甚至可以從一張微不足道的婚禮紀念照

中找到佐證」。參見吳亮，〈西式婚禮〉，《老上海‧洋場時光》（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1998），頁 61。 

12 同註 9，頁 99。 
13 同註 9，頁 99。有關包朗和《申報》這則「包朗先生和高佩芹女士的婚禮」新聞的關係，除

了第一節詳錄包朗對此則新聞的喜愛，第七節則描述某次霍桑和包朗出外，包朗竟不忘把這張
《申報》裝在旅行皮包裡，兩人抵達旅館時：「霍桑不答，自顧自走到床背後去，把我的旅行
皮包打開來，取出一張登載我們倆結婚新聞的申報來」，從包朗和這張《申報》形影不離的程
度來看，可見蒐藏者對這則新聞的特別厚愛和珍視。參見〈險婚姻‧七、奏凱〉，《霍桑探案
集二》，頁 128。 

14 同註 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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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圖擴散流盪著女子較為靈活誘人的外部形象和個性情感，反之，木訥、樣板

式、沒有刻意著墨且一筆帶過的男子則成為次要的參照。 

    雖然，《霍桑探探》顯然是導向一個依循「漢語文化體系裡」建立「男性美」

和「女性美」15的規則，循此角度，〈險婚姻〉裡以文字摹寫男女圖像的片段，

即可印證這個傳統。不過，「我」（包朗）深受一股內湧的愛情力量的牽動，將外

在視覺焦點和內在心理感知，以文字更流暢地盪洩佩芹圖像的美好，不僅女子靈

活的眸子、嬌喉和個性，蓄放出一股溫婉愛意的能量，且「珍珠項鍊」牽引出回

憶銘刻中無可被取代的祖母記憶與見證愛情的私密掌故，因此這樣的描寫，便翻

轉了「臉譜化」、「套語化」和「標準化」下靜態女性展示的呆板。 

    相較於〈險婚姻〉盪漾著一對戀人即將步入禮堂的濃情蜜意，〈雙殉〉則意

外譜出結婚典禮上一對戀人的「悔婚」變奏。〈雙殉〉裡說道新郎伍子楚（美國

哲學博士畢業，在南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和新娘張美俠（北平高等師範裡畢業，

在上海務強中學擔任教師）在九月二十六日的聖彼得堂舉行婚禮，可是在行禮進

行中，新娘竟臨時「悔婚」。隔天早晨，《上海日報》的本埠新聞欄中，登著一節

駭人的新聞，標題用大號字排登：「美滿婚姻的中變！」16新聞的上半節記載聖彼

得堂行婚禮的情形；下半節報導新娘已中毒而死，「張美俠從教堂中回家以後，

被伊的父親斥責了幾句，伊便回房去睡，睡後竟不再甦醒。後據醫士檢驗，說伊

中了安眠藥劑的毒，似乎伊是自殺的。」17《上海日報》這節新聞的誕生，是由

記者先進行外在的現場直擊採訪，再將案件定點的外在問題，轉化成一個文字故

事講述的內在策略，但新聞下半節加以誇飾的修辭演出，不難讓人聯想記者的多

                                                 
15 根據 Arthur H. Smith 在當時做的資料搜集，以下有關男性美和女性美的觀念，是中國社會上

一般人都普遍接受和認同；男性美是眉清目秀、方面大耳、鼻直口寬、面如敷粉，唇如塗硃；
女性美則是柳葉眉、杏核眼、櫻桃口、瓜子臉、楊柳腰。參見 Arthur H. Smith.（1914）“Proverb 
and Common Sayings＂,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abyterian Mission.pp.307.另外，孔慧怡曾在〈晚
清翻譯小說中的婦女形象〉一文指出：「漢語形容美女的常用詞彙包括娥媚、柳腰、雲鬢、金
蓮、肌膚兵勝雪等等，其實都指向一種特定的，在漢語文化裡面普遍為人接受的美態和外貌。」，
參孔慧怡，〈晚清翻譯小說中的婦女形象〉，收錄於《中國比較文學》第 2 期，1998，頁 78。 

16 〈雙殉‧二、賣文價格的新紀錄〉，《霍桑探案集一》，頁 456。 
17 同註 16，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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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臆度。 

除了以上由媒體工作者的「記者」繪出畸形怪相與浪漫想像的「新聞報導」

圖景外，《霍桑探案》裡還涉及「刊登人」願望的「廣告」圖景，如〈沾泥花〉、

〈一個紳士〉、〈血手印〉、〈魔窟雙花〉、〈第二張照片〉、〈活屍〉和〈催眠術〉等。

首先，廣告會基於商業、社會和個人考量而刊登，例如〈一個紳士〉裡，提到「珍

珠廉讓」的廣告： 

現有大批精圓白光珍珠，從北平運滬，願廉價出讓，有意採辦者請到遠

東旅社向江耕蓀接洽。18 

報紙空間彷彿可成為一個買辦市集，在此建立一個商業的交易市場相當方便，人

們互相疏通異地的珍奇寶物並不是難事。相較於〈一個紳士〉的廣告圖景鮮明地

凸顯商業目的，〈血手印〉裡，警署刊登的「懸賞廣告」是出於維護社會治安的

目的：「本月二十四日晚上，有一個穿黃色大衣，戴花呢鴨舌帽的人，曾到新生

路一百四十一號屋子裡去行兇，事後潛逃出外，迄無下落。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蹤

跡，出首報告，因而拿獲，定有重賞」19；〈沾泥花〉和〈魔窟雙花〉的廣告則是

出於個人考量。在〈沾泥花〉裡，包朗隨手取了一張《申報》，靠在爐邊披閱，

發現「報紙上尋人失蹤的廣告觸目都是，又引起了我的舊感」
20，〈魔窟雙花〉裡，

《上海評論》封面上登著一節「霍桑啟事」21指稱上海是「罪惡淵藪」的廣告。

這兩則輔以憂傷或諷刺口吻，寄寓了包朗和霍桑對上海竟日多起層出不窮的社會

案件，鏤刻著個體投射於都市的批判。 

至此，《霍桑探案》突顯了一個可以交互對照映襯的廣告圖景，都市物質豐

虞和商業熱絡氣息的〈一個紳士〉，顯然反襯出〈血手印〉、〈沾泥花〉和〈魔窟

                                                 
18 〈一個紳士‧一、掉換〉，《霍桑探案集六》，頁 335。 
19 〈血手印‧八、故事〉，《霍桑探案集二》，頁 454。 
20 〈沾泥花‧六、對罵〉，《霍桑探案集二》，頁 307。 
21 《上海評論》這節「霍桑啟事」的廣告內容如下：「當一般抱嚴肅觀念的人們，都說上海是
罪惡叢集的區域，報紙上所記的新聞，偷盜，搶劫，奸拐，詐騙，私販，密賭和綁票，勒贖等
等，已覺怵目驚心，現在又接連發生了許多神秘莫測的暗殺案子，那真可算『無美不備』，掛
得起罪惡淵藪的牌子了！」〈魔窟雙花‧八、發案時的經過〉，《霍桑探案集一》，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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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花〉的社會亂象。但是，不僅偏向都市物質層面的商業和社會廣告被提及，有

關都市情愛層面的男女婚戀等事亦被搬上廣告檯面，作者又觸及另一個男女的

「徵婚」和「同居」的解放圖景。〈第二張照片〉裡，提到有一類「徵婚」廣告，

在報紙上差不多天天可以發現： 

某君中學畢業，年 26 歲，儀表挺秀．家有薄產，願得一年齡 20 以內曾

受新教育之女子為偶。有意者，請投函一六七號信箱，即當約期面晤，

如雙方合意，再行正式訂婚。22 

這則報紙廣告指出社會中一個「常態」的現象，並特別點出「年齡 20 以內」和

「曾受新教育之女子」的擇偶條件。由此，可引發我們追究刊登廣告的徵婚男子，

其利用廣告「覓偶」更深一層的動機和目的為何。女子的「青春年華」和「接受

新式教育」被納入擇偶的必要條件，相較於前者條件未脫傳統觀念的束縛，後者

條件則顯示出「新時代文化思潮」衝擊下，個體觀念趨向選擇具有一定知識水平

的對象。至於這則「徵婚」廣告被刊登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男子在現有的生

活圈，尚未找到符合所列條件的契合對象，另一方面，則展現男子衝破傳統「媒

妁之言、父母之命」觀念的自主性，企圖通過「廣而告之」的宣傳效果，主動為

自己製造自主抉擇的更多機會。同時，刊登此類「徵婚」廣告者，也不是男子的

專利，〈第二張照片〉文中特別強調，頗多女子也主動刊登徵婚廣告，「更引起一

般少男們的注意」，而這種「女子求男」的廣告現象，「在這二十世紀所謂『文明』

時代中，原算不得稀罕。」報紙廣告不僅讓「女子」主動徵求婚姻對象的「宣言」

有了一個廣為傳播的機會，也扮演了一個推介新觀念的重要平臺，通過報紙等媒

體來宣揚對於女性束縛的解禁、提倡男女平權並改革傳統婚戀禁忌，使整個社會

對女性的聲音更趨重視，朝向改革封建陋俗的開放社會發展，媒體的廣告扮演了

驅動社會煥然一新的角色。此外，〈第二張照片〉裡還提到一些更新穎、更時髦

的廣告：「某男某女，於某日起實行同居生活」、或「某男某女，於某日起解除同

                                                 
22 〈第二張照片‧一、秘密照片〉，《霍桑探案集六》，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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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之約」。23這種作法是由「我」發聲、由「我」出擊、由「我」選擇，由「我」

放棄，企圖衝破並顛覆所有的禁忌，大張旗鼓地以個人理念為最高原則，是時代

新風氣的表徵之一。爲此，包朗說：「這就是那時候的新現象的一斑。要是把時

光倒流，退回到五六十年前去，人們讀了這樣的廣告，簡直要莫名其妙！」24這

段暗藏包朗的諷刺譏嘲，無疑是對當前時代多元化的質問，這樣的「文明新現象」

展現的是百花齊放的繁複？或者是各行其是的蕪雜？包朗的主動閱讀詮釋和批

判性的視角，提供一個可供讀者省思的空間。 

    從以上提及珍珠拍賣、懸賞抓拿嫌犯、尋人失蹤、霍桑啟事廣告，以及男女

徵婚和同居廣告等一系列廣告現象來看，廣告實緊密扣連著廣大的都市社會。在

廣告呼應著與社會時代脈動共同跳動的同時，它有時卻承載更嚴肅的使命，與國

家的政治意涵保持著密切關係。〈活屍〉即刻意凸顯廣告的「政治性」和「愛國

傾向」。〈活屍〉裡霍桑閱讀近幾天來報紙平添大批的「某某團公鑒……」、「某某

愛國志士鈞鑒：敝號營業一向推銷國產商品……」這一類的廣告啟事。25原來，

近來有一個愛國少年俞惠芳，在民國路上一家專販劣貨的「茂昌洋貨號」門前，

丟擲並轟然地引爆一個炸彈以示警告，這個拒斥買「洋貨」和抵制「奸商洋行」

的激烈抗議舉動，不僅引起一大批商家商行的恐慌，也造成近來一個星期，報紙

紛紛冒出許多公開地強烈宣示「敝號愛用國貨」、「一向推銷國產商品」的廣告，

這種極力與洋貨洋行撇清關係，並高舉著民族主義和愛國旗幟，企圖自剖證明「愛

國血統」的廣告，正好彰顯了國家政治外交局勢與民族心理情感的澎湃情緒。時

代心理的匱缺恰好投射在一方廣告裡，感時憂國、挽回民族自尊和拉攏愛國客源

等民族的、心理的和商業的多方慾望交織其上，實則見證了廣告沾染極強的國家

政治意涵。 

    有別於〈活屍〉一類直接以激進的「愛用國貨廣告」宣示政治性的愛國運動，

                                                 
23 同註 22，頁 504。 
24 同註 22，頁 504。 
25 〈活屍‧一、闊佬架子〉，《霍桑探案集二》，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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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術〉則指出巧妙包裝的「藥品廣告」，正以與日俱增的速度出現，社會上

「那六○六一類的藥品廣告也一天天地擴充篇幅」26，引發廣告再度掀起的另一

陣波瀾。一方面，廠商投下钜資在報紙上刊登藥品廣告，以多種訴求（如治癒證

明、醫生名人介紹、古法提煉秘方或上選精製藥材、西方化學製造或科學試驗證

明、廠商信譽保證、歡迎適用若無效退款、折扣方案和贈品優惠答謝顧客、愛用

國貨）等手法，推銷藥品並打開品牌的知名度，以對準報紙這個擁有廣大讀者群

的市場，鼓勵顧客消費並刺激商品的上升需求曲線；另一方面，眾多讀者群中不

乏有購藥需求的人們，報紙廣告的反覆宣傳與推波助瀾，無疑會影響人們的消費

抉擇；但再一方面，讀者也有其主動性，會積極地選擇有效的資訊來解決生活問

題，因而廠商又須配合消費者的鑑賞眼光。學者黃克武曾指出，《申報》每日發

行八至二十四版（二至六大張），週日或節慶增刊則可能多達三、四十版，醫藥

廣告在每一版都有，且可分為「醫療廣告」和「藥品廣告」兩類，兩者廣告的基

本形式並不同： 

醫療廣告的內容包括醫院或醫生的名稱、地址、電話（亦稱德律風）、

科別和診療時間與費用，有些醫療廣告並附有介紹人獲推薦人的名字。

藥品廣告則包括藥物名稱、藥價和購買方式，此外絕大多數的篇幅用來

說明適用的症狀與治療的效果，很多廣告還刊登了顧客的銘謝信函。
27 

由此，我們可照鑒出報刊上的「醫藥廣告」實為社會裡實際民生問題的表徵，且

「有效的廣告訴求」代表「該社會中消費者認可的生活體驗」28。但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報紙上的「醫藥廣告」裡濃縮不少身體健康、體態豐美、滋補養顏、壯

陽固精、回復青春、救命仙丹、養生益壽、買藥愛國等修辭意象，藥物像是一系

列意象補品，服用這些藥不僅滋補了身體的脾胃腎腸和筋骨腦血，還滋補了國家

的五臟六府和精氣體質。醫藥廣告不僅作為聚攏廠商和讀者彼此溝通互動的活動

                                                 
26 〈催眠術‧三、倒串戲〉，《霍桑探案集四》，頁 402。 
27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療文化與社會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集刊》第十七集下冊，1988.12，頁 141-194 中之頁 145。 
28 同註 27，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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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尚折射出病因與醫療之間更為糾葛的身體、心理、消費、社會和國家等意

象關係，從孱弱衰頹到青春永駐，從來源不明到專業認證的驗明正身，從投資钜

款到連本帶利地大撈一筆，從改良身體到改變國家體質，願望與欲望俱交纏在醫

藥廣告裡面。 

 

二、追蹤新聞報導的案情 

 

若是我們再進一步將焦點投向《霍桑探案》裡鑲嵌置入的「新聞圖景」，其

新聞實錄式的實況報導，幾乎網羅了社會文化裡的敏感問題，如凶殺、暴力和黨

派勢力等。但迥異於上一小節所列舉的新聞例子，多偏重「遠距離」地展示新聞

圖景，霍桑和包朗通常並不涉入太多；此小節，筆者則要側重分析霍桑和包朗在

閱讀報紙新聞時，如何主動地「介入」偵查，從而使得新聞圖景翻轉成為「近距

離」的動態演出。 

首先，在〈別墅之怪〉、〈黃浦江中〉和〈五福黨〉等篇，都涉及偵探對於上

海一大黨派「五福黨」的追查，並以互為關涉的方式，次第地展演偵探和新聞報

導的層層對照關係──報紙刊載的新聞，是霍桑和包朗偵查的觸媒；但霍桑和包

朗的偵查行動，卻反過來佔據新聞報導的篇幅，成為焦點話題之一。在〈別墅之

怪〉裡，霍桑對包朗說：「你不記得近來報上好幾次記載過，在東北一帶有一個

五福黨出現？」此則新聞正好觸發了霍桑偵察「怪別墅」一案的結果。原來，一

棟別墅「疑似作怪」的現象背後，實際上是出於近來在社會上竄動的五福黨之手。

由於五福黨看中上海采綸工廠經理華柏蓀的一棟位於真茹鎮上的別墅，便利用施

行詭計的方式，想租下這棟地點幽密而交通便利的別墅，當作黨窟的大本營，「以

便大夥兒到上海來活動」29 。 

                                                 
29 〈別墅之怪‧三、小頭目〉，《霍桑探案集二》，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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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別墅之怪〉的新聞觸發了霍桑偵查「別墅」一案，那麼，〈黃浦江中〉

一文，則是以一位老者拿著《申報》「小兒失蹤案」的報導，取得霍桑深究追查

的決心和行動，因而推動霍桑和包朗深入黃埔江灘上的一條「五福船」上，直搗

「五福黨」的秘密基地。〈黃浦江中〉裡說道，某日，一位老者來找霍桑尋求幫

助，他內心慌亂而神色含霜，先是咳嗆一陣子後，從衣袋中掏出各一張照片和《申

報》，舉起顫動的手指將報紙展開，指一節本埠新聞給霍桑和包朗瞧：標題是《再

接再厲的小兒失蹤案》，內容如下： 

上星期六，本報將郝奇珍的失蹤案披露以後，引起了社會上一般人的注

意和恐怖。不料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前日宏源布莊主人俞守誠的公子

慧寶，忽也失蹤不見。慧寶才交九歲，在大華小學校裡讀書。那天他從

學校中放學出去，在半途失蹤，竟沒有回家。俞家發覺以後，便報告警

署，派偵探們往四處去偵果，也絲毫沒有蹤影。俞君的年事已高，所生

只有這一位公子，現在竟忽失蹤，自然覺得非常悲痛。 

俞君是個誠實的商人，並且熱心公益，他專力推銷國產，去年營業有盈，

還曾獨力添設國民學校兩所。所以他在社會上素來得一般人的信仰。此

番他忽遭意外，料想社會上一般人們和他表示同情的一定不少呢。
30 

眼前這位老者正是失蹤九歲兒子慧寶的宏源布莊主人俞守誠，霍桑傾聽他說完始

末原由後，決定幫俞守誠拿兩萬元的贖款，奔走一趟涉及這起綁架勒贖的五福黨

船上。 

於是，〈黃浦江中〉逐次地展演一趟黃埔江上圖景的跨時空偵察之旅，挪用

並穿插連綴〈別墅之怪〉有關「五福黨」的情節。〈黃浦江中〉的前半段，霍桑

和包朗先是改變裝束31，再坐電車到楊樹浦，向南轉折走進一條蔓沙路，那裡隱

約可聞「工人們的耶許聲和電車的丁當聲」，再往黃埔灘邊的方向走，見離灘邊

                                                 
30〈黃浦江中‧一、兩封勒贖信〉，《霍桑探案集三》，頁 31-32。 
31 小說情節提到：「午飯過後，施桂帶領了一個僕人模樣的中年男子進來，原來是俞守誠家送

兩萬元贖款來了。另外又附一張俞守謹的照片，以便霍桑改裝。我接收了後，就叫施佳把照片
送到樓上去。我又寫了一張收據給那僕人帶回去。一會，霍桑果然裝扮好了，穿了一件玄緞馬
褂和一件深灰色寧綢的灰鼠袍子，足上一雙高跟皮鞋，很像一個新式的體面紳士。他的臉形本
是方的，此刻下頰上綴著些黑鬚，便變成長方，眼睛上架一副墨晶眼鏡，把他的銳利的目光掩
住了。我這時也不得不改扮一下，便穿了一件老布袍子，和一件黑呢馬甲，裝做他的長隨。」
參見〈黃浦江中‧二、江南燕〉，《霍桑探案集三》，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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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碼遠的江心中，有一隻小輪船停泊著，霍桑引著包朗沿灘走去。越來越靠近

騰越路時，霍桑忽而住了腳步，低聲問道：「你可曾見那隻小輪上扯著的一面小

旗嗎？」那時包朗越走越近，只輪船瞧得比先前更清楚些了，「我果見船尾上扯

著一面白旗，旗上繡著五隻紅色的蝙蝠，圍做一圈」32。但霍桑的面容莊凝起來，

問道：「你可還記得『怪別墅』一案？」包朗想想：「我記起來了。我還記得你說

過，你曾經見過他們的黨魁毛獅子。」至此，〈別墅之怪〉的片斷被召喚鑲嵌至

〈黃浦江中〉，並對照此次的偵查行動，稍作細節上的補充和延伸： 

有一班從外埠來的匪黨，黨名喚做「五福」，一向在長江一帶活動。專

門幹那擄人勒贖的不法營生。他們到了上海，要想把那真茹一個姓華的

別墅，當做黨人們的根據，那時卻被霍桑破獲機密，沒有成功。現在這

樣，他們似乎捲土重來，要把輪船做大本營了。33 

隨後，霍桑和包朗望向岸灘邊泊著的一隻小舢板，一位搖船的人立在後艙口，包

朗拍一拍手，那船夫立刻把船攏近來。「請你把我們兩個人送到那只輪船上去。」

船夫對霍桑點點頭：「請上船罷。」那時舢板往前開，船夫搖得很快，向著那只

輪船前進。將近輪船時，霍桑拿出一個銀元來給船夫：「這是給你的船價。停一

會我們回去，還要煩勞你搖一搖呢。」船夫謝了一句後將舢板靠近輪船。而後一

位水夫裝束的人走近船邊，引導霍桑和包朗走進船尾上的「小艙」34，便轉身離

去。忽然，一陣重濁的足步聲趨近艙門，艙門砰的開了，闖進一個高大的人，他

「一雙稜角式的怪眼，灼灼逼人」，「面色黑，兩顴上肌肉隆起」、「亂蓬蓬鬚髮」、

「黑厚眉毛」，「一身黑縐紗短襖褲」、「襖褲左右兩袋口上各露著一把雪亮的鍍鎳

的槍柄」35，正是五福黨的首領「毛獅子」。毛獅子一步步跨下梯級，走進艙來，

反手把艙門關住，一雙怪眼與霍桑和包朗對視。至此，一場「近距離」的雙雄搏

                                                 
32 〈黃浦江中‧三、上船去〉，《霍桑探案集三》，頁 40。 
33 同註 32，頁 42。 
34 這小艙內的景觀，透過「我」（包朗）的視角，勾勒如下：「我定睛瞧時，見這艙的容積很

小，只有那扇艙門可以出入。中央擺一隻圓桌，桌上有幾隻酒杯，杯中還有些餘酒存著。此外
還有木凳五隻，一隻凳靠在壁角裡，已經折去了一腳，似乎打架時有人把它權充武器，因而使
它受傷殘廢。艙的近岸的一面，雖然有一扇窗，卻裝著鐵條，並有窗帷幕著，越覺得烏漆漆的。」
參同註 32，頁 42。 

35 同註 32，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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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正式展開。 

    在〈黃浦江中〉的後半段，鋪陳了霍桑和包朗用計醉倒黨賊，但包朗卻不慎

中彈倒地──毛獅子既把一萬元款項拿到手後，便把霍桑和包朗拘禁起來，但霍

桑和包朗則使出將蒙藥參入紹興酒鍋的手法，將船上十三人中的九人醉倒。忽然

一陣黃浦江上啪啪聲，包朗定睛向江面上一瞧，「燈光星星，在江面上流動著。

一隻小汽船，正駛向著我們逗留的輪船而來」36，但是這並非水警們接應的貨艙

渡船，而是岸上五福黨的同黨們回來了，冷不提防地，對方船上的人「砰」地放

了兩槍，包朗失足應聲倒下──此番黃浦江上活擒毛獅子黨人的行動，除了立即

印證在〈黃浦江中〉最後的新聞報導，還過渡到另一篇〈五福黨〉中。〈黃浦江

中〉裡，一份未署名的報紙刊載了這則新聞，標題是：「東方華生的奇功」： 

前報所記俞慧寶的失蹤，現已查明被五福盜黨所擄，藏在黃浦江中的小

輪上。昨日午後，大偵探霍桑和他的助手包朗，親自上盜船去，將盜首

毛獅子和餘黨十餘人，都生生擒住；並將俞慧寶安然救出。此次捕獲大

幫盜匪，包朗君躬冒艱險，出力獨多，竟被盜匪擊傷左肩，已就近送往

博愛醫院去醫治。包君急公好義，任事勇敢，真不愧是霍桑君唯一助手。

他此番冒險成功，為社會除一恐怖，尤其可敬。詳細情形，等探明再登。
37 

同樣的事件，在〈五福黨〉一文裡，卻有不同的記載方式，新聞由《上海日報》

發佈： 

五福黨黨魁毛獅子和他手下的一班黨徒，自從到了上海以後，接連幹了

幾樁駭人聽聞的案子，竟使警探們束手無策。上海社會的秩序被這一班

黨徒完全破壞，幾乎人人自危。幸虧在上月十九日，這一班黨匪和黨魁

毛獅子，都被私家偵探霍桑和他的朋友包朗所擒，大家才透了一口氣。 

黨匪們以楊樹浦的一隻小輪船為大本營，專幹那劫掠和綁架勒贖的勾

黨。霍包二君冒險登船，設法把他們灌倒，才得一網打盡。但包君為了

救護俞家的小兒慧寶，肩膀上中了一彈，據聞在醫院裡住了十多天，昨

天方才出院。他倆為著公眾的安寧，不惜親歷艱險，和惡徒們對抗，實

在是令我們起敬的。那班黨匪這一次雖即有漏網者，但受了這一次挫折，

                                                 
36 〈黃浦江中‧六、血戰〉，《霍桑探案集三》，頁 56。 
37 〈黃浦江中‧七、兩節新聞〉，《霍桑探案集三》，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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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也得寒膽，不敢再到上海來為所欲為。上海有了這樣勇於為公的大

偵探震懾著，實在是我們上海人之福！38 

顯然，新聞報導同樣指稱一樣的事件，但〈五福黨〉卻較〈黃浦江中〉一文篇幅

拉長、細節豐富，且往上追溯五福黨的來蹤、往下延伸包朗住院和出院的情況。 

    由〈別墅之怪〉、〈黃浦江中〉和〈五福黨〉等文所描述「五福黨」的相關情

節，揭示了「新聞報導」和「偵察行動」互為影響的密切關係。但是，《霍桑探

案》編織的新聞雖然可作偵察的觸媒，卻並不代表它的新聞內容可以完全反應現

實實情。〈狐裘女〉即透過偵探的審視眼光檢視新聞報導，達成報導內容的糾正，

改動「報紙╱主動╱傳播者」與「讀者╱被動╱接收者」的對應關係。〈狐裘女〉

裡，《上海日報》的新聞提供給霍桑和包朗共同追查兇案的一些偵查線索。一月

三十日星期一的早晨，包朗正為錢芝山凶案而煩惱，他在路上買了一份《上海日

報》，翻開來找到有關「錢芝山凶案的新聞」39，後來他到霍桑的寓所，見霍桑也

正在閱讀《上海日報》，兩人遂討論起這樁兇案。迥異於《上海日報》新聞假定

兇手是俞天鵬的女兒「俞秀棠」，霍桑對兇手的認定則恰好相反，他認為更可疑

的兇手是「俞天鵬」。隔日，《上海日報》的報導推翻了前日的說法，證實了霍桑

的判斷。這則新聞內容如下：  

溫州路德仁裏錢芝山被殺的凶案，本報已一再記載。這案子離奇幻變，

實在出人意料。現據總署偵探長汪銀林和私家偵探霍桑協力偵查，已將

                                                 
38 引自〈五福黨‧一、警耗〉，《霍桑探案集六》，頁 161-162。但是，雖然相較其他上海的報

紙來看，《上海日報》的言論已「較為公正」，它仍偶有出現報導渲染的狀況，如〈雙殉〉裡
提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日報》的本埠新聞欄中登著「美滿婚姻的中變」新聞，包朗指出新聞
下半節多所臆度：「那新聞的上半節記著聖彼得堂行婚禮的情形，那是我眼見的；下半節卻說
新娘張美俠已中毒而死，這是出我意想之外的。那新聞雖敷衍了一大篇，可是大半是屬於渲染
的空話，事實不很詳細。」參見〈雙殉‧二、賣文價格的新紀錄〉，《霍桑探案集一》，頁
456。 

39 包朗閱讀《上海日報》新聞後認為：「這一定是陳霖春的成績，他已把前晚錢芝山和天鵬的
糾葛和盤托出，語調中也明明懷疑俞天鵬的女兒秀棠。新聞中雖然寫著某名小說家的字樣，並
不指明天鵬和秀棠，但前晚上參加宴會的文化人很多，明眼人一見便知。這是一節驚人的新聞，
必然會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但這案子究竟是不是俞天鵬幹的？或者竟是他的女兒秀棠幹的？
假使屬實，平空裡失掉一個健筆的作家，，豈不要使許多人失望。就替天鵬本人著想，暮年盛
名，卻沒有善終，也覺得悵然。我又回想霍桑的態度，分明也懷疑俞天鵬。」參見〈狐裘女‧
八、質證〉，《霍桑探案集六》，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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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案的真相完全查明。犯案的真凶不止一人，是小說家俞某和一個姓王

的女子通同合作。40 

從這段新聞來看，「霍桑」提供的「證據」介入了新聞時事，並以此翻新案情由

「謀殺」演變為「誤殺」。此節新聞發佈不久，二月一日當晚，霍桑又告訴包朗： 

你得馬上把這回事的真相草一節簡短新聞。我打電話到《上海日報》館

去，叫他們立刻來接搞，以便在明天報上登出來。41 

包朗應允，當天他寫好新聞，二月二日星期四的《上海日報》晚報出版刊出，包

朗說道：「晚報上除了我所草的一篇記載以外，另外又有一節新聞，也和這案子

有關。」42一般讀者多是從「被動╱接收者」角度閱讀報紙，但霍桑卻並非固著

於「被動╱接收者」的位置，反而一躍成為「主動╱發言者」，這不可不歸功於

霍桑的主動介入偵查，從而有可能補充、改動，甚至主導新聞的報導。 

 

三、解開報紙屬性的密碼 

 

    如前所述，《霍桑探案》的「報紙新聞」和「偵察行動」既構成互為影響的

密切關係，而一般「報紙╱主動╱傳播者」與「讀者╱被動╱接收者」的對應關

係，也因為主動介入的偵察行動而發生動搖。不僅如此，霍桑和包朗如何藉由辨

析各則新聞，從而解開各家報紙不同風格取向的密碼，再轉化為一種對於對彼時

新聞報業的批判思維，以上這環環相扣的三面向，實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 

    有別於〈五福黨〉直截地指出《上海日報》的「言論比較公正」43，〈雙殉〉

                                                 
40 《上海日報》這則新聞內容的後半段如下：「日前那姓王的女子投警署自首，聲言錢芝山的

致死由於他自己誤殺。伊的目的無非想借此脫罪。但據偵查的結果，才知伊的供述謊而不實。
因此俞某見真情已經揭露，想服毒自盡。汪探長現已將俞某送入博愛醫院，是否有救，還沒有
把握。俞某的女兒受此警變，不日將回常州原籍，請親族到上海料理。至於謀殺的情由和一切
詳情，待開庭審訊以後，再行續登。」〈狐裘女‧十、近乎浪漫的事實〉，《霍桑探案集六》，
頁 67。 

41 〈狐裘女‧十二、水落石出〉，《霍桑探案集六》，頁 88。 
42 同註 41，頁 88。 
43 〈五福黨‧一、警耗〉，《霍桑探案集六》，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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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透過一個「事件」，來對比《國民日報》和《申新》、《時報》的特色殊異。〈雙

殉〉裡記載，某天早晨，偵探霍桑在信箱收到一個紙包，裡頭有一千元紙幣和一

張信箋，信件內容如下：  

霍桑先生：現在請你偵查一件事。共和路三百號張美俠的死，自殺還是

被殺。若是自殺，請你在《國民日報》上登一個「是」字；倘然被殺，

可登一個「否」字。附奉一千元作為酬勞。但請你不必追究我的底細。44 

據此內容初步來看，這一位委託人不惜钜款先把酬勞一千元送過來，他不惜砸錢

究案，可能是案情重要，而且手裡也闊綽有錢。但是，這段話卻有一個疑點，爲

何委託人要求霍桑把答覆刊登在《國民日報》呢？這個疑點引發包朗和霍桑分別

做出兩種迥異的推測。霍桑指出： 

他叫我把答覆登在《國民日報》上，不登在《申新》、《時報》上，可

見他平日專閱《國民日報》，傾向於新派的。
45 

為何要刊登在《國民日報》？首先，霍桑的推論過程可表示如下：「1.有別於《申

新》和《時報》，《國民日報》屬於新派→2.委託人是新派人物→3.閱報習慣偏向

新派→4.指定屬「新派」的《國民日報》」，推論者為「《國民日報》」和「《申新》、

《時報》」報紙屬性做了區分──前╱後者分別屬於「新╱舊派」，並認為委託人

屬「新派人物」，平日就閱讀「新派報紙」，自然要指定《國民日報》。不過，包

朗則持反面意見，其推論過程可表示如下：「1.《國民日報》銷量較小→2.委託人

要避免引起注意→3.指定「銷量小」的《國民日報》。」包朗認為委託人是要「避

免人家的注意」
46，因此要選擇「銷路比較小」的《國民日報》，這樣才可以解釋

對方指定《國民日報》的原因。接著，針對包朗的否定意見，霍桑再提出相關的

證據佐證自己的論點： 

                                                 
44 〈雙殉‧二、賣文價格的新紀錄〉，《霍桑探案集一》，頁 458。 
45 同註 44，頁 459。 
46 包朗說：「《國民日報》果然是偏於新派的報紙，但他叫你把答覆登在這報上，不能就說定
他平日是常看這報紙的。因為《國民日報》的銷路比較地小些。他也許要避免人家的注意，才
要你在這報上答覆。」參同註 44，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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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話也有理由。但是我還有一種證據。那包紙幣和這信箋的包皮紙，

就是一張昨天的《國民日報》，可見他是常閱它。47 

其推論過程可再表示如下：「1.包裹紙幣和紙箋的「紙包」是《國民日報》→2.

閱報習慣偏向新派→3.委託人是新派人物→4.指定屬「新派」的《國民日報》」，

霍桑對自己提出的論證做了補充：由那包紙幣和紙箋的「紙包」是一張《國民日

報》報紙，能佐證委託人平日閱讀報紙的偏好傾向「新派」，是一個具有「新頭

腦」的人物，因此才要指定《國民日報》。 

    誠如上述〈五福黨〉和〈雙殉〉對於報紙屬性的關注，〈五福黨〉透過指陳

特定報紙「言論的公正」（如《上海日報》），間接地揭露部分報紙「言論的不公

正」；〈雙殉〉則透過對一個事件的討論，區辨出「《國民日報》」和「《申新》、《時

報》」報紙屬性的不同：前者屬於「新派」但「銷路較小」的報紙；後者屬於「舊

派」的報紙。以上這樣的論點，使得《霍桑探案》的新聞圖像轉向為對各類報紙

風格、話題、客層、立場和筆調的關注。而這樣的關注，亦出現在〈活屍〉一文

裡。 

   〈活屍〉透過一則「霍桑啟事」的廣告，引發包朗為「《上海新聞》、《日日電

訊》」和「《每日電訊》、《時事報》、《申報》」的報紙報導取向，做出評論。在八

月十四日星期四的早晨，包朗讀著幾份報紙，他發現《上海新聞》的封面上登著

一節一二行字的「霍桑啟事」的廣告，啟事的內容大致是指八月十三日下午五點

鐘，有一個素不相識的女子登門造訪霍桑，她當時身體突然毒發，雖立即送往濟

眾醫院，卻醫治無效。以上這樣描述案件固然還繫於實情，但新聞卻刻意扭曲霍

桑將那女人抱上汽車的一幕，「霍桑當時的處境頗有一種『軟玉溫香抱滿懷』的

情味，可惜他所抱的不是一位活色生香的美人，卻是一個奄奄一息的艷屍！」48

《上海新聞》將這一幕添加了幾句不必要的諷刺，由此，引發包朗的評論： 

                                                 
47 包朗說：「《國民日報》果然是偏於新派的報紙，但他叫你把答覆登在這報上，不能就說定
他平日是常看這報紙的。因為《國民日報》的銷路比較地小些。他也許要避免人家的注意，才
要你在這報上答覆。」參同註 44，頁 459。 

48 〈活屍‧四、奇怪的電話〉，《霍桑探案集二》，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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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聞》上的一段消息非常詳細，那張彌留時女子的照片也印得很

清楚，所記的事實的經過基本上算是忠實，但是語調上不免有些鋪張。49 

《上海新聞》以圖文報導，試圖再現事實的「擬真性」，雖然整體而言，與案發

事實不算違背太過遙遠，但顯然語調上刻意鋪張，尤其是最後一幕。由此看來，

在傳媒傳播的「現實」中，有悖於新聞專業的「報道」會現身，造成虛擬的文化

造物（cultural artifacts）置換了「真實」。誠如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提

及的「假裝」（make believe）
50的世界，假裝，便是相信造假（believe in the making）。

《上海新聞》最後一幕的刻意鋪張報導，目的是要帶領閱讀者進入一個「假裝」

的世界，透過傳播媒體再現的新聞現場，讓人們置身在「現實虛擬」（real virtuality）

的情境，表像本身成為經驗，影像置換了真實。除了評論《上海新聞》的報導，

包朗也觀察到同樣的事件，如何在其他報紙上被報導出來： 

至於其他報紙，如《每日電訊》、《時事報》、《申報》的論調，都比

較地略而不詳，對於霍桑個人不會刻意加以諷刺或懷疑。51 

以上這些報紙持守簡約而公正的論調，不製造太多「假裝」的世界，也不蓄意挑

起對立，發出人身攻擊。但有別於「《每日電訊》、《時事報》、《申報》」持守的公

正立場，《日日電訊》的報導立場卻恰好完全相反。《日日電訊》以「大偵探家霍

桑的情人或女友？」52作為新聞標題，其下標題的方式顯然刻意設計，標題聳動

之外，還打上個疑問符號「？」，透露出其藉此留下推諉餘地的企圖，包朗因此

批評道： 

                                                 
49 同註 48，頁 153。 
50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原著，夏鑄九、王志弘等校譯，《網路社會之崛起》（臺北：

唐山出版社，1998.4），頁 42-50。  
51 同註 48，頁 153。 
52 《日日電訊》這則新聞的內容如下：「據某方面消息，我們所崇拜的這位私家偵探霍桑先生，

雖至今標榜著獨身主義，但是，他對於女性的交接和追求，並不是絕端戒忌的。有人常見他陪
著女友在光華影戲院裡進進出出。又據間接方面的消息，當一星期前，有人看見霍桑先生陪著
一個剪髮穿銀色高跟皮鞋的時裝女子，在大亨西餐社裡飲冰。據說那女子的面貌和昨天死在濟
眾醫院裡的一個有些相像。這消息雖還不能證實，但我們相信這位精敏強幹的大偵探，總會把
事實的真相明白地告訴我們，我們是用不著虛費猜想的心思的。」參見同註 48，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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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電訊》上的這一段新聞不但是惡意的諷刺，而且憑空捏造，簡直

有公然誹謗的性質，可是它的措詞又非常狡猾，處處帶著疑問和不負責

的口氣。若要正式交涉，他們又盡可更正了事。53 

《日日電訊》的新聞內容，明顯帶有譏刺和誣控性質，報導內容中刻意塑造成女

子似乎是霍桑的情人或女友，無非是要製造話題，引起讀者的注意，進而掀起有

心人士掀起輿論的非難。 

    透過以上的對比呈現，顯見〈活屍〉有意地比較區分，「《上海新聞》、《日日

電訊》」和「《每日電訊》、《時事報》、《申報》」這兩組報紙「報導方式」（如報導

用語和細節）的不同，一方面，這是要強調各家報紙有其不同的風格屬性，自然

成為各家有心人士藉以發表不同論述的地盤；另一方面，則顯示出當時眾多報業

所產製的不同新聞文化。然而，報紙新聞不僅帶動了嶄新文化空間的誕生，也影

響了人們溝通交往的廣度和複雜度，其媒介景觀（mediascape）和科技景觀

（technoscape）54如何被形塑和產製，從而引發諸多的問題，讓我們不得不回頭

省思支撐新聞文化背後的那套運作機制。 

    二十世紀二○、三○年代，新思潮人們引發新的感受模式，而感受模式的變

異又與社會同步更迭，彼時上海步入高度發展的機械運作時代，傳統的產製藝術

的方式進入新時代逐漸不敷使用，取而代之的是更大量生產和快速的工業，也因

此新聞報業更為篷勃地日益壯大發展。然而，怎麼在理想的經濟收入、文化願景

與既有的市場需求和生產機制之間取得平衡？擺盪於各種矛盾的考驗，最終，絕

大多數的新聞報業得面對現實的嚴峻挑戰，選擇趨向「市場」考量作為目標，再

從這個大方向中作出其他價值的取捨。不可避免地，報業創造的利益牽涉到經營

                                                 
53 同註 48，頁 154。 
54 現代都市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人逐漸處在加速流動、壓縮、嶄新的每日時空經驗中，為了要

解釋都市人在其中所體驗到的新社會和世界觀，社會學家 A. Giddens 提出「時空分疏化」
（ Time-space Distinction），Z. Bauman 強調「我們正在移動中」（We are on the move）的流
動觀，或地理學者 D. Harvey 提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論，印度裔文化
人類學家 Arjun Appadurai（1949-）認為人類所生存的空間由於資訊技術的介入，已經出現了
根本性的變化，時間與空間概念出現了分離，對人類社會文化生活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可從族
群景觀（ethnoscape）、意識景觀（ideoscape）、媒介景觀（mediascape）、科技景觀（technoscape）、
金融景觀（finanscape）等座落在生活中的地景觀察之。參見 Appadurai, Arjun.(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p.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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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與否的現實難題，因此，報業莫不以「爭取更多讀者」為考量。在〈活屍〉

中，藉霍桑之口，提示民初上海報業競爭狀況： 

這天是星期日，各種大報都附加各類的增刊。上海的報紙競爭得非常劇

烈，為了推廣銷路，增強廣告的效用，多多招攬廣告，讓老闆們發財─

─那時商業性的報紙的主要收入是廣告──便促使記者們違反忠實報道

的準則，寫些捕風捉影離奇驚怖的新聞，來聳動讀者們的視聽。55 

以上這段話，是針對民初上海的報業媒體，毫不留情地開鍘──由於各報業不健

全的競逐，娛樂價值高於引導價值，頭條新聞娛樂化瑣碎化，內容傾向窺秘獵奇，

往往為加強衝突而將問題簡化和對立。另一方面，則反襯出報業在市場經濟結構

下，枉顧「媒體自律」的精神──短視者生產虛假新聞、有償新聞和不良廣告等，

造成拖垮媒體應具備「事實查證者」（fact finder）和「監督者」的身份。 

    透過以上的分析，小說批判了民初上海的報業媒體。再進一歩，小說則針對

社會的結構層面作了總檢討。〈矛盾圈〉裡指出，某月二十五日早晨，包朗趕到

愛文路霍桑寓裡去，他坐下來拿了幾張報來閱讀。包朗閱讀的報紙雖然刊載有關

黃河路「賭窟」的消息，可是不出汪銀林所料，果真「略而不詳」──不但那些

所謂「大亨」們的姓名不曾披露，而且那七十六個男女賭徒的數目，也已打了一

個大折扣。為此，包朗評論道： 

我暗忖神聖的無冕帝王的筆尖，竟也會受這班「超法律的大亨」的勢力

所支配，那不能不引起我深長的歎息。56 

雖然新聞報業是眾多訊息的發佈中心，更是匯聚時代脈動的重要陣地，但是，看

似強勢的新聞報業最終還是不敢得罪一些社會上的「大亨」，這一方面牽涉到「大

亨」們往往掌有特定的「權力」，二方面牽涉到新聞報業的「生存」與「安全」

的考量，三方面則是國家的社會結構中並未提供一個可完全制裁「大亨」的大環

境，也無法提供一個讓新聞報業在「生存」和「安全」問題上皆無虞的保證。因

                                                 
55 同註 48，頁 154。 
56 〈矛盾圈‧五、矛盾點〉，《霍桑探案集五》，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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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亨們透過施展表面的暴力或暗地的陰謀，對報業進行「修理」的例子，不

勝枚舉；而新聞報業基於生存考量，記者基於顧及人身安全，往往選擇不去得罪

惡勢力。這個現象，不僅導致某些暗藏的勢力得以在社會上大肆張揚，更導致新

聞報業的記者不敢或不願行使記者的權力，從精神上削弱新聞媒體的影響力。由

此看來，「神聖的無冕帝王的筆尖」受到一批「超法律的大亨」的勢力支配，從

而使惡勢力更顯得橫行無阻，文本中所示現各式各樣的新聞圖景，無疑是《霍桑

探案》對於民初上海社會結構層面──包括報業媒體、大亨勢力和國家社會環境

等，發出一個誠懇而迫切的聲音，同時作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深刻的、反省式的

總檢討。 

 

第二節  體驗偵探術遊戲 

 

   《霍桑探案》作為民初通俗文學中「偵探小說」（detective novel）這一新興文

類的代表鉅作，它標誌了自晚清之後、民初時期以來，上海通俗文學界新智識架

構的逐步成型：科學、法學、心理學、犯罪學等「新知識」不但大量進入文學創

作的場域，「偵探式」的文學樣式也規範著小說的美學風格，對小說創作者提出

了特殊的要求。創作者必須設計一套具科學且精密的「偵察術」（scouting），讓

讀者一走進小說世界中便參與了作者精心設計的巨大遊戲。因此，仿擬英國「福

爾摩斯──華生」的偵探模式便來到民初上海以「霍桑──包朗」模式再現。只

是，嫁接化的再現方式畢竟發生變異，故有必要加以釐析文本中打上二、三○年

代上海風味印記的「偵察術」的展現方式，方能突顯「偵察術」在《霍桑探案》

的特殊之處。 

    然而，何謂偵探術？為何要談偵探術？偵探術在《霍桑探案》中又發揮了什

麼樣不可忽視的作用嗎？以上這些提問，構織成本節所要研究的問題核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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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偵探術」和「偵探家」的關係而言，在於前者是後者所不可或缺的「專

業利器」，後者是前者具代表性、具辨識意義的「身份表徵」，換言之，偵探小說

中必定得出現偵探使用的偵探術，否則就不能名之為偵探小說。但反過來說，任

何小說中出現偵探使用偵探術的情節，還不能斷定它就是偵探小說的類型，因為

還得考查其他因素（偵探術在文本中佔有的份量多寡、它所處位置和發揮的作

用），才能明確斷言它是否屬於偵探小說的類型。因此，若我們要談偵探小說，

就不可以忽略小說中「偵探術」在小說中實際使用的狀況。 

其次，每位偵探小說家因為個人的學思歷程、寫作技法、所處時代的不同，

造成不同小說中所展演的偵探術勢必有所不同。本節將致力於釐清程小青偵探小

說中「偵探術」的運用，細究「偵探術」的內涵及其延伸作用，以突顯他創作偵

探小說的特色。以下將分成三個層面來談，第一、二層是透過分析文本中「偵探

之術╱偵探」的外顯化與內在化的取向，以說明「偵探術」的內涵，存在著內外

相互滲透的有機關聯性；第三層是經由分析作者╱讀者與文本╱都市的互動網

絡，以說明「偵探術」的延伸作用，具有挑戰腦力與隨機嬉玩的張力。 

 

一、掌握外顯的偵探技能 

 

「偵探術」的意涵，可拆解為兩個部分來研究，第一部分是「外顯化」的技

能，即「偵探」所運用之「術」的展現；第二部分是「內在化」的認知裝置，即

「偵探」如何將一套成規之「術」反芻於主體，體現為「偵探」主體意識的判別

準則。以內容來看，「外顯化的技能」包括熟悉並掌握各種偵探程式與技術：搜

證取樣、科學鑑定、人身識別、跟蹤偽裝、策反引誘、犯罪現場繪圖等；而「內

在化的認知裝置」，則包括學理知識、觀視經驗、認知能力、意志程度、決策模

式等。換言之，「偵探術」不僅單純表述中性的技術，又在於喚起主體操作「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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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之術」的認知意識，蘊含了「偵探主體」對「術」的積極介入與使用。 

首先，比對偵探家常用的「基本配備」，福爾摩斯探案常使用「放大鏡、捲

尺、注射器、顯微鏡、化學藥品」等，以及化驗室的「許多蒸餾瓶、試管和一些

閃動著藍色火焰的小小的本生燈」（〈血字的研究〉）57；霍桑探案則使用「放大

鏡、軟尺、鉛粉、駱駝毛帚、紙片、攝影機」（〈舞後的歸宿〉）58，以及化驗室

的「顯微鏡、照相機、鉛粉瓶、照相紙」（〈霜刃碧血〉）59。就「外顯化」的技

能而言，霍桑仿效福爾摩斯使用了「搜證取樣」、「痕跡鑑定」和「科學化驗法」，

例如福爾摩斯以一種「血色蛋白質」沉澱的新試劑，來鑒別血跡（〈血字的研究〉），

霍桑則以「淡亞馬尼亞液」來鑒定「斑漬」是果汁或血漬（如是果汁，斑點發綠；

倘是血漬，則不變色）、透過檢查「赤血球核心」的有無，來區辨動物血和人血

（〈血手印〉）60。 

除了上述一系列發現、提取、顯現、固定和檢驗案件現場的犯罪痕跡物證的

相似技術外，霍桑也仿效福爾摩斯以「人身識別」、「跟蹤偽裝」、「策反引誘」方

式，將具體犯罪嫌疑人的特徵提出，如福爾摩斯從一橢圓形的封印，作出判斷，

無疑是一顆平面的袖扣（〈最後致意〉）；霍桑則從現場的一隻煙嘴，發現它的主

                                                 
57  引自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原著，程小青等譯，《福爾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

（臺北：世界書局，1997 年），頁 98。 
58 程小青藉包朗之口，道出霍桑平日探案的基本配備：「我穿好了一身灰色國產淡灰花呢的西
裝，並拿了些應用東西下樓的時候，那舞女已經走了。霍桑正在將放大鏡、軟尺、鉛粉、駱駝
毛帚、紙片等物放在他的外衣袋中。」參見〈舞後的歸宿‧一、一位挺漂亮的小姐〉，《霍桑
探案集一》，頁 7。 

59 霍桑「打開了他帶來的那隻小皮包，從包中拿出了一瓶水銀混合的粉，小心地將粉末撒在大
門上的指印部分。又拿出一個駱駝毛帚，輕輕地在門上拂拭。不一會黑漆門上顯現出一個白色
顯明的掌印和指印來。接著霍桑又取出攝影機將手印攝下來。他又用繩尺量一量指印距地的高
度。」包朗看見霍桑化驗的桌子上堆滿了「顯微鏡、照相機、鉛粉瓶、剩餘的照相紙、放大鏡。」
參見〈霜刃碧血‧二、發案的經過〉和〈霜刃碧血‧十、拘捕〉，《霍桑探案集四》，頁 418-419、
486。 

60 霍桑道：「你知道這一點關係一個人的性命，不能不特別慎重。要是單單憑我們肉眼的觀察，
當然算不得憑證。有時候刀上沾染了果汁，一經乾透了，也會變成這種顏色。因為人類的血液
裡也和桔類等果汁一般，含著些兒酸的成分，酸和鐵質接觸了，都能變成一種鐵檸酸鹽，乾了
以後的顏色是彼此相同的。若是單憑肉眼的能力，決不能分別出來。」「那末你可知道怎麼樣
分別？可是用顯微鏡？」「不是。有一種方法很簡便，只須用一種淡亞馬尼亞液，滴在斑漬上
面，五分鐘後便能明白。若是果汁所染，斑點上會泛出綠色，倘然是血漬，那是不會變色的。」
「在現代的科學界上，這一著還沒有正式的鑒別方法，但非正式的方法是有的，例如檢查赤血
球核心的有無，可以辨別其他動物血或人血，不過手續麻煩些，不像第一步這樣簡單。」參見
〈血手印‧一、一個故事的辯證〉，《霍桑探案集二》，頁 415-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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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得很仔細，外表擦得很亮，從而推斷主人的個性：「這個人很謹慎，而且用

錢也很省儉。你瞧，這殘餘的煙尾已燒進了鋼圈的範圍以內」（〈舞後的歸宿〉）、

根據來客高跟鞋的聲音，判定來客是個年輕摩登的女性（〈青春之火〉）、根據一

頂巴拿馬草帽的黑色狹絲帶、紫色緞子的襯墊、皮圈、頭髮，判定草帽主人是個

時髦少年（〈無罪之兇手〉）61。究其特徵，霍桑的多方調查取證、去偽存真，「外

顯化」的技術層面並無超越福爾摩斯62之處，且使用的邏輯思維和科學推理尚屬

「常識科學」範圍，大多要言不繁，不涉入過多深奧難懂的細節，目的在使讀者

只須想像，不須經過實際的實驗操作即能獲取新知與樂趣。 

 

二、培養內在的認知裝置 

 

相較於一些「外顯化」的數字情報、人名、時間、位址等客觀事實，比較容

易驗證；「內隱式」的人物心理、作案動機等方面，則較難掌握。因此，如何培

養一套「內在化」的認知裝置，透過將「人──人」系統的牽制影響，納入偵察

行動當中，則成為操演偵探術時的必要考量。 

誠如〈黃浦江中〉裡，透過包朗之口說道：「『偵探』跟『冒險』有著不可分

離的密切聯繫」，偵探所經歷險惡緊張的情勢，達至最高度──「我幾乎喪失了

                                                 
61 霍桑把那草帽湊在燈光下反覆察驗了一會。那是一項巴拿馬草帽，配著黑色的狹絲帶，還很

新。霍桑說：「我想這個人很講究修飾。他的頭髮膏抹得很光澤，想起來衣服也非常漂亮，否
則配不上這帽子。他的年紀大概還不出三十。可不是嗎？」包朗問道：「霍桑，你根據著什麼？」
霍桑微笑道：「這是很顯明的事。帽子裡面有幾根修剪下來的頭髮。那頭髮很短，可見他是勤
於修剪的。那塊紫色緞子的襯墊上含著濃烈的香味和油光，那麼這個人的講究裝飾已不成問
題。那帽子裡面的皮圈上又留著傾斜的痕跡，可見他戴帽時是偏向右額角的。從這種種狀態上
推測，可知他是一個時髦少年無疑。」參見〈無罪之兇手‧一、—陣騷亂〉，《霍桑探案集五》，
頁 523。 

62 歷來許多學者從醫學的角度對柯南道爾進行研究，結果發現這位福爾摩斯的創造者在醫學上
頗有造詣，如福爾摩斯和華生在〈魔鬼之足〉案件中親自體驗其毒氣的，是一種產自西非的叫
做「魔鬼腳跟」的有毒植物，經過半個世紀後被醫學界證實了，只是這種類似的迷幻藥（LS
Ｄ）並不產於非洲某種植物的根部。另外文中有關「痛風病」會併發「眼疾」和「牛皮癬」的
預言，也均被後來的醫學發展所證實。引自（美）西比奧克（Sebeok,Thomas A.）、伍米克‧
西比奧克（Umiker-Sebeok,Jean）著，《福爾摩斯的符號學──皮爾士和福爾摩斯的對比研究》
中譯本序（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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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63以及〈珠項圈〉裡所提「當偵探的人，危險是工作上當然的報酬」64，

可見冒險、驚疑和危險是偵探生活不可或缺的一環。作為系統一方的偵探，面對

「未知」系統的另外一方，偵探通常是處在一個危機伺伏的不穩定空間氛圍中。

因此，面對偵察行動中各種可能的危險，偵探勢必要有一套因應「人──人」系

統的策略，以此駕馭另一方的突擊。倘若，偵探想要在互動往來之中無往不利，

即使環境情勢不佳，偵探還能扭轉時局化劣勢為優勢，進而駕馭對方、迎面痛擊，

並反敗為勝，那麼，就必須在密室的「事前佈置」嚴格策劃之外，還加上一套「內

在化」的經驗累積、感知記憶與聯想力等主體認知裝置。 

有別於一些文學作品強調的直覺與感性的體驗，偵探小說則要求偵探使用偵

探術時，一方面要擁有主體靈動的判斷能力，發揮更為敏銳的科學辨識能力。二

方面則要致力開發「人體器官」（如眼、耳、鼻）65的知覺功用，透過打開人體

的器官，把它們提升到一個遠比顯影劑、超音波、照射 X 光等科學精密儀器，

還來得靈動的功能。這套「內在化」的主體認知裝置，雖然不像計算機、竊聽器、

跟蹤儀來得外顯且具體，但它卻比這些科學儀器測量來的更重要。因為它可補充

缺環、完善偵察的過程，包括將思考、體驗過的事物印象整合保存於大腦裡，內

化成敏捷度、清晰感、正確性，以供臨場發揮與近距離的迎擊交戰。 

如福爾摩斯偵察一件關涉波希米亞國王的身份與婚姻的案子，透過心理戰略

                                                 
63 包朗說道：「『偵探』跟『冒險』有著不可分離的密切聯繫，而偵探工作的報酬，也就是因
冒險而產生的反應──刺激。這一件『黃浦江中』是一種『入虎穴探虎子』的紀錄。當時我們
所經歷的險惡緊張的情勢，可算已到了最高度──我幾乎喪失了性命！」參見〈黃浦江中‧一、
兩封勒贖信〉，《霍桑探案集三》，頁 31。 

64 包朗說道：「我自從和霍桑合作以來，所經歷的驚變危險，正不知多多少少。譬如我在「黑
地牢」一案中，我曾親身被綁，後來又不幸中了一槍，在當時我固然感受到一時的緊張，但事
過境遷，便也淡然忘懷。這就因偵探的生活，本來和驚險為綠，種瓜得瓜，自然也無所怨懟。」
〈珠項圈‧一、可疑的足音〉，《霍桑探案集三》，頁 1。 

65 例如〈沾泥花〉一文，霍桑霍桑對包朗說：眼睛的觀察推斷能力是「從事偵探事業的人所不
可少的一種技術，也是研究任何科學不可跳躍的一種步驟。」因為，「眼睛是人身上最微妙的
器官」，透過眼睛「冷靜的觀察」，可推知他或伊的品行、職業、和內心中含蓄的情緒，雖然
未必一一中鵠，然而相較於漫無把握、憑空揣度的直觀方式，確實略勝ㄧ籌。〈沾泥花‧四、
線索〉，《霍桑探案集二》，頁 293。而〈逃犯〉裡則談到霍桑的搜檢方式：「他向診室的四
周作一度巡視，目光順著書桌的方向瞧過去」，好像一個「測量員」在測地時「測取直線」。
65在這裡，霍桑以嚴謹的「眼睛」測量著，避免分毫地失誤造成落差，他偵測的目光無非是投
向一個趨向精準、完美的境地，一個經過演算可被實現的秩序。〈逃犯‧六、奏凱〉，《霍桑
探案集五》，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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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一流歌劇演員愛琳‧艾德勒與年青的國王在一起時所拍下照片的隱情（〈波

希米亞醜聞〉），以及「跳舞小人」的解碼（〈格蘭其頓莊園〉）、溜門撬鎖的「策

反式」搜查（〈顯貴的主顧〉、〈米爾沃頓〉）；另如霍桑觀察女子屍體與針繡女工

的手指，又從後院小門前的小徑發現腳印直通河岸，當周巡官幾乎己確認兇手是

死者丈夫尤敏時，霍桑卻否定這結論，判斷這牽涉到死者的舊日情人羅夢生與秘

密幽會的感情私奔等因素（〈無頭案））；歸納而言，此偵探術涉及「偵探」主體

意識的判別準則。究其特徵，霍桑仿擬福爾摩斯的「外顯化特徵」之外，並轉化

上海的時代語境╱新聞實錄╱人文風情，於人物心理中進行明顯的改造，將其深

化為「霍桑式」的洞察力、關注議題、身份階層及價值取向等內在結構。 

 

三、競技結構與嬉玩元素 

 

    文本中偵探術的操演本不會離開作者意識、讀者期待與都市社會脈絡，因

此，透過偵探術，一方面可揭開一些未經充分探測的形式迷霧，包括犯罪事件造

成的「謎」、都市搬演成的「謎」（The City as Enigma），來層層進行文本的揭顯，

進而「體現偵探熟知都市的秘密通道和各種語言，大膽地任意穿透其社會沙龍、

貧民窟、地下世界」66，「謎」逐一被揭顯，一幅原本模糊不清的都市背景圖，隨

著偵察術的不斷操演、次數的累積，輪廓逐漸明朗浮現；另一方面，由「偵探術」

操演的結果回頭品味，每一次偵察所引發的，可視為一個「再現現場」的仿擬表

演和回音效果，由此賦予「偵察」動作獨特的想像空間，跳脫「啟智」的指示型

                                                 
66 參見唐納德（James Donald）在〈都市，電影：現代空間〉（“The City, the Cinema: Modern 

Spaces＂）一文頁 79 所指出：「透明、可讀的城市和隱晦的大都會迷宮 (從狄更斯到巴爾劄
克到黑色電影及其他) 之間的對抗──這種對抗中的偉大角色便是偵探。這把城市搬演成謎
(This stages the city as enigma)：一個經常是危險但迷人的地下關係網絡，需要有人解譯。
偵探體現了熟知都市的秘密通道和各種語言，大膽地任意穿透其社會沙龍、貧民窟、地下世
界」。Donald, J.（1995）“The city, the cinema: Modern spaces. In C. Jenks, Visual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77-95.又參陳音頤，〈軋馬路、消費景觀和女性的現代市景：吉
辛筆下世紀之交的倫敦城市小說〉，《中外文學》30 卷 1 期，頁 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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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轉而營造出一個「競技結構」和「嬉玩性質」的環境，一個可供讀者參與

的開放式空間，類似尋寶和揭出謎底之探索場域。 

「偵探術」的實際演出，實涉及了現代性意義下的「競技結構」與「嬉玩元

素」兩大特質67。首先，是作者一方面在敘事裡嵌入輸贏二元對立的「競技結構」，

使偵探的探索路徑鎖定在掌握時間的精確度與推進感中，向著目標邁進，因此無

形中要求偵探並邀請讀者掌握精確的人地時物、數字符號等線索，力求致勝演

出，如〈案中案〉一文，當驟變的情節趨於平穩時，又因懸念和誤會疊加，在一

案中衍生出另一樁命案，此反轉多向的情節，構成競技結構，衝擊著讀者的閱讀

判斷意向，引發探索旨趣。是而，「偵探術」在《霍桑探案》之偵探╱犯罪者的

互動網絡中，擔任了向終點站推進的驅力。其次，《霍桑探案》中添入「嬉玩元

素」，隨著犯罪事件在文本中的訊息內爆（Implosion），包括新科學展示、都市景

觀、地理圖像、舶來商品、懷舊文化、死亡恐懼、社會失序、創傷記憶、界線遊

移、消費窺視等，訊息主題與現代人在社會變遷下產生的行為與精神失序特徵，

保持了一定程度的聯結，也訴諸於繫聯市井小民的生活場景和心理恐懼，文本成

為一敘事模擬的場域，其空間允許讀者躍入，進行人自身與文本聯繫的流程體

驗，構築閱讀主體在文本空間中的「跨時空之旅」。 

透過偵探術編織的「競技結構」與「嬉玩元素」，便不斷地召喚讀者參與「跨

時空之旅」的想像遊戲裡。在《福爾摩斯探案》中，霧都倫敦那條瀰漫霧氣的貝

克街 221B 號上住著的那位蒼白嚴峻的偵探，一下子遠離市區深入古宅，在充滿

墓穴氣息的字元中，介入英國軍情六處特工的陰謀集團中；一下子發現鵝肚子裡

藏著寶石、價值連城的皇冠上的綠玉竟不翼而飛，而大學教授竟像猿猴一樣爬

行、攀緣、狂躁；更甚者，他航行西非途中，留下古怪的句子：「福爾摩斯鬥蓬，

                                                 
67 麥克盧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的《媒介理論──論人的延伸》，曾對傳播技術

形式對空間、時間以及人類感知等方面所帶來的深刻變化，做了探討。他認為當任何一種感覺
或身體的功能以技術的形式具體化時，官能的分裂和各感覺之間比例上的變化隨即出現。參見
McLuhan, Marshall.(1999)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Lapham. Cambridge: MIT, pp. 3-47.以及梁虹，〈大眾傳媒技術與個體感知的嬗變──麥克盧漢
相關思想評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 6 期，2004，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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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著亡靈走」，無不賦予奇特想像。此一西方偵探術所展演出的風貌，到了東方

的程小青在仿擬之餘，也致力為《霍桑探案》羅織一系列別緻的想像，二○、三

○年代「華╱洋」、「新╱舊」並置、風華絕代的上海空間，偵探霍桑一下子在長

滿青苔、清幽沉寂，人跡罕至的狹長小弄，敲開那弄底暗紅色的大門；一下子尾

隨別人，密探東北「五福黨」的秘密藏身之處；又置身怪記號、一粒珠、失竊、

搶劫、兇殺現場；偶爾，他也吟誦唐人羅隱的絕句既有所感，並改動兩字：「不

論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佔。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人』辛苦為『人』甜。」

68  

《霍桑探案》一方面緊扣一定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透過偵探術的編織，融

合想像題材，造就一個跨時空的世界，可見作者有意地將讀者的閱讀感受納入小

說的設計。德國康士坦斯學派的學者伊哲（Wolfgang Iser）曾提出「讀者反應理

論」，強調讀者在閱讀文本時的感受，文本對讀者的意義是建立在「閱讀過程」

裡69；心理學家則強調「書目療法」（Bibliotherapy），如 Tews Ruth M.的研究指出，

透過閱讀行為，讀者和文本互動所釋放的情緒反應，可幫助降低心理壓力和治癒

心理疾病。70Stephen Karetzky 強調透過閱讀行為，讀者的情感困擾（emotional 

difficulties）指數會降低71；Kevin Pender 則闡明讀者主動閱讀文本，可產生「視

為同一」（identification）、精神上解放（catharsis）和產生洞察力（insight）72的

功能。由此看來，不論是文學理論家提出對於「閱讀」的理解與詮釋，從本文呈

現的意義，轉移到重視「讀者與本文」的互動；或者心理學家提出，以引導讀者

閱讀某類圖書，來達到治療的目的；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些閱讀行為理論，可幫

                                                 
68〈黑地牢‧二、蜜蜂與燕子〉，《霍桑探案集六》，頁 241。 
69 伊哲（Wolfgang Iser）著，單德興譯，〈讀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 19 卷第 12

期，1991.5，頁 85-103 中之頁 87。 
70 Tews Ruth M. (1968) ‘Bibliotherapy’,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2. 

New York: Marcel Dekker,pp.99. 
71 Stephen Karetzky. (1982) “Reading Research and Librarianship : A History and Analysi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pp.246. 
72 Kevin Pender. (1983) “The Role of the School Library Resource Centre in the School’s Reading 

Programme”, School Librarian 31,p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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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們檢視並瞭解讀者的「閱讀行為」，對作者創作目的和讀者內在心理的進一

步研究，益發顯得重要。當民初上海人對現實社會的冗長庸人的繁瑣，喪失了身

為人應有的活力和色彩，心理屢屢想要突破社會成規為他們劃定的圈子，作家則

掌握讀者的現實焦慮與心理嚮往，於狹窄且僵滯的現實空間之外，為讀者開闢另

一個讀者可主動扮演要角，藉由閱讀行為而達成重構自身之場域；《霍桑探案》

的誕生，或許提供讀者一個進入閱讀療程之可能。 

 

第三節  小 結 

    

程小青不僅將新聞報刊鑲嵌進入《霍桑探案》，以作為一個資訊傳播的傳繹

媒介，他尚編織一套「偵探術」，以作為一套在繁華上海都市辨別真偽和洞悉人

心的方法。就前者而言，新聞刊載的消息彷若一個展覽現場，和整個新時代的動

脈息息相關，使觀者經歷了一個時事新知、社會亂象、廣告叢聚和文化想像等新

時空之旅。然而，霍桑和包朗除了擷取新聞消息，他們也進一步介入偵查，批判

時代新聞的語彙文體，使得小說承載了民初上海的時空意義，成為民初上海某一

特定時空的代言者。就後者而言，「偵探術」既是包含了外顯的偵探技能和內在

的認知裝置，因而這套方法，雖然是建立在科學的基礎上，但它又不以科學的客

觀指標為最終目的，而是要培養讀者一種冷靜地觀察都會裡繁複的變化，多運用

知性腦袋和外界打交道的智性，進而培養洞察人心的能力。此外，作家不只在文

字裡從事文字「偵探術」的鍊金術，還調動了相當活絡的消費慾望和龐大的社會

機制，讓「偵探術」成為一個包含競技結構和嬉玩元素的場域，主體可實際參與

閱讀過程的想像，甚至自行生產出一套意義系統，並可與文字╱都市文本進行參

照。總體來說，「探索新聞圖景」和「體驗偵探遊戲」，實構成《霍桑探案》作為

「啟智」與「娛樂」通俗文學預設的基本架構與閱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