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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揭秘乾隆年间
“
摄魂案”
谣言冲击大半个中国
乾隆三十三年春， 在江南出
现一个谣言， 说是妖术师可以通
过获取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
名来盗取他人的魂魄， 为自己所
用， 而魂魄被盗者则会生病或死
亡。 这个谣言不断在社会上蔓延，
冲击了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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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竞标事件散布谣言

清乾隆三十三年， 即公元 1768 年春天，“摄
魂”的谣言迅速在江南蔓延开来。 谣言的源头事实
上是很难追溯的，据后来的处理结果看，可能缘于
浙江的几个平常案件。
这一年年初， 浙江北部湖州德清县城东的水
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倒塌， 县令就用招投标的方
式将维修工程承包出去。 来自海宁县的石匠投标
失败，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中标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 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
和尚恶意利用。 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
相寺。 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 慈
相寺的和尚贫困潦倒，便对观音殿心存嫉恨，于是
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 说投标

[谈妖色变]

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
对底层大众来说已经变成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
分， 有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集合会将某种谣言放大
并迅速传播开来。
慈相寺和尚编出的谣言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市
镇乡村，并不断向外扩散。 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
或无端猜疑， 或蓄意诬陷， 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
剧。
德清县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人因喝了几杯
酒，被叔叔疑心在外赌钱，挨了一顿打，逃到省府
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 一天半夜，当地人
对计兆美的口音起了疑心，对他进行盘问，怀疑他
是到杭州摄魂的。 于是对他拳脚相加，又把他拖到

[不断蔓延]

当地保正的家中继续拷问。 计兆美吓坏了，便胡诌
出一个故事， 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 身上带了 50
张纸符，48 张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咒死了两个
孩子。
第二天，计兆美被带到杭州府钱塘县衙门。 此
前， 他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
传，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姓吴，并隐约记得石
匠名字中有一个“明”字，审问中他回答说：“纸符
是瑞明给我的。 ”
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 所
幸的是， 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
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不攻自破。 受刑后，计兆美
承认故事都是因为害怕才编造出来的。

被抓的人越多谣言越多

此时， 浙江地区已经因谣言引发了好几起类
似的古怪事情，闹得人心惶惶，省巡抚为了消除人
们的疑虑，决定再进行一次审讯，让原告与被告当
面对质。
巡抚指示杭州知府召集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
一起升堂问案，再让计兆美辨认吴石匠，但他仍未
认出。 官府又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也没有发现
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 德清知县在造桥的工匠
中进行个别调查， 也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或头发植
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 于是一些信谣生事的

[绅士缺席]

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 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
路上作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 并被添枝加叶地说走了
样。 说是修桥的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将
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或活人的头发缠在木桩上，
以人的魂魄精气来加大打夯力度， 并加固水门和
桥梁的基础。
当地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
魔力。 于是有人找到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
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 吴害怕惹出麻烦，立即报
告当地保正（也叫保长，在当地掌管户口治安、训
练壮勇等事），将此人扭送德清县衙盘问。 知县审
理后，下令将此人打了 25 大板后才许开释。

人受到杖责，甚至戴枷示众。
可是， 要真正将对妖术的恐惧从民众中驱除
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信谣生事人的惩
罚， 反而引发了民众更多的疑虑。 民众眼中看
到、 耳中听到的是被抓到的“妖人” 数目不断增
多， 心里更加恐慌， 谣言也更加迅速向外传播。
而且渐渐地发展为以剪割辫子为主的传闻， 比如
有的小孩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 辫
子被剪了。 也有人欠债抵赖， 报案至官府说被人
迷倒， 辫子也被剪了。

封疆大吏一直漫不经心

到了夏初，谣言被传得又有了变化，说是数百
人的辫子被剪，范围包括浙江、山东、湖北等七八
个省份。 更有传言说有人谋划要剪下 1 万人的发
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
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清朝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主
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 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

就是妖术，反之，则视为一般巫妄之说，以一般事
件处理。 所以，尽管谣言传布面积很广，各省大员
对此却自行处理，拖延隐瞒，不予上报。
此外，各地发生的割辫起哄事件，地方绅士没
有参与，官府便认为这样的事情成不了气候。 基于
这种考虑，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封疆大
吏们对此一直漫不经心。

居安思危引以为鉴
全国卷入清查运动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是
这种态度， 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
为这是大事， 应该重视并应努力
加以清查。 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
子的传闻有特殊敏感。 他认为事
件带有政治意味，“恐不仅于图取
财物”，于是立即调查处理并上报
朝廷。
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的避
暑山庄休养， 接到富尼汉奏折后
也认为事情重大， 当天就发出上
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
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 于
是好多省份都查出了一些割辫、
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报告的不断增
加， 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一下拔
高了事件的性质， 认为这不是一
般的谣言， 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大
阴谋，实质是谋反。 皇帝对事件定
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
着力去办。 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
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
中。 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
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
的、 有公报私仇的、 有无端陷害
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
被激发出来， 受害最多的就是云
游和尚、 道士、 乞丐等下层流浪
者。 他们或被官府抓捕， 屈打成
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
被殴打致死。
然而， 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
有一件妖案能落实。 乾隆不相信
这个结果， 又指示把全国许多嫌
犯长途跋涉送到北京、承德，由军
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发
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 破绽和
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成立。
而且不少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
死去了， 活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推
翻了原供。 当然，在此前各个“省
级会审”中折磨致死的、翻供的已
经不少。
1768 年 9 月中旬， 军机大臣
们只好据实禀报。 乾隆皇帝十一
月初一回到北京。 两天后，他降旨
停止对摄魂案的清查。 军机处在
接到命令之后很快作出了结，释
放了全部案犯。 初步统计，“摄魂
案”延续了近 1 年，蔓延到全国 12
个省， 上报朝廷的涉案者就将近
60 名， 分散在各地的涉案人数则
无法统计。
案情真相大白， 对割辫摄魂
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荒唐而
丑恶的闹剧。

“摄魂案” 鸡飞狗跳地闹了近一
年，朝廷说不再追查了，妖风迷雾也就
烟消云散了。 整个事件也像案卷一样
被历史尘封起来。 除了故宫博物院于
1930 年在《史料旬刊》刊登了相关的档
案资料（当时称“割辫案”）外，没有人
再注意这一事件。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 一名美
国学者来到中国， 在清廷浩瀚的档案
里发现了这起案件， 把它梳理出来，
用了 10 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 1990
年出版。 这名学者就是美国著名清史
学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孔飞力 （一译
孔复礼） 教授。 这本书于 1999 年被译
成中文， 书名为《叫魂：1768 年的中国
妖术大恐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较详细地记叙了整个割辫、 摄
魂事件， 并从特殊的角度分析了事件
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及当时社会政治
结构的特点。
不管如何， 这本书至少让我们记
起了 200 多年前的一起社会风波，记
起一种莫名其妙就会蔓 延 的 谣 言 邪
说；让我们居安思危，让我们在遇到类
似事件时有所借鉴。
（据《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