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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官报发行问题管窥 
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杨莲霞 

摘 要： 作为清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北洋官报》，不仅在官报的创办上具有样板 

的功能，其发行方式也被晚清其他百种官报模仿，不仅传统官报发行之大清邮局、民信 

局、驿递等邮递途径被广泛运用于官报发行中，而且形成了“派销”与“代销”为主的附 

之于函购等方式发行。本文以《北洋官报》为基础史料，考察清末官报的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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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是报 刊走 向受众 的主要 环节 ，是报 刊 

实现其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途径，也是报刊生 

存和发展的命脉。报刊发行现象与报刊同时出现 

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长河，与报刊业的兴衰荣 

枯关联紧密。”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 

(1902年 12月 25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 

凯于天津创办的近代形态的报刊《北洋官报》，是 

清末最具代表性、报龄最长、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 

官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邮发报纸。作为清 

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北洋官报》，不仅在官报 

的创办上具有样板的功能，其发行方式也被晚清 

其他百种官报模仿。而关于《北洋官报》的发行 

情况 ，目前为止 ，除了涉及清末报刊出版或新 闻史 

的学术专著略有涉及外，仅见河北师范大学硕士 

生翟艳辉刊发了一篇题为《(北洋官报)发行问题 

探析》 的文章，但此文依据的基础史料为仅占完 

整《北洋官报》八分之一的国图缩微胶卷，且未考 

虑报价及回款 、派销范围、主要发行方式之外的其 

他发行方式及 邮递途径等。本文从 《北 洋官报》 

的售价 、发行方式 、邮递渠道、送达途径等层 面来 

探讨《北洋官报》的发行情况，以窥视清末报刊出 

版高潮期的官办报刊的发行环节。 

《北洋官报》第 3期“封面告白”页背面(相当 

于期刊封二的位置)用 4／5个版面介绍《北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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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发行凡例”，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报 每 两 日出版 一 次，除 “封 面告 

白”外正文至少八 页多或十余 页，约两万字， 

都为一册。每册零售价洋五分，每月售价洋 

七 角，外埠概不零售。 

一

、外府州县遵督宪派定数目照寄，每份 

每月收足银五钱 ，如各府县于札派定数 外另 

行函购，本局 于函到次 日照寄，未报价概须先 

惠，空函恕不奉复。 
一

、各埠代派处均 须有妥 实铺保报价按 

月清算，如缴不足由保人赔补。 

一

、代派处本埠销报 至五 十份 以上 外埠 

三十份以上，于报价 内酌提二成作为经费。 

惟非经本局派定发有执照者，不得擅立分局 

名 目，查 出干 究 。 

一

、外省订阅全年先付报 资者 ，亦按八折 

计算。惟每册一寄，报价全年外加邮费一元； 

五册一寄者全年加邮费三角。 
一

、各府州县派定各报统核银价 以归一 

律 。此外 ，各代 派处及各州县 自行 函购者银 

洋两便，每洋一元合库平银七钱二分，小洋进 

出一律帖水。 

一

、本埠及京城、保定、正定、塘 沽、山海 

关铁路可通自处，皆当日寄发；外府州县之驿 

寄者，于出版捉日寄发；外省及东西洋各国量 

路之远近报 多寡临时酌定。 

一

、本报出版之始，本省一月外省十日报 

资寄费概由 局捐送不取分文。送报人皆由 

本局资雇均 庸酬给送h，如有私 自价卖或 

索取送费者 函告，本局严究。 

此发行凡例 括以下《北洋官报》与发行相 

关的内容：1．《北洋官报》的售价、邮费优惠；2． 

《北洋官报》的主要发行方式(派销、代销、函购、 

捐送)；3．官报寄送时间及送达渠道。 

一

、 每册零售价 、每月售价 

创刊之初，《北洋官报》为“隔日刊”每月“大建 

出报十五张，小建出报十四张”①，每期②零售价洋 

五分，每月售价洋七角。自第 200期(光绪三十年 

正月初 六 日，1904年 2月 21日)起 ，改 成 日刊 ， 

“《官报》按 日一册，每月三十册，收价银六角”⑧， 

“零购者每册洋银二分”④。《北洋官报》初刊时每 

期“除‘封面告白’外，正文至少八页，多或十余 

页”，除第 903—924期为每期三张双面印制的散页 

外，其他多为9—12个筒子页的“杂志式报刊”，如 

果我们忽略不到0．25个的印张浮动，创刊之初每 

期零售价洋五分，每月售价洋七角，那么改出版周 

期后《北洋官报》的零售价不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每月售价应该翻翻即改为一元四角 ，而事实上其定 

价为每期“洋银二分”每月“银六角”。为什么会发 

生这种情况呢?这与官报的印刷价 目减半密不可 

分：“凡铅印札文等件，均用羊毛边纸核定画一，价 

目比去岁减让一半。如加长至六页，应照三页两分 

核算；如加长至八页，应照四页两分核算⋯⋯自本 

年起，定价格外减让，以副雅意，另定各项减价一览 

表随后送阅，庶赐顾诸公格外参考。”⑤ 

至宣统 三年 九 月初 一 日(1911年 1 1月 22 

日)之《北洋官报》规定报价由“银洋两便”改为仅 

收银元：“敬禀者，窃查职局官学两报开办之初， 

(《北洋学报》)合装一册，每月定价库平银九钱， 

嗣于光绪三十二年禀定将学报分作旬报，以便检 

阅，报价仍旧并不增加，惟其初，各属习惯用银，故 

① 《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1902年 9月 26日《大公报》。 

② 关于《北洋官报》是报还是刊的分类 ，学界普遍认为是“杂志式报纸”，意即装订成册的具有报纸性质的出版物，但 

笔者详细读阅了3053期《北洋官报》，发现第 896册至第 924册(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 日， 

1906年 1月25 Et至 1906年2月22日)《北洋官报》是两张双面印刷散页，字号很小，版式密集 ，从第925册开始恢复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之前的版式，且对此做了说明：“本局自今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官报改为两全张(另加告白页一张， 

实际为三张，笔者注)，取材较富，但恐阅者不便拆订，自二月初一日起照旧装订成册，篇幅较前加倍，总期改良求精，以副阅 

报诸君之意，其学报每五日一册，特此声明。”意即除第 896册至第924册这一个月 29期为三张双面印刷散页，其他时候均 

为线装装订成册的杂志式报纸。所以，本文中凡涉及期、册者，一律用“期”。 

③ 第 904、1047、1515、2397期“告白”栏 目“本局售报价 目”条。 

④ 《北洋官报》第 2397期“告白”栏 目“本局售报价目”条。 

⑤ 天津档案馆藏：《天津商会档案》，卷宗号：128—2—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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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按银定价，今则银元通行渐广 ，且度支部奏 

定国币制度将次实行，将来凡用银者，均须改作银 

币，则是报价与其收银平色各异，彼此折算均有无 

形之暗耗，不若先行照章改作银元 ，以归一律，拟 

请 自本年九月初一 日起 ，官学两报照旧并发 ，按照 

原价 ，并连邮费酌 中定作 ，每月共 收大洋一元三 

角，以免折合之烦 ，实属两有裨益 ，除俟奉批再登 

报宣布外，所有职局报价 ，酌拟改收银元缘 由，理 

合呈请。”①此时《北洋官报》已临近停刊，至 1912 

年 2月 23日《北洋公报》取而代之②，“自本年起， 

《(北洋)官报》改为《(北洋)公报》，其余报价仍 

一 律照收银元，兹将本省、各省及本埠三项报价分 

列于左。一 、本省并寄公学两报 ，每月全份收大洋 
一 元三角，小洋贴水，邮费在内。一、各省分寄公 

报学报，每月每份收大洋七角，小洋贴水，邮费在 

内。一 、本埠寄售公报学报 ，每月每份大洋六角 ， 

小洋贴水 ，不加邮费”⑧。 

二 、《北洋官报》之主要发行方式 

(一 )派销 

清末官报最主要 的发行方式是派销 ，这也是 

官报与民营报刊的重要区别之一。派销实质上是 

派购 ，即利用行政渠道 自上 而下地层层指派。派 

销这种方式，在督辖级官报⑤——《北洋官报》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洋官报》被派销往“十一府七直隶州八厅 

一 百 四十 四州县”⑥或顺天府 及 “直隶 百 四十州 

县”⑦各级 官署 ，各 府厅州县 订购数 目由督 宪派 

定，《北洋官报》未见具体 的派销数 目，但从第 

1200、1226等期“遵督宪派定数 目照寄，每份每月 

收足银五钱”⑧及 “欠全年报费”“欠 春夏秋季报 

费⋯‘欠春夏季报费”“欠闰月报费”⑨等可大致推 

断各府厅州县派销《北洋官报》之份数 ： 

派销各府厅州县《北洋官报》之份数⑩ 

地方 份数 地方 份数 地方 份数 地方 份数 地方 份数 

大兴县 45 宛平县 40 良乡县 47 房 山县 36 永清县 35 

固安县 72 东安县 52 香 河县 51 蓟州 74 三河 县 51 

通州 74 武清县 47 宝坻县 108 昌平州 72 顺义县 33 
— —  

宁河县 54 密 云县 62 怀 柔县 36 涿州 69 霸州 51 

文安县 65 大成县 49 保定县 33 平谷县 36 东路厅 2 

西路 厅 5 遵化州 102 玉 田县 74 丰润县 54 静海县 47 

① 《北洋官报》第 2940期“法令公布”栏目“本局禀定自九月初一日起报价改为银元照章公布由”条。 

② 《北洋官报》到底是停刊于何时?遍查现存《北洋官报》，至第 3053期(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1912年 2月 

12日)处的报头仍为“北洋官报”，这一天正是清帝宣布逊位之 日，按照晚清报刊的出版规律，“每天发行的报纸，应于发 

行前一天晚上 12点之前送达当地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时查验”(载徐珠、沈琪：《清朝报纸怎样创办》，《中国档案报》 

2004年9月24日)后方可印制，但每年之腊月二十六日至正月初六日则为“因年假暂停”之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 

存《北洋官报》缺失第3054--3060期(1912年正月初六 日至十二 日，1912年 2月23日至29日)，而第3061期(1912年正 

月十三 日，1912年 3月 1日)起报刊名则改为《北洋公报》。但年假后第一天的报纸内容则要极力体现年假期间发生在 

中国历史上的翻天覆地的大事——改帝制为共和，可以大胆推测：报名为《北洋官报》的出版物出版至第 3053期就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从第3054期(1912年正月初六 日，1912年 2月 23日)起，报刊名称改为了改成《北洋公报》，但仍顺延《北 

洋官报》的期数。 

③ 《北洋公报》第3061期“广告”栏 目“本局厘定报价及定报新章广告”条。 

④ 《北洋官报》中将清末中央、督宪或省级派定各地订购官报的形式出现多种称谓，即“派销”“派购⋯ ‘札派”或 

“派定”，对《北洋官报》而言，亦有“督宪派定”之说。 

⑤ 在《政治官报》创刊之前 ，《北洋官报》部分程度上扮演着中央官报的角色。 

⑥ 《北洋公报》第 3079期“公告”。 

⑦ 《北洋官报》第 4期“上谕”栏目“语官二”条。 

⑧ 《北洋官报》第 3期“发行凡例”。 

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 闰五月 、光绪 三十二年 (1906年 )有闰 四月。 

⑩ 关于表中派销份数之核算，遵照份数 =欠款银两(单位：两)÷月份数量 ÷0．5(每份每月收足银五钱，即0．5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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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 44 南皮县 36 盐 山县 54 青 县 53 庆云县 33 

清苑县 18 满城县 40 安肃县 31 定兴县 36 唐县 36 

望都 38 博野县 53 容城县 45 完县 33 蠡县 44 

雄县 44 祁卅I 40 束鹿县 44 安州 47 高阳县 44 

新城县 44 易州 47 涞水县 47 广昌县 40 滦平县 36 

平泉县 44 丰宁县 45 卢龙县 40 迁 安县 58 抚宁县 65 

昌黎县 12 滦卅I 56 乐亭县 65 临榆县 87 河问府 9 

河捕府 2 河间县 55 献县 54 阜城县 47 肃宁县 24 

任丘县 47 交河县 58 宁津县 44 景州 90 吴桥县 49 

故城县 40 东光县 54 正定县 56 获鹿县 47 井陉县 44 

阜平县 25 栾城县 40 行唐县 40 灵寿县 76 平山县 44 

元 氏县 44 赞皇县 44 晋州 42 无极县 4① 藁城 县 47 

新乐县 47 冀州 63 南宫县 65 枣强县 75② 武邑县 54 

衡 水县 60 新 河县 34 赵州 63 柏 乡县 58 隆平 县 1l 

高邑县 49 临城县 35 宁晋县 76 深州 54 武强县 51 

饶 阳县 58 安平 县 47 定州 54 曲阳县 40 深泽 县 51 

邢台县 69 沙河县 44 南和县 44 平乡县 l0l 广宗县 25 

巨鹿县 58 内邱 县 36 任县 40 永年县 72 曲周 县 54 

肥乡县 40 鸡泽县 33 广平府 4 广平县 42 邯郸县 36 

成安县 40 磁州 108 威县 31 清河县 76 大名府 8 

大名县 28 元城县 40 南乐 县 33 清丰县 40 开州 6 

东 明县 47 长垣 县 64 张理 厅 29 独石厅 54 多伦厅 54 

宣化县 lO③ 赤城县 40 万全 县 56 怀来县 2④ 蔚州 99 

怀安县 51 延庆州 53 保安州 35 赤峰县 40 朝阳府 40 

建 昌县 58 建平县 36 督河府 2 临捕府 2 永平府 8 

永平三府 2 总计 707O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北洋官报》等的发行 

中，政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将推广 

发行官报作为核定功过的杠杆之一，“于销数多 

寡 、解费迟速分别严核功过”⑤，各级官员 除了完 

成督宪派定数之外 ，还“添购”或“增购 ”官报 ，这 

也成为《北洋官报》发行的重要渠道。“本局 自前 

月禀奉督宪暨尹宪批示，严札推广核定功过，比来 

报册销行 日见畅旺 ，爰胪列添报各属登载广告以 

志应求而兴观感 ，遵化 、景州及临榆 、乐亭 、文安诸 

县增购倍于原额，具见觉民开智之美，枣强一 日而 

增七十份，益以征贤令尹风从草偃之治也，本局告 

白”⑥；钜鹿县“派定每月赍发《(北洋)官报》八 

册 ，现经逐渐劝办 ，请 自二月起于原派八册外加发 

十二册”⑦。其报费 由县惠解 ，仍饬令随时推广 

劝 阅 

① 见《北洋官报》第 66等期“各属州县添购官报清单”条。 

② 见《北洋官报》第 73等期“各属州县添购官报清单”条。 

③ 见《北洋官报》第 75等期“各属州县添购官报清单”条。 

④ 见《北洋官报》第 125等期“各属州县添购官报清单”条。 

⑤ 《北洋官报》第 1362期“公牍录要”栏 目“北洋官报总局详请饬催各州县积欠报费文并批”条。 

⑥ 《北洋官报》第 66期“封面告白”栏 目“各府县增添官报”条。 

⑦ 《北洋官报》第 43期“督宪批示”栏 目“署钜鹿知县蔡济清禀请添发《(北洋官报)官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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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属州县添购官报清单 

＼＼ 州县 

＼ 枣强县 临榆县 景州 遵化州 文安县 乐亭县 巨鹿县 吴桥县 昌平州 邯郸县 宁晋县 永年县 玉田县 涿州 

我 ＼ ＼ 

66 70 28 24 20 16 16 12 12 1O 10 10 1O 10 8 

73 70 28 24 20 16 16 l2 l2 lO 10 lO l0 lO 8 

期数 74 70 28 24 20 16 16 12 12 1O 1O 1O 10 10 8 

75 70 28 24 20 16 16 12 12 10 10 l0 10 l0 8 

125 75 24 24 20 16 12 l2 1O 1O 14 1O lO 

152 75 24 24 20 16 12 12 10 10 14 10 l0 

州县 平山县 高阳县 衡水县 正定县 广平县 高邑县 长垣县 晋州 蓟州 冀州 无极县 安平县 大城县 抚宁县 

66 6 6 5 5 5 5 5 5 5 5 4 4 3 3 

73 6 6 5 5 5 5 5 5 5 5 4 4 3 10 

74 6 6 5 5 5 5 5 5 5 5 4 4 3 10 

75 6 6 5 5 5 5 5 5 5 5 4 4 3 10 

125 15 12 

152 15 12 

州 县 深泽县 大兴县 沧州 肥 乡县 饶 阳县 青县 东安 县 临城县 新河县 柏 乡县 涞水县 固安县 丰宁县 灵寿县 

66 3 3 2 2 2 2 2 l 1 

73 3 3 2 2 2 2 2 1 1 8 6 4 3 3 

74 3 3 2 2 2 2 2 1 1 8 6 4 3 3 

75 3 3 2 2 2 2 2 1 1 8 6 4 3 3 

多伦 州县 容城 县 
- 来县 井 陉县 保安州 新河县 磁州 宝坻 宣化县 交河县 南宫县 蔚州 诺 尔厅 

66 

73 3 2 2 l 

74 3 2 2 1 1 

75 3 2 2 1 l 

l25 40 20 10 10 10 10 

152 40 20 1O 10 10 10 25 

注：1．表中，第一次出现在“添购清单”中的州县及发生变化处，用黑体标识。 

2．第 125期、第 152期《北洋官报》中标注：“十份以内者不录。”遵原文。 

(二)代销 

代销也是清末官报的重要发行方式，其机构 

为代派处，代派处是北洋官报局在本局之外派定 

或委托代派的发行机构，“购阅者或函知本局或 

向各代派处订购或由送报人经手，报价务希先惠 

按期送报断不致误，特此步闻”。“《北洋官报》发 

行凡例”中明确了代派处的权利和义务：各埠代 

派处都有妥实铺保担保方可代销，代派处可以设 

立分局，但需报经北洋官报局发有执照，擅立分局 

者，一经查出，即追究责任。代派处代销《北洋官 

报》之报费“银洋两便，每洋一元合库平银七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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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小洋进 出一 律帖水”，代 销的报费按月解算 ， 

若不能如期交清 ，则 由妥实铺保 的保人赔补。代 

派处可获得本埠销报 50份以上外埠 30份以上者 

提报价 20％的报酬。虽然发行凡例规定代派处 

代销报价按月清算，如缴不足由保人赔补。实际 

上代派处上交报费的态度并不积极，仍需官报局 

登报催缴，至《北洋官报》出版至百期后，官报局 

认为：“一切图画装订工本浩繁，全望收回报价以 

资周转。现除本省各属认真陆续催解外，所有各 

埠代派处诸君务乞将代报费截数清厘，以凭尽百 

册划算作为一结以清眉目。”① 

① 《北洋官报》第 106—109、111一l12期封二“本局要紧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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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洋官报》的代派处，多期《官报》告白 处明确刊登“本报代派处”： 

表 3 《北洋官报》之代派处 

期数 代派处 

天津东门内广益书局、北京琉璃厂有正书局、保定西大街宝庆隆、上海胡家宅编译局、上海棋盘街商 第 3
—

7期 务印书馆 

天津东门内广益书局、天津城内石桥胡同后齐佐周、天津城内乡祠南李茂林、北京琉璃厂有正书局、 第 8期 

保定西大街宝庆隆、上海宝善街文贤阁①、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 

天津城内石桥胡同后齐佐周，又城内乡祠南李茂林，北京方壶斋本分局、琉璃厂有正书局、修文堂、公 

第 73期 慎书局，保定府西街本分局、官书局，上海宝善街文贤阁，南京东牌楼庆昌，锦州府同益分报馆 ，江西 

南昌府派报处 

天津城内石桥胡同后齐佐周，又城内乡祠南李茂林，北京方壶斋本分局、琉璃厂有正书局、修文堂、公 

第 75、77期 慎书局，保定府西街本分局、官书局，上海宝善街文贤阁，南京东牌楼庆昌，锦州府同益分报馆，山东 

省城官书局，汉口镇汉口日报馆 ，江西南昌府派报处 

第 79、81、83、 天津城内石桥胡同后齐佐周，又城内乡祠南李茂林，北京方壶斋本分局、琉璃厂有正书局、修文堂、公 

慎书局，保定府西街本分局、官书局 ，河南省城南书店街本分局，上海宝善街文贤阁，南京东牌楼庆 105期 

昌，锦州府同益分报馆，山东省城官书局，汉口镇汉口日报馆，江西南昌府派报处 

第 106—108、 北京铁老观庙公慎书局本分局，天津石桥胡同后齐佐周、乡祠南李茂林，保定城内西街本分局、官书 
125—129 局，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②，上海宝善街文贤阁，南京东牌楼庆昌，锦州同益分报馆，济南官书局③，汉 

等期 口花楼街汉口日报馆，南昌府城派报处 

北京琉璃厂桥西路北公慎书局本分局④，天津石桥胡同后齐佐周 、乡祠南李茂林 ，保定城内西街本分 

第 403期 局 、官书局，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上海宝善街文贤阁，南京东牌楼庆昌，锦州同益分报馆，济南官书 

局 ，汉口花楼街汉 口日报馆，南昌府城派报处 

第 748、1149 北京琉璃厂桥西路北公慎书局本分局，天津石桥胡同后齐佐周、乡祠南李茂林 ，保定城内北大街官书 

局内本分局 ，奉天省城振泰报局，锦州 同益分报馆，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南京东牌楼庆昌，济南官 等期 

书局 

第 151O、 北京琉璃厂南首铁老关庙聚兴报房，天津石桥胡同后齐佐周 、天津乡祠南李茂林 ，保定省城北大街官 

书局内本分局，奉天省城振泰报局，锦州同益分报馆，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河南省城开封派报处，济 1595期 

南官书局 

北京琉璃厂南首铁老关庙聚兴报房，天津南门外县属南土地庙西齐佐周、天津乡祠南李茂林，保定省 

第 1854期 城北大街官书局内本分局，奉天省城振泰报局 ，锦州同益分报馆，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河南省城开 

封派报处，济南官书局 

第 2141、 北京琉璃厂桥西路北公慎局本分局，天津石桥胡同后齐佐周、天津乡祠南李茂林 ，保定省城北大街官 

书局内本分局，奉天省城振泰报局，锦州同益分报馆，开封南书店街本分局，南京东牌楼庆昌，济南官 2397期 

书局 

需要明确的是：1．这里罗列的代派处不包括 

驿递 ，即“各府 州县 驿递 不在 此列 ”⑤。2．从第 

128期(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903年9月 

14日)开始，凡出现罗列“本报代派处”时，均于 

代派处前增加文字 “各省 邮政总局 自六月初 一 日 

① 据张仲民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 321页)记载，清 

末上海 400多家书局 ，上海宝善街 文贤阁排在前十八名 。 

② 此前记为“河南省城南书店街本分局”，因是同一代派处，不做具体区分。 

③ 此前记为“山东省城官书局”，因是同一代派处 ，不做具体区分。 

④ 据刘蕙荪编《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 1982年版)第 8O页记载“北京琉璃厂西门铁老观庙设有公慎书 

局”，可知《北洋官报》第 403期记载之“北京琉璃厂桥西路北公慎书局本分局”与第 106、107、108、125—129、132—134、 

152期所载之“北京铁老观庙公慎书局本分局”为同一处，二者均为《北洋官报》的代派处之一。 

⑤ 《北洋官报》第 3—7、8、73、75、77、79、81、83、105、106、107、108、125—129、132—134、152、403、748、903、905、 

1149、1510、1595、1854、2141、2397期 “告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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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均人名代派本报，由邮局订购者不取邮费”④。 

从第 903期起(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六 日，1906 

年 1月30日)，“各省邮政分局均认定代派本报， 

凡由邮局订购者，不取邮费”。代销从最初的只 

在自己委托的代派处或授权的代派处分局范围内 

有效 ，到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一 日，1903年 7月 

24日)1903年各邮政总局 ，再到光绪三十二年正 

月初六日(1906年 1月30日)各邮政分局均可代 

销《北洋官报》。 

实质上，代派处是设置于交通比较便利的官 

报发行机构之一。代派处最多的是北洋官报总局 

所在地及分局所在地北京 、保定 ，而晚清报刊最发 

达地区上海也有 3个代派处，另外，开封、济南、锦 

州、南京、汉 口、南昌、福州、安庆、武昌、桂林、扬 

州、荆州、西安、泸州、信阳、樊城、万县、徽州、清江 

浦 、漳州 、泉州 、徐州 、常熟、松江 、乍浦 、嘉兴 、绍 

兴、常德 、道 口、潍县 、十二圩、苏州 、杭州 、广州 、重 

庆 、梧州、芜湖 、厦 门、上海、九江 、岳州 、镇江 、宁 

波、宜昌、汕头、蒙自等通商各埠总局暨轮船、铁路 

通达的各局，均设有《北洋官报》代销处②。 

代派处不仅仅代销《北洋官报》一种报刊，以 

天津李茂林为例，它是《汉声》“各发行所”处天津 

唯一的代理发行机构，《北洋官报》多处记载李茂 

林新接各报广告，比如“代派：《北洋官报》《北洋 

法政学报》，并(北洋)官报局所出各书均代售、 

《大公报》《中外实报》《天津商报》《警察汇报》 

《竹园白话报》《日日新闻》《醒华画报》《津报》 

《时闻报》《开心报》《教育杂志》《北京大同日报》 

《政治官报》《中央 日报》《爱国报》《北京 日报》 

《北京女报》《京都日报》《京话实报》《顺天时报》 

《华制存考》《经济选报》《北京官话 时报》《开通 

画报》《星期画报》《商务官报》《启蒙画报》《京话 

册报》，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新出各书报均代售， 

《神州日报》《舆论 日报》《时事报》《申报》《沪报》 

《万国商业月报》《国魂报》《外交报》《政艺通报》 

《国粹学报》《东方杂志》‘绣像小说 ’《兢业句 

报》。诸君订阅以上各书报，本埠风雨勿阻，外埠 

原班回件”⑧。反过来又说 ，此处 落款为“天津 乡 

祠南北洋官报启代派处李茂林”，可见李茂林获 

得代派诸多报刊的代派权，与《北洋官报》全国样 

板地位不无关系。 

(三)函购 

《北洋官报·发行凡例》规定：“如各府县于札 

派定数外另行函购，本局于函到次日照寄，未报价 

概须先惠，空函恕不奉 复。”“函购者银洋两便。” 

外府州县所购报纸数量 ，由督宪统一排定 ，也可另 

行函购 ，如颜世清任北洋官报局总办期问 ，“其封 

翁长沙太守颜筱夏曾函购《北洋官报》四百份，被 

时人乐称为贤父兄”④。 

(四)捐送 

《北洋官报》刊发之初，采取捐送的方式来推 

介《官报》，按照其发行凡例，直隶省免费赠阅 1 

月，外省免费赠阅10日，“开办官报，本省以一个 

月为 限，外省以十 日为限，概由本局捐送 ，不收报 

价”⑤，又根据第5期“本局广告”条：“本局一号至 

五号报册照例捐送，不取报资，日来索者踵至多难 

为继 ；自第六号起除顺直本省各署 各局所各副厅 

州县遵照督宪谕定捐送一月始行截止外 ，余均一 

律收价以示限制。”二者并不矛盾，因《官报》前 

199期为隔 日刊，外市接受 10日之赠 阅《官报》也 

就是 5期。 

赠送正刊外 ，北洋官报 局还在春节前后⑥有 

赠送月份牌的情况。比如：《北洋官报》第 1273 

期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7年 2月 6 

日)“封面告白”记载有：“本局(北洋官报局，笔者 

注)精印丁未年五彩月份牌，准于今 日随报分 

送。”第 2333—2334期(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 

至二十四 日，1910年 2月 2—3日)“封面告白”处 

标示：“本局(北洋编印官局，其前身为‘北洋官报 

局 ’)精印宣统二年五彩月份牌 ，准于二十三四两 

日随报分送，特此广告 。”此为报馆免费赠送五彩 

月份牌的记录。此外，《北洋官报》之副产品之一 

① 《北洋官报》第 128、129、l32—134、152、403、748、903、905、1149、1510、1595、1854、2141、2397期“告白”。 

② 郭长久主编：《说不尽的天津邮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47页。 

③ 《北洋官报》第 767、1808、1830期封底告白“李茂林新接各报广告”。 

④ 《大公报》1903年 3月 5日“广购官报”条。 

⑤ 《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1902年 9月 26日《大公报》。 

⑥ 《北洋官报》每年因年假于腊月二十六 日至正月初五 日暂停出刊，正月初六 日继续出报。此种情况在《北洋官 

报》第 1619期(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 1月28日)和第 2335期(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1910年 2月 

4日)中都有具体说明：“本报现因年假于明 日起暂停十天，准明正初六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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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官话报》也作为免费赠阅材料之一，以其第 

1期、第 2期出版为例：“《北洋官话报》丙午年第 
一 册出版：本局丙午年第一册《(北洋)官话报》现 

已出版，仍照历次捐赠《(北洋)官话报》及《国民 

必读》之例分发顺直各州县用作宣讲之资，不取 

分文，特此广告。”④又因《北洋官话报》主要作为 

《北洋官报》之宣讲材料，笔者将另撰文详叙。 

除以上诸种发行方式外，还存在民间报商贩 

卖《北洋官报》的情况及官报局设立书籍报章寄 

售处寄售《北洋官报》的情况，前者如天津府署东 

各报总处梁子亨曾经售《北洋官报》，“接阅头五 

期白送，不收分文”②。后者如在天津锅店街文美 

斋、天津袜子胡同同文仁记、北京琉璃厂有正书 

局、北京铁老观庙公慎书局、保定北大街官书局、 

上海商务印书馆⑧设立书籍报章寄售处。 

三、《北洋官报》的邮递途径 

(一)清末邮政系统 

虽然邮政与官报不在同一系统，但二者同属 

清末新政之重要内容，为新政实施互相配合。光 

绪三十年(1904)十月底 时，北洋官报局所在地顺 

直省邮局达 84处④，其中：北京总局邮政专界 54 

处，包括顺天府 13处(大兴、宛平、通州、昌平州、 

良乡 、涿州、长兴店 、海甸 、沙河 、蓝靛 厂、长沟桥 、 

琉璃河、周口店)；保定府 6处(安肃、定兴、望都、 

祁州、高阳、辛集)；河间府 1处(献县)；正定府 7 

处 (获鹿、栾城 、元 氏、晋州 、藁城、新乐、枕头 )；顺 

德府 2处 (南和、内邱)；广平府 5处 (肥乡、鸡泽 、 

广平、邯郸、磁kJ'I)；大名府 2处(开州、龙王庙)； 

宣化府 3处 (怀来、怀安 、张家 口厅 )；易州 1处 ； 

冀州 10处(南宫、新河、枣强、赵州、高邑、宁晋、 

深州、安平、定州、深济)。天津总局邮政专界 34 

处 ，包括 ：天津府 13处 (静海 、沧州、盐 山、庆 云、 

塘沽、汉沽、芦台、北塘、唐官屯、兴济、杨村、泊头 

镇、杨柳青)；永平府 l3处(迁安、抚宁、昌黎、滦 

州、栾亭、胥各庄、唐山、开平、留守营、北戴河、秦 

王岛、山海关、古冶)；遵化州5处(玉田、丰润、鸦 

红、桥林、南仓)；河问府 3处(连窝镇、故城、桑 

园)。 

《北洋官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邮发报纸， 

开创邮政发行报刊业务之先河。自光绪二十九年 

六月初一 日(1903年 7月 24日)起 ，“凡设有邮局 

之地，寄售报册一律免收邮资”⑤，并约定邮政局 

如在《(北洋)官报》内登各项告白、示谕，亦不收 

费。设有邮局之地官员 、学堂 、绅商 、个人购 阅的 

《北洋官报》，一律被认定为是北洋官报分局代 

售，并告知读者群“本报所有章程已印发各分局， 

查照邮地购报诸君可往取报”⑥。 

邮政发行《北洋官报》，加快了《北洋官报》的 

输送节奏，扩大了其销售范围，“窃职局自奉谕创 

办《北洋官报》，远近各省逐渐流通，全赖邮递迅 

速，销数方能畅旺。就山东、四川、湖南三省计之， 

现售数近二千份，是报务 日有起色之证”④。 

但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初一 日始， 

按季分收取邮费，“邮局代寄《北洋官报》，每年应 

纳寄费六千五六十元，复蒙令按七成核收，作为减 

定额费”，等三年之后察看情形再行改定。每年 

缴邮费4200元，理应加之阅报人，“但现当疏通销 

路之际，应暂由局设法挪垫”。 

邮局免收寄递《北洋官报》邮费之时，有迁延 

遗失之弊，各处啧有烦言，收费既难，销售亦因之 

迟滞。“但因邮寄免费，是以未便苛求，现既遵章 

缴费，倘再如前迟误 ，实于《(北洋)官报》进步大 

有关隘。理合详请宪台查核。”⑧北洋官报局总纂 

谘明税务大臣札饬总税务司转饬各处邮政局知 

照，凡《北洋官报》，务饬从速递寄，毋得积滞，“务 

期敏速 ，毋许积滞迟延 ，以快先睹”⑨。倘有遗失 ， 

① 《北洋官报》第 983期“封面告 白”。 

② 《大公报》1903年 3月 5日“广购官报”条。 

③ 《北洋官报》第 3—5期“本局书籍报章寄售处”。 

④ 《北洋官报》第 489期“畿辅近事”栏 目“顺直邮局”条。 

⑤ 《北洋官报》第 106一lO9、111—112期封二“本局要紧广告”条。 

⑥ 《北洋官报》第 1O6—109、l1l—ll2期封二“本局要紧广告”条。 

⑦ 《北洋官报》第 77期“封面告白”“背面”之“北洋大臣割行总税务司公文”条。 
⑧ 《北洋官报》第 1353期“公牍录要”栏 目“北洋官报总局详复邮寄官报自本年春季其按章纳费请转咨饬遵文并 

批”条 。 

⑨ 《北洋官报》第 1362--1363期“封面告白”之“本局广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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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照挂号立券 邮件章程办理 ，以重报务 ，而维 

公益。 

《北洋官报》第 1443期“封面告白”栏 目“本 

局寄报改章广告”条 ：“本报分发各州县 ，向系按 

期包封汇寄，各该本管府州分别转发，乃各属收到 

迟速不一，偏僻之处甚有逾月始到，且积压至十余 

期者，报贵敏捷，似此迂迟积滞，即无遗失，已同废 

纸，现已酌量变通，除无邮各州县，仍照旧递寄，随 

时由局稽催外，其已设邮局各处，自七月起统改由 

邮局径递，以省周折，而免迟误，倘仍有迟滞、积 

压、短少诸弊，务祈函知本局，以便查询。”自七月 

起，《北洋官报》分发各州县未通邮政之处，仍照 

前寄外，“其余均改归邮政局径递，以省周折，而 

免迟延，业经分别通知，嗣因调查未竣，一时不及 

赶办，现已于七月底一律改寄以后，倘有新设邮 

局，而邮政路表未经注明者，务祈函知本局，以便 

照寄”①。 

自宣统三年 (1911年)八月初一 日起 ，《内阁 

官报》改由北洋官报局邮递，以期迅捷，但因官报 

与阁报分寄手续太繁，深恐贻误，月余以来，北洋 

官报局与邮政总局商定，“自九月十一 日起，《北 

洋官报》与《(内)阁(官)报》并封邮寄”②。 

邮政发行官报，并非仅仅发生在《北洋官 

报》，“自八月初一 日为始，开办官报⋯⋯前报均 

归邮递 ⋯⋯邮传径达并将酌减各 费，以副观 

听”@。“近今新 闻纸行 印渐多 ，学 校广设 ，邮政 

流通。” 

(二)民信局 

民信局是邮局之外的最主要的官报邮递途 

径。“江北里夏河及海州一带向无邮局，民信局 

亦不通行。”⑥民信局又称“民局”，是办理汇款、传 

递书信和物品的商业组织，光绪年间之民信局已 

达数千家。有些民信局还在当时的商业中心上 

海、宁波等地设立总店，在各地设立分店或代办 

店，并与其他民信局联合经营，构成一张庞大的通 

信网络。民信局“其于各种运输方法，如商船河 

舶脚夫等等，咸予利用；举凡足以便利公众者，固 

已无不为之”⑥。 

(三)驿递 

在清末邮政系统和民信局未覆盖地区，仍在 

利用传统驿站邮递新式官报。光绪二十四年 

(1908年)七月，帝师孙家鼐奏请光绪帝筹办《时 

务官报》具体事务的折子中提到《时务官报》之发 

行，“应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 

衙门，一律阅看⋯⋯按期照数由驿递交各省会，分 

散各衙 门”⑦。“官局所定 (纸之)格式既归一律 ， 

而邮政驿递可一望而知，则不特有便于官书亦大 

便于邮政矣。”⑧ 

《北洋官报》各代派处之设立“各府州县驿递 

不在此列”⑨。若官报不能得到及时驿递，各副厅 

州县会采取促使催促驿递部分递送报刊，“湖南麻 

阳县某令以驿递官报任意迟延，请通饬照紧要公文 

速递等情具禀，抚院旋奉端午帅批示云查《湖南官 

报》内载纶音奏牍以及各属时事议论，原以开风气 

而益民智关系极重，湘省地接滇黔，人多朴栖，尤应 

劝令多阅报纸，以广见闻。具禀驿递官报积前压后 

月余始行寄到，且复缺少不全。如果属实，殊于报 

务大有阻碍且近来湘省官报正在饬令改良，所有寄 

报一事尤宜设法整顿，俾得先睹为快，已厌远近阅 

者之望，应通饬各厅州县严谕所辖各驿，遇有官报 

到站，与紧要公文一律转递，倘有迟延遗失，定照承 

递公文迟误例从严惩处。如此明定章程，庶地方官 

不致仍前膜(漠)视而官报可期迅速矣。仰按察司 

通饬各属一律遵办，并移洋务局暂饬该县查照此 

缴”⑩。要求将官报驿递放在与公文驿递同等的地 

位。关于《北洋官报》的驿递周期，我们可参照《内 

阁官报·驿递章程酌定日限》。 

① 《北洋官报》第 1502期“封面告白”栏目“本局寄报改章广告”条。 

② 《北洋官报》第 2950期“本局广告”栏目。 

③ 《北洋官报》第 766“各省新闻”栏 目“录山东官报局广告”条。 

④ 《北洋官报》第 1331期《官报附录·实业丛录》。 

⑤ 《北洋官报》第 107期“时政汇集”栏 目“邮政”条。 

⑥ 楼祖诒：《中国邮政驿发达史》，上海：中华书局 ，1940年版，第 354页。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书社 ，2011年版 ，第445页。 

⑧ 《北洋官报》第 247期“奏议录要”栏 目“顺天府尹沈奏请设立度量衡并造纸官局折”条。 

⑨ 《北洋官报》第 3—7、8、73、75、77、79、81、83、105、106、107、108、125一l29、l32一l34、152、403、748、903、905、1149、 

1510、1595、1854、2141、2397期“告 白”。 

⑩ 《北洋官报》第 637期“各省新闻”栏目“整顿驿递官报批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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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驿递章程酌定 日限① 

目的地 日限 目的地 日限 目的地 日限 

奉天省城 7日 直隶天津保定 4日 玉林省城 12日 

黑龙江省城 14日 山东省城 5日 山西省城 5日 

河南省城 6日 湖北省城 7日 湖南省城 l5日 

江西省城 l6日 安徽省城 14日 江苏江宁省城 14日 

江苏苏州省城 15日 浙江省城 16日 福建省城 18日 

广东省城 2O日 广西省城 26日 四川省城 15日 

陕西省城 30日 甘肃省城 55日 新疆省城 90日 

云南省城 60日 贵州省城 60日 兴京副都统 12日 

察哈尔都统 5日 热河都统 12日 荆州将军 15日 

绥远城将军 16日 伊犁将军 120日 密云副都统 6日 

京口副都统 15日 凉州副都统 65日 山海关副都统 5日 

归化城副都统 16日 乍浦副都统守 18日 护东陵大臣 7日 

守护西陵大臣 3日 库伦办事大臣 45日 驻藏办事大臣 l65日 

西宁办事大臣 70日 科布多参赞大臣 90日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140日 

川滇边务大臣 105日 

(四)送报人 

将《北洋官报》送达各府厅州县、学堂等机构 

或绅商手中，这一任务是由送报人完成的，送报人 

皆由官报局出资雇用，经送报人之手接收《北洋 

官报》者无需给送报人任何酬资，“如有私 自价卖 

或索取送费者许函告，本局严究”②，送报人更不 

可私自贩卖《北洋官报》。晚清北京的官报《京 

报》中亦有关于送报人之信息：“据北京报房中人 

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 

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 

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 

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 

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清朝末年，北京 

《京报》报房逐渐有了专门的送报人，雇驴、雇车 

向外地发行《京报》。”③“外地的订户和读者，距 

离的远近决定着送报时程的长短。首都周边的州 

县，比如通州、良乡等地，大约两天送一次；稍远一 

些的如天津等地，大约五天送一次；再远一些的， 

如保定等地则要十天左右送一次；更远一些的，边 

远的省份地区则要一个月左右才能送一次”，④。 

四、官报寄发时间及送达渠道 

(一)《北洋官报》寄发时间 

在探讨《北洋官报》之寄发时间之前，先需明 

确《北洋官报》的寄发机构。北洋官报局下设分编 

纂处、编译处、绘画处、印刷处、文案处、收支处六 

股，“发售由收支处经营 ，必于设立时刻内按号分 

送，勿许停滞。报价照章核收，必受有凭照者，始准 

发行”⑤。收支处负责实施官报之发售活动，于设 

定时间段内按号分送，此处设定时间的具体内容应 

该为：1．天津及京城、保定、正定、塘沽、山海关铁 

路可通之处⑥，当日寄发。2．(顺直省内天津)外府 

州县需驿寄者，于出版次日寄发。3．外省及东西 

洋各国，根据路途之远近及订报之多寡 临时酌定。 

收支处还负责“收回报价，采办物料，发给、薪俸、伙 

食杂用及一切出入等款”⑦等事宜。 

(二)送达路径 

① 《北洋官报》第 2884期“北洋官报汇编·章程类·第十三集·内阁官报条例”。 

② 《北洋官报》第 3期“告白”栏 目“《北洋官报》发行凡例”。 

③ 潘贤模 ：《清初的舆论与钞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 8辑。 

④ 参见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台北报学》杂志 1952年 8月第 1卷 3期。 

⑤ 《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见 1902年9月 26日的《大公报》。 

⑥ 《北洋官报》第3期“告白”栏 目“天津火车开行时刻”列举了天津与北京往返，天津至榆关、唐山、塘沽的开行时刻： 

天津至北京 ：早八点四十五分开晚三点十二分到，晚三点十五分开晚六点三十分到；北京至天津：早七点正分开早十点十分 

到，早十一点三十五分开晚三点五十三分到。天津至榆关：早六点四十五分开晚六点四十分到，早十点廿五分开晚六点二 

十分到。早十二点廿二分开晚五点十七分到唐山。晚四点十五分开晚五点三十六分到塘沽。 

⑦ 《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1902年 9月26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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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莲霞 清末官报发行问题管窥—— 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北洋官报》最主要的送达渠道是铁路。上 

文已提及，北洋官报局之发售处于官报出版当日 

即寄发铁路可通之处 (京城 、保定 、正定 、塘沽、山 

海关)。为了强调铁路输送官报之重要性，《北洋 

官报》第4期目录下方显要位置处用大字号登录 

“铁路局递寄官报谕帖”，其具体内容为：“总办开 

关内外铁路公司杨谕天津、北京等处站长以及管 

守铁路之兵勇等：‘自西十二月二十五 日以后，凡 

《官报》发往车站之报，该站务当从速以火车递 

送，不得耽延。收报之站长等理应慎重收存以便 

官报局派人持取 ，切切特谕 。”’此外 ，轮船 、马差、 

步差等也是清末官报的其他送达渠道。 

北洋官报局采取分路递寄的方式寄送官报： 

“天津 、顺天、承德 、宣化 、永平 、遵化 五府一 州 由 

天津县分递；保定、河间，深、冀、易、定二府四州由 

清苑县分递 ；正定 ，大 、顺 、广 、赵 四府一州 由正定 

县分递。凡各府直州均以总封递至州城及附郭首 

县分寄以归简易，即由该三县移知各当站，州县一 

体遵照。除行天津 、清苑、正定三县凛遵办理 ，毋 

稍延误 。”① 

最后，这里还需说明两点：1．北洋官报局在出 

版《北洋官报》的同时，还出版其副产品——《北洋 

学报》《北洋法政学报》《北洋政学旬报》《北洋官话 

报》《北洋法政官话报》等，其中，《北洋学报》《北洋 

法政学报》《北洋政学旬报》都是其发行对象。2． 

即便《北洋官报》为官办出版物，即便其主要靠摊 

派来维持发行量，但作为近代意义的报刊，它终归 

自身携带着近代出版物的特点，必定具备面向市场 

的商业活动的因素，需要尽可能地赚取利润，而要 

赚取更多的利润，就要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 

活服务，《北洋官报》之编辑、印刷、发行机构—— 

北洋官报局还出版《孝经》《皇朝政治学问答增校 

初编》等传统文化、政务类图书，《中国地理学》《动 

物学》等蒙学课本，《蜜蜂饲养法》《山羊全书》等科 

普书及《农学论》《经济特科同征录》等学务系列图 

书，这些出版物也一定是获取了经济收益，可考察 

晚清出版机构的经营，但不能作为《_J匕洋官报》本 

身发行情况考察的因素，故不缀。 

总的来说，如果没有报刊的发行工作，报刊将 

会失去其原有的影响力和时效性，而发行工作则是 

报刊传播中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是将其作为商品 

通过商业形式开展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随着晚 

清报业的逐渐成熟，中国近代报刊发行处于竞争状 

态，以《北洋官报》为翘楚的官方报纸，为了扩大影 

响、增加销量，不再墨守成规，不断创造出新型多样 

的发行方式和销售手段 ，通过低价促销、派销 、代销 

等多样的发行方式及包括邮政、民信局、驿递在内 

的多种销售渠道 ，再加上灵活多样 的刊发 内容，极 

大地提高了《北洋官报》的销量，使其成为中国近 

代影响最大、报龄最长、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 

报，并进而为其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奠定了 

良好 的基础。 

(责任编辑：仲 平) 

① 《北洋官报》第 5期“本局广告”栏目“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表袁(世凯)”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