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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 ”与《红楼梦 》社会身份的变动及传播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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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多次被“污名化”，尤其是被贴上“诲淫”的社会标签与“叙满”“排满”
的民族标签，使得《红楼梦》的社会身份经历多次变动。历代读者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以贴标签的形
式任意解构与重构《红楼梦》的文本意义。这使得历代读者的评论往往聚焦于社会功用而非文学审美趣味，
严重影响了《红楼梦》的社会美誉度。与此同时，另一些读者进行了诸多去“污名化”的努力，主张回归《红楼
梦》“文学上之价值”。而“污名化”与去“污名化”的交织论争，是彼时知识阶层经历社会诸多变革之后深思
古代小说存在意义的结果，以便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提出更合理的意见，从而更包容地对待《红楼梦》的多
样旨趣与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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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matization”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Identityand the
Dissemination Trend 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GU Yu， WEN Qingxin
（ College of Literature，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2，China）

Abstract：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had been stigmatized many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in the past dynasties． In particular，the social label of “obscenity”and the ethnic label of “Xu
Man”and “Exclusion of Manchus”have made the social identity 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undergo many changes． Ｒeaders in previous dynasties would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textual
meaning 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in the form of labels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eds of different
periods． As a result，the comments of readers in previous dynasties tended to focus on the social function rather than the aesthetic taste of literature，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ocial reputation 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At the same time，some other readers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remove the
“stigmatization”and advocated a return to the“literary value”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 The intertwined debates between “stigmatization”and “de-stigmatization”w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llectuals’deep thinking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novels after experiencing many social changes at
that time，so as to put forward more reasonable opinions on the social value of A Dream of Ｒed Mansions，and to treat the multiple purports and values of the novel with more inclus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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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视域看，所谓“污名”是社会民众对某些具有特殊群体属性或特质的个体贴上侮辱性或负
面性标签，进而将社会强势人群的价值与思想强制施加于另一稍微弱势的人群 、并努力维持这一优势性
地位的权 力 施 受 关 系，强 调 的 是 一 种 影 响 个 体 身 份、地 位 及 信 誉 等 社 会 性 特 征 的 事 件 衍 变 态
［1］（ p12 － 18）
故而，“污名化”就指向对某一特定特殊群体进行鄙薄、侮辱及最终产生一定社会负面影响
势。
的动态过程，最终导致社会对该特殊群体形成某些具有否定性导向的特殊舆论 ，从而影响该特殊群体的
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此处借用“污名化”视角来探讨《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试图通过理顺不同时期
的知识群体对《红楼梦》的接受意见及其因由的转变，来探讨作为一部经典章回小说的《红楼梦 》如何内
化当时各种文化规范和社会准则乃至如何促使其形成符合当时社会或文化规范性期待的传播过程 ，进
而指明《红楼梦》在传播过程中的“污名化”社会现象对其经典化的影响。 鉴于学界至今未有从此类视
角展开论述，故申说如下。

一、“污名化”的面孔之一： “诲淫”的社会身份
《红楼梦》在历代传播过程中曾出现了诸如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明珠家事 ”等若干“标签 ”式主
题的解说套路，引发了彼时知识阶层的相互论争 。然而，历代读者亦曾多次对《红楼梦》进行“污名 ”，从
而导致《红楼梦》在传播过程中的褒贬评价不一。 其中，冠以“诲淫 ”的社会身份与贴上“叙满”“排满 ”
的民族标签，对《红楼梦》社会身份的变动及其阅读传播的影响最大 。
清人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指出当时人认为“《石头记 》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
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 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
［2］（ p700）

张新之认为正是由于时人将《红楼梦》看作是“诲淫”作品，以至于《红楼梦 》在传
播过程中形成不了“闻足戒”的正面的社会启迪效果，由此，张新之特意指出《红楼梦》的写作是“脱胎在
［2］（ p701）
《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 》，摄神在《水浒传 》”，但“《石头记 》是暗《金瓶梅 》，故曰‘意淫 ’”，
借
失，仍难脱累”。

［2］（ p702）
来弱化此书的不良传播效果。 然而，清人不时将《红楼梦 》与
以强调《红楼梦》作者的“大主意 ”
《金瓶梅》对举，以此突出《红楼梦》言情的世俗化影响。也正是此类见“淫 ”与见“色 ”的大众接受趣味，

使得《红楼梦》的不良“名声”逐渐受到文人士子等知识群体的强烈批判 。清五桂山人在《妙复轩评石头
记序》就说： “予赋性迂拙，小说家无所好，于《红楼梦》之淫靡烦芜，尤鄙之，广众中有谈者，其艳羡津津，
［2］（ p705）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 》亦认为：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 ”，且“摹写
直人□之洗耳退。”
［3］
柔情婉娈万状，启人淫窦，导人邪机”。 这就从《红楼梦 》在当时社会互动等交流过程中所扮演的反面
媒介及其不良传授效果来否定《红楼梦》的社会名声，进而指责《红楼梦》“启人淫窦”的不良社会信誉。
［2］（ p706）
的角色，促使清代所谓正统文人逐渐对《红楼梦 》产生了
这种认为《红楼梦》扮演“毒天下乎”
贬损心态，以至于出现了士人阶层或者知识群体对《红楼梦 》大加排斥的群体普遍性倾向。 毛庆臻《一

亭考古札记》“地狱治曹雪芹甚苦”条就称《红楼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 ”，
以至世间传闻“地狱治雪芹甚若，人亦不恤 ”，盖因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
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
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 ”，又说“散播何能止息，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
［4］（ p377）

又，英浩《长白艺文志》小说部集类“《红楼梦 》”条，亦言： “又有论者云： 此书暗中寓诲淫之
意”。
［2］（ p36）
毛庆臻将《红楼梦 》冠以“诲
意，其后人于嘉庆八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 ，亦其报也，可不畏哉！ ”
淫”，意图强调此书与近代“鸦烟流毒”相类似的不良社会影响；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其有意通过附会
曹雪芹及其后裔的“凌迟覆族”之事与写作《红楼梦》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污名”曹雪芹创作的动机。 而
英浩予以进一步转述，显然对毛庆臻之流的意见有所认可 。此类认可隐含嘲讽曹雪芹创作《红楼梦 》暗
寓“诲淫”等行为的不该，以此来警示士夫学子莫效其状，从而通过对“地狱治曹雪芹”的道德批判与《红
楼梦》类似“鸦烟流毒”的社会毒害等两方面来进一步贬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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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现代知识阶层对《红楼梦》“诲淫”的进一步强化，显然与彼时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主流倾向
紧密相关。比如，作为“小说界革命”重要宣言的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就指出： “中土小说，虽列之
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
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
［5］（ p172）
所谓“陈陈相因，涂涂递附”云云，
彼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
表明梁启超认为《红楼梦》与《水浒传》的文本书写及其社会影响力已经达到一种极其普遍的程度 ，以至

于出现“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 》而口《水浒 》，终不可禁 ”的群体性接受现象，最终促使《红楼
梦》成为彼时学子“黉塾之暇”的主要玩娱凭籍； 甚至，“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
［5］（ p172）

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
亦鲜能置身事外。 所谓全民大众普遍将《红楼梦 》当作消遣娱
，
乐读物的时代气象 使得梁启超等知识阶层不再停留于“每不屑道焉”的不为之状态，而是基于“政治之
议论，一寄于小说”的意图，强调应该对此类社会风气加以批评、进而进行纠偏，以最终促使“小说之支
［6］19
配人道” 的社会功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因《红楼梦》文本内容的专精与言“情 ”的深刻，使得《红
［7］（ p85）

在近现代文学突显“穿
楼梦》与《水浒传》“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 ”。
［8］
透现实生活、穿透自然宇宙现象”之“有情”倾向的进一步推动下， “小说界革命”的推行者不可避免地
去注意对《红楼梦》移人色淫等不良传播效果的限制 ，以至于此书成为“小说界革命”试图扭转彼时社会
不良风气、淡化小说不良影响的重要批判对象 。也就是说，当近代知识阶层将以《红楼梦 》为代表的“诲
［5］（ p172）

的正面启智之
淫”作品与“小说界革命”相联系时，《红楼梦》就被认为丧失了“小说为国民之魂 ”
用，从而将《红楼梦》置于当时社会变革的对立面，最终形成彼时知识阶层对《红楼梦 》的一种认知偏
［9］
见。 这是一种采用污名社会信誉的方式来强调《红楼梦》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念或社会变革需求不相契
合的知识价值。

因此，衡南劫火仙在《清议报》所刊《小说之势力 》（ 1901）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古代小说“立意则在
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固无足怪
［10］

焉耳。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 此处已不再简单停留于对《红楼梦 》等古代小说文本内容的
批评，而是从社会文明进化的角度批评此类小说“立意则在消闲 ”的危害性之大，以此批判《红楼梦 》所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同时，强调此类小说“遍卷淫词罗列”，已引发当时知识阶层“视之刺目 ”等带有群体
性选择的偏见式认知。甚至，衡南劫火仙对古代小说的“污名 ”处理，不单单集中于对小说文本及其社
会影响的批判，而且延伸到“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固无足怪焉 ”等对小说写作者进行身份圈定及其阶
层的社会价值等“人身”批判。此举不仅是对写作者“创作”古代小说之行为进行抨击，更是从“多系市
井无赖辈”的角度，强制性地对“市井无赖 ”等民众的知识匮乏及其消遣娱乐等一般生活日常的批判。
这种对小说写作者与阅读者进行人为的社会身份划分 ，已经触及对彼时阅读《红楼梦 》、甚或可能阅读
《红楼梦》等所有阅读群体价值导向的有限限制 ，进而从“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 ”等社会舆论，来
有效限定阅读群体进行文本阅读的主体性感知的获得 。 正是对《红楼梦 》不良社会影响采取零容忍的
［6］（ p20）
之类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获得，是不
接纳限度，使得梁启超等人认为“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
可取的。可见，此类做法是一种通过贴上“腐坏”的社会标签、或设置“市井无赖辈 ”的道德禁区来丑化
或贬低《红楼梦》的社会价值，进而试图降低《红楼梦》不良社会影响的污名行为。
由此看来，《红楼梦》在被“污名化 ”过程中，不仅伴随着作者身份阶层与《红楼梦 》知识品相的“污
名化”，更是知识阶层的社会变革需求在彼时不同社会人群中所引发的阶层之间价值冲突的结果 。 因
此，凡是阅读《红楼梦》的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及童孺等诸多群体的行为选择与趣味
吸收，都会成为彼时主张社会变革的知识阶层的批判对象 。也就是说，彼时主张社会变革的知识阶层试
图消除《红楼梦》等小说文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良媒介作用 ，限制社会其他阶层接触、阅读及传播《红楼
梦》的有效意义，进而根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价值体系的异质分歧 ，以此形成以“小说界革命 ”的改革来
统一彼时多元化的精神消费需求，消解彼时其他社会阶层将《红楼梦 》等古代小说待以消遣的日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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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最终实现以小说启迪民智的政治变革意图。 对此，“小说界革命 ”的部分倡议
者又试图重新通过挖掘《红楼梦》文本的当下社会意义，从而冠以“社会小说”“种族小说 ”之类的标签。
比如，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 1907） 认为： “《红楼梦 》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
说也。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
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以为欲救中国，当以改良社会为起点； 欲
［11］（ p580）
天僇生意图改变时人“以诲淫与盗目诸书 ”等社会风气的做
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
法，
即是基于“小说改良社会”的时代主题来重新挖掘小说文本内容的多样性，并从“古人用心之所在 ”
来强调相关小说是作者“深极哀苦”的“委曲譬喻”，以文本内容的深刻之意及作者写作的用心之举等两
方面来纠正过分贬低《红楼梦 》社会价值的做法。 但是，所言“社会小说 ”与“种族小说 ”，又重新给《红
楼梦》贴上了另一种时代所需的社会身份标签 ，故仍是一种对《红楼梦》“过度诠释”的表现，存在矫枉过
正之嫌。

二、“污名化”的面孔之二： “叙满”与“排满”的民族标签
与此同时，《红楼梦》在传播过程中的另一典型社会标签 ，即是“满汉之争 ”的“叙满 ”与“排满 ”的文
本写照。此类标签是伴随着历代“索隐派”红学的考证思路而形成的。 虽然后来胡适等人的“新红学 ”
对“索隐派”热衷本事索隐进行了猛烈批评，也有效扩展了《红楼梦》的多样文本诠解思路，但“索隐派 ”
红学所赋予《红楼梦》的民族身份标签，又引发了时人对《红楼梦》文本意义与社会价值的多方论争。 比
如，平子发表于《新小说》1904 年第九号的言论，认为： “《红楼梦 》一书，系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
也。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可知其意矣”； 并以《红楼梦》第七回写“焦大醉骂”为例，认为
“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者也”，其所“醉骂”的内容“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
［7］（ p87）
所谓“满人有见
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于此”，就对《红楼梦》文本作了言“情”之外的其他内容解读。但此类解读却是基于“满人 ”或“汉人 ”的
民族关系层面，进行《红楼梦》文本内涵的身份定位，是试图从“华夷之辨 ”的角度宣称“满人”入主中原
的政权“非法性”。正如张恂子《红楼梦新序》（ 1929） 所指出的： 借《红楼梦》来“排满”的人“大概都是生
在清末，因为那时种族革命的火焰，渐次增高，不怕死、肯实行的人，都去做了革命党，拿着笔杆子的文
人，眼见得甚么《民报》《革命军 》这一类书籍很流行，便感觉到满洲人有痛骂的必要，要骂又苦没有资
料，于是就来利用《红楼梦 》”，以至于“那时节的几位老先生，要达痛骂满清的目的，不得已，把《红楼
［12］（ p1）

晚清特殊文治环境促使时人有意丑化《红楼梦》的社会价值，更使得与近代有着
梦》作手段罢了。”
知识结构差异的“几位老先生”作出了否定《红楼梦》政治意义的评判。 因此，《红楼梦 》被贴上“满汉之
争”的民族身份标签，显然意味着彼时对《红楼梦》的“污名”行为已经上升到与民族存亡相提并论的高
度，甚或从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红楼梦》在社会变革中的反面意义。
另一典型者，则如写于 1914 年底的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一书 （ 后连载于《小说月报 》1916 年第 7
卷第 1 至 6 号） 。该书开篇即言：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
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
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 ’之状况 ”，又说：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
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而“又曰
《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 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
未可知也。”尔后，蔡元培佐以历代札记典籍，详细分析了《红楼梦 》如何“自明亡始 ”开始“叙事 ”，指出
［13］（ p50 － 100）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 男人多指满人 ”。
据学界研究，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 》是其“清史重
建的叙事入口”： 蔡元培试图将《红楼梦 》的相关情节与“康熙季年的一批士大夫 ”的生平经历进行“同
构比对”，最终将文本“诠解为康熙朝仕清汉人生存状态的影射 ”。 此举希冀“经由《红楼梦 》这部具有
［14］
广泛阅读基础的小说而进入历史层面，因而它必须在《红楼梦》与历史叙事之间寻找关联性 ”。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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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清史重建的叙事入口”，抑或是“拾汉人唾余 ”之类的“反清”影射，皆隐含着关注民族文化调和
及精神调治的时代呼吁。1912 年 1 月，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就说：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
［15］（ p327）

其后又说： “使
汉、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满、汉、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
［16］（ p29）

可见，调和汉族与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来形成民族向心力 ，已成为包
括刚从欧洲游学归来而预备任职于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等彼时有志之士的共同心声 。 由此，彼时赋
中华民族。”

予“满汉之争”的民族身份标签，是一种政治层面的价值形态重构，也是一种民族矛盾调适的文化批评
导向，势必会导致《红楼梦》偏离作为一部章回小说的文学意义上的立身之本，以至于衍变成彼时各种
政治势力及其变革需求进行角力的“牺牲品”，最终进一步破坏《红楼梦》的社会美誉度。
可以说，不论是从“诲淫”的社会身份进行定位，还是“满汉之争 ”的民族身份标签，此类“污名”《红
楼梦》的意见皆存在不将《红楼梦 》待以“小说 ”作品看待的阅读取向。 对此，俞平伯就曾指出： “《红楼
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
［17］（ p435）

所
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梦》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
谓“钻牛角尖”云云，精准道出时人因社会变革需求、个人知识趣味的差异而对《红楼梦》所作的“过度诠
释”。但此类“过度诠释”客观上激发了《红楼梦》文本的多元指向，满足了不同时期读者的多方阅读期
待，由此促进了《红楼梦》的进一步“家喻户晓 ”，或引发知识阶层的进一步“反惑 ”，从而影响到《红楼
梦》的传播阅读。由此，“污名”成为《红楼梦》在历代不同时期社会身份建构的典型方式 。

三、“污名化”与去“污名化”： 《红楼梦》社会身份的变动及其流布趋向
据上述可知，《红楼梦》已成为近现代读者喜欢阅读的小说之一，不仅在普通大众之间进行着影响
深远的流传，而且成为彼时知识阶层频频提及乃至多方严厉批判的对象 。 这两方面的杂糅促使了《红
楼梦》在当时上自知识阶层、下至普通大众，皆能熟稔《红楼梦》的文本内容。 尤其是，时人对《红楼梦 》
“诲淫”的批评，扩大了《红楼梦》言“情”内容的社会接受程度。比如，署名聪强的《红楼梦杂评 》（ 1922）
［18］
就批评到： “后世闺女，阅《红楼梦》一书，辄神志昏迷，恋恋于宝哥哥之情深者，不亦颠欤？” 认为女性
读者的《红楼梦》阅读容易陷入迷情的境遇。但此类言“情”阅读观感又导致现代读者容易将《红楼梦 》

定位为“性欲小说”，以至于时人专门予以批判，言： “中国最近曾有一位没有文艺最低限度知识的知识
［19］
家，说《红楼梦》是性欲小说。沈雁冰先生批评他不曾看过，或者看不懂，他还是不服。” 由此看来，伴
随着现代读者或评论者随意给《红楼梦》贴上的身份标签及时人对相关身份标签的商榷与反驳，《红楼
梦》在近现代传播过程中的文本意义一再被挖掘 、甚或一再被有意“误读”，以至于影响到《红楼梦》的流
布趋向。
贴标签的做法一直存在于《红楼梦 》的现代阅读中，乃至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阅读行为。 对此，
熊润桐《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 1924） 就指出： “近来文学批评界里面，许多人很喜欢拿西洋文学中
的什么主义去贴在《红楼梦》的面上。 他们有的以为《红楼梦 》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有的以为《红楼梦 》
［20］
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这两个判断，彼此是很相反的。” 虽然不能认为“浪漫主义 ”与“自然主义 ”之类
的标签即属于一种典型的污名行为 ，但是批评者试图从文学层面来重新定位《红楼梦 》的文学史价值及
其社会意义，此类评判视角及其认知意见仍带有牵强附会的缺陷，多少存在有意曲解《红楼梦 》文本的
情况。也就是说，《红楼梦》被“污名化 ”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彼时社会对《红楼梦 》的诸多贬低，而且
出现了对《红楼梦》文本描写的诸多“误读”。比如，清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读法 》就指出： “《红楼梦 》
一书的撰著，是因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
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 。”从“泄恨书愤 ”的角度出发，哈斯宝认为《红楼梦》文本所言“亲见
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与“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 ”等话语，不过是“指松说柏的手法 ”与“移花
接木的手段”罢了。虽然此类解读《红楼梦 》文本的手法仍不出“索隐派 ”的惯式，但哈斯宝提及“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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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愤”时已是有意曲解《红楼梦》文本所写，更是以一种“发愤著书 ”的小说评点套路来重新给《红楼梦 》
贴上另一种“主 题 ”标 签，以 此 显 示“此 书 中 从 一 诗 一 词 到 谜 语 戏 言 都 有 深 意 微 旨 ”的 独 特 诠 解 思
［21］（ p22 － 23）

此后，“发愤著书”说就成为近现代读者对《红楼梦 》文本进行诠解的一种重要视角。 别士
发表于《绣像小说》1903 年第 3 期的《小说原理》一文，在论及“作小说者有五难”时指出： “写贫贱易，写
［22］（ p111）
以此强调《红楼
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
路。

梦》对富贵内容书写的重要意义。所谓“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 ”，就与“索隐派”热衷于《红楼
梦》本事与作者的考索有别，亦不同于后来“新红学”将《红楼梦》比附江宁织造曹寅家事说的文本解题
思路。而是对曹雪芹贴上“贫士”的身份标签，以此形成对曹雪芹的社会阶层定位，通过对聚焦于曹雪
芹遭贬抑的社会身份来强化其“发愤著书”写作“贫贱”与“富贵”主题的小说史进步意义。
甚至，“五四”以降，在以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封建礼教 ”、抨击一切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波及下，时人
逐渐以“社会小说”来看待《红楼梦》，认为“一部《红楼梦 》，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 我们把
《红楼梦》当作言情小说，掌故小说，哲学小说，政治小说看，却把他描写的社会情形，一概忘记了，这却
［23］
断断不可。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吾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 ”，从而“把批评社会作主义 ”。 此类解
读试图进一步扩展《红楼梦 》文本中书写社会的元素，是从文本信息如何精准把握的角度来重新定位
《红楼梦》的社会价值。应该说，当《红楼梦》被“污名化”之后，就容易成为近现代社会进程过程中的遭
贬者乃至潜在遭贬者，从而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以至于出现一系列的否定与批判声音。 因此，
《红楼梦》在近现代阅读传播过程中，需要面对社会、时代及诸多个体的一系列限制，甚至亦会受到来自
彼时社会价值建构及信息管理时的若干偶然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阶层对《红楼梦 》作出社会小
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的诸多文类划分，对曹雪芹作出“市井无赖”或“贫士”的身份限定，甚至诸如“诲
淫”等社会标签的不断强化，使得《红楼梦 》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社会身份不断遭到一种有意的污名
处理，进而影响了《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自我呈现。 同时，在“索隐派 ”红学与“新红学 ”论争之后，近现
代社会反复提及《红楼梦》所形成的阅读接受效应，此类标签式的评价过程最终促使历代不同时期的知
识阶层基于话语体系及其管理层面 ，反复进行《红楼梦》社会身份的“污名化”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历代读者亦曾对《红楼梦 》的“污名化 ”接受现象进行去“污名化 ”的努力。 这种努
力的主要表现是从《红楼梦》所写来论争《红楼梦 》文本的合理一面及其积极的社会启迪意义。 较早从
儒家“情”与“礼”的关系来为《红楼梦》的情爱描写“正名”者，如清人周春《红楼梦约评 》就说： “黛玉幼
居母丧，克尽孝道，其心地极明白者。故其死也，既悲双亲之早世，又愤外婆之炎凉，因而呕血数升，奄奄
垂绝。若专以为相思病，亦不谅其苦心也。 此书发于情，止乎礼义，颇得风人之旨。 慎勿以《金瓶梅 》
［2］（ p573）
《玉娇梨》一例视之。”
此举是一种以儒家人伦道德的价值需求来反对随意给《红楼梦 》贴标签的
做法，更是否定时人将《红楼梦》与《金瓶梅》等其他世俗类言情小说同列而观的平常做法 ，以此突出《红
楼梦》的书写符合儒家“发于情，止乎礼义”等价值观念的主流及其一般表现形式 。
当“索隐派”从“叙满”与“反满”的角度来索隐《红楼梦》文本内容时，尤其是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
因连载于《小说月报》而广受关注之后，《红楼梦》“叙满 ”与“反满 ”的主题更是影响深远。 胡适等人就
试图消除此类解题思路及其结论的影响力 ，其在《红楼梦考证 》中称蔡元培是“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
［24］（ p140）
［24］（ p82）
认为此举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
此类“诘难 ”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们反思“索隐
的”，
派”红学的论题主张及其研究方法，有效消解了“索隐派 ”红学相关观点的社会影响。 然而，胡适在《红
楼梦考证》中所提出的“自传说”仍不将《红楼梦》作一部“小说”作品看待，重新给《红楼梦 》贴上了直至
今日仍产生广泛影响的“自传说”标签。当然，相比于“叙满”或“排满”的身份标签，“自传说 ”的解读并
非完全采取诋毁性的贴标签，而是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努力“考证”《红楼梦》文本所可能存在的书写内
容，以至于更容易受到现代读者的认可 。
又如，汝衡于 1922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8 日连载于《上海新报》的《红楼梦新评》更是批评道： “今人
治学，往往务尚考据。其引证事实，穿凿附会，颇堪发噱。 人有谓《水浒 》代表革命思想，《红楼 》代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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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思想者。此种造意，颇见今人学究气太重。 使《红楼 》仅仅代表种族思想，则此书不过代表一时代而
已。种族思想，一时代之问题也。文学上之价值，虽放诸四海，通诸六合而不变者也。 纵考据家论断精
［25］（ p81）

确，亦足大贬本书之价值耳。”

所谓“颇见今人学究气太重 ”，一针见血地指出“污名化”《红楼梦 》

之学者的治学趣味。而“使《红楼》仅仅代表种族思想，则此书不过代表一时代而已 ”云云，更是批评进
行“污名化”学者基于特殊时代需求来有意曲解《红楼梦》的解读趋向。 因此，汝衡最终提出以“文学上
之价值”来取代“一时代之问题”的评价标准，是有其进步取向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深刻触及造成《红楼
梦》惨遭“污名化”的本质原因，另一方面试图提出解决《红楼梦》“污名化 ”的有效途径，以使人们对《红
楼梦》的阅读品评回归“文学”的轨道上来。后世响应者亦众矣。

四、结语
应该说，历代读者尤其是近代“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批评者随意给《红楼梦 》贴标签的做法，是根据
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来任意解构 、并重构《红楼梦》的文本内容与文本意义。 所谓“社会小说”“种族小
说”等标签就严重破坏了《红楼梦 》文本在近代的社会接受指向，是一种对《红楼梦 》文本进行标签式
“污名”的诠解视角。这使得历代读者的《红楼梦 》评论导向往往聚焦于《红楼梦 》的社会功用，而非文
［26］
学本身的审美趣味。 因此，《红楼梦 》被“污名化 ”的背后，是历代对古代小说作品的社会功用及其文
化启蒙意义在不同阶段所提出的不同需求导致的结果，更与不同时期阅读者知识结构的变化紧密相
［27］

关———从传统目录学知识分类体系向近代学术分科转变 ， 从而触及不同时期阅读者的评判选择 。 在
近代，主要是从“小说界革命”所提出的启迪民智的变革需求来批判《红楼梦 》的不良社会影响，属于一
种对小说进行身份正名的思革阶段。“五四”以降，主要基于“人的文学”所要求的对人之性情的解放与
关注，更加注重小说的文学性及其审美愉悦的获得 ，以至于“五四 ”以降的学者对《红楼梦 》的言情描写
要比“小说界革命”时期来得肯定与包容。陈独秀刊于 1921 年 5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本《红楼梦 》卷首的
《红楼梦新叙》一文，就指出：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
略他的善述故事”，又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 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
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 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
［28］（ p118）
《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此处强调从“善写人情 ”的角
度来观照《红楼梦》，不正是对“新文化运动 ”提倡“抒情的国民文学、立诚的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
［29］
学” 等文学变革需求的直接呼应吗？ 而从陈独秀、汝衡、俞平伯等现代读者主张回归《红楼梦》“文学
上之价值”，以此消除给《红楼梦》贴上“理想”“主义”“诲淫”“哲学思想”等种种标签来诠解文本所得出

的诸多怪异言论。此类从文学本身的内部变革情境进行去“污名化 ”的认知转变及其努力过程，不正是
《红楼梦》一步步走向经典的过程吗？ 可见，历代读者对《红楼梦》去“污名化”的诸多努力，是彼时知识
阶层在经历社会诸多变革之后深思文学作品何种存在意义的结果 。它表明知识阶层开始进行社会变革
举措的反思，从而对《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的社会定位及其信息控制提出更加科学 、客观的解决措施，因
此，它是一种知识阶层群体内部进行自我调适行为作用的结果 。这将有助于后世读者以更加包容的心
态来尊重《红楼梦》文本的多样旨趣、多元价值及其存在意义，最终促使越来越多地读者回归《红楼梦 》
文学意义的品读。
参考文献：
［1］〔美〕欧文·戈夫曼．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朱一玄． 红楼梦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3］梁恭辰． 北东园笔录四编（ 卷四） ［M］． 义文斋刊本． 北京： 清同治五年（ 1866） ．
［4］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5］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 1 册）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8

2020 年

［6］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全编（ 卷 9） ［M］． 上海： 新民书局，
1933．
［7］陈平原，夏晓红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 1 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8］邓齐平．“事功”和“有情”———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1） ：
87 － 93．
［9］高明月，麦永雄．《红楼梦》“情痴”的艺术内涵及禅宗美学意蕴［J］． 中国文学研究，
2020（ 2） ： 77 － 84．
［10］衡南劫火仙． 小说之势力［N］． 清议报（ 第 68 册） ，
1901．
［11］一

2004．
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2］张恂子． 红楼梦新序［M］． 上海： 新文化书社，
1929．
［13］蔡元培． 石头记索隐［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4］陈维昭．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与清史叙事［J］． 曹雪芹研究，
2017（ 4） ： 78 － 86．
［15］孙中山． 孙中山文集（ 上） ［M］． 孟庆鹏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16］孙中山集外集［M］． 陈旭麓，赫盛潮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17］俞平伯． 俞平伯全集（ 第 6 卷） ［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18］聪

1922 － 03 － 19．
强． 红楼梦杂评［N］． 时报（ 上海） ，

［19］平

1924 － 04 － 27．
沙． 知识与“红楼”［N］． 民国日报（ 上海） ，

［20］熊润桐． 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八十回红楼梦里所表现的艺术思想［J］． 革新，
1924（ 6） ．
［21］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22］黄

1985．
霖，韩同文选注．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下）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3］佩

1920（ 6） ： 7．
之． 红楼梦新评［J］． 小说月报，

［24］胡

1988．
适．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5］吕启祥，林东海主编．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26］潘知常．“后红学”时代的《红楼梦》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
2019（ 1） ： 42 － 50．
［27］温庆新． 古典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20（ 2） ： 228 － 233．
［28］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册） ［M］． 三联书店编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29］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
1917（ 6） ： 1．

（ 责任编辑： 刘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