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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

———«红楼梦»写作策略新探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红楼梦»在以假隐真、石头撰书、僧道交通等明显的策略之外ꎬ还采用了“以南写北”和“以北隐

南”的写作策略ꎬ这个超越了选材、地域局限的写作策略是可以通过文本分析和家世引证得到明证的ꎮ 发现并利

用它来分析小说ꎬ不仅可以调和红学研究中因南北因素共存导致的争论ꎬ而且对理解作者的“述祖德”“明盛衰”
的写作目的都大有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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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开篇ꎬ作者明言“将真事隐去ꎬ而借

‘通灵’之说ꎬ撰此«石头记»一书” [１]１ꎬ又道:“用假

语村言ꎬ敷衍出一段故事来” [１]１ꎬ并有一僧一道、太
虚幻境和贾宝玉、大观园等的设置ꎬ如此种种都是

策略性的设计ꎬ可以视为小说的写作策略ꎮ «红楼

梦»深刻的思想内涵ꎬ沉重的历史积淀ꎬ丰富的文

化内容ꎬ复杂的社会现象ꎬ人物众多ꎬ事件繁乱ꎬ作
者之所以能驾驭自如ꎬ游刃有余ꎬ除了其高超的写

作技巧ꎬ更重要的就在于它如此种种严谨的写作

策略ꎮ 曹雪芹为达到其述祖德、明盛衰、传闺阁、
显亲历等多种创作目的ꎬ精心设计了几则相应的

写作策略ꎬ值得我们另文详论ꎬ本文着重论证的

是ꎬ在环境选择和叙事方法方面对作品具有基础

意义的一种写作策略ꎬ即“以南写北”与“以北隐

南”ꎬ这是作者为达到其述祖德、明盛衰的写作目

的而选取的一种策略ꎬ与他明言的“真假”策略一

样具有主体策略的地位ꎮ
　 　 一、问题的缘起:“北”实“南”虚两中心

在«红楼梦»中ꎬ人物的原籍与居住地ꎬ人物移

动的轨迹ꎬ以及风俗物产的变化ꎬ大观园的园林特

色等ꎬ无不带有南北地域交叉与文化交融的痕迹ꎬ
实际上ꎬ«红楼梦»结构中存在着南北两个中心ꎬ且

“北”实而“南”虚ꎮ
小说从苏州开始ꎬ从南方写起ꎬ落到北方ꎬ以

姑苏城乡绅甄士隐一家的小荣枯映射京都贾府的

大荣枯ꎮ «红楼梦»开篇就以人名姓氏亮出“真”和
“假”ꎮ 贾雨村在扬州城外听那来自京城的古董商

人冷子兴演说荣国府ꎬ联想起他在金陵宁荣街上

见到的贾府老宅ꎮ 这是借人物之口特别说明:贾
府原籍金陵ꎮ 后文知鸳鸯的父母就在金陵老宅留

守ꎮ 贾雨村在金陵甄府所教的学生名唤甄宝玉ꎬ
后文知他与贾宝玉同岁同貌同性情ꎮ 甄府与贾府

是老亲ꎬ后文还写到甄府曾遣人上北京来贾府走

动ꎮ 我们从王熙凤与贾琏奶娘赵嬷嬷的对话中知

道ꎬ甄府曾接驾四次ꎬ富贵异常ꎮ 但甄府后来还是

获罪被抄ꎬ京都的贾府与它南北对应ꎬ也是在劫难

逃ꎬ在宫中元妃薨逝后被治罪削官ꎬ没收家产ꎮ
护官符上说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均为金陵

望族ꎬ贾、史、王三族都是南京和北京各住着几房

的ꎮ 宁荣亲派八房在都ꎬ原籍现居十二房ꎻ史家都

中现住者十房ꎬ原籍有八房ꎻ王家都中二房ꎬ原籍

住者十房ꎮ 对这三大家族而言ꎬ南京是他们的故

乡ꎬ而北京则是他们的宦游之地ꎮ 皇商薛家ꎬ虽常

住南京ꎬ在北京也是有房有产业的ꎮ 小说故事的

—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３０
[作者简介] 张　 云ꎬ女ꎬ安徽淮南人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ꎮ



中心地点是荣府ꎬ贾母、邢王夫人、李纨凤姐三代

媳妇都是南方人ꎬ来自史家的老太太和王家的王

夫人、王熙凤自不待说ꎬ邢夫人侄女邢岫烟和李纨

的堂妹李纹李绮ꎬ小说明言他们从金陵进京来探

亲ꎮ 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实

则是京都贾府的根基和家园的印象ꎮ
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ꎬ实写一个、虚写一个的

技法ꎬ被称为“陪笔”ꎬ这种技法因其可使叙事显得

阔绰自然不至于板滞ꎬ而备受小说家青睐ꎮ «红楼

梦»故事的主体实写的是北京ꎬ而南京则因为有个

与贾府有镜像关系的甄府ꎬ有个相貌性情酷似贾

宝玉的甄宝玉的存在ꎬ而成为虚写的那一个ꎮ 为

什么把南京作为北京的“陪笔”去处理ꎬ我们只需

联系曹家五十八年在江宁织造任上的辉煌即可想

见ꎮ «红楼梦»中以元妃省亲暗写康熙南巡ꎬ而康

熙南巡有四次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ꎬ为修扬州茱

萸湾行宫ꎬ曹寅捐款二万两ꎬ加上四次接驾和馈送

的开销ꎬ致使曹寅债台高筑ꎬ曹家在雍正六年因巨

额亏空无力赔补而获罪抄家ꎬ之后举家迁回北京

归旗ꎮ 地理上的南和北ꎬ是区域的概念ꎬ在曹雪芹

的笔下也是兴衰记录的标记点ꎮ
曹雪芹这样书写南、北二京ꎬ并非只为实笔与

虚写ꎬ他是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依据的ꎮ 京都城

中的“南风”在«红楼梦»时代是已成为风尚了的ꎮ
邓云乡先生在其«红楼风俗谭»里ꎬ专篇考论“江南

风俗京都‘南风’”ꎬ其中论及南方风气在北京的

形成ꎬ他从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政治

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五个方面做了分析ꎮ
他特别强调了漕运沟通南北的作用ꎬ指出漕运还

给京都带来了大量的江南货物ꎬ吃的、穿的、用的ꎬ
无所不至ꎮ “在社会上ꎬ人们饮爱南酒ꎬ食重南味ꎬ
曲尚南曲ꎬ糖称南糖ꎬ衣着讲南式ꎬ园林效苏杭ꎬ一
说南方人ꎬ便受人另眼看待ꎻ能听懂南方话ꎬ也觉

十分得意ꎮ” [２]５０１«红楼梦»中的贾府日常生活ꎬ形
象地反映了这一时尚ꎮ 更兼贾府本就来自金陵ꎬ
那里是其祖上的发迹之地ꎬ是其精神所系的家园ꎬ
是贾母声声要回的那个故土ꎬ是王熙凤说落贾琏

“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ꎬ也该见些世面”时言语中

的风流繁华地ꎮ 正因为南京为代表的江南ꎬ是时

尚之地又是家乡ꎬ贾府上下非南物不乐ꎮ 布置大

观园时ꎬ专去江南采买器物用品ꎬ连家班女伶也是

苏州采买的ꎮ 薛蟠从江南做生意回来ꎬ特意带回

来两大箱子的江南物事让宝钗送人ꎮ
江南岁时情调、江南的生活习惯、江南的饮食

风味、江南的动用长物、江南的人物形象、江南的

语言称谓ꎬ在«红楼梦»中或艺术化或生活化ꎬ都有

所反映ꎬ熟读«红楼梦»的读者应该都能列举不少

出来ꎮ 正是因为南北交融的描写ꎬ才产生了诸如

«红楼梦»写南写北及神州何处大观园的公案ꎮ
金陵有着曹雪芹对于家族美好生活的记忆ꎬ

所谓“秦淮旧梦”ꎬ而«红楼梦»当是其记梦的载体ꎮ
据考证ꎬ回到北京的曹雪芹ꎬ大约在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 ) 开 始 他 的 小 说 创 作ꎮ 到 乾 隆 十 九 年

(１７５４)ꎬ«红楼梦»书稿已经“披阅十载ꎬ增删五次ꎬ
纂成目录ꎬ分出章回” [１]６ꎬ曹雪芹曾将书名题作

«金陵十二钗»ꎬ并题了一首绝句寄怀ꎬ“满纸荒唐

言ꎬ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ꎬ谁解其中味?” [１]７这

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一首以作者的名义题写的诗

句ꎬ犹如为其家族在金陵一个甲子的境遇而吟唱

的一曲挽歌ꎮ 重要的是ꎬ这曲挽歌却是以书写京

都贾府的兴衰遭际的形式吟诵的ꎮ
总之ꎬ小说中的南北对应格局ꎬ曹氏家族南北

播迁的历史ꎬ无不说明ꎬ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
时ꎬ在其意识里ꎬ在其笔端ꎬ必然有一个“以南写

北”和“以北隐南”的写作策略在的ꎮ
　 　 二、“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的写作

策略

(一)“金陵”的符号作用

曹雪芹曾以«金陵十二钗»命名小说ꎬ而金陵

十二钗ꎬ顾名思义ꎬ指向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ꎮ
“金陵”指南京ꎬ作为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城市ꎬ也可

以代指南方ꎮ 正钗十二的女子ꎬ除去贾府的女儿

和媳妇外ꎬ林黛玉、史湘云是贾府亲属ꎬ他俩是苏

州和金陵人ꎬ带发修行的妙玉ꎬ书中明确说其本籍

苏州ꎮ 副钗第一位的香菱ꎬ是«红楼梦»中第一个

出场的薄命女儿ꎬ出生在姑苏阊门外的甄家ꎮ 贾

府家班的十二位女伶都从苏州采买而来ꎮ 我们可

以想见ꎬ贾府中的“官话”当是带着吴侬软语的南

方腔ꎬ家蓄戏班演唱着南昆ꎬ说着苏州话ꎮ
金陵是贾府上下的感情寄托ꎬ也是落叶归根

之所ꎮ 贾母生儿子贾政的气时便会喊着回南去ꎮ
贾府中所有亡故的主子ꎬ都是要归葬金陵的ꎮ 小

说特别写了贾政护持贾母等的灵柩回南ꎬ林黛玉

临死时交代紫鹃的也是要归葬ꎬ王熙凤的判词是

“一从二令三人木ꎬ哭向金陵事更哀” [１]８０ꎮ
同时ꎬ金陵又是多朝国都ꎬ六朝之外ꎬ更是清

朝之前朝明朝的首都ꎬ具有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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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地位ꎬ是文明之邦、时尚所在ꎬ有着精神家园

的象征意义ꎮ 这样ꎬ在«红楼梦»中ꎬ金陵和作为都

中北京的关系就是一而二的关系ꎬ既互相对应ꎬ又
合二为一ꎬ同时又是虚实关系ꎮ 北京是故事实在

的发生地ꎬ而金陵则是一种历史回忆ꎬ一种感情寄

托ꎬ一种精神守望ꎬ有时还是一种命运归宿ꎮ
«红楼梦»所写的贾家ꎬ家乡在金陵ꎬ京都则是

游宦之地ꎮ 曹家在金陵则是宦游ꎬ最后遭遇抄家

而落魄回到故乡北京ꎮ 小说所写与曹家实际恰好

南北对调ꎮ 是否因创作虚构的需要或是有所避

忌ꎬ这是红学研究的问题ꎬ此处不再展开论述ꎮ
(二)以南写北:以南俗写北京ꎬ南方风

俗入北方风物

«红楼梦»内涵的丰富性体现在史实与制度、
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文学艺术等等诸多方面ꎬ前
两者有国家层面和全社会的共同性ꎬ后两者则体

现出了南北方在风物风俗上的相通相融ꎮ «红楼

梦»以南俗写北京ꎬ南方风俗入北方风物ꎬ实是在

以南写北ꎮ
曹雪芹创作他的纸上园林大观园时ꎬ将他见

过的、听过的、书本上看过的ꎬ加上他天才的想象

都调动了起来ꎬ或模拟山水画ꎬ或取意田园诗文ꎬ
或借鉴自然景物ꎬ虚实糅合ꎬ才能为我们描绘出这

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奇观来ꎮ 从这个侧面

来说ꎬ曹雪芹原本就不打算在他勾画大观园时ꎬ拘
泥于南北之限ꎮ 故此ꎬ在书中京都的大观园里ꎬ建
筑和植物都兼有南北特色ꎮ 据有心的读者统计ꎬ
植物中有几十种只能生长在南方的ꎬ被作者“移
植”到了北方ꎬ即如北方有盆栽桂花ꎬ不可能成活

那种植于地上的大棵的桂花树ꎮ
第五十回芦雪广赏雪观梅ꎬ北方没有红梅ꎬ这

已不消说ꎬ那么是写江南的红梅吗? 书中写“这才

是十月ꎬ是头场雪”ꎬ在江南ꎬ十月里是绝对没有梅

花的ꎬ蜡梅得到冬至后ꎬ红梅是腊尽春回正月末才

可能开放的ꎬ“十月先开岭上梅”说的是大庾岭ꎬ绝
非江南ꎮ 曹雪芹这样南北借景ꎬ艺术地描绘京中

大观园的超现实的景观ꎬ应该为的是突出南方之

“南”ꎬ强调他的以南写北ꎮ
从作者描写的习俗来看ꎬ小说浓墨重彩描写

的“芒种节”ꎬ就很像江南的“花朝会” [３]１９－２２ꎮ 花朝

会的最核心活动是“赏红”ꎬ«红楼梦»第二十七回ꎬ
大观园中众女儿“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ꎬ或用

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ꎬ都用彩线系了ꎮ 每一

颗树上ꎬ每一枝花上ꎬ都系了这些物事ꎮ 满园里绣

带飘飖ꎬ花枝招展”ꎬ正合着江南花朝会赏花还要

护花的做法ꎮ 花朝会上ꎬ还有一样民俗活动就是

扑蝶ꎬ小说此处也写到宝钗扑蝶ꎬ且描写得生动

有趣ꎮ
书中写到清明节ꎬ大观园中女儿们放风筝ꎬ要

在放到最高时齐籰子根剪了ꎬ任它随风飘走ꎬ称作

“放晦气”ꎮ 这是地道的江南习俗ꎬ北方是没有的ꎬ
«红楼梦»中不仅大写特写ꎬ还用断线的风筝来预

示贾探春的远嫁不归ꎮ
饮食方面ꎬ«红楼梦»中描写的极尽排场ꎬ不仅

为了体现钟鸣鼎食之家的气派和规矩ꎬ更有南北

方饮食特色的区别ꎮ 贾府中人深爱南物ꎬ江南名

酒惠泉酒、名菜酸辣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ꎬ都被

写到ꎮ 芳官还喊着吃不惯那面条子ꎮ 小说中写到

苏式糕点、菱藕鸡头、玫瑰露、桂花露、椒油莼齑

酱ꎬ全是苏州一带的名小吃ꎮ
恰恰是细节的真实ꎬ又因为曹雪芹有意识地

去以南写北ꎬ瞒过了不少读者ꎬ以至于引发了“神
州何处大观园”的争论ꎬ不少读者竟至于不顾文本

中常提及的从南京来、到金陵去等说法ꎬ怀疑«红
楼梦»写的不是北京而是南京ꎮ

(三)以北隐南:以北京喻江南繁华衰

落皆在北京

作者既有一个自述的“真事隐去ꎬ用假语村

言”的主体性的写作策略在明处ꎬ他心底未能明言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的
创作意图当不难隐藏了ꎬ其创作所用之法当不外

“背面傅粉ꎬ千皴万染”等ꎮ 曹雪芹以北京喻江南ꎬ
尽写贾府在京都北京的繁华与衰落ꎬ就是他“以北

隐南”写作策略的直接表现ꎮ
小说对京都贾府烈火烹油之声势的展示最突

出地体现在两个大场面的描写上ꎮ 曹雪芹妙笔之

下ꎬ在两场大热闹的场外ꎬ始终有个“美中不足、好
事多磨”的声音做着解说ꎮ

秦可卿乃“贫女得居富室”ꎬ她的葬礼却能惊

动整个京城的王公显族ꎬ依仗的当然是其婆家贾

府的地位声望ꎮ 这个时期ꎬ贾府依旧沉浸在荣华

富贵之中ꎮ 值得玩味的是ꎬ曹雪芹让这位出身微、
辈分低、无福无寿的“蓉大奶妈”在临死之时托梦

给当家奶奶王熙凤ꎬ告诉她可使贾府永保长久的

法子ꎮ 可惜ꎬ秦氏的嘱托不仅未被实施ꎬ连警示作

用都未起到ꎬ似是在为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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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富尊荣者尽多ꎬ运筹谋画者无一”作注释ꎮ
元妃省亲是贾家兴盛的高潮ꎬ为省亲建筑的

大观园ꎬ连贵妃自己都说过于奢华靡费ꎮ 实际上ꎬ
在这烈火烹油的荣光之下ꎬ作者写的是暗流涌动

着的败落ꎮ 元妃晋封给贾府带来政治荣耀的同

时ꎬ也带来了外人意想不到的经济负担ꎬ凤姐做梦

都怕宫里太监以借钱的名义来索贿ꎮ
又ꎬ小说的细节处ꎬ在贾府主子的日常描写

中ꎬ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时有细笔ꎮ 偷当老太太的

金银器物ꎬ管理家政的贾琏每每因为无力支付家

用叫苦连天ꎬ连老太太的米饭都要“可着头做帽

了”ꎮ 然而即便这样ꎬ钟鸣鼎食之家的架子和气派

是不能丢的ꎬ日用排场费用ꎬ不能将就省俭ꎬ所以

王夫人不同意裁减家中丫鬟仆妇的人数ꎬ贾母极

力维持簪缨世族的礼数与气象ꎮ “内囊却也尽上

来了”并没有警醒贾府“如今的儿孙”ꎬ子孙不肖与

运数合终ꎬ都在日常的“好事多磨、乐极悲生”的描

写中透出ꎮ 无怪乎ꎬ宁荣二公要哀叹:“吾家自国

朝定鼎以来ꎬ功名奕世ꎬ富贵流传ꎬ已历百年ꎮ 奈

运终数尽不可挽回ꎬ我等之子孙虽多ꎬ竟无可以继

业者”ꎮ 作者之泪笔ꎬ暗中祭奠的当是荣耀和败落

都发生在南京的曹氏家族ꎮ

　 　 三、“以南写北、以北隐南”策略的价值

意义

我们从小说开篇的“作者自云”可以知道ꎬ其
“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ꎬ锦衣纨绔之时ꎬ饫甘餍肥

之日ꎬ背父兄教育之恩ꎬ负师友规训之德ꎬ以至今

日一技无成ꎬ半生潦倒之罪ꎬ编述一集ꎬ以告天下

人”就是为了“赎罪”ꎮ 小说特笔书写了贾府所赖

之天恩祖德ꎬ但在表面富贵荣耀的背后ꎬ正隐藏着

大厦将倾的危机ꎮ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ꎬ此是普世

之理ꎮ 曹雪芹写的是北京的贾府ꎬ心里当追忆的

是江宁织造曹家ꎬ小说是艺术创作ꎬ自不必恪守史

家笔法ꎬ“以北隐南”与“以南写北”似纸之两面ꎬ对
应共存ꎮ

作者要“述祖德”ꎬ其写作的策略就是小说中

的“以南写北”ꎬ他明说要将真事隐去ꎬ恰恰说明有

其真事在ꎬ只不过在故事中隐而不明罢了ꎬ比如借

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ꎮ 而他想要“明盛衰”ꎬ也只

能采用“以北隐南”的写作策略ꎮ 小说极写贾府之

盛ꎬ却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ꎬ因为作者此著是一

种反思ꎬ作为不肖子对无力拯救家族的追悔ꎮ 今

天的我们ꎬ大可不必将曹雪芹的自悔其罪ꎬ解读成

对自己所在阶级的揭露ꎻ贾府结局的“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也不是什么对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预示ꎮ
另外ꎬ如果我们将“以南写北、以北隐南”视作

曹氏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之一ꎬ或许就能发现

«红楼梦»阅读中的一些问题更容易释解ꎬ对作品

的理解似更顺畅了ꎮ
小说中ꎬ作者屡次发出关于真假问题的声明ꎬ

让读者既明了他对故事、人物虚构的用意ꎬ又注意

到其逼真描写之中隐藏着的“以假作真”或“以真

作假”ꎬ使得“真事隐去ꎬ假语村言”这个写作策略ꎬ
达到了极高效的创作效果ꎬ于是ꎬ在阅读活动中ꎬ
有了索隐派的种种“本事”说ꎬ有了新红学的“自叙

传”说ꎬ有了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方

法、艺术技巧等等的艺术批评ꎮ «红楼梦»的选材ꎬ
其地域特色及家世入小说ꎬ在红学研究中从来都

是最受重视、成果最丰硕的ꎬ但也是聚讼纷纭处ꎮ
无论我们怎么反对“曹贾互证”ꎬ«红楼梦»研究注

定离不开曹雪芹家世研究的重要成果ꎬ这是红学

中一个绕不开的怪圈ꎮ 以贾证曹或以曹论贾ꎬ都
会产生无法合榫的矛盾与抵牾ꎬ这就提示我们ꎬ要
在真假、虚实之外ꎬ该当再行挖掘挖掘作者的写作

艺术ꎮ 如果我们在正视曹雪芹的写实意愿的同

时ꎬ去深切体会他“以南写北与以北隐南”的写作

策略ꎬ“大观园在南在北”的争论及“曹贾互证”的
窘况都会得到消解ꎮ 作者采用这样的写作策略ꎬ
为的就是要突破创作中选材、地域及家世诸多因

素的局限ꎮ
曹雪芹的写作态度是写实主义的ꎬ但他不是

作“回忆录”ꎬ无论他对规避文字狱在意着力的程

度如何ꎬ他借“通灵”之说ꎬ用假语村言ꎬ自是为了

遮盖某些真实的印记ꎬ故而小说所写的时间和地

点ꎬ都经过了模糊处理ꎮ 何况ꎬ烟云模糊的手法ꎬ
乃小说创作之常法ꎮ 就灯取影ꎬ可将南京、北京互

做影子参看ꎻ邀月对影ꎬ曹雪芹将自己放在了南京

和北京之间ꎬ由他的“以南写北”“以北隐南”的创

作ꎬ将南北的历史、文化勾连起来ꎬ国事家事都得

入题ꎬ还可以巧妙地将“真事隐去”ꎬ达到艺术创作

的自由自在状态ꎮ
曹雪芹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体验ꎬ通

过观察和想象ꎬ创造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由盛到

衰ꎬ最后覆灭的悲剧故事ꎮ 由了解其创作意图和

写作过程的脂砚斋、畸笏叟等脂批透露ꎬ曹雪芹确

有追怀其家世的创作动因在ꎮ 曹家在南京的兴与

衰ꎬ自己在北京贫病交迫的写作环境ꎬ无不促使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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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对人生的深刻思考ꎮ 可以说ꎬ«红楼梦»不仅

寄托了他对自己家族败落的追忆与反思ꎬ而且更

蕴含着他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ꎮ “悲凉之

雾ꎬ遍被华林”是一种超越自身的哲理层面的体

悟ꎮ 美学范畴里的“悲凉”ꎬ既指作者心态又指作

品风格ꎬ世情小说而能超越个人、家族的悲剧书

写ꎬ让悲凉风格ꎬ透过日常生活的烦琐而真实的描

写传达出具有普适性的“聚散离合”的人生哲理

来ꎬ如果没有南京的存在ꎬ恐怕京都中的贾府和大

观园的乌托邦意义ꎬ都要大打折扣ꎮ
«红楼梦»浓郁的诗意ꎬ自然不能简单地归因

于曹雪芹大量运用韵文体裁入小说ꎮ 笔者以为ꎬ
在南北地域联系和南北文化的关系之中ꎬ曹雪芹

把江南的柔美化作了一种营养注入了贾府上下的

日常生活和审美之中ꎮ 比如ꎬ美轮美奂的大观园ꎬ
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社会的ꎬ而是自然和人文

相结合的产物ꎮ 大观园的诗情画意ꎬ体现于它兼

具的南北园林之美ꎬ在于“金陵十二钗”们对春花

秋月的感伤ꎬ更渗透在大观园南北交融的文化氛

围之中ꎮ
清人周春在«红楼梦约评»中就曾指出:“开卷

云‘说此«石头记»一书’者ꎬ盖金陵城吴名石头城ꎬ
两字双关ꎮ” [４]５６７今天的读者固然还可以将曹家五

十八年宦游地江宁与这石头城作关联ꎬ给曹雪芹

取材自家的创作找到依据ꎬ但这样解释不免将文

学看死了ꎮ 史料之于文本是可以帮助解读ꎬ绝不

可坐实、呆看ꎮ 即如为什么«红楼梦»的悲剧历代

皆有ꎬ易地而皆然ꎬ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ꎬ这
与曹雪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手法来写一部«红楼

梦»ꎬ是有着值得探讨的深刻关系的ꎮ 本文在«红
楼梦»楔子中清楚地提出的“真事隐去ꎬ用假语村

言”及“石头撰书”等写作策略之外ꎬ提出一个在效

用上接近于“真假”策略的又一个主体性策略———
“以南写北和以北隐南”ꎬ能否成立ꎬ期盼更多的研

究者参与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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