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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至今尚在走俏的所谓“秦学”其实是建构虚妄的伪学。因为“秦学”的前提纯属臆断，“秦学”的支

柱也不可靠。将小说文本看成家族兴衰历史、宫廷斗争秘史，是对《红楼梦》的误读和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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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05年，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独树“秦学”

旗帜，另辟“揭秘”蹊径，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

目讲解《红楼梦》持续数月之久，随即东方出版社将

他的讲座文稿大量印行全国，一时间，“秦学”讲座倾

城倾国。“揭秘”文稿洛阳纸贵，刘心武与《红楼梦》，

成为全社会公众性热门话题。面对新兴“秦学”、时

尚“揭秘”。社会各界爆发了一场广泛的论争。论争

之中．红学界主流反对和否定刘心武的揭秘可谓旗

帜鲜明。众多红学家对刘心武揭秘的反诘与批判也

都理直气壮。然而时至今日，“秦学”并未偃旗息鼓，

“揭秘”也还涛声依旧——“秦学”主讲不是还在“百

家讲坛”频频出镜继续兜售，“揭秘”文稿不是又有多

部出炉四海畅销!

现状如此，谁敢断言，排除“秦学”的社会影响，

坚持“红学”的学术方向，只须对阵一战便能得胜而

还?

《红楼梦》不愧是一部“生活之大书”(别林斯基

语)、“宇宙之大著述”(王国维语)，问世以来的两个

世纪。读者之广泛、评论之繁多、意见之纷纭、争论之

剧烈，及其激发的政治风暴之浩大、产生的文化影响

之深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甚至在世界

文学史上亦属罕见。

于是。在中国的学术之林，就有了一门特殊的学

问．名日“红学”。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曾经这样论及

“红学”，他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

‘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

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干家

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

等名目。”【1】

可见，《红楼梦》因为“一书”而得为“红学”，原本

就是一个特别稀罕的现象，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何以如此?答案或许就在《红楼梦》自身的价

值、地位及其相关方面的特殊性，或许也还在于人们

为之多方探索、长期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一旦是有
谁能够料到，学界不仅能够因为《红楼梦》“一书”而

共同开辟出一门“红学”，竟然还有学者能够因为秦

可卿“一入”而独自创立--f-]“秦学”!

作为一名作家，刘心武曾经很有影响；而他介入

红学则为时较晚。他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始于

1993年．后有结集出版专著《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红楼梦)》、《红楼望月》等，另外还有三部“学术

小说”即《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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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似乎并未引起任何特别的反应。然而一旦

登上央视讲坛。刘先生即获得了特殊的平台、特殊

的时机，正是借此平台、借此时机，他亮出了“秦学”

的旗号。展示了“揭秘”的高招，赢得了连他自己都

会感觉几分意外的强烈反响。

不过细观“秦学”“揭秘”。其自身也确实造诣不

凡：宫廷、家族、历史、政治、阴谋、凶杀、暴力、死亡、

亲情、友谊、爱情、淫欲，以及档案搜寻、古玩鉴赏、

诗文诠释、对联破译、谜语揭底等等，内容题材应有

尽有、纷然杂陈；同时又兼之世俗性、平易性、故事

性、趣味性、传奇性、神秘性。以及对照、类比、勾连、

回环、铺避、悬念等等，艺术审美百味俱全、魅力无

限。既有特殊平台、特殊机遇，又兼独家思路、独家

技艺，刘先生的“秦学”“揭秘”万人空巷、风靡全国

真可谓是势在必然。

借助于“秦学”“揭秘”。人们惊奇地发现：秦可

卿并非像小说所写的那样出身卑贱，她的原型是康

熙废太子胤丰乃的女儿。曹家将她藏匿以为政治投机

的资本。秦可卿死亡的真正原因，也不在于她与贾

珍暖昧关系的暴露，而是因为宫中贾元春的告密。

同时人们更惊奇地发现：贾元春的原型是曹雪芹的

一位姐姐。送入宫中先是废太子胤丰乃的王妃，经过

二次分配到了弘历府上。因为告发秦可卿的秘密身

世．她得到晋升成为乾隆的宠妃。但是乾隆四年发

生了“弘皙逆案”，贾元春最后死于“月”派与“日”派

的宫廷斗争之中。曹氏家族也正由此走向彻底崩

溃。

刘先生明确宣称：“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

路的就是秦可9即研究，就是秦学研究。”船
“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这个判断可是一

个虚妄的判断，这个“秦学”可是“前人不知道”、今

人不敢信的“秦学”。不是吗?有关《红楼梦》人物秦

可卿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年曾有胡适、顾颉刚、俞平

伯等人作过“秦可卿之死”的学术考证，其后更多学

者曾经围绕秦可卿形象进行过各方面的分析，然而

一直未曾听入说过什么“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

究”!时至今日。刘先生标榜其“秦可卿研究”为“秦

学研究”，理所当然会遭到质疑。但是刘先生却异常

郑重地申明：“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

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障

刘先生自诩的“独家思路”、“男辟蹊径”。是什

么“思路”、什么“蹊径”?刘先生自信的“自成体系”、

“自圆其说”，又该怎么“自成”、怎么“自圆”?我们有

必要作些考察。考察也基本有三：一、“秦学”建构：

二、“秦学”方法；三、“秦学”实质。因为篇幅有限，本

文仅论其一，二、三已另撰文。

关于建构问题，正如张书才先生所指出。所谓

“秦学”有赖两根支柱：其一，秦可卿的原犁是废太

子的女儿，贾元春的原犁是曹雪芹的姐姐，这两个

人物“互为因果”，“是扯动贾家命运的两翼”；其二，

《红楼梦》第一回至第八十回叙事文本的时间顺序，

与文本“后面”的朝年顺序是对应一致的，可以“了

解到《红楼梦》小说文本后面的人物原型、事件原

型、物件原型、细节原型”。1311∞

考察完全可以证明，两根支柱均不可靠，“秦

学”建构确属虚妄!

考察“秦学”的第一根支柱，涉及秦可卿和贾元

春两个人物。

现在先说秦可卿。刘先生的“秦学”有个最为重

要的论点就是：“曹雪芹所写的秦可卿这个角色是

有生活原型的。这个角色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

两立两废的太子他所生下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应

该是在他第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刻落生的．所以在那

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女儿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

来，就偷运出宫，托曹家照应。而现实当中的曹家，

当时就收留了这个女儿，把她隐藏起来，一直养到

可以对外说是家里的一个媳妇⋯⋯概而言之，秦可

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胤字乃的女儿。废太子的长子弘

皙的妹妹。”闼埘对于刘先生揭示的“生活原型”、确

认的历史人物．我们首先就有几个问题要问——

胤丰乃真的有这样一个女儿吗?

胤卒乃女儿真的能偷运出宫吗?

胤扔女儿真的送给了曹家吗?

曹家真的藏匿了胤卒乃女儿吗?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些问题，刘先生不能提

供任何可靠的史料，给出任何直接的理据，证明他

所提出的历史情况属“真”属“实”。刘先生所能做的

一切仅仅就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他说：“现在我们虽

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偷运出来。被曹家

藏匿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

吗?”【2】194因为他可以举例说明：“有人就从被圈禁的

宫里面逃逸；有人就收留逃逸的人；有皇族生了孩

子就瞒着宗人府，违禁地送给别人；而包衣奴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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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人，他就敢私自把皇族血统的孩子抱到自己家

养起来。”所以他强调说：“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一

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依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只

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胤聿乃的一个女儿被曹家藏匿的

一手档案而已。”闭-鳟既然没有找到“任何”“史料”。

既然没有找到“一手档案”，那么凭借任何类似情况

作出的类比类推，仅仅只能提出一种可能而已；不

同情况的不同类推也就可以提出不同的可能。况

且，在决定刘先生的论点是否可以信从之时，“我们

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

个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刘先生对于自己所说的情况

不能仅仅证明是种“可能”．而必须证明是个“事

实”。否则无论他提供多少“可能”，他的所谓“结论”

就只是一种“假说”。依靠这类“可能”，凭借这类“假

说”．刘先生的“秦学”又何以建立!

其实。刘先生的论点不仅从历史方面无法证明

其“真”，而且返回文本人们也无法相信其“真”。我

们回头着眼《红楼梦》文本，不能不再追问一个最为

紧要的问题——

秦可卿真的就是胤卒乃女儿吗?

为了将小说人物秦可卿读成胤聿乃的女儿，刘先

生可真是“细读文本”、潜心“探微”，下足了功夫。他

从贾府婚配之谜讲起．大讲特讲秦可卿抱养之谜、

生存之谜、出身之谜。反反复复地强调秦可卿“身份

非同小可”、“血统高于贾府”，以此层层铺垫，步步

推移，最后来个大揭秘，推出一位大公主!应该说，

刘先生的细读、探微、揭秘，有着极强的迷惑性、诱

导性、欺骗性。但是具体审视却不难看出，他从文本

所寻找的种种“暗示”与“证据”。其实都是他的穿凿

深纳、牵强比附．许多理由完全出自他的“想当然

耳”。比如他的“贾府婚配之谜”一讲认为：“秦可卿

的寒微出身，显然与贾府这个百年大族的地位极不

匹配，她成了贾府众多媳妇中的一个例外，那么曹

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红楼梦》关于贾府姻

亲关系的描写．从来没有强调过门当户对的观念。

其中贾赦的妻子邢夫人，贾珍的妻子尤氏等，出身

也都不算高贵。《红楼梦》第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

观打醮，张道士提起宝玉亲事，贾母说：“你可如今打

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

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

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可见贾母注重的只是“模

样”与“性格”，并非如刘先生这样注重出身与门户。

论及秦可卿的模样、性格，《红楼梦》描写并无可怪

之处。只是虚构一个“抱养”身份，此中文本又有何

秘可揭?

下面再说贾元春。胡适先生在《重印乾隆壬子

本<红楼梦>序)》中说过：“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贾元春

是虚构的人物。”【4】悦随后他在《考证<红楼梦>的新

材料》中又进一步说：“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

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

巳。”【41m

贾元春这一虚构的过场人物，在“秦学”体系中

竟然同样成为关键角色。刘先生就贾元春的原型、

告密、死亡三大方面做足了文章。但我认为。如果说

他在秦可卿问题上所作的文本细读极不客观。那么

他在贾元春原型的探佚上表现得更不严肃。

刘先生在推测贾元春原型时说：“在真实的生

活中，曹家应该是有一个女子被选进宫了．这个女

子的辈份应该是曹雪芹的一个姐姐；她可能是曹寅

亲儿子曹颐的一个女儿，也可能是曹寅的过继儿子

曹频的一个女儿，也可能是曹家跟曹频一辈的兄弟

当中，某人的一个女儿。总之。这个女子进宫以后成

为整个曹氏家族的一个骄傲。从辈份上来讲。她就

是曹雪芹的一个姐姐。”I嬲左一个“可能”，右～个
“可能”，其生父原本无法指认，却执意将她派定元

春原型。另外他说：“在真实的生活里，曹家有一个

女子，最早应该是送到胤扔身边，跟胤扔在一起生

活过一段时间，起码和胤丰乃的儿子弘皙在一起生活

过。”瞄1‘‘她在二次分配中，就被从弘暂那边，拨到了

弘历身边。”最后成为一名宠妃。惭“应该⋯⋯起码
⋯⋯”云云，刘先生的想像何其自由，猜测何其随

意!还有，他将曹家藏匿秦可卿视为政治投资的“绩

优股”同时，又将元春人宫视为曹家的“双保险”。他

说：所谓“双保险”“就是把自己家族的一个女儿送

到宫里面去，想办法让她逐步晋升，使她最后能够

到皇帝的身边，成为皇帝所宠爱的一个女子。在小

说里面，这个人就是贾元春。”啪-一边说宫中“分

配”如何如何，一边又说家族“想办法”如何如何，两

说如此矛盾如何统一?其实两说都很荒唐。真不知

道“秦学”究竟属于何等学问!

刘先生在判定贾元春告密时指出她的三个目

的：一是有揭发义务、为坚持原则：二是保护自己父

母、解脱自己家族；三是为了自己往上爬、得到提

升。他说：“根据小说的描写，我们就发现有这样一

个因果关系，就是秦可卿上吊自杀之后，接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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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就是贾元春地位得到提升。”啪在这里，情节
安排的前后位置被转换为事件发生的前后时间，时

间上的前后关系又被转换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真

可谓高明至极，可又真是匪夷所思。至于刘先生指

认贾元春告密的依据，所谓“二十年来辨是谁”的判

词所指，纯属凭空猜测，置之于小说叙事结构根本

无法说通。另有所谓“清虚观打醮”的情节由头。亦

属牵强比附。以此证明元春内心的不安。正好反映

刘先生对端午习俗的误解。

刘先生关于贾元春死亡的传奇性描述最具艺

术虚构的性质特征，简直就是传统剧目《长生殿》杨

贵妃丧生马嵬坡的一场新版套排。他毫无根据地认

为，贾元春死于弘皙逆案的刺杀事件。他说：“乾隆

四年春天．发生了所谓‘弘皙逆案’。”“乾隆在扑灭

这个事情之后，销毁了有关档案，以维护自己的尊

严。”掰“后来乾隆又销毁了绝大部分有关档案⋯⋯
曹家在雍正朝遭打击的情况．还可以查到一些档

案，乾隆朝的这次彻底殒灭。却几乎找不到任何正

式档案了，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来，贾元春原型的

死亡。应该就是在乾隆四年的这个刺杀事件当

中。”【：髀既然找不到任何档案资料，如何得知乾隆

销毁档案之举?既然乾隆销毁了有关档案。又如何

得知元春死于刺杀事件?刘先生所作的再三说明，

恰恰说明他自己的“估计”之妄、“揭秘”之妄!

刘先生既为贾元春指定了生活原型，又为她勾

画了一生的传奇经历，却完全没有提供出任何实证

材料，完全作些胡猜妄议——以此观之，。秦学”不

是伪学又是什么!

考察“秦学”的第二根支柱，涉及历史事实的确

定以及史实与小说关系的把握。

刘先生妄言：《红楼梦》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

个儿是写的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他

还说。这一点清楚得“粲如列眉”、“若合符契”。我们

且看看是否果真如此。

刘先生认定第十八回后半回至第五十三回前

半回，所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情，所举证据主要有

二：一个是物证：曲柄黄金伞；一个是事证：四月二

十六芒种节。其实所举两条都不足为据。其一，史学

专家张书才指出，要说贵妃仪仗里的“曲柄伞”，至

迟也是顺康以来即已有之；要以妃之身份论，彩仗

中的“金黄七凤曲柄伞”则是乾隆十四年所增加，乾

隆元年又还没有。“所以，刘心武先生以贾元春省亲

仪仗里有把‘曲柄七凤黄金伞’来证明所写是乾隆

元年发生的事情，显然有违清代典制和历史实际，

是不能成立的。”其二，曹雪芹一生经历两个“四月

二十六芒种节”的年头，雍正三年和乾隆元年。如果

按刘先生反复强调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既是一部

自传性、自叙性、家族史性质小说，那么以小说文本

与作者家世对照，这部分与其说是写乾隆元年不如

说是写雍正三年。因为。小说所写贾府被抄是在四

月二十六芒种节那个年头之后，这与曹家被抄史实

是在雍正三年之后事实相符。相反，如果坐定所写

四月二十六芒种节这年是乾隆元年。那么小说所写

贾府被抄就成了乾隆元年之后的事。与曹家在雍正

年间被抄的史实显然大悖不合。

刘先生认为，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可以断

定。它是写乾隆二年的事情。”证据就是小说文本写

到一位老太妃薨逝了。而恰恰在乾隆二年年初，宫

里面就死了一位康熙身边的女子。他说：“在乾隆二

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康熙的妃嫔，或者宫里跟

康熙有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这么

一个．生活当中是熙嫔。小说里面叫做老太妃的薨

逝。”呼“显而易见，这样的推断既不符合逻辑，更不

符合文学原理。以逻辑推理而言，如果只有乾隆二

年死过一个妃嫔，那么所写老太妃薨逝才可能是乾

隆二年的事情。以文学原理而言，即使取材于乾隆

二年熙嫔的死亡情况，也不能将作品所写就坐实为

生活原型。何况仅凭妃嫔薨逝这一点似是而非的联

系断定十几回小说所写的年份．这不叫“武断”还叫

什么?

刘先生说：“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写的就是乾

隆三年的事情。这个我也有证据。”刚5这一次刘先

生提供了历史事实作为证据。他认为正是因为乾隆

三年．曹家后台很硬、地位很高的两家亲戚——傅

鼐和福彭出了问题，所以曹雪芹“就是要把真实生

活当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关系

很密切的这些亲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击

的情况，含蓄地投射到小说里面去。”∞19其实《红楼

梦》读者谁都能够看到，这一部分文本，主要描写的

是贾府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中反映贾府走向衰败

的必然过程。贾府衰败明明是由内部矛盾斗争所

致，刘先生偏偏说是后台倒霉情况的“含蓄”“投

射”，难道这就算是“细读文本”?退一步而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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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事实的“含蓄”“投射”。也不能就此证明所写

就是历史事实；即使是乾隆三年的事实的“含蓄”

“投射”。也不能就此证明所写就是乾隆三年的事

实——这应该是文学创作原理的基本常识!

通观“秦学”“揭秘”可知，刘先生完全地曲解鲁

迅先生论《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八字评

语，极端地强调“《红楼梦》具有自叙性、自传性、家

族史的性质”，进而以此作为前提来建构他的“秦

学”。他不仅坚信《红楼梦》是一部具有自叙性、自传

性的家族史，而且认定《红楼梦》写的就是清代三朝

的政治时局，特别是乾隆朝的权力之争。他说：“《红

楼梦》描写的社会背景，就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书里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合并在一起

写，重点写的是乾隆朝，“当今’这个‘日’，和潜在

的敌对政治势力‘月’，构成了紧张的‘双悬日月照

乾坤’的形势。”r4倚《红楼梦》“重点写的是乾隆那一

朝发生的故事，那一朝上层的政治权力斗争就更多

地折射到了《红楼梦》的文字里面。”翻lls同时他又认

为：“《红楼梦》被称为神秘的作品，它的神秘性，体

现于书中暗示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时局，而作者曹

雪芹家族的兴衰荣辱又与其紧密相连，他把自己家

族经历的事件和他脑海中的人物一一展现在《红楼

梦》里，似若有所指，而又不敢造次，《红楼梦》里很

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在康雍乾三朝找到影

子。”12]剪以他对《红楼梦》历史背景的把握，以他对

曹雪芹创作心态的感悟，他断言《红楼梦》存在两个

不同的文本，一个是作者明确写出的文字，叫做“显

文本”；一个是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

本”。他之所谓“揭秘”《红楼梦》，正是以细读“显文

本”为途径，以探索“隐文本”为目标，从而揭开隐藏

在《红楼梦》背后的“巨大秘密”。

但是有趣的是，刘先生在讲稿出版之际于揭秘

正文之前又作出如下辩解与中说：

“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

《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

楼梦》当成一部清代诸如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

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

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的原型研

究人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

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

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

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

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

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领悟

里面的无穷奥妙。”[214

是的，由于权威媒体的支持，“秦学”旗帜举世

瞩目。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刘先生的“揭秘”。的确

是打开了一扇最能看清政治权谋与争斗景象的窗

户，迈过了一道最能通向清朝宫庭深处的门槛，掌

握了一把最能开启大内档案橱柜巨锁的钥匙，将入

导入了“秦学”这座海市蜃楼般的宫殿，欣赏到“红

楼”背面的奇异景象，领悟到“索隐”新境的无穷奥

妙。

妙哉“秦学”!妄哉“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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