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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紅樓夢》不可避免地要跟清代的社會政治結構乃至明清遞嬗的歷史聯繫

起來，只不過涉獵有深有淺耳。即就淺者言之，也需要知道是書作者曹雪芹是清代

的何許人，出生於何時何地，家庭親族的背景如何，父、祖的身分地位有什麼來

歷，以便知道其寫出《紅樓夢》這部傑作並非偶然。涉獵深的，則不滿足光是知道

作者的經歷和家庭環境的背景，而是振葉尋根、觀瀾索源，想追尋作者更為詳盡的

家族世系，試圖弄清楚與作者及其家族相關的每一個人物和事件的真相。百年來的

紅學研究，考證派紅學事實上走的就是這條路。成果無疑是豐盈的，不僅曹雪芹的

家族世系有了較為系統的瞭解，曹家的親戚和朋友、親戚的親戚和朋友的朋友，以

及他們和朝廷的關係的蛛絲馬跡，都考論得細如毛髪，深入掘泉。以致於有紅學變

成了曹學之說，引起鍾情於文本的讀者和研究者的微詞。研究者中以已故的周汝昌

先生的成績最為突出，知者稱之為考證派紅學的集大成。但問題亦隨之而來，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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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鮮有此界學人能夠共同認可的結論。有此一說，便會有彼一說與之抗論。連

大作家的祖籍是豐潤曹還是遼陽曹也爭論得如同路人。最後連《紅樓夢》是不是曹

雪芹所撰，甚至有沒有曹雪芹其人，都成了疑問。這還是就作者和家族世系而言，

此外還有書中書寫的內容與明清史事的關係，同樣為人們所關注。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警幻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道：

「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甯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

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

者。』」其中的「自國朝定鼎以來」，不是明寫 1644 年的清兵入關嗎？而且「定

鼎」一事直接和「甯榮二公」直接相關。第十六回先是鳳姐道：「說起當年太祖皇

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然後趙嬤嬤說：「還有如

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

訴誰誰也不信的。」此處的對話顯然是對康熙南巡的追憶，而且和「接駕四次」的

曹雪芹家族相關。這些描寫沒法不讓人將小說和清史聯繫起來。而曹雪芹的一些友

人，如敦敏、敦誠，以及《紅樓夢》的鍾情者如張宜泉、永忠、裕瑞等，大都是清

朝的宗室子弟，他們的詩文每與《紅樓夢》相關，於是又成為紅樓考史的對象。問

題是《紅樓》涉明清史事的部分既有明筆，又有暗筆，事出多方，撲朔迷離，自然

引起有考證癖的歷史學者的興趣。於是幾代大史學家蜂擁而至，蔡元培、王國維、

胡適之等以紅學名家的文史通家不必說，中國史專家翦伯贊、明清經濟史專家傅衣

淩、清史專家韓大成、中外交通史專家方豪，以及五四運動史專家周策縱、思想史

專家余英時、經濟史專家趙岡，都在紅學領域各樹一幟。最後連以治人口土地史著

稱的何炳棣也走進了紅學。 

我講上述紅學掌故是想說明，黃一農教授《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的選

題及其書寫內容，於紅學研究於清史研究是完全成立的，是紅學研究者並不陌生的

選項。而且作者以治中國科技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專長轉而入於此一領域，雖令人稍

感意外，細詳卻並非偶然。前輩學者許多都是這樣做的。只是此一選項在今天具有

相當風險，如果不能比前賢或紅學時流提供更多的可以取信的新材料，極易受到置

疑。我與一農相識多年，不是由於紅學，而是 1992 年在德國「紀念湯若望 400 周

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角色意

義》，不過是勉強能夠發揮己長的「出位」之文，一農則是地道的從中西交通史的

角度談耶教東傳及其文化衝突的著論。承他寬諒，對我為文的人文氣息給予讚賞。

從此我們就時不時地能夠見面了。他總是帶來新的資訊。一次他告訴我正在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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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臺灣小學生推廣電腦。還有一次他說王徵的故事其實可以寫一個電影腳本。他作

為科技史專家的奇思妙想常令我這個念文學出身的人自歎弗如。還有一次，就是接

到他來到北京之後的電話，說已開始涉身紅學了。我陪同他拜望了周汝昌先生，為

不分散他們的交談，我坐在車裡等候。但沒有想到他在紅學的海洋裡游得如此自由

如此遙深，更沒有想到最終成書會以《二重奏：紅學和清學史的對話》這樣恢弘的

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 

我為有幸成為一農兄這部新著的早期讀者而感到高興。同時毋庸諱言，我作為

見證此學此科的過來人，是懷著疑懼參半的心情來閱讀這部於我並不陌生的著作

的。在我看來所謂紅學，處處都是陷阱。所以余英時先生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說，紅

學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何況黃一農先生赫然地是從研究曹雪芹的家世開始，無法

不讓人產生「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的疑慮。不同已往的是，著者將此項研

究置於 e 考據時代的背景之下，大量使用各種所能見及的數據庫，使本課題的取資

方式與甄別類分比前輩佔有更大的優勢。所涉及的曹家上世以及曹雪芹本人的材

料，從前的紅學研究者也曾涉獵過；但《二重奏》（以下以此簡稱此書）把相關資

料鋪展成一個完整的網路，遺漏或空白的部分則有所補充，又用獨自發現的一些新

資料建立起立說的支點。而考證曹家的上世從史有明文的曹振彥講起，說明著者採

取的是科學考據的態度。對於曹家的祖籍是豐潤抑或遼陽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作

者未簡單作左右袒。但他考證出從豐潤出來的張氏一族之張自德及其子張純修，與

曹雪芹的上世關係不同尋常。對曹振彥入關前和入關後的生平事蹟的梳理，包括確

定其所屬旗籍為多爾袞旗下（與張自德同），所屬之自家主子為阿濟格；入關後成

為「貢士」，後又擔任山西一府之知州等，作者的考訂理據充足，宜可採信。張純

修與曹寅、納蘭性德的相契為友，是為《二重奏》的第三章，為本書具有堅強說服

力的一章。此章圍繞禹之鼎所繪之《張純德像》及諸滿漢名士的題詞展開探討，並

論及時任江甯織造的曹寅邀禹之鼎等繪《楝亭圖》，以及通過博學宏詞建立與漢族

知識分子的溝通管道，這些考論較此前的諸家論說，似更為詳密而少漏。學者如周

汝昌等考訂《楝亭圖》和《楝亭夜話圖》較多，對張純修的來歷較少涉及。本書作

者因掘發出純修之父張自德的來歷，並建立起曹寅與張純修、納蘭公子之間的關係

互動網絡，是為近年紅學考證的一項貢獻。 

《二重奏》第四章考論曹寅的血緣世系、第五章考論曹氏家族的姻親，雖也都

是舊話題，但由於作者思理細密，依據既有材料逐層分析，給人以不致有誤的印

象。關於姻親部分，材料尤為詳實，可為的論。至曹氏本族之人物關係，歷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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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曹振彥有子爾玉、爾正，爾玉即曹璽；璽子為曹寅、曹荃、曹宣（周汝昌稱

「迷失的曹宣」），譜史之載甚明。惟寅、荃一代，寅少子，荃之子息多，中間並

有複雜的不止一次的過繼關係，譜牒與曹寅詩文之稱謂有歧，理清殆非易事。《二

重奏》作者不僅層層理清了這些複雜關係，且對其中兩大難點提出值得思考的解題

方向。一是曹雪芹的生父究竟為誰。作者採取排除法，在既有材料基礎上排比駁

難，認為曹顒的可能性近於無。這就使得流行一時的「遺腹子」說受到嚴重置疑。

剩下的只有芹為曹頫之子的可能性最大。然而這是舊說，自胡適《紅樓夢考證》以

來，大多數研究者均主此說，惟證據猶嫌不足。二是曹寅和具有遺民身分的顧景星

是怎樣的「甥舅」關係。作者於此題的考訂如層層剝筍，情理物則具有不容提出否

證的說服力。特別「面對面接觸」節、「相互稱謂」節，有讓人回到歷史人物的情

境現場之感，展現出作者思理細密和重構歷史真相的考證本領。但是否曹寅之母即

為顧氏的「族妹」，只是剝離推論而「逼出」的看法，能否成為定論，尚存疑問。 

第六、七、八三章，是為考訂《紅樓夢》的「本事」。蓋紅學「索隱」一派，

歷來所追尋在此。此由於《紅樓》一書的特殊性，紅學研究實無法避免索隱一途。

但同為索隱，《二重奏》的研究考論，更多的是對清史和紅學史諸典型案例的分

析，而不是簡單比附人物和事件。本書之發明處，在於對「明珠家事說」和「傅恒

家事說」的肆力張皇其論，廣收博采，隱微發覆，重構出一幅明、傅兩家族與雪芹

曹氏之間比較有說服力的《紅樓》故事背後的政治、事件、人物互為關聯的歷史文

化圖景。當然作者並沒有對此兩「家事」說作全然刻板地肯定，而是以相關史料證

明《紅樓》所寫的部分內容與兩家之遭際確有約略相似者，而曹雪芹亦極有可能或

直接或間接聽到過關於此兩家傳奇故事的敘說。關於「元妃省親」的「本事」，黃

一農先生提出了不同於已往的新見，認為《紅樓》書中的「元妃」極有可能根據的

是乾隆皇帝剛登基時獲允回家省親的順懿密太妃王氏的事蹟經歷。因為這位密妃

「曾於康熙三十八年 (1699) 隨駕南巡時順路尋親，並在蘇州覓得斷絕音訊已二十

年的父母，此與小說中所稱允許省親乃因入宮多年之嬪妃皆『拋離父母音容』的理

路相合，亦與第十六回回前之脂批中所稱『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關鍵處，方

見大手筆行文之立意。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的說法若合符

契」（第 7 章，頁 309）。不過一農兄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的資料舉證分疏，到頭

來也只能是各種關於「本事」猜測中的一種而已，終逃不出索隱派紅學的終極局

限，即所有一切發覆索隱都不過是始於猜測而止於猜測，無法得出確定不易的考實

結論。 

然而傳統紅學的不可磨的學術趣味亦在此。結論既不能證實，但亦無法證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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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奏》的獨異處，在於聯結而成比已往任何研究者都更接近本題義旨的歷史人

物的真實關係。本來袁枚《隨園詩話》中的涉紅記事漏洞百出，一農兄已認定其不

足取信，且批評了胡適《紅樓夢考證》的「輕信」。但亦不妨一看他順手理出的相

關的人際連接網絡： 

涉紅記事的當事人明義應與曹雪芹至少有一些間接關係。由於弘曉、永

忠、明仁（明義之兄）、明義和曹雪芹等人常出現在阿濟格裔孫敦誠的

社交圈，且明義親叔傅恒之女嫁淳穎（阿濟格弟多鐸之裔孫，承繼多爾

袞支，襲睿親王）為嫡福晉，另一叔傅文之女生裕瑞（多鐸裔孫，其父

修齡襲豫親王），一位同曾祖之堂姊配弘曉（允祥之子，襲怡親王）之

同母兄弘暾，弘暾死後無子，乃以弘曉之子為承繼子。再者，明義最好

的朋友張賓鶴 (1724-c1790) 不僅館於弘曉府邸十餘年，也與明仁、敦

誠、永忠以及明義的堂兄弟明瑞、明亮、奎林等交結。 

至於曹雪芹，其高祖振彥嘗任阿濟格王府長史（相當於總管），其表哥

福秀娶明珠（其妻為阿濟格第五女）之曾孫女，福秀之連襟則包含傅恒

和永，其中永與永忠、敦敏、敦誠、明仁、張賓鶴等人屢有倡和，

且曾序敦誠的《四松堂集》。（第 8章，頁 334） 

那麼，誰又能夠證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與這一網絡中的人物會沒有一定關聯

呢？我們大家也許不情願但亦無法不向《二重奏》的作者靠近哪怕是一小步罷。他

的複製歷史人物關係的本領著實令人驚歎。第九、十章考論曹雪芹的交遊及諸友情

形，張宜泉一章最見佳處，歷來涉及此一題旨者均不能與斯著同年而語。但第十章

考論新發現的兩本畫冊，一為《李穀齋墨山水、陳紫瀾字合冊》，另一為《種芹人

曹霑畫冊》，一農兄未免過於相信「耳食之言」了。《李陳合冊》可暫不置論，所

謂《種芹人曹霑畫冊》依愚見與《紅樓夢》作者應毫無干係。即如畫冊中末屬「種

芹人曹霑並題」的第六圖，筆墨臃堆鄙俗，無論如何無法與「擊石作歌聲琅琅」

（敦誠《佩刀質酒歌》）而又善畫石的雪芹曹子聯繫起來。而所題之「冷雨寒烟臥

碧塵，秋田蔓底摘來新。披圖空羨東門味，渴死許多煩熱人」詩句，更與寫有「白

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奇句而具有李賀遺風的雪芹詩作相差天壤。記得

九十年代初在普大與余英時先生語及此話題，他說七十年代後的所謂關於曹雪芹以

及《紅樓夢》的「發現」，絕大多數都不可靠。至哉斯言，雖過去二十餘年，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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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至今仍難以對此說提出否證。我所說的紅學一科處處是陷阱，即包括此一方面的

案例在內。 

我讀《二重奏》，認為第十一章「《紅樓夢》與清初政爭中的悲劇身影」，是

此書最見精彩的部分。全書上下求索，似乎都為的是此一章的出現，也可以說煌煌

巨論都是在為此章預埋伏線。脂評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本書作者無意中

借來作為學術著作的結構的針線了（針線為戲劇家處理戲劇衝突之用語）。原來與

《紅樓夢》作者交遊互動以及讀其書而發為共鳴的敦敏、敦誠、額爾赫宜、明義、

永忠、淳穎、裕瑞、弘曉、張宜泉等，都有遠至清初的多爾袞、多鐸、阿濟格案，

中遠的康熙諸子奪嫡案，近在方策的父執輩李煦、年羹堯、納爾蘇、傅鼐、延信諸

案的背景，雪芹本人則有父輩被抄家的直接背景。所以才會有奇書《紅樓夢》的問

世，所以才會有作者身邊人群的強烈反響。《二重奏》作者稱之為「一小撮具『受

難者家屬』身分的宗室」，可謂確切至極。《紅樓夢》這杯佳釀，他們這「一小

撮」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還是自家有酒自家斟，惟忠於史實的考據家能

知其味。文學鑒賞家則未免隔靴搔癢。 

本人早年涉獵《紅樓》有關資料，也曾對淳穎的《讀石頭記偶成》大感興趣，

但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說，不免「膛目不知所對」。下面試看此詩是如何寫法。 

滿紙喁喁語不休，英雄血淚幾難收。癡情盡處灰同冷，幻境傳來石也愁。 

怕見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紅顏黃土夢淒切，麥飯啼鵑認故丘。 

詩的首句「滿紙喁喁語不休」，誠然，《紅樓》一書篇幅原本很長嘛。但第二句

「英雄血淚幾難收」，就不知說的是誰與誰了。「血淚」是有的，但「英雄」何

指？難得一農教授把此詩作者的來龍去脈考論得清清楚楚，包括此章附錄之「論淳

穎非敦誠之連襟」，一併具有歷史考論之重要價值。順帶說一句，《二重奏》諸多

章次後面的附考專論，計有三十四題之多，實為學術著述的一種創體，論學治史者

不可不察。原來此詩作者淳穎是多鐸第五子多爾博的裔孫，乾隆四十三年多爾袞與

多鐸獲全面平反，淳穎奉旨復襲睿親王，故有是詩之作也就並非偶然了。此詩的五

六兩句：「怕見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隨即有了著落。「春歸」不就是

指的那次「平反」嗎？據一農兄考證，這首詩作於乾隆五十七年，那麼也只是在當

年的「英雄」獲得「平反」的十四年之後，他們的後人才敢於寫出如此的詩句，而

且傲慢地宣稱「花落水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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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奏》是一部嚴謹的紅學考證著作，是資料極為豐富的清代史辨著作，也

是富有閱讀趣味的文史學術著作。梳理考辨的雖是此學的舊話題，卻注入了新的思

維方式。特別在建立材料之間的有效聯繫，重建歷史當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方面，

此書有大勝於前人之處，不失為百年紅學研究的集成之作。但若問書中所得結論是

否可靠，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只能說是在通往可靠結論的路上比前人邁出了更

大的一步或是幾步，已經屬於至為難得。近年繼續嘈雜不衰的紅學，很難看到如此

充實有趣的著作了。問題是，即使是跨越前人的一步或者幾步，也必須跨過一個個

的陷阱。當一農說《紅樓》「作者很可能是以其本身或自親友們聽聞之代善、阿濟

格、多爾袞、多鐸、弘慶、明珠、傅恒等人的一些家事做為創作素材」，他算是比

較順利地跨過了「陷阱」。但說《紅樓夢》第一回寫的開卷之第一個女子英蓮，可

能「有英親王阿濟格真正堪憐之意」，我們的一農教授就不慎落到陷阱裡了。 

2014年 9月 15日寫訖 

 

（責任校對：王思齊） 

 

 

（收稿日期：2014. 9. 16；修訂稿日期：2014. 10. 19；通過刊登日期：2014.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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