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0 年8月 第 179 期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文學藝術

文 / 林辉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
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吸引了无
数人的眼球，无数人为其倾倒，
近代更出现了专门研究其的“红
学”。有“红学家”们认为《红楼梦》
通过讲述几大家族的兴衰、宦海沉
浮以及男欢女爱，来折射世态炎
凉，而中共则将其视为是一部“反
映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你死
我活的斗争”的小说，毛还亲自发
动了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
动，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红楼
梦》也是浸透了心酸泪。至于小说
中开篇即点出真意的《好了歌》，
却被世人在中共的洗脑下，刻意忽
略了。

毛眼中的《红楼梦》

毛在少年时就曾看过《红楼
梦》。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毛在
井冈山时期，曾与贺子珍谈到《红
楼梦》，称这是难得的好书，认为
其写了两派的斗争，贾母、王熙
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 ；
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
派，是好的，并称“贾宝玉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

无论是国共内战时期还是中
共建政后，毛都不掩盖其对《红楼
梦》的喜爱，他还屡次借红楼来论
时事，如用林黛玉的话“东风压倒
西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给东风、
西风赋予政治上的含义 ；用王熙凤
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
马”来说明“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
的”；用丫环小红说的“千里搭长
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事
物发展的规律”，等等。

1961 年 12 月 20 日， 毛 还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
书记会议上讲 ：“《红楼梦》不仅
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
看。”1964 年 8 月他又谈到 ：“讲
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
通”，他还认为《红楼梦》第四回

“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对立关系”的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个总纲。

无疑，毛对《红楼梦》的看法
直接影响了中共官方的评论。

毛发动 
《红楼梦》评论批判运动

中共 1949 年建政后不久，毛
泽东和中共为了加强对保有西方民
主思想和传统士大夫气节的知识分
子的思想控制，对他们进行了思想
改造。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
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
胡适成为了其靶子。胡适留在大陆
的儿子胡思杜发文与其断绝父子关
系，称其是“反动分子”、“人民的
敌人”。随之学界掀起了批判胡适
运动，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
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
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
控诉”，各大知识分子纷纷批判胡
适的“反动罪行”。

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暂时中
止，批评暂时中止。随着战事的结
束，用马列思想“清理和批判资产
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实现思想统一”的行动又被提上
了日程，而对中共或明或暗传递的
信息置之不理的胡适因坚定支持台
湾的蒋介石，再次被批判。毛最先
利用 1954 年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李
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将

批判矛头指向了俞平伯，因为研究
《红楼梦》的他是胡适的学生，也
是胡适“新红学派”的重要人物。

在李希凡、蓝翎看来，俞平伯
文章中的自叙传说的“感叹身世”
和“情场忏悔”，不符合《红楼梦》
对封建社会的典型解剖意义 ；强调

“色空”观念，抹杀了曹雪芹在小
说中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经济、
文化全面批判的意向 ；“钗黛合一”
的观点，调和了宝钗和黛玉对立
的意识形态 ；“怨而不怒”风格之
说，歪曲了《红楼梦》现实主义的
批判精神。所谓“红学”总是纠缠
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
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
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
低它，“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
心主义的图解”。于是，他们试图
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去解读《红楼
梦》，确认其时代历史意义等。

而这正中毛之意，因为毛同样
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许多观
点是不赞成的，因为毛同样也在用
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
论等解读《红楼梦》。此外，让毛
觉得这是一个整肃知识分子的契机
就在于，李希凡、蓝翎的批评文
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
想领域里，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
研究”。

在毛的推动下，1954 年 10 月，
《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分别转载
和发表了李、蓝的批判文章，并都
加了“编者按”，毛随后对两则编
者按都作了批注，表示 ：不应当承
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对

《红楼梦》研究更深刻更周密的问
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其后，毛又发出《关于 < 红楼
梦 > 研究问题的信》，批评“大人
物”“甘愿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封信昭告了毛要在文化领域发动
一场思想运动的信号。

很快，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传达
毛的关于批判《< 红楼梦 > 研究》
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口头指示。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
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
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24 日发
表李、蓝的文章《走什么样的路？
——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
梦”研究的错误观点》。这两篇文
章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和胡
适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中

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团以及许多高等学校、研究单位也
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对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

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
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
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
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
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
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
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
伐。这年 11 月 8 日，《光明日报》
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 ：

“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
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
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一场严
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
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
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
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
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
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
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
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
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2 月 9 日，《人民日报》以《三
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
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
是 ：“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
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
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
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
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
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
查，随时警醒”。

1955 年 2 月，俞平伯在《文艺
报》发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
划清界限——关于个人 < 红楼梦 >
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致力
于 30 余年《红楼梦》研究工作，“主
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
论的思想方法”，表示“坚决和胡
适以及一切反动的敌对思想划清界
限”。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的对《红楼
梦》研究所定下的基调，一直延烧
到二十年后的文革末期，造成了红
学界长达二十多年的畸形、扭曲和
空白。“反右”、文革期间，红学
家们几乎人人挨批，于是有人选择
闭口不言，有人不再研究红楼，也
有人选择了抛弃良心，配合中共说
假话。一时间，一部独一无二的伟
大著作《红楼梦》，只剩下了“阶

级、革命、封建、批判”等字眼。
看看彼时的“批判、研究”文

章的标题，就可以了解当时人们
对《红楼梦》的认知角度 ：“坚持用
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红
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
弱本质”，“从《红楼梦》看封建社
会的阶级斗争”，“大观园里奴隶
们的反抗斗争”，“反革命两面派
的自我暴露——剖析林彪在《红楼
梦》第一百七回中的一段批语”，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学习毛《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
的信》”……《红楼梦》变成了一
本阶级斗争的现行教材。

红学家俞平伯被下放改造

在中国的学术权威中，俞平伯
的名字应该是家喻户晓，他对《红
楼梦》的研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尽管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时，
俞平伯被最先祭出，但在他公开与
胡适等人“划清界限”后，对其的
批判暂时结束。

不过文革爆发后，在七十年代
初，俞平伯与社科院的其他学者，
如钱钟书，都被下放到河南息县的
五七干校进行改造。在息县农村，
很多村民都听说过俞先生的名字，
有的说 ：“知道，知道，就是那个
写《红楼梦》反毛 ×× 的老家伙。”

据大陆媒体披露，一次，几
个村民在路上截住俞平伯问他说 ：
“《红楼梦》是你写的吗？为什么
要写书反对毛 ×× ？”俞平伯忙
说 ：“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
写的，我写不出来。”几个村民大
声嚷道 ：“大家快来，报上都说了
就是他写的，他死不承认，什么不
敢不敢，我看你狗胆包天，有什么
不敢的！”这时，一个知识分子模
样的年轻人上前来推开众人说道 ：

“这个问题很严重，留在以后再批
斗。现在先让他交代是怎样勾搭
上大反动派美帝走狗胡适的。”大
概这位青年文化较高，知道《红楼
梦》真正的作者，绝不可能是俞平
伯，出来掩饰一下，事情就过去
了。后来，文学所的几个人，好说
歹说把俞先生领回干校了。

谁解《红楼梦》真味？

一部《红楼梦》究竟讲了什么？

是红学家们所言的家族兴衰、贵
族爱情，还是毛和中共眼中的阶
级斗争？《红楼梦》的第一回中有
这样的字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
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显然，痴迷世间事的世人并
没有参透曹雪芹老先生写作此书
的真意，其实乃讲的是劝人看破
红尘的神仙道。

《红楼梦》讲的是女娲氏炼石
补天之时的一块多余的石头，动
了凡心“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
尘若许年”，化为一块玉石随赤瑕
宫神瑛侍者（投胎为宝玉）入凡
间进一步修炼，高层生命绛珠仙
子（转生为黛玉）如何了却与神
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而助其如
愿以偿，神瑛侍者最终如何“因空
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
色悟空”而回归的故事。换言之，
宝黛关系表面看似爱情，实则是
报恩和了愿在背后牵着。

而在第一回中出现的一僧、
一道，是来人间点悟世人的神
仙。一路走来，道士唱的《好了
歌》需格外关注 ：世人都晓神仙
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
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
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
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
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
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
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古往今来，人们都向往过着
神仙般的生活，丰衣足食、无忧
无虑、荣华富贵，可是呢，人世
间的得失是由因缘关系、因果报
应所决定的，因此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人们执著的追求着人间所
谓的幸福，可是生命却是短暂又
无常，什么才是永恒的呢？有多
少人能够放下执着呢？又有多少
人能够得到神的度化呢？《红
楼梦》就是在劝导人们要看破红
尘，从迷中警醒。世上的东西都
是不定的，得到了名、利也只是
一时的，人终究一死，钱财再
多也带不走，亲情虽好终须别
离！唯有修炼能够得到永恒、
得到真正的幸福。什么叫好？什
么是了？来世的愿望都实现是

“好”，而圆满回归来时的地方 
才是“了”！

除了劝人看破红尘、要走修
炼路外，《红楼梦》还涉及了如下
主题 ：一、有恩必报。人间、天上
都是一样的道理，神仙受恩也得
同等报答，受多大的德，报多大
的恩。

二是人世间充满七情六欲的
“大观园”，可以是高级生命了愿
而返本归真的修行场所。

三是万事都有因缘，人生不
过是个剧本，挨个角色轮流上。
整部《红楼梦》即在导演的安排
下，主角和配角的一生包括台词
都是像演电影一样的走过场而已。

结语
了 解 了《红 楼 梦》的 真 味，

就可以明了红学家们的分析并没
切中核心，就可以明了中共的
歪曲，实质是在让世人偏离《红
楼梦》要传递给世人的真意。人
生如梦，受中共洗脑而在迷中
执著追求着自己向往的生活的世
人，有多少人能明白生命的真正 
意义呢？

中共治下红楼泪 谁解其中味？

游行图之世界需要真善忍

作者 / 天外客

画作跋文 ：公元二零一九年五
月十六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
欧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非
洲、大洋洲，聚集纽约曼哈顿，以
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廿七周年。
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场面气势磅
礡。盛况一时，众生喜悦。为了纪
念这天，特作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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