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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自从诞生不久，就

因为高超的艺术性和巨大的包容

性，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最终形

成了声势浩大的“曹学”和“红

学”。

在《红楼梦》相关的话题中，最

受到人们关注的莫过于续书了。

其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是因为曹

雪芹只写到80回就因病去世了，

留下来的只是未完成稿，不少文人

都想将其续成全篇；其二是《红楼

梦》是以大悲剧结束的，从传统“大

团圆”心理出发，也有文人通过续

书来改写其结局的。

“红楼未完”一向在民间有“人

生三大恨”（鲥鱼有刺、海棠无香、

红楼未完）之说，因此对其续补者，

可谓是代不乏人。在《红楼梦》续

书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清代高鹗。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鹗应

友人程伟元邀请协助编辑整理出

版了全本《红楼梦》，历史上有程甲

本、程乙本之说。“高鹗续书”的质

量也得到大家的总体认可，在很长

时间内，《红楼梦》全本上，均署名

为“曹雪芹、高鹗著”。据最新的红

学研究成果证明，高鹗并非后40

回的续补者，但在保全《红楼梦》方

面依然功不可没。2007年起，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

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

高鹗整理”。

除了广为人知的高鹗“续书”

或者“整理”之外，到目前为止，《红

楼梦》续书多达几十种，它们有的

是在80回本基础上进行修补，有

的则是在120回本基础上进行续

写。这些作品尽管或优或劣，却也

从另外一个层面见证了人们对《红

楼梦》的喜爱。

清嘉庆年间面世的《红楼圆

梦》，又名《金陵十二钗后传》，从

120回开始续写大观园的故事，作

者署名梦梦先生。这部作品以贾

宝玉获得功名，与黛玉有情人终成

眷属为结局，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大团圆”的心理期待。

晚清时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知名的吴趼人也推出《红楼梦》

续书，名为《新石头记》。大致情节

为：贾宝玉于1901年复活后，到上

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目睹

了大量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的

新事物，甚至乘坐潜水艇由太平洋

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绕地球一

周，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文明所

震撼，并自信将来有一天中国也能

制造这些东西。这部书尽管已经

脱离曹雪芹的基本意图，但颇有乌

托邦科幻性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

当代人对续补《红楼梦》依然

是兴致不减。作家刘心武在持续

研究《红楼梦》几十年的基础上，于

2011年推出《刘心武续红楼梦》。

这部作品以80回本为基础进行续

写，篇幅为28回，试图还原曹雪芹

当年创作的大致面貌，在社会上引

起一定争议。

宋代儋州的
亭台堂阁
■ 陈有济

亭台堂阁是我国传统建筑的典
型代表，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
美心理。亭台堂阁类建筑古已有
之，到了宋代，因文风的兴起，建筑
亭台堂阁在全国掀起了热潮。比起
前面各朝代，宋代的亭台堂阁类建
筑与文人的文化活动更为密切，文
化内涵更加丰富。

远在海外的海南岛，宋代也兴
起了修筑亭台堂阁的风气，一批亭
台堂阁在各地先后建起。从全岛来
看，儋州的亭台堂阁为数最多，仅正
德《琼台志》记载的，就有二十余座，
远超其他地方。

宋代儋州的亭台堂阁集中于州
城周围，大部分为地方官员修筑，得
月楼、动鉴阁、云锦亭、咏归亭、宾燕
亭、筹边亭、明秀亭、尊贤堂、冠古
堂、继美堂、坚白堂、吏隐堂、平心堂
和九思堂等即是。也有朝廷谪臣修
建的，如秀香堂、细乡堂，均“在城北
陈氏园中，李光谪居构之”。还有当
地人士修建的，如黄旦在城西北清
水池建起的临清亭；城北陈氏在自
家院子修筑的涌月亭。自外地来儋
寓居的人之中，也有建筑亭台堂阁
的，如原籍泉州、随父寓儋的许康民
构建了问汉亭和湛然庵。

宋代儋州亭台堂阁的取名，可
谓雅之又雅。有的名字直接取自古
诗文，得月楼名称与“近水楼台先得
月”名句有关；动鉴阁之名是胡铨取
自韩愈“轻浪参差鱼动镜”诗句；云
锦亭亭名从韩愈诗句“撑舟昆明渡
云锦”得来；涌月亭取名自杜甫“月
涌大江流”诗句；秀香堂之名来自欧
阳修《醉翁亭记》“野芳发而幽香，佳
木秀而繁阴”句。有的名称出自古
代典故，在州城东南二里黎子云院
子里的载酒堂，是苏东坡借用汉代
扬雄“载酒问字”故事命名的。有的
因事或因地得名，例如用作宴客之
所的宾燕亭；儋州士子在州城南一
片桄榔林里为苏东坡修建供其栖身
的桄榔庵；建于清水池的临清亭；知
军方汝运于山明水秀的相泉（为赵
鼎南迁吉阳路过儋州时所凿）处建
起的明秀亭。有的则是以名明志，
坚白堂之“坚白”为知军陈适“取磨
而不磷，涅而不缁之意”；湛然庵庵
名表明许康民淡泊宁静意；筹边亭
亭名表达知军黄嗣“退食筹边答圣
明”志向。

宋代儋州的亭台堂阁，是当时
在儋州的谪臣、流寓、地方官员以及
当地文人的重要活动场所，他们在
这些地方游览，以文会友、酬赠唱
和。流传至今的一些诗词文章即从
这里产生，或以此为题材，如苏东坡
《和陶始春怀古田舍》、折彦质《留别
许廷惠》、李光《秀香堂》、陈正善《尊
贤堂》和胡铨《儋州继美堂记》等。

宋代儋州亭台堂阁类建筑的兴
建，不仅丰富了儋州的文化内容，而
且反映出这一时期儋州文化风气浓
厚和当地文人文化素养较高。

随着岁月的流逝，宋代儋州这
些亭台堂几乎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能够在后世得到不断重建修
缮，一直延续至今的，只有载酒堂一
个。载酒堂从元代开始作为官办书
院，在明清两代也是书院，担负教书
育人功能。经过多次维修和扩建，
载酒堂逐渐发展成为包括载酒堂以
及其他相关建筑在内的东坡书院，
闻名遐迩，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的苏学研究者和游客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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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由于乾隆帝
弘历本人对于瓷器烧制刻
意求精，加之当时官窑所
具备的雄厚的人力、物质
条件及较高的制瓷技艺，
涌现出品目繁多的新品种
以及精彩制品。镂空转心
瓷瓶是乾隆时期的独特产
品，制作技术难度很大，传
世品甚少。

此瓶形体饱满端庄。
颈、腹不同常瓶，可以旋
转。瓶的颈部饰双象耳，
腹部镂空四圆开光，瓶体
里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
瓶，其外壁绘有婴戏图，旋
转时透过镂空开光可以看
到内瓶上的不同画面，犹

如走马灯的构造。
转心瓶在设计上更具

微妙之处，在它可转的颈
部与固定瓶体上端分别标
写天干和地支，这样在转
动颈部时又可作为中国传
统干支纪年的万年历。

转心瓶的彩饰，口部
以及象耳的金彩有赤金的
质感，瓶体在不同色地上
以珐琅彩料描绘了花卉图
案。四圆开光各以春、夏、
秋、冬园林景致为题材，镂
雕的花卉、山石以粉彩描
绘。瓶里饰松石绿釉，足
底画青花六字篆款“大清
乾隆年制”。

镂空套瓶在宋代龙泉

镂空转心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
部分的《红楼梦》，是以成人为主要
对象的长篇小说，但是自从它诞生
起，一直面临着向青少年普及的问
题。

小人书（连环画）一向是向青
少年普及经典作品的重要方式，它
也因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方便
携带而备受青少年欢迎，成为他们
不可磨灭的童年记忆。堪称《红楼
梦》小人书经典的有两个版本，均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
个是1956年的19册版本，从《乱
判葫芦案》到《宝玉出走》，以片段
的方式展现了《红楼梦》的主体内
容。董天野、张令涛、胡若佛、刘旦
宅等人以写实、白描为主的画作更
是让广大青少年啧啧称叹。

另外一个是则是1982年推出
的16册版本，由戴敦邦、丁世弼、
杨秋宝、徐晓平等老中青三代画家
联袂创作，画面视点多变，构图富
于变化，内涵更加丰富。此外，20
世纪80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连环
画还有戴敦邦创作的《红楼梦故
事》（人民美术出版社），丁世弼、戴
敦邦创作的“红楼梦人物系列连环
画”（辽宁美术出版社）等。这些作
品虽然已经淡出大众视线，但是由
于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具有不可
忽视的收藏价值。

为了满足青少年朋友的不同
需求，还有不少出版社推出不同版
本的青少年版《红楼梦》。尽管这
些出版物质量良莠不齐，但是都使
得《红楼梦》成为青少年读物中的
常销书。此外，2011年还出现了
于淼导演的108集动画片《红楼
梦》，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庞大的

“红楼梦大家族”以不同的形式向
青少年朋友传达着传统文化永恒
的魅力。

（作者简介：王素芳，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副教授）

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
全书”的《红楼梦》一直是影视改
编的宠儿。在百年影视发展史
中，与《红楼梦》相关的影视作品
多达几十部，可以说是影视创作
的热门IP。

民国时期已经有多部根据《红
楼梦》改编的电影，其中最有影响的
莫过于卜万苍执导的作品。卜万
苍于1944年拍摄完成125分钟的
电影《红楼梦》，由袁美云、周璇、王
丹凤、白虹等人主演，在公映之后产
生很大轰动，被誉为“精细的磨练，
精湛的成绩”。由于篇幅有限，这部
作品重点讲述了宝黛钗三人之间
的爱情，由“金嗓子”周旋演唱的插
曲《葬花》《悲秋》更是传唱一时。

1989年，谢铁骊以六部八集
的系列古装剧情的方式，全景展
示《红楼梦》整个故事，曾经在第
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斩获多个
奖项。2018年，以执导历史题材
著称的导演胡玫宣布筹拍电影
《红楼梦》。这部作品从贾府全盛
时期开始介入，深入展示太虚幻
境、元妃省亲、黛玉葬花、宝玉挨
打等经典桥段，再现贾宝玉与林
黛玉之间的悲欢离合故事，据相
关媒体报道已经完成制作过审，
令人期待。

1987年，由中央电视台和中
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拍摄的36
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播出之
后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这部作
品阵容强大，由王扶林导演，周汝
昌、王蒙、周岭、曹禺、沈从文等红
学家担任顾问并参与相关制作，在
忠于原著的同时，对结局又进行适
当改写，深受大众好评，被誉为“中
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这部电
视剧的主要演员在剧中表现也是
可圈可点，比如欧阳奋强、陈晓旭、
邓婕分别扮演贾宝玉、林黛玉、王
熙凤，更是成为一代人心中抹不去
的记忆。

2010年，以拍摄女性题材著
称的导演李少红拍摄了50集的古
装爱情剧《红楼梦》。这部作品的
故事情节由主次两条矛盾线索构
成：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
情为中心，另一条线索则是以宁、
荣二府及其社会关系为中心，由一
些彼此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情节
组成的副线。作品播出之后有褒
有贬，折射出经典改编和翻拍面临
的各种难度。

■ 王素芳

近日，中国
邮政发行《中国
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第五组）邮
票，从而以邮票
形式完整诠释
《红楼梦》中的
25 个 经 典 情
节。今年５月，
又恰逢87版电
视剧《红楼梦》
播出35周年纪
念日。自从《红
楼梦》诞生以
来，它始终以不
同的形式不间
断地成为大众
关注的话题，坊
间也有“开卷不
谈《红楼梦》，读
尽诗书也枉然”
的说法。作为
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红楼梦》
不愧为经典中
的经典，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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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已有烧造，但不及乾隆
时期制品精巧。至于转
心、转颈式样，则要求更高
的烧制水平才能做到。

转心瓶的制作程序，
首先把外瓶颈部、腹部、底
部与内瓶腹部分为四个单
件烧成。外瓶的内底心做
成凸起的鸡心钮，内瓶底
心做成与钮相配的鸡心
槽。组装时将内瓶置于外
瓶底部之上，使鸡心钮凹
凸吻合，再将外瓶腹套装
内瓶，并稳在外瓶底部之
上，最后套放瓶颈。除旋

转部位外，外瓶腹、底之
间，外瓶颈里与内瓶肩部
均用特制黏合剂粘牢，再
修饰接痕，一件天衣无缝
的作品即告成功。

转心瓶式样各异，其
结构大小不同。但在烧
制过程中均要求内、外瓶
体设计尺寸适度，镂雕彩
绘精细，且组合瓶体的各
部烧成后要求不变形，足
见工艺 技 术 的 高 超 水
平。

（经授权，图文摘自朱
家溍《故宫国宝1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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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地粉彩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
清·乾隆（1736年－1795年）
高40.2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21.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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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版《红楼梦》采用清人改琦绘《红楼梦图咏》作为插图。

1982年《红楼梦》新校注本第一版。1957 年出版的
《红楼梦》整理本。

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整理本。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可当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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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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