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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到底是谁
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
（珍藏
版），扉页上作者署名变成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
（后
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1982 年《红楼
梦》新校本出版时，署名为“曹雪芹、高鹗著”。如今发生
明显的变化，一时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7 月 10 日，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撰文，回答了
“《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为什么不是高鹗、到底是谁”等
问题。
阅者弄丢了。
“ 畸 笏 《赠高兰墅同年》一首云：
‘ 艳情人自说红
叟”在脂砚斋版第二 楼。’注云：
‘《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
十回中批注说，
“袭人 补’。”高鹗，别号兰墅；船山即诗人张问
正文标目曰《花袭人 陶，是高鹗的同年。由此胡适认为，张问
有始有终》，余只见有 陶的诗及注是高鹗续书的“最明白的证
一次誊清时，与《狱神 据”。这也是历来认定高鹗是《红楼梦》后
庙慰宝玉》等五、六稿 四十回续作者的最主要的根据。
被借阅者迷失。叹
对此，张庆善认为：其一，从文献考据
的角度看，张问陶的材料不是第一手文献
叹！”
《狱神庙慰宝玉》 资料，如果没有互证的文献资料，这种孤
指的是贾府被抄家、 证很难作为论证后四十回续书作者的铁
贾宝玉被关进狱神庙 证；其二，张问陶并没有说高鹗续写了后
曹雪芹基本写完但没改完《红楼梦》
只是说
“补”“
，补”不等于
“续”
。
等情节，在 110 回之后。这也再度表明，曹 四十回，
作家张爱玲曾说人生三恨：一恨鲥鱼 雪芹基本写完了《红楼梦》。
其中的主要原因，张庆善介绍，一是
多 刺 ，二 恨 海 棠 无 香 ，三 恨《红 楼 梦》未
高鹗只是整理者而非作者
在程伟元、高鹗刊刻程甲本以前，就有《红
完。而张庆善认为，其实，
《红楼梦》是基
张庆善在文中说，在曹雪芹逝世以后 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存在——周春《阅
本写完了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最后修改 的二三十年里，
“ 乾隆庚戌秋，
《红楼梦》都是以八十回本 读〈红楼梦〉随笔》中记载：
完，而且八十回以后的稿子又丢掉了，因 在社会上流传的。
杨畹耕语余云：
‘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
而留下了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
那《红 楼 梦》后 四 十 回 是 从 哪 里 来 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
他解释，之所以说曹雪芹创作完了 的？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中讲得非常清 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张庆善解
《红楼梦》，但没有最后改定，一是从创作 楚——非常喜欢《红楼梦》的他惜未见全 释，乾隆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而程甲本
的规律来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披阅 本，便“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 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才问世的。这就是
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历 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 说，在程甲本问世之前，已经有了《红楼
时十年之久，他不可能只写前八十回，而 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 梦》一百二十回的抄本。
不再往下写了，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 《红楼梦》全书始至成矣”
其次，高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续
。
回。这不符合创作规律。二是现有的大
对此，高鹗也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予 写后四十回。高鹗生于乾隆二十三年，卒
量脂砚斋批语，已经透露出八十回以后的 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 于嘉庆二十年，享年 57 岁。他于乾隆五十
情节，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疑为 全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 三年中举，中举后就积极准备会试。乾隆
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叔叔）都已经看到了这 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
五十五年三月参加会试落第，第二年即
些稿子——比如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批：
此时，高鹗刚刚参加完乾隆五十五年 1791 年春，应友人程伟元之邀，参与整理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 的会试，未中而落第，正好有空。为了满 修订《红楼梦》。
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足大家的阅读需求，程伟元便请他帮助修
张庆善强调，除了张问陶那条“《红楼
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 订整理。本来就很喜欢《红楼梦》的高鹗 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资料外，再
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
欣然答应。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张庆善 没有找到任何一条能证明高鹗续书的文
黛玉逝世，显然已是后 40 回的内容； 介绍就是
献资料。所以，有理由认为，高鹗不是后
“细加厘剔，
截长补短”
。
38 回为过三分之一有余，可推断书至少写
胡适
“高鹗续书说”
所据只为孤证
四十回的作者，
只是一个整理者。
了 100 回以上。此外，张庆善还透露，后 40
是谁说高鹗续书的呢？张庆善介绍，
与此同时，张庆善也强调：说后四十
回还有具体的回目。这些都能说明曹雪 胡适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证了“高鹗续 回不是曹雪芹的原作，不等于全盘否定后
芹确实基本完成了《红楼梦》全部写作。
书说”的人，这个观点也成为新红学的基 四十回，不能说后四十回一无是处；否定
曹版后 40 回在传阅时丢失了
石之一。1921 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 高鹗是后四十回的作者，也并不是就能证
曹雪芹《红楼梦》原稿八十回后为什 提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 明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写，要想弄清续
么没有传下来？
芹，后四十回则是高鹗的续作”的观点。 写后四十回的“无名氏”是谁，还需更多的
多数专家认为，原因是《红楼梦》最初 胡适的论据，是引用了俞樾《小浮梅闲话》 文献资料。
在朋友的小圈子里传抄批阅的时候，被借 中的一条材料。俞樾说：
“《船山诗草》有
据《北京青年报》

在高期待中开播的刑侦缉毒剧《猎毒人》
口碑持续走低

剧本带硬伤，再有大明星也不灵了
如果一部剧有于和伟、
吴秀波、
徐峥、
侯
勇、
王劲松、
刘威葳等优秀演员加盟，
你是不
是会很期待？刚开播不久的刑侦缉毒剧《猎
毒人》，
聚集了上述黄金阵容，
口碑却持续走
低，被不少观众称为“拖好演员下水”。目
前，
该剧在豆瓣网有超过5600人评分，
评分
停留在 5.0 分，
给出一星和两星的观众之和
超过一半，
不少观众把矛头指向了拖沓的剧
情和充满硬伤的剧本。
《猎毒人》在开播前的宣传，可谓吊足
了观众的胃口。去年夏天，江苏卫视热播
大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是吴秀
波与于和伟首次合作，吴秀波任艺术总监
并饰演司马懿，于和伟饰演曹操，两人的
对手戏极其精彩。在《猎毒人》中，于和伟
担任艺术总监并饰演弟弟吕云鹏，吴秀波
则饰演哥哥吕云飞，许多观众就是冲着这
两位大牌的表演去的。可是令人大跌眼

镜的是，第一集还没播到一
半，吴秀波饰演的缉毒警察
就牺牲
“下线”了。
剧评人
“枫丹白露”
把《猎毒人》的剧本
称为
“对不起演员阵容”
。不少剧情令他觉
得难以接受，
比如境外毒贩入境就算了，
更
讽刺的是在大马路上就枪战了！戏剧效果
过头了吧？吕云飞都已经入境了，
为啥不在
海关立刻联系禁毒办？而且追杀他的毒贩
等他入境了才来杀？为何不在境外就解
决？说要保护吕云飞家属，
结果人家儿子死
了，
女儿昏迷，
老婆疯了，
这就是从开篇就在
强调的不惜一切代价保护？
拖沓的剧情也令不少观众感到不
适。在第一集吕云飞之子吕小峰的生日
会上，吕云飞助理徐丽与吕云飞妻子李玫
（刘威葳饰）之间的“吃醋”戏就磨叽了好
几分钟，对情节推动丝毫没有帮助。难怪

有人为刘威葳鸣不平：
“这么好的演员，被
婆婆妈妈的剧情耽误了。”其实，为了拉长
集数而“注水”，在国产剧屡见不鲜，去年
的高口碑剧《人民的名义》，也硬“生编出”
了“黄毛”郑乾的大篇幅戏份，与主题几乎
毫无关系。
在感慨
“剧本毁了好演员”
的同时，
众多
观众把板子打向了女主角徐丽。几大视频
网站的弹幕上，
有关
“女主角把整部剧的节
奏都搞乱了”的吐槽随处可见。正如网友
“齐小白”
所说，
剧本写的这个人物可能就有
问题，
演员演的也过了，
脾气又臭又任性，
工
作和感情分不清，可能前面的情节是后拍
的，
观众没看后边对前面演员的感情带入理
解不了，
如果剧本本来就这么安排的，
那只
能说剧本逻辑有硬伤，
演员不给力又补救不
回来。
据《北京日报》

著名武术演员计春华去世
有记者从计春华好友、知名影评人余泳处
获悉，著名武术影视演员计春华 201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 点 35 分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 57
岁。
公开资料显示，计春华 1961 年 7 月 20 日
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习武，后毕业于上海电
视大学，1982 年出演张鑫炎执导电影《少林寺》
中秃鹰一角被观众所熟识。
此后，计春华曾参与制作作品《少林豪侠
传》
《少林武王》
《毒牙》
《金瓯》等多部影视作
品。
据《北京晚报》2015 年 1 月报道，计春华曾
对媒体表示：
“我每天坚持锻炼，就是因为我热
爱武术。我拍的片子多数都是动的，武术使我
的生命延长，我争取打到六七十岁。等我打不
动的时候，要把我从小到大的电影剪成一部纪
录片，回味我的人生。
”
据《东方早报》

这些年，王菲为何总唱电影主题歌？
“电影主题歌女王”王菲又发新歌了，这一次
是为姜文新片《邪不压正》宣传曲《偶遇》。果不
其然，轻松刷屏。对于电影片方而言，请王菲唱
主题曲，是一种高效的宣传手段，而且还不是一
般电影能用的。
歌迷靠主题曲过瘾
对于歌迷而言，很久没有出新专辑的王菲，
每年唱那么几首电影主题曲，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了，因此大家一边抱怨着偶像“不务正业”，一边
循环听歌，
积极转发。
这一次王菲为姜文新片《邪不压正》演唱的
主题曲，比起之前几首主题曲的“口水歌”气质，
颇受歌迷好评，
“层层递进式的演唱，像《脸》一样
类美声的宛转悠扬的演唱技巧，充满怀旧的年代
感，都被王菲演绎得动人心弦。还有王菲式的哼
唱若隐若现，尾音拖颤的余音袅袅，都让这首歌
曲有了丰富的表现力。”
从为张艺谋《英雄》演唱主题曲开始，王菲已
经演唱过至少 9 首电影主题曲了，其中大部分是
青春爱情片，包含为前夫李亚鹏主演的《将爱情
进行到底》演唱的《因为爱情》，以及电影《匆匆那
年》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等几部大热的青春爱情片。也有《无问西东》
《触不可及》
《玄奘》这样不那么商业的影片。获
封
“电影主题曲女王”，王菲可以说实至名归。
片方靠王菲制造热点
王菲为何能成为“电影主题曲女王”？这件
事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为何王菲愿意
唱。
“ 钱多事少啊”，一位宣发公司的高层告诉华
商报记者，
“她也挑的，你看她总给张一白监制的
影片唱，因为她们关系好，当然钱也是给到位
了。唱这种歌对王菲而言太容易了，还能保持存
在感和热度，还不用费事宣传，比出专辑省心多
了。”
而对于电影片方而言，
“电影发布主题曲”是
宣发很重要的一环，请王菲可以在这一环节中占
据宣传优势，
“王菲绝对是自带热搜体质的艺人，
发个微博、逛个街、坐个飞机都能受到关注，请她
唱主题曲更是容易形成焦点，唱得好与不好，都
是话题，根本不需要宣传公司刻意炒作。”该工作
人员表示，
“ 当然她也不好请，除了费用高，她也
挑人。”
据《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