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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脂硯齋所評點的《石頭記》，一直是我們窺探《石頭記》一書的重要關

鍵。雖然在當時的文人，沒有明顯自覺的小說美學觀點或是理論，但脂評

中仍見他透過特殊第三者的視角，闡釋出相當值得我們重視的古代小說美



學觀。經匯集整理的分析研究，脂評的「真正情理之文」，相當接近近代

西方小說美學中的藝術真實論，也是本論文《脂評《石頭記》文藝美學

論》的研究主軸，偏離了這個軸心，將錯失掌握脂硯小說美學的真義。

「真正情理之文」就是脂硯所力主小說美學的真精神，透過近代小說美學

理論的分析、運用，將可進一步窺探脂評「真正情理之文」之實情。 

「真正情理之文」小說美學核心確立後，再進而探究脂評藝術章法三大

項，「破小說窠臼」、「虛實相間，因情捉筆」、「藝術真實的人物塑

造」，此皆並非獨立於脂評小說美學架構之外圍，實則藝術章法，應被視

之為脂硯「真正情理之文」美學論，繼續的延伸論述。最後，脂硯小說美

學在散漫的評點形式去蕪存菁下，除「真正情理之文」主軸外，另有許多

細碎批條，雖剎那看似無關緊要，卻透露出相當多個人的主觀論見與直覺

感受。這些都透過評點形式，最直接表露脂硯的思維情感、個人情性與學

識涵養。在看似散漫、隨機的評點中，也必然隱藏有諸多足堪反應評點者

內心潛意識精神評點的「痕跡」，所以當潛意識表化為感情時，將在創作

中深化成自我表現的自然途徑，如此的表現論意識精神痕跡，將成為脂硯

齋評點《石頭記》所展現出他個人情性的重要美學精神憑藉，如此將架構

起脂評整體的文藝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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