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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校稿

校字記

目錄
原本『第某回』前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一行，不錄。
第 一 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原

本缺頁，此從庚辰本。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從戌；

原『賈雨村夤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第 五 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立新場情傳幻境情』——從戌；

原『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 七 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從

戌、舒；原『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宴寧府寶玉會秦
鐘』。

第 八 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賈寶玉大醉絳芸軒』——從戌；
原『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從戚、覺等；原『林儒海』。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原本二回連抄，共用一標題，庚辰本同。

爲便閱讀，今依敘事段落分作上、下二回，避免標
題及正文改動。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從
戚、覺等；原抄新起一頁但無回目。

第三十六回　『情悟梨香院』——從戚、覺等；原『情語梨花院』。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欺幼主刁奴蓄險心』——原

本缺頁，此從庚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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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頁 1 　行　一　『詩曰』至頁 5 行五『每日只以』——原本自『只

以』始，前缺數頁，以庚辰本作底本。
行　一　『詩曰』及『浮生著甚』詩——庚本無，甲戌本

錄於回目之前，校作回前詩統於回目之後。
行　六　『列位看官』——庚本文前另有『此開卷第一回

也』一段文字，從甲戌、覺序本校作評語不錄。
行　十　『單單的』——從戌、戚、覺等；庚本『單單』。
行十四　『丰神迥別』至頁 2 行十三『變成一塊』——從

戌；庚本『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
塊』。

頁 2 　行十六　『然後好』——從戌、戚、覺等；庚本『然後』。
行十八　『喜不能禁』——從戌、覺等；庚本『喜不能盡』。
行二三　『一大石上』——從戌、戚、覺等；庚本『一大

塊石上』。
頁 3 　行　四　『墮落』——從戌、覺等；庚本『墜落』。

行　五　『閒情』——從戌、戚等；庚本『開情』。
行　八　『編寫』——從戌、戚等；庚本『偏寫』。
行十二　『何太癡也』——從戌、戚、覺等；庚本『何太

癡耶』。
行十五　『愛看』——從戌、戚、覺等；庚本『愛』。
行十七　『更有』至行十八『勝數』——從戌等；庚本無。
行二二　『開口』——從戌、戚、覺等；庚本『問口』。
行二五　『也有幾首』——從戌、戚、覺等；庚本『也有

首』。
頁 4 　行　一　『追踪躡跡』——從戚等；庚本『追踪攝跡』。

行　四　『理治之書』——從戌、戚、覺等；庚本『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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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行　五　『也不定要』——從戌、覺等；庚本『也不定』。
行　五　『檢讀』——從戌、戚、覺等；庚本『檢書』。
行　五　『他們』——從戌、戚、覺等；庚本『你們』。
行　六　『避世去愁』——從戌、戚等；庚本『避事去愁』。
行　十　『聽如此說』——從戌、覺等；庚本『聽如此話』。
行　十　『將這』——從戌、戚、覺等；庚本『將』。
行十四　『私訂偷盟』——從戌、戚、覺等；庚本『私討

偷盟』。
行十七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從戌；庚本無。
行二三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從戌；

庚本無。
頁 5 　行　七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　八　『手倦拋書』——從戌、戚、覺等；原『倦時攏
書』。

行十二　『投胎入世』——從庚等；原『投入人世』。
行二十　『尚未』——從庚等；原『未』。
行二十　『故其在』——從戚等；原『故甚至』。
行二一　『太平朝世』——從庚等；原『太平盛世』。
行二三　『了結的』——從庚等；原『了結』。

頁 6 　行　一　『風流冤家來』——從庚等；原『風流冤家』。
行　二　『還淚』——從庚等；原『還眼淚』。
行　二　『風月事故』——從庚等；原『風月故事』。
行　四　『詩詞篇章』——從庚等；原『詩詞編章』。
行十二　『俱聽得』——從庚等；原『俱聽』。
行十二　『不禁上前』——從庚等；原『近前』。
行十三　『也忙答禮』——從庚等；原『也答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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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五　『弟子則』——從庚等；原『則』。
行十九　『不知爲何』——從庚等；原『不知爲何物』。
行十九　『那僧道』——從庚等；原『那道人道』。
行二三　『上大書』——從覺等；原『那牌坊上大書』。
行二四　『道是』——從庚等；原『道』。
行二五　『眞亦假』——從戌、戚、覺等；原『眞作假』。

頁 7 　行　三　『忘了對半』——從戌、戚等；原『忘了大半』。
行　三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　四　『乖覺可喜』——從戌、戚、覺等；原『甚覺可

喜』。
行　四　『抱在懷中』——從戌、戚、覺等；原『抱在懷

內』。
行　八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十二　『四句言詞』——從庚等；原『四句言辭』。
行十六　『不必同行』——從庚等；原『不必同往』。
行十八　『二人一去』——從庚等；原『二人已去』。
行十九　『該試一問』——從庚等；原『該試問一番』。
行十九　『悔卻晚也』——從庚等；原『悔之晚矣』。
行二十　『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

村』——從庚等；原『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
時飛別號雨村者』。

行二一　『胡州』——從庚等；原『湖州』。
行二四　『暫寄』——從庚等；原『暫居』。

頁 8 　行　一　『敢街市上』——從庚等；原『敢是街市上』。
行　十　『是一個丫嬛』——從庚等；原『是個丫嬛』。
行　十　『擷花』——從庚等；原『掐花』。
行十一　『卻亦有』——從庚等；原『卻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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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二　『擷了花』——從庚等；原『掐了花』。
行十二　『敝巾舊服』——從庚等；原『幣巾舊服』。
行十二　『貧窘』——從庚等；原『貧窮』。
行十三　『腰圓背厚』——從庚等；原『腰圓膀厚』。
行十六　『貧窘』——從庚等；原『貧窮』。
行十六　『想定是』——從庚等；原『想來定是』。
行十七　『如此想』——從庚等；原『如此想來』。
行二二　『乃又另具』——從庚等；原『乃另具』。
行二三　『書房』——從庚等；原『書房中』。
行二四　『回頭顧他』——從戌、戚等；原『回顧他』。

頁 9 　行　八　『恰至』——從庚等；原『恰被』。
行十四　『復過這邊』——從庚等；原『過這邊』。
行十六　『街坊上』——從庚等；原『街房上』。
行十六　『戶戶絃歌』——從戚、覺等；原『戶戶歌絃』。
行十九　『滿把晴光』——從庚等；原『滿地晴光』。
行二四　『時尚之學』——從庚等；原『舉業之學』。

頁 10　行　一　『每有此心』——從庚等；原『每有此意』。
行　七　『大快之事耶』——從庚等；原『大快之事也』。
行　十　『再寫兩封』——從庚等；原『寫兩封』。
行十四　『不及面辭』——從庚等；原『不及回辭』。
行十六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十六　『將英蓮』——從戌、戚、覺等；原『將英菊』。
行十七　『那有英蓮』——從戌、戚、覺等；原『那有英

菊』。
行十九　『士隱夫婦』——從庚等；原『士隱』。
行二二　『先就得了』——從庚等；原『先得了』。
行二三　『不想這日』——從庚等；原『不料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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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　行　三　『方漸漸的』——從庚等；原『漸漸的』。
行　三　『熄去』——從庚等；原『熄下去』。
行　三　『早已燒成』——從庚等；原『燒成』。
行十三　『越覺窮了』——從庚等；原『越發窮了』。
行十六　『暮年之人』——從庚等；原『暮年人』。
行十七　『拄了拐』——從庚等；原『拄了拐杖』。
行十八　『散散心時』——從庚等；原『散散心』。
行十八　『瘋狂落脫』——從戌、戚、覺等；原『瘋癲落

脫』。
行二十　『世人都曉』——從庚等；原『世人只曉』。
行二三　『及到多時』——從庚等；原『卽至多時』。
行二四　『君生』——從庚等；原『君在』。

頁 12　行　三　『聽見些好了』——從庚等；原『聽見好了』。
行　四　『你若果』——從庚等；原『你果然』。
行　七　『有宿慧的』——從庚等；原『宿慧的』。
行　九　『何如』——從庚等；原『如何』。
行十一　『脂正濃』——從庚等；原『脂玉濃』。
行十四　『訓有方』——從庚等；原無。
行十六　『破襖寒』——從庚等；原『破襖冷』。
行十九　『拍掌笑道』——從庚等；原『拍手笑道』。
行二一　『一件新聞』——從庚等；原『新文』。
行二三　『依靠著』——從庚等；原『靠著』。
行二四　『舊日的丫嬛』——從庚等；原『舊日丫嬛』。
行二五　『日日報怨』——從庚等；原『日夜報怨』。

頁 13　行　三　『只見』——從庚等；原『只見那』。
行　四　『烏帽猩袍』——從庚等；原『烏紗猩袍』。
行　五　『發個怔』——從戌、覺等；原『發了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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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頁 14　行　一　『詩云』——原本此前另有『此回亦非正文』一

段文字，從甲戌、覺序本校作評語不錄。
行　六　『可是問他』——從庚等；原『可是問他麼』。
行　九　『封家人』——從庚等；原『家人』。
行十一　『新陞的太爺』——從庚等；原『新陞太爺』。
行十六　『送了我』——從庚等；原『送我』。

頁 15　行　五　『不承望自到』——從庚等；原『不承望到』。
行　六　『染疾下世』——從庚等；原『染疾棄世』。
行　十　『至大比之期』——從庚等；原『到大比之期』。
行十三　『生情狡猾』——從庚等；原『情性狡猾』。
行十六　『嘻笑自若』——從庚等；原『喜笑自若』。
行十七　『積的些資本』——從庚等；原『積下資本』。
行十九　『鹺政』——從庚等；原『鹽政』。
行二十　『字表如海』——從庚等；原『表字如海』。

頁 16　行　一　『親支嫡派的』——從庚等；原『親近嫡派』。
行　四　『乳名黛玉』——從庚等；原『名黛玉』。
行　五　『也欲使他』——從庚等；原『也使他』。
行　五　『識得幾個字』——從庚等；原『識字』。
行　六　『雨村正値』——從庚等；原『且說雨村正値』。
行　九　『鹺政』——從庚等；原『鹽政』。
行十四　『近因』——從庚等；原『只因』。
行十七　『山環水旋』——從庚等；原『山環水繞』。
行十九　『舊破的』——從庚等；原『破舊的』。
行十九　『對聯曰』——從庚等；原『對聯是』。
行二二　『也曾遊過』——從庚等；原『我也曾遊過』。
行二三　『想必有個』——從庚等；原『想來必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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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7　行　二　『那村肆中』——從庚等；原『那邊村肆中』。
行　三　『剛入肆門』——從戌、戚、覺等；原『方入肆

門』。
行　五　『號冷子興者』——從庚等；原『號冷子興』。
行　五　『在都相識』——從庚等；原『在都中相識』。
行　七　『說話投機』——從庚等；原『說話』。
行　七　『忙亦笑問』——從戌、戚、覺等；原『忙亦笑

問道』。
行十六　『豈非同宗』——從戌等；原『定非同宗』。
行十七　『榮國府賈府』——從庚等；原『榮國府貴府』。
行二二　『榮國兩門』——從庚等；原『榮國府兩門』。
行二四　『冷子興道』——從庚等；原『子興道』。
行二五　『因欲遊覽』——從庚等；原『因遊覽』。

頁 18　行　五　『子興冷笑道』——從戚等；原『子興笑道』。
行　八　『日用排場費用』——從戌、覺等；原『日用排

場』。
行　九　『外面的架子』——從庚等；原『外面架子』。
行　十　『誰知這樣』——從庚等；原『誰知』。
行十五　『一母同胞』——從庚等；原『一母同胞的』。
行二二　『高樂不了』——從庚等；原『高樂』。
行二三　『翻了過來』——從庚等；原『翻過來』。
行二三　『敢來管他』——從庚等；原『敢來管他的』。
行二四　『娶的也是』——從庚等；原『娶的是』。
行二五　『長子』——從庚等；原『長名』；
行二五　『次子』——從庚等；原『次名』。

頁 19　行　二　『原欲』——從庚等；原『原要』。
行　三　『長子襲官外』——從庚等；原『長子襲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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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四　『額外賜了』——從庚等；原『特恩賜了』。
行　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行　四　『主事之銜』——從庚等；原『主事之職』。
行　五　『現已陞了』——從庚等；原『現已陞』。
行　五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行　六　『頭胎生的』——從庚等；原『頭生的』。
行　九　『啣下一塊』——從庚等；原『啣一塊』。
行十一　『只怕這人』——從庚等；原『怕這人』。
行十二　『乃祖母』——從庚等；原『他祖母』。
行十二　『便先』——從庚等；原『便』。
行十二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行十三　『將來的志向』——從庚等；原『將來志向』。
行十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行十六　『說來又奇』——從庚等；原『說來又奇了』。
行十七　『聰明乖覺處』——從庚等；原『聰明乖處』。
行二一　『政老前輩』——從庚等；原『政老爺前輩』。

頁 20　行　一　『周召』——從庚等；原『周公』。
行　二　『張朱』——從庚等；原『朱張』。
行　七　『下至朝野』——從庚等；原『下及朝野』。
行　八　『爲甘露』——從庚等；原無。
行　十　『或被雲摧』——從庚等；原『忽被雲推』。
行十三　『故其氣』——從庚等；原『固其氣』。
行十四　『下亦不能』——從庚等；原『下則亦不能』。
行十五　『聰俊靈秀』——從庚等；原『聰明靈秀』。
行十九　『奇優名倡』——從庚等；原『奇優名妓』。
行二十　『顧虎頭』——從庚等；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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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三　『崔鶯』——從庚等；原『崔鶯鶯』。
行二四　『成則王侯』——從庚等；原『成則公侯』。
行二五　『你還不知』——從庚等；原『你還不知道』。

頁 21　行　一　『方纔你』——從庚等；原『你方纔』。
行　二　『不用遠說』——從戌、戚、覺等；原『不用遠

處』。
行　二　『只金陵城內』——從庚等；原『只這金陵城

內』。
行　三　『你可知麼』——從庚等；原『你可知道麼』。
行　四　『就是老親』——從庚等；原『是老親』。
行　四　『極其親熱的』——從庚等；原『極其親熱』。
行　七　『富而好禮』——從庚等；原『富有好禮』。
行　八　『舉業的』——從庚等；原『舉業的學生』。
行　九　『伴著我』——從庚等；原『伴我』。
行　十　『不然我自己』——從庚等；原『不然我』。
行十二　『這兩個寶號』——從庚等；原『兩個寶號』。
行十二　『尊榮無對的呢』——從庚等；原『尊榮無對

呢』。
行十三　『要緊』——從庚等；原『要緊的狠呢』。
行十四　『設若失錯』——從庚等；『說若失錯』。
行十六　『變了一個』——從庚等；原『變了一個人了』。
行十七　『笞楚過幾次』——從庚等；原『笞楚幾次』。
行十七　『姐姐妹妹亂叫』——從庚等；原『姐姐妹妹的

亂叫』。
行十九　『喚姐妹』——從戌、戚等；原『叫姐妹』。
行十九　『去討情討饒』——從戌、覺等；原『去討饒』。
行十九　『豈不愧些』——從庚等；原『豈不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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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十　『急疼之時』——從庚等；原『疼急之時』。
行二一　『不疼了』——從庚等；原『不疼』。
行二二　『祕法』——從戚等；原『祕訣』。
行二二　『起來了』——從庚等；原『起來』。
行二三　『也因祖母』——從庚等；原『也因他祖母』。
行二三　『辭了館出來』——從庚等；原『辭了館』。
行二四　『坐館了』——從庚等；原『坐了館』。
行二四　『你看這等子弟』——從庚等；原『你說這等子

弟』。
行二五　『從師友之規諫的』——從戌、戚等；原『從師

友之規諫』。
頁 22　行　二　『政老爹』——從庚；原『政老爺』。

行　三　『赦老爹前妻所出』——從戌；原『赦老爺之女
政老爺養爲己女』。

行　四　『政老爹』——從庚；原『政老爺』。
行　五　『史老夫人』——從庚等；原『史老太夫人』。
行　七　『另外用這些』——從庚等；原『外用些』。
行　八　『豔字的』——從庚等；原『豔字』。
行　九　『正月初一日』——從庚等；原『正月初一』。
行　十　『從弟兄而來的』——從庚等；原『從弟兄而

來』。
行十二　『細訪可知』——從庚等；原『細訪便知』。
行十三　『讀至凡書中有』——從庚等；原『讀書凡有』。
行十三　『念作密字』——從庚等；原『念作蜜字』。
行十四　『寫字遇著』——從庚等；原『寫字若遇著』。
行十五　『無疑矣』——從庚等；原『無疑了』。
行十六　『方得其女』——從庚等；原『方生此女』。



12

校字記第三回

行十七　『榮府之孫』——從庚等；原『榮府之外孫』。
行十九　『只看這』——從庚等；原『只看著』。
行二四　『長名賈璉』——從庚等；原『長子名賈璉』。
行二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頁 23　行　一　『不喜』——從戌、戚、覺等；原『不愛』。
行　一　『世路上』——從庚等；原『世路』。
行　三　『稱頌他夫人的』——從庚等；原『稱頌他夫

人』。
行　四　『竟是個』——從庚等；原『竟是』。
行　五　『萬不及一的』——從庚等；原『萬不及一的一

個人』。
行　六　『都只怕』——從庚等；原『只怕』。
行　十　『卽多吃幾杯』——從庚等；原『就多吃幾杯』。
行十二　『又聽得』——從庚等；原『只聽得』。
行十三　『報個喜信的』——從庚等；原『報喜信兒』。

第三回
頁　24　行　二　『革後家居』——從庚等；原『革職後家居』。

行　三　『他便四下裡』——從庚等；原『便四下』。
行　四　『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

村』——從庚等；原無。
行　七　『忙尋邸報』——從庚等；原『尋邸報』。
行　十　『未經酬報』——從庚等；原『未曾酬報』。
行十八　『大有祖父遺風』——從庚等；原『有祖父遺

風』。
行十九　『輕薄仕宦之流』——從庚等；原『輕薄仕宦』。
行二十　『弟亦不屑爲』——從庚等；原『弟已不屑爲』。
行二十　『方信了』——從庚等；原『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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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5　行　一　『又謝了林如海』——從庚等；原『又謝了如
海』。

行　四　『身體方愈』——從戚等；原『身體又愈』。
行　五　『致意務去』——從庚等；原『致意務必去』。
行　九　『帶兩個小童』——從庚等；原『帶了兩個小

童』。
行　十　『有日』——從庚等；原『那日』。
行十二　『請入相會』——從戚、覺等；原『請入相』。
行十五　『謀了一個』——從庚等；原『謀了個』。
行十六　『不在話下』——從庚等；原『此是後話』。
行十九　『久候了』——從庚等；原『候著黛玉』。
行二三　『便從紗窗外』——從戌；原『從紗窗外』。
行二四　『又行半日』——從庚等；原『又行了半日』。

頁 26　行　一　『東西兩角門』——從庚等；原『兩角門』。
行　二　『敕造寧國府』——從庚等；原『敕建寧國府』。
行　四　『方是榮國府了』——從庚等；原『方是榮國

府』。
行　十　『放著一個』——從庚等；原『放著個』。
行十一　『五間上房』——從庚等；原『五間大房』。
行十三　『臺磯之上』——從庚等；原『臺階之上』。
行十五　『三四人』——從庚等；原『三四个』。
行十五　『打起簾櫳』——從庚等；原『打打起簾子』。
行十五　『聽得人回話』——從庚等；原『聽得人回說』。
行十六　『鬢髮如銀』——從庚等；原『鬢髮如霜』。
行十八　『心肝兒肉』——從庚等；原『心肝兒肉兒』。
行二十　『所云之』——從庚等；原『所云』。
行二十　『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從戌、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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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
行二三　『一一拜見過』——從庚等；原『一一的拜見過

了』。
行二五　『奶嬤嬤』——從庚等；原『奶娘』。
行二五　『丫嬛』——從庚等；原『丫頭』。

頁 27　行　八　『獨有你母』——從庚等；原『獨有你母親』。
行　八　『一旦先』——從庚等；原『一但』。
行　八　『不能一見』——從庚等；原『不能見』。
行　九　『嗚咽』——從庚等；原『咽嗚』。
行十一　『風流態度』——從庚等；原『風流體度』。
行十六　『旣捨不得他』——從庚等；原『旣捨不得』。
行十七　『若要好時』——從戌、戚、覺等；原『若要好

時若要好時』。
行十八　『凡有外姓親友之人』——從庚等；原『姓親

友』。
行十九　『不經之談』——從庚等；原『無稽之談』。
行二十　『正配丸藥呢』——從庚等；原『正配丸藥』。
行二二　『納罕道』——從庚等；原『納罕』。
行二二　『這些人』——從庚等；原『這裡人』。
行二三　『這來者係誰』——從庚等；原『想來是誰』。
行二四　『心下想時』——從庚等；原『心下正想時』。
行二四　『媳婦丫嬛』——從庚等；原『媳婦丫頭』。
行二四　『後房門』——從庚等；原『後房』。

頁 28　行　三　『大紅洋緞』——從戌、戚等；原『大紅萍緞』。
行　四　『丹鳳三角眼』——從庚等；原『丹鳳眼』。
行　四　『柳葉弔梢眉』——從庚等；原『柳葉眉』。按，

各本『弔梢』作『掉梢』，從第六十八回『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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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葉高弔兩梢』改。
行　六　『不認得他』——從庚等；原『不認得』。
行　八　『鳳辣子就是』——從庚等；原『鳳辣子就是

了』。
行　九　『亦曾聽見』——從戌；原『也曾聽見』。
行　十　『娶的就是』——從庚等；原『娶的是』。
行十一　『敎養的』——從庚等；原『養著』。
行十四　『我今兒』——從庚等；原『我今』。
行十六　『姑媽』——從庚等；原『姑姑』。
行十七　『用帕』——從庚等；原『用手帕』。
行十七　『你倒來招我』——從庚等；原『你又來招我』。
行十八　『休提前話』——從庚等；原『休題起前話』。
行二十　『忘記了』——從庚等；原『忘了』。
行二一　『幾歲了』——從庚等；原『幾歲了黛玉答道

十三歲了又問道』。
行二二　『現吃什麼藥』——從庚等；原『現吃什麼藥黛

玉一一回答又說道』。
行二二　『想要什麼吃的』——從庚等；原『想什麼吃

的』。
行二五　『說話時』——從庚等；原『說話之間』。

頁 29　行　一　『親爲捧茶捧果』——從戌；原『熙鳳親爲捧茶
捧果』。

行　三　『也並沒有』——從庚等；原『也沒有』。
行　三　『說的那樣』——從庚等；原『說的那樣眞』。
行　五　『裁衣裳的』——從庚等；原『裁衣裳』。
行　七　『這兩日到的』——從庚等；原『這兩日到』。
行十四　『眾婆娘們』——從戚、覺等；原『眾婆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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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九　『方纔那邊』——從庚等；原『方纔那』。
行二十　『進入正室』——從庚等；原『進入內室』。
行二二　『回說』——從戌、戚、覺等；原『回話』。

頁 30　行　三　『還要過去拜見』——從庚等；原『還要拜見』。
行　三　『領賜去』——從庚等；原『領賜了飯去』。
行　四　『未爲不可』——從庚等；原『亦未爲不可』。
行　四　『這倒是了』——從庚等；原『這纔是』。
行　五　『兩三個嬤嬤』——從庚等；原『三個嬤嬤』。
行　五　『送了過去』——從庚等；原『送了姑娘過去』。
行　六　『又囑咐了眾人幾句』——從庚等；原無。
行　八　『進入榮府』——從庚等；原『入榮府』。
行　九　『向南大廳』——從庚等；原『向南大庭』。
行十二　『接出大門的』——從庚等；原『接出大門』。
行十二　『進入堂屋中』——從庚等；原『進入堂屋』。
行十二　『先看一個』——從戌等；原『先看見一個』。
行十三　『匾上寫著』——從庚等；原『上寫著』。
行十三　『斗大三個字』——從戌、戚、覺等；原『斗大

的三個字』。
行十五　『古銅鼎』——從庚等；原『古鼎』。
行十七　『楠木交椅』——從庚等；原『紫檀交椅』。
行二十　『勳襲東安郡王』——從庚等；原『勳襲人東安

郡王』。
行二三　『猩紅洋罽』——從庚等；原『猩紅洋毯』。
行二三　『金錢蟒靠背』——從庚等；原『金錢蟒的靠

背』。
行二三　『金錢蟒引枕』——從庚等；原『金錢蟒的引

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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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四　『金錢蟒大條褥』——從庚等；原『金錢蟒的大
條褥』。

行二四　『左邊几上』——從庚等；原『右邊几上』。
行二五　『右邊几上』——從庚等；原『左邊几上』。

頁 31　行　一　『唾壺』——從戌、戚等；原『痰盆』。
行　四　『對設』——從庚等；原『對設的』。
行　四　『度其位次』——從庚等；原『度其坐次』。
行　五　『丫嬛』——從庚等；原『丫嬛們』。
行　七　『果亦與』——從庚等；原『亦與』。
行　八　『一個丫嬛』——從庚等；原『丫嬛』。
行　八　『林姑娘』——從庚等；原『姑娘』。
行十三　『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的彈墨椅袱』——從

庚等；原『三張椅子』。
行二五　『小名就喚』——從庚等；原『小名叫』。

頁 32　行　四　『他倒還』——從庚等；原『他還』。
行　五　『兩三個小幺兒』——從戌；原『兩三個小幺兒

們』。
行　七　『囑咐你』——從庚等；原『囑咐』。
行　九　『黛玉』——從庚等；原『林黛玉』。
行十二　『半大門』——從庚等；原『半大門兒』。
行十三　『小小一所房室』——從庚等；原『小三所房

屋』。
行十四　『往這裡』——從庚等；原『往這裡來』。
行二十　『椅上』——從庚等；原『椅子上』。
行二二　『方上來』——從庚等；原無。
行二三　『迎春便坐』——從庚等；原『迎春便坐了』。
行二三　『左第二』——從戌、戚、覺等；原『左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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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三　『右第二』——從戌、戚、覺等；原『右邊第二』。
頁 33　行　三　『不得不隨的』——從庚等；原『不得不隨』。

行　六　『兩句閒話』——從庚等；原『幾句閒話』。
行　七　『方引李鳳二人』——從庚等；原『引李鳳二

人』。
行　九　『認得兩個字』——從庚等；原『認得幾個字』。
行　十　『罷了』——從庚等；原『就罷了』。
行十二　『不知是』——從庚等；原無。
行十三　『心中正想著』——從庚等；原『心下正想著』。
行十六　『大紅箭袖』——從庚等；原『大紅箭袖袍』。
行二十　『吃一大驚』——從庚等；原『吃了一大驚』。

頁 34　行　一　『仍舊帶著』——從庚等；原『仍帶著』。
行　二　『松花』——從庚等；原『松花綠』。
行　三　『面如敷粉』——從庚等；原『面如團粉』。
行　四　『語言常笑』——從庚等；原『言語常笑』。
行　六　『西江月二詞』——從庚等；原『西江月詞』。
行　六　『其詞曰』——從庚等；原『其詞云』。
行　八　『行爲』——從庚等；原『行動』。
行十六　『一雙似睜非睜橫波目』——原本作『一雙似

目』。『似睜非睜』，據第二十三回『直豎起兩
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補。
睜，張目不悅視貌。『橫波目』，依前句『罥烟
眉』意補。按，各本異文如下：己——兩彎似蹙
非蹙罥烟眉，一雙似目（楊同）；庚——兩灣半
蹙蛾眉，一對多情杏眼；戌——兩灣似蹙非蹙眉
烟眉，一雙似囗非囗囗囗囗（原文經塗改，辨讀
如此）；戚——兩灣似蹙非蹙罩烟眉，一雙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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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同）；覺——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
喜非喜含情目（程同）；俄——兩彎似蹙非蹙罥
烟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舒——眉灣似蹙而
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

行十七　『行動處』——從戚；原『行動』。
行二一　『舊相認識』——從覺等；原『舊相認識的』。

頁 35　行　一　『無字』——從庚等；原『無有表字』。
行　六　『太多』——從庚等；原『甚多』。
行　八　『我也有無』——從戌；原『我有沒有』。
行十一　『勞什子了』——從庚等；原『勞子東西』。
行十三　『滿面淚痕』——從庚等；原『滿眼淚痕』。
行十六　『有這個來的』——從庚等；原『有這個來著』。
行二一　『想一想』——從庚等；原『想了一想』。
行二三　『來請問』——從戌等；原『來問』。
行二三　『黛玉之房舍』——從庚等；原『黛玉之房』。
行二四　『同我在套間』——從庚等；原『同在套間』。
行二四　『把你林姑娘』——從庚等；原『把林姑娘』。
行二五　『另作一番』——從庚等；原『另作番』。

頁 36　行　三　『奶娘』——從庚等；原『奶媽』。
行　七　『遂心省力的』——從庚等；原『遂心』。
行　八　『二等丫頭』——從庚等；原『二頭丫頭』。
行　九　『乳母』——從庚等；原『奶媽』。
行十三　『外大牀上』——從庚等；原『外面大牀上』。
行十五　『竭力盡忠』——從庚等；原『竭力盡心』。
行十六　『因知他』——從庚等；原『因他』。
行十八　『只有一個』——從戌、戚、覺等；原『只有個』。
行十八　『又只有一個』——從庚等；原『又只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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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十　『已睡了』——從庚等；原『都睡了』。
行二一　『悄悄進來』——從庚等；原『悄悄的進來』。
行二二　『牀沿上』——從庚等；原『炕沿上』。
行二四　『倘或摔壞』——從庚等；原『倘若摔壞了』。
行二五　『便傷心』——從庚等；原『便傷心起來』。

頁 37　行　五　『掏出』——從戌、戚等；原『掏出來的』。
行　五　『上頭有』——從戌；原『上面』。
行　六　『此刻夜深』——從庚等；原『此刻夜深了』。
行十一　『薛家姨母』——從庚等；原『薛姨母』。

第四回
頁 38　行　四　『珠雖夭亡』——從庚等；原『賈珠雖夭亡』。

行　四　『今已五歲』——從戌；原『今方五歲』。
行　七　『女兒無才』——從戌；原『女子無才』。
行　九　『這前朝幾個』——從戌；原『前朝這幾個』。
行　十　『爲要』——從戌、戚、覺等；原『爲業』。
行十一　『錦繡之中竟如』——從戌、戚、覺等；原『錦

繡之境如』。
行十二　『針黹誦讀』——從戌、戚等；原『針繡誦詩』。
行十三　『客寄』——從庚等；原『萍寄』。

頁 39　行　一　『找拿賣主』——從庚等；原『找那賣主』。
行　四　『竟無人作主』——從庚等；原『竟無作主』。
行　四　『太老爺』——從戌等；原『大老爺』。
行　六　『白白的』——從庚等；原『白白』。
行　八　『案邊』——從庚等；原『案旁』。
行　八　『立著』——從戌、覺等；原『立的』。
行　八　『眼色兒』——從庚等；原『眼色』。
行十七　『這件生意』——從庚等；原『這個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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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八　『料得』——從庚等；原『想到』。
行二二　『就沒抄一張』——從庚等；原『就無有抄一

張』。
行二五　『長遠』——從庚等；原『常遠』。

頁 40　行　二　『連性命』——從庚等；原『連命』。
行　九　『榮國寧國二公之後』等小字註——『護官符』

原抄無註，註文另見於書中夾條。
行　十　『原籍住者』——從戌、戚等；原『原籍住著』。
行十二　『房分共十八』——從戌、覺等；原『房分共

十八房』。
行十二　『都中現住者』——從戌、覺等；原『都中現住』。
行十六　『內司帑銀』——從戚、覺等；原『內司帑項』。
行十六　『共八房分』——從覺等；原『共八房』。
行十九　『這四家』——從庚等；原『這幾家』。
行十九　『皆聯絡有親』——從庚等；原『皆連都是親

戚』。
行二一　『單靠這三家』——從庚等；原『單靠著三家』。
行二二　『聽如此說』——從庚等；原『聽了』。

頁 41　行　四　『前生冤孽』——從庚等；原『前生的冤孽』。
行　六　『方過門』——從庚等；原『才過門』。
行　六　『意欲』——從庚等；原『意欲要』。
行　八　『薛家公子』——從庚等；原『薛公子』。
行十四　『些些小事』——從庚等；原『些須小事』。
行十四　『被賣之丫頭』——從戌、覺等；原『被賣丫頭』。
行十七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十八　『養至』——從庚等；原『養到』。
行十八　『纔來賣呢』——從庚等；原『纔來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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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九　『單管偷拐』——從庚等；原『單管偷』。
行二十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二三　『米粒大小』——從庚等；原『粒大小』。
行二五　『萬不敢說』——從戌、戚、覺等；原『萬不敎

說』。
頁 42　行　一　『係他親爹』——從庚等；原『係親爹』。

行　十　『不如意事』——從庚等；原『不如意的事』。
行十一　『人稱獃霸王』——從庚等；原『獃霸王』。
行十一　『弄性尚氣的人』——從庚等；原『弄性尚氣

的』。
行十三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十六　『這英蓮』——從戌、覺等；原『這英菊』。
行十六　『這英蓮受了』——從戌、戚、覺等；原『這英

菊受了』。
行十六　『受了拐子』——從戌、戚、覺等；原『受了拐

子的』。
行十九　『未必及』——從庚等；原『必及』。
行十九　『定情於一人』——從庚等；原『定情一人』。
行二十　『薄命兒女』——從庚等；原『命薄兒女』。
行二一　『翻成』——從戌、戚等；原『反成』。
行二四　『見賈王二公的』——從戌；原『見賈王二公的

面』。
行二四　『你說的』——從庚等；原『你說』。

頁 43　行　二　『實不能忍爲』——從庚等；原『實不忍爲』。
行　三　『大道』——從庚等；原『大道理』。
行十七　『一千也得』——從戚等；原『一千可也使得』。
行十九　『無話了』——從庚等；原『無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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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一　『別無說話』——從戌等；原『別無話說』。
頁 44　行　五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　九　『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從戌；原『表
字文起五歲上就』。

行　九　『性情』——從庚等；原『情性』。
行十七　『自父親死後』——從庚等；原『自他父親死

後』。
行十八　『體貼』——從戌等；原『依貼』。
行二五　『親自入部』——從庚等；原『親自入都』。

頁 45　行　一　『上國風光』——從庚等；原『上國』。
行　二　『早已』——從戌、戚等；原『已』。
行　三　『英蓮』——從戌、覺等；原『英菊』。
行　三　『見英蓮』——從戌、覺等；原『見英菊』。
行　四　『手下豪奴』——從庚等；原『家下豪奴』。
行　五　『託囑了』——從俄、舒；原『囑託了』。
行　七　『沒有不了的』——從庚等；原『沒有不了的

事』。
行　八　『不計其日』——從戌、戚、覺等；原『不記其

日』。
行十三　『著幾人』——從戌等；原『著幾個人』。
行二一　『賈家姨娘』——從庚等；原『賈家的姨娘』。

頁 46　行　三　『官司一事』——從庚等；原『官司事』。
行　四　『放了心』——從庚等；原『放下了心』。
行　十　『已拜見過』——從庚等；原『也拜見過』。
行十三　『打掃了』——從庚等；原『叫人打掃乾淨』。
行十三　『姐兒哥兒』——從庚等；原『哥兒姐兒』。
行十五　『同居一處』——從庚等；原『同一處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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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七　『處常』——從庚等；原『處長』。
行十八　『知他家』——從庚等；原『知道他家』。
行十八　『從其願』——從庚等；原『從其意』。
行二十　『這梨香院』——從庚等；原『梨香院』。
行二一　『前廳』——從庚等；原『前庭』。
行二二　『出了夾道』——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二三　『東院』——從庚等；原『東院門』。
行二四　『或和王夫人相敘』——從戌、戚等；原『或王

夫人相敘』。
頁 47　行　一　『賈宅中』——從戌等；原『賈宅』。

行　四　『一月的日期』——從庚等；原『一月的光景』。
行　七　『十倍』——從庚等；原『一倍』。
行十三　『漸漸』——從庚等；原『漸漸的』。

第五回
頁 48　行　一　『題曰』及『春困葳蕤』詩——原抄無題詩，題

詩另見於書中夾條。
行　一　『題曰』——從戚等；原『五回題云』。
行　二　『葳蕤』——從戚等；原『成蕤』。
行　二　『恍隨』——從戚等；原『恍誰』。
行　四　『第四回中』至行五『不能寫矣』——從覺等；

原無。
行　七　『便是』——從庚等；原『就是』。
行　九　『來了一個』——從庚等；原『來了個』。
行　九　『年歲』——從庚等；原『歲數』。
行　十　『黛玉所不及』——從庚等；原『黛玉之所不

及』。
行十二　『小丫頭子們』——從庚等；原『小丫頭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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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9　行　一　『賈蓉之妻』——從戌；原『賈蓉夫妻』。
行　四　『一時』——從庚等；原『忽一時』。
行　四　『倦怠』——從庚等；原『困倦』。
行　八　『生得』——從庚等；原『而且又生得』。
行　八　『溫柔和平』——從庚等；原『溫柔和』。
行　十　『擡頭先看』——從戌等；原『擡頭先見』。
行十二　『也不看』——從庚等；原『也不見』。
行十五　『及看了』——從庚等；原『寶玉看了』。
行十五　『這兩句』——從庚等；原『這兩句對聯』。
行十八　『有一嬤嬤說道』——從庚等；原文殘『有一嬤

囗囗道』。
行十八　『那裡有個』——從庚等；原『那有個』。
行二十　『雖然和寶叔同年』——從戌、戚、覺等；原『雖

然寶叔同年』。
行二一　『若站在一處』——從庚等；原『站在一處』。
行二二　『我瞧瞧』——從庚等；原『我瞧』。
行二三　『剛至房門』——從庚等；原『剛到房門』。
行二四　『襲了人來』——從戌；原『襲人而來』。
行二五　『入房』——從庚等；原『進入房』。

頁 50　行　一　『一對聯』——從戌、覺等；原『一副對聯』。
行　一　『其聯云』——從庚等；原『是』。
行　三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從

庚等；原無。
行　四　『擲過傷了』——從庚等；原『擲傷了』。
行　五　『壽陽公主』——從劉世德校本改；原『壽昌公

主』。
行　八　『鴛枕』——從庚等；原『鴛鴦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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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八　『款款散去』——從庚等；原『款款的散去』。
行十二　『至一所在』——從庚等；原『至一所里』。
行十三　『飛塵不到』——從庚等；原『飛塵不到之處』。
行十四　『縱然失了家』——從庚等；原『雖然失了家』。
行十四　『也願意』——從庚等；原『也願意的』。
行十五　『打去』——從戌、戚、覺等；原『打去呢』。
行十八　『是女子的聲音』——從庚等；原『是個女子聲

音』。
行十八　『歌音未息』——從庚等；原『正待尋覓』。
行二三　『迴風舞雪』——從戌、戚、覺等；原『若迴風

舞雪』。
行二五　『將言而未語』——從庚等；原『將言面未語』。
行二五　『待止而欲行』——從庚；原『欲止而欲行』。

頁 51　行　六　『吁奇矣哉』——從戌；原『奇矣哉』。
行　八　『忙上來』——從庚等；原『忙忙來』。
行　九　『這裡是何處』——從戌、覺等；原『這裡何處』。
行　十　『那仙姑』——從庚等；原『仙姑』。
行十一　『遣香洞』——從庚等；原『還香洞』。
行十三　『佈散相思』——從庚等；原『佈散想思』。
行十五　『素練魔舞歌姬』——從庚等；原『素縑麑舞歌

姬』。
行十五　『紅樓夢仙曲』——從庚等；原『紅樓夢曲』。
行十六　『在何處』——從庚等；原『在何處了』。
行十七　『石牌』——從庚等；原『石碑』。

頁 52　行　一　『早把些邪魔』——從庚等；原『早把那些邪
魔』。

行　三　『夜哭司』——從戌；原『夜怨司』。



27

校字記第五回

行　四　『秋悲司』——從庚等；原無。
行　四　『看了』——從庚等；原『寶玉看了』。
行　五　『可使得』——從庚等；原『可使得否』。
行十三　『自己的家鄕』——從庚等；原『自己的家鄕

的』。
行十七　『金陵極大』——從庚等；原『金陵極大的地

方』。
行十九　『省省女子固多』——從庚等；原『諸省女子故

多』。
行二一　『下首二櫥上』——從庚等；原『下二櫥上』。
行二一　『果然寫著』——從庚等；原『果然一個寫著』。
行二四　『烏雲濁霧』——從庚等；原『烏雲謁霧』。

頁 53　行　三　『後面畫著』——從庚等；原『後面著』。
行　七　『又去開了』——從庚等；原『又開了』。
行　十　『一莖香』——從庚等；原『一莖靑』。
行十二　『頭一頁上』——從庚等；原『頭上一頁』。
行十四　『也有四句』——從庚等；原『有四句』。
行十四　『道是』——從庚等；原『道』。
行十八　『掛一香櫞』——從戌、戚等；原『掛著一香櫞』。
行二十　『辨是非』——從戌、戚等；原『辨是誰』。
行二一　『虎兔相逢』——從庚等；原『虎兕相逢』。

頁 54　行　六　『終陷淖泥中』——從庚等；原『落陷污泥中』。
行　七　『其書云』——從庚等；原『其詞云』。
行　八　『子系』——從戌等；原『子係』。
行　八　『得志便猖狂』——從庚等；原『得志更猖狂』。
行　九　『金閨』——從庚等；原『金貴』。
行　十　『後面便是』——從庚等；原『後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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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三　『上有一隻雌鳳』——從庚等；原『有一隻雌
鳳』。

行十六　『其判曰』——從戌、戚、覺等；原『其判云』。
行十九　『旁有一位』——從庚等；原『旁有一』。
行二一　『作笑談』——從庚等；原『作話談』。
行二五　『恐把仙機泄漏』——從庚等；原『恐他把仙機

泄漏』。
頁 55　行　一　『遊玩奇景』——從庚等；原『遊玩遊玩奇景』。

行　二　『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從庚等；原『隨著
仙姑來至一所在』。

行　五　『眞好個所在』——從庚等；原『眞是好一個所
在』。

行　五　『又聽』——從庚等；原『忽聽』。
行　五　『笑道』——從庚等；原『笑呼道』。
行　九　『前來遊玩』——從庚等；原『前來遊玩舊景』。
行十一　『寶玉的手』——從庚等；原『寶玉手』。
行十五　『無一可以』——從戌、戚、覺等；原『無一個

可以』。
行十六　『聰明靈慧』——從戌、戚、覺等；原『聰靈慧』。
行十七　『可望先以』——從庚等；原『可望乞先以』。
行二一　『再至此處』——從庚等；原『再到此處』。
行二一　『亦未可知也』——從庚等；原『亦未可知』。

頁 56　行　一　『已而』——從戌、戚等；原『而已』。
行十四　『萬豔同杯』——從戌、戚、覺等；原『萬豔同

林』。
行十四　『飲酒間』——從庚等；原『飲酒之間』。
行十九　『便說道』——從庚等；原『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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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四　『寶玉揭起』——從庚；原『寶玉接來』。
頁 57　行　一　『趁著這』——從戌；原無。

行　七　『終須化』——從戌；原『終虛化』。
行十一　『不見得好處』——從庚等；原『不見有甚好

處』。
行十三　『因又看下面道』——從戌、覺等；原『因又聽

下面唱道』。
行十六　『天倫呵』——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二一　『幸生來』——從庚等；原『幸生』。
行二五　『才華馥比仙』——從覺等；原『才華復比仙』。

頁 58　行　四　『無暇白玉』——從庚等；原『無暇美玉』。
行　九　『覓那淸淡天和』——從庚等；原『不見那淸淡

天和』。
行　九　『雲中杏蕊多』——從庚等；原『雪中香蕊多』。
行　十　『誰見』——從戌、戚、覺等；原『惟見』。
行十一　『這的是』——從庚等；原『這就是』。
行十三　『聞說道』——從庚等；原『聞道說』。
行十五　『性空靈』——從庚等；原『性靈空』。
行十五　『各奔騰』——從庚等；原『多奔騰』。
行十六　『意懸懸半世心』——從庚等；原『意𨔤𨔤生世

心』。
行十七　『悲辛』——從庚等；原『悲幸』。
行二十　『愛銀錢』——從庚等；原『銀錢上』。
行二一　『乘除加減』——從戌、戚、覺等；原『承除加

減』。
行二二　『去之何迅』——從庚等；原『云云何迅』。
行二三　『再休提』——從庚等；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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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五　『氣昂昂頭戴簪纓氣昂昂頭戴簪纓』——從庚等；
原『氣昂昂頭戴簪瑛』。

頁 59　行　一　『威赫赫爵祿高登威赫赫爵祿高登』——從庚等；
『威赫赫爵祿高登』。

行　四　『皆從敬』——從庚等；原『皆榮王』。
行　六　『收尾』——從庚等；原無。
行　七　『報應』——從庚等；原『照應』。
行　八　『分離聚合』——從庚等；原『分離合聚』。
行十二　『副曲』——從庚等；原『別曲』。
行十二　『因歎』——從庚等；原『因歎道』。
行十四　『撤去』——從庚等；原『撒去』。
行十七　『富貴之家』——從庚等；原『富之家』。
行二一　『吾所愛汝者』——從庚等；原『我所愛汝者』。
行二三　『懶於讀書』——從庚等；原『懶於詩書』。

頁 60　行　五　『迂闊怪詭』——從庚等；原『迂闊詭怪』。
行　七　『是特引前來』——從戌、戚等；原『故特引前

來』。
行　七　『靈酒』——從庚等；原『良酒』。
行　十　『塵境之情景哉』——從庚等；原『壓境之情

哉』。
行十一　『將謹勤有用的工夫』——從戌；原『留意於孔

孟之間』。
行十一　『置身』——從戌；原『委身』。
行十二　『推寶玉入帳』——從戌；原『推寶玉入房將門

掩上自去』。
行十三　『未免有陽臺巫峽之會』——從戌；原『未免有

兒女之事難以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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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三　『數日來柔情綣繾』——從戌；原『至次日便柔
情綣繾』。

行十四　『那日警幻攜寶玉可卿閒遊至』——從戌；原『因
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

行十五　『忽爾大河阻路黑水徜徉』——從戌；原『迎面
一道黑溪阻路』。

行十五　『又無橋梁』——從戌；原『並無橋梁』。
行十六　『寶玉正自彷徨』——從戌；原『正在猶豫之

間』。
行十六　『只聽警幻道』——從戌；原『忽見警幻從後追

來告道』。
行十六　『寶玉再休前進』——從戌；原『快休前進』。
行二十　『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從戌；

原『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
行二一　『寶玉方欲回言』——從戌；原『話猶未了』。
行二二　『竟有一夜叉般怪物攛出直撲而來』——從戌；

原『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
行二二　『唬得』——從戌、戚等；原『嚇得』。
行二三　『可卿救我可卿救我』——從戌；原『可卿救

我』。
行二三　『慌得襲人媚人等上來扶起』——從戌；原『嚇

得襲人輩眾丫嬛忙上來摟住』。
行二四　『拉手說』——從戌；原『叫』。
行二四　『我們』——從庚等；原『我』。
行二五　『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丫嬛們』——從

戌；原『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
頁 61　行　一　『又聞寶玉口中連叫可卿救我』——從戌；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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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
行　二　『這裡沒人知道』——從戌；原『這裡從無人知

道的』。
行　二　『他如何』——從戌；原『他如何知道』。
行　二　『從夢裡』——從戌；原『在夢裡』。
行　三　『一場幽夢同誰訴』——從舒；原『夢同誰訴離

愁恨』。
第六回
頁 62　行　一　『題曰』及『朝叩』詩——原抄無題詩，題詩另

見於書中夾條。
行　一　『題曰』——從戌、戚等；原『六回題云』。
行　七　『粘溼』——從戌、戚、覺等；原『沾溼』。
行　十　『覺察了一半』——從戌、戚、覺等；原『覺撒

一半了』。
行十一　『遂不敢再問』——從戌、覺等；原『不敢再問』。
行十三　『別告訴別人要緊』——從戌；原『別告訴人』。
行十六　『細說與襲人聽了』——從庚等；原『細說與襲

聽了』。
行十七　『姣俏』——從戌、戚等；原『嬌俏』。
行二十　『侍寶玉』——從戌、戚等；原『待寶玉』。

頁 63　行　一　『盡職』——從戌、戚、覺等；原『盡心』。
行　二　『一宅中』——從戌、戚、覺等；原『一宅人』。
行　三　『事雖不多』——從戌、戚、覺等；原『雖事不

多』。
行　四　『並沒個頭緒』——從戌等；原『並無個頭絮』。
行　四　『自那一個人』——從庚等；原『自一個人』。
行　七　『諸公若嫌瑣碎』至行九『待蠢物逐細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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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戌等；原『且聽細講』。
行　十　『方纔所說』——從戌、戚等；原『方纔所說的』。
行　十　『姓王乃本地人氏』——從戌、戚、覺等；原『乃

本地人氏姓王』。
行十一　『昔年曾與』——從戌、戚、覺等；原『昔年與』。
行十一　『識認』——從戌、戚等；原『認識』。
行十二　『認作姪子』——從戌、戚等；原『認作姪兒』。
行十四　『一門遠族』——從戌、戚、覺等；原『一門連

宗之族』。
行十四　『目今』——從庚等；原『自今』。
行十六　『亦生一子』——從戌、戚等；原『狗兒亦生一

子』。
行二十　『久經世代』——從戌、戚、覺等；原『積年』。
行二四　『劉氏不敢頂撞』——從戌、戚、覺等；原『劉

氏也不敢頂撞』。
行二四　『姑夫』——從戌、戚、覺等；原『姑爺』。
行二五　『守著多大碗兒』——從戚、覺等；原『守多大

碗兒』。
頁 64　行　一　『年小時』——從戌、覺等；原『年小的時候』。

行　一　『你那老的福』——從戌、戚等；原『你那老家
的福』。

行　三　『大丈夫了』——從戌、戚、覺等；原『大丈夫
呢』。

行　四　『沒人會去拿去』——從庚；原『沒人會拿去』。
行　五　『也沒中用的』——從戌；原『也不中用』。
行　七　『大家想方法兒』——從戌、戚等；原『想法兒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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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九　『又沒有』——從戌、戚、覺等；原『又沒有個』。
行　九　『收稅』——從庚等；原『守稅』。
行　九　『作官的朋友』——從戌、戚、覺等；原『又無

作官的朋友』。
行十四　『俯就他』——從戌、戚、覺等；原『親近他』。
行十六　『會待人的』——從、戚、覺等；原『會待人』。
行二二　『門上人』——從戌、戚、覺等；原『門上的人』。
行二二　『通報』——從戌、戚、覺等；原『通信』。
行二三　『聽如此一說』——從戌、戚、覺等；原『聽見

比一說』。
行二四　『便有些活動起來』——從戌、戚、覺等；原『便

有活動起』。
行二四　『這番話』——從戌、戚、覺等；原『這番說』。

頁 65　行　二　『侯門似海』——從戌、戚、覺等；原『侯門深
似海』。

行　三　『你老』——從戌、戚等；原『你老人家』。
行　五　『一樁事』——從戌、戚、覺等；原『一件事』。
行　八　『賣頭賣腳去』——從戌、覺等；原『賣頭賣腳

的』。
行十一　『計議已定』——從戌、戚、覺等；原『計議一

定』。
行十二　『敎訓幾句』——從戌、戚等；原『敎訓了幾句』。
行十六　『𢔤到角門前』——從戌；原『縝到角門前』。
行十八　『𢔤上來問』——從戌；原『蹭上來問』。
行十九　『是那裡來的』——從戌、戚、覺等；原『那裡

來的』。
行二二　『年老的』——從戌、戚、覺等；原『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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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6　行　二　『孩子』——從戌、戚、覺等；原『小孩子』。
行　三　『孩子道』——從戌、戚、覺等；原『孩子們道』。
行　五　『那一行當上的』——從戌、覺等；原『那一行

當的』。
行　七　『這就是他家』——從戌、戚、覺等；原『就是

他家』。
行　八　『周大媽』——從戌、戚、覺等；原『周大娘』。
行　八　『找你呢』——從戌、戚、覺等；原『找你呢我

帶了來了』。
行十四　『又問板兒倒長得這麼大了』——從戚等；原『又

問板兒道你都長這麼大了』。
行十六　『瞧瞧你嫂子』——從戌、覺等；原『瞧瞧嫂子

你』。
行二三　『我們這裡都是』——從戌、戚、覺等；原『我

們這裡』。
行二四　『兩季地租子』——從庚等；原『兩季的地租

子』。
頁 67　行　八　『這鳳姑娘』——從戌、覺等；原『鳳姑娘』。

行　八　『不見太太』——從戌、覺等；原『不會太太』。
行　九　『這全仗』——從戌、戚、覺等；原『全仗』。
行十二　『便喚小丫頭子』——從戌、戚等；原『便叫小

丫頭子』。
行十四　『這位鳳姑娘』——從戌、戚、覺等；原『這鳳

姑娘』。
行十六　『嗐我的姥姥』——從戌、覺等；原『我的姥姥』。
行十六　『年紀雖小』——從戌、戚、覺等；原『年紀雖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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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68　行　一　『住宅』——從戌、戚、覺等；原『住處』。
行　三　『先過影壁』——從戌、戚、覺等；原『先過了

影壁』。
行　五　『常會的』——從庚等；原『長會的』。
行十二　『斯時』——從戌、戚等；原『此時』。
行二三　『陡聽得』——從戌、覺等；原『只聽得』。
行二四　『小丫頭子們』——從戌、戚等；原『小丫頭們』。

頁 69　行　一　『來請你呢』——從戌等；原『來請你』。
行　三　『衣裙窸窣』至行三『又見兩三個婦人』——從

戌；原無。按，『窸窣』，各抄本多作『悉率』，
從程乙本改。

行　五　『伺候端菜幾人』——從戚、覺等；原『伺候端
菜幾個人』。

行　六　『兩個人擡了』——從戌、戚、覺等；原『兩人
擡了』。

行　十　『喞喞』——從戌、覺等；原『喞咕』。
行十一　『方𢔤到』——從戌；原『方過』。
行十一　『屋內』——從戌、戚、覺等；原『屋裡』。
行十一　『鑿銅鉤』——從戌、戚等；原『鏨銅鉤』。
行十三　『金心綠』——從戌；原『金心』。
行十三　『銀唾沫盒』——從戌等；原『雕漆痰盆』。
行十四　『紫貂』——從戌、戚、覺等，原『秋板貂鼠』。
行十六　『銅火箸兒』——從戚等；原『銅火炷兒』。
行十九　『慢慢的問道』——從戌；原『漫漫的問道』。
行二十　『站著了』——從戌、戚等；原『站著呢』。
行二一　『猶未起身』——從戌、覺等；原『猶未起身時』。
行二一　『又嗔』——從戌、戚、覺等；原『又嗔著』。



37

校字記第六回

行二三　『快攙著』——從舒；原『快纔起來』。
行二三　『不拜罷』——從戌、戚、覺等；原『別拜罷』。
行二五　『那個姥姥』——從戌、覺等；原『那姥姥』。
行二五　『坐下了』——從戚、覺等；原『坐了』。

頁 70　行　一　『百端的』——從戌、戚、覺等；原『百般的』。
行　二　『鳳姐』——從戌、戚、覺等；原『鳳姐兒』。
行　七　『作個窮官兒』——從庚等；原『作了窮官兒』。
行　七　『罷了』——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　八　『三門子窮親呢』——從戌、覺等；原『三門子

窮親戚呢』。
行十四　『平兒出去』——從戌、戚、覺等；原『平兒出

去了』。
行十九　『來瞧』——從戌等；原『來瞧瞧』。
行二十　『沒有甚說的』——從覺等；原『沒甚說的』。
行二三　『不該說的』——從戌、覺等；原『不該說』。
行二五　『東府裡』——從戌、戚、覺等；原『東府裡的』。

頁 71　行　三　『身材夭嬌』——從戌、覺等；原『身材俊俏』。
行　七　『就送過來的』——從戌、覺等；原『就送過來』。
行　九　『在炕沿下』——從戌、戚等；原『在炕沿上』。
行　十　『又挨了一頓』——從戌、覺等；原『又挨一頓』。
行十一　『我們王家』——從戌、戚、覺等；原『你們王

家』。
行十一　『一般你們那裡』——從戌、覺等；原『你們那

裡』。
行十二　『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從戌、覺等；原『只

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
行十二　『那裡如這個好呢』——從戌、戚等；原『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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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好呢』。
行十三　『磞一點兒』——從戌、戚等；原『要磞一點兒』。
行十四　『樓門鑰匙』——從戌等；原『樓房鑰匙』。
行十五　『來擡去』——從戌、戚、覺等；原『擡去』。
行十五　『忙說』——從戌、戚、覺等；原『說』。
行十七　『蓉兒』——從戌、戚、覺等；原『蓉哥』。
行十八　『聽何指示』——從戌、覺等；原『聽阿鳳指示』。
行十九　『出了半日神』——從戌、戚、覺等；原『出了

半日的神』。
行十九　『方笑道』——從戌、戚、覺等；原『又笑道』。
行二一　『賈蓉應了』——從戌、戚等；原『賈蓉應了一

聲』。
行二一　『方又說道』——從戌、覺；原『才又說道』。

頁 72　行　二　『用了早飯沒有呢』——從戚、覺等；原『用了
早飯沒有』。

行　三　『忙道』——從戌、戚、覺等；原『忙說道』。
行　四　『客饌』——從戌、戚、覺等；原『客飯』。
行　七　『鳳姐又叫過』——從戌、戚、覺等；原『又叫

道』。
行　七　『方纔回了太太』——從戌、戚、覺等；原『纔

回了太太』。
行十二　『叫二奶奶』——從戌、戚、覺等；原『叫奶奶』。
行十四　『已吃畢飯』——從戌、戚等；原『已吃畢了飯』。
行十四　『舚舌打嘴』——從舒；原『舚舌囃嘴』。
行十八　『外頭看著這裡』——從戚等；原『外頭看這』。
行二十　『未必信罷了』——戌、戚等；原『未必信罷』。
行二一　『空回去的』——從戌、戚等；原『空回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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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五　『俗語說』——從戌、戚等；原『俗語說的』。
行二五　『比馬還大』——從戌；原『比馬大』。

頁 73　行　一　『拔根寒毛』——從戌、戚等；原『拔根毛』。
行　一　『周瑞家的在旁』——從戌、戚、覺等；原『周

瑞家的』。
行　二　『聽他』——從戌、戚、覺等；原『見他』。
行　二　『鳳姐聽了』——從戌、戚等；原『鳳姐看見』。
行　三　『一串錢』——從戌、戚、覺等；原『一弔錢』。
行　三　『送至』——從戌、戚、覺等；原『送到』。
行　四　『劉姥姥跟前』——從戌、戚、覺等；原『劉姥

姥的跟前』。
行　五　『僱了車子』——從戌、戚等；原『僱車』。
行　八　『站了起來了』——從覺等；原『站了起來』。
行　八　『拿了銀錢』——從戌、戚、覺等；原『拿了銀

子錢』。
行　九　『來至外廂』——從戚等；原『來至外頭』。
行十一　『那蓉大爺』——從戌、戚、覺等；原『蓉大爺』。
行十三　『心眼兒裡』——從庚等；原『心眼裡』。
行十四　『又至』——從戌、戚、覺等；原『又到』。
行十五　『一塊銀』——從戌、覺等；原『一塊銀子』。
行十五　『周瑞家的孩子們』——從覺等；原『周瑞家孩

子們』。
第七回
頁 74　行　一　『題曰』及『十二花容』詩——從戌；原無。

行　六　『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從戌、戚等；原『轉
出東角門至東院』。

行　七　『名金釧兒者』——從戌等；原『名金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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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二　『小炕几』——從戌、戚、覺等；原『小炕桌』。
行二十　『寶釵聽說』——從庚等；原『寶釵聞聽』。

頁 75　行　三　『癩頭和尚』——各本均作『禿頭和尚』，從本
段後文『癩和尚』改。

行　四　『我先天結壯』——從戌、覺等；原『先天壯』。
行　五　『凡藥』——從戌、戚等；原『尋常藥』。
行　五　『末藥作引』——從戌、戚、覺等；原『藥末子

作引子』。
行　七　『這倒效驗些』——從戌、戚、覺等；原『吃他

的藥倒效驗些』。
行　七　『因問道』——從戌、戚、覺等；原『因問』。
行　九　『不問這方兒』——從戌、戚、覺等；原『不用

這方兒』。
行　十　『若問起這方兒』——從戌、戚等；原『若用了

這藥方兒的病症』。
行　十　『瑣碎壞了』——從戌、戚、覺等；原『瑣碎死』。
行十一　『現易得的』——從戌等；原『現』。
行十一　『可巧二字』——從戌、戚、覺等；原『可巧』。
行十二　『荷花蕊』——從戌、戚、覺等；原『荷花蕊心』。
行十三　『這四樣』——從庚等；原『這們四樣』。
行十四　『末藥』——從戌、戚、覺等；原『藥末子』。
行十六　『一二年』——從戌；原『三年』。
行十七　『所以了』——從戌、戚、覺等；原『所以說』。
行十八　『霜降這日的霜』——從庚等；原『霜降著日

霜』。
行十九　『這四樣水』——從戌、戚、覺等；原『這樣水』。
行二二　『眞巧死了人』——從戌、戚、覺等；原『眞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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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事兒』。
行二五　『現就埋在』——從戌、戚等；原『現在就埋在』。
行二五　『梨花樹下』——從戌、戚、覺等；原『梨花樹

底下呢』。
行二五　『周瑞家的又道』——從戌、戚、覺等；原『周

瑞家的又問道』。
頁 76　行　一　『癩和尚』——從戌、戚、覺等；原『癩頭和尚』。

行　三　『覺怎樣』——從戌、戚、覺等；原『覺怎麼著』。
行　三　『不覺什麼』——從戌、戚、覺等；原『不覺甚

怎麼著』。
行　四　『吃一丸也就罷了』——從戌、戚、覺等；原『吃

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
行　五　『誰在裡頭』——從戚、覺等；原『誰在房裡呢』。
行　六　『無話』——從戌、戚、覺等；原『無語』。
行　八　『簾櫳響處』——從戌、戚、覺等；原『只聽簾

櫳響處』。
行十一　『堆紗花』——從戌、戚、覺等；原『堆紗的花

兒』。
行十二　『可惜舊了』——從戌、戚、覺等；原『可惜了

兒的』。
行十四　『每人兩枝』——從戌、戚等；原『每人一對』。
行十四　『下剩六枝』——從戌、戚等；原『剩下六枝』。
行十五　『鳳哥兒』——從戌、戚等；原『鳳哥』。
行十五　『給寶丫頭戴罷了』——從戌、戚等；原『給寶

丫頭戴罷』。
行十六　『古怪呢』——從戌、戚、覺等；原『古怪著呢』。
行十九　『時常說』——從戌、戚、覺等；原『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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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三　『品格』——從戌、戚、覺等；原『品格兒』。
頁 77　行　一　『搖頭說』——從戌、覺等；原『都搖頭說』。

行　五　『在這邊解悶』——從戌、戚、覺等；原『這邊
解悶』。

行　五　『迎探惜』——從戌、戚等；原『迎惜探』。
行　七　『聽呼喚默坐』——從戌、戚、覺等；原『聽呼

喚呢』。
行　七　『迎春的丫嬛』——從戚、覺等；原『只見迎春

的丫嬛』。
行　九　『茶盤茶鍾』——從戌、戚、覺等；原『茶鍾』。
行　九　『他姊妹』——從戌、戚、覺等；原『他們姊妹』。
行　九　『一處坐著』——從戌、戚、覺等；原『一處坐

著呢』。
行十一　『他二人』——從戌、戚、覺等；原『二人』。
行十三　『丫嬛們』——從戌、戚、覺等；原『丫頭們』。
行十三　『在那屋裡不是』——從戚、覺等；原『那屋裡

不是四姑娘』。
行十三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行十四　『水月庵』——從戌、戚、覺等；原『月庵』。
行十五　『兩個一處頑笑』——從戌、戚、覺等；原『一

處頑笑呢』。
行十五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行十八　『戴在那裡』——從戌、戚、覺等；原『戴在那

裡呢』。
行十九　『入畫來收了』——從戌、覺等；原『放在匣子

裡』。
行二十　『禿歪剌往那裡去了』——從戌、戚、覺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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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歪到往那裡去了』。
行二三　『可得了』——從戌、戚、覺等；原『可曾得了』。
行二三　『不知道』——從戌、戚、覺等；原『我不知道』。
行二五　『余信』——從戌、戚、覺等；原『蔡信』。

頁 78　行　一　『一來了』——從戌、戚、覺等；原『一來』。
行　一　『余信家的』——從戌、戚、覺等；原『蔡信』。
行　三　『鳳姐處』——從戌、戚、覺等；原『鳳姐兒處』。
行　三　『從李紈後窗下過』——從戌、戚、覺等；原『從

李紈後窗下過隔著玻璃窗戶見李紈在炕上歪著睡
覺呢』。

行　三　『越西花牆』——從戌、戚、覺等；原『遂越過
西苑牆』。

行　四　『房門檻上』——從戌等；原『房中門檻上』。
行　六　『慌的躡手躡腳的』——從戌、戚等；原『忙攝

手攝足』。
行　七　『奶奶睡中覺呢』——從戌、戚等；原『姐兒睡

中覺呢』。
行　八　『正問著』——從戌、戚、覺等；原『正說著』。
行　十　『便進這邊來』——從戌、戚、覺等；原『便道

這便來』。
行十二　『送花』——從戌、戚、覺等；原『送花兒』。
行十三　『又拿出』——從戌、戚等；原『拿出』。
行十三　『先叫彩明來』——從戌、戚、覺等；原『先叫

彩明』。
行十三　『吩咐他』——從戚、覺等；原『吩咐道』。
行十五　『頂頭』——從戌、戚、覺等；原『擡頭』。
行十六　『這會子』——從戌、戚、覺等；原『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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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九　『請太太的安去』——從庚等；原『請太太安去』
行二十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行二三　『沒送淸白』——從戌、戚等；原『沒送淸楚』。
行二三　『有什麼事情的』——從戌、戚、覺等；原『有

什麼事情』。
行二五　『和人分爭起來』——從戌、戚、覺等；原『和

人分爭』。
頁 79　行　一　『遞解還鄕』——從戌、覺等；原『解地還鄕』。

行　二　『可了事』——從戌、覺等；原『可了事呢』。
行　三　『我就知道的』——從戌、戚、覺等；原『我就

知道呢』。
行　四　『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從戌；原『我給

林姑娘送了花兒去』。
行　四　『就回家來』——從覺等；原『就回家去』。
行　五　『這沒有什麼忙的』——從戌、戚等；原『這有

什麼忙的如此』。
行　六　『他女兒聽如此說』——從戌等；原『女兒聽

說』。
行　七　『小人兒家』——從庚等；原『小人家』。
行　七　『沒經過什麼事的』——從戚、覺等；原『沒經

過什麼事』。
行　九　『作戲』——從戌、戚、覺等；原『頑呢』。
行　十　『送花來』——從戌、戚、覺等；原『送花兒』。
行十一　『先便說』——從戌、戚、覺等；原『便先說』。
行十一　『什麼花』——從戌、戚、覺等；原『什麼花兒』。
行十二　『兩枝』——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十二　『假花』——從戌、戚、覺等；原『假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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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二　『只就寶玉手中』——從戌、戚、覺等；原『只
就在寶玉手中』。

行十九　『也不過來』——從戌、戚、覺等；原『也不過
這邊來』。

行二一　『姨娘』——從戌、戚、覺等；原『姨太太』。
行二一　『吃什麼藥』——從戌、戚、覺等；原『現吃什

麼藥』。
行二三　『再親來』——從戌、戚、覺等；原『再親自來

看罷』。
行二三　『茜雪』——從戌、戚、覺等；原『茜雲』。
行二四　『周瑞家的女婿』——從戌、戚、覺等；原『周

瑞的女婿』。
行二五　『故遣女人』——從戌、戚等；原『故敎女人』。

頁 80　行　二　『回說』——從戌、戚、覺等；原『回話』。
行　四　『帶了去了』——從戌、戚、覺等；原『帶了去

罷』。
行　五　『太太派誰送去』——從戌、戚、覺等；原『派

誰送去的』。
行　六　『不管打發兩個女人去』——從戌；原『就叫他

們去四個女人』。
行　八　『明兒倒沒有什麼事』——從戌、戚等；原『明

日倒沒有什麼事情』。
行十二　『亦曾』——從戌、戚等；原『亦來』。
行十四　『也要逛去』——從戌、戚、覺等；原『也要跟

了逛去』。
行十四　『答應著立等』——從戌、戚、覺等；原『答應

立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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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七　『笑嘲』——從戌、戚、覺等；原『嘲笑』。
行十九　『東西』——從戌、戚、覺等；原『好東西』。
行十九　『來孝敬』——從戌、戚、覺等；原『來孝敬我』。
行十九　『就獻上來』——從戌、戚、覺等；原『就快獻

上來』。
行二三　『又道』——從戌、戚、覺等；原『又得』。
行二四　『要見見我兄弟』——從戌等；原『要見的我那

兄弟』。
頁 81　行　二　『跟著』——從戌、戚、覺等；原『跟著他』。

行　四　『瞧瞧』——從戌、戚、覺等；原『瞧一瞧』。
行　九　『大陣仗』——從戌、戚、覺等；原『大陣張』。
行　十　『他是哪吒』——從戌、戚、覺等；原『凭他是

什麼樣兒的』。
行十一　『再不帶去』——從戌等；原『再不帶來』。
行十二　『我不敢強』——從戌、戚、覺等；原『我不敢

扭著』。
行十三　『瘦巧些』——從戌、戚等；原『瘦些』。
行十三　『淸眉秀目』——從戌、戚等；原『眉淸目秀』。
行十七　『慢慢』——從戌、戚等；原『慢慢的』。
行十七　『年紀讀書等事』——從戌、戚、覺等；原『幾

歲了讀什麼書弟兄幾個學名喚什麼』。
行十七　『方知他學名喚秦鐘』——從戌等；原『秦鐘

一一答應』。
行十九　『素知』——從戌、戚、覺等；原『知道』。
行二三　『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從戌、戚等；

原無。
行二三　『只一見』——從戌、覺；原『自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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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四　『秦鐘人品』——從戌、戚、覺等；原『秦鐘的
人品出眾』。

頁 82　行　二　『寒儒薄宦』——從戌、戚、覺等；原『寒儒薄
莒』。

行　三　『綾錦』——從戌、戚、覺等；原『錦繡』。
行　三　『死木』——從戌、戚、覺等；原『死木頭』。
行　四　『也只不過』——從戌、戚、覺等；原『也不過』。
行　六　『怨不得人人溺愛他 』——從戌、戚、覺等；

原『怨不得人溺愛他』。
行　九　『忽又有』——從戌、戚等；原『忽然』。
行十四　『年小』——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十五　『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從戌、戚、覺等；原

『不大隨和此是有的』。
行十八　『飲食』——從戌、戚、覺等；原『飯食』。
行十九　『去歲』——從戌、戚、覺等；原『去年』。
行二十　『議及』——從戌、戚、覺等；原『講及』。
行二一　『也必須』——從戌、戚、覺等；原『必須』。
行二三　『我們家』——從戌、戚、覺等；原『我們』。
行二五　『上年業師』——從戌、戚、覺等；原『業師上

年』。
行二五　『荒廢著』——從戌、戚、覺等；原『荒廢著呢』。

頁 83　行　一　『且溫習著』——從戌、戚、覺等；原『其溫習』。
行　一　『在家亦可』——從戌、覺等；原『在家裡讀』。
行　四　『我們這』——從戌、戚、覺等；原『我們』。
行　七　『不便爲』——從戌、戚、覺等；原『不爲』。
行十二　『回明祖母』——從戌、戚等；原『稟明祖母』。
行十二　『之理的』——從戌、戚等；原『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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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二　『計議已定』——從戚、覺等；原『計議一定』。
行十四　『卻又是』——從庚等；原『卻有是』。
行十五　『又說了回話』——從戌；原『就叫送飯』。
行十六　『晚飯畢』——從戌；原『吃畢晚飯』。
行十九　『都道』——從戌、覺等；原『都說道』。
行十九　『作什麼』——從庚等；原『作什』。
行二五　『給主子喝』——從蒙、俄；原『給主子吃』。

頁 84　行　二　『不顧』——從戌、戚、覺等；原『不願』。
行　二　『一味的噇酒』——從戌、戚等；原『一味吃酒』。
行　三　『一吃醉了』——從戌、戚等；原『吃醉了』。
行　四　『何曾』——從戌、戚、覺等；原『何常』。
行　七　『鳳姐亦起身』——從戌、戚等；原『鳳姐起身』。
行　十　『更可以』——從戌、戚、覺等；原『他更可以』。
行十三　『蹺起一隻腳』——從戌、覺；原『蹺蹺腳』。
行十四　『一把子』——從戚等；原『一起子』。
行十九　『挺腰子呢』——從戌、戚、覺等；原『挺腰子』。
行二三　『說與賈蓉』——從戌、覺等；原『說與賈蓉說』。

頁 85　行　一　『撒野不堪』——從戌、戚；原『撒野』。
行　二　『亦發』——從戌、戚、覺等；原『越發』。
行　四　『畜生』——從戌、戚、覺等；原『畜牲生』。
行　四　『養小叔子的』——從庚等；原『養小叔子』。
行　六　『魂飛魄喪』——從戌、戚等；原『魂飛魄散』。
行十三　『連忙央告』——從戌、戚、覺等；原『忙央告

道』。
行十三　『再不敢說這話了』——從戌；原『再不敢了』。
行十四　『亦忙回色哄道』——從戌；原『道』。
行十四　『好兄弟這纔是』——從戌、覺等；原『這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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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行十四　『等回去偺們』——從戌、戚、覺等；原『等偺

們到了家』。
行十五　『打發人往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鐘家學裡』——

從覺；原『打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學裡』。
行十六　『正是』及『不因俊俏』聯——從戌、戚、覺等；

原『正是』。
第八回
頁 86　行　一　『題曰』及『古鼎新烹』詩——從戌；原無。

行　四　『回家見過眾人』——從戌、戚、覺等；原無。
行　四　『寶玉先便』——從戌、戚等；原『寶玉便』。
行　九　『遂攜了』——從戌、戚、覺等；原『遂了』。
行　十　『回來歇息』——從戌、戚、覺等；原『歇息』。
行十六　『不妥』——從戌、戚；原『不安』。

頁 87　行　四　『往老爺跟前』——從戚、覺等；原『從老爺跟
前』。

行十三　『稱讚的』——從戌、戚、覺等；原『稱的』。
行十七　『與丫嬛們』——從戌、戚、覺等；原『於丫嬛

們』。
頁 88　行　一　『漆黑油光的』——從戌、戚等；原『漆黑的油

光』。
行　九　『嵌寶』——從戌、戚、覺等；原『嵌王』。
行　十　『白狐腋』——從戌、戚、覺等；原『白腋』。
行十三　『挪近』——從戌、戚、覺等；原『挪進』。
行十七　『女媧』——從戌、戚、覺等；原『大媧』。

頁 89　行　七　『笑說道』——從戌、戚等；原『笑道』。
行十一　『吉利話』——從庚等；原『言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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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五　『亦曾』——從庚等；原『以曾』。
頁 90　行　一　『癩頭』——從戌、覺等；原『癡頭』。

行　五　『從未』——從庚等；原『從來』。
行十一　『說猶未了』——從覺等；原『話猶未了』。
行十九　『來了不曾』——從戌、戚等；原『來不曾』。
行二一　『奶母』——從庚等；原『奶嬤』。

頁 91　行　二　『也把』——從庚等；原『也罷』。
行　三　『自己』——從戌、戚、覺等；原『自己的』。
行　五　『笑央道』——從戌、戚、覺等；原『央道』。
行　五　『好媽媽』——從戌、戚等；原『媽媽』。
行　七　『沒調敎的』——從戌、戚、覺等；原『沒有調

敎的』。
行十五　『只愛吃』——從戚、覺等；原『只要愛吃』。
行十五　『這可使不得』——從戌、戚、覺等；原『這有

使不得』。
行十六　『寶兄弟』——從戌、戚、覺等；原『寶玉兄弟』。
行十九　『放下冷的』——從戌、戚、覺等；原『放下冷

酒』。
行二一　『問他說』——從戌、戚、覺等；原『問他』。

頁 92　行　五　『巴巴的』——從戚等；原『爬爬的』。
行　六　『送個來』——從庚等；原『是個來』。
行　六　『小心過餘』——從戌等；原『小心過於』。
行　七　『你是個』——從戌、戚、覺等；原『你這個』。
行　八　『過去了』——從戌、戚、覺等；原『過去』。
行十二　『聽了此話』——從戌、戚、覺等；原『聽了這

話』。
行十六　『也素知黛玉的』——從戌、戚、覺等；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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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黛玉的意』。
行二十　『在這裡吃的』——各本均作『在這裡的』，據

文義意補『吃』字。
頁 93　行　七　『自尋方便』——從戌、戚、覺等；原『去尋方

便』。
行　十　『半碗碧粳粥』——從戚等；原『半碗飯碧粳

粥』。
行二四　『略等等不是』——從庚等；原『略等等不遲』。

頁 94　行　五　『看侍著』——從戌等；原『看待著』。
行　九　『自己臥室』——從戌、戚、覺等；原『自己的

臥室』。
行十二　『在那裡呢』——從戌、戚、覺等；原『那裡呢』。
行十六　『渥著』——從庚等；原『屋著』。
行二十　『絳芸軒』——從戌、戚、覺等；原『絳雲軒』。
行二十　『這麼』——從戌、戚等；原『這們』。

頁 95　行　二　『擱在那裡』——從戌、戚、覺等；原『擱那裡』。
行　六　『問茜雪道』——從庚等；原『因問茜雪』。

頁 96　行　八　『取』——從庚等；原『又』。
行　九　『住的遠』——從戌、戚、覺等；原『住的近』。
行　九　『或一時』——從戚、覺等；原『或有一時』。
行　十　『那起』——從戌等；原『那些』。
行二三　『然後聽』——從戌、戚、覺等；原『然後』。

第九回
頁 97　行十七　『也可別』——從覺等；原『也別』。
頁 98　行十六　『浮萍』——從庚等；原『浮蘋』。
頁 99　行　六　『寶玉道』——從庚等；原『寶玉』。

行　七　『等我來』——從庚等；原『等著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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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八　『撤身』——從庚等；原『撇身』。
行十一　『肄業』——從庚等；原『肆業』。
行十三　『塾掌』——原本作『塾堂』，他本或作『塾長』

等，從第十七至十八回『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
寶玉專能對對聯』改。

行二二　『也只得』——從戚、覺等；原『也得』。
頁 100　行　四　『詬誶謠諑』——從覺等；原『詬誶淫議』。
頁 101　行　九　『進來』——從戚、覺等；原『進去』。

行二五　『只顧』——從庚等；原『只願』。
頁 102　行　四　『寧府中』——從戚、覺等；原『寧府』。
頁 104　行　六　『打去一層』——從戚、覺等；原『打起一層』。
頁 105　行二一　『與秦鐘』——從戚；原『與寶玉』。
第十回
頁 106　行　一　『人多勢重』——從戚、覺等；原『人多勢眾』。

行十九　『仍舊』——從庚等；原『仍就』。
頁 107　行十七　『說了』——從庚等；原『說子』。

行十九　『賈珍的妻子』——從覺等；原『賈珍的妻』。
頁 108　行十五　『欺負了』——從庚等；原『欺負子』。

行十六　『惱的是』——從庚等；原『惱的事』。
行十六　『扯是搬非』——從庚等；原無。
行十六　『那些人』——從庚等；原『那些个』。
行十八　『索性』——從庚等；原『所性』。
行二二　『他這病上』——從庚等；原『他病上』。
行二二　『我心裡』——從庚等；原『我心』。

頁 109　行　七　『他姪兒』——從戚等；原『他兄弟』。
行十六　『一個個』——從舒等；原『一個』。

頁 110　行十三　『要叫我去』——從庚等；原『叫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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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1　行　一　『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從庚等；原『請
那先生說道』。

行十三　『不勝』——從庚等；原『不甚』。
行十五　『倍增顏汗』——從戚等；原『倍增顏汙』。
行二三　『一個方兒』——從庚等；原『一個方』。

頁 112　行　九　『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從庚等；原
無。

行十二　『必然』——從庚等；原『不然』。
行十二　『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至回末——原

本至『太虛者』止，後缺數頁，以庚辰本作底本。
行十四　『肝木』——從戚、覺等；庚本『肝水』。
行十六　『從其敎也』——從戚等；庚本『其敎也』。
行十八　『瞧著』——從戚、覺等；庚本『瞧咱』。
行十八　『說的這麼眞切』——從俄；庚本『的當眞切的

這麼說』。
行二十　『眞著話兒』——從覺等；庚本『準話兒』。
行二十　『笑說道』——從戚等；庚本『笑道』。
行二四　『夜間』——從戚、覺等；庚本『夜裡』。

頁 113　行　六　『妙阿』——從戚、覺等；庚本『妙啊』。
第十一回
頁 116　行二二　『說這纔是』——從庚等；原『說纔是』。
頁 117　行十七　『都吃了飯了』——從戚、覺等；原『也都吃了

飯了』。
頁 119　行十六　『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

麼病治不好呢』——從戚等；原『春天不好呢』。
行二五　『但只見』——從庚；原『但只』。

頁 120　行　五　『別有幽情』——從戚、覺等；原『則有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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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一　『那神情』——從戚等；原『那情』。
頁 121　行十八　『彈詞』——從戚；原『談詞』。

行二三　『往那裡去了』——從庚等；原『往那去了』。
頁 122　行　九　『李貴』——從戚、覺等；原『李紈』。

行十五　『十一月三十日』——從庚等；原『十一月卅
日』。

第十二回
頁 125　行　二　『快請進來』——從戚、覺等；原『快請進』。

行　十　『嫂子』——從覺等；原『嫂嫂』。
行二十　『心坎兒上』——從庚等；原『心坎上』。

頁 126　行　五　『等著』——從庚等；原『等看』。
行十三　『倒關了』——從蒙、舒；原『倒關』。

頁 127　行十六　『乾轉』——從庚等；原『千轉』。
行十七　『右聞』——從覺等；原『又聞』。

頁 128　行　一　『告到』——從戚、覺等；原『告道』。
行　十　『說畢』——從戚、覺等；原『說罷』。
行十一　『他兩個』——從戚、覺等；原『他兩』。
行十八　『這屋裡』——從戚、覺等；原『這屋』。
行二十　『等我們來』——從戚等；原『我們來』。

頁 129　行　六　『賈蓉兩個』——從戚等；原『賈蓉兩』。
行　七　『尚且難禁』——從庚等；原『難禁』。
行　八　『指頭兒』——從戚、覺等；原『指頭』。
行十三　『驚怖』——從戚等；原『驚悕』。
行十三　『請醫』——從戚、覺等；原『諸醫』
行二三　『渣末泡鬚』——從戚等；原『渣末泡髮』。

頁 131　行　一　『冰涼漬溼』——從戚、覺等；原『冰漬溼』。
行　十　『貧富不一』——從戚、覺等；原『貧富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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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十　『外另有』——從戚等；原『另有』。
行十三　『林如海』——從戚、覺等；原『林儒海』。

第十三回
頁 132　行　一　『詩曰』及『一步』詩——從庚；原無。按，庚

辰本此詩及回前評語數條，抄錄於第十一至二十
回冊總目之後。甲戌本第十三回前，除相關評語
外僅『詩云』二字，無詩。

行　十　『捨不得』——從覺等；原『不得』。
頁 133　行　九　『諸弊』——從戚、覺等；原『諸蔽』。

行十一　『永繼』——從戌等；原『永祭』。
頁 134　行　三　『慌了忙上來』——從楊、俄；原『慌慌忙忙上

來』。
行　六　『雖放不下』——從戌、戚、覺等；原『雖不下』。
行十二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行十九　『忙勸道』——從戌、戚、覺等；原『忙勸』。
行二一　『秦業』——從覺等；原『秦葉』。
行二二　『尤氏的幾個眷屬也都來了』——從兪平伯校本

改；原『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
行二四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頁 135　行　二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行十八　『忽又聽得』——從庚等；原『忽聽得』。
行十九　『也都稱歎』——從庚等；原『也稱歎』。

頁 136　行　九　『老相與』——從戚等；原『老相遇』。
行　十　『永興節度使』——從戌、覺等；原『永節度使』。
行十五　『江南江寧府』——從戚等；原『江寧江寧府』。
行十九　『五品龍禁尉』——從庚等；原『龍禁尉』。
行二一　『送出府門』——從戌、戚、覺等；原『送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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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行二五　『史鼎的夫人來了』——從戌、戚等；原『史鼎

的夫人來了伏史湘雲』。
頁 137　行　十　『大字牌對豎在』——從戌；原『大字牌位豎

在』。
行十八　『揭諦』——從戚、覺等；原『謁諦』。
行十九　『神威遠鎭』——從戚、覺等；原『神遠鎭』。
行十九　『水陸道場』——從戌、戚、覺等；原『永陸道

場』。
行二四　『妥帖』——從戚；原『安帖』。

頁 138　行　三　『妥帖』——從戚、覺等；原『安帖』。
頁 139　行　九　『照管照管』——從戌等；原『著管著管』。

行　十　『不則聲』——從戌等；原『不作聲』。
行十三　『便向袖中』——從戌等；原『便問向袖中』。

第十四回
頁 141　行　五　『烈貨』——從戌、戚、覺等；原『烈貸』。
頁 142　行十四　『辯嘴』——原本此回作『辦嘴』，後文皆作『辯

嘴』，從改。
行十五　『都有了定規』——從戌、覺等；原『都有定規』。
行二二　『說畢』——從戌、覺等；原『說罷』。

頁 143　行　一　『剩下苦差』——從戌、覺等；原『剩下的苦差』。
行　四　『都蠲了』——從戚、覺等；原『獨蠲了』。
行十一　『延請』——從戚、覺等；原『筵請』。
行十四　『靑年尼僧』——從戌、覺等；原『尼僧』。
行十七　『奶子糖粳粥』——從戌等；原『奶子糖粳米

粥』。
行二一　『揭起車簾』——從庚等；原『掀起車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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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44　行　六　『張惶愧懼』——從戌等；原『張慌愧懼』。
行十七　『要支取東西』——從戌、覺等；原『要全支取

東西』。
行十八　『因指兩件』——從戌、覺等；原『指兩件』。
行二十　『你有什麼事』——從戌、戚、覺等；原『你有

什麼』。
行二五　『張材家的』——從戌、覺等；原『張材的』。

頁 145　行　三　『帶出去』——從覺等；原『帶出』。
行　八　『有愛挨打的』——從楊、俄、舒；原『有挨打

的』。
行　十　『人來往不絕』——從戌；原『人來人往不絕』。
行十一　『不敢偷安』——從戌、戚等；原『不敢偷』。
行二五　『說畢』——從戌、覺等；原『說罷』。

頁 146　行　三　『沒人來領』——從戌、覺等；原『沒人領』。
行　八　『擱不住』——從戌、覺等；原『攔不住』。
行　九　『立刻要牌說』——從戚、覺等；原『要牌立刻

說』。
行十一　『擱的住』——從戌、戚、覺等；原『欄的住』。
行十一　『你搓揉』——從戌等；原『搓揉』。
行二十　『退出』——從戌、覺等；原『退去』。
行二三　『事情繁雜』——從戌等；原『事情繁』。
行二四　『恐有延遲失誤』——從戌等；原『恐有延失

誤』。
頁 147　行　七　『踏看』——從戌、戚、覺等；原『踏著』。

行　九　『就在淨室』——從戚等；原『淨在淨室』。
行十一　『日期在限』——從戌、覺等；原『日期有限』。
行十八　『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從覺等；原『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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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榮府寧府的人』。
行二四　『臥於內寢』——從戌等；原『臥於內室』。

頁 148　行　四　『一班』——從戚等；原『一般』。
行　六　『奉天』至行八『靈柩』句——從甲戌本改作獨

立三行；原本『奉天』接前文連抄，『內廷』提
行頂格，『御』字提行高出頂格，『靈柩』接後
文連抄。

行　八　『靈柩』——從戌、覺等；原『靈位』。
行十四　『誥命亡故其孫』——從戌、覺等；原『誥命亡

故故其孫』。
行十九　『錦鄕伯』——從戌等；原『錦卿伯』。
行二十　『亦共有』——從戌等；原『亦有』。
行二五　『第三棚』——從覺等；原『第三座』。
行二五　『西寧郡王的』——從楊、俄、舒；原『西寧郡

王』。
行二五　『第四便是』——從楊；原『第四座是』。

第十五回
頁 150　行十三　『未可量也』——從戚；原『未可諒也』。

行十四　『藩郡餘禎』——從戌、覺等；原『藩郡餘貞』。
頁 151　行　六　『上叨天恩』——從覺等；原『上叩天恩』。

行十四　『有個閃失』——從戌、覺等；原『有個失閃』。
行十八　『說笑前進』——從戌、覺等；原『說笑前來』。
行二十　『請歇歇更衣』——從覺等；原『請歇更衣』。
行二二　『歇歇再走』——從戌、覺等；原『歇了再走』。
行二五　『鳳姐的車』——從戌等；原『鳳姐兒的車』。

頁 152　行　二　『村莊人家』——從兪平伯校本改；原『時莊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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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五　『見過這個』——從庚等；原『見個這個』。
行二一　『鳳姐打發人來』——從戌、覺等；原『鳳姐兒

打發人來』。
頁 153　行　六　『內殿偏室』——從戌、覺等；原『內殿個室』。

行　九　『皆是鳳姐』——從戌、覺等；原『皆鳳姐』。
行十二　『也便就要』——從戌、戚等；原『也便宜要』。

頁 154　行　一　『原來秦業』——從戌、覺等；原『秦業』。
行十七　『我叫他倒的』——從戌、覺等；原『我叫他倒』。
行二五　『吃茶果點心』——從戚等；原『吃茶果點』。

頁 155　行　三　『心腹常侍小婢』——從戚等；原『心服常侍小
禪』。

行　十　『執意不依』——從戌、戚等；原『致意不依』。
頁 156　行　四　『還拿的出來』——從戌、覺等；原『也拿的出

來』。
行十三　『秦鐘跑來』——從戌、戚等；原『茶鐘跑來』。
行二二　『方知是』——從戌、覺等；原『方是』。
行二二　『連忙起身』——從戌；原『連忙起事』。
行二三　『趁黑地』——從戌、戚等；原『趣黑地』。

頁 157　行　十　『淨虛的那事』——從戌等；原『淨虛那事』。
行二二　『執意不肯』——從戚、覺等；原『致意不肯』。

第十六回
頁 158　行　七　『愛勢貪財』——從戌、覺等；原『受勢貪財』。

行十二　『恣意』——從戚等；原『姿意』。
行十七　『撤去』——從戚、覺等；原『撒去』。
行十七　『擺香案』——從戌、覺等；原『擺了香案』。
行八十　『許多』——從戌、戚、覺等；原『須多』。

頁 159　行　二　『惶惶不定』——從戌、戚、覺等；原『惶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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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八　『小的們』——從戌、戚、覺等；原『小弟們』。
頁 160　行　二　『候補』——從戌、戚、覺等；原『後補』。

行十一　『𦵾苓香串』——從第十五回改；原『鶺鴒香
串』。

行十八　『不知可賜光』——從戌、覺等；原『不知賜光』。
行二二　『認作針』——從戌、戚、覺等；原『認作眞』。

頁 161　行　一　『殊不知』——從戚等；原『除不知』。按，
原本該詞第六回作『殊不知』，後回皆作『除不
知』，統改，後不註。

行十三　『打發香菱』——從戌、戚等；原『打發了香菱』。
行二五　『過了沒半月』——從戌、覺等；原『過了半月』。

頁 162　行　一　『我倒心裡』——從戌、覺等；原『說到心裡』。
行　五　『成算』——從覺等；原『承算』。
行　六　『悄悄說道』——從戌、覺等；原『悄悄的說道』。
行　十　『梯己』——從戌、戚等；原『梯希』。
行十三　『我說呢』——從戌、覺等；原『我說你』。
行十六　『一時』——從戌等；原『一對』。
行十七　『執意』——從戚、覺等；原『致意』。
行二十　『倒沒的』——從戌、戚等；原『倒沒有』。
行二四　『酒飯』——從戌、覺等；原『飲酒』。

頁 163　行　七　『交給我』——從庚等；原『敎給我』。
行十四　『我們爺是』——從戌、覺等；原『我們是』。
行十五　『有內人求的』——從戌；原『有內人的』。
行十八　『赸笑』——從戌、覺等；原『趣笑』。
行二十　『說什麼』——從戌、覺等；原『作什麼』。
行二三　『隆恩』——從庚等；原『龍恩』。
行二三　『從來未有』——從戌、戚、覺等；原『從未有』。



61

校字記第十六回

行二五　『省親不省親』——從戌、戚等；原『省親不肯
親』。

頁 164　行　六　『不能一見』——從戌、覺等；原『不能見』。
行二三　『趙嬤嬤道』——從戌、覺等；原『老趙嬤嬤道』。

頁 165　行　七　『別講』——從戌、戚、覺等；原『別將』。
行十四　『有事等他』——從戌、覺等；原『有事等』。
行十七　『回些什麼』——從戌、戚、覺等；原『回纔什

麼』。
行二十　『省親別院』——從戌、戚、覺等；原『省別院』。
行二一　『有話』——從戌、戚、覺等；原『一話』。
行二二　『忙說道』——從楊、俄、舒；原『忙說』。
行二三　『從命不過去』——從戌、覺等；原『不過去』。

頁 166　行　一　『再議細話』——從戌、覺等；原『再議細話再』。
行　六　『這個事』——從戌、戚、覺等；原『這個是』。
行十一　『講價錢』——從庚等；原『請價錢』。
行十四　『竟不用』——從戌、覺等；原『不用』。

頁 167　行十三　『界斷不通』——從戌、戚、覺等；原『界斷不
道』。

行十五　『北角牆下』——從戌、覺等；原『此扎角牆下』。
行二十　『等幾人』——從戌、覺等；原『等此人』。
行二一　『起樓』——從戌、戚、覺等；原『起楊』。

頁 168　行　六　『二門照壁前』——從戌、覺等；原『二門前照
壁前』。

行十三　『李貴』——從戌、覺等；原『李景』。
行十四　『至內室』——從戌、覺等；原『至門內室』。
行十六　『李貴』——從戌、覺等；原『李景』。
行十八　『反添了』——從庚等；原『及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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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十七回

行二二　『悠悠餘氣』——從戌、覺等；原『悠悠餘聲氣』。
頁 169　行十二　『怕他』——從戌、覺等；原『怕他們』。

行十三　『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至行十四
『沒錯了的』——從戌；原本句中二處各留空數
字以示缺文，作『天下官管天下囗囗陰陽並無二
理別管他陰也囗囗沒有錯了的』。

第十七回
頁 170　行　九　『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從覺等；

原『大老爺瞧了』。
行十七　『燈匾聯』——從庚等；原『燈匾時』。

頁 171　行　九　『新園中』——從覺等；原『園中』。
行十七　『將門關了』——從庚等；原『將門開了』。
行二三　『眾人都道』——從覺等；原『眾人道』。

頁 172　行　三　『在前引導』——從蒙；原『前引導』。
行　六　『二字的』——從覺等；原『二字』。
行　八　『賈政要試』——從庚等；原『賈政賈試』。
行　十　『雕今』——從覺等；原『調今』。
行十四　『不當謬獎』——從楊、舒、俄；原『不謬獎』。
行十五　『再俟』——從戚、覺等；原『再候』。
行十六　『爛灼』——從楊、舒、程；原『熌灼』。
行十八　『石磴』——從庚等；原『石橙』。
行十九　『池沼』——從戚、覺等；原『池沿』。

頁 173　行　九　『點頭不語』——從戚、覺等；原『點頭道不語』。
行十七　『小小三間』——從覺等；原『小小二三間』。
行十九　『大株梨花』——從庚等；原『大茉梨花』。
行二一　『這一處倒還』——從楊、俄；原『這還』。

頁 174　行　五　『便答道』——從覺等；原『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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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十七回

行二五　『昨日俱得了』——從庚等；原『昨俱得了』。
行二五　『湘妃竹簾二百掛』——從覺等；原無。

頁 175　行十四　『編新』——從戚、覺等；原『新編』。
頁 176　行　三　『你能知道』——從覺等；原『你能知記得知

道』。
行　六　『茆堂』——從覺等；原『苑堂』。
行十二　『見寶玉牛心』——從覺等；原『見寶玉』。
行十四　『如何連』——從覺等；原『爲何連』。
行十九　『正畏』——從庚等；原『正謂』。
行二十　『百般精巧』——從覺等；原『百般精而』。

頁 177　行十一　『從山上』——從覺等；原『從上』。
行十七　『這一所』——從覺等；原『這所』。
行十九　『且一株花木也無』——從覺等；原『耳且一株

花木也無』。
行十九　『許多異草』——從戚、覺等；原『許異草』。

頁 178　行　三　『藿蒳薑彙』——從覺等；原『藿納薑蕁』。
行　九　『連著捲棚』——從覺等；原『著捲棚』。
行十六　『二字不妥』——從戚、覺等；原『二字妥』。

頁 179　行二四　『此數處』——從戚、覺等；原『此數』。
頁 180　行　五　『或茅舍』——從覺等；原『茅舍』。
頁 181　行十八　『卻是一架』——從覺等；原『卻是』。
頁 182　行　四　『奪巧之至』——從舒；原『奪巧至』。

行十八　『見身邊』——從戚、覺等；原『欠身邊』。
行二十　『走過來』——從覺等；原『走來』。
行二一　『我給你的』——從覺等；原『我給的』。
二二五　『無故剪了』——從庚等；原『無故剪剪』。

頁 183　行二一　『瞧我的高興』——從覺等；原『瞧我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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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十八回

行二三　『鬧熱非常』——從戚、覺等；原『熱鬧非常』。
行二五　『幽靜』——從戚、覺等；原『幽淨』。

頁 184　行　七　『替身』——從覺等；原『替生』。
行十四　『靜居』——從戚等；原『淨居』。

第十八回
頁 185　行　二　『都交淸』——從覺等；原『都淸』。

行十九　『靜悄』——從戚、覺等；原『淨悄』。
頁 186　行　七　『方點完』——從戚等；原『方照完』。

行　十　『靜悄悄』——從戚、覺等；原『淨悄悄』。
行十四　『銷金提爐』——從戚等；原『金銷提爐』。
行十四　『金黃傘』——從覺等；原『黃金傘』。
行十五　『値事太監』——從庚等；原『隨事太監』。

頁 187　行　八　『勢若遊龍』——從覺等；原『勢如遊龍』
行十一　『亦皆係』——從戚、覺等；原『亦皆絲』。
行十五　『上回』——從戚、覺等；原『上面』。
行十八　『眞似』——從戚等；原『眞以』。
行二十　『所爲哉』——從庚等；原無。
行二四　『暫離』——從庚等；原『曾離』。

頁 188　行　三　『祖母』——從覺等；原『父母』。
行二二　『榮國』——從庚等；原『榮因』。

頁 189　行二十　『天恩』——從庚等；原『大恩』。
行二四　『切勿』——從楊、舒、蒙、程；原『竊勿』。
行二五　『以侍上庶不負』——從覺等；原『以侍上殿不

負』。
頁 190　行　一　『切勿』——從戚、覺等；原『切忽』。

行二一　『古今』——從戚、覺等；原『古人』。
行二四　『怡紅快綠』——從庚等；原『紅快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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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十九回

頁 192　行　八　『何事』——原本作『何章』，蒙府本同，據字
形意改。按，此處庚辰本作『何早』，戚、楊、
覺、程、舒、俄六本作『何幸』。

頁 193　行　二　『纔改了』——從覺等；原『改了』。
行　四　『拭汗說道』——從覺等；原『拭汗道』。
行　九　『錢珝』——原本作『錢翊』，各抄本同。按，

『冷燭』句出自唐詩《未展芭蕉》，作者錢珝一
作錢翊，字瑞文，宜從珝。

行十一　『眞可謂』——從庚等；原『眞可請』。
行十四　『穿黃袍的』——從覺等；原『穿黃袍』。
行十五　『因又怕』——從楊、舒、俄；原『因說笑因又

怕』。
行十八　『不到之處』——從戚等；原『不到的之處』。

頁 194　行　七　『靜苑』——從覺等；原『淨苑』。
行十二　『長日靜』——從戚、覺等；原『長日淨』。

頁 195　行十五　『甚喜』——從戚、覺等；原『其喜』。
行十七　『撤筵』——從庚等；原『撒筵』。
行十九　『一班』——從戚等；原『一般』。

頁 196　行　二　『格式』——從戚等；原『格勢』。
行十三　『省視』——從庚等；原『省親』。

第十九回
頁 198　行　八　『小書房』——原本作『小書房名』，後留空五

字已示缺文，庚辰本同，俄藏本『小書房名』後
亦留一空。他本無『名』字，從刪。

行　九　『自然無人』——原本作『自然』，後留空至行
末以示缺文，庚辰本同。從覺、程補『無人』。

頁 199　行　一　『一個夢』——從覺等；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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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十九回

行　六　『城外逛去』——從覺等；原『城外逛逛去』。
行　七　『花子』——從覺等；原『花』。
行二一　『把心放下來』——從覺等；原『放下心來』。

頁 200　行　十　『杌上』——原本作『炕上』，庚、戚、蒙同。
楊、舒、覺、程作『杌子上』，俄藏本作『机上』。

行二十　『新衣服』——從覺等；原『新服』。
行二一　『珍大爺』——從庚等；原『珍大』。
行二一　『請過去』——從覺等；原『過去』。

頁 201　行　一　『今兒可』——從庚等；原『今兒一』。
行十二　『抱出』——從庚等；原『拖出』。
行十五　『也有趕圍棋的』——從戚、覺等；原『也趕圍

棋的』。
行十七　『因歎道』——從庚等；原『自歎道』。

頁 202　行二十　『笑說道』——從楊、俄、程；原『笑道』。
頁 203　行　一　『讚歎兩聲』——從戚、覺等；原『讚歎了兩聲』。

行　九　『衝犯』——從庚等；原『衝把』。
行二四　『宮裡』——從戚、覺等；原『官裡』。

頁 204　行　四　『最平常的』——從覺等；原『平常的』。
行　九　『又有好的來』——從覺等；原『有好的了』。
行十二　『不好意思』——從戚、覺等；原『不好思』。
行十六　『別的東西』——從戚、覺等；原『別的事東西』。
行二二　『孤鬼』——從覺等；原『孤兒』。

頁 205　行　七　『還是有的事』——從覺等；原『這是有的事』。
行二一　『只見寶玉』——從覺等；原無。
行二五　『安心』——從庚等；原『要心』。

頁 206　行十五　『又氣又愧了』——從楊、舒、俄；原『有氣又
愧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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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二十回

行十八　『怎怨得』——從楊、舒、俄、程；原『怎麼怨
得』。

頁 207　行　二　『不希罕的』——從庚等；原『不罕的』。
行　三　『只見秋紋』——從庚等；原『只秋紋』。
行　八　『診視』——從戚、覺等；原『盼視』。
行十四　『忙走上來』——從覺等；原『忙去來』。

頁 208　行　三　『方倒下』——從覺等；原『倒下』。
行十一　『黛玉袖中』——從庚等；原『寶玉袖中』。
行十三　『旣如此』——從覺等；原『旣然如此』。
行十七　『給我些奇香』——從覺等；原『給我些香』。

頁 209　行　九　『復又倒下』——從庚等；原『後又倒下』。
行二十　『有一羣』——從覺等；原『有羣』。

頁 211　行　一　『還有誰』——從覺等；原『有誰』。
行　四　『眼面前的』——從庚等；原『眼囗前的』。

第二十回
頁 212　行　四　『寶釵走來』——從戚、覺等；原『寶玉走來』。
頁 213　行　九　『算完』——從庚等；原『笑完』。

行　九　『一片聲嚷動』——從覺等；原『聲嚷動』。
行　十　『遷怒於人』——從庚等；原『遷怒了人』。
行十九　『見鳳姐兒』——從覺等；原『鳳姐兒』。
行二三　『承認』——從覺等；原『承任』。

頁 214　行十七　『獨見麝月』——從庚等；原『獨見廣月』。
行十九　『麝月道』——從庚等；原『麝月這』。

頁 215　行　五　『進來取錢』——從戚、覺等；原『進來所錢』。
行十三　『我都知道』——從覺等；原『我都知』。
行十七　『走到』——從覺等；原『是到』。

頁 216　行　六　『不放在』——從覺等；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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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記第二十回

行二一　『父親伯叔兄弟』——從楊、舒、俄、程；原『父
親叔伯兄弟』。

頁 217　行　二　『比如』——從庚等；原『此如』。
行　四　『再尋樂頑去』——從楊、舒、俄；原『再尋樂

頑』。
行　四　『哭一會子』——從楊、舒、俄；原『一會子』。
行十八　『同那一個』——從庚等；原『同你二個』。

頁 218　行二一　『這樣鬧』——從戚、覺等；原『怎樣鬧』。
頁 219　行　十　『我爲的是』——從庚等；原『我爲是』。

行十一　『是你的心』——從戚；原『是心你的心』。
行十四　『把個』——從舒、俄；原『個』。
行十六　『餓著』——從覺等；原『饑著』。
行十九　『叫不上來』——從覺等；原『叫不出來』。
行二四　『我指出』——從覺等；原『指出』。

第三十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