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
10月30日）， 原名查良镛， 生于浙江省
嘉兴海宁市 ， 1948年移居香港 。 当代
武侠小说作家、 新闻学家、 企业家、 政
治评论家、 社会活动家， “香港四大才
子” 之一 。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
大学外交系 。 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
《大公报 》 任国际电讯翻译 。 1948年 ，
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 。 1959年
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 《明报》。 2000年
获得大紫荆勋章。 2009年9月被聘为中
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
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
奖。

周刊悦读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732349208@qq.com�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18

文奇

人生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初中时读武
侠小说，我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有机会与名
满华人圈的一代宗师朝夕相伴，且友谊渊
长。 2003年9月， 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奇
缘，这种猝不及防的幸福忽然降至，让我
宛如令狐冲于华山僻野之巅遇到绝世高
手风清扬一般，冥冥中有，该至时至。

刚上任的衡阳市旅游局长尹同君那
年37岁， 正是异想天开只重创意的年龄。
尹到三湘都市报拜访我，咨询能否组织一
场促进三山五岳旅游共同发展的活动。
“五岳联盟”活动组织方案很快敲定，华山
管委会立马表示同意且提出轮值盟主的
提议，尹找我商量想请德高望重的金庸先
生担任盟主。

中间人并不难找，文汇报浙江记者站
站长万润龙办了本杂志《金庸茶馆》，还在
杭州开了家很有特色的“金庸茶馆”，茶客
大都是武侠小说的痴迷者。

万润龙的效率奇高，三天后就打电话
告诉我金庸先生非常愿意出任五岳联盟
的盟主。

幸福和速度来得让我们几乎不敢相
信。 慎重起见，我把“大侠”在湘行程用繁
体字做了个简单方案，传真给香港金庸先
生的秘书， 得到先生的亲笔签名确认后，
才觉得理想的效果一步一步临近。

赞助下榻之处是五星级神农大酒店，
总经理高建平先生提供了套房和数万元
消费，要求只有一个，请先生题“神农大酒
店”五字。

金庸及夫人林乐怡女士在小舅子林
先生陪伴下抵达长沙， 时任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李江很重视，他对足球和武
侠小说特别着迷， 专门请秘书打电话问
我，和金庸的见面是着正装打领带，还是
可以比较随意?我征询先生，他面含微笑：
“领导这么重视啊?”更让李江高兴的是，老
先生送了一套新版的《金庸全集》并题赠
“不废江河万古流”给他。

看到晚餐时书台上摆的文房四宝，先
生知道酒店赞助了我， 倒是善解人意，主
动提笔写下“神农尝百草，乐治天下病；神
农大酒店，乐迎天下宾”，比高总的要求超
标了4倍。 先生接人待物，谦和有礼，江湖
地位很高，却常常替别人着想，既有旧式
文人的博学风雅，又懂江湖规矩的明察秋
毫。

先生的人情练达在拒绝时尤显高妙。
行程中安排了9月24日下午到涉外经济学
院演讲，效果出奇地好。 院长意犹未尽，提
出既然老先生可以出任三湘都市报名誉
顾问，应该也可以给学校担任顾问。 我问
先生，他稍思片刻，反问了一句：“这个要
教育部批准吧?”我知先生有婉拒之意。 当
个民办学院的顾问，与教育部八杆子也打
不着，但他即便拒绝，也不让人有一丝尴
尬。

晚餐后原定安排去岳麓书院，先生突
然问我：“长沙最好玩的地方是哪?”年轻的
荷尔蒙脱口而出：“解放西路酒吧一条
街！ ”他很开心：“去看看哦!”说走就走，喧
闹的场子看了几家，他选择在“金色年华”
驻足十来分钟，不知是“金”字招牌的缘
故，还是里面俊男靓女特别多。 先生很是
开心。 倘若不是林乐怡女士提醒酒吧太过
嘈杂对心脏不好，我估计先生还想在里边
“嗨皮”一下。

在岳麓书院下车时，金庸被一群刚参
加完军训的湖南大学新生认出，立马围拢
过来，我迅速抢过教官手中的喇叭，向新
生喊话，让大家归位站好，请金庸先生给
大家即兴演讲。 雷鸣般的掌声让老人兴致
很高，10多分钟里， 他充分表达了对湘人
的好感。 湖南人有侠义，侠在精神，侠在道
义。 他说：“我的小说里面，最好的一个女
人是湖南人， 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
人。 我对湖南衡阳也是非常有好感的。 在
五派中，我把衡山派写得最好，尤其是他
们的掌门人莫大先生， 是个非常好的人，
非常有正义感，在武林中德高望重。 ”

把人写好，做好，实属不易。

林姗

浙江海宁查家的“二少爷”

以文成名， 对于他不是件特别令
人吃惊的事。

他根脉好、 门风正， 出生于浙江
海宁文名绵延、 人才辈出的书香世家
查氏家族， 是查家第22代孙。 查家在
清代“一门七进士， 叔侄五翰林”， 祖
上有查慎行、 查伊璜等历代名人， 连
闺阁女子也能诗能画 ， 被康熙称为

“唐宋以来巨族， 江南有数人家”。
他的父亲查枢卿心地纯厚， 受过

西洋教育， 家里藏书很多， 他是在书
堆中长大的。 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
《海宁查氏诗钞》 雕版， 置满两间房
子。 他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
时常钻到其中捉迷藏。 日子长了， 他
随意就能读出几句雕版上的诗词。 他
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曾在杭州
女子学校读书， 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字，
还会绘画绣花， 和他的父亲感情笃深，
恩爱有加。

海宁地方不大， 但出了新史学的
开山巨匠王国维、 著名诗人徐志摩等
文化名人。 他后来回忆说“海宁地方
小， 大家都是亲戚 ， 我叫徐志摩 、
蒋复璁做表哥 。 陈从周是我的亲
戚 ， 我比他高一辈 ， 他叫徐志摩做
表叔。 ……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
做过我的老师。” 故乡的历史人事后来
也频频活跃于他的笔下。

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
不过从小读的是新式学校。 他曾回忆
起自己上小学时， “有一位姓傅的老
师， 特地借出他珍藏的 《小妇人》
《好妻子》 《小男儿》 三部书给我阅
读。 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
国留学生， 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
大家以他为荣， 因此， 这三部外国书
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 他的小说继承
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 又
能以现代手法对传统进行大胆的技法
与思想革命， 开创了“新派武侠” 的
风格， 与他从小接受中西融合的教育
滋润分不开。

2000年， 《收获》 发表他封笔多
年后写的一篇怀旧自传体文章 《月
云》。 他以查氏家的二少爷“宜官” 的
角色， 以清丽婉转的笔调抒写童年的
自己， 也倾吐对小丫头月云这类弱小
人物的哀伤之情。 文章的最后， 这位
已名满天下的大作家说： “金庸的小
说写得并不好， 不过他总是觉得， 不
应当欺压弱小， 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
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 所以他写武侠
小说。”

有人说， 家国奠定了他小说的底
色， 悲悯决定了小说的高度。 这悲悯
里的第一笔， 为童年的小月云所书。

笔下最好的人是湖南人

1942年冬天， 18岁的他来到了湘
西泸溪的一个农场。 命运将他意外地
抛进了这个偏远的美丽边城。

抗战爆发， 他成了千里流亡的少
年， 准备孤身一人去重庆读书， 一路
辗转到了湘西， 盘缠所剩无几， 好在

当地一位同学带他去了自己
哥哥开办的一个农场。 他在
农场一边干活 一边复习功
课， 直到1943年初夏才离开。

1945年， 他因为第
一次办刊失败而正处于困
苦之际， 正遇上湘西那个
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
庆， 邀请他再去湘西帮助
经营农场， 还承诺只要等
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
树， 就送他出国读书。 这

当然令他心动。
不过他提了一个
条件， 湘西偏僻，
时间长了会寂寞，

他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 待遇必须
和他一样。 对方爽快应允， 他和同学
卷起铺盖就走， 直到1946年初夏才回
到故乡。

湘西时光令他终生回味。 1957年，
他在香港 《大公报》 刊发的一篇随笔
中回忆： “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
年， 那地方就是沈从文 《边城》 这部
小说中翠翠的故乡， 当地汉人苗人没
一个不会唱歌， 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
成歌的歌手， 对于他们， 唱歌就是言
语的一部分。 冬天的晚上， 我和他们
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
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
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 我就用
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 一共记了厚
厚的三大册， 总数有一千余首。”

他一辈子没有忘记在他困苦时，
那些热情的伸过来相扶的手意味着什
么。 他一次次在他的笔下重温湘西，
那不是书本上毫不相关的地名， 而是
给过他光与热的温暖之地。 湖南的风
俗习惯也在他的书中留下烙印。 《飞
狐外传中》 胡斐过五岭入湖南， 在衡
阳的饭馆吃饭： “少停酒菜送上， 湖
南人吃饭， 筷极长， 碗极大， 无菜不
辣， 每味皆浓， 颇有豪迈之风。”

这还不够。 他把笔下最好的人给
了湖南人， 也把最喜欢的小说家头衔
给了湖南人:“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
是湖南人， 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
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 受
了委屈也不怪人家， 武功不是很好，
对人很体贴的狄云， 湘西沅陵一带人
……” 最好的女人， 指的则是 《飞狐
外传》 中洞庭湖边的程灵素。 他说，
这位姑娘相貌并不好看， 但很聪明，
内在非常美， 个性非常好， 对爱情很
忠诚， 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
“现代作家中间， 人家问我最喜欢哪一
个？ 我说喜欢一位湖南作家沈从文。
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作品， 到现在还
喜欢。”

说起来， 其实他和湖南人的缘分
来得更早些。

八岁那年， 他无意中看到了武侠
小说 《荒江女侠》， 从此迷上武侠小
说， 也成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
家平江不肖生的粉丝。 平江不肖生是
湖南平江人， 他创作的 《江湖奇侠传》
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 根据该
书一段故事改编的电影 《火烧红莲寺》
风行一时， 开中国电影武侠神怪片之
先河， 也引发了武侠文学的创作热潮。
他在上海出版的 《红玫瑰》 中读到
《江湖奇侠传》， 在 《顺探世界》 杂志
上读到连载的平江不肖生描述清末民
初武林真人真事的 《近代侠义英雄
传》， 都很入迷。 湖南人在他心里播下
了武侠小说的种子。 抗战中,他和师生
们逃至一个叫碧湖的小镇， 当时负责
守御钱塘江以南一线的就是湖南部队，
师长是湖南宁乡人， 两个儿子都在碧
湖读书， 跟他是同学， 还带他去部队
看操练。 湖南士兵们打仗英勇， 他觉
得他们很了不起。

正在长身体也在长灵魂的年纪里，
他身处战火动乱的人世间， 汲取到湖
湘之地的豪杰之气， 人间真情。 他的
家国底色里， 调着一笔浓郁的湖南人
的生命精神与气质。

在千年书院， 他找到了
浙江与湖南的共通点

2000年 9月 24日， 岳麓书院的
“千年论坛”， 迎来了76岁的他。

他谦虚， 低调， 称自己坐在那里
有点“战战兢兢”， 也
开玩笑： 他的好朋友黄
永玉到这里讲过， “他
讲得， 我也讲得。” 他
们是香港 《大
公 报》 的 同
事， 黄永玉称

他很可爱， 很温和， 也是很有魄力的
人， 觉得他最后变成一个武侠小说的
著名作家， 可惜了。

他可不可惜？ 他的武侠小说对于
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此时， 距1984年
大陆第一次出版他的 《书剑恩仇录》
已过去了16年。 1972年他已封笔不再
写小说， 但他的小说畅销30多年后，
内地读者才惊喜地发现了一块新大陆。
不到一年时间， 他的全部武侠小说在
大陆全部出齐， 到1992年， 他的作品
的总印数已经高达478.8万册， 至于疯
狂盗印的数量， 已难以计数。

数十年来， 人们对其小说的雅俗
之辩纷纷纭纭。 但在改革开放40年的
这个节点上， 人们最不能忘怀伴随第
一波开放春风吹进内地的他和他的作
品所标记的那个时代。 他笔下种种人
性与世事的复杂多变给习惯了非黑即
白二元世界观的国人以巨大的冲击，
诚如评论者所说， “它就像是一根撬
棒， 撬开了个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

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曾经回忆，
当年他正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个学生告
诉他， 几乎全班同学、 特别是男同学
都迷上了一个叫“金庸” 的作家， 轮
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他的小说
看， 并公认其作品比他在课堂上介绍
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钱理
群一开始怀疑这或许只是年轻人夸大
其辞的青春阅读兴趣， 但当他在苦闷
中拿起金庸的小说后， 却发现自己再
也放不下了。 《倚天屠龙记》 中那句

“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怜我世人， 忧
患实多” 让他“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
中的感觉”。 他将这句话抄下来寄给他
的一名研究生， 但巧的是， 这名年轻
的研究生也想到了这句话， 并且把它
抄在墙上。 “这种心灵的感应， 我相
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 发
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 而且是发
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 正是金庸的小
说把你， 把我， 把他， 把我们大家的
心灵沟通了， 震撼了……”

“对这样的震撼心灵的作品， 文
学史研究， 现代文学史研究， 能够视
而不见， 摒弃在外吗？” 在2007年的杭
州大学金庸论坛上， 钱理群如是发问。
他的愿望， 则是“希望死后一百年，
两百年， 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 我就
很满意了。” 而早在1989年， 《纽约时
报》 就曾这样评价他： “对中国读者
来说， 金庸就像是一个人构成的文学
运动， 与其说他是一位作者， 不如说
他是一个文学类型。”

2018年10月30日下午， 94岁的他
含笑而逝。 湖湘山水有灵， 记得千禧
年的那个朗朗秋天， 以正好的秋日阳
光送他归根。

18年前在岳麓书院， 他以温软的
浙江口音缓缓开讲。 他谈湖南的学术
传统、 浙东学派， 认为湖湘文化与浙
东文化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 就是

“实用”： “研究学问是要来用的， 不
是就专门做学问。”

浙江与湖南， 一个是其生命之根
本源泉， 一个是其生命之重要驿站，
他找到了彼此文化的共通点。 而在百
年中国白话文学史及新闻史的地图上，
他的出现和离去， 都将有更多的意味
深长。

他是浙江海宁名门望族查家的
二少爷 “宜官 ”。 童年的美好与哀
伤， 化作生命底色， 笔下烟云。

他是潦倒穷困的抗日流亡少年
“查良镛 ”。 湘西泸溪的青山绿水 ，
做了他避难的 “桃花源”。 浸染于楚
辞俚曲里的潇湘风情， 感恩于身边
人物的纯粹忠厚， 他的报答， 是将
小说里最好的一个女人和最好的一

个男人， 都写成了湖南人。
他以 “金庸” 之名， 在香江之

畔一手论武， 一手论政， 聚啸风云，
名动天下。

煮酒论英雄， 围炉话金庸 。 上
世纪80年代初， 他笔下那个激情血
性的侠客江湖， 与渴望打破束缚的
历史时势强烈呼应， 撬动了国人的
心灵自由。 其书中儒释道精神与琴

棋书画的通俗化， 亦为续接中华传
统做了桥梁。 他超越了精英与大众，
是 “在母语的时空中射过雕的英
雄”， 也自有他的寂寞与悲凉。

2018年10月30日 ， 94岁的他含
笑而去。

江湖已远， 侠义永在。

编者按 人物档案

回忆

“大侠”赴湘往事

衡山派武功
没有一个高强者？

甘建华

2003年9月28日下午，当时80岁的金
庸先生，来衡阳商业大厦宾馆作讲座。 如
今15年时光过去了，印象中他不太擅长言
谈，口齿远没有笔头流利。 互动时全场总
共三个问题，我一人占了两个。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笔下的衡山
派武功都那么差，没有一个高强者？ ”

他笑吟吟地回答：“虽然如此，衡山派
可都是好人。 譬如掌门人莫大先生，一向
洁身自好，游于方外。 ”

我又问：“《鹿鼎记》 中韦小宝妻妾成
群，享尽齐人之福，这是不是也是先生一
代人的梦想？ ”

他脸色一变，迟疑了一下，说：“可能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韦小宝吧！ ”

之后登台，与先生合影一张。
如今在衡山脚下，惋叹金庸先生驾鹤

西归， 忆其当年挥写的金句：“南岳天下
秀，到此人增寿。 ”

我是金庸的粉丝， 而且是铁杆粉丝，
可谓金粉。 这一点也不令我害臊，我反而
为此自豪。 他的武侠小说那么多，都有一
种崇高的正义感，迎合了世俗惩恶扬善的
美好愿望。 更遑论小说的技巧与语言远在
许多大家名家之上，让人读起来轻松而又

着迷———小说不就是讲故事么？
而我对不住先生的是，真的没有读过

几部正版金庸小说，几乎没有看过金庸小
说改编的影视剧。 这一点我与先生本人持
相同观点，改编的东西总是差那么一点味
道———桔已非橘也！

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梁羽生的我
读过《白发魔女传》，小说《七剑下天山》不
如徐克导演的同名电影印象深刻。 古龙的
小说似乎也读过，却只记住了一句：“好快
的刀！ ”金庸的就不一样了，可以反复研
读，甚至可以朗诵，所谓“指法无优劣，功
力有高下”。《书剑恩仇录》《倚天屠龙记》
《侠客行》《碧血剑》等，写尽了我辈书生的
江湖梦，甚至令我一度产生跃马长城或做
一个说书人的想法。 尤其是《射雕英雄
传》，倡导“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
奠定了金庸的武侠宗师地位，竟然入选海
内外华语中小学校园经典阅读推
荐书目。 我曾当面问过北大谢冕
教授， 为何要将它录入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他很奇怪：“有什么不可
以吗？ ”仔细想想，的确
是这样———有什么不可
以吗？

家国底色里的湖南金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