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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30日袁经金庸
身边工作人员确
认袁94 岁的金庸
于当日在香港去
世遥

金庸袁 原名
查良镛袁 他被写
进对联的十四部
武侠小说早已成
为经典袁 有华人
的地方无人不知
郭靖乔峰遥 除了
文学家的头衔袁
他还是香港报业
叶明报曳 的创刊
人尧 剑桥大学历
史学博士尧 香港
富豪榜排第 64
的企业家遥

半个多世纪
来袁无论文学界尧
史学界尧 报刊界
对他做何评价袁
其武侠神坛的地
位未曾动摇半
分遥 他总是一副
文质彬彬的书生
模样遥 衬衫扣子
系到最上面的一
颗袁 领带扎紧顶
到喉结袁 标准的
国字脸上架一副
细框眼镜遥 他用
一支笔袁 创造了
一个有血有肉的
江湖遥

和笔下的风
起云涌相比袁他
终其一生都没书
写过自己遥 他眼
中的自传只有两
种院 一种全是谎
话袁 一种实话实
说遥 金庸曾回应
媒体院野把自己做
过的事情都告诉
别人袁 这对我有
什么好处钥 冶现
在袁斯人已逝袁因
其对整个华语圈
的巨大影响袁我
们有必要对他的
野事情冶 进行了
解袁以悼念遥

一事能狂便少年
要成就伟大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他此生唯一一次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酒席袁是在一次葬礼上遥
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遥 那时他才九岁袁不会喝酒袁只做样

子假装喝半口酒袁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遥
那是 1932年的初冬袁去世的是舅舅徐申如的儿子尧大诗人徐志摩袁

他在散文集里记录的这一幕发生在金庸的出生地要要要杭州城边的海宁
袁花镇遥 一叶扁舟从采莲深处漂来袁雾气弥漫袁伴随丝竹箫管之声遥 船上
的人衣着不华丽但雅致袁多半还有一个大神级别的亲戚遥 这是金庸小说
里很多人物出场的画面袁也是作者身世的投影遥

动荡的乱世里袁家乡海宁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袁使他平静
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遥 读书的嗜好伴随金庸走过了一
生遥

公开讲话时袁他措辞委婉面面俱到袁对世人给予的盛誉总说野不敢当
不敢当冶遥 评点他人时袁他也客套地说野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冶遥 即
便李敖骂他野伪善冶袁他也不太理会袁只说院野批评我没有学问袁那我是认可
的遥 冶

研读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此类行为总结为野习惯性
谦抑冶遥他觉得老爷子的内心里野其实觉得自己写得特好冶遥这个评价并不
是毫无来由袁金庸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踪可循遥

1941年 9月袁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叶东南日报曳副刊发表了一篇
文章袁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教训袁末了训育主任说院野你真是狂得
可以浴 冶他在文章里写道袁野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遥 固然袁这可以
大闯乱子袁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遥 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院要
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袁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遥 冶文章的题目就叫叶一事能
狂便少年曳袁 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袁 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
历遥 因为一年多前袁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训导主
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袁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遥

副刊时任主编陈向平想把文章发在头条袁并乘出差之便来看了这个
署名为野查理冶的作者遥 令他意外的是袁野查理冶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袁虽然瘦
骨嶙峋袁却野颇有学者风度冶遥

野查理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袁毕业后袁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
交系袁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遥 他曾在鲁豫的访谈里提到院野我的性
格自由散漫袁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袁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袁
你这个个性袁明天进来后就被开除了遥 冶

于是袁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遥

“金庸”出世仗剑走香江
用小说记录人间苦难，讽喻时局之殇

1955年是 32岁的查良镛进入香港叶大公报曳工作的第七年遥一天袁副
刊叶新晚报曳的时任主编罗孚找他袁说梁羽生的叶草莽龙蛇传曳快连载完
了袁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袁野小查袁只有你顶上了遥 冶

作为梁羽生的粉丝袁每期小说他都看袁可自己从未写过遥 发稿的日子
到了袁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袁到他家里等稿子袁并催他当夜九点无论如
何要写出一千字袁否则第二天报上就有一块空白遥 他看着老工友袁来了灵
感袁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者写起院野年近六十袁须眉皆白袁可是神光内
蕴袁精神充沛冶遥

这就是小说叶书剑恩仇录曳的开头袁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遥 故事
里袁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袁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
见了徐志摩袁而陈母野徐惠禄冶的名字和金庸母亲野徐禄冶只差一字袁乾隆
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遥 署名时袁他把名字最
后的一个野镛冶字一分为二袁写上院金庸遥 自此袁金庸横空出世遥

两年后袁他笔下诞生了另一个人物要要要郭靖遥 倘若第一本小说属无
心插柳袁郭靖则是金庸精心塑造的人物遥 野那个时期的金庸袁很像郭靖遥 冶
六神磊磊写道院野郭靖的使命袁是要为金庸的神国开疆拓土袁做新武侠小
说的第一个全民英雄遥 冶

金庸笔下的他袁自取名野靖康冶之日起袁个人命运就和国家命运联系
在一起遥 他总是表情庄严袁背起家国天下袁危难时要说几句响当当的话遥

金庸出生的年代袁军阀混战连绵不断遥 1937年袁八一三事变的烽火烧
到嘉兴中学平静的书桌前遥 一年后袁家乡海宁的长街闹市满目焦土袁昔日
繁华的江南小镇只剩寥寥可数的破旧房子袁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
拾的尸体遥 查家的大量房产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袁一个历经六百年绵
延不绝的书香门第就此中落遥 1938年前后袁14岁的金庸随学校走上南下
流亡之路遥 路上袁校长张印通随身带着小黑板袁走到安全的地方稻草一
铺袁就给他们上课遥 有教师想解散学生自谋生路时袁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
讲话院野只要有我张印通在袁我就要对学生负责袁坚持到底浴 冶在他的小说
里袁他也把对死于战争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写进去院

野柯镇恶回到嘉兴铁枪庙袁仿佛又看见了惨遭杀害的兄弟姐妹儿时
的模样遥 冶

十四部小说里袁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易代之际袁他将笔触投向了风起
云涌的时局带给人间的苦难遥 晚年回看袁金庸说袁写郭靖时对文学还了解
不深袁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塑造遥 对野大侠冶二字的定义和理解袁他觉得在
叶神雕侠侣曳里已写得很明白要要要野侠之大者袁为国为民遥 冶

野侠袁是不为自己利益而去帮助别人袁牺牲自己的部分越多袁就越困
难袁这个耶侠爷字就越大了遥 冶

1959年袁他离开叶大公报曳袁和昔日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了叶明报曳遥三
十三年间袁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遥

晚年的金庸袁 人生
的切肤之痛逐渐远去遥

叶明报曳卖掉之后的
25年袁他跟时代之间已
没有多少互动遥 即便是
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
跑去袁出席各种野论剑冶
的学术活动与讲座袁也
不可避免地被指责 野呈
现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
倾向袁 失去学术交流的
本来意义冶遥

进入浙江大学人文
学院担任院长一事袁被
学者诟病遥 退休的浙大
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
体说袁 当初浙大给金庸
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
候袁 他曾参加过由历史
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
议遥野别人都是三本著作
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
料袁 只有金庸是一张空
白表格袁上面写着耶查良
镛爷三个字遥 冶

有不少人觉得袁晚
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
处奔走是追求声名袁其中包括杭
州作家傅国涌遥 他是叶金庸传曳的
作者袁尽管这本书金庸自己不承
认袁野这个人我不认识袁也没采访
过我遥 冶

这本传记是傅国涌查询整
理了几乎所有与金庸有关的记
录后袁编写而成遥 他随金庸的足
迹袁 走在香港的英皇道 651号明
报大厦旧址袁徘徊良久袁叮叮当
当的电车恍然就是上世纪 80年
代以前的样子遥 野他的一个问题
是袁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
人们记住袁其实就凭他的 14部小
说袁他已经足够不朽了遥 冶傅国涌
说遥

有人曾经问他袁人生应如何
度过钥 老先生答院野大闹一场袁悄
然离去遥 冶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袁到现实
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袁但金庸仍
不失坦诚遥 野要我财产完全不要袁
我做不到曰 妻子儿女都不要袁做
不到曰名利不要袁也做不到遥 冶

他提过袁当初来香港时两手
空空袁和太太渊杜冶芬冤离婚后无
牵无挂袁野如果办不好报纸袁大不
了两手空空再回去袁重新来过遥 冶
那份潇洒犹在遥 茶余饭后袁佛经
和书桌成为他的精神慰藉遥

有消息传他去世的时候袁他
正在剑桥上学袁金庸又变成了那
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遥 不再
有知名作家光环尧不再是浙江大
学人文学院院长袁 他背着双肩
包袁 里面放满了课本遥 他还说院
野我姓查袁笔名金庸袁我要自己把
握住这个耶查爷字袁多用功读书袁
化去这个耶庸爷字遥 冶

他的小说 80年代传到内地袁
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遥 和他初读武
侠小说时一样年纪的小读者袁如
今也已近不惑之年遥 尝过人生甘
苦后袁他们依然记得袁光明左使
杨逍怀念亡妻时袁喃喃念着女儿
的名字袁野不悔袁不悔冶遥

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
角色袁他说愿做叶天龙八部曳中的
段誉袁野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
霸道袁总给人留有余地遥 冶

生死乃世间常事遥 金庸大
侠袁就此别过遥

阴陶若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