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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人侠客梦

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
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于传奇，
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
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在
这种小说样式中，历史被深
化为民族心灵的轨迹，历史
事件被点化为代表民族性
的符号，而与此无关的所谓

“历史真实”则被删除；传奇
这种传统的小说样式也不
再张扬荒诞离奇的情节，而
是变为表现文化真实的文
学手段。因此，金庸小说的
文化内涵远远超过了“英
雄”、“儿女”所能达到的程
度，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史
诗的深度。

金庸小说往往给人一种
植根于历史事实之中的感
觉。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
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
景，其中主要的六部则与具
体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
系，通过分析这些小说中的
侠客形象，可以看出侠客何
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
先是行侠仗义，后则助守襄
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
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
他一生的追求证明，他想实
现的正是儒家的社会理想。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
希望为献身民族大义、消弭
邪恶、张扬人美好的情感，
终因为人过于诚实淳朴，被
朱元璋激得心灰意冷，自愿
退隐。《天龙八部》里的千古
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
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
记》中的陈近南是一个兼侠
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
的人，与《书剑恩仇录》中的
陈家洛、《碧血剑》袁承志一
样，都是想以侠客的身分去
实现社会理想，造出一个理
想的世界。当然，他们都没
有成功。再加上《神雕侠
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
玄寂，《连城诀》中的狄云和
水笙逃避深山，《笑傲江湖》
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
人不见”，真是一部悲壮的
侠客无奈奏鸣曲。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中侠
客并不是逞一己之私、血气之
勇的狂徒，而是与文人士子一
样，都是要除尽不平、解民倒
悬，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桃园
世界。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
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作为文化
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
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
义。而侠客们体现出来的这
种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
难而不消散的根本依据，是民
族传统文化的精魂。

其实，文化形态的侠客是
由文人创造出来的，千古文人
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文
人与侠客原是二而一的文化
存在。希望集儒雅与勇武于

一身，合风流与刚健于一体，
不仅是传统侠客，也是传统文
人的希望。金庸小说把这历
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统一
起来，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积
极昂扬的精神，这无疑是对文
化传统中这一最基本的合理
的文化精神的有效的弘扬。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
化本体中，侠客们的这一理想
追求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
念的超越表现了金庸小说的
开放情怀。中国人生而在恩、
仇之中，报恩与复仇成了他们
完成道德形象和实现个人价
值的主要社会行动方式，所谓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
报恩时”，集中表现了这一思
想。但这种“报”与“复”往往
使人陷于一己之私而变成卑
庸乃至邪恶之徒，金庸小说批
判了只顾一己之私的“报”与

“复”，使之与国家民族和文化
理想相联系。林平之与谢逊
均为报一家之仇而丧心病狂，
下场亦可悲，袁承志先是为报
父仇而学艺，后来通过对崇
祯、皇太极和李自成的一步步
的认识，终于明白了家仇、国
仇、天下仇皆无从报起，在三
次复仇中获得了三次人格的
升华，从而成为极具文化色彩
的大侠。

对于正教与邪教，金庸小
说不是采取僵化的态度，而
是着重表现了其相互包容、
转化的一面。作为“邪教”的
明教最后淹有天下，而作为

“正教”的六大门派却日渐衰
微，这些结局的安排，都表现
出尊重合理因素、化解恩怨、
消除障碍、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的积极意识。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
宗教情怀的杰作。它为我们
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
孽的非人世界，在这里，人与
人之间、正教与邪教之间、武
林门派之间、国家民族之间、
宗教与世俗之间乃至已经灭
亡的朝代与现实之间都充满
着怨和恨，而这些怨和恨又无
始无终，无因无由，理说不
清。《天龙八部》是一部十分深
奥复杂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
简单地宣扬佛教思想的层面
上，而是把儒家的“爱人”的悲
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
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
感悟融为一体，由此而指向了
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
题。萧峰之死和慕容复之疯
又对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点
化作用，使小说表现出对美好
的社会、人性的宗教式的热情
和渴望。《天龙八部》已经显示
出从宗教角度对文化传统进
行探索的倾向，这一点在重塑
民族文化本体时应尤其加以
注意。

大俗大雅：透显浓
厚的历史悲剧意识

金庸小说中透显出浓厚
的历史悲剧意识。与传统的

“大团圆”结局相反，金庸小说
很少给人以廉价的希望，而是
以其独特的诉诸文化真实的
笔法直面侠客的失败、邪恶的
得逞和正义的泯灭。然而，金
庸小说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悲
剧意识的特点，在暴露现实悲
剧性的同时，又充分显示出其
弥合的功能，即不仅看到了现
实的悲剧性，在对现实悲剧的
追问中觉醒，还相信理想的价
值、力量和意义。人事虽不可
挽，天道却是永恒的，悲剧性
的现实此岸与理想的彼岸是
可以通过人事的努力来连通
的，其间的距离是可以弥合
的。我们在读金庸小说时，一
方面感觉到了悲剧的震撼力
量，另一方面，又没有向悲剧
屈服，而是激发出了人的高贵
的精神，感受到了新的价值和
意义，更加树立了为合理的文
化理念而奋斗的信心。这就
是金庸小说式的悲剧——当
然也是中国式的悲剧——的
力量。

大俗大雅，至幻至真。金
庸小说超越了五四文化的源
头，直接从古老的传统走向了
现代，它的巨大的成功已无可
争辩地说明传统的永恒的活
力，也说明它为我们创造了一
种民族小说的新形式。然而，

“雅”“俗”的转化，“真”“幻”的
融通，都是以现实为中介的。
但现实又绝非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简单，就像《倚天屠龙记》
里的六大门派围攻“魔教”的
光明顶一样，孰正孰邪，实在
难分得很！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
追。读金庸小说，有时会使人
想起《三国演义》，唤起那种隐
藏在记忆深处的感觉。而在
掩卷长叹之余，又不禁想起
《三国演义》的开篇所附的那
首清人的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
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然而，这历史的浩叹并没
有使历史“转头空”，那三国时
期的“古今多少事”也没有成
为“笑谈”，相反，它所负载的
民族文化和民族精魂，一代一
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我们民族
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那么，
金庸小说呢？当我们读金庸
的小说的时候，难道仅仅是一
种无聊的娱乐，一种空虚的消
遣，一种没有目的的精神的漫
游吗？

冷夏：对于您的小说，别人
已评论很多。就您自己看来，
您的武侠小说与传统的武侠小
说在写法上有什么异同？

金庸：我不喜欢把我的小
说单独区别开来，当作武侠小
说来看待，我希望别人把它当
成是普通的小说。长期以来，
我的观点是，不管是什么小说，
历史小说也好，爱情小说也好，
武侠小说也好，把它当成小说
就是了，写得好的价值高一些，
写得不好的价值低一些，不必
要把它当成哪一种小说来看
待。好像《金瓶梅》，它有很多
色情成分，别人就把它看成是
色情的黄色小说，但现在的观
点是，是否色情小说不管它了，
总之它是一部小说，我们只评
论小说本身的优点、缺点。

冷夏：当年您写武侠小说
时，因为每天在报上连载，每天
要写一段，如果不是客观原因
必须这样，您是否愿意整部小
说写好再出版呢？

金庸：条件允许的话，整部
小说写完后再出版当然比较理
想了。我现在要写小说，肯定
不是每天写一段了。但在当

时，我的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
香港的小说家有个习惯，被人逼
着，有一定的压力之下才能有一
定的产量。现在，我有时也想可
不可以再写小说，但没有压力就
不太容易产生了。

英国的汉学家翻译我的小
说，我觉得译得蛮不错的，关健
是看翻译者的文笔好不好。

冷夏：您对您的武侠小说
译成外国文学，能否被他国读
者接受，始终不乐观。现在还
坚持这种观点吗？

金庸：香港中文大学最近
出版了英文版的《雪山飞狐》，
另外《鹿鼎记》也被翻译成英
文。翻译《鹿鼎记》的两位翻
译家，是英国的汉学家、前纽
西兰奥克兰大学中文系主任
约翰·明福德和前牛津大学教
授大卫·霍克思。他们俩都很
出名，曾经共同翻译《红楼
梦》。《红楼梦》有好几个英文
译本，他们翻译的版本被公认
是最好的。他们两个人翻译
的《鹿鼎记》有两个章节在悉
尼的一间大学被印出来了，上
一次我在悉尼参加作家座谈
会时，主办者把它分发给与会
者，我觉得译得蛮不错的。所
以说，关健是看翻译者的文笔
好不好。

冷夏：似乎日本方面对您
的小说的兴趣更大一些？

金庸：日本方面也有一些
人正在翻译我的小说。不过日
本人觉得把中文翻译成日文比
较困难，因为两种文字比较接
近，尤其接近才觉得很困难。
日文没有中文的结构那样复
杂，有些中文很难用日文准确
表达出来。以前有几个日本翻
译家尝试过翻译我的小说，但
后来觉得较为困难就放弃了。
现在的方式是，先请人翻译出
来，好不好先不说了。

《金庸传》 冷夏 著 （本文内容由冷夏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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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与冷夏1994年在香港。

我不喜欢把我的小说区别看待
——金庸与冷夏的江湖对话

冷夏先生现为研究港澳问题的香港学者，多所内地大学的客座
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祖籍海南乐东。二十多年前，冷夏撰写了多部
名人传记，其中《金庸传》曾分别在中国內地、台湾和香港出版，畅销
一时。此文是冷夏与金庸生前的对话实录，本报选择部分内容刊
登，谨此怀念金庸（查良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