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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逝世！大侠，
金庸，一代武侠小说泰斗，原名查良

报》香港版创刊，金庸被派入香港，那年他

镛，生于浙江省海宁市，１９４８ 年移居香港。

２４ 岁。当时的香港与上海相比，并不发

《明报》创办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

达，但金庸说，
“ 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

活动家，
“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除了文学

点新奇的生活。”

家的头衔，他还是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

１９５９ 年，３５ 岁的金庸创办《明报》，是

香港富豪榜排第 ６４ 的企业家。２０１８ 年 １０

因为看不惯《大公报》所报道的“ 虚假事

月 ３０ 日于香港去世，
享年 ９４ 岁。

实”。
他说：
“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

金庸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出生，创作的

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倚天

《明报》初创时，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

屠龙记》
《天龙八部》
《笑傲江湖》
《鹿鼎记》

一点，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

等早已成为经典。

“你的‘肠粉’搞掂未？”这时，金庸才开始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文学界、史学界、

下笔，写社评。稿件到排字房被剪成一小

报刊界对他做何评价，其武侠神坛的地位

段一小段，就像剪肠粉。

未曾动摇半分。他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

这是金庸最艰苦的三年 。报纸每天

生模样。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的一颗，领

发行不到六千份，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

带扎紧顶到喉结，标准的国字脸上架一副

资。一位老职员回忆：
“查先生那时候真

细框眼镜。他用一支笔 ，创造了一个有血

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 ，叫一杯咖啡，也

有肉的江湖。

是和查太两个人喝 。”这个“查太”是金庸

和笔下的风起云涌相比，他终其一生

物——
—郭靖。倘若《书剑恩仇录》属无心插

香门第就此中落。１９３８ 年前后，１４ 岁的金

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

都没书写过自己。他眼中的自传只有两

柳，
《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则是金庸精心塑

庸随学校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路

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

种：一种全是谎话，一种实话实说。金庸曾

造的人物。
“那个时期的金庸，很像郭靖。”

上，校长张印通随身带着小黑板，走到安

“天星小 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

回应媒体：
“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

此后，金庸又在短短的几年内创作了《碧

全的地方稻草一铺，就给他们上课。有教

种“电船仔”，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如

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现在，斯人已逝，

血剑》
《雪山飞狐》等作品 ，一时间风靡全

师想解散学生自谋生路时，张印通召集全

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
“他们夫妇

因其对整个华语圈的巨大影响，我们有必

港。十余年间，他写下 １５ 部洋洋大作。

体师生讲话：
“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

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 ，也不愿

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在他的小说里 ，

包船过海。”

要对他的“事情”进行了解，以悼念。

１
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
下，名家辈出，惟金庸名头最盛、享誉最
长，横扫华人世界。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
力，十余年间写下 １５ 部作品。

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开
始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的武侠小说正

他也把对死于战争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

式进入内地，受到了社会各阶层读者的欢

写进去：

迎，他曾获得了两岸三地最高领导人的接
见，也被普通的男女老少所喜爱。
１９７２ 年，
《鹿鼎记》连载结束，金庸宣
布封笔时，不少读者为之遗憾。

２

鸳”，这联中的 １４ 个字，正是他 １４ 部武侠
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还有一部不在其中
的，便是《越女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金庸开始武侠小
说的创作，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１９２４ 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
书香世家。
海宁查氏是世家望族，康熙年间创造
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

１９５５ 年，
《大公报》下一个晚报有个武

话。进入近现代，查家还出现过实业家 查

侠小说写得很成功的年轻人，和金庸是同

济民，教育家查良钊，九叶派代表诗人、翻

事，他名叫梁羽生。那年梁羽生的武侠小

译家诗人查良铮（穆旦）。

说即将完结，而他的创作又到了疲惫期，
于是，报纸总编辑邀请金庸将武侠小说继
续写下去。
作为梁羽生的粉丝，每期小说他都
看，可自己从未写过。发稿的日子到了，编

而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也有很
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比如：
徐志摩——
—金庸的表哥（金庸母亲徐
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蒋百里——
—金庸的姑父（著名军事家

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到他家里等稿子，

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

并催他当夜九点无论如何要写出一千字，

姑母）；

否则第二天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他看着老

钱学森——
—金庸的表姐夫（蒋百里的

工友，来了灵感，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

女儿蒋英是“航天之父”
“ 两弹一星”功勋

者写起：
“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
内蕴，精神充沛”。
这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故

“柯镇恶回到嘉兴铁枪庙，仿佛又看
见了惨遭杀害的兄弟姐妹儿时的模样。”
由安至危、由富到困，但金庸没有在
战乱的颠簸流离中颓丧。
１５ 岁的时候，金庸和两位同学一起合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钱学森的妻子）
琼瑶——
—金庸的表外甥女（金庸的堂
姐查良敏嫁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

事里，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

……

来，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见了徐

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金庸度过了安

志摩，而陈母“徐惠禄”的名字和金庸母亲

逸的童年时光。但在金庸成长为翩翩少年

“徐禄”只差一字，乾隆扑朔迷离的身世也

的时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１９３７ 年，
“八

他的社评文章，高峰期每日一篇，他
的武侠小说，几乎也是以日更的节奏推
进，数十年间无间断。
在这般工作状态下，还有个颇有趣的
故事。当年《天龙八部》在《明报》连载时 ，
金庸曾数次离港外游。小说连载不能断，
他便请好友倪匡代笔。在小说第 ８９ 回中，

作，编了一本《献给投考初中者》，根据招

阿紫的双眼被丁春秋戳瞎，这个情节其实

考的题目，做些模范答案给学生看，大概

是倪匡写的。后来，金庸则以换眼治疗手

相当于今天《五年模拟三年高考》这类的

段让阿紫复明了。

参考书。这个书做得很成功，让他们赚了

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 ，奠定此生
基业，３０ 年时间，金庸将《明报》塑造成香

很多的钱。
有人说 ，金庸是最会赚钱的文人侠

港极具影响力的报纸。

客，这一点，金庸在中学时候就已颇显锋

而这份报纸开办之初，只有六千份的

芒。而看起来温和宽厚的金庸，年少时性

发行量。在困难的时候 ，所有职员的薪水

格也有十分狷狂的一面。

都打了八折。金庸说，
“是大家和我一起捱

在上学时，因不满学校的某些行为，

”
了下来。

他写文讽刺过训导主任，也在大学时与训

４

导长争辩过，结果便是遭遇了两次被学校
开除的命运。最惨的是第二次被开除后，

金庸一生经历极其丰富，获颁荣衔甚

因为没有钱，他衣食都没了着落 。金庸向

多，他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是一代杰出

一位蒋姓表哥求助，才解决了生计问题。

报人、是学者、是华人文化界的重要人 物

求学期间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成

之一等等，见证了上世纪中国无数重大历

为一个外交官。但因历史原因，他还是跟

史事件。

外交官的梦想擦肩而过。后来，金庸在另

１９８９ 年，
《明报》 创刊三十周年的日

一所学校念起了国际法，而这段法学知识

子，金庸卸任社长职务；９０ 年代，金庸将

背景以及他后来的经历与声望，为他谋得

《明报》 集团卖给商人，退出商界；２００７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
—１９８５ 年他被

年，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

聘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务……

３

在完成了一次次谢幕后

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署名时，

一三事变”的烽火烧到嘉兴中学平静的书

作为武侠小说大家，这个身份或许是

他把名字最后的一个“镛”字一分为二，写

桌前。一年后，家乡海宁的长街闹市满目

他享誉最盛的。而另一个在金庸一生中不

上：金庸。
《书剑恩仇录》作为他的第一部

焦土，昔日繁华的江南小镇只剩寥寥可数

可磨灭的标签，便是报人，一个杰出的报

儿女情长今犹在

武侠作品 ，一炮而红。自此，金庸横空出

的破旧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

人。

江湖侠骨已无多

世，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

拾的尸体。查家的大量房产在这场战火中

１９４７ 年，他进入上海《大公报》，从三

化为灰烬，一个历经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

千名投考者中脱颖而出。第二年 ，
《大公

两 年 后， 他 笔 下 诞 生 了 另 一 个 人

这次，他真的退出江湖了

再见，金庸；再见，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