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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大师

大侠远去
江湖再见
金庸先生昨日逝世，享年94岁
本 报 综 合 消 息 2018 年 10 月 30
日， 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
香港养和医院，享年 94 岁。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 年 3 月 10
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 年移居香港， 金
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
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
霑、蔡澜、倪匡并称“
香港四大才子” 。
从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至 70 年 代
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 15 部，取其中 14
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
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外加一部
《越女剑》。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
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 金庸继承了古
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 又在现代
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
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 的
风格。 六十年来，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
人世界的同时， 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
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出
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 3600 多亩田地，租
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 所以，
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
当仁不让” 的大地
主。 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
富，“
查氏藏书” 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
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
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
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
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 我自小与书为伍，
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 加上长辈
的文化修养好， 家里房产亦丰， 生活不
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
棋、看书……” 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
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八岁那年， 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
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 的行使
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 这是查良镛看到
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之后，查良镛到处搜
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抗战后，查良镛
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 个月
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
译， 被录用。 1948 年 3 月 5 日，《大公
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24 岁的
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 在《大公
报》香港馆任职期间，查良镛先后做过记
者、翻译和编辑。
1952 年，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
副刊编辑，一年后，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
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结果一炮打
响。 之后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
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1961 年，
《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
风》开始在《明报》连载，接着是《天龙
八部》；1972 年完成 《鹿鼎记》 宣布封
笔，金庸在退出侠坛后仍称霸武林。

本报记者当年采访金庸

17年前
我被他点名采访
惊闻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
17 年前的一幕幕涌到眼前。
2001 年，我刚到《贵阳晚
报》实习，有一天，看到记者部
的几位老师们神秘兮兮又异常
兴奋的样子， 立刻围过去打探
究竟。“
金庸来了！ ” 一位老师
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当时金庸正要出席首届中
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 几位
老师打听到消息后， 准备去机
场抢一手新闻， 我跟着去了之
后，确实把金庸逮了个正着，但
是金庸却一言不发， 一副疲惫
不堪的样子。 有人给他抬来一
张凳子， 他便像一尊雕像一样
坐在机场大厅里。 在这期间，金
庸都没有跟记者们说过一句
话， 我们几个只能靠着他和他
合影，后来才发现，那些合影里，
金庸都是貌合神离的样子。
一直跟着迎接金庸的队伍
来到酒店，不知等了多久，金庸
终于出现在酒店的会议厅，和
他的夫人坐在近百名记者围成
的圈中，气氛紧张又尴尬。
终于，金庸开口了。他对所

有的记者说，他很累，不想接受
记者的采访。听到金庸这样说，
大家都很灰心。
正在这个时候， 他却朝我
站的方向指了过来，说：“我只
接受这个小姑娘的采访。 ”
其实我并没准备问题，
一下子就懵了， 感觉全场的
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同
行的老师立即用胳膊拐了拐
我，叫我赶快问一个问题。 我
还记得自己问了一个有点傻
气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金庸
的小说里面男性主角居多，
女性主角几乎没有。
金庸怎么回答的已经记不
清了，只记得我问了问题之后，
终于打开了金庸的话匣子，同
行的老师乘机把他们准备的问
题一一向金庸提出， 完成了这
次充满“
速度与激情” 的采访。
后来每每翻开相册， 看到
我穿着一件 10 元钱的红 T 恤
和金庸先生的合影， 都会想起
他点名要我采访他的那一刻，
想起那个睿智又充满草根情怀
的大师。 ■本报记者 陈问菩

我与金庸先生的
“
三面之缘”
呜呼，先生已殁。 好在文字长
存，可以不朽，回想十七年前，我
采访过金庸先生， 算起来可说有
三面之缘，往事历历，犹在目前，
姑略述其旧，聊以寄托一点哀思。
两千零一年，贵阳举办首届也
是唯一的一届围棋文化节，主办方
邀请的重量级嘉宾中，有金庸和吴
清源二公， 时我供职于 《贵阳晚
报》，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由我
领衔，采写关于金庸先生的报道。
先生抵筑当晚， 市里在金筑
酒店宴请，但杜绝报道，更杜绝记
者入场。 碰巧出面接待的副市长
唐光族和组织部长卢胜伟都是熟
识的长辈，诉说缘由，立马就答应
假公济私， 我也就混进了宴会厅
里，这是第一面。 席间闲聊，宾主
尽欢，我也趁机插话，自然而然地
将话题引到了武侠小说上， 老先
生兴致颇高， 居然答应了我们的
请求，“
好吧，为你们破例一次，可
以有个简短的采访” 。
次日头版见报， 如果没记错
的话，题目应该就是《金庸先生为
贵阳两次破例》，除了破例接受采
访，他还表示，尽管封笔多年，时
机合适， 也许还会破例再写武侠
小说， 甚至可能写一部与贵州有
关的武侠小说。 后者当然只是善
意的谎言，毕竟是报人出身，他知
道记者需要有新闻点， 也许随口
给一个噱头，好让我们写稿子。
这篇报道， 也是本地各家媒
体唯一提前采访到金庸的一篇。
可惜的是，几经努力，也没能争取
到专访机会， 组委会只同意组织
一次集体采访。
连夜准备， 因第二天上午的
新闻发布会上，金庸也会到场，我
提前拟好二十几个问题， 分发到
次日能持证上会的几个记者手
中，标明序号，一再交待，得到提
问机会，必须按顺序来。
又一次赶上了好运气，第一个
被点到名字的， 是同事王燕达，而
我所拟的第一个问题，既切围棋节
的题，也吻合他武侠小说巨擘的身
份，甚至还略带调侃，“
请问金庸先
生，您是武侠小说名家，同时也是
资深的围棋迷， 我记得在 《碧血
剑》 里有一位酷爱围棋的木桑道
长，但却是个臭棋篓子，请问，在他
的身上，是不是有您自己的影子” 。
这
记得金庸先生呵呵一乐，“
个小姑娘的问题很好，的确，木桑
道长的棋力水平和痴迷程度，跟
我是有一些相似之处” 。

下午集体采访是第二面，安排
在花溪公园的一处室内。不大的房
间里，记者挤得满满当当，我手持
录音机，无处下脚，勉强蜷缩在金
庸先生的腿边，尽可能避开电视镜
头。 因姿势极为别扭，无法掏出纸
笔记录，按下录音键，打定主意，回
到办公室写稿前，再认真听一遍。
没有悬念的，悲剧发生。 晚上赶
回报社， 才发现我不知如何操作失
误，居然一丁点也没有录上去。 无暇
懊恼悔恨，凭着年轻记忆力好，立马
开写， 那天不巧空调失灵， 盛暑天
气，闷热难耐，我脱掉上衣，光着膀
子，浸湿一张白毛巾系在头上，走指
如飞，一气呵成，写了一个整版的访
谈文章。 事后回忆，真是有如神助。
还有一个想要补充的细节
是，当天采访完，我挤到金庸先生
旁边，陪他走了一段，而且还非常
谄媚地提及，我大学的毕业论文，
所写即为他的小说。 不出意外，金
庸先生果然大感兴趣， 一再追问
所写为何。 于是很快约定，第二天
复印一份送去棋院，留他过目。
这倒是真实不虚的事情，我
的那篇毕业论文题目， 堪称謷牙
诘屈，叫做《多角度叙事、悬宕与
—“雪山飞狐” 的一
人生困境——
种诠释》。 当年写就，中文系现当
代文学组的老师们不接招， 说是
无人研究金庸， 甚至也无人读过
金庸，搞得我落户无门。 好在古典
文学组宽容且“金迷” 众多，热情
接纳， 论文答辩几乎成为师生金
庸迷的讨论会，七嘴八舌，热烈无
比，那一幕，我至今怀念。
论文如约送到金庸先生手中，
只是从者如云， 好不容易近身，第
三面简直混乱无比，一叠装订好的
稿子递到手中，便匆匆告辞。 也不
知他是否也曾翻看？更不知他对后
生小子的批评有何感想？
金庸本名查良镛，其族为海
宁世家，前 不 久 去 嘉 兴 ， 还 差 点
动念去看看他笔下的烟雨楼、铁
枪庙，惜未 能 如 愿 ， 期 以 他 日 再
■周之江
去凭吊吧。

百花湖畔 他欣然赋诗
2001 年 8 月 8 日，金庸应邀参
加首届中国·贵阳围棋文化节，与著
名棋手陈祖德、聂卫平等同台论道，
他的到来吸引来了全城的记者。
当看到一位刚刚毕业的女记
者，金庸问她是不是大学刚毕业，
刚刚工作？ 非常亲切。
从贵阳到花溪、 百花湖的路
上，记者们见缝插针地和他聊天，
把他的书统统拿给他签名。
“
当时的书店，金庸全集全部
断货。 ” 记者肖女士记得，老爷子
特别可爱， 不管是不是粗糙的盗
版书，还是根本没出版过的合集，
他一概签名，就像大侠一样大气。
肖女士说，当年大家陪金庸去

扶风山喝茶， 他喝过的茶具都被老
板留下了，“
他是第一次来，对贵阳
的印象非常好，觉得环境很舒适，当
时百花湖烟雨蒙蒙， 他仿佛去到了
黄老邪的桃花岛，凭湖风吹拂，一语
不发，你能感觉到他的陶醉。 ”
当时金庸接了个电话，说自己
在一个“
风景很美的地方” 。 “
这
里比西湖好得太多了。 ” 他说。
一高兴， 他为百花湖题了一
首诗：“翠湖清波映星星，星光灿
烂照青山，如此湖山天下无，天然
胜景百花湖。 ”
如今金庸先生仙逝， 幸好有
他留给贵阳人的记忆供人凭吊。
■本报记者 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