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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去世的时候，东北的雪
刚刚下过。

我们其实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
见过各种各样的雪：牛家村的壮士雪
（《射雕英雄传》），长白山的英雄雪
（《雪山飞狐》），雅克萨的历史雪（《鹿
鼎记》）⋯⋯

一场又一场纷纷扬扬的雪，不仅
下在众多小说人物的身上，也下在金
庸先生拥趸的心里。

在这些雪中，最让人难忘的恐怕
还是凤陵渡的雪。它出现在《神雕侠
侣》第三十三回 《凤陵夜话》 里，

“天色渐暗，那雪却是越下越大了起
来，忽听得马蹄声响，三骑马急奔
而至⋯⋯”，众人围火闲谈杨过事迹，
让少女郭襄心醉神驰。对于读者来
说，金庸先生其实就是神雕大侠杨
过，或者与之相类的人物，口口相传，
遂成一段江湖传奇。

20世纪80年代以降，关于金庸
小说的阅读史恐怕每个人都会撰写
出不同的版本，不论是从《武林》杂志
连载小说开始的读者，还是从16开
错字连篇的盗版小说开始的读者，一
旦进入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就会为
之痴迷。将近40年来，读金庸谈金
庸的人不知凡几，但是谁又能说清楚
金庸的书到底印了多少本？“飞雪连
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14
部厚薄不一的小说，谁又能说清楚自
己看了多少遍？1994年，王一川先
生将金庸小说片断收录在《20世纪中
国文学大师文库》之中，一时之间，争
吵辩护，甚嚣尘上。虽然事隔多年，
尘埃落定，但是王一川先生当初的推
举之功，仍然让许多金庸先生的老读
者感佩在心。我们并非专业的文学
工作者，不必为金庸先生的文学地位
操心，无论是把他称为中国的大仲马
还是中国的托尔金，他都是那个为我
们写出“成人童话”的人。

是的，“成人童话”。只有这四个
字才适配金庸先生的文学创造。

不少人喜欢谈金庸先生的家国
情怀，确实如此，它至少体现在抗金
（《射雕英雄传》）、抗蒙（《神雕侠
侣》）、抗俄（《鹿鼎记》）的壮烈事迹之
中，或者体现在更为复杂的种族问题
探讨之中，从乔峰到底是汉人还是契
丹人的自我纠结，到韦小宝父亲身份
的惝恍迷离，我们都能看清楚金庸先
生历史观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比较超
然的历史态度。

乔峰呆立在石壁之前，不禁怒火
上冲，只想挥刀举掌乱杀，猛然间想
起一事：“我离丐帮之时，曾断单正的
钢刀立誓，说道：我是汉人也好，是契
丹人也好，决计不杀一个汉人⋯⋯”
（《天龙八部》第二十章《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

“决计不杀一个汉人”，这就是大
英雄乔峰的伦理选择，所谓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个人情感当然可以超越于
狭隘的种族意识之上，所以乔峰之死
才令人肝肠寸断，热泪盈眶。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
“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

⋯⋯
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

“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
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
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
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
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
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
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
那个喇嘛！”（《鹿鼎记》第五十回《鹗
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小说结尾揭露出韦小宝的混血
血统，在充满喜剧色彩的同时，也告
诉我们单纯而狭隘的血统论背后其
实藏着太多不靠谱的东西。只有人
际和睦才是更为重要的社会主题。
它如同显微镜，显示出某些人在描述
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与其说侠客
们反抗的是官府或异族，不如说是反
抗他们施展的暴力或者侵略行为更
为恰当。罪恶的可能并不是身份，而
是罪恶行为本身，这是常识性的东
西，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
比较匮乏的东西。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其实也是
爱情小说，或者说爱情是金庸先生重
点关照的元素。

在《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香
香公主、霍青桐之间的三角纠葛自然
不必多说，仅仅是余鱼同暗恋骆冰的
情节就值得读者细心琢磨其中的动
人滋味。不过更为动人的爱情当然
是在《射雕英雄传》里聪明的黄蓉和
笨拙的郭靖之间发生的，他们几乎建
立了一种奇特的情侣搭配模式，性格
存在差异又能相互补充，生动有趣又
令人心动不已。

至于《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和杨
过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让人咀嚼之
处更多。首先师徒关系就构成第一
层伦理障碍，不过，在小说规定情境
之中，小龙女的天真和杨过的胆魄
比较让人同情甚至赞赏，而如果将
之翻译为当代情境，恐怕又是另外
一番模样。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本
心，就不难发现爱情只是一种情感
而已，它对身份种族年龄种种社会
制约其实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其次
构成障碍的则是所谓的江湖秩序和
江湖价值观，这在《笑傲江湖》《天
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之中都有涉
及，不少地方滑稽可笑但又荒谬卑
鄙，尤其自诩正义感的一方往往比所

谓的邪魔歪道还要恐怖，比如真小人
左冷禅和伪君子岳不群。

其他更有意思的则是多种关系
构成的情感问题，它们带来某种困扰
与些许乐趣，让人沉思的同时也让人
沉迷，比如《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和
赵敏、周芷若、殷离、小昭之间的复杂
纠葛，其中赵敏是民族敌人，但是她
的可恨程度完全不如江湖恩怨之中
被黑化的周芷若，而且张无忌本人性
格中的优柔寡断更是被人诟病。这
完全不同于《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与
七个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他的
艳遇可能会满足某些男性对封建社
会一夫多妻制的心理期望，但它并不
值得讨论。只不过我们都清楚，真爱
韦小宝的只是双儿，而韦小宝真爱的
陈阿珂其实并不值得他爱。与陈阿
珂类似的还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
嫣，她最初喜欢的居然是慕容复，这
是一种什么眼光呢？但她最后总算
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而《笑
傲江湖》里的岳灵珊虽然让令狐冲伤
透了心，但她也就是所托非人而已，

是值得怜悯的。
金庸小说中最动人的女性角色

可能是程灵素。
她慢慢站起身来，柔情无限地

瞧着胡斐，从药囊中取出两种药
粉，替他敷在手背，又取出一粒黄色
药丸，塞在他口中，低低地道：“我师
父说中了这三种剧毒，无药可治，因
为他只道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肯不要
自己的性命来救活病人。大哥，他不
知我⋯⋯我会待你这样⋯⋯”（《飞狐
外传》第二十章《恨无常》）

以对方喜乐为喜乐，甚至为对方
不惜自己的性命，在这种爱情面前，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金庸先生自己的生活无论私人
的还是公众的，都能在小说中找到一
定的对应。不过，这并非他的“铁杆”
读者过几年就读一遍他的小说的主
要原因。真正的原因也许只是长夜
漫漫无心眠，不如读一本金庸先生的
小说来呼应窗外的雪花吧。

（作者系诗人、媒体人，著有诗集
《拉砂路》等）

下在“金庸迷”心里的雪
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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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缇妮）“英士藏珍——高
英士先生捐赠展”10 月 30 日在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高英士先生为
台湾长兴化学工业公司 （现长兴材料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人，将多年
来珍藏的一批包括书法、绘画以及有
重要史料价值的不同时期田契等珍贵
文物捐赠给清华艺博。

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包含一批在
清代和近现代颇为知名的人士之作
品，如：清吴廷琛、黄美镐之 《上疏

天神祈雨文》，有“台湾金石学宗师”
之称的吕世宜之 《草书四条屏》，一生
把兴学育才当作施政第一要义的晚清
状元吴鲁之对联，徐世昌的行书对
联，在现代书坛享有盛名的于右任之
草书对联和条幅等。绘画方面主要以
清代和近现代画家作品为主，其中一
些福建画家如钱辛、林嘉的作品，从
某些层面反映了福建这个在清代至近
现代属于艺术活动非主流地区的艺术
生态。

清华艺博迎来“英士藏珍——高英士先生捐赠展”

⦾资讯

⦾纪念

2018年10月28日，在著名文学
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圣陶
先生诞辰124周年之际，我们相聚在
叶老当年开展教育改革、开始文学创
作的美丽水乡——苏州市甪直镇，围
绕“加强教师文学修养，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主题，从教师文学修养与语
文核心素养、课堂教学、文学特长生
培养以及学校加强教师文学修养的理
念、措施等不同层面，举行了第八届
全国校园文学研究高峰论坛暨文学教
育成果交流会，同时举办了第四届叶
圣陶教师文学奖的颁奖典礼。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白烨在致辞中提出，我们
这个时代太需要叶圣陶了，我们之所
以举办以叶圣陶命名的教师文学奖，
就是整合资源，通过推举像叶圣陶一
样的作家型教师，引领教师文学创
作，使教师中的文学人才彰显出来，
形成一种群体的力量，从而营造一个
氛围，以推动教师文学素养的整体提
升，更好地改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
学教育现状。他认为，教师工作生活
在校园，每天都和学生在一起，他们
的创作具备天然的正能量，更直接影
响着学生。因此，教师文学创作应当
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具有特殊意
义的板块，需要我们关注研究。

著名诗歌理论家吴思敬认为，衡
量教师文学修养的标志是看他是否具
有文学创作能力。就语文教学来讲，
教师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可以更加深
刻地体会文学的真谛，体验创作的甘
苦。这不只是语文学科，甚至不只是
人文学科的教师可以从文学中获得助
益，那些理科的教师同样可以将文学
艺术的审美趣味融入到学科思想中，提
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让课堂充满美感、
饶有趣味。他号召大家要像叶圣陶一
样当一个富有文学情怀的老师。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因创作
长篇小说《红茅草》引起关注，他以文学
的激情、教育的情怀讲述了自己的作家
梦想，他通过数十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体

悟到教师写作的重要性，懂写作才能教
好写作，只有下水写作才能获得写作体
验，才能够认识到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
和规律，了解学生写作能力提高的基本
路径，懂得站在学生的立场指导写作。
他表示，要永远追寻叶圣陶先生的脚
步，做一个懂写作的语文教师。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语文研究
员钱建江，高度评价开展校园文学实践
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他认为，文学课堂
最重要的功能是唤醒灵魂，我们从文学
作品里读到的，不只是学识，更有高贵
的精神内涵和人生情怀。在当今提倡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更需要语
文教师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承担起教
书育人的职责。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
该认识到文学教育在提升人生精神境
界的重要作用，才能让自己的语文课堂
成为学生成长的美好场所。

通过交流研讨，我们更清晰地认识
到，在当前以核心素养为纲的课程改革
中，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师作为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思想的启迪者，其文学修养与文化品位
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
事实是教师普遍缺乏文学修养，具有文
学鉴赏尤其是文学创作能力的教师为
数不多，导致缺乏更深层次的艺术涵养
与想象、审美能力，致使语文教学效率
不高。写作是一种自我丰富与自我发
展的过程，是对人的思维和语言的综合
训练。教师要保持业务优势，就应该把
写作当成一项备课手段。不仅要会写
下水作文、教学论文，还要会写散文、诗
歌甚至小说。只有当自己体会到写作
的秘籍门道，才会有的放矢去指导学
生、更好地培养优秀文学特长生，才能
成为生动的教师、有魅力的教师。“我们
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钱学森曾
提出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
合起来，他以亲身实践证明了文学艺术
修养对于科学创新的重要作用。他认
为，智商十分重要，情商亦必不可少。
人的宏观视野、形象思维、感情、想象和
情怀这些“情商指数”，与艺术教育的熏
陶是分不开的。所有这些都是科学研
究、科学创新必备的素质。因此，从提
高教师文学修养入手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提高教学质量，可谓切中肯綮。

校园文化的形成，校园文学是主阵
地，而加强教师文学修养、提高教师文
化素质最关键。作为学校，要意识到为
教师提供条件开展阅读与创作活动是
一项重要工作，这就需要改革对教师的
评价方式与保障措施。这不但将有效
提高课程教学水平，促进校园文化建
设，而且会推动整个社会文学的发展与
文化的繁荣。

在当前“立德树人”国家教育方针
深入人心的新时代，教育改革不断深
化，人才评价机制和培养模式也在不断
改进，语文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我们
呼吁关注校园文学、关注文学教育，鼓
励和倡导教师的文学创作，希望更多教
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能够动笔写作，开
创教师文学创作的新风尚，为中国文学
与教育事业的繁荣增添新的亮色。

（作者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校园
文学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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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龙

本报讯 （问水）改革开放 40 年来
各行各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儿艺作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剧目
的创作主题越来越灵活多样、经典剧目
常演常新。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9 日，
中国儿艺将用三台剧目五大主题活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儿童剧《时间
森林》、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业》、成长
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分别亮相上海、
北京，共演出14场。

此次展演的三台剧目是中国儿艺
精心挑选、饱含深意的作品，通过不同

的舞台处理方式，告诉孩子时间可贵、
无私可贵、气节可贵的道理。《山羊不吃
天堂草》改编自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
小说，在北大百年讲堂首场演出后，
曹文轩将与该剧编剧、导演与到场观
众交流创作故事。此外，“‘儿艺’与

‘儿忆’——说出你的故事，SHOW
出你的作业”征集活动、“40 年前的
特殊作业与现在的作业有什么不同”
专题节目，以及“中国儿艺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图片、实物展”等主题活
动同期举办。

优秀儿童剧致敬改革开放40年

本报讯 （李明） 由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2018年
戏曲百戏 （昆山） 盛典 10 月下旬至
12 月初在江苏昆山举办，盛典期间全
国 120 个戏曲剧种精彩亮相。开幕演
出由全国 8 个昆剧院团合演经典剧目

《牡丹亭》。
除京剧、昆剧、越剧、评剧等大剧种

外，此次盛典还让各种濒危、珍稀剧种
集中亮相，比如北京曲剧、苏剧、姚剧、

莆仙戏等只在一个省份流布的剧种，丹
剧、鹧鸪戏、傩堂戏等平常比较少见的
剧种，还有彝剧、蒙古剧、仫佬剧等少数
民族戏曲剧种，以及梨园戏、耍孩儿、黄
龙戏、瓯剧、渔鼓戏等40多个仅有一个
国办团体的戏曲剧种。

据介绍，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计划
连续举办三年，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
的经典剧目（折子戏）集中到“百戏之
师”昆曲的发源地昆山进行展演。

2018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举行

金庸小说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
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
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
高的文化品位。它虽然产生在香港
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
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金庸
武侠小说以写出“见义勇为”的

“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
技较量显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
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
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
得益彰。

金庸小说还广泛借鉴吸收了各
种文学乃至戏剧与电影的长处，使武
侠小说的艺术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
水平。金庸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白
话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而且

借鉴吸收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
新文学的艺术经验。金庸从小既喜
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这类古典小说，也喜欢读法国大仲马
的《三个火枪手》等西方小说，还喜欢
读“五四”新文学家鲁迅和沈从文的
小说，这些作品都成为他广泛吸取艺
术营养的宝贵资源。

在金庸笔下，没有了侠客们腾
云驾雾或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
百里之外的内容，他的武侠小说大
大地被生活化了。金庸重视小说情
节，然而决不任意编造情节，他更
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情节是
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进行
设计，因而他的小说情节显得曲折
生动而又自然合理，既能出人意料

之外又能在情理之中。《天龙八部》
里，那个最没有称王称霸之心的段
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
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
夏驸马，最吃尽民族矛盾之苦的乔
峰却为平息辽宋干戈而杀身成仁，
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想得发
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在坟头上面
称孤。这些结果我们事先能料想到
吗?可能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
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

金庸小说又像我们的古典小说
那样，很讲究艺术节奏的调匀和变
化：一场使人不敢喘气的紧张厮杀
之后，随即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
喃的场面，让人心旷神怡，这种一
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节奏，给读者
带来很大的艺术享受。最重要者，
金庸小说有意境，这是文学作品达
到成功境界的一项根本性标志。美
国华人教授陈世骧早就指出过这一
点，他借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金庸
作品：“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
已。”陈教授并且说：“于意境，王
(国维)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
人心脾，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
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
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
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
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
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

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
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
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
成，此予所以折服也。”(见陈世骧
1970 年 11 月 20 日致金庸信)应该
说，这是一番极精彩的论述，完全
符合金庸作品的实际。

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
织和建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
面获得舞台演出的效果(如《射雕英
雄传》郭靖在牛家村密室疗伤时通
过一个洞口看到的情景；《碧血剑》
第十七回写袁承志与焦宛儿两人躲
藏在床底下听夏青青、何铁手、何
红药三人谈话)，既增强了情节的戏
剧性，又促使小说结构紧凑和严谨。
金庸小说还大量运用了电影的各种
技巧，如《雪山飞狐》结尾于胡斐举刀
这个动作就收到了电影“定格”的功
效；至于长、短、特写镜头的组合，蒙
太奇连接方法的运用等，则更是驾轻
就熟。金庸还学习、吸取了某些通俗
文学(像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推
理小说、滑稽小说)的长处，因而使他
能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使他在
武侠小说界的地位不是单项冠军，
而是全能冠军。

（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教授严家
炎 2004 年载于 《山西大学学报：哲
社版》 之 《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
命》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金庸：武侠小说界的全能冠军
严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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