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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筆下小說近千萬字，紀念他的文字
恐怕也能寫出這麼多來。
看過一則逸事：為紀念愛迪生，美國擬停電
一小時，後來發現根本無法做到，因為世界已經
無法承受停電一分鐘。
這是對愛迪生的最好紀念。

□龍

仗倚天，江湖唯我能笑傲；
無人不冤，有情皆孽，半世白馬
逐鹿鼎，書劍誰與說恩仇？

辰

金庸創造的世界已由虛構轉為現實。
無數電影、電視、歌曲、建築、菜品、文
章，已經令他在世上無處不在。不用正式
紀念，他已經不朽了。
我不談紀念，以十句武俠影視劇歌詞
獻給金庸，也獻給金庸和武俠帶給我們的
青葱歲月。

讓它牽引你的夢（《追夢
人》）

” “

二、紅塵多可笑（《笑紅塵》）

”

我曾寫過 「茫茫小千紅塵客，芥子中
翻無數波」。人生在天地間，不過是宇宙
萬物中的芥子微塵。但每個人的人生又是
一部大書。
回首往事，少有人不嘆息人生如夢，
今日的現實與少年的夢想少有一致。
金庸少年時夢想是做外交官，但造化
弄人，做了記者，更 「南來白手少年行」
，到了戰後香港。在因緣際會中，原屬副
業的武俠小說成就他一生大名。
若干年後，也許沒人記得海寧查家的
查良鏞、創立明報的查良鏞、基本法草委
的查良鏞、劍橋的博士查良鏞，但一定有
人記得寫下無數江湖兒女傳奇的武俠小說
作家金庸。
對這弄人紅塵，我們只能付之一笑。

“ 三、什麼時候，天地變成江湖
（《江湖路》）
”
金庸寫下「書劍江山」這個名字時，肯
定沒想到筆下的江湖會龐大到什麼地步。
他以十五部書、三十六冊、近千萬字
締造了一個前無古人、瑰麗奇炫的江湖。
這個江湖中應有盡有，武功、門派、恩怨
、故事、愛情、歷史，甚至詩詞、典故、
烹飪、天文、地理、易經、八卦。
無論你在世間碰到什麼事，總能在金
書中找到對應情節。陳寅恪先生說：讀史
早知今日事。讀金書亦然。金庸小說讀通
了，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都有了。
世上有四類事物：自然中存在的，如
山水；人類創造的，如樓宇；人類虛構的
，如小說；人類虛構又轉為現實的，如根
據小說創造出的山水樓宇人物。
金庸筆下，把天地變成江湖，把江湖
寫成天地，將第四類事物做到了極致。

“ 四、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
（ 「滄海一聲笑」 ）
”

”

金庸兩種情寫得最好：友情與愛情。
他筆下有胡苗的惺惺相惜，有郭靖拖
雷的總角之交，有武當七俠的同門之義，
有蕭虛段三人肝膽相照，林林總總。
但現實總是不如理想。我們窮盡一生
可能也未必找到一個肝膽知己。金庸似乎
也沒有。他一生朋友很多、熟人更多，在
香港號稱 「四大才子」，但沒聽說他與誰
是莫逆之交。
與他曾經共事、一同開創新武俠的梁
羽生關係很好，但有些同行冤家的味道，
而且二人政治立場愈行愈遠；與他一同辦
報的沈寶新算很親密了，但朋友共事涉及
錢財也就難交心到哪裏去；與他同為作家
的倪匡關係還不錯，替他代筆過 「天龍八
部」，但倪匡與古龍關係似乎也很好。
還有很多人跟他關係都不錯，但似乎
找不出一個傳說中羊左、廉藺、俞鍾這樣
交情的人來。
這也難怪，我們都是凡人，不可能生
活在童話中。他是文人，也是商人，在社
會中四面結納、八方交往，只有一個生死
之交不符合現實情況。
有人與他生與共，大約沒有死與共。

“ 六、唯有與你同行，才能把夢
追尋（《雪中情》）
”
金庸一個情字打遍天下。武俠幾大家
可能各有所長，但說起情字還是金老寫得
最豐富。我孤陋，實在想不出還有哪一種
男女之情沒寫過。
兩情相悅、一廂情願、一男多女、一
女多男，酸甜苦辣鹹各種戀都有。
我不擅寫情，就不浪費筆墨了。反正
看過金庸的都知道，別人是有武有俠就不
錯了，他是有武有俠有情。
至於金老本人，都說他夢中情人是夏
夢。夏夢已先他而去了，在世上他恐怕沒
什麼希望同行的人了。

▲金庸曾因追求夏夢，到電影公司做編劇

“ 七、今早的容顏老於昨晚（《
兩兩相忘》）
”
金老筆下那麼多令人羨慕的神仙伴侶
──郭黃、楊龍、張趙、沖盈，但他自己
的婚姻愛情也落入俗套了。
他第一任夫人杜冶芬長得漂亮，忍受
不了跟他在香港默默無聞又孤獨寂寞，於
是棄他而去。
第二任夫人朱玫也是記者出身，跟他
一起辦《明報》，堪稱江湖上一對俠侶，
打下如許江山。網上沒找到朱玫的照片，
但至少也是中人之姿吧。
但他未能免俗地愛上年輕漂亮的第三
任夫人林樂怡。
三個人中，自然對朱玫最不公平。他
與杜冶芬是貧賤夫妻百事哀，與朱玫則是
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
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名將白頭倒也還好，威風猶在。廉頗雖老
，尚能飯斗米肉十斤，上馬提槍，以示能
戰。但美人白頭，當真是世上最無可奈何
之事。
《明報》辦成功了，他正當鼎盛富貴
之時，朱玫卻不知何時也老了。有兩個故
事網上就能看到：一是他與朱玫工作後休
息只買一杯咖啡，二是他們收工回家要等

別人共搭小輪過海，無非都為省錢。
世上最易動人心的是美色與金錢，最
不可靠的也是容顏與錢財。錢易聚也易散
，美人容顏一去不復返。
就連黃蓉這樣的女子，讀者也不能忍
受她的中年。故黃蓉之後，再也沒有少女
變老的餘地。除了九難、何鐵手這樣的配
角驚鴻一瞥現身外，所有美人都留在青春
年少時，以免容顏老去，兩相失望。
金庸想起朱玫，也許有愧疚之意，但
讓他再活一次，恐怕仍是同樣變心。人不
能突破自身困境，他也不例外。

“ 九、笑你我枉花光心計，愛競
逐鏡花那美麗（《難念的
經》）
”
大陸最好金書版本是一九九四年三聯
版，那時的金庸小說已擺脫地攤文學、誨
淫誨盜等不雅稱號，開始入選中學課外讀
本。此後大陸以陳墨、孔慶東等為代表的
各種金庸解讀蜂起，大陸新武俠等一批武
俠雜誌興起又衰落。

“ 八、誰負誰勝出天知曉（《滄
海一聲笑》）
”
重複一遍，我認為 「滄海一聲笑」是
最好的金庸武俠歌曲，沒有之一。故選其
兩句。
《明報》是金庸一生心血所繫，其大
半世功業都在《明報》。他有商人才能，
故能把《明報》辦得成功；但他更是書生
本色，故能把《明報》辦得尤其成功。
我在 「把那悲傷留給讀者」中寫了，
他筆下小說其實都是悲劇結尾。他的《明
報》也不例外。一個辦了幾十年的報紙，
就像自己的baby一樣，最終也無可例外地
要賣給他人。
這個接班人不好找，比那些大門大派
的掌門找接班人更難。他沒有弟子，只能
從外面選人。千挑萬選擇找了于品海，誰
知沒多久，于品海轉手將《明報》賣掉。
畢竟，他還是書生，選不準人。
《明報》與他，只剩下一點精神上的
紐帶。
世事無常，多少高手大家，經過千辛
萬苦，歷經算計安排，以為留下金城湯池
、鐵打江山，但瞬間都成泡影雲煙。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這算很長時間了，更多
的是轉瞬之間。
始皇以為萬世，實際只有兩世。東方
教主與任教主都要千秋萬載、一統江湖，
但轉瞬即亡。起朱樓、宴賓客、樓塌了，
勝負不過在翻覆之間。

▲林青霞飾演的 「東方不敗」 已成熒幕
經典
像范蠡那樣，今日成功，明日飄身遠
走，才是人生贏家。執著權位名利不放，
又能如何呢？
在命運面前，我們都是弱者，再多的
綢繆也不濟事。這也是金庸小說告訴我們
的重要道理。

他的武俠進入內地時，他已隱退江湖
多年。其實，他用了十年時間修訂所有小
說後就投身政治了。
文人大多有濟世情懷，當時又趕上中
英談判，香港前途世人矚目。作為香港名
流、文士、報人，他做基本法草委，獲得
大紫荊勳銜，富貴榮華，什麼都有了。
但老人家似乎還不滿足，以一元錢將
笑傲版權賣給央視，遠赴英倫讀碩博，上
華山論劍，把他西湖邊上的雲松書舍捐出
去，直到二○一六年起訴江南 「此間的少
年」侵權。
我有點替他惋惜。看來世事繁華、紅
塵萬丈，縱如鏡花水月，畢竟成空，也讓
人痴迷難捨。
金庸也不能例外。

“ 十、在世間，自有山比此山更
高（《世間始終你好》）
”
在 「金庸江湖網」的微信公號上，有
一句口號：江湖不小，金庸不老。
金庸已是傳奇，也無法超越。就算時
代滾滾向前，以後出現比他更了得的武俠
作家，也未必算得上超越。
如同以前出過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
傳》，江湖中驚為天人。後來出了金庸，
也未必說金庸一定超越還珠，時代不同
了。
今天是武俠衰落的年代，也是閱讀衰
落的年代，更是文字衰落的年代。但我相
信，武俠不死，閱讀不死，文字不死。
世間永遠有金庸，世間也許會有人超
越金庸，有山比此山更高。

．龍辰
北方中年大叔，少喜武俠，尤鍾金庸，常作遷客，偶為騷人。
武俠小說寫手，曾在《今古傳奇 武俠版》發表多篇小說。

悼金庸先生
名動香江身歸榮，翩翩文士解武功。
生花妙筆書傳奇，浩蕩文思寫襟胸。
李
▲志清繪《射鵰英雄傳》插圖

這麼多武俠影視劇歌曲，我以 「滄海
一聲笑」為第一。
這首歌最好地傳遞出笑傲江湖那追求
自由的意境，詞曲滄桑曠達，頗有古意。
據說黃霑寫了幾稿都不滿意，後來靈機一
動，將宮商角徵羽五音倒過來，大道至簡
，遂成佳作。
金庸到香港後在《大公報》當記者、
當編輯，後來也當編劇，雖然也不錯，但
不過平平。直到他一九五九年扯旗單幹，
自己創立《明報》，才真是趁風弄潮，開
拓天地。
都說《明報》成功靠金庸兩支筆，一
支寫社評，一支寫武俠。兩者其實是一回
事，就是他始終堅持文人辦報的特質，寫
社評、寫武俠都是表象，追求正義、理性
、公正是背後一以貫之的思路。
直到今天，《明報》社論在港報中仍
獨樹一幟，最有文人氣息。《明報》讀者

五、誰與我生死與共（《刀劍
如夢》）

一
▼九九四年三聯書店出版的一系列金庸小說

這是羅大佑為紀念三毛改寫的歌曲，
充滿懷念味道。年輕時只覺好聽，但聽不
出味道。人到中年，聽得出滄桑深情。
遇到武俠與金庸，可能都是不經意的
事。我初讀金庸，不是小說，而是發哥演
令狐沖那版電視劇的劇情介紹，剛好是開
始的 「滅門」。於是驚嘆有這麼好的故事
，於是打開了一扇門。
少年人也讀金庸，未必讀得懂；中年
人也讀金庸，未必讀得激動；老年人也讀
金庸，未必讀得感動。只有青年，在他們
的青春歲月時，遇到了書寫青春的文字，
可以讀出情懷。
金庸筆下有各色人等，但主人公須是
青少年，這是為什麼江南的 「此間的少年
」如此打動人心。
我們看金庸，並非無聊，並非看中了
故事的曲折，而因我們有情懷！

──敬輓金庸先生

最關心的三個版是港
聞、中國內地和國際版
，與別的報紙讀者關心
馬經、娛樂、社會啥的區
別很大。
作為知識分子，他像筆下
的郭靖、蕭峰、張無忌、令狐沖
，甚至韋小寶一樣，有所為、有所
不為。

紀念金庸，，十句歌詞就夠了

“ 一、讓青春吹動了你的長髮，

“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一腔碧血

長簫和琴嘯滄海，倚天把劍舞屠龍。
大俠一去江湖遠，憑誰射鵰再挽弓。

．許明俊

浙江旅港青年許明俊 敬輓
戊戌年九月廿三於香港

男，浙江人，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係浙江省楹聯與詩
詞學會理事和浙江旅港同鄉會會員，目前供職於香港某
金融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