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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影响一代青年作家

网红作家直言
“谢谢你养活我”

金庸的武侠作品风靡华人世
界，不光影响很多读者，很多作家
也深受其影响。尤其是很多网络
上活跃的青年作家、畅销书作家、
网红作家、网络写手，更是深受金
庸武侠的营养滋养。

“六神磊磊读金庸”最新推文
写道，“现在，我再也没有后台了。”

2013年12月，王晓磊在个人
公号上发了第一篇“读金庸”的文
章，阅读量6万多，后来就走上了

“篇篇10万+”的道路。2015年，
王晓磊从所供职的媒体辞职，全职
读金庸，全职写作。他毫不讳言，
自己“养家糊口靠读金庸。”

金庸先生仙逝，很多人都马上
跑到王晓磊的微博下留言，“得知
老爷子去世消息，第一反应是来磊
磊这里看看。”

晚上九点多，“六神磊磊读金
庸”更新。最新推文王晓磊依然感
谢金庸先生“养活我。”他哀鸣般写
道，“现在，我再也没有后台了。我
真的是没有后台了。记得电影台
词里讲，有时候难过的不是离去。
而是没有好好道别。”

网络大神级作家“我吃西红
柿”在微博上回忆自己就是看金庸
小说才开始写作之路的。“上小学
的时候，每天晚上等父母睡着了，
我才悄悄开电视机，音量维持到
1，就为了看《神雕侠侣》《笑傲江
湖》一部部武侠电视剧……那时候
看电视剧，看武侠小说，因为少年
时期的痴迷，才有长大后喜欢写小
说吧。可以说金庸是对我影响最
大的一位武侠小说前辈，金庸老先
生千古！ ”

畅销书作家张嘉佳则写了一
段深情的小散文表达金庸对自己
的影响，“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在
你慢慢长大的旅途中，陪着你走，
说着那些让你心驰神往的故事。
大雪纷飞的酒馆，草长莺飞的江
南，策马无疆的大漠，喧嚣热闹的
京城，有人持剑从山谷来，有人独
自成一支军，有人素手撕红裳，有
人凤冠对情郎。少年意气风发，少
女柔情万种，侠客千里奔袭，他们
眉目清晰，你甚至能听见他们衣袂
翻飞的风声。他说着说着，突然冲
你挥挥手，说，我的故事讲完了，你
也长大了，以后一个人继续走下
去，希望我的故事还能陪着你。我
走啦，再见了。他笑嘻嘻，乐呵呵，
而我才意识到，他讲第一个故事的
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讲故事的
人啊，陪我走那么久，可我没见过
你。在 2018 的尾声，眼泪止不
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金庸先生于2004年做客华
西都市报后，仅仅几个月，
应张纪中导演邀请，华西
都市报记者和刚刚结束完
出席浙大活动的金庸一
起，赶赴象山探班张纪中
拍摄的《神雕侠侣》。

金庸小说是影视圈最大IP源泉
翻拍次数最多的是《射雕英雄传》

金庸被誉为武侠小说的“武林泰
斗”，他不仅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集大
成者，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
一代名家，他的十四部脍炙人口的武
侠小说被称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这十四部小说被改
编成影视剧的数量之巨，版本之多，
恐怕在全世界的小说家中都找不出
第二人，而翻拍数量最多的就是《射
雕英雄传》，从1958年开始，一共被十
次改编成影视剧。一直到今天，金庸
小说这个大IP还吸引了一轮又一轮
的影视从业者投身其中，最新的消息
是徐克执导的《神雕侠侣三部曲》电
影正式开始了演员海选，而且可以预

测，随着金庸驾鹤仙去后，国内影视
圈还会掀起新一轮对其小说改编的
热潮。

1958年香港拍了电影《射雕英雄
传》后，1960年又把《书剑恩仇录》搬
上大银幕。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电
影黄金时期，邵氏影业接连把《碧血
剑》《侠客行》《神雕侠侣》《飞狐外传》
拍成电影，名噪一时。之后，李连杰
主演的《笑傲江湖》，周星驰主演的
《鹿鼎记》，王家卫执导的《东邪西毒》
等作品，又把金庸电影推向了一个新
高度。

有人统计，《射雕英雄传》应该是
金庸剧翻拍的头号宠儿，从1958年开

始，共影视化10次，内地观众比较熟
悉的版本不仅有黄日华，翁美玲主演
的1983版、张智霖，朱茵诠释的1994
版、周迅与李亚鹏主演的2003版、胡
歌，林依晨合作的2008版等。

改编次数其次的就是《神雕侠
侣》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至
今，不算电影版，荧屏改编就有七次
之多，大家印象中最深刻的包括古天
乐、李若彤版本，以及黄晓明，刘亦菲
版本。今年，居然出现“神雕”改编小
高潮，有两部作品并行推进中。曾经
六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天龙八部》，
在国庆前开始了第七次拍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本报记者曾与金庸一起
探班《神雕》剧组

金庸：我打80分

再次与本报记者相见，金庸
很高兴，并相继请记者问候成都
的几位老朋友。随后，记者和金
庸探班《神雕》剧组，并在宁波梅
兰山海景大酒店观看了片花。

在张纪中、黄晓明、刘亦菲
等剧组成员的陪同下，金庸连看
了两遍《神雕》片花，他对张纪中
称赞：“画面非常漂亮，比我想像
的更好，我给你打80分。”现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金庸还对张
纪中说：“当初我最担心杨过和
小龙女的扮演者，现在看他们演
得非常浪漫，演得很到位。我正
在改《碧血剑》《鹿鼎记》，以后都
交给你拍了。”

张纪中说：“这只是片花，我
希望做完之后，您能打95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杜恩湖摄影报道

作为通俗文学的优秀代表，金庸
武侠小说不光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
还受到不少作家同行的推崇。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经在专访
104岁作家马识途时，马老鲜明提出，
要重视金庸武侠小说里的营养，“金
庸武侠小说，是非常好的通俗文学作
品，里面有很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同时学术界一些有识学者对金
庸武侠作品也格外看重，比如北京大
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中文系教授冷成金。

冷成金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中
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
研室主任。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
武侠深有研究。1993年，冷成金第一
次把金庸小说研究搬上中国人民大
学的讲堂上。之后连续多年，开设
《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选修课程，深
受学生喜爱。作为最早在课堂推广
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他曾经定义武侠
小说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备受
读者认可。

金庸先生去世消息传来，封面新
闻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冷成金教授，
请他从文学史的专业分享他眼中的
金庸。

“很多人喜欢看，
但不一定看得明白”

封面新闻：金庸先生去世后，万
众缅怀。您是如何判断金庸的武侠
作品的？

冷成金：如果我们不带“傲慢与
偏见”，会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席卷中国内地的“武侠小说热”是一
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其读者范围
之广、流行时间之长、潜在影响之大
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罕见。

封面新闻：有人认为金庸的影响
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跟鲁迅相比。

冷成金：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
把金庸简单地与“鲁郭茅巴老曹”放
在一个序列进行简单类比。这样比
是不科学的。因为根本这就是两种
性质不同的存在。“鲁郭茅巴老曹”的
作品主要是体现现代性。而金庸小
说主要是继承传统小说，尤其是民国
以来的武侠小说继承，是非常出色
的，并且将之发挥到新的高峰。

封面新闻：金庸武侠如此风靡华
人世界，在您看来，是为什么？

冷成金：金庸小说能够在文学史
上取得相当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的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苦
心孤诣的梳理，尽管其中难免有偏失
和迷误，但总的说来暗合了我们民族
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金庸小
说塑造的大侠形象为我们树立起了
一批文化人格的楷模，对于现实人格
的选择和构建有着深远的意义。

封面新闻：作为文学专家，您认
为，金庸小说应该如何阅读才能最大
程度感受到其价值？

冷成金：我认为，金庸小说是可
以分析出很多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
要的合理的积极营养因素。很多人
喜欢看，但不一定看明白。要真正懂
得金庸作品，需要相当高的文化层次
和鉴赏能力。我看到，有不少人也在
阐释金庸，只注重有趣的人物故事，
将之当成表达现代人世俗看法的工
具。带有浓厚的娱乐商业气息。我
认为，这种阐释，跟金庸的文化内涵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金庸小说中高雅
的文化合理性的部分，表现民族文化
心理结构的地方，并没有被阐述出来。

金庸武侠难以超越
恐成绝唱

封面新闻：金庸武侠真的成为绝
唱了吗？

冷成金：金庸小说里真正吸引人
的是，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站在现代社会，对漫长的积淀深
厚的传统社会、精神家园感的深情遥
望。金庸以后的武侠作者，再去写传

统，跟金庸武侠就不一样了。这个角
度来说，恐怕真的是一个绝唱。

封面新闻：金庸难以超越的原因
在哪？

冷成金：金庸先生是他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他的小说自然带有时代
新旧交替、文化转换的痕迹。焦虑、
徘徊、留恋等等，就是那种味道。这
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留恋，是缺乏传
统体认的现代人不可能学到的。

我们读完金庸武侠之后，会对人
世有悲悯之心，生发出爱世界爱他人
的感觉，反对无谓的争斗杀伐，自我
境界就被提升了。这就是好的价值。

封面新闻：你认为金庸小说的现
代价值体现在哪里？

冷成金：武侠之“侠”，是“以武犯
禁”，在现代法治社会，是不允许有侠
的行为的。有的人认为看金庸小说，
会学坏，我觉得这是误解。现代社会
不需要侠客，但绝对需要侠义精神。
什么叫侠义精神。两个人一起遇到
小偷，第一个先冲上去的，就有侠义
精神。可以说，现实生活，处处时时
刻刻都需要侠义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人大教授冷成金评金庸作品：大俗大雅 至幻至真

——《神雕侠侣》

“有的人认为看金庸小说，会学坏，我觉得这是误解。现代社会不需要侠客，但绝对
需要侠义精神。什么叫侠义精神。两个人一起遇到小偷，第一个先冲上去的，就有侠义
精神。”

——人大教授冷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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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记者随金庸探班《神雕侠侣》剧组，金庸和张纪中、黄晓明、刘亦菲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