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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 

姚 晓 雷 

从民间的角度来看，武侠小说这种形式 

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由作为具体的现 

实关系的直接投影向承载现代都市民间欲望 

的虚幻舞台的方向一步步变化。大致看来，这 

一 过程是由古典侠义小说创作、民国旧派武 

侠小说创作以及香港新武侠创作三个阶段共 

同完成的。金庸小说则是这一传统体裁当代 

转化的一个直接成果。 

在古典侠义小说阶段，武侠小说反映的 

内容是当时现实关系的直接投影。“侠”是由 

我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结构下派生出来的一种 

特殊的人格群体。他们大都是一些游离于正 

常的社会秩序之外，依靠个人勇力任性而为、 

打抱不平的流浪汉。由于“侠”的这些品格，当 

古代社会里一般无依无靠的老百姓无法从国 

家法律那儿得到保护时，他们就常常成为人 

们寻求伸张正义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古典侠 

义小说便是对这种现实关系的直接反映。也 

就是说，“侠”先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内 

容，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小说的一部分内容的。 

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曾因对立于新文学 

而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一部分内容。这时 

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武侠小说家们此 

时面对的创作背景已和传统的武侠小说背景 

有所分离，正在兴起现代都市社会的模型。在 

这新的环境里，谁还会真的相信像展昭、白玉 

堂那样的拳来脚往能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 

国家机器面前讨回正义?这类作品已不可能 

再像过去那样同它所依存的社会基础保持一 

致，而只是成为现实中人们的一种虚幻式的 

欲望发泄而已。这一时期流行一时的武侠小 

说，无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还是还 

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它们都明显具有的 
一 种倾向是，最关心的已不再是它所表现内 

容的真实程度，而是如何有效宣泄时下人们 

欲望的一种虚拟性的场景。例如许多作品中 

的情节不约而同的趋于神魔化，人物常常是 

有几重元魂，口吐飞剑，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 

人头。它们虽因价值意识的杂乱无章历来为 

人诟病，但我们不妨也反过来思考一下：由武 

侠小说这种体裁所体现出来的改变，难道不 

也隐含着对武侠小说这一形式本体的某种现 

代自觉，说明武侠小说家们已多少感受到随 

着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由农业社会向都市社会 

的转型，武侠世界实际已将只剩下宣泄现代 

生活中人们欲望的虚拟空间的意义了吗?只 

是由于转型之初现代都市发展的不充分状 

态，还没有形成典型的都市规范的民间价值 

立场以及成熟的可供表现的欲望范畴，同时 

还限于探索之初经验的不足，才导致旧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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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对这一体裁所具有的现代都市的虚拟 

空间含义的开拓不足而已。 

由于旧派武侠小说的局限性，就把既能 

真正做到充分发挥武侠小说的虚拟特性，又 

能多方位展现现代都市民间社会文化的任务 

留给了以后。新武侠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应运而生的。新武侠小说是指五十年代后在 

香港出现的一批在原有武侠小说基础上经过 

改造过的武侠小说。所谓“新”，有人认为是指 

它们从思想观念到艺术手法都受到新文学的 

影响，如果说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也只是 

说明了一种结果而非原因。根本的原因仍然 

只有从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 

都市民间图景的繁荣去理解。 

陈思和在评价张爱玲现象的产生时曾说 

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是在一个专制体 

制过于强大的城市里，权力意识形态可以直 

接干预市民的日常生活，那么民间不兴，张爱 

玲也随之不存；如果是一个城市完全进入了 

民间的无序状态，地摊文化和传统小市民的 

恶俗趣味占领了市民的文化生活空间，那么 

张爱玲也不会那样流行。”④这段从中间角度 

对民间和张爱玲现象归纳总结的话，其实包 

含了都市环境和民间文化形态之间关系的一 

般规律，也同样可以作为我们所要论述对象 

的一个注脚。 

众所周知，香港特殊的都市环境首先是 

指它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殖民都市的 

处境。虽说处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但这一时 

期香港的诸多因素，比如说它得以避开了主 

权国家长时间的内部政治动乱、它的都市社 

会的多层文化建构也对政治权力起到了消解 

作用等，都为它的民间形态的兴起提供了前 

提。同时，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都市，现代社 

会里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技术压抑造成人的生 

命力的异化已相当尖锐。由于这里权力压迫 

已由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幕前退隐到幕后，人 

们所面临的直接压迫已不再是有形的权力形 

态，而主要是一种现代社会制度带来的无名 

状态。香港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精英知识分子 

的声音受到限制，当大众无法凭借现代知识 

分子的精英话语来给自己的心理压抑找到释 

放途径时，便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泥沙俱下的 

民间化的释放需求，民间藏污纳垢的话语方 

式的意义正是由此显现的。 

现代武侠通俗作家们开辟了武侠小说走 

出古典范畴直接通向现代民间心理欲望的虚 

幻空间的可能，香港都市民间的发达又为它 

提供了成熟的环境，武侠小说这种老而又老 

的体裁展现出焕然一新的前景。如何利用武 

侠世界所提供的虚拟空间，使其尽可能地与 

当代都市民间内容结合起来，成了新武侠小 

说家们的共同目标。而金庸是在两个方面显 

示了他的出类拔萃：一是他凭借自身的艺术 

功力对这一传统体裁进行改造，像通过融入 

了言情、侦探各家之长以及同时还吸纳了不 

少新文学甚至一些西方小说的手法等方式， 

充分发挥出武侠小说虚拟空间的当代含义； 

然而形式上的改造尚在其次，更重要一方面 

的是，他的小说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对香港社 

会的都市民间欲望的多方位挖掘。解读金庸， 

实际上就是解读他所创造的这一虚拟世界所 

对应的当代都市民间多方面的心理内容。总 

体上说，我们不妨根据“民间”这一理念所应 

有的对现实民间日常心理欲望的维护，以及 

显示出知识分子理性话语以外的一种符合人 

性本能的审美追求的双重意义上，来对之解 

读。 

对现实民间日常心理欲望的维护，就是 

指它相信在那些由现实生活直接引发的种种 

生命感受和心理体验，无论是基于生理类型 

的还是基于心理类型的，都自有一种混沌状 

态的生命正当性，潜藏着人性的正常要求。正 

如明代晚期著名学者李贽在为普通人世俗的 

生活意志争一席之地时，宣称“性而味，性而 

① 陈思和：《犬耕集》第21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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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欲货色，欲也，欲 

聚合，欲也”①一样，这种对“百姓日用之道” 

的维护并尊重也是我们今天“民间”理念价值 

追求的一个出发点。由于和精英话语的理性 

追求不同，这些民间庸常生存体验通常是借 

助于各种杂乱的话语碎片来传达的，因此收 

罗在金庸江湖世界里的这部分内容也是非常 

杂乱的。 

结合香港的都市背景，金庸小说作为一 

种欲望文本的第一方面内容在于利用民族集 

体潜意识资源进行创作，以满足当地民间普 

遍存在的寻根心理要求。从五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这一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主要时期，正 

是香港经济起飞，日益向“现代”迈进的时期， 

就这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形态而言，它张扬的 

是一种城市文明，造成了它与传统的农业文 

明血脉的断裂；又兼以港英政府竭力推行以 

抹杀民族记忆为核心的殖民化教育，种种原 

因都强化了香港居民的无根感。而像香港这 

样现代都市的居民同样多是由国内具有漫长 

历史过程的农业社会居民转化而来，至少也 

与农业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那些在 

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产生的种种文化 

形态及滋长的民间愿望，客观上也同样构成 

了他们的最根深蒂固的集体潜意识内容和某 

种深层心理原型。金庸的小说正是以武侠这 

种体裁所提供的能包容一切的虚幻空间为切 

人口，把审美触觉延伸到民间的这一意识底 

层。他采取的方式是在小说里引入丰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内容，借这些带有浓厚民族记忆 

的东西来编织情节和装饰人物。不仅一定的 

侠客要和一定的文化人格类型，如儒家、道 

家、佛家等文化发生关系；甚至传统文化中任 

何一个不起眼的小道具，都有可能在这里演 

绎成一出精彩的景观。正如严家炎曾在一篇 

文章里评论道：“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 

百家，涉及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 

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 

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 

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 

侠小说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②这 

就能很容易地让人们在一种文化定位的气氛 

中使无根的忧伤得以释放。由于这种无根感 

对所有居于由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过渡中的 

人们都具有普遍性，这也是金庸小说能被人 

们广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小说的第二方面内容就是对民间惩 

恶扬善愿望的弘扬。惩恶扬善本来是中国老 

百姓传统的道德理想，虽说在今天都市环境 

下已蜕化为一种虚拟性的场景，但某种程度 

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是由于在现代都市紧 

张的生存环境下，市民们不得不经常地把自 

己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单位里的人事纠 

纷、相互间的勾心斗角及社会里的不公平竞 

争上，人心惟危和随时都可能遭倾轧的处境 

使他们很容易地产生一种对这类古朴的道德 

愿望的缅怀情绪。金庸曾明确表示他写小说 

的原则：“武侠小说一定要正义、公正，一定要 

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 

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 

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 

诈毒辣”⑧，便是借肯定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 

肯定了民众生活的一种虚拟性准则。我们从 

金庸小说所虚拟的作为世俗世界复杂的社会 

关系象征的江湖世界里，处处可以看出民间 

惩恶扬善的愿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例如拿 

《连城诀》来说，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欲熏心 

和尔虞我诈被转化成了江湖人物的夺宝模 

式，为了一份藏宝图师徒之间、夫妻之间、父 

子之间都失去信任，最后凡是与宝藏有所牵 

连的人，除了无任何机心和欲望而备受欺侮 

的狄云外，所有的人都不得善终。在《侠客 

① 转引自关爱和《悲壮的沉落》第 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第 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⑧ 金庸、池田大作：《探索一个灿烂的世纪》第 268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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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作者设置了一个无名无欲无任何机心 

的小叫化为主角，以反讽的形式来使周围世 

界那些各怀心计自作聪明的人们受到了无情 

的嘲弄。这种道德化的模式甚至还被应用到 

了一个人修炼武功的过程中，只有像郭靖、张 

无忌那些宅心仁厚的人，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金庸小说的第三方面内容，是站在市民 

意识的立场上，对那些对人的存在形成异化 

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嬉怒笑骂式的批判和嘲 

讽。对生存自主权利的追求是现代都市民间 

的基本素质，但这一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常常 

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力量的压制，尤其是来自 

超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威胁。人们渴望借助于 

某种艺术场景来传达这种追求自由自主的愿 

望，而金庸又是特别自觉地追求这种场景的 

作家。他在结构作品时立足在当代香港社会 

都市民间所达到的心理高度上，常常采用的 

方式就是用江湖世界象征现实世界，用江湖 

世界的纷争象征现实生活中民间的生存自由 

愿望同阴谋家争权夺利的利益冲突。例如在 

《笑傲江湖》里，这一矛盾被转化成了由令狐 

冲等为代表的一般武林人士或小门派同以左 

冷禅为代表的妄想一统江湖的野心家的对 

立。作者全力肯定的是前者，而对那些为了实 

现一己之野心而不择手段的左冷禅、岳不群 

之流，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鹿鼎记》里， 

他干脆让韦小宝这个江湖出身的颇有现代小 

市民气的小混混进了皇宫，和康熙成了朋友， 

用妓院学来的那套法则如鱼得水，屡建奇功， 

在嬉怒笑骂中对传统社会貌似庄严的政治大 

厦进行解构。由于五四以来人们对封建社会 

模式批判的丰富成果，亦及内地“文革”中许 

多腐朽东西沉渣泛起的刺激，金庸小说对这 

一 领域的开拓可谓切人肯綮，极为成功，中国 

历史上许多规律性的东西都在这里得到了形 

象化的再现。有人把金庸小说当作具有象征 

意义的政治寓言或历史寓言来读，也并非毫 

无道理。 

金庸小说的第四方面内容，就是通过对 

英雄意境和爱情意境的设置，以满足人们在 

现实生活里很难真正实现的欲望需要。金庸 

在小说中所虚构的这两方面意境都是极为丰 

富的。对英雄的需要源于人性中对崇高的渴 

望，英雄就是那些在心灵上、行为上超过常 

人，把常人引向崇高感的人。金庸的小说有不 

少英雄主人公，他们不仅有曲折的经历，高强 

的武功，而且还都有波澜壮阔的事迹，动辄关 

系江山社稷，如郭靖、萧峰等。郭靖以一套“降 

龙十八掌”的绝顶武功人人称羡，他还以“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坚持助宋抗元，死守 

襄阳城，一守几十年，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 

大者。萧峰写得比郭靖更扣人心弦。他以武 

功威望在江湖上赢得了“北乔峰”的赫赫大 

名，却因发现自己是个契丹人而身陷民族矛 

盾的夹缝中备受磨难，并最终为宋辽弭兵而 

牺牲。他们使得人们在一种白日梦式的英雄 

境界里足足过了一把瘾。爱情的主题也和英 

雄类似。在金庸小说里，它更是被作为一种对 

抗生命平淡的特性因素被放到了一个压倒一 

切的位置。它既可以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 

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他们宁愿 

为之受尽磨难，甚至为对方付出生命都在所 

不惜；《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在无望得到心 

上人胡斐的爱情时，甘心舍身为对方吸毒而 

死。至于为情而疯、为情而魔者，更是不计其 

数。在这过于苍茫而令人感到无所归依的世 

界上，金庸用一种夸张了的情的价值在召唤 

着每一个疲惫的人：过来吧，这儿有你所需要 

的慰藉⋯⋯ 

除此之外，金庸小说还融入了大量的现 

代人们的其他日常生活经验和体验。行走于 

江湖上的武侠人物的经历，不过是改头换面 

的现代芸芸众生在诉说他们的自我生存而 

已。他借武学境界的提升体现出的现代人辗 

转于渐悟与顿悟之间的学习经验，借江湖人 

物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现代人个性心理、 

爱情心理、生存心理等，无不达到惟妙惟肖的 

境界。例如就作为一种现代生存心理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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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言，金庸笔下的英雄们多是面对命运“身 

不由己”的悲剧人物。最能使人产生悲剧性震 

撼的一个情节，恐怕是《天龙八部》中的慕容 

复在西夏皇宫中应考驸马时的一段问答了。 

书中的慕容复以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 

武功名重江湖，兼而风流潇洒，然而恪于祖传 

之训，一生要为纯属镜花水月的“恢复大燕” 

而奋斗，搞得做人极其被动，甚至连自杀的权 

利都没有。他为了所谓的事业前来向面都没 

见过一次的西夏公主求婚，当宫女考问他什 

么时候最快活和有什么平生最爱之人时，他 

竟然不能顺利地答出。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边 

忙碌地追求着，一边觉得与真实幸福的距离 

越来越远的体验，在这里被传达得何等贴切! 

似此种种，都只能是现代都市背景下的人生 

体验，而不可能在传统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或 

产生得如此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庸小说 

提供的是武侠版的当代都市民间生存欲望状 

态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金庸在表现它们， 

同时也是一种柔性的安抚，它使平常人可以 

在平常愿望里领略一种存在的诗意。 

金庸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当代都市民间欲 

望载体的另一个特点，还在于它通过一系列 

武侠人物的行为模式，建立了一种民间生命 

哲学，即以审美的方式传达着一种知识分子 

理性话语以外的现代人的某种生命追求，从 

而使生命幻化出比知识分子所习以为常的概 

念印证丰富得多的浪花。这种生命哲学虽然 

不能说代表了金庸武侠世界的全部价值理 

想，但在其中亦占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 

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金毛狮王谢逊在 

王盘岛上夺屠龙刀滥开杀戒时，有这样一番 

和张翠山的辩论： 

张翠山见谢逊顷刻间连毙四大帮会 

的首脑人物，接着便要向高蒋二人下手， 

站起身来，说道：“谢前辈，据你所云，适 

才所杀的数人都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但你若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杀戮，与这 

些人又有什么分别?” 一 

谢逊冷笑道：“有什么分别?我武功 

高，他们武功低，强者胜而弱者败，便是 

区别。”张翠山道：“人之异于禽兽，便是 

要分辨是非，倘若一味恃强欺弱，又与禽 

兽何异?” 

谢逊哈哈大笑，说道：“难道世上当 

真有分辨是非之事?当今蒙古人做皇帝， 

爱杀多少汉人便杀多少，他跟你讲是非 

么?蒙古人要汉人的子女玉帛，伸手便 

拿，汉人若是不服，他提刀便杀，他跟你 

讲是非么?” 

张翠山默然半晌，说道：“蒙古人暴 

虐残恶，行如禽兽，凡有志之士，无不切 

齿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鞑子，还我河山。” 

谢逊道：“从前汉人自己做皇帝，难 

道便讲是非了?岳飞是大忠臣，为什么宋 

高宗杀了他?秦桧是大奸臣，为什么身居 

高位，享尽了荣华富贵?”张翠山道：“南 

宋诸帝任用奸佞，杀害忠良，罢斥名将， 

终至大好河山沦于异族之手，种了恶因， 

致收恶果，这也就是辨别是非啊。”谢逊 

道：“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 

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 

请问张五侠，这些老百姓又作了什么恶， 

以致受无穷灾难?”(第六回) 

这番话固然使张五侠感到默然，便是让 

我们自己今天回答起来，恐怕也颇不容易。因 

为是非善恶本原上不过是人们出于使自己以 

及自己的后代能更好的生存的愿望而虚设出 

来的伦理规范，它并不代表着一个宇宙本质。 

若一定要问我为什么必须信奉它，那不可能 

有任何先天的绝对理由。西方以萨特为代表 

的存在主义就是基于这一点而宣称人是生而 

自由的，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物在某种意义上 

也都多少是这种人的空洞的存在处境的体验 

者，他们不信天道，不信鬼神，也不相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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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道德说教。不惟谢逊这样义正词严地 

驳斥张翠山要他别滥杀无辜的理由，《笑傲江 

湖》的日月神教前任教主任我行在回答别人 

对他乱杀人的质询时，亦振振有词地反问对 

方牛羊何罪，不也是一样为人所杀，从而也毫 

不留情地戳穿了所谓善恶的虚妄性。至于黄 

药师对人间礼教的嘲讽更是入木三分。这种 

对人的空洞的存在处境的体验，其实只能是 

现代都市人们心理状况的一种折射。因为只 

有在现代都市的文明方式中，人们才有可能 

洞穿所有的理论假象以及由它们而产生的各 

种道德神话，而直接面对赤裸裸的生命本真。 

不过，和萨特以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的结合 

作为拯救自我生命价值的知识分子式药方不 

同，除像郭靖、陈家洛等个别道德信条特别强 

的大侠外，作为众多金庸笔下的侠客们行为 

方式的价值基点，他们更看重的不是宇宙真 

理和道德责任，而是生命中那种自做主宰、不 

受拘束、超乎正邪之上以自己的本性而行事 

的民间自由意志。对这种对自做主宰、不受拘 

束的民间自由意志的张扬，便构成金庸笔下 

人物生命价值哲学的第一层内涵。体现到人 

物的行为方面，便有了杨过本着“谁对我好， 

我就对他好”的心理认西毒为义父以及娶师 

父小龙女为妻的狂悖之举；便有了黄药师的 

率性而为、放浪形骸、不依常规；甚至出现在 

许多邪派人物身上的曾给江湖世界带来一场 

场血雨腥风的一己之欲，诸如贪婪、嗔怒、复 

仇、争夺霸主之位等，也都“宁为真小人，不为 

伪君子”，闪耀着这种生命色彩。 

但是，自由的价值也常常只有通过对规 

则的拥抱才能被激活或凸现，并显示出它的 

顽强与庄严。金庸在第一层内涵基础上，还为 

我们升华出来这种民间生命价值哲学的第二 

层内涵，便是顽强地守候着他们自己所认同 

的一份生命自尊，为之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 

父母双亡自幼孤苦的杨过收留到了桃花岛 

上，只要他肯收敛自己的孤傲倔强之性而获 

得郭靖夫妇的欢心，哪怕只是哄得郭大小姐 

的开心．他也就可以获得一个别人梦寐以求 

的学武、生活环境。以他之聪明机变．这原不 

是一件困难的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得比 

武氏兄弟强上百倍。可他就是不愿意这样委 

曲求全，以至于被郭靖将他送到他压根儿就 

不想去的终南山。在终南山全真教里，他同样 

因不愿曲意迎合师父赵志敬而备受虐待，最 

终不得不反出全真教。他的异常坎坷的生命 

之旅，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这种强烈的 

个性导致的。《倚天屠龙记》里的张翠山夫妇 

宁愿自刎而死，也不愿在各大门派面前透漏 

双目已盲的义兄谢逊之所在；他们的儿子张 

无忌，更是小小年纪就遭受别人软硬兼施，百 

般套问，但他每一次都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 

使对方计无所售。在邪派人物身上也同样存 

在着这种生命自尊的坚持。典型的是《射雕英 

雄传》的第二十二回里奸险凶恶的西毒欧阳 

峰在离开桃花岛的途中，屡害洪七公他们不 

成反陷身茫茫大海，有待洪七公他们救命，却 

也不肯随便捏造一个解药的方子以作为交换 

的条件。在命悬人手之际，也显示了自身一种 

不容放弃的价值底线。 

突出生命本身具有的比任何打击任何受 

伤都强大得多的本能力量，是这种生命价值 

哲学继之而来的第三层内涵。在金庸虚拟世 

界里的诸多武侠主人公身上，最值得我们为 

之感动的，就是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坚忍不拔 

的生命力量。武侠人物的武功和内力修炼，其 

实就是一种民间假象性的延伸生命力量的方 

式。另外，金庸的许多武侠主人公在成长过程 

中通常要经历种种民间式的命运考验，像苦 

难身世、生命受伤、险恶处境等。本来这也是 

许多武侠小说和英雄故事里所常用的手法， 

但金庸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是让他的主人公们 

在同充满坎坷的命运进行肉搏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体现出这种生命本身的英雄气质； 

因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在这方面都一点也不 

显得矫揉造作。最典型的例子依然是杨过和 

张无忌。杨过身上进发出来的这种生命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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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在激情的浪花喷洒中 

而光彩四溢。他的生命力不仅战胜了孤苦身 

世所带来的凄凉，战胜了横亘在他和小龙女 

爱情前面的礼教大防，而且战胜了他自己的 

断臂之恸，战胜了人世间一切设置在生命追 

求面前的内部的或外部的障碍。张无忌身上 

的这种生命力相形之下则好比一条平缓的溪 

流，虽不峻急，但在默默中却同样显示着一种 

不可忽视不可剥夺的内在力量。他还是一个 

十二岁的孩子时就遭身中玄冥神掌寒毒缠身 

之厄，数年之间求治不得，几度命悬一线，他 

一 边怀着孤苦的心情流落江湖，一边靠坚强 

的意志进行抗衡，创造出了一种别人所无法 

想像的生命奇迹，并终于获得了生命和人格 

的双重胜利。 

这种生命哲学最高层次的内涵是突破个 

性的樊篱而完成向悯世济人大境界的升华。 

虽说借助于武侠世界这个虚拟舞台，金庸以 

对自做主宰、不受拘束的自由意志的张扬及 

对生命自尊的顽强坚守为基础，以挖掘生命 

本身具有的强大潜能为中心，创造了一种独 

特而又充满诱惑的生命价值方式；但这并非 

意味着作者赞同里边有些人物的任性胡为。 

在作者笔下，那些得到他最高肯定的主人公， 

都被安排了一个个性升华的道路，最终通向 

了悯世济人的宏大境界。“叛逆者”杨过最终 

超越了一己恩怨而投身宋元鏖兵的襄阳战 

场，并击毙蒙古皇帝蒙哥，和郭靖一起携手入 

城，受到万民景仰；“浪子”令狐冲亦为捍卫江 

湖的自由秩序而立下汗马功劳；优柔寡断的 

张无忌也不但在光明顶为武林排忧解难，而 

且率领明教群雄投入了抗元大业。似此之例， 

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朝着向悯 

世济人大境界的迈进，都不是对原有生命个 

性的放弃，而是原有生命个性中的相关成分 

合乎逻辑的发展。也就是说作者所以要特意 

赋予他们这种和主流文化人格意境并驾齐驱 

的结局，正是对他们的这种价值方式文化地 

位的一种浪漫式肯定；他们的胜利，即是他们 

所代表的价值哲学的胜利。而我们在拥抱着 

这种生命的大境界的时候，同样是在拥抱着 

民间这种非理性规范的生命本真的力量。 

总之，我想，金庸所赋予他的武侠主人公 

身上的这种非理性的民间本能生命力量，之 

所以在现代都市文明秩序下尤为人们重视， 

正是因为在现代都市生活方式里，人们如此 

直接地感受到面对丰富的个体生存需要时理 

性的局限性。生命本身竟是这样一种在任何 

理性规范之外熠熠发光的东西。尽管我们可 

以给它作出种种诠释，并渴望通过这些诠释 

来提升它的意义，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 

切所谓深邃的探索与理性的赋值，只不过是 

罩在生命本体上面的光圈。它可能会使生命 

显得更美丽些；但这光圈本身并非就是生命。 

它因生命而发亮，而生命并非因为它而存在。 

假如当我们真正地置身于生活并充分地领略 

它的苛刻的一面，我相信我们都会发现，那些 

最先纷纷褪色的往往是罩在生命外缘的浮华 

的东西。我们所能依靠的只能是生命自身的 

坚韧顽强。 

读金庸，为金庸笔下的人物而感动，其实 

我们也是在解读并感动于自我身上的那部分 

民间文化组成。即便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 

他的知识的表层下也必然潜伏着大量非理性 

所能规范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目前正面临着 

向都市生存方式靠拢，固有的理性模式愈发 

显得捉襟见肘，久被压抑的民间气运便恣肆 

而生。然而，不管是在金庸小说所虚构的都市 

民间舞台上对民间日常心理欲望的维护，还 

是构筑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以激发我们对生 

命本能的憧憬；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它们的价 

值形态从来都不是纯然的。因为民间话语本 

来就只能是一种藏污纳垢的话语形态。它们 

对民间自在状态的生存愿望和民间正义的维 

护，也只能是相对于我们精英话语的现有缺 

陷状态而被接受的，并非就意味着它是它所 

维护的那些本能欲望最好的赋值方式。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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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小说里，我们同样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对民 

间话语的不同成分缺乏有效的辨析，它里边 

积极的东西常常是被层层携裹在种种污垢之 

中。这里边既包括传统糟粕的积淀也包括现 

代商业文化趣味的渗透。例如，作为传统糟粕 

的积淀，正如也有人批评过的那样，当金庸进 

行创作时，封建文化的等级意识的确也不自 

觉地在他文本里有所渗透。我们看到，金庸笔 

下的江湖人物的确是倾向于在不同的等级上 

享受不同的权利的。划分他们的原则一是武 

功，包括他们出场时已达到的境界或小说中 

打算最终赋予他们的境界；二是关系，看他们 

在错综复杂的江湖世界里各有多大背景。特 

别是在犯罪受惩罚时不同的等级所享受的权 

利差异特别明显。像《倚天屠龙记》中的金毛 

狮王谢逊、《天龙八部》中的萧远山都可谓血 

债累累，但由于在武侠世界中所居的上层地 

位(一方面武功极高；一方面社会关系，前者 

是明教教主张无忌的义父，后者是前丐帮帮 

主萧峰的父亲)，其最终受到惩罚都是轻描淡 

写的。而那些武功平平而又没有强大社会背 

景的人，他们不但犯罪时享受不到豁免权，而 

且毫无过错时也经常沦为别人任意杀戮的对 

象，哀告无门。不说别的，即便是萧峰的养父 

养母乔三槐夫妇，由于杀害他们的凶手是萧 

峰的亲生父亲，在萧峰认了亲生父亲后，他们 

便只好沉冤莫名了。 

至于现代商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尤 

其表现为作者在情节安排及人物塑造方面自 

觉向庸俗的小市民意识妥协。好比说在他所 

塑造的英雄意象里，萧峰可谓顶天立地的一 

个。但即便对于萧峰，由于他是作为满足当代 

社会大众心理的英雄需要而出现的，而大众 

心理的一个特点是既怕别人对自身真正的种 

种缺点认真地追究，又喜欢标榜一些无伤大 

雅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货真价实；这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也转化了作者塑造他的主人公的 

一 种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萧峰真正的 

缺点不去追究，让他还可以继续自由自在地 

当大英雄，而津津乐道的是一些不是缺点的 

缺点。在作者所营造的爱情意境里，也充满着 

和英雄意象同样的妥协。还是以《神雕侠侣》 

里的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为例，这一文 

本向来被视为典范的爱情乌托邦模式。从表 

面上看，杨、龙之间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它超 

越了师徒之间的界限，超越了生死，但仔细分 

辨，这仍不过是一个经过夸张处理的武侠的 

才子佳人故事。本来小龙女要比杨过大上几 

岁，但这一稍稍不合规范之处已由小龙女始 

终如一的美丽和孩子般的天真做了补偿。这 

就无形中削弱了故事的积极意义。此外，它在 

通过其中人物体现出来的独特的生命内涵 

里，也受到大量的佛家四大皆空等消极思想 

的层层稀释，以迎合大众随遇而安的胃口，不 

足之处都相当明显。 

对金庸小说里那些有明显不足的东西， 

自然需要知识分子理性话语的认真辨析。不 

过，我觉得，任何的视角都只是局部的。从都 

市民间价值形态来考察金庸小说，也仅仅是 

我们所选用的一个角度而已，我们在肯定其 

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时，并不代替我们还需要 

从其他视角进行观察甚至是批判。即便我们 

可以从知识分子视角对之提出非议，即便我 

们可以不满足于它对这些潜藏着诸多人性的 

正常需要的阐释方式，但它也至少是在给我 

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 

话语应该怎样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内涵，在 

同样维护这些合理成分基础上而建立起一个 

更有效的同生命之间的对话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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