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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意生存 理想 的追寻

— 论金庸小说的精神主旨

刘 忠
(华东师范大学 行政学院博士，上海310012)

摘 要 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主旨是对世俗生存的弃绝和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在价值层面亦儒亦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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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归意绪:现实层面的艰难选择

金庸小说涉笔广泛，内容丰瞻，很难逐一拆解
出传统意义上的主题，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小说就
没有主题。我认为，贯穿于他所有武侠小说(十五
部)的一个共同的精神主旨是存在的，并且是可以
感知、把悟和阐释的，这个精神主旨就是对世俗生
存的弃绝和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

在以“武”为表征，以“侠”为内质方面，金庸小
说与其他的新派武侠小说似乎并无二致，急人之
难、千金一诺、扶贫济贫、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等侠
义风范在小说中时有凸现。但金庸小说又不同于
以技击崇拜、侠客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侠客情
感理想崇拜为支撑点的武侠小说 ，它更加注重武

侠文体内在精神的提升，尤其是其中个体本位立
场的确立和民本情怀的张扬，对以忠君报国、个人
恩怨、权利欲望等传统武侠小说的类型化母题作
了富有现代意识的创造性转化，“人”的主题更加
彰显。对此，金庸 自己的说法是:“武侠小说本是
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
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 自己对

社会的看法”(t)0
为了叙写人生，寄寓生存理想，金庸在结构小

说时，编织了“人界”和“武界”两个紧密胶着在一
起的双重文本。“人界”的凡人、常人、俗人遵循的
是“人”的一般规则，而“武界”的奇人、超人、侠客
遵循的则是“侠”的特殊规则，二者既相互区别又
相互联系，“凡人侠客梦难圆，侠客隐归愿未了”。

不过，无论在“人界”文本，还是在“武界”文本，我
们都能目睹到世俗生活的种种负面:物欲、权欲、
贪欲、情欲⋯⋯有时，金庸在描述它们时，还故意
进行放大、夸张，甚至是变形处理，给读者的印象
似乎是金庸在借小说为媒介开一场“邪恶博览
会”。但在对世俗生活的反面透视和艺术转化过

程中，金庸用爱情、亲情、友情、人情等美好的东西
进行正面烛照和消解，过滤掉其中的邪恶与仇杀，
剥离出人性的闪光面和生存的诗意性。因此，金
庸小说文本深处总是流淌着一种否定和弃绝的声
音，与此同时，诗意的生存理想也就在这声音的回
响中升腾为主要人物的一种“隐归意绪”。在这种
意绪导引下，他们大都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跃出“苦
海”，逃离了世俗生存，臻于一种生命的澄明和敞
亮。如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开篇就写了一个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陆菲
青，到了小说的最后，“红花会”群雄在“复明”大业
未成，“反清”杀乾隆的愿望也一再落空的情势下，
竟都趋之苦鹜地“豹隐回疆”去了。同样，《碧血
剑》中的主人公袁承志，开始时满腔热血，把建功
立业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加以追寻，结果也走上
一条归隐道路，“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另
外，《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倚天屠龙记》
中的张无忌、《连城诀》中的狄云、《越女剑》中的阿
青、《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天龙八部》中的虚
竹、段誉等，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或归隐山林或
离疆去国的生存道路。



强烈的隐归意绪一方面使主体与世俗生存保
持一定的远视距离，产生了审美所必须的疏离感
和间离效果，使主体能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
当下生存。另一方面由于耽于隐归意绪的追寻，
主体会不经意地从现世生存中得以超脱出来，获
得一种暂时性的虚清和淡泊。在某种意义上讲，
隐归意绪是一种逃回到心灵世界的被动行为，代
表一种退守主义倾向，但在“进取”与“退守”的两
难选择中“隐归意绪’，最能充分地表现主要人物的
人性与人情，它可以是儒家“达者兼善天下，穷者
独善其身”的自旷，道家“且自逍遥无人管”的自由
与洒脱，也可以是释家“回到内心”的修身与参悟，
包含着多种潜在的人生寓意。如果说隐归意绪是
一个尚不规范的批评术语，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
指出它的本质所在是一种对诗意生存理想的追
寻。通览金庸小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追寻者系
列，从陈家洛、袁承志到杨过、张无忌，从段誉、虚
竹到令狐冲、石破天⋯⋯他们往来穿梭于“人界”
和“武界”之间，主动地站在民间立场展开对世俗
生存的批判和抗拒，希望籍此消泯世间的一切恩
恩怨怨、杀伐征讨、尔虞我诈，让生命获得一种本
有的安适。在他们最感人的故事里我们读解到的
不是“多难兴邦”的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一种功成隐退的超然情
怀，甚至是堪破尘世的、略带悲凉色彩的逃避。

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在金庸小说中具有多种
功能，它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小说叙述方
式;它是一种心理意绪，也是一种行为引导图景;
它是一种个体存在的极致，也是一种自我人格的
维护;它重建了生存，也超越了生存;它回避了生
存，也走进了生存。

首先，金庸赋予诗意生存理想一种审美消解
功能。如前所述，金庸小说展示许多生存的负面
图景，但金庸在演绎这些正邪对抗、群雄争霸、快
意恩仇故事时，目的并不在把玩丑恶、苦难，而是
欲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
一个新的感知领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2)。也就
是说，金庸完全视丑恶、苦难为审美阐发对象，意
在从文化规范、道德伦理等方面予以评判和观照，
进而好沉思人的生存境界。这里，诗意生存理想
不仅消解了世俗生存的丑恶与荒诞，而且还能使
主人公获得超越的激情和动力，把“自我”也作为
一种“他者”来加以审视。如《笑傲江湖》中，金庸
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地显示了权力对人的腐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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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走向
腐化，任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他坚决
反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那一套，但当他登上
教主宝座之后，思想发生逆转，“又觉得东方不败
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的”。这里金庸虽然
写的是人性的一种弱点，但也形象化地提出了建
立监督机制防范当权者腐败的必要性问题。

其次，金庸赋予诗意生存理想一种审美阅读
功能。金庸小说武打场面描写恢弘阔大，主要人
物对各派武功的习练、撕打和体悟，无不潜在地对
应着他们对人生诸般境界的阅读。同所有的武侠
小说家一样，金庸也描写武功从平庸到神奇，直至
不可思议的过程，但他并不一味推崇刚猛威武以
蛮力征服对手，而是讲求以内制外，以柔克刚、以
静制动，交战论剑的相持阶段，生死大限往往维系
在双方正邪一念之差上。外家的铁砂掌、毒砂拳
固然凌厉有加，但精湛的内家功夫可轻而易举地
使之销于无形。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全真剑法，如
没有内功的配合，也只能是徒有花架子，不能拿来
御敌自卫。既然内功的威力如此神奇，那么这种
武功该怎样习得呢? 从小说中看，只有那些历经
人事的风风雨雨，阅尽生存的酸甜苦辣之人，方能
在刻苦的演练中偶然获得。在这一点上，它与我
国传统文化中朱熹倡导的“心到”重于“眼到”和
“手到”的读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武功能
够阅读，而且人物的生存方式之间也能构成内在
的阅读关系。小说里好人与坏人并举，“人界”与
“武界”相映，其中“人界”对“武界”的逃离和阅读
凸现了人物的诗意生存理想追求;反过来，“武界”
对“人界”的束缚和阅读又可以把人物置身于一种
鲜明的背景对比下，进行人性的剖白和审视，更加
使人物陷人到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中。这种生存
方式的双向性阅读可以说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
点，它折射出了金庸的文化判断和审美取向。

·最后，金庸赋予诗意生存理想一种言说和对
话的功能。本质上，作为人类相互沟通愿望的一
种表现，言说和对话古已有之一，古希腊的苏格拉
底说它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3)，当
代的巴赫金则认为:“人类的本性在于对话，无论
是在 自我与 自我之间、自我与其他之间，还是在
自我与世界之间”(4)。金庸小说在人物的设置和
塑造上，体现了这种言说和对话的思想，他们之间
往往都具有鲜明的对比性和反差性，即便是同一
类人物，也要凸现他们身上各 自独有的品性，追求



一种复调相和的审美效果。如家庭变故前后的谢
逊、恋爱失败前后的李莫愁。前者 自述说:“我生
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指谢逊的师傅成昆)
欺侮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
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
再相信任何一个人。”后来，为了逼迫成昆露面，谢
逊不计后果，杀人如麻。然而当张无忌出生的啼
哭声传来时，他的仁爱之心浮现，开始忏悔自己所
犯的罪行和过失。后者只因自己心爱的男子与他
人结婚，受到极大的刺激，就愤而要杀情敌的全
家，并成为嗜血成性的女魔头，但当她手捧婴儿郭
襄时，母性觉醒，用平时杀人的浮尘为她驱赶蚊
子。她在凄厉哀婉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的歌声中
出场，又在烈火中唱着元好问这首《迈破塘》死去，
至死也没有参悟到“情为何物”的真意。

二、亦儒亦释:价值层面的游移与错位
金庸小说几乎全部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乱

世，举其大者，或以外患频繁、国运维艰的两宋为
背景，或以内患不止、九州沸腾的明清之交为舞
台。武林的嚣攘与世变的风云交汇:列强蜂起、弱
肉强食、民不聊生、天下分裂、武林大乱。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儒家以其对社会，尤其是对政治社
会有着更大亲合力的优势，成为金庸笔下人物的
主要价值取向，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武林一类秘密
社会领域关系极深的道教在金庸小说中并无有力
的表现，这种价值走向的形成可能缘自道教教义
与武侠本体 自由不拘精神的内在拒斥。当然，在

大动荡的世纪之初诞生的新派武侠小说从一开始
就有意无意地将小说背景置于纷乱世事中，但金
庸以前的武侠小说多以乱离之世卑微人物挣扎自
保和遁世者的传奇经历来敷演故事、铺陈情节，精
神价值甚低。相对来说，金庸的特殊贡献在于他
为侠客开出了一条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的行
动之路，把侠士形象引入到令人眩目的英雄境界，
再现了儒教以天下为己任的诸多精义。如((射雕
英雄传》中的洪七公，武功未必首选，但因其行事
磊落，自称所杀者皆为奸恶之徒，生平未伤过一个
好人而被作者安排为武林领袖，颇有“:仁者无敌
于天下之意”。再有《飞狐外传》中，赵半山对胡斐
曾说，一个人学武，如不能卫国御侮、行侠仗义，
“远不如作个农夫，种田过活了”。儒学“家国天下
皆吾一身”的忧患意识和侠客的高蹈情怀，通过人
物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很好地传达了出来。在《神
雕侠侣》中，金庸借郭靖教育义侄杨过的一段话道

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
他的小说除《侠客传》、《白马啸西风》外，竭力宣扬
的都是这种儒教思想。从乱世儿女到济世英雄成
为金庸笔下群侠命定的生活之路，幼遭磨难而终
肩大任的郭靖、杨过、袁承志、乔峰等莫不如是。

耐人寻味的是，金庸极少为他小说的侠义英
雄设计大团圆式结局，功成名就者寥寥无几，飘然
归去者大有人在。对此，金庸本人的解释是“我在
三十岁稍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
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
角的结局不出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或飘
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最、张
良一类高人十分敬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
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
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
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s)。由此生发开去，我
们还看到，金庸对武侠中人物是非功过的价值评
判始终有所保留，他笔下常常出现黑道中性情真
率的热血男儿和侠道上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这也
从侧面表现了金庸本人对儒教在历史 日益衰落、
解体这一事实的思考，或者说，这样的英雄故事到
底该有多大价值。

其实，早在《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笑傲江
湖》等书中，金庸的佛学智慧已露端倪，《笑傲江
湖》中风清扬传授令孤冲独孤九剑剑法，剑意要旨
是顺乎自然、体察天心、任意为之、根本无招。这
正是佛学无执无我无心境界的一种表现，这种境
界于“武学”或是虚构，但于“人学”却是极深的见
解。类似的妙谛心法在金庸中后期小说中还有很
多，如谢逊的止杀顿悟，终成高僧;杨过的自心显
现，遂创绝艺;石破天的无识无障，得成大道⋯⋯
在这些小说中，佛学智慧通过精巧的譬喻形式映
照人生，显示生存的自由与诗意。虽然这种智慧
与波澜壮阔的英雄故事尚有主次之分，但佛学的
精湛与博大已反衬出侠士功业的无聊。及至以佛
学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以大慈悲、大法力化解
人世间无穷冤孽的真正杰作《天龙八部》时，沉重
的儒学伦理已完全消解在佛学的智慧海洋中，小
说中无人不冤、有情有孽，环环相绕、因果交错，几
十个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苦恼、孽缘和果报，害人
者人害之，杀人者人杀之。生存的主题已从善恶
之争转变为业报和超度，转变为破执、破妄、破惑。

不管是儒教的功成身退，抑或是佛学的破出
妄执归于虚清，投射到人物的心理活动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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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归意绪”的淡出，就是诗意生存理想的浮现。
根据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如其人”，“文品即
人品”。现在，我们跳出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走
近他本人的价值世界，看一下金庸与传统儒释文
化的关系。

金庸出生于海宁的名门望族，受“学而优则
仕”观念影响，从小便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祖
父查文清因“丹阳教案”被革职入狱一事使幼小的
他就知道“外国人欺侮中国人”，这种尚处于萌芽
期的民族耻辱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可以说是金庸
人生思想教育的第一课。青年时代适逢民族经受
血与火洗礼的抗战时期，日寇的凶残和罪恶深深
震动了金庸作为一名学子的平静内心，为了拯救
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金庸决定报考了抗战时期
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院外交系，欲一展报国之
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意气风发地前往外交部求
职。由于种种原因，他两次都与政治擦肩而过。
但金庸并没有因此动摇内心执着的政治信念，他
开始试着把 自己的政治情慷转化到武侠小说的创
作中。与众不同的是，金庸不仅把武侠小说当作
文学来写，而且还 自觉或不 自觉地在小说中宣泄
他的政治理想，这从小说人物语言“侠者，为国为
民之道也”可见出一斑。另外，创作武侠小说的同
时，金庸还创办了《明报》，撇开商业意识不说，《明
报》创办是否又是金庸政治理想的一种寄托呢?

在1979年5月20 日《明报》创刊的发刊词中，金
庸这样写道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个社会公平与善
良”，政治理念不言而喻。如果说以上这些尚限于
知性的推测，那么1985年7月1 日金庸赴京出席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可以说
是他政治愿望的一次现实预演，尽管此次任职时
间很短，但政治情结在金庸一生中重要地位已是
显见的了。

金庸如此热中政治，是否可以说在他的血脉
中流淌的始终是儒家思想呢? 事情显然不会这样
简单。有着大侠风范的金庸积极追求政治理想的
同时，不经意间又播种下另一个情结种子— 隐
归意绪，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归去来兮”的声音时
时刻刻都在敲打他的心扉，而且越到后来隐归意
绪越浓。从 1972 年金盆洗手到 1989 年草委辞
职，再到同年6月 1日辞去《明报》社长职务，金庸
一步步走向了“隐归”。现在的他，虽然还身任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但也仅仅限于讲讲有

关人生、治世的文学、史学课程。《金庸传》的作者
冷夏曾这样描绘过生活中的金庸，“平时，他不苟
言笑，偶尔也会张口大笑，笑得前倾后仰，眼睛眯
成一线，笑声挥洒出孩童般的纯真无邪，而脸上也
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佛光”。

一面是政治情结，一面是隐归意绪，怎样处理
二者的关系呢? 在金庸看来，儒释之间的主要区
别在于:儒家是将一切问题都化为政治问题、道德
问题，而佛学则是将万千世相提升为人生问题、哲
学问题。思维一旦指向存在、意义、底蕴、目的这
样的终极问题，儒学的浅薄僵硬和佛学的深人明
达就高下立判了。从其小说来看，金庸并不囿于
佛学里的某一个宗派，而是旨在佛理的高度统摄
浩渺人生。他既有佛法的心得意会，更有直通佛
心的顿悟创见。释尊说 :“我年说法，如爪上尘，所
未说法，如大地土。”佛经云:“一切世间微妙善语，
皆是佛法。”佛学如海，不仅深藏着已有的种种智
慧，还接引容纳新的感悟。准确地说，金庸的人佛
是对人生一种佛学趋向的哲理性思考，并不是为
了获得佛的那种不可企及的神通和功德，这也许
是自古以来文人学佛与佛徒参佛的不同吧。

令人遗憾的是，金庸毕竟生活在现代香港这
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工业化因子极浓的地
方，现代、后现代的物质至上主义和商业文化不可
能不对他形成冲击，于是，在经历了一番诗意生存
理想的追寻之后，他抛出了封笔之作《鹿鼎记》，正
象评论界所说的那样，“从梦幻回到了现实”。在
这篇小说中，金庸描绘了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
传统文化在韦小宝心中的全面崩溃，描绘了由“侠
士”、“英雄”堕落为玩主无赖的变通过程，从而也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传统文化的衰落，侠
士英雄尽成前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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