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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金庸的出现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文坛的 一大奇迹 ,他的作 品在海 峡两岸 产生广 泛影响 ,为读 者

建构了一个侠骨柔情的“世俗乌托邦”,满足了人们心中对生 命与爱的浪漫渴求 ,文章主要从生命 与爱的现代 性

角度入手 ,探讨金庸小说中的理想人性和 哲学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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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金庸作品之所以能广泛流传 ,引起轰动效 应 ,其原 因 ,

一方面是由 于它作为通 俗文学能 够满足 一般读 者的 浅层

阅读快感 ,让读者在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江湖世界 中暂时

得到精神缓解和感官享受 ,用一种虚拟的想像迎合 世俗欲

望的渲泄 ;另一方面金 庸的作 品在超 历史 的叙述 背景 中 ,

注入现代哲学意识和理 性思索 ,用一 个神 秘瑰丽 、豪 气冲

天的武侠世界来构成与现实世界的象征隐喻关系 ,借以抒

发对现实人生 、理想人性 、生命本质等的反思和慨叹 ,这就

使得金庸小 说具有浓厚 的历史文 化意蕴 和强烈 的现 代意

识 ,而这一切无疑又契 合着现 代的价 值观 念和审 美要 求 ,

因此 ,金庸作品的流行便带有一定必然性 。

　　一 、自由生命的追寻

在金庸 15 部小说中 ,对 自由生 命的 追寻是 贯穿 其创

作的一个母题 ,小说中 流露出 的生命 意识 、生存 感悟 具有

浓烈的现代人性色彩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取材于 社会动

荡不安 、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的乱世王朝背景下 ,如《神雕侠

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选择在宋末元初 ,《倚天屠

龙记》选择在元末明初 ,而《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飞狐

外传》选择在明末清初 ⋯⋯,在这种改朝易代 、家国 危亡的

多难之秋 ,小说所虚拟 的武侠 世界更 具有 浪漫传 奇色 彩 ,

侠客们的生存环境是一 个自 由洒脱 、充 满爱 、恨 、情 、仇的

诗意世界 。在这里 ,实行的是一套迥异于世俗礼法 的人生

规范和价值标准 ,也就是易成全凡人的自由生命意识和 精

神独立梦想 。而对自由 生命的 渴望是 每个 性情中 人的 天

性 。在这种人类天性的驱使下 ,武侠世界中的“自 由精神”

几乎上升为一种神秘的人格力量 ,吸引着世俗生活中的 芸

芸众生 ,特别是在工业化 、商业化不断侵蚀 ,人的生存空 间

与精神空间日渐狭小的当下社会 ,在侠客们充满热血豪 情

和敢作敢为精神的人生态度的烛照下 ,世俗生活的勾心 斗

角 、精明 设计 、怯懦委 顿显得 毫无 价值可 言 。从这 个意 义

上说 ,武侠小说无疑是一 种精神 重铸 ,亦或 是一种 对自 由

生命人格的永恒呼吸 。

金庸武侠小说通过一系列人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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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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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金庸笔下的江湖 人物不信天道 ,

不信鬼神 ,也不相信人间 虚伪的 道德说 教 ,他们以 一种 戏

谑嘲讽的态度笑骂 世间的 宗法伦理 、礼 教准 则 ,揭 穿世 俗

规范的欺骗性 。如《笑傲江湖》的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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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为人所杀 ,从而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所谓善恶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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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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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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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家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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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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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笔下的众多侠客 们行为

方式的价值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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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拓不羁 、放 浪形 骸 、超 乎正 邪之

上 、以自己的本性行事的民间自由生命意志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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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对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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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无束 。所谓“宁为真小人 ,不为伪 君子”,便

是这种生命色彩的闪耀 。

顽强地守候着他们自己所认同的一份生命自尊 ,为之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 金庸笔下 人物 生命价 值哲 学的

第二层内涵 。父母双亡自 幼孤苦无 依的 杨过被 收留 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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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可以 获得

一个别人梦寐以求的学武环境 。以他的聪明机变 ,这原不

是一件困难的事 ,可是 ,性格决定命运 ,天生的 孤真 、高 洁 、

不愿委曲求全的心性 ,使他的人生变得坎坷多 艰 。郭靖把

他送到终南山全真教拜师学武 ,同样他不愿曲迎奉 承赵志

敬而备受虐待 ,最终不得不反出全真教 。杨过异常 曲折多

舛的生命之旅程 ,在很 大程度 上皆归 因于 他强烈 的反 叛 、

傲世的个性心理 。

突出生命本身具有的比 任何打 击受 伤都强 大得 多的

本能力量是这种生命价 值哲学 的第三 层内 涵 。在金 庸虚

幻世界里的众多武侠主人公身上 ,最令我们为之感 动的就

是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 那种坚 韧不拔 的生 命强力 。武侠

人物的武功和内力修炼 ,其实就是一种民间假象性 延伸生

命力量的方式 。此外 ,金庸的许多武侠主人公在成 长过程

中通常要经历种种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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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传 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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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斗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 地体现

出这种生命本身的英雄气质 ,因而他笔下主人公一 点儿也

不显得矫揉造作 。最具代 表性 的例子 依然 是杨过 。杨过

身上迸发出来的这种强烈生命力好比是一条湍急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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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悲凉 ,战胜了横亘在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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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生命哲学最高层次 的内涵 是突 破个性 的樊 篱而

完成向悯世救人济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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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被安排了一条个性升华的道路 ,最终通向了悯世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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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和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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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抗元 大业 。

犹为注意的是 ,这些人物 朝着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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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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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所拥抱 这

种生命大境界的时候 ,同样也是在拥抱一种非理性规范 的

生命本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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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现代都市文明秩序下人 们

对自由生命意志的 本能呼 唤与渴 求 。生命 本身是 一种 脱

离任何外在束缚和理性规范的本真存在状 态 ,尽管我们 可

以给它作出种种诠 释 ,然 而一个 不可否 认的 事实是 :一 切

所谓的深邃的探索与理性的赋值 ,只不过是罩在生命本 体

之上的光圈 ,它或许会使 生命显 得更为 美丽 ,但这 光圈 却

不等同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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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图它苛刻的 一

面 ,我们会发现 ,那些最 先纷纷 褪色的 往往 是罩在 生命 外

缘的浮华的东西 ,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是生命自身的坚韧 与

顽强 。

　　二 、爱的困惑

金庸小说作为一种新派武侠传奇 ,在刀光剑影的江 湖

恩怨中 ,当然少不了一“情”字 ,中国自古就有“十部传奇 九

相思”的说法 ,爱情作为人类永恒的话题 ,自古至今被无 数

文人墨客娓娓 而 谈 ,传达 出对 正常 人性 欲 望的 渴求 与 呼

唤 。对爱情意境的精妙 设置是 金庸武 侠小 说中现 代人 对

爱的困惑 、爱的坚贞等种 情感力 量的曲 折映 射 ,带 有强 烈

的现代意识 。人们在英雄侠客的白日梦里 过足了“抱打 不

平 ,拔刀相助”的侠义之举的瘾后 ,对男女主人公缠绵爱 情

的渴求也就愈加迫 切 ,侠 骨柔情 、生死 之恋 才是现 代人 所

关注的焦点 。在金庸的小说里 ,爱情的主题也和生命的 主

题类似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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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上 , 红尘 男女 , 哪个 不为 爱 所动?

哪个不为情所困? 爱恨情仇 ,恩怨交加共同织就了一幅 幻

彩迷离的“爱之图”。在金庸小说里 ,爱情具有非同一般 情

感的特殊意义 ,它可以使 人生 ,也 可以使 人死 。金 庸小 说

中的女主人公大多为痴情女子 ,她们来到人世间的惟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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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就是为了追寻纯洁忠贞 、刻骨铭心的爱情 ,她们 已幻化

为小说中“至情”的代言人 ,用自身的情感经历演绎 着一场

场令人柔肠寸断的爱情悲剧 。这些女子或“正”或“邪”,然

而总有一点是相通的 ,即对“情”的痴迷与执着 。

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的师徒之恋 ,这段恋

情本是有碍于礼教之大防的 ,它违背人伦 ,不为世人所 容 ,

但他们孤傲与倔强 、超 脱与执 着的天 性却 不为世 俗所 困 ,

勇敢地冲破重重宗法伦 理的束 缚 ,为 之受 尽磨难 ,甚 至付

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 ,也是 一个痴

心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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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梅朝凤 、李莫

愁等等 ,更是不计其 数 。在这过 于苍 茫而凄 凉 ,令人 孤独

无所归依的世界上 ,金庸用一种夸张了的情的价值 在召唤

着现代社会中每一个疲惫的旅人 :过来吧 。这儿有 你所需

要的慰藉 ⋯⋯江晓原先生 在《性张力 下的中 国人》一 书中

提出了“奔女情结”这一 概念 ,即古代 文学 作品中 ,多 有美

丽而神秘的女子因为爱慕男子而主动求爱的情节 ,这一原

则最早出自牛郎织女 、董永和 七仙女 、白 娘子和 许仙 等神

话传说 ,又在唐传奇 、明清话本 、《聊斋志异》、《阅微 草堂笔

记》等古代小 说中 反复 出现 ,女 性 或为 仙 女 ,或为 花精 狐

魅 ;男性则多为书生和忠厚老实的普通人 。这一原 则反映

了汉族男性的集体无意识 ,善良软弱的男性期望法 力无边

女子的垂青 。金庸的小说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 的 ,

沿用了这一原型 ,但金庸也通过对这一原型的改造 和升华

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 。

在金庸的笔下 ,男女 性心理 差异 很大 ,男性 主人 公一

般都较为迟顿 ,过于被动 ,罕见他们自己内心冲动 ,这些英

雄侠客大多具有闯荡江 湖的男 儿本色 ,铮 铮铁骨 ,豪 情冲

天 ,但在情感表现上 ,却失 去了其 应有 的勇 敢 、执 着 ,反而

变得萎缩 、羞怯 。与之相反 ,女性则成了情感世界的勇 士 。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是专为爱情而降生于人世的 ,她 们把爱

情当成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途径 ,主动 、热烈地追求爱 情 ,

勇于承担因为爱情所带来的一切痛苦与不幸 。正如《天龙

八部》中阿朱向乔峰 表白的 那样 ,“便 是跟 着你杀 人放 火 ,

打家劫舍 ,也永不后 悔 ,跟 着你吃 尽千 般苦 楚 ,万 种熬 煎 ,

也是欢欢喜 喜”。其实 女性具 有同样 的性的 需求 ,但 不可

否认女性性欲在许多特定历史阶段确实“由于社会 与文化

原因的影响受到了抑制 ,”[ 1] 走向“无性的爱”的误区 ,导致

男女爱情心理的差异 。“在我 们的文化 词典 中 ,在` 男人'

这一条目下 ,所选用的 常常只 是一些 社会 性的诠 释 ,它包

含事业 、名誉 、经济 、道德 、地位等各种因素 ,一个标 准的好

男人应该是这些因 素的增 加”;“而在这 种文 化熏陶 下 ,男

人便逐渐形成了一种` 功名心理' 或叫做事 业心 ,或者叫 做

责任感 ,或者叫做道德感 ,于是 他们同 社会 不可分 割地 胶

合在一起 ,渐渐异化成为` 社 会的人' ,渐渐 地他们 淡忘 了

那本该是男人的真 正含义 的含义 。”[ 2] 这种 男权主 义价 值

尺度下的爱情悲剧 不可避 免地发生 :陈 家洛为 了“反清 复

明”的大 业而断送了喀 丽丝的性 命 ;昔日蒙 古金刀 驸马 郭

靖“为国为民”痛舍 华筝 ;乔峰为 复仇“失手 打死 阿朱”;胡

斐的两情相悦 ,依然赶赴与苗人凤的生死大战 ⋯⋯而韦 小

宝则属另一类型 。他 的女子 通通走进 一个“无 爱的 性”的

误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阿珂 、苏荃的关系 。由于 在

丽春中韦小宝的“胡天胡帝”使她们有了孩 子 ,极不情愿 地

又不自觉地 认可 这种 关系 ,“孩 子”无疑 是 延续 父权 的 象

征 ,或者说 ,阿珂 、苏荃们在 父权 的荫庇 下 ,确立了 她们 在

家庭中作为母亲的权力地位 。在金庸的笔 下 ,美满的爱 情

是非常罕 见 的 ,恋 爱 中 的男 女 都 饱 尝爱 的 苦 涩 与辛 酸 。

“情为何物”困扰着大千世界中的食色男女 ,每个人都不 能

逃离爱情 ,却又无法避免 爱所带 来的痛 苦 ,只能忍 受这 种

爱的煎熬去苦苦追 寻 ,纵 然是“终成 眷属”的 有情人 ,也 许

赢得的这种爱已不 是原来 意义上的 爱了 ,它 虽然平 静 ,却

疲惫不堪 ,软弱的不堪一击 ,像袁承志与夏 青青 ,张无忌 与

赵敏皆是如此 ,可见 ,金 庸小说 中的爱 情悲 剧意识 是独 特

的 ,是发人沉思 ,令人寻味的 。

　　结语

纵现金庸光怪陆离的武侠世界 ,我们不禁为作者丰 富

而奇特的想象力所 征服 ,那些侠 肝义胆 、情 深义重 的英 雄

豪杰们在生命与爱 的现代 追寻中 ,总会 感到 焦虑与 悲哀 ,

人生的虚幻与短暂使他们在存留与抛弃 、有限与无限中 走

向灵魂无处停泊的孤独与流浪状 态 。在这 些作品中 ,金 庸

让他们直面现实江湖的残酷与无情 ,在孤立无援中不断 抗

争命运的桎梏 ,从个体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源于生存意 识

的根本孤独感 。让我们 在一种 畅通自 如的 审美享 受中 去

思索生命与爱的本 真意义 ,探寻 人生与 自我 的价值 ,这 在

更深层次面上显示了金庸武侠小 说的现代精神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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