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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金庸
我與金庸」
」
說不完的故事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誰沒有癡迷過金

庸筆下的江湖奇景？剛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中，公佈了「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
徵文獎」得獎名單。在頒獎典禮和隨後舉辦的交流會上，得獎者與各位評委、文化
人紛紛化身金庸的小粉絲，說起一個個「我與金庸」的故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實習記者洪嘉禧
9 月，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藝術發展
事緣去年
局、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主辦，《明報月

刊》、《明報》、香港作家聯會、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攜
手合作的「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開始徵
集文章，反響熱烈。在去年12月31日前，上萬份稿件來
到了評委手中，經過評選，共選出公開組及學生組各獎
項共39份得獎作品。

每個人的金庸夢
學生組一等獎獲獎者孔雪珩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在
獲獎作品《我與金庸》中細說自己閱讀金庸的故事，文
章最後更「腦洞大開」，以《天龍八部》中蕭峰的角
度，寫了一封信給屈原，讓兩位心繫國民、鬱鬱而終的
人物神交。孔雪珩笑說，自己是在媽媽連哄帶騙下參加
了比賽，一直以為得獎就可以見到偶像金庸。她從小二
開始看《神鵰俠侶》，由此進入武俠世界，「可以說我
的人生觀，乃至愛情觀都受到金庸影響。」她說，雖然
未能見到金庸，但因為比賽，現在 Google 自己的名字可
以與金庸的名字連在一起出現，對作為金庸「腦殘粉」
的自己已經是「很棒的事情」！
以一篇《撼動心靈的完美藝術——金庸筆下的生離死
別》奪取公開組一等獎的李堯是視障人士，靠聽有聲書
錄音帶讀完金庸的作品。金庸筆下無數生離死別，感人
至深，李堯印象最深刻的，卻始終是《倚天屠龍記》，
那是當年在醫院等待治療眼疾時，父親為他讀的故事。
李堯的父親是知名登山攝影家，曾背着媽祖像成功攀登
聖母峰。最後不幸在攀登洛子峰時力竭困於山中，兩天
後逝世。李堯說，父親的離世是催生這篇文章的重要原
因，而他登山的壯舉對他影響至深。「父親是為了故
鄉，希望令更多的人獲得幸福，金庸的小說中也有這樣
的追求，這也是我們立志終身追求的目標。」

俠之大者也！
比賽的終審評委之一，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黃子平用「屍橫遍野」來形容比賽的激烈程度，他笑着
說，最後從一萬多份作品中突圍而出的獲獎者，每個都

金庸小說
不止好看這麼簡單！

在之後的交流會上，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社長及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也分享了他兒
時有趣的閱讀經驗。他最早在 1963 年接觸到金庸的武俠
小說，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原本沒有可能看得到武俠小
說，因為當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但班上有一個富有
的同學託人買到了一套《射鵰英雄傳》，是一本本的小
冊子，每一回是一本，不斷向其他同學炫耀。當時同學
們都對它充滿了好奇，紛紛向他借來看。「因為書只有
一套，每個同學都想借，你根本不知道他今天會賞賜給
你哪一回，總是顛來倒去的看，可是最奇怪的是每一回
即使不按順序，都看得津津有味、興致盎然。金庸說故
事的本領絕對是首屈一指的。」鄭培凱更認為金庸的武
俠小說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很大的幫助 :「它以深厚的
中國文化為背景，引起讀者對文化和人物的追求和嚮
往。我有一個外國朋友的兒子，因為看了金庸的武俠小
說而想學中文。而且當中有豐富的歷史典故和知識，幫
助一些不愛讀歷史的青少年建立模糊的歷史觀。」
著名專欄作家陶傑又娓娓道來武俠小說早年被禁的緣
故，因為當時的家長認為武俠小說都是精神鴉片，甚至
有小孩看完之後吵着上山找仙人和劍客，民國時更有新

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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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是「武林高手」。
黃子平說，上世紀 50 年代，金庸在殖民地香港所經營
出來的新派武俠小說，其中武俠的行蹤遍佈江南、塞
北、帝都，但其實折射出香港文學的文學想像和歷史記
憶中的身份焦慮及身份認同。「金庸的武俠小說有非常
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歷史底蘊，但最吸引讀者的，還是人
物性格的栩栩如生、人物關係的複雜多變、恩怨情仇的
緊湊，以及比武過招場景的逼真如畫。」
於是大概每個人都有過讀金庸讀得廢寢忘食而被家長
或老師勒令禁止的經歷，但更大範圍的禁令，曾把這種
閱讀帶到非常沉重的歷史語境中。「比如兩岸意識形態
冷戰所帶來的附帶傷害。在很長的時間裡，台灣和內地
是讀不到金庸的。我記得也是在 70 年代的後期，才在海
南島的農場讀到廣州好友從香港帶進來的《射鵰英雄
傳》。而在東南亞也有對華文閱讀和寫作的種種限制。
所以，這一種更大範圍的禁止閱讀，使得我們意識到閱
讀的自由和寫作的自由一樣是需要爭取的、重要的價
值。」
有被禁止的閱讀，也有代代相傳的閱讀。對金庸的閱
讀使得華文閱讀形成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這種閱讀超越
了階級和性別，也跨越了語言。金庸迷們也自成一國，
「如果說金庸與他的讀者們所忠誠的文學真理是什
麼？——俠之大者也！」

聞報道小孩竟然因為看了武俠小說而失蹤了。「當時的
家長被一些偏見誤導，當金庸出來的時候以為他和較早
的一些內容比較差的武俠小說一樣，不讓小孩看，但其
實是他們先入為主，自己沒有看清楚內容，這樣是不好
的。」陶傑更指出文學之間沒有輕佻和嚴肅之分 :「小
說只有好看和不好看之分，好看的小說就是好的文學。
雖然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前半段的發展不太好，但今天終
於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
台灣《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則以金庸的角色比喻
男女朋友的形象。有一次她和幾個女作家一起聊戀愛
史，驚訝地發現當她們交了男朋友後都會問他們一條問
題，就是金庸小說裡的女角色最喜歡那一個。宇文正笑
言這正是判斷男生適不適合她的好依據，她說：「如果
對方的回答是小龍女的話，那這個男生是喜歡那種不食
人間煙火的女生，這種男生我會退避三舍，因為一切的
幻想在交往之後都會破滅。如果他的回答是黃蓉那一類
的我會大大加分。」宇文正認為，由此可見，金庸所建
構的武俠世界已經成為了華人的共同語言，他所建構的
人物已經成為我們能溝通、能相互理解的人物典型。
金庸與讀者的故事，說也說不完。

為何而寫？
英國作家妙語答讀者

■《射鵰英雄傳》電視劇主題曲唱片
（上）與《書劍恩仇錄》的演員扮相。
尉瑋 攝

■書展中關於金庸的展覽，勾起大家多少
集體回憶！
尉瑋 攝

■在「電視撈飯」的年代，金庸作品陪伴
我們成長。
尉瑋 攝

圖文：草草

Before the Fall
作者：Noah Hawley
出版：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冰血暴》(Fargo)
編劇最新作品，披着
驚悚故事的外衣探問
命 運 與 人 性 。 Scott
Burroughs 是 個 剛 戒
了酒的落魄畫家，因
緣際會與一群富人搭
上了從瑪莎葡萄園島
（位於麻薩諸塞州外
海，是個富豪群聚的
小島）返回紐約市的噴射機，起飛後 16 分
鐘，飛機墜毀了。Burroughs靠着泳技，帶着
四歲大的小男孩JJ，奮力對抗兇猛的洋流，游
了 15 英里，從飛機墜毀處回到岸上。小說在
飛機墜毀前機上乘客的背後故事，與墜機後
一連串的後續反應，相互交織地進行着。這
個墜機事件，到底是預謀還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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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與心的追尋

蔬果歲時記

作者：海倫．麥克唐納
譯者：陳佳琳
出版：新經典圖文

作者： 焦桐
繪者：李蕭錕
出版：二魚文化

海 倫·麥 克 唐 納
（Helen Macdonald）
是一名歷史學者，同時
也是一名作家、詩人、
插畫家。當她失去摯愛
的父親後，她選擇重拾
年少的嚮往，用七年的
時間遠走野地，訓練世上最難馴服的禽鳥：蒼
鷹。海倫日日活在鷹的世界裡，離開人群投入
荒野、天際，最後卻反而意識到：自己需要
人。她踏入人類視野視而未見之處，飛越熟悉
的地景，也遠離了人世的哀傷。最終，傷口得
以痊癒。海倫·麥克唐納將這段過程寫成書，這
部跨越自然書寫、文學傳記與療癒文字三種類
型的獨特作品《鷹與心的追尋》，不但首周便
攻下《紐約時報》排行榜，成功擄獲美國讀者
的心，更被超過30家媒體推舉為年度之書。

自古以來，農民跟隨節氣，春耕夏耘，栽種不同的
作物，依循風土，創造各種美食，所謂「歲時」，便
是人們如何配合四季運行而行事，是人與自然和諧互
動的體現。焦桐從年輕時一餐可暴食數十隻螃蟹，到
中年後「漸漸愛上蔬果之美」。除了味道描寫與文化
考察，這本書更滿是焦桐對食材的情感，每樣蔬果皆
飽含記憶與愛，歷歷在目。跟隨着這本書，再一次認
識台灣的蔬菜水果，嚐遍季節的美味。最特別的是，
書備有四種書封供讀者選擇，關鍵是，每種看着都很
美味！

今年，香港書展再次籌辦 Open Public Forum (公
開論壇）。論壇主持鄧永鏘爵士此次邀請到三位類別
不同的作家來港交流心得，包括作家、慈善家兼紀錄
片導演 Hannah Rothschild、著名新聞工作者兼作家
Simon Winchester， 以 及 暢 銷 小 說 作 家 Wilbur
Smith。論壇以問答形式與觀眾交流，來自各國的書
迷積極發問並與嘉賓充分互動。本期論壇以「How
and Why do Writers Write?」為主題，嘉賓妙語連
珠，引發現場陣陣掌聲和笑聲。
論壇唯一女作家 Hannah Rothschild 來自金融世家
羅富齊家族，因出身名門望族，她的創作經歷和初衷
引起了書迷們的好奇。和其他兩位資深作家相比，她
承認才剛剛開始把自己視為一個真正的作家。Hannah Rothschild 在寫第一本書 The Baroness 時受到
了家族的阻撓，因為書中不乏有對於家族遺傳精神疾
病的描寫，幸而得到父親的支持以及筆下主角——親
人 Nica 給予她的靈感和創作動力，讓讀者能更加全面
地了解這個著名家族背後的故事。Rothschild 被問及
為何從電影和紀錄片轉向寫作，她深有感觸地說：
「影片的表達總是會受到光線和聲音等條件限制，而
寫作的表達是無限的。」
暢銷小說作家 Wilbur Smith 的處子作《When the
Lion Feeds》推出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從而開啟了
他的寫作生涯。他的作品大多為歷史題材的小說，圍
繞着非洲種族和政治的主題，讓廣大讀者了解非洲歷
史和文化。他一直遵從着出版商 Charles Pick 給他的
建 議 —— 「write about what you know
about」， 並且堅持將自己的創作靈感以文字表達出
來，他認為一定要用作品來說服出版商而僅僅有想法
是不夠的。對於 Wilbur Smith 來說，83 歲的他似乎
沒有尋找靈感的困難，他與觀眾分享了如何成為一個
多產作家的秘密——「寫虛構的小說，學會借鑒別人
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他自己也表示對於寫作的熱愛
讓他無法放下手中的筆，在不久還會有新的作品與讀
者見面。
另 一 位 出 席 論 壇 的 還 有 資 深 新 聞 工 作 者 Simon
Winchester，受到英國歷史與旅行作家 James Morris《Coronation Everest》的啟發成為記者。他的作
品充滿探索和奇聞軼事，並與讀者分享了他與恩師
James Morris 在 1972 年第一次會面，並驚奇地發現
他已經變性成為了現在著名的女作家 Jan Morris。有
在場觀眾提出疑問，是否作者和編輯總是存在對立關
係，總是要遷就編輯的意見？Simon Winchester 表
示他並不完全贊同，反而他在編輯的建議下不斷地改
進使得新書的觀點和脈絡越來越清晰； 「我的編輯往
往會要求敘事性更強的書來提升商業價值，這讓我更
加有動力，因為他們的認可讓我對這本書的成功更有
信心。」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雨馨

■Simon Winchester（
Winchester（中） 香港貿發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