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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山山远远

10 月 30日，金庸先生病逝，享年 94 岁。不由
想起《鹿鼎记》第四十四回的回目：“事到伤心每怕
真”，在这一回，韦小宝听闻陈近南遇袭身亡。金庸
此前已“被去世”了多次，但这次，是真的。

一时间，怀旧潮涌动不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金庸记忆”。可以说，金庸达到了一个文人的
极致：用自己的文字，构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但
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重要的是，他告诉了自
己的读者：

这世间，情义为何物。

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个突出特点：背景设定为
“乱世”。

如果按时间顺序来排列：《越女剑》的故事，发
生在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时期。《天龙八部》是辽国、
西夏与北宋三国交战的历史背景，北宋南边还有
一个大理国。《射雕英雄传》的背景是“靖康之耻”
后，宋金对峙的动荡岁月，小说结尾，更大的浩劫
来临：蒙古崛起，开始灭金侵宋。《神雕侠侣》，讲的
则是蒙元与南宋的交战，聚焦点放在襄阳，襄阳之
战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
南宋守军苦苦撑了六年。《倚天屠龙记》的故事放
在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时间段，明教和白莲教
相联结，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碧
血剑》则是明朝末年内忧外患的时代了，大明王朝
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后金铁骑内外夹
击下，摇摇欲坠。《鹿鼎记》说的则是清朝初年乱世
如麻的情形：文字狱、“三藩之乱”、天地会反清复
明。

《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并不明晰，但乱世的
感觉同样扑面而来：名门正派与魔教残酷对决，江
湖腥风血雨。除了与名门正派对抗外，魔教中人也
争权夺利，东方不败与任我行火并；而披着“名门
正派”外衣的伪君子如岳不群、野心家如左冷禅、
真小人如余沧海，为争夺武林霸权又自相残
杀……怎一个“乱”字了得！

《连城诀》亦是如此，虽然没有交代故事发生
的明确的历史时代，但江湖中人围绕着《连城剑
谱》及惊人宝藏，展开连环恶斗，毒招使尽，人性沉
沦，是一个阴森可怖的故事；《侠客行》《白马啸西
风》，说的也是武林人士为了武林秘笈或武林“神
器”，大打出手，把江湖搅得混乱不堪。

《书剑恩仇录》与《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则
发生在后人称之为“盛世”的乾隆时期，相对于《射
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宏大的战争背景，这三本
书所述故事之时代，无疑要平和得多，但也脱不开
一个“乱”字。《飞狐外传》《雪山飞狐》，都有一条主
线，是朝廷对江湖的围剿，以名利诱骗江湖人士自
相残杀，其中还隐藏一条暗线：明末李自成麾下
胡、苗、范、田四人侍卫后人的恩怨情仇。《书剑恩
仇录》是金庸的处女作，基于“乾隆是海宁陈家之
子”的传闻，紧紧围绕乾隆身世这条线索展开，而
男主人公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姐妹俩的感
情故事，背景则是历史上新疆回部的“大小和卓之
乱”。

武林与江湖，从来就不是岁月静好之地。金庸
武侠小说选择以乱世为背景来切入，无疑极大增
强了小说的戏剧张力。乱世，意味着悬念、冲突、转
折、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的未来，无法把握的命运，
时时匮乏的安全感，以及严酷考验下暴露的真实
人性，譬如《连城诀》中那个著名的坏人花铁干，刚
亮相时，是一个有良好声誉与口碑的大侠，自诩
“一生行侠仗义，并没有做过什么奸恶之事”。然
而，这么一个高大上的人物，却在雪谷之战中，露
出了大奸大恶的另一面：在三位兄弟惨死之后，他

的精神崩溃了，受制于已是不堪一击的血刀老祖
的心理战术，本来可以轻松杀死敌人，但他却再无
斗志，跪地求饶，大献谄媚，甚至为求苟生啃食兄
弟遗体，为掩盖丑行，在灭口不成之后，肆意污辱
侄女水笙清名……通过此人，金庸把在正常秩序
下被压抑和窝藏着的卑劣人性置于特殊情况下的
骤然爆发，写得入木三分。

“乱世”二字，与“悲剧”二字，是紧密相连的。
金庸小说中两位著名的主人公，郭靖与萧峰，其命
运都被设定为在异族中长大的少年：郭靖是一个
汉人，却在蒙古草原长大，回到中原，若干年后，蒙
古铁骑大举南下，他不得不与少年时代的故旧对
决；萧峰是契丹人，他的命运更是诡异，一群汉人
武林高手，在伏击了萧峰的父母后，将这个契丹
“孤儿”委托少林寺畔一对汉人夫妻养大，却又做
好了萧峰长大后万一明白真相的杀着。萧峰果然
找到了真相，他背负深仇大恨，但面对自己熟悉且
热爱的汉人社会和朋友时，又是何等悲凉……

二

因为“乱世”，“情义”才更浓烈与真实。
金庸的主业是办报，一个优秀的新闻人，自然

是社会的深刻洞察者，金庸武侠小说中，写尽了人
性的复杂与幽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对于人
性的深刻揭示与剖析，其实也是在写一个真实的
人类社会。在他笔下，有贪婪、阴谋、背叛、嫉妒、傲
慢、偏见，对权力和金钱疯狂的追逐……这些置于
乱世的背景下，更显得世事常常无常，比如结拜兄
弟的背叛(杨康)，比如青梅竹马的恋人的变心(岳
灵珊)，比如多年师徒的反目(谢逊与成昆)，还有
一直浑然不知地生活在假象中，被处心积虑当成
一颗棋子，犹如中国古代版《楚门的世界》(狄云)。

他写了那么多顶天立地、“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英雄，却最终以一个贪财好色、嬉皮笑脸的小流
氓韦小宝来封笔，真是耐人寻味。结合金庸武侠小
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可见他彼时的苍凉与悲观。后
来在修改《鹿鼎记》时，金庸曾透露要给韦小宝安
排一个较“悲惨”的收场：一是赌钱输光了家财；二
是七个老婆一个接一个跟其他男人跑掉。原因是：
“韦小宝坏事做尽，没理由有个好结局。”但他终究
没有修改，也许，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韦小宝们，
远远多于郭靖杨过令狐冲。

但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是在苍凉中有侠义
有温暖有悲悯，因此，也有希望。

虽是武侠小说，但金庸同样是写情与义的顶
尖高手。他的小说中，有那么多处大悲大恸，让人
痛到极致：萧峰失手打死阿朱，陈家洛站在香香公
主的坟前，郭靖在桃花岛上看到江南五怪的遗体，
殷素素自尽前告诫儿子：“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
人”，还有一直在江湖寻找杨过希望再见他一面的
郭襄，漫漫长路，时光飞逝，这期间宋亡元兴，花落
花开，不知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她已不再年轻，
却一直未能找到他，过了四十岁，她突然大彻大
悟，在峨眉山绝顶剃度出家……

读金庸，有诸多让人读完久久不能忘怀的情
节：

少林寺里，曾经的天下第一大帮帮主萧峰，已
成中原武林公敌，就在“群雄”仗着人多势众准备
置萧峰于死地的关键时刻，段誉上来，认了他为兄
弟，并肩作战，人群中的虚竹见状，亦排众而出，尊
萧峰为兄长。小说中写道：“萧峰微微一笑，心想：
‘兄弟做事有点呆气，他和人结拜，竟将我也结拜
在内。我死在顷刻，情势凶险无比，但这人不怕艰
难，挺身而出，足见是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
子。萧峰和这种人相结为兄弟，却也不枉了。’”无
论《天龙八部》的小说还是电视剧，此刻萧峰、段
誉、虚竹兄弟三人共饮烈酒，力战群雄，怎不令人
热血沸腾、悠然神往？

这是面对死亡时，男人间的情义。
光明顶上，六大门派围剿明教，后者遭受重

创，杨逍受了重伤。当武当派殷六侠殷梨亭剑指
杨逍时，一个女孩子忽然挡在了他面前，喊道：
“不要杀我爹爹！”殷梨亭得知她是纪晓芙和杨
逍的孩子后，问她的名字，她大声回答：“我叫杨
不悔，我娘说她永远不后悔！”纪晓芙宁肯死在
灭绝师太掌下，也不愿出卖情郎。但在她香消玉
殒十几年后，杨逍才知道这份以生命为代价的
爱情。无论是《倚天屠龙记》的小说还是电视剧，
这个挺身站在父亲前面的杨不悔，说出自己姓
名的一刻，又怎不令人心醉神迷、热泪盈眶？

这是在时间的磨砺后，男女间的情义。
程灵素是金庸小说中最温暖的一个人物，

书上写她身段瘦小如幼女，面有菜色，只有一双
眼睛又大又亮，是个相貌稀松平常的女子，却是
金庸所有作品中真正担得起“冰雪聪明”四个字
的人。她暗恋胡斐，而胡斐无疑更钟情于美艳的
袁紫衣，提议与她结为兄妹，这是一个女子最心
碎的时刻，书上写她应允了，然而“言语行动之
中，突然间微带狂态”。这个把爱深深藏在心里
的女子，日渐憔悴，却始终不悔，最后为救胡斐，
牺牲自己替他啜毒而死。

人性一极，是何等丑恶，另一极，又是何等
伟大！乱世侠义，是乱世的温暖与希望。

三

复仇，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常见母题。
有为父亲复仇的，比如郭靖；有为师父复仇

的，比如韦小宝；有为丈夫复仇的，比如商夫人；
有为家族复仇的，比如夏雪宜；也有路见不平，
为一个素昧平生之人复仇的，比如胡斐。他在广
东佛山镇撞见恶霸凤天南杀死无辜农民钟阿四
全家，怒不可遏，立誓要杀凤天南，为这句承诺，
一路千里追踪北上，死磕到底。胡斐是金庸笔下
颇为成功的一个“侠”，他在《飞狐外传》后记中
如此写道：

“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
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孟
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
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
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之中，我想给胡斐增加
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
不为面子所动’。”

古今中外，人们都爱看复仇题材的文学作
品，在西方，《哈姆雷特》《呼啸山庄》《基度山伯
爵》等，都是复仇主题的经典。“君子报仇，十年
不晚”，中国古代复仇题材更是繁多，从《史记》
到唐代传奇，从血亲复仇、君国复仇到侠义复
仇、荣誉复仇，林林总总，后人看得血脉贲张。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复仇往往是一个人的
宿命，郭靖、杨过、萧峰、张无忌、袁承志……一
众男主角，基本是按复仇模式成长的，比如杨
过，从小认为父亲死于郭靖黄蓉之手，一心想取
郭黄二人性命，为此苦练武功。复仇是他的执
念，他胡闹、癫狂、叛逆、特立独行，都是被这个
执念绑架。但他最终放弃复仇的执念。在襄阳城
外飞石击毙蒙哥后，他与郭靖执手进城，接受欢
呼。在杨过心里，这是回归正道：

“二十余年之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
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
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
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
路，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

这就是金庸超越寻常复仇，想写的“侠”：侠
之大者，为国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私欲和
私念，哪怕刻骨铭心的私念。

在古代，侠被正统定义为“以武犯禁”，不受
统治者的欢迎。但对老百姓而言，侠是正义代
表，是对现实不满和抵抗的想象，当遇到不公平
不正义之事，却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渴望侠的出
现，让不公不义可以得到“诗的正义”的想象解
决。武侠题材作品，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成
人的童话”，比如西方有古代的罗宾汉、佐罗，有
未来的钢铁侠、蜘蛛侠。

但金庸笔下的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
下”“千秋”价值理念，在面临个人利益与民族大
义时，有更高的使命担当，比如郭靖与杨过。有
时，做“大”与“小”、“公”与“私”、“武”与“侠”的选
择，并不容易，甚至充满悲剧色彩，但这就是
“侠”的宿命吧。比如雁门关前的萧峰，胸口的狼
头刺青与自己接受的汉人教育，构成了尖锐的
矛盾，面对自己真正的国家大辽，还有哺育他长
大的大宋，这种身份困惑，让他痛苦不堪。最终，
他毅然放弃对汉人的复仇，选择忠义，折箭自
戕，胁迫耶律洪基退兵，不为功名利禄，只为宋
辽两国之间的和平。

萧峰之死，是金庸小说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也是将“侠”的蕴义，阐释到极致的时刻。

四

金庸之前，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作者都大有
人在，他们为何无法超越金庸？

因为金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出来的大
家，甚至，他可以称为“一代大儒”，他的写作手
法中西结合，博采众长，但作品所蕴含的真意，
却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内核。犹如他笔下的大侠，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能爆发出金刚之怒，却始
终不缺悲天悯地的情怀。漫威系列里的致力于
通过消灭一半人类来获取生态平衡的“灭霸”一
类人物，不可能成为金庸小说中的英雄。他真正
欣赏的，是郭靖这样舍命捍卫民族利益的英雄，
是狄云这样屡屡被羞辱被欺骗却始终保有一颗
赤子之心的英雄，是丘处机这样西行万里劝止
杀戮的英雄。

众所周知，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浙江海宁
名门望族，清朝康熙皇帝曾亲笔为查家御书一
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他在
一个传统的士绅家族中长大，表兄是文人徐志
摩，同宗有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姑父是民国
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姐蒋英是钱学森的夫人，
著名言情作家琼瑶还是他的表外甥女……他从

小接受了严格而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却在青年
求学时代，遭遇了日寇入侵，颠沛流离，去香港
后，此后大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他的
出身，他的根基，他的教育，他的经历，他的视
野……决定了他的武侠小说气质。

他的武侠小说，“太中国”。用金庸好友、香港
作家陶杰的话来说，就是：金庸小说纵横上下千
年历史，穿越江南塞北，奇山秀水，大漠雪原，撷
取中国文化最精华的部分，自成一个宇宙。认真
翻阅，随便一个名字，背后可能就是一部典籍；随
便一个招数，背后可能就是一种学派；随便一个
情节，背后可能就是一段历史。

当年武侠小说三大宗师，梁羽生过于古典，
拖沓佶屈；古龙又过于现代，节奏快，却西化严
重，背景换成别的国家，也不违和，唯独金庸，将
古典与现代进行了完美结合，更重要的不是形
式，而是内容，充满了中国文化正统的浩然正气，
以儒为主，释、道辅之，人们能读到孟子至大至刚
的大丈夫气概，也能读到老庄的“相忘于江湖”之
潇洒自由，还能读到佛家的仁厚宽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禁锢已久的
国门初开时，中国人情感复杂地看到了一个炫目
的世界，在失落与奋进双重情绪夹击下，在西方
文学与内地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纷至沓来
时，国人惊喜地看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呈现方式。那之后的每一
代中国人，都有不同的阅读兴趣，但金庸从未过
时，从小说，到影视剧，到游戏……金庸用他的武
侠小说，为几代中国人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
般的民族想象。

应该说，金庸不仅是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
者，他的武侠小说，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优秀载
体。

金庸生前曾对中华文明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进行过一次演讲，他说，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
续不断，是世界唯一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遇到
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
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
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
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
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
又壮大起来。他还说，今天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
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
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同时
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
国人有自信心，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
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
我们民族不行。

五

金庸已经告别江湖，他会被中国人慢慢遗忘
吗？

不会的，因为他的文字还在，他构筑的中国
人的精气神还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亲切的
不可替代的，就像即使用惯了刀叉，我们的双手
碰到筷子仍然熟稔；就像喝多了咖啡，但我们的
胃，还是习惯茶叶。在中国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中
国人更能理解金庸武侠小说的另一个母题：少年
成长。无论多么艰苦、多大劫难，成长是顽强的无
法阻挡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会以
更大的“代入感”来读金庸。

《倚天屠龙记》中，有一段话，令人难忘：“张三
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
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许多许多年后，还会有读者掩上金庸的小
说，想起这位在 2018 年离开的作家，由衷致敬：
谢谢，金大侠！

“乱世”情义 ，更叫人生死相许

“ 他的文字还在，他构筑
的中国人的精气神还在，对
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亲切的
不可替代的，就像即使用惯
了刀叉，我们的双手碰到筷
子仍然熟稔；就像喝多了咖
啡，但我们的胃，还是习惯
茶叶。在中国不断进步的过
程中，中国人更能理解金庸
武侠小说的另一个母题：少
年成长。无论多么艰苦 、多
大劫难，成长是顽强的无法
阻挡的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
查良镛 30 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 94 岁。四位曾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采访过金庸先生的新华社
记者还原现场，讲述她们眼中的金庸先生。

1996 年 12 月，新华社记者闵捷和郎婧婧在
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金庸先生。据现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
级记者的闵捷回忆，那日金庸衣着随意，神情恬
淡，一条红色围巾为古稀之年的他身上增添了一
抹亮色。

闵捷说，采访中，金庸先生语速舒缓，思绪跳
跃。从创作的方式到涉猎的内容，从生活习俗到做
人的准则，他侃侃而谈，真诚恳切，正应了那句“谦
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赞誉。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
金庸坦言：虽跌宕起伏，但无愧无悔。

金庸曾说：“希望我的小说传达的主旨是：爱
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的国家民族；
和平友好，互相帮助，反对损人利己，要注重信
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
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
行为。”

2000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作家联会
联合主办的“2000 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
闵捷再次见到了金庸先生。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
球 7 个国家、9 个地区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金庸先生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了开幕仪式。

闵捷回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金庸先生，温文
儒雅，谦和有加。他在致辞中表示，很荣幸有机会
到北大来，感谢各位参加研讨会，希望大家“尽量
批评”。闵捷说，那天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出席
了研讨会，她还捕捉到了金庸与季羡林这南北两
位国学大家“同框”的镜头。

新华社记者郎婧婧回忆：“第一次见金庸先生
时，他戴着金丝眼镜，像极了旧日文学作品中的书
生；儒雅淡定的谈吐又似翩翩君子。”她说，约访金
庸是在作协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我弯着腰走到
他身旁，蹲在地上悄悄跟他耳语，他极其配合地俯
下身子屈就于我，非常令人感动。”

2003 年 3 月，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首席记者
王红玉到任后的第一场单独采访活动，就是澳门
“金庸图书馆”揭幕。

“当时我费力挤进记者的包围圈，与‘金大侠’
进行了短暂交谈。”在王红玉眼中，金庸先生不仅
思维敏捷、坦率诚恳，还很风趣。她回忆说，在一场
讲座中，有听众请“金大侠”评论一下“鞠躬文化”，
还对着金庸连鞠几躬。金庸站起身来幽默对答：

“你向我鞠躬我很高兴，我也给你鞠个躬。”然后
向这位很年轻的听众鞠了一躬，引来众人热烈
的掌声。

曾任新华社亚太总分社高级记者的向剑帼
曾两次到访金庸的办公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一面窗朝向维多利亚港湾，其他几面墙边的
落地书架上摆满了书，大部分都是金庸自己的
著作。“一走进去，心旷神怡。”

说起对金庸的印象，向剑帼第一个想到的
词语是“老顽童”。2004 年，她第一次采访金庸，
见面递送名片、寒暄几句过后，金庸就开始介绍
他的书房。记者注意到他的书房门口挂了一个
葫芦，便开玩笑说：“这是洪七公的葫芦吧？”金
庸笑言说：“是的！”

“金庸先生思维敏捷，对任何提问都好像无
须思考，却回答得恰到好处。对晚辈也是关爱有
加，有问必答。”向剑帼说，对记者的采访，他总
是笑眯眯地耐心回答，言辞有礼，态度真诚。金
庸曾赠送过记者《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和《探
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并在扉页上签名。

金庸曾在 80 多岁高龄时远赴剑桥攻读博
士，向剑帼在 2007 年再次采访金庸，问起他的
读书生涯，他会心一笑：“读书多好玩啊！”在他
看来，孜孜不倦追求学问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四位在职业生涯中采访过金庸先生的记
者，有幸目睹金庸先生的音容笑貌。她们眼中的
金庸，既是现实世界中的谦谦君子，又是想象世
界里的“老顽童”。对于他的驾鹤西归，她们难掩
悲伤之情。

“他无数次在想象的世界中驰骋，只是这一
次，他不再归来。”闵捷说。(记者丁梓懿、郜婕)

新华社香港 10 月 31 日电

（上接 9 版）郑临川是闻一多和罗庸(西南联大
校歌的词作者)的学生，生前经常向李润提起西
南联大的往事。“讲他在联大的学习，闻一多跟
他的关系，讲得特别多，岳父很佩服闻一多先
生。”李润告诉记者，“闻一多、罗庸、沈从文等老
先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毫不动摇。他们教学
非常严谨，对学生非常关照，学生也非常刻苦。”
李润介绍，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淘汰率也很高，

甚至一个班只有 8 个人毕业。学生们点菜油灯
学习，以报效国家为自己的使命。

云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永文认为，西南联合
大学在滇 8 年，八千师生以“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的高尚情怀，勠力同心、共济
时艰，结茅立舍、传薪播火，不仅是中国教育史
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历久弥新

时代需要联大精神

在南开大学八里台老校区里，屹立着一座
西南联大纪念碑，每天到此参观、拜谒的人士络
绎不绝。南开大学博士生杨燕说，在南开大学求
学多年，无数次听到西南联大的辉煌故事，每次
来到西南联大纪念碑前，看着上面的碑文和一
个个烈士名字，沧桑历史如在眼前。西南联大具
有光荣奋斗的传统，优良卓越的学风，精深博大
的学术，它那“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早已深深
熔铸到南开大学的校园文化里，并在新的时代
不断发扬光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睿在入
学时就通过校史馆了解了西南联大的历史，这或
许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因为在清华上学，
有时候看到西南联大几个字时她都会多加留意，
想要了解西南联大更多的历史。“西南联大在草
棚中办出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与西南联大强
大的师资队伍、严格的教学要求、浓厚的学术氛
围、学生们求学报国的精神都是密不可分的。”

无论是当时西迁办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还是整建制留在昆明继续办学的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
一种精神血脉的传承。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留在北京大学档案馆工作的许锐认为，西南
联大也是北大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西南联大
短暂而辉煌，很大程度就是几所高校不同风格
的融合和学术的交流，这对于当下来说更是需
要秉持的。另一方面，西南联大的基因也显著影
响了几家高校之后的发展。”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
平。”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唯认
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西南联大包容
性强，尽管北大、清华、南开办学体制和模式不
尽相同，各类学科各有特色，但三校师生能兼容
并包，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对高校来说，西南联大最有参考意义的一
是刚毅坚卓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二是几所
高校联合办学时在各学术流派兼容并包的合作
精神。”张睿说。

“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刚毅坚卓的顽强意
志，严谨笃实的科学态度，自由宽容的博大胸
襟，现在也要学习的。”李润认为，当代学子必须
拥有家国情怀，心系天下，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而在周锦荪看来，西南联大留给我们一种价值
观，那就是我们都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她
美丽富饶的土地，热爱她勤劳勇敢的人民，而且
我们都愿意为祖国奉献我们的一生。

潘际銮认为，西南联大八年间为我国培养
出大量的杰出人才，为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一座丰碑。“我们纪念西南联大就是传承西
南联大的办学精神，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潘际銮说。

“各位敬爱的师长，学长学姐，请您放心，未
来，我们定会坚定不移地传承和弘扬西南联大
精神，珍惜韶华，奋发有为，永做走在时代前
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云南师范大
学传媒学院 2017级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井
慧说。

温文儒雅的“老顽童”
新华社记者眼中的金庸先生

▲这是 2008 年 9 月 17 日，金庸在浙
江海宁金庸书院奠基仪式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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