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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庸先生的書房裡，懸掛有一副先父查
昇書寫的對聯：「竹裡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
未完書。」這不僅是他閒適生活的寫照，也是
學識廣博的體現。就像董橋先生在悼文中所
寫：「金庸先生的成就不是奇蹟，是他的用功
他的博學和他的毅力的成績。」
這份成績，既有他寫武俠小說、創辦「明

報王國」的收穫，也有他閱讀心路的映照。走
進他的書房，追溯他的文化脈絡，能夠更好地
理解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金庸先生愛讀書，善對弈，除了工作，他

大部分時間都在家中看書、下圍棋。他的閱讀
與自幼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生逢亂世，祖父
查文清卻教育他多讀書。他的母親徐碌喜歡
《紅樓夢》，是徐志摩的堂姑媽，而金庸沒有
上過私塾，直接進入現代小學，八歲讀的第一
部武俠小說是顧明道的《荒江女俠》，課堂上
聽到老師講到鴉片戰爭，他掩面而泣。

通過祖父，金庸很早就接觸到鄒韜奮《生
活》、《萍蹤寄語》、《萍蹤憶語》，並用省
下來的零花錢購買武俠小說，是個書癡。他的
求學之路並非順風順水，但是他從未放棄閱
讀，從中央政治學校中文系畢業後，他成為一
名圖書管理員，這為他的閱讀提供便捷條件。

從查良鏞到金庸，其實也是他的人生飛
躍。正是源自閱讀的儲備和思想的獨立，他進
入《大公報》才會迅速成長，做副刊編輯時制
定了「五字真言」，「短、趣、近、快、
圖」，以及「二十四訣」，「新奇有趣首選，
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吁短歎，自吹吹人投
籃。」這無疑為他一手創辦《明報》積累實踐
經驗。金庸去世後，無數人回憶當年在被窩
裡、抽屜裡偷讀「禁書」的難忘記憶，已經成
為一個時代的青春烙印。我們在回憶中存一份
感念，而他的青春芳華則綻放於「左手社評、
右手小說」的雙軌人生。這無不得益於他多年
的功底，比如他借李清照詩詞來說抗戰，「在
從前，女子處在被保護者的地位，求得別人底
同情常常是一種有效的達到她目的的手段。我
是對現代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
提出抗議，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
而他的小說，一經連載就是十幾年，《書

劍恩仇錄》是起點，當天晚上編輯派老工友上

門等稿，他便以老工友為原形寫起，「年近六
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
從此一發不可收。 有段時間，他公務出差，
請倪匡代寫《天龍八部》，倪匡自稱「思想負
擔之重，一時無兩」，可見寫小說的艱巨性。

如果說金庸開始涉足武俠小說是為了吸引
讀者，是為了工作而寫，那麼孜孜不倦的長久
寫下去擁有龐大讀者群，就可視為一種事業
了。深耕的背後，勢必有深層的閱讀打底子，
這個底子就是中國古典文學，比如，他百讀不
厭的《資治通鑒》。小到人物的名字，大到武
功或地點的名稱，桃花島、見性峰、光明頂
等，金庸下筆之處皆有傳統文化的來處，他多
次說過，中國文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
管中流着的血。他曾講道：「讀書之對於我，
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
水，吃飯，睡覺。我曾想到，坐牢十年而可以
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
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
一定選擇『坐牢讀書』。」
這種精神，就是一個讀書人的姿態；而這

種精神，也潛移默化構成了「查氏小說」的獨
特之處，如陳平原先生的觀點：「金庸小說的
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
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
教重俠遊』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
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
「萬事不如書在手，一生常見月當頭。」

今日回望，很多人都有同一種感受，閱讀金庸
小說時會有種「舉頭望明月」的感覺，這不只
是他想像力的驅策，更多的是一束束文化薪火
在閃爍，是創辦《明報》的立場「公正與善
良」，或身為報人的「盡文化人的責任」，亦
是教育者孜孜求索的精神，年過八旬他還去英
國讀博，這就是讀書人的樣子。
金庸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被問道「古今中

外，最佩服的人是誰」，他回答說，「古人有
范蠡、張良、岳飛，今人有吳清源、鄧小平。
他酷愛圍棋，對吳清源十分欽佩，他經常與人
下棋，沒人時自己和自己下棋，舊時家中弈棋
處掛有一副對聯，『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
時』。在他的書房裡，懸有李夢華（第一屆中
國國棋協會主席）簽名的國棋段位證書。二零

零九年春節前夕，梁羽生在最後一次通話中與
他約過下棋，「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家吃
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
好了，沒有關係……」幾天後梁羽生與世長
辭，這段交往成為最後的絕響。
金庸先生的書房，仍存留着溫熱的記憶。

當年，沈西城第一次走進他的書房，看到「整
個書房猶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藍色的地氈鋪滿
了千多英尺的空間，四壁到頂書架，裝着各式
各樣的書籍」，而內地記者葛繼宏拜訪過他的
山頂道一號，「在他的書房，我們看到的幾乎
全是精裝本的外文書籍，也有《古今圖書集
成》、《點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樓叢
書》、《資治通鑒》等大部頭書籍，以及大量
文史、藝術、圍棋等方面的書籍。細心的人發
現，他的藏書大多外皮殘舊，顯見是時有翻
閱。」其中，一百巨冊的《大藏經》很是矚
目。即便是他位於北角渣華道嘉華國際中心的
辦公室，也是書香瀰漫，「他略帶靦腆的笑容
和不知所措的舉止，在數百平米環繞書架和海
景的大辦公室內，格外顯得孤單。」
「偏多熱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癡。」

毋庸置疑，是香港成就了金庸，他和《明報》
是香港的產物。但是，他何嘗不是中國讀書人
的典範呢？從浙江海寧到香港，他始終沒有丟
棄骨子裡的文化基因和精神DNA。早年母親
死於痢疾，父親喪命於運動，事業有成時又遭
遇長子自殺，他所飽嚐的苦痛並不比常人要
少。當我們追問「金庸小說中的男（女）主人
公你最喜歡誰」時，其實是自我的確認和完
成，這裡面也有每個中國人的影子。他說過如
果有一天去世，墓誌銘上會這樣寫：「這裡躺
着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
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服務。」
一九九三年，金庸前往山東蓬萊閣看海，

受邀即興題寫詩句：「蓬萊極目覓仙山，但見
白雲相往還。放下無求心自在，瓊宮仙境即人
間。」後兩句正是他晚年真實心境的寫照。斯
人已去，精神永存，文壇俠聖的擔當和責任、
讀書人的精神血統，影響着世代人，就像我們
書房裡整齊擺放着他的小說，被一次次的打
開，在翻閱之間感受時間的呼吸，彷彿聆聽到
縹緲的回響，那是與他的心靈對話嗎？

廿一世紀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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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不能吃什麼補品？
感冒不能吃補
品，很多人都知

道，反而如何分辨什麼是補品，
大家好像有點混亂，以下我列出
一些大家不覺得有問題，其實會
困住感冒，令炎症加劇的食材：
1.淮山。很多人咳或外感，會煲
點湯水飲，我們很常用的淮山，
其實不合感冒時吃，屬於補物。
2.瑤柱。乾瑤柱是好吃的補品，

但生病時不要把其放在粥品中增
味，會易把感冒困在體內。粥下
薑和瘦肉就足夠了。
3.鴨。鴨和羊都算滋補食物，鴨

會令咳嗽加重。羊肉則助熱助
濕，會加重病徵。
4.燕窩、內臟及蛋的蛋白質高，

病時會影響消化，也令高燒難
退。
5.台灣很喜歡的藥材膳食會有麻
油、當歸等材料，感冒人士切忌
吃錯。
6.任何蔘類要靠中醫師處方才可
以服，有時方劑裡會有，但都是
中醫師搭配的，自己切勿胡亂在

病情期間進補。
7.杞子。大家知道補眼，它確實

是補的，所以感冒期間記得煲湯
不要加杞子。
8.其他大補之物，如花膠、冬蟲

夏草也不該是感冒期間吃的。
9.冬蟲夏草能大補，更不適合。
以上食物在沒病沒痛時，自然

有其益處，但有病之時，記緊忍
一忍口，更不要以為會對病情有
幫助。藥食同源，什麼補品也有
藥性、偏性，不能在生病時亂
吃。
而更要小心的是別以為用西藥

醫好後，要慢慢補回身體，就開
始自己進補起來。西藥多是控制
病徵而已，非處理了病毒或病
菌，所以病原在身體裡面，若看
好的中醫，會嘗試重新把外邪排
出，重啟應有的排毒過程，但會
加快速度，把其變成有效益地排
掉。很多人吃完西藥，自己再胡
亂進補，以為是調理身子，實質
會把病毒病菌更封住在身體內。
這也要留意的。

二十世紀末、
二十一世紀初，

是一個人文思潮活躍的時期，我
們還特別策劃了一套《廿一世紀
文庫》，邀約了海內外著名學
者、思想家供稿，題材以當前讀
者關注的文化焦點為主。
我在以《「不言春作苦，常恐

負所懷」──從〈2000年文庫〉
到》總序中指出：「在尋找中國
道路的思考中，上一個世紀的中
國知識分子已作了很大的努力，
並形成一批傑出的帶有經典性的
創作、學術思想成果，在新世紀
開始時，又有許多學者、思想家
與作家面對全球化的潮流作出新
的思索。然而，由於這些學術、
思想成果屬於高層次的精英文
化，它雖有高度的文化價值，卻
不一定有市場效益。香港及周邊
地區的經濟皆陷入低谷，香港圖
書市場一蹶不振。在此情形
下，作為一位出版人，不可避
免地陷入理想與市場矛盾的掙
扎苦鬥中。但理想像一道陽
光，仍然在我們的腦海閃爍。
沒有陽光的生命，肯定黯然失
色，所以雨果說：『夢想就是
創造，希望就是呼喚，製造幻
想就是向現實挑戰。』我們抱
着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編輯

新的一套文庫──《廿一世紀文
庫》，不敢言向現實挑戰，只是
略盡綿力，朝着迢遙的理想境界
進發，並散發出一抹幽微的
光。」
這套文庫出版了王若水、李慎

之、余英時、劉再復、何方等人
的人文思考的專著，雖然叫好不
叫座，在學術思想界引起較大的
反響。
高品質的文化書或文學書不一

定有市場，有時可以通過有心人
的支持和贊助。
坊間有不少選集叢書、文庫出

版，但這與出版社或主編的個人
意向息息相關，換言之，並不能
真正代表那個時代的文學水平。
我一直想出版一套沒有長官意
志、沒有個人意願、沒有市場因
素、有真正文化價值的書。

（「我的出版生涯」之七）

武俠小說泰斗金
庸先生（查良鏞）

離世了！然而他的武俠小說著作肯
定在千千萬萬讀者心中是永垂不
朽，他離開塵世，只是去了他小說
中的「江湖」，繼續「逍遙」。
筆者和所認識的朋友中，十個有

九個家中都存放有金庸先生的武俠
小說著作，這些著作一直陪伴着大
家成長，小說中的主角人物更是膾
炙人口，所以談論到金庸先生的著
作時，朋友經常提這個問題︰「你
認為郭靖、楊過、張無忌、令狐
沖……誰的武功最厲害？」哈哈
哈，筆者認為張無忌的武功最厲
害，因為他是集各門各派最上乘的
武功於一身；而另一問題就是︰
「你喜歡的老婆或女朋友是黃蓉、
小龍女、王語嫣、趙敏抑或周芷
若？」筆者家中最年幼的弟弟曾經
說過他會選趙敏，因為此「女子」
不單止長得花容月貌，性格剛柔並
濟、機靈活潑、善解人意等等，曾
問弟弟為什麼不喜歡清麗脫俗，不

吃人間煙火的小龍女？弟弟說︰
「小龍女就是過於清麗脫俗啦！跟
她談戀愛太沒有情趣了。如果是趙
敏加小龍女那就最好不過。」不得
不佩服金庸先生小說中的主角人
物，實在是給予讀者（不論年代讀
者）很大的「代入感」空間。
在演藝圈以金庸先生的著作作為

故事藍本所拍的電影和電視劇真是
多不勝數，如《射鵰英雄傳》、《神
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等等，
在中國內地重拍，然而每次重拍都
掀起不少觀眾的熱烈議論，尤其是
男女主角人選的問題，觀眾都紛紛
提議自己心中的男神女神演員人
選，所以每次重拍，話題一樣的熾
烈，劇集被關注度甚高，足見金庸
先生的武俠小說著作「威力」之大，並
不比小說中的上乘「武功」遜色。
由於現今科技一日千里，不少演

藝界的製作人都認同，科技加特技
是可以將武俠小說所說的武功招
數，大部分都能真實地呈現在觀眾
眼前。

誰的武功最厲害？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進入十一月，又是天命開始為客人看新年流年運程的
高峰期。今年的第一位客人其實已經是「老朋友」，見

面時開心不已：「前年我排第一，去年屈居第二，今年終於又搶到第一
啦！」
天命哭笑不得：「你哋一個二個，將我當成黃大仙，要來搶頭炷香

咩！」其實，天命對所有客人一視同仁，準確度更是「排名不分先
後」，只是每年與熟客們見面，有如見到老朋友，實在感激不盡。
為客人看新年運程，除了參考當事人命格之外，我亦會卜「流年

卦」。有客人今年犯太歲，並且卜到了坎卦，表示會有危險、跌宕，所
幸的是卦象沒有動爻，也就代表這些凶兆不會真正發動（同樣地，若卜
得吉卦但沒有動爻，那麼吉兆也不會發動）。
而這坎卦的籤文的第一句是：「有黃鳥足，歸呼季玉」。若想保佑安

康，最好能養一隻黃色的鳥。客人卻大感頭痛：皆因他家已經有一隻貓
咪，若要多養一隻寵物鳥，只怕兩者很難和平共處！那該怎麼辦呢？正
當天命苦思冥想時，客人卻突然哈哈大笑：「師傅，昨天在珠寶店，我
恰好買了Woodstock（胡士托）卡通的吊墜，牠的形象不就是一隻黃色
的鳥嗎？」冥冥之中，這隻「黃鳥」竟然在昨天早已飛來！天命囑咐客
人不妨就為牠「命名」為「季玉」，而且每天（尤其是外出旅行時）隨
身佩戴，自然能保平安。有了這隻黃鳥，還需要戴犯太歲對應的生肖
嗎？當然不用，我們應以天意為準，若執意按照犯太歲的要求，把相應
的「老虎」也佩戴在身上，豈不是要把鳥兒吃掉？
一番腦力交戰，難免令人倍感疲憊！其實每到了「流年」高峰期，天

命為了養足精神，總要捨棄一些東西。從十一月開始，我只好忍痛與凌
晨的球賽道別了，要睡個好覺，以最好的狀態為各位占卜！

吉祥之鳥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緣分真是一件很
奇妙的事，完全想

不到去看一個粵劇，會認識到一
個很善良很尊重人很會為人設想
的大哥。
那一天，我去看李淑勤和龍貫

天的演出，中場休息的時候，遇
見非常熱愛粵劇的丘亞葵先生，
他跟我介紹了一位朋友，然後大
家寒暄了兩句，又到下半場的演
出，於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也沒有多想，不過回座位之
前，丘先生說有事情跟我說。到
了散場後，丘先生帶着他的朋友
上台跟李淑勤合照，我還估計他
們是什麼有頭有面的戲迷，所以
也沒有什麼，我還用手機為他們
拍照。之後我問丘先生是否有事
情找我，丘先生便說問我有冇興
趣去馬來西亞，說去看一個慈善
演出，就是剛才那位朋友主辦
的。我亦不知就裡，請問丘先生
我去要做些什麼？丘先生只說去
逛逛，睇個騷食餐飯，我當時也
有點忐忑，不過後來還是找到個
年輕朋友陪我一起去兩天，湊湊
熱鬧！就這麼一湊，湊出了幾位
朋友來！尤其是丘先生在戲院介
紹我認識的大哥William。
就這樣傻吓傻吓跟着丘先生去
馬來西亞，還能在飛機上跟丘先
生聊天，談了很多很多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因
為平時我們都很忙，見面也只
能得兩三句對白，就因為在飛
機上面大家根本冇其他地方好
行，就只有乖乖地坐在一起，
不是休息就是聊天，讓彼此有
更多的了解，當然我會問到究
竟他帶我去什麼地方？去參加
什麼活動？跟什麼人見面？想
起也很好笑。那兩天的活動，
其實最重要還是為了一個慈善

粵曲演唱會。原來是主人家Wil-
liam為八十幾歲的母親籌辦的一個
演唱會，以及為他妻子的慈濟會
籌款而舉行的。
William是位很有成就的商人，

又是大家族，但我所見到的一大
家族都很友善很低調很謙和，他
母親八十幾歲卻一點不老，個子
小小，嗓子像三十多歲，很愛唱
粵曲，所以成立了曲藝社，一家
人都參與，都很支持母親。
原來此行真的沒有壓力，參與

了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也讓
我長見識，因為William、因為丘
先生，我認識了世界級鞋王Jim-
my Choo，也見到不少大馬的高
官，他們都來支持這個慈善活
動，卻都是那麼平實、那麼低
調，和我們所見香港的達官名
人、內地的誇張土豪的狀況是天
壤之別，實在太難得了，也實在
要多謝丘先生的安排！
最難得的是，與William交了朋

友，他每天早上一定會從手機傳
來一段問候，一段早安，一天都
沒有間斷，怎麼會有一個這麼有
心的人，難怪他們一大家族都那
麼平易近人，都那麼友善可親！
也難怪當天來參與的胡楓一個人
也要來出席，相信都是被William
這位朋友的真誠所感動！

結緣

在我的世界裡，江湖兒女的傳
說，源自於跟隨郭靖從大漠進入

繁華的煙雨江南。只識彎弓射大鵰的懵懂少年，
在六個武藝低微人品正直的師父帶領之下，踏足
漢人的江湖。生於桃花之下面若桃花的姑娘，撥
動了他懵懂的情思。
彼時的郭少俠笨拙憨厚古道熱腸，雖非出身貴

胄，但重友輕財不拘小節的北人做派，讓絕頂聰
明的桃花姑娘一見傾心。少年情侶闖蕩江湖的傳
奇由此啟幕。往後人生，屢遇高人從旁指點，自
身武術修為和家國擔當隨之與日倍增，終以俠之
大者為國為民，讓天下人折服。不知道有多少生
於80後的人，對於江湖的嚮往由此而生，對於家
國情懷的種子亦是由此播下。
後來，玉樹臨風桀驁不馴的楊過，攜手姿容勝

雪武功絕世的小龍女，飄然而來。楊少俠資質過
人性情偏激，心地卻善於常人；小龍女容顏似仙
為人清冷，不諳世事漠視禮法。亦正亦邪之間，
慈悲為上。既悲且苦之時，真情在側。這一對神
鵰俠侶，為嚮往江湖風雨的年輕人，開闢了另一
蹊徑：並非只有根正苗紅的優等生，才堪擔中流
砥柱。
再後來，深孚眾望的大英雄喬峰，江湖上人人

仰望。身陷囹圄之際，群雄不論幫派、不分男
女、無關種族，皆願赴湯蹈火。為全忠孝、為保

大義、為安民生，英雄無奈悲壯自戕，山河為之
落淚。喬峰以一人之勇，滿足了世人對大英雄的
所有幻想和寄望。與之相呼應，起手一副天牌，
英姿華貴一身絕技名滿天下的慕容復，因平生所
圖只為光復一家一姓的榮耀，淪落至人財兩空混
沌度日。老實人虛竹傻和尚，生得蠢笨醜陋，遠
勝常人的純良厚道，成其無往不利的制勝法寶。
從此美人在懷坐擁江湖，走上人生巔峰。是非曲
直人性善惡，再沒有比喬峰虛竹段譽領銜的江
湖，更為清爽透徹，酣暢淋漓。
幕天席地的同一片江湖，郭襄由情生癡一生遊

蕩，程英情深不露隱忍矜持，程靈素捨己為情淡
看生死，小昭溫柔似水遇情則剛，穆念慈初心不
改含恨早逝，瑛姑人未老頭先白……江湖女兒多
俠骨柔情，可惜，能與之匹配的俠肝義膽之士寥
寥，空負了一世紅顏萬種風情。
更有掃地神僧寂寂無名高深莫測，與人大開方

便之門；黃藥師遺世獨立愛憎分明，最憎假道學
誤人子弟；洪七公大仁大義嫉惡如仇，生平視美
食如命；周伯通保有孩童天性心中始終無我，無
崖子、林朝英、王重陽、獨孤求敗等一干世外高
人，為整個江湖追本溯源培土厚基。
所謂名門嫡系世代稱雄的光輝也一一褪去。華

山派傳人君子劍表裡不一，峨眉派三代掌門滅絕
人性，重陽真人之後不堪一擊，少室山中春光野

合，光明頂上危機四伏……江湖代有才人出，各
領風騷沒幾年。風水輪流轉，人人有機會稱雄的
江湖，哪一個熱血在胸的青年才俊，不想憑一己
之力揚名立萬？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人性的複

雜，人心的多變，世間紛雜的情愫，在一齣齣血
雨腥風的武林爭鬥中，映照出世間百態人生萬
千。
金庸說，有了饒宗頤，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
漠。但對於整個華人文學而言，有了金庸筆下磅
礴的江湖，和彌漫着的俠義情結與家國情懷，整
個華人世界的精神格調陡然間升高了無數層。

遠去的江湖

「花間補讀未完書」
——走進金庸先生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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