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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4个故事写尽 世间最好的爱情
今天七夕，我们来谈情说爱。
常有人问：你最喜欢金庸写的哪段爱情

故事？这真的很难。他从吴越争霸写到乾隆
晚期，跨度2000多年，从越女阿青到胡斐苗若
兰，情场中几多高手。一定要选择的话，我觉
得大概有四个故事。

浪漫
曾经有一个和尚，被人关在密室，灌了

酒，放上美丽的公主，引诱他破戒——你会想
到谁？

你或许会说：虚竹。但其实还有一个答
案：鸠摩罗什。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佛教译经家
之一。如果没有唐玄奘，或许这个“之一”都
不必加。你可能不知道鸠摩罗什，但多半会爱
上他译出的那些华美经文。比如：“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那一年，中国北方强大的前秦攻打龟兹
国，俘虏了鸠摩罗什。为了戏弄他，前秦将领
逼迫他和表妹龟兹公主成婚，鸠摩罗什不从。
最后，他被灌了个大醉，和公主一起扔进密
室，终于破戒。

这是个颇为辛酸的故事。但一千多年之
后，却被金庸演绎成一段浪漫传奇。鸠摩罗什
变成了虚竹，龟兹公主变成了梦姑，而荒唐的
前秦将领，则变成了天山童姥。

虚竹，大概是全世界最不浪漫的人，木
讷老实，颜值平凡。和他相比，乔峰不解风
情，却天然有英雄气概；慕容复无心女色，却
奈何是人中龙凤。虚竹什么也没有。段正淳抄
的词“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他写

不出半句；更不会用“五罗轻烟掌”劈灭姑娘
闺房的红烛。他也不懂一丁点情话，碰到女孩
子，只会低头猛念诘屈聱牙的佛经，“揭谛揭
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

然而，在黑暗寒冷的冰窟里，她被投进
他怀中。于是，一切戒律和修持都被粉碎了。
在这个奇葩的地方、荒诞的时刻，他们擦出爱
火。她和他，一个把羞涩假托给梦境，只求不
要醒、不要灭；一个把戒律委之于尘土，准备
好下地狱、堕轮回。

后来，他一度想忏悔、想赎罪，想要寻
找归路，直到下一次相逢。“我这辈子最快乐
的地方，是在一个冰窖里。”他讷讷地说。但
对她而言，这就是最浪漫的情话。他们于是相
认了。他选择了永堕欲海，再也不求证什么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为今生，不管来世。

很难解释，为什么会觉得虚竹的爱情最
浪漫。也许是因为，浪漫和技巧无关。在最真
实的表达面前，一切浮华都是小儿科。

一生
接下来是黄药师。
有许多人在“五绝”之中最爱黄药师，

因为他一生痴狂。
“五绝”们的情史，大多是一笔不甚精

彩的糊涂账：中神通畏首畏尾，拖泥带水；南
帝不敢担当，一味心灰意懒；欧阳锋和嫂子私
通，又蓄养大批歌舞伎，骄奢淫逸；洪七公则
整天打熬筋骨，只好吃喝，像法海一样不懂爱
情。

敢爱敢恨的，只有东邪。他对妻子用了
一生来爱慕和陪伴。其实，对于
妻子冯衡的死，黄药师是多少有
些责任的。冯衡正是为了帮他默
写《九阴真经》，才心力交瘁，
难产而死。也许是因为歉疚，黄
药师决心一生和她的玉棺为伴。
谈到妻子时，他有两句话，简单
却霸气。在她生前，周伯通嘲笑
他说：娶老婆都是自讨苦吃，黄
药师淡淡地道：我这夫人，与众
不同。在她死后，欧阳锋来送歌
姬 做 礼 物 ， 黄 药 师 说 ： 内 人 亡
后，更是视天下女子如粪土。

从年轻到年老，黄药师都在
想念她。很多年后，他看到小外
孙女郭襄，连声说“真像”“真
像”，他仍然在想念她。

诚 然 ， 爱 情 和 时 间 ， 并 没
有必然联系。有些爱情，那刹那
间升腾又熄灭，未必就不真挚。
然而，敢于把爱情交给时间来评
判的，都是非常之人。“一生”
二字背后，需要无比的勇气和信
心。而东邪正是非常之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时间，
往往比热度更难得。

琴瑟
下一个是令狐冲。
金庸的男神们，不少人都喜

欢玩音乐。而其中最幸运的大概就
是令狐冲。

在江湖上，玩音乐的人往往
有个特点——孤独。就像何足道的
琴，听众只有空山；黄药师的萧，
知音唯有大海。正如《笑傲江湖》
里说的：“琴箫合奏，世上到哪里
找这么一个人去？”

而令狐冲的琴，却可以弹给任
盈盈。

“知音”二字令人神往，大
概是因为语言有时候太乏力、太着
相，不如音乐能击穿心灵，了解真
性情。

就像令狐冲初弹那首《碧霄
吟》，技术生疏，水平差劲，但任
盈盈却听出了“洋洋然颇有青天一
碧、万里无云的空阔气象”；她听出来这个人
有品、有趣、值得托付。

何况，寻找知音固然难，但找到合奏的
那个人更难。

例如程英的箫声，杨过就听懂了，“瞻
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不可谓不是知音。但杨过早心有所
属，不能和她合奏。

所以程英再次为杨过吹奏时，就把自己
藏进了四平八稳的《迎仙客》里——既然不能
合奏，不如矜持地深藏我的心音。

令狐冲是幸运儿。他福至心灵，当第一
次听到任盈盈的琴声后，就对师父说出了也许
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弟子多耽一
会便回去”。他珍惜这个声音，不想擦肩而
过；多耽的这一会，他找到了合奏的人，耽出
了完满的爱情。

这个故事的启示是：一定珍惜那个让你
心动的声音。

和谐
最后出场的是郭靖和黄蓉。
金庸江湖里，有无数神仙眷属，像星月

皎洁，交相辉映。但我觉得，最耀眼的那一
幕，在襄阳城头，在那一天的傍晚。“郭靖手
执长剑，在城头督师。黄蓉在他的身旁，眼见

半片天布满红霞，景色瑰丽无伦，城下敌军飞
骑奔驰，狰狞的面目隐隐可见。再看郭靖时，
见他挺立城头，英风飒飒，心中不由得充满了
说不尽的爱慕眷恋之意。”

如果有战地记者，这对夫妻不知道要谋
杀多少胶卷。对于郭靖和黄蓉，人们已经把形
容词说尽：互补、默契、完美、绝配、刚柔相
济……

在成长的阶段，他们互相造就。没有黄
蓉，就没有名满天下的郭大侠；没有郭靖，黄
蓉也许一生就是个任性妄为的小女魔头。就好
比书上描写他们俩的啸声：“两人的啸声交织
在一起，有如一只大鹏一只小鸟并肩齐飞，越
飞越高，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

而步入中年，他们又彼此心照，日臻和
谐。就好像那一刻在襄阳城头，他们没说一句
话，但却相互心知：“咱俩共抗强敌，便是两
人一齐血溅城头，这一生也真是不枉了。”

这之后，金庸几乎再不写完美夫妻了。
因为写到这一步，英雄主义的人生，已经到了
极致；理想主义的爱情，也已经到了极致。

这就是金庸书中，我最难忘的四种爱
情：浪漫一生、琴瑟和谐；给你们浪漫的爱，
以一把时间的琴。

（文章来源：六神磊磊读金庸；图片摘自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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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进家，他便将自己反锁于书房，任妻
子将门擂得山响，也仿佛充耳不闻。他一时立于
窗前，一时坐于沙发，一时在房中四处急步，但
是，心情总是宁定不下来。他知道，这是一生中
的关键时刻，或沉沦下去，或扬帆再起，在此一
举。刚才，书记严峻地对他说：“最近，坊间对
你有一些不好的传闻，说你与某大学的一个女研
究生交往过密。作为一个副市长，这种情况，已
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现在摆在你的面
前有两条路，一是从此与那个女孩断绝往来，一
是受党纪政纪的处理。”

他除从政之外，还兼任某大学文学院的硕士
生导师。他身材修长，英俊潇洒，知识渊博，颇
得学生的喜爱。他的讲课别出心裁，不落窠臼。
他的板书飘逸洒脱，写到豪放派的辛词、苏词，
笔力如透板墙，昂扬飞去；写到婉约派的李煜、
李清照，用笔又婉丽柔美，含蓄蕴藉。学生们时
常津津乐道的是他常讲的几堂课，即人学与文学
和农民起义与文学艺术。他认为：

——文学即人学。人是文学的中心，文学要
敢于表现人性。要从生态群落的观念来理解文学
与人的自然属性的关系，既要表达在一个系统生
态中群体的缘起、发展与衰忘，也要敢于表现个
体的爱憎情仇。而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就是六个
字：工农兵、高大全，千人一貌，千篇如一。这
种文学创作观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将一大批正处
于创作高峰期、在民国时期即名扬中外的作家，
如老舍、巴金、艾芜、曹禺等等，禁锢得如严冬
寒蝉；将一批年青文人培养成学语的八哥，只为
照抄某人的八股。文学，要敢于突破天才的束
缚，表现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关键时

刻人性的本质，要直达人物心灵隐秘的深处，直达人的英雄性、利他性以及动物性和利
己性。

——农民起义与文学艺术。站在中国历史的废墟上、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站在
文学艺术的角度上，应该肯定地说，农民起义是历史的倒车，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农民
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根本无法使国家驶入正确的轨道。“仇富心理、小富即安、暴发户
心态和造反有理”使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是触目惊心的，当国家改朝换代时往往是满
目疮痍、残破不堪、大伤元气。沿着历史上黄巾军、黄巢、李闯王、张献忠、太平天国
这些草莽者的足迹就可清晰看到中华文明由盛到衰的轨迹，农民起义先天性的缺陷注定
他们只会造就悲情的结局，这使得中国后来几百年落后的命运成为必然。

他的论述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学生们闻所未闻。每当他讲大课时，教室外人群涌
动，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如痴如醉，但是他却注意到有一双眼睛与众不同，澄澈
如水，穿透力极强。他寻找过这双眼睛，无果。终于有一天，在校园中的小路上，有一
个女孩叫住了他，羞涩地向他索取电话和邮箱号。他注意到，这就是那对眼睛的主人，
高挑、秀丽、肌肤胜雪。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她的许多真知灼见，宛如

夜路跋涉时的点
点萤火。

他 记 得 ，
早春的夜晚，他
们来到这条鲜花
流淌的小溪边。
柳梢新月，芦荡
如 烟 ， 水 鸟 唼
喋。细语中，她
的 长 发 不 时 拂
过 他 的 风 衣 ，
一 缕 缕 似 有 似
无的清香幽幽袭
来。此时此景，
他的心中却如天
人交战，道德与
情感，理智与冲
动 ， 传 统 与 现
实……终于，他
说道：

“ 你 知 道
吗？中国男人有
两大梦，一为桃源之梦，一为红颜之梦。前者如
春秋时陶朱公范蠡，功成后隐身于世外乡野；后
者如清诗人席佩兰所描述：‘绿衣捧砚催题卷,
红袖添香夜读书’。你是我的红颜，我写了一首
诗，名《如果》，这是为你而作。我朗读给你
听：

如果再有一次青春，
我愿把如花的岁月献给你；
如果再有一次生命，
此心是为你照明的火炬。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世间有几人懂得珍惜？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利禄前谁能抵御？

相识是一个短暂的冬日，
不忘的是你美丽的笑靥；
相知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红颜褪尽，双鬓如雪。

花落花开，月圆月缺，
铭刻于心应是铮铮相勉的神色；

风生水起，沧海桑田，
难以忘怀是患难与共的岁月。

此心寂寞，此心悠悠，
平生事风云变幻，白云苍狗；
功名如云，往事如烟，
放不下一腔思念，我的红袖。

愿我的才华，我的聪颖，
化作为你垫脚的石头；
愿我的祝福，我的希望，
如寒夜之星永伴你的窗口。”

溪边，风寒逼人，露重湿衣。最后，他
送她回研究生楼。在楼下，她沉吟了许久，说
道：“正如你诗中所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今
生与你相识相知，已是我莫大幸事。今夜之后，
可能我们相聚必是寥寥，但是‘淡淡相交才久
长’，对不？”

此后，他已把这份珍贵的友情藏于心底，
殊不知，书记又以这种正式的形式提了出来。他
知道，今夜必将无眠。

                    （图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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