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一下子失去精神領袖」
大公報記者昨日分別走訪尖沙咀商務印書館分店及香港文化博

物館常設的金庸館。書店可見金庸一系列著作擺放於當眼處，每本
書更有四款以上印刷版本，不少讀者駐足翻閱，當中一名44歲的東
北人何先生表示，前晚驚聞金庸逝世的消息，當即從瀋陽坐飛機趕
住香港，購買《神鵰俠侶》套裝，皆因此版本並不在內地發售。

「金庸迷」何先生憶述，從14歲開始追讀金庸小說，至今30年
。金庸所有著作不同的版本，他均有收藏，全部都看過至少四遍。
如今金庸先生辭世，他形容 「像是一下子失去了精神領袖」。

有情有義價值觀值得學習
「小說迷」莊小姐昨日路經書局亦被金庸先生作品的封面吸引

。她稱，中學開始追金庸小說， 「一睇就停唔到，唔食飯、熬夜都
要睇完」，一開始是看《射鵰英雄傳》，最喜歡的是《倚天屠龍記
》，更看了兩遍，家中亦有原始版本，但見到書店有 「新款」，封
面較特別，想買來收藏，擔心賣完就不會再出。

金庸館則展出逾300組與金庸相關的展品，數百人在留言簿上寫
下祝福。大學生李先生對近兩年三名文學家先後離世感到難過，他
讀過多部余光中和劉以鬯的作品，金庸作品則以影視角度接觸。
他說，作為修讀中文系的學生，會繼續以閱讀金庸小說的方式緬
懷他。

喪禮將以私人形式舉行
由查良鏞（金庸）先生生前創辦的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昨晚代

表查先生家人發布訃告：根據查先生生前意願，喪禮以私人形式舉
行。茲定於11月12日至30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 「金庸館」設置弔
唁冊，以供公眾向查先生作最後致意。訃告說，查良鏞先生於2018
年10月30日下午在家人陪伴之下，於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逝世，享年
94歲。明河社謹代表查先生家人感謝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懷。

筆名金庸的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前日逝世，大
批市民對 「查大俠」 深感不捨。不少人昨日專程到書局
買其著作收藏。有內地書迷特意從瀋陽坐飛機赴港買金
庸小說，只為 「集郵」 香港版本。不少人更前往位於沙
田的 「金庸館」 緬懷一番。有中文系學生感嘆金庸等三
位文學家先後離世，如同一個時代的終結，希望讀他們
的作品記住他們。

瀋陽書迷飛港買《神鵰》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
一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逝世，全國
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在社交網站撰文悼念，稱 「香港以
金庸為榮為傲」。他亦提到當初他
與政府同事 「爭」為金庸館開幕主
禮的軼事，並認為香港應該有一個
更好的金庸館。

當年爭做開幕主禮
2017年2月底，金庸館在香港文

化博物館開設，時任行政長官的梁振
英為開幕儀式主禮。梁振英昨日在文
中稱，當初開幕儀式原本由其他政府

官員主禮，他偶然從同事口中得知此
事，便表示開幕應該由特區政府最高
層主持，以示重視， 「這是我五年行
政長官任期內和同事 『爭』做主禮的
唯一一次」。

現時金庸館展出約300件展品，
包括首度展出的《笑傲江湖》手稿，
以及多媒體互動專區等。梁振英認為
，金庸館規模可以更大，而沙田的交
通對外地遊客並不方便，強調香港應
該有一個獨立的、大規模和地點方便
的金庸館， 「不愁沒有展品，更不愁
沒有觀眾，香港不做，恐怕其他城
市會搶去做」。

梁振英：應有一個更好金庸館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謝鋒昨向
查良鏞夫人林樂怡發唁電，對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享譽
世界的當代武俠小說泰斗、著名報人查良鏞博士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謝鋒在唁電中表示，查良鏞博士是享譽世界的傑出作家、當代
武俠小說泰斗，他的作品承載了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蘊含着令人
動容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影響了數代華人。查良鏞博士畢生愛
國愛港，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順利回歸和 「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查良鏞博士風範長存，我們永遠
懷念他。」

謝鋒發唁電悼念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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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家國情懷是年輕一代永遠閱讀的俠書

金庸大俠駕鶴離去，全球華人同聲一悼
！當代文壇泰斗、著名武俠小說家查良鏞先
生前日不幸離世，牽動了全港、全國同胞乃
至全球華人共同的追思和深深的緬懷。一天
多來，無數人在抒發 「笑傲江湖成絕響，人
間再無俠客行」的惆悵，無數人在唱詠 「俠
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俠義名句。

天南地北的悼念，說明的不只 「金大俠
」文學作品的影響力，實際上更是世人對 「
金大俠」人格追求與家國情懷的讚美和傳承
。查良鏞先生絕不僅是一位學者、報人和政
論家，他為世人留下的也絕不僅僅是小說、
報道和社論；他更是一位胸懷家國、追求國
家民族復興的堅定愛國知識分子，留下的是
傳統文人的風骨，留下的是報效國家、建設
香港、回饋家鄉的拳拳赤子之心。

貫穿於金庸作品中的是大歷史背景下的
民族大義，充盈於人物性格的是對國家與人
民的強烈責任感。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立
場上，他於作品內外、現實當中，從來立場
堅定、觀點鮮明；在推動香港 「一國兩制」
事業的進程裏，他為人為文、亦言亦行，令
人敬佩。今天， 「金大俠」雖然離我們而去
，但他留給世人的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從他
的文學作品當中，年輕一代人可以讀到鄉愁

，可以讀到家國情懷，更可以讀到報國之志
，這是一本永遠值得重溫、珍藏和啟迪的 「
俠書」。大俠雖去，情懷永留！

胸懷報國志 以筆為介道俠義
世人皆知查良鏞先生是一位報人和小說

家，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都不是他的初
衷，他大學畢業後就立志要報效國家，更曾
報考外交部不果，轉而用文章來體現自己的
志向，即所謂的 「以筆為介道俠義」，在小
說世界裏表達他對國家與民族的強烈責任感
。在他的開創下，武俠小說開啟了 「新派」
之流，影響了數以億計的幾代人。從郭靖、
蕭峰到袁承志，從異族入侵到奮起抵抗，一
個個鮮活的英雄俠客，一句句正義的慷慨對
白，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正邪對決，貫穿其間
的，是俠義精神，是家國情懷，是中華文化
，更是民族大義。

在其後數十年裏，金庸雖然換過不同的
崗位，即便在許多政見未必與眾人相同，但
無論是以何種形式或在何種平台，他始終堅
持這種 「大義」。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
看到國家、民族的分量，更可以看到作者所
畢生追求的終極目標。如果沒有這種 「鐵肩
擔道義」的堅定態度與立場，他在其後的人
生中也就不會如此積極地參與到推動國家改
革開放進程，參與到推動 「一國兩制」事業
的落實當中。尤其讓人稱道的是，他於1981
年獲鄧小平先生接見，談及許多香港前途問
題，其後曾參與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並被
任命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政治體制」

小組港方負責人。金庸雖然沒有真正從政，
但他以自己的作品，影響了一大批人努力追
求並貢獻於國家。如果香港的年輕人認同 「
俠義」，就應該體會到金庸對於國家民族的
深厚情感。

心繫民族興 怒斥敗類彰俠情
其文如其人，在小說世界裏，俠客常有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情節，而在
現實當中，在一些涉及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
原則上，查良鏞先生亦屢有 「俠義」之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關乎香港回歸的重大
問題上，他立場堅定，沒有站到英國人一邊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
人到香港，主動邀請查先生到 「港督府」會
面，期望以此來拉攏支持英國人的立場。查
先生曾回憶： 「當時我對她說，我主張香港
應該歸還中國的，第一，本身中國地方，當
然應該還了；第二，你簽條約99年，現在到
期了，你怎麼可以不守信用？她跟我沒什麼
好談的，就不談了。」支持回歸以雪百年恥
辱復興民族，查良鏞先生堅定的立場，讓人
敬佩。

即便是在回歸後，在一些涉及國家民族
的重大事情上，他同樣有過俠客怒斥的情況
。例如，對於 「港獨」分子的言行，查良鏞
先生在一次訪問中指出，有些人根本不是在
追求所謂的民主，而是希望自己有機會做首
長、部長，對於這些只謀個人私利、不為香
港幾百萬市民謀福祉的行徑，當時他語氣決
絕： 「我認識他們，但瞧他們不起」、 「香

港一 『獨立』就會垮台。撇開領土歸屬等問
題，僅以地小而論就不現實。香港地方這麼
小，如果還要花錢購買軍艦、大炮的話，恐
怕加一倍的稅都不夠！」這些看似 「小事」
，但與他筆下武俠小說中的情節與人物，又
是何其相似！對於許多受一些傳媒歪論迷惑
的香港年輕一代，從金庸先生的怒斥敗類言
行中，是否可以看到什麼叫 「正義」，什麼
才是港人應有的 「正道」？

鄉愁遊子意 但守桑梓依枌榆
是俠客難免都有遊子的鄉愁。查良鏞先

生出生在浙江嘉興海寧，儘管過去曾留下極
不好的回憶，但他自始至終沒有忘記自己從
何而來、自己是什麼人。內地施行改革開放
之後，他為推動家鄉的各項事業發展，他既
出錢、出物、出力，也親自赴家鄉探訪演講
、題詩題名，更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聯繫
一大批香港同胞去為家鄉的發展作出貢獻。
例如身兼多間大學的名譽教授，親自為學生
授課，也慷慨免去許多機構的版權費用。在
許多新聞記載中，平日少言的查良鏞先生，
總是不吝對家鄉的親切愛溢之詞。

筆者籍貫浙江寧波，與大俠屬同鄉。上
世紀90年代，有緣與大俠謀面，大俠對於我
這個小老鄉，關愛有加，滔滔不絕的向我談
起家鄉的文化特質和史記傳說，給了我難忘
的回憶。有傳媒報道，金庸生前曾六次回到
故鄉海寧，首次就將市政府所給予祖屋補償
款轉贈當地一間小學以興建圖書室，其後更
捐贈數百萬元在嘉興學院建金庸圖書館。這

種情懷，絕非炫耀式的 「衣錦還鄉」，而是
發自於內心的遊子歸鄉之情。原新華社副社
長張浚生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 「金庸
先生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他熱愛祖國，熱
愛家鄉，雖然也曾經遭受過種種磨難，但他
的愛國愛鄉的熾熱感情，始終不變。 『雙鬢
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他雖然長期居
住香港，在那裏成就了他的事業，但一直惦
念着故鄉。」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故鄉，一些
人恥於家鄉的貧窮，一些甚至否認自己的祖
地，但金庸先生對家鄉的情感，值得年輕一
代深思自省。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前日的唁電高度概括
了查良鏞先生崇高的一生： 「先生是著名作
家、傑出報人，被譽為當代武俠小說泰斗。
先生博學多才，繼承古典武俠小說精華，開
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作品深蘊民族大義和
家國情懷，對海內外華人產生了深遠影響。
先生畢生心繫國家、愛國愛港，為促進 『一
國兩制』事業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貫穿於金庸一生的，是他足以傳世的武
俠小說，更是他俠義精神與對國家與民族的
情感。香港年輕一代在品讀精彩文學作品、
為當中的俠義而感動的同時，更應看到、想
到、做到力透於小說泱泱文字中那永恆的 「
家國情懷」！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 「金庸迷」 何先生特
地由瀋陽趕飛香港購買
套裝版本《神鵰俠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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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昨日往金庸館參觀，緬懷這位文學泰斗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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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武
俠小說泰斗查良鏞昨日與世長辭，全
球華人深感悲慟。香港新聞工作者聯
會昨發出唁函，痛悼查良鏞先生。

社評兩萬篇 影響廣泛
唁函稱，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全

體同仁對查良鏞先生逝世深感悲痛。
查良鏞先生早年在香港《大公報》、
《新晚報》等媒體任職，後創辦香港
《明報》，成為文人辦報的典範。查

先生不僅是傑出的武俠小說大師，更
是一位出色的報人和評論家，其撰寫
的近兩萬篇社評、短評，筆鋒犀利，
切中時弊，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

唁函指出，查良鏞先生是香港新
聞工作者聯會榮譽主席，為香港新聞
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查良鏞先生的逝世，是香港乃至
國家新聞界的一大損失。但他留給香
港新聞界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銘刻
在媒體同仁心中。

香港新聞聯：文人辦報典範

《大公報》致唁電

▲ 朱同學前往金庸館悼
念 「查大俠」 ，很嚮往
其武俠小說中的仁義

緬懷泰斗
大公報記者 楊 州 林海瑩（文、圖）

【大公報訊】一代武俠小說大師、著名報人查良
鏞先生1947年至1957年在《大公報》任職十年，擔任
過記者、翻譯和編輯，其間更以金庸的筆名開闢了新
派武俠小說的時代。查先生於2018年10月30日逝世，
大公仝人倍感哀痛，大公報向查良鏞夫人暨親屬發
唁電，永遠懷念這位傑出 「舊同事」。以下為唁電
全文：

唁 電
查良鏞夫人暨親屬：

查先生駕鶴西歸，大公仝人倍感哀痛。先生一
九四七至五七年供職大公報、新晚報，歷任國際新
聞翻譯及副刊編輯，並開始發表文開風氣之先的新
派武俠小說，對兩報貢獻良多。先生一生名滿中外
，唯始終不改愛國求知初心，任草委、促回歸，風
骨足為後世典範。先生二○○九年重返大公報參觀
，曾留下 「敬贈舊主人大公報」 題字；今先生溘然
長逝，大公仝人將永遠懷念這位傑出 「舊同事」 。

謹致沉痛哀悼，還望節哀珍重。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大公報仝人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金庸逝世再掀武俠熱 市民湧書局搶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