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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茶话

听红学家冯其庸说!金学"

!

曹正文

光阴似箭! 转眼间红学家冯
其庸先生逝世快一年了 "冯其庸
于

!"67

年
6

月
!!

日仙逝于北
京!享年

89

岁#!笔者日前重读他
赠送的签名本! 以及他为拙著写
的序言! 不由让我回忆起与冯老
五次见面的情景$

五见冯其庸

冯其庸先生以研究%红楼梦&

而闻名于世! 他是中国著名的文
化学者!今天阅读量最大的%红楼
梦 & 普及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版"就是由他亲自主持校
注出版的$ 冯其庸不仅是中国当
代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之一!同
时!他又是一位'金学家(!金庸武
侠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取得
的声誉"金庸

$:

岁当选中国作家
协会名誉副主席)#与冯其庸先生
对金庸作品的研究与推崇有关$

我与冯其庸先生的交往 !是
先闻其名!后见其人$

我于上世纪
$"

年代后期开
始从事中国武侠小说研究 !

688"

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章培恒先
生作序的 %武侠世界的怪才***

古龙小说艺术谈 &!

6886

年又完
成了%金庸笔下的

6"$

将&+ 章培
恒先生阅完全稿说,-冯其庸先生
写过一篇%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
章!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研究很深!

你可请他提提意见$ (

我便把原稿寄给了在北京的
冯其庸先生$两周后!欣喜地收到
冯其庸寄还的原稿! 并附了一篇
序言$ 他在序中不仅详尽评论金
庸武侠小说的特点与风格! 还写
道,-正文兄的这本书是专门研究
金庸小说人物的! 我曾读过他的
一部分文章!包括他写的%古龙小
说艺术谈&!我觉得他的分析中肯
而精要!能引人入胜!也能发人深
思! 可以说是阅读金庸小说时十
分有用的辅助读物$(我当时读了
十分汗颜! 也相当感激冯其庸先
生的厚爱与鼓励$

%金 庸 笔 下 的
6"$

将 &于
688!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年后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前
后印了五万余册$

我与冯其庸先生的第一次见
面!是在

688;

年中国武侠文学学
会在北京成立之际! 当时由南开
大学校长宁宗一教授任会长!金
庸.冯其庸任名誉会长!我作为常
务理事赴北京参加会议! 与冯其
庸先生见了一面!未及畅谈$

第二次是
688<

年
66

月
66

日!海宁市举办%金庸研究&首发
式暨 -金学 (研讨会 !金庸 .冯其
庸! 还有金庸初中时的老师章克
标先生与全国一些研究武侠小说
的教授学者一起在海宁开了会$

在酒宴上! 我向冯其庸先生敬了
酒!也只谈了几分钟$

第三次是在
688:

年!中国武
侠文学学会举办-中国武侠小说(

评奖!我赴京担任武侠小说评委!

并专程拜访了冯其庸先生! 听他
谈了他怎么会研究-红学(与-金
学(的一些经历$ 这次访谈!约有
两个多小时$

第四次是在
!""8

年!北京举
行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第三次大
会!我当选为副会长$我去北京开
会后! 去北京通洲区芳草园拜访

了冯其庸先生! 向他请教了武侠
小说研究与评论的有关问题$

第五次是在
!"6"

年!我去北
京组稿! 再次对冯其庸先生作了
访谈$

以研究!红学"闻名

冯其庸生于
68!;

年! 名迟!

字其庸!号宽堂!是江苏无锡县前
洲镇人$他自述!自幼家贫!失学!

读小学与中学均未能毕业! 后来
考入苏州美专! 又因家贫而离开
学校$ 冯其庸后来将其书斋定名
-瓜饭楼(/刘海粟题字)! 就是为
了不忘少年时常常以瓜代饭的苦
难生活$

!;

岁时!冯其庸从无锡
国专毕业$他因喜爱美术!于是潜
心学习书画! 他的书法和绘画都
很有造诣! 后来又成为汉画像砖
的研究者$ 承他为我主编的武侠
文学期刊%大侠与名探&题字!又
赠我一幅他画竹的立轴$

冯其庸年轻时除醉心书画艺
术!还对中国传统文学十分热爱$

他说,-我在小学与初中时就读了
%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 (

冯其庸曾谈到他在读无锡国专时
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

-我记得要学通识课与选学课$通
识课有 %国学概论&%文字学&%版
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西洋文
学史&%中国韵文选&%音韵学&$而
选学课有 %老子&%论语&%孟子&

%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

%昭明文选&$ 其中由朱东润教授
开设的%史记&课与0杜甫1专题讲
座最受学生欢迎! 朱东润先生会
在课堂上朗读重要的课文与诗
文!朗朗上口!声情并茂!引人入
胜$ ( 冯其庸说到这里!感叹了一
声,-那时的读书真让人入迷2 (

我问起他怎么会研究 -红
学(! 冯其庸说,-我于

68:;

年调
入中国人民大学! 当时我住在铁
狮子胡同

6

号! 这是中国人民大

学的教职员工宿舍+除了上班!我
业余时间喜欢读一点古典文学!

并爱写点戏剧评论文章+ 当时我
看了孟超先生写的新编昆曲 %李
慧娘&! 觉得这个戏不仅编得好!

也演得好+ 我对戏中的武生演员
厉慧良本来很熟! 便写了一篇戏
评发表在报上 + 结果到了

68<<

年!我就被贴了大字报!批判我吹
捧鬼戏+ (

冯其庸接着又说,-后来我被
迫下乡去了江西农村 0五七干
校1+ 因为批判知识分子0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1!我被命令下地去
干农活!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农民!

干农活一点不差! 那些批判我的
人都瞠目结舌+ ( 冯其庸说到这
里!哈哈一笑+

-五七干校(后来没了!冯其
庸也回到了北京+ 他当时去了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工作!

他说,-我当时钻在故书堆中编书
目!在这段时间!我得以重温了不
少传统古籍!对%红楼梦&!我又读
了好几遍! 并有机会把历年研究
%红楼梦& 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

如胡适.王昆仑.周汝昌对%红楼
梦&的研究与评论+ (

冯其庸因爱读 %红楼梦&!后
来参加校订%红楼梦&!并任校订
组副组长+改革开放后!冯其庸回
到中国人民大学! 他先在中文系
任教! 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 中国红学会会长.%红楼梦学
刊&主编+ 他先后出版了%曹雪芹
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红学版
本研究专著&%3石头记4 脂本研
究 &%落叶集 &%瓜饭楼重校评批
3红楼梦4&等专著+

冯其庸说,-我与%红楼梦&这
部书的结缘! 首先是以研究考证
作者曹雪芹家世入手! 并仔细比
较了%红楼梦&几个不同的版本!

弄清楚了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文
物证据!其次是我对%红楼梦&的
几个早期抄本有了新的发现!在

庚辰本与甲戍本. 甲辰本与列宁
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的比较中!我
作了反复研究!识真辨伪+ 第三!

我找到了%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价
值与艺术价值的某些特点+ (

戏称!金石姻缘"

对冯其庸先生的访谈! 主要
内容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主!他
当时笑着对我说 ,-我一边研究
%石头记&/指%红楼梦&#!一边却
酷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曾戏
称自己有了0金石姻缘1+(他还相
继出版了 %评批 3书剑恩仇录4&

%评批3笑傲江湖4&等研究金庸武
侠小说的著作+

在冯其庸先生的书斋中 !请
他谈武侠! 不由让我想起上世纪
$"

年代中期!尽管-武侠热(已在
神州大陆涌动!但对于武侠小说!

不少文学评论家皆不以为然!我
记得当时只有章培恒与冯其庸首
先对金庸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冯其庸+

冯其庸想了一想! 舒展了一
下眉头说,-武侠小说属于中国的
俗文学!从文学范畴所言!金庸的
武侠小说与 %水浒&%三国演义&

%西游记&都归属于俗文学!有人
看不起俗文学! 当然可以见仁见
智+ 但在中国四大古典经典小说
中 !只有 %红楼梦 &归属雅文学 +

%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
从话本演变而成的通俗小说+ 依
我看! 俗文学占了中国四大古典
小说的四分之三! 你总不能不承
认吧5 %水浒&%三国演义&%西游
记&有这么高的文学地位!金庸的
武侠小说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
地位呢5 (

冯其庸喝了一口茶 ! 又说 ,

-当年读金庸小说时!我与查良镛
"金庸)先生并不认识+ 开始我只
是把金庸小说当作消遣来阅读
的!但读着读着!才发现金庸的武

侠小说博大精深!实在是好看!而
其文学价值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
计与想象+我一连读了好几部!几
乎常常是通宵达旦! 一读就放不
下来!于是我在

68$<

年
!

月写了
一篇%读金庸的小说&的文章+ 我
在文章里不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
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而且金庸
小说反映的历史生活面. 社会生
活面都非常之广阔+ 在金庸的作
品里!各式各样的鲜活人物都有!

他要写的社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
杂的! 他的小说所起的作用也不
是单一的+ 因此我赞成对他的小
说应作些认真研究! 既然中国有
那么多爱好读金庸武侠小说的读
者! 我们应引导读者认识和理解
金庸小说中积极的思想内容与艺
术成就+ 有位朋友提倡研究金庸
小说!称之为0金学1!我觉得这位
朋友的见解!是有道理的+ (

谈到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冯
其庸这样分析,-金庸是当代中国
第一流的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
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
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
富+ 我以为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

非常具有创造性+ 在古往今来的
小说结构上! 金庸创作的武侠小
说几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一
是庞大!情节一泻千里!又纵横交
错+ 第二是紧张!我第一次读他的
小说!经常是夜以继日!手不释卷!

因为他小说中的情节紧张到扣人
心弦!迫使你无法不读下去+ 大约
正因这个原因!金庸小说在大陆销
售上亿册的天文数字!而且爱读金
庸小说的读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上至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下至平
民百姓.工人农民)!并波及海外+

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
有层出不穷的 0金庸迷1+ 这种现
象!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

冯其庸又指出,-金庸武侠小
说与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的不同
之处在于! 金庸将深刻的人生哲
理与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 灌注
于神奇而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

并使其文字的文学性上升到了新
的高度!在陶冶人类情操的同时!

又给人以知识性上的极大满足+

金庸笔下的人物!如萧峰.段誉.

令狐冲.郭靖.黄蓉.胡斐66皆
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

最后! 我们谈到了金庸小说
的意境与其作品所表现的地理阔
度+ 冯其庸说,-这也是金庸武侠
小说的高明之处+他写北国风光!

大漠孤烟!冰天雪地7他又写江南
山水!小桥流水!幽壑鸣瀑+ 或是
古洞藏谱!或是萧寺隐侠!或是明
月洞萧!或是花香剑影+而其作品
的地理背景!我也亲自到过!如大
西北的甘凉大道.天山.祁连山.

华山.恒山.五台山.泰山.衡山!

以及太湖.钱塘江.灵隐寺.悬空
寺! 正是祖国的这些壮丽的大好
山水! 使金庸武侠作品气势雄浑
而意境深远+ (

冯其庸号-宽堂(!书斋也称
-宽堂("冯其庸前后有两个书斋
-瓜饭楼(与-宽堂()!其实这只是
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间! 因堆满
了书!并不宽敞!但冯其庸的心胸
却很宽大+ 他为人宽容大度而又
有容纳海量的襟怀! 不仅容纳了
四卷%红楼梦&的精华!而且容纳
了金庸

6;

部武侠小说的精彩+

%""&

年#冯其庸!右二"与本文作者!右一"参加金学研讨会$

右上图
'

冯其庸为本文作者题字

右下图
'

冯其庸签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