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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射雕人物分析》 
组员：  杜秉元（3P3，组长） 

      王远骋（3P3） 
      欧阳佳恩（3P3) 

 

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1.   研究目的： 
 
1）透过多种角度分析射雕人物，从大众、金庸迷、金庸、研究者本身对书 
中人物的看法与观点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金庸名著。 
2）推荐金庸武侠名著，引起读者阅读兴趣，从而通过阅读名著提高华文学

习。 
 
2.研究价值： 
 
1）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射雕人物的多方面分析，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故事人

物，从而引起读者阅读兴趣。 
2）通过学习借鉴书中好词好句，提高华文写作能力。 
 

二、文献研究 
 
《射雕英雄传》又名《大漠英雄传》，是“射雕三部曲”之一，这部小说历史

背景突出，场景纷繁，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英雄史诗”风格；在人物创造

与情节安排上，它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传奇，将人物作为情节附庸的模

式，坚持以创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为中心，坚持人物统帅故事，按照人物性



格的发展需要及其内在可能性、必然性来设置情节，从而使这部说达到了事

虽奇人却真的妙境。 
 
                                                                                             -摘录自豆瓣论坛 
 
分析：正如上文内容中所提到整部小说的中心是人物，故事都围绕着人物而

展开。因此笔者觉得如果了解人物就能更好的了解小说。金庸以射雕英雄传

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附庸的模式，创造新一代武侠小说。可见射雕英雄传，

与它里面的人物，在文学界、在武侠小说里占据了何等权威的位置，因此对

这部书中人物做出分析是具有意义与价值的。 
 
《射雕》一出，鬼神震惊，风头几乎盖过了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和张梦

还的《沉剑飞龙记》。《射雕英雄传》历时两年有余，始终喝彩不绝，一扫

《碧血剑》留下的种种遗憾。连载期间，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曾把每五回内容

结成一册，总共出版了十六册。 
 
                                                                                             -摘录自豆瓣读书 
 
分析：射雕英雄传一出版变压过了所有其他的武侠小说，即使过了两年之余

还是很受欢迎，为了让读者更加了解书籍曾经改动了很多。这说明射雕虽是

武侠小说中的一部作品，但它不仅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代表作，更是所有武侠

小说的代表作。所以笔者想借用这部武侠小说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通

过分析书中人物，帮助读者更好更深入的了解故事，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1、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资料搜寻 
 
2.研究框架： 



1）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 
2）不同人的看法 
3）好词好句分析 

 
四、问卷调查分析 
 
大众看法问卷调查数据： 

 
郭靖 
 傻瓜 忠厚 侠义 奸诈 

人们认为郭靖 39.1% 39.1% 21.7% 4.3% 
 
 

黄蓉 

 聪明 奸诈 狡猾 侠义 

人们认为黄蓉 47.8% 30.4% 21.7% 13% 
 
 

杨康 

 奸诈 狡猾 忘恩负义 用情专一 

人们认为杨康 34.8% 26.1% 17.4% 26.1% 
 
 
分析： 



大家对这三个人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例如狡猾和聪明，傻瓜和侠义，都是

不同的两个极端。可见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性格的两面性。仅仅三个人物

就已经复杂至此，射雕英雄传里还有许多人物，但在射雕故事中这三个主要

人物最为复杂、最为重要，整个故事也都是围绕着这三个人物而展开，因此

笔者选择对这三个人物进行分析。 
 
大众看法问卷调查： 
“请在三个人物中选一个，谈谈他们的性格“（解答略取） 
 
答:   郭靖，侠之大者，爱国爱民 
答：郭靖，郭靖天资不高，但勤奋刻苦，敦厚老实，最终依旧成了顶级高手 
答：黄蓉欺负一个傻孩子，可见她并不是纯粹的好。 
答：杨康忘恩负义，该杀。 
答：杨康用情专一，也曾想过会改，罪不致死。 

 
分析： 
 
人物的性格十分复杂，导致不同人对他们有很多大为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专

题作业想整理这些看法，分析人物，让读者对这三个主要人物更深入的了解

，更好更轻松的阅读这本名著。 

 
五、多种角度分析人物 
 
金庸迷的看法 
 
郭靖： 
郭靖的笨与常人不同，金庸对本人的了解显然和我们大有不同，我们都认为

本人是很迟钝，不讨人喜欢的。但是在书中金庸虽然大量地强调郭靖的笨，

但郭靖的为人处事，待人之道，他的学习方法却让我们认为他和我们普通人



没什么两样。也许刚开始读的时候会感觉郭靖实在太笨了，但是读到最后这

种刚觉会慢慢地消退，直到我们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笨了。比如说他在学降龙

十八掌时，洪七公只点两句，他练习一会儿就可以武功猛进。他悟出侠之道

，他明白学武的目的、明白大义灭亲、明白要忠于国家。他为人忠厚，朋友

成群。这可能连我们也做不到。郭靖的笨，可能不是笨，而是另一种聪明。 
 
黄蓉： 
黄蓉对郭靖的爱是笃定的，义无反顾的，没有一丝迟疑、一丝顾虑，即使父

亲再反对，郭靖师傅再不喜欢，她也一往情深。处处为郭靖考虑，事事为郭

靖着想，不嫌弃他的愚笨，不懂风雅。 
 
杨康： 
杨康在射雕中是典型的反派。借用书中的话，郭靖是为国为民，杨康则是卖

辱求荣。而杨康的人生，比起郭靖，不但不顺利，而且更加很坎坷。他贵为

金国小王爷，去在一夜间失去了一切。他感激完颜洪烈的养育之恩，但他还

背负着父母血仇，他的种种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中。金庸将杨康刻

画得比较阴暗。但如果我们从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分析杨康，那我们不得不承

认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而且应变能力很强，除了黄蓉，他可以算得上是

故事中最聪明的人物。其实如果我们想想杨康的身世，从一生下来就认了完

颜洪烈为父，坚信自己是金人，为金人出力，但一夜之间这些突然都变了，

如果要让他马上放下一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评价不可太过严厉。 

金庸的看法： 
 
郭靖： 
    郭靖形象的刻画，相对其他角色稍微有些单调，十分地强调他的呆、笨，

但有趣的事他虽然呆但却能在短时间内悟出上乘武功，多半是应为心无杂念

，又肯用功。纵观郭靖的一生，他的成长主要是在个人幸福与江湖侠义、国

家侠义之间的一次次心里抉择。全书通过他的心路历程来表现了不同阶段的

侠这一主题。 
 



黄蓉： 
黄蓉并不是单纯的可爱，她也具有少女的小性子和自私，比如一开始和穆念

慈动手，比如吓傻姑。只是她的自私被诸多好品质冲淡了。 外表可爱的黄蓉

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很孤独的，她自小没母亲，又逃出桃花岛，跟了郭靖后一

直期盼郭靖永远不要离开。当她知道华筝的事后，感叹着“你们是大漠上的一

对白雕，我只是江南柳叶下的一只燕儿”。这便是她命运的真实写照。在面对

困难时她从不慌张，冷静而有理性地想问题，解决问题，她是一个十分坚强

的女性。 
 

我们的看法： 
 
郭靖： 
我们的看法是郭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呆傻，但是内心其实却十分机灵。因此

我们不可以说他笨，只能说他为人忠厚，单纯。其实纵观郭靖的种种奇遇其

实都是建设在他为人单纯的基础上。他心无杂念，能在短时间内内功大进，

他因为刻苦耐劳而学会降龙十八掌。我们做人因像郭靖那样，为人忠厚、勤

奋刻苦。但反观之也可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现实生活

生活中我们也不能过于单纯，凡事也应三思而后行。 
 
黄蓉： 
黄蓉机敏聪慧，但也有狡诈自私的一面，有她处事狠毒的一面。黄蓉是个好

人，她为大局着想，但是她并非纯粹的好。黄蓉是个十分复杂的角色。从在

不同情况下她的不同表现可以看得出与其关心大局她其实更关心自己和郭靖

，如在归云庄，在渔樵耕读面前。 
 
杨康： 
杨康是个典型的负面人物，这是大家都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我们这种看法也

许是受到金庸故事中情节设定而影响，金庸通过故事的不同情节来让我们对 
“杨康是坏蛋” 深信不疑。但如果我们站在杨康的角度想，从他的角度来看看

，那么他的很多作风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要很好地分析杨康的话那

我们需要从一个中立的立场，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善恶忠奸。 



 
六、好词好句分析： 
 
1.   此时天已向晚，朱红的晚霞映射江心水波又将红霞反射到了黄蓉的脸

上、衣上、书上，微微颤动。 
 
解释: 天要黑了，夕阳西下，江水把晚霞反射在黄蓉身上。 
 
引用：可以用为环境描写 
 
 
2.   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解释：金庸书中黄药师的诗 
 
引用：一句诗句，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来增添写作效果。在写诗时可以借用。

句子优美。 
 
 
3.  其时六月将尽，天上无月，唯有疏星数点，照着黑漆漆的一片大海。 
 
解释：六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微光照着

漆黑的大海。 
 
引用：优美的句子，用于环境描写，可以做记叙文的开头。 
 
 
4. 湖上迷迷蒙蒙的起了一阵浓雾，涌上土洲，个人双脚都已没入雾中。   
 
解释：湖上起了大雾，似乎把人都埋在里面了。 
 



引用：可用于环境描写。 
 
5.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解释：诗句《题临安邸》作者宋代林升。 
 
引用：培养感情，创造气氛，高层次的写作方法。 
 
6.   这套曲子模拟大海浩淼，万里无波，远处潮水缓缓推近，渐近渐快。忽

而冰山飘至，忽而热海如沸，极尽变幻之能事。 
 
解释：能用这样的句子形容简简单单的一首曲子，应该只有金庸一人了吧。

这套曲子模拟大海浩淼，万里无波，远处潮水缓缓推近，渐近渐快。 
 
引用：可用于写作中描写音乐 
 
7.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解释：一个十分富有哲理的句子，给武功招式去这样的名字，十分高雅。屠

龙后却心中唯有后悔。 
 
引用：描写后悔。 
 
8.   萧瑟平生只自知，玉箫忍按悼亡词。桃花飞影潮生后，尽想东邻一笑

痴。 
 
解释：诗句，词义显得作者十分感慨，微有些许凄凉之感。金庸书中黄药师

的手笔。 
 
引用：培养气氛 
 
9.   教而不明其法，学而不得其道。 



 
解释：马钰评论郭靖师徒的词语，虽然试图都很努力，但是毫无进步，因为

方法不对。 
 
引用：描述两样事物不匹配。 
 
10.   这些珍宝虽无知觉，却是历千百年而不朽。今日我在这里看着它们，将

来我身子化为尘土，珍珠宝玉却仍然好好的留在人间。世上之物，是不是愈

有灵性，愈不长久？ 
 
解释：感慨人生的价值，感慨活物与死物竟然还是活物悲哀。 
 
引用：可以用于结尾段 
 
修辞手法： 
 
1.  肖像描写 
 
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带，白

雪一映，更是灿  然生光。 
 
解释：船尾站了个女孩，在划船，头发很长，穿着白色衣服，头发用金环束

了起来，白雪反射了光芒，让她显得灿烂生光。 
 
见她十七八岁年纪，玉立亭亭，虽然脸有风尘之色，但明眸皓齿，容颜娟

好。那锦旗在朔风下飘扬飞舞，遮得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 
 
解释：她大概十七八岁，长得美，虽然脸色有些劳累。一面旗被风吹得上下

翻飞，遮住了她的脸。 
 
一个老脸像洞庭湖橙皮 
 



解释：描述脸上皱纹对垒，脸色蜡黄。 
 
只见是个白须老头，身穿黄色葛衫，右手挥着一把大蒲扇 
解释：一个老头，胡须都白了，穿着黄色的衣服，拿这把扇子 
 

2.  环境描写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

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蒿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 
 
-诗句，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作者朱敦儒 
 
白雾愈重，各人裹在湿气之中都感窒闷，天上黑云也越积越厚，透过云层透

下来的月光渐渐微弱，终于全然消失。 
 
解释：雾越来越重，大家都感到窒闷，天上黑云密布，月光透不过来。 
 
3.  动作描写 
 
却见曲三转过身来，缓缓说道：“郭兄，杨兄，请出来吧！”郭杨二人大吃一

惊，只得从草丛中长身而起，手中紧紧握住了猎叉。 
 
解释：曲三不慌不忙地对两个人说让他们出来，两人吃了一惊，出来时我进

了武器，以便自保。 
 
黄蓉左手上扬，右手横画，左肘洋撞，右肩斜引，连使四下虚招，第五招双

手拿腕，这下仍是虚招，脚下一勾却是时了。 
 
解释：描述黄蓉的打斗片段，描写她的动作十分详细。 

 
七、结论： 



      金庸名著射雕三部曲之一的射雕英雄传，人物关系错中复杂，每个人的

性格都有正反两面。书中有很多的经典角色，郭靖憨厚，杨康奸诈，黄蓉睿

智。从每个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学到为人处事之法，通过分析人物，我们的

社交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都会有所进步。比如说，学会郭靖的努力学习，待

人忠厚，为人单纯，忠义当先。学会黄蓉的随机应变，冷静的头脑，理智的

分析，长远的见识。学会杨康的说服力，最爱人的真诚，吸取他的教训，看

到一个坏人背后的好人。通过对人物的进一步了解，取得对自己的进一步了

解，提高自我。我们也想把金庸武侠名著推荐给大家，引起大家阅读兴趣，

帮助大家提升华文阅读能力。 
 
     书中的好词好句可以用于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阅读这些好句也可以相对

地提高我们的华文能力。华文是世界三大语言之一，拥有良好的华文程度对

我们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建议：如果想要好好的阅读射雕英雄传必须能够坚持，读武侠小说不可一暴

十寒，如果开始读就要坚持到底，如此才可以吸收这本书的精华，才不会弄

混故事情节，才能从故事的发展，人物的表现提炼出为人之道。 
 
 

组员反省： 
 
杜秉元: 
            这是我第一次做华文的专题作业，收获实在不小。我个人也是拜读

金庸书籍的，因此本次专题作业不仅对我来说十分有趣，好玩，而且还提高

了我对金庸书籍的理解，也进一步提高了我的华文程度。虽然这次只有三个

人，很累，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经验，很多东西都不会做，但是

通过这项专题作业我学会了合作精神，团队精神。本次专题作业令我受益不

浅。 
 
欧阳佳恩： 



本次专题作业让我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让我受益匪浅，我十分感谢我的组

员和我的指导老师的帮助，通过这次专题作业我的华文程度也明显的提高了

很多。 
  
王远骋： 
            这是我第三次做华文的专题作业，但我并没感到枯燥，反而从此次

专题作业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提高了华文能力，这次的专题作业还提高了我

的作文能力。其实我和别人的合作能力不是很好，我要感谢我的组长对我的

理解和支持，他帮助我提高了我的合作能力。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理解

和对我们组的支持。 
 
 
 
 
 
 
 
 
 
 
 
 
 
 
 
 
 



 
 
 
 
 
附录  1  调查问卷： 
 

 
 
分析：大家对郭靖的评论大多是傻瓜和忠厚，很少人评论奸诈。这可以反映

郭靖在书中的表现给读者的感觉。 
 
 
 



 
从此可见黄蓉给读者们带来的感觉是聪明，奸诈的。但是很少人觉得她侠

义。可能是因为她在某些情况下体现出的自私，例如威逼穆念慈。 
 
 
 
 
 

 



大部分人认为杨康奸诈，这是标准的答案。但是很多人认为他用情专一。结

论：杨康是两面性的人物。很多的例子，比如认贼作父，但对穆念慈一直真

情实意。 
 
 
 
 
 
 
 
 
 
 
 
 
 
 
 
 
 
 
 
 
 
  
 
 



附录  2  资料参考： 
 
金庸的看法 
 
郭靖： 
    郭靖形象的刻画，相对其他角色稍微有些单调，十分地强调他的呆、笨，

但有趣的事他虽然呆但却能在短时间内悟出上乘武功，多半是应为心无杂念

，又肯用功。 
 
郭靖还是个老好人。他对黄蓉好，对华筝念念不忘，对一直干坏事的杨康好

，对师父和大汗的命令不敢违抗，对所有朋友都将义气。江南五怪死掉之后

，他突然对黄蓉的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当他知道是欧阳锋干的

之后，居然又变回了那个老好人，对西毒一直那么客气，还放他3次。在人

物的形象与表现力上看，郭靖并不生动。 
 
 
郭靖大侠之路的成长，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郭靖是个乖孩子，在

江南七怪的教诲下，懂得了做人不能欺骗他人，自己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

因此在找黄药师报仇的时候，他明知不敌，还能够主动跟丘处机说周伯通没

死云云。也因此，在和黄蓉华筝同处一室的时候，他明知不喜欢华筝，却因

为自己答应过大汗而犹豫不决，又因为托雷的一句话而热血上涌，答应娶华

筝。那个时候的郭靖，把江湖义气放在个人的幸福之上，已经是一个江湖上

的少侠。 
从江湖少侠变成于国家层面，行侠仗义的大侠，则是第二阶段。 
          郭靖由于自己报仇，抓到完颜洪烈，攻破金兵的城池。但当郭靖看到

成吉思汗想要杀无辜的百姓时，他瞬间于心不忍，求大汗饶了百姓的性命。

因为自己的报仇，让那么多无辜百姓遭殃，对此他心有愧疚，黄蓉‘死’后，他

不断地反省，武功究竟有什么用，报仇该还是不该。这是他自己的心结，必

须通过自己的思考而得出舍小义而逐大义的结论。也就是经过这一番心路之

后，他从江湖上的侠，上升为了一个行侠仗义，舍己为人的侠，能够为大

宋、为百姓着想。所以有后来大义灭亲而去刺杀托雷的事件。 
 



      后来，与成吉思汗一番关于英雄的辩论之后，他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认

为你大汗能打下江山，但侵害百姓，就是不改。因此有了神雕中第三层面的

大侠，也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纵观郭靖的一生，他的成长主要是在个人幸福与江湖侠义、国家侠义之间

的一次次心里抉择。全书通过他的心路历程来表现了不同阶段的侠这一主

题。 
 
黄蓉： 
黄蓉并不是单纯的可爱，她也具有少女的小性子和自私，比如一开始和穆念

慈动手，比如吓傻姑。只是她的自私被诸多好品质冲淡了。她的自私表现于

她和穆念慈动手，她吓唬傻姑，等等。 外表可爱的黄蓉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很

孤独的，她自小没母亲，又逃出桃花岛，跟了郭靖后一直期盼郭靖永远不要

离开。当她知道华筝的事后，感叹着“你们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我只是江南

柳叶下的一只燕儿”。这便是她命运的真实写照。在面对困难时她从不慌张，

冷静而有理性地想问题，解决问题，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性。 
 
杨康： 
杨康在射雕中是典型的反派。借用书中的话，郭靖是为国为民，杨康则是卖

辱求荣。而杨康的人生，比起郭靖，不但不顺利，而且更加很坎坷。他贵为

金国小王爷，却在一夜之间将他18年的价值观崩溃，他不是小王爷，是汉人

，需要抛弃在皇室中的一切，去认一个老农民做父亲。这种打击，对于一个

习惯了尊贵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承受。他对完颜洪烈的感情，一直起起落落

，代表着他对完颜洪烈的养育之恩，与杀父母之仇的矛盾，也是他对自己地

位的矛盾。他可以在郭靖眼皮底下放完颜洪烈，也会在临死前反咬一口。他

的种种故事，都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中。他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因此他不

断追求荣华富贵，不仅是金国皇室之中的，还包括抢丐帮帮主，求欧阳锋收

徒，杀江南五怪等。他要通过做这些事情，来保住自己的地位，不让自己失

去威望。金庸将杨康刻画得比较阴暗。他自大，轻浮，有卑鄙，做事不择手

段，跟江湖上的道义格格不入。如果我们从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分析杨康，那

我们读的不承认他是一个水平很好的政治家，而且应变能力很强，除了黄蓉

，他可以算得上是故事中最聪明的人物。其实如果我们想想杨康的身世，从

一生下来就认了完颜洪烈为父，坚信自己是金人，为金人出力，但一夜之间



这些突然都变了，如果要让他马上放下一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评

价不可太过严厉。 

 

人们对郭靖的看法： 
之前看几遍原著的时候，一直这种看法，单就爱情层面而言，郭靖真配不上

蓉儿。 
 
黄蓉对郭靖的爱是笃定的，义无反顾的，没有一丝迟疑、一丝顾虑，即使爹

再反对，郭靖师傅再不喜欢，她也一往情深。处处为郭靖考虑，事事为郭靖

着想，“靖哥哥去哪儿蓉儿就去哪儿”“靖哥哥想归隐山林，蓉儿就跟着靖哥哥

归隐山林，靖哥哥想干一番事业，蓉儿就陪靖哥哥干一番事业”就是她对郭靖

爱的真实写照。更别说不嫌弃他的愚笨，不懂风雅了。 
 
反观郭靖，摇摆不定，很多细节表明他爱得很浅。师傅不喜欢蓉儿，他犹豫

，黄药师不喜欢他，他踟蹰，师傅被杀，他彻底决绝。你可以说是因为师傅

养他情深什么的，但是他对蓉儿就是没有蓉儿对他那么深情款款，反正我是

觉得郭靖对忠义的坚持胜过他对蓉儿的爱，个人觉得配不上黄蓉，个人看法

，不喜勿喷。 
 
 
 
其实郭靖在小说里面就是个笨人，起码金庸就是想这么写的，但是金庸对笨

的理解显然和我们普通人很不一样。 
我们普通人往往把笨定义为说话结结巴巴，做事迟疑迟钝，动不动就得罪

人。大多数人心中所谓的笨人，也应该给人一种呆滞，不活跃，不讨喜的感

觉。 
但金庸定义的郭靖的笨，很明显不是这样的。金庸认为，人越笨，说话越直

接，反应越迅速，处事越谦和世故。所以金庸越在小说里面越强调郭靖笨，

郭靖做事就做的越好，在我们普通人眼里好像越聪明的样子。 



这不得不说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方面金庸总在

小说里面强调郭靖笨，但另一方面，郭靖在小说里面成就斐然，同时很多读

者也并不感觉郭靖笨。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下，先谈谈郭靖的语言能力。首先，郭靖先天的语言能

力是不好的，按金庸的说法，郭靖4岁才学会说话。 
忽忽数年，孩子已经六岁了。李萍依着丈夫的遗言，替他取名为郭靖。这孩

子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

在草原上放牧牛羊。 
 
那么按常理来说，应该就不要奢望这样的一个孩子未来有什么口才了。但金

庸偏偏不这么写。在他的笔下，郭靖就是因为笨，所以说话时候想到什么说

什么，于是语言反而分外犀利。一开口，就把成吉思汗说吐血了。 
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

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戆直， 
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

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

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类似的情节到了《神雕侠侣》又出现了一次，是郭靖在蒙古军营的对答。这

段就连忽必烈都感慨郭靖言辞犀利： 
郭靖道：“想他二人学艺未成，不自量力，贸然行刺，岂能成功？他二人失陷

不打紧，却教你多了一层防备之心，后人再来行刺，那便大大不易了。”忽必

烈哈哈大笑，心想：“久闻郭靖忠厚质朴，口齿迟钝，哪知他辞锋竟是极为锐

利。”其实郭靖只是心中想到什么，口中便说什么，只因心中想得通达，言辞

便显凌厉。 
 
然后再谈谈郭靖的武功。郭靖学武之路被无数人说笨，大家都知道。江南七

怪本身教育方法有问题，我不拿他们做例子，说说洪七公教郭靖降龙十八掌

时的评价，同样是一个笨字。 
洪七公道：“我对你说过：要教对方退无可退，让无可让。你刚才这一掌，劲

道不弱，可是松树一摇，就把你的劲力化解了。你先学打得松树不动，然后

再能一掌断树。”郭靖大悟，欢然道：“那要着劲奇快，使对方来不及抵挡。”



洪七公白眼道：“可不是么？那还用说？你满头大汗的练了这么久，原来连这

点粗浅道理还刚想通。可真笨得到了姥姥家。” 
 
这里的笨，指的是郭靖悟性差，练了很久才弄懂掌法中的道理。按我们普通

人的理解，一个人悟性差，不能弄清武功中的道理，那就应该就不能学好武

功，资质平庸了吧。可是金庸不是这么写的。在他的笔下，郭靖悟性是差，

可是无所谓，因为郭靖根本就不需要悟性。一个武功他不懂其中的道理也无

所谓，他依旧能使用出来。这种能力就很恐怖了。 
先看郭靖用九阴真经上的功夫解开绳索的过程。郭靖在这里面他并没有悟出

自己该怎么解绳索，但他也根本不需要悟出来，他自动自然就做了。 
郭靖在明霞岛上遵洪七公之嘱，起手习练“易筋锻骨篇”，此时已有小成，基

础既佳，一经依法施为，不知不觉间就将手脚上束缚的绳索卸去。他身手之

灵活，实胜于头脑十倍，绳索虽已卸脱，心中兀自不明白何以得能如此。 
 
和他人过招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他很笨，所以他根本想不出该怎么和别人

对打。但是不要紧，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想出方法来，因为他的潜意识早就帮

他选了最好的战斗方法了。 
他先着击出，裘千仞果然回掌挡架，郭靖两臂一挺，肘锤正要撞出，突觉对

方双掌挡来软弱无力，全不似适才交锋时那般劲在掌先的上乘功夫。郭靖手

上变招远比心中想事为速，心中尚未决定该当如何，双手顺势抓出，已将他

两手手腕牢牢拿住。裘千仞用力挣扎，却哪里挣得出他的掌握？ 
 
最后再说说郭靖的情商。郭靖不懂揣摩别人的心思（尤其是女孩儿家的心

思）这点黄蓉和华筝都说过。按我们一般的理解，一个人不懂人心，应该会

到处得罪人，但金庸偏偏不这么写。按金庸的设定，郭靖不能洞察人心，于

是他选择的策略就是能不和别人发生冲突就不和别人发生冲突。于是很多事

情的处理上，郭靖的做法反而显得圆滑得体。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面对洪七公的时候郭靖和黄蓉的反应了。黄蓉聪明，一眼

就看透了洪七公的身份，所以对七公十分恭敬谦逊。而郭靖正因为完全猜不

出洪七公的身份，所以对七公不敢有丝毫怠慢。于是从行为的角度出发，郭

靖虽不如黄蓉眼睛锐利，但是做法和黄蓉是一样的。 
郭、黄两人尚未回答，他已大马金刀的坐在对面，取过背上葫芦，拔开塞子

，酒香四溢。他骨嘟骨嘟的喝了几口，把葫芦递给郭靖，道：“娃娃，你



喝。”郭靖心想此人好生无礼，但见他行动奇特，心知有异，不敢怠慢，说道

：“我不喝酒，您老人家喝罢。”言下甚是恭谨。 
 
综上所述，郭靖的傻和笨，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傻和笨是有很大差距的。金庸

笔下的郭靖虽然笨，但他言语犀利，行为敏捷，做事迅速，而且与人相处左

右逢源。这是普通的傻子能做到的吗？很明显不是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郭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笨人。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郭靖的笨只是一个外壳，裹在外面的

是他自己认为的笨嘴拙舌和悟性奇差，不够精明。但是那内核里面的郭靖，

是个内心十分通透，反应极其迅速的智者。又换种方法来说，那就是郭靖外

表虽然笨，但是他却是个有着超强直觉和超强潜意识的人。在他自己都没意

识到的时候，他的直觉和潜意识，总是帮他做出了最聪明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