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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  ：《环境如何影响郭靖与杨康的行事为人》 

小组编号 :    6-24 

班级  ：  2P3 
组员  ：  朱俊勇 (08，组长) 
       黄宏杰 (28) 

     王诠智 (29) 
     叶容洋 (33) 

   

  

一 研究方向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先生于 1957 年至 1959 年在《香港高报》连

载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宋末, 金兵屡犯大宋边界为背景, 带出了一段
改变两家下一代命运的故事。金庸先生利用故事里的主角郭靖和杨
康, 呈现两位主人翁不同的命运。这部小说也隨着两位主角的性格特
点而发展了一段扣人心弦和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为何郭靖和杨康这两个同年龄的人物会有不同的遭遇? 到底生活环境
如何改变他们并造就了他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和反应呢? 鉴于此，我
们借用这部小说的俩位主角——郭靖与杨康的行为表现，来探索生
活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本文将从居住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亲密伴侣、周边朋友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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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专题作业采用文献研究法进行研究。我们阅读了小说、网络文
章、论文报告和书籍的理论以进一步分析与归纳。 

 

 

三 文献综述 

 网上有许多文章对郭靖与杨康进行了分析与评论。搜狐教育的《射
雕英雄传-郭靖与杨康的成长看子女教育》就解释了教育如何影响郭
靖与杨康。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只谈到教育，没有谈到其他的环境
因素。千面之神的《郭靖是个怎样的人：人物性格分析》只专注整
体地研究郭靖的性格，却没有讲解郭靖性格之形成因素，也没有提
到杨康。江寒园的《说杨康(3)：人物关系对比》研究了杨康与武侠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对比他们，但只研究了他身旁的人怎么影响他，
没提到别的环境因素。 

 

四 内容 
 

 因素 （一）：居住环境的影响 

郭靖 

 郭靖的祖藉是临安府牛家村人。当母亲肚子里怀着他的时候, 因家中
出现巨大的变化, 他母亲就逃难到蒙古而生下了他。于是, 郭靖从童
年到十八岁都是在蒙古的大草原上度过的。 

郭靖跟随着铁木真部落东征西讨, 四处搬迁, 因此磨练出坚毅的性格。
在参与蒙古部落之争和与大金国的战争中，让郭靖体会到战争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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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和生灵涂炭。这样的地理环境深深地影响了郭靖往后不让大宋受
到蒙古的侵略而奋勇的捍卫国家。 

 

杨康 

杨康一出生就在大金六王府长大，从来没有熬过苦也没有饿过。生
活奢侈, 享尽了荣华富贵，让他形成了一副高不可攀的性格。也因为
这样的环境，养成了这小王爷无视它人的傲慢态度。他仗着赋予的
权力，带着下属到处耀武扬威，欺负百姓。这样高人一等的身份和
舒适的环境，让杨康无法接受自己竟然是杨铁心的儿子，也无法面
对他是一个普通的宋人。十八年的荣华富贵生活让杨康硬起了心来
捍卫他的特殊身份，采取灭绝人性的手段。 

 

 

因素 （二）：家庭教育的影响 

郭靖 

郭靖很幸运。对他的教育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母亲。小说中虽没有
叙述母亲李萍的教育是如何影响郭靖, 但从郭靖很清楚父亲郭啸天以
往的英雄事迹来看，由此可见母亲李萍在郭靖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
向他灌输了丈夫一生英雄豪杰的思想, 造就了郭靖成年后的英雄风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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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康 

杨康从出生到成年就被人奉为小王爷。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也
把自己当作是金国人。他的教育恰恰是跟郭靖相反，接受了错误的
教育，导致了杨康最终走向极端地路途，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命运。 

杨康的母亲包惜弱可说得上是造成杨康贪念富贵荣华的罪魁祸首。
在这十八年里, 包惜弱从不向杨康透露过他的真实身世，也没教育他
正直的品格。她没在杨康成长的岁月里向他灌输金人的残暴和国家
民族的仇恨。这造成了杨康对大宋是充满了敌意, 甚至在关系到国家, 
民族和个人的事情上, 只要是威胁到他的利益, 他会不择手段的排除
異己，以达到目的。 

此外，杨康虽然不是完颜洪烈的亲生儿子，但他对杨康精心培养，

寄以希望。完颜洪烈也算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但品德极恶劣，

整天阴谋诡计，使杨康产生阴险狡猾的行事为人。 

 

 

因素 （三）：学校教育的影响 

 

郭靖 

在塑造郭靖的为人, 江南七怪对他的影响甚为极大。由于江南七怪和
丘处机有打赌的约定，所以江南七怪就成为了他的师父, 负责教导他
武功也深深的影响了郭静的性格和行为。江南七怪是江湖人物。对
朋友的信义比看待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也教育了郭靖从小就不
说谎和对朋友不背叛的性格。他这忠于朋友的性格也显现在他对大
宋的忠心耿耿。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师父是洪七公。洪七公除了在武学上提拔了郭靖，
也深深地影响了郭靖为人，让他了解武功也可以行侠仗义，扶危济
困。洪七公虽然嗜吃美食，但为人正义，德高望重，性格正直，有
侠义精神，具有一切正派人物所应具有的优点。他长期对郭靖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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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郭靖这种“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的精神深
入骨髓、融入血液并伴随终生。 

 

杨康 

和江南七怪比起来, 丘处机可算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师父。他没有教育
杨康向善, 也没有教导他正确的江湖信义和对国家为忠的大道理。很
显然的, 丘处机只是教了一些基本的全真派武功给杨康却未曾向杨康
提过他的身世。在这十八年里，他们师徒俩的关系到底有多好，这
真是耐人寻味。由于没有被教导正确的价值关与道德，杨康为非作
歹，甚至还拿起剑想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对自己犯的错一点都
不感到懊悔。这十八年里的错误教育就奠定了他的思想与看法。 

 

 

 

因素 （四）：亲密伴侣的影响 

郭靖 

郭靖是个内向型的人。他比较沉静, 心理内向, 情感深沉和不善交际。
在平日的事情决策上, 他往往都需要黄蓉来推他一把, 才能完事。打
个比方, 他能学到上乘的武功都是因为黄蓉在旁推波助澜才哄得洪七
公把降龙十八掌的绝技传授於他。我们看到黄蓉凭着她的机智诡辩
帮助了郭靖克服了很多困难，也开阔了郭靖的视野。简而言之，黄
蓉构建了郭靖的外在基础也提升了其硬实力，学到了武功降龙十八
掌，拿到武穆遗书，走上人生巅峰。 

 

杨康 

穆念慈在杨康的感情世界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杨康知道自己的身
世后，穆念慈谈到可以与他重新来过，可以为他做一切，吃一切苦。
而当杨康被归云庄关起来时，穆念慈也不辞辛苦地救他出来，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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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感受到穆念慈的一片真心。杨康内心里是喜欢穆念慈的，而穆
念慈对杨康心里是矛盾的。穆念慈千方百计地想让杨康做一个忠心
爱国的宋人。但无论她怎样苦口婆心地劝他，杨康总是把贪图富贵
的欲望放在第一位。这导致杨康的心理特别杂乱。在杨康临死的之
前，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挣扎和想法。 

 

 

因素 （五）：周边朋友的影响 

郭靖 

郭靖从小就和托雷在蒙古大草原变成了“安答”，结拜兄弟。托雷
虽然不会武功，但聪明利落，在成吉思汗身旁成长，所以心胸宽怀。
托雷的正直，使他特别重视自己和别人所答应的承诺。许多时刻也
影响到了郭靖的决定。此外，就是因为郭靖是托雷的安答，所以就
从成吉思汗得到很好的待遇，而成吉思汗把郭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
确保郭靖在长大的过程中能平安无事。 

 

杨康 

杨康出生于赵王府。因为他的父亲的地位很高，所以他的身边更聚
集了一帮恶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杨康长期的耳濡目染
造就杨康同样才智有余，德行不足。此外，杨康一遇到困难，他的
手下都会在旁边帮助他，帮他解决困难。杨康要的东西，他立刻就
能拿到手。这使杨康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任意导致欺压百姓，
非常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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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结与建议 
 
通过这次的研究与探索，我们发现了环境和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杨康十八年里都生活在王府中, 也受到六王爷的溺爱, 我们又怎能怪他认贼
做父呢? 母亲与师父都没告知他真相, 反让他越陷越深, 最终成为一个悲剧
的人物。郭靖从小就生活在艰苦的环境, 但他却有个细心的母亲教导他做
正直的人, 也受到江南七怪英雄气派的影响, 走上俠之大者的路。可见, 近
朱者亦近墨者黑的道理是正确的。在新加坡，我们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和
正面的教育，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给下一代。因此, 我们应当向郭靖看齐, 做
一个有为, 守信用和正直的人。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若要栽培优秀的下一
代，让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生活
环境与教育环境，也要确保他们远离损友，并且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正确的
价值观。 

 

 
六 索引 

 
从《射雕英雄传》郭靖与杨康的成长看子女教育 
2015-03-26 14:50:00 来源：搜狐教育 
http://www.wxrb.com/node/edu/201503/t20150326_1057959.
shtml 
 
为什么杨康和郭靖成长之后差距这么大？ 
张佳玮 NBA、文学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245672 
 
从郭靖与杨康的命运浅析性格与环境的关系 
《祖国》2017 年 第 23 期 | 刘籽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
学 
http://www.cqvip.com/qk/70237x/201723/674157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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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是个怎样的人 人物性格分析 
发布时间：2018-05-03 22:51 作者：千面之神 
https://www.vrrw.net/wx/886.html 
 
射雕漫画集。
https://www.manhuagui.com/comic/7303/66197.html 
 
漫画版射雕英雄传。https://kknews.cc/zh-sg/news/rxn3jjx.html 
 
李志清漫画版。 http://www.twoeggz.com/news/13300537.html 
 
沐雨经霜图书专营店。https://item.jd.com/41521419708.html 
 
午夜谈史。https://kknews.cc/zh-sg/history/j4gpg8p.html 
 
百度。科普中国。 https://baike.baidu.com/item/76462 
 
金庸作品集 。射雕英雄传 。九龙武侠出版社。 
午夜谈史 (13 July 2018) 蒙古攻打大宋 45 年，这 45 年宋朝在干嘛
呢？难道只是等死吗 https://kknews.cc/zh-
sg/history/j4gpg8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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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组员反思 
 
朱俊勇 ： 
射雕英雄传是我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我没想过武侠情节是可以容
入历史, 让小说的故事高潮迭起, 把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回顾和同
学们一起做这个题材时, 我们经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同观点而争论不休, 
好像在为书中人物翻案, 帮他们讨个公道。为了能据理力争, 我深入
的分析郭靖和杨康的性格和处世为人。也请教爸爸帮我讲解一些历
史的背景和小说里的人性丑陋。我觉得人有时在抉择方面是很难做
一个平衡的。就像杨康那样, 是要跟随父母到处流浪还是待在养父的
身旁以便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我希望在我需要作出抉择时, 我能向老
师们和父母请教, 指引一条正确的路给我。正面的人物里, 我希望能
向郭靖看齐, 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也符合了我一直想当警察的志
愿。 
 
黄宏杰 ： 

我打算原本在三月假期时完成研究。因为心理学理论很多，我们很

难决定探讨哪一个，因此花费了很多时间上网寻找。此外, 我们要找

个适当的时间和老师见面，所以我们进展速度并不快。中期报告的

的前几天，由于老师要我们修改很多情节，搞得大家，尤其是研究

理论却要删除掉的我，很愁闷。幸好的是，我的组员们并没有灰心，

不停地推着我。即使在项目当天，我们老师也会去见我们，给我们

意见，让我们感到更自信。后来，我尝试上找不同理论以达到作业

的目的。从这个作业, 我不仅学会了心理学知识, 我也对华文文化有更

进一步了解。例如，中国古时候生存情况。格外，我明白了要和组

员们互相沟通，互相帮助，才能顺利做专题作业。虽然我的心理学

理论被拒绝了，但我不放弃，反而从不同角度面对问题，利用了科

学,心理学及哲学来定义主题。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常常见老师，

确认我们作业方向是对的，而这么做就不必临时抱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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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诠智 ： 

我们做着专题作业时，我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阅读很多质料和书
本。因为我阅读的速度比较慢，学校也造成我非常繁忙，射雕英雄
传又有了四本书，还要为找环境怎么影响他们的性事为人而查许多
质料，所以我不够时间做专题作业。我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我上了
网上搜查关于射雕英雄传的视频，一边听一边读故事书，这方法让
我读的速度快了。这专题作业给我的启示是我们一定要像故事里的
郭靖一样，一定要保持实际的想法，不要因为自己的贪图去做坏事，
不然一定会像杨康一样得到报应的。我认为我们的专题作业还有很
多地方可以进步，但我觉得主要能进步的方面是要把它做的更加仔
细的研究。这是因为我们是看了全集的射雕英雄传，有了太多的内
容，如果研究了一本书，可以更加地深入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了他们
的性格为人。我也认为如果我们把时间安排的更好的话，不要每次
最后一分钟来做，临时抱拂脚，我们就能把我们的专题作业做得更
完美。 

 

叶容洋 ： 

我刚开始做这项专题作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对射雕英雄传有深刻的
了解。但是，通过这次的专题作业，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射雕英雄传
的知识。首先，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阅读。因为我平时很繁忙，
也没有对阅读华文书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到六月假期的时候，我
只读了两本书。如果读不完书，就做不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分析。此
外，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卡在那各部分。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我趁着六月假期，通过父母的教导，把射雕英雄传四
本书都读完。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组无法和对方同事聚
在一起讨论问题。所以，我们打算每个月都要见我们的导师一两次，
确保我们没有走歪路，同时发表我们个人的意见。我从这次的专题
作业得到的启示就是，无论你对什么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不可
以轻易放弃。我虽然华文水平不是一流的，但还是成功地在七月份
之前把四本小说都读完。我从这次的专题作业也学到了杨康和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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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发展之因素。我认为我们这次的专题作业有许多地方可以改
进。首先，我们在确认主题之前，应该先把我们研究方向和目的确
认好，否则得该主题好几次。此外，我们花长的时间把框架整理好，
导致我们很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