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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综合新华社 10 月 30 日消息 以笔名
“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
镛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香港
社会各界纷纷对他逝世表示哀悼。

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
宁人。他20世纪40年代移居香港，50年
代开始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
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
鼎记》等。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
小说三剑客”。其小说屡被翻拍为影视作
品，享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
的赞誉。他的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
法文、韩文、日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
外流传。

除了武侠小说的成就外，查良镛还是
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他于1959年创办
《明报》。他曾从事翻译工作，还为报刊撰

写了大量随笔、散文、电影和戏剧评论。
查良镛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内

外多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荣誉博士、名
誉教授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最
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01年，国际天文学
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
为“金庸”星。

查良镛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5年，他获剑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
名衔。

2017年，香港文化博物馆开设常设展
馆“金庸馆”，通过早期流通的小说版本、手
稿、文献、照片等300多项展品，向公众展
示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历程及其对香港流
行文化的影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0日对
著名作家、资深报人查良镛（笔名金庸）辞
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特区政府向其家
人致以深切慰问。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飞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终成
回忆。10月30日晚，金庸因病逝世，
享年94岁。

作为一代武侠大家，金庸最让人
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那一部部经典
武侠小说，但你可知道，这位大侠其
实和重庆颇有渊源。从1943年春到
1945年初冬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金庸
在重庆度过。

成绩优异考入中央政治学校

1943年春，金庸以优异的成绩高
中毕业后，来到了战时首都重庆。

在 2001 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的
图书《金庸谈中国历史大势》中，有
金庸对当时重庆城的描述：“一年中
有六个月雾和雨笼罩着重庆，大街
小巷都是烂泥浆。”即使如此，当时
的重庆仍然对金庸产生了很大影
响。

那时的金庸全身心地投入了考
试，因成绩优秀，几乎同时被几所大
学录取。他晚年对来访者说：“我当
时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
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
起，而中央政治学校（现台湾政治大
学）不收费，我便去了。”

进了大学校门，金庸便一心扑在
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
像当年读小学中学一样，成绩总是名
列班上第一名。2007年5月21日，

台湾政治大学建校80周年时，金庸应
邀回母校参加活动。他在演讲时，回
忆了自己当年在学校发奋读书的经
历。他对师弟师妹们说：“自己那时
算是用功的学生，每天必读一本中文
书和几页英文书，中文书读的是《资
治通鉴》……”

在另一本《探求一个灿烂的世
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
金庸回忆道：“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
大学的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我和一
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天气
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
他运动，我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
读的是《资治通鉴》和《世界史纲》。
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
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
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中所说的
那种条凳。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
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那个暑假，以
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
实而快乐。”

由于金庸爱打抱不平，在中央政
治学校仅呆了一年零两个月，便因故
被退学。

在两路口担任国立中
央图书馆馆员

失学后的金庸，既愤懑且沮丧，
因为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
前路茫茫。他突然想起了时任国立
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表兄蒋复璁。于
是，他来到了位于两路口的国立中央
图书馆。在表兄的帮助下，金庸成为
了一名图书馆馆员。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金庸被
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
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到
晚上10点，比较轻松。

虽然俸禄不高，但金庸依然感
到十分快乐。金庸后来对日本著名
作家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
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
集中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有
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
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
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
果。这一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
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
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

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
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
尼的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图书馆工
作期间，金庸曾邀约3位中学同学一
起创办过一本综合性的期刊——《太
平洋杂志》，不过由于缺乏经费，这本
杂志仅出版了两期就夭折了。

1945年初冬，金庸向中央图书
馆递交了辞呈，办理完离职手续后，
又向表兄蒋复璁辞行，感谢他一年
多来的关照，然后，就和余兆文匆匆
上路，告别了这座生活了两年多，让
他饱尝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山城重
庆。

广大读者缅怀金庸先生

金庸逝世，众人缅怀。本土作家
宋尾在朋友圈内写道：“有三位作家，
他们的著作是我全部读完了的，分别
是琼瑶、金庸、古龙，送别金庸老师，
送别一个不再复还的年代。”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
碧鸳’——看过所有金庸、古龙、梁羽
生的武侠小说，最爱的还是金庸先生
的作品。”市民蓝燕对重庆日报记者
说，曾经的痴迷，也是少年时最美的
回忆。

市民云丰则表示：“无数个日夜
的陪伴是风陵渡、桃花岛，是塞上牛
羊空许约，是那一句‘我偏要勉强’。
少侠再见，先生千古。”

金庸的重庆岁月
曾任图书馆馆员，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

本报匈牙利塞格德电 （记
者 赵迎昭）两度加演，掌声雷动……
当地时间10月29日晚，“2018亲
情中华·重庆文化周”匈牙利第二
站在位于塞格德市的塞格德大学
举行。重庆民族乐团原本计划演
出8首曲目，却在匈牙利观众的欢
呼声中两度加演，让10首曲目响
彻这所匈牙利的顶尖学府。

据了解，塞格德大学是匈牙利
的顶尖学府之一，也是中欧首屈一
指的高等教育机构。当晚演出在
塞格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
行。该音乐厅是举办毕业音乐会
和重要演出的场所，淡绿色的墙壁
和墨绿色的座椅营造出典雅的气
氛。

《琵琶语》等中国经典民乐曲
目受到匈牙利观众欢迎，众多观众
拿着手机拍照、录像，纷纷记录下
这难忘的一刻。作为加演曲目之
一，《查尔达什》引发观众强烈共
鸣。这首曲目是意大利作曲家维
托里奥·蒙蒂的名作，“查尔达什”
是19世纪中叶匈牙利的流行民间
舞蹈，重庆民族乐团用二胡与管弦

乐合奏的形式表现这首名曲，收获
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演
出进行到《鸿雁》时，年近七旬的塞
格德市民左丹·莫芃嘴角泛起微
笑，眼眶噙满泪水。“我难以用语言
形容我的感受，我深深地爱着中
国。”演出结束后，他说，他曾于今
年夏天到中国参加过夏令营活动，
在近半个月时间里，他见识到了中
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迷恋上
了中国。回到匈牙利后，他注册成
为了塞格德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
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塞格德大学孔子学院目前注
册学员已超过千名，这在仅有17
万人口的塞格德很难得。”孔子学
院匈牙利方面院长李察德1989年
开始学习中文，是个中国通，推广
汉语早已成为他的乐趣和使命。
他说，音乐无国界，重庆民族乐团
的高水平演出让匈牙利观众进一
步了解了中国，这有助于在当地推
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

据悉，文化周活动将在布达佩
斯上演最后一场。

重庆民乐在匈牙利顶尖学府奏响

➡最高检30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
向群涉嫌受贿、贪污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对白向群作出逮
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白向群决定逮捕

➡最高检30日消息，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嫌受贿一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艾文礼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艾文礼决定逮捕

➡30日，备受关注的陕西渭南“继母虐童案”在渭南市临渭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孙小倩犯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16年。 （据新华社）

陕西渭南“继母虐童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获刑16年

这是2004年8月11日，金庸在香港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10月27日凌晨零时，国网红岩
共产党员服务队奋战3个小时，将杨
家坪商圈专用配电房的电缆改接至
新安装的箱式变压器，并完成试验顺
利通电。

该商圈专用配电房搬迁工程从
立项到竣工通电，仅用时26天。今
年5月，九龙坡区启动杨家坪商圈核
心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对杨家坪地
下商场、九龙塔、梅堡等标志性商业
地标进行改造升级。一系列“拆改
建”工程，将把杨家坪商圈打造成城

市高端商业商务核心区。而原有的
该商圈专用配电房正好位于步行街
中间，严重影响了商圈整体美观。今
年国庆节当天，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
司运检部、营销部、市场部等相关负
责人到现场查勘，当即决定对该老旧
配电房进行拆除，在其旁边新安装一
台外形美观的箱式变压器，10月28
日前完工通电。

由于该配电房负责整个杨家坪
商圈供电，在搬迁过程中必须保证商
圈的安全可靠供电，且工期十分紧

迫。为完成这个任务，市区公司开通
绿色通道，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立即
响应，各专业协同作战，现场查勘、设
计图纸、编制方案、落实施工方案、土
建施工、设备安装……

在配电房改造升级过程中，市
区公司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发扬

“铁军”的战斗精神，践行“有呼必
应，有难必帮”庄严承诺，用责任与
担当，诠释了国家电网公司的忠诚
与担当。

秦雪

供电企业助力杨家坪商圈城市品质提升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8〕8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9时—2018年11月6日16时。11月7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

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

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8年10月31日

备注：1.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2.现对第25批次地票交易中
重庆燕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得后放弃的166667平方米（250亩）地票予以交易公告，其公告时间、交易起始价、保证金标准与第
92批次地票一致。

公告批次

18008（总第92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160546

亩

1740.819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桑子牛 机构编码：0000055001128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一路5号扬子江商务小区4幢5-1、9-1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9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704616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管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马淑华 机构编码：000005500100802
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筷子街2号（同属民族路23号）第20层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23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3828032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或国家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霍之军 机构编码：000014500118
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985号1幢1层12-19号、飞龙路72、74号

成立日期：2002年02月05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023-49572312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23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飞雪连天射白飞雪连天射白鹿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笑书神侠倚碧鸳

著著名名作家作家金金庸庸辞辞世世
享有享有““有华人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就有金庸的

武侠武侠””的赞誉的赞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0日公
布了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的广东、
文化和旅游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4个地方和
单位的整改进展情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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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商务部将我国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列入出口管
制“实体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日发表谈话，反对美单边制裁，敦
促其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将福建晋华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发表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