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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倚天屠龙记》中灭绝师太的人物形象论析

学生姓名：谢艳琳

指导老师：陈明彪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金庸武侠小说的吸引人之处并不仅限于各派武功的招式，他笔下描绘的人物

无论主角或者登场次数极少的小角色都富有特点。《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

的人物形象鲜明饱满，对于正邪的执著使得她有亦邪亦正的复杂形象，也主导着

她的行为模式。金庸曾经提过《倚天屠龙记》一书表达了他的人生观：人性很复

杂，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灭绝师太出身名门正派，行为却如邪魔外道，正是

金庸欲表达的人生观的典型例子。

灭绝师太一生都在为剿灭明教而奋斗，而促成她这个人生志向的原因不外乎

是为了替师兄孤鸿子和徒弟纪晓芙报仇。灭绝师太举着消灭邪魔外道的大义旗帜，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灭绝师太对于明教的痛恨不只是针对明教光明左使杨

逍一人而已。在光明顶一役，她对明教锐金旗已无反抗能力的教众惨下毒手，嗜

血如命的作风让读者见识到了她的邪气。灭绝师太不仅对敌人残忍，对弟子亦是

如此。灭绝师太逼迫纪晓芙去杀害她孩子的亲生父亲，又毫不留情的毙死抗命的

纪晓芙。心知周芷若和张无忌互相爱慕，便利用周芷若去夺得倚天剑和屠龙刀，

又将周芷若逼得邪如鬼魅。灭绝师太一生以正义正气自居，所做之事却不离邪道，

是典型的矛盾人物。与正派的人物相比，灭绝师太不比张三丰包容，又不比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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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慈悲；与反派人物谢逊相比，灭绝师太不比谢逊懂得反省、能分辨是非

黑白、能分割恩与怨，亦没有谢逊最终看破一切遁入佛门的觉悟。

本论文将针对《倚天屠龙记》中灭绝师太的性格特征、处事态度、言论、内

心活动等，分析她对正邪的看法和执著与具体的人物形象。第一章为绪论，说明

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文献回顾和论文架构。第二章“灭绝

师太的形象”讨论灭绝师太的外在形象、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第三章是“正邪

本难分”，第一节“正邪的偏见”讨论灭绝师太对明教的偏见和对正邪的执著。

第二节“正与邪的塑造与对比”以张三丰、空见大师和谢逊为例，与灭绝师太的

“正邪观”作对比，探讨张三丰和空见大师如何包容和接纳“邪”，也用谢逊从

邪转正的情节突出灭绝师太对正邪的执著。最后，笔者在第四章的结语里为论文

做一个总结。

【关键词】灭绝师太、正与邪、执著、名门正派、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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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这篇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我最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明彪教授。

感谢他一开始愿意接受我从别的指导老师那儿转换为他的学生。在我因选择论文

题目而迷茫时给了我很多建议与方向，甚至无条件的接受我从佛学的方向直接来

个三百六十度转变，转换成文学领域。所幸，以中国哲学思想为专业领域的陈老

师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有所研究并深感兴趣，我才能义无反顾的投入金庸的武侠

小说研究。

确定主要的研究方向后，我们就灭绝师太一人物展开多次的讨论。老师和我

常有不同的意见，这使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不同的思考方向也刺激了我的思维，

让我萌生很多原本没有想到的念头。与老师讨论论文的时候，我常准备好笔记本，

将关键内容记下，回家再加以整合。除了在内容上给予我很多不一样的见解，老

师也会布置一些作业让我完成。这不仅有助于我完成研究的课题，某种形式上也

是督促我跟上进度的动力。

对于所知的知识和拥有的资源，陈老师也不吝于分享。老师常把自己珍藏的

书借给我，也将网络上能找到的金庸的介绍和一些书评等资源分享于我，让我不

至于像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当我对于论文的格式与架构有所不解，他会找出和

我论文题目相关方向的学长姐论文借给我，以作参考，这省去了我很多摸索的时

间。

虽然以前修过陈老师的课，知道他是一位细心又认真的老师，会将学生的报

告内容逐字查看，一个漏字都不会错过。但我没有想到篇幅那么长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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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初稿或定稿，他都会再三的检查、逐字逐句的细读，将论文的错别字、

漏字多字、概念模糊的句子等都一一标注，方便我修改。

最后，还要感谢老师在咨询时间里不时与我闲聊，这样的举动让我更能放松

心态，好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而不是因为老师的严肃而觉得有所束缚。

老师出差回来还会带土产给我和其他也在做毕业论文的同学，这样亦师亦友的状

态，也让完成论文的两个学期里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与感受。谢谢陈老师的帮助与

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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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金庸，本名查良镛，身兼作家、报人、学者等身份，甚至曾经涉足电影界与

政坛，但之所以为大众所熟知，却是因为其武侠小说的成功。金庸将本名的“镛”

字拆开，用“金庸”的笔名写下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

和《天龙八部》等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金庸之所以开始写小说，除了他曾回应

的“为了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翁灵文等，1997：129）还有一个更关键的

因素，便是刺激自家报纸的销量。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以连载的方式，一天一小篇

章，持续刊登在报上，吸引了一批喜爱他小说的忠实读者固定购买报纸，从而增

加了报纸的销量。待金庸和友人合创了《明报》，他的作品更是先刊登在自家报

纸。金庸的小说多次被翻拍为不同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是至今都还脍炙人口的

经典作品。

《倚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但故事发生在前两部的百余年

后，实际上两者没有太大的关联。《倚天屠龙记》的书名包含了“倚天剑”和“屠

龙刀”，暗示着小说以武林各派争夺这两件天下宝物、称霸天下为故事主轴。其

中，主人公张无忌与四位女子的爱情故事及各门派的武功招式颇受读者们的关注

与喜爱。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金庸曾经在访谈中提及《倚天屠龙记》表达了他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正与邪、

好与坏，有时很难分,所有人认为是好的未必好，所有人认为是坏的也未必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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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等，1997:22）金庸想透过笔下的小说人物表达真实的人性和人生

皆很复杂的观点。小说中自称正派的人物作风也不尽然合乎道义；被归为邪魔外

道的亦有侠义之人。《倚天屠龙记》除了武当派最显名门正派的“正”气外（第

三代弟子宋青书除外），其余的五大派:少林、峨嵋、崆峒、华山和昆仑都曾为

了得到屠龙刀和打探谢逊的下落不择手段、大开杀戒,丝毫没有武林中人的侠义

之情。

《倚天屠龙记》正不正、邪不邪的角色不乏其人，但灭绝师太的形象充分体

现了这种矛盾。灭绝师太是峨嵋派的第三任掌门人，虽入佛门但做事心狠手辣，

光明顶一役死在她倚天剑下的明教教众不计其数，甚至对已失去反抗能力的明教

锐金旗众人也不丝毫手软。出家人不以慈悲为怀为处事准则，反之以“替天行道”

的口号肆意杀人，灭绝师太这样的形象正好体现出了金庸想表达的“没有绝对的

好与坏”的人生观。然而，这样的一号人物研究的人不多，甚至没有专门讨论灭

绝师太的学术论作，故此本论文想藉由这次的研究，对灭绝师太这位人物进行更

深入的探讨。

（二）研究范围和方法

一、研究范围

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从 1955 年的《书剑恩仇录》至 1972 年的封笔作品

《鹿鼎记》，都是先在报章上连载。这些连载的小说与后来出版成书的第一种版

本，皆称为旧版。1970 开始修订，1980 完成的《金庸作品集》则被称为修订版。

金庸于 1999 年二度着手修订作品集，命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金庸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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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大工程的进行修订，是因为这些小说过去在报上连载时，难免有不连

贯及漏洞之处，透过修订，金庸希望将多余的情节删除或补充需要的部分。（杜

南发等，1997:79）两次的修订中，小说情节都有变动，新修版的《倚天屠龙记》

甚至改动了结局。

本文将以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新修版《倚天屠龙记》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之所

以选择第三版本，一来是灭绝师太的相关情节在三个版本中没有太多更动，二来

新修版是金庸最后修订完成的版本，按理说是最符合作者本人理想的版本。虽然

众读者包括学者们对三种版本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新修版的情节更为符合人物的

性格特征，也是读者有目共睹的。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专注于灭绝师太的人物形象，包括外形上的描述、性

格上的优缺点、性格塑造的原因及从佛学角度检视这位佛门弟子。至于关灭绝师

太的研究主要取材于《倚天屠龙记》以下章节：第十三回<不悔仲子逾我墙>、第

十七回<青翼出没一笑飏>、第十八回<倚天长剑飞寒铓>、第二十二回<群雄归心

约三章>、第二十六回<俊貌玉面甘毁伤>、第二十七回<百尺高塔任回翔>及第三

十八回<君子可欺之以方>，以这七回为据来探讨灭绝师太这位人物。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和文本比较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是透过搜集、鉴别及整理文献的步骤，在前人的成果上进行调查和研

究，并掌握所研究课题所需的资料的一种方法。为了更深入的了解灭绝师太的人

物形象，本论文将收集并整理有关《倚天屠龙记》的人物评价、情节分析及参考

金庸本身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安排与初衷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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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文本细读法。文本细读法以文本为中心，强调文本的绝对独立性并把

作者和读者等角色排除在外。文本细读法重视某个词、句与上下文之间的联系，

因此需要透过细读文本以进行论析与探讨。论文将透过细读法，仔细阅读小说内

容，再将文中提及灭绝师太的情节抽取出来，对其进行归纳和分析。

最后，论文亦使用文本比较法进行研究。笔者将阅读修订版和新修版的文本，

将与论文研究课题相关的部分摘录出来，并将两者进行对比，以探讨灭绝师太的

人物形象。

（三）文献回顾

文献回顾的部分，本论文将针对主要探讨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相关的研究

材料，如专著、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作出论述。

第一类是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关于此类型的研究，陈墨的著作最多。陈墨

的《陈墨评金庸系列》便有十六本之多，所讨论的范围广且细，涵盖了版本、武

学、美学、人物创造等。他的《陈墨评金庸——人物金庸》中有对灭绝师太和谢

逊等人作独立讨论的篇章。与大部分论著对灭绝师太的批判不同，陈墨的著作里

对灭绝师太的形象与所作所为有更深入的探讨，包括认为灭绝师太剿灭明教之举

是私心大于大义等。此外，戈革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为金庸的每部小说各写了

一章讨论，包括为《倚天屠龙记》的主要人物作出一针见血的评价。

第二类是结合研究金庸本人和其小说的专著。葛涛著的《金庸评说五十年》

收录了熟识金庸之人对金庸的评价，及学者们对金庸本人及其作品的看法。明窗

出版社出版的《诸子百家看金庸系列》不仅包含了倪匡、王敬羲等人对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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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看法，也收录了金庸的访谈记录。覃贤茂的《金庸武侠小说鉴赏宝典》

谈及了金庸的生平并对金庸每部小说的每一回作出了详细的评析。

第三类是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有张卉妍<“射雕三部曲”中的女

性性别建构>、陈朝晖<析金庸“射雕三部曲”人物塑造的艺术特色>等着重探讨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何燕发表的期刊论文<“倚天长剑”的语源及其语义演变>

探讨了灭绝师太佩戴的“倚天剑”名字的来源和其中含义。此外，期刊论文亦有

陈韵琦的<金庸武侠小说女性侠客的情感典型>，以九个层面剖析金庸小说的女性

角色，包括将灭绝师太列为“妖女”类型。陈淑贞的博士论文<金庸武侠小说人

物研究>则以悲剧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及女性经验等方向去剖析金庸笔下的角色

的心理状况及人格塑造。

（四）论文架构

本论文主要探讨《倚天屠龙记》灭绝师太的人物形象。本论文将把总体内容

分为四章来处理。第一章为绪论，共有四节。第一节为本论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节是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三节为文献回顾，而第四节则是论文架构。

第二章<灭绝师太的形象>将进入论文研究的主题，探讨峨嵋派掌门人灭绝师

太的形象，包括外形描述、性格特征、内心活动等。此章分为两小节，分别讨论

灭绝师太的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论文将透过灭绝师太的言语用词、处事手段、

对待本派弟子及武林各派中人的态度等依据，更全面的剖析灭绝师太“似正似邪”

的矛盾形象。

第三章<正邪本难分>着重探析灭绝师太正邪形象塑造的原因和根源，并和张

三丰、空见大师和谢逊等其他门派的关键人物作对比。第一节<正邪的偏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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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对正和邪的执著及对明教的偏见。第二节<正与邪的塑造与对比>分

为三个部分，透过“张三丰接纳殷素素”的情节所表现出的对“正邪”观念的变

通、“空见大师受谢逊十三拳”所带出的佛门的慈悲心肠、“谢逊知错能改并遁

入佛门”的由邪转正等情节，与灭绝师太对正邪的执著作比较。这样的对比不仅

更凸显出灭绝师太对于“正”和“邪”的执著，也更好的探讨了这份执着的根源。

论文的第四章为结语，透过分析与探讨灭绝师太的人物形象，针对这份研究

作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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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灭绝师太的形象

灭绝师太初次登场时大约是四十四五岁的年纪，“容貌算得甚美，但两条眉

毛斜斜下垂，一副面相便显得甚为诡异，几乎有点儿戏台上的吊死鬼味道”。

（金庸，2008：430）身为峨嵋派的掌门人，灭绝师太每每出现，身边总跟着一

群弟子。灭绝师太“身材高大，背脊微偻”，（金庸，2008：576）不仅剑法高

超，内功修为也很高，人不到声先到的本事更是让不可一世的金花婆婆大为惊叹。

“灭绝”是灭绝师太的法名，小说没有交代此法名是灭绝师太自取的，抑或

是她的师父，峨嵋派第二代掌门人风陵师太所取。但是“灭绝”二字意义为何，

灭绝师太本人曾有所交代。在光明顶下，灭绝师太说了这么一句话：“妖魔邪徒，

我是要灭之绝之，绝不留情。”。（金庸，2008：614）这里所说的“妖魔邪徒”

便是指明教上下，“灭之绝之”四字看出了灭绝师太把剿灭明教视为毕生志向。

灭绝师太对明教的痛恨，促使了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也让灭绝师太成了唯一死在

万安寺的武林中人，这份仇恨不仅主导了她一生的行为走向，也加速了她走向死

亡的道路。

灭绝师太持有号称唯一能敌屠龙宝刀的倚天剑，此剑乃峨嵋派创派人郭襄郭

女侠所有，后传给峨嵋派历代掌门人。除了从孤鸿子手中丢失，辗转去到了汝阳

王府和意外落在赵敏手中一段时间外，倚天剑一直都为灭绝师太所用，灭绝师太

更是用此剑在光明顶一役杀了不少明教中人。对于作者将倚天剑配给灭绝师太的

安排，笔者认为是颇有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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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负面形象

谈及灭绝师太的形象，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反对的便是她的心狠手辣、杀

人不眨眼。在讨论灭绝师太的残忍手段之前，笔者欲先处理倚天剑于此的意义。

据何燕发表的期刊论文对“倚天剑”的典故、语义、意义演变等的研究，“倚天

长剑”最早的意义为“形容宝剑极长，带剑的人极高大，须倚天才能挥出”，（何

燕，2015：23）以夸大剑的长度的方式，带出持剑者的豪情。随着时代的演变，

“倚天剑”被赋予更丰富的浪漫色彩。《倚天屠龙记》里的倚天剑锋利无比，可

以削断任何一柄刀剑，更是用作驱除鞑子后新的掌权者权力的制衡。张无忌将《武

穆遗书》授予徐达时便如此警戒道：“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

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

级。”，（金庸，2008:1390）为倚天剑添上了正义之代表的浪漫色彩。

江湖上一直有“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

以争锋？”（金庸，2008:75）的传说，倚天剑和屠龙刀虽都是世上最强的利器，

但一来屠龙刀曾被金毛狮王带到冰火岛二十余年，二来剑比刀更轻更方便使用，

故倚天剑是那二十余年内江湖上最强的利器。这么一柄用以“制暴”的绝世宝剑

却配给了灭绝师太，杀了不少明教教徒。这似乎都暗示了灭绝师太与佛门弟子不

符的“邪”的作风。

若说作者金庸将倚天剑配给灭绝师太有更深层的意图，就不得不提最让倚天

剑“发挥作用”的光明顶一役了。围剿明教的途中，灭绝师太会合了武当派的殷

梨亭和宋青书，又见昆仑派、华山派和崆峒派各与明教三旗打斗中。摸清形势后，

灭绝师太“心急如焚，恨不能立时大开杀戒，将魔教人众杀个干净”，挥动长剑

杀敌时，她更道：“今日大开杀戒，除灭妖邪”。（金庸，2008:605）灭绝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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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功本就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好，加上无坚不摧的倚天剑，几十招内便将

锐金旗的掌旗使庄铮的半个头颅削下。洪水旗与烈火旗撤退，锐金旗群龙无首，

仅剩七十余人，已无力对抗峨嵋、武当、昆仑、华山和崆峒五派联手。趁着殷梨

亭劝降锐金旗的当儿，“灭绝师太却恨极了魔教，兀自挥剑狂杀”，（金庸，2008:606）

数十名锐金旗教众肢残头飞。其后，师太逼迫锐金旗求饶，又将出声拒绝求饶的

教众手臂砍下，手段极其残酷。在场的张无忌（此时仍是曾阿牛的身份）挺身而

出欲加以阻止，峨嵋派大弟子静玄答道：“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残

忍不残忍的？”。（金庸，2008:608）此话虽非灭绝师太亲口说出，但她是认可

弟子此番言论的，对于明教上下的任何一条人命，灭绝师太并无半点怜惜之意，

将其歼灭也不觉得有何残忍，心狠手辣的心性让人不寒而栗。

除了办事心狠手辣，灭绝师太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灭绝师太一生有

三大心愿，其中两个便是她向周芷若交代遗言时提及的“逐走鞑子，光复汉家山

河”和“峨嵋派武功领袖群伦，盖过少林、武当，成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门派”，

（金庸，2008:1353），另一个不能明说的愿望便是铲除明教、杀了杨逍以报孤

鸿子和纪晓芙之仇。为了铲除明教，灭绝师太发动了“围剿明教”的光明顶一役，

得到了另五大派的支持。此战的动机究竟是为了消灭作恶多端的邪魔外道，抑或

是报灭绝师太的私仇，则难以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消灭明教和明教的首脑

人物一事上，灭绝师太无所不用其极，哪怕是违背道义之举，她也毫不在意。纪

晓芙失身于杨逍，好不容易逃脱出来却因怀了身孕失了贞洁而不敢回到峨嵋派。

灭绝师太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为弟子纪晓芙讨个公道或者为她安排以后的日子，

反倒要求纪晓芙回到杨晓身边，博取信任后暗中杀了杨逍。比起弟子的处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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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未来，灭绝师太更在乎的是能否顺利除掉杨逍，为师兄孤鸿子报仇。若

要以重情重义之名为师太开脱，纪晓芙与她亦有师徒之情，何以她不顾念此情

呢？

同样是灭绝师太最得意的弟子，周芷若的下场不比纪晓芙来得好。灭绝师太

以“发扬峨嵋”及“抗元大业”为正义的旗帜，将自己不堪的要求合理化。灭绝

师太要周芷若假意爱慕张无忌，“以美色相诱而取得宝刀宝剑”，（金庸，2008:1351）

她深知这个要求不符合侠义之道，便以“我是为天下的百姓求你”（金庸，

2008:1352）作为包装，让周无法拒绝。灭绝师太看准了张无忌与周芷若互相爱

慕的情愫并加以利用，要周芷若牺牲色相却让她发下毒誓以防她日后真心跟随张

无忌，将徒儿的感情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为了完成师父临终的嘱托，周芷

若设计了一场局，得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又修炼了《九阴真经》内的九阴白骨

爪，把自己搞得比邪魔外道还要阴毒。周芷若最终失了一身正气、失了天下人的

尊重，也失去了心爱的张无忌。比起师姐纪晓芙被劈死的一了百了，周芷若承受

着设计朋友、背叛爱人的内心谴责，又被毒誓的梦魇困扰，时时不得安宁，让人

气愤之余又忍不住感到同情。

（二）正面形象

灭绝师太武功高强，又有倚天剑相辅，在武林界算是响当当的一流高手。会

武功的人或许都有“英雄惜英雄”的心态，灭绝师太虽然对自己的武功造诣相当

自负，但免不了有惜才之心。武当派第三代弟子宋青书在光明顶下指挥峨嵋派众

弟子分占八卦方位，成功堵住了青翼蝠王韦一笑，突出的表现连韦一笑都对他赞

赏有加。灭绝师太当然也慧眼识英雄，看出了宋青书是个可造之材，才会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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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嵋派哪有这样人才？”。（金庸，2008：601）出于对宋青书的赏识，外

加宋有意的讨好，灭绝师太竟一改平日高高在上的作风，亲自展示峨嵋派剑法，

“宋青书问什么，灭绝师太便教什么，竟比传授本门弟子还要尽力。”。（金

庸，2008：602）灭绝师太的惜才之心不仅在宋青书身上得以体现，在张无忌身

上亦然。当张无忌站出来维护明教锐金旗时，未出一招半式便将静玄震出数丈，

灭绝师太对此暗暗吃惊。灭绝师太欣赏他年纪轻轻便有如此的武功修为，知他内

功正大浑厚非邪教一路后，欲对他手下留情。受了伤的张无忌坚持要接第三掌以

救锐金旗众人，灭绝师太虽“素来心冷，但突然间起了爱才之念”（金庸，2008：

614），使出第三掌之前便决定只让他闭气晕厥，灭了锐金旗后再救醒他。灭绝

师太对宋青书和张无忌展现出的爱才之心，乃长者对晚辈的照顾，亦是习武之人

对“武”字的珍重，似乎只要是出自灭绝师太最看重的“名门正派”，或者不与

“邪魔外道”有关系的武林高手，她都可以接纳。

灭绝师太对抗元事业的坚持与付出，可算得上是灭绝师太最受认可的贡献。

灭绝师太对名门正派与其他帮会甚至“邪魔外道”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当她

得知江西鄱阳帮也加入围剿明教的队伍时便“言中颇有不悦之意”。（金庸，2008：

600）“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对各帮会向来不大瞧得起，灭绝师太不愿跟他们混在

一起。”，（金庸，2008：600）可见她自恃名门正派出身，对其他小派帮会带

有歧视之意。性格如此高傲的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敌视的元朝廷自然不会屈服，

被困在万安寺塔中时，她绝食了五天也不愿屈从比武的命令，为的就是不让峨嵋

派的武功精华被元人学了去。传位给周芷若时，灭绝师太特地交代取得屠龙刀和

倚天剑内地图所指的武功秘籍《九阴真经》和兵书《武穆遗书》后，要周芷若“择

一个心地仁善、赤诚为国的志士，将兵书传授于他，要他立誓驱除胡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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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2008：1352）灭绝师太临终前的嘱托表现出了心系国家的一面，她深知

兵法留在峨嵋派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将兵书交给带兵打仗的将领，才得以驱除

胡虏。

光明顶一役，灭绝师太的英风豪气、不怕死的决心也得以体现。见识过青翼

蝠王举世无双的轻功及吸人颈血的残忍后，峨嵋派一众弟子早已吓得失魂，对于

即将到来的战役也略显不安。灭绝师太剿灭明教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宽慰道

六大派合力进剿光明顶是志在必胜，“众妖邪便齐心合力，咱们又有何惧？”，

又告诫弟子“须得先存决死之心，不可意图侥幸，心有畏惧，临敌时堕了峨嵋

派的威风。”（金庸，2008：586）这时的灭绝师太已不如一开始般胜券在握，

反之，她是抱着破釜沉舟、赌上一切只求成功的决心。为了重振士气，她甚至说

“百年之前，世上又有什么峨嵋派？”，只要大家拼尽全力厮杀一场，“峨嵋派

就是一举覆灭，又岂足道哉？”，（金庸，2008:586）将门派的存亡放在大义大

道之后，慷慨决死的英姿不亚于任何一个门派。

对于自己的武功修为，灭绝师太有一定的自信甚至有点自负。前往光明顶途

中，静玄师太与四名明教白袍客交手，射下了对手三只白鸽中的两只，被打死的

白鸽腿上皆绑着向天鹰教告急的信。对于漏网的鸽子可能会成功传递明教的求援

信息一事，灭绝师太仅是冷冷地说：“有什么可惜？群魔聚会，一举而歼，岂不

痛快？省得咱们东奔西走地到处搜寻。”，（金庸，2008:580）可见灭绝师太一

开始对于剿灭明教一事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对自己的武功甚是自负，但对于武功

胜过自己的人，她也不会不认输。静虚师太被青翼蝠王吸光颈血而死，峨嵋派众

女弟子大哭之际，灭绝师太冷言道：“早听说他轻功天下无双，果然名不虚传，

远胜于我。”。（金庸，2008:583）韦一笑炫耀功夫似的领着灭绝师太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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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虽气愤不已，但仍旧从容应对，且当着弟子面前赞扬敌人，对此张

无忌内心赞道“确是一派宗匠的风范”。（金庸，2008:583）灭绝师太从宋青书

口中听说宋远桥推许自己的剑法天下第二，暗自欣喜之余，也承认张三丰的武功

远胜自己，“从未想过能盖过这位古今罕见的大宗师”。（金庸，2008:602）由

此可见，潜心学武的灭绝师太不仅对自己的武功有一定的自负之心，也对其他武

功胜过自己的习武之人有钦佩之意，就算她嘴上不佩服明教的武功，也不会不认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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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邪本难分

（一）正邪的偏见

先前谈到，灭绝师太对于“名门正派”和“非名门正派”的态度截然不同。

灭绝师太一生执著于“正邪”二字，对“正”和“邪”有非常明显的区分，没有

模棱两可的时候，更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在灭绝师太眼里，可以称得上“正

派”的只有武当派、峨嵋派、少林派、崆峒派、昆仑派和华山派这六大派，其他

“派”、“教”、“帮”都不属于名门正派，明教更是邪中之邪，一直被她称为

“邪魔外道”、“魔教”。对于明教教名中的“明”字，灭绝师太更是嗤之以鼻，

当周芷若提到“明教”一词时，灭绝师太还刻意纠正为“魔教”，认为明教一点

也不光明，不配称为“明”教。纪晓芙娓娓道来认识杨逍的经过时，提到杨逍是

明教中人，灭绝师太愤怒道：“什么明教？那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魔教。”，

（金庸，2008：436）一再正义严辞地强调明教是魔教。

灭绝师太之所以如此痛恨明教，有两大主因。其一，灭绝师太认为师兄孤鸿

子是因明教的光明左使杨逍而死。其二，灭绝师太原本属意传位为峨嵋派第四代

掌门人的纪晓芙，因被杨逍玷污并生下一女，而被冠上“背叛师门”的罪名，被

灭绝师太一掌拍死。虽然灭绝师太知道孤鸿子之死是因为输了和杨逍的比武，心

高气傲不甘受辱而被活活气死，并非直接被杨逍打死，但灭绝师太硬是要将孤鸿

子之死怪罪于杨逍、怪罪于明教。得知纪晓芙失身一事是逼于无奈，灭绝师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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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孩子。唉！这事原也不是你的过错。”（金庸，2008：435）且“那你

自己怎么打算啊？”，（金庸，2008：436）对纪晓芙不仅没有给予处分之意，

反倒还有怜惜的意味。当纪晓芙说出玷污她的人是杨逍时，灭绝师太立马转变态

度，列数纪晓芙所犯之事，更以掌门人之位为诱，要她杀了杨逍立功。从种种迹

象可见，灭绝师太介意的并不是纪晓芙的失身，而是迫害之人杨逍。灭绝师太可

以原谅纪晓芙失身，但不能放过除掉杨逍的机会。“杨逍，杨逍……多年来我始

终不知你的下落，今日总叫你落在我手中……”，（金庸，2008：436）灭绝师

太想为师兄报仇已久，奈何寻杨逍不得，心知杨逍既对纪晓芙有情，纪晓芙便有

机会可以杀了他。待纪晓芙拒绝了刺杀杨逍的师命，灭绝师太一气之下毙了纪晓

芙，却将纪晓芙之死怪罪于杨逍，对杨逍的恨意又更深了一层。

灭绝师太一生坚信着自己处于“正”的一方，哪怕是手刃已无力抵抗的明教

锐金旗，也仅是为民除害，是正义之举。灭绝师太对于明教的偏见，可说是根深

蒂固。受困于万安寺塔中时，周芷若告知师父张无忌曾前来相救，灭绝师太不仅

不相信张的善意，更断定是“他串通旁人将咱们擒来，然后故意卖好，再将你救

出去，叫你从此死心塌地地感激他”，（金庸，2008:1347）认为张无忌是为了

得到周芷若而设圈套的“淫徒”。

为了更全面的探讨灭绝师太对正邪二字的执著，本论文以武当派张三丰、少

林派空见大师及明教谢逊为例，透过“正派”和“邪教”的不同角度来探究他们

对“正邪”二字的不同定义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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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与邪的塑造与对比

一、张三丰

张三丰，武当派的创派祖师，年过百岁，武功修为极高，江湖人尊称为“武

学的泰山北斗”。习道家之学的张三丰有“慈悲之心、侠义之怀”（金庸，2008:101），

对弟子情同父子，对外人亦行侠义之道。三弟子俞岱岩因龙门镖局护送不力而身

受重伤，弟子张翠山和莫声谷气愤难平，对总镖头都大锦拳脚相向。张三丰不仅

没有责备都大锦反而吩咐俞莲舟和莫声谷“立即动身去临安，保护龙门镖局的老

小”。（金庸，2008:101）眼见爱徒手足筋骨具断，张三丰强忍心中悲痛，在弟

子们入睡后独自一人在大厅“空临《丧乱帖》”，“一笔一划之中充满了怫郁悲

愤之气”，（金庸，2008:109）将凄然之情宣泄于书法中。九十大寿之日遭遇此

等不幸，张三丰不仅没有向龙门镖局问责，反而为对方送镖失败的后果而担心，

体现了他修道之人的慈悲心肠。

武当派被尊为六大正派，身处正派位置的张三丰对正邪自然有一套见解，对

于正义之举，他倾心推崇；对于“不正”的人事物，他也有一定的包容。失联十

年的第五弟子张翠山为娶了天鹰教教主之女殷素素一事而向师父张三丰告罪，张

三丰笑说只要媳妇人品好，是谁的女儿都无所谓，即便是人品不好，武当派也有

办法潜移默化于她。张三丰不仅接纳了殷素素，还称赞天鹰教教主殷天正“武功

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且“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金庸，2008:306）

张三丰还趁机劝告张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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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瞧得小了”。（金庸，2008:306）由此可以看出张三丰是真心接纳弟子

张翠山的婚姻及妻子的，他的态度坦然又不带任何目的，仅是希望弟子可以得到

幸福。这样的心胸并非人人都有，灭绝师太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灭绝师太得知纪晓芙偷偷生下了孩子后，并非真心实意希望纪晓芙可以和杨

逍共组家庭，一家三口好好生活。她不仅没有像张三丰接纳殷素素般接纳杨逍，

反而还指使纪假意顺从杨逍，找机会杀了他。灭绝师太一心只想着杨逍是魔教中

人，是她的仇人，却没有考虑纪晓芙对杨逍有着怎样的情感，也没有顾念杨逍与

孩子的父女关系，居然要纪去刺杀她孩子的生父，实属残忍。利用弟子的感情为

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灭绝师太也绝不仅是这一次，她对周芷若亦是如此。早在

光明顶上张无忌救下周芷若并被她刺伤不加闪躲，灭绝师太便清楚张对周的情意，

直到张无忌于万安寺再度相救，她更确定了张的心意。灭绝师太决心死于万安寺

塔内，于是传位于周芷若并嘱咐她接近张无忌，以美色骗取屠龙刀和倚天剑。周

芷若对张无忌有爱慕之情，师太亦很清楚，但她却选择无视并假装不知道，甚至

要求周芷若发下毒誓，一生不得和张无忌在一起。纪晓芙也好，周芷若也罢，灭

绝师太没有对她们的感情加以祝福和成全，反倒利用她们的情意去伤害她们所爱

之人，其中的师徒情谊远不如张三丰和弟子间来得真切。究竟灭绝师太是无法容

忍徒弟与邪派人物扯上关系，抑或是将正邪之分看得太重，迷失了自己呢？

对于一个人是正是邪，张三丰的评价标准绝不是单看该人的出身，而是更看

重品性和行为。张三丰认为正和邪“原本难分，正派弟子倘若心术不正，便是邪

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金庸，2008:306）对于天鹰教

的教主殷天正和女儿殷素素，张三丰不会迂腐地只看出身，而是换个角度，打从

心底地欣赏他们好的人格品质。同样的标准套用在其他人身上亦可行，张三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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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忌上少林寺求教九阳真经不果，回程于汉水江救了常遇春。张三丰“生

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又道“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难，我怎能坐视不

救”（金庸，2008:350）便起了侠义之心，从蒙古官兵手中救出了常遇春。得知

自己救下的常遇春是明教中人，张三丰竟难得的有所介怀。生性豁达的张三丰“于

正邪两途，本无多大成见”，（金庸，2008:353）经历了俞岱岩终身残废一事又

痛失五弟子张翠山后，便对天鹰教及明教怀有恨意，对“邪”的看法不如先前的

宽容。尽管介意常遇春出身于明教，但见常身负重伤仍忠于幼主，这般英雄气概

让张甚是欣赏。鉴于对常遇春的喜爱，张三丰劝他脱离明教之余还提出让大弟子

宋远桥收他为徒的建议。武当派收徒严格，武功资质、品行性情都是必要的筛选

条件，张三丰能亲口提出让常遇春入武当门下，即是对常极度的看重。

张三丰从轻易地接纳殷素素至对常遇春出身的介怀之间的转变，得以看出张

三丰对“正邪”二字立场的动摇，甚至是对“邪”多了一些偏见。但张三丰最终

选择相信常遇春并把张无忌托付于他，显然对于正邪的评断标准，还是倾向于个

人的品性好坏，而非执着于出身。这样的弹性标准，多了点包容性，也更符合一

代宗师的气度。相反的，灭绝师太对正邪之分，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她一开始认

定杨逍是害死孤鸿子的仇人，便将他列为邪魔外道的大魔头，没有翻身的余地。

灭绝师太初识张无忌之时，张还使用着曾阿牛的假名。和他过招后灭绝师太心知

他的武功不是邪派一路，消除了对他的敌意，也赞叹他不凡的武功，算是对他有

颇佳的第一印象。张无忌当了明教教主后，灭绝师太便“大魔头”、“淫徒”的

称呼张无忌，将他归为魔教的首脑，想铲之而后快。这样看似与“邪”势不两立

的灭绝师太，在有所企图时又可用“大义”作为包装，允许自己和弟子与“邪”

有所接触。如此不真诚的心态，似乎更“不正”，也比明教更“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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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见大师

空见大师，是少林派“空”字辈弟子之一，亦是少林四大神僧“见闻性智”

之首。空见大师慈悲为怀，算得上是《倚天屠龙记》少林派中最符合“正派”形

象之人。少林派名震天下，是武林中公认的第一大派，自然是以“名门正派”自

居，对“邪教”有一定的轻视。空见大师武功精湛，倨傲的谢逊甚至自称与其相

比，武功修为“差得远了”（金庸，2008:218），由衷地敬佩空见大师。除了武

功到了一般人无法瞻仰的境界，空见大师的佛家修为更为世人所赞颂。

空见大师收混元霹雳手成昆为徒，不似张三丰相救常遇春，是在不知对方身

份背景的情况下而为，而是清楚对方曾犯下灭谢逊全家之罪，仍做的决定。成昆

强奸了徒弟谢逊的妻子，为了掩饰罪行还杀害了谢逊全家，犯下滔天大罪却被空

见大师收入门下。出家修佛的空见大师并非不分是非黑白、不分善恶，而是拥有

佛家智慧，有慈悲之心和普度众生的胸襟。空见大师以为成昆是真心悔过想遁入

佛门求得解脱，才出面化解成昆与谢逊之间的恩怨。不料这一切都是诡计多端的

成昆的骗局，空见大师在奄奄一息之际才惊觉自己受骗，不仅没有怪罪偷袭他的

谢逊，反而还嘱咐谢逊“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有时想起老衲”，（金庸，2008:235）

希望他能不再为了报仇而滥杀无辜。

同样出身佛门的灭绝师太并没有空见大师的慈悲心肠。从杨逍一对一单挑孤

鸿子且没有暗下毒手、打败了孤鸿子却没有趁机夺走倚天剑便可知杨逍是个光明

磊落的君子。虽然杨逍没有得到纪晓芙的同意便夺了人家的清白实有不妥，但他

对纪真情实意，有意和她携手一生。杨逍纵然有过错，但考虑到他和纪晓芙之间

的情意和杨不悔的存在，灭绝师太就算同意他们在一起又有何妨？哪怕是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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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也不该反过来要纪晓芙亲手杀了杨逍，又一掌拍死了违命的纪晓芙。

打死了纪晓芙事情依然没有了结，灭绝师太对杨逍的怨恨比起先前来得更深，并

没有因为徒弟以死维护便宽恕杨逍。与杨逍一样出身明教的张无忌自然也入不了

灭绝师太之眼。虽说张无忌误打误撞成了明教教主，母亲也是天鹰教出身，但他

不曾做过任何坏事，反之对武林各派与明教修好一事尽心尽力。退一步说，出身

邪教便算得上是灭绝师太所认为的过错或罪孽的话，在灭绝师太目睹张所做的那

么多件好事之后，又为何不能对他改观呢？罪大恶极的成昆尚且有赎罪的机会，

张无忌仅是出身的“错”，所行之义事用以“将功抵过”也不该是灭绝师太的佛

门之道所不能容忍的。

对于误信成昆、将成昆引进少林寺，空见大师可曾后悔？笔者认为是有的。

被谢逊突袭的第十三拳震裂内脏后，空见大师始终等不到成昆守信而来，虚弱道：

“想不到他……他言而无信”，但起初还抱有“难道什么人忽然绊住了他么？”

的希望，直到确信他再也不会出现，才失望地说：“那是不会来的了”。（金庸，

2008:235）也是这一股悔意，让原先义正言辞告诫谢逊不可再残害武林同道的空

见大师，临终前转而告诉谢逊要胜过成昆只有一个方法，那便是寻得屠龙刀。虽

然空见大师来不及把屠龙刀如何助谢逊报仇一事交代完就气绝身亡，但这样的举

动已和一开始极力劝阻谢逊报仇前后不符，体现出了空见大师想法上的转变。笔

者提出这点，并非质疑空见大师不够“正”，或者被欺骗后有了“邪”的举动，

而是欲探讨深受佛家思想熏陶的空见大师，对于正邪的立场和对于“邪”的人有

多大的接纳空间。

虽然空见大师是被成昆所骗，相信成昆对谢逊所犯下的罪行是酒后失误、成

昆心中有愧才多次暗中为谢逊解围等云云，才收了潜心悔改的成昆为徒。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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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心肠的空见大师，倘若知道这一切都是成昆设计出来以消灭明教的计谋，

只要成昆一句真心悔过，空见大师恐怕也会原谅他的罪过并将他纳入门下。空见

大师对待“正”和“邪”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或许和佛教智慧有关，佛家弟

子认为人孰无过，只要真心悔改，所有人都可成为好人。佛家弟子又喜好和平，

故空见大师才会希望可以解开谢逊的心结，将杀害谢逊全家的成昆和为了引出成

昆而杀害武林中人的谢逊，由“邪途”引入“正途”。从空见大师接纳成昆和甘

愿受谢逊十三拳不还手一事，得以看出空见大师对“邪”的包容与接纳，而非以

划清界限的方式将这俩“邪人”拒于佛门之外。

三、谢逊

谢逊，首次登场于王盘山的扬刀大会，以“狮子吼”绝技震晕岛上除张翠山

和殷素素以外的所有人，并使他们醒后因精神错乱成了疯子。谢逊年少时师从混

元霹雳手成昆，后加入了明教，成了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金毛狮王，算是一路“邪”

到底。经历了被灭门的惨痛变故后，谢逊更是丧心病狂，胡乱杀害武林同道之人

以逼出灭门的凶手——师父成昆。

为了向成昆报仇，谢逊确实残害了许多无辜的性命，但他的“邪”，是事出

有因的。当空见大师提出受谢逊十三拳以抵谢逊被杀害的一家十三口，谢逊良知

还在，回道：“在下跟大师无冤无仇，岂敢相伤？”，（金庸，2008:231）拒绝

了这个提议。谢逊并非痛失家人而发狂胡乱杀人，而是恨意太重却无法找到并杀

了成昆泄恨，只好不断杀人并留下成昆的名字，希望借受害者家属的力量揪出成

昆，为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利用空见大师宅心仁善的弱点趁机偷袭后，谢逊“眼

见他不能再活，徒然间天良发现”悔恨不已，大哭道：“我谢逊忘恩负义，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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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金庸，2008:234）错杀空见大师的悔意虽没有让他从此放下仇恨、

不再滥杀无辜，但在这之后，只要狂性没有发作，谢逊偶有不忍下毒手之时。

谢逊虽然选择了杀害武林中人的方式为家人报仇，但还是知道谁该杀谁不该

杀，所杀之人多为穷凶极恶之辈。谢逊之所以如此，总归和他拜在“邪派”的成

昆门下有关。灭绝师太却非如此，灭绝师太出身佛门，所阅佛经无数，理当受佛

门教化，有一颗菩萨心肠。峨嵋派名列武林六大派，自是以“名门正派”之名为

荣，对于修炼邪道妖术的“邪派”更是嗤之以鼻。换言之，灭绝师太理应瞧不起

谢逊的作为，而非与他一般杀人不眨眼。灭绝师太是出家人，却对明教“杀无赦”，

无论对方是好人或坏人，也不给他们投降的机会。灭绝师太没有亲眼看见明教人

“为非作歹”，却硬要扣上邪魔外道的罪名，没有普度众生的胸襟，也没有不杀

生的觉悟。滥杀无辜的作风不仅违背佛门道义，也不符江湖最看重的侠义之道，

灭绝师太挂着正派的标签，实则比谢逊更似邪派。

在王盘山岛上，谢逊输了与张翠山的书法比试，虽残忍地用狮子吼震疯了岛

上其他人，却也算是履行了对张翠山许的诺言，饶了他们的性命。前往荒岛的途

中，谢逊与张翠山比拼掌力，武功胜出许多的谢逊却没伤了张的性命，“就是因

为忽然想起了空见大师”，（金庸，2008:235）才对想要加害自己的张翠山手下

留情。金毛狮王谢逊一生虽犯下许多大错，却不是容不得别人的狭隘之辈，打从

张无忌出世认他为义父后，谢逊的邪性更是一天天的被削弱。待张无忌十岁那年

与父母回归中原之际，谢逊已不是当初那个一心只为报仇的狂徒，反而因顾及张

翠山一家三口的安危，而不愿随他们归去。

谢逊再度回到中土，是因为记挂义子张无忌。回到中原后，谢逊历经波折，

最终被擒去少林寺，少林寺还举办了个“屠狮大会”，邀武林各派前来商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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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谢逊。独居冰火岛二十余年的谢逊原打算这辈子不再回到中原，对屠龙

刀所藏的秘密也好，向成昆报仇也罢，早已看淡，甚至是放下了。这时的谢逊早

已不是昔日那个邪魔，而是挂念孩儿的慈父。张无忌与负责看守谢逊的少林三大

神僧比武时，谢逊宁可点了张无忌穴道也不愿随他离去，说：“我生平最大罪孽，

是杀了空见大师”、“我甘心受戮，以抵偿空见大师这条性命”，（金庸，2008:1250）

不愿再逃避自己所犯的罪，并希望自己可以赎罪。谢逊错杀空见大师尚有赎罪之

意，灭绝师太一怒之下毙死了自己的徒弟纪晓芙却从来没有悔意。灭绝师太因执

著而生的“魔性”淹没了她的良知，也让她不分是非，人既是自己打死的，如何

能将此罪怪到杨逍和明教头上呢？

从谢逊困于少林寺时的言行而论，谢逊当时已没有报复成昆的念头，被渡厄

神僧解穴放出来后亦是为了解决由他和成昆而起的恩恩怨怨，才决定和成昆清算

旧怨，了自己一桩心事也还众人一个交代。谢逊毁了成昆双目、废了他的武功后

也退去自己一身武功，对成昆说：“师父，我一身武功是你所授，今日我自行尽

数毁了，还了给你。从此我和你无恩无怨。”。（金庸，2008：1364）对于成昆，

谢逊报仇之余还不忘对方给予的恩惠；对于自己曾杀害的人，谢逊也没有逃避责

任，让受害者的亲人师友前来索命，并交代张无忌不得阻止也不可事后寻仇。谁

曾想到昔日杀人不眨眼的魔徒竟会大彻大悟，任由人对他吐口水、拳脚相加？成

昆于谢逊有灭门之仇，谢逊尚可将恩怨及恩惠分割开来，报仇的当儿也不忘报恩。

张无忌于灭绝师太既没有仇，又有相救之恩，灭绝师太不报恩倒也罢了，还以怨

报德，想尽办法伤害张无忌。灭绝师太认为张无忌是魔教的教主，所做之事皆是

有所图谋不怀好意，这是她对张无忌的误解，也是对于“邪”的偏见。比起谢逊

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灭绝师太的做法更不符合人与人之间的道义，更像不耻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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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所为。或许灭绝师太没有看清的一点是：出身“邪教”的谢逊都有由“邪”

入“正”的转变，正与邪的界限是否没有那么绝对呢？

无论是张三丰以人格品质作为评断正邪的标准、空见大师对邪的包容与接纳，

抑或是谢逊由邪入正的思想转变，都印证了张三丰“正邪本就难分”的言论，正

与邪虽有不同，却不是完全无法交融、无法改变的。灭绝师太至死都没有这样的

领悟，由始至终都坚持着她的理念，清楚地划分“正邪”，却没有对“邪”或“正”

有太多的思考。出身正派的永远高高在上，出身明教的张无忌即便展示了再多大

义之举，也终究是灭绝师太眼中的邪教魔头。灭绝师太一昧的强加罪行给明教，

甚至任由自己摔死也不愿被“邪教”的张无忌所救，不愿沾染到一丁点“邪气”。

灭绝师太对正邪之分的执著过于深，不仅没有张三丰和空见大师的智慧，甚至连

被她视为魔徒的谢逊对正邪的领悟都胜过灭绝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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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灭绝师太在《倚天屠龙记》里并非是主要的角色，却有着非常立体、鲜明的

形象。灭绝师太也是小说中难得的“从一而终”的角色，自初登场，她便带着“吊

死鬼”般的鬼魅邪气，至死也没有摆脱邪气的笼罩。身为峨嵋派掌门人兼佛门出

家弟子，她挂着正义的名牌行邪魔外道之事，这样看似矛盾令人不解的角色却恰

恰彰显出作者金庸的人性观——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名门正派也有行为不符

合正义标准的人物。灭绝师太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人或反派，却是行为偏离轨道、

行为有所偏差的正派代表。

纵观全文，灭绝师太出现的章回包括她死后周芷若的回忆部分，也仅有七回，

但分量举足轻重。灭绝师太发起的“围剿明教”为明教的登场拉开了序幕，四大

女主人公之一的周芷若后期的发展亦深受她影响。周芷若后来的判若两人、修炼

阴毒的“九阴白骨爪”便是受她临终嘱咐的影响。周芷若被迫发下的毒誓，也成了

她一直挥之不去的噩梦，彻底影响了她的精神活动。灭绝师太之所以这样对待周

芷若，并非不顾念师徒之情，而是内心对于正和邪的执著，已经彻底主导着她的

行为模式。在她所维护的“正义”面前，任何事情都要退让，哪怕是徒儿的一生。

正与邪的切割是灭绝师太一生的信念，凡是她认为是正的、对的，便无条件

支持并竭尽所能；认为是邪的、不全然正的，便反对到底，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即便亲眼看见张无忌如何竭尽全力拯救困于万安寺塔内的武林各大派，她也不愿

相信张无忌是正人君子，甚至硬要捏造个张与赵敏合计演整套戏的“阴谋论”，始

终无法相信张不是“淫贼”，无法相信明教其实并不是江湖中一直谣传的“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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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任掌门人，使得峨嵋派的作风始终无法符合他们挂在嘴边的“名门

正派”，灭绝师太以下的弟子不像武当派弟子经常行侠仗义，反而经常看轻他派、

出言侮辱、肆意拔剑伤人，常有仗势欺人的举动。周芷若接任掌门人后这样的现

象更为明显，屠狮大会上峨嵋派的举止简直无法与正派相提并论，频频使出极其

恶毒的招数，还不以为耻。可见灭绝师太的遗风延续到下一任掌门人的时代，不

仅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灭绝师太的行为虽不尽然值得他派尊敬，但对于峨嵋派，她并非毫无贡献。

灭绝师太卓越的武功修养，不仅使得她在武学上受到尊敬，亦巩固了峨嵋派在六

大门派中位列前三的地位。对内，她掌管门派有力，派中虽以女弟子为尊，论起

武功却个个不让须眉。对外，她一把倚天剑将峨嵋剑法扬名武林，震慑各大派之

余，对抗元事业不遗余力，深得各派敬仰。光明顶一役时，灭绝师太许下诺言，

凡是在剿灭明教一战立大功的弟子，无论男女皆可接任掌门人之位。灭绝师太之

所以这么做，除了提高峨嵋弟子的士气以奋力抗敌、消灭明教，也是为了门派的

将来做打算。灭绝师太对于剿灭明教自是不留余力，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要是自

己遭遇不测，她得先为下一任接班人人选做打算，故先承诺立功之人可传其衣钵，

不限男女。由此可见，灭绝师太没有辜负掌门人的身份，对于峨嵋派的存亡与发

展极其看重。

总的来说，多数读者与学者都会将灭绝师太一角视为反派人物，为其心狠手

辣的作风嗤之以鼻，对她少有正面的评价。但笔者却认为灭绝师太是金庸笔下一

个有血有肉的鲜明角色，也是《倚天屠龙记》中非常具有讨论价值的人物。她的

价值在于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复杂人性，透过“正派人物”与“邪气作风”的相互

冲突，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读者，人性是多面向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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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坏人。笔者相信这也是金庸如此费力设计出这么一个形象饱满的角色背后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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