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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1、《飞狐外传》: 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J8221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讲述了，少年英豪胡斐，为替惨死的穷苦百姓钟阿四一家伸张

正义，一路追杀恶霸凤天南。涉世未深的英雄少年不惧巨奸大恶的

权势，不为荣华富贵所动，一心只为伸张天理公义。最终恶人虽然

得诛，深爱他的义妹程灵素却为救爱人而死，而他念兹在兹的意中

人袁紫衣也早已皈依佛门。情节离奇曲折，爱情故事凄婉动人，读

来令人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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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2、《雪山飞狐》：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J82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

外金学研究风气。 

讲述的是闯王李自成四大侍卫胡、苗、范、田后人和闯王军刀

的故事。当年闯王兵败九宫山，将藏有复国宝藏的闯王军刀交给四

大侍卫之首胡侍卫保管，苗、范、田三位误以为他卖主求荣，将其

杀死。百余年来，四家后人不断寻仇和寻宝，却无一能得善终。豪

气干云的胡一刀之子“雪山飞狐”胡斐，淡然面对惊世宝藏，只想

与意中人苗若兰长相厮守，却又被逼与她的父亲金面佛苗人凤展开

生死搏斗。故事结尾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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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3、《连城诀》：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

外金学研究风气。 

讲述了淳朴懵懂的乡下少年狄云随师父师妹进城为师伯贺寿，

遭师伯一门陷害，被打入死牢，遭遇种种不白之冤，却也练成绝世

武功。情深义重的义兄惨遭毒死，心爱的师妹嫁作仇人之妇，敬重

的师父原来为了宝藏弑师杀徒，狄云终于明白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

是连城剑谱中隐藏的巨大宝藏，而是人们心中的贪欲。作者以质朴

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动不已、让人悲愤莫名的故事，隐藏

在诸般恶行中的人性光辉始终给人以巨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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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4、《天龙八部》：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3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本书以北宋、辽、西夏、大理并立的历史为宏大背景，将儒释

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其中，书中人物繁多，个性

鲜明，情节离奇，尽显芸芸众生百态。丐帮帮主乔峰与大理国王子

段誉、少林弟子虚竹结为兄弟。他身为大宋武林一大帮帮主，发现

自己竟是契丹人，虽受尽中原武林人士唾弃而不肯以怨报怨；他身

为辽国南院大王，却甘愿背上叛族罪名，最终以悲壮的自杀来阻止

辽国发兵攻宋，不愧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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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5、《射雕英雄传》：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5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本书阐释了侠义精神的真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讲述了

南宋年间，随丈夫杨铁心流落江南牛家村的包惜弱救了金国王子完

颜洪烈，却害得丈夫和义兄郭啸天两家家破人亡。郭啸天的妻子逃

到蒙古大漠，生下遗腹子郭靖。傻小子郭靖得到丐帮帮主洪七公传

授绝技“降龙十八掌”，更赢得心上人蓉儿芳心。坚毅淳朴的傻小

子终成一代大侠。包惜弱和杨铁心之子杨康认贼作父，成了金国的

小王子，最终害人害己，惨死在牛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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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6、《鹿鼎记》：金庸著 , 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48/J82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

四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

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

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

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

新领域，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

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讲述了出身于妓院的少年韦小宝，凭一时之勇搭救了落难的江

湖好汉茅十八，又阴差阳错地假冒小太监，成为少年康熙驾前红人；

他既是天地会总舵主的关门弟子，被寄予反清复明重任；他又艳福

齐天，娶得七个如花似玉的夫人；他不肯反清，只因当今皇上是好

朋友小玄子；他不肯剿灭天地会，只因不愿坏了江湖义气；他不学

无术，却是天下好运的小无赖；他建功无数，却懂得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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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7、《笑傲江湖》：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1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

外金学研究风气。 

处处渗透着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对人性的刻画殊

为深刻。由金庸先生编写。名门正派的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只因心

性自由、不受羁勒，喜欢结交左道人士，被逐出师门，遭到正宗门

派武林人士的唾弃而流落江湖。令狐冲依然率性而为，只因正义良

知自在心中。后来他认识了魔教圣姑任盈盈，两个不喜权势、向往

自由的年轻人几经生死患难，笑傲江湖，终成知心情侣。处处渗透

着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对人性的刻画殊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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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8、《书剑恩仇录》：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48/J8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本书讲述清乾隆年间红花会群雄在年轻总舵主陈家洛的率领

下，反清复明的故事。清朝大臣陈世倌之子、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

获悉一个惊天秘密：当朝皇帝乾隆竟是他胞兄。乾隆下江南，兄弟

相见，陈家洛以兄弟之情、民族大义力劝乾隆恢复汉室江山，乾隆

虚与委蛇，假意答应，一张暗藏杀机的大网却在慢慢撒开……描写

了仁人志士对生命的坚忍、对使命的执着，虽屡遭失败，却不掩人

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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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5 期 

9、《神雕侠侣》：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J8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讲述了南宋年间，蒙古大军围攻襄阳城。大侠郭靖带领城内军

民殊死抵抗。郭靖义弟杨康的遗腹子杨过投身古墓派，并与师父小

龙女展开一场为世俗所不容的师徒之恋。欲杀郭靖为父报仇的杨过，

最终却感于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毅然助其守

城。屡建奇功的神雕大侠杨过，身受断臂之痛、情花之毒，却不畏

艰难险阻，一心追求自己的真爱，经历世人难以想象的种种磨难，

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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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5 期 

10、《侠客行》：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

外金学研究风气。 

传说中的侠客岛每十年派出赏善罚恶二使来中原，强邀武林各

派掌门人赴岛喝腊八粥，而去了侠客岛的掌门人又个个杳无音

信……自小无名无姓、被唤作“狗杂种”的少年石破天因外出寻母

而意外得到玄铁令，糊里糊涂地学武功，糊里糊涂地被人当成长乐

帮帮主，又糊里糊涂地代接赏善惩恶令前往侠客岛……大巧反成大

拙，大愚才是大智。石破天用他离奇的经历讲述了一个“吃亏是福”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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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11、《倚天屠龙记》：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58/J8224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本书以元朝末年为历史背景，叙述了明教教主、武当弟子张无

忌率领明教教众和江湖豪杰反抗元朝暴政的故事。不祥的屠龙刀使

主人公少年张无忌幼失怙恃，身中玄冥毒掌，历尽江湖险恶、种种

磨难，最终却造就他一身的绝世武功和慈悲心怀。他是统驭万千教

众和武林豪杰的盟主，为救世人于水火可以慷慨赴死；他是优柔寡

断的多情少年，面对深爱他的赵敏、周芷若和蛛儿，始终无法做出

感情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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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专题推荐书目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20 期 

12、《碧血剑》：金庸著，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索书号：

I247.48/J8221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

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

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

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

广受当代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

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 

明末年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袁崇焕屡破清兵，但却为不辨

忠奸的昏君崇祯所杀。焕之子袁承志为忠臣所救，长大后被送上华

山习武，期间无意中发现金蛇郎君之秘笈，武功大进，志学成下山，

结识了李岩，时闯王率兵起义，两人合之助之。志遇上温青青，因

此被卷入温家的纠纷中，其后两人闯荡江湖，建立了真挚爱情，后

志与祯之女阿九相遇，九被志深深吸引，一段三角关系由此而

生……闯王进占京城后，闯军军纪败坏，奸淫摅掠无所不为，闯王

亦沉迷酒色，甚至听谗言而杀害虫忠心耿耿的岩，志痛心疾首，逐

隐居不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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