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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在泰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分析 

赵安珠 

 

摘  要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中期武侠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也是金庸拥有读者最多的作

品，它的发表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1958年，针隆·披拿卡（ จ าลอง พิศนาคะ）把
《射雕英雄传》翻译成泰文——《玉龙》。《玉龙》的出现以后，就对泰国广大读者产生

了巨大的吸引力，很快销售一空，并多次再版。从此，中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陆续被译介

到泰国，产生了“武侠小说”热。《玉龙》成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泰国如果谈到武侠

小说，当然会想到《玉龙》。 

     本文根据采访所得资料、搜索资料以及调查问卷进行研究，发现《玉龙》被各种各

样的媒介关注，使《玉龙》在泰国传播得很广泛，深入城乡各阶层，持久赢得大众读者的

热爱。《玉龙》很受泰国大众欢迎之处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如中泰文化的历史背景、消费

文化以及华侨华人等等。由于早期《玉龙》非常著名，导致了对泰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影响面覆盖全泰76府。娱乐圈、文学圈以及商业圈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力直到如今。 

 本文主要分析《玉龙》很受泰国大众欢迎的因素、而且在泰国很广泛流传的原因。

本文会让学者更了解泰国与《玉龙》之间的紧密关系，会看到很多价值在《玉龙》里同化

之处，而且更深刻地理解金庸的这部大作为何持久赢得大众读者的硕果。 

 

 

关键词 ：《玉龙》；武侠小说；泰国；文学消费者；文化；《射雕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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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中期武侠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也是金庸拥有读者最多的作

品，它的发表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中泰友好往来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

中泰两国关系友好。泰国人以开阔的心胸接受和包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 观点、不同的

宗教，吸收融合了大量中国文化。《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些跟泰国文化 相近：爱国主义

；佛教思想；重视家庭等等。所以《射雕英雄传》不难进入了泰国 社会。1958年，针隆·

披拿卡把《射雕英雄传》翻译成泰文——《玉龙》。《玉龙》出现以后，就对泰国广大读

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很快销售一空，并多次再版。从此，中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陆续

被译介到泰国，产生了“武侠小说”热。虽然金庸后期的某几部小说似乎写得比《射雕》有

了些进步。但是这部大作还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自面世之日起到现在《射雕》被一代代

读者热爱，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部小说  成为“武侠小说迷”、“金庸迷”的。《玉龙》成为武

侠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泰国如果谈到武侠小说，当然会想到《玉龙》。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内容跟泰国无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属于中国。但是  《玉龙

》能够在泰国大受欢迎，被泰国人广泛接受。任何媒体都选择“玉龙”这个词作为卖点，吸

引消费者的注意。现在本人将把“大众传播与泰国的消费文化”分为两部分来分析：跨文化

的传播与接受；满足泰国消费者的要求原则。 

 

一、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

Matsuo的评论说“尽管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射雕英雄传》却能够跨    文化

、跨国家，在泰国流传地鼎鼎大名，得到泰国观众的欢迎，带来了异国情调的  现象，而

对泰国具有很大影响，这不是容易的。”
[4]

  

 泰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素可泰时代以来，就有中国人坐红头船迁入到

泰国，而在泰国安家落户。1840年以后，中泰之间的民间交往有很大的发展，有 许多中

                                                           
[4]

Mr.Wiroj Suksasunee，在泰国的武侠小说作家（笔名：Matsuo Masahiro）访谈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9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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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东、福建等地的移民搬到泰国，直至今天在泰国居住的华侨、华裔总数  超过几百万

人。这几百年的历史，使泰国和中国文化融合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正所谓“中泰一家亲”。

泰国是微笑的国度，人民热情善良，乐于助人。泰国人以开阔的心胸接受和包容不同的事

物、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宗教，因此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水乳  交融。中国人不仅给泰国

人民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而且也把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到泰国。所以泰国到处都会接触中国文化的味道，    比如：在泰国的华人社区可以看到

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同乡会馆；很容易找到中国寺庙；去华人家做客，总是见

到中国式的土地神；肚子饿的话就用筷子吃  面条等。 

 《射雕英雄传》里有很多跟泰国文化相近的东西,如爱国主义、佛教思想、家庭为

主以及信仰超自然神秘力量等。Sunisa Pariman 说 “基本上泰国和中国社会都有悠久的历
史，中泰两国关系友好。尤其中国文化，早期就渗透遍布泰国各地，所以泰国 观众比较

熟悉所金庸在小说里插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而且，故事里的寓意是每个 社会都需要之

处：锄强，扶弱，有狭义正义等等。”
[5]

 中国和泰国因为地缘、文化 关系非常密切，所

以《射雕英雄传》以近质文化的自然延伸方式，轻松进入泰国市场。同时对于泰国的华人

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同质文化的自然延伸，他们当然没有丝毫接受难度。而且小说中包

含的大部分文化内容，是人类共通的，常唤起人们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二、满足泰国文学消费者的要求。 

     如果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艺术生产活动的话，那么，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

赏则应看成是这一生产活动的产品所进行的精神上的消费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 文学消

费。文学消费具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二重性，而文学接受则纯属一种精神  文化范围内

的活动。“文学接受”是一种纯个体的行为，是读者对文学文本的私人 解读，读者根据自

己特定的审美经验，决定对文学作品的某方面接受或拒绝。 

 虽然它是一种纯个体的行为，但是特定的群体里面也是有规律的，受主客观条件限

制。则有所不同。就文学接受的主观条件而言，除了阅读能力之外，文学接受研究更关注

接受者的个性、气质、经历、性别、年龄、职业、人生观、文化修养、艺术  经验、审美

趣味、期待视野及阅读心境等。文学接受的客观条件则主要指接受的对象（本文）以及接

受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等。 

                                                           
[2]สนิุสา ปริมาณ, ๒๕๔๓,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ศศม.) ม.รามค าแหง, การศกึษานิยายก าลงัภายในเร่ืองมงักรหยก 

http://www.baike.com/wiki/%E7%89%A9%E8%B4%A8%E6%B6%88%E8%B4%B9
http://www.baike.com/wiki/%E7%B2%BE%E7%A5%9E%E6%B6%88%E8%B4%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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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射雕英雄传》被泰国人接受的一般心理基础 

 在此本人将按照以下三种心理原则来解释文学接受的概况：求知心理；认同    心

理；娱乐心理。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内容是一种信息。求知好奇心理是让泰国消费者注意到《射

雕英雄传》的心理基础。由于当时泰国的一般小说绝大多数是：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精

心编织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家庭的；爱情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故事。  但是金庸精心

创作的这部大作，有泰国读者在那个时代很少接触过的小说风格，新  趣味故事和新鲜得

风格。而且《射雕英雄传》具有传奇性、奇异的武术、让人激动的比武场面、独特的中国

古代服装，具有特点的语言风格等。引起了泰国人的求知    心理。只要有机会接触，任

谁都一定会沉溺于它的娱乐性、传奇性和道德性。      接下来，这个人会跟其他人分享

，从而达到口耳相传，便形成更大消费者群体。谁未看过就会感觉自己脱离了群体生活，

不知道怎么跟朋友聊。为了适应生活，只好去追趋势，把《射雕英雄传》拿来看看，这属

于认同心理的机制。 

 此外，由于《射雕英雄传》充满着娱乐性，具有很多条件会满足文学消费者的 心

理需要，从而会让受众对它入迷。可以说：谁看了电视剧，不能不看下去；谁看了书，就

一定放不下，而跟其他人分享。因此，在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射雕英雄传》热潮才会这么

广泛，直到被推崇为永恒的经典。目前在泰国的《射雕英雄传》热潮没有以前那么热了。

本人认为是因为求知和认同心理消失了。由于现在媒体越来越发达，信息也比以前更丰富

，有吸引力的信息太多了。因此新一代的人不太知道《射雕英雄传》，从调查问卷发现：

在15-25岁的年轻人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看过。但26岁以上的人却有百分之七十五

看过《射雕英雄传》。 

 （二）《射雕英雄传》满足泰国消费者的要求 

 “文学消费者的要求”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和欲望。各人都有不同的要求和

欲望，要根据不同的生活背景，性格，年龄，性别等。按照Rawee Tawan 的评论说: “哪

部作品不能响应观众的要求，那部作品是好景不长的。”《射雕英雄传》能够在  泰国长

久流传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点。《射雕英雄传》是如何满足泰国人的要求的，本人已总

结了四个原因 

 1.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满足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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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匡论金庸》的评论说：“金庸笔下对创作人物的处置，更加随心所欲，有时 甚

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了。《射雕》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物的创造。《射雕》在金庸

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
[6]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鲜明，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

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 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

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被拍成各种语种的电影和  电视剧在全球众多国家和

地区热播。并且所有本人去采访过的读者，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金庸的人物创造是很了

不起的，很难得。”从那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小说的突出特点就是“人物创造”。而

且金庸写的人物都各种各样的形象、生动丰富、各有魅力。因此能够满足各色各样的文化

消费者，吸引了大部分观众。 

 比如：郭靖是个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盖世英雄。以一颗赤子之心，在险恶江湖中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郭靖是金庸小说中极受欢迎的一位男主角。是一个偶像 人物，

可以说是真正的英雄形象。其实他是社会需要存在的人，但是实际上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人

。在女观众的方面来看，有很多女生需要这种的男子汉陪在她身边，会  超级有安全感。

在男观众的方面来看，虽然郭靖不是一个最强的男人、太单纯、不  聪明、总是要靠蓉儿

的帮助，但是他很努力、很坚持，做事不易放弃，尽心练功，  终于成为了一位江湖高手

。这是一个大优点，让先天不足的不完美男人也能看到成功的希望。看郭靖的角色，会是

鼓励他的一个办法。 

 除了郭靖，《射雕英雄传》里面还有许多其他人物形象，会满足文学消费者的 要

求。比如：有多才多艺的黄蓉；有认贼作父的杨康；有行侠仗义的江南七怪；有  慈悲为

怀的一灯大师；有凶残成性的梅超风和陈玄风等等。各个人物都会有或多或少打动了各种

各样的观众心理，因此很受广泛欢迎。 

 2. 是现实政治社会的影射和寄托 

 文学与社会有亲密关系，文学总是和社会有互动，另一方面可以说文学和读者 彼

此交互。要选择欣赏何种小说，也就反映了欣赏者的视角、想法和愿望。同时文学里的内

容当然会熔铸读者的想法和行为。由于中国的政治特色，国家政治对文学创作一直具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往往是作者自己深藏的对乱

世情结焦灼不安，它们构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  情感世界。
  

                                                           
[6]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9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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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享受武侠小说时，情节会带读者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种逃避式的空间。我们能

够想象侠客用自己的绝顶武功跟不公平的社会对抗，作为自由民、不受社会和政府的无理

束缚，对社会要求公义和道德性，锄强，扶弱等。《射雕英雄传》里的情节，不只是像一

般的武侠小说只提到行侠仗义和江湖义气，而且还有一个突出点是“为国  为民、侠之大

者”，金庸注意描写爱国主义。如郭靖， 郭靖个性忠厚、崇尚节义、 爱国爱民、天生一

副侠义心肠，他愿意服务国家民族而不求回报，不愿当官。而且  反抗不诚实的贵族和政

府，不受社会和政府的束缚。其实郭靖的角色是社会需要存在的人，但是实际上很难找到

这么好的人。 

 泰国也充满着不公平的事，到处总是遇到强者欺负弱者，而很难得到正义。自古到

今泰国社会一直都离不开腐败的政府，甚至可以说泰国政府的官员都会贪吃，只是能吃多

或少一点，地位越大越很会吃。有话说“只是有权和钱，什么都可以做到”，这是真实的

社会。所以，无疑发现《射雕英雄传》和其他武侠小说都会响应消费者的心理要求。 

3.满足了泰国华人思念祖国的心理诉求。 

     当1957年，早期《射雕英雄传》在泰国出现时，泰国社会正好处于沙立·他那叻元

帅的统治下。由于那个时代泰国政府支持美国，担心泰国华侨华人会带来中国的  共产主

义，沙立说过：“共产主义之祸害，就是国家的危机。”
[7]

 所以政府对华人华侨采取“同化

政策”。那个时代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大转折时期，变化很大，很复杂，很迅速。许多

贫穷的华人很难适应，被从原来的土地上赶走，被当地统治者或老板  欺凌和压迫，中文

的学校也被关，生活悲惨。中国身份带来一种自卑，无力量无    权利，普通华人要面对

政府的压迫，被社会看不起。 

  政府为了控制民族的思想，写跟政府或社会有关的文章、不管报纸或书籍都要 通

过政府的审查机制。被允许发布的大部分是浪漫、探险、想象丰富之类的文章。  由于武

侠小说属于这种小说，因此武侠小说没有被政府监控。最开始差不多每一家  中文报纸都

刊登了《射雕英雄传》,使那个时代的中文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到了1958年，Ploenjit出

版社出版针隆·披拿卡翻译的《玉龙》后，更为“《射雕英雄传》热”推波助澜。此书一出

，大受华人大众欢迎，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在泰国传播之先河。《射雕英雄传》之所以能满

足华侨华人的阅读需求，不仅是因为很好看、很有趣味和有道德性而已。更深刻的是这部

大作还能够满足泰国华侨华人思念祖国的心理诉求。 

                                                           
[7]
（泰）Sittithep Akesittiphong,.穷•叛徒•华人[M]. Matichon出版社，2010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对于那个时代的华人子弟来说，虽然他们认为“中国身份”带来一种自卑，但是在内

心深处他们还持有作为中华血脉的骄傲感。接触《射雕英雄传》或其他武侠小说之后，他

们会感受到自己缺少的中国性。 

  一九七五年之后，因为有两个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和克立·巴莫总

理执政时期的中泰建交。这两个大事件使泰国人重新审视中国，逐渐重视中国，泰国社会

开始接受中国身份，中泰民族可以在同一个社会和平共处。 

 后来1976年，第七频道电视台采白彪与米雪版的《射雕英雄传 在泰国播出。当时

一播出就一炮走红，使《射雕英雄传》小说在泰国更家喻户晓。 

 笔者通过调查访问，发现在泰国看《射雕英雄传》的人百分之八十三是有中国 血

统的人，是华人身份认同的结果。《射雕英雄传》能够满足华侨华人的很多种心理要求,

例如：想念祖国；中国文化认同；想了解中国历史等。“中国身份”除了来自家庭教育培养

和周围环境熏陶，看《射雕英雄传》也会不自觉让内在的中国身份显露  出来。《射雕英

雄传》以“爱国主义”提醒人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先，会自然而然打动人心，尤其华侨华人，

只要有机会接触，任谁都一定会有触及灵魂的感动。当时金庸写这部小说，作家自身也住

在被英国统制的香港，如此他才会深刻的民族意识，而且通过小说表达出来、表达得很精

彩。 

 本人认为《射雕英雄传》对华侨华人有着很重要的文化意义，是华人在艰难时世中

心灵的一个避难所、是加强中国文明认同的媒介，会提醒华人儿女应该为伟大    祖籍国

而自豪。金庸的这部佳作很值得给所有的华侨华人看，而且必将传至久远。 

 此外，《射雕英雄传》是一部杰出艺术价值的巨作，任何一位曾被金庸所真实征服

过的读者都会明白，金庸小说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  享受

，不管是哪个民族都会喜欢看。  

  

  4.填补各人的梦想与愿望。 

 《射雕英雄传》充满着传奇性与娱乐性，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接触

《射雕英雄传》或其他武侠小说的，让文学享受者会暂时地逃避离开真实的    世界，进

入另外一个世界，满足人生无法实现的要求。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里具有  发生过许许多

多紧张激烈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故事。比如：仍然和武侠小说陪伴在一起的就是“正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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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一般人的愿望，反而现实生活中 不会仍然 实现。所以爱看《射雕

英雄传》以及其它武侠小说的人总是爱正义与道德的人，喜欢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世

界流浪。这会是自我放松的一个方式。 

 有一些评论关于金庸小说特有传奇性：Mr.Matsuo说“读者选择武侠小说是因为 喜

欢好玩趣味，不需要合情合理的。…… 欧洲有魔幻小说，具有魔法、奇迹性、超 自然的

故事。在中国就有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亚洲的魔幻小说。但是武侠小说主要将把人生的努

力情分加上去”
[8]

 ；Mr.Borisut说“武侠小说就像‘成人漫画’，看了就有填补自己的梦想的

感觉。使读者进入幻想的世界，人们想拥有的世界”
[9]

 ； Mr.Sitthidaj说“《玉龙》的吸引

力是如愿的。”
[10]

 

 本人认为武侠小说是离不开传奇性的。如果武侠小说缺少了传奇性，那部作品会缺

失了趣味。因为传奇性不仅仅使故事更有趣，而且填补各人的梦想与愿望。目前，许多国

家的政府都重视经济的发展，强调GDP。泰国也不例外，人民要工作与时间 赛跑，随着

经济发展，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接触《射雕英雄传》或其他武侠小说的

，让我们会暂时地逃避离开真实的世界，会跟着作者的想象，进入  另外一个世界，满足

人生无法实现的要求。这种阅读方式是放松的一个方式。  

 

结语 

 金庸的杰作《射雕英雄传》在多种文学接受影响因素上都满足了文学消费者的 心

理要求，形成了消费者的满足而喜爱《射雕英雄传》，以致成为泰国的第一名伟大 武侠

小说。此外，有很多武侠小说读者都众口一词说看武侠小说的会锻炼自己的    性格、武

侠小说会改善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武侠小说不仅是小说而且是蕴含了    历史、哲学、

审美精神等重要文化价值。金庸得描写手法十分精彩，所以《射雕英雄传》无疑会得到泰

国及其它国家读者的喜爱。谁没看过就不会了解《射雕英雄传》有多好，但如果谁已接触

的话就会放不下，而且看完这部大作之后，就应该继续读金庸的其他作品。 

 

                                                           
[8]

Mr.Wiroj Suksasunee，在泰国的武侠小说作家，笔名：Matsuo Masahiro访谈录。 

[9]
Mr.Borisut Buranasomrit，第三电视台的公共关系部的经理访谈录。 

[10]
2012年6月8日，沙炎英德书出版社的主编Mr.Sittidej Sansomboonsuk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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