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开篇怎么在讲宇宙起源？
开篇怎么在讲宇宙起源
《西游记》这一开篇
西游记 这一开篇，第一回的回目就叫
这一开篇 第一回的回目就叫“灵根
第一回的回目就叫 灵根
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一开篇似乎根
心性修持大道生 一开篇似乎根
本就不是小说，却是在讲修炼的大道
本就不是小说 却是在讲修炼的大道。其他国
却是在讲修炼的大道 其他国
家的名著，其实都不象中国古典小说那样开篇
家的名著 其实都不象中国古典小说那样开篇
就扑面而来的雄浑的气魄，而是一上来就天上
就扑面而来的雄浑的气魄 而是一上来就天上
地下，比如
地下 比如《三国演义
比如《
比如 三国演义》,比如
三国演义 比如《水浒传
比如 水浒传》、比如
水浒传
比如
红楼梦》、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西游记
等等。中国古
红楼梦
比如这个 西游记》，等等
西游记
等等 中国古

典小说，也没有哪一部象
典小说 也没有哪一部象《西游记
也没有哪一部象 西游记》这样开篇就
西游记 这样开篇就
标题直点修行、正文直点这世界起源的事
标题直点修行 正文直点这世界起源的事。
正文直点这世界起源的事
《西游记》第一回的题目就是
西游记 第一回的题目就是《灵根育孕源流出
第一回的题目就是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按照明代流行的文化观念来
按照明代流行的文化观念来
心性修持大道生
说，不管是不是受过私塾教育
不管是不是受过私塾教育、也不论是不是
不管是不是受过私塾教育 也不论是不是
识字的人，一听这个题目
识字的人 一听这个题目，多一转念的转折都
一听这个题目 多一转念的转折都
不需要，当下即知道小说所述乃修道相关的
不需要 当下即知道小说所述乃修道相关的
事。
一转入正文，开篇就是一首诗
一转入正文 开篇就是一首诗，道得正是世界
开篇就是一首诗 道得正是世界
起源之事。
起源之事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
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
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破鸿蒙 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
开辟从兹清浊辨 覆载群生仰至仁，
覆载群生仰至仁
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
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
欲知造化会元功 须看西游
释厄传。
释厄传

小时候，妈妈教我识字
小时候 妈妈教我识字，识字之后
妈妈教我识字 识字之后，看的第一
识字之后 看的第一
本书，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一本中国神话故事
本书 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一本中国神话故事
书，图文并茂
图文并茂，第一个故事就是盘古开天辟
图文并茂 第一个故事就是盘古开天辟
地，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是女娲造人
第二个故事 就是女娲造人，第三个故
就是女娲造人 第三个故
事，就是黄帝战蚩尤
就是黄帝战蚩尤，……。
。要知道，那时候正
就是黄帝战蚩尤
要知道 那时候正
是文革。所以后来
是文革 所以后来，对中国古典神话故事
所以后来 对中国古典神话故事，我
对中国古典神话故事 我
太有感情了。
太有感情了
为啥修炼要跟世界起源，跟盘古开天地挂钩
为啥修炼要跟世界起源 跟盘古开天地挂钩
呢？以我多年研读古籍的经验
以我多年研读古籍的经验，我认为
以我多年研读古籍的经验 我认为，因为
我认为 因为
人修炼就是创世纪嘛，道家讲小宇宙
人修炼就是创世纪嘛 道家讲小宇宙、佛家讲
道家讲小宇宙 佛家讲
天国世界，基督讲天国
天国世界 基督讲天国、上帝讲天国
基督讲天国 上帝讲天国。要创
上帝讲天国 要创
世，就得知道世界的起源
就得知道世界的起源，不知道起源
就得知道世界的起源 不知道起源，不知
不知道起源 不知
道别人怎么创世，你怎么创世呢
道别人怎么创世 你怎么创世呢？连个参考都
你怎么创世呢 连个参考都
没有，那不就得胡来了
没有 那不就得胡来了。胡来能成么
那不就得胡来了 胡来能成么？肯定不
胡来能成么 肯定不
成。要创世
要创世，当然还得知道世界的结构
要创世 当然还得知道世界的结构，不知
当然还得知道世界的结构 不知

道世界的结构，当然也创不成
道世界的结构 当然也创不成。如果不知道世
当然也创不成 如果不知道世
界的真实结构，那创世就像小孩子堆沙子一样
界的真实结构 那创世就像小孩子堆沙子一样
的玩耍了。
的玩耍了
所以么，在我看来
所以么 在我看来，圣经的开篇必须是创世
在我看来 圣经的开篇必须是创世
纪，《西游记
西游记》的开篇
西游记 的开篇，也一定要是创世相关
的开篇 也一定要是创世相关
的。
既然创世，那是不是不同的宗教
既然创世 那是不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
那是不是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
之间，世界构造各不相同的
之间 世界构造各不相同的？不是的
世界构造各不相同的 不是的，一定是
不是的 一定是
一样的。而圣经创世纪
一样的 而圣经创世纪、中国盘古开天地
而圣经创世纪 中国盘古开天地，讲
中国盘古开天地 讲
到的宇宙的结构，你不发现
到的宇宙的结构 你不发现，其实是一样的么
你不发现 其实是一样的么？
其实是一样的么
很多人没有分析过，全世界古代的宇宙理论
很多人没有分析过 全世界古代的宇宙理论，
全世界古代的宇宙理论
是一样。原因是首先不相信
是一样 原因是首先不相信，以为人家圣贤之
原因是首先不相信 以为人家圣贤之
书上面，是在泛泛的讲理论
书上面 是在泛泛的讲理论、或者是为了吸引
是在泛泛的讲理论 或者是为了吸引
别人注意而故意拉高自己的档次，但并不是
别人注意而故意拉高自己的档次 但并不是

的，人家是在说实实在在的宇宙结构
人家是在说实实在在的宇宙结构、物质结
人家是在说实实在在的宇宙结构 物质结
构。其次是
其次是，很多人被文字的涵义给迷惑了
其次是 很多人被文字的涵义给迷惑了。
很多人被文字的涵义给迷惑了
古代人的社会观念、人文概念
古代人的社会观念 人文概念、很多字词的涵
人文概念 很多字词的涵
义，跟现在人不一样
跟现在人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跟现在人不一样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呢？就是古代人的观念不是单一层面的
就是古代人的观念不是单一层面的，是多
就是古代人的观念不是单一层面的 是多
层面的。古代的字儿
层面的 古代的字儿，每一个词儿
古代的字儿 每一个词儿，跟当时人
每一个词儿 跟当时人
们的观念是对应着的多层面的。按照本人的看
们的观念是对应着的多层面的 按照本人的看
法，盘古开天地
盘古开天地，根据古代的宇宙观
盘古开天地 根据古代的宇宙观，是一层
根据古代的宇宙观 是一层
一层的组合的。混沌未分
一层的组合的 混沌未分，等于说上帝所行走
混沌未分 等于说上帝所行走
的虚空。那个层面上
的虚空 那个层面上，没有人类是当然的了
那个层面上 没有人类是当然的了，
没有人类是当然的了
那么微观。盘古到来
那么微观 盘古到来，开辟了新的天地
盘古到来 开辟了新的天地，把混
开辟了新的天地 把混
沌虚空组合出清浊、阴阳
沌虚空组合出清浊 阴阳、二极两仪
阴阳 二极两仪。
二极两仪
“覆载群生
覆载群生”，
芸芸众生灵 被覆盖、涵盖的同
覆载群生 ，芸芸众生灵，被覆盖
被覆盖 涵盖的同
时，又是被承载的
又是被承载的，即被内含
又是被承载的 即被内含、又被托载
即被内含 又被托载。被
又被托载 被
什么内含？被宇宙
什么内含 被宇宙、被银河
被宇宙 被银河、被太阳系等等所
被银河 被太阳系等等所

内含。被什么承载
内含 被什么承载？被大地
被什么承载 被大地、被土石
被大地 被土石。宇宙也
被土石 宇宙也
好、大地也好
大地也好，大小相差巨大
大地也好 大小相差巨大，却是同一个层
大小相差巨大 却是同一个层
面的。这不是错误
面的 这不是错误、不是乱说
这不是错误 不是乱说、不是悖论
不是乱说 不是悖论，这
不是悖论 这
是宇宙结构跟现在人所以为的不一样。
是宇宙结构跟现在人所以为的不一样
创造了宇宙和众生，盘古依靠工具是什么呢
创造了宇宙和众生 盘古依靠工具是什么呢？
盘古依靠工具是什么呢
是“至仁
至仁”，
。发明万物皆成善，生
至仁 ，也就是“善
也就是 善”。
发明万物皆成善 生
发、创生出来的其下的一切
创生出来的其下的一切，都成于这个善
创生出来的其下的一切 都成于这个善，
都成于这个善
这个至仁。
这个至仁
好了，你应该明白
好了 你应该明白，修道人为什么要修善了
你应该明白 修道人为什么要修善了
吧。这个善
这个善，这个至仁
这个善 这个至仁，他可以生发万物
这个至仁 他可以生发万物，当
他可以生发万物 当
初盘古就是借助他来创世的。这就是造化会元
初盘古就是借助他来创世的 这就是造化会元
功，造天地
造天地、化万物
造天地 化万物、集合汇聚原始的因素
化万物 集合汇聚原始的因素、
集合汇聚原始的因素
成就一切。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善
成就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善、仁
义，都
都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善 仁、义
有善的因子，因为这个因子
有善的因子 因为这个因子，中国传统文化可
因为这个因子 中国传统文化可

以使一个人创生自己小世界中的一切，堪比聚
以使一个人创生自己小世界中的一切 堪比聚
宝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盛的生命力
宝盆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盛的生命力。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盛的生命力
释厄，从苦厄
释厄 从苦厄、困窘中解脱出来
从苦厄 困窘中解脱出来，这才是
困窘中解脱出来 这才是《西游
这才是 西游
记》所要探讨的
所要探讨的。人的一切苦厄
所要探讨的 人的一切苦厄、困窘
人的一切苦厄 困窘，来自哪
困窘 来自哪
里呢？来自于偏离了盘古也好
里呢 来自于偏离了盘古也好、上帝也好
来自于偏离了盘古也好 上帝也好，他
上帝也好 他
们这些开创这个世界的开创者所遵循的原则：
们这些开创这个世界的开创者所遵循的原则
至仁、善
所以么，你知道是怎么离开了这一
至仁 善。所以么
所以么 你知道是怎么离开了这一
切吗？那你得知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切吗 那你得知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知道
那你得知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知道
了，就好办了
就好办了。
就好办了
怎么，不知道
怎么 不知道？那你麻烦大了
不知道 那你麻烦大了，请继续梦游
那你麻烦大了 请继续梦游，
请继续梦游
洗洗继续睡吧。诗词简述创世之后
洗洗继续睡吧 诗词简述创世之后，就来到了
诗词简述创世之后 就来到了
三界，开始详述天地间日月星辰
三界 开始详述天地间日月星辰、与人的创
开始详述天地间日月星辰 与人的创
生：“盖闻天地之数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
盖闻天地之数 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
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
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
寅、卯
卯、
将一元分为十二会 乃子、丑
乃子 丑、寅
辰、巳
巳、午
午、未
未、申
申、酉
酉、戌
戌、亥之十二支
亥之十二支

也。……”。
。这一层一层的机关运作，层层错
这一层一层的机关运作 层层错
落、推演
推演，仿佛一层一层的齿轮带动一样
推演 仿佛一层一层的齿轮带动一样，世
仿佛一层一层的齿轮带动一样 世
界、三界
三界、三才
三界 三才，就这样产生
三才 就这样产生、就这样运作
就这样产生 就这样运作
了。修行么
修行么，也就要逆途而上
修行么 也就要逆途而上，演练和合
也就要逆途而上 演练和合。
演练和合
节气、天时
节气 天时，对于传统的道家修炼非常重要
天时 对于传统的道家修炼非常重要，
对于传统的道家修炼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他们要顺着天机运转
至关重要 他们要顺着天机运转，选择可以逆
他们要顺着天机运转 选择可以逆
合的时候，过了时辰就不行了
合的时候 过了时辰就不行了。
过了时辰就不行了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怎么来的呢
感盘古开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怎么来的呢？“感盘古开
怎么来的呢
辟，三皇治世
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很简短一句话 其
三皇治世 五帝定伦”。
五帝定伦 。很简短一句话，其
实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在里面。三皇
实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在里面 三皇、五帝
三皇 五帝，跟
五帝 跟
盘古创世是接力的，他们是有先有后
盘古创世是接力的 他们是有先有后、是一
他们是有先有后 是一
层、一层的往下承递
一层的往下承递，定了人伦之后
一层的往下承递 定了人伦之后，人才有
定了人伦之后 人才有
了完整的形。不光光是人类的身体
了完整的形 不光光是人类的身体，定了人伦
不光光是人类的身体 定了人伦
之后，人才完整起来
之后 人才完整起来。
人才完整起来

人的一切都定了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四大部
人的一切都定了之后 世界上就出现了四大部
洲：曰东胜神洲
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
曰东胜神洲 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
曰西牛贺洲 曰南赡部洲，
曰南赡部洲
曰北俱芦洲。好像这个说法
曰北俱芦洲 好像这个说法，跟佛经中真的很
好像这个说法 跟佛经中真的很
不一样。再说了佛经中是真是假
不一样 再说了佛经中是真是假，也没法儿分
再说了佛经中是真是假 也没法儿分
辨。只是
只是，如果
只是 如果，如果这个四大部洲
如果 如果这个四大部洲，我们从
如果这个四大部洲 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那么
来没有见过 那么，按照前面的世界创造的程
那么 按照前面的世界创造的程
序上来讲，很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的
西游
序上来讲 很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的。《西游
很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的
记》中说到花果山
中说到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
中说到花果山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 三岛之
来龙，自开清浊而立
来龙 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
这个十
自开清浊而立 鸿蒙判后而成。”这个十
鸿蒙判后而成
洲，可不是四大部洲哦
可不是四大部洲哦！花果山虽然在东胜神
可不是四大部洲哦 花果山虽然在东胜神
洲，居然是十洲的祖脉
居然是十洲的祖脉！那么也就是说
居然是十洲的祖脉 那么也就是说，还起
那么也就是说 还起
码有另外的六个大洲。但是前面又明明说得很
码有另外的六个大洲 但是前面又明明说得很
清楚“感盘古开辟
清楚 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
感盘古开辟 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三皇治世 五帝定伦，世界
五帝定伦 世界
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
之间 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
遂分为四大部洲 曰东胜神洲，曰西牛
曰东胜神洲 曰西牛
贺洲，曰南赡部洲
贺洲 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
曰南赡部洲 曰北俱芦洲。”
曰北俱芦洲

三岛好说，起码我们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东海
三岛好说 起码我们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东海
三仙山的传说，三个在海中漂浮的仙山
三仙山的传说 三个在海中漂浮的仙山，称作
三个在海中漂浮的仙山 称作
岛自然毫无疑问的没问题。蓬莱
岛自然毫无疑问的没问题 蓬莱、瀛洲
蓬莱 瀛洲、方
瀛洲 方
丈，三个水中的仙岛
三个水中的仙岛，可以很容易的判断
三个水中的仙岛 可以很容易的判断，他
可以很容易的判断 他
们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空间。这个四大部洲
们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空间 这个四大部洲，
这个四大部洲
根据古代的物质分层结构，也不存在于我们这
根据古代的物质分层结构 也不存在于我们这
个层面的空间。但是另外六个部洲在哪里呢
个层面的空间 但是另外六个部洲在哪里呢？
但是另外六个部洲在哪里呢
存疑。
存疑
按道理说，应该是有了几大部洲之后
按道理说 应该是有了几大部洲之后，再有了
应该是有了几大部洲之后 再有了
花果山。可是
花果山 可是《西游记
可是 西游记》却说
西游记 却说，这个花果山是十
却说 这个花果山是十
洲的祖脉，也就是说
洲的祖脉 也就是说，先有花果山
也就是说 先有花果山，再有十大
先有花果山 再有十大
洲，起码也得说
起码也得说，花果山的出现不会晚于十大
起码也得说 花果山的出现不会晚于十大
洲。按照佛经讲
按照佛经讲，四大部洲跟佛们有关系
按照佛经讲 四大部洲跟佛们有关系，按
四大部洲跟佛们有关系 按
照中国传统道家讲，三仙山跟修道有关系
照中国传统道家讲 三仙山跟修道有关系。按
三仙山跟修道有关系 按
照《西游记
西游记》讲
这个花果山跟佛国、跟道的世
西游记 讲，这个花果山跟佛国
这个花果山跟佛国 跟道的世

界，都很有关系
都很有关系。你看看
都很有关系 你看看，事情就在细节上
你看看 事情就在细节上，
事情就在细节上
故事的开篇、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
故事的开篇 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就点到了
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 就点到了
很多根子上的事儿。既然花果山如此家世渊
很多根子上的事儿 既然花果山如此家世渊
源，孙悟空他又是道家
孙悟空他又是道家、又是佛家的修炼
孙悟空他又是道家 又是佛家的修炼，就
又是佛家的修炼 就
成了必然中的必然。
成了必然中的必然
疑虑暂且都放在一边，我们就让创世之轮继续
疑虑暂且都放在一边 我们就让创世之轮继续
运转。石猴的身世且是不凡
运转 石猴的身世且是不凡。花果山的特殊地
石猴的身世且是不凡 花果山的特殊地
位、决定了它因缘际会的特殊而又特殊
决定了它因缘际会的特殊而又特殊。山上
决定了它因缘际会的特殊而又特殊 山上
特殊位置的特殊尺寸的、特殊构造的石头
特殊位置的特殊尺寸的 特殊构造的石头，孕
特殊构造的石头 孕
育了一个特殊又特殊的生命——
育了一个特殊又特殊的生命
石猴。没得说
石猴 没得说，这只猴子不是一般的特殊
没得说 这只猴子不是一般的特殊。花
这只猴子不是一般的特殊 花
果山位置特殊“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
果山位置特殊 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
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 万劫无移
大地根。”山石的尺寸特殊
山石的尺寸特殊“三丈六尺五寸高
大地根
山石的尺寸特殊 三丈六尺五寸高，
三丈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围圆 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
三丈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
百六十五度 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
二丈四尺围圆 按政历二十四

气。”山石的构造特殊
山石的构造特殊“上有九窍八孔
山石的构造特殊 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
上有九窍八孔 按九宫
八卦。”
八卦
不消多说了，这个花果山
不消多说了 这个花果山，跟人类在一大层
这个花果山 跟人类在一大层，
跟人类在一大层
可具体细分的来说，不在我们现在人类生存的
可具体细分的来说 不在我们现在人类生存的
这层空间，那么这个石猴子一出生
这层空间 那么这个石猴子一出生，自然也不
那么这个石猴子一出生 自然也不
在我们这个空间。整个
提到的很多
在我们这个空间 整个《西游记
整个 西游记》，提到的很多
西游记
场景，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上的
场景 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上的，有高层面
都不是我们这个层面上的 有高层面
的，有低层面的
有低层面的。这个高低层面
有低层面的 这个高低层面，不是上下
这个高低层面 不是上下，
不是上下
却是嵌套的关系。
却是嵌套的关系
中国传统上的道家，很注重数字
中国传统上的道家 很注重数字，关注一些在
很注重数字 关注一些在
今天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数字，有的数字不大
今天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数字 有的数字不大，
有的数字不大
有的数字就非常大，有的数字
有的数字就非常大 有的数字，大得超过了人
有的数字 大得超过了人
类所知的历史。这些数字
类所知的历史 这些数字，按照传统的世界构
这些数字 按照传统的世界构
造学说，就不奇怪了
造学说 就不奇怪了，那是这个世界一层一层
就不奇怪了 那是这个世界一层一层
的运作的机理，变动的规律
的运作的机理 变动的规律。我们这个层面的
变动的规律 我们这个层面的

世界空间，其变动
世界空间 其变动，随着上下的变动而变动
其变动 随着上下的变动而变动，
随着上下的变动而变动
就像齿轮传动一样。齿轮的齿数是固定的
就像齿轮传动一样 齿轮的齿数是固定的，每
齿轮的齿数是固定的 每
个齿轮的齿数都是不变的，但是一大堆齿轮交
个齿轮的齿数都是不变的 但是一大堆齿轮交
错带动，运转的结果就让人眼花缭乱
错带动 运转的结果就让人眼花缭乱、觉得变
运转的结果就让人眼花缭乱 觉得变
化无穷了。其实是很有规律的
化无穷了 其实是很有规律的。
其实是很有规律的
现在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些规律，还有一个很大
现在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些规律 还有一个很大
的原因，人之外的原因
的原因 人之外的原因。那就是
人之外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这些规
那就是 因为这些规
律基本上都体现在其它层面的空间。并且
律基本上都体现在其它层面的空间 并且，古
并且 古
代人所讲到的东西，由于是多层面立体感受到
代人所讲到的东西 由于是多层面立体感受到
的立体的规律。这些规律
的立体的规律 这些规律，需要用身体
这些规律 需要用身体、用心
需要用身体 用心
灵去体察，对
用心灵去“体察
灵去体察 对，用心灵去
用心灵去 体察”，
体察 ，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
人的意识观念、跟宇宙一样
人的意识观念 跟宇宙一样，也是多层面的
跟宇宙一样 也是多层面的。
也是多层面的
比如，一样的风吹草动
比如 一样的风吹草动，其来源可能是各个空
一样的风吹草动 其来源可能是各个空
间对映下来的。但是到底是哪个空间对映下来
间对映下来的 但是到底是哪个空间对映下来
的呢？是哪个层面的什么生灵搞出的事情
的呢 是哪个层面的什么生灵搞出的事情？这
是哪个层面的什么生灵搞出的事情 这

种事情，只有修炼有素
种事情 只有修炼有素、或者说天生好根基的
只有修炼有素 或者说天生好根基的
人才能判断的更准确、更精确
人才能判断的更准确 更精确。要命的地方就
更精确 要命的地方就
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化
在于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身体去理解
中国古代的文化 是需要身体去理解
的。古代人很多人都能体察出来
古代人很多人都能体察出来。可是现在不
古代人很多人都能体察出来 可是现在不
行了。现在
行了 现在，身体理解不了的人
现在 身体理解不了的人，他自然就会
身体理解不了的人 他自然就会
认为古代的很多说法是虚无缥缈的了。也就是
认为古代的很多说法是虚无缥缈的了 也就是
他这个身体、他这个最好的工具
他这个身体 他这个最好的工具，他运做不
他这个最好的工具 他运做不
了，弄坏了
弄坏了。
弄坏了

（2）
）隐藏的境界
自始至终《西游记
自始至终 西游记》行文中
西游记 行文中，诗句
行文中 诗句、对仗句俯拾
诗句 对仗句俯拾
皆是。“丹崖怪石
丹崖怪石，削壁奇峰
夜宿石崖之
皆是
丹崖怪石 削壁奇峰。”“夜宿石崖之
削壁奇峰
下，朝游峰洞之中
朝游峰洞之中。”“翠藓堆蓝
翠藓堆蓝，白云浮
朝游峰洞之中
翠藓堆蓝 白云浮
玉。”一部神怪小说
一部神怪小说，一部修炼故事
一部神怪小说 一部修炼故事，怎么会这
一部修炼故事 怎么会这
么多对仗句呢？诗词对仗我不大懂
么多对仗句呢 诗词对仗我不大懂，我只知道
诗词对仗我不大懂 我只知道
一个历史的大趋势。那就是唐诗
一个历史的大趋势 那就是唐诗、宋词
那就是唐诗 宋词、元
宋词 元
曲、明小说
明小说、清对联
明小说 清对联。越是阴阳失衡的时候
清对联 越是阴阳失衡的时候，
越是阴阳失衡的时候
越是需要调和阴阳，所有文体的流行
越是需要调和阴阳 所有文体的流行，都是跟
所有文体的流行 都是跟
这个阴阳逐渐失衡的大趋势吻合的。到得清
这个阴阳逐渐失衡的大趋势吻合的 到得清
末，已经阴阳分崩离析
已经阴阳分崩离析、文失其刚
已经阴阳分崩离析 文失其刚、武失其
文失其刚 武失其
传，盛行对联
盛行对联、以调和之
盛行对联 以调和之。明代盛行修道
以调和之 明代盛行修道，多
明代盛行修道 多
不入门径，阅读阴阳平衡的对仗诗句
不入门径 阅读阴阳平衡的对仗诗句，自然也
阅读阴阳平衡的对仗诗句 自然也
有调和阴阳的功效，宋词的节奏
有调和阴阳的功效 宋词的节奏、合乎人体韵
宋词的节奏 合乎人体韵

律、合乎天地的气息
合乎天地的气息，唐诗圆润无方
合乎天地的气息 唐诗圆润无方、浑然如
唐诗圆润无方 浑然如
丹、天然就是修炼人的境界
天然就是修炼人的境界，而古老的
天然就是修炼人的境界 而古老的
《诗经
诗经》，看似质朴
看似质朴、其实更不一般
诗经
看似质朴 其实更不一般，每一首都
其实更不一般 每一首都
天然合乎易经的卦象。
天然合乎易经的卦象
每一种文体，自有他应在的境界
每一种文体 自有他应在的境界，不在那个境
自有他应在的境界 不在那个境
界的人，就算模仿了文体
界的人 就算模仿了文体，仍然是空有其表
就算模仿了文体 仍然是空有其表，
仍然是空有其表
跟这种文体真正所在的境界对不上号，那么看
跟这种文体真正所在的境界对不上号 那么看
上去自然就空荡荡的。现在人再聪明绝顶
上去自然就空荡荡的 现在人再聪明绝顶，也
现在人再聪明绝顶 也
写不出来诗经那样的境界，也写不出来宋词
写不出来诗经那样的境界 也写不出来宋词、
也写不出来宋词
唐诗的境界，也写不出来明小说的境界
唐诗的境界 也写不出来明小说的境界。不在
也写不出来明小说的境界 不在
那个境界，自然写不到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 自然写不到那个境界。中国古代文
自然写不到那个境界 中国古代文
化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
化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此，有境界
就在于此 有境界。这个境界
有境界 这个境界
就是这个物质结构所促成就是这个物质结构所促成
分层。那深邃的又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悠然韵
分层 那深邃的又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悠然韵
味，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体味得到
你看得到 体味得到，就是捕捉不到
体味得到 就是捕捉不到。
就是捕捉不到

所以我觉得，《西游记
西游记》作者被后人给低估了
所以我觉得
西游记 作者被后人给低估了，
作者被后人给低估了
他的《西游记
里面的阴阳对仗、诗词境界
他的 西游记》、里面的阴阳对仗
西游记
里面的阴阳对仗 诗词境界，
诗词境界
可以使读者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以使读者们 在阅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
在阅读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的
调和气息、和合阴阳
调和气息 和合阴阳。那么多人喜欢他
和合阴阳 那么多人喜欢他，津津
那么多人喜欢他 津津
乐道数百年，在我看来
乐道数百年 在我看来，并不只是小说内容的
在我看来 并不只是小说内容的
生动有趣，他有着这种隐形的调和剂
生动有趣 他有着这种隐形的调和剂。如果翻
他有着这种隐形的调和剂 如果翻
译成外文，我相信
译成外文 我相信，这些隐形的因素会被失去
我相信 这些隐形的因素会被失去
大半。
大半。
且看看花果山都有什么珍禽异兽。彩凤
且看看花果山都有什么珍禽异兽 彩凤，麒
彩凤 麒
麟，锦鸡
锦鸡，龙
寿鹿，仙狐
锦鸡 龙，寿鹿
寿鹿 仙狐，玄鹤
仙狐 玄鹤。其中的
玄鹤 其中的
凤、麒麟
麒麟、龙
属于超级祥瑞的动物，据说由
麒麟 龙，属于超级祥瑞的动物
属于超级祥瑞的动物 据说由
于近代消失，现代人无法采信
于近代消失 现代人无法采信。其它几种锦
现代人无法采信 其它几种锦
鸡、鹿
鹿、狐
狐、鹤
鹤，则为中国常见的比较代表祥
则为中国常见的比较代表祥
瑞的动物。就是么
瑞的动物 就是么，花果山是祥瑞之地
就是么 花果山是祥瑞之地，自然
花果山是祥瑞之地 自然
都是祥瑞的物种。这几种动物
都是祥瑞的物种 这几种动物，属于水陆空都
这几种动物 属于水陆空都

有了。哎
说到祥瑞动物、说到水陆空
有了 哎，说到祥瑞动物
说到祥瑞动物 说到水陆空，您不
说到水陆空 您不
觉得少了点什么吗？对了
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对了，是龟
对了 是龟。花果山这么
是龟 花果山这么
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好地方，没有古人喜欢的
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好地方 没有古人喜欢的
龟。是有点不应该啊
是有点不应该啊。可是作者会遗忘吗
是有点不应该啊 可是作者会遗忘吗？为
可是作者会遗忘吗 为
什么就没有龟？
什么就没有龟
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角身上吧，看一看石猴
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角身上吧 看一看石猴
的出世。那块有着九宫八卦的九窍八孔的大仙
的出世 那块有着九宫八卦的九窍八孔的大仙
石“盖自开辟以来
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
盖自开辟以来 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
每受天真地秀 日精月华，
日精月华
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
感之既久 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
遂有灵通之意 内育仙胞，一日迸
内育仙胞 一日迸
裂，产一石卵
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
产一石卵 似圆球样大。因见风
似圆球样大 因见风，化作一
因见风 化作一
个石猴，五官俱备
个石猴 五官俱备，四肢皆全
五官俱备 四肢皆全。”
四肢皆全
按照现在审视神话故事的角度来看：石猴的出
按照现在审视神话故事的角度来看 石猴的出
世是非常富于瑰丽想象的、同时也是不可能
世是非常富于瑰丽想象的 同时也是不可能
的、如果当真了的话更是荒谬的
如果当真了的话更是荒谬的。但是如果这
如果当真了的话更是荒谬的 但是如果这
个世界的结构，真的如神话故事所描述的那
个世界的结构 真的如神话故事所描述的那

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可是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可是，如果世界
可是 如果世界
的结构，真的是古人所说的分层构造的
的结构 真的是古人所说的分层构造的，那古
真的是古人所说的分层构造的 那古
往今来一切学说理论，我打保票
往今来一切学说理论 我打保票，全部可以获
我打保票 全部可以获
得一个圆满的解释，全部可以溶为一体
得一个圆满的解释 全部可以溶为一体，就这
全部可以溶为一体 就这
么奇妙、就这么不可思议
么奇妙 就这么不可思议。
就这么不可思议
且说这仙石与石猴。虽说石猴出世的很晚
且说这仙石与石猴 虽说石猴出世的很晚，但
虽说石猴出世的很晚 但
是这个仙石的来历，那可是古老了去了
是这个仙石的来历 那可是古老了去了，它居
那可是古老了去了 它居
然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一直是存
然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 一直是存
在的，不管经历过多少劫
在的 不管经历过多少劫，多少次毁灭与重
不管经历过多少劫 多少次毁灭与重
建，这个仙石
这个仙石，居然是跟这个宇宙
这个仙石 居然是跟这个宇宙，这个盘古
居然是跟这个宇宙 这个盘古
开创的宇宙，是同龄的
开创的宇宙 是同龄的。
是同龄的
这块仙石，既古老
这块仙石 既古老，又灵异
既古老 又灵异，符合九宫八卦
又灵异 符合九宫八卦，
符合九宫八卦
集合十洲祖脉，产一仙卵
集合十洲祖脉 产一仙卵，化育出来一个五官
产一仙卵 化育出来一个五官
具备、四肢皆全的
具备 四肢皆全的，似乎应该是一个人啊
四肢皆全的 似乎应该是一个人啊！天
似乎应该是一个人啊 天
地之间，人为大
地之间 人为大。但是没有
人为大 但是没有，它孕育出来的竟
但是没有 它孕育出来的竟

然是一只猴子。还有更不可思议的
然是一只猴子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这石猴刚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 这石猴刚
刚出生“便就学爬学走
学爬学走
刚出生 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
便就学爬学走 拜了四方。”学爬学走
拜了四方
不算稀奇，所有的动物昆虫出生后就自然的开
不算稀奇 所有的动物昆虫出生后就自然的开
始爬动、行走了
始爬动 行走了。但是稀奇的是这只应该什么
行走了 但是稀奇的是这只应该什么
都还不懂的猴子，马上就不学自通的
都还不懂的猴子 马上就不学自通的“拜了四
马上就不学自通的 拜了四
方”！
！懂得礼仪，这可是连没有经过教化的人类
懂得礼仪 这可是连没有经过教化的人类
都不懂的事情。这个猴子天生就会礼仪
都不懂的事情 这个猴子天生就会礼仪，比受
这个猴子天生就会礼仪 比受
过教育的人还懂文明。拜四方
过教育的人还懂文明 拜四方，属于是拜见四
拜四方 属于是拜见四
方诸神，四方诸神属于地上神
方诸神 四方诸神属于地上神，相当于西方希
四方诸神属于地上神 相当于西方希
腊神话中的自然神。这个猴子
腊神话中的自然神 这个猴子，如果真的没人
这个猴子 如果真的没人
教它就会礼拜神灵，一个最大的可能是
教它就会礼拜神灵 一个最大的可能是，它一
一个最大的可能是 它一
出生就能看见这些地上的神灵。如果这些神灵
出生就能看见这些地上的神灵 如果这些神灵
是属于人类看不见的，那么他们应该都不在人
是属于人类看不见的 那么他们应该都不在人
类所在的这个空间。如果猴子看得见
类所在的这个空间 如果猴子看得见，那又反
如果猴子看得见 那又反
过来说明，猴子不在人类这个层面
过来说明 猴子不在人类这个层面。
猴子不在人类这个层面

对了，刚才提到花果山有龙凤麒麟
对了 刚才提到花果山有龙凤麒麟，后来这只
刚才提到花果山有龙凤麒麟 后来这只
猴子大闹东海龙宫，东海龙王给折腾的那么狼
猴子大闹东海龙宫 东海龙王给折腾的那么狼
狈，却不见花果山这儿的龙跟敖广有任何通
却不见花果山这儿的龙跟敖广有任何通
讯、没有来往
没有来往，似乎花果山的龙完全不关心四
没有来往 似乎花果山的龙完全不关心四
海的龙，四海的龙也完全无视花果山这儿的龙
海的龙 四海的龙也完全无视花果山这儿的龙
的存在。一种可能的可能是
的存在 一种可能的可能是，这些龙跟海龙不
一种可能的可能是 这些龙跟海龙不
是一个体系的。龙怎么还分体系了
是一个体系的 龙怎么还分体系了？当然了
龙怎么还分体系了 当然了，
当然了
佛教故事中有龙众，道教故事中有龙
佛教故事中有龙众 道教故事中有龙，虽然大
道教故事中有龙 虽然大
家都是龙，各自属于不同的体系
家都是龙 各自属于不同的体系，彼此没啥关
各自属于不同的体系 彼此没啥关
系。并且龙还分天龙
并且龙还分天龙、土龙
并且龙还分天龙 土龙、水龙
土龙 水龙。
水龙
《西游记》中
有着很多隐形的伏笔，不仔细斟
西游记 中，有着很多隐形的伏笔
有着很多隐形的伏笔 不仔细斟
酌，这些伏笔就是透明人
这些伏笔就是透明人，总让人视而不见
这些伏笔就是透明人 总让人视而不见。
总让人视而不见
比如这个花果山，还有很多奇异的草木
比如这个花果山 还有很多奇异的草木，青
还有很多奇异的草木 青
松、翠柏
翠柏、仙桃
翠柏 仙桃、修竹
仙桃 修竹、藤萝
修竹 藤萝、堤草
藤萝 堤草，你注意
堤草 你注意
了没有，有乔木
了没有 有乔木、有灌木
有乔木 有灌木，花果山有寒暑但没
有灌木 花果山有寒暑但没

有人间的季节。“瑶草奇花不谢
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
有人间的季节
瑶草奇花不谢 青松翠柏长
春。仙桃常结果
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
有道是“山中
仙桃常结果 修竹每留云。”有道是
修竹每留云
有道是 山中
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可是“山中无甲子
无甲子 寒尽不知年。”可是
寒尽不知年
可是 山中无甲子，寒
山中无甲子 寒
尽不知年”这句话本来是指由于深山里面没有历
尽不知年 这句话本来是指由于深山里面没有历
法，二十四节气中小寒
二十四节气中小寒、大寒已经过去了
二十四节气中小寒 大寒已经过去了，还
大寒已经过去了 还
不知新春即将来临。
不知新春即将来临
但是花果山是在海里边的山啊，并不是深山里
但是花果山是在海里边的山啊 并不是深山里
面。“海中有一座山
海中有一座山，唤为花果山
并且“势
海中有一座山 唤为花果山。”并且
唤为花果山
并且 势
镇汪洋，威宁瑶海
山上和毗邻的海洋、大
镇汪洋 威宁瑶海。”山上和毗邻的海洋
威宁瑶海
山上和毗邻的海洋 大
陆，似乎气候差异挺大
似乎气候差异挺大。
似乎气候差异挺大
话说石猴刚一出世，因为目光过于锐利
话说石猴刚一出世 因为目光过于锐利，放射
因为目光过于锐利 放射
出来金光直达天上遥远的星宿，于是就让玉皇
出来金光直达天上遥远的星宿 于是就让玉皇
大帝给知道了。刚一出生的石猴
大帝给知道了 刚一出生的石猴，真气百分
刚一出生的石猴 真气百分
百，目光炯炯有神是真气充沛
目光炯炯有神是真气充沛。千里眼
目光炯炯有神是真气充沛 千里眼、顺风
千里眼 顺风
耳向玉皇大帝禀报了石猴的来历，说了一番
耳向玉皇大帝禀报了石猴的来历 说了一番

话，又是内含重重玄机
又是内含重重玄机。这俩神仙如是说
臣
又是内含重重玄机 这俩神仙如是说：“臣
这俩神仙如是说
奉旨观听金光之处，乃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
奉旨观听金光之处 乃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
之界，有一座花果山
之界 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
有一座花果山 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
山上有一仙石 石产一
卵，见风化一石猴
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
见风化一石猴 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
在那里拜四方 眼运金
光，射冲斗府
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
射冲斗府 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
如今服饵水食 金光将潜息
矣。”
你看出味道来了吗？千里眼顺风耳二神
你看出味道来了吗 千里眼顺风耳二神，不但
千里眼顺风耳二神 不但
看到了石猴的空间地理位置，还看到了他的出
看到了石猴的空间地理位置 还看到了他的出
生的过程。看到出生过程有什么稀奇
生的过程 看到出生过程有什么稀奇？稀奇在
看到出生过程有什么稀奇 稀奇在
于人家看到的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不仅看到了
于人家看到的是已经发生的过去 不仅看到了
过去，还预见了石猴的未来
过去 还预见了石猴的未来！未来是什么
还预见了石猴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是
未来是什么 是
看到了石猴如炬的目光神奇将很快消失，“金光
金光
看到了石猴如炬的目光神奇将很快消失
将潜息矣。”
将潜息矣
其次，还有一个
其次 还有一个。就是石猴眼中的金光
还有一个 就是石猴眼中的金光，为什
就是石猴眼中的金光 为什
么会消失，是因为石猴开始吃它所在空间的物
么会消失 是因为石猴开始吃它所在空间的物

质食物“服饵水食
质食物 服饵水食”。
服饵水食 。石猴原本是个高于花果山
这个远远高于人类的空间的，它来到这些个低
这个远远高于人类的空间的 它来到这些个低
层的空间，因为开始侵染这个空间的物质
层的空间 因为开始侵染这个空间的物质，原
因为开始侵染这个空间的物质 原
来的异能就很快被掩埋起来了。被什么掩埋
来的异能就很快被掩埋起来了 被什么掩埋
呢？被这低层空间的物质
被这低层空间的物质。
被这低层空间的物质

（3）
）心转福至
千里眼、顺风耳二位神仙
千里眼 顺风耳二位神仙，看名字就知道他们
顺风耳二位神仙 看名字就知道他们
的特殊才能是什么了。这个千里眼
的特殊才能是什么了 这个千里眼，眼睛不光
这个千里眼 眼睛不光
是看得远，而且还有超级缩放功能
是看得远 而且还有超级缩放功能，他在天庭
而且还有超级缩放功能 他在天庭
上面，跟这个东胜神洲的傲来国
上面 跟这个东胜神洲的傲来国，相距不知道
跟这个东胜神洲的傲来国 相距不知道
几千万里之遥，但是可以精确看到仙石
几千万里之遥 但是可以精确看到仙石、石猴
但是可以精确看到仙石 石猴
、并且还可以看到石猴吃的食物是什么
并且还可以看到石猴吃的食物是什么。仙石
并且还可以看到石猴吃的食物是什么 仙石
应该至少是以米来度量的，我说最少有个一米
应该至少是以米来度量的 我说最少有个一米
方圆，应该不为过吧
方圆 应该不为过吧。石猴呢也算作一米身高
应该不为过吧 石猴呢也算作一米身高
。而石猴吃的应该是瓜果松子之类的
而石猴吃的应该是瓜果松子之类的，就算他
而石猴吃的应该是瓜果松子之类的 就算他
吃的大桃子被千里眼看到了，桃子的直径算一
吃的大桃子被千里眼看到了 桃子的直径算一
分米，够大了吧
分米 够大了吧。按照最小的可能距离推算
够大了吧 按照最小的可能距离推算，
按照最小的可能距离推算
假设他们的天庭就在大气层之上，应该算是很
假设他们的天庭就在大气层之上 应该算是很
近了。内大气层厚度约
近了 内大气层厚度约 500 公里。一分米比
公里 一分米比 5

00 公里，相当于人们拿放大百万倍的显微镜看
公里 相当于人们拿放大百万倍的显微镜看
微生物。
微生物
对了，不是还有一个顺风耳么
对了 不是还有一个顺风耳么？怎么他的专长
不是还有一个顺风耳么 怎么他的专长
不是听嘛，怎么也看起来了
不是听嘛 怎么也看起来了？那么为什么观音
怎么也看起来了 那么为什么观音
菩萨叫观音，不叫听音
菩萨叫观音 不叫听音、闻声菩萨
不叫听音 闻声菩萨。观音本叫
闻声菩萨 观音本叫
观世音。大家都用耳朵听
观世音 大家都用耳朵听，菩萨她可以用眼睛
大家都用耳朵听 菩萨她可以用眼睛
看声音。这可是怎么回事儿
看声音 这可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神话故事
这可是怎么回事儿 是不是神话故事
很荒谬？那可能有人应该听说过
很荒谬 那可能有人应该听说过“通感
那可能有人应该听说过 通感”这么一
通感 这么一
个词汇。我说得不是修辞的方法
个词汇 我说得不是修辞的方法，是一种感知
我说得不是修辞的方法 是一种感知
现象。就比如我
现象 就比如我，从小就这样
就比如我 从小就这样，如忽然听到意
从小就这样 如忽然听到意
外的响声，同时会在眼前闪过一个彩色的光
外的响声 同时会在眼前闪过一个彩色的光
团，偶尔是在脑海中出现
偶尔是在脑海中出现。据说有这类现象的
偶尔是在脑海中出现 据说有这类现象的
人，为数不算少
为数不算少。说不准
为数不算少 说不准，人类的任何想法
说不准 人类的任何想法、
人类的任何想法
话语，在高级的神仙们眼里
话语 在高级的神仙们眼里，都是有模有样
在高级的神仙们眼里 都是有模有样、
都是有模有样
有形有状、一望可知的呢
有形有状 一望可知的呢。
一望可知的呢

且说石猴子自打出生之后，就
食草木，饮涧
且说石猴子自打出生之后 就“食草木
食草木 饮涧
泉，采山花
采山花，觅树果
采山花 觅树果”，
觅树果 ，跟猴子野兽们过起了真
正猴子的世俗生活。小说写这群猴子们很好
正猴子的世俗生活 小说写这群猴子们很好
玩，“抛弹子
抛弹子，邷么儿
抛弹子 邷么儿；跑沙窝
邷么儿 跑沙窝，砌宝塔
跑沙窝 砌宝塔；赶蜻
砌宝塔 赶蜻
蜓，扑八蜡
扑八蜡；”简直就是一群淘气顽皮
简直就是一群淘气顽皮、天真无
扑八蜡
简直就是一群淘气顽皮 天真无
忧的小孩子。但是这群猴子还懂得现在人完全
忧的小孩子 但是这群猴子还懂得现在人完全
都不懂得的了高尚社会活动“参老天
都不懂得的了高尚社会活动 参老天，拜菩
参老天 拜菩
萨。”社会么
社会么，就是因社而会
社会么 就是因社而会。古代农民祭祀土
就是因社而会 古代农民祭祀土
地神的节日叫社日。
地神的节日叫社日
如果说这群猴子们是一群小孩子的话，那小说
如果说这群猴子们是一群小孩子的话 那小说
用对一群猴子的描写，其实是让看小说的小朋
用对一群猴子的描写 其实是让看小说的小朋
友们，了解应该如何生活
友们 了解应该如何生活。你看下面石猴从瀑
了解应该如何生活 你看下面石猴从瀑
布中蹦出来之后，张口就说
布中蹦出来之后 张口就说“人而无信
张口就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
人而无信 不知其
可。”这句话出自论语
这句话出自论语，说的是做人应该讲信
这句话出自论语 说的是做人应该讲信
用。猴子们听了
猴子们听了，马上兑现了之前的许诺
猴子们听了 马上兑现了之前的许诺，尊
马上兑现了之前的许诺 尊

石猴为王。石猴勇敢的替大家满足了一个好奇
石猴为王 石猴勇敢的替大家满足了一个好奇
心，还意外的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免费的精装修
还意外的给大家发现了一个免费的精装修
的超级大别墅，然后猴子们回报石猴做王
的超级大别墅 然后猴子们回报石猴做王，享
然后猴子们回报石猴做王 享
受大王的待遇。有付出就有回报
受大王的待遇 有付出就有回报，多么美好的
有付出就有回报 多么美好的
故事嘛。
故事嘛
问题是，这个水帘洞明明有名有号
问题是 这个水帘洞明明有名有号，有家当
这个水帘洞明明有名有号 有家当，
有家当
分明是一个别人的家。“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
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
分明是一个别人的家
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
碣上有一行楷书大字，镌着
碣上有一行楷书大字 镌着‘花果山福地
镌着 花果山福地，水帘
花果山福地 水帘
洞洞天。’”里面不但有齐全的家当
洞洞天
里面不但有齐全的家当，还有修竹
里面不但有齐全的家当 还有修竹
梅花。不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梅花 不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而且小说没有
不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而且小说没有
提到有什么灰尘、苔癣
提到有什么灰尘 苔癣。假如被人废置时间长
苔癣 假如被人废置时间长
了，应该有灰尘吧
应该有灰尘吧，猴子们得先打扫一下
应该有灰尘吧 猴子们得先打扫一下。当
猴子们得先打扫一下 当
然，有可能在如此水源充沛的地方
有可能在如此水源充沛的地方，起不了灰
有可能在如此水源充沛的地方 起不了灰
尘也很有可能。如果没有灰尘
尘也很有可能 如果没有灰尘，在如此水气氤
如果没有灰尘 在如此水气氤
氲的地段，长长苔癣应该算是正常的嘛
氲的地段 长长苔癣应该算是正常的嘛。如果
长长苔癣应该算是正常的嘛 如果

废置时间久了，应该这个水帘洞内苔癣也随处
废置时间久了 应该这个水帘洞内苔癣也随处
可见吧。从小说的描写中找不到这方面的痕
可见吧 从小说的描写中找不到这方面的痕
迹。原主人是谁呢
原主人是谁呢？他们一家人怎么消失了
原主人是谁呢 他们一家人怎么消失了，
他们一家人怎么消失了
去了哪里？
去了哪里
“花果山福地
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从这个石碣上的
花果山福地 水帘洞洞天。”从这个石碣上的
水帘洞洞天
字来判断，你看
字来判断 你看，福地
你看 福地、洞天
福地 洞天，这两个词已经
洞天 这两个词已经
非常说明问题了，并且说明了原来主人的身份
非常说明问题了 并且说明了原来主人的身份
和地位！
和地位
福地、洞天
福地 洞天，是道家名词
洞天 是道家名词。只有具有地脉
是道家名词 只有具有地脉、并
只有具有地脉 并
且地脉直通昆仑山的地方，才能叫福地
且地脉直通昆仑山的地方 才能叫福地；因为
才能叫福地 因为
中国修道人的身体的脉，要能跟昆仑山的脉接
中国修道人的身体的脉 要能跟昆仑山的脉接
起来，他才能修上去
起来 他才能修上去。洞天
他才能修上去 洞天，是直通天的洞
洞天 是直通天的洞，
是直通天的洞
虽在山洞，但其实在天上
虽在山洞 但其实在天上。修道人
但其实在天上 修道人，修哪一个
修道人 修哪一个
派别的道，就寻找那一派别的山
派别的道 就寻找那一派别的山、寻找其洞
就寻找那一派别的山 寻找其洞
天，前往修道
前往修道，才修的快
前往修道 才修的快，才可修成嘛
才修的快 才可修成嘛。那里
才可修成嘛 那里

的山上，有他们那一派的神灵
的山上 有他们那一派的神灵、以及鬼怪
有他们那一派的神灵 以及鬼怪、禽
以及鬼怪 禽
兽。当然了
当然了，进山人家是有规矩的
当然了 进山人家是有规矩的，而且是大
进山人家是有规矩的 而且是大
规矩。
规矩
但是猴子们就堂而皇之的进驻了。而且似乎在
但是猴子们就堂而皇之的进驻了 而且似乎在
随后的千百年中，没有发生过产权纠纷
随后的千百年中 没有发生过产权纠纷。这可
没有发生过产权纠纷 这可
是奇了怪了，怎么就这么天大的好事儿
是奇了怪了 怎么就这么天大的好事儿，让一
怎么就这么天大的好事儿 让一
群猴子给撞上了。
群猴子给撞上了
书中有答案呢。“内观不识因无相
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
书中有答案呢
内观不识因无相 外合明知作
有形。历代人人皆属此
有形 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
历
历代人人皆属此 称王称圣任纵横。”历
称王称圣任纵横
朝历代的人们都是这样，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思
朝历代的人们都是这样 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思
想念头、没有形状
想念头 没有形状、很虚无
没有形状 很虚无，因而不知道应该
很虚无 因而不知道应该
内察自省。而当人的思想观念一变
内察自省 而当人的思想观念一变，那么外面
而当人的思想观念一变 那么外面
的周围环境，马上就会跟着变化
的周围环境 马上就会跟着变化，产生人能看
马上就会跟着变化 产生人能看
到、感觉到的有形的变化
感觉到的有形的变化。其实所有的人
感觉到的有形的变化 其实所有的人，都
其实所有的人 都

是这样，应该是可以这样主宰自己与环境
是这样 应该是可以这样主宰自己与环境，等
应该是可以这样主宰自己与环境 等
于是一方之王。
于是一方之王
这石猴，有了为众担当的意愿和勇气
这石猴 有了为众担当的意愿和勇气，并且果
有了为众担当的意愿和勇气 并且果
断的付诸了行动，这就是首领气质的
断的付诸了行动 这就是首领气质的。如果那
这就是首领气质的 如果那
一刹那，石猴犹豫了
一刹那 石猴犹豫了、放弃了
石猴犹豫了 放弃了，这近在咫尺的
放弃了 这近在咫尺的
洞天福地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发现了。因为还
洞天福地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发现了 因为还
有一个秘密，就是说
有一个秘密 就是说，这洞天不一定是一直在
就是说 这洞天不一定是一直在
那里存在的。就跟那些名山一样
那里存在的 就跟那些名山一样，里面有若干
就跟那些名山一样 里面有若干
的修道人的洞，但是咱们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见
的修道人的洞 但是咱们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见
到，只是在很特殊的时候
只是在很特殊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我们这
只是在很特殊的时候 才会出现在我们这
个空间。对了
个空间 对了，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存在
对了 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存在。
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存在
那群猴子们，在这儿生息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那群猴子们 在这儿生息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在这儿生息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它们又悠闲、又无聊
它们又悠闲 又无聊、又天真
又无聊 又天真，花果山这块地
又天真 花果山这块地
方，估计哪棵树下有几个蚂蚁洞
估计哪棵树下有几个蚂蚁洞，都是门儿清
估计哪棵树下有几个蚂蚁洞 都是门儿清
的。可是在此之前
可是在此之前，它们竟然没有想到过探寻
可是在此之前 它们竟然没有想到过探寻

一下这股山涧水的源头？它们不知道山涧源自
一下这股山涧水的源头 它们不知道山涧源自
哪里？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哪里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小说中有一句诗
其次 小说中有一句诗“今日芳名显
小说中有一句诗 今日芳名显，时来大运
今日芳名显 时来大运
通；有缘居此地
有缘居此地，王遣入仙宫
这首诗说得明
有缘居此地 王遣入仙宫。”这首诗说得明
王遣入仙宫
白，是因缘际会
是因缘际会、猴子该当进驻此洞
是因缘际会 猴子该当进驻此洞；这是仙
猴子该当进驻此洞 这是仙
洞，不是平日人们惯见的山洞
不是平日人们惯见的山洞，里面以前居住
不是平日人们惯见的山洞 里面以前居住
的就是仙人，今天能进去的
的就是仙人 今天能进去的，也仍然当是神
今天能进去的 也仍然当是神
仙；最后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
最后 很重要的一点是，水帘洞出现
很重要的一点是 水帘洞出现、老
水帘洞出现 老
猴子脑袋中忽然浮现的奇想，都是
猴子脑袋中忽然浮现的奇想 都是“王遣
都是 王遣”，
王遣 ，也
就是上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王
在运作、在安
就是上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 王”在运作
在运作 在安
排、通过往猴子脑袋里放置一个念头
通过往猴子脑袋里放置一个念头，驱动他
通过往猴子脑袋里放置一个念头 驱动他
们去发现、去入驻
们去发现 去入驻。于是石猴成了美猴王
去入驻 于是石猴成了美猴王，有
于是石猴成了美猴王 有
了王的猴子们，“不入飞鸟之丛
了王的猴子们
不入飞鸟之丛，不从走兽之
不入飞鸟之丛 不从走兽之
类”，
，脱离了低级鸟兽的行列。美猴王
脱离了低级鸟兽的行列 美猴王，开始走
美猴王 开始走
上醒悟的路途。
上醒悟的路途

（4）
）猴王出了道心
《西游记》故事生动有趣
西游记 故事生动有趣、游龙一般
故事生动有趣 游龙一般，但是章回
游龙一般 但是章回
题目与随处可见的诗，却是让人看了心惊不
题目与随处可见的诗 却是让人看了心惊不
已、如同大地上虬劲却又沉默的龙筋龙脉
如同大地上虬劲却又沉默的龙筋龙脉。故
如同大地上虬劲却又沉默的龙筋龙脉 故
事，是人间的层面的
是人间的层面的，我的意思是人间层面可
是人间的层面的 我的意思是人间层面可
以理解的。回目与诗歌
以理解的 回目与诗歌，则恰好是上层的对应
回目与诗歌 则恰好是上层的对应
的实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的实质 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之所以是修炼
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之所以是修炼
故事，一个理由乃是
故事 一个理由乃是，故事中人物的每一个心
一个理由乃是 故事中人物的每一个心
念、行动
行动，都同步转动上层的
并且
行动 都同步转动上层的“齿轮
都同步转动上层的 齿轮”。
齿轮 。并且，
作为回报、作为响应和反馈
作为回报 作为响应和反馈，上层的齿轮再演
作为响应和反馈 上层的齿轮再演
化出下一步的下层空间的变化。
化出下一步的下层空间的变化
当然了，中国古典小说
当然了 中国古典小说，比如
中国古典小说 比如《三国演义
比如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
水浒传》、《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
《红楼梦》、乃至
乃至《隋
水浒传
封神演义
红楼梦
乃至 隋
唐演义》、以及其他众多的小说故事
以及其他众多的小说故事，均有此特
唐演义
以及其他众多的小说故事 均有此特

点，这是中国传统小说故事最具特征的一个特
这是中国传统小说故事最具特征的一个特
点。只是其它小说故事
只是其它小说故事，都没有
只是其它小说故事 都没有《西游记
都没有 西游记》这么
西游记 这么
的步步紧扣、如影随形
的步步紧扣 如影随形。
如影随形
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们，意识观念都是
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们 意识观念都是
立体的、分层的
立体的 分层的，这是现代人们尚无法理解
分层的 这是现代人们尚无法理解
的。古代的宇宙观是立体与分层的
古代的宇宙观是立体与分层的，考虑问题
古代的宇宙观是立体与分层的 考虑问题
也是多层面齐下的。《易经
易经》、《春秋
春秋》，不都是
不都是
也是多层面齐下的
易经
春秋
立体的吗？易经是立体对应体系的理论
立体的吗 易经是立体对应体系的理论，春秋
易经是立体对应体系的理论 春秋
是天、地
是天 地、人间大事的多层互涉互动的现实例
人间大事的多层互涉互动的现实例
子。《诗经
诗经》则是反映了日常间这种互动与生活
诗经 则是反映了日常间这种互动与生活
的直接联系。从这个角度
的直接联系 从这个角度，所以我认为
从这个角度 所以我认为《西游记
所以我认为 西游记
》特殊
特殊，并且他的特殊
特殊 并且他的特殊，还体现在有着非常通俗
并且他的特殊 还体现在有着非常通俗
易懂的一面，这个跟四书五经是不一样的地
易懂的一面 这个跟四书五经是不一样的地
方。

“金丸珠弹腊樱桃
金丸珠弹腊樱桃，色真甘美
金丸珠弹腊樱桃 色真甘美；红绽黄肥熟梅
色真甘美 红绽黄肥熟梅
子，味果香酸
味果香酸。鲜龙眼
味果香酸 鲜龙眼，肉甜皮薄
鲜龙眼 肉甜皮薄；火荔枝
肉甜皮薄 火荔枝，
火荔枝
核小囊红。……”每当读到瓜果宴席的句段
每当读到瓜果宴席的句段，就
核小囊红
每当读到瓜果宴席的句段 就
一方面感叹于品种丰富得一塌糊涂，一方面嘴
一方面感叹于品种丰富得一塌糊涂 一方面嘴
巴里止不住的口舌生津。不读
不知
巴里止不住的口舌生津 不读《西游记
不读 西游记》，不知
西游记
人间还有如此多的美味，而且每种果实的色香
人间还有如此多的美味 而且每种果实的色香
味描写一应俱全。
味描写一应俱全
且说美猴王，天真烂漫了
且说美猴王 天真烂漫了 300 多年，忽然有一
多年 忽然有一
天乐极生悲、怆然涕下
天乐极生悲 怆然涕下，咋的了
怆然涕下 咋的了？他忽然有了
咋的了 他忽然有了
远虑，这远虑
今日虽不
远虑 这远虑、还立刻带来了近忧
这远虑 还立刻带来了近忧：“今日虽不
还立刻带来了近忧
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
归人王法律 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
不惧禽兽威服 将来年老血衰，
将来年老血衰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 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
一旦身亡 可不枉生世
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界之中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并且猴王这话一
并且猴王这话一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出口，也引得猴子们忧伤悲啼起来
出口 也引得猴子们忧伤悲啼起来。是啊
也引得猴子们忧伤悲啼起来 是啊，你
是啊 你
从哪里来、你现在哪里
从哪里来 你现在哪里、你到哪里去
你现在哪里 你到哪里去？这可是
你到哪里去 这可是

一个人间的永恒之问，不但是人
一个人间的永恒之问 不但是人，凡是生灵
不但是人 凡是生灵，
凡是生灵
似乎都可能产生这样时间长度跨越他生命的意
念。
人类的历史，通过祖辈相传的故事流传
人类的历史 通过祖辈相传的故事流传，流传
通过祖辈相传的故事流传 流传
中，越来越悠久的生命
越来越悠久的生命，以历史故事的方式
越来越悠久的生命 以历史故事的方式、
以历史故事的方式
进入人类的身体，就这样
进入人类的身体 就这样，一代代的承传下
就这样 一代代的承传下
去。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因此而跨越他短暂的一生
人的生命 因此而跨越他短暂的一生。可
因此而跨越他短暂的一生 可
是一个生灵，对自己的起源与未来的思想
是一个生灵 对自己的起源与未来的思想，让
对自己的起源与未来的思想 让
他的意念，就这样触及了宇宙的开端
他的意念 就这样触及了宇宙的开端、与宇宙
就这样触及了宇宙的开端 与宇宙
的终结。
的终结
然后一个通背猿猴看到大王出了此念，就说出
然后一个通背猿猴看到大王出了此念 就说出
了只有找神仙、学法术
了只有找神仙 学法术，才能躲过轮回
学法术 才能躲过轮回、不生
才能躲过轮回 不生
不灭。猴王一听
不灭 猴王一听，毫不犹豫的就决定了
猴王一听 毫不犹豫的就决定了，马上
毫不犹豫的就决定了 马上
放弃当前的无量之福，寻仙访道
放弃当前的无量之福 寻仙访道，并且无畏艰
寻仙访道 并且无畏艰
难险阻。猴王就这一句真念肺腑话
难险阻 猴王就这一句真念肺腑话，可了不得
猴王就这一句真念肺腑话 可了不得

了——“噫
噫！这句话
这句话，顿教跳出轮回网
这句话 顿教跳出轮回网，致使
顿教跳出轮回网 致使
齐天大圣成。”
齐天大圣成
话说，猴王这修道一念
话说 猴王这修道一念，就惊天动地了
猴王这修道一念 就惊天动地了。为什
就惊天动地了 为什
么这通背老猿，早就知晓轮回之苦
么这通背老猿 早就知晓轮回之苦、修道之
早就知晓轮回之苦 修道之
途，如此睿智聪明的老猿
如此睿智聪明的老猿，为什么他没有产生
如此睿智聪明的老猿 为什么他没有产生
修道之念呢？并且
修道之念呢 并且，为什么这么多猴子
并且 为什么这么多猴子，也聪
为什么这么多猴子 也聪
明了得，马上就听懂了老猿的话
明了得 马上就听懂了老猿的话“鼓掌称扬
马上就听懂了老猿的话 鼓掌称扬”，
鼓掌称扬 ，
显然是他们非常明白猴王此行是如何的生死相
关，却他们一个都没有动了修道的心
却他们一个都没有动了修道的心？
却他们一个都没有动了修道的心
再往回说，美猴王之所以称王
再往回说 美猴王之所以称王，是他发现了水
美猴王之所以称王 是他发现了水
帘洞，为猴子们安身立命了
帘洞 为猴子们安身立命了。为众生安身立命
为猴子们安身立命了 为众生安身立命
的就是王。但是就凭这一件事
的就是王 但是就凭这一件事，众猴子就毫无
但是就凭这一件事 众猴子就毫无
贰念的，让石猴做了
贰念的 让石猴做了 300 多年的王。并且从后
多年的王 并且从后
面的故事中我们还能得知，在猴王走后的数百
面的故事中我们还能得知 在猴王走后的数百
年中，猴子没有再推选新的王
年中 猴子没有再推选新的王。等到石猴子成
猴子没有再推选新的王 等到石猴子成

为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齐天大圣、以及后来去
为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齐天大圣 以及后来去
取经，几百年仍然没有出现新的王
取经 几百年仍然没有出现新的王（六耳猕猴
几百年仍然没有出现新的王 六耳猕猴
不算，那是骗子一个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不算 那是骗子一个）。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骗子一个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了，在我看来
当然了 在我看来，能在花果山的生灵
在我看来 能在花果山的生灵，都是
能在花果山的生灵 都是
有些高贵气息的，比人间的一般的高人逸士
有些高贵气息的 比人间的一般的高人逸士，
比人间的一般的高人逸士
都要淡泊、高雅
都要淡泊 高雅。可是
高雅 可是，风格高不应该是他们
可是 风格高不应该是他们
不再另立猴王的原因。
不再另立猴王的原因
王的概念，古今大不同
王的概念 古今大不同，大不同啊
古今大不同 大不同啊！美猴王修
大不同啊 美猴王修
道一念，惊天动地
道一念 惊天动地。怎么个惊天动地了
惊天动地 怎么个惊天动地了？因他
怎么个惊天动地了 因他
这一念，天时地利都跟着动了
这一念 天时地利都跟着动了。怎么动
天时地利都跟着动了 怎么动？慢慢
怎么动 慢慢
说。这猴子就用枯松编了一个筏子
这猴子就用枯松编了一个筏子，就弄了跟
这猴子就用枯松编了一个筏子 就弄了跟
竹杆儿作蒿撑筏。这个自打出世
竹杆儿作蒿撑筏 这个自打出世 300 多年来从
来没有离开过花果山半步的猴子，就这么大的
来没有离开过花果山半步的猴子 就这么大的
勇气，要跨过不知边际的汪洋大海
勇气 要跨过不知边际的汪洋大海、要去从来
要跨过不知边际的汪洋大海 要去从来
没有去过的遥远的大洲，换作现在的人
没有去过的遥远的大洲 换作现在的人，估计
换作现在的人 估计

想一想都会觉得发抖吧。并且
想一想都会觉得发抖吧 并且，一个没有航海
并且 一个没有航海
经验的人，应该不知道风季洋流的规律
经验的人 应该不知道风季洋流的规律，他就
应该不知道风季洋流的规律 他就
这么样的贸然出发，就凭他这小筏和小竹杆
这么样的贸然出发 就凭他这小筏和小竹杆
儿，估计在海里碰上几个浪头就散架子了
估计在海里碰上几个浪头就散架子了。猴
估计在海里碰上几个浪头就散架子了 猴
王下海，也带不了几个瓜果
王下海 也带不了几个瓜果，如果饭量稍大
也带不了几个瓜果 如果饭量稍大，
如果饭量稍大
说不定两天就吃光了，而且一旦下海
说不定两天就吃光了 而且一旦下海，还没有
而且一旦下海 还没有
淡水喝。换做你
淡水喝 换做你，敢不敢这么玩
换做你 敢不敢这么玩？
敢不敢这么玩
但是因为他的志念珍贵，天公就是愿意作美
但是因为他的志念珍贵 天公就是愿意作美、“
天公就是愿意作美
运至时来”，
运至时来 ，一，恰好给了他必须的东南方
恰好给了他必须的东南方、而
恰好给了他必须的东南方 而
且是“连日的
小破筏也没破，估计是老
且是 连日的”。
连日的 。二，小破筏也没破
小破筏也没破 估计是老
天拿捏精准、风力精当的恰好
就那么精
天拿捏精准 风力精当的恰好。三
风力精当的恰好 三，就那么精
准的把他送到了南赡部洲。由于所到的南赡部
准的把他送到了南赡部洲 由于所到的南赡部
洲不是有高人的地方，于是猴王未见道门
洲不是有高人的地方 于是猴王未见道门，先
于是猴王未见道门 先
行云游吃苦了八九年。然后有一天猴王忽然拍
行云游吃苦了八九年 然后有一天猴王忽然拍
拍脑袋，觉得应该他需要寻找的神仙在另外的
拍脑袋 觉得应该他需要寻找的神仙在另外的

大洲，下海漂泊
大洲 下海漂泊，于是又巧的不得了
下海漂泊 于是又巧的不得了，又搭上
于是又巧的不得了 又搭上
了顺车风，顺顺当当的到来西牛贺洲
了顺车风 顺顺当当的到来西牛贺洲，从南赡
顺顺当当的到来西牛贺洲 从南赡
部洲到西牛贺洲，我猜十有八九是
部洲到西牛贺洲 我猜十有八九是“连日的西北
我猜十有八九是 连日的西北
风”。
。你看，又是老天作美
你看 又是老天作美，有意送他去西牛贺
又是老天作美 有意送他去西牛贺
洲。如果不是老天作美
如果不是老天作美，特意帮忙的话
如果不是老天作美 特意帮忙的话，那就
特意帮忙的话 那就
会给他个东北风、北风
会给他个东北风 北风、南风什么的
北风 南风什么的，让他回
南风什么的 让他回
老家去，跑到北惧芦洲去
老家去 跑到北惧芦洲去，或者就往南去海里
跑到北惧芦洲去 或者就往南去海里
漂吧、漂不动了喂鱼得了
漂吧 漂不动了喂鱼得了。
漂不动了喂鱼得了
动了修道一念，真是天地尽皆知
动了修道一念 真是天地尽皆知。如是正念
真是天地尽皆知 如是正念，
如是正念
真的是天地都帮忙。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
真的是天地都帮忙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
一的一个概念、上下贯穿
一的一个概念 上下贯穿。
上下贯穿

（5）
）高下立现
猴王为了参访仙道，四处奔波
猴王为了参访仙道 四处奔波，一转眼都十年
四处奔波 一转眼都十年
过去了，愣是虾米也没有碰到一个
过去了 愣是虾米也没有碰到一个。可是他依
愣是虾米也没有碰到一个 可是他依
然信心膨胀膨胀的，毫无灰心回头之念
然信心膨胀膨胀的 毫无灰心回头之念。你想
毫无灰心回头之念 你想
啊，一个本来享着天大福份的头领
一个本来享着天大福份的头领，忽然间就
一个本来享着天大福份的头领 忽然间就
撇下荣华富贵，头也不回的就要走修炼的路
撇下荣华富贵 头也不回的就要走修炼的路
途，十年中
十年中，这猴子整个一个无家无业无分文
十年中 这猴子整个一个无家无业无分文
的流浪汉。并且
的流浪汉 并且，在山上那清凉福地还好说
并且 在山上那清凉福地还好说，
在山上那清凉福地还好说
一头扎到世俗的人间，整天遇到的都是些为了
一头扎到世俗的人间 整天遇到的都是些为了
名利争夺纠缠不休的人，“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
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
名利争夺纠缠不休的人
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
更无一个为身命者。”面对这么多世俗诱
面对这么多世俗诱
更无一个为身命者
惑，换作别人
换作别人，估计早就成家置产
换作别人 估计早就成家置产、兴旺发达
估计早就成家置产 兴旺发达
了。并且猴王的家乡
并且猴王的家乡，多的是名贵的水果
并且猴王的家乡 多的是名贵的水果、特
多的是名贵的水果 特
产，而且常年不断
而且常年不断，搞个海上贸易
而且常年不断 搞个海上贸易，发财成名
搞个海上贸易 发财成名

对他来说应该实在是小意思。这猴子真不愧是
对他来说应该实在是小意思 这猴子真不愧是
猴王，世俗的荣华富贵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浮
猴王 世俗的荣华富贵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浮
云，一丁点儿的吸引力都没有
一丁点儿的吸引力都没有。
一丁点儿的吸引力都没有
十年的探访、流浪
十年的探访 流浪、吃苦
流浪 吃苦，我觉得
吃苦 我觉得，如果我是
我觉得 如果我是
神仙的话，会认为足够证明这猴子的毅力和决
神仙的话 会认为足够证明这猴子的毅力和决
心了。是的
心了 是的，当他离开这个沉迷俗世苦乐与恩
是的 当他离开这个沉迷俗世苦乐与恩
怨的南赡部洲之后，老天就送他去了西牛贺
怨的南赡部洲之后 老天就送他去了西牛贺
洲。然后果然就到了他应该到的地方
然后果然就到了他应该到的地方，一处奇
然后果然就到了他应该到的地方 一处奇
异的山界——灵台方寸山
异的山界 灵台方寸山。
灵台方寸山
猴王爬到山顶，发现这个山
猴王爬到山顶 发现这个山，跟他家的花果山
发现这个山 跟他家的花果山
差不多一样的不入俗流，而且这猴王居然还会
差不多一样的不入俗流 而且这猴王居然还会
看风水，发现这个山的山峦起伏
看风水 发现这个山的山峦起伏、竟是一条龙
发现这个山的山峦起伏 竟是一条龙
脉。猴王因此断定
猴王因此断定，这里必定有他一直在寻找
猴王因此断定 这里必定有他一直在寻找
的世外高人。
的世外高人

说到风水，看风水跟测八字
说到风水 看风水跟测八字、看手相面相一
看风水跟测八字 看手相面相一
样，相士们的水平参差不齐
相士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悬殊巨大
相士们的水平参差不齐 悬殊巨大。本来
悬殊巨大 本来
就有点离奇、再加上不同水平的人说法不一
就有点离奇 再加上不同水平的人说法不一，
再加上不同水平的人说法不一
乱七八糟的说什么的都有，这就让很多脑袋不
乱七八糟的说什么的都有 这就让很多脑袋不
开窍的人，觉得荒谬绝伦
开窍的人 觉得荒谬绝伦。
觉得荒谬绝伦
对呀，似乎的确荒谬呀
对呀 似乎的确荒谬呀。这猴子几百年没日没
似乎的确荒谬呀 这猴子几百年没日没
夜的整天在花果山泡着，怎么忽然间无师自通
夜的整天在花果山泡着 怎么忽然间无师自通
的懂了风水学了？不合道理的嘛
的懂了风水学了 不合道理的嘛。是这样的
不合道理的嘛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身体、思想的脉开了的人
身体 思想的脉开了的人，自然的
思想的脉开了的人 自然的、不知不觉
自然的 不知不觉
的就会懂得很多别人需要辛苦学习很久才能学
会的东西，而且有人学再久还不定能学得会
会的东西 而且有人学再久还不定能学得会
呢。这就是开窍和不开窍的问题了
这就是开窍和不开窍的问题了。开窍不是
这就是开窍和不开窍的问题了 开窍不是
一个比喻或形容
一个比喻或形容，是真的开窍
形容 是真的开窍，开启身体的那
是真的开窍 开启身体的那
些有脉络对应的表面接口：穴位
些有脉络对应的表面接口 穴位。
穴位

开了窍的人，思想和身体
开了窍的人 思想和身体，能跟周围很多事物
思想和身体 能跟周围很多事物
沟通上。读圣贤之书可开窍
沟通上 读圣贤之书可开窍，习武可开窍
读圣贤之书可开窍 习武可开窍，一
习武可开窍 一
身正气的人、日积月累的也可以开窍
身正气的人 日积月累的也可以开窍。在过
日积月累的也可以开窍 在过
去，开窍是多么寻常的事情呀
开窍是多么寻常的事情呀。现在世上的
开窍是多么寻常的事情呀 现在世上的
人，开的窍不多
开的窍不多，也很偏颇
开的窍不多 也很偏颇，于是就有了各种
也很偏颇 于是就有了各种
各样的专才。有人就是会读书
各样的专才 有人就是会读书、读得如饮甘
有人就是会读书 读得如饮甘
醇，有人就是会考试
有人就是会考试，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精
有人就是会考试 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精
通考试，有人就是会做生意
通考试 有人就是会做生意，有人就是会算
有人就是会做生意 有人就是会算
命，有人有语言天份
有人有语言天份，有人有习武的资质
有人有语言天份 有人有习武的资质。
有人有习武的资质
这个现在的学科、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越来越细
这个现在的学科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越来越细
分，越来越专门
越来越专门，乃是身心的很多窍
越来越专门 乃是身心的很多窍，已经被
乃是身心的很多窍 已经被
堵上，已经封死了的缘故
堵上 已经封死了的缘故，可不是因为社会进
已经封死了的缘故 可不是因为社会进
步了、科学发达了
步了 科学发达了。您要是这个看法
科学发达了 您要是这个看法、认为是
您要是这个看法 认为是
发达发展了的话，啧啧
发达发展了的话 啧啧，很同情的说
啧啧 很同情的说，您也没
很同情的说 您也没
开窍……
开窍

对这种看法有疑虑是不？往下看
对这种看法有疑虑是不 往下看，分晓就要可
往下看 分晓就要可
见了。然后就在山巅上的当儿
见了 然后就在山巅上的当儿，猴王忽然听到
然后就在山巅上的当儿 猴王忽然听到
有人在唱歌儿。听了半天
有人在唱歌儿 听了半天，听得猴王心花怒
听了半天 听得猴王心花怒
放，因为歌儿唱的是恬淡悠然的樵夫生活
因为歌儿唱的是恬淡悠然的樵夫生活。歌
因为歌儿唱的是恬淡悠然的樵夫生活 歌
词优美、意境悠然
词优美 意境悠然，描述的是虽然艰苦
意境悠然 描述的是虽然艰苦、却是
描述的是虽然艰苦 却是
返朴归真的人类的心境。看得我都觉得心旷神
返朴归真的人类的心境 看得我都觉得心旷神
怡、悠然神往
悠然神往。
悠然神往
然后发生的故事就有趣了。猴王认为能唱得如
然后发生的故事就有趣了 猴王认为能唱得如
此神仙意境歌儿的，一定是个神仙
此神仙意境歌儿的 一定是个神仙。那樵夫倒
一定是个神仙 那樵夫倒
是实在，告诉猴王这是一个神仙教他的
是实在 告诉猴王这是一个神仙教他的，用于
告诉猴王这是一个神仙教他的 用于
化解烦恼、调节心情的
化解烦恼 调节心情的“心药
调节心情的 心药”。
心药 。据樵夫所言，
据樵夫所言
这樵夫，跟猴王一样有修道的心
这樵夫 跟猴王一样有修道的心，却因为要奉
跟猴王一样有修道的心 却因为要奉
养他放不下老母。作为独子
养他放不下老母 作为独子，母亲和志向
作为独子 母亲和志向，成
母亲和志向 成
了他人生的两难的选择，孝顺的他
了他人生的两难的选择 孝顺的他，一衡量
孝顺的他 一衡量，
一衡量
还是养活可怜的妈妈比较迫切、实在
还是养活可怜的妈妈比较迫切 实在，修道还
实在 修道还

是不那么迫切并且有点渺茫，于是就放弃了修
是不那么迫切并且有点渺茫 于是就放弃了修
道的选择。
道的选择
这就是他跟猴王的重大区别。猴王为了寻仙访
这就是他跟猴王的重大区别 猴王为了寻仙访
道，放弃的可比他还大
放弃的可比他还大，放弃的可能是别人一
放弃的可比他还大 放弃的可能是别人一
辈子、十辈子的福份都换不来的
辈子 十辈子的福份都换不来的。
十辈子的福份都换不来的
但是修道一定会要放弃他的母亲吗？在他看
但是修道一定会要放弃他的母亲吗 在他看
来，是的
是的。在所有人看来
是的 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的
在所有人看来 都是的。这就是人
都是的 这就是人
世间一个最大的迷障。是呀
世间一个最大的迷障 是呀，修道是高贵的志
是呀 修道是高贵的志
向，为了高贵的
为了高贵的，怎么要做残忍的割舍了
为了高贵的 怎么要做残忍的割舍了？修
怎么要做残忍的割舍了 修
道是放弃自己的利益与生死，怎么要放弃别人
道是放弃自己的利益与生死 怎么要放弃别人
做代价的了？
做代价的了
修道真的是难啊，难在刻骨铭心的选择与割
修道真的是难啊 难在刻骨铭心的选择与割
舍。但是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都是修道入门的第一道试
但是这一切 都是修道入门的第一道试
题。这问题的答案
这问题的答案，根本不在尘世间
这问题的答案 根本不在尘世间。就像现
根本不在尘世间 就像现
在小孩子们喜欢玩的脑筋急转弯一样，答案是
在小孩子们喜欢玩的脑筋急转弯一样 答案是

令人意外的。一
修炼只能对亲朋好友有益，
令人意外的 一，修炼只能对亲朋好友有益
修炼只能对亲朋好友有益
根本不可能产生损害。二
当你真的要修道
根本不可能产生损害 二，当你真的要修道
了，一切都会跟着改变的
一切都会跟着改变的，这个困境很快就会
一切都会跟着改变的 这个困境很快就会
被解决，也就是随着你的意愿改变
最重
被解决 也就是随着你的意愿改变。三
也就是随着你的意愿改变 三，最重
要的是，修道和与人为善
要的是 修道和与人为善，是一体的
修道和与人为善 是一体的，不是可
是一体的 不是可
以分割的。放弃修道
以分割的 放弃修道，放弃亲人的死活
放弃修道 放弃亲人的死活，选择
放弃亲人的死活 选择
放弃任何一个，都是错的
放弃任何一个 都是错的。但是选择修道
都是错的 但是选择修道，与
但是选择修道 与
选择回报亲人的那个念，不能是情
选择回报亲人的那个念 不能是情，应该是那
不能是情 应该是那
一刹那出来的一个更高尚的善念。
一刹那出来的一个更高尚的善念
然后高下那还不立刻就显现了嘛。樵夫有修道
然后高下那还不立刻就显现了嘛 樵夫有修道
的根基、缘份与机会
的根基 缘份与机会，甚至是守着神仙
缘份与机会 甚至是守着神仙，却入
甚至是守着神仙 却入
不了神仙的门。那猴王
不了神仙的门 那猴王，却一念不生的
那猴王 却一念不生的、直线
却一念不生的 直线
思维的，直奔大道而去了
思维的 直奔大道而去了。
直奔大道而去了
然后发生的故事更有趣了。猴王到了人家门
然后发生的故事更有趣了 猴王到了人家门
口，人家的祖师在院子里的屋子里
人家的祖师在院子里的屋子里，就感应到
人家的祖师在院子里的屋子里 就感应到

了他的到来，甚至是感应到了他来的目地
了他的到来 甚至是感应到了他来的目地，也
甚至是感应到了他来的目地 也
就是感应到猴王他的思想。你说厉害不厉害
就是感应到猴王他的思想 你说厉害不厉害？
你说厉害不厉害
你觉得这事现实中可能不可能？
你觉得这事现实中可能不可能
修道人的脉、窍
开的越来越多，他脉所延伸
修道人的脉 窍，开的越来越多
开的越来越多 他脉所延伸
的范围，越来越大
的范围 越来越大。只要是他范围之内的
越来越大 只要是他范围之内的，他
只要是他范围之内的 他
全都能感觉的到。他的脉就像无处不在的网络
全都能感觉的到 他的脉就像无处不在的网络
和眼睛一样。别说人家一个大道修成圆满的祖
和眼睛一样 别说人家一个大道修成圆满的祖
师了，练武到一定境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
师了 练武到一定境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只
练武到一定境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 只
不过是没有他这么厉害，比他差很远而已
不过是没有他这么厉害 比他差很远而已。
比他差很远而已
好一个猴王，就要显露真容了
好一个猴王 就要显露真容了。
就要显露真容了

（6）
）第四类接触
灵台方寸山，此仙山照样是灵异非常
灵台方寸山 此仙山照样是灵异非常，仙物丛
此仙山照样是灵异非常 仙物丛
生，不但有花果山有的珍禽异兽
不但有花果山有的珍禽异兽、仙草灵株
不但有花果山有的珍禽异兽 仙草灵株，
仙草灵株
还有花果山没有的狮子、大象
还有花果山没有的狮子 大象，金狮玉象
大象 金狮玉象，这
金狮玉象 这
里的狮子，居然是金色的
里的狮子 居然是金色的，据说佛国世界中的
居然是金色的 据说佛国世界中的
生物，才都是金色的
生物 才都是金色的；大象
才都是金色的 大象，居然是玉石一样
大象 居然是玉石一样
的，估计是晶莹剔透吧
估计是晶莹剔透吧，据说三界之巅的生
估计是晶莹剔透吧 据说三界之巅的生
物，才是玉石一样晶莹的
才是玉石一样晶莹的。这两样奇异的动
才是玉石一样晶莹的 这两样奇异的动
物，应该是人间没有
应该是人间没有。
应该是人间没有
仙洞门口的崖头，有一座巨大的石碑
仙洞门口的崖头 有一座巨大的石碑，说是三
有一座巨大的石碑 说是三
丈高、八尺宽
丈高 八尺宽，刻了十个字
八尺宽 刻了十个字。那估计每个字儿
刻了十个字 那估计每个字儿
就是将近三尺高，然后四五尺宽总是有的吧
就是将近三尺高 然后四五尺宽总是有的吧。
然后四五尺宽总是有的吧
那就是每个字都有半人高，真不知道这么巨大
那就是每个字都有半人高 真不知道这么巨大
的石碑是怎么立起来的。
的石碑是怎么立起来的

碑上的十个字是“灵台方寸山
碑上的十个字是 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斜月三星洞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灵台是人身的一个穴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灵台是人身的一个穴位、
灵台是人身的一个穴位
位置对着心脏，方寸就是心脏
位置对着心脏 方寸就是心脏。斜月三星
方寸就是心脏 斜月三星，也
斜月三星 也
恰好对应心脏的“心
字。整体上这十个字
整体上这十个字，说
恰好对应心脏的 心”字
整体上这十个字 说
的都是心。这句话字谜一样的话
的都是心 这句话字谜一样的话，许许多多的
这句话字谜一样的话 许许多多的
人都看出来了是指人的心。但是懂得修行的读
人都看出来了是指人的心 但是懂得修行的读
者，可能更明白
可能更明白，为什么心是山
可能更明白 为什么心是山，也是洞
为什么心是山 也是洞。哎
也是洞 哎
哟，这个说起来
这个说起来，可就太多太多了
这个说起来 可就太多太多了。人心既是
可就太多太多了 人心既是
山啊，巨大的
山啊 巨大的、阻挡你的眼界的山
巨大的 阻挡你的眼界的山，压着你不
阻挡你的眼界的山 压着你不
让你提高的大山，看到这个心山
让你提高的大山 看到这个心山，想到曾经修
看到这个心山 想到曾经修
炼路上的种种不堪回首……。
炼路上的种种不堪回首 。可是心也可以是
洞，脉路一样的通道
脉路一样的通道。有人心
脉路一样的通道 有人心、有道心嘛
有人心 有道心嘛。前
有道心嘛 前
面的老通背猿不是说了嘛，猴王出了寻道的心
面的老通背猿不是说了嘛 猴王出了寻道的心
这属于“道心开发
这属于 道心开发”。
道心开发 。这个开发，可不是现在的
这个开发 可不是现在的

经济开发，或者再挖掘挖掘
经济开发 或者再挖掘挖掘、寻寻宝
或者再挖掘挖掘 寻寻宝。开发
寻寻宝 开发，
开发
是打开了、生长了
是打开了 生长了。
生长了
到了洞门前，一向无惧
到了洞门前 一向无惧、勇往直前的猴王
一向无惧 勇往直前的猴王，却
勇往直前的猴王 却
忽然间拘束起来了，看勾多时
忽然间拘束起来了 看勾多时，不敢敲门
看勾多时 不敢敲门。然
不敢敲门 然
后还躲在一边的松树上、吃松子去了
后还躲在一边的松树上 吃松子去了。你看出
吃松子去了 你看出
来了么，猴王已经跟洞主
来了么 猴王已经跟洞主，有了远距离的接触
猴王已经跟洞主 有了远距离的接触
了。两个人无声无息之间
两个人无声无息之间，已经打了照面
两个人无声无息之间 已经打了照面，有
已经打了照面 有
了接触！
了接触
为什么这么说呢，且看出来招呼猴王的仙童怎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看出来招呼猴王的仙童怎
么说的，仙童上来就说
么说的 仙童上来就说，人家师父正在给众徒
仙童上来就说 人家师父正在给众徒
弟讲道的当儿，忽然就吩咐徒弟说
弟讲道的当儿 忽然就吩咐徒弟说“外面有个修
忽然就吩咐徒弟说 外面有个修
行的来了，可去接待接待
咦！这不正是跟猴
这不正是跟猴
行的来了 可去接待接待。”咦
可去接待接待
王在门口徘徊，连门都不敢敲一下
王在门口徘徊 连门都不敢敲一下，也不回头
连门都不敢敲一下 也不回头
离去，就跳上树去等待
离去 就跳上树去等待，对应上了吗
就跳上树去等待 对应上了吗？
对应上了吗

还有，听闻童子一说
还有 听闻童子一说，猴王一丝丝的惊讶都没
听闻童子一说 猴王一丝丝的惊讶都没
有，也没有困惑于为什么人家师父就知道了
也没有困惑于为什么人家师父就知道了，
也没有困惑于为什么人家师父就知道了
只是笑笑说：“是我
是我，是我
再有，跟随童子
只是笑笑说
是我 是我。”再有
是我
再有 跟随童子
进洞的时候，猴王变得更加心态恭敬了
这猴
进洞的时候 猴王变得更加心态恭敬了，“这猴
猴王变得更加心态恭敬了
王整衣端肃”。
王整衣端肃 。一连串没有言语、不打照面的
一连串没有言语 不打照面的“
不打照面的
默契”，
默契 ，已经说明了一切。这猴王的根基
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猴王的根基，实在
这猴王的根基 实在
是不一般啊。
是不一般啊
猴王见得师父，开始表明志向
猴王见得师父 开始表明志向。说起来自己来
开始表明志向 说起来自己来
自东胜神洲，这祖师认为猴王撒谎
自东胜神洲 这祖师认为猴王撒谎，因为这里
这祖师认为猴王撒谎 因为这里
是西牛贺洲，距离东胜神洲实在是太远
是西牛贺洲 距离东胜神洲实在是太远。猴王
距离东胜神洲实在是太远 猴王
就说出自己为了访道拜师、已经飘荡了十多年
就说出自己为了访道拜师 已经飘荡了十多年
了。这表明了他的志向和行动
这表明了他的志向和行动，都是如一的
这表明了他的志向和行动 都是如一的、
都是如一的
持久的。祖师问他姓什么
持久的 祖师问他姓什么。猴王以为是说自己
祖师问他姓什么 猴王以为是说自己
的性情，便说自己没有一般人的人情和性子
的性情 便说自己没有一般人的人情和性子。
便说自己没有一般人的人情和性子
这个猴王，原来是打不还手
这个猴王 原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原来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七情
骂不还口 七情

六欲何其淡泊。然后说起来姓氏
六欲何其淡泊 然后说起来姓氏，猴王没有父
然后说起来姓氏 猴王没有父
母，是仙石所生
是仙石所生。也就是他没有人的肉身
是仙石所生 也就是他没有人的肉身！没
也就是他没有人的肉身 没
有肉身、吃了几百年的三界内的物质
有肉身 吃了几百年的三界内的物质，虽然眼
吃了几百年的三界内的物质 虽然眼
睛中的先天金光已经被掩埋，但是仍然本性十
睛中的先天金光已经被掩埋 但是仍然本性十
足，几乎没有沾染什么情
几乎没有沾染什么情。
几乎没有沾染什么情
再对比一下樵夫、仙童
再对比一下樵夫 仙童、猴王
仙童 猴王。樵夫是个孝顺
猴王 樵夫是个孝顺
的君子，非常好的人
的君子 非常好的人。猴王要他带自己去找祖
非常好的人 猴王要他带自己去找祖
师，他就非常生气
他就非常生气，就很不客气的赶猴王走
他就非常生气 就很不客气的赶猴王走。
就很不客气的赶猴王走
如按照佛家说的比较重的人情人心，贪嗔痴
如按照佛家说的比较重的人情人心 贪嗔痴，
贪嗔痴
他不贪，但是还是又嗔又痴的
他不贪 但是还是又嗔又痴的。仙童其实年纪
但是还是又嗔又痴的 仙童其实年纪
应该不小了，只是他已经脱离尘世
应该不小了 只是他已经脱离尘世、悟出了心
只是他已经脱离尘世 悟出了心
与物质的关系，“貌和身自别
貌和身自别，心与相俱空
与物质的关系
貌和身自别 心与相俱空。”
心与相俱空
他已经超脱了人的生老病死，“物外长年客
他已经超脱了人的生老病死
物外长年客，山
物外长年客 山
中永寿童。”这个道童
这个道童，师父叫他出来迎接客人
中永寿童
这个道童 师父叫他出来迎接客人
的时候，正是在讲道
的时候 正是在讲道，听得正是入神的时候
正是在讲道 听得正是入神的时候。
听得正是入神的时候

忽然师父说有客人，并且偏偏要听得入神的他
忽然师父说有客人 并且偏偏要听得入神的他
去接待。你说这懊恼不懊恼
去接待 你说这懊恼不懊恼？为啥不喊别人
你说这懊恼不懊恼 为啥不喊别人
呢？师父的话不能不听嘛
师父的话不能不听嘛，于是就出来了
师父的话不能不听嘛 于是就出来了，这
于是就出来了 这
出来接人的时间里，指不定师父又讲了什么玄
出来接人的时间里 指不定师父又讲了什么玄
奥有趣的东西、偏偏自己要落下了
奥有趣的东西 偏偏自己要落下了。一出门
偏偏自己要落下了 一出门，
一出门
还没看人就扯着嗓子发起飙来：“甚么人在此搔
甚么人在此搔
还没看人就扯着嗓子发起飙来
扰？”你看
你看，他一点好声气都没有
你看 他一点好声气都没有。这说明什
他一点好声气都没有 这说明什
么？说明了他私心甚重
说明了他私心甚重。为啥师父不遣别人
说明了他私心甚重 为啥师父不遣别人、
为啥师父不遣别人
偏偏点了他的名呢？就是因为他私心重
偏偏点了他的名呢 就是因为他私心重。师父
就是因为他私心重 师父
看得清楚着呢。
看得清楚着呢
可是猴王呢，一上来
可是猴王呢 一上来，没有任何攀比
一上来 没有任何攀比，三人高
没有任何攀比 三人高
下立现。猴王一天也没有修道
下立现 猴王一天也没有修道，一上来就比这
猴王一天也没有修道 一上来就比这
修的出离了尘世的道童还境界高。怎么说呢
修的出离了尘世的道童还境界高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他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我无性
骂不还口 我无性。人若骂我
我无性 人若骂我，
人若骂我

我也不恼；若打我
我也不恼 若打我，我也不嗔
若打我 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
我也不嗔 只是陪个礼儿
就罢了。一生无性
就罢了 一生无性。”
一生无性
所以说，你不服气不行
所以说 你不服气不行，猴王就是不一般
你不服气不行 猴王就是不一般，人
猴王就是不一般 人
家一上来就是高的。小说没有对三人做直接的
家一上来就是高的 小说没有对三人做直接的
比较，可是三个人往一起一放
比较 可是三个人往一起一放，就什么都出来
可是三个人往一起一放 就什么都出来
了。这就是高明
这就是高明，这就是最有意境的留白
这就是高明 这就是最有意境的留白。这
这就是最有意境的留白 这
个留白留得，啧啧
个留白留得 啧啧，可能让有的人几百年看的
啧啧 可能让有的人几百年看的
也是白纸一张。
也是白纸一张
祖师当下就知道这猴子根基实在是好得不得
了。就给他取名字
就给他取名字：孙悟空
就给他取名字 孙悟空。这名字取得也是
孙悟空 这名字取得也是
有水平极了。他是猴子
有水平极了 他是猴子，猢狲
他是猴子 猢狲，就去了他的兽
猢狲 就去了他的兽
气、脱了老阴不能化育的顽痴
脱了老阴不能化育的顽痴，给了少男卦象
脱了老阴不能化育的顽痴 给了少男卦象
的“孙
孙（孙
孙）”字
字，祖师说
祖师说：“子者
子者，儿男也
祖师说
子者 儿男也；
儿男也
系者，婴细也
猴王的心
系者 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
婴细也 正合婴儿之本论。”猴王的心
正合婴儿之本论
境，恰如赤子
恰如赤子、刚刚出世的小孩
恰如赤子 刚刚出世的小孩、婴儿
刚刚出世的小孩 婴儿。然后
婴儿 然后

叫悟空呢，这个
字，缘之所归
缘之所归，恰好到了
叫悟空呢 这个“悟
这个 悟”字
缘之所归 恰好到了
广、大
大、智
智、慧
慧、真
真、如
如、性
性、海
海、颖
颖、悟
悟、
圆、觉十二字的悟字
觉十二字的悟字。这就是猴王刚一入门即
觉十二字的悟字 这就是猴王刚一入门即
已经具备的境界，前面的九个境界
已经具备的境界 前面的九个境界，他已经具
前面的九个境界 他已经具
备了，只是没有入修炼的门
备了 只是没有入修炼的门，不会悟
只是没有入修炼的门 不会悟。所以他
不会悟 所以他
后来自称齐天大圣，虽然常被神仙们拿来取
后来自称齐天大圣 虽然常被神仙们拿来取
笑，但神仙们都不认为他不称
但神仙们都不认为他不称。这个
字，
但神仙们都不认为他不称 这个“空
这个 空”字
就是修炼途中，他所要识破看透超脱的屏障
就是修炼途中 他所要识破看透超脱的屏障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