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1）
）猴子的身份认证问题
第五回回目前一句还称呼孙猴子为大圣，
第五回回目前一句还称呼孙猴子为大圣 ，
后一句就叫猴子为怪了，
后一句就叫猴子为怪了，怪不是妖怪的
意思、
意思 、 也是怪物的意思，
也是怪物的意思 ， 反正不是褒义。
反正不是褒义 。
然后更过份的是，
然后更过份的是，吴老先生开头第一句
话就直呼这个猴子为妖猴，
话就直呼这个猴子为妖猴，很不客气：
很不客气：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
。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
这可是怎么说？
这可是怎么说 ？ 一会儿说孙悟空是神仙、
一会儿说孙悟空是神仙 、
一会儿说他是妖怪，
一会儿说他是妖怪，并且这个现象在整
部小说中都有体现。
部小说中都有体现。有人说这影射了中

国阴暗的官僚体制、
国阴暗的官僚体制、独霸话语权、
独霸话语权、规定
不归顺的都是妖怪、
不归顺的都是妖怪、归顺的妖怪也不是
妖怪了。
妖怪了。云云。
云云。
有些事儿，
有些事儿，就是没人真的来说清楚。
就是没人真的来说清楚。不
知道的人就说个不停，
知道的人就说个不停，真知道的人反而
觉得不能说、
觉得不能说 、 因为都属于上界的机密嘛。
因为都属于上界的机密嘛 。
妖，在三界内，
在三界内，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评判
准则。
准则 。 在地狱里、
在地狱里 、 是不是妖都无所谓了、
是不是妖都无所谓了 、
反正都是狰狞、
反正都是狰狞、丑恶的形像。
丑恶的形像。在人间，
在人间，
没有人的身体、
没有人的身体、也就是没有转生成人、
也就是没有转生成人、
却通过不合理方式获得了一些人独有的
便利，
便利，或者有了人身、
或者有了人身、却没有人性、
却没有人性、违
背天定的人伦，
背天定的人伦，这两种即是妖，
这两种即是妖，也就是
说 ， 在人的层面，
在人的层面 ， 获得异常能力的生命、
获得异常能力的生命 、
必须有人性、
必须有人性、符合人这一层面道德，
符合人这一层面道德，才
不是妖。
不是妖。因为人类即是各种各样生命转
生的，
生的，只要他符合人类的道德，
只要他符合人类的道德，就算 OK
了。

再高于人的境界，
再高于人的境界，比如天上，
比如天上，肯定是修
上去的生命都有人形的真身的。
上去的生命都有人形的真身的。但是他
就得符合天上的神性的要求了，
就得符合天上的神性的要求了，符合神
性的道德层面、
性的道德层面、通过注册天箓
通过注册天箓进入神仙
的循环体系。
的循环体系。否则即是妖孽。
否则即是妖孽。
总体上来讲，
总体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层面，
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都要
进入上下对应的循环体系。
进入上下对应的循环体系。在人间、
在人间、脱
离道德规范就脱离了这个循环体系，
离道德规范就脱离了这个循环体系，脱
离了体系之后会强占许多别的生灵的资
源 ， 从而欠下巨额账目。
从而欠下巨额账目 。 等到百年之后，
等到百年之后 ，
这种抢劫型的生命就得下地狱、
这种抢劫型的生命就得下地狱、一层一
层的剥离他们通过抢劫而霸占的资源。
层的剥离他们通过抢劫而霸占的资源。
他们强占的资源，
他们强占的资源，已经转化成了他们的
一层一层的身体、
一层一层的身体、这种身体不是人皮，
这种身体不是人皮，
但是也是一种皮肉，
但是也是一种皮肉，那可不就一层一层
的扒皮了
多痛苦呀。
的扒皮 了 ……多痛苦呀
多痛苦呀 。 是呀，
是呀 ， 很痛苦，
很痛苦 ，
可是没办法，
可是没办法，那是人家在资源回收、
那是人家在资源回收、公
平的返还给那些被侵占的原主。
平的返还给那些被侵占的原主。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大致上概括的说，
大致上概括的说，在每一个
层面上来说，
层面上来说，要在那一个层面上生存，
要在那一个层面上生存，
却不在那个层面的循环运作体系中的，
却不在那个层面的循环运作体系中的，
通过暴力、
通过暴力、强制来掠夺资源，
强制来掠夺资源，来谋生的
家伙们，
家伙们，就是妖孽了。
就是妖孽了。
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分层结构的，
这个世界是分层结构的，每
一层面都存在上下的循环。
一层面都存在上下的循环。对于生存者
来说，
来说，通过循环获取自己生存需要的资
源，通过生存和付出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生存和付出作出自己的贡献。
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完整的、
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
庞大的、
生生不息的生态圈，
生生不息的生态圈，繁荣的生态系统。
繁荣的生态系统。
按照这个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于是《
于是《西游记》
西游记》中相关
的一切事儿都清楚明了了
的一切事儿都清楚明了了，为什么孙悟
空有时候被称作妖，
空有时候被称作妖 ， 有时候被称作神仙。
有时候被称作神仙 。
当他表示要加盟这个系统的时候、
当他表示要加盟这个系统的时候、或者
努力争取加入的时候，
努力争取加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他有
希望成为正规的神仙，
希望成为正规的神仙，就称呼他神仙、
就称呼他神仙、
大圣了，
大圣了，其实当他修炼的时候，
其实当他修炼的时候，符合人

家神仙规范的时候，
家神仙规范的时候，那时候他确实进入
了这个生态系统了。
了这个生态系统了。
但是现在的孙猴子，
但是现在的孙猴子，着实不懂这些基本
的道德要求，
的道德要求，他所在行的、
他所在行的、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
就是吃、
话表齐天大圣到
就是吃、喝、拿、要。“话表齐天大圣到
底是个妖猴，
底是个妖猴，更不知官衔品从，
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较
俸禄高低，
俸禄高低，但只注名便了。
但只注名便了。那齐天府下
二司仙吏，
二司仙吏，早晚扶侍，
早晚扶侍，只知日食三餐，
只知日食三餐，
夜眠一榻，
夜眠一榻，无事牵萦，
无事牵萦，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你瞧瞧，
你瞧瞧 ， 这就是孙悟空现在的修行方式
这就是孙悟空现在的修行方 式 ，
每天是衣来伸手、
每天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饭来张口，每天是三
个饱、
个饱、一个倒，
一个倒，每天是东游西荡、
每天是东游西荡、到处
闲窜，
闲窜，整个一个没有追求、
整个一个没有追求、不知上进的
无业青年。
无业青年。
你还别说，
你还别说，说不定在孙悟空自己眼里，
说不定在孙悟空自己眼里，
他也挺忙呢。
他也挺忙呢。小说中没有提到，
小说中没有提到，但是后
续的小说中零星有涉及，
续的小说中零星有涉及，我就猜测，
我就猜测，孙

悟空整天游荡、
悟空整天游荡、找人家闲扯胡侃，
找人家闲扯胡侃，他应
该非常八卦，
该非常八卦 ， 热衷于打听各种八卦新闻。
热衷于打听各种八卦新闻 。
关于孙悟空八卦的揣测，
关于孙悟空八卦的揣测，一个间接的证
据就是，
据就是，见他每日游荡，
见他每日游荡，许旌阳真人就
觉得没法儿放心这猴子，
觉得没法儿放心这猴子，就启奏玉皇大
帝，请求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
请求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因为“恐
因为 恐
后闲中生事，
后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
不若与他一件事管，庶免
别生事端。
别生事端。”
如果孙悟空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这么简单，
如果孙悟空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这么简单 ，
我想没有神仙会在意他的。
我想没有神仙会在意他的。就像《
就像《三国
演义》
演义》中被抓到中原的阿斗哥，
中被抓到中原的阿斗哥，每天就
是孙悟空这样吃喝玩乐、
是孙悟空这样吃喝玩乐、幸福死了，
幸福死了，已
经让他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
经让他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司马氏放
心阿斗，
心阿斗，就是因为阿斗专心致志的吃喝
玩乐。
玩乐。
许旌阳真人是个得道高人，
许旌阳真人是个得道高人，人家在人间
修炼的时候，
修炼的时候，就说出过不少至理名言。
就说出过不少至理名言。
比如“
比如 “ 存心不善，
存心不善 ， 风水无益；
风水无益 ； 父母不孝，
父母不孝 ，

奉神无益；
奉神无益；兄弟不和，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交友无益；行止
不端，
不端 ， 读书无益；
读书无益 ； 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 ， 博学无益；
博学无益 ；
作事乖张，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
聪明无益；不惜元气，
不惜元气，服药
无益：
无益 ： 时运不通，
时运不通 ， 妄求无益；
妄求无益 ； 妄取人财，
妄取人财 ，
布施无益；
许真
布施无益；淫恶肆欲，
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阴骘无益。”许真
人的《
人的《转轮歌》：
转轮歌》：“畜生本是人来变
》： 畜生本是人来变，
畜生本是人来变，人
畜轮回古到今。
畜轮回古到今。不见披毛并戴角，
见披毛并戴角，劝君
休使畜生心。
尤其是许真人说的“良心
休使畜生心。”尤其是许真人说的
尤其是许真人说的 良心
自有良心报，
这话简
自有良心报，奸狡还须奸狡磨。
奸狡还须奸狡磨。”这话简
直就是为孙悟空量身定做的。
直就是为孙悟空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
么说？
么说？因为这就是孙悟空后来西天途中
遇到所有关隘、
遇到所有关隘、魔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魔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悟空斗来斗去的降妖伏魔，
孙悟空斗来斗去的降妖伏魔，一方面就
是因为赖皮、
是因为赖皮、好斗的品性招来的。
好斗的品性招来的。
再说这一段孙悟空结交的朋友，
再说这一段孙悟空结交的朋友，都是什
么神仙，
么神仙 ， 三清、
三清 、 四帝、
四帝 、 九曜星、
九曜星 、 五方将、
五方将 、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十二元辰、
十二元辰、五方
五老、
五老、普天星相、
普天星相、河汉群神。
河汉群神。

三清即玉清、
三清即玉清、上清、
上清、太清，
太清，是历史上道
家对元始天尊、
家对元始天尊、灵宝天尊、
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
合称，
合称，他们是道体系中的上尊；
他们是道体系中的上尊；四帝在
三清之下，
三清之下，北极紫微大帝、
北极紫微大帝、南极长生大
帝 、 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 东极青华大帝。
东极青华大帝 。
九曜星官为日曜(太阳
九曜星官为日曜 太阳)、
太阳 、月曜(太阴
月曜 太阴)、
太阴 、火
曜(荧惑星
荧惑星)、
荧惑星 、水曜(辰星
水曜 辰星)、
辰星 、木曜(岁星
木曜 岁星)、
岁星 、
金曜(太白星
黄幡星)、
金曜 太白星)、
太白星 、土曜(镇星
土曜 镇星)、
镇星 、罗_(黄幡星
黄幡星 、
计都(豹尾星
计都 豹尾星)。
豹尾星 。
一气化三清，
一气化三清，三清是道教中最高境界，
三清是道教中最高境界，
这个气是元气，
这个气是元气，没有形状、
没有形状、没有微粒的
境界，
境界，对于人们来说，
对于人们来说，就是比真空还真
空的境界的神。
空的境界的神。孙悟空能跟他们称兄道
弟，说明孙悟空到了这个最高境界，
说明孙悟空到了这个最高境界，他
本身名字就叫悟空嘛。
本身名字就叫悟空嘛。四帝、
四帝、九星主掌
三界内、
三界内 、 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具体安排、
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具体安排 、
具体运作，
具体运作，要精密到哪怕是一个细菌的

地步。
地步。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神通、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神通、对映到
他们这个层面。
他们这个层面。
按道理说，
按道理说，孙悟空整天结交这些高人朋
友，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接人待物的礼貌
了吧。
了吧。到人家那儿作客，
到人家那儿作客，起码也应该明
白客随主变、
白客随主变 、 明白个个入乡随俗的道理。
明白个个入乡随俗的道理 。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那你上天了，
那你上天了，不得一样要
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到人家那境界、
到人家那境界、得遵守人家
那层面的规矩、
那层面的规矩、规范，
规范，这是很基本很基
本的要求了。
本的要求了。
修炼人就是这样嘛，
修炼人就是这样嘛，每提高一层，
每提高一层，去之
前先明白了、
前先明白了 、 愿意遵守了那一层的要求、
愿意遵守了那一层的要求 、
那一层的法，
那一层的法，然后人家自然就欢迎你、
然后人家自然就欢迎你、
接纳你，
接纳你，你不上去也得拉你上去了
你不上去也得拉你上去了。
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