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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皮之争

孙悟空闯入太上老君的炼丹房，
孙悟空闯入太上老君的炼丹房，偷吃仙
丹的时候，
此物乃仙家之
丹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说了一句话：“此物乃仙家之
至宝，
至宝，老孙自了道以来，
老孙自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
同之理，
同之理，也要些金丹济入，
也要些金丹济入，不期到家无
暇；今日有缘，
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
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
不在，
不在，等我吃他几丸尝新。
等我吃他几丸尝新。”
这一句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句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偷
吃仙丹的关键原因。
吃仙丹的关键原因。仙丹不象酒肴饭菜
一样，
一样，美味可口
美味可口，勾引人的胃口。
勾引人的胃口。孙悟
空偷吃仙丹，
空偷吃仙丹，也不是因为仙丹炒豆似的
清香、
清香 、 清脆、
清脆 、 吃起来口感十足。
吃起来口感十足 。 原来是，
原来是 ，
孙悟空来到这修道炼丹之地，
孙悟空来到这修道炼丹之地，忽然间想
起了自己是修道之人哩。
起了自己是修道之人哩。为什么他想起
了？是因为他忘记了。
是因为他忘记了。他忘记了自己是
修道之人，
修道之人，他想起了自己的修道并未圆
满结束，
满结束，他发现自己还需要继续进步。
他发现自己还需要继续进步。

孙悟空明白自己“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孙悟空明白自己 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
却没有达到内外相同的境地。
却没有达到内外相同的境地。这是个什
么意思呢？
么意思呢？是说他悟到了，
是说他悟到了，却没做到、
却没做到、
没修到、
没修到、没有完成那一层时空层面的身
体的圆满提升。
体的圆满提升。他吃了金丹，
他吃了金丹，就等于用
外在的手段、
外在的手段、补药一样的金丹来弥补这
个空缺，
个空缺，达成这一境界的完成。
达成这一境界的完成。但是现
在执着、
在执着、欲望如此沉重的孙悟空，
欲望如此沉重的孙悟空，吃了
金丹能完成多少的提升？
金丹能完成多少的提升？告诉你，
告诉你，还不
行呢。
行呢。他就算吃了也不能，
他就算吃了也不能，他必须通过
另外的手段来真正的消化。
另外的手段来真正的消化。
金丹为什么能帮助提升？
金丹为什么能帮助提升？得说说太上老
君炼金丹是干什么的。
君炼金丹是干什么的。当太上老君发现
金丹被偷吃，
金丹被偷吃 ， 来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
来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 ，
他是这么说的：
老道宫中，
他是这么说的：“老道宫中
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
炼了些 九转
金丹’，
金丹 ，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
伺候陛下做 丹元大会’，
丹元大会 ，不期被
贼偷去，
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
特启陛下知之。”

这个话很明确，
这个话很明确，但是仔细品味一下，
但是仔细品味一下，也
很奇怪。
很奇怪 。 其一，
其一 ， 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 ， 九转金丹术，
九转金丹术 ，
是道家修道人修行过程中的修炼之术，
是道家修道人修行过程中的修炼之术，
九转丹属于修炼内丹，
九转丹属于修炼内丹，在体内炼丹，
在体内炼丹，太
上老君却是在丹房炼丹。
上老君却是在丹房炼丹。其二，
其二，玉皇大
帝早就修道得道圆满了
帝早就修道得道圆满了，
圆满了，光是做玉皇大
帝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亿劫，
帝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亿劫，圆满之人怎
么会跟修道人一样，
么会跟修道人一样，需要外丹来做丹元
合会？
合会？
哎呦呦，
哎呦呦 ， 这个可是一个天机呀。
这个可是一个天机呀 。 你知道，
你知道 ，
玉皇大帝可是主管三界的最高的神。
玉皇大帝可是主管三界的最高的神。虽
然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神，
然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神，但是在三界
之内，
之内，他是。
他是。所以，
所以，比他层面高的多的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如来佛、
如来佛、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燃灯古
佛、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来到他这里，
来到他这里，对他全都
以礼相待，
以礼相待，尊敬有加。
尊敬有加。可是为什么玉皇
大帝需要金丹，
大帝需要金丹，为什么太上老君为他炼
丹？

却原来，
却原来，这三界就是玉皇大帝的身体，
这三界就是玉皇大帝的身体，
而三界内的每一层生灵，
而三界内的每一层生灵，几乎都会在六
道轮回中、
道轮回中、慢慢的下跌，
慢慢的下跌，三界内负责每
一个层面的运转的神灵，
一个层面的运转的神灵，也一样的会被
那也源源不断产生的业力、
那也源源不断产生的业力、欲望呀什么
的给沾染，
的给沾染，就连欲望本身，
就连欲望本身，也会一天天
的变得污秽起来。
的变得污秽起来。就好像玉皇大帝他的
身体，
身体，跟新陈代谢有点相似。
跟新陈代谢有点相似。太上老君
炼的金丹，
炼的金丹，乃是他演炼出来的高级能量
团，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了吧？
我不说你也知了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本尊并不需要，
玉皇大帝的本尊并不需要，
他主管的范围需要。
他主管的范围需要。你想想，
你想想，这么强悍
的高级能量团，
的高级能量团，孙悟空吃了，
孙悟空吃了，对他的身
体该有多大的补充？
体该有多大的补充？可是你又想想，
可是你又想想，这
么关乎三界生存的救命药，
么关乎三界生存的救命药 ， 孙悟空吃了，
孙悟空吃了 ，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犯罪？三界内需要什么，
三界内需要什么，太上老
君是根据需要演化的这仙丹。
君是根据需要演化的这仙丹。演化这些

用来修补三界的仙丹，
用来修补三界的仙丹，不知道要多少的
机缘相凑，
机缘相凑，难呐。
难呐。
既然这么严重的事情，
既然这么严重的事情，那么玉皇大帝真
的是火大。
的是火大。于是派出了比上次强大得多
的讨伐军阵容。
即差四大天王，
的讨伐军阵容。“即差四大天王
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
天王并哪咤太子，
天王并哪咤太子，点二十八宿、
点二十八宿、九曜星
官、十二元辰、
十二元辰、五方揭谛、
五方揭谛、四值功曹、
四值功曹、
东西星斗、
东西星斗、南北二神、
南北二神、五岳四渎、
五岳四渎、普天
星相，
星相，共十万天兵，
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
网下界，
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
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
治 。”
这次阵容为啥强大？
这次阵容为啥强大 ？ 是因为人多势众吗？
是因为人多势众吗 ？
人多势众只是一方面。
人多势众只是一方面。小说中说的，
小说中说的，我
可以帮你解读一下。
可以帮你解读一下。小说中解释了这个
阵容，
阵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人明白到底
啥意思。
四大天王，
啥意思。小说中这么解释的：
小说中这么解释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五方揭谛：
五方揭谛：四大天王权总制，
四大天王权总制，五方揭谛
调多兵。
调多兵。李托塔中军掌号，
李托塔中军掌号，恶哪咤前部

先锋。
先锋。罗猴星为头检点，
罗猴星为头检点，计都星随后峥
嵘 。 太阴星精神抖擞，
太阴星精神抖擞 ， 太阳星照耀分明。
太阳星照耀分明 。
五行星偏能豪杰，
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
九曜星最喜相争。元
辰星子午卯酉，
辰星子午卯酉，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
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
五瘟五岳东西摆，
五瘟五岳东西摆，六丁六甲左右行。
六丁六甲左右行。四
渎龙神分上下，
渎龙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层层。
二十八宿密层层。角亢
氐房为总领，
氐房为总领，奎娄胃昴惯翻腾。
奎娄胃昴惯翻腾。斗牛女
虚危室壁，
虚危室壁，心尾箕星个个能，
心尾箕星个个能，井鬼柳星
张翼轸，
把那花
张翼轸，轮枪舞剑显威灵。
轮枪舞剑显威灵。……把那花
果山围得水泄不通。
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
罗地网。
罗地网。”
这是个什么阵容？
这是个什么阵容？这是从上界直接控制
这是从上界直接控制
三界内各个层面运作的全体天神。
三界内各个层面运作的全体天神。什么
是天罗地网？
是天罗地网？就是他们把花果山从三界
内隔离出来了！
内隔离出来了！断了三界跟花果山的循
环，花果山被剥离出来。
花果山被剥离出来。花果山被剥离
出来，
出来，你知道对于孙悟空来说是多么严
重的事情吗？
重的事情吗 ？ 人家是来收他的人皮来了！
人家是来收他的人皮来了 ！

跟你说，
跟你说，其实这个天罗地网一布下，
其实这个天罗地网一布下，就
算他们不跟孙悟空交手，
算他们不跟孙悟空交手，孙悟空的花果
山很快就凋落、
山很快就凋落、枯萎。
枯萎。花果山的整个体
系，就是孙悟空的各层身体，
就是孙悟空的各层身体，他修炼出
来的真身人皮，
来的真身人皮，不能脱离他自己的花果
山体系的。
山体系的 。 七十二洞妖王及妖怪们被捉，
七十二洞妖王及妖怪们被捉 ，
等于是收了孙悟空的若干层的皮。
等于是收了孙悟空的若干层的皮。等到
后来四健将、
后来四健将、众猴子被捉，
众猴子被捉，等于是收了
孙悟空若干层的皮。
孙悟空若干层的皮。孙悟空一层一层的
皮被收走，
皮被收走，他迟早会没戏唱的。
他迟早会没戏唱的。
为什么说孙悟空的花果山被隔离出了三
界？小说中说得明白。
小说中说得明白。且说孙悟空与众
天神厮杀，
天神厮杀，从上午 10 点开始，
点开始，拼杀到差
不多晚 6 点，折腾了大概似乎差不多是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这差不多一天吧。
这差不多一天吧。然后呐，
然后呐，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然后居然是玉皇大帝的天
宫，也是过去了一天！
也是过去了一天！第六回在玉皇大

帝跟观音菩萨聊天时如是说：
朕心
帝跟观音菩萨聊天时如是说：“……朕心
为此烦恼，
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
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
伏。这一日不见回报，
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不知胜负如何。”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花果山跟天宫的
天上，
天上，已经不存在时间差啦。
已经不存在时间差啦。在孙悟空
浑然不觉的当儿，
浑然不觉的当儿，天神们已经把孙悟空
天神们已经把孙悟空
给装到鱼缸了。
给装到鱼缸了。
孙悟空犯的错，
孙悟空犯的错，严重到什么地步，
严重到什么地步，通过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可见一斑。
可见一斑。玉皇大帝他们天
庭的法力，
庭的法力，也可见一斑。
也可见一斑。
且慢，
且慢 ，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 有人脑袋里在反驳了：
有人脑袋里在反驳了 ：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为什么就是搞不定俺们老孙？！
为什么就是搞不定俺们老孙？！”嘿嘿
？！ 嘿嘿，
嘿嘿，
有原因，
有原因，原因大著哩。
原因大著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