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1）
）故人音杳去不返
故人音杳去不返

第八回开篇是一首词牌《
第八回开篇是一首词牌《苏武慢》
苏武慢》的诗词：
的诗词：
试问禅关，
试问禅关，参求无数，
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
往往到头虚老。磨砖
作镜，
作镜，积雪为粮，
积雪为粮，迷了几多年
迷了几多年少？毛吞大海，
毛吞大海，
芥纳须弥，
芥纳须弥，金色头陀微笑。
金色头陀微笑。悟时超十地三乘，
悟时超十地三乘，
凝滞了四生六道。
凝滞了四生六道。
谁听得绝想崖前，
谁听得绝想崖前，无阴树下，
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
杜宇一声春晓？
曹溪路险，
曹溪路险，鹫岭云深，
鹫岭云深，此处故人音杳。
此处故人音杳。千丈

冰崖，
冰崖，五叶莲开，
五叶莲开，古殿帘垂香袅。
古殿帘垂香袅。那时节，
那时节，
识破源流，
识破源流，便见龙王三宝。
便见龙王三宝。
这首词，
这首词，意境深，
意境深，且是一部诙谐轻松的西游
记中，
记中，最为深沉与伤感的一段文字
最为深沉与伤感的一段文字。
文字。轮回沦
落中人，
落中人，虽然难于自知，
虽然难于自知，品味这一诗词，
品味这一诗词，恐
怕有莫名其妙的，
怕有莫名其妙的，没心情愉快的。
心情愉快的。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道尽了人生难返的实状。
因为他道尽了人生难返的实状。与之对应的，
与之对应的，
则是须菩提祖师关于道门的述说
则是须菩提祖师关于道门的述说。
提祖师关于道门的述说。祖师述说
道门，
道门，是看不见的伤感。
是看不见的伤感。这一首词，
这一首词，算是可
见的伤感。
见的伤感。
这首词，
这首词，跟后面的故事似乎有点脱节。
跟后面的故事似乎有点脱节。本回
的回目是《
的回目是《我佛造经传极乐观
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
安》，内容自然是佛祖定下传经取经之事
》，内容自然是佛祖定下传经取经之事。
内容自然是佛祖定下传经取经之事。
为甚伤感，
为甚伤感，因为他写出了失去了法的三界内
无望众生之空自挣扎，
无望众生之空自挣扎，拿假佛法当真佛法
拿假佛法当真佛法，
法当真佛法，
用无用的禅关、
用无用的禅关、死磕钻牛角尖的磨文字之砖、
死磕钻牛角尖的磨文字之砖、
积空理之雪，
积空理之雪，沉溺死途的禅宗乱象
沉溺死途的禅宗乱象。
死途的禅宗乱象。

毛吞大海，
毛吞大海，芥纳须弥，
芥纳须弥，说得是真世界在微观，
说得是真世界在微观，
微观通须弥大山，
微观通须弥大山，真佛所在之地
真佛所在之地，
之地，并非人心
所见的大小概念之处。
所见的大小概念之处。绝想崖前，
绝想崖前，应该是放
弃俗世人心之后的无思无虑之真知
弃俗世人心之后的无思无虑之真知。
无思无虑之真知。无阴树，
无阴树，
别告诉我说这个是比喻啊，
别告诉我说这个是比喻啊，不是的。
不是的。
如来回到雷音宝刹之后，
如来回到雷音宝刹之后，还没落地，
还没落地，还在天
空彩云之上的时候，
空彩云之上的时候，就赶紧对下方前来迎接
就赶紧对下方前来迎接
的众神仙发表了一番感慨。
的众神仙发表了一番感慨。如来是这么说的：
如来是这么说的：
“我以甚深般若
我以甚深般若，
我以甚深般若，遍现三界。
遍现三界。根本性原，
根本性原，毕
竟寂灭。
竟寂灭。同虚空相，
同虚空相，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殄伏乖猴，
殄伏乖猴，
是事莫识。
他说，
是事莫识。名生死始，
名生死始，法相如是。
法相如是。”他说
他说，
我用我非常深的法识，
我用我非常深的法识，穿透了三界内一切存
在，包括过去现在未来，
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却发现，
却发现，这个乖张
的猴子，
的猴子，居然看不到他的根本性原之存在
居然看不到他的根本性原之存在，
看上去竟然是寂灭之死相、
看上去竟然是寂灭之死相、虚空之相
虚空之相，什么
都看不到啊。
都看不到啊。这个乖张的怪猴子
这个乖张的怪猴子，看不到他
根本的来源与来历。
根本的来源与来历。从我们三界内生命看，
从我们三界内生命看，

他是活的，
他是活的，但是从找不到根源这个事实上
但是从找不到根源这个事实上，
不到根源这个事实上，
他定会灭亡的。
他定会灭亡的。法相就是这样。
法相就是这样。
一番话激起了大众的好奇心，
一番话激起了大众的好奇心，等到如来登上
莲台坐下，
那厮
莲台坐下，众神仙赶紧围上来询问
众神仙赶紧围上来询问：
询问：“那厮
闹天宫搅乱叛逃大会，
闹天宫搅乱叛逃大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来就简述了整个过程
如来就简述了整个过程。众神听说已经搞掂
孙大猴，
孙大猴，并且还举行了安天大会，
并且还举行了安天大会，什么都摆
平了，
平了，就高兴的不得了
就高兴的不得了。
兴的不得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这么
暂告一个段落。
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这不代表隐忧也跟着消除了。
但是这不代表隐忧也跟着消除了。孙悟空做
不到性命双修，
不到性命双修，只修命，
只修命，不修心性，
不修心性，磨砖作
镜，积雪为粮，
积雪为粮，落得个重回三界、
落得个重回三界、再落五行，
再落五行，
只不过被封存了一切
只不过被封存了一切，没有落到被消灭的地
步。孙悟空，
孙悟空，就像一个人被埋没的本性一样，
就像一个人被埋没的本性一样，
被尘世之土深埋
被尘世之土深埋，
之土深埋，没有变质、
没有变质、也不能发挥作
用。假如是让他投胎去南赡部洲，
假如是让他投胎去南赡部洲，估计早就
估计早就
堕落得被打下十八层地狱去了，
堕落得被打下十八层地狱去了，更别说还能
保有神通，
保有神通，去取经。
去取经。

且说如来之灵山胜境，
且说如来之灵山胜境，这里是：
这里是：去来自在任
优游，
优游，也无恐怖也无愁。
也无恐怖也无愁。极乐场中俱坦荡
极乐场中俱坦荡，
场中俱坦荡，
大千之处没春秋。
大千之处没春秋。这诗说的是如来所在之天
国，没有人间的七情六欲之侵扰
没有人间的七情六欲之侵扰，
六欲之侵扰，永恒的愉
悦、幸福，
幸福，极乐呀。
极乐呀。并且，
并且，这儿也没有人间
的春夏秋冬之时光
的春夏秋冬之时光，
之时光，就像前面一段赞文描述
的，永远是日日开花、
永远是日日开花、时时果熟，
时时果熟，时间场空
间场完全跟人间不同
场完全跟人间不同。
人间不同。并且从物质生命的变
化上来讲，
化上来讲，是不灭不生，
是不灭不生，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
天上是这般的幸福，
天上是这般的幸福，那么人间呢？
那么人间呢？佛祖居于
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
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一日，
一日，唤聚诸佛、
唤聚诸佛、阿
罗、揭谛、
揭谛、菩萨、
菩萨、金刚、
金刚、比丘僧尼等众曰：
比丘僧尼等众曰：
“自伏乖猿安天之后
自伏乖猿安天之后，
自伏乖猿安天之后，我处不知年月，
我处不知年月，料凡
间有半千年矣。
间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
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宝盆，
我有一宝盆，
盆中具设百样奇花
盆中具设百样奇花、
样奇花、千般异果等物，
千般异果等物，与汝等
享此盂兰盆会，
概众一个个合掌，
享此盂兰盆会，如何？
如何？”概众一个个合掌
概众一个个合掌，
礼佛三匝领会。
佛三匝领会。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
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
着阿傩捧定，
着阿傩捧定，着迦叶布散。
着迦叶布散。

盂兰盆（
），据说是倒悬的
盂兰盆（梵文 Ullambana），
），据说是倒悬的
意思。
意思。这个节日就是用诵经、
这个节日就是用诵经、法术等替那些
沦落鬼道、
沦落鬼道、地狱的亡灵──
地狱的亡灵 ─尤其是那些连地
狱都进不去的孤魂野鬼
消除一些业障，
狱都进不去的孤魂野鬼──消除一些业障
消除一些业障，
从而让他们有个更好的选择做好人重来的机
会。从历史资料上看
从历史资料上看，
资料上看，中国传统道家跟佛教
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
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与做法，
与做法，就是认为有
很多生灵作恶太多导致下阴间受苦，
多生灵作恶太多导致下阴间受苦，因为他
们都是在无知中犯罪，
们都是在无知中犯罪，所以就可怜他们
所以就可怜他们，帮
帮他们减轻一下。
帮他们减轻一下。
但是这事情，
但是这事情，如果是如来佛亲自出面来参与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人间堕落的太快了
人间堕落的太快了、
落的太快了、
堕落的人，
堕落的人，也不合理的多了起来了。
也不合理的多了起来了。为什么
不合理的多了起来？
不合理的多了起来？跟你说，
跟你说，就是 N 年之前，
年之前，
孙悟空给闹腾的，
孙悟空给闹腾的，导致天上与地上的循环对
应关系出现了停顿
应关系出现了停顿，
现了停顿，补充跟不上
补充跟不上。
不上。
小说中后面有提到
小说中后面有提到，
面有提到，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
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
是发生在王莽篡汉的时代。
是发生在王莽篡汉的时代。王莽在位时间段

为公元 8 年～23 年，唐太宗贞观之治时间
段为公元 627 年～649 年。时间上出入有点
大，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
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为什么把孙悟
空逆天跟王莽篡汉放置在一起相提并论呢
空逆天跟王莽篡汉放置在一起相提并论呢？
篡汉放置在一起相提并论呢？
那应该是性质相同，
那应该是性质相同，都搅乱了历史，
都搅乱了历史，都自以
为自己是块大材料的不上墙的泥巴
为自己是块大材料的不上墙的泥巴。
己是块大材料的不上墙的泥巴。
喂，且住，
且住，小说中说得是如来给众神仙享用
花果品物，
花果品物，这不是美滋滋的吃上了
这不是美滋滋的吃上了，
上了，这明摆
着是庆典呀，
着是庆典呀，你怎说如来参与超度那些鬼魂
了？
问题的症结在哪儿？
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在于那些鬼魂恶鬼的罪
业。那天大山大的罪业，
那天大山大的罪业，凡人念念经就能消
凡人念念经就能消
去？凡人念经可以消去自己的一些罪业，
凡人念经可以消去自己的一些罪业，别
人的则是万万的不成。
人的则是万万的不成。和尚道士念也不管用，
和尚道士念也不管用，
别以为和尚道士道行高、
别以为和尚道士道行高、有些成就与法力，
有些成就与法力，
消掉别人的罪业
消掉别人的罪业，
罪业，一样是万万不成的，
一样是万万不成的，就连
他自己的都搞不定，
他自己的都搞不定，何况别人。
何况别人。

谁真正的承担这些被额外剥离的罪业呢？
谁真正的承担这些被额外剥离的罪业呢？那
就得那些生灵所对应的各自所来天界的神仙
就得那些生灵所对应的各自所来天界的神仙、
来天界的神仙、
或者是他的生命对应的天界的神仙。
或者是他的生命对应的天界的神仙。得他们
来参与承担，
来参与承担，那些到达佛之境界
那些到达佛之境界，
到达佛之境界，获得佛之
正果的大神仙。
正果的大神仙。就比如你杀过一个人，
就比如你杀过一个人，那个
神仙要替你还命的
神仙要替你还命的，
你还命的，多么可怕的事情，
多么可怕的事情，想想
就觉得难过。
就觉得难过。
地上每举行一次盂兰盆节、
地上每举行一次盂兰盆节、办一次水陆大会，
办一次水陆大会，
超度一些堕落恶道的生灵，
超度一些堕落恶道的生灵，天上的神仙就要
承担一次。
承担一次。那些花果，
那些花果，如来佛是给他们这些
付出的神仙以补偿的
付出的神仙以补偿的。
人敬仰和信赖他们，
人敬仰和信赖他们，他们给予人们福报，
他们给予人们福报，人
类变好了，
类变好了，他们也清爽，
他们也清爽，这是一场天上和人
这是一场天上和人
类的循环互助。
类的循环互助。

（2）
）愚盲昧昧上不来
愚盲昧昧上不来

众菩萨献毕，
众菩萨献毕，因请如来明示根本，
因请如来明示根本，指解源流。
指解源流。
小说没有写下来如来究竟说了什么
小说没有写下来如来究竟说了什么。
了什么。却直接
跟着写，
跟着写，如来接下来所作的决定。
如来接下来所作的决定。
如来讲罢，
我观四大部洲，
如来讲罢，对众言曰：
对众言曰：“我观四大部洲
我观四大部洲，众
生善恶，
生善恶，各方不一：
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
东胜神洲者，敬天礼地，
敬天礼地，
心爽气平；
心爽气平；北俱卢洲者，
北俱卢洲者，虽好杀生，
虽好杀生，只因糊
口，性拙情疏，
性拙情疏，无多作践；
多作践；我西牛贺洲者，
我西牛贺洲者，
不贪不杀，
不贪不杀，养气潜灵，
养气潜灵，虽无上真，
虽无上真，人人固寿；
人人固寿；
但那南赡部洲者
那南赡部洲者，
赡部洲者，贪淫乐祸，
贪淫乐祸，多杀多争，
多杀多争，正
所谓口舌凶场，
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
是非恶海。我今有三藏真经
我今有三藏真经，
可以劝人为善。
可以劝人为善。”
根据如来所言，
根据如来所言，偏偏又是这个南赡部洲最差
劲儿，
劲儿，在第一回书中就说到，
在第一回书中就说到，孙悟空第一次
飘洋过海来到南赡部洲寻仙访道，
飘洋过海来到南赡部洲寻仙访道，就发现这
个鬼地方──“见世
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个鬼地方
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
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

无一个为身命者。
无一个为身命者。正是那：
正是那：争名夺利几时休？
争名夺利几时休？
早起迟眠不自由
早起迟眠不自由！
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
相望王侯。
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
何怕阎君就取
勾？继子荫孙图富贵，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更无一个肯回头！”
南明离火，
南明离火，代表人的心智，
代表人的心智，代表人心
代表人心。
人心。孙悟
空在这个神智昏茫的鬼地方串长城，
空在这个神智昏茫的鬼地方串长城，游小县，
游小县，
不觉混迹八九年余。
不觉混迹八九年余。
合该孙悟空跟这鬼地方有孽缘。
合该孙悟空跟这鬼地方有孽缘。孙悟空在这
里沾染了一身的俗气修不去，
里沾染了一身的俗气修不去，大闹天宫偷吃
仙丹断了这地方的营养供给，
仙丹断了这地方的营养供给，然后他又被如
来佛一巴掌拍下来，
来佛一巴掌拍下来，压在这地方猫了五百年。
压在这地方猫了五百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轮回中恩
恩怨怨，
恩怨怨，纠结不清，
纠结不清，继续下去将永无出头之
日。
为什么南赡部洲一直这么差呢？
为什么南赡部洲一直这么差呢？东胜神洲者，
东胜神洲者，
敬天礼地，
敬天礼地，跟三界内的上下层面都沟通良好
跟三界内的上下层面都沟通良好，
层面都沟通良好，
循环通畅，
循环通畅，自然顺风顺水。
自然顺风顺水。北俱卢洲者，
北俱卢洲者，虽
好杀生，
好杀生，只因糊口
只因糊口，性拙情疏，
性拙情疏，无多作践，
无多作践，

那就是本性良好，
那就是本性良好，正直善良的本色不改，
正直善良的本色不改，鬼
怪惧之，
怪惧之，神灵佑之，
神灵佑之，当然不需要操心。
当然不需要操心。西牛
贺洲者，
贺洲者，不贪不杀，
不贪不杀，养气潜灵，
养气潜灵，不但上下沟
通循环良好，
通循环良好，还善于自养真性，
还善于自养真性，好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那南赡部洲呢，
那南赡部洲呢，上下不沟通，
上下不沟通，左右不沟通，
右不沟通，
人跟人也没有正常的沟通，
人跟人也没有正常的沟通，人心险恶，
人心险恶，精神
的大山完全崩溃、
的大山完全崩溃、沙化。
沙化。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自然
是死亡的社会。
是死亡的社会。
然后如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然后如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他创造
了三藏真经，
了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
可以劝人为善，解决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
间的沟通。并且通过知晓因果报应、
并且通过知晓因果报应、地狱还
罪的可怕，
罪的可怕，也顺便改善改善上下沟通的问题
也顺便改善改善上下沟通的问题。
善改善上下沟通的问题。
但是如来说的很保守，
但是如来说的很保守，如果那南赡部洲的人
等能请到他的真经
等能请到他的真经，
他的真经，他能打包票的，
他能打包票的，也就是
只保证能可以劝人为善。
只保证能可以劝人为善。哈哈哈，
哈哈哈，你以为佛
教佛经能保证普罗大众得法上天？
教佛经能保证普罗大众得法上天？做梦去吧！
做梦去吧！
佛祖本人都不这么打算的。
佛祖本人都不这么打算的。

嘻！会有人这么嘲笑我。
会有人这么嘲笑我。西游记不是明明白
白的写着人家师徒五人得道成佛成圣的吗？
白的写着人家师徒五人得道成佛成圣的吗？
你就敢瞎说！
你就敢瞎说！是呀哈，
是呀哈，这五人，
这五人，无一不是天
界本有的、
界本有的、或者已经上天的
或者已经上天的，
上天的，没有一个是真
正的凡人，
正的凡人，没有一个是凡人起步开始的。
没有一个是凡人起步开始的。孙
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这四位
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这四位，
沙和尚白龙马这四位，都是带有
神通功能，
神通功能，直接从高层起步的。
直接从高层起步的。唐三藏，
唐三藏，表
面上看是肉眼凡胎一个，
上看是肉眼凡胎一个，可是直到看到最后
总结众人修炼成果的时候，
总结众人修炼成果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你才会发现，唐
三藏首先是保留了之前的果位层次，
三藏首先是保留了之前的果位层次，一点没
有下掉，
有下掉，并且他是从一出娘胎
并且他是从一出娘胎，就开始在修
炼的路途上了
炼的路途上了，直接向更高层进发。
直接向更高层进发。唐玄奘
只不过是被屏蔽了神通而已
只不过是被屏蔽了神通而已。
神通而已。
诸菩萨闻言，
如
诸菩萨闻言，合掌皈依，
合掌皈依，向佛前问曰：
向佛前问曰：“如
来有那三藏真经？
诸菩萨闻言
来有那三藏真经 ？ ”诸菩萨闻
诸菩萨闻 言 ， 合掌皈依。
合掌皈依 。
皈依只不过是凑上前去，
皈依只不过是凑上前去，作倾听状，
作倾听状，并非代
表其他。
表其他。所以说，
所以说，对佛祖来说，
对佛祖来说，信徒们皈依

不皈依，
不皈依，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也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姿态，
姿态，甚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大
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大。
如来曰：
我有法一藏，
如来曰：“我有法一藏
我有法一藏，谈天；
谈天；论一藏，
论一藏，说
地；经一藏，
经一藏，度鬼。
度鬼。三藏共计三十五部
三藏共计三十五部，
三十五部，该
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经，
乃是修真之经，正
善之门。
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
我待要送上东土，
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
蠢，毁谤真言，
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
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
瑜迦之正宗。
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
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
寻一个善信，
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
教他苦历千山，询经万水，
询经万水，到
我处求取真经
我处求取真经，
求取真经，永传东土，
永传东土，劝化众生，
劝化众生，却乃
是个山大的福缘，
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
海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
谁肯去走一
遭来？
遭来？”
“我有法一藏，
我有法一藏，谈天；
谈天；论一藏，
论一藏，说地；
说地；经一
藏，度鬼。
事实上，
度鬼。”事实上
事实上，后面小说中根本没有
后面小说中根本没有
提到说传给了唐三藏他们法这一藏，
提到说传给了唐三藏他们法这一藏，你知道，
你知道，
并且经也不是真经、
并且经也不是真经、甚至不真之经都是不全
的。法这部分，
法这部分，是他们几个取经人在路途中
自悟自得，
自悟自得，除了他们各自的本人，
除了他们各自的本人，谁也没得

到。所以说，
所以说，给不给他们都一样，
给不给他们都一样，反正已经
得了。至于说那些普通的僧俗，
至于说那些普通的僧俗，给了也得不
到，真经都看不懂，
真经都看不懂，何况真法那就更是看不
何况真法那就更是看不
懂了。
懂了。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完全符合历史。
完全符合历史。如来讲经，
如来讲经，真经
乃是不着文字，
乃是不着文字，心悟心得，
心悟心得，无有文字，
有文字，也没
法儿用文字表述。
法儿用文字表述。流传中如来的话随着历史
而日渐错讹，
而日渐错讹，翻译成中文又翻译误差偏差加
翻译成中文又翻译误差偏差加
人为的误差加认为的添油加醋，
人为的误差加认为的添油加醋，自是成了有
文字的不真之经
文字的不真之经。
之经。还是佛陀们心里明白，
还是佛陀们心里明白，早
有远见。
那方众生愚蠢，
有远见。如来佛说：
如来佛说：“那方众生愚蠢
那方众生愚蠢，毁谤
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
不识我法门之旨要 。燃灯古佛说：
燃灯古佛说：
“东土众僧愚迷
东土众僧愚迷，
这两位大
东土众僧愚迷，不识无字之经。
不识无字之经。”这两位大
佛说的简直是赞极了，
佛说的简直是赞极了，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还有那几
个愚迷之众，
个愚迷之众，以为他手里捧的是佛祖的不变
以为他手里捧的是佛祖的不变
不动的真经真法呢。
不动的真经真法呢。

（3）
）观音菩萨教外别
观音菩萨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

小说写到观音菩萨应声出身，
小说写到观音菩萨应声出身，表示愿意前往
东土寻找取经之人。
东土寻找取经之人。这时候，
这时候，非常细腻的描
写了一下观音菩萨的形像。
写了一下观音菩萨的形像。中国古典四大名
著，对于人物的穿戴描写之细腻逼真多姿多
对于人物的穿戴描写之细腻逼真多姿多
彩，举世罕见。
举世罕见。说到观音菩萨，
说到观音菩萨，那自然是很
漂亮了，
漂亮了 ， 其 中有一句说她“碧玉纽
中有一句说她 碧玉纽，
碧玉纽 ， 素罗袍，
素罗袍 ，
祥光笼罩；
祥光笼罩；锦城裙，
锦城裙，金落索，
金落索，瑞气遮迎。
瑞气遮迎。”
祥光笼罩，
祥光笼罩，瑞气遮迎。
瑞气遮迎。意思是当观音菩萨站
出来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她身上开始绽放出光芒了
她身上开始绽放出光芒了。
芒了。
之前所有的神仙出场，
之前所有的神仙出场，包括菩提祖师、
包括菩提祖师、如来
佛祖，
佛祖，除了那个定海神珍，
除了那个定海神珍，都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为
什么观音菩萨这时候会放射祥光瑞气？
什么观音菩萨这时候会放射祥光瑞气？那一
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去完成了
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去完成了，
要去完成了，其重大之
程度，甚至比收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还要重
大。

这时候还介绍了观音菩萨为何也常居于三界
之内的南海珞珈山潮音洞。
之内的南海珞珈山潮音洞。是因为她在担当
解除世人的八难、
救
解除世人的八难、做普度众生的事情。
做普度众生的事情。“救
苦寻声，
苦寻声，万称万应”，
万称万应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颇似现在
幼儿园照顾小朋友的阿姨。
幼儿园照顾小朋友的阿姨。
如来看见菩萨愿意出马，
如来看见菩萨愿意出马，表示非常高兴，
表示非常高兴，说：
“别个是也去不得
别个是也去不得，
别个是也去不得，须是观音尊者
须是观音尊者、
音尊者、神通广
大，方可去得。
在如来这儿，
方可去得。”在如来这儿
在如来这儿，就这时刻在
场的，
场的，有三千诸佛、
有三千诸佛、五百阿罗、
五百阿罗、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
无边菩萨，
无边菩萨，哪一个不是法力高强，
哪一个不是法力高强，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
这跑跑腿儿
这跑跑腿儿、安排安排几个修道人的修行之
路的小事情，
路的小事情，对于这么些个大神来说，
对于这么些个大神来说，对谁
都是小菜一碟儿
都是小菜一碟儿。
碟儿。
如果说只有观音菩萨能办得此事，
如果说只有观音菩萨能办得此事，说明这个
事情不是普通的菩萨和佛能办的
事情不是普通的菩萨和佛能办的，涉及的层
面太大了；
面太大了；说明观音菩萨远在那三千诸佛、
说明观音菩萨远在那三千诸佛、
五百阿罗、
五百阿罗、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无边菩萨之上，
无边菩萨之上，只不
过是她到下界来做事情了；
过是她到下界来做事情了；说明如来佛也不

是普通三千诸佛的境界层次
是普通三千诸佛的境界层次，
佛的境界层次，也是更高；
也是更高；说
明观世音菩萨之如来佛之上；
明观世音菩萨之如来佛之上；也有一种可能，
也有一种可能，
这件事情跟观音菩萨的来源有关系，
件事情跟观音菩萨的来源有关系，除了她
谁都不能办理……反正是
反正是，
谁都不能办理
反正是，这么一连串的推
这么一连串的推
理，反推出天上的实际情况，
反推出天上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现
在流传佛经中所说的情况。
在流传佛经中所说的情况。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触目
惊心啊。
惊心啊。
但是从小说提到的那些事情来看，
但是从小说提到的那些事情来看，观音菩萨
做的事情没啥特殊的呀……你
你瞧：安排师徒
做的事情没啥特殊的呀
五个的修炼的关和难，
五个的修炼的关和难，安排他们遇到过不去
的关难的时候该哪个神仙出面
的关难的时候该哪个神仙出面，
神仙出面，安排玄奘的
转生、
等等这些事情，
转生、离体转生……等等这些事情
离体转生
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普
通的菩萨可以轻松解决的
通的菩萨可以轻松解决的。
以轻松解决的。但是，
但是，佛祖的话，
佛祖的话，
也是绝对不会空说的，
也是绝对不会空说的，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是一定的。
菩萨道；
弟子此去东土，
菩萨道；“弟子此去东土
弟子此去东土，有甚言语吩咐？
有甚言语吩咐？”
然后如来回答的话儿非常奇怪
然后如来回答的话儿非常奇怪。如来道：
如来道：
“这一去
这一去。
这一去。要踏看路道，
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汉中行，
不许在霄汉中行，
须是要半云半雾；
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
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

之数，
之数，叮咛那取经人。
叮咛那取经人。但恐善信难行，
但恐善信难行，我与
你五件宝贝。
即命阿傩、
你五件宝贝。”即命阿傩
即命阿傩、迦叶，
迦叶，取出“锦澜
取出 锦澜
袈裟”一领
九环锡杖”一根
袈裟 一领，
一领 ， “九环锡杖
九环锡杖 一根，
一根 ， 对菩萨言回；
对菩萨言回 ；
“这袈裟、
这袈裟、锡杖。
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
可与那取经人亲用。
取经人亲用。若肯
坚心来此，
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
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
免堕轮回；持我的
锡枚，
如来又取三个箍儿，
锡枚 ， 不遭毒害。
不遭毒害 。 ”……如来又取三个箍儿
如来又取三个箍儿 ，
递与菩萨道：
此宝唤做
递与菩萨道：“此宝唤
此宝唤做
‘紧箍儿’，
紧箍儿 ，虽是一样三个，
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
同。我有‘金紧禁
我有 金紧禁’的咒语三篇
金紧禁 的咒语三篇。
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
见神通广大的妖魔。
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
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
取经人做个徒弟。
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
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
儿与他带在头上，
儿与他带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
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
的咒语念一念，
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
眼胀头痛，脑门皆裂，
脑门皆裂，管教
他入我门来。
他入我门来。”
如果东土之人，
如果东土之人，对佛祖的佛法有些尊敬，
对佛祖的佛法有些尊敬，就
不说笃信吧，
不说笃信吧，就尊重佛祖、
就尊重佛祖、敬重法，
重法，就这样
的话，
的话，佛祖都会自己去把法送去给东土众生。
佛祖都会自己去把法送去给东土众生。
神就是这样的，
神就是这样的，你承认人家、
承认人家、尊重人家，
尊重人家，人

家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
家什么好处都愿意给你。但是就是因为东土
众生对神的尊敬已经抛弃
众生对神的尊敬已经抛弃，
的尊敬已经抛弃，不信居多了，
不信居多了，所
以想要脱离堕落入地狱的风险，
以想要脱离堕落入地狱的风险，就需要额外
吃苦、
吃苦、自己去经历千万般的苦，
自己去经历千万般的苦，去求法。
去求法。
“我待要送上东土
我待要送上东土，
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
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
谤真言，
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要旨，
不识我法门之要旨，怠慢了瑜迦之
正宗。
正宗。”
或许有人会觉得，
或许有人会觉得，哼，你佛祖不说自己是修
善的嘛，
善的嘛，不说是慈悲的嘛，
不说是慈悲的嘛，为啥要跟人一样
的斤斤计较？
的斤斤计较？你不是可怜人嘛，
你不是可怜人嘛，为啥还要人
吃苦来求你？
吃苦来求你？太不厚道了，
太不厚道了，说一套做一套。
说一套做一套。
嘿嘿，
嘿嘿，啧啧，
啧啧，有这想法的人，
有这想法的人，应该经常有的
吧……佛国阴谋之类的说法
佛国阴谋之类的说法，
佛国阴谋之类的说法，因此就产生了，
因此就产生了，
有网友推荐一个也是姓吴的以阴谋解读西游
有网友推荐一个也是姓吴的以阴谋解读西游
的阴谋，
的阴谋，花时间大概瞄了一下
花时间大概瞄了一下，
概瞄了一下，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不懂装懂很可怕。
不懂装懂很可怕。但是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
事，谤道谤佛的人
谤道谤佛的人，
谤佛的人，哪个朝代都是有的。
哪个朝代都是有的。但
是呢，
是呢，之所以歪曲的说法越来越盛行，
之所以歪曲的说法越来越盛行，乃是

因为真正解读的人太少了，
因为真正解读的人太少了，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因为
吃力不讨好。
吃力不讨好。偏听则暗、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兼听则明，有了不
同的说法，
同的说法，读者就有了对比的机会，
读者就有了对比的机会，有了对
比的机会，
比的机会，就有了选择的余地
就有了选择的余地。
不了解中国古代修炼文化的读者，
不了解中国古代修炼文化的读者，想读懂这
本书是不可能的。
本书是不可能的。鄙人也是自幼喜好研习中
鄙人也是自幼喜好研习中
国传统文化的书籍，
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西游记原著是从初中就
开始看。
开始看。研习了这么多年
研习了这么多年，
多年，才换得有一天看
这本小说，
这本小说，忽然豁然开朗。
忽然豁然开朗。就鄙人自己的感
受来说，
受来说，看懂西游记，
懂西游记，是在看懂了易经、
是在看懂了易经、吕
氏春秋、
氏春秋、性命圭旨、
性命圭旨、抱朴子、
抱朴子、麻衣相，
麻衣相，以及
一些佛经、
些佛经、道经、
道经、还有一些传统武术古籍，
还有一些传统武术古籍，
并且有些东西，
并且有些东西，好歹都曾经自己肤浅的玩了
好歹都曾经自己肤浅的玩了
一玩，
一玩，有了亲身的体验之后，
有了亲身的体验之后，才知道，
才知道，小说
中说的不少东西，
中说的不少东西，对于没有感受的人
对于没有感受的人，
感受的人，实在
是不为人知、
是不为人知、不足为外人道啊。
不足为外人道啊。
悟元子刘一明道长的西游原旨，
悟元子刘一明道长的西游原旨，对于没有自
己玩过易经的读者，
己玩过易经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里面的卦
可能不太清楚里面的卦

象是什么。
象是什么。没有了解过九转丹、
没有了解过九转丹、了解不深入
的，不知道他看出来小说中隐含的卦象
不知道他看出来小说中隐含的卦象，
小说中隐含的卦象，对
修道人来说，
修道人来说，是怎么样的天机。
是怎么样的天机。那是天机运
转的规律、
转的规律、轨迹，
轨迹，看到他这地步，
看到他这地步，可以说已
可以说已
经知道怎么去夺天之机了，
经知道怎么去夺天之机了，多么可怕的修道
成就啊！
就啊！说起来都觉得惊心动魄。
说起来都觉得惊心动魄。可是对一
般的人来说，
般的人来说，就是一堆枯燥的没趣味的东西
就是一堆枯燥的没趣味的东西，
的东西，
甚至是有阴谋在里面。
甚至是有阴谋在里面。
但是呢，
但是呢，假经万卷书、
假经万卷书、真传一句话，
真传一句话，确实如
此，一旦说破了，
一旦说破了，那就看起来清楚明了
那就看起来清楚明了，
清楚明了，并
非什么玄玄乎乎的，
非什么玄玄乎乎的，人人都能看得明白。
人人都能看得明白。

（4）
）如来的法宝
如来的法宝

如来道：
这一去。
如来道：“这一去
这一去。要踏看路道，
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
汉中行，
汉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
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
过山水，谨记
程途远近之数，
程途远近之数，叮咛那取经人。
叮咛那取经人。”
菩萨下界，
菩萨下界，探路是一层天、
探路是一层天、一层天往下走。
一层天往下走。
半云半雾？
半云半雾？哈哈，
哈哈，这个是文字障
这个是文字障，云雾乃原
始之水演化物质的形态，
始之水演化物质的形态，每层天，
每层天，菩萨都在
其原始之水上行。
其原始之水上行。当有一日修行者修到这一
层天，
层天，肯定是一切早就铺就好了，
肯定是一切早就铺就好了，成了怎样，
成了怎样，
不成怎样。
不成怎样。成了物质怎么演化，
成了物质怎么演化，不成物质怎
么演化。
么演化。每个修道人情况都不同，
每个修道人情况都不同，菩萨定要
事先安排妥当。
先安排妥当。
菩萨安排，
菩萨安排，可不只是两种情况，
可不只是两种情况，却是两类情
况，每类都有众多种可能性发生
每类都有众多种可能性发生，每种可能
性，菩萨都算计好了。
菩萨都算计好了。唯有如此，
唯有如此，修道人只
要心坚，
要心坚，才可以修成。
才可以修成。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心坚也没

用。修道人修炼的过程，
修道人修炼的过程，却更是佛和菩萨艰
辛的过程。
辛的过程。
如来道：
但恐善信难行，
如来道：“但恐善信难行
但恐善信难行，我与你五件宝
贝 。 ”一旦踏上西行之路
一旦踏上西行之路，
一旦踏上西行之路 ， 全都是艰难险阻
全都 是艰难险阻，
是艰难险阻 ，
换成一个普通的人，
成一个普通的人，肯定是走不了多远的。
肯定是走不了多远的。
就算是一个一心修道的意志坚强的神通广大
的修道人，
的修道人，一样不成！
一样不成！修道人，
修道人，必须有神仙
的法宝保护。
的法宝保护。修道人脆弱吗？
修道人脆弱吗？不是，
不是，脆弱的
人肯定就不会踏出这一步。
人肯定就不会踏出这一步。那为什么一定要
神仙法宝护身
神仙法宝护身？
法宝护身？因为一旦踏上西天之路途，
因为一旦踏上西天之路途，
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不再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
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不再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
了、就把你当作一个必须拦截的、
就把你当作一个必须拦截的、必须吃掉
的业主、
的业主、欠债潜逃者。
欠债潜逃者。在它们眼里
在它们眼里，
眼里，它们是
你的债主！
你的债主！你去西天，
你去西天，等于是赖帐不还要逃
跑。
“穿我的袈裟
穿我的袈裟，
在没有修出神体
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
免堕轮回。”在没有修出神体
的修道人身上，
的修道人身上，下一个保护罩
下一个保护罩，这个保护罩
直接通联着佛祖。
直接通联着佛祖。保护罩什么用途？
保护罩什么用途？免堕轮

回。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呀？那就是他神体还带着一般
人的肉身，
人的肉身，但是从三界中隔离出来了。
但是从三界中隔离出来了。对，
第三次，
第三次，我们看到了神仙在三界内制造出一
个孤态的时空泡。
个孤态的时空泡。
“持我的锡杖
持我的锡杖，
不对，
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
不遭毒害。”不对
不对，一路上陈
玄奘没有少遭毒害吧，
玄奘没有少遭毒害吧，经常给
经常给搞得七荤八素
荤八素
的。嘿嘿，可看到佛
看到佛祖在这句
在这句之前的那句
的那句：
“若肯坚心来此
若肯坚心来此，……”
不管遇到什么，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陈玄奘的信念坚定，
只要陈玄奘的信念坚定，佛
祖的法宝是绝对不会失效的。
祖的法宝是绝对不会失效的。问题是，
问题是，陈玄
奘经常是动摇西摆。
奘经常是动摇西摆。这个坚心，
这个坚心，不修行的人
看了也糊里糊涂、
看了也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知所云、以为虚言骗人。
以为虚言骗人。
是的，
是的，一般不修行的人，
一般不修行的人，是没有产生过此心
的，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知道怎么回事，正常。
正常。
在佛祖的锦澜袈裟中，
在佛祖的锦澜袈裟中，隔绝的时空泡内，
隔绝的时空泡内，玄
奘所经历、
奘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
所感受的一切，其实，已经是经

过一层处理的、
过一层处理的、间接的、
间接的、虽然逼真度百分百、
虽然逼真度百分百、
但是的确是完全是──虚拟的了
但是的确是完全是 虚拟的了。
虚拟的了。
当然了，
当然了，修道人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恐怖都心
坚不动，
坚不动，那佛祖立码儿就拉他登上佛位莲台
那佛祖立码儿就拉他登上佛位莲台，
登上佛位莲台，
绝对滴。
绝对滴。那也不用修了，
那也不用修了，还修什么嘛。
还修什么嘛。修道
人就是在动摇中选择
人就是在动摇中选择，在选择中挑选菩萨在
每一层天铺就的无数条路中那些正路，
每一层天铺就的无数条路中那些正路，只要
挑中一条，
挑中一条，那立刻就升级，
那立刻就升级，完成这一层的修
炼。
佛祖的锡杖，
佛祖的锡杖，乃是佛祖弟子的标志，
乃是佛祖弟子的标志，持杖表
示承佛的法传，
示承佛的法传，是佛的人。
是佛的人。如来又取三个箍
儿，递与菩萨道：
此宝唤做‘紧箍儿
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
此宝唤做 紧箍儿’，
紧箍儿 ，虽是
一样三个，
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
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
我有 金紧禁’
金紧禁
的咒语三篇。
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
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
你须是劝他学好
你须是劝他学好，
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
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
若不伏使唤，
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带在头上，
可将此箍儿与他带在头上，自
然见肉生根。
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
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
头痛，
头痛，脑门皆裂，
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
管教他入我门来。”

以前读到关于如来的箍儿，
以前读到关于如来的箍儿，都觉得如来佛真
是狠人，
是狠人，尤其是陈玄奘，
尤其是陈玄奘，更是觉得看起来蔫
更是觉得看起来蔫
茄子，
茄子，咒起最帮他的孙悟空来可来劲儿了。
咒起最帮他的孙悟空来可来劲儿了。
后来才发现，
后来才发现，这个箍儿，
这个箍儿，是一个现世报的机
关。它把一个人脑袋中的恶念，
它把一个人脑袋中的恶念，会造成的恶
业，与将来恶业反噬的痛苦，
与将来恶业反噬的痛苦，之间的这个很
长的时间差，
长的时间差，给消掉了。
给消掉了。它是一个时空通道，
它是一个时空通道，
把将来的果直接跟现在的因挂起来，
把将来的果直接跟现在的因挂起来，变成如
影随形的同步关系
影随形的同步关系，
关系，并且是把各种各样的苦
难转换成单一的疼痛。
难转换成单一的疼痛。悟性好的修道人，
悟性好的修道人，一
说自然会会心的微笑
说自然会会心的微笑。
然会会心的微笑。
制造这样一个箍儿，
制造这样一个箍儿，真的是得贯通天上和地
下的法力，
下的法力，穿透各个层面的时空
穿透各个层面的时空，把其中的
循环因果关系，
循环因果关系，能够在一个单独的时空中再
造，并且再呈现到修道人能感受的程度
并且再呈现到修道人能感受的程度。
道人能感受的程度。修
道人的身体，
道人的身体，始终在这个隔离的孤态的时空
泡中，
泡中，三界内的其他的生灵看不见、
内的其他的生灵看不见、也感
觉不到。
觉不到。

（5）
）谁来取经早有缘
来取经早有缘定
早有缘定

观音菩萨带上五件宝贝，
观音菩萨带上五件宝贝，领着徒弟惠岸行者
离开灵山，
离开灵山，下界去了。
下界去了。那菩萨到山脚下
那菩萨到山脚下，
到山脚下，有
玉真观金顶大仙，
玉真观金顶大仙，在观门首接住，
在观门首接住，请菩萨喝
茶。观音菩萨告诉大仙说
观音菩萨告诉大仙说，
仙说，取经人大概约莫
两三年就可以到这儿了。
两三年就可以到这儿了。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小说西游记写唐僧师徒一共花了
十四年时间跑到西天的。
十四年时间跑到西天的。但西天取经的整个
但西天取经的整个
路程、
路程、关难、
关难、都是观音菩萨一手安排的，
都是观音菩萨一手安排的，菩
萨说的话，
萨说的话，怎么可能跟实际的取经时间出入
怎么可能跟实际的取经时间出入
这么大呢？
这么大呢？莫非是反映众生难度的窘迫状况？
莫非是反映众生难度的窘迫状况？
众生之难度
众生之难度，每个神仙都太清楚不过了，
每个神仙都太清楚不过了，压
根儿用不着说的。
根儿用不着说的。并且只要一提到东土，
并且只要一提到东土，那
个南赡部洲，
个南赡部洲，谁不知道那儿的众生愚迷嘛。
谁不知道那儿的众生愚迷嘛。
我看最大的可能是，
我看最大的可能是，菩萨说话的对像玉真金
关顶大仙所在的层面，
关顶大仙所在的层面，菩萨他们聊天的时候
菩萨他们聊天的时候，
们聊天的时候，

在灵山脚下，
在灵山脚下，时空场比山上如来所在的层面
更接近于世人。
更接近于世人。这个用不同层面时空场的理
论，能很好的解释菩萨说的这个时间的。
能很好的解释菩萨说的这个时间的。
菩萨半云半雾的安排修炼的路途，
菩萨半云半雾的安排修炼的路途，小说写了
一首涵义深深的诗：
一首涵义深深的诗：万里相寻自不言，
万里相寻自不言，却云
谁得意难全。
谁得意难全。求人忽若浑如此，
求人忽若浑如此，是我平生岂
偶然。
偶然。
传道有方成妄说，
传道有方成妄说，说明无信也虚传。
说明无信也虚传。愿倾肝
胆寻相识，
胆寻相识，料想前头必有缘。
料想前头必有缘。
神仙们度人，
神仙们度人，都是这样极其辛苦的安排的，
都是这样极其辛苦的安排的，
但是谁能真的得到这个神仙的法
但是谁能真的得到这个神仙的法，走到终点，
走到终点，
笑道最后，
笑道最后，那可是说不准的事情。
那可是说不准的事情。如果说真
的是这么寻找弟子的话
的是这么寻找弟子的话，
的话，那谁能进入正法修
炼岂是偶然的？
炼岂是偶然的？传法传道都是经过非常周全
的安排，
的安排，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瞎编的
故事，
故事，就算你观音菩萨跟他当面讲、
就算你观音菩萨跟他当面讲、苦口婆
心的说，
心的说，他就是不信，
他就是不信，神仙们也无可奈何。
神仙们也无可奈何。

对于那些神仙们倾尽心智寻找的能够认得出
对于那些神仙们倾尽心智寻找的能够认得出
这个道与法的人啊，
这个道与法的人啊，那必然是前缘早定，
那必然是前缘早定，命
里安排。
里安排。
这段话说得修炼的最核心的涵义，
这段话说得修炼的最核心的涵义，一个是缘、
一个是缘、
一个是悟。
一个是悟。所以呀，
所以呀，你想修就修
你想修就修？
就修？没门。
没门。你
觉得你行？
觉得你行？没戏。
没戏。人家度的，
人家度的，都是前缘所定
的人，
的人，门外的人只是看热闹的
门外的人只是看热闹的。
是看热闹的。
师徒二人正走间．
师徒二人正走间．忽然见弱水三千
忽然见弱水三千，
三千，乃是流
沙河界。
徒弟呀．
沙河界 。 菩萨道：
菩萨道 ： “徒弟呀
徒弟呀 ． 此 处却是难行。
处却是难行 。
取经人浊骨凡胎，
取经人浊骨凡胎，如何得渡了”大家注意
如何得渡了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等到玄奘来到此处，
等到玄奘来到此处，过了流沙河界，
过了流沙河界，他就要
抛弃浊骨凡胎的。
抛弃浊骨凡胎的。因为过得流沙河，
因为过得流沙河，他师徒
五人，
五人，算已经五行齐备
算已经五行齐备，
经五行齐备，开始更高层面的演
化了。
化了。
弱水究竟是什么水，
弱水究竟是什么水，会让鹅毛也沉入河底，
会让鹅毛也沉入河底，
凡人也无法渡水？
凡人也无法渡水？一种可能的就是好比
一种可能的就是好比“银
就是好比 银
河之水”，
河之水 ，看上去是水，
看上去是水，却是星云，
却是星云，对进去

的人来说几乎就是真空一样的
的人来说几乎就是真空一样的。
一样的。如果比作人
心，那就是常人的七情六欲所不能承受的寡、
那就是常人的七情六欲所不能承受的寡、
薄、稀、空。就像喝到一种气温加热到某个
温度的水，
温度的水，让人类所在低层一面所产生的情
感和感受
感和感受，
感受，不能承受。
不能承受。
然后河中就蹦出来一个丑陋的妖魔来，
然后河中就蹦出来一个丑陋的妖魔来，不消
说，是卷帘大将他老哥啦。
是卷帘大将他老哥啦。这老哥的出场，
老哥的出场，
有两个亮点，
有两个亮点，一就是丑加怪，
一就是丑加怪，二就是不分青
红皂白，
红皂白，上来就打人。
上来就打人。丑和怪，
丑和怪，是他内心扭
曲和晦暗时间太长了，
曲和晦暗时间太长了，导致的外形的变化。
导致的外形的变化。
上来就打人是怎么回事呢？
上来就打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认为是因
为他长期处于巨大的痛苦、
为他长期处于巨大的痛苦、仇恨、和嗜杀的
心态，
心态，痛苦、
痛苦、仇恨能让一个人的智商接近于
零。长期处于痛苦，
长期处于痛苦，导致思维断裂，
导致思维断裂，不能形
成任何长度的逻辑。
成任何长度的逻辑。这导致他看见活物就只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杀了弄来吃。
杀了弄来吃。

小说中写道，
小说中写道，他处于什么样的剧痛中呢？
他处于什么样的剧痛中呢？
“七日一次
七日一次，
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
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
百余下 。你
想吧，
想吧，他每个周末都不能度假
他每个周末都不能度假，
末都不能度假，反而要被飞
剑刺穿胸肋一百多下，
剑刺穿胸肋一百多下，多大的痛苦啊。
多大的痛苦啊。并且
他还不能死，
他还不能死，死不了，
死不了，想死也没门，
想死也没门，地狱拒
绝他。
绝他。
苍天啊、
苍天啊、大地啊，
大地啊，为什么玉皇大帝如此残忍
对待我们忠厚老实的卷帘大将呢
对待我们忠厚老实的卷帘大将呢？人家不就
是仅仅只是“在蟠桃会上
是仅仅只是 在蟠桃会上，
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
盏”，
，因为一个破杯子，
因为一个破杯子，居然这样残忍惩罚
一个大将军，
一个大将军，真不是东西！
真不是东西！
哈哈，
哈哈，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其实每周一刺的惩罚，
其实每周一刺的惩罚，乃
是因为他三两日一次的吃人。
是因为他三两日一次的吃人。他不停的吃，
他不停的吃，
就不停的刺。
就不停的刺。但是他显然是搞错了惩罚和吃
人的关系，
人的关系，也浑然不知吃人有罪
也浑然不知吃人有罪，
知吃人有罪，他只想着
他自己吃饱拉到，
他自己吃饱拉到，却不知吃人是天大的罪恶。
却不知吃人是天大的罪恶。
于是，
于是，他就这样陷入了永无终止的恶性循环
就这样陷入了永无终止的恶性循环。
无终止的恶性循环。

通过上面的事情，
通过上面的事情，应该不难看出，
应该不难看出，这个卷帘
大将的理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大将的理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岂止是没资
格继续做神仙，
格继续做神仙，连当人都是粗糙的恶棍一枚。
连当人都是粗糙的恶棍一枚。
那么，
那么，前面他提到自己在灵霄殿下侍銮舆当
一个卷帘大将，
一个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玻璃盏
失手打碎了玻璃盏。
璃盏。这个事
情，其实在天庭上，
其实在天庭上，的确是蛮严重的。
的确是蛮严重的。神仙，
神仙，
什么样的脑筋才是神仙
什么样的脑筋才是神仙？
神仙？那是他必须是一念
如铁铸的一样纹丝不动，
如铁铸的一样纹丝不动，达到那种不变不动
的，才有资格上天的
才有资格上天的。
资格上天的。失手打碎玻璃盏，
失手打碎玻璃盏，说
明什么您意识到没有？
明什么您意识到没有？这意味着他的思想中
已经被杂质侵染，
已经被杂质侵染，严重程度，
严重程度，堪比人类的不
能集中精力做任何思考。
能集中精力做任何思考。哎，几乎就是植物
几乎就是植物
人的啦！
人的啦！
说到沙和尚，
说到沙和尚，估计你也想起来那个被贬下凡
间的金蝉子，
间的金蝉子，他在佛祖讲法时候开小差走神
他在佛祖讲法时候开小差走神
儿，跟沙和尚是一样的严重的问题，
跟沙和尚是一样的严重的问题，精神被
外邪入侵了。
外邪入侵了。以及那个天蓬元帅猪猪哥
以及那个天蓬元帅猪猪哥，
个天蓬元帅猪猪哥，起

色念是怎么回事？
色念是怎么回事？同样是被来自地狱的阴邪
之物入侵思想造成的
之物入侵思想造成的。
想造成的。
不是前面咱们说过，
不是前面咱们说过，不断有人类修上去，
不断有人类修上去，天
上的神仙也是不断的有人掉下来
上的神仙也是不断的有人掉下来。
但是，
但是，但是，
但是，更奇怪的问题，
更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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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奇怪问题，
什么奇怪问题，暂缓再说。
暂缓再说。且说卷帘大将上
来就要抓观音菩萨。
来就要抓观音菩萨。却被惠岸行者挡住
却被惠岸行者挡住，
行者挡住，然
后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
后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其实他能动得了观
音菩萨吗？
音菩萨吗？想都不用想
想都不用想，他根本就沾不了菩
萨的边儿。
萨的边儿。可是为啥菩萨就是不动弹，
可是为啥菩萨就是不动弹，然后
惠岸行者还要苦哈哈的跟他打呢
惠岸行者还要苦哈哈的跟他打呢？
要苦哈哈的跟他打呢？惠岸行者
跟着菩萨做徒弟，
跟着菩萨做徒弟，遇到什么小麻烦徒弟跑前
跑后的出力，
后的出力，是他自己的修行过程。
是他自己的修行过程。名义上
他作为一个降魔力士、
他作为一个降魔力士、很威风，
很威风，实质上，
实质上，是
他在菩萨的看护下修行，
他在菩萨的看护下修行，这样是对他作为一
个修行人的安全保障。
个修行人的安全保障。菩萨压根儿就不需要
菩萨压根儿就不需要
他的保护，
他的保护，是菩萨在保护着他。
是菩萨在保护着他。但是看他遇
到问题是不是挺身而出
到问题是不是挺身而出，
而出，是如何的动脑筋、
是如何的动脑筋、
处理问题，
处理问题，那可是他一点也不能含糊地修行
之路。
之路。

打啊打啊，
打啊打啊，这怪物忽然觉得，
这怪物忽然觉得，自己在流沙河
这 N 多年，
多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悍的对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强悍的对
手，莫非不是一般人
莫非不是一般人？
般人？这时候，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问问这强悍小孩是哪里来的和尚
问问这强悍小孩是哪里来的和尚。
里来的和尚。然后他一
听说刚才他准备吃掉的那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听说刚才他准备吃掉的那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才着急忙慌的拜见观音
才着急忙慌的拜见观音。
慌的拜见观音。
观音菩萨听了他的来历，
观音菩萨听了他的来历，一语道穿他现在的
状况是罪上加罪。
状况是罪上加罪。于是就劝他跟随即将到来
于是就劝他跟随即将到来
的取经人一起去西天拜佛求经。
的取经人一起去西天拜佛求经。尽管已经迷
失不堪，
失不堪，卷帘大将本来就是修道有成的天神
卷帘大将本来就是修道有成的天神，
来就是修道有成的天神，
一听说就毫不犹豫的表示愿意加入取经的行
列，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是说，一旦发现有正路可走，
一旦发现有正路可走，他立
码儿就选择正途，
码儿就选择正途，也不问有多少艰难险阻在
前面等着。
前面等着。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迷失到这一步，
迷失到这一步，依然
对修道的正途一见就入，
对修道的正途一见就入，对比一下现下的时
对比一下现下的时
人，简直是上士中的上士。
简直是上士中的上士。所以说
所以说，西天取
经路途中，
经路途中，相比之下，
相比之下，作为凡人的玄奘，
为凡人的玄奘，迷

糊的最厉害，
糊的最厉害，需要悟的最多；
需要悟的最多；其他几个人相
比就需要悟的算是很少了
比就需要悟的算是很少了。
是很少了。
玄奘作为凡人，
玄奘作为凡人，悟的很艰难，
悟的很艰难，但是他成就的
果位是很高的。
果位是很高的。其他几个人一上来就不是凡
其他几个人一上来就不是凡
俗人等，
俗人等，各有神通在身，
各有神通在身，遇到事情也迷惑比
较少，
较少，那么相比玄奘，
那么相比玄奘，他们的境界提升，
他们的境界提升，也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孙悟空，
孙悟空，本来就离佛的境界差
的不多，
的不多，得佛的正果也就提升一点
得佛的正果也就提升一点。
的正果也就提升一点。卷帘大
将本来的境界，
将本来的境界，离罗汉也不甚遥远。
离罗汉也不甚遥远。猪八戒
这厮，
这厮，充其量也就是维持原有境界了。
充其量也就是维持原有境界了。
因此可以说，
因此可以说，修炼主要依靠的是悟，
修炼主要依靠的是悟，神通是
辅助的。
辅助的。已经变成怪物模样的卷帘大将对菩
萨说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我在此间吃
萨说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在此间吃
人无数，
人无数，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
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
都被我吃了。
凡吃的人头，
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
抛落流沙，竟沉水底。
竟沉水底。这个水
这个水，
鹅毛也不能浮，
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
水面，
水面，再不能沉。
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
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

一处，
一处，闲时拿来顽耍。
闲时拿来顽耍。这去，
这去，但恐取经人不
得到此，
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
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
程也？”
这家伙，
这家伙，一年要吃上至少 120 人左右，
人左右，十年
就得上千人供他享用。
就得上千人供他享用。他自说在此吃人无数
他自说在此吃人无数，
在此吃人无数，
那可能他在这儿也呆了上百年了吧。
那可能他在这儿也呆了上百年了吧。真是罪
恶大大的。
恶大大的。每周一次的飞剑来折磨他
每周一次的飞剑来折磨他，
次的飞剑来折磨他，说起
来都便宜他了。
来都便宜他了。一个人，
一个人，如果能力强大，
如果能力强大，却
又不得法、
又不得法、不走正路，
不走正路，结果就
结果就是他这样，
是他这样，造
业无数，
业无数，罪恶滔天。
罪恶滔天。
但是他吃了九个取经人，
但是他吃了九个取经人，骷髅居然可以漂浮
在这连鹅毛也飘不起来的弱水之上
在这连鹅毛也飘不起来的弱水之上。
之上。说明了，
说明了，
他吃掉的这九个取经人，
他吃掉的这九个取经人，都是已经出离五行，
都是已经出离五行，
脱得凡胎肉身的得道者
脱得凡胎肉身的得道者。
得道者。他这儿是去西天取
经的必由之路，
经的必由之路，假如他没有吃掉这九个取经
人，东土不待佛祖定下玄奘取经，
土不待佛祖定下玄奘取经，可能也早
就有取经人到达西天取得佛经了。
就有取经人到达西天取得佛经了。而且他们
而且他们
比玄奘还有道行。
比玄奘还有道行。这么说起来，
这么说起来，他的罪业比

吃一个普通人又大了一圈。
吃一个普通人又大了一圈。每七天一次的飞
每七天一次的飞
剑之惩罚，
剑之惩罚，简直都可以说他赚了。
简直都可以说他赚了。
那么，
那么，观音菩萨叮嘱他把这九个取经人的骷
髅头挂在脖子上，
髅头挂在脖子上，大有深意。
大有深意。等到最后他们
师徒五个到得西天的时候
师徒五个到得西天的时候，
天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九个
取经人的遗骸带到了西天
取经人的遗骸带到了西天。
西天。佛祖自然也就安
排了这九个不得正果的取经人灵魂以更好的
去处，
去处，化解
他造下的冤孽。
他造下的冤孽。嘿嘿，
嘿嘿，取经之人，
取经之人，说起来是
5+9，
，乃是 14 个呀！
个呀！跟这个 14 年的取经时
间，是不是有点巧合呢？
是不是有点巧合呢？
“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
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
前程也？
他这一句话，
前程也？”他这一句话
他这一句话，已经定了将来他终
已经定了将来他终
极果位：
极果位：只顾自我解脱。
只顾自我解脱。
前面说到了什么奇怪问题呢？
前面说到了什么奇怪问题呢？您想一想，
您想一想，小
白龙、
白龙、卷帘大将、
卷帘大将、天蓬元帅、
天蓬元帅、孙悟空，
孙悟空，本来
这一干神仙，
这一干神仙，都不是佛体系的，
都不是佛体系的，龙族，
龙族，道的

体系有，
体系有，佛的体系也有
佛的体系也有，四海龙王乃是水龙，
四海龙王乃是水龙，
隶属道体系。
隶属道体系。卷帘大将、
卷帘大将、天蓬元帅隶属玉皇
大帝的天宫
大帝的天宫，自然是道的体系。
自然是道的体系。孙悟空，
孙悟空，跟
他的第一任师父菩提祖师一样，
他的第一任师父菩提祖师一样，非佛非道。
非佛非道。
可是他们最终都走到一起，
可是他们最终都走到一起，跟随本来就是佛
体系的金蝉子修行，
体系的金蝉子修行，似乎是入了佛门嘞
似乎是入了佛门嘞……
这个是否说明佛门普度众生，
这个是否说明佛门普度众生，法力更强大？
法力更强大？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问题非常复杂。
问题非常复杂。佛门自然是讲究
普度众生的。
普度众生的。但是呢，
但是呢，真正的按照佛门的规
矩来说，
矩来说，他们只度本属自家体系的生灵的
他们只度本属自家体系的生灵的。
属自家体系的生灵的。
如来佛想要救度其他体系的众生，
如来佛想要救度其他体系的众生，简直是太
难太难太难了
难太难太难了，这么说吧，
这么说吧，基本上是不可能。
基本上是不可能。
耶稣当年传法，
耶稣当年传法，看来自各个天国深陷罪孽的
生灵被贬到人世间挣扎沉沦，
生灵被贬到人世间挣扎沉沦，耶稣可怜这些
世人，
世人，试图救度他们，
试图救度他们，到自己的天
到自己的天国
己的天国。结果
呢，耶稣自己被钉死了。
耶稣自己被钉死了。多可怕呀！
多可怕呀！
不只是人世间有伤感，
不只是人世间有伤感，天上也有伤感的事情，
天上也有伤感的事情，
沉重的哀伤。
沉重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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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与他别了，
菩萨与他别了，同木咤径奔东土。
同木咤径奔东土。行了多时，
行了多时，
来到天蓬元帅的地盘。
来到天蓬元帅的地盘。小说上说
小说上说“行了多时
上说 行了多时”，
行了多时 ，
就从沙悟净的地盘跑到这儿，
就从沙悟净的地盘跑到这儿，那就是顶多三
四个时辰的样子吧
四个时辰的样子吧。
子吧。菩萨看起来秀美温柔，
菩萨看起来秀美温柔，
脚力实在是惊人。
脚力实在是惊人。但是他们这速度，
但是他们这速度，按照一
般的道理来讲
般的道理来讲，
道理来讲，那用飞奔都比不上啊。
那用飞奔都比不上啊。
况且，
况且，再说了，
再说了，菩萨是何等的端庄，
菩萨是何等的端庄，哪会像
我们一样的着急忙慌的跑路？
我们一样的着急忙慌的跑路？那您猜猜，
那您猜猜，菩
萨这是如何行路的。
萨这是如何行路的。哎呀，
哎呀，研究西游记，
研究西游记，真
的是需要挺多的背景知识
的是需要挺多的背景知识。
知识。如果您还记得，
如果您还记得，
我创造的“孤态时空泡
我创造的 孤态时空泡”的名词
孤态时空泡 的名词，
的名词，估计会想出
来，我会怎么看菩萨走路的问题
我会怎么看菩萨走路的问题。
怎么看菩萨走路的问题。
他们这些神仙哪，
他们这些神仙哪，的确能随意的在其境界以
下的任何一个层面穿梭，
下的任何一个层面穿梭，可以让我们一般人
可以让我们一般人
看见，
看见，也可以不让我们看见。
也可以不让我们看见。古代就有故事，
古代就有故事，

说一个年轻小伙子，
说一个年轻小伙子，骑马追赶着一个走路的
老先生，
老先生，明明一直看着那老先生就是拄着拐
杖慢悠悠的就在前面不远
杖慢悠悠的就在前面不远，
就在前面不远，可是飞奔的马儿
就是追不上人家。
就是追不上人家。
且说菩萨师徒来到一座高山脚下，
且说菩萨师徒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见“山
看见 山
上有恶气遮漫，
哎，不是正说
上有恶气遮漫，不能步上。
不能步上。”哎
着菩萨如何如何的神呢吗？
着菩萨如何如何的神呢吗？怎么就说菩萨不
能步上呢，
能步上呢，那不是菩萨根本就没那么神嘛
那不是菩萨根本就没那么神嘛？
萨根本就没那么神嘛？
哎呀，
哎呀，说他们不能步上，
他们不能步上，其实是人家讨厌那
种恶气嘛，
种恶气嘛，并且如果菩萨真的想要上山，
并且如果菩萨真的想要上山，她
肯定你看不见她连挥挥手都不用，
肯定你看不见她连挥挥手都不用，就把全部
的恶气给销毁得烟消云散，
恶气给销毁得烟消云散，保证你九幽之外
都看不到踪影。
都看不到踪影。但是菩萨为什么就宁愿驾云
但是菩萨为什么就宁愿驾云
飞过，
飞过，也不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呢。
也不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呢。那是人家
菩萨慈悲，
菩萨慈悲，怜悯山上散发恶气的妖魔鬼怪而
已。
不过您想起来一个事情没有，
不过您想起来一个事情没有，为什么小说一
提到妖魔鬼怪的藏身之处，
提到妖魔鬼怪的藏身之处，不是恶气弥漫，
是恶气弥漫，

瘴气毒气，
瘴气毒气，就是险山怪树的。
就是险山怪树的。这个莫非是自
打诗经就流传下来的比拟
打诗经就流传下来的比拟、
比拟、比兴的文学手法？
比兴的文学手法？
其实根本就不是文学手法。
其实根本就不是文学手法。并且，
并且，诗经中的
比拟、
比拟、比兴，跟现在文学的比拟、
跟现在文学的比拟、比兴，
比兴，也
百分之百不是一回事儿
百分之百不是一回事儿。
百不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现代的文
人以为是跟古代的一样。
人以为是跟古代的一样。其实只有名词是一
样的。
样的。古代的比拟、
古代的比拟、比兴，
比兴，是以易经之卦象
是以易经之卦象
为基础的。
为基础的。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就如“关关雎鸠
就如 关关雎鸠”，
关关雎鸠 ，其
卦象就是少男慕少女，
卦象就是少男慕少女，少男少女之感卦。
少男少女之感卦。可
能很少人追究一下，
能很少人追究一下，为什么诗经要以关雎一
诗做开头的启篇
卦，但是
诗做开头的启篇。我说了这是“感
我说了这是 感”卦
为什么是用“感
卦做第一个卦象呢？
为什么是用 感”卦做第一个卦象呢
卦做第一个卦象呢？这个有
点离题，
点离题，打住。
打住。
就是说，
就是说，怪恶之物，
怪恶之物，必生怪恶之气。
必生怪恶之气。这怪恶
之气，
之气，凡胎肉眼难见，
凡胎肉眼难见，但是对于这些神仙们
但是对于这些神仙们
来说，
来说，一望就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一望就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别说这
些神仙了，
些神仙了，古代就一个普通的人
古代就一个普通的人，
个普通的人，在古代稍
微高尚点的人，
微高尚点的人，都能看见，
都能看见，就算看不见，
算看不见，一

到那种环境内
到那种环境内，也能马上感觉得到。
也能马上感觉得到。就是到
现在这个麻木迟钝的末法之世，
现在这个麻木迟钝的末法之世，还不是有数
不清的动物、
清的动物、昆虫都能感应的到？
昆虫都能感应的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种怪恶之气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怪恶之气是真实存在的，并
不是虚构或想象出来的。
不是虚构或想象出来的。那么话说回来
那么话说回来，
话说回来，易
经的卦象上说，
经的卦象上说，异常的生物和环境、
异常的生物和环境、怪气、
怪气、
怪物，
怪物，这一层一层不同的东西
这一层一层不同的东西，
同的东西，对应着同一
个卦象。
个卦象。会观象的人，
会观象的人，就算看不到怪物、
就算看不到怪物、感
觉不到怪气，
觉不到怪气，也能从环境上看出来不正常。
也能从环境上看出来不正常。
所以说，
所以说，诗经中的每一篇，
诗经中的每一篇，都看似浅显，
都看似浅显，其
实能一层一层的，
实能一层一层的，对应到很深的层面上去
对应到很深的层面上去，
的层面上去，
并且保证是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卦象。
并且保证是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卦象。孔老夫
子对古代诗歌挑啊、
子对古代诗歌挑啊、选啊，
选啊，排列顺序啊，
排列顺序啊，绝
对是圣人的水平。
对是圣人的水平。然后如果再往深里去，
然后如果再往深里去，就
是惠岸行者、
是惠岸行者、观音菩萨的水平了。
观音菩萨的水平了。
咱这冗长话还来不及说完，
咱这冗长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听见呼呼的狂
风吹来，
风吹来，长嘴獠牙的猪猪侠就窜上来了
长嘴獠牙的猪猪侠就窜上来了。
窜上来了。这

家伙照例是不看人、
家伙照例是不看人、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青红皂白、梦游上
战场一样上来就砍人！
战场一样上来就砍人！然后照例是被木咤挡
住好一顿呯呯嗙嗙
直到观音菩萨的莲花
住好一顿呯呯嗙嗙……直到观音菩萨的莲花
呯呯嗙嗙
从半空中飘下，
从半空中飘下，隔开了猪猪侠的钉耙。
隔开了猪猪侠的钉耙。看到
漂亮的莲花轻盈的落下，
漂亮的莲花轻盈的落下，猪哥心里没有一丝
丝的美感
丝的美感、半点审美情绪都没有产生。
半点审美情绪都没有产生。这么
漂亮的东西在眼前飘呀飘的，
漂亮的东西在眼前飘呀飘的，他反而觉得心
他反而觉得心
里发怵、
里发怵、四肢发麻、
四肢发麻、脑袋发懵了。
脑袋发懵了。啧啧，
啧啧，这
情绪不正常呀。
情绪不正常呀。
然后猪哥一开口，
然后猪哥一开口，就说了小说中第一句话，
就说了小说中第一句话，
而且是非常有猪哥特色的浑话：
而且是非常有猪哥特色的浑话：“你是哪里
和尚，
关于打架，
和尚，敢弄甚么‘眼前花
敢弄甚么 眼前花’哄我
眼前花 哄我？
哄我？”关于打架
关于打架，
猪猪侠的反应速度一流
猪猪侠的反应速度一流，
一流，关于逻辑问题，
关于逻辑问题，荒
谬式的淳朴，
谬式的淳朴，也是艳压群芳。
也是艳压群芳。
猪猪侠对菩萨的尊敬，
猪猪侠对菩萨的尊敬，倒是毫不含糊，
倒是毫不含糊，看见
菩萨，
菩萨，倒头便拜不说，
倒头便拜不说，还扯着猪嗓子大声的
还扯着猪嗓子大声的
叫道：
菩萨，
估计您没想一
叫道：“菩萨
菩萨，恕罪！
恕罪！恕罪！
恕罪！”估计您没想一
下小说中为啥特别的指出
下小说中为啥特别的指出，
的指出，他喊这句话的时

候是“厉声高叫
候是 厉声高叫”。
厉声高叫 。哎呀，
哎呀，猪哥的心思，
猪哥的心思，您应
该懂的啦
该懂的啦，他是看菩萨在天上飘，
他是看菩萨在天上飘，离他那么
远，怕说话的声音小了，
怕说话的声音小了，菩萨听不见哩！
菩萨听不见哩！诚
意可嘉，
意可嘉，心眼儿也够，
心眼儿也够，但是怎么就给人的感
觉是缺了根筋呢你说
觉是缺了根筋呢你说……
根筋呢你说
菩萨肯定知道他心里的小算盘的啦，
菩萨肯定知道他心里的小算盘的啦，于是就
按下云头飘下来询问他。
按下云头飘下来询问他。然后他就说出了自
然后他就说出了自
己的来历。
己的来历。他口口声声喊着“菩萨救我
他口口声声喊着 菩萨救我”，
菩萨救我 ，可
是菩萨刚刚想要对他劝善，
是菩萨刚刚想要对他劝善，这猪头的小心眼
马上就异常灵活的转动了起来，
马上就异常灵活的转动了起来，立马想到了
菩萨可能要他皈依佛门
菩萨可能要他皈依佛门，
要他皈依佛门，然后就在菩萨还没
有说出口之前，
有说出口之前，就一口回绝了进入佛门的可
能。
但是菩萨说了三句话，
但是菩萨说了三句话，句句如利刃，
句句如利刃，一下子
就戳开了这猪头的迷障。
就戳开了这猪头的迷障。

（8）
）为何狂暴如此？
为何狂暴如此？

这猪头到底是怎么个来历呢，
这猪头到底是怎么个来历呢，根据他自己的
说法，
说法，他不是天生的野猪，
他不是天生的野猪，也不是成精的老
彘。所以他既没有野猪的豪迈，
所以他既没有野猪的豪迈，也没有老油
条的世故。
条的世故。但是这厮是生就的野蛮
但是这厮是生就的野蛮、
是生就的野蛮、无人性。
无人性。
你看他，
你看他，刚刚投胎出世，
刚刚投胎出世，就要咬死了应该说
是他老娘的母猪，
是他老娘的母猪，咬死老娘不说
咬死老娘不说，并且还把
一窝子的兄弟姐妹全部搞死，
一窝子的兄弟姐妹全部搞死，然后就占山吃
人！首先是他的猪妈和兄弟姐妹们真倒霉
首先是他的猪妈和兄弟姐妹们真倒霉，
和兄弟姐妹们真倒霉，
其次是他福陵山周围的老百姓真倒霉，
其次是他福陵山周围的老百姓真倒霉，再其
次我们得研究研究
次我们得研究研究，
究研究，为什么这个猪八戒、
为什么这个猪八戒、跟
沙悟净，
沙悟净，怎么一到凡间就利用本事大开杀戒，
怎么一到凡间就利用本事大开杀戒，
根本就不把生灵的生命放在眼里？
根本就不把生灵的生命放在眼里？
天神们把这俩货扔到凡间的时候，
天神们把这俩货扔到凡间的时候，一来不关
闭他们的本事和神通，
闭他们的本事和神通，连法器都一起带下去
连法器都一起带下去
了；然后任由他们在凡间为非作歹、
然后任由他们在凡间为非作歹、杀生无

数。那个卷帘大将虽然被飞剑穿身
那个卷帘大将虽然被飞剑穿身，
然被飞剑穿身，但是显
然没有想结果他的性命。
然没有想结果他的性命。
这俩人在天上，
这俩人在天上，就是打打杀杀的角色。
就是打打杀杀的角色。根据
这两个人的个性我们可以判断，
这两个人的个性我们可以判断，天蓬元帅、
天蓬元帅、
卷帘大将，
卷帘大将，他们似乎是天上的武灵、
他们似乎是天上的武灵、一种天
界的护法神一样的神灵，
界的护法神一样的神灵，在天界的时候作为
他们，
他们，任务就是消灭宇宙中那些败坏的生命。
任务就是消灭宇宙中那些败坏的生命。
对于生命的成住坏灭来说
对于生命的成住坏灭来说，
住坏灭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
灭。可能是因为这样，
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俩才会认为，
他俩才会认为，吃几
个人算什么
个人算什么，
算什么，跟捉狼虫虎豹来吃一样，
跟捉狼虫虎豹来吃一样，人在
他们眼里就是败坏的。
他们眼里就是败坏的。
但是我估计，
但是我估计，正是因为在天界他们的嗜杀已
经过份了、
经过份了、越界了、
越界了、不再严格按照天界的规
不再严格按照天界的规
律，只清除那些罪当清除的败坏之物
只清除那些罪当清除的败坏之物。
之物。为什
么他们越界？
么他们越界？那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思想观
那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思想观
念开始被下界的阴邪之物入侵导致的。
念开始被下界的阴邪之物入侵导致的。

小说中后面都明确写到，
小说中后面都明确写到，卷帘大将、
卷帘大将、天蓬元
帅他们哥俩都是下界的修道人修行上来的
帅他们哥俩都是下界的修道人修行上来的，
修行上来的，
悟得天机、
悟得天机、化得本体。
化得本体。悟能跟悟净不同，
悟能跟悟净不同，悟
净是任武游侠，
净是任武游侠，豪气冲天
豪气冲天，
冲天，功夫高了之后开
始寻仙访道，
始寻仙访道，然后得遇真人，
然后得遇真人，修道上天，
修道上天，悟
净是主动寻道的
净是主动寻道的。
道的。悟能的好吃懒做心性浊，
悟能的好吃懒做心性浊，
是在还是凡人的时候，
是在还是凡人的时候，就固有的秉性，
就固有的秉性，整天
稀里糊涂，
里糊涂，但却是傻人有傻福，
但却是傻人有傻福，愣是守株待
兔，等来了度他的师父来教他修道，
等来了度他的师父来教他修道，然后修
道圆满，
道圆满，白日飞升上天了。
白日飞升上天了。
哥儿俩个，
哥儿俩个，上天都做了武将。
上天都做了武将。但是我跟你说，
但是我跟你说，
虽然入了武行威风的不得了，
虽然入了武行威风的不得了，他们俩都是没
果位的。
果位的。为甚没果位？
为甚没果位？那是因为他们的修炼
都有瑕疵，
都有瑕疵，瑕疵是什么
瑕疵是什么？就是没有修干净的
下界物质，
下界物质，跟三界内的物质联系没有断，
跟三界内的物质联系没有断，没
有断，
有断，那地狱中的阴邪之物就自然有了能直
那地狱中的阴邪之物就自然有了能直
通他们大脑的快捷通道了。
通他们大脑的快捷通道了。说句不好听的，
说句不好听的，
他们俩的再次被打下凡间，
们俩的再次被打下凡间，几乎是在他们上

天的时候就可以断定的了。
天的时候就可以断定的了。他们不像木咤那
他们不像木咤那
么幸运，
么幸运，老早就遇到观音菩萨做师父，
老早就遇到观音菩萨做师父，带着
业力继续修行。
业力继续修行。但是他们也可以说是更幸运
的，木咤几百年数千年的跟着观音菩萨，
木咤几百年数千年的跟着观音菩萨，也
不会再有大的进步了
不会再有大的进步了，不太可能的了，
不太可能的了，但是
他俩很早很早就被安排了后面的修行
他俩很早很早就被安排了后面的修行……
很早很早就被安排了后面的修行
等啊等啊，
等啊等啊，等到机缘成熟，
等到机缘成熟，等到五个沦落凡
尘的家伙凑齐了，
尘的家伙凑齐了，天上的大神们把他们五个
天上的大神们把他们五个
的问题一起打包解决。
的问题一起打包解决。因为，
因为，似乎，
似乎，看起来，
看起来，
他们五个沦落者，
他们五个沦落者，谁的问题都不好单独获得
解决，
解决，五个人一起才行。
五个人一起才行。什么是机缘，
什么是机缘，这就
是机缘的呀
是机缘的呀，所以一等就是几百年、
所以一等就是几百年、一等就
是上千年，
是上千年，稍一差错还又错过去了得重新来。
稍一差错还又错过去了得重新来。
你瞧瞧，
你瞧瞧，大神们想彻底度成一个生命，
大神们想彻底度成一个生命，多么
的不容易呀。
的不容易呀。不是大神们能力不行，
不是大神们能力不行，是修道
的人自己瑕疵多多，
的人自己瑕疵多多，杂质多多，
杂质多多，恩怨牵扯的
太多太多。
太多太多。就好比他们想把一块木头变成金
就好比他们想把一块木头变成金
条，你说是容易还是难吧。
你说是容易还是难吧。

猪八戒占了福陵山，
猪八戒占了福陵山，又做了山上云栈洞洞主
卯二姐的倒插门女婿。
卯二姐的倒插门女婿。卯二姐是什么
卯二姐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
兔子精嘛！
兔子精嘛！猪八戒一头猪，
猪八戒一头猪，为什么不找一个
猪老婆？
猪老婆？他在天上调戏嫦娥
他在天上调戏嫦娥，
戏嫦娥，你就知道他喜
欢嫦娥，
欢嫦娥，然后你看他的脑筋就知道，
然后你看他的脑筋就知道，他绝对
是爱屋及乌那种鸟人
是爱屋及乌那种鸟人，
那种鸟人，嫦娥家里养兔子，
嫦娥家里养兔子，谁
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老猪被贬下界，
老猪被贬下界，一直是色心不去。
一直是色心不去。
所以他看上兔子精，
所以他看上兔子精，还是比较符合他的秉性
和思路。
和思路。
可是，
可是，这个秉性，
这个秉性，却非是他的真正天性，
却非是他的真正天性，是
他在凡间养成的秉性。
他在凡间养成的秉性。他的懒惰
他的懒惰、偷抢、
偷抢、好
色，一起混合起来，
一起混合起来，蒙蔽了他的心智。
蒙蔽了他的心智。你看
他一上来就懵查查跟木咤打斗
他一上来就懵查查跟木咤打斗，
木咤打斗，反应快速激
烈，但是脑筋却像木头一样迟钝；
但是脑筋却像木头一样迟钝；菩萨刚要
劝善他却又忽然机灵的不得了
劝善他却又忽然机灵的不得了，
忽然机灵的不得了，未卜先知的
拒绝入佛门修行声称要继续吃人度日，
拒绝入佛门修行声称要继续吃人度日，并且
一口咬定“依着官法打杀
口咬定 依着官法打杀，
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
依着佛法饿杀。”
但是菩萨忽然说了三句钻心透骨的实在话之
但是菩萨忽然说了三句钻心透骨的实在话之

后，他忽然又“似梦方觉
他忽然又 似梦方觉”，
似梦方觉 ，马上表示愿意，
马上表示愿意，
甚至说得极为诚挚：
我欲从正，
甚至说得极为诚挚：“我
欲从正，奈何‘获罪
奈何 获罪
于天，
于天，无所祷也’！
无所祷也 ！”
这猪八戒说话，
这猪八戒说话，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一会儿糊涂，
你看出来没有？
你看出来没有？一句话是他说的
一句话是他说的，一句话是
从他口里出来的。
从他口里出来的。看到猪八戒这会儿说话的
状况，
状况，又好笑，
又好笑，又悲哀
又悲哀。悲哀的是，
悲哀的是，你能清
清楚楚的看到，
清楚楚的看到，他是如何被那些下界的阴邪
之物控制着思想和身体
之物控制着思想和身体，
思想和身体，以及他本性本尊的
悲苦和渴望被救度。
悲苦和渴望被救度。尊敬的您，
尊敬的您，仔细回味一
下，身边一定不乏同样的悲苦之人。
身边一定不乏同样的悲苦之人。
菩萨看老猪，
菩萨看老猪，比我看得更真切，
比我看得更真切，因此菩萨说
得三句话，
得三句话，对于这时候的猪八戒来说
对于这时候的猪八戒来说，
戒来说，句句
钻心，
钻心，字字惊心，
字字惊心，直透他心灵的最深处而去。
直透他心灵的最深处而去。
菩萨道：
人有善愿
汝若肯皈
菩萨道：“‘人有
人有善愿，
善愿，天必从之。
天必从之。’汝若肯皈
依正果，
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
自有养身之处。世有五谷，
世有五谷，尽能济
饥，为何吃人度日？
为何吃人度日？”

唉，看见猪哥这时可笑背后的可悲，
看见猪哥这时可笑背后的可悲，以及菩
萨对症下药的金玉良言，
萨对症下药的金玉良言，话语之高明让我大
话语之高明让我大
为折服，
为折服，简直就想马上给菩萨作揖，
简直就想马上给菩萨作揖，不为什
么，只为表达一下肃然起敬之意
只为表达一下肃然起敬之意。
然起敬之意。菩萨三句
话，对着猪八戒的三个境界层面的他说的，
对着猪八戒的三个境界层面的他说的，
本人水平粗浅
本人水平粗浅，具体就不分析了，
具体就不分析了，有时间您
可以尽情的品味品味。
可以尽情的品味品味。

（9）
）菩萨到底做什么事情？
菩萨到底做什么事情？

观音菩萨带着徒弟惠岸行者，
观音菩萨带着徒弟惠岸行者，继续半云半雾
的勘察设定取经路途。
的勘察设定取经路途。遇见了吊在半空中的
遇见了吊在半空中的
玉龙。
玉龙。玉龙哀号，
玉龙哀号，乃是因为很快就要杀头。
乃是因为很快就要杀头。
这龙当然认得观音菩萨，
这龙当然认得观音菩萨，马上求救。
马上求救。观音菩
萨闻言，
萨闻言，二话不说，
二话不说，马上急匆匆奔往南天门，
马上急匆匆奔往南天门，
为什么这么急
为什么这么急？
么急？因为时间紧迫。
因为时间紧迫。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比他们师徒反应更快的
是天庭，
是天庭，观音刚刚赶到南天门，
观音刚刚赶到南天门，却有丘天师、
却有丘天师、
张天师早就在南天门等她了。
张天师早就在南天门等她了。两位天师问观
音“何往
何往？
意思就是您准备去哪儿吧
何往？”意思就
意思就是您准备去哪儿吧，
是您准备去哪儿吧，都准
备好带路了。
备好带路了。观音什么具体事情也不谈，
观音什么具体事情也不谈，只
说要见玉
说要见玉皇大帝。
皇大帝。两人急忙上奏。
两人急忙上奏。更让人吃
惊的是，
惊的是，这次居然是玉皇大帝亲自下殿迎接。
这次居然是玉皇大帝亲自下殿迎接。
菩萨表示替即将送命的白龙求情，
菩萨表示替即将送命的白龙求情，要用他参
加西天取经的团队。
加西天取经的团队。玉帝一听马上答应
玉帝一听马上答应。
答应。

你看这次为什么天庭对观音赦免的反应如此
的快速与恭敬？
的快速与恭敬？我是这么看的。
我是这么看的。小白龙既然
罪大当诛，
罪大当诛，菩萨求情可不是人情。
菩萨求情可不是人情。免了小白
龙死罪，
死罪，那天大的罪业断然不会就因为天
庭的赦免而凭空消失。
庭的赦免而凭空消失。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告诉你，
告诉你，
是菩萨、
是菩萨、佛祖他们自己遭受了，
佛祖他们自己遭受了，替小白龙还
了这一条命。
了这一条命。天理的公平就是，
天理的公平就是，一定是有恩
的要报恩，
的要报恩，有怨的要还怨，
有怨的要还怨，有命的、
有命的、必须偿
命啊！
命啊！对于这个实情，
对于这个实情，天庭的每一个神仙都
明白。
明白。菩萨一动念要收白龙入佛门
菩萨一动念要收白龙入佛门，
念要收白龙入佛门，满天庭
瞬间都看到了菩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瞬间都看到了菩萨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个个
都瞪大了眼睛，
都瞪大了眼睛，心情肃穆沉重
心情肃穆沉重。为什么他们
会这样看？
会这样看？那就得问为什么他们要杀小白龙。
那就得问为什么他们要杀小白龙。
为什么要杀，
为什么要杀，乃是谁都无法替小白龙解决、
是谁都无法替小白龙解决、
消除这么大的罪业。
消除这么大的罪业。不杀他是不行的了，
不杀他是不行的了，留
不住。
不住。要留他，
要留他，谁能替他偿还呀？
谁能替他偿还呀？他的亲爸
爸都无法承担和替他解脱的。
爸都无法承担和替他解脱的。

正因此，
正因此，小说读到观音上天、
小说读到观音上天、尤其是读到天
师和玉帝对观音菩萨的恭敬和肃穆
师和玉帝对观音菩萨的恭敬和肃穆，
肃穆，心里面
堵得慌，
堵得慌，难过。
难过。千百年来，
千百年来，都知道观世音菩
萨救苦救难，
萨救苦救难，可谁替菩萨想过
可谁替菩萨想过，
菩萨想过，她是怎么替
你解苦解难的呀……
你解苦解难的呀
菩萨师徒又继续往奔东土而去，
菩萨师徒又继续往奔东土而去，行不多时，
行不多时，
走到了金光万道
走到了金光万道、
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行山
瑞气千条的五行山。
五行山。这次
不象前三次，
不象前三次，遇到了怪物得问问才知道来路，
遇到了怪物得问问才知道来路，
这次是一看是五行山
这次是一看是五行山，就啥也不用问啦。
就啥也不用问啦。于
是两个人就先发表了一番的感慨。
是两个人就先发表了一番的感慨。
对于菩萨作诗发表感慨，
对于菩萨作诗发表感慨，孙悟空听得，
孙悟空听得，还没
见到是谁，
是哪个在山上吟诗
见到是谁，就说：
就说：“是哪个在
是哪个在山上吟诗，
山上吟诗，揭
我的短哩？
悟空知道人家提到的他过去的
我的短哩？”悟空知道人家提到的他过去的
行径，
行径，是他的短处，
是他的短处，不是长处。
不是长处。就这简单的
一问，
一问，就足以说明，
就足以说明，悟空已经反思了，
悟空已经反思了，并且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了。
己的错误了。要知道，
要知道，当初的他，
当初的他，
不但不以为耻，
不但不以为耻，还得意洋洋、
还得意洋洋、膨胀膨胀的呢。
膨胀膨胀的呢。

大圣见到菩萨，
大圣见到菩萨，与任何其他人都不同的是，
与任何其他人都不同的是，
他念诵观音的名号，
他念诵观音的名号，名号冗长，
名号冗长，无疑，
无疑，孙悟
空对菩萨是非常尊重
空对菩萨是非常尊重，
常尊重，才会这样。
才会这样。
悟空求菩萨救自己，
悟空求菩萨救自己，菩萨说他恐怕出来就会
又干坏事。
又干坏事。然后大圣明确说：
然后大圣明确说：“我已知悔了，
我已知悔了，
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
这句正
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
情愿修行。”这句正
是发自孙悟空自我真我的话
是发自孙悟空自我真我的话。
真我的话。
当观音菩萨一一找到有缘人的时候，
当观音菩萨一一找到有缘人的时候，这四个
有缘人都出了要修道的那金子般的一念至善
有缘人都出了要修道的那金子般的一念至善。
般的一念至善。
正是这一念善起，
正是这一念善起，救了他们自己。
救了他们自己。这自我救
赎，一半是观音完成
一半是观音完成，一半是他自己完成。
一半是他自己完成。
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不知道等了多少年，凑齐了这缘分，
凑齐了这缘分，缘分所
至，作为救度者的观音菩萨
作为救度者的观音菩萨，
救度者的观音菩萨，跋山涉水、
跋山涉水、千
辛万苦，
辛万苦，把人生的出路和修道的法送到他家
门前。
门前。包括后来的玄奘，
包括后来的玄奘，也同样是菩萨找上
门去的。
门去的。你看，
你看，真正度人，
真正度人，都是师父找徒弟
都是师父找徒弟
的。

但是说实话，
但是说实话，这五个家伙，
这五个家伙，唯独悟空最让菩
萨高兴。
萨高兴。大圣自己主动提出希望从新入修炼
大圣自己主动提出希望从新入修炼
之门。
之门。他不但已经反思出自己的误失，
他不但已经反思出自己的误失，并且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解决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解决。
解决。菩萨刚说要他跟
随将来的取经人去修正果，
随将来的取经人去修正果，大圣就连连的说
愿意去。
愿意去。这是多么好的悟性呀！
是多么好的悟性呀！这才是当初
的孙悟空呀！
的孙悟空呀！见得孙悟空本性尽出，
见得孙悟空本性尽出，一点不
拖泥带水的，
泥带水的，菩萨更高兴了。
菩萨更高兴了。菩萨走之前，
菩萨走之前，
甚至都不用叮嘱孙悟空，
甚至都不用叮嘱孙悟空，根本不用像八戒
根本不用像八戒、
八戒、
悟净、
悟净、小白龙那样，
小白龙那样，告诉他你得怎样怎样在
这儿等。
这儿等。
对于孙悟空重出江湖、
对于孙悟空重出江湖、再上灵山，
再上灵山，小说评价
甚高，
人心生一念
甚高，送诗称赞到：
送诗称赞到：“人心生
人心生一念，
一念，天地尽
皆知。
并且说
皆知。善恶若无报，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乾坤必有私。”并且说
“那大圣见性明心归
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
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
佛教 。这个佛教，
这个佛教，并不
是今天的佛教的意思，
是今天的佛教的意思，乃是归心于佛、
乃是归心于佛、接受
佛的教导的意思
佛的教导的意思。
的意思。

终于，
终于，菩萨师徒来到了行程逆行的终点站：
菩萨师徒来到了行程逆行的终点站：
大唐国的长安。
大唐国的长安。来到长安凡人之界
来到长安凡人之界，
之界，师徒便
不能再本来面目示人，
不能再本来面目示人，就变作两个邋遢游僧。
就变作两个邋遢游僧。
在长安，
在长安，小说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小说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菩萨来到一座土地庙，
菩萨来到一座土地庙，土地神慌忙把菩萨到
土地神慌忙把菩萨到
来的消息通知了城隍、
来的消息通知了城隍、社灵与满长安所有庙
的神。
的神。这表明，
这表明，凡是有庙
凡是有庙、
有庙、有社、
有社、有神祭的
地方，
地方，都有下界的神在守驻，
都有下界的神在守驻，并且非常多。
并且非常多。
要知道，
要知道，东土这地方，
东土这地方，在佛祖的眼里已经是
挺烂的地方了。
挺烂的地方了。就这地方，
就这地方，供奉神灵的百姓
众生，
众生，还是多得不得了。
还是多得不得了。佛祖认为这地方不
行，那是跟其他四大部洲比
那是跟其他四大部洲比，
部洲比，跟人类最好的
时期相比。
时期相比。要是这地方跟现在社会的人比起
来，那还是好到不知道多少倍了
那还是好到不知道多少倍了。
好到不知道多少倍了。
为什么下界的神这么多，
为什么下界的神这么多，并且都留在人类给
他们建造的庙社之中呢？
他们建造的庙社之中呢？因为人类还是真心
因为人类还是真心
的相信他们，
的相信他们，真诚的供奉他们，
真诚的供奉他们，虔诚的祭拜

他们。
他们。为什么佛祖认为不行了呢
为什么佛祖认为不行了呢？
为不行了呢？佛祖指的
是这里修佛修道的人不行了，
是这里修佛修道的人不行了，他们不行了，
他们不行了，
会带坏了普天下的众生百姓
会带坏了普天下的众生百姓。
天下的众生百姓。
是的，
是的，的确是这地方的修道人不行了，
的确是这地方的修道人不行了，他们
不知道怎么修上去、
不知道怎么修上去、或者越来
或者越来越少人能修上
越来越少人能修上
去了。
去了。这才是佛祖真正关心的事情。
这才是佛祖真正关心的事情。
你看那即将出场的玄奘，
你看那即将出场的玄奘，在东土算作圣僧，
在东土算作圣僧，
水平在这地方是一流的，
水平在这地方是一流的，但是基本上停留在
但是基本上停留在
理论水平。
理论水平。辩论起来嘴巴上□啦哺啦的所向
辩论起来嘴巴上 啦哺啦的所向
无敌，
无敌，可是你看他一走上西天路途
可是你看他一走上西天路途，
走上西天路途，遇到点
实质问题就迷糊了。
实质问题就迷糊了。连他都这样式了，
连他都这样式了，你还
指望这儿的百姓不迷茫吗
指望这儿的百姓不迷茫吗？
百姓不迷茫吗？
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附录《
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江流僧复仇报本》，里面有一
》，里面有一些奇怪的谜团
里面有一些奇怪的谜团，
些奇怪的谜团，
下次咱们来看看，
下次咱们来看看，谜和谜底究竟是什么……
谜和谜底究竟是什么
（第八回完）
第八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