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1）狗血往事
在火焰山这里，
在火焰山这里，取经团队又遇见了一个貌似
谦卑、
谦卑、实则威武强悍的土地神。
实则威武强悍的土地神。正在师徒四
人探讨修行问题、
人探讨修行问题、探讨火焰山难题的时候。
探讨火焰山难题的时候。
这个另类的土地神登场了。
这个另类的土地神登场了。
孙悟空被火焰山的大火给烧糊了腮帮子。
孙悟空被火焰山的大火给烧糊了腮帮子。据
老孙自称，
老孙自称，还是因为他自己大意了，
还是因为他自己大意了，钻入火
焰山、
焰山、飞火扑面的时候，
飞火扑面的时候，他还很镇定很坦然
的煽风点火，
的煽风点火，他对手里那把未经验证的扇子，
他对手里那把未经验证的扇子，
太有信心了，
太有信心了，无知者无畏嘛。
无知者无畏嘛。八戒笑道：
八戒笑道：
“你常说雷打不伤，
你常说雷打不伤，火烧不损，
火烧不损，如今何又怕

火？”行者道：
行者道：“你这呆子，
你这呆子，全不知事！
全不知事！那
时节用心防备，
时节用心防备，故此不伤；
故此不伤；今日只为搧息火
光，不曾捻避火诀，
不曾捻避火诀，又未使护身法，
又未使护身法，所以把
两股毫毛烧了。
两股毫毛烧了。”孙悟空恼怒中为了自圆其
说说出了这番话、
说说出了这番话、目的是表明自己没罩门儿，
目的是表明自己没罩门儿，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罩门：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罩门：
失于没有用心防备，
失于没有用心防备，也就是粗心大意了。
也就是粗心大意了。粗
心大意之下，
心大意之下，再厉害的神通、
再厉害的神通、咒诀也成了摆
设。心念的周全无漏、
心念的周全无漏、才是根本呀。
才是根本呀。
然后忽然，
然后忽然，这师徒几人就探讨起来了哲学问
题。沙憎道：
沙憎道：“似这般火盛，
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
无路通西，怎
生是好？
生是好？”八戒道：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
三藏道：“那方无火？
那方无火？”八戒道：
八戒道：“东方、
东方、
南方、
南方、北方，
北方，俱无火。
俱无火。”又问：
又问：“那方有
经？”八戒道：
八戒道：“西方有经。
西方有经。”三藏道：
三藏道：
“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沙僧道：
沙僧道：“有经
处有火，
处有火，无火处无经，
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诚是进退两难！”八
戒的态度是方便第一、
戒的态度是方便第一、目标第二。
目标第二。三藏的态
度是目标第一、
度是目标第一、目标唯一。
目标唯一。沙僧的话切中要

害、要修行就会有困难，
要修行就会有困难，没有困难也没有修
行这回事了。
行这回事了。
可是，
可是，这番话表明了，
这番话表明了，三藏已经颇得多心经
的要义，
的要义，三藏道：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他的心态说明他已经开始领略“
他的心态说明他已经开始领略“色不异空”
色不异空”、
相当接近“
相当接近“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故此，
故此，火焰山的大关难，
火焰山的大关难，在孙悟空第一次调
用芭蕉扇之后，
用芭蕉扇之后，虽然调了假扇，
虽然调了假扇，可是玄奘基
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一关
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一关。无关扇子的真假、
无关扇子的真假、
关乎心中的无挂碍、
关乎心中的无挂碍、那种能把撞了脑门的大
墙给忽视到消失的强悍的意志。
墙给忽视到消失的强悍的意志。这可跟老孙
这时候的大意的无视、
这时候的大意的无视、看似一样、
看似一样、实际上完
全相反。
全相反。
然后就在正确的时间、
然后就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
正确的地点，出现了
一个不正确的土地神，
一个不正确的土地神，这土地老人、
这土地老人、一身地
道的道士装扮，
道的道士装扮，领着一个携带斋点的雕嘴鱼
腮鬼，
腮鬼，以雪中送炭的姿态、
以雪中送炭的姿态、出现了。
出现了。原来这
土地神，
土地神，就是被孙悟空当年捣蛋给牵连、
就是被孙悟空当年捣蛋给牵连、被
贬下界到这里、
贬下界到这里、专门来等孙悟空来的。
专门来等孙悟空来的。土地

神的话证实了，
神的话证实了，这后面的关难，
这后面的关难，基本上是老
孙的。
孙的。因为这里的祸根火根，
因为这里的祸根火根，是老孙的历史
遗留问题。
遗留问题。老君当年八卦炉中的文武真火，
老君当年八卦炉中的文武真火，
落到了凡间，
落到了凡间，就成了燥火，
就成了燥火，已经不是真火了。
经不是真火了。
说到这八百里五百年的火焰山。
说到这八百里五百年的火焰山。从诗词中
“千年古迹，
千年古迹，万载仙踪”
万载仙踪”，还有牛魔王自述
的他的“
的他的“山妻”
山妻”是“得道的女仙”
得道的女仙”，可以估
计到，
计到，应该是在火焰山形成之前，
应该是在火焰山形成之前，罗刹女就
在翠云山芭蕉洞那里修行了。
在翠云山芭蕉洞那里修行了。起初老孙不知
道牛魔王有媳妇，
道牛魔王有媳妇，说明牛魔王是在孙悟空大
闹天宫失败后，
闹天宫失败后，跟罗刹女结婚的。
跟罗刹女结婚的。那么，
那么，从
这方面可以推测到，
这方面可以推测到，牛魔王找罗刹女，
牛魔王找罗刹女，基本
上也是倒插门。
上也是倒插门。牛魔王找玉面狐狸，
牛魔王找玉面狐狸，同样是
倒插门。
倒插门。不但是倒插门入赘，
不但是倒插门入赘，而且还是非常
没骨气的、
没骨气的、人穷志短的倒插门呢。
人穷志短的倒插门呢。
你看那玉面狐狸，
你看那玉面狐狸，如何斥骂代表铁扇公主的
孙悟空，
孙悟空，你看她如何揭短：
你看她如何揭短：“这贱婢，
这贱婢，着实
无知！
无知！牛王自到我家
牛王自到我家，
自到我家，未及二载，
未及二载，也不知送
了他多少珠翠金银，
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
绫罗缎匹；年供柴，
年供柴，月

供米，
供米，自自在在受用，
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
还不识羞？又来请他
怎的？
怎的？”后面她找老牛撒娇，
后面她找老牛撒娇，玉面狐狸又把
故事补充完整了：
故事补充完整了：“我因父母无依，
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
身养命。
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
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你原来是个
惧内的庸夫！
惧内的庸夫！”而那牛魔王低眉顺眼的柔软
姿态：
姿态：“美人，
美人，我有那些不是处，
我有那些不是处，你且慢慢
说来，
说来，我与你陪礼。
我与你陪礼。”牛王闻言，
牛王闻言，却与他整
容陪礼。
容陪礼。温存良久，
温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气。
女子方才息气。
牛魔王，
牛魔王，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继承了大把遗产，
继承了大把遗产，喜
好结交朋友、
好结交朋友、喜好挥霍和面子。
喜好挥霍和面子。后来家产荡
尽、再后来跟孙悟空革命失败，
再后来跟孙悟空革命失败，落魄中遇见
了罗刹女、
了罗刹女、收留了他。
收留了他。罗刹女不但有钱财
罗刹女不但有钱财、
钱财、
还有道行，
还有道行，牛魔王又开始风光起来。
牛魔王又开始风光起来。可是再
多家产也禁不住挥霍，
多家产也禁不住挥霍，后来儿子也开始长大、
后来儿子也开始长大、
饭量日长、
饭量日长、开销日增。
开销日增。为了面子，
为了面子，牛魔王就
以锻炼儿子的美好借口，
以锻炼儿子的美好借口，把红孩儿支走去号
山自行谋生去了。
山自行谋生去了。
儿子没走几天，
儿子没走几天，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
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这时
候，万幸的是，
万幸的是，万年狐王死了，
万年狐王死了，更幸福的是，
更幸福的是，

他的白富美女儿正在急翘翘的招赘女婿……
他的白富美女儿正在急翘翘的招赘女婿……
牛魔王就赶紧在江湖弟兄中拉拢关系、
牛魔王就赶紧在江湖弟兄中拉拢关系、散布
牛魔王是好汉的话儿、
牛魔王是好汉的话儿、给那玉面狐狸灌迷糊
药。
没见过世面的玉面狐狸、
没见过世面的玉面狐狸、就只懂牛魔王身材
高大、
高大、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而且、
而且、还可以
为了自己的美貌、
为了自己的美貌、为了对自己的纯真爱情、
为了对自己的纯真爱情、
可以抛家舍业的、
可以抛家舍业的、抛妻弃子的前来入赘
抛妻弃子的前来入赘。
子的前来入赘。想
想这天上落下的馅儿饼、
想这天上落下的馅儿饼、免费的打手、
免费的打手、奴仆
般的老公，
般的老公，玉面狐狸就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
乐得睡不着觉，
乐得睡不着觉，自己的魅力真是大呀。
自己的魅力真是大呀。
牛魔王也乐得找不着北，
牛魔王也乐得找不着北，这下子终于又找到
了有钱公子哥儿的感觉、
了有钱公子哥儿的感觉、又有面子了，
又有面子了，而且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讨小老婆了。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讨小老婆了。为啥这么说
他？因为他入赘积雷山摩云洞，
因为他入赘积雷山摩云洞，是跟罗刹女
协商之后达成协议的了。
协商之后达成协议的了。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就是
玉面狐狸所说的，
玉面狐狸所说的，每年供奉大量的资材给翠
云山芭蕉洞的罗刹女一家“
云山芭蕉洞的罗刹女一家“多少珠翠金银，
多少珠翠金银，
绫罗缎匹；
绫罗缎匹；年供柴，
年供柴，月供米”
月供米”，解决罗刹女

的吃饭问题。
的吃饭问题。前提是，
前提是，罗刹女允许牛魔王离
家出走、
家出走、入赘、
入赘、不闻不问。
不闻不问。入赘的牛魔王，
入赘的牛魔王，
在人前在朋友那里壮阔摆显
在人前在朋友那里壮阔摆显、
前在朋友那里壮阔摆显、面子里子全都
是玉面狐狸给的，
是玉面狐狸给的，所以他在狐狸这里，
所以他在狐狸这里，骨头
就像面条一样柔软。
就像面条一样柔软。
牛魔王敢于支走红孩儿、
牛魔王敢于支走红孩儿、罗刹女过度溺爱红
孩儿。
孩儿。都是因为不知道三昧真火是什么功用、
都是因为不知道三昧真火是什么功用、
未得真谛。
未得真谛。阴阳不能调和，
阴阳不能调和，以致夫妻不睦、
以致夫妻不睦、
四象失和。
四象失和。把那未得道的狐狸精，
把那未得道的狐狸精，当作了修
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份。
行中不可或缺的一份。一调、
一调、二调、
二调、三调，
三调，
都是调和的调。
都是调和的调。

（2）牛魔王的脆弱
话说那罗刹女，
话说那罗刹女，家产被牛魔王给挥霍凋零，
家产被牛魔王给挥霍凋零，
为了糊口，
为了糊口，是不是就有意的不彻底熄灭这火
焰山的烈火呢？
焰山的烈火呢？如果罗刹女不知道如何彻底
熄灭这火焰山，
熄灭这火焰山，自然就不用怀疑罗刹女有这
种善意中的小私心。
种善意中的小私心。毕竟是因为她的存在，
毕竟是因为她的存在，
这一方居民才有得播种五谷、
这一方居民才有得播种五谷、生存下去，
生存下去，她
的善意是第一的、
的善意是第一的、是主要的。
是主要的。可是罗刹女知
道如何完全熄灭火焰山呢。
道如何完全熄灭火焰山呢。到得后来降伏了
牛魔王，
牛魔王，铁扇仙提供芭蕉扇要熄火。
铁扇仙提供芭蕉扇要熄火。土地神
就说：
就说：“大圣！
大圣！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
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断绝
火根，
火根，还他扇子，
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
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
生民，
生民，求些血食，
求些血食，诚为恩便。
诚为恩便。”行者道：
行者道：
“我当时问着乡人说：
我当时问着乡人说：‘这山扇息火，
这山扇息火，只收
得一年五谷，
得一年五谷，便又火发。
便又火发。’如何治得除根？
如何治得除根？”
罗刹道：
罗刹道：“要是断绝火根，
要是断绝火根，只消连扇四十九
扇，永远再不发了。
永远再不发了。”可是，
可是，作为家境拮据

的罗刹女，
的罗刹女，有点小私心、
有点小私心、有意保留火焰让民
众供奉自己，
众供奉自己，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然而问题是，
然而问题是，真的是这罗刹女不肯彻底熄灭
这火焰山吗？
这火焰山吗？
首先就是，
首先就是，咱们之前说过了，
咱们之前说过了，这些村民，
这些村民，为
了求罗刹女熄灭火焰山一次，
了求罗刹女熄灭火焰山一次，十年才需要供
奉她老人家一次，
奉她老人家一次，而且就那点贡品，
而且就那点贡品，实在是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为了这点供奉，
为了这点供奉，就年年为村民熄
火的罗刹女，
火的罗刹女，只能说是表明了她爱心大大、
只能说是表明了她爱心大大、
母性大大。
母性大大。
如果她真的想获得更多供奉，
如果她真的想获得更多供奉，完全可以跟八
百里火焰山周遭的居民都定个永久灭火协议，
百里火焰山周遭的居民都定个永久灭火协议，
她为大家永久灭火
她为大家永久灭火，
灭火，大家长久供奉她一家的
资粮。
资粮。想必要制定这个协议，
想必要制定这个协议，容易得很，
容易得很，也
会皆大欢喜的被接受。
会皆大欢喜的被接受。
而且，
而且，假如是为了永久熄火，
假如是为了永久熄火，那个被太上老
君贬下来的土地神，
君贬下来的土地神，既然他知道罗刹女深知
熄火之法，
熄火之法，可断绝火根，
可断绝火根，他本人也可以直接
找那罗刹女、
找那罗刹女、牛魔王协商的嘛。
牛魔王协商的嘛。干嘛自己不

出面，
出面，非要等了五百年，
非要等了五百年，等孙悟空来了，
等孙悟空来了，才
提这个事儿？
提这个事儿？你看这土地神职位低下，
你看这土地神职位低下，可是
当孙悟空久去不回，
当孙悟空久去不回，唐僧要派遣猪八戒、
唐僧要派遣猪八戒、沙
和尚前往协助：
和尚前往协助：“悟能，
悟能，悟净！
悟净！你两个，
你两个，那
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
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
倘或遇敌，就当用力
相助，
相助，求得扇子来，
求得扇子来，解我烦躁，
解我烦躁，早早过山，
早早过山，
赶路去也。
赶路去也。”可是这时候，
可是这时候，土地神就上级官
员一样的，
员一样的，替三藏和八戒做主了：
替三藏和八戒做主了：“且教卷
帘将军与你师父做伴，
帘将军与你师父做伴，我与你去来。
我与你去来。”并且
后面，
后面，土地神率领阴兵围堵牛魔王，
土地神率领阴兵围堵牛魔王，神通广
大、孙悟空猪八戒俩人都拿不下的牛魔王，
孙悟空猪八戒俩人都拿不下的牛魔王，
居然不敢跟土地神正面冲突。
居然不敢跟土地神正面冲突。尤其是到最后，
尤其是到最后，
土地神指挥着孙悟空、
土地神指挥着孙悟空、指挥着罗刹女彻底熄
灭了大火。
灭了大火。事实上，
事实上，这一关的指挥官，
这一关的指挥官，就是
这个土地神。
这个土地神。要是没有这个土地神，
要是没有这个土地神，孙悟空
指不定会怎么瞎折腾呢。
指不定会怎么瞎折腾呢。
就算没有任何人央求她罗刹女熄火，
就算没有任何人央求她罗刹女熄火，以罗刹
女这种得到的女仙、
女这种得到的女仙、圣贤，
圣贤，想必也会为民做
主、自己主动去把火给熄灭了。
自己主动去把火给熄灭了。

可是，
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并不这样。
并不这样。这火焰山的大火，
这火焰山的大火，
只能是等着孙悟空来自己搞掂。
只能是等着孙悟空来自己搞掂。而且必须是
用这个上天制定的芭蕉扇来熄灭
用这个上天制定的芭蕉扇来熄灭。
上天制定的芭蕉扇来熄灭。用其它的
什么方式都不行，
什么方式都不行，什么龙王的大雨啊、
什么龙王的大雨啊、菩萨
的甘露啊、
的甘露啊、搬山卸岭移山大法啊，
搬山卸岭移山大法啊，统统都不
可以，
可以，能熄火也不可以。
能熄火也不可以。
那土地神见到孙悟空，
那土地神见到孙悟空，这么说的：
这么说的：“此间原
无这座山；
无这座山；因大圣五百年前，
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
大闹天宫时，
被显圣擒了，
被显圣擒了，压赴老君，
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
内，锻炼之后开鼎，
锻炼之后开鼎，被你蹬倒丹炉，
被你蹬倒丹炉，落了几
个砖来，
个砖来，内有馀火，
内有馀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
到此处化为火焰山。我
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
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守，
当被老君怪我失守，
降下此间，
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
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若大
……若大
圣寻着牛王，
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
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
方借得真扇。一则
扇息火焰，
扇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
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
二来永除火患，
可保此地生灵；
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
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
回缴老君法
旨。”
孙悟空听了这番话，
孙悟空听了这番话，心里面雪亮雪亮的、
心里面雪亮雪亮的、就
只能去借芭蕉扇来熄火。
只能去借芭蕉扇来熄火。那土地神说话，
那土地神说话，看

似谦恭，
似谦恭，实际上，
实际上，等于是在给孙悟空下命令、
等于是在给孙悟空下命令、
指明道，
指明道，这是老君下的法旨，
这是老君下的法旨，你们师徒必须
这么做才能过关。
这么做才能过关。老君的法旨，
老君的法旨，是菩萨和如
来授意的，
来授意的，题目不是自行发挥论述题、
题目不是自行发挥论述题、不是
多选题、
多选题、是指定了前提和条件的证明题。
是指定了前提和条件的证明题。
牛魔王天性豪爽，
牛魔王天性豪爽，以为君子不贪财就是散财、
以为君子不贪财就是散财、
就是挥金如土了。
就是挥金如土了。但是其实，
但是其实，我们早就看透
了，他这种观念的背后，
他这种观念的背后，是对财的误解，
是对财的误解，和
误解背后、
误解背后、支撑他挥霍的那个面子。
支撑他挥霍的那个面子。你看孙
悟空，
悟空，追上家门，
追上家门，他，
一来没有欣喜于见到了五百年前的兄弟，
一来没有欣喜于见到了五百年前的兄弟，不
但不喜，
但不喜，反而还不冷不热
反而还不冷不热、阴阳怪气的。
阴阳怪气的。这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面子，
这是因为面子，他害怕孙悟空
了。孙悟空窜到他老婆的芭蕉洞、
孙悟空窜到他老婆的芭蕉洞、肯定知道
了自己离家出走、
了自己离家出走、知道了家里的不富裕。
知道了家里的不富裕。孙
悟空又窜到这摩云洞，
悟空又窜到这摩云洞，肯定看到了自己阔绰
的老婆、
的老婆、猜到了自己入赘的真原由……
猜到了自己入赘的真原由……以牛
……以牛
魔王的爱面子，
魔王的爱面子，这是一个多么尴尬、
这是一个多么尴尬、多么没
面子的事儿。
面子的事儿。

二来孙悟空看样子执意要搞走芭蕉扇，
二来孙悟空看样子执意要搞走芭蕉扇，没有
匍匐在地、
匍匐在地、没有丰厚礼品、
没有丰厚礼品、没有感恩戴德，
没有感恩戴德，
这哪是借？
这哪是借？分明是抢！
分明是抢！什么兄弟不兄弟，
什么兄弟不兄弟，面
子才是要紧的。
子才是要紧的。所以这牛魔王，
所以这牛魔王，就借口孙悟
空欺负大老婆、
空欺负大老婆、二老婆，
二老婆，发怒、
发怒、拒绝、
拒绝、干仗。
干仗。
你看他嚷嚷的：
你看他嚷嚷的：“常言道：
常言道：朋友妻，
朋友妻，不可欺；
不可欺；
朋友妾，
朋友妾，不可灭。
不可灭。你既欺我妻
你既欺我妻，
欺我妻，又灭我妾，
又灭我妾，
多大无礼？
多大无礼？上来吃我一棍！
上来吃我一棍！”牛魔王这么吼，
牛魔王这么吼，
主要是给狐狸精听的。
主要是给狐狸精听的。孙悟空对这种男女情
事、四六不懂的，
四六不懂的，牛魔王肯定知道得清清楚
楚。
孙悟空的燥性、
孙悟空的燥性、牛魔王的顽性、
牛魔王的顽性、铁扇仙的迷
失，都是不识真火、
都是不识真火、真阴。
真阴。牛魔王一生是个
散财的命，
散财的命，不懂聚财，
不懂聚财，守着一个有资格做善
财童子的小财神而不自知，
财童子的小财神而不自知，还放逐了人家。
还放逐了人家。
铁扇仙罗刹女，
铁扇仙罗刹女，有资质养育红孩儿这种三昧
真火、
真火、但是却不知牛魔王是个专门散财的命，
但是却不知牛魔王是个专门散财的命，
找错了对像、
找错了对像、嫁错了老公。
嫁错了老公。
土地神不是土地，
土地神不是土地，铁扇不是铁的，
铁扇不是铁的，铁扇公主

也不是公主，
也不是公主，那，是谁封的罗刹女、
是谁封的罗刹女、公主的
封号呀？
封号呀？

（3）骗来骗去
孙悟空虽然脑筋灵活、
孙悟空虽然脑筋灵活、悟性跟武功一样高强，
悟性跟武功一样高强，
但是在面对铁扇仙和牛魔王说话也好、
但是在面对铁扇仙和牛魔王说话也好、撒谎
也好，
也好，要么被人家骗、
要么被人家骗、要么被人家一针戳破。
要么被人家一针戳破。
第一次，
第一次，孙悟空来找铁扇仙求扇，
孙悟空来找铁扇仙求扇，孙悟空第
一次，
一次，斯斯文文、
斯斯文文、扭扭捏捏，
扭扭捏捏，颇具求善者的
仪态。
仪态。等到罗刹女砍了孙悟空脑袋，
等到罗刹女砍了孙悟空脑袋，却又抬
高门槛，
高门槛，表示：
表示：“我的宝贝原不轻借。
我的宝贝原不轻借。”听
闻这话之后，
闻这话之后，老孙就扭捏不出斯文来，
老孙就扭捏不出斯文来，当时
就火了、
就火了、马上翻脸，
马上翻脸，怒喝一声：
怒喝一声：“既不肯借，
既不肯借，
吃你老叔一棒！
吃你老叔一棒！”虽然是耍赖、
虽然是耍赖、说话不算数，
说话不算数，
罗刹女只是想抬高门槛，
罗刹女只是想抬高门槛，就算罗刹女是给闭
门羹，
门羹，孙悟空大可以施展聪明才智
孙悟空大可以施展聪明才智，跟罗刹
女增加沟通、
女增加沟通、进行谈判。
进行谈判。
只有通过谈判、
只有通过谈判、沟通，
沟通，或者其他的方式交易，
或者其他的方式交易，
人家心甘情愿借给你宝贝，
人家心甘情愿借给你宝贝，这才算修行过关，
这才算修行过关，
强制是不受欢迎的。
强制是不受欢迎的。孙悟空跟罗刹女打，
孙悟空跟罗刹女打，人

家武功不如他高，
家武功不如他高，但是宝贝比老孙武功高强
呀，巨大的阴风面前，
巨大的阴风面前，老孙哪里是对手，
老孙哪里是对手，老
孙他们都还没有跨越这一层面的阴阳和合。
孙他们都还没有跨越这一层面的阴阳和合。
后来孙悟空施展神通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
后来孙悟空施展神通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
强迫人家借宝贝，
强迫人家借宝贝，结果就借到了假宝贝。
结果就借到了假宝贝。
宝贝显然就在铁扇公主手里，
宝贝显然就在铁扇公主手里，但是土地神却
很明确的指点孙悟空，
很明确的指点孙悟空，必须去找牛魔王。
必须去找牛魔王。老
孙来到积雷山摩云洞，
孙来到积雷山摩云洞，撞见万岁狐王的女儿
玉面公主，
玉面公主，这一次，
这一次，孙悟空开始依然端正心
态，摆出了善心的模样
摆出了善心的模样，学着平日观摩到的
三藏的模样，
三藏的模样，他躬身施礼、
他躬身施礼、说话语速放慢了
一倍，
一倍，缓缓而言、
缓缓而言、言语温和有礼。
言语温和有礼。你看他孙
大圣，
大圣，见了这女子，
见了这女子，明知是妖怪，
明知是妖怪，还满嘴
“女菩萨、
女菩萨、女菩萨”
女菩萨”，这显然是在学习唐僧
的说话风格嘛。
的说话风格嘛。
但是那女子，
但是那女子，又冷不丁的破口大骂起来，
又冷不丁的破口大骂起来，这
下子，
下子，老孙的善心又被爆表了。
老孙的善心又被爆表了。他勃然大怒，
他勃然大怒，
故意掣出铁棒大喝一声道：
故意掣出铁棒大喝一声道：“你这泼贱，
你这泼贱，将
家私买住牛王，
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陪钱嫁汉！
诚然是陪钱嫁汉！你倒不羞，
你倒不羞，

却敢骂谁！
却敢骂谁！”
然后他跟牛魔王还没打照面，
然后他跟牛魔王还没打照面，牛魔王还不知
道是他以前的老弟孙悟空，
道是他以前的老弟孙悟空，还没见面，
还没见面，孙悟
空的谎话就被牛魔王给戳破了。
空的谎话就被牛魔王给戳破了。孙大圣如是
说：“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央来请牛
魔王的
魔王的。”这个看上去绝对是滴水不留的谎
话，在牛魔王眼中，
在牛魔王眼中，却是一目了然的谎话，
却是一目了然的谎话，
原因是：
原因是：“我山妻自幼修持，
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
女仙，
女仙，却是家门严谨，
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
内无一尺之童，焉得
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
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看见没，
看见没，孙悟空跟
当初的白骨精一样，
当初的白骨精一样，撒谎没有看准人性。
撒谎没有看准人性。也
就是说，
就是说，他跟铁扇公主打了一场交道，
他跟铁扇公主打了一场交道，却并
未认识到人家的本性。
未认识到人家的本性。没从本性上认识，
没从本性上认识，怎
么能从根本上解决呢？
么能从根本上解决呢？做不到的呀。
做不到的呀。
牛魔王气哼哼的冲了出来，
牛魔王气哼哼的冲了出来，在孙悟空的眼里，
在孙悟空的眼里，
这个牛魔王已经不是五百年前的那个朴素的
热血青年了。
热血青年了。牛魔王一身富贵华丽、
牛魔王一身富贵华丽、气派非
凡的行头，
凡的行头，差点亮瞎了老孙的火眼金睛。
差点亮瞎了老孙的火眼金睛。可
是华丽的行头下，
是华丽的行头下，却掩盖着一个沧桑龌龊的
却掩盖着一个沧桑龌龊的

灵魂，
灵魂，整个牛魔王的气派，
整个牛魔王的气派，就全靠这套行头
的恩赐了。
的恩赐了。
见到是孙悟空的牛魔王，
见到是孙悟空的牛魔王，虽然表面上指责了
孙悟空，
孙悟空，但是孙悟空说了几句软话之后，
但是孙悟空说了几句软话之后，他
就赶紧挥挥手、
就赶紧挥挥手、忙不迭的请孙悟空赶紧走路：
忙不迭的请孙悟空赶紧走路：
“既如此说，
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
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
饶你去罢。”
孙悟空全然不识趣、
孙悟空全然不识趣、就继续追问索求芭蕉扇，
就继续追问索求芭蕉扇，
结果让那牛魔王勃然大怒、
结果让那牛魔王勃然大怒、表示要开打。
表示要开打。孙
悟空哀求道：
悟空哀求道：“哥要说打，
哥要说打，弟也不惧。
弟也不惧。但求
宝贝，
宝贝，是我真心。
是我真心。万乞借我使使！
万乞借我使使！”。牛魔
王一听，
王一听，就跟罗刹女一样，
就跟罗刹女一样，马上签订借扇合
约：“你若三合敌得我，
你若三合敌得我，我着山妻借你；
我着山妻借你；如
敌不过，
敌不过，打死你，
打死你，与我雪恨！
与我雪恨！”然后自然是
毫无悬念的，
毫无悬念的，牛魔王毁约了。
牛魔王毁约了。
然后就出现了悬念，
然后就出现了悬念，正在俩人打得天昏地暗
的时候，
的时候，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
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牛爷爷，
牛爷爷，
我大王多多拜上，
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赐早临，
幸赐早临，好安座也。
好安座也。”
牛王闻说之后、
牛王闻说之后、一激灵，
一激灵，使混铁棍支住金箍
棒、定格，
定格，叫道：
叫道：“猢狲，
猢狲，你且住了，
你且住了，等我

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
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言毕，
言毕，撇下一脸
惊愕的孙悟空，
惊愕的孙悟空，按下云头，
按下云头，头也不回的，
头也不回的，径
至洞里，
至洞里，跟玉面狐狸打了个招呼，
跟玉面狐狸打了个招呼，换了身衣
服，骑了神兽，
骑了神兽，匆匆的跑路了。
匆匆的跑路了。
孙悟空半天没反应过来，
孙悟空半天没反应过来，生平第二次遇见这
种怪异的对手，
种怪异的对手，打着打着，
打着打着，突然精神分裂一
样的忙其它事情去了。
样的忙其它事情去了。其实老孙不知道，
其实老孙不知道，这
牛魔王不是第二个，
牛魔王不是第二个，牛魔王只不过是第三个，
牛魔王只不过是第三个，
他亲爱的呆子弟弟老猪才是第二个
他亲爱的呆子弟弟老猪才是第二个，
猪才是第二个，想当年，
想当年，
老猪跟老沙合战奎木狼星君，
老猪跟老沙合战奎木狼星君，老猪就是忽然
精分睡觉去了。
精分睡觉去了。
原来这老牛，
原来这老牛，是应邀赴宴、
是应邀赴宴、赶场面活去了！
赶场面活去了！
对于这老牛来说，
对于这老牛来说，狐朋狗友之间的场面、
狐朋狗友之间的场面、面
子，比什么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孙悟空、
比什么孙悟空、芭蕉扇、
芭蕉扇、
小老婆都更要紧。
小老婆都更要紧。如果你能听到老牛说心底
话，他肯定会告诉你，
他肯定会告诉你，面子比自己这条老命
都值钱。
都值钱。
然后孙悟空就施展变化，
然后孙悟空就施展变化，钻了牛魔王的空子，
钻了牛魔王的空子，
变作牛魔王、
变作牛魔王、偷了牛魔王的坐骑，
偷了牛魔王的坐骑，跑到铁扇

公主那儿，
公主那儿，骗到了真正的芭蕉扇。
骗到了真正的芭蕉扇。可是，
可是，真
正的善，
正的善，哪能是你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呀！
哪能是你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呀！
结果呢，
结果呢，自然是，
自然是，被同样神通广大善于变化
的牛魔王，
的牛魔王，给用同样的手段给骗走了。
给用同样的手段给骗走了。这个
结果，
结果，究其原因，
究其原因，从深层上讲，
从深层上讲，其实并非牛
魔王的神通和骗术，
魔王的神通和骗术，而是因为孙悟空心态不
正、不能允许他以这种方式修行过关，
不能允许他以这种方式修行过关，那等
于是承认了他蒙混。
于是承认了他蒙混。

（4）
）指东打西
火焰山的道人土地神，
火焰山的道人土地神，亲口指点老孙，
亲口指点老孙，如想
获得芭蕉扇，
获得芭蕉扇，必须前去积雷山找牛魔王，
必须前去积雷山找牛魔王，说
服牛魔王回去翠云山，
服牛魔王回去翠云山，当然，
当然，这已经很为难
孙悟空了，
孙悟空了，土地神一定知道现在老孙一说求
土地神一定知道现在老孙一说求
这两公婆就心里发怵。
这两公婆就心里发怵。可是还有更为难的，
可是还有更为难的，
火焰山土地说，
拜求
火焰山土地说，让老孙说服牛魔王，
让老孙说服牛魔王，“拜求
来此，
来此，方借得真扇。
方借得真扇。”啥意思
啥意思？
啥意思？就是让牛魔
王去拜求被自己抛弃的老婆铁扇公主呀
王去拜求被自己抛弃的老婆铁扇公主呀。
老婆铁扇公主呀。一
句话，
句话，要想罗刹女奉出芭蕉扇，
要想罗刹女奉出芭蕉扇，就只有让她
心甘情愿一条路。
心甘情愿一条路。要想让她心甘情愿，
要想让她心甘情愿，那就
只有化解她死活不通融的根源——解决她濒
解决她濒
只有化解她死活不通融的根源
临破裂的夫妻关系问题
临破裂的夫妻关系问题。
关系问题。
别说现在老孙跟人家有“夺子
别说现在老孙跟人家有 夺子”之过节
夺子 之过节，
之过节，就算
没有这一出，
没有这一出，这种事情对老孙来说，
这种事情对老孙来说，也基本
属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属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俗话说，
俗话说，清官难
断家务事
断家务事，老孙这等不知人情冷暖的家伙，
老孙这等不知人情冷暖的家伙，
料是难解这一难题的。
料是难解这一难题的。事实上，
事实上，直到过得火

焰山这一关，
焰山这一关，老孙和神仙们也没有解决这个
问题。
问题。当然，
当然，最后老牛被牵走了，
最后老牛被牵走了，跟罗刹女
跟罗刹女
事实上婚姻结束了，
事实上婚姻结束了，也不存在解决夫妻不睦
的问题了。
的问题了。
那么土地神为什么要孙悟空做这么一件很难
成功、
成功、事实上也没成功，
事实上也没成功，却又可能会惹毛老
牛的这么一件事儿呢
牛的这么一件事儿呢？
么一件事儿呢？先看看土地神怎么说
的，他说：
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
他说：“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
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他这向
撇了罗刹，
撇了罗刹，现在积雷山摩云洞。
现在积雷山摩云洞。有个万岁狐
王。那狐王死了，
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
遗下一个女儿，
个女儿，叫做玉面
叫做玉面
公主。
公主。那公主有百万家私，
那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
无人掌管；二年
前，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
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情愿倒陪家私，
情愿倒陪家私，
招赘为夫。
招赘为夫。那牛王弃了罗刹，
那牛王弃了罗刹，久不回顾。
久不回顾。若
大圣寻着牛王，
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
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
方借得真扇。
得真扇。一
则扇息火焰，
则扇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
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
二来永除火患，
可保此地生灵；
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
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
旨 。”
土地神当然要先跟孙大圣解释清楚，
土地神当然要先跟孙大圣解释清楚，为啥找
牛魔王不去他家里找的原因，
牛魔王不去他家里找的原因，那就是为财离

家出走了。
家出走了。当然更要说清楚，
当然更要说清楚，为啥把牛魔王
拉回家让老牛恭恭敬敬的找他家娘子认错，
拉回家让老牛恭恭敬敬的找他家娘子认错，
能让罗刹女高高兴兴的给出那把真扇子
能让罗刹女高高兴兴的给出那把真扇子，
扇子，那
当然就是因为替她解决了目前她面临的最苦
恼问题呗。
恼问题呗。然后就是一石四鸟的皆大欢喜啦
然后就是一石四鸟的皆大欢喜啦，
一石四鸟的皆大欢喜啦，
完美不？
完美不？
可是目前，
可是目前，孙悟空的眼里只有扇子扇子扇子，
孙悟空的眼里只有扇子扇子扇子，
缺乏关心别人、
缺乏关心别人、替别人解决烦恼的心怀，
替别人解决烦恼的心怀，于
是就把这一出给玩砸了，
是就把这一出给玩砸了，吓坏了狐狸、
吓坏了狐狸、惹毛
了老牛、
了老牛、惹恼了牛嫂，
惹恼了牛嫂，鸡飞蛋打，
鸡飞蛋打，后来骗到
手的扇子，
手的扇子，又被人原原本本的给骗失手了。
又被人原原本本的给骗失手了。
其实，
其实，水火失济的不光是唐僧师徒的修行，
水火失济的不光是唐僧师徒的修行，
还有牛魔王罗刹女之间的水火不济、
还有牛魔王罗刹女之间的水火不济、还有牛
魔王罗刹女各自修行的水火不济。
魔王罗刹女各自修行的水火不济。唐僧师徒
自不必说，
自不必说，我们看看牛魔王先，
我们看看牛魔王先，牛魔王作为
一个千年修行的家伙，
一个千年修行的家伙，怎么会那么喜欢应酬、
怎么会那么喜欢应酬、
面子？
面子？当然有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
当然有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喜欢交
游不是缺点也不是坏事。
游不是缺点也不是坏事。可是老牛的问题在
于哪里呢
于哪里呢？在于花钱如流水
在于花钱如流水，
如流水，在于为了面子

可以破自己的里子，
可以破自己的里子，可以为了钱财、
可以为了钱财、自破其
家、跟老猪当年一样入赘了。
跟老猪当年一样入赘了。
可能老牛自己会说，
可能老牛自己会说，这是为了修道嘛，
这是为了修道嘛，为了
修道，
修道，做出点个人牺牲算得了什么
做出点个人牺牲算得了什么？
点个人牺牲算得了什么？老牛肯
定是更加喜欢修道的，
定是更加喜欢修道的，你看他，
你看他，在小老婆家
里休闲的时候，
里休闲的时候，作为一个妖怪，
作为一个妖怪，还卷不离手
的在刻苦学习天天向上呢——“且不言行者
且不言行者
的在刻苦学习天天向上呢
这里观看景致。
里观看景致。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
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
唬得兰心吸吸，
唬得兰心吸吸，径入书房里面。
径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
正在那里静玩丹书。
你看，
正在那里静玩丹书。”你看
你看，老牛果真是琢
磨先生一样喜欢琢磨、
磨先生一样喜欢琢磨、孜孜以求的在研究怎
孜孜以求的在研究怎
么炼丹哩。
么炼丹哩。
可是老牛呀，
可是老牛呀，修行炼丹的根本是什么？
修行炼丹的根本是什么？自然
是需要静心了
是需要静心了，
静心了，老牛也果然是在静静的学习。
老牛也果然是在静静的学习。
可是静心只是一个前提，
可是静心只是一个前提，炼丹的根本是什么
炼丹的根本是什么？
是求真修德嘛。
是求真修德嘛。那你命中无财、
那你命中无财、或者说财用
光了没有了，
光了没有了，为啥不敢面对这个清贫的事实，
为啥不敢面对这个清贫的事实，
要通过耍手段来获取人家玉面公主的家财嘛？
要通过耍手段来获取人家玉面公主的家财嘛？
说明他不知道财的根本。
说明他不知道财的根本。

牛魔王既然跟罗刹女结婚养子，
牛魔王既然跟罗刹女结婚养子，说明他还有
着人类的家庭伦理观念。
着人类的家庭伦理观念。敲锣打鼓的入赘玉
面狐狸家，
面狐狸家，更说明他也在意人间的、
更说明他也在意人间的、江湖的
规矩。
规矩。可是老牛，
可是老牛，你抛弃正室老婆、
你抛弃正室老婆、拒不回
家算什么？
家算什么？说明他不知道人间伦理的根本。
说明他不知道人间伦理的根本。
财的根本、
财的根本、人伦的根本，
人伦的根本，当然就是德了。
当然就是德了。老
牛这种做法，
牛这种做法，背离了修行炼丹的根本。
背离了修行炼丹的根本。官鬼
妻财皆为水，
妻财皆为水，老牛自身已经堕入火气虚妄的
老牛自身已经堕入火气虚妄的
顽空，
顽空，空对着一座火焰山、
空对着一座火焰山、空守着一柄芭蕉
扇、每天看着电闪雷鸣，
每天看着电闪雷鸣，却不知道跟自己有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玉面狐狸的老爹号称万年狐王，
玉面狐狸的老爹号称万年狐王，据说死了。
据说死了。
依靠修行活了一万年，
依靠修行活了一万年，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老狐狸肯
定是不得修行的要领，
定是不得修行的要领，修了很久，
修了很久，活了很长，
活了很长，
积累下不小的德行财富，
积累下不小的德行财富，可是还是死了
可是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他
修的，
修的，无非是误入歧途的野狐禅。
无非是误入歧途的野狐禅。积雷山摩
云洞，
云洞，小说描写很清楚，
小说描写很清楚，的确是个适合修行
的好地方。
的好地方。可是，
可是，确实也是一个有问题的地
方。这里，
这里，可不是说哪个修道人都可以占据
可不是说哪个修道人都可以占据

来修行的。
来修行的。
罗刹女，
罗刹女，作为一个修行者，
作为一个修行者，跟牛魔王在一起，
跟牛魔王在一起，
没有在修行上互相促进，
没有在修行上互相促进，而是跟牛魔王
而是跟牛魔王、玉
面狐狸一样，
面狐狸一样，日久年深的，
日久年深的，沾染了很多人类
俗世的气息，
俗世的气息，并且深深的沉浸其中不肯自拔。
并且深深的沉浸其中不肯自拔。
在得道之前的牛魔王、
在得道之前的牛魔王、罗刹女，
罗刹女，苦苦修行不
觉其苦，
觉其苦，一旦修得人形，
一旦修得人形，走进人身，
走进人身，沾染俗
世，他们没有对俗世的人类文化习俗作出更
他们没有对俗世的人类文化习俗作出更
多深入的研究，
多深入的研究，追究背后的深意，
追究背后的深意，却是一个
一个的跌入红尘罗网，
一个的跌入红尘罗网，享受起来世俗的人情、
享受起来世俗的人情、
家庭、
家庭、亲缘、
亲缘、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爱恨情仇，把个世
俗人类的规矩
俗人类的规矩，
类的规矩，来约束自己。
来约束自己。
结果呢，
结果呢，从罗刹女的角度看，
从罗刹女的角度看，儿子没了，
儿子没了，老
公跑了，
公跑了，家财光了，
家财光了，珍视的追求的引以为傲
的统统死光光，
的统统死光光，老娘的脸皮简直是丢尽了。
老娘的脸皮简直是丢尽了。
夫妻本是同命鸟，
夫妻本是同命鸟，没想到，
没想到，在并不残酷的现
实面前，
实面前，依然是大难来时各自飞了。
依然是大难来时各自飞了。从双方
的夫妻关系上来看，
的夫妻关系上来看，他俩谁也没搞明白，
他俩谁也没搞明白，夫
妻伦理后面的大理。
妻伦理后面的大理。对自己的配偶都不能负
对自己的配偶都不能负

责的人，
责的人，对谁都不可能是真负责的。
对谁都不可能是真负责的。别说修
行，就商场上，
就商场上，对这种人，
对这种人，能不合作就不合
作，也不可引为合伙人，
也不可引为合伙人，在面临大困难的时
候，这种人百分之百的会给你釜底抽薪
这种人百分之百的会给你釜底抽薪、
会给你釜底抽薪、甚
至是背后捅刀的。
至是背后捅刀的。作为一个有完整家庭的人，
作为一个有完整家庭的人，
并且俩公婆都是修行的情况下，
并且俩公婆都是修行的情况下，家庭都没能
力搞和睦，
力搞和睦，你还想在修行上获得真知，
你还想在修行上获得真知，做梦
啊？

（5）
）阴差阳错
却说那玉面狐狸好搞笑，
却说那玉面狐狸好搞笑，作为一个千年老妖、
作为一个千年老妖、
资深妖怪，
资深妖怪，居然会怕什么“妖怪
居然会怕什么 妖怪”。
妖怪 。你看正在
赏玩景色的她
赏玩景色的她，忽然遇见了妖怪模样的孙悟
空 ， 竟然“老
竟然 老 大心惊，
大心惊 ， 欲退难退，
欲退难退 ， 欲行难行，
欲行难行 ，
只得战兢兢，
后来孙悟空一举棍子，
只得战兢兢，……”后来孙悟空一举棍子
后来孙悟空一举棍子，
她“唬得魄散魂飞
唬得魄散魂飞，
唬得魄散魂飞，没好步乱（
没好步乱（）金莲；
金莲；战
兢兢回头便走。
兢兢回头便走。”老孙就假模假样的在后面
老孙就假模假样的在后面
吆喝跟随，
吆喝跟随，那玉面狐狸一不会快、
那玉面狐狸一不会快、二不会飞，
二不会飞，
就跑跑路把她还给累的“粉汗淋淋
就跑跑路把她还给累的 粉汗淋淋，
粉汗淋淋，唬得兰
心吸吸。
你见过这么没妖怪样的妖怪
心吸吸。”——你见过这么没妖
你见过这么没妖怪样的妖怪
吗？
不要说妖怪没妖怪样子，
不要说妖怪没妖怪样子，一个寻常胆大点的
女性，
女性，也不会这么胆小软弱。
也不会这么胆小软弱。而且这玉面狐
狸，跑到牛魔王那里，
跑到牛魔王那里，好一通撒娇呦，
好一通撒娇呦，一头
扎入牛魔王怀里
扎入牛魔王怀里、
牛魔王怀里、抓耳挠腮、
抓耳挠腮、寻死觅活、
寻死觅活、放
声大哭。
声大哭。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模样哩。
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模样哩。而那
牛魔王，
牛魔王，这时候，
这时候，正是这时候显露出来他的

情商了，
情商了，又是软玉温香、
是软玉温香、又是满面陪笑的
又是满面陪笑的，
两分钟把玉面狐狸的情绪给稳定下来了。
两分钟把玉面狐狸的情绪给稳定下来了。虽
说是吃人嘴软、
说是吃人嘴软、拿人气短，
拿人气短，毕竟也是需要真
有那吃软饭的心的。
有那吃软饭的心的。
善于哄女性开心，
善于哄女性开心，似乎是牛魔王的一个特点
似乎是牛魔王的一个特点
呢。尤其是气急败坏的玉面狐狸冲进书房中，
尤其是气急败坏的玉面狐狸冲进书房中，
说了一句话可能就是真相“你原来是个惧内
说了一句话可能就是真相 你原来是个惧内
的庸夫！
随后牛魔王的反应，
的庸夫！”随后牛魔王的反应
随后牛魔王的反应，更证实了这
一点，
一点，牛魔王不直接反问，
牛魔王不直接反问，也不直接否定，
也不直接否定，
而是转移话题、
而是转移话题、猜测玉面狐狸是借题发挥、
猜测玉面狐狸是借题发挥、
话里有话，
话里有话，试图套出来玉面狐狸的真实原因，
试图套出来玉面狐狸的真实原因，
将女子抱住道：
美人，
将女子抱住道：“美人
美人，我有那些不是处，
我有那些不是处，
你且慢慢说来，
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陪礼。
我与你陪礼。”
牛魔王的心眼儿够多的吧？
牛魔王的心眼儿够多的吧？那你反过来看玉
那你反过来看玉
面狐狸，
面狐狸，就完全一副没心机的模样。
就完全一副没心机的模样。第一次
遇见孙悟空那么陌生的妖怪，
遇见孙悟空那么陌生的妖怪，不知来路，
不知来路，一
时情急之下被老孙给吓住了
时情急之下被老孙给吓住了，
急之下被老孙给吓住了，好歹也算说的
过去。
过去。但是她居然给陌生人几句话给糊弄了，
但是她居然给陌生人几句话给糊弄了，
真的相信面前的这只猴子模样的小妖怪，
真的相信面前的这只猴子模样的小妖怪，就

是铁扇公主请来的，
是铁扇公主请来的，然后就为了平息怒火
然后就为了平息怒火，
怒火，
秃噜秃噜一大串实话脱口而出：
这贱婢，
秃噜秃噜一大串实话脱口而出：“这贱婢
这贱婢，
着实无知！
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
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
未及二载，也不
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
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
绫罗缎匹；年供柴，
年供柴，
月供米，
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
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
还不识羞，又来请
他怎的！
他怎的！”
玉面狐狸说话的时候，
玉面狐狸说话的时候，气势汹汹，
气势汹汹，言之凿凿、
言之凿凿、
摆出种种关键证据证实自己的仁至义尽，
摆出种种关键证据证实自己的仁至义尽，她
肯定觉得自己占尽了道理和道义
肯定觉得自己占尽了道理和道义的上峰
道义的上峰，
的上峰，殊
不知已经把老牛见不得人的私隐给暴露了个
底朝天。
底朝天。牛魔王不在现场当然没听到他们的
对话过程，
对话过程，可是玉面狐狸狼狈不堪的跑回去
一句没头没脑气话，
一句没头没脑气话，会让老牛心里已经猜到
她和外面的“和尚
她和外面的 和尚”言语上发生过什么冲突
和尚 言语上发生过什么冲突。
言语上发生过什么冲突。
所以后面老牛出来，
所以后面老牛出来，发现是五百多年没见面
的铁哥们儿孙悟空，
的铁哥们儿孙悟空，居然冷淡，
居然冷淡，因为他发现
是老孙的这当儿
是老孙的这当儿，
当儿，肯定是脸上先红后白再发
黑。并且着急的找理由赶孙悟空走开：
我
并且着急的找理由赶孙悟空走开：“我
看故旧之情，
并且跟老孙打着
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
饶你去罢。”并且跟老孙打着

打着，
打着，就撒丫子跑路喝酒去了。
就撒丫子跑路喝酒去了。为啥呀，
为啥呀，因
为太闹心了。
太闹心了。
可是在孙悟空实际上没走的情况下，
可是在孙悟空实际上没走的情况下，他糊弄
玉面狐狸说老孙“被我一顿棍打走了
玉面狐狸说老孙 被我一顿棍打走了，
被我一顿棍打走了，再不
敢来。
明明孙悟空就在门外
敢来。你放心耍子。
你放心耍子。”明明孙悟空就在门外
嘛，老牛就有胆放心的远行
老牛就有胆放心的远行。
就有胆放心的远行。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说明牛魔王对孙悟空的人品，
说明牛魔王对孙悟空的人品，还是百分之百
信赖的，
信赖的，知道自己走开了，
知道自己走开了，孙悟空绝对不会
打进洞里来。
打进洞里来。那么，
那么，前面牛魔王以孙悟空
“你既欺我妻
你既欺我妻，
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为理由
又灭我妾 为理由，
为理由，跟孙悟空
又是发火、
又是发火、又是一场好斗，
又是一场好斗，这不是表演给手
下小的们、
下小的们、给家里的玉面狐狸看呢嘛。
给家里的玉面狐狸看呢嘛。牛魔
王会哄人、
王会哄人、也会做戏，
也会做戏，端的是个情场高手
端的是个情场高手。
情场高手。
有财貌美缺心眼儿的富二代玉面狐狸，
有财貌美缺心眼儿的富二代玉面狐狸，是老
牛这路货的不二之选。
牛这路货的不二之选。
在人世间，
在人世间，这么灵活肯定是手段，
这么灵活肯定是手段，在修行上，
在修行上，
那就是个自我愚弄的大呆瓜了
那就是个自我愚弄的大呆瓜了。牛魔王正是
牛魔王正是
把这种灵活手段运用在修行上，
把这种灵活手段运用在修行上，才让他自己
家庭破碎、
家庭破碎、修入歧途的。
修入歧途的。修行人可以有财，
修行人可以有财，

但是牛魔王执著于必须有财，
但是牛魔王执著于必须有财，估计他最爱听
“以财养道
以财养道”之类
以财养道 之类的鬼话了
之类的鬼话了。
的鬼话了。牛魔王的追求，
牛魔王的追求，
应该是有吃有喝有面子，
应该是有吃有喝有面子，闲暇之余再修道。
闲暇之余再修道。
水火难济的牛魔王，
水火难济的牛魔王，跟很多走邪道的妖怪一
样，以为自己最聪明，
以为自己最聪明，以为自己掌握的乃是
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根据他自己的眼光，
根据他自己的眼光，选择了一
个阴阳分离、
个阴阳分离、人鬼两接的非完美修行圣地：
人鬼两接的非完美修行圣地：
积雷山。
积雷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符合他，
符合他，却不适合他。
却不适合他。
不过话说回来，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时候孙悟空研究好当
前局面，
前局面，动动脑筋，
动动脑筋，跟牛魔王很多事情还是
可以商量、
可以商量、颇有缓和余地的。
颇有缓和余地的。因为这牛魔王
因为这牛魔王，
这时候表现得，
这时候表现得，还不是一个死脑壳，
还不是一个死脑壳，颇是可
以沟通的一个家伙……
以沟通的一个家伙

（6）
）掉链子
牛魔王跟罗刹女不愧是俩口子，
牛魔王跟罗刹女不愧是俩口子，面对讨要扇
子的孙悟空，
子的孙悟空，都铁嘴铜牙的表示打得过三个
回合就提供扇子，
回合就提供扇子，并且不约而同的都反悔了。
并且不约而同的都反悔了。
这不是明摆着给孙悟空借口来开打嘛。
这不是明摆着给孙悟空借口来开打嘛。
可是，
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这是孙悟空心态不对，
这是孙悟空心态不对，才招
致这俩人这么无赖的反应，
致这俩人这么无赖的反应，孙悟空把事情给
孙悟空把事情给
办砸了，
办砸了，一步一砸。
一步一砸。
第一次前往芭蕉洞，
第一次前往芭蕉洞，人家老乡们说得很清楚，
人家老乡们说得很清楚，
需要以礼相求，
需要以礼相求，才能得善，
才能得善，老孙不信这一套，
老孙不信这一套，
老孙只相信神通和武力，
老孙只相信神通和武力，结果当然是求来了
假善，
假善，假善只能燎火咯。
假善只能燎火咯。第二次这前往摩云
洞，土地神也重点强调了需要说服牛魔王、
土地神也重点强调了需要说服牛魔王、
牛魔王本人回家索善，
牛魔王本人回家索善，也要客气非常。
也要客气非常。而那
罗刹女，
罗刹女，虽然持善，
虽然持善，却轻易不与人善。
却轻易不与人善。既然
持善，
持善，只要不是死不悔改的大坏蛋
只要不是死不悔改的大坏蛋，
不悔改的大坏蛋，不能挑
人行善的嘛。
人行善的嘛。
芭蕉洞，
芭蕉洞，应该是因此扇为名。
应该是因此扇为名。可是这个罗刹

女，却应是一直都居住在这里。
却应是一直都居住在这里。是谁封给罗
刹女“公主
刹女 公主”的封号呀
公主 的封号呀？
的封号呀？她的父王是谁？
她的父王是谁？灵吉
菩萨说“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
菩萨说 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
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
沌开辟以来，
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
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
之精叶，
而罗刹女恰是这把
之精叶，故能灭火气。
故能灭火气。”而罗刹女恰是这把
扇子的正牌主人
扇子的正牌主人。罗刹女持有这把天造地设
的宝贝，
的宝贝，没人追究，
没人追究，那么很可能是正牌的祖
传宝贝。
传宝贝。
并且还有一种可能，
并且还有一种可能，这个芭蕉洞所在翠云山，
这个芭蕉洞所在翠云山，
就是芭蕉扇的原产地，
就是芭蕉扇的原产地，这个翠云山，
这个翠云山，可能就
在昆仑山后。
在昆仑山后。昆仑山，
昆仑山，不是别的地方，
不是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脑袋里面的某个区域。
我们脑袋里面的某个区域。当善不作为的时
候，世俗之燥火就丛生蔓延。
世俗之燥火就丛生蔓延。善念一起，
善念一起，就
如雨露甘霖般
如雨露甘霖般，静悄悄就把燥火给熄灭了。
静悄悄就把燥火给熄灭了。
盖因燥火乃后天，
盖因燥火乃后天，善念乃先天太阴之精叶，
善念乃先天太阴之精叶，
后天随着先天动。
后天随着先天动。
可是孙悟空，
可是孙悟空，人家两番要他求善，
人家两番要他求善，他都不曾
理会，
理会，脑壳里
脑壳里满满的，
满满的，都是仗势欺人的姿态。
都是仗势欺人的姿态。
他对神通法术的信赖，
他对神通法术的信赖，已经超过了修行，
已经超过了修行，开

始偏离修行的根本了。
始偏离修行的根本了。还记得初到此地，
还记得初到此地，他
化假钞买米糕？
化假钞买米糕？结果被烫了。
结果被烫了。他用假善灭燥
火，结果被火给燎毛儿了。
结果被火给燎毛儿了。武力抢劫不成功，
武力抢劫不成功，
老孙悟到要随机而行，
老孙悟到要随机而行，顺着牛嫂的心思去打
动她，
动她，可是老孙又想到了歪门邪道，
可是老孙又想到了歪门邪道，变化成
牛魔王的模样，
牛魔王的模样，果然让铁扇公主心甘情愿的
果然让铁扇公主心甘情愿的
奉上了真扇，
奉上了真扇，可是，
可是，可是由于老孙不是正道，
可是由于老孙不是正道，
就安排牛魔王恰到好处的灵光开窍，
就安排牛魔王恰到好处的灵光开窍，给顺着
老孙的心思变化夺去了真扇。
老孙的心思变化夺去了真扇。
修行的考试，
修行的考试，用歪心思回答问题，
用歪心思回答问题，用错误的
推理得出正确的答案也是零分。
推理得出正确的答案也是零分。通不过。
通不过。
悟空变化牛魔王智取芭蕉扇
悟空变化牛魔王智取芭蕉扇，
取芭蕉扇，人见人夸、
人见人夸、四
处开花，
处开花，谁说不合格了？
谁说不合格了？可是，
可是，如果是真的
合格了，
合格了，哪来的牛魔王给原原本本的给取回
呀……那牛魔王与罗刹女
那牛魔王与罗刹女，
那牛魔王与罗刹女，虽然修道有误
虽然修道有误、
修道有误、
走入歧途，
走入歧途，可是毕竟人家都不是坏人，
可是毕竟人家都不是坏人，而且
罗刹女还在行善，
罗刹女还在行善，护佑一方。
护佑一方。固然，
固然，作为修
行人的罗刹女过于贪恋人类的情感
行人的罗刹女过于贪恋人类的情感。
情感。可是，
可是，
人家在家庭伦理上，
人家在家庭伦理上，行的正、
行的正、坐的端，
坐的端，连试

图离婚的牛魔王都由衷的佩服，
图离婚的牛魔王都由衷的佩服，找不到休妻
的理由。
的理由。
假如，
假如，孙悟空不是利用了罗刹女夫妻感情的
孙悟空不是利用了罗刹女夫妻感情的
空隙来骗宝贝，
空隙来骗宝贝，那还算说的过去。
那还算说的过去。那利用什
么？也就是只能利用她特别大的坏的缺点、
也就是只能利用她特别大的坏的缺点、
恶念，
恶念，只有这种情况下，
只有这种情况下，还算情有可原，
还算情有可原，骗
人不算大罪。
人不算大罪。因为，
因为，对于恶念就算你不利用，
对于恶念就算你不利用，
恶念也要利用人干大坏事，
恶念也要利用人干大坏事，何不用废物利用，
何不用废物利用，
用来做做好事呢。
用来做做好事呢。
然而，
然而，罗刹女除了思慕爱子，
罗刹女除了思慕爱子，渴望老牛回家
过日子外，
过日子外，什么大的缺点也没有，
什么大的缺点也没有，恶行是一
丁点儿也没有。
丁点儿也没有。人家是大好人一个。
人家是大好人一个。在这种
情况下，
情况下，孙悟空利用她的夫妻情感
孙悟空利用她的夫妻情感，
情感，说实在
的，真是说不过去，
真是说不过去，老孙算是干了缺德事儿
了。
那么，
那么，从修道上，
从修道上，孙悟空没能完成救赎牛魔
王一家人的伟大使命。
王一家人的伟大使命。本来他是有机会解决
人家的家庭矛盾，
人家的家庭矛盾，解决铁扇公主的修道死结，
解决铁扇公主的修道死结，
解决牛魔王的修道死结，
解决牛魔王的修道死结，让他们高高兴兴的
让他们高高兴兴的

给出扇子来的。
给出扇子来的。孙悟空善念不够，
孙悟空善念不够，办不到。
办不到。
于是，
于是，就只有让孙悟空悟到多少得到多少提
高，并且拆掉这一关，
并且拆掉这一关，派遣护法金刚、
派遣护法金刚、天兵
天将等等，
天将等等，强行收缴牛魔王
强行收缴牛魔王，
牛魔王，束缚了孙悟空
心中的犟牛儿。
心中的犟牛儿。
不过，
不过，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下一个提高的机会，
下一个提高的机会，早就
铺垫好啦……
铺垫好啦
（第六十回完
第六十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