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回（上）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1）萃取
上回书说道，
上回书说道，八戒闻言，
八戒闻言，不论好歹，
不论好歹，一顿钉钯
，三五长嘴，
三五长嘴，连拱带筑，
连拱带筑，把两颗腊梅、
把两颗腊梅、丹桂、
丹桂、
老杏、
老杏、枫杨俱挥倒在地，
枫杨俱挥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
漓。三藏近前扯住道：
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
悟能，不可伤了他！
不可伤了他！
他虽成了气候，
他虽成了气候，却不曾伤我。
却不曾伤我。我等找路去罢。
我等找路去罢。
”行者道：
行者道：“师父不可惜他。
师父不可惜他。恐日后成了大怪
害人不浅也。
那呆子索性一顿钯，
将松、
，害人不浅也
。”那呆子索性一顿钯
，将松
、
柏、桧、竹一齐皆筑倒，
竹一齐皆筑倒，却才请师父上马，
却才请师父上马，顺
大路一齐西行。
大路一齐西行。

你看，
你看，老猪很精进哩，
老猪很精进哩，一听说是妖怪，
一听说是妖怪，马上奋
力除妖。
力除妖。再一听猴哥说日后可能害人，
再一听猴哥说日后可能害人，老猪更
是发奋除妖。
是发奋除妖。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三藏，
三藏，其实也进步了
呢。他进步什么了？
他进步什么了？眼见呆子把分分钟前还在
跟自己高水平谈笑风生的仙翁仙女给杀得鲜血
淋漓，
淋漓，三藏没有暴跳如雷的教训老猪要“
三藏没有暴跳如雷的教训老猪要“扫地
恐伤蝼蚁命”
恐伤蝼蚁命”；老孙阻止他也没有念紧箍咒；
老孙阻止他也没有念紧箍咒；
并且在老猪干活的过程中一言不发，
并且在老猪干活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然后默默
的上马走路……
的上马走路……愚昧狭隘的假善修掉没有了
……愚昧狭隘的假善修掉没有了，
愚昧狭隘的假善修掉没有了，
升级换代了，
升级换代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多么巨大的进步啊。并且，
并且，显而
易见的是，
易见的是，猴哥也进步了，
猴哥也进步了，因为他除妖的出发
点，不再是他个人的见解和好恶，
不再是他个人的见解和好恶，也不是因为
妖怪没伤害唐僧，
妖怪没伤害唐僧，乃是因为老孙他预料到，
乃是因为老孙他预料到，妖
怪成了气候之后，
怪成了气候之后，免不了去伤害其他人，
免不了去伤害其他人，那些
跟他们取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
跟他们取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老孙的善
心大大的扩展了
心大大的扩展了，
大的扩展了，也是更上层楼。
也是更上层楼。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三藏的话，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三藏的话，又发现了三藏进

步中的瑕疵，
步中的瑕疵，因为他上前扯住老猪正在拱地皮
的嘴巴说：
的嘴巴说：“悟能，
悟能，不可伤了他！
不可伤了他！他虽成了气
候，却不曾伤我。
却不曾伤我。……”三藏是
……”三藏是“
三藏是“人不犯我、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我不犯人”的无正义无原则的小人逻辑。
的无正义无原则的小人逻辑。一向
以慈悲为怀做招牌的他，
以慈悲为怀做招牌的他
，这一刻却只关心他自
己的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
己的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
前面对妖怪的一跪，
前面对妖怪的一跪，加上这里对八戒的一扯。
加上这里对八戒的一扯。
他眼下突出的修行瑕疵，
他眼下突出的修行瑕疵，曝露无遗，
曝露无遗，本回中他
哭着喊着要拜假佛的可怕的事情，
哭着喊着要拜假佛的可怕的事情，就是必然要
发生的了。
发生的了。
人自私的一面，
人自私的一面，会引导他寻找魔幻化而成的假
善。修行人自私的一面，
修行人自私的一面，会引导他寻找魔幻化
而成的假佛。
而成的假佛。自私，
自私，本是愚昧低下的品行，
本是愚昧低下的品行，可
是，被自私占据脑海的人，
被自私占据脑海的人，自私会给他脑海里
灌输自己聪明睿智的幻念。
灌输自己聪明睿智的幻念。他内心虚荣的观念
，对这个美好的自我评价的大帽子，
对这个美好的自我评价的大帽子，明知是假

，也欣然受之。
也欣然受之。
三藏心目中一些美好的文艺追求，
三藏心目中一些美好的文艺追求，演变出一场
温柔的杀戮，
温柔的杀戮，让他栽了大跟头。
让他栽了大跟头。栽了之后醒过
神来，
心里面还在恋恋难舍的不甘。
实际上，
神来
，心里面还在恋恋难舍的不甘
。实际上
，
他这些追求，
他这些追求，并不只是一些想念思绪这么简单
，作为走在修行路上的他，
作为走在修行路上的他，到了这境界，
到了这境界，不当
的想法，
的想法，会带来强烈的干扰。
会带来强烈的干扰。
当然，
当然，日常，
日常，人们不当的想法，
人们不当的想法，或早或晚，
或早或晚，都
一样会扰动到自己的人生轨迹。
一样会扰动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可是一般人的
想法，
绝大多数都虚弱、
细微，
缺乏力量。
想法
，绝大多数都虚弱
、细微
，缺乏力量
。三
藏不然，
藏不然，他的修行境界，
他的修行境界，决定了他的意志运作
自己身体的力量非常强大，
自己身体的力量非常强大，他的身体不但功能
强悍，
强悍，而且身体这架机器贯穿的层面之深广，
而且身体这架机器贯穿的层面之深广，
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
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
所以，
所以，从三藏目前这个层面上看，
从三藏目前这个层面上看，他动歪脑筋

，就是在作恶了。
就是在作恶了。你看，
你看，作者开篇就指出这一
点“这回因果，
这回因果，劝人为善，
劝人为善，切休作恶。
切休作恶。”
按道理，
按道理，不不不，
不不不，按照天理，
按照天理，善恶有报，
善恶有报，做坏
事是要偿还的。
刚刚劝诫了“
切休作恶”
事是要偿还的
。刚刚劝诫了
“切休作恶
” 后，
可作者接着却说“
可作者接着却说“一念生，
一念生，神明照鉴，
神明照鉴，任他为
作。”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就是说，你脑袋里为善或
为恶的念头一出现，
为恶的念头一出现，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所有的神仙、
所有的神仙、
精灵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精灵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
但是，但是他们不管
你，你想怎么干怎么干，
你想怎么干怎么干，任凭你尽情的作。
任凭你尽情的作。虽
然他们看你的每一个思绪都洞若观火，
然他们看你的每一个思绪都洞若观火，可是他
们并不干涉你，
让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们并不干涉你
，让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继
续做他们的隐身人去。
续做他们的隐身人去。那么，
那么，前面一句讲的“
前面一句讲的“
劝人为善，
劝人为善，切休作恶”
切休作恶”，这还从何说起呢？
这还从何说起呢？是
呀，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
于是乎，
于是乎，一些拙蠢乖能君，
一些拙蠢乖能君，就发现做了好事，
就发现做了好事，
似乎没有马上见到好报，
似乎没有马上见到好报，很怅惘，
很怅惘，唉唉唉。
唉唉唉。并

且还发现，
且还发现，做了坏事呢，
做了坏事呢，也没有见到恶报，
也没有见到恶报，嘻
嘻嘻。
嘻嘻。时间一长，
时间一长，好像报应这回事，
好像报应这回事，只是一个
空泛的教条理论，
空泛的教条理论，神仙妖怪什么的，
神仙妖怪什么的，也只是吓
唬人的传说。
唬人的传说。当然了，
当然了，为了体面和尊严，
为了体面和尊严，在人
们的面前，
还要表现出很正义很相信因果报应
们的面前
，还要
表现出很正义很相信因果报应
的公平的，
的公平的，大家都相信这个，
大家都相信这个，表现这个容易获
得周围人的信任和尊敬么。
得周围人的信任和尊敬么。实际上，
实际上，内心深处
，对报应公平，
对报应公平，认为不是天在兑现，
认为不是天在兑现，而是可以
通过自己的手段掌控和实现的。
通过自己的手段掌控和实现的。人世间活着的
动力，
动力，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就来自于这种源源不断的莫
名其妙的动力，
名其妙的动力，换句当下的大白话，
换句当下的大白话，就凝练为
两个字：
两个字：折腾。
折腾。
而实际上，
而实际上，人们脑海里很多想法，
人们脑海里很多想法，一些理所当
然、一些美好向往、
一些美好向往、一些天经地义，
一些天经地义，仅仅属于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并且，
并且，仅仅属于这个身体的最低层
面上的物质结构。
面上的物质结构。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2）存乎位
因为，
因为，不少思绪想法，
不少思绪想法，川流不息的在我们的脑
海中经过，
海中经过，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身体，
身体，也随着起起伏
伏，仿如逐浪浮萍、
仿如逐浪浮萍、浪泊无方。
浪泊无方。因此，
因此，聪明的
对策，
对策，还是采用“
还是采用“无心”
无心”的对策。
的对策。在漫长的修
行过程中，
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
尤其是在初期，因为实在是对自己
脑海中的各种思绪缺乏分辨的能力，
脑海中的各种思绪缺乏分辨的能力，最好的“
最好的“
方法”
方法”，就是时时的，
就是时时的，尽量去抑制、
尽量去抑制、或者说不
去搭理每一个念。
去搭理每一个念。
慢慢的，
慢慢的，就开始察觉到心沉静下来了。
就开始察觉到心沉静下来了。由于各
种思绪的搅腾日渐减少，
种思绪的搅腾日渐减少，身体也随之日益清朗
轻盈，
轻盈，哦，这时候才发现，
这时候才发现，居然是这样的。
居然是这样的。什
么样？
么样？是以前完全预料不到的样子，
是以前完全预料不到的样子，轻盈、
轻盈、沉
静、清晰、
清晰、刚毅，
刚毅，不动如山之谓，
不动如山之谓，居然同时就
是轻盈如无物。
是轻盈如无物。

这时候，
这时候，再回过头来谈什么是根源、
再回过头来谈什么是根源、什么是本
壳、什么是明见、
什么是明见、什么是黑海，
什么是黑海，这时候谈论，
这时候谈论，
才有资格。
才有资格。如果没有跨过这个槛槛，
如果没有跨过这个槛槛，任凭你绝
世的聪明、
世的聪明、不世出的智慧，
不世出的智慧，也闹不清楚这些看
起来平常凡俗的词汇，
起来平常凡俗的词汇，究竟是何意。
究竟是何意。至于慈悲
、极乐，
极乐，更是远离凡世间人的全部揣测。
更是远离凡世间人的全部揣测。
因为在低层面上的生灵，
因为在低层面上的生灵，当你的筋脉穴道被下
界的感情和欲念堵死后，
界的感情和欲念堵死后，不再可能触及与上界
相同的通道，
相同的通道，有的人与同一界的通道，
有的人与同一界的通道，也基本
断绝联系后，
断绝联系后，就变成一个投机的可悲的唯物主
义者。
义者
。
人的情绪，
人的情绪，可以用药物控制，
可以用药物控制，可以用欲望控制
，可以用很多方法控制，
可以用很多方法控制，唯物主义者广泛采用
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
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改造自己、
改造自己、改造人
类。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冷酷有效。
冷酷有效。因为，
因为，原因很简单
，人类非常多的感触，
人类非常多的感触，仅仅属于最底层的身体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跟你本人的自我，
跟你本人的自我，甚少关系。
甚少关系。暴
力控制了你的身体，
力控制了你的身体，堵死了你所有的通道，
堵死了你所有的通道，你
就成为暴力和谎言的忠实奴隶、
就成为暴力和谎言的忠实奴隶、最佳宿主。
最佳宿主。
当然，
当然，人们自我意识中不管多高尚层面的想法
，最终，
最终，都要投影贯穿到下界的这个身体，
都要投影贯穿到下界的这个身体，最
终形成情感一层的表达，
终形成情感一层的表达，并变成身体机能的起
伏变化。
伏变化。
可是，
可是，聪明的你，
聪明的你，忽然回过味来，
忽然回过味来，我们的喜怒
哀乐，
哀乐，竟然未必就是我们。
竟然未必就是我们。
所以，
所以，能够明见自身的哪些想法感受是来自最
底层，
底层，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这些来自最底层的经由身体
表达的七情六欲，，
表达的七情六欲，，即是
，，即是“
即是“本壳”
本壳”。它们的根
源，来自最底层的外界低下的生灵，
来自最底层的外界低下的生灵，穿越你的
脑海，
脑海，盘踞你的身体。
盘踞你的身体。情、欲、恶，仅仅是语
言局限所总结出来的概括名词，
言局限所总结出来的概括名词，实际上，
实际上，是多

得不知其数目的生灵在三界内人世间栖息、
得不知其数目的生灵在三界内人世间栖息、繁
衍。用诗中的词汇来表达，
用诗中的词汇来表达，这些东西就构成了
浩大不可躲避的“
浩大不可躲避的“黑海”
黑海”。
语言词汇，
语言词汇，也是这个层面上的，
也是这个层面上的，虽然中文字的
构造，
构造，贯穿阴阳五行之理，
贯穿阴阳五行之理，当你不知道这个世
界立体架构的时候，
界立体架构的时候，对于其中深层的内涵一无
所知的时候，
所知的时候，它所带给你的，
它所带给你的，依然是最低层面
上的意象。
上的意象。然后很多人就认为，
然后很多人就认为，这就是文字障
，以为文字障是很深奥的东西，
以为文字障是很深奥的东西，不知道世界的
真实构造，
真实构造，才是形成文字障的原因，
才是形成文字障的原因，文字障本
身仅是结果。
身仅是结果。文字自有文字的意象，
文字自有文字的意象，那些意象
你懂不懂都在那里。
你懂不懂都在那里。中国传统的多层式物质宇
宙结构理论、
宙结构理论、易经的多层演变结构、
易经的多层演变结构、中国固有
的天地人贯穿的多层式思维方式，
的天地人贯穿的多层式思维方式，都远超了三
界本身的范围。
界本身的范围。
你看孙悟空如何解说昆仑号称“
你看孙悟空如何解说昆仑号称“天柱”
天柱”的。孙

悟空曰：
悟空曰：“自古天不满西北。
自古天不满西北。昆仑山在西北乾
位上，
位上，故有顶天塞空之意，
故有顶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
遂名天柱。”乾为
天，占天位则为天柱，
占天位则为天柱，这是意象上的构造，
这是意象上的构造，与
山自身高大与否无甚关系。
山自身高大与否无甚关系。孔子曰：
孔子曰：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不谋其政。系辞曰：
系辞曰：列贵贱者存乎位。
列贵贱者存乎位。人世
间的贵贱，
间的贵贱，跟人本身的贵贱高低并无直接联系
，仅仅在于，
仅仅在于，天地设位，
天地设位，上天给你安排的位。
上天给你安排的位。
意象也来自位的布局和结构
意象也来自位的布局和结构，
来自位的布局和结构，彖者言乎象者也
。断言么，
断言么，关于变化所带来的状态结构，
关于变化所带来的状态结构，结构
中，有每一个位置。
有每一个位置。易彖所断言的，
易彖所断言的，是多层结
构的理论。
构的理论。古代没有当下的粒子结构的理论，
古代没有当下的粒子结构的理论，
可是彖辞所极力试图表达的，
可是彖辞所极力试图表达的，却正是这种意思
，并且彖辞表达所涵盖的大于我们所知道的，
并且彖辞表达所涵盖的大于我们所知道的，
并且非常具有实用性。
并且非常具有实用性。当然了，
当然了，这种实用性，
这种实用性，
在现在看来，
在现在看来，几乎比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抽象。
几乎比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抽象。
太抽象难懂没关系，
太抽象难懂没关系，就像三藏老哥这样子“
就像三藏老哥这样子“一
念虔诚”
念虔诚”的坚持就行了，
的坚持就行了，任凭万念穿心、
任凭万念穿心、千虑

袭身，
袭身，总是在混沌错乱中，
总是在混沌错乱中，能想起来自己是走
西行路见佛祖的，
西行路见佛祖的，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总有会明白的时
候。往往，
往往，位就是窍要，
位就是窍要，人身体上的位，
人身体上的位，也有
的便是穴位，
的便是穴位，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通道的衔
接口。
接口。
三藏修行日益进阶，
三藏修行日益进阶，自然也越来越灵气。
自然也越来越灵气。可是
，却每每囿于表面感官的感触，
却每每囿于表面感官的感触，和固守所谓的
“初心”
初心”发愿，
发愿，导致他，
导致他，面对疑虑凶象，
面对疑虑凶象，被表
面的禅光瑞蔼、
面的禅光瑞蔼、钟磬楼台所堵死了心窍，
钟磬楼台所堵死了心窍，主动
跳入妖魔设置的陷阱，
跳入妖魔设置的陷阱，被人家给守株待兔了事
。
不过，
不过，从小说的诗词中可以看到，
从小说的诗词中可以看到，实际上，
实际上，三
藏的修为，
藏的修为，阶段性的讲，
阶段性的讲，已经颇有气象了。
已经颇有气象了。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3）超级变变变
很多意象，
很多意象，并非肉眼可见，
并非肉眼可见，乃是心眼可见。
乃是心眼可见。对
于这种意象，
于这种意象，真正有心眼的人，
真正有心眼的人，一望而知。
一望而知。没
有心眼的人，
有心眼的人，便会以为是人家凭空想象、
便会以为是人家凭空想象、信口
开河，
开河，于是认定了，
于是认定了，自己也可以凭空想象、
自己也可以凭空想象、信
口开河、
口开河、获取周围人的钦羡和仰视。
获取周围人的钦羡和仰视。
文人墨客的诗意、
文人墨客的诗意、文笔，
文笔，往往也出于此种能力
。有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灵气，
有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灵气，更多的人是依
葫芦画瓢的有样学样。
葫芦画瓢的有样学样。玄奘法师自己以前洋洋
自得的文学
自得的文学才情
文学才情，
才情，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往高深境界走下
去，竟然也会通脉开穴、
竟然也会通脉开穴、也会演变成高深的法
力。因为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就沉溺于片面的才情，
就沉溺于片面的才情，误入
歧途。
歧途。
情中有善、
情中有善、通向高贵，
通向高贵，情中有恶、
情中有恶、通向粗鄙，
通向粗鄙，

在欣赏明媚春光中的玄奘，
在欣赏明媚春光中的玄奘，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忽然
一抬头，
一抬头，发现眼前就冒出一座高山来，
发现眼前就冒出一座高山来，此山之
高大，
高大，甚是吓人，
甚是吓人，远望着与天相接。
远望着与天相接。那么，
那么，应
该就是“
该就是“接着青天，
接着青天，透冲碧汉”
透冲碧汉”的吧。
的吧。不行，
不行，
作为老大，
作为老大，我得抓住机会，
我得抓住机会，向徒弟们发表发表
高论，
高论，三藏扬鞭指道：
三藏扬鞭指道：“悟空，
悟空，那座山也不知
有多少高，
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
可便似接着青天，透冲碧汉。
透冲碧汉。”
可是 EQ 依然不高的猴哥，
依然不高的猴哥，一点都不给面子，
一点都不给面子，冷
眼加冷言：
眼加冷言：“古诗不云：
古诗不云：只有天在上，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
与齐。
与齐。但言山之极高，
但言山之极高，无可与他比并。
无可与他比并。岂有接
天之理！
老孙口中这首古诗，
天之理
！”老孙口中这首古诗
，据查乃是是北
宋名臣寇准在七岁时所作《
宋名臣寇准在七岁时所作《咏华山》
咏华山》“只有天
在上，
在上，更无山与齐。
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此诗一方面极言华山之高“
此诗一方面极言华山之高“举头红日近，
举头红日近，
回首白云低。
回首白云低。”一方面首先说明，
一方面首先说明，再高的山，
再高的山，
也是在天之下，
也是在天之下，没有山峰可以与天相齐的。
没有山峰可以与天相齐的。乾
坤各自广大，
坤各自广大，但并非一个层面的事物。
但并非一个层面的事物。诗中明

确表达着天尊地卑的秩序感。
确表达着天尊地卑的秩序感。
无疑，
无疑，按照纯粹文学
按照纯粹文学的观点来看
文学的观点来看，
的观点来看，玄奘的话儿
，算是很有想象力。
算是很有想象力。起码，
起码，在文青们眼里，
在文青们眼里，他
的想象力足够。
的想象力足够。但是失去真正宇宙结构框架的
这种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完全沿着感官直觉进行线性扩展
思维的这种想象力，
思维的这种想象力，跟牛顿时空体系观本质上
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物质数量的变化，
物质数量的变化，一定会引起时空
结构的变化，
结构的变化，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是完全不符合人类感
官知觉的。
官知觉的。
悟空的话，
悟空的话，让玄奘很尴尬很窝火，
让玄奘很尴尬很窝火，心里不痛快
、闷声不说话。
闷声不说话。然而悟空的话引起了八戒的好
奇心，
奇心，八戒道：
八戒道：“若不接天，
若不接天，如何把昆仑山号
为天柱？
为天柱？”不管有时如何不堪，
不管有时如何不堪，老猪还是曾经
颇有见识的人儿哩，
颇有见识的人儿哩，清楚知道，
清楚知道，昆仑山对于修
行人的重要性。
行人的重要性。

孙悟空解密曰：
孙悟空解密曰：“你不知。
你不知。自古‘
自古‘天不满西北
’。昆仑山在西北乾位上，
昆仑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顶天塞空之意
，遂名天柱。
遂名天柱。”上古传说，
上古传说，共工怒而触不周山
，天柱折，
天柱折，地维绝。
地维绝。天倾西北，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
不周山传说就在昆仑山的西北，
焉。不周山传说就在昆仑山的西北
，昆仑山在
中土的西北。
中土的西北。经过共工氏这么一撞，
经过共工氏这么一撞，不周山折
了，昆仑山歪了，
昆仑山歪了，西南方的地维断了，
西南方的地维断了，好像因
此就，
此就，地球自转的轴偏了，
地球自转的轴偏了，日月星辰都错位了
。而根据更古老的传说，
而根据更古老的传说，大禹治水之前，
大禹治水之前，共工
氏撞不周山之前，
氏撞不周山之前，中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
中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
中国人就在昆仑山周围生存呢。
中国人就在昆仑山周围生存呢。
可是，
可是，西游记中的地理结构，
西游记中的地理结构，跟现实中不是相
同的。
同的。孙悟空说的这个西北方向的昆仑山，
孙悟空说的这个西北方向的昆仑山，也
不是现实中的昆仑山，
不是现实中的昆仑山，他说的是人身体内的昆
仑山。
仑山。身体上的西北乾位上的昆仑山，
身体上的西北乾位上的昆仑山，所在的
位置，
位置，对应于看不见的通道的上下界出入口。
对应于看不见的通道的上下界出入口。
现在玄奘，
现在玄奘，就是卡在这种窍要的问题上，
就是卡在这种窍要的问题上，悟不

上去了。
上去了。说他卡住，
说他卡住，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你看，
你看，从诗中，
从诗中，他目前已经是一片春光明媚的
境界“
境界“物华交泰，
物华交泰，斗柄回寅。
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绿，
草芽遍地绿，柳
眼满堤青。
眼满堤青。一岭桃花红锦涴，
一岭桃花红锦涴，半溪烟水碧罗明
。几多风雨，
几多风雨，无限心情。
无限心情。日晒花心艳，
日晒花心艳，燕衔苔
蕊轻。
蕊轻。山色王维画浓淡，
山色王维画浓淡，鸟声季子舌纵横。
鸟声季子舌纵横。芳
菲铺绣无人赏，
菲铺绣无人赏，蝶舞蜂歌却有情。
蝶舞蜂歌却有情。”以前修行
境界的景致，
境界的景致，是万物生发，
是万物生发，现在的境界景致，
现在的境界景致，
则已经具备结构美，
则已经具备结构美，所谓之“
所谓之“意境”
意境”，景致留
白处、
白处、有意象上的填补，
有意象上的填补，没有陆地奔跑的生物
，而是燕雀蜂蝶等轻盈飞舞的生物。
而是燕雀蜂蝶等轻盈飞舞的生物。
可是行走间，
可是行走间，忽然就有高山阻拦，
忽然就有高山阻拦，而这高山惊
悚阴暗、
悚阴暗、邪气纷纭的样子“
邪气纷纭的样子“林中风飒飒，
林中风飒飒，涧底
水潺潺。
水潺潺。鸦雀飞不过，
鸦雀飞不过，神仙也道难。
神仙也道难。千崖万壑
，亿曲百湾。
亿曲百湾。尘埃滚滚无人到，
尘埃滚滚无人到，怪石森森不厌
看。有处有云如水壑，
有处有云如水壑，是方是树鸟声繁。
是方是树鸟声繁。鹿衔

芝去，
芝去，猿摘桃还。
猿摘桃还。狐貉往来崖上跳，
狐貉往来崖上跳，麖獐出入
岭头顽。
岭头顽。忽闻虎啸惊人胆，
忽闻虎啸惊人胆，斑豹苍狼把路拦。
斑豹苍狼把路拦。”
更奇怪的是，
更奇怪的是，等到越过这森森怪山，
等到越过这森森怪山，忽然又转
折为祥光蔼蔼、
彩雾纷纷的美好景象、
折为祥光蔼蔼
、彩雾纷纷的美好景象
、楼台殿
阁。然后后面玄奘就果断上钩了。
然后后面玄奘就果断上钩了。因为他的本
心、他的理智，
他的理智，已经被怪山阻拦，
已经被怪山阻拦，留在了山的
那边。
那边。
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时间漫长，
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时间漫长，因为急于修行
成功，
成功，玄奘来不及冷静的想，
玄奘来不及冷静的想，修行的目的地，
修行的目的地，
怎么可能毗邻邪怪地域呢！
怎么可能毗邻邪怪地域呢！
玄奘忘记了修行大义，
玄奘忘记了修行大义，暂且不见怪于他。
暂且不见怪于他。且说
他眼见山门之后的表现。
他眼见山门之后的表现。行者看罢，
行者看罢，回复道：
回复道：
“师父，
师父，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
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禅光瑞
蔼之中，
蔼之中，又有些凶气，
又有些凶气，何也。
何也。观此景象，
观此景象，也似
雷音，
雷音，却又路道差池。
却又路道差池。我们到那厢，
我们到那厢，决不可擅

入，恐遭毒手。
恐遭毒手。”
因为孙悟空对玄奘有前面的言语过节，
因为孙悟空对玄奘有前面的言语过节，这时候
玄奘眼里的孙悟空，
玄奘眼里的孙悟空，已经是半个可疑妖怪的形
孙悟空的金石良言，
象。孙悟空的金石良言
，经过疑心和嫉恨的过
滤，传到他耳朵里，
传到他耳朵里，就只剩下阴谋诡计。
就只剩下阴谋诡计。玄奘
自认为抓住了孙悟空谎言中的漏洞，
自认为抓住了孙悟空谎言中的漏洞，傲然的堵
孙悟空的嘴，
孙悟空的嘴，唐僧道：
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
既有雷音之景，莫不
就是灵山？
就是灵山？你休误了我诚心，
你休误了我诚心，担搁了我来意！
担搁了我来意！”
有雷音之景，
有雷音之景，难道就是灵山？
难道就是灵山？玄奘的低俗逻辑
在这一刻表露无遗。
他认为的这个漏洞，
，在这一刻表露无遗
。他认为的这个漏洞
，就
无视了孙悟空提到的关键疑点：
无视了孙悟空提到的关键疑点：一、有凶气；
有凶气；
二、道路差池，
道路差池，地理位置不对。
地理位置不对。玄奘之所以无
视这两点，
视这两点，乃是因为他，
乃是因为他，对这两点完全没有发
言权，
言权，是他没能力求证的。
是他没能力求证的。有雷音之景，
有雷音之景，难道
就是灵山？
就是灵山？多年的修行中已经遇到过那么多似
是而非的东西了，
是而非的东西了，今天的他还依然抱着这种低

俗的推理逻辑，
俗的推理逻辑，的确不可思议。
的确不可思议。
但是这玄奘一出言恐吓之下，
但是这玄奘一出言恐吓之下，孙悟空的脑筋当
时就被当头淋了冰桶一样木了，
时就被当头淋了冰桶一样木了，慌忙摆手说：
慌忙摆手说：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他当然是害怕这恼怒下的
玄奘默默的念起紧箍儿咒来。
玄奘默默的念起紧箍儿咒来。老猪和老沙，
老猪和老沙，都
忍不住了纷纷发表高见。
忍不住了纷纷发表高见。八戒当然是他一贯的
神逻辑：
神逻辑：“纵然不是，
纵然不是，也必有个好人居住。
也必有个好人居住。”
沙僧这时候，
沙僧这时候，却理性起来道：
却理性起来道：“不必多疑。
不必多疑。此
条路未免从那门首过，
条路未免从那门首过，是不是一见可知也。
是不是一见可知也。”
这时候，
这时候，孙悟空已经不敢再提醒玄奘了。
孙悟空已经不敢再提醒玄奘了。玄奘
和老猪的这种脑筋，
和老猪的这种脑筋，在凡俗世界中，
在凡俗世界中，是搞笑的
，可是在修行上，
可是在修行上，则是可怕的。
则是可怕的。多少修行人，
多少修行人，
一次又一次的，
一次又一次的，栽倒在这个思维定势上。
栽倒在这个思维定势上。这个
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如此僵化呆板，
如此僵化呆板，如此荒谬无理，
如此荒谬无理，却
因为它是来自我们这个身体最低层面上的自生
物，它就一次又一次的，
它就一次又一次的，反反复复的，
反反复复的，迷惑着

修行路途上的人们。
修行路途上的人们。不，不是它主动在迷惑人
，而是人们，
而是人们，在求着它迷惑自己。
在求着它迷惑自己。这么虚弱的
观念，
观念，却总是造成强大的阻碍和自欺，
却总是造成强大的阻碍和自欺，正所谓
“道小魔头大”
道小魔头大”。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一变身不就是“
一变身不就是“
存在即是合理”
存在即是合理”？再一变身，
再一变身，不就是“
不就是“唯物主
义”？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4）如何自欺
那长老策马加鞭，
那长老策马加鞭，至山门前，
至山门前，见“雷音寺”
雷音寺”三
个大字，
个大字，慌得滚下马来，
慌得滚下马来，倒在地下。
倒在地下。你看看，
你看看，
这哪有他一贯的仪态和修行人气度嘛。
这哪有他一贯的仪态和修行人气度嘛。就算是
真的来到了雷音寺，
真的来到了雷音寺，你这么慌里慌张、
你这么慌里慌张、一副窘
样，得体吗？
得体吗？真的见到大神仙，
真的见到大神仙，那状态应该是
杂虑思绪全无、
杂虑思绪全无、心态平静、
心态平静、举止沉静，
举止沉静，肃穆的
状态。
状态。而唐长老如此失态，
而唐长老如此失态，说明他现在是被急
于成功的侥幸心态所控制。
于成功的侥幸心态所控制 。 小说作者仅仅用慌、
小说作者仅仅用慌 、
滚、倒三个字，
倒三个字，就入木三分的描绘出了玄奘的
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他已经被强烈的执著给控制得神魂
颠倒了，
颠倒了 ， 还以为自己的修行，
还以为自己的修行 ， 到了正果终点呢。
到了正果终点呢 。
这玄奘神魂错乱之下，
这玄奘神魂错乱之下，还不忘记报复孙悟空的
轻藐之嘴，
轻藐之嘴 ， 骂骂咧咧道：
骂骂咧咧道 ： “ 泼猢狲！
泼猢狲 ！ 害杀我也！
害杀我也 ！
现是雷音寺，
现是雷音寺，还哄我哩！
还哄我哩！”这时候的玄奘老师
傅，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猴哥是谁了。
也不知道猴哥是谁了。
他不相信孙悟空也就罢了，
他不相信孙悟空也就罢了，现在还断定了，
现在还断定了，孙
悟空是在骗他、
悟空是在骗他、害他呢。
害他呢。你看他，
你看他，宁肯相信

“雷音寺”
雷音寺”跟他素无交情的这三个字，
跟他素无交情的这三个字，却不相
信一直在保护他、
信一直在保护他、一次又一次解救他于魔窟的
猴哥。
猴哥。并且，
并且，这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肯定，
你可以肯定，他肯定忘
记了当初他错怪孙悟空，
记了当初他错怪孙悟空，菩萨亲自领着孙悟空
见他的事情。
见他的事情。菩萨当时的话，
菩萨当时的话，不用说，
不用说，他也抛
到九霄云外去了。
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万万没想到，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把那山门上的四个字，
自己把那山门上的四个字，只
看见了三个。
看见了三个。老孙陪着笑脸温馨提示下，
老孙陪着笑脸温馨提示下，长老
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
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真个是四个字，
真个是四个字，乃“小
雷音寺”
雷音寺”。哎呦我滴妈妈呀，
哎呦我滴妈妈呀，这斗大的四个字
这斗大的四个字
儿，他愣是没看全。
他愣是没看全。是的，
是的，他只看到了他愿意
看到的那三个字。
看到的那三个字。不过呢，
不过呢，人们一般不都是经
常这样么，
常这样么，尤其是当下的人们，
尤其是当下的人们，尽皆如此。
尽皆如此。物
以类聚、
以类聚、同构共振，
同构共振，如是错乱结构，
如是错乱结构，则你被其
解构、
解构 、 进入其错乱的结构。
进入其错乱的结构 。 你以为是你适应了、
你以为是你适应了 、
进步了，
进步了，而事实往往是，
而事实往往是，你被解构了，
你被解构了，随波逐
流，也是这个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三藏道：
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
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个佛祖在
内。经上言三千诸佛，
经上言三千诸佛，想是不在一方，
想是不在一方，似观音

在南海，
在南海，普贤在峨眉，
普贤在峨眉，文殊在五台，
文殊在五台，这不知是
那一位佛祖的道场。
那一位佛祖的道场。古人云：
古人云：有佛有经，
有佛有经，无方
无宝。
无宝。我们可进去来。
我们可进去来。”小雷音寺，
小雷音寺，肯定不是
雷音寺了，
雷音寺了，为何就能肯定，
为何就能肯定，这里面必定有个佛
祖呢？你看他，
你看他，采用的是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一
条定理：
条定理 ： “ 经上言三千诸佛”
经上言三千诸佛 ” ； “ 观音在南海，
观音在南海 ，
普贤在峨眉，
普贤在峨眉，文殊在五台”
文殊在五台”。归纳得“
归纳得“每个佛
祖一个不同的道场”
祖一个不同的道场”。这个归纳没错，
这个归纳没错，结论也
算对。
算对 。 然而，
然而 ， 他开始演绎了。
他开始演绎了 。 只是，
只是 ， 他的演绎，
他的演绎 ，
很奇怪。
很奇怪。正确的演绎是，
正确的演绎是，如果遇见某个不认识
的佛祖，
的佛祖，那么他可能就有自己独家的道场。
那么他可能就有自己独家的道场。可
是三藏演绎的却是头尾倒立的，
是三藏演绎的却是头尾倒立的，他的完整逻辑
应该是：
应该是：一，这个小雷音寺，
这个小雷音寺，必定是个道场；
必定是个道场；
二，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必定属于某个佛祖；
必定属于某个佛祖；三，这里
面的，
面的，必定是佛祖。
必定是佛祖。甚至，
甚至，他的思绪还飘飞得
更远，
更远，四，“就是无佛，
就是无佛，也必有个佛像。
也必有个佛像。”
当初，
当初，玄奘发下心愿“
玄奘发下心愿“我弟子心愿，
我弟子心愿，遇佛拜
佛。”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他做得算是很好，
他做得算是很好，而且也很
虔诚，
虔诚，不是一般修行人能比的。
不是一般修行人能比的。甚至，
甚至，当他因
企图拜佛塔被奎木狼星捉去差点丧命之后，
企图拜佛塔被奎木狼星捉去差点丧命之后，依

然初衷不改。
然初衷不改。就这一点，
就这一点，就没多少修行人能做
得到。
得到。很多人，
很多人，就开始疑虑重重、
就开始疑虑重重、畏惧潜伏心
头。假如，
假如，让我们来假设一下，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这一次的唐僧
被捉被吃了，
被捉被吃了，他留下的传说，
他留下的传说，留给世人们的故
事，将是一个悲壮的修行故事。
将是一个悲壮的修行故事。对吧？
对吧？因为他
的所作所为，
的所作所为，从世俗的层面上来看，
从世俗的层面上来看，就是在凶
险的追求理想信念的道路上，
险的追求理想信念的道路上，不幸殒身丧命，
不幸殒身丧命，
就好像那些攀登珠峰而丧命的登山者一样，
就好像那些攀登珠峰而丧命的登山者一样，为
后人称颂，
后人称颂，为同行们敬仰。
为同行们敬仰。
而从修行的立场上来看，
而从修行的立场上来看，那可就未必是百分之
那可就未必是百分之
百值得称颂的了。
百值得称颂的了。
因为，
因为，他一定忘记了，
他一定忘记了，拜佛真正的目的，
拜佛真正的目的，到底
是干啥了。
是干啥了。就如同日复一日、
就如同日复一日、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枯燥
无味的诵经、
无味的诵经、修心一样，
修心一样，时日久了，
时日久了，他变得越
来越固守修行形式的本身，
来越固守修行形式的本身，而淡化了提炼其中
的内涵，
的内涵，忘记了，
忘记了，修行跟世俗读书一样，
修行跟世俗读书一样，正道
应该是孔子所云之“
应该是孔子所云之“温故而知新”
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
新，每有新知，
每有新知，便是境界扩展或升华，
便是境界扩展或升华，那种迷
雾中隐显新景观的欣喜、
雾中隐显新景观的欣喜、虚空中浮现新世界的

惊讶，
惊讶，贯见的事物，
贯见的事物，你发现了他另外境界的样
子。那种感受，
那种感受，才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
才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不说
日常，
日常，只说修行的话。
只说修行的话。温故不能知新，
温故不能知新，在修行
中，可是太大的问题，
可是太大的问题，思维固化了。
思维固化了。
这时候的玄奘，
时候的玄奘，已经无可救药，
已经无可救药，孙悟空早已知
晓，于是在玄奘讲述完自己的推理过程后，
于是在玄奘讲述完自己的推理过程后，孙
悟空立刻发布了免责声明：
悟空立刻发布了免责声明：“不可进去。
不可进去。此处
少吉多凶。
少吉多凶。若有祸患，
若有祸患，你莫怪我。
你莫怪我。”
面对“
面对“胆小怕事不肯担责任”
胆小怕事不肯担责任”的孙猴子，
的孙猴子，玄奘
傲然的说：
傲然的说：“我弟子心愿，
我弟子心愿，遇佛拜佛，
遇佛拜佛，如何怪
你？”眼看那玄奘，
眼看那玄奘，换上了佛祖的袈裟，
换上了佛祖的袈裟，结束
了衣冠，
了衣冠，里面的妖精，
里面的妖精，就心里踏实了，
就心里踏实了，这厮好
骗。面对玄奘这等固守肤浅认识，
面对玄奘这等固守肤浅认识，还自认坚定
的废柴，
的废柴，注定邪悟的好材料，
注定邪悟的好材料，佛祖居然还安排
他去取经，
他去取经 ， 不骗死他，
不骗死他 ， 这心里实在不平衡，
这心里实在不平衡 ， 来 ，
通过装蒜搞死他：
通过装蒜搞死他：“唐僧，
唐僧，你自东土来拜见我
佛，怎么还这等怠慢？
怎么还这等怠慢？”。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
十五回（5）为何自欺
可不要以为，
可不要以为，妖怪都是没品的。
妖怪都是没品的。妖怪们本相，
妖怪们本相，
都是奇形怪状、
都是奇形怪状、甚至丑陋不堪，
甚至丑陋不堪，审美观不同么
。由于审美观的差异，
由于审美观的差异，纵然妖怪们能轻易变化
得绝色美艳、
得绝色美艳、英俊潇洒、
英俊潇洒、甚至是仙气飘飘的。
甚至是仙气飘飘的。
可是，
可是，通过整本西游记，
通过整本西游记，能发现一个现象，
能发现一个现象，那
就是妖怪们没有留恋这种变化形象了，
就是妖怪们没有留恋这种变化形象了，它们常
态还是更喜欢保持本色面目。
态还是更喜欢保持本色面目。
妖怪们渴望的是人类的身体，
妖怪们渴望的是人类的身体，可不是人类的美
貌。它们知道，
它们知道，相貌的美丑，
相貌的美丑，都不是本质的形
象。它们能看到，
它们能看到，一个人的心灵的美丑，
一个人的心灵的美丑，才是
她或他的本质形象。
她或他的本质形象。
从这个角度讲，
从这个角度讲，妖怪们还都是有各自的道行的
。比如这黄眉老妖，
比如这黄眉老妖，人家幻化出来的寺院“
人家幻化出来的寺院“红
尘不到真仙境，
尘不到真仙境，静土招提好道场。
静土招提好道场。”，逼真度
近乎百分百，
近乎百分百，用来迷惑三藏八戒这等没有心眼
儿的修行人则成功率就是百分百。
儿的修行人则成功率就是百分百。

话说，
话说，玄奘他为何轻易的被迷惑？
玄奘他为何轻易的被迷惑？那还不是因
他心中有这样固化的执著？
他心中有这样固化的执著？可是，
可是，人类为何有
这样固化的执著？
这样固化的执著？
人类处于有形结构的最底层，
人类处于有形结构的最底层，人类被一切有形
的固化的结构给禁锢着。
的固化的结构给禁锢着。再加上人类身体中、
再加上人类身体中、
心灵中纵然有无数无尽的无形的高级结构，
心灵中纵然有无数无尽的无形的高级结构，可
是受限于自己眼见为实的眼睛和感官，
是受限于自己眼见为实的眼睛和感官，人类有
一种不可克制的把一切给固化的冲动。
一种不可克制的把一切给固化的冲动。
固化的内容，
固化的内容，就成为经验、
就成为经验、成为习惯、
成为习惯、成为下
意识的反应，
意识的反应，有的，
有的，甚至上升为规则、
甚至上升为规则、信念、
信念、
甚至是科学。
甚至是科学。从而，
从而，促使您成为，
促使您成为，一个俗世中
的人类。
的人类。“就是无佛，
就是无佛，也必有个佛像。
也必有个佛像。”玄奘
的这句话，
的这句话，正是反映出来这种下界物质的自我
固化的自性。
固化的自性。
人们身体中压入这种固化的内容多了，
人们身体中压入这种固化的内容多了，当然就
容易变得沉重淤滞起来。
容易变得沉重淤滞起来。这些固化物对肉眼不
可见，
可见，可是却是与身体内外的各种有形的、
可是却是与身体内外的各种有形的、下

界的东西的同构物，
界的东西的同构物，其结构完全一样，
其结构完全一样，结构粗
糙、运作笨拙。
运作笨拙。成年的人们、
成年的人们、老于世故的人们
，永远没有孩童那种一望可知的干净的感受，
永远没有孩童那种一望可知的干净的感受，
乃是由此。
乃是由此。
不过，
不过，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这种固化都是坏事。
这种固化都是坏事。尽管，
尽管，
对于俗世中的每个人，
对于俗世中的每个人，大多时候都不是好事。
大多时候都不是好事。
可是这是三界内的物质结构规则使然，
可是这是三界内的物质结构规则使然，并非是
因为人类内在自我的愚昧。
因为人类内在自我的愚昧。是人们时间漫长了
，把它当作是自己，
把它当作是自己，才让人开始愚昧的。
才让人开始愚昧的。
人们的身体，
人们的身体，是一个可以与无限内容同构的奇
异的构造。
异的构造。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
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有意识的
、无意识的，
无意识的，凡是有接触的，
凡是有接触的，都被映射压入这
个奇异的构造。
个奇异的构造。在人世间，
在人世间，生命的历程，
生命的历程，就是
生命，
生命，就是生命的主要组成部分，
就是生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感受的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经历的苦辣酸甜、
经历的苦辣酸甜、天地、
天地、历史，
历史，不
管每一个我们男女、
管每一个我们男女、老幼、
老幼、穷富、
穷富、全都进入我
们的身体，
们的身体，成为记忆，
成为记忆，哪怕我们想不起来的过
去，我们不肯承认的生生世世，
我们不肯承认的生生世世，一切都如同一
串串穿越时空的珠链，
串串穿越时空的珠链，构成我们漫长的生命，
构成我们漫长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历史
让我们成为历史，
历史，成为纽带，
成为纽带，连接过去和未来
、圹宇和尘埃，
圹宇和尘埃，我们生命的纽带，
我们生命的纽带，与宇宙交织
，绑缚那面临溃散的躯体、
绑缚那面临溃散的躯体、行将消失的一切。
行将消失的一切。
每一次，
每一次，我们转生，
我们转生，我们过去的记忆被压入不
可触碰之境，
可触碰之境，身心空空的我们，
身心空空的我们，以纯真孩童的
面目，
面目，重新好奇、
重新好奇、重新惊喜，
重新惊喜，重新经历人世间
的种种，
的种种，与过去不同的种种时代、
与过去不同的种种时代、境遇，
境遇，新的
记忆、
记忆、新的阅历、
新的阅历、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困苦艰难，
困苦艰难，再一
次一层一层的，
次一层一层的，进入我们的身体、
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
记忆，
记忆，与过去的生命衔接。
与过去的生命衔接。
于是我们的生命深处，
于是我们的生命深处，有了穿越千万年的沉淀
，古人云：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内在的一切，
内在的一切，让
我们看上去脆弱的生命，
我们看上去脆弱的生命，实际上，
实际上，有着不可思
议的法力。
议的法力。只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生生世世的我
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经历这一切，
经历这一切，除了抵达今天，
除了抵达今天，
我们的身躯，
我们的身躯，还有什么功用。
还有什么功用。
如果不是身躯有这个固化功能，
如果不是身躯有这个固化功能，人类小小的身
躯、短短的几千年历史
短短的几千年历史，
历史，如何便能，
如何便能，浓缩容纳

如此惊人不可思议的一切？
如此惊人不可思议的一切？
一个人，
一个人，过去的记忆，
过去的记忆，轻易便不再唤起。
轻易便不再唤起。玄奘
的修行路，
修行路，则是，
则是，一层层的重新唤起，
一层层的重新唤起，每走过
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他走过的内涵，
他走过的内涵，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可是他
的身体，
的身体，依然在红尘中，
依然在红尘中，修行的成就，
修行的成就，就远离
而去。
而去。他的脑袋，
他的脑袋，如同一个转生的孩童，
如同一个转生的孩童，却又
浸满了新一层面的各种七情六欲，
浸满了新一层面的各种七情六欲，所以你一次
又一次的看到被唤起的他的恐惧、
又一次的看到被唤起的他的恐惧、他的懦弱、
他的懦弱、
他的自私自欺、
他的自私自欺、他的愚昧糊涂，
他的愚昧糊涂，他重新在那种
生死边缘上经历考验，
生死边缘上经历考验，所以看上去他表现得经
常窝囊，
常窝囊，经常软弱无能。
经常软弱无能。不奇怪，
不奇怪，换成你我，
换成你我，
可能亦然。
可能亦然。
可是，
可是，沉淀的一切，
沉淀的一切，可不一定都是好的。
可不一定都是好的。因为
人人的辨别能力、
人人的辨别能力、抵抗力千差万别，
抵抗力千差万别，生生世世
、日日时时，
日日时时，身体中也积淀了太多不好的，
身体中也积淀了太多不好的，坏
的，错的东西。
错的东西。玄奘他，
玄奘他，甚至把那些固化的执
念、与修行的正念，
与修行的正念，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起初，
起初，他把敬
佛的心意，
佛的心意，由于见不到佛，
由于见不到佛，转移成为对佛塔佛
像的敬意，
像的敬意，意念中，
意念中，以像意佛，
以像意佛，接像敬佛。
接像敬佛。可

时日久了，
时日久了，他固执于一定要拜佛塔，
他固执于一定要拜佛塔，一定要拜
佛像，
佛像，并且自认为这才是坚定、
并且自认为这才是坚定、虔诚、
虔诚、始终如
一。见庙就拜的许愿，
见庙就拜的许愿，在起步的时候，
在起步的时候，好，虔
诚、坚定。
坚定。到了高层面，
到了高层面，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细腻的
审视下去，
审视下去，方见杂质。
方见杂质。
所以，
所以，当颇有来头、
当颇有来头、颇有境界的妖魔出现的时
候，他心中的杂质，
他心中的杂质，没有妖魔境界高，
没有妖魔境界高，他又固
守杂质。
守杂质。在杂质的眼里、
在杂质的眼里、观念里，
观念里，妖魔自然也
是佛了呢。
是佛了呢。这一切，
这一切，那妖魔可看得真切，
那妖魔可看得真切，所以
它，应心而化，
应心而化，轻易的把你纳入囊中，
轻易的把你纳入囊中，把你千
百年的道行，
百年的道行，顷刻间化为脓血。
顷刻间化为脓血。实际上，
实际上，你固
守的，
守的，不是金身，
不是金身，的确只是一滩脓血。
的确只是一滩脓血。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五回（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