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六回（5） 善缚妖魔
观世音善缚红孩儿，
观世音善缚红孩儿 ， 却是用法力变化自如，
却是用法力变化自如 ，
任凭你再厉害的武功，
任凭你再厉害的武功，也施展不得，
也施展不得，只好乖乖
就擒。
就擒。看上去柔弱无力美貌无边的菩萨，
看上去柔弱无力美貌无边的菩萨，其善
的力量，
的力量，能让你感受到比铜墙铁壁还刚强的力
量。世界上，
世界上，再厉害的口才，
再厉害的口才，也无法像菩萨这
样，说服你身边的事物变化。
说服你身边的事物变化。你看菩萨，
你看菩萨，举手
投足、
投足、心念转动之间，
心念转动之间，天地就起了变化。
天地就起了变化。
菩萨教孙悟空引来红孩儿，
菩萨教孙悟空引来红孩儿，凭的便是用水
在孙悟空手心里写了一个“
在孙悟空手心里写了一个“迷”字，孙悟空见
着红孩儿，
着红孩儿，放了拳头，
放了拳头，那红孩儿便着了迷乱，
那红孩儿便着了迷乱，
只知道追赶。
只知道追赶 。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 这个迷字冲着红孩儿，
这个迷字冲着红孩儿 ，
红孩儿意识里的其它思想念头，
红孩儿意识里的其它思想念头，便都被这个迷
字给屏蔽掉了，
字给屏蔽掉了，并且迷字在红孩儿的脑袋里放
并且迷字在红孩儿的脑袋里放
置了一个追赶的念想，
置了一个追赶的念想，红孩儿从未经过修心，
红孩儿从未经过修心，
不知道体察自己的念头是不是发自真我，
不知道体察自己的念头是不是发自真我，便当
作真正的自己的意识，
作真正的自己的意识，尾随老孙而去。
尾随老孙而去。

对于如何叫那妖魔自行前来就缚，
对于如何叫那妖魔自行前来就缚，弥勒佛
用的是，
用的是，跟菩萨一样的方法，
跟菩萨一样的方法，同样是用水在孙
悟空的左手心里，
悟空的左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写了一个字，弥勒佛写了一
个 “ 禁”字 。
可是一开始，
可是一开始 ， 孙悟空的反应，
孙悟空的反应 ， 却是不同的。
却是不同的 。
孙悟空对菩萨，
孙悟空对菩萨，是信服的，
是信服的，因为见识过菩萨的
法力。
法力。而对于弥勒佛，
而对于弥勒佛，孙悟空应该是从来没有
见识过人家的本事。
见识过人家的本事。孙悟空对弥勒佛的认识，
孙悟空对弥勒佛的认识，
应该很早了。
应该很早了。可是在孙悟空的眼里，
可是在孙悟空的眼里，这个整天
喜气盈盈、
喜气盈盈、目光矍铄的老头，
目光矍铄的老头，属于和蔼可亲但
没啥本事的印象。
没啥本事的印象。所以当弥勒佛向绝望中的孙
所以当弥勒佛向绝望中的孙
悟空声称要“
悟空声称要“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
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的时候，
的时候，
孙悟空满腹狐疑。
孙悟空满腹狐疑。
眼看着笑眯眯的弥勒佛，
眼看着笑眯眯的弥勒佛，好像是没什么法
力的样子，
力的样子，并且眼看他连自家的童儿都看管不
住的样子，
住的样子，怎么也没法儿相信，
怎么也没法儿相信，他能降伏那个
已经是神通广大、
已经是神通广大、饶勇善战的妖怪。
饶勇善战的妖怪。于是孙悟
空有了第一个疑问，
空有了第一个疑问，行者道：
行者道：“这妖精神通广
大，你又无些兵器，
你又无些兵器，何以收之？
何以收之？”弥勒佛一眼

看穿他，
看穿他，笑道：
笑道：“我在这山坡下，
我在这山坡下，设一草庵，
设一草庵，
种一田瓜果在此，
种一田瓜果在此，你去与他索战。
你去与他索战。交战之时，
交战之时，
许败不许胜，
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我这瓜田里。
引他到我这瓜田里。我别的瓜都
是生的，
是生的 ， 你却变做一个大熟瓜。
你却变做一个大熟瓜 。 他来定要瓜吃，
他来定要瓜吃 ，
我却将你与他吃。
我却将你与他吃。吃下肚中，
吃下肚中，任你怎么在内摆
布他。
布他 。 那时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儿，
那时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儿 ， 装他回去。
装他回去 。 ”
孙悟空不知道，
孙悟空不知道，佛说了的话，
佛说了的话，就是历史，
就是历史，必定
发生。
发生。而且既然弥勒佛连孙悟空怎么变化都能
设计好，
设计好，而且连孙悟空在妖怪肚子里要撒泼耍
混摆拳脚，
混摆拳脚，都设计得那么符合孙悟空当下的愤
恨心情与个性，
恨心情与个性 ， 孙悟空却没听明白深层的味道，
孙悟空却没听明白深层的味道 ，
却对弥勒佛的眼光怀疑起来，
却对弥勒佛的眼光怀疑起来，不大相信弥勒佛
的法眼。
的法眼。
孙悟空疑虑道“
孙悟空疑虑道“此计虽妙，
此计虽妙，你却怎么认得
变的熟瓜？
变的熟瓜 ？ 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
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 ？ ” 弥勒笑道：
弥勒笑道 ：
“我为治世之尊，
我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
慧眼高明，岂不认得你！
岂不认得你！凭
你变作甚物，
你变作甚物 ， 我皆知之。
我皆知之 。 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
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 ，
我却教你一个法术。
我却教你一个法术。”弥勒佛解答了孙悟空的
疑虑，
疑虑，也等于向孙悟空宣讲了佛境界的法力。
也等于向孙悟空宣讲了佛境界的法力。
到了佛的境界，
到了佛的境界，眼皮底下，
眼皮底下，再无假象、
再无假象、幻象，
幻象，

任凭你百般伪装欺骗、
任凭你百般伪装欺骗、千变万化，
千变万化，人家的佛力
看你的外在包装就像看空气一样透明。
看你的外在包装就像看空气一样透明。这种法
力，不是武力神通能达到的，
不是武力神通能达到的，是人家通过修行
获得的定力、
获得的定力、提高的档次来达到的。
提高的档次来达到的。修行人的
定力，
定力，便是世间万象的穿透力。
便是世间万象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
这种穿透力，
可以穿越层层叠叠，
可以穿越层层叠叠，也可以穿越过去未来，
也可以穿越过去未来，凡
是他能穿越的一切
是他能穿越的一切，
穿越的一切，他都可以给你解开，
他都可以给你解开，也就
是，给你解散，
给你解散，变成一无所有，
变成一无所有，也可以给你解
开一切恩怨纠缠、
开一切恩怨纠缠、迷雾业障，
迷雾业障，还可以，
还可以，从虚无
中，构造出来一切。
构造出来一切。
菩萨看上去的柔软、
菩萨看上去的柔软、汪洋大海般的慈悲，
汪洋大海般的慈悲，
便是来自这种定力，
便是来自这种定力，看上去，
看上去，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一无
所有，
所有，或者无形无质，
或者无形无质，实际上，
实际上，那是所有的刚
强、坚硬都比不了的力量。
坚硬都比不了的力量。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在人世
间，就是修行人，
就是修行人，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练，
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练，
去伪存真，
去伪存真，而获得。
而获得。真话的力量，
真话的力量，背后有如此
无穷无尽的力量，
无穷无尽的力量，真相的力量，
真相的力量，是人世间的武
力、暴力都比不了的。
暴力都比不了的。别说人世间的武力，
别说人世间的武力，整
个世界、
个世界、天上、
天上、天上天、
天上天、无尽上界，
无尽上界，没有真话
和真相，
和真相，穿透不了的、
穿透不了的、瓦解不了的障碍。
瓦解不了的障碍。

孙悟空没能静下心来，
孙悟空没能静下心来，像我们这样，
像我们这样，细细
的琢磨学习，
的琢磨学习，弥勒佛的这句话已经给了全部答
案，行者问：
行者问：“他断然是以搭包儿装我，
他断然是以搭包儿装我，怎肯
跟来？
跟来？有何法术可来也？
有何法术可来也？”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便是业障所化所生，
便是业障所化所生，弥勒佛、
弥勒佛、
观音菩萨在孙悟空左手上写一个字，
观音菩萨在孙悟空左手上写一个字，那字便构
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给妖怪，
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给妖怪，给妖怪安排了一段
虚拟人生，
虚拟人生，瓦解的力量与重构的力量，
瓦解的力量与重构的力量，对于佛
来说，
来说，是同一种力量。
是同一种力量。在这个“
在这个“迷”字、或
“禁”字的笼罩下，
字的笼罩下，那妖怪就成了一个木偶道
具。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给孙悟空展示这种法
术，是在给孙悟空观看下界、
是在给孙悟空观看下界、人世间的真相，
人世间的真相，
下界生灵，
下界生灵，是如何在各种假象的诱惑迷惑下生
是如何在各种假象的诱惑迷惑下生
存。
对于真正的神仙来说，
对于真正的神仙来说，瓦解的力量与重构
的力量，
的力量，孙悟空理解不了。
孙悟空理解不了。直到孙悟空亲眼看
着 ， 那弥勒佛吹口仙气，
那弥勒佛吹口仙气 ， 就把碎金复原成金铙，
就把碎金复原成金铙 ，

老孙这才恍然大明白：
老孙这才恍然大明白：老天，
老天，原来佛法神通，
原来佛法神通，
不是拼拳头这么低级呀！
不是拼拳头这么低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