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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火起

眼见得酡颜醉脸的大仙桃，
眼见得酡颜醉脸的大仙桃，孙悟空很符
合逻辑的开动起来了歪脑筋。
合逻辑的开动起来了歪脑筋。为了能够
放心大胆的敞开肚皮吃桃子，
放心大胆的敞开肚皮吃桃子，孙悟空撒
下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比桃子还大的瞎话。
下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比桃子还大的瞎话 。
他骗跟随他的本园土地、
他骗跟随他的本园土地、力士并齐天府
仙吏说：
仙吏说：你们出去园子外面歇着吧，
你们出去园子外面歇着吧，工
作这么劳累、
作这么劳累、园子里景色这么迷人、
园子里景色这么迷人、哥
要闭上眼睛陶醉一下。
要闭上眼睛陶醉一下。然后孙悟空就得
逞了，
逞了，专拣那熟透的大桃，
专拣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
摘了许多，
就在树枝上大吃特吃。
就在树枝上大吃特吃。
你说说这孙悟空，
你说说这孙悟空，干的是什么事情？
干的是什么事情？他
当初哭着喊着要求人家承认他的本事、
当初哭着喊着要求人家承认他的本事、
给他官职、
给他官职 、 给他差事。
给他差事 。 人家给他差事了，
人家给他差事了 ，
他施展得出来的本事，
他施展得出来的本事，竟然就是监守自
盗。做官嘛，
做官嘛，且不说一点起码的信托责

任精神都没有
任精神都没有，甚至连跟下属分享也不
加考虑。
加考虑。
玉皇大帝委派他做的事情是好生看管蟠
桃园，
桃园，他的职责就是要照顾好桃子的生
长，这职责可是不包括偷吃、
这职责可是不包括偷吃、私享的。
私享的。
除了现在的官员不算数（
除了现在的官员不算数（因为他们并不
是真正的官官，
是真正的官官，乃是盗贼团），
乃是盗贼团），哪有当
），哪有当
官的对自己下手行窃的、
官的对自己下手行窃的、哪有专偷自家
米缸？
米缸？
孙悟空没有职业道德、
孙悟空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讲信用、
也不讲信用、并
且鬼鬼祟祟。
且鬼鬼祟祟。尤其是他的不讲信用，
尤其是他的不讲信用，跟
当初的石猴比起来，
当初的石猴比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
真的是天差地别。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猴子们说谁敢跳到水瀑中，
猴子们说谁敢跳到水瀑中，
就尊他为王，
就尊他为王，然后石猴子做到了，
然后石猴子做到了，然后
他还引经据典的对猴子们说：
人而无信，
他还引经据典的对猴子们说：“人而无信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可见这猴子本来是知道遵
可见这猴子本来是知道遵
不知其可
守信用的。
守信用的 。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 ， 孙 悟空的信用值，
悟空的信用值 ，
被这个偷窃的贪婪之念，
被这个偷窃的贪婪之念，瞬间归零了。
瞬间归零了。

并且他的花果山，
并且他的花果山，他是大王、
他是大王、他交给同
族的四健将打理没甚么问题，
族的四健将打理没甚么问题，但是他还
交给那些妖魔鬼怪一起实行常委制，
交给那些妖魔鬼怪一起实行常委制，问
题就变味了。
题就变味了。孙悟空把自家的窝窝，
孙悟空把自家的窝窝，让
妖怪做常委来执政，
妖怪做常委来执政，然后他自己什么管
理的本事都没长进。
理的本事都没长进。自从离开灵台方寸
山，孙悟空的道德素养可以说是直线下
跌、已经硬着陆了。
已经硬着陆了。
在蟠桃园，
在蟠桃园，这个孙悟空、
这个孙悟空、大嘴巴一吃开
就刹不住闸，
就刹不住闸 ， 正经事每每干得哈欠连天，
正经事每每干得哈欠连天 ，
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倒是勤奋异常、
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倒是勤奋异常、
隔三差五的偷吃蟠桃、
隔三差五的偷吃蟠桃、估计是每次都吃
到撑得翻白眼，
到撑得翻白眼，什么信托责任、
什么信托责任、早就给
撑得没了踪影。
撑得没了踪影。
孙悟空什么都可以忘掉
孙悟空什么都可以忘掉，
忘掉，但是却没忘掉
自己的头衔。
自己的头衔 。 话说有一日吃完几个桃子，
话说有一日吃完几个桃子 ，
孙大圣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
孙大圣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在那大树
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
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忽然间，
忽然间，孙猴子

好像觉得地震了一样，
好像觉得地震了一样，被摔倒地上，
被摔倒地上，迷
迷糊糊中，
迷糊糊中，却看见几个青衣女子在扯桃
枝，然后孙悟空即现本相，
然后孙悟空即现本相，耳朵内掣出
金箍棒，
金箍棒 ， 幌一幌，
幌一幌 ， 碗来粗细，
碗来粗细 ， 咄的一声，
咄的一声 ，
说了两句超级有意思的话。
说了两句超级有意思的话。孙悟空说什
么来着？
你是那方怪物，
么来着？孙悟空道：
孙悟空道：“你是那方怪物
你是那方怪物，敢
大胆偷摘我桃！
你是哪方怪物，
啧啧，
大胆偷摘我桃！”“你是哪方怪物
你是哪方怪物，”啧啧
啧啧，
在天庭里除了你这个孙悟空，
在天庭里除了你这个孙悟空，哪里还会
有怪物？
有怪物？孙悟空在天上厮混了这半年，
孙悟空在天上厮混了这半年，
可以肯定的说，
可以肯定的说 ， 一个怪物也没有碰上过。
一个怪物也没有碰上过 。
而在下界，
而在下界，他每日跟怪物们称兄道弟、
他每日跟怪物们称兄道弟、
推杯换盏
推杯换盏。
换盏。眼前的几个仙女，
眼前的几个仙女，既不贼眉
鼠眼、
鼠眼、也不鬼鬼祟祟，
也不鬼鬼祟祟，但是孙悟空为啥
会迷迷糊糊中就下意识的呵斥人家“
会迷迷糊糊中就下意识的呵斥人家“怪
物”哩
哩？
莫不是之前李天王他们下界到孙悟空的
花果山剿匪，
花果山剿匪，巨灵神、
巨灵神、哪咤他们的官家
阵仗威严、
阵仗威严、并且人家称呼他妖怪长、
并且人家称呼他妖怪长、妖

怪短的，
怪短的，虽然猴子嘴巴上从不服输、
虽然猴子嘴巴上从不服输、其
实心里面已经相当的自卑了呢？
实心里面已经相当的自卑了呢？于是乎
一旦有了正牌仙箓
一旦有了正牌仙箓，孙悟空终于潜意识
里时时刻刻的也在找机会、
里时时刻刻的也在找机会、端起官官的
身板，
身板 ， 冲别人吼几嗓子：
冲别人吼几嗓子 ： 你是哪路妖怪、
你是哪路妖怪 、
你是哪方怪物，
你是哪方怪物，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然后孙悟空第二句话更是趣味多多。
然后孙悟空第二句话更是趣味多多。他
说人家“敢大胆偷摘我桃
偶卖糕滴，
说人家 敢大胆偷摘我桃！
敢大胆偷摘我桃！”偶卖糕滴
偶卖糕滴，
他说人家偷摘、
他说人家偷摘、他说是他的桃子、
他说是他的桃子、他说
人家大胆妄为呦。
人家大胆妄为呦。
或许你以为，
或许你以为，孙悟空下意识里，
孙悟空下意识里，自己还
是个看管蟠桃园的官差，
是个看管蟠桃园的官差，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他
端出的确是官差的姿态，
端出的确是官差的姿态，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孙
悟空时刻牢记着自己已经是个仙官啦。
悟空时刻牢记着自己已经是个仙官啦。
但是，
但是，但是，
但是，一方面他根本不觉得偷吃
是自己渎职、
是自己渎职、愧对自己的官位，
愧对自己的官位，一方面
他又心里很清楚，
他又心里很清楚，偷吃桃子的事儿见不
得光。
得光 。 这时候孙悟空的言、
这时候孙悟空的言 、 行 、 与内心，
与内心 ，

分崩离析、
分崩离析、各自为政、
各自为政、典型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一位。
症患者一位。
七仙女说出了即将来临的蟠桃盛会的事
情来。
情来。孙悟空发现没有邀请自己，
孙悟空发现没有邀请自己，由于
心里的不平衡，
心里的不平衡 ， 孙悟空就很想讨个说法，
孙悟空就很想讨个说法 ，
看到底有没有邀请自己。
看到底有没有邀请自己。你讨说法就讨
说法去吧，
说法去吧，他却施展定身法定住了七仙
女。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是奉命摘桃子，
人家是奉命摘桃子，什么
错误也没有，
错误也没有 ， 现在无端的被孙悟空定住，
现在无端的被孙悟空定住 ，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说明孙悟空心智被不平衡的
火气给烧得很低下了。
火气给烧得很低下了。定住了七仙女，
定住了七仙女，
孙悟空就风风火火的要说法去啦。
孙悟空就风风火火的要说法去啦。然后
你就知道的，
你就知道的，精神分裂的孙悟空，
精神分裂的孙悟空，开始
于贪婪、
于贪婪、诱发于面子、
诱发于面子、在妒忌、
在妒忌、争斗心
的驱使下疯狂梦游了。
的驱使下疯狂梦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