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1）
）猴子的身份认证问题
第五回回目前一句还称呼孙猴子为大圣，
第五回回目前一句还称呼孙猴子为大圣 ，
后一句就叫猴子为怪了，
后一句就叫猴子为怪了，怪不是妖怪的
意思、
意思 、 也是怪物的意思，
也是怪物的意思 ， 反正不是褒义。
反正不是褒义 。
然后更过份的是，
然后更过份的是，吴老先生开头第一句
话就直呼这个猴子为妖猴，
话就直呼这个猴子为妖猴，很不客气：
很不客气：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
。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
这可是怎么说？
这可是怎么说 ？ 一会儿说孙悟空是神仙、
一会儿说孙悟空是神仙 、
一会儿说他是妖怪，
一会儿说他是妖怪，并且这个现象在整
部小说中都有体现。
部小说中都有体现。有人说这影射了中

国阴暗的官僚体制、
国阴暗的官僚体制、独霸话语权、
独霸话语权、规定
不归顺的都是妖怪、
不归顺的都是妖怪、归顺的妖怪也不是
妖怪了。
妖怪了。云云。
云云。
有些事儿，
有些事儿，就是没人真的来说清楚。
就是没人真的来说清楚。不
知道的人就说个不停，
知道的人就说个不停，真知道的人反而
觉得不能说、
觉得不能说 、 因为都属于上界的机密嘛。
因为都属于上界的机密嘛 。
妖，在三界内，
在三界内，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评判
准则。
准则 。 在地狱里、
在地狱里 、 是不是妖都无所谓了、
是不是妖都无所谓了 、
反正都是狰狞、
反正都是狰狞、丑恶的形像。
丑恶的形像。在人间，
在人间，
没有人的身体、
没有人的身体、也就是没有转生成人、
也就是没有转生成人、
却通过不合理方式获得了一些人独有的
便利，
便利，或者有了人身、
或者有了人身、却没有人性、
却没有人性、违
背天定的人伦，
背天定的人伦，这两种即是妖，
这两种即是妖，也就是
说 ， 在人的层面，
在人的层面 ， 获得异常能力的生命、
获得异常能力的生命 、
必须有人性、
必须有人性、符合人这一层面道德，
符合人这一层面道德，才
不是妖。
不是妖。因为人类即是各种各样生命转
生的，
生的，只要他符合人类的道德，
只要他符合人类的道德，就算 OK
了。

再高于人的境界，
再高于人的境界，比如天上，
比如天上，肯定是修
上去的生命都有人形的真身的。
上去的生命都有人形的真身的。但是他
就得符合天上的神性的要求了，
就得符合天上的神性的要求了，符合神
性的道德层面、
性的道德层面、通过注册天箓
通过注册天箓进入神仙
的循环体系。
的循环体系。否则即是妖孽。
否则即是妖孽。
总体上来讲，
总体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层面，
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都要
进入上下对应的循环体系。
进入上下对应的循环体系。在人间、
在人间、脱
离道德规范就脱离了这个循环体系，
离道德规范就脱离了这个循环体系，脱
离了体系之后会强占许多别的生灵的资
源 ， 从而欠下巨额账目。
从而欠下巨额账目 。 等到百年之后，
等到百年之后 ，
这种抢劫型的生命就得下地狱、
这种抢劫型的生命就得下地狱、一层一
层的剥离他们通过抢劫而霸占的资源。
层的剥离他们通过抢劫而霸占的资源。
他们强占的资源，
他们强占的资源，已经转化成了他们的
一层一层的身体、
一层一层的身体、这种身体不是人皮，
这种身体不是人皮，
但是也是一种皮肉，
但是也是一种皮肉，那可不就一层一层
的扒皮了
多痛苦呀。
的扒皮 了 ……多痛苦呀
多痛苦呀 。 是呀，
是呀 ， 很痛苦，
很痛苦 ，
可是没办法，
可是没办法，那是人家在资源回收、
那是人家在资源回收、公
平的返还给那些被侵占的原主。
平的返还给那些被侵占的原主。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大致上概括的说，
大致上概括的说，在每一个
层面上来说，
层面上来说，要在那一个层面上生存，
要在那一个层面上生存，
却不在那个层面的循环运作体系中的，
却不在那个层面的循环运作体系中的，
通过暴力、
通过暴力、强制来掠夺资源，
强制来掠夺资源，来谋生的
家伙们，
家伙们，就是妖孽了。
就是妖孽了。
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分层结构的，
这个世界是分层结构的，每
一层面都存在上下的循环。
一层面都存在上下的循环。对于生存者
来说，
来说，通过循环获取自己生存需要的资
源，通过生存和付出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生存和付出作出自己的贡献。
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完整的、
整个宇宙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
庞大的、
生生不息的生态圈，
生生不息的生态圈，繁荣的生态系统。
繁荣的生态系统。
按照这个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于是《
于是《西游记》
西游记》中相关
的一切事儿都清楚明了了
的一切事儿都清楚明了了，为什么孙悟
空有时候被称作妖，
空有时候被称作妖 ， 有时候被称作神仙。
有时候被称作神仙 。
当他表示要加盟这个系统的时候、
当他表示要加盟这个系统的时候、或者
努力争取加入的时候，
努力争取加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他有
希望成为正规的神仙，
希望成为正规的神仙，就称呼他神仙、
就称呼他神仙、
大圣了，
大圣了，其实当他修炼的时候，
其实当他修炼的时候，符合人

家神仙规范的时候，
家神仙规范的时候，那时候他确实进入
了这个生态系统了。
了这个生态系统了。
但是现在的孙猴子，
但是现在的孙猴子，着实不懂这些基本
的道德要求，
的道德要求，他所在行的、
他所在行的、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
就是吃、
话表齐天大圣到
就是吃、喝、拿、要。“话表齐天大圣到
底是个妖猴，
底是个妖猴，更不知官衔品从，
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较
俸禄高低，
俸禄高低，但只注名便了。
但只注名便了。那齐天府下
二司仙吏，
二司仙吏，早晚扶侍，
早晚扶侍，只知日食三餐，
只知日食三餐，
夜眠一榻，
夜眠一榻，无事牵萦，
无事牵萦，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你瞧瞧，
你瞧瞧 ， 这就是孙悟空现在的修行方式
这就是孙悟空现在的修行方 式 ，
每天是衣来伸手、
每天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饭来张口，每天是三
个饱、
个饱、一个倒，
一个倒，每天是东游西荡、
每天是东游西荡、到处
闲窜，
闲窜，整个一个没有追求、
整个一个没有追求、不知上进的
无业青年。
无业青年。
你还别说，
你还别说，说不定在孙悟空自己眼里，
说不定在孙悟空自己眼里，
他也挺忙呢。
他也挺忙呢。小说中没有提到，
小说中没有提到，但是后
续的小说中零星有涉及，
续的小说中零星有涉及，我就猜测，
我就猜测，孙

悟空整天游荡、
悟空整天游荡、找人家闲扯胡侃，
找人家闲扯胡侃，他应
该非常八卦，
该非常八卦 ， 热衷于打听各种八卦新闻。
热衷于打听各种八卦新闻 。
关于孙悟空八卦的揣测，
关于孙悟空八卦的揣测，一个间接的证
据就是，
据就是，见他每日游荡，
见他每日游荡，许旌阳真人就
觉得没法儿放心这猴子，
觉得没法儿放心这猴子，就启奏玉皇大
帝，请求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
请求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因为“恐
因为 恐
后闲中生事，
后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
不若与他一件事管，庶免
别生事端。
别生事端。”
如果孙悟空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这么简单，
如果孙悟空整天就是吃喝玩乐这么简单 ，
我想没有神仙会在意他的。
我想没有神仙会在意他的。就像《
就像《三国
演义》
演义》中被抓到中原的阿斗哥，
中被抓到中原的阿斗哥，每天就
是孙悟空这样吃喝玩乐、
是孙悟空这样吃喝玩乐、幸福死了，
幸福死了，已
经让他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
经让他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司马氏放
心阿斗，
心阿斗，就是因为阿斗专心致志的吃喝
就是因为阿斗专心致志的吃喝
玩乐。
玩乐。
许旌阳真人是个得道高人，
许旌阳真人是个得道高人，人家在人间
修炼的时候，
修炼的时候，就说出过不少至理名言。
就说出过不少至理名言。
比如“
比如 “ 存心不善，
存心不善 ， 风水无益；
风水无益 ； 父母不孝，
父母不孝 ，

奉神无益；
奉神无益；兄弟不和，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交友无益；行止
不端，
不端 ， 读书无益；
读书无益 ； 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 ， 博学无益；
博学无益 ；
作事乖张，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
聪明无益；不惜元气，
不惜元气，服药
无益：
无益 ： 时运不通，
时运不通 ， 妄求无益；
妄求无益 ； 妄取人财，
妄取人财 ，
布施无益；
许真
布施无益；淫恶肆欲，
淫恶肆欲，阴骘无益。
阴骘无益。”许真
人的《
人的《转轮歌》：
转轮歌》：“畜生本是人来变
》： 畜生本是人来变，
畜生本是人来变，人
畜轮回古到今。
畜轮回古到今。不见披毛并戴角，
见披毛并戴角，劝君
休使畜生心。
尤其是许真人说的“良心
休使畜生心。”尤其是许真人说的
尤其是许真人说的 良心
自有良心报，
这话简
自有良心报，奸狡还须奸狡磨。
奸狡还须奸狡磨。”这话简
直就是为孙悟空量身定做的。
直就是为孙悟空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
么说？
么说？因为这就是孙悟空后来西天途中
遇到所有关隘、
遇到所有关隘、魔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魔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悟空斗来斗去的降妖伏魔，
孙悟空斗来斗去的降妖伏魔，一方面就
是因为赖皮、
是因为赖皮、好斗的品性招来的。
好斗的品性招来的。
再说这一段孙悟空结交的朋友，
再说这一段孙悟空结交的朋友，都是什
么神仙，
么神仙 ， 三清、
三清 、 四帝、
四帝 、 九曜星、
九曜星 、 五方将、
五方将 、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十二元辰、
十二元辰、五方
五老、
五老、普天星相、
普天星相、河汉群神。
河汉群神。

三清即玉清、
三清即玉清、上清、
上清、太清，
太清，是历史上道
家对元始天尊、
家对元始天尊、灵宝天尊、
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
合称，
合称，他们是道体系中的上尊；
他们是道体系中的上尊；四帝在
三清之下，
三清之下，北极紫微大帝
北极紫微大帝、南极长生大
帝 、 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 东极青华大帝。
东极青华大帝 。
九曜星官为日曜(太阳
九曜星官为日曜 太阳)、
太阳 、月曜(太阴
月曜 太阴)、
太阴 、火
曜(荧惑星
荧惑星)、
荧惑星 、水曜(辰星
水曜 辰星)、
辰星 、木曜(岁星
木曜 岁星)、
岁星 、
金曜(太白星
黄幡星)、
金曜 太白星)、
太白星 、土曜(镇星
土曜 镇星)、
镇星 、罗_(黄幡星
黄幡星 、
计都(豹尾星
计都 豹尾星)。
豹尾星 。
一气化三清，
一气化三清，三清是道教中最高境界，
三清是道教中最高境界，
这个气是元气，
这个气是元气，没有形状、
没有形状、没有微粒的
境界，
境界，对于人们来说，
对于人们来说，就是比真空还真
空的境界的神。
空的境界的神。孙悟空能跟他们称兄道
弟，说明孙悟空到了这个最高境界，
说明孙悟空到了这个最高境界，他
本身名字就叫悟空嘛。
本身名字就叫悟空嘛。四帝、
四帝、九星主掌
三界内、
三界内 、 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具体安排、
特别是人世间的一切具体安排 、
具体运作，
具体运作，要精密到哪怕是一个细菌的

地步。
地步。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神通、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神通、对映到
他们这个层面。
他们这个层面。
按道理说，
按道理说，孙悟空整天结交这些高人朋
友，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接人待物的礼貌
了吧。
了吧。到人家那儿作客，
到人家那儿作客，起码也应该明
白客随主变、
白客随主变 、 明白个个入乡随俗的道理。
明白个个入乡随俗的道理 。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那你上天了，
那你上天了，不得一样要
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到人家那境界、
到人家那境界、得遵守人家
那层面的规矩、
那层面的规矩、规范，
规范，这是很基本很基
本的要求了。
本的要求了。
修炼人就是这样嘛，
修炼人就是这样嘛，每提高一层，
每提高一层，去之
前先明白了、
前先明白了 、 愿意遵守了那一层的要求、
愿意遵守了那一层的要求 、
那一层的法，
那一层的法，然后人家自然就欢迎你、
然后人家自然就欢迎你、
接纳你，
接纳你，你不上去也得拉你上去了。
你不上去也得拉你上去了。

（2）
）猴子与桃子
且说孙悟空整日游荡、
且说孙悟空整日游荡、不干正事，
不干正事，既不
修心、
修心、也不修道，
也不修道，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许真人恐
怕猴子他还会惹祸。
怕猴子他还会惹祸。于是玉皇大帝就准
奏了。
奏了。
这个玉皇大帝真是好脾气，
这个玉皇大帝真是好脾气，不管是哪位
仙吏提议、
仙吏提议、基本上是从谏如流。
基本上是从谏如流。再大的
事情，
事情，也可以下面的众仙官自行搞定，
也可以下面的众仙官自行搞定，
要什么支持给什么支持，
要什么支持给什么支持，不干预下属；
不干预下属；
下属搞不定了，
下属搞不定了，也基本不治罪；
也基本不治罪；实在是
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就去搬动其他
的大神。
的大神。你说他没主意、
你说他没主意、没本事？
没本事？那可
是小看他了。
是小看他了。
但是许真人提出找点事情给孙悟空做，
但是许真人提出找点事情给孙悟空做，
填补一下他闲情难忍的空虚感，
填补一下他闲情难忍的空虚感，玉皇大
帝却给孙悟空安排了一个奇怪的不能再

奇怪的工作──管理蟠桃园
朕
奇怪的工作 管理蟠桃园！
管理蟠桃园！玉帝道：
玉帝道：“朕
见你身闲无事，
见你身闲无事，与你件执事。
与你件执事。你且权管
那蟠桃园，
那蟠桃园，早晚好生在意。
早晚好生在意。”
为什么说这个工作安排太奇怪？
为什么说这个工作安排太奇怪？因为管
理的是蟠桃园。
理的是蟠桃园。谁不知道孙猴子看见桃
子就心慌、
子就心慌、脚软、
脚软、流口水呀，
流口水呀，让孙悟空
看桃子，
看桃子，跟派一只猫猫守鱼儿一样的不
可靠。
可靠。玉皇大帝这么大的神仙，
玉皇大帝这么大的神仙，岂有不
知道的道理。
知道的道理。但是玉皇大帝就这么决定
了，而且其他神仙也很是心有灵犀的默
不作声。
不作声。
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神仙都会知道，
所有的神仙都会知道，当孙悟
空遇见蟠桃，
空遇见蟠桃，会发生什么“意外
会发生什么 意外”。
意外 。就连
跟随孙悟空在蟠桃园打杂的土地神、
跟随孙悟空在蟠桃园打杂的土地神、干
体力活照顾桃树的力士们都心知肚明的，
体力活照顾桃树的力士们都心知肚明的 ，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小神仙整天
紧紧的跟随着岁悟空，
紧紧的跟随着岁悟空，形影不离
形影不离，膏药
一样贴住了孙悟空。
一样贴住了孙悟空。要是我是这里的土

地和力士，
地和力士，十有八九是想瞧瞧孙悟空如
何的心痒难忍：
何的心痒难忍：万亿年难遇的一个大活
宝来了，
宝来了 ， 机会难得啊，
机会难得啊 ， 绝对的不容错过。
绝对的不容错过 。
况且这蟠桃园种植的都是极品仙桃，
况且这蟠桃园种植的都是极品仙桃，不
是一般的桃子，
是一般的桃子，对孙悟空来说就更加是
致命的诱惑。
致命的诱惑 。 且看这蟠桃都是什么神品。
且看这蟠桃都是什么神品 。
土地跟孙悟空是这么介绍的：
有三千六
土地跟孙悟空是这么介绍的：“有三千六
百株：
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
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
花微果小，三
千年一熟，
千年一熟 ， 人吃了成仙了道，
人吃了成仙了道 ， 体健身轻。
体健身轻 。
中间一千二百株，
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
层花甘实，六千年一
熟，人吃了霞举飞升，
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后面
一千二百株，
浅黄色)核
一千二百株，紫纹缃(xi_ng
紫纹缃
浅黄色 核，
九千年一熟，
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
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
同庚。
蟠桃园土地神一下子说出来许多
同庚。”蟠桃园土地神一下子说出来许多
的机密和天机来。
的机密和天机来。这天上方一日、
这天上方一日、地上
是一年，
是一年，三千年一熟就是人间过去了百
万年有余，
万年有余，这九千年一熟就是人间过去

了三百多万年啊。
了三百多万年啊。这蟠桃园是瑶池的王
母她亲自开辟的。
母她亲自开辟的。
我估计蟠桃园的历史是这样的。
我估计蟠桃园的历史是这样的。多少亿
年前，
年前，诸神开创了三界，
诸神开创了三界，并且建设了三
界的层层结构和运作机制，
界的层层结构和运作机制，后来人类开
始修炼，
始修炼，玉皇大帝修上来了，
玉皇大帝修上来了，于是就成
立了天庭，
立了天庭，后来越来越多人修炼上来，
后来越来越多人修炼上来，
诸神就把管理三界运作事务的事情，
诸神就把管理三界运作事务的事情，一
步一步的移交给了这些修炼上来的神。
步一步的移交给了这些修炼上来的神。
当然能移交的只是一部分，
当然能移交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更具
体的事情，
体的事情，还得原生的各层的神灵来管
理。
修道上来的神灵越来越多
修道上来的神灵越来越多、
越多、并且不断的
有工作交接问题，
有工作交接问题，对他们来说也需要定
期的聚会，
期的聚会，玉皇大帝一看，
玉皇大帝一看，觉得每年聚
会一下，
会一下，并且借机会布置一下每年的事
务，二合一的大聚会很划算。
二合一的大聚会很划算。

王母娘娘觉得这种做法很不错，
王母娘娘觉得这种做法很不错，就在天
庭附近开辟了一片桃园，
庭附近开辟了一片桃园，种植了这些仙
桃，算是为每年的大聚会做贡献嘛。
算是为每年的大聚会做贡献嘛。可
以栽种的仙果很多的嘛，
以栽种的仙果很多的嘛，为什么要提供
桃子呢？
桃子呢 ？ 而且是非常单一的，
而且是非常单一的 ， 只有桃子，
只有桃子 ，
三种品种。
三种品种。
“三千年一熟，
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
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
身轻。
身轻。六千年一熟，
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
人吃了霞举飞升，
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九千年一熟，
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
齐寿，
答案就是这个。
齐寿，日月同庚。
日月同庚。”答案就是这个
答案就是这个。
为什么提供桃子？
为什么提供桃子 ？ 因为王母娘娘的桃种，
因为王母娘娘的桃种 ，
是给修道人转化肉身用的
是给修道人转化肉身用的。
转化肉身用的。其他的仙果
品种可能不具备这种法力。
品种可能不具备这种法力。为什么分了
三个品种，
三个品种，那就修道人根基不同、
那就修道人根基不同、业力
因缘所至，
因缘所至，修上来境界不同、
修上来境界不同、到达不同
层面的天。
层面的天。有人只能做地上仙，
有人只能做地上仙，给他吃
三千年一熟的桃子足矣，
三千年一熟的桃子足矣，吃了六千年一
熟 、 九千年一熟的吃不消、
九千年一熟的吃不消 、 会出人命的，
会出人命的 ，

因为这些仙人还在三界内、
因为这些仙人还在三界内 、 还在六道中。
还在六道中 。
六千年一熟的桃子，
六千年一熟的桃子，是供应超出三界的
修道人的，
修道人的，他们已经得道，
他们已经得道，但是达不到
王的境界层次。
王的境界层次。九千年一熟的桃子，
九千年一熟的桃子，应
该是供应给王、
该是供应给王、帝、皇、菩萨、
菩萨、佛这些
层面的神仙的。
层面的神仙的。
这些桃子，
这些桃子，对孙悟空来说见了桃园简直
是如遇故知、
是如遇故知、生生的把孙猴子的心魂给
勾去了，
勾去了，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孙悟空听
因为孙悟空听
土地神这么一说“大圣闻言
土地神这么一说 大圣闻言，
大圣闻言 ， 欢喜无任”。
欢喜无任 。
然后，
然后，原来整天东游西荡、
原来整天东游西荡、游手好闲的
孙猴子，
自
孙猴子，忽然变了另外一副猴像来，
忽然变了另外一副猴像来，“自
此后，
此后，三五日一次赏玩，
三五日一次赏玩，也不交友，
也不交友，也
不他游。
──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宅男
不他游。”──
──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宅男。
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宅男。
按理说，
按理说，一个人改习惯是个过程呀，
一个人改习惯是个过程呀，怎
么也得个十天半月才对。
么也得个十天半月才对。而这猴子，
而这猴子，当
即就被蟠桃园给勾得魂飞魄散、
即就被蟠桃园给勾得魂飞魄散、朝思暮
想。看来玉皇大帝这个强制孙悟空敛心

的主意还真是超强有效的。
的主意还真是超强有效的。估计这时候
的孙悟空，
的孙悟空，连他的老家花果山都抛到九
霄云外去了。
霄云外去了。
蟠桃园，
蟠桃园，真的对孙悟空的心性，
真的对孙悟空的心性，构成了
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诱惑、
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诱惑、考验。
考验。孙悟空
守得住吗？
守得住吗？守不住。
守不住。孙悟空心性如何？
孙悟空心性如何？
没心性。
心性。孙悟空知道自己的职责吗？
孙悟空知道自己的职责吗？知
道了就见鬼了。
道了就见鬼了。
下面的故事，
下面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
道的了。
道的了。孙悟空的后续故事，
孙悟空的后续故事，只说明一
个问题：
个问题：那就是这时候的孙悟空实在不
是干正事的料。
是干正事的料。不给他官当，
不给他官当，他非常不
满；给他官当了，
给他官当了，他又不知道自己水平
不够。
不够。在天庭混了那么久，
在天庭混了那么久，就算以前没
当过官，
当过官，也应该知道其他神仙怎么工作
的吧！
的吧 ！ 就算他对其他神仙的工作没兴趣，
就算他对其他神仙的工作没兴趣 ，
他在花果山管理猴子、
他在花果山管理猴子、妖怪们，
妖怪们，应该也
积累了一点起码的管理经验了吧？
积累了一点起码的管理经验了吧？

事实上什么经验积累都没有，
事实上什么经验积累都没有，花果山的
管理工作是四健将、
管理工作是四健将、众妖王在打理。
众妖王在打理。孙
悟空枉称猴王、
悟空枉称猴王、枉称大圣，
枉称大圣，实乃花架子
一个。
一个。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说明孙悟空要当一
说明孙悟空要当一
个孤立的、
个孤立的 、 只是四处游荡的神仙还凑合，
只是四处游荡的神仙还凑合 ，
要想称王称圣，
要想称王称圣，还差得太远了。
还差得太远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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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的信用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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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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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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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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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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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揭秘孙悟空的神通
现在应该许多人都会认为，
现在应该许多人都会认为，定身法这种
神奇的法术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
神奇的法术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除
非实施全身麻醉、
非实施全身麻醉、被河豚毒素毒翻等等
化学性的手段才能让一个人出现不能控
制自己身体、
制自己身体、身体不能动弹。
身体不能动弹。这种手段
当然对人身是有损害性的、
当然对人身是有损害性的、侵入性的，
侵入性的，
不像神话小说中的定身法没有任何毒副
作用。
作用。当然了可能有人想变成植物人了
也不能动弹了，
也不能动弹了，只是植物人连基本的意
识都丧失了。
识都丧失了。武侠小说中传说的点穴、
武侠小说中传说的点穴、
据说也可以达到定住人的目的，
据说也可以达到定住人的目的，只是据
说仍然因为其通过扰动气血运行，
说仍然因为其通过扰动气血运行，对人
身损害很大。
身损害很大。
可能有人做梦，
可能有人做梦 ， 会发现有时候忽然醒来，
会发现有时候忽然醒来 ，
全身会有若干秒钟的失去控制──僵住了
全身会有若干秒钟的失去控制 僵住了。
僵住了 。
我就有过这种经历，
我就有过这种经历，正在做梦、
正在做梦、梦中遇

到奇异万分的事情，
到奇异万分的事情，然后突然醒来，
然后突然醒来，发
现自己整个身体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下了，
现自己整个身体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下了 ，
连眼睛转动、
连眼睛转动、呼吸都不能。
呼吸都不能。也就是那么
几秒钟。
几秒钟。身体脱离控制的现象，
身体脱离控制的现象，在喝醉
酒的时候也会发生，
酒的时候也会发生，脑袋里意识清清楚
楚 ， 只是全身都不再接受自己的指挥了。
只是全身都不再接受自己的指挥了 。
喝酒导致肉身失控，
喝酒导致肉身失控，但是，
但是，肉身自己仍
然按部就班的运转自己的，
然按部就班的运转自己的，并没有因为
主意识的玩忽职守而怠工什么的。
主意识的玩忽职守而怠工什么的。这是
怎么回事儿呢？
怎么回事儿呢？这个跟神话中的神通──
这个跟神话中的神通
定身法──有着关系
定身法 有着关系。
有着关系。喝酒，
喝酒，并非现在所
认为的是麻痹了神经，
认为的是麻痹了神经，导致大脑发出的
指令不能传达给肢体。
指令不能传达给肢体。酒精是因为酒精
本身过份的刺激的味道，
本身过份的刺激的味道，让人身中的意
识传令官们集体逃窜了
识传令官们集体逃窜了。
们集体逃窜了。这些传令官并
非神经，
非神经，也不经由神经发挥作用，
也不经由神经发挥作用，只是
他们的活动和运作有可能会表现为这个
时空层面的神经活动。
时空层面的神经活动。酒精在这些传令

官们的那个层面的空间，
官们的那个层面的空间，几乎就等于是
刺鼻的狐臭。
刺鼻的狐臭。您一口小酒下肚来，
您一口小酒下肚来，美哉
美哉，
美哉，等于那边造出一窝狐狸来，
等于那边造出一窝狐狸来，然后
那边就被恶心得逃窜一批传令官。
那边就被恶心得逃窜一批传令官 。 终于，
终于 ，
您喝得心满意足，
您喝得心满意足，它们也钻满了您身体
的另外层面的空间，
的另外层面的空间，他们也逃跑得一干
二净，
二净，于是，
于是，没人负责您这个司令官对
大部队传达的指挥了。
大部队传达的指挥了。
偶尔梦醒来身体失控，
偶尔梦醒来身体失控 ， 属于主意识离体，
属于主意识离体 ，
突然回来造成的。
突然回来造成的。走的时候，
走的时候，他们也放
假了，
假了 ， 突然回来，
突然回来 ， 传令官们正在睡大觉、
传令官们正在睡大觉 、
或者休假一下子来不及赶回来
或者休假一下子来不及赶回来。
不及赶回来。
咦 ？ 听起来不可思议！
听起来不可思议 ！ 是的。
是的 。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
人类的身体，
人类的身体，跟这个宇宙的时空结构是
一致的：
一致的：分层、
分层、多生态。
多生态。人身体也不是
单一层面的，
单一层面的，存在着很多层，
存在着很多层，每一层面
都有不同的灵体在体内，
都有不同的灵体在体内，存在于每个层

面的身体中。
面的身体中。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跟宇宙一样，
跟宇宙一样，
是多层面联动。
是多层面联动。
那么定身法呢？
那么定身法呢 ？ 如果修炼得道的神仙们，
如果修炼得道的神仙们 ，
真的也是在每个层面上都能如意控制自
己的身体，
己的身体，那他们想对您的身体的哪个
层面做点什么游说工作，
层面做点什么游说工作，劝说你的传令
官们、
官们 、 控制器官血脉的灵体们休息休息，
控制器官血脉的灵体们休息休息 ，
那可就实在是太小 CASE 了。
仙女们想定住一个常人、
仙女们想定住一个常人、一个下界的小
仙人、
仙人、妖怪什么的，
妖怪什么的，那是轻而易举，
那是轻而易举，但
是她们就定不住孙悟空
是她们就定不住孙悟空。
们就定不住孙悟空。孙悟空能定住
仙女们、
仙女们、一般的神仙还可以，
一般的神仙还可以，想跟观音
菩萨、
菩萨、如来佛玩这一套就没得玩，
如来佛玩这一套就没得玩，还被
他们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
他们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这就是看
谁的层次高、
谁的层次高、能够控制、
能够控制、指挥的空间层
面多、
面多、微观了。
微观了。

怎么能够达到控制更多更微观的空间？
怎么能够达到控制更多更微观的空间？
那就看他修行中能够容纳、
那就看他修行中能够容纳、化合多少层
面的物质向上升华了。
面的物质向上升华了。这就是人家的修
炼嘛。
炼嘛。有多大的心胸、
有多大的心胸、就能够容纳多大
多深层、
多深层、多微观的层面的时空和物质，
多微观的层面的时空和物质，
容纳得了，
容纳得了，就等于能化合得了。
就等于能化合得了。化合得
了，就等于能上去一个层面。
就等于能上去一个层面。就是这样
的，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修行的路途，
修行的路途，
实乃极端精深的科学技术是也。
实乃极端精深的科学技术是也。
所以说，
所以说，纯粹的文人，
纯粹的文人，是没办法更全面
的理解《
的理解 《 西游记》
西游记 》 这样博大精深的小说，
这样博大精深的小说 ，
修炼是很精微细密的科学，
修炼是很精微细密的科学，朦胧不得、
朦胧不得、
意识流不得。
意识流不得 。 但是纯粹的现代科学信徒，
但是纯粹的现代科学信徒 ，
更没法儿登堂入室，
更没法儿登堂入室 ， 修炼不是外求于物、
修炼不是外求于物 、
不是服从低层物质的规律、
不是服从低层物质的规律、却是心意驱
动去支配物质的。
动去支配物质的。修炼小说么，
修炼小说么，是一种
心驱动的物质演化的科学过程之描述，
心驱动的物质演化的科学过程之描述，
而心的力量，
而心的力量，现代科学是万万不懂滴。
现代科学是万万不懂滴。

话说孙猴子定住了七仙女，
话说孙猴子定住了七仙女，假模假样的
骗走了赤脚大仙，
骗走了赤脚大仙，又人模人样的变作了
赤脚大仙直奔瑶池而去。
赤脚大仙直奔瑶池而去。且住，
且住，这个孙
悟空变化的神通，
悟空变化的神通，是不是也是捏造的神
话呢？
话呢？孙悟空习得的七十二般变化，
孙悟空习得的七十二般变化，是
真的吗？
真的吗？或者说，
或者说，理论上可行、
理论上可行、还是技
术上可行？
术上可行？
比我聪明的同学多得是，
比我聪明的同学多得是，估计已经知道
答案了。
答案了。如果这个宇宙的物质结构真的
是分层面的，
是分层面的 ， 如果修行就是修自己容纳、
如果修行就是修自己容纳 、
化合物质的本领，
化合物质的本领，修自己强大的意志的
话，那变化的神通其实跟定身法本质上
完全是一回事的。
完全是一回事的。哈哈，
哈哈，真的，
真的，我没有
写错，
写错，你也没有看错，
你也没有看错，是一回事儿。
是一回事儿。如
果一个人的意志、
果一个人的意志、连别人体内各个层面
的灵体都能沟通、
的灵体都能沟通 、 指挥的话，
指挥的话 ， 那他沟通、
那他沟通 、
控制自己体内各个层面的灵体、
控制自己体内各个层面的灵体、甚至自
己的细胞、
己的细胞 、 各个层面的身体，
各个层面的身体 ， 又有何难？
又有何难 ？

一般人一下子可能反应不过了，
一般人一下子可能反应不过了，接受不
了。因为一般人的意志没有那么强悍、
因为一般人的意志没有那么强悍、
并且身体内的物质被低层面各种败坏物
质给深深的抑制住了
质给深深的抑制住了，
抑制住了，就如同生锈的铁
器 、 堵死的通道一样，
堵死的通道一样 ， 失灵了、
失灵了 、 失控了。
失控了 。
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人家修道人的身体，
人家修道人的身体，每
个层面的物质、
个层面的物质、时空，
时空，跟一般人已经不
一样了，
一样了，所以一般人想不到，
所以一般人想不到，修道人的
身体，
身体，看起来跟自己一样，
看起来跟自己一样，其实人家的
身体每个层面都是焕然一新、
身体每个层面都是焕然一新、运作精良
无比、
无比、并且效率奇高。
并且效率奇高。
如果有同学举一反三的话，
如果有同学举一反三的话，可能在我之
前已经想明白了修道人飞行的原理。
前已经想明白了修道人飞行的原理 。 哎 ，
真机只是一层纸，
真机只是一层纸，一点破了，
一点破了，什么都一
目了然、
目了然、尽收眼底。
尽收眼底。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孙猴子
搞定了混世鸟魔之后，
搞定了混世鸟魔之后，带着他们家的锅
碗瓢勺、
碗瓢勺、猴子猴孙们一起飞回家去。
猴子猴孙们一起飞回家去。飞
行之前，
你们都合了眼。
行之前，孙悟空说：
孙悟空说：“你们都合了眼
你们都合了眼。”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所有的神话传说中都是这么
所有的神话传说中都是这么
一个说法，
一个说法，神仙或有道行的人，
神仙或有道行的人，携带非
修行的人的时候，
修行的人的时候，全部都要提前要求常
人们闭上眼睛。
人们闭上眼睛。为什么？
为什么？
小时候，
小时候，我认为是神仙们可能并不是在
这个空间飞行。
这个空间飞行。实际上，
实际上，真的是在这个
空间飞行，
空间飞行，才会要求他们闭上眼睛的。
才会要求他们闭上眼睛的。
为什么要求闭眼？
为什么要求闭眼？现在社会当然了，
现在社会当然了，开
摩托车、
摩托车、跳伞的人都知道，
跳伞的人都知道，高速运动中
的人，
的人，必须戴上防风镜，
必须戴上防风镜，否则人是无法
睁开眼睛的。
睁开眼睛的。古人没有摩托车、
古人没有摩托车、怎么会
知道高速运动中的人不能睁眼？
知道高速运动中的人不能睁眼？人家肯
定是经历过那种现代科技能达到的高速
运动了！
运动了！
可是为什么修道人们却不用闭眼呢？！
可是为什么修道人们却不用闭眼呢？！
原因还是在前面所说的，
原因还是在前面所说的，修道人的身体
的物质，
的物质，比常人微观不知道多少倍了
比常人微观不知道多少倍了，
观不知道多少倍了，
这个空间的风火雷电、
这个空间的风火雷电 、 风驰电掣什么的，
风驰电掣什么的 ，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简直都是浮云，
简直都是浮云，甚至根本
就不算个事儿。
就不算个事儿。
物质的分层结构，
物质的分层结构，决定了一切。
决定了一切。如果你
理解了宇宙的这种结构，
理解了宇宙的这种结构，那么为什么孙
悟空能骗到赤脚大仙的谜，
悟空能骗到赤脚大仙的谜，也顺便就破
解了。
解了。
什么是神仙，
什么是神仙，神仙是思维全部打开了的
人，思维一全开，
思维一全开，那可不得了，
那可不得了，不是你
认为的那种绝顶聪明、
认为的那种绝顶聪明、过目不忘的天才
能企及的大智慧。
能企及的大智慧。到得神仙境界，
到得神仙境界，他就
可以随意的指挥他所在层面以下的任何
时空、
时空、其中的物质、
其中的物质、一切一切。
一切一切。可能你
还想不出来，
还想不出来，他下面层次的过去、
他下面层次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和未来，一切都在他的眼皮底下是静止
的！只要他愿意，
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意观看
可以随意观看，随意
更改。
更改。

您知道我往下想说什么了吧？
您知道我往下想说什么了吧？赤脚大仙
没有孙猴子所在的层面高，
没有孙猴子所在的层面高，孙猴子对他
撒下一个谎言，
撒下一个谎言，演化到赤
脚大仙所在的层面，
脚大仙所在的层面 ， 就是真实存在的了。
就是真实存在的了 。
孙猴子说得话儿，
孙猴子说得话儿，可以往下贯穿非常
多的层面，
多的层面，是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
是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并
非人间这样说话似乎就是飘渺虚无的一
个概念。
个概念 。 物质的分层结构，
物质的分层结构 ， 决定了一切。
决定了一切 。
孙悟空骗不了比他更高的神仙。
孙悟空骗不了比他更高的神仙 。 莫说骗，
莫说骗 ，
就连孙悟空心里面打什么小九九，
就连孙悟空心里面打什么小九九，孙悟
空自己还没想清楚的当儿，
空自己还没想清楚的当儿，人家更高层
的神仙已经早就知道了。
的神仙已经早就知道了。

（5）
）吃与不吃，
吃与不吃，是要不要命的问题
话说孙悟空骗走了赤脚大仙，
话说孙悟空骗走了赤脚大仙，他自己变
作赤脚大仙的模样跑到瑶池。
作赤脚大仙的模样跑到瑶池。到了瑶池
的宝阁，
的宝阁，眼见得满席满席的大餐佳肴，
眼见得满席满席的大餐佳肴，
却没有客人在场。
却没有客人在场。然后孙悟空眼睛还没
来得及饱享的时候，
来得及饱享的时候，已经是一股又一股
的酒香缠上了他的鼻孔。
的酒香缠上了他的鼻孔。然后他家的脑
袋还没有反应过来，
袋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家的嘴巴已经止
不住的淌下快乐的口水。
不住的淌下快乐的口水。等到脑袋接收
到如此醇香酒气的时候，
到如此醇香酒气的时候，已经是满脑袋
只有一个字眼儿──吃
只有一个字眼儿 吃！
在孙悟空的眼里，
在孙悟空的眼里，满足嘴巴的食欲大过
天，看到好吃的了，
看到好吃的了，满眼就只有好吃的
好喝的，
好喝的，什么归属权啊、
什么归属权啊、礼貌啊、
礼貌啊、体面
啊，就通通翻着筋斗云跑掉啦。
就通通翻着筋斗云跑掉啦。但是眼
见得右壁厢长廊之下，
见得右壁厢长廊之下，有几个造酒的仙
官，盘糟的力士
盘糟的力士，领几个运水的道人，
领几个运水的道人，

烧火的童子，
烧火的童子，在那里工作，
在那里工作，这对孙悟空
的免费吃喝很有影响，
的免费吃喝很有影响，于是孙悟空就施
展神通、
展神通、拔了毫毛变作瞌睡虫，
拔了毫毛变作瞌睡虫，放倒了
人家。
人家。他拿了些百味珍馐，
他拿了些百味珍馐，佳肴异品，
佳肴异品，
走入长廊里面，
走入长廊里面，就着缸，
就着缸，挨着瓮，
挨着瓮，放开
量，痛饮一番。
痛饮一番。吃喝了很久很久，
吃喝了很久很久，酕醄
醉了。
醉了。
你瞧瞧，
你瞧瞧，这时候的孙悟空，
这时候的孙悟空，满身的神通
本领，
本领 ， 都用来干什么事情了？
都用来干什么事情了 ？ 缩放功能，
缩放功能 ，
用来躲在桃树上睡觉；
用来躲在桃树上睡觉；定身法，
定身法，用来阻
止仙女掩盖自己的偷窃行为；
止仙女掩盖自己的偷窃行为 ； 变瞌睡虫，
变瞌睡虫 ，
用来满足自己的偷吃偷喝；
用来满足自己的偷吃偷喝；再后面的隐
身法，
身法，用来潜返天宫偷拿仙酒。
用来潜返天宫偷拿仙酒。他多次
施展神通，
施展神通 ， 没有一次是为了干正经事儿，
没有一次是为了干正经事儿 ，
全都是为了偷啊、
全都是为了偷啊、拿啊、
拿啊、掩盖啊，
掩盖啊，满足
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欲望、毁弃自己的信誉、
毁弃自己的信誉、道德和
尊严。
尊严。

终于，
终于，孙悟空吃够了喝够了。
孙悟空吃够了喝够了。贪吃的欲
望么，
望么，满足了就暂时平息了。
满足了就暂时平息了。终于，
终于，欲
望心满意足的退去，
望心满意足的退去，孙悟空的主意识清
醒了：
不好！
醒了：“不好
不好！不好！
不好！再过会，
再过会，请的客来，
请的客来，
却不怪我？
却不怪我？一时拿住，
一时拿住，怎生是好？
怎生是好？不如
早回府中睡去也。
清醒过来的孙悟空，
早回府中睡去也。”清醒过来的孙悟空
清醒过来的孙悟空，
又想起了礼节、
又想起了礼节 、 归属权、
归属权 、 体面的问题了。
体面的问题了 。
但是他竟然颇为蛮不在乎的，
但是他竟然颇为蛮不在乎的，认为反正
是没人知道，
是没人知道，回去睡大觉就完事了。
回去睡大觉就完事了。在
他的脑袋里，
他的脑袋里，这个宝阁几乎就是他治下
的蟠桃园呢。
的蟠桃园呢。
刚刚清醒的孙悟空，
刚刚清醒的孙悟空，一念刚开始，
一念刚开始，还是
清醒的，
清醒的，知道自己坏事了。
知道自己坏事了。但是面对自
己的劣迹，
己的劣迹，他的结论居然是回家睡大觉
完事，
完事，一点承担后果的责任心都没有，
一点承担后果的责任心都没有，
这一念到收尾，
这一念到收尾，说明他刚刚有点清醒意
思的主意识，
思的主意识，完蛋了。
完蛋了。那你主意识放弃

了，指挥你的不负责任的浑球思想能放
过你吗？
过你吗？它肯定是指挥着你乱来了。
它肯定是指挥着你乱来了。
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 ， 迷迷糊糊的孙悟空摇摇摆摆、
迷迷糊糊的孙悟空摇摇摆摆 、
任情乱撞，
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
一会把路差了，被不负责任
的思想给拎到了兜率天宫。
的思想给拎到了兜率天宫。毕竟是兜率
天宫跟自家的齐天府相差甚远，
天宫跟自家的齐天府相差甚远，一见之
下孙悟空的主意识又给惊醒了，
下孙悟空的主意识又给惊醒了，孙猴子
顿然醒悟道：
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
顿然醒悟道：“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
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
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
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 ， 如何错到此间？
如何错到此间 ？
也罢！
也罢！也罢！
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
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
来，今趁此残步，
并
今趁此残步，就望他一望也好。
就望他一望也好。”并
且，孙悟空的体面、
孙悟空的体面、尊严感也回来了，
尊严感也回来了，
进去之前，
进去之前，醉醺醺的他还整了整衣服。
醉醺醺的他还整了整衣服。
孙悟空到了兜率天宫，
孙悟空到了兜率天宫 ， 却发现空无一人。
却发现空无一人 。
然后孙悟空到后面丹房去找，
然后孙悟空到后面丹房去找，又是空无
一人，
一人，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
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
都是炼就的金丹──都是吃的
都是炼就的金丹 都是吃的！
都是吃的！完了，
完了，孙
悟空一见吃的，
悟空一见吃的，贪吃之念骤然大起，
贪吃之念骤然大起，他

半梦半醒之间的主意识，
半梦半醒之间的主意识，马上给低层的
贪吃欲念给压制住了：
趁老子不在，
贪吃欲念给压制住了：“趁老子不在
趁老子不在，等
我吃他几丸尝新。
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
我吃他几丸尝新。”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
来，就都吃了，
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
如吃炒豆相似。
吃光了人家的仙丹，
吃光了人家的仙丹 ， 贪吃的贪念满足啦，
贪吃的贪念满足啦 ，
又溜走了。
又溜走了。一时间丹满酒醒，
一时间丹满酒醒，主意识又
回来了，
不好！
回来了，揣度道：
揣度道：“不好
不好！不好！
不好！这场祸，
这场祸，
比天还大。
到这时候，
比天还大。”到这时候
到这时候，可是他承担责任
的心又被不负责任的心给打败了，
若惊
的心又被不负责任的心给打败了，“若惊
动玉帝，
动玉帝，性命难存。
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
下界为王去也！
下界为王去也！”
几百年来，
几百年来，都说《
都说《西游记》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
最贪吃，
最贪吃，实在是冤枉人家猪哥了，
实在是冤枉人家猪哥了，最贪
吃的桂冠应该属于孙悟空，
吃的桂冠应该属于孙悟空，猪元帅顶多
位居第二。
位居第二。这个孙悟空，
这个孙悟空，大嘴吃八方，
大嘴吃八方，
天堂扫光光，
天堂扫光光 ， 能把天给吃出一个窟窿来，
能把天给吃出一个窟窿来 ，
吃得惊天、
吃得惊天、吃得动地、
吃得动地、吃得泣鬼神。
吃得泣鬼神。

孙悟空这时候，
孙悟空这时候，其实有两个孙悟空，
其实有两个孙悟空，一
个是他的本尊、
个是他的本尊、一个是他的附体。
一个是他的附体。本尊
和附体轮番支配孙悟空的身体和神通，
和附体轮番支配孙悟空的身体和神通，
经常是本尊和附体激烈交锋，
经常是本尊和附体激烈交锋，就看是本
尊占了上风、
尊占了上风、还是附体得了势。
还是附体得了势。通过前
面的故事，
面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出，
你就可以看出，本尊越来越
弱势、
弱势、附体越来越强盛。
附体越来越强盛。
一个修行之人被附体，
一个修行之人被附体，身体其实是不属
于他了，
于他了，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孙悟空在附体指挥
之下所做的事情，
之下所做的事情，都是害人、
都是害人、自毁。
自毁。被
附体了的孙悟空尽管他自己浑然不觉，
附体了的孙悟空尽管他自己浑然不觉，
因为他的主意识已经越来越朦胧、
因为他的主意识已经越来越朦胧、越来
越入梦。
越入梦。可是这时候支配他的贪吃、
可是这时候支配他的贪吃、偷
窃 、 猖狂等欲望，
猖狂等欲望 ， 却越来越强盛、
却越来越强盛 、 疯狂，
疯狂 ，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孙悟空在疯狂的梦游。
孙悟空在疯狂的梦游。所以
说，孙悟空走到了死路的尽头。
孙悟空走到了死路的尽头。
后来天兵天将、
后来天兵天将、二郎神、
二郎神、如来佛再次缉
拿孙悟空，
拿孙悟空，其实只是在处理后事而已。
其实只是在处理后事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孙悟空这个时
候，作为一个生命来说，
作为一个生命来说，因为他自己引
狼入室、
狼入室、身体已经被占据，
身体已经被占据，他可以说已
经是脑死亡
经是脑死亡，
脑死亡，等于行尸走肉。
等于行尸走肉。

（6）
）一连串的天机
话说孙悟空偷吃完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
丹，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在稀里糊涂
的贪念中闯了大祸，
的贪念中闯了大祸，不敢回自己的齐天
府，也不敢望别的地方去了，
也不敢望别的地方去了，毕竟是做
贼心虚嘛，
贼心虚嘛，就跑到天宫的西天门施展隐
身法溜回下界的花果山。
身法溜回下界的花果山。
回到花果山，
回到花果山，那些猴子猴孙、
那些猴子猴孙、七十二洞
妖王都蜂拥上来。
妖王都蜂拥上来。这时候，
这时候，猴子们都说
大圣已经离去一百多年了，
大圣已经离去一百多年了，天上一日、
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地上一年。两个时空的时间差不小。
两个时空的时间差不小。说
到这个时间差，
到这个时间差 ， 历史流传中有诸多说法。
历史流传中有诸多说法 。
这儿说得很明确，
这儿说得很明确，天宫跟花果山的时间
换算基本上是线性的一天对映一年。
换算基本上是线性的一天对映一年。可
是历史上还有一个
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山中方一日
有一个 山中方一日，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
千年”的观棋烂柯典故
千年 的观棋烂柯典故，
的观棋烂柯典故，还有“山中方七
还有 山中方七

日，地上已千年”的说法
地上已千年 的说法。
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儿呢？
儿呢？莫非是古人乱编乱说的，
莫非是古人乱编乱说的，自己也
搞不清楚说多少时间差才能增加神仙故
事的说服力？
事的说服力？其实人家是不同层面的时
空 ， 时间换算关系当然彼此有差异的了。
时间换算关系当然彼此有差异的了 。
对映到人世间的时间的不同，
对映到人世间的时间的不同，就说明他
们在不同层面的时空。
们在不同层面的时空。用空间的层面的
理论，
理论，恰好可以解释这个差异的变化。
恰好可以解释这个差异的变化。
其实关于时空的变化，
其实关于时空的变化，也不一定是固定
的。每当遇到特别的事情的时候，
每当遇到特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个
时空变换比例会骤然发生重大变化！
时空变换比例会骤然发生重大变化！往
后面看你就知道了。
后面看你就知道了。
贼头贼脑的孙大圣，
贼头贼脑的孙大圣，面对自家人，
面对自家人，一五
一十的解释了为啥在天上混不下去
一十的解释了为啥在天上混不下去，
天上混不下去，干
下的一揽子蠢事来。
下的一揽子蠢事来 。 你且看都说了什么：
你且看都说了什么 ：
封圣、
封圣、齐天大圣府、
齐天大圣府、安静宁神司、
安静宁神司、看守
蟠桃园、
蟠桃园、在蟠桃大会上偷吃偷喝、
在蟠桃大会上偷吃偷喝、偷吃
仙丹、
仙丹、开溜回家。
开溜回家。嘿嘿，
嘿嘿，你一定发现，
你一定发现，

他隐藏了什么。
他隐藏了什么。没错，
没错，他把监守自盗蟠
桃园的丑事给悄悄的抹去啦。
桃园的丑事给悄悄的抹去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以为，
我以为，其它的事情，
其它的事情，对猴
子 、 妖怪们听起来都是令人艳羡的美事、
妖怪们听起来都是令人艳羡的美事 、
非常高级的错误。
非常高级的错误。而偷吃自己看守的桃
子这个低档到不能再低档的事情呢，
子这个低档到不能再低档的事情呢，说
出来对自己的大王形像实在是太有杀伤
力。你看看孙悟空包装自己的最终效果
就知道了──众怪闻言大喜
就知道了 众怪闻言大喜。
众怪闻言大喜 。 这个孙悟空，
这个孙悟空 ，
实在是要面子的很呀。
实在是要面子的很呀。
天上被搅乱套了，
天上被搅乱套了 ， 一看又是那只死猴子
一看又是那只死 猴子，
猴子 ，
这次实在是闯祸太大、
这次实在是闯祸太大 、 让所有的受害者，
让所有的受害者 ，
不管是直接受害者们、
不管是直接受害者们、还是间接受害者
们，都没法收场。
都没法收场。玉皇大帝终于怒了。
玉皇大帝终于怒了。
即差四大天王，
即差四大天王 ， 协同李天王并哪咤太子，
协同李天王并哪咤太子 ，
点二十八宿、
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
九曜星官、十二元辰、
十二元辰、五
方揭谛、
方揭谛、四值功曹、
四值功曹、东西星斗、
东西星斗、南北二
神 、 五岳四渎、
五岳四渎 、 普天星相，
普天星相 ， 共十万天兵，
共十万天兵 ，

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
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去花果山围
困，定捉获那厮处治。
定捉获那厮处治。
四大天王都出马了，
四大天王都出马了，这次可真是动真格
的了。
的了。四大天王是大护法王、
四大天王是大护法王、五方揭谛
是护法神，
是护法神，他们出动，
他们出动，那说明是孙悟空
的行径已经不是一般的胡闹，
的行径已经不是一般的胡闹，是涉及到
了天庭的存亡了！
了天庭的存亡了！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五方揭谛等是属于佛体系的
护法神、
护法神、托塔李天王他们是属于道体系
托塔李天王他们是属于道体系
的镇邪灭乱的神将。
的镇邪灭乱的神将。他手里的塔，
他手里的塔，是用
来镇妖邪的，
来镇妖邪的，中国大地上也有很多塔，
中国大地上也有很多塔，
有佛塔有道塔，
有佛塔有道塔，功用是一样的，
功用是一样的，是建在
妖邪的穴、
妖邪的穴、脉之上，
脉之上，用来消除邪气、
用来消除邪气、堵
另外空间层面对应到人世空间的漏、
另外空间层面对应到人世空间的漏、护
佑人类。
佑人类。尤其是道的塔，
尤其是道的塔，大多都是现在
人认为的风水塔。
人认为的风水塔。创始之初，
创始之初，地球上还
没有坏的风水、
没有坏的风水、邪的地气，
邪的地气，想当初蚩尤
叛乱、
叛乱、共工舞天，
共工舞天，大行妖道，
大行妖道，把大地上

的风水给改了不少，
的风水给改了不少，并且后来历史上一
直有黑暗势力破坏中国大地上的风水。
直有黑暗势力破坏中国大地上的风水。
所以后来很多有大能力的修道人、
所以后来很多有大能力的修道人、就不
断的通过做法、
断的通过做法、修建镇妖镇邪的塔、
修建镇妖镇邪的塔、埋
下符咒、
下符咒 、 等等法术，
等等法术 ， 来修正地气、
来修正地气 、 风水。
风水 。
被破坏之后的风水、
被破坏之后的风水、就好像天地人对映
的循环中断了、
的循环中断了 、 然后邪气出现在循环中。
然后邪气出现在循环中 。
天上两大体系一起出动收拾孙悟空，
天上两大体系一起出动收拾孙悟空，你
就知道孙悟空干的事情，
就知道孙悟空干的事情，危及到了多大
范围的天体。
范围的天体。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 孙悟空虽然调皮、
孙悟空虽然调皮 、
虽然过份，
虽然过份，但是哪有你和吴承恩认为的
那么严重嘛。
那么严重嘛。你想想，
你想想，一个修炼上去的
仙人，
仙人，脑袋里竟然有着比败坏的世间人
类还强烈的贪婪、
类还强烈的贪婪、妒忌，
妒忌，如果让他继续
下去，
下去，莫说天庭，
莫说天庭，整个三界的体系都会
被他贪婪妒忌之火给烧为灰烬，
被他贪婪妒忌之火给烧为灰烬，全部瓦
解的。
解的。

这一回的《
这一回的《西游记》，
西游记》，在不经意之间
》，在不经意之间、
在不经意之间、
暗暗二三下的轻鸿之笔，
暗暗二三下的轻鸿之笔，描述出了一个
极少人关注的事情。
极少人关注的事情。
前面说到，
前面说到 ， 孙悟空踉踉跄跄到兜率天宫，
孙悟空踉踉跄跄到兜率天宫 ，
却没人在，
却没人在，说是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
层高阁朱陵丹台上讲道。
层高阁朱陵丹台上讲道。喂，怎么道家
体系的太上老君、
体系的太上老君、跟佛家体系的燃灯古
佛，在一起讲道呢？
在一起讲道呢？道法是道法、
道法是道法、佛法
是佛法，
是佛法，不是佛道一直有各自的说法，
不是佛道一直有各自的说法，
都说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神、
都说自己信奉的神是唯一的神、自己信
奉的教是唯一的正法吗？
奉的教是唯一的正法吗？并且这一次天
庭出动武力去讨伐孙悟空，
庭出动武力去讨伐孙悟空，也是两家合
作、联手出马。
联手出马。
人间不知天上事，
人间不知天上事，三界自创世以来，
三界自创世以来，一
直都是佛道合作的。
直都是佛道合作的。修行路途上的人，
修行路途上的人，
却是只能走一家的路，
却是只能走一家的路，并且只能走一家
的若干条路中的一条路。
的若干条路中的一条路。过去很多人，
过去很多人，
都把修道过程中的事情、
都把修道过程中的事情、跟修道上去之

后的事情混淆了，
后的事情混淆了，所以就流传下来很多
的奇谈怪论。
的奇谈怪论。天上是没有矛盾的、
天上是没有矛盾的、不同
的道理之间也不存在矛盾，
的道理之间也不存在矛盾，矛盾的是一
些人自己的观念，
些人自己的观念 ， 是一些人自己在矛盾。
是一些人自己在矛盾 。
你把许多层面上的东西，
你把许多层面上的东西，混淆在一个层
面上相提并论，
面上相提并论，当然就矛盾百出、
当然就矛盾百出、复杂
无比了。
无比了。

（7）
）人皮之争
孙悟空闯入太上老君的炼丹房，
孙悟空闯入太上老君的炼丹房，偷吃仙
丹的时候，
此物乃仙家之
丹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说了一句话：“此物乃仙家之
至宝，
至宝，老孙自了道以来，
老孙自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
同之理，
同之理，也要些金丹济入，
也要些金丹济入，不期到家无
暇；今日有缘，
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
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
不在，
不在，等我吃他几丸尝新。
等我吃他几丸尝新。”
这一句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句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偷
吃仙丹的关键原因。
吃仙丹的关键原因。仙丹不象酒肴饭菜
一样，
一样，美味可口
美味可口，勾引人的胃口。
勾引人的胃口。孙悟
空偷吃仙丹，
空偷吃仙丹，也不是因为仙丹炒豆似的
清香、
清香 、 清脆、
清脆 、 吃起来口感十足。
吃起来口感十足 。 原来是，
原来是 ，
孙悟空来到这修道炼丹之地，
孙悟空来到这修道炼丹之地，忽然间想
起了自己是修道之人哩。
起了自己是修道之人哩。为什么他想起
了？是因为他忘记了。
是因为他忘记了。他忘记了自己是
修道之人，
修道之人，他想起了自己的修道并未圆
满结束，
满结束，他发现自己还需要继续进步。
他发现自己还需要继续进步。

孙悟空明白自己“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孙悟空明白自己 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 ，
却没有达到内外相同的境地。
却没有达到内外相同的境地。这是个什
么意思呢？
么意思呢？是说他悟到了，
是说他悟到了，却没做到、
却没做到、
没修到、
没修到、没有完成那一层时空层面的身
体的圆满提升。
体的圆满提升。他吃了金丹，
他吃了金丹，就等于用
外在的手段、
外在的手段、补药一样的金丹来弥补这
个空缺，
个空缺，达成这一境界的完成。
达成这一境界的完成。但是现
在执着、
在执着、欲望如此沉重的孙悟空，
欲望如此沉重的孙悟空，吃了
金丹能完成多少的提升？
金丹能完成多少的提升？告诉你，
告诉你，还不
行呢。
行呢。他就算吃了也不能，
他就算吃了也不能，他必须通过
另外的手段来真正的消化。
另外的手段来真正的消化。
金丹为什么能帮助提升？
金丹为什么能帮助提升？得说说太上老
君炼金丹是干什么的。
君炼金丹是干什么的。当太上老君发现
金丹被偷吃，
金丹被偷吃 ， 来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
来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 ，
他是这么说的：
老道宫中，
他是这么说的：“老道宫中
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
炼了些 九转
金丹’，
金丹 ，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
伺候陛下做 丹元大会’，
丹元大会 ，不期被
贼偷去，
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
特启陛下知之。”

这个话很明确，
这个话很明确，但是仔细品味一下，
但是仔细品味一下，也
很奇怪。
很奇怪 。 其一，
其一 ， 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 ， 九转金丹术，
九转金丹术 ，
是道家修道人修行过程中的修炼之术，
是道家修道人修行过程中的修炼之术，
九转丹属于修炼内丹，
九转丹属于修炼内丹，在体内炼丹，
在体内炼丹，太
上老君却是在丹房炼丹。
上老君却是在丹房炼丹。其二，
其二，玉皇大
帝早就修道得道圆满了
帝早就修道得道圆满了，
圆满了，光是做玉皇大
帝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亿劫，
帝就已经不知道多少亿劫，圆满之人怎
么会跟修道人一样，
么会跟修道人一样，需要外丹来做丹元
合会？
合会？
哎呦呦，
哎呦呦 ， 这个可是一个天机呀。
这个可是一个天机呀 。 你知道，
你知道 ，
玉皇大帝可是主管三界的最高的神。
玉皇大帝可是主管三界的最高的神。虽
然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神，
然玉皇大帝不是最高的神，但是在三界
之内，
之内，他是。
他是。所以，
所以，比他层面高的多的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如来佛、
如来佛、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燃灯古
佛、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来到他这里，
来到他这里，对他全都
以礼相待，
以礼相待，尊敬有加。
尊敬有加。可是为什么玉皇
大帝需要金丹，
大帝需要金丹，为什么太上老君为他炼
丹？

却原来，
却原来，这三界就是玉皇大帝的身体，
这三界就是玉皇大帝的身体，
而三界内的每一层生灵，
而三界内的每一层生灵，几乎都会在六
道轮回中、
道轮回中、慢慢的下跌，
慢慢的下跌，三界内负责每
一个层面的运转的神灵，
一个层面的运转的神灵，也一样的会被
那也源源不断产生的业力、
那也源源不断产生的业力、欲望呀什么
的给沾染，
的给沾染，就连欲望本身，
就连欲望本身，也会一天天
的变得污秽起来。
的变得污秽起来。就好像玉皇大帝他的
身体，
身体，跟新陈代谢有点相似。
跟新陈代谢有点相似。太上老君
炼的金丹，
炼的金丹，乃是他演炼出来的高级能量
团，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了吧？
我不说你也知了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玉皇大帝的本尊并不需要，
玉皇大帝的本尊并不需要，
他主管的范围需要。
他主管的范围需要。你想想，
你想想，这么强悍
的高级能量团，
的高级能量团，孙悟空吃了，
孙悟空吃了，对他的身
体该有多大的补充？
体该有多大的补充？可是你又想想，
可是你又想想，这
么关乎三界生存的救命药，
么关乎三界生存的救命药 ， 孙悟空吃了，
孙悟空吃了 ，
是不是犯罪？
是不是犯罪？三界内需要什么，
三界内需要什么，太上老
君是根据需要演化的这仙丹。
君是根据需要演化的这仙丹。演化这些

用来修补三界的仙丹，
用来修补三界的仙丹，不知道要多少的
机缘相凑，
机缘相凑，难呐。
难呐。
既然这么严重的事情
既然这么严重的事情，
事情，那么玉皇大帝真
的是火大。
的是火大。于是派出了比上次强大得多
的讨伐军阵容。
即差四大天王，
的讨伐军阵容。“即差四大天王
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
天王并哪咤太子，
天王并哪咤太子，点二十八宿、
点二十八宿、九曜星
官、十二元辰、
十二元辰、五方揭谛、
五方揭谛、四值功曹、
四值功曹、
东西星斗、
东西星斗、南北二神、
南北二神、五岳四渎、
五岳四渎、普天
星相，
星相，共十万天兵，
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
网下界，
网下界，去花果山围困，
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
治 。”
这次阵容为啥强大？
这次阵容为啥强大 ？ 是因为人多势众吗？
是因为人多势众吗 ？
人多势众只是一方面。
人多势众只是一方面。小说中说的，
小说中说的，我
可以帮你解读一下。
可以帮你解读一下。小说中解释了这个
阵容，
阵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人明白到底
啥意思。
四大天王，
啥意思。小说中这么解释的：
小说中这么解释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五方揭谛：
五方揭谛：四大天王权总制，
四大天王权总制，五方揭谛
调多兵。
调多兵。李托塔中军掌号，
李托塔中军掌号，恶哪咤前部

先锋。
先锋。罗猴星为头检点，
罗猴星为头检点，计都星随后峥
嵘 。 太阴星精神抖擞，
太阴星精神抖擞 ， 太阳星照耀分明。
太阳星照耀分明 。
五行星偏能豪杰，
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
九曜星最喜相争。元
辰星子午卯酉，
辰星子午卯酉，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
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
五瘟五岳东西摆，
五瘟五岳东西摆，六丁六甲左右行。
六丁六甲左右行。四
渎龙神分上下，
渎龙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层层。
二十八宿密层层。角亢
氐房为总领，
氐房为总领，奎娄胃昴惯翻腾。
奎娄胃昴惯翻腾。斗牛女
虚危室壁，
虚危室壁，心尾箕星个个能，
心尾箕星个个能，井鬼柳星
张翼轸，
把那花
张翼轸，轮枪舞剑显威灵。
轮枪舞剑显威灵。……把那花
果山围得水泄不通。
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
罗地网。
罗地网。”
这是个什么阵容？
这是个什么阵容？这是从上界直接控制
三界内各个层面运作的全体天神。
三界内各个层面运作的全体天神。什么
是天罗地网？
是天罗地网？就是他们把花果山从三界
内隔离出来了！
内隔离出来了！断了三界跟花果山的循
环，花果山被剥离出来。
花果山被剥离出来。花果山被剥离
出来，
出来，你知道对于孙悟空来说是多么严
重的事情吗？
重的事情吗 ？ 人家是来收他的人皮来了！
人家是来收他的人皮来了 ！

跟你说，
跟你说，其实这个天罗地网一布下，
其实这个天罗地网一布下，就
算他们不跟孙悟空交手，
算他们不跟孙悟空交手，孙悟空的花果
山很快就凋落、
山很快就凋落、枯萎。
枯萎。花果山的整个体
系，就是孙悟空的各层身体，
就是孙悟空的各层身体，他修炼出
来的真身人皮，
来的真身人皮，不能脱离他自己的花果
山体系的。
山体系的 。 七十二洞妖王及妖怪们被捉，
七十二洞妖王及妖怪们被捉 ，
等于是收了孙悟空的若干层的皮。
等于是收了孙悟空的若干层的皮。等到
后来四健将、
后来四健将、众猴子被捉，
众猴子被捉，等于是收了
孙悟空若干层的皮。
孙悟空若干层的皮。孙悟空一层一层的
皮被收走，
皮被收走，他迟早会没戏唱的。
他迟早会没戏唱的。
为什么说孙悟空的花果山被隔离出了三
界？小说中说得明白。
小说中说得明白。且说孙悟空与众
天神厮杀，
天神厮杀，从上午 10 点开始，
开始，拼杀到差
不多晚 6 点，折腾了大概似乎差不多是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这差不多一天吧。
这差不多一天吧。然后呐，
然后呐，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
您知道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然后居然是玉皇大帝的天
宫，也是过去了一天！
也是过去了一天！第六回在玉皇大

帝跟观音菩萨聊天时如是说：
朕心
帝跟观音菩萨聊天时如是说：“……朕心
为此烦恼，
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
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
伏。这一日不见回报，
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不知胜负如何。”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花果山跟天宫的
天上，
天上，已经不存在时间差啦。
已经不存在时间差啦。在孙悟空
浑然不觉的当儿，
浑然不觉的当儿，天神们已经把孙悟空
给装到鱼缸了。
给装到鱼缸了。
孙悟空犯的错，
孙悟空犯的错，严重到什么地步，
严重到什么地步，通过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可见一斑。
可见一斑。玉皇大帝他们天
庭的法力，
庭的法力，也可见一斑。
也可见一斑。
且慢，
且慢 ，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 有人脑袋里在反驳了：
有人脑袋里在反驳了 ：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既然玉皇大帝他们被你说得这么玄乎，
为什么就是搞不定俺们老孙？！
为什么就是搞不定俺们老孙？！”嘿嘿
？！ 嘿嘿，
嘿嘿，
有原因，
有原因，原因大著哩。
原因大著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