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1）
）降妖柱上
降妖柱上
富贵功名，
富贵功名，前缘分定，
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
为人切莫欺心。正大
光明，
光明，忠良善果弥深。
忠良善果弥深。些些狂妄天加谴，
些些狂妄天加谴，眼
前不遇待时临。
前不遇待时临。问东君因甚，
问东君因甚，如今祸害相侵。
如今祸害相侵。
只为心高图罔极，
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
不分上下乱规箴。
这第七回一开篇，
这第七回一开篇，就总结、
就总结、透析了孙悟空的
浑球往事与因果。
浑球往事与因果。我知道，
我知道，在以往，
以往，大部分
读者都是站在孙悟空一边的，
读者都是站在孙悟空一边的，都是对天庭和
天规充满鄙视的。
天规充满鄙视的。不，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他们都没
有站在孙悟空的一边，
有站在孙悟空的一边，因为后来孙悟空改过

自新了，
自新了，而读者们都没有
而读者们都没有，
者们都没有，大家都站在了孙
悟空错误的过去的一边，
悟空错误的过去的一边，并且是被后来的孙
悟空抛弃的那一部分
悟空抛弃的那一部分。
抛弃的那一部分。
同情自己喜爱的角色，
同情自己喜爱的角色，这个嘛是人之常情。
这个嘛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嘛，
人之常情嘛，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对的，有的就未必。
的就未必。爱
屋及乌，
屋及乌，的确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心理特点，
的确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心理特点，
喜欢一个什么到一定程度
喜欢一个什么到一定程度，
程度，就会把他的一切
都认为是合情合理；
都认为是合情合理；反之亦然。
反之亦然。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
可以说是人类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模糊地带
可以说是人类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模糊地带，
类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模糊地带，
人类辨别力精确度的误差区。
人类辨别力精确度的误差区。可是往往关键
的失误，
失误，就是在误差区上出现的。
就是在误差区上出现的。孙悟空本
人即是如此。
人即是如此。
且说孙悟空被天兵押解到斩妖台下，
且说孙悟空被天兵押解到斩妖台下，绑缚在
降妖柱上，
降妖柱上，刀砍斧剁，
刀砍斧剁，枪刺剑刳
枪刺剑刳，火花四溅，
火花四溅，
愣是连个白印儿都没有留下。
愣是连个白印儿都没有留下。火德星君的火
部众神，
部众神，放火煨烧，
放火煨烧，亦不能烧着。
亦不能烧着。又着雷部
众神，
众神，以雷屑钉打，
以雷屑钉打，越发不能伤损一毫。
越发不能伤损一毫。

这就奇了怪了。
这就奇了怪了。孙悟空如此的水火难侵、
孙悟空如此的水火难侵、刀
枪不入，
枪不入，却轻易的被勾刀穿了琵琶骨
却轻易的被勾刀穿了琵琶骨。
琵琶骨。这可
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了。
是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了。勾刀能穿了孙悟空
的琵琶骨，
的琵琶骨，刀砍斧剁却对孙悟空无能为力
刀砍斧剁却对孙悟空无能为力。
却对孙悟空无能为力。
莫非是猴子的皮毛松软，
莫非是猴子的皮毛松软，勾刀可以勾住琵琶
骨，却没有刺穿孙悟空的皮肤
却没有刺穿孙悟空的皮肤？
刺穿孙悟空的皮肤？不对呀，
不对呀，小
说上上一回写得清楚“勾刀穿了琵琶骨
说上上一回写得清楚 勾刀穿了琵琶骨”。
勾刀穿了琵琶骨 。有
可能，
可能，这又是一个后世之人自行加入的勾刀。
这又是一个后世之人自行加入的勾刀。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从不同层面的道理都无法符合逻
从不同层面的道理都无法符合逻
辑，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什么人什么境界
什么人什么境界，无法跳跃。
无法跳跃。
小说说到孙悟空被推去问斩，
小说说到孙悟空被推去问斩，偏偏用了齐天
大圣的名号，
大圣的名号，没有用妖猴、
没有用妖猴、孙悟空、
悟空、美猴王、
美猴王、
弼马温等名称。
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
弼马温等名称。“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
去斩妖台下，
我认为，
去斩妖台下，……”我认为
我认为，斩的就是冲着
他这个名号，
他这个名号，这代表了天谴他的原因──狂
这代表了天谴他的原因 狂
妄。要斩杀的
要斩杀的，也是他狂妄祸害的这一部分
生命、
生命、一层一层对应的部分皮肤。
一层一层对应的部分皮肤。

假如成功杀掉了孙悟空，
假如成功杀掉了孙悟空，我认为会是这样的，
我认为会是这样的，
他狂妄恶劣的这一部分外来附体的黑色形像
他狂妄恶劣的这一部分外来附体的黑色形像，
附体的黑色形像，
被一层一层的从他的本质上剥离，
被一层一层的从他的本质上剥离，都是他通
过抢劫手段获得的东西构造成的
过抢劫手段获得的东西构造成的，
的东西构造成的，打入地狱，
打入地狱，
通过地狱的煎熬，
通过地狱的煎熬，把别人的东西熬炼出来，
把别人的东西熬炼出来，
还给失主
还给失主。
失主。孙悟空的本尊元神，
孙悟空的本尊元神，则打下凡间、
则打下凡间、
投胎、
投胎、一生一生的受罪去也。
一生一生的受罪去也。或者，
或者，他的本
尊元神，
尊元神，一同下地狱，
一同下地狱，快点煎熬。
快点煎熬。具体会是
哪一种情况，
哪一种情况，就看地狱的十代冥王具体怎么
就看地狱的十代冥王具体怎么
考量了。
考量了。
小说中提到斩杀孙悟空的地点，
小说中提到斩杀孙悟空的地点，是斩妖台下
的降妖柱。
的降妖柱。哎哟，
哎哟，天庭怎么会专门建设一个
天庭怎么会专门建设一个
斩妖台？
斩妖台？如果偶尔才有一两个妖怪要杀，
如果偶尔才有一两个妖怪要杀，根
本没必要专门的建立一个斩妖的地方
本没必要专门的建立一个斩妖的地方。
一个斩妖的地方。莫非
是经常要面对需要杀掉的大妖怪？
是经常要面对需要杀掉的大妖怪？貌似的确
如此呀。
如此呀。三界之中，
界之中，经常是风浪不止，
经常是风浪不止，小说
前面也有暗示到，
前面也有暗示到，在孙悟空之前，
在孙悟空之前，所有的动

物都是不允许修炼的，
都是不允许修炼的，并且经常有动物莫名
其妙的爬上来。
其妙的爬上来。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就不断的有
妖怪修到能够搅乱天下和天上的地步
妖怪修到能够搅乱天下和天上的地步，
的地步，屡禁
不止。
不止。这些大妖怪，
这些大妖怪，还不是孙悟空结义的那
六个大魔王了，
六个大魔王了，那六个大魔王虽然大
那六个大魔王虽然大、
个大魔王虽然大、也喜
欢自吹自擂，
欢自吹自擂，但是他们乖的很，
但是他们乖的很，根本没有逆
天叛道的想法
天叛道的想法。
我跟你说说他们如何乖了。
我跟你说说他们如何乖了。首先是第三回的
孙悟空大闹地狱，
孙悟空大闹地狱，把它的猴类们尽情的地狱
除名，
除名，个个长生不老。
个个长生不老。但是在生死簿上乱涂
乱画的时候，
乱画的时候，孙悟空一点也没有考虑自己的
花果山同盟军、
花果山同盟军、与六个结义兄弟，
六个结义兄弟，更谈不上
考虑它兄弟的手下们。
考虑它兄弟的手下们。可是你看看人家什么
反应──“美猴王言毕前事
美猴王言毕前事，
反应
美猴王言毕前事，四健将报知各洞
妖王，
妖王，都来贺喜。
都来贺喜。不几日，
不几日，六个义兄弟
六个义兄弟，
义兄弟，又
来拜贺
来拜贺；一闻销名之故，
一闻销名之故，又个个欢喜，
又个个欢喜，每日
聚乐不提。
孙悟空一家子地狱除名了，
聚乐不提。”孙悟空一家子地狱除名了
孙悟空一家子地狱除名了，其

它妖王、
它妖王、六个魔王却都替孙悟空他们高兴、
六个魔王却都替孙悟空他们高兴、
甚至前来祝贺、
甚至前来祝贺、拜贺。
拜贺。它们完全没有想一想
它们完全没有想一想，
一想，
孙悟空怎么不替它们也一并地狱除名呢？
孙悟空怎么不替它们也一并地狱除名呢？只
能说明一个事请，
能说明一个事请，那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奢望
这种无端无故的长生不老，
这种无端无故的长生不老，没有要求有福同
享，羡慕但不妒忌。
羡慕但不妒忌。人家妖怪的德行
人家妖怪的德行，
怪的德行，在这
方面，
方面，在没有妒忌之心方面，
在没有妒忌之心方面，我相信，
我相信，比现
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类，
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类，都高尚。
都高尚。是呀，
是呀，我
的意思的确就是，
的意思的确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品性，
现在很多人的品性，连过
去的妖怪都不如。
去的妖怪都不如。
其次是第四回，
其次是第四回，孙悟空打败了托塔李天王的
第一次进攻，
第一次进攻，得胜回山。
得胜回山。那七十二洞妖王与
那七十二洞妖王与
那六弟兄，
那六弟兄，俱来贺喜，
俱来贺喜，一干妖怪吃喝玩乐。
一干妖怪吃喝玩乐。
孙悟空对六弟兄说：
孙悟空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
小弟既称齐天大圣，
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
然后其它六个魔王
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然后其它六个魔王
就各自给自己封了一个牛皮大号
就各自给自己封了一个牛皮大号。
己封了一个牛皮大号。但是这六
个家伙纯属票友，
个家伙纯属票友，自作自为，
自作自为，自称自号，
自称自号，耍
乐一日，
一日，各散讫。
各散讫。就是说它们六个就口头上

吹吹，
吹吹，然后就丢一边了。
然后就丢一边了。只有孙悟空一个人
只有孙悟空一个人，
一个人，
当真的扯起了“齐天大圣
当真的扯起了 齐天大圣”的大旗
齐天大圣 的大旗、
的大旗、并且当真
的要求天庭给他这个无厘头的称号
的要求天庭给他这个无厘头的称号。
厘头的称号。其它六
个妖怪魔王，
个妖怪魔王，都没有孙悟空这样玩真格的。
都没有孙悟空这样玩真格的。
因此我说这孙悟空周围的妖怪们，
因此我说这孙悟空周围的妖怪们，虽然都说
不上是好东西，
不上是好东西，但是还是本分的妖怪
但是还是本分的妖怪，
的妖怪，所以
上天根本不介意它们的存在
上天根本不介意它们的存在。
的存在。况且人类经常
有人败坏到需要被结果的地步
有人败坏到需要被结果的地步，
果的地步，有时候经常
是这群妖怪出动作恶，
是这群妖怪出动作恶，它们的作用，
它们的作用，有点像
帮助分解粪便的蛆虫
帮助分解粪便的蛆虫。
便的蛆虫。蛆虫虽然很三俗，
蛆虫虽然很三俗，也
是有其正面作用的。
是有其正面作用的。
那斩妖台、
那斩妖台、降妖柱，
降妖柱，要面对的就是孙悟空这
样子超级犯规者。
样子超级犯规者。并且，
并且，孙悟空远远不是第
孙悟空远远不是第
一个，
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通过这个事情，
通过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三界内早就出现很多的意外事故
三界内早就出现很多的意外事故、
就出现很多的意外事故、
非安排突发事件了。
非安排突发事件了。对于上天的安排，
对于上天的安排，还经
常有意外，
常有意外，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相信，
我相信，估计十个人
有十个人是不知道的。
有十个人是不知道的。

（2）
）八卦炉内
八卦炉内
话说斩杀孙悟空，
话说斩杀孙悟空，成了天兵天将们不可能的
任务。
任务。一群兵将们被累得七荤八素、
一群兵将们被累得七荤八素、盔歪甲
盔歪甲
斜，心想这斩妖还不如打败仗来的轻松，
心想这斩妖还不如打败仗来的轻松，真
是撞邪了今天。
是撞邪了今天。于是大力鬼王就带着纠结与
于是大力鬼王就带着纠结与
困惑的心情，
困惑的心情，向玉皇大帝启奏，
向玉皇大帝启奏，玉皇大帝惊
讶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讶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快掉到地上了，玉皇大帝的吃惊，
玉皇大帝的吃惊，
并不在于孙悟空掌握了刀枪不入的诀窍，
并不在于孙悟空掌握了刀枪不入的诀窍，孙
悟空吃下的仙丹也显然不是刀枪不入大力丸。
悟空吃下的仙丹也显然不是刀枪不入大力丸。
玉皇大帝之所以吃惊，
玉皇大帝之所以吃惊，在于孙悟空完全不懂
在于孙悟空完全不懂
修心，
修心，但是却意外的提高着功能和神通，
但是却意外的提高着功能和神通，而
且是一边干坏事，
且是一边干坏事，一边居然还在长功能
一边居然还在长功能，
居然还在长功能，多
么奇怪的事情啊！
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怪事完全不符合佛道
两家的法则。
两家的法则。太上老君赶紧站出来解码孙猴
子意外的刀枪不入。
子意外的刀枪不入。太上老君如是说：
太上老君如是说：
“那猴吃了蟠桃，
那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
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
又盗了仙丹，
──
─我那五壶丹，
我那五壶丹，有生有熟，
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

里。运用三昧火，
运用三昧火，锻成一块，
锻成一块，所以浑做金钢
之躯，
之躯，急不能伤。
急不能伤。”
意思不用解释了，
意思不用解释了，就是说孙悟空发了意外的
财，吃下去的宝贝高级能量团──金丹
吃下去的宝贝高级能量团 金丹，
金丹，都
被孙悟空采用内修之丹法，
被孙悟空采用内修之丹法，给消化吸收、
给消化吸收、融
入孙悟空的身体，
入孙悟空的身体，改变了孙悟空的身体成分，
改变了孙悟空的身体成分，
成为高级的刀枪不入的身体了。
成为高级的刀枪不入的身体了。
当然了，
当然了，太上老君的解释属于技术性描述，
太上老君的解释属于技术性描述，
至于本质上是为什么，
至于本质上是为什么，太上老君没说
太上老君没说，
君没说，他老
人家也不知道。
人家也不知道。
只是，
只是，跟玉皇大帝一样，
跟玉皇大帝一样，跟漫天的神仙的态
度都一样，
度都一样，太上老君也坚信，
太上老君也坚信，孙悟空偷取的，
孙悟空偷取的，
是一定要还的。
是一定要还的。怎么还呢，
怎么还呢，虽然在天宫，
虽然在天宫，太
上老君还是觉得地狱
上老君还是觉得地狱的还账措施比较快速
──给孙悟空推下火海
给孙悟空推下火海，
给孙悟空推下火海，把搜刮的民脂民膏
给熬出来：
给熬出来：“不若与老道领去，
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

中，以文武火锻炼。
以文武火锻炼。炼出我的丹来，
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
为灰烬矣。
灰烬矣。”
可不要说：
可不要说：太上老君真坏啊。
太上老君真坏啊。这里的三昧火，
这里的三昧火，
文武火，
文武火，都是道家内丹修炼学说中的术语
都是道家内丹修炼学说中的术语。
学说中的术语。
太上老君的丹房、
太上老君的丹房、八卦炉，
八卦炉，其实是他身体内
筋脉、
筋脉、丹田对应到这些空间层面的显现而已
丹田对应到这些空间层面的显现而已。
这些空间层面的显现而已。
太上老君的本尊元神，
太上老君的本尊元神，比天宫高多了。
比天宫高多了。那仙
丹，是太上老君费了很大的功夫，
太上老君费了很大的功夫，专门用于
修补下界的三界用途的。
修补下界的三界用途的。按照正常的天理来
按照正常的天理来
说，太上老君把孙悟空纳入自己的体系，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纳入自己的体系，是
能够把他采集的能量，
能够把他采集的能量，从孙悟空的身体中提
从孙悟空的身体中提
炼出来的。
炼出来的。
宇宙创造一个生命轻而易举，
宇宙创造一个生命轻而易举，回收一个生命
同样的易如反掌。
同样的易如反掌。但是，
但是，至于结果，
至于结果，我不说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肯定是出了意外了，
肯定是出了意外了，孙悟空并没
有被八卦炉给提炼出来稀有金属、
有被八卦炉给提炼出来稀有金属、也没有熔
炼出超级合金。
炼出超级合金。至于为什么，
至于为什么，应该是没人多

计较了。
计较了。这个跟后面的如来佛祖有莫大的关
系。
再接着说孙悟空的八卦炉火焚之灾，
再接着说孙悟空的八卦炉火焚之灾，孙悟空
被推入的八卦炉，
被推入的八卦炉，原来那炉是乾
原来那炉是乾、坎、艮、
震、巽、离、坤、兑八卦。
兑八卦。五行是物质构成
关系，
关系，五行之间的生克就意味着因果
五行之间的生克就意味着因果、
克就意味着因果、阴阳，
阴阳，
阴阳演化交错，
阴阳演化交错，会出来千变万化的卦象，
会出来千变万化的卦象，所
以卦象本身不是静止
以卦象本身不是静止、
身不是静止、静态的，
静态的，是动势、
是动势、趋
势、也就是因果。
也就是因果。这是我对五行八卦的粗浅
认识。
认识。
孙悟空的八卦炉火焚之灾，
孙悟空的八卦炉火焚之灾，其实是注定的。
其实是注定的。
祖师早就说过这个三灾利害的“
祖师早就说过这个三灾利害的“天降火灾烧
你”。
。并且，
这火不是天火，
并且，“这火不是天火
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
亦不是凡火，
唤做‘阴火
唤做 阴火’。
阴火 。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
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
垣宫，
垣宫，五脏成灰，
五脏成灰，四肢皆朽，
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
把千年苦行，
俱为虚幻
你看他在八卦炉中，
俱为虚幻。”你看他在八卦炉中
你看他在八卦炉中，果然宫位
都在脚下，
都在脚下，如果孙悟空没有提前证悟内外如
如果孙悟空没有提前证悟内外如

一的理，
一的理，这当儿，
这当儿，必然被八卦炉自下而上的
阴火化为灰烬。
阴火化为灰烬。
三灾利害，
但到了五
三灾利害，不是还有一个雷灾？
不是还有一个雷灾？“但到了五
百年后，
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
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
须要见性明心，
见性明心，预
先躲避。
先躲避。躲得过，
躲得过，寿与天齐，
寿与天齐，躲不过，
躲不过，就此
绝命。
是呀，
绝命。”是呀
是呀，刚刚孙悟空不是还在
刚刚孙悟空不是还在被雷部
孙悟空不是还在被雷部
众神以雷屑钉打。
众神以雷屑钉打。
对了，
对了，三灾利害不是还有一个最可怕的贔
三灾利害不是还有一个最可怕的贔风，
孙悟空什么时候会遭遇呢？
孙悟空什么时候会遭遇呢？“再五百年，
再五百年，又
降风灾吹你。
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
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和
薰金朔风，
。
薰金朔风 ， 亦不是花柳松竹风
亦不是 花柳松竹风，
花柳松竹风 ， 唤做‘贔
唤做 贔 风 ’。
自囟门中吹入六腑，
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
过丹田，穿九窍，
穿九窍，骨肉
消疏，
实际上，
消疏，其身自解。
其身自解。”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贔
这个贔风早就
入侵了孙悟空了。
入侵了孙悟空了。当孙悟空刚回花果山不久
当孙悟空刚回花果山不久，
脑袋里就经常莫名其妙的钻出来一些好勇斗
狠的念头的时候，
狠的念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贔风侵袭他
的时候。
的时候。那些拼呀、
那些拼呀、杀呀、
杀呀、撒谎呀、
撒谎呀、耍赖呀，
耍赖呀，

就是风演变出来
就是风演变出来的
风演变出来的、控制孙悟空自行销毁自
己的附体。
己的附体。
是的，
是的，三灾利害，
三灾利害，孙悟空一个也没有避免
孙悟空一个也没有避免，
满满当当都消受了一遍。
满满当当都消受了一遍。唯一被改变的事情
唯一被改变的事情，
被改变的事情，
就是他没有因此而化为灰烬，
就是他没有因此而化为灰烬，没有完蛋。
没有完蛋。他
没有完蛋，
没有完蛋，是因为吃仙丹的关键时刻
是因为吃仙丹的关键时刻，
吃仙丹的关键时刻，想起
了自己是修道人，
了自己是修道人，更上层楼了。
更上层楼了。这修道一念，
这修道一念，
救了孙悟空自己
救了孙悟空自己，
悟空自己，让他没有就此在降妖柱上
挂掉。
挂掉。
而在八卦炉中，
而在八卦炉中，被当作废品回收的孙悟空，
被当作废品回收的孙悟空，
经受了七七四十九日的烈火熏蒸
经受了七七四十九日的烈火熏蒸，也算是还
了很多的罪业。
了很多的罪业。这专门分解败物垃圾的阴火，
这专门分解败物垃圾的阴火，
非但没有把他给炼成炉渣
非但没有把他给炼成炉渣，
成炉渣，还因为还了罪债
提升了他的档次。
提升了他的档次。但是是谁让孙悟空没有被
提炼成炉渣
提炼成炉渣？肯定不是孙悟空自己，
肯定不是孙悟空自己，是谁呢？
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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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为什么一边干坏事，
孙悟空为什么一边干坏事，没有随着掉档次，
没有随着掉档次，
反而还意外的吃了他修炼中最为亏欠的金丹
反而还意外的吃了他修炼中最为亏欠的金丹，
最为亏欠的金丹，
还意外的成功吸收了金丹的能量？
还意外的成功吸收了金丹的能量？莫非孙悟
空修得是黑魔法门
空修得是黑魔法门？黑魔法门就是行黑业、
黑魔法门就是行黑业、
长黑功、
长黑功、当然，
当然，最终要经受黑业的反噬，
最终要经受黑业的反噬，以
加倍的偿还
加倍的偿还、
偿还、加倍的痛苦、
加倍的痛苦、与最终的形神全
灭来买单。
灭来买单。向谁买单呢？
向谁买单呢？就是黑魔王咯。
就是黑魔王咯。
哎呀，
哎呀，孙哥哥当然不是修黑巫术的啦。
孙哥哥当然不是修黑巫术的啦。他行
黑业按道理说当然是要掉档次的啦
黑业按道理说当然是要掉档次的啦。
的啦。但是，
但是，
唉，他的确没掉下去，
。
他的确没掉下去，的确这个这个……。
的确这个这个
这可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怎么回事，您能知晓原因吗？
能知晓原因吗？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非常稀少。
非常稀少。这种现象发生在他身
上，表明了一个事情，
表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他已经有师父
那就是他已经有师父
在管他了
在管他了。嘿，你一定会说，
你一定会说，那还用你说，
那还用你说，
这师父肯定就是菩提祖师了
这师父肯定就是菩提祖师了。
祖师了。

我说，
我说，绝对不是这个菩提祖师，
绝对不是这个菩提祖师，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现象有一个说法，
因为这种现象有一个说法，叫“行黑业、
行黑业、结
善果。
只有佛家修炼法门中会存在这种现
善果。”只有佛家修炼法门中会存在这种现
象，菩提老祖不管是什么门派的
菩提老祖不管是什么门派的，
什么门派的，他都不是
佛门的，
佛门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您对什么叫“行黑业
如果您对什么叫 行黑业、
行黑业、结善果”还不太清
结善果 还不太清
楚，就请有空读一读米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
就请有空读一读米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
巴佛的修炼故事，
其中是有描述的。
其中是有描述的。
是谁让孙悟空行了黑业，
是谁让孙悟空行了黑业，能结善果呢？
能结善果呢？是谁
让孙悟空没有被提炼成炉渣，
让孙悟空没有被提炼成炉渣，是谁呢？
是谁呢？──
是如来佛祖。
是如来佛祖。对，是还没有出场的如来佛祖。
是还没有出场的如来佛祖。
行黑业、
行黑业、结善果，
结善果，是对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
有潜质又比较顽劣的徒弟
有潜质又比较顽劣的徒弟，
比较顽劣的徒弟，才会采用的不得
已的办法。
已的办法。并不是因为他会干坏事，
并不是因为他会干坏事，也不是
说对他干过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对他干过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悟空是一款特殊材料，
孙悟空是一款特殊材料，不是这个三界中的
原材料，
原材料，因此在太上老君那个专门用于分离
因此在太上老君那个专门用于分离

铅汞、
铅汞、化合铅汞的八卦炉中，
化合铅汞的八卦炉中，代入孙悟空这
个变量之后，
个变量之后，才发现太上老君的分解公式失
才发现太上老君的分解公式失
效了，
效了，参数类型不对，
参数类型不对，导致无效输出。
导致无效输出。孙悟
空这个错误的变量
空这个错误的变量，
的变量，成了八卦炉这个系统的
僵尸程序。
僵尸程序。
说实话，
说实话，包括玉皇大帝他们这帮神仙，
包括玉皇大帝他们这帮神仙，早就
觉得这个孙悟空怪里怪气的了，
觉得这个孙悟空怪里怪气的了，一直都揣摩
不透这个石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透这个石猴到底是怎么回事，用天上的古
往今来的一切规则都解释不了
往今来的一切规则都解释不了，
释不了，这个猴子感
觉不是好东西
觉不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但也不是大坏蛋，
但也不是大坏蛋，就是行为
作风太拉风、
作风太拉风、太另类、
太另类、太异端。
太异端。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
个原因，道家修炼出身的玉皇大帝、
道家修炼出身的玉皇大帝、作为三
界的大王
界的大王，
大王，看到了孙悟空本质好的一面非常
好，这一面让他起初一再容忍孙悟空。
这一面让他起初一再容忍孙悟空。现在
彻底搞不定孙悟空了，
彻底搞不定孙悟空了，那也不动手，
那也不动手，通过前
面对孙悟空的观察，
面对孙悟空的观察，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已经很明确的知道，
确的知道，孙
悟空不属于他道家体系的，
悟空不属于他道家体系的，不属于他的体系，
不属于他的体系，
他不能管。
他不能管。再说了孙悟空在他们眼里是个怪
再说了孙悟空在他们眼里是个怪

物一样的家伙，
物一样的家伙，不属于他体系的怪物，
不属于他体系的怪物，玉皇
大帝更不愿意沾手处理了
大帝更不愿意沾手处理了。
愿意沾手处理了。怎么办？
怎么办？另请高
明，让别人试试看。
让别人试试看。找谁来？
找谁来？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于
是就有了后来的西游故事。
是就有了后来的西游故事。
在接着往下说之前，
在接着往下说之前，提前透露给您一点小秘
密吧，
密吧，提提神儿。
提提神儿。除了唐僧之外，
除了唐僧之外，孙悟空、
孙悟空、
猪八戒、
猪八戒、沙和尚，
沙和尚，一路上打打杀杀、
一路上打打杀杀、坎坎坷
坷，每天不参禅理佛，
每天不参禅理佛，什么打坐念经、
什么打坐念经、什么
青灯古佛，
青灯古佛，无有。
无有。就这样人家走到西天去，
就这样人家走到西天去，
居然就成圣成佛
居然就成圣成佛、
圣成佛、得正果了！
得正果了！修行修行，
修行修行，这
三位可好，
三位可好，旅行结束就圆满，
旅行结束就圆满，跟那些天天敲
木鱼、
木鱼、撞青钟、
撞青钟、念佛经的和尚居士们，
念佛经的和尚居士们，完全
是背道而驰。
是背道而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佛教真正
的修行修炼，
的修行修炼，不是念经、
不是念经、不是见庙、
不是见庙、更不是
广受布施等等。
广受布施等等。是什么？
是什么？是苦行，
是苦行，严格遵守
戒律的苦行。
戒律的苦行。释迦牟尼佛的法门叫戒定慧嘛。
释迦牟尼佛的法门叫戒定慧嘛。
守戒律，
守戒律，在干扰面前、
在干扰面前、妖魔面前坚定信念
妖魔面前坚定信念，
坚定信念，

增强定力，
增强定力，坚持完佛给安排的全程
坚持完佛给安排的全程，
全程，就获得
大智慧了、
大智慧了、成正果了。
成正果了。
还有一个秘密，
还有一个秘密，如来佛祖安排了孙悟空他们
的西天取经，
的西天取经，但是说老实话，
但是说老实话，如来佛祖并不
是孙悟空真正的师父。
是孙悟空真正的师父。这的确是一个机密。
这的确是一个机密。
并且，
并且，您一定不知道是为什么
您一定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秘密，
还有一个秘密，为什么玉皇大帝要派人跑大
老远的去请如来佛祖，
老远的去请如来佛祖，却忘记了一个法力毫
却忘记了一个法力毫
不逊色于如来佛祖的人──燃灯古佛
不逊色于如来佛祖的人 燃灯古佛？
燃灯古佛？面对
闹得天翻地覆的孙悟空
闹得天翻地覆的孙悟空，燃灯古佛就在太上
老君他们家二楼，
老君他们家二楼，为什么这个燃灯古佛不闻
不问，
不问，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答案是：
答案是：燃灯古佛是过去佛，
燃灯古佛是过去佛，现在发生的一
切事情他都不管，
切事情他都不管，跟他完全没关系了
跟他完全没关系了。
关系了。释迦
牟尼佛是现在佛，
牟尼佛是现在佛，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管事
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管事
的时期，
的时期，是现在的轮值当班的佛
是现在的轮值当班的佛。
值当班的佛。

哎呀！
哎呀！怎么天国佛界居然也存在轮值制度？！
怎么天国佛界居然也存在轮值制度？！
是呀，
是呀，要么说这是一个天机呢
要么说这是一个天机呢，天机中的天
机。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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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天宫中高手如云，
其实天宫中高手如云，孙悟空顶多是猪鼻子
里插根葱──充大象来的
里插根葱 充大象来的。
充大象来的。你看：
孙悟空打到通明殿内，
孙悟空打到通明殿内，凌霄殿外，
凌霄殿外，却遇上佑
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
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于是再不能所向披靡
于是再不能所向披靡。
不能所向披靡。
这说明，
这说明，孙悟空跟王灵官水平差别不大。
孙悟空跟王灵官水平差别不大。那
王灵官的上司佑圣真君
王灵官的上司佑圣真君，
真君，孙悟空会是他的对
手吗？
手吗？佑圣真君是谁，
佑圣真君是谁，就是真武大帝他老人
家啊！
家啊！王灵官性如烈火，
灵官性如烈火，赤胆忠良，
赤胆忠良，乃是孙
悟空来源境界之层面的雷神所应化。
悟空来源境界之层面的雷神所应化。真武大
帝就是燃灯古佛、
帝就是燃灯古佛、佛祖、
佛祖、太上老君他们的水
平。但是人家断然拒绝理会孙悟空，
但是人家断然拒绝理会孙悟空，无视。
无视。
想让人家出面么？
想让人家出面么？哼哼，
哼哼，门儿都没有。
门儿都没有。神仙
界的规矩大著哩，
界的规矩大著哩，人家做事情不讲人情
人家做事情不讲人情，
情不讲人情，不
讲俗套，
讲俗套，讲的是渊源、
讲的是渊源、与整体解决方案。
与整体解决方案。

你看孙悟空跟王灵官他们打斗的当儿，
你看孙悟空跟王灵官他们打斗的当儿，玉皇
大帝遂传旨着游弈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
大帝遂传旨着游弈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
佛老降伏。
佛老降伏。你看这个翊圣真君、
你看这个翊圣真君、游弈灵官是
什么水平？
什么水平？人家得了玉皇大帝的旨
人家得了玉皇大帝的旨，
玉皇大帝的旨，几乎是
瞬间就到了如来佛的灵山、
瞬间就到了如来佛的灵山、雷音宝刹，
雷音宝刹，然后
就见着如来了
就见着如来了。要是换成孙悟空，
要是换成孙悟空，有这速度
吗？
这二位言简意赅
这二位言简意赅、
简意赅、完备的向如来汇报了孙悟
空的事儿。
空的事儿。这两位的汇报内容，
这两位的汇报内容，角度与之前
别人的不同，
别人的不同，述说事件的概要过程，
述说事件的概要过程，不掺杂
个人对孙悟空的情绪和看法
个人对孙悟空的情绪和看法，
看法，中肯、
中肯、平和，
平和，
我觉得这两位真是跑腿传话的合适人选，
我觉得这两位真是跑腿传话的合适人选，多
干练啊。
干练啊。
如来佛他们从西天雷音寺到凌霄殿门外，
如来佛他们从西天雷音寺到凌霄殿门外，又
是瞬间即至！
如来即唤阿傩、
是瞬间即至！“如来即唤阿傩
如来即唤阿傩、迦叶二尊者
相随，
你看人
相随，离了雷音，
离了雷音，径至灵霄门外。
径至灵霄门外。”你看人
家，这是什么档次的大神
这是什么档次的大神！孙悟空翻着跟头

飞啊飞啊飞啊的遥远路程，
飞啊飞啊飞啊的遥远路程，对人家来说，
对人家来说，简
直就是抬抬腿的事儿
直就是抬抬腿的事儿。
的事儿。
如来佛临走前，
如来佛临走前，给佛国的众菩萨交代了一句
挺耐人寻味的话：
汝等在此稳坐法庭
挺耐人寻味的话：“汝等在此
汝等在此稳坐法庭，
稳坐法庭，休
得乱了禅位，
这里面
得乱了禅位，待我炼魔救驾去来
待我炼魔救驾去来。
救驾去来。”这里面
涉及了两个事情，
涉及了两个事情，如来佛坐下无数的弟子与
神仙，
神仙，为何偏只与菩萨们交代？
为何偏只与菩萨们交代？原因是，
原因是，菩
萨们代佛行使具体的佛国与下界的佛立愿要
萨们代佛行使具体的佛国与下界的佛立愿要
做的事务。
做的事务。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佛的事情太
多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还是佛比较享福不愿意动手？
还是佛比较享福不愿意动手？
都不是，
都不是，原因是下界的事情，
原因是下界的事情，佛不能直接参
佛不能直接参
与，佛要是一参与，
佛要是一参与，整个下界都会化掉了。
整个下界都会化掉了。
要知道，
要知道，佛的境界层面，
佛的境界层面，就是在道家所说的
无极无形无物之上界，
无极无形无物之上界，佛到了下面的哪个层
面，那个层面就将化掉
那个层面就将化掉，
化掉，化成原始无极之境
界，归为虚空。
归为虚空。
咦！不对呀。
不对呀。雷音寺不是在三界之内么？
雷音寺不是在三界之内么？是
呀，没错。
没错。那我这儿不是越说越糊涂
那我这儿不是越说越糊涂、
越糊涂、说得

我自己都乱了套了
我自己都乱了套了？
乱了套了？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三界内有不
少孤态的时空泡，
少孤态的时空泡，这些孤态的时空泡，
些孤态的时空泡，在三
界中，
界中，却跟三界是时空隔绝的。
却跟三界是时空隔绝的。这些时空泡，
这些时空泡，
就是如来佛
就是如来佛、观世音、
观世音、二郎神他们划定的范
围、创造出来安身的地方。
创造出来安身的地方。
那你一定会说，
那你一定会说，如来他怎么就能无障碍来到
玉皇大帝这里，
玉皇大帝这里，这不矛盾了？
这不矛盾了？如来佛、
如来佛、观音
菩萨他们，
菩萨他们，来到玉皇大帝的地盘，
来到玉皇大帝的地盘，也得更换
一层装束才行。
一层装束才行。用他们在玉皇大帝所在层面
用他们在玉皇大帝所在层面
对应的那层身体出场，
对应的那层身体出场，他们的本尊进入这一
层身体。
层身体。也就是，
就是，玉皇大帝他们看到的如来、
玉皇大帝他们看到的如来、
观音，
观音，只是这一层中的形像，
只是这一层中的形像，不是他们的本
相。但是他们本相如何，
但是他们本相如何，如何更换身体，
如何更换身体，如
何进入下一层面，
何进入下一层面，那，这个无人知晓，
个无人知晓，没到
那个档次看不到。
那个档次看不到。
如来佛的话，
如来佛的话，还说到一个事情，
还说到一个事情，他说他是去
炼魔去了，
炼魔去了，没有说是降妖伏魔、
没有说是降妖伏魔、灭魔，
灭魔，没有
说收孙悟空为徒，
说收孙悟空为徒，却说去“炼魔
却说去 炼魔”去了
炼魔 去了。
去了。

如果您看过我之前写的内容，
如果您看过我之前写的内容，应该会猜测到，
应该会猜测到，
炼魔是这个意思：
炼魔是这个意思：按照人家佛家的世界观
按照人家佛家的世界观，
佛家的世界观，
道家的世界观，
道家的世界观，物质都是有无穷多种各异的、
物质都是有无穷多种各异的、
对立的属性的。
对立的属性的。这些属性让这个世界色彩缤
纷、千变万化。
千变万化。对立的嘛，
对立的嘛，就包括好的、
就包括好的、坏
的，上的、下的，
下的，阴的、
阴的、阳的，
阳的，等等。
等等。不管
是佛是道，
是佛是道，都没有认为对立的另一面是必须
都没有认为对立的另一面是必须
要消灭的，
要消灭的，魔和佛道是对立存在的，
魔和佛道是对立存在的，佛和道
是差异存在的，
是差异存在的，大家讲的是合理分布
大家讲的是合理分布，
分布，平衡
共存。
共存。那佛道讲的降妖伏魔，
那佛道讲的降妖伏魔，多指的是对于
那些因为变异、
那些因为变异、意外出现的破坏者
意外出现的破坏者、
现的破坏者、入侵者。
入侵者。
对于那些修行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修行的人来说，他向上升华，
他向上升华，就得
摆脱低层境界的自身中对立的物质属性
摆脱低层境界的自身中对立的物质属性，
界的自身中对立的物质属性，摆
脱的办法不是消灭，
脱的办法不是消灭，是中和掉、
是中和掉、采用高级的
化学手段来中和化合。
学手段来中和化合。
如来佛祖搞定孙悟空的过程，
如来佛祖搞定孙悟空的过程，更是客客气气，
更是客客气气，
他还没有张口，
他还没有张口，孙悟空就感觉到了他的和善
孙悟空就感觉到了他的和善。
觉到了他的和善。
你看那孙悟空说话的前刻，
你看那孙悟空说话的前刻，还是怒气昂昂，
还是怒气昂昂，

说话张开口的时候
说话张开口的时候，还是厉声高叫道。
还是厉声高叫道。说出
的话，
你是那方善士？
的话，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你是那方善士
你是那方善士？敢
来 ……”这
这 就是如来无声无息的威严的善意，
就是如来无声无息的威严的善意 ，
让孙悟空一下子就被这强大的气场给消了大
半的戾气
半的戾气。如来自报家门，
如来自报家门，说的话有意思极
了，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这儿暂且不说。
这儿暂且不说。孙悟空就
说出自己为甚要大闹天宫，
说出自己为甚要大闹天宫，原来却是合计着
自己本事大了、
自己本事大了、要抢夺皇位
要抢夺皇位。
但是孙悟空吹牛，
但是孙悟空吹牛，底气和水平都不够，
底气和水平都不够，说来
说去，
说去，也就无非是一个七十二变给自己撑腰
也就无非是一个七十二变给自己撑腰。
变给自己撑腰。
让他胆气十足的腰杆硬的，
让他胆气十足的腰杆硬的，无非就是一个不
平衡的“妒忌
灵霄宝殿非他久，
平衡的 妒忌”之
妒忌 之心──“灵霄宝殿非他久
灵霄宝殿非他久，历
代人王有分传。
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
敢争先
敢争先。”
然后佛祖就说了一番话，
然后佛祖就说了一番话，道出了玉皇大帝的
非凡历史，
非凡历史，并且明白说出了，
并且明白说出了，前来其实是为
了保护孙悟空本性的目的。
了保护孙悟空本性的目的。只是这时候的猴
头，浑然已经是一枚猪头
浑然已经是一枚猪头，
猪头，根本听不懂。
根本听不懂。

哎呀我这个人，
呀我这个人，就是心底好，
就是心底好，跟人说话就想
把秘密全部告诉人。
把秘密全部告诉人。天机一样的大秘密我都
天机一样的大秘密我都
给说出来吧。
给说出来吧。
孙悟空气哼哼的问如来：
你是那方善士？
孙悟空气哼哼的问如来：“你是那方善士
你是那方善士？
敢来止住刀兵问我？
如来笑道
我是西方
敢来止住刀兵问我？”如来笑
如来笑道：“我是西方
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
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今闻你
猖狂村野，
猖狂村野，屡反天宫
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
不知是何方生长，何
年得道，
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
为何这等暴横？”
如来没说自己是释迦牟尼佛，
如来没说自己是释迦牟尼佛，如来是佛啊！
如来是佛啊！
可是他根本没说自己是佛。
可是他根本没说自己是佛。要知道，
知道，整个西
天取经的事情，
天取经的事情，就是他决定下来的，
就是他决定下来的，只不过
是观音菩萨具体打理。
是观音菩萨具体打理。其实，
其实，明白人一看他
说的话，
说的话，应该早已了然。
应该早已了然。
第一次面对孙悟空，
第一次面对孙悟空，如来佛却以尊者自称，
如来佛却以尊者自称，
并且说自己属于西方极乐世界，
并且说自己属于西方极乐世界，并且念动阿
弥陀佛的佛号。
弥陀佛的佛号。这个话，
这个话，几百年没人写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揭谜底
今天揭谜底、
谜底、咱们了账，
咱们了账，好
不好？
不好？
如来此言，
如来此言，是面对孙悟空的真如本性说话，
是面对孙悟空的真如本性说话，
并非是眼前的这个猴子。
并非是眼前的这个猴子。如来以西方极乐世
如来以西方极乐世
界尊者身份，
界尊者身份，面对孙悟空，
面对孙悟空，说明孙悟空本性
在那个境界，
在那个境界，并且释迦牟尼佛以平等身份面
对孙悟空的本性。
对孙悟空的本性。释迦牟尼为甚自称西方极
乐世界的尊者呢
乐世界的尊者呢？
者呢？他不是娑婆世界的、
他不是娑婆世界的、不是
大梵世界的无上王么？
大梵世界的无上王么？

（5）
）佛祖掌中(3)
佛祖掌中
因为这时候，
因为这时候，如来他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而来
的。念动西方极乐世界之主阿弥
念动西方极乐世界之主阿弥陀佛之名，
陀佛之名，
是跟阿弥陀佛在沟通，
是跟阿弥陀佛在沟通，他就是根据阿弥陀佛
的意愿前来的。
的意愿前来的。
所以说，
所以说，孙悟空真正的师父，
孙悟空真正的师父，不是如来佛祖。
不是如来佛祖。
唐三藏、
唐三藏、猪八戒、
猪八戒、沙和尚等人是他如来佛祖
沙和尚等人是他如来佛祖
的弟子，
的弟子，孙悟空不是。
孙悟空不是。不错，
不错，在修炼的路途
中，接手孙悟空的是阿弥陀佛
接手孙悟空的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那你可能会
疑问，
疑问，就凭这三言两语，
就凭这三言两语，你就敢断言？
你就敢断言？三言
两语只是一个锲头
两语只是一个锲头，
一个锲头，西天取经的故事本身能
证明。
证明。
如来对孙悟空的评价是猖狂村野，
如来对孙悟空的评价是猖狂村野，也就是没
教养的傻蛋的意思。
教养的傻蛋的意思。孙悟空这次见到如来这
孙悟空这次见到如来这
样高阶层的超有定力有涵养的大神，
样高阶层的超有定力有涵养的大神，HOLD
不住自己内心的空虚与虚荣
不住自己内心的空虚与虚荣，
与虚荣，作了一首小诗

儿，表明自己的前因后果。
表明自己的前因后果。第一次，
第一次，孙悟空
道出了自己曾经寻师的事儿
道出了自己曾经寻师的事儿，
曾经寻师的事儿，只是没敢说出
菩提祖师的名号。
菩提祖师的名号。
孙悟空说，
孙悟空说，为啥他要抢夺玉皇大帝的天宫呢？
为啥他要抢夺玉皇大帝的天宫呢？
他说“在因凡间嫌地窄
他说 在因凡间嫌地窄，
在因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
心端要住瑶天。”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嫌弃自家的花果山了。
他嫌弃自家的花果山了。嘻嘻，
嘻嘻，
这个可是之前孙悟空没有吐露过的内心的小
这个可是之前孙悟空没有吐露过的内心的小
秘密呀。
秘密呀。怪不得，
怪不得，当初他跑上天去之后，
当初他跑上天去之后，一
去就是半年
去就是半年，
半年，待了三四百年的花果山就这样
轻易的抛诸脑后，
轻易的抛诸脑后，连个口信儿也不给自己的
连个口信儿也不给自己的
猴子猴孙们带一个。
猴子猴孙们带一个。猴子们抱怨他，
猴子们抱怨他，他也浑
然不当一回事儿。
然不当一回事儿。
孙悟空窥伺玉皇宝座的一个理由，
孙悟空窥伺玉皇宝座的一个理由，就是人间
的帝王都是轮流坐庄的嘛，
的帝王都是轮流坐庄的嘛，啊，强者为王，
强者为王，
胜者为英雄，
胜者为英雄，啊。孙悟空觉得自己这个理由
很充分，
很充分，很理直气壮。
很理直气壮。说了这句话，
说了这句话，如来佛
祖就根本不用再听下去了，
祖就根本不用再听下去了，因为孙悟空絮絮
叨叨的反复论述的这个理由
叨叨的反复论述的这个理由，
述的这个理由，没有证明孙悟

空暴力诉求的充分性，
空暴力诉求的充分性，反而充分证实了孙悟
空是个根本就不知道修道到高层是怎么回事
空是个根本就不知道修道到高层是怎么回事
儿。
孙悟空强调的暴力抢夺轮流坐庄的天理，
孙悟空强调的暴力抢夺轮流坐庄的天理，那
只是三界内人间的理。
只是三界内人间的理。如果孙悟空认为这个
如果孙悟空认为这个
理就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理，
理就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理，那就说明孙悟空
这方面的认识，
这方面的认识，还是大俗人一个
还是大俗人一个。
大俗人一个。说明他的
境界，
境界，并没有完全达到超出三界。
并没有完全达到超出三界。三界之内
是强者为王的理
是强者为王的理，
的理，并且是三界内的人间。
并且是三界内的人间。三
界内的天上和地下，
界内的天上和地下，都不是此理
都不是此理。
是此理。况乎三界
之外的玉皇大帝之天宫？
外的玉皇大帝之天宫？狂妄之人，
狂妄之人，一定也
是忘本之人。
是忘本之人。狂妄与忘本、
狂妄与忘本、是孪生关系
是孪生关系。狂
妄忘本的人，
妄忘本的人，一般都陷入愚蠢的自恋，
一般都陷入愚蠢的自恋，现在
的孙大圣就是这样的。
的孙大圣就是这样的。
孙悟空一番宏图大表白、
孙悟空一番宏图大表白、革命计划，
革命计划，只是表
明了他的没品没调。
明了他的没品没调。但是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孙悟空是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需要抢劫天宫了呢？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需要抢劫天宫了呢？
我认为是他第一次被太白金星领到天宫的时
我认为是他第一次被太白金星领到天宫的时

候，就在他见到玉皇大帝之前，
就在他见到玉皇大帝之前，孙悟空仿佛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
大观园一样，看勾多时，
看勾多时，并且就
此起了妒忌之心。
此起了妒忌之心。
孙悟空已经不用再说下去了，
孙悟空已经不用再说下去了，佛祖不用听就
已看出来他的水平和档次，
已看出来他的水平和档次，实在是粗糙不堪、
在是粗糙不堪、
惨不忍睹。
你那
惨不忍睹。佛祖如是冷言泼向猴子
佛祖如是冷言泼向猴子：
向猴子：“你那
厮乃是个猴子成精，
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
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
帝尊位？
帝尊位？他自幼修持，
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
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
你算，他该
多少年数，
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
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
世为人的畜生，
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
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
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
趁早皈依，切莫
胡说！
胡说！但恐遭了毒手，
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
性命顷刻而休，可惜
了你的本来面目！
了你的本来面目！”
玉皇大帝是终生修炼，
玉皇大帝是终生修炼，并且光修持就修了两
亿两千万六百八十万年，
亿两千万六百八十万年，吃了这么漫长时间
吃了这么漫长时间
的苦，
的苦，消掉了自己的、
消掉了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无穷的黑
业，才得正果为王。
才得正果为王。孙悟空就凭自己悟了一

两个道诀，
两个道诀，刚刚解决死亡威胁的初级问题，
刚刚解决死亡威胁的初级问题，
就凭着变得花样多
就凭着变得花样多、
花样多、脚丫子跑得快，
脚丫子跑得快，就要打
劫别人。
劫别人。简直是不开化的山贼一个。
简直是不开化的山贼一个。并且，
并且，
孙悟空显然是以为这世界就是天长地久的就
是这样的天地人结构，
是这样的天地人结构，他显然是不知道这三
他显然是不知道这三
界是特殊开创的，
界是特殊开创的，更是不知道三界的创建，
更是不知道三界的创建，
是不知道有多少的神仙、
是不知道有多少的神仙、低级的、
级的、高级的、
高级的、
无数无上高的大神一起合作、
无数无上高的大神一起合作、协作创建的，
协作创建的，
当然了，
当然了，他自然就无从知道
他自然就无从知道，
无从知道，三界是多么关
键的一个世界，
键的一个世界，每一个参与做事的神仙，
每一个参与做事的神仙，都
是千挑万选
是千挑万选，精英中的精英。
精英中的精英。他甚至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道，
很多他见到的神仙，
很多他见到的神仙，他以为就那水平，
他以为就那水平，他以
为水平比他还低，
为水平比他还低，其实是不知道多高的层面
上下来做事的神仙。
上下来做事的神仙。
如来呵悟空：
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
如来呵悟空：“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
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 ，也
证实了孙悟空的确已得人身，
证实了孙悟空的确已得人身，人的真皮，
人的真皮，元
婴出世，
婴出世，但是他仅至起步阶段。
但是他仅至起步阶段。孙悟空别说
动手抢劫的行动，
动手抢劫的行动，就单凭这番狂妄的大话，
单凭这番狂妄的大话，

就足以招致天杀，
就足以招致天杀，并且是比如来还高的上面
的天。
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
的天。“你
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
大言！
大言！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
折了你的寿算！
趁早皈依，
趁早皈依，切莫胡说！
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
但恐遭了毒手，性命
顷刻而休”。
顷刻而休 。你看，
你看，这是如来都感到惊惧的
这是如来都感到惊惧的
更高层力量，
更高层力量，如果孙悟空继续癫狂下去，
如果孙悟空继续癫狂下去，恐
怕他马上就会消失了，
怕他马上就会消失了，就不只是下地狱这么
轻松的了。
轻松的了。那会是什么？
那会是什么？我猜那孙悟空就要
彻底报销了，
彻底报销了，形神俱灭。
神俱灭。
如来最后一句话，
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如来最后一句话，“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说明如来是清楚知道孙悟空的本来面目是什
说明如来是清楚知道孙悟空的本来面目是什
么的。
么的。玉皇大帝应该也知道，
玉皇大帝应该也知道，很多神仙应该
心中都有数。
心中都有数。
前面我说，
前面我说，许多人不知道天上神仙是执行轮
值制度的。
值制度的。一方面我又否定孙悟空提出的轮
一方面我又否定孙悟空提出的轮
值方案。
值方案。是不是我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啊？
是不是我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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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山下
五行山下
人家执行轮值，
人家执行轮值，是漫天神仙一起协商的结果，
是漫天神仙一起协商的结果，
谁，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能力，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时候，下界做哪个
事情，
事情，过后留下什么影响，
过后留下什么影响，多少年后剩余什
么影响，
么影响，全都是经过精密计算和协商的
全都是经过精密计算和协商的，
过精密计算和协商的，错
一点都不行的，
一点都不行的，这个轮值制度，
这个轮值制度，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孙悟空的轮值方案呢
孙悟空的轮值方案呢，
轮值方案呢，是暴力轮值，
是暴力轮值，以个人
爽快为目的，
爽快为目的，不顾周围的任何别人
不顾周围的任何别人。
的任何别人。一个是
设计建设，
设计建设，一个是城管拆迁。
一个是城管拆迁。
孙大圣的脑袋，
孙大圣的脑袋，依旧是不开窍的顽石一块，
依旧是不开窍的顽石一块，
他还在嘴皮上不依不饶：
他虽年久修长，
他还在嘴皮上不依不饶：“他
虽年久修长，
也不应久占在此。
皇帝轮流做，
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
常言道：‘皇帝轮流做
皇帝轮流做，
明年到我家。
只教他搬出去
明年到我家。’只教
只教他搬出去，
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
我，便罢了。
便罢了。若还不让，
若还不让，定要搅乱，
定要搅乱，永不清
平！”孙悟
孙悟空现在脑袋里只有耍赖打劫这一
孙悟空现在脑袋里只有耍赖打劫这一
根筋，
根筋，正说反说都没用，
正说反说都没用，他是吃定玉皇大帝

这一单了。
一单了。没办法，
没办法，在孙悟空的逼迫之下，
在孙悟空的逼迫之下，
如来佛不给孙悟空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
如来佛不给孙悟空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
奈何孙悟空本领不多，
奈何孙悟空本领不多，如来佛选择余地非常
有限，
有限，除了一个七十二变、
除了一个七十二变、一个会变大缩小
一个会变大缩小，
变大缩小，
孙悟空就脚丫子利索点。
孙悟空就脚丫子利索点。然后佛祖就跟孙悟
然后佛祖就跟孙悟
空打赌了，
空打赌了，赌孙悟空跑不出自己的手心
赌孙悟空跑不出自己的手心。
不出自己的手心。如
来如是说：
我与你打个赌赛；
来如是说 ： “我与你打个赌赛
我与你打个赌赛 ； 你若有本事，
你若有本事 ，
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
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
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
算你赢，再不用
动刀兵苦争战，
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
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
宫让你；
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
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
你还下界为妖，
再修几劫，
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却来争吵。”
没办法，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佛来的，
谁让人家是佛来的，说起话来度量
单位动不动就是以劫来算。
单位动不动就是以劫来算。真的没办法，
的没办法，劫，
这是佛界的最基础单位了，
这是佛界的最基础单位了，就像人类以尺、
就像人类以尺、
以斤、
以斤、以天来计量一样
以天来计量一样。
一样。孙悟空从出生开始
到现在的时间，
到现在的时间，也就是个劫的零头的零头的
零头。
零头。况且，还是以地面时间的年来计算，
还是以地面时间的年来计算，
没有用如来他世界的时间来计算呢。
没有用如来他世界的时间来计算呢。如来他

世界的一日
世界的一日，就是地上的一千年，
就是地上的一千年，要是这时
候孙悟空知道了这个差异，
候孙悟空知道了这个差异，要是如来说用自
要是如来说用自
己世界的时间来计时，
己世界的时间来计时，估计孙大圣当场就崩
溃了。
溃了。
孙悟空不知深浅，
孙悟空不知深浅，认为如来十分好呆。
认为如来十分好呆。然后
后面发生的十分搞笑故事，
后面发生的十分搞笑故事，世人皆知。
人皆知。孙悟
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典故，
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的典故，就此万人传
诵。前面提到过，
前面提到过，如来佛他们，
来佛他们，有能力在三
界内造出一个孤态的时空泡，
界内造出一个孤态的时空泡，他们其实有能
力在任何地方
力在任何地方、随时制造、
随时制造、并且是瞬间即成。
并且是瞬间即成。
佛界的能力就是这样大的能力。
佛界的能力就是这样大的能力。孙悟空哪懂
这么高深的科学嘛，
这么高深的科学嘛，所以就傻不楞登的上了
人家手掌。
人家手掌。地球周围就存在科学可以探测的
地球周围就存在科学可以探测的
时空密度变化区域。
时空密度变化区域。地球表面上也有，
地球表面上也有，虽然
还意识不到、
还意识不到、探测不出来，
探测不出来，但是不少人的本
尊经常能有意无意的进进出出的，
尊经常能有意无意的进进出出的，只是都不
知道怎么回事罢了。
知道怎么回事罢了。

前面说到天兵天将布下天罗地网，
前面说到天兵天将布下天罗地网，要捉拿孙
悟空的时候，
悟空的时候，其实已经动用过一次这种技术
其实已经动用过一次这种技术
了。那一次孙悟空浑然不觉，
那一次孙悟空浑然不觉，这一次，
这一次，继续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在三界内或者天上的某个时空范
在三界内或者天上的某个时空范
围，用更微观的物质和能量构造出一个孤立
的时空来，
的时空来，其实在那个当儿，
其实在那个当儿，孙悟空身体的
每一层物质，
每一层物质，都被人家那种微观的物质给控
制，压缩了。
压缩了。孙悟空毫无知觉。
孙悟空毫无知觉。那看上去不
大的时空泡，
大的时空泡，密度极大、
密度极大、在那时空中孙悟空
在那时空中孙悟空
的感受当中，
的感受当中，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广漠
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广漠、
是无穷无尽的广漠、遥远，
遥远，
确是孙悟空被无穷无尽的给压缩缩小了
确是孙悟空被无穷无尽的给压缩缩小了。
压缩缩小了。如
果如来高兴，
果如来高兴，孙悟空估计一辈子都别想翻到
尽头，
尽头，如果如来不高兴
如果如来不高兴，
高兴，孙悟空可能根本就
再也出不来了。
再也出不来了。
唉，孙悟空这货，
孙悟空这货，已经鬼迷心窍变得完全不
识货，
识货，如来都给他展示了手指头上的字
如来都给他展示了手指头上的字、
头上的字、还
有他孙悟空亲自闻到了自己的猴尿，
有他孙悟空亲自闻到了自己的猴尿，他愣是
反应不过来遇到了不可抵抗的原因却认为是
反应不过来遇到了不可抵抗的原因却认为是

如来佛有关未卜先知的低档法术，
如来佛有关未卜先知的低档法术，在耍弄他
哩。然后执迷不悟的孙悟空
然后执迷不悟的孙悟空，
迷不悟的孙悟空，就瞬间悲剧了。
就瞬间悲剧了。
如来的五指化作五行山，
如来的五指化作五行山，将他稳稳当当的压
到了地上去。
到了地上去。吴老先生行文至此，
吴老先生行文至此，义愤难当，
义愤难当，
作诗一首，
作诗一首，表示狠狠的谴责孙悟空一顿
表示狠狠的谴责孙悟空一顿。
空一顿。
回到前往请如来出面的时候，
回到前往请如来出面的时候，当如来决定前
来降伏孙悟空，
来降伏孙悟空，其实就是决定为孙悟空的罪
其实就是决定为孙悟空的罪
恶过去买单了。
恶过去买单了。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孙悟空造下的滔
天大恶，
天大恶，如来要相当程度的替孙悟空承担一
如来要相当程度的替孙悟空承担一
部分，
部分，承担多少？
承担多少？要承担减少到孙悟空不足
以被销毁，
以被销毁，也不够下地狱，
也不够下地狱，也不能销毁孙悟
空已经修成的神通与境界。
空已经修成的神通与境界。剩下的一点点，
剩下的一点点，
变成他在五行山下自己承担、
成他在五行山下自己承担、用于自省、
用于自省、自
担一部分；
担一部分；以及西天路上的重重阻拦、
以及西天路上的重重阻拦、误解、
误解、
与麻烦，
与麻烦，也就是用于修行继续提高一部分。
也就是用于修行继续提高一部分。
你以为佛祖安排一个弟子修行就是合计合计、
你以为佛祖安排一个弟子修行就是合计合计、
安排安排那么简单的事情？
安排安排那么简单的事情？他所要面临的苦，
他所要面临的苦，
是徒弟的十倍。
是徒弟的十倍。要不然，
要不然，孙悟空理应神通被
孙悟空理应神通被

全部化掉，
全部化掉，修成的元婴与人身一同被化掉，
修成的元婴与人身一同被化掉，
变成一只普通的衰老的猴子，
变成一只普通的衰老的猴子，孙悟空理应下
地狱去，
地狱去，刀山火海的熬上个几千年再说，
刀山火海的熬上个几千年再说，接
着他理应面对的就是最可怕的失去一切的惩
罚：形神俱灭，
形神俱灭，层层的身体、
层层的身体、以及本尊元神
一并化为乌有，
一并化为乌有，连原始之气都没有残留
连原始之气都没有残留。
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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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蓬、
天蓬、天佑热烈挽留之下，
天佑热烈挽留之下，摆平孙悟空的如
来佛祖被留下来。
来佛祖被留下来。玉皇大帝隆重设宴答谢如
玉皇大帝隆重设宴答谢如
来佛祖。
来佛祖。双方又是一番互相谦让。
双方又是一番互相谦让。天宫系统
的道家神仙都来捧场了
的道家神仙都来捧场了。于是在众神的要求
之下，
之下，如来佛命名此番大会为安天大会。
如来佛命名此番大会为安天大会。
安天大会，
安天大会，名如其实。
名如其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提
到的隐形内容是，
到的隐形内容是，如来佛替孙悟空买单了
如来佛替孙悟空买单了。
悟空买单了。
孙悟空吃下的太上老君的仙丹，
孙悟空吃下的太上老君的仙丹，所造成的损
失，如来佛祖替他偿还给三界内众生
如来佛祖替他偿还给三界内众生，
还给三界内众生，就是
后来安排下来的这一场西天取经。
后来安排下来的这一场西天取经。玉皇大帝
他们之所以如此隆重的答谢如来佛
他们之所以如此隆重的答谢如来佛，
如此隆重的答谢如来佛，并非只
是因为搞定一只破猴子，
是因为搞定一只破猴子，乃是孙悟空闯下的
天大的祸，
大的祸，玉皇大帝他们满天庭的神仙都不
能挽回的损失，
能挽回的损失，如来佛祖出面来挽回了
如来佛祖出面来挽回了。孙
悟空一折腾，
悟空一折腾，天上大乱，
天上大乱，天机补充跟不上，
天机补充跟不上，
营养不足的天下人心堕落，
营养不足的天下人心堕落，孙悟空参与苦修

和取经，
和取经，弥补过失，
弥补过失，重新提升人心，
重新提升人心，但是这
一停顿，
一停顿，就是五百年的时间耽误了
就是五百年的时间耽误了。
年的时间耽误了。当然不
是如来佛祖一个人
是如来佛祖一个人，
来佛祖一个人，如来佛祖这次来，
如来佛祖这次来，是带
着阿弥陀佛的意愿和法力前来的
着阿弥陀佛的意愿和法力前来的，
佛的意愿和法力前来的，孙悟空造
成的损失太大了，
成的损失太大了，需要更高更高级别的神佛
一起来修改被搞乱的世界之安排，
一起来修改被搞乱的世界之安排，从新安排。
从新安排。
对，阿弥陀佛是比如来佛祖更高境界的佛。
阿弥陀佛是比如来佛祖更高境界的佛。
这是如来佛祖亲口说出的事情。
这是如来佛祖亲口说出的事情。观世音菩萨
本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菩萨，
本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菩萨，那她本尊自
然比如来佛祖还高。
然比如来佛祖还高。但是西游记中一直是观
音菩萨在照管西天取经的师徒五位，
音菩萨在照管西天取经的师徒五位，时不时
的观音菩萨还要请示如来佛祖
的观音菩萨还要请示如来佛祖，
要请示如来佛祖，这是怎么回
事？
这只说明，
这只说明，度人的事情，
度人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神仙
就能全部承揽的，
就能全部承揽的，因为牵涉到不同层面的恩
因为牵涉到不同层面的恩
怨太复杂了、
怨太复杂了、修行的人修到的终极境界，
修行的人修到的终极境界，也
是参差不齐的。
是参差不齐的。尤其是
尤其是，孙悟空这个怪猴子，
孙悟空这个怪猴子，

虽然口称玄奘师父、
虽然口称玄奘师父、前往雷音寺，
前往雷音寺，但是走的
是一条跟玄奘完全不同的修炼道路
是一条跟玄奘完全不同的修炼道路。
玄奘完全不同的修炼道路。
你瞧瞧，
你瞧瞧，这师徒人等，
这师徒人等，没有一个是世上的凡
人，全部是在不同层面的天上犯了错误下界
全部是在不同层面的天上犯了错误下界
修炼的。
修炼的。这可是过去的一个天机，
这可是过去的一个天机，那就是，
那就是，
哎，我这个人总是口无遮拦
我这个人总是口无遮拦。
无遮拦。那就是，
那就是，世上
没有一个凡人真的修行过，
没有一个凡人真的修行过，这是真机。
这是真机。真机
的另一面就是
的另一面就是，在历史上所有的修行人，
在历史上所有的修行人，都
是天上下来的、
是天上下来的、天上安排的。
天上安排的。西游记只是通
过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鲜明的暗示了这个真机。
鲜明的暗示了这个真机。
用宏大的法力力挽狂澜、
用宏大的法力力挽狂澜、承担苦与罪、
承担苦与罪、改写
历史，
历史，天宫的众神自然是感激又崇敬
天宫的众神自然是感激又崇敬。
又崇敬。
这一回故事，
这一回故事，还有诸多天机，
还有诸多天机，不多说，
不多说，不然
再写上几千字也收不住。
再写上几千字也收不住。概述一下
概述一下。
一下。二郎神
搞掂孙大圣，
搞掂孙大圣，他的众兄弟说一起上天去，
他的众兄弟说一起上天去，被
二郎神给拦住了，
二郎神给拦住了，为什么？
什么？因为他的兄弟们
虽然法力高强、
虽然法力高强、层次很高，
层次很高，却在天上无果位、
却在天上无果位、

未在仙箓
未在仙箓。跟孙悟空起初的情况一样。
跟孙悟空起初的情况一样。小说
写到孙悟空是太乙散仙，
写到孙悟空是太乙散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意思就
是非佛非道的奇门众人，
是非佛非道的奇门众人，所以孙悟空在天庭
上被当作一个怪里怪气的家伙，
上被当作一个怪里怪气的家伙，就像现在街
就像现在街
头的朋克小青年一样，
头的朋克小青年一样，在别人眼里低档又怪
异。二郎神跟孙悟空是一路的
二郎神跟孙悟空是一路的，都是奇门中
人，但是不一样的是，
但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人也不是一门。
两个人也不是一门。
二郎神相比显得很贵气
郎神相比显得很贵气，
贵气，孙悟空很俗气。
孙悟空很俗气。毕
竟么，
竟么，二郎神有真正的师父，
二郎神有真正的师父，孙悟空没有。
孙悟空没有。
孙悟空白白在祖师那儿修道
孙悟空白白在祖师那儿修道 N 多年，
多年，却不懂
修心，
修心，不懂修心的还得了大功能。
不懂修心的还得了大功能。他这叫自
上而下的修，
上而下的修，跟他人不同。
跟他人不同。
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
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孙悟空究竟是怎
么堕落的？
么堕落的？不是说他起了争斗心就开始堕落
么？是的，
是的，但那已经是孙悟空被钻了空子之
后迟早要出现的局面。
后迟早要出现的局面。孙悟空的弱点、
孙悟空的弱点、缝隙，
缝隙，
从他开始出修道那一念的时候，
从他开始出修道那一念的时候，就铸就了！
就铸就了！
回到第二回。
回到第二回。孙悟空什么时候开始自满自足

了？在得了祖师的真传秘诀之后，
在得了祖师的真传秘诀之后，开始顶撞
师父。
师父。师父传他七十二变之后，
师父传他七十二变之后，就认为一切
搞定。
搞定。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孙悟空修道的唯一目的
为孙悟空修道的唯一目的
就是长生不老，
就是长生不老，没有更高的追求了。
没有更高的追求了。
回到第一回。
回到第一回。长生不老的追求，
长生不老的追求，修道的追求，
修道的追求，
不是导致孙悟空一念震动天地
不是导致孙悟空一念震动天地，跳出三界的
大道心么？
大道心么？是。那是作为一个起步者的追求，
那是作为一个起步者的追求，
是完全可以算得上了不起的
是完全可以算得上了不起的。
上了不起的。可是你看孙悟
空起了道心，
空起了道心，确因为“一日
确因为 一日，
一日，与群猴喜宴之
间，忽然忧恼，
多少人不知道
然忧恼，堕下泪来。
堕下泪来。”多少人不知道
这里隐含着孙悟空最大的弱点，
这里隐含着孙悟空最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导
这个弱点导
致了他学到一点真机就自满自傲，
致了他学到一点真机就自满自傲，是什么，
是什么，
哈哈，
哈哈，就是他是出于“忧恼
就是他是出于 忧恼”，
忧恼 ，才被动的出了
道心。
道心。这个“忧恼
这个 忧恼”怎么就是弱点
忧恼 怎么就是弱点、
怎么就是弱点、空子了？
空子了？
这个忧恼就是怕心。
这个忧恼就是怕心。
对了，
对了，孙悟空是在怕心的驱使下，
孙悟空是在怕心的驱使下，走入道途
走入道途
的。一旦怕死的忧虑解除，
一旦怕死的忧虑解除，孙悟空修道，
悟空修道，骤
然失去了目标，
然失去了目标，变得毫无追求。
变得毫无追求。他的傲慢、
他的傲慢、

炫耀、
炫耀、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就是怕心的另一头。
是怕心的另一头。所以，
所以，
当祖师发现他的炫耀和虚荣的时候，
当祖师发现他的炫耀和虚荣的时候，火速赶
他走人，
他走人，一方面就是因为，
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知道孙悟空已
经没有再提高档次的可能了。
经没有再提高档次的可能了。至于更高的神
是否管他，
是否管他，那是别人的事情了。
那是别人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