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1）
）不比不知道一比怒火烧
修行路上的安排，
修行路上的安排，每一个关难、
每一个关难、每一次考
验，往往都不是单一目标的，
往往都不是单一目标的，尤其是初期阶
段的考验，
段的考验，三两下就考验出你全部的毛病
了。你看这唐三藏师徒四人，
你看这唐三藏师徒四人，菩萨亲设一
关、镇元大仙一关，
镇元大仙一关，这两个关难，
这两个关难，可都是神
仙亲自参与的哦，
仙亲自参与的哦，这两个考验中，
这两个考验中，就把他们
师徒四人全部的重大毛病都给试炼出来了。
师徒四人全部的重大毛病都给试炼出来了。
你看这修行路上，
你看这修行路上，一旦确定你能真修，
一旦确定你能真修，那真
正的考验就马上接踵而至，
正的考验就马上接踵而至，看似简单、
看似简单、却是
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让你掩藏不了的暴露出来全部的

毛病。
毛病。这时候的考验，
这时候的考验，神仙们亲自操刀，
神仙们亲自操刀，是
因为这时候是以曝光执着为要
因为这时候是以曝光执着为要，
时候是以曝光执着为要，不以为难修
行人为要，
行人为要，否则，
否则，要是妖怪们上来了，
要是妖怪们上来了，那可
是一错念就铸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是一错念就铸成不可挽回的恶果，修行人马
上就完蛋，
上就完蛋，不要修了，
不要修了，回家去吧。
回家去吧。
之所以有这一番感慨，
之所以有这一番感慨，是看到了这一回开篇
的诗。
处世须存心上刃，
的诗。诗曰：
诗曰：“处世须存心上刃
处世须存心上刃，修身切记
寸边而。
寸边而。常言刃字为生意，
常言刃字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
欺。上士无争传亘古，
上士无争传亘古，圣人怀德继当时。
圣人怀德继当时。刚
强更有刚强辈，
心上
强更有刚强辈，究竟终成空与非。
究竟终成空与非。”心上
刃，正是忍字，
正是忍字，寸边而，
寸边而，正是耐字。
正是耐字。忍耐当
然不是咬牙切齿的状态，
然不是咬牙切齿的状态，咬牙切齿那是脆弱
的表现。
的表现。
忍耐，
忍耐，是对身心的放手，
是对身心的放手，对充满心中的恶
念、怒火、
怒火、虚假谎言，
虚假谎言，和身体上的痛楚、
和身体上的痛楚、焦
躁、等的放手、
等的放手、任由这些东西象汹涌而至一
样的、
样的、澎湃而去，
澎湃而去，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
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这
种忍耐，
种忍耐，换一个说法就是无争，
换一个说法就是无争，无争就等于

是不抓，
是不抓，不抓就等于是无执，
不抓就等于是无执，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就等于是怀德。
就等于是怀德。
三藏、
三藏、悟空等人，
悟空等人，就是败在这个不能忍耐、
就是败在这个不能忍耐、
放不下执着上，
放不下执着上，这些就是执着，
这些就是执着，执着就不能
怀德，
怀德，不能怀德就是缺德，
不能怀德就是缺德，他们都做了缺德
的事情。
的事情。三藏拒绝食果，
三藏拒绝食果，就是放不下俗念，
就是放不下俗念，
坚守他的俗念，
坚守他的俗念，接受不了自己境界之外的事
情。悟空更不用说了，
悟空更不用说了，一句话不合，
一句话不合，就诉诸
武力、
武力、耍神通、
耍神通、用开溜来拒绝沟通。
用开溜来拒绝沟通。
他们的这种表现，
他们的这种表现，恰好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刚
强，坚守原则呢！
坚守原则呢！可是这种刚强，
可是这种刚强，面对神
仙、面对更高境界，
面对更高境界，实在是脆弱不堪、
实在是脆弱不堪、人家
才是真正的刚强、
才是真正的刚强、不变不动的无法逾越的刚
强。
修行中的忍耐、
修行中的忍耐、刚强，
刚强，跟人世间的忍耐、
跟人世间的忍耐、刚
强，并非是一样的内涵。
并非是一样的内涵。其中的滋味，
其中的滋味，还真
不是聪明人能体味的，
不是聪明人能体味的，是那些能把身体和思
想溶为一体、
想溶为一体、当作一个整体去对待的人，
当作一个整体去对待的人，才
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

而这个时候的三藏和悟空，
而这个时候的三藏和悟空，乃是两个极端，
乃是两个极端，
他们两个需要各自往对方的极端上去探寻。
他们两个需要各自往对方的极端上去探寻。
现在，
现在，他们既然还不懂得去观察、
他们既然还不懂得去观察、去学习对
方的优点，
方的优点，那就继续错位下去吧，
那就继续错位下去吧，直到自我
分裂。
分裂。
于是，
于是，被大仙抓小辫子抓得牢牢的悟空，
被大仙抓小辫子抓得牢牢的悟空，还
不肯在嘴巴上认输、
不肯在嘴巴上认输、嘴巴上还不住口的讨便
宜：“你这先生
你这先生，
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样！
好小家子样！若要树活，
若要树活，
有甚疑难
有甚疑难！
疑难！早说这话，
早说这话，可不省了一场争竞？
可不省了一场争竞？”
为了三藏等人，
为了三藏等人，悟空决定四海奔走，
悟空决定四海奔走，但是剩
下的这几个家伙，
下的这几个家伙，除了轻易不吱声的白龙
马，没一个人把信任给予他这个师兄。
没一个人把信任给予他这个师兄。沙僧
道：“师父啊
师父啊，
师父啊，不知师兄捣得是甚么鬼哩。
不知师兄捣得是甚么鬼哩。”
八戒道：
甚么鬼！
八戒道：“甚么鬼
甚么鬼！这叫做‘当面人情鬼
这叫做 当面人情鬼’！
当面人情鬼 ！
树死了，
树死了，又可医得活！
又可医得活！他弄个光皮散儿好
看，者着求医治树，
者着求医治树，单单了脱身走路，
单单了脱身走路，还顾
得你和我哩！
三藏道：
他决不敢撒了我
得你和我哩！”三藏道
三藏道：“他决不敢撒了我
们。……若三日之外不来
若三日之外不来，
若三日之外不来，我就念那话儿经
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镇元大仙的眼皮
底下呀！
底下呀！大仙的众多的弟子们也都瞪着眼睛
看得一清二楚、
看得一清二楚、支着耳朵听得明明白白。
支着耳朵听得明明白白。人
家会怎么看待他们呢？
家会怎么看待他们呢？看看人家师父和徒弟
之间先。
之间先。
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
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领众小仙出离兜
率，径下瑶天，
径下瑶天，坠祥云，
坠祥云，早来到万寿山五庄
观门首。
观门首。看时，
看时，只见观门大开，
只见观门大开，地上干净。
地上干净。
大仙道：
大仙道：“清风
清风、
明月，却也中用。
却也中用。常时
清风、明月，
节，日高三丈，
日高三丈，腰也不伸；
腰也不伸；今日我们不在，
今日我们不在，
他倒肯起早，
众小仙俱悦。
他倒肯起早，开门扫地。
开门扫地。”众小仙俱悦
众小仙俱悦。行
至殿上，
至殿上，香火全无，
香火全无，人踪俱寂，
人踪俱寂，那里有明
月、清风！
他两个想是因我们不
清风！众仙道：
众仙道：“他两个想是因我们不
在，拐了东西走了？
大仙道：
岂有此理！
拐了东西走了？”大仙道
大仙道：“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修仙的人，
修仙的人，敢有这般坏心的事！
敢有这般坏心的事！想是昨晚忘
却关门，
却关门，就去睡了，
就去睡了，今早还未醒哩。
今早还未醒哩。”
看见没，
看见没，出现异常的时候，
出现异常的时候，人家师父对弟子
可是无罪推定的思维，
是无罪推定的思维，人家可是对弟子的心
性很有信心。
性很有信心。唐三藏呢，
唐三藏呢，遇到意外事情发

生，对自己的弟子是有罪推定的思维。
对自己的弟子是有罪推定的思维。境界
和心胸的差别，
和心胸的差别，何等之大呀。
何等之大呀。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这个镇元大仙，
这个镇元大仙，号称是唐三藏
的故人的哥们，
的故人的哥们，整个过程中，
整个过程中，从未把唐三藏
尊重过，
尊重过，我想，
我想，人家应该是在三藏来之前，
人家应该是在三藏来之前，
已经知晓他的心胸境界了。
已经知晓他的心胸境界了。所以嘛，
所以嘛，又加上
是有意安排的考验，
是有意安排的考验，人家用远去的背影替三
藏接风、
藏接风、用鞭子和油锅给他洗尘。
用鞭子和油锅给他洗尘。甚至这个
故人，
故人，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小说中根本就没提到他跟
三藏叙什么旧、
三藏叙什么旧、唠什么修道修佛的嗑。
唠什么修道修佛的嗑。
更“过分
过分”的是菩萨呢
过分 的是菩萨呢。
的是菩萨呢。菩萨在孙悟空的恳求
之下，
之下，来到五庄观，
来到五庄观，大仙躬身谢菩萨道
大仙躬身谢菩萨道：
谢菩萨道：“
小可的勾当，
菩萨
小可的勾当，怎么敢劳菩萨下降？
怎么敢劳菩萨下降？”菩萨
道：“唐僧乃我之弟子
唐僧乃我之弟子，
菩萨说唐僧是
唐僧乃我之弟子，……”菩萨说唐僧是
她的弟子，
她的弟子，可是小说中却并未提到菩萨跟三
藏说什么话。
藏说什么话。要知道，
要知道，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
次，第一次唐三藏亲见菩萨的本尊呀！
第一次唐三藏亲见菩萨的本尊呀！而
且，作为弟子的唐三藏，
作为弟子的唐三藏，拜见自己的真正师
父观音菩萨，
父观音菩萨，小说中也没提到他如何的激

动、感恩。
感恩。倒是他见到下界的小仙福禄寿三
星的时候，
星的时候，“那三藏喝退了八戒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
了三星。
三星一为孙悟空讨情面，
了三星。”三星一为孙悟空讨情面
三星一为孙悟空讨情面，那三藏
还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不住口的答应：
还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不住口的答应：“不敢
不敢
念，不敢念。
不敢念。”
唐三藏这是怎么了？
唐三藏这是怎么了？因为，
因为，这些日子以来，
这些日子以来，
在孙悟空的对比之下，
在孙悟空的对比之下，他心中积累了越来越
他心中积累了越来越
旺盛的对孙悟空的怒火。
旺盛的对孙悟空的怒火。他愤怒的小宇宙，
他愤怒的小宇宙，
马上就要爆发了哩！
马上就要爆发了哩！

（2）
）宽容的人一定懂得谈判
走过五庄观之前的唐三藏师徒，
走过五庄观之前的唐三藏师徒，都是不善于
谈判的，
谈判的，他们四个，
他们四个，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没有一个人
是有谈判倾向的。
是有谈判倾向的。
清风明月两个小道士奉献奇形怪状的人参果
给唐三藏吃，
给唐三藏吃，唐三藏一口拒绝、
唐三藏一口拒绝、并对两个小
家伙做了言辞斥责、
家伙做了言辞斥责、与道德教育。
与道德教育。这时候，
这时候，
当遇到严重跟自己过去经验和观念冲突的事
情，他只是任由自己过去形成的善良是非的
观念来左右自己，
观念来左右自己，这种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基本上相
当于一种受到伤害的应激反应。
当于一种受到伤害的应激反应。
但是他忘记了一个事情
但是他忘记了一个事情，作为一个修行人，
作为一个修行人，
他在坚持自己观念的时候，
他在坚持自己观念的时候，忽略了他这种激
烈的、
烈的、看上去好象是坚定的反应，
看上去好象是坚定的反应，不但有可
能给别人造成心理伤害、
能给别人造成心理伤害、错怪别人，
错怪别人，还有
漏，那就是顾首不顾尾的漏，
那就是顾首不顾尾的漏，用一句特别不

好听的俗话来形容，
好听的俗话来形容，就是磕一个头放仨屁、
就是磕一个头放仨屁、
行善没有作恶多。
行善没有作恶多。
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
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当遇到类似唐三藏这
种境况的时候，
种境况的时候，决然不会像他这样激烈和粗
暴。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会在小道士声称真的是果子
之后，
之后，不是马上堵上人家嘴巴，
不是马上堵上人家嘴巴，乃是向小道
士进一步探寻真实性的例证，
士进一步探寻真实性的例证，寻求确凿的依
据。这才是一种更加有涵养的宽容的心态
嘛。
那悟空呢，
那悟空呢，也一样不擅长谈判，
也一样不擅长谈判，他遇到大仙
阻难，
阻难，也是不懂得心平气和的坐下来、
是不懂得心平气和的坐下来、也是
不跟人家好生理论一下，
不跟人家好生理论一下，寻找一个问题的解
决办法。
决办法。孙悟空表现的是很要强、
孙悟空表现的是很要强、一味耍神
通，就算行为上输了，
就算行为上输了，也要几次三番的在嘴
巴上赢回来、
巴上赢回来、讨便宜。
讨便宜。八戒呢，
八戒呢，撺掇孙悟空
的时候、
的时候、说话很有诱惑的水平，
说话很有诱惑的水平，遇到麻烦
了，就把猴哥给推出来。
就把猴哥给推出来。
他们这些做法，
他们这些做法，都不是正道的，
都不是正道的，当然实质的
问题就解决不了，
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触及问

题的根本嘛。
题的根本嘛。而且作为一个团队来说，
而且作为一个团队来说，遇到
麻烦了，
麻烦了，这三藏八戒和沙僧，
这三藏八戒和沙僧，先是由于侥幸
心理作祟，
心理作祟，一味的听孙悟空的。
一味的听孙悟空的。到了孙悟空
黔驴技穷、
黔驴技穷、大家伙都山穷水尽的时候，
大家伙都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
也不是静下心来，
也不是静下心来，合力合谋的研究研究自己
的问题出在哪里、
的问题出在哪里、解决方案是什么，
解决方案是什么，而是内
杠开始了，
杠开始了，三个人居然不约而同的拆起孙悟
空的台来。
空的台来。
从小说这一回的开场白，
从小说这一回的开场白，就能看到，
就能看到，他们几
个人，
个人，都有一个毛病，
都有一个毛病，有那种假象的刚强。
有那种假象的刚强。
作为一个修行人，
作为一个修行人，这种刚强，
这种刚强，从世俗的角度
上去看，
上去看，看上去很爽、
看上去很爽、很有范儿、
很有范儿、大义凛然
的。但是从修行的角度上看，
但是从修行的角度上看，那就傻透了。
那就傻透了。
因为这个人的思维是僵死的，
因为这个人的思维是僵死的，他这种坚持和
刚强，
刚强，不是来自理性、
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心性，
也不是来自心性，是
脑筋里面生锈的结果。
脑筋里面生锈的结果。
别说修行人了，
别说修行人了，就算作为世上的一般人，
就算作为世上的一般人，遇
到的任何矛盾、
到的任何矛盾、僵局、
僵局、死结，
死结，背后，
背后，其实，
其实，
只要你能跳出自己、
只要你能跳出自己、跳出所有相关人的局

限，然后再把所有人的诉求都囊括起来
然后再把所有人的诉求都囊括起来、
人的诉求都囊括起来、并
且深入的探究诉求后面真实的诉求、
且深入的探究诉求后面真实的诉求、根本原
因，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能满足所有人诉求
的解决方案。
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人世间遇到的矛
盾、僵局、
僵局、死结，
死结，说白了，
说白了，都是人心的死
结、是人思想中的，
是人思想中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死结、
不是这个世界的死结、
更不是老天爷的死结。
更不是老天爷的死结。
并且，
并且，天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只有人自绝于天。
只有人自绝于天。仅
此而已。
此而已。当然，
当然，绝大部份人都认为找不到这
个能把一碗水端平的方案，
个能把一碗水端平的方案，最大的原因
不是智商、
不是智商、阅历、
阅历、权势不够，
权势不够，是跳不出自
己、跳不出人世间这个层面的理，
跳不出人世间这个层面的理，用
一句大俗话说，
一句大俗话说，就是豁不出去。
就是豁不出去。
可是，
可是，那可不是说，
那可不是说，你豁出去了，
你豁出去了，就一定有
方案乖乖的呈现在你面前。
方案乖乖的呈现在你面前。不是的，
是的，如果你
豁出去的是理智、
豁出去的是理智、甚至在豁出去的时候还怀
着一丝侥幸心理、
着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既然豁出去了就
一定得有结果，
一定得有结果，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连理智都抛弃
了、那不是傻子嘛。
那不是傻子嘛。

相比较其他三个人而言，
相比较其他三个人而言，孙悟空是最能豁出
去的，
去的，虽然逞强好胜，
虽然逞强好胜，可是他在任何时候都
不放弃希望，
不放弃希望，就连在最难堪的时候，
就连在最难堪的时候，在唐三
藏猪八戒沙和尚在背后对他戳脊梁骨的时
候，他还一如既往的活蹦乱跳的去找解决办
法。
你看他这时候说的话，
你看他这时候说的话，让我都好感动。
让我都好感动。他左
边听着唐三藏的最后通牒“若三日之外不
边听着唐三藏的最后通牒 若三日之外不
来，我就念那话儿经了。
右边还在跟那镇
我就念那话儿经了。”右边还在跟那镇
元大仙交涉关于唐三藏的安危
你却要好
元大仙交涉关于唐三藏的安危：
三藏的安危：“你却要好
生伏侍我师父，
生伏侍我师父，逐日家三茶六饭，
逐日家三茶六饭，不可欠
缺。若少了些儿，
若少了些儿，老孙回来和你算帐，
老孙回来和你算帐，先捣
塌你的锅底。
塌你的锅底。衣服禳了，
衣服禳了，与他浆洗浆洗。
与他浆洗浆洗。脸
儿黄了些儿，
儿黄了些儿，我不要；
我不要；若瘦了些儿，
若瘦了些儿，不出
门。”
言语中自是对大仙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言语中自是对大仙充满了威胁的意味，那大
仙却被威胁的好生感动，
仙却被威胁的好生感动，两眼红红、
两眼红红、哽咽着
说：“你去
你去，
你去，你去，
你去，定不教他忍饿。
定不教他忍饿。”

您，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一般都跟对方“谈判
一般都跟对方 谈判”吗
谈判 吗？会
跟自己“谈判
跟自己 谈判”吗
谈判 吗？

（3）
）孙行者如何修行悟道
孙悟空一向急躁冲动，
孙悟空一向急躁冲动，那么就得想办法让他
有机会去掉这种执着。
有机会去掉这种执着。一个人的这种性情，
一个人的这种性情，
肯定不是说告诉你应该去掉你就肯去掉的，
肯定不是说告诉你应该去掉你就肯去掉的，
也不是你说“我要去掉
也不是你说 我要去掉”就能去掉的
我要去掉 就能去掉的。
就能去掉的。作为他
们的师父的观音菩萨会怎么办？
们的师父的观音菩萨会怎么办？那就是安排
一个一个机会让他们先面对自己的这种毛
病，怎么面对？
怎么面对？就是先把毛病都勾出来、
就是先把毛病都勾出来、让
他本人亲自意识到，
他本人亲自意识到，他自己有这种毛病，
他自己有这种毛病，并
且在毛病表现的时候，
且在毛病表现的时候，都是通过一些个不愉
快的事情、
快的事情、痛楚的感受，
痛楚的感受，让他本人亲自尝尝
毛病到底是苦还是甜，
毛病到底是苦还是甜，当然毛病没有甜的
了，都是苦的，
都是苦的，不但是自己的苦，
不但是自己的苦，还是给别
人造成的苦。
人造成的苦。这种苦涩的味道、
这种苦涩的味道、缠绕着你的
生命，
生命，象菟丝子一样吸收着你的养分、
象菟丝子一样吸收着你的养分、层层
缠裹扭曲着你日渐苍白的生命。
缠裹扭曲着你日渐苍白的生命。只不过是以

前的你，
前的你，颇为“以苦为乐
颇为 以苦为乐”、
以苦为乐 、把沉溺执着、
把沉溺执着、搅
扰爱欲情仇这种真正的苦当作真实的乐
扰爱欲情仇这种真正的苦当作真实的乐。
正的苦当作真实的乐。
孙悟空一向急躁冲动，
孙悟空一向急躁冲动，严重障碍了他的修
行，怎么办？
怎么办？反正他擅长筋斗云、
反正他擅长筋斗云、腿脚麻
利，那就让他发挥专长、
那就让他发挥专长、使劲儿折腾去呗，
使劲儿折腾去呗，
让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
让他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他明白神通也
有不管用的时候，
有不管用的时候，也有急躁冲动解决不了的
问题。
问题。于是，
于是，第一个钻到他脑袋里的念头就
是折腾：
古人云‘方从海上来
是折腾：“古人云
古人云 方从海上来’。
方从海上来 。我今要上
东洋大海，
东洋大海，遍游三岛十洲，
遍游三岛十洲，……”
结果呢？
结果呢？结果计划不如变化快，
结果计划不如变化快，方才访问完
三岛、
三岛、还不足预定行程的五分之一，
还不足预定行程的五分之一，他就放
弃了折腾，
弃了折腾，他也意识到了，
他也意识到了，这样凭着冲动、
这样凭着冲动、
凭借蛮力是没有出路的，
凭借蛮力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是乖乖的求观
音菩萨去了：
伏望慈悯，
音菩萨去了：“伏望慈悯
伏望慈悯，俯赐一方，
俯赐一方，……”
孙悟空折腾的第一站，
孙悟空折腾的第一站，是蓬莱仙境，
是蓬莱仙境，蓬莱仙
境在东洋大海的海域上，
境在东洋大海的海域上，却不在我们一般人
所在的层面，
所在的层面，一般人因此看不见、
一般人因此看不见、也找不到
这些仙山的蛛丝马迹。
这些仙山的蛛丝马迹。孙悟空落下云头，
孙悟空落下云头，看

见三个老人白云洞外、
见三个老人白云洞外、松阴之下玩围棋：
松阴之下玩围棋：观
局者是寿星，
局者是寿星，对局者是福星、
对局者是福星、禄星。
禄星。孙悟空
看见他们就走上来就打招呼：
老弟们，
看见他们就走上来就打招呼：“老弟们
老弟们，作
揖了。
揖了。”
你看孙悟空，
你看孙悟空，说话真是喜欢给自己抬轿子，
说话真是喜欢给自己抬轿子，
人家好歹也是头发胡子都雪白的老汉了，
人家好歹也是头发胡子都雪白的老汉了，他
喊人家老弟。
喊人家老弟。人家是他的老弟吗、
人家是他的老弟吗、他有资格
当人家的哥哥吗？
当人家的哥哥吗？
这福禄寿三星，
这福禄寿三星，乃是这蓬莱仙境的一方之
主，你看小说中怎么描写
你看小说中怎么描写“西池王母常来
怎么描写 西池王母常来
此，奉祝三仙几次桃。
奉祝三仙几次桃。”
王母娘娘光是带着自家桃园的桃子，
王母娘娘光是带着自家桃园的桃子，都来好
几趟了。
几趟了。这具体是几趟？
这具体是几趟？应该最小次数是三
次吧？
次吧？否则就不会用“几次
否则就不会用 几次”来说了
几次 来说了。
来说了。王母娘
娘蟠桃园的桃子成长周期，
娘蟠桃园的桃子成长周期，基本上跟五庄观
的人参果是同样的 9000 年一熟、
年一熟、小一万年
一吃。
一吃。这最少三次，
这最少三次，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这福禄寿三
星得道，
星得道，起码也是三万年以前的事情了。
起码也是三万年以前的事情了。沙
悟净是起码一万年前得道的，
悟净是起码一万年前得道的，孙悟空从出生

到现在，
到现在，也不过就是那么短短的一千年而
已。在人家眼里，
在人家眼里，连一个小毛孩子都算不
上。而方丈仙山上的小童东方朔呢？
转回
而方丈仙山上的小童东方朔呢？“转回
廊，登宝阁，
人家一万
登宝阁，天上蟠桃三度摸。
天上蟠桃三度摸。”人家一万
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已经参加过三次了耶
年一次的蟠桃盛会已经参加过三次了耶。
蟠桃盛会已经参加过三次了耶。相
比起人家的寿龄，
比起人家的寿龄，那你孙悟空真的是毛孩子
中的毛孩子。
中的毛孩子。
但是孙悟空就大着胆、
但是孙悟空就大着胆、厚着脸，
厚着脸，称呼人家老
弟。孙悟空喜欢托大、
孙悟空喜欢托大、自我拔高
自我拔高。
好在孙悟空虽然喜欢说大话，
好在孙悟空虽然喜欢说大话，但是却不喜欢
说假话，
说假话，他一五一十的向人家
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人家也给了他实质
的答案：
的答案：这是个不同境界的问题，
这是个不同境界的问题，不是他们
这个境界的神仙能搞定的事情。
这个境界的神仙能搞定的事情。
他们三个跟镇元大仙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
他们三个跟镇元大仙的差异在哪里？“我们
的道，
的道，不及他多矣！
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
他得之甚易，就可与天
齐寿；
齐寿；我们还要养精、
我们还要养精、炼气、
炼气、存神、
存神、调和龙
虎、捉坎填离，
捉坎填离，不知费多少工夫。
不知费多少工夫。”

“养精
养精、
养精、炼气、
炼气、存神、
存神、调和龙虎
调和龙虎、捉坎填
离”，
，这不正是孙行者、
这不正是孙行者、猪八戒、
猪八戒、沙和尚他
们三个最初的修行道路嘛。
们三个最初的修行道路嘛。这是后天修行。
这是后天修行。
而镇元大仙为什么他的道“得之甚易
而镇元大仙为什么他的道 得之甚易”，
得之甚易 ，轻易
的就可以达到“与天齐寿
的就可以达到 与天齐寿”？
与天齐寿 ？乃是因为镇元大
仙是先天修行，
仙是先天修行，他是先天大道的境界。
他是先天大道的境界。唐三
藏师徒走到五庄观，
藏师徒走到五庄观，就是要走向先天的自我
哩！那个先天的自我之身在哪里？
那个先天的自我之身在哪里？就是人身
树上的人身果。
树上的人身果。作为一个修行人，
作为一个修行人，用执着固
守低层次上的东西、
守低层次上的东西、把自己给裹起来，
把自己给裹起来，就是
断绝自己的先天之身的根基。
断绝自己的先天之身的根基。
可能没有人注意到，
可能没有人注意到，孙悟空，
孙悟空，其实是没有人
这一层身体的。
大圣
这一层身体的。我们回到前面一回。
我们回到前面一回。“大圣
却又留心：
却又留心：恐他仙法难参，
恐他仙法难参，油锅里难做手脚，
油锅里难做手脚，
急回头四顾
急回头四顾，
四顾，只见那台下东边是一座日规
台，西边是一个石狮子。
西边是一个石狮子。行者将身一纵
行者将身一纵，滚
到西边，
到西边，咬破舌尖，
咬破舌尖，把石狮子喷了一口，
把石狮子喷了一口，叫
声‘变
变！’变作他本身模样
变作他本身模样，
变作他本身模样，

也这般捆作一团；
也这般捆作一团；他却出了元神，
他却出了元神，起在云端
里，低头看着道士。
低头看着道士。”
注意到了吧！
注意到了吧！他元神起在云端，
他元神起在云端，却用石狮子
变作本身模样，
变作本身模样，可是，
可是，他的肉身哪里去了
呢？没有！
没有！或者说，
或者说，他的身体直接就是他的
思想和精神。
思想和精神。
而那些妖怪们，
而那些妖怪们，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你看
那白骨精，
那怪见棍子起时，
那白骨精，“那怪见棍子起时
那怪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
依然抖擞，
又出化了元神，
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
脱真儿去了；把个假尸首又
打死在山路之下。
这叫尸解，
打死在山路之下。”这叫尸解
这叫尸解，用其它物品
来假托一个有形的身体。
来假托一个有形的身体。
红孩儿其实也只能尸解
那怪闻言，
红孩儿其实也只能尸解，
儿其实也只能尸解，“那怪闻言
那怪闻言，恐怕
大圣伤他，
大圣伤他，却就解尸，
却就解尸，出了元神
出了元神，跳将起
去，伫立在九霄空里。
伫立在九霄空里。”
人类的元神和身体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人类的元神和身体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有些
妖怪捉人的元神、
他
妖怪捉人的元神、却把人的身体抛下，
却把人的身体抛下，“他
若在草科里，
若在草科里，或山凹中，
或山凹中，叫人一声，
叫人一声，人不答
应还可；
应还可；若答应一声，
若答应一声，他就把人元神绰去，
他就把人元神绰去，
当夜跟来，
人的元神一般
当夜跟来，断然伤人性命。
断然伤人性命。”人的元神一般

不能自控，
不能自控，只有修道人才能真正的自我主
宰，“行者才教三个王子就于暴纱亭后
行者才教三个王子就于暴纱亭后，
行者才教三个王子就于暴纱亭后，静
室之间，
室之间，画了罡斗；
画了罡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内，
教三人都俯伏在内，一
个个瞑目宁神。
个个瞑目宁神。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
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诵动
咒语，
咒语，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
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
收归本舍。
收归本舍。”

（4）
）落伽山怎么回事
跑遍了三山，
跑遍了三山，人家都说无方无方。
人家都说无方无方。本来悟空
来人家这里，
来人家这里，是怀抱着希望的哩，
是怀抱着希望的哩，他肯定是
认为这三个地方是应该有他需要的仙方，
认为这三个地方是应该有他需要的仙方，才
会着急忙慌的跑过来逐家索求。
会着急忙慌的跑过来逐家索求。但是很遗
憾，偏偏都没有，
偏偏都没有，而且人家偏偏反应都是很
震惊，
震惊，对悟空师徒的行径很震惊。
对悟空师徒的行径很震惊。
蓬莱的三老惊讶道：
蓬莱的三老惊讶道：“你这猴子
你这猴子，
你这猴子，不知好
歹。”“你这猴儿
你这猴儿，
你这猴儿，全不识人。
全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
仙之祖；
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
我等乃神仙之宗；你虽得了天仙，
你虽得了天仙，
还是太乙散数，
还是太乙散数，未入真流，
未入真流，你怎么脱得他
手？……”
方丈的东华大帝震惊的说：
你这猴子，
方丈的东华大帝震惊的说：“你这猴子
你这猴子，不
管一二，
管一二，到处里闯祸。
到处里闯祸。那五庄观镇元子
那五庄观镇元子，
观镇元子，圣
号与世同君，
号与世同君，乃地仙之祖。
乃地仙之祖。你怎么就冲撞出
他？他那人参果树，
他那人参果树，乃草还丹。
乃草还丹。你偷吃了，
你偷吃了，
尚说有罪；
尚说有罪；却又连树推倒，
却又连树推倒，他肯干休？
他肯干休？”

瀛洲的九老也大惊道：
你也忒惹祸！
瀛洲的九老也大惊道：“你也忒惹祸
你也忒惹祸！惹
祸！我等实是无方。
骄傲的悟空这一下子
我等实是无方。”骄傲的悟空这一下子
就蔫儿了、
就蔫儿了、高高撅起的尾巴耷拉了下来……九
高高撅起的尾巴耷拉了下来 九
老又留他饮琼浆，
老又留他饮琼浆，食碧藕。
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
行者定不肯坐，
止立饮了他一杯浆，
止立饮了他一杯浆，吃了一
块藕，
块藕，急急离了瀛洲，
急急离了瀛洲，径转东洋大海。
径转东洋大海。早望
见落伽山不远，
见落伽山不远，遂落下云头，
遂落下云头，直到普陀岩
直到普陀岩
上。
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了。落伽山不是在南赡部洲之南遥
远的大洋上嘛？
远的大洋上嘛？怎么孙悟空径转东洋大海，
怎么孙悟空径转东洋大海，
也到了落伽山呢？
也到了落伽山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孙悟空的
路径，
路径，和东洋大海的位置。
和东洋大海的位置。孙悟空
是从西牛贺洲来到东洋大海，
好猴王，
是从西牛贺洲来到东洋大海，“好猴王
好猴王，急
纵觔斗云，
纵觔斗云，别了五庄观，
别了五庄观，径上东洋大海
径上东洋大海。
大海。”
小说中对东洋大海的具体位置缺乏明确的描
述。按照我的推测，
按照我的推测，应该是在西牛贺洲和东
胜神洲之间的大洋，
胜神洲之间的大洋，就是东洋大海。
就是东洋大海。证据之
一是，
一是，第一次孙悟空被唐三藏赶跑，
第一次孙悟空被唐三藏赶跑，孙悟空
要回去花果山，
要回去花果山，是要路过东海龙王家的。
是要路过东海龙王家的。却

说那悟空炒了唐三藏的鱿鱼，
说那悟空炒了唐三藏的鱿鱼，一觔斗云，
一觔斗云，径
转东洋大海。
转东洋大海。按住云头，
按住云头，分开水道，
分开水道，径至水
晶宫前。
行者笑道：
那是唐僧不识人
晶宫前。……行者笑道
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识人
性。……是我撇了他
是我撇了他，
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
欲回本山，故此先来望
你一望，
你一望，求钟茶吃。
求钟茶吃。”
然后孙悟空从东洋大海径转，
然后孙悟空从东洋大海径转，怎么会“早望
怎么会 早望
见落伽山不远”呢
见落伽山不远 呢？落伽山并不在东洋大海
之上啊！
之上啊！落伽山在南赡部洲之南的大洋上
呢。是小说中后面也多次提到
是小说中后面也多次提到，
次提到，他孙悟空在
西牛贺洲地界上遇到麻烦之后，
西牛贺洲地界上遇到麻烦之后，要去落伽山
找观音菩萨求救，
找观音菩萨求救，也都是往南走的。
也都是往南走的。
西牛贺洲在东胜神洲的西方，
西牛贺洲在东胜神洲的西方，这落伽山一方
面大得能跨越两个大洲，
面大得能跨越两个大洲，一方面高得让孙悟
空在东洋大海上隔着南赡部洲就能看到、
空在东洋大海上隔着南赡部洲就能看到、似
乎是近在眼前的感觉。
乎是近在眼前的感觉。但是对于一般人来
讲，落伽山则是遥不可及的，
落伽山则是遥不可及的，看不到也找不
到的。
到的。落伽山如此巨大，
落伽山如此巨大，恐怕那菩萨的本尊
之巨大，
之巨大，也就不是语言能形容的了。
也就不是语言能形容的了。

那么孙悟空五次三番的来到落伽山觐见菩
那么孙悟空五次三番的来到落伽山觐见菩
萨，没有说菩萨如何大的看不清楚，
没有说菩萨如何大的看不清楚，也没有
说孙悟空相比之下小的如同蚂蚁蜉蝣呀。
说孙悟空相比之下小的如同蚂蚁蜉蝣呀。这
个嘛，
个嘛，您可以到《
您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游记》
西方极乐世界游记》中寻
找答案，
找答案，描述得再详细不过了。
描述得再详细不过了。西方早期与
牛顿齐名的法国科学家彭家勒的学说中，
牛顿齐名的法国科学家彭家勒的学说中，也
有相关答案。
有相关答案。
关于神仙，
关于神仙，不管是哪一路的，
不管是哪一路的，这两回小说中
提到了一个他们的共同点。
提到了一个他们的共同点。首先是那镇元大
仙的两个最小的弟子清风明月。
仙的两个最小的弟子清风明月。清风有一千
三百二十岁，
三百二十岁，明月一千二百岁。
明月一千二百岁。这两个千岁
修道人，
修道人，在万寿山上，
在万寿山上，却只是两个小孩童。
却只是两个小孩童。
其次就是那镇元大仙本人，
其次就是那镇元大仙本人，他的本相是什么
样呢？
体如童子貌，
三须
样呢？“体如童子貌
体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颜。
面似美人颜。”“三须
飘颔下，
整个一个年轻小伙
飘颔下，鸦翎叠鬓边。
鸦翎叠鬓边。”整个一个年轻小伙
子。如果不是留了胡须，
如果不是留了胡须，从他的面容和皮肤
上来看，
上来看，恐怕只有十七、
恐怕只有十七、七八岁的样子。
七八岁的样子。
还有那蓬莱仙山上的福星、
还有那蓬莱仙山上的福星、禄星、
禄星、寿星他们
三个呢？
三个呢？虽然他们是“皓髯垂玉胸前拂
虽然他们是 皓髯垂玉胸前拂”、
皓髯垂玉胸前拂 、须

发皆白，
发皆白，但是人家“童颜欢悦更无忧
但是人家 童颜欢悦更无忧”、
童颜欢悦更无忧 、皮
肤、肤色跟青少年没什么分别。
肤色跟青少年没什么分别。不但年轻，
不但年轻，
而且还“壮体雄威多有福
而且还 壮体雄威多有福”、
壮体雄威多有福 、身强体壮、
身强体壮、其实
威猛的很。
威猛的很。
方丈仙山的东华帝君呢？
方丈仙山的东华帝君呢？这么大的名号，
这么大的名号，屈
原最崇拜的神仙，
原最崇拜的神仙，怎么说也应该是个老成持
重的中年人吧？
重的中年人吧？偏偏不！
偏偏不！人家完全是一个小
孩童的模样，
貌似小童身体健”、
孩童的模样，“貌似小童身体健
貌似小童身体健 、放在现
在，也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啊。
也就是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啊。
东华帝君的徒弟东方朔，
东华帝君的徒弟东方朔，就更不用说了，
就更不用说了，也
是童子一个，
是童子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只是这个小孩子，
只是这个小孩子，起
码两三万岁了。
码两三万岁了。
瀛洲仙山的九老呢？
瀛洲仙山的九老呢？跟福禄寿三星一样，
跟福禄寿三星一样，是
皓发皤髯之辈，
皓发皤髯之辈，但是依然是鹤发童颜的年轻
人样貌。
人样貌。
既然有十二个神仙称得上童颜，
既然有十二个神仙称得上童颜，那绝不会是
青年人的面貌，
青年人的面貌，顶多是少年人的面貌，
顶多是少年人的面貌，甚至
是接近儿童，
是接近儿童，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些个神仙，
这些个神仙，年龄
表现全部都在 20 岁以下。
岁以下。

神仙其实都这么年轻来的，
神仙其实都这么年轻来的，恐怕这个事情，
恐怕这个事情，
让所有的读者都感到意外吧？
让所有的读者都感到意外吧？还有更意外的
呢。
我们回到第二十三回《
我们回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
心》黎山老母化作的贾夫人，
黎山老母化作的贾夫人，介绍分别是观
音菩萨、
音菩萨、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化作的真真
文殊菩萨化作的真真、
作的真真、
爱爱、
爱爱、怜怜，
怜怜，她们变化的，
她们变化的，分别都是多少岁
的呢？
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
的呢？那妇人道：
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
酉时生。
酉时生。故夫比我年大三岁，
故夫比我年大三岁，我今年四十五
岁。大女儿名真真，
大女儿名真真，今年二十岁；
今年二十岁；次女名爱
爱，今年十八岁；
今年十八岁；三小女名怜怜，
三小女名怜怜，今年十六
岁。”
跟您就说白了吧，
跟您就说白了吧，她们三个菩萨，
她们三个菩萨，变出来的
这三个小女孩，
这三个小女孩，根本就是她们本尊的真实年
龄。没错，
没错，从外貌年龄上来判断观世音菩萨
就是约莫十九岁二十岁的样子，
就是约莫十九岁二十岁的样子，普贤菩萨就
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文殊菩萨就是十五六岁
的样子。
的样子。还有一个大势至菩萨，
还有一个大势至菩萨，人家年龄更
小，十四岁的样子。
十四岁的样子。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5）
）细说神奇事
蓬莱仙境的福禄寿三星，
蓬莱仙境的福禄寿三星，主动要求前往五庄
观拜访，
观拜访，并且替孙大圣说说人情，
并且替孙大圣说说人情，是因为孙
悟空在诉说事情原委的时候，
悟空在诉说事情原委的时候，卖了个乖。
卖了个乖。那
行者见说无方，
行者见说无方，却就眉峰双锁，
却就眉峰双锁，额蹙千痕。
额蹙千痕。
福星道：
大圣，
福星道：“大圣
大圣，此处无方，
此处无方，他处或有，
他处或有，怎
么就生烦恼？
行者道：
无方别访，
么就生烦恼？”行者道
行者道：“无方别访
无方别访，果然容
易；就是游遍海角天涯，
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转透三十六天，
转透三十六天，亦
是小可；
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长老法严量窄，
只是我那唐长老法严量窄，止与了
我三日期限。
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
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
他就要念那《
紧箍儿咒》
他说唐三藏法严量窄，
紧箍儿咒》哩。”他说唐三藏法严量窄
他说唐三藏法严量窄，也
就是说管得严、
就是说管得严、心胸小。
心胸小。
其实呢，
其实呢，当初可不是唐三藏给他定下的三日
的期限的。
此去几时可回？
行者
的期限的。三藏道：
三藏道：“此
去几时可回？”行者
道：“只消三日
只消三日。
三藏道：
既如此，
只消三日。”三藏道
三藏道：“既如此
既如此，就依
你说，
你说，与你三日之限。
与你三日之限。三日里来便罢；
三日里来便罢；若三
日之外不来，
行者
日之外不来，我就念那话儿经了。
我就念那话儿经了。”行者

道：“遵命
遵命，
看见了吧？
遵命，遵命。
遵命。”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是孙悟空自
己，是他自己亲自给自己下了个三日期限的
套儿。
套儿。因为他许诺三日之前，
因为他许诺三日之前，一来处于骄傲
轻浮，
轻浮，一来没想到唐三藏会放狠话，
一来没想到唐三藏会放狠话，结果唐
三藏一下死命令，
三藏一下死命令，他当即就傻了。
他当即就傻了。
这么一个自我下套的事儿，
这么一个自我下套的事儿，那他可是不肯给
福禄寿三星知晓的，
福禄寿三星知晓的，不然，
不然，那还不被人家给
笑死，
笑死，以后这个孙大圣的形像、
以后这个孙大圣的形像、还怎么混
啊。于是乎，
于是乎，在这么个跟主题无关的小事情
上，他偏偏很在乎。
他偏偏很在乎。孙悟空哥哥，
孙悟空哥哥，的确也算
是个爱面子的家伙了
是个爱面子的家伙了。
爱面子的家伙了。每每遇到自己关键糗
事的当儿，
事的当儿，他也会编点小故事。
他也会编点小故事。
这个福禄寿三星，
这个福禄寿三星，在蓬莱仙境呆着，
在蓬莱仙境呆着，却并非
永远定居在这里，
永远定居在这里，小说说他们三个是“十洲
小说说他们三个是 十洲
三岛随缘宿。
意思就是，
三岛随缘宿。”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他们说起来其实
算是居无定所的，
算是居无定所的，没有固定的境界。
没有固定的境界。不像观
音菩萨就定居在落伽山的潮音洞，
音菩萨就定居在落伽山的潮音洞，也不像镇
元大仙那样定居在万寿山的五庄观。
元大仙那样定居在万寿山的五庄观。他们这

是一类的神仙，
是一类的神仙，这一类神仙，
这一类神仙，并不喜欢固定
居所、
居所、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
他们三个的实际年龄多大？
万纪千旬福寿
他们三个的实际年龄多大？“万纪千旬福寿
长”，
，据查一纪是 12 年，万纪就相当于 12
万年；
万年；一旬是 10 年，千旬就是一万年。
千旬就是一万年。万
纪千旬，
纪千旬，大概就是 13 万年。
万年。够古老了吧！
够古老了吧！
孙悟空来到方丈仙山。
悟空来到方丈仙山。没想到小说写到，
没想到小说写到，这
里的仙人刚刚换了一批，
里的仙人刚刚换了一批，并且说明了这仙人
的更新换代大概是一万年一次，
的更新换代大概是一万年一次，跟五庄观的
果子成熟、
果子成熟、跟蟠桃园的果子成熟基本上是周
期一样的。
碧桃紫李新成熟，
期一样的。“碧桃紫李新成熟
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换仙人信
万年。
万年。”
前面说过了，
前面说过了，这东华大帝，
这东华大帝，其实容貌只是个
小孩子，
小孩子，为什么？
为什么？一方面是神仙都很年轻，
一方面是神仙都很年轻，
一方面他们这儿刚刚更新换代、
一方面他们这儿刚刚更新换代、换天换地换
神仙，
神仙，他也容貌一新、
他也容貌一新、生命从新开始了。
生命从新开始了。关
于东华大帝、
于东华大帝、东方朔跟汉武帝的传说，
东方朔跟汉武帝的传说，大家
尽可以查查历史故事
尽可以查查历史故事、
史故事、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我想说的
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教化众僧脱俗
教化众僧脱俗缘
教化众僧脱俗缘，指开大道明如电。
指开大道明如电。也曾
跨海祝千秋，
看见了
跨海祝千秋，常去灵山参佛面。
常去灵山参佛面。”看见了
吧，小说中提到了关于他的从来不为人知的
渊源，
渊源，他一方面作为道家体系中的主宰东方
他一方面作为道家体系中的主宰东方
的第一大神，
的第一大神，一方面，
一方面，还深度参与佛门的修
行过程，
行过程，不止是协助
不止是协助，
是协助，跟玉皇大帝等等其他
道家体系的神仙协助式的参与不同，
道家体系的神仙协助式的参与不同，这东华
大帝乃是东土佛门出家修行人的辅助导师之
大帝乃是东土佛门出家修行人的辅助导师之
一。并且，
并且，为了做好他的协助事业，
为了做好他的协助事业，他
常去灵山释迦牟尼佛那儿拜访、
常去灵山释迦牟尼佛那儿拜访、共同探讨、
共同探讨、
协商。
协商。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前面提到过了，
前面提到过了，天上的事情，
天上的事情，
断然不是人世间想象的。
断然不是人世间想象的。在人世间、
在人世间、修行必
须从一而终、
须从一而终、选定一法门就必须走到底。
选定一法门就必须走到底。而
任何一个世间人的修行
任何一个世间人的修行，
世间人的修行，在天上，
在天上，都断然不
是一门一派的事情，
是一门一派的事情，会牵扯到漫天上所有的
神仙，
神仙，作为正法门，
作为正法门，佛道要通过合作
佛道要通过合作，
要通过合作，才能
把你度上去。
把你度上去。西游记反映的是这种救度人的

艰难和牵涉之广，
艰难和牵涉之广，决然不是什么儒释道合
一。
并且他家这方丈仙境，
并且他家这方丈仙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方壶”。
方壶 。关于这个方丈仙境的奥秘，
关于这个方丈仙境的奥秘，小说中
也颇有指点。
壶隐洞天不老丹，
也颇有指点。“壶隐洞天不老丹
壶隐洞天不老丹，腰悬与日
长生篆。
这句诗怎么个说法？
长生篆。”这句诗怎么个说法
这句诗怎么个说法？整个这个方
丈仙境，
丈仙境，只不过是他腰里悬挂的一个壶中的
天地。
天地。不但这方丈乃一壶，
不但这方丈乃一壶，这瀛洲仙境，
这瀛洲仙境，同
样也是如此，
世人罔究壶中景，
样也是如此，“世人罔究壶中景
世人罔究壶中景，象外春光
亿万年。
亿万年。”
不但方丈、
不但方丈、瀛洲如此，
瀛洲如此，其实那蓬莱也不例
其实那蓬莱也不例
外。所以古代最初这三个仙山、
所以古代最初这三个仙山、仙境，
仙境，蓬
莱、方丈、
方丈、瀛洲本名分别是蓬壶、
瀛洲本名分别是蓬壶、方壶、
方壶、瀛
壶的。
壶的。
关于这三个内藏仙境的壶，
关于这三个内藏仙境的壶，是因为那无限圣
境，并不在我们能看见的这个层面的境界
中。我们这个层面中看到的一个修道人腰里
挂的葫芦也好、
挂的葫芦也好、壶也好，
壶也好，它的大小只是我们
这个层面的大小。
这个层面的大小。人家修道人微观中的境

界、比我们这个境界大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比我们这个境界大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壶中日月、
壶中日月、袖里乾坤，
袖里乾坤，只不过是修道人为了
让我们这些俗人见识见识修道的奥秘而表现
出来的一种奇迹。
出来的一种奇迹。
“珠树玲珑照紫烟
珠树玲珑照紫烟，
瀛洲
珠树玲珑照紫烟，瀛洲宫阙接诸天。
瀛洲宫阙接诸天。”瀛洲
宫阙之高大，
宫阙之高大，能贯穿很多层的天，
能贯穿很多层的天，这么巨大
的宫阙，
的宫阙，就算按照常规的显现出来
就算按照常规的显现出来，
出来，恐怕我
们看到的也只是星云、
们看到的也只是星云、星系、
星系、浩渺的太空。
浩渺的太空。
但是这些再怎么巨大、
但是这些再怎么巨大、神圣，
神圣，也是创造三界
之后的新事物，
之后的新事物，而那万寿山，
而那万寿山，则是开天辟地
就已经有的了。
就已经有的了。那镇元大仙，
那镇元大仙，则是跟天地创
生一起出现的，
生一起出现的，小说中写了他这儿是“万寿
小说中写了他这儿是 万寿
山中古洞天”。
山中古洞天 。能在神仙界称古的，
能在神仙界称古的，就真的
是原始的了。
是原始的了。那么他这儿产的人身果，
那么他这儿产的人身果，就跟
天地同构，
天地同构，这个人皮虽然看上去不神奇，
这个人皮虽然看上去不神奇，里
面却能修造出天地、
面却能修造出天地、成为天地之主，
成为天地之主，功用太
大了。
大了。所以很多神仙看着都羡慕。
所以很多神仙看着都羡慕。

（6）
）丢丑也欢乐
人吧，
人吧，这一遇到高兴事，
这一遇到高兴事，兴奋一过度，
兴奋一过度，就容
易陷入癫狂。
易陷入癫狂。人吧，
人吧，这一癫狂，
这一癫狂，指不定就出
错了。
错了。你看那蓬莱仙山的福禄寿三星来到了
五庄观，
五庄观，一派香风满地、
一派香风满地、一派喜气洋洋，
一派喜气洋洋，你
看那猪八戒哥哥，
看那猪八戒哥哥，马上就开始发癫了。
马上就开始发癫了。至于
他为什么看见三个老头子会发癫，
他为什么看见三个老头子会发癫，是不是因
为离开天庭太久，
为离开天庭太久，这么多日子没有见过神仙
了？这个问题暂且不研究。
这个问题暂且不研究。反正是这猪八
戒，从一个笨蛋夯货，
从一个笨蛋夯货，马上就精神焕发、
马上就精神焕发、变
得又聪明、
得又聪明、又机灵、
又机灵、又风趣、
又风趣、又幽默，
又幽默，而
且，还非常富于表演才能。
还非常富于表演才能。简直，
简直，这时候他
已经不是一头猪，
已经不是一头猪，而是一只猴子啦。
而是一只猴子啦。
对于老猪难得灵性一闪的机灵劲儿，
对于老猪难得灵性一闪的机灵劲儿，咱们还
是先不要讲人家的糗事儿，
是先不要讲人家的糗事儿，给个面子嘛，
给个面子嘛，咱
们先说人家的风趣幽默。
们先说人家的风趣幽默。你看他，
你看他，见了寿星
近前扯住，
你这肉头老儿，
近前扯住，笑道：
笑道：“你这肉头老儿
你这肉头老儿，许久不

见，还是这般脱洒，
遂
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来。
帽儿也不带个来。”遂
把自家一个僧帽，
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
扑的套在他头上，扑着手
呵呵大笑道：
好！好！好！真是‘加冠进
呵呵大笑道：“好
真是 加冠进
禄’也
也！”八戒玩的这叫什么
八戒玩的这叫什么？
这不叫调皮，
八戒玩的这叫什么？这不叫调皮，
叫行为艺术。
叫行为艺术。估计这头猪是行为艺术的鼻
祖，你看他接二连三的玩的都是相当有水平
的行为艺术。
的行为艺术。
八戒扯住福星，
八戒扯住福星，要讨果子吃。
要讨果子吃。他去袖里乱
摸，腰里乱吞，
腰里乱吞，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检。
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检。三藏
笑道：
那八戒是甚么规矩！
八戒道：
不
笑道：“那八戒是甚么规矩
那八戒是甚么规矩！”八戒道
八戒道：“不
是没规矩，
不住的翻
是没规矩，此叫做‘番番是福
此叫做 番番是福’。
番番是福 。”不住的翻
福星的口袋袖筒，
福星的口袋袖筒，果然叫被翻翻的是福星。
果然叫被翻翻的是福星。
老猪简直是过年时候的调皮儿童一个
老猪简直是过年时候的调皮儿童一个。
那呆子䠚
那呆子䠚出门，
出门，瞅着福星，
瞅着福星，眼不转睛的发
狠。福星道：
夯货！
福星道：“夯货
夯货！我那里恼了你来，
我那里恼了你来，你
这等恨我？
八戒道：
不是恨你，
这等恨我？”八戒道
八戒道：“不是恨你
不是恨你，这叫‘回
这叫 回
头望福’。
不知道八戒这是哪来的灵感，
头望福 。”不知道八戒这是哪来的灵感
不知道八戒这是哪来的灵感，翻
得媚眼儿、
得媚眼儿、演得逼真、
演得逼真、耍得这般有趣。
耍得这般有趣。

那呆子出得门来，
那呆子出得门来，只见一个小童，
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
茶匙，
茶匙，方去寻锺取果看茶；
方去寻锺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夺过，
被他一把夺过，
跑上殿，
跑上殿，拿着小磬儿，
拿着小磬儿，用手乱敲乱打，
用手乱敲乱打，两头
玩耍。
这个和尚，
玩耍。大仙道：
大仙道：“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
了！”八戒笑道
八戒笑道：
不是不尊重，
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
不是不尊重，这叫做‘四
这叫做 四
时吉庆’。
击磬谐音吉庆，
时吉庆 。”击磬谐音吉庆
击磬谐音吉庆，看来八戒的即兴
表演，
表演，还真是有点墨水儿在肚子里给他撑腰
呢。
这番滑稽表演的背后，
这番滑稽表演的背后，是一种传统的悟道方
是一种传统的悟道方
式，从现象和变化中捕捉深层生灵的运作轨
迹、大自然的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孙行者、
孙行者、猪八戒、
猪八戒、沙和
尚，他们三个都是非常擅长这种悟道和观象
方式的，
方式的，他们过去的修行之路就是这样走过
来的。
来的。只不过是八戒和沙僧经常被内心的执
着和蒙昧所屏蔽住内心的这种灵性，
着和蒙昧所屏蔽住内心的这种灵性，经常着
了妖精的道儿，
了妖精的道儿，尤其是老猪，
尤其是老猪，就算没有妖精
给他下套，
给他下套，他的愚见也往往会给他自己下个
套。那么修行起来，
那么修行起来，总是磕磕绊绊的，
总是磕磕绊绊的，也就
不奇怪了。
不奇怪了。

不少电影电视中，
不少电影电视中，往往都有一个猪八戒一样
的角色、
的角色、负责插科打诨、
负责插科打诨、搞笑卖萌、
搞笑卖萌、充当观
众情感的润滑剂。
众情感的润滑剂。那么往往也必然有一个孙
悟空的角色，
悟空的角色，冲在前面，
冲在前面，负责吸引眼球。
负责吸引眼球。当
然更少不了一个唐三藏角色负责整个画面的
平衡感，
平衡感，用于对比孙悟空角色的勇猛刚强、
用于对比孙悟空角色的勇猛刚强、
用于对比八戒角色的可笑，
用于对比八戒角色的可笑，等等。
等等。西游记小
说中的主角结构，
说中的主角结构，甚为经典，
甚为经典，简直就是人物
故事的黄金组合。
故事的黄金组合。你比如《
你比如《碟中谍四》、
碟中谍四》、
《异星战场》、《
异星战场》、《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大长
》、《大长
今》、《战国英豪
》、《战国英豪》、
战国英豪》、……。
》、 。
但是这猪八戒、
但是这猪八戒、由于甚少有机会能表现他的
机灵、
机灵、这偶尔一表现，
这偶尔一表现，由于过于激动、
由于过于激动、也过
于生疏，
于生疏，一开场居然就出错了。
一开场居然就出错了。那八戒见了
寿星，
你这肉头老儿，
寿星，近前扯住，
近前扯住，笑道：
笑道：“你这肉头老儿
你这肉头老儿，
许久不见，
许久不见，还是这般脱洒，
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
来。”遂把自家一个僧帽
遂把自家一个僧帽，
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
上，扑着手呵呵大笑道：
好！ 好 ！好！ 真
扑着手呵呵大笑道：“好
是‘加冠进禄
加冠进禄’也
他这搞怪的举动，
加冠进禄 也！”他这搞怪的举动
他这搞怪的举动，让人

家甚为好气又好笑，
家甚为好气又好笑，人家把猪头帽一摔，
人家把猪头帽一摔，骂
道：“你这个夯货
你这个夯货，
老大不知高低！我不是
你这个夯货，老大不知高低！
福星，
福星，是寿星！
是寿星！”
猪八戒闻言一愣，
猪八戒闻言一愣，一转眼，
一转眼，果然，
果然，禄星正站
在边上满脸讽刺的笑容望着他呢。
在边上满脸讽刺的笑容望着他呢。认错人了
……他不好意思看寿星
他不好意思看寿星、
他不好意思看寿星、也不好意思看禄星，
也不好意思看禄星，
只好暂时把耍宝对像转向福星。
只好暂时把耍宝对像转向福星。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但是嘴巴上不能认输，
但是嘴巴上不能认输，于是冲着福星说：
于是冲着福星说：“
我不是夯货，
福星气得笑
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
你等真是奴才！”福星气得笑
了：“你这个连人都认错的大笨蛋
你这个连人都认错的大笨蛋，
你这个连人都认错的大笨蛋，却还有
胆量敢骂别人是奴才。
胆量敢骂别人是奴才。”
要知道，
要知道，这老猪一路上，
这老猪一路上，这么兴奋的时候很
少很少呀
少很少呀。
少呀。整个西游记中，
整个西游记中，他出现这么兴奋
癫狂的状态，
癫狂的状态，只有两次，
只有两次，另一次，
另一次，便是后来
在降伏玉兔精的时候了。
在降伏玉兔精的时候了。那时候，
那时候，为了降伏
玉兔精，
玉兔精，嫦娥从月宫下来了，
嫦娥从月宫下来了，玉兔精是嫦娥
广寒宫里面养的一只兔子嘛。
广寒宫里面养的一只兔子嘛。这老猪看见嫦
娥，故态复萌，
故态复萌，癫狂莫名。
癫狂莫名。

老猪看见嫦娥发癫，
老猪看见嫦娥发癫，是色心未去造成的。
是色心未去造成的。这
老猪看见这三个老头如此癫狂，
老猪看见这三个老头如此癫狂，我觉得有一
种最大的可能，
种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是一个法门里面修
出来的。
出来的。这是福禄寿三星跟猪八戒有这种同
门的渊源，
门的渊源，他们才会如此的熟识、
他们才会如此的熟识、嬉闹。
嬉闹。老
猪这时候，
猪这时候，遇到旧相识的神仙、
遇到旧相识的神仙、遇到同门，
遇到同门，
说不定内心深处想起来往日修道的种种快乐
时光，
时光，所以灵光的火花、
所以灵光的火花、噼里啪啦的直闪
噼里啪啦的直闪。
直闪。
由于闪的太仓促，
由于闪的太仓促，还着火冒烟儿、
还着火冒烟儿、出错了……
出错了
其实在五庄观这当口上，
其实在五庄观这当口上，不但八戒表现的很
活宝，
活宝，悟空也好不到哪里去。
悟空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一张虚假
的面皮，
的面皮，为了嘴巴上占一点便宜，
为了嘴巴上占一点便宜，这悟空也
磨破了嘴、
磨破了嘴、跑断了腿，
跑断了腿，但是这么多的挫折依
然磨灭不了悟空那骄傲的眼神、
然磨灭不了悟空那骄傲的眼神、凌人的盛
气。夹着尾巴、
夹着尾巴、拖着棍子灰溜溜的来落伽山
求救的悟空，
求救的悟空，一看见那守山大神，
一看见那守山大神，他那点小
神气，
神气，马上就充足了电一样、
马上就充足了电一样、满状态原地复
活，立刻就气鼓鼓的摆起架子来。
立刻就气鼓鼓的摆起架子来。那大神出
林来，
行者抬头喝
林来，叫声“孙悟空
叫声 孙悟空，
孙悟空，那里去？
那里去？”行者抬头喝

道：“你这个熊罴
你这个熊罴！
你这个熊罴！我是你叫的‘悟空
我是你叫的 悟空’？！
悟空 ？！
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
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你已此做了黑风山的
尸鬼矣
尸鬼矣。今日跟了菩萨，
今日跟了菩萨，受了善果，
受了善果，居此仙
山，常听法教，
常听法教，你叫不得我一声‘老爷
你叫不得我一声 老爷’？
老爷 ？”

（7）
）让你瞠目的悟空与菩萨
你说你孙悟空吧，
你说你孙悟空吧，怎么说也还在修行的路
上，还没成正果呢，
还没成正果呢，可是他就是敢教训人家
守山大神，
守山大神，人家毕竟已经得了正果，
人家毕竟已经得了正果，你跟人
家现在还是没法儿比的嘛。
家现在还是没法儿比的嘛。好在那黑熊本来
就是个脾气温和的家伙，
就是个脾气温和的家伙，这也是因为执着全
无才得了果位，
无才得了果位，所以人家也不跟他一般见
识。就陪笑道：
大圣，
君子不念
就陪笑道：“大圣
大圣，古人云：
古人云：‘君子不念
旧恶。
只管题他怎的！
旧恶。’只管题他怎的
只管题他怎的！菩萨着我来迎你
哩。”
悟空一听，
悟空一听，马上就蔫儿了。
马上就蔫儿了。为啥？
为啥？因为看样
子菩萨早就知道了他来了，
子菩萨早就知道了他来了，其实，
其实，孙悟空还
在三仙山颠儿颠儿的跑的时候，
三仙山颠儿颠儿的跑的时候，都在菩萨眼
皮底下的。
皮底下的。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言一行，怎么可能逃脱菩
萨的法眼。
萨的法眼。既然意识到了菩萨知道自己，
既然意识到了菩萨知道自己，也
就马上回到自己目前的窘迫现状中。
就马上回到自己目前的窘迫现状中。孙悟空

这就乖乖的端肃尊诚，
这就乖乖的端肃尊诚，与大神到了紫竹林
里，参拜菩萨。
参拜菩萨。
一声不吭的悟空参拜菩萨，
一声不吭的悟空参拜菩萨，参拜完了，
参拜完了，又一
声不吭的呆在那里，
声不吭的呆在那里，这时候的悟空这个乖
呀，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温柔。
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温柔。风儿在
吹、叶儿在摆、
叶儿在摆、时间在流逝、
时间在流逝、猴头在沉默。
猴头在沉默。
看他这样，
看他这样，满落伽山的大大小小的神仙，
满落伽山的大大小小的神仙，都
在肚子乐。
在肚子乐。
这悟空闷着不说话，
这悟空闷着不说话，也不是个事儿呀。
也不是个事儿呀。终
于，菩萨开口了，
悟空，
菩萨开口了，唠嗑：
唠嗑：“悟空
悟空，唐僧行到
何处也？
何处也？”
行者腼腆的说：
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
行者腼腆的说：“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
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
语毕、
语毕、然后继续扭扭捏捏的沉默。
然后继续扭扭捏捏的沉默。
看他这样，
看他这样，菩萨也好笑，
菩萨也好笑，没办法，
没办法，只好用话
头来引导他：
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
头来引导他：“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
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镇元
大仙，
大仙，你曾会他么？
你曾会他么？”
菩萨一给话头，
菩萨一给话头，所有的神仙都笑起来。
所有的神仙都笑起来。这悟
空一听见笑声，
空一听见笑声，情知自己在五庄观、
情知自己在五庄观、在三仙
山的折腾人家什么都知道，
山的折腾人家什么都知道，尤其是，
尤其是，偷眼一

看身后那刚刚被自己给教训过的守山大神的
如花笑脸儿，
如花笑脸儿，猴子当时就羞红了脸，
猴子当时就羞红了脸，这腿一
软，就借势给菩萨跪下，
就借势给菩萨跪下，把自家小脸儿埋在
了怀里：
因是在五庄观，
了怀里：“因是在五庄观
因是在五庄观，弟子不识镇元大
仙，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
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冲撞了他，
冲撞了他，他就
困滞了我师父，
困滞了我师父，不得前进。
不得前进。”
哎呦呦，
哎呦呦，悟空这话，
悟空这话，言简意赅，
言简意赅，把自家师徒
等人的糗事，
等人的糗事，给盖得严严实实。
给盖得严严实实。那菩萨情
知，怪道：
你这泼猴，
怪道：“你这泼猴
你这泼猴，不知好歹！
不知好歹！他那人
参果树，
参果树，乃天开地辟的灵根；
乃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
之祖，
之祖，我也让他三分；
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树！
你怎么就打伤他树！
”菩萨一呵斥
菩萨一呵斥，
菩萨一呵斥，这悟空再也隐瞒不得，
这悟空再也隐瞒不得，只好
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事情的整个原委，
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事情的整个原委，并开金
口央求菩萨前往救度。
口央求菩萨前往救度。
于是说话就进入正题了。
于是说话就进入正题了。菩萨就问悟空：
菩萨就问悟空：“
你怎么不早来见我，
然
你怎么不早来见我，却往岛上去寻找？
却往岛上去寻找？”然
后事情就进入转机了。
后事情就进入转机了。原来菩萨这净瓶中的
甘露水，
甘露水，善治仙树灵苗。
善治仙树灵苗。

这个水，
这个水，要我说，
要我说，乃是物质根源之水的演化
之机。
之机。唐三藏因为人心，
唐三藏因为人心，断阻了自己的灵
断阻了自己的灵
根、不得金身之胎，
不得金身之胎，可是到了这个境界，
可是到了这个境界，就
应该有这灵根与金身。
应该有这灵根与金身。他自己一阻断，
他自己一阻断，那马
上就化掉了。
上就化掉了。要想重新获取，
要想重新获取，那还不得重新
演化才能出现的么。
演化才能出现的么。
菩萨说了一个故事：
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
菩萨说了一个故事：“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
赌胜：
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
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
里，炙得焦干，
炙得焦干，送来还我。
送来还我。是我拿了插在瓶
中，一昼夜，
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
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
与旧相同。”
太上老君的丹炉之火，
太上老君的丹炉之火，能焚毁解体一个东西
的每一层。
的每一层。观音菩萨的净瓶之水，
观音菩萨的净瓶之水，能把被焚
毁被解体的每一层的物质，
毁被解体的每一层的物质，重新组织起来、
重新组织起来、
恢复那东西的每一层的原样。
恢复那东西的每一层的原样。这就是他们的
法力高强对法力高强。
法力高强对法力高强。
这种本事，
这种本事，对一个一般的神仙来说，
对一个一般的神仙来说，简直是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思议。可是对于一个度化人的菩萨来
说，没这法力还怎么度化人呀！
没这法力还怎么度化人呀！那被度化之
人，就是比那被炉火焚烧过的树枝还凄惨，
就是比那被炉火焚烧过的树枝还凄惨，

早就被自己的执着、
早就被自己的执着、妒火和种种罪恶，
妒火和种种罪恶，给焚
毁的层层飞灰、
毁的层层飞灰、无影无踪了，
无影无踪了，仅有一点灵性
尚存，
尚存，在这个人世间苟活。
在这个人世间苟活。
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元神、
就是这样只有一个元神、一张人皮的你，
一张人皮的你，菩
萨他们还能把你一层一层的重新修复、
萨他们还能把你一层一层的重新修复、让你
复活。
复活。你修行路上的任何障碍，
你修行路上的任何障碍，在菩萨眼里
都不是障碍，
都不是障碍，顶多算个让你往上走的阶梯而
已。
“甘露久经真妙法
甘露久经真妙法，
管教宝树永长春。”这句
这句
甘露久经真妙法，管教宝树永长春。
诗真不是吹的，
诗真不是吹的，其中的内涵孙悟空是完全明
白了的。
白了的。
话说这观音菩萨，
话说这观音菩萨，如此广大神通，
如此广大神通，她来历如
何？“过去劫
过去劫逢无垢佛
过去劫逢无垢佛，
逢无垢佛，至今成得有为身。
至今成得有为身。”
原来，
原来，虽然她在佛祖面前自称弟子，
虽然她在佛祖面前自称弟子，也在度
化唐三藏师徒这件事情上跟佛祖合作
化唐三藏师徒这件事情上跟佛祖合作，
事情上跟佛祖合作，其
实，她真正的师父并非佛祖，
她真正的师父并非佛祖，而是这个“无
而是这个 无
垢佛”。
垢佛 。她什么时候修成的呢？
她什么时候修成的呢？过去劫。
过去劫。什
么意思？
么意思？那就是上一期宇宙成就的大菩萨。
那就是上一期宇宙成就的大菩萨。
上一期宇宙什么意思？
上一期宇宙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期宇宙之前

有过一期。
有过一期。原来，
原来，她跟菩提祖师，
她跟菩提祖师，是一样经
历过漫长的历史变动的。
历过漫长的历史变动的。
佛教故事中，
佛教故事中，流传着不同的人修成观音菩萨
的故事，
的故事，看来，
看来，这个孙悟空遇到的，
这个孙悟空遇到的，才是终
极的那一个观音菩萨的本尊。
极的那一个观音菩萨的本尊。想想吧，
想想吧，这孙
悟空遇到的师父，
悟空遇到的师父，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都
是史前宇宙成就的至尊大神，
是史前宇宙成就的至尊大神，这孙悟空的身
份、来历，
来历，是不是让你也觉得有那么一点不
同寻常了呢？
同寻常了呢？
感盘古开辟，
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
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五帝定伦，世界之
间，遂分为四大部洲：
遂分为四大部洲：曰东胜神洲，
曰东胜神洲，曰西牛
贺洲，
贺洲，曰南赡部洲，
曰南赡部洲，曰北俱芦洲。
曰北俱芦洲。这部书单
表东胜神洲。
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
名曰傲来国。
国近大海，
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
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
唤为花果山。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
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
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
而立，
而立，鸿蒙判后而成。
鸿蒙判后而成。……正是百川会处擎天
正是百川会处擎天
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万劫无移大地根。那座山正当顶上，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
一块仙石。
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
四尺围圆。
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
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
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
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
按政历二十四气。
上有九窍八孔，
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
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
遮阴，
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
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
盖自开辟以来，
每受天真地秀，
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
日精月华，感之既久，
感之既久，遂有
灵通之意。
灵通之意。内育仙胞，
内育仙胞，一日迸裂，
一日迸裂，产一石
卵．似圆球样大。
似圆球样大。因见风，
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
化作一个石猴。
……
再读西游记开篇第一回的这一段文字，
再读西游记开篇第一回的这一段文字，您是
不是觉得有些异样？
不是觉得有些异样？是的，
是的，孙悟空应该是这
些史前大神们埋下的一颗种子、
些史前大神们埋下的一颗种子、一颗金种
子，在经历了宇宙大劫之后
在经历了宇宙大劫之后，
历了宇宙大劫之后，在重新塑造宇
宙的时候，
宙的时候，埋下了孙悟空这颗灵根。
埋下了孙悟空这颗灵根。所以孙
悟空他与众不同，
悟空他与众不同，相比别人，
相比别人，他更容易的能
感悟别人感悟不到的东西，
感悟别人感悟不到的东西，能容易的成就
能容易的成就，
的成就，
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带着先天完全异于别
人的基因。
人的基因。
也只有这样的精灵、
也只有这样的精灵、才能成为唐三藏这样修
行人的护法神。
行人的护法神。您，能读到这些文字的每一
个您，
个您，说不定，
说不定，也是孙悟空这样的来历呢。
也是孙悟空这样的来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