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1）
）木郎与百花羞
说到这黄袍怪，
说到这黄袍怪，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他这名号来得不
太合乎他的相貌和手段，
太合乎他的相貌和手段，你看他外貌上是蓝
你看他外貌上是蓝
皮肤、
皮肤、红头发。
红头发。当然，
当然，他穿鹅黄色的袍子、
他穿鹅黄色的袍子、
金色的铠甲。
金色的铠甲。可是，
可是，一般来说铠甲是打架时
候才穿的，
候才穿的，不是日常穿戴，
不是日常穿戴，而且穿金色铠甲
又不是他的专利
又不是他的专利。
专利。那这黄色的袍子呢？
那这黄色的袍子呢？不应
该说也是他最独具特色的衣服吧！
该说也是他最独具特色的衣服吧！
只是他，
只是他，有一套黄色袍子、
有一套黄色袍子、有一套黄色铠
甲、有一套带金顶的房子，
有一套带金顶的房子，如果不考虑他本
如果不考虑他本
人形像，
人形像，这简直就是一个土皇帝一样的装

备，很有点金灿灿的意思，
很有点金灿灿的意思，不过呢，
不过呢，却是金
玉其外、
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意思。
败絮其中的意思。后面呢，
后面呢，唐三藏
与猪八戒哥儿俩个，
与猪八戒哥儿俩个，在宝象国这个有着看上
去气象万千、
去气象万千、珍宝表象外表的国家，
珍宝表象外表的国家，就金玉
其外了一把，
其外了一把，猪八戒逞能，
猪八戒逞能，反被妖怪捉拿。
反被妖怪捉拿。
这黄袍怪，
这黄袍怪，原来是天上的奎木狼星君，
原来是天上的奎木狼星君，二十
八星宿之一，
八星宿之一，主管文学文艺、
主管文学文艺、是文艺青年的
福星呢，
福星呢，也就是过去所说的文曲星。
也就是过去所说的文曲星。按照一
般人的想象，
般人的想象，这文曲星应该是文绉绉的吧
这文曲星应该是文绉绉的吧？
星应该是文绉绉的吧？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人家乃是一个容貌狰狞、
人家乃是一个容貌狰狞、形容古
怪、个性暴烈的武夫
个性暴烈的武夫。
烈的武夫。
你说他这一芥武夫吧，
你说他这一芥武夫吧，看上去却又是一副一
往情深、
往情深、对百花羞公主一诺千金的样儿
对百花羞公主一诺千金的样儿，
金的样儿，既
然你对我有情，
然你对我有情，咱就是宁肯做妖怪，
咱就是宁肯做妖怪，也要跟
你夫妻一场。
你夫妻一场。是不是很有
是不是很有情圣的风范
很有情圣的风范？
情圣的风范？有人
认为这黄袍怪才是有情有义的真爷们儿。
认为这黄袍怪才是有情有义的真爷们儿。
你看，
你看，那黄袍怪正在跟八戒沙僧厮杀，
那黄袍怪正在跟八戒沙僧厮杀，那百
花羞公主厉声高叫了一声：
黄袍郎！
那妖
花羞公主厉声高叫了一声：“黄
袍郎！”那妖
王听得公主叫唤，
王听得公主叫唤，即丢了八戒、
即丢了八戒、沙僧，
沙僧，按落

云头，
浑家，
云头，揪了钢刀，
揪了钢刀，搀着公主道：
着公主道：“浑家
浑家，有
甚话说？
要知道，
甚话说？”要知道
要知道，这是在打仗耶！
这是在打仗耶！按道
理，这战争的事情
这战争的事情，
事情，是不让家眷干涉的。
是不让家眷干涉的。这
公主吼了一嗓子，
公主吼了一嗓子，这黄袍怪马上就丢下敌手
下阵了
下阵了。然后那公主要求黄袍怪放了三藏师
徒，那黄袍怪就真个放了唐三藏，
那黄袍怪就真个放了唐三藏，任由他们
任由他们
师徒离去。
师徒离去。是不是很说明他在乎这公主？
是不是很说明他在乎这公主？
后来，
后来，当猪八戒、
当猪八戒、沙和尚二次登门、
沙和尚二次登门、挑战
他，猪八戒毫无义气的开溜，
猪八戒毫无义气的开溜，沙和尚被抓。
和尚被抓。
这颇有头脑的黄袍怪就觉察出来很有可能是
他这娘子传了书讯。
他这娘子传了书讯。结果你看怎么着？
果你看怎么着？他立
刻就跟这公主翻脸了！
刻就跟这公主翻脸了！拖着猪狗一样的把他
亲爱的不得了的娘子
亲爱的不得了的娘子，
的娘子，给拖了出来。
给拖了出来。要不是
沙僧以死相撑，
沙僧以死相撑，恐怕他当时就一刀杀了做了
自己十三年老婆的百花羞
自己十三年老婆的百花羞。
十三年老婆的百花羞。
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有女性真的喜欢他做丈夫吗？
有女性真的喜欢他做丈夫吗？
嗯，我知道，
我知道，有些女性就是喜欢这样
有些女性就是喜欢这样“敢爱
欢这样 敢爱
敢恨”的
敢恨 的、或者有些男性就是这样的“敢爱敢
或者有些男性就是这样的 敢爱敢
恨”。
。

“敢爱敢恨
敢爱敢恨”在中国
敢爱敢恨 在中国，
在中国，是一种被赞赏的爽快豁
达，在心理上，
在心理上，属于是一种偏激
属于是一种偏激、
偏激、是一种极
端的性格，
端的性格，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敢爱+敢恨
敢爱 敢恨=0，
敢恨 ，
爱有多强烈的人、
爱有多强烈的人、恨一定也会有多强烈
一定也会有多强烈，
有多强烈，相
加是守恒的。
加是守恒的。
根据后面黄袍怪他本人的说法。
根据后面黄袍怪他本人的说法。我相信他说
的都是事实。
的都是事实。根据他的说法，
根据他的说法，他下世来，
他下世来，是
因为他跟百花羞的前世是有情相约了。
因为他跟百花羞的前世是有情相约了。结
果，对方下世投胎之后，
对方下世投胎之后，什么都忘记了，
什么都忘记了，更
不要提还会记得两个人的相约，
不要提还会记得两个人的相约，红尘险恶
呀。他呢，
他呢，为了保证自己也别陷入这种局
为了保证自己也别陷入这种局
面，投胎之后俩个人别说能做夫妻，
投胎之后俩个人别说能做夫妻，恐怕见
面成为仇人都说不准
面成为仇人都说不准。
都说不准。结果，
结果，他就不投胎。
他就不投胎。
不投胎的结果，
不投胎的结果，就是只能做妖怪。
就是只能做妖怪。
他不投胎而进入世间，
他不投胎而进入世间，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做个正
常的神仙、
常的神仙、或者说做一个世外高人
或者说做一个世外高人？
高人？他在天
上，也没有人类的形像，
也没有人类的形像，他在天上是神仙，
在天上是神仙，
是天狼，
是天狼，天狼是狼王，
天狼是狼王，狼族的神王，
狼族的神王，他下降
到人世间、
到人世间、不入轮回，
不入轮回，没有人类形像，
没有人类形像，就只

能是对映到妖怪了
能是对映到妖怪了，
怪了，人类非常低、
人类非常低、他也对映
不过去，
不过去，做妖怪虽然外表粗犷，
做妖怪虽然外表粗犷，但是却有神
通大能
通大能，可比人类强多了。
可比人类强多了。
那你说，
那你说，他俩这一人一妖的，
他俩这一人一妖的，怎么就做成了
夫妻？
夫妻？不是说投胎之后月老来安排
不是说投胎之后月老来安排？
安排？这人类
和上界生灵，
和上界生灵，怎么也能做夫妻，
怎么也能做夫妻，月老也安排
不了上界生灵的呀！
不了上界生灵的呀！可是，
可是，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中外
的历史上，
的历史上，都流传有大量的神人通婚的神话
传说。
传说。
对上界的生灵来说，
对上界的生灵来说，他们的愿望就是缘份的
开始和过程。
开始和过程。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类来说，缘份
的前身就是愿望。
的前身就是愿望。是愿望促成了缘份
是愿望促成了缘份。只是
呢，人家的愿望，
人家的愿望，马上就开始演化、
上就开始演化、成为事
实，人类的愿望，
人类的愿望，往往却要到下一生才能兑
现成缘份。
现成缘份。
那你说，
那你说，那奎木狼和百花羞一起在天上的时
候，为何他俩的爱就没有马上兑现成缘份
为何他俩的爱就没有马上兑现成缘份？
兑现成缘份？
天上没有他们这样的爱情呀！
天上没有他们这样的爱情呀！所以才需要一
起下界才行啊。
起下界才行啊。

并且，
并且，这奎木狼星，
这奎木狼星，明明是清清楚楚的知道
俩人的前缘誓言，
俩人的前缘誓言，可是通过百花羞修书
可是通过百花羞修书、
花羞修书、要
求回家的事情，
求回家的事情，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这十三年中，
这十三年中，
他从来都没有跟人家讲过前尘旧约
他从来都没有跟人家讲过前尘旧约。
讲过前尘旧约。可见他
是颇有私心的。
是颇有私心的。并且，
并且，他一感觉百花羞不肯
跟自己继续做夫妻
跟自己继续做夫妻，
做夫妻，马上就拳脚相向，
马上就拳脚相向，一听
百花羞不承认此事，
百花羞不承认此事，马上又甜蜜有加。
马上又甜蜜有加。对她
好，乃是因为觉得她属于自己，
乃是因为觉得她属于自己，对她劣，
对她劣，乃
是因为觉得她不属于自己。
是因为觉得她不属于自己。这种性格的人
这种性格的人，
爱的不是对方，
爱的不是对方，是自己的财产和附属物，
是自己的财产和附属物，说
到底，
到底，爱的是自己。
爱的是自己。
再说了，
再说了，婚姻么，
婚姻么，人人都憧憬是美好的、
人人都憧憬是美好的、幸
福的。
福的。结果呢，
结果呢，世上人真的走入婚姻
世上人真的走入婚姻，
入婚姻，才发
现百般不如意、
现百般不如意、苍白乏味、
苍白乏味、甚至是生不如死
的痛苦。
的痛苦。可是呢，
可是呢，谁也没有想想，
也没有想想，谁向你承
诺了婚姻一定是幸福的美好的呢？
诺了婚姻一定是幸福的美好的呢？没有任何
一个神仙承诺
一个神仙承诺。
爱是情、
爱是情、恨是情，
恨是情，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
好比沙子堆起来的房子，
好比沙子堆起来的房子，沙子随时会散落
沙子随时会散落。
随时会散落。

对呀，
对呀，情是不稳定的、
情是不稳定的、流动的。
流动的。那是不是说
婚姻不需要爱情了？
婚姻不需要爱情了？你看，
你看，刚说过黄袍怪已
经是一种极端的性格
经是一种极端的性格，
极端的性格，这刚说的是爱情不是
婚姻的基础，
婚姻的基础，却没说不能有爱情呀。
却没说不能有爱情呀。爱情，
爱情，
应该从信义中滋生，
应该从信义中滋生，这才是有源之水长流。
这才是有源之水长流。
信义才是婚姻真正的基石
信义才是婚姻真正的基石。
才是婚姻真正的基石。信义不就是兑现
承诺的过程么？
承诺的过程么？兑现什么承诺？
兑现什么承诺？兑现以前的
兑现以前的
承诺呀。
承诺呀。以前的承诺，
以前的承诺，就是你真挚的、
就是你真挚的、强大
的愿望。
的愿望。

（2）
）打肿脸充胖子
就别说婚姻的基础没有信义是够呛的了。
就别说婚姻的基础没有信义是够呛的了。这
人和人之间，
人和人之间，都要应该以信义为基础
都要应该以信义为基础。
为基础。这宝
象国国王和自己的三女儿百花羞公主之间，
象国国王和自己的三女儿百花羞公主之间，
有信义。
有信义。这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
这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
百花羞公主，其实就没
有信义。
有信义。猪八戒呢，
猪八戒呢，对谁都没信义，
对谁都没信义，包括对
包括对
他自己。
他自己。唐三藏呢，
三藏呢，对自己的面子有信义，
对自己的面子有信义，
对孙悟空没信义。
对孙悟空没信义。只有孙悟空一个人，
只有孙悟空一个人，讲信
义。
咱们看看唐三藏是如何维持自己面子的。
咱们看看唐三藏是如何维持自己面子的。且
说饿了一天的唐三藏，
说饿了一天的唐三藏，在逃出黄袍怪的魔爪
之后，
之后，也顾不得上喊吃斋了、
也顾不得上喊吃斋了、也顾不得上休
眠了，
眠了，一行人连滚带爬的，
一行人连滚带爬的，八戒当头领路为
名逃窜在最前面，
名逃窜在最前面，沙僧后随，
僧后随，出了那松林，
出了那松林，
上了大路，
上了大路，头也不回的一路飞奔而去。
头也不回的一路飞奔而去。
等到他们一行人到了宝象国，
等到他们一行人到了宝象国，这怎么说也是
一个偏远的小国家。
一个偏远的小国家。可是在久不见城市的唐
可是在久不见城市的唐

三藏眼里，
三藏眼里，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一样，
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一样，贪看得
仔仔细细。
仔仔细细。对于他所见所记的景致
对于他所见所记的景致，
见所记的景致，小说花
了将近三百字来细细的描述。
了将近三百字来细细的描述。写这么细做什
写这么细做什
么呀？
取经
么呀？乃是因为勾动了他思乡之情
乃是因为勾动了他思乡之情，
因为勾动了他思乡之情，“取经
的长老，
的长老，回首大唐肝胆裂”。
回首大唐肝胆裂 。
是呀，
是呀，刚刚逃脱了恐怖的魔爪，
刚刚逃脱了恐怖的魔爪，忽然间又身
处故乡一般的繁华俗世，
处故乡一般的繁华俗世，这强烈的反差和对
这强烈的反差和对
比，几乎让他精神分裂、
几乎让他精神分裂、肝肠寸断呢。
肝肠寸断呢。等到
他们顺利在驿馆中安歇
他们顺利在驿馆中安歇，等到他顺利见到国
王、通关文牒顺利的盖章花押，
通关文牒顺利的盖章花押，等到他把百
花羞的家书给了国王他们
花羞的家书给了国王他们——
给了国王他们
他，终于找到了点身处唐宫、
终于找到了点身处唐宫、面对唐王的那
种场景和气派、
种场景和气派、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那种被重视的感觉
于是，
于是，他真的开始受到重视了。
他真的开始受到重视了。那学士读罢
家书，
家书，国王大哭，
国王大哭，三宫滴泪，
三宫滴泪，文武伤情，
文武伤情，前
前后后，
前后后，无不哀念。
无不哀念。
国王哭之许久，
那个敢兴
国王哭之许久，便问两班文武：
便问两班文武：“那个
那个敢兴
兵领将，
兵领将，与寡人捉获妖魔，
与寡人捉获妖魔，救我百花公
救我百花公
主？”连问数声
连问数声，
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
更无一人敢答。真是木雕

成的武将，
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
泥塑就的文官。那国王心生烦
恼，泪若涌泉，
泪若涌泉，哭啊哭啊。
哭啊哭啊。
老看着老大在那里哭，
老看着老大在那里哭，也不是个事儿呀。
也不是个事儿呀。茫
然中，
然中，这满朝的文武，
这满朝的文武，忽然集体的灵光一
忽然集体的灵光一
闪，忽然就恍然大悟了，
忽然就恍然大悟了，于是齐齐的趴下去
奏道：
陛下先不要烦恼
奏道：“陛下先不要烦
陛下先不要烦恼。公主走失这么多
年，偶遇唐朝圣僧，
偶遇唐朝圣僧，寄书来此，
寄书来此，不知道她在
妖怪那里的安危
妖怪那里的安危。我们都是凡人凡马，
我们都是凡人凡马，习学
兵书武略，
兵书武略，只能跟凡人凡马打仗呀。
只能跟凡人凡马打仗呀。那妖精
云里来雾里去的
云里来雾里去的，
来雾里去的，我们连他面孔都没机会看
见，让我们怎么去救呀？
好，这话说得干
让我们怎么去救呀？”好
这话说得干
练精巧、
练精巧、义务推得干干净净
义务推得干干净净、
推得干干净净、非常合情合
理。
然后大家伙儿话锋一转，
然后大家伙儿话锋一转，聚光灯的焦点集中
在了三藏的身上：
想东土取经者
在了三藏的身上：“想东土取
想东土取经者，
经者，乃上邦
圣僧。
圣僧。这和尚‘道高龙虎伏
这和尚 道高龙虎伏、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德重鬼神钦 ，
必有降妖之术。
必有降妖之术。”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这话说的，
人家这话说的，也真是句句精当。
也真是句句精当。
你既然是天朝东土来的取经人，
你既然是天朝东土来的取经人，那一定是天

朝里面的高僧。
朝里面的高僧。既然你‘道高龙虎伏
既然你 道高龙虎伏、
道高龙虎伏、德重
鬼神钦’，
鬼神钦 ，那么你一定也可以降妖伏魔
那么你一定也可以降妖伏魔。
也可以降妖伏魔。怎
么样，
么样，这个推理也非常正确吧？
这个推理也非常正确吧？无论从哪个
层面上，
层面上，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当然，
当然，中间隐含了
一个推理环节，
一个推理环节，那就是既然你是上邦高僧，
那就是既然你是上邦高僧，
那应该就是
那应该就是‘道高龙虎伏
该就是 道高龙虎伏、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德重鬼神钦 。这
个隐含的环节，
个隐含的环节，应该说也一点问题没
应该说也一点问题没有
题没有。
然后大家伙儿话锋又一转，
然后大家伙儿话锋又一转，集中在三藏身上
集中在三藏身上
的聚光灯变了颜色：
自古道
的聚光灯变了颜色：“自古道
‘来说是非者
来说是非者，
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就是是非人 ，可就请这长老
降妖邪，
降妖邪，救公主，
救公主，庶为万全之策。
庶为万全之策。”
“来说是非者
来说是非者，
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这话说得
就是是非人 这话说得，
这话说得，亮晶
晶八面玲珑、
晶八面玲珑、冷森森寒光四射
冷森森寒光四射。文武群臣的
这些话，
这些话，简直就象一把刀子，
简直就象一把刀子，三剜两转的，
三剜两转的，
忽然就要削去了三藏那华丽丽的面子皮儿
忽然就要削去了三藏那华丽丽的面子皮儿。
藏那华丽丽的面子皮儿。
那国王闻言，
那国王闻言，也忽然就恍然大悟、
也忽然就恍然大悟、灵光一
闪，急回头，
提出的急迫要
急回头，便请三藏道：
便请三藏道：“提
求：长老若有手段，
长老若有手段，放法力，
放法力，捉了妖魔，
捉了妖魔，救
我孩儿回朝。
我孩儿回朝。开出的优厚条件
开出的优厚条件：
厚条件：也不须上西
也不须上西

方拜佛，
方拜佛，长发留头，
长发留头，朕与你结为兄弟，
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
龙床，
龙床，共享富贵如何
共享富贵如何？
贵如何？”
这话三转两转，
这话三转两转，三藏脸上惬意的笑容还没来
得及收回，
得及收回，这麻烦就缠上身了。
这麻烦就缠上身了。三藏慌忙启
上道：
贫僧粗知念佛，
三
上道：“贫僧粗知念佛
贫僧粗知念佛，其实不会降妖。
其实不会降妖。”三
藏说的，
藏说的，断然是实话，
断然是实话，可是，
可是，人家没办法相
信他呀。
信他呀。因为国王马上就抓住了他这状况里
面的状况。
面的状况。
国王道：
你既不会降妖，
国王道：“你既不会降妖
你既不会降妖，怎么敢上西天拜
佛？”是呀
是呀！
是呀！这国王问的，
这国王问的，断然是内行话。
然是内行话。
不会降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修行人呀！
不会降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修行人呀！况且
这一路妖魔鬼怪甚多，
这一路妖魔鬼怪甚多，国王又不是耳目闭塞
的人。
的人。
其实，
其实，这文武群臣的话，
这文武群臣的话，国王的话，
国王的话，对于一
个有悟性的修行人来说，
个有悟性的修行人来说，听到了会怵然心
听到了会怵然心
惊，会马上深刻反思的。
道高龙虎伏、
会马上深刻反思的。“道高龙虎伏
道高龙虎伏、德
重鬼神钦”；
来说是非者
重鬼神钦 ；“来说是
来说是非者，
非者，就是是非人”；
就是是非人 ；
“你既不会降妖
你既不会降妖，
你既不会降妖，怎么敢上西天拜佛？
怎么敢上西天拜佛？”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唐三藏应该这么这么说，
唐三藏应该这么这么说，可是他
却那么那么说：
却那么那么说：“陛下
陛下，
贫僧一人，
陛下，贫僧一人
一人，实难到
此。贫僧有两个徒弟，
贫僧有两个徒弟，善能逢山开路，
善能逢山开路，遇水
迭桥，
迭桥，保贫僧到此。
保贫僧到此。”
一路上“善能逢山开路
一路上 善能逢山开路，
善能逢山开路，遇水迭桥”的徒弟
遇水迭桥 的徒弟，
的徒弟，
是谁呀？
是谁呀？不正是之前被他给赶走的孙悟空
不正是之前被他给赶走的孙悟空
吗？怎么到了一向不撒谎的三藏嘴里，
怎么到了一向不撒谎的三藏嘴里，却变
成了猪八戒和沙悟净了呢
成了猪八戒和沙悟净了呢？
了呢？
这宝象国文武群臣与国王的话，
这宝象国文武群臣与国王的话，应该说，
应该说，是
菩萨和神仙们借助他们、
菩萨和神仙们借助他们、利用他们自身的阅
利用他们自身的阅
历和条件、
历和条件、通过他们的嘴巴
通过他们的嘴巴，
的嘴巴，在暗示唐三
藏。如果这时候他醒悟了
如果这时候他醒悟了，那么，
那么，往下的麻
烦就会小很多。
烦就会小很多。可以假设，
可以假设，他想起来了孙悟
空的功绩，
空的功绩，然后这宝象国国王就要求去请孙
悟空。
悟空。孙悟空来了，
孙悟空来了，这黄袍怪的问题快速解
决，结局还是一样的，
结局还是一样的，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怨与缘都
获得了了结。
获得了了结。那么，
那么，他不会被可耻的变成老
他不会被可耻的变成老
虎，白龙马不会没必要的受伤，
白龙马不会没必要的受伤，悟净和老

猪，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也不至于那么狼狈，宝象国的一个宫女
宝象国的一个宫女
们，也不会悲惨的枉死。
也不会悲惨的枉死。
可是这三藏，
可是这三藏，就是要拒绝承认孙悟空的本
事，就可可的要把自己的面皮维护到底
就可可的要把自己的面皮维护到底，
护到底，于
是，喊来了猪八戒沙和尚作秀。
喊来了猪八戒沙和尚作秀。然后猪八戒
的面子和鲁莽被三藏给充了气
的面子和鲁莽被三藏给充了气、
充了气、被国王和群
臣给捧上了天，
给捧上了天，膨胀膨胀的去装大头蒜去了
……

（3）
）继续喂招
地球人火星人宇宙人都知道，
地球人火星人宇宙人都知道，只有唐三藏不
知道，
知道，他的大徒弟是孙悟空。
他的大徒弟是孙悟空。唐三藏，
唐三藏，为了
赌一口恶气，
我那大徒弟
赌一口恶气，在国王面前说：
在国王面前说：“我那大徒弟
姓猪，
第二个徒弟姓沙，
姓猪，法名悟能八戒
法名悟能八戒。……第二个徒弟姓沙
第二个徒弟姓沙，
法名悟净和尚。
法名悟净和尚。……”
且说那呆子猪，
且说那呆子猪，眼见得这举国官员被自己的
独特样貌给吓得胆颤心惊的、
独特样貌给吓得胆颤心惊的、无人不怕，
无人不怕，心
里真是有点美滋滋的得意呢。
里真是有点美滋滋的得意呢。这洋洋得意之
下，呆子也摆出一副高人的姿态来
呆子也摆出一副高人的姿态来。
高人的姿态来。
你看他哥儿俩，
你看他哥儿俩，各带随身兵器，
各带随身兵器，随金牌入
朝，早行到白玉阶前，
早行到白玉阶前，左右立下
左右立下，
立下，朝上唱个
喏，再也不动。
再也不动。那文武多官，
那文武多官，无人不怕，
无人不怕，都
说道：
这两个和尚，
说道：“这两个和尚
这两个和尚，貌丑也罢，
丑也罢，只是粗俗
太甚！
太甚！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
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喏毕平身，
喏毕平身，挺
然而立！
徒弟们尚且如此的
然而立！可怪！
可怪！可怪！
可怪！”徒弟们尚且如此的
昂扬精神，
昂扬精神，倒是那当师傅的慌得跪在殿前，
倒是那当师傅的慌得跪在殿前，

不住的叩头道
陛下，
不住的叩头道：
叩头道：“陛下
陛下，贫僧该万死！
贫僧该万死！万
死！……”
其实呢，
其实呢，作为修道之人，
作为修道之人，见到人世间的权
贵、帝王，
帝王，的确是不应该下跪的。
的确是不应该下跪的。这小说，
这小说，
每每写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
每每写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见到帝
王一律是作揖、
王一律是作揖、一律是不下拜的
一律是不下拜的。
下拜的。你看那孙
悟空，
悟空，别说人世间的帝王，
别说人世间的帝王，就连天王老子玉
皇大帝，
皇大帝，都不客气
都不客气。这孙悟空，
这孙悟空，自打出世以
来，只给三个人下跪：
只给三个人下跪：菩提祖师、
菩提祖师、观世音菩
萨、和如来佛祖。
如来佛祖。这三个人是真正的师父。
这三个人是真正的师父。
修行之人，
修行之人，超越世间所有人的荣华富贵，
超越世间所有人的荣华富贵，这
个倒不只是一种形容。
个倒不只是一种形容。修行人如果没有限制
修行人如果没有限制
的话，
的话，可以随意改变下界的，
可以随意改变下界的，那人世间的一
切，他可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他可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就怎么变，你一个小小
的帝王，
的帝王，又算得了什么。
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
那么，每每这哥儿仨个都不下跪，
每每这哥儿仨个都不下跪，那唐三藏
则逢王必跪，
则逢王必跪，西行一路上那么多帝王
西行一路上那么多帝王，
多帝王，无一
幸免。
幸免。三藏的过度礼貌行为，
三藏的过度礼貌行为，早在他取经出
发前就开始了。
发前就开始了。当他被选到唐王宫里的时
当他被选到唐王宫里的时

候，太宗喜道：
果然举之不错，
太宗喜道：“果然举之不错
果然举之不错，诚为有德
行有禅心的和尚
行有禅心的和尚。朕赐你左僧纲，
朕赐你左僧纲，右僧纲，
右僧纲，
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
玄奘顿首谢恩，
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玄奘顿首谢恩
玄奘顿首谢恩，受
了大阐官爵
了大阐官爵。
阐官爵。这时候，
这时候，他受封于唐王，
他受封于唐王，成了
长安国一名僧官，
长安国一名僧官，按道理那的确是应该跟其
按道理那的确是应该跟其
他官员一样的跪拜皇帝的。
他官员一样的跪拜皇帝的。
跪虽然跪下去了，
跪虽然跪下去了，可是在国王眼里，
可是在国王眼里，他还是
站着的，
站着的，他徒弟们相貌独特、
他徒弟们相貌独特、骨骼清奇，
骨骼清奇，还
真的算是圣僧一位了。
真的算是圣僧一位了。那国王战兢兢，
那国王战兢兢，走近
前，搀起道：
长老，
搀起道：“长老
长老，还亏你先说过了；
还亏你先说过了；若
未说，
未说，猛然见他，
猛然见他，寡人一定唬杀了也！
寡人一定唬杀了也！”
慌张归慌张，
慌张归慌张，这正经事儿还是不能含糊的，
这正经事儿还是不能含糊的，
国王定性多时，
猪长老
国王定性多时，便问：
便问：“猪长
猪长老、沙长老，
沙长老，
是那一位善于降妖？
那呆子看见自己这动
是那一位善于降妖？”那呆子看见自己这动
都不动一下，
都不动一下，就能如此的威力四射
就能如此的威力四射，
此的威力四射，吓得他
们面如灰土，
们面如灰土，心里开心得要死。
心里开心得要死。这呆子，
这呆子，被
国王和文武大臣的高度下降
国王和文武大臣的高度下降，
大臣的高度下降，给相对拔到了
云霄之上的高度。
云霄之上的高度。这睥睨众生的感觉真好
呀，晕乎乎的脑袋还没想清楚到底要怎么抓

住机会显摆，
老猪
住机会显摆，那嘴巴已经自行答道：
那嘴巴已经自行答道：“老
会降。
会降。”
一听这异人果然说会降妖，
一听这异人果然说会降妖，国王马上一脸的
崇拜表情、
崇拜表情、毕恭毕敬的、
毕恭毕敬的、小心翼翼的问道
小心翼翼的问道：
翼翼的问道：
“怎么家降
怎么家降？
酝酿了一下之后，
怎么家降？”酝酿了一下之后
酝酿了一下之后，八戒摇头晃
脑的回道：
我乃是天蓬元帅
脑的回道：“我乃
我乃是天蓬元帅；
是天蓬元帅；只因罪犯天
条，堕落下世，
堕落下世，幸今皈正为僧。
幸今皈正为僧。自从东土来
此——第
第一会降妖的是我！
一会降妖的是我！”
哇！原来天上也有猪啊！
原来天上也有猪啊！这国王一听八戒是
天上来的，
天上来的，更是一方面震惊，
更是一方面震惊，一方面好奇心
充分得到满足，
充分得到满足，对老猪佩服得要死，
对老猪佩服得要死，心中充
满了对八戒的幻想和
满了对八戒的幻想和憧憬
的幻想和憧憬……国王于是不由自
憧憬 国王于是不由自
主的喃喃自语道：
既是天将临凡，
主的喃喃自语道：“既是天将临凡
既是天将临凡，必然善
能变化。
八戒一听，
能变化。”八戒一听
八戒一听，知道是递砖头垫脚后
跟的，
不
跟的，乐得够呛，
乐得够呛，赶紧顺水推舟道：
赶紧顺水推舟道：“不
敢，不敢，
不敢，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儿。
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儿。”
国王闻言，
国王闻言，就跟动物园笼子边上好奇的小孩
子一样：
你试变一个我看看。
八戒这一下
子一样：“你试变一个我看看
你试变一个我看看。”八戒这一下
就乐昏了头，
就乐昏了头，忘记了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
忘记了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

自我将军道：
请出题目
自我将军道：“请出题
请出题目，照依样子好变。
照依样子好变。”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八戒变化之术不灵光，
八戒变化之术不灵光，并且只能
变些粗夯之物
变些粗夯之物。但是这时候，
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想不起
来这些了。
来这些了。
幸亏这国王土得掉渣、
幸亏这国王土得掉渣、天真得要死，
天真得要死，居然一
下子想不出来要猪八戒变个啥东西好了
下子想不出来要猪八戒变个啥东西好了。
东西好了。国
王道：
变一个大的罢。
王道：“变一个大的罢
变一个大的罢。”
哎呀，
哎呀，这不正中老猪的下怀嘛。
这不正中老猪的下怀嘛。这老猪，
这老猪，早
就被崇拜给充足了气，
就被崇拜给充足了气，他内心的自我形象
他内心的自我形象，
的自我形象，
早就膨胀得天地间唯我独尊、
早就膨胀得天地间唯我独尊、我个头最大
了。你看他如何卖弄手段
你看他如何卖弄手段。捻诀念咒，
捻诀念咒，喝一
声叫“长
把腰一躬，
声叫 长！”把腰一躬
把腰一躬，就长了有八九丈长，
就长了有八九丈长，
却似个开路神一般
却似个开路神一般。
神一般。
老猪这一膨胀，
老猪这一膨胀，那两班文武的恐惧心再次得
到充分的满足，
到充分的满足，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呆呆挣挣、
呆挣挣、发抖
了好一阵子，
了好一阵子，终于平静下来了。
终于平静下来了。
恐惧心套餐刚刚结束，
恐惧心套餐刚刚结束，这幼稚好奇之心的开
胃小菜又接着端上来了，
胃小菜又接着端上来了，呆鸟自有呆鸟欣
呆鸟自有呆鸟欣
赏，镇殿将军问道：
长老，
镇殿将军问道：“长老
长老，似这等变得身
似这等变得身

高，必定长到甚么去处，
那呆
必定长到甚么去处，才有止极？
才有止极？”那呆
子又说出不过脑子的呆话来，
子又说出不过脑子的呆话来，八戒任由嘴巴
胡扯道：
看风。
胡扯道：“看风
看风。东风犹可，
东风犹可，西风也将就；
西风也将就；
若是南风起，
若是南风起，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
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
天上地下的神仙，
天上地下的神仙，有史以来，
有史以来，第一次听说还
有风吹出来的神通。
有风吹出来的神通。那国王也不知道
那国王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风
是八戒嘴里吹出来的风，
收了神
是八戒嘴里吹出来的风，大惊道：
大惊道：“收了神
通罢。
通罢。晓得是这般变化了
晓得是这般变化了。
化了。”
八戒把身一矬，
八戒把身一矬，依然现了本相，
依然现了本相，侍立阶前。
侍立阶前。
摆显够了，
摆显够了，这脑袋已经热到青烟直冒
这脑袋已经热到青烟直冒，
烟直冒，退路
已经被老唐老猪自己给封死了，
已经被老唐老猪自己给封死了，人类已经阻
止不了八戒去打妖怪去献丑的决心了
止不了八戒去打妖怪去献丑的决心了。
去献丑的决心了。
呆子去了。
呆子去了。沙僧可没有糊涂，
沙僧可没有糊涂，这私底下还是
要有点自我认知的
要有点自我认知的，
认知的，眼看师父和师兄如此忘
眼看师父和师兄如此忘
乎所以的自我膨胀，
乎所以的自我膨胀，沙僧心里边还是很不稳
定，他于是将酒亦一饮而干
他于是将酒亦一饮而干，
饮而干，仗着酒胆，
仗着酒胆，
道：“师父
师父！
师父！那黄袍怪拿住你时，
那黄袍怪拿住你时，我两个与
他交战，
他交战，只战个手平
只战个手平。
个手平。今二哥独去，
今二哥独去，恐战不
过他。
过他。”

这时候的三藏，
这时候的三藏，早就被自己的表演、
早就被自己的表演、八戒的
表演，
表演，给深深的陶醉了。
给深深的陶醉了。对于沙僧的话
对于沙僧的话，
沙僧的话，只
当是清风拂面，
正是，
当是清风拂面，轻飘飘的道：
轻飘飘的道：“正是
正是，徒
弟，啊，你可去与他帮帮功
你可去与他帮帮功。
帮功。”
唐三藏明知道八戒沙僧干不过那妖怪，
唐三藏明知道八戒沙僧干不过那妖怪，还让
两个徒弟前去自投罗网。
两个徒弟前去自投罗网。

（4）
）沟通有个水平问题
前面咱们提到过沟通的方式。
前面咱们提到过沟通的方式。这沟通的手
段，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是社会运作的脉
是社会运作的脉络
的脉络、是历史
承传的脉络，
承传的脉络，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通道。
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通道。人
和人的沟通，
和人的沟通，绝对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肤浅
绝对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肤浅
的事情。
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修行人，
尤其是作为修行人，能不能和人沟
通，能不能和天地沟通
能不能和天地沟通，
天地沟通，能不能和一层一层
的圹宇沟通，
的圹宇沟通，那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那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自以为是的人、
自以为是的人、爱面子的人，
爱面子的人，沟通能力是很
差的；
差的；习惯于撒谎的人，
习惯于撒谎的人，是几乎谈不上有沟
是几乎谈不上有沟
通能力的。
通能力的。
这取经的一伙人，
这取经的一伙人，除了老沙、
除了老沙、剩下的三个都
是自以为是的家伙。
是自以为是的家伙。老唐和老猪
老唐和老猪，又是最喜
欢面皮的人儿。
欢面皮的人儿。撒谎方面，
撒谎方面，老猪是专家、
老猪是专家、老
唐是业余爱好者。
唐是业余爱好者。是的，这师徒四人，
这师徒四人，在修
行的初级阶段
行的初级阶段，
级阶段，没有一个是擅长沟通的。
没有一个是擅长沟通的。
哎！肯定有人马上就抓住了我的小辫子：
肯定有人马上就抓住了我的小辫子：这

不是说，
不是说，习惯于撒谎的人、
习惯于撒谎的人、习惯于花言巧语
的人，
的人，是强于沟通的人吗？
是强于沟通的人吗？怎么到了你嘴
里，这他们反而成了不懂沟通的人了
这他们反而成了不懂沟通的人了？
懂沟通的人了？是不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因为笨嘴拙舌、
因为笨嘴拙舌、内向木讷，
内向木讷，妒忌
人家哩？
人家哩？
子曰：
子曰：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鲜矣仁。
鲜矣仁。人而不仁、
人而不仁、是为
麻木，
麻木，麻木者，
麻木者，乃是身心丧窍。
乃是身心丧窍。撒谎的人
呢，则是连跟自己都沟通不了了，
则是连跟自己都沟通不了了，才说出来
谎言的。
谎言的。在他谎言相关的事情上
在他谎言相关的事情上，
事情上，跟自己都
无法沟通，
无法沟通，你还指望他跟别人能达成多少沟
通？
猪八戒由于面子的气球，
猪八戒由于面子的气球，被吹的涨鼓鼓的，
被吹的涨鼓鼓的，
早就膨胀到了脑筋扭曲的地步。
早就膨胀到了脑筋扭曲的地步。这乘兴而来
这乘兴而来
的老猪，
的老猪，回头来到这黄袍老怪家，
回头来到这黄袍老怪家，本来是个
妖怪窝，
妖怪窝，在昏头兴奋之下
在昏头兴奋之下，他却当作是兔子
窝，上来二话不说，
上来二话不说，就抡起耙子，
就抡起耙子，往那波月
洞的门上，
洞的门上，尽力气一筑，
力气一筑，把他那石门筑了斗
来大小的个窟窿。
来大小的个窟窿。

这叫什么沟通？
这叫什么沟通？这叫粗暴沟通。
这叫粗暴沟通。粗暴沟通，
粗暴沟通，
有时候也能起点沟通的作用，
有时候也能起点沟通的作用，但是呢，
但是呢，那是
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
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可能出现期待的
效果的。
效果的。这是一种负面沟通的方式
这是一种负面沟通的方式，
面沟通的方式，就算偶
尔能达到目的，
尔能达到目的，那也是一种同时带来两败俱
伤的成功。
伤的成功。习惯采取这种粗暴沟通的人，
习惯采取这种粗暴沟通的人，往
往更不可能是带着正面目的前来的，
往更不可能是带着正面目的前来的，本来就
是目的有杂质，
目的有杂质，这负面手段，
这负面手段，让负面杂质的
成分加大、
成分加大、让正面目的的成分减小
让正面目的的成分减小。
的成分减小。
倒是这小妖淳朴得掉渣，
倒是这小妖淳朴得掉渣，老猪那呲牙咧嘴的
样子，
样子，吓呆了看门的小妖，
吓呆了看门的小妖，天真的以为他俩
是什么东西落这里了。
是什么东西落这里了。西游记写到的很多小
妖怪，
妖怪，都是这样淳朴得掉渣
都是这样淳朴得掉渣，
得掉渣，跟猪八戒一个
德行，
德行，让人笑得不行。
让人笑得不行。西游记中，
西游记中，不管写到
什么绝境、
什么绝境、写到什么角色，
写到什么角色，都是一点轻松、
都是一点轻松、
一点诙谐、
一点诙谐、一点调侃、
一点调侃、却没有一丁点的仇
恨、也从不表达恐惧之类的。
也从不表达恐惧之类的。
这个可不是什么性格乐观的原因，
这个可不是什么性格乐观的原因，这是修行
人应有的真实心态。
人应有的真实心态。我觉得，
我觉得，在唐僧师徒四

人，各自表现修行人在每一关难中的各层心
境。唐三藏作为最表层人一面的代表
唐三藏作为最表层人一面的代表，
层人一面的代表，他一
直就是在各种情绪中度过的，
直就是在各种情绪中度过的，关过不去了，
关过不去了，
就是猪八戒那种满心的小九九
就是猪八戒那种满心的小九九。
那种满心的小九九。沙悟净是对
应传统文化所代表的那深一层的恒心、
应传统文化所代表的那深一层的恒心、毅
力。悟空呢，
悟空呢，对应升华上去的新一层生命、
对应升华上去的新一层生命、
深一层本质。
深一层本质。
作为修行人，
作为修行人，自始至终都有表层人这一面
的，那么，
那么，修行中，
修行中，一直都是在最浅显的事
一直都是在最浅显的事
情上修行，
情上修行，修行中，
修行中，任何的小事情，
任何的小事情，都是不
可轻视的。
可轻视的。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修行人，
修行人，基本上都是
在鸡毛蒜皮中走过来的。
在鸡毛蒜皮中走过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大
事情，
事情，其实不多
其实不多。别看有人写得轰轰烈烈
的，那是修行上去之后看到的结果，
那是修行上去之后看到的结果，不是修
行本身。
行本身。修行的实质，
修行的实质，就是在表面上度过、
就是在表面上度过、
在表面上选择。
在表面上选择。
老猪小心眼儿很细，
老猪小心眼儿很细，正经事却想得很糙，
正经事却想得很糙，他
可想不了这么多，
可想不了这么多，就知道冲口而出的意气风
就知道冲口而出的意气风
发的感觉。
发的感觉。你看他，
你看他，见到那匆匆出门而来的

妖怪，
妖怪，就劈头盖脸的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就劈头盖脸的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你这泼怪干得好事儿
你这泼怪干得好事儿！
嗯，老猪这劈头盖
你这泼怪干得好事儿！”嗯
脸的质疑，
脸的质疑，乃是我东土众生最常见的责难出
招方式。
招方式。这一招用起来酣畅淋漓、
这一招用起来酣畅淋漓、直抒胸
臆，只是这一招达到的结果，
只是这一招达到的结果，并不是让对方
说话。
说话。
还是这黄袍怪智商高一点点，
还是这黄袍怪智商高一点点，面对八戒这么
粗鲁的态度，
粗鲁的态度，他却反过来给八戒说话的机
他却反过来给八戒说话的机
会，他提醒老猪你应该说说清楚先。
他提醒老猪你应该说说清楚先。他问：
他问：
“甚么事
甚么事？
于是老猪这才想起来表达一下为
甚么事？”于是老猪
于是老猪这才想起来表达一下为
何如此的愤慨。
何如此的愤慨。
本来，
本来，这是一个老猪把话说妥贴的机会
这是一个老猪把话说妥贴的机会。
的机会。但
是显然，
是显然，他毫不犹豫的糟蹋了这个机会
他毫不犹豫的糟蹋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他
吐噜吐噜的说了一通糙话，
吐噜吐噜的说了一通糙话，把矛盾给激化
了。八戒道：
你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
八戒道：“你把宝
你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
内，倚强霸占为妻，
倚强霸占为妻，住了一十三载，
住了一十三载，也该还
他了。
他了。我奉国王旨意
我奉国王旨意，
旨意，特来擒你。
特来擒你。你快快进
去，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
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还免得老猪动
手！”

老猪这番话，
老猪这番话，小说如此评价“言差语错招人
小说如此评价 言差语错招人
恼、意毒情伤怒气生”。
意毒情伤怒气生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是说，不但盛
气凌人激怒了妖怪、
气凌人激怒了妖怪、还出卖了公主、
还出卖了公主、出卖了
国王，
国王，并且还斩断了谈判的可能
并且还斩断了谈判的可能、
谈判的可能、断了自己
回旋的余地。
回旋的余地。
结果可想而知，
结果可想而知，把本来就气哼哼的妖怪给惹
毛了之后，
毛了之后，那妖怪可是没人性的
那妖怪可是没人性的，发起狠
来，一定要搞掂他俩的了
一定要搞掂他俩的了，
俩的了，这能变得身高八
九丈的猪大神，
九丈的猪大神，哥儿俩跟人家打了八九个回
哥儿俩跟人家打了八九个回
合就筋疲力竭了。
合就筋疲力竭了。
这老猪，
这老猪，意气逞强不说、
意气逞强不说、还没有自知之明，
还没有自知之明，
被几个凡人给捧得忘乎所以、
被几个凡人给捧得忘乎所以、结果就无吉不
利、败了。
败了。败了就败了吧，
败了就败了吧，毕竟你们是两
个，互相照应一下，
互相照应一下，体面的撤退应该还是有
机会的。
机会的。你看他，
你看他，情急之下，
情急之下，也顾不上面子
了、也忘记自己吹下的牛皮了
也忘记自己吹下的牛皮了，
己吹下的牛皮了，毫无义气的
他，为了自己的退路，
为了自己的退路，就让师弟沙僧顶包，
就让师弟沙僧顶包，
找了一个巨无赖的借口
沙
找了一个巨无赖的借口，
一个巨无赖的借口，溜之乎也：
溜之乎也：“沙
僧，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
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让老猪出恭来。
让老猪出恭来。”

本来么，
本来么，这老猪虽然很大程度出于要做名
人、要面皮光鲜才来捉妖的“我
要面皮光鲜才来捉妖的 我两个努力齐
心，去捉那怪物；
去捉那怪物；虽不怎的，
虽不怎的，也在此国扬扬
姓名。
但是他毕竟是带着正义的目的
姓名。”但是他毕竟是
但是他毕竟是带着正义的目的，
带着正义的目的，所
以本来是来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来的，
以本来是来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来的，可是
到了他嘴巴里，
到了他嘴巴里，却说得气呼呼的、
却说得气呼呼的、成了街头
霸王火拼的架势，
住了一十三载，
霸王火拼的架势，“住了一十三载
住了一十三载，也该还
他了。
你说这句话，
他了。”你说这句话
你说这句话，这叫什么话呀！
这叫什么话呀！太市
井粗俗了，
井粗俗了，并且简直就是来强抢民女的架
势。
八戒善于巴结，
八戒善于巴结，但是不善于沟通。
但是不善于沟通。并且，
并且，沟
通也是要看人的，
通也是要看人的，要看对方的智商
要看对方的智商，
智商，遇见弱
智是麻烦、
智是麻烦、遇见自作聪明的更麻烦。
遇见自作聪明的更麻烦。其实，
其实，
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是这种根本就不肯沟通的
是这种根本就不肯沟通的。
本就不肯沟通的。你无
法喊醒一个装睡的人、
法喊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跟一个拒绝沟
通的人沟通。
通的人沟通。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不是，
不是，这道理是凡俗间的道理
这道理是凡俗间的道理。
凡俗间的道理。但是作为修
行人，
行人，那是另一番景象的。
那是另一番景象的。修行人，
行人，往深层

去探究、
去探究、一层一层的探究，
一层一层的探究，终有能找到死结
的那一天。
的那一天。
(第二十九回完
第二十九回完)
第二十九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