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1）
）海棠表示思乡不思进
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
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师徒们一心同体，
师徒们一心同体，
共诣西方。
共诣西方。自宝象国救了公主，
自宝象国救了公主，承君臣送出
城西，
城西，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
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
夜住晓行。却
又值三春景候。
又值三春景候。那时节：
那时节：
轻风吹柳绿如丝，
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
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
时催鸟语，
暖烘花发，
暖烘花发，遍地芳菲。
遍地芳菲。海棠庭院来双燕，
海棠庭院来双燕，正
是赏春时。
是赏春时。红尘紫陌，
红尘紫陌，绮罗弦管，
绮罗弦管，斗草传
卮。
修行真是不容易啊，
修行真是不容易啊，一旦误入歧途，
一旦误入歧途，就如同
石沉大海一样、
石沉大海一样、或泥牛入海一样，
或泥牛入海一样，就在海里

面痴缠不已。
面痴缠不已。啊，悟空回了，
悟空回了，公主救了，
公主救了，魔
难没了。
难没了。明明是三藏三喜临门，
明明是三藏三喜临门，怎么我这么
乌鸦嘴说这么不中听的话儿
乌鸦嘴说这么不中听的话儿？
听的话儿？
是呀，
是呀，尤其是本回这一首开篇的诗儿，
尤其是本回这一首开篇的诗儿，花红
柳绿、
柳绿、笙歌鸟语的，
笙歌鸟语的，一派阳光气象。
一派阳光气象。对了，
对了，
各位，
各位，是不是对这样一首诗，
是不是对这样一首诗，有一种久违了
的感觉呢？
的感觉呢？是的，
是的，自从第二十三回以来，
自从第二十三回以来，没
有这种诗情画意小清新的日子已经很久很久
了。对了，
对了，这说明，
这说明，三藏的修行，
三藏的修行，已经停滞
很久很久了。
很久很久了。今朝才得以改观。
今朝才得以改观。
“时催鸟语
时催鸟语，
讲的是
时催鸟语，暖烘花发，
暖烘花发，遍地芳菲。
遍地芳菲。”讲的是
什么？
什么？窃以为，
窃以为，是阳气重回大地，
是阳气重回大地，熏蒸着万
物生发、
物生发、让天地复苏，
让天地复苏，三藏那脑袋里错了位
的筋，
的筋，被咔啪一声给扭转过来，
被咔啪一声给扭转过来，他的小宇宙
中的筋脉就跟大宇宙衔接起来，
中的筋脉就跟大宇宙衔接起来，这一层的天
地重新生发了。
地重新生发了。
大家肯定会记得，
大家肯定会记得，只要是描述到沿途的各
只要是描述到沿途的各
国，西游记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西游记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一律
把一个城郭就成为某某国。
把一个城郭就成为某某国。就连唐太宗的国

家都不能例外，
家都不能例外，他不称唐朝，
他不称唐朝，他被称作长安
国、陕西大国长安城。
陕西大国长安城。我相信，
我相信，对于这种国
度的称谓，
度的称谓，大家可能觉得是作者随便写的，
大家可能觉得是作者随便写的，
或者是作者是为了表现是脱离现实的小说有
意为之的荒诞手法。
意为之的荒诞手法。
宝象国，
宝象国，既不是国家、
既不是国家、也没有大象、
也没有大象、甚至连
宝贝也没有。
宝贝也没有。它只是一座城池，
它只是一座城池，被一个昏
聩、善良、
善良、糊涂的君主统治的城池。
糊涂的君主统治的城池。可是这
个城池，
个城池，唐三藏经历了它之后，
唐三藏经历了它之后，真的开始脱
离了俗象、
离了俗象、开始走向宝相庄严的修行人形像
了。毕竟，
毕竟，他内心一个极为顽固的可怕的人
心被根除了。
心被根除了。而从四圣试禅心的深秋时节开
而从四圣试禅心的深秋时节开
始，到黄袍怪事件结束为止，
到黄袍怪事件结束为止，他们中间经历
的五庄观、
的五庄观、白骨精、
白骨精、黄袍怪，
黄袍怪，的确是在秋
末、冬天时节发生的。
冬天时节发生的。
那么，
那么，走出宝象国的唐三藏师徒，
走出宝象国的唐三藏师徒，经历的这
一个春天，
一个春天，就有着重大的意义，
就有着重大的意义，从哪一个角
度来看待，
轻风吹柳绿
度来看待，都是一个转折点。
都是一个转折点。“轻风吹柳绿
如丝，
如丝，佳景最堪题。
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
时催鸟语，暖烘花发，
暖烘花发，

遍地芳菲。
这首诗前一半写的是盎然的春
遍地芳菲。”这首诗前一半写的是盎然的春
意、自然景观。
海棠庭院来双燕，
自然景观。“海棠庭院来双燕
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
春时。
春时。红尘紫陌，
红尘紫陌，绮罗弦管，
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斗草传卮。”
很显然，
很显然，这首诗后一半描写的是被春天气息
感染的人们、
感染的人们、怀着舒畅的心情游玩的情景。
怀着舒畅的心情游玩的情景。
终于，
终于，我看到，
我看到，三藏的小宇宙开始有了人
气、他世界的众生们
他世界的众生们、
生们、也开始有了生命的春
光和暖意。
光和暖意。哎，真是不容易呀，
真是不容易呀，这修了十生
十世的人儿，
十世的人儿，他的世界原来一直是冰天雪地
的、在冰封状态。
在冰封状态。这让我想起了，
这让我想起了，刚刚下线
的《白雪公主与魔镜魔镜》，
白雪公主与魔镜魔镜》，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差点
把魔镜敲成了墨镜，
把魔镜敲成了墨镜，墨镜哥，
墨镜哥，嘿嘿，
嘿嘿，你懂
的。
《白雪公主与魔镜魔镜》
白雪公主与魔镜魔镜》电影，
电影，就描写到当
喜欢招魔的王后霸占了王国之后，
喜欢招魔的王后霸占了王国之后，白雪公主
他们的国家就从四季如春变成了冰封雪掩的
国家。
国家。直到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破除了王后
的魔法，
的魔法，他们的国家才再度回到了春天。
他们的国家才再度回到了春天。多

么美丽的再创作呀，
么美丽的再创作呀，内涵上完全超越了原
著，实在是难得。
实在是难得。
呀！您发现没有，
您发现没有，这首诗里，
这首诗里，不但寓意了唐
三藏的修行境界与心境
三藏的修行境界与心境，
的修行境界与心境，还隐藏了另外一个
事情，
事情，那些关于西行路上国度的信息。
那些关于西行路上国度的信息。
“红尘紫陌
红尘紫陌，
绮罗就
红尘紫陌，绮罗弦管，
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斗草传卮。”绮罗就
是绫罗绸缎的衣服了，
是绫罗绸缎的衣服了，弦管就是乐队的野外
露天演奏了，
露天演奏了，斗草主要是女士们爱玩的游戏
了，传卮多半是男士们在饮酒传杯。
传卮多半是男士们在饮酒传杯。红尘紫
陌呢，
陌呢，就是三界内人世间的京郊野外了呀。
就是三界内人世间的京郊野外了呀。
哎，不对呀，
不对呀，这他们一行人走了很久，
这他们一行人走了很久，离开
宝象国很久了呀。
自宝象国救了公主，
宝象国很久了呀。“自宝象国救了公主
自宝象国救了公主，承
君臣送出城西，
君臣送出城西，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
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夜住
晓行。
显然这里的京郊
晓行。却又值三春景候。
却又值三春景候。”显然这里的京郊
不是宝象国的京郊。
不是宝象国的京郊。但是，
但是，显然，
显然，这里也不
是他们西行路上要拜访的国家。
是他们西行路上要拜访的国家。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们一行路上，
他们一行路上，会路过一些国家，
路过一些国家，却跟他们
的修行没有关系，
的修行没有关系，或者说，
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
系。

哎！这不是又不对了，
这不是又不对了，我不是刚才还得意洋
洋的说，
洋的说，这是三藏的修行境界中对应的事
情，这是他的天地里发生的事情。
这是他的天地里发生的事情。怎么又跟
他没有直接关系了？
他没有直接关系了？比我聪明的朋友，
比我聪明的朋友，显
然，这是发挥您聪明才智的良机，
这是发挥您聪明才智的良机，猜一猜，
猜一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不定，
说不定，真的是我的思
维逻辑出现漏洞了呢。
维逻辑出现漏洞了呢。
西游记中，
西游记中，有不少饶有兴味的内容，
有不少饶有兴味的内容，从来没
有人细细的研究过。
有人细细的研究过。我希望从我们朋友们开
始，一起来琢磨琢磨。
一起来琢磨琢磨。比如，
比如，西游记中的每
一首诗，
一首诗，都跟修行有关系。
都跟修行有关系。甚至是描述到的
每一个妖怪的诗，
每一个妖怪的诗，也无一例外的有着修行上
的内涵。
内涵。要知道，
要知道，作者的每一段笔墨，
作者的每一段笔墨，都不
是白费的。
是白费的。
本人才疏学浅，
本人才疏学浅，很多东西不懂，
很多东西不懂，并且时间精
力也着实有限。
力也着实有限。西游记里面的人物身份、
西游记里面的人物身份、衣
着、言谈、
言谈、风俗、
风俗、等等，
等等，都值得深研。
都值得深研。我相
信中国有高人，
信中国有高人，能逐一解读这些跟唐三藏修
行息息相关的丰富内容。
行息息相关的丰富内容。还有比如小说中提

到的花押、
到的花押、斗草传卮等等。
斗草传卮等等。并且，
并且，窃以为，
窃以为，
如果您看出来了西游记中人物言谈跟修行的
那种对应、
那种对应、那种演变，
那种演变，完全可以看出来红楼
梦里面的道道了。
梦里面的道道了。红楼梦跟西游记一样，
红楼梦跟西游记一样，里
面有一根“大筋
面有一根 大筋”、
大筋 、有一根“龙脉
有一根 龙脉”。
龙脉 。每个人
物每个言行所在的层面上下交错、
物每个言行所在的层面上下交错、演化轮
回、推动着故事的前进，
推动着故事的前进，上界力量、
上界力量、在必要
的时候介入
的时候介入，
候介入，控制着全局。
控制着全局。
当然，
当然，所有这一切，
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心在变
化，所以：
所以：师徒们正行赏间，
师徒们正行赏间，又见一山挡
路。唐僧道：
徒弟们仔细。
唐僧道：“徒弟们仔细
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
前遇山高，恐
有虎狼阻挡。
行者道：
师父，
有虎狼阻挡。”行者道
行者道：“师父
师父，出家人莫说
在家话。
在家话。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
你记得那乌巢和尚的《心
经》云‘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无挂碍，
无挂碍，方无恐怖，
方无恐怖，远
离颠倒梦想’之言
离颠倒梦想 之言？
之言？但只是‘扫除
但只是 扫除
心上垢，
心上垢，洗净耳边尘。
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
不受苦中苦，难为人
上人。
你莫生忧虑，
上人。’你莫生忧虑
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
但有老孙，
就是塌下天来，
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
可保无事。怕甚么虎狼！
怕甚么虎狼！”

（2）
）怕什么来什么
作为唐三藏修行取经，
作为唐三藏修行取经，走路时间一长、
走路时间一长、遇不
到妖怪、
到妖怪、他就疲惫了，
他就疲惫了，他就心里总是想着要
休闲，
休闲，疲疲塌塌的想放弃修行。
疲疲塌塌的想放弃修行。当大家伙儿
遇到妖怪了、
遇到妖怪了、他被妖怪抓了，
他被妖怪抓了，然后他又吓傻
了，哆哆嗦嗦的想放弃修行。
哆哆嗦嗦的想放弃修行。这就是他的常
人心在作怪。
人心在作怪。你看他，
你看他，一碰见高山峻岭，
一碰见高山峻岭，他
就马上想到了虎豹狼虫，
就马上想到了虎豹狼虫，心里就慌慌张张
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由于他意志并非一直清
醒，并且是在枯燥疲累的修行路途上，
并且是在枯燥疲累的修行路途上，往往
是在乏味和难熬的痛苦煎熬下，
是在乏味和难熬的痛苦煎熬下，主动放弃自
己的结果。
己的结果。放弃自我的结果是什么？
放弃自我的结果是什么？恐怕跟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在这种细琐的折磨下，
在这种细琐的折磨下，
很快的，
很快的，我们的身心中就建立了一套自我放
弃、自我折磨的模式框架。
自我折磨的模式框架。建立起来了一套
完整的恐惧记忆的链条。
完整的恐惧记忆的链条。

这个链条一旦建立起来，
这个链条一旦建立起来，只能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越来越兴旺茂盛，
推移而越来越兴旺茂盛，缠绕着你的生命，
缠绕着你的生命，
控制着你思想的感受、
控制着你思想的感受、身体的反应，
身体的反应，并且让
你越来越认为：
你越来越认为：它就是你。
它就是你。
三藏就是这样，
三藏就是这样，所以，
所以，你孙悟空怎么跟他说
心经，
心经，说修炼上的话儿，
说修炼上的话儿，也不管用。
也不管用。要说道
理，他比你孙悟空都明白，
他比你孙悟空都明白，可是，
可是，可怜的
是，你让他通过一两次魔难、
你让他通过一两次魔难、考验就能去掉
这一套链条系统，
这一套链条系统，是断然不可能的。
是断然不可能的。你看三
藏怎么应对悟空的提醒。
我
藏怎么应对悟空的提醒。他说：
他说：“我
当年奉旨出长安，
当年奉旨出长安，只忆西来拜佛颜。
只忆西来拜佛颜。舍利国
中金像彩，
中金像彩，浮屠塔里玉毫斑。
浮屠塔里玉毫斑。寻穷天下无名
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历遍人间不到山。逐逐烟波重迭迭，
逐逐烟波重迭迭，几
时能彀此身闲？
时能彀此身闲？”
最后他来了一个反问句：
最后他来了一个反问句：哥哥我什么时候才
哥哥我什么时候才
能让这个疲累的身体清闲下来呀？
能让这个疲累的身体清闲下来呀？看见了
吧，他是有点累的怕了，
他是有点累的怕了，他是开始因为身体
的疲累、
的疲累、觉得取经的事情应该靠后站站了。
觉得取经的事情应该靠后站站了。
这就是前面他遇到的六贼之一：
这就是前面他遇到的六贼之一：身本忧。
身本忧。

三藏话里的问题，
三藏话里的问题，马上被孙悟空揪住了空
当，行者闻说，
行者闻说，笑呵呵道：
笑呵呵道：“师要身闲
师要身闲，
师要身闲，有
何难事？
是呀，
何难事？”是呀
是呀，如果你想要身闲，
如果你想要身闲，咱们马
上就可以做到，
上就可以做到，撂下挑子、
撂下挑子、放弃修行就马上
实现了。
实现了。如果你不想放弃修行，
如果你不想放弃修行，那么想想
吧，将来你修成之后，
将来你修成之后，万缘都罢，
万缘都罢，诸法皆
空。造成你所有痛苦的，
造成你所有痛苦的，说到底都是因缘。
说到底都是因缘。
因缘就是业力，
因缘就是业力，在英文中，
在英文中，因缘、
因缘、业力、
业力、因
果，都是一个词儿：
。修成之后，
都是一个词儿：Karma。
修成之后，善
缘恶缘全部消失
缘恶缘全部消失，
全部消失，那时候、
那时候、自然而然的什么
痛苦都没有了，
痛苦都没有了，而且是永远的都不会再有
了。
三藏一听，
三藏一听，心里不悦，
心里不悦，可是也不像以前那样
马上就火冒三丈，
马上就火冒三丈，刚刚吃过跟悟空对着干的
苦、知道悟空是对的。
知道悟空是对的。可是同时，
可是同时，三藏他真
的做不到悟空期待的那样、
的做不到悟空期待的那样、马上就舍掉了这
些人心的执著，
些人心的执著，所以，
所以，长老闻言，
长老闻言，只得乐以
忘忧。
忘忧。什么叫“乐以忘忧
什么叫 乐以忘忧”？
乐以忘忧 ？就是转移注意
力，用表面的快乐、
用表面的快乐、来掩盖内心的忧愁。
来掩盖内心的忧愁。

孙悟空也发现了，
孙悟空也发现了，三藏对心经的理解很有问
题、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所以就自己编了一个浅显易
懂的顺口溜“扫除心上垢
懂的顺口溜 扫除心上垢，
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
洗净耳边尘。不
受苦中苦，
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难为人上人。”
“扫除心上垢
扫除心上垢，
似乎跟神秀说
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
洗净耳边尘。”似乎跟神秀说
的偈子有点像？
身是菩提树，
的偈子有点像？神秀说：
神秀说：“身是菩提树
身是菩提树，心
如明镜台，
神
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莫使惹尘埃。”神
秀不是不如慧能的档次高吗？
秀不是不如慧能的档次高吗？弘忍认为神秀
未见本性，
未见本性，未付衣法给神秀，
未付衣法给神秀，而是传给了慧
能。慧能说：
菩提本无树，
慧能说：“菩提本无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何处惹尘埃。”
神秀说的是修行过程中的状态，
神秀说的是修行过程中的状态，慧能说的是
圆满之后的状态。
圆满之后的状态。一个一般人，
一个一般人，你绝对不可
能进入慧能那种状态、
能进入慧能那种状态、也绝对不能理解他说
的最终含义的。
的最终含义的。现在的唐三藏、
现在的唐三藏、也是处于修
行的过程中。
行的过程中。
但是可怜的三藏，
但是可怜的三藏，修行过程中的修心，
修行过程中的修心，他现
在也相当的困难。
在也相当的困难。孙悟空说的“不受苦中
孙悟空说的 不受苦中
苦，难为人上人。
他现在还完全不能理
难为人上人。”他现在还完全
他现在还完全不能理

解、没概念呢。
没概念呢。苦中之苦是什么？
苦中之苦是什么？想必各位
也不太清楚。
也不太清楚。那么什么是人上人呢？
那么什么是人上人呢？是当官
发财吗？
发财吗？是名动江湖吗？
是名动江湖吗？还是可以随便欺负
人？
人上人指的是更高境界的人，
人上人指的是更高境界的人，跟财大气粗拳
头硬腰杆壮没有关系。
头硬腰杆壮没有关系。三藏目前需要修的这
一层境界，
山高蔽日遮星斗，
一层境界，是“山高蔽日遮星斗
山高蔽日遮星斗，时逢妖兽
与苍狼。
人心繁盛、
与苍狼。草径迷漫难进马，
草径迷漫难进马，……”人心繁盛
人心繁盛、
荒草芜棵的。
荒草芜棵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神变化出来
的樵夫来，
的樵夫来，在这里表演伐树砍柴给他看，
在这里表演伐树砍柴给他看，示
意他修心。
意他修心。
这个老樵夫，
这个老樵夫，真不是盖的，
真不是盖的，就冲着唐三藏吼
了一嗓子，
了一嗓子，但见那话语如同凌厉的钢斧一
样、飞向了三藏心里面恐惧的枯柴：
飞向了三藏心里面恐惧的枯柴：
“那西进的长老
那西进的长老！
那西进的长老！暂停片时。
暂停片时。我有一言奉
告：此山有一伙毒魔狠怪，
此山有一伙毒魔狠怪，专吃你东来西去
的人哩。
的人哩。”

（3）
）颠倒的梦想要先颠倒过来
老樵夫一句话，
老樵夫一句话，真真的戳中了唐三藏的麻
骨，就完全跟条件反射一样，
就完全跟条件反射一样，当即让他长老
闻言，
闻言，魂飞魄散，
魂飞魄散，战兢兢坐不稳雕鞍。
战兢兢坐不稳雕鞍。
我就说吧，
我就说吧，这时候三藏执著一上来，
这时候三藏执著一上来，他的身
体就基本上不属于他自己的了。
体就基本上不属于他自己的了。而这神仙变
化的樵夫，
化的樵夫，也真是心狠，
也真是心狠，就直直的上来就戳
他身上的机关，
他身上的机关，让那恐惧的链条马上就兴奋
的运作起来。
的运作起来。
三藏的恐惧表现，
三藏的恐惧表现，让他自己魂飞魄散，
让他自己魂飞魄散，让读
者们觉得好气好笑，
者们觉得好气好笑，让修行人看起来心里别
有一番滋味，
有一番滋味，而神仙们怎么看呢？
而神仙们怎么看呢？神仙们根
本就不把他的恐惧当回事
本就不把他的恐惧当回事。
不把他的恐惧当回事。恐惧只是一个表
现，就像生病的表现一样，
就像生病的表现一样，里面有病因，
里面有病因，让
三藏体味到自己恐惧背后有原因才是目的
呢。

当然，
当然，三藏没有这样好的悟性。
三藏没有这样好的悟性。他首先是想
到自己神通广大的徒弟们给自己撑腰。
到自己神通广大的徒弟们给自己撑腰。这时
候你看他，
候你看他，又是完全跟条件反射一样的快
速——
急回头，
你听那樵夫报道‘此
急回头，忙呼徒弟道：
忙呼徒弟道：“你听那樵夫报道
你听那樵夫报道 此
山有毒魔狠怪。
谁敢去细问他一问？
山有毒魔狠怪。’谁敢去细问他一问
谁敢去细问他一问？”
看来，
看来，三藏真的是完全给吓住了，
三藏真的是完全给吓住了，你看他说
话的用词，
话的用词，他问徒弟们“谁敢
他问徒弟们 谁敢”，
谁敢 ，说明他自己
是真的不敢的。
是真的不敢的。他不敢面对的是谁呢？
他不敢面对的是谁呢？是一
个不是妖魔鬼怪、
个不是妖魔鬼怪、甚至也不是坏人的老樵
夫。人家就一句话，
人家就一句话，人家话的内容，
人家话的内容，就让他
如此恐惧。
此恐惧。并且，
并且，让他如此恐惧、
让他如此恐惧、甚至不敢
去做的事情，
去做的事情，居然只是“细问
居然只是 细问”一下具体内
细问 一下具体内
容。
我相信，
我相信，诸位跟三藏有过类似的经历，
诸位跟三藏有过类似的经历，猛然
间，被人说中了心里最害怕的事情，
被人说中了心里最害怕的事情，然后，
然后，
连人家的脸都不敢看一眼了，
连人家的脸都不敢看一眼了，心里直是恨不
得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得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出现过这个

人、人家没有说出过那句话。
人家没有说出过那句话。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到
底是为什么呢？
底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般人、
作为一般人、是讨债的前缘来了，
是讨债的前缘来了，作为修行
人、也是讨债的前缘来了。
也是讨债的前缘来了。三藏为什么会恐
惧？就是他面对的债主、
就是他面对的债主、前来讨债、
前来讨债、要他还
账了。
账了。什么时候欠下的债？
什么时候欠下的债？不清楚。
不清楚。但是不
管我们清楚不清楚，
管我们清楚不清楚，有一点我们清楚，
有一点我们清楚，那就
是，现在人家就要跟他结帐了。
现在人家就要跟他结帐了。
或许有朋友会说，
或许有朋友会说，还账有什么痛苦可怕的
嘛！还就是了，
还就是了，大老爷们的，
大老爷们的，借得起还不
起？当然是了，
当然是了，还账当然不能说可怕、
还账当然不能说可怕、让人
恐惧。
恐惧。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什么人我们看见他还账
的时候不肯认账、
的时候不肯认账、拒绝还账、
拒绝还账、甚至还埋怨催
债人霸他的财产？
债人霸他的财产？如果看见这样的人，
如果看见这样的人，你一
定会觉得，
定会觉得，这人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
这人怎么一点担当都没有
可是，
可是，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烦
恼、麻烦、
麻烦、烦心等等，
烦心等等，说到底，
说到底，还真的都是
债主在催债呢。
债主在催债呢。这时候，
这时候，估计我们就不会那
么淡定、
么淡定、那么坦然了，
那么坦然了，估计我们都是跟三藏

一样、
一样、先是慌张、
先是慌张、再是找靠山、
再是找靠山、最后躲不过
了还不放过老天、
了还不放过老天、把老天拿来埋怨一顿。
把老天拿来埋怨一顿。
其实，
其实，前面我倒是真不用这么絮叨的说这么
前面我倒是真不用这么絮叨的说这么
一大通，
一大通，因为，
因为，我们尊敬的悟空，
我们尊敬的悟空，早就说穿
了一切，
了一切，一切都是因为前缘。
一切都是因为前缘。要想终结这所
有的痛苦、
有的痛苦、烦恼、
烦恼、恐惧、
恐惧、挂碍，
挂碍，就得修成正
果，因为修行过程就是了解这一切恩怨之缘
的。修成了之后“万缘都罢
等
修成了之后 万缘都罢，
万缘都罢，诸法皆空。
诸法皆空。”等
到你修成了，
到你修成了，想要不幸福都难，
想要不幸福都难，修成了“那
修成了 那
时节，
时节，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
却不是身闲也？”
修行的修心、
修行的修心、是个精细活，
是个精细活，很精微的。
很精微的。三藏
还不能这么精细的掌握，
还不能这么精细的掌握，说句不好听的，
说句不好听的，他
现在的修行技术、
现在的修行技术、在我看来还是相当的傻大
黑粗。
心无挂碍；
黑粗。“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无挂碍，
无挂碍，方无恐怖，
方无恐怖，远
离颠倒梦想。
扫除心上垢，
离颠倒梦想。”“扫除心上垢
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
洗净耳边尘。
不受苦中苦，
这两句话，
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难为人上人。”这
两句话，其
实是个修心的技术，
实是个修心的技术，要去掉心上的挂碍、
要去掉心上的挂碍、这
些挂碍就是心上的污垢、
些挂碍就是心上的污垢、耳边的灰尘。
耳边的灰尘。如何
去掉？
去掉？就是扫除、
就是扫除、洗净，
洗净，这些东西扫去了、
这些东西扫去了、

洗掉了，
洗掉了，自然就无恐怖了、
自然就无恐怖了、没有了颠倒梦
想。
为何？
为何？因为你、
因为你、我、他所有人的所有的恐
怖、颠倒梦想、
颠倒梦想、爱欲情仇、
爱欲情仇、名利情，
名利情，就是这
些污垢、
些污垢、灰尘、
灰尘、挂碍给我们制造的、
挂碍给我们制造的、它们给
制造的！
制造的！
然后，
然后，孙悟空主动出场了，
孙悟空主动出场了，虽然他这时候还
没看出来这老樵夫就是天神日值功曹所化，
没看出来这老樵夫就是天神日值功曹所化，
但是他却跟这老樵夫，
但是他却跟这老樵夫，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详细讲解
了如何修心。
了如何修心。孙悟空奉命出场，
孙悟空奉命出场，拽开步，
拽开步，径
上山来，
上山来，对樵子叫声“大哥
对樵子叫声 大哥”，
大哥 ，道个问讯。
道个问讯。
咦！之前一向高傲的孙悟空
之前一向高傲的孙悟空，这次见到了常
人表现的老樵夫、
人表现的老樵夫、居然没有张口喊人家老
儿、也没有自抬五百年的身价，
也没有自抬五百年的身价，而是礼貌的
称呼人家大哥咧。
称呼人家大哥咧。这是为何？
这是为何？
应该说，
应该说，一方面是悟空的修行心性也在进
步。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之前老樵夫的
出场，
出场，很有气概。
很有气概。小说如此写道：
小说如此写道：长老勒马

观山，
观山，正在难行之处。
正在难行之处。只见那绿莎坡上，
只见那绿莎坡上，仁
立着一个樵夫。
立着一个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
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老蓝毡笠，
头戴一顶老蓝毡笠，身穿一领毛皂袖衣。
身穿一领毛皂袖衣。老
蓝毡笠，
蓝毡笠，遮烟盖日果稀奇；
遮烟盖日果稀奇；毛皂衲衣，
毛皂衲衣，乐以
忘忧真罕见。
忘忧真罕见。手持钢斧快磨明，
手持钢斧快磨明，刀伐干柴收
束紧。
束紧。担头春色，
担头春色，幽然四序融融；
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闲
情，常是三星淡淡。
常是三星淡淡。到老只于随分过，
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
荣辱暂关山？
荣辱暂关山？
这老樵夫，
这老樵夫，显然，
显然，不只是三藏一个人瞧见
了，他们师徒全都瞧见了。
他们师徒全都瞧见了。先说三藏瞧见樵
夫的时候，
夫的时候，心里正在想什么呢？
心里正在想什么呢？他正在心里
犯嘀咕“草径迷漫难进马
犯嘀咕 草径迷漫难进马，
草径迷漫难进马，怎得雷音见佛
王？”
而瞧见老樵夫的时候，
而瞧见老樵夫的时候，他一转念，
他一转念，又在想什
么呢？
么呢？他心里的想法，
他心里的想法，在这首诗里面有交代
了，他从樵夫的身上，
他从樵夫的身上，看到了他觉得罕见的
“乐以忘忧
乐以忘忧”，
乐以忘忧 ，看到了“四序融融
看到了 四序融融”，
四序融融 ，还看到
了“身外闲情
身外闲情”，
身外闲情 ，甚至是，
甚至是，老樵夫的淡泊气
魄，马上深深的感染了他、
马上深深的感染了他、让他从烦躁犹豫

中清净下来，
中清净下来，促使他悠然的联想起来、
促使他悠然的联想起来、豁达
起来“到老只于随分过
起来 到老只于随分过，
有何荣辱暂关山。”
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荣辱暂关山。
“常是三星淡淡
常是三星淡淡”，
常是三星淡淡 ，三星是什么星，
三星是什么星，会如此黯
淡？哈哈，
哈哈，这个淡淡不是黯淡的意思，
这个淡淡不是黯淡的意思，是淡
泊、淡然、
淡然、清淡的意思。
清淡的意思。那么这个三星、
那么这个三星、是
什么星？
什么星？不是前面的福禄寿三星，
不是前面的福禄寿三星，是指的心
宿三星，
宿三星，是主心的星。
是主心的星。用在这里，
用在这里，是指一个
人的心。
人的心。
面对老樵夫、
面对老樵夫、不是三藏一个人感到了那种高
贵的淡泊情绪，
贵的淡泊情绪，他们师徒四人都感觉到了。
他们师徒四人都感觉到了。
所以，
所以，这种高贵情绪是如此的明晰、
这种高贵情绪是如此的明晰、气场强
大，就让孙悟空也肃然端庄了些。
就让孙悟空也肃然端庄了些。
从老樵夫不张口就传递出来的信息，
从老樵夫不张口就传递出来的信息，你就知
道，往下，
往下，他要跟孙悟空一起教三藏什么道
理了。
理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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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烟盖日果稀奇
遮烟盖日果稀奇”，
遮烟盖日果稀奇 ，这是屏蔽外扰的心理姿
态。“乐以忘忧真罕见
乐以忘忧真罕见”，
乐以忘忧真罕见 ，以三藏水平这是从
以三藏水平这是从
执著中自拔的手段。
手持钢斧快磨明，
执著中自拔的手段。“手持钢斧快磨明
手持钢斧快磨明，刀
伐干柴收束紧。
多么直观明了的比喻呀，
伐干柴收束紧。”多么直观明了的比喻呀
多么直观明了的比喻呀，
关于修心、
关于修心、关于去执著。
关于去执著。如果能做到快斧断
干柴、
干柴、果断去掉那些没有的属于死去的却又
长在你身上的执著、
长在你身上的执著、并且牢牢地束缚砍去的
执著，
执著，那么，
那么，自然就会走向“身外闲情
自然就会走向 身外闲情，
身外闲情，常
是三星淡淡。
是三星淡淡。到老只于随分过，
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荣辱暂
关山？
关山？”
是呀，
是呀，我知道，
我知道，您做不到、
您做不到、或者说经常做不
到，可能正在为此苦恼呢。
可能正在为此苦恼呢。因为，
因为，如果想做
到这一步，
到这一步，肯定要认识什么是你身心上的干
柴，还要有决心去砍掉这些干柴。
还要有决心去砍掉这些干柴。不但要有
砍伐自己干柴的决心，
砍伐自己干柴的决心，还要有斧子慧剑。
还要有斧子慧剑。不
但要有斧，
但要有斧，还要能把你的钢斧快磨明。
还要能把你的钢斧快磨明。

心中的明斧，
中的明斧，可不是你的狠心，
可不是你的狠心，狠心是凶
狠，凶狠才是干柴枯枝。
凶狠才是干柴枯枝。真正的明斧用的大
意，应作如是观————
应作如是观
就是下面悟空和伽蓝护法的猿樵问对。
就是下面悟空和伽蓝护法的猿樵问对。不得
不先说，
不先说，跟您想象中的果敢和坚决、
跟您想象中的果敢和坚决、相去甚
远。
樵夫答礼道：
长老啊，
樵夫答礼道：“长老啊
长老啊，你们有何缘故来
此？”行者道
行者道：
不瞒大哥说，
行者道：“不瞒大哥说
不瞒大哥说，我们是东土差
来西天取经的。
来西天取经的。那马上是我的师父，
那马上是我的师父，
他有些胆小。
他有些胆小。适蒙见教，
适蒙见教，说有甚么毒魔狠
怪，故此我来奉问一声：
故此我来奉问一声：那魔是几年之魔，
那魔是几年之魔，
怪是几年之怪？
怪是几年之怪？还是个把势，
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
行？烦大哥老实说说，
烦大哥老实说说，我好着山神、
我好着山神、土地递
解他起身。
解他起身。”
面对相貌狰狞的孙悟空，
面对相貌狰狞的孙悟空，老樵夫毫无惧色。
老樵夫毫无惧色。
樵夫所问的是，
樵夫所问的是，长老，
长老，你有何缘故来此。
你有何缘故来此。老
樵夫所说的缘故，
樵夫所说的缘故，缘是前缘、
缘是前缘、前世之缘，
前世之缘，故
是后故、
是后故、今生之故。
今生之故。孙悟空的回答，
孙悟空的回答，没有回
答前缘，
答前缘，只回答了今生之故，
只回答了今生之故，悟空他坦诚的

说出来到达此地的原因“我们是东土差来西
说出来到达此地的原因 我们是东土差来西
天取经的。
并且，
天取经的。”并且
并且，孙悟空还一点不遮家丑
的自曝其短“那马上是我的师父
的自曝其短 那马上是我的师父，
那马上是我的师父，他有些胆
小。”
悟空为何要向老樵夫提及自己的师父呢？
悟空为何要向老樵夫提及自己的师父呢？显
然，一种最大的可能是，
一种最大的可能是，之前老樵夫是冲着
唐三藏师父吼话的。
唐三藏师父吼话的。为何我这么判断？
为何我这么判断？乃是
因为，
因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来，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来，唐三藏一直是
衣冠周整的和尚打扮，
衣冠周整的和尚打扮，并且光着脑壳，
并且光着脑壳，一看
就是个和尚。
就是个和尚。再者，
再者，老樵夫站在岩石上看，
老樵夫站在岩石上看，
只有唐三藏骑在马上，
只有唐三藏骑在马上，一眼就看到的，
一眼就看到的，应该
就是他。
就是他。
悟空提及三藏，
悟空提及三藏，等于是解决老樵夫眼里的疑
虑，为何冲着唐三藏喊话，
为何冲着唐三藏喊话，三藏却调转马头
躲起来，
躲起来，然后跳出来一只毛绒绒的猴子跟自
己问询。
己问询。
然后孙悟空接着询问关于魔怪的详情，
然后孙悟空接着询问关于魔怪的详情，就引
出一番看上去啰嗦无趣，
出一番看上去啰嗦无趣，实际上是修行要害
的事情来。
的事情来。修行中的人、
修行中的人、面对前途，
面对前途，有几个

懂得去问询魔难的来由、
懂得去问询魔难的来由、魔怪的来历的？
魔怪的来历的？很
少。并且，
并且，神仙变化成俗人、
神仙变化成俗人、或演化出俗
事、或利用俗人俗事，
或利用俗人俗事，来点化修行人注意魔
怪的时候，
怪的时候，有几个人会察觉是点化、
有几个人会察觉是点化、会当回
事的？
事的？很少。
很少。
修行人，
修行人，如果看不见魔怪、
如果看不见魔怪、看不见神仙的情
况下，
况下，如唐三藏，
如唐三藏，遇到魔难的时候，
遇到魔难的时候，就胆怯
就胆怯
退缩。
退缩。如果看不见又不退缩，
如果看不见又不退缩，那一刻就是孙
悟空。
悟空。为何？
为何？难道如果真的不退缩了就会跟
孙悟空一样忽然天眼大开了？
孙悟空一样忽然天眼大开了？不会的，
不会的，肯定
不会的。
不会的。
但是，
但是，修行人，
修行人，每一个修行人，
每一个修行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在关难来临之前、
在关难来临之前、特别是一些重大关难来临
之前，
之前，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式的点化。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形式的点化。有时
候，是忽然有一个人给你说了一句很奇怪的
话，但是这个人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却浑然
不觉。
不觉。有时候，
有时候，是忽然周围发生了一件“奇
是忽然周围发生了一件 奇
怪的”事情
怪的 事情。
事情。有时候，
有时候，干脆是，
干脆是，忽然你就一
闪念、
闪念、有一个警醒的意念出现在你的思想

中，那一刻、
那一刻、你平静、
你平静、理智，
理智，很清晰的知
道，这不是干扰、
这不是干扰、也不是杂念。
也不是杂念。
那一刻，
那一刻，就看你修行人会不会灵了。
看你修行人会不会灵了。如果你
灵的话，
灵的话，就会像孙悟空这样，
就会像孙悟空这样，无执念无恐怖
忧愁的静静的去探寻那魔难背后东西，
忧愁的静静的去探寻那魔难背后东西，究竟
是何方来历、
是何方来历、根源何处、
根源何处、能力如何。
能力如何。这个不
是好奇心能驱使你探究明白的，
是好奇心能驱使你探究明白的，知道去探究
这背后根源的修行人，
这背后根源的修行人，是因为他具备了一种
修正天地筋脉的能力……
修正天地筋脉的能力
这跟一般神仙的那种开天辟地、
这跟一般神仙的那种开天辟地、支配下界运
作还不同。
作还不同。他们是从上往下的修正。
他们是从上往下的修正。而孙悟
空这种能力，
空这种能力，是从下界修上来，
是从下界修上来，然后修正他
所未达高境界的能力。
所未达高境界的能力。他这种修正，
他这种修正，不是根
据自己喜好、
据自己喜好、或自己的下界经验，
或自己的下界经验，大刀阔斧
的改革。
的改革。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什么，往下继续看就知道了。
往下继续看就知道了。樵子闻言，
樵子闻言，
仰天大笑道：
你原来是个风和尚
行者
仰天大笑道：“你原
你原来是个风和尚。
来是个风和尚。”行者
道：“我不风啊
我不风啊，
我不风啊，我是老实话。
我是老实话。”

老樵夫听他这么说，
老樵夫听他这么说，来了精神，
来了精神，就忽然灵机
一动，
一动，要激将激将孙悟空，
要激将激将孙悟空，套出些新鲜有趣
的修行人的经验来。
的修行人的经验来。然后这一激，
然后这一激，孙悟空就
毫不犹豫的中招了。
毫不犹豫的中招了。
樵子道：
你说是老实，
樵子道：“你说是老实
你说是老实，便怎敢说把他递解
起身？
行者道：
你这等长他那威风，
起身？”行者道
行者道：“你这等长他那威风
你这等长他那威风，胡言
乱语的拦路报信，
乱语的拦路报信，莫不是与他有亲？
莫不是与他有亲？
不亲必邻，
不亲必邻，不邻必友。
不邻必友。”
由于急于想知道孙悟空的答案，
由于急于想知道孙悟空的答案，于是老樵夫
就有些操之过急，
就有些操之过急，急翘翘的问孙悟空如何一
个递解之法。
个递解之法。然而这一急，
然而这一急，话里面露出点破
绽，马上给孙悟空抓住。
马上给孙悟空抓住。由于妖魔实在是厉
害，他心里非常清楚，
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就顺理成章的用
所以就顺理成章的用
了一个“怎敢
了一个 怎敢”。
怎敢 。孙悟空一听马上就觉得不对
头，怎么面前这人，
怎么面前这人，怎么会这么认可吃人成
性的妖魔？！
性的妖魔？！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于是马上就质疑
樵夫。
樵夫。
孙悟空的反应，
孙悟空的反应，实在是一等一的机警，
实在是一等一的机警，他马
上意识到，
上意识到，面前这让跟妖魔可能有渊源，
面前这让跟妖魔可能有渊源，闹

不好，
不好，可能也是一个妖魔呢，
可能也是一个妖魔呢，所以就咄咄逼
人的质问起来人家。
人的质问起来人家。我知道，
我知道，非常多的修行
人，面对一个常人，
面对一个常人，基本上是分不清这人嘴
巴里说出来的话，
巴里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利用常
人的大脑和嘴巴。
人的大脑和嘴巴。所以就觉得，
所以就觉得，孙悟空这种
机警，
机警，实在是万里挑一都难的。
实在是万里挑一都难的。
樵子笑道：
你这个疯泼和尚，
樵子笑道：“你这个疯泼和尚
你这个疯泼和尚，忒没道理。
忒没道理。
我倒是好意，
我倒是好意，特来报与你们。
特来报与你们。教你们走路
时，早晚间防备，
早晚间防备，你倒转赖在我身上。
你倒转赖在我身上。且莫
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
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就晓得啊，
就晓得啊，你敢把他
怎么的递解？
怎么的递解？解往何处？
解往何处？”
行者道：
若是天魔，
行者道：“若是天魔
若是天魔，解与玉帝；
解与玉帝；若是土
魔，解与土府。
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
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
东方的归圣。
北方的解与真武，
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
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
解与海主，
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
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
向。我老孙到处里人熟，
我老孙到处里人熟，发一张批文，
发一张批文，把他
连夜解着飞跑。
连夜解着飞跑。”
神仙就是神仙，
神仙就是神仙，脑筋也是一等一的灵光。
脑筋也是一等一的灵光。人
家老樵夫毫无惧色、
家老樵夫毫无惧色、一点也不慌张，
一点也不慌张，几乎是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把孙悟空的飞刀给转
了方向，
了方向，掉头飞向了孙悟空，
掉头飞向了孙悟空，并且，
并且，在刀头
上涂了些刺激性的兴奋剂：
你敢把他怎么
上涂了些刺激性的兴奋剂：“你敢把他怎么
的递解？
现在，
的递解？解往何处？
解往何处？”现在
现在，不是孙悟空向
他问询，
他问询，而是改成他他向孙悟空问询了。
而是改成他他向孙悟空问询了。
然后孙悟空的回答，
然后孙悟空的回答，尽显修行的深厚功底。
尽显修行的深厚功底。
他可以尽查妖魔的来历出身，
他可以尽查妖魔的来历出身，可以解释掉妖
魔回归它的本源，
魔回归它的本源，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四方与海里阴
间。孙悟空这个递解妖魔的本领，
孙悟空这个递解妖魔的本领，等于说他
可以从根源上调理妖魔、
可以从根源上调理妖魔、让其各归其位、
让其各归其位、各
归其主。
归其主。
你可能不太清楚我说的事情，
你可能不太清楚我说的事情，跟修行什么关
系、跟具体修行中的日常琐碎繁事有什么直
接关联。
接关联。

（5）
）符咒
孙悟空说的递解，
孙悟空说的递解，是押解的解，
是押解的解，但是，
但是，同时
就是解开死结的解。
就是解开死结的解。各归其位，
各归其位，就是揭开死
结。死结是什么结？
死结是什么结？乃是怨恨仇、
乃是怨恨仇、爱欲痴所
营造的，
营造的，前生前世的言行招来的。
前生前世的言行招来的。
很多人没有孙悟空这样的火眼金睛，
很多人没有孙悟空这样的火眼金睛，看不到
妖魔。
妖魔。但是每个人应该都有点心眼吧，
但是每个人应该都有点心眼吧，一点
灵根尚存，
灵根尚存，可以学习这个世界的构造理论，
可以学习这个世界的构造理论，
可以掌握世界上下轮转运行的大规律，
可以掌握世界上下轮转运行的大规律，可以
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掌握自身人身正常运作
的规律。
的规律。其实，
其实，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
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就应
该知道什么是不正常的了。
该知道什么是不正常的了。知道了不正常
的，就自然可以达致百邪难侵的，
就自然可以达致百邪难侵的，也就是说
，如果你掌握了真实的知识、
如果你掌握了真实的知识、文化、
文化、道德伦
理，你真的甚至可以不知道妖魔的存在和运
作、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有的修行人有了孙悟空这样的火眼金
睛，往往也不容易对妖魔能如此犀利的分
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的人、往往是唐三藏式的修行心
态，要么一揽子肯定、
要么一揽子肯定、要么一棍子打死。
要么一棍子打死。
孙悟空所说八方妖魔，
孙悟空所说八方妖魔，乃是人在不同生世不
同境界所招惹的，
同境界所招惹的，现在他如果要修行了返回
去，就不得不在每一阶层都把这些自己亲手
打下的死结、
打下的死结、恩怨，
恩怨，一个一个的了解。
一个一个的了解。通过
西游记中描写到的众多魔难，
西游记中描写到的众多魔难，就可以想见，
就可以想见，
唐三藏以前曾经干过多少的浑球事。
唐三藏以前曾经干过多少的浑球事。
但是，
但是，也不总是都是以前自己造下的恶，
也不总是都是以前自己造下的恶，有
时候，
时候，是为了担当更多的责任。
是为了担当更多的责任。究竟是哪种
情况就看你要修成到哪个地步了。
情况就看你要修成到哪个地步了。就像猪八
戒，很多魔难，
很多魔难，就是为了去他的愚痴。
就是为了去他的愚痴。而沙
和尚，
和尚，一路上基本上属于默默无闻，
一路上基本上属于默默无闻，因为他
本来就不想承担更大的责任，
本来就不想承担更大的责任，一路主要是出
苦力吃苦、
苦力吃苦、消掉自己伤生所造下的大恶。
消掉自己伤生所造下的大恶。可
是孙悟空和唐三藏就不同了，
是孙悟空和唐三藏就不同了，他们要掌握如
何为别人承担责任，
何为别人承担责任，所以就显得非常难、
所以就显得非常难、也

很痛苦。
很痛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作为修行人，
作为修行人，
一般是根本分不清的、
一般是根本分不清的、如果让你分清，
如果让你分清，那你
不可能修了。
不可能修了。
孙悟空面对伽蓝神说话，
孙悟空面对伽蓝神说话，实际上，
实际上，旁边还起
码有三双耳朵应该听，
码有三双耳朵应该听，那就是唐三藏他们三
个。而孙悟空如此要害的修炼诀窍，
而孙悟空如此要害的修炼诀窍，猪八戒
压根儿就没进耳朵、
压根儿就没进耳朵、沙和尚不清楚啥反应，
沙和尚不清楚啥反应，
唐三藏呢，
唐三藏呢，我估计，
我估计，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
听热闹呢，
听热闹呢，这时候的他，
这时候的他，还真的无法懂。
还真的无法懂。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
你这个疯泼和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这个疯泼和
尚，想是在方上云游，
想是在方上云游，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
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
术，只可驱邪缚鬼，
只可驱邪缚鬼，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
怪哩。
怪哩。”
行者道：
怎见他狠毒？
伽蓝神听闻孙悟空
行者道：“怎见他狠毒
怎见他狠毒？”伽蓝神听闻孙悟空
如是讲解，
如是讲解，居然呵呵冷笑起来，
居然呵呵冷笑起来，你道是为
何？因为孙悟
空所说的递解之道，
空所说的递解之道，跟他们将要面对的妖
魔，并不沾边。
并不沾边。那魔怪，
那魔怪，不是天魔、
不是天魔、不是土
魔，也不是孙悟空所熟络的哪一种。
也不是孙悟空所熟络的哪一种。

然后人家就开始打击孙悟空的信心了。
然后人家就开始打击孙悟空的信心了。就说
他上面的法儿都是小道小术，
他上面的法儿都是小道小术，就是书符咒水
的低档法术、
的低档法术、也就是弄些招邪招鬼、
也就是弄些招邪招鬼、驱邪缚
鬼的勾当，
鬼的勾当，糊弄糊弄无神论者、
糊弄糊弄无神论者、有鬼论者也
就罢了。
就罢了。
说真的，
说真的，如果说糊弄人，
如果说糊弄人，那些低档法术也的
确能玩的跟孙悟空一样的样子，
确能玩的跟孙悟空一样的样子，尽管不起多
少作用
少作用，尽管孙悟空不会屑于玩这么低档的
把戏。
把戏。孙悟空要施展符咒的话，
孙悟空要施展符咒的话，比那些低档
道士和尚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道士和尚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孙悟空一听
人家这内行话就楞住了，
人家这内行话就楞住了，知道眼前这个樵
夫、并不是一般的凡俗人、
并不是一般的凡俗人、起码是个正人君
子、内行。
内行。
符咒之术，
符咒之术，现在人们基本上无法得知原貌
了。日常说话中，
日常说话中，往往大量运用，
往往大量运用，也不知道
。符咒术也是一种祷术，
符咒术也是一种祷术，这种祷术就是通灵
术，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跟其他时空中的生
灵沟通的、
灵沟通的、用来请求他们、
用来请求他们、或用来役使
他们。
他们。关于役使下界神鬼低灵，
关于役使下界神鬼低灵，西游记中描

写到很多，
写到很多，但是关于反被召唤来的生灵奴役
的事情，
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描写了。
就完全没有描写了。
因为过去的人，
因为过去的人，几乎不会召唤下界灵体来奴
几乎不会召唤下界灵体来奴
役自己的。
役自己的。可是我说了，
可是我说了，现在的人们，
现在的人们，并不
知道有符咒之术、
知道有符咒之术、或者不相信、
或者不相信、或者当作
荒诞的玩笑而已。
荒诞的玩笑而已。所以很多符咒已经通过思
想观念的变形、
想观念的变形、进入日常生活，
进入日常生活，只
是所有熟练运用的人、
是所有熟练运用的人、竟然不知道自己在施
咒。
其实，
其实，骂人就是一种咒术演变过来的，
骂人就是一种咒术演变过来的，就是
一种恶咒术。
一种恶咒术。很早的古代，
很早的古代，全世界的人都不
懂骂人，
懂骂人，因为当时有恶咒这种咒术，
因为当时有恶咒这种咒术，所有人
都知道，
都知道，恶咒轻易不能施用。
恶咒轻易不能施用。
为什么叫恶咒？
为什么叫恶咒？主要有两方面，
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召
唤恶灵、
唤恶灵、施恶于自己仇恨之人，
施恶于自己仇恨之人，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则是这种咒术乃是一种杀敌 800，
，自伤
2000 的自我残害，
的自我残害，两败俱伤为结局，
两败俱伤为结局，为了
解决自己的仇恨问题。
解决自己的仇恨问题。傻子往往不知道这其
中的要害。
中的要害。你看西游记中，
你看西游记中，喜欢骂人的其实

是唐三藏、
是唐三藏、猪八戒。
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和尚就不骂
人，就连那些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妖怪、
就连那些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妖怪、都不
喜欢骂人。
喜欢骂人。
咒术通灵有两种，
咒术通灵有两种，一种是画符，
一种是画符，这个需要训
练有素的修行人，
练有素的修行人，屈原就是干这个的，
屈原就是干这个的，但是
他显然是日久年深的入了歧途。
他显然是日久年深的入了歧途。另一种就是
拿自己作符、
拿自己作符、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这两种如果用于
作恶、
作恶、如果又是普通人，
如果又是普通人，后果比较严重。
后果比较严重。
孙悟空的咒术不属于上述情况，
孙悟空的咒术不属于上述情况，他不是下界
的生灵，
的生灵，他的咒术，
他的咒术，是祈求菩萨界、
是祈求菩萨界、佛界等
上界神灵的加持的。
上界神灵的加持的。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咒术有不同
境界。
境界。最低下的就是人世间的这种符咒方
术。
中国人现在真的很奇怪，
中国人现在真的很奇怪，一方面信奉无神无
鬼之论，
鬼之论，一方面又天天不停歇的用咒术召唤
鬼怪来做交易。
鬼怪来做交易。
实在是，
实在是，我辈人等想不通的分裂。
我辈人等想不通的分裂。樵子道：
樵子道：
“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
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
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名唤平顶山。
名唤平顶山。山
中有一洞，
中有一洞，名唤莲花洞。
名唤莲花洞。洞里有两个魔头，
洞里有两个魔头，

他画影图形，
他画影图形，要捉和尚；
要捉和尚；抄名访姓，
抄名访姓，要吃唐
僧。你若别处来的还好，
你若别处来的还好，但犯了一个‘唐
但犯了一个 唐’字
字
儿，莫想去得，
莫想去得，去得！
去得！”
行者道：
行者道：“我们正是唐朝来的
我们正是唐朝来的。
老樵夫眼见
我们正是唐朝来的。”老樵夫眼见
孙悟空发散的思绪被收回到正题，
孙悟空发散的思绪被收回到正题，就抓紧机
会向他提供了前面
妖魔的有关信息。
妖魔的有关信息。前面的妖魔，
前面的妖魔，正是冲着他
们来的，
们来的，这两个大魔怪，
这两个大魔怪，气势汹汹、
气势汹汹、
旗帜鲜明、
旗帜鲜明、正是要革他们的命
正是要革他们的命。
们的命。

（6）
）念
修行不但是个精细活，
修行不但是个精细活，还是一个极端“消耗
还是一个极端 消耗”
消耗
心智的智力活动。
心智的智力活动。这种“消耗
这种 消耗”，
消耗 ，不是说能休
息休息就能获得补充的、
息休息就能获得补充的、是顿顿吃鹿茸人参
也补不上来的。
也补不上来的。我见到有朋友描述得很准
确，想要在思想中触及那种飘渺的思绪和灵
机的时候，
机的时候，几乎感到自己都消耗空了、
几乎感到自己都消耗空了、思想
就像透支了一样。
就像透支了一样。
所以修行，
所以修行，就是让这种虚弱的精神，
就是让这种虚弱的精神，一点点
的强大起来、
的强大起来、后来能轻易的将那种思绪和灵
机给清晰的捕捉到、
机给清晰的捕捉到、并且一目了然、
并且一目了然、并且还
能表达、
能表达、最终能三两句话就描述出来。
最终能三两句话就描述出来。当
然，描述出来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你说什么，
描述出来别人也不一定知道你说什么，
可能跟别人无关、
可能跟别人无关、因而别人可能永远无法明
白。
在这个让自己从不知道自己虚弱，
在这个让自己从不知道自己虚弱，到感受到
虚弱，
虚弱，到强健起来的过程，
到强健起来的过程，可能漫长、
可能漫长、可能

短暂，
短暂，不管是长是短的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长是短的这个过程中，必然的
一点是，
一点是，似乎有无数的思绪飘飞过来、
似乎有无数的思绪飘飞过来、进入
你的脑海和身体，
你的脑海和身体，让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充
斥内心、
斥内心、身体上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滋
味。
老实说，
老实说，经常的，
经常的，在日常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过
脑袋里自言自语、
脑袋里自言自语、脑袋里自我争执？
脑袋里自我争执？脑袋里
自我否定？
自我否定？肯的有的了。
肯的有的了。在你的思想中，
在你的思想中，似
乎总有一个又一个的你、
乎总有一个又一个的你、他们之间可能互不
相干、
相干、互相矛盾、
互相矛盾、互相敌视、
互相敌视、互相吹捧，
互相吹捧，也
有的情况是，
有的情况是，出现一个你、
出现一个你、对你严加指责、
对你严加指责、
对你唉声叹气、
对你唉声叹气、对你不离不弃……
你不离不弃
小说中孙悟空跟老樵夫的这一问一答，
小说中孙悟空跟老樵夫的这一问一答，如果
说唐三藏是身体，
说唐三藏是身体，那么，
那么，这些就是唐三藏脑
海中飞速飘动的思绪……一个本念
海中飞速飘动的思绪 一个本念、
一个本念、一个杂
念、一个正念、
一个正念、一个指引的声音，
一个指引的声音，唐三藏、
唐三藏、
在这剧烈的风浪中、
在这剧烈的风浪中、如同飘摇难定的一页小
舟、几乎随时都会被风浪给吞噬。
几乎随时都会被风浪给吞噬。

且回到小说，
且回到小说，单表我们的孙悟空大神。
单表我们的孙悟空大神。且说
孙悟空，
孙悟空，一听说真的有厉害的妖魔，
一听说真的有厉害的妖魔，马上做
好了洗耳恭听状，
好了洗耳恭听状，没想到樵夫说出来的狠毒
的妖魔，
的妖魔，似乎也只是个懂绘画、
似乎也只是个懂绘画、会写字的文
化人，
化人，他马上就泄气了。
他马上就泄气了。于是就开始嬉闹起
来。
樵子道：
他正要吃你们哩。
行者道：
造
樵子道：“他正要吃你们哩
他正要吃你们哩。”行者道
行者道：“造
化！造化！
你就说
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
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你就说
吧，神仙前来点化提醒修行人，
神仙前来点化提醒修行人，又必须让他
有所警醒，
有所警醒，又禁止告诉他究竟、
又禁止告诉他究竟、更何况关于
魔难的来龙去脉。
魔难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能悟不能悟，
能悟不能悟，
能悟多少，
能悟多少，就全凭你自己前期一点一点积累
起来的修行基础了。
起来的修行基础了。孙悟空自然是混不吝，
孙悟空自然是混不吝，
可是那是他自己基础过硬呀，
可是那是他自己基础过硬呀，可不是唐三藏
猪八戒沙和尚他们。
猪八戒沙和尚他们。
樵子道：
你要他怎的吃？
行者道：
若是
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
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
行者道：“若是
先吃头，
先吃头，还好耍子；
还好耍子；若是先吃脚，
若是先吃脚，就难为
了。”

樵子道：
先吃头怎么说？
樵子道：“先吃头怎么说
先吃头怎么说？先吃脚怎么说？
先吃脚怎么说？”
行者道：
你还不曾经着哩。
行者道：“你还不曾经着哩
你还不曾经着哩。若是先吃头，
若是先吃头，
一口将他咬下，
一口将他咬下，我已死了，
我已死了，凭他怎么煎炒熬
煮，我也不知疼痛；
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
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
拐，嚼了腿亭，
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
吃到腰截骨，我还急忙不
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
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难为也。
此所以难为也。”
樵子道：
和尚，
樵子道：“和尚
和尚，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
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只
是把你拿住，
是把你拿住，捆在笼里，
捆在笼里，囫囵蒸吃了！
囫囵蒸吃了！”
行者笑道：
这个更好！
行者笑道：“这个更好
这个更好！更好！
更好！疼倒不忍
疼，只是受些闷气罢了。
眼看对话被孙悟
只是受些闷气罢了。”眼看对话被孙悟
空越扯越离题，
空越扯越离题，老樵夫就赶紧收回来，
老樵夫就赶紧收回来，抓紧
时间讲正事。
和尚不要调嘴。
时间讲正事。樵子道：
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
和尚不要调嘴。那
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
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神通极大极广。
神通极大极广。就是
擎天的玉柱，
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
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
去，也须要发发昏是。
也须要发发昏是。”
行者道：
发几个昏么？
樵子道：
要发三
行者道：“发几个昏么
发几个昏么？”樵子道
樵子道：“要发三
四个昏是。
四个昏是。”

行者道：
不打紧，
行者道：“不打紧
不打紧，不打紧。
不打紧。我们一年，
我们一年，常
发七八百个昏儿
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
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
发儿就过去了。
发儿就过去了。”
没想到孙悟空依然不当回事，
没想到孙悟空依然不当回事，又开始耍贫
嘴。眼见得，
眼见得，这护法神的提醒，
这护法神的提醒，泡汤了。
泡汤了。果
不其然，
不其然，你看那一身是胆的孙悟空，
你看那一身是胆的孙悟空，真的不
把魔难放在心上。
把魔难放在心上。
好大圣，
好大圣，全然无惧，
全然无惧，一心只是要保唐僧，
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捽
脱樵夫，
脱樵夫，拽步而转。
拽步而转。径至山坡马头前道：
径至山坡马头前道：“
师父，
师父，没甚大事。
没甚大事。有便有个把妖精儿，
有便有个把妖精儿，只是
这里人胆小，
这里人胆小，放他在心上。
放他在心上。有我哩，
有我哩，怕他怎
的？走路！
走路！走路！
走路！”
感情他这是一人吃饱、
感情他这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全家不饿。他以他自
己的心性境界，
己的心性境界，来要求唐三藏了。
来要求唐三藏了。这唐三藏
可吃不消这么严峻形势下的恐怖考验，
可吃不消这么严峻形势下的恐怖考验，他心
里是一片茫然。
里是一片茫然。再一次又是“只得放怀随
再一次又是 只得放怀随
行。”
第一次，
第一次，在孙悟空的劝说之下，
在孙悟空的劝说之下，他放下心里
对前程的困惑，
对前程的困惑，就是勉为其难的“只得乐以
就是勉为其难的 只得乐以

忘忧。
这第二次，
忘忧。”这第二次
这第二次，孙悟空在这么重大的严
峻形势下，
峻形势下，依然满不在乎的要他把恐怖忧愁
放下，
放下，他又是强而为之的“只得放怀随行
他又是强而为之的 只得放怀随行”
只得放怀随行
了。
怎么着，
怎么着，您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对头了？
您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对头了？是
的！你看那日值功曹，
你看那日值功曹，眼见得前面这一番点
化要白费了。
化要白费了。于是就急了，
于是就急了，马上就凭空消失
，用自己的异常消失，
用自己的异常消失，来引起他们的异常关
注，目的是显露真相、
目的是显露真相、换个地方跟孙悟空私
聊。
日值功曹以神的面目直言那两个妖怪“果然
日值功曹以神的面目直言那两个妖怪 果然
神通广大，
孙悟空这才算信
神通广大，变化多端。
变化多端。”孙悟空这才算信
了，因为护法神绝对不会开玩笑的。
因为护法神绝对不会开玩笑的。并且日
值功曹具体指导孙悟空如何保护唐三藏才合
适“你腾那乖巧
你腾那乖巧，
因为护法神的
你腾那乖巧，运动神机。
运动神机。”因为护法神的
严肃告诫，
严肃告诫，孙悟空的顽皮之心就大为收敛、
孙悟空的顽皮之心就大为收敛、
把人家的忠告切切在心的牢记。
把人家的忠告切切在心的牢记。
因为护法神说的情况、
因为护法神说的情况、的确严重，
的确严重，所以孙悟
空哥哥他，
空哥哥他，终于明白了一个真正严峻的现

实，主要还不是妖魔的狠毒，
主要还不是妖魔的狠毒，而的的确确是
唐三藏师父他的“不济事
唐三藏师父他的 不济事”，
不济事 ，心性上还差一大
截、如果这魔难猛然降临，
如果这魔难猛然降临，他会崩溃的，
他会崩溃的，还
必须、
必须、不能让他知道魔难如何凶险、
不能让他知道魔难如何凶险、继续让
他蒙在鼓里比较好。
他蒙在鼓里比较好。
护法神明确暗示孙悟空，
护法神明确暗示孙悟空，一要“腾那乖巧
一要 腾那乖巧”，
腾那乖巧 ，
二要“运动神机
二要 运动神机”。
运动神机 。因为尚未遇到妖魔、
因为尚未遇到妖魔、还没
有尝到妖魔手段的苦头，
有尝到妖魔手段的苦头，孙悟空现在还悟不
孙悟空现在还悟不
透为何要他“腾那乖巧
透为何要他 腾那乖巧”。
腾那乖巧 。那么，
那么，人家要求他
要“运动神机
运动神机”又是怎么回事呢
运动神机 又是怎么回事呢？
又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这时候，
虽然这时候，你我还不明白这护法神是什么
意思，
意思，但是，
但是，我保证，
我保证，孙悟空是真的明白
了。那么，
那么，他明白了什么呀？
他明白了什么呀？先提示您一
点，这个“运动神机
这个 运动神机”，
运动神机 ，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