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六回（3） 精密工艺
真武大帝的武功，
真武大帝的武功，才是真正的武功。
才是真正的武功。孙悟
空对人家名号碎碎念的时候，
空对人家名号碎碎念的时候，并未认真的想一
想，人家为何名号玄武、
人家为何名号玄武、真武，
真武，玄武真武之名
号，自然是降妖伏魔的需要，
自然是降妖伏魔的需要，可是武的真谛是
啥呢？
啥呢？古书上解释说，
古书上解释说，龟蛇有鳞甲，
龟蛇有鳞甲，故称武，
故称武，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浅。
我们这时代的这一个玄武大帝，
我们这时代的这一个玄武大帝 ， 来历非凡，
来历非凡 ，
就从道经记载中，
就从道经记载中，便可知道，
便可知道，真正的他，
真正的他，来自
天上天。
天上天。“玄武乃元始化身，
玄武乃元始化身，太极别体，
太极别体，上三
皇时，
皇时，下降为太始真人；
下降为太始真人；中三皇时，
中三皇时，下降为太
元真人；
元真人；下三皇时，
下三皇时，下降为太乙真人；
下降为太乙真人；至黄帝
时，下降为玄天上帝。
下降为玄天上帝。”这个玄武，
这个玄武，他来自道
家原始太极之上，
家原始太极之上，一个时代往下降级一次，
一个时代往下降级一次，直
到最后一次，
到最后一次，降生到人世间、
降生到人世间、作为王子，
作为王子，然后
又修炼，
又修炼，修上去，
修上去，继承了玄武大帝、
继承了玄武大帝、玄天大帝
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而这个上三皇、
而这个上三皇、中三皇、
中三皇、从其他道
籍中，
籍中，不难发现，
不难发现，并不仅是我们这七千年历史

上的三皇五帝时期。
上的三皇五帝时期。“一气分形归虚，
一气分形归虚，生五劫
之宗，
之宗，三清出号神景，
三清出号神景，化九光之始，
化九光之始，太初溟幸
玄极冥蒙中，
玄极冥蒙中，有虚皇分区五劫，
有虚皇分区五劫，一曰龙汉；
一曰龙汉；二
曰赤明；
曰赤明；三曰上皇；
三曰上皇；四曰延康；
四曰延康；五曰开皇。
五曰开皇。”
中国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
中国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如同堆积了不
知道多少年落叶的深山大壑，
知道多少年落叶的深山大壑，充满了重叠交错
的故事、
的故事、久远的尘埃、
久远的尘埃、错综复杂的恩怨。
错综复杂的恩怨。上面
两个记载中，
两个记载中，既有这五千年中的历史、
既有这五千年中的历史、又有更
古老时期的历史，
古老时期的历史，既有人世间的历史、
既有人世间的历史、又有天
上的历史，
上的历史，而这些历史，
而这些历史，有的称呼、
有的称呼、年号，
年号，是
重复的。
重复的。是呀，
是呀，我们这一万年内的历史，
我们这一万年内的历史，是更
古老历史的浓缩、
古老历史的浓缩、重演。
重演。
如果不是这么上古洪荒、
如果不是这么上古洪荒、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来历
非凡的大神来坐镇真武之位，
非凡的大神来坐镇真武之位，恐怕想摆平天底
下的妖魔，
下的妖魔，还真的麻烦。
还真的麻烦。因为，
因为，妖魔，
妖魔，多是应
化而生的，
化而生的，应人心堕落魔变而化育滋生。
应人心堕落魔变而化育滋生。人世
间的恩怨纠结，
间的恩怨纠结，才是魔变的源泉。
才是魔变的源泉。如果想要把
妖魔铲除干净，
妖魔铲除干净，梳理不清历史恩怨是不行的，
梳理不清历史恩怨是不行的，
就算剪伐妖怪死光光，
就算剪伐妖怪死光光，也只是割韭菜的手段。
也只是割韭菜的手段。

这个真武，
这个真武，人家不费刀兵、
人家不费刀兵、不费口舌就可以剪
伐魔精的关键，
伐魔精的关键，在于他来历远古，
在于他来历远古，生命周期跨
越劫终与劫始，
越劫终与劫始，任何妖魔生灵，
任何妖魔生灵，都是此劫内生
灭，也就没有他看不穿的生灵，
也就没有他看不穿的生灵，因此人家“
因此人家“无
幽不察，
幽不察，无显不成。
无显不成。”
别看他真武大帝的职位还在玉皇之下，
别看他真武大帝的职位还在玉皇之下，作
为原始创生的神，
为原始创生的神，他可以摆平玉皇大帝都摆不
平的事情，
平的事情，人世间如同月球一样，
人世间如同月球一样，积累了太多
太多久远的生灵，
太多久远的生灵，需要真武、
需要真武、玉皇这种远古大
神下降、
神下降、来到三界内坐镇。
来到三界内坐镇。
就好比玄奘和悟空。
就好比玄奘和悟空。当玄奘一生一世的在
人世间轮回，
人世间轮回，不知不觉就沾染积累了很多的恶
俗观念、
俗观念、把人世间充满杂质的信念，
把人世间充满杂质的信念，当作了至
理，弄得自己的生命，
弄得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
千疮百孔。当孙悟空在
人世间游历、
人世间游历、跟随人类的师兄弟修行，
跟随人类的师兄弟修行，跟妖魔
们一起鬼混，
们一起鬼混，也一样的弄得、
也一样的弄得、满脑袋的垃圾思
想。

可是要说起来，
可是要说起来，修行去掉世俗恶念，
修行去掉世俗恶念，不是
修就可以了吗？
修就可以了吗？可是呀，
可是呀，这时代，
这时代，哪有这么简
单 。 因为他们沾染的那些俗世执著贪念之类的，
因为他们沾染的那些俗世执著贪念之类的 ，
本身虽属三界内，
本身虽属三界内，可是它们背后的历史，
可是它们背后的历史，不知
道多远了，
道多远了，里面缠绕的纠葛牵扯，
里面缠绕的纠葛牵扯，也不知道攒
在多少生灵的手中。
在多少生灵的手中。你不小心顺手牵了人家的
你不小心顺手牵了人家的
丝，就别怪人家撕扯你，
就别怪人家撕扯你，纠缠你。
纠缠你。因为是你牵
人家的东西，
人家的东西，该放手的是你，
该放手的是你，必定是你。
必定是你。
玄武、
玄武、王菩萨，
王菩萨，都不会亲手提供孙悟空索
要的那种武力。
要的那种武力。但是孙悟空来了，
但是孙悟空来了，也得顺着他
小老人家的心思去让他折腾、
小老人家的心思去让他折腾、悟道。
悟道。因此，
因此，都
指派徒弟们、
指派徒弟们、顺应孙悟空的索求，
顺应孙悟空的索求，提供孙悟空
式的武力、
式的武力、去降妖伏魔。
去降妖伏魔。
关于对孙悟空请求的拒绝，
关于对孙悟空请求的拒绝，玄武大帝说得
很委婉，
很委婉，我剪伐北俱芦洲的妖邪是按照玉皇大
帝的命令；
帝的命令；我在南赡部洲收降妖氛更是原始天
尊的符召。
尊的符召。他们都是原始大神中的大神，
他们都是原始大神中的大神，他们
要求处理的，
要求处理的，都是三界内神仙处理不了、
都是三界内神仙处理不了、处理
不好的恩怨。
不好的恩怨。你今次来找我，
你今次来找我，纯粹是为了个人

修行的恩怨，
修行的恩怨 ， 这种小事，
这种小事 ， 不该我出手啊。
不该我出手啊 。 是啊，
是啊 ，
人家出手，
人家出手，就会一灭到底，
就会一灭到底，把你的历史都给梳
理干净，
理干净，等于是你的师父了。
等于是你的师父了。而那个王菩萨，
而那个王菩萨，
竟然推说新收的水猿大圣魔性未尽，
竟然推说新收的水猿大圣魔性未尽，怕它乘空
生顽，
生顽，无神可治。
无神可治。孙悟空不明白，
孙悟空不明白，王菩萨为啥
说这个水猿大圣为啥“
说这个水猿大圣为啥“无神可治”
无神可治”。实际上，
实际上，
如果要处理这个水猿大圣，
如果要处理这个水猿大圣，上界众多的神仙，
上界众多的神仙，
哪个都能把它给削了。
哪个都能把它给削了。只是，
只是，没人会随便的削
它。
这回故事里所说的国师王菩萨，
这回故事里所说的国师王菩萨，前身乃是
西域何国人，
西域何国人，历史上有名的僧伽大师。
历史上有名的僧伽大师。小说中
说到他王菩萨所在的这个大圣禅寺，
说到他王菩萨所在的这个大圣禅寺，是在他前
世修行香积寺旧址上所建，
世修行香积寺旧址上所建，他所拜的是“
他所拜的是“普照
王佛”
王佛”。僧伽和尚涅槃后真身不腐一直就在泗
僧伽和尚涅槃后真身不腐一直就在泗
州，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随泗州一起沉没于洪泽
湖底。
湖底。可是，
可是，在公元二零零三年，
在公元二零零三年，在江阴市地
宫，发现一个石函中的舍利子，
发现一个石函中的舍利子，文字表明就是
他的真身舍利。
他的真身舍利。日值功曹口中所说他降伏的水
母娘娘、
母娘娘、和他本人所说的水猿大圣，
和他本人所说的水猿大圣，都是这里
的本土水神。
的本土水神。尤其是那个水猿大圣，
尤其是那个水猿大圣，据说是大

禹治水时候给所载湖底的巨猿，
禹治水时候给所载湖底的巨猿 ， 历史颇为悠久，
历史颇为悠久 ，
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历史还悠久。
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历史还悠久 。 你看这王菩萨，
你看这王菩萨 ，
费老大劲降伏了妖怪，
费老大劲降伏了妖怪，也没有一刀切了了事，
也没有一刀切了了事，
降妖伏魔，
降妖伏魔，对于他们这些大神来说，
对于他们这些大神来说，不是杀掉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就跟对待玄奘悟空心里的魔性邪念一样，
就跟对待玄奘悟空心里的魔性邪念一样，
能简单的给你灭了吗？
能简单的给你灭了吗？能灭掉的话，
能灭掉的话，就是送你
回炉了，
回炉了，还辛辛苦苦的安排你们修行干嘛？
还辛辛苦苦的安排你们修行干嘛？还
兴师动众的那么多神仙陪着给你们铺垫路途干
嘛？
实际上，
实际上，是等唐三藏、
是等唐三藏、孙悟空内心的偏执
焦燥失去倚仗、
焦燥失去倚仗、失去附着点，
失去附着点，直到你能意识到
它们是魔性邪念、
它们是魔性邪念 、 直到你们自己能控制能摆脱，
直到你们自己能控制能摆脱 ，
才是魔难一再出现的意图啊。
才是魔难一再出现的意图啊。就好像德国那种
高精密数控机床一样，
高精密数控机床一样，每一个魔难，
每一个魔难，都是被精
确控制的、
确控制的、都是为了塑造你完美成型的。
都是为了塑造你完美成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