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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为什么要写个乌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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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道家来说西游的
那一派不同，清代才子张
书绅试图从儒家的角度来
解读《西游记》，在《新说西
游记全部经书题目》中，他
这样点评乌鸡国：“思无
邪。乌鸡国四回。此言寡
欲。”

按照张书绅的说法，
乌鸡国的故事，和《诗经》
的意图是一样的，一言以
蔽之，思无邪也。为什么思
无邪要在乌鸡国呢？张书
绅和《西游证道书》的澹漪
子汪象旭都认为“乌鸡”二
字有微言大义，金乌玉兔
是日月之光华，古代传说
太阳中有三足乌，所以乌
鸡，与太阳有关。佛教的
《药师经》也说西方无极乐
土，有两位菩萨摩诃萨，一
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
照。他们两位是琉璃光净
土当中数不清的菩萨大众
的上首，当药师如来涅■
以后，他们将依次替补成
佛，而且能够完全受持药
师琉璃光如来的正法宝
藏，予以继承和弘扬。可见
日月在佛教药师佛信仰中
的地位。所以这里的乌鸡，
是“无极”的谐音，还是“无
稽”的谐音呢？

至鸡儿乌则纯黑无光
矣，这是晦暗之象，此喻一
颗真心遭邪魔侵害遮蔽，
正如中天午后，乌云蔽日，
以天道之晦暗，正照人德
之不明。为什么晦暗不明
了？因为你内心邪恶，所谓
外在的劫难，不过是你内
心的幻化。

所谓仁者见仁，《西游
记》作者写乌鸡国故事是
不是有这么多道德寓意，
精深微妙之处，是不是要

让你清心寡欲，我们来仔
细分析分析。

乌鸡国的故事是中国

式哥特故事？

有人将乌鸡国这个黑
暗的中国式哥特故事与莎
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
相提并论，说这是中国人
的“王子复仇记”，你看，都
有鬼魂报冤，都有王子复
仇，都有御花园遇难。不
过，也有明显的不同，《西
游记》里既没有美丽的奥
菲莉亚，也没有母子双双
中毒的大悲剧，而且，《哈
姆雷特》中的父亲，可没有
复活。

乌鸡国故事的要害之
处，显然是起死回生。这是
金丹的妙用。汪象旭非常
敏感，他注意到：“金丹起
死，自是极寻常事，然在
《西游》则为仅见。”考虑到
《西游记》和全真教的关
系，乌鸡国的故事居然是
《西游记》中唯一写到金丹
可以起死回生的传奇，亦
可见这篇故事的奇妙之
处，看官多需着眼。

这金丹真是非常神
妙，乌鸡国国王已经躺井

里死三年了，一粒金丹入
肚，跟没事人似的。悟元子
刘一明说：“所谓‘一粒金
丹天上得’者，言此金丹大
道，为天下稀有之事，人人
所难逢难遇者。”但是全真
教道士其实都知道，金丹
有这般妙用，不仅太上老
君有，现在人人可炼。早
年正一派道教的炼丹术
士炼外服的长生不死丹
药，忽悠了秦始皇，在东
瀛日本开天辟地，后来又
吃死了不少人，逐渐衰
微，到全真教兴起之后，
全真教内丹派就宣扬，以
身体为鼎炉，一口丹田之
气，就可以在自己的身体
内炼丹，无需什么丹药火
候，只要你有一口气在，就
有机会炼成。

这诱惑实在太大了。
当然，也就多了武林中让
人闻风丧胆的一派：走火
入魔教。《射雕英雄传》里
的欧阳锋就是此中代表人
物。

走火入魔，有了邪门
歪道，具体的表现就是那
只作怪的青毛狮子。张书
绅说的“思无邪”正落在此
处。因为最后狮子的主人
文殊菩萨说狮子并未秽乱

宫廷，理由是：那是一头被
骟了的狮子！文殊菩萨骑
的是一头去了势的狮子？
想想就有点无厘头。公鸡
骟了，就是阉鸡，往往性格
大变，甚至可以代替母鸡
照顾小鸡。公鸡争强好胜，
雄性激素上来，才有斗鸡
这种赌博的行当。阉鸡，是
为了让公鸡少一些窝里
斗，多长一些嫩鸡肉好卖
钱。如果公鸡阉鸡是一回
事，那还费那劲干吗？可是
这头骟了的狮子，怎么还
有这么大的干劲能下界为
魔？要是没骟，悟空怕是凶
多吉少呢。

阉狮不像阉狮，倒像
是阉人。赵高、高力士、刘
瑾、魏忠贤、李莲英，都是
历史上有名的“公公”。明
太祖朱元璋害怕宦官专
政，结果怎样？大明后期，
简直就成为宦官帝国。在
我们印象中，大太监几乎
就是阴狠狡诈的代名词，
你看《新龙门客栈》里甄子
丹演的东厂太监曹少钦，
残害忠良，下手之狠毒，世
无其匹，一场梁家辉、林青
霞、张曼玉三英战子丹的
戏码，荡气回肠，堪称武侠
电影的一座丰碑。这头阉
狮和■少钦比，似乎还稍
逊风骚。

当然了，人家文殊菩
萨都已经交代了，这乌鸡
国国王之所以有此大难，
主要是因为当年他有眼无
珠，文殊菩萨向他化斋，他
被菩萨几句言语相难，竟
一怒之下把菩萨用一条绳
捆了，丢在御水河中浸了
三天三夜。如来命狮子精
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
文殊菩萨三日水灾之恨，

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
不能全怪狮子。

《西游记》中最奇怪的

一幕

这只狮子如果二次作
乱，你还能为它辩解吗？
《西游记》中最奇怪的

一幕就出现在狮驼洞，狮
驼洞有三位大王：青狮、白
象、大鹏。这第一个，就是
文殊座下的青毛狮子。文
殊菩萨，你又作何解释？这
可以说是《西游记》中最大
的漏洞，如果说《西游记》
的作者是一个人，他会在
什么情况下犯这样的错
误？如果创作时间拉得过
长，写了前后二十年，前事
已忘后事之师，那恐怕会
出现这种漏洞；还有种情
况，有很多人据此认为，
《西游记》并非一个人创作
而成，要归功于集体的功
劳，或者有人将各种民间
故事凑成一部《西游记》，
这可以解释出现这么大漏
洞的问题。但如果是多人
共同执笔，前后文风如此
统一，似又绝非易事。你看
《红楼梦》《西游记》《水浒
传》《三国演义》《金瓶梅》
《镜花缘》，都是古典小说，
但个性昭昭，谁是谁，一目
了然，绝不会搞混。

这狮子两番作乱，怎
么孙悟空第二次见它时却
好像素不相识一样？于是
有人说了，这两只狮子可
不是一只狮子啊，乌鸡国
的叫狮猁王。有诗为证：眼
似琉璃盏，头若炼炒缸。浑
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耷
拉两个耳，一尾扫帚长。青
毛生锐气，红眼放金光。匾

牙排玉板，圆须挺硬枪。镜
里观真相，原是文殊一个
狮猁王。

这个狮猁王本事一
般，和孙悟空战了几合就
堪堪不敌，只好变了个假
唐僧与悟空周旋。但狮驼
洞的老魔就厉害多了。狮
驼洞的小钻风这样夸赞老
魔：我大王会变化：要大能
撑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
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大
会，邀请诸仙，不曾具柬来
请，我大王意欲争天，被玉
皇差十万天兵来降我大
王，是我大王变化法身，张
开大口，似城门一般，用力
吞将去，唬得众天兵不敢
交锋，关了南天门，故此是
一口曾吞十万兵。

前面和孙悟空当年闹
天宫一般的桥段，你会发
现，闹过天宫的原来并非
孙悟空一个人的专利，而
且，这狮子最后一招更胜
于悟空，“一口曾吞十万
兵”，这可是孙悟空都没有
的能耐，确实了得。而且两
人大战二十多个回合不分
胜负，这一次的青毛狮子
怪似乎也比当年乌鸡国的
那只狮猁王强得多。这一
回，文殊菩萨也没有为坐
骑下凡作乱找借口，只是
说它下凡已七日。关键是
七日的时间怎么认定。如
来说：“山中方七日，世上
几千年。”这样来看的话，
这只狮子下凡的时间，又
和乌鸡国的狮子重合，这
两只狮子似乎还真不是同
一个。如果真不是同一个，
文殊堂堂的菩萨，手下两
头狮子接连成妖，看管不
力教导无方，又该当何罪？

（据《北京晚报》）

几千年前中国就产生
了“孝”字，师圣孔子提出
了孝道，他认为孝敬父母
要真心实意，更要“敬”，使
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
神的慰籍。

从《论语·为政》孔子关
于孝的回答“今之孝者，是
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
养；不敬，何以别乎？”中就
可以看出，孔子是把“敬”当
作孝道的精神本质，构成了
孝文化的核心内涵。

孔子翻开了孝文化的

新篇章，而真正将孝的地位
和作用解读至极致的当属
《孝经》。《孝经》是对先哲孝
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发展，
标志着孝道理论创造的完
成。它的思想主题或最大
特点是孝的泛化、政治化，
甚至神秘化。《孝经·开宗
明义》指出，“先王有治理
德之道，以顺天下，民用和
睦，上下无怨”，假若能够
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
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
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
生，祸乱不作的地步。

纵观几千年的悠悠历

史，孝文化对中国古代的社
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最原
始、最本能、最直接推动中
华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
代的孝不再是局限于孝敬
父母这一单纯概念，而是
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小孝父母亲友，大
孝国家人民，这是新时期
孝亲文化的新内容，也是
与时俱进的要求。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孝道是调节
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剂良

药，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
不孝顺的人，是不道德的
人，是不应该得到重用的。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珍宝，社会要向前发展
离不开它，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新中国是我们中华
民族强盛的象征，我们的
一言一行都要从大孝国
家、大孝人民出发，把群众
当亲人，为国尽忠，从而使
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社
会更加和谐安定，努力完
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孝道文化得到国家重
视，弘扬孝亲文化的条件已

经成熟，谁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现代版大孝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谁又说
“忠孝不能两全”？其实，不
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平民百
姓，现在社会条件已经与以
往不同，忠孝两全完全可以
做到。所以每个人反观自
身，都可以拿这个标准来要
求自己，现在国家举办评选
道德模范，人人争做敬老爱
老模范、民族团结模范，举
办孝文化研讨会等活动，都
是在为孝道文化摇旗呐喊。

我们要大力弘扬孝道
文化，将“孝道”逐步衍化

成“孝治”，继而推进德治，
将孝行之道从道德原则提
高到政治原则上来，小孝
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
国，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我们要重建崭新的孝
亲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公民道德教育、
社会和谐稳定而努力。

孝亲文化有极大的包
容性，穿透性，辐射力和生
命力，我们还要在全国乃
至全世界弘扬孝亲文化，
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应有
的贡献。 文/李 悦

《西游记》电视系列连环画《除妖乌鸡国》

说说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