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圣铁山何怪哉？
悟空本是石猴胎。
八十一难成佛后，
哪去终归还哪来。

——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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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为何到铁山

历史大咖的
另一张脸

作者：贾 飞

（节选）

连 载

？

当时的岳飞在刘韐手下任职，
刘韐命他带一支300人的骑兵小
队前往魏县李固渡进行侦察。却
不料，刚刚没走多久，就遇到了一
支金兵迎来。由于人数稀少，手下

们都感到很害怕。岳飞这时说：
“敌人摸不清我们虚实，与其让他
们来灭掉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出
击，让对方摸不着头脑！”于是，岳
飞一马当先，立即冲杀过去，轻取
敌将首级，宋骑随后掩杀，金兵逃
窜。初次小战，岳飞的勇敢和武艺
便得到了显露。

刘韐军至浚州渡黄河，不料
被金军骑兵截断，前军兵力单
薄，只得追随元帅府人马北上。
这时副元帅宗泽也赶到大名，赵
构不纳宗泽全力营救开封之言，
与汪伯彦等又继续向东平转移，
只与宗泽一万人马往援开封。岳
飞随刘韐部隶属宗泽，这是他初
次成为宗泽的部将。宗泽率部众
进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与金
军十三战，每战皆捷。后来，岳
飞随军转战曹州，他身先士卒，

直贯敌阵。宋军以白刃近战打败
金军，追奔数十里。岳飞因为英
勇奋战，表现突出，被宗泽赏
识，遂以军功迁为武翼郎。

再跟宗泽勇立大功

后来，岳飞跟了其他几位军队
领导，但因为性格耿直，与领导不
和，他又离军跑到宗泽帐下，宗泽
欣赏岳飞的才华，加上又是用人之
际，就没有按军规追究岳飞的责
任。

公元1128年1月，金军大举南
侵，进犯孟州汜水关。宗泽立即派
遣爱将岳飞为踏白使，让他率领五
百骑兵前往侦察。岳飞在汜水关
一带击败金军，凯旋后，即被宗泽
任命为统领，不久又提升为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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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的 名 称 及 位 置

达川区翠屏街道新达街193号B-2号
第2层营业用房（新达宾馆租用）

通川区
张家湾
通达公
司综合
楼

第一
层由
东至
西

第二层办公用房
（临健民路，原唛乐迪）

3号房屋（自贡梭边鱼）
6号房屋（中国福利彩票）
7号房屋（中国体育彩票）

9号房屋
10号房屋

建筑面积
约（㎡）

455.21

171
59.5
36
10
302

715

拍卖参考价
（万元）

249

119.7
65.5
39.6
20

300

1072
整体
优先

达州金诚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国家AAA级资质企业

受委托，定于2014年
9月17日10:00在本公司
拍卖厅对下列资产进行公
开拍卖。

上述标的以现状（房屋以主
体结构，不含装修）公开拍卖，标
的实际面积以过户时确权机关
确权数量为准，成交价不受实际
面积增减的影响。拍卖标的办
理过户时买、卖双方所发生的
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标的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拍卖日前
公开展示于标的所在地。拍卖
人不承担标的瑕疵担保责任。
请于拍卖日前按拍卖文件约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不计息）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详情请向我公
司查阅拍卖文件和咨询。

上述标的如有合法的租赁
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
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请于
拍卖会日到场，如参加竞买请按
本公告时间报名、交纳保证金、
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400-800-3065

13981486115
网址：达州拍卖网（http://

www.dzpmw.com）
公司地址：通川区大西街18号
工行2楼 2014年9月3日

列位看官，自孙悟空现身铁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大圣崖，即刻产生轰动效应，到铁山瞻仰
孙大圣的人络绎不绝。悬崖绝壁上那惟妙惟
肖的大圣石像，凡看到的人都说“像。太像
了”。这就为铁山打造“中国独有，世界无双”
的“大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众多的参观者中，有位知识广博的游人
站在大圣崖下，不但肯定了崖上的大圣栩栩如
生，呼之欲出，还当众向老朽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孙悟空与铁山有什么关系？孙悟空为什
么要到铁山现身？”

这位先生的提问很尖刻，尖刻得让老朽一
时语塞。是啊，世界三山六水一分田，名山大
川万万千，孙悟空为什么要在大圣崖现身，独
独钟情铁山呢？

这逼使老朽不得不开动起早已运转不灵
的脑筋，憋了几天几夜，终于想出点眉目。

孙悟空为什么钟情铁山？这首先与孙悟
空的出身有关。列位看官想想，以唐僧为头头
的西天取经班子，孙悟空的出生是不是最草
根？

先拿唐僧说吧，他本是佛祖的大徒弟金蝉
子，因上佛经课时思想开小差东张西望，被佛
祖罚下红尘，有意安排他经受磨难，带领一干
人马取经。唐僧出生名门望族，母亲殷温娇乃
当朝宰相殷开山之女，殷温娇抛绣球招婿时有
意砸中了陈光蕊。而陈光蕊是当朝状元，官封
江州刺史。陈光蕊在赴任途中被水贼刘洪所
杀，为了保得儿子一条性命，殷温娇只得一生
下唐僧就放于木盆中。唐僧顺水漂浮到镇江
金山寺，被金山寺长老收为徒弟，取名陈玄装，
悉心教授佛法，十八岁即成为全国有名的佛学
大师。唐僧虽然胎中就父死母改嫁，人生多磨
难，但毕竟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典型的官二
代。不仅如此，他还被唐太宗赐姓唐，钦封为
“御弟”，出门同辇，进门同席，地位之高胜于王
侯。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人模猪样，耳大嘴
长，长相吓人，但原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荷
尔蒙过于旺盛，酒后乱性，在瑶池调戏美女嫦
娥，才被打下凡尘，慌忙之中误投了母猪之腹，
可来头不谓不大。取经班子中最老实的沙和
尚，也是上天的卷帘大将，因某天卷帘时不小
心打烂一只宝瓶，被打下天界。他在天上做的
虽然是为王母娘娘卷帘子一类服务性工作，可
他毕竟官封卷帘大将。连给唐僧当座骑的白
马，出生也相当的不一般。它原本西海龙王敖
润的三太子，因放火烧了玉皇大帝赐给敖润的

夜明珠被判死罪，临刑前被观世音刀下救出，
锯角退鳞，化成了白马，为唐僧取经代步，他毕
竟也是龙王的一个太子。

再说孙悟空，他本是东海神洲傲来国（查
此傲来国乃现今东海上的一个无名小岛--本
老朽注）的一块石头，因吸收了天地之灵气而
于公元前578年六月初一化成一只猴子，后闯
入花果山水帘洞，被一帮猴儿拜为猴王。因为
玉皇大帝怕他闹事，收编他在上天当了个弼马
温，也就是马夫。他不服气，反下天界，回水帘
洞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开始为了息事宁
人，给了他齐天大圣的虚衔，他志得意满，飘飘
然昏昏然，当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比他地
位低得多的神仙都收到了请柬，唯独没有他的
份，他琢磨出玉皇大帝是在耍弄他，他头上那
顶齐天大圣的帽子是个假牌子。一怒之下，偷
吃了蟠桃，偷喝了玉液，反下南天门，导致玉皇
大帝派了各路神仙和天兵天将到花果山清
剿。各路神仙和天兵天将法术使尽，都把个猴
子无可奈何，孙悟空越反名声越大，反成了世
界级的大名人，可最终还是被如来佛一巴掌拍
到了五行山下，一压就是500年。虽然观世音
对他很看重，把他作为取经的重要成员，但他
不但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连讨口要饭的父母
都没有一个，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从石头缝
里蹦出来的！比世上所有的草根还要草根。

以上内容，《西游记》中基本都能查到，而
下面的有些事，不但要查《西游记》，还得要查
《西游后记》或《西游外传》了。说的是孙大圣
因为出身卑微，草根情节也就特别严重。取经
成功之后，唐僧封旃坛功德胜佛，位列如来佛
的仙班，香火供奉自是不菲。猪八戒食肠宽
大，受封净坛使者，善男信女奉献于拜坛上的
美味时鲜任他取食，当是口福不浅。沙和尚被
封金身罗汉，进了罗汉堂，背靠一个强大的“罗
汉组织”，日常三餐自会有人照料。就连那匹
白马，也因替唐僧代步有功，封了个八部天龙，
浑身长起金鳞，腮颔生出银须，一身瑞气，四爪
祥云，飞出化龙池，缠绕在天竺寺山门外的擎
天华表柱上。唐太宗念白马驮经有功，还在洛
阳城的东门外专门建了白马寺，让它一年四季
接受香客朝拜。到西天取经的全班人马都受
了封赏，有了好的去处。孙悟空呢，虽然受封
斗战胜佛，位列仙班，可他自由自在惯了，猴性
始终难改，不愿被哪个庙子塑个金身，高高供
起，坐享三餐。他原本想重回花果山水帘洞，
与他的猴子猴孙重享天伦之乐，可大闹天宫

时，水帘洞被天火烧得
面目全非，大小猴子全
部烧死不说，连孙悟空
自己的屁股也被烧伤，
一直没有治愈，永远红
猩猩的。花果山破败
不堪，无法居住，这不
是老朽杜撰，有史料为
证--河南范县有个叫
范无择的才子，家庭富
有，学富五车，可长得
矮小丑陋，相亲时托朋
友越俎代庖。新娘入
洞房发现新郎被调包，
又气又恼，连夜逃回娘
家，并一纸休书，将范
才子给休了，闹出一个
古代休夫的奇闻。范才子心灰意冷，从此寄情
山水，游遍名山大川，因久仰花果山大名，历经
艰辛，找到了云台深处的花果山，见花果山无
花无果，水帘洞蛛网密布，别说猴王，连猴毛都
没有一根，心生感叹，在石壁刻下“千百年，苍
台没，后有人，为吾拂”的十二字箴言，不知所
终。花果山如此树倒猢狲散，孙大圣还能回去
么？

孙悟空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红大
紫，最终光环不在，铅华洗尽，归于平淡。水帘
洞既然回不去了，就驾着跟斗云漫游天下，想
寻找一个符合心意的归处，一日到了铁山。
“铁”既是生命必需营养元素，也喻示意志坚定
不移，美猴王本身就与“铁”有缘：他从含铁量
极高的石头缝里蹦出，从手无寸铁起家，到手
握金箍铁棒，性格铁骨铮铮，胸怀铁骨柔情，身
躯铁臂铜头，除妖铁石心肠。铁山又有铁杉、
铁树、铁门关、铁观音茶，就按下云头，认真考
察起来。见铁山春有春的花香，夏有夏的清
凉，秋有秋的红叶，冬有冬的瑞雪，海拔适中，
四季分明，山
中的八月瓜
和猕猴桃，更
让他馋唾欲
滴。思来想
去 ，前 后 比
较，觉得天下
虽然多名山，
唯有铁山最
养颜。就铁

下心来，在大圣崖扎下了根。
老朽对孙大圣为何落根铁山的这番演绎，

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胥健先生到铁山参观
考察后，诗兴大发，连夜写了一首《观铁山大圣
崖像感怀》的诗，发到老朽的手机上，诗的全文
如下：

显圣铁山何怪哉？
悟空本是石猴胎。
八十一难成佛后，
哪去终归还哪来。
诗歌虽说只有短短四句，却把孙悟空为何

现身铁山的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诗意与老
朽前面那一番口干舌燥的说辞似有异曲同工
之妙。老朽感慨万端，自不量力，狗尾续貂，诌
几句顺口溜，和胥健先生大作，并权为此文作
结。

灵地灵石育大圣，
斗战胜佛本草根。
铁山风骨召英雄，
不由猴王不动心。

（刘秀品/文 黄北平 潘传明/摄影）

灵地灵石育大圣，
斗战胜佛本草根。
铁山风骨召英雄，
不由猴王不动心。

——刘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