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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天地

陳元亮

 

《西遊記》是中國神魔小說的代表作，想像詼奇，上天下地，
無所不包，更塑造不少國人的宗教觀以至道德觀。筆者對如來佛祖、
觀音菩薩、太上老君以至玉皇大帝的認識，也由小說開始。對超自
然境界的描述，素來就是中外文哲學人的至愛；何妨湊興從小說看
看中國的天堂、地獄和極樂世界，比照西方傳統神話，體味其中的
人文趣味？

小說中的道士常以反派姿態出現，今天道教中人，從未指控吳
承恩宗教歧視；滿天神佛，幾乎都被作者開過玩笑，一樣無損佛法
莊嚴。筆者雖然跟吳先生提鞋也不配，卻有一點相同，就是為文「實
出遊戲」。文明社會既講包容、自由，政治不正確之餘，何妨試試
宗教不正確？

地府陰曹

孔子雖說「祭神如神在」，但傳統儒家思想還是認為「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天」
只是個道德的終極標準。傳統中國民俗的生死輪迴觀念，可說是補
充主流儒家學說在這一方面的「空白」，也是佛教、道教與民間信
仰的混合體，雖然不免粗疏甚至自相矛盾，卻可反映民間樸素的價
值觀。綜合小說與民間習俗的描述，人死了，都要進地獄接受審判。
人一生中事無大小，全都紀錄在案；判官逐一衡量，功過可以相抵。
「好人」可以輪迴再做人，最「好」的可以投胎富貴人家享福；雖
然也有人慨嘆「願生生世世不生於帝王家」，但也可以說他前生作
孽太多，生於帝王家其實是嚴厲的懲罰。「壞人」便要面對琳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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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酷刑，甚麼刀山火海抽筋剝皮，聽之令人毛骨悚然，完全是亂
世重典那一套；連口舌是非者也難逃割舌，現代人要保住舌頭可不
容易。壞人也可以輪迴，卻只能做豬做狗，甚至老鼠蟑螂，任人宰
割踐踏，以報前生的業，故有「欲知前世事，今世受者是；欲知後
世事，今世作者是」之說。至於作惡者跟受害人前世今生的恩怨情
仇，還有前前世和前前前世的瓜葛，最好別深究。這樣子邪惡的無
限逆推是連閻羅王都說不清的。可以輪迴已經不錯，最少可以努力
做好事，博取來生改善，由牲畜升級為人，總好過「永不昭生」，
在地獄受無窮無盡的苦難，或者成為孤魂野鬼。由於地府通脹十分
厲害，看來也沒有甚麼社會福利，沒有後人供奉、給他燒十億八億
的窮鬼，只好靠一年一度的盂蘭勝會之類接濟，真箇「做鬼都唔靈」。

任何制度都有空子，天上地下也不例外，所以死者後人要為他
做法事。直接地說，就是為他「打點」，憑法師的法力，趕跑前來
騷擾的野鬼、疏通索取賄賂的鬼差，甚至讓閻王格外開恩。小說中
唐僧路過兩界山遇虎，就替救命恩人劉伯欽的亡父唸《度亡經》、《金
剛經》、《觀音經》、《法華經》、《彌陀經》、《孔雀經》等等。
那父親便消了罪業，被送上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又唐太宗登基
一十三年，本來陽壽已盡；可是判官崔鈺跟魏徵交厚，便偽造文書，
把生死簿上的「一」字改成「三」字（改為「七」豈非更妙？），
他便回陽繼續快活了。換句話說，後人沒錢或沒門路辦事的只好認
命。至於孫悟空大鬧森羅殿，強把生死簿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
一概勾之」，就更徹底，完全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在本來應該
賞善罰惡的地府裏，公職者欺善怕惡、顢頇無能、上下其手、套交
情等等陋習，跟人世間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孫悟空在取經途中打死兩個毛賊，膿包唐三藏為死者祝禱：「你
到森羅殿下興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
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悟空煩死了，也祝禱道：「盡你到
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宿
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岳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曾
與我為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

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裏去告。」悟空確有使用過度武力之嫌，
但他說的倒是古已有之、可能於今為烈的實情。幾個毫無背景的冤
魂或者小民，連上訪都沒門呢。

西方地獄

西方的月亮不一定更圓，地獄也不見得較好。根據希臘神話，
地獄是一片冰冷封閉的境界。宇宙最高統治者宙斯的拜把兄弟冥王
哈得斯（即冥王星）跟強搶回來的王后玻斯芬妮住在黑色石頭的宮
殿，派一條有三個頭的惡犬把守地獄大門，所有亡靈都無法逃走，
其他人神也不能進入。當然，只要有詭計、貪念、賄賂，凡事都可
以有例外，這倒是放諸天上地下皆準的。那惡犬原來虛有其表，有
時一塊餅就搞定牠了。原始時期，地獄是囚禁在奪權戰爭中敗給宙
斯集團的一眾巨人，後來成為所有死者的歸宿。亡魂要平安到達陰
間得付錢渡過冥河，冥王星的衛星卡隆就是唯一渡船的梢公。他的
收費大概是合理甚或是隨緣樂助的，希臘人通常只要在死者口中放
一枚錢幣就行了。中國習俗也有「掟口錢」，卻是省得他來生胡說
八道。

這兒沒有甚麼審判的麻煩，所以不像中國地府需要臃腫的官僚
架構。可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冇屍骸」之類的不平事在
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會發生，眾生無奈之餘，只能冀望惡人死後有惡
報，於是地獄後來還是被賦予道德權力，更重要的是開始有天堂地
獄分別收留好人壞人。但丁《神曲》中的九層地獄，巨細無遺地列
出對應各種罪行所應得的懲罰，慘烈之處跟中國傳說確有異曲同工
之不妙。例如使用暴力者會掉到第七層地獄，在沸騰的血河中被煎
熬。即使是自殺者也不能幸免，因為這也是一種施諸自身的暴力。
不管你上吊、跳樓還是燒碳，死後都會變成身上披着毒荊棘的樹。
至於對自然施暴者（肆意污染環境？），就會在沙漠中被天降火雨
折磨。異教徒則會在第六層被火燒下肢；不燒全身，大概是避免受
刑者再「死」一次便沒戲看了。惡名昭彰的撒旦就坐鎮第九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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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者（例如猶大）在這兒承受魔鬼無盡的撕咬。從這角度看，撒旦
其實肩負儆惡懲奸的重責，貢獻不下於獎賞善行的天堂掌門人。問
題是：撒旦豈不出賣了自己的門徒嗎？他真是個複雜的角色啊！

東方以輪迴規範人的生死，宇宙是機械地永恆存在。在基督教
傳統中，這永恆預設就是耶和華，他創造世界及其中一切，藉以傳
揚他的手段、讓他一手所造的子民歌頌他的大能。人一生的功過，
也在死後來個一刀切的了斷，就是信者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獄。《聖
經．傳道書》說：「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
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
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裏。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惟有膽怯的、
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
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簡單而言，就是好人死一次後復活享受永生，壞人要多死一次
而且是永死，不過也非一成不變。《聖經．傳道書》又說：「就是
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會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審判。」天使犯法與民同罪，此即「墮落天使」的起源。在天
堂享受永生者萬一犯了罪，大概也沒有免死金牌，恐怕要一嘗由天
堂掉到地獄的可怕經驗。當然，你也可以自我安慰說既然天堂沒有
魔鬼，「人」自然不會犯罪；天使由於工作需要穿梭兩地，才有可
能被污染，就像無間道邊沿人。

跟基督教同出一源的伊斯蘭教描述的「火獄」也類似，信與不
信就是檢定你上天下獄的唯一標準。《古蘭經》說：「終身不信道、
臨死還不信道的人，必受真主的棄絕，必受天神和人類全體的詛
咒。」「你們當防備火獄，那是用人和石做燃料的，已為不信道的
人們預備好了。」「不信道而且否認我的跡象的人，是火獄的居民，
他們將永居其中。」「不蒙減刑，不獲寬限。」又說：「真主確已
為不信道的人而預備凌辱的刑罰。」《古蘭經》的地獄不像但丁地獄，
沒有明碼實價的不同層次；但想想人和石一起當燃料，大概也夠難
受了，而且不像坐牢般可以扣減假期、提前假釋或者特赦。

無論古今中外，地獄當然都不是甚麼好地方。也許出於文化認
同，更自知無法上任何宗教的天堂，還是實際一點好：如果可以選
擇的話，直接找閻羅王算了。只要在世的後人「識做」，應該不會
有甚麼麻煩；而且除了極少數窮兇極惡之徒，人生前縱有行差踏錯，
死後還有翻身的機會，總好過永死。凡間的司法機構把罪犯投獄，
理論上是希望懲教兼備，好讓他們改過自新，也讓其他人有所警惕；
但永恆地獄的慘酷懲罰除了獸性的報復還有甚麼意義？高高在上的
永生者當然慶幸跟了正確的隊伍，但押錯寶的可慘了：這麼多天堂，
應該只有一家是正宗老店吧？

天上人間

輪迴制度是一種物質不滅的機械論，其實是眾生對生死定律無
奈之下對現實的依戀；諷刺地說，也是對現實的逃避。人生苦短（雖
然總有人嫌命長），自然嚮往長生不老、永享安樂；但對絕大部份
人而言，既然神仙境界是如此虛無飄渺，那只要來生仍然是個人就
心滿意足了。縱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還算比上（神仙）不
足、比下（餓鬼）有餘。所謂天宮地府，其實不過是人間的投射。
人最恐懼的是「不可知」，所以虛構千奇百怪的解釋，但經歷過的
現實人間才是最穩當的。可是對於少數喜歡「鑽牛角尖」者而言，
生死場中的迴旋木馬遊戲不僅毫無意義，更是痛苦的根源。於是有
人修仙道，希望羽化登仙、與天齊壽；有人研佛學，期待早登彼岸、
擺脫輪迴；等而下之求不死藥的皇帝更是史不絕書。《西遊記》中
滿天神佛，共冶一爐；天堂極樂，又是否真的那麼美好？

可以跳出輪迴者，除了修道飛升成為仙人之外，還包括天上與
西方極樂世界的神佛。神、仙、佛時常並稱，嚴格而言三者是有區
別的。神是天生的，例如居住於天宮的玉皇大帝以至大小官員，一
般不會「毀滅」，也有少數公認造福人群者可以「升上神壇」，例
如關公。「仙」者，入「山」之「人」也，肉體長生不死，也有或
高或低的法力，也就是得道了。相對而言，仙人沒有公職，比較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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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西遊記》中的鎮元仙，法力高強，一個袖裏乾坤就搞定孫悟空。
他比孫悟空更目空一切，滿天神佛道仙都不放在眼內，只供奉「天
地」兩個字，倒是夠超然的。佛即「覺者」。眾生皆有佛性，雖然
無人可以保證放下屠刀之後一定成佛，但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孫悟
空是個佛道混血兒（事實上不少民間習俗以至戲曲都是佛道一家的，
例如粵劇《帝女花》中的長平公主就曾在維摩庵出家，成為口唸「阿
彌陀佛」的道姑），本來只是個「太乙散仙」，乃「天產石猴，該
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可是一旦輪迴，一切又要從頭開始，着
實叫人洩氣，於是搞出大鬧森羅殿的一幕。

《西遊記》對天宮的華麗壯觀有詳細的描繪與讚頌，其實是人
間宮闕的浮誇版本；以玉皇大帝為首的統治集團，也不過是地上皇
帝制度的移植。小說作者憤於現實社會的腐敗，遂借孫悟空的金箍
棒對天宮大張撻伐。孫悟空大鬧天宮，向終極對手如來佛說：「皇
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儼然有點輪番執政的口氣。人間的皇帝
靠打江山或者承繼，玉帝則是「自幼修持，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
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玉皇、玉帝
本來是道教中兩個地位不太高的神祇（教主是老子），經過許多劫
後合併成為天宮的最高統治者，連老子都變作太上老君，倒過來當
國師為他煉丹。玉皇大帝與佛道的關係，類似政教分離的政體，平
常各管各的，有麻煩的時候（例如纏上孫悟空），如來佛就來救駕，
老君也來幫忙和稀泥；玉皇大帝也給足面子，讓他們風風光光。

孫悟空捅出天宮地府的顢頇黑暗，原來跟人間官場如出一轍。
統治者玉皇大帝空有最高的修持資歷，卻不見有任何法力，更像個
庸碌的二世祖，全仗一班輔國元勳拿主意。本來從管理學角度看，
他其實不用甚麼才能，只要懂得用人，也有人為他所用就夠了；可
是權力使人腐敗，連天神都不例外，所以天宮一樣有階級壓迫。沙
僧雖然號稱捲簾大將，大概是銜頭膨脹的結果，原來不過有如負責
打掃的宮中太監吧了。他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玻璃盞，被玉帝
打了八百，貶下凡間，又叫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他胸脅百餘下。
沙僧總算是個天神，卻連一個玻璃盞都不如。回想一下，連一個破

玻璃盞都無法修復，玉帝及諸神也未免太無能了，或者這根本是欲
加之罪？豬八戒有點咎由自取。他本是天河裏的天蓬元帥，只因帶
酒戲弄嫦娥，被玉帝打了二千鎚，貶下塵凡。連鼎鼎大名的嫦娥都
難逃性騷擾，天宮中不公不法之事，應該不止一樁吧？他們被貶，
算是懲罰；他們皈依之前吃人度日，貽害凡間，倒楣鬼只好當作是
前生果報了。看看唐僧西天路上遇到的災劫，不少是天宮逃犯搞的
鬼，最後第八十一難更由觀音菩薩為了湊數而親自策劃的。既然一
切災劫皆命中注定，那些妖怪不過奉命行事，其實應該獎賞他們超
度眾生的功勞呢。

西方極樂

風光背後，天宮一樣藏污納垢，那在如來佛祖領導下的西方極
樂世界該是真的一遍和諧平靜了吧？原來唐僧取經途中，也曾碰上
來自淨土的妖怪。彌勒佛的一個司磬黃眉童兒趁着他外遊，拐走他
的寶貝下凡假佛成精，還妄想拿了唐僧的度牒去西天冒領佛經（看
完《西遊記》、了解雷音寺的實際運作，才知道這竟然是可行的）。
還有小須彌山的靈吉菩薩治下一頭黃毛貂鼠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
油，畏罪潛逃下凡成精作怪。如果西天真是極樂的話，就不該有不
滿現實的情況。更有趣的是，唐僧師徒歷盡艱辛，終於到達雷音寺，
如來命大弟子阿儺、伽葉引唐僧到藏經樓取經，他們卻「對唐僧道：
『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
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
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

好一對活寶，竟敢在佛祖眼皮底下索賄，唐僧一窮二白，無法
滿足需索，幸好孫悟空恐赫要向如來舉報，二尊者方才傳經，傳的
卻是空白的無字經。唐僧在歸途上無意中發現被耍了，也只能垂淚
感嘆「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但更奇怪的，是他們再
上靈山，無所不知的佛祖告訴他們「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
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理由是「向時眾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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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
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
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
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
可以此傳之耳。」

這分明就是為下屬護短。四大皆空的佛徒，何必為兒孫籌謀？
佛祖明知東土眾生愚迷，無字真經「是好的」又有甚麼用？同情地
理解，這勉強可以解讀為要捨棄世間財富才能早登彼岸，就像耶穌
說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孔更難；但如此一來，也不好拿兒孫
作擋箭牌吧。

既然唐僧回頭，大概又怕孫悟空來一次大鬧西天，佛祖只好傳
他有字真經。可是阿儺、伽葉死性不改，還是拿了唐僧的紫金缽盂，
小說描述這場景非常生動：「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
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
彈指的，扭唇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
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着缽盂不放。伽葉卻才進閣檢經，
一一查與三藏。」這一切都在半公開的情況下發生，不公不法之事，
在極樂世界恐怕也不少吧。

人神一家

中國的天宮與西方極樂，大概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帕斯山。
那兒是最高統治者宙斯、天后赫拉及諸神的居所。相對於中國神佛
的一臉道貌岸然，希臘神祇跟凡人更相近。玉帝和西王母各司其職、
相敬如賓，就像現代政客最少表面上都維持一個快樂家庭；宙斯則
貪新忘舊到處留情，赫拉也犯上中國傳統婦道中「妒」的忌諱，抓
了「小三」可能將之變成笨牛怪獸。通常兩口子吵一會架便一切如
常，宙斯繼續拈花惹草，大概還多謝老婆替他搞定玩厭了的美女呢。
諸神雖有大能，但也有凡人的性格弱點，如嫉妒、貪婪、任性；神
山上更是山頭林立，真個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還常拿凡人作棋子。

神話《木馬屠城》中三位女神赫拉、雅典娜（從宙斯頭中跳出來的
智慧女神，大概被赫拉視作宙斯的私生女吧）和阿芙洛蒂（即羅馬
人叫的愛神維納斯）為爭奪「最美麗」的虛榮，分別疏通唯一的公
證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阿芙洛蒂的賄賂是斯巴達王后海倫，帕里
斯跟她一見鍾情，私奔回國，引發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伊的大戰。天
上諸神看得過癮，就像足球場的觀眾席上，球迷各據一方。大概出
於男性天賦，宙斯覺得帕里斯不過做了自己常做的事，於是偏幫特
洛伊；赫拉卻是希臘的鐵杆擁躉，這除了跟丈夫對着幹，更源於她
本身是婚姻的保護神，自然痛恨這臭男人收受對手賄賂、誘拐良家
婦女、拆散他人美好家庭、破壞社會善良風俗。諸神各自歸邊，各
施詭計，令戰爭拉鋸十年。

正當特洛伊第一勇士赫陀與希臘名將西方金鐘罩亞基里斯殺得
難分難解之際，宙斯為了向諸神表示公正，只好訴諸命運天平，發
覺赫陀的一端重了一點，那就是他要先死；但其實命運早已注定兩
人都會戰死。有意思的是，亞基里斯原來可以選擇：要麼為戰友報
仇殺死赫陀，但自己也不久人世；要麼放過赫陀，自己也逃過一劫。
自由意志有時帶來煩惱，雖然亞基里斯還是選擇前者。

諸神的大能是凡人高不可攀、令人敬畏的；但就像凡人一樣，
諸神其實也有限制，換句話說，連宙斯也非全能，背後還有更高的
力量，例如命運。這大約相當於佛家的「因緣」，即如玉皇大帝修
持無數劫才能得享尊榮，難道不是命運安排？希臘諸神並非宇宙的
創造者。宙斯推翻泰坦巨人（包括父親撒頓），奪得宇宙的政權；
卻知道命運注定他日後也會被兒子照辦煮碗。宙斯最大的煩惱就是
情人和兒子多得數不清，為了防患未然，只好參照電影《未來戰士》
的橋段，設法找出誰是未來統治者的母親，以便斬草除根。可是唯
一知道秘密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在百般折磨下仍然拒絕洩露天機，
宙斯也無可奈何。還有揭破宙斯姦情的薛斯弗斯被罰無休止地推石
頭上坡，但到底誰是勝利者？普羅米修斯和薛斯弗斯可以被摧殘甚
至被毀滅，但沒有被擊敗。宙斯、天神以至凡間的英雄，都無法避
免命運的擺弄。諸神的不朽，只是相對於凡人而言；想想宙斯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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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落得永遠被囚，他大概寧願有個了斷。從這角度看，果然是眾生
平等。

希臘神話毫不掩飾地以人的形象塑造諸神，甚至拿宙斯與赫拉
的醜事開玩笑，但一切都來得那麼親切。諸神也像凡人一樣吃喝睡
拉，也有喜怒哀樂，雖然吃仙糧、飲甘露，頂多是閒來聽聽阿波羅
演奏豎琴吧了。不管中國的天宮、西方極樂，或希臘的奧林帕斯神
山，都只是神佛的居所；凡人除非晉身仙班，是無緣入住的。可是
人望高處，總希望可以分享不朽。基督徒與穆斯林相信好人（即信
徒）可以在死後在天堂享受永生。《聖經．傳道書》說：「從天而
降的聖城耶路撒冷……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
璃。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
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城門
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
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
去。」相對於地獄的描繪，《聖經》對天堂的描寫比較空泛，總之
就是好人在神的寶座下安寧快樂直到永遠。可是馬克．吐溫對這幸
福境界毫不領情，調侃說：「大部份人連在教堂坐一個小時都受不了，
怎能寄望他們呆在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直到永遠？」還有，移民天
堂者無法知道何時神會心血來潮，為了再傳揚他的手段，重新洗牌
再玩一舖。

若論對天堂生活描寫的細緻具體，要看《古蘭經》。經文說：「他
們將在恩澤的樂園中。許多前人和少數後人，在珠寶鑲成的床榻上，
彼此相對地靠在上面。長生不老的僮僕，輪流着服侍他們，捧着盞
和壺，與滿杯的醴泉；他們不因那醴泉而頭痛，也不酩酊。他們有
自己所選擇的水果，和自己所愛好的鳥肉。還有白晳的、美目的妻
子，好像藏在蚌殼裏的珍珠一樣。那是為了報酬他們的善行……他
們享受無刺的酸棗樹，結實纍纍的香蕉樹；漫漫的樹蔭；泛泛的流水；
豐富的水果，四時不絕，可以隨意摘食；與被升起的床榻。我使她
們重新生長，我使她們常為處女，依戀丈夫，彼此同歲；這些都是
幸福者所享受的。」這樣的逍遙生活確實非常吸引，尤其對大男人

而言，儘管香蕉並非甚麼珍貴食物，我更是每天都吃的。坊間誤傳
阿拉為聖戰烈士安排七十個美處女原來並非完全無中生有，雖然有
學者考證那其實是葡萄乾的誤譯。

只羨鴛鴦

人的慾望無窮，「做得皇帝想升仙」；升了仙又如何？到了某
一境地，有人竟然會以「仙籍」交換其他東西。沒有資格升仙者看
來自然匪夷所思，就像凡人無法理解釋迦牟尼不做王子跑去當苦行
僧一樣。中國民間傳奇《七世夫妻》講天庭的金童玉女被玉帝指控
動了凡心，被貶下凡間苦戀七世卻不能結合；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
梁山伯與祝英台。在玉帝眼中，金童玉女經過七次煎熬，應該懂得
珍惜天宮的幸福，從此看破紅塵；但從金童玉女的角度看，天宮中
的幸福其實滿是階級烙印，我的幸福比起玉帝差得太遠了；所謂思
凡，不過靜極思動，打破空虛寂寞而已。

《西遊記》中也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話說二十八宿之一的
奎星與披香殿侍香的玉女自由戀愛，明知不容於天宮的泛道德規範，
於是私奔凡間。由於是違法外逃，不能投胎做正常夫妻。玉女托生
為寶象國公主，奎星化作黃袍怪，從王宮中把她攝去，當了十三年
夫妻，還生下兩個孩子。唐僧路過被擒，公主暗中託他給父王帶信，
又以還願作藉口說服丈夫放人。經過一番轉折，黃袍怪被孫悟空打
敗，逃回天宮，被玉帝抽出治罪；公主也回到父王身邊，至於兩個
無辜的孩子，早被八戒、沙僧捽做肉餅，大概是前生作孽太多吧。

所有神仙下凡的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的肉身都不曉
得自己的身世，塵世生活是美好還是痛苦，只能成為「返本」之後
的回憶。不管是憶苦還是思甜，往事永遠值得回味，怪不得現代人
千方百計想在人的腦子植入記憶。奎星兩口子早應知道塵緣有時而
盡，不像天宮般「永恆」，但那有甚麼關係？元好問詞云：「問世間，
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坊間廣告也有名言：「不在乎天長地
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光輝一霎，有時比永恆更可貴；相對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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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朽，原來還有更高的層次。這一切都非那只懂得努力修持向
上爬的玉帝所能理解，他只會質疑「上界有無邊的勝景，你不受用，
卻私走一方」；就像終日只顧賺錢供給兒女豐裕物質生活的家長慨
嘆「家中好食好住，怎會離家出走？」一樣不食人間煙火。

奎星最後被輕判社會服務令，為太上老君看守煉丹爐；玉女卻
未見甚麼懲罰，大概是念及這無知少女只是被誘拐了，也因為這「一
飲一啄，莫非前定」。只要他們老老實實，應該會「官復原職」，
繼續為玉帝服務。有理由相信，奎星坐在爐邊小板凳上，必會回味
那十三年的美好時光，甚或輕吟「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
暮」。如果這故事由現代編劇執筆，也許會變成黃袍怪與代表道德
勢力的孫悟空力戰而亡；臨死前依偎在公主懷中，最後公主在淒美
的配樂中以郎君的寶刀自刎殉情，從此魂飛魄散，永不超生，成就
悲劇結局。

在「只羨鴛鴦不羨仙」的背後，其實有更高的層次，就是人的
自由意志。我們必須假設身處天堂地獄者皆擁自由意志，否則那
「我」就不再是「我」而是行屍走肉。人世間的幸福固非必然，所
以凡人努力尋求幸福；一旦發現原來幸福雖可永恆，卻只限於上天
恩賜之時，眼前一切可能變得毫無意義；我更可以大膽假設，永恆
的地獄折磨與苦難，也一樣變得毫無意義。不妨打個科學的比喻。
物理學家計算出宇宙中必然存在黑洞，但這是無法親身體驗的，因
為黑洞的強大引力，任何靠近的東西都被吸進去，從此永遠無法逃
逸，連光都不例外。我們只能想像，太空人在臨界點被吸進黑洞的
一剎那，主觀上時間變得無限長；換句話說，他「永恆」了。

在永恆幸福的天堂和永恆苦難的地獄，人的終極關懷可能是：
應否自殺。難題是：在永恆世界，你連自殺的自由都沒有。

活在當下

有人覺得塵世匆匆幾十年，即使快樂，也終有一天失去；要是
痛苦的話，就更不堪提了。所以幾乎所有宗教，不管是「正統」還

是邪教，都美化天堂，甚至美化死亡。人總會依據本身的訴求，為
自己塑造美好的歸宿；所以與其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不如說
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曾聽一位傳教士老師說他妻子去世時，家
中沒有甚麼傷痛，因為他們知道她去了一個快樂的地方。有小孩跳
樓輕生，老師安慰他的同學說天堂是「好玩」的。這其實是逃避現
實的阿 Q 方程式。從沒有人去過天堂回來報告說那兒如何快樂，倒
是太多沒有去過的說得天花亂墜。中國人講「節哀」、「看淡」，
是面對現實，因為我們承認有生必有死，何必自欺欺人？輕現世、
重來生、冀復活，都不過是對塵世既不滿又留戀。何妨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明白世間一切苦難終會過去、永恆的幸福其實毫無意義，
何須介懷人生苦短？我無法知道我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將會到哪裏
去，人生的確可以毫無意義；但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正因為我有
自由意志，才可以給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正是：

生死茫茫不可知　人間幻夢逝如斯　
閻君鬼吏驚無行　報應輪迴豈有時
兜率宮中纏愛慾　雷音寺內犯貪癡　
瀛洲福地終飄渺　珍惜眼前莫悔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