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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64年农历二月初五，一代高僧唐玄奘陨落。 他是人们十分敬仰且家喻户晓的西行者。

唐玄奘西行的艰苦怎么说都不为过，《西游记》更是以九九八十一难来形容。 然而，可能很多人

会忽视一个细节———《西游记》 用尽一个情节来渲染西行之艰难，那就是以“虎” 来说故事。

西游路上 “虎难”不少

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中，《水浒传》 的打虎故事最为闻

名。 但《西游记》提到的虎字最多，

出现次数达 350 多次，且多数用于

修辞，如虎豹为群、不惧虎豹、虎豹

狼虫、虎狼之穴等。

同时，《西游记》更注重设计奇

特的涉虎情节。 无论是因虎遭难还

是打虎建功，都是其他几部名著所

无法比肩的。

在《西游记》的八十一难中，

“虎难”就有六难，分别是出城逢虎

第五难、双叉岭上第七难、黄风怪

阻十三难、 金銮殿变虎二十三难、

大赌输赢三十四难以及朱紫国行

医五十六难。 其中，先后三回五个

“虎次” 遇到真虎；虎妖魔有四个：

寅将军、虎先锋、虎力大仙、虎将。

除了打真虎、灭虎妖之外，悟空恶

斗牛魔王时还变作“一只饿虎” ；在

荆棘岭祭赛国伏龙寺僧人缠着要

与唐僧一行同上西天或修行伏侍

时，行者弄个手段，把毫毛拔了三

四十根，变作斑斓猛虎阻吓了那些

意志不坚定的僧人；更惊诧的还有

“唐僧被魇而化虎”的诡异情节。

《西游记》里“虎” 字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 因虎

而落难或建功往往发生在故事中人

物的“第一次” ：

《西游记》第十三回开章就说：

（三藏） 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

外。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本

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余

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

斋后， 众僧们灯下议论西天取经之

难， 这第一次众人细说西征的难处，

其中就有“路多虎豹” 。

踏上征途，唐僧上来就遇重重虎

难———在双叉岭第一次遇到的是虎

精，它与牛精、熊精合伙兴难，后来靠

太白金星化作的老叟才解厄脱困；继

续骑马独自前行时第一次遇到的猛

兽是两只猛虎，靠山中猎户“镇山太

保” 刘伯钦才得以驱散；过了山坡，

再次出现斑斓猛虎，全靠刘伯钦一番

恶战才灭虎脱险。

唐僧收服悟空后，悟空出场第一

战也是打虎。 只是，他的打虎与刘伯

钦斗虎相比显示了 “强中更有强中

手” 。由此，悟空日后也可以动辄“束

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 了。

作为二徒弟的猪八戒，被收服后

的第一次战斗是配合悟空大战虎精。

结果，那虎精“被八戒一钯筑得九个

窟窿鲜血冒， 一头脑髓尽流干” ，从

而既体现了 “诚心要保唐三藏” ，又

以完美的处子秀 “初秉沙门立此

功” ，进而得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得力

帮手。

在“三打白骨精” 中，还有一连

串的“第一次” ：唐僧第一次被白骨

精以“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 为由头

骗取信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狠心

无情地逐走孙悟空……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 只在

唐僧踏上西行之路后，才开始浓墨重

彩地写虎。 此前，包括孙悟空大闹天

宫等故事中，只有虚写或用于修饰词

的虎。 这样处理，用意可能是在于凸

显西行路上的“拦路虎” 。

我们知道，《西游记》 既有魔幻

小说的浪漫，也是现实的反映。“虎”

就是对艰难险阻描述的一个艺术符

号。 《西游记》在分类上属于神魔小

说，虎的意象既使小说尽显超常的神

魔色彩，又富有劝诫教化意味。 从中

可以获知，倘若要修成正果必须克服

重重磨难，故《西游记》另有一个名

字，叫做《西游释厄传》，即通过西游

而解释摆脱灾难。 梁勇

“虎” 出现的第一次颇有讲究

贵阳孔学堂作为贵阳市乃至贵州

省文化宣传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

和开展国学文化交流的学术窗口，其影

响力越来越广、吸引力越来越强、辐射

力越来越深。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不断传承国学渊源脉络和汲取

国学积淀的精髓，大有裨益，不可或缺。

2015 年 5 月初夏， 我首次参加了

单位组织到孔学堂开展共产党员的诗

书情怀的专题讲座。 聆听那次讲座，孔

学堂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 得天独厚、

空气清新的自然生态，依山傍水、古朴

典雅的建筑布局仍历历在目、 记忆犹

新。

在孔学堂听讲座， 与在其他的场

所，感觉还真的不一样！

一是这里的氛围好。落座孔学堂的

讲厅，坐在木凳靠椅上，思绪立刻又回

到孩提时代读书的岁月，仿佛穿越了时

空的隧道，链接起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

场景， 会让人忆起沐浴书香的味道，领

略古人沐浴、 燃香和慢条斯理铺展书

页，尽享读书乐趣的无穷魅力。 这样的

讲座环境丝毫不影响受众的听课效果。

同时，这样的布局为营造简朴的浓郁学

术风气提供了条件，有返璞归真、崇尚

自然的韵味。

二是效果好。 来这里聆听讲座的，

大都是慕名而来，心怀敬意，感悟国学

文化底蕴的兴趣特别浓。 因此，就会变

自发为自觉，变朴素为理性，变被动为

主动地听课。

三是内容好。在这里讲授的国学文

化，内容十分丰富，源远流长，值得细细

品味和咀嚼，对于了解国学，讲好中国

故事，搭建了桥梁，拓展了视野，启迪了

思路。

孔学堂作为一项不可多得的重要

文化资源，期待它不断深度挖掘、提炼，

拥有新的提高和发展。 刘湘东

传播国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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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个特殊爱好， 就是作

挽联。为了写好挽联，他可没少下功

夫，如偷偷地为活人写，为此还得罪

了老友汤鹏。

曾国藩的挽联写得精彩， 举世

公认。 古文家诗人吴恭亨曾说：“曾

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

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

布帛菽粟。 ”这绝非溢美之辞。

如乳母去世后， 曾国藩凝泪挥

毫写道：“一饭尚铭恩， 况保抱提

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论

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 生母与

乳母相比“只少怀胎十月” ，何以报

德？“也当泣血三年” ，其义可敬，其

德可铭，其情可佩，其心可鉴。 自清

末以来，联家对此联多有佳评。

三弟曾国华不幸阵亡， 曾国藩

写了祭文并作挽联：“归去来兮，夜

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

鹧鸪声。 ” 此联，借花影而祭亡灵，

闻鹧鸪而言哀恸，妙在无泪有泪，意

在饮泣而泣；堪称佳联！

曾因被“生挽” ， 汤鹏愤而去

之。 不过，汤鹏去世后，曾国藩还是

为他作挽联：“著书成二十万言，才

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 名亦随

之。 ” 是否“生挽” ，似没必要追究。

遗憾的是一生“挽” 人无数的

曾国藩， 却未为自己留下 “自挽

联” ，他去世后，许多名流都为他写

挽联。 像左宗棠写的：“谋国之忠知

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

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 表达了对

他的敬佩；李鸿章的挽联：“师事近

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 内安外攘旷世难逢

天下才。 ”写尽衣钵传人的景仰。

挽联看似小道，实则极难写工；

某人一生功过，皆在寥寥数语里，极

难出彩。曾国藩精于此道，全集中收

录挽联 77 副。 时人有一名江忠源

者，颇重友情，有朋客死京城，他定

要护送灵柩还乡。 有好事者感二人

之事，草成一联曰：“曾国藩包

作挽联；江忠源包送灵柩。 ”

也非戏谑之言！ 孟祥海

曾国藩的挽联爱好

名人逸事

徐渭廋辞

颇显趣味

说文解字

廋（

sōu

）辞为古时对谜语的一种

叫法，廋是隐藏、藏匿的意思。 廋辞，

即隐其含义于言辞之中， 是一种用

替代的方式构成的暗示语。 “廋辞”

一词早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的 《国

语·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 大夫

莫之能对也。 ”

明代越中文人已经呈现出 “分

支立户，自成体系”的征兆，其代表

人物就是徐渭。 他的自号“田水月”

就是一个字谜，即“渭”字的分拆。 在

《徐文长逸稿》中存有两则字谜很是

值得玩味：

其一，“何可废也， 以羊易之”

（佯）。 他借《孟子》句做谜面，开了近

代南宗灯谜成句配面的先河。 其二，

“先写了一撇，后写了一画”（孕）。 他

的书斋名曰“孕山舫”，就是“书户孕

江山”的意思。

还有个故事， 颇能说明徐渭的

聪明和机巧。 某王姓皮匠勤劳致富

后，想在鉴湖边开一个茶亭，于是请

徐渭来取个好听的名称。 这个江南

怪才真是别出心裁， 他马上题写了

“玉波亭”三字。

此廋辞中竟然隐含了多层意

思：“玉”字，既含有主人的“王”姓，

又象征富余和文雅；“波”字，既暗示

主人出身皮匠，又点明在水边；还有

“玉波”呢，其原意是指月光下的水

面，如今则成为清茶的美喻了。

那秋生

徐渭 （1521 年—1593 年），汉

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

军事家。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

剧、 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

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 。

←曾国藩书法七言联

寅将军本是一只虎精。 因唐

僧急于取经，起早赶路，落入了

寅将军的陷阱，两个仆从被寅将

军、熊山君、特处士吃了，多亏太

白金星搭救， 唐僧才逃离虎穴。

这个故事在《西游记》第十三回

里———“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

岭伯钦留僧” 。

寅将军是唐僧取经路上碰

上的第一个妖怪。 从遇虎的地方

来看，是在“河州卫” 以西数十

公里处。 河州卫在今青海、甘肃

交界地区。

那么，“寅将军” 究竟是哪

个品种的老虎呢？ 按照这个地域

分布来说，“寅将军” 是现在已

经绝灭了的华北虎，和武松在景

阳冈打的一样。

◎寅将军

陕西渭南韩城大禹庙明代西游记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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