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   

路   
 

 

 

 

 

 

 

 

 

 

杨  宁 

  



 

《星路》   www.yidumen.com 出品  2 

 

目 录 

 

一、 接受使命 

二、 到 A星球 

三、 穿越魔宫 

四、 进入佛幻境 

五、 进入光幻境 

六、 踏上缘起岛 

七、 完成使命 

 

http://www.yidumen.com/


 

《星路》   www.yidumen.com 出品  3 

接受使命 

在遥远的银河系中央，有一颗星球，这儿的生命都是光化身，他们神通

很大，可以像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一样，个个随心念所想，变出千手千眼。

有一个国王统治着整个星球，他的名字叫多宝如意王，他有一个女儿，叫大

悲。 

这一天，国王把大悲唤到宝殿说：“女儿呀，再过六天，是父王一百万

岁生日。父王想在生日那天，把王位传给你。”大悲听了，面露难色，犹豫

着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多宝王诧异地问：“大悲，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

大悲在父王面前跪下说：“父亲，您做出的决定女儿很乐意奉行，让女儿为

难的是另一件事。您在十天前派到 A 星球的救援队这几天频频发回信息说，A

星球的环境已不适合他们生存，希望回归，但他们中已没有人认识回家的

路。愿父王派向导去接引他们。”多宝王听了，面露沉思，说：“想不到 A

星球的毒气日盛，孩子，上次派去的救援队中已有多力、多智，两位如此能

干的强将，竟也无法抵抗 A 星球的毒气，迷失了方向，要再派谁去接引他们

呢？”“父王，女儿在二百年前，曾去过此星球，那条星路女儿还熟悉，女

儿愿在登基接替父位之前，去接引他们回归。”多宝王听了，摇头说：“女

儿呀，现在那个星球的环境已不是二百多年前了，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观注

那里。你只有六天时间，而入口穿越欲河，你会昏迷三天，也就是说你只有

三天的时间寻找到救援队。此星球多幻景，况你去到此星球会失去光化身，

失去神通。”大悲恳请道：“父亲，女儿如不去救援，他们可能会迷失很久

才能回归国土，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三天时间足够了。”多宝王沉思片刻：

“好吧，大悲，希望你六天后不管是否找到救援队都要速速返回。父亲还要

赠你几件宝物，助你此行。” 

多宝如意王向空中伸手，拿到一颗流光溢彩、光芒四射的珠子，“孩

子，这是我们星球的镇国之宝，叫摩尼宝珠，我现在把它放入你的心口，即

使你百毒入侵，都不会失去智慧，都能认识回家的路。”多宝王手又向空中

一伸，一面能收摄宇宙所有光的小镜片出现在手中，镜面幽明得象一个黑

洞。“这是天目神镜，孩子，你可以把它放在后脑部。这样，不论那些救援

队员变成任何样子，你都可以认出他们来。还有一颗解毒丹，如中毒太深，

吃一点，能帮你暂时缓减痛苦。”大悲领受宝物，谢过父王，便退出皇宫直

接到“宇宙大观室”去查看 A 星球的档案。 

在宇宙大观室中，有一面大大的荧屏，大悲打开荧屏，仔细搜索，A 星

球便在荧屏上显现出来。一个声音解说：A 星球又称宇宙幻城，是由两种能

量团组成，一种叫阳能量，一种叫阴能量。阳能量团中又有阴能量，阴能量

团中又有阳能量，而且互相转化。故此地生命的形成较复杂，他们分男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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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性分善恶，而在善中又有恶，恶中又有善，生命意识随幻景摇曳不

定，生命体经受着快乐和痛苦。 

此星球有“贪、嗔、痴、慢、疑”五种剧毒，这五种毒造成诸种幻境，

诱使这里的生命体迷失在种种幻境中，无力自拔。 

这些毒已入侵此星球生命体的每个细胞、骨髓。我星球派去的救援队

员，几乎无一幸免，身染毒瘾。这些毒腐蚀了他们心中的识别器，使他们找

不到回家的路。 

解说到此处，大屏幕下方的一个红灯不停地闪亮，讲解员马上发出警

示：“有生命求救，是我们派到此地的救援队员。” 

大悲关掉报警器。讲解员继续说下去：“此地生命体根据中毒的深浅，

会有不同的寿命，他们在一种形态寿命终结时，会因对五毒造成幻境的留恋

喜好而转化成另一种生命形态存在。 

他们不停地轮回，中毒愈来愈深，痛苦与烦恼愈来愈多。这样持续下

去，此类众生会因毒力慢慢麻痹，不知道什么是真痛苦，什么是真快乐，不

知道真善、真恶，有很多生命现在连最基本的鉴别能力都失去了，而且这种

情形正在不断加重、蔓延……” 

银幕上随着讲解出现此星球的生命毒瘾发作时受苦受难的情形，大悲流

出了眼泪。她冲对讲器说：“请讲解救援办法，指出我们救援人员在此星球

的位置？” 

“救援办法是：我们的救援主要是对此星球一种叫‘人’的生命形态展

开救援。此生命形态身体中有一个装置，叫‘我执’，此装置异常坚硬，很

难破裂，但有两种东西可以熔化它，一种叫‘功德水’，一种叫‘普爱’。

这个‘我执’装置一旦被溶化，此星球的生命体即使身染剧毒，也不会痛

苦，而且即刻便会从诸种幻境中解脱出来，变成与我们星球生命一样的光化

身。” 

“这两种东西从哪儿得到呢?”大悲问，讲解员马上说道：“这两种物质

均产生于此星球。如果此星球有一人发一善念或作一善事，空中便会结出一

滴‘功德水’。而此星球有一个万手万眼神人，他会把这些生成的功德水贮

存在一个宝器中，等这个宝器的水满后，它便会生起一种神光‘普爱’，把

这种‘普爱’的光和‘功德水’一起洒向此星球生命的身体上。如有人能接

到此光此水便会瞬间化掉‘我执’，解脱诸烦恼，变成光化体。救援人员便

会带这些光化体一起回到我们的多宝国土。” 

“去哪儿能找到万手万眼神人呢？”大悲问。“他不容易找，他住在此

星球东方的一个叫‘自性山’的高峰上，上山无路可走，此山又常年被迷雾

遮蔽。除非宝器的功德水满，他才会在‘普爱’的光中显相。” 

“我们的生命传感器能否找到多力和多智的位置？”大悲问。屏幕上出

现无数的搜索讯号，忽然，在此星球的一个角上，一个红色讯号亮起来。

“找到了！”讲解员的声音再度响起来。“此星球除了贪嗔痴慢疑造成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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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境界外，还有二处幻境：一处是在自性山下的‘魔幻境’，另一处是自性

山中的‘佛幻境’，多智正迷在‘佛幻境’里，多力在魔幻境……”他们肯

定是去找万手万眼神人才迷在此境界中的，大悲想。 

“好吧，告诉我此星球的入口处？”“在欲口，阴极和阳极交汇的中

心。”“将来可以原路返回吗？”“不能，出口在自性山顶峰。”“我需要

配置一件生命传感器。”一会儿，一位侍者送来一个绿色小盒，大悲把它放

在心口，瞬间，一道闪电向 A 星球射去。 

到 A 星球 

大悲穿越时空隧道，来到 A 星球的入口处。这里是阴阳两种能量交汇变

化的地方，称欲海。此时两种能量像海水一样翻腾，打着漩涡，发出红白两

种阴暗的光，形成无数个令生命恐惧的黑洞。这就是欲口了。 

大悲选中一个黑洞纵身跃了进去。瞬间，大悲的光化身被黑洞吞没了，

她在高速旋转的两种能量中，被撕裂合并，分成阴阳两种能量又糅合在一

起，大悲失去了意识…… 

在 A 星球，三十年后，大悲忽然清醒过来。她惊讶地看到自己已是一个

身着亮丽服装的女人，穿着尖尖后跟的鞋子，正费力地走在一条街道上。她

想飞起来，但身子很重。她猛然醒悟：自己已经是 A 星球的生命体了，而且

A 星球的时间与多宝国的时间是不同的，多宝国的三天，A 星球已是三十多年

过去了。我还有三十年时间，在 A 星球找到我们的救援人员。大悲想。 

大悲仔细查看自己的新身体，已经中了很多毒，但胸中的摩尼宝珠还闪

闪发亮。“我要先找到多智、多力。”大悲刚一动念，她的身体突然陷入一

种境界中，有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坐在一个房屋中，他们都在哭。两个孩子

抱住了大悲的身体，这时她身体中的“我执”开始发光：“这是我的家，我

舍不得！”身体中生出粉红色的毒雾，她感到两腿发软，一种强烈的留恋感

袭上心头…… 

蓦然，摩尼宝珠发出剧烈的光芒，把“我执”的光全吸入珠子里，毒雾

暂时退去，大悲留恋的感觉消失了，心脑不再有毒气入侵的痛苦。她知道，

这是由于“我执”构成的家的幻境，这个家里的人都是她在此星球的眷属，

这两个孩子和老人已身染五毒，执着于她的身体。她拿出父王送她的丹药，

分一点给孩子和老人吃，他们便不再哭泣。大悲安慰道：“我很快就回

来。”看到老人和孩子依然伤心的样子，大悲又有些悲伤。但一想到自己的

任务，大悲急忙冲出房子，向着生命识别器指示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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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魔宫 

一路上，她从“贪、嗔、痴、慢、疑”造成的无数幻境中穿过，终于到

了“自性山”下。山脚下，有许多男女正在集会。他们个个打扮怪异，梳着

奇形怪状的头发，大部分女人裸着身体，身上用油彩涂着各种花纹和图案，

并且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广场上。大悲走过去，问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你们在干什么？”那女人斜睨了大悲一眼，不耐烦地说：“你没听说大王

今天远游回来，要带他的丽妃路过此地发表演说吗？”那女人刚说完，广场

上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尖锐的口哨声。一架银灰色的小型飞艇降落

到广场中间，很多人向四面退去，大悲正好站在了飞艇的旁边。飞艇的门打

开了，几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人从艇上走出来，广场上所有的人都马上跪倒

在地。大悲也立即跪下，偷眼望去，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面孔英俊冷漠，

手里拿着一根闪着绿光的手杖。大悲的天目神镜里马上印出一副狰狞的面

容，“这一定是魔王了！”大悲想。 

魔王傲慢地巡视了一下跪在他面前的子民，说：“大家好。今天来到广

场的人并不多，我知道，我的子民们有很多是光荣地参加战争去了。今年，

我们魔世界在诸幻境共发动了十场战争，每场战争都是为了捍卫、传播我们

魔世界的真理和自由而战，我们还成功地在其它幻境建立了我们的各种组

织，这些组织为传播我们魔世界的真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等所有的幻境都

消失，我们真正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时，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那个

时候，你们身上的毒就可以全部解除了！” 

“我们一定要消灭诸幻境，我们一定会解毒的。”很多魔子魔孙开始激

动地呼喊。 

这时，有一个卫兵带了三个人走到了魔王面前，小声向魔王汇报着什

么。魔王听着忽然大笑了起来：“子民们，这三个人犯了叛国罪，他们竟然

公开散布舆论说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能解毒的，我们该怎样惩罚他们呢？” 

“烧死他们！烧死他们！”人群中歇斯底里地呼叫此起彼伏。 

大悲的生命识别器忽然响起，大悲用天目神镜一看，其中一个人是救援

队员。大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大王，火下留人！”一声娇滴滴的声音响起。飞艇的门打开：一位衣

着华丽、美艳无比的女人走了出来。大悲的生命识别器又响了，天目神镜中

印出了多力的影子。“天啊！是多力。” 

“多力！”大悲脱口而出。那女人听到叫声，温柔地回过头来，冲大悲

笑了一下，太美了，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那女人径直走到魔王身边，人群

中爆发出唏嘘声。“丽妃，你怎么下来了？”魔王冷酷的眼里露出温柔。 

“大王，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忘了吗？我想今天就不要动火刑了。”

“丽妃，我怎么会忘记你的生日，但今天这几个人一定要动刑的。他们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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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异教邪说，我要用我的魔火加持他们，使他们在火中转化成更高级的生命

体，明白魔世界的真理，获得永生！” 

“大王，我正在学习超度别人的办法，留一个犯人让我带回宫中慢慢度

他如何？”说这话时，那女人千娇百媚。魔王迟疑了一下，说：“好吧。这

几个人邪毒很重，你要小心。”女人马上把那位救援队员拉到了一边。魔王

哼哼几声冷笑，大悲忽然看到魔王的脸变成了黑绿色，头上冒出靛蓝色的火

苗，两只眼像黑洞，恐怖无比。口里“呼”的一声喷出两条火蛇，那两个人

立即在惨叫声中被烧得灰飞烟灭，那两道火柱又被魔王吸入口中。魔王稍一

凝神，像什么也未发生过一样，变得平静、冷峻。 

人群欢呼起来，有很多人激动地跳起来，“大王英明，大王魔力无

边！” 

魔王向欢呼的人群挥挥手准备离去，人们又全部匍匐在地上，恭送魔

王。当那女子走过大悲身旁时，大悲叫：“多力！多力！”那女子侧过头，

疑惑地看大悲。“多力，我是大悲。”这时，魔王忽然注意到了这一幕，眼

光像两把剑刺向大悲。忽然，魔王的眼珠旋转起来，瞳孔向四周扩散开，里

面放出绿色的幽光。大悲瞬间感到天旋地转，“是魔毒！”大悲暗想。摩尼

宝珠开始旋转、迅速吸收着魔王的光，大悲感到轻松了一些。 

“丽妃，你认识她吗？”“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把她带回宫中。”魔王向随从示意。 

大悲心中窃喜，“穿过魔宫，就可以到自性山了！” 

大悲同魔王一起走进那架银灰色的飞艇里。飞艇起飞、飞行都悄无声

息，坐在魔幻般的艇舱，让人的意识梦幻似的游离分裂，像穿越时空隧道一

般。几乎没感受到时空的变化，飞艇已平稳地降落。 

大悲走下飞艇，就看到了金壁辉煌的魔宫。太漂亮了！整个魔宫反射着

奇异的光芒，不停地变幻着色彩与外形。大悲看不到门在哪儿。这时忽然音

乐齐鸣，从魔宫的正中间开启了一道门，而且一条铺满鲜花的红色光带从门

里伸展出来，空中响起各种祝贺生日快乐的声音，各种鲜花、金叶子在空中

飞舞，各种奇异的光交替照射，各种珍禽异兽在空中反复出现……忽然，一

切声音和图像都停止了，只有美妙的音乐始终响着。魔王拥着他的妃子踏上

了那条红色的光带，大悲也跟随着一起走进了魔宫…… 

“让这个女人住在我与丽妃旁边的那间屋子里。”大悲听到魔王对迎上

来的几位魔女说。“是，大王。”几个魔女立即簇拥着大悲走进了一个豪华

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反射着绚烂多彩的光芒。一只镶满珠宝

的床摆在房子中间，床上散发着绿色的迷雾。 

“你们都出去吧，”大悲对跟随她身边的魔女说。“除非您睡了我们才

能出去，能住在这间屋里的人都是大王的贵宾，我们不敢怠慢。” 

“我现在就休息了。”大悲躺在了那张床上。刚躺下，就闻到一种沁入

心肺的奇香，大悲立刻全身酥软无力，脑子开始眩晕，“是魔毒！”摩尼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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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旋转起来，不停地吸收着床上散发的毒雾。但大悲还是口不能言、手脚不

能动，马上沉入了梦乡。 

“快醒醒、快醒醒！”不知过了多久，大悲被一阵急促的喊声惊醒。同

时，几滴清凉的水流进了大悲的口中，大悲立即从梦中醒了过来。 

一位美丽的女人站在大悲床前。“是多力！”大悲激动地抓住了多力的

手。 

“你是谁？我不叫多力，大家只是喊我丽妃。” 

“多力，你还记得多宝如意王吗？你还记得你的救援使命吗？我是大

悲！” 

“你是大悲？”多力惊喜地说。泪水从多力的眼中流了出来，“我终于

盼到了。大悲，昨天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位普通的救援队员，魔王回来对我

说，他看到你身上有一颗宝珠，就把你带回宫来，是准备从你身上取宝珠

的。他还说，你身上的宝珠似乎不是我们星球的宝贝，我就猜想到你是多宝

王派来的。” 

“多力，你是怎么陷入魔幻境的？” 

“我们所有的救援队员都中了毒，一时找不到解毒办法，我听说魔王有

很多丹药可以解毒，便想办法作了他的妃子。魔王很宠爱我，也给我吃了很

多丹药，说可以使我长生不老。这些丹药也有解毒的功效，所以我身上的五

毒较少，但我又中了新的魔毒，一离开魔王魔力控制的范围，我就会死去。

我的生命识别器没有生锈，所以我在魔毒不发作时还认识我们的救援队员。

我曾向多宝国发回很多求救信号……现在你来了，我们都有希望了！”多力

说到这，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笑了。 

“多力，我要尽快穿越魔宫，到自性山找万手万眼神人，只有他才能帮

我们解毒。你知道从魔宫进入自性山的路吗？” 

“魔宫里到处都是魔力作用下的魔毒。你看，你睡的这张床，就是痴毒

在魔力的作用下，形成的痴情毒。你刚才就中了此毒，如不是我用忘情水滴

入你口中，你会在这张床上昏睡很久。但这并不可怕，我完全有能力带你穿

过魔宫，但进入自性山的门，只有魔王知道。”多力忧虑地低下了头。 

“不要担心，实在找不到通向自性山的门，我就想办法先离开这儿。”

大悲安慰道。 

“唉，有了！”多力突然兴奋起来：“大悲，魔宫的后院有一道门，应

该是通向自性山的，只是我从未见它开启过。” 

多力的额头上淌下了汗珠，大悲知道多力很担心她，因心急魔毒发作

了，脸变得赤红。便安慰道：“多力，不用太紧张，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

都要试一试，你仔细想想，魔王平时有没有露过这道门的钥匙？” 

“魔王倒是有一把蛇形的钥匙，常贴身带着，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曾

问过他，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我猜很可能就是这道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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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魔王醒来，我就走不成了。你去把钥匙偷来咱们试一试。如不

成我们再想其它办法。” 

“好。”多力转身走出房间。一会儿，多力手中拿着一把很大的蛇形钥

匙回来了。然后，多力带着大悲疾步向后院走去。途中，为了避开一些魔毒

重的地方，遇到了一些魔女，但一看到是王妃，魔女们都马上恭敬地退到一

边…… 

她们很快来到多力说的那道门前。虽然是晚上，但魔宫后院灯火通明。

在那道门的上方，写着两个字“善门。”大悲看了，有点啼笑皆非。“这魔

幻境竟有善门！”仔细看那门，俨然一块光滑的巨石，根本连条缝也找不

到。 

大悲定下神，让摩尼宝珠旋转起来。一道刺眼的光射向善门，门开始发

出轰隆轰隆沉闷的声音。忽然，一道黑影掠过，大悲急忙喊，“小心！”已

经晚了，一条巨大的蟒蛇从门上忽然冲下来，缠住多力，一张血盆大口向多

力面部咬来。多力本能地举起钥匙插进大蛇的口中。“咝……”一声长长的

怪叫从大蛇口中发出，随着怪叫，一股腥臭的毒水忽然象水柱一样喷出，洒

满了多力的全身。 

“丽妃！”魔王突然出现在空中，只见魔王一把抓住蛇头，几下就把蛇

撕成了几段，然后抱起奄奄一息的多力。“丽妃！”魔王焦急地喊。多力睁

开眼，但脸色苍白，呼吸急促。 

“丽妃，你怎么会来这里？” 

“大王，她是我的朋友，我要送她到自性山中，我想打开这道门。大

王，我就要死了，请你答应我不要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宝贝已经那么多

了……”多力说到这儿，嘴唇、脸已变成黑色。 

“丽妃，你快用意念护住你的心脉，毒就要入侵你的心脏了。”魔王急

了。 

“大—王，你要—打—开门—放我—朋友—走，”多力气若游丝，一字

一字费力地说完这句话，闭上了眼。 

“多力！”大悲哭了起来。 

“丽妃，这道门根本没有钥匙，你拿的那把钥匙是宫里藏宝库的，这门

一直就存在，但从未开启过。这门上的洞里住着蛇王，它的毒是整个魔世界

最毒的！你现在已经毒气攻心，我的魔力也救不了你了。”说到这，魔王竟

伏在多力身上，像孩子一样大哭了起来，并用口对着多力的口，想吸出多力

心脉的毒水。 

忽然，轰隆隆一声巨响，“善门”两个字放出万道金光，光芒几乎照亮

了整个魔宫。大悲一看，那道门在金光中正徐徐开启。大悲旋即明白了，魔

王动情，不怕自己中蛇毒，舍身去救丽妃，他瞬间的无私和爱终于使善门开

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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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看了一眼魔王，魔王正全神贯注地在救多力。多力仍闭着眼生死未

卜。大悲想到自己的任务，心里默默的说：“多力，再见了。等我找到万手

万眼神人，再回来救你。”便闪身急速穿过善门。接触到善门发出的金光，

大悲身上的魔毒立即全部消失了。刚走出几步，便听善门“轰”的一声又关

闭了，门的另一面传出魔王撕心裂肺的哭声。 

“多力！”大悲知道多力已经死去了。虽然是在幻境，而且大悲的天目

神镜同时照到多力在魔幻境化作无数美丽的白莲花。但想到刚才美丽的丽

妃，大悲五毒还是涌上心头，泪如泉涌。 

进入佛幻境 

出了善门，已不在魔力控制范围，但大悲心里还是魔影幢幢，一路急

走，不敢有丝毫松懈。终于，大悲面前出现了无数山洞和茅草棚。与魔世界

的金壁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悲进入了自性山中的佛幻境。 

每个山洞和茅草棚外都聚集了许多人，大悲挤进一个山洞外的人群里，

问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这是在做什么？”“噢，你是新来的吧，连这

都不知道！”那个年轻男孩不屑地说。大悲看到傲慢的毒从男孩口中飘出。 

“你没看到吗，这个山上有七个山洞，都是用来解毒的。每个洞主都说

他们的洞是最好的，弄得我们不知该进哪个洞。” 

“那些茅草棚是干什么的？”大悲真诚地问。男孩儿更加不屑了，口里

傲慢的毒更重：“你连这个都不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那些茅草棚

也是解贪嗔痴慢疑五毒的，你总该知道五毒吧？我们都是中毒的，但住在茅

草棚里的人一个也不出来，大家也不知道里面解毒情况如何。” 

“那边茅棚外不是也有很多人吗？”大悲问。“那都是草棚里人的亲戚

朋友，他们希望住在里面的人能出来说一下解毒情况，他们都在外面等了很

多年了。”男孩边说边匆匆忙忙挤进了这边的洞里。 

这时，有一间茅棚外边的人欢呼起来，大悲远远望去，一个男子头剃得

光光的，穿一件灰色长袍。大悲的生命识别器突然呼叫起来，天目神镜里印

出了一个熟悉的影子。“是多智！”大悲激动地靠过去，但人太多了，大悲

只能站在外围听多智说话。 

有人问：“大师，你解毒了没有？”“噢，不要叫我大师。”多智谦和

地说：“我没有解毒，茅草棚也不能解毒，但我这十几年在里面却悟出了一

个道理。” 

听说多智未解毒，有些人就离开了，另一些人想听一听多智的道理，

“原来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个‘我执’的东西，只要他破裂了，我们的毒便立

即消失。”“那这个东西怎样才能破裂呢？”“在我们这座山上有一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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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她手里的宝器中功德水满后，她便发出普爱的光。我们如能得到这水和

光，‘我执’便可以破裂，而这功德水需要我们不断发善念做善事才能积

满。”“我们能找到这位神人吗？”“不能，因为上山是无路的，功德水满

后，这位神人自然会出现。”“那需要多久呀？我们现在就想解毒，我们还

是到别的山洞去看看吧。”围着多智的人便散去了。只有一位男孩还紧紧跟

着多智，大悲的天目神镜看到这位男孩是一位救援队员。 

大悲兴奋极了，马上走到多智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说：“多智！”多智

的脸上迅速升起桃红色的毒雾，甩开大悲的手。那个男孩一步跨到大悲与多

智的中间，愤怒地说：“不得向大师无礼，小魔女。”大悲吃了一惊，心想

“他们已认不出我了。”“多智，我是大悲。你还记得多宝如意王吗？你还

记得你的救援使命吗？你住在这里做什么？这里是佛幻境，住在这里是无法

解毒的，要找到万手万眼神人。”多智的脸开始由桃红变得蜡黄，疑毒正蔓

延他全身。 

“你是从哪儿进来的？”多智严肃地问。大悲说：“我穿越魔宫进来

的。”“哈哈……”多智大笑，“你，一个女子，能穿越魔宫？不过，你这

魔女还比较清净，中的魔毒可能不多，也不会撒谎。我也不与你追究，你还

是走吧。否则，让那边的洞主知道了，他们会打死你的。” 

大悲急了，“多智，你真的忘记你的使命了吗？那你是从哪儿进入佛幻

境的？”“魔女，走开！”那男孩又怒气冲冲地对大悲喊。 

“多智，我是带了多宝如意王给的摩尼宝珠，天目神镜和生命识别器才

找到你们的。” 

多智本想走开，但听到这话，又回头迟疑地看着大悲，按抑着激动问：

“女施主，你有摩尼宝珠吗？”口气恭敬柔和了很多。“嗯！”大悲点点

头。这时，又有一些人向这里围过来，多智一把拉住大悲的手说：“跟我

来。”就疾步走进一个无人的山洞，追过来的人被那男孩挡在了洞口。 

“女施主，不要怪我刚才无礼，前段时间魔王派来一群魔女，把佛幻境

搞得乌烟瘴气，魔毒四散。原来那些山洞都可以解毒的，但现在有一些魔子

魔孙乔装打扮后混入山洞，现在山洞里有了魔毒，好多人旧毒未解又染上新

毒，我才不敢住在山洞，单独住茅棚的。你刚才说自己是穿越魔宫进来的，

让我很惊讶，能给我讲讲你穿越魔宫的经过吗？” 

大悲就讲了多力的事，穿越魔宫的经过。多智听了，叹道：“多力为了

大家解毒，深入魔幻境寻找解毒方法，她的发心和勇气让我赞叹、惭愧，魔

王因爱能一念向善，也让人不可思议！” 

“那你们是从哪儿进入佛幻境的？”大悲问。 

“女施主，山的这边还有一个入口，但它只能进不能出。进入佛幻境的

人，如果解毒不成功，出去的话一定要穿越魔幻境，这样很多人就身中魔

毒，变成了魔子魔孙。所以这儿的人大都住在这儿很久了，找不到解毒办

法，也很难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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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大悲问。多智摸摸自己的头，笑着说：“我

们很多人都这样，是一个标志，别人看到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致力于寻找解毒

办法的人。我们不会结婚，吃素食，因为我们的职业神圣，会受到很多人恭

敬。你如出了山洞，别人问你，千万不要说是从魔宫进来的，因为大家没见

过从魔宫进入佛幻境而不染魔毒的人，都会把你当作魔女的，那样你就很惨

了！现在佛幻境里很严格，主要是怕魔子魔孙混进来，所以入口处都有护法

大力士把守，除非你认识一个洞的洞主，而且还需洞主把你领进来，佛幻境

里的人才会认可你。我在佛幻境里影响力不大，有一个洞主与我很熟，我可

以介绍你们认识。我想他会保护你的。” 

大悲一听急了，说：“多智，我不需要住在佛幻境里被人保护，我要赶

快找到所有的救援队员，带你们离开。” 

“是啊！我怎么又把使命给忘了，”多智拍拍后脑，“我现在全想起来

了，我们救援队员都身染毒瘾，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即使现在你带我们

走，我们也难以走出去。我们救援队来时是三千人，现在住在佛幻境里的约

有一千五百多人，剩下的约有一千多人毒较重，仍然在五毒幻境里，约五百

人住在魔幻境里。比较起来，我的毒还是最轻的。但我仍是一走出佛幻境便

会毒发，全身痛苦不堪。而且昏头昏脑辨不清方向，何况其他人。所以，你

要带我们走,最重要的是解毒，解毒就一定要找到万手万眼神人，在佛幻境，

我一直在寻找到自性山顶峰的路，但后来我发现，原来上山是无路的。”多

智说到这儿无奈地低下头。 

“多智，你忘了摩尼珠是可以照出路的吗？”大悲边说边立即让摩尼珠

旋转起来，并默念：“摩尼珠，请帮我找到上山的路。”这时，摩尼珠瞬间

放出万道金光，忽然又把金光收摄回去。这样几次后，摩尼珠忽然放出一道

闪电，直冲洞顶，而且顺着这道光洞顶开了一道门。“快看！山顶的路出现

了。”大悲喊。“在哪儿？”多智疑惑地看着大悲，一脸茫然。这么强烈的

光照出的路，多智竟看不到。大悲看着多智被毒瘾充斥的眼神，心里很难

过。“多智，摩尼珠已和我的心脉长在了一起，我无法拿出来，但我用天目

神镜可以看到它照出来的路，你跟着我走就可以了。但从地面到洞顶这段是

无路的，山洞这么高，我们需要一把云梯，去哪可以找到这么高的梯子？”

大悲焦急地说。多智一听，轻松地笑了，“大悲，在佛幻境，几乎每位洞主

都拥有一架这样的梯子。”多智边说边走出洞外，一会儿，多智便带了一架

做工精巧的梯子走了进来，梯子可以折叠，需要时把它拉开，梯子拉开后到

洞顶绰绰有余，大悲对这架梯子的做工善巧、携带方便边赞叹，边和多智立

即顺着梯子向洞顶爬去。 

进入摩尼珠照出的门里，他们发现一条长长的通道伸向远方，里面闪烁

着光怪陆离的光。大悲和多智小心翼翼地走着，大悲看到这些光，想起了魔

幻境里的光，太像了，她忽然想到了魔王和多力，刚一动念，“哈哈

哈……”魔王便大笑着出现在他们头上的空中，而且恶狠狠地盯着大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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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你走错了路，这是魔幻境，凭你的力量是逃不出我手心的，把宝珠

拿来！”多力也脸色苍白地出现了，冲大悲喊：“快走！”然后口吐鲜血，

倒了下去。“丽妃因你而死，还她命来！” 凶神恶煞的魔王扑向大悲，大悲

吓得直往后退。 

“大悲，这里的光是五毒加上魔幻境、佛幻境的毒共同发出来的。这里

的毒气更重，你的心念千万不能动，只要你心中想任何东西，光中就可以化

生出你想象的东西。”这时，魔王忽然消失了，空中竟出现了长着无数手、

无数眼的神人。大悲一见喜出望外。“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大悲激动地

说。“大悲，这是假的，是幻境，是从你心变出来的。”多智说。“可我刚

才并没有动念想她呀？”大悲焦急地说。“你刚才虽然并未动念，但你心里

执着于找他，故也可以幻化出他的影像。”果然，大悲一愣神，神人就消失

了。这时，多智忽然向大悲靠过来：“大悲，我浑身无力，恐怕走不了，我

虽然没有任何杂念，但毒瘾比你重。我只想睡觉，我的头昏昏沉沉的……”

话未说完，多智已靠着大悲睡着了。大悲知道多智说的是对的，她也感到有

点昏沉发软。“我可不能睡过去”，大悲想到了父王给她的解毒丹，她刚一

动念，父王在空中出现了。大悲已知道是幻境，不去理会，她拿出解毒丹，

掰下半粒送入多智口中。“大悲，你要急速赶回，你已经超过六天时间

了。”大悲一听，明知是幻境，心里却急躁起来。五毒趁势刹那间扩散到大

悲全身，大悲迅速把剩下的半粒解毒丹放入自己口中。一会儿，多智清醒

了，大悲也感到神清气爽，大悲想，好险那！在剩下的路途中，他们都凝神

敛气，不敢有丝毫分神。也不知走了多久，多智和大悲才看到另一个出口。 

进入光幻境 

刚出洞口，大悲和多智首先感到刺眼的强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只挪

了几步，他们发现俩人都处在耀眼的白光中，根本辨不清方向，多智突然

说：“大悲，我感到呼吸困难，我想坐下来，我全身软绵绵的，不想睡觉，

但没有力气。我好像呼吸停止了，全身的气血不循环了……”话还未说完，

多智已就地坐下，把两腿盘了起来。 

大悲也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但她却发现自己胸中的摩尼宝珠高速旋转起

来，不停放射出各色光芒，似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身边的光变成一股能量

流，成漩涡状从头顶、胸口被摩尼珠吸入。大悲感到自己的呼吸停止了，身

体变得暖融融的，很轻，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 

脑中的天目神镜也开始活跃起来，反复放出耀眼的光芒，一闪一闪地把

外面的光吸入镜中，镜中发出的光非常清凉，大悲只能冷静地旁观这一切，

身子却像被使了定身法，立在那不能动弹。她想自己不能这样被困住，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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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急的念头都生不起来，只觉得心和大脑都消失了，她找不到生起念头的地

方，全身处在一种空灵的幻境中。 

摩尼珠和天目神镜似乎越来越兴奋，不停地从这种光中补充能量。摩尼

珠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忽然，摩尼珠嘎然而止，大悲感到一切都凝固了，

只有一个空灵的大悲不知存在在哪儿？没有呼吸，生不起念头，没有身体，

似乎变成了一种寂静的光，喜悦地住在空中。 

忽然，“轰”的一声，摩尼珠爆发出万丈光芒，它的光比周围刺眼的白

光要强几千万倍，光芒闪耀的一刹那，大悲失去了意识，被这种光吞噬

了…… 

踏上缘起岛 

不知过了多久，大悲感到有清凉的风轻轻拂面。她睁开眼，看到自己躺

在一朵巨大的莲花上，她坐起来，发现一片莲花的海洋。 

在她不远的一朵莲花上，多智闭着眼坐在那儿，身上发出忽明忽暗的

光，不时有毒像蒸汽一样从他的身上冒出来。 

大悲正在疑惑，却发现自己哪儿有点不对，原来自己的身体已变成了透

明的琉璃体。一条一条光柱在琉璃体内闪闪发光。她动动手脚，身体变轻

了，似乎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大悲开心极了，知道自己已经解毒了。心

想：“这一定是万手万眼神人的地方。我和多智一定是得到了他的帮助才变

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大悲想到这，忽然想到她的使命，马上站起来四面寻找，并大喊：“万

手万眼神人，你在哪儿？”霎那间，万道金光从四面八方向一处聚来，金光

相聚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眉发皆白的老奶奶。老奶奶从空中降落到大悲面前，

说：“孩子，你醒了吗？”“老人家，是您救了我吗？您是万手万眼神人

吗？”大悲望着面前慈祥的老人激动地问。“孩子，你们刚才在光幻境里都

被神光定住了。是我把你们带到这儿的，我不是万手万眼神人，我只是他的

侍女，神人住在前面的‘缘起岛’上。你看！”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大悲

看到不远处有一座孤岛，四周白雾茫茫、深不可测，不知是水还是光。 

“孩子，你从多宝如意王那来吗？”老人忽然问。大悲吃了一惊！“您

怎么知道？”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老奶奶笑的时候，大悲觉得有一股暖流

流过全身。“我去过你们星球，你胸口的摩尼宝珠和天目神镜都是多宝如意

王的宝物。”老人边说边看着大悲的胸口。大悲也情不自禁地低头看，这才

注意到自己变成琉璃体后，摩尼珠和天目神镜已从身体中分离了出来。而

且，因为身体是透明的，从外面就可以直接观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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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您见过我的父王？”听到老人去过她的星球，大悲喜出望

外。“你果然就是多宝王的女儿大悲，多宝王真是慈悲，把自己的女儿都派

到了五毒聚集的星球，”老人顾不上回答大悲的问话，只是不停地赞叹着。

“孩子，万手万眼神人让我在这儿等你已经二百多年了，我终于等到你了。

他让我把这本书交给你。”老人边说边从随身带的布袋中拿出一本书。 

大悲急忙双手接过来，只见在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大的“缘”字。大悲

看着这个字，正在想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忽然在纸上旋转起来，放出无数道

金色的光芒，这种光与大悲体内的白色光柱相接，金光被吸入大悲的体内，

封面的字随之消失了。 

大悲翻开书面，里面是一片空白。大悲急速地翻着，整本书一个字也没

有。 

看到大悲茫然的样子，老奶奶说：“孩子，这是无字天书，如与它有

缘，它便会显出字或画来，给你帮助和指点。” 

大悲说：“老人家，您能带我们到缘起岛吗？我想尽快见到万手万眼神

人。”老人神秘的笑了，说：“孩子，缘起岛上无缘是不能随便去的。你

看，在那岛的周围是万丈深渊，而且下面是毒气和苦海，曾有九条恶龙住在

此深渊。后被神人降服，作了岛的护法神。岛上幻境变化莫测，二百年前，

我曾上过此岛，岛上有狮王、凤凰、孔雀等各种珍禽异兽。那时，站在自性

山上常看到小岛被祥瑞的云笼罩着，而且五彩云中常传出飘渺、悠扬的仙

乐，飞出金色的凤凰。但这二百年来，在岛上空我只看到一派愁云惨雾，岛

内情况就一无所知。” 

“那神人还住在那吗？”大悲问。“岛并不大，你去了岛上自然知

道。”老人脸上又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并站起身说：“孩子，我的任务已经

完成了，我该走了，你自己保重。”不等大悲说什么，老人忽然化成万道金

光向四面散去， “聚则成形、散则成气！” 大悲呆呆地望着老人消失的地

方，惊叹着…… 

“大悲，”多智醒了过来，从莲花中向大悲走了过来。解毒后，多智变

得清秀而飘逸，一副仙风道骨。“多智，刚才咱们从光幻境出来，你已解毒

了。”大悲兴奋地对多智说。多智似乎没有听到，而是站在大悲面前，目不

转睛地看着大悲。脸上一副惊讶的表情，说不出话来。“多智！”大悲大喝

一声，多智才回过神来。“大悲，你变成了琉璃体，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你激动什么，你忘了我们星球的人都是光化身吗？这算什么！”“噢！大

悲，我从来没见过人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我住在佛幻境里时，听一位洞主说

过，他们以前的老洞主就变成这样子。当时我还不相信他的话，原来真的可

以。”“多智，你不要看我了，咱们还有重要事没有做呢。”大悲简单把刚

才发生的事向多智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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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咱们现在必须到那个岛上，但现在怎么过去呢？”多智一时也

想不出好办法。这时，只见大悲手中的天书发出了金光，大悲马上打开书，

几个金色的大字映入眼帘：“九龙会聚”。 

大悲兴奋起来。“多智，天书指点我们去岛上的办法。”多智的眼睛也

亮起来，“怎样才能九龙会聚？”他们静等了一会儿，天书又开始发光，出

现了一行字，“抛出摩尼宝珠。”大悲和多智都大吃一惊。“多智，这本书

太神奇了，它怎么知道我们有摩尼宝珠？”大悲说完，立刻闭上眼，进入观

想。看到摩尼珠突然向自己的头顶冲去，而且头顶马上裂开一个口，变出一

朵莲花。摩尼珠被托在莲心中。大悲从莲花中捧出宝珠，摩尼珠本身不发

光，但却能反射此星球的一切光，光芒很柔和。 

多智看大悲真的把摩尼珠取了出来，有点迟疑：“大悲，这是我们星球

的宝物，我们可以随意作主把它留在这儿吗？”“多智，这不重要。回去我

会对父王解释。还是找到神人要紧。”多智听了，拿起宝珠，向孤岛上空扔

去。只见一道耀眼的白光划向岛的上空。霎那间，一声声震耳欲聋、像空谷

回音、低沉幽长的龙吟响彻自性山，伴随九道金色的光柱从幽窈的山谷间腾

起，一起扑向摩尼珠。“啊，九龙会聚！”空中金光闪耀，数道金蛇翻舞。

摩尼珠变成一个白色的光团，在一片金光中飞舞。 

多智和大悲被这奇异壮丽的景象惊呆了。忽然，一片巨大耀眼的白光闪

过，天空一声炸雷，似乎山崩地裂，并伴着几声龙吟。多智和大悲几乎要被

这一声响震得昏过去，等他们醒过神来，小岛上空什么都没有了——一座彩

虹一样的拱形桥从小岛上延伸到了他们脚下，桥上隐约闪着金光，似乎是龙

的鳞片在熠熠生辉！多智、大悲小心地走过桥。等他们踏上小岛时，桥在空

中消失了。 

踏上小岛，映入大悲和多智眼中的是一片荒凉，岛上杂草丛生，随处可

见动物的尸骨，污泥沼泽中发出一阵阵难闻恶心的臭气。 

大悲和多智刚走了几步，多智便大喊：“大悲，快看！”在不远处的草

丛中，卧着一只巨大的白毛狮子，正瞪着一双铜铃似的眼睛望着他俩。多智

急忙挡在大悲前面，很怕狮子忽然扑过来。 

大悲望着狮子那空洞无神的眼睛，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狮子向他

们走了过来，他们俩才注意到：这头狮子瘦得快只剩下骨架了，走起路来，

身子有点虚弱地晃动。但猛一看，却还是威风凛凛，不减王者的霸气。 

“是狮王吗？” 大悲亲切地冲狮子喊；狮子似乎听懂了大悲的问话，竟

友好地靠近大悲，还伸出舌舔大悲的手。多智有点兴奋，也把手伸向狮子的

头抚摸了一下。大悲刚要制止，却听多智“哎哟”一声，手上已被狮王横七

竖八的毛刺穿了几个洞，白色的血液从多智的手掌中流了出来。狮王的喉咙

中发出低沉的咆哮声，似乎在埋怨他不小心。 

“大悲，我的血变成了白色的乳汁，”多智望着自己手上的血，惊讶地

喊起来。有几滴血滴到了狮王的头上，狮王头上乱糟糟的毛瞬间变得光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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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到这，多智竟把滴血的手伸到狮王的鼻下。狮王迟疑了一下，便伸出

舌舔多智的伤口。多智的伤口很快愈合了。狮王舔了多智的血后，忽然精神

大振，两眼射出精光，浑身的肌肉迅速膨胀起来。 

狮王显然兴奋了，围着大悲、多智轻快地跑了几圈，然后跑向岛上一块

突出的岩石上，仰天爆发出一声大吼，顿时天昏地暗、飞砂走石，整个小岛

晃动起来，小岛上空出现一道道闪电，霹向狮王，伴随闪电还有狂风暴雨。

狮王毫不畏惧，威风凛凛地挺立在暴风雨中，一声接一声地向空中发出怒

吼，似乎在享受着暴风雨的快乐…… 

终于，几道闪电与狮王相接，顷刻，狮王变成一个巨大的发光体，而且

这个发光体在逐渐缩小…… 

“狮王！”大悲与多智正匍匐在几块乱石中间，看到狮王被闪电击中，

大悲焦急地大喊，并不顾一切地冲向狮王发光的地方。狮王不见了，在狮王

刚才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闪着银光的琉璃瓶。大悲把瓶子拿起来，瓶体

上透着几个字：功德宝器。多智也赶了过来，此刻，岛上已恢复了宁静，经

过刚才暴风雨的洗礼，岛上干净了许多，空气也变得清新，只是天空还没有

放晴，灰蒙蒙的。 

“大悲，这是神人呈功德水的宝器”，多智拿着瓶子仔细看了又看，

“可这里面并没有水！神人好象也不在这岛上。”大悲有点忧虑地说。 

“只要功德水满，神人就可以出现的。”多智说。 

“那怎样才能使功德水满呢？功德宝器空空的，难道此星球的人连一点

善念也不发，一件善事也不做么。”大悲伤心、失望地看着多智。 

“不会的，大悲，只是人们中毒太深，用有毒的眼、耳、鼻、舌、身、

意去鉴别事物，总是发生错觉，产生很多幻境，如执着于幻境，是很难分清

什么是真善、什么是真恶的。我相信，功德水本来应该有的，只是人们发了

一点善念、做了一件善事后，又做了大量的坏事，恶念的风又把仅有的一点

功德水吹干了吧。”多智幽默地说。 

大悲也笑了，说：“想想被各种毒缠身的人们，执着于诸幻境毒发时的

痛苦，真是太可怜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解救他们。” 

“天书！”多智看到天书又在闪光，急忙翻开。只见有一页写着：大悲

舍身，功德水满。“舍身是什么意思？”大悲问。天书上立刻又出现了一行

字：从舍身崖跳下去。 

“舍身崖？” 

大悲和多智向岛四周寻去。很快，他们发现，在岛的一边，矗立着一块

巨大的岩石。上面写着三个金色大字“舍身崖”。在字旁又有一行小字，

“此崖下诸幻境汇聚，毒气腐骨销魂，苦海无底”。他们向崖下望去，一团

团黑色、绿色、红色的气团像龙卷风在苦海中升腾翻滚。站在岩边，大悲和

多智都感到呼吸困难，在气浪翻卷处，隐约出现各种幻境的影像…… 

大悲和多智面面相觑，“多智，我下去吧！”大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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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这次天书一定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好不容易才上来的，怎

么会再下去？再说，从这下去还能回来吗？你看，腐骨销魂，你现在已没有

摩尼宝珠护身，下去会魂飞魄散的。”多智急切地向大悲说道。 

“多智，我时间无多，我要尽快让更多人离开毒幻境。天书不会骗人

的，你要留在这儿等神人。” 

“大悲，绝对不可！如果必须有人跳下去，那我跳吧，天书也没说我不

可以跳。”多智急了。 

“多智，不要争，天书让我跳，是有道理的，我们俩使命不同，身心也

有差别，跳下去的结果是不同的。你的身体刚解毒，根本承受不了下面的毒

水。我已变成了琉璃体，还有天目神镜和生命识别器。即使下去了，也许能

侥幸回来。如果父王知道了，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话音乍落，大悲纵身

跳下。 

“大悲！”山谷间回响着多智悲伤的呼唤…… 

完成使命 

大悲怕多智阻拦，急着跳下去，在她跳下去的一刹那，只听自己胸口

“啪”的一声，一件东西炸开了。大悲低头一看，是她的“我执”破裂了。

一瞬间，万道金光从大悲的身体中射出，大悲变成了“金刚不坏之身”。蘑

菇云般的毒气接触到大悲的身体，有的被净化了，有的迅速向四周散去。 

大悲进入苦海，在苦海中，她看到魔幻境、佛幻境、五毒幻境的情景交

融在一起，看到魔王在用火烧另一幻境中的生命，有的人被挖出眼、割下

手、拔出舌……佛幻境中的人慢毒发作，使魔毒乘虚而入，半边身子进入了

魔幻境。五毒幻境的人嗔毒大发，变成大蟒蛇，撕咬着自己母亲的头；一个

男人贪毒发作，刚变成一只小猪，就被他妻子烤了吃；很多小孩毒瘾发作，

把更毒的麻醉药当作食物吃下去，身上生出无数的疽虫，一点一点地吞噬着

这些孩子；一个男人痴毒发作，把一个魔女搂在怀里，魔毒化成淫水使男人

的骨头变成黑色，皮肉分离，魔女化成一条红色的蛇，从男人肚子里穿肠而

出…… 

几种幻境混在一起，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幻境中的人以不同的生命形

态受苦受难。大悲快速地坠落着，因为速度太快，大悲感觉不到自己在坠

落，反而觉得自己在往上升。 

大悲看着幻境中被毒瘾困住的生命，悲从心来。苦海阴暗无光，大悲经

过的地方，在此幻境的生命都会被大悲身上强烈的、醒目的金光惊醒，暂时

忘记毒瘾，不再作恶，转而怀着虔诚的、期盼的眼光望向大悲。有的救援队

员还向大悲伸出了双手，似乎是要大悲拉他们一把。泪水从大悲眼中夺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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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苦海溶在一起……大悲默默地喊：“如果我能从这儿出去，一定会回

来救你们。” 

大悲不忍再看，闭起眼。不知又下坠了多久，忽然感到自己全身清凉无

比。她觉得进入了一种有光的水中，而且在这水里，她的身体一点点被溶

化、消失。大悲想：可能自己要死掉了。但她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恐惧，只觉

得一种全然的喜悦充满着自己。水底忽然冲出一股水柱，大悲被水柱冲入了

虚空。“大悲！”她听到了多智在喊她。大悲没有答应，她想自己是死去

了，进入了声音的幻境。她还听到风声、雷声、海潮音、宇宙空旷的回声，

她看到整个银河系，各个星球的情景都历历在目，似乎回到了自己星球的大

观室，并看到父王向自己赞许地笑着…… 

她溶化在虚空中，与虚空合为一体。同时，她又惊奇地感到，整个虚

空、整个银河系，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汇聚到她这儿，都溶化在她里面，她变

成了一种力量，她就是一切，主宰着一切…… 

“万手万眼神人！”忽然无数声音在喊。是神人出现了？大悲猛地睁开

眼，赫然发现自己站在自性山上空的云端里，身体巨大无比，放射万道金

光，身上层层叠叠长出了无数手，手中又有无数眼。 

她低头望去，几乎所有幻境的人都在仰望着她，有的冲她呼喊着。在舍

身崖上，多智正跪在那儿，默默流泪。她从云端缓缓伸出金色长臂，摩多智

的头，多智全身都在震动，功德水从多智旁边的功德宝器里汩汩溢出。大悲

拿起宝器，把水洒向多智的头上，多智的“我执”瞬间破裂了，化作光化身

腾空而起，舍身崖边，一朵巨大的莲花盛开了，迅速覆盖了整个小岛…… 

大悲又把水洒向自性山下的所有幻境，随着功德水的洒落，一声声震耳

欲聋的狮子吼响彻云霄。一道道金光从大悲的手中、眼中、口中、眉心等身

体的各个部位普照到诸幻境。凡是接触到水和光的人，全部“我执”破裂，

化作光化身。同时在诸幻境中，又出现了无数手拿宝器的大悲，与空中的大

悲一起，在迅速帮助着那些未解除毒瘾的人们…… 

“大悲，时间已到，请速速返回。”大悲的天目神镜中出现了多宝如意

王的影子，父王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大悲环顾四周，在她身边已聚集了无数光化身，而且所有的救援队员都

已到齐。但在诸幻境中还有很多中毒深的人未解毒，大悲心中不忍，说：

“我要带大家回到多宝如意王那儿，但还有很多人未解毒，希望有人能发愿

留下来帮助他们。”大悲刚说完，马上从队伍中走出五百人，说愿意留在自

性山上，继续帮助那些还留在诸幻境的人。大悲高兴地把功德宝器交给她

们，说：“你们的‘我执’已破，你们的身上与我一样，都是普爱的光，愿

你们能常普照 A 星球的万物，这个宝器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使功德水

常满。” 

大悲说完，重又环视了一下这个星球，对身边聚集的光化身说：“我们

走吧！”刹那间，一道道彩虹从虚空划过，照亮了 A 星球的整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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