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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ქ৾   ࠔᅷᄞݒ࿀ Ǆණǅ

ༀၳ୯ǈ۠௰و෫྄ࡌ୯჻ॿၳ࿀ષࠔᅷᄞǈሦၳಜ྄୯!

ეݒ࿀ࠔᅷᄞǈԌೲၳᅋᄞᇀ٫ණพ൩ࠔዖă

!ခǈༀ෫ნᅘქဗ࠶ᄪྲྀڣᅷᄞࠧࠔڣ߹ǈ྄୯ํهࣝ

ԥༀăࠔᅷᄞࠧᄪྲྀوኙეഘӼกǖ

ქĂࠔᅷᄞᅘǈۚᄪྲྀୣᅘă

۠ĂᇀࠔᅷᄞǈქޔᆐᄞዖாǄvowelǅࢱӊණቝᅘქڊ߈ޔ

ᅘࠝቸۢᄞăڞᆐᄞዖாޔ୧وᄞǈۚᄪྲྀۢو

ൻĂࠔᅷᄞዖாڣوᄞǈؙԩࠧܝᄪᅷခǈدกඵืกԥ

ༀوă

ࠧᄪᅷۢوᄞடԥༀ݆وᄞǄconsonantsǅᅘѹޔǖ

j      q      x      z      c      zh      ch      sh
ࠧᄪᅷۢوᄞଞᅘԥༀ݆وᄞǄconsonantsǅᅘൻޔǖ

b      d      g   
ǖޔქۂǈӔᄪᅷޔᆐᄞዖாǄvowelsǅᅘوᅷᄞࠔ

     a      o      e      i      u      V

กǖوᅷᄞᆐᄞࠔ

A    S    D    F

0    9    8    7

E    R    T    Y

1     2     3     4

U    I    O    P

V    B    N    M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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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ᆵா i Ăࡌ෫وڣᅷᄞᇀࠔᅘქ٧Ӽཐષǖ u Ă V ԥ!!!!

ዷཛྷٞქޔዖா־ăصດ୯ၖეዷཛྷٞქޔዖா־෫ǈ྄୯ѿ i 

ဢዷ yǈ u ဢዷ wĂ V ဢዷ yu ă

ᅷᄞዖாӹࠔ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     c     s     r     zh     ch     sh     y     w

a     o     e     i     u     V

!ዖாዩوჾණޔᄞᅞॄாǈᆐᄞᅞॄᆵாă݆وᅷᄞࠔ

ᅷᄞᅘ෨ࠔăوᄞნกԥӰۢوᆵாݒᆵாăݒᆵாǈॄو֑

ѹࢱޔӊݒᆵாǈၳષሦ෨ѹࢱޔӊݒᆵாۢوᄞǈದຓݒᆵா

ዩǈქዩกᅑ֑ܖᆵாݒӊࢱޔᄞটԥௗષă྄୯ѿሦ෨ѹۢو

ᆐᄞዩ֑وǈქዩกᅑᆐᄞࣩก݆ᄞ “n” ࠧ “ng” ዩ֑وǈሦქ৾

྄୯࿘ݒ࿀ٞქዩগޔᅑᆐᄞዩ֑ࢱوӊݒᆵாǖ

ai     ao     ou     ei     ia     ie     uo     ua     Ve

ᇀዩ֑ݒᆵா෫ǈᆓੂᆐᄞڣوᄞǈׅષ e ჾ༶ǈڞԥӰă

ሦဗࢱӊݒᆵாࠧ “i”Ă “u”  ᆵாǖݒوᇀქಲǈዩ֑ူ܅
i:       iao      iu (iou)     

u:      uai      ui (uei) 

྄୯჻ॿํ߹ǈࠔᅷᄞᇀوڣ෫ࡌǈصᆵா i Ă u Ă V ዷཛྷ!!!

ٞქޔዖா־෫ǈ i ဢዷ yǈ u ဢዷ wĂ V ဢዷ yu ă

ຑჾǖ ia  = ya ie  = ye         iao = yao iou = you
uo = wo ua = wa      uai = wai uei = wei
Ve = yue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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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8     n3    tA          sh4   wS    wa

 ྄௩ຓǈก༲༲ǈ

  dI    z4    mO           lY    hA    hA

ǈߺߺዖாǈڣ

 a    o    eǈ i    u    V
  n3    w8    tA           bP    dD   mF

௩྄ຓǈԥؘସă

�

  p9    po    b9   bo

ಇಇԘԘǈ

  lA    chE   m9   m7

սă

  b9    bo    lA   chE

ԘԘսǈ

  p9    po   m9  m7

ಇಇă

 zhU   gE    ge        dI     Rr   gE

ޅޅǈކۛڣǈ

 d   t   n   l   g   k   hǈ
   R    mA   ma         lY    hE    hE

ଲଲǈࠡࠡǈێ

  y2     bP    y4     gE

ქԧქކ R  R  R ă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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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j1     hR  xiDo    j1

ாࠧࢼဏࢼǈ  
 ch1    m3   shO   d4     y1

֜ืٞქǈ

  gE   gE    gE           j1     j1      j1

ǈᖤᖤᖤǈ

  y2     c4    ch1    le     wO   bD    m3

ქ֜״ષྗѿă

�
���������    tP     zi    dD    gO    dU    dU   dU

      ༗ዓؘ߀ᘋᘋᘋǈ

 dD   p7    dF    gO   wU    wU   kU

ؘಈؙ߀ྊྊǈ

 bP    kU           bP   kU

ԥǈԥǈ

 mA   ma   nS    bP    bO   p7   gO     

ଲଲԦԣಈ߀ă

  lA    dF     jP         chT  dF    jP

ؙǈվؙă

 w8    hR   bF    ba    d4      l3    qP

྄ٜࠧ҄҄ണă

   jI    zi    yA      l2     gY   ge   dF

ዓႈੴؙޔޔǈ 

  yP    m3   mFi    zi    kE    kE    lM

ᅹଽዓ৳৳ଖă

� 

i

�
u

�
V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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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2     s4     hR    s4     sh2

෨ࠧ෨

  s4    sh4    s4

กǈ

 sh2   sh4    sh2

෨ก෨ǈ

 sh2    s4    sh4   sh2    s4

෨ก෨ǈ

  s4    sh2   sh4    s4    sh2

෨ก෨ă

                               s4

ეํڶǈ

 shR                 yS   ch3

་ౚႌ֥ă

                              sh2

ეํڶ෨ǈ

 shR                        zh2

་Ӽቓă

                dI    de

ๅهڣኼǈ

                sh4    y2    sh4

ഋੂฎქฎă

�s
sh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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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i  nai   qP   mDi   cFi

      ണ଼Եǈ

 mYi  mei   y4     q3     lSi

୫୫ქಲੂǈ

 mDi   le    b0    cFi   hR    bSi  cFi

଼ષԎԵࠧ҅Եǈ

 hSi   mDi   z3    cFi    hR   hDi   dFi

ǈ؞ዏԵ଼߽ࠧ

  mYi  mei   hR   nD i  nai

      ୫୫ࠧǈ

              y4     q3    bD   cFi     tSi

      ქಲѿԵຝă

 wU    yA    zFi   hEi   zhU  bYi        shu0  hEi   zhU  hEi

ྌႇᇀ࠴ҿණํ࠴࠴ǈ

 hEi   zhU shu0 wU    yA    b3    hEi   zhU  hSi   yFo  hEi

ǈ࠴ე࠴ํྌႇӔ࠴

 wU    yA  shu0  tA            hEi   zu3   bP   hEi

ྌႇํດ࠴ዬԥ࠴ǈ

 hEi   zhU          le    xiFo  de    hEi   hEi   hEi

ă࠳࠳࠳هષန࠴

�

�
ai

�
ei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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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u   zi    qP   zhAi  tSo

ዓണᇮ່ǈࡉ

 bEi   zhe   dF   shU bAo

ҿዅؙรҪǈ

  y2     lP    z8u        y2     lP   pDo

ქଁዟǈქଁీǈ

 zhAi  tSo   zi          lY    tSo   tSo

ᇮ່ዓǈ໋໋ă

 zhAi   le    y4    shU  bAo

ᇮષქรҪǈ

 h9u   zi    ch1   gY   bDo

ұăޔዓ֜ࡉ

����  y4    zh1   g8u       wO   zh1   h9u

  ქቝǈྗ ቝࡉǈ

     wO   zh1   h9u    zi    y4    zh1   g8u

ྗቝࡉዓქቝă

 h9u  dD   g8u       g8u  mF   h9u

ǈࡉସǈؘࡉ

chDo chDo nFo nFo   dF   p7    t9u

ջջؘಈ་ă

 lDo   hO   pDo   lSi   c7u   rY   nFo

  ࡚ీੂെǈ

      y4   k8u   ch1    le    h9u  hR   g8u

  ქਊ֜ષࠧࡉă

�
ao

�
ou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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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         y1                         xiR

ယǈူწǈူ

 dF           du4                         xiT

ዓ୭ණဢǈڶࡆؙ

 b0     l2                   tiE          huA

ԍઓණஎࡠזǈ

 x3     q4                  gu7          jiR

࿂ႿႿ߹נॎă

 qiSo qiDo gu7  qiSo zhDo sDo sao

೩೩߹ሖඅඅǈ

 xiSo xiDo gu7  qiSo zhDo  lDo  lao

ဏဏ߹ሖă

 qiSo qiDo  zFi  qiSo                              xiSo xiDo

೩೩ᇀණౚऑષဏဏǈ

 xiSo xiDo  jiFo  qiSo qiDo  y4     q3    qP   zhDo lDo   lao

ဏဏॄ೩೩ქಲണሖǈ

 qiSo qiDo jiFo  xiSo xiDo   y4     q3    qP   zhDo sDo  sao

೩೩ॄဏဏქಲണሖඅඅă

 xiSo xiDo   hR  qiSo qiDo         qP   zhDo lDo   lao    hR  sDo  sao

ဏဏࠧ೩೩ༀണሖࠧඅඅă

�
ie

�
iao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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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7   xiF    y4    zh1   guA

ණମ࿒ქቝߋǈ
  dD  zhSo  d4           xiDo  wS    wa

ؘዅٜණဏ༲༲ǈ
  wS   wa    jiFo  mA   ma

༲༲ॄଲଲǈ
  mA   ma  bFo   wS   wa

ଲଲҳ༲༲ǈ
  wS   wa    hR   mA   ma

༲༲ࠧଲଲǈ
  y4     q3    sh2  guA  gua

ქಲ෪ߋߋă

  xiDo  tiSo  p2         zu7    x2    t2

ဏٻ౦ǈዶ࿀໘ǈ
   xi     t2                 huF  xiSo niDo

                  ࿀໘ௗǈࡥဏ௷ă

        xiSo  niDo  fEi        huF  wU   gu1

ဏ௷܉ǈࡥྌߦă
 wU   gu1   pS         huF  xiDo  niI

ྌߦతǈࡥဏఇă
                                xiDo  niI   jiFo       xiF     y2    tiFo

  ဏఇॄǈ࿕ქă

     zu7   x2     t2          pF           nDo

ዶ࿀໘ǈదڑǈ
     kFn    n3           me  zu7   de   hDo

௩ᇛଡ଼ዶࠝهă

�
ua

�
iao

�
ei

�
ui(uei)

�
iu(iou)

�
ia

�
uo

ٞქ৾  ࠔᅷᄞݒ࿀Ǆ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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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พ൩ࠔዖ Ǆქǅǖ༾ሿพ൩

٫พ൩ࠔዖۨ۽وᅘۂቸǈӊीԮढ़මཔ൫ާ๖و “ པ൫

ᄞพ൩ۨ ”ăດᅞҪਸ਼ષ “ ༾ሿพ൩ ” ࠧ “ ԥ༾ሿพ൩ ”ă

ᄪྲྀҔو “Windows XP”Ă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ቲǈ჻ॿࠆᅘ!!!

ቲྲྀ֞ăᇀพ൩ࠔዖჾǈӤၙහብ௩٫ቲوቲྲྀ֞࿅༇ă

ჾ Windows 7 ཛྷઋǈ௩ၖეዶჾ࿒ޠዷǖ

Ǆ1ǅ ಶ٫ڑǈѢ “Start”ǈ६൩ “Control Panel”ă

Ǆ2ǅ ၭᇗ “Clock, Language, and Region” ࿒ှوဏዖ “Change keyboards or other

input methods”ǈ६൩ “Region and Language” ਊăז

ٞქ৾  ٫พ൩ࠔዖǄქǅ

Chang keyboards or 

other inpu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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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3ǅ ᇀ “Keyboards and Languages” ࿒ǈၭᇗ “Change keyboards...”ǈ६൩ “Text    

Services and Input Languages” ਊăז

Ǆ4ǅ ᇀ “General” ࿒ǈၭᇗ “Add...”ǈ ६൩ “Add Input Language” ਊăז

ٞქ৾  ٫พ൩ࠔዖǄ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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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5ǅ ሖف “Chinese (Simplified, PRC)”ǈᆿ६൩࿒எو “Keyboard ”ǈၭᇗٞ!!!!

۠ “Chinese (simplified) Microsoft Pinyin New Experience Input St”ă

Ǆ6ǅ ၭᇗ “OK”ǈ༟־ “Add Input Language” ਊăז

Ǆ7ǅ ᆿၭᇗ “OK”ǈ༟־ “Add Input Language” ਊăז

Ǆ8ǅ ٞൻ״ၭᇗ “OK”ǈ༟־ “Add Input Language” ਊăז

ዮࡍǈ༟־ “Control Panel”, ቲྲྀพ൩টහብࠝષă

࿒எǈ྄୯ჾ Microsoft Word 2007 ཛྷઋǈၳ࿀وቲྲྀพ൩ă

Ǆ1ǅ ؘ “Microsoft Word 2007”ă

Ǆ2ǅ ၭᇗಃுᅚ࿒و۽ “EN”ǈѿດ֑ “CH”ă

ेዅǈট৹ჾพ൩ቲྲྀષă

ٞქ৾  ٫พ൩ࠔዖǄ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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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ሿพ൩

༾ሿพ൩ǈটกѿဢქޔዖࢪქװޔዩوᄞዖாഩԩऒ

൩ăሦ෫ࡌǈ߷௩พ൩ “ ଲଲ ” ۠ዖǈ৹࿘ऒ൩ “ma”ǈᆿѢქ࿒

ਅޏऒǈቚזቲট־ǖ

ቝეѢืዖऒ “4”ǈ٫ಃுණট־ “ ଲ ” ዖǈሦჅቺݒქ

ޔ۠ٞفهǈ״ “ ଲ ” ዖǈ “ ଲଲ ” ۠ዖوพ൩ট༾֑ષă

௩৹ኢᄌفǈ௩ຑوف “ ଷĂĂĂଲĂହĂଳĂସĂ

ଵĂᳩ ” ٌ গޔዖǈԌԥกᅋ “m” ࠧ “a” و־ຑᅘوዖǈӔํ྄!

୯ၳ߹  و “ ଶჹ ” و “ ଶ ” ዖǈሦটୣᅘăეሖف “ ଶ ” ዖǈ௩ᄮ!!

”+“ Ѣݡ ऒǈࢪሣѢቚזዮᅚஎوဏओ་ऒă ௩টۢქှ!!

ᅑ “m” ࠧ “a” ֑وዖǈ்எট৹ᅘ “ ଶ ” ዖă߷ୣᅘǈ ৹ჾ!

ᆿѢ “+” ऒၦཌྷ࿒ሖă߷௩فஎ்ဗዖǈቝეѢ “-” ऒট

ှષăࣝኡǈཌྷሖѢ “+” ऒǈཌྷሖѢ “-” ऒă

ቚז࿒ှࠔوዖو઼ǈᅘქޔ “ ౷࿘ऑݽ ” ᆓᇘăნটو

กํǈქޔዖෳᅋื״ᆣۂǈດوብটᇀᆣஎăӔํǈ௩

ؘዖو෫ࡌ “ ଲ ” ዖᅋۂ࠶هǈດوብটዔڑჰăฎქฎǈพ

൩״ “ ଲ ” ዖǈ௩ۢ “ ଲ ” ዖوብটჰષǈԥᆿก “4”ǈ

ۚก “3” ࢪ “2”ǈෑባก “1”ǈሦჅট۽ࣩޚӯષă

৹กǈሦჅქޔዖქޔዖٜพ൩ቲྲྀǈԌԥกዮਜۨ۽وǈ

߷௩ქװޔዩქװޔዩٜพ൩ǈটਜۂهă߷ѿ֑ “ ଲଲ ” ქ!

ዖாޔوװ “mama” ქ״พ൩ǈቚזট־ǖ

ቝე ၭืዖ “1”ǈ“ ଲଲ ” !!!وዖޔ༾֑ષă ߷ქ״พ൩টქو

ብก “1”ǈნ৹ჾቓेѢਅޏऒǈพ൩ট༾֑ષă௩৹ჾฎქฎă

ኢᄌǖऒ൩װዩوዖாეઘၦǈቲࣺೇཆԥეᅘਅޏă௩ۢǈ

ٞქ৾  ٫พ൩ࠔዖǄ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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ሦჅพ൩Ӕქޔዖქޔዖٜพ൩ეޚਜĂ۽ޚӯăຑჾǈ۲ก৹ჾ

ෳᅋװዩพ൩و෫ࡌǈᄮݡॳફෳᅋװዩพ൩ƽ

ᇀพ൩ቲྲྀو߹֔ቲၖეพ൩ᄪྲྀ෫ǈ৹ჾѢ “Shift” ऒ६ှኪ

و۽ಃுᅚ࿒ࢯǈნ৹ჾ٧ “ ቲ ” ዖੂኪă

༶ǈༀၳ୯৹ჾઉᅋ “Help”ǈੂفهᄞพ൩ۂޚوቌǈ

Қۨ࿒ǖ

Ǆ1ǅᅚऒࢯ٧ಃுᅚ࿒و۽ “CH”ǈၭᇗ “Restore the Language bar”ă

Ǆ2ǅᇀ “Language bar” ණǈၭᇗ “Tool Menu”ă

Ǆ3ǅᇀ “Tool Menu” ǈၭᇗ “Help”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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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4ǅᇀ “Help” ǈฑ࿘ዐ࿈ᆪڣ “Quick guide” و 4 ൛ă

Ǆ5ǅཛྷષ۽ӯᆪࠧڣՓሖǈᅘؘᄩوࢲༀၳ৹ჾѿ “Help” ቲޕ

ฐՋă֑ڋǈੂ־൛ؘᄩو

ٞქ৾  ٫พ൩ࠔዖǄ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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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说 明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课程设计博士 马立平
	近年来，海外的中文学校发展迅速，其教材多来自国内。可是，由于海外的生活 环境和国内不同，海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学习方式、学习条件也和国内不同，在国内 编写的教材，往往不敷...
	这套中文教材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其适用对象为来自华语家庭的儿童。目前， 教材计有简体课本1至10年级，每年学3册（3个单元），配有相应的练习本，可供 周末中文学校10年使用。同...
	实验证明，学完全套教材，学生即能具备中文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

	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创造了学习这一文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这 套教材立足于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和现代语文教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现将编辑要 点说明如下：
	一、拼音和汉字的关系——直接认字，后学拼音
	为了先入为主地发展学生识别汉字的能力，我们在开始阶段不用拼音或注音符 号，而是通过韵文，直接进行汉字教学。在学了700个常用汉字以后，再教汉语拼音。 语音教学由课堂教学和多...

	二、认字和写字的关系——先认后写，多认少写
	海外儿童学习中文的时间十分有限。我们采用先认后写、多认少写的原则。教材 要求学生熟练认读的1500个左右常用汉字，在一般中文读物中的出现频率为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熟练书写的500...

	三、精读和泛读的关系——课文和阅读材料并重
	考虑到海外语言环境的特点，教材采用了课文和阅读材料相互交织的结构，每篇 课文都配有阅读材料数篇，纳入正式教学。这些阅读材以中国历史故事和寓言为主要 题材，用学生已经学过...

	四、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先读后写，水到渠成
	语汇是写作的基础。1至4年级以认字和阅读教学为主，让学生掌握大量的语汇。 6年级以写作教学为主，学习如何用中文来状物、叙事、写人；中间则以改写的《西 游记》20回本等4个单元作...

	五、 素材选择和改写的依据 ——求知欲、成就感、常用字先行和高频率复现
	本教材中课文和阅读材料的素材来源很广，包括了大陆和台湾本土使用的各种小 学课本、两岸为海外儿童编写的各种华语教材、各种中文儿童课外读物、甚至口头流 传的民间故事和谜语等...

	六、重视中华文化， 摈弃政治色彩
	教材以海外华裔儿童的成长发展为其唯一关怀。海外的炎黄子孙，无论来自大陆、 台湾，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上都是同宗同源；相信五十年的两岸对峙，绝无损 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

	七、汉字结构的教学
	汉字的笔画、笔形、笔顺和部首是掌握汉字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笔画、部首等的名称却往往是约定俗成，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在本教材中：
	笔画名称参照了中华文化出版社《汉语》第2册的《汉字的笔画》表。
	笔顺介绍参照了Cheng & Tsui Company 的《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I & II: Writing Workbook》。
	部首名称及英文翻译，参照了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Mathew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和安子介先生的《解开汉字之迷》。
	另外，我们使用了“表意部首（Meaning clue）”和“ 表音部首（Sound clue）” 的概 念，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记汉字，无意在汉字学上标新立异。

	八、繁体字版用字的选定
	教材繁体字版的用字，参照了《国语日报字典》、修订版《华语》、《儿童华语课 本》来选定，最后由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庄因教授审定。

	九、多媒体练习光盘的使用
	和课文配套的多媒体练习光盘，应在PC电脑上使用。光盘含有课文朗读、写字示 范、生字和词汇的练习游戏等内容。光盘按自由练习（开放式）和规定作业（封闭式） 两种方式组织。规定作...

	十、暑假作业
	为了使学生的中文学习不致在漫长的暑假里中断，本教材为各年级设计了暑假作 业（每年八周，每周四次）。暑假作业的声音材料，已经包含在各年级的多媒体练习 光盘里。文字材料和练...
	这套教材是我和夏建丰先生用15年的全职时间合力编写，其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和帮助。特别是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的庄因教授不辞辛劳，为教材审定文字并撰写 序文。资深儿童画家吕莎...



	5-13ceCoverP
	马立平教材系列
	中 文
	五 年 级
	第一单元（第十三册）
	编写 马立平、夏建丰
	审定 庄 因
	插图 陈 毅

	6-13ceKewenJ-forW7
	电脑输入汉字（一）：完整输入

	6-13ceKewenP
	电脑输入汉字（一）：完整输入
	电脑输入汉字的方法有多种，本教材介绍微软公司的“微软拼 音输入法”。它又包括了“完整输入”和“不完整输入”。
	英文版的“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中，已经内含有中文支持。 在输入汉字以前，必须设置你电脑中的中文支持系统。以Windows XP 为例，你需要做以下工作：
	（1） 启动电脑，按“Start”，进入“Control Panel”。
	（2） 选择“Regional and Language...”，再进入“Languages”。
	（3） 选择“Install files for East Asian languages”，然后选择“OK”两次。这 时，多数电脑会找到相应文件，自动进行安装。有的电脑会提 示你插入相应光盘，然后才进行安装。
	（4） 重复前页的（1）和（2）,在“Languages”里选择“Details”， 再 进入“Add...”。
	（5） 在“Input language”里选择“Chinese (PRC)”，这时“Keyboard layout/IME” 会自动选择微软拼音输入法“Chinese (simplified) - Microsoft Pinyin IME 3.0”。 然后选择“OK”三次。
	（6） 重新启动电脑，选择屏幕右下方的“EN”，把它换成“CH”。然 后用鼠标右键按“CH”，选择“Restore the language bar”。
	（7） 选择“language bar”上的“Context menu”，选择“Properties...”。
	（8） 进入“General”，在“Input mode”里选择“Full pinyin”和 “Incomplete input”。“User function”里两项都选。“Conversion mode”里选“Sentence”表示 整句输入模式，选“Word”表示字词输入模式。...
	（9）选择“OK”。Windows XP的中文支持系统和“微软拼音输入法” 设置完毕。
	接着，我们采用微软公司的文字处理系统“Word”，在“Word”上用 “微软拼音输入法”来输入汉字。
	怎样使用“微软拼音输入法”呢？可以利用它的“Help”：
	（1）进入“language bar”上的“？”，选择“Microsoft Pinyin IME Help”。
	（2）从“Welcome”开始，到“Tips”结束，共有五项。仔细阅读每项 中各条的内容。
	（3）为了方便阅读和查找，有打印机的同学可以把“Help”中各条 的内容打印出来，订成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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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在大海中有一座美丽的花果山。花果山的山顶上， 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石头的周围，长满了绿草和鲜花。
	有一天，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那块大石头突然裂开了，从里面跳 出了一只石猴来。石猴一出世，就又能跑又会跳，他在花果山上，饿了采花果 吃，渴了喝泉水，生活得非常愉快。
	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石猴和另外一些猴子在树下玩了一会儿，就去小溪 里洗澡。众猴看见溪水哗哗地奔流。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咦，真奇怪，这溪水 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大家都纷...
	有一只猴子说：“咱们沿着小溪往上走，去看看这些溪水到底是从哪里流出 来的，怎么样？”
	别的猴子都说：“好！好！”“咱们瞧瞧去！”“咱们看看去！”
	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沿着小溪往上跑。他们跑啊跑啊，突然看见了一道瀑 布，高高地从山上挂下来。大家一起拍手叫好，高兴地喊着：“哈哟，原来溪水 是从这儿流出来的！真好看！真...
	这时候，又有一只猴子指着瀑布问：“你们说，瀑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大家听了，又纷纷摇头。一只老猴子说话了：“这样吧，看看谁有本领，能钻到 瀑布里去，又不伤着身体，那...
	老猴子刚说完话，那只石猴一下跳了出来，高喊着：“我先进去！我先进 去！”
	石猴闭起眼睛，蹲下身子，大叫一声：“嗨！”用力往前一跳，跳进了瀑布 中去。
	石猴跳到了瀑布里面。他站稳脚，睁开 眼，抬起头，一看，周围并没有水，自己正站 在一座铁桥上。
	石猴过了铁桥，边走边看，只见前面不远 的地方有一座房屋。石猴来到屋前，门是开着 的，里面没有一点声音。石猴进了屋，屋里有 石桌石床，石盆石碗。他在石床上躺了躺，又 在石桌上...
	石猴非常惊奇。他左看看右看看，一抬 头，看到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有三个大字：
	“水帘洞”。石猴满心喜欢，想到外边的猴子 还在等着他呢，他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走。石猴 回到铁桥上。他闭上眼睛，蹲下身子，再用力 一跳，跳出了瀑布。
	众猴见石猴出来了，就纷纷上来把他围住，问道：“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 哪？”
	石猴高兴地说：“嗨，真想不到，里面一点儿水都没有，地方可大啦！还有 不少石桌石床、石盆石碗呢！”那些猴子听了，连忙说：“你快带我们进去看看！ 你快带我们进去看看！”
	众猴跟着石猴，都闭起了眼睛，蹲下身子，一个接着一个跳进了水帘洞。
	众猴过了铁桥，来到了屋子里面，看见那些石盆石碗，都高兴得不得了。一 个说：“那只碗好，我要那只碗！”一个说：“这个盆大，我要这个盆！”众猴把 屋里的东西搬过来，搬过去，...
	这时候，那只老猴子又跳了出来，指着石猴说：“我们刚才说好的，谁进得 来，又出得去，而且不伤着身体，我们就拜他做大王。现在石猴他进来了又出 去，出去又进来，还找了这么好一...
	众猴听了，都觉得老猴说得对。老猴就请石猴坐在大石椅子上，大家在石椅 前都跪下，拜石猴为王。一只小猴子说：“我们叫他美猴王，怎么样？”别的猴 子都纷纷地同意。
	从此，美猴王领着众猴，白天在花果山上游戏，晚上到水帘洞里休息，日子 过得十分愉快。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天，美猴王突然皱起了眉头，悲伤起来。众猴 见了，忙问：“大王，咱们有吃有喝，玩得又开心，您怎么不高兴啊？”美猴王 说：“咱们整天吃喝玩乐，真没...
	众猴听了，说：“花果山上大王的本领最大，我们都跟着大王学本领吧！”
	美猴王摇摇头说：“你们跟我学本领，我跟谁学去？”
	那只老猴子上前问道：“大王，你想学什么样的本领呢？”美猴王说：“我想 学长生不老(immortal)的大本领。”
	老猴说道：“那大王就得去找神仙 (God)，去学那长生不老的道法 (magic methods)。”
	猴王听老猴这么一说，才高兴了起 来。他对众猴说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你 们，去找神仙学本领。哪怕是走到天边， 我也要把神仙找到，学来长生不老的道 法。”众猴听了，都高兴地鼓起...
	众猴到山上砍来大树，做了一个木筏 (log raft) 。他们又采了许多的新鲜水果， 欢 送猴王。
	第二天，美猴王上了木筏，就下海出 发了。
	美猴王离开花果山，找了好几年，也没有找到神仙。有一天，他来到了一座 高山上。他在山里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树林中有人唱歌：“我的邻居呀，就是 神仙。”猴王听到“神仙”两个...
	猴王跳进树林一看，看见一个打柴的人正在唱歌。猴王连忙上前叫道：“老 神仙，你原来躲在这里！”那打柴人看了猴王一眼，说：“哪里！哪里！我是一 个打柴人，不是神仙！”猴王说...
	猴王谢了打柴人，走出树林。他顺着山路，过了一个小山坡，突然看到了一 个山洞。那山洞的门关着，门上有一块横匾。横匾上有三个大字：“三星洞”。猴 王看了半天，不敢敲门。这时...
	猴王赶忙整理整理衣服，跟着少年走进了洞里。只见菩提祖师坐在一个高台 上，有十几个徒弟站在两旁。猴王倒身下拜，叫着：“师父！师父！”祖师说：“ 你是哪里人？先把家乡和姓名...
	菩提祖师听了，大喝一声：“说谎！原来来了个骗子，赶他出去！”猴王忙 说：“弟子没有说谎。”祖师说：“你既然没有说谎，怎么说住在花果山？花果山 到三星洞，远隔千山万水，你...
	“我无父母，也无姓。”祖师说：“你没 有父母，难道是树上生的？”猴王说：
	“我虽然不是树上生的，却是石里长 的。花果山上有一块石头，石头裂开， 我就这样出生了。”祖师听了，心里暗 暗欢喜，说：“这么说，你是天地生成 的了。你起来走走，让我看看。”...
	祖师笑着说：“哈哈，你走路，像 个吃松果的猢狲，我看你就姓孙吧。” 猴王满心喜欢，说：“好！好！师父再 给我起个名字吧。”祖师说：“也好。你 就叫孙悟空吧。”猴王有了姓名，...
	有一天，菩提祖师给徒弟们讲道。孙悟空一边听，一边眉开眼笑，手舞足 蹈。祖师看见了，问道：“孙悟空，你在下面为什么乱动？”悟空说：“弟子听师 父讲到好听的地方，一时高兴，...
	到我这里来，想跟我学些什么呢？”悟空回答：“我听师父的。”
	祖师说：“我这道法，有三百六十门，我教你‘术’字门里的道吧！”悟空 问：“可以长生不老吗？”祖师说：“不能！不能！”悟空摇摇头，说：“不学！不学！”
	祖师又说：“我教你‘静’字门里的道吧！”悟空问：“能长生不老吗？”祖 师说：“不能！不能！”悟空也摇摇头，说：“不学！不学！”
	祖师再说：“那我教你‘动’字门里的道吧！”悟空问：“能长生不老？”祖 师说：“不行！不行！”悟空还是摇摇头，说：“也不要学！不要学！”
	祖师听了，大喝一声：“你这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你到底要学什 么？”祖师跳下高台，手拿戒尺，在孙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就倒背着手，走进屋 里，把前门关上，不出来了。
	众人一看，都说悟空：“你这家伙，这也不学，那也不学，还和师父顶嘴！ 这一下，师父生气进去了，连我们也听不成道法了！”悟空只是笑嘻嘻的，却一 点儿也不着急。原来，他已经猜...
	悟空在三星洞门前，恨不得马上天黑。等天黑了，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 却不真睡。半夜，他轻轻地起来，穿上衣服，又轻轻地来到师父屋子后门外，只 见那后门半开半关着，悟空心里...
	悟空立刻叫道：“师父，弟子在这里等着呢。”祖师坐起来，说：“孙悟空！ 你不在前边睡，来我这后边做什么？”悟空说：“师父白天用戒尺打我头三下， 难道不是让我三更时候来学道...
	悟空记住了口诀，谢拜了师 父，出门来，东方已经发白了。 悟空回到自己的床上，故意把床 摇得直响，大声喊：“天亮了，天 亮了！快起来吧！”那些师兄弟 们都睡得正香，谁也不知道...
	很快又过了十年。有一天， 祖师在台上讲课的时候，突然 问：“悟空在哪里？”悟空回答：“弟子在！”祖师说：“你过来，我再教你七十 二般变化。”悟空上前跪下，师父在悟空耳边，...
	一天，悟空和大家在松树下说笑，有人问：“悟空，老师教你的那些变化， 你都会了吗？”悟空回答：“师父教了我口诀，我日夜苦练，那些变化都会了。” 大家说：“你表演表演，让我...
	没想到，众人的叫喊声惊动了祖师。祖师出来问：“是谁在这里吵吵闹闹？” 大家只好说：“师父，刚才是孙悟空变化玩耍。叫他变棵松树，他果然变成了松 树。弟子们见了，拍手叫好，...
	祖师想了想，对众人说道：“你们都回洞里去吧。”又叫：“悟空，过来！我 问你，你变什么松树，在别人面前卖弄？”悟空低下头说：“请师父原谅！”祖 师说：“我也不怪你。只是你...
	悟空没有办法，只得谢了师父，告别了大家。他翻了一个筋斗云，不一会儿 就到了花果山。悟空跳下云头，叫道：“孩儿们，我回来啦！”水帘洞下的山坡 边，花草中，树林里，大大小小...
	众猴听了，都非常高兴，赶忙拿来美酒鲜果，迎接猴王。悟空又说：“我再 告诉你们一件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一家都有姓啦。”众猴问：“大王姓什么呀？” 悟空回答说：“我姓孙，名悟...
	水帘洞附近有个妖怪，经常来花果山捣乱。悟空回到花果山后，赶走了妖 怪，夺得了一把大刀。
	有一天，悟空对众猴说：“我想给你们找些兵器。你们有了兵器，以后如果 还有敌人来捣乱，才能打赢他们。但是，到哪里去找兵器呢？”这时候，走上来 四只老猴，对悟空说：“大王要...
	悟空驾起筋斗云，眨眼间，就过了二百里大海，来到了傲来国上空。他往下 一看，大街上人们来来往往。悟空心想：“这里一定有兵器店，我来想个办法， 搬一些兵器回去。”于是，他念...
	悟空按下云头，找到了兵器店。他下一把毫毛，念起咒语，说了声“变！” 就变成了千百个小猴，有的拿刀，有的拿枪，力大的拿三五件，力小的拿一两 件，把店里的兵器，搬得干干净...
	花果山上的大小猴儿，正在山上玩，只见半空中飞来黑压压无数猴子，都吓 得乱跑乱躲。眨眼间，千百只小猴已经把兵器堆在了山前。悟空按下云头，把身 子一抖，收了毫毛，叫道：“孩...
	第二天，悟空对众猴说：“你们都有兵器了，可是我这把大刀太轻，不好 用。”四只老猴上前问道：“大王，不知你能不能去水里？”悟空说：“我有七十 二般变化，又会翻筋斗云，哪里...
	悟空跳到桥头，念起咒语， 噗通一声跳进水中。他分开水 路，直入东海，来到了龙宫门 前。一个虾兵上前问道：“请问 你是哪位神仙？”悟空说：“我是 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 ...
	悟空来到龙宫坐下。龙王问：“请问猴王来龙宫有什么事情？”
	悟空说：“我没有一件好用的兵器，特来龙宫讨一件。”
	龙王马上叫虾兵取出了一把大刀。悟空上前一拿，说：“对不起，这刀轻了 些，请另换一件。”
	龙王又让蟹将抬出了一把钢叉。悟空接在手中，舞了一阵，放下说：“还是 太轻！太轻！请再换一件。”龙王笑着说：“猴王请看，这里写着，重三千六百 斤呢！” 悟空摇摇头说：“不好...
	龙王听了，又叫虾兵蟹将一起抬出了一根画戟，说：“猴王，这根画戟有七 千二百斤重。请再试试。”悟空上前，拿在手中，舞了一阵，说：“轻！轻！还 是太轻！”
	龙王听了，心中暗暗害怕，说：“猴王，我宫中只有这根画戟最重，再也没 有什么别的兵器了。”悟空笑笑说：“人人都说你东海龙王天下最富，你没宝，我 不相信！你再找找看。”龙王...
	正说话间，龙婆、龙女从后面走了出来说：“大王，海底那块神铁，最近几 天金光闪闪，我们是不是请猴王去看看呢？”
	龙王说：“那块神铁，能做兵器用吗？”
	龙婆说：“管它能不能用呢！送给猴王，打发他走就是了。”龙王一想也对， 就向悟空说了。悟空说：“快拿出来让我看看！”龙王说：“拿不动！拿不动！要 请猴王亲自去看才行！”悟...
	龙王领着悟空来到了海底，果然看见金光万道。
	龙王指着说：“那放光的就是。”
	悟空走上前一摸，原来是根粗粗的铁柱子，抬头看去，有两丈多长。悟空两 手抱住神铁，说道：“太粗太长了些。要细些短些才好用！”悟空刚说完，那铁 柱子就短了一些，细了一些。悟...
	悟空双手提起神铁，仔细一看，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是一段黑铁。紧 靠金箍的地方，刻有一行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悟空心中更加欢喜，暗想：“这神铁大概能随人意，让我再试一试。”他拿 着神铁，一边走一边念道：“再短再细一些更好！”果然，悟空话音刚落，那根 铁棒变得只有碗口粗细了。 悟空...
	“披挂实在是没有。”悟空举起金箍棒：“真的没有，那就请你试试我这条铁棒！”
	龙王慌了：“猴王，请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让我看看我的弟弟有没有。”悟 空问：“你弟弟是谁？”龙王说：“我有三个弟弟，他们是南海龙王、北海龙王、 西海龙王。”悟空说：“老...
	龙王说：“不用猴王去。我这里有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只要我敲起铁鼓， 撞起金钟，弟弟们马上就会到。”悟空说：“那你快些敲鼓撞钟！”
	过了一会儿，钟鸣鼓响。又过了一会儿，三海龙王一起来到，等在龙宫外 面。
	南海龙王问道：“大哥，你有什么要紧事情，敲鼓击钟？”东海龙王说：“不 好了！不好了！有一个花果山的什么猴王，早晨来问我要兵器。送他钢叉说太 小，送他画戟又说太轻。后来，...
	南海龙王一听，大怒：“那还得了，我去把他抓起来！”老龙王连忙说：“不 行，不行，那猴子很厉害，打起来，我的龙宫就完啦！”西海龙王说：“那咱们 先送他一身披挂，打发他出了...
	北海龙王说：“说得对。我这里有一双步云履。”
	西海龙王说：“我有一件黄金甲。”
	南海龙王说：“我有一顶紫金冠。”
	东海龙王大喜，把他们引入宫中和悟空 见面，送上了披挂。
	悟空把紫金冠、黄金甲、步云履都穿戴好 了，对四海龙王说：“多谢！多谢了！”他把 金箍棒拿在手中，叫声：“小！小！小！”金 箍棒立刻就小得像一根针。悟空把金箍棒塞 在耳朵里面...
	水帘洞里，美猴王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 甲，脚穿步云履，手拿金箍棒，把向龙王要宝 贝的经过，告诉了众猴。众猴听了，个个欢天 喜地。
	悟空得了金箍棒后，让四个老猴做了四 将军，带领众猴。悟空自己和水帘洞附近的牛 魔王、狮驼王等交上了朋友，你来我往，十分 热闹。
	再说天上的玉皇大帝，有一天正坐在他的灵霄宝殿上。忽然，东海龙王跑来 求见。原来，老龙王是来向玉帝报告孙悟空大闹龙宫的事。玉帝问道：“这只妖 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太白金星站出来说道：“这只猴子既然学道成仙，又有这么大的本领，陛下 可以把他叫上天来，养在天上。以后如果再闹事，捉拿起来不是更加方便？”玉 帝听了，感到这个主意不错，就...
	太白金星出了南天门，驾起云头，来到花果山水帘洞。他对众小猴说：“我 是天上玉皇大帝派来的，请你们大王上天去。快去报告他。”悟空听到小猴的报 告，高兴地说：“我这两天正想...
	太白金星说：“玉帝正在灵霄宝殿上等着你呢，请大王赶快动身吧。”
	孙悟空叫来四将军，吩咐说：“你们在家管着小猴，等我上天去看看路，好 带大家上去同住。”
	太白金星和悟空出了水帘洞，驾起云头，来到空中。悟空的筋斗云特别快， 金星哪里跟得上，被悟空远远地甩在后面。悟空到了南天门，收住云头，正想进 南天门，被守门的天兵天将给挡...
	过了一会儿，金星来到。悟空不高兴地说：“你这老头，怎么骗我？你说玉 帝请我，却怎么叫这些人挡住天门，不放我老孙进去？”金星笑着说：“大王别 急。你没有来过天宫，天兵不认...
	金星领着悟空进了天门，来到 灵霄宝殿。金星向玉帝跪下。说 道：“陛下，孙悟空带来了。”
	玉帝问：“哪个是孙悟空？”
	悟空不跪也不拜，把腰一弯， 说道：“老孙就是。”
	玉帝皱皱眉，问众神仙：“你 们说，可以给悟空做个什么官？”
	金星说：“天马棚正缺一个弼 马温。”玉帝便说：“那么就让悟空 做弼马温吧。”
	悟空欢欢喜喜来到天马棚。他 日夜不睡，认真看管，把天马养得 又肥又壮。
	一天，悟空正和别人一起喝酒，忽然停杯问道：“弼马温这官有多大？”众 人都不说话。悟空说：“你们不说话，是不是这官最大？”众人说：“不大，不 大，这样的官，最小最小，只是...
	悟空听了，心头火起，咬牙大怒，说道：“原来这么小看我老孙！我老孙在 花果山当美猴王，却被你们骗来替玉帝养马！算了！算了！”哗啦一声，孙悟空 推倒了桌子，从耳中取出了金箍...
	悟空回到花果山，高声叫道：“孩儿们，老孙回来了！”众猴把悟空迎进洞 去，四将军问道：“请问大王在天上做了什么官？”悟空摇摇手说：“不好说！不 好说！那玉帝让我做一个什么...
	众猴正喝着酒，牛魔王来了。牛魔王说道：“听说大王在天上当了一个什么 弼马温，大王有这么大的本领，怎么可以给人家去养马呢？要当，就当个齐天大 圣！”悟空听了，非常高兴，叫...
	第二天，玉帝听说弼马温打出天宫，回花果山了，就派托塔李天王带领哪吒 三太子等众神仙，去捉拿悟空。
	李天王派巨灵天将为先锋，出了南天门，直奔花果山。巨灵天将双手提着一 对铜锤，来到水帘洞门外叫战。门外小猴连忙跑到洞中报告：“大王，门外有一 位天将，说是玉帝派到这里来捉...
	悟空听说后，就急忙戴上紫金冠，披上黄金甲，穿上步云履，手拿金箍棒， 走出了洞门。巨灵天将一见，高声叫道：“妖猴，你认得我吗？”悟空看看他， 问：“你是谁？我老孙没有见过...
	悟空听后大怒，说：“你不要吹牛！ 我本想一棒打死你，只怕没有人上去报 信。快快回去对玉皇说，我老孙有天大 的本领，为什么叫我做一个给他养马 的？你看我这面大旗上的字，叫齐天...
	巨灵天将被打败了，李天王大怒。哪吒站出来说：“父王，请让我出战！” 哪吒按下云头，来到水帘洞外。悟空见了，迎上前来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 到我洞前来做什么事？”哪吒喝...
	悟空见了心想：“这小孩子倒也有些真本领！”也就大喊一声“变！”他立刻 变成了三头六臂，把金箍棒晃了一晃，变成了三条。悟空六只手拿着三条金箍 棒，和哪吒杀在了一起。哪吒的...
	哪吒见了托塔李天王，报告说：“父王，那猴头真的有本领。孩儿战不赢他， 被他打伤了胳膊。”天王大惊，说道：“这妖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们怎 么能战胜他呢？这样吧，我们...
	天王和哪吒来到灵霄宝殿，把悟空打败天兵的情形，和悟空说他要当齐天大 圣，不然就要打到灵霄宝殿的话，报告了玉帝。玉帝听了，大怒说：“再多派一 些天兵天将，一定要捉住这只猴...
	这时候，太白金星站了出来说：“既然那只石猴本领这么大，再多派天兵， 也不可能很快取胜。我看，陛下就给他个空名吧！”玉帝问：“怎么叫给他空 名？”金星说：“名是齐天大圣，...
	金星出了南天门，来到花果山。只见无数的小猴，一个个在那里舞刀弄枪。 金星对小猴说：“快去报告你们大 王。我是玉帝派来的太白金星，特 来请他。”小猴忙去通报。悟空说：
	“这老头会不会又是要出什么坏主 意？让他进来。”
	金星进入洞内，请悟空上天去 做齐天大圣。悟空说：“多谢！多 谢了！但不知玉帝会不会又骗 我？”金星说：“不会！不会！要 是他再骗你，大圣找我就是。”
	悟空听后非常高兴，和金星驾 云来到南天门。那些天兵天将，都 笑脸相迎。
	金星和悟空来到了灵霄宝殿，金星报告说：“孙悟空到了。”玉帝说：“孙悟 空你过来。今天让你做齐天大圣，你就再也不要捣乱了！”悟空不跪也不拜，只 是行个礼，说了一声“谢谢！”
	天宫里有一座蟠桃园。玉帝派人在蟠桃园的右边，给孙悟空造了一座齐天大 圣府。悟空当了齐天大圣后，和天上的各路神仙，都交了朋友，整天地东游西 荡，云里来，雾里去，十分快乐。
	有一天，玉帝把大圣找来，对他说：“我看你闲着没事，给你一件事做。你 去替我看管蟠桃园吧。”
	大圣来到了蟠桃园，园中的土地神挡住问：“大圣你去哪里呀？”悟空说：“玉
	帝派我来管蟠桃园，我今天特地来查看一下。”土地神连忙行礼，领大圣进园查 看。大圣问道：“这里一共有多少棵桃树？”土地神说：“共有三千六百棵。前面 一千二百棵，三千年一熟...
	有一天，大圣看见后面的蟠桃树上，桃子已经熟了一大半。他想尝尝新，就 跳到树上，摘下了一个大桃子，吃了个饱。两三天后，他又去偷桃，美美地吃了 一顿。
	过了一些天，玉帝的母亲王母娘娘要在瑶池开蟠桃会。她派红衣仙女、青衣 仙女、白衣仙女、黑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去蟠桃园摘桃子。
	七衣仙女头顶花篮，来到园门前，对土地神说：“王母娘娘派我们到园里来 摘桃。”土地神说：“你们先等一下。今年不同往年，因为玉帝派了齐天大圣在 这里看管桃园，我要先报告大圣...
	土地神和七衣仙女来到 了桃园内，找来找去，却不 见大圣。原来，大圣玩了一 会儿，吃了几个桃子，变成 了一个两寸长的小人儿，在 桃树枝上睡着了。
	七衣仙女为难地说：“王 母派我们来摘桃子，现在却 找不到大圣。可是我们怎么 敢空手回去？”土地神说：
	“大圣大概是到园外找朋友 玩去了。你们先摘桃子吧， 等他回来后我再告诉他。”
	七衣仙女先在前面的树枝上摘了两篮，又在中间的树枝上摘了三篮。再到后 面的树上去摘的时候，一看桃子都是青的，一个也没有熟。七衣仙女看了半天， 看见南边的树枝上有一个半红半...
	谁知道，大圣正在这个树枝上，所以一下子被惊醒了。他现出本相，扑地一 声跳到地上，从耳中取出了金箍棒，晃了一晃，变成碗口粗细，大声对仙女喝 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妖怪，敢到...
	七衣仙女吓得连忙跪下说道：“我们不是妖怪。王母娘娘要在瑶池开蟠桃会， 叫我们来摘桃子。本来想先报告大圣，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您，我们只好先动手 了。”
	大圣听了，说：“你们都起来吧。王母娘娘开蟠桃会，要请很多客人吧？”
	仙女们说：“当然啦，大圣认识的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也都会来。”
	大圣问：“请我了吗？”
	仙女们说：“没有听说。”
	大圣说：“我是齐天大圣，为什么不请我老孙？”
	仙女们说：“往年请客，大圣还没有上天。今年怎样，就不知道了。”
	大圣说：“你们说的也对，不怪你们！我老孙先去打听一下消息，看看有没 有请我老孙。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吧！”
	大圣念起咒语，说了声：“住！住！住！”用定身法把七衣仙女都定在了桃 树下。仙女站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了，大圣就自己驾起了一朵云，直奔瑶池。
	大圣驾着云，忽然看见赤脚大仙迎面走来。
	大圣上前问道：“大仙去哪里啊？”
	大仙说：“王母娘娘请我去参加蟠桃会。齐天大圣，你去哪里呀？”
	大圣心想，看来王母娘 娘真的没有请我。“哼，你 不请我，我就自己去。”他 想到这里，眼珠一转，对赤 脚大仙说：“玉帝让我告诉 各路神仙，先到通明殿，然 后再去瑶池。”大仙信以...
	大圣等大仙走了，摇身 一变，变成了赤脚大仙的模 样，驾起筋斗云，不多一会 儿就到了瑶池。他轻轻地走 进里面，只见各种山珍海 味，摆得整整齐齐，却没有 一个客人到来。
	大圣正看着，忽然闻到了一阵酒香。他转身一看，原来是几个造酒的仙官， 已经造好了美酒。大圣下了几根毫毛，念起了咒语，叫声“变！”变成了几个 瞌睡虫，落在了那些造酒仙官的...
	大圣从桌上拿下了山珍海味，走到酒桶旁边坐下，就大吃大喝了一顿。他吃 喝完了，心想：“不好！不好！再过一会儿客人就要到了。我还是早些回大圣府 睡觉去吧！”
	这时大圣已经喝醉了，他摇摇摆摆，一下子走错了路。他没有回到齐天大圣 府，却来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大圣心想：咦，奇怪，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太上老君一天到晚在这里炼各种...
	大圣来到了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看见炼丹炉旁的桌上有五个葫芦。葫芦里 都装满了炼好的仙丹。大圣心中高兴：“这仙丹可是好东西，我来吃他几粒。”他 就把仙丹从葫芦里倒了出来，...
	大圣吃完了仙丹，酒也醒了，心想：“不好！不好！我偷吃了仙丹仙酒，要 是被玉帝知道了，那可不得了！走！走！走！还是回我的花果山去吧。”他跑出 了兜率宫，不走旧路，而是从西...
	大圣回到了花果山，高喊：“孩儿们，我回来啦！”
	众猴连忙把大圣迎进洞中。大圣把闹了蟠桃会，偷喝了仙酒和偷吃了仙丹的 事说了一遍。众猴大喜，个个向大圣敬酒。
	大圣喝了一口酒，连说：“不好喝！不好喝！”四将军说：“大圣在天宫中喝 了仙酒，再喝这水果酒，当然觉得没有味道啦。”
	大圣说：“瑶池里还有许多的仙酒，等我去偷他几瓶回来，你们也都喝一杯， 这样一个个都可以长生不老。”众猴都欢喜得拍起手来。
	大圣出了水帘洞，驾起筋斗云，又使了个隐身法，进了西天门。他来到瑶 池。只见那几个瞌睡的造酒仙官还没有醒。大圣急忙提起了四大瓶酒，驾起云 头，回到了水帘洞。大圣和众猴做起...
	再说七衣仙女被大圣用定身法定住了以后，半天都不能动。一直到法力过时 了，才提着篮子回去报告王母娘娘：“我们被齐天大圣用定身法定住，所以才回 来晚了。”王母娘娘问：“你们...
	不一会儿，太上老君也来了。他对玉帝说：“真奇怪，我炼的五葫芦仙丹， 不知被哪个贼偷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赤脚大仙也来到了灵霄宝殿，他气呼呼地说：“我去瑶池的 路上遇见齐天大圣。他说玉帝叫我先去通明殿，然后再去蟠桃会。我听了他的 话，就到了通明殿，却一个人都没...
	玉帝听了，又惊又怒：“这齐天大圣好大的胆子！”玉帝的话音刚落，又有 消息传来，那大闹天宫的，正是齐天大圣。玉帝大怒，立即叫来了四大天王、李 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命令他们带...
	天兵天将来到了花果山，李天王派九曜星出战。九曜星来到水帘洞门外，大 声叫喊。小猴连忙通报：“外面有九个天神，要来捉拿大圣！”
	大圣正在和四将军喝酒聊天，听了通报，就说：“不理他！”接着又有小猴 跑来报告：“那九个天神，在外面叫骂呢！”大圣还是不理。不久，第三次又有 小猴来报告：“大王，那九个天...
	九曜星看见大圣出来了，骂道：“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先偷桃，后偷酒， 破坏了蟠桃会，又偷了老君的仙丹，把仙酒 偷回花果山来喝。你犯了死罪，知不知道？” 大圣笑着说：“这几...
	大圣听了大怒，说：“你们这些毛神，有 什么样的法力，敢跟我说这样的大话！不要 走，先吃我老孙一棒！”九曜星各出兵器， 向大圣杀来。大圣抡起金箍棒，左挥右挡， 把九曜星战得一...
	九曜星逃回去对托塔天王说：“那猴王 果然非常厉害，我们打不赢他，败回来了。” 李天王听了，就马上带着四大天王和哪吒一 起杀了出来。大圣上前迎战，牛魔王和四将 军也前来助大圣...
	这一场大战，从上午一直打到了日落，杀得飞沙走石。牛魔王被天兵捉了 去，四将军逃回去，躲在了水帘洞里。大圣见天色黑了下来，就了一把毫毛， 叫了声“变！”一下子变成了千百...
	大圣收了毫毛，急转身回到了水帘洞。四将军带着众猴迎了出来，呜呜呜大 哭了三声，又哈哈哈大笑了三声。大圣问：“你们见了我，又哭又笑，到底是怎 么回事？”四将军说：“牛魔王...
	第二天，天一亮，大圣就领着众猴，向天兵叫战。李天王派二儿子木吒出 战。木吒双手抡起铁棍，高叫：“哪个是齐天大圣？”大圣手拿如意金箍棒，答 应了一声：“老孙就是。你又是谁...
	木吒来到了灵霄宝殿，玉帝听说要求增兵，惊讶地说：“这齐天大圣，能有 多大的本领，竟敌得住我十万天兵！李天王又要来求助，我应该派哪路神兵去助 战呢？”观音菩萨在一旁说：“...
	大圣披上黄金甲，穿好步云履，戴上紫金冠，拿着金箍棒，跳出了水帘洞。 大圣见了二郎神，笑着说：“你是哪里来的小将，敢大胆到这里挑战？”二郎神 喝道：“你这妖猴有眼无珠，不...
	两人打了三百多个回合，不分胜 败。二郎神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 两手举起三尖两刃神锋，恶狠狠地朝大 圣头上砍来。大圣也变得和二郎神一样 高大，举起了如意金箍棒，迎战二郎 神
	这时候，其他的天兵天将都张弓搭 箭，一起向水帘洞杀过来。众猴被赶得 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进洞的 进洞。大圣正和二郎神打得不分胜败， 忽然看见水帘洞门前众猴惊逃，觉得...
	大圣回到水帘洞门口，一群天兵上前挡住他，喊道，“大圣！看你往哪里 跑？”大圣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小鸟，飞落在树枝上。那些天兵前后寻找都找 不着，就慌慌张张，一起叫着：“...
	这时，二郎神追到了。众天兵说：“我们刚才在这里围住大圣，一眨眼就不 见了。”二郎神睁眼细看，见树枝上有一只小鸟，知道是大圣变的。他也摇身一 变，变成了一只老鹰，张开翅膀...
	二郎神赶到水边，不见大圣，心想：“这猴子一定变成了鱼虾，下水去了。 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鱼鹰，浮在了水面上。大圣变的鱼，正顺着水游着，忽 然看见水面上有一只鱼鹰。大圣...
	大圣急忙窜出水面，变成了一条水蛇，钻入了草中。二郎神认得大圣，急摇 身，又变成了一只灰鹤，伸着长嘴来吃水蛇。水蛇一摇，又变成了一只花鸟，落 在了山坡上。
	这时，二郎神现出了本相。他拿出弹弓，一弹子打过来。大圣滚下了山坡， 变成了一座土地庙，立在那里。他把嘴巴变成了门洞，牙齿变成了门，舌头变成 了菩萨，眼睛变成了窗户。只有...
	二郎神四处望望，连大圣的影子也看不见，便跳上了云头，看见了李天王和 哪吒正拿着照妖镜。二郎神便问道：“天王，你看见那只猴子没有？”李天王把 照妖镜四方一照，哈哈笑道：“...
	大圣来到了江口庙，摇身一变，变成了二郎神的模样，跳下云头，走进庙 里。守庙的人不知是假，一个个磕头迎接。大圣坐在中间，忽然有人报告：“又 一个二郎神来了！”众人出庙一看...
	再说玉帝在灵霄宝殿等了一天，心里非常着急，就同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和 王母娘娘，一起来到了南天门外。他们站在南天门外往下一看，只见四大天王和 众天兵围了一个圈；李天王和哪...
	观音对太上老君说：“我来帮二郎神一把，一定把大圣抓住。”太上老君问：“菩
	萨用什么兵器？怎么帮助？”菩萨说：“把我的玉净瓶丢下去，打大圣的猴头。 就是打不死他，也能打他摔一跤，好让二郎神去捉他。”
	太上老君说：“你这瓶是个瓷器，万一打不着大圣的头，碰到了他的铁棒， 不就打碎了吗？你先别动手，看我的吧。”说着，他拿出了一个圈子，对菩萨 说：“这件宝贝叫金刚圈，不怕水...
	大圣正和二郎神作战，太上老君的金刚圈丢了下来，正打在了他的头上。大 圣摔了一跤，爬起来就跑。二郎神的神犬赶上去，在他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大 圣又摔了一跤。二郎神一步上前...
	大圣被绑到了天宫里。可是刀砍斧剁，却一点也不能伤害他。火神放火来 烧，烧不着他；雷神用雷来打，打不动他。众神没有办法，只好去报告玉帝。
	玉帝听了，问道：“这，这可怎么办呢？”太上老君走上前来说道：“这猴子 偷吃了蟠桃和仙丹，身子变得像钢铁一样，无法伤害。还是让我把他带回去，放 在我的炼丹炉中，用火来炼。...
	太上老君带着大圣到了兜率宫，他解开大圣身上的绳子，推进炼丹炉中，燃 起火来就烧。大圣在炉中发现，炉里有个风口，风口里有风没有火，于是就躲在 了风口里，这样火烧不着他。可...
	很快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到了开 炉的日期。太上老君以为大圣早已烧 成了灰，就来开炉。大圣在风口处， 正用手捂着眼睛，听见了声响，睁眼 一看，看见了光亮，一下子跳了出 来。只听...
	大圣一直打到了灵霄殿外，正好 遇到了守殿的天兵。大圣二话不说， 举棒就打。众天兵从四面八方，一起 向大圣杀来。大圣摇身一变，变成了 三头六臂，又把如意金箍棒晃一晃， 变成了...
	玉帝看见情况紧急，就赶紧派人到西方去请佛祖如来。如来到了灵霄门外， 听见喊声震耳。一问，知道是天兵正在围攻大圣。如来叫天兵停下，让大圣出来 见他。
	大圣来到了如来面前，怒气冲冲地问：“你是哪里来的和尚，敢来问我？” 如来说道：“我是西方佛祖如来。你有什么本领，敢夺玉皇大帝的宝座？”大圣 说：“我的本领多着呢！我能长...
	如来伸出了右手，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如果真的有本领，一筋斗能翻 出我的右手掌，就算你赢。不用动刀枪，我就请玉帝到西方我那里去住，把天宫 让出来给你；但是，你如果翻不...
	大圣一路往前走，看见有五根肉红柱子。他想：“这大概是顶着天的柱子吧！ 我现在一定是到了天边了。这下回去，灵宵宝殿就是我的了。”又一想：“慢着！ 等我留下些记号(mark)，做个...
	大圣站在如来的手掌上说：“我回来啦！快叫玉帝把天宫让给我吧！”如来 骂了一声：“你这个尿精猴子，你哪里跳得出我的手掌心？”大圣说：“你不知 道，我已经到了天边哪，看见高...
	大圣睁圆了火眼金睛，低头一看，只见如来的右手中指上写着“齐天大圣， 到此一游”几个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一些猴尿味。大圣大吃一惊：“奇怪！奇 怪！我把字写在顶天的柱子上，...
	大圣在山下挣扎，眼看着 他的头和手就要从山下钻出来 了。如来听到了报告，就写了 一张字条，贴在了山顶上。从 此，那山像生了根一样。大圣 被压在山下，虽然露着头，伸 着手，却怎...
	各路神仙高高兴兴地去开 安天大会了。
	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天天飞快地过去了。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已经过去 了五百年。
	有一天，佛祖如来在西天对众人说：“东方有一个大唐国，近来经常发生战 争。我这里有三藏真经，可以化恶为善。你们谁能到那里去，找一个取经人，叫 他经历千辛万苦，来我这里，把...
	观音菩萨站出来说：“弟子愿意去。”如来听了很高兴。他又拿出了一件袈 裟和一根锡杖，交给菩萨，说：“这袈裟和锡杖，可以防避灾祸，给取经人用。 你再替他找几个本领高强的徒弟...
	菩萨告别了如来，驾着云往东而去，很快就到了大唐国的京城长安。
	长安有一个高僧，名字叫玄奘。有一天，玄奘正在给皇帝说法。忽然门口走 进来一个老和尚，手里拿着一件袈裟和一根锡杖。老和尚打断了玄奘的话问道：
	“我听你讲的是小乘教法，你会不会讲大乘教法呢？”
	玄奘说：“弟子不知道大乘教法，请师父多多指教。”
	老和尚又说：“西天佛祖如来，有三藏大乘教真经 ，能化恶为善。”
	皇帝听了，就问：“请问师父，怎么才能得到这三藏真经呢？”
	他的话音刚落，老和尚就现出了观音菩萨的真身，说道：“大唐去西天，有 十万八千里路，路上有很多虎豹妖魔。只有不怕困难和危险的人，才能够到达西 天，取回真经。我这袈裟和锡杖...
	玄奘目送观音菩萨远去后，转身对皇帝说：“陛下，我决心去西天，把这三 藏真经取回大唐来。”
	皇帝听了大喜，说：“高僧如 果不怕困难和危险，决心要去西 天取经，我愿意和你结拜为兄 弟。”
	玄奘说：“陛下放心，我这一 去，如果不到西天取得真经，我 就绝不回来。”
	皇帝说：“很好。我送你一个 紫金钵，你到路上可以化斋吃饭 用。你去西天取回三藏真经，是 为了大唐。所以，我再送你一个 名字，你就叫唐三藏吧。”
	第二天，玄奘离开京城长 安，骑着马出发了。因为他是大 唐派到西天取经的和尚，所以人 们都叫他唐僧。
	有一天，唐僧正走着，忽然听见前面的山脚下有人高喊：“我师父来啦！师 父！师父！快来救我！”唐僧远远看到山脚下压着一只猴子，露着头，伸着手。 那猴子说道：“师父，你怎么才...
	唐僧走近一看，只见那猴子耳边长满了青草，脸上满是尘土，眼睛却光亮有 神。猴子问唐僧说：“您是大唐皇帝派往西天取经的吧？”唐僧说：“对了。你是 谁？怎么会压在这山下？”那...
	唐僧到了山顶，果然看见一块四方的石头上，贴着一张写着金字的字条。唐 僧正要伸手去拿，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字条轻轻地飘了起来，一直飘到天上去 了。唐僧下了山，来到了大圣旁边...
	于是唐僧向东走，一直走了五六里远，听见大圣喊道：“再远一点！再远一 点！”唐僧又走了好远，只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转眼之间，大圣已经站到了唐 僧的面前。大圣双腿跪下说：“...
	唐僧上了马，悟空挑着行李，两个人一起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一只大 老虎从树林里跳了出来，挡在路上，张开大嘴要吃唐僧。唐僧非常害怕，悟空却 高兴地说：“师父您不要怕。这...
	两人又往前走，唐僧在马上奇怪 地问：“悟空，刚才那只老虎见了你， 怎么就一动不动啦？”悟空说：“师父 啊，别说是只老虎，就是一条龙，见 了我也不敢无礼。当年我老孙做齐天 大...
	唐僧听说悟空有这么大的本领，非常高兴。
	唐僧骑在马上，走着走着，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他停住马，拿出紫金钵， 说：“悟空啊，我肚子饿了，你去找些吃的来吧！”悟空接过紫金钵，放下行李， 说：“师父，请您坐好，不要乱...
	老婆婆走到唐僧的面前说：“您是哪里来的长老，一个人坐在这里？”唐僧 回答说：“我是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我还有一个徒弟，现在给我找吃的东 西去了。”老婆婆说道：“长老...
	不一会儿，悟空带着食物回来了。唐僧对悟空说：“徒弟，辛苦了。我这里 有一顶帽子，你拿去戴上吧。”悟空一看，是一顶金丝花帽，非常高兴，就戴在 头上。这帽子不大不小，真像专...
	唐僧见悟空戴上了花帽，就试着念起了紧箍咒。悟空叫道：“头疼！头疼！” 唐僧又不住地念了几遍，悟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悟空心想：“我怎么一戴上这 帽子就头疼呢，一定是这帽子...
	唐僧怕他拉坏了花帽，就停住口不念了。唐僧一停，悟空的头马上不疼了。 悟空伸手摸摸，那花帽里有一根金线，紧紧地勒在了自己的头上，取也取不下， 拉也拉不断，已经和肉生在一起...
	悟空说：“原来我这头疼，是师父咒的！”唐僧说：“我念的是紧箍咒。以后 你如果不听我话，我就要念这咒语了。”悟空连忙说：“听话！听话！师父可别 再念它了。师父，这紧箍咒是...
	悟空听了大怒：“师父，不用 说了，这个老婆婆，一定就是观 音菩萨变的！她这样来害我，我 上南海打她去！”唐僧说：“悟空 你真傻，这紧箍咒既然是她教给 我的，当然她也会念。你...
	悟空想了想说：“我明白了， 观音菩萨这样做，是为了管住 我，保护您去西天取经。您说得 有道理，我去找她也没用。师父 啊，您以后不要再念这紧箍咒 了，反正我一心一意保护您上西 ...
	唐僧和悟空往西方走了几天。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唐僧 问：“悟空，这是什么地方？哪里来这么大的水声？”悟空说：“我记得这里叫鹰 愁涧，这里的水有万丈深呢！”...
	忽然，鹰愁涧里波浪起伏，从波浪中钻出了一条白龙。那白龙张牙舞爪，直 向唐僧扑去。悟空急忙把唐僧抱下马，拔腿就跑。白龙赶不上悟空，就把唐僧的 白马一口吞进了肚子里，然后潜...
	悟空把师父送到山上坐下，自己又回到了涧边。他没有看见白马，只剩下他 们的行李还在那儿。悟空知道白马一定是被那条龙吃了，只好把行李挑到了唐僧 的身边。唐僧听说马被龙吃了，...
	悟空见师父哭了，发起急来：“师父你不要这脓包样子。您坐着，等老孙去 找那条龙，叫他把白马还给我们就是了。”唐僧一把抓住悟空，说：“徒弟啊，你 到哪里去找他？你一走，只怕...
	正在这时，只听见空中有人叫着：“孙大圣别急，我们是六丁神，观音菩萨 派我们在暗中保护取经人。大圣如果需要帮忙，请告诉我们。”悟空听了，忙 说：“多谢！多谢了！请你们在这...
	悟空提着金箍棒，来到了涧边大叫：“妖龙，把马还给我！”那龙正在涧底 休息，听到有人叫骂，就跳出水来说：“是谁敢在这里骂我？”悟空见了，抡起 金箍棒就打了过去。那条龙张牙...
	悟空气极了，就跳到涧边，用金箍棒 把清清的涧水，捣得像黄河一样。那龙在 涧底坐不住了，咬着牙，跳出来骂道：“你 是哪里来的妖猴？太欺负人了！”悟空说：
	“你别管我是哪里来的，你只要还了我的 马，我就饶了你的性命！”
	那条龙说：“你的马被我吞下肚子里去 了，我怎么吐得出来！我不还你，你又能 怎么样？”悟空说：“你要是不还我的马， 我就打死你，赔我马的性命！”两个人又 在水边打了起来。打了...
	悟空拿着金箍棒，赶上去拨草寻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忙念起了咒语， 把鹰愁涧的土地神叫了出来问：“这鹰愁涧里，是哪里来的妖龙？”鹰愁涧的土 地神说：“前几个月，是观音菩...
	悟空听了，就要动身去请观音。只听见空中的六丁神叫道：“大圣，让小神 代你去走一趟就是了，你注意保护好师父！”悟空听了大喜，连忙道谢。六丁神 驾着云头，一直往南海找观音菩...
	六丁神见到了观音菩萨，把来意说了一遍。菩萨说：“这条龙原来是西海龙 王的儿子，因为放火烧了海底明珠，犯了死罪。是我向玉帝把他要下来，叫他给 唐僧当个坐骑。他怎么反而吃了...
	菩萨驾着祥云，很快就到了鹰愁涧。悟空在涧边，见观音驾云而来，急忙跳 到空中，说：“你这个观音，怎么变着法儿来害我？”菩萨说：“你这个大胆的猴 子，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取经的...
	“你这猴子不知天高地厚，如果我不这样管着你，再像从前那样到处闯祸，有谁 管得住你？必须有这个箍儿，才能把你管住。”
	悟空说：“这件事就算了吧。可是你怎么又把那条龙放在这里，叫他吃了我 师父的白马？”
	菩萨说：“这条龙，是我向玉帝要来放在这里的。你想，那匹东土来的凡马， 怎么走得过千山万水，到达西方佛地呢？只有这匹龙马才去得了！”悟空问：“现
	在他被我打怕了，不肯出来，怎么办？”菩萨说：“你去涧边喊他，就说我在这 里，他就会出来了。”
	悟空到涧边，叫了两遍。那龙从水中跳 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人的模样，踏上云头， 到空中对菩萨行礼说：“感谢菩萨救命之恩， 我在这里等取经的人，可是一直没有等到。” 菩萨指着悟空...
	菩萨又从杨柳枝上摘了三片叶子，放在 悟空的脑后，变成三根救命毫毛。菩萨对悟 空说：“悟空，好好保护你的师父。今后路 上不管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这三根救命毫毛 都可以帮助你。”...
	悟空拉着龙马来见唐僧，“师父，马来了！”
	唐僧一看，喜出望外地说：“悟空，这马怎么比以前更神气了？你是在哪里 找到的？”悟空笑着说：“师父，你以为这还是我们以前的马吗？别做梦了！这 是刚才六丁神去南海请来了观音...
	唐僧大惊，说：“观音现在在哪里？快领我去拜谢菩萨！”悟空又笑着说：“现
	在人家早就到南海了，师父你快上马吧！”
	师徒俩往前走了不远，看见一个老头站在一棵大树下。那老头问他们说：“二
	位长老的马是哪里来的？怎么没有马鞍和缰绳？”
	唐僧回答说：“老人家，我们从大唐去西天取经，路过鹰愁涧时，马被涧里 的龙吃掉了，马鞍和缰绳也一起被吞进了龙的肚子里。刚才是观音菩萨把白龙化 作了这匹马，所以没有马鞍，也...
	那老头说：“长老来得正好，我家就在前面。我家里有一副多余的马鞍，就 送给你用吧！”
	唐僧师徒往前一看，果然看见一座房子。他们来到了老头的家里，老头把马 鞍放在马身上，不大不小，好像是特地做的一样。唐僧高兴极了。老头给白马上 了缰绳，又取出了一根马鞭交给...
	唐僧听了，忙跪下来连连磕头。悟空见师父磕了那么多的头，笑嘻嘻地上前 拉住他说：“师父，起来吧。菩萨也看不见你磕头，还拜什么！”唐僧说：“徒弟 呀，我这样磕头，你也不拜一...
	老孙从小就是条好汉，不懂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弯 一弯腰就算了。”
	唐僧说：“别胡说了，快些赶路吧！”师徒二人，快马加鞭，向西行进。
	冬去春来。悟空挑着行李，唐僧骑在马上，师徒二人往前走了四五个月。有 一天傍晚，唐僧和悟空来到了一个村庄。唐僧说：“悟空，我们就在这里借住一 晚，明天再走吧。”
	他们来到街上，看见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脚上穿着一双草鞋， 急急忙忙地走过来。悟空一把拉住他，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到哪里去？” 那个年轻人说：“这里叫高老...
	悟空说：“算你走运。快回去告诉你们家高太公，说我老孙专能降妖捉怪。” 那人听了，就领着唐僧师徒，到高太公家去了。
	进了屋，悟空对高太公说：“您把那妖怪是怎么来的，有多大的本领，从头 说给我听听，这样我才好替你去捉他。”
	高太公说：“我和我老伴没有儿子，只生下了三个女儿。老大和老二都已经 出嫁了。剩下了一个小女儿，想找个女婿住在家里。三年前，来了一个人，他说 自己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
	悟空问：“怎么个变法？”高太公说：“他常常变成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 像个猪的模样。他胃口很大，一顿要吃几十碗饭。”
	唐僧说：“因为他能干，当然也能吃了。”
	高太公说：“吃还是件小事。他最近又风来云去，飞沙走石，吓得我一家和 左右邻居，都不得安宁。他又把我 的小女儿关在后院，有半年多没有 见面了，还不知是死是活。我们这 才知道他...
	悟空说：“这事不难，您放心。 今天夜里我去把这妖怪捉住，找回 您的女儿，怎么样？”
	高太公欢喜地说：“那真是太 好了！请问需要多少兵器？用多 少人帮忙？我好快去准备。”
	悟空说：“兵器我自己有，也 不用人帮忙。您只要找几个老头， 陪我师父聊天，我好放心去捉妖 怪。”
	高太公带着悟空来到后院。悟空找到了高太公的小女儿，让她跟着高太公回 前屋去。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高太公小女儿的模样，坐在房屋里等着。不多 时，吹来了一阵狂风，风过处，半...
	悟空叹了口气，说：“唉，我父母说，你长得太难看，又说不知道你是哪里 人家，叫什么名字，整天风里来云里去的。父母这么说我，我怎么会高兴！”
	那妖怪说：“这个不难！我家住在福陵山，我姓猪，名字叫猪刚鬣。你父母 要再问你，你这样告诉他们就是了。”
	悟空听了，心中暗想：“这妖怪倒也老实。既然有了住处、姓名，不管怎样 我也能把他抓住。”悟空又对那妖怪说：“我父母要请法师来捉你呢。”那妖怪笑 笑说：“别管他！我有三十六...
	们说去请了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捉你呢。”
	那妖怪听了，大吃一惊，说：“真的吗？那我还是走了吧。”悟空问：“你为 什么要走呢？”那妖怪说：“你不知道。那个闹天宫的弼马温，本领可不小，只 怕我打不过他。”说完，穿上...
	悟空追赶那妖怪，一直追到了一座高山上。那妖怪现出了本相，进洞拿了一 把九齿钉钯，出来迎战悟空。悟空喝道：“妖怪，你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你 有什么本领？快说实话，我饶了...
	那妖怪说：“我原来是总管天河的天篷元帅，因为在蟠桃会上喝醉了酒，被 玉帝赶出了天宫。到人间投胎的时候，投错了猪胎，所以长成了这个怪样子，取 名叫猪刚鬣。”悟空听了说：“...
	那个妖怪说：“你这个该死的 弼马温，当年闹天宫，不知连累 了我们多少人，今天又来到这里 欺负人！吃我一钯！”悟空哪里 肯让，举棒就打。他们两个在半 山坡上，棒来钯往，从半夜...
	高太公听了，对悟空说：“你虽然把妖怪赶走了，可是等你们走了以后，他 再来可怎么办？”唐僧说：“悟空，你既然帮了他一次，就帮到底，把那妖怪抓 住吧。”
	于是悟空又来到了那妖怪的洞口，用铁棒把洞门打得粉碎。那妖怪正在洞里 睡觉，听见悟空的叫骂声和打门声，拖着九齿钯跑了出来，朝着悟空就狠狠地打 了一钯。悟空用金箍棒架住了说...
	悟空听了，收住铁棒，说：“呆子不要吹牛！我老孙把头伸在这里，看你能 不能捣出几个眼儿！”那妖怪真的举起钯子，用力打了下来。只听到扑的一声， 那钯子被磕得冒起金星，悟空的...
	悟空说：“你丈人倒没有去请我。只因我老孙当了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拜 佛求经，路过高老庄。那高老头就请我救他女儿，来捉你这个妖怪！”
	那妖怪听了悟空的话，一下子丢了钯子，上前行了个礼，说：“那取经的人 在哪里？请你快领我去见他。”悟空问：“你为什么要见他？”那妖怪说：“观音 菩萨让我在这里等候那个取经...
	悟空说：“你不要骗我！你如果真的是想保护唐僧，那你就对天发誓你没有 说假话，我这才能带你去见师父。”那妖怪真的扑通一声跪下，对天磕头发誓。 悟空又说：“你点上火，把你这...
	唐僧见悟空把妖怪捉来了，连忙出门迎接。那妖怪走到唐僧面前，双腿跪 下，高声叫道：“师父！”唐僧问：“ 这是怎么回事？悟空，你是怎么把 他给降伏的？”悟空放了手，喝道：“ 呆...
	唐僧听了很高兴，叫悟空给妖 怪松了绑。唐僧说：“你既然做了我 的徒弟，我给你起个法名。”那妖怪 说：“师父，菩萨已经给我起了法 名，叫做猪悟能。”唐僧说：“好！ 好！我再给...
	第二天，猪八戒挑着行李，唐僧 骑在马上，悟空在前面引路。师徒 三人告别了高老庄，向西行去。
	话说唐僧师徒三人，一路西行，从夏到秋，又走了几个月。有一天，师徒三 人遇到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那大河波浪滚滚，一眼望去，望不见对岸。唐僧停 下马，叹了口气说道：“唉，这...
	师徒们正看着石碑，忽然哗啦一声，从河里钻出了一个妖怪，一头红发，两 眼圆瞪，手里提着一根宝杖，脖子上带着一串九个骷髅。那妖怪二话不说，一头 就扑向唐僧。悟空眼明手快，抱...
	八戒放下行李，举起九齿钉钯，就向那妖怪打了过去。那妖怪抡起宝杖迎 战，两人在流沙河岸上杀得难分难解，来来往往二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
	悟空把师父抱到附近的山上，见八戒还在和那妖怪交战，就忍不住从耳朵里 取出了金箍棒，说：“师父，您在这里坐着别怕，我去去就回。”
	悟空跳到岸边，对着妖怪一棒打去。那妖怪一个急转身，慌忙躲过，钻到河 里去，不见了。两人只好回到了师父的身边。
	师徒三人面对大河，想不出过河的办法。过了一会儿，悟空说：“我有办法 了，那妖怪住在河里，一定知道怎么可以过河。我们去把他抓来，先不杀他，让 他把师父送过河再说。”八戒说...
	悟空说：“八戒，这件事我不敢夸口，水里打架的本领，我不如你。你当天 篷元帅的时候，曾经带领过十万水兵。所以最好还是你先下水，把妖怪引上岸 来，我再帮你一起抓住他。”八戒...
	再说那妖怪回到了水底，还没有坐下，就听见有人大声说话。他仔细一看， 是猪八戒来了。八戒右手拿着九齿钉 钯，左手插在腰上，站在那里大声叫 骂：“妖怪！快出来！你猪爷爷来啦！...
	个猪和尚！吃我一杖！”八戒举起钉钯 挡住宝杖，两人边打边走，从水底打到 了水面。
	悟空在山上等着。八戒和那妖怪在 水面上打了几个回合，八戒假装打不 过，逃上岸来，那妖怪紧跟着也上了 岸。悟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妖怪 上了岸，他立刻跳到河边，举棒就打。 ...
	八戒见妖怪逃跑了，气乎乎地嚷道：“你这个弼马温，真是个急猴子！你再 慢些动手，等我把他引到山上，你再到岸边挡着，我们不就把他抓住了！这下可 好，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肯再出来！
	第二天，八戒又到流沙河里去找那妖怪。可是，那妖怪只在水面和八戒交 战，再也不肯上岸。悟空见妖怪不肯上岸，驾起筋斗云，跳到半空，刷地一下落 下来，要抓那妖怪。那妖怪正和八...
	悟空和八戒回到师父那里，八戒说：“难！难！难！我把吃奶的力气也用出 来了，还是抓不住他。”悟空想了想说：“八戒，你在这里守着师父，我去南海 找观音菩萨，看看菩萨有什么办...
	悟空驾起筋斗云来到了南海。见到观音，他把在流沙河遇到妖怪的事说了一 遍。菩萨问：“你们和那妖怪交战，有没有说出你们保护唐僧取经的事？”悟空 说：“我们只顾救人打架，哪里...
	观音菩萨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红葫芦，转身对徒弟木吒说：“你随大圣去走 一趟吧。你到流沙河边叫声悟净，他就会出来了。你领他见过唐僧，再把他脖子 上的九个骷髅放在地上，把葫芦...
	悟空谢过观音，和木吒来到了流沙河边。木吒叫道：“悟净！悟净！取经人 早已来了，你为什么还不出来？”
	那妖怪躲在河底，忽然听见有人叫他 名字，连忙出来问道：“谁在这里叫我的名 字？取经人在哪里？”那妖怪一见是观音 菩萨的徒弟木吒站在岸上，连忙行礼。木 吒说：“师父让我来告诉...
	木吒把那妖怪领到唐僧师徒身边，那 妖怪跪下说道：“弟子指河为姓，观音菩萨 给我起了个法名，叫作沙悟净。昨天弟子 有眼无珠，惊动了师父，求师父原谅。”
	唐僧十分高兴，说道：“你已经有了法 名，我再给你起个别名，叫沙和尚吧。”
	沙和尚取下了脖子上的骷髅，围成了 一个圈。木吒把红葫芦放在中间，转眼间 就变成了一条船。唐僧上了船，悟能和悟 净站在师父的身边。悟空和龙马一起半云 半雾跟在船后。流沙河里风...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来到了一座风景秀丽的大山。山上百花盛开，百鸟 啼鸣。
	原来，这山叫做万寿山。山中有一座五庄观，观里有位神仙，叫镇元大仙。 镇元大仙有一棵宝树，宝树上结的是人参果。这人参果三千年才开一次花，又过 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再过三千年...
	唐僧师徒来到五庄观的那天，正好镇元大仙要带领他的徒弟们外出。大仙临 走时，留下了清风、明月两个最小的徒弟看家。大仙对这两个徒弟说：“今天有 一个和尚要经过这里，你们从树...
	唐僧师徒在万寿山上一边走一边看风景，来到了五庄观的门口。清风和明月 见了，连忙迎出去，说：“师父，请进！请进！”进了门，唐僧吩咐说：“悟空， 你去外面放马，沙僧你看守行...
	明月和清风见悟空等三人都不在了，就问唐僧：“请问老师是去西天取经的 唐僧吗？”唐僧说：“对，我就是。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的呢？”明月说：“我家
	师父临走时，吩咐我们请你吃一样好东西。老师请坐着，我们去拿来。”
	说完，两人就去取人参果了。不一会儿，他们用盘子装着两个人参果又进来 了，对唐僧说：“老师，我们五庄观没有 什么好东西，这里有两个果子，你吃了解 解渴吧。”
	唐僧见了人参果，吓得一边躲开一 边说：“哎呀！阿弥陀佛！这是刚生下来 的小孩，你们怎么能拿来让我吃了解 渴？”
	明月说：“这是人参果，你吃一个没 关系。”唐僧说，“胡说！胡说！这明明 是刚生下来的小孩，孩子的父母不知道 有多么疼爱他们，你们怎么能把他们拿 来当果子吃？”清风说：“师父...
	清风和明月见唐僧不认识人参果，怎么也不肯吃，就拿着盘子，回到了自己 的房里。 他们俩坐在床上，一人一个，把人参果吃了。
	清风和明月的房间，和厨房相连。八戒这时正在厨房做饭。他听见清风和明 月在房里吃人参果，忍不住流下了口水。他心里想：“我怎么也能弄一个来尝尝 呢？”
	不一会儿，悟空放马回来了。八戒忙对悟空招手说：“这里来！这里来！” 悟空走过来问：“呆子，什么事？”八戒说：“他们这里有一件宝贝，你知道吗？” 悟空问：“什么宝贝？”八...
	悟空惊讶地说：“这个真没见过。只是曾经听人说过，人参果吃了能长寿。 可是哪里有这个东西呢？”八戒说：“这里就有。那两个小徒弟拿给师父吃，师 父不认识，说是刚生下来的小孩...
	悟空出了房子，来到后边。他看见一座园子，园子中间有棵大树。这树有一 千多尺高，树干很粗，要十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悟空在树下往上一看，看见向 南的树枝上，露出了一个人参果...
	悟空在树上，用金箍棒对准一个人参果敲了一下，那果子扑的一声落了下 去。悟空也随着跳下地。可是找了半天，也看不见果子的影儿。悟空暗想：“奇 怪！即使是人参果有脚会走，也跳...
	悟空问土地神：“老孙今天要打几个果子尝尝新，你怎么给收去了？”土地 说：“大圣，你错怪小神了。这果子遇金而落，遇土而入。刚才大圣打落的那一 个，一定是钻进土里去了。”悟...
	悟空重新跳上树。这一次，他一只手 用金箍棒敲人参果，另一只手拉起衣服接 着。他敲了三个人参果，包在衣服中，跳 下树，来到了厨房。悟空叫八戒找来了沙 僧，三人就把人参果一人一...
	八戒见了人参果，拿起一个，也不细 看，张开大嘴，也没有嚼，就咽了下去。 他吃完了，却问悟空和沙僧：“你们两个吃 的是什么东西？”沙僧说：“人参果呗！” 八戒又问：“好吃吗？...
	正在这时，清风进厨房来取东西。他听到了八戒的话，就出去对明月说：“我
	听见那长嘴和尚在说，还要吃一个人参果，难道他偷了我们的宝贝吗？我们快到 园里去看看！”于是他们急忙来到了人参果树下，抬头数着树上的人参果。数了 好几遍，只有二十二个了！...
	清风和明月来到了房里，指着唐僧就骂了起来。唐僧说：“你们有话慢慢说， 不要随便骂人哪！”清风说：“你偷吃了人参果，还不让我们说？”唐僧说：“我 一见那东西，就吓得心惊胆...
	等悟空他们进来，唐僧把人参果的事儿一问，悟空说道：“师父，是八戒听 见他们两人在吃人参果，他想尝尝新，老孙就去打了几个，我们兄弟每人吃了一 个。现在吃也吃了，他们想要我...
	清风和明月一听八戒的话，更加叫骂起来。悟空心中生气，就想出了一个主 意。他下了一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叫了声“变！”就变成了一个假悟空， 留在原处。他的真身却来到了人...
	清风和明月两人骂了半天，见唐僧等人不作声，也只好停了口，又来到园中 查看。只见树倒根露，果子一个也没有了。他们吓得摔倒在地，口里叫着：“哎 呀！哎呀！师父回来可怎么办哪？
	清风和明月叫了一会儿，又商量了一个主意。他们见唐僧师徒正在吃饭，就 哐的一声把门关上，又锁上了一把大 锁。他们心想，这回唐僧师徒再也跑 不了啦，等师父回来再处罚这几个和 尚。
	天黑了。悟空往门上一指，使了 一个解锁法。只听见哗啦一声，门上 的锁落了下来，门自动打开了。悟空 请师父上了马，四人悄悄地上了路。 悟空又说：“你们先慢慢走着，我去去 就来...
	第二天早上，镇元大仙回到了五庄观。只见观门大开，地上干干净净，却不 见了清风和明月。大仙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原来他们俩还关着房门，在屋里呼呼 睡觉。
	清风、明月被师父叫醒，忙跪下磕头，说道：“师父呀！那从东土来的和尚， 原来是一伙强盗！”接着，把悟空等人偷果毁树的事说了一遍。
	大仙听了，安慰他俩说：“你们不知道那姓孙的，他曾经大闹天宫，神通广 大。你们等着，我去把他们捉回来。”
	大仙驾起了云，就追赶唐僧师徒去了。不一会儿，他看见唐僧师徒正坐在一 棵树下休息。大仙按落云头，变成了一个和尚，来到树下。大仙问：“请问师父 是从哪里来的？”唐僧说：“我...
	悟空听了，举起金箍棒，对着大仙就打。大仙转身躲过了金箍棒，踏着云来 到空中。他把袖子轻轻一挥，叫了一声“进！”只听见“唰”的一声，唐僧师徒 和龙马都被装到了大仙的袖子里。
	镇元大仙驾着云头回到五庄观坐下，叫徒弟拿出绳子来。他从袖子里先拿出 了唐僧，用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再拿出了悟空、八戒、沙僧，绑在另外三根柱 子上；最后拿出了龙马和行李。...
	悟空听了忙说：“先生您弄错了！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 也是我。应该先打我！”大仙听了，笑着说：“好，那就先打这个猴子吧！”大 仙的徒弟问：“打多少？”大仙...
	打完了悟空，大仙又说：“还是该打 唐僧一顿，这些事都是他放纵徒弟干 的。”悟空说：“先生您又错了。偷果子 时，我师父不知道，这完全是我们徒弟干 的事。还是再打我吧。”大仙说...
	到了半夜，悟空把身子一摇，把自己变小了，从绳子里钻了出来，又把唐 僧、八戒、沙僧解下。师徒四人拿了行李，牵了马匹，悄悄出了门。悟空对八戒 说：“你去那路边弄四棵柳树来。...
	“变！”这四棵柳树就分别变成了唐僧、悟空、八戒和沙僧的模样，都按原来的 样子在柱子上绑着。谁要是问他们，他们还会答话。如果叫他们的名字也能答 应。然后，师徒四人就逃离了...
	镇元大仙第二天起来，吃了早饭，来到门前，对徒弟们说：“去把鞭子拿过 来，今天该打唐僧了。”那个徒弟抡起鞭子，对着唐僧说道：“打你呢！”柳树回 答：“打吧！”那徒弟乒乒乓...
	再说五庄观里，徒弟们正抡着鞭子抽打，突然不见了唐僧师徒，眼前却是四 棵柳树，心中惊慌，连忙去报告师父。大仙听了，说：“孙悟空啊孙悟空。你真 是一个好猴王！曾经听说他大闹...
	大仙说了声“赶”，便驾起云头，跳到空中。他往西一望，只见唐僧师徒挑 担打马，正急匆匆地在赶路。大仙站在云头，把袖子一挥，又把师徒四人装在了 袖子里。
	大仙返回五庄观，在殿上坐下，从袖子中先取出了唐僧，绑在一棵树上；又 取出了八戒、沙僧，绑在两旁的树上；最后拿出悟空，按倒在地，捆得结结实 实。大仙又让众徒弟抬出了一口大...
	悟空往四下一看，见西边有一个石狮子。悟空就滚到西边，对着石狮子吹了 一口仙气，叫了声“变！”于是石狮子就变成了他的模样，捆在那里。悟空的真 身却跳上了云头。他低着头，往...
	只听见大仙说，“把孙悟空丢到油锅里去！”一群徒弟上来，把假悟空抬起 来，往油锅里一扔。只听砰的一 声，烧火的徒弟喊起来：“锅漏了！ 锅漏了！”说话间，油漏了一地。 大家一看...
	大仙一见，心中发怒：“这个 猴子实在无礼。算啦，捉不住他， 就让他去吧。我们把唐僧解下来， 另外换一口新锅，把唐僧炸了，给 我的人参果树报仇！”
	悟空一听，连忙跳下来，大声说：“不要炸我师父！还是让我来下油锅吧！” 镇元大仙一把拉住悟空说道：“我知道你有本领，也听说过你的大名。只是你干 的事太不讲理了，我就是和你...
	悟空笑着说道：“你这位先生也太小气了。想要树活，这有什么难的？你要 是早说这话，不就好了？”大仙说道：“你如果有这样的神通，能把树救活，我 就和你结为兄弟。”悟空说道：...
	大仙心想，反正他们也跑不了，于是就叫人放了唐僧、八戒和沙僧。唐僧问 悟空说：“徒弟，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医树的药方(prescription)？”悟空说：“我要 到东洋大海，访各路神仙，求一...
	悟空整整虎皮裙，转身对大仙说：“先生请放心，我去去就回来。你要好好 照顾我师父，别让他饿着渴着了。如果师父瘦了，我可要和你算账。”大仙说：
	“你去吧，你去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师父饿着渴着的。”
	悟空驾起了筋斗云，离开了五庄观，直奔那东洋大海去了。这筋斗云，像流 星闪电一样快，一会儿就到了蓬莱仙境。悟空按下云头，来到白云洞外。只见松 树下，有三个老头围坐在一起。...
	悟空叫道：“老弟们，近来可好？”那三星见是悟空，忙扔下棋，问：“大圣 从哪里来？”悟空说：“来找你们玩玩。”寿星说：“听说大圣现在保护唐僧去西 天取经，怎么能有空到这里...
	三个老头听了，惊讶地说：“五庄观可是镇元大仙的仙宫，你难道把他的人 参果给偷吃了？”悟空笑着说：“偷吃了还算不了什么，我把他的树给推倒了！” 接着，悟空把事情发生的经过...
	福星说：“你这猴子，不知好坏。要是闻一闻那果子，就能活三百六十岁。 如果吃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 岁。天下只有五庄观有这种宝树， 你这下可闯大祸了。”
	悟空说：“我已和镇元大仙讲 好，让他好好照顾我的师父和师 弟，我出来寻找一个法术，把他的 树医活。我到蓬莱找你们三位，看 看有什么医树的办法，教我一个， 好救我的师父唐僧脱...
	禄星说道：“大圣要是杀死了走 兽飞鸟，也许我们还可以救得活。 但是那人参果树却是仙木之根，怎 能救得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悟空听了三星的话，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寿星说：“大圣先别着急，我 们这里没有办法，你可以再去别处找找办法。”悟空说：“我和师父已经讲好，三 天之内找到救树的办法，过了...
	悟空走遍了四海，还是没有找到救树的办法，最后只能驾起筋斗云来到南 海。悟空拜见了菩萨，菩萨问：“悟空，唐僧走到什么地方了？”悟空说：“弟子 到了五庄观。因为不知道是镇元...
	悟空听了这话，高兴地说：“菩萨，你一定有办法！”菩萨说：“我这玉净瓶 里的甘露水，最能救治仙树。”大圣听了满心欢喜，请菩萨赶快上路。
	菩萨手里托着玉净瓶，和悟空直奔五庄观而来。菩萨收住云，同镇元大仙和 三星见了面。唐僧引着八戒和沙僧，也都过来拜见了菩萨。
	观音菩萨来到后园，只见那人参果树倒在地下，树根露出土外，叶子也落 了，树枝也枯了。菩萨叫悟空、八戒和沙僧把树扛起来，扶正了，埋上土。然后 用杨柳枝蘸着玉净瓶中的甘露，仔...
	镇元大仙十分高兴，叫徒弟把人参果敲下来十几个，请观音菩萨、三星和唐 僧等回到宝殿，做起了“人参果 会”。菩萨和三星各吃了一个人 参果。唐僧不再害怕，也吃了 一个。镇元大仙陪...
	镇元大仙又重新安排好酒 席，和悟空结拜为兄弟。第二 天天亮，唐僧师徒收拾好行李 就要上路。但镇元大仙刚和悟 空结拜成为兄弟，哪里肯放？ 唐僧和悟空等只好在五庄观又 住了四五天...
	唐僧师徒告别了镇元大仙，向前走了几个月，来到了一座高山。他们沿着山 路往上爬，走了一阵，唐僧在马上说：“悟空，我肚子饿了，你去找些吃的东西 来吧。”
	悟空跳上云头，睁眼观看。只见西方路上，没有人家。悟空按下云头，对唐 僧说：“这里没有人家可以化斋饭，只是南山上有一片红点子，好像是熟了的山 桃，我去摘些来给您吃吧。”唐...
	再说这山上，真的有一个妖精。她从云中看见唐僧坐在地上，高兴地说：“我
	的运气不错！早就听说有个唐僧要去西天取经，吃了他的一块肉，就长生不老。 今天他果然来了！”那妖精变成一股青烟，按下云头来抓唐僧。可是，唐僧身边 有一圈金光保护着，妖精怎...
	那妖精想了想，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左手提着一个篮子，右 手提着一把水壶，朝唐僧休息的地方走了过来。八戒见她走来，就对唐僧和沙僧 说：“你们看，那边走来了一个...
	八戒放下钉钯，整了整衣裳，就摇摇摆摆，迎了上去，问道：“女菩萨，往 哪里去啊？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那妖精回答：“长老，我这篮子里是香米饭， 壶里装的是水。我是来送饭给...
	八戒高兴极了，急忙跑回来对唐僧说：“师父，有人送饭来了！”唐僧不信， 说：“不要胡说。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遇到一个人，有谁会来送饭给我 们？”八戒朝着走近来的女子...
	唐僧一见，连忙站起身来。那妖精走过来说道：“长老，我丈夫在北山坡下 种田。这是我做的午饭，原来是要送给他去的。可是现在遇到了三位长老，想到 我父母都是信佛的人，所以特意...
	正在这时，悟空回来了。他睁大 火眼金睛一看，认出那女子是个妖 精，连忙取出金箍棒就要打。唐僧 吓得慌忙拉住悟空。悟空说：“师 父，这女子是个妖精，来骗你呢。我 再晚来一会儿...
	那妖精见悟空棒子打来，急忙 化成了一股青烟溜走，却留下了一 个女子的尸首。唐僧大怒，说：“你 这猴子实在无礼！你怎么能无故杀 人？”说完，就念起了紧箍咒。悟空 疼得在地上打...
	悟空跪在唐僧面前说：“师父，要是我回去了，那谁保护你去西天呢？求您 还是留下我吧，我再不打人就是了。”唐僧说：“起来吧，我就饶你这一次。如 果你再杀人，我可就要念二十遍...
	再说那妖精被悟空打了一棒，逃到了云里。她见唐僧、八戒认不出她是一个 妖精，就决定再来骗一次。
	那妖精来到半山坡上，摇身一变，就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拄着一根棍子， 一步一哭走了过来。八戒见了，对唐僧说：“师父，不好了！那老妈妈来找她的 女儿来了！”孙悟空说：“不要...
	唐僧见悟空又打死了人，气得把紧箍咒一连念了二十遍。悟空的头疼得钻 心，在地上打着滚，说：“师父，别再念了！别再念了！”唐僧说：“你把人打死 一个，又打死一个，你答应我不...
	唐僧说：“悟空，菩萨当时只教我了紧箍咒，却没有教我什么松箍咒。”悟 空说：“如果没有松箍咒，您还是带着我走吧。”唐僧没有办法，只得答应说：“我
	再饶你一次，可再也不许杀人了。”悟空连忙起来，又扶唐僧上马赶路。
	再说那妖精，第二次躲过了悟空的金箍棒，逃到半空，心想：“好个猴王， 真厉害！我这样变化，他还是认得出来。不行，我还得想个办法把唐僧抓来，不 能让他从我嘴边逃跑！”
	妖精想好了主意，又按落云头，在山坡上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手拄拐杖 的老头，口里还不住地念着经。唐僧在马上 见了，高兴地说：“你们看那老头，走在路 上还在念经呢。”八戒说...
	悟空上前，问妖精：“老头，往哪里去？” 那妖精以为悟空没认出她来，就说：“长老 啊，我女儿今天早晨到田里送饭，一直没有 回来。我老伴出来寻找，也不见回来。我心 里着急，出来...
	悟空举起金箍棒，对准老头就打了下去。那妖精也早有准备，立刻化成了青 烟逃走了，又丢下了老头的尸首躺在那里。唐僧在马上，见悟空又把老头打倒 了，惊得话也说不出来。八戒在旁...
	唐僧听了悟空的话，半信半疑。八戒在旁边说：“师父，别听他的。猴哥把 人打死了，怕你念那咒语，就把饭菜变成了癞蛤蟆和石子来骗您呢！”唐僧一听 八戒的话，信以为真，又念起了...
	悟空说：“师父错怪我了。明明是那个妖精一心想害您，我把她打死了，您 却听那呆子的胡言乱语，好坏不分！好！我走！我走！只是我这头上还多了一 个金箍儿。”唐僧说：“我再不会...
	唐僧听了悟空的话，就叫沙僧从包里拿出了纸和笔，亲手写了一个字条，交 给悟空说：“猴头，给你这个字条，我从此再也不要你这个徒弟了。”
	悟空把字条收在身上，对唐僧说：“师父，今天我不得不离开您了。请您坐 下，受我一拜吧。”
	唐僧转过身子，不理悟空。悟空跳到师父面前，唐僧又转过身子不理。悟空 见他背过了身去，不理自己，就下了三根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叫了声“变！” 变成了三个悟空，再加上本身...
	悟空拜完师父，跳起来，把身子一 抖，收了毫毛，对沙僧说：“兄弟，你是 个好人，一路上要更加仔细。如果有妖精 抓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那 些妖精知道我的本领，就不敢...
	唐僧说：“我们好和尚不提你这坏人 的名字，你快离开这里吧！”悟空见唐僧 怎么也不肯回心转意，只得含着眼泪，告 别了师父。
	悟空一个筋斗，跳过了东洋大海，来 到了花果山。悟空回到花果山以后，又竖 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做起自由自在的 美猴王来。
	唐僧赶走了悟空，师徒三人继续往西走，来到了一片松树林。唐僧停下马， 说：“八戒，我有些饿了，你去化些斋饭来吃吧！”
	八戒出了松树林，往西走了十多里路，也没看见一家人家。他走累了，心 想：“走了这么远也没有人家，我先睡上一觉再说！”他把身子往草堆里一躺， 就睡下了。
	唐僧在松树林里等了半天，也不见八戒回来，心里十分焦急。沙僧说：“师 父，你在这里坐着，等我去把他找回来。”说着，就拿了宝杖，出松林来找八戒。
	唐僧一个人在林子里坐了一会儿，有些无聊，便站起身，慢慢走着散步。他 走出了松林，一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座宝塔，塔尖闪着金光。唐僧心里非常高 兴，就快步走上前去。唐僧走近宝...
	谁知，唐僧的脚刚一踏进宝塔的大门，那塔门就“嘎”的一声关上了。唐僧 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尖笑声：“哈哈！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我费尽心机，都抓不到你，...
	再说沙僧来找八戒，他走出了十来里路，也不见个人影。忽然，沙僧听见草 丛中有人说话。他用宝杖拨开了草丛一看，原来是八戒正在说梦话。沙僧弯腰拉 住八戒的耳朵，把他叫醒说：“...
	沙僧和八戒往回走，到了林中一看，师父不见了！两人只好走出松林寻找师 父。他们见不远处有一座宝塔。八戒说：“兄弟啊，师父说不定在宝塔里呢！快 去看看！”
	八戒和沙僧来到宝塔前，只见塔门紧关着。他 们两个人上前，一边敲门，一边高叫：“开门！开 门！”
	塔门哗的一声打开了，一个女妖站在那里。她 两手各提一把宝剑，恶狠狠地问道：“你们是哪里 来的和尚，敢来我门前吵闹？”八戒一看，急忙 说：“女妖！我师父唐僧如果在你家里，就...
	沙僧和女妖打了一阵，一个失手，被女妖一把抓住。女妖把沙僧捉进洞去， 交给小妖，叫小妖用绳子捆了起来。
	再说猪八戒离开了沙僧，藏到了草丛里，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听见空中的杀 声，后来就慢慢的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半夜时侯才醒。醒来后，他揉揉眼 睛，看看星空，知道已经是半夜了...
	“沙僧大概已经被那女妖抓走了，我老猪一个人也救不了他。我还是自己回老家 去吧。”八戒正想走，忽然，听见白马说话了：“师兄！”八戒一听，吓得摔了一 跤，慌忙爬起来要跑。那...
	“师兄快想办法去救师父吧！”
	八戒听了，想了一会儿，问小龙：“你有地方去吗？”小龙说：“有地方去又 怎么样？”八戒说：“有地方去，就赶快逃走吧。老猪把行李挑到高老庄上，还 是去做女婿去。”小龙听了，...
	八戒说：“沙和尚和师父都被妖精抓住了，我又战不过那妖精，不走怎么 办？”小龙说：“师兄啊，你只要去请一个人，就一定能救回师父。”八戒问：“你
	叫我去请谁？”小龙说：“你快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孙悟空来。他的法力大，一 定能降伏妖精，救出师父。”八戒说：“不行，不行，那猴子恨我，他决不肯来。”
	小龙说：“大师兄真心要保护师父去西天，他会来的。你见了他，不要说师 父有难，只说师父想他。他到了这里，见到师父被困，就一定会捉拿妖精，救出 师父。”八戒说道：“好吧，你...
	八戒听了小龙的话，扛起钉钯，驾云往东，来到了花果山。八戒看见悟空坐 在石椅上。在他前面分队排着一千多只猴子，一边喊着“大王爷爷！”一边跪拜 磕头。八戒想去见悟空，心里又...
	悟空坐在高处，火眼金睛，早就看得明白，故意高声喝道：“那个在底下胡 乱磕头的，是哪里来的生人？给我抓上来！”话声刚落，小猴们一拥而上，把猪 八戒抓住，推到了悟空的面前。
	悟空装作不认识他，问道：“你 是哪里来的生人？”八戒低着头说：
	“我不是生人，我是熟人。”悟空说：
	“抬起头来让我看看！”那呆子把嘴 巴往上一抬。悟空忍不住笑着说：“ 你不是猪八戒吗？ 你不跟唐僧去取 经，到这里来干什么？”
	八戒说：“师父想你，叫我来请 你。”
	悟空说：“你骗我！他亲笔写了 字条说不要我，怎么又会想我？”
	八戒说：“师父骑在马上，叫了声‘徒弟’，我没有听见，沙僧也没有听见， 师父就想起你来，说我们比你差远了。”
	悟空听了，走下石座，对八戒说：“兄弟，你从老远来，我先领你去看看这 山上的风景，在这里玩一玩。”八戒说：“哥呀，师父正在盼你，我看我就不玩 了。”悟空说：“你来一次也不...
	八戒说：“我胃口虽然大，却也爱吃水果。拿来，拿来，我吃几个尝尝新。” 两人吃完了果子，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八戒又说：“猴哥呀，师父在那里盼望 我们呢，我和你还是早点儿去...
	八戒一走，悟空就对众猴说道：“你们在这里好好地看着家，我还是要保护 唐僧去西天取经。”众猴奇怪地问道：“大王刚才不是说，哪里也不去吗？”悟空 说：“这呆子来找我，一定是...
	悟空悄悄地跟在八戒后面，来到了白骨洞的上空。悟空站在云头往下一看， 看见山路上有一群小妖，正抬着轿子往白骨洞走来。悟空按下云头，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小妖。他拉住一个抬...
	悟空把脸一抹，现出了真身。他一阵棒打，把轿里的老妖和抬轿的小妖全部 打死了。悟空又拔了一把毫毛，吹了一口仙气，变成了那群小妖。他自己则摇身 一变，变成了老妖的模样，坐在 ...
	再说那八戒，没有请回悟 空，心里生气。他跳下云头，举 起钉钯就向白骨洞洞门打去，边 打边骂。那女妖化成青烟飘了出 来，绕到八戒身后，一把把他抓 住，捆起来和唐僧、沙僧吊在一 ...
	这时候，小妖来报：“老太太 到！”女妖一听大喜，连忙出去 迎接。
	女妖来到门口，从轿子上扶下了老妖，一起走进洞来。老妖对女妖说：“那 唐僧在哪里？快领我去看看！”
	女妖领着老妖来到了后屋。后屋里高高地一排三个，吊着唐僧、沙僧和八 戒。下面烧着一大锅水，只等老妖一到，就可以把唐僧煮了吃。女妖说道：“母 亲请看，这吊得最高的就是唐僧。”
	老妖走到唐僧面前，看了看，又问：“听说唐僧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徒弟孙悟 空，是里面的哪一个啊？”女妖回答：“那猴头不在里面，被唐僧赶回花果山了！ 是女儿想的办法，骗唐僧赶走...
	“哦？我女儿用的什么好办法？”
	女妖得意地说：“母亲请看！”说着她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送饭的女子。 女妖说：“我变成这个女子给唐僧送饭，被那猴头认出来了。他一棒打来，我就 丢下了一个尸首，化成青烟逃走...
	女妖说着又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老太婆，说：“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前去寻找女儿，想不到又被猴头认了出来。我看他举起了棒子，就化作了青烟逃 走，还是留下了一个尸首。唐僧...
	说着，那女妖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老头，说：“我连忙再变成个老头， 到山上去找老伴和女儿。那猴头又是一棒打来，我再丢下了尸首，化作了青烟逃 走。唐僧见猴头一连打死了三个...
	唐僧吊在梁上，见女妖连连变出了那被悟空打死的三个人的模样，才知道自 己是受了妖精的骗，错怪了悟空，不禁出声说道：“悟空啊，师父真是对不起你！”
	那女妖听了唐僧的话，得意地大笑起来：“蠢和尚，可惜你后悔得太晚了！ 那孙悟空现在正在花果山上做他的齐天大圣。你呢，马上就要到锅里去啦！”
	女妖只顾哈哈大笑，没有看到那老妖听到唐僧的话，把脸一抹，现了悟空的 本相，说：“师父，悟空救你来了！”悟空从耳里取出了金箍棒，对准女妖就是 一棒。女妖来不及逃走，被悟空...
	悟空打死了女妖，赶快放下了师父、 八戒和沙僧。八戒和沙僧各出兵器，把洞 里的小妖全部消灭了。
	唐僧低头一看，妖怪倒下的地方出 现了一堆骷髅。悟空说：“师父您看，骷 髅上有‘白骨夫人’四个字，这就是妖精 的本相。”
	唐僧感激不尽，说：“悟空，多亏你 啦！”悟空笑着说：“别说了！别说了！ 只要师父以后不再念紧箍咒就好了。”于 是唐僧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大路。
	唐僧师徒一路西行，走了几个月，又到了秋天。有一天，他们一直走到太阳 下山，也没有遇到一个村庄。师徒们只能借着月光往前走。走着走着，听到前面 有哗哗的水声。顺着水声走过去...
	师徒们来到了石碑前，只见石碑上刻有“通天河”三个大字，下面还有十个 小字“河宽八百里，自古少行人。”唐僧看了，发起愁来。
	这时候，沙僧往河上游一指，说：“师父，那边有灯光，一定是有人家。我 们先去那里住下，明天找只船，再过河去吧。”唐僧听了，点了点头。于是，师 徒就一起向着灯光的方向跑去。...
	唐僧走进院里，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从屋内走出一个老头来。那老头问 道：“长老您从哪里来？天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唐僧说：“我是大唐派往西天 取经的，路过这里。因为天黑了...
	那老头摇摇手说：“出家人不要说谎。大唐到这里有几千里路，你一个人， 怎么能来得了？”唐僧说：“我还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能降妖捉怪。 有他们一路保护，我才能走到这...
	一进了屋，八戒就叫着：“饿死了！饿死了！”那老头说：“我家做好了馒头 和米饭，因为有愁苦事，谁也没有吃，师父们就请用吧。”说完，叫家人端出米 饭、馒头和几样素菜，请唐僧...
	唐僧师徒吃过饭，那老头出去了。不一会儿，又领进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 比他自己年纪稍大一些。两人给唐僧跪下，流着泪说：“师父从大唐来，有降妖 捉怪的本领，请救救我们一家！...
	原来，这个地方叫陈家庄，两位老人也姓陈。那个拄着拐杖的是哥哥，叫陈 清。刚才出来给唐僧开门的是弟弟， 叫陈澄。陈清有个独生女儿，今年八 岁，叫一秤金；陈澄有个独生儿子， 叫...
	悟空听了，对陈澄说：“你去把你的儿子抱来我看看。”陈澄急忙出去，不 一会儿，就把儿子抱来了。这孩子手里拿着果子，一边吃一边蹦跳着，还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悟空见了，念起咒...
	悟空又对旁边的陈清说：“让我这长嘴师弟变做您的女儿，和我一起去送给 灵感大王好吗？”陈清急忙回屋把女儿抱了来。八戒念起了咒语，把头摇了几 摇，叫了声“变！”真的就变了过...
	八戒现了本相。悟空问陈清、陈澄说：“不知这童男童女是怎么个送法？” 陈清说：“在通天河边儿上，有一座灵感大王庙。二更天的时候，让童男童女坐 在两个大盘子里，盘子放在一张...
	八戒一听慌了，说：“不知妖怪是先吃男童还是先吃女童？”陈澄说：“听说 那大王是先吃童男，后吃童女。”八戒听了，放下心来说：“这么说，我的运气 还不错！”
	陈家庄众人把悟空和八戒抬到了庙里。三更时候，果然传来一阵呼呼的风 声。八戒说：“不好了，妖怪来了！”悟空说：“别出声，等我答应他。”不一会 儿，庙门外来了一个妖怪，眼如...
	那妖怪听了，心中惊奇：“这童男胆子好大，竟敢回答我的问话！”于是又 问：“童男、童女你们叫什么名字？”悟空说：“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妖 怪更加惊奇了。他想去吃童男...
	八戒慌了，说：“大王还是照旧吧，不要先吃我。”妖怪不由分说，伸手就 去捉八戒。八戒扑地跳了下来，现了本相，举起钉钯，朝着那怪物就打。只听当 的一声，那妖怪被打了一钯，化...
	那妖怪没有带兵器，不能跟悟空和八戒交战。他一边逃跑一边回头问：“你 们是哪里来的和尚，到这里来欺负人？”悟空喝道：“妖怪听着，我们是东土大 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圣僧唐僧的徒...
	悟空对八戒说：“不用赶了。这妖怪一 定是住在通天河里。等天亮了，再想个法 子捉住他，送师父过河。”两个人回到了陈 家庄，对师父和陈家兄弟把刚才的事说了 一遍。陈清、陈澄非常...
	再说那妖怪回到了水底，坐在那里生气。水中的众小妖就问：“往年大王回 来都很高兴，今年怎么了？”妖怪说：“今年运气不好，遇见唐僧的徒弟。他们 变成童男童女，差点儿我的性命...
	这时，鳜鱼婆在一边笑着说：“大王要捉唐僧有什么难处！大王可使个神通， 在今夜刮起一阵寒风，下一场大雪，让通天河结上一层厚冰。我们就变成行人， 在这冰上行走。唐僧取经心急...
	唐僧师徒在陈家庄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忽然觉得非常冷。打开门一看， 只见外面白茫茫一片，正下着大雪。大雪一直下到晚上，天气更冷了。等到第三 天天亮起来，听见街上有人喊：...
	唐僧一听，就领着徒弟到河边上观看。河面果然像镜子一样明亮，还有不少 人挑着东西，在冰面上行走。唐僧非常高兴，说：“既然这些人能走，我们当然 也能走。”
	唐僧师徒四人高高兴兴地上了路。他们在通天河冰面上走着走着，忽然一声 巨响，脚下的冰突然裂开了！悟空急忙跳到空中，唐僧、八戒和沙僧，连同白 马，都掉进了冰水里。原来，那妖...
	八戒、沙僧虽然也落进了河里，但他们都精通水性。两人分开水路，跳上水 面。悟空在河面上等着。于是三人就商量救师 父的办法。
	悟空说：“兄弟水中的本领不行，还是得 你两个先下去。”沙僧说：“哥呀，你在空中 等着。我们如果赢不了妖怪，就把他引出水 面，你再打他。”悟空说：“快去！快去！救 师父要紧。...
	妖怪说：“这一定是唐僧的徒弟来了。快 拿我的披挂来！”小妖连忙取来了披挂。妖怪 穿上了披挂，手里拿着两把铜锤，领着一百来 个小妖出来，对八戒、沙僧叫道：“你们是哪 里来的和...
	八戒一抡手中的钉钯，喝道：“我是唐僧 的二徒弟猪八戒。前天我在庙里变成了女童 一秤金，你还想吃我呢，怎么今天就认不出你 爷爷来了？”
	妖怪一听，大怒：“胖和尚！那晚我没有带兵器，被你打伤了后背。我今天 要和你交战三个回合。你如果赢了我，我还你师父；你如果败给我，我就要连你 一块儿也吃了！”话没说完，沙...
	三个人在水底打了两个小时，还是不分胜败。八戒见赢不了妖怪，就对沙僧 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假装败阵，拖着兵器，回头就跑。妖怪在后面紧追。
	悟空在空中，见河水波浪翻滚，又传来喊杀的声音，知道妖怪来了。他让过 了八戒和沙僧，妖怪刚一露出水面，就一棒打去。那妖怪闪身躲过，急忙用铜锤 相迎。两人半云半雾，战了三个...
	悟空来到岸边，沙僧说：“哥呀，这妖怪在岸上本事不行，但在水里可厉害 了。我和二哥两人都打不赢他。”八戒说：“猴哥，我和沙僧再去把他引出来。这 次你看准了再打。”
	三人正说着话，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喊：“悟空，不要急，我来了！”悟空抬 头一看，原来是观音菩萨，手里提着一个竹篮。
	菩萨笑着说：“你们快来看我捉拿妖怪。”他说着，从衣服上解下了一条丝 带，一头绑在竹篮上。然后手提着丝带的另一头，把竹篮扔到了河里。菩萨念了 两遍咒语，把竹篮往上一提。只...
	唐僧师徒正准备找船过河，忽听水中有人高叫：“大圣！我送你们过河去！” 不一会儿，从水中钻出了一个大白鳖(soft-shelled turtle)，有三间房子那么大。原来， 那 “水鼋之第”是白鳖的洞...
	白鳖爬到了岸上，悟空对唐僧说：“师父，我们站在他的身上渡过去吧。”唐 僧有点害怕。白鳖说：“师父放心。在我背上，比您坐船稳多了。”唐僧只觉得 耳边呼呼风响，真像飞一样快...
	唐僧来到岸上，对白鳖道谢。白鳖 说：“师父不用谢我。我在这通天河里修 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虽然会说人话，但还 不能变成人形。听说西天佛祖能知道过 去和将来的事情，师父如果见到...
	唐僧师徒在西去的路上，有一次，遇到了一伙强盗来抢唐僧的行李。悟空和 强盗交战，一失手打死了两个强盗。唐僧见悟空打死了人，就又念起紧箍咒，把 他赶走了。
	悟空想，我这次要是再回花果山，一定会被孩儿们取笑。我还是到南海找观 音菩萨评理去吧。于是悟空驾上筋斗云，来到了南海。观音用慧眼向下一看，说 道：“悟空，你师父立刻会有伤...
	再说唐僧赶走了悟空之后，师徒三人向西走了半天。唐僧又渴又饿，就叫八 戒去化斋。八戒驾起云头，跳到空中。他看了又看，附近都是山岭，没有一家人 家。那呆子只好落下云头，对唐...
	唐僧坐在路旁，等了好久，也不见八戒回来。沙僧说：“师父，你先坐着， 我去催催八戒。”唐僧点了点头。沙僧驾起云雾，也往山南去了。
	唐僧独自坐在那里，正暗自悲伤。忽然，听见有人叫了一声“师父”，他抬 头一看，只见悟空跪在路旁，双手捧着一杯水，说：“师父，没有我老孙，你连 水也喝不到呢。这一杯凉水，你...
	那悟空立刻变了脸，骂道：“你这狠心的贼和尚！”骂完，他提起铁棒，在 唐僧的背上戳了一下，唐僧立刻晕倒在地上。悟空提起唐僧的行李，驾云腾空而 去了。
	不一会儿，猪八戒和沙和尚舀了水，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两人一看，唐僧倒 在地上，行李也不见了。两人连忙扶起师父，叫着：“师父！师父！你醒醒！” 唐僧醒过来，喝了几口水，说道...
	八戒一听，气呼呼地说：“哼，我老猪 上花果山找他算帐！”唐僧说：“还是让沙 僧去吧，把东西要回来就是了。”
	沙僧腾云驾雾来到了花果山。他跳下 云头，找到了水帘洞，进去一看，只见孙 悟空高坐在一个石台上。沙僧上前去行了 个礼，说：“师兄，请和我回去一同保护师 父去西天取经吧。如果师...
	那孙悟空听了，冷笑了一声，说：“谁说我不想去西天取经？我抢了师父的 行李，就是要自己到西天取经！”沙僧说：“师兄错了，真经可不是随便谁都能 取得的。师父唐僧是观音菩萨亲...
	不一会儿，一群小猴牵着白马，拥着一个唐僧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猪八 戒，挑着行李，和一个沙僧，拿着宝杖。
	沙僧一见，大怒：“哪里又出来一个沙和尚！不要走，吃我一杖！”沙僧双 手举起宝杖，一下就把那个假沙僧打死了，原来那是一个猴精变的。那悟空见沙 僧打死了猴精，就抡起了金箍棒...
	沙僧见了菩萨，倒身下拜。拜完了，抬头正要告诉花果山之事。忽然，看见 悟空站在了菩萨的旁边。沙僧不再说话，跳起身来，举起降妖宝杖，就朝悟空打 去。悟空也不还手，只转身躲过...
	沙僧收了宝杖，满脸怒气，把悟空如何打昏了师父、抢走了行李，以及在花 果山假变唐僧师徒，准备自己去取经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指着悟空说：“这 猴头会驾筋斗云，比我走得快。...
	观音听了说：“悟净，你可错怪了悟空。他到我这儿已经有四天了，我没有 放他回去，他哪能有打昏师父、自己去取经的事？”沙僧说：“我明明见水帘洞 中有个孙悟空。弟子怎敢欺骗菩...
	不一会儿，到了花果山。悟空和沙僧跳 下云头，果然看见一个孙悟空，高坐在石台 之上， 手中也拿着一条如意金箍棒。
	悟空见了大怒，拿出金箍棒上前骂道：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敢变成我的模样，占 我的仙山！”那悟空也不答话，跳起来举起 铁棒相迎。两个悟空踏着云光，在半空中杀 在一起。沙僧在旁，分不出真假，想要举杖 相助，又怕伤...
	两个悟空边打边行，一直来到南海。他们两个打打骂骂，惊动了菩萨。观音 出来喝道：“住手！不得无礼！”两个悟空这才停下手中的兵器。一个悟空说：“菩
	萨，这妖怪果然像弟子模样，沙僧认不出来。我们这才打到这里，请菩萨用慧眼 认个真假。”这个刚说完，另外一个悟空也同样说了一遍。
	观音菩萨看了好久，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只听一个说：“我是真 的。”另一个又说：“他是假的。”观音菩萨把两个徒弟叫到跟前，悄悄地说：“你们
	二人，一人靠近一个。等我念紧箍咒，听哪个喊头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 的。”
	观音暗暗念起咒语。不想两个悟空一齐叫疼，都抱着头在地下打滚，大叫：
	“别念了！别念了！”菩萨住了口，两个悟空又吵闹起来。
	菩萨没有办法，只得说道：“悟空，你当年大闹天宫时，天神都认得你，你 们还是到天上去分个真假吧。”
	两个悟空一起答应。他们离开南海，到了南天门外。守门的天兵天将慌得用 兵器挡住，问道：“大圣哪里去？”等到请来各位天神，两个悟空把经过说了一 遍。可是天神也都分不出真假来...
	众天神就让开了路。两个悟空来到了灵霄宝殿，又把经过说了一遍。玉帝对 托塔李天王说：“用照妖镜照照他们，看看谁是真，谁是假。”李天王取出了照 妖镜，请了玉帝和众神观看。那...
	两个悟空又出了天门，边打边说：“我和你见师父去！我和你见师父去！”
	再说沙僧回到师父那里，把两个悟空的事说了一遍。唐僧说：“当时只说是 孙悟空打了我一棍，抢去了行李，哪知却是妖怪变的假悟空！”
	正说话间，忽然听到空中吵吵闹闹。一看，却是两个孙悟空在打斗。八戒忍 不住，跳到空中叫道：“猴哥，我老猪来了！”那两个悟空一起说道：“兄弟，来 打妖精！来打妖精！”这下却...
	沙僧悄悄地对唐僧说：“师父，等我上去和二 哥一人拉一个下来，你就念念咒语，看哪个头疼就 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唐僧说：“好，好。你 们快去！” 沙僧跳到半空，喊道：“二...
	哥，你也拉住一个。”四个人降下云头。这时，唐 僧暗暗地念起了紧箍咒。只听两个悟空齐声叫道：
	“头疼，头疼！别念了！别念了！”唐僧住了口， 却也分不出谁是真，谁是假。
	一个悟空说：“弟兄们，你们保护好师父，等我 和他打到如来那里去分一个真假！”另一个悟空也 同样说了一遍。两个人又跳到空中打在一起，过了 一会儿就不见了。
	两个悟空一直打到了西天。如来坐在莲花台上，用慧眼一看，就知道了那只 妖猴的来历。他正想说破，忽见观音菩萨驾着彩云，自南而来。如来问：“观音， 你看那两个悟空，谁是真，谁...
	观音菩萨说：“他两个曾打到南海，让弟子辨认。弟子辨认不出来。他们又 去了天宫，也辨认不出来。今特来拜告如来，您千万给他们分个明白。”
	如来微微一笑，说：“我看假悟空是只六耳猕猴。这六耳猕猴善听声音，无 论在什么地方，千里之外之事，谁说了什么话，他都能知道。”
	那假悟空听见如来说出了他的本相，跳起身来就要逃走。众神仙一起上前把 他围住。假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蜜蜂，就往上飞。如来顺手把身边的金钵 抛了出去。金钵在空中翻了个个...
	众神仙你看我，我看你，都以为假悟空逃走了。如来笑着说：“妖精没有逃 走，被这金钵扣住了。”两个金刚上前拿起金钵一看，那妖精果然在那里，而且 现了本相，是一只六耳猕猴。悟...
	如来说：“悟空，妖怪已经被你打死了，你快保护唐僧取经去吧。”悟空说：
	“如来，师父已经把我赶走，怎么也不肯收留。我要是去了，他再不收留我，岂 不是又白跑一趟？还是请您如来把这松箍咒念一念，脱下这金箍儿，交还给您。 我还是回花果山当大王去吧...
	观音菩萨和悟空驾着云来见唐僧。唐僧见菩萨来了，急忙跪拜迎接。菩萨说 道：“唐僧，那天把你打昏的，是假悟空六耳猕猴，现在已经被悟空打死了。前 面取经的路上，还有许多妖魔，...
	正在这时，八戒驾着云，背着行李回来 了。他见了菩萨，倒身下拜，说：“弟子去 花果山水帘洞，把行李取来了。洞中的假唐 僧、假八戒，也都被老猪打死了。”沙僧又 把如来识破假悟空...
	观音菩萨又吩咐说：“今后你们师徒要 同心合力，才能求取到真经！”观音说完， 驾起祥云，回南海去了。
	师徒四人谢了菩萨，整理行装，牵了马 匹，欢欢喜喜，又踏上了取经的大路。
	唐僧师徒爬山涉水，走了几个月，转眼又到了深秋季节。可是他们走着走 着，天气却越来越热。这时候，唐僧看见前边路旁有一家人家，对悟空说：“你 去那人家问问，快到冬天了，天气...
	悟空上前敲门，从门里走出来了一个老头。他告诉唐僧师徒：“我们这个地 方叫做火焰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炎热。”唐僧问：“火焰山在哪个方向？会 不会挡住西去的路？”那老头说...
	唐僧听了，心急如火，脸上更是汗水直淌。悟空问：“既然一年四季都是这 样炎热，你们怎么种庄稼呢？”那老头说：“想要吃米饭，就得求铁扇仙。在这 西南方的山上有一个芭蕉洞，洞...
	悟空驾着筋斗云，转眼间就到了芭蕉洞。他看见洞口站着一个女童，便说：
	“请去报告公主，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要借芭蕉扇用一 用。”
	女童进洞报告说：“公主，洞门外有个和尚，想借芭蕉扇，过火焰山用。”
	铁扇公主冷笑了一声，说：“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和尚，敢来问我借扇子？” 她走出洞来对悟空说：“要借扇子可以，我要先砍你三剑。”
	悟空笑笑说：“可以可以，只要你肯借扇子给我用，你爱砍几剑就砍几剑。” 铁扇公主乒乒乓乓，朝悟空的头连砍了十来下。悟空毫不在意，还是对着她笑。
	铁扇公主皱了皱眉头，说：“你这猴头虽然硬，我的扇子还是不借给你！” 悟空见公主说话不算数，就举起了金箍棒，说：“不肯借？先吃老孙一棒！”铁 扇公主听了，连忙取出了芭蕉扇...
	悟空被芭蕉扇一扇，身子就飘到了空中，飘飘荡荡，在空中翻滚了一夜，直 到天亮，才落到了一座山上。悟空走下山来，见大树下坐着一个人，一看，是灵 吉菩萨。灵吉菩萨见了悟空，问...
	灵吉菩萨说：“大圣不用着 急。我送你一粒定风丹，你把 它吞下去，铁扇公主就再也扇 不走你了。然后你再向她去借 扇子，送你师父过山。”说着， 灵吉菩萨从一个小口袋里，拿 出了一...
	悟空驾云来到了芭蕉洞口，用铁棒打着门叫着：“开门！开门！老孙又来借 扇子了！”铁扇公主在洞里听了，心想：“这猴头回来得好快！这次让我多扇他 几下，叫他找不到回来的路。”...
	铁扇公主哪里肯借？她嘴里一边骂着，一边伸手取出了扇子，使劲向悟空扇 了两下。哪知悟空却一动不动，笑嘻嘻地说：“公主，你再扇一万次，我老孙也 不会动一动！”铁扇公主又一连...
	悟空见她关了门，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虫，从门缝里钻了进去。悟空 进了屋，只听见铁扇公主叫道：“渴死了，快拿茶来！”女童给公主送来一碗茶。 悟空乘机飞进碗里，变成了一...
	铁扇公主端起茶，大口喝水。悟空顺着茶水，进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悟 空在公主的肚子里大叫：“快把扇子借我用用！”铁扇公主吓得变了脸色，问 道：“孙悟空，你在屋里叫？”女...
	铁扇公主更加发慌，大声问：“孙悟空，你在哪里？”悟空说：“我在你肚子 里玩呢！我知道你渴了，送你一碗水！”说着，就把脚往下一蹬。霎时，铁扇公 主肚子像刀割一样疼。悟空又...
	叔叔饶命！孙叔叔饶命！”
	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停住了手脚，说：“快把扇子拿出来，我就饶你的性 命！”铁扇公主说：“扇子一定给你！你出来吧。”说完，就叫女童拿出了一把芭 蕉扇，放在身边。悟空爬到她...
	悟空驾起筋斗云，回到了唐僧的身边，拿出扇子说：“师父，芭蕉扇借来 了。”唐僧非常高兴地说：“悟空，你辛苦了！”师徒四人就向火焰山走去。
	他们越走越热，就像走近了一个大火炉一样。悟空说：“师父请下马。等我 老孙用扇子扇熄了火，下过了雨，等地上凉些，我们再过山去。”悟空继续往前 走，离火焰不远了，就举起了扇...
	唐僧听说悟空扇子不好用，就又叹着气 说：“唉，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忽然听 见有人叫道：“唐僧别急，我是火焰山的土 地，给你们送饭来了。”
	孙悟空问土地：“这火焰山，是谁放的火？”土地说：“说来你别生气，这火 本来是大圣您放的。”悟空听了大怒：“不要胡说！我老孙什么时候放过火？”土 地说：“五百年前，大圣从...
	于是，悟空就来到了牛魔王住的摩云洞外，叫道“牛大哥！把你家的扇子借 来用一用！”牛魔王听见喊叫声，跑出来问：“是什么人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 悟空回答说：“大哥，是我！...
	这牛魔王原来是孙悟空的好朋友。可是，就在唐僧去西天的路上，因为牛魔 王的儿子红孩儿想吃唐僧的肉，被悟空降伏了。牛魔王就一心想给儿子报仇。牛 魔王冷笑了一声，说道：“哼，...
	悟空说：“大哥要打，小弟也不怕。不过，还是请大哥借扇子给我用一用。” 牛魔王举起铁棍，朝悟空劈头就打。悟空抡起金箍棒对面相迎。悟空和牛魔王在 摩云洞外，大战了一百来个回...
	两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道：“牛爷爷，我家大王请你 早些去吃饭！”牛魔王听了，用铁棍把悟空的金箍棒一挡，说：“猴头，今天我 不打了，我要到一个朋友家吃饭...
	悟空站在山坡上，见牛魔王走了，心想：“我老孙跟他去看看。”他身子一 晃，化做了一阵风，跟上了牛魔王。不一会儿，牛魔王骑着避水金睛兽下到了一 个水池子里。悟空念起咒语，摇...
	悟空想好了，就现出了本相，跳上金睛兽，骑 出水底。悟空又摇身一变，变成了牛魔王的模样， 骑着金睛兽，驾云来到了芭蕉洞口。看门的女童见 是牛魔王回来了，忙进去报告：”公主，...
	悟空进到洞里，对铁扇公主说道：“听说孙悟 空最近要路过这里，当心你的扇子，可不要让他骗 去了！”
	铁扇公主笑着说：“大王放心，扇子我藏得好 好的呢！”说完，从口中吐出了一把杏叶大小的扇 子，递给悟空说：“你看，这不是宝贝？”
	悟空把扇子接在手中，有些不信，心里想：“这
	么大一点儿，怎么能把火焰山给扇灭？可能又是 假的。”悟空问：“这么个小东西，怎么能扇八百 里大火？”
	铁扇公主说：“大王，你怎么糊涂了，连自己家宝贝怎么用都忘了？只要你 说一声“吸嘻吹呼”，扇子就能长到一丈二尺长。哪怕什么八百里火焰，一扇就 可以烟消火熄了。”
	悟空听了，便把扇子放到了口里。然后把脸一抹，现出了本相，说：“铁扇 公主，你看我是谁？”铁扇公主一见是孙悟空，慌得推倒桌子，坐在地上，用手 捂着脸，大哭了起来。
	孙悟空转身出了芭蕉洞，驾云来到空中。悟空把扇子从口中吐了出来，念了 一声“吸嘻吹呼”，那扇子真的一下长到了一丈二尺长短。可是悟空学会的口诀， 只能让扇子变大，不能让扇子...
	再说牛魔王喝完了酒，一出门，不见了避水金睛兽，心里立刻明白了：“不 用说，一定是孙悟空偷去到铁扇公主那儿去骗芭蕉扇了！快追！”
	牛魔王驾着黄云，直奔火焰山而来。正在这时，他见悟空正扛着大扇子在前 面走着。牛魔王心想，“我如果当面向他要扇子，他一定不会给。再扇我一下， 还不把我扇出八万多里地？有了...
	牛魔王摇身一变，变成了八戒的模样，赶到悟空前面，叫道：“师兄，师父 让我来接你！”悟空这时正高兴得很，哪里辨得真假？见八戒来了，就把扇子一 举，笑着说：“你看，宝贝我已...
	牛魔王接过芭蕉扇，念个咒语，那扇子又变成像杏叶一样大小。他藏了扇 子，现出本相，叫道：“猴头，你还认得我吗？”悟空见了，后悔(regret)得直拍 脑袋：“只怪我太大意了！”悟空气...
	再说唐僧在路上等着悟空，过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就对八戒说：“八戒， 你去看看你师兄。如果他遇到敌手，你用力帮助他，早些把扇子借来，好过山赶 路。”
	八戒听后，扛着钉钯，跳上空 中，忽见前面狂风滚滚，一片喊杀 声。八戒近前一看，原来是悟空和 牛魔王正在厮杀。八戒走上前，对 悟空高叫：“师兄，我来了！”悟 空回头见是八戒，...
	“兄弟，快来帮我打这老牛！”
	八戒举起钉钯，直奔牛魔王， 没头没脑一阵乱打。牛魔王和悟空 战了半天，身体已经疲乏，这时再 加上个猪八戒，有些抵挡不住。他 一转身就逃到芭蕉洞里去了。
	牛魔王回到了洞里，从嘴里吐出了芭蕉扇交给了铁扇公主。刚一坐下，悟空 和八戒就打破了洞门杀了进来。牛魔王冲出洞口，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头巨大无 比的大白牛。
	正在这时，只听见天上传来了喊声：“老牛不要乱动！”原来，是托塔李天 王高举照妖镜，带着天兵天将站在空中。李天王说：“今天早晨佛祖如来送信给 玉帝，说唐僧被困在火焰山。玉...
	牛魔王被照妖镜照住，变化不了，只得喊着：“饶命啊！饶命啊！”
	哪吒说：“要想活命，快把扇子拿出来！”牛魔王说：“扇子在我夫人铁扇公 主那里。”哪吒听了，就拿出自己的缚妖索，一头穿进老牛的鼻孔，另一头拿在 手里，牵着老牛往芭蕉洞走去...
	再说唐僧和沙僧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盼望着悟空和八戒能早 些回来。他们心里正焦急的时候，忽见满天彩云，悟空、八戒和各路神仙来到 了。唐僧和沙僧慌忙起来迎接。
	悟空手里拿着芭蕉扇，来到了火焰山的山边上。他用宝扇朝火焰使劲一扇， 只见那光闪闪的大火，一下子熄灭了。悟空又扇了一扇，立刻呼呼地吹起了一阵 清风。悟空扇了第三下，就唰唰...
	李天王和哪吒太子对悟空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去向玉帝报告了。”说完，牵 着白牛，驾云回天宫去了。
	悟空转身问铁扇公主：“听本地人讲，这山上的大火熄灭了一次，只能种一 年的庄稼，一年以后还会复发。怎么才能 使火完全熄灭呢？”铁扇公主说：“大圣 只要用扇子连扇七七四十九下...
	悟空把扇子还给了铁扇公主，说：“我
	老孙说话算话，你把扇子拿回去吧！”铁 扇公主谢过悟空，接了扇子，念了个咒 语，把它变成杏叶儿大小，含在了嘴里。 公主又拜谢了唐僧师徒，这才飞身离去。
	唐僧师徒到了山上，雨也停了。他们 告别了土地，迎着凉爽的空气，继续向西 行进。
	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来到了比丘国的京城。师徒四人见城里虽然人来人往， 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很少有笑容。走在街上，唐僧看见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放着 一个木笼子，上边还用布盖着。...
	悟空念起咒语，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蜜蜂，拍拍翅膀，飞到了附近一个笼 子上。悟空钻进去一看，笼里坐着一个小男孩，正在吃点心。悟空再飞到第二个 笼里一看，也是坐着一个小男孩...
	悟空也觉得很奇怪。他回到唐僧的身边，把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唐僧说 道：“天晚了，我们先找个旅馆住下，再打听打听。”
	唐僧师徒在一家旅馆住下了。吃了晚饭，唐僧叫来了店家，问：“我们在街 上，看见许多人家的门口都放着木笼，木笼里装的是小孩，不知是为了什么？”
	店家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件事长老最好不要问。问了，你们也管不了。”
	唐僧听了，更加疑惑，就一定要问个明白。店家没有办法，只能悄悄地对唐 僧说：“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们这里原来叫比丘国，现在人们都叫它小儿国。三 年前，有个老头带了一个美女到...
	唐僧听了，忍不住两眼流泪，痛心地说：“可怜这么多孩子，不知谁能救他 们的性命？”悟空听了说：“师父，您今晚放心地睡觉，明天和老孙一起进王宫 去，看看那国丈是不是个妖怪。...
	唐僧听了，化悲为喜。悟空忙站起来，对八戒和沙僧说：“你们二人在这里 保护师父，我去救小男孩。如果你们听到了 狂风起来的声音，就知道这些小孩都已经安 全救走了。”
	悟空走出门外，跳到半空。他念起了咒 语，叫来了土地和山神。悟空把事情告诉他 们，说：“我师父想救这些孩子，请你们帮 个忙，把小孩和木笼，一起搬到城外的树林 里，收藏一两天。...
	第二天天亮，唐僧起来穿了袈裟，手拿锡杖，去见国王。悟空叫八戒和沙僧 看守好行李和马匹，自己变成了一个小虫，停在了唐僧的帽子上，和唐僧一起进 王宫去了。
	唐僧见了国王，发现国王果然是身体瘦弱的样子。唐僧和国王说了一会儿 话，就起身告别。唐僧正要出宫的时候，国丈来了。悟空从帽子上飞下，飞到唐 僧的耳边说：“师父，这国丈是个...
	悟空又飞回了王宫，落在了屏风(screen)上。这时，一个官员来向国王报告 说：“陛下，不好了！昨天夜里，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城内各家小男孩连同 木笼，全部刮跑了。我们到处寻找，...
	国王一听，对国丈说：“这可怎么办？好不容易有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男 孩，今天中午就要开刀，现在却被狂风刮走了，这不是老天要我的命吗？”那国 丈听了哈哈地笑着说：“陛下不...
	是说刚才出去的那个唐朝和尚。用他的心做药引子，比小孩的心好得多，吃了可 以长生不老。”
	国王听了，急忙说：“那好，那好，马上去把那个唐僧给我抓来！”
	悟空听了，急忙飞回旅馆，现了本相，对唐僧说：“师父，不好了！”接着 就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唐僧一听，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悟空说道：“师父您不用怕。您变成我的模样，我变成您的模祥，等一会儿 抓您的人来了，让他们把我抓去就是了，我自有办法。”唐僧着急地说：“这怎 么行，你会变我，我可不会变你...
	悟空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唐僧穿上。自己穿上了唐僧的衣服，摇身一变，变 成了唐僧。连八戒和沙僧也分不出真假来了。悟空和唐僧刚变化完，国王派来的 官兵就把旅馆包围了。有人冲进...
	就是唐朝来的和尚。”那人说：“唐长老，我们国王请您去。”说着，就上来了几 个兵，把假唐僧带走了。
	悟空见了国王，问道：“比丘王，您请我来有什么事？”国王说：“我身体有 病，国丈给我配了一副药。现 在需要一味药引子，请唐僧帮 忙。”悟空说：“我是出家人， 没带什么东西，不...
	一个官员拿来了一把尖刀，交给了悟空。悟空接过尖刀，挺起胸膛，哗的一 声切开了，用双手捧出了一堆心来，有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就是没有 黑的。国王见了，吓得战战兢兢地...
	悟空收了法术，现了本相，喝道：“我们和尚的心都是红的；只有你的国丈 长了一个黑心，正好做药引子。不信，让我取出来给您看看！”说着，就直奔国 丈。
	那国丈抬头一看，认得是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喊了声“不好！”急忙逃 出了王宫。悟空一个飞步追了上去，喊道：“妖怪哪里走，吃我一棒！”两个就 在王宫门口厮杀起来。妖怪抡起...
	悟空跳上云头，只听见八戒在身后高喊：“猴哥，师父让我来帮你捉妖！” 悟空四下仔细观看，看不到妖怪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得念了声咒语，把土地找 来问。
	土地伸手一指说：“大圣到河南岸，找到那棵有九个枝杈的大柳树，绕树左 走三圈，右走三圈，用手往树上一拍，连喊三声“开门”，就会露出妖怪的洞府。”
	悟空和八戒跳到了河南岸，来到了那棵大柳树下。悟空对八戒说道：“你在 这里站着，等我叫开门，引出妖怪，你就用钉钯猛打。”
	悟空自己绕着柳树左走三圈，右走三圈，然后用手拍拍树，叫道：“开门！ 开门！开门！”果然，哗啦一声，柳树干上，开了两扇门。悟空走进去，见里面 又是一个天地：有山有水，路边...
	悟空和妖怪在洞内边走边打。八戒在洞外、听到了洞里的叫嚷声，知道是悟 空引着妖怪出来了，急忙举起钉钯准备好。悟空退到洞外，妖怪也跟着出来了。 八戒向妖怪一钯打去。那妖怪见...
	妖怪和悟空一个打已经抵挡不住；现在又杀出来一个猪八戒，他怎么能不 心慌？妖怪一看不好，就又化作了一道白光，向东败走。
	悟空和八戒正向白光追赶，忽见对面来了一个老头，用手盖住了白光，嘴里 叫着：“大圣慢追！”悟空一看，原来是南极寿星。八戒笑着说：“胖老头，您把 白光盖住，一定是捉住妖怪了...
	悟空说：“请寿星让他现出本相 看看。”老寿星往白光一指，喝道：
	“快现本相，饶你的性命！”只见那 白光一晃，化成了一只白鹿。寿星 拿起拐杖，笑着说：“这家伙，连我 龙头拐杖也偷来了。”说完，骑上鹿 就要走。
	悟空上前一把拉住，说：“寿星慢走，还有两件事情没有办完呢。”寿星问：“还
	有两件什么事？”悟空说：“一件是美后还没有抓住，不知那是个什么妖怪。另 一件是我要把白鹿送到比丘国，让那国王认识认识他的老丈人。”
	寿星说：“那你们先去捉拿美后，我在这里等着。等你们捉了美后回来，我 们再一起去比丘国。”悟空和八戒又进到洞里。那美后见悟空领着一个长嘴和尚 进来，吓得转身就跑。八戒一步...
	八戒拖着狐狸尾巴，和悟空出了洞。他们一起来到比丘国，进了王宫。八戒 把死狐狸往国王脚下一扔，说：“这就是你的美后，你仔细看看吧！”国王看见 了，吓得战战兢兢。
	悟空指指白鹿对国王说：“这鹿就是你的国丈！”国王不住地说：“感谢神僧 救了我的性命！感谢神僧救了我的性命！”
	国王对悟空说：“有一件事，还得请神僧说明。”悟空问：“什么事？”国王 说：“昨天夜里一阵狂风，把城里的一千多个小男孩全部刮走，不知带到哪里去 了？”
	悟空笑着说：“我师父怕那些孩子被害，才叫老孙把他们救走了。现在既然 妖怪已经除掉，一会儿老孙就把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陛下以后也不要再做这 种糊涂事了。”国王红着脸，点...
	悟空又转过身来对寿星说：“寿星老弟，我见你袖子里有三粒枣子(dates)，你 送给国王治病吧！”寿星笑笑，从袖子里取出了三粒枣子，给了国王，说：“我 因为急着出来找鹿，没有带丹药...
	寿星告别了唐僧师徒和国王，骑上了白鹿，腾空飞去。
	悟空又念了咒语。一阵风，土地和山神把木笼从空中送了下来。城内百姓纷 纷拜谢，欢天喜地，认领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唐僧让八戒收拾行李，沙僧牵了白马，四人出发西行。城里的 百姓都领着自己的儿女，站在路边送行，有的一直送到了城外。
	唐僧在西去的路上，整整走了十四年。有一天傍晚，他骑在马上，远远望见 一座青山，山上彩云缭绕。唐僧指着那山说道：“你们看，那真是一座好山！”
	悟空听了笑着说：“师父啊，你一路上左拜右拜，不该拜的地方您都拜了。 如今到了佛祖住的灵山，倒不下马，还在马上指指点点的？”
	唐僧听说已经到了灵山脚下，连忙跳下马来。这时只见前面走来一个小孩， 问唐僧师徒：“你们是从东土来的取经人吗？”唐僧答道：“正是！正是！”悟空 在唐僧的耳边轻声说：“师父...
	金顶大仙领着唐僧师徒来到了玉真观里，他把饭已经准备好了。师徒四人吃 了晚饭，大仙又安排他们洗了澡。第二天，唐僧穿上了观音留给他的袈裟，悟 空、八戒和沙僧也换上了干净的衣...
	师徒四人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天，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在 小路上欢欢喜喜地走着。忽然，路断了，前面有一条河挡着。那河有八、九里 宽，波浪滚滚，河面上没有一只船...
	悟空仔细一看，往河上面一指，说：“没错，你们看，那里不是有一座桥 吗？”师徒四人赶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独木桥。
	唐僧连连摇头说：“走不得！走不得！这么宽的河，掉下去怎么办？我们再 去找别的路吧！”悟空说：“这正是上西天的路啊！”八戒说：“这是路，哪个敢 走啊？水面又宽，波浪又大，...
	等着，看我的！”说完，上了独木桥，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站在桥上转 过身来说：“八戒，来！跟我走！”八戒吓得扑在地上，连声说：“不行，不行！ 你饶了我吧！”唐僧和沙...
	正在这个时候，只见河上有个 人，撑着一只船过来了。唐僧高兴极 了，忙叫道：“看，渡船来了！”等那 船到了跟前一看，唐僧又傻了眼。原 来是一只没有底的船！船上的人叫 道：“长...
	“师父别怕！这是佛祖派来的接引佛 呀！”唐僧这才和悟空，八戒、沙僧 一起上了船。
	唐僧师徒坐着无底船渡过了河，他们的鞋子和衣服却一点也没有湿。上了 岸，他们顺着山路，一步步爬到了灵山的山顶。只见大雷音寺金碧辉煌。
	唐僧、悟空、八戒和沙僧四人，牵着白马，挑着行李，来到了大雄宝殿。他 们到了如来面前，唐僧师徒跪下，拜了三拜。唐僧对如来说：“弟子玄奘，受东 土大唐皇帝的派遣，爬山涉水，...
	阿傩、迦叶领着唐僧师徒去吃了饭，然后领他们到了藏经楼。阿傩问道：“圣
	僧从东土来，给我们带了些什么礼物？快拿出来，我们好给你经书。”唐僧说：
	“我们从东土到西天，路途遥远，弟子没有带礼物来。”阿傩、迦叶听了，笑着 说：“这可不行。经书不能轻易外传，像你们这样空着手来取经，哪有这么便宜 的事？”
	悟空见阿傩、迦叶不肯给经书，忍不住喊道：“师父，走，找如来去，让他 亲手把经书交给我老孙。”阿傩急忙说：“别吵！别吵！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乱 吵？快到这边来接经书！”八戒...
	再说大雄宝殿里有一位燃灯玄佛。他知道阿傩、迦叶并没有把真经送给唐 僧。他心想：“唐僧经历了千山万水，才来到灵山，怎么能让他白来一次！”他 轻声对身边的白雄尊者说：“你快...
	悟空听了，打开另一本经书一看，也没有 字。八戒又打开一本，还是没有字。唐僧说：
	“把这些经书都打开看看！”四人一起动手， 把所有的经书全打开看了，都是白纸本子！ 唐僧流着眼泪说：“像这样没有字的本子，我 们取回去有什么用？我们怎么去见大唐皇 帝？”悟空...
	唐僧师徒四人又回到了雷音寺，来到了大雄宝殿。悟空喊道：“如来，我们 师徒受了千辛万苦，从东土来到你这里取经，那阿傩、迦叶却要礼物。我们没 有，他们就故意给了我们一些白纸...
	唐僧跪在地上，再三恳求，如来才对阿傩和迦叶说：“把有字的真经，每部 中给他们拿一些吧！”阿傩、迦叶领着唐僧师徒第二次来到了藏经楼后，还是要 礼物。唐僧没有办法，只得叫沙...
	悟空把经书捆好，大部分驮在马上，剩下的让八戒挑着。沙僧挑着行李，悟 空拉着马，唐僧拄着锡杖，师徒四人高高兴兴的下山了。这时，只听见四大金刚 在后面叫着：“取经人，请跟我...
	唐僧走后，观音菩萨来到了佛祖如来面前，他说：“弟子当年去东土找取经 人，现在唐僧已把真经取走，我的任务(rYn wP )也完成了吧？”如来问观音：“唐 僧一共经历了多少次灾难？”观...
	“我们佛家讲九九，九九八十一，他应该还有一难才好。”观音转身对徒弟木吒 说道：“你快驾云赶上金刚，让唐僧在回东土的路上再遇一难。”
	木吒驾云向东赶去，赶上了金刚。他把菩萨的意思说了一遍。金刚往下面一 看，下面正好是通天河，于是把云头一按，停住了风，唐僧就不由得落下地来。 悟空等护着师父，也跟着按落云 ...
	师徒四人落到地上，八戒说：
	“奇怪，金刚怎么半路上就把师父扔 下来了？”唐僧说：“你们看看这里 是什么地方？”悟空跳到空中，向四 周看了看，下来说：“师父，这是通 天河西岸。”唐僧说：“我想起来了。 ...
	沙僧说：“我们到河边看看，也许那里会有船。”师徒们来到了河边，就听 见有人叫道：“唐圣僧，这里来！这里来！”唐僧抬头一看，原来是当年送自己 过河的那只白鳖，在岸边叫着呢...
	唐僧师徒上了白鳖的背。白鳖爬进水里，踏着波浪，往东岸飞快游去。
	白鳖驮着唐僧师徒，游了半天，快到东岸了，他抬起头问道：“老师父，当 年我求你问佛祖的事，佛祖怎么说的？”原来唐僧到了灵山后，只顾拜佛取经， 把白鳖求问的事给忘了。现在白...
	师徒四人把打湿的经书和衣物晒在河边石头上。等太阳落山的时候，经书和 衣服都干了，师徒一起动手收拾。
	等收拾完了，师徒四人又吃了一些干粮，重新上路。这时，就听到四大金刚 从空中叫道：“圣僧，跟我们来！”一阵风，又把唐僧带到了半空。悟空等也腾 空而起，一行四人驾云向东飞去。
	唐僧、金刚和悟空等人驾云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大唐京城长安的上 空。金刚停住云头，对唐僧说：“下面就是长安城了。圣僧和孙大圣等三位下去， 把经书留下后，就返回来。我...
	皇帝听说取经人回来了，非常高兴，亲自出来迎接。皇帝指着悟空三人，问 唐僧说：“这三位是谁？”唐僧说：“他们都是我路上收的徒弟。我能够到西天取 经，全靠他们三个保护。”皇...
	四大金刚引着唐僧师徒，驾云回到灵 山，进了大雄宝殿。如来告诉唐僧师徒，他 们都已一一成佛了：唐僧为功德佛，孙悟空 为斗战胜佛，猪悟能为净坛使者，沙悟净为 金身罗汉，白马为八...
	如来刚说完，悟空在下面叫道：“如来， 我既然已经成佛，和师父一样了，你快把松 箍咒念念，把我头上的金箍儿脱下来，以后 就别再叫什么人来管着我！”如来说道：“你 成了佛，金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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