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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女与国王 

 

舍卫城中住着一位寡妇。她天生命苦，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给她留下个遗腹女。女儿出

世后，母女二人的日子可以想象该有多难过了-- 

全靠母亲每天沿街乞讨，把女儿一天天地长大。虽然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但

竟母女俩相依为命，仍顽强地活着……而且，转眼女儿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 

生长在贫寒而孤寂人家的女儿，面带菜色，但这些终究掩盖不住她青春少女的美丽和活力。

她端庄清丽，温和持重，纯洁细腻，人品贤惠，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 不仅如此，她继

承父亲书香门弟的家传，博览经书，诵义念经，真是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地步了。母

亲更是为女儿感到欣慰和骄傲。所以，即使再穷再苦，她 们也决不卖书糊口。 

此外，母亲还时常教训女儿：要恪守妇道，不能抛头露面，特别是在生人、外人面前，要谨

慎自重，万万不可轻浮。女儿自然是惟命是从，足不出户。 

别看这位深居简出的孤女位卑穷困，但她的心可高着呢，在她渐渐成熟的心中，有两个宏图

大愿深深地埋藏着。这是她最大的秘密，甚至包括对她的母亲，也只字未露。孤女整日呆在

房中期待着实现大愿的一天的到来…… 

这天，国王出宫游历，沿着为他专门修筑的大道扬鞭，正玩得兴致勃勃，忽见一只飞鸟落在

路边人家的屋顶上，发出欺欺鸣叫，徘徊着不肯离去。国王觉得这鸟挺奇怪： 

"这么大的人声马嘶，这只鸟怎么不惊不逃，躲在房顶上还挺自在。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有意

思，有意思。" 

想着，国王勒住缰绳，伸手取弓拿箭。看样子，这只小鸟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国王的兴趣--猎

杀。国王举弓搭箭，瞄准屋顶飞鸟，一箭射去。鸟被射中了，它扑动着 翅膀，鼓动身体，

拖着那只箭飞离屋顶，艰难地径直往屋里飞去。 

国王急命侍从去把那支箭取回来。侍从不敢耽误，紧追鸟迹，跑到那座一看就是年久失修的

房子门口，也顾不得敲门，就毫不客气地破门而入，四下乱找，乱翻乱搜起来。 

突然，只听屋里传出一个平和、委婉的女子的声音："别找啦，箭在这儿，拿去吧。" 

随着话音，那受伤的鸟从屋里飞出，眨眼间就没影儿了，接着一只箭"啪"的一声落在院子

里。 

侍从开始有丈二摸不着头脑，傻乎乎地看着的箭，可脑子里却想着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的女子……门外一阵马嘶，提醒了侍从，他慌忙抱起的御箭，奔出院子，跑去赴命了。 

那位闻声不见人的神秘女子正是寡妇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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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国王，责问侍从为何耽搁这么长时间才把箭取来，侍从便说："遇见"的那位女子放生还

箭的事。国王听了也觉奇特，但并没在意。 

这一年，国王的王后忽然病死了。丧事办完，他便派人到各处寻求贤良美女，以补王后之尊

位。可是遍访人间，新夫人还是没有选中，不是不漂亮就是不高雅，不是不贤德，就是没才

识……总之，要求十全十美品貌双全的尊贵女子真是太难啦。 

正在国王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的时候，那个寻箭的近侍试探地提醒道："陛下可否还记得上

次出巡射鸟时遇上的那个女子?虽没见过面。不过声音清脆甜润，悦耳动 听，估计正值芳

龄。再说她的举动，一看便知是位知书达理，通晓礼制，而且心慈宽容的女子，一定是位贵

人哪。只是她家的房子已是不堪，看来是家境衰落，十分 贫寒；又不是官宦之家，地位卑

微，恐怕陛下顾忌她的地位，难以相当王后的尊位呀。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要不要再去详

细寻访一下?" 

国王沉吟道："倒也是，看来那女子似有与众不同之处。至于地位嘛，还不是我国王一句话

的事，有何难的?关键是她的人品相貌。这样吧，你速速去把她带进宫 来，我要请相师为她

相面占卜，算上一卦，看看她命中是凶是吉，是贱是贵，然后再做定夺。" 

近侍作为国王的使者奉命来到了孤女家。又是不敲门，不喊人，直驱而入。碰巧这天寡妇没

在家，孤女一人看家。使者站在院中，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地大声呼道： 

"屋中女子，快快出来!国王召你入宫问话，不误。快快出来!" 

知连呼三遍，屋里毫无反应，也没人出来。使者心里有些不自在："我堂堂国王特使。怎能

连这么点面子都没有!"于是又高喊道： 

"你不过是个贫贱女子，有何理由清高?连国王都敢冒犯不成?快出来!"  

话音刚落就听屋里朗声答道："难道贫贱就不是人吗?难道寒微之家就不是家吗?要知道贫贱

之人也有尊严，寒微之家也有家规。你既然是国王派来的特使，又为什 么冒冒失失地闯入

民宅，大呼小叫的，怎么一点起码的规矩和礼数呢?" 

正当使者被这连珠炮般的责问弄得直愣神儿的当口，只见门帘一挑，一位婀娜多姿，仪态优

雅、矜持，容貌清纯秀丽的女子出现在眼前。方才一番责怪使她脸色微红，眼睛炯炯有神，

更显得容光焕发，妩媚动人。 

使者暗自赞叹，连连叫好，不由得倒退两步，把来意说了一遍。临了加了一句："你顶多是

小家碧玉，怎么敢如此大胆?" 

孤女微微一笑，十分骄傲地问："国王有什么事要派你来请我入宫?莫不是让我去做婢女仆

侍？我家可是规规矩矩，安分守己，从没犯过王法，凭什么拉我去做奴 婢?!如果是来求我入

宫做王后的，那么你就成了我的侍从。可你又怎么敢如此轻举妄动，粗鲁莽撞?而且还用不

恭不敬的官语嘲弄、侮辱本姑娘，这不成了逼迫威 胁了吗?本姑娘虽然地位微下，不是大家

闺秀、豪门贵女，但我有我的自尊，决不会在威逼权势面前低头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进屋

了。 

使者灰溜溜地回到王宫，一五一十地回了国王的话，心里怏怏地。国王听了使者的回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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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叫绝。立即招来文武百官，诏令迅速备车驾马，大小事严格按照求聘的礼仪制度，然后再

派五百名采女一同前往迎接。 

诏令一发，宫中上上下下立刻忙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一切准备就绪，迎亲队伍浩

浩荡荡上了路。 

只见使者坐在一辆装饰得庄重尊严的车上，五马驾御，引导着装满了牛、羊、猪、酒等等纳

聘的礼物的巨大华车；有精兵十万作为前导，大小车辆不下千乘。膘骑马 匹成千上万；侍

卫仆役十二万人；再加上敲锣打鼓的乐队。吹吹打打，声音震耳欲聋，撼天动地，队伍绵延

几十里。沿途围观跟随的平民百姓更是不计其数。 

这空前绝后的迎亲队伍来到孤女家门前。使者下了车，叩门拜请，毕恭毕敬。孤女由母亲引

导着，来与使者见面。看见这般场面，心里有点过意不，说道："多谢特 使大人、文武百官

和侍卫吏民。一路劳顿颠簸，真是有劳大家了!我一个贫穷卑贱的孤女，岂敢麻烦诸位大

人、侍臣如此辛苦。" 

"使者您的来意不言自明，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只好让诸位违辱国王的诏命了。想我乃是

出身贫贱，举止粗陋的女子，又年纪轻轻，不闻世事，无德无功，自惭形秽呀。" 

使者一听女子这么说，心中起急，直冒虚汗。想说服她，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没等使

者开口，孤女又接着说： 

"卑女既无闭月羞花之貌，也无弦管悦耳之声，身无紫玉金花的润泽，气无旃檀麝香的芬

芳；言谈缺少忠义舒和、仁慈善良的美德；举止不知深浅进退、迂回曲直的分寸。所以根本

配不上当王后。国王的倾心和诸位来的礼物恐怕我都没资格收领，这次恐怕只能是徒劳无获

啦。" 

使者和文武百官没有想到会从一个普普通贫家女嘴里，听到这番言论，无不慨叹、佩服，不

住点头，发出啧啧称赞之声。随即，他们便把五百采女招呼过来，对她们说： 

"知道你们为什么如此红颜青春，却又是如此福薄位卑吗?光有娇好姿容是不够的呀。既然是

做奴婢下人的命，就安分守己，克职尽守吧。好好服侍国王，时时修炼 善心，多行善事，

遵从王命，不犯宫规。"采女们连声应诺，同谢使者和文武百官的教训。接着，又招呼二千

五百名青衣公子上来。 

"人出生本来不分贵贱，但一个人若是在后天过程中能精心求学，获得处世之道和人生真谛

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至尊至贵的人上之人。你们都是宦官、功臣、学者 的后代，你们的

祖辈、父辈对国家都是建了功、立了业的，你们是不能坐享其成的呀!但也不必背什么包

袱，应该寻先人的足迹去走自己的路啊!"公子少年们都躬 身施礼，鸣谢赐教。 

这时，百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向孤女奉上国王的聘礼：黄金一千饼，白银二千饼；

华丽的璎珞，晶莹的琉璃，透灵的珍珠，多姿的珊瑚，神秘的玻璃；白素 千匹，御谦千

匹；绮增绵罗、朱锈紫绿、黄白罗衣百件；还有各色各味的香草、香袋、香粉、香技，不下

千种。百官、使者一同跪下，请求孤女接受礼物，随他们人 宫。 

孤女被弄得无法再加推辞。使者一看机会，正好就势献上王后所穿服装，所配饰物一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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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命宫女入室服侍王后穿戴妆颜。 

一会儿功夫，只见众采女簇拥着一位雍荣华贵、祥和尊严、光彩摄人的王后出现在众人面

前。文武百官见了，高呼万岁，无比欣慰，都认为有这样一位王后，国家必 然昌盛太平。

那些宫女、青衣们更是喜不自禁，依附在王后周围，就好像是孩子找到了母亲一样，感到无

比幸福。一时间天空清朗百鸟齐鸣，一派吉祥的景象。 

这迎亲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王宫。大概是因为娶来一位世上少有的尊贵夫人的缘故吧，

整个王宫上下，屋檐殿角生发出赤、橙、黄、绿、紫五色光芒，照得里里 外外透亮爽目。

五百名侍从进殿拜见王。国王看着宫中这般明朗，莫名其妙。使者忙把迎亲的经过从头到尾

细细地讲了一遍，然后招呼宫女们搀扶着新王后上殿拜见 国王。 

孤女进得前来，含羞妩媚，俯首跪拜，身姿轻盈、舒雅，一举手，一投足，真是风度翩翩，

楚楚动人哪!国王情不自禁地躬身回礼，走上前去把新王后搀扶起来，细 细端详，越看越

爱，心中暗暗叫好："呵--定是位温柔贤惠，仁义和善的好夫人哪!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天底

下就这么一个好女子，还让我给寻到了，我也心满意 足啦。" 

从此，孤女便在宫中正式做了王后。她平时不多言，但言必有理、有义、有节，切中实质，

再难的事一点就破。宫内宫外，朝上朝下，没有不佩服、敬仰她的。国王更是又爱又敬了。 

转眼新王后进宫已经七天七夜了。可这七天七里，她根本没睡过觉，没沾过床，整日整夜地

和妃嫔、采女们一起嬉戏游乐。宫女们几次传报，说国王要与王后见上一 面，可都被她拒

绝了。国王三番五次地被拒之门外，已经沉不住气了，更何况他们是新婚夫妻呀。他便吩咐

宫女去问明不见的原因。 

不一会儿，宫女回奏道："王后说她要保守贞洁，追求清净，不能被不洁净的东西玷污，所

以不能和国王说话，更不能见面。" 

国王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命令道："你去告诉王后，所谓家室，就是指男女两人有夫妻的

名分。丈夫和妻子要相亲相爱，关怀体贴。妻子七天七夜都拒丈夫于门外，不理不见的，这

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合乎家法礼数的吗?" 

过了一阵子，传话的宫女回来了，又把王后的原话照搬出来："有一个秘密今天告诉你。我

一生有两大心愿，一愿已经实现了，即和大王成婚；但还有一愿没有实现，所以不能和你相

见。" 

国王觉得这新王后还真不简单，总是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举动，这使他更觉得有趣，非要问

个究竟不可。 

"王后能否告诉我那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吗?"  

王后回话说："我从小就许了愿，长大一定要嫁一位国王，另一个愿就是侍奉敬供佛祖。" 

"既然一愿已了，我们姑且先见上一面，然后我再去给你请佛，怎么样?"国王请求说。 

"不行，要是不先见到佛，你我是永远不可能见面的。" 

国王一听这话，顿时被触怒了，大声喝道："你本来是个贫寒下贱的乞丐种，怎么敢冒犯违

抗我这个万乘之君!真太不自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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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不卑不亢地回道："俗话说女人的命运在丈夫的手上，夫唱妇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我都得顺从，我更是要严守妇道。可是我确实有个宿愿，还为此发誓赌咒过，是绝对不能

辜负的呀!大王虽至高无上，但也不能屈枉无辜呀!" 

"我乃一国之主，居万人之上。凡是违犯我的就杀，还问什么是非曲直，委屈冤枉?我就是

法，就是理，反抗我的意志就是犯法背理。"国王理直气壮地反驳着。 

王后看国王正在火头儿上，又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便心平气和地劝解开导着："国王是

百姓的父母，判断是非曲直应该以公理、公德为依据，怎么能按着自己的喜忧和好恶，由着

性子来呢?这种行事方法一般人都不允许，何况你是众人信赖爱戴的国王呢。" 

国王被王后问得不知如何对答，又不肯就此认输，便硬着脖子赌气似地说："不管你说什么

大道理，我就是我行我素，顺我心的就好，不顺我心的就杀!谁也甭管。" 

"既然国王这么说，那好吧，我小女子也有颗心，顺我心的话就相见，不顺我心的话永不相

见!" 

国王简直拿这位王后没办法了，他的确是太怜惜她了。越是被她顶撞，就越觉得她可爱，越

不能失去她。 

终于，国王让步了："那好吧，你说怎么请佛吧。" 

"难道这还有难处吗?佛本来就在我们国家里，若诚心相请，一定会来的。" 

"夫人有所不知，难不是难在这里，而是难在文武百官身上。我若是请佛入宫，他们一定要

嘲笑讥讽我的，那样的话，我这国王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哪。" 

"大王不必多虑，你只管请佛进宫，至于百官的态度嘛，我敢保证他们个个欢天喜地，求之

不得，绝对不会讥笑你的。"王后十分自信地给国王鼓着劲。 

当天，国王就传令御膳房的厨子们，叫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做出十万人的饭来。然后派宫女去

问王后：  

"我已吩咐备好十万人的饭食，带上去请佛可以了吗?" 

王后答道："妇道人家自然是听丈夫的了。请佛可不是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事，礼仪不能

怠慢呀！大王您最好亲自驾车去迎请，见了佛还要深施大礼，恭恭敬敬……" 

不等把王后的话听完，国王就抢白道："好了，好了，到此为止吧。若是我想请佛，我就

去，要是你想请佛，那你就去。我是不会代劳的。" 

"大王您尊贵威严，又是妾身的丈夫，我就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抵不上大王您的只言片语有

威力呀。看在夫妻的情分上，你就亲自去请一趟，否则我们不就像无缘无情的陌生人了吗?" 

不提"夫妻情分"还好，这一提就触到了国王疼处，他没好气的甩出一句怨话来："哼，什么'

夫妻'?难道我们做夫妻了吗!既没成真夫妻，又谈什么么情分、道义。"  

王后听罢，默然不语，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更显得光耀迷人。国王怕她独自去请，更怕她意

外出走，命令宫内宫外的卫兵和巡夜打更的倍加留心，关闭宫门，千万不要让王后出宫。一

时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宫里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连一只鸟都甭想逃出去。 

再说，王后也察觉到这一切，而且身边的宫女也多了些，轮番守候着她，彻底不眠。她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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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国王是不会去请佛了，而且还表示出对自己的不信任，派这么多人看管、软禁自己。

她摇了摇头，长叹一声，便消失无影了。 

这下可不得了啦，宫女们和七十一位嫔妃发现王后突然之间没了影儿，惊呼起来，分头散

开，到处寻找，宫里宫外，墙角树丛找了个天翻地覆，还是一无所获。 

国王这时后悔得要命，捶胸顿足，声泪俱下："都怨我，都怨我，一时固执己见，出口伤了

她的心，现在追悔莫及呀--怎么办?怎么办?只要她能回来，我干什么都行，什么都依从她。" 

一旁的嫔妃说道："王后可不是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呀。大王您应当称她的心，随她的意才

对，怎么能由着自己的喜怒好恶而对王后恶言恶语地伤害呢。现在事情明白了，这王后绝非

凡夫俗子，乃是天上的贵人哪!如今大王把她逼走了，叫我们这七十一个人依靠谁去呢?唉一" 

宫女、青衣们在一边哭哭啼啼，像死了亲娘似的；公卿大臣们也都悲悲切切，怨声载道；就

连百鸟也啸鸣天空，凄婉得让人心碎。国王更是痛不欲生，仰天长叹，泪如雨下。百姓市民

都停工停业，农田废弃，商市萧寂，人们聚在一起，抱头痛哭…… 

七天七夜过去了，国王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滴水未进，粒米不吃。嫔妃见此情形很是焦

急，便到国王耳边说道： 

"大王您这样下去可不行呀!就是亡国亡命也不能让王后起死回生啊!不如您亲自面见佛，请他

来宫，或许佛能帮助我们呢。" 

国王见了佛，立即跪拜磕头。说明来意，想请佛进宫，佛问国王： 

"身为一国之君，政务国事一定很繁忙，少不了劳顿忧扰，真是很辛苦操劳哇。冒昧地问一

句，国家治理得还强盛吧?百姓的日子还平安吧?" 

国王深有感触地叹："虽说是国泰民安，可有件大事我没有处理好，以至于今天国悲民怨

的，唉，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哇。所以特来请佛，以了却以前该了未了的愿，也算良心上的弥

补吧。可我的愿又怎么了呢?" 

佛望着国王懊悔而绝望的神情，心中便有了数。随即，佛被请上御车，一起进宫上殿。 

"国王把佛请进宫啦!这可是王后的愿望呀。' 

消息一传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人们都期待着佛能给国家带来福运，认为王后对佛如此崇

拜，一定是有什么原由的。 

国王将佛奉如上宾，设最尊贵的座位。佛刚一落座就看见王后率领着众妃嫔、美人和采女共

三千五百七十一人，上前向佛施大礼。所有在座的人中，只有佛眼能看得见王后，而国王、

妃嫔、采女等俗界之人的眼目是根本看不见的。 

佛扭头看了看心事重重，满脸愁云的国王，微笑而慈祥地朗声说道："陛下，您朝思暮想的

王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您看她是谁?" 

国王定睛一看，又惊又喜高兴得要发狂了："哎呀!这不是我的王后吗!王后，真的是你吗?!" 

文武百官、嫔妃、采女，以及宫中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欢喜极了。国王马上下令大设斋宴，

以表庆贺感激之情。吃罢斋饭，佛对众人说： 

"今天是可喜可贺的日子，诸位心中有什么愿望都说出来，我定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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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迫不及待地问道："我这位王后，出身贫素，地位低微，还是个没有父亲的苦命的孤

儿。现在做了一国之后，可谓尊贵到了极点。她身为王后，奉为百姓的国 母，而且仁义贤

德，心慈面善，说起话来委婉动听，总是怕伤害别人。这么好的一位王后天下能有几个?可

为什么要让她七天七夜销声匿迹，脱离人间，到神鬼出没 的地方去受惊吓之苦呢?" 

佛知道国王必定要刨根问底，便不紧不慢地从头讲来： 

眼前这位王后，原来是个男身，作为佛教的一位居士，他倒是更擅长高谈阔论。虽然他家财

万贯，十分富有，但却是个怪吝小人，贪婪钱物，从来舍不得为佛门布施点儿什么。所以现

在让他变成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的人。 

另外，这位居士还非常地迷恋女人，是个好色无度之徒--所以现今就让他自己也变成女人，

整夜整夜地与女人们相伴娱乐。 

当然，这些并不能掩盖居士的学识智慧，以及他在佛学中进取精研的成就。由于他喜交学者

名流，潜心佛教道义的研究修炼，所以他已经达到了较深的佛道--已见到五百位佛。而今又

见到了我。 

如今世间，居士化为女人之身，与国王结为夫妇。但因为她先世侍奉五百佛时，心不忠坚，

身不尽职，故而今世于烦恼轮回中，投生为女人之身。 

佛顿了顿，环视了一下众人，接着说："王后要经历三十九劫后，能得道成佛。大王也须在

天上投生七次，在世间投生七次。大王在天上的时候，王后就是天女，侍 候在大王身边，

十分默契投和。你们二人会生生死死，相伴相随，几代几世永远忠贞不渝，相偕相助，终将

解脱轮回。国王从前的骄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坏毛 病也永远不会再犯了。" 

国王听后心中大喜，即而得道。他当即就请佛给自己授"五戒"，然后诏令所有嫔妃、采女，

大小公卿、官吏，以及全国的百姓，都必须人人信奉持守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

淫，不妄语，不饮酒。 

王后以前曾受过"十戒"，她在后宫施行斋戒，规定一年三次大斋，一月六次小斋，率领上下

三千五百七十一个女子一同遵行。国王整顿朝纲，政绩卓著，严于律 己，宽容待人，行事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国家里现出一派气和民祥太平昌盛，蒸蒸日上的景象。国王认为这一

切都是佛的功劳，便大兴土木，建寺造塔，倡导佛 教，使天下人万仰同归。 

然而，几年之后，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王后的心事真是不同寻常--她忽然觉察到一个规

律，就是人最善变，意无常念、情无专思，夫妻也不例外。她后悔自己生 时没有贞洁之

名，死时却落了个不净之身。就有些长吁短叹，整日里衣冠邋遢，披头散发，不梳不洗，哪

里还像一位尊贵的王后。 

国王不知王后出了什么事，可又不敢贸然探问。正在焦虑为难之际，王后对他说： 

"大王不必感到奇特怪异，世上的事本是如此。不管人情世故怎么变化无常，终究逃不过一

死。" 

"就拿大王您来说吧，您之所以贪恋我，是因为我青春娇美的容貌，细滑的肌肤和香洁的气

息。可这些都不是常久之物，青春不能永驻，容颜会变得老丑，肌肤即将萎缩干瘪，气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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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混浊不堪，它们都将衰败、死亡。" 

"夫妻恩爱，但难免生老病死，当苍老和病魔有一天降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有谁会替我阻挡

它们，驱散它们呢?" 

"唉，人这辈子无非就是儿女情长，夫妻交合罢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此说来，人生真

太没意思啦!" 

国王心中不以为然，怎么能说这是人生的惟一希求和依托呢?人生的真谛不止这些。但为谨

慎起见，嘴上却劝道："夫人乃是天人，是至尊至上的人上之人哪!你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非同小可，万万不能虚言妄语呀。要知道那些黎民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要仿效你

的，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笑谈。还是请夫人三思而后 语吧。" 

王后-本正经地说；"我是女人，有时任性，不能自我克制，所以好冲动，所以要向您说明，

不过我有自知之明的，女人的命就是如此的。我奉劝大王，不如早找一 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代替我这半老徐娘吧，宫中采女、美人数都数不过来。这也算是了了各自的愿啦。" 

这话说得尖刻刺人，但国王并没发怒，仍心平气和地解释着："我已经老啦，身边虽有这么

多嫔妃，而这些采女大都是小儿辈的，是那么幼小稚气，她们当中没有一 人如我意。再

说，你我命中注定不离不弃，我们老夫老妻就凑合在一块吧。我还等着你给我送终呢。我死

后，一切后事都要你主持掌管，太子还小，尤其需要你的爱 抚照顾，你怎么能忍心舍掉这

一 

切，一走了之呢?再说你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生死难测，但对世界间扑朔迷离的变幻想实在是厌倦了、嫌恶了，不想再在此耗费我的

生命了。所以决意要去找佛，请求让我出家作沙门。" 

这下，国王可绷不住劲儿了："夫人此话差矣，你乃是一国之母，至高无上的王后，怎能忽

发奇想，要出家呢!这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吗?那小小的沙门哪是你这样高贵的人去做的?此事万

万行不通，绝对不允许!请你断了这个念头吧!" 

王后郑重其事地申辩道："那些尊贵的佛不都是从沙门做起的吗?弗迦沙王不就是舍弃了九十

九个国家，八九千嫔妃、采女而出家求做沙门的吗?古今世世，求做沙 门的人多着呢，并非

只有我一个女人呀。自古道：女人祸水。但我要说，贪迷女人的男人更危险--身陷欲火之

中，不能自拔，进而沉沦下去。不要说获罪深重，就 是别人要救你也难哪！我前世就是个

好色的男人，结果自作自受，今世做女人，报应了自己，也惩罚了自己。但我现在醒悟了。

大王您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哇。 

如果大王心里实在离不了女人，那么这三千五百多位嫔妃、彩女也足够您受用了吧，又何必

不放我一个人呢?" 

国王见王后说得头头是道，很难说得过她，但他还不甘心，又说："王后若是这样一意孤

行，那么这国家我一个人怎么治理?上次没了你，举国上下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你不能走

哇，国无王后，国将不国呀!" 

对国王这近乎哀求的话，王后仍是无动无衷，抓住他的话头，反过来开导起他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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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王位、百官、公卿、嫔妃、采女，还有那珍奇宝物，不过是过眼云烟罢 了，根本不值

得留恋；而你自身所有的身躯、骨骸、头脑、五脏，将来死后入土还不知分离飘散到何方

呢？所以，所有这些有什么值得你爱恋难舍的呢?" 

国王被说得可怜巴巴的，望着王后说："现在我放你一个人走了，要是过会儿我的那些嫔

妃、采女们一个个地追随你都走了的话，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 

王后轻叹道："正所谓各人有各人的命，各人有各人的福，不是别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别

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该发生的，怎么拦也拦不住，不该发生的，再想也白搭。相信她们不

会走的，只要大王对她们施以恩爱之情，体贴宽慰之意，必定会亲和、依附于你的。" 

"可是这些人都是倾慕崇拜你的德行，我一个男人又怎么可能做到八面玲珑，皆大欢喜呢?何

况我只钟爱夫人一个人，那些女人根本不服从我，如今你抛弃了我，让我一个人面对她们，

恐怕只有跟她们动枪动刀，才能让她们怕我，服从我了。" 

"不是这个道理。女人永远是尊男人为正的。只要大王亲近她们，一定会相安无事的。" 

"不行不行!我心里还是没底儿。无论如何要请王后出面，当众吩咐交待一下，我才放心。" 

于是王后便把所有的嫔妃、采女都招来，正言道："你们都是女人，今后必须全心全意地服

侍大王，不得冒犯，不得轻慢。我借此机会和大家道别，出宫去做沙门。 从今往后，大家

各守其职，各精其业，互相勉励，朝夕相助吧。但愿我此去求经奉法，殚精竭虑，尽早修成

佛道。到时候我们还会见面的。" 

众女子听了立时嚎啕大哭，哭声震天动地，天王帝释随即显现，飘然而至，授给王后袈裟一

件，王后即刻头发坠落袈裟着身，又授她"五百戒"。方才的夫人便真变 成了比丘尼。一旁的

嫔妃、采女是皆大欢喜。接着，帝释天王再授袈裟和食器给比丘尼，于是，方才的比丘尼就

变成了沙门。 

国王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他不怒、不恼、不悲、不怜，而是欣然大笑道："贤德的人功绩昭

著，德行无量，真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归宿了!"说完，国王也得道。 

他回到王宫，神情木讷，若有所失，似有所得，一连几日闭门独思静想，不上朝，不听政。

文武百官议论纷纷，忐忑不安。终于有一天清早，国王把太子叫到身边，把整个国家都委托

给了他。国家有了一位年轻的新国王。 

之后，这位老国王仰天发愿："我想到做沙门。谁知我心，谁助我愿哪!" 

话时刚落，只见帝释天王又出现在他面前，亲自给国王剃度，授他袈裟、食品。 

从此，国王便跟随佛周游列国，使十二个国家的君王都将王位传于太子，自己追随佛教，做

了沙门。后来，他们又都修成了罗汉道。  

 

 

摘自《佛教经典－菩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