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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罗太子与神女 

 

古时候有个尼呵遍国。这个国家的国王从小就听人说，有的人因得道而升天，有的人成仙而

升天。因此，当他还是个孩童时，就下定决心，要让自己也能升天。可到 如今，他眉毛胡

子都花白了，仍未能升天。他不知道原因何在，终日忧愁，彻底难眠，冥思苦想升天之策。 

尼呵遍国有四万多个婆罗门。国王想："也许他们知道如何升天。" 

于是，国王就召见了那些婆罗门，说道："我想要升天，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有个婆罗门谄媚地笑道："尊敬的大王，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您想升天，不知是打算以

肉身升天，还是以灵魂升天呢?" 

国王说："我怎能只让灵魂升天呀?我都想了几十年啦，当然就像现在这样坐着升上天去呀!" 

那个婆罗门说："好办极了，好办极了！" 

其余婆罗门也都点头哈腰地附和着说："是的，这件事情极其好办!" 

国王不解地问："我几十年都没想出办法来，无法升天，难道真的很好办吗?" 

婆罗门们恭敬地点着头，说道："好办之极。只要您举办一个大的祭祀活动，您的愿望定会

实现的。" 

国王一听，说："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婆罗门们互相使着眼色，对国王说："您没听说过吗?心诚自然灵，只要您舍得用最好的东西

祭祀上苍，您就会被召上天界的。" 

国王大喜，立即传令重赏众婆罗门，金银各两千斤。 

那些婆罗门一辈子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的黄金和白银，不由欣喜若狂。叩谢了国王后，立刻带

着金银回去了，大肆挥霍，吃喝玩乐，很就把钱都花了个一干二净。 

婆罗门们凑到一起计议，这事怎么办?都说："办大祭祀光有物品不行，国王要是问起来，我

们就说，一定要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还要大象、马等牲畜各一百头， 这样才能办个像样

的大祭祀，否则，上苍是不会接纳他的。当然了，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国王还得为咱们先举

办一顿丰盛的筵席，让咱们吃饱喝足了，才能为他祈祷 上苍呀。那时，再把童男童女和牲

畜都杀死，用他们骨肉来祭祀，国王就可以如愿升天了。" 

他们计议已定，便只等国王来问。 

果然，国王自婆罗门们走后，就日日等待佳音，左等右等不见动静，就派人去找婆罗门们寻

问，那些婆罗门就以事先编好的话来搪塞国王的使者。 

使者回来，向国王说了婆罗门要国王预备童男童女和牲畜之事。糊涂的国王满口应承，说：

"很好，我要升天，当然没有孤家寡人独去，是得带些人和牲畜才对。" 

他当即下令，在全国征集百名童男、百名童女和百头象、百匹马，以供祭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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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一下，差役们四处抓人抢牲畜。到处是父母不忍儿女被拉走、农夫不愿牲畜被征集的哭

声、怨声，百姓人心惶惶，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反抓 人、反征畜的抗

暴斗争。一时间，征集与反征集的斗争席卷全国，大大小小监狱都关满了反抗的人，乡乡镇

镇儿女被抓走的人的哭声震天动地，哭喊着的人堵塞了交 通。 

有正义感的人士，当面劝谏国王，说："大王呀，您是一国之君，万乘之主，千万不要背弃

仁爱之心而听信妖人妄言，否则，国家就要灭亡了!" 

国内民愤日大，民怨冲天，消息也传到了给国王出坏主意的婆罗门的耳朵中、他们凑到一

起，商议道："听说了吧，百姓们都反了。他们要知道是我们的主意，我们 的脑袋可保不住

了。即使他们不知道，倘若杀了童男、童女和象、马，国王仍升不了天，咱们的脑袋也要搬

家哩!怎么办好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惊慌失措。 

有个婆罗门说："我有个主意，国王一心想升天，也是不会怪罪我们出什么主意的，只要我

们再给他出个难题，他若办不到，升不了天，可就怪不得咱们啦，咱们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众婆罗门一听，齐说："对呀!快想个国王办不到的主意!"大家开始设想起来。 

忽然，一个婆罗门说："我有个主意，你们听听如何?"大家都凑过来，竖起耳朵听着。那个

婆罗门继续说："咱们就对国王说，祭祀苍天，只用凡人的骨肉还不 行，必须要有仙人的骨

肉才行，听说遥远的地方有座香山，山中有个神女，乃天王之女，美妙绝伦。我想，国王想

找到这位神女，可不那么容易了。咱们就让他派人 找去，找不来，他升不天，也就不能怪

咱们了!" 

众婆罗门大笑，道："极妙的主意!极妙的主意，多亏你想得出来!" 

于是，众婆罗门来到王宫，对国王说："大王，现在万事俱备，只差一点儿神力，无此神

力，大王的肉体和灵魂要同时升天，可就太难了。" 

国王一听就急了，说："怎么，要童男、童女各一百，象、马各一百，还不能祭祀吗?" 

婆罗门们说："上天是仙界，凡人升天，要凭借神力，岂是人间的凡人、牲畜的力量能达到

的。在香山有位极美丽的神女，只要能得到这个神女，和她的血来祭祀苍天，大王您就会顺

利升天，到极乐世界去了!" 

国王听了，又高兴了，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对我说呢?又耽误了我许多时日。更糟的

是，眼下正是四月天气，云雾缭绕，凡仙神等，绝不会住在好找的地方，叫我到哪里找那神

女去呢?" 

婆罗门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请多发赏金，此事定能办成!" 

国王一挥手说："你们尽管办去，花多少钱都不要紧，只要能让我升天，越早越好!" 

婆罗门们窃喜。领了许多金银，在宫门外大摆盛宴，供四方百姓分享，并宣称："谁能说出

神女住在哪里，定有重赏。" 

百姓们从来也没见过在王宫门外摆宴席，纷纷前来观看、品尝，其中就神女的住所议论纷

纷。有的说："听说那神女美丽极了，凡人难得一见的。" 

有的说："香山有九十九座峰，峰上有九十九个洞，谁知道神女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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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有一个人说："我听说在香山第七峰上有两个道长，一个叫'奢梨'，一个叫'优奔'，他俩知

道神女住在哪儿。" 

消息传到国王那里，国王大喜，赏了报信人后，说："你等速速到香山第七峰，把那两个道

长找来!" 

使臣接旨，日夜兼程，一路跋山涉水，风尘仆仆，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总算把奢梨和优

奔找到了，并带他俩来见国王。 

国王非常高兴，设盛大宴会，招待两位道长。一连七天，美酒佳肴，轻歌曼舞，招待得两位

道长心满意足。 

两位道长想："无功不受禄，难道国王把我们找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吃喝玩乐吗?不会的，他

定有事求我们，待我们主动问他。" 

于是，奢梨和优奔主动上殿，叩谢国王盛情招待，问："不知大王有何吩咐，我等愿效力，

请大王明言。" 

国王一听，正中下怀，说："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升天。如果你们俩能替我找来神女，让我升

天，我愿把王位让给你们。" 

奢梨和优奔听了，齐说："承蒙大王如此许诺，我二人一定尽全力，为大王找到神女。" 

国王大喜，赏赐二人后，让他们即刻上路，寻找神女。 

香山有九十九座山峰，一座比一座险峻。奢梨和优奔领命出发，千里迢迢，靠双脚步行，一

路劳顿辛苦自不必说，艰苦跋涉了两个多月，吃尽了种种凡人未所听闻的苦，这才找到香山

的主峰。 

两人进得山来，举目四望，这主峰的景致，别有一番天地，气象果然不凡。首先映入他们眼

帘的，是一个大水池，池水方圆三十余里，碧波荡漾，池水清澈见底。池 中长有仙草，碧

叶如玉，还有圣洁的莲花，袅袅婷婷，在绿叶掩映之下，像羞涩的少女，于微风中飘来阵阵

沁人心脾的幽香。 

顺池前望，他们看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以宝石筑成，光灿耀目。宝石城的长、宽、高

都有八十里，围绕宝石城的是一圈世上罕见的宝树。五光十色的城，闪着熠熠的光，珍希鸣

禽唱着悦耳的歌儿。如若不是亲眼所见，奢梨和优奔真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他们朝宝石城走去，只见城门有七宝，城中，精美辉煌的亭台楼阁相映生辉，幢幢不同；帘

儿缀锦华美绝伦，钟儿铃儿，发出悦耳动听的仙乐之声，许多美丽的宫女和着音乐的节拍在

宫中翩翩起舞。奢梨和优奔都看得呆了。 

原来，这里是天帝释的宫殿。他每七天来这里游一次，听听音乐，看看舞蹈，赏赏美景，并

于池水中沐浴，然后，升上天空。 

奢梨和优奔往里走去，只见池边宝树上，有一婆罗门在静坐。此人圣洁无比，有着常人所没

有的神奇功力。 

奢梨和优奔向那个婆罗门走去，稽首后，道："尊敬的圣人，这音乐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仙

乐啊!请问，这是为谁演奏的呢?" 

圣洁的婆罗门看见他俩，正色道："陌生人，这时是仙家殿堂，一会儿头魔王的女儿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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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神仙要来此游戏、沐浴，你等速速离开，不可在此停留!" 

奢梨和优奔听得此言，不便再停留下去，只得依命退出。可他们怎甘心就如此回去?于是边

走边相互商议着。 

奢梨说："头魔王的女儿要来，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 

优奔说："有那么多神仙在此，你我怎能下手捉神女呢?" 

奢梨想了想，说："听说有一种草，被施了咒语后，投到诸仙人沐浴的池中，可困住神女，

咱们不如照此办理。" 

于是他们就四处寻找那种可以施咒语的神奇的草。找了一会儿，果然找到了。他们对草施了

咒语，投入池中，躲在附近，等待时机，以便捉住神女。 

不一会儿，帝释率众仙人从天界下凡，听歌观舞，宴乐之后，来到碧池之中，沐浴。浴罢，

飞天而去。众仙随帝释一个个都升上高空，惟有神女，因受寻施咒的奇草之困，无法飞升，

留在了池中。 

奢梨和优奔一见，高兴异常，从躲着的宝树后跑出，跳入水中，抓住神女，并脱下自己的上

衣，将神女双手缚住。 

神女大惊，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 

两个道长说："只因尼呵遍的国王一心要升天，需要借助你的神力才行，只有劳驾你跟我们

到国王那里去复命了。" 

神女无法摆脱他俩，只好随他们前往尼呵遍国，他们来香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寻找神女，回

去时借助了法力，只用了七天。 

国王见奢梨和优奔为他抓来了神女，喜不自胜，设宴款待两位道长，说："好啦，这下子我

几十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曾许过愿，一旦我顺利升天，这个国家就送给你们，我说话是

算数的，你们帮了我忙，我要报答你们才对。" 

尼呵遍国国王有个长子，叫"难罗尸"，在另一个国家当国王。难罗尸的儿子名叫"须罗"，被

立为该国的太子。须罗太子年轻英俊，心地善良，学识渊博，通达事 理，是老尼呵遍国国

王最宠爱的一个孙儿。如今，老国王就要升天了，他心中舍不得小孙儿须罗，就派人去召见

须罗来与自己告别。 

须罗听到老祖父急着召见自己，飞马来到尼呵遍国王，见到老国，叩首拜见老祖父。尼呵遍

老国连忙让他起身就座。 

老国王以慈爱的眼光看着自己心爱的孙孙，说："你们那个国家近来可安好无事?" 

须罗太子回答说："承蒙您的恩泽，非常安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很富足。" 

须罗太子问："您这么急着召见我，想必有要紧的事情?" 

老国王点点头，说："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盼着能升上天去，如今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临走之前，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呀，我心爱的孙孙，所以才叫你来，再看看你，好跟你告

别。" 

须罗太子早就听说老祖父一心想升天的荒唐事，不料如今真要升天了，有些不解，问道："

不知您是用什么方法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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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国王得意非凡，说："哦，哦，难怪你要问，这不是常人经常能见到的事情呀!我要用百名

童男、百名童女和百头大象、百匹良马的骨肉，再加神女的血祭祀上苍，这样，我就能升天

了。" 

须罗太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哪，要杀害那么多生灵，还有神女……不，我要阻

止这件事，不让祖父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和牲畜，我一定要制止他!" 

见须罗太子皱眉沉思，便说："小孙孙，你怎么了?是不是一路奔波，有些乏了，我让人服侍

你歇息去吧!" 

须罗太子一听，连忙说："不，爷爷，我不累，不累!"情急之中，他猛地想出一个主意，说：

"我敬爱的爷爷，您最疼我是吗?" 

老国王不解地看着须罗太子，点点头，说："当然，我最疼你，怎么?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须罗太子说："是的，爷爷。我想那神女一定美丽无比，孙儿已不小了，该娶王妃了，恳请

爷爷让我娶那个神女吧!"原来，他心中的主意就是："只要自己能娶神女，神女就不会遇害

了，祭祀之事也就无法进行了。" 

老国王一听，连连摇头，说："不不不，我心爱的小孙孙，你要月亮，我派人给你去摘，要

娶神女可不行，爷爷可以把天下的美女召来，尽你挑选，这样可以了吧?"老国王可不愿升天

下之事告吹，所以，对孙儿的宠爱也扭转不了他升天办祭祀的决心。 

须罗太子说："我的好爷爷，亲爷爷，孙儿从不求您，只这一件事，你就依了孙儿吧!" 

老国王拍拍须罗太子的手，说："别的事我都依你，只是这件事，不能依你，我主意已定你

就不要说了。明天，我就派人到各地为你选美女。歇息去吧，我也累了。" 

说完，便从宝座上站起身，到寝宫去了。 

须罗太子一看爷爷拒绝了自己的请求，心急如焚。内侍送上晚餐，他无心吃喝，又叫内侍端

了下去。忽然，他又心生一计--躺在床上，宣布绝食，一连几日，他滴水不进，人已饿得脸

色蜡黄，奄奄一息。 

老国王开始也不大理会，只是叫内侍好生服侍，派医生去给孙儿治疗。谁知，几天下来，孙

儿竟自不行了。听了内侍的报告，老国王像被人摘去心肝似的，急忙让内侍搀扶着，来看望

孙儿。 

一见命在旦夕的孙儿，老国王老泪纵横，抱住须罗太子泣不成声地说："我心爱的孙刊、

呀，爷爷答应你了，让神女做你的王妃，你可不能先我而去呀!" 

须罗太子见老国王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心花怒放，开始进食。待他身体康复，老国王为他和

神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举国上下欢庆喜贺。百姓们奔走相告：老国王不祭祀了，不升天

了，孩子们和神女都有救了! 

须罗太子与神女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幸福美满，转眼已过了四个月。 

全国的百姓高兴了，那些婆罗门可生气了。如果国王不再闹着要升天，他们到哪去捞钱挥霍

呢? 

婆罗门们又找国王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对国王说："尊敬的大王呀，难道您不再想升天了

吗?天帝释那里可是仙境呀!快派人挖个大坑吧，杀了那些童男童女和 象、马，把他们放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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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中，准备好祭祀的东西，再取神女的血涂在童男童女的尸身上，选个良辰吉日，祭祀上

苍，您就可以升天啦!那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呀!" 

老国王何尝不想升天，只是被须罗太子逼得没有办法，才许婚，让他娶了神女，这些日子，

心里正不知怎么好呢!听得众婆罗门如此煽动，心里又活动 

了起来，说："很好，你们去准备吧。" 

老国王立刻命令大臣们晓谕天下，让全国百姓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同准备好，参加国

王升天的祭祀。 

须罗太子听说了，连连说："我的老祖父呀，怎么就不肯放弃这荒唐的念头呢?全国百姓刚刚

安定了四个月，他又要搞什么大祭祀，是什么人在蛊惑老国王?" 

当须罗太子知道此事是婆罗门们在搞鬼，非常生气，责问那些婆罗门道："你们所谓的大祭

祀，出自什么圣典?" 

婆罗门诡辩道："大祭祀可以升天呀!" 

须罗太子说："你们口口声声是佛家信徒，你们知道不知道杀害众生的性命，是万恶之首，

其祸无边?你们这世杀了人，来世转世，仍是恶性难改，互相仇杀，互相 残害，世世代代，

永无休止。你们死后，会下地狱，受那烧烤、蒸煮、宰割种种酷刑。转世或做畜牲，由人杀

戮宰割烹饪；或转为人，也会因前世杀人而罪名加身。 像你们如此百般作恶，上苍是不 

会容忍你们的!" 

婆罗门们被须罗太子质问得理屈词穷，便耍无赖，说："你这小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敢

来责骂我们?" 

须罗太子冷笑道："五百世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婆罗门，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受的教育我

都受了，该读的书我也全读过。身为婆罗门，自当清真为首，仁慈为怀，多行善事，哪有你

们这样骗人行恶、为非做歹的?你们的罪恶行径合乎哪一家的经旨?" 

众婆罗门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须罗太子越说越气愤，又正色道："国王志向至清，一心想升天，却被你们用来谋财害命，

大行不义。人们的灵魂如此肮脏龌龊，生性如此贪婪残酷，假借祭祀升天 之名，杀人屠

畜，靠国王的赏赐大肆挥霍，饮酒淫乱，上欺天子，下害百姓。非但如此，你们还逼迫百姓

一起来祭祀，使他们违背佛家法规，背叛先贤，用自己辛辛 苦苦挣来的钱才供奉鬼域，而

使自己和亲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难道合乎神圣的佛家教义吗?" 

一连串义正辞严的责问，把婆罗门们问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他们只得稽首告退，一个个

灰溜溜地跑了。 

须罗太子又赶到祖父那里，对国王说："我敬爱的爷爷，我听说，凡人要升天，第一件事就

是要牺牲自己，拯救劳苦大众，作为一国之君，当恩泽众生；第二件事是 爱惜生命，克已

济众，不是非要不可的，就不去取；第三件事是锐意精进，使国民兴盛；第四件事是弃邪除

垢；第五件事是博学天下知识；第六件事是始终胸怀弘 德，无愧于民。只有达到这些，才

可望升天，如果违背了佛教慈悲之教，残害众生，淫乐昏溃，在世时就会被上苍厌弃，死后

必下地狱，遭受种种苦刑，受祸众穷， 哪还可能升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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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国王听了，心悦诚服，连连说："善哉善哉，我服了你，你真是我的好孙孙呀!" 

于是，老国王下令，大赦天下，杜绝妖邪，从此不再提升天之事。他还赏赐给须罗太子许多

宝物。太子把这些宝物都分给了穷人，并举办了七天布施。全国的穷人都 心满意足地得到

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不感念须罗太子的大仁大义和恩德的。须罗太子的作为也感动了

天地，天降甘霖，地生万物，国家富足，百姓乐业。邻国 也都钦羡尼呵遍国的德政，纷纷

效仿。 

须罗太子做完这一切之后，携王妃，告别老国王，回自己的国家去了。须罗太子千辛万苦才

娶得美丽贤惠端庄的神女，更有何求?他关上宫门，整日与神女在一起玩乐，缠缠绵情意不

尽，竟把国家大事等统统抛在了脑后。 

众位大臣见太子如此，非常着急，他们商议着，来见国王难罗尸。 

大臣们说："想当初，太子多么勤政好学呀。这次从尼呵遍国回来，并带回一个美貌的妻

子，太子就变了，整日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与王妃在一起厮守玩乐，长此下去，将来他怎么

接替王位呢?我们看，这事都坏在那王妃身上，不除王妃，国家就危险啦!" 

难罗尸国王摇了摇头，说："王妃是我父王为太子娶的，我怎么能除掉她呢?" 

众大臣："如果不便除掉王妃的话，也要设法把他二人分开，使太子恢复理智，重理政事。" 

难罗尸国王听了，沉吟片刻，道："这倒是个办法，你们先退下吧，待我再想想。" 

群臣退下后，国王思考再三，觉得不能让儿子只沉湎于儿女情长之中，就派人召太子前来议

事。  

那须罗太子正与神女王妃在游戏，听内侍传旨，本不愿去。王妃劝道："父王召见，不可不

去，待你回宫，我们再接着做游戏，夫君速去速回!" 

须罗太子恋恋不舍地辞别王妃，来到正殿，拜见父王，不料却被父王幽禁在宫中，叫他认真

读书，安心理政。须罗太子对着窗外，长叹一声："爱妃呀爱妃，我说不来，你偏劝我来，

岂料这一来，为夫我就脱不了身了，你一人身在深宫，叫我如何放心?" 

说着，泪如雨下，万般无奈，只好看书，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神女王妃在后宫等待须罗太子，也不知父王唤他有何事。谁知，太阳落山，月上树梢，仍不

见太子回宫，便问宫女何故。 

宫女早已风闻国王幽禁太子之事，不敢告诉王妃。但见王妃逼问，只好如实相告。 

神女听言，潸然泪下，连连说："我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夫妻拆散呀!" 

神女一气之下飘然飞回了香山。当她飞经第七峰时，看见了奢犁和优奔两道人，便飞降于他

们面前，说："如果我的丈夫须罗太子来，烦请二位替我接待他，并把他送到我家。"说罢，

留下一枚金戒指作为信物，请他们转交给太子。 

王妃不见了，宫女立刻报告了国王难罗尸。国王知道后，就放了太子须罗。 

须罗太子一出幽禁自己的地方，就火速奔自己的王宫而去，他真想立刻见到自己心爱的王

妃。他老远就喊着："爱妃，我回来啦!你没有流泪吧?"他一连喊了几声，都无人回答，宫内

宫外不见王妃倩影。 

太子忙问宫女，宫女说："王妃走了，回她的家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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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一听，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跌坐在地，失声痛哭："爱妃呀!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 

太子的悲泣惊动了护宫神。护宫神现了真身，劝慰太子："太子不要悲伤，我给你指引去找

神女的道路。你快去香山主峰碧池旁，即可找到王妃。" 

须罗太子听言，谢过护宫神后，立即穿上珍珠制作的衣服，带好弓箭、宝剑。那珍珠宝衣的

光辉照亮了方圆四十里的地方。 

太子一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经过千难万险，很快就来到了香山第七峰。他一眼便看到爱

妃为自己用树枝在地上做的指路信号，顺方向往前走，找到了奢犁和优奔两个道人。 

须罗太子向两位道人稽首，问道："两位道长，可曾见到我的爱妃从这儿经过?" 

奢犁和优奔点头道："是的。这是给你留下的金指环，你带着它，跟我们走，就能见到神

女。" 

三人一起赶路，去找神女。路经一条小河，他们断木为桥，越过河去，来到香山第八峰，看

见了那个圣洁的婆罗门。 

须罗太子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圣者，您可见到我的爱妃从这里走过?" 

婆罗门说："是的，她从这里经过，还在这儿坐了一小会儿。"说着，把神女坐过的地方指给

太子看。 

这时，天帝释变做一只猕猴，来到这里，伴随它来的是电闪雷鸣、呼啸山风。须罗太子不知

怎么回事，手按宝剑，注视着猕猴。 

婆罗门说："太子不要惊惧，这只猕猴是来给我送食物的。" 

猕猴正要给婆罗门送果子，见有三个生人，便踌躇着，不往前走。 

婆罗门道："过来吧!"猕猴就送过果子，四个人共同分享。吃完果子，婆罗门对猕猴说："你

把他们三个人带到主峰碧水池去吧!" 

猕猴问："他们是什么人?可以升天吗？" 

婆罗门说："这位是须罗太子，是个至仁至义的人。是他救了尼呵遍国的百姓和神女啊!" 

猕猴感慨道："善哉!我愿为他带路!" 

太子一行人，跟着猕猴走，很顺利地就来到了香山主峰碧水池边的宝石城门前。猕猴说："

就是这里了，凡人不可进去。如何寻到神女，要靠你的智慧了。"说罢稽首离去。 

须罗太子三人站在宝石城门前，不知所措，便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想主意。 

这是，有一青衣少女从宝石城中走出，提一水罐，到碧水池汲水。 

须罗太子问道："请问仙姑，您打水有何用吗?" 

青衣少女见是一位翩翩少年问话，便答道："打水给头魔王的女儿沐浴啊!"说着，到碧池边汲

满水罐，顶在头上。 

须罗太子乘她不注意，悄悄把金指环投入罐中。青衣少女全然不知，顶罐走进宝石城中。 

神女正在等待使女汲水沐浴，见青衣少女提罐往浴池中倒水时，一枚金灿灿的指环掉入池中

-她拾起一看，认得自己留给太子的信物，知太子已到，心中狂喜，急忙更衣，并问那青衣

少女道："你出去汲水，见到什么人了吗?" 

青衣少女说："宝石城外，坐着三个人，两个道长，还有一个英俊男子。那男子曾问我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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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 

神女一听，更加肯定是太子来找自己的，心中大喜，急忙去见父母，说："我夫君来找我，

现在已到了城门外。" 

头魔王夫妇惊喜非常，亲自迎出宝石城，与须罗太子等人相见。 

须罗太子一见，急忙为婿之大礼，拜见岳父母，奢犁和优奔已完成引路的任务，稽首告退回

山了。 

头魔王手执须罗太子之手，进入宫中，并亲自拉着女儿的手，把女儿交给了太子。 

头魔王亲自布置宴乐，祝贺太子夫妻重聚，一千名侍女翩翩起舞，在悠扬悦耳的仙乐中，为

神女和太子祝福献舞。 

太子与王纪经过重重磨难，再次重逢，自有说不出的千言万语。头魔王看着这幸福的一对

儿，喜上眉梢，对须罗太大说："我这宝石城远离尘世，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 

须罗太子说："承蒙大王错爱。只是我此次来仙山，未曾秉明我父王，他现在不知如何着急

呢!况且，此次我夫妻分离，全怪我不好，误了朝政，我当归国，尽太子之职才对。" 

头魔王慨叹："你真是个圣明的太子呀!也好，我不留你，但望你能在此小住几日，万无推

辞。" 

须罗太子应承。又在宝石城中住了七日。 

七日之后，有个大神王来贺头魔王找到失女，又喜得佳婿。头魔王说："我这微贱之女，得

嫁如此圣明贤达的女婿，我太高兴了。现在我女婿要回国去辅佐父王治理国家，烦请您代我

送送他们。" 

大神王答应了。头魔王用最好的宝石制作了一座七层宫殿，让大神王将其送到须罗太子的国

家去。那宝石宫殿辉煌无比，人间难找。 

须罗太子夫妻又回到祖国，拜见了父王，并辅佐父亲治理国家。 

尼呵遍的老国王得知了这一切，把王位禅让给了爱孙。神女辅佐太子治理国家，无人不称

颂，尼呵遍的百姓拥护自己的新国王和王后。国家日渐富裕强盛，八万钦慕之人，纷纷投奔

这里。老国王也因改邪归正，寿终而升上天国。 

 

 

摘自《佛教经典－天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