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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賢
一個超級
勵志的太監
別人叫皇帝萬歲，魏忠賢混到最風
光的時候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歲，甚至是
光明正大地擁有這個頭銜，連皇帝都一
點意見也沒有的那種！
魏忠賢年輕時候愛浪，騎馬射箭吃
喝嫖賭樣樣精通。雖然史料已經找不到
他家裏到底是做什麼的，但家庭應該不
會太差，因為賭博找小姐姐都是要花錢
的。
但魏忠賢從小就沒有讀書學習的慧
根，所以他一輩子都是大字不識一個的
文盲。在以後掌大權的日子裏，看奏摺
什麼的都要人幫他念。
從一個地痞小無賴到萬人之上的大
太監，在魏忠賢的身上發生了什麼？
我們來聽聽魏忠賢的朋友劉若愚是
怎麼說的。
多嘴插一句，這個劉若愚也是個人
才，他在十六歲時做了一個神奇的夢，
然後就把自己給閹了，後來就入宮編了
著名的《酌中志》。
說回魏忠賢，根據劉若愚的說法，
魏忠賢的父母都是農民。但是這個說法
有人說不靠譜，因為農民的兒子哪里來
的錢吃喝嫖賭咧！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愛吃喝
嫖賭的魏忠賢因為賭博把自己的身家全
輸光了，非常苦惱之下就把自己給閹
了。
和上面的劉若愚一樣，都是狠人。
由此可見，狠人真的都比較有出息，一
個寫了《酌中志》被人記得，一個被罵
到“青史留名”。
在那個大家一言不合就自宮的時代
背景下，魏忠賢並沒有立馬就別召進
宮，而是在宮外繼續過了一段苦日子。
後來他認識了宮裏的太監，終於進
宮做了孫暹的手下，並靠著高超的情商

拼命巴結孫暹，得進了甲字庫。
然後魏忠賢又憑藉著高超的拍
馬屁技術，巴結上了太監魏朝。再
然後兩人就拜了把子，看起來好像
真的是很好的兄弟了呢！魏朝還多
次向皇太子的伴讀太監王安推薦魏
忠賢。
所以說，要想混的好，就要多
結交男朋友！
公元 1620 年，大明朝一個月內連
續死了兩個皇帝。木匠皇帝朱由校經歷
一波三折之後終於坐上了皇位，然而朱
由校只是個有才華的木工，並不具備當
皇帝的素質。他不僅沒有奮發圖強努力
學習做個好皇帝，反而在登基一個月後
就提拔了自己的奶媽客氏成為奉聖夫
人。
這個客氏就是魏忠賢好兄弟魏朝在
宮中對食的“女朋友”。
對機遇極其敏感的魏忠賢感覺到，
要想混的好，就得開始結交新的女朋友
了。
俗話說得好，朋友妻不可欺。事實
證明，魏忠賢和魏朝是塑料兄弟情。客
氏很快和魏忠賢看對眼了，然後就在兩
個“男人”之間搖擺不定。
魏忠賢和魏朝兩人經常“醉罵相
嚷”，氣得魏朝找皇帝理論。最後，在
皇帝的撐腰下，魏忠賢和客氏官宣。魏
朝後來被趕出皇宮，順利地被殺掉了。
從此魏忠賢和客氏兩人一唱一和，
在明朝橫行霸道。皇帝朱由校也不聞不
問，心安理得地做他的木匠活。
為什麼這麼多美女，魏忠賢偏偏要
和自己的朋友搶女朋友？難道他不知道
多一個朋友比多一個敵人好這個道理
嗎？
魏忠賢當然不是個笨蛋，他只是看

出了皇帝朱由校對客氏絕不只是孩子對
奶媽的感情！
按照規定，皇子斷奶之後，奶媽就
要離開皇宮，但從小沒爹疼沒娘愛的朱
由校在成年後依舊讓客氏住在皇宮。甚
至在當上皇帝後，客氏還“每日清晨入
乾清暖閣侍帝，甲夜後回咸安宮”，大
家都傳客氏有和皇帝淫亂的可能！
後來，皇帝寵倖的妃子和宮女，只
要是懷孕了都會被客氏搞流產。這應該
也可以證明朱由校和奶媽之間不正當的
關係了。
因為皇帝的妃子懷不懷孕生不生孩
子，和你這個奶媽有什麼關係？！
最大的可能就是客氏害怕其他女人
生下孩子之後得寵，自己將會面臨失寵
的境地。
另外，據說這個客氏比很多宮女和
後妃都長得好看。所以，朱由校在從小
缺愛的環境下愛上奶媽也是可能的。
不過，奶媽一邊和朱由校保持這親
密的關係，一邊又和魏忠賢有一腿。愛
屋及烏，朱由校自然也很寵愛魏忠賢。
客氏的床邊風吹得好，朱由校登基
後不僅封了客氏為奉聖夫人，還蔭封她
的兒子侯國興、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賢
的哥哥魏釗為錦衣衛千戶，而大字不識
一個的魏忠賢竟然進了司禮監！
哎，大明藥丸！
本來就無心政事的皇帝，迅速把權
力統統下放給了魏忠賢。

魏忠賢這個大文盲正式開始了只手
遮天的日子！
那時候，朝中上下都是魏忠賢和客
氏的天下。魏忠賢把東林黨人中的重量
級大臣一個個逐下臺，成立了自己的
“閹黨”。不久後還領了東廠的職務，
和皇帝相比，他缺的只是一個頭銜而
已。
魏忠賢這麼幹，也不是沒有人反
對。有一年，著名諫官“東林六君子”
之一的楊漣列舉了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
來彈劾他。
奏疏上呈後，魏忠賢害怕了，連忙
跑到皇帝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
加上客氏在旁邊給魏忠賢解釋，單純的
皇帝又信了他的邪，不僅打回了楊漣的
奏摺，還罵了楊漣一頓。
後來，七十幾個大臣一起上書彈劾
魏忠賢，都被朱由校給拒絕了！
有荒謬到這種程度的皇帝，大明藥
丸！
魏忠賢把這些人的名字記了下來，
日後挨個以牙還牙，不是把他們驅逐，
就是把人打死。和魏忠賢關係好的，則
不斷被他提拔。最終，魏忠賢的黨羽遍
佈朝野！
那個時候，魏忠賢雖然是個太監，
但全國各地都說要給他修祠堂，甚至有
人提議讓魏忠賢和孔子的像齊名。簡直
瘋狂得不像樣子！
正所謂上帝讓其瘋狂的下一步，就

是讓他滅亡！
嗨皮了七八年的魏忠賢怎麼也想不
到，自己背後的大靠山朱由校是一個短
命的皇帝。
接班的朱由檢早就看魏忠賢不爽
了，所以他一上位就發配魏忠賢去為朱
元璋守墓。
魏忠賢在路上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於是決定喝酒壯膽，成功上吊自盡了。
死後的魏忠賢，屍體被肢解，頭顱
被懸掛在河間府。
而淫蕩惡毒的客氏也被朱由檢活活
打死。
至此，這一對狗男女終於去地府相
見了。
看到這裏，魏忠賢坐實就是一個十
惡不赦的壞太監了嘛！
但是在魏忠賢死後，勢力反彈的東
林黨，沒了魏忠賢的制衡，壞得比魏忠
賢和客氏更狠！甚至掏空了整個國家！
朝廷要打仗，國庫裏沒有錢，朱由
檢就讓大家眾籌，籌來籌去才籌了二十
萬兩銀子，那些當官的一個比一個能哭
窮。但李自成後來卻在這些貪官家裏抄
出了 7000 萬兩銀子！
所以，不怕真小人，就怕偽君子
啊！
不知道朱由檢上吊前想通這個道理
沒，如果想通了，會不會後悔搞死了魏
忠賢？

西施，好慘一女的
西施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同
王昭君、貂蟬和楊玉環共稱中國古代四
大美女。而這位大美人，本來就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村姑，穿著和當地普通的姑
娘一樣的服裝，沒人會注意到她。如果
不是進吳宮，她很有可能只是一位每天
都在諸暨苧蘿江畔的浣紗女，然後嫁給
一個當地的村夫，生一大堆孩子，日漸
老去，皮膚粗糙，變成一個白髮蒼蒼的
老太婆，死後也是一堆廢土，沒人會注
意，也沒人會知道中國四大美女之一的
她。
西施能夠成名，她要感謝吳王夫
差，而不是越王勾踐！
戰亂時期，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待
時機成熟後，一心想要複國，前思後
想，最後想出了一條美人計，利用美人
潛伏到吳王身邊，能夠瞭解到他們的一
舉一動。
最後委派範蠡選美，最後在苧蘿江
邊的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裏選出了西
施，送到越王勾踐身邊交差後，由勾踐
的老婆親自培訓，教會了西施琴棋書
畫、歌舞雜技，就這樣，西施被訓練成
一名性感的尤物。從目不識書的村姑變
成了琴棋書畫、歌舞雜技，樣樣精通的
大美人。
當然了，對西施的培訓，既然是當

作美人計，肯定少不了一項非常重要的
技能，那就是教會她如何迷住男人的
心。
西施在越王的老婆身上學了不少東
西，最後被送到蘇州，獻給了吳王夫
差。
皇帝見到了美人，心都不在朝政上
了，這是古代皇帝普遍都有的通病。西
施這位絕世美女站在吳王的面前，把吳
王迷的團團轉，從此成為了夫差的“獨
寵”，西施的出現，打亂了吳王三妻四
妾的生活，只對西施一個人親近，不在
靠近別的女人，可見西施的才華容貌有
多底厚。
憑著自己得到了獨寵，西施對吳王
說什麼話，提什麼要求，吳王沒有不答
應的。
西施沒有忘記越王勾踐的栽培，在
夫差身邊逐一的讓勾踐的陰謀在吳王夫
差身上得逞。
西施是一個技藝高超的美人，也是
一位才華出眾的美人，她很快想好了計
劃，慫恿吳王夫差吃空財力，大建享樂
的行宮，建了姑蘇台等大型宮邸。
不僅如此，西施還出計讓吳國受
災，斷糧，還離間吳國君臣的關係，甚
至還讓吳王斷了他的臂膀，親手殺死了
當時吳國最厲害的人伍子胥。君臣矛盾

激化，又沒有了護主大將，吳王夫差幾
乎是離進了棺材就只差一步了。
最後，越王勾踐舉兵伐吳，吳國兵
敗，吳王逃上了陽山，在自刎前，他也
許還不知道西施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如果吳王夫差是一個明君，不近女
色，那麼也不會有現在的西施，可以
說，西施的成功，她要感謝的不是越王
勾踐，而是吳王夫差。
雖然，越王複國成功了，吳國覆滅
了，但是整個過程有十多年的時間，從
西施進住吳宮，到吳國滅亡，這十多年
的時間裏，夫差只愛西施一個女人，這
說明夫差並沒有所謂的荒淫的生活。十
多年的時間裏，西施早已經變成了一個
半老徐娘了，夫差還對她言聽計從的。
西施利用了吳王夫差的野心，使得
吳國連年征戰，勞民傷財，十多年的時
間裏，吳國國力空虛耗盡，百姓怨聲載
道，吳國不敗才怪。
然而，到現在還有很多人都想不
通，西施在吳國什麼都有，越王勾踐能
給西施什麼？西施為何要犧牲自己的青
春來為勾踐完成他的複國大業？
勾踐給不了西施想要的婚姻，給不
了她幸福，給不了她自由，給不了西施
自己作為一個女人該有的自愛。
而西施為了勾踐複國大業，犧牲了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帶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防疫期間我們所有課程活動以
Zoom meeting 網路方式進行
• 周日念佛共修
每隔一周的星期日 8am – 9am
• 佛教經典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 8:00pm-9:30pm
• “ Zen and Inner Peace”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星期五 7:30pm-9:30pm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 其它不定期網路課程
電影讀書會、太極拳教室、有氧運動教
室、插花教室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org

自己的青春，失去了婚姻，失去了幸
福……
夫差那麼的愛西施，西施完全可以
不用在意勾踐的什麼複國任務，這跟西
施沒有任何的關係，對西施也沒有任何
的好處。而在吳國，西施有享不盡的榮
華富貴，有權有勢，還有一個愛她寵她
的夫差。
至今，很多人都知道臥薪嚐膽指的
是勾踐，卻很少有人知道勾踐的複國大
業是由西施來幫他完成的。
西施，最後她得到了什麼？
我想，她沒有得到了什麼，反而失
去了更多，一個女人成為了一個男人的
復仇的工具，你說她能得到什麼？
如果真要說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想是她死後成了一堆金土，而不是黑
土吧。
吳國滅亡後，西施也成了臭名昭著
的女人，認為是西施害吳國滅亡的，最
後讓西施來承擔。
當然，不可否認，吳國滅亡，西施
確實幫了勾踐很多，但歸根結底，是奸
臣伯嚭所為，他作為吳國的宰相，卻被
勾踐賄賂，最後放走了勾踐回去繼續當
越王，最後才有的臥薪嚐膽，吳國滅亡
一說。
唐代詩人崔道融更是寫詩 《西施

灘》來為西施抱不平：
“宰嚭亡吳國，
西施陷惡名。
浣紗春水急，
似有不平聲。”
意思是說，奸臣伯嚭使吳國走向滅
亡，卻反而讓西施承擔這惡名。
想當年浣紗春水滾滾，聲聲好像在
為西施述說身世的不平。
越國滅掉吳國後，西施後來的命運
如何呢？有兩種說法，一說重歸範蠡，
跟著他游江海去了；一說吳亡，沉西施
于江，以報答被夫差沉屍于江中的伍子
胥。
後來的詩歌中，大多就這兩種解
釋，但是這兩種結局對於西施來說都是
不值得的，如果說重歸於範蠡，此時的
西施早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她與範蠡的相戀還能有多長的時間呢。
一直以來，越王勾踐都被人們追捧
為臥薪嚐膽、奮發圖強的勵志典範，卻
不知道西施是如何淪為一個政治的犧牲
品的。
西施“拍賣”自己的青春，“銷
售”自己的入肉體，十幾年過去，最後
成了一個不起眼的老太婆，值得嗎？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電話：314-994-1999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Website: www.tzuch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