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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猪八戒是《西游记》中的一个典型的喜剧形象,阿Q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典型形象,二者来
自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但是这二者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两个角色充分体现出了人性
中善恶并存的特点,和现实生活有着很大的关联,猪八戒和阿Q如同两个时空的人性集合体隔着时间长
河互相观望,从而发出来了两个时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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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uman thinking brought by the character of Zhu Bajie and Ah Q
Yijun Hao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Zhu Bajie is a typical comedy image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h Q is a typical image in Lu Xun's
Positive Biography of A Q.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from different authors, but the two have great
similarities. These two characters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and evil in human nature, and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real life. Zhu Bajie and Q are like two human collections of time and space watch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long river of time, thus issuing the resonance of two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human nature; yin-ya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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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八戒这个形象产生于封建时代中,

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奴形象便就体现出来了,最后在“勾司人”

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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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逼问下,他才说出自己藏有四钱六分银

阿Q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典型代表之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事实上,温饱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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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这可见他的自私。猪八戒的“八戒”

一,每个人的性格有着差异,但是更多的

才能进一步发展其他精神层面的需求,获

是唐三藏对猪八戒的期待,同时也是唐三

是趋同。首先,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人的天

得别人的认可,这是人内心最基本的需求,

藏心中对一个完美的人的期待,而猪八戒

性。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里更加强调

如同“好言一句三冬暖”,人在精神上处于

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人性的弱点,所以唐三

了这一点：“人们对自己身上的病痛的关

一个健康状态才能够保证个体全身心的健

藏便想让猪八戒遵守这“八关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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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超过非洲的四十次大地震。 ”每个人

康,而动物却少了这精神需求,这也就是人

不残害生命；(2)不偷窃财物；(3)不做淫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相比于与自身无关的

性与兽性的最大区别。猪八戒虽然是一个

乱之事；(4)不说狂妄之语；(5)不喝酒；

不论是多么大的事,人都更加关注自己身

由猪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但是他的性格、

(6)不睡华丽富贵之床；(7)不打扮自己以

边的那点事,人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

行为等还是依据人性的基本特点,把他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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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这是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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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能做到这“八关斋戒”吗？显然是不

1 不同时空中对人性诠释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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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越看心里越欢喜,春心荡漾,爱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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