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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笳千古怨
新編崑劇《蔡文姬》創作說明

蔡文姬名琰，是中國文學史上極負盛名的才女；她的父親蔡邕字伯喈，更是東漢末

期數一數二的文史學家。文姬家學起碼表現在文學、音樂、書法三方面，由於她身處亂

世，曾沒入南匈奴左賢王去卑帳下十二年，為他生兩子；又由於她被曹操重金贖回，相對

於「昭君出塞」而有「文姬歸漢」，從而有了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

十八拍〉相關她身命而膾炙人口的作品。於是她較諸歷史上的其他女作家被人們大大地關

注了。從她身上所生發出來的詩文戲曲小說，也見諸歷代篇章。

但是由於史料不足，文姬生平事迹不止有不少殘缺，也有一些疑似。就前者而言，

她的生卒年不明，她沒胡和歸漢的年月也難於論斷；後者是她到底三嫁還是四嫁？對此

疑點，根據劉宋范瞱《後漢書．董祀妻傳》和《藝文類聚》魏丁廙〈蔡伯喈女賦〉得知

她十六歲時遠嫁河東衛仲道，夫死無子而歸寧於家。興平（194-195）中沒於胡而嫁左賢

王，歸漢後奉曹操命嫁屯田都尉董祀，已有三嫁。但據唐房喬等奉敕撰《晉書．景獻羊皇

后傳》與《羊祜傳》謂「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謂羊祜父名 ，「上

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若此，蔡邕這位嫁給羊衜，生景獻皇后羊徽

瑜和都督荊州諸軍事羊祜的女兒，就非文姬莫屬了。即此進一步推論，那麼文姬嫁董祀

後，必然或因離異或因祀死而四嫁羊 。否則，如何面對這樣的史料。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就文姬而言，她的生平已有諸多疑點；她那三篇「絕

妙好辭」何嘗不也如此？〈胡笳十八拍〉雖然為朱熹《楚辭集注．楚辭後語》和近人郭

沫若所認可，但已不見於唐以前人著錄，最不可信。而縱使見錄於《後漢書》的兩〈悲

憤詩〉，亦早為蘇軾在其〈答劉沔都曹書〉和〈題蔡琰傳〉二文，以內容不合乎史實所致

疑。這三篇作品的真偽，迄今還爭論不休。

我之所以有上面這些話語，無非在說明我編歷史劇的一貫主張，那就是務必先弄清楚

文獻所見的歷史現象，然後依循立意旨趣來斟酌去取和誇飾渲染。

對於崑劇《蔡文姬》，我所要表現的，不過是以她所處的時空、她所受的遭遇，做為

一個婦女的無奈和無法抗拒的悲哀。人們都知道她天屬之性的別子之苦，但都忽略了她夫

妻撕裂恩愛之悲。其緣故是因為五言〈悲憤詩〉有「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之句，騷

體〈悲憤詩〉也有「人似獸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之語，所以都把左賢王也等同視

之，認為是「沒有文化」的野蠻人，避之唯恐不及，哪還會有伉儷之情。但因為我基本上

是東坡的信徒，對這兩首〈悲憤詩〉同樣有存疑的看法；所以對於「夷夏之辨」就沒有古

人那麼強烈。也因此我就在這空檔中多做了些文章，來彰顯一個婦女所企慕的鶼鰈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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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對「文姬歸漢」提出些微的省思：「歸漢」難道是文姬的心願？使文姬「歸漢」難

道可以完成曹操對蔡邕的情義和對蔡琰的功德？還是十二年的穹廬歲月，縱使文姬才華如

許，也只願本本分分地做個擁有親情愛情的女人！落地生根難道就敵不過故國之思？何況

這故國已經在夢碎裡？

從歷代詩人對文姬的歌詠看來，大抵採取和王昭君相提並論的模式，幾乎都說她們去

國的悲怨。譬如李敬方「胡笳悲蔡琰，漢使泣明妃。」徐夤「明妃去泣千行淚，蔡琰歸梳

兩鬢絲。」顧況「明妃愁中漢使迴，蔡琰愁處胡笳哀。」韋莊「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

時鬢已秋。」等等都是。所以我也就不能免俗地在歸漢途中，寫上文姬祭昭君的情節。

至於對文姬沒胡嫁左賢王的看法，以劉知幾的《文史通義》最為「封建」，他說：

「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從而

也批評范曄《後漢書．列女傳》取蔡琰而捨秦嘉妻徐淑是不知以貞節為標準；而此後文人

拾劉氏牙慧的也不乏其人，如楊慎《升菴外集》便幾於異口同聲。這樣的看法在今天看

來，實在令人不值一笑。

雖然以文姬事蹟為題材的劇本已經很多，但我編寫這部崑劇《蔡文姬》卻絲毫沒有

去參考過它們。緣故只是避免先入為主，對我的「一己之思」有所影響。可是在這裡我要

說明的是，我曾和中國戲曲學院謝柏梁教授討論過我的綱要構思，他提醒我要把「文姬非

歸漢不可的理由」說得完到些。因為拙著的創作目的，是要為著名的表演藝術家謝夫人顧

衛英教授量身訂製，而由北方崑曲劇院製作演出。我有機會能為北崑編劇，實在感到很榮

幸。

編撰崑劇必須嚴格講究曲律，包括選宮配調聯套協韻以建構排場，務使詞情、聲情

相得益彰。這其中關鍵在曲牌建構律的嚴絲合縫。譬如首齣【山坡羊】末二句「立丕基，

我有倚天劍可揮；欲驅馳，我有千里馬相隨。」這四句的結構律是：正字作2，5（3、2）；

2，5（3、2）。其中的5字句，音節形式必須上3下2，絕不可作一般五言詩句的23；否則

一句有失，全篇皆亂。其2字句的平仄律為平平，5字句的平仄律是：╳平仄仄平，╳仄仄

平平。其第一字平仄可不拘。而其對偶律，則2字句．5字句各自隔句相對；協韻律則句句

押韻。至於其他句中之字「立」、「欲」、「我有」，則皆為本格之外所添加的襯字，用

作句中之提端、轉折、輔佐與襯托。又譬如第四齣【黑麻令】中「紅旌翠旌」、「草青墓

青」、「魂驚夢驚」、「秋聲怨聲」、「愁聽怕聽」、「憂明懼明」、「淒清苦清」諸句

句法皆非作句中疊韻對偶不可；「氣蕭蕭」、「慘惻惻」、「撕裂裂」諸句皆非作疊字複

詞不可。又譬如第五齣【集賢賓】首句「容華絢彩搖翠裙」平仄律非作「平平去上平去

平」，也就是不止要講求平仄律更要進一步考究聲調律。此外，選宮配調，尤務使聲情、

詞情相應，如【越調．水底魚兒】、【豹子令】屬丑淨武場，【羽調．排歌】宜行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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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北南呂．貨郎兒】宜敘事抒情，【雙調．夜行船】套宜歡樂遊覽，【越調．小桃

紅】套宜悲劇；凡此尤須予以考究。舉此已可見曲律的森嚴，雖然看似過於束縛，但其實

是從中達成其聲情的精緻性。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本人所編撰的崑劇《蔡文姬》除開場家門外，有以下六齣正戲：

首齣〈憂世託孤〉，序蔡邕、曹操、為忘年之交，擔憂世亂，邕懼禍將及，托女文姬於

操。次齣〈邂逅賢王〉，述興平之亂，文姬於亂兵劫掠中邂逅南匈奴左賢王去卑，英雄

美人，兩相傾慕，遂結為夫妻。參齣〈穹廬歲月〉序文姬在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暇日夫

妻母子草原遊獵射雕逐兔之歡樂。肆齣〈別夫離子〉，述周近奉曹操之命贖取文姬歸漢整

理文獻、續成《漢書》。文姬夫妻母子慘痛離別纏綿千里之情況。伍齣〈府堂大會〉，述

文姬歸漢後，於相府大堂百官之前，向曹操報告整理文獻之成果，並說明其父未成之《漢

書》所以難續之故。此時廷尉來報文姬再嫁之夫屯田都尉董祀犯法當誅。文姬求得赦免，

卻又報說董祀自殉獄中。而於此時，邊關又來報，文姬幼子尋母闖關，傷重將死。文姬在

頓遭喪夫之餘，又抱持死於懷中之幼子，五內崩裂之痛可想。陸齣〈胡笳訴怨〉，述形容

憔悴之文姬，言語已難傾訴悲情，乃以胡笳拍曲唱一套【北南呂．一枝花】、【三轉貨郎

兒】結束全篇。

拙作崑劇《蔡文姬》完稿後，我再檢閱瀏覽諸家名篇，我所知見的同題材劇本就有現

存最古的明雜劇陳與郊《文姬入塞》一折；其次金仲蓀、程硯秋創演的京劇《文姬歸漢》

（1926）、郭沫若的話劇《蔡文姬》（1959）、上海崑劇團改編郭氏話劇本的崑劇《蔡文

姬》（1978）、徐瑛編劇，林品晶作曲的室內歌劇《胡笳十八拍》（2002）、王安祈的京

劇實驗劇《青塚前的對話》（2006）。其他見於地方戲者，越劇有《文姬歸漢》；徽劇、

豫劇都有《蔡文姬》；粵劇劇目最多，有《文姬夜祭昭君墓》、《文姬歸漢》、《文妃權

術盜中華》、《胡笳十八拍》等四種。

這些劇本大抵都在「離鄉」、「別子」、「歸漢」的敘事模式中進行各自的創作，但

由於有所要反映的不同時代背景、所要表達的不同旨趣，對於情感張力描述的技法和能力

有別；因此也就呈現了「各用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自逞奇鬥豔的現象。但像郭沫若

那樣明目張膽地作為政治的工具，則是我一向期期以為不可的。如果將拙作置於「眾聲喧

譁」的「蔡文姬」系列中，相信我也有自己的號和自己的調。但如果要敝帚自珍，老王賣

瓜的話，那麼首先要自我肯定的是：拙作是在南雜劇體製規律下創作出來的純粹崑劇，而

為了發揮北崑唱腔特色，在劇本首尾，特別用了半套和整套北曲。此外，如旨趣之有別於

諸家，情節之鋪敘點染溢出歷史記載而又在情理之中；以及運用腳色象徵人物，將前後兩

度出場之曹操，分別以生、淨扮飾，說明其人格心態之轉變，而將左賢王由傳統之淨，改

由生充任以與旦扮演之文姬映襯；也都可見本人的一點別出心裁。希望本劇還能讓大家喜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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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元月14日（總統大選）起稿

〔末上吟介〕

出塞昭君不得歸，琵琶撥鎖翠山眉。

文姬返漢生離別，吹裂胡笳孤雁飛。

萬古牢愁誰解釋，一腔苦恨只低回。

可憐才學多嬌女，寸寸柔腸寸寸灰。

正是：

伯喈託孤女，孟德完情義。

賢王憐伉儷，文姬恨別離。

壹、憂世託孤

〔幕後旁白〕

各位看官請聽聽蔡文姬的時代是如何的亂世：東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四月帝崩，子少

帝辯即位。八月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反而被殺。袁紹隨即悉誅宦官。九月前將軍董卓入

洛陽，廢少帝，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十月，董卓自為太尉加鈇鉞虎賁，有專殺之權。

十一月董卓酖殺何太后，專擅朝政。像這樣外戚宦官互相攻殺，軍閥權臣囂張跋扈，廢弒

隨意，天下自然大亂矣。

（場上象文人雅室。幕啟時，外扮蔡邕，坐撫焦尾琴介）

〔外唱〕 商調引子【遶池遊】傳家孝弟，世代相根柢。好辭章、多聞博藝，妙操音理，寄琴聲

高山流水，嘆人間、何時忘機。

〔外白〕 想我陳留蔡邕，閒居玩古。不意於（靈帝）建寧間（168~192）召拜郎中，校書

東觀，遷議郎。與沛國曹孟德為忘年之交。孟德任俠不羈，官拜騎都尉，今日有

杯酒談心之約，敢待來也。

（生扮曹操，戎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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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唱〕 商調過曲【山坡羊】嘆國事龍蛇陸起，嗟百姓溝渠委棄。我一腔熱血無周濟。聽猿夜啼，兀

的慷慨不由悲。問男兒誰見英雄氣，怎的忍把英才隱釣磯。立丕基，我有倚天劍可揮；

欲驅馳，我有千里馬相隨。

〔生白〕大哥！您兄弟來也。

（外出迎介，相見歡介，分賓主坐介，外長嘆介。）

〔生白〕 大哥學問，天下士子誰不仰望。猶記熹平四年（175），大哥與司徒楊賜奏定六

經文字，書於冊而鐫於碑，立於太學門外，觀視與摹寫者車馬每日千輛。似此功

業，何人能及；而大哥長嘆者何也！

〔外白〕 為兄因災異上書得禍，髠鉗徙遠方，亡命江海有年，幸遇赦得還；此兄弟所已知

者也。如今董卓專政，為兄雖稱疾不應徵，怎奈催迫再三，且三日之間周歷三

台，拜我為左中郎將。董卓殘暴，天下皆欲誅之，而我卻受恩厚重，深恐大禍為

之將及也！唉！兄弟呵！

〔外唱〕 【前腔】恨那脅主權臣暴戾，卻將我郎台遍歷。我受恩深處多慚愧。恐數奇，禍

災朝夕隨。我《漢書》未續心難已，嬌女可憐深鎖閏。我孤悽，擔驚惹是非。

她無依，那堪生別離。

〔生白〕大哥迫於無奈，牽繫渠醜；禍福實為難測，小弟當盡心竭力迴護。

〔外白〕 為兄有續成《漢書》之志，已積稿盈尺，看來難以完成；而閏中之女，聰慧過

人，才學俱佳，尤通音律。六歲之時，能辨識斷絃。此女最令為兄放心不下。

〔生白〕大哥放心，縱使有此一天，小弟定能照顧周全。

〔外白〕若此，為兄呼喚小女，拜見兄弟。

（外呼旦介，旦上。）

〔旦唱〕  商調過曲【水紅花】詩書誦罷撫琴棋，日斜西，蕉窗韻美。文章寫作晚風微，月徘

徊，孤燈有味。喜得椿庭博學，使我吟詠翠蛾眉。膝下好依違。也囉。

〔外白〕文姬！拜見叔父大人！

〔旦白〕曹叔叔！文姬這廂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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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白〕啊！標致得如芙蓉出水，脫俗得非世間所有！大哥！好調教也。

〔外白〕梅香！備酒上來！我與孟德兄弟對飲者！

（梅香上酒介，旦侍飲介。）

〔外白〕 啊！兄弟！你我處桓靈塗炭蒼生之世，眼看外戚宦寺權臣鬥爭不休，志士仁人保

命為難，怎不令人憤懣填膺也！

〔外唱〕 北仙呂 【村裡迓鼓】則這鳳城淫雨，山河殘照，恰似桓靈暗杳，權臣霸道，弄得國家頹

了。可憐我書生耿介，胸懷磊落，焉能不仰天長嘯。今日個睹喪亡，遭梟鳥，值亂

朝，怎不痛肺腑、聲吞恨迢。

（外生對飲介）

〔生唱〕 【元和令】恨只恨董卓掀浪濤，更將那郭李助殘暴。糟蹋得瘡痍滿目盡哀嚎。生逼得英雄

劍出鞘，黃巾亂起競焦騷。我呵！不由不欲彎弓、射大鵰。

（生外對飲介）

〔外白〕賢弟！你名爵雖未大顯，而已官拜騎都尉，更何況

〔唱〕 【上馬嬌】你志凌霄，氣雄豪，不愧撥亂世、一龍蛟。終能澄清宇內使生民樂。驕，

翹首那堯天舜日高。

（外生對飲介）

〔生唱〕 【勝葫蘆】俺待攬轡登車將那虎豹韜，施展得義旗飄。一霎裏去穢除殘斬孽妖。澄清

塵表，彰明世道。到那時再酌酒對知交。

（生外對飲介）

〔旦白〕 父親大人！叔父大人！文姬雖深處閨中，未嘗閱歷世事，但恭聞兩大人憂國憂

世，亦甚為感慨，擬藉父親大人焦尾琴即興歌奏，以助兩大人酒興如何！

〔外生白〕如此甚好。

（旦彈唱介）

世道昏昧兮生民苦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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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雄心壯志兮多少豪傑。

嘆書生報國兮力薄難該，

望虹霓麗天兮滅禍消災，

盼堯天舜日兮不日到來。

（燈隨琴聲漸歇漸暗）

2012年元月18日 7：00

貳、邂逅賢王

〔幕後旁白〕

各位看官：董卓亂政，天下諸侯群起討伐。獻帝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脅帝遷都長

安，三月焚燒洛陽城。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殺董卓。蔡邕下獄死。六

月，卓將李傕、郭汜攻陷長安，殺王允等。興平二年（195）七月，楊奉、董承護駕東

歸，李、郭追獻帝，於十二月敗王師。南匈奴左賢王趁亂劫掠；蔡琰被擄，應在此時。

（武生扮楊奉，末扮董承，小生扮漢獻帝，護駕領軍上）

越調
過曲【水底魚兒】〔武生唱〕天下蜩螗，稱兵肆擾攘（平聲），爭王爭相，專權亂法綱。〔末唱〕恰似

魑魅魍魎，烏鴉假鳳凰，妝模作樣。〔合〕都來踞廟堂，都來踞廟堂。

〔武生白〕 朝廷為奸賊李傕、郭汜把持。我楊奉與董承一腔忠義，護駕西出長安東歸洛陽

者，將士們速速趲行，以防奸賊追兵！

（眾應介，急急風下。副淨扮李傕、丑扮郭汜率眾上）

【豹子令】〔副淨〕為董卓、報大仇。〔眾〕報大仇。〔丑〕窮追漢帝不干休。〔眾〕不干休。〔合〕

攻城掠地放開手，橫屍蔽野血漂流，天昏地暗氣橫秋。

〔副淨白〕孩兒們！與我奮力追殺漢帝者！

（眾應介，急急風下。兩軍分由上下場門進場，交戰介，楊董敗逃介，李郭追下介。扮眾

百姓紛紛逃難上，旦雜於百姓中逃難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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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唱〕 中呂過曲【駐馬聽】奔命罹喪，憾恨椿庭下獄亡。那亂兵搶擄男女，誅掠公卿，毀滅

鄉邦。我逃離城郭入遐荒。忽地又遠近囂張，驚天動地，舉目蒼蒼。

（亂兵、匈奴兵呼嘯追上，見旦介，追旦介，調戲介，欲非禮介。生扮左賢王去卑驅馬見

旦狀介，生呵亂兵介，亂兵驚介，放旦介。旦衝向生馬跌介，生急扶旦上馬奔離介，眾皆

下。生又上，扶旦下馬介。）

〔生白〕好個漢家女子！啊！小娘子，我是匈奴左賢王，無須驚恐！

〔旦白〕您既是左賢王，自是位高貴、擁大權、行大德，請高抬貴手，放我走吧！

〔旦唱〕 【駐雲飛】則這塞草茫茫，我舉目無親已自慌。幸遇你非魯莽，更具這英雄相，

必是個聖賢王。請開羅網，脫我孤雛，顯示寬洪量。我這小女子呵！必報深恩永不

忘。

〔生白〕 小娘子！你秀外慧中，言語雅馴得體，定非一般百姓人家。乞道身世，本王定能

以禮相待！

〔旦白〕 小女子姓蔡名琰字文姬，陳留人氏。家父蔡邕因受命董卓，官拜左中郎將，被司

徒王允下獄死。小女子頓失怙恃，不勝悲痛，又遭亂兵劫掠，逃難流離，不意邂

逅賢王，幸蒙呵護，免遭亂兵污辱。

〔生唱〕 正宮過曲【錦纏道】看您美丰標，冒煙塵不減那花容韻嬌，襯托著帶蹙翠眉梢。卻教我恍惚

裏、三傾四倒，熱切裏使乖弄巧。你品貌才學高，越端詳越俊俏。則這佳人超格

調，說不出、天生芳妙。正堪匹堪配呵！咱這赫赫帝王驕。

〔生白〕 小娘子！孤王於令尊素所仰望，今幸又與你邂逅於亂軍之中。孤王想來，小娘子

已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值此兵荒馬亂之際，勢必甚為危殆。倘小娘子不嫌棄，

勉與孤王結為婚姻，一則可免流離之苦，二則可得庇護之所。孤王必能善待呵

護，萬望小娘子俯允如何？

〔旦白〕 觀此賢王，亦英雄人物，體貼郎君。怎奈夷夏有別，又無親朋媒証，而眼前艱危

如此，真教我為難也！

〔旦唱〕 【駐雲飛】且莫左右慌張，好自平心細考量。我去國離鄉壤，未卜前程往。嗏！冥

冥曠野盡洪荒，暗藏魔障。對著滿目殘陽，似那斷雁聲悽愴。我這孤苦的小女子呵！只好作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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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暖玉香。

〔生白〕小娘子可應允了！

〔旦白〕但求賢王呵護！

（生大喜介，呼喚部從介，部從鼓吹上，擁旦下。）

〔齊唱〕

渺渺廣漠落明霞，夷夏歡欣作一家。

風發（入聲）賢王跨駿馬，文姬可奈墜天涯。

（燈漸暗）

2012年元月20日 21：00

參、穹廬歲月

（小生扮少年大王子騎馬，娃娃生扮童年小王子跨騎小駒；歡欣上。）

雙調
引子【夜行船】〔小生唱〕萬里長空藍似靛，垂四野、穹幕周圓。〔娃娃生〕綠草芳鮮，牛羊矯

健。〔合〕向南天、一行征雁。

〔小生白〕父親母親也來遊獵草原，我們迎上去！

（生旦胡裝，鞭馬驅馳上。）

〔生旦合唱〕 雙調過曲【夜行船序】大漠無邊，正蕭蕭秋色，牧草綿遠。驅馳裏，相顧盼、

並轡鳴鑾。加鞭，跋扈飛揚，意氣風華，英豪盡現。寒煙，撲面滾翻

來，暢道趁人心願。

（生旦小生娃娃生會馬相見介）

〔小生白〕父親母親！今日草原馳騁，好暢快也。

〔生白〕 孩兒！須知我族人世居北方，與中國為鄰。漢人稱我，周代有鬼方、混來、獯

鬻、玁狁諸名，戰國後始稱匈奴，又稱胡。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18），

我族因饑疫死耗，分為南北二匈奴。南匈奴歸附漢朝，我族逐水草而居，畜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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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雖地處窮荒，而民風尚武，足可暢快天地也。爾等應秉持祖先遺業，發揚光

大為是。

〔小生白〕父親！今漢朝天下大亂，我族是否乘機南征？

〔旦白〕孩兒！須知漢朝為你母親故國，外祖家鄉。胡漢今已和平，豈可作如此想法！

【黑麻序換
頭】兒呀！你須見，戰亂連連，那堪流離骨肉，溝壑生填。我勾思往事，無限悲

怨。心寒顫，不由怒欲遷，不由恨欲言。幸得大王賢，邂逅荒原，解我倒懸。

〔生白〕孩兒！休說那樣話，不可有此存心！莫再惹你母親勾起悲怨。

〔小生白〕孩兒知罪了！請父母親恕罪。

〔娃娃生〕爹！人家要看你彎弓射大鵰！

〔生白〕好！且看爹好箭法！

（生執弓作勢舞介，上馬介）

〔生唱〕 【錦衣香】弓控弦，威高展。身段妍，馬輕便。草沒馬蹄，雲遊素練。看那大

鵰突起任周旋，驚得狐奔兔竄、鳶叫鷹喧。它九霄張翅，蔽紅日、銳眼橫穿。

我急驟翻轉，朔風快剪，望蒼穹一箭。

（生一箭射中大鵰，大鵰一聲慘叫，墜落草原。）

（旦小生娃娃生皆大為歡呼介）

〔娃娃生〕爹 ！好棒好厲害哦！

〔旦白〕夫君真英雄也。

〔小生白〕爹娘！看我射狡兔！

（小生馳馬介，唱）

【漿水令】看我小王爺、武藝真傳，陰山下、策馬聯翩。風吹草動兔堪憐，藏身無地，

裸露當前。我急攬轡，徐調弦，身心伶俐氣生健。定覷著，定覷著，這狡兔回旋。一霎

裏，一霎裏，弓張命捐。

（小生射兔中介，娃娃生驚呼介。）

〔旦白〕此兒長大必有乃父之風，妾心甚慰焉。

〔娃娃生白〕我長大不學彎弓射箭，要學娘彈琴作詩，不離膝下。

〔旦撫娃娃生介，白 〕好！乖乖！學娘彈琴作詩也很好。

〔娃娃生白〕娘！我唱歌給您聽！

〔旦點頭欣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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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生唱「世上只有媽媽好」介〕

〔旦感動介，淚水油然湧出介，擁抱娃娃生介〕

〔生拍手介，白〕乖寶寶，唱得好！唱得好！夫人！今日草原遊獵，我一家人好暢意也。

〔生唱〕

【尾聲】喜家人，相留戀，歡樂得、親情一片。〔合〕最是那不盡馳騁曠野天。

〔家將上，白〕王爺！漢家丞相曹操遣派使者前來！

〔生白〕如此！回去接待著！

（燈漸暗）

中場休息十五分鐘

肆、別夫離子

（末扮漢使周近，場上車馬隨從已備。）

〔末唱〕 黃鍾引子【西地錦】北地蕭蕭秋景，處處感動人情。傷離骨肉添悲哽。莫問淚盡誰

聽。

〔末白〕 奉大漢曹丞相之命，備車馬隨從前來左賢王處贖取蔡文姬。旨命早下達，約定今

日啟程。車馬備就，當催促啟行者。（向內呼介）文姬夫人！敢待趲行者！

（旦行裝。生小生娃娃生同上，皆依依哭泣介。）

〔旦唱〕 越調過曲【小桃紅】長空雁陣列縱橫，卻悽唳唳、過龍庭，也。哀音痛楚，亂愁密

織恨交凝，糾結在那別離程。卻原來鳳凰侶即將斷鴛盟，似我成孤另、如飄梗，也。那

堪十二年、琴瑟友生，竟作勞燕兩分飛，不住的淚珠零。

〔末白〕 文姬夫人！丞相有言，他與蔡中郎為忘年之交。中郎無嗣而有託女之請，今贖回

文姬，可以完成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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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唱〕 【下山虎】說什麼曹操嚴命，道義完成。卻不管伉儷欣相敬，難拋鸞鳳情。此際此

時，誰不感懷如病。被他擾亂身心魂不寧，一忽兒如宿酲，一忽兒似乍驚。無限悲

傷事，怎禁逗盈，縱使譜入清商也恨難平。

〔生唱〕啊呀！妻呵！

【五韻美】丞相言，怎能聽，為完他道義拆人至情，誰人能下達此番令。似這般天傳地

應，也不教人裁定。妻呵！同心力，協志成。扭轉乾坤非僥倖。

〔末白〕 丞相更有言，贖回文姬可以借重她才華，恢復戰亂失落之文獻，為其父續成《漢

書》，何況朝命不可違。所以文姬身負朝命、父命、文化使命，三命齊肩，不可

不行也。

〔旦白〕原來我為大儒後裔，就肩上負此重責大任，做不得普普通通的女人了！

〔旦唱〕 【五般宜】只為那大儒事業有依憑，更為那《漢書》史冊續編成。我便得縱轡上高

程，然後朝思暮想，摹形弔影，落得人清夢冷。大使呵！我捨得紅鴛交頸，又怎捨母子至

親情，人心天屬性。

（小生牽衣持旦手介）

〔小生白〕娘！這生離等同死別，你疼愛我們，怎可割捨我們！

【山麻稭換
頭】憶兒時，夜深靜。偎依娘懷裏身旁，無限安寧。心疼。絮叨叨溫語，任它斗轉

參橫。催入眠、兒歌輕唱，憂長愁短，怕那露重風冷。

（娃娃生哭介，旦撫介，娃娃生抱持旦頸介。）

〔娃娃生 白〕娘不是說我們家人永不分離，我這麼小，您怎捨得我！我要怎麼辦，我要怎

麼辦！（跺腳哭介）

〔旦唱〕 【蠻牌令】稚子發哀聲，傾泄淚縱橫。肝腸俱裂盡，肺腑碎難停。看出腹

子、百般悽楚，望離群雁、無限杳冥。恨難訴，怨難鳴。徹天徹地，如炙如

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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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昏倒介，生小生娃娃生哭叫介，旦醒介。）

〔末白〕對此情景，人間慘別，我不知如何是好。

（內傳單于使命到，丑扮使者上，傳詔諭介。）

〔丑白〕 大單于有令：我國既已臣屬漢朝，漢丞相有命前來贖取左賢王夫人蔡文姬返國修

補文獻，續成《漢書》，於事則嘉，於理則正。況且贖金豐厚，更無推卸之理。

至於所請三事：其一，左賢王願隨文姬入漢，單于不准。其二，文姬欲攜幼子偕

行，胡俗不准。其三，左賢王與蔡文姬願保持婚約，曹丞相不准。三事既不准，

文姬即刻啟程，以免躭誤，以敦邦誼，欽此。

〔生白〕 孩兒，大單于已下詔命，爹留不得你娘了！夫人！人生至此，夫復何論，看來終

須一別了。

（二子對生哭求介）

〔生白〕 孩兒！為今之計，只能請求漢使允許我們送你們娘出邊界，途中盤桓，或可稍減

離情之苦！

〔小生娃娃生白〕我們要送娘，不要娘一人獨行。

〔末白〕既如此，聽我號令：請文姬夫人與家人上馬，整頓隊伍，啟駕者！

〔眾繞行介，合唱〕

羽
調【排歌】大漠煙迷，一片殘霞暮景。山山水水程程，黃沙滾滾舞風輕。似此牢愁誰慣

經，誰忍聽，誰忍聽，胡笳悽切已吞聲。秋氣冷，人咽哽。三停路裏減兩停。

〔末白〕夫人！一路延延挨挨，前面就是昭君墓了。

〔旦白〕且住！待我下馬祭拜著。

（旦下馬介，唱。）

【黑麻令】只見莽天涯，招展著紅旌翠旌，對這氣蕭蕭、草青墓青。昭君呀！你應知慘惻惻、魂驚

夢驚，都只為撕裂裂、寸寸柔腸，揉一片、秋聲怨聲。昭君啊！胡地笳，你愁聽怕聽，天上

月、我則憂明懼明。都為這塞外幽恨，千萬古如此地淒清苦清。

〔末白〕夫人！既已祭罷昭君墓，請上馬趲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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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上馬介，隊伍繞行介。）

〔小生白〕娘！眼前這黑河，我等曾來沐浴，說這是漢人暮春祓禊。

（旦吟介）

眼前乍見黑江秋，多少親情綴水流。

一旦邊關離別後，只將明月望高樓。

（旦泣，生小生娃娃生皆泣介）

〔末白〕夫人且莫悲哀，趲行者！

（隊伍行進介）（下場介）（又上場繞行介）

〔生白〕夫人！此處已是漢胡邊界，也是你我當年邂逅之地了。

〔末白〕行行有日，夫人！到邊關了。

〔旦白〕這就是邊界了！就是你我初相遇之地了！

〔旦唱〕 【江神子】回到那初聞邊塞聲，十二年、轉瞬流星，猛重頭紛紛五味雜呈。而今生離

死別苦纏縈，到底誰、離鄉背井。

〔旦白〕 至此邊關，若問我，「去國返鄉」乎？「離鄉返國」乎？或「返國返鄉」乎？

「去國離鄉」乎？我真迷亂不知矣。

〔生白〕夫人呀！至此不得不別矣！

〔娃娃生〕人家還是不離開娘，不離開娘！

〔生撫娃娃生介，白〕爹當設法使你們母子再相見。

〔末白〕千里相送終須一別，夫人要入塞了。

〔旦若有悟介，白〕原來我是去國離鄉，不是返國返鄉呀！

〔旦唱〕【尾聲】此時悲似割喉頸，天昏暗、稀微殘影。〔合〕但把相思意留與晝長夜永。

〔燈漸暗〕

2012年元月24日夜 9:30

壬辰正月初二日連日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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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府堂大會

（淨扮曹操坐相府大堂，外末老旦副淨武生雜扮百官。）

〔淨唱〕 正宮引子【破陣子】號令廟堂天下，揚威華夏蠻夷。願效周公三握髮，仰望文王幾

夢回。英雄屬阿誰。

〔淨白〕 董卓之亂，俺起於群雄之中，建安元年（196）俺遣曹洪西迎今上，八月都許。

從此脅天子以令諸侯，逐次掃除分割諸侯，統一北方。俺由大將軍封武平侯，而

司空、丞相而魏公魏王。當權專政，百官總已以聽。初平興平間（190~195）南

匈奴乘亂劫掠，經我一再討伐，早經歸順，因念故交蔡伯喈有女文姬淪落於左賢

王，伯喈曾託女於我，乃遣使迎歸，嫁與屯田都尉董祀，了卻我一樁心事。俺曾

命文姬修補文獻，續成《漢書》，未知功課如何？唉！俺想今日呵！

仙呂
過曲【解三酲】漢失鹿、豪傑蜂擁，龍騰雲、電掣雷轟。我掌持太阿一揮動，那大小臣工呵！皆

欽服，盡從容。可笑書生論事功，古來那個最豐隆。當何用，文才武略，看取曹公。

〔群臣白〕 大王文才武略，睥睨古今。當服天子袞冕乘黃屋車，方足以彰功業而顯榮光。

〔淨白〕 想孤當初立志，墓碑但署「漢征西將軍曹侯」願足矣！不意位極人臣，邇年既有

周公之想，復有文王之思。至此萬萬不可更逾越矣！

〔末扮黃門官上報曰〕啟丞相，門外有蔡文姬求見。

〔淨白〕 列位！蔡文姬即伯喈孤女，今嫁與屯田都尉董祀，才貌絕佳，當為諸君一見之。

著即進來。

〔旦雅服上，曰〕想我蔡文姬自從返國呵！

〔旦唱〕 商調過曲【二郎神】看那鴻成陣，列長空、南來北運。明月團圓能做準，銀河宛轉，

亦使雙星七夕相親。我卻一去茫茫絕音信，秋水望穿愁悶損。最苦那、雛兒鎖

魂，逡巡，恨不駕、浩天片片行雲。

〔旦白〕來此已是曹公大堂。

〔末白〕文姬夫人請晉見。

〔旦入見介，白〕文姬拜見丞相千歲！

〔淨見喜介，白〕沒想文姬在胡中十二年，風華依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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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唱〕

【集賢賓】容華絢彩搖翠裙（平平去上平去平），似菡萏無塵，明月浮雲相映隱，正三秋，桂

子飄芬。看昭君團香弄粉，未必有、這般姿韻。更何況才學穩，勝過那、翰林成陣。

〔淨白〕 啊！文姬！伯喈一生學問都落在妳身上。方今兵馬倥傯，文獻零落。我命你整

頓，未知情況如何？

〔旦白〕 先父典藏墳籍，汗牛充棟，其賜妾者即有四千餘卷。然皆因流離塗炭，罔有存

者。已就妾所誦憶者抄錄四百餘篇，今具奉呈明公。

〔淨閱介 ，白〕文姬真是聰慧過人，字跡娟秀，無一字脫漏，真為國家典存文獻矣！但未

知續成《漢書》一事如何？

〔旦白〕 明公聽稟：光武建都洛陽百七十餘年，館閣典藏文獻何其繁多，先父藉此畢生盡

瘁於續成《漢書》，而盡付兵火。文姬才不及先父百一，又焉能憑空杜撰。明公

呵！

〔旦唱〕 【黃鶯兒】《史》、《漢》善舖陳，既平觀、亦博文，依據典籍作根本。倘若

紛披競云，原樣遵循，是非好歹都無論，豈不誤後人。小女才疏學淺，因此未敢應

宏恩。

〔淨白〕文姬雖謙虛，然言之有理，續《漢書》之舉，暫予免議。

〔末入內，白〕啟丞相，廷尉來文，屯田都尉董祀犯法當誅，請裁決！

〔旦聞言大驚，跪倒淨前，叩頭哀求介。）

〔旦云〕妾蒙丞相賜婚屯田都尉董祀，未知何罪當誅，乞請明公法外施仁！

〔淨云〕貪贓枉法，文案已定，奈何？

〔旦白〕丞相�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也！萬望明公救免！

〔淨白〕也罷！著即遣使追回文案！

〔末又入報介，白〕啟丞相！廷尉又來報，董祀不服罪，自殺獄中以表清白。

（旦痛呼一聲昏厥，末救之，悠然醒介。）

〔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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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簇一金羅】（黃鶯兒首三句）聞道眼花昏，斷腸悲、又縈身。他幸能蒙赦才安穩，（簇御林第五

句）一霎裏、竟生殉。（一封書七至八）不堪奔，未及問。（金鳳釵六至七）使我跌落朝堂天不仁，終作哀

嫠地不恩。（皂羅袍合至末）想人生際遇，奇偶幸屯，輪番結論，坎泰盈壈，緣何我盡泣紅羊

運。

〔淨白〕 夫人遭遇，令人同情。但人死不可復生，請夫人節哀。著有司協助夫人料理喪

事。

〔旦白〕感謝明公呵護。

〔末又入 報介，白〕啟丞相！邊關獲一胡兒，傷重奄奄一息，言係蔡文姬夫人之幼子。幼

子尚懷藏血書，係左賢王傾訴相思之苦與老邁行將就木之悲。

（場上皆失色而望旦介，旦驚悚顫抖介。）

〔旦呼叫介，白〕在⋯⋯在那裏！在⋯⋯在⋯⋯在那裏。

（雜扮軍士抱持娃娃生上，旦趨介抱入懷介，娃娃生望旦一眼，白：「兒衝破萬水千

山⋯⋯畢竟在娘懷裏了。」言罷死介。旦呼天搶地介。）

〔淨白〕 夫人遭遇之悲慘，人間少有，亦非始料所及也。即著有司優厚撫恤，以補孤之

過。

〔眾下，幕後合唱〕

懷抱嬌兒望賜恩，人間何處可招魂。

莫教墜落方良戶，應自歸來司命門。

萬水千山經跋涉，竭心盡力到邊村。

尋娘已在娘懷抱，后土皇天竟不存。（末二句重唱）

〔燈暗〕

2012年元月26日於 8:00

壬辰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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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胡笳訴怨

（旦憔悴愁怨，持胡笳上，吟介。）

一從孤獨對朝昏，四季花開落滿門。

琴瑟已然羞撫弄，胡笳切裂裂心魂。

〔旦白〕想我蔡文姬一生一世但有一腔幽恨訴與胡笳也。

〔旦唱〕 北南呂 【一枝花】可憐我幼遭失恃哀，長遏紅羊代。無奈裏逐流落胡寨，舉目盡草萊。

十二年幕地為宅，卻贏得一世椎心債。說什麼文獻須修改，文姬曠世才。落得我慘別離、

拆卸形骸，苦相思、難釋情懷。

（文姬恍惚見其父蔡邕昔年形影，場上扮蔡邕上，作逡巡徘徊狀，隨唱詞結束而下。） 

【梁州第七】憶兒時伴椿庭、撫琴數解，度新曲、望月初哉。說不盡親情無限深如海。我能

知絃斷，能辨音哀，能誦經史，能說興衰。正擔承、明珠也似關愛，卻遭逢無妄那麼奇

災。洛城裏蒙塵了、鳳輦鸞輿，天牢內屈殺了、至親儒宰，龍廷中哭傷了、嬌娥眉黛。我這裙

釵，無奈，只得漂流落魄天涯外，隨時隨地盡驚駭。性命無端不可猜，舉世皆乖。

【三轉貨郎兒】

（文姬恍惚見其夫左賢王英姿倜儻。場上扮左賢王上，作逡巡徘徊狀，隨唱詞行止。） 

【一轉】在那窮途裏巧遇了匈奴左王。他那惡部從如兇暴虎狼，他則循循善誘有容光。不由人不

欣嚮往，不由人不配鴛鴦。從此歲轉穹廬十二霜。

（文姬恍惚見其二子欣欣然在左賢王周遭，場上扮二王子依偎左賢王膝下，隨唱詞結束而

下。） 

【二轉】（貨郎兒首兩句）喜膝下、承歡兩兒，縱原野、奔馳有姿。（小梁州首兩句）夫妻子母人間

事，那安樂如畫如詩。（滾繡毬五至十）誰料得曹丞相呵！騎從來有司，安排勾魂使。硬生生的裂撕人、夫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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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實丕丕地填寫我、離愁怨詞。莫道同儕們羨我回桑梓，我則一志裏顧兒無意思（平聲）。（貨郎兒末

句）更那堪伉儷情深今昔是。

【三轉】（貨郎兒首至五）我問天兮我有何罪，我問地兮我有何虧。緣何我夫我子不能與同歸。不能

到頭尾，不能永相隨。（脫布衫全支）既然漢胡和緣何還弄神裝鬼，莫不使歹意故教人涕流淚垂。終使我幼

兒、身傷命墜，我五內、崩裂摧毀。（醉太平首至七）而今俯觀逝水，不與秋雁轉回。仰看白雲明月

永相輝，都不似昔年光美。唉呵呵！雖則心靈我欲重梳洗，山川我欲重欣喜，卻緣何胡笳切裂幾猶

疑。（貨郎兒末句）我獨對孤燈惟暗泣。

【煞尾】漫漫恨海兮雲天外，烈烈愁心兮肺腑哀。長無絕兮永無敗，怨哉！苦哉！一曲

胡笳淚千載。

（燈漸暗）

劇終

2012年元月27日下午 5:45完稿

壬辰正月初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