車王府曲本﹃天門陣﹄巻一
上野隆三・岡本淳子・奧井美繪・齐 娜
高石和典・平塚 順良・堀尾由貴代
＊＊＊＊＊＊＊＊＊＊＊＊＊＊＊＊＊＊＊＊＊＊＊＊＊＊＊＊＊＊＊＊
―凡例 ―
﹃天門陣﹄は ，俗間の芝居臺本である爲 ，假借字や省略字が多い 。
︻

︼で圍まれているのが ，本來テキストに書かれている字 。

白拔きは ，それに我 々が訂正を加えた字である 。
︵例︶ ﹁羅漢︻汗︼陣內不缺少 。﹂
＊＊＊＊＊＊＊＊＊＊＊＊＊＊＊＊＊＊＊＊＊＊＊＊＊＊＊＊＊＊＊＊

︵上楊宗保・宗免・孟良・焦贊・陳林・柴杆 ，站︶
少年兵法武藝精 。﹂ 白馬銀鎗素有名 。﹂
加剛月斧無人擋 。﹂ 干戈林內顯英雄 。﹂
聚會三關擒胡將 。﹂ 方顯男兒立奇功 。﹂
吾乃楊宗保 。﹂
吾乃楊宗免 。﹂
俺孟良 。﹂
俺焦贊 。﹂
吾乃陳林 。﹂
吾乃柴杆 。﹂
今有元帥升帳在此伺侯 。
︵出楊景︶
威風凜凜幹國卿 ，腰懸龍泉劍剛峰 。
耀武揚威掌權勢 ，四海聞名膽戰涼 。
本帥楊景是也 。在大宋天子駕下稱臣 ，拜保陵︻凌︼君 ，外加都招討威 ，鎭
三關 。當日在鐵名關大破蕃︻番︼兵多 ，得玉林公主。王懷女解救 。只殺蕭
︻肖︼后 。諾諾而退 。又來閻︻閆︼洞賓排下天門陣勢。本帥修表告急聖上
玉駕。欽臨三關。吾前日上城觀看，有一十五陣 ，不全回關。乞奏吾主要破
此陣 。一如反掌 。聖上聞聽喜之不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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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忠心懷赤膽 。﹂ 敢與國家定太平 。﹂

︵卒︶報元帥得知 。閻︻閆︼洞賓又來要陣 。乞令定奪 。﹂
再探 。﹂
得令 。﹂︵下︶
野道又來要陣 。待︻代︼我看是如何。衆將官代馬上城觀看 。
︵下 。又上城︶
上得城來 。但見番兵殺氣滕滕 。煙雲滾滾 。各陣變化無窮眞乃唬死人也 。
︵唱︶
只見北方人共馬 ，煙雲滾滾甚威嚴 。
玉皇陣內添四真︻直︼，玉女陣內有紅顏 。
白虎陣內凶又惡 ，靑龍陣內口吐煙 。
仁和陣內生祥瑞 ，金木水火俱周全 。
俱按五行分八卦 ，迷魂陣內現金蓮︻連︼。
吊客陣內却有鬼 ，喪門陣內哭連天 。
天剛陣內凶神現 ，地煞陣內各處歡 。
老君陣內爐添炭 ，朱雀玄武不用言 。
羅漢︻汗︼陣內不缺少 ，太歲陣內更罕然 。
說聲不好把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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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回轉大帳自詳參 。
天生六郞秉赤膽 ，又出擺陣閻︻閆︼洞賓 。
前者觀陣何足也 ，今番變化有威嚴 。
一十五陣擺的妙 ，分作了一百八陣列旗旂 。
我主面前誇海口 ，要破此陣不費難 。
今日觀瞧無法使 ，怎見聖主面龍顏 。
倘若皇爺望下怪 ，居家老幼被刀餐 。
心中着急發暴燥 ，痰火一湧︻勇︼倒平川 。
︵二生︶宗保宗免跑幾步 ，衆將着忙用手攙 。
︵生白︶爹爹醒來醒來 。
︵合︶元帥醒來 。
︵生︶呀 ，不好了 。
︵唱︶
楊宗保 ，涙漣漣︻連連︼。﹂
宗免抱住 ，叫父呼天 。

爹爹快些醒 ，急急轉陽閒 。
父帥若有反■ ，誰保重地三關 。
弟兄二人直聲叫 ，爹爹快快轉回還 。﹂
有孟良 ，心痛酸 。﹂
焦贊跺足 ，涙如湧泉 。
若有好共歹 ，眞是亂子山 。
蕭︻肖︼后人馬精壯 ，番兵勢重威嚴 。
何人敢破天門陣 ，誰擋洞賓閻︻閆︼道仙 。﹂
陳林悲 ，喊連天 。﹂
傍邊痛壞 ，小將柴杆 。
方才還講話 ，立刻氣不還 。
軍中無了主帥 ，只恐萬民不安 。
爺家社稷誰敢保 ，番奴聞之起禍端 。
︵保︶
緊緊抱住 ，手摹胸前 。
還有吸呼氣 ，口内不能言 。
身體發涼不動 ，爺爺死的可憐 。
叫着十聲九不語 ，肝膓痛斷也枉然 。﹂
齊悲痛 ，振地天 。
哀聲不止 ，一齊傷慘 。
捶胸又跺足 ，不見轉陽還 。
面面相觀無語 ，個個發怔無言 。
眼見元帥無生路 ，何人敢保住︻主︼江山 。
︵保︶宗保停悲開言道 。衆叔父免悲慘︻參︼。
︵白︶且免悲傷。我父帥心口之內還有呼吸之氣 。倘若有救。也未見得。待
︻代︼我稟知祖母問問道安任爺 。我父有救無有 。﹂
︵有禮︶大家攙到床上用心看守 。﹂
咳 ，爹爹呀 。﹂
︵下︶
︵又上宗保︶
小小玩童子 ，兵法武藝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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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多時 ，氣不還 。

年長十六歳 ，單扶大宋朝 。
俺楊宗保 。父師觀陣氣斷身亡 。衆將膽︻担︼惊無法可處 。聖上憂慮 。祖母
聞知哭的死去活來，合家人等哀聲不止。我要上橋山問問任師爺。祖母應許，
命我前去 。天色尚早 ，須率走走 。衆將官小心尋城 ，代馬伺候 。
︵下︶
︵出穆︻木︼桂英仙粧︶
高山凜凜藏花秀 ，疊翠靑峰困姣妓 。
奴家穆︻木︼桂英 ，原籍木家寨人氏 。自幼被聖母收 ，在高山學藝 ，敎與我
畫符・念呪・戰策・兵書 。命我前來採藥來 ，在這臥石之上 。歇息 ，歇息 。
但見海山之中雙雙 ，蝴蝶成對・禽鳥合歡 。見物思己 ，何日是個結果 。
︵唱︶
眞是人閒多樂境 ，夫唱婦隨魚水合 。
修什麼仙來養什麼性 ，成什麼眞來作什麼妖 。
夜閒自把黃經念 ，手敲木魚混波羅 。
山洞好似監牢獄 ，年年奈守苦奔波 。
只見那行動之物成雙對 ，何︻合︼況奴二九靑春女姣娥 。
苦在深山熬歲月 ，什麼心膓念彌陀 。
欲待︻代︼私逃把山下 ，又怕那師傅︻付︼知道了不得 。
咳無法可使還採藥 ，不住伸手提那個︻內各︼。
各樣花兒採幾朵 。
︵下︶
在表宗保看明白 。
意亂心惱岔了路 ，闖入深山轉磨磨 。
山坡站立一女子 ，仙家打扮甚嬝︻

︼娜 。

坐驥拴在枯松樹 。
︵對上︶
走至臥石問姣娥 。
控背躬︻弓︼身施下禮 ，動問姑娘把話說 。
只因心急岔了路 ，不見行人問那了 。
望求姑娘相指引 ，回轉三關報恩德︻得︼。
︵白︶仙姑在上 ，小將有禮 ，望乞指引明白 。﹂
住了你這人好生無禮。男女受授不親。我採我的藥，你走你的道，你是一男 ，
我是一女 ，答什麼言語 。好無道理 。﹂
這便怎處，自己問着自己。問路就該問一男子，與一個女孩家説話於禮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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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仙還得神仙作 ，那有凡人把胎脫 。

怎奈四顧無人 ，望那里去問 。﹂
咳，那位將官被奴説了幾句，面紅過耳，羞愧不言。曠野深山叫他去問那個 。
咳 ，倒︻到︼是奴的禮錯 。
︵唱︶
奴家惱中有了錯 ，
︵ 咳 ，我的錯了 。︶
不該數答小將軍 。
與他交言何妨︻方︼奈 ，細看他像貌斯文又超群 。
出家本是慈爲本 ，何不開了方便門 。
滿面春風尊小將 ，問路可是去投親 。
非是奴家不指路 ，皆︻結︼因是男女有別聖人雲 。
︵受授不親答什麽 ，話好無趣 。︶
咳呦這也値得生了氣 ，當面還席把奴蠢 。
這座深山行人少 ，愁着你靑年出門少知音 。
︵不勞尊駕牽掛 。︶
你可是往那裏去 ，貴姓高名何處存 。﹂
在下姓楊名宗保 ，我的父三關鎭守誰不聞 。﹂
單人獨驥登途路 ，爲着何事到山林 。﹂
我父因觀天門陣 ，棄死身亡命歸陰 。﹂
今尊身亡當守孝 ，禮當成服不出門 。﹂
心口還有一點氣 ，祖母差我把法尋 。﹂
求法去問何人也 ，却是那位老仙眞 。﹂
祖母説橋山有座朝陽洞 ，道安任爺老師尊 。﹂
原來是問橋︻喬︼山境 ，常聽師傅︻付︼講此人 。﹂
仙姑慈悲須指引 ，小將無有不知恩 。﹂
恩哪愛的何足道 ，不敢自私送將軍 。﹂
仙姑莫非是惱我 ，
︵不是 。︶
不指明路主何因 。﹂
我問將軍年多大 ，家中可曾娶過親 。﹂
虚度光陰十六歳 ，竝從無有完婚姻 。﹂
好可惜奴家女流輩︻背︼，欲待︻代︼要作個交結怕人議論 。﹂
男女結交且靠後︻后︼，望乞送我出山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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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奴家心牽掛 ，你的來歴未問眞 。

寔話對你說了罷 。
︵白︶實對你説了罷。我也不知陽洞的道路。須得見我師傅︻付︼一問便知。﹂
不知令師住在那座洞府 。﹂
師傅︻付︼離山聖母 ，紫蕭︻肖︼宮修眞 。﹂
仙姑貴姓高名 。﹂
奴家穆︻木︼桂英 。年長十八歳咧 。﹂
小將楊宋保 。年方一十六歳 。﹂
呦呦呦，你十六不十六的，怎麼呢。是誰問你呢。走波跟我去，見師傅︻付︼
去罷 。﹂
仙姑引路 。﹂
此人比作奴的夫 。﹂
失迷路境遇仙姑 。﹂
︵下︶
︵出離山聖母︶
爲有碧霄︻肖︼仙路穩 ，朝朝同駕五雲遊 。
出家人離山聖母在萬靈山紫霄︻肖︼宮修眞。前三年收了個徒兒名喚木桂英，
︵桂内︶你在外邊等等 ，我去通稟 。
︵上︶師傅︻付︼在上弟子稽首 。
︵罷了 。︶
師傅︻付︼。弟子採藥，路遇宋朝楊景之子，名叫楊宗保。去上橋︻喬︼山 ，
失迷路境 。弟子不知領也前來 ，望師傅︻付︼指引 。﹂
不用説 。黄金力士何在 。
﹂
來了 。
︵云︶聖母法詔那邊使用 。﹂
今有楊宗保失迷路境 ，借伏法力 ，將他送至朝陽洞内 。﹂
尊法旨 。﹂
︵下︶
︵旦︶師傅︻付︼，我看那小將年靑 ，不知什麼 。徒兒親自送彼幾程罷 。﹂
唗 ，好個無恥的畜生 。
︵唱︶
用手一指心中惱 ，無恥之徒不害羞 。
胡言亂道不歸正 ，忘了多年若潛修 。
命你採藥把丹煉 ，打救凢人把灾收 。
遇見宗保不怪你 ，領進古洞禮算周 。
不該問他婚姻事 ，出家要把邪念收 。
暗地傳情還瞞我 ，貪戀紅塵行的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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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與他呼風喚雨倒海移山 。好保宋室江山破打天門陣勢 。

還敢求情將他送 ，我的面前來吊猴︻候︼。
什麼送他幾程路 ，有意戀他鸞鳳酬 。
︵弟子不敢 。︶
從今後︻后︼古洞不淫邪女 ，回家去把你父母尸骨收 。
亂石山上人造反 ，你到那裏聚囉嘍︻羅婁︼。
按律守法奈歳月 ，楊門之後︻后︼必相熟 。
天機暫且不可洩 ，快些下山不必牛 。﹂
桂英聞聽將頭叩 ，弟子尊命下山邱 。
眼含珠淚難割捨︻舍︼。
︵白︶師傅︻付︼，弟子怎忍相離 。﹂
你也不用啼哭 ，下山去罷 。﹂
尊命 。﹂︵下︶
你看桂英徒兒去了。該他與楊宗保有夫妻之分。後︻后︼來好破天門陣勢 ，
扶宋主的江山 。

︵出任道安︶
道敎宣門是一禮 ，佛︻仸︼祖殺戒無二家 。
出家人任道安，居住朝陽洞，修眞養性 ，參星拜斗，能知過去未來之事。保
陵︻凌︼君楊景鎭守三關，早知他今年今月必有一場災難。須得出家人解救
死而復生 ，好平滅蕭︻肖︼后 ，立此大功 。
︵上保︶師爺在上宗保叩頭 。
不消︻肖︼起來 ，坐下敍話 。
︵告坐︶
宗保 ，你不在三關鎭守 ，來此何事 。﹂
師爺 。孫兒此來 ，可吁三關無主 ，軍民散亂 。
︵唱︶
我父鎭三關 ，可吁遭大難 。
此番出能人 ，有了大更變 。
道號閻︻閆︼洞賓 ，法術眞不善 。
設擺天門陣 ，父帥親身看 。
褒︻保︼貶陣不全 ，擺的眞有限︻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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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機造定無更改 。驚敎凡人醒愚迷 。
︵下︶

一十五陣圖 ，內裏少更變 。
皇爺龍駕前 ，誇口除國患 。
破陣反掌中 ，一宣有了變 。
次日城頭觀 ，寒光閃一片 。
陰雲遮太陽 ，霧氣黑又暗 。
陣內變化多 ，神仙添靈驗︻晏︼。
一百八陣中 ，凶惡昏慘慘 。
父帥心着急 ，又恐龍顏變 。
羞惱兩加功 ，痰火病兒犯 。
身體倶都涼 ，氣兒︻而︼有一線 。
衆將單怕驚 ，合家悲又嘆 。
祖母命我來 ，才把師爺見 。
解救我爹爹 ，慈悲發善念 。
說罷涙連連 。﹂
道安也可嘆 。
叫聲宗保孫 ，不必心忙亂 。
與你還魂丹 ，收過休怠︻代︼慢 。
仙家妙藥高 ，引子難以拌 。
銀宗雌龍髮 ，盜來要燒煉 。
雄龍眼中涙 ，這宗也要件︻見︼。
接在金杯中 ，調合爲細麵︻面︼。
靈芝草一根 ，拿去有妙算 。
三件少一宗 ，魂魄必要散 。
急速轉三關 ，要你急急拌 。
︵白︶這是九轉還魂丹・靈芝草一根 。還得雄龍涙・雌龍髮 。三宗若少一宗 ，
你父性命休矣 。急速回到三關 ，照方行事 。待︻代︼我送你一程 ，把二目閉
了 。﹂
是 。師爺請上受我一拜 。﹂
不免 。掬︻拘︼陣黃風將宗保 。連人帶︻代︼馬隨︻遂︼風而去 。
︵保下︶
仙家法術靈玄妙 。呼風喚雨任游游 。
︵下︶
︵出孟良扮韃︻伴達︼︶
殺人放火世無雙 ，唬死北蕃︻番︼衆兒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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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儀︻義︼造定的 ，你父這場難 。

俺孟良。我家元帥因爲觀陣，氣斷身亡 。衆將擔驚無法可使。太太悲愁，命
楊宗保 ，上橋︻喬︼山問法 。方才回來 。任仙與了一粒仙丹 。還得引子三宗
隨︻遂︼身來了一宗。還少兩宗別的可取。惟有蕭︻肖︼后雌龍髮甚是難盜 。
那時，我在聖上面誇下海口要上蕃︻番︼營盜髮手到擒來 。聖上大悅，就命
我前去，扮︻拌︼作胡人模樣。我自幼會打蕃︻番︼語，何不混。到北蕃︻番︼
營中 ，找着八弟 。如此而行便了 。
︵下︶
︵出八郞︶
一身隱北國 ，心里望南鄕 。
本玉八郞楊順 ，來在塞︻賽︼北 ，改名王英 ，多蒙公主有情 ，成其恩愛留在
北蕃︻番︼。咳。時時思念家鄕，不得回南，常有南胡信息，我便知道偏偏 ，
閻︻閆︼洞賓攞下陣圖 ，不知南朝可有能人仙法無有 。
︵卒︶稟爺 ，得知外來一人 ，口稱是單于國的朋友 ，求見 。﹂
看坐有請 。﹂
嗻 。﹂
︵下︶
那位將軍有請了 ，不是 。﹂
︵上八︶後︻后︼帳議事 ，閑人退後︻后︼，不喚不許進來 。﹂
嗻 。﹂
︵下︶
二哥可好 。﹂
我是好的 。八弟可好 。﹂
二哥請坐母親可好 。﹂
他老人家精壯的很哪 。﹂
我六哥在三關可好 。﹂
賢弟呀 ，不要提起 。﹂
︵唱︶
未從説話先嘆氣 ，剛鬚︻須︼亂乍口打該 。﹂
二哥這是何︻可︼光景 ，長吁短嘆人難猜 。﹂
提起六哥好不好 ，賢弟聽我講明白 。﹂
只從在鐵臺關前分了手 ，到如今書也不去信也不來 。﹂
蕭︻肖︼后銀︻艮︼宗行人馬 ，番兵番將有安排 。﹂
洞賓設擺天門陣 ，南朝可有能將才 。﹂
六哥城頭去觀陣 ，笑他擺得少良才 。﹂
不可小視閻︻閆︼老道 ，須要着意自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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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來了 。

一夜工夫變化了 ，元帥一見體康篩 。﹂
如此說來何法治 ，六哥主意怎安排 。﹂
六哥羞︻休︼惱變成怒 ，痰堵︻嘟︼咽喉氣不來 。﹂
此話當眞不是謊︻荒︼，
︵當眞︶
楊順聞聽涙满腮 。﹂
賢弟且免悲聲痛 ，番奴知曉玩不開 。﹂
死也不能兄見弟 ，母親聞知哭個獃 。﹂
愚兄領了聖上旨 ，不辭辛苦進營來 。﹂
小弟塞︻賽︼北空牵掛 ，獨︻杜︼自悲哀痛傷懷 。﹂
老八呀六哥還有一線路 ，故此皇爺把我差 。﹂
莫非六哥還有救 ，何妨︻方︼向我説明白 。﹂
若得六哥病症好 ，除非是蕭︻肖︼后頭髮方妙哉 。﹂
頭髮如何能調治 ，就命宮人送了來 。﹂
曾説過別處方法不中用 ，頂心裏三根雌龍髮盜來 。﹂

︵白︶二哥悄言這事非輕 。男女内外有別 。要盜此髮 ，小弟不能 。﹂
你怎麼不能呢 。﹂
蕭︻肖︼后乃北國之君戸 ，圍不少 。弟乃外臣 ，如何盜得出來 。﹂
你另想别的法兒 ，揪點來才是呢 。﹂
什麼別法 ，眞叫小弟爲難 。﹂
你説什麼 。﹂
小弟爲難 。﹂
呀呀呸 ，楊順 。﹂
︵在 。︶
八郞
︵有 。︶
什麼叫作爲難 。哼哼哼 ，你也順奴才反將了 。
︵唱︶
硬 。﹂
當時氣壞將孟良 ，八郞楊順快住口 。
枉讀詩書禮不通 ，聖賢之道你無有 。
你與六哥一母生 ，孟某與他是朋友 。

10

八郞聞聽唬一跳 ，要盜此髮有禍招 。﹂

元帥氣惱一命亡 ，閻王把魂靈■朽 。
宗保疼父去問方 ，橋︻喬︼山問方爲他走 。
道安任爺發慈悲 ，給了仙丹使妙手 。
還得雌龍髮三根 ，他的活命有八九 。
聖上爲難心着急 ，那位將軍敢去否 。
並無一人敢應聲 ，個個翻︻番︼眼把主瞅 。
孟某疼兄要出頭 ，手接令箭望外走 。
捨︻舍︼死忘生闖蕃營 ，韃︻達︼子蕃︻番︼語我爲首 。
花言巧語心膽寒 ，還要堤防北國狗 。
好容易見面敍家鄉 ，並未喝着迎逢︻風︼酒 。
就該應允禮上通 ，蕭︻肖︼后頭髮揪幾綹︻柳︼。
反道又說你爲難 ，叫人火氣往上抖 。
什麼弟來什麼兄 ，不用講究好朋友 。
來來來 ，打頭皮拳散了罷 ，說罷邁步就要走 。﹂
楊順拉住手不鬆 ，小弟知罪話說走 。
二人正然鬧吵吵 ，忽聽外面一聲吼 。
︵白︶二哥不好了 。外面聲音 ，必是公主回來了 。﹂
呀 。這便怎處 。﹂
別處不中 ，躲不及︻急︼了 。且在這桌︻棹︼案底下藏躲藏躲 。公主進來 ，
支他出去再︻在︼作主意 。﹂
咳 。將不起毛毛罷 。
︵下︶
︵接公主上︶
千歲千歲 。﹂
駙︻付︼馬平身 。﹂
謝過千歲 。咳 ，難死人也 。﹂
呦。駙︻付︼馬。方才貴家與母后請安，見你歡天喜地。回來時，形容改變 ，
咳聲不止 ，有何難處呢？﹂
什麼難處 ，不過爲主分憂 。﹂
憂愁着你 ，什麼呢？﹂
咳 。﹂
又是咳 。你不過是思念那母親妻子罷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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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不要聲氣高 ，慢慢商量下情有 。

倒︻道︼不思念妻母 。可嘆我六哥費了命了 。﹂
咳呀 。可是眞麼？﹂
怎麼不眞 ，何人不曉 。﹂
咳 。這可怎好 。
︵跺脚︶
︵孟︶咳呀 。跺了我的手了 。哦喝 ，哦喝 。
︵旦︶呀 。吓死人也 ，吓死人也 。
﹂
公主不要害怕 。﹂
這是什麼東西？﹂
這是南朝我我我一個好兄弟。生得︻的︼面醜，恐怕公主見怪，故此叫他藏
躲藏躲 。﹂
怎麼他還是兄弟呢 。﹂
眞是兄弟 。﹂
既是小兄弟罷咧 ，爲何藏躲？﹂
恐公主疑惑 ，要說是南朝的奸細呢 。﹂
︵孟︶好的老八呀 。怎麼説我比他還小呢 。欲待︻代︼問問 。﹂
我不免上前見個禮兒 ，答陳︻沉︼答陳︻沉︼。嫂子在上 ，小弟有禮了 。﹂
呸 ，什麼嫂子 ，不嫂子的 。﹂
哦哦哦 ，是了 。波羅根賽狠的 。﹂
着 。難爲 。你問你叫什麼名字 。﹂
我呼孟良 。﹂
到此何事 。
︵生︶公主 ，試︻事︼以洩漏 ，難以隱瞞 。六哥身亡 ，還有吸呼之氣 。若要
回生 ，除非國母的 。﹂
哦 ，國母的什麼 。﹂
不敢説了 。﹂
爲何不説 。﹂
望乞公主赦罪 ，才敢言講 。﹂
赦你無罪 ，講上來 。﹂
多謝公主開恩 。若得還魂 ，須得國母頂心裏雌龍髮三根 。﹂
唗 。好一個不知死的東西 。言敢盜髮二字 ，眞正可惱 。﹂
我説 ，不説罷 。公主必定叫我説爲何 ，又變臉呢 。﹂
好你個楊順 ，好個孟良 ，敢來盜髮 。你二人渾身是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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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好 ，講不起 ，依着他説 。﹂

︵唱︶
靑蓮︻連︼女 ，牙咬碎 。
改變珠顏 ，不佳口碎 。
唬叫楊八郞 ，你把良心昧 。
國母待︻代︼你不錯 ，你把好心全糜 。
不思報德天理無 ，正是狼心與狗肺 。﹂
楊八郞 ，心也愧 。
又是喫驚 ，如同酒醉 。
戀戀︻連連︼尊公主 ，我的禮不對 。
須念夫妻之情 ，開恩赦我無罪 。
你爲北來我爲南 ，現如今侍奉國母佳期配 。﹂
我若知 ，有此配 。
斷不與你 ，鴛鴦成對 。
悔也悔不來 ，自己暗流涙 。
什麼事兒未應成 ，你也曾回家探母奴的恩惠︻會︼。﹂
言到此 ，探母妹 。
合家人等 ，誰不掉︻吊︼涙 。
云氏結髮妻 ，眞是女中貴 。
他若嫉妬︻疾姤︼不良 ，公主白把事費 。
因我盛誇你賢德︻得︼，他才感念你恩惠︻會︼。﹂
這些話 ，與我對 。
你若不來 ，空房自睡 。
只當漢子死 ，守寡這一輩 。
閑話叫人難聽 ，你倒︻到︼成了寶貝 。
你家死活向誰云 ，不該盜髮失國瑞 。
心起火 ，羞又愧 。
蕃女野奴 ，好個賤輩 。
讀過聖賢書 ，紙墨枉自費 。
潑賤不曉道理 ，不懂三從四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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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着心膓伴你 ，胳膊︻脖︼難把腿擂 。

夫者爲天竟不知 ，混話說的禮不對 。﹂
就算我 ，潑賤輩 。
你說怎樣 ，來把車對 。
調︻吊︼歪你不能 ，你死不理︻禮︼會 。
算你落了下風 ，却是你的禮備 。
一定奏與母后知 ，自去分辯︻變︼休累墜 。
是你走罷 ，說罷了恩愛退 。
不過要追 。
我的魂魄死到鬼 。
王家再︻在︼來與你對 。
拿你摘心剜膽 ，陰閒叫你受罪 。
要我偌︻若︼命待如何 ，手執寶劍脖項對 。﹂
靑蓮︻連︼着忙拉住衣 ，咕咚性兒︻而︼眞背晦︻被會︼。
︵快些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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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子酸來性子急 ，自覺自己心無愧 。
︵白︶駙︻付︼馬不可拙想 。﹂
不用拉着我 。我是不活着了 。
︵孟︶老八呀 。什麼臉面活着 。望綿花包上撞頭哇 。
︵旦︶呸 。這是什麼时候你還來加剛呢 。
︵孟︶我的不是了 。﹂
駙︻付︼馬呀 。何必生此大氣 。你也思思想想誰是誰非 。
︵唱︶
你爲手足來盜髮 ，生身之母思更高 。
爲救你兄喪我母 ，你也打量自斟酌︻着︼。
夫妻恩愛總然重 ，母女情膓也不薄︻簿︼。
從來養女心向外 ，沒︻每︼説過呀奴也有意回南朝 。
誰管塞︻賽︼北滅不滅 ，嫁鷄還得隨鷄巣 。
既差孟良來盜髮 ，怕是軍卒暗裏曉︻瞧︼。
倘若報與韓延壽 ，定上蕃營走一遭 。
罷了母女情腸扔了罷 ，怎捨︻舎︼恩愛兩分抛 。
不但駙︻付︼馬尋自盡 ，你把那臉膽一嗔緊勾銷︻瞧︼。

别生氣了轉過臉 。
︵白︶駙︻付︼馬 ，别生氣了 。一個夫妻之閒 ，説幾句笑話 ，就要尋死 ，你
呀太性急了 。﹂
公主既有夫妻之情 ，拙夫敢情不盡 。前事休提想法 ，盜髮要緊 。﹂
你二人且在宮中等候 。如此這般 ，我去見母后 。
︵下︶
︵孟︶老八呀 。小不起你這尋死法子 。一死就把他嬸子吓傻咧 。﹂
二哥取笑了 。隨我取用酒飯 。手足恩情重 。夫妻情義深 。
︵下︶
︵上 ，天左‧天右‧韓昌‧耶︻也︼律壽︶
塞︻賽︼北殺氣逞英豪 ，剛叉一擧令人毛 。
宋將聞名唬破膽 ，凜凜威風扶北朝 。
俺蕭︻肖︼天左 。﹂
俺天右 。﹂
俺韓昌 。﹂
今有娘娘升帳 ，大家伺候了 。
︵出蕭︻肖︼后︶
百萬嘍︻婁︼兵朕爲尊 ，執掌塞︻賽︼北錦乾坤 。
總是坤道聲名遠 ，天生雌龍人上人 。
朕當蕭銀︻肖艮︼宗駕坐塞北。只因每年與大宋天子大戰 ，年年損將，月月
折兵。故此，年前聘請仙長閻︻閆︼洞賓。拔刀相助，擺下一座神武天門陣 。
內中共有一百單八陣圖。分派衆將，按次守陣，怎奈兵將不足。朕想塞︻賽︼
北單于國也是胡人之苗。只得遣將借兵 ，推倒眞宗，我朕即位，北蕃屬︻番
數︼他 ，豈︻其︼不美哉 。一定是這番主意望下 ，便叫國舅︻舊︼，蕭︻肖︼
天右上帳聽令 。﹂
千歲 ，千歲 。臣來見駕 。﹂
拿朕令箭 ，借兵表章下到單于國 ，晝夜速行不得不誤 。﹂
得令 。﹂︵下︶
︵公主內︶達兒們將馬待︻代︼過 。
︵上︶皇娘在上 ，孩兒叩頭 。請安 。﹂
我的兒免行國禮 ，賜秀墩坐了 。﹂
是 。孩兒尊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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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耶︻也︼律壽︻受︼。﹂

我兒今日進帳有何事奏 。﹂
愙而︻客兒︼細稟 。
︵唱︶
靑蓮︻連︼公主尊兒母 ，有宗心事要奏出 。
母女塞︻賽︼北折人馬 ，眼看江山難以扶 。
又來洞賓閻︻閆︼長仙 ，妙法多端有法術 。
擺的陣勢人難破 ，管叫宋將俱遭誅 。
三關無人臨軍隊 ，奈何城池待何如 。
皇娘故︻姑︼此心中悶 ，孩兒要學聖人書 。
唐氏乳母行孝道 ，傳留後世美名圖 。
孩兒要料報國母恩勞意 ，與母籠髮把頭梳 。
這是孩兒要行孝 ，無可答︻達︼報把恩扶 。
銀︻艮︼宗聞聽心中喜 ，難爲你一片孝心娘賓服 。
不枉養女成半子 ，說什麼即命與托孤 。
話說中閒天色晚 ，傳令番兵把帳出 。
嗻令 。
︵下︶
︵下︶
靑蓮︻連︼隨母往後︻后︼走 ，宮人們各人且歸各人屋 。
︵同上后・髮︶
與母摘去冠一頂 ，攙母歸坐用手扶 。
︵白︶待︻代︼兒 ，與母梳梳殘粧罷 。﹂
好 。難爲你一片孝心 。﹂
兒當如此 。自己腹内問着自己 ，靑蓮︻連︼哪 ，青蓮︻連︼哪 ，這是你生身
之母 。如何下此毒手越思越想不由兩眼落涙 。
︵唱︶
端過梳粧流下涙 ，站立身後︻后︼把眼揉 。
怪道養女心向外 ，這算什麼好丫頭 。
梳什麼頭來行什麼孝 ，講什麼解悶與分憂 。
拿起梳籠擱︻各︼頭上 ，慢把靑絲用手勾 。
越︻月︼思越︻月︼想心難受 ，背母思自涙暗流 。
只爲夫妻恩情重 ，哄母上樓把梯抽 。
皇娘塞︻賽︼北天分滿 ，大料無有一百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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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肖︼后離坐歸後︻后︼帳 ，吩咐侍女秉銀燭 。

再︻在︼要說是不下手 ，六哥只怕斷咽喉 。
若要盜去雌龍髮 ，難免皇娘命不休 。
左籠右梳怎麼好 ，這才叫人心裏熟 。
是也罷不管母親死不死 ，那管結果與無收 。
看見頂心紅頭髮 ，靑蓮待︻代︼肉用手揪 。
︵龍現︶
只聽肉龍一聲響 。﹂
咳呀太后閉目瞪雙眸 。
咕咚裁倒床兒下 ，人事不醒忽︻胡︼悠悠 。﹂
靑蓮︻連︼一見心害怕 ，藏髮與母盤上頭 。
抱住身體回扶母 。
︵白︶
皇娘醒來醒來 。你看母后昏迷不醒 。將髮揪下 ，且把母后攙扶裏邊才是 。﹂
︵攙下又上︶宮人們︻門︼。
伺候 。
來 。﹂
尊命 。﹂︵下︶
︵上孟良︶
盜得雌龍髮 ，不但坺徒︻渉︼勞 。
俺孟良 。奉聖上將令蕃︻番︼營盜髮 ，多虧八弟要死要活 ，才把公主纏住 ，
不顧母女大義，憐夫妻之情，才能將髮盜出，八弟交付與我，我這番功勞越
︻月︼發大了。聖上若問我就説，我親身盜來的功勞更大了。一定是這個主
意説話之閒 ，來到三關進城報功便了 。
︵下︶
︵上寇準 ，王強站︶
朝衣待︻代︼漏五更寒 ，鐵甲將軍夜渡︻度︼關 。
忠心一點如皓︻浩︼月 ，國祈綿長萬萬年 。
本閣寇準 。﹂
下官王強 。今有聖駕臨朝 ，大家 ，招班伺候 。﹂
︵出天子︶
天上麒麟原有種 ，穴中螻蟻豈能逃 。
太平待詔歸來日 ，朕與將軍解戰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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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母方才一陣心神不安，你們好生看守，我到我的宮中，去取藥材，急便回

朕當大宋眞宗 ，國號咸︻献︼平 ，玉諱趙匡義在位當日 ，吾兄在位 ，平滅南
唐 ，河東 ，西涼 ，倶都歸順 ，單單剩下蕭︻肖︼后銀︻艮︼宗未滅 。傳到我
朕累年征戰 ，又來閻︻閆︼洞賓擺下一座天門陣 。保陵︻凌︼君上城觀看 ，
斷氣身亡 。多得玉外甥︻生︼求師 ，還得雌龍髮 。打發孟良去盜 ，怎麼不見
到來 。
︵上孟︶萬歳萬歳 ，孟良見駕 。﹂
孟愛卿可曾將髮盜來 。﹂
盜來了 。﹂
你是怎麼一個盜法 。﹂
爲臣假扮︻拌︼胡人混進營去 ，我看蕭︻肖︼后端然正座 ，走到跟前把他拉
下帳來 ，脚蹬着脖子揪了一綹︻柳︼就跑回來了 。﹂
說你勇果然就勇起來了 ，暫且歸班 。﹂
萬歳 。﹂
軍師上殿 。
︵寇︶萬歳 ，萬歳 。臣來見駕 。﹂
寇愛卿 ，雌龍髮已︻以︼得 ，快配此藥好救元帥 。﹂
萬歳還少一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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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件 。﹂
還得聖上龍涙才可 。﹂
軍師，這是你錯了。朕當見盜來雌龍髮，正在歡喜之閒，是那裏來的涙呢。﹂
萬歳必用此物 。﹂
暫且歸班 。﹂
領旨 。﹂
咳 ，平白地那裏來的涙呢 。這倒︻道︼是件難事 。﹂
︵唱︶
眞宗天子心中想 ，這件事兒叫朕難 。
軍師還要孤家涙 ，不能全美把藥煎 。
只説盜髮費大事 ，誰成想孟良不費反掌閒 。
朕當一見心歡喜 ，誇講孟良將魁元 。
人逢喜事那有涙 ，越思越想長笑顏 。
起來座下無法治 ，龍目中左擠右擠總是乾 。
這可叫朕怎麼好 。﹂
寇準班中思機關 。

邁歩出班往︻望︼外走 。
︵下︶
心中展轉五七患︻悉︼。
何不使了誆君計 ，大料可也不相干 。
若不如此這般作 ，怎能打救將魁元 。
只説皇宮有了事 ，天子必然心痛酸 。
自己想至到得意處 ，裝︻妝︼作驚慌失色顏 。
金盤藏在袍袖裏 ，轉身吶喊上金鑾 。
︵上︶
撩袍端帶往上跑 ，口呼萬歳反了天 。
︵白︶咳呀 。萬歲不好了 。禍從天降 。﹂
哦 。愛卿 。這是怎麽樣了 。﹂
咱君臣只顧屯紮三關 ，誰知蕭︻肖︼后聞知元帥已︻以︼死 ，暗差韓昌領定
人馬 ，遶過三關殺進皇宮 。可嘆皇娘千歲被韓昌殺死宮內 。﹂
呀 。果然是眞 。﹂
方才京報前來 ，臣不敢謊︻荒︼奏 。﹂
咳 。玉妻呀 。﹂
卿家 ，你是那裏來的罪呢 。﹂
臣無故荒言誆主喫驚 。﹂
怎麽方才所奏是謊︻荒︼麽 。
﹂
正是 。﹂
哈哈哈。卿家，難爲你的好計。赦你無罪，還要加封與你。快去救元帥要緊。﹂
領旨 。
︵下︶
好一個詭計 ，多端的忠良 。
有道之君出忠孝 ，傑士英雄擇主棲 。
︵下︶
︵楊宗保 ，馬上︶
龍馬負圖藏秋水 ，伏羲因畫八卦傳 。
俺楊宗保 ，多得任師爺仙丹妙方 。我父才能服藥 ，還養︻陽︼病體痊︻全︼
癒，不愁天門陣不破。忽然想起五伯父替主出家現在五臺山修眞。爹爹命我
去上五臺山，去請五伯父下山破陣。接了令箭一支叫我急去急來。天氣尚早，
只得走 ，只得走 。
︵下︶
︵站老張‧丑梅︻枚︼香︶
︵出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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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接着 。萬歲不用哭了 。淚勾使了 。臣有欺君之罪 。罪該萬死 。﹂

神機妙算膽氣豪︻毫︼。腰橫秋水繡絨刀 。
哨聚嘍︻婁︼兵更年號 。電閃旌旗日月高 。
奴家穆︻木︼桂英 。奉師父之命 ，下山回家 ，見了爹爹‧母親苦訴離別 。誰
想家遭大火，父母疼財，跳入火內而死。那時我聞聽痛哭一場，重新殯葬了
我的父母。離了木家寨，單人獨馬來在亂石山上。這裏有毛寇，被我將頭目
斬首 ，衆人尊我爲王 。哨聚嘍︻婁︼兵搶了幾個使女扶持 。奴家師父言道 ，
此處等着楊門之後︻后︼。我想天高地厚 ，怎得來到這裏 。
︵梅︻枚︼
︶姑娘呀 。嘍囉︻婁羅︼近日下操咧 ，請姑娘看箭去呢 。﹂
丑三 ，我心煩意懶 。你替我看去罷 。﹂
咳喲 ，姑娘 。這可坑了人咧 ，我懂得︻的︼煞吔 。﹂
除了你 ，誰是我的親人哪 。﹂
咳喲 ，姑娘 。你這話只怕是孤雁半天飛要找伴了 。
︵唱︶
丑三待︻代︼笑心醒悟 ，腹內思量好幾回 。
沉音半晌別不住 ，尊聲姑娘微微︻威威︼。
︵笑的什麼 。︶
聖母之徒有武藝 ，兵書戰策謹中魁 。
父母雙亡無有靠 ，奴家看着親人沒︻枚︼。
︵可不是 。︶
最親不過夫與婦 ，丑三想着把你配︻培︼。
高山爲王聲名醜︻丑︼，誰知是個謹峨眉 。
若是生的平民女 ，那姑爺三個五個早成堆 。
︵呸 ，娼婦別胡說 。︶
非我胡說肝︻干︼膽話 ，等着不中自尋媒 。
︵自己那裏去找 。︶
不用找來不用買 ，立一個招夫旗兒也使得 。
旗上多寫幾個字 ，把姑娘武藝模樣誇個飛 。
有人敵住刀共馬 ，許他成親效于飛︻非︼。
姑娘你說好不好 。﹂桂英點頭把話回 。
這個事件可也好 ，你姑娘還有個妙人小英魁 。
高山採藥遇小將 ，若得此人把心隨 。
︵姓什麽 ，叫什麽︶
姓楊名字叫宗保 ，師傅︻付︼言道有定歸 。
故此才亂石山把他等 ，只到今日音信沒︻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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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主姑娘十八歲 ，容貌長得︻的︼得了個得 。

︵立上旗他若來了呢 。︶
吩咐快取旗一面 。﹂
曉︻小︼得 。﹂
︵下︶
待︻代︼奴提筆畫香閨 。
手提竹管寫完畢 ，又把丑三叫一回 。
事不依遲下山去 。
︵白︶丑三聽我吩咐 ，將這桿大旗，以同老張扛下山去。用心看守 ，倘若天
緣輻輳 ，楊將軍到來也未可定 。﹂
姑娘 ，你滿面紅光必有喜性 ，你老嫗︻預︼備拜天地罷 。﹂
呸 ，蹄子 。你去罷 。﹂︵下︶
咳 ，人要大了哇 ，眞不害臊 。聽說招夫咧 ，歡喜的那個樣兒 。老張呀 。﹂
什麼 。
寨主今年十八咧 ，就要招夫 。我到十九咧 ，他咋︻咱︼不提一提呢 。﹂
咳 ，你也不害臊 。﹂
︵下︶

一心急似箭 ，打馬跑如飛 。
俺楊宗保。曉行夜宿竝非一日，不知離五臺山還有多遠，叫人心中着急，面
前叠翠巍巍︻微微︼，不像︻相︼關唐大路 ，自古︻故︼逢山有寇 ，只得急
急過去 。
︵唱︶
心着急 ，奔山崗 。
打馬加鞭 ，心中暗想 。
四野並無人 ，催馬望上闖 。
山嶺道路崎嶇︻奇區︼，人煙不大甚廣 。
忽聽一陣呼哨聲 ，面前必有賊攔擋 。
︵下︶
有老張 ，把旗扛︻抗︼。
叫聲丑三 ，你聽■講 。
姑娘立大旗 ，他把女婿想 。
姻緣本來由天 ，立旗也是謅︻周︼謊 。
叫立咱就立上他 ，不管他有想無有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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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保馬上︶

他十八 ，年不長 。
武藝精通 ，法術難擋 。
布陣會排兵 ，天天下敎場 。
轄管有萬嘍︻婁︼兵 ，一人都把權掌 。
從小跟師把藝學 ，呼風喚雨本領廣 。
︵代白︶來在山下把這旗立上 ，等着過路的 。
︵下︶
︵生唱︶
手擰鎗 ，來的扛︻莽︼。
仔細一觀 ，不用問訪 。
旗上寫佳人 ，神通武藝廣 。
有人敵住剛刀 ，過山不要銀兩 。
撒豆成兵有奇能 ，天生神女住山崗 。
若不能 ，休堵擋 。
急速遶山溜 ，免得遭冤枉 。
宗保怒氣滿腔 ，丫頭敢是胡講 。
手擧金鞭喊連天 ，打倒旗旌往上闖 。﹂
丑三罵 。﹂老張嚷 。
一齊開言 ，拍手打掌 。
立旗要招夫 ，白把人家想 。
一怒動了金鞭 ，就把旗來打躺 。
這個東西果然凶 ，一怒再︻在︼把山來搶 。
︵生︶
你姑娘 ，無分兩 。
却是爲何 ，自出市場 。
必是丢醜︻丑︼人 ，奸夫常來往 。
因此跑在高山 ，恐怕人多亂嚷 。
必是那孫猴的嬸子 ，猪八戒的媽 。
無有婆家難推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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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領不強 ，別入羅網 。

︵三︶
這小子 ，見刀攘 。
褒貶姑娘 ，鬼怪相仿︻防︼。
你若見了他 ，叫你魂飄蕩 。
長得雅︻的亞︼似天仙 ，生得︻的︼眞正蓋場 。
模樣也就不用曰 ，針線活計作的更爽 。
︵生︶
不用誇 ，不用講 。
少爺片時 ，就把他擋 。
叫他下山坡 ，把人漏當場 。
不用三蕩兩合 ，親手就把他綁 。
拿住了頭剥了衣 ，叫他丢人在山塝 。﹂
休胡言 ，少胡講 。
在此等着 ，我上山崗 。
送在剥皮亭中 ，先把你的頭晃︻愰︼。
回手我就抽你筋 ，扒你的皮子作箭擋︻党︼。﹂
萬惡了頭你着鎗 。﹂小子住手聽我講 。﹂
︵白︶你這小子，不要逞強。姓甚名誰對我説了，稟知我家寨主，前來擒你。﹂
若提你爺爺名姓 ，唬破你們苦膽 。爺爺 ，楊宗保 ，快去通報 。﹂
咳呦 。是咧 。叫你大等大等 。一會就來了 。﹂︵下︶
︵出桂英︶
花容月貌待誰曉 ，天武神威模樣姣 。
奴家穆︻木︼桂英 ，命丑三看守招夫旗 ，怎能得遇楊門小將隨心如意 。
︵上丑三︶咳呦 ，可慌︻荒︼殺我了 ，姑娘 ，姑娘 。﹂
煞勾當把你慌︻荒︼的那個樣子 。﹂
可是 ，你那心上的人來了 。姑娘快梳洗打扮︻拌︼，好等着拜天地罷 。﹂
呸 ，別瞎說咧 。﹂
可眞 。哪姑娘聽我丑三說說 。
︵小子唱︶
奉命我去下山峰 ，大旗立了不大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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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稟姑娘知 ，叫他把你綁 。

遠遠望見有人來 ，看他是個小伙子 。
騎着烈馬使銀鎗 ，他說立旗不對禮 。
從頭至尾念的眞 ，小將不顧頭與尾 。
摘下剛鞭打壞旗 ，褒︻保︼貶姑娘活像︻相︼鬼 。
我誇姑娘好容顏 ，正可與他作媳婦 。
如菓若是楊將軍 ，我就上山跑跑腿 。
眞命眞姓也不說 ，照着奴家呸呸呸 。
我說在此且等着 ，時候不多打個盹 。
上山我就看憲書 ，今日正逢好日子 。
請他上山拜天地 ，你倆就要成兩捆 。
︵可是眞麼 。︶
這樣大事怎不眞 ，你要擋駕︻當假︼不夠︻勾︼本 。
︵那人怎麼一個模樣 。︶
聽我誇誇小將軍 ，模樣生得︻的︼得了個得 。
臉兒生得︻的︼雪花白 ，好像︻相︼搽上桃花粉 。
眉兒好似兩道黑 ，眼睛好似一汪水 。
將軍打扮︻拌︼有威風 ，此人好看誇不到底 。
一齊見面親身相 ，姑娘自然看個準 。
︵今個是好日子麼 。︶
方才告訴是今個 ，一會忘了又問幾︻几︼ 。
我去外邊扛︻抗︼着刀 ，親身扶持姑娘你 。
︵白︶姑娘 ，快些下山 ，擒拿小將 。我與你扛︻抗︼着刀 。﹂
把你忙的那個樣兒 。﹂
不是 。我忙怕人家走了 。﹂
吩咐嘍囉帶︻婁羅代︼馬下山 。﹂
得令 。
︵下︶
︵宗保對桂英︶
呀 。我看你好生面善 。﹂
此女好生面熟 。﹂
你不是上橋︻喬︼山問路的那人麼 。﹂
你不是在山坡上採藥的那姑娘麼 。﹂
哼 。我是穆︻木︼桂英 。﹂
我就是楊宗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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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鼻子紅紅腮 ，白白牙兒小小嘴 。

喲喲喲 ，你不是他是那喲 。楊將軍 。今日何往呢 。﹂
上五臺山去 ，請五伯父下山破陣 。姑娘 ，爲何來到此處 。﹂
奉師傅︻付︼之命 ，竟來等候將軍你喲 。聖母言道 ，你我該有夫妻之分。故
此恭候 。就請將軍上山罷咧 。﹂
咳，難爲你是未出閨閣的女子也。不害臊見面不講，別的開口就講婚姻。着
鎗 。﹂
咳 。羞死人也 。撒馬過來 ，撒馬過來 。﹂
︵大殺 ，穆︻木︼敗上︶
等他趕來 ，用定身法將他定住 。﹂
丫頭那裏走 。﹂
慢趕呀 。呸 。
︵定住︶好小輩 ，如此羞人 ，着刀 。﹂
咳呀 。姑娘饒了我的命罷 。﹂
饒你却去不難 。我方才向你說的那件勾當 ，你道應不應罷 。﹂
那件親事 ，我應下就是了 。﹂
應下咧 ，你們男子漢︻汗︼轉軸推移︻多︼。您還得明個誓願 。﹂
罷了 。待︻代︼奴收了法術 。饒了你罷呀 。啐 。﹂
丫頭着鎗 。﹂
︵殺，桂上︶你看這小輩。還有反悔之意。要想逃出我手，怎得能夠︻勾︼。
唪定呪語 ，立起大山兩座 ，前邊等他便了 。
︵下︶
︵上宗保︶好了好了 。剛剛跑出塞︻賽︼外 。我不免催馬緊緊而行 。你看面
前一座大山 ，待︻代︼我速速過去 。
︵吊澗内︶呀 ，不好了 。吓死人也 ，吓
死人也 。怎麼跑在這裏來了，四面八方竟是鐵壁銅︻同︼墻一般。叫我如何
出去 。咳 ，蒼天蒼天 ，這可是我死而無救了 。
︵唱︶
宗保吊在山澗裏 ，不由一陣膽戰驚 。
四面山高有數丈 ，周圍好像銅鐵城 。
不見麋︻糜︼鹿是獐︻樟︼子 ，見了些山中野獸亂哄哄 。
越瞧越看眞害怕 ，這纔腹内自叮︻丁︼嚀 。
帳前領了爹爹令 ，去看伯父下山峰 。
誰知半路遇賊寇 ，與他大戰鬪輸嬴 。
如今却把限期誤 ，只怕爹爹怒氣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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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三心二意 。吊在山澗峽︻夾︼死 。﹂

偏偏又遇峽︻夾︼山澗 ，要想出去萬不能 。
左難右難難死我 ，心中好似滚油烹 。
急得︻的︼馬上干瞪眼 ，又聽山中響咕咚 。
細聽好像砍柴斧 ，待︻代︼我招呼叫一聲 。
口中連把大哥叫 ，望乞指引我分明 。
︵白︶樵夫哥望這裏來 。
︵丑︶這是誰叫我呢 ，待︻代︼瞧瞧去 。
︵唱︶
樵夫把斧擱︻各︼，聽着像︻相︼哭樣 。
不知在那邊 ，放下扁擔望 。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上在山頭上 。
招呼好幾聲 ，無人山鳴亮 。
︵我在這裏呢 。
︶
一下一下望下下 ，這人上了當 。
此處是絶地 ，死了無處葬 。
︵白︶什麼人叫我呢 。
是我呦 。﹂
你怎麼跑在那裏去了 。﹂
咳 ，也是我失迷道路 。﹂
人要掉︻吊︼在這裏 ，準死無挪 。﹂
這却如何是好 ，老哥救救我罷
救你實在難救 ，咳 ，這可怎麼好呢 。哦 ，哦 ，有了 ，我有兩根捆柴的繩子 ，
再砍上幾根葛條，接得︻的︼長長的，我仍下去你拴在腰裡只怕拉上來了。﹂
倒︻道︼也使得 。﹂
拉上來你也別歡喜 ，拉不上來你也別煩惱 ，待︻代︼我拉你 。﹂
罷了我了 。﹂
罷了你了 。我看好像︻相︼罷了我了 。我説拉不動呢 ，一點勁︻筋︼也沒有
了 ，我且拴在這棵樹上等我喫點飯回來再︻在︼拉罷 。﹂
︵下︶
哦 ，樵夫哥你回來回來呀 。坑死人了 。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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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在山澗中 ，何人把你誆︻匡︼。

着急害怕説不好 ，渾身亂戰心膽寒 。
將我拴在半空裡 ，不着地來不着天 。
他便摔手佯︻羊︼常去 ，叫着十聲九不還 。
要上偏又上不去 ，要下還有葛條拴 。
望上一看有數丈 ，望下一看腦袋眩︻代宣︼。
正在着急心膽怯 ，只見那幾個猿猴正耍玩 。
跳跳躦躦把葛條啃 ，四根啃斷一對單 。
剩下一根枯松木 ，唬得︻的︼魂靈飛上天 。
山澗又出一坑水 ，眼看着一根葛條半根連 。
口中只把母親叫 ，要想見面只怕難 。
生有地來死有處 ，我的尸首不能還 。
忽然想起穆︻木︼小姐 ，本事︻勢︼武藝眞罕然 。
眼前若有桂英在 ，把我救出不費難 。
雙合二目等着死 ，
︵桂︶咳︻啖︼嗽一聲山頭站 。

上面不是穆︻木︼小姐麽 。
﹂
山下那不是楊將軍麽 。你怎麽來到此處呢 。﹂
也是我失脚吊在此澗，樵夫哥拉我不動，他將我拴在半山之中。小姉快救我
罷 。﹂
咳 ，這是你不仁 。才應了誓了我 ，可是不管的 。﹂
小姉救救我罷 。﹂
救了你 ，好用暗槍紮人那 。﹂
再︻在︼也不敢了 。﹂
罷了叫 。我救你 ，須得對天明誓 。﹂
再有三心二意 ，後︻后︼來馬踐如泥 。﹂
待︻代︼我收了法術呀 。啐 。
︵落下︶
高山那裏去了 。﹂
我全收了 。﹂
罷了 ，小姉本領小將賓服 。﹂
這不過叫你見識︻世︼見識︻世︼。﹂
咳 ，請上山罷 。﹂
咳 ，不起了 。﹂
走罷 。喲 ，不叫你喫虧就是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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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咳呀 。好高山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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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儀︻義︼造定無更改 ，千裏姻緣繋︻計︼紅繩 。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