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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崑劇新編崑劇新編崑劇新編崑劇《《《《大地之淚大地之淚大地之淚大地之淚》》》》    

 

◆人物介紹 

東方旭：世居七星山下，長年在外遊歷，心地善良，濟弱扶貧。父親死於山中妖

孽之手，為了報父仇，上山尋妖，後對仙兒動了真情。 

東方燕：世居七星山下，東方旭之妹，父親死於山中妖孽之手，個性衝動，嫻熟

箭術，強烈反對其兄與仙兒交往。 

仙    兒：七星山上，聚天地靈氣而生的女子，有「言靈」之術。孤獨、寂寞，十

分珍愛山中鳥獸，沒有世間是非觀念，對自身奇術感到厭惡。 

送葬人數名 

（一支曲牌約唱 3～5 分鐘） 

 

 

●第一折 

 

（空台） 

（東方燕隨送葬隊伍自上場門緩緩上場，邊行邊唱） 

 

送葬隊：（同唱）【【【【一剪梅一剪梅一剪梅一剪梅】】】】 

暮暮暮暮年英雄枉死靈年英雄枉死靈年英雄枉死靈年英雄枉死靈，，，，    

魂斷七星魂斷七星魂斷七星魂斷七星，，，，含含含含恨難恨難恨難恨難平平平平。。。。    

朔風朔風朔風朔風怒牽怒牽怒牽怒牽引魂幡引魂幡引魂幡引魂幡，，，，    

悲泣聲聲悲泣聲聲悲泣聲聲悲泣聲聲，，，，猶似同鳴猶似同鳴猶似同鳴猶似同鳴。。。。 

 

（送葬隊伍下場，東方燕留在台上。） 

 

東方燕：（白）喂呀！爹爹呀！（哭介）奴家東方燕，與爹爹居住在七星山下，

狩獵為生。兄長經年在外遊歷。傳聞三年前，七星山被眾妖魔所

佔，族老鄉親上山狩獵，多死於非命，無人再敢上山。日前，爹

爹說道，要送奴家藍鵲羽毛，裝飾弓箭，作為生辰之禮。奴家不

要，誰想爹爹還是上山獵鳥。當日，七星山便風狂雪驟，鄉親只

道是爹爹觸怒妖魔，要將奴家獻祭，以平妖怒。爹爹為救孩兒，

獨自上山除妖，竟至身死。死狀甚異，眾人皆道為妖孽所害，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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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爹爹呀！ 

（唱）【【【【大聖樂大聖樂大聖樂大聖樂】】】】 

豈料得豈料得豈料得豈料得，，，，忽地忽地忽地忽地扶靈扶靈扶靈扶靈。。。。    

（白）哎呀！    

只因只因只因只因現妖魔現妖魔現妖魔現妖魔奪奪奪奪山山山山嶺嶺嶺嶺。。。。 

（白）鄉親要奴獻祭呵， 

（唱））））嚇得嚇得嚇得嚇得倒傾菱花鏡倒傾菱花鏡倒傾菱花鏡倒傾菱花鏡。。。。 

（白）爹爹不捨奴獻祭， 

（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吓吓吓吓，，，，    

苦營苦營苦營苦營救救救救    

（白）喂呀！ 

（唱）救女救女救女救女把把把把妖征妖征妖征妖征，，，，    

為甚為甚為甚為甚天道天道天道天道無蹤影無蹤影無蹤影無蹤影？？？？     

（白）為甚要俺弱質女子，來救世人呵？？？？    

（唱）為甚的為甚的為甚的為甚的，，，，柳弱花嬌柳弱花嬌柳弱花嬌柳弱花嬌做厲兵做厲兵做厲兵做厲兵？？？？    

落得個親不醒落得個親不醒落得個親不醒落得個親不醒，，，，    

眼下裡眼下裡眼下裡眼下裡，世間世間世間世間親眷親眷親眷親眷，，，，是是是是俺俺俺俺胞兄胞兄胞兄胞兄。。。。（哭介） 

（白）已著人通知兄長回來奔喪，為何還不到來？ 

 

（東方旭急上） 

 

東方旭：（白）忽報嚴親訃，奔喪萬里程；椎心腸寸斷，忍淚更吞聲。哎呀！妹

子啊！ 

 

東方燕：（白）喂呀！兄長呀！（相擁而泣） 

 

東方旭：（白）爹爹一向康健，怎麼突然亡故了？此處又為何，變得這般冰天雪

地呀？ 

 

東方燕：（白）都說是爹爹觸怒山中妖魔，致使冰雪封山，竟要將奴獻祭，以平

妖怒。（哭介） 

 

東方旭：（白）豈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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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燕：（白）爹爹為救奴家，獨自上山除妖，誰想……誰想……（哭介） 

 

東方旭：（白）妹子休要啼哭，有兄長在此。今日強忍悲痛，先送了爹爹最後一

程吧（哭介）。 

（唱）【【【【下山虎下山虎下山虎下山虎】】】】 

提及提及提及提及先先先先考考考考，，，，淚水難停淚水難停淚水難停淚水難停。。。。        

一自逢魔道一自逢魔道一自逢魔道一自逢魔道，，，，強佔強佔強佔強佔谷陵谷陵谷陵谷陵，，，，    

過往富庶豐饒過往富庶豐饒過往富庶豐饒過往富庶豐饒，，，，化為頹景化為頹景化為頹景化為頹景。。。。    

 

東方燕：（夾白）只怕鄉親又來逼奴獻祭。 

 

東方旭：（連唱）諂妖保諂妖保諂妖保諂妖保安寧安寧安寧安寧，，，，拆散拆散拆散拆散一姓一姓一姓一姓。。。。    

回首望回首望回首望回首望舊光景舊光景舊光景舊光景，，，，    

笑語歡聲笑語歡聲笑語歡聲笑語歡聲，，，，已已已已成成成成幻影幻影幻影幻影。。。。    

父父父父往往往往深山入深山入深山入深山入，，，，把把把把孽障整孽障整孽障整孽障整，，，，    

命殞七星命殞七星命殞七星命殞七星，，，，枉捐此生枉捐此生枉捐此生枉捐此生。。。。 

    

東方燕：（夾白）都是孩兒不孝？ 

（連唱）【【【【亭前柳亭前柳亭前柳亭前柳】】】】 

驟驟驟驟強使強使強使強使，，，，獻娉婷獻娉婷獻娉婷獻娉婷，，，，    

嚇得俺嚇得俺嚇得俺嚇得俺，，，，魄飄零魄飄零魄飄零魄飄零。。。。    

當初應捨女當初應捨女當初應捨女當初應捨女，，，，    

今朝父猶生今朝父猶生今朝父猶生今朝父猶生。。。。    

慟慟慟慟哭哭哭哭    

年邁年邁年邁年邁父已頹齡父已頹齡父已頹齡父已頹齡，，，，    

怎禁承怎禁承怎禁承怎禁承鬼魅鬼魅鬼魅鬼魅猙獰猙獰猙獰猙獰。。。。 

 

東方燕 

東方旭：（同唱）【【【【蠻牌令蠻牌令蠻牌令蠻牌令】】】】 

誰憐宇天傾誰憐宇天傾誰憐宇天傾誰憐宇天傾，，，，    

魔逞五洲興魔逞五洲興魔逞五洲興魔逞五洲興。。。。    

呼天天不睬呼天天不睬呼天天不睬呼天天不睬，，，，    

唤地地焉聽唤地地焉聽唤地地焉聽唤地地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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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白）我明日便上山，除了那妖魔。 

 

東方燕：（白）不可啊。 

（唱）豈因循豈因循豈因循豈因循貪生貪生貪生貪生膽驚膽驚膽驚膽驚，，，， 

教教教教血脈血脈血脈血脈蹈火臨凶蹈火臨凶蹈火臨凶蹈火臨凶。。。。    

思思思思喬梓喬梓喬梓喬梓，，，，情情情情義行義行義行義行，，，，    

願願願願此山行此山行此山行此山行，，，，    

焉焉焉焉懼懼懼懼魂陷魂陷魂陷魂陷幽冥幽冥幽冥幽冥。。。。 

（白）待我近那妖魔，伺機行刺，或可替爹爹報仇，也未可知。 

 

東方旭：（白）萬萬不可！妹子休要煩惱，我自有道理。 

 

東方燕：（白）有何不可。想我也是嫻熟射箭之術的。 

 

東方旭：（白）呀！看她這般情切，怕真個尋妖報仇。且讓我明日先行上山，斬

了那禍害，以保妹子周全。 

（唱）【【【【尾聲尾聲尾聲尾聲】】】】 

怕怕怕怕嬌娥嬌娥嬌娥嬌娥撲撲撲撲危境危境危境危境，，，，    

彎弓馳彎弓馳彎弓馳彎弓馳箭箭箭箭自自自自先行先行先行先行。。。。    

啊呀箭兒吓啊呀箭兒吓啊呀箭兒吓啊呀箭兒吓，，，，    

助俺今朝魔障懲助俺今朝魔障懲助俺今朝魔障懲助俺今朝魔障懲。。。。（同下） 

 

 

 

●第二折 

 

（空台） 

（東方旭持弓箭上） 

 

東方旭：（白）可嘆椿庭入冥幽，作亂妖魔何日收，簇箭張弓登峻嶺，定教胞妹

枕無憂。我乃東方旭是也，昨日聽妹言語，似有除妖報仇之意，

為此，今日先上得山來，會一會這妖魔。只是尋遍七星山，並不

見甚麼妖怪蹤影。咦！這枯松立處，已然走過三次了。好奇怪呀！

想我平日是極識路的，此處雖是雲深霧重，怎麼就不辨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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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兒：（幕後唱）【【【【桂枝香桂枝香桂枝香桂枝香】】】】 

悠悠天矣悠悠天矣悠悠天矣悠悠天矣，，，， 

 

東方旭：（夾白）呀！何處傳來幽怨之聲？待我循聲而去。 

 

（東方旭下，仙兒上場） 

 

仙    兒：（連唱）只咱孑遺只咱孑遺只咱孑遺只咱孑遺，，，， 

問蒼穹問蒼穹問蒼穹問蒼穹，，，，這影飄零這影飄零這影飄零這影飄零，，，， 

宇海內宇海內宇海內宇海內，，，，相伴知誰相伴知誰相伴知誰相伴知誰？？？？ 

（白）無名無姓，無父無母，無親無戚，無友無朋。我乃七星山上，

一孤寂人兒，遊遊蕩蕩，不知從哪裡來？不知往哪裡去？三年

前，來到此間。也曾與人來親近，無奈生就「言靈」之術，話

語致人生死，世人害怕，因此吓。 

（唱）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 

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慘遭人棄離。。。。 

煢煢獨煢煢獨煢煢獨煢煢獨立立立立，，，， 

恨恨恨恨籠著籠著籠著籠著蒼蒼蒼蒼茫茫茫茫天地天地天地天地。。。。 

（白）我終日佇立在七星山頭，俯瞰那世間歡聲笑語，好不羨煞人也。 

（唱）羨羨羨羨著伊著伊著伊著伊，，，， 

直直直直羨羨羨羨伊伊伊伊解解解解語語語語相相相相存存存存慰慰慰慰，，，，    

悲悲悲悲歡歡歡歡不不不不少少少少陪陪陪陪。。。。    

 

（東方旭暗上，立上場門台口。仙兒此時位於舞台下場門九龍口附近。） 

 

東方旭：（接唱）【【【【前前前前腔腔腔腔】】】】 

莫非莫非莫非莫非妖妖妖妖祟祟祟祟，，，，    

少少少少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貫貫貫貫弓弓弓弓執執執執矢矢矢矢。。。。（拉弓瞄準狀）    

 

仙  兒：（白）看這藍鵲兒，身受箭傷，好不可憐，待我相救於牠，令鳥兒好轉！

（做奇異舞狀，稍後鳥兒自仙兒手心飛走。） 

 

東方旭：（白）且住！（東方旭見狀急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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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哪哪哪哪裡是裡是裡是裡是禍塵禍塵禍塵禍塵凡凡凡凡，，，，興興興興霧霧霧霧山山山山魑魑魑魑，，，，    

原原原原是救是救是救是救病病病病疾疾疾疾，，，，纖纖纖纖纖纖纖纖弱弱弱弱質質質質。。。。    

（白）呀！這小娘子是甚等樣人，為何獨立池邊？薄紗掩面，難辨真容，

身畔花鳥繚繞，鳳蝶飛舞，好似仙境也。 

（唱）那那那那煙雲煙雲煙雲煙雲鎖池鎖池鎖池鎖池，，，， 

煙雲鎖池煙雲鎖池煙雲鎖池煙雲鎖池，，，，    

有有有有仙姿仙姿仙姿仙姿居居居居彼彼彼彼，，，，    

曲曲曲曲甚甚甚甚妙妙妙妙，，，，舞出舞出舞出舞出清清清清綺綺綺綺。。。。    

 

（仙兒驚覺有人，迅速上前捉拿。） 

 

仙    兒：（夾白）你是何人？為何來此天池畔？ 

 

東方旭：（連唱）暗暗暗暗驚驚驚驚疑疑疑疑，，，，翠羽翠羽翠羽翠羽含含含含霜雪霜雪霜雪霜雪，，，， 

一一一一聲聲聲聲怒怒怒怒，，，，仙鄉墜仙鄉墜仙鄉墜仙鄉墜獄獄獄獄陲陲陲陲。。。。    

 

仙    兒：（怒）你是何人？（用拂塵略施力，東方旭跌坐在地。） 

 

東方旭：（白）在下東方旭。（正要起身，又被仙兒重制在地） 

 

仙    兒：（白）來此作甚？ 

 

東方旭：（白）聽聞此山有妖魔作祟，特上山降妖。（看仙兒臉色異常，起身）

看你獨自一人，實實危險的緊，在下護送你回去吧！ 

 

仙    兒：（白）不消！我便是那……（遠處傳來野獸叫聲，東方旭將仙兒護在身

後）呀！ 

（唱）【【【【前前前前腔腔腔腔】】】】 

少俊少俊少俊少俊心慈心慈心慈心慈大大大大度度度度，，，，    

將將將將護護護護咱不遺咱不遺咱不遺咱不遺餘力餘力餘力餘力。。。。    

衷腸言衷腸言衷腸言衷腸言泣泣泣泣訴訴訴訴誰聽誰聽誰聽誰聽，，，，    

惟惟惟惟懼怕懼怕懼怕懼怕重重重重遭遭遭遭背背背背棄棄棄棄。。。。    

（白）且莫將真言相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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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白）小娘子休要害怕，那野獸去遠了。喔！尚未請教尊姓大名？ 

 

仙    兒：（白）我獨自在此呵， 

（唱）俺俺俺俺名名名名兒兒兒兒未未未未批批批批，，，， 

俺俺俺俺名名名名兒兒兒兒未未未未批批批批。。。。    

    

東方旭：（白）竟有這等事，如此，我來替妳取個名兒，可好？ 

 

仙    兒：（白）真個？ 

 

東方旭：（白）自然！取甚麼好？（思考狀）喔！有了！你方才救了鳥兒，可不

是救苦救難的神仙，就喚做「仙兒」可好？ 

 

仙    兒：（白）仙兒。仙兒。如此甚好。（歡喜又轉低落）只是呵， 

 （唱）伴落伴落伴落伴落寞寞寞寞深年深年深年深年連連連連歲歲歲歲，，，， 

    怕是怕是怕是怕是取名取名取名取名遭遭遭遭罪罪罪罪。。。。    

 （白）我孤身一人，取了名字，也是無有人叫喚的呀！（哭介） 

 

東方旭：（白）仙兒啊！妳何苦怕遭罪，待我將妳的名字喚來，仙兒！仙兒啊！ 

 

仙    兒：（白）呀！ 

（唱）這這這這幾幾幾幾聲聲聲聲，，，， 

喚請喚請喚請喚請咱咱咱咱心碎心碎心碎心碎，，，，    

含悲含悲含悲含悲忍忍忍忍落淚落淚落淚落淚。。。。    

 

東方旭：（白）莫要啼哭，你也忒傷懷了。 

 

仙    兒：（白）敢問少俠如何稱呼呢？ 

 

東方旭：（思考介）你可喚我「旭哥哥」。 

 

仙    兒：旭… 旭哥哥。 

 

東方旭：（捉弄狀）忒小聲了，我倒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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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兒招手示意東方旭上前） 

 

仙    兒：（附耳）旭哥哥呀！（害羞狀） 

 

東方旭：（白）這羞態，好不可愛人也！ 

（唱）【【【【前前前前腔腔腔腔】】】】 

面如桃李面如桃李面如桃李面如桃李，，，，    

臉上臉上臉上臉上紅雲紅雲紅雲紅雲似似似似醉醉醉醉。。。。    

若若若若奇奇奇奇花花花花隱隱隱隱閔閔閔閔深山深山深山深山，，，，    

空空空空自自自自綻綻綻綻何何何何人人人人惜惜惜惜知知知知。。。。    

    

東方旭：（白）只是這山中妖怪出沒，仙兒還是早早回去的好。（拉著仙兒下山） 

（唱）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回回回回，，，， 

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囑伊家早回回回回。。。。 

 

仙    兒：（白）不妨事的。這裡並非七星山地界。 

 

東方旭：（白）分明就是七星山，怎說不是呢？ 

 

仙    兒：（白）噯！你來看。（偷偷施法術） 

（唱）飛飛飛飛花花花花點點點點翠翠翠翠。。。。 

遍遍遍遍開開開開盈盈盈盈千千千千蕊蕊蕊蕊。。。。    

眼前眼前眼前眼前燕亂燕亂燕亂燕亂鶯啼鶯啼鶯啼鶯啼。。。。    

（白）此處泉暖草盛，何似七星蕭瑟。 

 

東方旭：（白）喔！原來真個不是！如此我便放心了，告辭。 

 

仙    兒：（急切）啊！旭哥哥，你要走了麼？ 

 

東方旭：（白）是啊！我還要去尋那妖魔。 

 

仙    兒：（白）你若去了，何人再與我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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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白）傻仙兒！我改日再來看你啊！只是這路…… 

 

仙    兒：（白）旭哥哥還自七星山而上，轉過枯松立處，往南側蒼翠小路行來，

便是我的居所了。 

 

東方旭：（白）我改日一定來的。 

 

仙    兒：（不捨）一定來的。 

 

東方旭：（白）一定來的呀。 

（唱）楚楚楚楚影影影影難難難難拋拋拋拋離離離離，，，， 

相相相相約定後期約定後期約定後期約定後期。。。。（下）    

 

仙    兒：（白）如此，我便放心了。 

（唱）【【【【尾聲尾聲尾聲尾聲】】】】 

從從從從今今今今冷冷冷冷峭峭峭峭天天天天池池池池際際際際，，，，    

添附溫存多幾添附溫存多幾添附溫存多幾添附溫存多幾。。。。    

（白）旭哥哥吓， 

（唱）俺往俺往俺往俺往昔昔昔昔苦苦苦苦伶仃伶仃伶仃伶仃，，，， 

轉盼轉盼轉盼轉盼笑語笑語笑語笑語隨隨隨隨。。。。（下）    

 

 

 

●第三折 

 

（空台） 

 

東方燕：（幕後唱）【【【【駐雲飛駐雲飛駐雲飛駐雲飛】】】】    

趁著趁著趁著趁著朝朝朝朝暉暉暉暉，，，，    

（上場唱）跟跟跟跟蹤兄蹤兄蹤兄蹤兄長長長長過過過過林溪林溪林溪林溪。。。。    

一個兒一個兒一個兒一個兒龍龍龍龍行行行行步步步步，，，，    

一個兒一個兒一個兒一個兒卻卻卻卻斂跡斂跡斂跡斂跡藏匿藏匿藏匿藏匿。。。。    

唉唉唉唉！！！！    

我度日如我度日如我度日如我度日如年年年年痛痛痛痛未未未未已已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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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時幾時幾時幾時裡裡裡裡報仇歸報仇歸報仇歸報仇歸？？？？    

哪哪哪哪晷晷晷晷恨恨恨恨可綏可綏可綏可綏？？？？    

（白）呀！ 

遠觀遠觀遠觀遠觀一娥一娥一娥一娥眉眉眉眉，，，，    

迥異迥異迥異迥異人間人間人間人間器器器器。。。。    

（連唸）奴的兄長呵？ 

為為為為了了了了甚甚甚甚情情情情看看看看望望望望伊伊伊伊？？？？    

為為為為了了了了甚情甚情甚情甚情看看看看望望望望伊伊伊伊？？？？ 

（白）兄長終日上山尋妖，卻不曾報得父仇，想是那妖魔厲害，為

此今日偷偷跟隨，伺機助他一臂之力。看兄長與哪個在說話？

待我躲過一旁，聽他講些甚麼。（下） 

 

（仙兒上） 

 

仙    兒：（白）芒寒色正不隨波，氣宇軒昂旭大哥，待我猶如春日暖，芳心暗許

鎖心窩。想我在世間，度過寂寞春秋無數。自結識旭哥哥後，終

日談天說笑，好不愜意，畢生之歡，莫過於此。若得哥哥相伴，

此生再無所求。只是瞞了我的真實身分，心下不安，待要坦言相

告，怕又遭人遺棄，真真愁煞人也。 

 

（東方旭上） 

 

東方旭：（白）聽仙兒說道，今日有寶貝要與我看，委實好奇得緊。啊！仙兒，

妳昨日說的寶貝在哪裡？ 

 

仙    兒：（白）你且閉上雙眼，隨我行來。 

 

東方旭：（白）還要閉上雙眼麼？ 

 

仙    兒：（白）若不閉眼，不帶你去了。 

 

東方旭：（白）如此可好？（閉眼介） 

 

仙    兒：（仙兒揮手檢查，東方旭抓住仙兒的手）哎呀！放手！放手！這等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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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帶你去了。 

 

東方旭：（白）哈哈哈！就閉！就閉！ 

 

仙    兒：（小心提防，再次檢查）如此才好。（拉著東方旭的袖子往山上行，東

方旭絆倒）小心了！ 

 

東方旭：（偷笑）不妨事！走了半晌，可到了無有？ 

 

仙    兒：（白）到了。將眼兒睜開，你來看。 

（唱）【【【【降黃龍降黃龍降黃龍降黃龍】】】】    

舉目觀舉目觀舉目觀舉目觀此山此山此山此山嶽瑰奇嶽瑰奇嶽瑰奇嶽瑰奇。。。。    

 

東方旭：（夾白）在哪裡？ 

 

仙    兒：（連唱）處雲靄之旁處雲靄之旁處雲靄之旁處雲靄之旁，，，，頂翠之際頂翠之際頂翠之際頂翠之際。。。。    

 

東方旭：（夾白）呀！是甚麼珍禽也？ 

 

仙    兒：（白）哪！ 

（連唱）喜愛煞喜愛煞喜愛煞喜愛煞，，，，翩翩艷彩翩翩艷彩翩翩艷彩翩翩艷彩，，，，    

喚之喚之喚之喚之為為為為藍鵲藍鵲藍鵲藍鵲，，，，仙樣仙樣仙樣仙樣尾尾尾尾翼翼翼翼。。。。    

（白）他們一家人相依相慰！真真羨煞人也！想這世間，連鳥兒也是

有伴的啊！ 

 

東方旭：（白）噯！又何必羨著這林中鳥呵。 

（唱）論心癡論心癡論心癡論心癡，，，，    

怎怎怎怎比媲崖邊吾等比媲崖邊吾等比媲崖邊吾等比媲崖邊吾等，，，，    

蜜蜜蜜蜜意濃意濃意濃意濃情情情情，，，，和你共效于飛和你共效于飛和你共效于飛和你共效于飛。。。。（仙兒羞怯，作勢欲打，旭假裝跌落

山崖，仙兒大驚） 

 

仙    兒：（接唱）猛猛猛猛可可可可魄魄魄魄魂魂魂魂飛飛飛飛（邊哭邊拉他）    

 

東方旭：（夾白）都是我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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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說說說說甚甚甚甚麼麼麼麼魄魂魄魂魄魂魄魂飛飛飛飛！！！！休傷休傷休傷休傷悲悲悲悲！！！！    

原原原原是是是是我我我我不不不不識禮識禮識禮識禮，，，，    

定如彼定如彼定如彼定如彼，，，，林中侶鵲林中侶鵲林中侶鵲林中侶鵲，，，，伴伴伴伴卿卿卿卿年年年年歲歲歲歲。。。。 

 

仙    兒：（夾白）他們並非夫妻，那夫呵。 

（接唱）【【【【前前前前腔腔腔腔】】】】    

傷傷傷傷悲悲悲悲，，，，    

箭箭箭箭穿心穿心穿心穿心，，，，難難難難再飛再飛再飛再飛回回回回，，，，    

遺遺遺遺留留留留慟慟慟慟哀哀哀哀鳴鳴鳴鳴孀妻孀妻孀妻孀妻，，，，    

眼眼眼眼看交頸夫亡墜看交頸夫亡墜看交頸夫亡墜看交頸夫亡墜。。。。    

（白）只怕我倆呵！ 

似這似這似這似這般沒來由般沒來由般沒來由般沒來由，，，，恩愛雙宿恩愛雙宿恩愛雙宿恩愛雙宿夫妻夫妻夫妻夫妻，，，，生生離生生離生生離生生離異異異異。。。。    

恨恨恨恨，，，，恨恨恨恨斯斯斯斯人人人人，，，，恨恨恨恨斯斯斯斯人此人此人此人此等殺獵何極等殺獵何極等殺獵何極等殺獵何極。。。。    

東方旭：（接唱）你休你休你休你休悲悲悲悲，，，，    

我我我我豈似殞豈似殞豈似殞豈似殞身藍鵲身藍鵲身藍鵲身藍鵲，，，，捨捨捨捨卿轉卿轉卿轉卿轉鬼鬼鬼鬼。。。。 

 

仙    兒：（白）那獵人實實可恨！見鳥兒，藍羽帶紅星，乃奇中之奇，逞一己私

欲，傷了鳥兒性命，教他們無端骨肉分離，被我下了「言靈」之

術……（急掩住口） 

 

東方旭：（白）甚麼術？ 

 

仙    兒：（白）無有啊！ 

 

東方旭：（白）分明說了甚麼術的？ 

 

仙    兒：（白）這個……（打背躬）待要坦言相告，卻怕自此分離。 

 

東方旭：（白）緣何欲言又止？ 

 

仙    兒：（白）是…… 

 

東方旭：（白）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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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兒：（白）是……是「言靈」之術。 

 

東方旭：（白）甚麼是「言靈」之術？ 

 

仙    兒：（白）這…… 

 

東方旭：（白）哎！ 

（唱）怎不怎不怎不怎不將言將言將言將言語語語語，，，，說說說說個個個個盡辭伶俐盡辭伶俐盡辭伶俐盡辭伶俐。。。。    

仙    兒：（夾白）哎呀！罷！ 

（接唱）【【【【黃龍滾黃龍滾黃龍滾黃龍滾】】】】 

我並非塵我並非塵我並非塵我並非塵世一世一世一世一冰肌冰肌冰肌冰肌。。。。    

東方旭：（接唱）因因因因何何何何說說說說？？？？說非說非說非說非為為為為塵塵塵塵世一世一世一世一冰肌冰肌冰肌冰肌？？？？    

仙    兒：（接唱）和你幾欲真和你幾欲真和你幾欲真和你幾欲真情情情情啟啟啟啟，，，，    

地地地地育育育育天生為天生為天生為天生為本質本質本質本質，，，，    

只只只只憂君輕將誓毀憂君輕將誓毀憂君輕將誓毀憂君輕將誓毀，，，，輕將誓毀輕將誓毀輕將誓毀輕將誓毀。。。。    

東方旭：（接唱）我我我我乃乃乃乃是是是是男子漢男子漢男子漢男子漢，，，，盟盟盟盟約約約約訂訂訂訂，，，，信信信信誓誓誓誓堅堅堅堅，，，，絕絕絕絕不不不不容容容容相離棄相離棄相離棄相離棄。。。。    

 

仙    兒：（白）我……我乃天地間一靈物，生就「言靈」之術，言語致人生死，

世人皆稱為妖。 

 

東方旭：（驚嚇）呀！怎會是妖！ 

 

仙    兒：（白）你……你可害怕麼？ 

 

東方旭：（警戒）喔！我想起來了，記得初見面時，你救了一隻藍色鳥兒。 

 

仙    兒：（白）然也！是我尋得那藍鵲之妻，奄奄一息，好不可憐！ 

 

東方旭：（白）如此心善，有甚可怕？ 

 

仙    兒：（白）你真個不怕麼？ 

 

東方旭：（白）我豈是媚俗背信之人啊！只是你為救鳥兒，傷害他人，怕難見容

於世，這便如何是好？（思考介）有了！你可願與我立個誓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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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可再傷人。 

 

仙    兒：（白）既是哥哥所願，仙兒願立誓兒。 

 

東方旭：（白）如此，誓來。 

 

仙    兒：（白）蒼天在上呵， 

（唱）【【【【收收收收尾尾尾尾】】】】    

仙仙仙仙兒兒兒兒他他他他朝朝朝朝再再再再行行行行虧虧虧虧，，，， 

與與與與君君君君今世今世今世今世永分永分永分永分離離離離。。。。    

 

東方旭：（接唱）信信信信言誓言誓言誓言誓盟盟盟盟存心存心存心存心底底底底。。。。    

（白）若得奇術助世人呵。。。。 

許贏許贏許贏許贏得人妖得人妖得人妖得人妖仇仇仇仇冤冤冤冤已已已已。。。。    

    

仙    兒：（白）你來看！令蝴蝶飛舞！（施咒語） 

 

東方旭：（白）呀！何來這亂蝶飛舞？ 

 

仙    兒：（白）是我用了「言靈」之術啊！（得意） 

 

東方旭：（白）真個奇哉！只是天寒地凍，豈不可憐，讓蝶兒回去吧！ 

 

仙    兒：（白）哥哥有所不知，此術雖奇，但言出如風，再難收回。 

 

東方旭：（白）好不可憐也！ 

 

仙    兒：（白）旭哥哥心慈，當真世所罕見。不妨，令東風吹拂。（施咒術）如

此可好？ 

 

東方旭：（白）呀！霎時日暖風和。妙哉！妙哉！哎呀！（東方旭又假裝跌跤，

要仙兒攙扶，仙兒識破，讓他跌坐在地。） 

 

仙    兒：（白）事不過三，你就坐在這裡吧！（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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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白）哈哈哈！好個仙兒啊！ 

 

（東方燕上） 

 

東方燕：（白）兄長啊！此姝分明是妖，兄長莫非被鬼魅所惑，忘卻殺父之仇。 

 

東方旭：（白）怎麼說話！（起身介）殺父之仇豈能忘懷。 

 

東方燕：（白）如此兄長為何不殺了那妖魔。 

 

東方旭：（白）人有好壞之分，仙魔亦有善惡之別，仙兒雖非人界，實是質樸心

善的呀。 

 

東方燕：（白）那妖分明就是殺父仇人。 

 

東方旭：（白）山中妖祟甚多，為必是她。 

 

東方燕：（白）兄長你好糊塗啊！方才她說的那獵鳥之人，就是爹爹啊！你來看。

（東方燕給東方旭看箭上羽飾）這藍羽帶紅星，可不就是爹爹所

獵，奇鳥之羽麼。 

東方旭：（白）哎呀！（東方旭大驚，暗燈）    

 

 

 

●第四折 

 

（舞台上設一椅，倒放當作石頭） 

（仙兒雀躍上場） 

 

仙    兒：（白）踟躅將言剖，何期撥霧開，山盟依舊在，熾愛恣情栽。那日與哥

哥表明身分，非但不棄咱，還訂下海誓山盟（羞介），這千百年

來，今始償到人間歡娛滋味。呀！看哥哥行來，待我躲在一旁。

（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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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步伐沉重上） 

 

東方旭：（白）為報殺親仇，私情豈可留，南柯殘夢醒，肯與魅同舟。自那日得

知仙兒便是殺父仇人，思緒紛亂，左右為難，欲殺之，舊情難捨；

欲饒之，這殺父之仇，豈共戴天！哎呀罷！今日攜了匕首，趁其

不備，還是殺了她吧！ 

 

（仙兒上） 

 

仙    兒：（白）哥哥為何悶悶不樂？待我去嚇她一嚇。（繞到東方旭背後）旭哥

哥！ 

 

東方旭：（白）啊！是仙兒。 

 

仙    兒：（白）哥哥為何愁眉不展？ 

 

東方旭：（白）無有啊。 

 

仙    兒：（白）莫不是七星山冰雪嚴寒，路途難行。不妨！令冰雪消融！（施奇

術） 

 

東方旭：（白）呀！這才是仲春景像！（打背躬）若早將此術用於正途，豈不皆

大歡喜。可惜啊！ 

 

仙    兒：（白）哥哥可歡喜？ 

 

東方旭：（白）歡喜。仙兒，你與我作個耍子可好？ 

 

仙    兒：（開心）只要哥哥重展笑顏，我是在所不辭。 

 

東方旭：（白）如此，閉上雙眼。 

 

仙    兒：（笑）還要閉眼麼？可不許裝神弄鬼。（閉眼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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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自言自語）傻仙兒，怎能輕易相信他人。（問仙兒）我來問你，初冬

時節，冰封七星山者，可是妳？ 

 

仙    兒：（白）是我。（睜開雙眼）答了。哥哥可笑了？ 

 

東方旭：（白）笑了。 

 

仙    兒：（白）哥哥終於笑了。 

 

東方旭：（白）閉上雙眼。 

 

仙    兒：（白）是，就閉！（仙兒重新閉眼坐好，東方旭取出匕首） 

 

東方旭：（白）為何冰雪封山？ 

 

仙    兒：（白）只因那獵人殺了藍鵲之夫，傷了藍鵲之妻，我心中不快。 

 

東方旭：（白）後來呢？ 

 

仙    兒：（得意）後來那獵人又上山來，被我施了「言靈」之術，令他身受藍鵲

兒之苦。想是痛苦而亡了。（東方旭聽得激動，幾番欲刺，又

下不了手）旭哥哥，我做得可好？ 

 

（東方旭與仙兒說話聲漸小，東方燕持弓箭上） 

 

東方燕：（白）聞言痛徹心肺，看兄長幾番下不了手，待我來做個了斷。（拉弓

箭射仙兒。東方旭以身擋箭。） 

 

仙    兒：（驚）哥哥！ 

 

東方燕：（驚）啊！兄長！ 

 

（仙兒怒，追殺東方燕，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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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痛苦狀）不可傷人！她是我胞妹啊！ 

 

（仙兒上，扶東方旭坐下，為之療傷。） 

 

仙    兒：（白）令旭哥哥傷癒！（施術） 

 

東方旭：（白）那射箭之人呢？ 

 

仙    兒：（白）死了。 

 

東方旭：（震驚）甚麼！死了！ 

 

仙    兒：（白）如此惡人，死不足惜。 

 

東方旭：（白）怎可輕易殺人？ 

 

仙    兒：（白）她傷哥哥，我定難容他。 

 

東方旭：（白）你、你、你發過毒誓，不再傷人的呀！ 

（唱）【【【【端正好端正好端正好端正好】】】】 

是是是是愚愚愚愚兄兄兄兄信信信信了了了了卿卿卿卿誓言誓言誓言誓言真真真真，，，，    

害害害害了了了了伊伊伊伊身家身家身家身家殞殞殞殞，，，，    

激激激激得咱五內得咱五內得咱五內得咱五內如如如如焚焚焚焚。。。。    

說說說說甚甚甚甚麼麼麼麼金科玉律金科玉律金科玉律金科玉律存存存存方寸方寸方寸方寸，，，，    

怎知道怎知道怎知道怎知道半半半半日日日日裡裡裡裡言如言如言如言如刃刃刃刃。。。。    

 

仙    兒：（白）那人要殺哥哥，你還幫她說話。 

（唱）【【【【滾滾滾滾繡球繡球繡球繡球】】】】 

暗暗暗暗箭箭箭箭傷君傷君傷君傷君身身身身，，，，    

似似似似中我中我中我中我心心心心魂魂魂魂。。。。    

撿撿撿撿紅塵紅塵紅塵紅塵只只只只君君君君聞聞聞聞問問問問    

孰孰孰孰知知知知她她她她竟竟竟竟不不不不讓讓讓讓留留留留存存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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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接唱）俺俺俺俺寒寒寒寒心心心心恁恁恁恁輕輕輕輕狂狂狂狂，，，，又又又又把人命把人命把人命把人命喪喪喪喪淪淪淪淪。。。。 

 

仙    兒：（接唱）怎道怎道怎道怎道俺俺俺俺恁恁恁恁輕輕輕輕狂狂狂狂，，，，她她她她那那那那裏裏裏裏一一一一心心心心的的的的毀毀毀毀泯泯泯泯。。。。 

 

東方旭：（接唱）等等等等閒閒閒閒看看看看彼彼彼彼草芥草芥草芥草芥恣恣恣恣輕輕輕輕賤賤賤賤，，，，自自自自視視視視爾爾爾爾為為為為尊尊尊尊。。。。 

 

仙    兒：（接唱）惡噷噷惡噷噷惡噷噷惡噷噷開言開言開言開言語語語語如如如如釘釘釘釘，，，，倘倘倘倘非非非非靈靈靈靈術術術術君君君君伏刃伏刃伏刃伏刃。。。。 

 

東方旭：（接唱）眼眼眼眼睜睜睜睜睜睜睜睜解解解解不不不不開開開開的的的的網網網網，，，，纏繞纏繞纏繞纏繞的的的的恩仇恩仇恩仇恩仇又又又又一一一一綸綸綸綸。。。。 

歎歎歎歎早早早早是血海是血海是血海是血海仇仇仇仇深深深深。。。。    

（白）你可知她是誰？那獵人又是哪個？ 

 

仙    兒：（白）憑他是誰，傷了哥哥，就是我的仇人。 

 

東方旭：（白）她是我嫡親妹子，那獵人麼，正是我爹爹。 

 

仙    兒：（不耐煩）哎呀！說來說去，都是替那惡人說話。既是親人，令你同去

便了！休要再來見我。（氣得背過身坐一旁） 

 

（仙兒不慎說出咒語，東方旭忽然全身難受。） 

 

東方旭：（白）啊！ 

（唱）【叨叨令】 

霎霎霎霎時時時時間間間間足足足足兒兒兒兒手手手手兒兒兒兒，，，，雷擊雷擊雷擊雷擊似似似似轟轟隆隆轟轟隆隆轟轟隆隆轟轟隆隆的的的的震震震震，，，，    

迫迫迫迫得咱得咱得咱得咱心心心心兒兒兒兒眼兒眼兒眼兒眼兒，，，，勒緊勒緊勒緊勒緊樣樣樣樣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淪淪淪淪淪淪淪淪的的的的悶悶悶悶，，，，    

莫非莫非莫非莫非遭遭遭遭言言言言兒語兒兒語兒兒語兒兒語兒，，，，無情無情無情無情地地地地尖尖溜溜尖尖溜溜尖尖溜溜尖尖溜溜的的的的進進進進，，，，    

難難難難撐撐撐撐持持持持思兒思兒思兒思兒緒緒緒緒兒兒兒兒，，，，吞噬吞噬吞噬吞噬般般般般迷迷迷迷迷迷迷迷茫茫茫茫茫茫茫茫的的的的紊紊紊紊。。。。    

兀兀兀兀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痛煞痛煞痛煞痛煞人人人人也也也也麼麼麼麼哥哥哥哥，，，，    

兀兀兀兀的不的不的不的不慘慘慘慘煞煞煞煞人人人人也也也也麼麼麼麼哥哥哥哥，，，，    

苦苦苦苦凝眄凝眄凝眄凝眄身身身身兒影兒兒影兒兒影兒兒影兒，，，，遍遍遍遍天地天地天地天地急急煎煎急急煎煎急急煎煎急急煎煎的的的的認認認認。。。。    

 

（仙兒回身，望見東方旭痛苦尋找自己的樣子，驚覺自己犯下口誤） 

 

仙    兒：（驚惶狀）旭哥哥！你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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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旭：（白）仙兒，我看不見妳了。 

 

仙    兒：（急切）不會的！仙兒在這裡呀！待我收回咒語。（念咒語）令旭哥哥

好轉！令旭哥哥好轉！ 

 

東方旭：（白）這「言靈」一出，無有轉圜之地，只怕是不成了！ 

 

（東方旭攤倒，仙兒悲傷激動，一時間山川震動） 

 

東方旭：（著急）仙兒，休要激動，莫使山川動搖，傷了眾人。 

 

仙    兒：（白）都這般光景，哥哥還管甚他人。 

 

東方旭：（不捨）我死之後，誰來陪伴你呢？ 

 

仙    兒：（白）是仙兒錯了！仙兒錯了！ 

 

東方旭：（白）切記！不可害人啊。 

 

仙    兒：（白）記下了！記下了！我願自下咒語。（咒語）令仙兒永不害人！可

好？ 

 

東方旭：（白）切記！ 

 

仙    兒：（白）哥哥！ 

 

東方旭：（白）切記！ 

 

（東方旭身亡） 

 

仙    兒：（白）哥哥！哥哥！（施咒術）令哥哥回生！令哥哥回生！哥哥啊！ 

（唱）【【【【脫布衫脫布衫脫布衫脫布衫】】】】 

悲悲悲悲煞煞煞煞咱咱咱咱兩兩兩兩下下下下輕輕輕輕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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慟慟慟慟煞煞煞煞咱咱咱咱似似似似溺溺溺溺如如如如焚焚焚焚。。。。    

是是是是仙仙仙仙兒兒兒兒嗔嗔嗔嗔極極極極火火火火噴噴噴噴，，，，    

不不不不合合合合該該該該言言言言詞詞詞詞失慎失慎失慎失慎。。。。    

（連唱）【【【【小梁州小梁州小梁州小梁州】】】】 

怎怎怎怎生生生生不不不不讓讓讓讓俺俺俺俺一一一一身身身身化化化化骨粉骨粉骨粉骨粉，，，，    

廢廢廢廢這這這這張張張張毒惡毒惡毒惡毒惡丹丹丹丹唇唇唇唇，，，，    

倒倒倒倒冤冤冤冤咒咒咒咒了了了了上上上上心心心心人人人人，，，，    

兄兄兄兄身身身身殉殉殉殉。。。。    

似似似似凌遲凌遲凌遲凌遲绞绞绞绞吾吾吾吾身身身身。。。。    

（連唱）【么篇】 

悔悔悔悔難難難難收收收收，，，，辭辭辭辭話話話話如如如如風風風風迅迅迅迅，，，，    

恨難恨難恨難恨難填填填填，，，，怎得怎得怎得怎得回回回回春春春春。。。。 

只只只只落得落得落得落得，，，，四四四四下下下下裡裡裡裡孤單孤單孤單孤單近近近近。。。。    

酬酬酬酬君君君君方寸方寸方寸方寸，，，，    

此此此此命命命命豈豈豈豈獨獨獨獨存存存存。。。。    

（白）非是我愛殺戮，這言靈術從來不由身。世人言語不慎，還有轉圜

之地，誰似我……蒼天啊！為何讓我降生於世呵？（哭介，望著

手上淚珠）哥哥心繫眾生，我死之後，願將此淚，化作治疾苦的

溫泉水，以償哥哥之願呵。 

（唱）【煞尾】 

將將將將殘殘殘殘身身身身付付付付地天地天地天地天，，，，    

引引引引魂靈魂靈魂靈魂靈向向向向汝汝汝汝奔奔奔奔。。。。（撲向東方旭身上）    

讓讓讓讓山山山山川震動川震動川震動川震動泉泉泉泉流迅流迅流迅流迅。。。。    

（白）令仙兒隨哥哥去吧！ 

（唱）把把把把啼啼啼啼不不不不盡盡盡盡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淚淚淚淚，，，，    

流流流流轉轉轉轉治治治治疾疾疾疾苦苦苦苦熱浪熱浪熱浪熱浪滾滾滾滾。。。。    

 

（倒臥東方旭身旁死去） 

 

（幕緩緩落下時，幕後合唱）把把把把啼啼啼啼不不不不盡盡盡盡涔涔涔涔涔涔涔涔淚淚淚淚，，，，    

流流流流轉轉轉轉治治治治疾疾疾疾苦苦苦苦熱浪熱浪熱浪熱浪滾滾滾滾。。。。    

 

（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