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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     在在在在     天天天天     涯涯涯涯 

  （原創歌仔戲劇本） 

 

【【【【劇情劇情劇情劇情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四郎探母之後又過了十五年，遼邦連年大旱，蕭太后欲進軍中原、威

逼宋朝獻糧以度饑荒；楊四郎與鐵鏡公主之子耶律平自薦請纓上陣。四郎

身在遼邦，長年因國族認同問題而深感痛苦矛盾、憂慮成疾，又恐見耶律

平與楊家將於戰場上骨肉相殘，終致病情加重、回天乏術，並於臨終前懇

求鐵鏡公主莫讓憾事發生。 

    天波府小將楊宗保奉旨應戰，四娘孟金榜亦隨軍前往邊關。耶律平輕

敵被擒，四娘發現耶律平之神情容貌與四郎極為相似，探問身世後知耶律

平為四郎之子，心中不免百感交集。    

  鐵鏡公主聽聞獨子被擒，心焦如焚，率兵前往宋營救子。此時傳來蕭

太后年邁歸天、由鐵鏡公主繼位攝政之消息。鐵鏡公主決意退兵，並立誓

有生之年將全力守護宋遼邊境之和平。 

 

【【【【場景說明場景說明場景說明場景說明】】】】 

     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請纓請纓請纓請纓     

  四郎探母後，歲月悠悠又過了十五年，遼邦連年大旱，權臣蕭天慶建

議蕭太后進軍中原、以武力逼迫宋朝獻糧求和以度饑荒；楊四郎與鐵鏡公

主之子耶律平自薦請纓上陣，太后下旨擺擂臺比試武藝，若全勝者得受封

為征南大將軍。 

 

     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第二場：：：：密誓密誓密誓密誓    

  四郎本已病重，又聽聞耶律平一路過關斬將、如願掛帥出征之消息，

因過度憂慮而回天乏術。臨終前交代鐵鏡公主，千萬不可讓耶律平出征與

楊家將骨肉相殘。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場場場場：：：：夜襲夜襲夜襲夜襲    

  遼軍進犯，宋朝文武百官未戰先怯、皆主張獻寶求和；此時天波府男

丁凋零，卻仍在愛國心驅使下派出小將楊宗保應戰退敵。四娘孟金榜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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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遼時有機會再見到四郎，於是請求隨軍前往邊關。宗保與耶律平於戰場

上各為其主，兩軍對壘，耶律平輕敵而遭到生擒。 
 

                    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第四場：：：：探牢探牢探牢探牢    

  四娘發現耶律平之神情容貌與四郎極為相似，夜探大牢探問身世，心

中暗知耶律平為四郎之子，頓時百感交集。 
 

                    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第五場：：：：立盟立盟立盟立盟    

  鐵鏡公主聽聞獨子被擒，心急如焚，率兵前往宋營救子。此時傳來蕭

太后年邁歸天、由鐵鏡公主繼位攝政之消息。鐵鏡公主決意退兵，並立誓

有生之年將全力守護宋遼邊境之和平。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依出場順序）    

 蕭太后：遼國太后，統掌政權。年過七旬，對國事有心無力卻仍握權不放。 

 蕭天慶：遼國宰相，其獨生子戰死於宋遼戰役之中。 

 鐵鏡公主：遼國公主，文武雙全、愛恨分明。雖知丈夫之真實身分為遼國宿敵 

           楊家將，卻仍深愛無悔、並守口如瓶、極力保護楊四郎。 

 木 易：本名楊延輝（四郎），金沙灘之役後因緣際會成為遼國駙馬，因鐵鏡 

         公主對其情深義重而改變對遼人的仇視態度；但身處宋遼長期敵對的 

     政治背景下，因國族認同而深感痛苦矛盾，為防蕭太后迫害而極力隱 

     瞞身世，惟有鐵鏡公主知其真實身分。 

 耶律平：鐵鏡公主與木易（楊四郎）之子，自幼生長於遼邦，武藝為父母親授， 

        個性積極好勝；其名卻暗藏楊四郎希望天下和平、永無戰事之心願。 

（*遼之開國太祖為耶律阿保機，「耶律」為遼皇室之姓，木易入贅皇室，故

其子以耶律為姓） 

 孟金榜：楊四郎之嫡妻，傳統認命，對四郎情深義重；自「四郎探母」後便一 

        直希望有機會能再見四郎一面。 

 楊宗保：楊六郎與柴郡主之獨子，為天波府第三代唯一男丁，自幼受到眾長輩 

        呵護疼愛而有些心高氣傲，受封為「平遼大元帥」前往征遼。 

 穆桂英：楊宗保之妻，花容月貌，聰敏機智、武藝不凡。 

 龍 套：遼國大臣、遼國宮女、宋兵、遼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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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第一場    請請請請    纓纓纓纓    

場    景：遼國宮廷 

出場人物：蕭太后、蕭天慶、鐵鏡公主、木易、耶律平、遼國大臣、宮女。 

 

【【【【O.SO.SO.SO.S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天蒼蒼天蒼蒼天蒼蒼天蒼蒼、、、、野茫茫野茫茫野茫茫野茫茫，，，，萬里穹廬萬里穹廬萬里穹廬萬里穹廬好風光好風光好風光好風光，，，，    

                        秋秋秋秋雁飛度雁飛度雁飛度雁飛度陰山旁陰山旁陰山旁陰山旁，，，，日日日日暮胡馬嘯暮胡馬嘯暮胡馬嘯暮胡馬嘯西西西西風風風風。。。。    

（中幕升。佈景為遼國宮廷，君臣在朝議事。） 

眾 臣：拜見太后。 

蕭太后：眾卿平身。 

【【【【唱唱唱唱】】】】自自自自恃恃恃恃智智智智勇勇勇勇勝男兒勝男兒勝男兒勝男兒，，，，掌權遼邦數十年掌權遼邦數十年掌權遼邦數十年掌權遼邦數十年【nî】，，，，    

            只只只只嘆嘆嘆嘆韶光似韶光似韶光似韶光似水滔滔去水滔滔去水滔滔去水滔滔去，，，，我已兩鬢飛霜我已兩鬢飛霜我已兩鬢飛霜我已兩鬢飛霜難難難難逆逆逆逆天天天天【thinn】。。。。    

   近來近來近來近來年邁年邁年邁年邁又多病又多病又多病又多病【pīnn】，，，，恐驚恐驚恐驚恐驚來來來來日日日日無多時無多時無多時無多時，，，， 

   政事政事政事政事卻卻卻卻如麻千絲萬縷如麻千絲萬縷如麻千絲萬縷如麻千絲萬縷，，，，只能振作精神來維持只能振作精神來維持只能振作精神來維持只能振作精神來維持。。。。 

（白）哀家蕭燕燕，身為大遼太后，一向統領政權、賞罰分明。只是近來年過 

      七旬，對國事漸感有心無力，又恐稍有懈怠，內憂外患會趁機而起，只 

      能勉強振作，每日上朝議政。（對群臣）眾卿家！ 

眾 臣：臣在。 

蕭太后：有事啟奏，無事退朝。 

蕭天慶：啟稟太后，臣有事要奏。 

蕭太后：蕭卿請說。 

蕭天慶：啟稟太后，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邦連年邦連年邦連年邦連年遇荒遇荒遇荒遇荒旱旱旱旱，，，，寸草不寸草不寸草不寸草不發發發發民生艱難民生艱難民生艱難民生艱難，，，， 

      若不儘早做打算若不儘早做打算若不儘早做打算若不儘早做打算【suàn】，，，，恐有內亂恐有內亂恐有內亂恐有內亂起起起起禍端禍端禍端禍端。。。。 

蕭太后：這……，蕭卿有何高見？ 

蕭天慶：依微臣之見，我邦缺糧，為解燃眉之急，不如進軍宋遼邊界，宋朝自 

    金沙灘之戰以後，國力衰微；宋主軟弱無能，知我進軍，必然獻糧求 

        和，我朝便可充實內需，安度荒年。 

蕭太后：（沉吟）這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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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易原本就面帶病容，聽到宋遼可能開戰，不禁流露不安神色，咳嗽示意，鐵

鏡公主知其心意） 

鐵 鏡：啟稟母后，  

【【【【唱唱唱唱】】】】金沙灘戰金沙灘戰金沙灘戰金沙灘戰後是後是後是後是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兩敗俱傷，，，，我邦勇將也我邦勇將也我邦勇將也我邦勇將也多多多多凋零凋零凋零凋零，，，，    

            不可輕啟戰端不可輕啟戰端不可輕啟戰端不可輕啟戰端干戈用干戈用干戈用干戈用，，，，此時應此時應此時應此時應秣馬偃兵秣馬偃兵秣馬偃兵秣馬偃兵安定民生安定民生安定民生安定民生。 

蕭天慶：啟稟太后，微臣以為非常之時就要有非常的作為。若依公主之見，豈不 

    是要冷眼看我軍民坐以待斃、活活餓死嗎？ 

鐵 鏡：母后容稟啊， 

【【【【唱唱唱唱】】】】饑饑饑饑荒之後荒之後荒之後荒之後又出兵又出兵又出兵又出兵，，，，宛如宛如宛如宛如提油救火提油救火提油救火提油救火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 

   求母后求母后求母后求母后三思三思三思三思心意定心意定心意定心意定，，，，切莫動搖國本切莫動搖國本切莫動搖國本切莫動搖國本啊啊啊啊荼炭生靈荼炭生靈荼炭生靈荼炭生靈。。。。    

蕭天慶：公主，我大遼兒女縱橫沙場，何等威風！公主青春之時也是巾幗英豪， 

        誰知自從嫁了漢人書生之後，也感染了文弱之氣，現在一聽到「出兵」 

    二字就膽顫心寒，哪裡還有半分我大遼兒女的英雄氣概？ 

鐵 鏡：（怒）大膽蕭天慶，竟敢譏諷本宮！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唱唱唱唱】】】】飛虎谷飛虎谷飛虎谷飛虎谷內內內內戰死你獨生兒戰死你獨生兒戰死你獨生兒戰死你獨生兒，，，，你從此與宋朝不共戴天你從此與宋朝不共戴天你從此與宋朝不共戴天你從此與宋朝不共戴天【thinn】，，，， 

   主戰不顧百姓的生死主戰不顧百姓的生死主戰不顧百姓的生死主戰不顧百姓的生死，，，，你你你你公報私仇不分是非公報私仇不分是非公報私仇不分是非公報私仇不分是非。。。。    

蕭天慶／鐵鏡：太后（母后），微臣（兒臣）是為了大局設想，絕非戀戰（畏戰）， 

       請太后（母后）明察。 

蕭太后：（忽感劇烈頭痛，撫額強撐，語氣故意帶怒以掩飾病情）好了好了， 

    你們兩個別再吵了！朝堂之上吵吵鬧鬧成何體統？！ 

蕭天慶／鐵鏡：太后（母后），請息怒。 

蕭太后：（強忍頭痛，緩緩發言）你兩人說的都有道理，出兵雖然是一步險棋， 

    不過若是宋君畏戰、願意獻糧求和，也確實能夠解我燃眉之急。只 

        是，（猶豫）……金沙灘、飛虎谷兩場戰役之後，我朝也是損兵折將、 

        元氣大傷，若是要出兵，哀家實在想不出朝中有何人能夠掛帥領兵啊！ 

蕭天慶：臣願請旨領兵，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蕭太后：蕭卿，你已年過花甲，又是我大遼丞相，哀家需要你的輔佐。你上陣， 

    哀家不放心，還是再考慮其他的人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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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天慶：啟稟太后，公主驍勇善戰，微臣以為公主正是最適合的人選。 

蕭太后：皇兒，你可願掛帥出兵？ 

鐵 鏡：啟稟母后，此時出兵，對我邦有百害而無一利，兒臣不願統兵。 

蕭太后：蕭卿，你也聽到了，既然朝中無人可以掛帥統兵，那此事就…… 

耶律平：皇祖母，孫兒願意披甲掛帥！ 

木易、鐵鏡（大驚）：什麼？！你要掛帥？ 

耶律平：【【【【唱唱唱唱】】】】我是堂堂大遼皇家孫我是堂堂大遼皇家孫我是堂堂大遼皇家孫我是堂堂大遼皇家孫，，，，武藝不凡志凌雲武藝不凡志凌雲武藝不凡志凌雲武藝不凡志凌雲，，，，    

                            為國為國為國為國盡忠是本分盡忠是本分盡忠是本分盡忠是本分，，，， 

（白）皇祖母啊！    

【【【【唱唱唱唱】】】】請下令准我統領三軍請下令准我統領三軍請下令准我統領三軍請下令准我統領三軍。。。。    

蕭太后：（慈愛一笑）平兒啊！你有這番志氣，皇祖母真感動，可是你今年才剛 

    滿十六歲，年紀尚輕，不妨再多等幾年，日後自有報國立功的機會。 

耶律平：皇祖母啊， 

【【【【唱唱唱唱】】】】霍驃霍驃霍驃霍驃姚姚姚姚是漢是漢是漢是漢朝朝朝朝小將小將小將小將，，，，年方十七就威名遠揚年方十七就威名遠揚年方十七就威名遠揚年方十七就威名遠揚；；；；    

            甘羅十歲已拜相甘羅十歲已拜相甘羅十歲已拜相甘羅十歲已拜相，，，，我我我我也立志要做少年英雄也立志要做少年英雄也立志要做少年英雄也立志要做少年英雄！！！！    

蕭太后：好！好！果然是我大遼皇孫，有志氣！不枉哀家平時這麼疼你，哀家 

        就封你為…… 

（木易忽然劇烈咳嗽，打斷蕭太后） 

蕭太后：駙馬，你近來身體違和，哀家早已下旨免你上朝，你又何必如此勉強自 

    己呢？看你嗽【【【【sàu】】】】得這麼厲害，可見病情不輕，等下朝之後，哀家派 

    太醫到內宮去替你診治吧！ 

木 易：兒臣不要緊，多謝母后。 

鐵 鏡：母后啊，  

【【【【唱唱唱唱】】】】平兒年幼學平兒年幼學平兒年幼學平兒年幼學藝不精藝不精藝不精藝不精，，，，又無經驗又無經驗又無經驗又無經驗只能紙上談兵只能紙上談兵只能紙上談兵只能紙上談兵，，，，        

            沙場沙場沙場沙場之之之之上刀上刀上刀上刀劍劍劍劍無無無無情情情情，，，，千萬不可千萬不可千萬不可千萬不可讓他掛帥讓他掛帥讓他掛帥讓他掛帥出出出出征征征征。。。。    

（白）母后，平兒年歲輕，若是讓他掛帥，恐怕不能服眾，請母后三思！ 

耶律平：母親，我年紀雖輕，卻是自幼就得你傳授劍術，又有爹爹他親傳的…… 

鐵 鏡：（嚴厲打斷）平兒，你的爹親是一介書生，對武藝一竅不通，哪能傳你 

    什麼呢！？你小小年紀，在太后面前，千萬不可信口胡言，以免犯了 

        欺君之罪，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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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平：我……（轉圜）我是說，爹爹他滿腹經綸，自幼就教我熟讀《孫子兵法》， 

    行軍布陣之術我都了然於心，帶兵出征又有何難呢？ 

蕭太后：平兒得到父母親傳，文韜武藝無所不通，真是我們大遼皇家的驕傲啊！ 

    不如趁此機會，讓他…… 

木易、鐵鏡：母后，戰爭並非兒戲，平兒武藝不精，萬萬不可讓他掛帥出征啊！ 

耶律平：爹親、母親，為何如此看輕孩兒？ 

鐵 鏡：（有難言苦衷）平兒，你年紀還輕，怎能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啊！ 

蕭太后：（難以定奪）這嘛…… 

蕭天慶：啟稟太后，看來公主和駙馬只是擔心小皇孫年紀尚輕，學藝不精；但有 

    道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雛鳳清於老鳳聲」，微臣以為不妨舉辦擂台選 

    將，讓我邦的英豪都來公開比試，由最後的優勝者登壇掛帥。小皇孫若 

        是能夠技壓群雄，就證明他武藝超群，足以統兵掛帥。如此，眾人必然 

        也是心服口服，那公主和駙馬就不需要再繼續反對了。 

蕭太后：蕭卿此計甚妙！平兒，若是你技不如人、就要心甘情願打消掛帥的念頭， 

       乖乖留在你母親身邊再苦練幾年，知否？ 

耶律平：（滿臉歡喜）孫兒遵命。 

蕭太后：蕭卿！ 

蕭天慶：臣在。  

蕭太后：此事就交給你處理！三天之後的午時，在宮門前擺下擂台，比武選將。 

蕭天慶：臣遵旨。 

（耶律平笑容滿面、志在必得。鐵鏡公主滿臉憂慮，木易忽然昏厥） 

鐵 鏡：駙馬？駙馬你怎麼了？ 

蕭太后：太醫，快傳太醫…… 

鐵 鏡：快傳太醫啊！ 

（群臣上前查看，亂哄哄鬧成一團） 

（�燈暗。本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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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場場場場    密密密密    誓誓誓誓    

場    景：鐵鏡公主寢宮 

出場人物：木易（楊四郎）、鐵鏡公主、宮女 

 

（△中幕降。鐵鏡公主端湯藥上） 

鐵 鏡：（輕嘆） 

【【【【唱唱唱唱】】】】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前前前前，，，，初見駙初見駙初見駙初見駙馬馬馬馬我我我我就就就就情情情情絲難絲難絲難絲難收收收收，，，，招他招他招他招他為為為為婿結鸞儔婿結鸞儔婿結鸞儔婿結鸞儔，，，，    

            他對他對他對他對我我我我體貼體貼體貼體貼又又又又溫柔溫柔溫柔溫柔，，，，    

            只是無只是無只是無只是無人人人人時時時時，，，，總總總總是是是是鎖眉頭鎖眉頭鎖眉頭鎖眉頭、、、、愁愁愁愁思思思思幽幽幽幽幽幽幽幽。。。。    

（白）一直到平兒出世那年，宋遼交戰，天波府老太君押糧草到飛虎谷，那時 

      我才知道……，駙馬他，他竟然是……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楊楊楊楊家四家四家四家四郎郎郎郎是是是是世世世世仇仇仇仇。。。。    

（白）但是，我並不怪他瞞騙我，其實我和他，都只是亂世之中，被上蒼作弄 

      的兩枚棋子而已啊。（嘆）唉～ 

【【【【唱唱唱唱】】】】情到深處情到深處情到深處情到深處無無無無怨尤怨尤怨尤怨尤，，，，我我我我助他助他助他助他出出出出關見老娘關見老娘關見老娘關見老娘，，，，    

            母后若母后若母后若母后若知知知知他身世他身世他身世他身世必然必然必然必然下下下下毒手毒手毒手毒手，，，，我我我我為為為為他隱瞞免遭殺身他隱瞞免遭殺身他隱瞞免遭殺身他隱瞞免遭殺身憂憂憂憂。。。。    

            駙駙駙駙馬馬馬馬他他他他，，，，人人人人在在在在遼邦遼邦遼邦遼邦如如如如籠中鳥被囚籠中鳥被囚籠中鳥被囚籠中鳥被囚，，，，終終終終日驚日驚日驚日驚惶惶惶惶多病多病多病多病亦亦亦亦多多多多愁愁愁愁，，，， 

   家國家國家國家國矛盾矛盾矛盾矛盾他他他他已已已已經經經經難難難難承受承受承受承受，，，，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又又又又遭遭遭遭逢逢逢逢多事多事多事多事之之之之秋秋秋秋。。。。    

            平兒平兒平兒平兒懵懂懵懂懵懂懵懂又年幼又年幼又年幼又年幼，，，，不不不不知知知知他他他他身世身世身世身世的的的的曲折曲折曲折曲折來來來來由由由由，，，，    

            我我我我祈祈祈祈求上蒼來求上蒼來求上蒼來求上蒼來庇庇庇庇佑佑佑佑，，，，讓他擂台落讓他擂台落讓他擂台落讓他擂台落敗莫上戰場敗莫上戰場敗莫上戰場敗莫上戰場。。。。    

（△中幕升。布景為寢宮。木易斜臥床上，兩眼緊閉。） 

木 易：（悠悠甦醒，虛弱）公主…… 

鐵 鏡：駙馬，你終於清醒了！真是謝天謝地。 

木 易：我…… 

鐵 鏡：你已經昏迷了三暝三日了！這是太醫開的藥方，你快趁熱喝了吧！ 

木 易：公主，我這個病，就算是華陀在世，也是醫不好的…… 

鐵 鏡：駙馬，別說傻話，你一定要保重！快吃藥，好嗎？ 

木 易：（搖頭）公主，我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有幾句心裡話，我想趁著現在 

交代給你聽。 

鐵 鏡：你先安心養病，等你好起來，再慢慢說給我聽，好嗎？ 

木 易：我這個病，是多年的心病，眼看已經是好不了了，這二十年來我在遼邦 

        終日驚惶，只有公主是我唯一的知己，公主啊，請你聽我說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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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鏡：好，好，你說，你說！ 

木 易：公主啊， 

【【【【唱唱唱唱】】】】金沙灘之戰金沙灘之戰金沙灘之戰金沙灘之戰我我我我身受重身受重身受重身受重傷傷傷傷，，，，被被被被你你你你搭搭搭搭救救救救才免才免才免才免入枉入枉入枉入枉死死死死城城城城【sîng】，，，，    

            我我我我改改改改名名名名謊稱謊稱謊稱謊稱是是是是書書書書生生生生，，，，公主卻公主卻公主卻公主卻垂愛垂愛垂愛垂愛與我定與我定與我定與我定鴛鴛鴛鴛盟盟盟盟。。。。    

            飛虎谷之戰飛虎谷之戰飛虎谷之戰飛虎谷之戰，，，，我為我為我為我為見見見見娘娘娘娘親親親親將將將將實情實情實情實情來來來來稟稟稟稟明明明明，，，，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沒怪罪沒怪罪沒怪罪沒怪罪，，，，反倒盜反倒盜反倒盜反倒盜令令令令箭箭箭箭、、、、成全成全成全成全我探母之行我探母之行我探母之行我探母之行。。。。    

            十五年來十五年來十五年來十五年來你你你你守口守口守口守口如如如如瓶瓶瓶瓶，，，，唯唯唯唯恐恐恐恐太太太太后后后后知曉知曉知曉知曉不不不不容情容情容情容情，，，，    

            公主啊公主啊公主啊公主啊！！！！我我我我楊楊楊楊四四四四郎郎郎郎何德何何德何何德何何德何能能能能，，，，難報你難報你難報你難報你恩恩恩恩義義義義啊啊啊啊在在在在今世今世今世今世今今今今生生生生。。。。    

鐵 鏡：我們是夫妻，這都是我應該做的，你別放在心上。    

木 易：公主啊，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本本本本以以以以為為為為，，，，遼邦遼邦遼邦遼邦全全全全是虎是虎是虎是虎狼狼狼狼之之之之人人人人，，，，惡惡惡惡毒殘害毒殘害毒殘害毒殘害我宋朝軍民我宋朝軍民我宋朝軍民我宋朝軍民，，，，    

            公主卻公主卻公主卻公主卻對對對對我我我我情情情情意意意意真真真真，，，，點點點點點滴點滴點滴點滴滴滴滴滴我我我我都銘都銘都銘都銘記在記在記在記在心心心心。。。。    

            咱咱咱咱是是是是宋遼宋遼宋遼宋遼世世世世仇仇仇仇竟竟竟竟然結然結然結然結成親成親成親成親，，，，只能只能只能只能感感感感嘆萬事不嘆萬事不嘆萬事不嘆萬事不由人由人由人由人，，，，    

            雖然背負雖然背負雖然背負雖然背負家仇國家仇國家仇國家仇國恨恨恨恨【hīn】，，，，你你你你恩義恩義恩義恩義卻卻卻卻令我令我令我令我感感感感動動動動深深深深。。。。    

            二十年來二十年來二十年來二十年來，，，，改改改改名名名名換換換換姓將姓將姓將姓將身世瞞隱身世瞞隱身世瞞隱身世瞞隱，，，，苟延殘喘苟延殘喘苟延殘喘苟延殘喘在在在在遼邦遼邦遼邦遼邦棲身棲身棲身棲身，，，，    

            愧對愧對愧對愧對故鄉髮妻故鄉髮妻故鄉髮妻故鄉髮妻與與與與娘親娘親娘親娘親，，，，我我我我是不忠不是不忠不是不忠不是不忠不孝孝孝孝不不不不義人義人義人義人！！！！    

鐵 鏡：駙馬，這都是時代造成的悲劇，不是你的錯！你千萬不可因此自責， 

    先安心養病，別再胡思亂想了，好嗎？  

木 易：（溫柔牽起鐵鏡之手）公主啊，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我已是我已是我已是我已是燈枯燈枯燈枯燈枯油將盡油將盡油將盡油將盡，，，，交代交代交代交代遺願淚遺願淚遺願淚遺願淚淋淋淋淋淋淋淋淋。。。。    

鐵 鏡：駙馬，你……    

木 易：公主，雖然我是大宋臣民，自幼就接受胡漢不兩立的教育，將遼邦 

    當成是萬惡不赦的敵人。但我在此生活了二十年，公主對我仁至義盡， 

    在我的心中，其實早就已經將遼國當成是我的第二個故鄉了！只是 

    有一件事情，我怕現在若是再不交代，以後就沒機會說了，公主啊！ 

【【【【唱唱唱唱】】】】平兒是平兒是平兒是平兒是咱咱咱咱的獨的獨的獨的獨苗根苗根苗根苗根【kin】，，，，個性個性個性個性好好好好勝勝勝勝又天又天又天又天真真真真，，，，    

            他身他身他身他身上上上上兼兼兼兼有宋遼有宋遼有宋遼有宋遼血胤血胤血胤血胤，，，，我我我我感感感感嘆嘆嘆嘆造化造化造化造化來來來來弄人弄人弄人弄人。。。。    

（白）公主，你可知曉，自從平兒出世之後，我就一直擔心他同時兼有遼國皇族 

   和大宋楊家將的血脈，日後他若是率領遼軍與楊家將對戰沙場，這分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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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間最殘忍的骨肉相殘啊！也是令我日夜驚惶、最害怕見到的情景！所 

      以我才會用「平」這個字來替他取名，就是希望天下太平、永無戰爭。 

      公主啊～ 

【【【【唱唱唱唱】】】】我不求平兒我不求平兒我不求平兒我不求平兒歸宗歸宗歸宗歸宗將將將將祖祖祖祖先先先先認認認認，，，，只只只只盼他盼他盼他盼他此生莫遇戰事此生莫遇戰事此生莫遇戰事此生莫遇戰事臨臨臨臨，，，，    

            切莫切莫切莫切莫統領遼統領遼統領遼統領遼兵兵兵兵掌掌掌掌帥印帥印帥印帥印，，，，不不不不須揮須揮須揮須揮戈戈戈戈向向向向楊楊楊楊家家家家親親親親人人人人。。。。    

（白）公主，我求你，今生今世，千萬別讓平兒在戰場之上與楊家將骨肉相殘， 

      否則，我就算死了，也無法瞑目！ 

鐵 鏡：駙馬，平兒是我的孩子，我當然會盡全力保護他。但是，平兒並不知道 

    他自己的身世，個性又爭強好勝、急欲立功。現在母后已經下旨、要擺 

        擂臺公開比武，這件事，已經不是我一人能夠做主的。駙馬，你這個 

        要求，實在是太為難妾身了！不如你先靜心養病，等你身體復原之後， 

        我們再找個適當時機，一起向平兒說明他的身世，不知駙馬意下如何？ 

木  易：（嘆氣）唉！好是好，只不過……，若是我的身體無法支撐到那時候， 

    這個心願，就請公主一定要替我完成。公主啊！ 

【【【【唱唱唱唱】】】】四四四四郎今郎今郎今郎今生多生多生多生多遺恨遺恨遺恨遺恨【hīn】，，，，臨終臨終臨終臨終無無無無奈再奈再奈再奈再求求求求佳人佳人佳人佳人，，，， 

   望望望望求公主求公主求公主求公主來應來應來應來應允允允允【ín】，，，，我我我我來來來來世世世世再再再再報報報報答答答答你你你你厚愛深恩厚愛深恩厚愛深恩厚愛深恩。。。。    

鐵 鏡：駙馬，千萬別這麼說！你先靜心養病，平兒之事，只要我們夫妻同心， 

        一定可以想出好辦法來解決。 

木 易：（點頭）嗯。 

（△宮外忽然傳來歡聲雷動） 

鐵 鏡：奇怪？為何宮門之外會傳來喧嘩之聲呢？ 

（宮女上） 

宮 女：恭喜公主、賀喜駙馬！ 

鐵 鏡：喜從何來？ 

宮 女：啟稟公主，小皇孫他打敗群雄、稱霸擂台，已經被太后封為征南大元帥了。 

木易、鐵鏡：唉呀！！ 

（木易吐出大口鮮血。昏迷不醒。） 

鐵 鏡：（驚叫）駙馬？駙馬…… 

（�燈暗。本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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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    夜襲夜襲夜襲夜襲    

場    景：宋營 

出場人物：孟金榜、楊宗保、穆桂英、耶律平、遼兵、宋兵 

 

【【【【O.SO.SO.SO.S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大大大大漠漠漠漠長長長長雲雲雲雲暗雪暗雪暗雪暗雪山山山山，，，，萬里萬里萬里萬里長征人未還長征人未還長征人未還長征人未還；；；；    

                            黃黃黃黃沙沙沙沙百戰百戰百戰百戰摧摧摧摧金金金金甲甲甲甲，，，，寂寂明月照邊關寂寂明月照邊關寂寂明月照邊關寂寂明月照邊關。。。。    

（△孟金榜披斗篷上） 

孟金榜：【【【【唱唱唱唱】】】】獨獨獨獨聽聽聽聽雁雁雁雁聲聲聲聲心心心心頭頭頭頭亂亂亂亂，，，，錦袍錦袍錦袍錦袍難難難難以以以以耐耐耐耐秋秋秋秋寒寒寒寒；；；； 

                            本應心本應心本應心本應心靜靜靜靜如如如如止止止止水水水水，，，，誰知誰知誰知誰知卻又起卻又起卻又起卻又起波瀾波瀾波瀾波瀾？？？？    

（白）北地才入秋，就已經降下初雪了；「他」一向最怕冷，不知道在遼邦這麼 

   多年，「他」是不是已經習慣這北國的天氣啊？（若有所思而長嘆）唉～ 

     （拉緊斗篷，坐在角落旁的樹下大石寂然望月） 

（△楊宗保、穆桂英上，兩人濃情蜜意） 

楊宗保：【【【【唱唱唱唱】】】】冷冷冷冷月月月月寒寒寒寒光光光光照照照照征征征征衣衣衣衣，，，，新婚燕爾新婚燕爾新婚燕爾新婚燕爾赴赴赴赴戎戎戎戎機機機機；；；；    

穆桂英：【【【【唱唱唱唱】】】】夫妻夫妻夫妻夫妻相相相相隨隨隨隨好好好好情情情情意意意意，，，，烽烽烽烽火火火火戰戰戰戰地地地地也也也也旖旎旖旎旖旎旖旎。。。。    

楊宗保：桂英，夜深了！你看，你的手凍得這麼冰，來（脫下斗篷為桂英披上、 

暖手）千萬別著涼了，要不然我會捨不得。 

穆桂英：（甜蜜）我武藝高強，身強體壯，哪有像你說的那麼弱不禁風！？ 

楊宗保：桂英，我知道妳自幼練武，身體勇健，但是現在妳有孕在身，應該要好 

    好保養身體；我本來是打算要讓你留在天波府內靜養，不要到戰地涉 

險；妳卻偏偏不聽話，硬要跟來，這是為什麼呢？ 

穆桂英：噓！小聲點！我有身的代誌，你先不要告訴大家喔！要不然天波府內的 

    太君、婆婆還有各位嬸嬸、姑姑，她們一定不准我做這做那，還要我每 

    天躺在床上喝補藥，那種日子，我哪裡忍得住？！我寧願陪你出征，反 

    而更加逍遙自在啊！ 

楊宗保：桂英，你是女中英豪，武藝膽試都勝過我，不過此地萬里荒煙、諸多 

    不便，為了我們的孩子，你還是要好好保重身體。我知道你不愛待在府 

    裡，所以答應帶你出來。但是兩軍交戰之時，你千萬不可上陣，以免動 

        了胎氣；迎敵之事都交給我就好！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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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桂英：是！楊大元帥下令，小女子豈敢不從！不過金沙灘血戰之後，北遼也是 

元氣大傷，聽說這次竟然派出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擔任主帥，若不是故意 

    欺藐我大宋無人，那就是北遼的氣數將盡。 

楊宗保：（嘆）唉，就算如此，咱朝中也是人人怯戰，文武百官都主張要獻寶求 

    和，實在是令人憤慨！我們天波府雖然男丁凋零，也絕不能冷眼看大宋 

        任人欺壓！所以太君上表，保薦我領兵退敵。你想想看，若是軍情緊急， 

    必然是由太君和父帥親身披甲上陣，哪有可能輪得到我來掛帥出征呢？ 

穆桂英：我看這根本就是太君存心要賜你一個立功的好機會啊！ 

楊宗保：沒錯！黃口小兒何足為懼！我一定將他手到擒來，你就在旁邊看我表 

        現立功，如何？ 

穆桂英：沒問題，我在一旁觀戰就是，絕對不會出手搶你楊大元帥的功勞！ 

（孟金榜在旁聽聞兩人對話，不禁黯然嘆息） 

楊、穆：（警覺）誰？ 

孟金榜：宗保、桂英，是我。 

楊、穆：原來是四嬸。 

穆桂英：四嬸，已過三更，你為何還未安歇？（觀察）咦？四嬸，看你眼眶紅紅， 

    難道你在哭？是誰欺負你？你跟我說，我替你出氣。 

孟金榜：（拭淚）桂英，四嬸雖然不如你文武雙全，當年也是名動京城的「金鏢 

        孟四娘」，有誰敢欺負我？！只是我，……隨軍來到這宋遼邊界，竟是 

    心煩意亂，難以成眠；來此望月遣懷，又不小心聽到你們兩人方才言 

    語，不由想起當年我與你四叔還是少年夫妻的情景，不由感慨萬千，才 

    會忘情流淚。 

穆桂英：四嬸，我聽婆婆說，你與四叔當年是郎才女貌、琴瑟和鳴。若不是二十 

        年前金沙灘那一戰，也不會…… 

孟金榜：唉，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唱唱唱唱】】】】想想想想我我我我孟孟孟孟金金金金榜榜榜榜，，，，本與本與本與本與你四你四你四你四叔叔叔叔鴛鴦配鴛鴦配鴛鴦配鴛鴦配，，，，    

    是是是是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欣欣欣欣羨羨羨羨的的的的恩愛夫妻恩愛夫妻恩愛夫妻恩愛夫妻。。。。    

    憶當憶當憶當憶當年年年年，，，，阮阮阮阮情投情投情投情投意合意合意合意合、、、、論文比論文比論文比論文比武藝武藝武藝武藝，，，，    

    花前花前花前花前月月月月下下下下賭書潑茶賭書潑茶賭書潑茶賭書潑茶。。。。    

    阮阮阮阮也也也也曾曾曾曾立立立立誓誓誓誓，，，，要要要要白頭偕老活到白頭偕老活到白頭偕老活到白頭偕老活到百二歲百二歲百二歲百二歲，，，，    

    後後後後世人世人世人世人、、、、還還還還要要要要繼續繼續繼續繼續做一家做一家做一家做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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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嘆）唉……    

    誰知誰知誰知誰知無端風雲起無端風雲起無端風雲起無端風雲起，，，，金沙灘金沙灘金沙灘金沙灘為為為為保聖保聖保聖保聖主來主來主來主來脫危脫危脫危脫危，，，，    

    血血血血戰戰戰戰犧牲犧牲犧牲犧牲我我我我楊楊楊楊家家家家眾眾眾眾男兒男兒男兒男兒，，，，九九九九死一生天死一生天死一生天死一生天地地地地也也也也哀悲哀悲哀悲哀悲。。。。    

    你四你四你四你四叔叔叔叔，，，，他他他他亂軍之亂軍之亂軍之亂軍之中中中中僥倖逃僥倖逃僥倖逃僥倖逃生生生生，，，，流流流流落落落落遼邦遼邦遼邦遼邦隱隱隱隱姓姓姓姓埋埋埋埋名名名名，，，，    

    又又又又被招被招被招被招為為為為駙駙駙駙馬馬馬馬姻緣另姻緣另姻緣另姻緣另定定定定，，，，勞勞勞勞燕燕燕燕分飛我從此分飛我從此分飛我從此分飛我從此孤伶孤伶孤伶孤伶仃仃仃仃。。。。    

楊、穆：（想安慰又不知如何安慰起）四嬸…… 

穆桂英：（打宗保）都是你啦！三更半夜不睡，說要來散步，結果害四嬸這麼傷心。 

楊宗保：（辯駁）明明是你自己說睡不著要散步的，你還打我……。 

孟金榜：本來我們都以為你四叔已經在金沙灘為國犧牲了，誰知十五年前，你的 

        父帥與遼邦蕭天佐在飛虎谷對戰，太君奉旨押糧草到宋營；當時你四叔他 

        啊， 

【【【【唱唱唱唱】】】】冒險冒險冒險冒險回營見太君回營見太君回營見太君回營見太君，，，，阮夫妻相視淚紛紛阮夫妻相視淚紛紛阮夫妻相視淚紛紛阮夫妻相視淚紛紛；；；； 

            他要我替他友孝盡他要我替他友孝盡他要我替他友孝盡他要我替他友孝盡囝囝囝囝兒本分兒本分兒本分兒本分，，，，他說他愧對我他說他愧對我他說他愧對我他說他愧對我、、、、今生今生今生今生今世負釵裙今世負釵裙今世負釵裙今世負釵裙。。。。 

穆桂英：這分明就是上蒼故意要來作弄！誰知四叔竟然會變成遼邦的駙馬爺！卻 

       連累到四嬸你，尪婿明明活著，卻要夜夜獨守空閨守活寡！ 

楊宗保：我看喔，要怪就要怪那個番邦公主那麼番，天下的男人那麼多，她偏偏 

    要將四叔搶去當駙馬，拆散四叔四嬸的好姻緣！ 

孟金榜：（嘆氣）唉～我不怪天、不怪地，也不怪你四叔，只能怨嘆造化弄人。 

    事到如今，我願意將我的一生奉獻給楊家，替你四叔盡孝道侍奉太君， 

    白頭無悔！ 

穆桂英：四嬸，你對四叔、對楊家真是情深義重。 

孟金榜：唉，咱楊家哪一個媳婦又不是如此呢？宗保、桂英，你們可知這次我為 

    何一直懇求太君，請太君允准我隨軍出征呢？ 

穆桂英：（頓悟）啊！我本來還以為四嬸是和我一樣，覺得悶在天波府裡太無聊， 

    想找機會出來透透氣，沒想到四嬸你竟然是一片苦心…… 

楊宗保：到底是為什麼啊？我怎麼猜不到。 

穆桂英：你真的很笨耶，一點都不瞭解女人的心思。 

孟金榜：宗保啊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請纓請纓請纓請纓征征征征遼遼遼遼是是是是有私心有私心有私心有私心，，，，望他望他望他望他再再再再回回回回宋宋宋宋營會營會營會營會故人故人故人故人，，，，  

   若能若能若能若能再再再再見他見他見他見他一一一一面面面面【bīn】，，，，就能就能就能就能慰慰慰慰我我我我餘餘餘餘生相思生相思生相思生相思深深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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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桂英：四嬸，四叔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我相信他若知道楊家將來到邊界，一 

    定會想辦法前來探望你。 

孟金榜：但願如此，也不枉我一片癡心。 

O.S：報～～ 

（宋兵上） 

宋 兵：啟稟元帥，探子回報，有遼軍前來襲營。 

楊宗保：哼！卑鄙鼠輩，分明是前來送死！（深情叮嚀）桂英，你暫時留在此地 

    陪伴四嬸，要記得剛才你答應過我的話，千萬要保重身體、不可輕舉妄 

    動。知否？ 

穆桂英：（點頭）我知！ 

孟金榜：宗保，要小心啊！ 

楊宗保：你們放心，對方竟然如此大膽敢來襲營，看我佈下天羅地網，絕對要他 

    插翅難飛。來人啊！ 

宋 兵：在！ 

楊宗保：隨我出營應戰。 

宋 兵：是！ 

（△楊宗保領宋兵下） 

（△穆桂英與孟金榜下） 

（△耶律平領遼兵上） 

耶律平：【【【【唱唱唱唱】】】】大大大大漠漠漠漠深深深深秋草驚風秋草驚風秋草驚風秋草驚風，，，，輕輕輕輕騎星馳踏騎星馳踏騎星馳踏騎星馳踏寒寒寒寒霜霜霜霜；；；；    

                            夜襲宋夜襲宋夜襲宋夜襲宋營妙策營妙策營妙策營妙策用用用用，，，，要出要出要出要出其其其其不意不意不意不意建奇功建奇功建奇功建奇功。。。。 

（白）前方就是宋營，來人啊 

遼 兵：在！ 

耶律平：趁此夜深人靜，隨我夜襲宋營，燒他糧草、擒他主帥，給宋軍一個下 

        馬威。 

遼兵：遵命！ 

（楊宗保 O.S）：大膽遼兵，竟敢自投羅網，走哪裡去？  

（△楊宗保領宋軍上） 

（△兩軍列陣對壘） 

楊宗保：來者何人？竟敢夜襲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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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平：吾乃大遼元帥耶律平。 

楊宗保：可笑遼邦無人，派你一個童子前來送死。 

耶律平：哼！閒話少說，刀槍之下論輸贏，才知道是你死還是我亡。 

楊宗保：本該如此！看劍。 

（△耶律平率遼軍，楊宗保率宋軍，雙方廝殺。） 

（△穆桂英與孟金榜登上高台觀戰） 

（△耶律平與楊宗保皆使用寶劍。兩人勢均力敵，但耶律平因年紀輕、經驗不足， 

逐漸露出破綻而居下風） 

耶律平：唉呀～我已在皇祖母面前誇下海口，誰知楊宗保武藝竟然如此高強。我 

    初次掛帥，此戰若輸、顏面何存！（思量）此戰只能勝不准敗！不如施 

        展爹親私傳我的梨花槍法，與他一決雌雄。（改拿長槍）楊宗保，納命來。 

楊宗保：（亦換長槍）哼！想要跟我比槍法？班門弄斧，分明找死！今日就讓你 

        見識我楊家槍的厲害！ 

（耶律平與楊宗保使槍對戰） 

（（（（O.SO.SO.SO.S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騰騰騰騰躍乾坤星躍乾坤星躍乾坤星躍乾坤星月月月月無光無光無光無光，，，，矯捷矯捷矯捷矯捷銀銀銀銀蟒蟒蟒蟒鬥鬥鬥鬥金金金金龍龍龍龍，，，，    

                        驍驍驍驍勇勇勇勇善善善善戰少年戰少年戰少年戰少年郎郎郎郎，，，，各各各各展展展展武藝武藝武藝武藝顯顯顯顯神神神神通通通通。。。。    

楊宗保：【【【【唱唱唱唱】】】】他他他他英英英英姿凜凜姿凜凜姿凜凜姿凜凜意飛揚意飛揚意飛揚意飛揚，，，， 

耶律平：【【【【唱唱唱唱】】】】他他他他威威威威鎮八鎮八鎮八鎮八荒荒荒荒人中人中人中人中龍龍龍龍，，，， 

【【【【兩兩兩兩人人人人合唱合唱合唱合唱】】】】本本本本為國為國為國為國仇仇仇仇要要要要拼拼拼拼生生生生死死死死，，，，為為為為何何何何心生心生心生心生敬敬敬敬意意意意惜惜惜惜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孟金榜：（觀戰時忽然發現耶律平使出梨花槍法，大為震驚）這是……梨花槍法？ 

（△楊家槍法走端正凝重路線，梨花槍則是在楊家槍之基礎上增添各式靈動技巧

及繁複招數，暗引「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欲令敵人眼花撩亂、左

支右絀。楊宗保果然受制於梨花槍法之繁複而漸居下風。甚至差點被耶律平刺中） 

穆桂英、孟金榜：（驚叫）宗保，小心。 

孟金榜：看鏢！（對耶律平發射金鏢） 

耶律平：唉唷～（中鏢倒地）卑鄙小人，竟然使用暗器！ 

楊宗保：哼！兵不厭詐，來人啊！將他押入地牢、嚴加看守。 

宋軍：遵命。 

（△宋軍押耶律平下。） 

（�燈暗。本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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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探探探探    牢牢牢牢    

場  景：宋營牢房 

出場人物：楊宗保、穆桂英、孟金榜、耶律平、宋兵 
 

（△開場時降中幕） 

（△楊宗保上） 

楊宗保：【【【【唱唱唱唱】】】】昨宵昨宵昨宵昨宵對對對對戰戰戰戰耶律耶律耶律耶律平平平平，，，，惺惺惺惺惺惺惺惺相相相相惜惜惜惜為為為為何情何情何情何情？？？？    

                            他他他他是是是是敵敵敵敵將將將將素昧素昧素昧素昧平生平生平生平生，，，，我我我我卻卻卻卻似似似似曾曾曾曾相相相相識識識識太太太太莫名莫名莫名莫名。。。。 

（△穆桂英上） 

穆桂英：宗保，你在想什麼？ 

楊宗保：桂英，耶律平是北遼主帥，如今被我所擒，若是將他斬殺，遼邦群龍無 

    首，必然潰不成軍，戰事也得以早日結束，只是…… 

穆桂英：只是怎樣？ 

楊宗保：大宋與北遼本是世仇，耶律平與我註定是勢不兩立，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卻覺得…… 

穆桂英：感覺怎樣？ 

楊宗保：不知道為什麼，雖然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但是我覺得他很面熟，就像 

    在哪裡曾經見過面，對他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穆桂英：昨夜觀戰之時，我也覺得他很面熟，但是又一直想不出是像誰，現在聽 

        你一說，我忽然間靈光一現，想起來了。原來耶律平長得很像……（掩 

        口而笑） 

楊宗保：像誰？ 

穆桂英：我不敢說。 

楊宗保：你說啊！ 

穆桂英：我不敢說。 

楊宗保：好娘子，你旁觀者清，快告訴我吧！ 

穆桂英：我才不要，你一定會罵我胡說八道。 

楊宗保：桂英，我的好娘子，我保證絕對不會罵你，你快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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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桂英：那我就說囉～我覺得耶律平長得很像……父帥！！ 

楊宗保：胡說！桂英，你居然將我的父帥和那個番人相比，這根本就是大逆不 

        道嘛！ 

穆桂英：我本來不想說，是你一直哀求我的耶！ 

【【【【唱唱唱唱】】】】耶律耶律耶律耶律平平平平他他他他俊秀俊秀俊秀俊秀貌貌貌貌堂堂堂堂堂堂堂堂，，，，氣宇軒昂氣宇軒昂氣宇軒昂氣宇軒昂玉樹玉樹玉樹玉樹臨臨臨臨風風風風，，，，    

            府府府府中中中中有有有有父父父父帥帥帥帥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圖圖圖圖像像像像，，，， 容容容容貌貌貌貌分分分分明明明明有有有有三三三三分分分分同同同同。。。。（ 【in】：他們） 

（白）你自己想想看，若是父帥年輕三十歲，沒皺紋、沒鬍子，頭髮也變成黑金 

   黑金，耶律平和父帥是不是就有三、四分像了？ 

楊宗保：桂英，被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他們兩人有點像耶！可是……，他們 

    一個是北遼番人，一個是大宋楊家將，面容怎麼可能有像呢？ 

穆桂英：你問我，我問誰啊！這世間有很多事情本來就沒什麼道理了嘛！ 

孟金榜：（O.S）報～ 

（△孟金榜上） 

楊、穆：四嬸，何事如此倉皇？ 

孟金榜：探子回報，三十里外發現北遼大軍。 

楊宗保：遼軍一定是要來救回主帥！待我調兵遣將，前往退敵。桂英，隨我來。 

穆桂英：好。 

（△宗保、桂英下） 

（△孟金榜下） 

（△中幕升。大牢佈景） 

（△耶律平被囚在牢中，昏睡。） 

（△孟金榜左右張望，見四下無人，暗自潛入大牢） 

孟金榜：唉呀！ 

【【【【唱唱唱唱】】】】昨昨昨昨夜夜夜夜觀觀觀觀戰戰戰戰在在在在一旁一旁一旁一旁，，，，見他見他見他見他施展槍施展槍施展槍施展槍法法法法意飛揚意飛揚意飛揚意飛揚，，，，    

            這梨這梨這梨這梨花花花花槍槍槍槍法法法法是是是是我我我我夫夫夫夫妻妻妻妻所所所所獨獨獨獨創創創創，，，，    

            夫夫夫夫君說君說君說君說，，，，未未未未來只來只來只來只傳傳傳傳我我我我四四四四房房房房的兒的兒的兒的兒郎郎郎郎。。。。    

            細觀細觀細觀細觀小將小將小將小將貌貌貌貌似我似我似我似我夫郎夫郎夫郎夫郎，，，，莫非莫非莫非莫非他他他他是四是四是四是四郎郎郎郎的的的的子嗣子嗣子嗣子嗣在在在在遼邦遼邦遼邦遼邦？？？？    

            不不不不由由由由猜疑猜疑猜疑猜疑暗暗暗暗徬徨徬徨徬徨徬徨，，，，我我我我潛潛潛潛入入入入大牢來大牢來大牢來大牢來問問問問端端端端詳詳詳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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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方才我假傳警報，將宗保、桂英引開，趁機來打探實情。來到此地已是 

   牢房，待我將他叫醒。小將軍……，小將軍…… 

耶律平：（由昏沉中醒來）誰？誰在說話？喔，原來是你這個歐巴桑！ 

孟金榜：你……你竟然叫我歐巴桑！怎麼這麼沒禮貌？！ 

耶律平：哼！你不但是歐巴桑，還是一個不要臉的歐巴桑！ 

【【【【唱唱唱唱】】】】恁恁恁恁漢漢漢漢人人人人做事不光做事不光做事不光做事不光明明明明，，，，兩軍兩軍兩軍兩軍對對對對戰戰戰戰各逞各逞各逞各逞威能威能威能威能；；；；    

            你你你你卻卻卻卻用用用用暗暗暗暗器器器器將我傷將我傷將我傷將我傷，，，，我我我我中中中中計計計計被被被被擒擒擒擒心難平心難平心難平心難平。。。。    

孟金榜：（冷笑） 

【【【【唱唱唱唱】】】】熟讀熟讀熟讀熟讀兵兵兵兵法法法法才才才才能掌能掌能掌能掌帥帥帥帥旗旗旗旗，，，，「「「「兵不兵不兵不兵不厭詐厭詐厭詐厭詐」」」」豈豈豈豈不不不不知知知知【ti】？？？？    

            你你你你偷偷偷偷學學學學別別別別人人人人的獨的獨的獨的獨門門門門武武武武器器器器，，，，品品品品行不端也非行不端也非行不端也非行不端也非善類善類善類善類！！！！    

耶律平：呸！我耶律平是大遼皇孫，身份貴重，怎會做那偷雞摸狗之事？！今日 

    不幸落入你宋軍手中，你要殺便殺，但是你若再污辱我的人格，我做鬼 

    也不饒你！  

孟金榜：那我問你，    

【【【【唱唱唱唱】】】】宛如風宛如風宛如風宛如風驟驟驟驟梨梨梨梨花花花花亂亂亂亂，，，，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槍法槍法槍法槍法何人何人何人何人傳傳傳傳？？？？    

耶律平：【【【【唱唱唱唱】】】】獨獨獨獨門槍法門槍法門槍法門槍法千千千千變變變變萬萬萬萬幻幻幻幻，，，，我我我我爹爹爹爹爹爹爹爹武武武武功功功功來來來來親親親親傳傳傳傳。。。。    

孟金榜：【【【【唱唱唱唱】】】】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爹爹爹爹爹爹爹爹是是是是何人何人何人何人？？？？    

耶律平：【【【【唱唱唱唱】】】】他他他他大遼大遼大遼大遼駙駙駙駙馬是皇馬是皇馬是皇馬是皇親親親親！！！！    

孟金榜：大遼……駙馬……，難道真的是他…… 

【【【【唱唱唱唱】】】】請請請請問問問問令令令令尊尊尊尊何何何何名姓名姓名姓名姓，，，，    

耶律平：【【【【唱唱唱唱】】】】木易正木易正木易正木易正是是是是他他他他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孟金榜：木……易？！你的母親可是鐵鏡公主？ 

耶律平：正是！ 

孟金榜：你，你果然是他的……（哽咽） 

【【【【唱唱唱唱】】】】聞說聞說聞說聞說此此此此言言言言心心心心頭頭頭頭酸酸酸酸【sng】，，，，不不不不由由由由珠珠珠珠淚落淚落淚落淚落紛紛紛紛紛紛紛紛，，，，    

            夫妻夫妻夫妻夫妻胡漢兩胡漢兩胡漢兩胡漢兩離離離離分分分分，，，，我我我我膝膝膝膝下下下下猶虛猶虛猶虛猶虛他他他他卻卻卻卻另另另另有兒孫有兒孫有兒孫有兒孫。。。。    

（白）他是四郎的子嗣，現在卻與宋軍對陣，這分明就是我們楊家骨肉相殘啊！ 

   我是不是應該稟明宗保、另謀對策呢？這……，（轉懊惱）哼！他是鐵鏡 

      公主的兒子，鐵鏡奪我夫君，毀我天倫，真是可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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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唱唱】】】】暗暗暗暗罵罵罵罵賤賤賤賤人人人人將我將我將我將我欺欺欺欺，，，，拆散拆散拆散拆散阮阮阮阮翁某翁某翁某翁某連連連連理枝理枝理枝理枝，，，，（翁某【ang-bóo】：夫妻）    

她佔她佔她佔她佔我我我我夫夫夫夫君君君君恩愛恩愛恩愛恩愛時時時時，，，，我我我我只能只能只能只能獨獨獨獨對對對對孤孤孤孤枕枕枕枕暗暗暗暗傷傷傷傷悲悲悲悲。。。。    

耶律平：奇怪？    

【【【【唱唱唱唱】】】】看她看她看她看她神神神神色色色色陰陰陰陰晴晴晴晴不定不定不定不定，，，，忽悲忽惱忽悲忽惱忽悲忽惱忽悲忽惱為為為為何情何情何情何情？？？？    

孟金榜：（打量耶律平） 

【【【【唱唱唱唱】】】】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嬌嬌嬌嬌兒卻非我兒卻非我兒卻非我兒卻非我所所所所生生生生，，，，我又我又我又我又妒妒妒妒又又又又恨恨恨恨心難平心難平心難平心難平！！！！（咬牙）    

恨恨恨恨她鐵鏡她鐵鏡她鐵鏡她鐵鏡害害害害我我我我孤伶孤伶孤伶孤伶仃仃仃仃，，，，妒妒妒妒他他他他母母母母子奪子奪子奪子奪我天我天我天我天倫倫倫倫情情情情，，，，    

                        心內心內心內心內暗暗暗暗自將自將自將自將計計計計定定定定，，，，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奪鐵鏡所奪鐵鏡所奪鐵鏡所奪鐵鏡所愛愛愛愛啊啊啊啊、、、、要要要要她她她她悔悔悔悔痛痛痛痛終終終終生生生生。。。。    

耶律平：歐巴桑，你打聽我的父母家世，問這麼多，到底要做什麼？難道是要幫 

    我作媒？ 

孟金榜：（冷笑）哼，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死到臨頭，若是有時間開玩笑， 

    還不如趕緊寫封遺書交代後事，我會親自替你送去給你的母親。來人啊！ 

（宋兵上）：在！ 

孟金榜：此乃遼邦主帥，爾等要嚴加看守，明日午時將他押到轅門處斬，以壯我 

    軍士氣。 

宋 兵：遵命。 

（�燈暗。本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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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立立立立        盟盟盟盟    

場    景：宋營轅門    

出場人物：楊宗保、穆桂英、孟金榜、耶律平、鐵鏡公主、宋兵、遼兵 

（△開場時楊宗保中坐、孟金榜、穆桂英、宋兵分列兩旁） 

    

【【【【O.S唱唱唱唱】】】】北北北北風風風風簌簌簌簌簌簌簌簌揚揚揚揚戰戰戰戰麾麾麾麾，，，，金戈金戈金戈金戈顰鼓顰鼓顰鼓顰鼓振軍威振軍威振軍威振軍威，，，，    

楊宗保：【【【【唱唱唱唱】】】】擒得敵擒得敵擒得敵擒得敵將將將將壯士氣壯士氣壯士氣壯士氣，，，，早日早日早日早日凱旋班師凱旋班師凱旋班師凱旋班師歸歸歸歸。。。。    

（白）昨日遼邦大將前來襲營，已被本元帥所擒，等待吉時一到，就用他的人 

   頭來祭旗，以壯我三軍軍威。來人啊！ 

宋 兵：在。 

楊宗保：將耶律平押出來。 

宋 兵：是。 

（△宋兵押出耶律平，耶律平被綁跪地。）    

楊宗保：耶律平，   

【【【【唱唱唱唱】】】】宋宋宋宋遼遼遼遼向向向向來有戴天來有戴天來有戴天來有戴天之之之之恨恨恨恨【hūn】，，，，阮楊阮楊阮楊阮楊家家家家因恁添了因恁添了因恁添了因恁添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新新新新墳墳墳墳，，，， 

            血血血血債債債債血還血還血還血還自有天自有天自有天自有天論論論論，，，，今今今今日要日要日要日要用你用你用你用你鮮鮮鮮鮮血血血血祭奠祭奠祭奠祭奠我我我我楊楊楊楊家忠家忠家忠家忠魂魂魂魂。。。。    

耶律平：（冷笑）哼！ 

【【【【唱唱唱唱】】】】一將一將一將一將功功功功成成成成奠基奠基奠基奠基在在在在萬千萬千萬千萬千亡魂亡魂亡魂亡魂，，，，刀刀刀刀槍槍槍槍無無無無眼眼眼眼只只只只拼拼拼拼你死我你死我你死我你死我存存存存；；；；    

            是是是是奸臣昏君奸臣昏君奸臣昏君奸臣昏君造成造成造成造成你你你你喪喪喪喪親親親親之之之之恨恨恨恨，，，，你你你你遷怒於遷怒於遷怒於遷怒於我我我我正正正正是是是是黑黑黑黑白白白白不分不分不分不分。。。。  

楊宗保：可惡耶律平！竟敢侮辱聖上，你不過是宋營的一個戰俘，要取你性命 

    就像捏死一隻螞蟻那麼簡單。來人啊！賞嘴二十，我要看你還能罵出 

        什麼好話來？ 

宋 軍：遵命。（上前賞嘴兩下） 

（耶律平嘴角流血，表情卻仍舊倔強） 

孟金榜：（不忍）住手！宗保，別再打了。 

楊宗保：四嬸，他是遼邦的人，也就是大宋和我們楊家將的大仇人，你為何要 

        替他說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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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金榜：（猶豫）這……嘛！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對他對他對他對他母母母母子子子子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滿腹妒滿腹妒滿腹妒滿腹妒恨恨恨恨【hūn】，，，，眼眼眼眼前前前前的的的的他他他他卻卻卻卻貌貌貌貌似我似我似我似我夫夫夫夫君君君君，，，， 

            愛愛愛愛烏及屋烏及屋烏及屋烏及屋我我我我失了失了失了失了分寸分寸分寸分寸，，，，欲言欲言欲言欲言又又又又止止止止我心亂我心亂我心亂我心亂紛紛紛紛紛紛紛紛。。。。    

（白）我…… 

楊宗保：四嬸，對敵人慈悲，就是對自己殘忍。妳想想看，我們天波府有多少 

    人都是死在遼狗的手頭！哼，給我打，給我繼續打！ 

宋 軍：遵命。（作勢要打） 

孟金榜：慢，慢且！ 

穆桂英：四嬸，看你欲言又止，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隱情啊？ 

孟金榜：這……    

【【【【唱唱唱唱】】】】我若我若我若我若堅堅堅堅心心心心牙咬牙咬牙咬牙咬定定定定，，，，閉閉閉閉口口口口絕絕絕絕不不不不說說說說實情實情實情實情，，，，    

    耶律耶律耶律耶律平平平平他必他必他必他必喪命喪命喪命喪命，，，，要要要要他他他他的母的母的母的母親親親親悲悲悲悲痛痛痛痛終終終終生生生生！！！！    

   歷歷歷歷盡盡盡盡孤孤孤孤燈燈燈燈相思相思相思相思苦苦苦苦，，，，我我我我對對對對鐵鏡妒鐵鏡妒鐵鏡妒鐵鏡妒恨恨恨恨多多多多，，，，    

（白）但是……，這個孩子他……他也是四郎的親生兒子啊！    

（猶豫後長嘆）唉～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阮夫妻阮夫妻阮夫妻阮夫妻今今今今生生生生緣緣緣緣已已已已誤誤誤誤，，，，金金金金榜榜榜榜我也我也我也我也知知知知影影影影～～～～囡仔囡仔囡仔囡仔是無是無是無是無辜辜辜辜。。。。（拭淚） 

（白）宗保，你不能殺他，你千萬不能殺他！    

楊宗保：四嬸，你到底怎麼了？    

【【【【唱唱唱唱】】】】忽忽忽忽然然然然失態失態失態失態為為為為何何何何因因因因，，，，    

孟金榜：【【【【接接接接唱唱唱唱】】】】你兩你兩你兩你兩人人人人本是本是本是本是骨肉骨肉骨肉骨肉親親親親；；；；    

楊宗保：什麼？！這，這怎麼可能？！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四四四四嬸嬸嬸嬸出出出出言言言言不不不不謹慎謹慎謹慎謹慎，，，，我與我與我與我與遼遼遼遼狗怎狗怎狗怎狗怎能亂能亂能亂能亂認認認認親親親親？？？？    

（白）四嬸一定是連日行軍辛勞，神思迷亂；桂英，你先送四嬸回營休息。 

穆桂英：好。（扶起孟金榜，欲送她回後營） 

（鼓聲響起） 

楊宗保：吉時已到，準備行刑。 

劊子手：遵命。（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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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金榜：慢且！（奔向耶律平，以身相護） 

楊宗保：四嬸，為何一再喧鬧法場？請恕小姪無禮了，來人啊！ 

宋 兵：在。 

楊宗保：孟先鋒身體不適，馬上送她回後營，請軍醫前來診治。 

宋 兵：遵命。（欲拉走孟金榜） 

孟金榜：宗保，你千萬不能殺他，耶律平他是……，他是你四叔的親生兒子啊！ 

（眾人皆驚）：什麼？！ 

孟金榜：宗保啊， 

【【【【唱唱唱唱】】】】你四你四你四你四叔叔叔叔流流流流落落落落番番番番邦邦邦邦那那那那當當當當時時時時，，，，與與與與鐵鏡鐵鏡鐵鏡鐵鏡結成結成結成結成連連連連理理理理枝枝枝枝，，，， 

            咱楊咱楊咱楊咱楊家家家家血血血血脈脈脈脈在在在在遼遼遼遼邦邦邦邦傳傳傳傳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就是就是就是就是面面面面前前前前這這這這個個個個孩孩孩孩兒兒兒兒。。。。    

楊宗保：【【【【唱唱唱唱】】】】忽聞忽聞忽聞忽聞此事此事此事此事太太太太驚驚驚驚奇奇奇奇！！！！ 

穆桂英：【【【【接接接接唱唱唱唱】】】】詳細詳細詳細詳細思思思思量量量量確確確確實實實實有有有有蹺蹊蹺蹊蹺蹊蹺蹊，，，， 

耶律平：呸！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恁恁恁恁漢漢漢漢人人人人奸巧奸巧奸巧奸巧詭計施詭計施詭計施詭計施，，，，我我我我絕絕絕絕不不不不受受受受騙騙騙騙、、、、妳妳妳妳枉枉枉枉用心用心用心用心機機機機。。。。    

孟金榜：你說什麼？ 

耶律平：哼，妳編出這些肖話，就是想要騙我懷疑身世、不戰而降，對否？ 

【【【【唱唱唱唱】】】】厚厚厚厚顏顏顏顏無無無無恥恥恥恥楊楊楊楊家將家將家將家將，，，，講講講講什麼什麼什麼什麼我與我與我與我與恁同恁同恁同恁同根根根根生生生生，，，，    

            我大遼皇孫我大遼皇孫我大遼皇孫我大遼皇孫血血血血統統統統純純純純正正正正，，，，要要要要詐詐詐詐我我我我投投投投降降降降是不可能是不可能是不可能是不可能。。。。    

            我自幼我自幼我自幼我自幼生生生生在在在在遼國遼國遼國遼國宮宮宮宮廷廷廷廷，，，，深深深深沐沐沐沐皇皇皇皇恩恩恩恩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養養養養成成成成，，，，    

            保保保保疆衛疆衛疆衛疆衛土土土土吾使命吾使命吾使命吾使命，，，，願願願願為大遼為大遼為大遼為大遼來來來來犧牲犧牲犧牲犧牲，，，，    

            我生為遼我生為遼我生為遼我生為遼邦邦邦邦的的的的勇將勇將勇將勇將，，，，    

            就算戰死就算戰死就算戰死就算戰死啊啊啊啊～～～～我也是大遼的我也是大遼的我也是大遼的我也是大遼的亡亡亡亡靈靈靈靈。。。。    

楊宗保：（冷笑）哼，你死到臨頭，還想要施展北遼皇親的派頭？（對孟金榜） 

    四嬸，咱堂堂楊家將，怎可能跟這種遼狗有血緣之親！這話若是傳出去， 

    豈不是笑掉別人的大牙！耶律平，你既然這麼想要做遼邦的亡靈，我就 

    成全你。來人啊！ 

劊子手：在！ 

楊宗保：時辰已到，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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劊子手：遵令！ 

（△鼓聲急） 

孟金榜：宗保不可啊！這是骨肉相殘，你一定會後悔啊！ 

楊宗保：來人啊，孟先鋒身體欠安、神志不清，快送她回後營休息！ 

宋 兵：遵令！（欲扶孟金榜將其帶下。） 

孟金榜：（掙扎，努力以身護住耶律平）宗保不可啊！宗保…… 

（△鼓聲更急） 

楊宗保：斬！ 

劊子手：遵令！  

鐵鏡公主（O.S）：刀下留人啊～ 

楊宗保：何人喧鬧法場？ 

（宋營探子急上）：報～～ 

楊宗保：何事？ 

探 子：稟報元帥，北遼大軍正往我營而來，現在已到三里之外！ 

楊宗保：哼！又有人要來送死。眾將官！ 

眾 人：在！ 

楊宗保：準備迎戰！ 

眾 人：遵令！ 

（△宋軍擺開陣勢） 

（△鐵鏡公主銀盔素袍，率遼兵上） 

鐵  鏡【【【【唱唱唱唱】】】】：：：：嬌嬌嬌嬌兒兒兒兒被被被被擒擒擒擒我心如我心如我心如我心如煎煎煎煎，，，，率率率率兵兵兵兵趕往趕往趕往趕往宋宋宋宋營門營門營門營門前前前前，，，， 

                         為救為救為救為救孩孩孩孩兒兒兒兒勇勇勇勇闖闖闖闖虎虎虎虎穴穴穴穴，，，，粉粉粉粉身身身身碎碎碎碎骨骨骨骨我也無我也無我也無我也無怨怨怨怨言言言言。。。。 

（△兩軍對戰。鐵鏡公主與楊宗保對打。穆桂英有孕在身，與孟金榜在旁觀戰） 

（△宋軍與遼兵退場。鐵鏡公主先打退楊宗保，孟金榜趕緊前往救援，但鐵鏡公

主技高一籌制服孟金榜，並將刀劍架在孟金榜頸上做為人質。） 

楊、穆：（驚呼）四嬸小心…… 

耶律平：（驚喜）母親，我就知道你會來救我！ 

鐵  鏡：（聲音顫抖）宋營元帥楊宗保叫你四嬸，莫非你就是楊家四娘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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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金榜：（微微點頭。手指向耶律平）他叫妳母親，莫非妳……妳就是鐵鏡？ 

鐵 鏡：正是！ 

孟金榜：（懷著恨意）哼！今日我既然落在妳的手中，要殺要剮都隨便妳，但是 

        妳若是以為妳可以利用我為人質來要脅宋軍，那妳就大錯特錯了，我寧 

    願自盡，也不會讓妳稱心如願！（欲從鐵鏡手上搶劍自刎） 

鐵  鏡：（阻止）不可啊！（急忙搶回寶劍插回劍鞘，扶起孟金榜，整襟含淚向 

    孟金榜作揖行禮）鐵鏡拜見姐姐。方才多有冒犯，請姐姐恕罪。 

孟金榜：（心情起伏激動）妳叫我姐姐……妳叫我姐姐……（崩潰）哈哈哈哈， 

    （嘶吼）老實告訴妳，我這輩子最討厭的人就是妳，我恨妳，不准妳 

    叫我姐姐！妳沒資格叫我姐姐！（淚崩轉啜泣）嗚…… 

鐵  鏡：（含淚再次行禮）姐姐啊…… 

孟金榜：（忽然發現鐵鏡穿著孝服，轉念之間，情緒更加激動）妳……妳為何 

    身穿重孝？是誰……？莫非……莫非…… 

鐵 鏡：（哽咽）姐姐啊！ 

【【【【唱唱唱唱】】】】含含含含悲欲悲欲悲欲悲欲將將將將實情稟實情稟實情稟實情稟，，，，未曾未曾未曾未曾開開開開口淚口淚口淚口淚濕濕濕濕衣衣衣衣襟襟襟襟，，，，    

   我我我我此此此此生與生與生與生與駙駙駙駙馬馬馬馬緣緣緣緣分分分分盡盡盡盡，，，，鐵鏡鐵鏡鐵鏡鐵鏡已已已已成未成未成未成未亡亡亡亡人人人人。。。。 

（耶律平、孟金榜聞言皆驚呆） 

耶律平 / 孟金榜：（哭）什麼！ 爹親（夫君）過身了？爹親（夫君）啊～ 

耶律平：（猶掛淚痕）喂！歐巴桑，我的爹親過身，你喊什麼夫君啊？袂見笑！ 

鐵 鏡：平兒，面前這位是楊家四娘，也是你爹爹的正妻，你應該尊稱她大娘 

    才是，千萬不可無禮！ 

耶律平：（愣住、無法接受而否認）楊家女將是我的大娘？我不信，我不相信， 

    你們都在騙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鐵 鏡：（摟住耶律平）平兒，母親沒騙你，你的爹親確實是楊家四郎，當初他 

    流落遼邦，改名木易，被我招為駙馬，我擔心太后若知他的身世會斬草 

    除根，所以連你也隱瞞，孩兒啊！ 

【【【【唱唱唱唱】】】】隱瞞隱瞞隱瞞隱瞞你你你你身世身世身世身世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得得得得已已已已，，，，恐驚恐驚恐驚恐驚洩洩洩洩密密密密會會會會引引引引殺機殺機殺機殺機，，，， 

   今今今今日日日日將將將將實情實情實情實情告告告告你你你你知知知知【ti】，，，，你你你你確確確確實實實實是是是是楊楊楊楊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嫡嫡嫡嫡傳傳傳傳孫兒孫兒孫兒孫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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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楊宗保行禮。口白）：楊元帥啊！ 

【【【【唱唱唱唱】】】】兩國兩國兩國兩國敵敵敵敵對親情對親情對親情對親情難難難難泯泯泯泯，，，，平兒與你是平兒與你是平兒與你是平兒與你是同同同同根根根根生生生生【sinn】， 

    請你請你請你請你高抬貴高抬貴高抬貴高抬貴手手手手施施施施憐憫憐憫憐憫憐憫，，，，切莫切莫切莫切莫殘殺殘殺殘殺殘殺自家自家自家自家人人人人。。。。    

楊宗保：（內心掙扎）這……我身為宋營主帥，理應擒殺遼邦大將，早日凱旋而 

    歸，否則就是不忠！但是耶律平是四叔的單傳孩兒，若是將他斬殺， 

        日後太君知情必然會心痛難忍，這是不孝，這……這是要如何是好啊！ 

鐵 鏡：姐姐啊！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知知知知你你你你恨恨恨恨我我我我橫橫橫橫刀來刀來刀來刀來奪奪奪奪愛愛愛愛，，，，害害害害恁恁恁恁夫妻夫妻夫妻夫妻分分分分隔隔隔隔天天天天涯涯涯涯，，，，    

            我不求你將我不求你將我不求你將我不求你將怨恨化怨恨化怨恨化怨恨化解解解解，，，，只只只只望望望望你莫你莫你莫你莫怪怪怪怪到到到到囡仔囡仔囡仔囡仔身身身身上來上來上來上來。。。。    

            我我我我對駙對駙對駙對駙馬馬馬馬情深情深情深情深似似似似海海海海，，，，他他他他卻卻卻卻日日日日夜夜夜夜展展展展愁愁愁愁懷懷懷懷，，，，    

            難難難難歸歸歸歸故鄉故鄉故鄉故鄉實實實實無無無無奈奈奈奈，，，，他他他他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永永永永遠遠遠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一一一一個個個個女裙釵女裙釵女裙釵女裙釵！！！！    

孟金榜：（激動不已）妳……妳說的是真的嗎？ 

鐵 鏡：姐姐啊！（從懷中拿出一條手絹交給孟金榜） 

【【【【唱唱唱唱】】】】這這這這手手手手巾巾巾巾是是是是妳妳妳妳當當當當年年年年親手親手親手親手紩紩紩紩【thīnn】，，，，刺繡刺繡刺繡刺繡鴛鴦鴛鴦鴛鴦鴛鴦比比比比翼翼翼翼飛飛飛飛，，，，    

            駙駙駙駙馬馬馬馬珍藏珍藏珍藏珍藏不不不不離離離離身邊身邊身邊身邊，，，，時時時時常常常常睹物睹物睹物睹物淚淚淚淚雙雙雙雙垂垂垂垂。。。。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啊啊啊啊，，，，就算干戈打就算干戈打就算干戈打就算干戈打碎碎碎碎恁恁恁恁偕老偕老偕老偕老誓盟誓盟誓盟誓盟，，，，他未曾他未曾他未曾他未曾一日一日一日一日忘舊忘舊忘舊忘舊情情情情，，，，    

    就算就算就算就算與與與與我我我我婚婚婚婚姻姻姻姻再再再再定定定定，，，，卻卻卻卻掛掛掛掛念姐姐念姐姐念姐姐念姐姐到臨終到臨終到臨終到臨終。。。。    

孟金榜：（收下手絹，反覆觀看，數十年來的哀怨、委屈及得知四郎從未忘記 

    她的甜蜜……百感交集於心中糾結翻騰，終至淚流滿面）四郎…… 

    你……你…… 

【【【【唱唱唱唱】】】】我我我我夜夜夜夜夜夜夜夜耳耳耳耳聽聽聽聽銅漏銅漏銅漏銅漏無無無無眠眠眠眠到深到深到深到深更更更更【【【【kinnkinnkinnkinn】】】】，，，，我我我我日日求上蒼日日求上蒼日日求上蒼日日求上蒼讓夫妻再讓夫妻再讓夫妻再讓夫妻再團圓團圓團圓團圓【【【【înnînnînnînn】】】】，，，，    

            今知他掛今知他掛今知他掛今知他掛念念念念金金金金榜榜榜榜千里千里千里千里情情情情不不不不移移移移，，，，二二二二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委屈委屈委屈委屈怨怨怨怨妒妒妒妒冰消拋冰消拋冰消拋冰消拋天天天天邊邊邊邊【【【【pinnpinnpinnpinn】】】】。。。。    

（心情回復後緩緩拭淚，以和解之心向鐵鏡行禮） 

（白）公主啊， 

【【【【唱唱唱唱】】】】四四四四郎郎郎郎有有有有幸幸幸幸得妳得妳得妳得妳賢慧釵裙賢慧釵裙賢慧釵裙賢慧釵裙，，，，我金我金我金我金榜榜榜榜一拜一拜一拜一拜感感感感大大大大恩恩恩恩，，，，    

鐵 鏡：姐姐，千萬不可啊！ 

孟金榜：宗保（指耶律平）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他他他他確確確確實實實實是是是是咱楊咱楊咱楊咱楊家的家的家的家的子子子子孫孫孫孫，，，，你你你你怎怎怎怎忍忍忍忍相相相相害害害害啊啊啊啊～～～～操操操操戈自家戈自家戈自家戈自家門門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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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保：這…… 

穆桂英：宗保，四嬸說的有道理，既然你已經知道耶律平是咱楊家的子弟，怎能 

    骨肉相殘？你若是真的殺了他，日後要如何對太君交代呢？ 

楊宗保：但是…… 

穆桂英：你可是擔心縱虎歸山、後患不斷？ 

楊宗保：沒錯！ 

穆桂英：公主，你對四叔情深義重，我想你絕對不願意見到兩國對陣、骨肉相殘 

    的情形發生。 

鐵 鏡：正是。 

穆桂英：公主堪稱是女中英豪，桂英雖是晚輩，在此斗膽開嘴，想要與公主你講 

        一個條件。 

鐵 鏡：什麼條件？ 

穆桂英：公主若願意簽下降表，保證從此以後永不犯界，我們就釋放令郎，讓你 

        們平安回去，從此之後兩國之間也能化干戈為玉帛，如此兩全之策、不 

        知公主意下如何？ 

鐵 鏡：（猶豫為難）這…… 

穆桂英：公主可有為難之事？ 

鐵 鏡：唉～    

【【【【唱唱唱唱】】】】能救能救能救能救孩孩孩孩兒我死也無兒我死也無兒我死也無兒我死也無怨怨怨怨，，，，只是應只是應只是應只是應承承承承條件條件條件條件有有有有困困困困難難難難，，，，    

            大遼大遼大遼大遼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是是是是太太太太后掌權后掌權后掌權后掌權，，，，我我我我簽訂簽訂簽訂簽訂的的的的降降降降表表表表如如如如同同同同廢函廢函廢函廢函。。。。    

            我也不我也不我也不我也不願願願願有戰亂有戰亂有戰亂有戰亂，，，，苦苦苦苦勸勸勸勸太太太太后莫后莫后莫后莫興興興興兵起禍端兵起禍端兵起禍端兵起禍端，，，，    

            卻無卻無卻無卻無力力力力將將將將情情情情勢勢勢勢來來來來改改改改轉轉轉轉【tsuán】，，，，落落落落得得得得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是是是是左右左右左右左右為為為為難難難難。。。。    

穆桂英：公主 

【【【【唱唱唱唱】】】】何何何何不不不不假假假假意來意來意來意來周周周周旋旋旋旋？？？？母母母母子子子子先先先先解圍解圍解圍解圍遼邦遼邦遼邦遼邦回回回回轉轉轉轉？？？？    

鐵 鏡：（搖頭拒絕）    

【【【【唱唱唱唱】】】】忠忠忠忠信信信信節節節節義義義義金不金不金不金不換換換換，，，，若若若若欺欺欺欺心我無心我無心我無心我無顏顏顏顏活在活在活在活在天天天天地地地地間間間間！！！！    

（白）各位都是駙馬的至親，所以我也將恁當成自己人真心相待，我絕對不會 

為了要保全我母子的性命，就連做不到的事情也胡亂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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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眾人面面相覷） 

穆桂英：公主，這已經是我所能想到、最兩全的方法了。 

鐵 鏡：我了解你的好意！駙馬他就是希望宋遼太平、永無戰爭，才會用「平」 

    這個字來替孩子取名。為了保護我的尪婿、我的孩子，就算是要我犧牲 

    我的生命，我也絕無怨言。但是議和之事非同小可，除非我先勸太后回 

    心轉意，否則日後若是再發生戰爭，這張降表豈不是會害你們犯了欺君 

    之罪嗎？ 

楊家眾人：這……是要如何是好呢？ 

楊宗保：（豁出去）唉呀～罷了！ 

【【【【唱唱唱唱】】】】她她她她對對對對四四四四叔叔叔叔有有有有情情情情又有又有又有又有恩恩恩恩【in】，，，，我我我我豈豈豈豈可做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不孝孝孝孝不不不不義人義人義人義人，，，，    

            賭賭賭賭卻我卻我卻我卻我前前前前途途途途與與與與帥印帥印帥印帥印，，，，（解開耶律平身上枷鎖，將他交給鐵鏡公主）    

（白）趁我還沒後悔，你們趕快離開吧～ 

鐵 鏡：（帶耶律平向楊宗保行大禮） 

【【【【接接接接唱唱唱唱】】】】大大大大恩恩恩恩永永永永遠遠遠遠銘記在銘記在銘記在銘記在心心心心。。。。    

楊宗保：別說了，你們快走吧～ 

鐵 鏡：平兒，大娘是你的長輩，楊元帥夫妻是你的兄嫂，今朝一別，以後…… 

    你們恐怕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你去向他們拜別吧！ 

耶律平：（僵住）我…… 

鐵 鏡：快去啊！ 

耶律平：……（僵住不動） 

鐵 鏡：（微怒）平兒……連我說的話你都不聽了嗎？ 

孟金榜：妳別再勉強他了，他只是個孩子，這一切對他來說都發生得太過突然， 

    他無法接受也是很正常，趁此夜深之時，你們快回去吧！ 

鐵 鏡：姐姐～  

孟金榜：別說了，快走吧！亂世之中大家都是身不由己，我們所能做的，就是 

        要好好的活下去，才能保護我們心愛的人。 

（遼兵快馬加鞭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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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鏡：有何急報？ 

遼 兵：啟稟公主，太后駕崩歸天，國內群龍無首，朝臣推舉公主繼位攝政， 

    請公主速速回轉！ 

鐵 鏡：（驚哭）母后啊！ 

穆桂英：公主請節哀，桂英斗膽提醒公主，如今公主大權在握，若是公主願意 

    平息烽煙、化干戈為玉帛，不但能夠保護你自己的孩子，還能造福千 

    千萬萬宋遼家庭的幸福安寧！（悄悄地摸了自己的肚子） 

鐵 鏡：（拭淚）正是！楊元帥 

【【【【唱唱唱唱】】】】我與你立誓盟我與你立誓盟我與你立誓盟我與你立誓盟約約約約定定定定，，，，獻獻獻獻上上上上降降降降表表表表火火火火速退速退速退速退兵兵兵兵，，，，    

            從此從此從此從此秋秋秋秋毫毫毫毫不不不不犯境犯境犯境犯境，，，，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啊捍捍捍捍衛衛衛衛宋遼的宋遼的宋遼的宋遼的和和和和平平平平。。。。 

楊家眾人：多謝公主。 

【【【【O.SO.SO.SO.S 合唱合唱合唱合唱】】】】胡漢國仇胡漢國仇胡漢國仇胡漢國仇深深深深似似似似海海海海，，，，人在人在人在人在天天天天涯涯涯涯嘆無嘆無嘆無嘆無奈奈奈奈，，，，    

                                            天天天天倫倫倫倫恩義恩義恩義恩義纏綿纏綿纏綿纏綿難難難難解解解解，，，，一一一一笑紅塵笑紅塵笑紅塵笑紅塵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情情情情懷懷懷懷。。。。    

（�燈暗。本劇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