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孟稱舜〈桃花人面〉結構及
深層意蘊之探討

一以桃花為線索

陳靜宜

本論文共分前言、孟稱舜之生平及其作品、以‘桃花，為線索之〈桃花人面〉結

構分析、＂tJt花，於劇作中之深層意蘊、結論五部份及附錄：〈桃花人面〉情節

結構分析表。首先對孟稱舜的生平及作品作簡單的介紹，並大致說明〈桃花人面〉

的劇情內容。接著以桃花做為、一人一事，之物象貫串整個情節，並加以分析桃

花所含的象徵意涵：桃花與葉棄兒為一體之兩面，花即人，人即花﹔桃花亦是真

誠情感的表徵。最末，列出〈桃花人面〉整齣劇作的結構表。

〔關鍵詞〕： 桃花、誠、情、棄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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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曾

〈桃花人面〉取才自唐．孟槃〈本事詩〉’劇中男主人公崔護因口渴

求水，與村女葉棄兒偶然相遇，二人一見傾心，卻又愛在心裡口難閱。事隔經年，

棄兒思念過度而死，後來崔護的痛哭聲中，精誠至感天地，棄兒為情死而復生，

二人遂結為佳偶。在封建制度的社會裡，少男少女無權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而

所依的「父母之命，媒約之言J 計較的是門第和財富，完全至男女雙方的感受於

不顱，更遑論是否情投意合。而本劇卻突出強調「情」的巨大作用，一反封建l禮

教對人性的擠壓。本劇以桃花為線索，展開情節貫串整部作品。桃花不只是桃花，

是情感的象徵，並且與葉棄兒的生命精神構成一體兩面。

二孟稱舜之生平及其作品

孟稱舜，明末清初戲曲作家，字子若、子適（一作子塞），號臥云子。漸江

會稽（今紹興）人。幼年受家學影響，喜讀〈離騷〉和〈九歌〉’工詩文，但作

品多散仗。「明末諸生，屢舉不第，參加過復社。入清後，于順治六年（西元

1649 ）被舉為貢生，任松陽訓導。」 l撰寫傳奇五種，現存〈嬌紅記〉、〈二胥記〉、

〈貞文記﹜三種﹔撰寫雜劇六種：〈桃花人面〉（後改為〈桃源三訪〉）、〈花

前一笑〉、〈英雄成敗〉（後改為〈殘唐再創〉）、〈死裡逃生〉、〈眼兒媚〉、

〈紅顏少年〉，前五種尚存。另編審〈古今名劇合選〉，其中收錄五十六種元明

雜劇，按婉麗與豪放的不同風格，分為《枝柳集〉〈酹江集〉，並詳加評點 。

於文詞上甚為用心，致力於追求效法湯顯祖2 ，亦是繼湯顯祖之後一為頗據

成就的劇作家、戲曲理論家。而其創作與理論中的、傳惰，意識在晚明戲曲小說

傳情觀念變化的思潮上極具代表性。「其傳情寫景‘情態逼真，’、神景盡出，’

、使讀者無不移↑霄，。」 3 孟稱舜擅長寫情之作，當時被稱為、傳情家第一手，。

4 其中以〈桃花人面〉出場人物少，情節較之其它傳奇、雜劇簡單，注重人物，心

理活動的刻畫，筆墨亦富有詩意。這五折短劇，著重點只在於‘惰，一字。把男

女愛戀相思的心境作十分細膩而真切的描繪。劇中情節是從葉棄兒與崔護二人一

見鐘情後整個劇作得以開展 ，其中在穿插葉父及兩位無關緊要的鄰家女子，整齣

I （中國戲曲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7 月頁 469

2 ﹛中國十大古典悲喜劇集﹜ 上海華文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頁 661

3 轉引自（論孟稱舜戲曲的傳情意識〉（中國丈學研究） 1988 年第 1 期頁 48-52

4 向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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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僅有五人，情節鋪排著重葉、崔二人，如此單純的才子佳人情事，通篇不著

一個情字，情卻溢滿於景物、人物的情態之中，而一切事物均成為寄寓情感的載

體，成為抒發情感的媒介。

三以‘桃花，為線索之《桃花人面》結構分析

「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為一人而設。即

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艾。

原其初心，叉止為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 5 李漁〈閒情

偶寄〉中此言之、一事，是指能將全劇情節貫串起來的、一事，，也可以指某一

種道真6 ，而此道具 「必須是貫串全劇情節和矛盾衝突的始終的，而且與作為劇

作結構中心之一的、一人，密切相關。」 7 在孟稱舜的﹛桃花人面〉是以一物象

即 m桃花，與、一人，即葉女作為全劇的結構中心，並桃花和人面命名劇作。桃

花是一件很平常的物象，但在作品中它既是崔護與棄兒二人情感得以開展的契

機，又是葉女整個生命情態的表徵。並且〈桃花人面〉中一些重要的1宵節都是由

它聯繫起來的：花前相逢，見花相思，因花白傷，花殘離別，花落人亡等情節皆

由桃花來作銜接 。 如此，這可人的桃花就自然成了全篇的結構中心，作者緊緊扣

住、一－事，來組織情節，全劇脈絡清楚可見。

（一）清明時節，桃花怒放，第二人相見之契機

葉棄兒于庭前，時值清明，庭院數枝桃花開，葉女年逾二／丸，尚未婚配，感

芳時虛度，嘆己如花開卻無人見，只能空白憐惜。

〔沉醉東風〕（旦唱）：深盡靜鶯聲自哨，韶華過花色誰嬌。庭前淑景邊，鏡

裡紅顏老，鎖幽閩煙窗寂寥。碧桃花下自吹蕭’空嘆息夢回春曉。

崔護踏青散悶，緩步南來，因葉家庄院花木叢萃，引之駐足，見牆內桃花數枝，

依依可憐。

〔天下無〕（生唱）：盼牆頭微露花枝，好一似望玉帶、人未歸。無情花草，猶

自為相思 。員1J俺這韶光好實也無錢買，春恨憑誰卻恨誰？只落得滿飲春風醉。

5 ﹛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立主腦）李漁著長安出版社 頁 10

6 李編於此所言之「道具」’為筆者在本文中意指之「物象」。

7 ﹛李撫﹛開情偶寄〉曲論研究﹜俞為民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4 年 12 月初版頁 41

142 



崔護步至葉家宅前，待討水解渴，與開門的棄兒一見鍾情，不消言語，所有的情

態皆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作者於「無聲之處J 把一個少女無限柔情，寫得十分

巧妙而動人 。 臨別之時，崔護以「桃花無忌，此意難忘」之言，作為對後會是否

有期的內心感嘆，而作者藉敘述人（崔護）之口道出此言，也可見作者埋下以桃

花作為伏筆的用心，也因此言→出，兩人之間的波折於焉產生，故事乃得以發展。

（二）時節易過，相恩難熬，見花恩故人

葉女在前日偶遇崔護「一見留惰，別後思之，常忽忽若有所失矣。」而對

其影者唯有桃花 。

〔端正好〕 風寂寂曙光寒，雲淡淡煙渡鎖，憑心情靚妝濃抹，開步庭

前數花朵，淚潰花容破！

〔脫布衫〕 見了他情多意多，逗得人思魔病魔。春寂寂鳥啼花落，也則索，

恨無聊薰香獨坐。

數花朵的心情除了百無聊賴之外，也可見棄兒等待斯人、感慨傷春的相思之惰，

無以排遣，透過桃花被數而得以作某種情感經過壓抑的含蓄表達，在數花當中，

思念之情一點一滴地化成臉上淚痕滴花，使得有如桃花般的人面「破」。此一「破J

字，把棄兒的愁緒寫得入木三分。抒情、寫景和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結合在一起

別後崔護對棄兒的相思，可透過後來的自白處得知，「回來茶不想、飯不思，因

乞假離都，未及再訪 。 」崔之不思茶、飯，是為了那個「半含羞半偷視，桃花人

面畫欄西」的棄兒。

（三）叉值清明，偶遇未果，題詩門扉

自從崔護閑步城南遇葉女，如花般的面貌，令他L神蕩漾，只因離都未再探

訪 。 又是一年清明時節，崔護憶起前事而欲尋徑再探。

〔駐馬聽〕 落日晴川，一廉芳早平蕪剪﹔亂雲飛岸，半漢煙兩帶痕牽。轎車不

到杜陵邊，霎時春老桃花怨。心自迷，步更遠，行來何處，是故家庭院。

（喬牌兒〕 梨花寒食夭。冷瞋漾停醉戲。去年此日初相見，又早韶華變。

〔折桂令〕望芳郊晴嵐半天，看幾個笑典春衣，行歌繡延。 誰似俺春恨綿綿，

良辰無那 ，淚灑風前。哭如攘，吟如醉，海黨邊又增新病﹔ 住不可，行不能，

桃花下怎尋舊緣。柱自留連， j曼自俄延。空目斷煙渡畫船， 空厲過雪山基田。

崔護見花飛亂落，想桃花下茗、尋舊緣，使得桃花成為一感情的標幟，呼應著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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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排下「桃花無惹’此意難忘」的伏筆。然心中尚存一絲的期待，故題詩門

扉，希冀棄兒知今日再訪，因不遇而去。的確除了惆悵無語之外，↑良愁更是無以

排遣。因此崔護僅能題下此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只今何

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而此詩以人面桃花作為本事，正也埋下以後故事突起

的開展，而桃花人面的深層意蘊得以透顯。

〔柳葉兒〕 想當初驀地里乍相迎，怕無情認有惰，今日這詩兒明做了相思証。

安排望自民膏，打並香魂淨，可一似望迢迢天上雙星。

果然，葉女見詩，也知道崔護亦為自己相思著，更添寂寥與怨慰。牛郎織女因鵲

橋而得以一年相會一次，而桃花亦是一年盛開一次，怎料相盼經年卻相互錯過，

嘆尚不如每年可相見的牛郎織女。

（四）雨打梨花，未待說花盛開時

自從前日不遇崔謹，身殘體弱的棄兒，鎮日淚零零的，花開依舊，想到以

前遇崔護不也是個花開時節，而如今自己的心己凋’身已殘。

〔粉蝶兒〕 春余病余，似風吹燈殘畫燭 c 滿眼里﹒惱人腸，也都是非花非霧。

惡相思，傷景物，倍增淒楚。病，融融瘦減身軀，淚零零自民渡頻注。

〔醉高歌〕 門前人至也無，牆內花開如故。淚眼間花花不語，也則索低頭空

視。

〔堯民歌〕 呀！我待要探花期重到玄都，誰知你早做了淚班斑帝女下蒼梧。

你便死也述，這峨眉兒還則為誰費？這蟬鬢兒還則為誰枯？啥也麼噓！您俏魂

兒丸自知，俺呵，做不得死韓重同伊一處。則這扶睡勵、偎香腿、、哭哀哀送終

的，也還是那桃花下乞漿崔護。

葉女自見左扉之詩，入門即病，遂絕食數日而死，此時恰巧崔護的再訪，桃花於

此鉤起無數的往事，二人初相遇，崔護討水之時，與前相互呼應。

四‘桃花， 於創作中之深層意

（一）花為花，人為人，人亦花，花亦人

〈桃花人面〉中處處可見人／花一體兩面的象徵意蘊，不管是外在的表徵或

是內在的生命情態上：花顏／人面、盛開／春心蕩漾、花容破／自傷、花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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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桃花於此比作葉女，把一年青女子嬌嫩的臉龐比為桃花，或者亦是用盛開鮮

明的桃花去形容一個女子的顏面，花的嬌嫩和女子的妓麗，交相輝應，使整齣劇

作益增其美。首先是崔護對黨兒、桃花人面畫欄西，整相看無語時，的嬌姿芳韻

所傾倒，及再訪不遇時、思花面，。

〔寄生草） 無意里，過仙姿。俏腰枝輕舞東風媚，倩眉梢淡寫春山字，俏聲

音低送行囊細。休道是花不知名分外嬌，可正是妝來沒處多般麗。

〔元和令〕 見了他佯整羅衣，半含羞半偷視。桃花人面畫欄面，整相看不語

峙。東風笑婦人無二，蕩得咱春心不自持。

〔雁兒落〕 亂紛紛風舞花落鉤，很悠悠水上流花片。嬌滴滴日暖笑花顏，靜

，吱吱人去思花晶。

接著是葉女隨著花開花落時節的感傷與自憐。

〔滾繡球〕芳辰來易過，新愁去轉多。過那亭柳眠花臥，則教我掩空閩技冷湘

渡。自尋思情怎那！不爭為惜花起早，可只是對景情多。桃能紅，李能白，花

開有意妝嬌面。燕兒忙，鷺兒懈，春老無心唱好歌，此恨如何！

作者以「自尋思情／起早惜花」與「花開有意／春老無心」去點明「己／花」、

「花／春」之間的對照關係，說明雖人如花，然而春終將老，時序必然易過，縱

使桃花可以點妝如己般之嬌面，但青春必然是不會等待此顆為相思而逗留的心

情，必然要面對春寂花落之時節，當春光歸去，時間也正消磨，而明年縱使花開

春來，但青春己過，相思之情是否能夠得解決？棄兒內心的掙扎、期盼、焦慮、

失望，在桃花、人面、時節三者的對照關係中，完全的呈現。

葉女祭掃回來之後，因春病顯出疲累無力之景況，而桃花的凋零，除了寄託

葉女不遇、相思、寂寞之情外，也代表著兩度清明的空過，葉女嬴弱的身體，亦

透過桃花飄零的對照，暗喻著其病篤之意，而此時葉女突見崔護之詩，感嘆錯失，

不由得藉桃花嘆自身飄零薄命，而此時桃花卻已剩殘紅，葉女除了感嘆造化弄

人，倍覺淒涼之外，神志轉趨昏沉，伶fT癡迷。

〔醋葫蘆〕晶晶春山冷畫屏，濛濛煙雨漲前汀，惱殺人隔牆而低送出桃花影，

則咱花容寂寞空與花相映。不疼不痛害的是何般病，冷淒淒魂斷也舊清明。

〔醋葫蘆〕繡閣裡哨寒生，則待對閑階坐向明。似這樣可憐宵，辜負了可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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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i蓮咱桃花人面兩相映，可知俺一般兒都是淒涼命。夜來兩，曉來風，滿庭花

落也，則有誰疼！

雖桃花人面相映，而此時之花已是殘花，花落無人疼，惜如己一般，可知桃花由前

述之表層意蘊，已成為葉女生命狀態的表徵。花落成殘也暗喻著凋零「死亡」之

意，以花飛如雨對照自身心中的苦楚萬端。但卻又以「花開如故／門前無人」對

照去象徵著男女主角的姻緣艱阻，春夢難績。並且在葉棄兒暫時「死亡」之前，

使其因桃花再次喚起花下相逢的回憶。此青春福薄之怨，使得葉女愁懷鬱結，病

轉深重，終至「死去」。而崔護的出現則是在葉女死去之後，這是作者安排一突

轉，當崔護於葉女庭前抱其頭而痛哭時，葉女醒轉，此後便是一團圓結局，生死

無常’的確只情愛不氓，在「真4情」做為核心之下，「人／花」之間最終的對應

正是呼應了上述繁瑣的分析。「花為花／人為人」正是說明作為時節還換時在每

年必然面對凋零、新生循環的自然植物和青春一去不復返的人類是完全不同的兩

者，而「花亦人／人亦花」則是以花擬人，除了外在形貌之外，還有上述所言各

種作者賦予的象徵意涵，而兩者之間的連接點，也正是一以「誠」為核心的「真

情」。

（二）以「誠」為情感衰現的內在該心

孟稱舜嘗云：「湯若士不云乎，師言牲，而某言惰，豈為非學道人語哉？情

與性戚本之乎誠，則無適而非正也。」 B 理學家所言的性即渴顯祖所說的惰，情

與性在孟稱舜看來，皆本乎、誠，也。從「誠」作為真惰的核心，成為檢驗男女

之惰的一把標尺，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劇中棄兒與崔護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正是

因為黨兒對崔護之情專一不渝，崔護亦然。兩人透過以「誠J 為核心的真情聯繫

彼此結合的可能，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的結構表：

春情難遣

一見﹛嗔心

內心私訂終身

因故分離

s 轉引自（孟稱舜的戲曲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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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錯過

殉情（因情而死）

死而復生

雙方結合

在此結構表中，「情」成為男女雙方得以克服困難的根本動力，而人因誠可以改

變且戰勝命運，縱使男女其中一方已離開人世，但也正因其是為「倩J 而死，所

以在另一方「誡」心的真情召喚下，仍然是可以死而復生。張琦〈情癡嬉言〉曾

言：「為情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 J的確可以

做為本劇以「純粹專一的愛情」這種「至誠之情」作為男女之間終成眷屬的良好

注解。實際上，在「情J 的作用之下，「緣份J 相對成為次要的單位元素，只要

堅守「情J ’專愛於所深愛的對象，縱使緣體一面，必須通過死來驗證，也仍然

是值得的，而「情」在本劇當中，正因為是為最終透過死亡、復生而證得其之存

在，反而更使得「真情」是超越於人世間任何有形的、無形的內外在事物之上的，

純然絕對以「誠」為核心的「真情」才是男女情愛之間的唯一保障。

孟稱舜在此劇中所著墨的，甚至連情節都攘此開展的，正是這「純一無雜的

至誠之情」’這種至誠之情的關鍵，實際上可以從李賢的童心說發現某種當時的

文化意識，李贅云：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

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

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lO

至誠的本質就是童心，因為童心是真實情感的流露，情可以顛覆生死，也正是因

為已童心為本質的真情可以感天動地，這種追求情感的解放，雖然與當時某些理

學學派是對立的 ， 然而晚明解放思潮正是要追求被禁鋼壓抑許久的情感解放，孟

稱舜所不同於湯顯祖的正是他直接在本文中解構父母的權威，讓父母不再扮演主

導子女婚姻大權的角色，讓他們成為輔導子女在愛情上的關懷者 ，而不是干預介

9 轉引自（明代戲曲題材論新探〉吳雙貴州、︱民族學院學報 1994 年 2 月頁 47

，（焚書﹒卷三﹜，李賣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 年 5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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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所以在其中我們可以發覺男女主角並非是傳統才子佳人故事模型底下的展

示，雖然殉情的仍是女方，但透過孟稱舜對崔護的描寫，不難看出一個「癡情男

子」的景象正然出現，兩人出生入死的情感，衝破了傳統婚姻上青年無法決定自

己終身大事的藩籬，終於使得天地為之動容，棄兒得以死而復生，這種愛情之問

雙方精誠相感的描寫，對於「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傳統婚姻描寫而開展出來

的上下兩代之間的矛盾衝突，不蕾是一個新的努力成果，也是孟稱舜此劇中極大

的成就。而這種拋棄門第、財富、等級的新婚姻價值觀的形成，不但肯定了男女

在面對愛情與婚姻之間「專一」、「專情」的重要性，更是形成了一個在傳統之

下作為消解與反抗的「純粹愛情烏托邦」的思考氛圍，自主的情慾成為愛情與婚

姻的保障，孟稱舜此劇的確是一齣不可多得的一個劇本。

從本劇當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本劇真正的角色設定，主

要是敘說一個以「’！育J 為核心的一段男女愛情故事，然而在其中圍繞的則是男女

雙方之間的發展，未有父母作為威權角色去介入並平預男女「愛，情」的抒寫。作

者在其中雖設定其父做為另一配角，然而從其父對於薰見愛情所抱持的態度，我

們不難窺出一些可供探討的地方。的確，我們在此劇之中，並未見到葉父扮演著

傳統家庭內父親權威的角色去干預兒女的婚姻自由，葉父反而站在一個同情而且

理解的立場。正因如此，葉女在第二年的清明時，終敢於把自己去年偶遇崔生的

相思之情說與其父，而這樣一個「難說／說J 的心理掙扎過程，在劇中透過「相

思成病／病篤致極」時的「俺今為你而死，不愿別的呵」脫口而出，讓葉父明白

其女近來一向慵懶不悅之心，而葉父一聲「兒，兒呀，兀的不痛，痛殺我也。」

更把愛女之心的至誠推到極點，此後得見崔生的一句「汝殺吾女J 更反映出葉父

擺脫傳統權威的憐女、愛女之心。從葉父言「吾老矣，單此一女，所以不嫁者，

將求君子以托吾身。 J 與「也是我不合將他耽誤，致有今日之事。」雖可看出葉

父仍希望此女能有好的歸宿，自己晚年亦可有所寄託的想法，然而葉父遭此打擊

之後的反省，反而更能看出葉父的確已擺脫過往戲劇當中傳統的父權形象，省思

到作父親的不應去耽誤、干涉女兒的情感歸屬，而應從旁協助玉成好事。這與過

去封建社會中婚姻為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完全不同，一褪以往父親是權威不可件

逆、冒犯的形象。這種戲劇形象的轉變，的確成為中國戲劇史上極為特殊的一頁。

五結語

昔關漢卿為求戲劇最大效果，認為劇作家當有戲劇經驗，致力﹛宵節的緊湊曲折，

並能「躬踐排場，面傅粉墨」’是為劇人之劇II ﹔王實甫力求風誰之正，專心致

11 轉引自〈中國文學史〉葉慶炳臺灣學生書局出版 1987 年 8 月初版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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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曲文詞飾之美，然未能顧及演出的效果，是為詩人之劇12 。文南雜劇興起後，

一般劇作家都是知名的才學之士，命意譴詞多不離正宗，即于本事的取材，也多

偏重於所謂“文壇佳話”，甚至有人稱之為文士們自寫胸臆。在此風氣之下，劇

作家把劇本的撰作當做一種文體，在唱詞上刻意求工，婉轉柔媚， 光彩動人。只

是脫離舞台，在演出上未能風行。本劇科白甚少，以曲為主，曲詞典麗，頗見功

力，頗能體現作者的創作思想及時代風氣。作者從歷史故事中尋到這一個才子佳

人的題材，無意在情節上翻弄花巧，而是在“情”字上大作文章。通過華麗詞旬，

把一對青年男女，特別是葉棄兒的一腔春情摹寫的沁然入味。懷春傷春，寂寞難

耐，兩情繽繪，意緒橫生。情之所至，為情而死，為情而生。湯顯祖在〈牡丹亭．

題詞〉中嘗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

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13此與《桃花人面〉結局終了的「生還

死，情未滅 。 死還生，恨早枯」的觀點是相同的。從這裡不難看到﹛牡丹亭〉和

〈倩女離魂〉的影子，淡淡而又深沉地透露出封建時代青年男女渴望獲得愛情幸

福的心聲，也顯示了這種愛情追求所蘊含的力量。這份感情抒發被安排在清明

節，及花木掩映，春光蕩漾的優美環境中，詩情畫意，情景交融，既給人美的享

受，又加強了人物思想感情的表現力，在藝術上頗具特色。

附錄

孟稱舜〈桃花人面﹜情節結構分析表：

第－齣

以桃花興起，自嗔紅顏即將老去，虛度芳時。

崔護踏青散悶，一路行來之所見

L

姐
姐
，
唱
團

見葉家宅院

詠桃花，實明自為相思之春恨

在莊院前因渴而流連

叩門

明園渴叩門之情由

略看此女之情態描繪，桃花在此作為崔護和黨女初見之仲

介物

沈醉東風（旦唱）

點蜂唇（生唱）

﹔昆江龍（生唱）

油葫蘆（生唱）

天下無（生唱）

那咱令（生唱）

鵲踏枝（生唱）

寄生草（生唱）

12 同註 10

13 ﹛牡丹亭〉〈題詞〉湯顯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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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生唱）

元和令（生唱）

上馬嬌（生唱）

勝葫蘆（生唱）

么（生唱）

後庭花（生唱）

賺尾（生唱）

第二齣

端正好（旦唱）

滾繡球（旦唱）

倘秀才（旦唱）

脫布杉（旦唱）

細觀此女之情態描繪

成心神蕩漾。以桃花喻葉女之美好，並用以作比黨女

以桃花芳草，無人為伴挑之。以桃花作仲介挑黨女芳心

告辭之時，言桃花無忌，此意難忘。以桃花壇下伏筆

此連唱別後情迷相思之情，心情寂寞，願得日後相逢

一見鐘情，別後思之，若有所失。

傷春愁締，藉數花來表達，此時曙光乍現

嗔典崔護素昧平生，一言難訴

回憶相見時節

小梁州（旦唱） 對比如今自傷，消磨青春之情。

么（旦唱）

普天無（旦唱）

朝天子（旦唱）

四邊靜（旦唱）

上小樓（旦唱）

么（旦唱）

耍手表兒（旦唱）

四靜、（旦唱）

三幣、（旦唱）

二靜、（ 旦唱）

一帶、（ 旦唱）

尾聲（ 旦唱）

倚門長堂，盼崔護重避舊地

自訴相思之情

相思淚流，此時已近黃昏

晚上，和袁室臥

夢中短暫相會訴情

醒後惆悵，再難入夢

都女上

驚覺有人敲門

與鄰女言己相思之情

盼嫁崔護

心煩意亂，倚欄悶想

鄰女去

嗔都眠夜極為淒涼

盼佳期卻無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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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齣

清明時節，葉女及黨父往墳土拜掃

崔護則往葉家尋黨女

兩人因此錯過重見的機會

新水令（生唱） 正值清明，回憶去年之邂逅

駐馬聽（生唱） 尋舊路，找故家庭院

桃花成為尋路指標

喬牌兒（生唱） -Jl.各行來，風景依稀

落梅風（生唱） 到門前卻不見舊人

甜7Jc.令（生唱） 景物依舊，村莊冷落

得勝令（生唱） 不見故人，恨難言，越難解

折桂令（生唱） j奄留已久，歎怎尋舊緣

雁兒落（生唱） 見花飛亂落，想今昔對比之不堪

以桃花寫今昔對比

題詩一首

川撥掉（生唱） 述說自己望眼欲穿的期盼心情

七弟兄（生唱）

梅花酒（生唱） 腸斷無言，香然無緣之惰的抒發

收江南（生唱） 以桃花表相思不過之情

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沾美酒（生唱） 因留戀而覺歸途遙遠

第四齣

業女歸來時，形單影隻’淒然欲泣

賞花峙（旦唱） 拜掃歸來，嗔孤零，步難行

集賢賓（旦唱） 因憶舊事今空存，故今日新恕更深

逍遙無 （旦唱） 記他去年此日，一見留情，但未曾定盟，好事難成

金菊 香（旦唱）

到門前，見點點桃花，更加傷心

醋葫蘆（旦唱） 人面桃花相映，更顯不堪

突見崔護題詩，因一時相失，而神智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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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庭花（旦唱） 因錯過與崔護重見，嘆自身飄零薄命

柳葉兒（旦唱） 知崔護亦犯相思，倍覺進化弄人

青歌兒（旦唱） 憑欄看殘花，覺伶付癡迷

醋葫蘆（旦唱） 雖桃花人面相映，但此時殘花與己均是淒涼，花落無人疼

亦與己一般

醉伏歸（旦唱） 魂搖更消瘦，病已篤極

尾（旦唱） 夜深殘病，驚魂未定，怕夢不成

第五齣

粉蝶、兒（旦唱）

醉春風（旦唱）

迎仙客（旦唱）

以桃花飄零表己身心狀況捶差，晴喻死亡之意

病篤清瘦，傷景惱人，倍覺悽楚

花飛如雨，心中自苦

眉結淚兩難畫，萬里夢中怎飛去

父問女病為何起，黨女難言

醉高歌（旦唱） 嘆門前人無﹒花開如故，果真姻緣艱阻，春夢難續

紅繡鞋（旦唱）

普天無（旦唱） 想崔護詩中深情﹒覺心酸斷腸，愁懷鬱結，病轉深重

都女探病，問其情由，黨父偷聽

朝天子（旦唱） 怨自己青春福簿，故佳期拋度，生死難訴

都女勸慰之，且下

黨父因偷聽得知種種情由，勸慰之

以桃花喚起花下相逢的回憶

上小樓（旦唱） 因怨而不文，激死邊緣

黨女昏絕，黨父叫醒之

么（旦唱） 生前以杯水定惰，望死後以杯水沒糞

黨女續絕，黨父悲痛而哭

崔護土。黨父痛陳黨女死因

崔護痛哭

十二月（ 生唱） 恨己題詩，耽誤朱顏

於葉女屍前痛哭

堯民歌（ 生唱） 抱禁女頭痛哭細訴深情

喊黨女

黨女突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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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核兒（旦唱） 睡眠糊塗，見崔護正在面前，仍怕是夢

四煞（生唱） 喜舊情不斷，新綠更續

三煞（生女同唱） 謝天救取，使相思願足，愁恨都除

二煞（生女同唱） 生死無常，只情字不氓，以成慨結尾

（．．．．．．看花開花謝皆塵土。桃花不似看花目。人面還如識

面初。鳥解歌。花自舞。．．．．．．）

一煞（生女同唱） （．．．．．．花花草草風前恨。死死生生月下書。一般兒總是

無常數。．．．．．．）

尾聲（生女同唱） （春風惹恨來。不為催越去。千年冷落了桃花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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