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海 昇 平》
——乾隆為瑪噶爾尼而編的朝貢戲
●

葉曉青

1793年英國使者瑪噶爾尼（Lord

者這些年來在清宮檔案的搜尋中，卻

George Macartney，或譯馬戛爾尼）訪

找到了當年乾隆為瑪噶爾尼來訪專門

華作為中西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正式接

編寫的朝貢戲劇本《四海昇平》2。

觸，其意義無庸贅述。此次訪問過程

這個劇本不但可以告訴我們乾隆

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件文件都早被

如何看待英使的來訪，也即英國使團

中外歷史學家反覆論述和引用，即便

的外交地位問題；而結合英國方面的

是近幾年來最受到注意的有關專著，

事後回憶，也可以了解到他們當時是

《四海昇平》這個朝貢

除了利用新理論來提供新視角外，再

如何誤會了這齣戲的內容，如何錯過

戲劇本不但可以告訴

沒有任何新材料支持作者的觀點1。

了與他們直接有關的信息，以致後來

所以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個研究過

的計劃全盤落空，空手而歸。雖然近

度的題目，無法再有突破。然而，筆

年來西方清史研究中強調把皇帝當成

我們乾隆如何看待英
使的來訪，也可以了
解到英國方面當時是
如何誤會了這齣戲的
內容，錯過了與他們
直接有關的信息，以

皇權機構而非作個人來看待，但皇帝
除了代表皇權，也還是個人，他們仍

致後來的計劃全盤落

時時表現出個人的特性，在皇權空前

空，空手而歸。

集中的清代，這種個人性格尤其處處
可見。筆者之所以能在汗牛充棟的清
宮檔案中發現這個劇本，也與對乾隆
個性的了解有關，並非完全僥幸。

一 懷柔遠人——《四海昇平》
清宮中有專為外藩朝貢而編的
戲，這些戲與所有儀式戲一樣，內容
貧乏，千篇一律，同樣的唱詞有時甚
至出現在不同的戲中。因此，這些戲
靠技巧、排場取勝，同時也是朝廷炫

耀實力和財富的方式之一，乾隆時期

女從仙樓引領出場。文昌唱了一大段

的三層舞台便是應這種需要而出現

讚美當今皇帝的話，在這段唱詞中堆

的。朝貢的日子往往在宮中最重要的

砌了《尚書》、《詩經》、《論語》等經典

「三大節」3期間進行，「三大節」慶祝

中的典故，將乾隆之文德武功比喻上

的戲要演五、六個小時以上。戲的內

古聖賢帝王。他接ô說：「故有英咭

容不出兩類：神仙、菩薩或歷史人物

唎國，仰慕皇仁，專心朝貢。其國較

來向天子祝壽；外藩仰慕天朝，不遠

之越裳，遠隔數倍。或行數載，難抵

千里來朝貢。除零星的個人記載，包

中華。此番朝貢，自新正月啟舶登

括朝鮮使者的回憶外，從晚清檔案

程，六月已抵京畿矣。此皆聖天子，

（清前期檔案已不存）看，這些戲中最

仁德格天，所以萬靈,順，非有神靈

常見的有《海不揚波》、《年年康泰》和

護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載之史

《太平王會》等幾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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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誠為亙古未有之盛事也。今當進

朝貢戲通常不提具體國名，而是

表賜宴之期，隆典特開，天人交慶。

使用古老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小聖感沐恩榮，亟當趨覲。眾星神，

這類沒多少實際意義的含糊說法。這

同往神州慶賀去者。」

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
況下，清廷才會專為
來訪者編節目。瑪噶

些戲可以在任何朝代的宮廷演出，事

接ô，台上眾人齊唱讚美之詞。

實上清代宮廷儀式戲也的確不是源於

然後從天井下大雲板，文昌攜金童玉

此殊榮。雖說清廷已

本朝4。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

女上雲板離場。此時舞台上出現象徵

開始走下坡路，但表

清廷才會專為來訪者編節目。據筆者

吉祥的海市蜃樓。突然，從地井中冒

了解，這種情況只有一次：即1793年

出各種水怪：蝦精、魚精、龜精、蛇

上英國並非傳統的朝

瑪噶爾尼的來訪曾得到如此殊榮。瑪

精、蚌精等。文昌唱：「呀，一霎時

貢國，這大大滿足了

噶爾尼來華時，雖說是清廷已開始走

波浪疊興，潮勢渀拜，是何緣故？護

下坡路，但表面的氣派還在，乾隆又

從們，請四海龍王進見。」

是這樣好大喜功；加上英國並非傳統

四海龍王從地井上。文昌問：

的朝貢國，這更大大滿足了乾隆的自

「我等欲赴神州慶祝，路過海濱，有

滿心理。他還親自過問訪問的細節安

水族現形，阻擾騶從，何也？」龍王

排。有關這次訪問的文件——乾隆的

說：「海宇承平，年來久矣。此乃一

指令、各部門及各有關大臣的奏摺，

頑蠢巨龜，吞吐風濤，因此把雲頭阻

至今保留下來的共有783件。但關於

住。」文昌說：「英咭唎國貢使等，進

戲劇，這些文件中僅提到「帶至西邊廊

表賜宴畢，不日賞賚遣還，海道亦當

下觀劇」而已，並無更詳細的記載5。

肅清，爾諸神亦當保護，使他們穩渡

實際上，乾隆為英使來訪專編了

海洋，平安回國，方為仰體聖主仁德

一齣昆劇，劇名為《四海昇平》。此劇

之心也。豈可容此輩魚蟲，興風作

完全按明代傳奇的形式，南北調輪換

浪？」

唱，主角文昌唱北調，其他角色唱南

接ô，各星神與水怪作戰，又有

調，戲以北調開場及結束。整齣戲的

更多水怪從地井出來，龜精也上場。

進出場、武打都是按三層舞台6的條

雷公、電母、風伯、雨師、潮神、河

件來設計的。

伯使者都來助戰。龜精因有一顆精珠

戲開場以眾雲使手持祥雲道具從

而武力異常。戲的前半部是歌功頌德

稱為福、祿、壽的三層舞台的底層壽

的說白或唱、舞，後半部則開打戲。

台出場，文昌帝率十六星神由金童玉

各種角色穿梭於不同層的舞台，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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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氣派還在，乾隆
又這樣好大喜功；加

乾隆的自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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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最後收伏海龜精。舞台上出現

這齣戲的本子是乾隆的安殿本（安

「福慶大寶瓶」，上書「四海昇平」四

殿本即皇帝本人看戲時用的本子），本

字。文昌說：「妙嚇，聖天子至德懷

上留有乾隆的硃筆點校，甚至在戲末

柔，百靈,順，果然四海昇平也。」

文昌對眾星神說：「爾等將此寶瓶，先

眾星神白：「果然是萬萬年四海昇平

往神州慶賀，我隨後來也」一句中，

也」。最後全場以唱讚歌結束。

硃筆將原先的「慶祝」改為「慶賀」。這

這齣戲與其他朝貢戲的不同之處

說明在演出前乾隆仔細看了劇本，斷

是虛實皆有：既有慣例中的神怪，又有

了句，連字句也要改得雅些。劇本封

些實際細節，如戲開場便說英咭唎來

面上註明為當日演出的第七齣，從瑪

朝貢，路途比越南更遙遠。雖然戲

噶爾尼方面的回憶可知，那天的戲演

中說的新正月（1793年2月11日至3月

了五小時，據現存的戲本推算，那天

11日）啟程日期不確（因瑪噶爾尼一行

共演了八齣戲，每齣的時間在三十至

是1792年9 月26 日從樸茨茅斯出發。

四十分鐘左右。《四海昇平》為最後第

乾隆是在1792年11月才得到英使來訪

二齣。按乾隆時期的戲院規矩乃為當

僅認為這是一齣關於

的消息，所以中國方面既不了解，也

日的主戲。

大地與海洋聯姻的

不關心他們從英國出發的確切日期），

戲。當他們回到北京

但「六月已抵京畿」確是屬實。陰曆

瑪噶爾尼方面不明白
《四海昇平》的內容，

後收到必須立即離開
中國的消息，就像突

六月為公曆7月8日到8月6日，瑪噶爾

二 乾隆為甚麼要編這齣戲？

如其來的噩耗。但其

尼一行人是在 7 月24 日到達天津大沽

實這個信息已在戲中

口的。戲中文昌帝說：「今當進表賜

在清代皇帝中，乾隆是最熱衷於

宴之期，隆典特開」也是事實，說明

利用音樂和戲劇為自己歌功頌德的一

這齣戲是賜宴當日所演。

位。在歷次重大戰役得勝後，他都要

借文昌君之口說出。

瑪噶爾尼方面對這次觀劇有詳細

編新樂章來歌頌7。1760年平定西陲

的記載，只是他們不明白這齣戲的內

後，不但編了新樂，還編了昆劇《八佾

容，僅看到許多海上、陸地的珍奇物

舞虞庭》。這個劇名源自《論語》中的

產和動物，他們認為這是一齣關於大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是六十四壯士

地與海洋聯姻的戲。尤其重要的是，

（每排八人，八排）演的軍舞，是天子

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在為他們特別

才能用的規格。從周開始，八佾舞就

編的戲中，其實已傳達了許多與他們

是宮中必備的儀式。魯國季孫氏用了

訪問直接有關的信息。瑪噶爾尼因在

八佾舞，被孔子說：「是可忍孰不可

熱河完全沒有機會與清廷商談他此行

忍」。乾隆將《論語》中「八佾舞於庭」

的目的，所以希望在熱河的慶典結束

的介詞「於」改為名詞「虞」。這*的

後回到北京，留在中國繼續談判。他

「虞」是指舜帝，因舜為遠古有虞氏部

甚至對和珅表示他們的國王會承擔代

落的首領而得名。乾隆喜歡自比舜

表團在中國額外逗留的費用。所以當

帝，他當皇帝後便將自己皇子時的居

他們回到北京後收到必須立即離開中

所改名為「重華宮」，因重華為舜帝之

國的消息，對他們來說就像突如其來

名。這*戲名雖只有一字之改，卻從

的噩耗。但其實這個信息已在戲中借

傳統的宮廷儀式變成舜，也即乾隆自

文昌君之口說出：「英咭唎國貢使等，

己的宮廷演的頌揚功德的戲了。這齣

進表賜宴畢，不日賞賚遣還。」這早

戲中，舜帝是主角，他甫出場便說，

已在清廷計劃安排之中。

大清天子治世太平，天下同慶，於是

命上八佾舞。第一場舞蹈後，舜帝又

如果我們了解不同皇帝對類似事

出場說，因乾隆「平定伊犁，奠定西

件的反應，對乾隆的虛榮心定會有更

域，以致普天率土，無不來亨來王。

深刻的印象。歷史學家僅僅注意到乾

再傳旨，八能之士，大奏鐃歌之樂，

隆對瑪噶爾尼訪問前後的態度轉變，

以昭功德」。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

但不去分析轉變的原因，僅是指乾隆

舉。難怪有清史專家曾說，大概乾隆

因磕頭的禮儀之爭而失去耐心。其實

朝用來歌功頌德的華麗詞藻超過世界

乾隆剛得知英使來訪，喜出望外，他

上任何一個宮廷8。

願意作出的讓步甚至超過他的官員。

儘管乾隆處處模仿康熙，但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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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禮儀之爭，他還責怪過負責接待

性格完全不同。1681年（康熙二十年）

使團的徵瑞不通融。真正觸怒他的倒

康熙平三藩後，拒絕接受九卿提出給

是英方提供的禮品單及禮品的安裝說

他上尊號的請求，他說自己沒預料到

明——既不是因為禮品太薄，相反的

吳三桂會造反，仗打了八年，其間

是太厚。禮品單顯示了英國的實力，

「兵疲民困」，都是他的過錯，如今雖

奪走了乾隆的優越感，加上英方堅持

天下太平，但「務以廉潔為本，共致

的一些禮品，如天文儀器的安裝條

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

件：安裝後不能再拆開運走，安置這

邀恩賚，是可恥也！」9。及至1683年

些儀器的房子要高大寬敞等，更得罪

平台灣，康熙聞訊，欣喜萬分，花

了他。從此以後，乾隆處處表示禮品

意作出的讓步甚至超

一千金在地安門搭高台演目連戲，戲

沒甚麼稀罕，自己的內務府也能製

過他的官員。為了禮

中出現真虎、象、馬，與天下共樂。

造，更何況天朝不在乎奇異物品！

儀之爭，他還責怪過

乾隆剛得知英使來
訪，喜出望外，他願

負責接待使團的徵瑞

也是此時，他覺得可以滿足自己的愛

乾隆後來為這次訪問作了一首

好，在宮中建立了為皇帝個人娛樂服

詩，通篇講的都是如何以平常心看待

的倒是英方禮品太

務的南府。1685年，離奠定平三藩、

異物，其中有「不貴異聽物詡精，懷

厚。禮品單顯示了英

台灣這樣的大業才幾年，他便下諭大

遠薄來而厚望，衷深保泰以持盈」之

學士們：「嗣後凡擬上傳諭旨，如『遐

句。在詩的註中，他解釋道：「遠夷效

方底定，海宇昇平』等誇大言辭，毋

貢恭順，自屬可嘉。至於不貴異者，

得攥寫。」1702年，他又下諭「尋常摘

小亦無足怪，惟是厚往薄來，天朝柔

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所本。」bk

遠之道自當如是耳。」這首詩以御筆

我們當然可以說皇帝矯情的話不

錄在作為送給英國的禮品的一幅掛毯

得當真，但康熙確實從沒有將自己的

上，掛毯上畫的是英使一行人扛ô各

功績編入歌詞或戲中，目前尚存的戲本

種禮物送到圓明園（這個掛毯現為格

或樂章無一是為歌頌康熙的成就而編

林威治的海洋博物館收藏）。這首詩

的。康熙萬壽時，文人、官員也進呈

洩露了乾隆的心理，關鍵在於「厚往

祝壽戲本，但這些戲本都未被宮中採

薄來」四個字。

用。康熙對朝貢的態度也要冷靜、謹

他在詩的註中也說得清清楚楚，

慎得多。1693年，俄國派使團來華，此

只有厚往薄來才能顯示天朝懷柔遠人

時已訂立了
《尼布楚條約》
，邊陲安定，

的優勢。所以英國方面苦心精選代表

然康熙並不得意忘形，他下諭內閣大

歐洲最先進的科技和英國最精緻的手

學士：「外藩朝貢，固屬盛事，傳至後

工藝的厚禮反而刺激了他，於是便虛

世，未必不因而生事，惟中國安寧，

偽地用《尚書》中「不貴異物」的大道理

則外患不生，當培養元氣為根本耳。」
bl

來掩飾自己有欠安全感。其實清皇帝

不通融。真正觸怒他

國的實力，奪走了乾
隆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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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熱衷於遠來異物，如康熙就從不掩

福建沿海及台灣，清廷為殲滅蔡牽花

飾自己的好奇心與喜悅，即便是乾隆

費的軍費開支僅在1806至1810幾年就

本人也寫下多首讚美西洋發明（如望

達七百萬兩左右bn。蔡牽自盡的消息

遠鏡等）的詩。他也多次要求兩廣總

傳到時，嘉慶正在熱河木蘭圍場秋

督和粵海關採購西洋器物，並要他們

獮，立即封了福建和浙江提督分別為

「不惜代價」。乾隆非常珍惜瑪噶爾尼

二等子爵和三等男爵。

帶來的禮物，當英使回國後，他命內

《四海昇平》的改編應在1810年蔡

務府將每件物品，小至剪子、扣子，

牽餘部全部降清後不久。當文昌問四海

都配上精美匣子，內襯黃緞。一年

龍王，海上何以起浪時，龍王答道：

後，最後一個荷蘭使團來訪，乾隆更

「啟上帝君，當今聖天子，文德丕昭武

命令將他們的禮物與瑪噶爾尼帶來的

功廣著。四海久已承平，萬靈靡不,

細作比較bm。

順。向者南海之際，有蠢頑巨龜，不

尋常的周邊國家來朝貢，乾隆雖

時吞吐風濤，稍為微沴。致有蔡牽等

然洋洋得意，也不過是寫些詩自我陶

染惹其氛，遂而為亂。於閩越擾害生

醉。可是瑪噶爾尼的來訪不同，英國赴

民。已經聖天子用彰天討，獲而正法。

華的路途如此遙遠，比越南還遠幾倍，

繼有水賊無知結黨，恣擾於粵閩之濱。

通常船在海上航行幾年也不一定能到

劫掠商賈，抗禦行人。又賴天威，復

達目的地，若不是神靈護送，那能那

震殄滅無遺。蘚芥不存。誠為四海昇

麼順利呢？這些雖是戲中託文昌之口說

平，萬年清晏也。帝君適見水族現形，

倍，通常船在海上航

的，也實在是乾隆格外重視瑪噶爾尼

阻擾法駕者，諒是此龜戲弄風濤耳。

行幾年也不一定能到

來訪的原因。編戲的本意也是將這次

鱗甲恣咆哮。盤挾蛟螭將波浪擾。倚

達目的地，若不是神

事件當成他的文德征服力，如同《八佾

鼉梁鯷壑，鮫館虹橋。攖鐵網似潮…

舞虞庭》中記載了他平定西域的武功。

驅除，鎮龍門用溫犀燃照。諒這管窺

英國赴華的路途如此
遙遠，比越南還遠幾

靈護送，那能那麼順
利？這些雖是戲中託

蠡測么麼技。終有日穴傾巢倒」。

文昌之口說的，也實
在是乾隆格外重視瑪
噶爾尼來訪的原因。

嘉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乾隆將

三

嘉慶、光緒兩朝的
《四海昇平》

時事編入戲劇的做法，除了蔡牽外，
嘉慶還曾將白蓮教首領的名字編入戲
中，在捕獲了一個首領後，再換一個

在為瑪噶爾尼一行演出後，《四

漏網首領的名字。殲滅白蓮教後，嘉

海昇平》又有嘉慶朝和光緒末年兩個

慶又將乾隆朝的《八佾無虞庭》改名為

版本，其中關於瑪噶爾尼來訪的有關

《嘉慶殄滅邪教獻捷承應》bo。嘉慶本

內容全部被刪掉。如嘉慶版本中將文

之所以完全刪掉瑪噶爾尼的內容，把

昌說的「赴神州慶祝」改為「赴山莊慶

原本朝貢戲的炫耀低調改為較為私人

祝」，並將場合縮小到皇家私人園林

的祝壽戲，也與1816年與英國的交往

的萬壽活動。雖然乾隆也是慶萬壽，

更不愉快有關。在禮儀之爭以後，瑪

地點也在熱河，但那是接受萬邦朝貢

噶爾尼還努力想與清廷達成協議，也

的國家盛典。尤其重要的是，嘉慶本

願意作些讓步，到了1816年，英使索

中加入了當時蔡牽在沿海起事的事

性連能否得到嘉慶覲見也不在乎，最

實。蔡牽於1802年（嘉慶七年）率船隊

後用各種藉口拒絕了覲見的安排。此

三十餘，四五百人進攻廈門，1809年

事距離鴉片戰爭的爆發僅僅二十多

在海上戰敗自盡，1810年蔡牽餘部全

年。到了光緒朝，英咭唎來朝貢的說

部降清。其間戰區涉及浙江、廣東、

法就更變成了諷刺。所以晚清的《四海

昇平》劇本版本中，除了將聖天子字

開蔚國寶
（韻）
。射光芒斗牛縈繞
（韻）
。

樣改為「聖母訓政」，以文昌之口說「我

咱待持玉尺鑑冰條（韻）。懸象昭昭

等赴都慶祝」外，再沒有任何實事。

（韻）
。應六府魁罡耀
（韻）
。生花的斑管

乾隆為後代皇帝定下了儀式制

任揮毫（韻）組織那才華新樣巧（韻）。

度，之後也不再另編儀式戲，只是修

白：華蓋中懸輔弼依，戴匡躔舍

修補補，常常只是在舊本子上貼些黃

次璿璣，仰承帝德開昌運，萬丈文光

條，甚至連重抄的功夫也省去。乾隆

護紫薇，小聖乃上清顯應，梓潼元

後的清帝國面臨各種危機，雖然儀式

皇，文昌星主是也。煇燿水天壯麗。

排場可以照搬，但盛世的繁榮、威

斗魁應四輔三垣。標題玉籍清華。彩

嚴，包括參與者的鄭重態度卻已不

筆艷五花六押。運一十七世之元功。

再。1819年嘉慶對有外國使臣在場的

鴻鈞鼓鑄。輔百千萬年之景祚。文治

元旦宴會的混亂安排、吵鬧大為惱

光昭，道德裕才猷根祗。功名開忠孝

火：「本年元旦朕御太和殿筳燕，親

源流，桂馥瑤宮，鸞飛化宇，濡涵教

見殿內所列桌張空設者竟有五六十

澤，牖啟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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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的朝貢戲

乾隆為後代皇帝定下
了儀式制度，之後也
不再另編儀式戲，只
是修修補補，在舊本

處，成何體制？豈不慮外國使臣所竊

恭惟聖天子，至仁至孝，盡物盡

笑乎？此非承辦衙門預備過多，即係

倫，丕著文德武功之駿業，萬邦共仰

與燕人員有應入者而未到者。且朕甫

勳華，誕敷經天緯地之鴻猷。四海咸

去。乾隆後的清帝國

經起座即聞殿內人聲嘈雜，大乖體

孚聲教，仁風遠被於八荒，惠澤覃敷

面臨各種危機，雖然

制。」bp皇帝威嚴的喪失，從這個例子

於四極，天無疾風淫雨，海不揚波。

儀式排場可以照搬，

中一目了然。

故有英咭唎國，仰慕皇仁，專心朝

到了光緒朝，中國與四鄰外藩的

貢。其國較之越裳，遠隔數倍。或行

關係更退為次要，循例的外藩賜宴更

數載，難抵中華。此番朝貢，自新正

是形同虛設，招待飯菜甚至惡劣得無

月啟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此皆

法入口。1886年（光緒十二年）軍機處

聖天子，仁德格天，所以萬靈,順，

曾給內務府下文：「近來外藩筳宴各衙

非有神靈護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

門預備桌張，草率偷減，不堪食用」。

載之史策，誠為亙古未有之盛事也。

這份文件是否有任何效果，非常值得

今當進表賜宴之期，隆典特開，天人

懷疑。如果說嘉慶朝雖無多少可慶可

交慶。小聖感沐恩榮，亟當趨覲。眾

賀之處，但還能自欺欺人，那麼，到

星神，同往神州慶賀去者。

了晚清則連這點奢侈也沒有了。

〔嘉慶本這段為：懋修聖學，崇
闡儒風，小聖疊沐恩施，晉錫隆名徽
號，感悚難言，惟期 袞明盛，以廣

附錄：朝貢戲
《四海昇平》劇本全文bq

皇仁化育而已。眾星辰各宜凜遵聖天
子崇寔黜華，敦本勵行之訓諭。承流

扮眾雲使各持祥雲從壽台上場門

宣化不得有違。眾星白：領法旨。〕

上，跳舞科。扮天恩星，玉堂星，天
英星，天威星，月德星，天乙星，金

眾應科同唱：（黃鐘調合套——

匱星，太乙星，大猛星，武曲星，寶

南畫眉序）富貴最英豪（韻）。士品真

光星，天雄星，文曲星，長庚星，朱

醇孝儀表（韻）。看桂香玉局（句）。籍

衣神，天壽星。

注名標（韻）。炳辭章黼黻昇平（句）。

金童玉女引文昌帝君從仙樓上。

樹勳業劻勷廊廟（韻）。這是熙朝培養

唱：
（黃鐘調合套——北醉花陰）
文運天

菁莪化（句），環海宇遍沾文教（韻）。

子上貼些黃條，甚至
連重抄的功夫也省

但盛世的繁榮、威
嚴，包括參與者的鄭
重態度卻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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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白：來此已是海嶼，則見波

雲頭阻住。唱：（黃宮調合套——南

平浪靜，日麗風和，正好穩渡雲槎

畫眉序）鱗甲恣咆哮（韻）。盤挾蛟螭

也。

將波浪擾（韻）。倚鼉梁鯷壑（句），鮫

人文天地

〔嘉慶本這段為：今值中秋令節，

館 虹 橋（韻）。 攖 鐵 網 似 潮 … 驅 除

台垣星象，齊赴山莊，晉祝。小聖感

（句），鎮龍門用溫犀燃照（韻）。諒這

沐恩榮，亟欲趨覲天顏，瞻依慶賀。〕

管窺蠡測么麼技（句）。終有日穴傾巢

〔光緒年本這段為：今當聖母聖
駕入園，萬壽聖誕，台垣星象，齊赴
山莊，晉祝。〕

倒（韻）。
〔嘉慶本這段為：啟上帝君，當
今聖天子，文德丕昭武功廣著。四海
久已承平，萬靈靡不,順。向者南海

天井下大雲板，金童玉女文昌上

之際，有蠢頑巨龜，不時吞吐風濤，

大雲板。長庚星，天壽星，文曲星，

稍為微沴。致有蔡牽等染惹其氛，遂

朱衣下至壽台。四神將上四隅雲兜。

而為亂。於閩越擾害生民。已經聖天

文昌唱：（黃鐘調合套——北喜喬

子用彰天討，獲而正法。繼有水賊無

鶯）指點那方壺園嶠（韻），廓委輸鼓

知結黨，恣擾於粵閩之濱。劫掠商

。
浪 濤（韻），睥 著蓬州瀛島（韻）

賈，抗禦行人。又賴天威，復震殄滅

浟 的析木滄嶼歭沃焦（韻）。蕩之罘

無遺。蘚芥不存。誠為四海昇平，萬

（句），吞怒潮（韻）。
（內 作 水 聲 科 ， 中 場 設 大 蓮 一
座，雲使遶場科。）
同唱：幻蜃海市（句）雲華縹緲
（韻）恰好的穩駕金鰲（韻）。

年清晏也。帝君適見水族現形，阻擾
法駕者，諒是此龜戲弄風濤耳。唱：
（黃宮調合套——南畫眉序）鱗甲恣咆
哮（韻）。盤挾蛟螭將波浪擾（韻）。倚
鼉梁鯷壑（句），鮫館虹橋（韻）。攖鐵

內作潮聲，扮水卒持水雲從地井

網似潮…驅除（句），鎮龍門用溫犀燃

上，蝦精，蟹〔原文錯字〕精，魚精，

照（韻）。諒這管窺蠡測么麼技（句）。

蚌精，黿精，鼉精，蛇精，鱉精，海

終有日穴傾巢倒（韻）。〕

龜上，作望科，從地井下。
文昌白：呀，一霎時波浪疊興，

文昌白：英咭唎國貢使等，進表

潮勢渀拜，是何緣故？護從們，請四

賜宴畢，不日賞賚遣還，海道亦當肅

海龍王進見。雲使應，從兩場門下。

清，爾諸神亦當保護，使他們穩渡海

扮四海龍王從地井上。白：貝闕

洋，平安回國，方為仰體聖主仁德之

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冰綃

心也。豈可容此輩魚蟲，興風作浪？

剪出霓裳綵，圍繞紅雲映玉清。我等

〔嘉慶本：懋哉懋哉。聖天子德

四海龍王是也，帝君相召，不免進

合天心，無頃刻不以生民為念。海賊

見。進詣科，白：帝君在上，龍神參

擾民，民受其害，海賊殲除，民受其

〔原本用參的異體字〕見。
文昌白：尊神少禮。

福。以此足徵聖天子安民之仁也。龍
王，聽我吩咐。〕

龍王白：宣召小神，有何法旨？
文昌白：我等欲赴神州慶祝，路

唱：（黃鐘調合套——北出隊子）

過海濱，有水族現形，阻擾騶從，何

錦乾坤恩波綿邈（韻），怎容得蠢蝦蟆

也？

匿陬澨驕（韻）。他捲尺浪（讀），犀鍪
龍王白：海宇承平，年來久矣。

兕甲蕩銀潮（韻）。俺呵奮雄威（讀），

此乃一頑蠢巨龜，吞吐風濤，因此把

豹霧籠雲吐碧霄（韻）。那怕恁曳尾蹣

跚在涸轍逃（韻）。白：眾星神，各顯

兩場門上。擺式科。海龜從壽台上場

神威，擒此醜類者！

門上。武曲星，長庚星，作戰科。長

眾星，龍王兩場門下。地井上八

庚星奪海龜精珠，擊海龜，隱下變原

水怪。龜精上。眾星作戰科下。雷公

形，暗上。龍王水卒從地井下。文曲

電母，風伯，雨師，潮神，河伯使

星作鎖立龜背科。

者，七星纛上，跳舞科，下。龜精
上，繞場科下。八星追八怪上，〔八
怪〕作戰科下。龜精上，同八星作戰
科。龜精下。

眾星神白：仰仗聖主天威，一鼓
擒獲，請帝君發落。
文昌唱：（黃鐘調合套——北四
門子）呀，驀忽地（讀）迷漫天網風雷

眾星神秉白：啟帝君，此龜仗精

兆（韻）。 天 網 風 閃 得 他 郭 索 難 逃

珠一顆，出沒水中，奔逃無é。唱：

（韻）。密匝匝魚師布陣裝圈套（韻），

（黃鐘調合套——南滴溜子）匿影肆

早被俺裹重圍擒的牢（韻）。霞翻旌旗

（句），含沙（句）浮游技狡（韻）。逞珠

搖（韻）。

光（句），激射（句）嗽波疊照（韻）。璚

下五雲兜落地。

室（讀）玭宮分耀（韻）。排空雪浪飛

唱：雲飛鐃鼓敲（韻），低壓ô

（句），掀騰奮牙爪（韻）。望帝君呵法

（讀），艷晶晶蓬壺玉蝀腰（韻），霎時

網高張，（讀）宣威進討（韻）。
文昌唱：（黃鐘調合套——北迎
惠風）喜的是化日光天景運昭（韻），
不須挾戈戟弓刀（韻），則用ô余且珊
網乘流罩（韻）。恁待要噓沫噴濤（韻）

鯨浪消（韻），鸞馭高（韻），跨東瀛祥
光凝罩（韻）。
大雲板，四隅雲兜下至壽台。文
昌等下雲板雲兜。
眾星神上仙樓科，唱：（黃鐘調

難禁咱控鯉擎鰲（韻）。縱有產 云的

合套——南鮑老催）陣雲頓消（韻），

珠華朗耀（韻）。那知道吸滄溟抵雨窟

懽騰奏凱金鐙敲（韻）。花簇錦圍護碧

雲巢（韻）。堪笑那墮井蛙（句），沃釜

霄（韻）。喜孜孜駕仙槎（句），盤九嶼

涔（讀），

（句），巡三島（韻），穴深巢險掃除了

紛紛解甲逃（韻），纔見得震聲靈赫濯

（韻）。整備ô澄清海甸安瀾表（韻）。

魚（讀）相持蝸角（韻）。湧
皇朝（韻）。

看紅旗閃（讀），飛逝到（韻）。

眾星神唱（黃鐘宮合套——南滴

內奏樂，扮九劉海從壽台上場門

滴金）：滄茫巨壑浮天表（韻）。場上撤

上，跳舞科，作捧福慶大z瓶一座，

海屋水幔。眾星神唱：雲映長空浸海

獻四海昇平字樣。

島
（韻）
，卻早是奔騰瞬息隨波杳
（韻）
。
料這醜贔屭（讀），枉弄巧（韻）。一回

文昌白：妙嚇，聖天子至德懷
柔，百靈,順，果然四海昇平也。

價長驅直搗（韻）。統ô眾星辰齊會勦

眾星神白：果然是萬萬年四海昇

（韻）。震疊天威（句）駢集絳霄（韻）。

平也。同唱：（黃鐘調合套——北水仙

眾星神白：啟帝君，長庚星，秉

子）喜喜喜，格喜同赴鳳闕朝（韻）。

西方金肅之氣，稍顯神威，即可一鼓

祝祝祝，格祝慶那東海南山福壽招

擒獻。文昌白：長庚星會同文曲武曲

（韻）。巧巧巧，格巧遇咱司文星獨佔

星擒獻者。
長庚星，文曲星武曲星白：領法
旨。下。

鰲頭（句）。應應應，格應三台紫薇朗
照（韻）。奏奏奏，格奏武功兼把那文
德昭（韻）。慶慶慶，格慶昇平四海歡

四海龍王，河伯使者，潮神，風

樂（韻）。會會會，格會共球萬國梯航

神，七星纛，雨師，雷公電母從壽台

途路遙（韻）。見見見，格見波臣拜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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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麟閣（韻）。紛紛紛，格紛紜的抒瑞
靄耀丹霄（韻）。
文昌白：爾等將此寶瓶，先往神
州慶賀，我隨後來也。
劉海捧瓶牽龜形同從下場門下。
文昌，眾星神等同從仙樓下至壽薹科。
眾同唱：餘文依舊是碧津華屋風
光好（韻）。指日扶桑（讀），跨海來潮
（韻）。好去就日瞻雲頌天保（韻）。文
昌眾星神等從下場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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