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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滾調角度考察建陽戲曲選本版本流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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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Jianyang Bookstore,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popular novels, published a
number of selected works of operas. These selected works were mainly sung in Qingyang tune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 They were selected works of Qingyang tune Opera. Qingyang tune, has on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namely has “gundiao tune”. By comparing and sorting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gundiao tune characters in the main scripts of Jianyang, we can not only further analyze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gundiao tone, but also take it as a feasible means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selected
scripts of Jianyang. After systematicall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lling tone characters of the two types of operas (Drama and Legend), which are mainly selected in the three important themes of
Jianyang Opera Selections: love and marriage drama,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Festival drama and hero and hero
drama (with a probability of more than five times), we can generally classify the edition systems of selected
works of jianyang operas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among them, Da ming chun, Yue fu jing hua, Yu gu xin
huang, Yu shu ying and Yue fu wan xiang xin are comparatively similar and belong to one category, while Yu gu
Xin huang differs greatly from other selected editions; Ci lin yi zhi and Ba neng zou jin are similar to Yue fu Hong
shan, a selected edition of operas from Jiangnan, and belong to one category; Da ming tian xia chun and Shi diao
qing kun are a combination of all kinds of books and belong to one category. In addition, Yao tian le is the same as
the first category, and the same as the second category, to be determined.

明代中後期，以編刻通俗小說而聞名於世的建陽書坊卻編刊了一批戲曲選本⑴。這些選本所收劇出主要是以
當時流行極廣的青陽腔來演唱的，是青陽腔戲曲選本⑵。建陽選本著重選收青陽腔劇出，其一是由於此種聲腔在
當時極為流行，具有時新性的特徵，如《詞林一枝》卷首便題署“新刻京板青陽時調”字樣以招徠買主 ；其二是
由建陽選本自身民間性質所決定的。青陽腔產生於當時安徽池州府青陽縣一帶，是在“南戲四大聲腔”之餘姚腔、
弋陽腔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新的民間戲曲聲腔⑶。
──────────────────────────────────────────────────────────
《詞林一枝》、
《八能奏錦》、
《樂府菁華》、
《堯天樂》、
《徽池雅調》、
《時調青昆》
、
《玉
⑴ 建陽書坊刊刻的戲曲選本包括《風月錦囊》、
谷新簧》
、《樂府萬象新》
、
《大明春》
、《大明天下春》等十多種。本文所選用的相關戲曲選本除〔明〕毛晉 ：
《六十種曲》
（上海開
明書店排印本，1935 年版）外，均以王秋桂主編 ：
《善本戲曲叢刊》（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版）與〔俄〕李福清、李平編 ：
《海
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為底本。關於具體的版本考論，可參見劉天振著 ：
《明清江南城市商
業出版與文化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2-59 頁。
《風月錦囊考釋》，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67 頁）、錢南揚（《戲文概論》
，
⑵ 將建陽選本稱為“青陽腔”選本，可參見孫崇濤（
中華書局，2009 年版，第 60-61 頁）、郭英德對《詞林一枝》、
《摘錦奇音》、
《徽池雅調》的稱謂（《明清傳奇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8 頁）等相關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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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餘姚腔與弋陽腔的後裔──青陽腔，有一個突出特點，即有“滾調”⑷。滾調，即是在曲文中加入若干
五言、七言詩句，用流水板急唱。所加入的滾調句子多少不限，但又不影響原曲曲體的完整性⑸。這些插入的曲
詞通俗易懂，從內容上來看，或是對原曲文的引申，或是對原曲文的解釋，使得觀眾明白曲意。而對這一演唱方
式最早予以保存的青陽腔選本當屬建陽戲曲選本，如《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鼎刻時新滾調歌令玉穀新
簧》
、《新鍥精選古今樂府滾雕新詞玉樹英》等。既然“滾調”為青陽腔一個標誌性特徵，而建陽選本又集中收錄
了青陽腔劇出，那麼，對建陽選本劇出“滾調”部分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不僅可以進一步明析滾調的相關特性，
而且可以作為探究建陽選本承傳沿革的一種可行手段。本部分著重通過對建陽選本主要劇出滾詞部分（唇儊ࣖ㋍
ᆍ⛰┴䂔）的比勘分析，以求得上述問題的合理解決。建陽選本所收劇出主要供給中下層民眾娛樂消費的，所以
其劇出並不注重曲律，而是往往依據民眾嗜好以不同題材予以收錄。有鑒於此，本部分重點從婚戀劇、忠孝節義
劇與英雄豪傑劇三種題材⑹對建本所收戲文、傳奇兩種戲曲樣式滾詞做一系統比勘。

жȽᔰᵢᡶ᭬ᡨᮽѱ㾷ࢽ࠰┴䂔ҁ∊ऎ
因建陽選本所選戲文劇出較多，比勘自由度較廣，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本部分在每一題材之下著重擇取兩個
劇出（收錄概率多為 5 次以上）對其滾詞部分進行比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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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錦囊》：
【江兒水】
（生）妻，你有甚事，說來與我知道。（旦）ᡇ䃠ּᱸ৾ᚆᙋ㐾㍼。（生）說有何妨？
（旦）ॷޣᰛཡᯭθ↨ॷޡ⡬∃ᮏ䃦Ӱⵁ㇗ϋ（生）娘子這般說，莫不怨我？（旦）教我如何不怨？（合前）
【尾聲】⭕䴘↱࡛䜳Շↄθሾᵑ֖ⲱ儎䚮θ㺙䥜䚺䜿ᮏӰ֒䂧۩Ⱦ［下場詩（筆者加）］↚㺂ࣿᕭ䎪ᱛ䯾θሾᵑ
᱄ᒪ㺙䥜↮Ⱦьр㩢㡢㤜Ӂθ❗䚄↱࡛ާ⭕䴘Ⱦ
【尾犯序】
（旦）無限別離情，兩月夫妻，一旦孤泠。此去經年，望迢迢玉京。思省，ྪуឤኧ䚏䐥䚖θྪу
ឤ㺴ለ᷋߭θྪਠឤޢၼ⋈ѱθжᰜ߭⑺Ⱦ
《八能奏錦》：卷之二（實為中卷）有目無詞，原闕。
《玉樹英》：
（旦）解元，前面是什麼所在？（生）前面是十裏長亭，南浦之地。（旦）䘷ੑ䘷ࡦॷ㼅ӣθཡ
ᮙ␐⳾⳾Ⱦּ䐥у䗣↮䐥䚖θᗹѣᴿ❗䲆࡛䴘Ⱦ
【本序】
（生）五娘，諸友紛紛載道上京，不知他俱有妻子麼？
（旦）解元，前面眾朋友，豈沒有妻子不成？多則的，或有三年五載 ；少則的，也有周年半載。䃦ղᡇૂ֖θཡ
᳡ޟᴾȾжᰜᡆᤁ᪽θᢃᗍ呔匩Ӛθᮙੂᗹ㎆έ……（生）五娘，思者，慮也。敢莫慮卑人此去山遙水遠，
（旦）䀙ݹθ㠠ਚ⭭ވᘍᯯθ举ᆆ⻄㛓㞮ϋуឤኧ䚏ќ≪䚖θ᜕于㺙䥜ᰟ䚺䜿Ⱦ奴不慮山遙水遠，（生）敢
莫慮卑人去衾寒枕冷？（旦）䀙ݹθ֖ᆆ䉾ᱥ䛙ㅿҁӰϋ于ੑ↚ৱဉᨐθ㎆儤ᆆ↨ᴾ䮭ȾԀᒪ↚ᰛ䴘䮶ৱθ
──────────────────────────────────────────────────────────
⑶ 關於青陽腔的承繼問題，一直未能形成定論，其中主要爭論焦點集中於“是承繼弋陽腔而來，還是承繼餘姚腔而來”。認為承
襲餘姚腔的學者主要為錢南揚，錢氏《戲文概論》中說 ：
“餘姚腔在江蘇的下落無考，在安徽的發展成為青陽（池州屬縣）腔。
”
（《戲文概論》
，中華書局，2009 年版，第 60 頁）認為承襲自弋陽腔的學者為流沙，其《青陽腔源流新探》中說 ：
“青陽腔起於安
徽池州府的青陽縣，……在安徽落腳的弋陽腔在池州府進而變成青陽腔。
”
（《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
，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1999 年，第 115 頁）此外，尚有學者認為青陽腔同時吸收了餘姚腔與弋陽腔，只是時間先後不同而已，其代表學者為王古魯。
王氏《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引言》中即說池州流行過餘姚腔，後來又流行過弋陽腔，餘姚腔的變調為“池州新調”，弋陽腔
的變調為“青陽時調”
。這種“新調”
、“時調”也許就是融合了餘姚腔、弋陽腔而成的新腔調。後來，
“青陽腔”成為這種新腔調
的名稱。（
《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版）此種觀點，尤以徐宏圖先生論述系統、詳實，其不僅詳細論
述了青陽腔源流沿革，而且詳列“南戲聲腔源流表”
，簡明扼要，可參看。
（《南戲遺存考論》
，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1-32、46 頁）本文從王古魯、徐宏圖之說。
《明清傳奇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5-68 頁。
⑷ 郭英德著 ：
《釋“滾調”》
（收入《百川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66-189 頁）
⑸ 關於滾調的界定與相關論述，可參見傅芸子 ：
與朱萬曙 ：
《
“滾調”與中國戲曲體式的嬗變》（《戲劇藝術》
，1998 年，第 3 期）。
《曲品》（《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六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年版，第
⑹ 關於戲曲的分類情況，可參見〔明〕呂天成 ：
《明清傳奇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7-78 頁）的相關論述。
223 頁）及郭英德著 ：
《風月錦囊箋校》，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196-197 頁。
⑺ 孫崇濤、黃仕忠箋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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᱄ᒪ↚ᰛ䕿ഔ䜿Ⱦ……奴只慮公婆沒主，公婆只生一個孩兒，今日也要他去赴選，明日也要他去求名。公婆呵，
只恐怕࡛ވᇯ᱉㿁ވ䴙θᵑᯭ䰒⋩➏≪ለȾᜩᱸᜩⲺ㛓㞮ᯭθᵑᱸᵑᗍވサȾ……
《樂府菁華》：
（旦）同上。（生）同上。（旦）䘷ੑ䘷ࡦॷ㼅ӣθཡᮙ␐⳾⳾Ⱦּ䐥у䗣↮䐥䚖θᗹѣᴿ
❗䲆࡛䴘Ⱦ【本序】（生）同上。（旦）同上，也有之年半載。䃦ղᡇૂ֖θཡᢃޟᴾȾжᰜᡆᤁ᪽θᢃᗍ呔
匩Ӛθᮙੂᗹ㎆έ……（生）同上（“水”改為“路”），（旦）䀙ݹθ㠠ਚ⭭ވᘍᯯθ举ᆆ⻄㛓㞮ϋуឤ
ኧ䚏ќ≪䚖θ᜕于㺙䥜ᰟ䚺䜿Ⱦ同上，
（生）同上？（旦）䀙ݹθ֖ᆆ䉾ᱥ䛙ㅿҁӰϋ于ੑ↚ৱဉᨐθ㎆儤
ᆆ↨ᴾ䮭ȾԀᒪ↚ᰛ䴘䮶ৱθ᱄ᒪ↚ᰛ䕿䚺䜿Ⱦ……同上。公婆呵，只恐怕࡛ވᇯ᱉㿁ވ䴙θᵑᯭ䰒⋩➏≪ለȾ
ᜩᱸᜩⲺ㛓㞮ᯭθᵑᱸᵑᗍވサȾ……
《玉谷新簧》：
（生）↚ѹᱥॷ㼅䮭ӣθ⎜ҁ൦ҼȾ（旦）䘷ੑ䘷ࡦॷ㼅ӣθཡᮙ␐⳾⳾Ⱦৱ䐥у䗣↮䐥
䚖θᡇᗹѣᴿ❗䲆࡛䴘Ⱦ
【本序】
（生）五娘，你看前面諸友紛紛載道上京，不知他俱有妻子否？（旦）同上（“豈”
後加“俱”字）？或娶，有三年五載的，也有周年半載的。（滾）䃦ղᡇૂ֖θཡᢃޟᴾȾжᰜᡆᤁ᪽θခᗍ
呔匩Ӛθᮙੂᗹ㎆έ……（生）同上，
（旦）
（滾調）䀙ݹθ㠠ਚ⭭ވᘍᯯθ举ᆆ⻄㛓㞮ϋԀ↨Ԁᰛ࡛
θּ↨ּᰛ䘄䜄Ⱦ同上，（生）同上（“去”後加“後”字）？（旦）（滾調）䀙ݹθ֖ᆆ䉾ᱥ䛙ㅿҁӰϋ
于ੑ↚ৱဉᨐθ㎆儤ᆆ↨ᴾ䮭ȾԀᒪ↚ᰛ䴘䮶ৱθ᱄ᒪ㺙䥜ᰟ䚺䜿Ⱦ……（少一“奴”字）同上。公婆呵，
（滾）ਠᚆᙋ࡛ވᇯ᱉㿁ވ䴙θᵑᯭ䰒⋩➏≪ለȾᜩᱸᜩⲺ㛓㞮ᯭθᵑᱸᵑᗍވサȾ……
《大明春》：
（旦）同上。（生）同上。（旦）䘷ੑ䘷ࡦॷ㼅ӣθཡᮙ␐⳾⳾Ⱦּ䐥у䗣↮䐥䚖θᗹѣᴿ❗
䲆࡛䴘Ⱦ
【本序】
（生）同上（
“麼”改為“否”）？（旦）解元，前面眾友，豈無妻子不成？或有三年五載，也
有周年半載。䃦ղᡇૂ֖θཡᢃޟᴾȾжᰜᡆᤁ᪽θခᗍ呔匩Ӛθᮙੂᗹ㎆έ……（生）五娘，敢莫慮卑人
山遙路遠，
（旦）䀙ݹθ㠠ਚ⭭ވᘍᯯθ举ᆆ⻄㛓㞮ϋуឤኧ䚏ќ≪䚖θ᜕于㺙䥜ᰟ䚺䜿Ⱦ同上，（生）同
上（
“去”後加“後”字）？（旦）䀙ݹθ֖ᆆ䉾ᱥ䛙ㅿҁӰϋ于ੑ↚ৱဉᨐθ㎆儤ᆆ↨ᴾ䮭ȾԀᒪ↚ᰛ
䴘䮶ৱθ᱄ᒪ↚ᰛ䕿䚺䜿Ⱦ……同上，今日要他赴選，明日要他求名。公婆呵，只恐怕࡛ވᇯ᱉㿁ވ䴙θᵑᯭ䰒
⋩➏≪ለȾᜩᱸᜩⲺ㛓㞮ᯭθᵑᱸᵑᗍވサȾ……
《時調青昆》：
（旦）來此，哪里？（生）來此乃是十裏長亭，南浦之地。五娘請回，不老遠送。（旦）夫，父
母年老，早去早回。滿腹離情訴不盡，功名得意早回程。
（生）妻，為何欲回而不回，敢是還有甚心事未剖麼？（旦）
罷了，夫，䚟ᢃޢၼ䶘ࢃθᴿ䂧䴙ᨆȾᆆᵑ䘷֖ࡦѣ䙊θᣀ㞮ⴗࢌȾ䃦⸛֖ৱҕ़़θᡇᗹѣ䚺ᴿ❗䲆࡛
䴘θ
【本序】
（生）五娘，同上，有似你我這般難以割捨？去也，不囗了。
（旦）夫，天下舉子紛紛，難道他家
沒有妻子不成？多則三年五載 ；少則周年半載。䃦ղᡇૂ֖θཡޟᴾཡȾжᰜᆚਜ，解元，來此有三條大路，
從那一條而去？（生）卑人從中道而行。五娘，你問此路，何干？（旦）䶔ᱥ֖ᆆஅ↚䐥ވθԀᒪ↚ৱθᗔ
ѣ䚉䘷 χ᱄ᒪ㺙䥜ᰁθᗔѣ䚉䘄Ⱦ……（生）同上（“水”改為“路”）
（旦）㠠ਚ䚉θ⭭ވ⎭⛰ᇬθ⋩δε
举ᆆ᧑ᘫҼέཡθ奴不慮山遙路遠，
（生）莫非慮卑人去後衾寒枕冷？（旦）解元，你妻子豈是那等之人？
……奴只慮公婆沒主，㖭ҼθޢၼȽ㘷၎Ⱦ֖ਠᴿжވفᆆθԀᰛ䙲Ԍৱ䎪䚮θ᱄ᰛ䙲Ԍৱ≸Ⱦ↚ৱَᗍ⡽䴨
㬁丸θ䛙ᱸ⧁Ӂ㖾䓡θੑу㜳བӁ㿠ҼȾ㘷ޢၼθਠᚆᙋ࡛ވᇯ᱉㿁ވ䴙θ囗囗ᠮᵑ囗囗囗。ᜩᱸᜩⲺ㛓㞮ᯭθ
ᵑᱸᵑᗍވサȾ……
通過對各本滾詞異同的比勘可知，
《大明春》滾詞與《玉樹英》相近，
《玉樹英》滾詞與《樂府菁華》幾乎全
同，諸本均與《玉谷新簧》滾詞相差較大。如“（生）五娘，諸友紛紛載道上京，不知他俱有妻子麼？（旦）解元，
前面眾朋友，豈沒有妻子不成？多則的，或有三年五載 ；少則的，也有周年半載。誰似我和你，夫妻暫兩月。一
旦成拋撇，才得鸞鳳交，拆散同心結！”
《大明春》
、《玉樹英》與《樂府菁華》三者相近或相同，而與《玉谷新簧》
相應部分“
（旦）解元，前面眾朋友，豈俱沒有妻子不成？或娶，有三年五載的，也有周年半載的。（滾）誰似我
和你，夫妻才兩月。一旦成拋撇，始得鸞鳳交，拆散同心結！”有所差異。然而，《時調青昆》滾詞與前諸本相
差更為懸殊，其所加滾詞已經明顯口語化了，“（生）五娘，諸友紛紛載道上京，有似你我這般難以割捨？去也，
不囗了。
（旦）夫，天下舉子紛紛，難道他家沒有妻子不成？多則三年五載 ；少則周年半載。誰似我和你，夫妻
兩月夫妻。一旦孤另，……”似已突破諸本軌範，當為諸本的進一步發展。此外，諸本滾詞基本上保持了旦唱的
一貫風格。
45

WASEDA RILAS JOURNAL NO. 7

δ2ε
ȼ
Ʌュ䁎Ɇ
ćュ㚔Ĉ࠰ φ
《玉谷新簧》：
【二犯傍妝臺】
（旦）想重瞳，臨軒此日殿試策英雄呀，只見東邊彩雲捧日，瑞氣騰騰。奴家昨
晚得一夢，夢見紅日升天。我想，兒夫必然高中。天為皇家開文運，鸞闕外，彩雲籠。
（滾）ਠ㿁Ԁᰛ厨ᷓ乣ಠθ
ᱞདྷ⟾㣧⠜䥜ṹȾ㤛ᗍވཡ具䠇ῒθླղ░嗃рғ䴺Ⱦ日高喬木喧靈鵲，雷動中天起臥龍。
（滾）夫，֖㤛ᱥ
䮶ᗍখ唽乣θ䙏冐ؗ举ᮏ࠰匩คȾ你若是鼇頭已占，魚信可通，捷音已出鳳城東。那日起程之際，我說道，ވཡ
ྤᘍ൞ᱛ䯾θᗻ़़ↄ࡛䴘Ⱦ呔匩休偦ᇒᰟθ冐嗃䇀ौ↙⮬ᱸȾ他回言道得好，（滾）ṹ⎠ᱸۢᇘޭθḩ
㎨ම㲋㌱ӰᗹȾቀᠭ㤛䁧ੴ⭕ৱθᇐ㿁ᢵޛ㘦᷍Ⱦ
《大明天下春》：
【二犯傍妝臺】
（旦）同上。我知道了，同上。Ԁᵓ厨ಠᷓ乣θᱞ䴺⟾⚡㎆㌻ṹȾ㤛ᗍވཡ
具㲄ῒθླղ░嗃рғ䴺Ⱦ同上。夫，同上。那日送別之際，我說道，兒夫此去取功名，務要用心爭占頭名，與
奴家爭氣。我遂口占小詞送他行 ：ވཡྤᘍ൞ᱛ䯾θᗻ़़ↄ࡛䴘Ⱦ呔匩休偦ᇒᰟθ冐嗃䇀ौ↙⮬ᱸȾ他彼
時也回得好，道，我蒙正的文章，奪青紫如拾草芥，何難處也？遂口回我一律 ：ṹ⎠ᱸۢᇘޭθḩ㎨ම㲋㌱Ӱ
ᗹȾቀᠭ㤛䁧ᗂ⭕ৱθᇐ㿁ᢵޛ㘦᷍Ⱦ夫，你說便是這等說，“功名”兩字好不？難。
《樂府菁華》：
【二犯傍妝臺】
（旦）兒夫去後悶無窮，雁杳魚沉信不通。此去功名成就否，教奴暗地想重瞳，
想重瞳。
（滾）п䲳䯁འ䚁ּ⍠θ⍠䡔ж≙䕿ྸ仞Ⱦж䐩嗃䮶ݾ䙽䥜θԀᵓᇐྠ⣶ݹ㌻Ⱦ同上。（滾）Ԁᰛ厨ᷓ
乣ಠθᱞདྷ⟾㣧㎆䥜ṹȾ㤛ᗍވཡ具䠇ῒθླղ░嗃рғ䴺Ⱦ同上。夫，同上。那日送別之際，我說道，兒夫此
去取功名，務要用心爭占頭名，與祖宗爭光，與奴家爭氣。他說，我蒙正的文章，奪青紫如拾草芥，何難之有？
你便是這等說，
“功名”兩字，其實是難。
《大明春》：
【二犯傍妝臺】（旦）同上。（滾）п䲳䯁འ䚁⟏䴃θж≙危䡔䕿ਚ☑Ⱦ儎䐩嗃䮶ྠݾ䥜θ㇗ᮏᇐ
ᗍ⣶ݹ㌻Ⱦ同上。
（滾）Ԁᰛ厨ᷓ乣ಠθᱞདྷ⟾㣧㎆䥜ṹȾ㤛ᗍވཡ具䠇ῒθླղ░嗃рғ䴺Ⱦ同上。夫，同上。
又，同上。他道，同上？夫，同上。
據諸本收錄《破窯記》
“破窯聞捷”出加滾的相關情況，可知其加滾部分主要為旦腳對生赴選及第情況的想像、
憧憬及鋪排。諸本所收滾詞有所差異，不盡相同。通過各本加滾部分的比對，可以看出《大明春》滾詞與《樂府
菁華》相近，與《玉谷新簧》相異，如“教奴暗地想重瞳，想重瞳。（滾）三陽開太運來洪，洪鈞一氣轉如風。
一跳龍門先遇錦，今朝定奪狀元紅。
”
《大明春》與《樂府菁華》均有，且相近 ；
《玉谷新簧》相應部分則無。另外，
《大明天下春》滾詞則是融匯《玉谷新簧》與《大明春》二者相應部分而成，“那日送別之際，我說道，兒夫此去
取功名，務要用心爭占頭名，與奴家爭氣。我遂口占小詞送他行 ：兒夫奮志在春闈，何必匆匆歎別離。鸞鳳飛騰
宜及早，魚龍變化正當時。”當為《玉谷新簧》之“那日起程之際，我說道，兒夫奮志在春闈，何必匆匆歎別離。
鸞鳳飛騰宜及早，魚龍變化正當時。”部分與《大明春》之“那日送別之際，我說道，兒夫此去取功名，務要用
心爭占頭名，與祖宗爭光，與奴家爭氣。
”部分糅合而成。從中可得知《大明天下春》當為後起之作。
2κᘖᆓㇶ㗟ࢽ
δ1ε
ȼ
Ʌ䓃凿䁎Ɇ
ć㰼᷍ᴹĈ࠰ φ
《風月錦囊》：
【尾聲】
（旦）恩情悄似鹽落水。（生）何須分離兩淚垂。……⑻
《樂府菁華》：
【尾聲】
（旦）恩情悄似鹽落水，中道分離。不須兩淚垂，各自歸家作道理。（旦下）……（生）
還早，我且問你，獨自在蘆林之中有何勾當？（旦）……ࢃᰛ䝦ဇࡦࡦᡇᇬּθ䃠䚉ၼၼᝑਹ⊕冐θྪᇬ㑴哱ᨑ
ᗍжቴȾ⊕冐ᔐс㕰ቇḪ㯠θӑ㰼Ḫഔৱ✯➤θཿ㠽ၼၼਹȾ
（生看柴云）……三娘才說有人搬鬥，故將那不
孝之事誣他，果然真了。……
《大明天下春》：
【二犯江儿水】
（旦）姜郎，你妻子豈不曉了節義二字？我今獨步蘆林，為著誰來？你且暫留
片時，聽我道來 ：○ᵢᱥཡ㎆Ⲳθਠഖᩢ兛࠼䴘Ⱦуᇯྪ䁪ԎՇᴮθ㠪ֵ৹ޟ㲋Ⱦ㚔䃠ၼၼ⯻ѻθᗹѣᝑਹ
⊕冐Ⱦ㑴哱ᐨᨑ൞䝦ᔐθᱸ㰼Ḫ✯➤Ⱦ……（生背云）三娘适才說有人搬鬥，同上。○夫妻相隨半世，孩兒已
養成人。焉有一旦逆萱親，必遭傍人讒佞。……

──────────────────────────────────────────────────────────
《風月錦囊箋校》，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517 頁。
⑻ 孫崇濤、黃仕忠箋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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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本“蘆林相會”出加滾部分可知，此出加滾處《樂府菁華》與《大明天下春》間相差較大，如《樂府菁
華》為“
（生）還早，我且問你，獨自在蘆林之中有何勾當？（旦）……前日鄰姑到到我家來，說道婆婆愛吃江魚，
奴家績麻換得一尾。江魚廚下缺少柴薪，撿些蘆柴回去烹煮，奉與婆婆吃。”而《大明天下春》則為“（旦）……
你且暫留片時，聽我道來 ：○本是夫妻結發，只因搬鬥分離。不容奴訴付休書，致使參商兩處。聞說婆婆病久，
心中愛吃江魚。績麻已換在鄰廚，時撿蘆柴烹煮。
”然二者均為生旦問答之用。
附：
《躍鯉記》
“安安送米”出 ：
《樂府菁華》：
【金錢花】
（小）偷閒步出書帷，書帷 ；草茅路徑崎嶇，崎嶇。我今送米與娘親，歎子路魯負米，
也只為奉親闈，⤍㜳☋㥿俢ම䷷θ㗀⸛䐠ҩ匿ਃରȾੴ㿶⿳⦮ቐྸᯥθ⛰Ӱᙄуᙓ⡬∃ϋ來此便是鄰母姑姑門首，
不免高叫一聲。
【前腔】（貼）茅簷寂寞孤恓，孤恓 ；甚人扣我柴扉，柴扉？（見介）原來是安安。安安到此有何
因？……
《大明天下春》：
【金錢花】
（小）同上，⤍㜳☋㥿俢ම䷷θ㗀⸛䐠ҩ匿ਃରȾੴ㿶⿳⦮ቐྸᯥθ⛰Ӱᙄуᙓ⡬
∃ϋ同上。
【前腔】
（貼）同上？（見介）元來是安安。同上？……
《樂府萬象新》
：
【金錢花】
（小）同上，書闈 ；同上，也只為奉親闈，⤍㜳☋㥿俢ම䷷θ㗀⸛䐠ҩ匿ਃδରεȾ
ੴ㿶⿳⦮ቐྸᯥθ⛰Ӱᙄуᙓ⡬∃ϋ同上。
【前腔】（貼）同上？（見介）原來是安安。同上？……
“安安送米”出各本加滾之處均相近，如“只為奉親闈，狗能濕草馬垂韁，羊知跪乳鴉反撲（哺）。吾觀禽獸
尚如斯，為人怎不思父母？”
《樂府菁華》
、
《樂府萬象新》、
《大明天下春》三者相近，是小生對奉親重要性的解釋。
δ2ε
ȼ
Ʌпݹ䁎Ɇ
ć䴠ẻ㿶⮡Ĉ࠰ φ
《樂府菁華》
：
（旦）
【泣顏回】……（滾）䧤ᰛ㼅㠽ⲽ᧗⸩⊕乣伨ᇪθу⨼ᵓ㏧у⨼ു᭵Ⱦ伨ᗍ䞿䟰䟰θ
ޞу⸛ཟ᱄ળȾ……（滾）ᖻྪᇬ䕿ഔᇬᓣθ∃㿠θ۩䚊⡯囗，䙏⮡ވуਥ⮏ᆎȾ看商郎的詩，其實可囗。
看貴妃圖畫，其實可囗。……【前腔】新荷泛綠波湧心出水荷花能解語，采湖愁殺蕩舟人。曾有詩曰 ：大紅囗綠
半囗囗，囗囗波光千丈湖。靜藏不解真君子，解語當為傾國姝。渾如解語娉婷……曾有詩曰 ：○綠樹陰濃夏日長，
憑欄閑賞芰荷香。披襟玩樂徘徊久，不覓林西又斜陽。他在涼亭水閣遣興高歌，對花酌酒。周濂溪曾向吟詠……
有詩為證 ：○四皓志機隱碧峰，石崖雲霧起高松。只因俱出花樓後，多在商山第幾重。圍棋散悶可人處，水向石
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滾）ਥ㗞㢥ᐛᗹ㼅᱄θྸ⮡࠰ᐝѯ䶈Ⱦ伕Ⲻ伕ּᇵⲺᇵθ休Ⲻ休ּ匪Ⲻ匪Ⱦ
……
《玉谷新簧》：
（旦）【泣顏回】……同上。……同上，稟過爹行，哀告母親道，同上。
（滾）㿁Ҽᾀྐྵ᭻Ӂθ
у⭧ӰᜯȾ㿁Ҽ䜄䂟ਛθᡇҕ⮏Ⱦ……【前腔】同上。（滾）⟅仞䲙䲙䙅Ӱᠭθ㍡䲂㌻ຫ䶘䯁Ⱦ㶬ᤃ句㉝
乱྅䃔θᱸᑮ᜕ᴿ俏ּȾ渾如解語娉婷……有詩云 ：
（滾）同上。周濂溪曾向吟詠，他在涼亭水閣對花酌酒，
遣興高歌……有詩為證 ：○同上。後來漢王宣他四人，他不出仕而歎曰 ：
（滾）⁏㑳уྸกླθ࠰ԋ❗ྸ䳧
༡儎Ⱦ……同上……同上。……
《時調青昆》
：
（旦）
【泣顏回】……鎮日裏與他取樂，ޞуᜩ┷䲳問啉ऋ൦ּθ傐䵉㼩㗳㺙ᴨȾ同上。同上。
……待奴家回轉ᇬᓣθさ∃㿠θ䕿䚊⡯ቀθ……此畫兒不可留存……見了商郎詩句，其實可囗。見了貴妃畫兒，
其實可憐。……【前腔】新荷泛綠波湧心↙ᱥ࠰≪㦭㣧㜳䀙䃔θ䟽⒌⇰㮟㡕ӰȾ渾如解語娉婷……曾有詩曰 ：
ੂрδ
ć㿉Ĉ᭯⛰ć㿰Ĉε。周濂溪曾向吟詠，……後來漢王得了天下，囗囗此四人為官。Ԍഔ䀶䚉ᗍ囗，⁏⡣
ղกླθ࠰ԋ❗䚄䳧༡儎Ⱦ同上……ੂрȾ休Ⲻ休ּ伕Ⲻ伕θᇵⲺᇵּ匪Ⲻ匪Ⱦ……
《大明天下春》：
（旦）
【泣顏回】……鎮日裏與唐皇遊西湖，飲得醉醺醺，全不知天明命。……不免回家稟告
母親得知道，令安童收了。這畫兒不可留存楊貴妃雖然是前朝事，與奴家何干。奴家今日見他德行不好……【前
腔】新荷泛綠波湧心古詩云 ：荷花能解語，真個是相似。猶如解語娉婷……原來是涼亭水閣……想是周濂溪曾向
吟詠有幾位老者他圍棋散悶 想是商山四皓故事 風從花裏過來香，水向石邊流出冷……
據上各本滾詞異同之比勘可看出，
《玉谷新簧》與《樂府菁華》加滾部位不盡相同，《樂府菁華》加在“（滾）
鎮日裏與唐皇採石江頭飲禦宴，不理朝綱不理國政。直飲得醉醺醺，全不知天明命。……（滾）待奴家轉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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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告母親，傳達爹囗，這畫兒不可留存。
”之處，而《玉谷新簧》則加在緊跟其後之“見了楊妃故事，不由人惹。
見了商郎詩句，我也留情。……”處，可見對加滾的處理有一定的靈活性。《大明天下春》保留有一些加滾痕跡，
“……不免回家稟告母親得知道，令安童收了。這畫兒不可留存楊貴妃雖然是前朝事，與奴家何干。奴家今日見
他德行不好……”同樣有對畫像的理解與相應的反應，當為後出之作。而《時調青昆》則為諸本之綜合，與《樂
府菁華》相近，如二者加滾部位及滾詞均為相近。
3κ㤧䳺䊠ࢽۇ
δ1ε
ȼ
Ʌ䠇দ䁎Ɇ
ć⮬䠫㿁䃐Ĉ࠰ φ
《風月錦囊》：
（旦）
【憶秦娥】……年年離恨長依舊。長依舊，利名兩字，未知成否？【水仙子半插玉芙蓉】
ᗹᝅৱ़़θੑ㾵൞ᶧȾੑᗹྸདྷ䴞θу㿰䨗ຫ㫏Ⱦ……他那裏吉凶難見，吉凶難見，枉教奴蔔盡金錢不見還，
一心心在利名間。……⑼
《八能奏錦》：卷之三（實為下卷）有目無詞，原闕。
《樂府菁華》：卷四有目無詞，原闕。
《大明天下春》：
（旦）
【憶秦娥】……年年離恨長依舊。（重）利名兩字，未知成否？正是玉露夜寒魚信杳，
金風秋冷雁書遙。○ᗹᝅৱ़़θੑ㾵൞ᶧȾੑᗹྸདྷ䴞θᗹ䨗ຫ㫏Ⱦ【水仙子半插玉芙蓉】……他那裏吉
凶俺這裏難見，
（重）枉教奴蔔盡金錢不見還。夫，ਠ⛰䛙ᰛ䙽ੑᒩθ䁧֖п

ғἎȾ㚔䃠〜ᵓ哹ῒ᧑θ䙲䌙

䠫ứ≸Ⱦ一心心在利名間……
《大明春》：
（旦）
【憶秦娥】……同上？正是 同上。○同上。
【水仙子半插玉芙蓉】……同上，吉凶難見。同上。
自從推命回來，
（滾）֖ੂрȾੂрȾ֖жᗹᗹ൞䯉……
《堯天樂》：
（旦）
【水仙子半插玉芙蓉】……你 同上，兩下吉凶難見。枉教奴蔔盡金錢未還。自從與叔公推
命回來，時節呵，ਠഖ䛙ᰛ䙽ੑᒩθ䁧Ԍп

ғἎȾੂрȾԌжᗹᗹ൞䯉……

從各本加滾部分的比對中可以得知，《大明春》與《堯天樂》更近，如“自從與叔公推命回來，時節呵，只
因那日遇君平，……”同時根據“心意去匆匆，君西妾在東。君心如夜雨，不覺鏡塵蒙。”可知，各本均承襲《風
月錦囊》而來。
通過上文對建本所收戲文主要劇出滾詞地比勘與分析，可以梳理出各選本劇出加滾情況當如下表所示 ：
ࢽつ

亂ᶆ
婚戀劇

ࢽ⻲

ࢽ࠰

┴䂔᭬䤺⋷

琵琶記 長亭送別 《風月錦囊》《大明春》、《玉樹英》
、
《樂府菁華》《玉谷新簧》《時調青昆》
破窯記 破窯聞捷

《大明春》
、
《樂府菁華》

蘆林相會 《風月錦囊》《樂府菁華》
戲文

躍鯉記
忠孝節義劇

安安送米

三元記 雪梅觀畫

《玉谷新簧》《大明天下春》
《大明天下春》

《樂府菁華》
、
《樂府萬象新》
、
《大
明天下春》
《樂府菁華》

英雄豪傑劇 金印記 當釵見誚 《風月錦囊》《大明春》
、
《堯天樂》

《時調青昆》
、
《玉谷新簧》
《大明天下春》
《大明天下春》

ӂȽᔰᵢᡶ᭬۩ཽѱ㾷ࢽ࠰┴䂔ҁ∊ऎ
建本傳奇選出滾詞已與曲文混同，不易察覺，為了更加準確地把握傳奇選出滾詞的相關特點，就需要與江南
選本進行對勘，而江南選本所收選出僅在婚戀題材方面與建陽選本相趨同。基於這一原因，本部分著重選取婚戀
題材劇劇出（收錄概率多為 5 次以上）之滾詞進行比勘。
──────────────────────────────────────────────────────────
《風月錦囊箋校》，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313 頁。
⑼ 孫崇濤、黃仕忠箋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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Ʌ⦿㉠䁎Ɇ
ć、⊕ଣ࡛Ĉ࠰ φ
1κ
《八能奏錦》：
（旦）【憶多嬌】兩意堅，月正圓，攜手叮嚀苦掛牽。（生）我與你同上臨安若何？（旦）我豈
不欲同行？你乃堂堂君子，奴是出家道姑。恐人嚷開是非，反害大事！欲共伊同行難上難，早寄鸞箋，（又）免
得我心腸縈絆。
《樂府菁華》：
（旦）
【憶多嬌】同上。（生）既如此，我與你同上臨安何如？（旦）此事不可！欲共你同行難
上難，……願你早寄鸞箋，
（又）免得我心腸掛牽。
《大明春》：
（旦）【憶多嬌】同上。
（生）同上？（旦）同上。
《玉谷新簧》：
（旦）
【憶多嬌】同上（
“叮嚀”改為“丁寧”）。（生）妙常，你同我上臨安如何？（旦）同上，
早寄鸞箋，
（又）免得我心腸相牽。
江南選本 ：
《樂府紅珊》：
（旦）【憶多嬌】兩意堅，月正圓，執手叮嚀苦掛牽。（生）與你同上臨安何如？（旦）奴豈不
欲願？恐人喧嚷是非，反成大變！欲共你同行難上難，早寄鸞箋，（又）免得我心腸掛牽。
《摘錦奇音》：
（旦）
【憶多嬌】同上。
（生）既如此，同上？（旦）此事不可！同上（增“願你”二字），（又）
同上。
《賽征歌集》：
（生）
【憶多嬌】同上。我與你同上臨安如何？（旦）我豈不欲欲？恐人嚷開是非，反害後邊大
事！同上，早寄鸞箋，早寄鸞箋，免得我心腸掛牽。
《六十種曲》：
（生）
【憶多嬌】同上。
諸本中僅《八能奏錦》加滾，
“（生）我與你同上臨安若何？（旦）我豈不欲同行？你乃堂堂君子，奴是出家
道姑。恐人嚷開是非，反害大事！”其他諸本則未加，並且，各本繁簡稍異。同時，依據江南選本相應部分，可
推測出《八能奏錦》與《賽征歌集》
、《六十種曲》及《樂府紅珊》相近 ；
《樂府菁華》、《玉谷新簧》及《大明春》
則與《摘錦奇音》相近。
“妙常思母”出 ：
《詞林一枝》：
（旦）【風雲四朝元】紅顏薄命Ӱ⭕❗ṯ㪸θ⥬ྸ≪р㩃，……當年兵火，犬羊犯順，黎庶爭逃
奔。䛙ᱸㇶθ➏ຫ㭳θ㩢ဉ⍷䴘Ⱦ∃ᆆ㠠䘹⭕θу㜳亝Ⱦ……提起暗消魂。雁杳魚沉，不通音問。㠠ਚ䚉 φ
佀ވԙ㘷θゃぶ䱨侇Ⱦᴿ⭭㪍⭭θ❗⭭䶖ྩȾ……
《八能奏錦》：卷之一（實為上卷）有目無詞，原闕。
《堯天樂》：
（旦）
【風雲四朝元】同上，……ੂрδć⚡Ĉ᭯⛰ćҸĈε。……同上。……
《大明春》：
（旦）
【風雲四朝元】同上，……ੂр。……同上。……
“妙常思母”出諸本加滾部分主要是用於對曲文進一步地解釋、鋪敘，如“當年兵亂，犬羊犯境，黎庶爭逃奔。
那時節，煙塵四蔽，萬姓流離。母子各自逃生，不能相顧。……”通過對各本滾詞相應部分的比勘，其加滾基本
相近，而《詞林一枝》之滾詞與《堯天樂》則更近，如“自古道 ：養兒代老，積穀防饑。有男著男，無男靠女。”
二者更為相近。
Ʌ䠇⳼䁎Ɇ
ćᝑĈ࠰ φ
2κ
《八能奏錦》：卷之二（實為中卷）有目無詞，原闕。
《樂府菁華》：
（旦）
【二犯朝天子】繡閣羅幃睡正濃，（占）夫人，既睡正濃，緣何這等黑早起來？（旦）ቅ㌻θ
䶔ᱥᡇ䎭ּའᰟθਠ⛰䛙ᱛለᜧӰⵖуᗍθᆚ㺴ᆚ᷋མ䴙ᡆȾ料峭春寒，透夢初醒。……（旦）小紅，原來是黃
鶯了。
（滾）ᬨḩ䚭འᴿθӚӚᱸ֒ᔺₕ㚨Ⱦ⍑䲳пᴾᱛྸ䥜θδ句εஅ֖ᴿཐቇᐛཡ㒊ᗍᡆϋ綠楊枝上亂啼
鶯。……又聽得賣花聲，
（滾）ቅ㘖Ƚӂδቅε㌻θ֖ⵁⲳⲳ㌻㌻┵ᬊδ᥇εθж㛟᥇䚄⍑䲳₁Ⱦ㚨㚨ௐ䎭ᱛ䯞ྩθ
ㅇِ℺ᵼᣀᢁᤑȾ被他們喚起的春情把我芳心早驚。……
《玉谷新簧》：
（旦）【二犯朝天子】同上，
（占）同上？（旦）同上。……（旦）同上，（鶯）同上。……
《大明春》：
（旦）
【二犯朝天子】同上，
（占）同上？（旦）同上。（滾）ᬨḩ䚭ཝᴿθӚӚᱸ֒ᔺₕ㚨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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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䲳пᴾᱛྸ䥜θཐቇᐛཡ㒊ᗍᡆϋ綠楊枝上亂啼鶯。……同上δć䯞ĈᗂቇжćྩĈᆍε。……
《詞林一枝》：
（旦）
【二犯朝天子】同上。……（旦）祿ᱥᱛⵖу㿰θ㲋㲋㚔ல匛Ⱦདྷּ仞䴞㚨θ㣧㩳⸛ཐ
ቇϋ綠楊枝上亂啼鶯。……（旦）ⲳⲳ㌻㌻┵ᬊ᥇θ㚨㚨ਡ䚄⍑䲳₁Ⱦ⁉乣ཐቇ仞⍷ྩθㅇِ℺ᵼᣀᢁᤑȾ聲聲
叫道，都是賣花聲，
（又）奴被他喚起我的春情把芳心早驚。……
江南選本 ：
《樂府紅珊》：
（旦）
【二犯朝天子】同上。
（ć⾵ᱥĈ᭯⛰ć↙ᱥĈθćௐ䎭Ĉᗂ㕰ćᡇⲺĈӂᆍ）……
“四喜四愛”出之各本滾詞主要用於旦、貼問答，表達惜花戀春的情懷。通過對諸本滾詞之比對，其中《樂
府菁華》與《玉谷新簧》幾乎全同，與《大明春》相近，如“（旦）小紅，原來是黃鶯了。（滾）擲柳遷喬太有情，
交交時作弄機聲。洛陽三月春如錦，
（鶯）問你有多少工夫織得成？”諸本皆相近。此外，以江南選本《樂府紅珊》
為參照，
《詞林一枝》與上述三者非一系統，而與《樂府紅珊》相近，“（旦）祿是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
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詞林一枝》與《樂府紅珊》相近，而《樂府菁華》、《玉谷新簧》與《大明春》三者
則改換為“
（滾）擲柳遷喬大有情，交交時作弄機聲。洛陽三月春如錦，多少工夫織得成？”
通過上文對建本所收傳奇主要劇出滾詞地比勘與分析，可以梳理出各選本劇出加滾情況當如下表所示 ：
ࢽつ

亂ᶆ

傳奇 婚戀劇

ࢽ⻲

玉簪記

ࢽ࠰

┴䂔᭬䤺⋷

秋江哭別

《八能奏錦》、
《樂府紅珊》、
《樂府菁華》
、《大明春》
、
《摘錦奇音》
《六十種曲》、
《賽征歌集》

妙常思母

《大明春》

金盆記 四喜四愛

《詞林一枝》、
《堯天樂》

《樂府菁華》
、
《大明春》
、
《玉谷新簧》《詞林一枝》、《樂府紅珊》

пȽᔰᵢ䚮࠰⡾ᵢ⍷䇀Ᾰ⋷
建本選出最大的一個特點便是曲文有加滾形式，通過選本間滾詞異同的比勘，可以對建陽各選本間承遞情況
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在對上述所舉各例加滾情形的統計分析中，其中比較重要的選出當為 ：戲文《琵琶記》“長亭送別”出、《破
窯記》
“破窯聞捷”出、
《三元記》
“雪梅觀畫”出，傳奇《玉簪記》“秋江哭別”出、《金盆記》“四喜四愛”出。
下文通過對以上選出加滾情況地進一步分析，以求梳理出各選本間的承遞關係。1. 戲文。
（1）《琵琶記》
“長亭
送別”出，各選本《樂府菁華》
、
《大明春》
、《玉樹英》間加滾情況相近，以上諸本與《玉谷新簧》加滾相差較大 ；
而《時調青昆》所加滾詞則已突破滾詞格範，明顯的口語化了，當為後出本。（2）
《破窯記》
“破窯聞捷”出，《大
明春》與《樂府菁華》所加滾詞情況相近，與《玉谷新簧》加滾部分差異較大 ；而《大明天下春》所加滾詞則是
《三元記》
“雪梅觀畫”出，《樂府菁華》與《玉谷新簧》
糅合《玉谷新簧》與《大明春》而成，當為後起之作。（3）
所加滾詞情況有差別 ；
《時調青昆》
、
《大明天下春》所加滾詞則糅合諸本而成，與《樂府菁華》相近，當為後起
之作。綜合對以上三出戲文各選本加滾情況地比勘、分析得知，
《樂府菁華》、
《大明春》、
《玉樹英》加滾情況相近，
與《玉谷新簧》相差較大，而《時調青昆》
、《大明天下春》則是糅合各選本的後起之作。2. 傳奇。（1）
《玉簪記》
“秋江哭別”出，《樂府菁華》
、
《大明春》所加滾詞與江南選本《摘錦奇音》部分相近，而《八能奏錦》則與江南
選本《樂府紅珊》、
《六十種曲》、
《賽征歌集》相近，由此可見，
《樂府菁華》、《大明春》與《八能奏錦》當為不
同系統的選本。
（ 2）
《金盆記》
“四喜四愛”出，
《樂府菁華》、《大明春》所加滾詞情況與《玉谷新簧》相近，而《詞
林一枝》所加滾詞與《樂府紅珊》相應部分相近。如果綜合《玉簪記》“秋江哭別”出與《金盆記》“四喜四愛”
出各選本所加滾詞的相關情況，可推知《樂府菁華》、
《大明春》、
《玉谷新簧》當為一系統選本，
《詞林一枝》與《八
能奏錦》當為另一系統選本。
通過對選出曲文滾詞情況地進一步剖析，我們大體可以將建陽各選本劃歸為以下諸類 ：其中《大明春》、《樂
府菁華》
、
《玉谷新簧》
、
《玉樹英》
、《樂府萬象新》較為相近，為一類，而《玉谷新簧》與其他選本之間又有極大
的差異 ；
《詞林一枝》
、
《八能奏錦》與江南選本《樂府紅珊》相近，為一類 ；
《大明天下春》、《時調青昆》為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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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糅合而成，為一類。另外，《堯天樂》滾詞有同於第一類者，如《金印記》“當釵見誚”出，近於《大明春》；
亦有同於第二類者，如《玉簪記》
“妙常思母”出，近於《詞林一枝》，待定。而這些選本滾詞大都承襲《風月錦
囊》曲詞及下場詩而來，如《琵琶記》
“長亭送別”出，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孫崇濤先生的論斷⑽。建陽各選本間
的遞承關係略如下圖 ：
ǉҀᓌ㧱ॾǊǃǉབྷ᰾᱕Ǌǃ
ǉ⦹ṁ㤡ǊǃǉҀᓌз䊑ᯠǊ

ǉᰦ䈳䶂ᰶǊǃ
ǉབྷ᰾ཙл᱕Ǌ

ǉ⦹䉧ᯠ㉗Ǌ
ǉ仾ᴸ䭖Ǌ
ǉཙҀǊ

ǉ䇽᷇а᷍Ǌǃǉޛ㜭ཿ䭖Ǌ

ǉҀᓌ㓒⧺Ǌ

（說明 ：圖中虛線部分表示《堯天樂》選本承遞關係尚需進一步考證，待定。
）

不過，因例證選收不夠完備，一些建陽選本未能涉獵，同時，相關論證亦有不少疏漏之處，其結論也未必準
確 ；然而，從選出滾詞繁簡異同之比勘入手，可以作為論證建陽各選本間承傳演進之一門徑。

──────────────────────────────────────────────────────────
⑽ 孫先生對《風月錦囊》之《祝英臺》中旦腳（祝英臺）念誦的四句七言詩的分析，推斷出滾調在《風月錦囊》中已露端倪。參
見孫崇濤著 ：
《風月錦囊考釋》，中華書局，2000 年版，第 131-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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