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至到膝蓋之干，平時捲起，到跳舞時才放下。腰面東-'---cf!車皮帶，皮帶 濤清

回

段

國劇故事男說
長僅及膝、棕色~紫紅色的長衫，大襟敞開，像是和尚衣;在袖比衣服更

地毯按在身上沿街求售的。男女都穿皮靴、菩辮子。男人戴尖頂反蝠，穿

上、掃一把鋒利的長力。

女人頭髮蓬鬆，兩條辮子掛在胸前，上衣的長度和男的差不多，下身
石頭人招說

穿著紫紅色的福子，手上帶若許多寶石戒指。她們身材和男人一模高大，

面已紅潤，絕無漢人女子那種由促態。

一、國劇故事 (節錄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六日海光國劇像在臺北

盟軍文藝中心演出之「石頭人招幸免」說閉書內故事〉

在一個月色清幽的夜晚，我漫步城諦，曾湊巧君王Ij他們「跳弦J c 攘

J漿。由一個或商個人拉琴，許多人隨琴聲
說這是他們工作完畢後的平常注

跳舞，不論男女都可加入。拉琴的也一齊跳。舞時高柚長垂，飄蕩騙腫，

則有風竄。

他們的舞妾，跟著琴的節晨，一進一退，旋一個圈。時而突然園集攝

來，時而徐徐分散開去。俯仰迴陡之間，神態悠閒自在'1bL音:陶醉在旋律

「J宮時，其巢造反......百姓遭逢兵焚，生計為艱，村姑結單多想野挖菜

為盒。一日東和姑工畢而返至軒轅墓，眾若為時尚旱，議在該墓玩耍，以

菜籃套石λ之頭，套中者為其夫。內有崔金鳳者主中，大家向前戲笑，崔

蓋返家;不料夜至三吏，右人而至，強行與崔成婿，天蚵而走。崔腹臼漸

高漲，崔女怒主詰詢，騙出家門，推下山潤 d 幸石人出現教之。經十餘年

說嬰己妄大，金鳳告之其父乃石人也，得己現白，金鳳含羞自盡。安蒙鄧

員外收留，每百於飛虎山牧芋，已求溫飽，取名為安敬思，力大無窮，更

裹，到了忘我們草地。
受異人傳授武藝兵法，但時運不至已

末後的一隻祇一個女子跳。對著一隻放在達于上斟1高湛的杯于，跳出

前後左右迴旋的舞姿。最後偉國劇襄貴妃醉酒那樣，展慢慢後仰，把酒杯

軒在口中，叉慢↑曼上仰，酒隨著飲下，叉徐徐俊仰，把酒杯放在原處。接

說這舞需要長久的繞膜工夫，也祇有許多外來人圍觀而舞者顏君、農熱鬧時

「適音王李克用發兵勤王，一日行至飛虎山，夜夢飛虎摸~~，由軍師

用禧威奏報，吉得其將之兆也，李從其言λ山尋訪，果見安敬思力搏猛虎

，乃J&為十三太憬，路名李存孝。」

海光國劇漫主演出的「石頭人招詛J. 實際上包括三齣戲:即「祥梅寺

J 、「石頭人招頭」及「飛虎山J 0 r祥梅寺」因與要說的十三太保李存

才表演出來。 孝無關，故節略不談，。至於「右頭人招兢」一齣戲?在臺徐海光圈劇臣是清

在遙遠的西南邊疆，在荒僻的高原山巖上，竟存在著這唐溫文儒雅的

舞蹈藝街，使邊胞們得藉此來解脫工作的辛替。歸途中，我心中充滿了溫

鑿，也由衷地替他們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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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外，倒未見其他劇像攝過o 在海光演出的這齣戲票，十三太保係由名小

生劉玉麟先生飾演。前者曾在無線電廣播裳，聽劉玉麟先主說這齣戲襄究

歡思的說自唱腔，順帶也許說了這個神話故事。除了前面間說者外，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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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即安敬思劫年無姓名，一日改玩伴罵罵，說他是沒有爹的孩子，他

長計前哭訴其母，其母乃告以原委，並帶E幸去軒轅墓拜見他爸爸一一石頭人

，于生後見石頭人之頭，已不知被何人砍掉，他母親乃幫忙他把石頭人的頭

一J 母單並囑他要敬他父親，思他父說，因立起名為「安敬思j 。閑他

母競因口福囑其司法水，歸來後其母已自檻身亡。

這當然是個神話，不會員有其事。這勘戲中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

誅簾賽」李克用發兵勤王之前，到李克用豆豆兵經珠簾賽收周嬉威主後，行

近飛虎山，夜夢飛虎攘帳，第二天聞自飛虎山進豆豆，白山上土地公幻化為

樵夫，引導至飛虎山上，見一牧羊育年依石但廳，山上勿來一虎，接噬畫畫

芋，支乃奮力將虎擊斃 C 李克用己拉君見安敬思的氣力，但還要再試試安

的膽識。乃偎稱虎是他養的家虎，打死了家虎是要賠的;而安也主義理不讓

，語打死家虎間要賠，但是虎吃7位的羊，虎的主人也要賠芋，接理力爭

鳴。李具他氣力既大，膽識車豪，閉目家世，並要他表擴十八股武藝，

確屬精強，乃J&他為十三太保，賜名李存孝。至李存幸究竟實際家世如何

，在什麼攘的場合跟了李克用，故收為蓮子，想專史當有記載，本人淺陋

，涉1益不多，不知其詐，也就不去談他了。本另說只想說一說李存是全以役

的戰竄和最後結果，連稽的當然也要說說李克用父子旗鼓梁稱帝的大略經

過，以及大太保李制頸、十二太保周權威等人的實際事﹒績。

二、故事另說

1.朱全忠、葉唐建後諜的大略情形。

在前次另說「珠簾賽」一齣戲時，曾提到朱全忠原名朱溫，本係黃某

部將，後陣唐，唐嘻宗封他為右金吾大將軍，洞中行營招討副便，臨名全

民。關李克用出兵太行山，渡河出洛陽，與全忠會合共擊黃祟，後黃某於

一谷鼓殼。以使全郎以翱累封帥部民，東平王。後李克用軍追黃

果還，過悴，駐軍北菇，全忠、邀克用飲食上源韓，夜晚揮兵攻之，克用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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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才得免於難，隨郎訴其事於朝廷。天于知全忠理函，故官員為他們

和解，至是克用恨全忠入骨。後全忠又以作為接點，向東向北擴充，攻f占

山東河北許多肝、l郡。又攻李克用的太原，並未攻下。說全忠叉設封為梁主

，到唐昭宗天站元年(百元 90的全忠這天子遷都洛陽，並陸續殼舊是天子

左右朝臣追壺，最缺軾昭宗，昭宣帝立，對全忠、為魏王、祖國、體百贅，

以宣武等廿一軍為魏圈，備九錫。區他E 的在為皇帝，對以上一切都恕不

受。後又殺宰相及皇太后，到昭宣蒂克詰三年(百元 907) 受昭宜苦禪位

，郎皇帝位，改元為開平，國號架，廟號太祖。朱溫(即朱全忠，因裳唐

，故史書復用其原名朱溫一一筆者〉原本是黃某部下賊將，作了皇帝，還

是威性不故，他在避暑於河陽節度使說王張宗寞的洛臨家中，所有張家的

歸女，都設他姦污，張民父子，因以往受過他的恩惠，也只有忍氣吞聲。

他的惡行尚不僅如此，諸于在外哼，他還常常徵召媳婦λ侍，而與她們謠

顱，真是亂倫之撞。後來自為假子及諸競子等爭奪繼承攘，卒按他的主電子

軾殼，結束惡貫滿盈的一生。

2.朱李交惡及爭戰經過。

前次已經接過朱全忠曾乘夜攻擊過李克用，今有稍為詐紅一說 C 黃巢

第二次侵佔長安，李克用於夏陽渡黃河，與賊軍戰於梁回坡，賊軍敗，姐

都進入i冒橋，隨即收復京的，封居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幸事，爵嚨西部

去。並以其父國且為代北軍節度使。未幾ιr-東問兼領訶東配度便。 I是黃臭

文寇河南，克用頡河東軍進擊，賞美敗死。克用連過祥(河南聞封) ，朱

全忠遲宴，並親自佐餐，還獻貴賓。持克用醉了，主主忠在襲克用，克用慎

獨乘黑暗中而是，挺拔出甫諱門，而歸大營，部下死者數百人。從貴;是賊

中擴護的乘輿御用物，章都遺失了 c 克用乃整臣是入太原，更諒兵祟，符磁

報仇 c 昭宗(西元889一凹的師位後，進克用最控太師兼侍中。克用前曾

設朱全忠、李昌符、朱玖等連兵相遣，又因觀軍容使自令互支厭惡、他，因此

他很怒，以兵逼京師，使天子出走與元〈今跌西南鄭〉。至是臨州李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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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朱李交惡中，就本人流覽過的幾本書中，肝見到的李克用太保的

呢。

個二十六七八歲的青年，怎能會像珠簾賽中那樣一個白髮白鬚的龍鐘老人

的名字。

F

昭宗乾寧元年〈西元的旬，主行瑜、韓建、李茂貞三藩鎮，連兵逼

哇乃下?剝削克用的官爵。承相張溶率諸軍討伐克舟，闡圍太原，無予台而i墨

子克用乃上去自陳無罪，在拜檢疫太師，守中書令，朧西部主。

、雲州、!赫連鏢，學讓他的罪，朱全忠也響麗河北三鎮，共同討伐克思，朝

( r飛虎山」國劇故事:中說音

史稱李克用有位子(即「珠簾葉」中的太保們〉二十至是人，就本人昕

流覽遍的豈是本書中出現的名字有李前輝、馬德威、李存孝，李存信、李存

顧、李存璋、李荐歌，李存馨、李荐質等人的名字，峰在「珠簾案」劇中

，得知李鬧源為大太保，周哥當成為十三太保，季荐孝為十三太保外，至其

他太保們如何掛順序，則不得而知了。

4.李存孝的戰績與結果。

在李克用的諸位于中，說作戰男摳，當以十三太保李存孝為第-，但

其結果也最悲悽。前面說過，唐宰相張海率諸軍討伐克舟，圓圓太原，當

時京兆尹揉按為其副'1*主要發育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人伏於長子西谷

J3(支接三十萬緒，慰勞他的軍隊。後來克用與朱全忠互爭雄長，多次交戰

，互有勝負，但克用曾失郁、磁、福三州，大受接折。昭宗光化初〈百元

898) ，天子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誓，宰相偉華若、崖風都勸他，而

王李克用設兵動主，按李克用初次發兵勤王是唐值宗中和元年(西元881)

，至唐昭宗乾寧元年〈百元894) 才封音王，也就是初次勤王以後十四年

，才對晉王，所以「飛虎山J.~劇中尚不龍稱克用為晉主一一筆者)並發

京師宿關下。克用進兵京鼓動玉，詔令克用為諸道兵馬都招討使，攻擊哪

，H和鳳翔二錯，以教京師。詔進克昂為太的芳在中書令。主行碌敗死，天子

協克用號為「忠貞平難功臣J '進封晉王。

他雖權勢稍折，但位在全忠之上，以先閉口與全忠、理路為恥。於是由王鑄

丟那年，戶、不過二十六歲，到信宗中和三年攻進長安，才二十八歲，以→

天祐四年(西元的7) ，全忠鑫唐，王建勸克用自王一方(意郎自立為帝)

，賊平再訪唐宗室而立之。克用答曰:r白王非吾志也。」這年克用得病

，次年(西元的的卒，年五十三。「珠簾案」劇中，克用白髮白鬚，雖

無六七十歲，至少也有五六十歲。但是他首次發達靶兵勤王是信宗中和元

鼓起議和，全忠剖遣使奉蓄，態度很恭敬，克用也害之以禮。但全忠臼益

擴張，二人面和心不和。昭宗天f美元年(西元的1) 全忠取晉、縛，大舉

攻太原。克用奮力與戰，收復菇、陳、洽三州(均在山西〉。天子被全忠

逼迫東遷洛陽，完全落入全息的手中，克用一面與閩中三鎮聯盟，一面召

月契丹兵，擬共擊全忠。全忠軾昭宗後，立昭宣帝，仍繼用天祐年號，於

中，搗攘，獻於克用。作軍朱全忠遣將取路州，攻澤州，又為李罕之、幸

存孝所敗。說存孝攻陷緝:1'H '攻晉升r ，宰相張禱遁去，荐孝敢菁、持二肘

。這是學些問以說明李存孝之戰功，當然其戰鑽尚不止此。

現在再看若李存字是後的結果。按史載，劫、加、諧、磁三Hf (均在

今河北省一一筆者〕留後(唐時代理節度使稱留後一一筆者〉李存孝，與

李存信皆為李克用餃子，惟二人不相睦。荐信有寵於克用，存幸在那州，

飲立大劫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鎮j+l寫成德軍治5年，冀州為平廬軍治
所〉 ，存信從中阻之。存孝自以為有另於克用，而信任皮不及存信，因而

積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那、治、磁三1+[請於朝廷

，乞腸挂節，並請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拿起那、泊、磁節度使J 憧

不許會兵討克用。唐昭宗景福二年(西元893) 九月，李存孝夜，把李存信

營。李克用自引兵攻那州，掘聖築壘包圍那州、1 0 存景時出兵突摯，塹壘不

, ~Ij西元 908年死，當中徑通二十七年，可知他自達盟發年(百克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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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業，苟有昕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說且斬、汝! J 克寧妾孟品，素

剛悍，諸怯于各遺其妻入說孟昂，孟民以為然，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

叉是一個怕太太的人一一筆者) ，朝夕惑於眾言，心不能無動 o 於是計劃

，提請晉王存品、大臣張承業及另一位子李存璋過克寧第，藉擴毅承業及

存璋，並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想係珠簾案中的大皇娘一一筆者〉送大梁

。幸有人告密，太夫人及晉主乃召大臣張承業，告以克寧之謀，晉王且日

「至幸免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泣，則亂不作矣。」承業曰: I"克寧戳，皮

大王母于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J 乃召李存璋、存敬及長直軍(直

主事部輪值宿衛之軍〉使朱守肢等，令陰為之備。

rantFV

於是晉王乃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霸於瘦，晉王流涕數

之曰; I"兒為以章府讓釵艾，釵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在為此謀，忍以

en--r

,

吾母子送仇揖乎 ?J 克寧目: r此皆讀人交構，夫復何言! J 是日是丘克寧

去存竄。

起成。洞東芽將袁至學韜，密使人謂存孝曰: I"大王(指克用〉惟俟塹戚，

1日歸晉韻。尚書(指存孝而言〕所，陣者，獨大玉主干，諸將非尚喜歡也。大

王悄諦，咫尺之墅，去能阻尚書之鋒說那 ?J 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

日笠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隨窮。是年三月，那州域中食盡。甲申

，李存李登圾，謂李克用曰: I"見蒙主息，得富貴;苟非因於龍患，安肯

捨艾子，而從觀乎?顧一且玉，死不足但! J 克用使劉夫人(大概是「珠

簾吾吾」劇中琵兵勤王的二皇娘吧一一筆者) ，夫人引荐孝出見克用，存季

泥首謝罪，曰: I"見粗立敏勞，存信這兒，失計至此! J 克用此之，曰:

「史遺朱全忠、王鎔書，毀說萬端，亦荐信教汝牙3? J 囚之歸晉腸，車裂

古是牙門。存孝展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搜

重鎧，展弓儕槳，獨舞鐵站陷陣，萬人，£$易。每以二馬自髓，馬精乏，就

陣中J;之，出入如飛。克用1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免，因而釋之

。既7市諸將民其撞，竟無一人言者。存孝既死，克用為主不親事者旬曰 0

位恨諸將，而於李荐信竟無所諱。又有詩阿擅者，其勇其存孝相悴，諸將 (2)音梁戰於拍鄉高昌間，大太保李前源，十二太保周得成俱參加比單是

役，梁軍大敗，精兵損失殆盡。玄之，常芥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忍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

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後梁太祖閱平四年(百元910)十一月，帝欲劃除鎮(鎮州，今河北正

定縣，趙主主錯，治鎮;N'l 0) 定(定州，今河北定縣，義武節度使主處直

治定外!仆，鎔乃遣使求救於燕、膏。鎔使者至晉腸，王處直使者亦至，

共推晉王李存島為盟主，合兵攻梁。於是遣周德、威出并徑、屯趙州，以投

我們在「右竄入招親」及「飛虎山」國劇中所君到的十三太保李存季

，設這樣結束了一生。

5.李克用親于李存晶體位為晉王及減梁建後盾。

(1)故文克寧謀降梁，設計執而至2之。
鎮、定。是年十二月，趙王主鎔， t夏告急於音，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

審守晉陽，自將兵東下。定州王處草，亦遣將兵以從。膏王與先還之周嘻

誠合，並命德、威以前驕迫括那〈今河北縣名〉梁營說戰，梁兵不出。晉兵

三字克用卒，其親于存島體位為晉王，克用諸偎于管年長，握兵，心快

快不服，或託疾不出，~見新玉不拜。克用之弟克寧，權位靚童，人情多

肉之。
迫梁管騎射，且詬之。梁將車辛勤等，將騎兵三萬，分三道出擊，鎧甲皆夜

總綺，畫畫金銀，光是多眩耀 o 背人墓之奪氣。周德威謂季存璋曰: r梁人志

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草不援。」於是音主乃用周智威議

一的一

克用怯于李存韻，陸說克等曰: I"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控，

於理安乎?夫與不耳立，後悔無及 oJ 克寧曰: I"吾家世以慈孝闊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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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退保高皂〈今河北縣名，在趙誼商四十餘里處) ，話梁兵出營，然

;以游兵困擾之。時梁兵將堅守柏鄉不出。梁乾化元年(西元 911) ，正

I.' 晉軍周德威 y 史建靖、李閥源等，將三于精騎，壓梁壘門而詬之。梁

?王景仁、韓站等怒，悉眾而出。普車周禧威等，韓戰至高巴南，李存璋

l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爭進而囂，晉兵整而靜。雙方交戰，自己至午

l 勝負未訣。至哺(日落之前，即申時也) ，梁軍未食，土無聞志，王景

二7詔 i軍邦。周德威乘勢疾呼曰: r梁軍走矣! J 音軍步騎乃大誤爭造，

巴兵大潰。李存璋叉呼曰: r梁軍亦吾人也，父子兄弟的軍勿殺! J 於是

是軍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梁軍前攻

晶課、其時，會盡致按中成兵) ，不顧到掠，但奮白耳追之。梁之龍聽、

神畏精兵，損失殆盡，是役凡斬首兩萬跤，李制源等追至那州(今河北那

封刃，河湖大震。晉王並遣周德威將三于騎超i宜、魏。

由以上一段，可以君出「珠簾案」一劇中之大太保季前源，十二太保

司德戚，不但貢有其人，而且係李克用之得力大將，克用親子李存昂糧區

青王訣，位等亦曾立顯赫之戰功。

(前晉王李存晶攻入犬梁(即今閱封〉戚後梁達後唐、

接居在宗同光元年〈是年馬俊梁龍患三年，西元 923) 夏四月，晉主

李存晶閉皇帝位於魏州(治設今河北大名 l曉東) .國號大唐℃部後唐〉。

買主室趙鵲、趙晴，張漢傑、張希逸兄弟擅謹，段提厚路之，求為招討便，

央主朱友貞 (~P!是末希〉竟丘之。於是宿將慣怒，士卒亦不脹。天下兵馬

割元帥張宗咦，言於梁王曰: r····:·設凝現遲，吾吾名未能取人，眾議詢詢

!恐胎國家吏。」欒宰相敬翔亦言之，梁主皆不藉。後唐兵部局書郭崇詣

，勸挂宗直藝大一朵，可一舉文弱。會果將康延孝，自巾百餘3奇奔唐簣，帝以

為南面招討部指揮便，領博丹、l刺吏。帝屏人(昇去他人〉間建孝:正梁事，

延孝對3: r梁謂地不為訣，兵不寫少，然在其行事，絡且攻亡。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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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暗疇，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披，外納貨路，官之高下，唯單路之

多少。不擇才籠，不投勳勞，段提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梁之勇將，

:後設唐兵旦時俘，不屈說殼，為五代時能全節的三人之一一一筆者〉之右，

自將兵以來，專率飲行伍(剝削都屬) ，以奉權貴，每一出軍，不能專任

將帥，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研制。......臣觀哭罩，聚則不少，分

則不多。願挂下養勇蓄力，以符其分兵，然後帥精兵主千，直抵大梁，擒

其傌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苦大低，冬十月，以大軍自揚劉〈古地

名，在今山東東阿縣北，主代時黃河津渡處〉濟河，以李閥頓為先鋒，直

趨大梁而下之。梁主令皇甫麟殺己，麟設追殺之，而後自殺死。李個諒自

對丘門攻入大梁，安撫軍民。後，唐帝自梁門入，百官迫謂於馬首，帝慰勞

之，使各復其位，至是後梁誠，後唐興。

6.後唐挂宗寵信{令人，因而敗亡，李制i原師皇帝位。

人在兩種情形下，容易改變自己的操守。一是處境極端困苦，受強大

壓力所迫，不得不遷就現實。一是種多年奮闊，一旦成功，志得意滿之餘

，不免驕怠，追求享受，因而失去刻苦自勵的精神，信任奸小，昏聽取亡

。在宗部屬於後者。挂宗少年間見其有焉，五歲時，克用師說他為奇見，

希望二十年後，能代己領軍作戰。十一歲隨克用破主行瑜，克用跟他獻俘

關下。昭宗君見他，也以為有具票，攏摸他的背說: r兒有奇衰，後當富

貴，人芒志于家! J 他長大後，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稍學習春秋，能通

大義，尤其喜歡音樂、歌舞、啡置之戲。克用字繼位普玉。李克用將死時

，授以三箭，並識之曰: r必報梁、燕、契丹之仇! J '其故事簡述如後

。幽外I (燕〕劉仁恭，原為李克用同盟，克用曾助以兵力，並保薦其為幽

川i刺史，毛主仁恭竟背鈑他，獨樹一幟，與克用為敵一c 克用深恨之。再克用

初具契丹王耶律阿保換曾在雲州、I (大同〕把臂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室

，不意阿保聽後來敗盟，附和朱溫，克用亦深恨之。至朱溫，因克用追黃

某還過1卡，朱溫邀宴，乘克用醉，夜發兵攻之，因之與朱溫成為死故。及

存島郎帝位，鼓卸契丹，復誠燕、梁，自以為己得天下之大半，乃趨於安

逸。莊宗不僅精於音樂，尤喜戲劇，每日以觀賞伶人排演戲劇取槳，除l攻

賞外，亦喜自己參加演出。故對伶人特別寵幸，更寵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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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及近宿兵擊之。買L兵緣拭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i普遣。帝為流失J3Ff中

，自門櫻下至降霄鼓聽下，渴憑求求。皇后(郎在宗之劉皇后，童煦昕著

之「中國后把列傳」內有「五代後直莊宗劉后J '對劉后故事述說至詳雖

係小說性質，然大致均根接史貫一一筆者〉不自省說，但遺宜者還酷，頭

哭，帝姐，時年四十二歲。權制頓入洛陽，立於私第，禁焚諒，拾挂宗骨

於灰燼中而項之。並令將善於巡擻，以待魏王〈魏玉繼晨，保挂宗摘長子

，前曾與郭崇韜帥軍平四川王ifj一一筆者〉。魏王由四川同至與平，聞洛

陽亂，復引兵向西，謀保鳳翔。百官三次上書，請閥混監閣，乃許之。魏

主還至i胃水， 1胃本浮槓已故軒筍，因之進退失i裳。至是，頭王知時事己去

，乃自伏於床，命撲夫李環蘊毅之。任圓頂茶眾而束，品可聽命石敬男青慰課

之，軍士皆無異言。閥源乃從眾人請求，於蛙宗拒前即泣，是為明裳。

挂宗因寵佳伶人、直官，而致眾按說雄，且死於{令人郭從謙部之欠下

，至可哀也。在宗自由位至死亡，為時不過四年。前混本無朗誦六位之意

，祇以按將且可道，而不得不爾 o 前掠待挂宗情長于魏王死後，乃以繼閑方

式 ， ~[J位於控宗框前，亦可見其忠厚。時百姓亦頓其為人純賀，寬仁愛民

，乃稍得以休息。按間有1生木猜忌，與物無爭，即位之年，己酷六十。每

夕於宮中焚香前天日: r業本胡人，因亂罵眾所措，聽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主。」帝在位八年，在主代中相較，粗為小康。

F

挂奈某次與梁戰，其最寵幸之伶人周臣，為梁所得，骨每思之。入廿

六梁簡稱作，即今河南開封〉之日，直拜謂於馬前，帝甚喜。區涕泣言

I: I臣之所得存者，皆梁是文坊使〈主管歡習音樂，管理優伶者〉陳俊，

I園栽接使〈主管御苑花木培植者〉儲語源之力也。頓就陸下迄二1'['[以報

戶」帝許之。侍中集成德軍使郭祟韜(崇韜前曾勸草宗直畫畫大染，以謀

i居住命功第一，賜鐵券，拜侍中，或德軍節度使一一筆者〉諒曰:r盟

:p，可以共取天下者，皆豪傑忠勇之士，今大功始說，封賞未及一人，而以

7人為WI]史，患失天下心。J r以是末果行。聽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

豆曰: r吾己許周區矣，......公言雖正，當為居意行之。J 制郎以膜俊為 z
t
b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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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事 1'1'1東j史，儲德、i原為憲州和史。時競章有從帝百戰而未保東j史者，莫不債

主。在全復以伶人史彥瓊為輯部(今河南京陽〉監軍。彥瓊有寵於在宗，魏

草等六州軍旅及金穀之臣，管決於彥瓊C E彥瓊威福自恣，睦忽將佐，自郭

路留守王正言以下，皆諂事之，其他各路監萃，又多以直者為之。莊宗對

令人、宣者，眷顧特優，信任特潔，此其改所以說也，此其朝代之所以不

旻也。

問宗病危時，長于秦主從榮因爭繼承權，舉兵皮，設投;次子宋主從

厚部皇帝位，是為闊苦。闊帶在位不及一年，設鹿，由李前頭養子彈王李

從王可繼位，是為廣荐。後石敢講向契丹求助，稱契丹主角艾皇帝，自稱兒

皇帝，並允割燕雲十六月f與契丹。歌頭藉契丹之助，奮力南下，唐軍多迎

降。唐酪主知事不可濟，乃登玄武樓自焚，後唐隨亡。右敬潛入洛陽，連

後膏。

由「石頭人招觀j 及「飛虎山」兩劇，而說及十三太宗李存拳之一生

，連帶文說及李克用搞于李荐島，及大太保季品司頭，十二太保周嬉戲，連

同上期就「珠簾案」一劇所說，對於這一控歷史的真實故事，可以有一攝

略的瞭解了。

莊宗部位後，泊湖一帶相繼放亂。時番漢馬步章都總管李關輝、在洛陽

，最為勳舊，藍宗心忌之，後j斗內外所薦 '77命師波、將頭軍討輯部之按說

者。前頭至都城，說服城外飯軍，共入那坡，而對城內張軍又不容按外張

軍入城，擊敗之。按內鈑軍欲擁間跟在黃河以北稱帝，正宗仍帝河南，鬧

源不宵。都將石敬塘曰: r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興致卒

入賦域，而它自可保無是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偎三百騎，先住取之

;若幸市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造，如此指可自全。」於是間源乃會河北及

山西諸軍，軍費大振，乃入據大染。時莊宗芳進兵至漿澤t (故地在今河南

洛陽之東或是縣境內一一筆者) ，聞間頓已入大槳，諸軍按籬，形色沮喪

。乃登高歎曰: r喜不濟矣 1 J 凹命同師洛陽o 間源趨氾水(在洛揚之東

一一筆者) ，收撫歡兵。居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為伶人，因得寵於

鞋宗而頡軍者一一筆者)聚眾作亂，攻洛陽與教門。苦方食，聞簣，帥諸

- 47 一一鈞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