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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金牌》（一名：《捉拿张秉仁》）

主要角色
孙安：老生
张秉仁：净
茶房：丑
孙夫人：旦

情节
给事中孙安，参劾宰相张居正，触万历帝之怒，降为荆州府理刑厅，钦赐朱漆棍二十四根，以压豪恶。孙安
私念荆州即张居正之家乡，或张居正子弟，有倚势作威之事，必欲认真办理，为国家除奸，即为地方造福。
孙安领凭赴任，衙中吏役，出境迎接。于路上细细访问本处利病，并张姓子弟作事如何。吏役告以张居正第
三子张秉仁，存心险诈，与家奴张振，通同作恶。用药酒鸩杀李举人，强娶其妻崔氏作妾。崔氏不肯失节，
假意顺从，入门遂自刎。李父至官衙诉冤，黄知府置之不理。又有邀截进贡物件，杀毙多命之事，二罪均未
发觉。孙安暗记在心，命轿马及跟随人等，从张姓府门经过。众人俱称不敢，因张姓有三尺禁地，须下轿下
马，否则家将上前，打死勿论。孙安执意欲行。及近府门，张秉仁在内，听得锣声镗镗，非常诧怪。门役已
将手本呈上，云新任理刑厅拜谒。张秉仁知是孙安，素闻其强项之名，吩咐闭门拒之。孙安命从人扬言，若
不容见，将试验钦赐之朱漆棍。张秉仁惧而请进。会面时，崔氏鬼魂，依附在张秉仁身上，顷刻间语言颠倒，
将私藏八宝带履、谋为不轨之事，尽情倾吐，并领看军械库，以实其言。孙安探得秘密情形，回衙后，不
动声色。用计取张秉仁及张振来前，严刑审究，立毙于杖下；诱张姓家人，献出八宝带履，留为证据。忽钦
差杨青赍金牌到，取孙安首级进京。孙安无奈遵旨，入内与夫人诀别。夫人察看金牌，认为伪造。究问杨青，
始知张居正所遣，盖当时张秉仁漏泄机关之后，随修密书，禀告张居正。张居正恐张秉仁受祸，为先发制
人之计，假传圣旨以杀孙安，不料行迹败露。孙安遂收拾八宝带履，同杨青入朝，证明此事。

根据《戏考》第十七册整理

【第一场】

（孙安、二长班同上。）
孙安　　　（引子）　　　　居官安辖民，王法不容情。
　　　　　（白）　　　　　下官，姓孙名安，字伯央，明室为臣，官居刑科给事中之职。出只因朝奸贼张
　　　　　　　　　　　　　居正，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是我上殿参王，万岁言道：孙安你可有多大官职？
　　　　　　　　　　　　　是我言道：臣官居刑科给事中之职。万岁言道，你官居刑科给事中的职分，
　　　　　　　　　　　　　你就敢参阁老？倘然猛虎回头，打你一掌，那时怎了？你府下可有多少家眷？
　　　　　　　　　　　　　是我言道：臣有一十八口。万岁言道：回府去造来一十八口棺匣，再来参我那
　　　　　　　　　　　　　张爱卿。是我言道：臣遵旨。是我回府，请下能工巧匠，造来造去，造来一十
　　　　　　　　　　　　　九口。内有一口，长余一尺，宽余七寸，二龙戏珠，黄纱罩顶！大朝之日，俱
　　　　　　　　　　　　　已抬到午门。是我上殿奏道：臣棺匣已到，万岁过目。是吾主闪龙目一观，言
　　　　　　　　　　　　　道：孙安，孤命你造一十八口棺匣，你为何造来一十九口？内有一口，长余一
　　　　　　　　　　　　　尺，宽余七寸，是何道理？是我言道：昏王，你若听我忠臣本奏，还则罢了；
　　　　　　　　　　　　　如要不肯，小昏王你就伤在这口棺匣。这两句话，不至要紧，万岁恼怒，吩咐
　　　　　　　　　　　　　武士，推出午门就要斩首。多亏四家大臣：武将军杨太、恩师马子千、蒲州杨
　　　　　　　　　　　　　浦、定国公徐彦照，保奏下来，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将我将大拨小，派我荆
　　　　　　　　　　　　　州府二府辖民。是我闻听张府出事不正，到了那里拿住他的一点弊病，定与他
　　　　　　　　　　　　　们算账。
　　　　　　　　　　　　　人役们，听爷吩咐，车辆先行。
二长班　　（同白）　　　　哦。
　　　　　　　　　　　　　下边听真：车辆先行。
四龙套　　（内同白）　　　哦。
孙安　　　（白）　　　　　与爷更衣。
（孙安、二长班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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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兵房、茶房、差役同上。）
兵房　　　（白）　　　　　伙伴们，寻找孙大老爷上任，并无踪影。
茶房　　　（白）　　　　　先生，你看那边来了三骑大马，上前去问上一问。
兵房　　　（白）　　　　　就依你们。
（二长班同上。）
兵房　　　（白）　　　　　二位请了。
二长班　　（同白）　　　　请了。
兵房　　　（白）　　　　　从何而来？
二长班　　（同白）　　　　从京城而来。
兵房　　　（白）　　　　　你们从京城而来，可晓得我孙大老爷的下落？
二长班　　（同白）　　　　哪个孙大老爷？
兵房　　　（白）　　　　　在京做过给事中的孙大老爷。
二长班　　（同白）　　　　马上就是。
兵房　　　（白）　　　　　伙伴们，马上就是，待我上前去迎接。
茶房　　　（白）　　　　　小心着撞了首眼。
兵房　　　（白）　　　　　不要多说。
　　　　　　　　　　　　　与孙大老爷叩头。
孙安　　　（白）　　　　　你就是荆州府的兵房么？
兵房　　　（白）　　　　　正是小人。
孙安　　　（白）　　　　　前边什么所在？
兵房　　　（白）　　　　　十里长亭。
孙安　　　（白）　　　　　吩咐外边，打道十里长亭。
兵房　　　（白）　　　　　打道十里长亭。
差役　　　（白）　　　　　哦。
兵房　　　（白）　　　　　这是小人三班禀帖。
孙安　　　（白）　　　　　兵房，吩咐外边，一班一班的来见，不要错了前任大老爷的衙规。
兵房　　　（白）　　　　　是。
　　　　　　　　　　　　　伙伴们，大老爷吩咐出来，叫你们一班一班的叩见，莫要错了前任大老爷的衙
　　　　　　　　　　　　　规。
茶房　　　（白）　　　　　先生，咱们共有多少人，一百一百的叩见？
兵房　　　（白）　　　　　一班一班的叩见。
茶房　　　（白）　　　　　这山西人讲话，一班一班的叩见。
兵房　　　（白）　　　　　兵房！
茶房　　　（白）　　　　　老爷要客槟榔。
兵房　　　（白）　　　　　茶房！
茶房　　　（白）　　　　　老爷要喝茶糖。
兵房　　　（白）　　　　　快班！
茶房　　　（白）　　　　　快端，凉了就不要了。
兵房　　　（白）　　　　　长班！
茶房　　　（白）　　　　　是要常常番番的。
兵房　　　（白）　　　　　部司！
茶房　　　（白）　　　　　兔子兔子。
兵房　　　（白）　　　　　叫你来。
茶房　　　（白）　　　　　大老爷要兔子，台底下有有兔子。
兵房　　　（白）　　　　　叫部司。
茶房　　　（白）　　　　　哦，叫部司叩见。
二长班　　（同白）　　　　滚出去。
孙安　　　（白）　　　　　兵房。
兵房　　　（白）　　　　　有。
孙安　　　（白）　　　　　吩咐外边，俱已退下，只留下你一人回话。
兵房　　　（白）　　　　　是。伙伴们，大老爷吩咐出来，叫你们俱已退下，留我一人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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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房　　　（白）　　　　　先生先生，咱大老爷上任以来，无带家眷，别说拿你顶缸。
兵房　　　（白）　　　　　不要胡说。退。
　　　　　　　　　　　　　哦，吩咐下去。
孙安　　　（白）　　　　　我来问你，此处民？
兵房　　　（白）　　　　　民是顺民。
孙安　　　（白）　　　　　此处可有几家乡绅？
兵房　　　（白）　　　　　此处三家乡绅。
孙安　　　（白）　　　　　兴着几家，败着几家？
兵房　　　（白）　　　　　兴着一家，败着两家。
孙安　　　（白）　　　　　兴着可是哪一家？
兵房　　　（白）　　　　　兴着就是在京做阁老的张……
孙安　　　（白）　　　　　敢是那张居正？
兵房　　　（白）　　　　　正是那张大老爷。
孙安　　　（白）　　　　　此人出事如何？
兵房　　　（白）　　　　　出事也好。
孙安　　　（白）　　　　　哦？我想一个人好，可也就是了，怎么又出来个也好？败着可是那两家？
兵房　　　（白）　　　　　就是那在京做官告老还乡家李、潘。
孙安　　　（白）　　　　　此二人出事如何？
兵房　　　（白）　　　　　出事好。
孙安　　　（白）　　　　　兵房。
兵房　　　（白）　　　　　有。
孙安　　　（白）　　　　　我大老爷上任以来，新到此处，不晓得此处规矩。老爷我么，哈哈，还要在你
　　　　　　　　　　　　　身旁领教一二。
（兵房跪。）
兵房　　　（白）　　　　　咳呀，大老爷有何不明，为何讲出“领教”二字？岂不折死小人了！岂不折死
　　　　　　　　　　　　　小人了！
孙安　　　（白）　　　　　你看他小胆之人，必能办大事。
　　　　　　　　　　　　　起来，我来问你，要你照直讲来。
兵房　　　（白）　　　　　遵命。曾记得那年李配所生一子，名叫李通。一十二岁入学，十五岁科举，今
　　　　　　　　　　　　　年年方一十八岁。有心上京赴考，腹内文才，有些空虚，请那秉仁过府饮宴。
　　　　　　　　　　　　　一来饮宴，二来领教一二。饮宴已毕，他也不与那李家老头谢宴，也不与那李
　　　　　　　　　　　　　家举人谢宴，单单的与那崔氏娘子谢宴，临行淫戏了一把。
孙安　　　（白）　　　　　哼。我是问他出事如何，谁要你这一些淡话？
兵房　　　（白）　　　　　虽然这是两句淡话，祸从根头起，慢慢讲来。
孙安　　　（白）　　　　　着哇。祸从根头起，慢慢讲来。
兵房　　　（白）　　　　　到后来，回在府去，闷闷不乐。他有一掌家，名叫张振，与他定了一计。打了
　　　　　　　　　　　　　一把扭丝转心壶，请李举人过府饮宴。排下香茶美酒，三爷用药酒请举人吃。
　　　　　　　　　　　　　不曾吃上三杯两盏，把一个天榜举人，药死在他府。
孙安　　　（白）　　　　　好贼呀！到此后来？
兵房　　　（白）　　　　　到此后来，花了两万两银子，把那崔氏娘子，抬过府来，一夜未过，扬刀将她
　　　　　　　　　　　　　杀死。
孙安　　　（白）　　　　　哦，兵房你说了半晌，你这一句话，可也就不成了话了。我想张秉仁花了万两
　　　　　　　　　　　　　银子，把那崔氏娘子，抬过府来，一夜未过，岂肯将她杀死，断无此理。
兵房　　　（白）　　　　　大老爷，那崔氏娘子，乃是烈女，不肯从他。临上轿的时节，带了短刀一把自
　　　　　　　　　　　　　刎。头落一死，要在他死后丈夫的身旁，落下一点的美名。
孙安　　　（白）　　　　　着哇。落下这一点的美名呢。到此后来？
兵房　　　（白）　　　　　到此后来，此事不表。单说那有一伙官兵，上京进宝，进的是八宝带履，从他
　　　　　　　　　　　　　府路过。张三爷吩咐他那家奴院工，扯进府去，杀了进宝官一十二个。他是修
　　　　　　　　　　　　　下金銮宝殿，他那家奴院工，扮作八大朝臣，三六九日全朝，单等八月中秋，
　　　　　　　　　　　　　兴动人马，要夺万历爷的江山。
孙安　　　（白）　　　　　好贼呀！兵房这且扔开。我来问你，大老爷上任以来，可走哪一门？
兵房　　　（白）　　　　　走西门、北门、南门。
孙安　　　（白）　　　　　因何不走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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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房　　　（白）　　　　　东门那就是在京做阁老张居正，他的府下。府门外有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
　　　　　　　　　　　　　官离鞍；文官不下轿，武官不离鞍，扯进府去，一顿乱板打死。
孙安　　　（白）　　　　　奸贼呀！今天大老爷上任，要走东门。
兵房　　　（白）　　　　　嘁呀呀！大老爷，千万不可走东门。
孙安　　　（白）　　　　　哦，走东门不走东门，与你何干？有大老爷与你作主，一定要走东门。
茶房　　　（白）　　　　　先生，这么样了。
兵房　　　（白）　　　　　咳！大老爷一定要走东门。
茶房　　　（白）　　　　　哟，我说先生，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东门乃是张府门首，府门外有三
　　　　　　　　　　　　　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离鞍；文官不下轿，武将官不离鞍，扯进府去，一顿
　　　　　　　　　　　　　乱板打死。你们去罢，我是不去的。
兵房　　　（白）　　　　　有大老爷与咱们作主。
茶房　　　（白）　　　　　这就好了。你说有大老爷作主，作主怕什么？一定要走东门！
孙安　　　（白）　　　　　兵房，吩咐外边，看轿伺候。
兵房　　　（白）　　　　　是。
　　　　　　　　　　　　　外面听真：看轿伺候。
　　　　　　　　　　　　　哦，吩咐下去。
孙安　　　（白）　　　　　到了张府，早禀爷知。
兵房　　　（白）　　　　　是。
　　　　　　　　　　　　　禀爷来到张府。
孙安　　　（白）　　　　　落轿。你看老狗府下，还有些威风杀气。来到他府，不要迟慢，具备了响器，
　　　　　　　　　　　　　与我吹打起来！
（张振上。）
张振　　　（白）　　　　　什么人？吹吹打打的，死王八似的。
兵房　　　（白）　　　　　孙大老爷。
张振　　　（白）　　　　　哪个孙大老爷？
兵房　　　（白）　　　　　在京做过刑科给事中的孙大老爷。
张振　　　（白）　　　　　退下！
　　　　　　　　　　　　　禀三爷！
（张秉仁上。）
张秉仁　　（白）　　　　　何人吹吹打打的？
张振　　　（白）　　　　　孙大老爷。
张秉仁　　（白）　　　　　哪个孙大老爷？
张振　　　（白）　　　　　在京做过刑科给事中的孙大老爷。
张秉仁　　（白）　　　　　敢是那孙安？
张振　　　（白）　　　　　正是。
张秉仁　　（白）　　　　　往外去传，你就说三爷不怪，叫他们吹吹打打的过去罢。
张振　　　（白）　　　　　是。
　　　　　　　　　　　　　过来。
兵房　　　（白）　　　　　讲说什么？
张振　　　（白）　　　　　三爷不怪，叫你们吹吹打打的过去罢。
茶房　　　（白）　　　　　不敢不叫过去。
张振　　　（白）　　　　　死王八似的。
茶房　　　（白）　　　　　好说，死王八似的。
张振　　　（白）　　　　　不会讲话的东西。
兵房　　　（白）　　　　　启禀老爷：三爷不怪，叫吹吹打打的过去。
孙安　　　（白）　　　　　往里去传：你就说大老爷，一来拜见，二来还要领教领教。
张振　　　（白）　　　　　这个么……还是个居官的来头呵！
　　　　　　　　　　　　　禀三爷：孙官言道，他是新官上任，不晓此处规矩，还要领教领教。
张秉仁　　（白）　　　　　这还是居官的来头。
张振　　　（白）　　　　　是个居官的来头。
张秉仁　　（白）　　　　　你就说三爷心下有事，领教改日再会。
张振　　　（白）　　　　　是。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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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房　　　（白）　　　　　讲说什么？
张振　　　（白）　　　　　我家三爷，心下有事，领教改日再会。
茶房　　　（白）　　　　　不与见面。
张振　　　（白）　　　　　不会讲话的东西。
茶房　　　（白）　　　　　你不会讲话的东西。
张振　　　（白）　　　　　死王八似的。
兵房　　　（白）　　　　　少说。
茶房　　　（白）　　　　　少说不够本，你个死王八似的。
张振　　　（白）　　　　　你个死王八似的。
兵房　　　（白）　　　　　你偏不肯少说，快与我走开。
　　　　　　　　　　　　　禀大老爷：张府言道，领教改日再会。
张振　　　（白）　　　　　哦。兵房，往里去传，你就说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要见的。传！
茶房　　　（白）　　　　　先生，怎么样了？
兵房　　　（白）　　　　　大老爷言道：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的要见。这两句话，可怎么说出口来？
茶房　　　（白）　　　　　得了，难为你还是个先生，这么两句话，也说不出来。你往后，待我上前去说。
兵房　　　（白）　　　　　好好的说。
茶房　　　（白）　　　　　好事，我办糟了有多少？
兵房　　　（白）　　　　　哎，还是办高了。
茶房　　　（白）　　　　　这这这……办高了有多少？待我去说。
　　　　　　　　　　　　　呀，这腿是怎么王八似的。我不害怕，你就害怕。回到衙门，买一双缎套裤，
　　　　　　　　　　　　　把你装起来。
　　　　　　　　　　　　　过来，死王八似的。
张振　　　（白）　　　　　不会讲话的东西。
茶房　　　（白）　　　　　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的要强见。
张振　　　（白）　　　　　强奸谁？
茶房　　　（白）　　　　　强见你家三爷，还要强见你们的三太太。
张振　　　（白）　　　　　不会讲话的死王八似的。
兵房　　　（白）　　　　　不要多说话，是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的要见。传！
张振　　　（白）　　　　　退下！
　　　　　　　　　　　　　禀三爷：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的要见。
张秉仁　　（白）　　　　　哦！容见也要见，不容见一定的要见。将府门上了，与他个狗头不相见。
张振　　　（白）　　　　　将府门上了，与你们不得见。
兵房　　　（白）　　　　　禀老爷：他倒将府门上了。
孙安　　　（白）　　　　　退下。
　　　　　　　　　　　　　哦，府门上了，不容老爷相见。我离京的时节，圣上见爱，恩赐二十四根红油
　　　　　　　　　　　　　漆棍，打死一豪恶之家，绝棍一条。我来到他阁老府下不使，等待何时！
　　　　　　　　　　　　　来，兵房，往里去传，你就说我家大老爷，离京的时节，圣上见爱，恩赐二十
　　　　　　　　　　　　　四根红油漆棍，打死一豪恶之家，绝棍一条。若要使尽，回京再领。要是开了
　　　　　　　　　　　　　府门，还则罢了；如要不肯，每人各执红油漆棍一条，将府门与你打开。
兵房　　　（白）　　　　　伙伴们，随我来！
　　　　　　　　　　　　　里面听真：我家老爷离京的时节，圣上见爱，恩赐二十四根红油漆棍，打死一
　　　　　　　　　　　　　豪恶之家，绝棍一条。若要打净，回京再领。要是开了府门，还则罢了；如要
　　　　　　　　　　　　　不肯，每人各执一根，将府门与你打开，一定要见！
　　　　　　　　　　　　　伙伴们，来，将门打开！
张振　　　（白）　　　　　待我与你传禀。
兵房　　　（白）　　　　　传！
张振　　　（白）　　　　　禀三爷：外面言道：离京的时节，圣上见爱，恩赐二十四根红油漆棍，每人各
　　　　　　　　　　　　　执一根，将府门打开，一定要见！
张秉仁　　（白）　　　　　怎说一定要见？要见你家三爷，有什么好处！有请！
张振　　　（白）　　　　　有请！
张秉仁　　（白）　　　　　孙官在哪厢？
孙安　　　（白）　　　　　三爷哪厢？
张秉仁　　（白）　　　　　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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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安　　　（白）　　　　　三爷！
张秉仁、
孙安　　　（同笑）　　　　哈哈哈哈……
张秉仁　　（白）　　　　　请！
张秉仁　　（白）　　　　　不知孙官到来，实无远迎，面前恕罪！
孙安　　　（白）　　　　　好说。三爷，下官少来拜见，多有得罪。
（崔氏女鬼暗上。张秉仁发昏。）
张秉仁　　（白）　　　　　孙官，唔唔唔唔……
张振　　　（白）　　　　　三爷醒来！
孙安　　　（白）　　　　　你家三爷，此病可是新得？可是旧有？
张振　　　（白）　　　　　旧有。
孙安　　　（白）　　　　　旧有此病，也丧不了他的性命。
　　　　　　　　　　　　　三爷醒来！
张秉仁　　（西皮摇板）　　忽然看到崔氏到，
　　　　　　　　　　　　　崔氏娘子要性命。
　　　　　　　　　　　　　强打精神用目睁，
　　　　　（白）　　　　　唔唔！
　　　　　（西皮摇板）　　面前站着人一名。
　　　　　（白）　　　　　哦。张振，那是何人？
孙安　　　（白）　　　　　三爷，连下官也不认得了？
张振　　　（白）　　　　　孙官。
张秉仁　　（白）　　　　　孙官。
孙安　　　（白）　　　　　三爷。
张秉仁　　（白）　　　　　孙大人。
孙安　　　（白）　　　　　哎哟哟，我的三太爷呀！
张秉仁　　（唱）　　　　　我有一事不好讲，
　　　　　　　　　　　　　恐怕年兄走了风。
　　　　　　　　　　　　　我把大事安排定，
　　　　　　　　　　　　　我要谋——
（张振拖张秉仁衣袖。）
孙安　　　（白）　　　　　张振，我与三爷讲话，你在一旁打搅的什么，我也不是外人，我是三爷心腹之
　　　　　　　　　　　　　人！
张秉仁　　（白）　　　　　着吓，也是三爷的心腹之人。大胆下站！
孙安　　　（白）　　　　　退下！这还了得！
　　　　　　　　　　　　　三爷请讲。
张秉仁　　（白）　　　　　孙官！
　　　　　（唱）　　　　　我把大事安排定，
　　　　　　　　　　　　　要谋万历锦江洪。
孙安　　　（白）　　　　　下官不信！
张秉仁　　（唱）　　　　　我说此话你不信，
　　　　　　　　　　　　　三层古洞看分明。
　　　　　　　　　　　　　张振打开头层洞，
　　　　　　　　　　　　　刀枪剑戟耀眼明。
　　　　　　　　　　　　　张振打开二层洞，
　　　　　　　　　　　　　二层洞里看分明。
　　　　　　　　　　　　　张振打开三层洞，
　　　　　　　　　　　　　八宝带履放光明。
　　　　　　　　　　　　　三十六间朝王殿，
　　　　　　　　　　　　　七十二座抱厦厅。
　　　　　　　　　　　　　这边就是杀人场，
　　　　　　　　　　　　　那边又有万人坑。
　　　　　　　　　　　　　开国大将叫张振，
　　　　　　　　　　　　　那是三爷亲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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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与爷把衣换，
　　　　　　　　　　　　　打扮万历一般同。
　　　　　　　　　　　　　这边打动朝王鼓，
　　　　　　　　　　　　　那面再击景阳钟。
　　　　　　　　　　　　　金钟三响王登殿，
　　　　　　　　　　　　　再叫孙安来讨封。
孙安　　　（唱）　　　　　在京辞别了万历主，
　　　　　　　　　　　　　张府出了个假朝廷。
　　　　　　　　　　　　　跪扒半步在金殿，
　　　　　　　　　　　　　尊声万岁听臣明。
张秉仁　　（唱）　　　　　进宝官杀了十二个，
　　　　　　　　　　　　　连你狗官十三名。
孙安　　　（唱）　　　　　万岁休把为臣斩，
　　　　　　　　　　　　　为臣保你锦江洪。
张秉仁　　（唱）　　　　　有心多说一句话，
　　　　　　　　　　　　　恐怕吓坏孙爱卿。
孙安　　　（白）　　　　　回去！张振回去！
张秉仁　　（白）　　　　　走回去。孙官看的明白。
孙安　　　（白）　　　　　看的明白。
张秉仁　　（白）　　　　　看的仔细？
孙安　　　（白）　　　　　看的仔细。
张秉仁　　（白）　　　　　随我来呀！
　　　　　　　　　　　　　回去。
　　　　　　　　　　　　　孙官请坐。唔唔唔！
孙安　　　（白）　　　　　三爷醒来！三爷醒来！
　　　　　　　　　　　　　张振打茶。
（孙安下。）
张振　　　（白）　　　　　三爷醒来！三爷看什么？
张秉仁　　（白）　　　　　孙官哪厢去了？
张振　　　（白）　　　　　三爷旧病大犯，打开三元古洞，现出八宝带履。孙官看破机关，慌里慌张，逃
　　　　　　　　　　　　　出府去。
张秉仁　　（白）　　　　　不好了！孙官看破机关，我居家性命，何人接保？是这是这……自有道理！
　　　　　　　　　　　　　张振起开文房，叫一下书人来。
张振　　　（白）　　　　　下书人！
（下书人上。）
下书人　　（白）　　　　　与三爷叩头！
张秉仁　　（白）　　　　　这是书信一封，下到太老爷府下。
下书人　　（白）　　　　　遵命！
（下书人下。）
张秉仁　　（白）　　　　　孙安，孙安，孙伯央！这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钻。掩门！
（张秉仁下。）

【第三场】

（张居正上。）
张居正　　（引子）　　　　老夫在朝中，居家受皇封。
（下书人上。）
下书人　　（念）　　　　　千程来路远，下书到此间。
　　　　　（白）　　　　　里面哪个听事家？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下书人　　（白）　　　　　下书人要见。
院子　　　（白）　　　　　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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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爷：下书人要见。
张居正　　（白）　　　　　随书而进。
院子　　　（白）　　　　　是。
　　　　　　　　　　　　　随书而进！
下书人　　（白）　　　　　下书人与太老爷叩头！
张居正　　（白）　　　　　哪里来的？
下书人　　（白）　　　　　荆州来的。
张居正　　（白）　　　　　何人所差？
下书人　　（白）　　　　　三少爷所差。
张居正　　（白）　　　　　将他领在后边款待。
（院子、下书人同下。）
张居正　　（白）　　　　　三子有书到来，拆开一看。我当为其何事，原来旧病大犯，打开三元古洞，漏
　　　　　　　　　　　　　出八宝带履，孙安瞧破机关……喂呀，至今献出八宝带履，又被孙安这个娃娃
　　　　　　　　　　　　　看破，而要上殿动本，我居家性命，何人接保？这……我自有道理！起开文房。
（杨青上。）
张居正　　（白）　　　　　杨青！
杨青　　　（白）　　　　　在！
张居正　　（白）　　　　　这是金牌一面，招孙伯央首级来见！
杨青　　　（白）　　　　　是！
　　　　　　　　　　　　　马来！
（杨青下。）
张居正　　（白）　　　　　可说是孙伯央！小奴才！我叫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张居正下。）

【第四场】

（孙安上。差役暗上。）
孙安　　　（引子）　　　　坐大堂鬼怕神惊，不怕他王侯公孙，犯王法一律施行。
　　　　　（白）　　　　　下官孙伯央。昨日一到张府，打开三元古洞，漏出八宝带履，幸喜逃出府来，
　　　　　　　　　　　　　我自有道理。
　　　　　　　　　　　　　来，这是小书一封，下到张府，请张三爷过府议事。
　　　　　　　　　　　　　三班人役，听爷吩咐。秉仁到来，进大门，掩大门。他要问掩门何故，你就说
　　　　　　　　　　　　　我家老爷新官到任，不晓此处乡绅太多，恐怕协告。进二门，掩二门，照此前
　　　　　　　　　　　　　言。牢牢记下，不通不报。
差役　　　（白）　　　　　是！记下。
（张秉仁、张振同上。）
差役　　　（白）　　　　　张三爷来到了！
张秉仁　　（白）　　　　　来到了。
张振　　　（白）　　　　　来到了。
张秉仁　　（白）　　　　　来到衙门，你看是这等冷冷清清，也不像个居官待客的个样色。哟！
张振　　　（白）　　　　　官宦人家待客，俱是这样。进大门。
差役　　　（白）　　　　　掩大门！
张秉仁　　（白）　　　　　呵，为何掩闭大门？
差役　　　（白）　　　　　我家老爷，新官到任，此处乡绅太多，恐怕人协告。
张秉仁　　（白）　　　　　原来是个胆小之人！
　　　　　　　　　　　　　进二门。
差役　　　（白）　　　　　掩二门！
张秉仁　　（白）　　　　　为何掩闭二门？
差役　　　（白）　　　　　还是怕人协告。
张秉仁　　（白）　　　　　升了堂了，见个礼。
张振　　　（白）　　　　　见个礼。
张秉仁　　（白）　　　　　孙官这厢礼过去了。
　　　　　　　　　　　　　哼呵，好大个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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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　　　（白）　　　　　架子不小！
张秉仁　　（白）　　　　　孙官，弟这厢礼过去了。
　　　　　　　　　　　　　他倒端起来了。
张振　　　（白）　　　　　与他个知会，叫他回家抱娃娃去罢！
张秉仁　　（白）　　　　　孙官，弟这厢礼过去了！礼过去了！
孙安　　　（白）　　　　　唗！三爷来到，为何不早禀爷知！
　　　　　　　　　　　　　三爷，人役报得迟慢，三爷莫怪。
张秉仁　　（白）　　　　　好说。
孙安　　　（白）　　　　　三爷请！
张秉仁　　（白）　　　　　孙官请！
孙安　　　（白）　　　　　掩门！
张振　　　（白）　　　　　三爷！三爷！
孙安　　　（白）　　　　　下官清晨起来，接下两个状子，审他不清，问他不明，还在三爷身旁领教一二。
张秉仁　　（白）　　　　　接下两个状子，何言领教二字？问你这头一张……
孙安　　　（白）　　　　　头一张墙里抛砖，打死墙外行路之人。按律条，应该问他个什么罪过呢？
张秉仁　　（白）　　　　　墙里抛砖，打死墙外行路之人，按律下来，把他拉上堂来，轻轻责打几下，开
　　　　　　　　　　　　　消他无事。这为误打误伤，无有什么罪过。
孙安　　　（白）　　　　　如此领教了！哈哈哈……
张秉仁　　（白）　　　　　这二张状子……
孙安　　　（白）　　　　　这二张状子，一家告到，一家强霸民妻。按律条，可该问他个什么罪过？
张秉仁　　（白）　　　　　这一家告到，一家强霸民妻。按律下来，定斩不容。
孙安　　　（白）　　　　　要念你我斯文呢？
张秉仁　　（白）　　　　　不念你我斯文，还则罢了；要念你我斯文，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安　　　（白）　　　　　三爷有人将你告下！
张秉仁　　（白）　　　　　哦，我三爷犯法的不作，犯病的不吃，哪个敢告？
孙安　　　（白）　　　　　李家老头儿！
张秉仁　　（白）　　　　　李家老头儿，不认得。
孙安　　　（白）　　　　　曾记得当年李家老头儿，他有一子，名李通。一十二岁入学，一十五岁科举，
　　　　　　　　　　　　　今年年方一十八岁。有心上京求名，腹内文才有些空虚。请三爷过府饮宴。一
　　　　　　　　　　　　　来饮宴，二来领教。饮宴已毕，你也不与李家老头儿谢宴，也不与那李举人谢
　　　　　　　　　　　　　宴，单单的与那崔氏娘子谢宴。临行你为何淫戏了一把？
张秉仁　　（白）　　　　　哦，饮宴已毕，多贪了几杯，误抓了一下，哪个淫戏她不成？断无此理！
孙安　　　（白）　　　　　三爷回在府下，闷闷不乐。你有一家人叫张什么……
张秉仁　　（白）　　　　　张振。
孙安　　　（白）　　　　　着哇！他与你定了一计，打了一把扭丝转心壶，一边盛药酒，一边盛香茶。请
　　　　　　　　　　　　　李举人过府饮宴，摆下香茶酒席。三爷用药酒，那举人吃未吃上三杯两杯，把
　　　　　　　　　　　　　一个举人药死在你府！
张秉仁　　（白）　　　　　那李举人生得年幼，不会用酒，多吃了几杯酒，渰心肺而死。哪个药他不成？
　　　　　　　　　　　　　万万无有此事！
孙安　　　（白）　　　　　三爷你有什么杀……
张秉仁　　（白）　　　　　住口！杀什么呢？
孙安　　　（白）　　　　　有什么杀驾谋位心肠！
张秉仁　　（白）　　　　　想你我做大臣的，哪有杀驾谋位的心肠。无有此事！
孙安　　　（白）　　　　　不记得拜府的时节，你的旧病大犯，打开三元古洞，现出八宝带履，你那家奴、
　　　　　　　　　　　　　院工，扮作八大朝臣，张振扮作开国大将，三爷你扮作万历皇上。单等八月
　　　　　　　　　　　　　中秋，要谋万历爷江山！怎么无有？
张秉仁　　（白）　　　　　我乃是大家公子，饮酒作乐，那也算不了什么杀驾谋位。
孙安　　　（白）　　　　　我来问你，这八宝带履，可是皇上恩赐？
张秉仁　　（白）　　　　　哦哦哦……
孙安　　　（白）　　　　　你倒说呀！
张秉仁　　（白）　　　　　无有。
孙安　　　（白）　　　　　你家旧有！
张秉仁　　（白）　　　　　这个……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17003 2020-05-03



中国京剧戏考 《假金牌》 10

孙安　　　（白）　　　　　这个什么？你倒讲！
张秉仁　　（白）　　　　　无有无有！
孙安　　　（白）　　　　　一不是圣上恩赐，二不是你家旧有，若不然它是从天所降，它是就地而生呢？
张秉仁　　（白）　　　　　孙伯央！你三爷紧说无有此事，你偏说有此事。慢说无有此事，即便有了此事，
　　　　　　　　　　　　　你敢把你三爷怎么样呢？
孙安　　　（白）　　　　　量你不能说实话。
　　　　　　　　　　　　　来，击升堂鼓！
张秉仁　　（白）　　　　　哦，孙伯央这个娃娃，动不动的他就打鼓升堂。升堂不升堂，敢把你三爷怎么
　　　　　　　　　　　　　样呢？
孙安　　　（白）　　　　　带张振！
差役　　　（白）　　　　　带张振！
孙安　　　（白）　　　　　你就是那开国的大将？你就是那辅国的大臣？
张振　　　（白）　　　　　什么是开国的大将，明明是阁老府下的管家，又成什么辅国的大臣？
孙安　　　（白）　　　　　开国的大将也罢，辅国的大臣也罢，你家三爷，有什么杀驾谋位的心肠，对你
　　　　　　　　　　　　　孙大老爷学说，好与你的那狗主人办事。
张振　　　（白）　　　　　孙伯央！你有什么杀驾谋位之心，好对你张大老爷学说，好与你那狗官办事。
孙安　　　（白）　　　　　量你不能说实话。乱板打死！
差役　　　（白）　　　　　绝气。
孙安　　　（白）　　　　　扯在阳沟！
张秉仁　　（白）　　　　　好个孙伯央！为何将阁老府下的管家打死？
孙安　　　（白）　　　　　住口！我打的开国的大将，打的是辅国的大臣，也无打你的管家。
张秉仁　　（白）　　　　　明明打死阁老府下管家。面见圣上！
孙安　　　（白）　　　　　见我为何不跪？
张秉仁　　（白）　　　　　住口！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狗官？我在这厢坐了，我就给你大大
　　　　　　　　　　　　　的脸了！
孙安　　　（白）　　　　　张秉仁！你有杀驾谋位的心肠，你对孙大老爷学说，我对圣上一讲，好与你等
　　　　　　　　　　　　　办事。
张秉仁　　（白）　　　　　孙伯央！你有什么杀驾谋位的心肠，你对三爷学说，我对你太老爷一讲，好与
　　　　　　　　　　　　　你狗官办事。
孙安　　　（白）　　　　　量你也不能实说。来，折磨折磨尔的性体。
　　　　　（唱）　　　　　开刑先打四十板，
差役　　　（白）　　　　　趴下！
张秉仁　　（白）　　　　　趴下，就趴下。
孙安　　　（唱）　　　　　我还要上夹棍拶子莫消停。
　　　　　　　　　　　　　我还要红铁棍捅鼻孔，
　　　　　　　　　　　　　我还要指甲以上钉钢钉。
　　　　　　　　　　　　　我还要黄蜡灌耳朵，
差役　　　（白）　　　　　绝气！
孙安　　　（白）　　　　　扯下去！
　　　　　　　　　　　　　慢着，我想人不动心，难以即死，用芦席移在一边。
　　　　　　　　　　　　　人役们！往外去传：就说主人犯事，何人献出八宝带履，打救主人不死。
差役　　　（白）　　　　　张府人役听真：何人献出八宝带履，救主人不死。
（张龙、张虎同上。）
张龙　　　（念）　　　　　手拿无价宝，
张虎　　　（念）　　　　　前去见主人。
　　　　　（白）　　　　　叩见大老爷！
孙安　　　（白）　　　　　叫什么名字？
张龙　　　（白）　　　　　张龙。
张虎　　　（白）　　　　　张虎。
孙安　　　（白）　　　　　哦，张府来的。不是龙，就是虎，打死一个少一个。与我打！
差役　　　（白）　　　　　绝气！
孙安　　　（白）　　　　　扯在阳沟！
差役　　　（白）　　　　　金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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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安　　　（白）　　　　　哦，下官正在升堂问事，哪厢来的金牌！
（杨青上。）
杨青　　　（白）　　　　　孙伯央跪！
孙安　　　（白）　　　　　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青　　　（白）　　　　　孙伯央听牌：只因你居官傲上，圣上恼怒，要你首级进京。少走吃我一剑！
孙安　　　（白）　　　　　大人可容我辞别了家眷？
杨青　　　（白）　　　　　容你辞别家眷。
（杨青下。家院暗上。）
孙安　　　（白）　　　　　请夫人。
家院　　　（白）　　　　　请夫人！
（孙夫人上。）
孙夫人　　（白）　　　　　老爷可怎么样了？
孙安　　　（白）　　　　　夫人哪！只因我居官傲上，圣上要我的首级进京。
孙夫人　　（白）　　　　　老爷金牌是一真的，是一假的？
孙安　　　（白）　　　　　夫人，那金牌只有真的，哪有假的？
孙夫人　　（白）　　　　　老爷，真金牌金簪一点，四角金厢宝满；假金牌金簪一点，四角银厢不全。
孙安　　　（白）　　　　　夫人，你怎知晓？
孙夫人　　（白）　　　　　我家兄长，做过金牌御史。
孙安　　　（白）　　　　　夫人请看！
孙夫人　　（唱）　　　　　老爷做官无大才，
　　　　　　　　　　　　　真假二字分不开。
　　　　　　　　　　　　　头上金簪忙拔下，
　　　　　　　　　　　　　原来一面假金牌！
孙夫人　　（白）　　　　　老爷，金牌是一假的。
孙安　　　（白）　　　　　夫人看得明白？
孙夫人　　（白）　　　　　看得明白！
孙安　　　（白）　　　　　看得仔细？
孙夫人　　（白）　　　　　看得仔细！
孙安　　　（白）　　　　　回避了！
（孙夫人下。）
孙安　　　（白）　　　　　人役们，你老爷遭难，多亏你们护救，受爷一拜！牌官到来，说拿就拿，说绑
　　　　　　　　　　　　　就绑，看爷眼目行事。
（杨青上。差役绑杨青。）
杨青　　　（白）　　　　　为何将某家绑起？
孙安　　　（白）　　　　　你叫个什么名字？
杨青　　　（白）　　　　　杨青。
孙安　　　（白）　　　　　杨青！好贼呀！我来问你，金牌可是一真的，可是一假的？
杨青　　　（白）　　　　　金牌只有真的，哪有假的？
孙安　　　（白）　　　　　杨青！真金牌金簪一点，四角金厢宝满；假金牌金簪一点，四角银厢不全。你
　　　　　　　　　　　　　等睁开你那狗眼一看！
杨青　　　（白）　　　　　莫怪！小人一些不知。
孙安　　　（白）　　　　　什么人所差？
杨青　　　（白）　　　　　张居正所差。
孙安　　　（白）　　　　　推出去！
杨青　　　（白）　　　　　慢着！你二人同殿的时节，我与你作一个刚膀硬证，你看如何？
孙安　　　（白）　　　　　下官一时莽撞，望乞杨大人恕罪！
　　　　　　　　　　　　　人役将杨大人松绑。
　　　　　　　　　　　　　大人受惊了。
　　　　　　　　　　　　　人役将犯人打在囚车，八宝带履装点妥当，收拾起程，不分昼夜，并站而行。
　　　　　　　　　　　　　换马不换人，带马还朝！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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