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明末遗恨》 1

《明末遗恨》（一名：《守宫杀监》）

主要角色
王承恩：生
李自成：净
杜勋：丑
驸马：小生
费贞娥：正旦
王德化：副净
彩宫娥：彩旦

情节
明崇祯之十七年，闯贼李自成，陷昌平州，逼近京都。帝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禁城军务；奈饷糈竭蹶，
士卒饥疲，难以应敌，城中一日数惊，且警报叠至。王承恩明知大势已去，惟以一点忠心，报答帝之恩遇，
仗剑立于宫门，以防奸宄。奸阉杜勋，已降闯贼，使入城作说客；与王承恩相遇，出言无状，被王承恩斩之。
掌印太监王德化，由宫门忽忽而出；拦阻盘诘，支吾其辞。搜其身畔，怀一玉玺；盖欲献于闯贼，以图富
贵。亦为王承恩所杀。忽然传出信息，帝已自缢于万寿亭。王承恩叹息痛恨，命人导往煤山，伏剑死于帝旁。
闯贼遂攻入内城，贼将一支虎搜获费宫女。此剧即演毕，而明祚亦告终。

注释
案明史，杜勋在闯贼营中，王承恩缒之上城，同入大内见帝；备言闯贼势盛，劝帝自为计。王承恩怒叱之，
仍纵之出，并非被杀。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闯贼于德胜门，亦未曾死，与剧本所述，大有
异点；殊不知编排者，具有深意。举凡卖国之奸，若使幸逃显戮，而后人之效尤，必至接踵而起。所以必欲
演杀此二人者，是亦惩一儆百之义也；虽事实不符，何足为是剧之玷哉！昆班中有《守门杀监》一出，惟易
以腔调，至于做工，则大同小异。

根据《戏考》第二十二册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四大铠、四将、李自成同上。）
李自成　　（引子）　　　　累动干戈，夺大明，锦绣山河。
　　　　　（念）　　　　　拓地开疆胆气豪，虎将雄师立功劳。要夺大明锦社稷，指日天心付吾曹。
　　　　　（白）　　　　　孤，李自成，自出师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一路之上，逢州得州，逢县
　　　　　　　　　　　　　抢县。大兵来到京城，扎下营盘。本当杀进城去，但不知城内，有无兵将。昨
　　　　　　　　　　　　　日擒得守宫太监一名，名唤杜勋，现已投降。孤家，不免将他唤进帐来，问个
　　　　　　　　　　　　　明白，再起大兵入城。
　　　　　　　　　　　　　来！
（众人同允。）
李自成　　（白）　　　　　唤杜勋进帐！
众人　　　（同白）　　　　杜勋进帐！
（杜勋上。）
杜勋　　　（念）　　　　　冠带喜荣身，又是一朝臣。
　　　　　（白）　　　　　臣杜勋，参见大王千岁！
李自成　　（白）　　　　　平身。
杜勋　　　（白）　　　　　千千岁！宣臣进帐，有何钧谕？
李自成　　（白）　　　　　孤且问你，你主在朝，但不知城中有兵多少？有将几员？
杜勋　　　（白）　　　　　臣启千岁：吾主在朝，闻得大王兵到，终日焦愁忧虑。也曾下诏，调取各路总
　　　　　　　　　　　　　兵，前来护驾。无奈各处兵马，不见到来。城中虽有禁军，一二万人，只是分
　　　　　　　　　　　　　守九门，已不足用；况且皆是残废老弱之兵，一闻大王兵到，慢说是交锋打仗，
　　　　　　　　　　　　　就是这样一嚇，也就将他嚇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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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白）　　　　　如此待孤传令，起兵入城。
杜勋　　　（白）　　　　　且慢——
李自成　　（白）　　　　　为何阻拦？
杜勋　　　（白）　　　　　想为臣，进得帐来，尚无半点功劳；为臣进得城去，叫吾主写下降书降表，即
　　　　　　　　　　　　　速退位，迎接大王进城，以登大宝，以免屠杀生灵。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李自成　　（笑）　　　　　呵哈哈哈哈……
　　　　　（白）　　　　　既然如此，就命你前去，叫你主速速让位于孤家，定有封赏。
杜勋　　　（白）　　　　　遵命。
李自成　　（白）　　　　　正是：
　　　　　（念）　　　　　要学魏文汉献帝，
杜勋　　　（念）　　　　　管教献上锦山河。
李自成　　（白）　　　　　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场】

王承恩　　（内西皮导板）　烽火漫天刀兵起，
（王承恩上。）
王承恩　　（西皮原板）　　国运陵夷社稷危。
　　　　　　　　　　　　　李自成将兵如潮水，
　　　　　　　　　　　　　要夺大明锦华裔。
　　　　　　　　　　　　　满朝文武无妙计，
　　　　　　　　　　　　　我主宫中日夜伤悲。
　　　　　　　　　　　　　一无粮饷来接济，
　　　　　　　　　　　　　二来是将寡兵又微。
　　　　　　　　　　　　　但愿救兵早到此，
　　　　　　　　　　　　　杀退贼兵奏丹墀。
　　　　　（白）　　　　　咱家司礼太监，王承恩是也。只因闯贼犯境，渐至帝京，圣上命俺，提督禁城，
　　　　　　　　　　　　　内外军务。适才探马报到，贼兵已至城下，围得各门，水泄不通，攻打甚急，
　　　　　　　　　　　　　眼见得凤阁摧危，龙城崩碎。前日圣上，也曾飞檄，调取左良玉、黄得功、
　　　　　　　　　　　　　唐通、刘泽清，各路总兵，带兵入卫；这般时候，还不见到来，好不焦愁人也。
（内擂鼓声。）
王承恩　　（二黄摇板）　　耳边厢又听得战鼓如雷，
　　　　　　　　　　　　　想必是李闯贼又把兵催。
　　　　　　　　　　　　　但愿得救兵到早把贼退，
　　　　　　　　　　　　　免得我圣主爷日皱双眉。
（驸马上。）
驸马　　　（唱）　　　　　烽火连天乾坤暗，
　　　　　　　　　　　　　兵戈卷地社稷摧。
王承恩　　（白）　　　　　原来是驸马爷。奴婢有礼。
驸马　　　（白）　　　　　哎呀王司礼，大事不好了！
王承恩　　（白）　　　　　何事惊慌？
驸马　　　（白）　　　　　那贼兵，势如潮水一般，平则门、彰仪门，将打破矣！
王承恩　　（白）　　　　　驸马就该在城上，督兵把守才是。
驸马　　　（白）　　　　　本爵奉命，怎敢不竭力把守。但是军士们，腹中饥饿，难以支持，各各倒卧在
　　　　　　　　　　　　　地。本爵持鞭打起一人，一人又复倒地，叫我是怎生把守？看今日事在危急，
　　　　　　　　　　　　　我要进宫，报知圣上，及早想一生路，以避此难要紧。
王承恩　　（白）　　　　　哎呀驸马爷呀！此番进宫，报于圣上，千万不可冒昧，务要婉转启奏，不可惊
　　　　　　　　　　　　　坏了圣驾。倘能想一万全之策，保定圣驾，逃出皇宫，出奔在外，方为上策。
驸马　　　（白）　　　　　那个自然。
　　　　　（唱）　　　　　急急忙忙进宫闱，
　　　　　　　　　　　　　君臣设计脱此危。
（驸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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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　　（白）　　　　　且住。听驸马之言，事已危急，社稷危在旦夕。咱家不免，咬破指尖，代圣上
　　　　　　　　　　　　　写一道血诏，悄悄差一心腹之人，星夜逃出重围，催促各路总兵，不分昼夜，
　　　　　　　　　　　　　进京保护圣驾便了。
　　　　　（二黄摇板）　　王承恩在宫门心如刀搅，
　　　　　　　　　　　　　止不住泪珠儿洒湿衣袍。
　　　　　　　　　　　　　咬指尖代吾主急写血诏，
　　　　　　　　　　　　　各路上众总兵细听根苗：
　　　　　　　　　　　　　李闯贼犯神京江山不保，
　　　　　　　　　　　　　眼见得锦社稷付与水漂。
　　　　　　　　　　　　　望众卿秉忠心星夜来到，
　　　　　　　　　　　　　统雄兵与李贼速把战交。
　　　　　　　　　　　　　但愿得兴义师把贼来扫，
　　　　　　　　　　　　　凌烟阁绘图形青史名标。
　　　　　　　　　　　　　一封血诏写完了，
　　　　　　　　　　　　　望老天显灵验保全明朝。
（王承恩下。）

【第三场】

（杜勋上。）
杜勋　　　（唱）　　　　　只图眼前新富贵，
　　　　　　　　　　　　　忘却当年旧恩波。
　　　　　（白）　　　　　咱家，监理各营军务太监，杜勋是也。前曾奉命，为宣府各营监军使。只因闯
　　　　　　　　　　　　　王，兵马强盛，势难抵敌。我便见机而行，绯衣长跪，郊迎三十里，降顺了闯
　　　　　　　　　　　　　王，蒙他十分优待。如今兵困京城，各门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我想圣上，如
　　　　　　　　　　　　　今好比笼中之鸟，釜内之鱼。我特来下一篇说词，叫他早早出城投降，免遭杀
　　　　　　　　　　　　　戮，料他必然应允。我既做了人情，又可以在闯王前，得一大功，岂不是两全
　　　　　　　　　　　　　其美？来此已是内殿，待咱家到宫门上去。
（王承恩上。）
王承恩　　（念）　　　　　一天怨雾遮宫阙，万里愁云满禁城。
杜勋　　　（白）　　　　　哟，王哥在此。
王承恩　　（白）　　　　　吓，你不是杜勋么？
杜勋　　　（白）　　　　　正是。
王承恩　　（白）　　　　　前日有人，在圣上驾前报道，说你在宣化府，已被乱军杀死。吾主十分悼惜，
　　　　　　　　　　　　　为你建祠祭享，追封指挥佥事，怎么你还在么？
杜勋　　　（白）　　　　　不瞒老哥哥你说，前日我被闯王擒去，拘禁在营中，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得。
　　　　　　　　　　　　　无可奈何，我只得投顺于他，他就命我为司礼之职。
王承恩　　（白）　　　　　如此说来，你已投降了闯贼了？
杜勋　　　（白）　　　　　正是。
王承恩　　（白）　　　　　好，恭喜恭喜。
杜勋　　　（白）　　　　　哪哪哪，你看我玉带围腰，绯衣著体……
王承恩　　（白）　　　　　我且问你，你既是投降了闯贼，你到此做甚？
杜勋　　　（白）　　　　　我久知国内空虚，无兵守御，城池社稷，破在旦夕。倘若闯王，大兵杀进城来，
　　　　　　　　　　　　　圣上同后、妃、太子、公主、驸马性命，个个难保。是咱家哀求那闯王，叫
　　　　　　　　　　　　　他暂缓一时攻打……
王承恩　　（白）　　　　　如此倒难为你了。
杜勋　　　（白）　　　　　是咱家特特进得城来，面见圣上，请圣上早早逊位，以就藩封；既保性命，并
　　　　　　　　　　　　　可以图富贵。
王承恩　　（白）　　　　　我且问你，什么叫做“逊位”？
杜勋　　　（白）　　　　　吓，王老哥，你怎么连“逊位”，都不懂得么？
王承恩　　（白）　　　　　倒要领教。
杜勋　　　（白）　　　　　国君逊位，自古有之。想当年唐尧，曾逊位于舜，舜又逊位于禹。自古帝王，
　　　　　　　　　　　　　例有成规，难道你还不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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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　　（白）　　　　　你此言差矣！想古帝唐尧，因其子丹朱不肖，诸侯不朝尧之子，而朝舜，是以
　　　　　　　　　　　　　钦承大统；舜之子商均不肖，诸侯不朝舜之子，而朝禹，是以禹登帝基。此谓
　　　　　　　　　　　　　正统，并非逊位。今日吾主，帝德如天，圣明慈爱；况且太子，素称贤孝。怎
　　　　　　　　　　　　　能将祖宗基业，付与他人？
杜勋　　　（白）　　　　　你难道不见那汉禅魏，魏禅晋的故事？
王承恩　　（白）　　　　　凡有天下之君，父传子，子传孙，此为“禅位”。那晋魏之君，皆是一班乱臣
　　　　　　　　　　　　　贼子，篡夺天下，怎能算得是“禅位”？
杜勋　　　（白）　　　　　若依你这般说起来，那成汤放桀，武王伐纣，那也是“篡夺”不成？
王承恩　　（白）　　　　　想那桀纣之君，昏庸无道，人心离叛，汤武因此放之。吾主英明神武，恭俭仁
　　　　　　　　　　　　　慈，怎能比起桀纣来了！
杜勋　　　（白）　　　　　从来是无德者让有德，有道者伐无道，古之常理。
王承恩　　（白）　　　　　哪个是无道？你真真的大胆！
　　　　　（二黄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生，
　　　　　　　　　　　　　大骂反贼小杜勋！
　　　　　　　　　　　　　贪生怕死天良丧尽，
　　　　　　　　　　　　　屈膝低头侍贼人。
杜勋　　　（白）　　　　　为人要见机而行。
王承恩　　（白）　　　　　呸！
　　　　　（唱）　　　　　你善趋炎凉小人性，
　　　　　　　　　　　　　只管冠带荣你身。
　　　　　　　　　　　　　旧主恩情你全不论，
　　　　　　　　　　　　　胆敢毁谤圣明君！
杜勋　　　（白）　　　　　王承恩，你休来骂咱家，你死在头上，你还逞什么威风！
王承恩　　（唱）　　　　　你狗彘之心令人恨，
　　　　　（白）　　　　　看剑！
（王承恩杀杜勋，杜勋下。）
王承恩　　（唱）　　　　　杀却贼子报君恩。
（四宫娥、彩宫娥同上。）
四宫娥　　（同白）　　　　哎呀王公公，在这里！
王承恩　　（白）　　　　　你们慌慌张张，要往哪里去？
四宫娥　　（同白）　　　　王公公，大事不好了！方才有人来报道，说是有奸细，将彰仪门开了，放贼兵
　　　　　　　　　　　　　进城，看看就要杀到宫中来了！皇后娘娘、贵妃贵人，均已自尽；圣上将公主，
　　　　　　　　　　　　　一剑也砍死了！
王承恩　　（白）　　　　　竟有这等事！你们要往那里去呀？
四宫娥　　（同白）　　　　我们恐贼兵进宫，遭他的污辱，我们要到御河，寻死去呢！
王承恩　　（白）　　　　　好，有志气！快去，快去！
（四宫娥同拉费宫娥。）
四宫娥　　（同白）　　　　费家姐姐快走！
费宫娥　　（白）　　　　　我是不去的。
四宫娥　　（同白）　　　　你为何不去呀？
费宫娥　　（白）　　　　　像这样的死法，不明不白，死有何益？我是不去的。
彩宫娥　　（白）　　　　　我知道她的心事，她是想做流贼的妃子皇后呢！
费宫娥　　（白）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正是：
　　　　　（念）　　　　　为人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费宫娥下。）
四宫娥　　（同白）　　　　你看她竟自去了！我们不要管她，走罢！
（四宫娥同下。）
王承恩　　（白）　　　　　不料宫中，竟有如此大变！可怜那娘娘，十分贤德，今日意遭此难也！
　　　　　（唱）　　　　　贤国母仁德多贞静，
　　　　　　　　　　　　　可怜她为国家丧残生。
（王德化上。）
王德化　　（念）　　　　　要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
　　　　　（白）　　　　　这老儿在此，待咱家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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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　　（白）　　　　　那旁来的，好像司礼监印的王德化。为何急急忙忙，见了咱家，又转回去了？
　　　　　　　　　　　　　事有可疑，待我叫他回来，问个明白，再做道理。
　　　　　　　　　　　　　王司礼转来！
王德化　　（白）　　　　　来了！
　　　　　　　　　　　　　王大哥请了。叫咱家做甚？
王承恩　　（白）　　　　　看你忽忽忙忙，要往那里去？
王德化　　（白）　　　　　我有一桩小事，要到宫门外走走，我去去就来。
王承恩　　（白）　　　　　且慢——既有事要出宫门，为何见了我，又复转去，是何原故？
王德化　　（白）　　　　　这……是我忘了一件东西，我要转去取来。
王承恩　　（白）　　　　　住了！看你气色不正，言语支离，其中定有奸诈。快快讲来，免生后悔！
王德化　　（白）　　　　　我与你俱是圣驾前亲近的内侍，你为何苦苦盘问我起来？难道这宫门，还不许
　　　　　　　　　　　　　人出入么！
王承恩　　（白）　　　　　今日宫门，与往日大不相同。圣上命咱家，提督内外的军务，防查奸细；岂得
　　　　　　　　　　　　　令人，随意出入？是定要盘查的。
王德化　　（白）　　　　　你我俱是一样的内侍，还有什么奸细！
王承恩　　（白）　　　　　看你神色不正，踪迹可疑，定有夹带！
王德化　　（白）　　　　　我身旁并无有什么夹带。
王承恩　　（白）　　　　　既是空身，为何藏藏掩掩？我要搜上一搜。
王德化　　（白）　　　　　无有什么……
（王承恩摸王德化怀中取出玉玺。）
王承恩　　（白）　　　　　这是皇家玉玺，你要盗往哪里去！
王德化　　（白）　　　　　此乃是今早，圣上用过，我一时忘却，放在怀中，尚未收讫。
王承恩　　（白）　　　　　唗！胆大王德化！这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岂容你私自带出？其中定有诡计！早
　　　　　　　　　　　　　早说出真情，我看在弟兄的份上，饶恕于你；倘有虚言，将你扯到万岁台前，
　　　　　　　　　　　　　定将你碎尸万段！
王德化　　（白）　　　　　我的王老公公，你休得动怒，待我从实对你讲来——
王承恩　　（白）　　　　　快快讲来！
王德化　　（白）　　　　　只因今早，申芝秀传进信来，叫我暗取玉玺，到闯王营中奉献，官封万户，赏
　　　　　　　　　　　　　赐千金。如今你我一同前去献上，定享无穷的富贵，你看如何？
王承恩　　（白）　　　　　呀呀呸！似你这等卖国求荣，该当何罪！走！随同我到圣上台前去讲！
王德化　　（白）　　　　　你住了罢！事到如今，你还要拿圣上来嚇我。只怕闯王大兵进得城来，他的性
　　　　　　　　　　　　　命，也就难保！
王承恩　　（白）　　　　　贼子吓！
　　　　　（唱）　　　　　大骂贼子好大胆，
　　　　　　　　　　　　　竟敢在宫门出妖言。
　　　　　　　　　　　　　拔出腰间青锋剑，
　　　　　　　　　　　　　管叫你一命染黄泉！
（王承恩杀王德化，王德化下。宫女上。）
宫女　　　（白）　　　　　王公公，大事不好了！
王承恩　　（白）　　　　　何事惊慌？
宫女　　　（白）　　　　　圣上自缢在寿皇亭了！
王承恩　　（白）　　　　　哎呀！好不骇死人也！你与我带路前往——
（王承恩跑，转场，跪。）
王承恩　　（白）　　　　　圣上吓！
　　　　　（唱）　　　　　一见圣主归了天，
　　　　　　　　　　　　　好叫我心中似刀剜。
　　　　　　　　　　　　　大明江山国运断，
　　　　　　　　　　　　　国破家亡难保全。
　　　　　　　　　　　　　国母、贵妃皆殉难，
　　　　　　　　　　　　　公主剑下丧黄泉。
　　　　　　　　　　　　　山崩地裂天地惨，
　　　　　（哭头）　　　　我主爷呀！
　　　　　（唱）　　　　　万里乾坤付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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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擂鼓声。四龙套、四大铠双上，过合，同冲下。）
王承恩　　（白）　　　　　圣上已死，贼兵看看杀进宫来。我王承恩，不免寻一自尽，以殉国难便了！
（王承恩两旁看，拔剑自刎，下。四龙套、四大铠、申芝秀、一支虎、李自成同上。）
李自成　　（白）　　　　　这是何人？
申芝秀　　（白）　　　　　这就是吾主。
李自成　　（白）　　　　　这一人呢？
申芝秀　　（白）　　　　　此乃是太监王承恩。
李自成　　（白）　　　　　倒是一个忠臣，难得难得！一同抬了下去。
（众人同允。）
李自成　　（白）　　　　　宫中搜来！
（众人拉费宫娥同上。）
众人　　　（同白）　　　　有一女子！
李自成　　（白）　　　　　你是何人？
费宫娥　　（白）　　　　　奴乃崇祯之女，宣阳公主。
一支虎　　（白）　　　　　好一绝色女子！
李自成　　（白）　　　　　御弟，就将此女，匹配御弟如何？
一支虎　　（白）　　　　　谢过兄王！
李自成　　（白）　　　　　众将官！就在宫外扎营，谨防奸细。
（众人同允。）
李自成　　（白）　　　　　御弟随孤王，同至昭阳者。
（〖牌子〗。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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