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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街》【三、四本】

主要角色
李广：武生
徐文炳：小生
徐文亮：小生
洪锦：净
洪母：老旦
史逵：丑
张谷：武丑
牛洪：副净
太白金星：末
傅璧芳：武生
洪锦云：旦
马骜：副净
马院子：丑
酒保：丑
钱氏：旦

情节
三、四本开幕，史洪基之子史逵，与小孟尝李广有隙（原书所载：洪锦与妹锦云误投史宅，史宅欲掠洪锦云，
为李广救出，因此怀恨）。听门客万事通之言，计诱李广及徐文炳、徐文亮兄弟二人，往游西湖。以下接
演“洪锦舟泊镇江，夜半失物，江都县衙门报捕”、“李广玉皇阁捉妖，太白金星现形，柳星送盔甲”、
“洪锦当街卖艺，杀死地棍马骜，犯案收监”、“李广酒楼会饮，结识广明和尚”、“刘彪强抢钱小姐”、
“张谷说明来历，试演遁法”、“旅店主暗施毒计，洪夫人堕入江心”、“傅璧芳下山，洪夫人遇救”等情节。

根据《戏考》第二十七册整理

【第一场】

（史逵上。）
史逵　　　（引子）　　　　身居相府，最喜吃着嫖赌。
　　　　　（念）　　　　　我父当朝首相，在家独霸一方。好骑高头大马，专爱美貌娇娘。
　　　　　（白）　　　　　在下，史逵。我父史洪基，官居宰相。是我在这杭州居住。只因那日有个洪锦，
　　　　　　　　　　　　　带着他的妹子，到间壁李广家中求帮，错投到我的府中。是我看他的妹子，
　　　　　　　　　　　　　长得十分美貌，正要同他结亲，不料李广，来到我家，大闹一场。我母亲就叫
　　　　　　　　　　　　　他把那女子领了去了。可惜一段美满姻缘，竟被他打散。我心中实在不平。
（四青袍同暗上。）
史逵　　　（白）　　　　　总要想个主意，害了这李广，方洩我心头之恨。
　　　　　　　　　　　　　小子们！
四青袍　　（同白）　　　　有。
史逵　　　（白）　　　　　有请万先生。
四青袍　　（同白）　　　　请万先生。
（万事通上。）
万事通　　（念）　　　　　日与公子陪伴，胸中诡计多端。
　　　　　（白）　　　　　大爷在上，这厢有礼。
史逵　　　（白）　　　　　万先生请坐，请坐。
万事通　　（白）　　　　　有坐。唤学生出来，有何吩咐？
史逵　　　（白）　　　　　只因李广，打散了我一桩亲事，十分可恼。我要请先生，替我想一个主意，害
　　　　　　　　　　　　　了这李广才好。
万事通　　（白）　　　　　学生到有一计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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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逵　　　（白）　　　　　有何妙计？
万事通　　（白）　　　　　此处西湖之上，有一伏魔庵，极其幽雅，后面有一座玉皇阁，阁中常出妖怪，
　　　　　　　　　　　　　每每伤人。庵内和尚，请了多少法术之人，总不能降了此妖。今日大爷差人，
　　　　　　　　　　　　　请李广同那徐家的兄弟二人，游玩西湖风景。再用酒将他灌醉，以言语激动于
　　　　　　　　　　　　　他：叫他住在阁内，自投罗网，前去捉妖，必定为妖物所害。此计如何？
史逵　　　（白）　　　　　好。
　　　　　　　　　　　　　来呀！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有。
史逵　　　（白）　　　　　拿我名帖，去隔壁请李公子，并二位徐公子，明日同到西湖游玩。
丑院子　　（白）　　　　　遵命。
（丑院子下。）
史逵　　　（白）　　　　　正是：
　　　　　（念）　　　　　一边设下香饵钓，
万事通　　（念）　　　　　哪怕鱼儿不上钩！
（众人同下。）

【第二场】

（李广上。）
李广　　　（引子）　　　　簪缨世胄，仗侠义，性喜交游。
　　　　　（念）　　　　　侠义英雄志气昂，全身武艺世无双。要把天下英雄访，准备皇家作栋梁。
　　　　　（白）　　　　　俺，李广。绰号小孟尝，祖居杭州。我父在朝为官，不幸去世。是我练就全身
　　　　　　　　　　　　　武艺，结交天下英雄，这且不言。只因前月，有一英雄，名叫洪锦，带同他母
　　　　　　　　　　　　　女，来到杭州寻访于我，不料误投隔壁史府。可恨史逵，见洪锦妹子，十分美
　　　　　　　　　　　　　丽，他就想成亲。是俺闻知，去至那里，与他大闹一场，将洪锦兄妹领回，就
　　　　　　　　　　　　　与洪锦结为兄弟。是他母感俺恩情，就将他女儿许配于俺。是他要回淮安，昨
　　　　　　　　　　　　　日已送他们上船去了。看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去到徐府走走。
（徐文炳、徐文亮同上。）
徐文炳、
徐文亮　　（同西皮摇板）　弟兄二人朝前往，
　　　　　　　　　　　　　一同去访小孟尝。
　　　　　（同白）　　　　来此已是，待我二人进去。
　　　　　　　　　　　　　呀，李大哥！
李广　　　（白）　　　　　愚兄正要访你二人，不料二位贤弟倒来了。请坐。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请坐。吓，李大哥，看今日天气清和，你我何不到西湖游玩一回？
李广　　　（白）　　　　　愚兄奉陪。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来此已是，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丑院子　　（白）　　　　　有一名帖，我们大爷，请你们大爷到西湖饮酒。
院子　　　（白）　　　　　候着。
　　　　　　　　　　　　　启公子：史公子遣人，请公子西湖饮酒。
李广　　　（白）　　　　　唤他进来。
院子　　　（白）　　　　　我家公子唤你。
丑院子　　（白）　　　　　叩见李大爷。
李广　　　（白）　　　　　我且问你：你家公子，今日所请的都是什么人？
丑院子　　（白）　　　　　就是公子，同徐家二位公子。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还有我弟兄二人么？
丑院子　　（白）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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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你对你家主人言道：我等随后即到。
丑院子　　（白）　　　　　是。
（丑院子下。）
李广　　　（白）　　　　　二位贤弟，想那史逵，我与他夙无来往。今日相邀，不知为了何事？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想是他因洪锦兄之事，改过自新，今日与我等陪礼，也未可知。
李广　　　（白）　　　　　既然如此，你我就一同前往。
　　　　　（西皮摇板）　　三人一同去赴宴，
徐文炳、
徐文亮　　（同西皮摇板）　去到西湖走一番。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同下。）

【第三场】

（牛洪引四光棍同上。）
牛洪　　　（念）　　　　　自幼生来胆大，专做水中生涯。
　　　　　（白）　　　　　俺，牛洪，绰号黑夜鼠。专在水面上，盗窃过往行船。看天色不早。
　　　　　　　　　　　　　伙计们，走到江岸，寻些买卖去呀！
四光棍　　（同白）　　　　走！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水手引洪母、洪锦云、洪锦同上。）
洪锦　　　（白）　　　　　船家，开船呐！
（〖吹牌子〗。）
四水手　　（同白）　　　　来此已是镇江，将船停了。
洪锦　　　（白）　　　　　此地已是镇江。船家，上岸打些酒来，我要痛饮一回。
（水手甲下船，持酒上船。）
水手甲　　（白）　　　　　酒到。
洪锦　　　（白）　　　　　母亲妹子，饮上一杯。
洪母　　　（白）　　　　　来到镇江，倒是一个热闹所在。
　　　　　（西皮原板）　　有老身坐舟中推窗观望，
　　　　　　　　　　　　　不想我今日里又到镇江。
　　　　　　　　　　　　　只听得两岸上人声喧嚷，
　　　　　　　　　　　　　抬头见半钩月掩迎船舱。
　　　　　（白）　　　　　天已不早，安眠了罢。
洪锦　　　（白）　　　　　我也困倦了。
（洪锦、洪母、洪锦云、四水手同睡。牛洪领四光棍同上，烧闷香，偷箱笼，下船跑。四水手同起。）
四水手　　（同白）　　　　舱门怎么开了？嗳呀，不好了，有贼了。
　　　　　　　　　　　　　洪公子醒来！
洪锦　　　（白）　　　　　何事惊慌？
四水手　　（同白）　　　　船上失了盗了！
洪锦　　　（白）　　　　　待我看来。不好了！
洪母　　　（白）　　　　　嗳呀儿吓，你我行囊，均被贼人偷盗，如何是好？
洪锦　　　（白）　　　　　事到如今，母亲不必着急，且请下船，同至店房。待孩儿到县中报案便了。
洪母　　　（白）　　　　　咳，这是从哪里说起！
（众人同下。）

【第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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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皂役、县官上。）
县官　　　（念）　　　　　做官不在大小，只要赚钱就好。
（洪锦上。）
洪锦　　　（白）　　　　　冤枉！
皂役甲　　（白）　　　　　有人喊冤。
县官　　　（白）　　　　　叫他进来。
皂役甲　　（白）　　　　　叫你进去。
县官　　　（白）　　　　　你有什么冤枉？
洪锦　　　（白）　　　　　我名洪锦。随同母亲妹子去往淮安，来在镇江。夜晚舟中被盗，将行李尽行偷
　　　　　　　　　　　　　去。这有失单一纸呈上，请太爷速速拿人，追寻衣物。
县官　　　（白）　　　　　自从我到任以来，并无人报过盗案。你今日这单子上，失了这许多物件，莫非
　　　　　　　　　　　　　你要讹诈本县不成？
洪锦　　　（白）　　　　　这个官儿，说话真真的奇怪。
　　　　　　　　　　　　　启禀太爷：想俺洪锦，也是宦门子弟，深知礼义，焉能讹诈县官？实实被贼人
　　　　　　　　　　　　　盗去衣物。望求太爷，拿获盗贼，感恩不尽！
县官　　　（白）　　　　　你叫我替你拿人，你将这贼的名姓说出，或者你将贼人带上堂来，我也好与你
　　　　　　　　　　　　　责办呢！
洪锦　　　（白）　　　　　咿，天下竟有如此的糊涂官儿！我若是知道此贼的名姓，将他拿住，我又何必
　　　　　　　　　　　　　叫你与我责办？真道岂有此理！
县官　　　（白）　　　　　你这人，真真胆大！竟敢在公堂之上，同我质辩。
　　　　　　　　　　　　　来，与我赶了出去！
（四皂役同扯洪锦，被洪锦打倒。）
皂役甲　　（白）　　　　　启太爷：此人失了物件，既来报案，太爷理当与他拿人才是。
县官　　　（白）　　　　　如此说来，是应当本县与他拿人的？
　　　　　　　　　　　　　那一汉子，你暂且回去，待本县差人，代你捉拿盗贼就是。退堂！
洪锦　　　（白）　　　　　呸！我把你个囚攮的，世间之上，竟有如此糊涂官员！嘿，也是我洪锦，时运
　　　　　　　　　　　　　所感，偏偏遇着这等人，待我且回店房便了！
（洪锦下。）

【第六场】

（四青袍、丑院子、史逵、万事通同上。）
史逵　　　（白）　　　　　来此已是西湖，一同到伏魔庵去者。
　　　　　　　　　　　　　到了。怎样这般时候，还不见李、徐诸人到来？
万事通　　（白）　　　　　想必来也！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同上。）
李广　　　（唱）　　　　　出离了涌金门用目观望，
　　　　　　　　　　　　　有桃红和柳绿山色湖光。
徐文炳、
徐文亮　　（同唱）　　　　树林茂修竹幽真堪游赏，
　　　　　　　　　　　　　来至在伏魔庵勒住丝缰。
李广　　　（白）　　　　　来此已是，我等下马进去。
史逵　　　（白）　　　　　来了，来了，三位请坐！
李广、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请坐。史兄相召，不知有何见谕？
史逵　　　（白）　　　　　今日一来请三位游玩美景，二来前月冒渎尊颜，特来陪礼。
李广　　　（白）　　　　　我等乃是道谊之交，何言陪礼。
史逵　　　（白）　　　　　将酒宴摆下。
　　　　　　　　　　　　　三位仁兄，请酒！
李广、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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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逵　　　（白）　　　　　闻听仁兄，武艺出众，天下驰名，真真令人可羡！
李广　　　（白）　　　　　岂敢。
史逵　　　（白）　　　　　今日得与三位畅饮，可谓三生有幸。你我今日，作竟夜之游，你看如何？
万事通　　（白）　　　　　慢来，慢来，此事断断不可。
史逵　　　（白）　　　　　万先生，为何拦阻吓？
万事通　　（白）　　　　　只因此处，有一玉皇阁，阁内出了妖精，夜间常常害人。我等何必在此冒险吓？
李广　　　（白）　　　　　想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哪里有什么妖怪？就有妖怪，俺李广何惧！
万事通　　（白）　　　　　妖精要吃人的，不可儿戏呀！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既然如此，我等还是要早些回去的为是。
史逵　　　（白）　　　　　我倒不知此处有妖怪，早知如此我们也就不来了。
李广　　　（白）　　　　　你等胆量，未免也就太小了！俺李广不才，偏要试试这妖怪的厉害也！
　　　　　（唱）　　　　　说什么妖怪把人伤，
　　　　　　　　　　　　　在筵前怒恼我小孟尝。
　　　　　　　　　　　　　我一人要把妖精挡，
　　　　　　　　　　　　　管叫它宝剑下一命身亡。
　　　　　（白）　　　　　众位不必拦阻，俺李广一人，就在玉皇阁上安歇。你等在此等候，俺今晚定要
　　　　　　　　　　　　　除此妖魔！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李大哥，我等还是回去的好。
李广　　　（白）　　　　　俺若不捉此妖怪，誓不进城！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大哥既不进城，我等焉能回去？
史逵　　　（白）　　　　　李兄既有此豪气，小弟也要在此奉陪。
李广　　　（白）　　　　　老道哪里？
（道士上。）
道士　　　（白）　　　　　叩见公子。
李广　　　（白）　　　　　玉皇阁今在何处？带我前去。
道士　　　（白）　　　　　那阁上有妖怪，公子是去不得的。
李广　　　（白）　　　　　休要多言，带路！
（道士引李广同下。）
史逵　　　（白）　　　　　我等同至后面，等候李兄便了。请！
（史逵、徐文炳、徐文亮、万事通、四青袍、丑院子同下。）

【第七场】

（道士引李广同下。〖牌子〗。）
李广　　　（白）　　　　　退下！
（道士下。）
李广　　　（白）　　　　　看这玉皇阁上，倒也宽敞干净。待我打睡一时，再作道理。
　　　　　（二黄原板）　　瞧楼上打过了二更鼓响，
　　　　　　　　　　　　　来在了玉皇阁自己思量。
　　　　　　　　　　　　　杭州城谁不知英雄李广，
　　　　　　　　　　　　　今日里我定要把妖来降。
（〖内打三更鼓〗。李广睡。柳仙上。）
柳仙　　　（白）　　　　　胆大李广，你为何占了我安身之处？休走，看叉！
（李广持剑砍。）
李广　　　（白）　　　　　妖怪休得无礼，看剑！
（李广、柳仙对打。李广倒。放烟火。柳仙下。太白金星上。）
太白金星　（白）　　　　　星君休得动怒，俺在此。
李广　　　（白）　　　　　你是何人？敢是妖怪所化？休走看剑！
太白金星　（白）　　　　　吾非妖怪，乃太白金星是也。
李广　　　（白）　　　　　原来是太白星君，李广不知，多多有罪。请问星君，方才那妖怪，往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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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金星　（白）　　　　　方才所见，并非妖怪，乃是吕纯阳遣他的弟子柳仙，前来与星君送盔甲来的。
　　　　　　　　　　　　　柳仙走上。
（柳仙捧盔甲上。）
太白金星　（白）　　　　　此乃是星君的盔甲，日后定建大功，扶保大明天下。这有画图一卷，若遇英雄
　　　　　　　　　　　　　剑客等，只要图上有形者，即可与他结为兄弟。如史、刘两家，每每设奸计害
　　　　　　　　　　　　　你，须要留心，日后就要在他二人身上立功。吾去也！
（太白金星手扑，李广睡。太白金星下。徐文炳、徐文亮、史逵、万事通同上。）
史逵　　　（白）　　　　　天已明了，为何不见李兄动静？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你我同去看来。
　　　　　　　　　　　　　他还在此酣睡。
　　　　　　　　　　　　　李大哥醒来！
李广　　　（二黄导板）　　太白星他对我细说一遍，
　　　　　（二黄摇板）　　又只见盔和甲摆在面前。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大哥可曾遇着妖怪？
李广　　　（白）　　　　　哪里有什么妖怪，乃是吕纯阳差柳仙与吾送来盔甲，以备日后征战。二位贤弟
　　　　　　　　　　　　　请看。
史逵　　　（白）　　　　　李兄真是胆大福大。今日得了盔甲，又除了此处妖怪，令人佩服！
李广　　　（白）　　　　　以后到要请你打听，哪里若有妖怪，举荐几处。俺也可以多得几副盔甲。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我等回去罢。
李广　　　（白）　　　　　史兄，如有妖怪之处，还望留神。昨日叨扰，多谢了！
　　　　　（西皮摇板）　　辞别二位忙上马，
　　　　　　　　　　　　　诡计怎能害某家。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同下。）
史逵　　　（西皮摇板）　　画虎不成反类犬，
万事通　　（西皮摇板）　　倒叫我二人无有话言。
（史逵、万事通同下。）

【第八场】

（洪母、洪锦云同上。）
洪母　　　（唱）　　　　　母子们困至在招商店，
　　　　　　　　　　　　　不知何日回家园？
（洪锦上。）
洪锦　　　（念）　　　　　英雄被困运不通，谁知到处遇灾星。
　　　　　（白）　　　　　参见母亲！
洪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洪锦　　　（白）　　　　　谢母亲！
洪母　　　（白）　　　　　你我母子，遭困店房，如何是好？
洪锦　　　（白）　　　　　待孩儿去至街坊走走，倘若遇着三朋四友，也未可知。
洪母　　　（白）　　　　　我儿要早去早回。
（洪母、洪锦云同下。）
洪锦　　　（白）　　　　　待我到大街之上走走。
　　　　　（唱）　　　　　出得店门用目望，
　　　　　　　　　　　　　只见街前闹嚷嚷。
　　　　　（白）　　　　　且住！想我洪锦，时运不至，困顿在此，无有银钱度日。不免在这街头卖艺，
　　　　　　　　　　　　　耍上一套拳，讨得几百铜钱，也好糊口。
（四百姓同暗上。）
洪锦　　　（白）　　　　　吓，列位请了！俺姓洪，乃是沧州人氏。只因我母子兄妹三人，欲往淮安，不
　　　　　　　　　　　　　料在舟中被盗，衣物尽行失去，困在店房，缺少银钱。今在此地，打上几套拳，
　　　　　　　　　　　　　请列位帮助帮助。待某现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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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门街》【三、四本】 7

（洪锦打拳。四百姓同喝彩，同助钱。）
洪锦　　　（白）　　　　　多谢列位，待某再敬上一套。
（马院子引马骜同上，马骜看。）
马骜　　　（白）　　　　　呔！大胆凶徒，既然卖艺，难道还不知这里的规矩？一不送礼，二不挂号，竟
　　　　　　　　　　　　　敢在此胡为，你可知道你马大爷的厉害？
洪锦　　　（白）　　　　　俺卖俺的艺，并不干你甚事，你为何在此拦阻？
（四百姓同退下。）
洪锦　　　（白）　　　　　是何道理？
马骜　　　（白）　　　　　俺姓马名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这靴尖一动，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洪锦　　　（白）　　　　　你休得胡言。你招打！
（马骜拔剑砍，洪锦夺剑杀马骜死。）
马院子　　（白）　　　　　你竟敢将我家大爷杀死，你是何人？
洪锦　　　（白）　　　　　好汉做事好汉当，岂能连累旁人。走，到官任罪！
马院子　　（白）　　　　　真不含糊，是好汉子！走走！
（马院子拉洪锦同下。）

【第九场】

（张谷上。）
张谷　　　（西皮摇板）　　山上奉了师父命，
　　　　　　　　　　　　　杭州去访孟尝君。
　　　　　（白）　　　　　俺，张谷，绰号半枝梅。自幼曾拜东方老祖为师，练就全身武艺，并学会五遁
　　　　　　　　　　　　　三除，隐身藏形法术。今奉师父之命，叫我下山，投访小孟尝李广。路过镇江，
　　　　　　　　　　　　　打救钱小姐性命。又赐我乾坤宝袋一个。看天色不早，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习就五遁隐身法，
　　　　　　　　　　　　　去到镇江救娇娃。
（张谷下。）

【第十场】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同上。）
李广　　　（西皮摇板）　　三人来在镇江口，
徐文炳、
徐文亮　　（同西皮摇板）　抬头只见江天楼。
李广　　　（白）　　　　　江天一览楼。好一座酒楼，你我前去，沽饮几杯。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请！
李广　　　（白）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念）　　　　　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三位敢么是吃酒的吗？
李广　　　（白）　　　　　正是。
酒保　　　（白）　　　　　请到楼上坐。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酒保同上楼。）
李广　　　（白）　　　　　取好酒。
酒保　　　（白）　　　　　是。
　　　　　　　　　　　　　伙计们，好酒一壶！
　　　　　　　　　　　　　酒到。
李广　　　（白）　　　　　二位贤弟请！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大哥请！
（广明上。）
广明　　　（白）　　　　　酒保，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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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保上。）
酒保　　　（白）　　　　　大师父敢是吃酒么？
广明　　　（白）　　　　　正是吃酒的。
酒保　　　（白）　　　　　楼上坐。
（广明、酒保同上。）
广明　　　（白）　　　　　好酒取来。
酒保　　　（白）　　　　　好酒一壶。
　　　　　　　　　　　　　酒到。
（李广看广明。）
李广　　　（白）　　　　　二位贤弟，看此和尚，倒有些英雄气概。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只是卤莽些。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同看广明。）
广明　　　（白）　　　　　吠，洒家在此饮酒，你等三人，看俺则甚？
李广　　　（白）　　　　　你吃你的酒，俺吃俺的酒，两不相干，你何出此言？
广明　　　（白）　　　　　洒家饮酒，就不许人来看我。若再看我，定将你的眼睛挖下来泡酒喝！
李广　　　（白）　　　　　这倒可笑！你不看我，怎知我来看你？
广明　　　（白）　　　　　胆大狂徒，小小年纪，就敢如此无礼！你招打！
（李广扯广明臂。）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你这个和尚，妄自逞能，你可知天下英雄不少？
广明　　　（白）　　　　　洒家倒不知道有什么英雄，就有英雄，也不在洒家的眼内。除非是杭州李广，
　　　　　　　　　　　　　还可以算个英雄！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你既知李广，你可曾见过此人？
广明　　　（白）　　　　　见倒未曾见过。
徐文炳、
徐文亮　　（同白）　　　　这就是李广。
广明　　　（白）　　　　　你休来哄我，李广是条好汉，哪能是这样书生模样？你招打！
（李广点广明，广明伸臂不动。）
广明　　　（白）　　　　　你当真是李广？
李广　　　（白）　　　　　正是。
广明　　　（白）　　　　　如此我到莽撞了！
（李广拂广明。）
广明　　　（白）　　　　　冒渎尊颜，望乞恕罪！
李广　　　（白）　　　　　岂敢，大家请坐。
广明　　　（白）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李广　　　（白）　　　　　如蒙见爱，愿结金兰之好。
广明　　　（白）　　　　　如此，待小弟拜过！
李广　　　（白）　　　　　请问法号？
广明　　　（白）　　　　　洒家名叫广明，绰号铁头和尚，乃山西人氏。只因在寺中，打杀人命，因此被
　　　　　　　　　　　　　师父赶出。
李广　　　（白）　　　　　原来如此。请酒！
（四下手、四英雄背钱小姐同上，同跑下。）
李广　　　（白）　　　　　楼下为何这样喧哗？
　　　　　　　　　　　　　酒保快来！
（酒保上。）
酒保　　　（白）　　　　　什么事呀？
李广　　　（白）　　　　　我且问你，这楼下何事喧哗？
酒保　　　（白）　　　　　是你老人家不知道，待我告诉与你：我们这儿有一刘彪，乃是太监刘瑾的干儿
　　　　　　　　　　　　　子，人称他为小千岁。此人乃是酒色之徒，擅抢人家的妇女。方才他又带领多
　　　　　　　　　　　　　人，在河岸上抢了钱家的小姐去了。
广明　　　（白）　　　　　竟有这等事？待洒家赶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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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拦。）
李广　　　（白）　　　　　且慢！他那里人多势众，你一人焉能是他们的对手？
广明　　　（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李广　　　（白）　　　　　你我一同前走，看个明白。
李广、
徐文炳、
徐文亮、
广明　　　（同白）　　　　请！
（李广、徐文炳、徐文亮、广明同下楼。钱氏上。）
钱氏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奔，
李广　　　（西皮摇板）　　抬头只见一妇人。
　　　　　（白）　　　　　那一妇人，为何啼哭？
钱氏　　　（白）　　　　　奴家钱氏。不知哪里来了一伙强人，将我女儿抢了去了！
李广　　　（白）　　　　　原来就是钱夫人，我等正要打救你的女儿。
钱氏　　　（白）　　　　　既蒙诸位打救我女儿，就请寒舍一叙。
李广　　　（白）　　　　　头前引路。
（众人同转场。钱院子上。）
钱氏　　　（白）　　　　　请列位厅前待茶。
李广　　　（白）　　　　　夫人请至后面。
（钱氏下。）
李广　　　（白）　　　　　大家必须想一妙计——
（张谷上桌，看。）
李广　　　（白）　　　　　打救钱小姐。
张谷　　　（白）　　　　　要打救钱小姐，非得我老五不可！
李广　　　（白）　　　　　吓，空中何人讲话？你是仙是鬼，速速讲来！
张谷　　　（白）　　　　　我非仙非鬼，我是一人。
李广　　　（白）　　　　　你既是人，在何处讲话呀？
张谷　　　（白）　　　　　我在梁上呐。我下来啦！
（张谷翻跟头下桌。）
李广　　　（白）　　　　　请问壮士，贵姓高名？
张谷　　　（白）　　　　　在下姓张名谷，乃金陵人氏。曾拜东方老祖为师，练就一十八般武艺，还会五
　　　　　　　　　　　　　遁三除，隐身藏形之术。今奉师父之命，前来寻访李大哥。倘能将小弟做为第
　　　　　　　　　　　　　五个盟弟，钱小姐之事，全在我一人身上。
李广　　　（白）　　　　　既蒙见爱，情愿结为金兰。
张谷　　　（白）　　　　　如此受小弟一拜。
李广　　　（白）　　　　　大家一拜！但不知贤弟，怎样打救钱小姐？
张谷　　　（白）　　　　　这有何难，我师父曾赐于我乾坤宝袋一个，慢说是钱小姐一人，就是十人百人，
　　　　　　　　　　　　　也可以装得了。
李广　　　（白）　　　　　既然如此，贤弟要快快前去才好。
张谷　　　（白）　　　　　如此，我就告辞了！
　　　　　（西皮摇板）　　摇身一摆入土遁，
（放火彩。张谷下。）
李广　　　（西皮摇板）　　红光一道不见了人。
　　　　　（白）　　　　　看张谷一去，必然成功，你我就在此等候便了。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洪母上。）
洪母　　　（西皮摇板）　　我儿游街未回转，
　　　　　　　　　　　　　倒叫老身挂心间。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老太太，大事不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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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母　　　（白）　　　　　何事惊慌？
店小二　　（白）　　　　　你的少爷在大街卖艺，遇见我们这里一位土豪，名叫马骜。他二人一时争斗起
　　　　　　　　　　　　　来，你的少爷把马骜杀死。拿到当官，收监入禁，大约不久就要正法啦！
洪母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我儿杀死人，
　　　　　　　　　　　　　不由老身吃一惊。
　　　　　　　　　　　　　回头便把店主人问，
　　　　　　　　　　　　　快想妙计救儿身。
　　　　　（白）　　　　　店主人呐！我儿遭此大祸，望求你想一妙计，打救吾儿才好！
店小二　　（白）　　　　　要救你的儿子，这件事可是不容易。依我看来，莫若我同你去到监中，见了你
　　　　　　　　　　　　　的儿子，商议商议。看有什么法子想想，倒是正理。
洪母　　　（白）　　　　　如此就烦店主人，带我前去。
店小二　　（白）　　　　　好，我就同你前去。
洪母　　　（白）　　　　　待我到后房，收拾收拾。
（洪母下。）
店小二　　（白）　　　　　慢着。我想他们自到我的店中，终日赊欠，一文无有。不免将她引到江边，将
　　　　　　　　　　　　　她推入江内，回来把她的女儿卖了，岂不是大大的一注财？我就是这个主意！
（洪母上。）
洪母　　　（白）　　　　　店主人走吓！
店小二　　（白）　　　　　走，走，走！
洪母　　　（西皮摇板）　　这才是大祸从天降，
　　　　　　　　　　　　　我儿无故遭祸殃。
（洪母、店小二同下。）

【第十二场】

（二水手、四英雄、傅璧芳同上。）
傅璧芳　　（白）　　　　　众水手，开船！
（二水手撑船，众人同转场。）
傅璧芳　　（白）　　　　　俺，傅璧芳，绰号小罗成。在清江青云山为王。吾有两位表兄，一名左龙，一
　　　　　　　　　　　　　名左虎，俱有万夫不当之勇。只因这江都县知县，乃是一个贪官。吾三人要去
　　　　　　　　　　　　　打劫他的仓库，以作山寨之用。二位兄长前去打探路径，吾不免就此前往。
　　　　　　　　　　　　　呔，开船呐！
（〖吹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洪母随店小二同上。）
洪母　　　（西皮摇板）　　急忙迈步往前赶，
　　　　　　　　　　　　　不觉来到大江边。
　　　　　（白）　　　　　店主人，我们怎样来到大江边了？
店小二　　（白）　　　　　老太太，你不知道，我们这江里，有件奇怪事。
洪母　　　（白）　　　　　什么奇怪事？
店小二　　（白）　　　　　我们这儿的老鹳，全在江里头飞。你不信，你去看看！
洪母　　　（白）　　　　　在哪里？
（店小二推洪母。）
店小二　　（白）　　　　　在这儿呐！
（洪母落水，下。）
店小二　　（白）　　　　　把她推下去啦，我就此回店，将她女儿卖了，正是：
　　　　　（念）　　　　　世间无好事，就怕遇见好人。
（店小二下。）

【第十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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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手、四英雄、傅璧芳同上。）
傅璧芳　　（西皮摇板）　　站立船头来观定，
　　　　　　　　　　　　　只见水中有人形。
　　　　　（白）　　　　　看水中好像冲来一人。
　　　　　　　　　　　　　水手，快快打捞上来！
（二水手同救洪母。）
傅璧芳　　（白）　　　　　老妈妈醒来！
洪母　　　（西皮导板）　　耳边厢又听得人声唤，
　　　　　（唱）　　　　　又只见众人在面前.
　　　　　（白）　　　　　多谢众位老爷打救之恩！
傅璧芳　　（白）　　　　　那一老妈妈，因何投江欲死？要慢慢讲来。
洪母　　　（白）　　　　　众位老爷容禀！
　　　　　（西皮摇板）　　母子三人困店房，
　　　　　　　　　　　　　我儿洪锦又把人伤。
　　　　　　　　　　　　　指望到监中把儿望，
　　　　　　　　　　　　　谁知店主人起不良。
傅璧芳　　（白）　　　　　原来，是洪锦兄之母，小侄不知，多多有罪。
洪母　　　（白）　　　　　请问壮士，高名上姓？
傅璧芳　　（白）　　　　　在下傅璧芳，人称小罗成。
洪母　　　（白）　　　　　原来是傅大爷！
傅璧芳　　（白）　　　　　伯母请至后面，待小侄等候二位表兄回船，定要打救洪兄出狱。
洪母　　　（白）　　　　　倘能救了吾儿性命，老身感恩不尽！
傅璧芳　　（白）　　　　　众水手将船拢岸！
（〖吹牌子〗。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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