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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修》（一名：《桂香得道》）

主要角色
黄桂香：旦
马氏：彩旦
侯七：丑
黄天路：老生

情节
黄员外出外讨账，后母马氏与油瓶侯七，朋比为奸，欲将黄桂香虐害，故意令其操作粗重，入磨房褪麦。且
令侯七掩入磨房调戏。

注释
黄桂香三世七岁修行，完成得道。其全部事实，出在宣卷书中。盖宣卷中，本有一种宣述桂香得道的宝卷。
其第一世为一老道士，从七岁上便吃素修行。后来因感黄员外（即本剧中之黄天路）布施之诚，转胎投生黄
家为女，即黄桂香是也。黄桂香从小伶俐，不同凡骨。黄员外之爱如掌珍，自不待言。岂知六岁上母亲见背，
黄天路续娶继室马氏，带进油瓶儿侯七。从此黄桂香身世渐入魔道矣。因于七岁上起，又专心念佛修行，
中间牵磨担水，吃尽种种苦楚。又冤遭命案，黄桂香代父伏刑，刑毙后三日又复活。到后来功行将满，阴司
鬼狱，大放金光。阎罗王请黄桂香到阴司理经，以延误时日，不得复归原躯壳，因此重行投胎，转为男身。
此为第三世。有此根行，自然自小聪明，仍旧七岁上即苦志修行。以后功行愈深，能自知前生，寻得黄桂香
之墓，及召到前世丈夫等事。此剧单演黄桂香于马氏手中，忍受种种惨苦的一段。
从前真天娥旦，最擅长此戏。南来演唱时，即恃此戏及《烧骨计》两名作为号召。近年秦腔虽盛行，而此戏
反将如广陵散，是亦足观世道已。

根据《戏考》第三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黄天路上。）
黄天路　　（引子）　　　　向阳门外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白）　　　　　在下黄天路，贩卖布匹为生。只因前妻去世，留下一女，名叫桂香，倒也孝顺。
　　　　　　　　　　　　　是我后娶马氏，随带一子，名叫侯七。自他进得门来，行事不正。是我有意
　　　　　　　　　　　　　出外，前去讨账，家中之事，放心不下。不免将桂香女叫出便了。
　　　　　　　　　　　　　桂香女儿哪里，走来。
（黄桂香上。）
黄桂香　　（念）　　　　　手戴念珠五十双，菩提百八念金刚。虽然不能成佛主，每日奉经在佛堂。
　　　　　（白）　　　　　爹爹万福。
黄天路　　（白）　　　　　罢了，坐下。
黄桂香　　（白）　　　　　儿谢坐。爹爹将儿唤来，不知有何训教？
黄天路　　（白）　　　　　为父有意出外讨账，将一十二把金镶玉匙，交与我儿收起。
黄桂香　　（白）　　　　　爹爹，一十二把金镶玉匙，自当交与我家母亲才是。
黄天路　　（白）　　　　　我儿言讲有理，回房去罢。
黄桂香　　（白）　　　　　孩儿遵命。
（黄桂香下。）
黄天路　　（白）　　　　　安人出堂。
（马氏上。）
马氏　　　（白）　　　　　来了。
　　　　　（念）　　　　　当家的呼唤，上前问根源。
黄天路　　（白）　　　　　安人。
马氏　　　（白）　　　　　老头子。
黄天路　　（白）　　　　　安人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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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世修》 2

马氏　　　（白）　　　　　老头请坐。我说这个老头子，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黄天路　　（白）　　　　　有意去到山东讨账，不知安人意下如何？
马氏　　　（白）　　　　　老头子说好便好。家中之事，何人照看？
黄天路　　（白）　　　　　自是安人照看。
马氏　　　（白）　　　　　我照看，你放心么？
黄天路　　（白）　　　　　安人取笑了。这有一十二把金镶玉匙，交与安人收起。
马氏　　　（白）　　　　　你拿来罢。不知老头子几时起身？
黄天路　　（白）　　　　　目下就要起身。我儿侯七哪里去了？
马氏　　　（白）　　　　　在，待我叫他出来。
　　　　　　　　　　　　　侯七侯七。
（侯七上。）
侯七　　　（白）　　　　　来了来了，妈什么事？
马氏　　　（白）　　　　　你大东西要出外了，你看看去。
侯七　　　（白）　　　　　我去看看去。
　　　　　　　　　　　　　大东西在哪里？
黄天路　　（白）　　　　　好奴才！
侯七　　　（白）　　　　　大东西要出外了，我也要去。
黄天路　　（白）　　　　　不带你前去。在家看家，不要与你妹妹打架，记下了。
马氏　　　（白）　　　　　老头子，天不早了，起身才是。
黄天路　　（白）　　　　　侯七带马。
　　　　　（唱）　　　　　辞别了安人上路行，
　　　　　　　　　　　　　我前去讨账走一程。
（黄天路下。）
马氏　　　（唱）　　　　　一见员外出门庭，
　　　　　　　　　　　　　再叫我儿听分明。
　　　　　（白）　　　　　儿吓，老头可走了，家中之事，全是你我母子做主了。
侯七　　　（白）　　　　　不成不成，还有桂香哪。
马氏　　　（白）　　　　　对呀。儿吓，你有什么好主意，想个法子，老头子也不在家，把她害死，好不
　　　　　　　　　　　　　好？
侯七　　　（白）　　　　　待儿想想看。
（侯七想。）
侯七　　　（白）　　　　　妈，儿有主意了。
马氏　　　（白）　　　　　你有什么主意呀？
侯七　　　（白）　　　　　老头子出外，一十二把金镶玉匙，交与妈了罢？
马氏　　　（白）　　　　　是交与我收起来了。
侯七　　　（白）　　　　　回头你去到经堂，与桂香要玉匙，就说老头子出外，交付她了。她拿出来还则
　　　　　　　　　　　　　罢了，她要不拿出来呀，你就活活将她打死。你看这个主意，好是不好？
马氏　　　（白）　　　　　将她打死，老头子回来，要问桂香哪儿去了。
侯七　　　（白）　　　　　等老头子若回来，我还有主意也。
马氏　　　（白）　　　　　好儿子，随妈用饭去。
侯七　　　（白）　　　　　走，今天要吃得饱饱的，哈哈哈，哈哈。
（马氏、侯七同下。）

【第二场】

（黄桂香上，进经堂，烧香。）
黄桂香　　（念）　　　　　打开孝经卷，用目仔细观。劝人要行孝，孝母如敬天。
　　　　　（梆子按板）　　河南八府出庄郎，
　　　　　　　　　　　　　二十四孝有王祥。
　　　　　　　　　　　　　他母得了胃大症，
　　　　　　　　　　　　　寒九天要吃鲜鱼汤。
　　　　　　　　　　　　　冰雪载地无处买，
　　　　　　　　　　　　　惊动行孝小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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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上。）
马氏　　　（梆子按板）　　
黄桂香　　（哭）
马氏　　　（梆子按板）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黄桂香　　（白）
马氏　　　（白）

（梆子导板）
（唱）

黄桂香　　（唱）

马氏　　　（唱）

黄桂香　　（唱）

万般实在无计求，
只得把热身躺在冷冰上。
好心感动天和地，
惊动四海老龙王。
对对鲤鱼往上送，
王祥卧鱼回家乡。
他的母用鱼好了病，
小王祥孝名万古扬。
桂香不把他人比，
要学贤惠一孟姜。

来至经堂外侧耳仔细听，
呀哟哟早死的娘呀！
又听得黄桂香哭她亲娘。
桂香开门来。
何人扣门？
妈妈到了。
待儿与你开门。
母亲到了，请到经堂。
正要到经堂。
母亲到此为何？
为娘与你送一碗茶来。
母亲好意。
你喝茶，待你妈拜拜佛。你们都来看我叩头，佛爷前吊死鬼。
母亲请坐。
桂香，我来问你，你父山东要账去了，一十二把金镶玉匙，交于你无有？
儿不晓得。
你敢说三个不晓得？
儿是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实实不晓得。
我把你个大好老屄养的，今天将玉匙献出还罢了。若无玉匙，我活活打死你。

　　一言吓住黄桂香，
不由我气满胸膛。
有了玉匙还罢了，
若无有管叫你一命赴无常。
一见母亲把脸变，
吓得桂香心胆寒。
十二把金镶玉匙孩儿我未见，
苦苦问孩儿所为哪般？
贱人还敢巧言辩，
气得我心血往上泛。
恶一恶砸了你佛前磬，
𥛧一𥛧撕毁你万卷经。
桂香经堂用目睁，
母亲为何坏了万卷经？
孩儿有过将儿打，
拉坏经卷为何情？

马氏　　　（唱） 骂声桂香好大胆，
三番二次将我瞒。
手执家法将你打，

黄桂香　　（唱） 双膝跪在娘面前。
（白） 叫一声母亲娘呀，若是一十二把金镶玉匙，母亲，孩儿未见，不可动恶了。

马氏　　　（白） 你是真无有？好孩子，起来罢。
黄桂香　　（白） 多谢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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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世修》 4

马氏　　　（白）　　　　　你想早说了，母亲焉能舍得打你。桂香，你看我家财打了，我要分开了，你看
　　　　　　　　　　　　　好不好？
黄桂香　　（白）　　　　　分开什么？
马氏　　　（白）　　　　　家里要分出当里当外。
黄桂香　　（白）　　　　　当里怎说，当外怎讲？
马氏　　　（白）　　　　　当里要应宾待客。
黄桂香　　（白）　　　　　当外？
马氏　　　（白）　　　　　当外呀，要推碾子淘麦。
黄桂香　　（白）　　　　　这个……
马氏　　　（白）　　　　　怎么？
黄桂香　　（白）　　　　　儿就当了外。
马氏　　　（白）　　　　　我看你就是当外。若推仔一斗麦子，天天去到磨房，推好了，妈妈我要一斗白
　　　　　　　　　　　　　面，还要一斗黑面，还要一斗麸子。去罢。
黄桂香　　（白）　　　　　母亲，这一斗白麦，焉能推出那些东西来？
马氏　　　（白）　　　　　间壁你二大妈，买了一升豆子，作了两锅豆腐。还有两锅豆腐浆，还有许多豆
　　　　　　　　　　　　　腐皮。
黄桂香　　（白）　　　　　母亲，她那是水中求财。
马氏　　　（白）　　　　　我叫你沙里淘金。
黄桂香　　（白）　　　　　如此，儿遵命。
马氏　　　（白）　　　　　还有点事你做。
黄桂香　　（白）　　　　　还有何事？
马氏　　　（白）　　　　　你听我说，这是一尺二寸布。与妈妈做双鞋，与七哥也做一双鞋。下剩多少，
　　　　　　　　　　　　　你也做双鞋穿穿。
黄桂香　　（白）　　　　　母亲，一尺二寸布，焉能做这许多的鞋呀？
马氏　　　（白）　　　　　胡说！你不知道么，前头你妈妈，与你爹爹做衣裳，买了一尺半布，做了一条
　　　　　　　　　　　　　裤子，还与你七哥做了一条裤腰带，还多三寸，你知道么？你看天也不早了，
　　　　　　　　　　　　　拿了麦子，去到磨房牵磨。你要磨出那些东西，还在罢了；你若磨不出那些东
　　　　　　　　　　　　　西，还是要打死你。还不快快去！
侯七　　　（白）　　　　　妹子，妈叫你去，你就快去罢。
马氏　　　（白）　　　　　你去不去呀？
黄桂香　　（白）　　　　　儿去。
马氏　　　（白）　　　　　去快快走。
黄桂香　　（白）　　　　　晓得了。
　　　　　（唱）　　　　　黄桂香在二堂心中思想，
　　　　　　　　　　　　　想起了亲生母好不悲伤。
　　　　　　　　　　　　　我这里将白麦用手呈上，
　　　　　　　　　　　　　倒叫我苦命女两眼汪汪。
（黄桂香下。）
马氏　　　（唱）　　　　　一见桂香出二堂，
　　　　　　　　　　　　　倒叫老身喜心上。
　　　　　（白）　　　　　这个贱人可走了。
侯七　　　（白）　　　　　妈，你看我这主意好不好？
马氏　　　（白）　　　　　好儿子，你这个主意，倒也不错。我想桂香不死，如何是好？
侯七　　　（白）　　　　　妈呀，孩儿我还有好主意。
马氏　　　（白）　　　　　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快快讲来。
侯七　　　（白）　　　　　那桂香去到磨房碾磨，一人在此，儿去磨房，一来假意替她挨磨，二来调戏她
　　　　　　　　　　　　　一回。她若应允，还在罢了。她若到了磨房，再想法子害她。
马氏　　　（白）　　　　　我儿的主意不错，照计而行。你先去，妈妈随后就到。你看与贱人吵闹了一番，
　　　　　　　　　　　　　忘了我佛前上香，罢罢，阿弥陀佛。
（马氏、侯七同下。）

【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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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桂香、小鬼同上。）
黄桂香　　（唱）　　　　　天不幸我娘下世去早，
　　　　　　　　　　　　　留下了苦命女无有计较。
　　　　　　　　　　　　　我行走来在了磨房以上，
　　　　　　　　　　　　　思想起儿的母好不伤抱。
　　　　　（白）　　　　　来在磨房，待我挨起磨来。
　　　　　（唱）　　　　　黄桂香在磨房好不悲伤，
　　　　　　　　　　　　　哭一声爹来叫声娘。
　　　　　　　　　　　　　继母与我多要面，
　　　　　　　　　　　　　倒叫桂香无主张。
　　　　　（白）　　　　　哎呀且住，是我一人在此挨磨，挨磨时时困倦，在此打一小觉便了。
（小鬼、土地、判官、青衣同上，同替挨磨，同下。侯七上。）
侯七　　　（念）　　　　　小子生来命不强，七个老子一个娘，白天全不见，晚上上一床。
　　　　　（白）　　　　　我侯七，奉了母亲之命，去到磨房，一来假意替我妹子挨磨，二来调戏于她。
　　　　　　　　　　　　　她若愿意，我二人就真做夫妻，我也好乐上一回也。说话来到磨房了，待我叫
　　　　　　　　　　　　　人。且住，我想我妹子是个胆小之人，待我学我妈的声音，拿她开开心。
　　　　　　　　　　　　　开门来。
黄桂香　　（白）　　　　　外面何人叫门？
侯七　　　（白）　　　　　是妈妈我。
黄桂香　　（白）　　　　　母亲请回，明天要麸有麸，要面有面，孩儿再不敢多言了。
侯七　　　（白）　　　　　哈哈哈哈，妹子，不是妈来了，我是你好心的哥哥来了。
黄桂香　　（白）　　　　　哥哥到此何事？
侯七　　　（白）　　　　　我来替你挨磨来了。
黄桂香　　（白）　　　　　待妹妹与你开门。
侯七　　　（白）　　　　　快快开门，回头妈来了。
　　　　　　　　　　　　　快快关上门。
　　　　　　　　　　　　　妹子，你的磨挨好无有？
黄桂香　　（白）　　　　　还有不多了。
侯七　　　（白）　　　　　妹子，你歇歇，我替你挨。
黄桂香　　（白）　　　　　多谢哥哥。
侯七　　　（白）　　　　　等等，妹子，我还有点事，与你商议商议。
黄桂香　　（白）　　　　　有何事，哥哥请讲当面。
侯七　　　（白）　　　　　妹子，你看我好不好？
黄桂香　　（白）　　　　　哥哥好。
侯七　　　（白）　　　　　你看哥哥好，我看你也不错，你我二人，做个小夫妻，好不好？
黄桂香　　（白）　　　　　胡说！妹妹好意将你放进门来，说出无礼之言。还不出去！
侯七　　　（白）　　　　　好妹子，马马虎虎。
黄桂香　　（白）　　　　　快快出去！
（马氏上。）
马氏　　　（白）　　　　　开门来。
黄桂香　　（白）　　　　　何人叫门？
马氏　　　（白）　　　　　是我。
黄桂香　　（白）　　　　　母亲请回，明日要麸有麸，要面有面，儿再不敢多言了。
马氏　　　（白）　　　　　我也不要麸，我也不要面，我就要侯七见一面。
黄桂香　　（白）　　　　　哥哥，母亲来了如何是好？
侯七　　　（白）　　　　　你有什么主意？
黄桂香　　（白）　　　　　如若不然，你去到磨后藏藏，好不好？
侯七　　　（白）　　　　　好好，妹子，我妈要问我，你就说我没来。
马氏　　　（白）　　　　　好小子，开门来，快快的。
黄桂香　　（白）　　　　　来了。
　　　　　　　　　　　　　吓母亲，请进磨房。
马氏　　　（白）　　　　　要到磨房。待我关上门，倒跑了王八旦。
黄桂香　　（白）　　　　　母亲到此何事？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38005 2013-05-22



中国京剧戏考 《三世修》 6

马氏　　　（白）　　　　　我看看你面可挨好没有。桂香，我来问你，磨房里，还是你一人，还有二人？
黄桂香　　（白）　　　　　就是儿一人。
马氏　　　（白）　　　　　不对不对。妈妈在外叫门，听见里面有两个人说话。
黄桂香　　（白）　　　　　母亲听错了。
马氏　　　（白）　　　　　什么听错了。你说此话有没有？
黄桂香　　（白）　　　　　真真无有。
马氏　　　（白）　　　　　无有？妈妈我要搜。
黄桂香　　（白）　　　　　妈妈请搜。
侯七　　　（白）　　　　　别搜了，我在磨后头。
马氏　　　（白）　　　　　好贱人那！你不是某人吓。我又明白了，我看这贱人，见无有好意。你二人在
　　　　　　　　　　　　　这磨房，做什么来，老实说！
黄桂香　　（白）　　　　　母亲，适才七哥进得门来，他进得门来调戏儿了。
侯七　　　（白）　　　　　你别胡说。
马氏　　　（白）　　　　　什么？他调戏你来？
黄桂香　　（白）　　　　　正是。
马氏　　　（白）　　　　　你先等等，我问问他去。
　　　　　　　　　　　　　好孩子，你来到磨房，做什么来的？
侯七　　　（白）　　　　　我来替我妹妹挨磨来了。
马氏　　　（白）　　　　　胡说，你来调戏她。
侯七　　　（白）　　　　　妈，你不要半截听。是儿来替她挨磨，她看我一笑，她就说了，哥哥，你看磨
　　　　　　　　　　　　　房无人，你我二人，共和美事，好不好？我二人正说高兴，你就来叫门。她怕
　　　　　　　　　　　　　你晓得打她，她才把我藏起来了。
马氏　　　（白）　　　　　好贱人，你还吃斋念佛，做这个事？我这门里，不能要你这贱人。
　　　　　　　　　　　　　来，拿家法两条，打死这贱人。
（小鬼、土地同上，同保护黄桂香。侯七打。小鬼、土地同下。）
马氏　　　（白）　　　　　好奴才，我叫你打她，怎么打起妈妈来了？
侯七　　　（白）　　　　　我是打的她呀。
马氏　　　（白）　　　　　打了半天，一下也没打着小贱人。我再来打她。
（小鬼打马氏。）
马氏　　　（白）　　　　　哎呀，怎么反打了我不便之处。儿呀，你看打了妈妈一个洞。
侯七　　　（白）　　　　　我来看看。那是大烟枪，打入你烟斗里头去了。
马氏　　　（白）　　　　　别胡说了！我今天也打不了，你有王八旦保护你。等你爹爹回来再说。这才是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侯七儿，担妈妈到后头养伤去。
（马氏、侯七同下。）
黄桂香　　（哭）　　　　　早死娘吓！
　　　　　（唱）　　　　　一见继母出磨房，
　　　　　　　　　　　　　倒叫桂香无主张。
　　　　　　　　　　　　　只得急急逃出磨房去，
　　　　　　　　　　　　　到坟前哭活我的亲娘。
　　　　　（哭）　　　　　早死娘吓！
（黄桂香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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