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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春》

主要角色
苏三：旦
王金龙：小生
潘必正：老生
刘秉义：老生
崇公道：丑

情节
洪洞县的解差崇公道提解女犯苏三（玉堂春）赴太原复审，一路上苏三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她是从小被父
母卖给妓院的，后来又被鸨儿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害死沈燕林，反诬告苏三
谋死亲夫。县官受了皮氏的贿赂，竟把她问成死罪。她却没想到调她复审的八府巡按正是曾与她誓偕白首的
情人王金龙。复审之日，王金龙在堂上感情激动不能处持，被陪审的藩、臬二司看破，以致当时不能终审。
随后明了案情，平反冤狱；王金龙、苏三破镜重圆，结为姻眷。

注释
本剧包括《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监会团圆》三出。本剧是根据王瑶卿、萧长华先生的本子，由本
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范钧宏、田淞整理的。在整理过程中，吸取了中国京剧团演员叶盛兰、杜近芳、
叶盛长、萧盛萱，导演郑亦秋的意见；并经王瑶卿先生订正。
整理本中的主要改动，有以下几点：一，旧本《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有一些庸俗的台词，萧长华先生近年演
出已经修改，又略加整理。二，旧本《三堂会审》中有“请医”的情节。这一穿插似嫌累赘，且使全剧气势
中断，故删去；但保留王金龙乍见苏三感情震动的表演。三，将审问皮氏、赵昂改为暗场处理，减去皮、赵
两个角色。四，“洞房”一场为全剧结尾，旧本过于简略，并且有的地方不合情理。整理本中重新处理了这
一场戏，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加工。旧本中不够完整和费解的个别词句，并予润色。

根据《京剧丛刊》第四集整理

《苏三起解》

【第一场】

崇公道　　（内白）　　　　啊哈！
（崇公道上。）
崇公道　　（念）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白）　　　　　老汉崇公道，在这洪洞县内当了一名长解。太爷因我年老，命我代管女监。今
　　　　　　　　　　　　　有按院大人在省城下马，要提谋死亲夫一案去往太原复审。看天色不早，就此
　　　　　　　　　　　　　监中走走。
（崇公道走圆场。）
崇公道　　（白）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
（禁卒暗上。）
崇公道　　（白）　　　　　有人吗？
禁卒　　　（白）　　　　　坐监的吗？
崇公道　　（白）　　　　　什么坐监的！是我，开门吧。
（禁卒开门，崇公道进入。）
崇公道　　（白）　　　　　你把苏三叫出来，她要起解太原府啦。
禁卒　　　（白）　　　　　是啦。
　　　　　　　　　　　　　苏三走动啊！
苏三　　　（内白）　　　　苦哇！
（苏三上。）
苏三　　　（哭）　　　　　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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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散板）　　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
　　　　　　　　　　　　　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
　　　　　　　　　　　　　无奈何我只得把礼来见，
　　　　　　　　　　　　　崇老伯呼唤我所为哪般？
　　　　　（白）　　　　　老伯在上，苏三有礼。
崇公道　　（白）　　　　　罢啦，罢啦。苏三你大喜啦！
苏三　　　（白）　　　　　喜从何来呢？
崇公道　　（白）　　　　　今有按院大人要提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啦，岂不是一喜吗？
苏三　　　（白）　　　　　但不知起解哪里？
崇公道　　（白）　　　　　太原府。
苏三　　　（白）　　　　　何人的长解？
崇公道　　（白）　　　　　小老儿我的长解。
苏三　　　（白）　　　　　几时起程？
崇公道　　（白）　　　　　咱们是马上飞——这就走。
苏三　　　（白）　　　　　如此待我辞别狱神，也好趱路。
崇公道　　（白）　　　　　好，你辞别你的，我去收拾收拾就来。
（禁卒开门，崇公道出监，崇公道、禁卒自两边分下。）
苏三　　　（白）　　　　　天哪，天！想我苏三，遭此不白冤枉，直到今日呵！
　　　　　（反二黄慢板）　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辨，
　　　　　　　　　　　　　想起了王金龙负义儿男。
　　　　　　　　　　　　　想当初在院中何等着恋，
　　　　　　　　　　　　　到如今恩爱情又在哪边！
　　　　　　　　　　　　　我这里进庙来把礼来见，
　　　　　　　　　　　　　尊一声狱神爷细听我言：
　　　　　　　　　　　　　保佑我与三郎重见一面，
　　　　　　　　　　　　　得生时修庙宇现塑金颜。
（崇公道上。禁卒暗上，开门，崇公道进入。）
崇公道　　（白）　　　　　苏三，你辞别完了没有？
苏三　　　（白）　　　　　辞别完了。
崇公道　　（白）　　　　　来来来，把这个行枷戴上。
苏三　　　（白）　　　　　怎么？还要戴这行枷么？
崇公道　　（白）　　　　　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哪？
苏三　　　（哭）　　　　　喂呀……
（苏三戴行枷。崇公道、苏三同出监。禁卒下。）
崇公道　　（白）　　　　　你上那边好好待会儿去，等着我投了文就来。
苏三　　　（白）　　　　　遵命。
（苏三下。狱官暗上。崇公道递公文。）
崇公道　　（白）　　　　　辛苦您啦。
狱官　　　（白）　　　　　听点：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狱官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狱官　　　（白）　　　　　你怎么一个人当两份差事啊？
崇公道　　（白）　　　　　没有您不圣明的，这趟差事苦点儿，领的盘川钱俩人不够，一个人有点敷余。
　　　　　　　　　　　　　您闭闭眼，我就过去啦。
狱官　　　（白）　　　　　说了半天，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崇公道　　（白）　　　　　太原府。
狱官　　　（白）　　　　　太原府？好地方啊！这有俩钱儿，你给我带个骡子来。
崇公道　　（白）　　　　　这是多少啊？
狱官　　　（白）　　　　　二百四十钱。
崇公道　　（白）　　　　　二百四十钱？你买个骡子尾巴也买不来呀！得啦，我这是趟苦差事，没什么油
　　　　　　　　　　　　　水儿，多多少少的，反正不能白了您就是啦嘛！
狱官　　　（白）　　　　　好吧，咱们就凭心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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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官将公文扔与崇公道，狱官下。崇公道拾起公文。）
崇公道　　（白）　　　　　凭心？心在胳肢窝里呢！
（崇公道下。）

【第二场】

（苏三上，崇公道随上。）
苏三　　　（哭）　　　　　喂呀……
　　　　　（西皮流水板）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好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犬马我就当报还。
崇公道　　（白）　　　　　苏三，你跪在这儿，是祝告天地，还是哀求盘川哪？
苏三　　　（白）　　　　　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求盘川。烦老伯与我代问一声，有往南京去的客官无有？
崇公道　　（白）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苏三　　　（白）　　　　　与我那三郎带上一信，就说苏三起解了哇……
（苏三哭。）
崇公道　　（白）　　　　　到了这个时候，还惦记她的三郎哪！好，我给你问问去。
　　　　　　　　　　　　　我说列位请啦！
路人　　　（内白）　　　　请啦。
崇公道　　（白）　　　　　有上南京去的没有啊？
路人　　　（内白）　　　　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啦。
崇公道　　（白）　　　　　现在哪？
路人　　　（内白）　　　　净剩下往热河、巴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
崇公道　　（白）　　　　　我说苏三哪，人家说啦：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啦。
苏三　　　（白）　　　　　如今呢？
崇公道　　（白）　　　　　净剩下往热河、巴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啦。
苏三　　　（白）　　　　　唉！我苏三好命苦哇……
（苏三哭。）
崇公道　　（白）　　　　　不要紧，咱们半道上再打听。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人言洛阳花似锦，
　　　　　　　　　　　　　我久在监中不知春。
　　　　　　　　　　　　　低头出了洪洞县境，
崇公道　　（白）　　　　　好热的天！
苏三　　　（西皮流水板）　老伯不走为何情？
　　　　　（白）　　　　　老伯为何不走？
崇公道　　（白）　　　　　你瞧瞧：这么热的天，我空身走还出汗哪！何况你是女流之辈，戴着行枷，哪
　　　　　　　　　　　　　儿走得动啊！这么办，我给你摘下来，也凉快凉快，你瞧好不好？
苏三　　　（白）　　　　　慢来慢来！此乃朝廷王如何去得的！
崇公道　　（白）　　　　　哈哈，在这儿等着我哪！什么王法？屁法！在城里由着他们，出了城就得由着
　　　　　　　　　　　　　我啦！干脆，咱们是说开就开。
苏三　　　（白）　　　　　有劳了。
（崇公道开锁，取下行枷。）
苏三　　　（白）　　　　　如此说来，老伯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哪！
崇公道　　（白）　　　　　好人不是？连个儿子都没有！
苏三　　　（白）　　　　　怎么？老伯你连个儿子也无有啊！
崇公道　　（白）　　　　　没有儿子不要紧，连孙子也给耽误啦。
苏三　　　（白）　　　　　取笑了！啊老伯若不嫌弃，我情愿拜在老伯名下，以为螟蛉义女；不知老伯意
　　　　　　　　　　　　　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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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公道　　（白）　　　　　那可使不得，那可使不得……
苏三　　　（白）　　　　　爹爹请上，受女儿一拜。
崇公道　　（白）　　　　　起来起来。哈哈哈……
　　　　　　　　　　　　　想不到老了老了的会收了这么个干女儿！哎呀，我这个穷干爹，连个见面礼儿
　　　　　　　　　　　　　都没有！有咧！
　　　　　　　　　　　　　我说苏三哪！这儿有根棍儿，给你当做见面礼儿，你拄着它走，三条腿不是总
　　　　　　　　　　　　　比这两条腿强的多吗？
苏三　　　（白）　　　　　如此你我父女趱行者！
　　　　　（西皮导板）　　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
　　　　　（西皮慢板）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
　　　　　　　　　　　　　想当初在院中穿绸着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
崇公道　　（白）　　　　　你说什么：“想当初在院中穿绸着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唉！今非昔
　　　　　　　　　　　　　比，打上官司啦，可就比不得当初你在院里的时候啦。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
　　　　　　　　　　　　　院里头穿绸着锦，成天花天酒地，那是鸨儿拿你当摇钱树，叫你长年给她赚钱，
　　　　　　　　　　　　　那日子何时是了哇！如今你呀，就盼着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判明冤枉，
　　　　　　　　　　　　　那时候可就有了一条生路，称心的日子还在后头哪。不用发愁，有指望。耐
　　　　　　　　　　　　　点烦，咱们走吧！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我心中只把那爹娘恨，
　　　　　　　　　　　　　大不该将亲女图财卖入娼门。
崇公道　　（白）　　　　　哎哟，孩子，你说这两句话，我听着心里好难过啦！爹娘做事心太狠，不该将
　　　　　　　　　　　　　你卖入娼门。这话呢，有你这么一说。本来嘛，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
　　　　　　　　　　　　　决不该卖女为娼；话虽如此，他必是被事所逼，再加上受人愚弄，才闹得这样
　　　　　　　　　　　　　结果。这也是万分不得已而为之。已然做错啦，埋怨他也是无益啦。得啦，走
　　　　　　　　　　　　　吧。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恼恨那山西沈燕林，
　　　　　　　　　　　　　他不该与我来赎身。
崇公道　　（白）　　　　　嗳，话可别这么说。沈燕林花了银子钱，替你赎身，叫你出籍为良，也是一件
　　　　　　　　　　　　　好事。你怎么倒埋怨起他来啦？唉！按说呢，他可也不对，既有媳妇，干吗又
　　　　　　　　　　　　　把你给弄到家里去。你呢，年轻貌美，那皮氏瞅见你，还能不有个“醋儿啦，
　　　　　　　　　　　　　酱儿啦”的吗？你们这件事情啊，就叫做“醋海波澜”嘛！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恼恨那皮氏心太狠，
　　　　　　　　　　　　　她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
崇公道　　（白）　　　　　你说什么可恨皮氏心太狠，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对，皮氏这个娘们心肠是狠
　　　　　　　　　　　　　哪。可是你也得想想啊，皮氏素日一个人惯惯的啦，沈燕林又把你带进家来，
　　　　　　　　　　　　　你要是一得宠，没有她的地步啦，她有不生歹心的吗？那一天她弄那一碗药面，
　　　　　　　　　　　　　指望是把你给毒死，不想那倒霉的沈燕林替你吃了，这才“呜呼哀哉”，闹
　　　　　　　　　　　　　出这么大的事情来。看起来，这也是沈燕林有俩糟钱儿，自找其祸呀！唉，走
　　　　　　　　　　　　　吧。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恼恨那春锦小短命，
　　　　　　　　　　　　　她不该私通那赵监生。
崇公道　　（白）　　　　　你说什么春锦不该私通赵监生？唉，这也难怪呀！你想啊，她是一个受苦的丫
　　　　　　　　　　　　　头，是皮氏拿银子买来的。叫她往东，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
　　　　　　　　　　　　　再一说，皮氏既然跟赵监生乱七八遭的，春锦也老大不小的啦，日久天长的，
　　　　　　　　　　　　　春锦……咳！也就不用说啦。她这个事，你也管不了。这不是仨鼻子眼儿，多
　　　　　　　　　　　　　出一口气吗？孩子，甭生闲气啦。走吧，走吧。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恼恨那贪赃王县令，
崇公道　　（白）　　　　　有嘚，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座儿上”来啦。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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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无理拿钱来。”你想想他做官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发财吗！孩子，你
　　　　　　　　　　　　　这么聪明，怎么净说傻话呀！别说啦，咱们走吧。
苏三　　　（白）　　　　　走哇！
　　　　　（西皮原板）　　还有那众衙役分散赃银。
崇公道　　（白）　　　　　嘿，又说到我们“六扇门儿”来啦。听我告诉你说：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
　　　　　　　　　　　　　黑豆，不吃你们打官司的吃谁呀？就拿你们这档子事情说吧，甭说旁人，连老
　　　　　　　　　　　　　汉我还闹了双鞋穿哪。说这个干什么？快点走吧。
苏三　　　（白）　　　　　嗳！
　　　　　（西皮摇板）　　越思越想心头恨，
　　　　　　　　　　　　　洪洞县内就无好人！
崇公道　　（白）　　　　　啊？洪洞县没好人？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啦！你可真没良心！这么热的天，
　　　　　　　　　　　　　挺重的枷我拿着，我的棍儿你拄着，连我都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咱就甭行好
　　　　　　　　　　　　　事！来来来，把这个枷快给我戴上！你真要把我气死！这是怎么说的！哼……
苏三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一句话儿错出唇，
　　　　　　　　　　　　　爹爹一旁怒气生。
　　　　　　　　　　　　　走向前来我把好言奉敬……
　　　　　（白）　　　　　爹爹……
崇公道　　（白）　　　　　甭理我！我不是好人！
苏三　　　（白）　　　　　爹爹呀！
　　　　　（西皮摇板转回龙）惟有你老爹爹是个大大的好人！
崇公道　　（白）　　　　　哈哈哈……
（崇公道仿唱。）
崇公道　　（唱）　　　　　“惟有你老爹爹是个大大的好人！”
　　　　　（白）　　　　　哈哈哈……气把我气死，乐又把我给乐活了。我说苏三哪，此处已离省城不远，
　　　　　　　　　　　　　把行枷戴上，咱们该进城啦。
苏三　　　（白）　　　　　且慢，女儿有话要与爹爹商议商议。
崇公道　　（白）　　　　　有话快点儿说。
苏三　　　（白）　　　　　爹爹呀！女儿遭此不白冤枉，监中有人不服，替女儿写下申冤大状，又恐皮氏
　　　　　　　　　　　　　搜去，因此藏在身旁。此番见了都天大人，望求爹爹想个主意，将状子递上才
　　　　　　　　　　　　　好哇……
（苏三哭。）
崇公道　　（白）　　　　　等我想想……有咧，你把状子藏在行枷之内，见了大人，说明此事，当堂劈桎
　　　　　　　　　　　　　⑴开枷，也就递上去啦。
苏三　　　（白）　　　　　此计甚好。
（苏三戴行枷。）
苏三　　　（西皮散板）　　适才父女把话论，
　　　　　　　　　　　　　又恐路旁有人听。
　　　　　　　　　　　　　远远望见太原城，
　　　　　　　　　　　　　此一去只怕是有死无生！
崇公道　　（白）　　　　　闲人闪开差事来喽！
（苏三、崇公道同下。）

《三堂会审》

（王金龙上。）
王金龙　　（引子）　　　　为访姣容，亲到洪洞。恩情一旦抛，何日得相逢？
　　　　　（念）　　　　　任凭皇亲国戚，哪怕将相公卿。王子犯法如庶民，俱要按律而行。
（王门子暗上。）
王金龙　　（白）　　　　　本院王金龙。蒙圣恩放我八府巡按，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县下马，查得旧案
　　　　　　　　　　　　　之中，有谋死亲夫一案，不知苏三因何牵连在内，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复审。
　　　　　　　　　　　　　少时升堂，就先审此案。正是：
　　　　　（念）　　　　　一朝身荣耀，难忘旧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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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玉堂春》 6

（二门子同上。）
二门子　　（同白）　　　　门上哪位听事？
王门子　　（白）　　　　　何事？
二门子　　（同白）　　　　布、按二位大人求见。
王门子　　（白）　　　　　请少待。
　　　　　　　　　　　　　布、按二位大人求见。
王金龙　　（白）　　　　　有请。
王门子　　（白）　　　　　有请。
（〖牌子〗。潘必正、刘秉义同上，二门子同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
（潘必正、刘秉义同入内，同施礼，同坐。）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出京以来，望隆山斗，所到之地，百草皆生，万民无不瞻仰。
王金龙　　（白）　　　　　岂敢。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出京路过几省？
王金龙　　（白）　　　　　路过三省。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在何处下马？
王金龙　　（白）　　　　　洪洞县下马。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可曾查得民情？
王金龙　　（白）　　　　　也曾查得民情，内有谋取死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个贤愚而不等。
王金龙　　（白）　　　　　好个贤愚而不等。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今日升堂，不知先审哪一案？
王金龙　　（白）　　　　　自然先问谋死亲夫一案。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大人升堂，司里等仪门伺候。
王金龙　　（白）　　　　　请。
（〖牌子〗。潘必正、刘秉义同下。）
王金龙　　（白）　　　　　来，开门！
（王金龙下。）
王门子　　（白）　　　　　开门！
（王门子下。〖吹打〗。四刀斧手、四衙役、王门子同上，潘必正、刘秉义、王金龙自两边分上，崇公道暗
上。）
王金龙　　（白）　　　　　传长解！
王门子　　（白）　　　　　传长解！
崇公道　　（白）　　　　　报，长解告进。
　　　　　　　　　　　　　叩见大人，公文呈上。
王门子　　（白）　　　　　听点：长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王门子　　（白）　　　　　护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　　　　　有。
王金龙　　（白）　　　　　嗯！长解是你，护解又是你，一人担当二役，分明是一刁棍！
王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扯下去打！
崇公道　　（白）　　　　　且慢，小人有下情回禀。
刘秉义　　（白）　　　　　有话朝上回。
崇公道　　（白）　　　　　小人好比大人跨下之驹，扬鞭就走，勒缰即住。公文之上有小人名字，方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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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玉堂春》 7

　　　　　　　　　　　　　声，无有小人名字，怎敢应声！望大人谅情。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长解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免。带犯妇！
王门子　　（白）　　　　　带犯妇！
崇公道　　（白）　　　　　是。
　　　　　　　　　　　　　犯妇走动！
苏三　　　（内白）　　　　苦哇！
（苏三上。）
苏三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来在都察院，
　　　　　　　　　　　　　举目往上观。
　　　　　　　　　　　　　两旁的刀斧手，
　　　　　　　　　　　　　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苏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　　（白）　　　　　比作何来？
苏三　　　（西皮散板）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崇公道　　（白）　　　　　都天大人必然开脱于你。
苏三　　　（哭头）　　　　啊……崇爹爹呀！
崇公道　　（白）　　　　　犯妇告进。
　　　　　　　　　　　　　犯妇当面。
王金龙　　（白）　　　　　那一犯妇，为何不抬起头来？
苏三　　　（白）　　　　　有罪不敢抬头。
王金龙　　（白）　　　　　恕你无罪。
苏三　　　（白）　　　　　谢大人。
（苏三、王金龙对看，王金龙震动，旋即镇定。）
王金龙　　（白）　　　　　犯妇，你可有诉状？
苏三　　　（白）　　　　　有。
王金龙　　（白）　　　　　呈。
苏三　　　（白）　　　　　这……无。
王金龙　　（白）　　　　　嗯！本院问你可有诉状，你道有；叫你呈，又说无。分明是一刁妇！
王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掌嘴！
苏三　　　（白）　　　　　哎呀大人哪！犯妇有话未曾回明。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有话朝上回。
苏三　　　（白）　　　　　是。
　　　　　　　　　　　　　启禀都天大人：犯妇之罪，并非自己所为，乃皮氏用银钱将犯妇买成一行死罪。
　　　　　　　　　　　　　临行起解之前，监中有人不服，替犯妇写下申冤大状；又恐被皮氏搜去，因
　　　　　　　　　　　　　此藏在行枷之内。望大人开一线之恩，当堂劈桎开枷。哎呀，大人哪！犯妇纵
　　　　　　　　　　　　　死九泉，也是瞑目的了哇……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犯妇回明，其刑可免？
王金龙　　（白）　　　　　免。
　　　　　　　　　　　　　来！
王门子　　（白）　　　　　有。
王金龙　　（白）　　　　　当堂劈桎开枷！
（崇公道劈枷。）
王门子　　（白）　　　　　三日后领回文。
（崇公道下。）
王金龙　　（白）　　　　　犯妇，你将状词情由，一一诉来。本院开脱于你。
苏三　　　（白）　　　　　都天大人容禀！
　　　　　（西皮导板）　　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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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玉堂春》 8

王金龙　　（白）　　　　　嗯！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口称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妇！
王门子　　（白）　　　　　请刘大人用刑。
刘秉义　　（白）　　　　　来，看拶！
苏三　　　（回龙）　　　　啊……大人哪！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两厢退下。
　　　　　　　　　　　　　面朝外跪。
（四刀斧手、四衙役、王门子同下。）
潘必正　　（白）　　　　　我来问你：玉堂春三字是何人与你起名？
苏三　　　（西皮慢板）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起名。
刘秉义　　（白）　　　　　我来问你：鸨儿买你多大年纪？
苏三　　　（西皮慢板）　　鸨儿买我七岁整，
潘必正　　（白）　　　　　在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慢板）　　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刘秉义　　（白）　　　　　我来问你：这初次开怀的是哪一个？
苏三　　　（西皮慢板）　　十六岁开怀是那王……
潘必正　　（白）　　　　　王什么？
苏三　　　（西皮慢板）　　啊啊啊……
刘秉义　　（白）　　　　　王什么啊？
苏三　　　（西皮慢板）　　王公子啊！
刘秉义　　（白）　　　　　那王公子他是甚等样人？讲！
苏三　　　（西皮慢板）　　他本是礼部堂上的三舍人。
王金龙　　（白）　　　　　住了！本院问你谋死亲夫一案，哪个问你在院中苟且之事？
潘必正　　（白）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刘秉义　　（白）　　　　　院中苟且之事也要问。
潘必正　　（白）　　　　　有道是树从根脚起。
刘秉义　　（白）　　　　　水从源处流。
王金龙　　（白）　　　　　如此说来，审得的？
潘必正　　（白）　　　　　审得的。
王金龙　　（白）　　　　　问得的？
刘秉义　　（白）　　　　　问得的。
王金龙　　（白）　　　　　审哪。
潘必正　　（白）　　　　　审哪。
王金龙　　（白）　　　　　问哪。
刘秉义　　（白）　　　　　问哪。
王金龙　　（白）　　　　　啊？
潘必正　　（白）　　　　　啊？
王金龙　　（白）　　　　　啊？
刘秉义　　（白）　　　　　啊？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
　　　　　（同白）　　　　讲！
潘必正　　（白）　　　　　公子初次进院？
苏三　　　（西皮原板）　　初见面纹银三百两，
　　　　　　　　　　　　　吃一杯香茶就动身。
潘必正　　（白）　　　　　低头！
　　　　　　　　　　　　　二位大人，那王公子初次进院，用了三百两银子，吃杯香茶就走，此公子可算
　　　　　　　　　　　　　慷慨得紧哪。
王金龙　　（白）　　　　　嗯，倒也大方。
刘秉义　　（白）　　　　　啊，二位大人，说什么慷慨，讲什么大方，分明是他王门中不幸，出了这样败
　　　　　　　　　　　　　家之子。
王金龙　　（白）　　　　　败家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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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义　　（白）　　　　　败家之子。
（王金龙强笑。）
王金龙　　（笑）　　　　　嘻……
　　　　　（白）　　　　　讲！
潘必正　　（白）　　　　　公子二次进院？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二次把院进，
　　　　　　　　　　　　　随带来三万六千银。
潘必正　　（白）　　　　　在你院中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原板）　　在院中未到一年整，
　　　　　　　　　　　　　三万六千银一旦化了灰尘。
刘秉义　　（白）　　　　　低头！
　　　　　　　　　　　　　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未到一年，将三万六千两银子俱已花尽，难道你们院中
　　　　　　　　　　　　　吃银子穿银子不成？
苏三　　　（白）　　　　　犯妇有支销。
王金龙　　（白）　　　　　是呀！她有支销。
刘秉义　　（白）　　　　　大人，她有支销，大人怎么晓得？
王金龙　　（白）　　　　　哦……她供招上面写的有支销。
刘秉义　　（白）　　　　　哦，供招上面写的有支销？如此就审她的支销。
潘必正　　（白）　　　　　问她的支销。
王金龙　　（白）　　　　　审哪。
潘必正　　（白）　　　　　审哪。
王金龙　　（白）　　　　　问哪。
刘秉义　　（白）　　　　　问哪。
王金龙　　（白）　　　　　啊？
刘秉义　　（白）　　　　　啊？
王金龙　　（白）　　　　　啊？
潘必正　　（白）　　　　　啊？
王金龙　　（笑）　　　　　哼……
刘秉义　　（白）　　　　　将支销报上来！
苏三　　　（西皮原板）　　先买金杯和玉盏，
潘必正　　（白）　　　　　用不了许多。
苏三　　　（西皮原板）　　又买翠盘与翠瓶。
刘秉义　　（白）　　　　　也用不了许多。
苏三　　　（西皮原板）　　南楼北楼公子造，
　　　　　　　　　　　　　又造了一座百花亭。
潘必正　　（白）　　　　　王三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钱，那王八鸨儿待他如何？
苏三　　　（西皮原板）　　王八鸨儿心太狠，
　　　　　　　　　　　　　数九寒天将公子赶出了院门。
王金龙　　（白）　　　　　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三万六千银子，为何数九寒天将他赶出院去？
苏三　　　（白）　　　　　并非犯妇所为，乃是鸨儿之过。
王金龙　　（白）　　　　　好个可恶的鸨儿。
潘必正　　（白）　　　　　狠心的王八。
刘秉义　　（白）　　　　　偏偏就遇见这倒运的公子！
王金龙　　（白）　　　　　啊？
刘秉义　　（白）　　　　　啊？
（王金龙冷笑。）
王金龙　　（笑）　　　　　嘿……
王金龙、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一怒出了院，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在何处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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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三　　　（西皮原板）　　关王庙内去把身存。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是怎么知道？
苏三　　　（西皮原板）　　卖花的金哥来报信，
　　　　　　　　　　　　　手帕包银探望情人。
刘秉义　　（白）　　　　　你二人见面之后便怎么样呢？
苏三　　　（西皮原板）　　不顾腌脏怀中抱，
　　　　　　　　　　　　　在神案底下叙叙旧情。
潘必正　　（白）　　　　　低头！
　　　　　　　　　　　　　二位大人，那苏三见了王公子，不顾腌脏，搂抱在怀，我把他二人好有一比。
王金龙　　（白）　　　　　比作何来？
潘必正　　（白）　　　　　黄檗树下抚瑶琴。
王金龙　　（白）　　　　　此话怎讲？
潘必正　　（白）　　　　　苦中取乐啊。
刘秉义　　（白）　　　　　啊二位大人，我把他二人也好有一比。
王金龙　　（白）　　　　　比作何来？
刘秉义　　（白）　　　　　望乡台上摘牡丹。
王金龙　　（白）　　　　　此话怎讲啊？
刘秉义　　（白）　　　　　至死他还在那里贪花呀！
王金龙　　（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打发公子南京去，
　　　　　　　　　　　　　在落凤坡前遇强人。
潘必正　　（白）　　　　　低头！
　　　　　　　　　　　　　二位大人，你看王公子回转南京，不想在落凤坡前又遇着强人，这公真真的命
　　　　　　　　　　　　　苦。
王金龙　　（白）　　　　　可算得命薄。
刘秉义　　（白）　　　　　说什么命苦命薄，这也是他们花花公子的下场头啊！
王金龙　　（白）　　　　　哼！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只落得长街把饭讨，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王公子只落得长街乞讨，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
王金龙、
刘秉义　　（同白）　　　　哪辈古人？
潘必正　　（白）　　　　　昔日郑儋之子郑元和，曾在长街讨饭，后来得中头名状元，此公子可比得了。
王金龙　　（白）　　　　　嗯，倒也比得。
刘秉义　　（白）　　　　　哎，二位大人，想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王公子他是甚等样人，焉能比
　　　　　　　　　　　　　得？比不得。
王金龙　　（白）　　　　　哎，将今比古，可以比得。
刘秉义　　（白）　　　　　比不得。
王金龙　　（白）　　　　　比得的！
（潘必正暗对刘秉义。）
潘必正　　（白）　　　　　啊大人，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
刘秉义　　（白）　　　　　怎么，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好，如此比得，比得，比得！
王金龙、
潘必正　　（同白）　　　　讲！
苏三　　　（西皮原板）　　到晚来在那礼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　　（白）　　　　　二位大人，想那王公子乃是礼部堂三舍人，只落得在礼部堂上巡更守夜，这公
　　　　　　　　　　　　　子真真的可怜。
王金龙　　（白）　　　　　倒也可惨。
刘秉义　　（白）　　　　　说什么可怜，道什么可惨，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氏门中打嘴现世呢！
苏三　　　（西皮原板）　　公子三次进了院，
　　　　　　　　　　　　　拐带银两转回南京。
王金龙　　（白）　　　　　嗯！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为何落个“拐带”二字？
苏三　　　（白）　　　　　并非公子拐带，乃是犯妇瞒过鸨儿，私下赠与他的。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4004001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玉堂春》 11

王金龙　　（白）　　　　　赠他多少？
苏三　　　（白）　　　　　黑夜之间，又无天平戥秤，用手一略，不过三百余两。
王金龙　　（白）　　　　　哎呀且住！那日回到旅馆店之中，用天平一秤，果然是三百余两。
　　　　　　　　　　　　　哎呀！我那……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大人，王法森严，容她自己招认！
王金龙　　（白）　　　　　哎呀，本院的旧病复发，有劳二位大人代审了吧。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当得效劳。
（王门子上，移座向前，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苏三，你可按照状纸上面的言词，从实招来，也好开脱你的死罪。
刘秉义　　（白）　　　　　如若不然，你来看，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
苏三　　　（白）　　　　　二位大人容禀哪！
（苏三哭。）
苏三　　　（西皮二六板）　自从公子回原郡，
　　　　　　　　　　　　　我在北楼装病形。
　　　　　　　　　　　　　公子立志不另娶，
　　　　　　　　　　　　　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既是至死不嫁，为何又嫁了那沈燕林呢？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流水板）　那一日梳妆来照镜，
　　　　　　　　　　　　　楼下来了沈燕林。
　　　　　　　　　　　　　他在楼下夸豪富，
　　　　　　　　　　　　　胜比公子强十分。
　　　　　　　　　　　　　我在北楼高声骂，
　　　　　　　　　　　　　只骂得燕林脸含嗔。
　　　　　　　　　　　　　羞愧难当回店去，
　　　　　　　　　　　　　主仆二人又把巧计生。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他们生出什么巧计？莫非依仗银钱买你不成？
（苏三点头。）
潘必正　　（白）　　　　　身价银子多少？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作媒的银子三百两，
　　　　　　　　　　　　　王八鸨儿一斗金。
　　　　　　　　　　　　　鸨儿贪财将我卖，
　　　　　　　　　　　　　将我卖与了沈燕林。
　　　　　　　　　　　　　假说公子得了中，
　　　　　　　　　　　　　得中黄榜第一名。
　　　　　　　　　　　　　我为他关王庙内把香进，
　　　　　　　　　　　　　这才一马就到洪洞。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在洪洞住了几载？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洪洞住了一年整，
　　　　　　　　　　　　　皮氏贱人起毒心。
　　　　　　　　　　　　　一碗药面付我手，
　　　　　　　　　　　　　我回手付与沈燕林。
　　　　　　　　　　　　　燕林不解其中意，
　　　　　　　　　　　　　他吃了一口哼一声。
　　　　　　　　　　　　　昏昏沉沉倒在地，
　　　　　　　　　　　　　七孔流血他就命归阴。
潘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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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义　　（同白）　　　　人命关天，皮氏就罢了不成？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皮氏一见冲冲怒，
　　　　　　　　　　　　　她道我谋死亲夫君。
　　　　　　　　　　　　　高叫乡约和地保，
　　　　　　　　　　　　　拉拉扯扯就到了公庭。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头堂官司审得如何？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头堂官司问得好，
潘必正　　（白）　　　　　这二堂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二堂官司就变了心。
刘秉义　　（白）　　　　　想是王知县受了贿么？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王知县受赃银一千两，
潘必正　　（白）　　　　　合衙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合衙分散八百银。
刘秉义　　（白）　　　　　上得堂去又是怎样审问？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上得堂去先打我四十板，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皮鞭打断无数根。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也不该招认。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犯妇本当不招认，
　　　　　　　　　　　　　无情的拶子我难受刑。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这也难怪了。你在监中住了多久？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在监中住了一年整，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可有人来探望于你？
苏三　　　（西皮流水板）　并无有一人来探望我的身。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那王八鸨儿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他不来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你那知心的人儿呢？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犯妇哪有知心的人！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那王公子可曾探望于你？
苏三　　　（西皮流水板）　王公子他一家多和顺，
　　　　　　　　　　　　　他与我露水的夫妻有的什么情？
刘秉义　　（白）　　　　　眼前若有王公子，你可认识他？
苏三　　　（西皮流水板）　慢说是认得王公子，
　　　　　　　　　　　　　蒙纱盖脸我也认得清。
刘秉义　　（白）　　　　　话虽如此，他如今顶冠束带，不来认你，也是枉然。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摇板）　　眼前若有公子在，
　　　　　　　　　　　　　纵死黄泉也甘心。
刘秉义　　（白）　　　　　啊大人，此案审不得了。
潘必正　　（白）　　　　　怎么？
刘秉义　　（白）　　　　　审来审去，连这位王大人也审在其中了。
潘必正　　（白）　　　　　依大人之见？
刘秉义　　（白）　　　　　你我暂且告退，看他是怎样地落案。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司里等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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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必正、刘秉义相对暗笑，同下。）
王金龙　　（白）　　　　　苏三哪，苏三！
（四衙役同暗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苏三堂下把话论，
　　　　　　　　　　　　　句句说的是真情。
　　　　　　　　　　　　　本当下位来相认。
四衙役　　（同白）　　　　哦……
王金龙　　（西皮摇板）　　王法条条不徇情.
　　　　　　　　　　　　　左思右想心不定……
　　　　　（白）　　　　　有了！
　　　　　（西皮摇板）　　此案交与刘大人。
　　　　　（白）　　　　　来，拿我名帖，请刘大人过衙一叙。
（王门子允，下。）
王金龙　　（白）　　　　　苏三，你暂且出院，本院开脱你的死罪就是。
苏三　　　（白）　　　　　谢大人！
（苏三起立，抚膝。）
苏三　　　（西皮二六板）　这场官司未动刑，
　　　　　　　　　　　　　玉堂春这里我就放了宽心。
　　　　　　　　　　　　　下得堂来回头看……
　　　　　（西皮快板）　　这大人好似王金龙。
　　　　　　　　　　　　　是公子就该将我认，
四衙役　　（同白）　　　　哦……
苏三　　　（西皮快板）　　王法条条不徇情。
　　　　　　　　　　　　　上前去说几句知心话，
　　　　　　　　　　　　　看他知情不知情！
　　　　　（西皮摇板）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王金龙　　（白）　　　　　啊啊……那王公子呢？
苏三　　　（白）　　　　　大人哪！
　　　　　（西皮快板）　　王公子好比采花蜂。
　　　　　　　　　　　　　想当初花开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儿飞来飞去采花心。
　　　　　　　　　　　　　如今不见公子面，
　　　　　　　　　　　　　我那三……郎啊！
　　　　　（西皮摇板）　　花谢时怎不见蜜蜂儿行！
王金龙　　（白）　　　　　你……你且出院去吧！
苏三　　　（白）　　　　　是。
　　　　　（西皮摇板）　　悲悲切切出察院，
　　　　　　　　　　　　　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
（苏三下，刘秉义上。）
刘秉义　　（白）　　　　　参见大人。
王金龙　　（白）　　　　　苏三一案，拨在大人台前审问，必须辨明冤枉才是。
刘秉义　　（白）　　　　　司里当按律而断。
王金龙　　（白）　　　　　但凭大人。
（王金龙将状纸递交刘秉义。）
刘秉义　　（白）　　　　　司里告退。
（刘秉义下。）
王金龙　　（白）　　　　　转堂！⑵
（四衙役同下。）
王金龙　　（白）　　　　　适才审问苏三，甚是伤感。想我二人情深义重，她如今遭此不白冤枉，我纵然
　　　　　　　　　　　　　罢职丢官，也要开脱于她，以图破镜重圆。方才公堂之上，不便明言，我不免
　　　　　　　　　　　　　今晚改换衣巾，去至监中与她相会便了。
（王金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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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团圆》

【第一场】

（四衙役、刘门子、刘秉义同上。）
刘秉义　　（白）　　　　　唤禁婆。
刘门子　　（白）　　　　　禁婆。
（禁婆上。）
禁婆　　　（白）　　　　　叩见大人。
刘秉义　　（白）　　　　　罢了。
禁婆　　　（白）　　　　　大人呼唤，有何吩咐？
刘秉义　　（白）　　　　　今晚若有人前来探望苏三，只管容他相见。
禁婆　　　（白）　　　　　是。
刘秉义　　（白）　　　　　你还要与他多要银钱。
禁婆　　　（白）　　　　　这，小人不敢。
刘秉义　　（白）　　　　　有本司与你担待。
禁婆　　　（白）　　　　　我这儿谢谢您啦。
刘秉义　　（白）　　　　　待我闪躲一旁。
（四衙役、刘门子、刘秉义同下。王金龙上。）
王金龙　　（二黄散板）　　乔装改扮谁能认，
　　　　　　　　　　　　　来到监门步紧行。
　　　　　（白）　　　　　开门来！
禁婆　　　（白）　　　　　是坐监察院的吗？
王金龙　　（白）　　　　　探监的。
禁婆　　　（白）　　　　　探望谁？
王金龙　　（白）　　　　　探望三姐。
禁婆　　　（白）　　　　　三姐？这儿没有三姐。
王金龙　　（白）　　　　　哦，苏三，苏三。
禁婆　　　（白）　　　　　苏三哪，拿来。
王金龙　　（白）　　　　　什么？
禁婆　　　（白）　　　　　银子。
王金龙　　（白）　　　　　好好好，银子在此。
禁婆　　　（白）　　　　　喝，好大方啊。
　　　　　　　　　　　　　进来，进来。
（王金龙进门。）
王金龙　　（白）　　　　　苏三今在何处？
禁婆　　　（白）　　　　　别忙，你等着我叫她去呀。
王金龙　　（白）　　　　　好好好，快着些。
禁婆　　　（白）　　　　　苏三走动啊！
（苏三上。）
苏三　　　（二黄散板）　　又听得禁妈妈一声呼唤，
　　　　　　　　　　　　　我只得向前去细问根源。
　　　　　（白）　　　　　妈妈何事？
禁婆　　　（白）　　　　　有人探望你来了。
苏三　　　（白）　　　　　现在哪里？
禁婆　　　（白）　　　　　那不是吗？
王金龙　　（白）　　　　　三姐在哪里？三姐在……
苏三　　　（白）　　　　　你、你、你是三郎么？
王金龙　　（白）　　　　　三姐！
苏三、
王金龙　　（同三叫头）　　（三郎）（三姐）！（公子）（我妻）！（三郎）（三姐）啊！
苏三　　　（二黄导板）　　见三郎不由我悲喜不尽！
（禁婆故意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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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婆　　　（白）　　　　　哽！
（王金龙付银子。）
王金龙　　（白）　　　　　禁妈！
禁婆　　　（白）　　　　　有什么体己话儿快点说，可别嚷。
（禁婆下。）
苏三、
王金龙　　（同白）　　　　（三郎）（三姐）啊！
苏三　　　（回龙）　　　　梦不想在监中又会情人。
　　　　　（二黄原板）　　为公子矢贞坚苦难受尽，
　　　　　　　　　　　　　到如今遭陷害监禁狱门。
　　　　　　　　　　　　　你做了皇家的官高极品，
　　　　　　　　　　　　　法堂上作威风、不认我身、装路人、你好狠心！
（〖行弦〗。）
王金龙　　（白）　　　　　啊三姐，公堂之上王法森严，怎好相认。三姐莫要见怪，喏喏喏，我这厢赔礼……
（苏三不理。）
王金龙　　（白）　　　　　啊三姐，在公堂之上，是我不好，下堂之后，立时前来探望于你。啊三姐莫再
　　　　　　　　　　　　　生气，我这厢……
苏三　　　（白）　　　　　三郎啊！
　　　　　（二黄原板）　　这也是玉堂春命遭不幸，
　　　　　（二黄散板）　　今日里见一面死也甘心。
王金龙　　（白）　　　　　三姐！
　　　　　（二黄散板）　　劝三姐莫伤心保重要紧，
　　　　　　　　　　　　　我定要想良策救你得生。
苏三　　　（白）　　　　　在公堂之上，果然是三郎你呀。
王金龙　　（白）　　　　　正是下官。
苏三　　　（白）　　　　　你身为按院，待我谢天谢地。
王金龙　　（白）　　　　　当谢天地。
苏三　　　（白）　　　　　啊三郎，此处你是不该来的。
王金龙　　（白）　　　　　怎么不该来呀？
苏三　　　（白）　　　　　你身为按院，私自前来探监，倘若被人知晓，如何是好？
王金龙　　（白）　　　　　为了三姐，就是罢职丢官，又待何妨！
苏三　　　（白）　　　　　唉，我乃是苦命之人，再若连累三郎你，于心何安啊！
王金龙　　（白）　　　　　三姐呀！
　　　　　（二黄散板）　　纵然是受牵连也无怨恨，
　　　　　　　　　　　　　王金龙决不负旧日之盟。
（禁婆上。）
禁婆　　　（白）　　　　　刘大人查监来了。
苏三　　　（白）　　　　　这便如何是好？
王金龙　　（白）　　　　　三姐不必惊慌，你且退下，待我假装疯癫，混出监去。
苏三　　　（白）　　　　　你要仔细了！
（苏三下。）
王金龙　　（白）　　　　　妈妈，可有笔砚哪？
禁婆　　　（白）　　　　　有。
王金龙　　（白）　　　　　借来一用。
　　　　　　　　　　　　　待我涂黑面目。⑶
　　　　　（二黄散板）　　大摇大摆出监门，
（禁婆开门，王金龙出门，禁婆下。刘秉义率刘门子、四衙役同上。）
刘秉义　　（白）　　　　　啊，是哪个？
王金龙　　（白）　　　　　哽！
（王金龙匆忙逃下。）
刘秉义　　（白）　　　　　哈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按，竟然私自前来探监，不免将
　　　　　　　　　　　　　此事说与潘大人知道，参他一本，管叫他这顶乌纱断送我手。
　　　　　　　　　　　　　来，打道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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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走圆场。）
刘秉义　　（白）　　　　　向前通禀！
刘门子　　（白）　　　　　门上有人么？
（潘门子上。）
潘门子　　（白）　　　　　什么人？
刘门子　　（白）　　　　　刘大人到。
潘门子　　（白）　　　　　待我通禀。
　　　　　　　　　　　　　有请大人。
（潘必正上。）
潘必正　　（白）　　　　　何事？
潘门子　　（白）　　　　　刘大人到。
潘必正　　（白）　　　　　有请。
　　　　　　　　　　　　　啊大人。请坐。大人黑夜到此，为了何事？
刘秉义　　（白）　　　　　适才按院王大人私自进监探望苏三，小弟本当将他拿下，只因他乃钦命官员，
　　　　　　　　　　　　　多有不便。因此前来，与年兄商议，参他一本。
潘必正　　（白）　　　　　嗳，使不得！君子成人之美，何必如此？
刘秉义　　（白）　　　　　依年兄之见呢？
潘必正　　（白）　　　　　苏三罪本冤枉，依我看来，不如顺水推舟，成全他们，岂不是好！
刘秉义　　（白）　　　　　怎么？成全的为是。
潘必正　　（白）　　　　　成全的为是。
刘秉义　　（白）　　　　　哈哈哈！多谢年兄指教。
　　　　　　　　　　　　　门子过来！命你回衙传话，速差人役去往洪洞县将一干人犯带齐，不得有误！
刘门子　　（白）　　　　　是。
（刘门子下。）
潘必正　　（白）　　　　　后面备酒，与大人同饮。正是：
　　　　　（念）　　　　　苏三身遭不白冤，
刘秉义　　（念）　　　　　累得按院去探监。
潘必正　　（念）　　　　　顺水人情乐得做，
刘秉义　　（念）　　　　　管叫破镜又重圆。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哈哈！
（潘必正、刘秉义同下。）

【第二场】

（王金龙上。）
王金龙　　（西皮摇板）　　那一日与三姐监中相见，
　　　　　　　　　　　　　偏遇着刘秉义有意为难。
　　　　　　　　　　　　　须防他暗地里另有计算，
　　　　　　　　　　　　　这件事倒叫我心内不安。
（王门子上。）
王门子　　（白）　　　　　潘大人到。
王金龙　　（白）　　　　　有请。
（潘必正上。）
潘必正　　（白）　　　　　大人。
王金龙　　（白）　　　　　苏三一案，已拨交刘大人审问，大人可知那刘大人意欲怎样发落？
潘必正　　（白）　　　　　司里正是为此事而来，刘大人已将一干人犯传到，案情俱已审明了。
王金龙　　（白）　　　　　哦，但不知怎样落案？
潘必正　　（白）　　　　　王知县听候参处；皮氏、赵昂定罪收监；惟有那苏三……
王金龙　　（白）　　　　　怎么样啊？
潘必正　　（白）　　　　　刘大人言道，她的冤枉已明，请大人发落。
王金龙　　（白）　　　　　如此看来，刘大人公正得很哪！
潘必正　　（白）　　　　　自然是秉公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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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义　　（内白）　　　　刘大人到。
王金龙　　（白）　　　　　有请。
（刘秉义上。）
刘秉义　　（白）　　　　　大人。
王金龙　　（白）　　　　　大人昭雪冤狱，明察秋毫。令人钦佩。
刘秉义　　（白）　　　　　大人夸奖了。如今苏三冤枉已明，请大人亲自发落。
王金龙　　（白）　　　　　还是大人一发代劳了吧。
刘秉义　　（白）　　　　　如此大人请到后面。
（王金龙、潘必正同下。）
刘秉义　　（白）　　　　　来，升堂。
（四衙役自两边分上。）
刘秉义　　（白）　　　　　带苏三。
（苏三上。）
苏三　　　（念）　　　　　如今灾难满，拨云见青天。
　　　　　（白）　　　　　参见大人！
刘秉义　　（白）　　　　　苏三，皮氏、赵昂已然画供招认，如今你的冤枉已明，当堂赐你插花披红，暂
　　　　　　　　　　　　　到白衣庵居住，下堂去吧！
苏三　　　（白）　　　　　谢大人！
　　　　　（西皮流水板）　想起当年落娼院，
　　　　　　　　　　　　　幸遇三郎订姻缘。
　　　　　　　　　　　　　不料想洪洞身遭难，
　　　　　　　　　　　　　这场的冤屈有口难言。
　　　　　　　　　　　　　如今苍天睁开眼，
　　　　　　　　　　　　　仇报仇来冤报冤。
　　　　　　　　　　　　　满面春风下堂转，
（苏三回望。）
苏三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不见三郎为那般？
　　　　　　　　　　　　　犹豫不定出察院，
　　　　　　　　　　　　　只得暂住白衣庵。
（苏三下。）
刘秉义　　（白）　　　　　转堂。
（四衙役同下。）
刘秉义　　（白）　　　　　有请大人！
（王金龙、潘必正同上。）
王金龙　　（白）　　　　　大人辛苦了。
刘秉义　　（白）　　　　　岂敢，司里已将苏三发落了。
王金龙　　（白）　　　　　大人怎样发落的？
刘秉义　　（白）　　　　　插花披红，暂住白衣庵，下堂去了。
王金龙　　（白）　　　　　如此甚好。
（王金龙低头不语。潘必正、刘秉义互相会意，乘机同进言。）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啊大人，苏三无依无靠，大人就该将她收留才是。
王金龙　　（白）　　　　　我乃朝廷命官，只怕使不得？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我二人愿为媒证。
王金龙　　（白）　　　　　如此全仗玉成。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理当效劳。司里等暂且告退，少时再与大人贺喜。
王金龙　　（白）　　　　　请。
潘必正、
刘秉义、
王金龙　　（同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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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必正、刘秉义、王金龙自两边分下。）

【第三场】

（〖牌子〗。二丫鬟持灯引王金龙、苏三同上，同进门，二丫鬟同下，王金龙关门。潘必正、刘秉义同上，
同在门外窃听。）
苏三　　　（白）　　　　　啊三郎，你我在关王庙一别，不想也有今日。
王金龙　　（白）　　　　　是呀。哦，提起那关王庙之事，倒叫我好笑。
苏三　　　（白）　　　　　却是为何？
王金龙　　（白）　　　　　想当初在关王庙，你见了那周仓的神像，就吓得那样哦嘚嘚嘚……
苏三　　　（白）　　　　　嗯，周仓老爷那样威严，谁人不怕？不但周仓老爷，我怕的人儿还多呢！
王金龙　　（白）　　　　　还怕哪个？
苏三　　　（白）　　　　　那日在公堂之上，那位都天大人，坐在上面，昂然不动，把那惊堂木儿一拍，
　　　　　　　　　　　　　说道：“哦——唗！”哎呀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呢！
王金龙　　（白）　　　　　嗳，有道是官身不自由。公堂之上，喏，我怎能失了这按院的官体呀！
苏三　　　（白）　　　　　是啊！我看你在监中逃走之时，你那官体，却也着实地不小啊。
王金龙　　（白）　　　　　哎呀呀，你看，这都是那刘大人……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白）　　　　开门来，开门来！
王金龙　　（白）　　　　　外面何人叫门？
刘秉义　　（白）　　　　　是司里。
潘必正　　（白）　　　　　刘大人他又来巡查来了！
王金龙　　（白）　　　　　哎呀！今日恕不奉陪，我又要装疯逃走了。
（王金龙、苏三相偕同下。）
潘必正、
刘秉义　　（同笑）　　　　哈哈哈！
（潘必正、刘秉义同下。）
（完）

——————————
⑴读如“肘”。

⑵如单演《三堂会审》时，则王金龙在刘秉义念“司里告退”之后，即念“掩门”，与四衙役同下。

⑶王金龙装疯出监，很有讽喻意味；但在表演时，势必带面具，如果过于夸张，难免破坏王金龙形象，排演时应
请注意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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