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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

主要角色
霍小玉：旦
李益：小生
鲍十一娘：彩旦
黄衫客：净
霍母：老旦
浣纱：旦
卢志：净
卢小姐：旦
丫鬟：旦

情节
唐代霍王庶女小玉，为王妃所嫉，母女被逐出宫，卜居长安。霍小玉喜诵才子李益诗，欲以身许之，经鲍十
一娘撮合成婚。不意李益得中后，另娶侍郎卢志之女。霍小玉被弃思念成病，事为侠客黄衫客所知，强迫李
益与霍小玉相见，时霍小玉已奄奄一息。

注释
《霍小玉》一剧是根据唐宋传奇中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此剧文词凄切华美、哀艳缠绵、声声血泪、动人肺腑。
尤其此剧唱腔集中了荀派声腔艺术的精华。被誉为荀派六大悲剧之一。该剧是荀慧生与戏曲剧作家陈墨香
合编的。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六日首演于北京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由荀慧生饰霍小玉，金仲仁饰李
十郎，马富禄饰鲍妈妈。一九五四年荀慧生又进行了修改，因系唐宋传奇故事，故改梳大头为古装扮相，又
增删了一些唱段，着意地刻划人物。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整理

【第一场】

黄衫客　　（内西皮导板）　杀赃官除恶霸英雄志量，
（黄衫客上，趟马。）
黄衫客　　（西皮摇板）　　行侠仗义热心肠。
　　　　　　　　　　　　　江湖之上常来往，
　　　　　　　　　　　　　腰间宝剑放光芒。
　　　　　　　　　　　　　坐在雕鞍我就朝前往，
（黄衫客走圆场，归大边。）
李益　　　（内白）　　　　好冷的秋风啊！
（黄衫客勒马望，李益上。）
李益　　　（西皮摇板）　　空读诗书学文章。
　　　　　　　　　　　　　饥寒交迫无法想，
　　　　　　　　　　　　　到前面借酒浇愁，我要痛饮一场。
（黄衫客下马，挡住李益。）
李益　　　（白）　　　　　你为何拦阻俺的去路？
黄衫客　　（白）　　　　　我看你面带愁容，有何心事？
李益　　　（白）　　　　　唉！
　　　　　（念）　　　　　文人多落魄，名士自风流。
（李益做身段推磨。）
李益　　　（念）　　　　　有才无人问！
（黄衫客随李益后同走小圆场归小边。）
李益　　　（念）　　　　　一醉解千愁。
黄衫客　　（白）　　　　　原来是个酸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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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2

李益　　　（白）　　　　　酒家哪里？
（鲍十一娘上。黄衫客拴马。）
鲍十一娘　（念）　　　　　秋风黄叶乱纷纷，我是长安卖酒人。
（鲍十一娘朝李益看。）
鲍十一娘　（白）　　　　　你怎么又来了？
李益　　　（白）　　　　　我要饮酒哇。
（黄衫客指李益。鲍十一娘向李益，作看不起的神气。）
鲍十一娘　（白）　　　　　你先等等。呦——
（鲍十一娘笑向黄衫客。）
鲍十一娘　（白）　　　　　我还没瞅见您哪，这位客官要喝酒吗？里边请坐。
（黄衫客进门，李益随后溜进。）
鲍十一娘　（白）　　　　　请坐。
（黄衫客坐。李益指鲍十一娘，忿怒。）
李益　　　（白）　　　　　我也坐下。
鲍十一娘　（白）　　　　　您要什么酒菜，早一点吩咐，我好给您预备去。
黄衫客　　（白）　　　　　可有莲花白酒？
鲍十一娘　（白）　　　　　那莲花白酒可是长安名酒，怎能没有呢？您要多少吧？
黄衫客　　（白）　　　　　先来两壶吧。
鲍十一娘　（白）　　　　　是啦。
黄衫客　　（白）　　　　　可有好的酒菜？
鲍十一娘　（白）　　　　　有。
黄衫客　　（白）　　　　　馒头一盘。
鲍十一娘　（白）　　　　　有。
黄衫客　　（白）　　　　　牛肉汤面一大碗。
鲍十一娘　（白）　　　　　那更有啦。
（李益指鲍十一娘作神气，鲍十一娘不理。李益急。）
李益　　　（白）　　　　　酒家，酒家。
（李益拍桌。）
黄衫客　　（白）　　　　　那人唤你，你先去了再来。
鲍十一娘　（白）　　　　　小店就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总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黄衫客　　（白）　　　　　啊，先来后到。
李益　　　（白）　　　　　是我先来的呀。
（黄衫客指鲍十一娘。）
黄衫客　　（白）　　　　　你还是先去了再来。
鲍十一娘　（白）　　　　　唉干脆，我把好酒、好菜都给您拿来得啦。等我把这位的酒菜取来再说。
（鲍十一娘下。黄衫客与李益相对点头。鲍十一娘取酒菜上，向黄衫客。）
鲍十一娘　（白）　　　　　您先喝着。
（鲍十一娘向李益。）
鲍十一娘　（白）　　　　　我瞧他今天带钱没有，别又是白吃、白喝来啦，还白挑眼。
（鲍十一娘站在李益旁边，把手巾一搭，作很冷淡的表情。）
李益　　　（白）　　　　　我唤你多次，为何不来？
鲍十一娘　（白）　　　　　我这不是来了吗？
李益　　　（白）　　　　　你要有个先来后到呀。
鲍十一娘　（白）　　　　　是应该有个先来后到，拿来呀。
李益　　　（白）　　　　　要什么？
鲍十一娘　（白）　　　　　该我的酒饯呀。
李益　　　（白）　　　　　吃完之后自然与你呀。
鲍十一娘　（白）　　　　　今天你又想吃完、喝完，一闹、一跑，是不是？好，你要什么吧？
李益　　　（白）　　　　　酒菜两样。
鲍十一娘　（白）　　　　　没有。
李益　　　（白）　　　　　馒头一盘。
鲍十一娘　（白）　　　　　没有。
李益　　　（白）　　　　　牛肉汤面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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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一娘　（白）　　　　　更是没有啦。
李益　　　（白）　　　　　还要两壶莲花白酒。
鲍十一娘　（白）　　　　　莲花白呀，我看你都成苹果绿啦！告诉你说，我这个店本钱小，今天是任嘛都
　　　　　　　　　　　　　没有。
李益　　　（白）　　　　　唗！
（李益怒。）
李益　　　（白）　　　　　大胆酒家，我今要酒要菜样样全无，你这样侮辱斯文，该当何罪？
（李益怒。黄衫客起。）
鲍十一娘　（白）　　　　　什么，我卖的着卖，卖不着不卖，这也有罪吗？
李益　　　（白）　　　　　你——
（李益指鲍十一娘，上前一步。）
李益　　　（白）　　　　　敢出言顶撞我吗？
鲍十一娘　（白）　　　　　你敢打人是怎么着？
黄衫客　　（白）　　　　　酒家酒家。
（黄衫客指桌。）
鲍十一娘　（白）　　　　　来啦来啦。
李益　　　（白）　　　　　真真是可恼可恨。
黄衫客　　（白）　　　　　都是饮酒之人，为何两样看待？
李益　　　（白）　　　　　是呀。
鲍十一娘　（白）　　　　　我开的是酒店，谁来都是照顾主，怎么会放着买卖不做哇。
黄衫客　　（白）　　　　　因何不卖与他呀？
鲍十一娘　（白）　　　　　他也得给我钱呀！我告诉你说吧，我和他不认识，前两天他来喝酒，就没有给
　　　　　　　　　　　　　钱，应着昨天给，昨天又没有给，昨天来了，钱没有结，又大吃大喝一顿，还
　　　　　　　　　　　　　是一文不给，您说像我这本小利薄，哪有那么许多的钱给垫呀。
（李益羞掩归坐。）
黄衫客　　（白）　　　　　此言说的倒也有理。只是你不要轻看贫寒之人。
鲍十一娘　（白）　　　　　别瞧穷人倒有骨头，人家是有钱喝，没有钱不喝，像他这种穷酸，最难办呢。
黄衫客　　（白）　　　　　你敢是先要酒钱？
鲍十一娘　（白）　　　　　不敢，我只是冲他一人说的。
黄衫客　　（白）　　　　　来来，这里有银子一锭，连他所欠之酒债算在俺一起。
鲍十一娘　（白）　　　　　这还有富裕呢。
黄衫客　　（白）　　　　　饭后酒账两清，速将酒饭与他送去。
鲍十一娘　（白）　　　　　你瞧人家这吃饭的，没吃饭就先给钱，并且连你欠的钱都给代还啦。
李益　　　（白）　　　　　唉，真是惭愧得很。
鲍十一娘　（白）　　　　　哎呀，他还懂得害躁哪。
（鲍十一娘下。李益向黄衫客拱手。）
李益　　　（白）　　　　　多蒙仁兄仗义疏财，感恩非浅。
黄衫客　　（白）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里有现成的酒饭，何不先请过来同饮。
李益　　　（白）　　　　　如此避命。
（李益走向黄衫客，一同对饮。鲍十一娘暗上。）
鲍十一娘　（白）　　　　　这小子和人家聊上啦，我听他们说些什么？
李益　　　（白）　　　　　请问兄长尊姓大名？
黄衫客　　（白）　　　　　愚下身穿黄衫，人称俺黄衫客。
李益　　　（白）　　　　　啊原来是黄仁兄，失敬了。
黄衫客　　（白）　　　　　你呢？
李益　　　（白）　　　　　小弟姓李名益，人称李十郎。
（鲍十一娘突喜。）
黄衫客　　（白）　　　　　哦，你就是长安第一才子李益李十郎呀，久仰呀久仰。
李益　　　（白）　　　　　岂敢，岂敢。
黄衫客　　（白）　　　　　因何一贫至此？
（鲍十一娘端酒菜上。）
李益　　　（白）　　　　　惭愧。
鲍十一娘　（白）　　　　　酒到菜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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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　　（白）　　　　　唤你再来。
（鲍十一娘允，指李益作神气，点头，笑向李益。）
李益　　　（白）　　　　　小弟空有才名，怎奈长安城内人情势力，无有贵人提拔，难有出头之日。
黄衫客　　（白）　　　　　人生世间必须品行端正，以你的才学，哪怕无有出头之日？要那贵人提拔作甚？
李益　　　（白）　　　　　兄台说的极是，怎奈我衣食艰难如何是好？
黄衫客　　（白）　　　　　秀才且免愁肠，来来，你我痛饮几杯。
李益　　　（白）　　　　　兄乃侠义之人，今日相逢三生有幸，我也不客气了。我要痛饮了。
（李益饮醉伏桌。）
黄衫客　　（白）　　　　　酒怎么样了？
李益　　　（白）　　　　　足以够了。
黄衫客　　（白）　　　　　俺还有要事，你我后会有期。
李益　　　（白）　　　　　兄台请。
（黄衫客指鲍十一娘。）
黄衫客　　（白）　　　　　这有纹银四十两，送于李相公，今后你不可轻看于他。
（黄衫客下。鲍十一娘指黄衫客作神气，转向李益。）
李益　　　（白）　　　　　你今后对我就不轻视了吧？
鲍十一娘　（白）　　　　　是呀，谁叫你交着好朋友啦。
李益　　　（白）　　　　　这银子是哪里来的？
鲍十一娘　（白）　　　　　哟，你干吗还装着玩，这是刚才走的那位客人听你说的怪可怜，当面给你，怕
　　　　　　　　　　　　　你不好意思收下，故意放在桌子上。你就收下吧。
李益　　　（白）　　　　　怎么，这银子是黄仁兄送与我的吗？
鲍十一娘　（白）　　　　　那没错，我亲眼看见的，没有错，你就收下吧。
李益　　　（白）　　　　　这才是我的好朋友！今后我来吃饭你是卖与不卖呀？
鲍十一娘　（白）　　　　　不但买酒行，就是欠账也行啦。
李益　　　（白）　　　　　如此说来，你也是个好人了。
鲍十一娘　（白）　　　　　好不好的大伙一看就明白了。现在冲你这个名字，我就敢赊给你。唉，你不是
　　　　　　　　　　　　　叫李益李十郎吗？
李益　　　（白）　　　　　唉呀呀，不料连一个妇人都晓得我李才子的大名。
（李益得意。）
李益　　　（白）　　　　　真真的可喜呀！
鲍十一娘　（白）　　　　　光有人给你候账这还不算是喜，要有人管你吃喝穿戴，管你一辈子的生活，这
　　　　　　　　　　　　　才是喜呢。
李益　　　（白）　　　　　唉呀，有这等事吗？你快些地讲来。
鲍十一娘　（白）　　　　　你别急，你先坐下，让我慢慢的来告诉你说。我姓鲍，我们前街有一位霍老太
　　　　　　　　　　　　　太，她有一个女儿，名唤霍小玉，长的那分好看，就别提啦。
（李益得意地急问。）
李益　　　（白）　　　　　是个绝色女子？
（李益拉椅进一步。）
鲍十一娘　（白）　　　　　这位姑娘不但长的好看，诗词歌赋、笙管笛箫无所不能，还爱读诗书作文章呢。
李益　　　（白）　　　　　如此说来还是一位才女子？
（李益拉椅进一步。鲍十一娘指李益作神气。）
鲍十一娘　（白）　　　　　不但才貌双全，他家还有钱呢。
李益　　　（白）　　　　　哦，有钱？
（李益向前一步。）
鲍十一娘　（白）　　　　　她有钱碍不着你，直往我这凑合干吗？
李益　　　（白）　　　　　是是。
（李益拉椅归原座位。）
鲍十一娘　（白）　　　　　你猜怎么着，她还有个嗜好，专爱读你的诗呢。
（李益惊喜，探身。）
李益　　　（白）　　　　　哦？竟有这等事，如此说来这位小娘子竟是我的诗文知己了！
鲍十一娘　（白）　　　　　只因她……
李益　　　（白）　　　　　她便怎么样？
（李益拉椅，作神气，走上一步。鲍十一娘忙将椅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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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一娘　（白）　　　　　你别挤兑我！
李益　　　（白）　　　　　大娘，请你还是赶快的讲吧。
鲍十一娘　（白）　　　　　我当你要咬我呢，你这样赶罗我，叫我怎么能张的开嘴呀！
李益　　　（白）　　　　　小生如此洗耳恭听就是。
（李益归原座位。）
鲍十一娘　（白）　　　　　我听说李十郎乃是个风流的才子，怎么会这份德行呀，我别给弄错了吧，我仔
　　　　　　　　　　　　　细地问一下吧。
（鲍十一娘向李益。）
鲍十一娘　（白）　　　　　我说你到底是贵姓呀？
李益　　　（白）　　　　　我姓李呀。
鲍十一娘　（白）　　　　　真个的，你是真的叫李益李十郎吗？
李益　　　（白）　　　　　我是李十郎李益，长安第一才子呀，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呀！
鲍十一娘　（白）　　　　　对，这就没有错了。我跟你说实话吧，那霍老太太疼爱女儿，养的又娇，只有
　　　　　　　　　　　　　这么一个命根子，久仰你的才名，时常托我打听你的消息，他八成要招赘你做
　　　　　　　　　　　　　个养老女婿。
李益　　　（白）　　　　　唉呀，有这等事，还望妈妈你费心成全我的才是，我是感恩不尽了！
（李益作揖打拱。）
李益　　　（白）　　　　　我好喜也。喜事从天降，佳人配才郎。你我快些地走哇！
（李益拉鲍十一娘。鲍十一娘用袖甩李益。）
鲍十一娘　（白）　　　　　你别这样拉拉扯扯的，不管多大的岁数，我也是一个妇道，难道你不知道男女
　　　　　　　　　　　　　有别吗？
李益　　　（白）　　　　　你要快一点领我去呀！
鲍十一娘　（白）　　　　　你就这样上人家去？人家就肯把姑娘给你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呀。
李益　　　（白）　　　　　我要怎样的前去呀？
鲍十一娘　（白）　　　　　你刚才不是白得了一锭银子吗？你先买一件干净衣服穿上，我先去问明白了人
　　　　　　　　　　　　　家，再来告诉你，再去才成。
李益　　　（白）　　　　　全仗大娘成全，我要作新郎的了哇！
（李益下。鲍十一娘指李益。）
鲍十一娘　（白）　　　　　瞧他这份德行！霍老太太也不知道是甚么病，为甚么要这样的人，反正受人之
　　　　　　　　　　　　　托，忠人之事。我赶紧给霍家送信去。
（鲍十一娘下。）

【第二场】

（霍母上。）
霍母　　　（念）　　　　　昔作王宫婢，今为里巷人。
（鲍十一娘上。）
鲍十一娘　（白）　　　　　为甚么好女子偏要嫁穷酸。
（鲍十一娘进门。）
鲍十一娘　（白）　　　　　老太太，您好？
霍母　　　（白）　　　　　我好。鲍妈妈请坐。
鲍十一娘　（白）　　　　　坐着，谢谢您哪。
霍母　　　（白）　　　　　那十郎找到了无有呢？
鲍十一娘　（白）　　　　　这，啊老太太，您干什么这忙呀？
霍母　　　（白）　　　　　啊鲍妈妈，我的女儿心事难道妈妈还不知道吗？尤其我们的门第更是不敢说出，
　　　　　　　　　　　　　这是瞒不了妈妈的。
鲍十一娘　（白）　　　　　咳我怎么不知道呀？不就是你是霍王的一个丫头吗？那也是当初咱们家贫穷没
　　　　　　　　　　　　　有法子，谁又愿意给人支使着呢？再说娶媳妇是娶的一个人，拿咱们这姑娘来
　　　　　　　　　　　　　说，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要嫁个什么人不成啊？
霍母　　　（白）　　　　　鲍妈妈说的一点也不差，只是我在王府之时，生下此女，王妃嫉妒，将我母女
　　　　　　　　　　　　　赶了出来，是王爷赐了我们些金银，使我母女在外度日，我这出身微践是瞒不
　　　　　　　　　　　　　得人的，像那男婚女配，讲的是门当户对，家世传流，那王孙公子哪能高攀，
　　　　　　　　　　　　　这也是我女儿的心病，也是我的出身连累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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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一娘　（白）　　　　　唉，真是令人气不平！想那富贵家的女儿，长的哪怕是眼斜鼻子歪、缺胳膊短
　　　　　　　　　　　　　腿，都有人要，怎么一到咱们这儿，就这么挑剔呢？话可又说回来了，世界之
　　　　　　　　　　　　　上，士农工商，有钱的人不是多得很吗？
霍母　　　（白）　　　　　妈妈哪里知道，我女儿既不能仰望高门，她又爱慕风雅，因为她见李十郎的诗
　　　　　　　　　　　　　文超众，因此我女儿时常思念，想拜在他的门墙。
鲍十一娘　（白）　　　　　我明白了，这哪是想拜老师？姑娘长大了，因为李十郎既然是诗文出众，将来
　　　　　　　　　　　　　定会有出头之日，若得婚配，岂不改换门庭，也可以消消她胸中之气。
霍母　　　（白）　　　　　鲍妈妈真是聪明的很。
鲍十一娘　（白）　　　　　您先别夸我，叫我先细细地给您说说。
霍母　　　（白）　　　　　李十郎你可曾寻到没有哇？
鲍十一娘　（白）　　　　　人是找到了，可是话我得说到头里，省得将来我落埋怨。
霍母　　　（白）　　　　　此人的品貌如何呢？
鲍十一娘　（白）　　　　　你先别打听话，最好是当着姑娘说。
霍母　　　（白）　　　　　如此我儿快来。
霍小玉　　（内白）　　　　搀扶了！
（浣纱扶霍小玉同上。）
霍小玉　　（四平调）　　　每日里恹恹心烦人倦，
　　　　　　　　　　　　　听更鼓一声声夜不安眠。
　　　　　　　　　　　　　叫浣纱搀扶我把娘亲来见，
（霍小玉进门见鲍十一娘。）
鲍十一娘　（白）　　　　　姑娘来啦。
霍小玉　　（四平调）　　　转面来问妈妈一向可安。
霍母　　　（白）　　　　　我儿坐下。
霍小玉　　（白）　　　　　谢坐。
霍母　　　（白）　　　　　女儿，你常提的那李十郎，鲍妈妈她己然找到了。
（霍小玉惊喜。）
霍小玉　　（白）　　　　　啊！
鲍十一娘　（白）　　　　　李十郎我给找到了，此人二十来岁，还没有婚配呢。
霍母　　　（白）　　　　　我儿——
（霍母转向霍小玉。）
霍母　　　（白）　　　　　此人未婚配，你的造化不小哇。
（霍小玉羞，低头。）
鲍十一娘　（白）　　　　　你娘俩先别喜欢，他是个书呆子，刨开会作诗，他甚么都不会，整个是个书呆
　　　　　　　　　　　　　子穷酸，将来恐伯是不会有个出头之日，我看这事恐怕不成。
霍母　　　（白）　　　　　他既是文才出众，将来会有发达之日的。
鲍十一娘　（白）　　　　　将来是将来，现在是现在，他穷的连一根韭菜都不称，您说这个媒我可怎么给
　　　　　　　　　　　　　做？
霍母　　　（白）　　　　　此人才名甚大，为何如此的贫因哪？
鲍十一娘　（白）　　　　　咳，才子也值不了多少钱一斤不是。
霍小玉　　（白）　　　　　妈妈此言差矣，自古英雄才子多半出身寒微，当他不得志之时，难免受人轻视，
　　　　　　　　　　　　　妈妈不要这样小看人哪。
霍母　　　（白）　　　　　是呀。
鲍十一娘　（白）　　　　　我干吗是小看人哪，简直我就都告诉了你吧，前两天这个人到我店里吃酒，喝
　　　　　　　　　　　　　完了没有钱，我看他是个念书的人，就没有跟他计较，他说第二天送来。昨天
　　　　　　　　　　　　　来了，又是一顿大吃、大喝，完了还是没有钱，这还不算，倚酒装疯，连哭带
　　　　　　　　　　　　　笑，吐了一地就走，我要是跟他打官司吧，他是个穷酸，钱也要不回来，白耽
　　　　　　　　　　　　　误工夫，谁知道他今天又来了，不单不给钱，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说我能卖
　　　　　　　　　　　　　给他么？哪知道这小子有一个吃人的命，旁边有一位叫黄衫客的，请他白吃、
　　　　　　　　　　　　　白喝了，连过去的账也给代还了，还给他留了一锭银子，他跟人家是素不相识，
　　　　　　　　　　　　　在他们吃酒的时候，两人说话，我才知道他姓李叫李益，人称李十郎，等我
　　　　　　　　　　　　　跟他提姑娘的事，他喜欢的简直要疯，恨不能马上就要来，这样没有品行的人，
　　　　　　　　　　　　　您想这个媒人我能做吗？姑娘也应该好好地想一下才是。
（霍小玉先喜后惊，气晕。鲍十一娘、霍母见状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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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母　　　（白）　　　　　我儿的病又发了，浣纱快快搀扶下去休息去吧。
（霍小玉、浣纱同下。霍母向鲍十一娘。）
霍母　　　（白）　　　　　哎，鲍妈妈，你要救她一救。
鲍十一娘　（白）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有甚么毛病，我哪能见死不救呀？李十郎住的离咱家不远，
　　　　　　　　　　　　　我马上去把他找来。这都是哪的事！
（鲍十一娘边说边下。）
霍母　　　（白）　　　　　有道是：过耳之言不可深信，见着本人再作道理。儿呀你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鲍妈妈一会就来的。
（霍母下。鲍十一娘拉李益同上，鲍十一娘指李益。）
鲍十一娘　（白）　　　　　你真是飞来凤。
李益　　　（白）　　　　　大娘快走，到了无有哇？
鲍十一娘　（白）　　　　　走到啦，你忙甚么？你要忙就先进去。
李益　　　（白）　　　　　我与人家是素不相识呀。
鲍十一娘　（白）　　　　　说了半天，你不认识呀，那你还是跟我来吧。
（鲍十一娘引李益进门。）
鲍十一娘　（白）　　　　　你先别忙，在这先等一下，我先进去给你言语声去。
李益　　　（白）　　　　　是是，多谢妈妈。
鲍十一娘　（白）　　　　　老太太，李十郎他来了。
（霍母上。）
霍母　　　（白）　　　　　快快有请。
鲍十一娘　（白）　　　　　哎！
（鲍十一娘转向李益。）
鲍十一娘　（白）　　　　　叫你进去呢，你可放大方一点。
李益　　　（白）　　　　　是是。
（李益归中坐，向霍母。）
李益　　　（白）　　　　　呀，伯母在上，小侄拜揖。
霍母　　　（白）　　　　　李相公请坐。
李益　　　（白）　　　　　谢坐。
（霍母向鲍十一娘。）
霍母　　　（白）　　　　　啊鲍妈妈，果然仪表不差呀。
鲍十一娘　（白）　　　　　你别瞧外表长的不错，他——
（李益向鲍十一娘。）
李益　　　（白）　　　　　啊妈妈。
霍母　　　（白）　　　　　闻得十郎乃是长安秀才，我老身失敬了。哈哈哈。
李益　　　（白）　　　　　不敢，我闻得令嫒喜读小生诗文，今特来拜访。
霍母　　　（白）　　　　　鲍妈妈，请先陪十郎外边稍坐，我唤女儿与十郎相见。
鲍十一娘　（白）　　　　　李十郎，咱娘俩先到外头坐会去。
李益　　　（白）　　　　　是。
（李益向霍母。）
李益　　　（白）　　　　　小生先告退。
霍母　　　（白）　　　　　请便吧。
（鲍十一娘引李益往屏风外走去，李益东张西望。）
鲍十一娘　（白）　　　　　嘿嘿，你别胡看，就在这儿呆着。
（李益向鲍十一娘点头。霍母向内。）
霍母　　　（白）　　　　　浣纱快来！
（浣纱上。）
浣纱　　　（白）　　　　　老太太甚么事呀？
霍母　　　（白）　　　　　快请你家小姐出堂。
浣纱　　　（白）　　　　　是啦，有请小姐。
霍小玉　　（内南梆子导板）夜失眠只觉得精神散漫，
（霍小玉上。）
霍小玉　　（南梆子）　　　又听得画堂内笑语声喧。
　　　　　　　　　　　　　问浣纱你为何将我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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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浣纱呀！
浣纱　　　（白）　　　　　老太太请您哪。
霍小玉　　（南梆子）　　　见老娘深施礼忙问慈安。
　　　　　　　　　　　　　老娘亲唤孩儿有何事件？
（行弦。鲍十一娘指霍小玉点头，作神气。）
霍母　　　（白）　　　　　儿呀，你平时爱念李十郎的诗句，今日李十郎来了哇。
霍小玉　　（南梆子）　　　听说是十郎到喜在眉间。
　　　　　　　　　　　　　却怎奈男和女不便相见，
鲍十一娘　（白）　　　　　你见不到人家，想见；人家来啦，你又害起躁来啦，真要是不愿意见，就叫他
　　　　　　　　　　　　　回去吧。
霍小玉　　（南梆子）　　　乍见人免不得面带羞惭。
　　　　　　　　　　　　　将起床还未曾梳妆打扮，
（行弦。）
鲍十一娘　（白）　　　　　敢情是为的这个。您先见见李十郎，回来再梳洗打扮吧！
霍小玉　　（南梆子）　　　女儿家不梳妆难到堂前。
鲍十一娘　（白）　　　　　你瞧这分磨蹭，你要梳妆可得快一点。
霍母　　　（白）　　　　　李十郎他初次到我家来，你要快一点相见呀。
霍小玉　　（白）　　　　　是。
鲍十一娘　（白）　　　　　老太太您催着点姑娘快点出来。
霍母　　　（白）　　　　　女儿快些地梳妆吧。
霍小玉　　（白）　　　　　浣纱快些与我梳妆。
　　　　　（西皮流水板）　叫声浣纱开妆奁，
　　　　　　　　　　　　　对着菱花整云鬟。
　　　　　　　　　　　　　挽起乌云匀粉面，
　　　　　　　　　　　　　描眉画眼戴花钿。
（行弦。李益起，鲍十一娘出。）
李益　　　（白）　　　　　小姐为何还不见我呀？待我进去！
鲍十一娘　（白）　　　　　你先等一下，小姐正在梳妆哪。
李益　　　（白）　　　　　可容我先看上一看？
鲍十一娘　（白）　　　　　你忙甚么，有你瞧的时候，就坐着吧。
李益　　　（白）　　　　　好，我再坐下。
霍小玉　　（西皮流水板）　时新宝髻盘龙现，
　　　　　　　　　　　　　对对花簪插鬓边。
　　　　　　　　　　　　　离了妆台轻轻唤，
　　　　　　　　　　　　　浣纱与我换罗衫。
　　　　　（白）　　　　　啊，浣纱，与我取件新衣来！
浣纱　　　（白）　　　　　是。
（浣纱取衣与霍小玉穿。李益起。）
李益　　　（白）　　　　　小姐怎么还不见我呀？
（鲍十一娘出。）
鲍十一娘　（白）　　　　　你真急碴，等我给你催一下去。
（鲍十一娘转向霍小玉。）
鲍十一娘　（白）　　　　　姑娘，你这分磨蹭劲，人可等不了啦，您倒是快着点呀！
霍小玉　　（白）　　　　　妈妈呀！
　　　　　（西皮流水板）　梳妆非是多迟慢，
　　　　　　　　　　　　　女子人人是这般。
　　　　　　　　　　　　　再把菱花来细看，
（霍小玉照镜做身段。行弦。）
李益　　　（白）　　　　　啊，大姐再不出来我要走了。
（霍小玉忙欲出，回。）
霍小玉　　（白）　　　　　妈妈！
鲍十一娘　（白）　　　　　你怎么又回来了？
霍小玉　　（西皮流水板）　心忙忘了戴我的紫玉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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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十一娘　（白）　　　　　这份罗嗦，要是我，早就打扮得啦。
　　　　　　　　　　　　　李十郎你进来吧！
（李益进，与霍小玉对相。霍小玉羞低头。）
李益　　　（白）　　　　　妙哇！
　　　　　（念）　　　　　神女下巫峰，叫人喜气冲。向前深施礼，弯身打一躬。
　　　　　（白）　　　　　哦大姐，小生李益有礼。
霍小玉　　（白）　　　　　还礼。
鲍十一娘　（白）　　　　　老太太坐中间，大伙好说话呀。
霍母　　　（白）　　　　　一同坐下。
鲍十一娘　（白）　　　　　咳，我也坐下。
（霍小玉羞。）
霍小玉　　（白）　　　　　母亲，女儿要先回房去了。
鲍十一娘　（白）　　　　　别走，还没有说话哪。
李益　　　（白）　　　　　呀小姐。
霍小玉　　（白）　　　　　李……
霍母　　　（白）　　　　　你们有话要讲下去？
鲍十一娘　（白）　　　　　您还瞧不出来吗？他们俩吞吞吐吐地讲什么，干脆您拿主意得啦。
（霍母寻思。）
霍母　　　（白）　　　　　哦，啊十郎，我有意将小姐许配与你，招赘我家，你意如何？
（霍小玉羞。李益跪。）
李益　　　（白）　　　　　如此岳母在上，小婿参拜。
鲍十一娘　（白）　　　　　这小子真急碴！
霍母　　　（白）　　　　　贤婿请起。
鲍十一娘　（白）　　　　　老太太您性子急，我急性子，他们俩更急，干脆，叫浣纱给他俩找两件衣服，
　　　　　　　　　　　　　连傧相带媒人都归我一个人包办啦，马上拜堂。
霍母　　　（白）　　　　　且喜新人业已妆扮，如此有劳大娘赞礼来。
鲍十一娘　（白）　　　　　伏以：
　　　　　（念）　　　　　相公好才华，小姐貌如花。今日成婚配，明年抱娃娃。
　　　　　（白）　　　　　搀新人入洞房。老太太，他们小两口进洞房啦，咱们老姐俩也到后面喝酒去。
霍母　　　（白）　　　　　大娘请啊。
（鲍十一娘拉霍母同下。浣纱、霍小玉、李益同走圆场，归坐。）
李益　　　（白）　　　　　妙哇，李益得此佳偶，真乃三生有幸，方才我看新人长得十分美貌，待我仔细
　　　　　　　　　　　　　看来，真是一个绝色的佳人也。
　　　　　（西皮流水板）　我落魄穷途谁怜念，
　　　　　　　　　　　　　竞有佳人配良缘。
　　　　　　　　　　　　　走上前来把礼见，
　　　　　（白）　　　　　小姐呀！
　　　　　（西皮摇板）　　似这等知己恩情重如山。
（李益转右边。）
李益　　　（白）　　　　　呀小姐，你乃是小生诗文知己，今蒙不弃结为夫妇，你为何不说话呀？
（霍小玉低头偷看浣纱。李益会意。）
李益　　　（白）　　　　　浣纱姐，天色已不早了，你去睡觉吧。
浣纱　　　（白）　　　　　我在这伺候小姐呢。
李益　　　（白）　　　　　小姐呀，今天由我替你伺候，你就走吧。
浣纱　　　（白）　　　　　好，不用我啦，那我就走吧。
（浣纱下。）
李益　　　（白）　　　　　娘子，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霍小玉　　（白）　　　　　郎君哪！
　　　　　（西皮摇板）　　奴爱郎君丰神雅，
　　　　　　　　　　　　　文章满腹好才华。
　　　　　　　　　　　　　今宵与你连姻娅，
　　　　　　　　　　　　　并非路柳与墙花。
李益　　　（白）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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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摇板）　　李益文章名天下，
　　　　　　　　　　　　　今逢娘子貌如花。
　　　　　　　　　　　　　温柔乡内真潇洒，
　　　　　　　　　　　　　永作夫妻哪有差。
（霍小玉、李益同下。）

【第三场】

（四校尉斜门同上，卢志、卢小姐、车夫同上。）
卢志　　　（西皮散板）　　钦奉圣命都城往，
卢小姐　　（西皮散板）　　晓行夜宿马蹄忙。
卢志　　　（白）　　　　　女儿，为父此番奉旨进京，官拜大主考，选试天下贤才，我意欲借此机会与我
　　　　　　　　　　　　　儿选婿，也了去为父一件心事。看前面已是长安城，我们趱行者！
（众人同允。）
卢志　　　（西皮散板）　　为女儿婚姻事常挂心上，
　　　　　　　　　　　　　我定要借科场选择东床。
（众人同下。）

【第四场】

（浣纱上。）
浣纱　　　（白）　　　　　我家小姐自从和李相公结婚以来，每日不是饮酒赋诗，就是赏花玩月，小两口
　　　　　　　　　　　　　真是好极了。我们相公今天下场考试去啦，命我准备好酒饭，等候相公，现在
　　　　　　　　　　　　　天色也不早啦，先把我们小姐请出来。
（浣纱转向内。）
浣纱　　　（白）　　　　　有请小姐。
（霍小玉上。）
霍小玉　　（西皮摇板）　　忽听得浣纱将我唤，
　　　　　　　　　　　　　想必是李十郎他赶考回还。
　　　　　（白）　　　　　浣纱，是否相公他回来了哇？
浣纱　　　（白）　　　　　天色不早了，相公不回来，您先用饭吧。
霍小玉　　（白）　　　　　傻丫头，相公未回来，难道叫我一个人独吃吗？
浣纱　　　（白）　　　　　天色不早了，你先凑合着少吃一点，等相公回来再一块吃不是一样吗？
霍小玉　　（白）　　　　　相公不回，我一人怎能吞吃得下呀？
浣纱　　　（白）　　　　　小姐您真傻，要老不回来您难道就老不吃吗？
霍小玉　　（白）　　　　　不要胡说乱讲。
浣纱　　　（白）　　　　　好啦，那您就等着吧，我先去烫酒去，相公一回来，我就开饭。
霍小玉　　（白）　　　　　这便才是。
（霍小玉坐。浣纱下。）
李益　　　（内白）　　　　走哇！
（李益上。）
李益　　　（西皮摇板）　　今日科考不如愿，
　　　　　　　　　　　　　做得文章俱等闲。
　　　　　　　　　　　　　满腹愁肠回家转，
（李益进门。）
李益　　　（白）　　　　　见了娘子说根源。
霍小玉　　（白）　　　　　相公科考辛苦，快快请坐。
李益　　　（白）　　　　　我们同坐细谈。
（李益叹。）
李益　　　（白）　　　　　唉！
霍小玉　　（白）　　　　　相公因何长叹？
李益　　　（白）　　　　　我只说此番科考定是独占鳌头，谁知我所做诗文，俱都不佳，倘若名落孙山，
　　　　　　　　　　　　　如何是好？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204 2015-12-17



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11

霍小玉　　（白）　　　　　功名二字，原本无定，今科不中，下科再考，何必忧虑？
李益　　　（白）　　　　　我有一言不好出口。
霍小玉　　（白）　　　　　你我是恩爱夫妻，何事不好明言？
李益　　　（白）　　　　　帝城之内，贿赂公行，必须有贵人门路，有财有势才能谋取功名，否则这功名
　　　　　　　　　　　　　二字休想出头，我想小姐乃是大家闺秀，亲友必都是显贵，若得汲引，早日得
　　　　　　　　　　　　　取功名，我也好报恩哪。
霍小玉　　（白）　　　　　你不用真才实学求取功名，只想攀援当道贪图富贵，纵然得中，也被人耻笑，
　　　　　　　　　　　　　况且你我恩爱夫妻，说甚报恩二字。
李益　　　（白）　　　　　话虽如此，我看娘子落落大方，定是宦门之后，不知岳父老大人当年官居何职？
霍小玉　　（白）　　　　　这，这不便明言。
李益　　　（白）　　　　　既为夫妻，何事不好明言？
霍小玉　　（白）　　　　　我乃霍王之女。
李益　　　（白）　　　　　原来是一位郡主。
（李益起。作揖。）
李益　　　（白）　　　　　小生真的高攀失敬了。
霍小玉　　（白）　　　　　只是家母……
李益　　　（白）　　　　　定是一位王妃了哇。小生有何德能幸配郡主，攀龙附凤，我的功名是定然有份
　　　　　　　　　　　　　了！
霍小玉　　（白）　　　　　既是恩爱夫妻，我就对你实说了吧。只因我母乃是霍王宫中一个侍女，生我之
　　　　　　　　　　　　　后，王妃心怀嫉妒，我父霍王无奈，赐了许多金银，命我母女在外度日。说讲
　　　　　　　　　　　　　出来真个是惭愧。
李益　　　（白）　　　　　哦，我这才明白，原来你——
（李益失望，欲言又止。）
李益　　　（白）　　　　　唉唉，如此我的功名……
（浣纱捧酒莱上。）
浣纱　　　（白）　　　　　天色已经不早了，相公大概有点饿啦吧？
李益　　　（白）　　　　　摆下，唤你再来。
浣纱　　　（白）　　　　　是啦。
（李益下。）
霍小玉　　（白）　　　　　相公请。
（霍小玉、李益同举杯。）
报录　　　（内白）　　　　报录的来喽！
（李益惊喜，摇头，叹气，退回。霍小玉起。）
霍小玉　　（白）　　　　　呀相公，外面鸣锣报喜，想是你高中了吧？
李益　　　（白）　　　　　中了？唉不会的呀！
霍小玉　　（白）　　　　　怎说是不会的？
李益　　　（白）　　　　　我的诗文实在的不得意呀。
（报录上。）
报录　　　（白）　　　　　报录的来喽了。
（浣纱暗上，出门看。）
浣纱　　　（白）　　　　　启禀相公：外面来了好些人，说相公高中了！
李益　　　（白）　　　　　问他可有报单？
浣纱　　　（白）　　　　　是啦。
（浣纱出门。）
浣纱　　　（白）　　　　　嘿，你们报的是谁呀？
报录　　　（白）　　　　　李益李大老爷高中第八名进士！
浣纱　　　（白）　　　　　有报单没有？
报录　　　（白）　　　　　有报单，给你。
（浣纱给李益。）
浣纱　　　（白）　　　　　恭喜相公，报单在此。
李益　　　（白）　　　　　呈上来。
（李益骄傲。浣纱不满。）
浣纱　　　（白）　　　　　是啦。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204 2015-12-17



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12

李益　　　（白）　　　　　第八名进士李益，哈哈。
（李益喜极，后退坐空。霍小玉、浣纱同扶起李益。）
李益　　　（白）　　　　　啊唷！
霍小玉　　（白）　　　　　相公跌伤了无有？
李益　　　（白）　　　　　无有。
浣纱　　　（白）　　　　　您瞧这份德行。
（报录敲锣。）
浣纱　　　（白）　　　　　你们怎么还不走？
报录　　　（白）　　　　　我们要俩喜钱。
浣纱　　　（白）　　　　　相公，报录的要点钱。
李益　　　（白）　　　　　快快与他二十两银子。
浣纱　　　（白）　　　　　那不太多了么？二两就行了。
李益　　　（白）　　　　　哼哼，到底是小户人家，奴婢出身，这样小气。
（霍小玉愣，向浣纱使眼色。）
浣纱　　　（白）　　　　　哎，好啦，就给他二十两，反正是人家的钱不心痛。给你二十两银子！
报录　　　（白）　　　　　谢谢，真大方。
（报录下。）
霍小玉　　（白）　　　　　相公得中，可喜可贺。
李益　　　（白）　　　　　我虽然得中——
（李益看霍小玉。）
李益　　　（白）　　　　　但是……
（李益叹气。）
霍小玉　　（白）　　　　　得中乃是一件喜事，你我快去给母亲报喜。
李益　　　（白）　　　　　少时我还要拜谢主考去呢。
霍小玉　　（白）　　　　　母亲盼你成名也非一日，如今你高中，也应该叫她老人家欢喜欢喜才是。
李益　　　（白）　　　　　这高中又算得了甚么？
霍小玉　　（白）　　　　　为何还是长叹？
李益　　　（白）　　　　　这，你我一同前去就是。正是：
　　　　　（念）　　　　　扬眉吐气今朝事，
霍小玉　　（念）　　　　　一举成名天下闻。
（霍小玉、李益、浣纱同下。）

【第五场】

（卢志上。）
卢志　　　（念）　　　　　门墙桃李皆英俊，选得东床袒复人。
　　　　　（白）　　　　　适才在考场之中，见李益才貌甚佳，我有意将女儿许配与他，假若应允便罢，
　　　　　　　　　　　　　若是不允，革去他的前程。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老爷：新科进士李益谢师来了。
卢志　　　（白）　　　　　快快有请。
（李益上。）
李益　　　（念）　　　　　十载寒窗勤学问，今日得中谢师恩。
（李益进门拜卢志拱手。）
李益　　　（白）　　　　　门生李益，蒙老师提拔，名列金榜，感恩非浅。
卢志　　　（白）　　　　　贤契不必太谦，请坐。
李益　　　（白）　　　　　老师在此，哪有门生的座位。
卢志　　　（白）　　　　　哪有不坐之理。
李益　　　（白）　　　　　如此门生斗胆了。
卢志　　　（白）　　　　　你就是十郎吗？
李益　　　（白）　　　　　不敢。
（卢志寻思。）
卢志　　　（白）　　　　　贤契文章并不甚佳，若非老夫提拔，恐难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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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　　　（白）　　　　　是呀，不是老师提拔，定是名落孙山了。
卢志　　　（白）　　　　　你可知道，老夫因何提拔于你？
李益　　　（白）　　　　　这个……
卢志　　　（白）　　　　　你可曾娶过妻室呀？
李益　　　（白）　　　　　这……
卢志　　　（白）　　　　　有就说有，无就说无，有甚么这个那个的？
李益　　　（白）　　　　　只是门生……
卢志　　　（白）　　　　　我明白了，想你们年轻人，难免寻花问柳，可是有的？
李益　　　（白）　　　　　惭愧。
卢志　　　（白）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何必认真？
李益　　　（白）　　　　　这！不是呀，只因那霍……
卢志　　　（白）　　　　　甚么霍不霍的！我有一女，生得美貌聪明，我有意招赘贤契以为门婿，助你谋
　　　　　　　　　　　　　取功名富贵改换门庭，岂不是两全其美，比那小户人家之女胜强十倍。
李益　　　（白）　　　　　着哇，我倘若招赘在此，岂不是比她……
（李益手向外，指向里。）
李益　　　（白）　　　　　如此岳父老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
卢志　　　（白）　　　　　贤婿请起。
李益　　　（白）　　　　　多谢岳父。
卢志　　　（西皮摇板）　　老夫今日心欢畅，
　　　　　　　　　　　　　女婿才名天下扬。
　　　　　　　　　　　　　后堂留宴一同往，
李益　　　（西皮摇板）　　这才是门当户对配成双。
卢志　　　（白）　　　　　贤婿你要随我来呀，哈……
（李益、卢志同下。）

【第六场】

（霍小玉上。）
霍小玉　　（西皮摇板）　　昨夜里真个是，
　　　　　（西皮原板）　　把人喜坏，
　　　　　　　　　　　　　郎君高中显英才。
　　　　　　　　　　　　　我和他情又深义又重，诗文知己相亲又相爱，
　　　　　　　　　　　　　喜今生白头偕老永和谐。
　　　　　　　　　　　　　叫浣纱到门外去等待，
（浣纱上。）
浣纱　　　（白）　　　　　是啦。
（浣纱出门张望。行弦。李益上。）
浣纱　　　（白）　　　　　小姐，相公他回来啦。
霍小玉　　（白）　　　　　啊郎。
李益　　　（白）　　　　　嗯！
霍小玉　　（白）　　　　　啊老爷。
李益　　　（西皮摇板）　　停妻再娶，我还要巧计安排。
浣纱　　　（白）　　　　　唉哟，刚一作官就长脾气啦，我先躲开，可别找我的毛病。
（浣纱下。霍小玉进门，李益、霍小玉同坐。）
霍小玉　　（白）　　　　　老爷此时才回，可留用过酒饭，我还等着你回来一同吃饭呢。
李益　　　（白）　　　　　你等我作甚？那主考大人——
（李益得意。）
李益　　　（白）　　　　　喏喏，他说我好文才、好品貌，又在后堂留宴，请我赋诗，我作了他的……
（李益惊，掩口。）
霍小玉　　（白）　　　　　你作了他的什么呀？
李益　　　（白）　　　　　他的门生啊。
霍小玉　　（白）　　　　　你本来是他的好门生呀。
（李益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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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　　　（白）　　　　　哎。
霍小玉　　（白）　　　　　老爷为何长叹？
李益　　　（白）　　　　　方才跨马游街，遇见我家苍头言道，老母病重催我回去，你我马上就要分别了。
霍小玉　　（白）　　　　　既然母亲有病，正好一同回去侍奉汤药。
李益　　　（白）　　　　　你么？不是哟，老母有病，怕见生人，你还是不去的好。
霍小玉　　（白）　　　　　婆婆若是怪下罪来，如何是好？
李益　　　（白）　　　　　不妨不妨，有我担当就是。
霍小玉　　（白）　　　　　此事也须禀告我母亲知道哇。
李益　　　（白）　　　　　不必惊动她老人家了。
霍小玉　　（白）　　　　　这样说来你我就要离别了，我要去长亭与郎君送别。
李益　　　（白）　　　　　妇道人家不可抛头露面。
霍小玉　　（白）　　　　　如此我在家中与老爷饯行。
李益　　　（白）　　　　　好。
霍小玉　　（白）　　　　　浣纱备酒。
浣纱　　　（白）　　　　　是啦。
霍小玉　　（白）　　　　　你我恩爱夫妻，今日会短离长，望你此去多多保重，愿婆婆早日病愈，一同回
　　　　　　　　　　　　　到长安，一家团聚，也免得我望穿秋水无限的相思啊！
李益　　　（白）　　　　　啊，娘子，我今此去，也是每日思念娘子的，只要老母病愈，焉有不早来之理？
霍小玉　　（白）　　　　　人生极苦事，死别与生离。老爷请饮这杯饯行酒吧！
　　　　　（西皮二六板）　莲杯满注黄藤酒，
　　　　　　　　　　　　　对酒当歌反生愁。
　　　　　　　　　　　　　你我结缡还未久，
　　　　　　　　　　　　　浓情蜜意甚绸缪。
　　　　　　　　　　　　　顿然间你往家乡走，
　　　　　　　　　　　　　好似银河隔女牛。
　　　　　　　　　　　　　但愿中途无迟逗，
　　　　　　　　　　　　　回家免却老娘忧。
　　　　　　　　　　　　　一封书信你要寄到奴的手，
　　　　　　　　　　　　　哎呀郎君啊！
　　　　　　　　　　　　　奴在这长安城内才展眉头。
李益　　　（白）　　　　　多谢娘子。
（李益接酒饮，交浣纱。）
李益　　　（西皮摇板）　　辞别我妻抽身走，
霍小玉　　（白）　　　　　老爷且慢。
李益　　　（西皮摇板）　　再三拦阻为何由？
　　　　　（白）　　　　　你还有何事？
霍小玉　　（白）　　　　　老爷此去几时才回？
李益　　　（白）　　　　　归期难定。
霍小玉　　（白）　　　　　归期难定，岂不想煞我了？我这里有紫玉钗一支，乃是我心爱之物，赠送老爷，
　　　　　　　　　　　　　见到此钗，如同见到奴家一样。
李益　　　（白）　　　　　此钗既是娘子心爱之物，不带也罢。
霍小玉　　（白）　　　　　你不带此钗，莫非嫌弃于我？
李益　　　（白）　　　　　这……我带上就是。
（李益接过，背后扔地下。）
李益　　　（白）　　　　　我要告辞了。
　　　　　（西皮摇板）　　我袖内机关她解不透，
　　　　　　　　　　　　　霍娘到底是女流。
　　　　　　　　　　　　　我另选高门把婚姻来就，
（李益出门，霍小玉送。）
霍小玉　　（白）　　　　　老爷你要早些回来呀！
李益　　　（西皮摇板）　　紫玉钗儿暗暗丢。
（李益下，霍小玉望。）
霍小玉　　（白）　　　　　浣纱，你看细草丛中丢失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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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纱　　　（白）　　　　　就是姑娘的紫玉钗。
霍小玉　　（白）　　　　　他怎么单将紫玉钗失落了？浣纱你快与他送去。
浣纱　　　（白）　　　　　是啦。
　　　　　　　　　　　　　相公转来。
（李益上。）
李益　　　（白）　　　　　你唤我作甚？
浣纱　　　（白）　　　　　您把这支紫玉钗带去。
李益　　　（白）　　　　　这支紫玉钗么，带也罢，不带也罢，我赶路要紧。
（李益下。浣纱向霍小玉。）
浣纱　　　（白）　　　　　姑娘，他说啦，这支紫玉钗不带也罢，带也罢，如今他抛了此钗，只恐怕是对
　　　　　　　　　　　　　姑娘不利吧？
霍小玉　　（白）　　　　　非也！想是他伤心太过，有些昏迷了。正是：
　　　　　（念）　　　　　奴本多情种——
浣纱　　　（白）　　　　　姑娘——
　　　　　（念）　　　　　他心非你心。
（霍小玉、浣纱同下。）

【第七场】

（李益、卢小姐同上。）
李益　　　（西皮散板）　　暮春三月好风景，
　　　　　　　　　　　　　桃红柳绿草青青。
　　　　　　　　　　　　　又只见曲江头似锦，
卢小姐　　（西皮散板）　　夫妻好似画中人。
李益　　　（白）　　　　　夫人。你看，曲江三月，春暖花开，一片风景。
（鲍十一娘溜上。）
卢小姐　　（白）　　　　　果然是好。
鲍十一娘　（白）　　　　　哟，这不是李十郎吗？我听说自他走后连一封信都没有来，怎么，他同了一位
　　　　　　　　　　　　　阔太大，来到曲江游春来啦！
李益　　　（白）　　　　　夫人你看，那片桃花开得多么鲜艳哪，那旁还有千行柳呢！
鲍十一娘　（白）　　　　　听他们这个称呼，简直是小两口哇，我把他哨过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会事？
（李益见鲍十一娘使眼神，惊，用袖挡脸。）
鲍十一娘　（白）　　　　　这小子他怎么不理我呀？合着从前在我吃饭欠账的事和霍家作媒的事，满都忘
　　　　　　　　　　　　　记啦！
李益　　　（白）　　　　　夫人，你我回去吧。
卢小姐　　（白）　　　　　还未游春，如何就要走去！
鲍十一娘　（白）　　　　　不好，这小子要溜。我说李十郎，你给我请过来。
（李益急，欲走，卢小姐指鲍十一娘点头，卢小姐向李益。）
卢小姐　　（白）　　　　　官人，那旁有人唤你呢。
李益　　　（白）　　　　　这……
（李益急，无计，转坚决。）
李益　　　（白）　　　　　左右！
校尉　　　（同白）　　　　有。
李益　　　（白）　　　　　那旁有一妇人暗中窥探，定非好人，速速与我轰了下去！
校尉　　　（同白）　　　　你这妇人在此窥探，定非好人，还不与我走了下去！
（鲍十一娘急退步。）
鲍十一娘　（白）　　　　　我认识那位姓李的，我和他说两句，马上就走。
校尉　　　（同白）　　　　凤阁侍郎卢大人的姑老爷，你是甚等样人与他讲话，再若不走，把你送入官府
　　　　　　　　　　　　　治罪。
鲍十一娘　（白）　　　　　甚么凤阁侍郎的姑老爷，我认识他叫李十郎李益，对不对呀？如今他做了官了，
　　　　　　　　　　　　　不认识人啦，都忘了！还不错哪！
校尉　　　（同白）　　　　不要在此唠唠叨叨，快快走去！
鲍十一娘　（白）　　　　　做了官了就不认识人啦！干吗这么厉害吓唬人哪！老太太惹不起我躲得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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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16

　　　　　　　　　　　　　太太走啦，搁着你的。
（鲍十一娘走避。）
校尉　　　（同白）　　　　启禀老爷：那妇人已被我揈走了。
李益　　　（白）　　　　　真真的可恨。
卢小姐　　（白）　　　　　李郎，那一妇人你可认得？
李益　　　（白）　　　　　这……夫人，下官在不得意时节曾受过她的恶气，故尔痛恨。
卢小姐　　（白）　　　　　这就莫怪了。
李益　　　（白）　　　　　下官只说陪着夫人前来游春，不料遇见这个大煞风景的老泼妇，反而惹了一肚
　　　　　　　　　　　　　子烦恼。
卢小姐　　（白）　　　　　如此你我回去吧。
李益　　　（白）　　　　　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李益、卢小姐、校尉同下。）
鲍十一娘　（白）　　　　　呸，你还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哪，别跟我装着玩啦，你当初怎么求我来着？如今
　　　　　　　　　　　　　屎蜣螂上扫帚——扒上高枝啦，不认得人啦，你可真把老娘气死啦！
　　　　　（西皮散板）　　恼恨那李十郎负义忘本，
　　　　　　　　　　　　　抛下了霍小玉弃旧怜新。
　　　　　　　　　　　　　怒气不息朝前走，
（鲍十一娘走圆场，浣纱提药包上。）
浣纱　　　（西皮散板）　　长街买药走一程。
（浣纱撞鲍十—娘。）
浣纱　　　（白）　　　　　这位老大娘干吗走得这么慌？呀，差点把我的药洒啦。
（浣纱对相。）
浣纱　　　（白）　　　　　哟，这不是鲍妈妈吗？
鲍十一娘　（白）　　　　　你不是浣纱……
（鲍十一娘喘气。）
鲍十一娘　（白）　　　　　浣纱……
浣纱　　　（白）　　　　　你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
鲍十一娘　（白）　　　　　你别提啦，我撞见李十郎啦。
浣纱　　　（白）　　　　　这一来，我家小姐的病可就好了！
鲍十一娘　（白）　　　　　好甚么好，她快死啦。
浣纱　　　（白）　　　　　小姐天天想念我们姑老爷，今天我们姑老爷回来，我们小姐的病一定会好的，
　　　　　　　　　　　　　您怎么说要死呀？
鲍十一娘　（白）　　　　　哎唷，我的傻丫头，你哪知道这小子忘思负义，她停妻再娶了！
浣纱　　　（白）　　　　　您说这话是真的？他娶的是谁家姑娘呀？
鲍十一娘　（白）　　　　　女家姓卢，是甚么凤阁侍郎的女儿，现在还没有走远，咱俩可以追下去认准他
　　　　　　　　　　　　　的门，你说好不好？可是你千万不能告诉小姐，她要知道了得气死的。
浣纱　　　（白）　　　　　那当然啦，决不说。
鲍十一娘　（白）　　　　　他们的车快，老太太的腿快，咱们赶紧的追，放风筝的说睡语：别叫他断了线。
浣纱　　　（白）　　　　　好，我们快追。
（鲍十一娘、浣纱同下。）

【第八场】

（霍母上。）
霍母　　　（念）　　　　　爱女身得病，时刻挂心怀。
　　　　　（白）　　　　　自从女婿走后，久无音信，我女儿朝思暮想，染病在床，今日浣纱前去买药，
　　　　　　　　　　　　　尚未回转，待我搀她出来，劝解劝解。
　　　　　　　　　　　　　呀，女儿！
霍小玉　　（内白）　　　　娘吓！
（霍母扶霍小玉同上。）
霍小玉　　（二黄慢板）　　叹红额薄命前生就，
　　　　　　　　　　　　　美满姻缘付东流。
　　　　　　　　　　　　　薄幸冤家音信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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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17

　　　　　　　　　　　　　啼花泣月在暗里添愁。
　　　　　　　　　　　　　枕边泪共那阶前雨，
　　　　　　　　　　　　　隔着窗儿点滴不休。
（霍小玉带病帐。）
霍母　　　（白）　　　　　女儿且莫伤心，不久就有信来的，养病要紧。
霍小玉　　（白）　　　　　女儿的病只恐扁鹊复生也是不能痊愈的了哇。
（浣纱、鲍十一娘同急上。）
鲍十一娘　（白）　　　　　你见着小姐，千万不要告诉小姐说卢小姐的事。
浣纱　　　（白）　　　　　那哪行！
（浣纱进门。）
鲍十一娘　（白）　　　　　啊站娘，你的病好点了吗？
霍小玉　　（白）　　　　　鲍妈妈来了，请坐。
鲍十一娘　（白）　　　　　坐着坐着。
浣纱　　　（白）　　　　　可气死我啦！
霍小玉　　（白）　　　　　呀浣纱，你为何变脸变色，药可曾买回来了么？
浣纱　　　（白）　　　　　这个……
鲍十一娘　（白）　　　　　你可千万别说，说不得。
浣纱　　　（白）　　　　　不说得把我憋死！我看小姐这药你别吃啦，你的病是心病，还得心药来医治，
　　　　　　　　　　　　　多好的药只能治病，也治不了您的心病。
霍小玉　　（白）　　　　　啊！此话是从何而起？
浣纱　　　（白）　　　　　方才我买药回来，遇见鲍妈妈，她说看见李十郎，同着一个女子，带着好些人，
　　　　　　　　　　　　　到曲江去游春，我不相信鲍妈妈说的话，和鲍妈妈一块追了下去。闹了半天，
　　　　　　　　　　　　　李十郎他又和凤阁侍郎卢家小姐成亲啦！
霍小玉　　（白）　　　　　十郎你好……
（霍小玉晕倒。）
鲍十一娘　（白）　　　　　我不让你说，合着你都给说啦，这可怎么好？
霍母　　　（白）　　　　　我儿你快快醒来，哎哟，你要了我的命了！
浣纱　　　（白）　　　　　小姐醒来！
鲍十一娘　（白）　　　　　姑娘醒来！
霍小王　　（白）　　　　　天哪，天！不料十郎他如此的负心，唉！待我找上门去，我与他一死相拚！
鲍十一娘　（白）　　　　　姑娘呀，卢小姐她家势力甚大，你找上门去，倘被他们羞辱一场，不是自找没
　　　　　　　　　　　　　趣吗？
霍小玉　　（白）　　　　　啊，卢家的势力浩大吗？我明白了！卢家一定势力浩大，倚仗势力强迫我那十
　　　　　　　　　　　　　郎结婚的么？
鲍十一娘　（白）　　　　　我的傻姑娘，你怎么变成剃头挑子一头热啦？他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哪！
霍小玉　　（白）　　　　　好，我拚着性命不要，也要寻找他问个明白！
鲍十一娘　（白）　　　　　姑娘别着急，我倒有个主意，卢家买珠花首饰，叫浣纱假装张二娘的女儿把你
　　　　　　　　　　　　　的首饰带上两件，以卖珠花为名，混进府去，见到李十郎本人，真假不就明白
　　　　　　　　　　　　　了吗？
霍小玉　　（白）　　　　　哎！
浣纱　　　（白）　　　　　小姐，咱们就卖那支紫玉钗来打动他的心好不好？
霍小玉　　（白）　　　　　哎，我这才明白了，怪不得他临行之时，我赠他紫玉钗留念，他竟将此钗丢在
　　　　　　　　　　　　　地下，我只说是事出无心，谁知他有……唉！
（浣纱取钗交霍小玉，霍小玉看完交浣纱，催浣纱速去。）
霍小玉　　（白）　　　　　浣纱，你快点去吧。
浣纱　　　（白）　　　　　小姐，你保重，我走了。
（浣纱下。霍母、鲍十一娘扶霍小玉同下。）

【第九场】

（丫鬟上。）
丫鬟　　　（白）　　　　　你先在这等着，我去给你回禀我们小姐去。
（丫鬟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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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霍小玉》 18

丫鬟　　　（白）　　　　　有请小姐。
（卢小姐上。）
卢小姐　　（白）　　　　　何事？
丫鬟　　　（白）　　　　　启禀小姐：外面有一个卖钗姑娘，说是张二娘打发她来的，拿着一支紫玉钗，
　　　　　　　　　　　　　她说此钗只卖与小姐，别人她是贵贱不卖的。
卢小姐　　（白）　　　　　有这等事，唤她进来。
丫鬟　　　（白）　　　　　是。
（丫鬟向内。）
丫鬟　　　（白）　　　　　卖钗的小姑娘快来！
（浣纱上。）
浣纱　　　（白）　　　　　来啦。
（浣纱进门。）
浣纱　　　（白）　　　　　参见夫人。
卢小姐　　（白）　　　　　将钗取来我看。
浣纱　　　（白）　　　　　是。
（浣纱交卢小姐看。）
卢小姐　　（白）　　　　　果然是一支紫玉钗，但不知要卖多少钱呢？
浣纱　　　（白）　　　　　这支紫玉钗没有价，根本也没有打算卖。
卢小姐　　（白）　　　　　既然不卖，你到此又为了何事呢？
浣纱　　　（白）　　　　　这是我家小姐的。
卢小姐　　（白）　　　　　你家小姐是谁，命你到此作甚？
浣纱　　　（白）　　　　　我叫浣纱，我家小姐名叫霍小玉。只因她爱读一个才子的诗，经过鲍十一娘为
　　　　　　　　　　　　　媒，把这位才子招赘在家，待他非常之好。不料他刚一得中进士就变了心，和
　　　　　　　　　　　　　另外一个女子结了亲，一去不回。我家小姐朝思暮想的，可就想病啦。
卢小姐　　（白）　　　　　但不知又娶了谁家之女？
浣纱　　　（白）　　　　　就是那主考官的小姐。
卢小姐　　（白）　　　　　那才子他叫什么名字？
浣纱　　　（白）　　　　　姓李名益，人称李十郎。
卢小姐　　（白）　　　　　你是如何知道的呢？
浣纱　　　（白）　　　　　先前我们并不烟道，今天他们往曲江游春去，可巧遇见鲍十一娘也在那里，正
　　　　　　　　　　　　　要问他时，就让人给揈走了。我得知此事，告知小姐，我们万般无奈，这才以
　　　　　　　　　　　　　卖钗为名混进府来，如今我们小姐命在旦夕，只求我家小姐能和李十郎见上一
　　　　　　　　　　　　　面，我们就感恩非浅啦。
（卢小姐痛恨。）
卢小姐　　（白）　　　　　好一个负心的男子啊！
　　　　　　　　　　　　　浣纱，你先去至后堂等候，我自有道理。
浣纱　　　（白）　　　　　多谢夫人。
丫鬟　　　（白）　　　　　随我来。
（丫鬟引浣纱同下。李益上。）
李益　　　（二黄摇板）　　岳父保荐朝堂上，
　　　　　　　　　　　　　满心欢喜见妻房。
　　　　　（白）　　　　　夫人！
卢小姐　　（白）　　　　　李郎。
李益　　　（白）　　　　　下官蒙岳父保奏升为翰林学士，是真真的可喜呀！
卢小姐　　（白）　　　　　这还不算是喜，你还有双喜临门呢。
李益　　　（白）　　　　　哦，难道我有喜事吗？
卢小姐　　（白）　　　　　夫妻重逢不是喜事？
（李益不安。）
李益　　　（白）　　　　　啊，你我恩爱夫妻并未分离，这是何意呀？
卢小姐　　（白）　　　　　我这里有件东西，你可认识？
（卢小姐示钗，李益看钗。）
李益　　　（白）　　　　　这——我从来未见过哇。
卢小姐　　（白）　　　　　我来问你，今天曲江游春，遇见那位妇人，你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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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　　　（白）　　　　　那一妇人疯疯癫癫，并非好人，下官与她素无往来。
卢小姐　　（白）　　　　　我看她并未疯癫，你倒有些个丧心病狂哇！
李益　　　（白）　　　　　夫人为何骂起下官来了？
卢小姐　　（白）　　　　　我再来问你，有一个霍小玉你可认得她？
李益　　　（白）　　　　　这……
（李益惊，转狡赖。）
李益　　　（白）　　　　　下官与此人素昧平生，你说的话叫人难以明白，真个是：
　　　　　（念）　　　　　莫为传言误，深情是丈夫。
卢小姐　　（念）　　　　　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
李益　　　（白）　　　　　你说的话糊里糊涂，下官实实地不解呀。
卢小姐　　（白）　　　　　你见了那卖钗之人，自然就知道了。
　　　　　　　　　　　　　浣纱快来。
李益　　　（白）　　　　　什么浣纱？下官……
（丫鬟引浣纱同上，李益惊。）
浣纱　　　（白）　　　　　参见老爷。
李益　　　（白）　　　　　唗，大胆贱脾，竟敢深入内宅，该当何罪！
卢小姐　　（白）　　　　　李郎，这是我叫她进来的，你为何这等发怒，你可认识与她？
李益　　　（白）　　　　　她是何人？
浣纱　　　（白）　　　　　哎哟，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是丫头浣纱吗？
李益　　　（白）　　　　　哪个认得你这贱婢？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浣纱　　　（白）　　　　　怎么，你做了官就不认得人了？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想你当初不得第的
　　　　　　　　　　　　　时候，我家小姐把你招赘我家，是怎样地款待于你，你那时候看我家小姐就如
　　　　　　　　　　　　　同天仙一般，小姐说的话，你是百依百随，你成天陪着笑脸讨她的喜欢，你满
　　　　　　　　　　　　　嘴都是感恩报德的话，不想你刚一得中，便把她给抛弃了。现在我家小姐因为
　　　　　　　　　　　　　想你，已然得了病要死，像你这样，她也没有打算再和你过下去，只希望见你
　　　　　　　　　　　　　一面，去不去在你的良心了，怎么你连人都不认识了？像你这样的忘恩负义，
　　　　　　　　　　　　　真是个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哇！
（李益怒。）
李益　　　（白）　　　　　大胆贱婢，竟敢在此无理，快来人，与我绑了下去！
卢小姐　　（白）　　　　　你要绑哪一个？
李益　　　（白）　　　　　绑这贱人。
卢小姐　　（白）　　　　　哼哼，莫看她是个丫头，却比你有良心的多呀！
浣纱　　　（白）　　　　　夫人，你看她对我家小姐这样的伤天害理，将来能和你白头到老吗？
（李益怒，欲打，卢小姐阻挡。）
卢小姐　　（白）　　　　　嗯！
（卢小姐向浣纱交钗。）
卢小姐　　（白）　　　　　此钗拿去，告诉你家小姐，我定要与她做主。
浣纱　　　（白）　　　　　那我多谢小姐。
（浣纱指李益。）
浣纱　　　（白）　　　　　我把你这丧尽天良的坏蛋！
（浣纱下。）
卢小姐　　（白）　　　　　现在人赃俱在，你还有何话讲？
李益　　　（白）　　　　　那霍小玉乃是丫头之女，我若将她认下，如何能对得起夫人呀？
卢小姐　　（白）　　　　　如此说来，你是不认她了？
李益　　　（白）　　　　　我是一定地不认哪！
卢小姐　　（白）　　　　　既然如此，为何当初招赘她家？
李益　　　（白）　　　　　当初我是落魄途穷情非得已。
卢小姐　　（白）　　　　　既有前妻，为何重婚另娶？
李益　　　（白）　　　　　下官青云得志，自然另选高门。
卢小姐　　（白）　　　　　你今日对她负心，将来难免对我负义，我们一同去见我爹爹。
（卢小姐拉李益。）
李益　　　（白）　　　　　下官将来若对夫人负心，我情愿对天一表。
（李益跪。卢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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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志　　　（念）　　　　　乘龙是佳婿，掌上有明珠。
（卢志见李益下跪，一愣。李益忙起，惊魂。）
李益　　　（白）　　　　　岳父老大人。
卢志　　　（白）　　　　　贤婿这是何意呀？
李益　　　（白）　　　　　这……喏，小婿多蒙提拔，为此祝告天地，愿岳父福寿绵长。
卢志　　　（白）　　　　　真是个有良心的人哪。
卢小姐　　（白）　　　　　他倒辩得好。
　　　　　　　　　　　　　哎呀爹爹！我只想李郎是个正人君子，谁想他停妻再娶，分明是欺骗孩儿。
卢志　　　（白）　　　　　女儿，你何出此言？
卢小姐　　（白）　　　　　方才有—丫头名唤浣纱，借卖钗为由，说她小姐霍小玉招赘李郎，甚是恩爱，
　　　　　　　　　　　　　不料他刚一得中，便弃糟糠，如今霍小玉是因为想他成病，命在旦夕，我再三
　　　　　　　　　　　　　相劝，他都不听，似他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岂能与儿同偕白首？
（李益惊抖。）
卢志　　　（白）　　　　　唗！当初老夫也曾问过于你，你言道未曾婚娶，怎么欺哄老夫不成？
李益　　　（白）　　　　　这是小婿的错了。
卢志　　　（白）　　　　　但不知是谁家之女？
李益　　　（白）　　　　　乃是一个侍婢之女。
卢志　　　（白）　　　　　哦哦，原来是个丫头之女，何必吵闹，这也算不了甚么。
卢小姐　　（白）　　　　　爹爹，话不是这样讲，李郎嫌她出身微贱，一旦得意便将此女抛弃，现在那一
　　　　　　　　　　　　　女子因为想念李郎已身染重病，如今只想与李郎见上一面，甚是可怜，我意欲
　　　　　　　　　　　　　将她接到府中，与她姐妹相称。
卢志　　　（白）　　　　　我儿真乃是宽宏大量之人也。
卢小姐　　（白）　　　　　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
卢志　　　（白）　　　　　贤婿你意如何？
李益　　　（白）　　　　　她乃出身微贱，如何能与小姐姊妹相称？
卢志　　　（白）　　　　　着哇，她怎能与我女儿姊妹相称？贤婿你真乃是个有良心的人哪，老夫倒有一
　　　　　　　　　　　　　计在此。
李益　　　（白）　　　　　岳父有何妙计？
卢志　　　（白）　　　　　此女身染重病，你何不去到她家，用言将她气死，免去许多烦恼。
卢小姐　　（白）　　　　　爹爹，不可这样伤天害理！
卢志　　　（白）　　　　　儿呀，我为的是你呀！
李益　　　（白）　　　　　岳父，小婿前去，若被她纠缠，难以摆脱，要是传扬出去成何体统？
卢志　　　（白）　　　　　贤婿说得极是，一堂堂相府，她也未必能来此吵闹，不去也罢。
李益　　　（白）　　　　　多谢岳父作主。小婿今生今世不忘岳父，从此决不与她见面。
（卢小姐气指李益。）
卢小姐　　（白）　　　　　李郎你忒意的无情了！也罢，从今以后我是再不与你亲近。
（卢小姐下。）
李益　　　（白）　　　　　令嫒又在生气了。
卢志　　　（白）　　　　　小女生来娇养惯了，且自由她，你我一同去到书房饮酒赋诗去吧。
（卢志、李益同下。）

【第十场】

（黄衫客上。）
黄衫客　　（念）　　　　　隐迹风尘许多年，身穿一件杏黄衫。一生爱管不平事，宝刀光射斗牛寒。
　　　　　（白）　　　　　俺黄衫客，前在灞桥酒店结交了一位才子叫李十郎，闻听他已招赘霍家，此番
　　　　　　　　　　　　　又到长安，不免前往访看，就此走走。来此已是，待俺叩门。
（霍母上。）
霍母　　　（白）　　　　　外面何人叩门？
（霍母开门对相。）
霍母　　　（白）　　　　　原来是一位壮士，你寻找何人哪？
黄衫客　　（白）　　　　　俺黄衫客，寻找李十郎。
霍母　　　（白）　　　　　啊……李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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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　　（白）　　　　　妈妈你为何这样愁眉不展？
霍母　　　（白）　　　　　一言难尽，既然你是他的好友，请到里面叙谈。
黄衫客　　（白）　　　　　有劳了。
（霍母、黄衫客同进门。）
霍母　　　（白）　　　　　壮士请。
黄衫客　　（白）　　　　　不必费心呀，莫非你就是霍老太太？
霍母　　　（白）　　　　　正是。
黄衫客　　（白）　　　　　为何面带愁容？
霍母　　　（白）　　　　　这……闻听鲍妈妈言道，壮士乃是侠义之人，我就对你你实说了吧。
黄衫客　　（白）　　　　　妈妈请讲。
霍母　　　（白）　　　　　那李十郎落魄长安，你是知道的。
黄衫客　　（白）　　　　　哦。
霍母　　　（白）　　　　　自从招赘我家之后，他夫妻非常恩爱，不料他贪图富贵另配高门，害得我女儿
　　　　　　　　　　　　　朝思暮想已病入膏肓，看看就要死了哇。
黄衫客　　（白）　　　　　啊！
（霍小玉于帐内。）
霍小玉　　（内二黄小导板）含辛茹苦病奄奄，
　　　　　（内四平调）　　好似梨花带雨眠。
　　　　　　　　　　　　　夫婿因何不来见？
　　　　　　　　　　　　　画廊的鹦鹉低唤：“堪怜。”
霍母　　　（白）　　　　　你听，我女儿又在悲哭了。
黄衫客　　（白）　　　　　哇呀呀！
　　　　　（二黄散板）　　耳听得那哭声十分悲惨，
　　　　　　　　　　　　　不由俺黄衫客怒发冲冠。
　　　　　（白）　　　　　俺意欲与令嫒见一面，问个明白。
霍母　　　（白）　　　　　待老身前去问来。
（霍母向内。）
霍母　　　（白）　　　　　哎，女儿吓，今有李十郎的好友黄衫客来了，他是个侠义之人，能与我儿分忧
　　　　　　　　　　　　　解愁，你是见与不见哪？
霍小玉　　（内白）　　　　哦，黄衫客他来了么？有请。
霍母　　　（白）　　　　　壮士请到里边。
（霍母进门。）
霍母　　　（白）　　　　　壮士请。
（霍小玉挑帐。）
霍小玉　　（白）　　　　　恕我有病不能下床见礼。
黄衫客　　（白）　　　　　姑娘乃是有病之人，不可劳动。
霍小玉　　（白）　　　　　忒意的简慢了。
黄衫客　　（白）　　　　　姑娘，方才听令堂说起李十郎之事，令人可恨，姑娘快快对俺说明，也好使你
　　　　　　　　　　　　　夫妻破镜重圆。
霍小玉　　（白）　　　　　壮士，我因一念怜才，将他招赘我家，以身相许，只说是如花美眷偕老白头，
　　　　　　　　　　　　　谁知他才得高中，便弃糟糠，昔日的海誓山盟变作了离愁别恨，他那里燕尔新
　　　　　　　　　　　　　婚，我这里黄泉路近，薄命人命在旦夕别无所求，只想见他一面，说明苦楚，
　　　　　　　　　　　　　我虽死九泉也得瞑目了哇。
黄衫客　　（白）　　　　　真真地可恼！
　　　　　（二黄散板）　　他忘恩负义真少见，
　　　　　　　　　　　　　抱不平拯弱女我要你破镜重圆。
（浣纱上，进门。众人同惊。）
浣纱　　　（白）　　　　　气死我啦！
霍小玉　　（白）　　　　　你可曾见着十郎？他若知我病重，一定是要来的吧。
浣纱　　　（白）　　　　　哎呀我的……
霍母　　　（白）　　　　　这就是黄衫客，乃是侠义之人，你有话只管讲来吧。
浣纱　　　（白）　　　　　哎呀小姐呀，那卢小姐她十分的贤德，倒有成全之意，不想十郎忘恩负义，丧
　　　　　　　　　　　　　尽天良，非但不来，还要打我，多亏卢小姐讲情，不然他要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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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　　（白）　　　　　气恼人也，姑娘不必悲伤，待俺前去寻他。
霍小玉　　（白）　　　　　嗐，只恐薄情人到来，便是我霍小玉绝命之日了哇！
黄衫客　　（白）　　　　　俺定将此人找来与你相见，姑娘多多保重，俺去也！
（黄衫客下。）
霍母　　　（白）　　　　　此人真个是义气！
（霍小玉叹。）
霍母　　　（白）　　　　　我儿不必悲伤，你那十郎少时就要来的。
霍小玉　　（白）　　　　　女儿此时是万念俱灰，只好由他去了。
浣纱　　　（白）　　　　　小姐，您请休息一会吧。
霍母　　　（白）　　　　　我儿千万保重，你我母女是相依为命的。
霍小玉　　（白）　　　　　哎母亲呀！
　　　　　（二黄散板）　　老娘暂把孤帏掩，
　　　　　　　　　　　　　可叹孩儿怯单寒。
（霍小玉、霍母、浣纱同下。）

【第十一场】

（校尉、随从、李益同上。）
李益　　　（白）　　　　　看花去者。
　　　　　（二黄摇板）　　为贱婢与夫人许多的争论，
　　　　　　　　　　　　　我只得到郊外遣散心情。
（众人同走圆场。黄衫客上。）
黄衫客　　（白）　　　　　呀，那旁敢莫是李益？
李益　　　（白）　　　　　那旁何人唤我？原来是，他——
（李益转身。）
李益　　　（白）　　　　　哎呀！
黄衫客　　（白）　　　　　李益！
李益　　　（白）　　　　　原来是黄仁兄，尔等且退。
（黄衫客下马。校尉、随从同下。）
李益　　　（白）　　　　　呀黄仁兄，去年我在酒店之中借了你四十两银子，少时请到卢府加倍奉还，此
　　　　　　　　　　　　　时无暇多谈，告辞了。
黄衫客　　（白）　　　　　回来！
李益　　　（白）　　　　　想当初下官穷途落魄多有叨扰，如今下官已是翰林学士，再若饮酒，就该我作
　　　　　　　　　　　　　东道了。
（李益欲溜。）
黄衫客　　（白）　　　　　你要往哪里去？
李益　　　（白）　　　　　下官有一约会，前去赏花。
黄衫客　　（白）　　　　　俺四海云游，见过许多奇花异草，前面有一断肠花，何不同俺去看？
李益　　　（白）　　　　　这倒奇了，甚么叫作断肠花呀！
（李益一想。）
李益　　　（白）　　　　　啊黄……
黄衫客　　（白）　　　　　随我来。
（黄衫客拉李益同走圆场，至霍小玉处，霍小玉于帐内。）
李益　　　（白）　　　　　黄仁兄，你这是何意呀？
黄衫客　　（白）　　　　　那可怜的断肠花就在这里。
（李益变色，惊，退步。）
李益　　　（白）　　　　　她家无有此花呀！
黄衫客　　（白）　　　　　此花见了你若有一线生机还则罢了，若是死去，俺叫你难逃活命！
李益　　　（白）　　　　　是……
黄衫客　　（白）　　　　　你倒是进与不进？
李益　　　（白）　　　　　这！下官已是翰林学士，岂能擅入民家，被他人看见岂不失了官体？
黄衫客　　（白）　　　　　呀呀呸！俺对你实说了吧，你忘恩负义，停妻再娶，害得霍小玉命在垂危，你
　　　　　　　　　　　　　去到里面与她相见说上几句好话，俺在外等候，若能破镜重圆还则罢了；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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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来看，休道俺的宝剑不利，你与俺快快进去！
（黄衫客推李益进门，怒容向内。）
黄衫客　　（白）　　　　　啊霍夫人，李十郎他来了！
（霍母、浣纱同上，黄衫客下。）
霍母　　　（白）　　　　　好哇你！你还会来呀，你害得我儿好苦哇！
　　　　　　　　　　　　　女儿，李十郎他来了！
（霍小玉掀帐见李益。）
霍小玉　　（白）　　　　　哦，那李十郎他来了么？
（霍小玉手指李益。）
霍小玉　　（白）　　　　　你、你不是李郎么？
李益　　　（白）　　　　　哎呀，打鬼！
霍小玉　　（白）　　　　　你如今看我是个活鬼么？
　　　　　（二黄原板）　　曾记得定情私语话衷肠，
　　　　　　　　　　　　　一些儿瞒不得雪衣娘，
　　　　　　　　　　　　　又谁知海誓山盟都是谎，
　　　　　　　　　　　　　你弃旧恋新抛得奴孤苦凄凉。
　　　　　　　　　　　　　旧日恩情你全不想，
　　　　　　　　　　　　　忘却了灯残画阁，月暗星稀，迟松钮扣，羞卸翠翅，曲效于飞，怎样偎依，往
　　　　　　　　　　　　　事思量，怎不悲伤？
　　　　　　　　　　　　　私拭千行泪，暗断九回肠，
　　　　　　　　　　　　　为郎憔悴却羞郎！
李益　　　（白）　　　　　啊小姐，我当初招赘你家，乃是一时无奈，后来才知道你出身微贱，怎能与我
　　　　　　　　　　　　　匹配？如今我已身为高官，俱是卢家一手提拔，故尔改配他家，这才是门当户
　　　　　　　　　　　　　对，依我相劝你还是另嫁别人吧。
霍小玉　　（白）　　　　　你好……
　　　　　（二黄散板）　　埋骨成灰恨未灰，
　　　　　　　　　　　　　不怨鸩毒我怨良媒，
　　　　　　　　　　　　　杜鹃啼血千山月，
　　　　　　　　　　　　　一缕香魂换不回。
（霍小玉哀绝死。）
霍母　　　（哭）　　　　　儿呀！
（霍母向李益。）
霍母　　　（白）　　　　　你将我儿逼死，我今天也就拚着老命不要，与你拚了！
（李益踢死霍母，欲出门，黄衫客上，截回双进门，浣纱追，黄衫客拔刀，李益跪，各使身段。）
黄衫客　　（白）　　　　　哪里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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