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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霞丹雪》

主要角色
冯丹雪：老生
沈青霞：老生
沈小霞：小生
沈娘子：正旦
严世蕃：净
沈夫人：老旦
路楷：丑
杨顺：副净
贾石：生
严喜：丑
沈衮：娃娃生
沈褒：娃娃生
马明：老生
赵四：副净
张千：丑
李万：丑
州官：丑
柱儿：小生

情节
明朝，沈青霞参劾严嵩、严世蕃父子夺权误国，反而获罪，被发往保安为民。他见宣府都督杨顺残杀百姓，
极为气愤，不料反被诬陷杀害。杨顺又派人到浙江捕沈青霞长子沈小霞。在押解途中，沈小霞逃入旧交冯丹
雪家里。冯丹雪也痛恨严氏父子，就同了沈小霞夫妇去保安，沈家获得团聚。杨顺也被参拿问。

注释
见明江进之《沈小霞传》、冯华龙《古今小说》、《今古奇观》第十三回“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及明人《出
师表》传奇。老舍由此改编。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马富禄等演出。

根据《老舍剧作全集》第四卷整理

【第一场】时间：明嘉靖某年；地点：北京，严府。

（路楷上。）
路楷　　　（念）　　　　　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
　　　　　（白）　　　　　来此已是严府。
　　　　　　　　　　　　　门上哪位在？
（严喜上。）
严喜　　　（念）　　　　　有人见丞相，先得拿钱来！
（严喜伸手。）
严喜　　　（白）　　　　　哪位？
路楷　　　（白）　　　　　御史路楷，前来与小丞相问安！
（路楷递钱。）
严喜　　　（白）　　　　　原来是路大人，常来常往，何必多此一礼？
（严喜接钱。）
严喜　　　（白）　　　　　请吧，您来得正好，小丞相现在书房，闷闷不乐，您出个主意，给他解解闷吧！
路楷　　　（白）　　　　　就烦通禀一声！
严喜　　　（白）　　　　　随我来！
（路楷、严喜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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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喜　　　（白）　　　　　有请大人！
（严世蕃内嗽，上。）
严世蕃　　（白）　　　　　何事？
严喜　　　（白）　　　　　御史路楷大人前来问安。
严世蕃　　（白）　　　　　请！
（严世蕃坐。）
严喜　　　（白）　　　　　大人有请！
路楷　　　（白）　　　　　是！
　　　　　　　　　　　　　严大人，卑官路楷特来问安！
（路楷行礼。）
严世蕃　　（白）　　　　　路大人免礼，诸坐！
路楷　　　（白）　　　　　谢座！啊，适才严喜言道，少丞相么……
严世蕃　　（白）　　　　　我官拜工部侍郎，什么少丞相呀？
路楷　　　（白）　　　　　想严老丞相，辅佐当今万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感激不尽，故尔称丞
　　　　　　　　　　　　　相为老丞相，侍郎大人为小丞相，众望所归，万民爱戴，有何不可！
严世蕃　　（白）　　　　　原来如此！
　　　　　（笑）　　　　　哈哈哈！
　　　　　（白）　　　　　路大人，你来得正好。适才在书房之中，想起邹应龙、冯丹雪，与沈青霞之辈，
　　　　　　　　　　　　　结为一党，反抗严府，有些烦闷！
路楷　　　（白）　　　　　严大人，那邹应龙而今因公离京，冯丹雪又守孝在济宁，剩下沈青霞一人，官
　　　　　　　　　　　　　小势孤，正好给他些好处，收在少丞相手下，不失为有用之人。
严世蕃　　（白）　　　　　你想的甚好，但不知怎样安排呢？
路楷　　　（白）　　　　　何不约几个官儿，有沈青霞在内，过府饮酒，一来为大人解闷，二来看看沈青
　　　　　　　　　　　　　霞的举止神色。
严世蕃　　（白）　　　　　嗯！嗯！有些道理！还请哪几个官儿？那杨顺如何？
路楷　　　（白）　　　　　杨顺杨大人既是老丞相的干儿，又与少丞相情投意合，正好请来饮酒！
严世蕃　　（白）　　　　　还有呢？
路楷　　　（白）　　　　　那马明如何？
严世蕃　　（白）　　　　　那马明么，素不饮酒，约来何用？
路楷　　　（白）　　　　　正因他不会饮酒，才好戏耍于他，给大家取笑。
严世蕃　　（白）　　　　　所言甚是！
　　　　　　　　　　　　　严喜！
严喜　　　（白）　　　　　有！
严世蕃　　（白）　　　　　去请杨顺、马明、沈青霞三人过府饮酒，快去！
严喜　　　（白）　　　　　遵命！
（严喜下。）
严世蕃　　（白）　　　　　路大人，你我到书房叙话，等他们来到，一同饮酒取乐。
路楷　　　（白）　　　　　少丞相吩咐，卑官遵命！请！
严世蕃　　（白）　　　　　正是：
　　　　　（念）　　　　　圣明天子贤臣保！
路楷　　　（念）　　　　　严府威风比天高！
（严世蕃、路楷同下。）

【第二场】时间：前场后片刻；地点北京，沈宅。

（沈衮、沈褒同上。）
沈衮、
沈褒　　　（同唱）　　　　奸臣当道人愤恨，
（沈夫人上。）
沈夫人　　（唱）　　　　　想回家乡教儿孙！
（沈夫人坐。）
沈夫人　　（白）　　　　　儿呀，你父为何不在书房？
沈衮　　　（白）　　　　　想是与我兄长出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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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夫人　　（白）　　　　　儿呀，你父为人刚正，性如烈火，作了三任知县，真是“吏肃唯遵法，官清不
　　　　　　　　　　　　　爱钱”！因此得罪了富豪权贵，调到京师，贬作个小小的经历。他每日里，念，
　　　　　　　　　　　　　念的是这——
（沈夫人指桌上。）
沈夫人　　（白）　　　　　《出师表》；写，写的也是这《出师表》。每逢酒后，念到“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必定仰天长叹，大骂那严家父子。叹！现而今满朝文武都是严家的爪
　　　　　　　　　　　　　牙，倘若走漏了风声，那严家父子岂肯善罢甘休！
沈衮、
沈褒　　　（同白）　　　　依母亲之见？
沈夫人　　（白）　　　　　你们的兄长小霞现在要回家赴试，我想劝你爹爹，辞了官职，一同回乡耕种，
　　　　　　　　　　　　　少惹是非，岂不甚好？
沈衮、
沈褒　　　（同白）　　　　爹爹一心报国，未必情愿！
沈夫人　　（白）　　　　　儿呀！
　　　　　（二黄原板）　　儿的父官职小空怀义愤，
　　　　　　　　　　　　　那严家收买了文武群臣！
　　　　　　　　　　　　　倒不如回家去耕田安稳，
　　　　　　　　　　　　　有东邻和西舍俱是良民！
（沈青霞内嗽。行弦。）
沈衮、
沈褒　　　（同白）　　　　爹爹回来了。
（沈青霞、沈小霞同上。）
沈青霞　　（二黄原板）　　沈青霞一穷儒生平刚正，
　　　　　　　　　　　　　恨只恨招权纳贿误国殃民、上欺天子、下压百姓的无耻奸臣！
沈衮、
沈褒　　　（同白）　　　　参见爹爹，兄长！
沈青霞　　（二黄原板）　　你弟兄也都要言行忠信，
　　　　　　　　　　　　　报国恩日夜里修武学文！
沈夫人　　（白）　　　　　老爷请坐！
沈青霞　　（二黄原板）　　尊一声夫人有何议论？
　　　　　　　　　　　　　莫不是缺柴米无有纹银？
（沈青霞坐。）
沈夫人　　（白）　　　　　老爷说哪里话来，为妻的知道省吃俭用，这家中之事，请放宽心！
沈青霞　　（白）　　　　　那么，来到书房，有何话讲？
沈夫人　　（白）　　　　　老爷呀，你终日写这《出师表》，叫骂严嵩、严世蕃父子，万一走漏风声，定
　　　　　　　　　　　　　招大祸！
沈青霞　　（白）　　　　　依夫人之见？
沈夫人　　（白）　　　　　辞去官职，回到乡下，女织男耕，也落个逍遥自在！
沈青霞　　（白）　　　　　啊，夫人，奸臣当道，专与正人作对，在这京城之中，与在乡下，一样受害，
　　　　　　　　　　　　　并无多少不同！
沈夫人　　（白）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总要好上一些。
沈青霞　　（白）　　　　　既使那样，也不过是保全性命于乱世，岂是那大丈夫的气魄！
沈夫人　　（白）　　　　　要留在这里，老爷，也该小心一二！
沈青霞　　（白）　　　　　夫人，你叫我怎样谨慎？那严氏父子，专横霸道，巴结他的高官得作，不受他
　　　　　　　　　　　　　收买的就是仇人，小心么也是枉然！常言说的好，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啊，夫人，请到后边休息去吧，我还要写完这一幅《出师表》。
沈夫人　　（白）　　　　　唉！儿呀，好好伺候你父亲！
（沈夫人下。）
沈青霞　　（白）　　　　　儿呀，浓墨伺候！
（沈青霞写。）
沈青霞　　（西皮导板）　　奸臣当道国将丧，
　　　　　（西皮原板）　　怎不叫天下人思慕忠良！
　　　　　　　　　　　　　诸葛亮为国家心劳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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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师表》振奋人心血泪文章。
　　　　　　　　　　　　　鞠躬尽瘁志激壮，
　　　　　　　　　　　　　死而后已正气长！
　　　　　　　　　　　　　我青霞无功劳空把禄享，
　　　　　　　　　　　　　写罢了不由人悲愤满腔！
（严喜上。）
严喜　　　（白）　　　　　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吗？
沈青霞　　（白）　　　　　门外有人，你前去观看。
沈小霞　　（白）　　　　　是！
　　　　　　　　　　　　　门外何人？
严喜　　　（白）　　　　　是我，严府来的！
沈小霞　　（白）　　　　　随我来。
　　　　　　　　　　　　　启禀爹爹：严府派人前来求见。
沈青霞　　（白）　　　　　叫他进来。
沈小霞　　（白）　　　　　是！
　　　　　　　　　　　　　我家爹爹唤你。
（严喜傲慢。）
严喜　　　（白）　　　　　参见沈大人！少丞相请大人过府饮宴。
沈青霞　　（白）　　　　　啊？我与严侍郎素无来往，为何约我赴宴？
严喜　　　（白）　　　　　那还不好吗？别人求还求之不得哪！
沈青霞　　（白）　　　　　嗯，别人求之不得，我么……
严喜　　　（白）　　　　　你必定喜出望外呀！
沈青霞　　（白）　　　　　喜出望外么？
（沈青霞冷笑。）
沈青霞　　（白）　　　　　哦，呵呵呵！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严喜　　　（白）　　　　　早点来，少丞相可不惯等人！
（严喜下。）
沈小霞、
沈衮、
沈褒　　　（同白）　　　　啊，爹爹，严府去得么？
沈青霞　　（白）　　　　　嗯——我自有道理！
　　　　　　　　　　　　　啊，小霞，你去打点行李，急速回乡赴试。半路之中，若有机会，你应去见见
　　　　　　　　　　　　　邹应龙与冯丹雪二位伯伯，将朝中大事告诉他们。
沈小霞　　（白）　　　　　遵命！那严府约请爹爹赴宴，爹爹要谨慎一二！
沈青霞　　（白）　　　　　儿呀！
　　　　　（唱）　　　　　我与严家无来往，
　　　　　　　　　　　　　约赴宴必无有好心肠。
　　　　　　　　　　　　　邪不侵正儿等把心放，
　　　　　　　　　　　　　我自会刀对刀来枪对枪！
（众人同下。）

【第三场】时间：前场后片刻；地点：严府。

（幕开。台上已摆好席位。严喜坐在台口等候。马明、杨顺同上。）
马明　　　（念）　　　　　严府开酒筵，
杨顺　　　（念）　　　　　一醉两三天！
　　　　　（白）　　　　　啊，马大人，未曾入府，我告诉你几句好话！
马明　　　（白）　　　　　大人请讲！
杨顺　　　（白）　　　　　想我杨顺，多蒙老丞相收为义子，真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作官的秘诀么，
　　　　　　　　　　　　　一是多拜干爹，二是拚命搂钱。马大人，你要活泼一些，上司叫你奴才，你
　　　　　　　　　　　　　要高声答应；上司赏酒，就大碗地来喝，一饮而尽！
马明　　　（白）　　　　　怎奈我不会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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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顺　　　（白）　　　　　会也要喝，不会也要喝，才是正理！
　　　　　　　　　　　　　啊，严喜，我的好朋友，我来的可太早了么？
严喜　　　（白）　　　　　不早不晚，正是时候！请吧，老丞相的干儿，少丞相的义弟，我的杨大人！请
　　　　　　　　　　　　　吧！
杨顺　　　（白）　　　　　严喜，我的老朋友，你讲的好！好！好！
　　　　　（笑）　　　　　哦，哈哈哈……
（严喜引杨顺、马明同入。）
严喜　　　（白）　　　　　启禀少丞相：杨大人、马大人到。
严世蕃　　（内白）　　　　有请！
（路楷引严世蕃同上。）
严世蕃　　（西皮散板）　　严府摆下了消闲酒筵，
　　　　　　　　　　　　　消愁解闷酒当先。
　　　　　　　　　　　　　美味珍馐歌女妖艳，
　　　　　　　　　　　　　准能够打动那小穷官！
（严世蕃昂然入主座。）
杨顺　　　（白）　　　　　杨顺参见义兄，请受大礼！
严世蕃　　（白）　　　　　义弟少礼！
杨顺　　　（白）　　　　　见了干哥哥，又是少丞相，理当大礼参拜！
（杨顺行礼。）
马明　　　（白）　　　　　参见严大人！
严世蕃　　（白）　　　　　罢了，坐下！
马明　　　（白）　　　　　
杨顺　　　（白）　　　　　谢座！
（杨顺、路楷同坐一席，马明坐一席。路楷看。）
路楷　　　（白）　　　　　怎么沈青霞还不来呀？
严喜　　　（白）　　　　　我看看去！
（严喜出。）
沈青霞　　（内白）　　　　走啊！
（沈青霞上。）
沈青霞　　（西皮流水板）　来到了相府莫羞惭，
　　　　　　　　　　　　　正人哪怕见奸官。
　　　　　　　　　　　　　昂头阔步赴酒宴，
　　　　　　　　　　　　　乘机会细端详那严世蕃！
严喜　　　（白）　　　　　哎呀，沈大人，你好大的架子，来晚啦！
沈青霞　　（白）　　　　　就烦通禀一声！
严喜　　　（白）　　　　　随我进来。
　　　　　　　　　　　　　启禀少丞相：沈大人到。
严世蕃　　（白）　　　　　嗯！
沈青霞　　（白）　　　　　严大人，列位大人，这厢有礼！
（沈青霞坐马明旁。）
严世蕃　　（白）　　　　　列位大人，今日闲暇无事，特约列位前来饮酒取乐，必须开怀畅饮，杯杯要干，
　　　　　　　　　　　　　盏盏要尽！
　　　　　　　　　　　　　路大人，你来监酒，倘违酒令，罚他三大杯！
路楷　　　（白）　　　　　得令！
　　　　　　　　　　　　　来，先干这一大杯！
（众人同饮。）
严世蕃　　（白）　　　　　好！
　　　　　　　　　　　　　严喜，斟上！再干这第二杯！
（马明有难色，不敢拒绝。）
马明　　　（白）　　　　　严大人……
严世蕃　　（白）　　　　　不要多言！干这一杯！
　　　　　　　　　　　　　传唤歌伎，前来歌舞！
严喜　　　（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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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伎们走上！
（四或八歌伎同上，行礼，舞蹈。马明有醉意，离席，路楷推马明，马明混在歌伎中，东摇西摆，严世蕃、
杨顺、路楷同大笑。沈青霞不忍睹，用力抑制怒气。舞蹈告一段落，歌伎结队急同下。）
严世蕃　　（白）　　　　　马大人，再进一杯！
马明　　　（白）　　　　　大、大、大人，下官不、不善饮酒，不能再吃了！
路楷　　　（白）　　　　　吃了吧！不吃要罚三大杯！
马明　　　（白）　　　　　吃不、不下去了！
（严世蕃执杯离位，揪马明耳灌酒。）
严世蕃　　（白）　　　　　我看你吃也不吃！
　　　　　（笑）　　　　　哦，哈哈哈……
（严世蕃归位。杨顺、路楷同大笑。沈青霞不语。马明狼狈归席，伏桌上。）
马明　　　（白）　　　　　吃、吃不下去了！
（沈青霞怒形于色，持酒离席。）
沈青霞　　（唱）　　　　　官职大小品位差，
　　　　　　　　　　　　　一样忠心报国家。
　　　　　　　　　　　　　为什么大官敢把小官耍，
　　　　　　　　　　　　　怒气难消我去灌他！
　　　　　（白）　　　　　严大人，马大人已醉，不能回敬。下官替他还敬一大杯！
严世蕃　　（白）　　　　　我也尽兴了！
沈青霞　　（白）　　　　　严大人岂可自违酒令？来，来，来，我先尽这一杯！
（沈青霞饮，斟满。）
沈青霞　　（白）　　　　　这一杯么是大人的！
严世蕃　　（白）　　　　　我赐你酒筵，休得放肆！
沈青霞　　（白）　　　　　官大官小俱是朝廷恩赐，说我放肆，你就不该戏耍马大人！有道是来而不往非
　　　　　　　　　　　　　礼也！马大人怎样喝的，我也怎样回敬！
（沈青霞灌严世蕃酒，摔杯。）
沈青霞　　（白）　　　　　告辞！
严世蕃　　（白）　　　　　回来！
沈青霞　　（白）　　　　　有何话讲？
严世蕃　　（白）　　　　　沈青霞！你可知我严府的厉害？
沈青霞　　（白）　　　　　岂有不知之理！你父子谗害忠良，引用奸佞，恃宠贪权，罪恶如山。我要把这
　　　　　　　　　　　　　欺君误国之罪，奏明圣上！你有何话讲，请到天子面前与我对质！
　　　　　（唱）　　　　　我有忠心你有权，
　　　　　　　　　　　　　正人原不怕高官。
　　　　　　　　　　　　　你我朝中去相见，
　　　　　　　　　　　　　谁是谁非质青天！
（沈青霞下。）
严世蕃　　（白）　　　　　反了哇，反了！
　　　　　（唱）　　　　　好一个大胆小狗官，
　　　　　　　　　　　　　揪着耳朵灌我严世蕃。
　　　　　　　　　　　　　忙传校尉将他赶……
路楷　　　（白）　　　　　且慢！
严世蕃　　（白）　　　　　啊？
　　　　　（唱）　　　　　路楷如何把我拦？
路楷　　　（白）　　　　　请大人息怒，听卑官一言。
严世蕃　　（白）　　　　　有话快讲！
路楷　　　（白）　　　　　大人若派校尉捉拿沈青霞，他乃一名士，又是邹应龙、冯丹雪等的一党，恐有
　　　　　　　　　　　　　不便！
严世蕃　　（白）　　　　　依你之见？
路楷　　　（白）　　　　　明争不如暗斗，等他参奏之后，我反奏一本，定他个诽谤大臣、沽名钓誉之罪，
　　　　　　　　　　　　　在朝廷上重责一百，然后发往边疆为民，永不叙用，岂不削减了一个对头？
严世蕃　　（白）　　　　　发往边疆，尚难解我心头之恨！
路楷　　　（白）　　　　　现今宣府都督出缺，大人为何不派个心腹之人接任，把沈青霞发到那里，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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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青霞丹雪》 7

　　　　　　　　　　　　　杀掉，人不知鬼不觉，岂不甚好？
杨顺　　　（白）　　　　　义兄啊，就派小弟去镇守宣府，必把沈青霞的人头送来献礼！
路楷　　　（白）　　　　　严大人，若派下官与杨大人同往，必能助他一臂之力，结果那沈青霞！
严世蕃　　（白）　　　　　待我与老丞相商议，派你二人前去。
杨顺　　　（白）　　　　　义兄啊，你是我的重生父母！
（杨顺叩谢。）
路楷　　　（白）　　　　　是下官再造爹娘！
（路楷叩谢。）
杨顺　　　（白）　　　　　到了任所，我每月必奉上千两黄金！
路楷　　　（白）　　　　　下官也必有孝敬！
严世蕃　　（白）　　　　　路大人，你早些打点本章，参奏沈青霞！
路楷　　　（白）　　　　　遵命！
严世蕃　　（白）　　　　　嘿！刚才之事真是从何说起！
严喜　　　（白）　　　　　少丞相，这个醉鬼怎办？
（严喜指马明。马明伏案睡。）
严世蕃　　（白）　　　　　将他轰了出去！
（严世蕃下。严喜推马明出。）
严喜　　　（白）　　　　　滚你妈的吧！
（严喜下。幕闭。）

【第四场】时间：前场后两月余；地点：保安。

（贾石持锄上。）
贾石　　　（唱）　　　　　每日田间忙耕种，
　　　　　　　　　　　　　不知朝中大事情。
（贾石锄地。赵四上。）
赵四　　　（念）　　　　　城中去探亲，消息动人心！
贾石　　　（白）　　　　　赵四弟，你回来了？城中有何消息？
赵四　　　（白）　　　　　贾石哥，城中听到些消息，只是又可喜，又可恨！
贾石　　　（白）　　　　　为什么可喜？
赵四　　　（白）　　　　　闻听人言，京中有一位沈青霞，官职不大，却敢参奏了严家父子十大罪状！你
　　　　　　　　　　　　　道可喜不可喜？
贾石　　　（白）　　　　　那沈公赤胆忠心，令人钦佩，却为何又可恨呢？
赵四　　　（白）　　　　　那严家走狗、御史路楷反奏一本，说沈公诬告大臣，朝廷大怒，廷杖一百，发
　　　　　　　　　　　　　往边疆为民，岂不可恨？
贾石　　　（白）　　　　　全无是非，真乃可恨！但不知发往哪里？
赵四　　　（白）　　　　　那可不清楚！
贾石　　　（白）　　　　　但愿发到保安这里，你我若能得见忠良，真乃三生有幸！
赵四　　　（白）　　　　　哪能那样巧呢！
贾石　　　（白）　　　　　倘若天随人愿，沈公来到此处，我必好好伺候忠良！
赵四　　　（白）　　　　　说得好！看天色不早，收活回家去吧？
贾石　　　（白）　　　　　你我一同回去。正是：
　　　　　（念）　　　　　朝中有奸臣，
赵四　　　（念）　　　　　苦害好人民。
（贾石、赵四同下。）

【第五场】时间：前场后数日；地点：保安。

沈衮、
沈褒、
沈夫人、
沈青霞　　（内同白）　　　走啊！
（沈衮、沈褒各负行李引沈夫人、沈青霞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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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衮、
沈褒　　　（同二黄三眼）　到保安无亲友
沈夫人　　（二黄三眼）　　家乡遥远！
沈青霞　　（白）　　　　　夫人哪，国将不存，还说什么家呀！
沈夫人　　（二黄三眼）　　恨只恨那奸臣
沈衮、
沈褒　　　（同二黄三眼）　无法无天！
沈青霞　　（白）　　　　　夫人，吾儿！
　　　　　（二黄三眼）　　一家人休流泪英雄有胆，
　　　　　　　　　　　　　我参奏贼父子义正词严。
　　　　　　　　　　　　　为奏本受苦刑心甘情愿，
　　　　　　　　　　　　　为奏本发往边疆正气冲天。
　　　　　　　　　　　　　我的儿与夫人切莫哀叹，
　　　　　　　　　　　　　我沈某战胜了严贼世蕃！
沈夫人　　（白）　　　　　啊，老爷，适才到县衙交了文书，怎奈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住处，你怎还
　　　　　　　　　　　　　说战胜了严家呢？
沈青霞　　（白）　　　　　夫人，你看，是我怕了严家呢？还是严家怕了我呢？
沈夫人　　（白）　　　　　这个……
沈青霞　　（白）　　　　　那廷杖一百，我自幼习武，忍受得住，既未打死，也未打怕。那严家呢，为了
　　　　　　　　　　　　　我这个小官上本，就大惊小怪起来，责打之后，还要赶出京城，发到这里为民。
　　　　　　　　　　　　　我理直气壮，一路之上，众百姓都为我不平，痛骂奸党，岂不是我战胜了严
　　　　　　　　　　　　　家么？
沈夫人　　（白）　　　　　唉！话虽如此，只恐那严家还另有奸计，谋害老爷！
沈青霞　　（白）　　　　　那就好！四海之间有的是忠义之士，他害我一人，却惹起万民的公愤！
沈衮　　　（白）　　　　　啊，爹爹，天已不早，该去寻个安身之处才是！
沈青霞　　（白）　　　　　如此向前赶路者！
　　　　　（唱）　　　　　一家人急忙忙朝前赶！
杨顺　　　（内白）　　　　唗！趱行者！
（四兵捧刀同上开路，四校尉、杨顺、路楷骑马急同上。掌旗兵随上。旗写：“宣府都督杨”。沈衮、沈褒、
沈夫人、沈青霞同打背躬。）
杨顺　　　（三笑）　　　　啊哈，啊哈，啊哈……
（杨顺、路楷、掌旗兵、四校尉、四兵同下。）
沈夫人　　（白）　　　　　老爷，这是何人？
沈青霞　　（白）　　　　　哎呀夫人哪！
　　　　　（唱）　　　　　那就是杨顺、路楷二狗官！
沈衮、
沈褒　　　（同白）　　　　哎呀，爹爹呀！莫非那杨顺升了宣府都督，来与爹爹作对？
沈青霞　　（白）　　　　　嗯！保安正属宣府所管！
沈夫人　　（白）　　　　　不好了！
　　　　　（唱）　　　　　见杨顺作都督魂儿吓断，
　　　　　　　　　　　　　一家人难再见头上青天！
　　　　　　　　　　　　　我哭一声，老爷呀，啊……娇儿呀！
（贾石上。）
贾石　　　（白）　　　　　何人在此啼哭？
沈青霞　　（白）　　　　　天色不早，尚无住处，因此啼哭。
贾石　　　（白）　　　　　此地非讲话之所，请到里面一叙。
沈青霞　　（白）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贾石　　　（白）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请！
（众人同入。贾石让座，沈青霞、沈夫人同坐，贾石坐。沈衮、沈褒同侍立。）
贾石　　　（白）　　　　　请问高姓大名？因何至此？
沈青霞　　（白）　　　　　我乃沈青霞。
贾石　　　（白）　　　　　啊？莫非就是那参奏严嵩父子的沈青霞沈公么？
沈青霞　　（白）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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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石　　　（白）　　　　　沈公在上，受我一拜！
（贾石拜。）
沈青霞　　（白）　　　　　为何如此？
贾石　　　（白）　　　　　想那严嵩父子，误国害民，人所痛恨！沈公忠心为国，焉有不拜之理！
沈青霞　　（白）　　　　　我也有一礼！
贾石　　　（白）　　　　　这是沈夫人么？
沈青霞　　（白）　　　　　正是！
沈夫人　　（白）　　　　　冒造贵府，望祈海涵！
沈青霞　　（白）　　　　　请问尊姓大名？
贾石　　　（白）　　　　　在下姓贾名石，世代务农，祖居此处。
沈青霞　　（白）　　　　　沈衮、沈褒见过贾叔父！
沈衮、
沈褒　　　（同白）　　　　参见叔父！
贾石　　　（白）　　　　　这厢还礼！
沈青霞　　（白）　　　　　适才到县衙办了手续，怎奈人地生疏，找不到住处，你若肯相助，代寻房屋数
　　　　　　　　　　　　　间，感谢不尽！
贾石　　　（白）　　　　　沈公，如不嫌弃，就住在这里如何？
沈青霞　　（白）　　　　　怎好打扰！
贾石　　　（白）　　　　　啊，沈公，我家里人口不多，岳父家离此只有半里之遥，我搬到那里，把这几
　　　　　　　　　　　　　间茅舍让与沈公就是。
沈青霞　　（白）　　　　　如此慷慨，何以为报？
贾石　　　（白）　　　　　说什么何以为报！忠臣义士，人人敬爱。请到后边，见过家小！
沈青霞　　（白）　　　　　正要拜见尊嫂！
贾石　　　（白）　　　　　请！
　　　　　（唱）　　　　　见忠良我心中欢喜无限，
（贾石下。）
沈青霞　　（唱）　　　　　在异乡得温暖气爽心安！
（众人同下。）

【第六场】时间：前场后数日；地点：保安郊外。

（乡民甲执锣上。）
乡民甲　　（念）　　　　　习文心里亮，练武身体强。
　　　　　（白）　　　　　乡亲们，今日沈公教我们武艺，不忙活儿的都来呀！
（姑娘甲上。）
姑娘甲　　（白）　　　　　爷爷，我来打锣！
（乡民乙上。）
姑娘甲　　（白）　　　　　你也来了？
乡民乙　　（白）　　　　　来了！昨天忙，没能来！昨天你们干什么来着？
乡民甲　　（白）　　　　　昨天沈先生给大家伙儿讲了……
姑娘甲　　（白）　　　　　《出师表》，爷爷！
乡民甲　　（白）　　　　　对《出师表》！讲的真好！
姑娘甲　　（白）　　　　　讲到“汉贼不两立”呀，沈先生落了泪！
乡民乙　　（白）　　　　　谁是汉？谁是贼？咱们是明朝的人哪？
姑娘甲　　（白）　　　　　那是个比方，贼指的是曹操，沈先生拿严嵩比作曹操！
乡民乙　　（白）　　　　　今天还讲不讲呢？
乡民甲　　（白）　　　　　今天沈先生教咱们武艺。明天再讲《出师表》。这叫作单日习文，双日习武。
乡民乙　　（白）　　　　　好！好！好！咱们这边疆的地方，大股土匪时常来抢咱们的牲口、钱财、粮食，
　　　　　　　　　　　　　日子真难过啊！
乡民甲　　（白）　　　　　是呀，那官兵，见强盗来了，就藏起去。等强盗走了，才敢露头，跟咱们要吃
　　　　　　　　　　　　　要喝又要钱！咱们自己要是能拿刀拿枪，抵挡强盗，打败他们一回，下次准保
　　　　　　　　　　　　　不敢再来，强盗都是软的欺硬的怕呀。
乡民乙　　（白）　　　　　老大爷，说的对！我一定好好地练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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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乡民持刀枪同上。贾石、沈衮、沈褒各拿草人同上，草人胸部有红圈，像箭靶子。）
乡民乙　　（白）　　　　　贾大哥，拿着的是什么呀？
（密探暗上，混入众乡民。）
贾石　　　（白）　　　　　练习射箭的靶子。
（众人同围看。）
乡民甲　　（白）　　　　　箭靶子干嘛用草人呢？
贾石　　　（白）　　　　　沈先生言道，这是三个奸臣，叫我们天天向他们射箭！
乡民乙　　（白）　　　　　哪三个奸臣？
贾石　　　（白）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一个是——
（贾石四望。）
贾石　　　（白）　　　　　严嵩！
姑娘乙　　（白）　　　　　还应当添上个严世蕃！害沈先生的不就是他吗？
贾石　　　（白）　　　　　小姑娘说的好！我想，这一个既当严嵩，又当严世蕃，也就是了。
　　　　　　　　　　　　　啊，来把箭靶安好！
（众乡民同接过草人。）
沈衮　　　（白）　　　　　我等先练习刀枪！
（沈衮、沈褒同舞刀，众乡民同耍枪。）
贾石　　　（白）　　　　　有请沈先生！
沈青霞　　（内白）　　　　来也！
（沈青霞轻装箭衣上。）
沈青霞　　（唱）　　　　　习文学武心身健，
　　　　　　　　　　　　　尊一声父老听我言：
（沈青霞施礼。）
沈青霞　　（唱）　　　　　抡枪舞棒学弓箭，
　　　　　　　　　　　　　自卫家乡不求官！
　　　　　（白）　　　　　父老兄弟请了！
众乡民、
贾石　　　（同白）　　　　请了！
沈青霞　　（白）　　　　　今日国弱民贫，边疆不安，我等须要能文能武，保卫家乡！
众乡民、
贾石　　　（同白）　　　　沈公费心，我等愿意学习！
沈青霞　　（白）　　　　　好！
　　　　　　　　　　　　　张伯伯，你年岁高了，就请击鼓助威。
乡民甲　　（白）　　　　　对！我眼神不行了，射不了箭，就击鼓吧！
（乡民甲立于鼓后。）
沈青霞　　（白）　　　　　中年的弟兄，练习枪刀如何？
众中年　　（同白）　　　　我等愿意！
沈青霞　　（白）　　　　　如此，站成一队！
众中年　　（同白）　　　　是！
（众中年同站成一队。）
沈青霞　　（白）　　　　　年轻的先学射箭，也自成一队！
众青年　　（同白）　　　　遵命！
（众青年同列成一队。）
沈青霞　　（白）　　　　　你们这些小姑娘呢？
众姑娘　　（同白）　　　　也愿练习！
沈青霞　　（白）　　　　　好！要回家禀明父母为是！
众姑娘　　（同白）　　　　对！我们就回家去说！
（众姑娘同跳跃而下。）
沈青霞　　（白）　　　　　妙啊！叫这村庄出些女英雄吧！
　　　　　（笑）　　　　　啊，哈哈哈……
　　　　　（白）　　　　　弓箭伺候！
　　　　　（唱）　　　　　英雄义士永留芳，
　　　　　　　　　　　　　奸臣遗臭万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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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腔义愤射奸相……
（沈青霞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正中红心！
（密探溜下。）
沈青霞　　（白）　　　　　我射的不是红心，是奸臣的黑心！
　　　　　　　　　　　　　沈衮儿，你来射这第二个奸臣！要射中他的心！
沈衮　　　（白）　　　　　遵命！
　　　　　（唱）　　　　　秦桧之罪万死难偿！
（沈衮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又中红心！
沈衮　　　（白）　　　　　爹爹，待我射中严嵩老儿！
　　　　　（唱）　　　　　严嵩老贼难逃法网！
（沈衮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也中红心！
沈青霞　　（白）　　　　　好啊！
　　　　　（唱）　　　　　箭箭穿心灭豺狼！
（赵四跑上。）
赵四　　　（白）　　　　　沈先生，大事不好了！
沈青霞　　（白）　　　　　何事惊慌？
赵四　　　（白）　　　　　适才到城中有事，闻听人言，大股强盗攻破了数县。那杨都督按兵不动，这便
　　　　　　　　　　　　　如何是好？
沈青霞　　（白）　　　　　竟有此事！
　　　　　　　　　　　　　列位呀，强盗袭来，官兵无用，我等必须日夜操演，贼人不来便罢，如若敢来，
　　　　　　　　　　　　　我们要杀他个落花流水！
众乡民　　（同白）　　　　嗻！
（众人同下。）

【第七场】时间：前场同日；地点：宣府都督府。

（路楷捧剑上。）
路楷　　　（念）　　　　　恩赐尚方剑，
（杨顺上。）
杨顺　　　（念）　　　　　杀人不留情！
（路楷、杨顺同坐。）
杨顺　　　（白）　　　　　恭喜路兄，官升巡按，恩赐尚方剑，好不威风！
路楷　　　（白）　　　　　上感严丞相提拔之恩，又承杨兄相助的厚意，有这尚方宝剑在手，我等要杀出
　　　　　　　　　　　　　个样儿来，以报严府的大恩大德！
（密探急上。）
密探　　　（念）　　　　　探得机密事，报与大人知！
　　　　　（白）　　　　　参见大人！
杨顺　　　（白）　　　　　命你暗查沈青霞，有何动静？
密探　　　（白）　　　　　他在保安郊外，每日聚集百姓，习文练武，想必是要造反！
杨顺　　　（白）　　　　　啊！
路楷　　　（白）　　　　　往下讲！
密探　　　（白）　　　　　他在广场之上，设立三个草人，当作箭靶子。
杨顺　　　（白）　　　　　却是为何？
密探　　　（白）　　　　　那三个草人，各有名姓。
杨顺　　　（白）　　　　　嗯！
路楷　　　（白）　　　　　往下讲！
密探　　　（白）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还有一个，小人不敢禀告！
杨顺　　　（白）　　　　　你且讲来，恕你无罪！
密探　　　（白）　　　　　那第三个草人，就是当朝的严丞相！
杨顺　　　（白）　　　　　你待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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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　　　（白）　　　　　就是严丞相！
杨顺　　　（白）　　　　　喳，喳，喳，哇呀呀呀！
　　　　　（唱）　　　　　可恨青霞太猖狂，
　　　　　　　　　　　　　叫他自作自遭殃。
　　　　　　　　　　　　　先斩后奏不冤枉！
（路楷作手势，密探下。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杨顺　　　（白）　　　　　报道何事？
报子　　　（白）　　　　　大股强盗看看杀到府城来了！
杨顺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杨顺　　　（唱）　　　　　强盗杀来我心慌！
　　　　　（白）　　　　　哎呀，路兄啊！强盗抢州就叫他抢州，夺县就叫他夺县，我等可以置之不理。
　　　　　　　　　　　　　怎奈眼看杀到府城，你我性命难保，如何是好？
路楷　　　（白）　　　　　杨兄不必惊慌！紧闭城门，多派兵丁把守，料也无妨！
杨顺　　　（白）　　　　　倘若攻破城池呢？
路楷　　　（白）　　　　　你我急速打点金银财宝，贼人攻破西门，我们往东跑；攻破北门，我们往南跑。
　　　　　　　　　　　　　正是：
　　　　　（念）　　　　　都督前边跑，巡按后面跟。不管别的事，只管金与银！
杨顺　　　（白）　　　　　好妙计！
　　　　　（笑）　　　　　哦，哈哈哈！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杨顺　　　（白）　　　　　又报何事？快讲！
报子　　　（白）　　　　　贼人把关厢烧抢一空，呼啸而去！
杨顺　　　（白）　　　　　怎么？他们烧抢了关厢，就跑了么？
报子　　　（白）　　　　　正是！
杨顺　　　（白）　　　　　待我谢天谢地！
路楷　　　（白）　　　　　当谢天地！
杨顺　　　（白）　　　　　报子有功，下面领赏！
报子　　　（白）　　　　　谢都督！
（报子下。）
杨顺　　　（白）　　　　　城已解围，你我理当传歌伎，摆酒席，开庆功大宴！
路楷　　　（白）　　　　　怎奈你我还未立功呢！
杨顺　　　（白）　　　　　那贼寇不战而退，分明惧怕你我，难道不是一功么？
路楷　　　（白）　　　　　都督，若欲报功，必须杀几个贼寇，献上人头，才是真凭实据！
杨顺　　　（白）　　　　　那贼寇岂是好惹的？我若去追杀，万一杀贼不成，反送了我的老命，如何是好？
路楷　　　（白）　　　　　我倒有一计在此。
杨顺　　　（白）　　　　　请讲！请讲！
路楷　　　（白）　　　　　都督点动人马，出城追杀贼寇，倘无贼寇，就杀他几个逃难的老百姓，砍下人
　　　　　　　　　　　　　头，当作贼寇首级，送往严府，报捷请功。都督啊，恭喜恭喜，都督又要高升
　　　　　　　　　　　　　了！
（中军上。）
杨顺　　　（白）　　　　　真乃妙计！请到后面休息！
路楷　　　（白）　　　　　是！
（路楷下。）
杨顺　　　（白）　　　　　中军，吩咐军士们走上！
中军　　　（白）　　　　　都督有令，军士们走上！
（四兵、四校尉同上。）
杨顺　　　（白）　　　　　军士们，迎敌去者！
四兵、
四校尉　　（同白）　　　　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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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出城。众难民同上。）
难民甲　　（念）　　　　　边疆不静百姓惨，
难民乙　　（念）　　　　　家破人亡苦难言！
难民甲　　（白）　　　　　唉！真是叫天天不语，呼地地不应啊！看，城门开了，莫非官儿出来放赈？
难民乙　　（白）　　　　　不是放赈的，是官兵！
难民甲　　（白）　　　　　想是追杀贼寇。那也好，咱们可以跟着官兵回到家乡去了！
难民乙　　（白）　　　　　对！咱们闪在一旁，等官兵过去，咱们远远地跟着。
杨顺　　　（白）　　　　　人马列开！
四兵　　　（同白）　　　　嗻！
杨顺　　　（白）　　　　　呔！胆大贼寇，竟敢造反，该当何罪！
众难民　　（同白）　　　　老爷，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
杨顺　　　（白）　　　　　一派胡言，杀！
（四兵同杀众难民，众难民同哭喊，有的被杀，有的逃走。）
杨顺　　　（白）　　　　　众将官，将首级悬挂城楼，示众三日。三日之后，飞送京师报捷，不得有误！
　　　　　　　　　　　　　收兵！
（众人同进城下。）

【第八场】时间：前场夜晚；地点：宣府城。

沈青霞　　（内白）　　　　父老，兄弟！
　　　　　（内二黄导板）　恨奸臣杀百姓天怒人怨！
（沈褒捧酒、沈衮引沈青霞同上，贾石、众乡民同后随。）
沈青霞　　（三叫头）　　　父老！兄弟！屈死的人哪！
（众人同哭。）
沈青霞　　（回龙）　　　　为逃生反落得首级高悬！
　　　　　（反二黄原板）　恨杨顺冒功劳比狼阴险，
　　　　　　　　　　　　　灭天良杀平民为了升官。
　　　　　　　　　　　　　众百姓扶老携幼来逃难，
　　　　　　　　　　　　　原为是贼退后生返家园。
　　　　　　　　　　　　　不料想大都督刀光闪闪，
　　　　　　　　　　　　　不杀贼只杀民无法无天！
　　　　　　　　　　　　　叫一声屈死的冤魂莫散，
　　　　　　　　　　　　　千人哭万人愤誓雪奇冤！
　　　　　　　　　　　　　我要到都督府把理来辩，把理来辩，
（沈青霞、沈褒、沈衮、贾石、众乡民同拜奠。）
沈青霞　　（唱）　　　　　杀尽了贪官污吏重见青天！
　　　　　（白）　　　　　沈衮、沈褒，为父要到都督府与奸官辩理，你等回去，好好侍奉母亲。
沈衮、
沈褒　　　（同白）　　　　儿等愿随爹爹一同前去！
贾石、
众乡民　　（同白）　　　　沈先生切莫独自前往！
（贾石、众乡民同拦阻。众官兵同上，欲捉众人。沈青霞挺身而出。）
沈青霞　　（白）　　　　　你们要捉，就来捉我，我正要与奸官辩理！走！
（沈衮、沈褒、贾石、众乡民同拦阻。沈青霞随众官兵同下。沈衮、沈褒、贾石、众乡民、众官兵同开打。
沈衮、沈褒、贾石、众乡民无武器，抵挡不住。沈衮战死。贾石扯沈褒同下。众乡民有伤亡，同败下。四兵、
四校尉、中军引杨顺、路楷同上，急升帐。）
杨顺　　　（白）　　　　　校尉的！
四校尉　　（同白）　　　　有！
杨顺　　　（白）　　　　　今日升帐，非同小可！你们要个个刀出鞘，人人喝虎威！
　　　　　　　　　　　　　传沈青霞！
（四校尉同喊堂威。）
中军　　　（白）　　　　　将沈青霞押了上来！
（二兵同下，引沈青霞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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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青霞　　（唱）　　　　　哭人头愤怒满胸膛，
　　　　　　　　　　　　　再与奸官辩一场，
　　　　　　　　　　　　　杀身也要把理讲，
　　　　　　　　　　　　　百姓含冤天日无光！
杨顺　　　（白）　　　　　唗！沈青霞，你可知罪？
沈青霞　　（白）　　　　　我何罪之有？
杨顺　　　（白）　　　　　我来问你：贼寇杀至城外，我出兵迎战，杀死贼寇多名，你为何集聚乡民，奠
　　　　　　　　　　　　　祭匪徒？
路楷　　　（白）　　　　　分明是勾结匪帮，背叛朝廷！
沈青霞　　（白）　　　　　呀呀呸！尔等敌来不敢交锋，使数县人民，困苦流离，人亡家破，已是罪重如
　　　　　　　　　　　　　山；却又屠杀逃难的百姓，假造捷报，欺君害民，千古奇冤，万民共愤！你一
　　　　　　　　　　　　　人功名事小，百姓生命事大，你竟以良民鲜血，去贪功邀赏，天理何在，于心
　　　　　　　　　　　　　何忍？
　　　　　（唱）　　　　　那强盗并未把人伤，
　　　　　　　　　　　　　抢些财宝与牛羊。
　　　　　　　　　　　　　你杀百姓天良丧，
　　　　　　　　　　　　　真乃匪盗比官强！
杨顺　　　（白）　　　　　啊！
　　　　　（唱）　　　　　青霞说话太狂妄，
　　　　　　　　　　　　　敢说匪盗比官强！
　　　　　　　　　　　　　人来与爷将他绑！
四校尉　　（同白）　　　　嗻！
（二校尉欲绑沈青霞。）
沈青霞　　（白）　　　　　我看哪个敢绑？
（沈青霞昂然立定。二校尉不敢上前。）
沈青霞　　（唱）　　　　　我不怕死怕的是国亡！
　　　　　　　　　　　　　有道是忠臣不怕死，
　　　　　　　　　　　　　怕死焉能作忠良！
（沈青霞大笑。）
沈青霞　　（白）　　　　　走！
（沈青霞下。）
二校尉　　（同白）　　　　走！
（二校尉同随下。内鸣鼓，斩首，二校尉持人头同上，呈验。）
杨顺　　　（白）　　　　　将沈青霞人头送到严府！军士们退下！
（四兵、四校尉同下。）
杨顺　　　（白）　　　　　路兄，斩了沈青霞，杀了沈衮，大患已除，我等可以高枕无忧了！
路楷　　　（白）　　　　　都督，沈褒逃走，沈小霞在家，剪草不除根，必为后患！
杨顺　　　（白）　　　　　一不作，二不休，要杀就杀个干干净净！待我派人搜索沈褒，再派人前去捉拿
　　　　　　　　　　　　　沈小霞便了！后堂摆宴，一同畅饮！
（众人同下。）

【第九场】时间：沈青霞被杀后三月；地点：绍兴沈家。

（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念）　　　　　有个沈青霞，都督把他杀。
李万　　　（念）　　　　　去到绍兴府，去把小霞拿。
张千　　　（白）　　　　　兄弟，奉了杨都督之命，前往绍兴，捉拿沈青霞的大儿子沈小霞，这趟差事可
　　　　　　　　　　　　　够苦的！
李万　　　（白）　　　　　咱们苦啊，我看沈家更苦！
张千　　　（白）　　　　　你怎么替犯人说话呀？
李万　　　（白）　　　　　人嘛多少得有点良心！你看，沈青霞是个清官，连二儿子也叫杨都督给杀了。
　　　　　　　　　　　　　这还不够，又叫咱们到绍兴捉拿他的长子沈小霞，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张千　　　（白）　　　　　你不知道啊，那沈小霞是个秀才，在绍兴府有点名声。他听说父亲和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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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杀了，还不想报仇吗？都督还嘱咐了咱们，叫咱们见机而行，中途上害了
　　　　　　　　　　　　　他，回去必有重赏。你要这样替他难过，不肯下手，回去怎么讨赏啊？
李万　　　（白）　　　　　唉！我实在不高兴作这伤天害理的事！
张千　　　（白）　　　　　这是公事，怎么说伤天害理呢？来此已是绍兴地面，你我去到府衙投文，然后
　　　　　　　　　　　　　就去捉拿沈小霞。你可得精神着点，别这么垂头丧气的！现在苦点，回去就阔
　　　　　　　　　　　　　起来了！
李万　　　（白）　　　　　走吧！正是：
　　　　　（念）　　　　　既然作狗腿，
张千　　　（念）　　　　　怎能不咬人！
（张千、李万同下。二道幕开：桌上摆灵牌、香、烛。沈小霞、沈娘子孝服同上，同燃烛，上香，拜。）
沈小霞　　（白）　　　　　爹爹！兄弟！爹爹呀……
（沈小霞、沈娘子同哭。）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叹爹爹与兄弟身受奇冤，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邪气升正气落杀害清官！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老娘亲在何方孤身避难？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难道说，抬头望，无有青天？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难道说不报仇只把天怨？
　　　　　　　　　　　　　难道说夫妻们怕死求全？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血海仇定要报不辞艰险，
　　　　　　　　　　　　　你有心我有胆同去伸冤！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老爹爹是忠臣儿是好汉，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为媳的也不怕血海刀山！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叫娘子急忙去行囊打点，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为雪恨舍弃了故土家园！
沈小霞　　（白）　　　　　啊，娘子，我倒有一计在此。
沈娘子　　（白）　　　　　有何妙计？
沈小霞　　（白）　　　　　那奸贼杀害爹爹，分明是削弱朝中清官的力量，你我何不先到济宁，与冯丹雪
　　　　　　　　　　　　　伯伯共商妙策，为父亲报仇雪恨？
沈娘子　　（白）　　　　　此计甚好！待我打点打点，即刻启程。
（沈娘子下。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白）　　　　　来此已是。
（张千入。）
张千　　　（白）　　　　　你可是沈小霞？
沈小霞　　（白）　　　　　正是！
（张千乘沈小霞不备，上锁。）
张千　　　（白）　　　　　官司你打了吧！
（沈小霞惊异。）
沈小霞　　（白）　　　　　啊？为何将我锁上？
张千　　　（白）　　　　　有公文在此，拿你到宣府严讯！
沈小霞　　（白）　　　　　莫非那杨顺狗官，派你前来的？
张千　　　（白）　　　　　正是杨都督派我们来的！
沈小霞　　（白）　　　　　我身得何罪？
张千　　　（白）　　　　　那，你跟杨都督说去，我管不着！
沈小霞　　（白）　　　　　我有功名，你锁我不得！
张千　　　（白）　　　　　秀才呀？早革掉啦，也有公事！
沈小霞　　（唱）　　　　　赃官作事真阴险，
　　　　　　　　　　　　　赶尽杀绝无法无天，
　　　　　　　　　　　　　急忙便把娘子唤！
　　　　　（白）　　　　　娘子快来！
（沈娘子提小包上。）
沈娘子　　（唱）　　　　　哪里来的这二差官！
　　　　　　　　　　　　　问相公因何故项带铁链？
沈小霞　　（白）　　　　　那杨顺派人捉我来了！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802106 2013-09-17



中国京剧戏考 《青霞丹雪》 16

沈娘子　　（唱）　　　　　听一语不由我愤怒难言！
　　　　　　　　　　　　　那杨顺比豺狼还更阴险，
　　　　　　　　　　　　　此一去难指望能够生还！
　　　　　（白）　　　　　啊，差官，我愿与秀才一同前往！
张千　　　（白）　　　　　我拿的是他，与你不相干！
沈娘子　　（白）　　　　　这位差官，秀才一人前去，我放心不下，我一人在家，秀才也必挂念！不如我
　　　　　　　　　　　　　随了他去，一路之上，也好照管茶饭，省得二位分心！
李万　　　（白）　　　　　我看，这位娘子说的也有点理。
张千　　　（白）　　　　　有理没理的，不像官事呀！你几儿看见过犯人带家眷的？
沈娘子　　（白）　　　　　就行个方便吧！
张千　　　（白）　　　　　行方便？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懂得行方便！
沈娘子　　（白）　　　　　啊，差官，我这里有纹银一锭，请先收下。在半途之中，我们还有亲友，讨些
　　　　　　　　　　　　　银钱，送与二位使用。
张千　　　（白）　　　　　这倒还像句话。好，就走吧！
沈小霞　　（白）　　　　　走！
张千　　　（白）　　　　　不走也得行啊！
（众人同下。）

【第十场】时间：前场后半月；地点：济宁州。

（张千、李万引沈小霞、沈娘子同上。）
沈小霞　　（唱）　　　　　过青山望白云仰天浩叹！
沈娘子　　（唱）　　　　　走得我力尽筋疲两腿酸。
沈小霞　　（唱）　　　　　看前面绿阴阴松林一片，
沈娘子　　（唱）　　　　　休息片刻在大道边。
张千　　　（念）　　　　　你们的事真难办，没见过犯人起解带家眷！他一会儿要喝水，你一会儿要吃饭。
　　　　　　　　　　　　　磨磨蹭蹭没有完，简直是成心误期限！
（张千欲打沈小霞。沈小霞欲还击。）
李万　　　（念）　　　　　走上前，忙解劝，不要翻脸，商量着办！
张千　　　（念）　　　　　这趟差事路途远，为省盘川应当把路赶。他们两人又没钱，中途路上没吃没喝
　　　　　　　　　　　　　谁来管！
李万　　　（念）　　　　　我去说，我去办：你们瞧，济宁州就在前面，赶到城里好打尖，走不动了就住
　　　　　　　　　　　　　店。
　　　　　　　　　　　　　何必休息在道边，去到城里多方便！
沈娘子　　（唱）　　　　　他道州城已不远，
　　　　　　　　　　　　　计上心头暗喜欢！
　　　　　　　　　　　　　只要那冯公仗义解危难，
　　　　　　　　　　　　　我不怕困苦与颠连，
　　　　　　　　　　　　　金蝉脱壳将他骗，
（沈娘子向沈小霞示意。）
沈小霞　　（唱）　　　　　挣开铁锁报仇冤！
沈娘子　　（白）　　　　　啊，差官！我倒想起来了，济宁城内有位冯侍郎。
张千　　　（白）　　　　　冯丹雪侍郎？我知道！一进南门大街，路西的大红门就是冯宅。
沈娘子　　（白）　　　　　他是我家好友。我想叫秀才前去借些银两，大家使用，岂不甚好？
张千　　　（白）　　　　　要借多少呢？
沈娘子　　（白）　　　　　多者五百两，少者二百两。
张千　　　（白）　　　　　准能借到吗？
沈娘子　　（白）　　　　　那冯侍郎仗义疏财，定能借到。
张千　　　（白）　　　　　可有一节，犯人不能随便去看亲友啊！
沈娘子　　（白）　　　　　银两借到，全数交与差官，买些好酒好饭！
张千　　　（白）　　　　　嗯！你们俩谁去呢？
沈娘子　　（白）　　　　　秀才前去。那冯侍郎乃是秀才父亲的朋友啊。
张千　　　（白）　　　　　李头，你看去得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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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娘子　　（白）　　　　　啊，张差官，你随秀才前去；李差官与我找一小店等候，万无一失！
李万　　　（白）　　　　　这样很好，就走吧！
张千　　　（白）　　　　　你同秀才娘子到关厢达顺店等我们吧。
　　　　　　　　　　　　　嗨，秀才，你真能借到银两吗？
沈小霞　　（白）　　　　　定能借到，走啊！
（沈小霞弄锁链示意。）
沈娘子　　（白）　　　　　秀才，那冯伯伯见你项带王法，定说你行为不正，岂肯借钱与你呢？
沈小霞　　（白）　　　　　这个……
李万　　　（白）　　　　　我看就暂且摘下来吧！
沈小霞　　（白）　　　　　朝廷王法岂可随便去掉？唉！不必借钱去了！
沈娘子　　（白）　　　　　若是不去，哪能得到银两，大家花用呢？张差官，你看呢？
张千　　　（白）　　　　　豁出去了，就先摘下来吧！
（张千替沈小霞去锁链。）
沈小霞　　（白）　　　　　多谢差官，走啊！
（沈小霞下。）
沈娘子　　（白）　　　　　啊，张差官，万一冯侍郎款待酒饭，你要催促于他，快快回来，免得我在店中
　　　　　　　　　　　　　不放心啊！
张千　　　（白）　　　　　那个自然！
　　　　　　　　　　　　　李头儿，你可好好地看着她！
沈娘子　　（白）　　　　　张差官，有李差官看着我，不会出一点差错！
张千　　　（白）　　　　　好！嗨，秀才，你等等！
（张千追下。）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我们也走吧！
　　　　　（唱）　　　　　但愿得沈秀才随机应变，
　　　　　　　　　　　　　见了那冯伯伯共报仇冤！
（沈娘子、李万同下。）
沈小霞　　（内二黄导板）　似鱼儿冲破了千层密网，
（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　　　　　跑几步跌一跤意乱心慌！
　　　　　　　　　　　　　汗如浆来到了冯家门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你是干什么的？
沈小霞　　（白）　　　　　求见冯伯父！
院子　　　（白）　　　　　你等等！你等等！
（院子拦阻。冯丹雪上。）
冯丹雪　　（白）　　　　　何人争吵？
　　　　　（唱）　　　　　问贤侄因何故这样慌张？
沈小霞　　（白）　　　　　后面有差人追赶！
冯丹雪　　（白）　　　　　关了大门！
（院子急下。）
冯丹雪　　（白）　　　　　随我来！
（冯丹雪、沈小霞同入内。）
沈小霞　　（白）　　　　　伯父哇！
（沈小霞跪。）
冯丹雪　　（唱）　　　　　贤侄你忍悲痛快把话讲！
　　　　　　　　　　　　　免得我年迈人乱猜乱想，失去了主张！
沈小霞　　（唱）　　　　　我的父遭陷害边关命丧，
　　　　　　　　　　　　　那沈衮好同胞刀下身亡！
　　　　　　　　　　　　　杨顺贼派人来将我锁上，
　　　　　　　　　　　　　与我妻定巧计半路脱身，来寻伯父，搭救小侄，逃出罗网，待时机血债清偿！
冯丹雪　　（唱）　　　　　闻此言不由我怒火千丈，
　　　　　　　　　　　　　沈青霞大忠良有此下场！
　　　　　　　　　　　　　贤侄你放宽心兵来将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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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塌天祸老夫承当！
　　　　　（白）　　　　　贤侄，你且在这里藏身，切莫悲痛！
沈小霞　　（白）　　　　　恐怕连累伯父！
冯丹雪　　（白）　　　　　哎！说什么连累不连累！你父被害，并非只因私仇，乃是朝里忠奸之争，我焉
　　　　　　　　　　　　　肯袖手旁观！
　　　　　　　　　　　　　家院走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唤我何事？
冯丹雪　　（白）　　　　　附耳过来……
院子　　　（白）　　　　　是是是！
（院子下。）
冯丹雪　　（白）　　　　　贤侄，随我来！
（冯丹雪、沈小霞同下。张千急上。）
张千　　　（白）　　　　　这下子可糟了，城里人多车马多，三闪两闪，会把犯人走丢了！有咧，他反正
　　　　　　　　　　　　　是去找冯侍郎，就此追上前去。来此已是。
　　　　　　　　　　　　　呔！门上有人吗？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人在此喧哗？
张千　　　（白）　　　　　老头儿，你们这儿刚才来了个姓沈的没有？
院子　　　（白）　　　　　什么姓沈的呀？全然不知，全然不晓！
（院子欲进去。）
张千　　　（白）　　　　　你等等！是个穿青衣服的，年轻人。
院子　　　（白）　　　　　噢，穿青衣的？年轻人？
张千　　　（白）　　　　　对了！他进去啦？
院子　　　（白）　　　　　嗯！他进去了。
张千　　　（白）　　　　　你叫他出来！
院子　　　（白）　　　　　我家主人的朋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怎敢催促！
张千　　　（白）　　　　　老头儿，你去叫他一声，我请你喝酒！
院子　　　（白）　　　　　午饭己过，晚饭未到，酒么，不喝！
（院子欲走。）
张千　　　（白）　　　　　你忙什么呀？我还有话说！
院子　　　（白）　　　　　你可知道这是冯侍郎的宅院，在这里高声喊叫，罗哩罗唆，成何体统！下站！
　　　　　　　　　　　　　下站！
（院子入内，下。）
张千　　　（白）　　　　　嘿！真来得邪门呀！有咧，反正犯人在里边哪，我给他个死等！
（柱儿穿青衣上，出门。）
张千　　　（白）　　　　　沈小霞！
（张千急锁上。）
柱儿　　　（白）　　　　　干什么？
张千　　　（白）　　　　　哟！不是呀！
（张千急去铁链。）
张千　　　（白）　　　　　对不起！
（柱儿下。）
张千　　　（白）　　　　　嗨，老头儿，出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你又嚷什么？
张千　　　（白）　　　　　你说有个穿青衣的，他出去了，不是我要的人，白耽误了我的工夫！
院子　　　（白）　　　　　他是我家的舅爷。你的人么，你自己为何不看好？跟我要人，我既不吃官家的
　　　　　　　　　　　　　饭，管不着呀！
（院子欲进去。）
张千　　　（白）　　　　　你等等！我就跟你要人，没有不行！他是要犯！
院子　　　（白）　　　　　要“饭”么，别处去要，干我何事！
（院子入，下。张千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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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　　　（白）　　　　　嗨，有个犯人，名叫沈小霞，在这儿没有？
（冯丹雪上。）
冯丹雪　　（白）　　　　　何人在此喧嚷？
张千　　　（白）　　　　　冯老爷在上，小的奉宣府都督之命，到绍兴拿得要犯沈小霞，经过贵府，他要
　　　　　　　　　　　　　来拜望。可是，一进去就不出来了，望乞老爷开恩，放他出来，也好趱路。
冯丹雪　　（白）　　　　　你说的是哪个沈小霞啊？
张千　　　（白）　　　　　就是沈青霞的少爷。
冯丹雪　　（白）　　　　　你待怎讲？
张千　　　（白）　　　　　沈青霞的少爷，沈小霞。
（冯丹雪扯住张千。）
冯丹雪　　（白）　　　　　走！跟我来！
张千　　　（白）　　　　　上哪儿去？
冯丹雪　　（白）　　　　　去到官府，我告你个诬赖好人，敲诈钱财之罪！
张千　　　（白）　　　　　我没有诬赖好人，也没敲诈！
冯丹雪　　（白）　　　　　想那沈小霞既是要犯，又是沈青霞之子，我焉敢与他来往！那沈青霞乃是严府
　　　　　　　　　　　　　的仇人，人人尽知，我怎敢隐藏他的儿子呢？这要是被人听见，我冯丹雪岂不
　　　　　　　　　　　　　成了沈青霞一党，开罪严府，那还了得？你分明是敲诈钱财来了，好，好，好，
　　　　　　　　　　　　　我与你去见州官，把话说个明明白白！
（冯丹雪扯张千走。）
张千　　　（白）　　　　　老爷，老爷，小人不敢！
冯丹雪　　（白）　　　　　那么，你在此作甚？还不与我走了出去！
张千　　　（白）　　　　　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沈小霞分明是在这里，决非诬赖！
冯丹雪　　（白）　　　　　他不在这里！
张千　　　（白）　　　　　老爷，那我可就要……
冯丹雪　　（白）　　　　　要怎么？
张千　　　（白）　　　　　我要搜！
冯丹雪　　（白）　　　　　拿来！
张千　　　（白）　　　　　拿什么？
冯丹雪　　（白）　　　　　公文！
张千　　　（白）　　　　　公文批票都在这里！
冯丹雪　　（白）　　　　　要它何用！我问你可有搜查我的公文？
张千　　　（白）　　　　　这个……
冯丹雪　　（白）　　　　　哪个？你既无公文搜查于我，竟敢私入家宅，该当何罪？走，我与你到州官堂
　　　　　　　　　　　　　上讲话！
张千　　　（白）　　　　　老爷！老爷！我丢了犯人，心里着急，冒犯了老爷，千祈恕罪！我走，马上走！
（张千欲走。）
冯丹雪　　（白）　　　　　回来！你来得，去不得！
张千　　　（白）　　　　　怎么？不许走？
冯丹雪　　（白）　　　　　这丢了犯人，关系甚大，我若放你出去，你到外边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岂不
　　　　　　　　　　　　　坏了我的名誉？走，我与你一同去见州官，交代明白：若是我私藏罪犯，老夫
　　　　　　　　　　　　　罪有应得；若是你丢了犯人，州官定打折尔的狗腿！走！
张千　　　（白）　　　　　老爷！老爷！您饶了我吧！我糊涂无知，冒犯了老爷，您高抬贵手，把我放了
　　　　　　　　　　　　　吧！我这儿给您磕头啦！
冯丹雪　　（白）　　　　　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张千　　　（白）　　　　　嗻，我就滚！
（张千出门。）
冯丹雪　　（白）　　　　　真真岂有此理！
（冯丹雪下。）
张千　　　（白）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当了半辈子差，没吃过这个苦子呀！要人，他不给！搜，
　　　　　　　　　　　　　又不敢搜！跟他去见官，没有我的便宜！有咧，我坐在这儿死等！……不行
　　　　　　　　　　　　　啊，肚子直响，得吃点什么去！……也不行，万一我去吃饭，沈小霞乘机会跑
　　　　　　　　　　　　　了呢？走不得！不走，肚子又真饿呀！嘿，这算什么差事呢！
（院子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802106 2013-09-17



中国京剧戏考 《青霞丹雪》 20

院子　　　（白）　　　　　看天色不早，关上大门，省得不三不四的人在此淘气！
（院子关门，下。）
张千　　　（白）　　　　　得！大门关了！看行市，我得在这儿蹲一宵，又冷又饿！不行，得去买点东西
　　　　　　　　　　　　　吃！
（张千望。）
张千　　　（白）　　　　　那边有个卖烧饼的，去买几个。对，我横着走：一眼看那边，一眼看这边！就
　　　　　　　　　　　　　这么办！
（张千横行下。）

【第十一场】时间：前场后一日；地点：济宁州。

（沈娘子上。打四更鼓。）
沈娘子　　（唱）　　　　　沈秀才一去不回转，
　　　　　　　　　　　　　思来想去难以安眠！
　　　　　　　　　　　　　莫不是冯家伯伯行方便，
　　　　　　　　　　　　　搭救秀才得安全？
　　　　　　　　　　　　　莫不是冯家伯伯难得见，
　　　　　　　　　　　　　得罪了差官惹起祸端？
　　　　　　　　　　　　　愁也多恨也多孤灯独伴，
　　　　　　　　　　　　　心欲碎肠欲断强忍悲酸！
　　　　　　　　　　　　　坐卧不宁呼李万，
　　　　　　　　　　　　　叫他前去找张千。
（沈娘子出屋。）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李差官！
（李万上。）
李万　　　（白）　　　　　来喽！
沈娘子　　（白）　　　　　啊，李差官，秀才与张差官去了半日一夜，不见回来，我十分放心不下！
李万　　　（白）　　　　　我也正纳闷儿呢！
沈娘子　　（白）　　　　　就烦差官去寻找他们，如何？
李万　　　（白）　　　　　我去寻找他们，你可得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沈娘子　　（白）　　　　　我不在此等候，你叫我上哪里去呢？
李万　　　（白）　　　　　对！我就走一趟。
沈娘子　　（白）　　　　　有劳了！
（李万往外走，张千垂头丧气上。）
李万　　　（白）　　　　　怎回事儿呀？张头儿！犯人呢？
张千　　　（白）　　　　　丢了！
李万　　　（白）　　　　　丢了？
（沈娘子出门。）
沈娘子　　（白）　　　　　你待怎讲？
张千　　　（白）　　　　　昨天我押着他进城，人多马乱，三闪两闪，把他丢了！
沈娘子　　（白）　　　　　你当差多年，哪会有此事？想必是秀才借到银两，你见财起意，将他谋害了！
张千　　　（白）　　　　　你算了吧！我见财起意？瞧我冻饿得这个样儿！
沈娘子　　（白）　　　　　秀才哪里去了？
张千　　　（白）　　　　　一定在冯宅。
沈娘子　　（白）　　　　　现在那里，为何不唤他出来呢？
张千　　　（白）　　　　　唤他？我把嗓子都差点喊哑了，还差点叫人家打了出来！
李万　　　（白）　　　　　那你怎么不在那里等着，回来干嘛？
张千　　　（白）　　　　　我不敢得罪冯侍郎。咱们一同去报官，四下搜查！
沈娘子　　（白）　　　　　啊，张差官，话不是这样讲！
张千　　　（白）　　　　　要怎么讲呢？
沈娘子　　（白）　　　　　你谋害了我的丈夫，待我先去告你一状！
张千　　　（白）　　　　　你丈夫逃走，你倒要告我？
沈娘子　　（白）　　　　　不告你，还告哪个？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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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可叹我只身无人管，
　　　　　　　　　　　　　你图财害命胆包天。
　　　　　　　　　　　　　去到衙门把理辩，
　　　　　　　　　　　　　秀才屈死你把命来还！
张千　　　（白）　　　　　你先等等！
（张千拦沈娘子。）
沈娘子　　（白）　　　　　你若拦阻，我就要喊叫起来！
李万　　　（白）　　　　　她一喊叫，店里人多，准都可怜她，咱们不是白饶一面儿吗？
张千　　　（白）　　　　　你怎么吃里爬外，向着别人呢？
沈娘子　　（白）　　　　　父老们！冤枉！
李万　　　（白）　　　　　别嚷！别嚷！咱们去见官，还不行吗？
张千　　　（白）　　　　　嘿！我这办案的倒变成被告啦！是福不是祸，走！
沈娘子　　（白）　　　　　走啊！
（众人同走圆场。）
沈娘子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
（沈娘子击鼓。）
沈娘子　　（白）　　　　　冤枉！
（四衙役喊堂威引州官同上。）
衙役甲　　（白）　　　　　干什么的？
沈娘子　　（白）　　　　　冤枉！
衙役甲　　（白）　　　　　启禀老爷：有打官司的。
州官　　　（白）　　　　　有打官司的？升堂吧！
衙役甲　　（白）　　　　　进来！跪下！
州官　　　（白）　　　　　谁有冤枉？
沈娘子　　（白）　　　　　我有冤枉！
张千　　　（白）　　　　　小人我有冤枉！
州官　　　（白）　　　　　她先说的，她就是原告！
张千　　　（白）　　　　　得，我落个被告！
州官　　　（白）　　　　　你有何冤枉，站起来说！
沈娘子　　（白）　　　　　容禀！
　　　　　（西皮二六板）　都只为这差官心毒意险，
　　　　　　　　　　　　　陪同了沈秀才去借金钱。
　　　　　　　　　　　　　他倒说在城中丢了人犯，
　　　　　　　　　　　　　分明是图财害命巧语花言。
　　　　　　　　　　　　　可怜我在异乡遇这惨变，
　　　　　　　　　　　　　我恳求大老爷替我伸冤！
州官　　　（白）　　　　　她说完了，该你说！
张千　　　（白）　　　　　老爷，我冤！我奉宣府杨都督之命，捉拿她丈夫沈小霞。我没害她丈夫，是她
　　　　　　　　　　　　　的丈夫逃到冯侍郎家中去了。
州官　　　（白）　　　　　冯侍郎？你别乱说，那是我的老前辈呀！
　　　　　　　　　　　　　来呀，拿我的名帖，去请冯丹雪侍郎过衙叙话。
衙役甲　　（白）　　　　　遵命！
（衙役甲下。）
州官　　　（白）　　　　　嗨！
（州官对李万。）
州官　　　（白）　　　　　你是怎么个人，还没说话哪？
李万　　　（白）　　　　　小人名叫李万，也是解差，他们的事，我都不知道。
州官　　　（白）　　　　　好哇！你无话可说，多么省事呀！
（衙役甲引冯丹雪同上。）
衙役甲　　（白）　　　　　冯侍郎到。
州官　　　（白）　　　　　有请！
衙役甲　　（白）　　　　　有请！
冯丹雪　　（念）　　　　　州官差人将我请，上公堂我要见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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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啊，州官大人！
州官　　　（白）　　　　　老前辈，我在堂上审案，不能出迎，恕罪恕罪！老前辈，你请坐下！
（冯丹雪坐。）
冯丹雪　　（白）　　　　　啊，大人，有何事相商？请讲！
州官　　　（白）　　　　　这个女的说：她的丈夫叫这个张千给害了。张千说：她的丈夫藏在老前辈的府
　　　　　　　　　　　　　中。我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前辈对证一下。
冯丹雪　　（白）　　　　　这张千么，昨天在老夫门前大嚷大闹，说什么有个沈小霞藏在我的家中。我说
　　　　　　　　　　　　　无有，他就要搜，我正要来禀告大人！
州官　　　（白）　　　　　张千，你太可恶了！随便要搜查冯侍郎的家宅，成何体统！
冯丹雪　　（白）　　　　　想那沈小霞乃是沈青霞之子，沈青霞得罪了严府，我冯丹雪焉敢与沈家来往呢！
州官　　　（白）　　　　　那么他没到府上去？
冯丹雪　　（白）　　　　　哎呀呀，大人说哪里话来！我虽老朽，尚不糊涂！不要说接见沈小霞，就是听
　　　　　　　　　　　　　到这名字呀，我都要遮上双耳！大人，再也不要提起沈小霞，叫我这老朽无能、
　　　　　　　　　　　　　闭门守孝的人儿胆战心惊啊！
州官　　　（白）　　　　　可是刚才这个妇人说，她的丈夫去到府上借些银两使用。
冯丹雪　　（白）　　　　　那沈小霞也许有此心意，怎奈他并未曾前来，倘使他来到，不要说借钱，我连
　　　　　　　　　　　　　门儿也不敢开放呀！倘使我私藏要犯，不但我自己有罪，也会连累上大人哪！
州官　　　（白）　　　　　老前辈，你倒推得一干二净！
冯丹雪　　（白）　　　　　真是真，假是假，何言推得一干二净？
州官　　　（白）　　　　　那么，他哪儿去了呢？
冯丹雪　　（白）　　　　　问这个差官，自然知晓。
州官　　　（白）　　　　　张千，你从实招来，省得我严刑拷问。
冯丹雪　　（白）　　　　　哎呀大人哪！这张千虽然失职误事，怎奈他是杨都督派来的，也不好责打吧？
张千　　　（白）　　　　　冯侍郎说的对，打狗还得看主人啊！
冯丹雪　　（白）　　　　　大人还是到舍下搜查去吧！
州官　　　（白）　　　　　那我可不敢，不敢！哎呀，这件事可真难办！嗯，这么着吧：老前辈请回府休
　　　　　　　　　　　　　息，下官有事再去请教！
冯丹雪　　（白）　　　　　大人你几时传，我几时必到！告辞了！
（冯丹雪出。）
冯丹雪　　（唱）　　　　　沈娘子有才又有胆，
　　　　　　　　　　　　　先下手的为强来鸣冤。
　　　　　　　　　　　　　那小小的州官言来语去想把我试探，
　　　　　　　　　　　　　他怎知老夫我袖里机关！
　　　　　　　　　　　　　回家去对小霞细说一遍，
　　　　　　　　　　　　　报冤仇等时机定把严贼参！
（冯丹雪下。）
州官　　　（唱）　　　　　这件公事不好办，
　　　　　　　　　　　　　必须要仔仔细细打打算盘！
　　　　　（白）　　　　　李万，将这妇人带到白衣庵中，听候发落。
　　　　　　　　　　　　　张千，限你七天，找到沈犯，不得有误！
张千　　　（白）　　　　　老爷，七天怎能行呢？
州官　　　（白）　　　　　退堂！
（州官、四衙役同下。）
张千　　　（白）　　　　　糊里糊涂的，都是什么呀？
李万　　　（白）　　　　　这可怎么办呢？
张千　　　（白）　　　　　我知道他在冯府，还上哪儿去拿他！
沈娘子　　（白）　　　　　你可知道，那严世蕃是侍郎，冯丹雪也是侍郎，他二人平起平坐么？你若再到
　　　　　　　　　　　　　冯府去吵闹，冯侍郎岂肯与你善罢甘休？
张千　　　（白）　　　　　嘿！我算倒霉透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二场】时间：前场后月余；地点：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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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开。沈小霞的屋子，桌上置笔墨纸张。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　　　　　大仇未报心忧愤，
　　　　　（白）　　　　　嗐！想我在此藏身，父仇未报，真乃苟且偷生，愧对天地。且写几张《出师表
　　　　　　　　　　　　　》，上承父志，下励自身便了。
　　　　　（唱）　　　　　写几张《出师表》激励忠心！
　　　　　　　　　　　　　我避难在此如囚禁，
（沈小霞写。冯丹雪上。）
冯丹雪　　（唱）　　　　　他长吁短叹愁煞人！
　　　　　（白）　　　　　贤侄，又在此写《出师表》吗？
沈小霞　　（白）　　　　　嗐！伯父啊，侄儿在此避难，父仇未报，一筹莫展，心中十分烦闷。
冯丹雪　　（白）　　　　　贤侄不要如此！为报父仇，正要珍重身体，切莫忧虑成疾！
沈小霞　　（白）　　　　　伯父啊，侄儿恨不能背生双翅，飞到宣府，杀死那奸贼杨顺、路楷，方消心头
　　　　　　　　　　　　　之恨！
冯丹雪　　（白）　　　　　怎奈那奸党有权有势，我等赤手空拳啊。我等要忍愤一时，好作长远之计！啊，
　　　　　　　　　　　　　贤侄，那州官外愚而内诈，我看他会来查看，我们要有个准备！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老爷：州官到！
（冯丹雪扯沈小霞。）
冯丹雪　　（白）　　　　　快快回避！
（冯丹雪推沈小霞下，对院子。）
冯丹雪　　（白）　　　　　说我出迎，书房接待！
院子　　　（白）　　　　　是！
（院子转身。）
院子　　　（白）　　　　　啊，大人，请到书房！
（院子下。州官持扇上。）
州官　　　（白）　　　　　我已经进来啦，就在这儿谈吧！
冯丹雪　　（白）　　　　　哎呀呀，原来是州官大人！老夫不知，未曾出迎，多有得罪！请！
州官　　　（白）　　　　　今日闲暇，特来问安，冒昧的很！冒昧的很！
冯丹雪　　（白）　　　　　大人请坐！
（州官看见桌上的纸张。）
州官　　　（白）　　　　　哎呀，老前辈，偌大年纪，还如此用功，钦佩！钦佩！
冯丹雪　　（白）　　　　　老朽在家守孝，只能天天写几个字儿。
（州官看字。）
州官　　　（白）　　　　　老前辈，这是你写的么？
冯丹雪　　（白）　　　　　啊，怎么？不像老夫的笔迹么？
（州官猛开扇。）
州官　　　（白）　　　　　老前辈，你来看！
（冯丹雪、州官同作身段。）
州官　　　（白）　　　　　这扇儿么，是去年老前辈所赐，分明是另一种字体啊！
冯丹雪　　（白）　　　　　噢！噢！噢！这扇儿是我写的，那幅字儿么，也是我写的。
州官　　　（白）　　　　　为何字体不同呢？
冯丹雪　　（白）　　　　　大人，你来看哪——
（冯丹雪捧须。）
冯丹雪　　（白）　　　　　老夫老了啊！这老人么，就像小孩子一般，今天喜爱这个，明天就喜爱那个。
　　　　　　　　　　　　　我写字也是如此，今天高兴么，就写一写颜字，明天么也许写写欧字。见笑哇，
　　　　　　　　　　　　　见笑！
　　　　　（笑）　　　　　哈哈哈！
州官　　　（白）　　　　　哈哈哈！
冯丹雪　　（白）　　　　　请坐！
州官　　　（白）　　　　　谢座！啊，老前辈，我看见那幅字么，倒想起一个人来了。
冯丹雪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州官　　　（白）　　　　　闻听人言，那沈青霞在世的时候，爱写《出师表》。
冯丹雪　　（白）　　　　　别人写得，老夫就写不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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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官　　　（白）　　　　　老前辈，莫非子承父志，沈小霞写的么？
冯丹雪　　（白）　　　　　哪一个沈小霞？噢，噢，我倒想起来了，前者他行至中途，与解差分散，还烦
　　　　　　　　　　　　　大人叫我到堂上对质。嗐，他孤身逃走在外，不知是生，也不知是死，倒也可
　　　　　　　　　　　　　怜！
州官　　　（白）　　　　　老前辈不必担心，他一定还平平安安地活着呢！
冯丹雪　　（白）　　　　　大人如何知道？
州官　　　（白）　　　　　他刚才还在这儿写字呢！
冯丹雪　　（白）　　　　　啊？大人，我已对你说过，那沈小霞没有到过这里！
州官　　　（白）　　　　　他在这里！
冯丹雪　　（白）　　　　　大人既明知他在这里，为何不搜，为何不查？
州官　　　（白）　　　　　我来搜查，有失老前辈的体面。
冯丹雪　　（白）　　　　　依你之见？
州官　　　（白）　　　　　请老前辈把他交了出来。
冯丹雪　　（白）　　　　　我无法交他出来，他并不在这里呀！
州官　　　（白）　　　　　老前辈，你可敢对天盟誓？
冯丹雪　　（白）　　　　　这个……啊，大人，天若有知，必辨忠奸。我来问你，那沈青霞是忠是奸？
州官　　　（白）　　　　　老前辈，何必问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沈小霞在此，你有窝藏要犯之罪，下官
　　　　　　　　　　　　　也担待不起！你既不敢对天盟誓，犯人一定在此，请交了出来，彼此方便！
冯丹雪　　（白）　　　　　请问大人，他不在此，叫我怎么交呢？
州官　　　（白）　　　　　老前辈，莫非你逼着我搜查吗？
冯丹雪　　（白）　　　　　怎么？大人要搜？
州官　　　（白）　　　　　老前辈不体下情，恕我无礼了！
（州官欲往外走。）
冯丹雪　　（白）　　　　　且慢！你可知我是朝中的老臣？
州官　　　（白）　　　　　焉有不知之理，怎奈杨顺都督万难得罪！
冯丹雪　　（白）　　　　　好，要搜请搜！
（冯丹雪见州官欲出去。）
冯丹雪　　（白）　　　　　且慢，我来问你，你若搜不出来呢？
州官　　　（白）　　　　　老前辈，我若搜不出来，甘愿领罪！
（州官出。）
州官　　　（白）　　　　　来人哪，搜！
（四差役急同上，四下搜查，同下。）
冯丹雪　　（白）　　　　　哎呀！
　　　　　（唱）　　　　　我无钱贿赂这小赃官，
　　　　　　　　　　　　　叫忠良绝了后怎对苍天！
　　　　　　　　　　　　　倒不如与他一死相拚……
（四差役同上。）
四差役　　（同白）　　　　启禀老爷：犯人未曾搜到！
州官　　　（白）　　　　　啊？尔等退下！
（四差役同下。）
冯丹雪　　（笑）　　　　　哈哈哈！
　　　　　（唱）　　　　　搜不出沈小霞你还有何言？
　　　　　（白）　　　　　唗！你搜查朝中老臣府院，该当何罪？
州官　　　（白）　　　　　侍郎大人，下官赔礼！本不该来打扰大人，怎奈不敢得罪杨都督与严府，千祈
　　　　　　　　　　　　　开恩恕罪！
冯丹雪　　（白）　　　　　老夫宽大为怀，恕你这次，若敢再来，誓不与你善罢甘休！还不走了出去！
州官　　　（白）　　　　　谢大人！
（州官出。）
州官　　　（白）　　　　　嘿，这一宝怎会没押准呢？
（州官下。）
冯丹雪　　（白）　　　　　哎呀呀，那沈小霞他上哪里去了？
　　　　　　　　　　　　　家院快来！
（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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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何事？
冯丹雪　　（白）　　　　　那沈小霞上哪里去了？
院子　　　（白）　　　　　我也不知！
冯丹雪　　（白）　　　　　快去寻找！
（院子下。）
冯丹雪　　（白）　　　　　倘若沈小霞从这里叫人拿去，老夫何以对亡友在天之灵！
（沈小霞上。）
沈小霞　　（白）　　　　　伯父！
（冯丹雪急转身。）
冯丹雪　　（白）　　　　　啊？你，你上哪里去了？
沈小霞　　（白）　　　　　伯父叫我作个准备，我见州官闯了进来，必无善意。幼年之时蒙先父教过些武
　　　　　　　　　　　　　艺，急忙跳出院墙，藏在邻家，避过此难！
冯丹雪　　（白）　　　　　贤侄你好机警！
沈小霞　　（白）　　　　　伯父！此地已非侄儿藏身之处，我若在此被擒，严府必乘机一网打尽，伯父的
　　　　　　　　　　　　　性命恐也难保！
冯丹雪　　（白）　　　　　为了忠良有后，老夫万死不辞！
沈小霞　　（白）　　　　　伯父，侄儿必须急速逃走。
冯丹雪　　（白）　　　　　你要逃往何处呢？
沈小霞　　（白）　　　　　侄儿要奔往宣府，寻找母亲与先父尸骨！
冯丹雪　　（白）　　　　　杨顺、路楷现在宣府，侄儿前去，岂非自投罗网？
沈小霞　　（白）　　　　　正因二贼还在那里，他们万难料到我敢身入虎穴。况且在此被擒是一死，前去
　　　　　　　　　　　　　报仇也不过是一死！
冯丹雪　　（白）　　　　　嗯！好！你一人前往，我放心不下，待老夫与你一同前去！
沈小霞　　（白）　　　　　伯父年迈，岂可去得？
冯丹雪　　（白）　　　　　我若不去，你寸步难行！我此去一来是为掩护贤侄，二来是为亲眼察看杨、路
　　　　　　　　　　　　　二贼的劣迹。啊，贤侄，那州官虽然狡诈，幸而多虑寡断，我们要乘其不备，
　　　　　　　　　　　　　今晚出城。我吩咐家院，护送沈娘子城外相会。
　　　　　　　　　　　　　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冯丹雪　　（白）　　　　　你附耳上来……快去！快去！
院子　　　（白）　　　　　是！是！是！
（院子下。）
冯丹雪　　（白）　　　　　侄儿速去打点，莫再迟延！
沈小霞　　（白）　　　　　遵命！伯父受我一拜！
（沈小霞拜。）
冯丹雪　　（白）　　　　　不必拜了！
　　　　　（唱）　　　　　我三年守孝期已满，
　　　　　　　　　　　　　假作进京去复官。
　　　　　　　　　　　　　三人同行多方便，
　　　　　　　　　　　　　也免得你年轻想不周全！
（冯丹雪、沈小霞同下。）

【第十三场】时间：前场后一小时；地点：白衣庵。

（沈娘子上。）
沈娘子　　（唱）　　　　　在公堂冯伯伯谈笑风生，
　　　　　　　　　　　　　想必是把秀才藏在府中。
　　　　　　　　　　　　　怕只怕小州官爱钱如命，
　　　　　　　　　　　　　去搜索侍郎府向奸党邀功！
　　　　　　　　　　　　　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祷告烧香全不灵！
（院子持小包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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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沈娘子，快快换了衣裳——
（院子指包。）
院子　　　（白）　　　　　到东门外……
（院子耳语。沈娘子急将包藏起）
沈娘子　　（白）　　　　　怎奈那李万时常前来查看！
院子　　　（白）　　　　　他若来到，娘子只说我是你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
（李万上。）
李万　　　（白）　　　　　嗨，你是干什么的？
沈娘子　　（白）　　　　　李差官，这是我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与我使用。
李万　　　（白）　　　　　送钱来的？那好哇！沈娘子，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沈娘子　　（白）　　　　　比起张千么，你是个好人！
李万　　　（白）　　　　　娘子有眼睛，分得出好坏人来！
　　　　　　　　　　　　　我说，老头儿，你带来多少银子呀？
院子　　　（白）　　　　　说也可怜，只是十两纹银！
李万　　　（白）　　　　　十两不算多呀，可是，娘子你看，我呀，嗐，这程子手里连张纸钱也没有！
沈娘子　　（白）　　　　　可怜的差官！
　　　　　　　　　　　　　啊，老管家，将银子拿了出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献银。）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我留一半，借与你一半如何？
李万　　　（白）　　　　　那，娘子你真是个好人！
（李万接银。）
李万　　　（白）　　　　　你可别叫张千知道了哇！
沈娘子　　（白）　　　　　那个自然！
　　　　　　　　　　　　　老管家，你吃过饭无有？
院子　　　（白）　　　　　我匆忙赶路，尚未用饭。
沈娘子　　（白）　　　　　嗯，你拿这些散零银子同李差官去吃饭。
（沈娘子递银。）
沈娘子　　（白）　　　　　你要好好地陪他多饮几杯，他是个好人哪！
李万　　　（白）　　　　　娘子真会体贴人！我呀爱喝两盅，可是这些天连茶也喝不上，就甭说酒啦！
　　　　　　　　　　　　　老头儿，咱们走！我知道一个小馆儿，酒菜都好！
院子　　　（白）　　　　　沈娘子，我就要回去，有何吩咐？
沈娘子　　（白）　　　　　回到家乡，你就说我平安无事，在此等候秀才。
院子　　　（白）　　　　　是！是！娘子多多保重！
　　　　　　　　　　　　　差官，咱们走吧！
李万　　　（白）　　　　　走！
　　　　　　　　　　　　　哎，等等！沈娘子，我们去吃饭，你可别出去呀！张千把秀才丢了，我可不能
　　　　　　　　　　　　　把你……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我并非犯人，想逃走作甚？况且，我若想走，为何不留着银子，路上
　　　　　　　　　　　　　花用？你么，太无有见识！拿来！
李万　　　（白）　　　　　拿什么来？
沈娘子　　（白）　　　　　那五两银子！
李万　　　（白）　　　　　那，我浑蛋，看不出真假人来！
　　　　　　　　　　　　　老大爷，咱们走！
（李万、院子同下。）
沈娘子　　（白）　　　　　哼！
　　　　　（唱）　　　　　急忙去乔装巧打扮，
（沈娘子打开衣包，披上男衣。）
沈娘子　　（唱）　　　　　逃出后门奔东关！
（沈娘子下。李万、院子同上。）
李万　　　（白）　　　　　我还是不放心！老大爷，我再回去嘱咐她几句！
院子　　　（白）　　　　　好！你住在哪里？
李万　　　（白）　　　　　那边的小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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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那张差官也住在那里么？
李万　　　（白）　　　　　是呀！手里没钱，两人住一间小屋！
院子　　　（白）　　　　　如此，你去见沈娘子，我去约张差官一同饮酒！
李万　　　（白）　　　　　别！别！你一告诉他，我这五两银子全得叫他抢了去，他厉害呀！算了，咱们
　　　　　　　　　　　　　快喝酒去吧！唉，沈小霞拿不到，我跟张千非饿死在这儿不可！
院子　　　（白）　　　　　正是：
　　　　　（念）　　　　　你我去饮酒，
李万　　　（念）　　　　　一醉解千愁！
（院子、李万同下。）

【第十四场】时间：前场后两月；地点：保安地带。

（冯丹雪、沈小霞、沈娘子同上。）
冯丹雪　　（唱）　　　　　三人冒险朝前奔，
沈小霞　　（唱）　　　　　乌云四罩暗荒村！
沈娘子　　（唱）　　　　　千山万水都寻尽，
冯丹雪　　（唱）　　　　　找不到忠良义士坟！
沈娘子　　（白）　　　　　啊，伯父！来到这荒村，人烟稀少，倘若降下大雨，伯父年迈，如何是好？
冯丹雪　　（白）　　　　　快快赶路，找一人家避雨便了！
　　　　　（唱）　　　　　严家误国人人恨，
　　　　　　　　　　　　　沈公仗义不顾身。
　　　　　　　　　　　　　昭雪忠良我的本分，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沈小霞　　（唱）　　　　　手扶着伯父朝前进，
　　　　　　　　　　　　　寻娘找弟心急似火焚。
　　　　　　　　　　　　　还要亲手杀杨顺，
　　　　　　　　　　　　　才能够对得起我的老爹尊！
沈娘子　　（唱）　　　　　多少困苦说不尽，
　　　　　　　　　　　　　咬牙切齿恨贼臣！
　　　　　　　　　　　　　夫妻们在济宁难以相见人遥路近，
　　　　　　　　　　　　　空有报仇一片心！
　　　　　　　　　　　　　多亏了冯家伯伯仁至义尽，
　　　　　　　　　　　　　逃出了虎口来到荒村。
　　　　　　　　　　　　　村儿荒人儿少心酸难忍，
　　　　　　　　　　　　　老公爹就在此取义成仁！
冯丹雪　　（唱）　　　　　为什么村荒人贫困？
　　　　　　　　　　　　　都因为杨顺、路楷毒害良民！
　　　　　　　　　　　　　我今亲眼见苛政，
　　　　　　　　　　　　　破出性命去弹劾奸臣！
（雨落。）
冯丹雪　　（唱）　　　　　骤雨降下难前进，
沈娘子　　（唱）　　　　　树荫下面暂遮身！
（贾石打伞上。）
贾石　　　（唱）　　　　　避难移住小荒村，
　　　　　　　　　　　　　保护沈褒与夫人。
　　　　　（白）　　　　　诸位，雨势甚大，请到舍下暂避！
冯丹雪　　（白）　　　　　多谢！
（众人同走圆场。）
贾石　　　（白）　　　　　随我来！
（众人同入。）
贾石　　　（白）　　　　　诸位请坐，待我烧些水来，与你们使用！
（贾石下。）
冯丹雪　　（白）　　　　　有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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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霞看见壁上《出师表》。）
沈小霞　　（哭）　　　　　爹爹呀！
（沈小霞跪。）
沈娘子　　（哭）　　　　　公爹呀！
（沈娘子跪。）
冯丹雪　　（白）　　　　　“沈青霞敬录”。我的好友呀！
　　　　　（唱）　　　　　见手迹哭忠良千悲万愤，
　　　　　　　　　　　　　墨迹犹新不见人！
沈小霞　　（哭头）　　　　我哭、哭一声老爹尊！
（贾石上，下。）
沈娘子　　（哭头）　　　　我叫、叫一声老公爹呀！
冯丹雪　　（唱）　　　　　可敬的贤人！
（贾石、沈夫人、沈褒同上。）
沈夫人　　（白）　　　　　小霞！我的儿呀！
沈小霞　　（白）　　　　　母亲！
沈娘子　　（白）　　　　　婆母！
沈褒　　　（白）　　　　　冯伯伯！
　　　　　　　　　　　　　兄长！
　　　　　　　　　　　　　嫂嫂！
冯丹雪　　（白）　　　　　贤嫂！
（内喧嚷。）
贾石　　　（白）　　　　　啊？外面为何喧嚷？
（赵四上。）
赵四　　　（白）　　　　　贾石哥，快来快来，杀上前去！
贾石　　　（白）　　　　　杀哪一个呀？
赵四　　　（白）　　　　　朝中有人参劾了杨、路二贼屈杀百姓，陷害沈公父子之罪，圣旨下，将他二人
　　　　　　　　　　　　　拿进京去问罪。又谁知官兵来的不多，二贼倚仗严家势力，抗旨拒捕，争斗起
　　　　　　　　　　　　　来。前村的乡亲们已杀上前去，我们也去吧！
贾石　　　（白）　　　　　四弟，你速去鸣锣集众！
赵四　　　（白）　　　　　好！沈公教给我们的武艺有了用处了！
（赵四下。）
沈小霞　　（白）　　　　　兄弟，杀贼报仇的时机已到！
沈褒　　　（白）　　　　　贾叔父，你在此保护冯伯伯与一家大小，我与大哥杀上前去！
（沈褒、沈小霞同下。）
贾石　　　（白）　　　　　随我来！
（众人同下。杨顺率兵士追官兵同上，官兵败下阵。）
杨顺　　　（白）　　　　　军士们，杀！
（路楷上。）
路楷　　　（白）　　　　　都督慢走！
　　　　　　　　　　　　　都督，乡民们追杀上来了！
杨顺　　　（白）　　　　　杀！
（众乡民同上，杨顺迎击众乡民，众官兵同上与众乡民协战，胜负难分。沈小霞、沈褒、众乡民同上。）
沈小霞　　（白）　　　　　奸贼哪里走！
（大开打。众官兵同擒住杨顺、路楷。沈小霞欲杀，众官兵同拦阻。贾石、冯丹雪同急上。）
冯丹雪　　（白）　　　　　小霞住手！这两个东西不过是严家的走狗！
杨顺　　　（白）　　　　　哼！丹雪老儿休要得意，我进京见了干爹严丞相，翻过手来，我怎么杀的沈青
　　　　　　　　　　　　　霞，也怎样杀你！
沈小霞、
沈褒　　　（同白）　　　　呸！
（沈小霞、沈褒同举刀欲杀杨顺、路楷。）
路楷　　　（白）　　　　　二位爷爷饶命！
（路楷跪。）
冯丹雪　　（白）　　　　　二位贤侄，严家不倒，必然包庇这二贼，天下也难得太平！适才你贾叔叔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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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公的尸骨埋葬在此，待我等护送尸骨入京，面见邹应龙，参倒那严家父子，
　　　　　　　　　　　　　严办这二贼便了！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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