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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闸》

主要角色
李玄霸：净
杨林：净
罗成：小生
靓旋妃：小旦
李靖：生

情节
李世民同李元霸、李靖出兵征王世充途中，忽遇罗成。据言往应朝廷武场考试，夺取功名。李靖谓此乃杨林
辈诱杀天下英雄之诡计，千万不可前往。李元霸闻知：“杨贼欲杀天下英雄，吾必须前往拯救”。遂与罗成
同往。至考场后，罗成夺得状元，程咬金夺得榜眼。第三场争探花时，杨林命其大将左杰出马，秦琼将左杰
打死。杨林不但不令秦琼为探花，反念倒铜旗之怨，要与秦琼比枪。秦琼败下，杨林正追秦琼时，罗成乘机
将杨林杀死，武场大乱。官兵蜂拥前来，秦琼乃与罗成奔往东门，夺关而出。惟离城十里，有关隘一座，名
千金闸。由靓旋妃把守。善用飞铙，英武过人。罗成因靓旋妃曾隶其父部下，百般恳求，靓旋妃始应允将闸
吊起，秦琼等一行，得以逃出云。

注释
剧本中李元霸作李玄霸。

根据《国剧大成》第五集整理

【第一场】

（八小军、八将官、四大将引李世民同上。）
李世民　　（玉玲珑）　　　武德欲昌汉鼎，
　　　　　　　　　　　　　义旗待扫秦灰。
（李玄霸上。）
李玄霸　　（念）　　　　　休夸霸王无双勇，斩将搴旗立大功。三锤击走裴元庆，两手擎天赤胆忠。
李世民　　（白）　　　　　吾乃李世民是也。
李玄霸　　（白）　　　　　俺乃李玄霸是也。
李世民　　（白）　　　　　我父王初登大位，据守太原，听从吾计，奋图大业，赖有李药师弃暗投明，归
　　　　　　　　　　　　　附吾下，我已授为参谋。奉父王之命，同弟领兵进讨萧铣，且待参谋到营，然
　　　　　　　　　　　　　后发兵。
（李靖上。）
李靖　　　（玉玲珑）　　　骏马千金逢信，
　　　　　　　　　　　　　鹏程万里初飞。
（李靖见。）
李世民　　（白）　　　　　参谋，孤奉父王之命，同四弟进讨萧铣，专候参谋发兵。
李靖　　　（白）　　　　　臣启殿下：想东都萧铣，虽然强暴，尚为后着。即今王世充聚兵数万，屯于河
　　　　　　　　　　　　　南，必难摇动。为今之计，莫若移兵先征世充，世充若破，则唇亡齿寒，那萧
　　　　　　　　　　　　　铣不攻而自破矣。
李玄霸　　（白）　　　　　参谋差矣！休长他人志气，灭俺自己威风，凭着俺父王的福量，哥哥的英名，
　　　　　　　　　　　　　俺玄霸的武艺，怕甚么萧铣，怕甚么世充，总是发兵前去。
李世民　　（白）　　　　　贤弟，军机自有妙用。毕竟参谋主见不差，我们移兵先打河南王世充便了。
　　　　　　　　　　　　　众将官往河南进兵，不许惊动百姓，有犯条约，斩首示众。
李玄霸　　（白）　　　　　大小三军，就此发兵。
八小军、
八将官、
四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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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李玄霸、
李靖　　　（同芙蓉普天）　兵扬破敌威，
　　　　　　　　　　　　　令出排山势尽。
　　　　　　　　　　　　　披坚执锐，
　　　　　　　　　　　　　气吐虹霓。
　　　　　　　　　　　　　扫除风火金戈沸，
　　　　　　　　　　　　　涤荡烟尘铁马驰。
　　　　　　　　　　　　　看堂堂义旗，
　　　　　　　　　　　　　管先声到处，尽勦鲸鲵。
李玄霸　　（白）　　　　　好严整人马。
（众人同下。罗成上。）
罗成　　　（普天红）　　　鬼门关、轻锤碎，
　　　　　　　　　　　　　阴灵道，求活计。
　　　　　（白）　　　　　我、罗成。得蒙靓旋妃相救，意欲投奔表兄。一路行来，听说颁下郊天大赦诏
　　　　　　　　　　　　　书，赦取一应反叛烟尘之罪，一面江都设立武场，命天下英雄好汉，尽来考夺
　　　　　　　　　　　　　状元。我想此乃英雄队里驰名，好汉场中出色之事，岂可不去。
　　　　　（普天红）　　　须不是逞微能，
　　　　　　　　　　　　　逐浪随波，夺元魁好胜争奇。
李靖　　　（内白）　　　　公子慢行。
（李世民、李靖、李玄霸、八小军、八将官、四大将同上。）
八小军、
八将官、
四大将、
李世民、
李玄霸、
李靖　　　（同普天红）　　雄名久提，
　　　　　　　　　　　　　岂陌路萍踪会。
罗成　　　（白）　　　　　原来药师公。自蒙汲引之恩，未尽涓埃之报，空铭五内，徒戴二天。
李靖　　　（白）　　　　　相逢半面，未罄寸心，复得班荆，顿消尘渴。
罗成　　　（白）　　　　　此位？
李靖　　　（白）　　　　　是太原二殿下。
罗成　　　（白）　　　　　嗄，原来就是李公子，真乃异人异相。那江中跃鲤十八子，岂不应在他身上？
　　　　　　　　　　　　　公子，久仰英名，每萦梦想，得占芝宇，足慰葵心。
李世民　　（白）　　　　　罗兄名闻四海，气压千秋，一旦垂青，少伸积愫。
罗成　　　（白）　　　　　此位？
李靖　　　（白）　　　　　就是主公令弟讳玄霸。
罗成　　　（白）　　　　　哦这就是四公子么？
李玄霸　　（白）　　　　　着嗄罗大哥，俺向来也闻你的好名，今日相逢，俺李玄霸好快活也。
罗成　　　（白）　　　　　久闻四公子，天下好汉名魁第一，今朝见面，名不虚传。
李玄霸　　（白）　　　　　罗大哥，俺也不会通文调武，你我都是英雄好汉。
李靖　　　（念）　　　　　相逢不用多开口，都是龙华会里人。
（李玄霸背躬。）
李玄霸　　（白）　　　　　果是英雄才品。
李世民　　（白）　　　　　请问罗兄，前日闻得帮着秦叔宝，倒了铜旗，天下英雄，尽皆惊服，今日为何
　　　　　　　　　　　　　独自在此？
罗成　　　（白）　　　　　不要说起，为了此事，得罪于家严，要将我乱箭射死。幸亏沙陀国公主相救，
　　　　　　　　　　　　　逃难到此。因闻朝庭开设武场，先颁郊天诏书，招取天下英雄，不论叛臣草寇，
　　　　　　　　　　　　　尽准入场会试，考夺状元，因此小弟呵！
　　　　　（朱奴剔银灯）　附骥影，观光武围，
　　　　　　　　　　　　　展倦翮，少做雄飞。
李玄霸　　（白）　　　　　妙嗄！
　　　　　（朱奴剔银灯）　闻说风声好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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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兄嗄！
　　　　　（朱奴剔银灯）　这快活事要做成兄弟。
李靖　　　（白）　　　　　公子！
　　　　　（朱奴剔银灯）　休题这机关，怎知英雄辈，
　　　　　　　　　　　　　必遭祸危。
李世民、
李玄霸、
罗成　　　（同白）　　　　请问先生，为何天下英雄遭祸起来？
李靖　　　（白）　　　　　这是杨林与宇文化及商量的钓鳌设饵，调虎离山之计。
李世民、
李玄霸、
罗成　　　（同白）　　　　何以见得。
李靖　　　（白）　　　　　目今天下豪杰，反叛朝庭，俱有虎噬狼吞之志。他特设此计，赚取英雄入彀，
　　　　　　　　　　　　　使彼自相吞并，必欲杀尽天下好汉，方为畅快。你二人如何去得？
李玄霸　　（白）　　　　　先生不说这话，倒也罢了。你若说起，使我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杨林你
　　　　　　　　　　　　　这厮要杀尽天下的好汉，我李玄霸偏要去保救天下的好汉哩！
李世民　　（白）　　　　　贤弟少要卤莽，我与隋朝，乃仇敌之国，你一人如何去得？
李玄霸　　（白）　　　　　王兄嗄！
　　　　　（银灯炤芙蓉）　那三百辈都是俺一身护持，
　　　　　　　　　　　　　偏要在万人场，做个出人头地。
李世民　　（白）　　　　　那杨林这一根虎头枪也非同小可。
罗成　　　（白）　　　　　嗄公子，舍下罗家枪，也不弱与他。
　　　　　（银灯炤芙蓉）　这虎头枪伎俩如儿戏，
　　　　　　　　　　　　　管替那英雄争气。
罗成、
李玄霸　　（同白）　　　　我二人去也，请了！
　　　　　（同银灯炤芙蓉）休迟滞，把行旗暂离，
　　　　　　　　　　　　　管一朝天关，夺得锦标归。
（罗成、李玄霸同下。）
李靖　　　（白）　　　　　他二人竟自去了。
　　　　　　　　　　　　　主公暂把人马扎住，前途差人，悄到江都，暗暗打听便了。
李世民　　（白）　　　　　有理。
　　　　　　　　　　　　　众将官到前面扎住营寨，打听消息，方可进兵。
（八小军、八将官、四大将同应。）
八小军、
八将官、
四大将、
李世民、
李靖　　　（同尾声）　　　奸雄摆下牢笼计，
　　　　　　　　　　　　　较胜争强任我为，
　　　　　　　　　　　　　看此日搅海翻江名儿天下知。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小军、四将官、左杰引杨林同上。）
杨林　　　（点绛唇）　　　大设张罗，玉关添锁，非小可，只看俺扫荡群魔，反掌把升平贺。
左杰　　　（白）　　　　　左杰宣令官打躬。
杨林　　　（白）　　　　　起过一边。
（左杰应。）
杨林　　　（念）　　　　　心事如麻把剑弹，一朝调虎便离山。总然山泽英雄众，只当平常卒隶看。
　　　　　（白）　　　　　孤、杨林。前与许国公定计，大开武场，已颁赦诏。那各路草寇，及将士军民
　　　　　　　　　　　　　人等，尽来考试，争夺状元。我已设计，暗地将大炮施放，将他们一齐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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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千金闸》 4

　　　　　　　　　　　　　不想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大炮不能燃点，第一计就不能行了，只得要用
　　　　　　　　　　　　　第二计了。
　　　　　　　　　　　　　宣令官，即着天下举子，按册点名，教他们鱼贯而入，前来听令。
（左杰应。）
左杰　　　（白）　　　　　天下举子，按册点名，鱼贯而入，前来听令。
（苏定方、沈千金、姚大勇、祁大炮、马大头、秦琼、罗成、程咬金、王伯党、尤俊达、齐国远内同应。苏
定方、沈千金、姚大勇、祁大炮、马大头、秦琼、罗成、程咬金、王伯党、尤俊达、齐国远同上。）
苏定方、
沈千金、
姚大勇、
祁大炮、
马大头、
秦琼、
罗成、
程咬金、
王伯党、
尤俊达、
齐国远　　（同白）　　　　大王在上，众举子参见。
杨林　　　（白）　　　　　分列两边。
（苏定方、沈千金、姚大勇、祁大炮、马大头、秦琼、罗成、程咬金、王伯党、尤俊达、齐国远同应。）
杨林　　　（白）　　　　　众举子听者：第一场比箭，场角头建立高杆，杆上挂一金钱，有能射中者，取
　　　　　　　　　　　　　为状元。第二场较力，台前有青石夔龙一座，重有千斤，有人举得动者，取为
　　　　　　　　　　　　　榜眼。第三场比试武艺，高强胜者取为探花，台下候令。
（苏定方、沈千金、姚大勇、祁大炮、马大头、秦琼、罗成、程咬金、王伯党、尤俊达、齐国远同应，同下。）
杨林　　　（白）　　　　　你看众举子英才济济，杀气腾腾，眼见得不知分量的人，皆入我彀中也！
　　　　　（混江龙）　　　他那里雄星飞布，
　　　　　　　　　　　　　俺这里惊天撼地，
　　　　　　　　　　　　　大开科，端则为金鸡颁赦，
　　　　　　　　　　　　　铁骑飞凫，总不论法遐荒雕提黑齿。
　　　　　　　　　　　　　也莫问哨萑篝犬鸣孤。
（沈千金、齐国远、苏定方、罗成同上，同绕场，同下。）
杨林　　　（混江龙）　　　但得他鹰扬名姓登榜记，
　　　　　　　　　　　　　少不得龙虎排位次调和。
　　　　　　　　　　　　　也不用咬文字，掉书囊，文章班马，
　　　　　　　　　　　　　也不用动王侯，倾世主，口舌随何。
（沈千金上，射，下。齐国远上，射，下。）
苏定方　　（内白）　　　　俺来也！
（苏定方上。）
苏定方　　（白）　　　　　大王，俺苏定方愿射金钱。
杨林　　　（白）　　　　　你就射来。
（苏定方应，射中。）
杨林　　　（白）　　　　　妙嗄！
　　　　　（混江龙）　　　百花丛争夺这状元红，
　　　　　　　　　　　　　万人场独显的英雄武。
　　　　　　　　　　　　　这才是第一筹的好汉，
　　　　　　　　　　　　　压倒了千百辈的价偻㑩。
左杰　　　（白）　　　　　启大王：苏定方三箭中金钱。
杨林　　　（白）　　　　　与他插花饮酒。
（苏定方、左杰同应。罗成上。）
罗成　　　（白）　　　　　住了！俺罗成来也！这状元是俺的，不得自取。
苏定方　　（白）　　　　　你有甚么本领，要夺俺的状元？
杨林　　　（白）　　　　　你二人不必争论。
罗成　　　（白）　　　　　嗄，大王，俺罗成也射三箭，第一箭要射金钱，第二箭要射过金钱眼，第三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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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断悬丝金钱坠地，这才称得个状元。
杨林　　　（白）　　　　　你就射来。
（〖内掌号〗。罗成射。）
左杰　　　（白）　　　　　一箭中金钱，二箭射过金钱眼，三箭射断悬丝金钱坠地。
（杨林笑。）
杨林　　　（白）　　　　　妙嗄，这才是个真正状元。苏定方退后。
（苏定方怒。）
苏定方　　（白）　　　　　哎呀呀，稳稳一个状元，被人夺去，气死我也！
（苏定方下。）
杨林　　　（白）　　　　　与罗成插花饮酒。
（四将官同应。罗成插花饮酒。）
杨林　　　（油葫芦）　　　则羡你弓挽乌号月满弧，
　　　　　　　　　　　　　软条条猿背拖，
　　　　　　　　　　　　　一灵里箭赤羽似疾风过。
　　　　　　　　　　　　　乍鹍弦响处金钱堕，
　　　　　　　　　　　　　不由人喝彩，连声贺，
　　　　　　　　　　　　　眼见得英雄屈你的尊，
　　　　　　　　　　　　　至公堂争的坐。
　　　　　　　　　　　　　便做到穿杨贯虱何足数，
　　　　　　　　　　　　　不枉了年少占高科。
　　　　　（白）　　　　　状元请过一边。
（罗成下。）
杨林　　　（白）　　　　　宣令官，再传令第二场较力台：前有青石夔龙一座，重有千斤。有人举得动者，
　　　　　　　　　　　　　取为榜眼。
左杰　　　（白）　　　　　前有青石夔龙一座，重有千斤。有人举得动者，取为榜眼。
（姚大勇上。）
姚大勇　　（白）　　　　　大王，俺愿举这个墩。
杨林　　　（白）　　　　　你就举来。
（姚大勇举鼎。程咬金上。）
程咬金　　（白）　　　　　住了！俺程咬金在此，状元被人夺去。这榜眼，是俺的。
　　　　　　　　　　　　　大王，双手举夔龙也不为希罕，俺要单手举起，周围走遍，面不改色，气不喘
　　　　　　　　　　　　　吁，总显得俺是个好汉。
杨林　　　（白）　　　　　你就举来。
（程咬金应，单手举起。姚大勇虚白。）
左杰　　　（白）　　　　　程咬金单手举夔龙。
杨林　　　（白）　　　　　妙嗄。单手举夔龙，何止万斤力气，与程咬金插花饮酒。
（四将官同应。程咬金插花饮酒，虚白。）
杨林　　　（天下乐）　　　观着那龙种囚牛也那费琢磨，
　　　　　　　　　　　　　沙也么摩当一双，合罗，
　　　　　　　　　　　　　遮莫你浑身镔铁造成，
　　　　　　　　　　　　　它比拔山扛鼎雄，可擎天架海呵，哪怕不大江山齐担荷。
　　　　　（白）　　　　　榜眼请过一边。
（程咬金下。）
杨林　　　（白）　　　　　宣令官传令：第三场比试武艺，高强胜者即取为探花。
（左杰应。）
左杰　　　（白）　　　　　第三场比试武艺，高强胜者即取为探花。
（郭大炮上。）
郭大炮　　（白）　　　　　俺来也！
　　　　　　　　　　　　　天下举子，谁敢来与我比试？
（秦琼上。）
秦琼　　　（白）　　　　　俺秦琼来也！
（秦琼战，姚大勇、沈千金、马大头同败下。）
秦琼　　　（白）　　　　　天下举子，谁敢来与我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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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　　　（白）　　　　　左杰出马！
（左杰与秦琼对，秦琼打死左杰，下。杨林怒。）
杨林　　　（白）　　　　　可恼可恼！你看一员大将，竟自被打死了！
　　　　　（哪吒令）　　　则见他汉津津气呵，
　　　　　　　　　　　　　换桃花马驼，
　　　　　　　　　　　　　响飕飕铜摩，
　　　　　　　　　　　　　染胭脂血污，
　　　　　　　　　　　　　恶生生计多，
　　　　　　　　　　　　　布满天网罗。
（秦琼上。）
秦琼　　　（白）　　　　　大王，俺秦琼叨中探花，万目共见。为何只管踌蹰，不与俺插花饮酒？
杨林　　　（白）　　　　　秦琼，我把你这厮！前在汜水关倒了俺的铜旗，今又伤了俺家一员大将。你罪
　　　　　　　　　　　　　之首，祸之魁，怎做得俺家的探花？
秦琼　　　（白）　　　　　大王差矣，有了郊天大赦，我等方才奉旨前来。若论武艺，不在他人之下。大
　　　　　　　　　　　　　王如此所为，何以取信于天下？
杨林　　　（白）　　　　　秦琼，你若胜得孤家手中金枪，也是这般样的插花饮酒。
　　　　　（哪吒令）　　　若赢得俺虎头枪挑一枝，
　　　　　　　　　　　　　也饶你探花争夸大。
秦琼　　　（白）　　　　　幸喜表弟传我枪法，今日用得着也！
　　　　　　　　　　　　　如此大王请出马，秦琼也有金枪相对。
杨林　　　（白）　　　　　嗄秦琼，你要与孤家比试么？
（杨林笑。）
杨林　　　（白）　　　　　秦琼嗄秦琼！
　　　　　（哪吒令）　　　不然呵休想出天罗！
　　　　　（白）　　　　　抬枪。
（杨林战，秦琼败下，杨林追下。罗成上。）
罗成　　　（白）　　　　　不好了！表兄枪法不全，定要吃亏。我今不助一臂之力，更待何时？
（罗成下。王伯党、程咬金、齐国远、尤俊达同上。）
程咬金　　（白）　　　　　列位嗄，秦大哥被杨林战败追下去。此时不出一臂之力，等待何时？
王伯党、
齐国远、
尤俊达　　（同白）　　　　有理，大家杀上前去。
（王伯党、程咬金、齐国远、尤俊达同绕场，同下。杨林追秦琼同上，同战。罗成上，刺杨林，秦琼下。罗
成、杨林同对。）
杨林　　　（白）　　　　　罗成你也反了么？
罗成　　　（白）　　　　　令出如山，容不得暗算，看枪！
（罗成、杨林同战，罗成刺死杨林。罗成下。）

【第三场】

（四小军、四副参游守同上。）
四副参游守（同水底鱼）　　祸事非常，
　　　　　　　　　　　　　谁人闹武场。
　　　　　　　　　　　　　擒住贼将，
　　　　　　　　　　　　　教他一命亡，教他一命亡。
　　　　　（同白）　　　　我等副参游守是也，闻得武场大变，老大王被人刺死，为此我等统兵前来。
　　　　　　　　　　　　　众将官就此杀上前去。
（四副参游守同唱合头。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王伯党、秦琼、罗成同杀上，四小军、四副参游守陆续
战，四小军、四副参游守同败下。）
程咬金　　（白）　　　　　杀得好，杀得好，果然杀得好！这厮要暗算我们，反被我们暗算了，这便是强
　　　　　　　　　　　　　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
秦琼　　　（白）　　　　　嗄列位嗄，虽然如此，这番惹祸比前东京闹花灯之祸，大不相同，俺们纠集众
　　　　　　　　　　　　　好汉，一齐杀奔东门，夺关而出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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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王伯党、
罗成　　　（同白）　　　　说得有理。
　　　　　（同寄生草）　　上智须迎刃，
　　　　　　　　　　　　　前途已倒戈。
　　　　　　　　　　　　　血统标杵非胡作，
　　　　　　　　　　　　　常山斗胆天来大，
　　　　　　　　　　　　　秦关揭木从今破。
（李玄霸上。）
李玄霸　　（白）　　　　　俺李玄霸来也！
　　　　　（寄生草）　　　俺在大言牌下，惯标名愿，
　　　　　　　　　　　　　把英雄一力齐担荷。
（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王伯党、秦琼、李玄霸同战。）
罗成　　　（白）　　　　　住了！
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王伯党、
秦琼　　　（同白）　　　　原来是四殿下，久仰久仰。
李玄霸　　（白）　　　　　俺李玄霸潜身在此，要保护天下好汉。打听得杨林这厮定计暗算，离城十里，
　　　　　　　　　　　　　设下关隘一座，名曰千金闸。关前有一女将名唤靓旋妃，领兵把守，挡住行人
　　　　　　　　　　　　　去路。
罗成　　　（白）　　　　　嗄，原来就是靓旋妃掌管千金闸吓！列位休要小觑此女，她有飞铙护身，十分
　　　　　　　　　　　　　骁勇。
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王伯党、
秦琼　　　（同白）　　　　我们精力已尽，如何抵敌？
程咬金　　（白）　　　　　她既是女子，怕她怎么？大家杀上前去！
罗成　　　（白）　　　　　住了！列位，那靓旋妃向属家君部下，小弟有一面之识，我今单骑闯开铜闸，
　　　　　　　　　　　　　列位可随后拥至，一齐闯出如何？
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王伯党、
秦琼　　　（同白）　　　　说得有理。
李玄霸　　（白）　　　　　嗄列位嗄，俺李玄霸争先夺路，天下好汉，都随我来。
（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王伯党、秦琼、罗成同应。）
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王伯党、
秦琼、
罗成、
李玄霸　　（同煞尾）　　　盖称大丈夫，
　　　　　　　　　　　　　好关无头祸。
李玄霸　　（白）　　　　　列位快些走。
程咬金、
尤俊达、
齐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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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党、
秦琼、
罗成、
李玄霸　　（同煞尾）　　　这千金闸慢睃，十里关偷过，
　　　　　　　　　　　　　又早插翅飞空天神儿这一伙。
李玄霸　　（白）　　　　　列位都随我到这里来。
（程咬金、尤俊达、齐国远、王伯党、秦琼、罗成同应。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番卒、四侍女、靓旋妃同上。）
靓旋妃　　（水底鱼）　　　大厦难支，
　　　　　　　　　　　　　把关职所司。
　　　　　　　　　　　　　千金宝闸，
　　　　　　　　　　　　　飞鸟绝踪迹，飞鸟绝踪迹。
　　　　　（白）　　　　　俺乃靓旋妃是也。荷蒙杨大王委任把守千金闸，今日正当考试日期，恐有变生
　　　　　　　　　　　　　不测，宜须加意隄防。
　　　　　　　　　　　　　军女们，把千金闸放下，挡住行人去路。
（四番卒、四侍女同应，同下。罗成上。）
罗成　　　（水底鱼）　　　铁骑狂嘶，
　　　　　　　　　　　　　仓忙应变时。
　　　　　　　　　　　　　高关阻绝，
　　　　　　　　　　　　　去路欲何之，去路欲何之。
　　　　　（白）　　　　　呀，来此已是。
　　　　　　　　　　　　　呔，关上的可是沙陀国公主？快快开关，放我过去！
（靓旋妃上。）
靓旋妃　　（白）　　　　　来者何人？
罗成　　　（白）　　　　　我乃幽州靖边侯之子，罗成是也。前蒙公主相救，得保微躯，今欲归寓出关，
　　　　　　　　　　　　　快快开关，放我过去。
靓旋妃　　（白）　　　　　哦原来是罗公子，君命在身，恕不下关接见。今日正当考试日期，关防甚密，
　　　　　　　　　　　　　公子到此何干，又因何事出关？请教明白，方可提闸开关。
罗成　　　（白）　　　　　这等公主听禀！
　　　　　（尾犯序）　　　世代统王师，
　　　　　　　　　　　　　全仗貔貅，精忠永矢。
靓旋妃　　（白）　　　　　罗元帅忠心，我亦久知。
罗成　　　（尾犯序）　　　只为我误倒铜旗，
　　　　　　　　　　　　　受无辜之罪。
靓旋妃　　（白）　　　　　小将尽知，请问赦免以后，如何到此？
罗成　　　（尾犯序）　　　我来此，
　　　　　　　　　　　　　只为负羞容趋庭未敢盖前愆，勤王有志。
靓旋妃　　（白）　　　　　既为勤王到此，怎不入场应试，夺取状元，做个天下兵马大元帅，岂不是好？
罗成　　　（白）　　　　　嗄颇有此志，争奈寓远来迟，未及入场应试，如今只得归寓去也。
　　　　　（尾犯序）　　　花如锦，洛阳三月，
　　　　　　　　　　　　　偏我不逢时。
靓旋妃　　（白）　　　　　嗄公子。
　　　　　（尾犯序）　　　闻知宛转自寻思，
　　　　　　　　　　　　　为甚么急遽音容，怆惶行止？
罗成　　　（白）　　　　　因为急欲出关，不觉怆惶如此。
靓旋妃　　（白）　　　　　哦是了！
　　　　　（尾犯序）　　　敢是我化外娥眉，
　　　　　　　　　　　　　任伊虚词相欺？
罗成　　　（白）　　　　　这都是实情，哪有相欺之理！
靓旋妃　　（白）　　　　　这等请问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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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犯序）　　　为何事，一会里面浮杀气？
罗成　　　（白）　　　　　有什么杀气？
靓旋妃　　（尾犯序）　　　几点儿衣添血迹。
罗成　　　（白）　　　　　这是旧时血迹。
靓旋妃　　（白）　　　　　吓我晓得了。
　　　　　（尾犯序）　　　虽脱化，犹存鹰眼本分做些儿。
罗成　　　（白）　　　　　哪有此事！呔靓旋妃，你向属家君部下，岂无统属之情？放闸开关，有何大事？
　　　　　　　　　　　　　只管疑惑，阻我的去路！
　　　　　（尾犯序）　　　由知我狂思，
　　　　　　　　　　　　　同属臣僚相关桑梓。
　　　　　　　　　　　　　怎不一线通风，
　　　　　　　　　　　　　启玉关金匙。
靓旋妃　　（白）　　　　　公子你说哪里话来。末将既蒙委用，自有典守之责。若放公子出关，就是因私
　　　　　　　　　　　　　而废公了。但可得罪于公子，决不负罪于朝庭。
罗成　　　（白）　　　　　嗄这是哪里说起！
　　　　　（尾犯序）　　　藐视，料不是处堂燕雀，
　　　　　　　　　　　　　生扭做出柙虎兕。
（差官执令上。）
差官　　　（白）　　　　　圣旨下。圣上有旨：武场有变，老大王被人刺死，关上严加防守，不得纵放反
　　　　　　　　　　　　　贼出城。
靓旋妃　　（白）　　　　　领旨。
（差官下。）
靓旋妃　　（白）　　　　　原来如此，果然不出吾之所料。公子你可听见么？如今越发出关不得了。
罗成　　　（白）　　　　　呔，靓旋妃，你好没道理！虽道我罗成是个反贼不成？可恼呀可恼！
　　　　　（尾犯序）　　　频激怒，何妨把剑试，
　　　　　　　　　　　　　与决雄雌，试与决雄雌。
靓旋妃　　（白）　　　　　公子！
　　　　　（尾犯序）　　　何须发上指，
　　　　　　　　　　　　　可不道国尔忘家，公尔忘私。
罗成　　　（白）　　　　　呔，靓旋妃！你这等尊大，快下关来，认我手中枪，我与你比个死活！
靓旋妃　　（白）　　　　　公子还不晓得我的飞铙厉害么？
　　　　　（尾犯序）　　　只怕举手无情，更罪难辞。
罗成　　　（白）　　　　　罢，人急计生，我当以情动之。
　　　　　　　　　　　　　嗄公主，你既不肯放我过关，又不肯与我厮杀。嗳我知道了，你敢是欺我龙逢
　　　　　　　　　　　　　浅，把我拿住，充做反贼，请功受赏，博取高官厚爵？也罢，譬如当日不蒙相
　　　　　　　　　　　　　救，此身已丧于乱箭之下。我今情愿下马受缚，决不皱眉！
靓旋妃　　（白）　　　　　且住，奴家世属罗公统辖，况且公子英雄不凡，罢！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就卖
　　　　　　　　　　　　　了这点情儿罢。
　　　　　（尾犯序）　　　纵翅，未必我饥，
　　　　　　　　　　　　　埋悲鼠也只算婆心屠肆。
　　　　　（白）　　　　　公子，你记取后会有期，我便放你过去。
罗成　　　（白）　　　　　这个，我晓得。
靓旋妃　　（尾犯序）　　　君莫诮，心肠易软，终是小家儿。
　　　　　（白）　　　　　军士们将千金闸吊起。
（众军士内同应。）
罗成　　　（白）　　　　　列位好汉都随我来！
靓旋妃　　（白）　　　　　放闸！
（李玄霸上，托闸。秦琼、王伯党、齐国远、尤俊达、程咬金同上，罗成、秦琼、王伯党、齐国远、尤俊达、
程咬金同出关。李玄霸笑，下。）
靓旋妃　　（白）　　　　　呀，一时失错，被他们赚出关去了。
　　　　　　　　　　　　　众将官，吊起千金闸，就此追上前去！
（四番卒、四侍女、靓旋妃同出关，同绕场下。李玄霸、程咬金、秦琼、齐国远、王伯党、尤俊达、罗成、
四侍女、四番卒、靓旋妃同上，陆续战，同下。靓旋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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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旋妃　　（白）　　　　　你看他们好生厉害，不免祭起飞铙，擒他便了！
（靓旋妃战，靓旋妃败下。罗成、秦琼、程咬金、齐国远、尤俊达、王伯党、李玄霸同上。）
罗成　　　（白）　　　　　亏了四公子托闸，救我等出来。
秦琼　　　（白）　　　　　一来亏了表弟赚关，二来又有殿下托闸，真乃天下第一个好汉也！
（〖内喊声〗。）
李玄霸　　（白）　　　　　呀，你看前面，又有兵马来了，我等迎上前去。
（八小军、八将官同上。）
八小军、
八将官　　（同水底鱼）　　奉令到此，前来接公子，
　　　　　　　　　　　　　救兵来至，鬼计难施。
　　　　　（同白）　　　　我等奉二殿下之命，前来迎接公子。
秦琼　　　（白）　　　　　殿下此番回去，多多拜上秦王殿下，说我等暂住金墉城，招集豪杰。觑个机缘，
　　　　　　　　　　　　　即便相投了。
李玄霸　　（白）　　　　　秦大哥可是实言？不可失信。
程咬金、
秦琼、
齐国远、
王伯党、
尤俊达、
罗成　　　（同白）　　　　我等岂肯失信。
李玄霸　　（白）　　　　　既如此，且到前面，大家分手便了。
程咬金、
秦琼、
齐国远、
王伯党、
尤俊达、
罗成　　　（同白）　　　　有理！
李玄霸、
程咬金、
秦琼、
齐国远、
王伯党、
尤俊达、
罗成　　　（同尾声）　　　风尘落落江湖士，
　　　　　　　　　　　　　已排定英雄位次。
　　　　　　　　　　　　　打点着煮酒青梅，
　　　　　　　　　　　　　今宵快论时。
李玄霸　　（白）　　　　　众位请！
程咬金、
秦琼、
齐国远、
王伯党、
尤俊达、
罗成　　　（同白）　　　　殿下请！
（李玄霸、程咬金、秦琼、齐国远、王伯党、尤俊达、罗成同笑，同下。）
（完）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5034 2020-08-0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