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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汉王》

主要角色
刘承佑：老生
刘瑞莲：旦
苏妃：旦
苏逢吉：净

情节
五代汉王刘承佑，专听信国丈苏逢吉，杀戮忠良。所以郭彦威在澶州预备兴兵讨伐奸臣。苏逢吉探知，启奏
汉王，商量派孟业前往澶州，表面上召郭彦威回朝，加封官爵，等到走至半途，将郭彦威刺死。哪知奸谋洩
漏，被郭彦威识破，随时就杀向汴梁。这时汉王不理国政，宠爱苏妃，有一次用自己的銮驾，送苏妃回家探
望母病。在道中遇见东宫刘瑞莲，一言不合，就打苏妃。苏妃虽告诉汉王，汉王也无法处置。苏逢吉心中怨
恨，就想篡位。所以特请汉王到家中饮酒，预备就此刺死。汉王不知，当即答应。刘娘娘竭力谏阻，汉王不
听。到了苏府饮酒之时，苏逢吉就教校尉行刺，幸喜还能逃出。适刘娘娘已经领兵前来迎驾，就将苏逢吉拿
住，并将苏妃杀死。但是郭彦威兵已到城下，汉兵不能抵敌，汉王和刘娘娘都自杀。

注释
此剧本情节，与《汴梁图》大同小异，故一并印存。

根据《国剧大成》第八集整理

【第一场】

（杨邠、苏逢吉同上。）
苏逢吉　　（念）　　　　　撒放银乌去，捉拿金燕归。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相爷：孙大人到。
苏逢吉　　（白）　　　　　吩咐有请！
（孙炳上。）
孙炳　　　（白）　　　　　苏相爷，杨大人，大事不好了！
苏逢吉　　（白）　　　　　何事惊慌？
孙炳　　　（白）　　　　　我与张能解押赵弘殷，不想被贼寇抢去了。
苏逢吉　　（白）　　　　　哎呀，杨大人，赵弘殷不死，必为后患。这便如何是好？
杨邠　　　（白）　　　　　相爷不必如此。我想赵弘殷自知犯罪，又被反贼救去，他怎敢回来？相爷莫要
　　　　　　　　　　　　　惊慌。若得机会，便奏他一本，哪怕他飞上天去！此事是小，还有一桩大事。
苏逢吉　　（白）　　　　　有什么大事，快快讲来。
杨邠　　　（白）　　　　　今朝据旗牌来报，言道澶州郭彦威，招军买马，积草囤粮，此贼必有谋反之心。
　　　　　　　　　　　　　今日早朝奏明圣上，先取此贼，然后再拿赵弘殷也还不迟。
苏逢吉　　（白）　　　　　大人此计甚妙，照计而行。天色不早，你我去至朝房候主登殿，就此打道上朝。
（王章、孟业同上。）
王章、
孟业　　　（同白）　　　　原来是老相爷。
苏逢吉　　（白）　　　　　原来是众位大人。今日甚早。
王章、
孟业　　　（同白）　　　　老相爷早。
苏逢吉　　（白）　　　　　呀，众位大人，今有澶州郭彦威，招兵买马，聚草囤粮，久有不臣之心。等候
　　　　　　　　　　　　　圣驾登殿，把本启奏。
王章、
孟业　　　（同白）　　　　香烟缭绕，圣驾临朝，你我分班伺候。
（四太监、二大太监、刘承佑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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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佑　　（西皮摇板）　　孤王有道坐龙庭，
　　　　　　　　　　　　　众卿报孤皇安宁。
　　　　　　　　　　　　　但愿狼烟早平定，
　　　　　　　　　　　　　孤王才能放宽心。
苏逢吉　　（白）　　　　　臣启万岁：今有郭彦威在澶州，招军买马，聚草囤粮，久有不臣之心。请我主
　　　　　　　　　　　　　定夺。
刘承佑　　（白）　　　　　啊！恼恨郭彦威老贼，孤王待你不薄，不该起下谋反之心。众卿有何妙计？
苏逢吉　　（白）　　　　　臣启万岁：为臣到有一计在此。
刘承佑　　（白）　　　　　卿有何妙计啊？
苏逢吉　　（白）　　　　　万岁命一大臣捧旨去往澶州，招那郭彦威进京封官受爵。他若进京，万岁多派
　　　　　　　　　　　　　校尉在中途擒拿。他若不肯进京，那时再派兵将，前去问罪。不知龙意如何？
刘承佑　　（白）　　　　　就依卿家所奏。
　　　　　　　　　　　　　孟业听旨：命你去到澶州招郭彦威进京，加官受爵。领旨下殿。
孟业　　　（白）　　　　　领旨。
（孟业下。）
刘承佑　　（白）　　　　　吓，国丈，若是郭彦威进京，多派校尉，照计而办。退班！
苏逢吉、
杨邠、
王章　　　（同白）　　　　请驾回宫！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史彦超上。）
史彦超　　（引子）　　　　昏王无道，杀我母，冤仇未报。
　　　　　（白）　　　　　弟兄二人，汉室文帝驾前为臣，官拜归德节度使之职。恼恨昏王听信奸贼苏逢
　　　　　　　　　　　　　吉之言，将我举家拿在西郊问斩。是我闻听此信，正要点动人马与母亲兄弟报
　　　　　　　　　　　　　仇，那昏王命周凯、赵弘殷挂帅，带领人马前来问罪。是我出城迎敌，不想我
　　　　　　　　　　　　　兵微将寡被贼围困，多蒙赵弘殷仁兄救我出险。是我带领家眷逃出松江闲住。
　　　　　　　　　　　　　每日常怀报仇之心，怎奈未得机会。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摇板）　　终日思想心头恼，
　　　　　　　　　　　　　想起母亲泪珠抛。
　　　　　　　　　　　　　豪杰未得凌云志，
　　　　　　　　　　　　　不灭奸贼气怎消。
（王朴上。）
王朴　　　（西皮摇板）　　帐中奉了我主命，
　　　　　　　　　　　　　前去顺说史将军。
　　　　　（白）　　　　　来此已是。
　　　　　　　　　　　　　里面哪位听事？
（家院上。）
家院　　　（白）　　　　　哪里来的？
王朴　　　（白）　　　　　烦劳通禀：就说王朴要见。
家院　　　（白）　　　　　少站一时。
（家院进门。）
家院　　　（白）　　　　　启禀家爷：王朴要见。
史彦超　　（白）　　　　　原来是故友来了。就说家爷出迎！
家院　　　（白）　　　　　家爷出迎！
王朴　　　（白）　　　　　啊，史将军在哪里？
史彦超　　（白）　　　　　王大人在哪里？
王朴　　　（白）　　　　　啊，史将军！
史彦超　　（白）　　　　　啊，王大人！请进里坐。
王朴　　　（白）　　　　　有坐。
史彦超　　（白）　　　　　不知王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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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朴　　　（白）　　　　　岂敢。来的卤莽，史将军海涵。
史彦超　　（白）　　　　　岂敢。王大人驾到必有所为？
王朴　　　（白）　　　　　啊，史将军，如今天下荒乱，刀兵四起，史将军何必闲守家园？
史彦超　　（白）　　　　　大人有所不知：想我母亲与兄长又被奸贼苏逢吉所害，举家被斩。是这样仇似
　　　　　　　　　　　　　海深，不能报复，我还想什么成功立业？
王朴　　　（白）　　　　　啊，将军。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史彦超　　（白）　　　　　大人有何金言，请讲当面。
王朴　　　（白）　　　　　我想如今万岁昏迷，不理朝政，听一班奸贼掌权天下。贤能之士，一个个隐姓
　　　　　　　　　　　　　埋名。将军举家又被奸贼谋害。我想将军这样大仇，难道罢了不成？
史彦超　　（白）　　　　　哎！那贼害我举家，冤仇不共戴天，岂敢不报。怎奈没有机会，也是枉然。
王朴　　　（白）　　　　　将军若要报仇，倒有条明路。
史彦超　　（白）　　　　　就请大人指教。
王朴　　　（白）　　　　　如今郭彦威老大人，招军买马，聚草囤粮，今朝兵精粮足，必然杀上汴梁，问
　　　　　　　　　　　　　罪昏王，将军何不前去与郭大人共议大事？若是兵发汴梁，将军也好报仇。不
　　　　　　　　　　　　　知将军心意如何？
史彦超　　（白）　　　　　待某明日去到那里。后面摆宴与大人同饮。
王朴　　　（白）　　　　　到此就要叨扰。
史彦超　　（白）　　　　　请！
（史彦超、王朴同下。）

【第三场】

（柴荣、中军同上。）
柴荣　　　（白）　　　　　中军过来。命你将招贤牌挂出辕门，有人前来，速报我知。
（韩通上。）
韩通　　　（念）　　　　　冤仇不能报，心中如火烧。
　　　　　（白）　　　　　俺，韩通。只因赵匡胤屡次寻事毒打于我，到如今我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闻听人言郭老元戎，现在澶州招兵，我不免前去投军，若得一官半职，再报
　　　　　　　　　　　　　此仇。正是：
　　　　　（念）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白）　　　　　来此已是。
　　　　　　　　　　　　　里面有人么？
中军　　　（白）　　　　　做什么的？
韩通　　　（白）　　　　　烦劳通禀：就说投军人求见。
中军　　　（白）　　　　　候着。
（中军进门。）
中军　　　（白）　　　　　启禀公子：外面来了一个投军人求见。
柴荣　　　（白）　　　　　叫他进来。
中军　　　（白）　　　　　随我进来。小心了。
韩通　　　（白）　　　　　晓得了。
中军　　　（白）　　　　　见过公子。
韩通　　　（白）　　　　　参见公子。
柴荣　　　（白）　　　　　投军人叫什么名字？
韩通　　　（白）　　　　　这个……小人叫韩伯达。
柴荣　　　（白）　　　　　你叫韩伯达？
韩通　　　（白）　　　　　正是。
柴荣　　　（白）　　　　　你前来投军，有什么本领？
韩通　　　（白）　　　　　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
柴荣　　　（白）　　　　　上阵何物当先？
韩通　　　（白）　　　　　弓箭当先。
柴荣　　　（白）　　　　　少时老元戎到时，必须当面验过。
韩通　　　（白）　　　　　小人遵命。
柴荣　　　（白）　　　　　中军带他下面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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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通下。郭彦威、四龙套、王朴同上。）
柴荣　　　（白）　　　　　参见父帅。
郭彦威　　（白）　　　　　免去了。儿吓。今日可有人前来投军？
柴荣　　　（白）　　　　　启禀父帅：今日有一黑面大汉，前来投军。
郭彦威　　（白）　　　　　叫他前来。
柴荣　　　（白）　　　　　中军，快请投军人前来。
中军　　　（白）　　　　　传韩伯达。
韩通　　　（内白）　　　　来也！
（韩通上。）
韩通　　　（白）　　　　　参见公子。
柴荣　　　（白）　　　　　罢了。见过老元戎。
韩通　　　（白）　　　　　老元戎在上，投军人叩头！
郭彦威　　（白）　　　　　你叫什么名字？
韩通　　　（白）　　　　　小人名叫韩伯达。
郭彦威　　（白）　　　　　你有何本领，前来投军？
韩通　　　（白）　　　　　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
郭彦威　　（白）　　　　　何物当先？
韩通　　　（白）　　　　　弓箭当先。
郭彦威　　（白）　　　　　中军带他下面验箭。
中军　　　（白）　　　　　遵命。
（中军、韩通同下。〖三通鼓〗。韩通上，中军上。）
中军　　　（白）　　　　　启禀老元戎：韩伯达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射红心。
郭彦威　　（白）　　　　　韩伯达，暂且赐你把总之职，日后有功另加升赏。下去。
韩通　　　（白）　　　　　多谢老元戎。
（韩通下。）
孟业　　　（内白）　　　　圣旨下！
王朴　　　（白）　　　　　启禀主公：圣旨下。
郭彦威　　（白）　　　　　吓，老夫镇守澶州二十馀载，并无有什么圣旨到此。今日忽然有什么圣旨到来，
　　　　　　　　　　　　　不知有什么缘故？
王朴　　　（白）　　　　　依王某看来，其中并无好意，主公还要隄防一二。
郭彦威　　（白）　　　　　少时圣旨到，你们看老夫的眼色行事。
　　　　　　　　　　　　　香案接旨！
（孟业上。）
孟业　　　（白）　　　　　圣旨下跪。
郭彦威　　（白）　　　　　万岁！
孟业　　　（白）　　　　　宣读诏曰：今有郭彦威镇守澶州二十馀载，忠心为国，朕心甚喜，召卿回朝，
　　　　　　　　　　　　　封官受爵。旨意读罢，望阙谢恩。
郭彦威　　（白）　　　　　谢万岁！
　　　　　　　　　　　　　大人捧旨前来，一路之上受风霜之苦。
孟业　　　（白）　　　　　为国勤劳，何言风霜两字。万岁思念功臣，调老元戎回朝，加官受爵。我主乃
　　　　　　　　　　　　　是有道明君。
郭彦威　　（白）　　　　　真乃是有道明君。
王朴　　　（白）　　　　　主公请过来。我想这道圣旨并无好意，内中必有奸诈。主公还要仔细盘问，莫
　　　　　　　　　　　　　中奸计。
郭彦威　　（白）　　　　　我自有道理。
　　　　　　　　　　　　　吓，孟大人！想老夫镇守澶州二十馀载，并无有圣旨到此。今日圣旨到来，内
　　　　　　　　　　　　　中定有奸诈。
孟业　　　（白）　　　　　这个……
郭彦威　　（白）　　　　　我劝你早早说出真情，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休想活命！
孟业　　　（白）　　　　　既然此事被你看破，我也不得隐瞒，待我对你实说了罢。
郭彦威、
柴荣、
王朴　　　（同白）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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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业　　　（白）　　　　　今有苏相爷在万岁面前，启奏一本：道你招军买马，聚草囤粮，久有不臣之心。
　　　　　　　　　　　　　是他在金殿之上，定下一计，命下官捧旨前来，召你回朝。你若回朝，他在
　　　　　　　　　　　　　中途路上安排人马，将你擒拿。你若不肯进京，然后再发人马问罪。这就是已
　　　　　　　　　　　　　往之事。
柴荣　　　（白）　　　　　住了！我家父帅忠心为国，那昏王不加升赏，反来定计谋害。依儿之计，兴动
　　　　　　　　　　　　　澶州人马杀上汴梁，再与昏王辩理！
郭彦威　　（白）　　　　　好大的胆吓！
　　　　　　　　　　　　　吓吓，且住！恼恨昏王听信苏逢吉之言，反来加害我。不免杀上汴梁，将一班
　　　　　　　　　　　　　奸贼斩尽杀绝，方消我心头之恨！
　　　　　（西皮摇板）　　昏王无道江山掌，
　　　　　　　　　　　　　信宠奸贼乱朝纲。
　　　　　　　　　　　　　今日点动兵和将，
　　　　　　　　　　　　　杀上汴梁我要问昏王。
史彦超　　（内白）　　　　走哇！
（史彦超上。）
史彦超　　（西皮摇板）　　王朴先生对我讲，
　　　　　　　　　　　　　彦超果然去愁肠。
　　　　　　　　　　　　　来在辕门下丝缰，
　　　　　（白）　　　　　里面哪位听事？
中军　　　（白）　　　　　做什么的？
史彦超　　（白）　　　　　烦劳通禀：就说史将军要见。
中军　　　（白）　　　　　少站一时。
（中军进门。）
中军　　　（白）　　　　　启禀元戎：史将军到。
郭彦威　　（白）　　　　　大开正门有请！
　　　　　　　　　　　　　史将军。恼恨昏王听信谗言，谋害忠良，今日老夫兴兵问罪，全仗史将军大力，
　　　　　　　　　　　　　助我成功。
史彦超　　（白）　　　　　多蒙老元戎见爱。想那昏王听信奸贼苏逢吉之言，杀我举家，此仇常怀在心。
　　　　　　　　　　　　　若是老元戎发兵，某愿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
郭彦威　　（白）　　　　　若得将军相助，万民之幸。若是杀却那班奸贼，灭却昏王，富贵荣华，我与将
　　　　　　　　　　　　　军相共。
史彦超　　（白）　　　　　多谢元戎。

郭彦威　　（白）　　　　　就命将军你为前站先行，带领三万人马攻打瓜州。老夫大兵随后就到。
史彦超　　（白）　　　　　得令！
（史彦超下。）
郭彦威　　（白）　　　　　先生，命你为军师，择一良辰，兵发瓜州！
（众人同下。）

【第四场】

（苏妃上。）
苏妃　　　（西皮原板）　　昨日里内侍报一信，
　　　　　　　　　　　　　他言道我母亲重病临身。
　　　　　　　　　　　　　闷坐在深宫内珠泪双淋，
　　　　　　　　　　　　　奏明了我主爷回府省亲。
（刘承佑上。）
刘承佑　　（西皮摇板）　　内侍摆驾西宫进，
　　　　　　　　　　　　　见了梓童说分明。
苏妃　　　（白）　　　　　妾妃见驾，吾皇万岁！
刘承佑　　（白）　　　　　梓童平身。
苏妃　　　（白）　　　　　谢万岁！
刘承佑　　（白）　　　　　一旁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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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妃　　　（白）　　　　　谢坐。
（苏妃哭。）
刘承佑　　（白）　　　　　呵，梓童，为何这等模样？
苏妃　　　（白）　　　　　万岁有所不知。昨日内侍来报，我母身得重病，意欲归府省亲，不知万岁龙意
　　　　　　　　　　　　　如何？
刘承佑　　（白）　　　　　我想天下之人，以孝为本。既然你母身得重病，梓童就该回府省亲才是。
苏妃　　　（白）　　　　　吓，万岁，妾妃意欲借万岁的銮驾一用，不知万岁可肯应允否？
刘承佑　　（白）　　　　　吓，孤王出宫，用全副銮驾。国母与朕一样。东宫娘娘，不过半副銮驾。想你
　　　　　　　　　　　　　出宫，只可用纱灯一对，玉棍二条。你若用了全副銮驾，岂不被满朝文武耻笑
　　　　　　　　　　　　　孤王？如何使得！
苏妃　　　（白）　　　　　吓，万岁！想妾妃堂堂西宫，回府省亲，若是用纱灯一对，玉棍二条，只恐不
　　　　　　　　　　　　　甚壮观。不过要借万岁銮驾一用，尚且不肯，说什么宠爱妾妃吓！
（苏妃哭。）
刘承佑　　（白）　　　　　好了，好了。不必如此。孤将銮驾借与你用就是。
苏妃　　　（白）　　　　　多谢万岁！
刘承佑　　（白）　　　　　内侍，准备全副銮驾，伺候娘娘归宁。
　　　　　　　　　　　　　梓童随我来吓！
（众人同下。）

【第五场】

（苏夫人上。）
苏夫人　　（二黄摇板）　　思姣儿得下了冤孽病症，
　　　　　　　　　　　　　不知何日得安宁？
　　　　　　　　　　　　　丫鬟搀我病房进，
　　　　　　　　　　　　　等候老爷到来临。
（苏逢吉上。）
苏逢吉　　（二黄摇板）　　命人进宫去报信，
　　　　　　　　　　　　　不久我儿到来临。
　　　　　　　　　　　　　迈步且把病房进，
　　　　　　　　　　　　　我与夫人说分明。
　　　　　（白）　　　　　呀，夫人你的病体如何？
苏夫人　　（白）　　　　　越发的沉重了。恐怕不能见姣儿之面了。
苏逢吉　　（白）　　　　　夫人不必如此。昨日我已命人进宫报与女儿知道，她闻此言，必定要前来探望
　　　　　　　　　　　　　与你。
苏夫人　　（白）　　　　　想你我的女儿，深居皇宫内院，岂能自主？恐怕不能前来。
苏逢吉　　（白）　　　　　不必如此，且听家院一报。
苏妃　　　（内白）　　　　摆驾！
（苏妃、内侍同上。）
苏妃　　　（二黄摇板）　　宫中奉了万岁命，
　　　　　　　　　　　　　命我回府探娘亲。
　　　　　　　　　　　　　吩咐内侍向前进，
　　　　　　　　　　　　　儿问娘亲可安宁。
（家院上。）
家院　　　（念）　　　　　有事忙来，没事不乱。
内侍　　　（白）　　　　　烦劳通禀：娘娘回府探病。
家院　　　（白）　　　　　启禀相爷：今有娘娘回府探病，现在府门外。
苏逢吉　　（白）　　　　　快快有请！
家院　　　（白）　　　　　有请娘娘！
苏妃　　　（白）　　　　　孩儿参见母亲。
苏夫人　　（白）　　　　　我儿一旁坐下。
苏妃　　　（白）　　　　　谢坐。
苏逢吉　　（白）　　　　　娘娘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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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妃　　　（白）　　　　　平身。
苏逢吉　　（白）　　　　　千千岁！
苏妃　　　（白）　　　　　爹爹万福！
苏逢吉　　（白）　　　　　罢了。
苏妃　　　（白）　　　　　母亲病体如何？
苏夫人　　（白）　　　　　我儿有所不知。自从我儿进宫之时，为娘心中日日思想成病，今日得见我儿，
　　　　　　　　　　　　　为娘的病好了一大半了。
苏妃　　　（白）　　　　　原来如此。母亲不必忧虑，待孩儿奏明万岁，就在府中多住几日，陪伴母亲就
　　　　　　　　　　　　　是。
苏夫人　　（白）　　　　　真乃是孝道的我儿。
苏逢吉　　（白）　　　　　吓，儿吓！为父我腹下有桩心事，我儿可知么？
苏妃　　　（白）　　　　　孩儿不知。爹爹请讲。
苏逢吉　　（白）　　　　　昔年有一算命的先生，与为父看了一相，我日后有九五之尊，因此为父久有吞
　　　　　　　　　　　　　汉之心。我儿将汉王害死，汉室江山，岂不是随手而得？
苏妃　　　（白）　　　　　爹爹此言差矣。若是将汉王害死，将孩儿置于何地？
苏逢吉　　（白）　　　　　这个……
苏夫人　　（白）　　　　　吓，儿呀!你家爹爹上了几岁年纪，说话颠颠倒倒。我儿不必计较。
苏妃　　　（白）　　　　　孩儿怎敢。
苏夫人　　（白）　　　　　儿吓，随为娘后面敍话。
苏妃　　　（白）　　　　　遵命。
（苏夫人、苏妃同下。）
苏逢吉　　（白）　　　　　咳，我养的女儿不肯依我。真正岂有此理！
（苏逢吉下。）

【第六场】

（刘瑞莲上。〖点绛唇〗。）
刘瑞莲　　（念）　　　　　怀藏孙膑志，智谋凌云高。杀气冲霄汉，忠心保汉朝。
　　　　　（白）　　　　　本宫，刘瑞莲。今奉万岁爷旨意，去往河东皇叔刘崇那里拜寿。酒席筵前，文
　　　　　　　　　　　　　武大臣纷纷言论，言道苏逢吉父女在朝专权，久有吞汉之心。因此哀家心神不
　　　　　　　　　　　　　定，故而连日回朝。
　　　　　　　　　　　　　我说内侍，吩咐人马，速速回朝！
（刘瑞莲下。）

【第七场】

苏妃　　　（内西皮导板）　在宫中我奉了万岁命，
（苏妃上。）
苏妃　　　（西皮原板）　　回府中探望老娘亲。
　　　　　　　　　　　　　眼望着红日西山隐，
　　　　　　　　　　　　　我只得摆御驾速回宫庭。
　　　　　（白）　　　　　哀家苏妃。我奉了万岁旨意，回来省亲，幸喜我母病体痊癒，只得回宫交旨。
　　　　　　　　　　　　　内侍，吩咐摆驾！
　　　　　（西皮摇板）　　内侍摆驾回宫庭，
　　　　　　　　　　　　　看看何人到来临？
刘瑞莲　　（内西皮导板）　在河东得消息心神不定，
（刘瑞莲上。）
刘瑞莲　　（西皮快板）　　因此上急速回宫庭。
　　　　　　　　　　　　　行至在御街用目睁，
　　　　　　　　　　　　　全副銮驾摆在街心。
　　　　　　　　　　　　　翻鞍离镫下能行，
　　　　　　　　　　　　　妾问我主可安宁。
　　　　　（白）　　　　　妾妃刘瑞莲见驾，吾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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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妃　　　（白）　　　　　平身。小妹见驾，皇姐千岁！
刘瑞莲　　（白）　　　　　不消。
苏妃　　　（白）　　　　　不消就不消。我说皇姐，你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刘瑞莲　　（白）　　　　　我就为你来！
苏妃　　　（白）　　　　　不知皇姐为小妹何来？
刘瑞莲　　（白）　　　　　我来问你，出宫往哪里去的？
苏妃　　　（白）　　　　　回府省亲。
刘瑞莲　　（白）　　　　　可有万岁爷的旨意？
苏妃　　　（白）　　　　　怎么会没有哪！
刘瑞莲　　（白）　　　　　你既然奉旨回府省亲，我想这全副銮驾，也是你用的吗？
苏妃　　　（白）　　　　　我这全副銮驾，乃是万岁爷所赐，皇姐你何必问呢？吓，皇姐。你这番回朝，
　　　　　　　　　　　　　可有万岁爷旨意吗？
刘瑞莲　　（白）　　　　　这……没有。
苏妃　　　（白）　　　　　却又来。既无万岁的旨意，乃谓私自回朝，岂不知有欺君之罪？你自己且不知
　　　　　　　　　　　　　过，反来到御街，问我这全副銮驾，不全副銮驾，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刘瑞莲　　（白）　　　　　苏妃吓，贱妃！是我奉了万岁爷的旨意，去到河东皇叔刘崇那里拜寿。酒席筵
　　　　　　　　　　　　　前文武大臣纷纷言道，你父女在朝专权，久有谋反之心。因此本宫连日回朝，
　　　　　　　　　　　　　查看你父女来了！
苏妃　　　（白）　　　　　皇姐你此言差矣。我家爹爹在朝奉君，忠心报国，乃是盖世的忠良。想小妹进
　　　　　　　　　　　　　得宫来，侍奉万岁，素来谨慎，并无差错。你若要欺我父女，你就该在万岁爷
　　　　　　　　　　　　　前面参奏一本，将我家爹爹贬为庶民，将小妹赶出宫院，岂不是好？你何必这
　　　　　　　　　　　　　样无事生非，心怀毒计，你也不怕失了你的身份吗？
刘瑞莲　　（白）　　　　　你也不必这样嘴犟，你敢与我面君吗？
苏妃　　　（白）　　　　　你说面君吗？
（苏妃笑。）
苏妃　　　（白）　　　　　难道说，我还怕你不成吗？
刘瑞莲　　（白）　　　　　怎么讲？
苏妃　　　（白）　　　　　我还怕你吗？
刘瑞莲　　（白）　　　　　好贱妃吓！
　　　　　（西皮摇板）　　贱妃说话太欺心，
　　　　　　　　　　　　　以小反上你的罪不轻！
苏妃　　　（白）　　　　　住了！
　　　　　（西皮摇板）　　就该上殿去奏本，
　　　　　　　　　　　　　举手打人为何情？
刘瑞莲　　（叫头）　　　　贱妃！
　　　　　（西皮摇板）　　征战胡儿我的功劳勋，
苏妃　　　（西皮摇板）　　我侍奉万岁我的功不轻！
刘瑞莲　　（西皮摇板）　　你用銮驾理当斩！
苏妃　　　（西皮摇板）　　你私自回朝又如欺圣君！
刘瑞莲　　（白）　　　　　好贱妃！
　　　　　（西皮摇板）　　今日里在御街要你命！
（苏妃下。）
刘瑞莲　　（白）　　　　　御林军速速回宫！
（刘瑞莲下。）

【第八场】

（刘承佑上。）
刘承佑　　（西皮摇板）　　等候梓童宫庭进，
　　　　　　　　　　　　　将身且坐后宫等。
（苏妃上。）
苏妃　　　（西皮摇板）　　见了万岁诉苦情！
　　　　　（白）　　　　　哈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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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万岁吓！
刘承佑　　（白）　　　　　梓童为何这等模样？
苏妃　　　（白）　　　　　万岁有所不知：妾妃奉了万岁旨意，回府省亲，省亲已毕，回宫交旨。行在中
　　　　　　　　　　　　　途路上，遇见刘皇姐，一言不发，将妾妃打的这样光景哪！
刘承佑　　（白）　　　　　吓，哪一个敢打孤的爱梓童？快快讲来，孤王与你作主，也就是了。
苏妃　　　（白）　　　　　并非别人，就是那刘瑞莲！
刘承佑　　（白）　　　　　吓？
苏妃　　　（白）　　　　　就是那刘瑞莲！
刘承佑　　（白）　　　　　哎呀，哎吓，你怎么单遇见了她。不要说是你，就是孤王我，也是怕她吓！
苏妃　　　（白）　　　　　哎吓！
（苏妃哭。）
苏妃　　　（白）　　　　　万岁吓！与妾妃做主才是！
刘承佑　　（白）　　　　　你暂且出宫，孤王自有道理。
苏妃　　　（白）　　　　　多谢万岁！
（刘瑞莲上，亮相。）
刘瑞莲　　（白）　　　　　妾妃刘瑞莲见驾，吾皇万岁！
刘承佑　　（白）　　　　　平身。赐坐。
刘瑞莲　　（白）　　　　　谢坐。
苏妃　　　（白）　　　　　小妹见驾，皇姐千岁！
刘瑞莲　　（白）　　　　　不消！
苏妃　　　（白）　　　　　不消就不消。
刘承佑　　（白）　　　　　吓，梓童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刘瑞莲　　（白）　　　　　我就为着她！
刘承佑　　（白）　　　　　为她何来？
刘瑞莲　　（白）　　　　　万岁！我是东宫，她是西宫，适才在御街之上，她见了我，佯做不理，她这不
　　　　　　　　　　　　　是藐视我吗？
刘承佑　　（白）　　　　　是吓！她是东宫，你是西宫，在御街之上，遇见了她，佯做不理，你这不是藐
　　　　　　　　　　　　　视她吗？
苏妃　　　（白）　　　　　哎吓，万岁。妾妃怎敢藐视她吓！
刘承佑　　（白）　　　　　着吓，她怎敢藐视你吓！
刘瑞莲　　（白）　　　　　怎么，你还说无有藐视我吓？
刘承佑　　（白）　　　　　是吓。还说无有藐视她吗？
苏妃　　　（白）　　　　　哎吓万岁！妾妃慢说无有此事，倘有此事，就该来到万岁面前，辩白才是。她
　　　　　　　　　　　　　不该在御街之上，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打了妾妃，岂不是如同打万岁一样吗？
刘承佑　　（白）　　　　　着吓！慢说无有藐视于你，倘然藐视你，你就该来到孤王面前，辩白才是。你
　　　　　　　　　　　　　不该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你……
刘瑞莲　　（白）　　　　　怎么？
刘承佑　　（白）　　　　　你是怎么样？
刘瑞莲　　（白）　　　　　我打她，有我道理。
刘承佑　　（白）　　　　　你打了人还有什么道理？
刘瑞莲　　（白）　　　　　我自然有我道理，才能打她。
刘承佑　　（白）　　　　　你打了人，你还有道理？说！
刘瑞莲　　（白）　　　　　请问万岁：万岁出宫，用的什么仪仗？
刘承佑　　（白）　　　　　孤王出宫，用的全副銮驾。
刘瑞莲　　（白）　　　　　正宫国母？
刘承佑　　（白）　　　　　与朕一样。
刘瑞莲　　（白）　　　　　东宫？
刘承佑　　（白）　　　　　半副銮驾。
刘瑞莲　　（白）　　　　　西宫？
刘承佑　　（白）　　　　　纱灯一对，玉棍二条。
刘瑞莲　　（白）　　　　　方才妾妃在御街之上，观见她用的那是全副銮驾。她这全副銮驾，是哪里来的？
刘承佑　　（白）　　　　　是吓！你这全副銮驾哪里来的？
苏妃　　　（白）　　　　　吓，万岁，这全副銮驾，不是你借与妾妃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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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佑　　（白）　　　　　吓吓，不错，不错！我倒忘怀了。乃是孤王借与她的。
刘瑞莲　　（白）　　　　　她与万岁借全副銮驾，你就借给与她。日后她的爹爹要与万岁借江山，你也将
　　　　　　　　　　　　　借与她爹爹不成吗？
刘承佑　　（白）　　　　　此话这是哪里说起吓？
刘瑞莲　　（叫头）　　　　吓，万岁！
　　　　　（白）　　　　　妾妃奉了万岁旨意，去到河东皇叔刘崇那里拜寿。酒席筵前，文武大人纷纷言
　　　　　　　　　　　　　论，道她父女在朝专权，久有谋反之心。因此妾妃连日回朝，查看她父女来了。
苏妃　　　（叫头）　　　　哎吓，万岁！
　　　　　（白）　　　　　我家爹爹奉君以来，忠心耿耿，乃是盖世忠良。想妾妃侍奉万岁，素来谨慎，
　　　　　　　　　　　　　并无差错。况且万岁待我父女，恩同天地，哪里还敢有什么谋反之心？吓，万
　　　　　　　　　　　　　岁。此乃过耳之言，不可深信吓。
刘承佑　　（白）　　　　　着吓！想老太师在朝以来，忠心耿耿，乃是盖世的忠良。苏妃侍奉孤王，素来
　　　　　　　　　　　　　谨慎，并无差错，哪里有什么谋反之心？你说出此话，梓童你言重了。哈哈！
（刘承佑笑。）
刘瑞莲　　（白）　　　　　真乃是忠言逆耳，无道的昏君！
苏妃　　　（白）　　　　　哎吓！
　　　　　（叫头）　　　　万岁！
　　　　　（白）　　　　　她打骂妾妃，这还罢了。她不该骂万岁是无道的昏君。论理当斩！
刘承佑　　（白）　　　　　是吓。你打她骂她倒也罢了。你怎么骂孤王是无道的昏君？论理就该……
刘瑞莲　　（白）　　　　　什么？
刘承佑　　（白）　　　　　只此一回，下次不可！
刘瑞莲　　（叫头）　　　　啊吓，万岁吓！
　　　　　（西皮摇板）　　好贱妃在御街言语犯上，
　　　　　　　　　　　　　句句的言和语刺奴胸堂。
刘承佑　　（西皮摇板）　　苏妃好比后宫样，
　　　　　　　　　　　　　老太师可算盖世的忠良。
　　　　　　　　　　　　　你不该进宫来言语冲撞，
　　　　　　　　　　　　　反骂孤王，是一个无道的昏王。
刘瑞莲　　（西皮摇板）　　并非是妾妃我言语冒上，
　　　　　　　　　　　　　为的是万岁锦绣家邦。
苏妃　　　（叫头）　　　　万岁吓！
　　　　　（西皮摇板）　　我父女在朝奉君王，
　　　　　　　　　　　　　苦苦的作对所为哪桩？
刘瑞莲　　（叫头）　　　　好贱妃吓！
　　　　　（西皮摇板）　　只逼得赵弘殷太行山上，
苏妃　　　（西皮摇板）　　犯律条理当斩死也应当！
刘瑞莲　　（西皮摇板）　　那郭彦威不久的兴兵反上，
苏妃　　　（西皮摇板）　　自有我老爹爹保主家邦。
刘瑞莲　　（叫头）　　　　好贱妃吓！
　　　　　（西皮摇板）　　今日里当万岁将你打伤，
刘承佑　　（白）　　　　　啊！
　　　　　（西皮摇板）　　不由孤王怒满膛。
　　　　　　　　　　　　　看起来你是个贱……
刘瑞莲　　（白）　　　　　贱什么？
刘承佑　　（西皮摇板）　　你是个贱妃样，
　　　　　　　　　　　　　回头来叫一声刘……
刘瑞莲　　（白）　　　　　刘什么？
刘承佑　　（西皮摇板）　　你是孤的好娘娘。
　　　　　（白）　　　　　消了气罢！
刘瑞莲　　（西皮摇板）　　辞别万岁出宫往，
　　　　　　　　　　　　　怕的江山不久长。
（刘瑞莲下。）
苏妃　　　（白）　　　　　哎吓，万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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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佑　　（白）　　　　　梓童不必如此，等候孤王抓她一个错处，将她斩首，与你出气就是。
苏妃　　　（白）　　　　　多谢万岁！
刘承佑　　（白）　　　　　梓童不必如此，准备酒宴，孤王少时西宫饮宴。后宫歇息去罢。
苏妃　　　（白）　　　　　妾妃遵旨。哎吓！
（苏妃哭下。刘承佑下。）

【第九场】

刘承佑　　（内白）　　　　内侍摆驾！
（刘承佑上。）
刘承佑　　（西皮摇板）　　内侍摆驾金殿上，
（杨邠、苏逢吉、王章同上。）
杨邠、
苏逢吉、
王章　　　（同西皮摇板）　臣等把本奏君王。
刘承佑　　（白）　　　　　请孤王登殿有何本奏？
苏逢吉　　（白）　　　　　臣启万岁：今有郭彦威兴兵造反，逢州夺州，过县抢县，杀到汴梁。我主定夺。
刘承佑　　（白）　　　　　啊晤吓！大胆的郭彦威，孤王待你不薄，竟敢起意造反？众卿有何妙计，灭却
　　　　　　　　　　　　　此贼？
杨邠　　　（白）　　　　　臣启万岁：臣保举一人，可以灭却郭彦威。
刘承佑　　（白）　　　　　卿家保举何人？
杨邠　　　（白）　　　　　殿前将军慕容彦超文武全才，万岁就命他前去，那郭彦威必灭也！
刘承佑　　（白）　　　　　好，就依卿家所奏。
　　　　　　　　　　　　　内侍，宣慕容彦超上殿。
大太监甲　（白）　　　　　慕容将军上殿！
慕容彦超　（内白）　　　　领旨！
（慕容彦超上。）
慕容彦超　（念）　　　　　忽听万岁宣，急忙来朝班。
　　　　　（白）　　　　　臣慕容彦超见驾，吾王万岁！
刘承佑　　（白）　　　　　平身。
慕容彦超　（白）　　　　　万万岁！宣臣上殿有何旨意？
刘承佑　　（白）　　　　　孤命你征讨郭彦威，不知卿家可愿前去？
慕容彦超　（白）　　　　　臣好比我主跨下之驹，扬鞭就走，停鞭就止，就请我主传旨。
刘承佑　　（白）　　　　　卿家听旨：命你带领十万大兵，镇守潼台，若是得胜，另加升赏。
慕容彦超　（白）　　　　　领旨。
（慕容彦超下。）
杨邠、
苏逢吉、
王章　　　（同白）　　　　朝事已毕，请驾回宫！
刘承佑　　（白）　　　　　退班！
（众人同下。）

【第十场】

（王博上。）
王博　　　（念）　　　　　东气冲霄汉，文光射斗牛。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将军：慕容元帅到。
王博　　　（白）　　　　　有请元帅！
（慕容彦超上。）
王博　　　（白）　　　　　参见元帅。
慕容彦超　（白）　　　　　少礼。众位将军，奉了万岁旨意，带领人马，征战那郭——
众汉将　　（同白）　　　　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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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彦超　（白）　　　　　全仗众位将军，奋勇当先。
王博　　　（白）　　　　　元帅大兵到此，那贼必然不战而退也！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元帅：贼兵离城扎营。请元帅定夺。
慕容彦超　（白）　　　　　再探！
　　　　　　　　　　　　　且住！贼既离城十里扎营，待本帅去到城楼观看那贼兵。就命将军把守城池，
　　　　　　　　　　　　　众位将军城楼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史彦超　　（内西皮导板）　帐中奉了元帅命，
（史彦超上。）
史彦超　　（唱）　　　　　攻打城池要小心。
　　　　　　　　　　　　　大呼一声往前进，
　　　　　　　　　　　　　城上儿郎听分明。
　　　　　（白）　　　　　啊，城上儿郎听着：今有郭元帅大兵到此，劝你等早早开城纳降。如若不然，
　　　　　　　　　　　　　杀进城去玉石俱焚！
慕容彦超　（内白）　　　　啊，反贼休得猖獗！众将官出阵迎敌者！
（慕容彦超出城，大开门。慕容彦超败，史彦超杀慕容彦超死。史彦超领众将同进城。郭彦威、众将同进城。）
史彦超　　（白）　　　　　启禀元帅：某家得了城池，就请老元戎查看仓库钱粮。
郭彦威　　（白）　　　　　不必查看，乃是将军之功。就在此处息兵三日，发兵汴梁。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苏逢吉上。）
苏逢吉　　（西皮摇板）　　心中恼恨赵弘殷，
　　　　　　　　　　　　　纵子行凶胡乱行。
　　　　　　　　　　　　　将身坐在二堂等，
　　　　　　　　　　　　　等候杨邠到来临。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相爷：杨大人到。
苏逢吉　　（白）　　　　　有请！
（杨邠上。）
杨邠　　　（白）　　　　　太师在上，下官参拜。
苏逢吉　　（白）　　　　　休行常礼。一旁坐下。
杨邠　　　（白）　　　　　多谢太师！
苏逢吉　　（白）　　　　　杨大人，但不知慕容彦超带领人马，攻打郭彦威，胜负如何？
杨邠　　　（白）　　　　　今早旗牌报到，言说慕容阵亡，潼台州失守，那郭彦威人马不久来到汴梁。
苏逢吉　　（白）　　　　　哎吓，那郭彦威人马若到汴梁，你我大事去也！
杨邠　　　（白）　　　　　吓，太师！下官到有一计在此。
苏逢吉　　（白）　　　　　有何妙计？
杨邠　　　（白）　　　　　明日去请圣驾到此饮酒，他若前来，太师将他灌醉，搀至演武厅，将他杀死。
　　　　　　　　　　　　　然后各备五百名家丁，搜宫杀院，寻着玉玺，老太师你可急速登殿，宣上文武，
　　　　　　　　　　　　　若有人不服者，即便斩首。他们还有哪个敢不服老太师，岂不稳坐龙位？
苏逢吉　　（白）　　　　　若得大事成就，老夫封你掌朝太师。
杨邠　　　（白）　　　　　谢主龙恩！
苏逢吉　　（白）　　　　　回府准备。家丁伺候！
杨邠　　　（白）　　　　　臣领旨！
（杨邠下。）
苏逢吉　　（白）　　　　　来，打道午门。
（苏逢吉、家院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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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场】

（苏妃挽刘承佑同上。高庆、苏逢吉同上。）
高庆　　　（白）　　　　　老太师，随咱家来。
苏逢吉　　（白）　　　　　是。
高庆　　　（白）　　　　　来此已是。老太师你少站一时，待咱家与你奏禀。
苏逢吉　　（白）　　　　　有劳公公！
高庆　　　（白）　　　　　启奏万岁：今有苏老太师有本进宫启奏。
刘承佑　　（白）　　　　　好。内侍，宣苏太师进宫。
高庆　　　（白）　　　　　遵旨。
　　　　　　　　　　　　　万岁有旨：老太师进宫。
苏逢吉　　（白）　　　　　领旨！
　　　　　　　　　　　　　老臣见驾吾王万岁！
刘承佑　　（白）　　　　　平身。
苏逢吉　　（白）　　　　　娘娘千岁！
苏妃　　　（白）　　　　　平身。
苏妃　　　（白）　　　　　爹爹万福！
苏逢吉　　（白）　　　　　罢了。
刘承佑　　（白）　　　　　老太师进宫，有何本奏？
苏逢吉　　（白）　　　　　臣启万岁：今有花园牡丹开的茂盛，老臣特备酒宴，请我主一到臣府赏花饮酒。
刘承佑　　（白）　　　　　咳，今有郭彦威老贼，兵反潼台，孤王我忧虑不及，还有什么心肠赏花？老太
　　　　　　　　　　　　　师回府去罢！
苏逢吉　　（白）　　　　　臣启万岁：今朝边报到来，那郭彦威老贼，被慕容将军杀得大败，所失的州县，
　　　　　　　　　　　　　俱已夺回。郭彦威老贼必定被慕容将军所杀，就请我主放心。
苏妃　　　（白）　　　　　启奏万岁：我家爹爹请万岁赏花饮酒，不过是尽臣子之心。我主若是不去，岂
　　　　　　　　　　　　　不辜负我家爹爹一片忠心？
刘承佑　　（白）　　　　　既然太师忠心，孤王岂能不去？老太师暂且回府，孤王随后就到。
（刘瑞莲暗上。）
苏逢吉　　（白）　　　　　遵旨！
（刘瑞莲看。苏逢吉下。）
刘承佑　　（白）　　　　　宫娥们，孤王赴苏府饮宴，千万不可叫刘娘娘知道。
刘瑞莲　　（白）　　　　　我早已知道啦。
刘承佑　　（白）　　　　　梓童你来了。
刘瑞莲　　（白）　　　　　我早就来啦。方才你们在此讲什么？
苏逢吉　　（白）　　　　　无有言讲什么。
刘瑞莲　　（白）　　　　　我早就知道啦。
刘承佑　　（白）　　　　　你既然知道，何必再问？
刘瑞莲　　（白）　　　　　万岁要到苏府饮宴，但不知可有此事？
刘承佑　　（白）　　　　　有是有的。不过苏老太师，请孤家饮酒赏花，解孤之闷。
刘瑞莲　　（白）　　　　　妾妃启奏万岁：如今天下荒乱，刀兵四起，我主不知忧虑，还要赏什么花，饮
　　　　　　　　　　　　　什么酒呢？
刘承佑　　（白）　　　　　是孤因郭彦威老贼兴兵谋反，孤王心中忧虑。老太师特备酒宴，与孤解闷之意。
刘瑞莲　　（白）　　　　　有道是君入臣府不祥之兆，万岁还是不去的好。
刘承佑　　（白）　　　　　孤王本当不去，怎奈应允与他，孤乃是堂堂天子，岂肯失信于人？
刘瑞莲　　（白）　　　　　啊，万岁！妾妃乃是金石良言，万岁若是不听，恐怕后悔不及。
苏妃　　　（白）　　　　　启奏万岁：我父请万岁过府饮宴，乃是一片忠心，万岁还是去的好。
刘瑞莲　　（白）　　　　　还是不去的好。
刘承佑　　（白）　　　　　梓童不必如此，孤王不去就是。
苏妃　　　（白）　　　　　万岁还是去的好。
刘瑞莲　　（白）　　　　　还是不去的好。
刘承佑　　（白）　　　　　梓童不必如此，孤王不去就是。
刘瑞莲　　（白）　　　　　万岁真要不去，乃是天下万民之幸也。
刘承佑　　（白）　　　　　孤王知道。梓童出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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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莲　　（白）　　　　　妾妃尊旨。
　　　　　（西皮摇板）　　辞别万岁出宫庭，
　　　　　　　　　　　　　但愿天下得安宁。
（刘瑞莲下。）
苏妃　　　（白）　　　　　吓，万岁！若是不去，岂不辜负我父一片忠心？
刘承佑　　（白）　　　　　哎呀哎呀，你不晓得，方才刘娘娘在此，孤王若要前去，岂不又要生事，连累
　　　　　　　　　　　　　你受气，故而孤说不去。等她走后，孤王我是要去的。
苏妃　　　（白）　　　　　万岁，若要前去，千万莫带銮驾，那刘妃恐会知道。
刘承佑　　（白）　　　　　那个自然。后宫歇息去罢。
苏妃　　　（白）　　　　　多谢万岁！
刘承佑　　（白）　　　　　好。看衣更换。我从后宰门去者。
（刘承佑、苏妃、高庆同下。张端上。）
张端　　　（白）　　　　　万岁要到苏府饮宴，待奴婢保驾前往。
（张端下。）

【第十四场】

（王福上。高庆上。）
王福　　　（白）　　　　　高公公！
高庆　　　（白）　　　　　原来是王公公。
王福　　　（白）　　　　　高公公同万岁私自改扮，不知何往？
高庆　　　（白）　　　　　这个……你附耳上来。
王福　　　（白）　　　　　原来如此，你我各办其事。
王福、
高庆　　　（同白）　　　　请！
（高庆下。）
王福　　　（白）　　　　　哎呀，我想万岁私自改扮，去到苏府饮酒。我看苏逢吉，乃是卖国奸臣。万岁
　　　　　　　　　　　　　前去赴宴，又未带保驾的臣子前去，我万岁必然凶多吉少，但是怎么样好呢。
　　　　　　　　　　　　　哎呀唔啊，有啦。乘此机会，我不免禀告刘娘娘知道，就此前往。
　　　　　　　　　　　　　来此已是。待我叩门。
（张端上。）
张端　　　（白）　　　　　什么人叩门？
　　　　　　　　　　　　　原来是王公公。
王福　　　（白）　　　　　原来是张公公。
张端　　　（白）　　　　　王公公到此何事？
王福　　　（白）　　　　　烦劳公公禀告刘娘娘，说我有机密大事，要启奏娘娘。
张端　　　（白）　　　　　稍站一时。
　　　　　　　　　　　　　有请娘娘！
（刘瑞莲上。）
刘瑞莲　　（白）　　　　　何事？
张端　　　（白）　　　　　启奏娘娘：今有王福到此，言说有机密大事报奏娘娘。
刘瑞莲　　（白）　　　　　宣他进宫。
张端　　　（白）　　　　　遵旨。
　　　　　　　　　　　　　娘娘有旨，王福进宫。
王福　　　（白）　　　　　领旨！
　　　　　　　　　　　　　奴婢参见！
刘瑞莲　　（白）　　　　　王福进宫何事？
王福　　　（白）　　　　　启奏娘娘：今日万岁私自改扮，去到苏府饮宴，奴婢不敢隐瞒，特来禀报娘娘。
　　　　　　　　　　　　　望娘娘速速定夺。
刘瑞莲　　（白）　　　　　何人保驾前去？
王福　　　（白）　　　　　高庆保驾。
刘瑞莲　　（白）　　　　　起过了。
　　　　　　　　　　　　　哎呀且住！万岁不听我的言语，私自改扮苏府饮宴，我想现在这样荒乱，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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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老贼，请驾赴宴，必然不怀好意。
　　　　　　　　　　　　　王福过来。命你速速保驾，万岁若有差错，休来见我。
王福　　　（白）　　　　　遵旨。
（王福下。）
刘瑞莲　　（白）　　　　　来。宣赵普进宫。
张端　　　（白）　　　　　赵普进宫！
赵普　　　（内白）　　　　领旨！
（赵普上。）
赵普　　　（白）　　　　　参见娘娘！
刘瑞莲　　（白）　　　　　罢了。万岁在太师府饮宴，命你快去保驾。
赵普　　　（白）　　　　　领旨。
（赵普下。）
刘瑞莲　　（白）　　　　　张端过来。命你吩咐下去，点齐三千女兵，准备今夜听用。
张端　　　（白）　　　　　领旨。
（刘瑞莲、张端同下。）

【第十五场】

（刘承佑、高庆同上。）
刘承佑　　（西皮摇板）　　内侍带路御街进，
　　　　　　　　　　　　　不刻来到太师的门。
高庆　　　（白）　　　　　启禀万岁：来此已是苏府。
刘承佑　　（白）　　　　　待孤王进去。
（门官上。）
门官　　　（白）　　　　　什么人竟敢乱闯相府？
高庆　　　（白）　　　　　万岁在此，还不参驾？
门官　　　（白）　　　　　接驾来迟，望万岁恕罪。
刘承佑　　（白）　　　　　罢了。太师现在何处？
门官　　　（白）　　　　　现在二堂。可用我通禀？
刘承佑　　（白）　　　　　不用禀报。待孤王自己进去。
　　　　　　　　　　　　　高庆随孤来。
高庆　　　（白）　　　　　遵旨。
（刘承佑、高庆同下。）

【第十六场】

（苏逢吉、杨邠同上。）
苏逢吉　　（白）　　　　　杨大人，待昏王来时，大家必须要准备才是。
（刘承佑、高庆同上。）
刘承佑　　（白）　　　　　不要准备，孤王我来了。
苏逢吉、
杨邠　　　（同白）　　　　臣等接驾来迟，望万岁恕罪！
刘承佑　　（白）　　　　　二卿平身。赐坐。
苏逢吉、
杨邠　　　（同白）　　　　谢万岁！
苏逢吉　　（白）　　　　　来，将酒宴排下。
（门官上，摆宴，下。）
苏逢吉、
杨邠　　　（同白）　　　　万岁请!
（刘承佑、苏逢吉、杨邠同饮酒。）
刘承佑　　（白）　　　　　咳！
苏逢吉　　（白）　　　　　万岁为何心中不乐？
刘承佑　　（白）　　　　　今有郭彦威老贼，兴兵造反，因此孤王不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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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逢吉　　（白）　　　　　万岁不必忧虑，他若来时，老臣自有妙计，将他除诛。万岁请酒！
（刘承佑醉。）
高庆　　　（白）　　　　　万岁酒醉，待吾保驾回宫。
苏逢吉　　（白）　　　　　且慢！天色不早，岂能深夜而归？搀至书房。
（高庆扶刘承佑同下。）
苏逢吉　　（白）　　　　　校尉们走上。
（八校尉同上。）
八校尉　　（同白）　　　　参见太师！
苏逢吉　　（白）　　　　　罢了。你们随定老夫，刺王杀驾吓！
（众人同下。土地上，过场，下。）

【第十七场】

（高庆上。）
高庆　　　（白）　　　　　且住！那老贼带领校尉，要来刺王杀驾，这便怎么处？有了。吾不免报与万岁
　　　　　　　　　　　　　知道，再作道理！
（刘承佑暗上，入帐内。）
高庆　　　（白）　　　　　万岁，万岁醒来！万岁醒来！
刘承佑　　（白）　　　　　何事？
高庆　　　（白）　　　　　启奏万岁：大事不好了！
刘承佑　　（白）　　　　　何事惊慌？
高庆　　　（白）　　　　　苏逢吉老贼带领校尉，要来刺王杀驾。
刘承佑　　（白）　　　　　哎呀！
（刘承佑跌出帐。）
高庆　　　（白）　　　　　万岁吓！那旁现有书橱一具，请万岁躲避一时，再作道理。
刘承佑　　（白）　　　　　好。保驾来。
高庆　　　（白）　　　　　领旨。
（土地暗上，遮书橱。八校尉、苏逢吉、杨邠同上。）
苏逢吉　　（白）　　　　　吓，昏王往哪里去了？
　　　　　　　　　　　　　校尉们，两下搜来。
（八校尉同搜。）
八校尉　　（同白）　　　　昏王不见。
苏逢吉　　（白）　　　　　起过了！
　　　　　　　　　　　　　且住！昏王不见，难道说他上了天，入了地不成？哎呀，且住！昏王若是逃走，
　　　　　　　　　　　　　乃是放虎归山，恐怕必要伤人。
　　　　　　　　　　　　　吓，杨大人。昏王逃走，难道就罢了不成？
杨邠　　　（白）　　　　　老太师不必如此，你我先去搜宫杀院，寻着玉玺，太师登殿，再杀昏王，也还
　　　　　　　　　　　　　不迟。
苏逢吉　　（白）　　　　　杨大人果然妙计，就照计而行。
　　　　　　　　　　　　　众校尉，随我搜宫去者。
（八校尉、苏逢吉、杨邠同下。）
高庆　　　（白）　　　　　万岁醒来，万岁醒来！
刘承佑　　（白）　　　　　怎么，怎么说？
高庆　　　（白）　　　　　老贼搜宫杀院去了。
刘承佑　　（白）　　　　　奸贼搜宫杀院去了，如何是好？
高庆　　　（白）　　　　　逃出贼府，再作道理。
刘承佑　　（白）　　　　　想奸贼人马，围得深严，怎么逃出虎口？
高庆　　　（白）　　　　　随我后花园逃走。
刘承佑　　（白）　　　　　好，保驾来吓！
（刘承佑、高庆同下。）

【第十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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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上。）
王福　　　（白）　　　　　咱家王福。今有万岁，私自改扮，苏府饮宴，娘娘放心不下，命咱家暗中保护
　　　　　　　　　　　　　万岁。天色不早，就此前往。
（〖鼓响〗。）
王福　　　（白）　　　　　哎呀，且住！后面人声呐喊，我不免迎上前去。
（刘承佑、高庆同上。）
王福　　　（白）　　　　　奴婢参见万岁！
刘承佑　　（白）　　　　　王福你来了？
王福　　　（白）　　　　　奴婢前来接驾。
刘承佑　　（白）　　　　　苏逢吉老贼的人马，追孤甚急，快快上前抵挡一阵！
王福　　　（白）　　　　　奴婢领旨。
（刘承佑、高庆同下。王福败下。苏逢吉、杨邠、八校尉同追下。）

【第十九场】

（四龙套、赵普同上。）
赵普　　　（白）　　　　　俺，赵普。奉了刘娘娘之命，去往太师府保驾，就此前往。
（刘承佑、高庆、王福同上。）
赵普　　　（白）　　　　　参见万岁！
刘承佑　　（白）　　　　　卿家你来了？
赵普　　　（白）　　　　　臣来了。
刘承佑　　（白）　　　　　那老贼在后面追赶，你要与孤杀、杀、杀！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四龙套、四女兵、刘瑞莲同上。）
刘瑞莲　　（白）　　　　　呔，马来！
（刘瑞莲趟马。八校尉同上。刘瑞莲杀八校尉，杨邠、苏逢吉同上，刘瑞莲、四龙套、四女兵、杨邠、苏逢
吉同下。众朝官同上，过场，同下。）
刘承佑　　（内西皮导板）　且喜逃出天罗网，
（刘承佑上。）
刘承佑　　（唱）　　　　　不由孤王怒满膛。
　　　　　　　　　　　　　内侍摆驾金殿上，
　　　　　　　　　　　　　拿住奸贼大开膛。
（刘瑞莲上。）
刘瑞莲　　（白）　　　　　参见万岁！
刘承佑　　（白）　　　　　梓童你来了？
刘瑞莲　　（白）　　　　　妾妃来了。
刘承佑　　（白）　　　　　苏贼可曾拿住？
刘瑞莲　　（白）　　　　　老贼么？
刘承佑　　（白）　　　　　正是。
刘瑞莲　　（白）　　　　　擒住了。
刘承佑　　（白）　　　　　与孤绑、绑、绑上来！
刘瑞莲　　（白）　　　　　将老贼绑上来！
（王福、高庆拉苏逢吉同上。）
刘承佑　　（西皮摇板）　　一见老贼怒气生，
　　　　　　　　　　　　　不由孤王我动无名。
　　　　　　　　　　　　　乱臣贼子令人恨，
（苏逢吉咬刘瑞莲手指。）
刘承佑　　（白）　　　　　哎吓！
　　　　　（西皮摇板）　　绑在殿角候死刑。
刘瑞莲　　（白）　　　　　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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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逢吉押下。）
刘瑞莲　　（白）　　　　　内侍宣苏妃吓！
刘承佑　　（白）　　　　　不要宣她。
刘瑞莲　　（白）　　　　　宣苏妃！
（王福、高庆同假装不知。）
刘瑞莲　　（白）　　　　　呔！你们与我宣！
王福、
高庆　　　（同白）　　　　遵旨！
　　　　　　　　　　　　　苏妃上殿！
刘承佑　　（白）　　　　　哎吓！
（苏妃上。刘承佑、刘瑞莲、苏妃、王福、高庆同亮相。）
刘瑞莲　　（二黄联弹）　　你、你、你、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狗肺心。
　　　　　　　　　　　　　狼狈为奸，要害万岁的命，
刘承佑　　（白）　　　　　与她什么相干？
刘瑞莲　　（二黄联弹）　　你还护庇这贱人！
刘承佑　　（二黄联弹）　　哦哦哦！
苏妃　　　（二黄联弹）　　屈死人！
　　　　　　　　　　　　　自从进得宫来，万岁怜爱我，还有什么妄想之心？
刘瑞莲　　（白）　　　　　敢什么？
　　　　　（二黄联弹）　　岂肯辜负万岁宠爱？
刘承佑　　（二黄联弹）　　梓童你莫要懒好人。
　　　　　　　　　　　　　只因是他父，请孤王饮酒，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她必然早早知情。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不怪她来，
刘瑞莲　　（二黄联弹）　　怪我？
刘承佑　　（白）　　　　　也不怪你。
刘瑞莲　　（白）　　　　　怪谁呀？
刘承佑　　（二黄联弹）　　怪孤的国丈不仁。
刘瑞莲　　（二黄联弹）　　他本是欺君枉上，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他本是欺君枉上的头一名。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可叹一片忠心，
　　　　　　　　　　　　　遇见你这无道昏君，
刘承佑　　（二黄联弹）　　王又成了昏君。
　　　　　　　　　　　　　你是孤的好嫔妃，
（〖加锣〗。）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你是孤的好嫔妃。
　　　　　　　　　　　　　非是孤执意的护庇，皆因她有——
刘瑞莲　　（白）　　　　　她有什么？
刘承佑　　（白）　　　　　有——
刘瑞莲　　（白）　　　　　到底她有什么？
刘承佑　　（二黄联弹）　　哎，她有了孕，
刘瑞莲　　（白）　　　　　呸！
苏妃　　　（二黄联弹）　　走上前来双膝跪至在地埃尘。
　　　　　　　　　　　　　求皇姐呀，开大恩，饶奴性命，
（刘瑞莲杀。）
刘瑞莲　　（二黄联弹）　　你本是我剑下的鬼魂！
刘承佑　　（二黄联弹）　　哎吓，孤本是堂堂天子帝王份，
　　　　　　　　　　　　　三番二次你老不准人情。
苏妃　　　（二黄联弹）　　屈死人，
刘瑞莲　　（二黄联弹）　　辜负人，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两面啼哭，难为了寡人。
王福、
高庆　　　（同哭）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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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佑　　（二黄联弹）　　只怪尔等，
王福、
高庆　　　（同白）　　　　奴婢该死！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为什么保驾不留心？
王福、
高庆　　　（同二黄联弹）　太师谋叛把计定，
　　　　　　　　　　　　　亦非奴婢二人诓圣君。
刘承佑、
刘瑞莲　　（同二黄联弹）　将老贼抓上殿来将他问，
（王福、高庆拉苏逢吉同上。）
苏逢吉　　（二黄联弹）　　万般不好俱多是为臣。
刘承佑　　（二黄联弹）　　孤封你掌朝的太师何等的荣幸，
　　　　　　　　　　　　　你不该定计害孤，你一心要谋孤的龙廷。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叫内侍，手使御棍将他打，
　　　　　　　　　　　　　粉身碎骨死罪也还轻。
王福、
高庆　　　（同二黄联弹）　太师爷请你爬在地埃尘，
　　　　　　　　　　　　　打你的屁股，如同打面皮。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只管用力，不要客气，
　　　　　　　　　　　　　拷脱两记屁股是无啥稀奇。
王福、
高庆　　　（同二黄联弹）　打你的屁股，不要放屁，
刘承佑　　（二黄联弹）　　与孤王打，
王福、
高庆　　　（同二黄联弹）　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苏逢吉　　（二黄联弹）　　打了为臣出了气，
（苏逢吉押下。）
苏妃　　　（二黄联弹）　　我也上前来陪礼。
刘瑞莲　　（白）　　　　　唗！
　　　　　（二黄联弹）　　自古道王子莫犯法，
刘承佑　　（二黄联弹）　　王子犯法与庶民一样行。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她欺君，
刘承佑　　（二黄联弹）　　理当斩，
刘瑞莲　　（二黄联弹）　　她父篡位，
刘承佑　　（二黄联弹）　　理当灭满门。
苏妃　　　（二黄联弹）　　我父犯罪，我父犯罪，不该将我斩，
刘承佑　　（白）　　　　　着吓！
　　　　　（二黄联弹）　　一人犯法自然一人担挡。
刘瑞莲　　（二黄联弹）　　今日若不将她斩，
　　　　　　　　　　　　　怎能后来压服众群臣？
　　　　　　　　　　　　　请万岁出宫看，
（刘瑞莲杀苏妃。）
刘承佑　　（白）　　　　　啊呀！
　　　　　（二黄联弹）　　霎时间斩了孤的玉美人。
　　　　　　　　　　　　　我哭……
刘瑞莲　　（白）　　　　　呔，我不许你哭!
刘承佑　　（唱）　　　　　嚎……
刘瑞莲　　（白）　　　　　我也不许你嚎。
刘承佑　　（白）　　　　　我不敢嚎。
刘瑞莲　　（白）　　　　　看你们哪个大胆的敢哭哇！
刘承佑　　（唱）　　　　　我哭也不敢哭，我嚎也不敢嚎，
　　　　　　　　　　　　　孤的梓童，将她尸首，金井玉葬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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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朝官同上。）
众朝官　　（同白）　　　　启奏万岁：郭彦威兵临城下。
刘承佑　　（白）　　　　　啊呀！
　　　　　（唱）　　　　　听说郭彦威发来兵，
　　　　　　　　　　　　　不由孤王胆战惊。
　　　　　　　　　　　　　回头便对梓童论，
　　　　　　　　　　　　　想一妙计退贼兵。
刘瑞莲　　（唱）　　　　　万岁休要必胆惊，
　　　　　　　　　　　　　妾妃言来听分明：
　　　　　　　　　　　　　若要郭彦威兵退尽，
　　　　　　　　　　　　　将老贼绑上城楼细说原因。
刘承佑　　（白）　　　　　好吓！
　　　　　（唱）　　　　　内侍摆驾敌楼进，
　　　　　　　　　　　　　看看郭彦威发来兵。
郭彦威　　（内西皮导板）　旌旗招展空飘定，
（郭彦威上。）
郭彦威　　（唱）　　　　　将令一出鬼神惊。
　　　　　　　　　　　　　吩咐儿郎往前进，
　　　　　　　　　　　　　休要放走无道君。
（刘承佑上城楼。）
刘承佑　　（白）　　　　　郭彦威，孤王待你不薄，竟敢兴兵谋反，是何道理？
郭彦威　　（白）　　　　　住了！想老夫昔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争下十大汗马的功劳。你这昏王听信
　　　　　　　　　　　　　谗言，有功不赏，反来加害。故而兴兵前来问你，问你这昏王是何道理也？
郭彦威　　（白）　　　　　先前孤王一时不明，误听奸贼之言，如今后悔不及。今知卿家忠心，故而将苏
　　　　　　　　　　　　　逢吉一家拿下，等候卿家大兵到此，任凭卿家所为。
郭彦威　　（白）　　　　　既然如此，众将官，将奸贼乱刀分尸！
刘承佑　　（白）　　　　　爱卿，既是奸贼已死，卿家就该收兵。
郭彦威　　（白）　　　　　住了！若要俺收兵，除非你这昏王的尸首奉上，俺就即刻收兵回去。
刘瑞莲　　（白）　　　　　好贼子吓！
　　　　　（唱）　　　　　贼子说话太欺心，
　　　　　　　　　　　　　言语冒上欺圣君。
　　　　　　　　　　　　　三军与我城开定，
（开门。刘瑞莲出城，败下。郭彦威追下。刘瑞莲拉刘承佑中箭追下。）

【第二十一场】

（国太上。）
国太　　　（西皮摇板）　　郭彦威贼子反朝廷，
　　　　　　　　　　　　　哀家每日胆战惊。
　　　　　　　　　　　　　将身且坐后宫等，
　　　　　　　　　　　　　并无一臣退贼兵。
（张端上。）
张端　　　（白）　　　　　启禀国太：大事不好了！
国太　　　（白）　　　　　何事惊慌？
张端　　　（白）　　　　　今有郭彦威贼子，破了城池，杀进汴梁，将皇城团团围住，要请国太答话。
国太　　　（白）　　　　　万岁今在何处？
张端　　　（白）　　　　　万岁不知去向。
国太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听说万岁无踪影，
　　　　　　　　　　　　　不由哀家两泪淋。
　　　　　　　　　　　　　紧守城池莫稍停，
　　　　　　　　　　　　　看看郭彦威发来兵。
（郭彦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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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彦威　　（白）　　　　　呔！劝尔等早早献出玉玺，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杀进城来，鸡犬不留！
张端　　　（白）　　　　　国太在此。
郭彦威　　（白）　　　　　国太请了。
国太　　　（白）　　　　　卿家兴兵，莫非为了江山？

郭彦威　　（白）　　　　　某家兴兵，不为江山。
国太　　　（白）　　　　　为社稷？
郭彦威　　（白）　　　　　不为社稷。
国太　　　（白）　　　　　一不为江山，二不为社稷，不知兴兵何事？
郭彦威　　（白）　　　　　今有昏王听信谗言，谋害忠良，某家兴兵前来，与昏王辩理。
国太　　　（白）　　　　　既然如此，卿家先去找找万岁，若是有了下落，哀家自有道理。
郭彦威　　（白）　　　　　领旨。
（郭彦威、国太、张端同下。）

【第二十二场】

刘承佑　　（内二黄导板）　苏逢吉老奸贼谋朝作乱，
（刘承佑、王福、高庆同上。）
刘承佑　　（唱）　　　　　害得孤君妃们不得周全。
　　　　　　　　　　　　　叫内侍搀扶孤急忙前赶，
　　　　　　　　　　　　　但不知刘梓童可得安然？
刘瑞莲　　（内二黄导板）　人困马乏难交战，
（刘瑞莲上。）
刘瑞莲　　（白）　　　　　哎呀！
　　　　　（唱）　　　　　不知我主驾可安？
　　　　　　　　　　　　　催动战马往前进，
　　　　　（白）　　　　　哎呀！
　　　　　（唱）　　　　　倒叫君妃泪不干。
　　　　　（白）　　　　　哎吓，万岁吓！妾妃无能保全圣驾，使万岁身受重伤，妾妃罪该万死！
（刘瑞莲哭。）
刘承佑　　（白）　　　　　乃是孤王自作其祸，受此灾也。非梓童之罪也。
刘瑞莲　　（白）　　　　　多谢万岁。
刘承佑　　（白）　　　　　呵，梓童，那郭彦威老贼人马怎么样了？
刘承佑　　（白）　　　　　那老贼的人马，如同潮水一般，满朝文武，俱是贪生怕死之辈，一个个俱已开
　　　　　　　　　　　　　城投降，妾妃一人怎能敌挡。无奈杀开一条血路，逃出重围，才来寻找万岁。
　　　　　　　　　　　　　如今郭彦威已得天下十之八九，眼看君妃，就无存身之处了。
刘承佑　　（白）　　　　　哎呀。当初不听忠良之言，以致如此，至今后悔不及也。
（刘承佑哭。）
刘瑞莲　　（白）　　　　　万岁。事到如今，也无计奈何，我君妃还是投奔皇叔刘崇那里，借来人马，再
　　　　　　　　　　　　　报此仇，圣意如何？
刘承佑　　（白）　　　　　但凭梓童。
　　　　　　　　　　　　　内侍，如今我国破家亡，你等速速逃命去罢。
王福、
高庆　　　（同白）　　　　奴婢受了万岁之恩，焉能一旦抛去万岁？
刘承佑　　（白）　　　　　好哇。难得你二人，这样忠心，令人可敬也。
　　　　　（唱）　　　　　国破家亡我心痛酸，
　　　　　　　　　　　　　孤恨不纳忠言。
　　　　　（白）　　　　　哎，想孤刘承佑！
　　　　　（唱）　　　　　只恨天不佑，
刘瑞莲　　（唱）　　　　　事到如今莫怨天。
刘承佑　　（白）　　　　　梓童。
刘瑞莲　　（白）　　　　　万岁！
刘承佑　　（唱）　　　　　孤和你同把绳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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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丝带剑分两段，
　　　　　　　　　　　　　足踏雪地把绳拴。
　　　　　　　　　　　　　忙将绳拴扣在两边，
　　　　　　　　　　　　　悽惨惨同把绳悬。
　　　　　　　　　　　　　可怜我悔不听忠良谏，
刘瑞莲　　（唱）　　　　　到如今君妃不能周全。
刘承佑　　（唱）　　　　　孤不该在深宫贪中思乱，
　　　　　　　　　　　　　苏逢吉老奸贼扶弄专权。
刘瑞莲　　（唱）　　　　　那郭彦威心怀着早有谋篡，
　　　　　　　　　　　　　害得我君妃们不能安然。
刘承佑　　（唱）　　　　　若不是刘梓童救我危险，
　　　　　　　　　　　　　到如今杀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似蛟龙困至在——
刘瑞莲　　（唱）　　　　　沙滩。
刘承佑　　（唱）　　　　　孤后悔迟，孤死后难见我那先王之面，先王之面，
　　　　　（二黄散板）　　我和你如飞鸟同上九天。
　　　　　（白）　　　　　梓童！
刘瑞莲　　（白）　　　　　万岁！
（刘瑞莲哭。）
刘承佑　　（白）　　　　　梓童吓！
（刘承佑哭。）
刘承佑、
刘瑞莲　　（同白）　　　　吓！
（刘承佑、刘瑞莲同吊死。王福、高庆同哭。）
王福、
高庆　　　（同白）　　　　罢！
（王福、高庆同吊死。郭彦威上。）
郭彦威　　（白）　　　　　哎吓，万岁吓！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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