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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头本】

主要角色
郝文僧：净
施世纶：老生
黄天霸：武生

情节
施世纶为淮安总漕，夜宿界河驿。梦韩翠云鬼魂谓被郎如豹抢入家中，强奸不遂，用水浇死，请为申雪。施
世纶醒后，决定微服私访，黄天霸等苦谏不从，只由郭起凤一人随伴。行至里海坞，与韩翠云之父韩佩相遇。
韩佩因郎如豹烫死其女，打死其婿，正要进京上诉。遂将郎如豹侍其妹，为索国舅之爱妾，及与绿林中郝
世洪为儿女亲家，在东昌府一带无恶不作等情，向施世纶申诉。施世纶遂决定先至里海坞访郝世洪。原来郝
世洪曾为绿林，刻已洗手。只因黄天霸归顺施世纶，打死武天虬、枪挑濮天雕，其妻伍氏，念及伍家只此一
子，因而绝后，致得重病。郝世洪苦劝其妻及女郝素玉，均不听从，其子郝文僧表面上在玄坛寺出家，实则
无恶不作，见其母病重，对其父所言，亦不赞成。施世纶行至东昌府，天色已晚，乃借玄坛寺中，郝文僧归
后与施世纶见面，施世纶言系给郝世洪及郎如豹带信而来，郝文僧在恶虎村与施世纶见过，当即看破，持刀
往杀施世纶等。郭起凤乘间逃脱，施世纶被绑。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黄天霸、关泰、王殿臣、何路通、朱光祖同上。）
黄天霸　　（念）　　　　　弃却绿林将英豪，
关泰、
何路通　　（同念）　　　　独闯江湖美名标。
王殿臣、
朱光祖　　（同念）　　　　一路剪恶除强暴，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同念）　　　　土棍刁民望风逃。
黄天霸　　（白）　　　　　黄天霸。
关泰　　　（白）　　　　　关泰。
何路通　　（白）　　　　　何路通。
王殿臣　　（白）　　　　　王殿臣。
朱光祖　　（白）　　　　　朱光祖。
黄天霸　　（白）　　　　　列位英雄请坐。我等保护大人巡视淮安，一路之上，拿了多少恶棍刁民。前者
　　　　　　　　　　　　　在静海县薛家窝，拿获薛家五虎一并余七，全仗何仁兄之力也。
何路通　　（白）　　　　　岂敢。薛家窝拿了余七众寇，此乃些须小事，何必挂齿。
关泰　　　（白）　　　　　众家英雄，你我保护大人去至淮安，前面已是山东地方，惯出强盗，大家须要
　　　　　　　　　　　　　留心在意。
朱光祖　　（白）　　　　　关爷，此去淮安，路过山东，纵有盗寇，你我俱是绿林出身，何惧那些毛贼。
王殿臣　　（白）　　　　　吓，朱爷此言差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大家保护大人，落得
　　　　　　　　　　　　　平安，岂不是好？
何路通　　（白）　　　　　列位英雄，此去淮安，水路行舟，盗寇如麻，难免无事，大家小心在意。
黄天霸、
关泰、
王殿臣　　（同白）　　　　着哇。
（郭起凤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12034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东昌府》【头本】 2

郭起凤　　（念）　　　　　朝中天子三宣诏，关外全凭一令行。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同白）　　　　守备到此何事？
郭起凤　　（白）　　　　　大人有令，传众英雄，齐至公馆伺候。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同白）　　　　既然如此，一同前往。来，带马。
（〖牌子〗。众人同领起走圆场，同挖门。）
黄天霸　　（白）　　　　　大人尚未升堂，你我两厢伺候。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同上。）
施世纶　　（引子）　　　　职授金章，秉忠心，除暴安良。
　　　　　（念）　　　　　钦奉王命离九朝，职授淮安为总漕。哪怕恶霸刁民野，就是皇亲难恕饶。
　　　　　（白）　　　　　本院，施世纶。奉旨钦命淮安漕运，代理民词，自离京都以来，在八里桥收了
　　　　　　　　　　　　　何路通，又在静海县拿获薛家五虎，一并余七，与民除害。行至沧州，落宿公
　　　　　　　　　　　　　馆，今日起马。
　　　　　　　　　　　　　副参二将。
黄天霸、
关泰　　　（同白）　　　　在。
施世纶　　（白）　　　　　吩咐人役，齐至官船伺候。
黄天霸、
关泰　　　（同白）　　　　齐至官船伺候。带马！
（〖牌子〗。众人同下。四船夫、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黄天霸、关
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白）　　　　　好一派景象也！
（大牌子。众官员同上。）
众官员　　（同白）　　　　界河驿文武官员迎接大人。
郭起凤　　（白）　　　　　候着。
　　　　　　　　　　　　　启禀大人：界河驿文武官员迎接大人。
施世纶　　（白）　　　　　吩咐预备公馆伺候。
郭起凤　　（白）　　　　　公馆伺候。
众官员　　（同白）　　　　吓。
（众官员同下。〖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土地上。）
土地　　　（白）　　　　　咳呵！
　　　　　（念）　　　　　地方诚敬吾，福德为正神。
　　　　　（白）　　　　　小神乃界河驿土地是也。今有镇山东郎如豹，谋害民女，名叫韩翠云，那女鬼
　　　　　　　　　　　　　冤魂不散，叩求吾神与她报仇。今有施大人在此下马，不免带她前去申诉。
　　　　　　　　　　　　　女鬼走动。
（韩翠云上。）
韩翠云　　（白）　　　　　苦吓！
　　　　　（二黄摇板）　　恨狂徒行事心太狠，
　　　　　　　　　　　　　勒逼着奴家要成婚。
　　　　　　　　　　　　　望神圣与奴来消恨，
　　　　　　　　　　　　　灭却了贼子报你恩。
土地　　　（白）　　　　　女鬼不必啼哭，今有施大人在此下马，我带你前去伸冤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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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翠云　　（白）　　　　　多谢神圣。
　　　　　（二黄摇板）　　谢神圣带我鸣冤枉，
　　　　　　　　　　　　　闪开浮云见天堂。
土地　　　（白）　　　　　你随我来。
（土地、韩翠云同下。）

【第三场】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
郭起凤同上。〖牌子〗。）
施世纶　　（白）　　　　　来，吩咐文武官员，不必伺候，各自回衙理事，众人役各自歇息。
门子　　　（白）　　　　　文武官员，不必伺候，各自回衙理事，众人役各自歇息。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书吏、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下。）
门子　　　（白）　　　　　禀大人：吩咐过了。
施世纶　　（白）　　　　　来，掌灯。
（门子暗下。）
施世纶　　（唱）　　　　　大清国锦江洪君王有道，
　　　　　　　　　　　　　奉圣旨往淮安身为总漕。
　　　　　　　　　　　　　拿多少贼狂徒刁民土豪，
　　　　　　　　　　　　　为国家每日里愁锁眉梢。
（土地上。）
土地　　　（唱）　　　　　谯楼打罢三更后，
　　　　　　　　　　　　　见了大人说根由。
　　　　　（白）　　　　　小神参见大人。
施世纶　　（白）　　　　　吓，那一老者，夤夜至此，姓甚名谁，有何话讲？
土地　　　（白）　　　　　启禀大人：小神乃界河驿土地便是。只因东昌府有一恶霸，名叫镇山东郎如豹，
　　　　　　　　　　　　　谋害民女，名叫韩翠云，女鬼冤魂不散，是小神将他带至大人台前伸诉。
施世纶　　（白）　　　　　吓，有这等事。将女鬼带上来。
土地　　　（白）　　　　　女鬼走动。
韩翠云　　（内白）　　　　苦吓！
（韩翠云上。）
韩翠云　　（唱）　　　　　悲惨惨且把公馆进，
　　　　　　　　　　　　　叩求大人诉冤情。
施世纶　　（二黄导板）　　耳边厢又听得悲声不定，
韩翠云　　（唱）　　　　　尊一声老大人细听详情：
　　　　　　　　　　　　　小女子家住在东昌府郡，
　　　　　　　　　　　　　我的父名韩佩耕耘为生。
　　　　　　　　　　　　　镇山东郎如豹为人不正，
　　　　　　　　　　　　　将小女抢他家勒逼成婚。
　　　　　　　　　　　　　那时节是民女再三不允，
　　　　　　　　　　　　　那强盗一霎时顿起毒心。
　　　　　　　　　　　　　将小女绑至在花厅之上，
　　　　　　　　　　　　　用滚水浇遍身命丧归阴。
　　　　　　　　　　　　　求大人与奴家报仇雪恨，
　　　　　　　　　　　　　愿大人代代官不离朝门。
　　　　　　　　　　　　　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
　　　　　　　　　　　　　冤屈鬼别阳间转回阴城。
土地　　　（白）　　　　　随我来。
韩翠云　　（哭）　　　　　喂呀！
（土地、韩翠云同下。门子暗上。）
施世纶　　（二黄导板）　　一霎时那女鬼诉冤不见，
　　　　　（白）　　　　　吓！
　　　　　（唱）　　　　　睁朦胧却原来白昼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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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好奇怪。
　　　　　　　　　　　　　来！
（门子允。）
施世纶　　（白）　　　　　传副参二将同众来见。
门子　　　（白）　　　　　副参二将同众来见。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上。）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郭起凤　　（同白）　　　　来也。参加大人。
施世纶　　（白）　　　　　罢了。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郭起凤　　（同白）　　　　大人有何吩咐？
施世纶　　（白）　　　　　众位英雄，本院昨晚三更时分，偶得一梦，见当方土地带一女鬼冤魂，名叫韩
　　　　　　　　　　　　　翠云，是她言道，被此地恶棍名叫镇山东郎如豹谋害她的性命。女鬼冤魂不散，
　　　　　　　　　　　　　到我跟前伸诉。为此聚齐尔等，共同商议。
黄天霸　　（白）　　　　　启禀大人：此地有这等恶霸，本地官员，也该呈报，况且梦中之言，岂可深信？
施世纶　　（白）　　　　　我想此地既有恶霸，难免官员贪赃受贿。本院欲前去私访，你们意下如何？
黄天霸　　（白）　　　　　大人乃朝廷钦命大臣，岂可出外私访。待我等四下访查，再作计较。
施世纶　　（白）　　　　　我想此事，你们前去，恐误日期，本院心已定，不必拦阻。郭起凤随我同行，
　　　　　　　　　　　　　后面更衣备黑驴伺候。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王殿臣　　（白）　　　　　列位英雄，看大人此去，只怕又要闯出祸来。
关泰　　　（白）　　　　　闻听此地恶棍刁民甚众，依俺之见，相留大人不去为妙。
朱光祖　　（白）　　　　　想那郭守备武艺平常，跟随大人前去，若有一差二错，那时后悔也就迟了。
黄天霸　　（白）　　　　　列位英雄言之有理。待俺进内回禀。
（郭起凤上。）
郭起凤　　（白）　　　　　大人出堂。
（施世纶上。）
施世纶　　（白）　　　　　你们看我这等打扮，料人难解机关。
黄天霸　　（白）　　　　　启禀大人：闻听此地，刁民甚众，还是不去为妙。
施世纶　　（白）　　　　　为大臣者，何惧凶险。你们不必多言，带牲口伺候。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同白）　　　　送大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黄天霸　　（白）　　　　　众位英雄，大人此去，只怕难保无凶。
关泰　　　（白）　　　　　我等小心看守公馆，且听好音到来。
黄天霸　　（念）　　　　　为将协战勇，
关泰、
何路通、
王殿臣、
朱光祖　　（同念）　　　　保主建奇功。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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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点绛唇）　　　带发出家，不遵佛法，凶心发，要把人杀，哪怕律条大。
　　　　　（念）　　　　　看破绿林无善终，带发出家假修行。不拜如来不念佛，恼悔天霸与施公。
　　　　　（白）　　　　　俺姓郝名文僧，法号自然。自幼惯走江湖，本是绿林出身，杀官劫库，多少保
　　　　　　　　　　　　　镖的达官，竟死在俺的刀下。这且不言。只因表兄武天虬，在恶虎村拿住赃官
　　　　　　　　　　　　　施世纶，要与绿林报仇。不想天霸找上门去，不念结拜之情，镖打天虬，枪挑
　　　　　　　　　　　　　天雕，逼死二位仁嫂。是俺一见，心灰一半，转到家中，禀知父母。老母闻知
　　　　　　　　　　　　　天虬表兄，命丧天霸之手，每日忧虑，身得重病。是俺看破绿林，为此在这玄
　　　　　　　　　　　　　坛寺内，带发出家，倘凑机会，杀了天霸，拿住赃官，与俺表兄报仇，方称我
　　　　　　　　　　　　　心愿，今日庄丁来报，老母病体甚重，不免回家探望一番。
　　　　　　　　　　　　　小和尚，好好看守庙堂，我回家探望去者。
　　　　　（唱）　　　　　闻得老母身染病，
　　　　　　　　　　　　　不免回家探娘亲。
　　　　　　　　　　　　　庙堂之事你照应，
　　　　　　　　　　　　　来往休要放过门。
（郝文僧下。）

【第五场】

（韩佩上。）
韩佩　　　（唱）　　　　　心中恼恨贼强盗，
　　　　　　　　　　　　　谋害我女赴阴曹。
　　　　　　　　　　　　　去往京都冤状告，
　　　　　　　　　　　　　要与我女儿把恨消。
　　　　　（白）　　　　　小老儿韩佩。所生一女，名叫翠云，配夫何荣，尚未过门。只因她舅娘染病在
　　　　　　　　　　　　　床，我同女儿前去探望，不想被镇山东郎如豹抢去，勒逼成亲，我女不从，被
　　　　　　　　　　　　　那恶霸贼用滚水烫死。我女婿闻听不忿，找上他家辩理，不想被那贼用乱棍打
　　　　　　　　　　　　　死。可叹他尚未合卺的夫妻，命丧毒手。狗强盗，我虽年迈，拚着这条老命不
　　　　　　　　　　　　　要，与你作个对头。
　　　　　（唱）　　　　　清平世界乾坤照，
　　　　　　　　　　　　　擅抢人间女多姣。
　　　　　　　　　　　　　天理二字全不晓，
　　　　　　　　　　　　　恶贯满盈哪里逃。
（韩佩下。）

【第六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奉王旨意出离朝，
　　　　　　　　　　　　　赃官恶霸难脱逃。
　　　　　　　　　　　　　钦命二字如山倒，
　　　　　　　　　　　　　皇亲国戚也不饶。
郭起凤　　（白）　　　　　大人。
施世纶　　（白）　　　　　唔，要伙伴相称。
郭起凤　　（白）　　　　　是。
施世纶　　（白）　　　　　你我出离公馆，行了半日，不知来此什么所在？
郭起凤　　（白）　　　　　前面有一树林歇息，倘有行人，问过便知。
施世纶　　（白）　　　　　言之有理。
韩佩　　　（内白）　　　　走吓！
（韩佩上。）
韩佩　　　（唱）　　　　　心中有事嫌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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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翼飞到见青天。
　　　　　（白）　　　　　哎呀，看天气炎热，道路难行，不免歇息歇息再走便了。
郭起凤　　（白）　　　　　吓，那一老丈请了。
韩佩　　　（白）　　　　　请了。敢是问路的么？
施世纶　　（白）　　　　　吓，老丈，我们本是问路的。老丈，此间是何地方？
韩佩　　　（白）　　　　　此地名叫里海坞，乃是往东昌府去的大路。
施世纶　　（白）　　　　　吓，这就是往东昌府去的大路么？
韩佩　　　（白）　　　　　正是。
施世纶　　（白）　　　　　请问老丈哪里人氏？
韩佩　　　（白）　　　　　我乃东昌府人氏。
（韩佩笑。）
施世纶　　（白）　　　　　吓，老丈既是东昌府人氏，吾有两个朋友请问老丈可知？
韩佩　　　（白）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施世纶　　（白）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韩佩　　　（白）　　　　　但不知是哪一位？
施世纶　　（白）　　　　　此人名叫镇山东郎如豹。
韩佩　　　（白）　　　　　我看二位好像买卖人。
施世纶　　（白）　　　　　我们原是买卖人。
韩佩　　　（白）　　　　　既是买卖人，为何与强盗结交，是何道理？
施世纶　　（白）　　　　　吓，郎如豹他是强盗吓？老丈有所不知，我在京都，有个朋友转托捎带书信，
　　　　　　　　　　　　　并不与他来往。既是老丈知道，此时看天色尚早，何不谈讲谈讲，我们也不与
　　　　　　　　　　　　　他捎书信了。
韩佩　　　（白）　　　　　既然如此，请坐，请坐。
施世纶　　（白）　　　　　老丈请讲。
韩佩　　　（白）　　　　　二位提起此人，我与他有山海之仇。
施世纶　　（白）　　　　　慢慢地讲来。
韩佩　　　（白）　　　　　小老儿姓韩名佩，所生一女，名叫韩翠云，配夫何荣，尚未过门。只因她舅娘
　　　　　　　　　　　　　身得重病，是我同女前去探望，不想被那郎如豹抢到他家，勒逼成亲。
施世纶　　（白）　　　　　吓，那郎如豹擅抢民女，我且问你，你女儿可曾应允？
韩佩　　　（白）　　　　　我女儿至死不从，那贼意狠心毒，将我女儿绑在花园，用滚水活活烫死。
施世纶　　（白）　　　　　吓，世界上有着等恶刑。后来呢？
韩佩　　　（白）　　　　　咳，可叹我那送死的女婿，找上门去，与他辩理。被那贼诓到家中，用乱棍打
　　　　　　　　　　　　　死了。
施世纶　　（白）　　　　　那恶霸伤害你两条性命，难道你就不去叩告他么？
韩佩　　　（白）　　　　　咳，二位呀。在这东昌府一带，大小衙门，俱都告过。谁知道一带的官员，都
　　　　　　　　　　　　　与他来往，不准我的状词，也是枉然。
施世纶　　（白）　　　　　他是甚等之人，文武官员，都与他来往？
韩佩　　　（白）　　　　　他有个妹子，乃是京都索国舅爱妾，所以纵横。
施世纶　　（白）　　　　　哦，原来如此。
韩佩　　　（白）　　　　　这不足为奇。他还有一门好亲戚，就在这前面里海坞，此人名叫郝世洪，绰号
　　　　　　　　　　　　　人称显道神，乃是绿林中一个响马儿。所生二女，一个叫郝素玉，一个叫郝双
　　　　　　　　　　　　　凤，许配郎如豹之子为妻，他二人乃是儿女亲家，两下窝藏强盗。东昌府一带
　　　　　　　　　　　　　黎民，闻听他两家个个头疼。
施世纶　　（白）　　　　　吓，他与那郝世洪还是亲戚吓。老丈如今，意欲何往？
韩佩　　　（白）　　　　　东昌府一带告他不下，拚着老命不要，进京叩阁吓。二位依我之言，这书不带
　　　　　　　　　　　　　也罢。
施世纶　　（白）　　　　　听老丈之言，我们也不敢送去了。
韩佩　　　（白）　　　　　哎呀，天不早了，我还要趱路，少陪了。
　　　　　（唱）　　　　　但愿苍天睁开眼，
　　　　　　　　　　　　　仇报仇来冤报冤。
（韩佩下。）
施世纶　　（白）　　　　　听韩佩之言，与梦中女鬼之词无二。
郭起凤　　（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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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世纶　　（白）　　　　　前面已是里海坞，你我先去访那郝世洪，看他是何等行为，然后也好拿获。
郭起凤　　（白）　　　　　大人，天色不早，依我之见，暂且回转公舍，明日再来查访，方保无事。
施世纶　　（白）　　　　　既为朝廷大臣，何惧凶险。不要拦阻，你我就往里海坞去者。
　　　　　（唱）　　　　　都只为夜得梦女鬼叩告，
　　　　　　　　　　　　　为黎民昼夜里哪得辞劳。
　　　　　　　　　　　　　不能够断民词怎把国保，
　　　　　　　　　　　　　枉受了朝廷的爵禄封高。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第七场】

（郝世洪上。院子随上。）
郝世洪　　（引子）　　　　侠义英雄，弃绿林，教子务农。
　　　　　（念）　　　　　撇却江湖有数秋，看破绿林不到头。洗手多年家中坐，四海也曾把名留。
　　　　　（白）　　　　　俺，郝世洪，人称显道神。只因老年的英雄，俱已死散，是俺看破绿林，洗手
　　　　　　　　　　　　　多年，祖居里海坞，教子务农。只因三泰之子名叫黄天霸，弃却绿林，归顺施
　　　　　　　　　　　　　公，反与江湖的英雄作对。想那年在恶虎村镖打武天虬，枪挑濮天雕，绿林的
　　　　　　　　　　　　　英雄，个个仇恨，意欲杀他，与绿林报仇。是我在家时，常相劝吾儿，不可胡
　　　　　　　　　　　　　为，要念他父三泰的份上。这些小英雄，哪个听劝，老汉也只好由他们去罢。
　　　　　　　　　　　　　来，
院子　　　（白）　　　　　有。
郝世洪　　（白）　　　　　请二小姐出堂。
院子　　　（白）　　　　　有请二小姐出堂。
（郝素玉上。）
郝素玉　　（念）　　　　　虽是闺阁女姣娘，两膀臂力胜金刚。梳妆好似无盐女，行动亚赛楚霸王。
　　　　　（白）　　　　　参见爹爹。
郝世洪　　（白）　　　　　罢了。坐下。
郝素玉　　（白）　　　　　谢坐。唤孩儿出来，有何训教哪？
郝世洪　　（白）　　　　　儿吓，你母亲的病体如何？
郝素玉　　（白）　　　　　越发沉重了。
郝世洪　　（白）　　　　　好生侍奉。
郝素玉　　（白）　　　　　爹爹，你道我母亲的病，是怎样得的？
郝世洪　　（白）　　　　　为父倒也不知。
郝素玉　　（白）　　　　　就因为我表兄武天虬，拿住施不全，要与绿林报仇，不想命丧天霸之手，我哥
　　　　　　　　　　　　　哥回来禀知我母亲，她老为痛内侄，每日忧虑，故此身得重病。如今若得好，
　　　　　　　　　　　　　除非拿住赃官同天霸，与我表兄祭灵，我母亲的病才能好。
郝世洪　　（白）　　　　　儿吓，你哪里知道，如今施公现为漕运总督，乃是钦命大臣，那天霸身为副将。
　　　　　　　　　　　　　若要报仇，只怕班门弄斧，反为不美。
郝素玉　　（白）　　　　　你老不要与施不全混吹。若遇机会，我是要杀了赃官，会会天霸，方称吾愿。
　　　　　　　　　　　　　这些事你老也不必管。看今日天气甚暖，不免将我母亲搀到厅前，凉爽凉爽。
郝世洪　　（白）　　　　　如此甚好。
郝素玉　　（白）　　　　　丫鬟们，将老夫人搀到厅前。
（众丫鬟搀郝夫人同上。）
郝夫人　　（念）　　　　　只为天虬恨，时常挂在心。
郝素玉　　（白）　　　　　妈呀，请坐。
郝世洪　　（白）　　　　　吓，安人病体如何？
郝夫人　　（白）　　　　　咳，只为武家只有一子，借代香烟，命丧天霸之手，是我每日忧虑，病体越发
　　　　　　　　　　　　　沉重了。
郝世洪　　（白）　　　　　安人，你把此事不必挂念，那天霸归顺施公，也是正理。天虬不该杀害施公，
　　　　　　　　　　　　　今已丧命，也是他的命该如此，何必多虑。
郝夫人　　（白）　　　　　唔，你不报仇倒也罢了，反说他命该如此，气死我也呀。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白）　　　　　走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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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只为母亲身得病，急忙回家问安宁。
郝素玉　　（白）　　　　　兄长回来了。
郝文僧　　（白）　　　　　吓，贤妹。
　　　　　　　　　　　　　孩儿参见母亲。
郝夫人　　（白）　　　　　罢了。坐下。
郝文僧　　（白）　　　　　谢母亲。吓母亲病体好些了么？
郝夫人　　（白）　　　　　儿吓。只为你表兄之仇未报，为娘病体越发沉重了。
郝文僧　　（白）　　　　　母亲但放宽心，孩儿在玄坛寺带发出家，无非是避嫌而已，有机会拿住赃官，
　　　　　　　　　　　　　与我表兄冤冤相报。母亲不必忧虑。
郝世洪　　（白）　　　　　唔，为父再三相劝，你们还是这等行为，若伤朝廷钦命大臣，闯出祸来，难免
　　　　　　　　　　　　　灭门之罪。
郝夫人　　（白）　　　　　哎呀，这老强盗，你与天虬是死后的对头了。气死我也。
郝世洪　　（白）　　　　　依我劝，你回房养息病体去罢。
　　　　　　　　　　　　　来，搀扶后面。
郝素玉　　（白）　　　　　妈呀，你老后面养息病体。
（郝夫人下。）
郝素玉　　（白）　　　　　吓，爹爹，本当与表兄报仇，你老反说此话，难怪我母亲动怒。从今以后，我
　　　　　　　　　　　　　们的事不用你老多管。
郝世洪　　（白）　　　　　看天色尚早，你兄妹二人去至后面演习武艺散闷，为父观看。
郝文僧、
郝素玉　　（同白）　　　　是，孩儿遵命。
郝世洪　　（白）　　　　　随为父来呀。
　　　　　（笑）　　　　　哈哈。
（郝世洪、郝文僧、郝素玉同下。）

【第八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一片丹心把国保，
　　　　　　　　　　　　　扫尽恶霸与土豪。
　　　　　　　　　　　　　心中恼恨贼强盗，
　　　　　　　　　　　　　要与韩佩把恨消。
　　　　　（白）　　　　　郭起凤，行至此间，天色已晚，前面有一古庙，借宿一宵，明日再行。
郭起凤　　（白）　　　　　是。
施世纶　　（白）　　　　　转来，倘若僧寺要问，就说京都来的，不可走漏消息。
郭起凤　　（白）　　　　　是。
　　　　　　　　　　　　　吓，师父，开门来。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咳呵！
　　　　　（念）　　　　　出家本为养静，杀人不管偿命。
　　　　　（白）　　　　　吓，是哪位？
郭起凤　　（白）　　　　　吓，小师父，我这厢有礼了。
小和尚　　（白）　　　　　吓，原来是两位施主，到此何事？
郭起凤　　（白）　　　　　吓，小师父，我们是京都来的，行至此间，天色已晚，要到宝刹借宿一宵，不
　　　　　　　　　　　　　知小师父意下如何？
小和尚　　（白）　　　　　哦，你们二位，原来是借宿的，这不要紧，请至禅堂里面。
郭起凤　　（白）　　　　　小师父引路。
小和尚　　（白）　　　　　二位随我来。将牲口拴在此处。二位请坐，待我取茶来与你们二位解渴。
施世纶　　（白）　　　　　有劳了。
小和尚　　（白）　　　　　这算不了什么。请问二位从何处而来，要往何处而去？
施世纶　　（白）　　　　　吓，小师父，我们是京都人氏，往东昌府发卖布匹，还有朋友所托，捎带书信，
　　　　　　　　　　　　　故而行至此间，天色已晚，在宝刹借宿一宵，明日再行。请问小师父，庙中
　　　　　　　　　　　　　就是小师父一人么？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12034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东昌府》【头本】 9

小和尚　　（白）　　　　　二位问我们庙中僧人，共有一十七名。当家的师父，去往里海坞探望我师奶奶
　　　　　　　　　　　　　去了。
施世纶　　（白）　　　　　吓，原来如此，且候老师父回来，说我二人在此打扰。
小和尚　　（白）　　　　　二位，天色也不早了，当家的少时就要回来了。
郝文僧　　（内白）　　　　走吓！
（郝文僧上。）
郝文僧　　（唱）　　　　　只为表兄冤仇恨，
　　　　　　　　　　　　　叫俺时常挂在心。
　　　　　（白）　　　　　呔，小和尚。
小和尚　　（白）　　　　　吓，师父回来了。启师父：咱们庙中来了两位借宿的，师父前去相见。
郝文僧　　（白）　　　　　吓，待我去见。在哪里？
小和尚　　（白）　　　　　就在配殿吓。
　　　　　　　　　　　　　二位，我师父回来了。
施世纶　　（白）　　　　　吓，在哪里吓？师父。
郝文僧　　（白）　　　　　吓，二位请坐。
施世纶　　（白）　　　　　有坐。吓，师父，我二人在此多有打扰了。
郝文僧　　（白）　　　　　岂敢。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往何方而去？
施世纶　　（白）　　　　　我二人乃京都人氏，在下姓方名也人，这是我的伙计，姓享名单耳。贩卖布匹，
　　　　　　　　　　　　　来在东昌府发卖，还有朋友拜托带来书信两封，要到里海坞投递，故而行至
　　　　　　　　　　　　　此间，天色已晚，在此宝刹借宿。
郝文僧　　（白）　　　　　吓，你二人是京都人氏，尊驾姓方名也人。吾且问你：书信投递里海坞，但不
　　　　　　　　　　　　　知是哪家呢？
施世纶　　（白）　　　　　提起此人，大有名头。
郝文僧　　（白）　　　　　是哪一家，他姓字名谁？
施世纶　　（白）　　　　　头一位姓郝名世洪，绰号人称显道神。
郝文僧　　（白）　　　　　哦，姓郝。这第二位呢？
施世纶　　（白）　　　　　第二位居住东昌府，名叫郎如豹，绰号人称他镇山东。
郝文僧　　（白）　　　　　吓，镇山东。我且问你，与他有亲？
施世纶　　（白）　　　　　无亲。
郝文僧　　（白）　　　　　有故？
施世纶　　（白）　　　　　无故。乃是朋友托我带来的。
郝文僧　　（白）　　　　　吓，既是朋友托你带来，拿书信来，我叫小和尚明月与你们送去，免得你们寻
　　　　　　　　　　　　　找。
施世纶　　（白）　　　　　吓，师父，我那朋友拜托要面见本人，方交书信。
郝文僧　　（白）　　　　　既是这等，天也不早了。二位请安歇吧。
施世纶　　（白）　　　　　多谢师父。
郝文僧　　（白）　　　　　小和尚，将他们带至玄坛殿内安歇。
小和尚　　（白）　　　　　是。
施世纶　　（白）　　　　　少陪了。
郝文僧　　（白）　　　　　请哪。
（施世纶、郭起凤、小和尚同下。）
郝文僧　　（白）　　　　　且住。方才答话者，分明是赃官施不全，我在恶虎村会过一次，他如今更名换
　　　　　　　　　　　　　姓，又来私访我父与镇山东郎如豹。某家久想拿他，与俺表兄武天虬报仇。他
　　　　　　　　　　　　　今到此，好比飞蛾扑火，插翅难逃。
　　　　　　　　　　　　　唗，众家好汉走上！
（众僧人同上。）
众僧人　　（同白）　　　　有何吩咐？
郝文僧　　（白）　　　　　今有施不全住在庙内，前来私访，今晚大家将他拿住，绑至家中，与绿林英雄
　　　　　　　　　　　　　报仇。
众僧人　　（同白）　　　　吓！
郝文僧　　（念）　　　　　且等三更齐动手，
众僧人　　（同念）　　　　杀却赃官报冤仇。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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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场】

小和尚　　（内白）　　　　掌灯笼。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二位随我来呀。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多蒙师父恩高厚，
　　　　　　　　　　　　　明日启程再谢酬。
小和尚　　（白）　　　　　二位来此玄坛殿，请到里面安歇。
施世纶　　（白）　　　　　多谢小师父。
小和尚　　（白）　　　　　岂敢。
　　　　　（念）　　　　　二人痴迷睡不醒，今晚怎能去逃生。
（小和尚笑，下。）
施世纶　　（白）　　　　　郭起凤。
郭起凤　　（白）　　　　　在。
施世纶　　（白）　　　　　掌起灯光，待我看看是何方神圣。
　　　　　　　　　　　　　吓，原来是黑虎玄坛。本院乃封疆大臣，今夜为何至此。咳，神圣吓！
　　　　　（唱）　　　　　施世纶在佛殿慌忙叩首，
　　　　　　　　　　　　　求神圣显灵威早灭贼囚。
　　　　　　　　　　　　　为大臣理应把黎民护救，
　　　　　　　　　　　　　上保君下治民每日焦愁。
　　　　　　　　　　　　　想当初江都县正印实授，
　　　　　　　　　　　　　断多少无头案与民分忧。
　　　　　　　　　　　　　莲花院拿获了众家贼寇，
　　　　　　　　　　　　　杀九黄和七珠两个人头。
　　　　　　　　　　　　　李天祥行不法贪色好酒，
　　　　　　　　　　　　　抢民女遇不平命丧荒丘。
　　　　　　　　　　　　　在尸场与绿林英雄好斗，
　　　　　　　　　　　　　收天霸保皇家美名标留。
　　　　　　　　　　　　　到如今为漕运淮安镇守，
　　　　　　　　　　　　　在东昌府遇女鬼来诉冤仇。
　　　　　　　　　　　　　求神圣指引我拿住强寇，
　　　　　　　　　　　　　那时节塑金身重把庙修。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候，
　　　　　　　　　　　　　肉体战心内惊是何情由？
郭起凤　　（白）　　　　　想是大人行路辛苦。
施世纶　　（白）　　　　　言之有理。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白）　　　　　走吓！
　　　　　（唱）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候，
　　　　　　　　　　　　　凶心起恶眼睁神鬼皆愁。
　　　　　　　　　　　　　手拿定杀人刀配殿行走，
　　　　　　　　　　　　　杀赃官与表兄好报冤仇。
　　　　　（白）　　　　　呔，开门来！
郭起凤　　（白）　　　　　吓，是哪个？
郝文僧　　（白）　　　　　洒家在此。
郭起凤　　（白）　　　　　来了。
施世纶　　（白）　　　　　吓，师父。夜静更深，到此有何见教？
郝文僧　　（白）　　　　　与你二人借件东西使用。
施世纶　　（白）　　　　　吓，但不知是何物件。只要有，情愿奉送师父。
郭起凤　　（白）　　　　　是吓。
郝文僧　　（白）　　　　　吓，你二人情愿奉送？就是你二人项上人头！
施世纶　　（白）　　　　　哎呀师父，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我二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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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僧　　（白）　　　　　呔，你哪里是贩卖布匹的方也人，分明是赃官施世纶。说明便罢，如若不然，
　　　　　　　　　　　　　料你插翅难逃！
施世纶　　（白）　　　　　哎呀，师父吓！我二人乃是买卖之人，并不知什么赃官不赃官，不要错认了。
郝文僧　　（白）　　　　　住了！你这赃官死在眼前还敢强辩。洒家不说，谅你不知！你可知那年在恶虎
　　　　　　　　　　　　　村，为你这赃官，俺表兄武天虬命丧天霸之手，我与你会过一面。洒家为此仇
　　　　　　　　　　　　　恨，时常想你，也是你的死日到了，今落在洒家庙内，要想逃生，只怕万万的
　　　　　　　　　　　　　不能了哇！
郭起凤　　（白）　　　　　呔！大胆的凶僧，既知大人在此，还不跪下！
郝文僧　　（白）　　　　　怎么讲？
郭起凤　　（白）　　　　　还不跪下么！
（郝文僧三笑。）
郝文僧　　（白）　　　　　吓，果不出洒家所料。
　　　　　　　　　　　　　众好汉，将他二人与我拿住！
（众僧人同上，同擒施世纶，郭起凤下。）
众僧人　　（同白）　　　　赃官被擒，那人逃走。
郝文僧　　（白）　　　　　不必追赶，将赃官绑在家中，与绿林英雄报仇。将庙门封锁。绑回去！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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