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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花灯》

主要角色
薛刚：净
薛丁山：老生
樊梨花：旦
程咬金：丑
薛德水：丑

情节
薛丁山平西回朝，因三子薛刚性情暴烈，命随次子薛猛同镇阳河，不使入都。樊梨花思子，遂于薛丁山寿期
召回。程咬金受九锡，薛刚往贺，闻奸相张天佑强占民女，大怒，因与程咬金孙程飞虎等寻打张天佑。张天
佑为报仇，密约张天佐，为群雄撞见，亦被痛殴。唐王闻奏，欲斩薛刚，经程咬金谏阻，始赦。元宵节，薛
刚酒醉，大闹花灯，打死皇太子。幸得卧龙山纪鸾英相助，得出都城，并与纪鸾英婚配。薛氏全家被斩，葬
铁丘坟。薛刚闻讯痛极，前往祭扫，聚兵卧龙山。

根据《京剧汇编》第五十集：刘文魁藏本整理

【第一场】

（〖大吹打〗。四文堂、旗牌引薛猛同上。〖点绛唇〗。）
薛猛　　　（念）　　　　　边关掌雄兵，百战定太平。威震胡儿胆，四海尽扬名。
　　　　　（白）　　　　　本帅，薛猛。奉主之命镇守阳河。父母俱在京城伴驾，只有三弟薛刚随我在任。
　　　　　　　　　　　　　不久乃是我父两辽王寿诞之期。备下礼物，专等京报到来。
　　　　　　　　　　　　　左右，伺候了！
旗牌　　　（白）　　　　　啊！
（薛德水上。）
薛德水　　（念）　　　　　离了京城地，来到阳河关。
　　　　　（白）　　　　　门上哪位在？
旗牌　　　（白）　　　　　做什么的？
薛德水　　（白）　　　　　我乃王府院公薛德水。奉了王爷、夫人之命，前来下书，要见你家元帅。
旗牌　　　（白）　　　　　原来王爷所差。请稍待。
（旗牌进门。）
旗牌　　　（白）　　　　　启禀元帅：王爷差人前来下书。
薛猛　　　（白）　　　　　唤他进来！
旗牌　　　（白）　　　　　是。
（旗牌出门。）
旗牌　　　（白）　　　　　唤你进去。
（薛德水进门。）
薛德水　　（白）　　　　　参见大公子！
薛猛　　　（白）　　　　　免礼。薛德水，父王差你前来何事？
薛德水　　（白）　　　　　只因不久就是王爷寿诞之期。一品夫人思念三公子，特命小人前来传书，请三
　　　　　　　　　　　　　公子进京。
薛猛　　　（白）　　　　　父王寿诞，我已备下礼物。既要三公子前去，待我与夫人商议。
　　　　　　　　　　　　　有请夫人出堂！
旗牌　　　（白）　　　　　有请夫人出堂！
（丫鬟引马氏同上。）
马氏　　　（念）　　　　　忽听老爷唤，莫非京报来？
　　　　　（白）　　　　　参见老爷！
薛猛　　　（白）　　　　　夫人少礼。请坐！
马氏　　　（白）　　　　　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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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2

薛德水　　（白）　　　　　参见夫人！
马氏　　　（白）　　　　　免礼。
　　　　　　　　　　　　　薛德水到此，莫非为了王爷寿诞之事？
薛猛　　　（白）　　　　　正为此事。母亲命他前来，要三弟回去。为此特与夫人商议。
马氏　　　（白）　　　　　既是婆母有谕前来，就该让他前去。
薛猛　　　（白）　　　　　只是三弟生性鲁莽，好酒贪杯。京城之地，非比别处。怕他招灾惹祸，因此踌
　　　　　　　　　　　　　躇不定。
马氏　　　（白）　　　　　这倒不妨。叫他戒酒也就是了。
薛猛　　　（白）　　　　　夫人言之有理。
　　　　　　　　　　　　　如此，有请三公子！
旗牌　　　（白）　　　　　有请三公子！
薛刚　　　（内白）　　　　来也！
（薛刚上。）
薛刚　　　（念）　　　　　生来爱管不平事，惯打天下坏心人。
　　　　　（白）　　　　　参见大哥、大嫂！
薛猛、
马氏　　　（同白）　　　　三弟少礼。一旁请坐。
薛刚　　　（白）　　　　　谢坐！
薛德水　　（白）　　　　　参见三公子！
薛刚　　　（白）　　　　　罢了。
　　　　　　　　　　　　　大哥唤出小弟，不知有何吩咐？
薛猛　　　（白）　　　　　只因父王寿期将到，母亲命薛德水前来下书，要贤弟进京。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薛刚　　　（白）　　　　　大哥，小弟闻得京城乃是繁华热闹的所在，久已有心前去一游。如今既是父王
　　　　　　　　　　　　　寿期，小弟正好前去。待小弟即日启程。
马氏　　　（白）　　　　　且慢！
薛刚　　　（白）　　　　　嫂嫂为何拦阻？
马氏　　　（白）　　　　　想你此番进京，乃是与父王拜寿。况且奉有婆母之命，焉有不让你去之理。只
　　　　　　　　　　　　　是还要好好商议。何必如此心急呢？
薛刚　　　（白）　　　　　去就去了，还有什么商议？你们妇道人家，真是唠里唠叨！
薛猛　　　（白）　　　　　话不是这样讲。只因京城所在，非同他处可比。如今武后执政。张天佐、张天
　　　　　　　　　　　　　佑两个奸相专权，横行不法。你乃耿直之人。怕你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惹
　　　　　　　　　　　　　出祸来，故而放心不下。
薛刚　　　（白）　　　　　大哥，你言道武后执政，张天佐、张天佑专权。此乃朝廷之事。俺就是要管，
　　　　　　　　　　　　　也管他不着。你何必多虑？
马氏　　　（白）　　　　　非是你兄长多虑。只因你乃烈性之人，爱抱打不平，又好酒贪杯。若是惹出祸
　　　　　　　　　　　　　来，哪个承当？
薛刚　　　（白）　　　　　惹出祸来有俺承当，你们怕的什么？
薛猛　　　（白）　　　　　贤弟见义勇为，自然是英雄本色。不过也要小心谨慎。当管则管，不当管就要
　　　　　　　　　　　　　少管。
（薛刚不耐烦。）
薛刚　　　（白）　　　　　好了好了！你们太唠叨了。俺告辞了！
薛猛　　　（白）　　　　　且慢！此番进京，必须依为兄一件。
薛刚　　　（白）　　　　　哪一件？
薛猛　　　（白）　　　　　必须戒酒！
薛刚　　　（白）　　　　　什么？
薛猛　　　（白）　　　　　戒酒！
薛刚　　　（白）　　　　　戒酒？
薛猛　　　（白）　　　　　正是。
薛刚　　　（白）　　　　　哎呀大哥呀！俺爱抱打不平，乃是本性使然，与吃酒有什么相干？千件万件，
　　　　　　　　　　　　　小弟都可依从，就是这戒酒，难以依从。
薛猛　　　（白）　　　　　有道是：“贪杯误事。”你若能戒酒，我才放心。你若不戒酒，我就不让你前
　　　　　　　　　　　　　去。
薛刚　　　（白）　　　　　如此说来，非戒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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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猛　　　（白）　　　　　非戒不可！
薛刚　　　（白）　　　　　少吃一些吧，不要戒了。
薛猛　　　（白）　　　　　一定要戒！
薛刚　　　（白）　　　　　要戒？
薛猛　　　（白）　　　　　要戒！
薛刚　　　（白）　　　　　呀！
　　　　　（唱）　　　　　他那里一定要叫俺戒酒，
　　　　　　　　　　　　　不由得俺薛刚苦在心头。
　　　　　　　　　　　　　要叫我不吃酒怎能忍受，
　　　　　（白）　　　　　戒酒，戒酒！哎，俺就戒了吧！
　　　　　（唱）　　　　　此一番进京去酒不入喉。
　　　　　（白）　　　　　大哥，俺就依你戒酒！
薛猛　　　（白）　　　　　丈夫一言，
薛刚　　　（白）　　　　　驷马难追！
薛猛　　　（白）　　　　　这便才是。贤弟此去，兄有一言，你且听了：
　　　　　（唱）　　　　　京城中非比这边关村镇，
　　　　　　　　　　　　　万不可冒犯那王公大臣。
　　　　　　　　　　　　　若见了不平事还要耐性，
　　　　　　　　　　　　　此一番到京城万事小心。
（薛猛为薛刚挂戒酒牌。）
薛刚　　　（唱）　　　　　尊声兄嫂把心放，
　　　　　　　　　　　　　小弟心中有主张。
　　　　　　　　　　　　　即刻收拾京城往，
　　　　　　　　　　　　　薛刚偏要斗豪强。
（薛德水引薛刚同下。）
薛猛　　　（唱）　　　　　三弟此去心难放，
马氏　　　（唱）　　　　　但愿无事保安康。
（众人同下。）

【第二场】

（〖长锤〗。四文堂抬礼品同上，张天佐、张天佑同上。）
张天佐　　（唱）　　　　　弟兄二人威势盛，
张天佑　　（唱）　　　　　左丞右相谁不尊！
张天佐　　（白）　　　　　贤弟！
张天佑　　（白）　　　　　兄长！
张天佐　　（白）　　　　　今日两辽王薛丁山寿诞之日，你我弟兄奉圣上之命前去拜寿。我想那薛丁山出
　　　　　　　　　　　　　身微贱，也竟然封王封侯。今日又命我弟兄前去与他拜寿，好叫我心中不服！
张天佑　　（白）　　　　　那薛丁山还则罢了。最可恨的是樊梨花，见了你我弟兄，大模大样，不把我二
　　　　　　　　　　　　　人放在眼内。实实地令人可恼！
张天佐　　（白）　　　　　今日若非圣命差遣，就是请我，我也不去。
张天佑　　（白）　　　　　这叫做“事不由己”。我们不妨在酒席筵前见机行事，羞辱他夫妻几句，也好
　　　　　　　　　　　　　消消心头怨气。
张天佐　　（白）　　　　　此言甚是有理。今日他夫妻二人定要取一个吉利，我们就给他一个晦气。
张天佑　　（白）　　　　　就是这个主意。
　　　　　　　　　　　　　带路！
张天佐　　（唱）　　　　　众家丁带路薛府往，
张天佑　　（唱）　　　　　看看倒是哪个强！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幕启：薛丁山寿堂。〖乐调声〗中，四侍童、四侍女、家院同上，分立两边。薛丁山、樊梨花同上，同坐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50001 2019-11-18



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4

中座。薛勇、薛强同上，同参拜，分两边侍立。四侍童、四侍女、家院同拜寿。）
四文官、
四武官　　（内同白）　　　百官到！
家院　　　（白）　　　　　启王爷：百官到。
薛丁山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吹打〗。四文官、四武官同上，同参拜，分坐两边。）
薛丁山　　（白）　　　　　列位大人，今日贱辰，多劳枉驾，甚是不当。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王爷千秋，理当拜贺。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请来入席。
（〖牌子〗。众人同入座。）
张天佐、
张天佑　　（内同白）　　　圣旨下！
家院　　　（白）　　　　　启王爷：圣旨下！
薛丁山　　（白）　　　　　香案接旨！
家院　　　（白）　　　　　香案接旨！
（〖吹打〗。四文堂、张天佐、张天佑同上。）
张天佐　　（白）　　　　　圣旨下。跪！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万岁！
（薛丁山、樊梨花同跪。）
张天佐　　（白）　　　　　听宣读。诏曰：“今乃两辽王薛丁山寿诞之日。特命丞相张天佐、张天佑代朕
　　　　　　　　　　　　　前来拜贺。即仰朕意。钦此！”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万万岁！
（薛丁山、樊梨花同起。）
张天佐　　（白）　　　　　搭了上来！
（〖牌子〗。四文堂同呈礼物。）
张天佐　　（白）　　　　　薛王爷，这是圣上所赐的礼物。请王爷过目。
张天佑　　（白）　　　　　这是我弟兄的一份薄礼。
薛丁山　　（白）　　　　　这就不敢！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莫非嫌薄了？
薛丁山　　（白）　　　　　搭了下去。
（四文堂搭礼物同下。）
薛丁山　　（白）　　　　　二位丞相请来上坐。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这就不敢！我等一旁相陪。
薛丁山　　（白）　　　　　二位丞相乃是圣命所差，哪有不上坐之理！
张天佐　　（白）　　　　　只怕使不得吧？
张天佑　　（白）　　　　　既然薛王爷吩咐下来，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弟兄有僭了！
（张天佐、张天佑正要上坐，樊梨花作式亮相。）
樊梨花　　（白）　　　　　哼！
（张天佐、张天佑见状立即退下。）
张天佐　　（白）　　　　　我等还是下陪。
樊梨花　　（白）　　　　　您哪上坐吧！
张天佑　　（白）　　　　　下陪。
樊梨花　　（白）　　　　　还是请上坐吧！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不敢不敢！还是王爷、夫人请来上坐。
樊梨花　　（白）　　　　　既然两位丞相吩咐，我们也“恭敬不如从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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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梨花拉薛丁山坐。薛丁山坐中座，四文官、四武官同坐上场，张天佐、张天佑同坐下场。张天佐、张天
佑同恨恨地坐在一旁。薛丁山不安，樊梨花假装未见。）
薛丁山　　（白）　　　　　二位丞相驾临，我夫妻敬酒一杯。
张天佐　　（白）　　　　　不敢不敢！
（张天佐举杯欲饮。）
樊梨花　　（白）　　　　　哼！
（张天佑暗拉张天佐示意。）
张天佑　　（白）　　　　　且慢！我弟兄是为与王爷拜寿而来，理当先敬王爷、夫人才是！
张天佐　　（白）　　　　　是呀。我弟兄先敬王爷、夫人一杯。
薛丁山　　（白）　　　　　这就不敢。
樊梨花　　（白）　　　　　既然如此，我夫妻就受领啦。
　　　　　　　　　　　　　列位大人同饮！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请！
（张天佐、张天佑同狠狠地。）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请！
（〖牌子〗。薛丁山、樊梨花、四文官、四武官、张天佐、张天佑同饮酒。）
薛丁山　　（笑）　　　　　哈哈哈……
　　　　　（唱）　　　　　今日里多蒙你众位光降，
四文官、
四武官　　（同唱）　　　　与王爷庆寿辰理所应当。
樊梨花　　（唱）　　　　　请众位饮一杯葡萄佳酿，
四文官、
四武官　　（同唱）　　　　祝贺你贤夫妻福寿绵长。
（薛德水上。）
薛德水　　（白）　　　　　三公子到！
樊梨花　　（白）　　　　　我儿他来啦！
（樊梨花喜。薛刚上。）
薛刚　　　（唱）　　　　　一进家门心欢畅，
　　　　　　　　　　　　　挂灯结彩喜洋洋。
　　　　　　　　　　　　　将身忙把寿堂上，
薛勇　　　（白）　　　　　三弟！
薛强　　　（白）　　　　　三哥！
薛刚　　　（白）　　　　　二哥！四弟！
　　　　　（笑）　　　　　哈哈哈……
　　　　　（唱）　　　　　见了爹娘问安康。
　　　　　（白）　　　　　参见父王、母亲！
薛丁山　　（白）　　　　　罢了。
薛刚　　　（白）　　　　　今日父王寿诞之日。孩儿来迟，爹娘恕罪。待儿大礼参拜！
樊梨花　　（白）　　　　　孩子，你一路多受风霜之苦，就不用拜啦。
薛刚　　　（白）　　　　　哪有不拜之理！
（薛刚拜。）
薛丁山　　（白）　　　　　见过众位大人。
薛刚　　　（白）　　　　　参见众位大人！
（薛刚拜。）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我等还礼。
（四文官、四武官同欠身还礼。）
薛丁山　　（白）　　　　　见过两位丞相。
薛刚　　　（白）　　　　　母亲。
樊梨花　　（白）　　　　　孩子，什么事呀？
（樊梨花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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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　　　（白）　　　　　父王叫孩儿参见两位丞相。但不知是哪两位丞相？
樊梨花　　（白）　　　　　你问这个呀！孩子，咱们朝中除了他们弟兄俩，还有谁哪？你在边关，纵然不
　　　　　　　　　　　　　识其人，也该早闻其名啊！今儿个也让你认识认识。喏！你来看，坐在那边儿
　　　　　　　　　　　　　大模大样、旁若无人的就是他弟兄二人。
薛刚　　　（白）　　　　　敢莫就是张天佐、张天佑？
樊梨花　　（白）　　　　　可不是他们吗！
薛刚　　　（白）　　　　　孩儿闻得他弟兄二人秽乱宫廷，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臣僚，胡作非为，
　　　　　　　　　　　　　乃是两个大大的奸臣。孩儿岂能与他二人见礼！
樊梨花　　（白）　　　　　孩子，你的话是不错。可是，今儿个咱们是主人，可不能失礼，省得旁人说咱
　　　　　　　　　　　　　们的不是呀。去见个礼儿吧！
薛刚　　　（白）　　　　　好，今日看在母亲的分上，赏他个全脸。
（薛刚向张天佐、张天佑。）
薛刚　　　（白）　　　　　二位丞相，薛刚有礼了！
（薛刚趋前见礼，张天佐、张天佑通端坐不动。）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罢了！
薛刚　　　（白）　　　　　啊！
（薛刚见状大怒。）
薛丁山　　（白）　　　　　奴才！
樊梨花　　（白）　　　　　孩子！
（樊梨花摇手示意。）
樊梨花　　（白）　　　　　下面陪坐。
薛刚　　　（白）　　　　　哼！
（薛刚愤怒就座。）
张天佐　　（白）　　　　　薛王爷！
薛丁山　　（白）　　　　　丞相！
张天佐　　（白）　　　　　闻得你有一子名唤薛刚，人称“通城虎”。敢么就是他？
薛丁山　　（白）　　　　　不错，正是此子。
张天佑　　（白）　　　　　哦，就是他！听说他狠勇好斗，欺官犯上，专门招惹是非。可是有的？
薛丁山　　（白）　　　　　这个……
张天佐　　（白）　　　　　想你身居王位，岂可纵子为非作歹，冒犯国法？应当严加管教才是！
薛刚　　　（白）　　　　　住口！哪个为非作歹？你与我说个明白！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啊！
（张天佐、张天佑同怒。）
薛丁山　　（白）　　　　　我儿不可无礼！
樊梨花　　（白）　　　　　孩子慢着！我想二位丞相既然这么说，不会没有来由。待我来问个明白。
（樊梨花向张天佐、张天佑。）
樊梨花　　（白）　　　　　我说二位丞相，方才你们说薛刚“狠勇好斗”，“为非作歹”，不知是传言，
　　　　　　　　　　　　　还是亲眼所见哪？
张天佐　　（白）　　　　　我等虽未亲眼得见，但是屡得州郡边报，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樊梨花　　（白）　　　　　这么一说，是真的啦。唉！真是的。自己的孩子做了坏事，还不知道，反要旁
　　　　　　　　　　　　　人操心。做父母的真有点儿讨愧！今儿个我倒要问一个明白。
　　　　　　　　　　　　　我说孩子，为娘今儿个倒要问问你，你“狠勇好斗”，你斗的是什么人？你
　　　　　　　　　　　　　“为非作歹”，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坏事？你敢当着二位丞相、文武百官与你父王
　　　　　　　　　　　　　和为娘我的面，说个明白吗？
薛刚　　　（白）　　　　　孩儿一不愧心，二不枉法，有什么不敢讲？
樊梨花　　（白）　　　　　那你就说吧！
（樊梨花归座。）
薛刚　　　（白）　　　　　你们听了！俺薛刚“狠勇好斗”，斗的是那些依仗势力、横行霸道、欺压良民
　　　　　　　　　　　　　的赃官恶霸，救的是受人欺凌、哭告无门的良民百姓。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
　　　　　　　　　　　　　堂堂正正？什么叫做“为非作歹”？只有那些勾结内官、扰乱朝廷、上欺天子、
　　　　　　　　　　　　　下压臣僚之人，才真正是祸国害民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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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佐　　（白）　　　　　你说哪个“勾结内官，扰乱朝纲”？
张天佑　　（白）　　　　　哪个“上欺天子，下压臣僚”？
薛刚　　　（白）　　　　　嘿嘿！哪一个这样为非作歹，他自己心里明白！
张天佐　　（白）　　　　　哼！
张天佑　　（白）　　　　　岂有此理！
樊梨花　　（白）　　　　　我说二位丞相，我想薛刚所说之人，我朝之中倒不是没有。不过，总不见得是
　　　　　　　　　　　　　您二位大丞相吧？话又说回来啦。方才二位丞相说那薛刚“狠勇好斗”，“为
　　　　　　　　　　　　　非作歹”。如今听他说，虽然“狠勇好斗”，却斗的是坏人。你们说他“为非
　　　　　　　　　　　　　作歹”，在我看来，却是英雄所为。
　　　　　　　　　　　　　我说孩子，你真不愧是将门后代，为娘我的好儿子！
薛刚　　　（笑）　　　　　哈哈哈……
樊梨花　　（唱）　　　　　谁说是我的儿“为非作歹”，
　　　　　　　　　　　　　除残暴救良善英雄所为。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樊梨花，你欺人忒甚了！
张天佐　　（唱）　　　　　他母子说的话大为不敬，
张天佑　　（唱）　　　　　竟敢在酒筵前狂言欺人。
薛丁山　　（白）　　　　　二位丞相息怒。丁山这厢赔礼了。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哪个要你赔礼？岂有此理！
（张天佐、张天佑通拂袖下。）
薛丁山　　（白）　　　　　呀！
　　　　　（唱）　　　　　一见二人出府院，
　　　　　　　　　　　　　倒叫丁山把心担。
樊梨花　　（白）　　　　　王爷！
　　　　　（唱）　　　　　王爷休要心胆颤，
　　　　　　　　　　　　　他二人本来理不端。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我等告辞了。
四武官　　（同唱）　　　　辞别王爷回府转，
四文官　　（同唱）　　　　免得招灾受牵连。
薛丁山　　（白）　　　　　恕不远送了！
（四文官、四武官同下。）
薛丁山　　（白）　　　　　唗！大胆的奴才！想他二人乃是当朝丞相。你竟敢这样无礼，还在此得意洋洋！
　　　　　　　　　　　　　左右，看家法伺候！
樊梨花　　（白）　　　　　慢着！你请家法要打谁呀？
薛丁山　　（白）　　　　　打薛刚这个奴才，还打哪个？
樊梨花　　（白）　　　　　我不让你打！
薛丁山　　（白）　　　　　你、你、你……
樊梨花　　（白）　　　　　有道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今儿个不过是说了他们几句，也叫他
　　　　　　　　　　　　　们知道知道天地间还有正气，也好杀杀他们的威风。今天也是他们出言无状，
　　　　　　　　　　　　　自取其辱，不能怪咱们孩子。你凭什么要打他呀？
薛丁山　　（白）　　　　　夫人你不帮我管教，反而这样纵容于他。有朝一日闹出大祸，哪个担待？
樊梨花　　（白）　　　　　闯出祸来有我母子担待，碍不着你什么事儿。
薛丁山　　（白）　　　　　我今日定要管教于他！
樊梨花　　（白）　　　　　你得了吧！
　　　　　　　　　　　　　我说孩子，别理他。
薛丁山　　（白）　　　　　咳！
（薛丁山下。）
樊梨花　　（白）　　　　　孩子，往日你很好喝酒。今儿个你爹寿诞之期，为什么滴酒不饮哪？
薛刚　　　（白）　　　　　母亲有所不知。孩儿在阳河临行之时，大哥、大嫂怕我惹祸，赐我“戒酒牌”
　　　　　　　　　　　　　挂在胸前，因此孩儿不敢饮酒。
樊梨花　　（白）　　　　　倒也说得是。可是，今天是你父寿诞之期，少喝一点儿又有什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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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　　　（白）　　　　　这“戒酒牌”呢？
樊梨花　　（白）　　　　　我给你摘下来。
薛刚　　　（白）　　　　　好！我陪母亲到后面痛饮几杯。
　　　　　（笑）　　　　　哈哈哈……
（樊梨花、薛刚同下。）

【第四场】

（〖纽丝〗。杨氏上。）
杨氏　　　（唱）　　　　　千里投亲不得相见，
　　　　　　　　　　　　　困守店房度日如年。
　　　　　（白）　　　　　奴家，杨氏。随夫薛义到京投亲不遇，困守店房。欠下了店中的房饭钱，无力
　　　　　　　　　　　　　偿还。我夫连日出外打探，并无音信。今日出去，尚未回来。只怕又无指望的
　　　　　　　　　　　　　了。咳！这才是来得归不得，进退两难也！
　　　　　（唱）　　　　　都只为家贫穷才把亲访，
　　　　　　　　　　　　　不料想到今日流落他乡。
薛义　　　（内白）　　　　走哇！
（薛义上。）
薛义　　　（唱）　　　　　夫妻们困店房缺衣少饭，
　　　　　　　　　　　　　这心中好一似滚油熬煎。
　　　　　　　　　　　　　我这里含悲泪忙把店转，
　　　　　　　　　　　　　又只见我的妻愁锁眉尖。
杨氏　　　（白）　　　　　你回来了？
薛义　　　（白）　　　　　回来了。
杨氏　　　（白）　　　　　可有音信？
薛义　　　（白）　　　　　并无音信。
杨氏　　　（白）　　　　　咳！想你我来到京城，投亲未遇，已然一月有馀。这样下去，莫说是房饭钱难
　　　　　　　　　　　　　以偿还，只怕你我夫妻也要困死在他乡了啊！
（杨氏泣。）
薛义　　　（白）　　　　　娘子不必啼哭。你这一哭，我的心越发乱了。
杨氏　　　（哭）　　　　　喂呀！
（店小二上。）
店小二　　（念）　　　　　开店开店，与人方便。方便不方便，还看有钱没钱。
　　　　　（白）　　　　　我，店小二。前些日子，店里来了一对夫妻。住在店中，说是投亲未遇。欠下
　　　　　　　　　　　　　了我多少日子的房饭钱。每天去要，总说没有。今儿个得再去问问。
　　　　　　　　　　　　　我说客官在屋里吗？
薛义　　　（白）　　　　　是何人叫门？
杨氏　　　（白）　　　　　想必是店小二，又来讨取房饭钱来了。
薛义　　　（白）　　　　　这便如何是好？
（店小二推门而入。）
店小二　　（白）　　　　　您在屋里哪。好极啦！
薛义　　　（白）　　　　　原来是小二哥。有什么事呀？
店小二　　（白）　　　　　我说客官，你们夫妻俩吃饭、住店这么多天啦，一个钱也不给。今天问你要，
　　　　　　　　　　　　　你说明天。明天你推后天。到底儿几时才有哪？
薛义　　　（白）　　　　　我们一共欠了多少银子？
店小二　　（白）　　　　　一共十五两。
薛义　　　（白）　　　　　哎呀，十五两！小二哥，非是我欠钱不付。怎奈带来的盘费，俱已用尽。但等
　　　　　　　　　　　　　访得亲戚的下落，自然偿还与你。
店小二　　（白）　　　　　这话你可说过多少遍啦。你们可得趁早想主意呀！
杨氏　　　（白）　　　　　小二哥，你与我们想个主意吧！
店小二　　（白）　　　　　这个……唉！我倒想起一个主意来。可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
薛义、
杨氏　　　（同白）　　　　你有什么主意？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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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小二　　（白）　　　　　如今右丞相张天佑广招家奴。我看你们亲又投不着，回又回不去，倒不如去往
　　　　　　　　　　　　　张府卖身投靠。一来得些身价银子，可以还债。二来也有个安身之处，免得流
　　　　　　　　　　　　　落无归。你们看怎么样？
薛义　　　（白）　　　　　卖身投靠？啊小二哥，闻得那张天佑乃是一个奸臣，我们岂能到他门下为奴啊！
店小二　　（白）　　　　　话是不错。不过，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有道是：“事急从权。”你就马虎一
　　　　　　　　　　　　　点儿吧！
薛义　　　（白）　　　　　娘子，你看如何？
杨氏　　　（白）　　　　　妾身不明世道，但凭官人做主。
薛义　　　（白）　　　　　咳，事到如今也顾不得了。待我卖身相府，将身价银子还你的房饭钱。多馀下
　　　　　　　　　　　　　的银子，也好打发娘子回去苦度光阴。
杨氏　　　（白）　　　　　你我夫妻岂忍分离！倒不如将为妻一同卖入相府！
薛义　　　（白）　　　　　咳，我去为奴，已是万不得已。娘子岂可再去？
　　　　　　　　　　　　　小二哥，但不知那张天佑丞相府在哪里？
店小二　　（白）　　　　　那倒不远。前边儿一拐弯儿，一个高大的门楼儿就是。
薛义　　　（白）　　　　　好！娘子，我去去就来。
杨氏　　　（白）　　　　　为妻与你一同前去，才得放心。
薛义　　　（白）　　　　　也好，我们就去吧。
　　　　　（唱）　　　　　穷途落魄难自主，
杨氏　　　（唱）　　　　　事出无奈为人奴。
（薛义、杨氏、店小二同下。）

【第五场】

（总管上。）
总管　　　（念）　　　　　府中奴才我为大，宰相家臣七品官。
　　　　　（白）　　　　　我，右相府总管便是。只因我家相爷广收家奴，命我办理此事。我就私下定了
　　　　　　　　　　　　　一个规矩：谁要被相爷看中录用，不管他身价银子多少，一律收取佣钱一两。
　　　　　　　　　　　　　计算起来，这笔外快不小。今天一定还有人来，我不免在这儿等着。
（家奴甲、家奴乙引薛义、杨氏、四民众上）
家奴甲、
家奴乙　　（同白）　　　　随我来！你们在此等候。
　　　　　　　　　　　　　启禀总管：又有一批老百姓卖身来啦。请总管过目。
总管　　　（白）　　　　　叫他们走过来。
家奴甲　　（白）　　　　　你们走过来。
（总管指民众甲。）
总管　　　（白）　　　　　你的年纪太大啦，没有用啦。带下去。
（家奴乙带民众甲同下。总管指杨氏。）
总管　　　（白）　　　　　这个女娘儿也是来卖身的吗？
薛义　　　（白）　　　　　不是的。她乃小人的妻子，与我一同来的。
总管　　　（白）　　　　　噢！那你就在外面候着吧。
（杨氏下。）
总管　　　（白）　　　　　我跟你们说：我这儿有个规矩。你们要是答应，我就带你们去见相爷，请他收
　　　　　　　　　　　　　用。要是不愿意，就请便。
薛义　　　（白）　　　　　什么规矩？
总管　　　（白）　　　　　这个规矩，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你们要是被相爷收用，每人要给我一两银子的
　　　　　　　　　　　　　佣钱。
薛义　　　（白）　　　　　这个……
总管　　　（白）　　　　　不愿意呀？
薛义、
三民众　　（同白）　　　　好好好，我们愿意。
总管　　　（白）　　　　　愿意就好办。你们往下站，待我请出丞相。
　　　　　　　　　　　　　有请相爷！
（张天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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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佑　　（念）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
　　　　　（白）　　　　　何事？
总管　　　（白）　　　　　又有一批老百姓前来卖身。请相爷过目。
张天佑　　（白）　　　　　带了上来！
总管　　　（白）　　　　　是。
　　　　　　　　　　　　　你们往上站。小心点儿！
薛义、
三民众　　（同白）　　　　叩见丞相。
张天佑　　（白）　　　　　起过一旁。你叫什么名字？
民众乙　　（白）　　　　　小人名叫王四。
张天佑　　（白）　　　　　王四值银二十两。
总管　　　（白）　　　　　你愿意吗？
民众乙　　（白）　　　　　小人愿意。
总管　　　（白）　　　　　下面领钱。
民众乙　　（白）　　　　　是。
（民众乙下。）
张天佑　　（白）　　　　　你叫什么名字？
民众丙　　（白）　　　　　小人叫李三。
张天佑　　（白）　　　　　你不如王四，值银十五两。
总管　　　（白）　　　　　你愿意不愿意？
民众丙　　（白）　　　　　请相爷高抬贵手，加一点儿吧！
张天佑　　（白）　　　　　不能再加。
民众丙　　（白）　　　　　小人愿卖就是。
总管　　　（白）　　　　　你也领钱去。
民众丙　　（白）　　　　　是。
　　　　　　　　　　　　　咳！
（民众丙下。）
张天佑　　（白）　　　　　你叫什么名字？
民众丁　　（白）　　　　　小人名叫张禄。
张天佑　　（白）　　　　　张禄值十七两银子。
总管　　　（白）　　　　　愿卖吗？
民众丁　　（白）　　　　　愿卖，愿卖。
总管　　　（白）　　　　　下去领钱。
民众丁　　（白）　　　　　是。
（民众丁下。）
张天佑　　（白）　　　　　你叫什么名字？
薛义　　　（白）　　　　　小人名唤薛义。
张天佑　　（白）　　　　　薛义，看你十分瘦弱，形容枯槁，只值十两银子。
薛义　　　（白）　　　　　哎呀丞相啊！小人乃是异乡之人。夫妻二人，来京投亲不遇。万般无奈，才来
　　　　　　　　　　　　　卖身。这十两银子，还债都不够啊！
张天佑　　（白）　　　　　还债是你的事，与老夫什么相干？
薛义　　　（白）　　　　　求丞相再加一些吧！
张天佑　　（白）　　　　　卖就卖，不卖就走！要加，分文无有！
薛义　　　（白）　　　　　咳！这便如何是好？
总管　　　（白）　　　　　相爷，小人有话回禀。
张天佑　　（白）　　　　　你有何话讲？
（总管与张天佑附耳。张天佑喜。）
张天佑　　（白）　　　　　嗯……好！
　　　　　　　　　　　　　薛义，我来问你：方才你言道夫妻二人同来投亲。若是真情，老夫念你可怜，
　　　　　　　　　　　　　就加你几两银子。
薛义　　　（白）　　　　　小人岂敢骗丞相？
张天佑　　（白）　　　　　你那妻子现在哪里？
薛义　　　（白）　　　　　现在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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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佑　　（白）　　　　　叫进门来，老夫一见，才能相信。
总管　　　（白）　　　　　我去，我去。
（总管下，带杨氏同上。）
薛义　　　（白）　　　　　相爷，就是她。
（张天佑看杨氏。）
张天佑　　（白）　　　　　薛义，她就是你的妻子么？
薛义　　　（白）　　　　　正是。
张天佑　　（白）　　　　　好，我看在她的分上，加你十两银子。一共二十两。
薛义　　　（白）　　　　　咳，二十两就二十两。请相爷付与小人，待小人回去还了房饭钱再来。
张天佑　　（白）　　　　　带他下去！
总管　　　（白）　　　　　是。
薛义　　　（白）　　　　　娘子，随我走吧！
张天佑　　（白）　　　　　她要留在府里，你一人回去。
薛义　　　（白）　　　　　却是为何？
张天佑　　（白）　　　　　你将银子拿走，若不回来，到哪里找你？将她留下作为抵押，等你转来，再放
　　　　　　　　　　　　　她回去。
（薛义无奈。）
薛义　　　（白）　　　　　既然如此，娘子你就暂且在此相候。我去去就来。
杨氏　　　（白）　　　　　你要速去速回！
薛义　　　（白）　　　　　知道了。
　　　　　　　　　　　　　咳！
（薛义下。）
张天佑　　（白）　　　　　来，转至书房。
（〖水底鱼〗。张天佑、总管、杨氏同走小圆场。）
张天佑　　（白）　　　　　叫那杨氏进来相见。
总管　　　（白）　　　　　是。
（总管出门。）
总管　　　（白）　　　　　小娘子，我家相爷有话跟你说，请你书房相见。
杨氏　　　（白）　　　　　有话就在这里讲，书房我是不去的。
总管　　　（白）　　　　　这儿说话不方便。
杨氏　　　（白）　　　　　我丈夫就要回来。有什么言语，与我丈夫说吧！
总管　　　（白）　　　　　看你这忸忸怩怩、推三推四的劲儿。快进去吧。
杨氏　　　（白）　　　　　我……
（杨氏恐惧状。）
总管　　　（白）　　　　　进去，快进去！
（〖五击头〗。总管推杨氏进。）
总管　　　（白）　　　　　相爷，把她带进来啦。
张天佑　　（白）　　　　　你且退下。
总管　　　（白）　　　　　是。
（总管下。）
张天佑　　（白）　　　　　这一女子过来讲话。
杨氏　　　（白）　　　　　我就在这里站立的好。
（张天佑起身拉杨氏。）
张天佑　　（白）　　　　　站近一些，又待何妨啊！
　　　　　（笑）　　　　　哈哈哈……
杨氏　　　（白）　　　　　相爷，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
张天佑　　（白）　　　　　小娘子，我看你长得十分美貌，何必跟你那穷鬼丈夫受苦？倒不如在我府中充
　　　　　　　　　　　　　当一名婢女，每日陪伴老夫取乐。你看好是不好？
杨氏　　　（白）　　　　　相爷，这、这、这如何使得？我家丈夫就要回来。我、我、我要走了。
张天佑　　（白）　　　　　哼！既然来了，你就休想出去！
（张天佑逼近杨氏，杨氏急。）
杨氏　　　（白）　　　　　相爷你……要怎么样？
张天佑　　（白）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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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　　　（白）　　　　　相爷万万使不得！
张天佑　　（白）　　　　　我岂能由你！
（杨氏叫。）
杨氏　　　（白）　　　　　救人哪！
（薛义冲上，总管、众家奴同上，同挡。）
薛义　　　（白）　　　　　快快还我的妻子！快快还我的妻子！
杨氏　　　（白）　　　　　官人快来呀！
薛义　　　（白）　　　　　哦，我来了。
（薛义冲进书房，杨氏扑向薛义。）
杨氏　　　（白）　　　　　喂呀，官人哪！
　　　　　（唱）　　　　　一见官人泪满面，
（杨氏哭。）
薛义　　　（唱）　　　　　这样情状为哪般？
　　　　　（白）　　　　　娘子你怎么样了？
杨氏　　　（白）　　　　　他！
（杨氏指张天佑。）
薛义　　　（白）　　　　　啊！
张天佑　　（白）　　　　　薛义，你来得正好。你妻子竟敢到我的书房偷取财物。你快将方才的身价银两
　　　　　　　　　　　　　退还，我就不究你罪。如若不然，定要送官究办！
杨氏　　　（白）　　　　　啊？你、你、你……
张天佑　　（白）　　　　　嗯！
薛义　　　（白）　　　　　相爷，我的妻子不是这样人哪！
张天佑　　（白）　　　　　唗！难道老夫堂堂丞相，还冤枉她不成？
薛义　　　（白）　　　　　哎呀！
　　　　　（唱）　　　　　他那里霎时变了脸，
　　　　　　　　　　　　　分明是一派无赖言。
　　　　　　　　　　　　　怒气不息把理辩，
　　　　　（白）　　　　　咳！
　　　　　（唱）　　　　　忍气吞声把话言。
　　　　　（白）　　　　　相爷，只是这二十两身价银子，我已还了债了。叫小人哪里退得出来呀？
张天佑　　（白）　　　　　退不出来也要退！
　　　　　　　　　　　　　来呀，将这女子押在府内，将薛义打了出去。限他三日之内，拿银两来赎。如
　　　　　　　　　　　　　若不然，将他二人送官问罪！
总管　　　（白）　　　　　是。
（张天佑下。）
总管　　　（白）　　　　　你给我滚出去吧！
（总管推薛义出。）
杨氏　　　（白）　　　　　官人！官人！
（总管、众家奴押杨氏同下。）
薛义　　　（白）　　　　　娘子！娘子！
　　　　　　　　　　　　　哎呀，且住！不想这老贼起下不良之念，将我妻子扣押府内。这便如何是好？
　　　　　　　　　　　　　天哪！天！我夫妻好命苦啊！
　　　　　（唱）　　　　　可恨那张天佑心术不正，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白）　　　　　咳！娘子呀！
（薛义下。）

【第六场】

薛刚　　　（内白）　　　　马来！
（薛德水引薛刚同上。）
薛刚　　　（唱）　　　　　家中奉了爹娘命，
　　　　　（白）　　　　　俺，通城虎薛刚。今乃鲁王程老千岁荣封九锡大庆之日。奉了父母之命，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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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喜。就此马上加鞭！
　　　　　（唱）　　　　　九锡宫中贺老程。
（薛刚、薛德水同下。）

【第七场】

（薛义持哀单上。）
薛义　　　（唱）　　　　　张天佑他好比禽兽一样，
　　　　　　　　　　　　　欺压我贫穷人全无天良。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观望，
　　　　　　　　　　　　　顾不得抛脸面哀求街坊。
（薛义跪。众行人同上。）
薛义　　　（白）　　　　　众位街坊们哪！小人薛义，夫妻二人来到京中。投亲未遇，欠下右丞相纹银二
　　　　　　　　　　　　　十两。若是今日不还，就要将我夫妻送官问罪。望求众位街坊、过路君子，念
　　　　　　　　　　　　　小人流落他乡，帮助一二，成全我夫妻吧！
（薛义哭。薛义铺哀单，众行人同看介，数行人摇头同下，数行人交头接耳、指指点点。〖长锤〗。薛德水
引薛刚同上。）
薛刚　　　（唱）　　　　　催马来在大街上，
　　　　　　　　　　　　　众人挡路为哪桩？
　　　　　（白）　　　　　前面何人挡道？
薛德水　　（白）　　　　　待小的上前问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薛义　　　（白）　　　　　苦啊！
（薛德水取哀单看。）
薛德水　　（白）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公子您看。
（薛刚看哀单。）
薛刚　　　（白）　　　　　原来是欠下张天佑的银子。我想此人既能借得那老贼的银子，定与那老贼沾亲
　　　　　　　　　　　　　带故，也不是好人！休要管他的闲事，趱路要紧！
　　　　　（唱）　　　　　催马加鞭把路闯，
（薛德水将哀单还薛义，薛刚欲下。）
薛义　　　（白）　　　　　咳！
（薛刚闻声止步。）
薛义　　　（白）　　　　　不想这京城之中，并无一个仗义之人！
薛刚　　　（白）　　　　　啊！
　　　　　（唱）　　　　　一言打动某心肠。
　　　　　（白）　　　　　听此人言说：“这京城之中，并无一个仗义之人！”这是何意？俺倒要问他一
　　　　　　　　　　　　　问。
　　　　　　　　　　　　　薛德水，唤他上前答话。
薛德水　　（白）　　　　　是。我家三公子有话问你。
薛义　　　（白）　　　　　哪个三公子？
薛德水　　（白）　　　　　就是两辽王的三公子，通城虎薛刚。
薛义　　　（白）　　　　　哦，是是是。
　　　　　　　　　　　　　小人叩见公子！
薛刚　　　（白）　　　　　罢了。方才你言道：“这京城之中，并无一个仗义之人！”为何口出此言？
薛义　　　（白）　　　　　小人欠张天佑丞相纹银二十两，无力偿还。在大街之上哀告了三日，并无一人
　　　　　　　　　　　　　肯来相助。小人情急，说出这句话儿。公子休怪。
薛刚　　　（白）　　　　　想你既能借得张天佑的银子，定然与他非亲即故。就有仗义之人，哪个愿管你
　　　　　　　　　　　　　的闲事？
薛德水　　（白）　　　　　对啦。我告诉你说吧！你在这儿哀告三天没人管，并不是京城里没有仗义的人。
　　　　　　　　　　　　　一来是张天佑的事，谁也不敢多问。二来你既然借得到他的银子，和张天佑
　　　　　　　　　　　　　不是亲戚，定是朋友，大家也就不愿多管啦。
薛义　　　（白）　　　　　哎呀，如此说来，小人的冤枉是难以申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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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　　　（白）　　　　　听你之言，你还有什么冤枉不成？
薛义　　　（白）　　　　　是啊！
薛刚　　　（白）　　　　　我且问你，你与那张天佑可沾亲带故？
薛义　　　（白）　　　　　素不相认。
薛刚　　　（白）　　　　　既然素不相认，又怎能借他的银两？
薛义　　　（白）　　　　　本来不曾问他借呀。
薛刚　　　（白）　　　　　方才说是向他借的，如今又说不是向他借的，分明是一刁民。
薛义　　　（白）　　　　　咳！公子，这其中有个缘故，小人不……敢言讲。
薛刚　　　（白）　　　　　你若果有冤枉，仅管讲来，自有俺薛刚与你做主。
薛义　　　（白）　　　　　此话当真？
薛德水　　（白）　　　　　嘿！我家三公子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京城之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要
　　　　　　　　　　　　　真受了谁的欺负，说出来一定会给你做主的。
薛义　　　（白）　　　　　果然如此，小人得救了！
薛刚　　　（白）　　　　　不要唠唠叨叨，快快地讲来！
薛义　　　（白）　　　　　咳，公子容禀！
　　　　　（西皮流水板）　都只为家贫难活命，
　　　　　　　　　　　　　夫妻投亲到京城。
　　　　　　　　　　　　　终日打听无音信，
　　　　　　　　　　　　　困守在店房一月零。
　　　　　　　　　　　　　行囊资斧俱已用尽，
　　　　　　　　　　　　　万万般无奈去卖身。
　　　　　　　　　　　　　二十两银本非借，
　　　　　　　　　　　　　乃是小人的卖身银。
薛刚　　　（白）　　　　　既是你的卖身银子，为何又要你偿还？
薛义　　　（白）　　　　　公子啊！
　　　　　（西皮散板）　　张天佑他的心不正，
　　　　　　　　　　　　　强逼我妻做兽行。
　　　　　　　　　　　　　我妻万死不肯允，
　　　　　　　　　　　　　他恼羞成怒就变了心。
薛刚　　　（白）　　　　　你将银子还他也就是了。
薛义　　　（白）　　　　　咳！
　　　　　（唱）　　　　　二十两银子才到手，
　　　　　　　　　　　　　全数还了房饭金。
薛刚　　　（白）　　　　　你的妻子现在哪里？
薛义　　　（唱）　　　　　她今被押在相府，
　　　　　　　　　　　　　等候银两去赎身。
薛刚　　　（白）　　　　　若无银两呢？
薛义　　　（唱）　　　　　若无银两就把罪问，
　　　　　　　　　　　　　只怕夫妻两离分。
薛刚　　　（白）　　　　　好恼！
　　　　　（唱）　　　　　听罢言来怒千丈，
　　　　　　　　　　　　　老贼做事太猖狂。
　　　　　　　　　　　　　俺这里前去把理讲，
薛德水　　（白）　　　　　三公子，今天是鲁王爷九锡大庆的日子。别误了大事呀！
薛刚　　　（白）　　　　　呀！
　　　　　（唱）　　　　　暂忍怒气在胸膛。
　　　　　（白）　　　　　今天便宜了那老贼。
　　　　　　　　　　　　　薛德水，我看此人十分可怜。你与他二十两纹银，领他去到相府，就说他乃是
　　　　　　　　　　　　　俺的通家兄弟。那张天佑放了他的妻子便罢。如若不然，叫他知道俺薛刚的厉
　　　　　　　　　　　　　害！
　　　　　　　　　　　　　薛义，你只管随他前去领回你的妻子。
薛义　　　（白）　　　　　多谢三公子！
（薛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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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水　　（白）　　　　　今天你遇着我家公子，真是你的造化。快跟我走吧！
薛义　　　（白）　　　　　走啊！
　　　　　（唱）　　　　　只道是山穷水又尽，
　　　　　　　　　　　　　不想绝处又逢生。
（薛义、薛德水同下。）

【第八场】

（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上，同趟马。）
罗章　　　（白）　　　　　罗章。
秦海　　　（白）　　　　　秦海。
尉迟高岭　（白）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白）　　　　　尉迟青山。
罗章　　　（白）　　　　　众位兄弟，鲁王九锡大庆，一同前往！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请！
（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下。）

【第九场】

（〖吹打〗。四太监持銮驾、仪仗引大太监同上，过场，同下。）

【第十场】

（二宫娥、二小太监、程铁牛扶程咬金同上。）
程咬金　　（引子）　　　　开国元勋，今日里，位极人臣。
　　　　　（念）　　　　　弟兄起义在瓦岗，灭隋除暴兴大唐。多少英雄成往事，如今不觉两鬓霜。
　　　　　（白）　　　　　老夫，程咬金。兴唐灭隋，功在皇朝。官封鲁王，位极人臣。今蒙圣上荣加九
　　　　　　　　　　　　　锡。满朝文武，唯我尊贵。
　　　　　　　　　　　　　儿呀，你的老子可称得起尊荣富贵了吧！
程铁牛　　（白）　　　　　父王三朝元老，谁人不敬！
程咬金　　（白）　　　　　好一个“三朝元老，谁人不敬”！
　　　　　（笑）　　　　　哈哈哈……
　　　　　（白）　　　　　为父的福气不小啊！
程铁牛　　（白）　　　　　爹爹，三朝元老，福寿双全，哪个比得？
程咬金　　（白）　　　　　好一个“福寿双全”！
　　　　　（笑）　　　　　哈哈哈……
　　　　　（白）　　　　　哎哟！哎哟！
（程铁牛为程咬金捶背。程飞虎上。）
程飞虎　　（念）　　　　　銮驾到府前，报知老爷爷。
　　　　　（白）　　　　　参见爷爷！銮驾到。
程咬金　　（白）　　　　　什么？
程飞虎　　（白）　　　　　銮驾到府。
程咬金　　（白）　　　　　銮驾到啦！快快相迎。
（〖吹打〗。四太监持銮驾、仪仗引大太监同上。）
大太监　　（白）　　　　　老千岁！
程咬金　　（白）　　　　　公公！
大太监、
程咬金　　（同笑）　　　　哈哈哈……
大太监　　（白）　　　　　奉了万岁旨意，赐老千岁銮驾、仪仗一副。老千岁的福气可真不小哇！
程咬金　　（白）　　　　　谢主隆恩！收了銮驾。公公请到后面款待。
大太监　　（白）　　　　　叨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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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监、大太监同下。）
程铁牛、
程飞虎　　（同白）　　　　（爹爹）（爷爷）在上，待（孩儿）（孙儿）参拜。但愿（爹爹）（爷爷）禄
　　　　　　　　　　　　　上加禄，寿上加寿。
程咬金　　（白）　　　　　你们也官上加官，爵上加爵。
　　　　　（笑）　　　　　哈哈哈……
四文官、
四武官　　（内同白）　　　百官到！
程铁牛　　（白）　　　　　有请！
（四文官、四武官同上。）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贺喜老千岁！荣加九锡，我等参拜！
（四文官、四武官同参拜。）
程咬金　　（白）　　　　　多谢列位大人！后堂留宴。
四文官、
四武官　　（同白）　　　　叨扰了。
（四文官、四武官同下。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老千岁：众家小爵主到。
程咬金　　（白）　　　　　莫非是薛刚他们来啦？
程飞虎　　（白）　　　　　一定是他们来了。待孙儿相迎。
（〖五击头〗。薛刚、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上。）
薛刚、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程大哥！
程飞虎　　（白）　　　　　众位贤弟！
程飞虎、
薛刚、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笑）　　　　哈哈哈……
薛刚、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老千岁，我等大礼参拜。
程咬金　　（笑）　　　　　哈哈哈……
　　　　　（白）　　　　　孙儿，你在此处陪伴他们。
　　　　　　　　　　　　　我儿搀扶为父去至后堂，相陪百官饮酒。
程铁牛　　（白）　　　　　是！
（程铁牛扶程咬金同下。）
程飞虎　　（白）　　　　　众位贤弟，爷爷不在此地，我等正好饮他一个痛快！
薛刚　　　（白）　　　　　正好痛饮。
程飞虎　　（白）　　　　　摆酒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摆酒。）
程飞虎　　（唱）　　　　　众贤弟到府来休嫌怠慢，
　　　　　　　　　　　　　今日里必须要尽兴而欢。
　　　　　（白）　　　　　请！
薛刚、
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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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请！
（薛刚满一大杯。）
薛刚　　　（白）　　　　　干！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干！
薛刚　　　（白）　　　　　咳！
程飞虎　　（白）　　　　　啊，薛刚贤弟为何心中不悦哪？
薛刚　　　（白）　　　　　我只恨那张天佐、张天佑两个奸贼！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恨他何来？
薛刚　　　（白）　　　　　你们哪里知道，前次我父王做寿，他在酒席筵前竟然说我许多不是。幸我母说
　　　　　　　　　　　　　得那两个老贼哑口无言，含怒而去。不想今日我在大街之上，遇见一人哀哭道
　　　　　　　　　　　　　旁。原来是受那张天佑的欺压，要害他夫妻二人。你想，这样误国害民之贼，
　　　　　　　　　　　　　岂不可恨？
程飞虎　　（白）　　　　　贤弟，既然遇见此事，就该管一管。
薛刚　　　（白）　　　　　哪有不管之理？我本当亲自前去与那老贼理论，又怕误了此处之事，故而命家
　　　　　　　　　　　　　院薛德水陪他同去相府。他若放了薛义夫妻便罢。如若不然，定不与他甘休！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谅他不敢不放。请！
薛刚　　　（白）　　　　　请！
（薛德水上。）
薛德水　　（念）　　　　　相府事，出意外，忙报公子做安排、做安排。
　　　　　（白）　　　　　公子，气死我啦！
薛刚　　　（白）　　　　　为何如此？
薛德水　　（白）　　　　　小人奉了公子之命，把那薛义带到张府。见了张天佑，把公子的话跟他说了，
　　　　　　　　　　　　　给他纹银二十两，请他释放杨氏。他不但不放，反而把薛义也扣下啦。言语之
　　　　　　　　　　　　　间还说了公子许多不是。
薛刚　　　（白）　　　　　他说些什么？
薛德水　　（白）　　　　　小人不敢说。
薛刚　　　（白）　　　　　难道他还敢骂我不成？
薛德水　　（白）　　　　　可不就是骂您来着！他说公子依仗势力，包庇刁民。又说他张家的事，用不着
　　　　　　　　　　　　　旁人多管。并且说薛家不过是一个“火头军”出身，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耀
　　　　　　　　　　　　　武扬威！三公子，这不但是骂了公子您，就是连老爷也骂在里头啦。
薛刚　　　（白）　　　　　他竟敢这样无礼？
薛德水　　（白）　　　　　嘿嘿，他不但骂了咱们薛家，而且他把所有的开国功臣全骂得一个钱儿不值。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怎么，他竟然骂了众功臣？
薛德水　　（白）　　　　　那还有客气！
程飞虎　　（白）　　　　　难道说他也敢骂我爷爷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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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水　　（白）　　　　　哼，他不敢骂？还没少骂哪！他说功臣之中就数他饭桶，现在也居然封王位、
　　　　　　　　　　　　　加九锡，什么东西！
（程飞虎怒，推杯起。）
程飞虎　　（白）　　　　　好恼！
　　　　　（唱）　　　　　听罢言来心头恼，
　　　　　　　　　　　　　辱骂功臣为哪条？
　　　　　　　　　　　　　老贼胆子果不小，
　　　　　　　　　　　　　倒叫我今日恨难消。
　　　　　（白）　　　　　张天佑啊张天佑！我爷爷大喜之日，你不前来拜贺还则罢了。竟敢口出狂言，
　　　　　　　　　　　　　辱骂功臣，是何道理？待我禀知我家爷爷，与他辩理。
薛刚　　　（白）　　　　　且慢！若是禀告老千岁，定然是慢慢吞吞的。俺薛刚怎能忍耐得这口恶气？依
　　　　　　　　　　　　　俺之见，不如闯进相府，打他一个欺官犯上之罪。
程飞虎　　（白）　　　　　好！这就走。
罗章　　　（白）　　　　　且慢！想丞相府第，岂是随便可以进去的？我们一定要想个法儿，叫他躲不掉，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程飞虎　　（白）　　　　　有什么法儿？
罗章　　　（白）　　　　　有啊！我们就说：奉了鲁王老千岁之命，请他赴宴，他就不能不见。只要见到
　　　　　　　　　　　　　那老贼，就不怕他逃上天去。
薛刚　　　（白）　　　　　好主意。我们就走。
罗章　　　（白）　　　　　慢着！我还有话说。
薛刚　　　（白）　　　　　你好唠叨！
罗章　　　（白）　　　　　不是啊，什么事都要商议好了再做啊！
薛刚　　　（白）　　　　　你就快讲。
罗章　　　（白）　　　　　我来问你们，我们去打是怎样的打法呢？
薛刚　　　（白）　　　　　打就打啦，还有什么打法？
罗章　　　（白）　　　　　怎么无有？打人有两种打法：一种叫“明打”，一种叫“暗打”。我们是“明
　　　　　　　　　　　　　打”，还是“暗打”？
程飞虎、
薛刚、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什么叫“明打”？什么叫“暗打”？
罗章　　　（白）　　　　　“明打”，就是有一个人走上前去，一把将他抓住，问他一句打他一拳。这就
　　　　　　　　　　　　　叫做“明打”。
程飞虎、
薛刚、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什么叫“暗打”？
罗章　　　（白）　　　　　“暗打”，就是有几个人在旁边假做劝架，暗中打他的冷拳。这就叫“暗打”。
薛刚　　　（白）　　　　　俺薛刚向来明人不做暗事。我要“明打”。
程飞虎　　（白）　　　　　我来“暗打”。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我们左右策应。
薛刚、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就是这个主意。我们走！
程飞虎　　（白）　　　　　不要声张。我们偷偷溜出府去便了。
　　　　　（唱）　　　　　大家悄悄出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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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　　　（唱）　　　　　薛刚今日要打奸臣。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幕启：张天佑中坐，四家奴同执鞭侍立，薛义被架起。）
张天佑　　（白）　　　　　大胆薛义！你以为与两辽王是通家之好，老夫就怕了你不成？你可知道，那薛
　　　　　　　　　　　　　家正是老夫的对头。今日正好拿你出一口怨气，看那薛丁山敢把老夫怎么样！
　　　　　　　　　　　　　来呀，与我重重地打！
四家奴　　（同白）　　　　啊！
（四家奴同打。）
薛义　　　（白）　　　　　哎呀丞相啊！想我薛义乃是一个乡民。多蒙薛公子认做通家，救我夫妻。小人
　　　　　　　　　　　　　岂敢依仗他人之势？老大人休要错怪。放了我夫妻二人，感恩匪浅！
张天佑　　（白）　　　　　唗！你口口声声说那薛刚救你，分明是说老夫我害你。这样的刁民，哪里容得，
　　　　　　　　　　　　　与我打！
杨氏　　　（白）　　　　　且慢！老大人！我想此事皆由我身上而起，要杀要剐，皆由我一人承当。请老
　　　　　　　　　　　　　大人饶了我的丈夫吧！
张天佑　　（白）　　　　　哼！你要我饶他却也不难。只要你依从老夫，老夫就饶了他。
杨氏　　　（白）　　　　　这个……
薛义　　　（白）　　　　　娘子，这万万使不得！
杨氏　　　（白）　　　　　喂呀！
（杨氏哭。）
张天佑　　（白）　　　　　若不依从，休怪老夫无情了！
杨氏　　　（白）　　　　　哎呀官人哪！事到如今，你的性命要紧。你、你、你不要以为妻为念了！
薛义　　　（白）　　　　　娘子，我们纵然一死，也不可玷污了清白。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的！
张天佑　　（白）　　　　　唠唠叨叨，哪里容得！与我打！
四家奴　　（同白）　　　　啊！
（四家奴同打薛义。总管急上。）
总管　　　（白）　　　　　启禀相爷：大事不好！
张天佑　　（白）　　　　　何事惊慌？
总管　　　（白）　　　　　今有鲁王府派了他的孙子程飞虎前来，说是要请相爷过府饮宴。小人说相爷不
　　　　　　　　　　　　　在府中，他们不信，竟然闯进府来。小人拦阻不住，特来禀知相爷。我看他们
　　　　　　　　　　　　　来势凶猛。相爷快做准备才是。
张天佑　　（白）　　　　　除了那程飞虎，还有何人？
总管　　　（白）　　　　　多着哪！秦府的、罗府的、尉迟王府的，这一帮大虫都来啦。还有那薛刚他也
　　　　　　　　　　　　　来啦。
张天佑　　（白）　　　　　什么，薛刚他也来了？快快把这两个刁民带到后堂，不要让他们看见。待老夫
　　　　　　　　　　　　　躲他一躲。
总管　　　（白）　　　　　是。
　　　　　　　　　　　　　快带走！快带走！
薛刚　　　（内白）　　　　张天佑！
（薛刚上。）
薛刚　　　（白）　　　　　你往哪里走？
（程飞虎、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上。四家奴同带薛义欲下。〖四击头〗。薛刚亮相。张天佑
自知逃不脱。）
张天佑　　（白）　　　　　哦，原来是众位小爵主。老夫失迎了。
薛刚　　　（白）　　　　　张天佑，你做的好事！
张天佑　　（白）　　　　　老夫不曾做什么事啊！
薛刚　　　（白）　　　　　既无亏心之事，我等前来，为何不见？
张天佑　　（白）　　　　　这个……
程飞虎　　（白）　　　　　什么这个那个！我来问你：今儿个乃是我爷爷九锡大庆之日。你不去庆贺还则
　　　　　　　　　　　　　罢了。为何口出不逊，辱骂功臣，是什么道理？
张天佑　　（白）　　　　　鲁王九锡大庆，老夫正要前去庆贺。若说辱骂功臣，并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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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水　　（白）　　　　　你明明骂来着，还想赖吗？
张天佑　　（白）　　　　　你这奴才，竟敢无事生非。
薛刚　　　（白）　　　　　就算你无有此事，为何强占民妻，私刑拷打？
张天佑　　（白）　　　　　哪有此事？
薛刚　　　（白）　　　　　他们是什么人？
张天佑　　（白）　　　　　这、这、这……他二人乃是刁民，老夫正要送官究办。众位不要错怪了。
薛刚　　　（白）　　　　　什么，倒说俺错怪了你？如今人证俱在，还想狡赖！俺薛刚今日要打你一个欺
　　　　　　　　　　　　　压良善、误国殃民之罪！
张天佑　　（白）　　　　　啊，你敢打我这当朝丞相？
薛刚　　　（白）　　　　　俺就敢！
张天佑　　（白）　　　　　我谅你不敢！
（张天佑示意总管，总管下。）
薛刚　　　（白）　　　　　俺就敢！
　　　　　（西皮小导板）　大喝一声如雷震，
　　　　　（西皮快板）　　骂声老贼不是人！
　　　　　　　　　　　　　你不该欺压好百姓，
　　　　　　　　　　　　　你不该辱骂众功臣。
　　　　　　　　　　　　　误国殃民谁不恨？
　　　　　　　　　　　　　知法犯法罪非轻。
　　　　　　　　　　　　　俺这里将老贼痛打一顿，
（薛刚打张天佑。总管引四家将同上，见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急退下。）
程飞虎　　（白）　　　　　别打，别打。有话好讲，有话好讲。
（程飞虎暗打张天佑。）
薛刚　　　（唱）　　　　　今日里打奸贼大快我心。
张天佑　　（白）　　　　　哎哟！打坏了，打坏了！
薛刚　　　（白）　　　　　张天佑，俺打得你有理无理？
张天佑　　（白）　　　　　打得有理，打得有理。
薛刚　　　（白）　　　　　打得你可服？
张天佑　　（白）　　　　　服了，服了！
薛刚　　　（白）　　　　　既然服了，俺就饶了你。
罗章　　　（白）　　　　　慢着！不能就这样饶了。
薛刚　　　（白）　　　　　还要怎样？
罗章　　　（白）　　　　　要他写下一张伏辩书，我们有把柄在手就不怕他了。
薛刚　　　（白）　　　　　这倒是个好主意。
程飞虎　　（白）　　　　　好主意。就叫他写。
薛刚　　　（白）　　　　　好，叫他写。
　　　　　　　　　　　　　张天佑，既然打得你有理，你就与我写下一张伏辩书，承认你的过错，俺便饶
　　　　　　　　　　　　　你。如若不然，俺还是要打！
张天佑　　（白）　　　　　老夫认错也就是了。这个伏辩书不要写了！
薛刚　　　（白）　　　　　你不写！俺就打你！
张天佑　　（白）　　　　　不要打。我写，我写！
薛刚　　　（白）　　　　　如此，你快快与我写来！
（张天佑写伏辩书，薛义、杨氏同见礼。）
张天佑　　（白）　　　　　写好了。
薛刚　　　（白）　　　　　今日饶了你。下次若再胡作非为，俺就要你的狗命！走！
（薛刚领薛义、杨氏、程飞虎、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薛德水同下。）
总管　　　（白）　　　　　相爷！他们走啦。
张天佑　　（白）　　　　　走了。哎呀！打坏了，打坏了！
总管　　　（白）　　　　　相爷！那薛刚竟敢这么无法无天，打起相爷来啦。这不是要造反吗？
张天佑　　（白）　　　　　岂能与他们善罢甘休？你快快去请左丞相前来，商量一个主意，以报此仇。
总管　　　（白）　　　　　相爷！小人去是不要紧，恐怕夜深回来的时候要犯禁哪！
张天佑　　（白）　　　　　呃！旁人犯夜有罪，左丞相犯夜怕的什么？快去！快去！咳！
（张天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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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　　　（白）　　　　　对呀，左丞相犯夜怕的什么？咳，连我也闹糊涂啦。
（总管下。）

【第十二场】

（程飞虎、薛刚、罗章、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薛德水、薛义、杨氏同上。）
薛刚　　　（白）　　　　　薛德水，你将薛义带到府中，与他纹银百两，明日一早就打发他夫妻回乡去吧！
薛义　　　（白）　　　　　多谢公子搭救，没齿难忘。
薛刚　　　（白）　　　　　不必相谢，快快去吧！
薛义　　　（白）　　　　　是。
　　　　　　　　　　　　　娘子，我们走吧！
（薛德水领薛义、杨氏同下。）
薛刚　　　（白）　　　　　众位兄长，今日打得可好？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打得好。
薛刚　　　（白）　　　　　打得痛快不痛快？
程飞虎、
罗章、
秦海、
尉迟高岭、
尉迟青山　（同白）　　　　打得痛快。
薛刚　　　（笑）　　　　　哈哈哈……
　　　　　（白）　　　　　这才消我心头之恨。众位兄长，各自回府去吧！
（秦海、尉迟高岭、尉迟青山同下。）
罗章　　　（白）　　　　　今天我们把那张天佑痛打一顿，那贼岂能善罢甘休？恐怕他有什么诡计，不可
　　　　　　　　　　　　　不防。
薛刚　　　（白）　　　　　纵有诡计，俺岂惧他！
罗章　　　（白）　　　　　我们不妨派一人暗地窥探，有什么动静，也好做个准备。
薛刚　　　（白）　　　　　好！如此哪位前去？
程飞虎　　（白）　　　　　我去。
薛刚　　　（白）　　　　　有劳程大哥。我们在前面等候，有什么动静速来告知。
程飞虎　　（白）　　　　　知道啦！
（薛刚、罗章同下。）
程飞虎　　（白）　　　　　看他们走远。我不免躲在暗处窥探动静便了。
（家奴甲持灯引总管同上，家奴甲跌，程飞虎暗暗跟。）
总管　　　（白）　　　　　你怎么啦？留点儿神哪。
家奴甲　　（白）　　　　　我心里害怕，腿软。
总管　　　（白）　　　　　甭怕。我想薛刚这一群浑小子，早就回家啦。这个时候还能在大街上待着吗？
　　　　　　　　　　　　　前面快到左相府啦，咱们紧走两步儿吧！
家奴甲　　（白）　　　　　那薛刚可真浑到家啦！天不怕，地不怕，竟敢打起丞相来啦！咳，自从盘古开
　　　　　　　　　　　　　天地，我就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总管　　　（白）　　　　　就为这个，相爷才请左丞相连夜过府商量办法哪。
家奴甲　　（白）　　　　　对！该治治他。这还了得！
总管　　　（白）　　　　　别说啦，快走吧！
（家奴甲、总管同下。）
程飞虎　　（白）　　　　　好哇！果然不出罗贤弟所料。方才听他二人说话，分明是派人去请张天佐来商
　　　　　　　　　　　　　量诡计。我赶快报与薛刚和众家兄弟知道。
（程飞虎下。）

【第十三场】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50001 2019-11-18



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22

（程飞虎、薛刚、罗章同上，碰面。）
薛刚　　　（白）　　　　　怎么样了？
程飞虎　　（白）　　　　　二位贤弟，那张天佑派人去到左相府，请张天佐连夜过府，要商量对付我们的
　　　　　　　　　　　　　计策。
罗章　　　（白）　　　　　果不出我所料。
薛刚　　　（白）　　　　　那张天佐前往右相府，定要从此处路过。我们一不做、二不休，也打他一顿。
程飞虎　　（白）　　　　　好！我们就打他一顿。
罗章　　　（白）　　　　　好是好，但是也要打得有理。
薛刚　　　（白）　　　　　哦，要打得有理。什么理？你快些讲来！
罗章　　　（白）　　　　　当今皇上有旨：夜深不准人行。哪个犯禁，便是有罪。如今那张天佐身为丞相，
　　　　　　　　　　　　　深夜出行，这就叫做“知法犯法”，我们就打他一个“犯夜”之罪。
程飞虎　　（白）　　　　　不好，不好。
罗章　　　（白）　　　　　怎么不好？
程飞虎　　（白）　　　　　我们要是说他“犯夜”，他一定说我们也是“犯夜”，岂不是打不成了吗？
薛刚　　　（白）　　　　　着哇，这个理儿不好。
罗章　　　（白）　　　　　我有个主意。今天乃是鲁王老千岁大喜之日，我们就说奉了鲁王之命，凡是去
　　　　　　　　　　　　　到鲁王府饮宴之人，“犯夜”不禁。那张天佐又不曾与鲁王贺喜。这样一来，
　　　　　　　　　　　　　我们“犯夜”无罪，他犯夜有罪，就好打了。
薛刚　　　（白）　　　　　但是，鲁王老千岁并未下此令啊。
罗章　　　（白）　　　　　这本来就是假的。若是打出祸来，好叫他老人家来抵挡啊。
薛刚　　　（白）　　　　　这个……程大哥，你看可使得？
程飞虎　　（白）　　　　　使得，使得。我爷爷要是不肯出来，包在我的身上。
薛刚　　　（白）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此处等候。待那老贼前来，就打他一个“犯夜”之罪。
程飞虎　　（白）　　　　　对！打了右相，再打左相。反正打出事来有我爷爷承当。今天我们就打他一个
　　　　　　　　　　　　　痛快。
薛刚　　　（白）　　　　　远远望见灯火，想是那老贼到来。你我埋伏了！
（程飞虎、薛刚、罗章同下。总管、四家将、二家奴引张天佐同上。）
张天佐　　（唱）　　　　　适才家院来禀报，
　　　　　　　　　　　　　大胆的薛刚敢犯律条。
　　　　　　　　　　　　　家院与爷前引道，
（程飞虎、薛刚、罗章同上，同挡住张天佐去路。）
薛刚　　　（唱）　　　　　犯禁夜行你为哪条？
　　　　　（白）　　　　　呔！什么人大胆犯夜？
总管　　　（白）　　　　　什么人大胆，敢挡住左丞相的去路？
薛刚　　　（白）　　　　　俺薛刚在此！
总管　　　（白）　　　　　哎哟！怎么又碰上他啦？
　　　　　　　　　　　　　启禀相爷：薛……薛刚挡道。
张天佐　　（白）　　　　　啊！又是薛刚！好，待我与他讲话。
（张天佐落轿。）
张天佐　　（白）　　　　　薛刚为何挡道？
薛刚　　　（白）　　　　　张天佐，你身为丞相，可知国法？
张天佐　　（白）　　　　　身为丞相，哪有不知国法之理？
薛刚　　　（白）　　　　　既知国法，为何知法犯法？
张天佐　　（白）　　　　　老夫犯了什么法？
薛刚　　　（白）　　　　　犯禁夜行，岂非犯法？
张天佐　　（白）　　　　　这！
　　　　　（笑）　　　　　哈哈哈……
　　　　　（白）　　　　　你说老夫犯禁夜行就犯法。老夫倒要问问你们，这般夜深，在外行走，难道不
　　　　　　　　　　　　　是犯法么？
程飞虎　　（白）　　　　　住口！今天是我爷爷鲁王九锡大庆。我爷爷有令，今晚百官凡是到王府饮宴的
　　　　　　　　　　　　　“犯夜”不禁，你既不曾去王府与我爷爷庆贺，无故夜行，就是犯法。
张天佐　　（白）　　　　　原来是小王爷。想夜禁之律乃是圣上所颁，岂是鲁王所能开得的？分明是虚言
　　　　　　　　　　　　　搪塞。老夫岂能受尔等之骗！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50001 2019-11-18



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23

薛刚　　　（白）　　　　　这且不讲。我要问你，这般深夜往哪里去？
张天佐　　（白）　　　　　老夫之事，尔等岂能过问？
程飞虎　　（白）　　　　　你若不是深夜犯禁，我们自然不问。你既是犯了夜禁，我们就要问上一问。
张天佐　　（白）　　　　　好，既要问，就对你言讲：老夫乃是奉了圣上旨意入宫面圣。
程飞虎　　（白）　　　　　既然入宫，为何不向那边儿走，怎么背道而行哪？
张天佐　　（白）　　　　　这……黑夜之间家丁们不辨路径，走错了路。
　　　　　　　　　　　　　家丁们，改道而行。
（薛刚、罗章、程飞虎同挡路。）
薛刚　　　（白）　　　　　且慢！说什么入宫面圣。分明是知道俺薛刚打了你的兄弟，去往右相府商议诡
　　　　　　　　　　　　　计。你说是也不是？
张天佐　　（白）　　　　　薛刚，你既然知晓，老夫就与你实说了吧：你闯入相府，殴辱大臣，就该问斩。
　　　　　　　　　　　　　如今老夫念你是功臣之后，年幼无知。你若愿随老夫同去相府叩头赔礼，老
　　　　　　　　　　　　　夫就宽而不究。你若执迷不悟，祸到临头，悔之晚矣。
薛刚　　　（白）　　　　　住口！那张天佑强霸民女，陷害良民，就有该斩之罪。我与他赔的什么礼？你
　　　　　　　　　　　　　身为左相，又是他的兄长，就该叫他悔改前非才是。怎么反而不分皁白，要去
　　　　　　　　　　　　　与他商议诡计，与俺寻仇？俺若怕他，就不打他。打了也就不怕。俺今日还要
　　　　　　　　　　　　　——
张天佐　　（白）　　　　　你要怎么样？
薛刚　　　（白）　　　　　俺要为国执法，打你一个犯夜之罪。
张天佐　　（白）　　　　　大胆！
　　　　　（唱）　　　　　孺子说话真胆大，
　　　　　　　　　　　　　冒犯大臣理太差。
　　　　　　　　　　　　　人来与我快绑下，
薛刚　　　（白）　　　　　谁敢动手！
　　　　　（唱）　　　　　你竟敢虎口来拔牙。
　　　　　　　　　　　　　二位哥弟与我打，
（薛刚欲打四家将，四家将同跑下。张天佐欲逃，被薛刚抓住。）
薛刚　　　（唱）　　　　　你扪心自问差也不差！
（薛刚打张天佑。）
程飞虎　　（白）　　　　　别打，别打。看在我的面上别打啦！
（程飞虎暗打张天佐。）
张天佐　　（白）　　　　　打不得了！打不得了！
薛刚　　　（白）　　　　　打得你可服？
张天佐　　（白）　　　　　服了，服了。
薛刚　　　（白）　　　　　打得你有理无理？
张天佐　　（白）　　　　　有理，有理！你饶了我吧！
薛刚　　　（白）　　　　　二位哥弟可能饶他？
程飞虎　　（白）　　　　　看在我的分上，饶了他吧！
薛刚　　　（白）　　　　　既然如此，今日就饶了你。下次若不改过，遇见俺薛刚，叫你一命难逃！
　　　　　（唱）　　　　　今日里打奸臣真真痛快，
程飞虎、
罗章　　　（同唱）　　　　不由我小豪杰喜笑开怀。
薛刚、
程飞虎、
罗章　　　（同笑）　　　　哈哈哈……
（薛刚、程飞虎、罗章同下。）

【第十四场】

（〖乱锤〗。总管、四家将同狼狈跑上。）
总管　　　（白）　　　　　快找相爷！
张天佐　　（白）　　　　　打坏了！打坏了！你们这些饭桶，真是无用的东西。
总管　　　（白）　　　　　相爷还能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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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佐　　（白）　　　　　我的轿子呢？
总管　　　（白）　　　　　打烂了。
张天佐　　（白）　　　　　快扶了我走。
总管　　　（白）　　　　　相爷，是回府，还是到右相府去？
张天佐　　（白）　　　　　自然是去到右相府。岂能就此善罢甘休！走，走！
（总管、四家将扶张天佐同走走圆场。张天佑上，迎。）
张天佑　　（白）　　　　　兄长，你为何这等模样？
张天佐　　（白）　　　　　被那薛刚打坏了。
张天佑　　（白）　　　　　怎么，你也被他打了？但不知伤在哪里？
张天佐　　（白）　　　　　伤了左腿，打肿了左目。兄弟，你伤在哪里？
张天佑　　（白）　　　　　小弟伤了腰部，打肿了鼻子。
张天佐　　（白）　　　　　这才叫做一对——
张天佑　　（白）　　　　　难兄难弟。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咳！
张天佑　　（白）　　　　　兄长，我弟兄二人捱了他一顿打，难道说就罢了不成？
张天佐　　（白）　　　　　岂能善罢甘休！明日上朝奏上一本，把这许多小奴才统统告下，问他们一个死
　　　　　　　　　　　　　罪，也好消我心头之恨。
张天佑　　（白）　　　　　将他们统统告了只怕不可。
张天佐　　（白）　　　　　怎么不可？
张天佑　　（白）　　　　　想程飞虎、罗章、秦海他们都是皇亲国戚，告不动的。况且出头打我弟兄二人
　　　　　　　　　　　　　的，乃是薛刚那个奴才。倒不如单告那薛刚一人。
张天佐　　（白）　　　　　既然如此，清晨上朝单告薛刚。
张天佑　　（白）　　　　　后堂歇息。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咳！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纽丝〗。薛刚上，薛德水上，迎。）
薛刚　　　（唱）　　　　　一夜打了二奸相，
　　　　　　　　　　　　　心中痛快喜洋洋。
薛德水　　（白）　　　　　公子回来啦？
薛刚　　　（白）　　　　　父王、母亲可曾回府？
薛德水　　（白）　　　　　早已回府。方才还问公子来着。
薛刚　　　（白）　　　　　你可曾说了真情实话？
薛德水　　（白）　　　　　那哪儿敢哪！
（〖二三锣〗。薛丁山暗上。）
薛刚　　　（白）　　　　　这便才是。我与你讲：方才我们在大街之上，又把那张天佐打了一顿。
薛德水　　（白）　　　　　怎么，公子又把那个老贼揍了一顿？打得好，打得好！怎么打的？说给我听听，
　　　　　　　　　　　　　让小的也高兴高兴。
薛刚　　　（白）　　　　　这！
（薛刚两望。）
薛刚　　　（白）　　　　　你不可告知王爷、夫人。
薛德水　　（白）　　　　　那怎么能说哪？夫人知道不要紧。要是让王爷知道，那还了得吗！
薛刚　　　（白）　　　　　如此你听我讲！我们在右相府打了张天佑。不想那老贼派人去至左相府，请张
　　　　　　　　　　　　　天佐过府商议，要加害我们。
薛德水　　（白）　　　　　那怎么办哪？
薛刚　　　（白）　　　　　我们就埋伏在大街之上，等那张天佐到来，就打了他一个“犯夜”之罪。只打
　　　　　　　　　　　　　得那老贼趴在地上，哀告求饶，这才将他放了。你看打得可痛快？
薛德水　　（白）　　　　　真痛快！我要是在旁边也得揍他几下。
薛刚　　　（白）　　　　　可惜你不在呀，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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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丁山　　（白）　　　　　奴才大胆！你做的好事，你做的好事！
薛刚　　　（白）　　　　　孩儿不曾做什么事呀。
（家丁暗上。）
薛丁山　　（白）　　　　　你方才之言，为父俱已听得明白，还想狡赖？你可知他二人乃是当朝丞相，武
　　　　　　　　　　　　　后的宠臣！如今被你们辱打一场，他二人岂能甘休？定然上朝奏本。国家法律，
　　　　　　　　　　　　　殴打大臣就该问斩。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还在此狂言乱语。你是怎生得
　　　　　　　　　　　　　了！
　　　　　（唱）　　　　　奴才做事欠思量，
　　　　　　　　　　　　　不该任性逞豪强。
　　　　　　　　　　　　　今日你把大祸闯，
　　　　　　　　　　　　　只怕难有好下场。
　　　　　　　　　　　　　人来与爷忙上绑，
　　　　　（白）　　　　　奴才，非是为父无有父子之情。只怪你闯下这样大祸，叫为父也救你不得。如
　　　　　　　　　　　　　今随我上殿见君。你若有什么言语，到金殿去讲。
薛刚　　　（白）　　　　　上金殿我也不怕。
薛丁山　　（白）　　　　　既然不怕，随为父的走。
薛德水　　（白）　　　　　夫人出堂。
薛丁山　　（白）　　　　　哎呀，她又来了！
（樊梨花急上。）
樊梨花　　（唱）　　　　　来了梨花女红妆。
　　　　　　　　　　　　　迈步且把厅堂上，
　　　　　　　　　　　　　为何捆绑小薛刚？
（薛德水与薛刚神气。萨德水下。）
樊梨花　　（白）　　　　　我说王爷，我那孩子他犯了什么大罪，你把他绑上，要往哪儿去呀？
薛丁山　　（白）　　　　　夫人哪里知道。他打了张天佑，又打了张天佐。闯下这样大祸，那两个老贼岂
　　　　　　　　　　　　　能善罢甘休？定然上殿奏本。故而我要绑他上殿，请圣上发落。
（樊梨花惊。）
樊梨花　　（白）　　　　　噢，原来是把他弟兄给打啦！王爷您可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打他们哪？
薛丁山　　（白）　　　　　殴打大臣，其罪匪浅。还有什么问的？
樊梨花　　（白）　　　　　王爷，这就是您的不是啦！
薛丁山　　（白）　　　　　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
樊梨花　　（白）　　　　　他殴打大臣，纵然其罪匪浅，也该问一个谁是谁非。你如今问也不问。有理无
　　　　　　　　　　　　　理，就要绑他上殿，岂不是叫他白白地去送死吗？
薛丁山　　（白）　　　　　好，要问你就去问。
樊梨花　　（白）　　　　　我问就我问。我来给他松绑。
薛丁山　　（白）　　　　　慢来。问问就是，为何松绑？
樊梨花　　（白）　　　　　哟，难道说你还怕他把你这个做老子的也打一顿吗？离着五更还早哪。问完了
　　　　　　　　　　　　　再绑也不迟呀！
薛丁山　　（白）　　　　　好，总是你有理。
（樊梨花给薛刚松绑。）
樊梨花　　（白）　　　　　孩子，为娘今儿个要问你：为什么要打左右丞相？你要句句实言，对为娘说一
　　　　　　　　　　　　　个明明白白。你若打得有理，自有为娘我与你做主。你若打得没理，是你自取
　　　　　　　　　　　　　其祸，罪有应得，也就别怪我们做父母的心狠啦。你给我说吧！
薛刚　　　（白）　　　　　母亲哪！
　　　　　（西皮原板）　　薛义京城把亲访，
　　　　　　　　　　　　　夫妻二人流落他乡。
樊梨花　　（白）　　　　　怪可怜的。
薛丁山　　（白）　　　　　后来怎么样哪？
薛刚　　　（西皮原板）　　投亲不遇相府往，
　　　　　　　　　　　　　卖身投靠好不惨伤！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但不知卖了多少银子？
薛刚　　　（西皮原板）　　卖得纹银二十两，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50001 2019-11-18



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26

　　　　　　　　　　　　　老贼见色起不良。
薛丁山　　（白）　　　　　你就不该管此闲事。
樊梨花　　（白）　　　　　正该管嘛！那老贼要怎么样哪？
薛刚　　　（西皮原板）　　孩儿闻言怒心上，
　　　　　　　　　　　　　老贼做事理不当。
　　　　　　　　　　　　　因此上前往相府把理讲，
　　　　　　　　　　　　　一言不和就将他伤。
（〖行弦〗。）
薛丁山　　（白）　　　　　你闯出祸来了！
樊梨花　　（白）　　　　　打得有理。
薛丁山　　（白）　　　　　你呀，就坏在你的身上了。
樊梨花　　（白）　　　　　那么孩子，你怎么又打了张天佐了哪？
薛刚　　　（白）　　　　　母亲哪！
　　　　　（西皮流水板）　打罢了天佑回家转，
　　　　　　　　　　　　　又遇天佐大街前。
　　　　　　　　　　　　　他不该深夜把禁犯，
　　　　　　　　　　　　　他不该仗势出狂言。
　　　　　　　　　　　　　今日里孩儿把不平管，
　　　　　　　　　　　　　天大之罪儿承担。
樊梨花　　（西皮散板）　　听罢了一番话张家理短，
　　　　　　　　　　　　　不由我樊梨花倒把心宽。
　　　　　（白）　　　　　我说王爷，听孩子说来，分明是他张家的理短，我们薛家的理长。那张天佑乃
　　　　　　　　　　　　　是自取其辱，罪有应得，就怪不得我们孩子啦！
薛丁山　　（白）　　　　　夫人，薛刚胡作非为，都是你一味纵容，才有今日。如今闯下大祸，还要在这
　　　　　　　　　　　　　里夸奖于他。你这个做娘的真是溺爱不明哪！
樊梨花　　（白）　　　　　哟，你看哎，他倒怪起我来啦。我说王爷，你先别埋三怨四的。如今你要怎么
　　　　　　　　　　　　　办哪？
薛丁山　　（白）　　　　　将他带上金殿，听凭圣上发落。难道说还等他们来拿不成？
樊梨花　　（白）　　　　　好，这也有理。那么，你们爷儿俩就走吧！
　　　　　　　　　　　　　我说孩子，你仅管前去，为娘马上就到。都有我哪！
薛刚　　　（白）　　　　　现有张天佑亲笔的伏辩书在此，孩儿怕他什么？
樊梨花　　（白）　　　　　这就更好啦！把这个交给为娘，你放大胆子去吧！
薛丁山　　（白）　　　　　哼！死到临头，还这样倔强。还不与我走！
　　　　　（唱）　　　　　奴才与我朝房上，
薛刚　　　（唱）　　　　　一人做事一人当。
（薛刚、薛丁山同下。）
樊梨花　　（白）　　　　　啊呀慢着！看他父子上朝而去。我儿纵然有理，可是这辱打大臣之罪也是不轻
　　　　　　　　　　　　　啊。他父子都不是能说善道之人，此去难免吃亏。我不免去至后堂更衣，上朝
　　　　　　　　　　　　　面君，与他们金殿辩理便了。
　　　　　（唱）　　　　　辱打大臣事非小，
　　　　　　　　　　　　　金殿辩理走一遭。
（樊梨花下。）

【第十六场】

（程飞虎急上。）
程飞虎　　（白）　　　　　不好了！
　　　　　（唱）　　　　　打奸贼打出了祸事一件，
　　　　　　　　　　　　　急忙忙回家来禀告爹爹。
　　　　　（白）　　　　　爹爹！爹爹！你快出来啵！
（程铁牛上。）
程铁牛　　（唱）　　　　　忽听得我的儿大声呼喊，
　　　　　　　　　　　　　我这里出堂来细问根源。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50001 2019-11-18



中国京剧戏考 《闹花灯》 27

程飞虎　　（白）　　　　　爹爹，大事不好啦！
程铁牛　　（白）　　　　　何事惊慌？
程飞虎　　（白）　　　　　薛刚把张天佐、张天佑打啦。
程铁牛　　（白）　　　　　可有我儿在内？
程飞虎　　（白）　　　　　孩儿只在旁边打了几下冷拳。
程铁牛　　（白）　　　　　呸！你们这班奴才。闯下这样大祸，这便如何是好？
程飞虎　　（白）　　　　　如今两辽王要绑子上殿。要救薛刚，只有请爷爷出头。不然，只怕薛刚性命难
　　　　　　　　　　　　　保。就是孩儿也怕有些不便！
程铁牛　　（白）　　　　　只好如此。
　　　　　　　　　　　　　有请爹爹！
（二侍儿扶程咬金同上。）
程咬金　　（西皮流水板）　昨夜晚华堂锦筵开，
　　　　　　　　　　　　　满朝的文武庆贺来。
　　　　　　　　　　　　　尊荣富贵历三代，
　　　　　　　　　　　　　人生到此也就称了心怀。
　　　　　　　　　　　　　侍儿与我把路带，
　　　　　　　　　　　　　这般深夜请我为何来？
　　　　　（白）　　　　　这般时候，不去安睡，请我何事哪？
程铁牛　　（白）　　　　　这！奴才你还不快讲！
程飞虎　　（白）　　　　　爹爹你说吧！
程咬金　　（白）　　　　　唉唉！你们这么吞吞吐吐，要讲不讲。这是什么缘故啊？
程飞虎　　（白）　　　　　爷爷！
程咬金　　（白）　　　　　有什么事，只管说。
程飞虎　　（白）　　　　　哎呀，爷爷，大、大、大事不好啦！
程咬金　　（白）　　　　　出了什么事啦？
程飞虎　　（白）　　　　　那薛刚把张天佐、张天佑打啦。
程咬金　　（白）　　　　　啊，这还了得！但不知为了何事哪？
程飞虎　　（白）　　　　　一言难尽也！
（〖牌子〗。）
程咬金　　（白）　　　　　哦！这么一说，是薛家理长，张家理短。只是殴打大臣就该问斩。况且张家二
　　　　　　　　　　　　　贼乃是武后的宠臣。这件事情难办得很哪！
程飞虎　　（白）　　　　　只有请爷爷上朝解救解救。
程咬金　　（白）　　　　　咳，你们这班奴才，专门惹是生非。惹出祸来，就把我这副老骨头扛出来抵挡。
　　　　　　　　　　　　　真真可恼！
程飞虎　　（白）　　　　　哎呀，爷爷，您方才不是说他们的理短吗？
程咬金　　（白）　　　　　可是，你们也不该打他呀！
程飞虎　　（白）　　　　　爷爷，孙儿我常听您说，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您怎么倒
　　　　　　　　　　　　　怪起我们来了哪？
程咬金　　（白）　　　　　唗！你这个奴才，倒挖起你爷爷的根子来啦。岂有此理！
程飞虎　　（白）　　　　　孙儿哪儿敢哪！爷爷您要不出头，只怕是薛刚性命难保，就是孙儿我也难逃其
　　　　　　　　　　　　　罪。再者说与您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哪！
（程咬金偷笑。）
程咬金　　（白）　　　　　你倒会讲话。事到如今，也只好试试我这块老招牌吧。要是保得下来，是你们
　　　　　　　　　　　　　的运气。要是保不下来，也只好怨你们自己啦。快快吩咐下去，外厢备轿伺候。
程飞虎、
程铁牛　　（同白）　　　　是，是。（这就好了。）（奴才！）
（程飞虎跳。）
程咬金　　（白）　　　　　且住！那薛刚乃是忠良之后。我不救他，哪个救他？待我上殿面君，卖卖我这
　　　　　　　　　　　　　个老面子便了！
　　　　　（西皮流水板）　曾记当年在瓦岗，
　　　　　　　　　　　　　弟兄结义来四方。
　　　　　　　　　　　　　为民除害灭杨广，
　　　　　　　　　　　　　十载龙战兴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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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弟兄先后把命丧，
　　　　　　　　　　　　　独有我程咬金福寿长。
　　　　　　　　　　　　　实指望承平把功享，
　　　　　　　　　　　　　又谁知皇上无能，武后专政，她就独霸了朝纲。
　　　　　　　　　　　　　为虎作伥二奸相，
　　　　　　　　　　　　　秽乱宫廷贻笑外邦。
　　　　　　　　　　　　　那薛家世代忠良将，
　　　　　　　　　　　　　虎生虎子小薛刚。
　　　　　　　　　　　　　虽然不该把祸闯，
　　　　　　　　　　　　　抱打不平也是应当。
　　　　　　　　　　　　　今日里保本我把金殿上，
　　　　　　　　　　　　　朝堂辩理救忠良。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张天佐、张天佑同上。）
张天佐、
张天佑　　（同唱）　　　　弟兄金殿去奏本，
（二侍儿扶程咬金同上。）
程咬金　　（唱）　　　　　朝房来了开国臣。
　　　　　（白）　　　　　两位丞相！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老千岁！
（张天佐、张天佑互相诧异。）
张天佐　　（白）　　　　　这个老头儿他怎么来了？
　　　　　　　　　　　　　啊老千岁，昨日老千岁九锡大庆，我弟兄公务在身，未能前去庆贺。老千岁休
　　　　　　　　　　　　　怪。
程咬金　　（白）　　　　　岂敢，岂敢！二位丞相贵人事忙，岂能为了老夫的事，误了二位丞相的公干哪！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好说，好说。
张天佑　　（白）　　　　　老千岁今日上朝为了何事？
程咬金　　（白）　　　　　老夫么，上朝谢恩来了。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哦，谢恩来了。
（张天佐、张天佑相顾放心。）
程咬金　　（白）　　　　　啊，二位丞相，多日不曾相会。今日一见，怎么变了样儿啦？
张天佐　　（白）　　　　　老千岁有所不知。我弟兄被那薛刚小畜生打坏了。
程咬金　　（白）　　　　　怎么！
（程咬金假惊。）
程咬金　　（白）　　　　　你二人被薛刚打坏啦？哎呀，这还了得！那薛刚竟敢打起当朝丞相来了，往后
　　　　　　　　　　　　　岂不是连老夫也要打起来啦？这太岂有此理啦！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是呀，真正岂有此理！
程咬金　　（白）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二位丞相，你二人被他打了一顿，难道说就罢了不成
　　　　　　　　　　　　　吗？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岂能与他甘休！
程咬金　　（白）　　　　　要怎么样哪？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要上金殿去告他一本。
程咬金　　（白）　　　　　要告他一本？应当告的，应当告的。要是不叫他吃些苦头，以后不是越发地胡
　　　　　　　　　　　　　作非为啦！你们去告，老夫一定帮你们说话，一定帮你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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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佑　　（白）　　　　　如此多谢老千岁。少时金殿之上，请老千岁主持公道。
程咬金　　（白）　　　　　这还用说吗。老夫从前当过公道大王，向来就是主持公道的。二位只管放心好
　　　　　　　　　　　　　啦。不过，我要问问二位丞相怎样被打，伤在哪里。少时在金殿之上，说起话
　　　　　　　　　　　　　来也好圆全一些呀。
张天佐　　（白）　　　　　是是是，老千岁言得甚是。喏，我是在长街被打。打肿了左眼，腿也打坏了。
张天佑　　（白）　　　　　我是在府中被打。伤了鼻子，还有腰也打坏了。
程咬金　　（白）　　　　　哎呀，都是要紧的地方呀。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正是要紧的所在。
程咬金　　（白）　　　　　这么一说，倒要恭喜恭喜。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呃，老千岁你怎么倒恭喜起来了？
程咬金　　（白）　　　　　我是恭喜二位没有被打死。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呃！
程咬金　　（白）　　　　　二位丞相，你们的伤势想来是不轻。可能让老夫看看？少时金殿之上，也好与
　　　　　　　　　　　　　你们二位做个见证。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有何不可？老千岁请看。
程咬金　　（白）　　　　　在哪里？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在这里。
（程咬金打张天佑一杖，打张天佐一拳。）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哎呀，老千岁你这算何意呀？
程咬金　　（白）　　　　　二位丞相，不要大惊小怪。我方才看你二人的伤势并不算重，这样去告御状，
　　　　　　　　　　　　　圣上岂能相信？我如今加这么一拳、这么一棍，把二位的伤加重一些。少时圣
　　　　　　　　　　　　　上见了二位丞相被打得如此狼狈，定然大为震怒。薛刚就难逃一死。这岂不解
　　　　　　　　　　　　　了二位丞相心头之恨了吗？我是为了二位丞相打算。这是一番好意呀！
张天佐　　（白）　　　　　哦，原来是老千岁一番好意。我弟兄险些错怪了。
程咬金　　（白）　　　　　没关系，没关系。二位丞相快快前去，老夫随后就到。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是是是，我弟兄先行一步。老千岁你要来呀！
　　　　　（同笑）　　　　哈哈哈……
程咬金　　（白）　　　　　要来的，要来的。
　　　　　（笑）　　　　　哈哈哈……
（张天佐、张天佑同下。）
程咬金　　（白）　　　　　这两条蠢牛，被老夫戏耍了一场。我不免去至朝房等候见驾便了！
　　　　　（唱）　　　　　他二人真乃是蠢牛木马，
　　　　　　　　　　　　　倒叫我程咬金笑掉门牙。
（程咬金、二侍儿同下。）

【第十八场】

（张天佐、张天佑同上。）
张天佐　　（唱）　　　　　将身来在金殿上，
张天佑　　（唱）　　　　　鸣钟击鼓请吾皇。
（四小太监、大太监引李治同上。）
李治　　　（唱）　　　　　多日未把金殿上，
　　　　　　　　　　　　　鸣钟击鼓为哪桩？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叩见万岁！
李治　　　（白）　　　　　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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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万万岁！
李治　　　（白）　　　　　何人鸣钟击鼓？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乃是为臣。
李治　　　（白）　　　　　为了何事？
张天佐　　（白）　　　　　启奏万岁：我弟兄二人昨日被两辽王之子薛刚打坏了！
李治　　　（白）　　　　　竟有这等事！伤在哪里？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万岁请看。
李治　　　（白）　　　　　哎呀！伤势果然不轻。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请万岁做主！
李治　　　（白）　　　　　那薛刚竟敢如此无礼，这还了得？
　　　　　　　　　　　　　内侍，宣两辽王带子上殿！
大太监　　（白）　　　　　万岁有旨：两辽王带子上殿哪！
薛丁山　　（内白）　　　　领旨！
　　　　　（内西皮导板）　忽听万岁把旨宣，
（薛丁山绑薛刚同上。）
薛丁山　　（唱）　　　　　不由丁山心胆寒。
　　　　　（白）　　　　　奴才！
　　　　　（唱）　　　　　我看你今日怎样办？
薛刚　　　（唱）　　　　　爹爹休要出怒言。
　　　　　（白）　　　　　爹爹休要忧愁。天大之罪，有孩儿承当。
薛丁山　　（白）　　　　　呸！
　　　　　（唱）　　　　　奴才说话全不想，
　　　　　　　　　　　　　事到如今还逞强。
　　　　　　　　　　　　　万般无奈金殿上，
　　　　　　　　　　　　　战战兢兢见君王。
　　　　　（白）　　　　　罪臣薛丁山带子薛刚见驾。吾皇万岁！
李治　　　（白）　　　　　王兄平身。
薛丁山　　（白）　　　　　谢万岁！
李治　　　（白）　　　　　王兄为何纵子行凶，辱打左右丞相？
薛丁山　　（白）　　　　　臣启万岁：此事皆是臣子薛刚所为。为臣一概不知。
张天佐　　（白）　　　　　你倒推了个干净。
薛丁山　　（白）　　　　　丞相，犬子无状，打了二位丞相。今日绑子上殿，请圣上发落，正是知法明理。
　　　　　　　　　　　　　我又不曾藏子不献，怎说我推得干净？
张天佑　　（白）　　　　　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你子薛刚如此非礼胡为，你哪有不知之理？
薛丁山　　（白）　　　　　纵然我有不教之过，但是薛刚在一夜之间连打两位丞相，其中岂能无有缘故？
　　　　　　　　　　　　　两位丞相心中定然明白。
张天佑　　（白）　　　　　哼！巧言舌辩。
李治　　　（白）　　　　　你们不要争吵。待孤问个明白。
张天佐　　（白）　　　　　臣启万岁：国家法律，殴打大臣就该问斩。万岁不要多问，将薛刚即刻问斩！
李治　　　（白）　　　　　如此就不要问了？
张天佑　　（白）　　　　　不用问了。快快将他问斩，以正国法。
李治　　　（白）　　　　　是呀，国法不可不正。
　　　　　　　　　　　　　内侍传旨：将薛刚推出午门斩首！
大太监　　（白）　　　　　遵旨。
（大太监向内。）
大太监　　（白）　　　　　武士们，将薛刚推出午门斩首啊！
二武士　　（内同白）　　　啊！
（二武士同上，同推薛刚。）
薛刚　　　（白）　　　　　且慢！俺薛刚纵然打了他二人，万岁也该问上一句谁是谁非。怎么听了一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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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便要将为臣问斩，是何道理？
张天佐　　（白）　　　　　万岁，你看薛刚竟敢出言冲撞万岁，说万岁的不是。真乃是目无君上，罪该万
　　　　　　　　　　　　　死！
张天佑　　（白）　　　　　万岁，他在金殿之上，尚且这样的猖狂，平日就可想而知。请万岁快快将他问
　　　　　　　　　　　　　斩！
薛刚　　　（白）　　　　　呸！好奸贼！你二人不容我分辩，就想将俺问斩。俺薛刚岂是怕死之人？俺恨
　　　　　　　　　　　　　不曾将你二人打死！
李治　　　（白）　　　　　唗！胆大薛刚，在孤王面前还敢这样猖狂，哪里容得！
　　　　　　　　　　　　　来，推出斩了！
二武士　　（同白）　　　　啊！
（二武士押薛刚同下。樊梨花急上。）
樊梨花　　（白）　　　　　刀下留人！
李治　　　（白）　　　　　何人阻旨？
大太监　　（白）　　　　　何人阻旨？
樊梨花　　（白）　　　　　镇国一品夫人樊梨花。
大太监　　（白）　　　　　启奏万岁：一品夫人樊梨花阻旨。
李治　　　（白）　　　　　宣她上殿！
大太监　　（白）　　　　　一品夫人樊梨花上殿哪！
樊梨花　　（白）　　　　　领旨！
　　　　　（唱）　　　　　忽听一声将儿斩，
　　　　　　　　　　　　　不由得梨花怒眉尖。
　　　　　　　　　　　　　是非皁白未曾断，
　　　　　　　　　　　　　就要问斩为哪般？
　　　　　　　　　　　　　我这里急忙上金殿，
　　　　　　　　　　　　　要在金殿把理言。
　　　　　（白）　　　　　臣樊梨花见驾。吾皇万岁！
李治　　　（白）　　　　　平身。
樊梨花　　（白）　　　　　万万岁！
李治　　　（白）　　　　　卿家为何阻旨？
樊梨花　　（白）　　　　　臣启万岁：薛刚身犯何罪，要将他问斩？
李治　　　（白）　　　　　殴打大臣，就该问斩，以正国法。
樊梨花　　（白）　　　　　哦，薛刚殴打大臣就要问斩，为的是要正国法。为臣斗胆，要问问万岁：要有
　　　　　　　　　　　　　旁人也犯了国法，该不该问斩哪？
李治　　　（白）　　　　　犯了国法，自然也该问斩。
樊梨花　　（白）　　　　　这就好啦。既然旁人犯了国法也该问斩，为臣请万岁先斩了两个犯法之徒，再
　　　　　　　　　　　　　斩薛刚。
李治　　　（白）　　　　　你说哪两个犯法之人？
樊梨花　　（白）　　　　　哦，原来万岁还不知道哪？
李治　　　（白）　　　　　孤王不知。
樊梨花　　（白）　　　　　万岁既然不知，听为臣奏来！如今我们朝中有一位大臣，强霸民女，欺压良善，
　　　　　　　　　　　　　暗设私刑，拷打平民。请问万岁，这样的所作所为，算不算犯法？
李治　　　（白）　　　　　这自然是犯法。
樊梨花　　（白）　　　　　算不算有罪？
李治　　　（白）　　　　　自然有罪。
樊梨花　　（白）　　　　　该不该问斩？
李治　　　（白）　　　　　该斩，该斩。但不知他是哪个？
（樊梨花指张天佑。〖一击锣〗。）
李治　　　（白）　　　　　怎么是你？
张天佑　　（白）　　　　　万岁不要相信她的胡言乱语。
樊梨花　　（白）　　　　　什么？胡言乱语？现有证据在此。
（〖一击锣〗。樊梨花取伏辩书。）
樊梨花　　（白）　　　　　你还想赖吗？
李治　　　（白）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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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梨花　　（白）　　　　　这是他的亲笔伏辩。万岁请看。
（樊梨花呈伏辩书，大太监转呈李治看。）
李治　　　（白）　　　　　哎呀，你、你、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
张天佑　　（白）　　　　　这个！万岁休听她言。为臣有辩。
李治　　　（白）　　　　　你还辩的什么？
　　　　　　　　　　　　　啊樊夫人，你方才说有两个犯法之人。还有一个他是何人？
樊梨花　　（白）　　　　　还有一个嘛，他与右丞相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深夜犯禁，谋害忠良。
李治　　　（白）　　　　　谋害忠良？是哪一个？
樊梨花　　（白）　　　　　就是那张天佐。
李治　　　（白）　　　　　啊，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你弟兄二人？
樊梨花　　（白）　　　　　臣启万岁：臣子薛刚打了他弟兄二人虽有不是，也为的是主持公道，可算是为
　　　　　　　　　　　　　国执法吧。万岁今儿个不斩犯法之人，怎么倒要斩起执法的人来了哪？
李治　　　（白）　　　　　这……
张天佐　　（白）　　　　　樊梨花，我二人虽有不是，也不应由你的儿子来打！
张天佑　　（白）　　　　　况且我二人的罪小，他的罪大，岂可相提并论？
樊梨花　　（白）　　　　　说什么他的罪大，你们的罪小？想你二人乃是当朝丞相。知法犯法，就该罪上
　　　　　　　　　　　　　加罪。想那薛刚是个年轻的小孩子，年幼无知。常言道：不知者不怪罪。纵然
　　　　　　　　　　　　　有罪，也该从轻发落。若是要斩薛刚，就该先斩你弟兄二人。
（樊梨花向李治。）
樊梨花　　（白）　　　　　臣启万岁：为臣今儿个是上殿辩理来啦。如今是非皁白也分说明白啦。到底儿
　　　　　　　　　　　　　该怎么办，就请万岁发落吧！
（张天佐示意大太监，大太监急下。）
李治　　　（白）　　　　　这个……这倒叫孤为难了。孤王俱赦你们无罪也就是了。
樊梨花　　（白）　　　　　万岁，这使不得吧？国法要紧哪！
李治　　　（白）　　　　　好了，好了。两辽王听旨：孤赦你子无罪。下殿去吧！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谢万岁！
（薛丁山、樊梨花同欲下。〖内喊声〗。）
大太监　　（内白）　　　　武后临朝！
（薛丁山、樊梨花、薛刚同惊止。〖四击头〗。四宫女、大太监引武后同上。）
薛丁山、
樊梨花、
薛刚、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叩见娘娘！
（薛丁山、樊梨花、薛刚、张天佐、张天佑同参拜。）
武后　　　（白）　　　　　不消！
（武后盛怒。）
武后　　　（白）　　　　　万岁，薛刚辱打大臣，为何赦而不问？
李治　　　（白）　　　　　这个……
武后　　　（白）　　　　　什么这个那个！他今日打得当朝丞相，以后就能打得皇上。若是今日不究其罪，
　　　　　　　　　　　　　何以禁得旁人？这样下去，朝廷纲纪何在？君臣之礼置于何地？
李治　　　（白）　　　　　如此说来，薛刚是要斩的？
武后　　　（白）　　　　　自然要斩！
　　　　　　　　　　　　　左右，将薛刚斩首回报！
二武士　　（同白）　　　　领旨！
（二武士欲推薛刚同下。）
樊梨花　　（白）　　　　　慢着！万岁方才已然下旨赦了薛刚，娘娘岂能擅改圣旨？
武后　　　（白）　　　　　哼！朝中之事我做得一半之主。我说要斩，哪个敢说不行！
樊梨花　　（白）　　　　　如此说来，娘娘一定要斩薛刚？
武后　　　（白）　　　　　一定要斩！
樊梨花　　（白）　　　　　既然要斩薛刚，就该先斩两位丞相！
武后　　　（白）　　　　　先斩薛刚，后斩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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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梨花　　（白）　　　　　先斩丞相，后斩薛刚！
武后　　　（白）　　　　　唗！胆大的樊梨花，竟敢顶撞本后。若再多口，一同问斩！
（武后向二武士。）
武后　　　（白）　　　　　推出斩了！
二武士　　（同白）　　　　领旨！
（二武士推薛刚同下。）
樊梨花　　（白）　　　　　哎呀！
　　　　　（唱）　　　　　一见武后把脸变，
薛丁山　　（唱）　　　　　不由丁山胆战惊。
薛丁山、
樊梨花　　（同唱）　　　　眼睁睁我的儿难保性命，我的儿呀！
程咬金　　（内白）　　　　刀下留人！
樊梨花　　（白）　　　　　好啦！
　　　　　（唱）　　　　　那厢来了救命星。
程咬金　　（内白）　　　　侍儿们搀扶了！
（二侍儿扶程咬金同上。）
程咬金　　（唱）　　　　　听说是要把薛刚斩，
　　　　　　　　　　　　　不由老夫怒心间。
　　　　　　　　　　　　　今日里我若不来管，
　　　　　　　　　　　　　还有哪个敢多言！
　　　　　　　　　　　　　急忙上殿把理辩，
樊梨花　　（白）　　　　　老千岁您这儿来！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老千岁这里来！
程咬金　　（白）　　　　　哎，你们这样拉拉扯扯，把老夫的一副老骨头扯散啦。
　　　　　　　　　　　　　樊夫人，有什么话你先讲。
樊梨花　　（白）　　　　　老千岁您不知道。万岁要把我的孩子问斩。请您上殿讲个人情，保上一本，好
　　　　　　　　　　　　　搭救我的孩子。
程咬金　　（白）　　　　　哦，你是要我保救你的儿子？
樊梨花　　（白）　　　　　是呀。
程咬金　　（白）　　　　　好！老夫一定保救。
樊梨花　　（白）　　　　　如此我先道谢啦！
程咬金　　（白）　　　　　你们有什么事？
张天佐　　（白）　　　　　樊夫人与娘娘争辩，定要斩我二人。请老千岁帮我弟兄说上一句好话。
程咬金　　（白）　　　　　哦，你二人要我帮你们说句好话？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是的，是的。
程咬金　　（白）　　　　　好！老夫一定帮你们说话。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如此我弟兄道谢了！
程咬金　　（白）　　　　　这倒不消，等一会儿只要少骂我几句也就是了。
　　　　　（笑）　　　　　哈哈哈……
　　　　　（白）　　　　　待我见驾。
　　　　　（唱）　　　　　躬身施礼把驾参。
　　　　　（白）　　　　　老臣叩见万岁、娘娘！
李治、
武后　　　（同白）　　　　老功勋平身。赐坐！
（大太监搬椅。）
程咬金　　（白）　　　　　多谢万岁、娘娘！
（程咬金坐。）
李治　　　（白）　　　　　啊老千岁，今日上朝为了何事？
程咬金　　（白）　　　　　老臣蒙陛下宏恩，封赐九锡，今日上朝特地谢恩来啦！
李治　　　（白）　　　　　老千岁功在国家，应该享受这样的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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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咬金　　（白）　　　　　谢万岁！啊万岁，方才老臣上朝之时，见午门之外，有人问斩。但不知斩的是
　　　　　　　　　　　　　哪位大臣？
武后　　　（白）　　　　　乃是两辽王之子薛刚。
程咬金　　（白）　　　　　哦，那薛刚小小年纪，但不知身犯哪项大罪，就要问斩？
武后　　　（白）　　　　　只为他打了左右丞相。
程咬金　　（白）　　　　　原来是打了二位丞相？
李治、
武后　　　（同白）　　　　正是。
程咬金　　（白）　　　　　哎呀，打得好，打得好！
武后　　　（白）　　　　　怎么打得好？
程咬金　　（白）　　　　　老臣听说，二位丞相一个强霸民女，一个犯禁夜行。身犯这样大罪，斩也斩得。
　　　　　　　　　　　　　如今不过是打了几下，算得什么！
武后　　　（白）　　　　　老千岁，二位丞相纵然有罪，岂是那薛刚打得的？
程咬金　　（白）　　　　　娘娘，有道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要说薛刚打得，天下之人哪
　　　　　　　　　　　　　个打不得？不瞒娘娘说，打丞相还不只薛刚一人。
李治、
武后　　　（同白）　　　　还有哪个？
程咬金　　（白）　　　　　嘿嘿，还有老臣。
李治　　　（白）　　　　　老千岁休要取笑。
程咬金　　（白）　　　　　老臣岂敢戏言！我见薛刚打得太轻啦，又加上这么一拳、这么一棍。只恨老臣
　　　　　　　　　　　　　年纪大啦，打不动啦，不然我还要多打几下儿。
武后　　　（白）　　　　　如此说来，你也有罪？
程咬金　　（白）　　　　　不错，老臣确是有罪。不过，老臣要问问娘娘，二位丞相有罪无罪？
武后　　　程咬金　　（白）　　　　　啊？
武后　　　（白）　　　　　也是有罪。
程咬金　　（白）　　　　　有罪该不该问斩？
武后　　　（白）　　　　　这个……
程咬金　　（白）　　　　　娘娘为何不说？
李治　　　（白）　　　　　照他二人的罪来看，也该问斩的。
程咬金　　（白）　　　　　着哇！万岁既知他二人也该问斩，为什么只斩薛刚不斩丞相？
武后　　　（白）　　　　　先斩薛刚，再斩丞相。
程咬金　　（白）　　　　　请问，哪个犯罪在先？
武后　　　（白）　　　　　这个……乃是二位丞相。
程咬金　　（白）　　　　　既是二位丞相犯罪在先，为什么不先斩丞相，却要先斩薛刚？
武后　　　（白）　　　　　这个……
程咬金　　（白）　　　　　哪个？
武后　　　（白）　　　　　你休要袒护薛刚。你擅打大臣，也该问斩。
程咬金　　（白）　　　　　老臣也该问斩么？
（程咬金起。）
程咬金　　（白）　　　　　不错，不错，今日薛刚打了二位丞相，罪该问斩。老臣也打了二位丞相，自然
　　　　　　　　　　　　　也要问斩。老臣活得也够啦，死也死得的啦？来来来，快快将老臣推出午门与
　　　　　　　　　　　　　薛刚一同问斩。
武后　　　（白）　　　　　难道说我就斩你不得？
程咬金　　（白）　　　　　哪个说娘娘斩我不得？娘娘是君，老臣是臣。为君的要杀一两个大臣，还算什
　　　　　　　　　　　　　么稀奇之事。哪个说你斩我不得。来来来，快快把我斩了，快快把我斩了！
武后　　　（白）　　　　　程咬金，你太放肆了！
程咬金　　（白）　　　　　什么，老臣放肆啦？娘娘口口声声要斩老臣，还说老臣我放肆？嘿嘿嘿，老臣
　　　　　　　　　　　　　若敢放肆，这朝堂之上早就无有娘娘你的座位啦。
武后　　　（白）　　　　　你好大胆！
李治　　　（白）　　　　　梓童休要动怒。
　　　　　　　　　　　　　老千岁你也不要动怒，哪个敢将你问罪呀？
程咬金　　（白）　　　　　万岁，想当年我弟兄三十六人瓦岗起义，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才保得先王兴
　　　　　　　　　　　　　了大唐。众家兄弟，一个个先后去世。只剩下我这老不死的，活到今儿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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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不曾战死沙场，反倒死在金殿之上。思想起来，好叫老臣我伤心哪……
（程咬金假哭。）
李治　　　（白）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啊老千岁，你休要啼哭。孤赦你无罪也就是了。
程咬金　　（白）　　　　　既然赦了老臣，就该赦了薛刚。
李治　　　（白）　　　　　娘娘，你看薛刚可能赦得？
武后　　　（白）　　　　　赦不得！
程咬金　　（白）　　　　　赦不得？好哇！常言道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如今四
　　　　　　　　　　　　　海鼎定，自然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啦，该是要死的啦。两辽王、樊夫人，你们
　　　　　　　　　　　　　百战沙场，为的是哪个？到如今连一个儿子也保不住，看起来，有什么好处？
　　　　　　　　　　　　　从今往后，番邦、外国要是再来侵犯，我劝你们也甭再管啦。甭说你们不管，
　　　　　　　　　　　　　朝中武将还有谁不寒心，还有谁肯再多管？什么江山江山，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功臣不功臣，如今是用你们不着啦。你我的子孙也不要再学什么武艺，今后
　　　　　　　　　　　　　要劝他们多学一些吹牛、拍马、钻狗洞的本事。学学他们二位的样儿，倒落得
　　　　　　　　　　　　　一个尊荣富贵，长保禄位。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咳！
李治　　　（白）　　　　　哎呀！
　　　　　（唱）　　　　　他那里一番话把我提醒，
　　　　　　　　　　　　　怕的是斩薛刚天下寒心。
　　　　　（白）　　　　　娘娘，今日若斩薛刚，只怕天下人寒心。依孤看来，还是赦了的好。
武后　　　（白）　　　　　呀！
　　　　　（唱）　　　　　这老儿说话软中有硬，
　　　　　　　　　　　　　倒叫我武媚娘难下绝情。
　　　　　（白）　　　　　但凭万岁。此事我不管就是。
（武后、四宫女同下。）
李治　　　（白）　　　　　老千岁，赦薛刚无罪也就是了。
程咬金　　（白）　　　　　赦啦？
李治　　　（白）　　　　　赦了。
程咬金　　（白）　　　　　赦了就好啦。
　　　　　　　　　　　　　快快谢过万岁！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多谢万岁！
李治　　　（白）　　　　　罢了。
程咬金　　（白）　　　　　将薛刚招回来。
大太监　　（白）　　　　　将薛刚赦回呀！
（二武士押薛刚同上。）
薛刚　　　（白）　　　　　谅你们不敢杀我！
程咬金　　（白）　　　　　呃，万岁赦了你啦。快快上前谢过。
薛刚　　　（白）　　　　　谢万岁不斩之恩！
（薛刚馀怒未息。）
李治　　　（白）　　　　　下次不可！
薛刚　　　（白）　　　　　我晓得了。
张天佐、
张天佑　　（同白）　　　　难道我二人就白白地挨了一顿打不成？
李治　　　（白）　　　　　你二人就不必多言了。退班！
（四太监、大太监、李治同下。）
程咬金　　（白）　　　　　便宜你们两个狗头！
张天佐、
张天佑　　（同念）　　　　冬天饮冷水，滴滴寒心头。
　　　　　（同白）　　　　咳！
（张天佐、张天佑同下。）
程咬金　　（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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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官司打赢啦。
薛丁山　　（白）　　　　　今日若非老千岁讲情，我儿性命难保。
樊梨花　　（白）　　　　　全仗老千岁的面子。
　　　　　　　　　　　　　我儿快快谢过！
薛刚　　　（白）　　　　　多谢老千岁！
程咬金　　（白）　　　　　罢啦罢啦。这种事儿，可一不可再。下次再犯，老夫也难以为力啦。
　　　　　　　　　　　　　两辽王、樊夫人，我看薛刚性情忒以刚强，还要严加管教才是，可别叫他再闯
　　　　　　　　　　　　　祸啦。
薛丁山、
樊梨花　　（同白）　　　　敢不从命。
程咬金　　（白）　　　　　请！喔唷，喔唷！
（程咬金背疼，二侍儿扶程咬金同下。）
薛丁山　　（白）　　　　　奴才，还不随我回去！
薛刚　　　（白）　　　　　回去就回去！
薛丁山　　（白）　　　　　还是这样倔强。
　　　　　　　　　　　　　夫人，回府之后，将他锁在书房，不许出去。
薛刚　　　（白）　　　　　不出去就不出去！
樊梨花　　（白）　　　　　孩子，别跟你爹爹犟嘴啦。走吧！
薛刚　　　（白）　　　　　走就走。好笑啊，哈哈哈……
樊梨花　　（白）　　　　　嗯！
（薛丁山、樊梨花、薛刚同下。）

【第十九场】

（〖发点〗。四喽兵、四女兵、纪凤引纪鸾英同上。）
纪鸾英　　（念）　　　　　英雄聚义在山林，济弱锄强打不平。赫赫威名传千里，谁人不知纪鸾英！
　　　　　（白）　　　　　我，纪鸾英。只因朝中武氏乱政，奸臣专权。不愿为官，啸聚山林，劫富济贫，
　　　　　　　　　　　　　倒也自在。只是官府不肯放过，常常派兵搜剿。每次被我杀得大败而去。虽
　　　　　　　　　　　　　然如此，可是他们岂肯罢手？也曾派大头目曹杰去至京城打探消息，未见回报。
　　　　　　　　　　　　　左右，伺候了！
四喽兵、
四女兵　　（同白）　　　　啊！
（曹杰上。）
曹杰　　　（念）　　　　　忙把京中事，报与寨主知。
　　　　　（白）　　　　　参见寨主！
纪鸾英　　（白）　　　　　罢了。命你京城打探消息怎么样啦？
曹杰　　　（白）　　　　　启寨主：京中对我们山寨，没有什么举动。倒打听来两桩新鲜的事儿。
纪鸾英　　（白）　　　　　哪两件新鲜事儿哪？
曹杰　　　（白）　　　　　这第一件：奸相张天佑强霸民女，诬害良民，被那通城虎薛刚打了一顿。那张
　　　　　　　　　　　　　天佐想与他兄弟报仇，犯禁夜行，碰上薛刚，也挨了一顿饱打。真是大快人心。
纪鸾英　　（白）　　　　　薛刚？闻听此人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人称“通城虎”，乃是两辽王薛丁山
　　　　　　　　　　　　　之子。你说的就是他吗？
曹杰　　　（白）　　　　　正是。京城的百姓听说薛刚打了这两个老贼，无不人人称快。有几句歌谣，到
　　　　　　　　　　　　　处传唱歌颂薛刚。
纪鸾英　　（白）　　　　　什么歌谣，你可记得？
曹杰　　　（白）　　　　　倒也记得。寨主听了：
　　　　　（念）　　　　　可笑二奸相，空自称豪强。遇到通城虎，低头叫爹娘。
纪鸾英　　（白）　　　　　那薛刚果然是英雄！
曹杰　　　（白）　　　　　英雄！
纪鸾英　　（白）　　　　　好汉！
曹杰　　　（白）　　　　　好汉！
　　　　　（笑）　　　　　哈哈哈……
纪鸾英　　（白）　　　　　难道说那两个老贼被薛刚打了一顿，就罢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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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杰　　　（白）　　　　　岂能甘休！他二人上朝告下御状，薛、张两家在朝堂辩理，弄得那昏王毫无办
　　　　　　　　　　　　　法，只好劝和了事。
纪鸾英　　（白）　　　　　果然是一件快事。但不知那一件是什么事哪？
曹杰　　　（白）　　　　　还有一件：就是今年元宵佳节，京城之中要大放花灯。说是与民同乐。
纪鸾英　　（白）　　　　　你说什么？
曹杰　　　（白）　　　　　大放花灯。
纪鸾英　　（白）　　　　　大放花灯吗？
曹杰　　　（白）　　　　　正是。
纪鸾英　　（白）　　　　　我想大放花灯，定然好看。我有心前去一观。
曹杰　　　（白）　　　　　寨主，花灯虽然好看，京城之中非比别处，寨主岂可轻身前去？
纪鸾英　　（白）　　　　　这有何妨！待我乔装改扮前去，他们不能识破。
曹杰　　　（白）　　　　　还是小心为是。
（曹杰下。）
纪凤　　　（白）　　　　　我愿跟寨主一同前去，也好有个照应。
纪鸾英　　（白）　　　　　就这么办。山寨之事你们小心。
　　　　　　　　　　　　　纪凤，随姑娘我后寨更衣去者！
　　　　　（唱）　　　　　听说元宵花灯放，
　　　　　　　　　　　　　不由鸾英喜心肠。
　　　　　　　　　　　　　纪凤随我后寨往，
　　　　　　　　　　　　　乔装改扮走一场。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幕启。薛刚被锁在书房。）
薛刚　　　（唱）　　　　　打了奸相闯了祸，
　　　　　　　　　　　　　锁在书房受折磨。
（〖牌子〗。）
薛刚　　　（白）　　　　　啊！外面为何这样热闹？
　　　　　　　　　　　　　薛德水！薛德水！
（薛德水上。）
薛德水　　（白）　　　　　三公子，您又要什么？
薛刚　　　（白）　　　　　我来问你：今日大街之上，锣鼓喧天，为了何事？
薛德水　　（白）　　　　　咳，您锁在书房连日子都忘啦？今天是元宵节。万岁有旨，大放花灯。又是龙
　　　　　　　　　　　　　灯，又是狮子灯。这个灯、那个灯，我连说都说不上来。可热闹啦。
薛刚　　　（白）　　　　　我爹娘呢？
薛德水　　（白）　　　　　他们都看灯去啦。我为了陪着您，也不能去看灯。
薛刚　　　（白）　　　　　你将锁开了，我与你一同出去看灯。
薛德水　　（白）　　　　　好吧。
（薛德水想。）
薛德水　　（白）　　　　　不对不对，您出去要是闯了祸，我可吃罪不起，我情愿陪您待在家里。
薛刚　　　（白）　　　　　你不想看灯了？
薛德水　　（白）　　　　　我想看也不行啊。
薛刚　　　（白）　　　　　如此我也不想去看灯了。
（薛刚想。）
薛刚　　　（白）　　　　　薛德水你去拿些酒来，我与你一同饮酒。
薛德水　　（白）　　　　　那可不成！您吃醉了酒又要闯祸啦。
薛刚　　　（白）　　　　　我如今锁在这里，是怎样闯祸呢？
薛德水　　（白）　　　　　对呀，您锁在这儿了闯不了什么祸。我就给您拿酒去。
薛刚　　　（白）　　　　　要大坛、大杯。
薛德水　　（白）　　　　　嗳，咱们就喝个痛快。
（薛德水下。）
薛刚　　　（白）　　　　　这个傻小子，上了我的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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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水棒大杯、大坛上。）
薛德水　　（白）　　　　　公子，酒来啦。
（薛德水打开酒坛，薛刚吃酒。）
薛刚　　　（白）　　　　　来来来，你也吃上一杯。
（薛刚送酒与薛德水吃。）
薛德水　　（白）　　　　　好好，我也来一杯。
（薛德水正要吃酒，被薛刚掐住脖子。）
薛德水　　（白）　　　　　您这是怎么啦？
薛刚　　　（白）　　　　　你与我开锁。
薛德水　　（白）　　　　　不能开，不能开！
薛刚　　　（白）　　　　　不开我就要了你的命！
薛德水　　（白）　　　　　我开，我开！
（薛德水与薛刚开锁。）
薛刚　　　（白）　　　　　爽快！爽快！
（薛刚走。）
薛德水　　（白）　　　　　嗳嗳嗳！三公子您上哪儿去？
薛刚　　　（白）　　　　　我去看灯去。
薛德水　　（白）　　　　　看灯去？那么我哪？
薛刚　　　（白）　　　　　你陪我一同去看。
薛德水　　（白）　　　　　也好，您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这么办吧，我们俩人从后花园偷偷地溜出去。
　　　　　　　　　　　　　看一会儿灯，再偷偷地溜回来，我再给您锁上。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吗？
薛刚　　　（白）　　　　　好，带路后花园！
薛德水　　（白）　　　　　随我来。
薛刚　　　（白）　　　　　我们看灯去喽。
（薛刚吐，薛刚、薛德水同下。）

【第二十一场】

（幕开。五凤楼景。李治、武后、九王子同在楼上观灯，四武士、四太监、大太监侍奉左右。灯官站在楼下。
众百姓同上。）
李治　　　（白）　　　　　报灯上来。
灯官　　　（白）　　　　　领旨。
　　　　　　　　　　　　　列位，你们休要吵休要闹，细听我把灯名报一报：一团和气灯、和合二仙灯、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登科灯、六国封相灯、七子八婿灯、八仙过海
　　　　　　　　　　　　　灯、九子夺魁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一时灯名报不清。尊声诸位
　　　　　　　　　　　　　静一静，先看狮子灯，再看王子耍龙灯，再看王子耍龙灯。
（狮子灯上，舞，下。龙灯上，舞。薛刚、薛德水同上。四太监同打众百姓，九王子戏弄众百姓，众百姓同
呼喊。龙灯下，九王子大笑。薛刚大怒。）
薛刚　　　（白）　　　　　呔！你这样戏弄百姓，还要在此发笑，是何道理？
九王子　　（白）　　　　　你是何人，敢管我的闲事？
薛刚　　　（白）　　　　　俺叫薛刚。
九王子　　（白）　　　　　你就是薛刚？久闻你爱管闲事，如今竟管到我的头上来啦。
　　　　　　　　　　　　　左右，与我拿下了！
四武士　　（同白）　　　　领旨！
薛刚　　　（白）　　　　　你们谁敢拿我！
（薛刚醉状。）
薛刚　　　（唱）　　　　　欺压百姓真可恼，
　　　　　　　　　　　　　五凤楼前你逞什么英豪？
　　　　　　　　　　　　　薛刚要把你训教，
　　　　　（白）　　　　　你们谁敢来！
九王子　　（白）　　　　　你敢是要造反吗？
　　　　　　　　　　　　　快快拿下了！
四武士　　（同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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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士同打薛刚，被薛刚打倒。薛刚抓住九王子。）
薛德水　　（白）　　　　　公子，公子，他是九王子！
薛刚　　　（白）　　　　　嘿嘿！
　　　　　（唱）　　　　　龙子凤孙也不饶！
（薛刚撞死九王子。薛德水暗下。）
薛刚　　　（白）　　　　　不要装死，起来打！
灯官　　　（白）　　　　　启奏万岁、娘娘：九王子被薛刚打死啦！
李治　　　（白）　　　　　哎呀！
（李治晕倒。四太监、大太监扶李治同下。）
武后　　　（白）　　　　　拿薛刚！
（武后下。）
灯官　　　（白）　　　　　快拿凶手薛刚啊！
武承嗣　　（内白）　　　　哪里走！
（武承嗣带四兵丁同急上。武承嗣、薛刚同起打，武承嗣败下。四兵丁同随下。）
薛刚　　　（白）　　　　　此祸闯得非小，逃出城去便了。
（薛刚下。四兵丁、武承业同上，追过场，同下。）

【第二十二场】

（〖水底鱼〗。纪鸾英、纪凤同骑马上。）
纪鸾英　　（白）　　　　　昨夜京城之内，薛刚大闹花灯，打死九王子，京城大乱。我怕被人识破，连夜
　　　　　　　　　　　　　出城，赶回山去。看天已明亮，不免趱路者！
（〖内鼓声〗。）
纪鸾英　　（白）　　　　　慢着！那旁有厮杀之声。待我闪躲一旁。
（薛刚上，八兵丁、武承嗣、武承业同上，薛刚扒拉倒脱靴。八兵丁同下。武承嗣、武承业、薛刚同打三见
面，薛刚不支。纪鸾英、纪凤同挑开，救薛刚，打武承嗣、武承业败下。）
薛刚　　　（白）　　　　　多蒙搭救，当面谢过！
纪鸾英　　（白）　　　　　请问你可是昨晚大闹花灯的薛刚吗？
薛刚　　　（白）　　　　　俺正是薛刚。
纪鸾英　　（白）　　　　　真是英雄好汉。我们这儿有礼啦！
薛刚　　　（白）　　　　　岂敢，岂敢。俺告辞了！
纪鸾英　　（白）　　　　　嗨，我说你回来！你这个人，人家救了你，你连名姓也不问，转身就走，也未
　　　　　　　　　　　　　免太无礼了吧？
薛刚　　　（白）　　　　　嘿嘿，倒是俺的不是了。
　　　　　　　　　　　　　请问小娘子尊姓大名，家住哪里？日后定当相报。
纪鸾英　　（白）　　　　　我叫纪鸾英，现在卧龙山落草。我因你是一位英雄好汉，才来救你。岂是望报
　　　　　　　　　　　　　的！
薛刚　　　（白）　　　　　如此告辞了，告辞了！
纪鸾英　　（白）　　　　　慢着！请问公子，如今你要往哪儿去哪？
薛刚　　　（白）　　　　　俺要去至阳河关，投奔我的兄长。
纪鸾英　　（白）　　　　　我想你闯下这样大祸，官家定然四处捉拿于你。你兄长的安危，尚不得而知。
　　　　　　　　　　　　　你若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薛刚　　　（白）　　　　　此言甚是有理。俺薛刚倒弄得无家可归了！
（纪凤与纪鸾英耳语。）
纪鸾英　　（白）　　　　　依我之见，倒不如随我去至山寨躲避一时，也好打听你家的消息。你看如何？
薛刚　　　（白）　　　　　这个……
（薛刚背躬。）
薛刚　　　（白）　　　　　俺薛刚如今闯下大祸，不知家中如何。暂住在她山寨之内，也好打听京中消息。
（薛刚转向纪鸾英。）
薛刚　　　（白）　　　　　俺暂且随你上山。只是俺可不入伙。
纪鸾英　　（白）　　　　　哟，谁叫你去入伙啦？不过是叫你避避难罢啦。
纪凤　　　（白）　　　　　时候不早，赶快回山吧！公子，请来上马。
薛刚　　　（白）　　　　　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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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上马。）
薛刚　　　（唱）　　　　　暂且避祸到山冈，
（薛刚下。）
纪鸾英　　（唱）　　　　　我看薛刚非寻常。
（纪鸾英欲走。）
纪凤　　　（白）　　　　　姑娘，我看薛刚真是一位英雄好汉，跟姑娘您真是天生的一对。
（纪鸾英羞、笑，打马下。）
纪凤　　　（白）　　　　　这桩好事，还得应在我的身上！
（纪凤下。）

【第二十三场】

（薛德水上。）
薛德水　　（唱）　　　　　公子他把大祸闯，
　　　　　　　　　　　　　一家满门遭祸殃。
　　　　　（白）　　　　　我家三公子在元宵节大闹花灯，打死九王子，惊崩圣驾，闯下大祸。可怜薛王
　　　　　　　　　　　　　爷全家三百馀口一齐问斩，在王府铸下铁丘坟一座，真是好惨。幸亏我见机得
　　　　　　　　　　　　　早，逃出一命。到处寻找我家三公子，也不知他逃到哪儿去啦。前面有一座山
　　　　　　　　　　　　　林，十分险恶。天色不早，快快赶过山去便了！
　　　　　（唱）　　　　　公子逃走无音信，
　　　　　　　　　　　　　不知他何处把身存？
（薛德水下。）

【第二十四场】

（幕启：卧龙山内寨。纪鸾英上。）
纪鸾英　　（唱）　　　　　薛公子可算得英雄好汉，
　　　　　　　　　　　　　我有心来与他结成良缘。
　　　　　　　　　　　　　但不知他心中愿是不愿，
　　　　　　　　　　　　　女儿家羞答答怎好明言。
　　　　　（白）　　　　　咳！
（纪鸾英坐。纪凤端茶上。）
纪凤　　　（白）　　　　　姑娘用茶。
纪鸾英　　（白）　　　　　不用。
纪凤　　　（白）　　　　　我说姑娘，我看您这几天神志恍惚，闷闷不乐。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纪鸾英　　（白）　　　　　我，没有什么心事。
纪凤　　　（白）　　　　　您说您没有心事，谁相信哪？您不说我也知道。
纪鸾英　　（白）　　　　　你知道什么？
纪凤　　　（白）　　　　　您不说，我也不说。
纪鸾英　　（白）　　　　　你这个丫头，倒跟我放起刁来啦。你说不说？
纪凤　　　（白）　　　　　好，我说我说。我说出来，姑娘可别恼。
纪鸾英　　（白）　　　　　我不恼就是。
纪凤　　　（白）　　　　　那我就说啦。我说姑娘，您是心里头想着一个人，对不对？
纪鸾英　　（白）　　　　　我想谁呀？
纪凤　　　（白）　　　　　就是那薛公子。
纪鸾英　　（白）　　　　　唗！你这个丫头，竟敢戏弄你家姑娘？招打！
纪凤　　　（白）　　　　　您说不恼，怎么又恼起来啦？
纪鸾英　　（白）　　　　　你为什么胡言乱语？
纪凤　　　（白）　　　　　咳，您还说我胡言乱语。明明心里想着他，嘴里还不肯承认。
纪鸾英　　（白）　　　　　心事倒被这个丫头猜着啦。好，就算你说得对。你可倒是给我拿一个主意呀。
纪凤　　　（白）　　　　　这有什么难的？你既然有心于他，就把他请出来向他提亲。他要答应最好。要
　　　　　　　　　　　　　是不肯，您也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纪鸾英　　（白）　　　　　只是叫我怎么开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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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凤　　　（白）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您要是不便说，我来替您说。
纪鸾英　　（白）　　　　　好，那就有请公子。
纪凤　　　（白）　　　　　有请薛公子！
（薛刚上。）
薛刚　　　（念）　　　　　身在山寨内，心挂二双亲。
纪鸾英　　（白）　　　　　公子请坐！
薛刚　　　（白）　　　　　有坐。将俺唤出，不知为了何事？
纪鸾英　　（白）　　　　　这……
薛刚　　　（白）　　　　　什么？
纪鸾英　　（白）　　　　　这叫我怎么说哪。还是你替我说吧！
（纪鸾英下。）
薛刚　　　（白）　　　　　这倒奇怪了。
纪凤　　　（白）　　　　　公子，我家姑娘有件事要问你。
薛刚　　　（白）　　　　　什么事？
纪凤　　　（白）　　　　　你可曾定下亲事？
薛刚　　　（白）　　　　　尚未定亲。
纪凤　　　（白）　　　　　这就好啦。我家姑娘有心与公子结成良缘，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薛刚　　　（白）　　　　　这个……
（薛刚背躬。）
薛刚　　　（白）　　　　　哎呀且住！我看那纪鸾英虽在绿林，却是行侠仗义，非是寻常之辈。又有一身
　　　　　　　　　　　　　武艺，性情豪爽，与俺意气相投。如今无家可归，何不将这亲事允了下来。
（薛刚向纪凤。）
薛刚　　　（白）　　　　　纪凤，你家姑娘既然有此美意，俺薛刚就应允了。但必须禀明爹娘之后，方可
　　　　　　　　　　　　　成亲。
纪凤　　　（白）　　　　　这就算成啦。
　　　　　　　　　　　　　姑娘您快来！
（纪鸾英上。）
纪鸾英　　（白）　　　　　怎么样？
纪凤　　　（白）　　　　　恭喜恭喜！他答应啦。
（纪鸾英羞。）
纪凤　　　（白）　　　　　可是，他说要禀明爹娘才能成亲哪。
纪鸾英　　（白）　　　　　那是应该的。
纪凤　　　（白）　　　　　我们小姐来啦。
薛刚　　　（白）　　　　　小姐，薛刚得配小姐，真乃三生之幸！
纪鸾英　　（白）　　　　　公子说哪里话来。奴家得配公子总算不负终身啦。
薛刚　　　（白）　　　　　必须禀明爹娘之后，方可成亲。
纪鸾英　　（白）　　　　　理当如此。
薛刚　　　（白）　　　　　京中探信之人，可曾回来？
纪鸾英　　（白）　　　　　我命曹杰下山好几天啦，想必就要回来啦。
（曹杰上。）
曹杰　　　（白）　　　　　启禀寨主：京城关闭数日，不能进城。在山下遇到一人，自称是薛府的家人，
　　　　　　　　　　　　　逃出皇城。特来报知。
薛刚　　　（白）　　　　　啊！人在哪里？快快带来！
曹杰　　　（白）　　　　　是！
（曹杰下。曹杰带薛德水同上。）
薛德水　　（念）　　　　　才得离虎穴，又落在龙潭。
薛刚　　　（白）　　　　　你不是薛德水么？
薛德水　　（白）　　　　　哎呀公子！您在这儿哪。小人找得您好苦啊！
薛刚　　　（白）　　　　　府中之事怎么样了？
薛德水　　（白）　　　　　公子，太惨啦！
薛刚　　　（白）　　　　　怎么样？快讲！
薛德水　　（白）　　　　　公子容禀：自那天您闯下大祸，武后拿您不着，便命武三思带了大兵，围住王
　　　　　　　　　　　　　府，逢人就抓，见人就拿。可怜满门三百馀口，一个一个都绑赴法场，一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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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啦！
薛刚　　　（白）　　　　　你待怎讲？
薛德水　　（白）　　　　　一齐问斩啦！
薛刚　　　（白）　　　　　哎呀！
（薛刚昏。）
薛刚　　　（唱）　　　　　听一言不由我魂飞魄丧，
　　　　　（叫头）　　　　爹娘啊！
　　　　　（唱）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胸膛。
纪鸾英　　（白）　　　　　公子呀！
　　　　　（唱）　　　　　三百馀口刀下丧，
　　　　　　　　　　　　　这才是忠良无下场。
薛刚　　　（白）　　　　　薛德水！
　　　　　（唱）　　　　　含悲忍泪把话讲，
　　　　　　　　　　　　　爹娘的尸首在何方？
薛德水　　（唱）　　　　　三百馀口一起葬，
　　　　　　　　　　　　　铁丘坟内埋忠良。
薛刚　　　（唱）　　　　　咬牙切齿下山往，
纪鸾英　　（白）　　　　　哪里去？
薛刚　　　（唱）　　　　　铁丘坟上祭爹娘。
纪鸾英　　（唱）　　　　　岂可自去投罗网，
薛刚　　　（唱）　　　　　罪魁祸首是薛刚。
　　　　　　　　　　　　　此番我把京城闯，
　　　　　　　　　　　　　要替全家报冤枉。
纪鸾英　　（唱）　　　　　快唤那曹氏弟兄忙走上，
曹杰　　　（白）　　　　　三位贤弟快来！
（曹侠、曹英、曹豪同上。）
曹侠、
曹英、
曹豪　　　（同唱）　　　　寨主呼唤为哪桩？
纪鸾英　　（唱）　　　　　公子下山京城往，
　　　　　　　　　　　　　铁丘坟上祭爹娘。
　　　　　　　　　　　　　你弟兄一同把路上，
　　　　　　　　　　　　　保护公子要提防。
曹杰　　　（唱）　　　　　寨主但把宽心放，
曹侠、
曹英、
曹豪　　　（同白）　　　　保得去保得回，
　　　　　（同唱）　　　　谅也无妨！
薛刚　　　（白）　　　　　众位请上，受我一拜！
　　　　　（唱）　　　　　这样的义气终身难忘，
曹杰、
曹侠、
曹英、
曹豪　　　（同唱）　　　　闯龙潭入虎穴奔走一场。
（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下。）
纪鸾英　　（西皮快板）　　一见公子下山岭，
　　　　　　　　　　　　　再叫纪凤听分明：
　　　　　　　　　　　　　吩咐喽兵校场进，
　　　　　　　　　　　　　弓箭刀枪要鲜明。
　　　　　　　　　　　　　马要壮，兵要精，
　　　　　　　　　　　　　接应那公子薛刚回山林。
　　　　　　　　　　　　　纪鸾英在山寨忙传将令，
　　　　　　　　　　　　　要与那薛家大报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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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鸾英、纪凤、薛德水同下。）

【第二十五场】

（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上，同走边。）
薛刚　　　（新水令）　　　恼恨那武后太张狂，
　　　　　　　　　　　　　害得我全家命丧。
　　　　　　　　　　　　　忠良无下场，
　　　　　　　　　　　　　心痛泪满眶。
　　　　　（白）　　　　　呀！
　　　　　（新水令）　　　俺急、急急前往，
　　　　　　　　　　　　　到京城祭爹娘。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守坟兵甲、守坟兵乙同上。）
守坟兵甲　（念）　　　　　奉了王爷命，
守坟兵乙　（念）　　　　　看守铁丘坟。
守坟兵甲　（白）　　　　　伙计！上头吩咐下来，恐怕那薛刚前来祭奠坟墓，叫咱们小心一点儿。
守坟兵乙　（白）　　　　　那薛刚要是敢来，一定把他拿住，向王爷请赏。
守坟兵甲　（白）　　　　　好！那么我们走。
（〖水底鱼〗。守坟兵甲、守坟兵乙同走圆场。灭灯。幕启：铁丘坟，星月交辉。）
守坟兵甲　（白）　　　　　时候也不早啦。你在东边儿，我在西边儿，大家小心点儿。
（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上，杀死守坟兵甲。守坟兵乙逃下。）
薛刚　　　（三叫头）　　　父王！母亲！哎，爹娘啊！
　　　　　（唱）　　　　　一见坟台肝肠断，
　　　　　　　　　　　　　点点珠泪洒胸前。
　　　　　　　　　　　　　爹娘休要将儿怨，
　　　　　　　　　　　　　孩儿此心可对天。
　　　　　　　　　　　　　不该将我满门斩，
　　　　　（哭头）　　　　爹娘啊！
　　　　　（唱）　　　　　寡情薄义复何言！
　　　　　（白）　　　　　父王！母亲！孩儿他日定要灭却武后，以报此仇。儿今去也！
　　　　　（唱）　　　　　含悲忍泪把路趱，
（守坟兵乙引四龙套、二副将同急上。守坟兵乙下。）
二副将　　（同白）　　　　什么人大胆，敢来祭坟？
薛刚　　　（白）　　　　　你家爷爷薛刚。
二副将　　（同白）　　　　啊薛刚！拿下了！
（四龙套同下。）
薛刚　　　（白）　　　　　鼠辈你也敢逞强！
　　　　　（唱）　　　　　管叫你一个一个要丧黄泉。
（薛刚、二副将同起打。薛刚夺刀杀死二副将，亮相。众人同下。）

【第二十七场】

（〖风入松〗。四护卫军、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上。守坟兵乙上。）
守坟兵乙　（白）　　　　　薛刚夜祭铁丘坟，杀死二副将。
武三思　　（白）　　　　　再探。
守坟兵乙　（白）　　　　　啊！
（守坟兵乙下。）
武三思　　（白）　　　　　护卫军，捉拿薛刚去者！
四护卫军　（同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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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上，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架住。）
武三思　　（白）　　　　　薛刚还不受死！
薛刚　　　（白）　　　　　俺要替爹娘报仇，取尔的狗命！
（薛刚、武三思双架住，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薛刚、四护卫军、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走
圆场，同小开打。）
四护卫军　（同白）　　　　拿薛刚，拿薛刚！
（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下，四护卫军、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下。）

【第二十八场】

马登　　　（内西皮导板）　听说是小薛刚铁丘被困，
（四龙套同上，同站门。马登上。）
马登　　　（西皮快板）　　不由我马登胆战惊。
　　　　　　　　　　　　　若是他今日遭不幸，
　　　　　　　　　　　　　断送忠良后代根。
　　　　　　　　　　　　　我这里暗中将他救定，
（四龙套引马登同走圆场，同归下场门。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自上场门同上。）
薛刚　　　（白）　　　　　啊！
　　　　　（唱）　　　　　马叔父因何故反助贼人？
　　　　　（白）　　　　　马叔父，你怎么反而帮助他们，捉拿侄儿？
马登　　　（白）　　　　　哪个是你叔父。看枪！
（马登、薛刚同小开打，马登佯败示意薛刚。）
马登　　　（白）　　　　　随我来！
（马登下。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会意，同随下。）

【第二十九场】

（场设城门。守城兵守城。四龙套、马登同上，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上。）
守城兵　　（白）　　　　　参见马将军！今欲何往？
（马登杀死守城兵出城，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惊异，同随出城。）
薛刚　　　（白）　　　　　马叔父你这算何意？
马登　　　（白）　　　　　后面追兵拿你来了。不必多言，快快逃命去吧！
薛刚　　　（白）　　　　　如此受侄儿等一拜！
（〖内战鼓声〗。）
马登　　　（白）　　　　　追兵已来。他日相见。
（马登、四龙套、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自两边分下。四护卫军、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追上，
见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逃出城外，武三思率武承嗣、武承业、四护卫军同出城追下。）

【第三十场】

（〖急急风〗。四喽兵、纪鸾英同上。〖牌子〗。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上。〖牌子〗。报信。
四龙套、武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追上，纪鸾英、四喽兵、薛刚、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四龙套、武
承嗣、武承业、武三思同接住，同开打。武三思逃下。薛刚、纪鸾英、曹侠、曹英、曹豪、曹杰杀死武承业，
擒住武承嗣。薛刚、纪鸾英、曹侠、曹英、曹豪、曹杰同亮相。）
薛刚、
纪鸾英　　（同白）　　　　回山！
曹侠、
曹英、
曹豪、
曹杰、
四喽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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