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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焚稿》

主要角色
林黛玉：旦
贾宝玉：小生
玉钏：旦
彩霞：旦
王夫人：旦

情节
林宝玉、贾黛玉心心相印，而贾母拟娶薛宝钗。贾宝玉患病，王熙凤献计，佯称与林黛玉联姻，实则暗娶薛
宝钗。傻大姐告林黛玉，林黛玉惊痛，访贾宝玉于病榻前，相对苦笑。回潇湘馆，呕血不已，将贾宝玉题赠
诗帕及生平诗稿投入火中，含恨而死。

根据《京剧汇编》第五十七集：北京图书馆藏本整理

【第一场】

（彩霞、玉钏、王夫人同上。）
王夫人　　（念）　　　　　夫君外放，儿女事，越地牵肠。
　　　　　（白）　　　　　妾身、王氏。只因宝玉这个孽障，年已长成，男大须婚，时常记挂心下。近日
　　　　　　　　　　　　　老爷外放江西粮道，不知何日才得回来。我想趁这档口，成全了宝玉和宝钗的
　　　　　　　　　　　　　金玉姻缘，一来亲上做亲，二来也了却我一桩心事，不免叫凤丫头前来斟酌一
　　　　　　　　　　　　　番。
　　　　　　　　　　　　　彩霞！
彩霞　　　（白）　　　　　在。
王夫人　　（白）　　　　　你去请琏二奶奶过来见我。
彩霞　　　（白）　　　　　是。
（彩霞下。彩霞引王熙凤同上。）
彩霞　　　（白）　　　　　琏二奶奶来啦。
王熙凤　　（引子）　　　　年少当家，重闱喜，下人害怕。
　　　　　（白）　　　　　参见太太！
王夫人　　（白）　　　　　罢啦。一旁坐下！
王熙凤　　（白）　　　　　谢坐。太太呼唤。不知有何吩咐？
王夫人　　（白）　　　　　凤丫头，我想你宝玉兄弟和宝钗妹妹，如今却是成家的时候了。现在老爷不久
　　　　　　　　　　　　　就要出门。我打算禀明老太太，趁早替他们办了喜事。你看老太太的意思如何？
王熙凤　　（白）　　　　　老太太的心是最活动的。从前最疼爱林妹妹，大家都以为是有意思给宝兄弟做
　　　　　　　　　　　　　亲的了。谁知一金一玉，咱们带玩笑地说起姻缘来，老太太却变了心啦。固然
　　　　　　　　　　　　　是林妹妹身子瘦弱，性情古怪，失了老太太的欢心。然而咱们所说的话，却也
　　　　　　　　　　　　　有大半功效。如今只有对老太太说，宝兄弟的病，是为丢失了玉引起的，应当
　　　　　　　　　　　　　替他结亲，一来冲喜，二来借着宝妹妹的金锁，一定可以引得宝兄弟的玉回来，
　　　　　　　　　　　　　便不怕老太太不依啦。
王夫人　　（白）　　　　　你的主意很好，就此回明老太太去吧！
（王夫人、王熙凤、彩霞、玉钏同下。）

【第二场】

（鸳鸯、琥珀、傻大姐搀贾母同上。）
贾母　　　（引子）　　　　华发盈颠，人臻大年。
　　　　　（白）　　　　　老身，史氏。自到贾氏门中，六十余年，一生顺境，福禄过人。这也罢了。只
　　　　　　　　　　　　　是我最爱的孙儿宝玉，近日病得十分糊涂，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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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人、王熙凤同上。）
王夫人　　（白）　　　　　参见婆婆！
贾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王夫人　　（白）　　　　　谢坐！
王熙凤　　（白）　　　　　请老祖宗安！
贾母　　　（白）　　　　　罢了！你娘儿两个来得正好。这两天宝玉的病，还是呆呆愣愣的，医治也不见
　　　　　　　　　　　　　效。你们有何方法？
王熙凤　　（白）　　　　　老祖宗不问，太太也想来回。太太的意思，是想替宝兄弟办喜事，冲冲喜，宝
　　　　　　　　　　　　　兄弟一定就好啦。
贾母　　　（白）　　　　　我也是这么想过。只是我最疼的是宝玉，宝丫头那孩子也很可怜。替他们办喜
　　　　　　　　　　　　　事，须得热闹一场才是。如今做亲冲喜，一定简便得很，所以我不肯说出来。
王熙凤　　（白）　　　　　老祖宗要知道：这冲喜是一层，还有一层文章呢。一个是玉，一个是金，天生
　　　　　　　　　　　　　的配偶。金的来啦，那玉也就可以招回来啦。
贾母　　　（白）　　　　　有点儿道理。
王熙凤　　（白）　　　　　只是事不宜迟，老爷要是上任去了，这事就又耽搁啦。
贾母　　　（白）　　　　　你这么说，我的主意定了。快请老爷来，我对他讲！
琥珀　　　（白）　　　　　是。
（琥珀下。琥珀引贾政同上。）
琥珀　　　（白）　　　　　老爷来啦！
贾政　　　（念）　　　　　新膺简放君恩沛，又奉传唤母命来。
　　　　　（白）　　　　　孩儿参见母亲！
贾母　　　（白）　　　　　你且坐下，我有话讲。
贾政　　　（白）　　　　　谢坐！
贾母　　　（白）　　　　　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你却放了外任，要去做官。你这一去。我所疼的只有
　　　　　　　　　　　　　宝玉，偏偏又病得糊涂。我昨日叫人去替他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说是要娶
　　　　　　　　　　　　　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便恐难保。所以我叫你来商量。
　　　　　　　　　　　　　你的媳妇也在那里，你两个也商量商量。还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
贾政　　　（白）　　　　　老太太当初疼儿子是怎样疼的，难道做儿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儿子不成？老太太
　　　　　　　　　　　　　既要与他成家，这也是该当的，岂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道理？如今宝玉病着，
　　　　　　　　　　　　　儿子也是放心不下。因为老太太不叫他见我，所以儿子不敢言语。我到底瞧
　　　　　　　　　　　　　瞧宝玉，是什么病症。
（王夫人目视贾母。）
贾母　　　（白）　　　　　你就叫宝玉出来，见见他老子。
王夫人　　（白）　　　　　是。
（王夫人向内。）
王夫人　　（白）　　　　　袭人，扶宝玉出来！
（袭人搀贾宝玉同上。贾宝玉见贾政。袭人叫贾宝玉请安。贾宝玉请安毕，痴立不动。）
贾政　　　（白）　　　　　咳，扶他进去吧！
袭人　　　（白）　　　　　是。
（袭人搀贾宝玉同下。）
贾政　　　（白）　　　　　老太太这大年纪，想办法疼孙子，做儿子的怎敢违拗。只是姨太太那边，不知
　　　　　　　　　　　　　说过无有？
王夫人　　（白）　　　　　姨太太是早已应承啦。
贾政　　　（白）　　　　　还有一层难处。贵妃薨逝，宝玉照已出嫁的姐姐，应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时也
　　　　　　　　　　　　　难娶亲。还有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不敢耽搁。这几天怎么赶办得及呢？
贾母　　　（白）　　　　　这个不妨。只要你肯与他办，我自然有道理。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去
　　　　　　　　　　　　　求他，只说要救宝玉的命，诸事将就些也就罢了。现在宝玉病着，并不叫她成
　　　　　　　　　　　　　亲，不过是冲冲喜。再者姨太太曾经说过，宝丫头的金锁，只等有玉的才是婚
　　　　　　　　　　　　　姻。或者宝丫头过来，因她的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也说不定。从此一天好
　　　　　　　　　　　　　似一天，岂不是大家的造化么？
贾政　　　（白）　　　　　老太太想得自然妥当，就照老太太的主意去办就是。
贾母　　　（白）　　　　　如今说定了，我就叫人办起来。你去歇息去吧，我也要睡午觉了。
贾政　　　（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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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下。）
贾母　　　（白）　　　　　你们都听见了，你娘儿两个商量着办吧！
（鸳鸯、琥珀、傻大姐搀贾母与王夫人同下。）

【第三场】

（袭人急上，合掌向天。）
袭人　　　（白）　　　　　哎呀天哪！我袭人盼望了几年，到今日才得称心如意。宝姑娘做了宝二奶奶，
　　　　　　　　　　　　　真是我袭人的造化呢。哎呀不好！我们二爷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要是知道替
　　　　　　　　　　　　　他定下的是宝姑娘，不定要闹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呢！这这这便如何是好？有
　　　　　　　　　　　　　了，不免回明太太，大家从长计较才是。
（袭人急下。）

【第四场】

（王夫人、王熙凤同上。）
王夫人　　（唱）　　　　　适才奉了婆婆命，
王熙凤　　（唱）　　　　　一切事儿我担承。
王夫人　　（白）　　　　　适才老太太吩咐，如何过礼，如何娶亲，应当通知姨妈知道。我都交给你了。
王熙凤　　（白）　　　　　是。
（袭人上。）
袭人　　　（唱）　　　　　要将宝玉真心事，
　　　　　　　　　　　　　报与堂前太太知。
（袭人跪、哭。）
袭人　　　（白）　　　　　太太呀！
王夫人　　（白）　　　　　啊！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将起来？
袭人　　　（白）　　　　　奴才有一句话，是不该说的。只是关系二爷的生死，奴才不敢不说。二爷的亲
　　　　　　　　　　　　　事，老太太、太太已经定了宝姑娘，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着二爷
　　　　　　　　　　　　　平日还是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
王夫人　　（白）　　　　　他两个自小在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是好些。
袭人　　　（白）　　　　　太太哪里知道，二爷和林姑娘不是好些。前年夏天，老爷和二爷去见客，忘了
　　　　　　　　　　　　　拿扇子出去，我赶着送去。谁知二爷一时错认了奴才是林姑娘，说了许多心腹
　　　　　　　　　　　　　的话，道什么：“我有一颗心，已经交给妹妹了。”便是那年紫鹃说了一句林
　　　　　　　　　　　　　姑娘要回南去的玩话，二爷便急得病了。所以奴才看起来，如今要给二爷娶宝
　　　　　　　　　　　　　姑娘，除非是他认识不知还可。若是稍为明白，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
　　　　　　　　　　　　　啦。
王夫人　　（白）　　　　　这便如何是好？
袭人　　　（白）　　　　　奴才说是说啦。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
王夫人　　（白）　　　　　你且起来！
袭人　　　（白）　　　　　是。
（袭人起身旁立。王夫人向王熙凤。）
王夫人　　（白）　　　　　你有什么主意无有？
王熙凤　　（白）　　　　　主意是有一个。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闹起来，说是老爷做主，
　　　　　　　　　　　　　将林妹妹配了他啦，瞧他神情怎样。要是他全不管，那就办了喜事之后，再打
　　　　　　　　　　　　　主意。要是他有些欢喜，这事就要大费周折啦。
王夫人　　（白）　　　　　就算他欢喜，你便怎么办？
王熙凤　　（白）　　　　　只有一个掉包儿的法子。咱们管着宝妹妹，只说她是林妹妹。及至娶了过来，
　　　　　　　　　　　　　知道是宝妹妹了，宝兄弟向来是在姐妹面前要好不过的，那时还怕他敢得罪宝
　　　　　　　　　　　　　妹妹吗？
王夫人　　（白）　　　　　这倒也是个办法，咱们去回禀老太太去。
（王夫人、王熙凤同下。袭人笑。傻大姐笑上。）
傻大姐　　（白）　　　　　二爷办喜事，这会子要热闹啦。只是一件事，我要问姐姐，又是宝姑娘，又是
　　　　　　　　　　　　　宝二奶奶，咱们这可怎么叫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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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人打傻大姐。）
袭人　　　（白）　　　　　小蹄子喜欢开口乱说话。我告诉琏二奶奶治你，看你再敢乱说么？
（袭人拧傻大姐耳朵。傻大姐哭。）
傻大姐　　（白）　　　　　姐姐，我不敢啦，我不敢啦！
（袭人、傻大姐同下。）

【第五场】

（林黛玉上，紫鹃随上。）
林黛玉　　（唱）　　　　　怨西风催落叶闲阶堆遍，
　　　　　　　　　　　　　只留得万竿竹萧瑟无边。
　　　　　　　　　　　　　这边厢怡红院室近人远，
　　　　　　　　　　　　　那边厢蘅芜院衰草残烟。
　　　　　　　　　　　　　刚行到埋香冢芳心辗转，
　　　　　　　　　　　　　又听得沁芳闸流水呜咽。
　　　　　　　　　　　　　不由人思往事心魂惊颤，
　　　　　　　　　　　　　可怜我苦延挨幽怨年年。
（林黛玉掩泪。）
紫鹃　　　（白）　　　　　姑娘，无缘无故，又要伤起心来。为何这样的作践自己身体哪？
林黛玉　　（白）　　　　　咳，紫鹃，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呀！
（林黛玉泣。）
紫鹃　　　（白）　　　　　咳，姑娘，不是紫鹃多嘴。姑娘上有老太太钟爱，又有老爷做主，姑娘也忒过
　　　　　　　　　　　　　虑啦。
（林黛玉不语，袖中取巾拭泪，不得巾。）
林黛玉　　（白）　　　　　啊，紫鹃，刚才出门仓促，却把手帕忘了带来，你快回去取来与我。
紫鹃　　　（白）　　　　　是。但是姑娘不要走远啦。
（紫鹃下。）
林黛玉　　（白）　　　　　紫鹃说话，倒有些意思。咳，只怕不能如愿。呀，前面一片芙蓉，花枝零落。
　　　　　　　　　　　　　那湖山石畔，不是宝哥哥当初祭晴雯的所在么？我想晴雯不过是个丫头，他却
　　　　　　　　　　　　　生死不忘，难道便将我忘了不成？这真是我过虑了！
（傻大姐哭上，走至石山旁大哭。）
林黛玉　　（白）　　　　　那里有人啼哭，莫非是学我葬花？
（林黛玉看。）
林黛玉　　（白）　　　　　哎呀，原来是一个傻丫头。你为什么啼哭啊？
傻大姐　　（白）　　　　　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儿。她们说话，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错了一句话，我姐
　　　　　　　　　　　　　姐也不该就打我呀！
傻大姐　　（白）　　　　　你姐姐是谁？
傻大姐　　（白）　　　　　就是袭人姐姐。
林黛玉　　（白）　　　　　你叫什么名字？
傻大姐　　（白）　　　　　我叫傻大姐儿。
（林黛玉笑。）
林黛玉　　（白）　　　　　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了什么话了？
傻大姐　　（白）　　　　　为什么？就为了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
林黛玉　　（白）　　　　　哎呀！
（林黛玉闻言惊退，靠太湖石山定神。）
林黛玉　　（白）　　　　　宝二爷娶宝姑娘，你姐姐为何打你？
傻大姐　　（白）　　　　　我们老太太和二奶奶商量啦，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就赶着同姨太太商量，把
　　　　　　　　　　　　　宝姑娘娶过来，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
（傻大姐笑。）
傻大姐　　（白）　　　　　赶着办啦，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哪。我又不知道她们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
　　　　　　　　　　　　　闹，怕宝姑娘听见害臊。我只说了一句，“咱们明儿更热闹啦！又是宝姑娘，
　　　　　　　　　　　　　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哪？”谁知袭人姐姐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顿，还
　　　　　　　　　　　　　要回明上头，撵我出去。我并不知道上头为什么不让言语，她们又没告诉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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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
（傻大姐哭。）
林黛玉　　（白）　　　　　你不许混说。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你去吧！
（傻大姐吐舌头。傻大姐下。林黛玉发愣，拭泪。）
林黛玉　　（白）　　　　　哎呀！
　　　　　（唱）　　　　　从前错认真情理，
　　　　　　　　　　　　　我拿住情根死不放松。
　　　　　　　　　　　　　今日恍然醒大梦，
　　　　　（白）　　　　　哎呀天呀！
　　　　　（唱）　　　　　五年心事一场空。
（紫鹃持巾急上。）
紫鹃　　　（白）　　　　　姑娘叫我好找，原来在这里。姑娘你怎么走回来了？是要往哪儿去？
林黛玉　　（白）　　　　　我问问宝玉去。
（林黛玉疾走。）
紫鹃　　　（白）　　　　　姑娘慢走，小心跌倒啦！
（林黛玉径下。）
紫鹃　　　（白）　　　　　咳，我的可怜的姑娘呀！
（紫鹃掩泪下。）

【第六场】

（袭人搀贾宝玉同上。）
贾宝玉　　（唱）　　　　　虚飘飘蝴蝶梦昏沉不醒，
　　　　　　　　　　　　　这身躯好一似踏雾腾云。
（贾宝玉向袭人笑。）
袭人　　　（白）　　　　　我的小祖宗，为什么只管傻笑啊？
（贾宝玉点头。）
贾宝玉　　（白）　　　　　你叫我不笑做什么？
（王熙凤上。）
王熙凤　　（白）　　　　　宝兄弟，恭喜你。老爷择了日子要给你娶亲啦，你喜欢不喜欢哪？
（贾宝玉笑，点头。）
王熙凤　　（白）　　　　　老爷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呢，好不好？
（贾宝玉大笑。）
王熙凤　　（白）　　　　　老爷说，你病好啦，才给你娶林妹妹哪。若还是这么傻，便不给你娶啦。
贾宝玉　　（白）　　　　　我不傻，你才傻呢！
（贾宝玉立起。）
贾宝玉　　（白）　　　　　我去瞧瞧林妹妹，叫她放心。
王熙凤　　（白）　　　　　林妹妹早知道啦。她如今要做新媳妇，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
贾宝玉　　（白）　　　　　娶过来，她到底是见我不见？
王熙凤　　（白）　　　　　你好好的便见你们，要是疯疯癫癫的，她就生气，不愿见你啦。
贾宝玉　　（白）　　　　　你哪里知道，我有一颗心，已交给林妹妹了。她要过来，横竖替我带来，还放
　　　　　　　　　　　　　在我肚子里头，我如何不好呢。
王熙凤　　（白）　　　　　不要多讲啦，你睡吧！
（王熙凤扶贾宝玉睡。）
王熙凤　　（白）　　　　　袭人，好好伺候他！
（王熙凤下。）
袭人　　　（白）　　　　　是。
（贾宝玉坐起笑。）
贾宝玉　　（白）　　　　　好了，好了，林妹妹过来我便有了心了！
　　　　　（唱）　　　　　林妹妹她与我心心相印，
　　　　　　　　　　　　　到今朝才成就木石前盟。
　　　　　（笑）　　　　　哈哈哈……
（林黛玉上。紫鹃随上。袭人迎林黛玉、紫鹃。紫鹃向袭人做手势。林黛玉见贾宝玉笑。贾宝玉笑。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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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黛玉焚稿》 6

点头笑。贾宝玉点头笑。林黛玉坐。）
林黛玉　　（白）　　　　　宝玉你为什么病了。
（紫鹃、袭人对做手势。贾宝玉笑，林黛玉笑。）
紫鹃　　　（白）　　　　　姑娘，回去歇歇吧！
林黛玉　　（白）　　　　　是呀，这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了！
（林黛玉下。紫鹃追下。）
贾宝玉　　（白）　　　　　林姑娘哪里去了？
袭人　　　（白）　　　　　林姑娘回去啦。
贾宝玉　　（白）　　　　　要去大家同去。
（贾宝玉起立欲行。袭人扶住。）
袭人　　　（白）　　　　　你且憩憩再去。
（贾宝玉笑。）
贾宝玉　　（白）　　　　　这回我有了心了！
（贾宝玉、袭人同下。）

【第七场】

紫鹃　　　（内白）　　　　姑娘慢走！
（林黛玉急上。紫鹃追上。）
紫鹃　　　（白）　　　　　阿弥陀佛！可到家啦。
林黛玉　　（白）　　　　　我哪里有家？
（林黛玉吐血。紫鹃扶林黛玉。林黛玉晕。紫鹃叫林黛玉。）
林黛玉　　（白）　　　　　苦哇！
　　　　　（唱）　　　　　一缕魂从空坠悠悠醒转，
　　　　　　　　　　　　　十七载浮生梦多少孽冤。
　　　　　　　　　　　　　可怜我没娘儿寄人篱畔，
　　　　　（白）　　　　　我的娘呀！
　　　　　（唱）　　　　　到今朝大解脱快快升天。
（紫鹃扶林黛玉入房登榻。）
林黛玉　　（白）　　　　　紫鹃、雪雁，你二人为何泪痕满面？
紫鹃　　　（白）　　　　　姑娘刚才晕倒，我没主意了，因此啼哭。
林黛玉　　（白）　　　　　咳，傻丫头，我要能够早死，倒是好事，只是我哪里能够就死！
（林黛玉咳嗽扶案。王熙凤上。）
王熙凤　　（白）　　　　　怎么林妹妹又病啦？老太太、太太过来瞧你来啦。
（林黛玉睁眼微笑。贾母、王夫人同上。）
贾母　　　（白）　　　　　好孩子，你觉得怎么样了？
（林黛玉咳嗽、吐血，睁眼看贾母。）
林黛玉　　（白）　　　　　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
贾母　　　（白）　　　　　好孩子，你静静地养着吧。
　　　　　　　　　　　　　凤丫头，快叫人请大夫来瞧瞧。
王熙凤　　（白）　　　　　是。
（林黛玉微笑。）
林黛玉　　（白）　　　　　老太太不必费心。我不久便可以见着母亲。我心里是最快乐的了！
（林黛玉咳嗽。）
贾母　　　（白）　　　　　好孩子，你不要胡思乱想，还是静养为是。
　　　　　　　　　　　　　紫鹃，你们要好好地伺候她。
（贾母起身出门。）
贾母　　　（白）　　　　　咳，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叫她听天由命的了。
（贾母下。王夫人、王熙凤同下。紫鹃送王夫人、王熙凤下。紫鹃捧药上。）
紫鹃　　　（白）　　　　　姑娘，请用药。
林黛玉　　（白）　　　　　咳，紫鹃妹妹，这些草根树皮，哪里医得我心头之苦？你何必再教我苦口！
（林黛玉躺。紫鹃拭泪。）
紫鹃　　　（白）　　　　　姑娘，紫鹃伺候姑娘，如今好几年啦。姑娘的心事，紫鹃也都知道。现在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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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黛玉焚稿》 7

　　　　　　　　　　　　　爷病得十分糊涂，哪里会有娶亲的事。姑娘何必听信谣言，作践自己身体！
（林黛玉微笑，咳嗽。）
林黛玉　　（白）　　　　　雪雁，笼上火盆，我身上有些寒冷。
雪雁　　　（白）　　　　　是。
（雪雁下。）
林黛玉　　（白）　　　　　紫鹃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虽是老太太派你来伺候我，这几年，我拿你总
　　　　　　　　　　　　　当做我的亲妹妹看待。
（林黛玉咳嗽，喘。紫鹃一手替林黛玉摩胸，一手拭泪。）
紫鹃　　　（白）　　　　　姑娘，何必说这样的伤心话，叫紫鹃的心都碎啦。
（紫鹃哭，雪雁拿火盆上。）
林黛玉　　（白）　　　　　紫鹃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来坐坐。
紫鹃　　　（白）　　　　　姑娘还是躺着养养吧。
林黛玉　　（白）　　　　　我浑身疼痛，躺着很难受啊。
（紫鹃扶林黛玉坐，雪雁叠被塞林黛玉背后，紫鹃扶住林黛玉，林黛玉低头呼痛。）
林黛玉　　（白）　　　　　雪雁，你把火盆拿上前来。
紫鹃　　　（白）　　　　　姑娘，只怕当不住那火气，还是多加件衣吧。
（林黛玉恨。）
林黛玉　　（白）　　　　　你拿上前来。
（雪雁拿火盆上前。）
林黛玉　　（白）　　　　　再上前来些。
（雪雁移火盆近林黛玉，林黛玉闭目。）
林黛玉　　（白）　　　　　我的诗本子。
（雪雁找出诗稿与林黛玉。林黛玉点头，眼望小箱子。雪雁呆。林黛玉咳嗽吐血。雪雁倒水与林黛玉漱口，
紫鹃用手帕拭林黛玉口。林黛玉拿紫鹃手帕指箱子。）
紫鹃　　　（白）　　　　　姑娘躺着吧！雪雁妹妹，你把箱子打开，想是姑娘要用手帕。
（雪雁开箱取出白手帕，交与林黛玉。林黛玉丢过一边。）
林黛玉　　（白）　　　　　有字的。
（雪雁寻出题诗旧帕。）
紫鹃　　　（白）　　　　　姑娘歇歇吧。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吧。
（林黛玉接手帕看，咳。雪雁倒水与林黛玉饮。雪雁暗下。林黛玉看手帕。）
林黛玉　　（白）　　　　　黛玉呀黛玉，你好糊涂也！想当初，一片痴心，为他憔悴。又谁知，薄幸的人
　　　　　　　　　　　　　儿，口是心非，到今日抛撇下我，成就他的金玉良缘。咳，但愿他二人，百年
　　　　　　　　　　　　　偕老就好。
（林黛玉撕帕，撕不动，恨。）
紫鹃　　　（白）　　　　　姑娘何苦自己又要生气！
（林黛玉点头，咳嗽、吐血。紫鹃扶林黛玉。林黛玉将手帕投入火盆。）
紫鹃　　　（白）　　　　　姑娘，这是怎么啦？
（林黛玉坐起喘息。）
林黛玉　　（白）　　　　　掌灯上来。
紫鹃　　　（白）　　　　　雪雁妹妹点上灯来。
（雪雁上，点灯。林黛玉取诗稿翻。）
紫鹃　　　（白）　　　　　姑娘何必又费神思。
林黛玉　　（白）　　　　　我心里觉得空虚，倒想吃点粥水。雪雁，你去替我弄来。
（雪雁下。林黛玉翻诗稿。）
林黛玉　　（白）　　　　　一生心血，如此消磨尽了，好不惨伤人也！
　　　　　（唱）　　　　　林黛玉检诗稿心中凄怆，
　　　　　　　　　　　　　五年来凭借你诉我衷肠。
　　　　　　　　　　　　　可怜我幼年间椿萱凋丧，
　　　　　　　　　　　　　走京师依外家影只形单。
　　　　　　　　　　　　　春写愁春写怨缠绵惝恍，
　　　　　　　　　　　　　好一似蚕自缚麝惜脐香。
　　　　　　　　　　　　　到今朝息恹恹难保早晚，
　　　　　　　　　　　　　倒不如断情根都付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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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黛玉焚稿》 8

　　　　　（白）　　　　　咳，罢了罢了。
（林黛玉焚稿。紫鹃急，呼。）
紫鹃　　　（白）　　　　　雪雁妹妹快来!
（雪雁上。雪雁抢诗稿放地下乱扑。林黛玉往后仰压住紫鹃。紫鹃、雪雁同扶林黛玉卧下。紫鹃背躬。）
紫鹃　　　（白）　　　　　姑娘病情，十分危急，不免请奶奶们前来做主。咳，她们正忙着喜事，哪儿有
　　　　　　　　　　　　　工夫来理这垂死之人！
（紫鹃哭。）
紫鹃　　　（白）　　　　　哦，有啦，我想大奶奶乃是寡居之人，他们结亲，一定要回避。
　　　　　　　　　　　　　雪雁妹妹，你去请大奶奶过来。
雪雁　　　（白）　　　　　是。
（雪雁下。紫鹃抚问林黛玉。林黛玉不应。紫鹃掩泣。贾探春上。）
贾探春　　（念）　　　　　别院沸笙歌，病中人奈何？
　　　　　（白）　　　　　奴家，探春。闻说黛玉姐姐病危，急忙前来省视。
（贾探春入门。紫鹃惊起。）
紫鹃　　　（白）　　　　　三姑娘，你看看林姑娘的样儿！
（紫鹃痛哭。贾探春携林黛玉手。）
贾探春　　（白）　　　　　林姐姐，林姐姐！
（林黛玉不应。贾探春哭。李纨、雪雁同急上，同入门。）
李纨　　　（白）　　　　　林妹妹怎么样了？
（紫鹃咽不成声，指床上。李纨看林黛玉，与贾探春点头，各掩泣。林之孝妻、平儿同上。）
平儿　　　（念）　　　　　前堂奉了奶奶命，
林之孝妻　（念）　　　　　要叫紫鹃扶新人。
（平儿、林之孝妻入门。）
林之孝妻　（白）　　　　　原来大奶奶在此。二奶奶刚才与老太太商量啦，那边要用紫鹃姑娘去使唤使唤
　　　　　　　　　　　　　哪。
（紫鹃拭泪。）
紫鹃　　　（白）　　　　　林奶奶，这里的人还没死哪。等她死啦，我们自然都是要出去的。我们当奴才
　　　　　　　　　　　　　的人，自然是要听主子的使唤。只是我伺候林姑娘一辈子，现在林姑娘也只挨
　　　　　　　　　　　　　得一天半天的时候啦。求你做个好事，让我送了她的终，再去从新巴结别人吧！
　　　　　（唱）　　　　　林姑娘她待我恩德不浅，
　　　　　　　　　　　　　主和婢眼见得永别人天。
　　　　　　　　　　　　　你、你、你、你看她喘如丝风刀将断，
　　　　　　　　　　　　　怎忍心抱琵琶便过别船！
（紫鹃大哭。林之孝妻冷笑。）
林之孝妻　（白）　　　　　紫鹃姑娘这些话，倒说得好。只是我怎么去回二奶奶？
平儿　　　（白）　　　　　不要紧，要雪雁妹妹去吧。
（平儿携雪雁手。）
平儿　　　（白）　　　　　好妹妹，你去一趟吧！
（平儿向李纨。）
平儿　　　（白）　　　　　这里的事，都费大奶奶的心啦。
（平儿携雪雁同下，林之孝妻随下。李纨抚紫鹃。）
李纨　　　（白）　　　　　好孩子，你别哭了。这是什么时候，你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替安顿，难道她一
　　　　　　　　　　　　　个女孩儿家，你还叫她赤身露体，精着来光着去么？
（紫鹃大哭。贾探春哭。李纨且哭且说。）
李纨　　　（白）　　　　　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
林黛玉　　（白）　　　　　哎呀，紫鹃妹妹在哪里？
（紫鹃拭泪。）
紫鹃　　　（白）　　　　　在。
林黛玉　　（白）　　　　　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
（林黛玉喘。）
林黛玉　　（白）　　　　　妹妹，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求他们送我回去。
（林黛玉抬头看李纨、贾探春，点头、喘。）
林黛玉　　（白）　　　　　哎呀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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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十七年苦生涯将我活怕，
　　　　　　　　　　　　　到今朝风和雨断送名花。
　　　　　　　　　　　　　万种忧千种愁一齐放下，
　　　　　　　　　　　　　本来我清净身白玉无瑕。
　　　　　（白）　　　　　宝玉！宝玉！你！你……好！
（林黛玉死。紫鹃哭。）
紫鹃　　　（白）　　　　　姑娘！姑娘！哎呀！
　　　　　（唱）　　　　　一见姑娘丧了命，
　　　　　　　　　　　　　不由紫鹃痛伤心。
　　　　　　　　　　　　　叫一声姑娘黄泉略等，
　　　　　（白）　　　　　姑娘啊！
（紫鹃碰头。李纨、贾探春同扯住。）
紫鹃　　　（唱）　　　　　等待我贱丫鬟一路同行。
　　　　　（白）　　　　　哎呀！
（紫鹃哭。李纨、贾探春同哭。李纨、贾探春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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