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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

主要角色
介子推：老生

情节
晋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并欲加害公子重耳、夷吾等。介子推遵母命，保重耳奔齐中曾割股为重耳充饥。
献公死后，晋国内乱，重耳乘机回国即位。介子推不辞重耳，回家奉母。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四集整理

【第一场】

（荀息、里克、梁五、东关五上。）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俺，
荀息　　　（白）　　　　　荀息。
里克　　　（白）　　　　　里克。
梁五　　　（白）　　　　　梁五。
东关五　　（白）　　　　　东关五。
荀息　　　（白）　　　　　众位大人请了！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请了！
荀息　　　（白）　　　　　今早边关守将报来：阳城以外山戎国，因闻听太子申生被杀，甚有不服晋国之
　　　　　　　　　　　　　意，带兵占了阳城。少时大王临朝，你我大家一同奏明此事。
东关五　　（白）　　　　　此事不烦老大人一人奏明。我等从旁请大王发兵征讨山戎，以立国威便了。
荀息　　　（白）　　　　　如此甚好。香烟缭绕，大王临朝！
（〖牌子〗。四太监、大太监引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引子）　　　　独霸诸侯，百万貔貅。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臣等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众卿平身。
荀息、
里克、
梁五、
东关五　　（同白）　　　　千千岁！
荀息　　　（白）　　　　　臣启大王：今有山戎以大王杀了申生为名，发动人马占了阳城。请大王定夺！
晋献公　　（白）　　　　　寡人何尝不想将山戎杀退！只是晋国武将大半上了年纪，恐难取胜，反叫山戎
　　　　　　　　　　　　　耻笑于我。若要发兵，先要选拔武将。就命卿家设立招贤馆，考取能为出众的
　　　　　　　　　　　　　武将，以便出征与山戎一战，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东关五　　（白）　　　　　领旨！
晋献公　　（白）　　　　　这招贤之事寡人已派了东关五前去办理。待等招贤齐备，即刻发兵。但不知众
　　　　　　　　　　　　　卿之中，何人愿意挂帅，讨伐山戎？
里克　　　（白）　　　　　臣里克不才，愿领人马征讨山戎。
晋献公　　（白）　　　　　如此，就命卿家挂帅，去到营中，挑选精壮人马。待等招贤齐备，即日出兵。
　　　　　　　　　　　　　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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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献公、荀息、梁五、四太监、大太监自两边分下。）
东关五　　（白）　　　　　里大人，下官招贤，凡是收录之人，就随时命他们去到大人营中报到就是。
里克　　　（白）　　　　　这个自然。只是军情紧急，大人务必快快办理方好。
东关五　　（白）　　　　　不烦大人多嘱，你我就此分头前往。请！
（里克、东关五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介母上。）
介母　　　（引子）　　　　筹划饔飧，守清贫，教子成人。
　　　　　（念）　　　　　柏舟守节十数春，朝夕耐苦度清贫。抚养孤儿学正道，修文习武使成名。
　　　　　（白）　　　　　老身，介母。配夫介廉，乃晋国名士，不幸早年下世。留下孤儿介子推承欢膝
　　　　　　　　　　　　　下。又因家道清贫，全仗老身织布纺线，苦度光阴。如今介子推已经三十二岁，
　　　　　　　　　　　　　倒也学成文武全才。只是无人在晋侯驾前保荐，故而还在为民，未能得到一
　　　　　　　　　　　　　官半职，不能与国家出力报效。是他深以为耻，老身也未免有些闷闷不乐。只
　　　　　　　　　　　　　好待等时运到来，或有出头之日也！
　　　　　（唱）　　　　　遭不幸儿的父早年命丧，
　　　　　　　　　　　　　抛下了我母子苦度时光。
　　　　　　　　　　　　　教我儿学文武将来有望，
　　　　　　　　　　　　　为的是立贤名万古流芳。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有晋侯选人材招贤挂榜，
　　　　　　　　　　　　　因此上回家转禀告高堂。
　　　　　（白）　　　　　卑人，介子推。适才在大街之上，见晋侯挂榜招贤，考取人材。看来我有了出
　　　　　　　　　　　　　头之日了。不免急速回家，禀报母亲知道便了。
（介子推进门。）
介子推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介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介子推　　（白）　　　　　告坐。啊母亲，晋侯只为征讨山戎，挂榜招贤。孩儿意欲报名投效，不知母亲
　　　　　　　　　　　　　可容儿前去？
介母　　　（白）　　　　　我儿哪里话来！大丈夫志在四方。学成文武之才，原为报效国家。如今晋侯既
　　　　　　　　　　　　　是为了讨伐山戎，挂榜招贤，想是正在用人，理当前去为国效劳。但不知我儿
　　　　　　　　　　　　　何时前去？
介子推　　（白）　　　　　今日天色已晚，孩儿意欲明日前去。
介母　　　（白）　　　　　如此甚好。为娘已将粗茶淡饭做好，随为娘到后边吃用一些，待等明日投效便
　　　　　　　　　　　　　了。正是：
　　　　　（念）　　　　　吾儿胸中韬略广，
介子推　　（念）　　　　　等待时机报国家。
（介母、介子推同下。）

【第三场】

（四文堂、校尉引东关五同上。）
东关五　　（念）　　　　　金殿奉圣旨，挂榜来招贤。
　　　　　（白）　　　　　校尉听令！
校尉　　　（白）　　　　　在。
东关五　　（白）　　　　　招贤榜文已然在各处张挂出去。今日乃收录投效之期。你在辕门以外等候，有
　　　　　　　　　　　　　报名之人，将他等带来见我。
校尉　　　（白）　　　　　得令！
（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同上。）
刘竞生、
任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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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尊官请了！
校尉　　　（白）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我等都是投效的。
校尉　　　（白）　　　　　如此，随我来！
（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随校尉同进门。）
校尉　　　（白）　　　　　启禀大人：他等都是投效的。
东关五　　（白）　　　　　你等四人报名上来！
刘竞生　　（白）　　　　　刘竞生。
任文翰　　（白）　　　　　任文翰。
祁俊一　　（白）　　　　　祁俊一。
介子推　　（白）　　　　　介子推。
（东关五写记。）
东关五　　（白）　　　　　此次招贤，重武不重文。你四人可精通武艺？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我等俱都精通武艺。
东关五　　（白）　　　　　口说无凭，须要当面演来。刘竞生，你会什么武艺？
刘竞生　　（白）　　　　　我善用花枪。
东关五　　（白）　　　　　当面演来！
刘竞生　　（白）　　　　　遵命！
（刘竞生练枪。）
东关五　　（白）　　　　　倒也使得。站立一旁！
　　　　　　　　　　　　　任文翰，你呢？
任文翰　　（白）　　　　　我惯使大刀。
东关五　　（白）　　　　　演来我看！
任文翰　　（白）　　　　　遵命！
（任文翰演刀。）
东关五　　（白）　　　　　站立一旁！
　　　　　　　　　　　　　祁俊一，你会用什么兵器？
祁俊一　　（白）　　　　　我善使双刀。
东关五　　（白）　　　　　演上来！
祁俊一　　（白）　　　　　遵命！
（祁俊一演刀。）
东关五　　（白）　　　　　站在一旁！
　　　　　　　　　　　　　介子推，你会使什么兵器？
介子推　　（白）　　　　　据草民看来，他三人所练，甚是寻常，若要对敌，恐难取胜！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听你之言，莫非藐视我等？
介子推　　（白）　　　　　非也！三位所练，皆是些皮毛俗套，一旦上阵，恐其有失。卑人故而一时失言
　　　　　　　　　　　　　说出，三位休得见怪！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你既出此大话，可敢与我三人较量较量？
介子推　　（白）　　　　　只恐一时失手，伤了三位，反为不美。
东关五　　（白）　　　　　你四人不必口舌争论。国家正在用人，拔求真才。你们只管在我面前比试武艺
　　　　　　　　　　　　　高下。如果能为出众，我一定大大的保举你们。只管比试上来！
介子推　　（白）　　　　　启禀大人：刀枪无眼，我们比试拳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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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五　　（白）　　　　　倒也说得有理。快快比试上来！
介子推　　（白）　　　　　遵命！
　　　　　（唱）　　　　　当堂奉命比武艺，
　　　　　　　　　　　　　较量雌雄论高低。
　　　　　　　　　　　　　不慌不忙当场立，
祁俊一　　（白）　　　　　我先敬你一拳！
（介子推接拳摔祁俊一。）
介子推　　（唱）　　　　　猛虎何惧一群鸡！
（介子推与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比武。）
介子推　　（唱）　　　　　卖弄精神施气力，
（介子推打。）
介子推　　（唱）　　　　　手指东来又打西。
（介子推使扫蹚腿。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同倒。）
介子推　　（唱）　　　　　落花流水皆倒地，
　　　　　　　　　　　　　大人在上看端的！
　　　　　（白）　　　　　大人，草民奉命比武，他三人已甘败下风了。
东关五　　（白）　　　　　介子推果然本领出众，武艺高强。他三人虽然不及于你，也从宽收录就是。待
　　　　　　　　　　　　　我明日办理文书，再送你等去到里元帅营中，必有重用。你们回去等候便了！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介子推　　（同白）　　　　是。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四场】

（四下手、四番将引万方同上。）
万方　　　（白）　　　　　吾乃山戎元帅万方是也。只因晋侯无道，杀了世子申生，自称霸主。我国大王
　　　　　　　　　　　　　有些不服，今乘阳城空虚，命我带兵取了阳城，观看晋国动静。只是过了一月
　　　　　　　　　　　　　光景，不见晋国派兵到来，不知是何缘故？我已派人前去打探消息，至今未见
　　　　　　　　　　　　　回报。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念）　　　　　探明晋国事，报与元帅知。
　　　　　（白）　　　　　启禀元帅：那晋国派里克挂帅，带领人马杀奔阳城来了！
万方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万方　　　（白）　　　　　想这阳城之地，乃是孤城一座，易攻不易守。倘若晋兵到来，将城围困，有些
　　　　　　　　　　　　　不妙。倒不如将人马调出城外，离城三十里安营下寨，迎头截住晋军去路，等
　　　　　　　　　　　　　他们到来，一决雌雄。
　　　　　　　　　　　　　众将官！
四下手、
四番将　　（同白）　　　　在。
万方　　　（白）　　　　　听我令下！
　　　　　（唱）　　　　　三军与爷出城外，
　　　　　　　　　　　　　咽喉要路去安排。
　　　　　　　　　　　　　兵法以逸把劳待，
　　　　　　　　　　　　　待等晋军会战来。
　　　　　　　　　　　　　儿郎与爷把路带，
　　　　　　　　　　　　　马到成功显奇才。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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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场】

（介子推上，起霸。）
介子推　　（念）　　　　　旌旗遮日月，
（刘竞生上，起霸。）
刘竞生　　（念）　　　　　金鼓震风云。
（任文翰上，起霸。）
任文翰　　（念）　　　　　三军齐用命，
（祁俊一上，起霸。）
祁俊一　　（念）　　　　　将士表同心。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俺，
介子推　　（白）　　　　　介子推。
刘竞生　　（白）　　　　　刘竞生。
任文翰　　（白）　　　　　任文翰。
祁俊一　　（白）　　　　　祁俊一。
介子推　　（白）　　　　　众位将军请了！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请了！
介子推　　（白）　　　　　元帅奉旨夺取阳城，来到阳城交界，歇兵三日，以便临敌。今日期满。少刻元
　　　　　　　　　　　　　帅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请！
（四文堂、四上手、中军、里克同上。）
里克　　　（引子）　　　　英雄志量，秉忠心，武艺高强；阴阳反掌，保家邦，统儿郎，去赴疆场。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参见元帅！
里克　　　（白）　　　　　站立两厢！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啊！
里克　　　（念）　　　　　可恨山戎太不仁，无端发兵取阳城。本帅奉了大王命，扫平贼寇整乾坤。
　　　　　（白）　　　　　本帅，里克。只因山戎占取阳城，大王命我挂帅出征。出离朝门已经数日，来
　　　　　　　　　　　　　此已是阳城边界。也曾命人探听山戎虚实，但听一报！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元帅：那山戎人马不在城中，调在离城三十里之外咽喉要路，扎下营寨，
　　　　　　　　　　　　　阻住我军去路。离此不远，就是山戎营寨。特来报知！
里克　　　（白）　　　　　再探！
报子　　　（白）　　　　　啊！
（报子下。）
里克　　　（白）　　　　　山戎离此不远，待我传令对敌。众将听令！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在！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7400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6

里克　　　（白）　　　　　命你四人前去讨战，务必将山戎杀退，不得有误！
介子推、
刘竞生、
任文翰、
祁俊一　　（同白）　　　　得令！
（四上手、介子推、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同下。）
里克　　　（白）　　　　　且在后帐听候消息便了。
（里克下。众人同下。）

【第六场】

（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四上手、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二龙出水自两边分上，会阵。）
介子推　　（白）　　　　　对面来的可是山戎贼寇？
万方　　　（白）　　　　　俺乃山戎元帅万方是也。
介子推　　（白）　　　　　你无故夺取阳城，如今天兵到来，快快退去，饶尔不死！
万方　　　（白）　　　　　你是何人？通上名来！
介子推　　（白）　　　　　我乃晋国大元帅麾下先锋介子推。晓得厉害，快快下马！
万方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介子推、万方同起打。万方、四下手、四番将同败，进城，同下。）
介子推　　（白）　　　　　众将官，打得胜鼓回营！
众人　　　（同白）　　　　啊！
（众人同走圆场。四文堂引里克同上。）
介子推　　（白）　　　　　参见元帅！末将等不才，将山戎战败，逃进阳城去了。
里克　　　（白）　　　　　此乃将军之功。且到后面歇息，明日再议攻城。
介子推　　（白）　　　　　且慢！
里克　　　（白）　　　　　却是为何？
介子推　　（白）　　　　　末将闻人传说，山戎用兵最诈。今日败阵，夜晚必来偷营劫寨，不可不防。我
　　　　　　　　　　　　　们可将空营一座，虚插旌旗，暗将人马调出，四面埋伏。待他们杀入空营之时，
　　　　　　　　　　　　　我等四面杀出，自然一战成功，杀他个片甲不归。
里克　　　（白）　　　　　此计甚好。众将官，照计而行！
四文堂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

（〖起三更鼓〗。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同偷上，同抄下，同上。）
万方　　　（白）　　　　　来此已是晋军营垒。里面毫无动静，想是大家睡熟，未曾准备。此时不杀将进
　　　　　　　　　　　　　去，等待何时？
　　　　　　　　　　　　　众将官，杀！
四下手、
四番将　　（同白）　　　　啊！
（四下手、四番将、万方同进营。）
万方　　　（白）　　　　　杀进营门，怎不见一人踪迹？莫非有了准备？众将官，快快退回！
（内鼓声。）
万方　　　（白）　　　　　哎呀！
（里克、四上手、刘竞生、任文翰、祁俊一、介子推同上，同起打，杀死万方，四番将、四下手同败下。）
里克　　　（白）　　　　　刘竞生，分兵一半镇守阳城；其余众将班师还朝！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八场】

晋献公　　（内白）　　　　搀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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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监、大太监、二宫女、骊姬扶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自那日斩申生心中烦闷，
　　　　　　　　　　　　　这几日染重病无有精神。
　　　　　　　　　　　　　呼御妻搀寡人寝宫来进，
（晋献公入座。）
晋献公　　（唱）　　　　　身不爽只觉得困睡沉沉。
骊姬　　　（白）　　　　　大王，这几日为何身体不爽？
晋献公　　（白）　　　　　御妻有所不知，寡人自杀了申生之后，东宫世子尚未立定，故而心中烦闷。
骊姬　　　（白）　　　　　大王，现有奚齐乃是妾身所生，大王若不立他为东宫世子，将来他人登基，焉
　　　　　　　　　　　　　有我母子的性命？大王若不立他，妾身情愿就此死在大王眼前哪！
（骊姬哭。）
晋献公　　（白）　　　　　哎，御妻你休得如此。寡人何尝不愿立奚齐为东宫世子？只是他年纪尚幼，无
　　　　　　　　　　　　　人扶保，也是枉然！
骊姬　　　（白）　　　　　大王何不将东关五、梁五宣进宫来？他二人保护世子，必有妙计。
晋献公　　（白）　　　　　就依御妻之言，可宣他二人进宫，一同商议此事。
骊姬　　　（白）　　　　　宣东关五、梁五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宣东关五、梁五进宫！
东关五、
梁五　　　（内同白）　　　领旨！
（东关五、梁五同上。）
东关五　　（念）　　　　　大王传圣命，
梁五　　　（念）　　　　　趋步进宫廷。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臣等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平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
　　　　　　　　　　　　　大王宣臣等进宫，有何圣谕？
晋献公　　（白）　　　　　二卿有所不知，只因寡人杀了申生，这东宫世子尚未立定。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现有世子奚齐，乃是娘娘亲生，正应立为太子。
晋献公　　（白）　　　　　寡人正为此事为难。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大王有何为难？
晋献公　　（白）　　　　　那奚齐年幼，寡人一旦晏驾，大臣之中，谁是他的心腹之人，哪个扶保于他？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为臣等岂不是世子心腹之人么？
晋献公　　（白）　　　　　你二人忠心，寡人何尝不知？只是你二人资望太浅。满朝文武，尽是多年功臣
　　　　　　　　　　　　　之后，岂是你二人所能压服！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原来如此。
（东关五、梁五同想。）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启奏大王：大王何不将荀息宣来，将托孤之事，托咐于他。他若依从，世子之
　　　　　　　　　　　　　位可无忧矣。
晋献公　　（白）　　　　　不是你二人提起，寡人倒将他忘怀了。不错，那荀息素无党羽，一味孤忠，可
　　　　　　　　　　　　　称托孤之臣。快快传孤旨意，宣他进宫！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大王有旨：宣荀息进宫！
荀息　　　（内白）　　　　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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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息上。）
荀息　　　（唱）　　　　　忽听大王宣一声，
　　　　　　　　　　　　　来了晋国一老臣。
　　　　　　　　　　　　　都只为我朝中出了出了奸佞，
　　　　　　　　　　　　　把朝纲直闹得乱纷纷。
　　　　　　　　　　　　　人只得秉丹心把国保定，
　　　　　　　　　　　　　但愿得我国家日渐清平。
　　　　　（白）　　　　　臣，荀息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老丞相平身。赐座！
荀息　　　（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丞相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
（荀息坐。）
荀息　　　（白）　　　　　臣闻大王这几日御体欠安，不知可曾痊愈？
晋献公　　（白）　　　　　老丞相有所不知，只因寡人杀了申生之后，意欲立奚齐为东宫世子。只是他年
　　　　　　　　　　　　　纪尚幼，日后若无德隆望重的大臣扶保于他，岂能保全？寡人有意将奚齐托在
　　　　　　　　　　　　　老丞相身上，不知老丞相可肯尽力否？
荀息　　　（白）　　　　　大王！说什么肯与不肯，老臣世受国恩，万死不辞。只是朝中人心不齐，日后
　　　　　　　　　　　　　能否保得平安无事，臣实不敢断定。如其无事，乃是大王之神威保护；如其有
　　　　　　　　　　　　　变，臣誓当一死，以报大王。
晋献公　　（白）　　　　　老丞相如此，真忠臣也！
　　　　　（唱）　　　　　老丞相既然来应允，
　　　　　　　　　　　　　奚齐可保为晋君。
荀息　　　（白）　　　　　大王不可以为有了老臣，便可无事。须知老臣虽为首相，并无兵权；必须有一
　　　　　　　　　　　　　员有勇有谋的大将，同心合力共保世子，方可无事。
晋献公　　（白）　　　　　但不知何人可当此任？
荀息　　　（白）　　　　　满朝之中有兵权者，多是重耳、夷吾、申生旧人，臣一时想他不起。
东关五　　（白）　　　　　臣保奏一人，乃新近为官的，名唤介子推。臣前在招贤馆，见他武艺超群。前
　　　　　　　　　　　　　者征讨山戎，全是他一人之功。只是里克将他的功劳湮没起来，并未加官赠爵。
　　　　　　　　　　　　　听说他此刻仍然在家闲居。大王若肯备下金帛厚礼一份，臣与他在招贤馆本
　　　　　　　　　　　　　有一面之识，去到他家，聘他出来，保定世子。日后文有荀老丞相，武有介子
　　　　　　　　　　　　　推，可保万全。
晋献公　　（白）　　　　　既然如此，内侍，快备厚礼一份，就命东关卿家前往介子推家中，聘他作为世
　　　　　　　　　　　　　子太保。快去，快去！
（大太监交礼，东关五接。）
东关五　　（白）　　　　　领旨！
（东关五下。）
晋献公　　（白）　　　　　但听东关五回来一报。诸卿也出宫歇息去吧！
（荀息、梁五同下。）
晋献公　　（白）　　　　　御妻搀我进入后宫。内侍摆驾！
　　　　　（唱）　　　　　内侍摆驾后宫往，
　　　　　　　　　　　　　但愿得子推助孤王。
（众人同下。）

【第九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引子）　　　　有功不赏，倒叫人，闷在心肠。
　　　　　（诗）　　　　　男儿有志在四方，建立功勋到疆场。至今不见封与赏，心怀不平回故乡。
　　　　　（白）　　　　　卑人，介子推。前在招贤馆投效，随同里克出征山戎，冲锋献计，得以一战成
　　　　　　　　　　　　　功，班师回朝。那里克并未将我的功劳表奏晋侯，论功行赏。是我一时气忿，
　　　　　　　　　　　　　辞了军职，那里克也并不挽留。我只得扫兴还家，将此事告知老娘。母亲言道：
　　　　　　　　　　　　　世界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与其奴颜婢膝，屈辱在权门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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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9

　　　　　　　　　　　　　倒不如在家独守清贫，反蔽个逍遥自在。话虽如此，只是老母一生为我多受
　　　　　　　　　　　　　辛苦。我一堂堂男子，不能有酒肉之奉，答报老母。我又未曾娶妻，连家中柴
　　　　　　　　　　　　　米之事，也要老娘亲自操劳。为人子者，居心何忍！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四平调）　　　叹英雄落魄无时运，
　　　　　　　　　　　　　家居耐苦守清贫。
　　　　　　　　　　　　　老娘亲操劳我心何忍？
　　　　　　　　　　　　　未有甘旨奉晨昏。
　　　　　　　　　　　　　无奈何且把时运等，
　　　　　　　　　　　　　不知何日会风云？
（二青袍捧礼物引东关五同上。）
东关五　　（唱）　　　　　宫中奉了大王命，
　　　　　　　　　　　　　去聘子推走一程。
　　　　　（白）　　　　　来此已是介子推家门，不免亲自上前叩门。
　　　　　　　　　　　　　门上有人么？
介子推　　（念）　　　　　柴门有人问，空谷来足音。
　　　　　（白）　　　　　什么人到此叩门，待我看来。
东关五　　（白）　　　　　介贤士，别来无恙？
介子推　　（白）　　　　　哎呀，原来是东关大人！难得大人屈驾，不嫌敝陋，下临寒舍，三生有幸。请
　　　　　　　　　　　　　到里面！
东关五　　（白）　　　　　正要登堂。
（东关五进门。）
介子推　　（白）　　　　　大人请坐！
东关五　　（白）　　　　　有座。
介子推　　（白）　　　　　大人驾到，蓬荜生辉。未曾远迎，当面请罪！
东关五　　（白）　　　　　岂敢！冒造贵府，望祈海涵！
介子推　　（白）　　　　　岂敢！
东关五　　（白）　　　　　贤士不在里克将军营中任职，为何在家闲居？
介子推　　（白）　　　　　唉！大人休得提起。草民蒙大人在招贤馆收录，荐在里克将军那里，随同出征
　　　　　　　　　　　　　山戎。是我不顾性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又献埋伏之计，将山戎全军杀败，
　　　　　　　　　　　　　夺回阳城。班师回朝之后，那里克将军并未表奏大王，因此未加升赏，未免
　　　　　　　　　　　　　令人寒心。故而告退闲居。
东关五　　（白）　　　　　贤士大才，立此奇功。里克嫉贤妒能，令人可恨。如今恭喜贤士，你的时运到
　　　　　　　　　　　　　了！
介子推　　（白）　　　　　草民一介贫寒之人，有什么可喜之事？
东关五　　（白）　　　　　只因大王欲立世子奚齐，又功恐怕日后无人辅保，有些不便，故而托孤于老丞
　　　　　　　　　　　　　相荀息。那荀老丞相乃是文臣，心想寻找一员奇才大略的武将，合力保定奚齐。
　　　　　　　　　　　　　下官在大王面前保奏贤士，大王闻之，甚是欢喜，令我备了金帛，聘请贤士，
　　　　　　　　　　　　　暂时做为东宫世子太保，日后再行重重的封赏。岂不是一件可喜之事？量贤
　　　　　　　　　　　　　士不至推辞了。礼物呈现上来！
介子推　　（白）　　　　　且慢！待我思忖。
（介子推背供。）
介子推　　（白）　　　　　哎呀且住！古人云：士为知已者死。如今大王肯以待贤之礼，命东关五用厚礼
　　　　　　　　　　　　　前来征聘，看来比里克待我胜强万倍，我从此有了出头之日了！况且得了这份
　　　　　　　　　　　　　厚礼，从此便不愁贫寒，老娘每日也不要再吃这粗茶淡饭了。也罢！我不免将
　　　　　　　　　　　　　礼物收下，应允此事便了。
（介子推入座。）
介子推　　（白）　　　　　草民前恩未报，后恩又来，叫我是怎生答报？
东关五　　（白）　　　　　贤士何出此言！日后世子即位，贤士官爵必在下官之上，那时还要求贤士提拔
　　　　　　　　　　　　　于我。我还要回去复命，但不知贤士何日去到东宫？
介子推　　（白）　　　　　待我禀过老母，两三日内，便到东宫去见世子。
东关五　　（白）　　　　　一言为定。告辞了！
　　　　　　　　　　　　　来，带马！
　　　　　（唱）　　　　　辞别贤士回宫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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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朝复旨见君王。
（东关五下。二青袍同下。）
介子推　　（白）　　　　　哎呀，不想我介子推也有出头之日！从此便可攀龙附凤，平步登云。不免将老
　　　　　　　　　　　　　娘请出，禀明此事，老母必然心中欢喜。
　　　　　　　　　　　　　孩儿有请母亲！
（介母上。）
介母　　　（念）　　　　　忽听吾儿请，迈步到前庭。
　　　　　（白）　　　　　我儿何事？
介子推　　（白）　　　　　啊母亲，你我母子从今以后，便可不吃这些粗茶淡饭了。
介母　　　（白）　　　　　你莫非是疯了不成！你我母子家道清贫，这粗茶淡饭尚且为难，怎说从今不吃
　　　　　　　　　　　　　粗茶淡饭了呢？难道有飞来的银钱去买酒肉不成？
介子推　　（白）　　　　　母亲请看，这是什么？
（介母看。）
介母　　　（白）　　　　　哎呀！这是哪里来的金银彩缎？莫非是你、你、你偷来的不成？快些与我说了
　　　　　　　　　　　　　实话！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疑心，只管请坐，听孩儿慢慢禀明此事。
介母　　　（白）　　　　　快快讲来！
介子推　　（白）　　　　　只因晋侯欲立奚齐为东宫世子，托孤于丞相荀息。那荀息言道：他乃是一文臣，
　　　　　　　　　　　　　必须有一员有才能、有韬略的武将辅佐于他，方保无事。那东关五曾在招贤
　　　　　　　　　　　　　馆见过孩儿的武艺，他一听荀息之言，便在晋侯驾前保举孩儿。晋侯派他前来，
　　　　　　　　　　　　　备了这份厚礼，加封孩儿为世子太保，保定世子奚齐，日后还要加官赠爵。
　　　　　　　　　　　　　如今孩儿有了出头之日了！
介母　　　（白）　　　　　哦，原来如此！但不知我儿可曾应允？
介子推　　（白）　　　　　孩儿已经应允了。
介母　　　（白）　　　　　这就是聘你的礼物么？
介子推　　（白）　　　　　正是。
介母　　　（白）　　　　　果然黄金约有百两，白银也有数十封。怪不得你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吃粗茶淡
　　　　　　　　　　　　　饭了！
介子推　　（白）　　　　　是，是。
（介母冷笑。）
介母　　　（笑）　　　　　嘿嘿嘿……
介子推　　（白）　　　　　老娘欢喜，这就好了。
介母　　　（白）　　　　　嗯！这还了得！
（介子推跪。）
介子推　　（白）　　　　　母亲为何发怒？
介母　　　（白）　　　　　可惜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只知在富贵上用心，却忘了忠孝节义！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发怒，孩儿岂敢胡作非为。此乃晋侯行聘之礼，与忠孝节义有什么相
　　　　　　　　　　　　　干？孩儿不明，请母亲教训，说个明白。
介母　　　（白）　　　　　我且问你，那奚齐是何人所生？
介子推　　（白）　　　　　乃骊姬所生。
介母　　　（白）　　　　　却又来呀！老身虽是一个妇人，久闻骊姬狐媚晋侯，害死了仁孝的申生，日后
　　　　　　　　　　　　　乱晋国者必骊姬也。你只顾受了厚礼，得了官职，全不想与奸党同谋，误了国
　　　　　　　　　　　　　家大事，还说什么从此不吃粗茶淡钣！这些礼物，分明是那奸妃要买动于你，
　　　　　　　　　　　　　日后少不得要落个千载骂名。似这等不仁、不义、不洁、不净之财，亏你还要
　　　　　　　　　　　　　拿来奉我酒肉！为娘就是饿死，也不用此不义之财！介子推呀，你、你、你也
　　　　　　　　　　　　　太不知廉耻了哇！
　　　　　（唱）　　　　　贤士自古名为重，
　　　　　　　　　　　　　财帛富贵不为荣。
介子推　　（白）　　　　　母亲教训，孩儿知罪。只是申生虽贤，已然死去了，叫孩儿哪里去保？
介母　　　（白）　　　　　申生虽死，难道你就不知那重耳，礼贤下士，素有贤名？日后兴晋国者，必是
　　　　　　　　　　　　　此人。你不想辅保重耳，却要贪图富贵，去保那孽子奚齐，是何道理？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动怒。待孩儿去见那东关五，将这些礼物退还于他，不再辅保奚齐也
　　　　　　　　　　　　　就是了。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7400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11

介母　　　（白）　　　　　你且起来。适才你一口应承，如今你又将礼物退还于他，那骊姬一党，知你另
　　　　　　　　　　　　　有图谋，必不能容你。你的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你连自己都不能保，还说什么
　　　　　　　　　　　　　去保重耳！你、你、你真真是蠢才也！
介子推　　（白）　　　　　母亲，这礼物受又受不得，还又还不得，这、这、这……
（介子推为难。）
介母　　　（白）　　　　　这些许小事，你何不将计就计？
介子推　　（白）　　　　　但不知怎样将计就计？
介母　　　（白）　　　　　你既然应允此事，就去到东宫见那奚齐。骊姬一党从此便不防于你。你再一面
　　　　　　　　　　　　　一面与重耳暗通消息。到了紧要关头，明保奚齐，暗保重耳，岂不一举两得！
介子推　　（白）　　　　　母亲一番言语，孩儿如梦初醒。孩儿自有道理了！
　　　　　（唱）　　　　　老娘教训来提醒，
　　　　　　　　　　　　　明保暗保记在心。
　　　　　　　　　　　　　将来外合与里应，
　　　　　　　　　　　　　要保晋国锦乾坤。
介母　　　（唱）　　　　　我儿既然主意定，
　　　　　　　　　　　　　从此将计就计行。
介子推　　（白）　　　　　只是这些礼物怎样区处？
介母　　　（白）　　　　　变卖银钱，分散邻居贫寒之人。你我母子还是吃我们干净的粗茶淡饭。正是：
　　　　　（念）　　　　　但求仁义立人品，
介子推　　（念）　　　　　富贵利禄如浮云。
（介子推、介母同下。）

【第十场】

骊姬　　　（内白）　　　　宫女带路！
（二宫女引骊姬同上。）
骊姬　　　（唱）　　　　　东宫世子虽封定，
　　　　　　　　　　　　　重耳、夷吾今尚存。
　　　　　　　　　　　　　定计害他二人命，
　　　　　　　　　　　　　以免将来生祸根。
　　　　　（白）　　　　　本宫，骊姬。幸喜我儿已封定东宫世子，又有荀息、介子推左右为辅，日后可
　　　　　　　　　　　　　以无忧。只是重耳、夷吾，一个在蒲城，一个在屈城，只恐终为后患。倒不如
　　　　　　　　　　　　　斩草除根，倒也干净。也曾暗中与梁五计议，在大王面前进些谗言，将他二人
　　　　　　　　　　　　　害死，拔去眼中之钉。但不知梁五今日上朝，可曾奏明大王。天已将午，大王
　　　　　　　　　　　　　想必下朝来也。
晋献公　　（内白）　　　　摆驾！
（四太监、大太监引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适才间有梁五奏上一本，
　　　　　　　　　　　　　他言道那重耳起了反心。
　　　　　　　　　　　　　怒冲冲且把那后宫来进，
骊姬　　　（白）　　　　　妾妃接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唱）　　　　　又只见那骊姬接驾宫门。
　　　　　（白）　　　　　御妻平身。
骊姬　　　（白）　　　　　千千岁！
晋献公　　（白）　　　　　可恼哇，可恼！
骊姬　　　（白）　　　　　大王因何发怒？
晋献公　　（白）　　　　　御妻有所不知，今日早朝，梁五奏道：那重耳只为杀了申生，心怀不平，每日
　　　　　　　　　　　　　在蒲城操练人马，有谋反之意。
骊姬　　　（白）　　　　　大王就该派人带领兵将，前去讨伐才是。
晋献公　　（白）　　　　　御妻你哪里知道，今日朝中，寡人传旨，问何人愿意前去讨伐重耳，并无一人
　　　　　　　　　　　　　应声。看来朝中多半是偏向重耳之人，寡人因此烦恼。
骊姬　　　（白）　　　　　这就是了。妾妃倒有一计。
晋献公　　（白）　　　　　御妻有何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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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12

骊姬　　　（白）　　　　　朝臣既不肯去，就是强派他们，少不得也有卖放之事，多有不便。
晋献公　　（白）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法。
骊姬　　　（白）　　　　　大王何不派一宫中太监，带兵前去，岂不妥当？
晋献公　　（白）　　　　　宫中太监，哪有精通武艺之人？
骊姬　　　（白）　　　　　东宫世子奚齐那里有一太监，名唤勃鞮，有万人之勇。何不派他前去？
晋献公　　（白）　　　　　只是宫中无兵，他一人怎能前去？若叫他去到各路调兵，又恐怕走漏风声，误
　　　　　　　　　　　　　了大事！
骊姬　　　（白）　　　　　这调兵之事可令介子推前去。将兵调齐，再叫他将兵交与勃鞮便了。
晋献公　　（白）　　　　　此计甚妙。今日天色已晚，待等明日介子推来时，我传一密旨，叫他出宫调兵。
　　　　　　　　　　　　　御妻传旨，后宫准备酒宴，你我长夜同饮，坐以待旦，待等明日介子推进宫
　　　　　　　　　　　　　便了。
骊姬　　　（白）　　　　　宫女，后宫摆宴！
二宫女　　（同白）　　　　是。
骊姬　　　（白）　　　　　千岁，随我来呀！
晋献公　　（笑）　　　　　哈哈哈……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大王调兵伐蒲城，
　　　　　　　　　　　　　要杀重耳贤德人。
　　　　　　　　　　　　　急忙先把家门进，
　　　　　　　　　　　　　见了母亲说分明。
　　　　　（白）　　　　　母亲快来！
（介母上。）
介母　　　（白）　　　　　我儿为何这样慌张？
介子推　　（白）　　　　　母亲哪！只因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言道：公子重耳有谋反之意。大王派
　　　　　　　　　　　　　内侍勃鞮前去讨伐重耳，命孩儿调齐人马交与勃鞮。孩儿领旨以后，未去调兵，
　　　　　　　　　　　　　先来禀告母亲。这便如何是好？
介母　　　（白）　　　　　事到而今，已到明志之时了。你调兵之时，将兵将嘱咐好了，叫他等故意在半
　　　　　　　　　　　　　路迟延。你可带上兵刃，连夜先到蒲城与公子重耳送信，叫他快快逃走。你也
　　　　　　　　　　　　　就此一路保定公子，离了晋国就是。
介子推　　（白）　　　　　孩儿若保定公子一走，大王发怒，岂不连累老娘？
介母　　　（白）　　　　　我早已预备妥当，你只管前去。你走之后，我逃到棉山脚下，竹林之内有茅屋
　　　　　　　　　　　　　三间，我便在那里隐居。你保护公子回国之后，老身若要不死，我母子尚可相
　　　　　　　　　　　　　见。
介子推　　（白）　　　　　母亲偌大年纪，孩儿何忍一旦离开膝下！
介母　　　（白）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身尚还康健，岂可因我误了国家大事？你、你、
　　　　　　　　　　　　　你快快去吧！
（介子推迟迟不走。）
介母　　　（白）　　　　　你若不走，伤了公子性命，便是不忠；不遵母命，便是不孝！这不忠不孝之人，
　　　　　　　　　　　　　要你何用？也罢！你既不走，待我自尽了吧！
（介母欲撞壁。）
介子推　　（白）　　　　　母亲不必如此，孩儿前去就是。只是须待孩儿换上衣服，带上兵刃。
（介子推换衣。）
介子推　　（白）　　　　　母亲，孩儿走后，快快离开此地。孩儿我就此拜别了哇！
（介子推哭。）
介子推　　（叫头）　　　　母亲！
介母　　　（叫头）　　　　吾儿！
介子推　　（叫头）　　　　老娘！
介母　　　（叫头）　　　　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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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13

介子推、
介母　　　（同叫头）　　　（娘）（儿）啊……
介子推　　（白）　　　　　罢！
（介子推下。）
介母　　　（白）　　　　　我儿去了，待我收拾收拾急早逃走了吧！
（介母下。）

【第十二场】

（狐偃上。）
狐偃　　　（白）　　　　　俺，狐偃。昨日闻听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言道重耳有意谋反。大王当殿
　　　　　　　　　　　　　传旨，问何人愿意领兵捉拿重耳，幸喜无人领旨。我奉了父命，连夜与公子送
　　　　　　　　　　　　　信，叫他快快逃走。事不宜迟，马上加鞭！
（狐偃下。）

【第十三场】

（勃鞮上。）
勃鞮　　　（白）　　　　　咱家，勃鞮。奉了大王、娘娘密旨，带兵去到蒲城捉拿重耳，只是人马须由军
　　　　　　　　　　　　　营去调。大王也曾派介子推前去调兵，交咱家带到蒲城。只是还不见介子推到
　　　　　　　　　　　　　来，不免去到宫门等候。
（勃鞮下。）

【第十四场】

（四文堂、四上手引介子推同上。）
介子推　　（唱）　　　　　带领人马宫门进，
　　　　　　　　　　　　　忽然心内巧计生。
　　　　　　　　　　　　　勒住丝缰开言论，
　　　　　　　　　　　　　对众有语说分明。
　　　　　（白）　　　　　众将官，且慢行走！
（介子推下马。）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将军有何军令？
介子推　　（白）　　　　　今日调动人马，前去打仗，你等可有临阵退缩之意？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将军哪里话来！我等身为武夫，只知向前，不知退后，怎能临阵而退？只是今
　　　　　　　　　　　　　日到哪里打仗，将军未曾说明，我等愿闻。
介子推　　（白）　　　　　今日乃是奉了大王之命，去到蒲城捉拿重耳。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呀！但不知公子重耳，身犯何罪，要捉拿于他？
介子推　　（白）　　　　　他何尝犯罪，不过被一家谗臣所害！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那公子重耳乃深明大义之人。我等怎忍捉他？
介子推　　（白）　　　　　今日之事乃是大王旨意，你等若要不遵，岂不是违抗圣旨？大王怪罪下来，那
　　　　　　　　　　　　　还了得！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大王怪罪，我等情愿一死，也不忍害那仁义的公子。
介子推　　（白）　　　　　你等果有此心？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果有此心。
介子推　　（白）　　　　　少时带你等去到蒲城，却不是我。
四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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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手　　（同白）　　　　却是何人？
介子推　　（白）　　　　　乃是内侍勃鞮。你等少时随他去到蒲城，只管前去。不过在半路途中，故意迟
　　　　　　　　　　　　　延时候。到了蒲城，不必奋勇向前。那公子重耳自然得以逃走，你等也无抗旨
　　　　　　　　　　　　　之罪。你看如何？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就依将军之言。
介子推　　（白）　　　　　那勃鞮现在宫门，想已等候急了。大家既然拿定了主意，就此去到宫门！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五场】

（四文堂引重耳同上。乌鸦叫。）
重耳　　　（白）　　　　　啊！
　　　　　（念）　　　　　檐头上乌鸦乱叫，吉凶事全然不晓。
（狐偃上。）
狐偃　　　（白）　　　　　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么？
文堂甲　　（白）　　　　　什么人？
狐偃　　　（白）　　　　　烦劳通禀：就说狐偃的紧急之事，求见公子。
文堂甲　　（白）　　　　　启禀公子：狐偃有紧急之事求见。
重耳　　　（白）　　　　　子犯来了，快快有请！
文堂甲　　（白）　　　　　有请！
狐偃　　　（白）　　　　　启禀公子：大事不好！
重耳　　　（白）　　　　　何事惊慌？
狐偃　　　（白）　　　　　现有梁五在大王驾前进了谗言，说公子有谋反之意，大王恼怒，不日便派兵捉
　　　　　　　　　　　　　拿公子来了！
重耳　　　（白）　　　　　哎呀子犯哪！这便如何是好？
狐偃　　　（白）　　　　　公子，事到如今，只有逃走，别无他策。
重耳　　　（白）　　　　　我得罪君父，逃也无益，倒不如去到京城辩理。
狐偃　　　（白）　　　　　前去辩理，岂不是自送其死！
重耳　　　（白）　　　　　子犯来时，可知将派何人前来？
狐偃　　　（白）　　　　　昨日大王在金殿之上也曾问过何人愿往，并无一人答言。臣来时尚不知派了何
　　　　　　　　　　　　　人。
重耳　　　（白）　　　　　且待派人探听明白，再作道理。子犯远来，身体劳累，你我一同痛饮。
狐偃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勃鞮　　　（内白）　　　　催军！
（四文堂、四上手引勃鞮同上。）
勃鞮　　　（唱）　　　　　宫中奉了大王命，
　　　　　　　　　　　　　捉拿重耳走一程。
　　　　　　　　　　　　　三军与爷往前进！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启禀公公：我匀走不动了，歇息歇息再走吧！
勃鞮　　　（白）　　　　　大王旨意，军情紧急，谁敢不遵？快快前进！
（四文堂、四上手同卧。）
勃鞮　　　（白）　　　　　他等躺卧道旁，恐其误事。
（勃鞮打四文堂、四上手，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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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场】

（四文堂、狐毛、狐偃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连日派人去打探，
　　　　　　　　　　　　　此时未见转回还。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公子：勃鞮带领兵将已到南门了！
重耳　　　（白）　　　　　哎呀！
狐毛、
狐偃　　　（同白）　　　　我等快快由西门逃走！
重耳　　　（白）　　　　　走！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四文堂、四上手引勃鞮同上。）
勃鞮　　　（白）　　　　　且住！杀进府中，不见重耳。他手下人言道：打从西门逃走。
　　　　　　　　　　　　　来呀，赶上前去！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设城门。重耳上。）
重耳　　　（白）　　　　　看看到了西门，不想子犯兄弟二人被兵冲散了！
勃鞮　　　（内白）　　　　重耳休走！
重耳　　　（白）　　　　　西门内已有贼兵，不免越城而走。
（重耳爬城。勃鞮、四文堂、四上手同上。）
勃鞮　　　（白）　　　　　重耳哪里走！
（勃鞮用剑砍重耳衣襟，重耳爬城下。）
勃鞮　　　（白）　　　　　重耳越城逃走，量他逃走不远。
　　　　　　　　　　　　　众将官！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有！
勃鞮　　　（白）　　　　　追！
四文堂、
四上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急急忙忙往前进，
　　　　　　　　　　　　　路径不对事有因。
　　　　　（白）　　　　　且住！只顾前进，走错了路径，如今打听明白已经迟了。
（内鼓声。）
介子推　　（白）　　　　　城内喊杀连天，言道向西门追杀，想是公子打此逃逃走。待我登高一望！
（重耳上，勃鞮追上，重耳逃下，勃鞮追下。）
介子推　　（白）　　　　　前边逃者公子重耳，勃鞮紧紧相追，不免向前搭救。
（重耳跑上，勃鞮追上。）
介子推　　（白）　　　　　公子休得惊慌，介子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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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鞮　　　（白）　　　　　介子推，你为何拦住咱家去路？
介子推　　（白）　　　　　实对你讲，我特来搭救公子来了！
（介子推、勃鞮同起打。勃鞮败下。）
重耳　　　（白）　　　　　多谢介贤士相救！
（狐偃、狐毛同上。）
狐偃　　　（白）　　　　　勃鞮恐其再来，你我君臣快快逃走！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夷吾　　　（内白）　　　　走哇！
（夷吾、公子圉同上。）
夷吾　　　（唱）　　　　　我父子急忙忙逃出国外，
公子圉　　（唱）　　　　　为性命顾不得眷口资财。
夷吾　　　（白）　　　　　公子夷吾。
公子圉　　（白）　　　　　公子圉。
夷吾　　　（白）　　　　　哎呀儿呀！不想大王听了骊姬之言，杀了申生，如今又要杀你伯父与你我父子。
　　　　　　　　　　　　　幸而得信，你我父子急急逃出国来，但不知逃投奔哪里？
公子圉　　（白）　　　　　爹爹，依孩儿之见，此地离秦国不远，不如投奔秦国。那秦侯礼贤下士，或能
　　　　　　　　　　　　　容留你我父子，也未可知。
夷吾　　　（白）　　　　　我儿言之有理，快快带路！
　　　　　（唱）　　　　　恨骊姬起祸端纲常尽丧，
公子圉　　（唱）　　　　　遭不幸我父子投奔他乡。
（夷吾、公子圉同下。）

【第二十二场】

晋献公　　（内白）　　　　摆驾！
（四太监、大太监、二宫女、骊姬扶晋献公同上。）
晋献公　　（唱）　　　　　连日里寡人的病体加重，
　　　　　　　　　　　　　怕只怕旦夕间难保秋冬。
　　　　　　　　　　　　　叫御妻搀扶我龙床坐定，
　　　　　　　　　　　　　快宣那老荀息即刻进宫。
　　　　　（白）　　　　　御妻，寡人的病体，日加沉重，今日更觉精神恍惚，只怕不久人世了。快快宣
　　　　　　　　　　　　　那荀息进宫，以便料理扶保奚齐登基的大事。
骊姬　　　（白）　　　　　喂呀！
（骊姬哭。）
晋献公　　（白）　　　　　御妻不必啼哭，快快传旨要紧！
骊姬　　　（白）　　　　　内侍传旨：快宣丞相荀息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荀息进宫。
荀息　　　（内白）　　　　领旨！
（荀息上。）
荀息　　　（念）　　　　　忽听宫内将臣召，撩袍端带见当朝。
　　　　　（白）　　　　　臣，荀息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丞相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娘娘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荀息　　　（白）　　　　　千千岁！大王宣臣进宫，有何国事议论？
晋献公　　（白）　　　　　丞相有所不知，只因寡人病势沉重，只怕不久于人世了！寡人晏驾之后，望卿
　　　　　　　　　　　　　扶保奚齐登基，勿负朕意！
错息　　　（白）　　　　　臣自当鞠躬尽瘁，秉定忠心。只是还要那介子推同心辅佐方好。
晋献公　　（白）　　　　　如此，快宣太子奚齐、介子推、东关五、梁五一齐进宫。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奚齐、介子推、东关五、梁五进宫哪！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7400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介子推》 17

（奚齐、东关五、梁五同上。）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儿臣）（臣等）见驾，（父）（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平身。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母后）（娘娘）千岁！
骊姬　　　（白）　　　　　平身。
奚齐、
东关五、
梁五　　　（同白）　　　　千千岁！
晋献公　　（白）　　　　　为何不见介子推，他往哪里去了？
奚齐　　　（白）　　　　　自从前日父王命他调兵，出宫去了，直到而今，未见进宫。
晋献公　　（白）　　　　　但不知勃鞮捉拿重耳之事如何？
骊姬　　　（白）　　　　　但听勃鞮回宫一报，便知分晓。
勃鞮　　　（内白）　　　　走哇！
（勃鞮上。）
勃鞮　　　（唱）　　　　　介子推变心造了反，
　　　　　　　　　　　　　大王驾前奏一番。
　　　　　（白）　　　　　奴婢见驾，大王千岁！
晋献公　　（白）　　　　　命你去往蒲城捉拿重耳，怎么样了？
勃鞮　　　（白）　　　　　奴婢到了蒲城，那重耳正待越城逃走，是奴婢赶上前去，一剑将他衣襟砍掉一
　　　　　　　　　　　　　块。那重耳越墙出城，奴婢又赶出西门，业经追上，正要捉拿，不想介子推赶
　　　　　　　　　　　　　到，将重耳放走。奴婢与他争斗起来，那介子推十分猛勇，奴婢战他不过，才
　　　　　　　　　　　　　败阵而回。特来请罪。
晋献公　　（白）　　　　　怎么，那重耳他逃走了么？
勃鞮　　　（白）　　　　　正是。
晋献公　　（白）　　　　　不好了！
　　　　　（唱）　　　　　听说重耳逃了命，
　　　　　　　　　　　　　将来必有后患生。
　　　　　　　　　　　　　一阵心急神不定，
　　　　　　　　　　　　　不觉口内鲜血喷。
（晋献公吐血，死。众人同哭。）
荀息　　　（白）　　　　　娘娘与太子不可一味啼哭，待老臣一面料理大王丧事，一面准备扶保太子登基
　　　　　　　　　　　　　要紧。
　　　　　　　　　　　　　内侍，可将大王龙体抬往后宫，用金棺盛殓起来。
骊姬　　　（白）　　　　　老丞相，事到而今，我寡母、孤儿与晋国社稷全仗老丞相一人了！
荀息　　　（白）　　　　　娘娘暂放宽心。大王托孤之时，老臣业经言道：但愿大王在天之灵，暗中保佑，
　　　　　　　　　　　　　倘若无事便好；如有差迟，臣惟一死，以报故主于地下也！
　　　　　（唱）　　　　　娘娘且把宽心放，
　　　　　　　　　　　　　老臣言来听端详：
　　　　　　　　　　　　　如有大祸从天降，
　　　　　　　　　　　　　拚着一死报先王。
　　　　　（白）　　　　　娘娘且请回后宫，老臣等还要出宫办理朝中之事。正是：
　　　　　（念）　　　　　社稷安危说不定，
（荀息下。）
骊姬　　　（念）　　　　　但愿大王显威灵。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三场】

（里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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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　　　（引）　　　　　满怀心不忿，恨骊姬，扰乱宫廷。
　　　　　（念）　　　　　大王作事太痴迷，贪淫好色宠骊姬。杀死申生失民意，眼看社稷化灰泥。
　　　　　（白）　　　　　俺，晋国大夫里克。只因大王宠信骊姬，无故杀了申生，国人俱皆不忿。日前
　　　　　　　　　　　　　又听奸臣东关五、梁五等谗言，派人捉拿公子重耳、夷吾，幸喜他二人均已逃
　　　　　　　　　　　　　走出国。昨日大王晏驾，由丞相荀息扶保奚齐登基。我想荀息做事忒以的昏悖。
　　　　　　　　　　　　　现有重耳、夷吾不保，却保这庶孽之子齐奚即位。是我心中不忿，业经派人
　　　　　　　　　　　　　分头去请丕郑父、骓遄、共华三人到府商议，只是去了多时，未见到来。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大人：诸位大人到府。
里克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丕郑父、骓遄、共华同上。）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啊大人！
里克　　　（白）　　　　　不知众位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岂敢！我等来得鲁莽，大人海涵！
里克　　　（白）　　　　　岂敢！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不知大人相约我等，有何见教？
里克　　　（白）　　　　　众位大人，只因骊姬作乱，迷惑大王，前者无故将太子申生害死，如今又派人
　　　　　　　　　　　　　去捉拿重耳、夷吾。幸而他二人俱已逃去，未遭毒手。昨日大王在宫中晏驾，
　　　　　　　　　　　　　那老儿荀息竟自保了奚齐登基即位，俺心中不服。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我等正为此事，要与大人商议一条妙计，设法废了奚齐，迎立公子重耳或是夷
　　　　　　　　　　　　　吾为君。但不知大人可有妙计？
里克　　　（白）　　　　　事到而今，说什么妙计不妙计！只好将各府家兵凑齐，杀进宫中，将骊姬、奚
　　　　　　　　　　　　　齐一齐杀却，然后再迎公子重耳也就是了。只是那骊姬手下也有武将数人，我
　　　　　　　　　　　　　等须要寻一勇士，方可成功。
丕郑父　　（白）　　　　　大人要找勇士，有何难哉！晋国东门之内有一勇士名唤屠岸夷，此人有万夫不
　　　　　　　　　　　　　当之勇。只因他家道贫寒，下官时常周济于他。如今拿我名帖将他请来，大事
　　　　　　　　　　　　　可成。
里克　　　（白）　　　　　事不宜迟。大人修写书信，差家院快快前去，请那勇士屠岸夷前来相助。
丕郑父　　（白）　　　　　如此，待下官修书。
（丕郑父修书。）
丕郑父　　（白）　　　　　书信修好，快去请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里克　　　（白）　　　　　少时屠岸夷到来，我们大家必须预先把家将家兵调齐，三更时分，一齐杀进宫
　　　　　　　　　　　　　去便了。
（家院引屠岸夷同上。）
家院　　　（白）　　　　　屠壮士，这就是我家大人。
屠岸夷　　（白）　　　　　大人在上，草民屠岸夷参拜。
里克　　　（白）　　　　　壮士免礼。来一旁看座。
屠岸夷　　（白）　　　　　列位大人在此，哪有草民的座位？
里克　　　（白）　　　　　坐下也好讲话。
屠岸夷　　（白）　　　　　如此，草民告坐。但不知各位大人将草民唤来，有何使用？
丕郑父　　（白）　　　　　壮士有所不知，只因大王晏驾，骊姬作乱，荀息保他的儿子奚齐僭了君位。我
　　　　　　　　　　　　　等欲行废立之事，迎接公子重耳、夷吾回国。定于今夜三更时分，带领家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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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杀进宫去，将骊姬母子一并杀死。恐怕骊姬手下有人拒敌，是下官在各位
　　　　　　　　　　　　　大人台前保荐壮士有万夫不当之勇。今晚之事，要烦劳壮士作为先锋，杀进宫
　　　　　　　　　　　　　去，成此大功。壮士量无推却的了！
屠岸夷　　（白）　　　　　草民素日颇受大人恩惠，有事理当效劳。况且骊姬这等祸国害贤的妖孽，人人
　　　　　　　　　　　　　切齿，今晚之事，草民万死不辞！
里克　　　（白）　　　　　如此，有劳壮士。待等成功之后，新君即位，必有升赏。来后堂摆宴，大家痛
　　　　　　　　　　　　　饮！
屠岸夷、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四太监、二宫女引骊姬、奚齐同上。）
骊姬　　　（唱）　　　　　吾儿明日登大宝，
　　　　　　　　　　　　　众臣金殿齐来朝。
　　　　　　　　　　　　　大事已定面带笑，
（内喊杀声。）
骊姬　　　（白）　　　　　呀！
　　　　　（唱）　　　　　宫外因何闹吵吵？
　　　　　（白）　　　　　我儿你听：宫门以外，为何人声呐喊，金鼓齐鸣？
（大太监上。）
大太监　　（白）　　　　　启禀娘娘：大事不好！
骊姬　　　（白）　　　　　何事惊慌？
大太监　　（白）　　　　　那里克等带领家将兵丁，杀进宫门，口口声声要杀娘娘母子！
骊姬　　　（白）　　　　　哎呀儿呀！里克造反，你我母子暂且躲入后宫，快叫东关五、梁五等带领宫人
　　　　　　　　　　　　　迎敌；再差人与老丞相荀息前去送信！
奚齐　　　（白）　　　　　是。
（大太监、二宫女引奚齐、骊姬同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骓遄、共华、里克上，东关五、梁五同上，
同起打。屠岸夷打死东关五、梁五。）
里克　　　（白）　　　　　打进宫去！
（里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骓遄、共华同下。骊姬、奚齐甩发同上。）
里克　　　（内白）　　　　骊姬母子哪里走！
（里克上，持剑向前，骊姬退，两过合。里克杀死骊姬、奚齐。荀息甩发上。）
荀息　　　（白）　　　　　哎呀！
　　　　　（唱）　　　　　一见公子丧了命，
　　　　　　　　　　　　　倒叫荀息痛在心！
　　　　　　　　　　　　　他母子又把命尽，
　　　　　（白）　　　　　先王爷呀！
里克　　　（白）　　　　　哈哈哈……
荀息　　　（唱）　　　　　里克一旁笑吟吟。
　　　　　（白）　　　　　里克！你杀死娘娘、太子，该当何罪？
里克　　　（白）　　　　　你道哪个是娘娘、太子？俺却不晓得！
荀息　　　（白）　　　　　那骊娘娘母子，不是娘娘、太子，却是何人？
里克　　　（白）　　　　　他二人不过是妖姬、孽子！
荀息　　　（白）　　　　　唗！
里克　　　（白）　　　　　俺正怪你这老儿，身为当朝首相，大王晏驾，你就该迎接公子重耳，或是公子
　　　　　　　　　　　　　夷吾登基即位，才是正理。怎么丧心病狂，竟自要保这迷惑大王祸乱江山的孽
　　　　　　　　　　　　　种，是何道理？
荀息　　　（白）　　　　　我受大王托孤之重，你如今将他母子杀死，也罢！我拚这性命，打死你这叛逆
　　　　　　　　　　　　　弑君的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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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息打里克。四家将、屠岸夷、丕郑父、骓遄、共华同上。）
屠岸夷　　（白）　　　　　大人何必与他絮絮叨叨！休走，看剑！
（屠岸夷杀荀息。）
丕郑父　　（白）　　　　　荀息已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但不知公子俱逃往哪里去了？快快打探明白，
　　　　　　　　　　　　　迎接回国，以便料理国政。
里克　　　（白）　　　　　大人言之有理。你我一同回府。
屠岸夷、
丕郑父、
骓遄、
共华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秦穆公上。）
秦穆公　　（引子）　　　　独霸西秦，将勇兵精。
（百里奚上。）
百里奚　　（念）　　　　　夷吾来相投，上殿奏根由。
　　　　　（白）　　　　　臣，百里奚见驾，大王千岁！
秦穆公　　（白）　　　　　丞相平身。
百里奚　　（白）　　　　　千千岁！
秦穆公　　（白）　　　　　老丞相上殿，有何本奏？
百里奚　　（白）　　　　　臣启大王：现有晋国公子夷吾，带领他儿子公子圉，逃离晋国，前来投奔我国
　　　　　　　　　　　　　来了。
秦穆公　　（白）　　　　　人闻晋侯听信谗言，又听信骊姬狐媚言语，杀了申生。如今夷吾逃来我邦，想
　　　　　　　　　　　　　来也必是被骊姬所害。来，宣他父子上殿！
百里奚　　（白）　　　　　大王有旨：宣夷吾父子上殿！
夷吾、
公子圉　　（内同白）　　　领旨！
（夷吾、公子圉同上。）
夷吾　　　（念）　　　　　逃亡不能言贵胄，
公子圉　　（念）　　　　　依人怎敢不低头！
夷吾　　　（白）　　　　　晋国罪臣夷吾率子姬圉，参见大王千岁！
秦穆公　　（白）　　　　　公子，你乃客卿，不可如此称呼。快快请起！看座！
夷吾　　　（白）　　　　　谢坐。
秦穆公　　（白）　　　　　但不知你父子因何逃来敝国？
夷吾　　　（白）　　　　　大王有所不知，只因我父王偏听骊姬谗言，杀了申生，如今又要陷害我兄长重
　　　　　　　　　　　　　耳与罪臣父子，故而逃亡来此。望千岁收留。
秦穆公　　（白）　　　　　原来如此。
（朝官甲上。）
朝官甲　　（白）　　　　　臣启大王：远探报来，晋侯晏驾，荀息保奚齐即位，未曾登基，即被大夫里克
　　　　　　　　　　　　　等将骊姬母子杀死，连荀息也死于非命了。如今晋国无主，特来报知。
秦穆公　　（白）　　　　　啊！原来晋国如此内乱。
（秦穆公向夷吾。）
秦穆公　　（白）　　　　　孤有意将你们送回晋国，即位为君。不知你意下如何？
夷吾　　　（白）　　　　　夷吾一介逃臣，若得大王送回国去，此恩此德，实同天高地厚，虽没齿不敢忘
　　　　　　　　　　　　　也。
秦穆公　　（白）　　　　　秦晋素来累世联姻，只是你国时常背义，孤有些放心不下。
夷吾　　　（白）　　　　　大王若不相信，臣愿以犬子圉作质于秦。
秦穆公　　（白）　　　　　“作质”二字，未免太言重了。但不知令公子可曾娶妻否？
夷吾　　　（白）　　　　　他年纪尚幼，未曾订婚。
秦穆公　　（白）　　　　　孤有一女名唤怀嬴，许配公子为婚。就在我国建造宾馆，命他夫妇同居，你看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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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吾　　　（白）　　　　　前恩未报，后恩又来。我儿还不叩谢大王！
公子圉　　（白）　　　　　谢大王！
秦穆公　　（白）　　　　　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吩咐搀公主上殿！
大太监　　（白）　　　　　大王有旨：搀公主上殿！
（二宫女扶怀嬴同上。）
秦穆公　　（白）　　　　　动乐，拜过天地！
（〖吹打〗。公子圉、怀嬴同拜天地。）
秦穆公　　（白）　　　　　就此完成花烛，送入洞房！
（二宫女扶怀嬴同下，公子圉随下。）
秦穆公　　（白）　　　　　偏殿设宴，一来彼此贺喜，二来与公子接风，待等明日，孤便发动人马送你回
　　　　　　　　　　　　　国。请！
夷吾、
百里奚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重耳　　　（内白）　　　　众卿带路！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逃出蒲城何处往？
　　　　　　　　　　　　　不择路径走慌忙。
　　　　　（白）　　　　　公子重耳。幸喜逃出蒲城。一路行来，已有半日。但不知你我大家投奔哪里？
狐偃　　　（白）　　　　　公子此去，必须投奔大国，日后回国，也好求助于他。
重耳　　　（白）　　　　　若论大国，只有秦、齐、楚三国，但不知投奔哪国为是？
介子推　　（白）　　　　　若论路途，秦国为近；若论霸业，却是齐君；况且齐侯广行仁义，日后必然然
　　　　　　　　　　　　　有助于公子。依臣之见，还是逃往齐国为是。
重耳　　　（白）　　　　　子推言之有理。只是此去齐国必须道经郑、卫二国，如今可顺道先到卫国，看
　　　　　　　　　　　　　看卫侯可肯容留？
狐偃　　　（白）　　　　　如此，你我君臣就此趱路！
重耳　　　（白）　　　　　哎呀，腹中饥饿，怎能行走？快快拿些食物充饥！
狐偃　　　（白）　　　　　但不知哪位身边带得粮食？拿将出来与主公充饥！
魏犨、
颠颉、
狐毛、
狐偃、
赵衰、
介子推、
胥臣、
先轸　　　（同白）　　　　哎呀！我等只顾保定公子逃命，盘费、行李也顾不得携带，哪里来得充饥之物！
重耳　　　（白）　　　　　临行之时，我命家童带定金银珠宝，以为沿途盘费。将他唤来，取些金银，买
　　　　　　　　　　　　　些酒食，以便充饥。
狐毛　　　（白）　　　　　家童！家童！
　　　　　　　　　　　　　启禀公子：家童不知去向！
重耳　　　（白）　　　　　好贼子！一定是见了金银珠宝，起意拐去，要你我在此途中受困，这、这、这……
介子推　　（白）　　　　　主公暂且忍耐，找一清静地方歇息歇息。待臣等分头到村庄里面，找一人家讨
　　　　　　　　　　　　　些饮食，与公子充饥便了。
重耳　　　（白）　　　　　也只好如此！
介子推　　（白）　　　　　子犯、魏犨在此保定公子，我等去了！
（介子推、颠颉、狐毛、胥臣、赵衰、先轸同下。）
狐偃　　　（白）　　　　　此处乃是大道，有些不便。公子可到那树林之中等候便了。
重耳　　　（白）　　　　　如此，子犯带路！
　　　　　（唱）　　　　　国家内乱遭穷困，
　　　　　　　　　　　　　英雄末路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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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唉！
（重耳、魏犨、狐偃同下。）

【第二十七】

介子推　　（内白）　　　　天哪！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逃亡困在中途上，
　　　　　　　　　　　　　公子饥饿不能当。
　　　　　　　　　　　　　举目抬头四下望，
　　　　　　　　　　　　　附近并无一村庄。
　　　　　（白）　　　　　哎呀且住！我等保定公子逃出蒲城，只顾奔走慌忙，大家身边并未带有盘费，
　　　　　　　　　　　　　行至此间，公子饥饿难当，是我意欲找一人家讨些饮食，怎奈这旷野荒郊，叫
　　　　　　　　　　　　　我是哪里去寻，怎生去找？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介子推为难。）
介子推　　（白）　　　　　难道我就这样空手回去不成？自古道：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如今公子饥饿，
　　　　　　　　　　　　　为臣子者，竟不能奉一杯茶水、半盂粗饭，岂不有愧臣子之道！也罢！事到而
　　　　　　　　　　　　　今，我只好在股上割肉一块，将这饭盂当做铁锅，幸而身边带有火种，用柴火
　　　　　　　　　　　　　将割下之肉做熟，献上公子充饥便了！
（介子推想。）
介子推　　（白）　　　　　哎呀且住！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若割股，倘若日后母
　　　　　　　　　　　　　亲知道，岂不要大大的伤心？这、这、这……
（介子推为难。）
介子推　　（白）　　　　　呃！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乃是戒止为人子者修身自爱之意。
　　　　　　　　　　　　　如今公子在危急穷困之中，还讲的什么不敢毁伤？日后老娘知晓，反倒以我
　　　　　　　　　　　　　此举为然，也未可知。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唱）　　　　　左思右想主意定，
　　　　　　　　　　　　　不如割股去啖君。
　　　　　　　　　　　　　腰中忙忙取利刃，
　　　　　　　　　　　　　一道寒光冷森森。
　　　　　　　　　　　　　不顾疼痛来割定，
（介子推割股。）
介子推　　（唱）　　　　　不由一阵痛连心。
　　　　　　　　　　　　　咬定牙关伤裹紧，
　　　　　　　　　　　　　拾些柴草把火焚。
　　　　　（白）　　　　　幸喜肉已煮熟，不免献与公子便了！
（介子推下。）

【第二十八场】

（魏犨、狐偃、重耳同上。）
重耳　　　（念）　　　　　诸人分头寻茶饭，叫我心中不耐烦。
　　　　　（白）　　　　　我在大树林等候多时，这半天工夫，怎么还不见一人回来？莫非他们见我穷途
　　　　　　　　　　　　　末路，一个个都溜了不成？
狐偃　　　（白）　　　　　主公不必烦躁，此处乃是旷野荒郊，寻找茶饭不着。想他等定往别处寻找去了，
　　　　　　　　　　　　　望主公暂且忍耐，想必就要来了！
（颠颉、狐毛、胥臣、先轸、赵衰同上。）
颠颉、
狐毛、
胥臣、
先轸、
赵衰　　　（同白）　　　　公子，此处乃是旷野荒郊，并无人家，哪有茶饭？臣等无法，只得挖掘了几样
　　　　　　　　　　　　　野菜，主公权且充饥，待等到了村庄，再作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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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接食。）
重耳　　　（白）　　　　　这样野菜，叫我是怎生下咽？我不用了！
（重耳看。）
重耳　　　（白）　　　　　大家俱已回来，怎么不见介子推？莫非躲在一旁偷闲躲懒睡觉去了？
颠颉、
狐毛、
胥臣、
先轸、
赵衰　　　（同白）　　　　公子不必心急，介子推量必来也！
介子推　　（内白）　　　　走哇！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适才间将股肉用刀割断，
　　　　　　　　　　　　　袍服里血淋淋心似油煎。
　　　　　　　　　　　　　无奈何忍疼痛把肉汤来献，
　　　　　　　　　　　　　都只为贤公子无以为餐。
　　　　　（白）　　　　　公子！
重耳　　　（白）　　　　　咳，你、你、你往哪厢去了？真真岂有此理！
介子推　　（白）　　　　　公子不必动怒，臣在附近观后，并无村庄人家，只得去到远方，正遇见大户人
　　　　　　　　　　　　　家烹煮肉汤，臣百般哀告，讨得肉汤一盂，请公子充饥。
重耳　　　（白）　　　　　怎么，有了肉汤了么？快快拿来！
介子推　　（白）　　　　　肉汤在此。
重耳　　　（白）　　　　　难为你，还未曾凉，待我吞吃。
（重耳吃。）
重耳　　　（白）　　　　　哎呀，肉汤鲜美，孤不饥矣。
魏犨　　　（白）　　　　　介子推，你既寻来肉汤，为何不多讨些，大家充饥？
介子推　　（白）　　　　　我这饭盂如何能装许多？
魏犨　　　（白）　　　　　这大户人家，现在哪里？待我自己与他讨些来吃！
介子推　　（白）　　　　　道路遥远，认识不得。
魏犨　　　（白）　　　　　你待怎讲？
介子推　　（白）　　　　　道路遥远，认识不得。
魏犨　　　（白）　　　　　唔呀呀！
介子推　　（白）　　　　　你、你、你为何碰了我的伤痕？
魏犨　　　（白）　　　　　你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曾受伤，哪里来的什么伤痕？
介子推　　（白）　　　　　你哪里知道，我是方才受伤的。
魏犨　　　（白）　　　　　你方才受了什么伤？
介子推　　（白）　　　　　唉，不说也罢！
魏犨　　　（白）　　　　　你不说，便是无有伤痕。
（魏犨欲揪介子推。）
介子推　　（白）　　　　　哎，慢来，慢来！这一回我可再禁不住你这一揪了！
魏犨　　　（白）　　　　　你到底受了什么伤？
重耳　　　（白）　　　　　是啊，子推，你到底有什么伤痕，如此狼狈？
介子推　　（白）　　　　　臣本待不言，怎奈魏犨再三追问，公子也询问为臣，为臣不得不讲。只因公子
　　　　　　　　　　　　　饥饿难当，此处并无人烟，无处求食，又怕公子挨饥受饿，出在万般无奈，才
　　　　　　　　　　　　　用钢刀一把，把股肉割下，拾得干柴，把股肉烹煎。与公子充饥解难饿。
重耳　　　（白）　　　　　哦！
　　　　　（唱）　　　　　听他言不由我泪流满面，
　　　　　　　　　　　　　介子推可算得忠义双全。
　　　　　　　　　　　　　为孤王他把那股肉割断，
　　　　　　　　　　　　　到后来论功劳万古流传。
　　　　　　　　　　　　　解衣带我亲自把伤来裹，
　　　　　　　　　　　　　但愿得止疼痛免把心悬。
　　　　　（白）　　　　　天色不早，你我大家同至卫国，再作道理！
　　　　　（唱）　　　　　叫魏犨前边厢把路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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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到卫国可能存身？
（众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报子上。）
报子　　　（念）　　　　　打听重耳事，报与大王知。
　　　　　（白）　　　　　我，卫国远探便是。打探得重耳君臣，逃出蒲城，投奔卫国来了。不免报与大
　　　　　　　　　　　　　王知道！
（报子下。）

【第三十场】

（城官上。）
城官　　　（念）　　　　　奉了大王命，拒绝逃亡人。
　　　　　（白）　　　　　我，卫国城门吏便是。只因远探报道：晋国重耳君臣十余人，逃出蒲城，直奔
　　　　　　　　　　　　　我们卫国来了。大王当初回国之时，并未受晋国帮助；如今他国公子逃亡，大
　　　　　　　　　　　　　王叫我闭门不纳，我只得在此等候。远远望见在十余人直奔城门而来，相必是
　　　　　　　　　　　　　重耳君臣来也！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城官　　　（白）　　　　　对面来人，少要前进！
介子推　　（白）　　　　　城官请了！来者非别，乃是晋国公子重耳，逃出蒲城。望尊官开城，将我等放
　　　　　　　　　　　　　入。
城官　　　（白）　　　　　奉了我家大王之命，无论何人，一概不准进城！
介子推　　（白）　　　　　此乃是公子。
城官　　　（白）　　　　　慢说是公子，母子也不成。
介子推　　（白）　　　　　此乃是我家公子重耳。
城官　　　（白）　　　　　慢说是重耳，就是四耳、八耳也不成。
重耳　　　（白）　　　　　好个无理的奴才！
狐毛　　　（白）　　　　　公子不必动怒。常言道：亡国之君，不如黎民。他既闭门不纳，我们只好绕道
　　　　　　　　　　　　　而行。
重耳　　　（白）　　　　　唉，就依你之言，我们走，走，走！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下。）
城官　　　（白）　　　　　看重耳等去远，不免回奏大王便了！
（城官下。）

【第三十一场】

农夫甲、
农夫乙　　（内同白）　　　耕地去者！
（二农夫同上。）
农夫甲　　（念）　　　　　锄禾日当午，
农夫乙　　（念）　　　　　汗滴禾下土。
农夫甲　　（念）　　　　　谁知盘中餐，
农夫乙　　（念）　　　　　粒粒皆辛苦。
农夫甲　　（白）　　　　　今日天气甚热，你我干了半天，也该吃饭啦。
农夫乙　　（白）　　　　　我早就饿啦！
农夫甲　　（白）　　　　　咱们从坐下吃饭吧！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引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子犯，你看那边有两个农夫，要柳荫之下对坐吃饭，十分逍遥自在。如今我们
　　　　　　　　　　　　　到处飘流，衣食无着，看来他们比你我胜强百倍了！孤现在腹中又觉饥饿了！
　　　　　　　　　　　　　魏犨，你可向农夫讨些剩下的饭食，拿来我用。
魏犨　　　（白）　　　　　呔！农夫听者：快快将尔等的饭食送来，与我们公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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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甲　　（白）　　　　　好愣小子！你们公子是谁？
魏犨　　　（白）　　　　　提起我们公子来，大大的有名，乃是蒲城公子重耳。
农夫甲　　（白）　　　　　既是公子，为什么讨要着吃？
魏犨　　　（白）　　　　　只因途中缺少盘费，我们公子他现在腹中饥饿了，故而向你们讨些菜饭吃用，
　　　　　　　　　　　　　赏你们的脸面不下。
农夫甲　　（白）　　　　　真不通情理！跟我们要饭，倒说赏脸不小。待我戏耍戏耍他。
（农夫甲向魏犨。）
农夫甲　　（白）　　　　　现在饭食已经吃完，这有点心，你们愿意用么？
魏犨　　　（白）　　　　　点心可以充饥，快快拿来！
农夫甲　　（白）　　　　　接点心吧！
（农夫甲扔土块。）
魏犨　　　（白）　　　　　哎呀！
重耳　　　（白）　　　　　你这是怎么样了？
魏犨　　　（白）　　　　　可恨两个农夫，不给饭食还则罢了；决不该用土块戏耍于我。
重耳　　　（白）　　　　　好两个奴才！魏犨，将他们与我杀了！
介子推　　（白）　　　　　慢来慢来！
重耳　　　（白）　　　　　却是为何？
介子推　　（白）　　　　　臣闻土块乃是土地之象，如今农夫拿着土块献与我们，此乃得国之兆，公子理
　　　　　　　　　　　　　当感谢天地！
（介子推拜。）
重耳　　　（白）　　　　　子推之言有理，待我谢过天地！
（重耳拜。）
农夫甲、
农夫乙　　（同白）　　　　给土块磕头，真是饿晕啦！
（二农夫同下。）
重耳　　　（白）　　　　　你我君臣投奔齐国便了。
（众人同行。）
僖负羁　　（内白）　　　　公子慢走！
介子推　　（白）　　　　　主公，后面有人呼唤。
（僖负羁上。）
僖负羁　　（白）　　　　　公子在上，臣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驾！
重耳　　　（白）　　　　　大夫请起。大夫与重耳素味平生，来此郊外，见我何意？
僖负羁　　（白）　　　　　久闻公子贤名，来到敝国我家大王礼貌不周，殊非敬客之礼。臣虽不才，特备
　　　　　　　　　　　　　一盘之餐，送来与公子充饥。
重耳　　　（白）　　　　　难得呀难得！曹君不知礼义，不想臣子之中，尚有如此高贤。孤日后回国之后，
　　　　　　　　　　　　　必不忘此大德。我们趱路要紧，后会有期！
　　　　　（唱）　　　　　辞别大夫齐国进，
　　　　　　　　　　　　　存心当报有恩人。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下。）
僖负羁　　（白）　　　　　今日结下重耳，日后回国之后，必能恩待于我。不免回家说与夫人知道便了。
　　　　　　　　　　　　　正是：
　　　　　（念）　　　　　今日荒郊盘餐赠，日后必定报涌泉。
（僖负羁下。）

【第三十二场】

（四太监、鲍叔牙、开方、公子招、易牙、大太监引齐桓公同上。）
齐桓公　　（唱）　　　　　九合诸侯成霸主，
　　　　　　　　　　　　　拥兵千万逞雄图。
鲍叔牙、
开方、
公子招、
易牙　　　（同白）　　　　臣等参见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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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白）　　　　　众卿平身。
鲍叔牙、
开方、
公子招、
易牙　　　（同白）　　　　千千岁！
齐桓公　　（白）　　　　　寡人，齐侯小白。仗管仲之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管仲虽然去世，齐
　　　　　　　　　　　　　国霸业依然。听说晋公子重耳逃出蒲城，周游列国。孤久闻他的贤名，也曾派
　　　　　　　　　　　　　人去至郊外迎接，未见回报。
　　　　　　　　　　　　　内侍！
大太监　　（白）　　　　　有。
齐桓公　　（白）　　　　　伺候了！
大太监　　（白）　　　　　遵旨！
（竖刁上。）
竖刁　　　（念）　　　　　迎接重耳事，报与大王知。
　　　　　（白）　　　　　臣，竖刁见驾，大王千岁！
齐桓公　　（白）　　　　　命你迎接重耳，可曾到来？
竖刁　　　（白）　　　　　现在朝门。
齐桓公　　（白）　　　　　重耳日后必成霸业，诸卿不可怠慢于他。随孤出迎！
竖刁　　　（白）　　　　　遵旨！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外国逃亡之人，敢劳大王亲自相迎！
齐桓公　　（白）　　　　　岂敢！殿上一叙。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进，同坐。）
齐桓公　　（白）　　　　　公子远来，酒宴伺候！
大太监　　（白）　　　　　遵旨！
（大太监摆酒。）
齐桓公　　（白）　　　　　寡人闻听夷吾在晋国为君，甚是无道，不久晋国必乱，日后公子必能回国。孤
　　　　　　　　　　　　　已与公子设下馆驿，并将齐姜配与公子为婚。公子可在齐国安心居住，日后晋
　　　　　　　　　　　　　国一乱，孤必助公子回国便了。
重耳　　　（白）　　　　　多谢大王厚意！
齐桓公　　（白）　　　　　公子一路劳乏，请到馆驿安歇。
魏犨、
颠颉、
狐毛、
狐偃、
赵衰、
介子推、
胥臣、
先轸、
重耳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三场】

介子推　　（内白）　　　　掌灯！
（院子引介子推同上。）
介子推　　（唱）　　　　　这几载随公子行踪无定，
　　　　　　　　　　　　　不料想到齐国虚度光阴。
　　　　　　　　　　　　　我主公恋齐姜痴迷不醒，
　　　　　　　　　　　　　忘却了争霸业志气凌云。
　　　　　　　　　　　　　怕只怕耽误了晋国平定，
　　　　　　　　　　　　　不由我介子推终日忧心。
　　　　　（白）　　　　　家院，你且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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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介子推　　（唱）　　　　　在灯下我只得把书观看，
（介子推看书。）
介子推　　（唱）　　　　　回国去见老母难上加难。
（院子上。）
院子　　　（白）　　　　　诸位大人到。
介子推　　（白）　　　　　有请！
（狐偃、狐毛、魏犨、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上。）
狐偃　　　（白）　　　　　子推，你倒清闲自在，还有心情看书！
介子推　　（白）　　　　　我这也是无计奈何！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公子安居齐国，一连几载，无有大志。难道你我也老死齐国不成？
介子推　　（白）　　　　　公子白日并不会客。依我之见，趁此黑夜，你我大家一同入府求见，请主公即
　　　　　　　　　　　　　离齐国要紧。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事不宜迟，就此走走。
（众人同下。）

【第三十四场】

重耳　　　（内白）　　　　宫人，带路花园！
（四宫女引重耳、齐姜同上。）
重耳　　　（唱）　　　　　每日里在馆中十分欢畅，
　　　　　　　　　　　　　对佳人饮美酒快乐非常。
　　　　　　　　　　　　　叫宫人且引路花厅来上，
　　　　　　　　　　　　　只觉得满园内阵阵花香。
　　　　　（白）　　　　　夫人，孤自逃出蒲城以来，辗转来到齐国，朝欢暮乐，我不想回晋国了！
齐姜　　　（白）　　　　　公子，妾闻大丈夫志在四方，岂可贪恋欢乐，忘了国家大事！
重耳　　　（白）　　　　　古人云：及时行乐，又待何妨？宫人，换大杯来，我尽醉方休。贤妻请酒！
齐姜　　　（白）　　　　　请！
重耳　　　（唱）　　　　　推杯换盏真高兴，
　　　　　　　　　　　　　霎时不觉醉沉沉。
（重耳醉卧。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夫人：众大夫言道，有要事求见。
齐姜　　　（白）　　　　　既然如此，只是公子已醉，待我与他等相见就是。你去对他等言讲：公子已醉，
　　　　　　　　　　　　　夫人代见。有请！
院子　　　（白）　　　　　是。
（院子出门。）
院子　　　（白）　　　　　公子已醉，夫人代见。有请众位大人。
（院子下。介子推、狐偃、狐毛、魏犨、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上。）
介子推、
狐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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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参见夫人！
齐姜　　　（白）　　　　　罢了。坐下！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夫人在此，哪有我们的座位？
齐姜　　　（白）　　　　　坐下也好讲话。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如此，告坐。
齐姜　　　（白）　　　　　黑夜之间，众位大夫进府，必有所为？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先轸　　　（同白）　　　　这个……
齐姜　　　（白）　　　　　诸位大人，妾虽是女流，颇晓大义。但与公子有益之事，诸位只管讲来！
狐偃　　　（白）　　　　　夫人有所不知，主公在晋国，万民所望。如今夷吾为君，暴虐无道，黎民盼望
　　　　　　　　　　　　　公子回国，若大旱之望云霓。只是公子在齐国饮酒观花，朝欢暮乐，全无回国
　　　　　　　　　　　　　之意。非但黎民绝望，只怕晋国江山，日后也有些难保。故而我等商议，连夜
　　　　　　　　　　　　　进府，劝公子以晋国江山为重，急速回国。不知夫人可容公子回国否？
齐姜　　　（白）　　　　　诸位大人说哪里话来！女子以三从四德为重，若为江山社稷之事，妾身非但不
　　　　　　　　　　　　　敢阻拦，还要竭力劝他回国。
介子推　　（白）　　　　　夫人如此深明大义，我等感激非浅。既然如此，就请夫人将公子唤醒，同劝公
　　　　　　　　　　　　　子回国就是。
齐姜　　　（白）　　　　　这个……
介子推　　（白）　　　　　夫人莫非有后悔之意，不愿公子回国不成？
齐姜　　　（白）　　　　　非也！公子数年以来，逍遥自在，习以为常。如今叫他奔走风尘，他必不肯前
　　　　　　　　　　　　　去。故而我沉吟不语，并非别故。
介子推、
狐偃、
狐毛、
魏犨、
颠颉、
胥臣、
赵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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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轸　　　（同白）　　　　依夫人之见？
齐姜　　　（白）　　　　　依我之见，倒不如趁他沉醉睡熟，众位大夫将他扶进车辇之上，连夜离开齐国。
　　　　　　　　　　　　　待酒醒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介子推　　（白）　　　　　夫人此计甚妙。只是公子去后，夫人岂不寂寞？
齐姜　　　（白）　　　　　待等他回到晋国即位以后，那时再接我回国，也不为晚。
介子推　　（白）　　　　　如此，事不宜迟，就请颠颉大夫到府外备妥车辆。
颠颉　　　（白）　　　　　是。
（颠颉下。）
介子推　　（白）　　　　　只是怎样将公子请上车辇？
魏犨　　　（白）　　　　　这有何难？我将公子背上车辇也就是了。
（颠颉上。）
颠颉　　　（白）　　　　　车辆已然备好。
介子推　　（白）　　　　　我等大家保护公子登车。
齐姜　　　（白）　　　　　且慢！
介子推　　（白）　　　　　却是为何？
齐姜　　　（白）　　　　　快备黄金百两，白银千锭，也好一路盘费。
颠颉　　　（白）　　　　　待我背着。
（魏犨背重耳下，介子推、狐偃、狐毛、颠颉、胥臣、赵衰、先轸同下。）
齐姜　　　（白）　　　　　夫君！公子！夫君哪！
（齐姜、四宫女同下。）

【第三十五场】

（四文堂、四大铠、成得臣引楚成王上。）
楚成王　　（唱）　　　　　晋国重耳来投奔，
　　　　　　　　　　　　　寡人待他如上宾。
　　　　　　　　　　　　　为求两国相亲近，
　　　　　　　　　　　　　以免将来动刀兵。
　　　　　（白）　　　　　孤，楚王熊耳。只因晋国重耳由齐国来到我国，待他敬如上宾，以便结好于他。
　　　　　　　　　　　　　今日寡人约他山中射猎，来此已是郊外，还未见他到来，不免在此等候便了。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上。）
重耳　　　（白）　　　　　大王久等了！
楚成王　　（白）　　　　　你我就此马上加鞭，进山射猎！
重耳　　　（白）　　　　　请！
（众人同走圆场。）
楚成王　　（白）　　　　　来此已是山中，你我在高阜之处一望。
（楚成王、重耳、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同登高。）
楚成王　　（白）　　　　　众将官，撒下围场！
四大铠、
四文堂　　（同白）　　　　啊！
（野兽上，四大铠同打野兽，野兽跑下，四大铠同追下。〖急急风〗。四大铠同上。）
四大铠　　（同白）　　　　启禀大王：末将等正在射猎，山中忽然出来一只猛兽，似虎非虎，似象非象，
　　　　　　　　　　　　　不怕刀枪，能食铜铁，十分凶猛。大王与公子快快躲避躲避才好！
楚成王　　（白）　　　　　这样猛兽，甚是出奇，何人知道此兽的来历，当面讲来！
介子推　　（白）　　　　　此兽名貘。善食铜铁，不怕刀枪。若要制服此物，除非将他长鼻牵住不可。待
　　　　　　　　　　　　　我将它擒来！
魏犨　　　（白）　　　　　区区小事，何劳子推前往！末将不才，愿将这怪物擒来，请大王与我家公子观
　　　　　　　　　　　　　看。
介子推　　（白）　　　　　此兽凶猛异常，将军须要小心！
魏犨　　　（白）　　　　　我早就知道啦，我就是揪它的鼻子。
（魏犨下。）
楚成王　　（白）　　　　　公子手下有这般能人，日后何愁霸业不成？
（魏犨牵貘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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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犨　　　（白）　　　　　貘兽在此，大王请看。
楚成王　　（白）　　　　　众将官，刀斧齐下，将它杀死！
（四大铠同砍貘兽。）
四大铠　　（同白）　　　　启禀大王：此物刀枪不入，未动分毫。
介子推　　（白）　　　　　可用烈火焚之。
（四大铠同烧膜兽。）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大王：晋国内乱，夷吾父子先后被人杀害。请旨定夺！
楚成王　　（白）　　　　　此乃天助公子成功。
重耳　　　（白）　　　　　多蒙大王厚待。我国不幸起了内乱，就此告辞。回国平乱要紧。魏犨带马！
楚成王　　（白）　　　　　且慢！寡人与你饯行！
重耳　　　（白）　　　　　我归心似箭，改日再领。
楚成王　　（白）　　　　　寡人待公子如何？
重耳　　　（白）　　　　　十分厚待。
楚成王　　（白）　　　　　日后何以报我？
重耳　　　（白）　　　　　子女玉帛，君所有也。他日若不得已，晋楚两国以兵戈相见，必当退避三舍，
　　　　　　　　　　　　　以报今日之德。告辞了！
　　　　　（唱）　　　　　多承大王施厚礼，
　　　　　　　　　　　　　心急似箭把国回。
　　　　　　　　　　　　　他日晋楚交兵日，
　　　　　　　　　　　　　退避三舍表心机。
（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下。）
成得臣　　（白）　　　　　大王，重耳出言无状，日后回国必当恩将仇报。大王岂可放他前去？
楚成王　　（白）　　　　　依你之见？
成得臣　　（白）　　　　　依臣之见，大王可派人将他追上，杀在半途，以免后患。
楚成王　　（白）　　　　　言之有理。众将听令！
四大铠　　（同白）　　　　在。
楚成王　　（白）　　　　　快快将重耳追回。不得有误！
四大铠　　（同白）　　　　得令！
（四大铠同下。）
楚成王　　（白）　　　　　回朝！
（众人同下。）

【第三十六场】

（〖水底鱼〗。魏犨、颠颉、狐毛、狐偃、赵衰、介子推、胥臣、先轸、重耳同上。）
介子推　　（白）　　　　　公子慢走！臣见楚王左右，颇有相害之意，必派人追来，公子快快逃走！臣与
　　　　　　　　　　　　　魏犨在此大道等候他的追兵便了。
重耳　　　（白）　　　　　言之有理。子推与魏犨断后，你我大家快走，快走！
（狐偃、狐毛、颠颉、胥臣、先轸、赵衰引重耳同下。四大铠同上。）
四大铠　　（同白）　　　　重耳休走！
介子推　　（白）　　　　　追兵少要前进，现有介子推与魏犨在此！
四大铠　　（同白）　　　　我们大王请公子回去，有要事相商。
介子推　　（白）　　　　　公子已走远了。
四大铠　　（同白）　　　　我等一定要见公子！
魏犨　　　（白）　　　　　唗！你四人不知进退，可知我擒貘的厉害！
介子推　　（白）　　　　　将军且住。我本当将你四人用箭射死，又怕伤了两家和气，来来来，看我的手
　　　　　　　　　　　　　段，射落你的盔缨。
（介子推射大铠甲盔缨。）
四大铠　　（同白）　　　　哎呀！快快逃命！
（四大铠同下。）
魏犨　　　（白）　　　　　子推如此大功，公子回国之后，必有重赏。可喜呀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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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　　（白）　　　　　我跟随公子，漂流在外，十有余载。家中老母，尚不知生死存亡。我还有何心
　　　　　　　　　　　　　情，去求封赏？如今公子既已回国，大事已成，我就此便道回家，也好探母。
　　　　　　　　　　　　　烦劳将军，见了公子，就说介子推回家探母，不能保定公子回朝了！
　　　　　（唱）　　　　　烦劳将军多拜上，
　　　　　　　　　　　　　见了公子说端详。
　　　　　　　　　　　　　子推回家把母望，
　　　　　　　　　　　　　忠孝双全美名扬。
　　　　　（白）　　　　　请！
魏犨　　　（白）　　　　　请！
（介子推、魏犨自两边分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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