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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合印》（一名：《广平府》）

主要角色
董洪：小生
李云：生
庞氏：老旦
刘应龙：净
刘福：丑
刘寿：丑
李瑞莲：花旦
李虎：丑
小牢头：丑
张荣：生
田戚献：生

情节
明嘉靖时，按院董洪巡察河南，行到广平府乔装算命相士去往邢台，查访早已失踪的前任按院下落。中途遇
一老妇张庞氏，得知当地恶霸刘应龙诬陷其子张荣，企图霸占张妻；董洪替庞氏写状以后，立去侦察刘应龙，
并利用算命与刘应龙见面。刘应龙把董洪强留在府里要他详细推算。当天，刘应龙赴宴归来，在路上搜获
了庞氏的状纸。回府后，又发现状纸字体与董洪的笔迹相同，刘应龙大怒，就将董洪囚入水牢。董洪在水牢
里，黑暗中从一具死尸身上摸到一颗印信，形状与自己印信恰好相合，才知前任按院已被刘应龙杀害。刘府
丫鬟李瑞莲闻有人被难，很为同情。乘夜暗到水牢把董洪救出。董洪就将所获印信交付李瑞莲，命她急速逃
去，投奔广平府送信。李瑞莲去后，董洪未及逃出，即被刘应龙截获，转送邢台县监禁起来。董洪在狱里结
识了被害的张荣和热心肠的老狱卒李虎，并叫他以印信为凭，到广平府求援。李虎至广平，恰巧李瑞莲也赶
到送信。知府李云得报，急到邢台县救出董洪，董洪即将刘应龙处死，并使李瑞莲拜在李虎名下为义女。

注释
这个剧本是在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以后，中国京剧院根据富连成科班藏本由该院文学组吴少岳、何异旭
共同整理的。在整理、排演过程中，该剧演员亦均提供了意见。主要改动有以下几点：
一、原本《水牢》一场，系李瑞莲用“裹脚条”救出董洪，形象很不好。现将“裹脚条”改为腰巾，李瑞莲
亦不踩跷，但原剧一些身段基本上仍予以保留。
二、原本，董洪与李瑞莲最后结为夫妇，现改为李瑞莲拜在李虎名下为义女。
三、原本，刘应龙伏法，当场开铡，使用“血彩”，形象非常恐怖。现删去，改处斩刑。
四、原本有一些情节不甚合理（如：张荣的妻子已经刺面毁容，而刘应龙仍必欲得之而甘心，就显得牵强），
整理本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改动。
五、原本唱词较粗糙，整理本作了一些润色。

根据《京剧丛刊》第三十四集整理

【第一场】

（〖大开门〗。四军士、四刀斧手、门子引董洪同上。）
董洪　　　（引子）　　　　奉旨出燕京，巡行各州郡，秉公持正察民情，惟愿海宇靖。
　　　　　（念）　　　　　赤胆忠心报圣君，绣旗凤节展风云。要扶正气除奸暴，不负恩师一片心。
　　　　　（白）　　　　　本院，董洪。大明嘉靖皇帝驾前为臣，官居翰林院学士之职。可恨严嵩父子在
　　　　　　　　　　　　　朝专政，屡与忠良作对；多蒙海老师保荐，钦命我八府巡按，视察河南各府。
　　　　　　　　　　　　　出京之时，恩师再三嘱咐，要我查访前任按院黄伯兴的下落。一路行来，也曾
　　　　　　　　　　　　　查访，未得消息。今日在广平府下马，这广平知府李云与我同出恩师门下，正
　　　　　　　　　　　　　好与他商议此事。正是：
　　　　　（念）　　　　　欲访机密事，须问有心人。
（门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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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双合印》 2

门官　　　（白）　　　　　报，门官告进。
　　　　　　　　　　　　　啊，参见大人。
董洪　　　（白）　　　　　免。
门官　　　（白）　　　　　广平府文武官员有手本参见。
（门官递上手本。）
董洪　　　（白）　　　　　单传广平知府，其余一概免见。
门官　　　（白）　　　　　遵命。
　　　　　　　　　　　　　大人有谕：单传广平知府，其余一概免见。
（李云上。）
李云　　　（白）　　　　　啊，贵厅。
门官　　　（白）　　　　　李大人，按院传见。
李云　　　（白）　　　　　相烦报门。
门官　　　（白）　　　　　报，广平知府李云告进。
李云　　　（白）　　　　　卑职参见大人。
门子　　　（白）　　　　　请，免，打躬。
董洪　　　（白）　　　　　贵府。
李云　　　（白）　　　　　大人。
董洪　　　（白）　　　　　本院奉旨巡视河南各府，有善必奖，有恶必除，愿该府县，曲体本院之意，勿
　　　　　　　　　　　　　辜期望。
李云　　　（白）　　　　　大人面谕，敢不谨遵！告退。
董洪　　　（白）　　　　　且慢，本院有事须与贵府相商。
李云　　　（白）　　　　　有何金言，望乞赐教。
董洪　　　（白）　　　　　这……
　　　　　　　　　　　　　转堂。
门子　　　（白）　　　　　转堂！
四军士、
四刀斧手　（同白）　　　　啊。
（转堂。四军士、四刀斧手自两边分下。）
董洪　　　（白）　　　　　李年兄请坐。
李云　　　（白）　　　　　岂敢。大人面前，哪有卑职的座位。
董洪　　　（白）　　　　　你我同出恩师之门，今日相聚，正好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李云　　　（白）　　　　　如此告坐。请问大人几时出京？
董洪　　　（白）　　　　　前日出京。
李云　　　（白）　　　　　海老恩师可好？
董洪　　　（白）　　　　　倒也安泰。只是为了前任按院黄伯兴失踪之事，临行之时，恩师再三嘱咐，务
　　　　　　　　　　　　　要查明下落。不知年兄有所闻否？
李云　　　（白）　　　　　日前恩师有信前来，也曾四处打听，那黄大人在邢台失踪，不知身落何所？
董洪　　　（白）　　　　　哦，在邢台失踪么？
李云　　　（白）　　　　　正是。
董洪　　　（白）　　　　　年兄可曾咨询顺德府？
李云　　　（白）　　　　　也曾咨询，迄今未得回文。
董洪　　　（白）　　　　　啊，年兄，此事关系非小，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我有意前去私访，年兄以为如
　　　　　　　　　　　　　何？
李云　　　（白）　　　　　大人为国宣勤，不辞辛苦，卑职自当襄助。
董洪　　　（白）　　　　　如此，暂请回衙理事。
李云　　　（白）　　　　　遵命。告退。
董洪　　　（白）　　　　　请。
李云　　　（白）　　　　　请。
（李云下。门子暗上。）
董洪　　　（白）　　　　　哎呀且住！听李云之言，那黄大人在邢台失去下落，此中甚是蹊跷，若不私自
　　　　　　　　　　　　　探访，怎能查出根苗。唔，我自有道理。
　　　　　　　　　　　　　来！
门子　　　（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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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　　　（白）　　　　　少时传话出去，本院身体欠安，不能理事，所有文武官员一概免见。
门子　　　（白）　　　　　是。
董洪　　　（白）　　　　　我要出外私访，不可声张。看青衣小帽，后堂改扮。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下。）
董洪　　　（白）　　　　　正是：
　　　　　（念）　　　　　哪怕他前途荆棘，要扫除当道豺狼。
（董洪下。）

【第二场】

（庞氏上。）
庞氏　　　（西皮摇板）　　平地风波起祸根，
　　　　　　　　　　　　　这样深冤向谁云。
　　　　　（白）　　　　　老身张门庞氏。在这邢台县居住，夫君早丧，只留一子名唤张荣，娶妻陆氏，
　　　　　　　　　　　　　一家三人全赖我儿教学度日。只因元宵佳节，我婆媳观灯，路遇此地恶棍刘应
　　　　　　　　　　　　　龙；他见我儿媳有几分姿色，心起不良，将我儿陷害监牢。有心告他一状，怎
　　　　　　　　　　　　　奈本处官员都与那贼一党，因此这冤枉无处伸诉。闻听按院大人在广平府下马，
　　　　　　　　　　　　　不免前去喊冤，搭救我儿出狱也未可知。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西皮摇板）　　离却家门心不定，
　　　　　　　　　　　　　但愿得此去把冤伸。
　　　　　　　　　　　　　急急忙忙朝前奔，
　　　　　（白）　　　　　哎呀，老了哇！
　　　　　（西皮摇板）　　腰酸脚痛路难行。
　　　　　（白）　　　　　不免在大树之下，歇息片时再走。
（庞氏坐在石墩上。董洪上。）
董洪　　　（西皮摇板）　　艳阳天气百花盛，
　　　　　　　　　　　　　行人路上倍精神。
　　　　　（白）　　　　　哎呀且住！来此已是双阳岔道，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邢台县！
（庞氏叹气。）
庞氏　　　（白）　　　　　咳！
董洪　　　（白）　　　　　那旁有位妈妈，待我向前问来。
　　　　　　　　　　　　　啊，妈妈，我这厢有礼。
庞氏　　　（白）　　　　　还礼，先生何事？
董洪　　　（白）　　　　　借问一声：哪条道路可通邢台县？
庞氏　　　（白）　　　　　邢台县么，这条道路便是。
董洪　　　（白）　　　　　有劳了。
庞氏　　　（白）　　　　　请问先生从何处而来？
董洪　　　（白）　　　　　从广平府而来。
庞氏　　　（白）　　　　　哦，从广平府而来，那按院大人可曾下马？
董洪　　　（白）　　　　　下过马了。
庞氏　　　（白）　　　　　哦，下过马了。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待我急急趱路。
董洪　　　（白）　　　　　妈妈请少待。你问按院大人，莫非有什么冤枉？
庞氏　　　（白）　　　　　有啊。
董洪　　　（白）　　　　　既有冤枉，不到本地官府去告，为何却要到按院台前伸冤呢？
庞氏　　　（白）　　　　　我这冤枉，本处的官儿不能秉公而断，所以要到按院台前伸诉。
董洪　　　（白）　　　　　原来如此。妈妈我对你说：卑人原是个卖卜的。你把这冤枉事儿对我说明，我
　　　　　　　　　　　　　与你详解详解，若告得便告，若告不得只好忍耐忍耐。
庞氏　　　（白）　　　　　哎呀且住！他是个卖卜的，我不免与他说明，教他与我详解详解，岂不是好！
　　　　　　　　　　　　　先生，我对你说了罢！老身张门庞氏，在邢台县居住，夫君早丧，所生一子名
　　　　　　　　　　　　　唤张荣，乃黉门秀才，娶妻陆氏，一家三人赖我儿教学度日，只因元宵佳节，
　　　　　　　　　　　　　我婆媳观灯，被此地恶习棍刘应龙看见……
董洪　　　（白）　　　　　哦，刘应龙！他便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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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　　　（白）　　　　　他见我儿媳有几分姿色，心起不良，就将我儿请到他家，假意训蒙，用酒劝醉；
　　　　　　　　　　　　　将银两栽赃陷害。道我儿勾引响马打劫他府，送至县衙诬良为盗啊！
董洪　　　（白）　　　　　啊，诬良为盗，那县官怎样判断？
庞氏　　　（白）　　　　　可恨那狗官不容分说，责打四十大板，押入监牢。
董洪　　　（白）　　　　　后来便怎么样？
庞氏　　　（白）　　　　　后来那贼便差人与我说亲，被我辱骂了一场，那贼恼羞成怒，差许多恶奴前来
　　　　　　　　　　　　　抢我儿媳。
董洪　　　（白）　　　　　可曾抢去？
庞氏　　　（白）　　　　　亏我早有准备，叫媳妇暗地逃避娘舅家中，才未被抢去。
董洪　　　（白）　　　　　既有这样深冤，为何不去顺德府上告？
庞氏　　　（白）　　　　　哎，本处的官员都与那贼一党，如何告得下来！
董洪　　　（白）　　　　　原来如此，待卑人与你写张状儿，到按院处伸冤，保你一告便准。
庞氏　　　（白）　　　　　先生保得准？
董洪　　　（白）　　　　　保得准。
庞氏　　　（白）　　　　　如此先生请上受我一拜！
　　　　　（西皮摇板）　　多谢先生施恻隐，
　　　　　　　　　　　　　搭救我儿出监门。
董洪　　　（西皮摇板）　　我今怜你遭危困，
　　　　　　　　　　　　　权作调词写状人。
　　　　　（白）　　　　　好便好，只是我到哪里去写？
庞氏　　　（白）　　　　　前面有个天齐庙，就到那里去写可好？
董洪　　　（白）　　　　　好，快快引路！
庞氏　　　（白）　　　　　随我来。
（庞氏、董洪同下。）

【第三场】

（刘应龙上。）
刘应龙　　（白）　　　　　好酒啊，哇呀呀……
　　　　　（西皮散板）　　元宵佳节遇姣娘，
　　　　　　　　　　　　　容貌引动某心肠。
　　　　　　　　　　　　　使尽机谋空怀想，
　　　　　　　　　　　　　不能到手配成双。
（四家丁、刘福、刘寿同暗上。）
刘应龙　　（白）　　　　　俺，刘应龙。在这顺德府邢台县居住。俺有两个兄长在朝为官，是俺在严太师
　　　　　　　　　　　　　府认了一门干亲，为此，这地方官员无不钦敬。这且不言，前者元宵佳节带领
　　　　　　　　　　　　　小子们观灯散闷，在灯光之下，见张荣的妻子生得十分标致，不觉打动某心；
　　　　　　　　　　　　　是俺定了一计，将张荣请到府中，假意用酒劝醉，换了亵衣小帽，怀揣银两，
　　　　　　　　　　　　　以为赃证，道他勾引响马打劫我府，送至县衙。好个中用的知县，上得堂去不
　　　　　　　　　　　　　由分说，打了他四十大板，下在监中。也曾命人前去说亲，不想被张庞氏辱骂
　　　　　　　　　　　　　一场。是俺怀恨在心，又命小子们前去抢亲，嗳，谁想那美人事先逃避，不知
　　　　　　　　　　　　　去向，小子们空去空回，叫俺大失所望。咳！
刘福　　　（白）　　　　　三太爷，您别着急，想是红鸾星未动，您耐点儿心吧！
刘应龙　　（白）　　　　　哦，红鸾星未动！嗯，你可去到外面找个算命的来与我推算推算，这亲事几时
　　　　　　　　　　　　　成就。
刘福　　　（白）　　　　　是啦。
刘应龙　　（白）　　　　　转来！还要那会相面的。
刘福　　　（白）　　　　　咋。
（董洪上。）
董洪　　　（念）　　　　　习就奇门遁甲，能知过去将来。麻衣神相巧安排，吉凶祸福原在。
　　　　　（白）　　　　　算命，算命！
刘福　　　（白）　　　　　嘿，你是干什么的？
董洪　　　（白）　　　　　我啊，是算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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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　　　（白）　　　　　算命的。你还会看相不会？
董洪　　　（白）　　　　　相面是本事。
刘福　　　（白）　　　　　你真走运，你可要发财啦，你这儿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
董洪　　　（白）　　　　　有劳了。
　　　　　　　　　　　　　此处定是刘贼之家。
刘福　　　（白）　　　　　回三太爷的话：外头有个算命的，他会相面。
刘应龙　　（白）　　　　　叫他进来。
刘福　　　（白）　　　　　是啦。
　　　　　　　　　　　　　先生，三太爷叫你哪。
董洪　　　（白）　　　　　哪个三太爷？
刘福　　　（白）　　　　　刘三太爷。
董洪　　　（白）　　　　　敢是那刘应龙？
刘福　　　（白）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冒凉枪啊，我叫他三太爷他还不高兴哪。跟我进来吧！
董洪　　　（白）　　　　　是。
　　　　　　　　　　　　　三爷在上，卑人有理。
刘应龙　　（白）　　　　　这等大模大样！我且问你：你是个算命的？
董洪　　　（白）　　　　　正是。
刘应龙　　（白）　　　　　你可会相面？
董洪　　　（白）　　　　　略知一二。
刘应龙　　（白）　　　　　唔，会就是了。什么一二，不识抬举！与你三爷相上一相。
董洪　　　（白）　　　　　请三爷站起身来。
刘福　　　（白）　　　　　您站起来挺挺腰。
董洪　　　（白）　　　　　前走三步。
刘福　　　（白）　　　　　您往前走三步，小子给您数着：一二三。
刘应龙　　（白）　　　　　有这些罗嗦。
董洪　　　（白）　　　　　后退三步。
刘福　　　（白）　　　　　您就往后反正也得回去。我再给您数着：三二一。
董洪　　　（白）　　　　　痰嗽一声。
刘福　　　（白）　　　　　您痰嗽一声。
刘应龙　　（白）　　　　　唔哼！
董洪　　　（念）　　　　　三爷抬步走，痰嗽如雷吼；若问功名事，目下必到手。
刘应龙　　（白）　　　　　废话。这顺德府邢台县，你三爷的功名富贵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要你臭奉承！
　　　　　　　　　　　　　来，赶出去！
刘福　　　（白）　　　　　你出去吧！一脸倒霉的晦气，哪儿配发财！趁早走！
（刘福推董洪出门。）
董洪　　　（白）　　　　　哎呀且住！此贼不为功名，却为何来？
（董洪想。）
董洪　　　（白）　　　　　哦，是了。想是为那张门庞氏的儿媳。不免进去再打拗他一番便了。
　　　　　　　　　　　　　嘘！
（董洪哨出刘福。）
刘福　　　（白）　　　　　你怎么还没走哪？
董洪　　　（白）　　　　　啊，大哥，方才我说的慌疏，还有许多言语未曾说完，怎么三爷就动起气来了！
　　　　　　　　　　　　　烦劳大哥再与我回禀一声。
刘福　　　（白）　　　　　在里头你怎么不说啊？那么赏下来哪？
（董洪比划示意。）
刘福　　　（白）　　　　　二八劈账？好，你这儿等着！
　　　　　　　　　　　　　三太爷，刚才那算命的话才说了半截儿，您怎么就把人家轰出去啦？
刘应龙　　（白）　　　　　再叫他进来！
刘福　　　（白）　　　　　先生您再进来，有什么话您一块儿说。
董洪　　　（白）　　　　　三爷，将尊冠升上一升。
刘福　　　（白）　　　　　你往上升一升。留点儿神，着了风可脑袋疼。
（董洪假作看相。）
董洪　　　（白）　　　　　三爷好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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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双合印》 6

　　　　　（念）　　　　　天庭饱满地格方，眼前喜事三两桩。惟有红鸾星最近，只在早晚定成双。
刘应龙　　（白）　　　　　哦，我且问你：你三爷眼前可有什么喜事呢？
董洪　　　（白）　　　　　三爷目下是红鸾天喜星照命。
刘应龙　　（白）　　　　　怎么讲？
董洪　　　（白）　　　　　红鸾天喜星照命。
刘应龙　　（笑）　　　　　啊哈哈哈……算得不错。
　　　　　　　　　　　　　小子们，与先生看座！
刘福　　　（白）　　　　　先生您坐着。
　　　　　　　　　　　　　三太爷，这先生可是我找来的。
刘应龙　　（白）　　　　　好，有赏！正合你三爷的心事……
董洪　　　（白）　　　　　啊三爷，有什么心事何不对卑人说知，再与三爷细细推算推算。
刘应龙　　（白）　　　　　先生，我实对你说了吧！只因元宵佳节，带领小子们观灯散闷。在灯光之下，
　　　　　　　　　　　　　见张荣的妻子生得十分标致，打动某心，为此定下一计，次日命人去请张荣，
　　　　　　　　　　　　　只说训蒙，诓他进府用酒劝醉，换了亵衣小帽，怀揣银两以为赃证；道他勾引
　　　　　　　　　　　　　响马打劫我府，送至县衙。好个中用的知县……
董洪　　　（白）　　　　　怎么中用？
刘应龙　　（白）　　　　　上得堂去不容分说，打了他四十大板，下在监中去了。
董洪　　　（白）　　　　　哦，好个中用的知县。后来便怎么样？
刘应龙　　（白）　　　　　后来命人去说亲，被张荣之母张庞氏将媒人骂回，是某怀恨在心，又命小子们
　　　　　　　　　　　　　去抢。
董洪　　　（白）　　　　　可曾抢来？
刘应龙　　（白）　　　　　谁想那美人事先逃得无踪无影，小子们空去空回。如今，只弄得我精神恍惚，
　　　　　　　　　　　　　如何是好？
董洪　　　（白）　　　　　三爷不要性急。耐着性儿，待卑人与三爷慢慢想一计策，必然到手。
刘应龙　　（白）　　　　　怎么，你替某想一计策！好，事成之后，三爷重重赏你。
董洪　　　（白）　　　　　多谢三爷，卑人告辞。
刘应龙　　（白）　　　　　不要走了。就在我府住下，也好与你三爷细细详解详解，这门亲事几时成就！
董洪　　　（白）　　　　　这……啊三爷，我没有行李呀。
刘应龙　　（白）　　　　　何用你的行李。
　　　　　　　　　　　　　小子们，打扫书房，上等款待。
董洪　　　（白）　　　　　啊三爷，卑人还有要紧事情。
刘应龙　　（白）　　　　　诶，什么要紧！三爷这样抬举于你，难道你不识抬举吗？再若说去，打断狗腿！
　　　　　　　　　　　　　小子们，送至书房！
刘福　　　（白）　　　　　你怎么不识抬举呀，连你们知县也没这样儿过。走吧！
（刘福推董洪下。皂班醉步蹒跚上。）
皂班　　　（白）　　　　　啊哈！
　　　　　（念）　　　　　奉了老爷命，两足不消停。吃了三杯酒，醉后把仙成。
　　　　　（白）　　　　　到啦。
　　　　　　　　　　　　　有人吗？
刘寿　　　（白）　　　　　哪儿来的？
皂班　　　（白）　　　　　我们太爷请三爷吃酒去。
刘寿　　　（白）　　　　　帖子哪？
皂班　　　（白）　　　　　给你。
刘寿　　　（白）　　　　　等着！
　　　　　　　　　　　　　三太爷，县太爷请您吃酒。
刘应龙　　（白）　　　　　心中烦闷，不去！
刘寿　　　（白）　　　　　咋！
　　　　　　　　　　　　　三太爷心中烦闷，不去。
皂班　　　（白）　　　　　别不去呀，三太爷要是不去，我们太爷要打我哪。
刘寿　　　（白）　　　　　你就叫他打去吧。
皂班　　　（白）　　　　　别介别介，大叔！
刘寿　　　（白）　　　　　我就不爱听这个“输”字，我耍钱多咱也没赢过，净输啦。
（皂班递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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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班　　　（白）　　　　　您来包茶叶喝。
刘寿　　　（白）　　　　　你先去吧！随后就到，准去。
皂班　　　（白）　　　　　啊！
　　　　　　　　　　　　　这门口儿跟我们衙门一样，非这个不成。
刘寿　　　（白）　　　　　三太爷，县太爷请您吃酒，您别不去呀！咱们还托人家办事哪，也许那个事办
　　　　　　　　　　　　　成了，还有话跟您说哪。
刘应龙　　（白）　　　　　好，带马！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庞氏上。）
庞氏　　　（西皮摇板）　　多蒙先生代写状，叮咛儿媳莫悲伤。
　　　　　（白）　　　　　多蒙那位先生在天齐庙写好状纸，本当即往广平，到按院台前伸冤告状，因恐
　　　　　　　　　　　　　儿媳悬望，是我去往她娘舅家中对儿媳妇说知，教她放下心来。
（庞氏看手中状纸。）
庞氏　　　（白）　　　　　刘应龙啊刘应龙！如今有了状纸，哪怕此状告不下来。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去到广平伸冤枉，
　　　　　　　　　　　　　气喘吁吁走慌忙。
（刘应龙、四家丁、刘福、刘寿同上。庞氏见状急藏起状纸，向前走去。）
刘应龙　　（白）　　　　　什么人过去？
四家丁　　（同白）　　　　张庞氏。
刘应龙　　（白）　　　　　唤她回来！
四家丁　　（同白）　　　　张庞氏！
（庞氏转回。）
庞氏　　　（白）　　　　　唤我何事？
刘应龙　　（白）　　　　　张庞氏，见某为何这样慌张而去？
庞氏　　　（白）　　　　　同是走路，你问我作甚？
刘应龙　　（白）　　　　　我有话讲。
庞氏　　　（白）　　　　　你还有什么话讲？
刘应龙　　（白）　　　　　张庞氏，若将你儿媳送至我府，我便放你儿子出监。
庞氏　　　（白）　　　　　呸！恶贼啊！
　　　　　（西皮散板）　　骂声贼子胡乱讲，
　　　　　　　　　　　　　清平世界太张狂。
　　　　　　　　　　　　　我儿本是斯文相，
　　　　　　　　　　　　　诬良为盗为哪桩？
刘应龙　　（白）　　　　　与我打，与我打！
（庞氏跑下，遗落状纸。）
刘福　　　（白）　　　　　追，追，追！
刘寿　　　（白）　　　　　跑啦，落下的这是什么？
刘福　　　（白）　　　　　我掉的。
（刘福急捡起状纸看。）
刘福　　　（白）　　　　　哟，是张字纸。
刘应龙　　（白）　　　　　什么东西？
　　　　　　　　　　　　　啊，是张状子。
刘福　　　（白）　　　　　状子，您念念。
刘应龙　　（念）　　　　　“具呈状人张门庞氏，年五十二岁，状告恶霸刘”……
刘福　　　（白）　　　　　啊，这老梆子好大的胆子。
刘应龙　　（念）　　　　　“恶霸刘应龙，图媳害子，诬盗含冤事”。哇呀呀……
　　　　　（西皮散板）　　泼妇作事不思量，
　　　　　　　　　　　　　竟敢持状把人伤。
　　　　　（白）　　　　　且住，胆大泼妇，竟想去到按院台前将某告下。为状是何人与她写的，查将出
　　　　　　　　　　　　　来，追了他的狗命。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4034001 201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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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　　　（白）　　　　　三太爷，费这个事干吗，把这件事交给邢台知县，叫他就替您办啦。
刘应龙　　（白）　　　　　好，回府！
（众人同下。）

【第五场】

（董洪上。）
董洪　　　（西皮摇板）　　乔装扮到邢台暗中察访，
　　　　　　　　　　　　　但不知黄大人身落何方？
　　　　　　　　　　　　　遇庞氏诉冤情在阳关道上，
　　　　　　　　　　　　　才知道刘应龙是恶霸强梁。
　　　　　　　　　　　　　我本当回广平拘拿恶党，
　　　　　　　　　　　　　又谁知反被贼强留书房。
　　　　　（白）　　　　　想我为访黄伯兴踪迹，在广平府下马，一路私访，来在这邢台县，被刘应龙留
　　　　　　　　　　　　　住书房，叫我与他详解什么亲事。咳！我哪里晓得详解什么亲事，真真岂有此
　　　　　　　　　　　　　理！
（董洪看。）
董洪　　　（白）　　　　　桌案上是什么，待我看来。
（董洪拿起二书信。）
董洪　　　（白）　　　　　“邢台县田戚献叩祝千秋”。
（董洪看另一信。）
董洪　　　（白）　　　　　“顺德府傅亮星，叩拜三老爷：今将明珠百颗、黄金千两孝敬严府，求三爷转
　　　　　　　　　　　　　达。事成之后，谢黄金百两”。
　　　　　　　　　　　　　怪道刘应龙如此强霸，原来与严贼一党，待我参他一本便了。
（董洪想。）
董洪　　　（白）　　　　　哎呀，董洪啊董洪！你好荒唐！这是什么所在，岂是你修本之处？嗳，笔墨不
　　　　　　　　　　　　　可空费，待我续成四句，警他一警便了。
（董洪写诗。）
董洪　　　（念）　　　　　“困龙未遂凌云志，凤入鸡笼难展翅。若能猛省早回头，将来免却灭门事”。
（董洪打哈欠。）
董洪　　　（白）　　　　　身体困倦，不免打睡片时。
（董洪伏案入睡。刘应龙、四家丁、刘福、刘寿同上。）
刘应龙　　（西皮摇板）　　张门庞氏伸冤枉，
　　　　　　　　　　　　　按院若知费周章。
　　　　　　　　　　　　　幸喜抢得伸冤状，
　　　　　　　　　　　　　皇天保我免祸殃。
（刘迎龙取桌上书信看。）
刘应龙　　（白）　　　　　“顺德府傅亮星拜上三老爷：今将明珠百颗、黄金千两，望三老爷转达严府，
　　　　　　　　　　　　　事成之后，谢黄金百两”。
　　　　　　　　　　　　　嗯，倒要与他办办。
（刘应龙发现诗词。）
刘应龙　　（白）　　　　　又是什么东西？
　　　　　　　　　　　　　是一首诗，待我看来。
（刘应龙拿起。）
刘应龙　　（念）　　　　　“困龙未遂凌云志，凤入鸡笼难展翅。若能猛省早回头，将来免却灭门事”。
　　　　　（白）　　　　　啊？句句有因。这字句我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刘应龙看状。）
刘应龙　　（白）　　　　　“诬盗含冤事”——“免却灭门事”。
（刘应龙两下对照。）
刘应龙　　（白）　　　　　笔迹一样。哼，这状子一定是他写的。
　　　　　　　　　　　　　小子们，将他打起来！
刘福　　　（白）　　　　　啊。
　　　　　　　　　　　　　先生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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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惊醒。）
董洪　　　（白）　　　　　啊，三爷回来了，往哪里游玩去了？
刘应龙　　（白）　　　　　哪有这些闲言。我且问你！这桌上的诗句，可是你写的？
董洪　　　（白）　　　　　唔，不错，是卑人写的。
刘应龙　　（白）　　　　　你是个卖卜的？
董洪　　　（白）　　　　　正是。
刘应龙　　（白）　　　　　晓得什么灭门事？
董洪　　　（白）　　　　　三爷不要多心，这不过是一句淡话。
刘应龙　　（白）　　　　　淡话？句句有因。这张状儿可是你写的？
董洪　　　（白）　　　　　卑人从来不会写状。
刘应龙　　（白）　　　　　你拿去看来！
董洪　　　（白）　　　　　哎呀且住！这状儿是我在天齐庙与张庞氏写的，怎么落到他手！哎呀，这……
（董洪想。）
董洪　　　（白）　　　　　唔，我自有道理。
　　　　　　　　　　　　　啊三爷，这诗是卑人写的，这状不是卑人写的。
刘应龙　　（白）　　　　　诗是你写的，状也是你写的。
董洪　　　（白）　　　　　怎见得？
刘应龙　　（白）　　　　　笔迹一样。
董洪　　　（白）　　　　　啊三爷，世上同相者甚多，何况字体！
刘应龙　　（白）　　　　　快快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可晓得你三爷的厉害！
董洪　　　（白）　　　　　卑人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厉害。
（刘应龙打董洪嘴巴。）
刘应龙　　（白）　　　　　厉害！
刘福　　　（白）　　　　　对啦，这就叫厉害。
刘应龙　　（白）　　　　　与我打！
（四家丁同打董洪。）
刘福　　　（白）　　　　　得啦，三太爷，您把他打死在这儿，这间屋子不就脏了吗？
刘应龙　　（白）　　　　　依你之见？
刘福　　　（白）　　　　　干脆，把他下在水牢里得啦。
刘应龙　　（白）　　　　　好，搭下去！
刘福　　　（白）　　　　　把他搭下去！
（四家丁搭董洪同下。）
刘应龙　　（白）　　　　　哎呀且住！若不是被某看出破绽，险遭不测。也罢！待我差人打听按院在哪里
　　　　　　　　　　　　　下马，姓甚名谁，多送他些银两，哪怕这一方刁民不顺我乎！
刘福　　　（白）　　　　　对，有钱能使鬼推磨。
（刘应龙、刘福同下。）

【第六场】

（李瑞莲持灯上。）
李瑞莲　　（西皮摇板）　　我本宦门千金体，
　　　　　　　　　　　　　身陷贼府受欺凌。
　　　　　（白）　　　　　我李瑞莲。我父曾为益州总兵，被奸臣所害。是我母女上庙拈香，被刘应龙看
　　　　　　　　　　　　　见，见我有几分姿色，抢到他府中就要勒逼成亲。是我再三不允，破口大骂，
　　　　　　　　　　　　　被后堂老太太听见，收为侍女丫鬟，可怜我母命丧水牢，至今此仇未报。是我
　　　　　　　　　　　　　每日夜晚，偷闲必到后花园祝告上苍，保我早日逃出虎穴。这且不言，今早家
　　　　　　　　　　　　　院报道，说是按院前来私访，此事不知真假。是我服侍老太太已经安眠，不免
　　　　　　　　　　　　　去到花园祝告一番。唉，我这冤仇何日得报也！
　　　　　（南梆子导板）　听谯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南梆子）　　　急忙忙到花园祝告神灵。
　　　　　　　　　　　　　耳边厢又听得人声大振，
（四家丁抬董洪同上，过场，同下。）
李瑞莲　　（白）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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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梆子）　　　又只见众家丁抬定一人。
　　　　　（白）　　　　　哎呀且住！这些恶奴抬定一人往水牢而去，这是哪里来的？有了，待我暗暗跟
　　　　　　　　　　　　　随，观看动静便了！
　　　　　（西皮摇板）　　我这里在暗中观看动静，
　　　　　　　　　　　　　见机会搭救这遇难之人。
（李瑞莲下。）

【第七场】

（刘寿上，开锁，四家丁抬董洪同上，送入水牢，四家丁同下。〖起初更鼓〗。董洪黑暗中四下摸索。）
董洪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只望私访除强暴，
　　　　　　　　　　　　　不想打入在水牢！
　　　　　（白）　　　　　哎呀，我好错也！悔不该在天齐庙与张庞氏写状，不想被刘贼看破，将我打入
　　　　　　　　　　　　　水牢，我这是怎生出去啊！这……且住，这水牢里面黑雾迷漫，阴风惨惨，冷
　　　　　　　　　　　　　气逼人，看来我的性命难保！哎呀，性命休矣！
（乱锤。）
董洪　　　（白）　　　　　哎呀且住！看那旁亮晃晃的是什么缘故，待我上前摸揣摸揣……
（九锤半。董洪四下摸揣，发现死尸，大惊，甩发身段，屁股座子。）
董洪　　　（白）　　　　　哎呀！我当是什么，原来是一堆死尸！哎呀，好怕人呀！哎呀，好怕人呀！
（董洪大声咳嗽。）
董洪　　　（白）　　　　　董洪啊董洪！想你身入水牢，早晚也是一死！还怕的什么鬼，我一定要摸揣摸
　　　　　　　　　　　　　揣！
（九锤半。董洪四下摸索，忽然摸到死在水牢中黄巡按的印信。）
董洪　　　（白）　　　　　硬梆梆的什么东西！哎呀且住！看这形象好像一颗印信，这是什么官儿的印信，
　　　　　　　　　　　　　哎呀这……哦，有了！我身旁现有按院的印信，待我取出对来。
（董洪合印，摸。）
董洪　　　（白）　　　　　形状一样，大小相同。啊，这明明也是一颗按院印信，怎生落到此地，这是哪
　　　　　　　　　　　　　里来的！哦呵是了！想是前任按院黄伯兴前来私访，被刘贼打入水牢！黄伯兴
　　　　　　　　　　　　　啊黄年兄！身为八府巡按，除暴安良，要访凶徒，就该差人锁拿，为何亲身到
　　　　　　　　　　　　　此！如今，命丧水牢，你好无才，你好无智！呀呀呸！董洪啊董洪，你倒有才
　　　　　　　　　　　　　有智，怎么也被贼打入水牢啊！这……哎呀！
　　　　　（西皮散板）　　龙入沙滩难翻爪，
　　　　　　　　　　　　　虎落陷井怎脱逃！
（〖起二更鼓〗。李瑞莲上。）
李瑞莲　　（西皮摇板）　　我这里掩灯亮暗暗随定，
　　　　　　　　　　　　　顾不得夜深沉道路不平！
　　　　　　　　　　　　　来至在水牢外细听动静。
董洪　　　（白）　　　　　咳！我命休矣！
李瑞莲　　（白）　　　　　呀！
　　　　　（西皮摇板）　　又听得水牢内大放悲声。
　　　　　　　　　　　　　我这里熄灯亮将他救应，
　　　　　　　　　　　　　救出了遇难人细问分明！
　　　　　（白）　　　　　门锁着哪，待我惊动于他。
（李瑞莲推门。）
董洪　　　（白）　　　　　哎呀，三太爷来了，你饶我命吧！
李瑞莲　　（白）　　　　　我不是三太爷，我是府中的侍女丫鬟！
董洪　　　（白）　　　　　丫鬟姐，你快救我命吧！
李瑞莲　　（白）　　　　　救你不难，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说给我听听！
董洪　　　（白）　　　　　我……
李瑞莲　　（白）　　　　　啊！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董洪　　　（白）　　　　　我是个卖卜的！
李瑞莲　　（白）　　　　　什么？你是个卖卜的，你拿这话哄谁啊！我劝你说出真情实话便罢，如若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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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双合印》 11

　　　　　　　　　　　　　哪，哼哼，那可是自找苦吃！
董洪　　　（白）　　　　　哎呀，董洪啊董洪，你说出真实姓，也是一死，不说出真实姓也是一死，为何
　　　　　　　　　　　　　落一个无名之鬼！
　　　　　　　　　　　　　丫鬟姐听了！
　　　　　（西皮散板）　　改扮私访到府中，
　　　　　　　　　　　　　我是按院……
李瑞莲　　（白）　　　　　怎么喳？
董洪　　　（西皮散板）　　叫董洪。
李瑞莲　　（白）　　　　　呀！
　　　　　（西皮散板）　　听罢言来吃一惊，
　　　　　　　　　　　　　原来是按院董大人。
　　　　　　　　　　　　　我不搭救谁搭救，
（九锤半。李瑞莲推水牢门推不开，摸到牢门上的锁，想砸开锁，没有锤斧。低头徘徊，寻思办法，忽然脚
碰在石头上，险些跌了一跤。脚疼，捏脚。李瑞莲虽然恨这块石头，却被提醒用石头去砸锁。去搬石头，石
头却是埋在土里，李瑞莲只得用手指先剔去四周的土，想一下子搬出来，用力过猛，石头未动，屁股座子，
摔倒在地，耐心地剔土摇石，土扬迷眼。九锤半中加垫锣。李瑞莲把石头搬出来，拿起石头去砸锁。三锣。
锁落地，李瑞莲险些跌下去，稍喘口气，忙叫董洪出来。）
李瑞莲　　（白）　　　　　大人，您上来呀！
董洪　　　（白）　　　　　我上不去呀！
李瑞莲　　（白）　　　　　哎！
　　　　　（西皮散板）　　只得身上解腰巾。
（九锤半。李瑞莲忙解下腰巾子，从水牢门中送下去。）
李瑞莲　　（白）　　　　　大人可曾看见什么没有？
董洪　　　（白）　　　　　我看见一个白亮亮的，在我头上摆来摆去，就是够不着。
李瑞莲　　（白）　　　　　够不着！
（李瑞莲想，往下送一下腰巾。）
李瑞莲　　（白）　　　　　大人您够着没有？
董洪　　　（白）　　　　　够着了。
李瑞莲　　（白）　　　　　快拉着它上来吧！
董洪　　　（白）　　　　　是，是，是。
（董洪握着腰巾，李瑞莲正用力往上拉，董洪手一滑，松了手，董洪坐倒。李瑞莲抢背反跌下来。）
董洪　　　（白）　　　　　哎哟！
李瑞莲　　（白）　　　　　哎哟，您又怎么啦？
董洪　　　（白）　　　　　我又撒手了！
李瑞莲　　（白）　　　　　您倒是揪住了哇！
（董洪爬出水牢。）
董洪　　　（白）　　　　　哎呀，我的娘啊！真是二次投胎！
　　　　　　　　　　　　　刘应龙，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啊丫鬟姐，我虽然得脱性命，却不晓得路径。大门今在何处？
李瑞莲　　（白）　　　　　哎哟，您别找大门，大门您出不去！
董洪　　　（白）　　　　　我从哪里出去啊？
李瑞莲　　（白）　　　　　随我来！
（李瑞莲、董洪同走圆场。）
李瑞莲　　（白）　　　　　别走啦，你瞧见没有，蹬着那个山子石，跳过那花墙去，那就是你的生路啦！
董洪　　　（白）　　　　　有劳了！
（董洪想。）
董洪　　　（白）　　　　　荒唐，多蒙她搭救于我，不曾问过她的姓名！
　　　　　　　　　　　　　啊，丫鬟姐，你姓字名谁，告知于我，日后也好答报。
李瑞莲　　（白）　　　　　我叫李瑞莲。我父曾为益州总兵，被奸臣所害，是我母女上庙拈香，被刘应龙
　　　　　　　　　　　　　看见，抢到他府中就要勒逼成婚，是我不允，破口大骂，被后堂老太太听见，
　　　　　　　　　　　　　收为侍女丫鬟，可怜我母命丧水牢，至今此仇未报，求大人作主！
董洪　　　（白）　　　　　原来是千金小姐，失敬了。
李瑞莲　　（白）　　　　　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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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　　　（白）　　　　　啊，小姐，我这里有按院印信一颗，你且带在身旁，去往广平府，交与那知府
　　　　　　　　　　　　　李云，自然收留于你。
李瑞莲　　（白）　　　　　多谢大人。
董洪　　　（白）　　　　　正是：
　　　　　（念）　　　　　鳌鱼脱却金钩钓，摇头摆尾再不来！
（董洪下。）
李瑞莲　　（白）　　　　　大人已去，不免去至上房，盗了刘贼衣帽，乔装改扮，去到广平府，找那知府
　　　　　　　　　　　　　李云。刘贼啊刘贼！管叫你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李瑞莲看印信。）
李瑞莲　　（白）　　　　　这才是好东西！
（李瑞莲下。）

【第八场】

（董洪上，欲逃去。刘应龙、刘寿、四家丁同上。）
刘应龙　　（白）　　　　　什么人爬墙，与我拿下！
四家丁　　（同白）　　　　啊。
（四家丁同将董洪拿住。）
刘寿　　　（白）　　　　　启禀三爷：他就是关在水牢里的那个卖卜的。
刘应龙　　（白）　　　　　啊，何人将他放出，查将出来一同打死！
刘寿　　　（白）　　　　　黑更半夜的啦，费那个事干什么，干脆把他交给知县，就说他是江洋大盗，叫
　　　　　　　　　　　　　他就给咱们办啦。
刘应龙　　（白）　　　　　但凭于你。
　　　　　　　　　　　　　卖卜的，卖卜的！
　　　　　（念）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复转来。
（刘应龙、四家丁押董洪自两边分下。）

【第九场】

（李瑞莲上。）
李瑞莲　　（西皮摇板）　　乔装打扮作公差，
　　　　　　　　　　　　　广平报信莫迟捱。
　　　　　（白）　　　　　哎呀且住！不想大人二次遇难，被贼子送往县衙而去。是我乘他慌乱之时，盗
　　　　　　　　　　　　　得男衣、马匹，乔装改扮逃出府来。不免急速赶往广平府，报知李大人前来搭
　　　　　　　　　　　　　救便了！
（李瑞莲下。）

【第十场】

（李虎上。）
李虎　　　（白）　　　　　啊哈！我在——
　　　　　（数板）　　　　我在监里当牢头，关上牢门赛个王侯。天天看的是冤枉鬼，夜夜守着死牢囚。
　　　　　　　　　　　　　公门的事儿早看透，何苦与他们结冤仇，倒不如交几个死朋友，积德行善把来
　　　　　　　　　　　　　世修——来世修。
　　　　　（白）　　　　　自家……
（皂班上。）
皂班　　　（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不叫我露脸。
　　　　　　　　　　　　　什么事？
皂班　　　（白）　　　　　太爷说啦：新收的那犯人是个大盗，太爷要坐大堂，命你准备夹棍、板子、琅
　　　　　　　　　　　　　头、攒子，五刑俱要齐备，你可别忘喽！
李虎　　　（白）　　　　　知道啦！
（皂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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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　　　（白）　　　　　自家……
（皂班上。）
皂班　　　（白）　　　　　李虎啊李虎！
李虎　　　（白）　　　　　这又是谁啊，怎么又是你呀！又干什么？
皂班　　　（白）　　　　　太爷说啦，不坐二堂，要坐花厅！命你准备夹棍、板子、琅头、攒子，五刑俱
　　　　　　　　　　　　　要齐备，你可别忘喽！
李虎　　　（白）　　　　　知道啦。
　　　　　　　　　　　　　自家李虎。
皂班　　　（内白）　　　　李虎啊！
李虎　　　（白）　　　　　你他妈早干什么来着！叫到后头啦，通个名字都犯小人。
　　　　　　　　　　　　　自家李虎。在这邢台县当了一名牢头，只因我上了些年纪，在那些犯人身上，
　　　　　　　　　　　　　我都爱行个方便，因此这些人都称呼我李善人。刚才我们伙计说：新收来的那
　　　　　　　　　　　　　人是个大盗，我看他文质彬彬，品貌端方，不像个强盗；不用说又是刘应龙那
　　　　　　　　　　　　　小子不行好事，也不知道他害了多少好人；他来个条，我们县太爷就得给他办，
　　　　　　　　　　　　　我们还得给他支使着，谁叫他跟严嵩一党哪！我不免把那个犯人叫出来问问
　　　　　　　　　　　　　他。
　　　　　　　　　　　　　我说新收来的那个犯人，出来凉快凉快！
（董洪上。）
董洪　　　（西皮散板）　　只望逃出是非场，
　　　　　　　　　　　　　谁知中途又遭殃！
　　　　　（白）　　　　　啊！大哥，我这里有礼了！
李虎　　　（白）　　　　　罢了，罢了，坐下吧！
董洪　　　（白）　　　　　是。
李虎　　　（白）　　　　　我看你文质彬彬，品貌端方，不像个做强盗的，你偷他什么，叫他给拿住啦？
董洪　　　（白）　　　　　啊，大哥，卑人原是个卖卜的，只因冲撞了刘三爷，他是诬良为盗！
李虎　　　（白）　　　　　唉，你与其给人家算命，给你自己算算好不好。算算你要有牢狱之灾，也好躲
　　　　　　　　　　　　　躲儿呀，像你们这星卜相士早应该取消。
（小牢头暗上。）
小牢头　　（白）　　　　　啊，伙计，新收的这是个强盗，准有油水，咱们得挤兑挤兑他。
李虎　　　（白）　　　　　什么呀，人家是个卖卜的。
小牢头　　（白）　　　　　卖布的，跟他要几匹布，留着给孩子们扯块“屁股帘”也是好的。
李虎　　　（白）　　　　　照你这行为，还有孩子，你儿子在哪儿哪？
小牢头　　（白）　　　　　闲来置，忙来用。
李虎　　　（白）　　　　　卖卜的就是算命的。
小牢头　　（白）　　　　　我管哪，他就是卖荞麦皮的，也得挤出油来。
李虎　　　（白）　　　　　我不行，你去吧。
小牢头　　（白）　　　　　好人都叫你作了，我就作这恶人，你擎着分钱，我去。
　　　　　　　　　　　　　喂，你有钱没有？拿出来吃什么也是方便的。
董洪　　　（白）　　　　　啊，大哥，卑人原是个卖卜的，因冲撞了刘三爷，陷害在此，哪有银钱随身哪。
小牢头　　（白）　　　　　我管哪，我就知道要钱！
董洪　　　（白）　　　　　我无有钱。
小牢头　　（白）　　　　　没钱，请上匣床！
董洪　　　（白）　　　　　我实在无有钱……
小牢头　　（白）　　　　　没那么些说的，你就快上匣床！
董洪　　　（白）　　　　　我与你叩上几个穷头吧！
小牢头　　（白）　　　　　难道我吃头穿头不成吗？
董洪　　　（白）　　　　　唉，大哥啊！
　　　　　（西皮散板）　　我本江湖一星士，
　　　　　　　　　　　　　哪有银钱系在身。
　　　　　　　　　　　　　我若脱离这监内，
　　　　　　　　　　　　　不忘今朝恩义深。
小牢头　　（白）　　　　　你上去吧！
董洪　　　（白）　　　　　大哥行个方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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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洪被小牢头打上匣床。）
小牢头　　（白）　　　　　有钱就把你放下来。
（李虎看不过去。）
李虎　　　（白）　　　　　这种行为！
　　　　　　　　　　　　　伙计，书办王先生那儿有份子，你怎么不去？
小牢头　　（白）　　　　　你怎么不去？
李虎　　　（白）　　　　　我没功夫，这么办，你替我去吧。
小牢头　　（白）　　　　　你拿份子来。
李虎　　　（白）　　　　　给你封套。
（小牢头接封套看。）
小牢头　　（白）　　　　　怎么是空的？
李虎　　　（白）　　　　　挂帐得啦吗。
小牢头　　（白）　　　　　挂帐，我不去！
李虎　　　（白）　　　　　咱们隔壁酒铺蒋掌柜的那儿提我，借一吊钱，拿去得啦嘛。
小牢头　　（白）　　　　　提你？好，我走啦！伙计，想着挤兑挤兑他，没钱可别把他放下来！
　　　　　　　　　　　　　想不到吃他一吊。
（小牢头下。）
李虎　　　（白）　　　　　他妈的！这种行为！想着这辈子在监里吃饭，下辈子还在监里吃饭！
董洪　　　（白）　　　　　啊，大哥，你把我放下来吧！
李虎　　　（白）　　　　　真有你的，我们伙计把你打上去的，我要是把你放下来，他必然说我贪了你的
　　　　　　　　　　　　　钱啦！我得赔多少！这我就赔一吊啦！我给你松松得啦！
董洪　　　（白）　　　　　有劳大哥！
（庞氏上。）
庞氏　　　（西皮摇板）　　手提竹篮朝前奔，
　　　　　　　　　　　　　不觉来到监狱门。
　　　　　（白）　　　　　李大哥开门来。
李虎　　　（白）　　　　　谁啊？
庞氏　　　（白）　　　　　老身来了。
李虎　　　（白）　　　　　张老太太来啦。
庞氏　　　（白）　　　　　我儿今在何处？
李虎　　　（白）　　　　　在后头哪。
　　　　　　　　　　　　　张荣兄弟，你母亲瞧你来啦。
（张荣上。）
张荣　　　（西皮摇板）　　心中只把刘贼恨，
　　　　　　　　　　　　　不知何日把冤伸！
李虎　　　（白）　　　　　你母亲瞧你来啦。
张荣　　　（白）　　　　　我母亲在哪里？
庞氏　　　（白）　　　　　我儿在哪里啊？
张荣　　　（白）　　　　　母亲啊！
庞氏　　　（白）　　　　　儿啊！
　　　　　（西皮散板）　　一见我儿两泪淋！
　　　　　　　　　　　　　怎不叫娘痛在心！
　　　　　（白）　　　　　儿啊，为娘带来饭食，我儿用些吧！
张荣　　　（白）　　　　　哎呀，母亲啊，孩儿身遭缧绁，心中焦躁，如何吞吃得下！
李虎　　　（白）　　　　　你母亲大老远的给你送来，乐得的吃点儿吧。
庞氏　　　（白）　　　　　儿啊，还是用些好。
（犯人内呻吟。）
犯人　　　（内白）　　　　噢！
庞氏　　　（白）　　　　　啊，李大哥，这监中还有别人么？
李虎　　　（白）　　　　　哟，你真明白，难道这座监就为你儿子一个人盖的吗？
庞氏　　　（白）　　　　　他们都是什么人哪？
李虎　　　（白）　　　　　他们都是江洋大盗、老抢儿、票儿匪。
董洪　　　（白）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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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　　　（白）　　　　　这个人在上边作什么？
李虎　　　（白）　　　　　那个你不知道？那叫逍遥自在快乐床。上去如同登了仙似的。
庞氏　　　（白）　　　　　啊！如同登了仙似的？啊，李大哥，求你将我儿放上去，也叫他登登仙可好哇？
李虎　　　（白）　　　　　哪儿找半膘子去呀！那叫匣床，是受罪的。
庞氏　　　（白）　　　　　是受罪的。李大哥，何不放他下来！
李虎　　　（白）　　　　　真有你的，你就说给他讲情得啦！那是我们伙计放上去的，我可行不出这事来。
　　　　　　　　　　　　　下来吧！
董洪　　　（白）　　　　　哎哟！
李虎　　　（白）　　　　　你这人真不知好歹，我们伙计把你放上去的时候，你一句不言语，我把你放下
　　　　　　　　　　　　　来，你又哎哟啦！
庞氏　　　（白）　　　　　那人可曾用饭？
李虎　　　（白）　　　　　谁给他送饭哪！
庞氏　　　（白）　　　　　如此我这里有饭，给他吃些可好？
李虎　　　（白）　　　　　那敢情好啦！
　　　　　　　　　　　　　我说，那老太太那儿有饭，你吃不吃？
董洪　　　（白）　　　　　啊，在哪里？
李虎　　　（白）　　　　　了不得，饿惊啦！
（董洪吃饭。）
董洪　　　（白）　　　　　刘应龙啊，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李虎　　　（白）　　　　　瞧，半碗饭刚入肚，就恶言恶语的！
董洪　　　（白）　　　　　还有没有？
李虎　　　（白）　　　　　没有了，跑这儿搂本儿来啦！
庞氏　　　（白）　　　　　我看此人好生面熟，怎么想他不起……哦，是了，想是在天齐庙与我写状的那
　　　　　　　　　　　　　位先生，待我问来。
　　　　　　　　　　　　　啊，先生，你可是在天齐庙与我写状的先生么？
董洪　　　（白）　　　　　正是。你可是张门庞氏？
庞氏　　　（白）　　　　　正是。
董洪　　　（白）　　　　　我与你写的状儿呢？
庞氏　　　（白）　　　　　再不要提起，是我行至中途，又被那恶贼刘应龙抢去了！
董洪　　　（白）　　　　　唉，你害得我好苦啊！
庞氏　　　（白）　　　　　啊，先生，为了我家之事，倒连累先生，我真该死，我真该死！
张荣　　　（白）　　　　　啊，母亲，他是何人？
庞氏　　　（白）　　　　　这位先生与我们写了一张状儿，行至中途又被那刘应龙抢去，如今倒连累先生
　　　　　　　　　　　　　受苦！
张荣　　　（白）　　　　　待孩儿向前。
　　　　　　　　　　　　　啊，先生，为了我家之事，倒连累先生受苦！
董洪　　　（白）　　　　　不要如此，你我同是一样。
张荣　　　（白）　　　　　同在监中，也是前生缘分，意欲与先生结为生死之交，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董洪　　　（白）　　　　　只怕高攀不起。
张荣　　　（白）　　　　　说什么高攀不起，俱在难中，待我扶你起来。
李虎　　　（白）　　　　　嗳，你们干什么？
董洪　　　（白）　　　　　我们拜把兄弟。
李虎　　　（白）　　　　　拜把子？
　　　　　　　　　　　　　张荣兄弟，咱们俩可是有约在先，要拜把子可得有我。
张荣　　　（白）　　　　　哦，有你？
李虎　　　（白）　　　　　那是呀，我问问你，当初桃园是几结义？
张荣　　　（白）　　　　　三结义。
李虎　　　（白）　　　　　还是的，你们才俩人，没我哪儿凑得上三结义呀！
张荣　　　（白）　　　　　就算上你。
董洪　　　（白）　　　　　不要你。
李虎　　　（白）　　　　　怎么不要我？
董洪　　　（白）　　　　　你们做禁卒的没有良心，打了人还要钱，不是好人！
李虎　　　（白）　　　　　我倒不是好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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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开门。）
李虎　　　（白）　　　　　走走走！
董洪、
张荣　　　（同白）　　　　这作什么？
李虎　　　（白）　　　　　官司完了，没你们事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只是我们去后，岂不连累与你？
李虎　　　（白）　　　　　这场官司我打啦，为朋友两肋插刀，省得我不是好人！
董洪、
张荣　　　（同白）　　　　不必如此，算上你就是了！
李虎　　　（白）　　　　　这不结啦。算上我是算上我，我得问问你高寿啦？
张荣　　　（白）　　　　　三十二岁了。
李虎　　　（白）　　　　　三十二岁就这么长的胡子！
　　　　　　　　　　　　　那么，你尊齿啦？
董洪　　　（白）　　　　　二十三岁了。
李虎　　　（白）　　　　　二十三岁啊，这倒好，你们俩掉了个过儿！
董洪、
张荣　　　（同白）　　　　李大哥你呢？
李虎　　　（白）　　　　　我还小哪！
董洪、
张荣　　　（同白）　　　　多大岁数了？
李虎　　　（白）　　　　　连一个整儿也不到。
董洪、
张荣　　　（同白）　　　　到底多大了？
李虎　　　（白）　　　　　六十一岁了。
董洪、
张荣　　　（同白）　　　　如此你是大哥了！
李虎　　　（白）　　　　　就算大哥。可是今天结拜你们俩小兄弟儿，可得预备预备。
董洪、
张荣　　　（同白）　　　　预备什么？
李虎　　　（白）　　　　　香蜡烛纸马全份。
董洪、
张荣　　　（同白）　　　　当得要的。
李虎　　　（白）　　　　　四十五斤大猪一个。
董洪、
张荣　　　（同白）　　　　啊！
李虎　　　（白）　　　　　十二斤鲤鱼一尾，九斤半红公鸡一只。
董洪、
张荣　　　（同白）　　　　啊！
李虎　　　（白）　　　　　还要给大哥置办衣帽全身。
董洪、
张荣　　　（同白）　　　　啊，有这些名堂！
李虎　　　（白）　　　　　那是啊，谁叫我是大哥哪。
董洪、
张荣　　　（同白）　　　　我们无有钱。
李虎　　　（白）　　　　　你们没钱，我也不富余。干脆，咱们磕几个穷头得啦。
董洪、
张荣　　　（同白）　　　　如此大家来拜啊！
张荣　　　（西皮摇板）　　弟兄结义胜同胞，
董洪　　　（西皮摇板）　　今日成为生死交。
　　　　　　　　　　　　　要学桃园三结义，
李虎　　　（小调）　　　　嗳里啊一呀一呀哈，那一呀呼，那一呀呼！
董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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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　　　（同白）　　　　诶，拜把兄弟用不着“哪呼嗨”。
李虎　　　（白）　　　　　我这是乐大发啦！
董洪　　　（白）　　　　　我们来拜见大哥。
李虎　　　（白）　　　　　等等儿，差点把事作差喽，还没拜见干妈哪。
　　　　　　　　　　　　　干妈，我们拜了把兄弟啦，还没拜见您哪，我们给您磕个头！
庞氏　　　（白）　　　　　使不得。
张荣、
董洪、
李虎　　　（同西皮摇板）　监中结成金兰好，
庞氏　　　（西皮摇板）　　暂放愁眉喜心梢。
　　　　　（白）　　　　　好了，好了，我儿有靠了，待我日日与你们送饭便了。
（李虎向董洪。）
李虎　　　（白）　　　　　你算找着饭落儿啦！
庞氏　　　（白）　　　　　李大哥！
李虎　　　（白）　　　　　嗳嗳嗳，我们拜把兄弟啦，你怎么还叫我李大哥！
庞氏　　　（白）　　　　　要叫什么？
李虎　　　（白）　　　　　叫我干儿子不含糊！
庞氏　　　（白）　　　　　老大哥偌大年纪，使不得！
李虎　　　（白）　　　　　谁说使不得？您高寿啦？
庞氏　　　（白）　　　　　老身五十二岁了，李大哥你呢？
李虎　　　（白）　　　　　我小得多哪，才六十一，刨去六十花甲，我才周儿半儿。干妈，您正叫。
庞氏　　　（白）　　　　　使不得！
李虎　　　（白）　　　　　不叫，您不用走啦，我留下您啦！
庞氏　　　（白）　　　　　不必如此，我叫就是。李大哥！
李虎　　　（白）　　　　　啊，免去大哥。
庞氏　　　（白）　　　　　我那干儿子！
李虎　　　（白）　　　　　我那干妈！
庞氏　　　（白）　　　　　我那乖儿子！
李虎　　　（白）　　　　　我那乖妈。
庞氏　　　（白）　　　　　诶，哪有叫乖妈的呀，我要走了。
李虎　　　（白）　　　　　您走啊，我给您开门。
庞氏　　　（白）　　　　　明天我再来送饭就是。
张荣　　　（白）　　　　　母亲慢些走。
李虎　　　（白）　　　　　您走啦，我的干妈！
（庞氏下。）
李虎　　　（白）　　　　　得，我才半膘子哪，好不当影儿的，跟两死鬼拜把子！
董洪、
张荣　　　（同白）　　　　哪个是死鬼？
李虎　　　（白）　　　　　你们俩人是死鬼。
董洪、
张荣　　　（同白）　　　　何出此言？
李虎　　　（白）　　　　　刘三爷花啦几百两银子，买动我们县太爷，叫我递张病呈儿，三天之内，要你
　　　　　　　　　　　　　们俩人的命！还不知道哪？
董洪、
张荣　　　（同白）　　　　哎呀！
张荣　　　（西皮散板）　　听一言来魂吓掉，
董洪　　　（西皮散板）　　死在监牢无下梢！
董洪、
张荣　　　（同白）　　　　哎呀，大哥啊，你要救我二人性命！
李虎　　　（白）　　　　　等等儿，我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董洪　　　（白）　　　　　我姓董。
李虎　　　（白）　　　　　叫什么？
董洪　　　（白）　　　　　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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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　　　（白）　　　　　三共，嘿，这是好糖，你比“二共”还多一共。我问你，你到了是干什么的？
董洪　　　（白）　　　　　我是个卖卜的。
李虎　　　（白）　　　　　有亲戚朋友没有？告诉我，我替你找他去，借几百两银子，买条活命，也是好
　　　　　　　　　　　　　的。
董洪　　　（白）　　　　　朋友虽有，只是路远。
李虎　　　（白）　　　　　道儿远，我就是不怕道儿远，我这两条腿人称赛电光，任他山南海北，湖广、
　　　　　　　　　　　　　江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全去……
董洪　　　（白）　　　　　几刻回来？
李虎　　　（白）　　　　　五十年准能回来。
董洪、
张荣　　　（同白）　　　　那岂不耽误了！
李虎　　　（白）　　　　　五六天就能回来啦！
董洪　　　（白）　　　　　这样打扮如何去得？
李虎　　　（白）　　　　　我自有打扮，你就赶紧修书吧！
（李虎下。）
董洪　　　（白）　　　　　待我修书便了！
　　　　　（西皮快板）　　一纸公文到广平，
　　　　　　　　　　　　　晓谕李云得知情：
　　　　　　　　　　　　　我在邢台遭危困，
　　　　　　　　　　　　　速来救我出狱门。
　　　　　　　　　　　　　修罢书信暗自加印——
　　　　　　　　　　　　　密密封好叫他行。
（李虎上。）
李虎　　　（白）　　　　　兄弟，我这个打扮好不好？
董洪　　　（白）　　　　　好，书信在此。
李虎　　　（白）　　　　　拿来。
　　　　　　　　　　　　　老二，监里事交给你啦，我走啦！
（李虎下。）
董洪　　　（白）　　　　　快去快回！
　　　　　　　　　　　　　大哥真乃好人！
张荣　　　（白）　　　　　见义勇为。
董洪　　　（白）　　　　　你我且候好音便了！
（李虎上。）
李虎　　　（白）　　　　　不对呀，我慌手忙脚地拿信就跑，倒是下到哪儿呀？不成，荒唐，回去。
　　　　　　　　　　　　　老二开门。
（张荣开门，李虎进门。）
董洪　　　（白）　　　　　大哥回来了，好快啊！
李虎　　　（白）　　　　　等等儿，我还没去哪。
董洪　　　（白）　　　　　怎么不曾去？
李虎　　　（白）　　　　　慌手忙脚的，把书信交给我，叫我下到哪儿去呀？
董洪　　　（白）　　　　　下到广平府。
李虎　　　（白）　　　　　哦，广平府，我去啦。
（李虎下。）
董洪　　　（白）　　　　　大哥真乃荒唐，不问明白了就走！
张荣　　　（白）　　　　　你我且候好音便了。
（李虎上。）
李虎　　　（白）　　　　　哎呀，不好哇！广平府地方大啦，我把这封信交给谁啊！荒唐，不成，还得回
　　　　　　　　　　　　　去。
　　　　　　　　　　　　　老二开门！
（张荣开门，李虎进门。）
董洪　　　（白）　　　　　大哥回来了，一路多有辛苦。
李虎　　　（白）　　　　　等等儿，我还没去哪！
董洪　　　（白）　　　　　怎么又不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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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　　　（白）　　　　　广平府地方儿大啦，我知道给谁啊？
董洪　　　（白）　　　　　交与那知府李云。
（李虎惊。）
李虎　　　（白）　　　　　交给知府？你是谁啊？
董洪　　　（白）　　　　　我是八府巡按。
李虎　　　（白）　　　　　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董洪　　　（白）　　　　　你是禁卒李虎。
李虎　　　（白）　　　　　啊，我是九门提督！
张荣　　　（白）　　　　　不要说梦话。
李虎　　　（白）　　　　　他那儿撒呓症，我还不说梦话？
　　　　　　　　　　　　　你不是叫童三共吗？
董洪　　　（白）　　　　　我是按院董洪。
张荣　　　（白）　　　　　啊？
李虎　　　（白）　　　　　啊？你有什么凭证？
董洪　　　（白）　　　　　谅你不信。
（董洪取出黄包袱，内藏印信。）
董洪　　　（白）　　　　　这不是我按院的印信！
李虎　　　（白）　　　　　哎哟，我的祖宗！你早说话，我早就去啦！
　　　　　　　　　　　　　老二，牢里事情交给你啦，我走啦。
（李虎出门。）
张荣　　　（白）　　　　　大哥小心了，大人请。
（董洪、张荣同下。小牢头上。）
小牢头　　（白）　　　　　啊，哪儿去？
李虎　　　（白）　　　　　好小子，你吓我一跳。
小牢头　　（白）　　　　　干什么去？
李虎　　　（白）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小牢头　　（白）　　　　　这儿的差事呢？
李虎　　　（白）　　　　　你替我一会儿。
小牢头　　（白）　　　　　不行，我歇班儿。
李虎　　　（白）　　　　　好小子，叫你替会儿班你不干，刚才那一吊钱怎么知道往兜儿里掖呢？
小牢头　　（白）　　　　　一吊钱？
李虎　　　（白）　　　　　啊，别装糊涂。
（李虎轻声。）
李虎　　　（白）　　　　　喂我出去替那个犯人借银子去，你把他们看住了，回来有你一份儿。
小牢头　　（白）　　　　　你可快点儿回来。
（小牢头下。）
李虎　　　（白）　　　　　这他妈你就干啦！你等着吧，回头有你的好儿。
（李虎下。）

【第十一场】

（李虎上。）
李虎　　　（白）　　　　　把弟，把弟！
皂班　　　（内白）　　　　谁是你把弟？
李虎　　　（白）　　　　　开城，开城！
皂班　　　（内白）　　　　你是谁叫城？
李虎　　　（白）　　　　　你瞧见黄包袱吗？
（皂班上，开城，李瑞莲上，在李虎身后翻滚背下。）
李虎　　　（白）　　　　　谁呀？怎么往这儿撞啊！开啦，进城要紧！
（李虎下。）

【第十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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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莲上。）
李瑞莲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
（四人役、皂班甲、皂班乙、李云同上。）
李云　　　（白）　　　　　带击鼓人！
皂班甲　　（白）　　　　　击鼓人上堂回话！
李云　　　（白）　　　　　唗，你是何人擅击本府堂鼓？
（李瑞莲取出印信。）
李瑞莲　　（白）　　　　　这有个东西，拿去你看！
（李云看，惊。）
李云　　　（白）　　　　　掩门！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李虎上。）
李虎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鼓锤哪儿哪？有啦，我给他个羊头！
（李虎用头撞鼓。）
李虎　　　（白）　　　　　哎哟，撞到帮上啦。有咧，我给它个反嘴巴！
（李虎以手背击鼓，疲惫，倒地。皂班甲上。）
皂班甲　　（白）　　　　　黄包袱！
　　　　　　　　　　　　　有请大人。
（李云、四人役、皂班乙同上。）
李云　　　（白）　　　　　何事？
皂班甲　　（白）　　　　　有封信大人请看。
李云　　　（白）　　　　　待我看来！
（李云看。）
李云　　　（白）　　　　　将那人唤来！
皂班甲　　（白）　　　　　醒醒儿，见见我们大人去！
李虎　　　（白）　　　　　哎呀，参见大人。
李云　　　（白）　　　　　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李虎　　　（白）　　　　　我虎啊！
李云　　　（白）　　　　　你敢是李虎？
李虎　　　（白）　　　　　可不是我吗。
李云　　　（白）　　　　　掩门！
（四人役自两边分下。）
李云　　　（白）　　　　　李虎，大人今在何处？
李虎　　　（白）　　　　　大人在我监里哪。
李云　　　（白）　　　　　你可想一良策，救出大人才好。
李虎　　　（白）　　　　　怎么喳，大人您跟我要主意？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您可得依着我。
李云　　　（白）　　　　　依你便怎么样？
李虎　　　（白）　　　　　干脆，您就这么办。
李云　　　（白）　　　　　怎么办？
李虎　　　（白）　　　　　您一个人儿拿主意。
李云　　　（白）　　　　　本府倒有一计。
李虎　　　（白）　　　　　有什么主意您就快说吧。
李云　　　（白）　　　　　你可扮作大人模样，一路查监而去。将大人换出，岂不是好？
李虎　　　（白）　　　　　大人这话我明白啦，您叫我扮作按院大人模样，一路查监面去，将大人换出，
　　　　　　　　　　　　　大人还是大人，我看监的还是我看监的，是不是？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不成您哪！
李云　　　（白）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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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　　　（白）　　　　　我扮作按院大人，我有什么好处？
李云　　　（白）　　　　　你若扮作大人，少不得还管着我呢！
李虎　　　（白）　　　　　怎么着？我扮作大人，还管着您哪？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如此老公祖，我要扮按院大人了哇！
李云　　　（白）　　　　　快些改扮起来！
（李虎改扮。）
李云　　　（白）　　　　　来，三班衙役伺候！
皂班甲　　（白）　　　　　三班衙役伺候！
（四刽子手、四人役、四军士自两边分上。）
李虎　　　（白）　　　　　大人，我就这扮相儿吗？
李云　　　（白）　　　　　扮得倒像。
李虎　　　（白）　　　　　这都是伺候我的？
李云　　　（白）　　　　　正是。
李虎　　　（白）　　　　　我说什么啊？
李云　　　（白）　　　　　外厢顺轿，打道邢台县。
李虎　　　（白）　　　　　啊，打道邢台县！爱听不爱听，就是这个味儿。
（众人同走圆场，田戚献上。）
田戚献　　（白）　　　　　邢台县知县田戚献迎接大人。
四人役　　（同白）　　　　邢台县迎接大人。
李虎　　　（白）　　　　　啊，我们县太爷来啦，我说什么？
李云　　　（白）　　　　　免见。
李虎　　　（白）　　　　　什么？
李云　　　（白）　　　　　免见。
李虎　　　（白）　　　　　哦。
　　　　　　　　　　　　　免见。
田戚献　　（白）　　　　　各官备得礼物，望大人笑纳。
李虎　　　（白）　　　　　我又该说什么啦？
李云　　　（白）　　　　　一律全收。
李虎　　　（白）　　　　　哦。
　　　　　　　　　　　　　一律全……全见。
　　　　　　　　　　　　　我说不出来，您替我说得啦。
李云　　　（白）　　　　　一律全收。会同知府，馆驿伺候！
田戚献　　（白）　　　　　是。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刽子手、四人役、四军士、皂班甲、皂班乙引李云、李虎同上。）
李云　　　（白）　　　　　李虎，大人今在何处？
李虎　　　（白）　　　　　在我监里哪。
李云　　　（白）　　　　　快快引我前去。
李虎　　　（白）　　　　　这地儿我熟，跟我来。
（小牢头暗上。）
李虎　　　（白）　　　　　开门。
小牢头　　（白）　　　　　谁啊？
（小牢头开门。）
小牢头　　（白）　　　　　你可回来啦！上哪儿去啦？
李虎　　　（白）　　　　　我逛城隍庙去啦！
小牢头　　（白）　　　　　这是怎么回事？
李虎　　　（白）　　　　　老二。
（张荣上。）
张荣　　　（白）　　　　　大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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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　　　（白）　　　　　大人呢？
张荣　　　（白）　　　　　现在萧王堂上。
李虎　　　（白）　　　　　赶紧请。
张荣　　　（白）　　　　　有请大人。
（董洪上。）
李云　　　（白）　　　　　参见大人。
（李云拉董洪、李虎同下。）
小牢头　　（白）　　　　　这都是谁呀？我这么会儿功夫没在这儿，我们伙计扮了个城隍爷似的，把府太
　　　　　　　　　　　　　爷也给请来啦，这是怎么回事？
张荣　　　（白）　　　　　我也不晓得。
小牢头　　（白）　　　　　他还管你叫二哥哪，你怎么会不知道！
张荣　　　（白）　　　　　那就是按院大人。
小牢头　　（白）　　　　　哎哟，我的妈呀！这下儿他还能饶得了我吗！
张荣　　　（白）　　　　　不妨，大人宽洪大量，不能计较于你。
小牢头　　（白）　　　　　不计较我，我这条命可交给您啦！这么办，我先给您磕一个！嗳，您还带这个
　　　　　　　　　　　　　——
（小牢头指刑具。）
小牢头　　（白）　　　　　干什么？
（小牢头卸刑具。李云、董洪、李虎同上。）
李虎　　　（白）　　　　　我可撤任了！
（董洪向张荣。）
董洪　　　（白）　　　　　二哥在监中等候，必有好音到来。
李云　　　（白）　　　　　开了监门。
李虎　　　（白）　　　　　大人，我怎么喳？
董洪　　　（白）　　　　　一同前往，打道顺德府去者！
李虎　　　（白）　　　　　这不结啦！
（四刽子手、四人役、四军士、皂班甲、皂班乙引董洪、李云同下。）
小牢头　　（白）　　　　　伙计，你又走啦！
李虎　　　（白）　　　　　我说还想着挤兑挤兑他！
（李虎下。）
小牢头　　（白）　　　　　得了，再挤兑他，我的命就没啦。
　　　　　　　　　　　　　您出去凉快凉快！
张荣　　　（白）　　　　　不用。
小牢头　　（白）　　　　　您吃什么，只管言语。
张荣　　　（白）　　　　　哼！势力小人！
（张荣、小牢头同下。）

【第十五场】

（四刽子手、四人役、四军士、皂班甲、皂班乙引李云、董洪同上。）
董洪　　　（白）　　　　　打道顺德府堂上去者！
四刽子手、
四人役、
四军士、
皂班甲、
皂班乙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刽子手、四人役、四军士、皂班甲、皂班乙引李云、董洪同上。）
董洪　　　（白）　　　　　左右，传知府、知县上堂回话！
皂班甲　　（白）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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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班甲下。）
董洪　　　（白）　　　　　来，去到邢台县，带张荣上堂回话！
（皂班乙下。）
董洪　　　（白）　　　　　李虎，代领营兵，将刘应龙锁来见我，有人阻拦，乱棍打死！
李虎　　　（白）　　　　　遵命。
（李虎下。皂班甲上。）
皂班甲　　（白）　　　　　顺德府知府，悬梁自尽；邢台县知县服毒身亡！
董洪　　　（白）　　　　　便宜了他。
（皂班乙上。）
皂班乙　　（白）　　　　　张荣带到。
董洪　　　（白）　　　　　带上来！
（张荣上。）
张荣　　　（白）　　　　　参见大人！
董洪　　　（白）　　　　　张荣，念你一介书生，无故遭此冤枉，命你暂署邢台县印，奏闻圣上，再为实
　　　　　　　　　　　　　授！
张荣　　　（白）　　　　　谢大人！
董洪　　　（白）　　　　　冠戴去吧！
张荣　　　（白）　　　　　谢大人。
（张荣下。李虎上。）
李虎　　　（白）　　　　　报，刘应龙拿到！
董洪　　　（白）　　　　　押上堂来。
李虎　　　（白）　　　　　喳。
　　　　　　　　　　　　　押上堂来。
（刘应龙上。）
刘应龙　　（白）　　　　　哇呀……
　　　　　　　　　　　　　参见大人！
李虎　　　（白）　　　　　当堂有刑！
董洪　　　（白）　　　　　松！与我打打打！
（四人役同打刘应龙。）
刘应龙　　（白）　　　　　住了！俺上得堂来，将某一顿饱打，是何道理？
董洪　　　（白）　　　　　刘应龙，贼子！你的罪恶滔天，还敢猖狂么？
刘应龙　　（白）　　　　　俺今罪犯何条？
董洪　　　（白）　　　　　你私设水牢，残害官民，就是一行大罪。
刘应龙　　（白）　　　　　这……此乃外人诽谤之言，俺私设水牢，大人可曾亲眼得见？
（董洪冷笑。）
董洪　　　（白）　　　　　哼……非但亲眼得见，本院还身临其境。
（刘应龙惊。）
刘应龙　　（白）　　　　　啊？
董洪　　　（白）　　　　　我再来问你：你家有个卖卜的先生往哪里去了？
刘应龙　　（白）　　　　　那卖卜的吗？
　　　　　　　　　　　　　俺不晓得！
董洪　　　（白）　　　　　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刘应龙　　（白）　　　　　你……你是按院大人！
（董洪冷笑。）
董洪　　　（白）　　　　　嘿嘿……你才知道我是按院大人！你害死命官，残杀百姓，夺人妻女，陷害无
　　　　　　　　　　　　　辜。如今罪恶昭彰，来到公堂还不招认吗！
（李瑞莲暗上。）
刘应龙　　（白）　　　　　你数俺罪行，何物为凭，何人为证？
董洪　　　（白）　　　　　你来看——
（董洪指印信。）
董洪　　　（白）　　　　　这就是你害死按院黄伯兴的物证！
刘应龙　　（白）　　　　　这……
董洪　　　（白）　　　　　张荣、李瑞莲就是被你陷害的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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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龙　　（白）　　　　　啊？
董洪　　　（白）　　　　　李瑞莲上前对质！
李瑞莲　　（白）　　　　　刘应龙，好贼子！
刘应龙　　（白）　　　　　哼！
李瑞莲　　（白）　　　　　可恨你人面兽心，害我母亲水牢丧命。今日大堂之上，你姑奶奶是岂肯饶你！
刘应龙　　（白）　　　　　哼！你这贱人私自逃奔，还敢在此胡言乱语。呸，着打！
董洪　　　（白）　　　　　大胆！
李瑞莲　　（白）　　　　　大人，给我屈死的母亲报仇哇！
董洪　　　（白）　　　　　夹了起来！
四人役　　（同白）　　　　啊！
刘应龙　　（白）　　　　　董洪！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八府巡按，劝你好好将俺送回，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
　　　　　　　　　　　　　如若不然，惹恼你三太爷，报知严老太师，管教你罢职丢官，仰面还乡！
董洪　　　（白）　　　　　呀呀呸！不提起严嵩还则罢了，提起老贼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收！
（〖风入松〗。四人役同收刑。）
四人役　　（同白）　　　　晕刑。
董洪　　　（白）　　　　　松刑！
李虎　　　（白）　　　　　启禀大人：他闭过气去啦。
董洪　　　（白）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李虎　　　（白）　　　　　不要紧，衙门口儿常有这事，一口凉水就得。
董洪　　　（白）　　　　　好，快快喷醒！
（李虎喷刘应龙。）
李虎　　　（白）　　　　　醒醒儿吧！恶贯满盈啦，说实话吧！小子！
刘应龙　　（白）　　　　　唔……
董洪　　　（白）　　　　　问他有招无招？
四人役　　（同白）　　　　有招无招？
刘应龙　　（白）　　　　　无有什么招的！
董洪　　　（白）　　　　　再夹！
刘应龙　　（白）　　　　　慢着慢着，咱有招，有招。
董洪　　　（白）　　　　　快快招上来！
刘应龙　　（白）　　　　　大人容禀！
董洪　　　（白）　　　　　贵府与他抄录。
（〖牌子〗。刘应龙作招供状。）
董洪　　　（白）　　　　　叫他画供。
李云　　　（白）　　　　　画供！
刘应龙　　（白）　　　　　情真事实！
李云　　　（白）　　　　　供招呈上。
刘应龙　　（白）　　　　　大人开恩！
董洪　　　（白）　　　　　将他押入死囚牢，明日午时开刀问斩。
（四人役押刘应龙同下，张荣官服暗上。）
董洪　　　（白）　　　　　贵府搭救本院性命，其功非小，待本府奏闻圣上，自有升赏。
李云　　　（白）　　　　　大人提拔。
董洪　　　（白）　　　　　就将顺德府印信，暂且兼理；奏闻圣上再行定夺。
李云　　　（白）　　　　　多谢大人。
董洪　　　（白）　　　　　邢台县。
张荣　　　（白）　　　　　伺候大人。
董洪　　　（白）　　　　　就烦贵县带领官兵，抄没刘应龙的家产，赏与李虎、李瑞莲。再到水牢将按院
　　　　　　　　　　　　　黄大人的尸首暂且成殓；其余被害人家招领尸首。不得有误！
张荣　　　（白）　　　　　遵命。
董洪　　　（白）　　　　　李虎、李瑞莲。
李虎、
李瑞莲　　（同白）　　　　大人。
董洪　　　（白）　　　　　你二人俱是本院救命恩人，一个无子无女，一个父母双亡，本院作主将她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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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下，以为螟蛉义女，你二人意下如何？
李虎、
李瑞莲　　（同白）　　　　大人恩德。
董洪　　　（白）　　　　　如此你父女当堂拜见。
李瑞莲　　（白）　　　　　遵命。
　　　　　　　　　　　　　义父请上，受女儿一拜。
李虎　　　（白）　　　　　嗳，得啦得啦，说到就算啦。
　　　　　（笑）　　　　　哈哈……
　　　　　（白）　　　　　我这个把子可拜见着啦。
董洪　　　（白）　　　　　掩门！
（〖尾声〗。董洪下，张荣、李虎、李瑞莲携手同下，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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