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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

主要角色
姚期：净，水纱，网子，文阳盔，淡青色高方巾，黄绸条，白满髯，白蟒（或黑蟒），淡青色褶子，护领，
胖袄，玉带，红彩裤（或紫彩裤），青厚底靴，牙笏，马鞭
刘秀：老生，水纱，网子，九龙冠，王帽带流苏，黑三髯，黄蟒，黄帔，玉带，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
马武：净，水纱，网子，台顶盔，红扎巾，红扎髯，红耳毛子，红蟒，玉带，三尖儿，红龙箭衣，大带，护
领，胖袄，小袖，红彩裤，青厚底靴，牙笏，马鞭，单鞭；第一场可穿红蟒
岑彭：老生，水纱，网子，侯帽，黑三髯，白蟒，玉带，三尖儿，护领，胖袄，红彩裤，青厚底靴，牙笏，
马鞭，圣旨；第一场可穿红蟒
杜茂：老生，水纱，网子，荷叶盔，黑三髯，绿蟒，玉带，三尖儿，护领，胖袄，红彩裤，青厚底靴，牙笏，
马鞭；第一场可穿红蟒
郭妃：旦，大头，凤冠，线尾子，宫装，云肩，黄帔，裙子，护领，白袜，彩鞋
郭荣：净，水纱，网子，相貂，黪满髯，紫蟒（或蓝、香色蟒），玉带，胖袄，护领，青彩裤，青厚底靴，
牙笏；第一场可穿红蟒
姚刚：净，水纱，网子，孩儿发，多子头，黑花褶子，青素箭衣，大带，护领，胖袄，青彩裤，青厚底靴，
马鞭，锁链，石锁
姚能：小生，水纱，网子，武生巾，白花褶子，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马鞭
姚夫人：老旦，水纱，网子，黪发鬓，黄绸条，香色女蟒，绦子，古铜素褶子，香色（或蓝色）帔，绿裙子，
白袜，福字履
大太监：丑，太监帽，绿花褶子，红彩裤，朝方靴，云帚
四太监：流行，太监帽，太监衣，红彩裤，青薄底靴
四蓝龙套：流行，大板巾，蓝龙套衣，红彩裤，青薄底靴，蓝门枪旗
四红龙套：流行，大板巾，红龙套衣，红彩裤，青薄底靴，红门枪旗
四大铠：武行，小倒缨盔，大铠，红彩裤，青薄底靴，荷包枪
车夫：杂，扫子帽，青布褶子，卒坎儿，大带，青彩裤，青薄底靴，车旗
校尉：武行，大板巾，小额子，紫素箭衣，黄马褂，三尖儿，护领，红彩裤，青薄底靴，腰刀
四宫女：大头，过桥，宫女衣，云肩，裙子，彩鞋
四青袍：流行，秦椒帽，青袍，青彩裤，青薄底靴
旗牌甲：老生，水纱，网子，大叶巾，黑三髯，绿素箭衣，黑花马褂，大带，护领，青彩裤，青厚底靴
旗牌乙：净，水纱，网子，大叶巾，黑满髯，绿素箭衣，黑花马褂，大带，护领，青彩裤，青厚底靴
中军：老生，水纱，网子，中军盔，黑三髯，红花开氅，护领，红彩裤，青厚底靴
丑家院：丑，青罗帽，白吊搭髯，青素褶子，大带，大袜，皂鞋
家院甲：老生，水纱，网子，青罗帽，白三髯，青素褶子，大带，青彩裤，青厚底靴
家院乙：老生，水纱，网子，青罗帽，黑三髯，青素褶子，大带，青彩裤，青厚底靴
二丫鬟：旦，大头，花裤袄，坎肩儿，腰巾子，彩鞋

情节
刘秀登基后，命姚期镇守草桥关，日久思念姚期，又命马武、杜茂、岑彭三人替回姚期，随朝伴驾。姚期入
朝后，其子姚刚打死郭妃之父郭荣，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酒醉，郭妃将姚期全家问斩。马武适因牛邈攻
打草桥，回朝搬兵，闻信，闯宫保奏，逼刘秀发下赦旨，救出姚期父子，使二人戴罪出征。

注释
裘盛戎由头、二本《草桥关》发展、改编而成。

根据《京剧集成》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

（冲头，一锤锣，〖大锣归位〗。郭荣、岑彭、马武、杜茂抱牙笏同上。〖点绛唇〗。）
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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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姚期》 2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老夫）（本爵）——
（〖大锣一击〗。）
郭荣　　　（白）　　　　　郭荣。
岑彭　　　（白）　　　　　岑彭。
马武　　　（白）　　　　　马武。
杜茂　　　（白）　　　　　杜茂。
（〖大锣归位〗。郭荣、岑彭、马武、杜茂同归八字站立。）
郭荣　　　（念）　　　　　我主当兴，四海宁靖，
岑彭　　　（念）　　　　　江山一统，国库丰宁；
马武　　　（念）　　　　　五谷丰登，民安国泰，
杜茂　　　（念）　　　　　天开宇宙，乐享升平。
（大锣住头。）
郭荣　　　（白）　　　　　今当圣上万寿之期，少时升殿，你我祝贺。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看，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分班伺候。
（〖二黄小开门〗。郭荣、马武、岑彭、杜茂双出门自两边分下。四太监、大太监引刘秀同上。）
刘秀　　　（引子）　　　　龙门展放，众文武，力保孤王。
（刘秀归内场椅坐。郭荣、马武、岑彭、杜茂自两边分上，双进门，面向台里横一字站立。）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郭荣、马武、岑彭、杜茂同跪。）
刘秀　　　（白）　　　　　众卿平身！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万万岁！
（郭荣、马武、岑彭、杜茂同起。郭荣、马武同归大边，岑彭、杜茂同归小边，各捧牙笏，面向刘秀。）
刘秀　　　（念）　　　　　宝剑冲开玉麒麟，白水起义到如今。黄道吉日登九五，君臣同享太平春。
　　　　　（白）　　　　　孤、刘秀。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当孤寿诞之期。
　　　　　　　　　　　　　众卿！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万岁！
（郭荣、马武、岑彭、杜茂同转身面向刘秀站立。）
刘秀　　　（白）　　　　　衣冠齐整，莫非是与寡人祝寿？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待臣等拜寿。
（郭荣、马武、岑彭、杜茂同归横一字，向刘秀跪拜。）
刘秀　　　（白）　　　　　赐宴！
大太监　　（白）　　　　　领旨！
（傍妆台牌。郭荣、岑彭、马武、杜茂同跪托牙笏接酒，四太监同斟酒，郭荣、岑彭、马武、杜茂同洒酒，
把酒杯置于牙笏上，四太监同撤去酒杯，郭荣、岑彭、马武、杜茂同站起各归原位。）
刘秀　　　（白）　　　　　唉！
（小锣一击。刘秀面现不悦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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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今乃圣上千秋之日，因何龙心不悦，臣等不解其情，请我主降发龙言。
刘秀　　　（白）　　　　　今日众位皇兄俱在朝中与孤祝寿，唯有姚皇兄镇守草桥，受那风霜之苦，叫寡
　　　　　　　　　　　　　人心中不忍。
马武　　　（白）　　　　　臣启万岁：想那牛邈会合七十二崆人马，声势浩大，若将姚家父子调进京来，
　　　　　　　　　　　　　干戈一动，争战无休矣！
刘秀　　　（白）　　　　　昔日严子陵先生奏道：“汉室无姚不兴”，今日果应前言。寡人十分思念，如
　　　　　　　　　　　　　之奈何！
郭荣　　　（白）　　　　　既是万岁思念功臣，就该命人去至草桥，调回姚家父子，陪王伴驾。
刘秀　　　（白）　　　　　依卿所奏，就命马、杜、岑三位皇兄——
（刘秀随念随写圣旨。）
刘秀　　　（白）　　　　　去至草桥关，调回姚家父子陪王伴驾。草桥印信，付与马、杜、岑三人执掌。
　　　　　　　　　　　　　领旨下殿。
郭荣、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请驾回宫。
刘秀　　　（白）　　　　　退班！
（傍妆台牌。刘秀、大太监同下，四太监自两边分下。郭荣出殿归大边，台口立。岑彭捧圣旨，与马武、杜
茂同出殿归小边，台口合成一字立。郭荣与岑彭、马武、杜茂对视一亮，郭荣用手捋髯微微点头，得意如愿，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水龙吟〗。四蓝龙套各持门枪旗、四大铠、二旗牌同上，站门。〖四击头〗，一锤锣，〖大锣归位〗。
姚期上，至九龙口整冠、理髯，归台口。）
姚期　　　（引子）　　　　终朝边塞镇胡奴，扫尽蛮夷定山河。
（姚期捋髯向两边一望，两望，归内场椅坐。）
姚期　　　（念）　　　　　塞北干戈起战争，南征北剿拜元勋。将令一出山岳动，镇守边关扫烟尘！
　　　　　（白）　　　　　老夫，伴驾王姚。汉室为臣。奉主之命，镇守草桥，不分昼夜防守。可笑王郎
　　　　　　　　　　　　　贼，约请各崆蛮夷，前来攻打，被我父子，几合勇战，方得两家罢兵停战。正
　　　　　　　　　　　　　是：
　　　　　（念）　　　　　旌旗闪闪遮日月，辕门鼓角震天庭。
（中军上，至小边台口立。）
中军　　　（念）　　　　　龙虎台前出入，貔貅帐内传宣。
（中军挖进面向台里立。）
中军　　　（白）　　　　　启王爷：圣旨下。
姚期　　　（白）　　　　　何人押旨？
中军　　　（白）　　　　　马、杜、岑三位王爷押旨。
姚期　　　（白）　　　　　香案接旨！
（中军面向台外。）
中军　　　（白）　　　　　香案接旨。
（傍妆台牌。姚期出门，归大边台口立，迎接。四红龙套持门枪旗同上归一条边站立，马武、杜茂、岑彭同
上，各下马，四红龙套接马自上场门同下。岑彭捧旨挖进归台中，面向外立，杜茂挖进归大边里首立，马武
挖进归小边里首立。）
岑彭　　　（白）　　　　　圣旨下，跪！
（撕边一锣。）
姚期　　　（白）　　　　　万岁！
（大锣住头。姚期由中军手中接过牙笏，面向台里跪。）
岑彭　　　（白）　　　　　听宣读，诏曰：“朕承天运，汉室一统，皆赖众位皇兄，匡扶社稷。姚皇兄镇
　　　　　　　　　　　　　守草桥，受尽风霜之苦，孤王思念功臣，命马、杜、岑三人前来，调姚皇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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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陪王伴驾。草桥印信，付与马、杜、岑三人执掌。”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姚期　　　（白）　　　　　万万岁！
（姚期起。）
岑彭　　　（白）　　　　　请过圣命！
（〖节节高〗。姚期接过圣旨，将牙笏及圣旨交与中军，立小边外首。马武、岑彭、杜茂同归大边，斜一字
站立。）
姚期　　　（白）　　　　　三位皇兄，捧旨前来，姚期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岂敢！姚王兄镇守草桥，牛邈丧胆，我等皆服。
姚期　　　（白）　　　　　岂敢！一来天子洪福，二来众位皇兄虎威。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圣旨到来，就请开复。
姚期　　　（白）　　　　　中军！
（〖大锣一击〗。）
姚期　　　（白）　　　　　看印！
（〖吹打〗。姚期捧印，岑彭、马武、杜茂同叩拜。岑彭拜印，姚期躬身一拜，归大边。杜茂、岑彭、马武
同归小边，斜一字立。）
姚期　　　（白）　　　　　三位皇兄执掌草桥，可喜可贺！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大家同喜，但不知姚皇兄几时启程？
姚期　　　（白）　　　　　明日启程。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我等备酒与姚皇兄长亭饯行。
姚期　　　（白）　　　　　哎呀！这就不敢，告辞了！
（傍妆台牌。四蓝龙套插门同领下。旗牌甲与姚期带马，二旗牌同领下。马武、杜茂、岑彭同出门在小边相
送。姚期上马，归大边台口将髯搭于臂上，抱马鞭，拱手，一亮，下。马武、杜茂、岑彭同进门归中场面向
外立。）
岑彭、
马武、
杜茂　　　（同白）　　　　众将官！准备酒宴，明日与姚王爷长亭饯行。
（中军、四大铠自两边分下。岑彭、杜茂、马武同下。）

【第三场】

（二家院、二丫鬟、姚能、姚刚同上，同站门。姚夫人上。）
姚夫人　　（二黄原板）　　我儿父为国家忠责尽命，
　　　　　　　　　　　　　镇守那草桥关哪得安宁。
　　　　　　　　　　　　　但愿得将牛邈俱已扫尽，
　　　　　　　　　　　　　回朝转归故里乐享康宁。
（姚夫人归外场椅坐。）
姚期　　　（内白）　　　　回府！
（撞金钟。四蓝龙套、二旗牌同上，归一条边站立。姚期持马鞭上，至小边台口勒马立。）
姚期　　　（二黄散板）　　马、杜、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
　　　　　　　　　　　　　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
（姚期下马，旗牌甲接马。四蓝龙套、二旗牌自上场门同下。姚夫人、姚能、姚刚同迎接，二丫鬟、二家院
改置八字椅及两边跨椅。）
姚夫人　　（白）　　　　　王爷！
姚期　　　（白）　　　　　夫人！
（姚期坐大边，姚夫人坐小边，姚能、姚刚面向姚期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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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能、
姚刚　　　（同白）　　　　参见爹爹！
姚期　　　（白）　　　　　坐下。
姚能、
姚刚　　　（同白）　　　　谢座。
（姚能坐大边，姚刚坐小边。）
姚夫人　　（白）　　　　　王爷今日回府，为何这等迟慢？
姚期　　　（白）　　　　　夫人哪里知道，今有圣上思念公卿，命马、杜、岑三人前来，调老夫回朝陪王
　　　　　　　　　　　　　伴驾。
姚夫人　　（白）　　　　　真乃有道明君。
姚期　　　（白）　　　　　唉！话虽如此，闻得郭荣在朝专权，圣上贪恋酒色，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如
　　　　　　　　　　　　　羊伴虎眠。一朝龙颜怒，这，四体不周全！
（姚刚站起。）
姚刚　　　（白）　　　　　爹爹！想你我父子在朝，有十大汗马功劳，哪怕郭荣——
（〖大锣一击〗，姚刚扬翻左袖，右手远指。）
姚刚　　　（白）　　　　　老贼！
（姚期发怒捋髯，手指姚刚。）
姚期　　　（白）　　　　　嗯！小小的年纪，出此大话。还不坐下！
（姚刚不悦，坐下。）
姚期　　　（白）　　　　　啊夫人！姚刚性情急躁，夫人谨慎才是。
姚夫人　　（白）　　　　　姚刚有妾身照管，王爷不必多虑。
姚期　　　（白）　　　　　全仗夫人。
　　　　　　　　　　　　　姚刚、姚能，收拾行李，随为父起行。
姚能、
姚刚　　　（同白）　　　　遵命。
姚期　　　（白）　　　　　正是：
（姚期、姚夫人、姚能、姚刚同立台口。二家院同将两边跨椅撤去。）
姚期　　　（念）　　　　　交付兵权印，
姚能、
姚刚、
姚夫人　　（同念）　　　　回朝奉当今。
（姚夫人、姚能、二丫鬟同下，二家院双出门自两边分下。姚刚欲先行，姚期用右臂阻拦，怒视姚刚，姚刚
不悦，扭项佯作不理会。姚期下，姚刚随下。）

【第四场】

（〖出队子〗，〖吹打〗。四红龙套同上，同站门，马武、杜茂、岑彭同上，同下马。马武归大边外首立，
岑彭、杜茂同归小边站立。姚夫人乘车、车夫、二家院、二丫鬟同上，过场，同下。二旗牌同上，同归一条
边立。姚能、姚刚同上，同至小边台口下马，同归大边立。姚期上，至小边台口下马，挖进归大边里首立，
二旗牌同接马归大边外首立。）
姚期　　　（白）　　　　　俺姚期有何德能，敢劳三位皇兄长亭饯行。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你我亦非一日之交，何出此言。
姚期　　　（白）　　　　　姚能、姚刚，见过三位叔父。
姚能、
姚刚　　　（同白）　　　　是。
（姚能、姚刚同施礼。）
姚能、
姚刚　　　（同白）　　　　参见三位叔父。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罢了！此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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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姚期》 6

姚期　　　（白）　　　　　两个蠢子。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少公爷！
姚期　　　（白）　　　　　不敢！
马武、
岑彭、
杜茂　　　（同白）　　　　后来必是王位。
姚期　　　（白）　　　　　哎呀，夸奖了！
马武　　　（白）　　　　　来呀，看酒来，待咱老马把敬姚皇兄这一大杯。
（龙套丙送上酒斗。）
姚期　　　（白）　　　　　叨扰了！
（姚期施礼，接酒斗，洒酒，交还酒斗，左手握马武手同至台口。）
姚期　　　（西皮快板）　　马皇兄赐某的饯行酒，
　　　　　　　　　　　　　大家同饮太平瓯。
　　　　　　　　　　　　　长亭拜别某就拱拱手，
（姚期、马武、岑彭、杜茂同向台里打躬施礼，姚能、姚刚同上马，同下。旗牌甲与姚期带马，二旗牌同下。
姚期上马，骑马式向大边一亮。马武、杜茂、岑彭同归小边立，姚期至大边台口站立。）
姚期　　　（西皮摇板）　　回朝去参王在那五凤楼。
（姚期抱鞭，拱手一亮，下。马武、岑彭、杜茂同归中场立。）
马武　　　（白）　　　　　来呀！将姚家父子旗号撤掉，换了马、杜、岑三人的旗号。
岑彭、
杜茂　　　（同白）　　　　且慢！若将姚家父子旗号撤掉，倘若牛邈兴兵前来，如何是好？
马武　　　（白）　　　　　二位皇兄！那牛邈兴兵前来，你我三马连环，何愁那贼不灭。
岑彭、
杜茂　　　（同白）　　　　就依皇兄。
　　　　　　　　　　　　　众将官！带马回关。
（四红龙套同带马，岑彭、马武、杜茂同上马，四红龙套同领下。岑彭、马武、杜茂同下。）

【第五场】

（四太监同上，站门。刘秀上。）
刘秀　　　（引子）　　　　每日宫中多快乐，快乐逍遥。
（刘秀归外场椅坐。四宫女同上，同一条边立。郭妃上，归小边台口立。）
郭妃　　　（引子）　　　　侍奉君王多欢幸，文臣武将，保明君。
（四宫女同挖进归站门立，宫女丁将小边备椅改置跨椅。郭妃参驾。）
郭妃　　　（白）　　　　　妾妃见驾，吾皇万岁！
刘秀　　　（白）　　　　　梓童平身。
郭妃　　　（白）　　　　　万万岁！
刘秀　　　（白）　　　　　赐座。
郭妃　　　（白）　　　　　谢座！
（郭妃归小边坐。）
刘秀　　　（白）　　　　　啊梓童！姚皇兄镇守草桥，受尽风霜之苦，寡人将他调进京来，陪王伴驾，在
　　　　　　　　　　　　　太和殿赐宴，梓童陪驾前住。
郭妃　　　（白）　　　　　妾妃陪伴万岁。
刘秀　　　（白）　　　　　内侍！摆驾太和殿。
四太监　　（同白）　　　　领旨！
（刘秀、郭妃同起立。）
刘秀　　　（二黄原板）　　想当年走南阳东逃西奔，
　　　　　　　　　　　　　全凭着驾下的文武公卿：
　　　　　　　　　　　　　文凭着邓先生阴阳有准，
　　　　　　　　　　　　　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
　　　　　　　　　　　　　到如今在塞北受尽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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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姚期》 7

　　　　　　　　　　　　　但愿得干戈宁静、海晏河清，君臣们共享太平。
　　　　　　　　　　　　　内侍臣忙摆驾太和殿进，
（四太监、四宫女一翻，两翻，太监丙将外场椅改设内场椅，太监丁将小边跨椅移归桌侧跨椅。刘秀归内场
椅坐，郭妃归小边坐。）
刘秀　　　（二黄原板）　　等候了姚皇兄来见寡人。
大太监　　（内白）　　　　伴驾王随咱家来呀！
（〖慢长锤〗。大太监上，归小边台口立。姚期捧牙笏上，归小边台口立。）
姚期　　　（二黄原板）　　皇恩浩调老臣龙庭独往，
　　　　　　　　　　　　　龙恩重愧无报心意彷徨。
　　　　　　　　　　　　　转过了万花亭太和殿上，
（大锣抽头，慢长锤。大太监走小圆场，挖进归大边里首立。姚期走小边小圆场，由小边台口向台中做上台
阶动作，挖进归大边台口立。）
姚期　　　（二黄原板）　　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
（姚期进殿归台中，面向刘秀立。）
姚期　　　（白）　　　　　臣、姚期见驾，吾皇万岁！
（姚期跪拜。）
刘秀　　　（白）　　　　　姚皇兄平身。
姚期　　　（白）　　　　　万万岁！
（姚期起立，向郭妃施礼。）
姚期　　　（白）　　　　　娘娘千岁！
郭妃　　　（白）　　　　　皇兄平身。
姚期　　　（白）　　　　　谢娘娘！
（姚期归大边面向刘秀站立。）
刘秀　　　（白）　　　　　姚皇兄！
姚期　　　（白）　　　　　臣。
刘秀　　　（白）　　　　　将镇守草桥之事，奏与寡人知道。
姚期　　　（白）　　　　　容奏！
　　　　　（二黄原板）　　数万儿郎边关镇，
　　　　　　　　　　　　　蛮夷不敢扰边庭。
　　　　　　　　　　　　　干戈宁静民安顺，
　　　　　　　　　　　　　万民瞻仰歌圣恩。
刘秀　　　（二黄原板）　　姚皇兄镇草桥威名远震。
　　　　　　　　　　　　　那牛邈闻名吓掉魂。
　　　　　　　　　　　　　内侍臣看过了皇封御饮，
　　　　　　　　　　　　　这斗酒表一表君臣之情。
（大太监捧酒递给刘秀，姚期至中场用牙笏接酒，转过身，洒酒，向刘秀行礼，归大边立。）
姚期　　　（二黄原板）　　谢过了我主爷赐臣酒饮，
　　　　　　　　　　　　　愿吾皇驾千秋福寿康宁。
郭妃　　　（白）　　　　　臣启万岁：姚皇兄乃有功之臣，妾妃也要敬酒一樽。
刘秀　　　（白）　　　　　啊姚皇兄！
姚期　　　（白）　　　　　臣。
刘秀　　　（白）　　　　　娘娘敬酒，向前谢过。
姚期　　　（白）　　　　　自盘古以来，只有臣敬君酒，哪有反礼而行。
刘秀　　　（白）　　　　　你乃开国元勋，有何不可。梓童敬酒！
郭妃　　　（白）　　　　　宫娥们！
宫女乙、
宫女丁　　（同白）　　　　有。
郭妃　　　（白）　　　　　看酒！
（宫女乙执壶，宫女丁把盏。）
郭妃　　　（二黄原板）　　叫宫娥看过了酒一樽，
　　　　　　　　　　　　　哀家敬与有功臣。
（姚期跪台口面向外，手捧牙笏接酒，洒酒。郭妃归座。姚期起，归大边，抢步向郭妃施礼，归大边立。）
姚期　　　（二黄原板）　　老臣我年迈如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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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姚期》 8

　　　　　　　　　　　　　娘娘待老臣恩如山。
刘秀　　　（二黄原板）　　叫内侍忙摆驾后宫院进，
（四宫女、郭妃同领下，四太监、大太监自两边翻下，刘秀归大边立。）
刘秀　　　（二黄摇板）　　明日里摆酒宴庆贺功臣。
（刘秀向姚期招收，姚期向外一亮，缓步，刘秀、姚期同下。）

【第六场】

姚刚　　　（内二黄导板）　在园中闷坏了姚霸林，
（姚刚项挂锁链、右手持石锁跑上，至正场立。）
姚刚　　　（白）　　　　　嘿！
　　　　　（二黄散板）　　不由得小豪杰怒气上升。
　　　　　（白）　　　　　我父上朝去了，恐怕我生事闯祸，将我锁在花园，又坠一块大石头，不能出去
　　　　　　　　　　　　　玩耍，好不闷煞人也！我不免去至二堂求母亲与我讲个人情。我就是这个主意。
（姚刚走小圆场归大边立。）
姚刚　　　（白）　　　　　孩儿有请母亲！
（二丫鬟、二家院同上，同归小边一字立，姚夫人上，至小边台口立。）
姚夫人　　（念）　　　　　圣上龙恩重，一家受皇封。
（姚夫人归外场椅坐。二丫鬟、二家院同挖进归两边立。）
姚刚　　　（白）　　　　　孩儿参见母亲！
（姚刚施礼。）
姚夫人　　（白）　　　　　罢了，请为娘出堂为了何事？
姚刚　　　（白）　　　　　少时爹爹回来，与孩儿讲个人情，把这家伙儿去掉了。
姚夫人　　（白）　　　　　只因你性情不好，怕你闯祸。
姚刚　　　（白）　　　　　孩儿改过就是。
姚夫人　　（白）　　　　　等你爹爹回来，与你讲个人情也就是了。
姚刚　　　（白）　　　　　多谢母亲！妈呀！我饿啦！
姚夫人　　（白）　　　　　家院，带他下面用饭。
（姚夫人站起。二丫鬟、姚夫人同下。）
丑家院　　（白）　　　　　少公爷走哇！
姚刚　　　（白）　　　　　哪儿去？
丑家院　　（白）　　　　　吃饭去。
姚刚　　　（白）　　　　　怎么着！吃饭去！吃饱了好玩儿去！
（姚刚、二家院同下。）

【第七场】

（〖急三枪〗。四青袍同上，同归站门立，郭荣上，至中场立。）
郭荣　　　（念）　　　　　阃外将军威命震，朝臣旨令实难行。
　　　　　（白）　　　　　老夫，郭荣。只因万岁思念功臣，是老夫心生一计，将姚家父子调回京来，明
　　　　　　　　　　　　　为陪王伴驾，暗撤兵权。适才太和殿陪宴，宴罢而归。
　　　　　　　　　　　　　左右，打道回府。
四青袍　　（同白）　　　　噢！
（二幕开，大边里首设矮墙及碑牌，上书“文官下轿，武将离鞍”。姚刚、丑家院立于墙内。〖急三枪〗。
四青袍领郭荣同走圆场归小边立。）
姚刚　　　（白）　　　　　呔！何人在此鸣锣开道？
郭荣　　　（白）　　　　　住轿！
（郭荣下轿。）
郭荣　　　（白）　　　　　何人在此喧哗？
四青袍　　（同白）　　　　伴驾王之子姚刚。
郭荣　　　（白）　　　　　子侄之辈，待我训教于他。
（郭荣归台中立。）
郭荣　　　（白）　　　　　老夫国丈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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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边一击〗。）
姚刚　　　（白）　　　　　他叫什么名字？
丑家院　　（白）　　　　　当今国丈郭老太师。
（姚刚由墙上跳下立中场。）
姚刚　　　（白）　　　　　郭荣啊，老贼！现有碑文在此：“文官下轿、武将离鞍”，你这老贼，竟敢鸣
　　　　　　　　　　　　　锣开道，是何道理？
郭荣　　　（白）　　　　　老夫不知有此碑文，下次不打此经过，也就是了。
姚刚　　　（白）　　　　　住了！我且问你：在朝为官你凭文？
郭荣　　　（白）　　　　　不凭文。
姚刚　　　（白）　　　　　这论武？
郭荣　　　（白）　　　　　也不论武。
姚刚　　　（白）　　　　　你凭着何来在朝为官？
郭荣　　　（白）　　　　　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的女儿在西宫陪王伴驾，喏喏喏，老夫是当今的国丈
　　　　　　　　　　　　　啊！
（〖大锣一击〗。）
姚刚　　　（白）　　　　　怎么讲？
郭荣　　　（白）　　　　　当今国丈。
姚刚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白）　　　　　嘿！我道你三弓两箭挣来的乌纱蟒袍，原来是裙边带来的官儿。哎呦！你真真
　　　　　　　　　　　　　不害羞噢！
郭荣　　　（白）　　　　　姚刚，小奴才！就是你父在朝也惧怕老夫三分。来来来，随老夫去见你爹爹辩
　　　　　　　　　　　　　理。
（〖大锣一击〗。）
姚刚　　　（白）　　　　　哪里去？
郭荣　　　（白）　　　　　去见你爹爹辩理。
（姚刚急躁。）
姚刚　　　（白）　　　　　哇呀呀……呸！着打呗！
（姚刚用石锁砸死郭荣，四青袍自上场门同跑下，丑家院急跑下。姚刚惊疑用手抚摸郭荣胸膛。）
姚刚　　　（白）　　　　　老小子，起来！起来嘿！呦！
（姚刚吃惊。）
姚刚　　　（白）　　　　　眼儿猴啦！没有我的事，跳墙溜了吧！
（姚刚上墙，下。）

【第八场】

（丑家院上，归大边立。）
丑家院　　（白）　　　　　有请太夫人！
（二丫鬟、姚能同上，同归站门立，姚夫人上，至台中立。）
姚夫人　　（念）　　　　　我儿性情刚，为娘挂心肠。
丑家院　　（白）　　　　　少公爷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
姚夫人　　（白）　　　　　不好了！
　　　　　（二黄散板）　　听一言来心内惊，
　　　　　　　　　　　　　胆大奴才乱胡行。
　　　　　　　　　　　　　家院带路花园进，
（纽丝，小拉子。丑家院领二丫鬟、姚能、姚夫人同走圆场，姚刚自下场门退步张望暗上。）
姚夫人　　（白）　　　　　奴才！
（姚夫人打姚刚耳光，姚刚跑下，姚能追下。）
姚夫人　　（二黄散板）　　快与王爷报信音。
（二丫鬟、姚夫人同下。丑家院自上场门下。）

【第九场】

（四蓝龙套、二旗牌同上，同归小边斜场立，姚期持马鞭上，至九龙口立。丑家院自下场门上，站大边，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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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丑家院　　（白）　　　　　启王爷：少公爷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
（姚期惊，几乎由马上跌下。）
姚期　　　（白）　　　　　回府！
（四蓝龙套、二旗牌、丑家院领姚期同走圆场归小边一字立。二丫鬟、姚夫人自下场门同上，同立大边台口。
姚期下马，进门归大边坐，姚夫人归小边坐。二丫鬟同归小边立，丑家院随进，家院乙自下场门暗上，二
家院同归大边立。四蓝龙套、二旗牌自上场门同下。）
姚夫人　　（白）　　　　　启王爷：逆子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了。
（撕边一锣。姚期低头愁烦。）
姚期　　　（白）　　　　　噢！噢！我知道了。啊夫人！
姚夫人　　（白）　　　　　王爷！
姚期　　　（白）　　　　　这……逆子今在何处？
姚夫人　　（白）　　　　　姚能看守。
姚期　　　（白）　　　　　唤他前来！
家院甲　　（白）　　　　　是。
（家院甲上步，面向上场门。）
家院甲　　（白）　　　　　有请少公爷！
（家院甲归回原位立。姚能、姚期同上，同至台口立。）
姚能　　　（念）　　　　　父子在朝功劳大，
姚刚　　　（念）　　　　　打死奸贼不犯法。
（姚能、姚刚同挖进，同向姚期施礼。）
姚能、
姚刚　　　（白）　　　　　孩儿参见爹爹！
（姚能归大边立，姚刚归小边立。姚期怒视姚刚，气，发抖，起立。）
姚期　　　（白）　　　　　尔是……姚刚？
（姚期用手指姚刚。）
姚刚　　　（白）　　　　　啊！正是孩儿。
姚期　　　（白）　　　　　嘿……好！好！儿近前来。
（姚期徐徐向姚刚走近。）
姚期　　　（白）　　　　　为父有话，我，我对儿言讲。
姚刚　　　（白）　　　　　唉！来啦！来啦！
（姚刚毫不在意地向姚期走去。撕边一锣。姚期打姚刚耳光。）
姚期　　　（白）　　　　　呸！好奴才！
（姚刚怒将锁链挣开，做不悦状。）
姚期　　　（二黄散板）　　小奴才做事儿真胆大，
　　　　　　　　　　　　　压死了国丈你犯王法。
　　　　　　　　　　　　　人来与爷忙绑下！
（撕边一锣。二家院欲绑姚刚，姚刚不让捆绑。）
姚刚　　　（白）　　　　　你们哪个敢绑？哪个敢绑？
姚期　　　（白）　　　　　嗯……
（姚期上前攥住姚刚手腕，姚刚被姚期攥得不支，背手就绑。）
姚期　　　（二黄摇板）　　也免得万岁爷来锁拿。
（姚期归坐。姚刚归小边立。）
姚期　　　（白）　　　　　姚能过来，我想，你非姚家所生，你、你……逃命去吧！
姚能　　　（白）　　　　　哎呀，爹爹呀！孩儿虽非姚家所生，也是姚家所养，情愿死在一处。
（〖大锣一击〗。姚能躬身。）
姚刚　　　（白）　　　　　兄长这里来，压死郭荣老贼，乃我一人所为，好汉作事好汉当，岂能连累于你。
姚能　　　（白）　　　　　情愿死在一处。
姚刚　　　（白）　　　　　怎么着！情愿死在一处！好小子！
姚期　　　（白）　　　　　一家大小过来！
（大锣五击。）
姚期　　　（白）　　　　　你们收拾各人行李，逃命去吧！
（二丫鬟、二家院同向姚期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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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院、
二丫鬟　　（同白）　　　　哎呀王爷呀！王爷待小人等，恩重如山，情愿与王爷死在一处。
姚期　　　（白）　　　　　你们情愿死在一处么？
二家院、
二丫鬟　　（同白）　　　　情愿死在一处。
姚期　　　（白）　　　　　好哇！
（大锣五锤。姚期摊双手前伸，让众人站起。二家院、二丫鬟同起，分归两边立。）
姚期　　　（白）　　　　　我想此祸非小，难免灭门。我死为“忠”；子死为“孝”；这妻死为“节”；
　　　　　　　　　　　　　难得你们大家成全老夫一个“义”字。请上受我全家，哎，一拜呀！
（纽丝。姚期向大边跪拜，姚夫人向小边跪拜，二丫鬟、二家院同还拜，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
院、二丫鬟同起立。）
姚期　　　（二黄散板）　　难得尔等们全忠义，
　　　　　　　　　　　　　留下了美名万古题。
　　　　　　　　　　　　　二堂之上忙绑起，
　　　　　（白）　　　　　唉！绑！
（二幕闭。姚期、姚夫人自两边分下。姚能、姚刚、二家院、二丫鬟同面向里横一字站立。四蓝龙套同上，
同与姚能、姚刚、二家院、二丫鬟上绑。〖急急风〗。姚能、姚刚、二家院、二丫鬟同归两边站立。姚期、
姚夫人更衣、身披黄彩条自两边分上，至台口站立。撕边一锣。姚期向小边一望。）
姚期　　　（白）　　　　　唉！
（姚期托髯叹息。）
姚期　　　（二黄散板）　　我一家大小甚惨凄。
　　　　　　　　　　　　　悲悲切切金殿去，
（二幕开。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在两边一翻、两翻，归正场面向台里站立。）
姚期　　　（二黄散板）　　有罪之人跪丹樨。
（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下跪。大太监自下场门暗上，立大边。）
大太监　　（念）　　　　　御街人已静，何人叩丹樨？
姚期　　　（白）　　　　　臣、姚期，带领全家，前来请罪，念老臣草桥呵！
（〖急三枪〗。大太监下，捧旨自下场门上。四校尉自两边分上。）
大太监　　（白）　　　　　圣旨下，跪听宣读：今有姚期纵子行凶，姚刚用太湖石压死国丈，万岁酒醉，
　　　　　　　　　　　　　娘娘传旨，将姚家满门绑至西郊，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校尉的！
四校尉　　（同白）　　　　有！
大太监　　（白）　　　　　绑下殿喀！
四校尉　　（同白）　　　　啊！
（大太监下。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起，向外站立。）
姚期　　　（白）　　　　　嘿！小奴才，我……一家大小的性命，就送在你一人之手。
（姚期以髯拭泪暗泣。）
姚期　　　（白）　　　　　罢！
（一锤锣。姚期、姚夫人同下，姚能、姚刚、二家院、二丫鬟同随下。）

【第十场】

马武　　　（内白）　　　　马来！
（〖水底鱼〗。马武持马鞭上，至台口立。）
马武　　　（念）　　　　　草桥遭围困，回朝搬救兵。
　　　　　（白）　　　　　俺！马武！今有牛邈搬来七十二崆人马，将我三人杀得大败，我不免回朝搬请
　　　　　　　　　　　　　姚家父子，就此马上加鞭！
（马武下。）

【第十一场】

（一锤锣。四校尉、四蓝龙套、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上，斜场站立。姚期面向大
边外首，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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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期　　　（白）　　　　　罢了哇，罢了！
（姚期双手托髯自叹。）
姚期　　　（脱布衫）　　　忠良无辜被刀残，
　　　　　　　　　　　　　毙太师，罪滔天。
　　　　　　　　　　　　　宫闱势，难斡旋，
　　　　　　　　　　　　　祸延全家遭戮难。
（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随姚期唱同走圆场归大边一字站立。马武上，立中场。）
马武　　　（白）　　　　　呔！西郊之外，为何这样喧哗？
四校尉　　（同白）　　　　监斩姚家父子。
马武　　　（白）　　　　　怎么讲？
四校尉　　（同白）　　　　监斩姚家父子。
（马武大怒，上步至台口，撕髯。）
马武　　　（白）　　　　　哇呀呀……
（冲头。马武挖归台中面向大边立。）
姚刚　　　（白）　　　　　马叔父来了！
马武　　　（白）　　　　　姚皇兄！
（大锣五击。）
马武　　　（白）　　　　　暂受一时之屈，待俺马武进宫保奏。
　　　　　　　　　　　　　校尉的！
（〖大锣一击〗。）
马武　　　（白）　　　　　将姚千岁交与尔等，倘有半点差迟，我抓尔等的头哇！
（冲头。马武下。）
姚刚　　　（白）　　　　　你们听见了没有？
（姚刚跳跃。一锤锣。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刘秀上。）
刘秀　　　（西皮摇板）　　每日宫中把酒饮，
（刘秀归外场椅坐。郭妃掩面哭上，挖进面向刘秀跪。大太监自下场门暗上，将备椅改为大边跨椅，立大边。）
郭妃　　　（白）　　　　　喂呀，万岁作主哇！
（小锣一击。郭妃哭。）
刘秀　　　（白）　　　　　梓童为何这等模样？
郭妃　　　（白）　　　　　万岁有所不知，今有姚刚用太湖石将我父压死，妾妃传旨，已将姚家父子斩首，
　　　　　　　　　　　　　万岁作主。
刘秀　　　（白）　　　　　你且起来，寡人与你作主也就是了。
（錪响声。郭妃归大边坐，大太监上步立台口。）
大太监　　（白）　　　　　何人传錪？
马武　　　（内白）　　　　马武回朝，有本启奏。
大太监　　（白）　　　　　候着。
　　　　　　　　　　　　　嘿，我的老头子！这下子救命星回来啦！
（大太监进殿。）
大太监　　（白）　　　　　启奏万岁：马武回朝，有本启奏！
刘秀　　　（白）　　　　　宣他进宫。
大太监　　（白）　　　　　马武进宫啊！
马武　　　（内白）　　　　领旨！
（大锣五击。马武持钢鞭上，立小边台口。）
马武　　　（念）　　　　　搬兵如火速，回朝叩当今。
（马武走圆场，将钢鞭放于小边，挖进，面向台里立。）
马武　　　（白）　　　　　臣马武见驾，吾皇万岁！
（马武跪。）
刘秀　　　（白）　　　　　平身！
马武　　　（白）　　　　　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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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武起。）
马武　　　（白）　　　　　娘娘千岁！
（马武跪。）
郭妃　　　（白）　　　　　平身！
马武　　　（白）　　　　　千千岁呀！
（大锣住头。马武起立归小边。）
刘秀　　　（白）　　　　　马武，你不镇守草桥，回来做甚哪？
马武　　　（白）　　　　　臣启万岁：只因牛邈搬来七十二崆人马，将草桥关围得水泄不通，是为臣闯出
　　　　　　　　　　　　　重围，回朝搬请姚家父子，共灭牛贼。
郭妃　　　（白）　　　　　啊万岁！姚家父子已要斩首了！
刘秀　　　（白）　　　　　是呀！姚家父子已要斩首了哇！
马武　　　（白）　　　　　但不知姚皇兄身犯何罪，为何将他问斩？
郭妃　　　（白）　　　　　啊万岁，姚刚用太湖石将国丈压死，故而将他全家问斩。
马武　　　（白）　　　　　压死国丈就该一人抵命。为何将他全家问斩？
刘秀　　　（白）　　　　　这个！
郭妃　　　（白）　　　　　啊万岁！那姚期纵子行凶，理当将他全家问斩。
刘秀　　　（白）　　　　　是呀！姚期纵子行凶，理当全家问斩。
马武　　　（白）　　　　　臣有本冒奏！
刘秀　　　（白）　　　　　奏来。
马武　　　（白）　　　　　容奏！
（〖大锣归位〗。）
马武　　　（白）　　　　　想那郭太师，在朝卖官鬻爵，似这等卖国的奸臣，是死而无怨！
郭妃　　　（白）　　　　　啊万岁！马武冒奏本章，连他也应一同斩首！
刘秀　　　（白）　　　　　唗！胆大马武，冒奏本章，连你一齐斩首！
马武　　　（白）　　　　　将臣斩首，不值紧要；牛邈兴兵前来，我主江山有些不稳！
刘秀　　　（白）　　　　　啊！这！
（刘秀失惊。）
郭妃　　　（白）　　　　　啊万岁！拼着江山不要，也要将他斩首。
马武　　　（白）　　　　　万岁！江山事小，万岁与娘娘性命也有些难保！
刘秀　　　（白）　　　　　这！
郭妃　　　（白）　　　　　啊万岁，就是性命不要，也要将他斩首！
刘秀　　　（白）　　　　　是呀！性命不要，也要斩首，斩定了！
马武　　　（白）　　　　　啊万岁！姚皇兄有十大汗马功劳，将他父子赦了吧！
刘秀　　　（白）　　　　　定斩不赦！
马武　　　（白）　　　　　娘娘！将姚家父子赦了吧！
郭妃　　　（白）　　　　　定斩不赦！
（马武手撕扎髯，大怒。）
马武　　　（白）　　　　　嗯！
（马武悄悄出殿，将钢鞭拿在手中，隐在身后，悄悄进殿。）
马武　　　（白）　　　　　啊万岁！还是赦了的好！
刘秀　　　（白）　　　　　定斩不赦！
马武　　　（白）　　　　　呸！着打！
（马武举鞭欲打，郭妃吓得躲在刘秀身后。〖急三枪〗。刘秀执笔在马武手心上写“赦”字。马武出殿，归
小边台口立。）
马武　　　（白）　　　　　嘿！叫我蒙着啦！
（冲头。马武自上场门下。）
郭妃　　　（白）　　　　　喂呀！万岁呀！
（郭妃哭。一锤锣。刘秀不耐烦，郭妃无奈，刘秀、郭妃同下。）

【第十三场】

（马武上，立中场。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自下场门同上，同归正场站。）
马武　　　（念）　　　　　非是马武性鲁莽，只为汉室锦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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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姚家父子接旨！
姚期　　　（白）　　　　　万岁！
（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跪。）
马武　　　（白）　　　　　听宣读，诏曰：姚刚压死太师，理当全家问斩。念马武进宫苦苦保奏，将姚家
　　　　　　　　　　　　　父子全家赦免，即奔草桥关征战牛邈，成功之后，将功折罪，若是败了哇——
（〖大锣一击〗。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同一惊。）
姚刚　　　（白）　　　　　怎么样？
马武　　　（白）　　　　　没事儿，没事儿！
（大锣住头。姚期、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起立，四校尉同撤绑绳，自两边分下。姚期、
姚能、姚刚、姚夫人、二家院、二丫鬟同归两边立。）
马武　　　（白）　　　　　姚皇兄受惊了。
姚期　　　（白）　　　　　姚刚！谢过你马叔父讲情。
姚刚　　　（白）　　　　　多谢马叔父。
（姚刚向马武一拜，马武搀起姚刚，姚刚以袖与马武掸身上尘土。）
马武　　　（白）　　　　　姚刚我的儿呀！
姚刚　　　（白）　　　　　我的儿呀！
姚期　　　（白）　　　　　哦！
（姚期怒视姚刚。）
马武　　　（白）　　　　　从今以后，有什么大祸，自管去闯，闯出祸来，都有俺老马担待。
姚刚　　　（白）　　　　　我就闯！
姚期　　　（白）　　　　　又来莽撞！
姚刚　　　（白）　　　　　多谢马叔父。
姚期　　　（白）　　　　　大家齐至校场披挂。哈哈哈……
（〖尾声〗。二丫鬟、二院子分归两边立，姚能归大边外首，姚期立大边里手，斜向小边，姚夫人归小边里
手，马武立中场，拉姚刚手。姚刚斜身弓箭步矮像。〖急急风〗。众人同亮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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