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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甲山》

主要角色
李逵：架子花面
周明：武净
周亮：武三花
燕青：武生
陈员外：末
丫鬟：丑旦
小姐：花旦
宋江：生
柴进：小生
草上飞：丑

情节
丁甲山草寇周明、周亮弟兄二人，冒着梁山泊宋江的名字，到太平庄陈员外家中，把他的女儿抢去，强逼成
亲。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和浪子燕青，因公干下山，走此经过，恰在陈家借宿一宵。李逵听得陈员外哭骂
之声，只是睡不着觉，跑进去问他为何如此。员外就把女儿被抢去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他。李逵也不想想这事
情的真假，竟自信以为真，并且以为员外所说的先来提亲的那少年，也必定是柴进，于是气愤愤地跑回梁山，
见着宋江、柴进，破口大骂，举斧就砍。辛亏旁人连忙挡住，没有闯出祸来。弄得宋江、柴进二人莫名其
妙，问起情由，燕青就把有人假冒宋江，强抢民女的事情述说一遍。李逵只是不信，嚷着要宋江、柴进二人
一同到陈家去对质。辨认之后，李逵晓得到底是自己太鲁莽了，只好负荆请罪，如是再和燕青四下打探，寻
着周亮弟兄，把他们一齐杀死了。

根据《戏典》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

（四喽啰引周明、周亮同上。周明、周亮同唱〖点绛唇〗。）
周明　　　（念）　　　　　自幼生来力无双，弟兄二人占山岗。
周亮　　　（念）　　　　　终日山下来打抢，最喜美貌女娇娘。
周明、
周亮　　　（同白）　　　　俺——
周明　　　（白）　　　　　周明。
周亮　　　（白）　　　　　周亮。
周明　　　（白）　　　　　弟兄二人霸占丁甲山，每日打抢，坐地分赃，倒也安然快乐。只是山寨之上，
　　　　　　　　　　　　　缺少一美貌女子，以作押寨夫人。
周亮　　　（白）　　　　　前在太平庄上，观见陈员外之女，长得十分美貌。待小弟前去提亲，大哥意下
　　　　　　　　　　　　　如何？
周明　　　（白）　　　　　只恐他不肯应允。
周亮　　　（白）　　　　　小弟自有妙计，但须多备彩礼。
周明　　　（白）　　　　　如此烦劳贤弟前往，正是：
　　　　　（念）　　　　　花红彩缎交付你，
周亮　　　（念）　　　　　管保大哥成夫妻。
（众人同下。）

【第二场】

（院子引陈员外同上。）
陈员外　　（念）　　　　　家有万石粮，前仓和后仓。
（周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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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亮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什么人？
周亮　　　（白）　　　　　梁山差人要见你家员外。
院子　　　（白）　　　　　梁山上差人要见。
陈员外　　（白）　　　　　说我出迎。
院子　　　（白）　　　　　员外出迎。
周亮　　　（白）　　　　　员外。
陈员外　　（白）　　　　　请坐。请问壮士，贵姓高名？
周亮　　　（白）　　　　　在下宋蒜，我兄长宋姜，命我前来提亲，要娶你家小姐，作一押寨夫人。员外
　　　　　　　　　　　　　料无推辞了。
陈员外　　（白）　　　　　只是我女儿，已有了人家了。
周亮　　　（白）　　　　　说什么有了人家，现有彩礼在此，三日抬亲，告辞了。
陈员外　　（白）　　　　　断断使不得。
（周亮下。）
陈员外　　（白）　　　　　这真叫做闭门家内坐，祸从天上来。
（陈员外、院子同下。）

【第三场】

（李逵、燕青同上。）
燕青　　　（西皮摇板）　　适才领了大哥命，
李逵　　　（西皮摇板）　　一路之上要小心。
燕青　　　（白）　　　　　咳，奉了大哥之命，一路寻找公孙先生，叫我等往哪里去找！
李逵　　　（白）　　　　　你看天色不早，你我去到前村大户人家暂住一宵，明日再作道理。
燕青　　　（白）　　　　　好，就此前往，走啊。
　　　　　（西皮摇板）　　迈开大步往前闯，
李逵　　　（西皮摇板）　　又只见红日落西方。
（李逵、燕青同下。）

【第四场】

（周明带四随侍、花轿抬小姐同上，过场，同下。陈员外作哭状上，下。）

【第五场】

（李逵、燕青同上。）
燕青　　　（白）　　　　　来此大户人家，你我向前借宿。
李逵　　　（白）　　　　　这个我会。
　　　　　　　　　　　　　呔！里面有腿的滚出一个来！
燕青　　　（白）　　　　　这是什么讲话，起过一旁。
李逵　　　（白）　　　　　那么，就听你的。
燕青　　　（白）　　　　　里面有人么？
李逵　　　（白）　　　　　“有人么”？全在这个“么”字上哪。我可摸不着一点。
（院子上。）
院子　　　（白）　　　　　什么人？
燕青　　　（白）　　　　　我们乃是远方来的，前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院子　　　（白）　　　　　候着。
　　　　　　　　　　　　　员外有请。
（陈员外上。）
陈员外　　（白）　　　　　何事？
院子　　　（白）　　　　　外面有二人求见。
陈员外　　（白）　　　　　说我出迎。
院子　　　（白）　　　　　员外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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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青、
李逵　　　（同白）　　　　员外。
陈员外　　（白）　　　　　请坐。二位到此何事？
燕青　　　（白）　　　　　俺乃远方来的，因天气不早，无处投宿，愿在此地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员外　　　（白）　　　　　原来如此。家院带他二位，去至后院小房安歇，准备酒饭。
　　　　　　　　　　　　　啊，二位壮士，老夫不能奉陪，请便。
（陈员外下。院子领燕青、李逵同随下。）

【第六场】

（陈员外上。）
陈员外　　（白）　　　　　可恨宋江这强盗，将我女儿抢去。我女儿倘若不从，只恐性命难保。
　　　　　（西皮摇板）　　恼恨宋江理不端，
　　　　　　　　　　　　　擅抢民女为哪般？
　　　　　　　　　　　　　眼睁睁父女们不能得见，
　　　　　（哭头）　　　　女儿啊！
（李逵暗上，作窃听状。）
陈员外　　（西皮摇板）　　怎不叫人泪涟涟？
李逵　　　（白）　　　　　呔，想我弟兄二人，行了一日路程，身体困倦。你在此哭哭啼啼，是何道理？
陈员外　　（白）　　　　　老汉有心事在怀，壮士休要动怒。
李逵　　　（白）　　　　　你有何心事？你对我说明。我与你分忧解愁。
陈员外　　（白）　　　　　只因前日，来了一人，言说是梁山来的，要叫我女儿与他大王成亲。老汉未允，
　　　　　　　　　　　　　他今日竟带了多人，将我女儿抬了去了。
李逵　　　（白）　　　　　你可曾问过那梁山的山大王名姓？
陈员外　　（白）　　　　　他言道名叫宋江。
李逵　　　（白）　　　　　你待怎讲？
陈员外　　（白）　　　　　名叫宋江。
（燕青暗上。）
李逵　　　（白）　　　　　哇呀呀呀呀！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生，
　　　　　　　　　　　　　大骂宋江不是人。
燕青　　　（白）　　　　　你在此叫些什么？
李逵　　　（白）　　　　　你去问他去。
燕青　　　（白）　　　　　啊员外，你到底为了何事？
陈员外　　（白）　　　　　前日来了一人，送些彩礼与我女儿提亲，言道是梁山宋江遣他来的，要我女儿
　　　　　　　　　　　　　与他作一押寨夫人。老汉不允，今日他竟自带了多人，将我女儿抢了去了。
燕青　　　（白）　　　　　我想此事，断不是大哥所作。
李逵　　　（白）　　　　　不是他，还是我不成？我说宋江宋公明，平日我把你当作侠义朋友看待，你竟
　　　　　　　　　　　　　背地里做出这等事来！
燕青　　　（白）　　　　　可曾问那来人的名姓？
陈员外　　（白）　　　　　未曾问过，只是他年纪不大。
李逵　　　（白）　　　　　呵喝，是了！此人定是柴进无疑了。员外我实对你说了罢，我名叫黑旋风李逵，
　　　　　　　　　　　　　他就是浪子燕青，俱是梁山好汉。待我回到山寨，定要将宋江杀死，救回你
　　　　　　　　　　　　　的女儿。
燕青　　　（白）　　　　　你休要鲁莽。
李逵　　　（白）　　　　　你走开罢！
（李逵下。）
燕青　　　（白）　　　　　员外，此事清白不分，待俺转回山寨，定见分晓，请了！
（燕青下。陈员外下。）

【第七场】

（四喽兵、四英雄、柴进、宋江同上。〖点绛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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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　　　（念）　　　　　胸藏韬略貌堂堂，梁山水泊自为王。谁人不知及时雨，替天行道在山岗。
　　　　　（白）　　　　　俺，姓宋，名江，字公明，别号呼保义。蒙众家兄弟，推我为王。也曾命燕青、
　　　　　　　　　　　　　李逵，下山打听公孙贤弟下落，未见回报到来。
　　　　　　　　　　　　　左右，伺候了。
（李逵上。）
李逵　　　（白）　　　　　什么替天行道，去你的罢！
（李逵砍倒杏黄旗。）
李逵　　　（白）　　　　　呔！宋江啊，宋公明！往日我把你当作好朋友，谁知你暗地里背着大家，作出
　　　　　　　　　　　　　这样勾当来啦！你先吃老子一斧！
（四英雄同连忙拦住。燕青上。）
燕青　　　（白）　　　　　参见大哥。
宋江　　　（白）　　　　　罢了。燕青，李逵为了何事如此无礼？
燕青　　　（白）　　　　　大哥有所不知。是小弟二人，行至太平庄上，遇见陈员外。他言道不知哪里来
　　　　　　　　　　　　　了一伙强人，冒充大哥名姓，将他女儿抢去，作为押寨夫人。李逵闻听此言，
　　　　　　　　　　　　　即刻回山，小弟也就跟同来了。
宋江　　　（白）　　　　　原来为此。
李逵　　　（白）　　　　　他说有一少年前去提亲。我看不是别人，定是柴进这小子。
　　　　　　　　　　　　　我说柴进啊柴进，平日哥哥把你当成朋友，你敢是同他狼狈为奸。你竟敢给她
　　　　　　　　　　　　　拉皮条。你先吃一斧再说！
宋江　　　（白）　　　　　李逵，今日愚兄同你到太平庄，叫他相认。他若说是愚兄，任你发落。倘若不
　　　　　　　　　　　　　是，你便怎样？
李逵　　　（白）　　　　　好，我若输了，愿赌项上人头。
宋江　　　（白）　　　　　好，柴进贤弟，一同前往。
李逵　　　（白）　　　　　如此，大家就走。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四喽兵、柴进、宋江、燕青、李逵同上。）
燕青　　　（白）　　　　　有请员外。
（陈员外上。）
李逵　　　（白）　　　　　员外，我今已将宋江带来了。你若说是他，我就是这一斧。
陈员外　　（白）　　　　　待我看来。
　　　　　　　　　　　　　不是他。
李逵　　　（白）　　　　　想是你老眼昏花。你说还有一个年少的，前来提亲。我也把他叫来了。你去看
　　　　　　　　　　　　　来。你若说是他，我就是这一斧。
陈员外　　（白）　　　　　不是的，不是的。
李逵　　　（白）　　　　　你家可有旁人见过那贼？
陈员外　　（白）　　　　　我的丫鬟曾经见过。
李逵　　　（白）　　　　　你快快叫她前来。
陈员外　　（白）　　　　　丫鬟快来。
（丫鬟上。）
李逵　　　（白）　　　　　你叫什么名字？
丫鬟　　　（白）　　　　　哎唷，哪儿这一个煤黑子！啊，你问我，我小名如意。
李逵　　　（白）　　　　　前日抢小姐的强人，你可认得他？
丫鬟　　　（白）　　　　　那我可认得。
李逵　　　（白）　　　　　来，你去看来。你若说是他，我就是这一斧。
丫鬟　　　（白）　　　　　等我看一看，哈哈。
李逵　　　（白）　　　　　是他？
丫鬟　　　（白）　　　　　不是。
李逵　　　（白）　　　　　那日还有个年轻的，你可认得？
丫鬟　　　（白）　　　　　那个年轻的，我可认得清楚。他那一天临出门的时候，他曾尅了我一下子。
李逵　　　（白）　　　　　你去看来，若是他，我也是这一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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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鬟　　　（白）　　　　　哈哈。
李逵　　　（白）　　　　　是他？
丫鬟　　　（白）　　　　　更不是他。
宋江　　　（白）　　　　　李逵大胆！
燕青　　　（白）　　　　　你还不向前跪下。
李逵　　　（白）　　　　　哥哥，我可是错了。
（李逵向宋江磕头赔罪。宋江不理。）
宋江　　　（白）　　　　　带马回山。
（四喽兵、柴进、宋江同下。）
燕青　　　（白）　　　　　呔，大哥已走，你跪在这里作甚？
李逵　　　（白）　　　　　他今已走，岂与我干休？也罢，我不免自刎。你将我的黑头带上山去，我至死，
　　　　　　　　　　　　　也不见他的面啦！
燕青　　　（白）　　　　　你且同我回到山寨，身背荆杖，苦苦哀求。有众家弟兄，与你讲情，大哥饶恕
　　　　　　　　　　　　　了你，也未可知。
李逵　　　（白）　　　　　好，就求你罢。
燕青　　　（白）　　　　　如此走啊。
李逵　　　（白）　　　　　走？
燕青　　　（白）　　　　　走啊！
李逵　　　（白）　　　　　走走走！
燕青　　　（白）　　　　　我看你是怎样好啊！
（燕青下。）
李逵　　　（白）　　　　　咳！
（李逵下。）

【第九场】

（四喽兵、四英雄引宋江、柴进、燕青同上。）
燕青　　　（白）　　　　　李逵带到。
宋江　　　（白）　　　　　将他押上堂来。
燕青　　　（白）　　　　　李逵走上。
李逵　　　（内白）　　　　来也！
（李逵上。）
李逵　　　（西皮摇板）　　俺李逵做事真正莽撞，
　　　　　（西皮流水板）　是何人假扮梁山一宋江？
　　　　　　　　　　　　　太平庄把人抢，
　　　　　　　　　　　　　咱李逵闻言我怒满在心膛。
　　　　　　　　　　　　　腰掖着板斧把梁山上，
　　　　　　　　　　　　　砍倒了杏黄旗我大闹了忠义堂。
　　　　　　　　　　　　　真宋江，假宋江，
　　　　　　　　　　　　　真假的宋江，难免李逵我遭殃。
　　　　　　　　　　　　　身背荆杖我把忠义堂来上，
　　　　　（白）　　　　　嘿嘿！
　　　　　（西皮摇板）　　这也是我自作自受惹遭殃。
　　　　　（白）　　　　　嗳呵，想我李逵，乃是惹气的脾气。我又爱多管闲事，今天得罪了宋大哥，只
　　　　　　　　　　　　　得身背荆杖，来到了忠义堂请罪。咦？你们瞧我大哥气得那个样子，众家哥弟
　　　　　　　　　　　　　一个个佯睬不睬。你瞧我李逵，哎，这算哪一道子的摆呢？有了，自家弟兄我
　　　　　　　　　　　　　呵，哀求哀求也就够完了。
　　　　　　　　　　　　　我说宋大哥，我一个人的亲哥哥，哥哥你的门前接着一道河，呀呼嘿嗳！我的
　　　　　　　　　　　　　大哥，你瞧俺李逵，可怜不可怜？自家兄弟马马虎虎拉到了罢，没有什么说的。
　　　　　　　　　　　　　燕青弟三分劲儿，你就打东村。
宋江　　　（白）　　　　　来，推出斩了。
四英雄、
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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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青　　　（同白）　　　　启大哥：李逵有罪，理当斩首。看在众小弟之面，望求将他饶恕。
宋江　　　（白）　　　　　看在众家兄弟之面，将他赦回。
李逵　　　（白）　　　　　谢大哥。我说哥哥啊哥哥，那个哥哥门前一道小沙河。哥哥，你饶恕了兄弟罢！
宋江　　　（白）　　　　　李逵、燕青听令！命你二人下山，打探冒名顶替之人不得有误。
李逵　　　（白）　　　　　得令。
燕青　　　（白）　　　　　我不去。
李逵　　　（白）　　　　　好，他又拿起来啦。
　　　　　　　　　　　　　我说兄弟，我给你杀个鸡吃，根根根，你同我走一趟罢！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宋江、柴进、四喽兵同上。）
宋江　　　（白）　　　　　众家兄弟，一同下山，捉拿盗贼，不得有误。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草上飞上。）
草上飞　　（白）　　　　　俺，草上飞，奉了寨主之命，去至松林走走。
（草上飞下。）

【第十二场】

（李逵、燕青同上。）
燕青　　　（白）　　　　　这是你所招之祸。我看那贼人，叫我往哪里去找？
李逵　　　（白）　　　　　你看前面有一松林，其中定有歹人。捉住一个，或可问出那厮的姓名。
燕青　　　（白）　　　　　走。
（李逵、燕青同绕场一周。草上飞上。李逵、燕青跟行数周。燕青放袖箭，草上飞倒地。）
草上飞　　（白）　　　　　爷爷饶命。
李逵　　　（白）　　　　　你叫什么名字？
草上飞　　（白）　　　　　我叫草上飞。
李逵　　　（白）　　　　　你为首的是何人？
草上飞　　（白）　　　　　一个周明一个周亮，乃是弟兄二人。
李逵　　　（白）　　　　　太平庄抢人女子，可是他二人所做？
草上飞　　（白）　　　　　正是。
李逵　　　（白）　　　　　他现在何处？
草上飞　　（白）　　　　　现在丁甲山。
李逵　　　（白）　　　　　好，你与我带路。
草上飞　　（白）　　　　　我说求你老人家，把这个玩意，与我拔出来才行啊。
李逵　　　（白）　　　　　燕小弟，你给他拔出来罢。
燕青　　　（白）　　　　　待我与他取出。
草上飞　　（白）　　　　　哎呀，妈呀！
李逵　　　（白）　　　　　你这小子贱骨头，给你拔出来，你倒叫唤起来啦！
（草上飞领李逵、燕青同绕场一周。）
草上飞　　（白）　　　　　前面就是丁甲山，我可是真走不了啦！
李逵　　　（白）　　　　　去你娘的罢！
（草上飞下。宋江、柴进、四喽兵同上。）
宋江、
柴进　　　（同白）　　　　可曾探着那贼巢穴？
李逵　　　（白）　　　　　就在此山内，一同上山。
（周明、周亮同上，同交战。李逵杀周明、周亮死，同下，众人同随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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