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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遗恨》【全本】

主要角色
崇祯：老生
王承恩：老生
周奎：净
李建泰：净
李国祯：老生
范景文：老生
杜之秩：丑
杜勋：丑
周后：旦
陈演：丑
周太太：老旦
姜瓖：老生
巩永固：老生

情节
明传至崇祯，水旱连秧，国事日非，十七年间，李闯贼兵兴乱，崇祯励力图挽，奈库府空虚，兴师不易，虽
设法募征，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似奸佞成党，杜勋、杜之秩辈，先复献关纳城，贼势大炽，逼犯京师。
崇祯欲托孤于国丈周奎，讵周奎亦系一昏谬者，城将破，犹在家中作寿，崇祯亲诣府门，亦不为之迎见，
乃急至午门撞钟擂鼓，连击三番，勤王者只李国祯一人而已。崇祯无奈，回宫使后妃自尽，杀公主，以绝后
患，幸三太子为徐高救出，得存明嗣。时李国祯孤军抗贼，奈贼势猖獗，不敌殉国，曹化谆献纳内城。崇祯
闻讯，知大势已去，乃哭祷太庙，并亲写血诏晓示天下，至煤山自尽焉。

根据《麒麟童真本》第八册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四太监引李闯同上。）
李闯　　　（引子）　　　　军威镇山岳，到处草木萧，铁骑下，鬼哭神号。
（李闯坐殿。）
李闯　　　（念）　　　　　甲申崇祯十七年，称王朔日坐西安。招地开疆凭胆气，立将大明国运迁。
　　　　　（白）　　　　　孤，闯王李自成。自从我的舅父死后，俺就称闯王，去年破了承天，众文武立
　　　　　　　　　　　　　俺以为新顺王，孤家自领大兵，破了潼关，才驾坐西安。
　　　　　　　　　　　　　众卿，今日孤王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我祖父李继迁为太祖，将俺生地延
　　　　　　　　　　　　　安府，改为天宝府，米脂县改为天宝县，诏告天下，不得有误。
牛金星　　（白）　　　　　臣领旨。
李闯　　　（西皮摇板）　　孤王洪福从天降，
　　　　　　　　　　　　　不久大明归李王。
　　　　　　　　　　　　　开国群臣皆有赏，
（二风旗同上，过场，同下。）
李闯　　　（白）　　　　　好大的风呀！
　　　　　（西皮摇板）　　黄雾阴霾大风扬。
　　　　　（白）　　　　　咳！今乃孤王大喜之日，这样的黄雾大风，正是他娘的不祥之兆。
牛金星　　（白）　　　　　大王不必烦闷，昔日汉刘邦，得了天下，回转家乡，与父老同饮之时，有大风
　　　　　　　　　　　　　一阵，故作大风歌，今日大王在故土登基，忽有此大风，乃大吉之兆也。
李闯　　　（白）　　　　　既然如此，吩咐摆驾，俺到坟上祭我的祖宗。
牛金星　　（白）　　　　　要称王陵。
李闯　　　（白）　　　　　怎么王陵？
牛金星　　（白）　　　　　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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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　　　（白）　　　　　嘿嘿，穷光蛋的坟，也变啦王陵啦，如此就摆驾王陵。
（李闯起座。〖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邱从周上。）
邱从周　　（西皮摇板）　　黎民涂炭变天道，
　　　　　　　　　　　　　国家将亡出孽妖。
　　　　　　　　　　　　　市井小儿掌权要，
　　　　　　　　　　　　　万种丑态难画描。
　　　　　（白）　　　　　俺，邱从周。乃是西郡司吏，可笑流寇李自成，搅乱十六载，屠杀百万人民，
　　　　　　　　　　　　　今日僭于西安，这样的害命蟊贼，居然富贵，还有什么天理；听说他要前来扫
　　　　　　　　　　　　　墓，这乞儿坟变作了王陵，使俺恶气难消，我不免等他到来，大骂国贼，也与
　　　　　　　　　　　　　那受难的百姓，出一口怨气啊！
　　　　　（西皮摇板）　　闯贼无道僭王号，
　　　　　　　　　　　　　万民怨声截满道。
　　　　　　　　　　　　　少时与他不吉兆，
　　　　　　　　　　　　　一腔义愤骂贼曹。
（〖牌子〗。四龙套、四闯兵、四太监、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引李闯同上。〖吹打〗。祭坟。）
李闯　　　（白）　　　　　祖宗呀，祖宗！我看你这块坟地，也没有什么风水，怎么会有我这皇帝的子孙？
　　　　　　　　　　　　　真他娘的奇怪呀！
　　　　　（西皮摇板）　　今日称王把墓扫，
　　　　　　　　　　　　　心满意足甚自豪。
（邱从周笑。）
邱从周　　（西皮摇板）　　不由我一阵哈哈笑，
李闯　　　（白）　　　　　何人发笑，绑下了！
邱从周　　（白）　　　　　李自成！
　　　　　（西皮摇板）　　且慢动手听根苗。
　　　　　（叫头）　　　　李闯呀，流贼！
　　　　　（白）　　　　　你们的出身，都是市井无赖，偶尔侥幸，拥有大兵，你们也是贫贱细民，一朝
　　　　　　　　　　　　　得志，就该慰抚平民才是，你们不但不保全百姓，反而杀百姓，害百姓，照这
　　　　　　　　　　　　　样的行为，只顾占据地盘，卜登高位，逆天背理，恐怕不久，就要被百姓碎尸
　　　　　　　　　　　　　万段也！
李闯　　　（白）　　　　　哇呀！逆贼你敢骂我，绑了！
邱从周　　（白）　　　　　且慢，我既骂你，就能拼着一死，我邱从周骂贼而死，好不痛快也！
　　　　　（西皮摇板）　　拼着一死骂强暴，
　　　　　　　　　　　　　准备项上受一刀。
　　　　　（白）　　　　　好贼子！
（李闯杀邱从周。）
李闯　　　（白）　　　　　拖下去。
（众人抬邱从周同下。）
李闯　　　（白）　　　　　嘿，又是他娘的不祥之兆！
牛金星　　（白）　　　　　圣天子百灵相助，哪有许多的忌讳，请大王速速进兵，破了都城，以成大业。
李闯　　　（白）　　　　　恐大明一时不能平灭。
牛金星　　（白）　　　　　不妨，大明阉官专权，惟利自卫，臣已发出檄文，恐吓他们，再用金钱买通内
　　　　　　　　　　　　　应，大兵到处，那般守关兵将，料必望风归顺。
李闯　　　（白）　　　　　命你照计而行。
牛金星　　（白）　　　　　遵旨。
（〖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褚宪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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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宪章　　（念） 站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褚宪章坐。）
王则尧　　（内白） 公公到。
褚宪章　　（白） 有请。
（褚宪章起座。王则尧上，进门。）
王则尧　　（白） 啊，公公。
褚宪章　　（白） 请坐。
（褚宪章、王则尧同坐。）
褚宪章　　（白） 到此必有所为。
王则尧　　（白） 天下荒乱，如何归结，如今大顺王，有公文在此，你我偷放在龙书案上，看万

岁怎样发落。
褚宪章　　（白） 这倒使得。
王则尧　　（白） 如此我们就是这个主意，告辞了。
（褚宪章、王则尧同起座。）
褚宪章　　（白） 后面备酒，我们同饮。
王则尧　　（白） 如此就要叨扰。
（褚宪章、王则尧同下。）

【第四场】

（二旗牌引李国祯同上。）
李国祯　　（引子） 鬼神愁睹有事秋，灾象晦暝蔽斗牛。
（李国祯坐。）
李国祯　　（念） 张巡杀贼光唐史，文山殉难报宋朝。明季当传于少保，沙场共应扬忠标。

（白） 本爵，襄城伯李国祯。大明驾前为臣，自阉官专权，国事日非，奸佞捷登高位，
贤良尽遭诛戮，当今即位，劳勤国政，力图挽回，怎奈文官爱钱，武将怕死，
仍然蒙蔽圣上；今闻得清兵猖狂，流寇蔓张，李自成在西安僭号，叫某怎能
安枕，不免早朝奏闻圣上便了。
左右，带马上朝。

（李国祯起座，上马，李国祯、二旗牌同下。）

【第五场】

（周奎、杜勋、李建泰、陈演、曹化谆、项煜、蒋得𤧀、巩永固、田宏遇、范景文、杜之秩、高起潜同上。）
周奎、
杜勋、
陈演、
项煜、
周奎、
李建泰、
曹化谆、
蒋得{��|⿰王某}、
巩永固、
田宏遇、
范景文、
杜之秩、
高起潜　　（同念） 滴漏五更寒，披衣上绣按。
杜勋　　　（白） 咱家，杜勋。
曹化谆　　（白） 曹化谆。
杜之秩　　（白） 杜之秩。
高起潜　　（白） 高起潜。
周奎　　　（白） 周奎。
陈演　　　（白） 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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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宏遇　　（白） 田宏遇。
范景文　　（白） 范景文。
巩永固　　（白） 巩永固。
李建泰　　（白） 李建泰。
项煜　　　（白）
蒋得𤧀　　（白）
杜勋　　　（白）
曹化谆　　（白）
（李国祯上。）
李国祯　　（白）
杜勋　　　（白）
李国祯　　（白）
杜勋　　　（白）
李国祯　　（白）

杜勋　　　（白）
李国祯　　（白）
杜勋　　　（白）
李国祯　　（白）

曹化谆　　（白）

项煜。
蒋得𤧀。
众位大人，你看关外大乱，内有闯贼谋反，谁能与国家分忧哇！
这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众位大人请了。
为何起得这样早哇？
国家有事之秋，为臣者岂能安枕！
你看，你这些小事，连觉都睡不着了么，大惊小怪的是什么道理？
天下慌慌，刀兵四起，食君之禄，当报国恩，以尽为臣之道，如今关外清兵，
国内流寇，似这样内忧外患，岂能安枕。
地广人稠，还怕就会亡国吗？
此言差矣，地广哪经得蚕食，人稠心已然焕散，若不见虑，大祸逼于眉睫矣！
那么，依你有什么办法呀？
淘汰误国殃民之辈，肃清矇君尸位之臣，救济万民，鼓励军心，尚有转机；诸
君再不整理，仍然好货恋位，国亡无日矣！
杜公公，何必与他辩嘴，你我走。

（周奎、杜勋、李建泰、陈演、项煜、蒋得𤧀、巩永固、田宏遇、范景文、杜之秩、高起潜同下。）
曹华谆　　（白） 你有多大的官，能办多大的事啊！
（曹化谆下。）
李国祯　　（白） 罢了哇，罢了！

（西皮摇板）　　恨阉官乱朝政这般时候，
还腆颜说什么地广人稠。
国不振外侮来内遭流寇，
好山河不知有几时存留。

（李国祯下。）

【第六场】

（褚宪章、王则尧同上，放檄文，同下。钟声。四太监、徐高引崇祯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朱由检未登基国政已紊，

励精神图政治挽已难能。
十七年水旱灾愧对百姓，

（崇祯上殿，见檄文。）
崇祯　　　（西皮摇板）　　龙书案何由来一角公文。

（白） 呀！龙书案上，哪里来的一角公文！
宣黄门官。

徐高　　　（白） 黄门官上殿。
（黄门官上。）
黄门官　　（白） 参见万岁。
崇祯　　　（白） 黄门官，这一角公文，是何人放在这龙书案上？
黄门官　　（白） 为臣并未安放本章，不知从何而来。
崇祯　　　（白） 这倒奇了！宣值殿侍臣。
徐高　　　（白） 值殿侍臣见驾。
（黄门官下。褚宪章、王则尧同上。）
褚宪章、
王则尧　　（同白）　　　　参见万岁。
崇祯　　　（白）　　　　　龙书案上，这一角公文，是何人所放？
褚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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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尧　　（同白） 奴婢们视察之时，并无此物，不知这公文从何而来，恕奴婢有失警之罪。
崇祯　　　（白） 这又奇了！
徐高　　　（白） 请万岁拆开公文，御览之后，再为详查。
崇祯　　　（白） 待朕拆开一观。
（崇祯拆书看。）
崇祯　　　（白） “大顺永昌皇帝，传谕大明文武官僚，及军民人等，孤王御驾，于三日内至北

京驻驿。”啊！这分明是反叛的檄文，这大顺永昌又是何人？
褚宪章　　（白） 启万岁：李闯王占据西安之后，已经僭号大顺王，国号永昌。
崇祯　　　（白） 怎么，流寇李闯，已僭号称王。
王则尧　　（白） 启万岁：奴婢听说李闯，攻打山西甚急。
（王则尧、褚宪章同下。）
崇祯　　　（白） 哎呀，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僭号似雷震，
为何丝毫不知闻。
撞钟擂鼓群臣问，

（徐高撞钟鼓。李国祯、李建泰、范景文、项煜、蒋得𤧀、巩永固、田宏遇、周奎、陈演、杜勋、杜之秩、
高起潜、曹化谆同上，同上殿参见。）
李国祯、
李建泰、
范景文、
项煜、
蒋得{��|⿰王某}、
巩永固、
田宏遇、
周奎、
陈演、
杜勋、
杜之秩、
高起潜、
曹化谆　　（同西皮摇板）　两班文武见至尊。

（同白） 臣等见驾。愿吾皇万岁。
崇祯　　　（白） 众卿平身。
李国祯、
李建泰、
范景文、
项煜、
蒋得{��|⿰王某}、
巩永固、
田宏遇、
周奎、
陈演、
杜勋、
杜之秩、
高起潜、
曹化谆　　（同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如今流寇方面，你们可知道有什么紧急之事么？
周奎　　　（白） 流寇不过乌合之众，如今各路剿灭，看来时局大有转机。
崇祯　　　（白） 怎么，大有转机？这公文一角，你们拿去看来。
李建泰　　（白） 待臣等一观。
（〖牌子〗。李建泰接看。）
李建泰　　（白） 请问万岁，这叛逆檄文，由何处而来？
崇祯　　　（白） 此檄文在龙书案上，不知从何而来，问过值殿侍臣，也奏道不知何人安放于此。

难道说国家将亡，出了妖孽不成？咳！朕自登基以来，流寇蜂起，外侮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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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旱兵祸，年年不息，善良人民，不能安业，也不怪文官不能修政，武臣不
　　　　　　　　　　　　　能平乱，终怪寡人，用人不当，十七年来，才弄得这样紊乱，我这做元首的，
　　　　　　　　　　　　　对百姓甚觉有愧于心，但不知民脂民膏，奉养你们这班大人先生，可觉得有点
　　　　　　　　　　　　　惭愧吗？也罢，闯王僭号西安，大逆不道，待朕御驾亲征。
　　　　　（西皮摇板）　　孤王御驾将贼征，
李国祯　　（西皮摇板）　　愧杀臣等不忠臣。
　　　　　（白）　　　　　请陛下暂息雷霆之怒，闯贼虽然僭号西安，兵犯山西，但流寇乃乌合之众，不
　　　　　　　　　　　　　足畏也，何劳万岁御驾亲征，臣愿领兵破贼，以死为国。
李建泰　　（白）　　　　　襄城伯虽有忠心，领兵征剿，但是山西地理不熟，难胜流寇，况且京畿重地，
　　　　　　　　　　　　　不可不防。万岁，命襄城伯和曹化谆，防守京城，再命杜公公镇守宣府，监视
　　　　　　　　　　　　　大同，杜之秩把守居庸关。为臣乃山西曲沃人氏，颇知地理，家有薄资，愿率
　　　　　　　　　　　　　兵转回曲沃，以私财饷军，率师西讨，以报主知遇之恩。
崇祯　　　（白）　　　　　卿家有这忠心，朕感激零涕，候卿行时，朕当仿效古人推毂之礼，以壮声色。
李建泰　　（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杜勋听旨：命你镇守宣府，监视大同，与总镇姜琼努力防贼。
杜勋　　　（白）　　　　　遵旨。
（杜勋下。）
崇祯　　　（白）　　　　　杜之秩听旨：我想居庸关口，乃是京师咽喉要路，卿与守将唐通，严加防守，
　　　　　　　　　　　　　莫负孤意。
杜之秩　　（白）　　　　　遵旨。
（杜之秩下。）
崇祯　　　（白）　　　　　曹化谆严守外城。襄城伯为九门提督，严防京畿。大学士你辅助督师，共赴国
　　　　　　　　　　　　　难，可算忠心，但是东阁之事，何人代理？
李建泰　　（白）　　　　　工部尚书范景文，可代辅国政。
崇祯　　　（白）　　　　　如此范卿，今逢国难当头，累卿负此重任，命卿兼东阁大学士。
范景文　　（白）　　　　　恐臣才疏，不能当此重任。
崇祯　　　（白）　　　　　朕知卿久矣，今急而用卿，朕已恨迟晚，望卿尚勉为之。
范景文　　（白）　　　　　臣当以死报国。
崇祯　　　（白）　　　　　卿几时起程？
李国泰　　（白）　　　　　依臣即欲起程，怎奈粮饷空虚，如何是好？
崇祯　　　（白）　　　　　可也是啊，像这样粮饷空虚，如何能交兵开战，可是府库空空如洗，这财政怎
　　　　　　　　　　　　　生着手，若无粮饷，就不能发兵平寇，真正难死孤王了！
田宏遇　　（白）　　　　　万岁何不向百姓输捐粮饷，哪个不肯，就国法从事。
崇祯　　　（白）　　　　　听国丈之言，叫朕去输捐百姓？咳！百姓们虽有救国之心，但是他们能有多大
　　　　　　　　　　　　　力量，国家捐了他们，也不止一次了，捐得他们精力全疲，而且自顾不暇，现
　　　　　　　　　　　　　在哪里还有钱来捐助呢，虽然爱国心未尝少息，但是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这做元首的，再去压迫他们，敲他们的骨髓，实在地于心不忍，可是那一些
　　　　　　　　　　　　　面团团、腹便便、有钱的百姓，他们又没有爱国思想，一个个花天酒地，我我
　　　　　　　　　　　　　卿卿，甚到缠头之费，一掷千金，国家兴亡，置若不闻，慈善事务，不舍分文，
　　　　　　　　　　　　　富翁如此，能不痛心也！
　　　　　（西皮摇板）　　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
　　　　　　　　　　　　　他把那国家事置若罔闻。
　　　　　　　　　　　　　我国民渲染了恶劣根性，
　　　　　　　　　　　　　我登基本希望育化愚民。
　　　　　　　　　　　　　十七年降天灾是孤的命运，
　　　　　（哭头）　　　　苍天呀！
　　　　　（西皮摇板）　　你何必杀千民罪降我身。
李国祯　　（西皮摇板）　　君臣们只哭得山崩地震，
　　　　　　　　　　　　　只哭得鬼神号天地昏昏。
　　　　　　　　　　　　　圣天子本是那万民根本，
　　　　　　　　　　　　　请陛下止悲泪政治速行。
　　　　　（白）　　　　　事到如今，哭也无益，望陛下以社稷为重，当善保龙体。
范景文　　（白）　　　　　万岁不必悲伤，臣一面招兵，一面酬饷，相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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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　　　（白） 事已至此，朕方寸已乱，毫无主张，听凭卿家做主，行事去罢。
范景文　　（白） 领旨！

（西皮摇板）　　休管他事艰险奋勇前进，
李国祯　　（西皮摇板）　　为武将拼一死卫国卫民。
（李国祯、李建泰、范景文、项煜、蒋得𤧀、巩永固、田宏遇、周奎、陈演、高起潜、曹化谆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到如今已到了山穷水尽，

巨灵掌恐难挡洪水纵横。
（崇祯、四太监、徐高同下。）

【第七场】

（四宫女引周后同上。）
周后　　　（西皮原板）　　戊辰年天如血陕西全省，

钦天监细推算必主刀兵。
到如今流寇起西安混乱，
我主爷与众臣昼夜调停。

（周后坐。四太监、徐高引崇祯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贼闯王贪无厌得秦图晋，

食肉者难定乱辜负国恩。
粮饷拙兵将弱如此棘荆，

（周后起座。）
周后　　　（白） 迎接万岁。
（崇祯、周后同进门。）
周后　　　（白） 妾妃见驾，吾皇万岁。
崇祯　　　（白） 好了好了，国都要亡了，这种虚礼免了罢！
周后　　　（白） 万岁。

（西皮摇板）　　莫非是哪一省又报灾情。
崇祯　　　（白） 今日孤王上殿，见龙书案上，有公文一角，也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何人所放，

拆开一观，原来又出了一个皇帝呵！
（西皮摇板）　　李自成在西安僭号大顺，

发人马夺山西要攻蒲城。
李建泰请督师朕已照准，
府库空无粮饷怎能成军。

周后　　　（白） 国家危急之秋，难道群臣空食俸禄，一筹莫展。
崇祯　　　（白） 田国丈奏道，国家缺乏粮饷，再去捐输百姓，我是知道这些，但是苦百姓们，

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顾，再去捐他们的钱，于心何忍，除非和几个富翁商议，
但是他们为富不仁，定要推诿，这便如何是好？

周后　　　（白） 启奏万岁，自古至今，百姓们纳税完粮，已尽了他们做国民的义务，国家一日
有事，又要百姓捐助，可是从来不曾捐过大臣，捐过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国
家是大家的国家，担负也应当大家担负，此番捐助军饷，应当由上而下，一律
捐助，上行下效，方为公平。

崇祯　　　（白） 梓童此话，正合朕意，常言道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就依皇后之见，由上捐起，
再由大臣，以及百姓，少不得先由皇后捐起，梓童，你有多大力量啊？

周后　　　（白） 妾愿将正宫一切宝物，捐助军饷，以救国难。
崇祯　　　（白） 甚好，待孤明日，将此意对群臣言讲，照皇后的意志，进行便了。
（崇祯、周后同起座。）
崇祯　　　（西皮摇板）　　上行下效相呼应，
周后　　　（西皮摇板）　　同舟共济理纷纭。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六百姓同上。四校尉引曹化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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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谆　　（白） 如今国家要出兵啦，你们都要捐钱哪！
二百姓　　（同白） 啊，公公，这些小意思，请你收了。
（二百姓同送银。）
曹化谆　　（白） 好好，你们去罢！
（曹化谆接银，二百姓同下。）
曹化谆　　（白） 你们有没有哇？
四百姓　　（同白） 公公，水荒旱荒、刀兵四起，我们生意都没有，哪里来的钱呀！
曹化谆　　（白） 你们这些东西，都是贱骨头，皮鞭伺候。
（四校尉同允，同打。二旗牌引李国祯同上。）
李国祯　　（白） 你们为何如此？
四百姓　　（同白） 将军有所不知，有钱之人，把他些金钱，就将他们放了，我们都是无钱之人，

就怎样毒打，你们这种行为，我们情愿做亡国奴哇！
李国祯　　（白） 曹公爷，你可曾受贿？
曹化谆　　（白） 住了，你说此话，可有见证？
四百姓　　（同白） 现在他的身上。
李国祯　　（白） 旗牌搜来。
（二旗牌同允，同搜银。）
李国祯　　（白） 众百姓逃命去罢！
（四百姓同下。）
曹化谆　　（白） 哈哈，我辛辛苦苦拿住了这些人，你倒把他们放啦！
李国祯　　（白） 这些苦百姓，捉他何用？
曹化谆　　（白） 万岁要是问下罪来哪？
李国祯　　（白） 有我担承。
曹化谆　　（白） 好哇，你敢与我上殿面君。
李国祯　　（白） 如此走。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四太监、徐高、王承恩引崇祯同上。）
崇祯　　　（引子） 国难临头，社稷阽危。安得猛士兮，能尽忠义。
（崇祯坐殿。）
崇祯　　　（念） 孤坐江山十七年，哪有一日得安闲。军政日非民思乱，罪在大人太不贤。

（白） 昨日大学士言道，前去相机招兵筹饷，不知可有头绪，军情紧急，孤王一夜未
眠，今日临殿，未免早了一点。

（崇祯呵欠。）
崇祯　　　（白） 群臣尚未到来。

内侍，撞钟擂鼓。
徐高、
王承恩　　（同白） 领旨。
（徐高、王承恩同击钟鼓。曹化谆、田宏遇、周奎、蒋得𤧀、项煜、范景文、李国祯、陈演、高起潜、巩永
固、李建泰同上。）
曹化谆、
田宏遇、
周奎、
蒋得{|⿰王某}、
项煜、
范景文、
李国祯、
陈演、
高起潜、
巩永固、
李建泰　　（同白）　　　　吾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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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　　　（白）　　　　　平身。
曹化谆、
田宏遇、
周奎、
蒋得{��|⿰王某}、
项煜、
范景文、
李国祯、
陈演、
高起潜、
巩永固、
李建泰　　（同白）　　　　谢万岁。
崇祯　　　（白）　　　　　筹款招兵一事，怎么样了？
曹化谆　　（白）　　　　　启奏陛下：奴婢奉范学士之命，招得五百民军，募饷一层，实难筹到，好容易
　　　　　　　　　　　　　拿着数人，逼他捐款，被李国祯做好人，将他们放了。
李国祯　　（白）　　　　　启奏陛下：放走之人，皆是无产业之人，打死他们也难得分文，反要激起民变，
　　　　　　　　　　　　　臣大胆将他们放走。
范景文　　（白）　　　　　襄城伯所奏不虚，可恨一班富豪人家，果如圣言，百般推诿，毫无捐输之意，
　　　　　　　　　　　　　臣该知罪也。
崇祯　　　（白）　　　　　咳！哪有卿家之罪，既然如今，没有办法，昨天，皇后倒有了个捐款办法。
范景文　　（白）　　　　　皇后有何懿旨？
崇祯　　　（白）　　　　　皇后言道：百姓们平时纳税送粮，已尽了他们国民的义务责任，一旦有事，又
　　　　　　　　　　　　　要去捐他们，从不曾捐过大臣，捐过官吏，未免太不公平，国家是大家的国家，
　　　　　　　　　　　　　担负要大家担负。孤想，皇后此言，甚是有理，自古道不能责己，焉能正人，
　　　　　　　　　　　　　先由皇后捐起，如今皇后将正宫一切宝物，尽皆捐助军饷，各嫔妃等也捐宝
　　　　　　　　　　　　　物在此，众卿可照此施行，先由大臣捐起，以及下级官吏，若能激起百姓爱国
　　　　　　　　　　　　　之心，自动捐助，也未可知，你们哪一个先捐起？
李国祯　　（白）　　　　　臣愿将家中一切细软宝物，捐助军饷。
崇祯　　　（白）　　　　　且慢！卿倾产救国，固然是忠义可嘉，但是卿家一家老少，何以为生？
李国祯　　（白）　　　　　国难临头，国将不保，何以为生！
崇祯　　　（白）　　　　　啊呀！
　　　　　（西皮摇板）　　伤心话说得我珠泪滚滚，
　　　　　　　　　　　　　忠义气使草木也要同情。
李国祯　　（西皮摇板）　　辞别万岁下龙庭，
　　　　　　　　　　　　　变卖家产去练兵。
（李国祯下。）
范景文　　（白）　　　　　臣捐助二千两。
崇祯　　　（白）　　　　　卿家你的俸禄缺少，你又是个正直无私的人，你捐助二千两，恐怕你莫有这大
　　　　　　　　　　　　　力量罢！
范景文　　（白）　　　　　共救国难，焉敢落后。
崇祯　　　（白）　　　　　你不要勉强。
范景文　　（白）　　　　　勉强，臣也要捐助。
（徐高写。）
崇祯　　　（白）　　　　　咳，苦之极也！大学士你捐多少？
李建泰　　（白）　　　　　臣的家财都在曲沃，只要到了那里，一切军饷，都是为臣的的了。
崇祯　　　（白）　　　　　忠臣也！曹卿你捐多少？
曹化谆　　（白）　　　　　奴婢也要捐吗？
崇祯　　　（白）　　　　　自然要捐啊！
曹化谆　　（白）　　　　　捐二十两银子。
崇祯　　　（白）　　　　　咳！你的境况甚好，要捐三千两。
曹化谆　　（白）　　　　　奴婢没有钱，哪里捐得起。
崇祯　　　（白）　　　　　你捐得起的，一定要捐三千两。
曹化谆　　（白）　　　　　那么跟大学士一样，捐二千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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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　　　（白） 好，就是二千两。
蒋得𤧀　　（白） 臣捐一千两。
项煜　　　（白） 臣捐五百两。
（徐高写。）
巩永固　　（白） 父王，儿臣愿捐五千两。
崇祯　　　（白） 驸马，捐款踊跃，真是慷慨之气。
王承恩　　（白） 奴婢愿捐五千两。
崇祯　　　（白） 你也勉强。
王承恩　　（白） 奴婢不勉强，慢说捐款不勉强，就是跟着万岁死，更不勉强！
崇祯　　　（白） 好哇！

（西皮摇板）　　慷慨捐助不鄙吝，
大难临头优劣分。
集腋成裘御寒冷，

（周奎、田宏遇、陈演同下殿。）
崇祯　　　（白）　　　　　啊，国丈、国老回来。
（崇祯起座。）
周奎、
田宏遇、
陈演　　　（同白） 万岁，我们没有钱。
崇祯　　　（白） 不要装穷，你们的景况，孤是晓得的啊。
周奎　　　（白） 万岁，我们各捐五百两吧。
崇祯　　　（白） 你是太师，你们是国丈，家有资财，应当多捐才是。
陈演　　　（白） 我们是穷官，再加五百两罢。
崇祯　　　（白） 你们不要装穷，一定要多捐。
周奎　　　（白） 捐多少？
崇祯　　　（白） 你们三人哪！

（西皮摇板）　　你三人各捐上十万纹银。
周奎、
田宏遇、
陈演　　　（同白） 啊呀呀，我们捐不起呀！
崇祯　　　（白） 捐不起也要捐，写上。
（徐高写。）
崇祯　　　（白） 快去预备银子。
周奎　　　（白） 领旨。

（西皮摇板）　　十万银如同是要了老命，
万把刀刺心头泪湿衣襟。

（周奎、田宏遇、陈演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筹粮饷终算是大事安定，

空有饷五百兵怎能出征。
李建泰　　（白） 万岁不必忧虑，只要有了饷银，自然就有兵卒，万岁将珠宝交与为臣，沿路招

兵，誓死退敌。
崇祯　　　（白） 依卿所奏，赐卿敕旨，上方宝剑，孤王亲送出师，以壮声威嗄！

（西皮摇板）　　内臣摆驾出龙庭。
（〖吹打〗。众人同走圆场，同出城，崇祯赐酒。四轿夫、四龙套、中军同上。）
崇祯　　　（西皮摇板）　　君臣分别正阳门。
李建泰　　（西皮摇板）　　辞王别驾登路程，
（李建泰上轿，摔。）
李建泰　　（白） 啊唷！

（西皮摇板）　　这一跤跌得我头脑昏。
崇祯　　　（西皮摇板）　　此去不祥恐有损，

且待孤王另遣人。
李建泰　　（白） 且慢！

（西皮摇板）　　为臣舍死把国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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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带马。
（李建泰上马。李建泰、四轿夫、四龙套、中军同下。）
崇祯　　　（西皮摇板）　　遥望旌旗甚悲心。
（众人同进城，同下。）

【第十场】

（二丫鬟引周太太同上。）
周太太　　（西皮摇板）　　靠着女儿爱富贵，
　　　　　　　　　　　　　国丈太太好光辉。
（周太太坐。四龙套引周奎同上。）
周奎　　　（西皮摇板）　　皇上要把军饷借，
　　　　　　　　　　　　　逼我捐款良心亏。
（周奎下轿，进门。四龙套同下。）
周太太　　（白）　　　　　国丈大人回来了。
（周奎坐。）
周奎　　　（白）　　　　　咳！实在要我的老命。
周太太　　（白）　　　　　怎么，谁要你老命呀？告诉皇帝去，叫皇帝报仇。
周奎　　　（白）　　　　　咳，这朝内文武，哪个敢要我的命，就是皇帝要我的命。
周太太　　（白）　　　　　啊呀！皇帝要你的命，杀头呢还是枪毙啊？
周奎　　　（白）　　　　　去你的罢，你怎么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呀？
周太太　　（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周奎　　　（白）　　　　　万岁要捐我们两个国丈，和陈阁老十万银子，你想，叫我拿出这一批银子，岂
　　　　　　　　　　　　　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你说什么杀头、枪毙，啊呀，你说这样不吉利的话，看我
　　　　　　　　　　　　　今年活不过去了。
周太太　　（白）　　　　　皇帝真要捐我们这许多银子，我们倒不如死了便宜呢！你想我平时，小菜舍不
　　　　　　　　　　　　　得吃，衣裳舍不得穿，说句小气话，解手不用草纸，就在马桶边上擦擦，省俭
　　　　　　　　　　　　　下来的钱，给皇帝敲竹杠，阿要肉麻，阿要伤心，我的老头子呀！
（周太太哭。门官上。）
门官　　　（白）　　　　　启国丈：王公公奉旨各府催捐。
（门官下。）
周奎　　　（白）　　　　　啊呀，催命鬼来了，怎么好呢？你回避了吧！
周太太　　（白）　　　　　不行，今天的事情，让我上前，你是对付不了的。
周奎　　　（白）　　　　　好，就看你的了。
（四太监引王承恩同上。）
王承恩　　（西皮摇板）　　奉王旨意出宫闺，
　　　　　　　　　　　　　朝臣府中把饷催。
　　　　　　　　　　　　　谁知朝臣皆推诿，
周太太　　（白）　　　　　讨债鬼不要上我们这里来呀！
王承恩　　（白）　　　　　啊！
（四太监引王承恩同进府。）
王承恩　　（西皮摇板）　　妇人何事苦伤悲？
　　　　　（白）　　　　　啊，老国丈。
（周奎起座。）
周奎　　　（白）　　　　　啊，公公。
王承恩　　（白）　　　　　这位是老太师的……
周奎　　　（白）　　　　　是我的贱妾。
王承恩　　（白）　　　　　啊呀，失敬了。什么事悲伤，方才说的什么讨债鬼？
周太太　　（白）　　　　　你问的讨债鬼呀？这是我们老头子俸禄小，不够开销，欠啦账，没有钱还，我
　　　　　　　　　　　　　这门户，被那些讨债鬼走穿了，公公上我们这儿来的，都没有好人，也是讨债
　　　　　　　　　　　　　鬼。
周奎　　　（白）　　　　　啊呀，你这一说，连王公公都不是好人了，还不下去。
（周太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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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奎　　　（白）　　　　　啊，王公公，不要多心，你是不像讨债鬼的。
王承恩　　（白）　　　　　嘿，那么你知道我的来意么？
周奎　　　（白）　　　　　公公是个财福星，到这里来，都是叫我们发财的，一定是皇帝或是皇后，打发
　　　　　　　　　　　　　公公送珍珠宝贝来的罢！
王承恩　　（白）　　　　　嘿嘿，这却不然，老国丈在金殿上，承认的捐款，皇上打发我收款来了，老国
　　　　　　　　　　　　　丈请你把银子交出来罢。
　　　　　　　　　　　　　孩子，预备抬银子。
周奎　　　（白）　　　　　啊呀！公公，我这个太师又不掌权，又不管财政，赚这几个死工钱，难道公公
　　　　　　　　　　　　　你不晓得么？
王承恩　　（白）　　　　　听你话是捐不起呀？
周奎　　　（白）　　　　　呃，公公明鉴。
王承恩　　（白）　　　　　你既然捐不起，为什么在万岁面前，却又答应的呢？
周奎　　　（白）　　　　　当着满朝文武，能下万岁的面子么？
王承恩　　（白）　　　　　既然知道万岁的面子要紧，请国丈交银子罢！
周奎　　　（白）　　　　　啊呀，要我的老命也交不出钱来，我今年实在买了几千亩地，家里钱不够，还
　　　　　　　　　　　　　亏空几万银子呢。
王承恩　　（白）　　　　　老太师，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西皮流水板）　张良为国心用碎，
　　　　　　　　　　　　　变卖田产救垂危。
　　　　　　　　　　　　　张巡曾杀妻奴辈，
　　　　　　　　　　　　　鼓励三军起雄威。
　　　　　　　　　　　　　老国丈堂堂是亲贵，
　　　　　　　　　　　　　竟把良心变死灰。
　　　　　　　　　　　　　话不投机去奏万岁，
周奎　　　（白）　　　　　哎呀呀！
　　　　　（西皮摇板）　　还望容我细敲推。
王承恩　　（白）　　　　　不要麻烦了，银子有没有？不要耽误，咱家还有旁的事呢！
周奎　　　（白）　　　　　公公，好好转奏，准我七日之内，设法捐缴罢。
王承恩　　（白）　　　　　嘿，你是皇亲，自己尊重，咱家去也。
　　　　　　　　　　　　　孩子们打道。
（王承恩、四太监同出门，同下。）
周奎　　　（白）　　　　　真真难煞我了！
　　　　　（西皮摇板）　　此事倒叫我难进退，
　　　　　（白）　　　　　怎么好？
（周太太上。）
周太太　　（白）　　　　　你真是个猪猡嘎！
　　　　　（西皮摇板）　　小事何必皱双眉。
　　　　　（白）　　　　　这一些小事，都没有好法子吗？
周奎　　　（白）　　　　　啊呀，你怎么说是小事呀？
周太太　　（白）　　　　　我说你香闺里面，没有这个女军师，你怎么能在朝为官呢？
周奎　　　（白）　　　　　不错，你这一次能够想了妙法，叫我不花钱，今天就与你正式闺房拜将。
周太太　　（白）　　　　　真的？
周奎　　　（白）　　　　　真的。
周太太　　（白）　　　　　你不是答应万岁十万银子吗？那容易，你多散帖子，做个假寿，人家都来送礼，
　　　　　　　　　　　　　十万银子，伸手就得，你看好不好？
周奎　　　（白）　　　　　好，照此办法，一定还能赚钱。
周太太　　（白）　　　　　佩服我罢？
周奎　　　（白）　　　　　佩服之至。
周太太　　（白）　　　　　今日与我闺房拜将。
周奎　　　（白）　　　　　咳，老了！
周太太　　（白）　　　　　不行。
（周太太摘周奎耳朵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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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场】

（〖牌子〗。四龙套、四民兵、中军引李建泰同上。）
中军　　　（白）　　　　　相爷，如今奉命去守山西，贼势甚猖，我们这五百民兵，就是垫马蹄也不够，
　　　　　　　　　　　　　难道去送死不成？
李建泰　　（白）　　　　　我又不是呆子，做了一个相位，拿不着俸金，又不能辞退，如今李闯僭号，大
　　　　　　　　　　　　　事去矣；闻听得闯王，兵犯山西，我家中的财产，又无人保护，真是心悬两地，
　　　　　　　　　　　　　故而自请督师，这个呆皇帝，信以为真，与我五百民兵，去保山西，我们回
　　　　　　　　　　　　　到曲沃，只要你们保护我的私产，你们的军饷，由我来担负就是。
中军　　　（白）　　　　　大人，此行不是为国，原是为家啊！
李建泰　　（白）　　　　　只要有钱，亡国也是不要紧。
（家将上。）
家将　　　（白）　　　　　启相爷：不好了！
李建泰　　（白）　　　　　何事惊慌？
家将　　　（白）　　　　　李闯王破了潼关，夺了曲沃。
李建泰　　（白）　　　　　啊呀，曲沃也失了，我的财产呢？
家将　　　（白）　　　　　财产被流寇分了。
李建泰　　（白）　　　　　啊呀，我连一个富亡国奴，都不够资格了哇！太太呢？
家将　　　（白）　　　　　太太不知去向，打谅也被流寇分了。
李建泰　　（白）　　　　　哎呀，这一分，分成十三块了。
中军　　　（白）　　　　　大人你的财产，也没有了，我们也不能保全你了，我们大家散了罢。
李建泰　　（白）　　　　　且慢！虽然家产尽完，我身边还有在皇帝那儿骗来的珠宝，你们只要保护我，
　　　　　　　　　　　　　变卖珠宝，也要与你们发饷的。
中军　　　（白）　　　　　你还有力量发饷，我们当军的，本来抱着有粮便是的主义，只要你有钱，我们
　　　　　　　　　　　　　一定拥护。
李建泰　　（白）　　　　　面前是什么所在？
中军　　　（白）　　　　　前面是定兴。
李建泰　　（白）　　　　　好，暂往定兴去者。
（众人同走圆场。）
中军　　　（白）　　　　　来在定兴。
李建泰　　（白）　　　　　叫他们开城。
中军　　　（白）　　　　　快快开城。
（城官上城。）
城官　　　（白）　　　　　什么人叫城？
中军　　　（白）　　　　　东阁大学士李建泰，奉命督师，陕西平寇，由此经过，快快开城。
城官　　　（白）　　　　　既是平寇，天色未晚，就该速行，若驻军定兴，地方又小，不能供给兵差，望
　　　　　　　　　　　　　乞大人，恕我们闭城不纳之罪。
李建泰　　（白）　　　　　啊呀，闭城不纳，如何是好？
中军　　　（白）　　　　　这样的小城，他们不纳，我们难道不能进去吗，请大人传令攻城。
李建泰　　（白）　　　　　好，众将官，攻城。
（四龙套、四民兵同允，同破城，杀城官，同进城。）
中军　　　（白）　　　　　相爷，你看如何？
李建泰　　（白）　　　　　我看你们打自己人的城池，杀自己人的兵卒，有这样的勇敢，真令我肃然起敬。
　　　　　　　　　　　　　家将去查查仓库，还有多少？
家将　　　（白）　　　　　得令。
（家将下。）
中军　　　（白）　　　　　定兴城小，出息不多，没有什么好处。
李建泰　　（白）　　　　　容我思之。
（家将上。）
家将　　　（白）　　　　　库中粮银全无，闻昨日被县长卷逃而去。
中军　　　（白）　　　　　我们晚来了，白费了力气。
李建泰　　（白）　　　　　今日就在此处驻扎，府库虽然空虚，命你们搜刮一毕，明日随我往保定去者。
中军　　　（白）　　　　　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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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杜勋上。）
杜勋　　　（西皮摇板）　　流寇蔓延十三省，
　　　　　　　　　　　　　一炬燎原令人惊。
　　　　　　　　　　　　　探马频频报凶信，
（杜勋坐。）
杜勋　　　（西皮摇板）　　潼关破后陷蒲、汾。
（中军上。）
中军　　　（白）　　　　　王总兵求见。
杜勋　　　（白）　　　　　有请。
（杜勋起座。）
中军　　　（白）　　　　　有请。
（中军下。王承允上，进门。）
王承允　　（白）　　　　　参见公公。
（杜勋、王承允同坐。）
杜勋　　　（白）　　　　　王总兵，为何这样惊慌？
王承允　　（白）　　　　　探马报到，闯王李自成，连破了蒲州、汾州，晋王求桂被擒，巡抚蔡懋德殉难，
　　　　　　　　　　　　　特来与公公商议，倘若贼兵来攻宣府，请问公公是战是守？
杜勋　　　（白）　　　　　战是战不过，守是守不住，除非是……
王承允　　（白）　　　　　归降也罢。
杜勋　　　（白）　　　　　噤声！
（杜勋、王承允同起座，同两边看。）
杜勋　　　（白）　　　　　既然同意，准备归降便了，但是宣府巡抚朱之凭，为人耿直，千万不要叫他知
　　　　　　　　　　　　　道。
王承允　　（白）　　　　　卑职知道了。
（中军上。）
中军　　　（白）　　　　　启公公：大同总兵姜大人要见。
杜勋　　　（白）　　　　　姜瓖由大同来到宣府，必有急务，有请。
（杜勋、王承允同起座。）
中军　　　（白）　　　　　有请。
（姜瓖上，进门。）
姜瓖　　　（白）　　　　　杜公公，总兵也在此处。
（杜勋、王承允、姜瓖同坐。）
王承允　　（白）　　　　　姜大人，由大同而来，可知闯王已陷太原！
姜瓖　　　（白）　　　　　不但太原失守，探马报道，又陷了梨城，临晋路安，进攻代州，不识时务的总
　　　　　　　　　　　　　兵周遇吉，力拒食尽，退守宁武关，闯王已抵固关，分兵攻打真定，总督徐标，
　　　　　　　　　　　　　斩使拒守，知府印茂华、中军谢加福，害了徐标，献了城池，连破了彰德府，
　　　　　　　　　　　　　赵王朱常守，亦降了闯王，我见事已紧急，来与杜公公、王大人，商议进退
　　　　　　　　　　　　　之事。
王承允　　（白）　　　　　姜大人来意，我已明白了，周遇吉不识时务，难道我们也不识时务么？
姜瓖　　　（白）　　　　　赵王朱常守都献了彰德，归降闯王，我们与朱家，非亲非故，更可以归顺，做
　　　　　　　　　　　　　别人的臣子，不是一样吃饭吗？
杜勋　　　（白）　　　　　不但可以吃安稳饭，而且可以保全了家产，我们既打算归降，何不写下降表，
　　　　　　　　　　　　　先命人送去，岂不是格外的讨好。
姜瓖　　　（白）　　　　　有理，待我修表。
（〖牌子〗。姜瓖写。）
姜瓖　　　（白）　　　　　命何人捧表前去？
杜勋　　　（白）　　　　　待我差心腹人送去，方不误事。
　　　　　　　　　　　　　中军，就命你备快马一匹，换了青衣小帽，往宁武关投献降表，见了闯王，就
　　　　　　　　　　　　　说监视太监杜勋、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率百姓们，箪食壶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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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王师，回来叫他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们的好处。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接书下。）
杜勋　　　（白）　　　　　正是：
　　　　　（念）　　　　　三人同了心，
王承允、
姜瓖　　　（同念）　　　　黄土变成金。
杜勋　　　（白）　　　　　咱们是同志啦，到后面去，顺便谈谈。
姜瓖　　　（白）　　　　　且慢，恐怕代王傅脐、巡抚卫景琼，疑心于我，我还是回转大同，等闯王前来，
　　　　　　　　　　　　　我们一同吃功臣宴罢。
王承允、
杜勋　　　（同白）　　　　如此不敢强留。
姜瓖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誓守秘密当谨慎，
杜勋　　　（西皮摇板）　　准备新朝做功臣。
（杜勋、王承允、姜瓖同下。）

【第十三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闯王分兵破真定，
　　　　　　　　　　　　　大军已到宁武城。
　　　　　　　　　　　　　急忙上殿去报信，
（李国祯上殿。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李大人为何这样行？
李国祯　　（二黄摇板）　　流寇已入直隶境，
　　　　　　　　　　　　　早诏天下把王勤。
　　　　　　　　　　　　　撞钟擂鼓好奏本。
（李国祯、王承恩同撞钟。四太监、徐高、周奎、陈演、田宏遇、曹化谆、高起潜、范景文、邦华、巩永固、
朱纯臣、魏藻德引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卿家撞钟为何情？
　　　　　　　　　　　　　莫非贼兵又告紧？
李国祯　　（白）　　　　　陛下！
　　　　　（二黄摇板）　　直隶真定有贼旌。
　　　　　（白）　　　　　啊呀，陛下！闯贼自潼关攻入山西，势如破竹，直抵固关，分兵攻打真定，如
　　　　　　　　　　　　　今真定也破了！
崇祯　　　（白）　　　　　怎么这样快呀？
李国祯　　（白）　　　　　除了周遇吉，力拒闯贼，食尽无援，退守宁武关，余下的兵将，弃官逃走，他
　　　　　　　　　　　　　们俱不抵抗。
崇祯　　　（白）　　　　　那李建泰呢？
李国祯　　（白）　　　　　啊呀，万岁啊！可恨李建泰，口口忠义，自请督军，谁知行至定兴，闻得闯贼
　　　　　　　　　　　　　破了曲沃，他避往保定去了！
崇祯　　　（白）　　　　　嘿嘿！这才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李国祯　　（白）　　　　　陛下，事到如今，不是争论之时，快治守具，提防要害，一面招天下勤王，一
　　　　　　　　　　　　　面护太子南下，事在紧急，不可迟延。
崇祯　　　（白）　　　　　咳！事到如今，全赖卿家了。我想京畿要地，就命卿家紧守，卿家，你不要再
　　　　　　　　　　　　　使孤失望了哇！
（崇祯哭。）
李国祯　　（白）　　　　　陛下放心，臣决不是李建泰，口是心非；臣李国祯，肝脑涂地，以死方休。
　　　　　（二黄摇板）　　以身许国拼一命，
　　　　　　　　　　　　　散尽家财去励兵。
（李国祯下。）
崇祯　　　（白）　　　　　曹化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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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化谆　　（白）　　　　　奴婢在。
崇祯　　　（白）　　　　　命你紧守内城。
曹化谆　　（白）　　　　　领旨。
（曹化谆下。）
崇祯　　　（白）　　　　　高起潜。
高起潜　　（白）　　　　　奴婢在。
崇祯　　　（白）　　　　　命你去至居庸关，封唐通为伯爵之职，领兵抗敌。
高起潜　　（白）　　　　　领旨。
（高起潜下。）
崇祯　　　（白）　　　　　内侍，命你领旨一道，调吴三桂进京。
陈演　　　（白）　　　　　且慢，启奏陛下：调吴三桂回朝，恐时间不及，还请陛下暂迁京都为是。
崇祯　　　（白）　　　　　啊！
陈演　　　（白）　　　　　请陛下迁都为是。
崇祯　　　（白）　　　　　唗！
（陈演跪。）
崇祯　　　（白）　　　　　你是阁老，你还不曾死啊？真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想你身为阁老，文不能安
　　　　　　　　　　　　　邦，武不能定国，你叫我迁都，我怎舍得这些百姓啊！嘿嘿，终怪孤用人不当，
　　　　　　　　　　　　　才有今日这场大祸，如今我醒了，不听你们的话了，我醒了，醒了，醒了也
　　　　　　　　　　　　　迟了！
（崇祯哭。）
陈演　　　（白）　　　　　这乃是臣之罪也。
崇祯　　　（白）　　　　　呸！
（陈演立起，下。）
崇祯　　　（二黄摇板）　　三件大事安排定，
　　　　　　　　　　　　　驸马都尉叫一声。
　　　　　（白）　　　　　我有心命人保护太子，南下抚军，并诏天下勤王，无人保护南行！惟有驸马忠
　　　　　　　　　　　　　义，朕所素知；卿家，快快聚集家丁，保护太子南行。啊呀，驸马呀！国难临
　　　　　　　　　　　　　头，谁能与孤分忧，卿乃骨肉至亲，未必推辞了！
巩永固　　（白）　　　　　啊呀，陛下啊！圣谕怎敢违抗，但是大明典律，亲臣不准藏甲，臣安敢私养甲
　　　　　　　　　　　　　丁，臣愿一死报国，护太子南行，但一人怎能负此重任，陛下详察。
（巩永固哭。）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被他一言来提醒，
　　　　　　　　　　　　　怎奈亲臣不能藏甲丁。
　　　　　　　　　　　　　南行之事成画饼，
　　　　　　　　　　　　　悲愤愤膺郁一阵昏。
（王承恩、徐高扶崇祯同下，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四龙套、四牙将、牛金星引李闯同上。）
李闯　　　（二黄摇板）　　可恨阉党与奸佞，
　　　　　　　　　　　　　文吏贪黩不恤民。
　　　　　　　　　　　　　按寨一呼群乡应，
　　　　　　　　　　　　　不知何日方扫平。
（李闯坐。）
李闯　　　（白）　　　　　大丞相，自进潼关，守关之将，望风而逃，只说指日间可抵京师，谁知代州总
　　　　　　　　　　　　　兵周遇吉，与孤抵抗，虽然周遇吉力战而死，宁武关已命御弟前去安民，不知
　　　　　　　　　　　　　百姓可能降服？
牛金星　　（白）　　　　　周遇吉已死，主兵无人，宁武百姓，不难降服，且听一报。
（李虎上。）
李虎　　　（白）　　　　　启奏大王：为臣出示安民，可恨宁武百姓，被周遇吉感化，虽然城破，俱拼死
　　　　　　　　　　　　　抵抗，并无一个肯降，怒恼小弟性儿，纵火焚烧，大肆屠杀，方得平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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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　　　（白）　　　　　此去城堡，都像宁武百姓这样爱国，周遇吉这样忠勇，孤王虽有强兵利器，也
　　　　　　　　　　　　　是枉然，这样白费心血，不要打了，我们退回陕西去罢！
牛金星　　（白）　　　　　大王不必烦闷，从长计议而行。
李闯　　　（白）　　　　　孤怕再有周遇吉第二，一定不打了，一定退兵。
（企蛟上。）
企蛟　　　（白）　　　　　禀大王：拿住一个奸细，他说有机密大事。
李闯　　　（白）　　　　　绑上来。
企蛟　　　（白）　　　　　绑上来。
（二闯兵押中军同上，中军跪。）
中军　　　（白）　　　　　参见大王。
李闯　　　（白）　　　　　你这奸细，有什么机密大事，快讲。
中军　　　（白）　　　　　我不是奸细，是递降表的。
李闯　　　（白）　　　　　降书何在？
中军　　　（白）　　　　　与我松绑，方能献书。
李闯　　　（白）　　　　　松绑。
（中军松绑，呈书。）
李闯　　　（白）　　　　　押下去。
（二闯兵押中军同下。）
李闯　　　（白）　　　　　待孤一观。
（李闯看书。）
李闯　　　（白）　　　　　咦！我只道有周遇吉第二，故而决计退兵，如今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
　　　　　　　　　　　　　允，监视太监杜勋，都有降表，请孤前去，此乃天助我也！
　　　　　　　　　　　　　丞相传令，转退为进，明日进兵大同去者。
（李闯起座。）
牛金星　　（白）　　　　　是。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吹打〗。四龙套、王承允、杜勋同上，同出城。）
杜勋　　　（白）　　　　　王总兵，大王离宣府不远，咱家要亲自去迎接他，你在城中，将大王行宫，要
　　　　　　　　　　　　　收拾干净啦。
王承允　　（白）　　　　　知道了。
朱之凭　　（内白）　　　　杜勋，慢走！
杜勋　　　（白）　　　　　什么人敢叫咱家的名字？
王承允　　（白）　　　　　哦，原来是宣府巡抚朱之凭来了。
杜勋　　　（白）　　　　　巡抚朱之凭，他又来多事啦！
（朱之凭上。）
朱之凭　　（白）　　　　　呔！你们可知，闯贼杀来了。
杜勋　　　（白）　　　　　怎么不知，你还不逃走吗？
朱之凭　　（白）　　　　　我是宣府巡抚，守地有责，焉能怕死逃走吗？你身为监军，贼兵临城，不披甲
　　　　　　　　　　　　　执锐，预备对敌，反而蟒玉鸣驺，意欲何往？
杜勋　　　（白）　　　　　事到如今，何必瞒你，我已然归顺了大顺王，你要识时务，跟我一同去迎接，
　　　　　　　　　　　　　在大王面前，说几句好话，管叫你还是宣府的巡抚官儿哪！
朱之凭　　（白）　　　　　杜勋狗官，好一座锦绣江山，都送在你们这班王振、刘瑾、魏忠贤太监小人之
　　　　　　　　　　　　　手，你们只顾富贵，就忘了圣上待你们的好处，你背主降敌，反来劝我，朱之
　　　　　　　　　　　　　凭决不像你们这班阉宦小人，一样的无耻！
　　　　　（二黄摇板）　　害国王振与刘瑾，
　　　　　　　　　　　　　降敌姜瓖与杜勋。
　　　　　　　　　　　　　辜负皇恩心太忍，
杜勋　　　（白）　　　　　哈哈，当着兵丁，骂得我顿口无言，两颊赧然，再若多言，要你的命！
朱之凭　　（白）　　　　　好哇！
　　　　　（二黄摇板）　　望你剑下全我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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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勋　　　（白）　　　　　杀你恐污了我的宝剑。
（中军上。）
中军　　　（白）　　　　　公爷，大顺王离城不远，只有三十里，快去接驾。
杜勋　　　（白）　　　　　我去接驾啦！
（朱之凭拉杜勋。）
朱之凭　　（白）　　　　　阉狗慢走。
杜勋　　　（白）　　　　　啊呀，我的爷！我怕你，我的生命财产要紧，没有功夫与你呕气，迎接大顺王
　　　　　　　　　　　　　去啦。
（杜勋下。）
朱之凭　　（白）　　　　　好阉狗呀！
　　　　　（二黄摇板）　　不顾廉耻与忠信，
　　　　　　　　　　　　　蟒玉鸣驺去亲迎。
　　　　　　　　　　　　　回头再问王总镇，
　　　　　（白）　　　　　王承允。你是总兵官，难道也不敢抵抗吗？
王承允　　（白）　　　　　抗敌敢是敢的，可惜你说迟了。
朱之凭　　（白）　　　　　迟了，怎样迟了？
王承允　　（白）　　　　　我也降了大顺王了。
朱之凭　　（白）　　　　　罢了哇，罢了！这些军官，都不要廉耻，怎么会去打仗呢！
　　　　　（二黄摇板）　　回头再问众军民，
　　　　　（白）　　　　　哪个与我去打仗，哪个与我杀敌？啊呀！
　　　　　（二黄摇板）　　口干舌燥无人应，
　　　　　（白）　　　　　罢！
　　　　　（二黄摇板）　　谢恩自刎在宣城。
（朱之凭自刎。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企蛟、李虎、牛金星、杜勋引李闯同上。）
李闯　　　（白）　　　　　这是何人？
王承允　　（白）　　　　　这是宣府巡抚，姓朱名之凭，字乐三，他要守城，无人附和，故而刎死城下。
李闯　　　（白）　　　　　难得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有这样忠烈，可笑力大无穷的将军，个个没有血性。
　　　　　　　　　　　　　将朱之凭好生埋葬。
（四闯兵抬朱之凭同下。）
李闯　　　（白）　　　　　闻得居庸关，险要难破，若是像卫景琼、朱之凭这样忠义之人把守，孤王几时
　　　　　　　　　　　　　才能够攻破北京。
杜勋　　　（白）　　　　　居庸关虽然险要，乃是杜之秩把守，臣愿前去说他，将居庸关双手献上。
李闯　　　（白）　　　　　全仗将军。
杜勋　　　（白）　　　　　请驾进城。
（〖吹打〗。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太监、四宫女、周后引崇祯同上。）
崇祯　　　（二黄摇板）　　戊辰至今十七春，
　　　　　　　　　　　　　并无一日得安宁。
　　　　　　　　　　　　　风不调来雨不顺，
　　　　　　　　　　　　　国破家亡应崇祯。
周后　　　（二黄摇板）　　兴衰成败由天运，
　　　　　　　　　　　　　振作精神挽乾坤。
（崇祯、周后同坐。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探马不住报纷纷，
　　　　　　　　　　　　　大同、宣府降敌人。
（王承恩进门。）
王承恩　　（白）　　　　　万岁、娘娘，大事不好啦！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王承恩　　（白）　　　　　宁武关已破，周遇吉力战而死，大同总兵姜瓖，守府总兵和监军杜勋，相继奉
　　　　　　　　　　　　　表，归降闯贼，看看杀到居庸关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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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姜瓖、杜勋、王承允，
　　　　　　　　　　　　　相继奉表降敌人。
（崇祯哭。）
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事已吃紧，哭也无益，速速诏集大臣，共同商议。
崇祯　　　（白）　　　　　大臣有什么用处，他们虽然高官厚禄，平时对于百姓，作威作福罢了，如今国
　　　　　　　　　　　　　难临头，他们只顾在那里筹划自己的生命财产，哪有功夫筹划救国之策，指望
　　　　　　　　　　　　　大臣是靠不住的了。
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居庸关虽然险要，但是离京甚近，请陛下早做准备才是。
崇祯　　　（白）　　　　　朕早有准备，国亡之日，不过是一死。
王承恩　　（白）　　　　　请陛下迁都。
崇祯　　　（白）　　　　　国都不能守，抛了百姓，孤王一人逃走，我怎么对得住百姓哪！
王承恩　　（白）　　　　　就该下诏，命天下入卫勤王。
崇祯　　　（白）　　　　　孤已经下诏，命天下勤王，至今一枝兵也未曾来过，这些大将军，只是占领地
　　　　　　　　　　　　　盘，保守自身，哪有功夫来保护国家的政府啊！
王承恩　　（白）　　　　　何不依李国祯之计，请太子江南抚军，以图恢复。
崇祯　　　（白）　　　　　我命驸马巩永固保护南下，怎奈他无有家兵，叫孤也无计奈何呀！
周后　　　（白）　　　　　何不将太子，送往我爹爹那里，命我爹爹保护，一同南下。
崇祯　　　（白）　　　　　老太师？嘿！恐他年迈，舍不得富贵，不肯为国担此重任！
周后　　　（白）　　　　　万岁说哪里话来，国丈虽然年迈，休戚相关，况且他的富贵，也是由国家得来，
　　　　　　　　　　　　　国家有难，难道他毫无人心不成。
崇祯　　　（白）　　　　　国丈必不负国，但此事重大，不可造次。
　　　　　　　　　　　　　王承恩，随孤换了便衣，先往国丈府中，商议妥善，再送太子不迟。
周后　　　（白）　　　　　天子岂可屈尊，去到臣府。
崇祯　　　（白）　　　　　国破家亡之时，还讲什么天子不入臣府啊！
（崇祯、周后同起座。）
崇祯　　　（二黄摇板）　　国破家亡将混沌，
　　　　　　　　　　　　　说什么虚礼屈至尊。
　　　　　（白）　　　　　看衣更换。
（崇祯、王承恩同换衣。）
崇祯　　　（二黄摇板）　　辞别御妻出宫禁，
　　　　　　　　　　　　　太师府中议军情。
（崇祯、王承恩同下。）
周后　　　（二黄摇板）　　提心吊胆方寸乱，
　　　　　　　　　　　　　风声鹤唳草木兵。
（周后、四宫女、四太监同下。）

【第十七场】

（周奎上。）
周奎　　　（念）　　　　　鸯班首领享朝夕，天家贵戚着锦衣。
（周奎坐。院子上。）
院子　　　（白）　　　　　诸位大人到。
周奎　　　（白）　　　　　有请。
（周奎起座。）
院子　　　（白）　　　　　有请。
（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上。）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国丈在上，我等拜寿。
（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拜。）
周奎　　　（白）　　　　　不敢不敢，只行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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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演　　　（白） 国丈，我记得你的生日，不是今天啊？
周奎　　　（白） 老夫好比风前烛，瓦上霜，有今天没有明日，所以提前做寿，凑个热闹，但是

又要诸位破钞。
魏藻德　　（白） 一点点小意思，还讲什么破钞。
田宏遇　　（白） 老周，你打秋风，我也要看样的。
周奎　　　（白） 呃，你倒聪明，打秋风也学会了。
陈演　　　（白） 老国丈，今日为何一切都不铺张？
周奎　　　（白） 天下这样大乱，若是招摇，恐怕被那些奸臣参奏，故而都不铺张，趁此鹅毛碎

剪，银砌世界，梅花未谢，牡丹齐放，请了四五知己，赏梅观花，饮一个夕夜
通宵。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叨扰了。
周奎　　　（白） 取笑了。，看酒待我把盏。
（定席。）
周奎　　　（白） 请。
（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坐。排子。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饮。）
周奎　　　（白）
魏藻德　　（白）

周奎　　　（白）
陈演　　　（白）
李杰贤　　（白）
田宏遇　　（白）
陈演　　　（白）

魏藻德　　（白）
周奎　　　（白）

院子　　　（白）
（四歌姬同上，同斟酒。）
周奎　　　（白）
四歌姬　　（同白）

（同念奴娇）

陈演　　　（白）
（陈演笑。）
周奎　　　（白）
陈演、
魏藻德、
田宏遇、
李杰贤　　（同白）

魏大人，可知战事如何？
再不要提起，闯王犯山西，所到的地方，都是望风而降，只有一个周遇吉抵抗，
如今周遇吉死了，宁武关已破，大同、宣府已经降了，听说闯王的大兵，已
经到了居庸关了。
这个时事，一天比一天危险，我们又不能走，倒是没有家产的人方便了。
我也因为这个缘故不能走，真真急死人了。
倘若闯王来了，连家都不能保，如何是好？
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这叫做先爱其家，后爱其国。
我现在有个主意在此，等闯王来了，我们一齐称臣，并捧他做个大皇帝，我们
有劝进之功，不但保住了家产，还要封爵啦。
到底陈阁老，想出来的主意又典雅，又高明。
不要谈这个了，管他亡国不亡国，我们开心取乐要紧呀。
来，传歌姬斟酒。
歌姬上来斟酒。

唱歌劝酒。
遵命。　　　　　　　　　　　　　　　　　　　　　　　　　　　　　　　　
𡻈首蛾眉劝殷勤，
美酒满酌梅觞如花似绮，
盈盈软玉温香。
哈哈，听了众位美人的妙音，真不啻人间天上。

啊，诸位，我们到后面暖阁中去，饮一个通宵。

好好好，请哪。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崇祯　　　（内二黄导板）　眼睁睁气数到金汤不稳，
（崇祯、王承恩同上，同滑步。）
崇祯　　　（回龙） 自登基，东也荒，西也旱，无一日得到安宁。

（二黄原板）　　听说是居庸关贼兵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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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年锦江山化为灰尘。
　　　　　　　　　　　　　我朝中俱是那谗臣奸佞，
　　　　　　　　　　　　　哪一个能分忧能定太平。
　　　　　　　　　　　　　可怜我一统封疆被流枭吞并，
　　　　　（二黄摇板）　　金瓯损江山坏铜驼棘荆。
　　　　　　　　　　　　　这也是朕无福蹇遭末运。
（崇祯滑步。）
王承恩　　（白）　　　　　小心了。
崇祯　　　（二黄摇板）　　君臣们冒风雪足踏寒冰。
（〖起初更鼓〗。）
崇祯　　　（二黄摇板）　　听谯楼打初更人烟寂静，
（二巡军同上。）
二巡军　　（同白）　　　　呔，何人夜行？
王承恩　　（白）　　　　　圣驾在此，还不退下。
崇祯　　　（白）　　　　　卿家，这是什么人哪？
王承恩　　（白）　　　　　这是守夜的兵卒。
崇祯　　　（白）　　　　　他们不冷哪？
王承恩　　（白）　　　　　他们不到换班的时候，他们是不敢擅离半步的。
崇祯　　　（白）　　　　　他们的长官也在此处？
王承恩　　（白）　　　　　他们的长官哪，早和着姨太太入了温柔乡啦！
崇祯　　　（白）　　　　　他们多少俸银？
王承恩　　（白）　　　　　二两银子一个月。
崇祯　　　（白）　　　　　只有二两银子？
王承恩　　（白）　　　　　可是八个月没有归饷啦！
崇祯　　　（白）　　　　　孤的府库空虚，都发饷了哇！
王承恩　　（白）　　　　　您的饷银是按月不缺，可是都被他们长官克扣去啦。
崇祯　　　（白）　　　　　咳！这也莫怪天下大乱了！
　　　　　（二黄摇板）　　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
　　　　　　　　　　　　　走天街见御林步步防紧，
（〖节节高〗。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内同笑。）
王承恩　　（白）　　　　　呀！
　　　　　（二黄摇板）　　隐隐的听笙歌弦音之音。
　　　　　（白）　　　　　这时候哪里来的歌舞？
崇祯　　　（白）　　　　　唉！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王承恩　　（白）　　　　　咦！一霎时又没有声音了。哦，是了，想必是精神恍惚的原故，刚才是听错了，
　　　　　　　　　　　　　这时候哪里会有人取乐呀！
崇祯　　　（白）　　　　　唉！亡国的时候，还有人狎妓饮酒，这种人也太没有心肝了！
　　　　　（二黄摇板）　　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
王承恩　　（白）　　　　　来到太师府了。
崇祯　　　（白）　　　　　呀！
　　　　　（二黄摇板）　　太师府门墙高双门扃。
　　　　　（白）　　　　　上前通报。
王承恩　　（白）　　　　　呔，开门！
门官　　　（内白）　　　　什么人半夜三更的叫门？
王承恩　　（白）　　　　　有紧要军情，快快通报。
门官　　　（内白）　　　　我们家爷，请了许多的贵客，在那里饮宴，不便通报。
王承恩　　（白）　　　　　饮宴事小，军情事大，快快通报。
门官　　　（内白）　　　　我们家爷又不掌兵权，什么军情不军情，不要在此胡闹。走开。
王承恩　　（白）　　　　　万岁爷，门上言道，周太师请了贵客在那里饮宴，不肯通报。
崇祯　　　（白）　　　　　啊，有这等事！目今流寇攻城，势如压卵，不思为国分忧，还图酣呼畅饮；咳！
　　　　　　　　　　　　　稍有人心的，决不致此。王承恩，就说孤王在此。
王承恩　　（白）　　　　　遵旨。
　　　　　　　　　　　　　门上人听者，圣驾亲临，快快接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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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官　　　（内白）　　　　你真是骗人，半夜三更，圣上在皇宫受用呢！
王承恩　　（白）　　　　　圣驾果然在此，你不通报，恐怕明日金殿之上，你家太师吃罪不起呀！
门官　　　（内白）　　　　别生气，我去通报就是。
崇祯　　　（白）　　　　　气煞孤王也！
　　　　　（二黄摇板）　　朝臣如此天悲哽，
　　　　　　　　　　　　　皇帝也吃闭门羹。
（门官上楼。）
门官　　　（白）　　　　　启奏家爷：有一人言道，有紧急军情要见。
（周奎、陈演、魏藻德、田宏遇、李杰贤同在楼上饮宴。）
周奎　　　（白）　　　　　我们高兴饮酒，管什么军情紧急不紧急。
门官　　　（白）　　　　　小人也是这样言讲，他说皇帝来了。
周奎　　　（白）　　　　　国都要亡了，还有什么皇帝，就是皇帝，这时也不会来，对他们去说，慢说皇
　　　　　　　　　　　　　帝，就是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他进来的。去！
门官　　　（白）　　　　　咋！
（门官下楼。）
门官　　　（内白）　　　　呔，来人听者！我们家爷说，国都要亡了，还有什么皇帝，慢说是皇帝，就是
　　　　　　　　　　　　　皇帝的老子，也不放你们进来，快快给我滚蛋！
王承恩　　（白）　　　　　啊！
崇祯　　　（白）　　　　　好老贼！
　　　　　（二黄摇板）　　主辱臣亡全不论，
　　　　　　　　　　　　　酣呼畅饮丧了心。
　　　　　　　　　　　　　闭门不开何太忍，
　　　　　　　　　　　　　忧国忧民无毫分。
　　　　　　　　　　　　　手执宝剑将贼刎，
（崇祯拔剑欲闯门。）
王承恩　　（白）　　　　　万岁！
　　　　　（二黄摇板）　　且息雷怒暂消停。
　　　　　（白）　　　　　万岁爷，国丈抗旨慢君，国法适诛，但是他无有君臣之义，万岁闯入，恐遭不
　　　　　　　　　　　　　测，还是请驾回宫，明日早朝，齐集满朝文武，问他个慢君之罪。
崇祯　　　（白）　　　　　咳！回宫。
（崇祯、王承恩同走圆场。）
崇祯　　　（二黄摇板）　　铜壶滴漏二更静，
　　　　　　　　　　　　　雪紧风狂滚彤云。
　　　　　　　　　　　　　踉跄不辞高低路，
（崇祯滑步。）
崇祯　　　（二黄摇板）　　彷徨难把歧途进。
王承恩　　（白）　　　　　看仔细了。
（王承恩搀崇祯同下。）

【第十九场】

（杜之秩、唐通同上。）
杜之秩　　（念）　　　　　四郊多营垒，
唐通　　　（念）　　　　　何日见升平。
（杜之秩、唐通同坐。）
（旗牌上。）
旗牌　　　（白）　　　　　圣旨下。
唐通　　　（白）　　　　　香案接旨。
（杜之秩、唐通同起座。）
旗牌　　　（白）　　　　　香案接旨。
（旗牌下。四龙套引高起潜同上，同进门。）
高起潜　　（白）　　　　　圣旨下跪。
（杜之秩、唐通同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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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潜　　（白）　　　　　宣读诏曰：今据山西警报，流寇直抵固关，分兵攻破真定，周遇吉退守宁武关，
　　　　　　　　　　　　　军情紧急，今封居庸关守将唐通为伯爵，监视太监杜之秩。协同严守居庸关，
　　　　　　　　　　　　　切勿懈怠。钦此。
杜之秩、
唐通　　　（同白）　　　　万万岁。
（杜之秩、唐通同起，同坐。旗牌上。）
旗牌　　　（白）　　　　　宁武关失守，周遇吉力战而死，大同总兵姜瓖，献了大同，杀了代王，巡抚卫
　　　　　　　　　　　　　景琼，殉国一死，宣府监视太监杜勋，也献关降贼，李自成兵犯居庸关来了。
杜之秩　　（白）　　　　　再探。
旗牌　　　（白）　　　　　得令。
（旗牌下。）
高起潜　　（白）　　　　　我正想往大同监军，大同失守，如何是好？
（旗牌上。）
旗牌　　　（白）　　　　　宣府监视太监杜勋求见。
杜之秩　　（白）　　　　　有请。
（杜之秩、唐通同起座，同出迎。）
旗牌　　　（白）　　　　　有请。
（旗牌下。杜勋上。）
杜勋　　　（白）　　　　　高公公，杜公公，唐将军，别来无恙？
杜之秩　　（白）　　　　　听说你已然献关归降，怎么又回来了？
杜勋　　　（白）　　　　　大顺王待人恩厚，故而咱们归顺，我得了这样明主，真是富贵无穷，咱们是好
　　　　　　　　　　　　　朋友，有了好事，能够忘了朋友吗？所以前来劝你们，共扶真主。
高起潜　　（白）　　　　　他能使我们富贵么？
杜勋　　　（白）　　　　　我敢担保，叫你们格外富贵。
唐通　　　（白）　　　　　末将新封伯爵，受了大恩，如何是好？
杜勋　　　（白）　　　　　我担保大顺王，封你侯爵公爵，甚至有王位的希望，伯爵有什么稀奇？
唐通　　　（白）　　　　　真能封我侯爵公爵么？
杜勋　　　（白）　　　　　咱家怎能骗你啊！
唐通　　　（白）　　　　　万岁啊，万岁！如今我要做侯爵公爵了，你封我的伯爵，只好遥谢奉还了。
杜勋　　　（白）　　　　　这才是知时务的大英雄！
高起潜　　（白）　　　　　咱家出京之时，李国祯对于京畿要务，积极布防，倘被知道，我等归降大顺王
　　　　　　　　　　　　　之事，多有不便，何不乘其不备，进犯京师，也算我们大大的一个首功。
唐通　　　（白）　　　　　言之有理，待我带领居庸关人马，先攻昌平便了。
杜之秩　　（白）　　　　　你我后面饮酒，请。
（杜之秩、唐通、杜勋同下。）

【第二十场】

（四龙套、四明兵、四大将引李守灿同上。）
李守灿　　（念）　　　　　恼恨李自成，兴兵谋龙庭。兴动兵和马，出力保真主。
　　　　　（白）　　　　　俺，李守灿。奉命紧守皇城，今当三六九日，操演之期。
　　　　　　　　　　　　　众将官，伺候了。
（探子上。）
探子　　　（白）　　　　　闯王犯界。
李守灿　　（白）　　　　　再探。
（探子下。）
李守灿　　（白）　　　　　众将官，杀。
（李守灿起座，上马，李守灿、四龙套、四明兵、四大将同出城。四龙套、二牙将、企蛟、李虎、牛金星引
李闯同上，会阵，同开打。李守灿不敌，被李闯杀。曹化谆上，开打，败，进城。李闯杀进城。李国祯上，
开打，李闯败，出城。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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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监、徐高、王承恩引崇祯同上。）
崇祯　　　（二黄摇板）　　食不安来坐不稳，
　　　　　　　　　　　　　彷徨焦急不安宁。
　　　　　　　　　　　　　尸位大臣眠高枕，
（崇祯坐殿。）
崇祯　　　（二黄摇板）　　愧对国家愧对民。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全朝大臣眠未醒，
　　　　　　　　　　　　　贼骑已到平则门。
　　　　　（白）　　　　　万岁，大事不好了！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李国祯　　（白）　　　　　唐通献了居庸关，攻破平昌，焚烧皇陵，李守灿力战一死，流寇已至平则门，
　　　　　　　　　　　　　若不是为臣力战拒守，京师失陷了！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听说流寇攻九门，
　　　　　　　　　　　　　青天霹雳响一声。
　　　　　（叫头）　　　　啊呀，卿家！
　　　　　（白）　　　　　事已危急，我看全朝文武，并无一人与孤分忧，惟有卿家忠心赤胆，在这国家
　　　　　　　　　　　　　顷危之时，还望卿家做最后的奋斗，虽然不能挽回末运，你我君臣也要死一个
　　　　　　　　　　　　　慷慨！
李国祯　　（白）　　　　　陛下放心，臣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努力杀贼，决不退后，只要李国祯三寸气
　　　　　　　　　　　　　在，定不能将尺寸之土，让与敌人，免得被人说我们军人怕死啊！
　　　　　（二黄摇板）　　军人守土是本分，
　　　　　　　　　　　　　岂能怕死与贪生。
　　　　　　　　　　　　　辞别万岁去拼命，
　　　　　　　　　　　　　尽忠报国李将军。
（李国祯下。）
崇祯　　　（二黄摇板）　　诏集群臣把话问，
（王承恩、徐高同撞钟。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上。）
田宏遇、
周奎、
魏藻德、
李杰贤、
朱纯臣　　（同白）　　　　参见陛下。
崇祯　　　（白）　　　　　你们可知外面的风声？
陈演　　　（白）　　　　　外面的风声还好。
崇祯　　　（白）　　　　　嘿！你们这班大臣，还在那里做梦未醒，你们可知那李贼闯王之事？
周奎　　　（白）　　　　　听说兵退了。
田宏遇　　（白）　　　　　愿吾皇万岁。
崇祯　　　（白）　　　　　万岁呢，恐这江山一天都不能存在了！
朱纯臣　　（白）　　　　　陛下，此话从何而起？
崇祯　　　（白）　　　　　如今闯贼破了昌平，已抵京师。
（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同大哭。）
崇祯　　　（白）　　　　　你们有什么拒敌之策？
陈演　　　（白）　　　　　大事已去，请陛下割地求和罢。
魏藻德　　（白）　　　　　若不然，请陛下蒙尘。
崇祯　　　（白）　　　　　你们这班大臣，不是叫孤迁都，就是叫孤求和，真没有心肝啊！
（田宏遇、周奎、陈演、魏藻德、李杰贤、朱纯臣同下。）
王承恩　　（白）　　　　　万岁善保龙体，大臣也是靠不住的了！
崇祯　　　（白）　　　　　啊，他们往哪里去了？
王承恩　　（白）　　　　　他们回家保护财产去了。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终怨孤王错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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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四龙套引曹化谆同上。）
曹化谆　　（二黄摇板）　　流寇进攻屡得胜，
　　　　　　　　　　　　　莫非暗中有鬼神。
　　　　　　　　　　　　　进退二字难决定，
　　　　　　　　　　　　　活活难坏曹化谆。
（曹化谆上城。杜勋上。）
杜勋　　　（白）　　　　　开城。
曹化谆　　（白）　　　　　什么人叫城？
杜勋　　　（白）　　　　　上面可是曹化谆？
曹化谆　　（白）　　　　　正是咱家，听你的声音好像杜勋么？听说你献了居庸关，归顺闯王，今日莫非
　　　　　　　　　　　　　来诈吗？
杜勋　　　（白）　　　　　非也，你把我放进城来，我有要紧的话和你谈论。
曹化谆　　（白）　　　　　谅你一个人也反不出去，但是军情紧急，不能开城。
　　　　　　　　　　　　　来呀！将他繫上城来。
（四龙套同繫杜勋上城，四龙套、曹化谆、杜勋同下城，同走圆场，曹化谆、杜勋同坐。）
曹化谆　　（白）　　　　　你到此有何话讲？
杜勋　　　（白）　　　　　我奉了大顺王之命，前来送礼，这是礼单，请你点收。
（杜勋递帖。）
曹化谆　　（白）　　　　　啊呀！这大顺王如此的仁爱，但是无功不受禄。
杜勋　　　（白）　　　　　公爷，启彰仪门归降大顺王，这不是大功吗！
曹化谆　　（白）　　　　　这个。
杜勋　　　（白）　　　　　什么这个那个，我辈的富贵固在，你的心要活动一点，简直你收下罢。
曹化谆　　（白）　　　　　如此领受了。
（曹化谆接帖。）
杜勋　　　（白）　　　　　待我入宫相劝皇上，学尧舜禅让的故事。
曹化谆　　（白）　　　　　万岁性情壮烈，不去也罢。
杜勋　　　（白）　　　　　倒也不妨，咱家告辞了。
　　　　　（二黄摇板）　　威吓崇祯献九鼎，
曹化谆　　（二黄摇板）　　舌如莲花胆如盆。
（杜勋、曹化谆同下。）

【第二十三场】

（王承恩、崇祯同上。鸟叫。）
崇祯　　　（二黄摇板）　　难飞鸟鹊睡不稳，
　　　　　　　　　　　　　连夜失眠少精神。
　　　　　　　　　　　　　王承恩带路平台进，
　　　　　　　　　　　　　速诏群臣将钟鸣。
（崇祯上平台。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万岁，无有人来呀！
崇祯　　　（二黄摇板）　　淋淋夜雨泪悲声，
（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万岁，还是无有人来呀！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午夜钟声乱紊鸣。
　　　　　（白）　　　　　哦，百官来了。
（王承恩上平台。）
王承恩　　（白）　　　　　万岁，哪里有百官？
崇祯　　　（白）　　　　　王承恩，你看远远一带火光，想是群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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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　　（白）　　　　　啊呀，陛下！你看这火光，或隐或现，不是群臣，分明是鬼火！
崇祯　　　（白）　　　　　啊！
（崇祯、王承恩同咳嗽。）
崇祯　　　（二黄摇板）　　原来是燐燐鬼火明幽径，
王承恩　　（白）　　　　　万岁爷，莫说群臣一个不来，连鬼火他也不现一现了。
崇祯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
王承恩　　（白）　　　　　待臣再去撞钟。
（王承恩下台，撞钟。）
崇祯　　　（二黄摇板）　　无有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九城守具齐安顿，
　　　　　　　　　　　　　忽听钟声振耳鸣。
　　　　　　　　　　　　　催马平台听圣命，
（李国祯下马。）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呀！
　　　　　（二黄摇板）　　平台下跪定李将军。
　　　　　（白）　　　　　平身，此城能保无虑否？
李国祯　　（白）　　　　　贼势虽然猖獗，臣竭力保护，谅来不致倾覆，只愁军饷不济，臣已将家中所有，
　　　　　　　　　　　　　运上城去，稍助军需，只能敷衍数日，请陛下设法救济，也好久守，以待勤
　　　　　　　　　　　　　王。
崇祯　　　（白）　　　　　也罢，待孤王将宫中所有金银器皿，珍珠宝玩，尽数不点，以充军需，卿可尽
　　　　　　　　　　　　　心办理。
李国祯　　（白）　　　　　圣恩如此，臣敢不竭力尽忠，以报国恩，臣职守重任，不敢久离，臣去也！
　　　　　（二黄摇板）　　京都乃是国家本，
　　　　　　　　　　　　　我当竭力守孤城。
　　　　　　　　　　　　　拜别万岁去临阵，
　　　　　　　　　　　　　一腔忠义气凌云。
（李国祯上马，下。）
崇祯　　　（二黄摇板）　　看来大厦势将倾，
　　　　　　　　　　　　　全赖国祯一木撑。
王承恩　　（二黄摇板）　　再撞金钟聚文武，
（王承恩撞钟。）
崇祯　　　（白）　　　　　还是没有人来！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无有人。
（杜勋上。）
杜勋　　　（二黄摇板）　　屈膝只图新富贵，
　　　　　　　　　　　　　翻容不念旧主恩。
　　　　　　　　　　　　　口似悬河舌似刃。
　　　　　（白）　　　　　皇上请了。
王承恩　　（白）　　　　　你是什么人？
杜勋　　　（白）　　　　　杜勋在此。
崇祯　　　（白）　　　　　杜勋贼！你还有面目来见我哇？
　　　　　（二黄摇板）　　无羞无耻贼杜勋。
杜勋　　　（白）　　　　　住了罢，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大顺王当兴，我们择主而事，也
　　　　　　　　　　　　　是应天顺人之举，如今圣上好比笼中之鸟，釜中之鱼，我念在旧恩，故而前来
　　　　　　　　　　　　　劝你逊位，免遭诛戮。
崇祯　　　（白）　　　　　杜勋贼，你欺孤忒甚哪！
杜勋　　　（白）　　　　　嘿嘿！你亡国的人，谁都可欺侮你。
崇祯　　　（白）　　　　　你只图排衣挂体。
杜勋　　　（白）　　　　　嘿，有玉带围腰。
崇祯　　　（白）　　　　　你不怕人人叫骂。
杜勋　　　（白）　　　　　叫骂由他叫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无德让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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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恩　　（白）　　　　　谁无德？
杜勋　　　（白）　　　　　圣上无德。
王承恩　　（白）　　　　　谁无道？
杜勋　　　（白）　　　　　圣上无道。
王承恩　　（白）　　　　　你敢毁明君？
杜勋　　　（白）　　　　　毁明君。
王承恩　　（白）　　　　　毁圣德？
杜勋　　　（白）　　　　　毁圣德。
王承恩　　（白）　　　　　好贼子！
（王承恩打杜勋嘴巴。）
王承恩　　（二黄摇板）　　只顾奉承新帝主，
　　　　　　　　　　　　　擅敢毁谤圣明君。
　　　　　　　　　　　　　三尺龙泉除奸佞，
（王承恩拔剑。）
崇祯　　　（白）　　　　　且慢！这不怪他，终怪孤王不识人，用人不当，才有这亡国惨祸！
　　　　　（二黄摇板）　　休要杀他放他行。
杜勋　　　（白）　　　　　万岁，闯王有千军万马，不早为计，悔之晚矣。
崇祯　　　（白）　　　　　呸！
王承恩　　（白）　　　　　走！
杜勋　　　（白）　　　　　走啦。
（杜勋下。）
王承恩　　（二黄摇板）　　撞钟丹诏文武臣，
（王承恩撞钟。）
王承恩　　（白）　　　　　还是没有人到此见驾。
崇祯　　　（二黄摇板）　　悬悬遥望还是无有人。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景阳夜半钟声紧，
　　　　　　　　　　　　　心悬两地费辛勤。
　　　　　　　　　　　　　扬鞭飞骑忙驰奔，
（李国祯下马。）
王承恩　　（白）　　　　　什么人？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啊，莫非京城失……陷了？
李国祯　　（白）　　　　　不……曾！宫中可有变故？
崇祯　　　（白）　　　　　没有，卿家做什么来了。
李国祯　　（白）　　　　　撞钟擂鼓，臣怎敢不来！
崇祯　　　（白）　　　　　啊呀，撞钟不是叫你呀！你……上马守城去罢！
李国祯　　（白）　　　　　臣领旨！
　　　　　（二黄摇板）　　守恩深重竭忠诚。
　　　　　　　　　　　　　保障全城无残损，
　　　　　　　　　　　　　安邦破贼建奇勋。
（李国祯上马，下。曹化谆上。）
曹化谆　　（二黄摇板）　　提调军旅督羽林，
　　　　　　　　　　　　　谁识机关善保身。
王承恩　　（白）　　　　　什么人？
曹化谆　　（白）　　　　　曹化谆见驾。
崇祯　　　（白）　　　　　你不守城，见孤有何军情？
曹化谆　　（白）　　　　　臣听得杜勋至此，特来保驾杀贼。
崇祯　　　（白）　　　　　忠臣也！杜勋劝朕逊位，被朕叱出宫去了。
曹化谆　　（白）　　　　　可是我主宽宏大量。
崇祯　　　（白）　　　　　目下贼势如何？
曹化谆　　（白）　　　　　贼势虽然猖獗，奴婢鞠躬尽瘁，杀贼建功。
崇祯　　　（白）　　　　　忠臣也！你的忠义，朕已知道了，但是国家存亡未卜，惟有仗卿等可保，卿须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001310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明末遗恨》【全本】 28

　　　　　　　　　　　　　努力啊！
王承恩　　（白）　　　　　曹公爷！
　　　　　（二黄摇板）　　五重恩命甚谆谆，
　　　　　　　　　　　　　严肃军心各尽心。
曹化谆　　（二黄摇板）　　假做忠臣来答应，
　　　　　　　　　　　　　我也去降李自成。
　　　　　（白）　　　　　降闯王去了！
（曹化谆下。）
崇祯　　　（二黄摇板）　　通宵劳瘁身如病，
　　　　　　　　　　　　　不知能度几宵光阴？
（崇祯下平台。）
王承恩　　（白）　　　　　保重了。
　　　　　（二黄摇板）　　忘把金钟连声振，
（起烽火。）
崇祯　　　（白）　　　　　啊呀！
　　　　　（二黄摇板）　　烽火冲天苦我民。
　　　　　　　　　　　　　徘徊阶前心不定，
（李国祯上。）
李国祯　　（二黄摇板）　　忽然反了曹化谆。
　　　　　　　　　　　　　急急忙忙去报信。
（李国祯下马。）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嗳！撞钟不是招你，你……怎么又来了哇？
李国祯　　（白）　　　　　万岁！
　　　　　（二黄摇板）　　曹贼启了彰仪门。
　　　　　（白）　　　　　万岁，臣指望紧守京城，以待勤王，谁知曹化谆启了彰仪门，归降闯贼，如今
　　　　　　　　　　　　　贼兵杀进来了！
崇祯　　　（白）　　　　　嘿嘿！卖国贼子，何其多也！
　　　　　（二黄摇板）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白）　　　　　城池已破，你不杀敌，到此则甚？
李国祯　　（白）　　　　　臣正要退敌，金钟紧急，故来保驾。
崇祯　　　（白）　　　　　如今还保的什么驾呀？你……杀贼去罢！
李国祯　　（白）　　　　　臣领旨。
（李国祯上马。）
崇祯　　　（白）　　　　　卿家！
李国祯　　（白）　　　　　万岁！
崇祯　　　（白）　　　　　孤与你只此一面了！
（崇祯哭。）
李国祯　　（白）　　　　　臣去杀贼，也料难生还，但有一死，决无反顾，万岁请上，臣拜别了！
（李国祯下马，拜。）
李国祯　　（白）　　　　　万岁！
（李国祯上马。）
崇祯　　　（白）　　　　　卿家！
（崇祯哽咽。）
崇祯　　　（白）　　　　　去罢！
李国祯　　（白）　　　　　去也！
（李国祯下。）
王承恩　　（白）　　　　　万岁爷，曹化谆献了彰仪门，闯贼杀入，虽然李伯爷前去退敌，但是皇城也要
　　　　　　　　　　　　　紧哪！
崇祯　　　（白）　　　　　就命聚集众官，禁守皇城。
王承恩　　（白）　　　　　领旨。
（王承恩下。）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001310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明末遗恨》【全本】 29

崇祯　　　（二黄摇板）　　忙将金钟来击定，
　　　　　　　　　　　　　怒气不息进宫廷。
（崇祯下。）

【第二十四场】

（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李闯同上，李国祯上。会阵，开打。李国祯被李闯刺死。
四龙套、四闯兵、二牙将、李虎、企蛟、牛金星引李闯同进城，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宫女、魏宫人、太子、永王、定王引周后上。）
周后　　　（二黄摇板）　　帝王家室如悬磬，
　　　　　　　　　　　　　宫如覆巢尽捐生。
（周后坐。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妖魔犯关颠国本，
　　　　　　　　　　　　　昂首苍天泪满襟。
　　　　　　　　　　　　　颠翻九庙终天恨，
（崇祯进门。周后起座，迎。）
周后　　　（白）　　　　　万岁。
崇祯　　　（白）　　　　　御后。
　　　　　（二黄摇板）　　昆明遭创玉石焚。
　　　　　（叫头）　　　　啊呀，御后呀！
　　　　　（白）　　　　　今有闯贼，攻破九城，势将杀进内城来了。
周后　　　（白）　　　　　难道满朝文武，无一人运筹拒贼吗？
崇祯　　　（白）　　　　　说什么运筹拒贼，孤王撞钟一夜，亦无有一人来呀！
周后　　　（白）　　　　　这些大臣真是毫无心肝，但不知贼势如何？
崇祯　　　（白）　　　　　那流寇呀！
　　　　　（二黄摇板）　　流寇毒比蜂蜇狠，
　　　　　　　　　　　　　木偶大臣有何能。
　　　　　　　　　　　　　看来江山已无大明份，
　　　　　　　　　　　　　国破家亡无投身。
周后　　　（二黄摇板）　　呼天叫地不能应，
　　　　　（白）　　　　　万岁啊！
　　　　　（二黄摇板）　　同登泉道血泪倾。
（徐高上。）
徐高　　　（白）　　　　　万岁、娘娘，大事不好！
崇祯　　　（白）　　　　　何事惊惶？
徐高　　　（白）　　　　　王公公虽然发炮打死流寇千人，但是寡不敌众，内城将破。
（周后哭。）
崇祯　　　（叫头）　　　　天哪，天！
　　　　　（白）　　　　　我未曾失德，盗贼猖獗，流寇李自成，我只说小丑跳梁，数月之间，势如破竹，
　　　　　　　　　　　　　目今京城已破，眼睁睁江山不保。啊呀，御妻呀！
周后　　　（白）　　　　　万岁。
崇祯　　　（白）　　　　　皇儿。
（太子、定王、永王同哭。）
崇祯　　　（白）　　　　　堂堂帝皇家，如此结局，好不痛心！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眼睁睁闯王将驱进，
周后　　　（白）　　　　　我的儿吓！
（周后哭。）
周后　　　（二黄摇板）　　骨肉悲号好伤心。
崇祯　　　（白）　　　　　御妻呀！不料祖宗锦绣江山，丧于孤手，当此海内分崩，立锥无地，也无有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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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中原之望，惟有一死，以谢天下，我想御妻乃堂堂国母，太子乃金枝玉叶，
　　　　　　　　　　　　　流寇入宫，难免有白璧之玷，国亡君死，理所当然，御妻，深明大义，你……
　　　　　　　　　　　　　快做主意罢。
（崇祯哭。）
周后　　　（叫头）　　　　陛下！
　　　　　（白）　　　　　妾侍陛下十有八年，一旦国亡家破，陛下命妾一死，妾何敢不死，
　　　　　　　　　　　　　魏宫人，看衣更换。
（周后换衣，拜。）
周后　　　（二黄摇板）　　霎时玉碎香消陨，
　　　　　（白）　　　　　万岁！
崇祯　　　（白）　　　　　御妻！
周后　　　（白）　　　　　皇儿！
太子、
定王、
永王　　　（同白）　　　　母后！
（太子、永王、定王同哭，周后下，太子、永王、定王同欲拉，崇祯拦。）
崇祯　　　（二黄摇板）　　霎时间天愁地惨人亦昏。
　　　　　（白）　　　　　魏宫人，看酒来。
魏宫人　　（白）　　　　　领旨。
（魏宫人摆酒，崇祯饮。袁妃上。）
袁妃　　　（白）　　　　　叩见万岁！
崇祯　　　（白）　　　　　你是袁贵妃？
袁妃　　　（白）　　　　　正是妾妃。
崇祯　　　（白）　　　　　流寇看看杀进宫来，你还是死，你还是逃哇？
袁妃　　　（白）　　　　　妾妃受主隆恩，自然是死。
崇祯　　　（白）　　　　　好！来来来，白绫在此，你也随皇后去罢！
袁妃　　　（白）　　　　　谢陛下。
（袁妃立起，自缢，下。）
魏宫人　　（白）　　　　　袁娘娘自缢了。
（崇祯苦笑。）
崇祯　　　（白）　　　　　死得好！
（崇祯饮酒。费宫人引公主同上。）
公主　　　（白）　　　　　啊呀，父王！我母亲在后宫自缢了！
崇祯　　　（白）　　　　　你母后她死了！
太子、
定王、
永王　　　（同哭）　　　　母后呀！
（崇祯三苦笑。）
崇祯　　　（白）　　　　　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亡国不亡国，无关痛痒，不晓得亡国的时候，就是
　　　　　　　　　　　　　富有四海的皇帝，珠宝盈仓的皇后，也要这样的结果啊！
（崇祯哭。）
崇祯　　　（白）　　　　　魏宫人，看守皇后的尸身，快去！
魏宫人　　（白）　　　　　领旨。
（魏宫人下。）
崇祯　　　（白）　　　　　儿是长平？
公主　　　（白）　　　　　正是皇儿。
崇祯　　　（白）　　　　　小娇儿！
　　　　　（叫头）　　　　啊呀，且住！
　　　　　（白）　　　　　这孽冤若留在世上，必遭闯贼玷污。
　　　　　　　　　　　　　你……是我的孩儿？
公主　　　（白）　　　　　正是孩儿。
崇祯　　　（白）　　　　　好孩儿！
（崇祯拔剑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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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　　　（叫头）　　　　父皇呀！
　　　　　（白）　　　　　孩儿无罪。
崇祯　　　（白）　　　　　儿啊，你说无罪，谁叫你生在亡国的皇帝家中，你就有大大的罪了！
（崇祯砍公主左臂，费宫人扶公主同下。崇祯欲杀太子、定王、永王，徐高拦住。）
崇祯　　　（叫头）　　　　儿呀，儿！
　　　　　（白）　　　　　非是为父忍心将你杀死，稍时闯贼杀进宫来，太庙焚烧，皇陵不保，何况你们
　　　　　　　　　　　　　这几条小命，焉能不丧在贼人之手，为父怎肯叫你们处死，故而杀了你们，以
　　　　　　　　　　　　　绝为父之念呀！
　　　　　（二黄摇板）　　流寇生成虎狼性，
　　　　　　　　　　　　　看来难保我宗亲。
　　　　　　　　　　　　　故而杀子亲手刃，
（崇祯举剑欲杀。）
徐高　　　（二黄摇板）　　还当保留大明后根。
　　　　　（白）　　　　　陛下，且停悲泣，听奴婢一言：万岁与储君，乃邦基国本，此刻国难当头，陛
　　　　　　　　　　　　　下要以死殉国，储君再死社稷，大明江山，岂不永无再造之日，奴婢情愿保太
　　　　　　　　　　　　　子和永、定二王，改装变服，出宫潜藏僻静的村庄之内，太子与二王身处深宫，
　　　　　　　　　　　　　谅无人认识，奴婢竭力保护，若能逃出京城，传檄各路提镇，以图中原，亦
　　　　　　　　　　　　　未可知。
崇祯　　　（白）　　　　　你有此忠心？
徐高　　　（白）　　　　　雨露之恩，粉身难报，誓竭力保护，请陛下放心！
崇祯　　　（白）　　　　　好哇，这真乃是国乱现忠臣！
　　　　　（叫头）　　　　慈烺，慈炯，慈炤，娇儿，儿呀！
　　　　　（白）　　　　　你们舍不得为父，为父亦舍不得你们，如今国破家亡，你不可称为太子了，要
　　　　　　　　　　　　　晓得到了亡国的时候，父子骨肉，都不能自保，你们自幼生在皇宫内院，民间
　　　　　　　　　　　　　情形一概不知，况且又在年当幼时，为父实实放心不下，你们此番跟随徐高出
　　　　　　　　　　　　　宫，比不得在深宫内院，你们不要认着还是太子殿下，可知道如今也是一样的
　　　　　　　　　　　　　民间百姓，见了年长的，叫一声伯伯叔叔，见了年幼的的叫一声哥哥弟弟，有
　　　　　　　　　　　　　道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儿啊！你们是亡国的人，没有自由的
　　　　　　　　　　　　　了呀！
（崇祯哭。）
崇祯　　　（二黄摇板）　　潜踪匿迹藏形影，
　　　　　　　　　　　　　天涯飘零雁离群。
　　　　　　　　　　　　　父子别泪似潮滚，
（内喊杀声。）
崇祯　　　（二黄摇板）　　喊杀之声入宫廷。
　　　　　（白）　　　　　慈烺，慈炯，慈炤。
　　　　　（二黄摇板）　　你与徐高父子称。
徐高　　　（白）　　　　　折煞为臣了！
崇祯　　　（二黄摇板）　　事不宜迟快逃命，
（徐高背太子挽永王、定王。）
崇祯　　　（白）　　　　　娇儿！
太子、
永王、
定王　　　（同白）　　　　父王！
崇祯　　　（白）　　　　　去罢！
（徐高带太子、永王、定王同下。）
崇祯　　　（白）　　　　　姣儿！哎呀！
　　　　　（红绣鞋）　　　骨肉一旦轻抛轻抛，
　　　　　　　　　　　　　娘儿两下餐刀餐刀。
　　　　　　　　　　　　　心已剜，命难逃，
　　　　　　　　　　　　　肠已断，恨群枭视生命等于鸿毛。
（崇祯脱马褂。）
崇祯　　　（白）　　　　　众官们，不怕死的，随孤王神武门杀贼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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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太监执木棍同上，同走圆场。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四宫女引魏宫人同上，费宫人上。）
魏宫人　　（白）　　　　　贼兵来了，我们快些去死呀！
费宫人　　（白）　　　　　你们去死，我要去杀贼的。
魏宫人　　（白）　　　　　你分明要嫁流寇。我们快些去死，让她去罢！
（魏宫人、四宫女同跳御河。费宫人哭。）
费宫人　　（二黄摇板）　　可叹同伴都丧命，
（王承恩上。）
王承恩　　（二黄摇板）　　炮火连天攻内城。
　　　　　　　　　　　　　危如累卵破紫禁，
　　　　　　　　　　　　　面前站立费宫人。
费宫人　　（白）　　　　　王公公，大事不好了。
王承恩　　（白）　　　　　何事惊惶？
费宫人　　（白）　　　　　皇后、皇妃俱已自尽，圣上将公主一剑砍死，可怜宫娥内监，他们都投御河自
　　　　　　　　　　　　　尽一死了呀！
（费宫人哭。）
王承恩　　（白）　　　　　呀！不想宫中有此惨变。费宫人，流寇火炮猛攻城中，死者甚多，看看京城立
　　　　　　　　　　　　　破，你还不去死呀？
费宫人　　（白）　　　　　死得不明不白，无济于事。
王承恩　　（白）　　　　　好，各行其志便了，万岁今在何处？
费宫人　　（白）　　　　　出神武门去了。
王承恩　　（白）　　　　　怎么，出神武门去了，走得远是不远？
费宫人　　（白）　　　　　谅来不远。
王承恩　　（白）　　　　　既然走得不远，待我前去保驾，你也自作主张罢！
（费宫人、王承恩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七场】

（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好个宗亲朱纯臣，
　　　　　　　　　　　　　闭门不纳忘宗亲。
　　　　　　　　　　　　　折转南宫太庙进，
　　　　　　　　　　　　　愧对祖先不肖孙。
　　　　　　　　　　　　　又见太庙面前存，
（崇祯进门。）
崇祯　　　（叫头）　　　　先皇呀，先皇！
　　　　　（白）　　　　　可叹你争来锦绣江山，一旦丧在你儿孙之手。嘿嘿，崇祯呀！
　　　　　（念）　　　　　江山一旦丧在你手，只为错用亲贵臣。上行下效成习惯，不顾廉耻顾金银。
　　　　　　　　　　　　　太平年吃的太平俸，国难临头变了心。大臣执政皆如此，国土何能存毫分！
　　　　　（二黄摇板）　　文官要钱武惜命，
　　　　　　　　　　　　　断送孤王锦乾坤。
　　　　　（白）　　　　　我想流寇杀进城来，烧焚太庙，我若将仓库毁坏，流寇不得财宝，必要移怒我
　　　　　　　　　　　　　的百姓，杀戮我的百姓，孤王无德施于百姓，我死后再叫百姓受苦，朕死也不
　　　　　　　　　　　　　得安心。也罢！待朕晓示李闯便了。
　　　　　　　　　　　　　内侍，内侍。
　　　　　　　　　　　　　他们都逃命去了。有笔在此，待朕写来。
（崇祯抹去墙上灰尘，写。）
崇祯　　　（白）　　　　　“朕与你留宫殿，你与朕留太庙，朕与你留仓库，你与朕留我民。”
　　　　　（二黄摇板）　　耳旁又听惊揣声，
　　　　　　　　　　　　　想是贼子杀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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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步且把高山临，
（崇祯出门，下。）

【第二十八场】

（崇祯上。）
崇祯　　　（二黄摇板）　　战鼓咚咚连声振，
　　　　　　　　　　　　　莫非流寇入禁城。
　　　　　　　　　　　　　再登景山观动静，
（崇祯走圆场，踢靴，跌倒，立起，走圆场。）
崇祯　　　（二黄摇板）　　烽火炮声震天廷。
　　　　　　　　　　　　　鬼哭神嚎是百姓，
　　　　　　　　　　　　　痛碎心肝不忍闻。
　　　　　　　　　　　　　心慌意乱站不稳，
（崇祯倒地。）
崇祯　　　（二黄摇板）　　已到煤山寿皇亭。
　　　　　（白）　　　　　来此已是煤山，待我写下血诏，晓谕天下便了！
　　　　　（二黄摇板）　　咬破中指写血诏，
　　　　　　　　　　　　　十指连心痛煞人。
（崇祯割袍襟写诏。）
崇祯　　　（念）　　　　　“崇祯遗笔，晓谕自成：莫坏我尸，莫毁我陵。莫留我官，莫杀我民。”
　　　　　（二黄摇板）　　写罢遗诏寻自尽，
（崇祯上山，脱靴。）
崇祯　　　（白）　　　　　待我以发遮面。
　　　　　（二黄摇板）　　有何面目见先灵。
（崇祯自缢。王承恩上，跌倒，见崇祯。）
王承恩　　（白）　　　　　啊呀！原来圣上已然殉国，我不免也随驾去罢！
（〖牌子〗。王承恩拜。）
王承恩　　（白）　　　　　待我也自缢了罢！
（王承恩自缢。〖尾声〗。幕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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