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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盆记》

主要角色
刘世昌：老生
张别古：丑
赵大：丑
包拯：净
刘升：丑
赵妻：旦
钟馗：净

情节
南阳缎商刘世昌结账回家，行至定远县遇雨，借宿窑户赵大家。赵大见财起意，将其用酒毒死，后将其尸烧
制乌盆。鞋工张别古向赵大索欠，得盆。刘世昌鬼魂诉冤。张别古代鸣冤。包拯雪冤，杖毙赵大。

注释
这个剧本是在钱培荣手抄余派戏词（不含配角唱念）的基础上，由李炳莘对照孟小冬说戏录音进行校核，并
请范石人对配角的唱念进行修订，最终订稿。因原稿只含主角唱念的场次，故第三至四场从略。

根据《余派戏词钱氏辑粹》：孟小冬授课钱培荣本整理

【第一场】

刘世昌　　（内白）　　　　刘升！
刘升　　　（内白）　　　　有。
刘世昌　　（内白）　　　　带路！
刘升　　　（内白）　　　　是。
（刘世昌上。）
刘世昌　　（西皮摇板）　　一路美景观不尽，
　　　　　　　　　　　　　人投旅店鸟宿林。
刘世昌　　（白）　　　　　卑人，刘世昌，南阳人氏，贩卖绸缎为生。只因离家数载，思念双亲，因此清
　　　　　　　　　　　　　算账目，回家探望。
　　　　　　　　　　　　　刘升！
（刘升上。）
刘升　　　（白）　　　　　有。
刘世昌　　（白）　　　　　前面什么所在？
刘升　　　（白）　　　　　定远县所管。
刘世昌　　（白）　　　　　看天色不好，速速趱行！
刘升　　　（白）　　　　　是。
刘世昌　　（西皮快三眼）　叹人生世间名利牵，
　　　　　（西皮原板）　　抛父母别妻子离故园。
　　　　　　　　　　　　　道旁美景懒得看，
　　　　　　　　　　　　　披星戴月奔家园。
　　　　　　　　　　　　　霎时一阵把天变，
刘升　　　（白）　　　　　下大雨啦！
刘世昌　　（西皮散板）　　狂风大雨遮满天。
　　　　　　　　　　　　　刘升带路往前趱，
（〖扫头〗。刘世昌、刘升同下。）

【第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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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乌盆记》 2

（赵大上。）
赵大　　　（数板）　　　　自幼，自幼生来命运单，又烧瓦来又烧砖，吃喝嫖赌又偷懒，只落得身穿破衣
　　　　　　　　　　　　　衫、破衣衫。
　　　　　（白）　　　　　我，赵大。不幸父母双亡，夫妻二人，在这定远县东大洼烧窑度日。前两天老
　　　　　　　　　　　　　下雨，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老婆子唤出，将这些盆儿罐儿的拿出去晒晒，
　　　　　　　　　　　　　也好作买卖。
　　　　　　　　　　　　　我说老婆子哪里？
赵妻　　　（内白）　　　　啊哈！
（赵妻上。）
赵妻　　　（念）　　　　　奴家生来命运苦，嫁了个丈夫是窑户。
　　　　　（白）　　　　　当家的，叫我干什么呐？
赵大　　　（白）　　　　　看今日天气晴和，叫你出来，咱们把这些盆儿罐儿的晒一晒，也好去卖呀？
赵妻　　　（白）　　　　　好，咱们来抬。
　　　　　　　　　　　　　吆，下雨啦！
赵大　　　（白）　　　　　好，搬回去。
赵妻　　　（白）　　　　　又晴天啦！
赵大　　　（白）　　　　　再搬出去。
赵妻　　　（白）　　　　　吆，又下雨啦！
赵大　　　（白）　　　　　得啦，别挨骂啦！
（赵大、赵妻同下。刘世昌、刘升同上。）
刘世昌　　（西皮散板）　　行了一程又一程，
　　　　　　　　　　　　　浑身上下水淋淋。
刘世昌　　（白）　　　　　刘升，看前面有户人家，上前借宿。
刘升　　　（白）　　　　　是啦。
刘世昌　　（白）　　　　　转来，好话多讲。
刘升　　　（白）　　　　　我知道。
（刘升叩门。）
刘升　　　（白）　　　　　我说有人吗？走出一个来！
（赵大上。）
赵大　　　（白）　　　　　外面大惊小怪的，是谁啊？
刘升　　　（白）　　　　　是我。
赵大　　　（白）　　　　　你是干什么的啊？
刘升　　　（白）　　　　　我们要到你家，睡宿觉，你看怎么样？
赵大　　　（白）　　　　　有这么说话的吗？你出来，家里人也放心。
刘升　　　（白）　　　　　这么说，有什么不对，我偏要这么说。
赵大　　　（白）　　　　　你这么说，我就要揍你！
刘升　　　（白）　　　　　我还要揍你哪。
刘世昌　　（白）　　　　　不会讲话的奴才。
（刘世昌向赵大。）
刘世昌　　（白）　　　　　啊，兄台请了。
赵大　　　（白）　　　　　好说好说，兄台请了。
刘世昌　　（白）　　　　　我主仆二人，行至中途，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望求兄台行个方便，
　　　　　　　　　　　　　借宿一宵，明日早行。
（赵大向刘升。）
赵大　　　（白）　　　　　人家这才算会说话的哪。
刘升　　　（白）　　　　　有一个就对得起你。
赵大　　　（白）　　　　　我说客官，你要借宿一宵，倒是没什么，只是地方狭小，恐怕……
刘世昌　　（白）　　　　　但求一席之地。
赵大　　　（白）　　　　　照你这么一说，我倒……好好，请进来吧。
（赵大搬行李。）
赵大　　　（白）　　　　　吆，挺沉的。
刘升　　　（白）　　　　　都是银子么。
赵大　　　（白）　　　　　你瞧，你们衣服都淋湿啦，快脱下来，我给你们烤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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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向刘升。）
赵大　　　（白）　　　　　小子你呢？
刘升　　　（白）　　　　　我呀，就这一套，免了吧！
赵大　　　（白）　　　　　家里的，把这件衣服拿去烤一烤。
（赵妻上。）
赵妻　　　（白）　　　　　你管他呐。
赵大　　　（白）　　　　　你不懂，烤干了放在咱们柜里。
赵妻　　　（白）　　　　　哦，我明白了。
（赵妻下。）
赵大　　　（白）　　　　　请问客官尊姓大名？
刘世昌　　（白）　　　　　在下刘世昌。
赵大　　　（白）　　　　　哪儿人氏？
刘世昌　　（白）　　　　　南阳人氏。
赵大　　　（白）　　　　　好地方，做什么买卖？
刘世昌　　（白）　　　　　贩卖绸缎为生。
赵大　　　（白）　　　　　啊呀，大买卖！
刘世昌　　（白）　　　　　小买卖。
赵大　　　（白）　　　　　大买卖，
刘世昌　　（白）　　　　　小本钱。
刘世昌、
赵大　　　（同笑）　　　　啊，哈哈哈哈！
刘世昌　　（白）　　　　　请问兄台贵姓？
赵大　　　（白）　　　　　在下姓赵，单名一个大字。
刘世昌　　（白）　　　　　原来是赵大哥，失敬了。
赵大　　　（白）　　　　　不敢，不敢。
刘世昌　　（白）　　　　　作何生意？
赵大　　　（白）　　　　　烧盆儿窑为生。
刘世昌　　（白）　　　　　大买卖。
赵大　　　（白）　　　　　小买卖。
刘世昌　　（白）　　　　　大买卖，
赵大　　　（白）　　　　　小本钱。
刘世昌、
赵大　　　（同笑）　　　　啊，哈哈哈哈！
赵大　　　（白）　　　　　我说客官，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赵大　　　（白）　　　　　前途用过。
刘升　　　（白）　　　　　哪儿吃过啦，我还饿着肚子哪。
赵大　　　（白）　　　　　出门在外，甭客气，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吃的，有的是绿豆稀饭杂和菜。你等
　　　　　　　　　　　　　会儿，我再烫壶酒，赶赶寒气。
刘世昌　　（白）　　　　　有劳赵大哥，
（赵大下位至台前，背躬。）
赵大　　　（白）　　　　　哎呀慢着，我看这位客官的行李，倒是挺沉的，八成儿银子不少。我想我烧窑
　　　　　　　　　　　　　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倒不如把他们两个害啦，岂不发财了吗？让我跟老婆子
　　　　　　　　　　　　　商议商议。
　　　　　　　　　　　　　老婆子快来！
赵妻　　　（白）　　　　　来了来了，什么事啊？
赵大　　　（白）　　　　　老婆子，咱们发财啦！
赵妻　　　（白）　　　　　怎么发法呢？
赵大　　　（白）　　　　　刚才有两个人，前来借宿，乃是一主一仆。主人是个做绸缎生意的大客商。我
　　　　　　　　　　　　　看他们的行李挺沉的，定有不少的银子。我想把他们害了，银子都归了咱们，
　　　　　　　　　　　　　岂不是发了财啦吗？
赵妻　　　（白）　　　　　吆，害人我可不会。
赵大　　　（白）　　　　　别嚷别嚷啊。
赵妻　　　（白）　　　　　你说怎么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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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　　　（白）　　　　　他们还没吃饭，咱们给他安排点酒饭，在酒里头下点耗子药，他们吃了岂不就
　　　　　　　　　　　　　完了吗？
赵妻　　　（白）　　　　　好，就这么办。
赵大　　　（白）　　　　　小心了。
（赵妻下，上。赵妻将酒饭递与赵大，下。）
赵大　　　（白）　　　　　酒到、饭到，来来来，我给你们斟上一杯。
刘世昌　　（白）　　　　　打搅了！
　　　　　（西皮原板）　　好一位赵大哥人慷慨，
　　　　　　　　　　　　　霎时间酒饭有安排。
　　　　　　　　　　　　　行至在中途大雨盖，
　　　　　　　　　　　　　萍水相逢礼不该。
　　　　　　　　　　　　　到明天自当多谢拜，
　　　　　　　　　　　　　昏昏沉沉倒在土台。
赵大　　　（白）　　　　　客官再饮几杯罢。
　　　　　　　　　　　　　得，我看他二人俱已醉倒，待我将门倒扣，咱们明儿见！
（赵大下。）
刘世昌　　（西皮导板）　　霎时一阵肝肠断，
　　　　　（西皮散板）　　刀绞柔肠为哪般？
　　　　　　　　　　　　　回头便把刘升唤，
　　　　　（夹白）　　　　刘升、刘升！
　　　　　（西皮散板）　　想是奴才丧黄泉。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的巧机关。
　　　　　　　　　　　　　远望着南阳高声喊，爹娘啊！
　　　　　　　　　　　　　阴曹地府走一番。
（刘世昌死。）
刘升　　　（西皮导板）　　适才酒醉将合眼，
　　　　　（夹白）　　　　好厉害的绿豆水饭啊！
　　　　　（西皮散板）　　我心中好似刀来穿。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的巧机关。
　　　　　　　　　　　　　眼望着南阳高声叫，
　　　　　（哭头）　　　　我的妈妈呀！
　　　　　（白）　　　　　我死了吧我。
（刘升死。赵大、赵妻同上。）
赵大　　　（白）　　　　　天亮啦，咱们去看看，有没有动静。大概许是死啦，待我开开门。
　　　　　　　　　　　　　有得，两个人死了一对。
赵妻　　　（白）　　　　　这可怎么办呢？抬出去埋了吧！
赵大　　　（白）　　　　　不成，要被人看见，告到当官，你我性命难保。不如咱们把他二人尸体剁成肉
　　　　　　　　　　　　　酱，和在泥里，烧成罐盆，神不知鬼不觉，你瞧怎么样？
赵妻　　　（白）　　　　　好，待我拿刀去。
赵大　　　（白）　　　　　来，咱们动手吧！
赵妻　　　（白）　　　　　我说当家的，你看那画上的判官，他两个眼睛直瞪着我，我害怕！
赵大　　　（白）　　　　　不要紧，他瞪你，咱们把他的眼睛剜去得啦！
（赵大剁刘升。）
刘升　　　（白）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
赵大　　　（白）　　　　　怎么不讲理？
刘升　　　（白）　　　　　你怎么在台上大刺活人啊？
赵大　　　（白）　　　　　你才不讲理呐，你不是死了吗？
刘升　　　（白）　　　　　怎么我死了，那我得出殃啊。咦！
（刘升下。）
赵大　　　（白）　　　　　真是活见鬼。这下好啦，咱们可发财了。赶紧找泥水匠盖房子再说。正是：
　　　　　（念）　　　　　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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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赵妻同下。钟馗上。）
钟馗　　　（念）　　　　　十载寒窗喜登科，只因貌丑忤金阙。玉帝怜俺死得苦，钦赐宝剑斩妖魔。
　　　　　（白）　　　　　吾乃钟馗是也。可恨赵大夫妻，谋财害命，又将吾神双目剜去。等刘世昌鬼魂
　　　　　　　　　　　　　到此，指点与他便了。远远望见刘世昌鬼魂来也！
（刘世昌上。）
刘世昌　　（白）　　　　　叩见判爷！
钟馗　　　（白）　　　　　刘世昌，你的冤屈，吾神尽知，日后可向定远县包公伸诉，自能昭雪，吾神保
　　　　　　　　　　　　　护于你，也就是了。
刘世昌　　（白）　　　　　多谢判爷！
钟馗　　　（白）　　　　　随我来！
（钟馗、刘世昌同下。）

【第五场】

张别古　　（内白）　　　　啊哈！
（张别古上。）
张别古　　（数板）　　　　运败时衰，老来无子实难挨，妻丧早，命应该，只落得，奔波忙碌卖草鞋，卖
　　　　　　　　　　　　　草鞋！
　　　　　（念）　　　　　人老猫腰把头低，树老梢焦叶儿稀。茄子老了一兜子儿，倭瓜越老越难吃。
　　　　　（白）　　　　　老汉、张别古，打草鞋为生。这两天生了场病，没出去作买卖。今儿病好了，
　　　　　　　　　　　　　一个钱儿也没有，我想起东大洼赵大，欠我两只草鞋钱，不免前去要了来，也
　　　　　　　　　　　　　好度日。我说走就走，待我出了门，关上门，我再锁上门。我得嘱咐几句，门
　　　　　　　　　　　　　儿喏门儿，好好看住我的门。
　　　　　　　　　　　　　唉，老了老了，再也不能小了，要想小了，可就费了事了。说话之间，到了。
　　　　　　　　　　　　　赵大的家是两间破土房，怎么会变成高大瓦房了？我再瞧瞧，损德堂赵，不错
　　　　　　　　　　　　　呀，待我叫叫。
　　　　　　　　　　　　　赵大、赵大！
赵大　　　（内白）　　　　嗯哼！
（赵大上。）
赵大　　　（念）　　　　　人不得横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白）　　　　　是谁这么指名道姓的，乱喊赵大赵大的？
张别古　　（白）　　　　　是我。
赵大　　　（白）　　　　　原来是老小子。
张别古　　（白）　　　　　好说小小子。
赵大　　　（白）　　　　　你干什么来啦？
张别古　　（白）　　　　　我找你有两句话要说。
赵大　　　（白）　　　　　有话就在这儿说吗？
张别古　　（白）　　　　　不在这儿说，上哪说去？
赵大　　　（白）　　　　　这儿风大，闪了我的舌头，到待客厅去。
张别古　　（白）　　　　　有了钱都有待客厅啦，我不认路，你头里走吧。
赵大　　　（白）　　　　　跟我走，进大门。
张别古　　（白）　　　　　哦，进大门。
赵大　　　（白）　　　　　进二门。
张别古　　（白）　　　　　哦，有了二门啦！
赵大　　　（白）　　　　　走穿廊。
张别古　　（白）　　　　　好，走穿廊。
赵大　　　（白）　　　　　过游廊。
张别古　　（白）　　　　　哪儿来那么多狼呵？
赵大　　　（白）　　　　　抬脚。
张别古　　（白）　　　　　干什么？
赵大　　　（白）　　　　　小心踩了黄鼠狼。
张别古　　（白）　　　　　哟，有了钱都养活狼啦，到了没有啊？
赵大　　　（白）　　　　　就算到了吧，跟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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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别古　　（白）　　　　　呵，好一个待客厅，我来坐会儿。
赵大　　　（白）　　　　　起来，起来，这地方你能坐吗？
张别古　　（白）　　　　　坐坐也不要紧啊。
赵大　　　（白）　　　　　我问你，这椅子是什么做的？
张别古　　（白）　　　　　木头作的。
赵大　　　（白）　　　　　还是啊，木能生火，也不怕烧了屁股。
张别古　　（白）　　　　　你怎么不怕烧呢？
赵大　　　（白）　　　　　大爷福大命大，压得住！
张别古　　（白）　　　　　那么坐哪儿啊？
赵大　　　（白）　　　　　你坐地下得啦.
张别古　　（白）　　　　　好，我就坐地下。
赵大　　　（白）　　　　　你有什么话说呀？
张别古　　（白）　　　　　你以前拿了我两只草鞋，没有给钱，今儿你该给了吧？
赵大　　　（白）　　　　　胡说，你瞧大爷我，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底下登的，我能欠你的草鞋钱，
　　　　　　　　　　　　　真是胡说八道。
张别古　　（白）　　　　　呵，发了财就不认账啦。
　　　　　　　　　　　　　我说赵大爷您听错了，不是你欠我的草鞋钱，是你的伙计，拿了我两只草鞋，
　　　　　　　　　　　　　没给钱，写在您的账上啦。
赵大　　　（白）　　　　　这还像话。
张别古　　（白）　　　　　那么您就给我吧？
赵大　　　（白）　　　　　钱哪，我告诉你，都用铁丝串起来了。
张别古　　（白）　　　　　银子也成。
赵大　　　（白）　　　　　银子都烧成银山啦，也没有。
张别古　　（白）　　　　　什么都没有，怎么成呢？就算我要饭，也得给我个要饭的家伙呀！
赵大　　　（白）　　　　　哦，你要个盆儿，有，跟我到盆库去。
张别古　　（白）　　　　　发财啦，盆儿都有了库啦。
赵大　　　（白）　　　　　大爷有钱嘛。
张别古　　（白）　　　　　哎哟，怎么阴风惨惨的？赵大，你害了人了吧？
赵大　　　（白）　　　　　胡说八道，这是你年纪大，火气弱。你看大爷我，嗯哼！
　　　　　　　　　　　　　你看这上中下三层。
张别古　　（白）　　　　　你把上层的给我一个。
赵大　　　（白）　　　　　上层是进贡用的，你不能用。
张别古　　（白）　　　　　中层的给我一个。
赵大　　　（白）　　　　　那是买卖客商用的，也不能给。
张别古　　（白）　　　　　那就给我挑一个吧。
赵大　　　（白）　　　　　那倒成，你瞧这个怎么样？
张别古　　（白）　　　　　吆，怎么黑不溜啾的？
赵大　　　（白）　　　　　你看不起眼儿，我这一窑就烧了这么一个，我还给它起了名儿哪，叫乌盆。
张别古　　（白）　　　　　它叫乌盆。
（刘世昌上。）
赵大　　　（白）　　　　　得，没你这么一叫，他还不出来呢？
　　　　　　　　　　　　　你走吧！
张别古　　（白）　　　　　你们这儿狼太多，我怕踩啦，你带我出去吧！
赵大　　　（白）　　　　　好，你跟我走。好了，就算到了吧！
张别古　　（白）　　　　　好，那我去了。
赵大　　　（白）　　　　　回来，回来！
张别古　　（白）　　　　　回来干什么？
赵大　　　（白）　　　　　你在外头，眼皮儿杂，要是有小姑娘、小小子的，替大爷我买两个来。
张别古　　（白）　　　　　嘿，有了两个臭钱，可真会出花样。有啦，我拿他开开心。
　　　　　　　　　　　　　我说赵大，小姑娘没有，小小子有一个。
赵大　　　（白）　　　　　在哪儿？
张别古　　（白）　　　　　你远瞧。
赵大　　　（白）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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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别古　　（白）　　　　　你再近觑，
赵大　　　（白）　　　　　就是你啊。
张别古　　（白）　　　　　不错，
赵大　　　（白）　　　　　呸！我可没钱给你买棺材。
张别古　　（白）　　　　　你买我，好给你们家当活祖宗。
赵大　　　（白）　　　　　滚你的吧，下次再来，打断你的狗腿。嗯哼！
（赵大下。）
张别古　　（白）　　　　　咳，真是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没想到赵大这小子会发了财啦。这
　　　　　　　　　　　　　可真是：
　　　　　（念）　　　　　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
刘世昌　　（白）　　　　　张别古！
张别古　　（白）　　　　　谁这么提名道姓的？
刘世昌　　（白）　　　　　老丈！
张别古　　（白）　　　　　不好，盆儿它说话啦！
刘世昌　　（二黄原板）　　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有言来你是听：
　　　　　　　　　　　　　休把我当作妖魔论，
张别古　　（夹白）　　　　你是什么？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我本屈死一鬼魂。
张别古　　（白）　　　　　嗳！
　　　　　（二黄原板）　　他那里叫一声张别古，
　　　　　（夹白）　　　　可把我憋死啦！
　　　　　（二黄原板）　　吓得我年迈人精神恍惚。
　　　　　（白）　　　　　哎呀慢着！有道是少年见鬼，还有三年，老年见鬼，就在眼前。我得赶紧走，
　　　　　　　　　　　　　走这边，我那边走。不好，鬼打墙了！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我忙将树枝摆摇动，
张别古　　（白）　　　　　哎呀，好大的风哟！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抓一把沙土扬灰尘。
张别古　　（白）　　　　　沙子迷了眼喽！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我和你远无怨近无有仇恨，
　　　　　　　　　　　　　望求老丈把冤伸。
张别古　　（白）　　　　　嗳……
　　　　　（二黄摇板）　　年纪迈来血气衰，
　　　　　　　　　　　　　半路遇见妖魔来。
　　　　　（白）　　　　　到了城隍庙啦，听说这儿城隍老爷，挺有灵验，待我进去许个愿去。
　　　　　　　　　　　　　张别古进庙来！
（张别古进庙，跪。）
张别古　　（数板）　　　　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都只为东大洼赵大该我钱财，我去讨债，
　　　　　　　　　　　　　给了盆儿折了债，谁想这个盆儿它是妖怪，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与我
　　　　　　　　　　　　　遮盖，明日里猪头三牲一块豆腐和白菜一齐买来，一齐送来。
（张别古起身。）
张别古　　（白）　　　　　愿是许啦，不定灵不灵，待我试试。
　　　　　　　　　　　　　盆儿，盆儿，哈哈！真灵啦，待我回家去了。
（张别古稍停。）
张别古　　（白）　　　　　哎呀慢着，想我连吃饭都没钱，哪有钱买供啊？如果不还愿，得罪了城隍老爷，
　　　　　　　　　　　　　岂不比这小鬼更糟吗？不行，我得打退堂鼓。张别古二次进庙来！
　　　　　（数板）　　　　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只因为东大洼赵大，不该钱财，我也没
　　　　　　　　　　　　　去讨债，这个盆儿它不是妖怪，您也不用遮盖，到明天，猪头三牲一块豆腐和
　　　　　　　　　　　　　白菜，是不能买来，不能送来。
　　　　　（白）　　　　　城隍爷，您多包涵，再见。
　　　　　　　　　　　　　好，愿也退了，我再试验试验，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哎呀我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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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摇板）　　三步当作两步走，
　　　　　　　　　　　　　不觉来到自家门。
　　　　　（白）　　　　　到了家啦。
　　　　　（数板）　　　　我放下了棍儿，搁下了盆儿，拿起钥匙捅开锁的屁股门儿，推开了门儿，拿起
　　　　　　　　　　　　　了盆，拾起了棍，跨进了门儿，搁下了盆儿，关上了门儿，我再顶上门儿，看
　　　　　　　　　　　　　你是鬼是神怎么闯进我的门。
刘世昌　　（白）　　　　　张别古！
张别古　　（白）　　　　　不好，将鬼关在屋里头来喽！
刘世昌　　（哭头）　　　　老丈……啊！
　　　　　（反二黄慢板）　未曾开言泪满腮，
　　　　　　　　　　　　　尊一声老丈细听开怀：
张别古　　（白）　　　　　你家住哪里？
刘世昌　　（反二黄慢板）　家住在南阳城关外，
　　　　　　　　　　　　　离城十里太平街。
张别古　　（白）　　　　　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买卖？
刘世昌　　（反二黄慢板）　刘世昌祖居有数代，
　　　　　　　　　　　　　商农为本有家财。
　　　　　　　　　　　　　奉母命京城做买卖，
　　　　　　　　　　　　　贩卖绸缎倒也生财。
　　　　　　　　　　　　　前三年也曾把货卖，
　　　　　　　　　　　　　收齐账目转回家来。
　　　　　　　　　　　　　行至在定远县地界，
　　　　　　　　　　　　　霎时间老天爷降下雨来。
　　　　　　　　　　　　　路过赵大窑门以外，
　　　　　　　　　　　　　借宿一宵惹祸灾。
　　　　　　　　　　　　　赵大夫妻将我谋害，
　　　　　　　　　　　　　他把我尸骨何曾葬埋。
　　　　　　　　　　　　　烧成乌盆窑中卖，
　　　　　　　　　　　　　幸遇老丈讨债来。
　　　　　　　　　　　　　可怜我冤仇有三载、有三载，老丈呃！
张别古　　（白）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你姓刘，叫刘世昌，南阳人氏。贩卖绸缎为生，
　　　　　　　　　　　　　被赵大夫妻给害啦。怪不得赵大发财了。话可说回来了，是赵大把你害啦，
　　　　　　　　　　　　　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去找赵大，找我干什么？
刘世昌　　（反二黄原板）　因此上随老丈转回家来。
张别古　　（白）　　　　　闻听人说，鬼怕脏东西，我尿盆还没倒，我来浇他一浇。
　　　　　　　　　　　　　盆儿，你招家伙吧，又刮回来了！
刘世昌　　（二黄原板）　　劈头盖脸洒下来，
　　　　　　　　　　　　　奇臭难闻我的口难开。
　　　　　　　　　　　　　可怜我命丧他乡以外，
　　　　　　　　　　　　　可怜我身在望乡台。
　　　　　　　　　　　　　父母盼儿儿不能奉待，
　　　　　　　　　　　　　妻子盼夫夫不能回来。
　　　　　　　　　　　　　望求老丈将我带，
　　　　　　　　　　　　　你带我去见包公台。
　　　　　　　　　　　　　倘若是把我的冤仇来解，
　　　　　　　　　　　　　但愿你福寿康宁永无灾。
张别古　　（白）　　　　　说了半天，我也明白了，你要我带你告状去，对不对？
刘世昌　　（白）　　　　　正是。
张别古　　（白）　　　　　我跟你说，我有个毛病，见了官说不出话来。
刘世昌　　（白）　　　　　你告我诉。
张别古　　（白）　　　　　我不去。
刘世昌　　（白）　　　　　行个方便吧！
张别古　　（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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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昌　　（白）　　　　　拿你头痛！
张别古　　（白）　　　　　哦呵呵，我去我去，可先说好，是我告你诉，我叫你，你可要答应。
刘世昌　　（白）　　　　　是。
张别古　　（白）　　　　　怪哉怪哉真怪哉，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乌盆也会说话来。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你有什么冤枉事，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随我去见包县台。
（张别古、刘世昌同下。）

【第六场】

（四青袍、二差役、包拯同上。）
包拯　　　（西皮导板）　　想当年奉王命领凭上任，
　　　　　（西皮流水板）　定远县为县令管辖黎民。
　　　　　　　　　　　　　行至中途狂风一阵，
　　　　　　　　　　　　　刮去了大轿顶必有原因。
　　　　　　　　　　　　　好似那六月飞雪天示警，
　　　　　　　　　　　　　这内中被屈含冤要查明。
　　　　　　　　　　　　　但愿得仁风被民心向正，
　　　　　（西皮摇板）　　食王爵禄报国恩。
　　　　　（白）　　　　　本县包拯。初任定远县令，今当三六九日放告日期。
　　　　　　　　　　　　　来，将放告牌抬出。
二差役　　（同白）　　　　是。
（张别古、刘世昌同上。）
张别古　　（念）　　　　　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苍蝇打破碗，蚊子叮破了锅。
　　　　　（白）　　　　　盆儿跟我来。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吆，好大的一座庙，
刘世昌　　（白）　　　　　此乃包县台的衙门。
张别古　　（白）　　　　　那么咱们要告状啦，我告你诉。
刘世昌　　（白）　　　　　你告我诉。
张别古　　（白）　　　　　冤枉啊！
差役甲　　（白）　　　　　启太爷：有一老头儿喊冤。
包拯　　　（白）　　　　　带上堂来。
差役甲　　（白）　　　　　老头儿，叫你上堂回话。
张别古　　（白）　　　　　盆儿随我进去。
　　　　　　　　　　　　　老爷。
差役甲　　（白）　　　　　在上头。
张别古　　（白）　　　　　老爷。
包拯　　　（白）　　　　　这一老汉，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张别古　　（白）　　　　　回禀老爷的话，小老儿姓张，我也不是弓长张，也不是立早章，是钞票一张一
　　　　　　　　　　　　　张的张。我这个别，不是特别的别，也不是分别的别，是别笑的别。我这个古，
　　　　　　　　　　　　　不是古来的古，也不是锣鼓的鼓，是屁股的股。
二差役　　（同白）　　　　哼！别胡说。
张别古　　（白）　　　　　回禀老爷，我没什么冤枉。
包拯　　　（白）　　　　　哪一个有冤枉？
张别古　　（白）　　　　　我这个乌盆，它说有冤枉。
包拯　　　（白）　　　　　怎么？这个乌盆它会说话么？
张别古　　（白）　　　　　不错，他会说话。
包拯　　　（白）　　　　　好，左右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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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盆，乌盆，乌盆！
差役甲　　（白）　　　　　未曾说话。
包拯　　　（白）　　　　　哼！轰了下去！
张别古　　（白）　　　　　怎么不说话呀？
（张别古向盆。）
张别古　　（白）　　　　　待我来叫，乌盆，
（刘世昌转身。）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嘿，你怎么不进去啊？
刘世昌　　（白）　　　　　正要进入，被门神拦阻。请求太爷赏下一枚纸钱焚化，方能进入。
张别古　　（白）　　　　　想不到门神爷也要红包？那么你等着。
刘世昌　　（白）　　　　　是。
张别古　　（白）　　　　　冤枉！
差役甲　　（白）　　　　　启禀太爷：那老头儿又来喊冤。
包拯　　　（白）　　　　　好，叫他进来。
差役甲　　（白）　　　　　老头儿进来。
张别古　　（白）　　　　　来了，参见太爷。
（张别古跪。）
包拯　　　（白）　　　　　老汉，你又来作甚？
张别古　　（白）　　　　　启禀太爷；我这个乌盆它说了话啦。
包拯　　　（白）　　　　　它说些什么？
张别古　　（白）　　　　　它说，它正进入，被门神爷拦住啦，望求太爷赏下一枚纸钱焚化焚化，方能进
　　　　　　　　　　　　　来。
包拯　　　（白）　　　　　哦！
　　　　　（西皮摇板）　　书写牒文与钱财，
　　　　　　　　　　　　　急忙焚化在庭阶。
　　　　　　　　　　　　　门神护卫休拦阻，
　　　　　　　　　　　　　快叫冤魂进衙来。
张别古　　（白）　　　　　纸也烧了，跟我进来吧！
　　　　　　　　　　　　　老爷请叫罢。
二差役　　（同白）　　　　未曾说话。
包拯　　　（白）　　　　　来，轰了下去。
张别古　　（白）　　　　　老爷，别忙，是这么回事，我这乌盆它认生，只听我一个人的，不信，太爷听
　　　　　　　　　　　　　我叫，它一定答应。
包拯　　　（白）　　　　　好，左右听了。
张别古　　（白）　　　　　乌盆。
（刘世昌不应。）
张别古　　（白）　　　　　乌盆。
（张别古代应。）
张别古　　（白）　　　　　有。
　　　　　　　　　　　　　乌盆。
（张别古代应。）
张别古　　（白）　　　　　有。
二差役　　（同白）　　　　乃是自叫自应。
包拯　　　（白）　　　　　来，打他五板。
二差役　　（同白）　　　　是。
（二差役同打张别古。）
二差役　　（同白）　　　　一二三四五，
张别古　　（白）　　　　　金木水火土，哎哟！
包拯　　　（白）　　　　　赶了出去。
张别古　　（白）　　　　　乌盆！
（刘世昌转身。）
刘世昌　　（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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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别古　　（白）　　　　　你怎么拿我开心哪，我为你挨了五板，你干吗又不进去啊？
刘世昌　　（白）　　　　　赵大夫妻在害我的时节，剥得赤身露体。太爷日后，有三公之位，恐有冲撞。
　　　　　　　　　　　　　望求太爷，赏下青衣一件，遮盖身体，方可进入。
张别古　　（白）　　　　　哪有这么噜嗦，我不告啦！
刘世昌　　（白）　　　　　行个方便吧！
张别古　　（白）　　　　　说什么也不告啦！
刘世昌　　（白）　　　　　我拿你头痛！
张别古　　（白）　　　　　哎哟，哎哟！不去要头痛，去嘛又屁股痛。得，我宁肯屁股痛，也不要头痛。
（张别古面公堂。）
张别古　　（白）　　　　　冤枉！
二差役　　（同白）　　　　启禀太爷：老头儿又来喊冤。
包拯　　　（白）　　　　　叫他进来。
二差役　　（同白）　　　　进去。
张别古　　（白）　　　　　来啦，与太爷叩头。
（张别古跪。）
包拯　　　（白）　　　　　唗！你这老头儿，三番两次，敢是搅乱公堂？
张别古　　（白）　　　　　启禀太爷：我这盆儿，它又说话了。
包拯　　　（白）　　　　　它又说些什么？
张别古　　（白）　　　　　它说赵大夫妻将他剥得赤身露体，太爷日后因有八公之位。
二差役　　（同白）　　　　嘿，三公之位。
张别古　　（白）　　　　　不错，是三公之位。恐有冲撞，望求太爷赏下青衣一件，遮盖身体，方可进入。
包拯　　　（白）　　　　　来，赏他青衣一件，
张别古　　（白）　　　　　嘿，这位太爷可真好说话，啊，有啦，我也来朦一下。
　　　　　　　　　　　　　回禀老爷的话，乌盆又说话了。
包拯　　　（白）　　　　　又说什么？
张别古　　（白）　　　　　它说想跟太爷借五百两银子。
包拯　　　（白）　　　　　嗯！不像话。
张别古　　（白）　　　　　本来不像话。
（张别古出衙门对乌盆叫。）
张别古　　（白）　　　　　乌盆！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跟我进来。
　　　　　　　　　　　　　太爷，乌盆来了，你趁热叫罢。
包拯　　　（白）　　　　　左右听了，乌盆！
刘世昌　　（白）　　　　　有！
包拯　　　（白）　　　　　乌盆！
刘世昌　　（白）　　　　　有哇！
包拯　　　（三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张别古　　（白）　　　　　那不成，你冤枉我了，那可不成。
包拯　　　（白）　　　　　来，错打五板，赏他五钱银子。
张别古　　（白）　　　　　哈哈，这倒不错，错打五板，给五钱银子。
　　　　　　　　　　　　　回禀老爷，干脆您再多打五板，咱们凑一两吧！
包拯　　　（白）　　　　　轰了下去。
张别古　　（白）　　　　　这回不行了，回家养伤去吧！
（张别古下。）
包拯　　　（白）　　　　　那一乌盆，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刘世昌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泪汪汪，
　　　　　　　　　　　　　尊声太爷听端详：
　　　　　　　　　　　　　家住南阳太平庄，
　　　　　　　　　　　　　姓刘名安字世昌。
　　　　　　　　　　　　　奉母之命把京上，
　　　　　　　　　　　　　贩卖那绸缎转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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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夫妻图财主仆把身丧，
　　　　　　　　　　　　　望求太爷做主张。
包拯　　　（白）　　　　　何人的见证？
刘世昌　　（白）　　　　　判爷的见证。
包拯　　　（白）　　　　　来，将盆入库。
（刘世昌下。）
包拯　　　（白）　　　　　来，拿我火签，去到东大洼，将赵大夫妻抓来见我。
二差役　　（同白）　　　　遵命！
（二差役同下。）
包拯　　　（白）　　　　　退堂！
（四青袍、包拯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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