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1

《红拂传》（一名：《风尘三侠》）

主要角色
红拂：旦
李靖：老生
虬髯公：净
李世民：小生

情节
剧本叙述隋炀帝杨广出游扬州，留越公杨素留守。三原布衣李靖有天下之志，往见杨素，相府歌姬张凌华，
即红拂，窥见李靖英俊，十分心折，乘夜盗了杨素令箭，乔装投奔李靖，两人结为夫妇，一同远走。路遇虬
髯客张仲坚，彼此相投订交。虬髯亦有志平定中原，但知太原李世民雄才大略，于是约定一同访谒，再定行
止。见了李世民之后，虬髯客自叹不及，李靖则决心辅佐李氏，虬髯客乃将家资赠与李靖夫妻，飘然而去。

注释
《红拂传》一名《风尘三侠》，取材于唐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这个剧本出自罗瘿公先生的手笔。程砚
秋同志早年曾演出。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李靖带剑上。）
李靖　　　（引子）　　　　书剑天涯，对江山，负我奇才。
　　　　　（念）　　　　　投笔人争羡虎头，漫夸谈笑觅封侯。丈夫更有凌云志，钟鼎勋名未足酬。
　　　　　（白）　　　　　卑人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士。先父官拜赵郡太守，母舅韩擒虎，官居上
　　　　　　　　　　　　　柱国之职。卑人本出将门，深通兵法；只因素有大志，不肯俯仰求官，为此放
　　　　　　　　　　　　　浪江湖，蹉跎岁月。方今天下大乱，正英雄用武之时，闻得隋帝驾幸江都，越
　　　　　　　　　　　　　公杨素，留守西京，招纳豪杰，我不免前去西京求见，看他相待如何，我便趁
　　　　　　　　　　　　　机观变，以图进取，就此渡江前去便了。
（李靖出门，行。）
李靖　　　（西皮慢板）　　看四海乱纷纷中原动荡，
　　　　　　　　　　　　　天生我奇才士立志非常；
　　　　　　　　　　　　　那隋帝无道君万民怨望，
　　　　　　　　　　　　　因此上起刀兵到处称王。
　　　　　　　　　　　　　我本是大英雄才高识广，
　　　　　　　　　　　　　必须要立奇功四海名扬；
　　　　　　　　　　　　　趁此时到皇都观看景象，
　　　　　　　　　　　　　又岂能守笔砚终老家乡，
　　　　　（白）　　　　　一路行来，已是大江边了。怎得个船儿，渡我过去？啊！好了，那边有个渔船
　　　　　　　　　　　　　来了。
　　　　　　　　　　　　　啊，渔翁，快摆船来，渡我过去。
（刘文静上。）
刘文静　　（念）　　　　　日月山河随手转，经纶天地待人为。
　　　　　（白）　　　　　岸上何人，大惊小怪。
李靖　　　（白）　　　　　渔翁，渡俺过江，多把酒钱与你。
刘文静　　（冷笑）　　　　嘻嘻嘻。
　　　　　（白）　　　　　老子在此钓鱼，无拘无束，就是当今皇帝也不能命令与我；你这个汉子如此鲁
　　　　　　　　　　　　　莽，就要呼唤起老子来么？
（李靖失惊。）
李靖　　　（白）　　　　　看他口出大言，或是个隐逸之士，待我下礼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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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2

　　　　　　　　　　　　　啊，渔翁，卑人一时失言，不要见怪，相烦渡俺过江如何？
刘文静　　（白）　　　　　这便才是。汉子，你且上船来。
李靖　　　（白）　　　　　有劳了。
（李靖上船。刘文静背供。）
刘文静　　（白）　　　　　我看这汉子，相貌超群，或者也是英雄之辈。待我问他一声。
　　　　　　　　　　　　　汉子，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李靖　　　（白）　　　　　小生姓李名靖，京兆三原人士。
刘文静　　（白）　　　　　原来是药师兄，幸会、幸会。
李靖　　　（白）　　　　　请问渔翁上姓？
刘文静　　（白）　　　　　在下刘文静。
（李靖失惊。）
李靖　　　（白）　　　　　啊！莫不是肇仁兄么？
刘文静　　（白）　　　　　正是。
李靖　　　（白）　　　　　久仰大名，为何隐居在此？
刘文静　　（白）　　　　　只因天下大乱，暂且隐姓埋名，求访真王，故而在此。不知药师兄渡江，要往
　　　　　　　　　　　　　何处？
李靖　　　（白）　　　　　闻听越公杨素，招揽豪杰，为此前去西京求见，乘机观变，以图进取。
刘文静　　（白）　　　　　那杨素困于酒色，已无大志，不过尸居余气而已。唐公李渊之子李世民，乃盖
　　　　　　　　　　　　　世英雄；现在太原，招贤纳士。小弟就要前去相投，辅佐于他，共成王业。
李靖　　　（白）　　　　　原来李姓有如此人才，倒要会他一会。
　　　　　　　　　　　　　啊，刘仁兄，要往太原，几时前去？
刘文静　　（白）　　　　　我不久就要前去。药师兄到了西京，倘若不能得志，也到太原来如何？
李靖　　　（白）　　　　　谨依遵命。船以泊岸，就此暂别。
　　　　　（西皮摇板）　　登程且向西京往，
　　　　　　　　　　　　　见了越公在定行藏。
刘文静　　（西皮摇板）　　且喜李兄才略广，
　　　　　　　　　　　　　太原相会再商量。
李靖　　　（白）　　　　　刘兄，后会有期。
刘文静　　（白）　　　　　相见不远。
李靖　　　（白）　　　　　请。
刘文静　　（白）　　　　　请。
（李靖下。）
刘文静　　（白）　　　　　李兄已去，我不免弃了渔船，前往太原便了。
　　　　　（西皮摇板）　　眼望太原心向往，
　　　　　　　　　　　　　全凭韬略辅真王。
（刘文静下。）

【第二场】

虬髯公　　（内西皮导板）　一剑随身过太行，
（虬髯公上。）
虬髯公　　（西皮流水板）　平生志气不寻常！
　　　　　　　　　　　　　龙腾大海翻波浪，
　　　　　　　　　　　　　天下何人做帝王？
　　　　　　　　　　　　　四海英雄谁敢抗，
　　　　　　　　　　　　　要把中原作战场。
　　　　　（白）　　　　　俺，张仲坚。排行第三，生于山东，隐姓埋名，天生一部虬髯，人都称我为虬
　　　　　　　　　　　　　髯公。只因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是俺素有大志，意欲平定中原，造成王业，
　　　　　　　　　　　　　为此准备资财，待时而动。俺有一道兄，名唤徐洪客，乃是天下奇才，深通兵
　　　　　　　　　　　　　法，约定今晚到此，密商大事——天色不早，徐道兄敢待来也。
（徐洪客道装上。）
徐洪客　　（念）　　　　　天下英雄争逐鹿，好凭谋略定行藏。
　　　　　（白）　　　　　啊，张贤弟，你倒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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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3

虬髯公　　（白）　　　　　来已多时。等候道兄到此，一同商议。
徐洪客　　（白）　　　　　我等一同登山去者。
　　　　　（西皮摇板）　　
　　　　　　　　　　　　　天下纷纷何日定，
　　　　　　　　　　　　　未知何人定太平。
虬髯公　　（西皮摇板）　　锦绣中原谁管领，
　　　　　　　　　　　　　要凭贤愚看分明。
（徐洪客，虬髯公同登高。）
徐洪客　　（白）　　　　　张贤弟，此处倒也僻静。啊，你看隋帝驾幸江都，乐而忘返；天下刀兵四起，
　　　　　　　　　　　　　看来那隋家的天下，定然是难保的了。
虬髯公　　（白）　　　　　隋家气数已尽，这可不言。但是你我起兵的机会，应在何处？
徐洪客　　（白）　　　　　容我思之。
（徐洪客思忖。）
徐洪客　　（白）　　　　　哎呀，此地无险可据，太原山川雄峙，人才众盛，何不到那里相机行事！
虬髯公　　（白）　　　　　太原有人，我辈岂能得志？
徐洪客　　（白）　　　　　太原形势雄壮，安知不为我所用，何不同往太原，看情形如何，再作计较。
虬髯公　　（白）　　　　　如此道兄先行，小弟有一仇人，乃是天下负心之贼，寻之十年，现已探明他的
　　　　　　　　　　　　　行踪，小弟即刻前往，取他首级，随后前往太原，与道兄相会。
虬髯公　　（白）　　　　　遵命，道兄请。
徐洪客　　（白）　　　　　请。
（徐洪客下。）
虬髯公　　（白）　　　　　徐道兄已去，俺不免暗藏匕首，深夜前去，取了仇人首级回来；俺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忙登程将匕首身旁藏定，
　　　　　　　　　　　　　要斩那仇人头此恨方平。
（虬髯公下。）

【第三场】

（红拂上。）
红拂　　　（西皮慢板）　　在相府每日里承欢侍宴，
　　　　　　　　　　　　　也不过众女子斗宠争妍；
　　　　　　　　　　　　　虽然是相府中常承恩眷，
　　　　　　　　　　　　　辜负了红拂女锦瑟华年；
　　　　　　　　　　　　　对春光不由人芳心缭乱，
　　　　　　　　　　　　　想起了红颜老更有谁怜。
　　　　　（白）　　　　　奴家张氏，小字凌华。我父在陈朝为将，归顺隋朝，就在越公杨司徒府中执事。
　　　　　　　　　　　　　不幸父亲亡故，奴家养在府中，教成歌舞。每遇开筵见客之时，必须随班伺
　　　　　　　　　　　　　候。奴家性好书卷，爱习兵书，每闻呼唤之声，好不耐烦也！
（侍女上。）
侍女　　　（白）　　　　　相爷吩咐：在春阳阁下摆宴，叫你前去伺候。
红拂　　　（白）　　　　　知道了。
（侍女下。）
红拂　　　（白）　　　　　我正在此小息片时，又来呼唤，也是无可奈何，待我前面此后便了。正是：
　　　　　（念）　　　　　歌成金缕无人识，舞罢霓裳只自怜。
（红拂下。）

【第四场】

（四兵士、院子同上，杨素白须蟒服上。）
杨素　　　（引子）　　　　扫清江汉，作元勋，位冠朝班。
　　　　　（念）　　　　　金鱼玉带应三台，将相还须盖世才；斧钺威权天下重，帐前号令肃风雷。
　　　　　（白）　　　　　老夫杨素。身为名将，职任元戎；只因圣上游幸江都，命我留守西京，文武百
　　　　　　　　　　　　　官，尽归统属；这且不言，今日朝罢回府，后花园中百花盛开，已吩咐预备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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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4

　　　　　　　　　　　　　宴，赏花取乐。
　　　　　　　　　　　　　筵宴可曾齐备？
院子　　　（白）　　　　　齐备多时了。
杨素　　　（白）　　　　　去唤府中歌姬上来。
（院子向内。）
院子　　　（白）　　　　　歌姬们上来。
（红拂执拂同四歌姬同上。）
红拂　　　（白）　　　　　参见相爷。
杨素　　　（白）　　　　　罢了！园中百花盛开，正好对花饮酒。张美人，你就在牡丹花下，歌舞一回。
红拂　　　（白）　　　　　领均旨。
（红拂舞。）
红拂　　　（西皮二六板）　见春光三月里百花开遍，
　　　　　　　　　　　　　撩人春色是今年；
　　　　　　　　　　　　　随风弱柳垂金线，
　　　　　　　　　　　　　灵和殿里学三眠。
　　　　　　　　　　　　　红襟紫颔衔泥燕，
　　　　　　　　　　　　　飞来飞去把花穿；
　　　　　　　　　　　　　纷飞满地桃花片，
　　　　　　　　　　　　　一双双蝴蝶舞阶前。
　　　　　　　　　　　　　耳旁又听新莺啭，
　　　　　　　　　　　　　好一似珠喉一串圆；
　　　　　　　　　　　　　半空中又只见游丝百转，
　　　　　　　　　　　　　浑不觉拖逗坠花钿。
（红拂近案前立。）
杨素　　　（笑）　　　　　哈哈哈！
　　　　　（白）　　　　　果然佳妙！也不枉老父教成歌舞的一番心事，生受你了。
红拂　　　（白）　　　　　谢相爷。
（典吏上。）
典吏　　　（白）　　　　　启相爷：李靖求见。
杨素　　　（白）　　　　　老父在此赏花饮酒，本当不见宾客；但是那李靖，听说是文武全才，今日到此，
　　　　　　　　　　　　　不妨一见。
　　　　　　　　　　　　　唤他进来。
（典吏向内。）
典吏　　　（白）　　　　　有请李先生。
（李靖上。）
李靖　　　（念）　　　　　胸中韬略广，献策不干时。
典吏　　　（白）　　　　　李靖到。
李靖　　　（白）　　　　　司徒在上，李靖参拜。
杨素　　　（白）　　　　　罢了。
（红拂见李靖，注目。）
李靖　　　（白）　　　　　啊，司徒，方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明公为帝室重臣，当以收罗豪杰为事，
　　　　　　　　　　　　　若不以礼相待，天下英雄，恐怕不肯进明公之门了。
（红拂惊讶，看李靖，下。四歌姬暗同下。）
杨素　　　（白）　　　　　哎呀！言之有理。
（杨素起立，拱手。）
杨素　　　（白）　　　　　先生金玉之言，老夫领教了。
　　　　　　　　　　　　　看座来。
（典吏移座。）
杨素　　　（白）　　　　　先生请坐。
李靖　　　（白）　　　　　告座。
杨素　　　（白）　　　　　先生有何高论？
李靖　　　（白）　　　　　司徒大人容禀：
　　　　　（西皮快板）　　司徒重臣天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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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5

　　　　　　　　　　　　　且听书生说端详：
　　　　　　　　　　　　　如今天下方扰攘，
　　　　　　　　　　　　　司徒一身掌朝纲；
　　　　　　　　　　　　　四海人心有趋向，
　　　　　　　　　　　　　民心已去要提防；
　　　　　　　　　　　　　根本重地须保障，
　　　　　　　　　　　　　倘若疏虞后患长。
杨素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听罢了金玉言心中欢畅，
　　　　　　　　　　　　　果然是盖世才韬略非常！
　　　　　　　　　　　　　有老夫年高迈朝纲执掌，
　　　　　　　　　　　　　有多少军国事少人商量。
　　　　　　　　　　　　　看天下乱纷纷干戈扰攘，
　　　　　　　　　　　　　但愿你展奇才佐理朝纲。
　　　　　（白）　　　　　先生高论，老夫实在佩服！将来老夫的坐位，一定是先生的了。暂且请回，改
　　　　　　　　　　　　　日领教，恕不远送了。正是：
　　　　　（念）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数。
（杨素下。）
典吏　　　（白）　　　　　先生随我来。
（典吏、李靖同下。红拂上。）
红拂　　　（白）　　　　　适才见那李靖，神采非常；又在屏风后面，听他议论，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我
　　　　　　　　　　　　　在相府多年，未曾见过这样人物，我不免问明他的住处，再作商议。
　　　　　　　　　　　　　啊，官儿转来。
（典吏上。）
典吏　　　（白）　　　　　何事？
红拂　　　（白）　　　　　相爷吩咐：问李先生排行第几？住在何处？
（典吏向内。）
典吏　　　（白）　　　　　李先生排行第几？住在何处？
李靖　　　（内白）　　　　在下排行第一；就在玉津园居住。
典吏　　　（白）　　　　　李先生排行第一；就在玉津园居住。
红拂　　　（白）　　　　　晓得了。
（典吏下。）
红拂　　　（白）　　　　　哎呀且住！想我沉埋在此，终年歌舞，也不过是姬妾而已，终身断无出头之日。
　　　　　　　　　　　　　我看那李靖，是个盖世英雄，将来一定能成大业；我不免投奔于他，也不枉
　　　　　　　　　　　　　我平生的志气。今晚夜阑人静，我便私出府门，投奔与他便了。
　　　　　　　　　　　　　哎呀不好！府中禁卫森严，孤身女子，如何能够出去？哦有了！我不免先去盗
　　　　　　　　　　　　　取令箭，等候夜深人静，我便改换男装，扮作军官模样，混出府门便了。
　　　　　（西皮散板）　　海内人才非易见，
　　　　　　　　　　　　　全凭慧眼识英贤。
（红拂下。二更夫同上。）
二更夫　　（同白）　　　　奉了相爷之命，在此巡逻，需要小心。
（二更夫同下。红拂持令箭上。）
红拂　　　（西皮散板）　　后堂私去盗令箭，
　　　　　　　　　　　　　急忙回到绣房前。
　　　　　（白）　　　　　令箭已经盗来，我便回到卧房，改换男装便了。
　　　　　（西皮散板）　　回身去把衣裳换，
　　　　　　　　　　　　　舞衣脱了卸钗环；
　　　　　　　　　　　　　改换男装不迟缓，
　　　　　　　　　　　　　整备完时看一番。
　　　　　（白）　　　　　打扮已毕，不知可像男人的模样？待我照镜一回。
（红拂取镜照。）
红拂　　　（白）　　　　　啊，像倒是像了，待我来学习男子行走罢。
（红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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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6

红拂　　　（白）　　　　　哎呀，这倒将就了！
　　　　　（西皮散板）　　红粉佳人乔打扮，
　　　　　　　　　　　　　霎时变了一军官；
　　　　　　　　　　　　　拿定镜儿还自看，
　　　　　　　　　　　　　此番出去没遮拦。
　　　　　（白）　　　　　趁此夜深人静，不出门去，更待何时？哎呀相爷呀，你尚在睡梦之中，领我一
　　　　　　　　　　　　　拜便了！
　　　　　（西皮散板）　　寂寞春风锁深院，
　　　　　　　　　　　　　我困居府内待何年？
　　　　　　　　　　　　　劈破彩笼双翼展，
　　　　　　　　　　　　　似水东流永不还。
　　　　　（白）　　　　　还有同行姊妹，相聚多年，一旦割舍，心中也有些难过！此时也顾不得了。我
　　　　　　　　　　　　　便带了令箭，提起灯笼，偷出大门，再做道理。
（红拂携令箭、灯笼行，到大门。）
红拂　　　（白）　　　　　门上何人看守？
（守门官上。）
守门官　　（念）　　　　　夜深人静后，谁人叫开门？
（守门官见红拂。）
守门官　　（白）　　　　　你是何人？
红拂　　　（白）　　　　　奉了相爷之命，有要紧公文，出府投递。快快开门。
守门官　　（白）　　　　　原来是承差老爷，多有得罪。
红拂　　　（白）　　　　　快去开门便了。
守门官　　（白）　　　　　是是是。
（守门官开门。红拂出门。）
守门官　　（白）　　　　　送老爷。
红拂　　　（白）　　　　　不消。你自去把府门关上，小心在意。
（守门官应，下。红拂绕场。）
红拂　　　（白）　　　　　好了，早被我逃出府门来了。且喜四下无人，放胆前去。
（二军士巡更同上。）
军士甲　　（念）　　　　　夜静更又深，
军士乙　　（念）　　　　　巡逻要小心。
（二军士见红拂。）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唗！你是何人？往哪里去？
红拂　　　（白）　　　　　大胆的军士，敢来盘问你老爷！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你敢是奸细罢？
红拂　　　（白）　　　　　俺乃越公府内军官，奉了相爷之命，有要紧公文前去投递，你为何拦阻与我？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可有令箭？
红拂　　　（白）　　　　　令箭在此。
军士甲、
军士乙　　（同白）　　　　尊官多有得罪。
红拂　　　（白）　　　　　我不来与你计较，你们去罢。
（二军士应，同下。）
红拂　　　（白）　　　　　你看这伙人，被俺三言两语，就哄过去了。
　　　　　（西皮摇板）　　走过了大街前无人识认，
　　　　　　　　　　　　　等见了李郎时再说根源。
（红拂下。）

【第五场】

（李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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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7

李靖　　　（念）　　　　　才从相府归来晚，准备今宵看月明。
（李靖坐。）
李靖　　　（白）　　　　　适才在杨司徒面前献策，虽承厚待，未见推心。临行之时，有一手执红拂的美
　　　　　　　　　　　　　人，问我的住处，这是什么缘故？哎呀，那执拂的美人艳丽非常，我若是得与
　　　　　　　　　　　　　此人成为婚配，也不枉我李靖这样的人物。唉，他定是杨司徒最宠爱的人，如
　　　　　　　　　　　　　何妄想得的！趁这月明如水，夜静无人，我不免温习兵书便了。
　　　　　（西皮原板）　　在园中四无人更长夜静，
　　　　　　　　　　　　　又只见窗儿外月色通明。
　　　　　　　　　　　　　我这里看兵书孤灯对影，
　　　　　　　　　　　　　那佳人留意我所为何情？
　　　　　（白）　　　　　嗳！天下何日得定！哪有心肠来想此事。
　　　　　（西皮摇板）　　这京都并非是久恋之境，
　　　　　　　　　　　　　倒不如奔太原再看分明！
（李靖看书。红拂执灯笼上。）
红拂　　　（西皮摇板）　　来到了玉津园月明夜静，
　　　　　　　　　　　　　且喜得四下里悄无人声；
　　　　　　　　　　　　　树林中有宿鸟惊飞不定，
　　　　　　　　　　　　　望前面灯光里细看分明。
　　　　　（白）　　　　　到此已是玉津园，不知李郎住在何处？
（红拂望。）
红拂　　　（白）　　　　　啊，有了，前面灯光之中，隐隐有读书之声，想必是了。待我前去叩门。
（红拂敲门。）
李靖　　　（白）　　　　　啊！夜深人静，为何有人叩门？待我看来。
（李靖开门。红拂进门。）
李靖　　　（白）　　　　　月光之下，看不明白，尊官何人？
红拂　　　（白）　　　　　我乃杨司徒府中来的，特来与先生有话细讲。
李靖　　　（白）　　　　　尊官多怠慢了，请里面讲话。
（李靖、红拂同进门，对坐。李靖背供。）
李靖　　　（白）　　　　　这位少年，神采非常，因何到此？
（李靖回身。）
李靖　　　（白）　　　　　尊官下访，有何见教？
红拂　　　（白）　　　　　足下可是三原李相公么？
李靖　　　（白）　　　　　便是在下。
（红拂脱帽。）
红拂　　　（白）　　　　　相公你看我是何人？
（李靖作惊。）
李靖　　　（白）　　　　　为何是个女子？
红拂　　　（白）　　　　　相公你可相认？
（李靖看。）
李靖　　　（白）　　　　　倒也十分面善！为何一时想不起来？
红拂　　　（白）　　　　　想不起来么？
（红拂出红拂。）
红拂　　　（白）　　　　　相公，你难道就不认得了么？
（红拂羞。）
李靖　　　（白）　　　　　啊，是了！今日在杨司徒府中有一个执红拂的女子，问我的住处，可就是你么？
红拂　　　（白）　　　　　不错的。
李靖　　　（白）　　　　　深夜到此，有何见教？
（红拂不语，寻思。）
红拂　　　（白）　　　　　呀，相公，妾自入杨府，所见往来宾客，都是庸庸之辈；今日见了相公，真乃
　　　　　　　　　　　　　是盖世英雄，妾身为此改装前来，投奔相公，求终身之托，望相公容纳。
李靖　　　（白）　　　　　原来如此！多承娘子美意。但是逃出杨府之时，恐怕有人知晓，司徒大人追究
　　　　　　　　　　　　　起来，卑人吃罪不起呀。
红拂　　　（白）　　　　　这个无妨。府中姬妾甚众，去者极多，杨司徒也不甚追究。请相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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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8

李靖　　　（白）　　　　　如此说来，娘子是我的一生知己。娘子请上，受卑人一拜。
红拂　　　（白）　　　　　妾身礼当拜见。
（李靖笑。）
李靖　　　（白）　　　　　我好侥幸也。
　　　　　（西皮摇板）　　多情难得逢仙眷，
　　　　　　　　　　　　　这是上天赐良缘。
　　　　　　　　　　　　　慧眼识认凭一面，
　　　　　　　　　　　　　平生知己是婵娟。
红拂　　　（西皮摇板）　　盖世英雄难得见，
　　　　　　　　　　　　　今宵会合是奇缘。
　　　　　　　　　　　　　盟誓百年成美眷，
　　　　　　　　　　　　　佳话还留万古传。
李靖　　　（白）　　　　　天已不早了，请娘子安息了罢。
红拂　　　（白）　　　　　相公请。
（李靖笑，携手同下。）

【第六场】

（守门官上。）
守门官　　（念）　　　　　当差当差，奇事到来。
　　　　　（白）　　　　　我乃越公府中守门官便是。昨晚夜静更深，有一军官，叫开了门，今日听说府
　　　　　　　　　　　　　中逃走了一名手执红拂的歌姬，她是从哪里逃走的？莫不是那歌姬假扮军官，
　　　　　　　　　　　　　骗出门去的吗？这是我守门官的责成；我若是说出来，岂不是把我的饭碗打破
　　　　　　　　　　　　　了吗？好在我们相爷宽宏大度，从前也逃走了好几个，也没有十分的追究；此
　　　　　　　　　　　　　番也是马马虎虎过去就完了。我就装作不知道就是了。正是：
　　　　　（念）　　　　　人前休乱道，开口是非多。
　　　　　（白）　　　　　我还是睡我的中觉去。
（守门官下。）

【第七场】

（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西皮原板）　　昨夜里玉天仙从天降下，
　　　　　　　　　　　　　同心人好一似并蒂奇花。
红拂　　　（西皮原板）　　两心同好一比彩翼双跨，
　　　　　　　　　　　　　最可敬李郎君盖世才华。
李靖　　　（白）　　　　　娘子。
红拂　　　（白）　　　　　相公。
李靖　　　（白）　　　　　我两人天缘凑合，也非容易。此地不是久居之所，需要从长计议。
红拂　　　（白）　　　　　相公有何高见？
李靖　　　（白）　　　　　我有一好友，名唤刘文静，现在太原。那唐公世子李世民，盖世奇才，我意欲
　　　　　　　　　　　　　前去相会，不若与娘子同到太原，就在那里安身，岂不是好。
红拂　　　（白）　　　　　但凭相公。
李靖　　　（白）　　　　　如此，我们便改扮作进香夫妇模样，趁天色尚早，混出城门，再作商议。
红拂　　　（白）　　　　　遵命。
（李靖、红拂改扮。）
李靖　　　（西皮摇板）　　乔扮作进香人离了都下，
　　　　　　　　　　　　　我本是江海人到处为家。
红拂　　　（西皮摇板）　　我两人同心意夫妻非假，
　　　　　　　　　　　　　莫教人猜做了野草闲花。
（李靖、红拂同下。）

【第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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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9

（刘文静冠带上。）
刘文静　　（念）　　　　　识时为俊杰，乘势是英雄。
　　　　　（白）　　　　　下官刘文静，自与李药师分手之后，来至太原，唐公世子李世民，一见倾心，
　　　　　　　　　　　　　十分厚待，将我引荐唐公，命我为山西晋阳县令。那李公子素有大志，欲取中
　　　　　　　　　　　　　原，待时而动，每事与我商量，我想成大事者，必须人才以为辅佐。那李药师
　　　　　　　　　　　　　乃天下奇才，他前往西京，未必得志；一定前来太原。等李公子到来，与他说
　　　　　　　　　　　　　知便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老爷：李公子到。
刘文静　　（白）　　　　　有请。
（李世民上。）
李世民　　（念）　　　　　胸中万丈长虹气，要取山河定太平。
　　　　　（白）　　　　　啊，刘兄。
刘文静　　（白）　　　　　公子到了，请坐。
李世民　　（白）　　　　　方今隋帝驾幸江都，万民愁苦，群雄并起，争取中原。我意欲就晋阳起兵，以
　　　　　　　　　　　　　图大业，特来与刘兄商议。
刘文静　　（白）　　　　　公子之言是也。方今天下大乱，隋家天下，断不能保；正当乘时起兵，建万世
　　　　　　　　　　　　　之业。但是成大事者，必须人才辅佐方可成功。下官有一好友，姓李名靖，乃
　　　　　　　　　　　　　是天下奇才。等他前来，从长计议。
李世民　　（白）　　　　　如此甚好。等李药师到来，再作商议，告辞。
刘文静　　（白）　　　　　恕不远送。
李世民　　（白）　　　　　请。
（李世民下。）
刘文静　　（白）　　　　　你看李公子英武非常，将来必成大业，好不可喜也！
（刘文静下。）

【第九场】

（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西皮摇板）　　古驿千山斜照影，
红拂　　　（西皮摇板）　　残春一路鸟啼声。
李靖　　　（白）　　　　　娘子！我们离了西京，趱行数日，到此已是山西灵石县，料无妨事了。
红拂　　　（白）　　　　　正是。
李靖　　　（白）　　　　　前面有一宿店，待我问去。
（李靖下马。）
李靖　　　（白）　　　　　店家有么？
（店家上。）
店家　　　（白）　　　　　客官可是住店么？
李靖　　　（白）　　　　　正是。
店家　　　（白）　　　　　随我来。
（店家引李靖、红拂同进店。）
李靖　　　（白）　　　　　这里却好。娘子，窗明几净，娘子暂且休息，改换衣装；卑人暂在门外刷马，
　　　　　　　　　　　　　少刻就要回来。
红拂　　　（白）　　　　　相公请便。
（李靖下，红拂更衣，临镜梳妆。）
红拂　　　（白）　　　　　呀！
　　　　　（西皮摇板）　　在店中开妆镜青丝细挽，
　　　　　　　　　　　　　正对着明窗下自整云鬓；
　　　　　　　　　　　　　虽然是长途中征鞍不惯，
　　　　　　　　　　　　　幸得是风尘里未损容颜；
　　　　　　　　　　　　　我这里新妆罢镜中顾盼，
　　　　　　　　　　　　　等候他回来时好与郎看。
（虬髯公携革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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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髯公　　（西皮摇板）　　携着了仇人头长途忙趱，
　　　　　　　　　　　　　来到了店门前忙下雕鞍。
　　　　　（白）　　　　　店家快来。
（店家上。）
店家　　　（白）　　　　　来了来了，客官请里面坐。
（虬髯公进内，投革囊，仰卧，见红拂。）
虬髯公　　（白）　　　　　噫嘻，好一个绝色女子！这是哪里来的？
（虬髯公看红拂，红拂见虬髯作惊，李靖欲入，怒，欲拔剑，红拂从背后摇手，寻思，起立。）
（红拂背供。）
红拂　　　（白）　　　　　我看此人定是个英雄豪杰，待我上前问过。
（虬髯公背供。）
虬髯公　　（白）　　　　　我看这女子，神采非常，一定是个奇女子，她是甚等样人？
（红拂至虬髯公面前万福。）
红拂　　　（白）　　　　　请问尊客上姓？
（虬髯公答揖。）
虬髯公　　（白）　　　　　俺姓张。
红拂　　　（白）　　　　　啊，尊客姓张，妾身也姓张，可是一家人了。尊客排行第几？
虬髯公　　（白）　　　　　排行第三。
红拂　　　（白）　　　　　呀三兄。
虬髯公　　（白）　　　　　娘子排行第几？
红拂　　　（白）　　　　　小妹居长。
（虬髯公喜。）
虬髯公　　（白）　　　　　如此，是一妹了。幸会幸会。
红拂　　　（白）　　　　　李郎快来。
（李靖入。）
红拂　　　（白）　　　　　过来见过张三兄。
（李靖揖。）
李靖　　　（白）　　　　　张三兄有礼。
虬髯公　　（白）　　　　　有礼。敢问上姓？
李靖　　　（白）　　　　　小弟三原李靖。
虬髯公　　（白）　　　　　原来是药师兄，幸会幸会。
李靖　　　（白）　　　　　未曾领教三兄大名？
虬髯公　　（白）　　　　　俺张仲坚。
李靖　　　（白）　　　　　原来是虬髯公！今日幸会，真乃可喜之至也。
虬髯公　　（白）　　　　　一妹是李兄何人？
李靖　　　（白）　　　　　便是拙荆。
（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好一对美满的夫妻，可喜可贺！
红拂　　　（白）　　　　　张三兄请上坐。
虬髯公　　（白）　　　　　大家同坐。
（虬髯公中坐，李靖、红拂左右坐。）
虬髯公　　（白）　　　　　李郎从哪里来？
李靖　　　（白）　　　　　从西京而来。
虬髯公　　（白）　　　　　今欲何往？
李靖　　　（白）　　　　　要往太原而去。
虬髯公　　（白）　　　　　俺也要往太原，却在此幸会。
李靖、
红拂　　　（同白）　　　　可算是天缘会合了。
虬髯公　　（白）　　　　　李郎，俺腹中饥饿，这炉中所煮何物？
李靖　　　（白）　　　　　是羊肉，早已熟了，三兄何妨共食。
虬髯公　　（白）　　　　　如此甚好。
李靖　　　（白）　　　　　店家将熟羊肉端上来。
（店家上，送杯箸，下。李靖、红拂、虬髯公共坐，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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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髯公　　（白）　　　　　啊！李郎，俺从长安带来一物，可增饮酒之兴，不知李郎可以共赏否？
李靖　　　（白）　　　　　三兄不弃，愿共观赏。
（虬髯公取革囊放在桌上，红拂看囊内，知是人头。）
红拂　　　（白）　　　　　张三兄，此乃何人首级，三兄如此痛恨于他？
虬髯公　　（白）　　　　　此乃天下第一负心之人，平日阴谋诡计，害人不少；今日被俺杀却，真乃大大
　　　　　　　　　　　　　快事也。
　　　　　（西皮散板）　　提起了这人头我心中痛恨，
　　　　　　　　　　　　　他本是天下的负心之人。
　　　　　　　　　　　　　弄阴谋施诡计害人无算，
　　　　　　　　　　　　　因此上取了他人头与心。
　　　　　　　　　　　　　从今后与世人除了大患，
（虬髯公饮酒，大吃羊肉。）
虬髯公　　（西皮散板）　　霎时间好一似风卷残云。
（虬髯公饮酒。）
李靖、
红拂　　　（同白）　　　　大家同饮。
虬髯公　　（白）　　　　　再干一杯。
李靖、
红拂　　　（同白）　　　　张三兄真乃英雄也。
虬髯公　　（白）　　　　　李郎！我看一妹，神采非常，定不是寻常女子。李郎想必是个贫士，不知一妹
　　　　　　　　　　　　　从何而来？
李靖　　　（白）　　　　　三兄所见不差。若是别人动问，断不敢言；我看三兄是个英雄侠义之人，不敢
　　　　　　　　　　　　　隐瞒，三兄听了：
　　　　　（西皮摇板）　　只为那越国公威权无外，
　　　　　　　　　　　　　相府中来献策高论一回；
　　　　　　　　　　　　　多承了老司徒改容相待，
　　　　　　　　　　　　　遇见了红拂女青眼怜才。
虬髯公　　（白）　　　　　一妹既是杨府之人，为何能归李郎？
红拂　　　（白）　　　　　三兄听了：
　　　　　（西皮摇板）　　虽然是杨府中侯门似海，
　　　　　　　　　　　　　怎错过李郎君盖世英才。
　　　　　　　　　　　　　因此上改男装逃出府外，
　　　　　　　　　　　　　与李郎成眷属两意和谐。
（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原来如此。一妹是慧眼能识英雄，李郎是奇策能安邦国。俺张仲坚，真是有缘
　　　　　　　　　　　　　相会，好不痛快人也。
李靖　　　（白）　　　　　三兄不弃，便当结为生死之交，也好彼此相助。
虬髯公　　（白）　　　　　只怕高攀不起！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请上，（小弟）（小妹）有一拜。
虬髯公　　（白）　　　　　愚兄也有一拜。
（李靖、红拂、虬髯公同拜，同坐。）
虬髯公　　（白）　　　　　贤弟，方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贤弟结交四海英才，可曾看见异人否？
李靖　　　（白）　　　　　小弟曾听说一人，可算有帝王之略；其余不过是将帅之才而已。
虬髯公　　（白）　　　　　他乃何人？
李靖　　　（白）　　　　　与小弟同姓，名叫李世民。
虬髯公　　（白）　　　　　他是何等样人？
李靖　　　（白）　　　　　乃节度使之子。
虬髯公　　（白）　　　　　现在何处？
李靖　　　（白）　　　　　现在太原。
（虬髯公惊。）
虬髯公　　（白）　　　　　啊，现在太原么？
李靖　　　（白）　　　　　张三兄，为何惊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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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髯公　　（白）　　　　　只因道兄徐洪客与我共商大事，是他闻人言道：太原人才众茂，俺有些不信，
　　　　　　　　　　　　　意欲前往一看，徐道兄已往太原，等候于俺；如今听贤弟说来，竟真有这等非
　　　　　　　　　　　　　凡人物，不知天下鹿归谁手了！
李靖　　　（白）　　　　　原来如此。
虬髯公　　（白）　　　　　贤弟何日可到太原？
李靖　　　（白）　　　　　下月初一，可到太原。
虬髯公　　（白）　　　　　俺便先到太原，与徐道兄相会；贤弟到了之后，就烦贤弟引见，与那李世民相
　　　　　　　　　　　　　会如何？
李靖　　　（白）　　　　　小弟有一好友刘文静，与李公子交厚，我们到了太原，就烦刘兄与我们引见就
　　　　　　　　　　　　　是了。
虬髯公　　（白）　　　　　如此甚好。愚兄先行，等候那日在汾阳桥相会，就此去也。
（虬髯公上马。）
虬髯公　　（西皮摇板）　　辞别上马太原进，
　　　　　　　　　　　　　汾阳桥下再谈心。
（虬髯公急下。）
李靖　　　（白）　　　　　你看三兄此去，疾如风雨，令人可惊，令人可喜。
红拂　　　（白）　　　　　相公趁早启程，到汾阳桥下，再与三兄相会便了。
李靖　　　（白）　　　　　正是。
　　　　　　　　　　　　　店家算清账目，与我备马，就此趱行。
（李靖、红拂同上马。）
李靖　　　（西皮散板）　　跨上雕鞍往前行，
红拂　　　（西皮散板）　　到了太原看分明。
（李靖、红拂同下。）

【第十场】

（徐洪客上。）
徐洪客　　（西皮摇板）　　太原士马多雄俊，
　　　　　　　　　　　　　英雄果属李世民！
　　　　　（白）　　　　　自与张贤弟分手之后，来到太原，听得唐公世子李世民英武非常，素有大志，
　　　　　　　　　　　　　深得人心，若果如此，恐张贤弟难以得志了！我也曾与他定期，约他在汾阳桥
　　　　　　　　　　　　　下相会，今日想必到了。等他来时，再作商议。
（虬髯公上。）
虬髯公　　（念）　　　　　中原逐鹿雄心壮，只怕太原出异人。
（虬髯公见徐洪客。）
虬髯公　　（白）　　　　　啊，徐道兄，可先到了。
徐洪客　　（白）　　　　　来了多时了。啊，贤弟，路上有何消息？
虬髯公　　（白）　　　　　别无消息。但在灵石店中遇见三原李靖夫妇二人，都是奇才；特与他们结拜。
　　　　　　　　　　　　　李贤弟说道：太原公子李世民，盖世奇才，有帝王之略，他也要到太原，来见
　　　　　　　　　　　　　李公子，我们一同去见，便知分晓。
徐洪客　　（白）　　　　　正是。愚兄在此，听道李世民盖世奇才，深得人心，若果如此，贤弟恐怕难以
　　　　　　　　　　　　　得志！
虬髯公　　（白）　　　　　但凭人言，未可深信。待见了李世民之后，再作计较；今已十月初一，李药师、
　　　　　　　　　　　　　张一妹夫妇，敢待来也。
（李靖、红拂同骑马上。）
李靖、
红拂　　　（同西皮摇板）　并马来到汾阳境，
　　　　　　　　　　　　　见了张兄说分明。
（李靖、红拂见虬髯公、徐洪客。）
李靖、
红拂　　　（同白）　　　　张三兄早已在此。
虬髯公　　（白）　　　　　李郎、一妹，一路辛苦。啊，贤弟贤妹，过来见过徐道兄。
李靖、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2101 2013-06-30



中国京剧戏考 《红拂传》 13

红拂　　　（同白）　　　　徐道兄有礼。
徐洪客　　（白）　　　　　还礼。
　　　　　　　　　　　　　啊，张贤弟，这就是李药师与张一妹么？
虬髯公　　（白）　　　　　正是。
徐洪客　　（白）　　　　　果然是名不虚传，幸会幸会。
李靖　　　（白）　　　　　我等便要同去，拜见刘兄；但是贱内需要安置。
虬髯公　　（白）　　　　　俺已借下王寡妇家，安顿一妹，贤弟不必操心。
李靖、
红拂　　　（同白）　　　　有劳三兄费心。
徐洪客　　（白）　　　　　如此，李郎、一妹先到寓处，安顿行李；我们一同前去，拜会刘兄便了。正是：
虬髯公　　（念）　　　　　英雄遇合皆知己，
徐洪客、
李靖、
红拂　　　（同念）　　　　际会风云自有期。
（红拂下，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走圆场。）
李靖　　　（白）　　　　　到此已是刘兄家下，待我前去叫门。
　　　　　　　　　　　　　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是哪位？
李靖　　　（白）　　　　　三原李靖，特来拜访。
院子　　　（白）　　　　　请少等。
（院子回身。）
院子　　　（白）　　　　　有请老爷。
（刘文静上。）
刘文静　　（白）　　　　　何事？
院子　　　（白）　　　　　禀老爷：有李靖相公前来拜访。
刘文静　　（白）　　　　　啊，李药师来了。快快有请。
（刘文静、李靖同相见。）
刘文静　　（白）　　　　　药师兄别来无恙？
李靖　　　（白）　　　　　刘兄久违了。
刘文静　　（白）　　　　　二位何人？
李靖　　　（白）　　　　　乃是徐洪客、张仲坚二位兄长，过来见过刘兄。
徐洪客、
虬髯公　　（同白）　　　　刘兄有礼。
刘文静　　（白）　　　　　还礼。徐、张二兄，都是当世英雄，今日幸会了。请坐。
（刘文静、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坐。）
刘文静　　（白）　　　　　药师兄为何来迟？
李靖　　　（白）　　　　　小弟去到西京，见了越公杨素，虽承有待，未见推心，却有杨府中歌姬张氏，
　　　　　　　　　　　　　垂青与我，结为夫妇。从西京一路到此，行至中途与徐张二位会面，故而来迟。
刘文静　　（白）　　　　　是了。徐、张二位仁兄，到太原何事？
李靖　　　（白）　　　　　徐、张二位，听得李世民公子，盖世英才，意欲一见，求吾兄先容，因此同来
　　　　　　　　　　　　　拜访。
刘文静　　（白）　　　　　这有何难。家院吩咐预备酒宴，与三位老爷接风；一面着人前去请李公子，即
　　　　　　　　　　　　　刻到来，一同饮酒。
（院子应，下。上，摆酒。刘文静安席。）
刘文静　　（白）　　　　　三位仁兄请上坐。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多扰了。
（刘文静、李靖、虬髯公、徐洪客同饮酒。院子上。）
院子　　　（白）　　　　　李公子到。
刘文静　　（白）　　　　　有请。
（李世民扎巾披斗蓬上。）
李世民　　（念）　　　　　群雄方叛乱，立志定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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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刘兄请了。
（徐洪客、虬髯公一见惊异。）
刘文静　　（白）　　　　　公子来了。
李世民　　（白）　　　　　三位何人？
刘文静　　（白）　　　　　此乃徐洪客，此乃张仲坚，此乃李药师。
　　　　　　　　　　　　　三位一同见过公子。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公子有礼了。
李世民　　（白）　　　　　还礼。都是当世英雄，今日幸会。
徐洪客、
虬髯公、
李靖　　　（同白）　　　　太夸奖了。
李世民　　（白）　　　　　药师兄为何来迟？
李靖　　　（白）　　　　　只因前往西京，绕道至此，故而来迟。
李世民　　（白）　　　　　原来如此。啊，药师兄，久闻刘兄称道高才，今日到此，一定要求相助。
李靖　　　（白）　　　　　如此甚好。
徐洪客　　（白）　　　　　刘兄，桌上设有棋枰，一定是个国手，不知平日与何人对局？
刘文静　　（白）　　　　　李公子常来下棋，就请徐兄与李公子对局一枰，如何？
徐洪客　　（白）　　　　　甚愿领教。
（设棋枰，李世民、徐洪客对局，虬髯公、李靖、刘文静旁观。）
虬髯公　　（白）　　　　　李贤弟，你看两下相持，胜负未决，不知何人能定中原，也与今日时局一样了。
李靖　　　（白）　　　　　正是：成败全在争先一着；也好比棋局一样。
（李世民下一子，徐洪客起立推枰。）
徐洪客　　（白）　　　　　此局全输，不用再下了。
（众人同起立。）
徐洪客　　（白）　　　　　张贤弟过来，此处乃是别人之天下，你我不必妄想，快快回去罢。请了！
（徐洪客急下。）
虬髯公　　（白）　　　　　刘兄，小弟暂且告辞；改日再会罢。请！
（虬髯公急下。）
李世民　　（白）　　　　　看他二人慌忙而去，不知是何缘故？药师兄，我们在此细谈罢。
李靖　　　（白）　　　　　在下还有话与张兄面谈，改日再来陪伴公子，就此告辞了。
　　　　　（西皮快板）　　今日相见已恨晚，
　　　　　　　　　　　　　公子志略果非凡；
　　　　　　　　　　　　　暂辞出府即回转，
　　　　　　　　　　　　　辅助公子定江山。
刘文静、
李世民　　（同白）　　　　恕不远送。
（李靖下。）
李世民　　（白）　　　　　你看这徐道士，疯疯癫癫，可怪得很呀。
刘文静　　（白）　　　　　这徐洪客，识力过人；见公子状貌非常，雄才大略，众望所归，他也不必再说
　　　　　　　　　　　　　了。
李世民　　（白）　　　　　只怕未必。
刘文静　　（白）　　　　　请到后堂，商议正事。正是：
　　　　　（念）　　　　　壮志欲开新岁月，
李世民　　（念）　　　　　雄才收拾旧山河。
（刘文静、李世民同下。）

【第十一场】

（虬髯公上。）
虬髯公　　（西皮摇板）　　看中原归李氏棋局难改，
　　　　　　　　　　　　　好江山今有主早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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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指望做神龙飞腾巨海，
　　　　　　　　　　　　　又谁知李世民命世奇才；
　　　　　　　　　　　　　倘若是我与他争夺不解，
　　　　　　　　　　　　　苦了他众黎民再受兵灾！
　　　　　　　　　　　　　我只得去他方别寻世界，
　　　　　　　　　　　　　又岂肯更低头拜伏尘埃。
　　　　　（白）　　　　　哎，罢了呀，罢了。
（李靖急上。）
李靖　　　（白）　　　　　三兄为何走得如此匆忙？
虬髯公　　（白）　　　　　贤弟有所不知，愚兄素有大志，意欲平定中原，以图王业。徐道兄说过：太原
　　　　　　　　　　　　　山川雄峙，人才鼎盛，可以有为。为此同来太原，欲图进取，谁知李世民果然
　　　　　　　　　　　　　智略非常，这锦绣中原，断无我份；我不免别寻世界，不能在此久留了。
李靖　　　（白）　　　　　三兄要往哪里去？
虬髯公　　（白）　　　　　此时我不便明言，我即刻回到西京，料理正事，贤弟可告知一妹同往西京，去
　　　　　　　　　　　　　到武陵坊曲木桥松树下板门小宅，便是我家。须要叫俺娘子，与你们相见；还
　　　　　　　　　　　　　有要紧的话，到时叙谈，贤弟不要忘怀了。
李靖　　　（白）　　　　　当得遵命。三兄几时回转西京？
虬髯公　　（白）　　　　　即刻就要起程。贤弟与一妹作速前来，不可迟误，俺要告辞了。
　　　　　（西皮散板）　　辞别了李贤弟更图再会，
　　　　　　　　　　　　　等候你到西京细说一回。
（虬髯公下。）
李靖　　　（白）　　　　　三兄已去，待我回到客寓，将此情由告知娘子，一同前往西京便了。
　　　　　（西皮散板）　　大英雄本待要平吞四海，
　　　　　　　　　　　　　又谁知创大业另有雄才；
　　　　　　　　　　　　　约会了张三兄西京等待，
　　　　　　　　　　　　　必须要同娘子早日前来。
（李靖下。）

【第十二场】

（四家丁、四婢女同上，虬髯公扎巾绣袍、虬髯妇艳装同上。）
虬髯公　　（西皮散板）　　四海人才不可量，
　　　　　　　　　　　　　李郎、一妹本非常；
　　　　　　　　　　　　　夫妻同坐后堂上，
　　　　　　　　　　　　　等候一妹与李郎。
　　　　　（白）　　　　　娘子，今日李郎、一妹前来拜访，须要以礼相待。
虬髯妇　　（白）　　　　　晓得。
虬髯公　　（白）　　　　　你们去到门外，等候李相公、李娘子到来，速速通报。
（家丁应，二家丁作门外分立。李靖、红拂同上。）
李靖　　　（白）　　　　　到此已是武陵坊，待我下马。
（二家丁同打躬。）
二家丁　　（同白）　　　　奉家爷之命，迎接李相公、李夫人。
李靖　　　（白）　　　　　罢了。与我通报。
二家丁　　（同白）　　　　李相公、李夫人到了。
虬髯公　　（白）　　　　　哈哈哈，果然到了。吩咐鼓乐相迎。
（鼓乐，李靖、红拂下车马，相见。）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可好？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好。
虬髯公　　（白）　　　　　这是你家嫂嫂，过来相见。
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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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　　　（同白）　　　　三嫂在上，（小弟）（小妹）参拜。
虬髯妇　　（白）　　　　　为嫂也有一拜。
（李靖、红拂、虬髯公、虬髯妇同拜，虬髯公笑。）
虬髯公　　（白）　　　　　吩咐摆宴。
（东西两桌，鼓乐，虬髯公与李靖安席，虬髯妇与红拂安席，各坐定，四侍女斟酒，举杯，乐止。）
李靖、
红拂　　　（同白）　　　　今日兄嫂如此大力相待，（小弟）（小妹）实在不安。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听了！
　　　　　（西皮快板）　　张仲坚在华堂开言细讲，
　　　　　　　　　　　　　李郎、一妹听端详：
　　　　　　　　　　　　　俺待要把四海群雄齐扫荡，
　　　　　　　　　　　　　夺取中原做真王。
　　　　　　　　　　　　　自见了李世民才出我上，
　　　　　　　　　　　　　徐洪客他叫我别图他方；
　　　　　　　　　　　　　从今后我便去飞扬海上，
　　　　　　　　　　　　　这中原无我份不再商量；
　　　　　　　　　　　　　这家财数百万无人执掌，
　　　　　　　　　　　　　与一妹做妆奁略表心肠。
　　　　　（白）　　　　　贤弟、一妹，愚兄生平立志不小，要作中原之主，谁想众望所归，那李世民已
　　　　　　　　　　　　　占先筹，此处中原，无有我立足之地。我要去到海上别图大举，家财百万已无
　　　　　　　　　　　　　用处，不如全数赠与一妹，做个妆奁，也略表愚兄一点诚意，一妹不必推辞了。
红拂　　　（白）　　　　　三兄说哪里话来！小妹承三兄过爱，十分感激，这家财过厚，是断断不敢领的。
虬髯公　　（白）　　　　　一妹不必推辞，我看一妹天人之姿，是女中第一豪杰；李郎命世之才，是天下
　　　　　　　　　　　　　第一英雄，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太原李世民是个明君，李
　　　　　　　　　　　　　郎持此家财，辅助英主，必成大业。俺主意已定，不必推辞，你且收下了。
李靖、
红拂　　　（同白）　　　　三兄如此盛情，（小弟）（小妹）如何当得起！
虬髯公　　（白）　　　　　家院把册卷鑰锁都拿过来。
（虬髯公拿单。）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请收下了。
（李靖、红拂接。）
虬髯公　　（白）　　　　　家丁侍女们，李郎、一妹，是你们的主人，都来拜见。
（众人齐拜。）
李靖、
红拂　　　（同白）　　　　不用拜了。
（众人同起。）
红拂　　　（白）　　　　　今日之会，非比寻常，张三兄如此高义，弟妹等无以为报，小妹自幼学习剑法，
　　　　　　　　　　　　　意欲当场献丑，舞剑一回，与三兄醒酒，不知三兄肯赐教否？
虬髯公　　（白）　　　　　正要领教。侍女们与李夫人更衣。
（作乐，红拂持剑中立。）
红拂　　　（白）　　　　　小妹就要献丑了。
（红拂舞剑。）
红拂　　　（南梆子）　　　在筵前双手儿分开两剑，
　　　　　　　　　　　　　好一似双飞燕戏舞阶前；
　　　　　　　　　　　　　既不是化龙形空中百变，
　　　　　　　　　　　　　又不是白猿女道法相传；
　　　　　　　　　　　　　也不是留仙裙回风自转，
　　　　　　　　　　　　　也不是汉宫中人柳三眠。
　　　　　　　　　　　　　多感他张三兄深恩不浅，
　　　　　　　　　　　　　这一别再相逢不知何年。
（红拂再舞剑。虬髯公大笑。）
虬髯公　　（白）　　　　　一妹剑法精奇，愚兄十分佩服，有劳贤妹了。贤弟、一妹，愚兄不能久留，就
　　　　　　　　　　　　　要远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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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奴何在？
（力奴上。）
力奴　　　（白）　　　　　在。
虬髯公　　（白）　　　　　预备车辆，即刻起程。
力奴　　　（白）　　　　　遵命。
（力奴下。）
虬髯公　　（白）　　　　　贤弟、一妹，愚兄此去，今日不能相见；他日东海之上有传闻轶事，乃是愚兄
　　　　　　　　　　　　　得意之秋，那时贤弟、一妹可以酌酒遥祝。愚兄就此去也。
　　　　　（西皮散板）　　这一去不回头飞扬海上，
　　　　　　　　　　　　　等待俺得志时东海波扬。
（虬髯公、虬髯妇同下。）
红拂　　　（白）　　　　　你看三兄头也不回，竟自去了。
李靖　　　（白）　　　　　真乃大英雄也！三兄此去，必然成功；等他成事之日，我与你酌酒相贺便了。
　　　　　　　　　　　　　正是：
　　　　　（念）　　　　　盖世英名一俊豪，平生侠气远冲霄；
红拂　　　（念）　　　　　流传佳话千秋少，付与丹青姓字标。
（李靖、红拂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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