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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探母》

主要角色
李逵：净
李母：老旦
李鬼：净
刘氏：彩旦
李达：丑

情节
李逵回沂州欲搬取老母至梁山奉养。宋江放心不下，派朱贵暗中保护。时沂州府出三千贯画影图形捉拿李逵。
李逵前往看榜，被朱贵拉至其弟朱富酒店，嘱其务须小心行事。李逵回家途中，经松林，遇李鬼冒李逵之
名拦路行劫。李鬼被擒后，佯称家有老母，恳求李逵饶命。李逵见李鬼有孝心，乃赠银一锭，释放回家。是
夜，李逵至李鬼家投宿，李鬼竟恩将仇报，欲害李逵未逞，终被杀。李逵回家后，见老母双目失明，生活无
靠，对兄李达深表不满。李达贪图赏金，欲带庄主秦太公来家擒李逵归案。李逵见行为可疑，匆忙背母逃至
沂岭。其母口渴难忍，李逵往取山泉，不料老母已被猛虎吞食。李逵大怒，深入虎穴，力杀四虎。秦太公带
人追至，李逵早已精疲力尽，遂被擒。李云奉命押解李逵往沂州。朱贵闻讯，与梁山诸将于途中拦截，生擒
李云，救李逵回山。

注释
本剧是根据《水浒传》编的，自李逵下山起，包括真假李逵、李逵探母、杀四虎、李逵被擒、起解迁救，至
朱富说服李云同上梁山止。
剧本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的淳朴、勇敢、善良的性格，及反抗地主恶霸的斗争。

根据单行本整理：翁偶虹、袁世海编剧本

【第一场】

（〖开幕曲〗，〖急急风〗。八兵丁、李云同上。）
李云　　　（白）　　　　　转回班房。
（〖鲍老催〗。八捕快同迎上。）
八捕快　　（同白）　　　　参见都头。
李云　　　（白）　　　　　站下。
八捕快　　（同白）　　　　太爷传唤，有何吩咐？
李云　　　（白）　　　　　今有上司行文下到来，命本县悬贴榜文，捉拿朝廷重犯，现有榜文在此，展开，
　　　　　　　　　　　　　尔等观看。
八兵丁　　（同白）　　　　遵命！
（八兵丁同展开第一张榜文。）
李云　　　（白）　　　　　这是第一名正犯宋江，乃郓城人氏，有人拿获者，赏钱一万贯！
八捕快　　（同白）　　　　哦！拿宋江，一万贯！
（八兵丁同展开第二张榜文。）
李云　　　（白）　　　　　这是第二名从犯戴宗，乃江州两院押狱，有人拿获者，赏钱五千贯！
八捕快　　（同白）　　　　哦！拿戴宗，五千贯！
（八兵丁同展开第三张榜文。）
李云　　　（白）　　　　　这是第三名从犯李逵，乃本州沂水县人氏，有人拿获者，赏钱三千贯！
八捕快　　（同白）　　　　哦！拿李逵，三千贯！
　　　　　（同叫头）　　　都头！
　　　　　（同白）　　　　想那李逵乃本县人氏，拿他容易得很！
李云　　　（白）　　　　　尔等休得夸口，速将榜文，分贴四门，不得有误。
（李云下。）
八捕快　　（同白）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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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急风〗。八捕快、八兵丁同下。）

【第二场】

（〖小钵抽头〗。朱富挑酒担子上。）
朱富　　　（念） 卖酒作行商，雾豹云龙暗隐藏。喜的是大哥已把梁山上，待等时机到，我也名

列忠义堂。
（朱贵上。）
朱贵　　　（念） 奉密令，回家乡，保护李逵紧提防。
（朱富、朱贵相遇。）
朱富　　　（白）　　　　　啊！大……
（朱贵警惕。）
朱贵　　　（白）　　　　　哦……
（朱贵四望。）
朱富　　　（白） 大台！您喝酒吗？
朱贵　　　（白） 正要吃酒。
朱富　　　（白） 我给您斟上。
（朱富只将空杯递与朱贵，四望无人，低声。）
朱富　　　（白） 我说大哥，你不在梁山，回家干什么来啦？
朱贵　　　（白） 这个？
（朱贵四望，低声告诉朱富。）
朱贵　　　（白）

朱富　　　（白）
朱贵　　　（白）
朱富　　　（白）
朱贵　　　（白）
朱富　　　（白）
朱贵　　　（白）
朱富　　　（白）
朱贵　　　（白）

朱富　　　（白）
朱贵　　　（白）
（朱贵欲行。）
朱富　　　（白）
朱贵　　　（白）

贤弟有所不知，只因黑旋风李逵，回家探母，宋大哥放心不下，知愚兄也是此
地人氏，为此暗差愚兄，随后下山，暗地保护李逵，以防不测。
嘿！好个仁义的宋大哥，真叫他想到啦！
怎么？
如今风声甚紧，沂水四门，俱都悬挂榜文，出三千贯的赏格，捉拿李逵哪！
哦！
大哥，他跟谁一块来嗒？
独自一人，比我还先行一日。
怎么𠯩！一个人？比您还先来嗒？哎呀！这个事儿，可有点玄哪！
不妨。想李逵家住百丈村，必从西门经过。待俺去至西门，看个动静，再作道
理。
哥哥！你要是遇见李逵，务必请到家中，给我们引见引见。
那个自然。

哥哥，你可也得留点神哪！
晓得！

（朱贵下。朱富四望，拭汗，故作镇静，挑起担子。）
朱富　　　（白）　　　　　好酒啊哦哦……
（朱富下。）

【第三场】

李逵　　　（内白） 喜煞人也！
（李逵随〖大锣抽头〗上。）
李逵　　　（笑） 哈哈哈……

（沽美酒）　　　兴致致，下山岗；
回家乡，探望老娘。

（〖抽头〗。李逵走圆场。）
李逵　　　（沽美酒）　　　准备着戒酒忍性谨提防。

长河绿，远山仓，
伴着俺锦绣般的云碧花黄。

（白） 多蒙宋大哥，准咱李逵，回家探母。临行之前，再三嘱咐：一路之上，不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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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不要任性；回家之后，接得老母，即刻回山。此番行路，俺定要精精细细、
　　　　　　　　　　　　　谨慎提防，接得老母转回山寨，方不负大哥关切之意。看沂水不远，俺不免
　　　　　　　　　　　　　紧行几步！
　　　　　（沽美酒）　　　红叶儿迎风飘荡，
　　　　　　　　　　　　　一路上清秋景象。
（〖钟声〗。）
李逵　　　（白）　　　　　啊！看前面隐隐绰绰，一带红墙，想是那菩提寺。适才钟声响亮，那些个和尚
　　　　　　　　　　　　　们，又要吃斋了。
（李逵忽然想起幼年的事情。）
李逵　　　（白）　　　　　想俺幼年时节，时常到寺内玩耍。那里果木甚多，有一日，看到树上的梨儿正
　　　　　　　　　　　　　熟，俺就悄悄的爬上树去，摘取梨儿。不想惊动了老和尚，他手持禅杖，赶俺
　　　　　　　　　　　　　下树。是俺情急无奈，就将这手中的梨儿，照定那老和尚，说声打！哈哈哈……
　　　　　　　　　　　　　不偏不歪，正打在他那光葫芦的头上，趁此机会，俺就这么一溜，溜下树来，
　　　　　　　　　　　　　跑回家中。后来，那老和尚赶到我家，与咱的老娘，百般争吵，咱老娘倒与
　　　　　　　　　　　　　他说了许多的好话，他才恨恨而去。此时想来，咱这顽皮的性情，不知招惹老
　　　　　　　　　　　　　娘，生了多少闲气。
（李逵走小圆场。）
李逵　　　（白）　　　　　一路行来，西门还远，少时俺回到家中，见了咱的老娘，咱就问：老娘！你好
　　　　　　　　　　　　　啊！你想煞孩儿了！咱的老娘，不然是笑着脸儿，颠着身儿，说道：我那好儿
　　　　　　　　　　　　　子，我那乖儿子！我那黑儿子！你回来了！你想死为娘了！咱的老娘，必然与
　　　　　　　　　　　　　俺作些个面食食馍馍，我母子二人，坐在一处，是一边说，一边吃，边吃边说，
　　　　　　　　　　　　　边说边吃。好不快活人也呀哈哈哈……
　　　　　（沽美酒）　　　俺这里紧行几步，
　　　　　　　　　　　　　回家去，见老娘！
（开三幕。众百姓在城门前看榜。）
众百姓　　（同沽美酒）　　恁强梁宋江、戴宗，
　　　　　　　　　　　　　黑李逵名列榜上。
　　　　　（同白）　　　　看呵！
（李逵见状惊疑。）
李逵　　　（沽美酒）　　　因何事？百姓喧嚷。
　　　　　（白）　　　　　啊？众百姓因何喧嚷，待俺看来。
（李逵方要挤进人丛，朱贵迎上，朱贵推着李逵，一边走，一边说。）
朱贵　　　（白）　　　　　啊！张大哥！我寻你许久，你在这里作什么？今日一定罚你作个东道，快快随
　　　　　　　　　　　　　我吃酒去呀！
（朱贵推着李逵急走圆场。闭三幕。）
朱贵　　　（白）　　　　　啊呀！李二哥，你好险哪！
李逵　　　（白）　　　　　唩！我在西门之外，正要看个画图儿，你不容咱讲话，叫了声张大哥，推推搡
　　　　　　　　　　　　　搡的，推到此处，又说什么好险哪！闹得咱糊里糊涂了！
朱贵　　　（白）　　　　　你晓得什么？哪里是画图儿，分明是赏格榜文。一万贯捉拿宋江！
李逵　　　（白）　　　　　哦！
朱贵　　　（白）　　　　　五千贯，捉拿戴宗！
李逵　　　（白）　　　　　哽！
朱贵　　　（白）　　　　　三千贯，捉拿李逵！
李逵　　　（白）　　　　　啊！
朱贵　　　（白）　　　　　低声些！
李逵　　　（白）　　　　　我不嚷。
朱贵　　　（白）　　　　　你竟自不知，反在那里看什么画图儿。幸喜不曾被公差看见，倘被他们看见，
　　　　　　　　　　　　　岂不要大祸临身，我怎么不替你担险哪？
李逵　　　（白）　　　　　啊！狗官府欺人太甚了！待我先撕了这画图儿！
朱贵　　　（白）　　　　　他们正拿你不着，你怎么与他们送上去呢？下山之时，宋大哥何等嘱咐于你，
　　　　　　　　　　　　　你怎么又来莽撞啊？
李逵　　　（白）　　　　　你瞧，我总改不了我这个急脾气！
朱贵　　　（白）　　　　　不必多言，快快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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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贵、李逵同走圆场。开三幕，朱富酒店。朱富暗上，看见李逵，故意惊吓李逵。）
朱富　　　（白）　　　　　哈哈，你是李逵！
（李逵因不相识，大惊。）
李逵　　　（白）　　　　　啊！俺不是李逵，咱姓张啊！
朱贵　　　（白）　　　　　哈哈哈……二哥不必如此，这是俺同胞兄弟朱富！
李逵　　　（白）　　　　　你瞧！我又仔细错啦。
朱贵　　　（白）　　　　　还是仔细的好。
李逵　　　（白）　　　　　怎么？你就是朱富贤弟，江湖人称笑面虎。
朱富　　　（白）　　　　　不敢。
李逵　　　（白）　　　　　咱李逵有礼了。
朱富　　　（白）　　　　　还礼，还礼。久闻二哥好膂力！
李逵　　　（白）　　　　　举得起几百斤！
朱富　　　（白）　　　　　好胆量！
李逵　　　（白）　　　　　哽！胆量不小！
朱富　　　（白）　　　　　前者，大闹江州，二哥跳楼劫法场，救了宋大哥。只杀得尸横遍地、血染江红，
　　　　　　　　　　　　　狗官兵闻名丧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可久仰啦，久仰啦，久仰的
　　　　　　　　　　　　　了不得啦！哈哈哈……
李逵　　　（白）　　　　　夸奖了，夸奖了！夸奖了啊哈……
朱贵　　　（白）　　　　　请坐。
（李逵、朱贵、朱富分坐。李逵向朱贵。）
李逵　　　（白）　　　　　啊，贤弟！愚兄下山之时，你还与众头领与我饯行，你怎么倒先来了？
朱贵　　　（白）　　　　　是你下山之后，宋大哥还是放心不下，知小弟也是沂水人氏，故而派我随后赶
　　　　　　　　　　　　　来，暗地保护二哥。
李逵　　　（白）　　　　　怎么？宋大哥派你前来，保护咱李逵的么？
朱贵　　　（白）　　　　　正是。
李逵　　　（白）　　　　　嘿！真是我的好哥哥。
朱贵　　　（白）　　　　　二哥，此去你家中的路径，你还认得么？
李逵　　　（白）　　　　　自己的故乡，怎么能不认得呀！
朱贵　　　（白）　　　　　不是喏，今日比不得昔年，你如今乃是朝廷的重犯，他们在四下捉拿于你，你
　　　　　　　　　　　　　若从大路而回，倘被公差看见，那还了得！
李逵　　　（白）　　　　　唩！咱李逵出世以来，天不怕，地不怕，小小的公差，哪放在俺的心上！
朱富　　　（白）　　　　　二哥，话可不是那么说，你此番回家探母，必须诸事忍耐，并非二哥胆小，此
　　　　　　　　　　　　　乃是通权达变！依小弟之见，你必须等到黄昏，抄个小道，绕路而行，是方保
　　　　　　　　　　　　　无虑。
李逵　　　（白）　　　　　好！咱走小路就是。
朱富　　　（白）　　　　　嘿！哥哥，此时天色尚早，我这儿有上等的好酒，咱们哥们喝会子，给二哥接
　　　　　　　　　　　　　接风，你瞧好不好？
李逵　　　（白）　　　　　怎么，有酒？讨扰，讨扰！
朱贵　　　（白）　　　　　慢来，慢来。大哥有令，一路之上，不准他吃酒！
李逵　　　（白）　　　　　这个？
朱富　　　（白）　　　　　哥哥，你错啦！宋大哥的将令，不准李二哥在路上吃酒，如今到了咱们家里，
　　　　　　　　　　　　　若不置酒相待，可显得咱们哥儿们不恭敬啦！
李逵　　　（白）　　　　　着啊！还是朱富贤弟说得爽快，如今来到你家，你不请俺吃酒，你也特不大方
　　　　　　　　　　　　　了。
朱贵　　　（白）　　　　　如此，少饮才好。
李逵　　　（白）　　　　　对，少喝点。
朱富　　　（白）　　　　　二位哥哥，在这儿说话，我给您烫酒去。
李逵　　　（白）　　　　　有劳了啊哈……
　　　　　（西皮散板）　　宋大哥嘱咐我谨记心上，
　　　　　　　　　　　　　一路上不敢把酒来尝。
　　　　　　　　　　　　　今日放开沧海量，
（朱富备酒，李逵、朱贵、朱富坐下同饮。）
朱贵　　　（白）　　　　　二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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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散板）　　久逢知己休放狂。
　　　　　　　　　　　　　接得伯母再饮佳酿。
（李逵、朱贵、朱富同饮酒。〖起初更鼓〗。）
李逵　　　（白）　　　　　啊！
　　　　　（西皮散板）　　鼓响初更心着慌。
　　　　　　　　　　　　　急忙辞别登程往，
朱贵　　　（白）　　　　　啊二哥！山路行走，提防猛虎，小路行走，谨防强人！
李逵　　　（白）　　　　　贤弟呀！
（〖望家乡〗。）
李逵　　　（西皮快板）　　贤弟言语谨记心旁。
　　　　　　　　　　　　　此一番回家去把老娘探望，
　　　　　　　　　　　　　一路上我定要谨慎提防。
　　　　　　　　　　　　　接得老娘把山岗上，
　　　　　　　　　　　　　方不负宋大哥嘱咐一场。
　　　　　　　　　　　　　辞别了贤弟我就忙把路来上，
朱贵、
朱富　　　（同白）　　　　小心了！
李逵　　　（唱）　　　　　恨不得插双翅去接老娘！
（李逵下。）
朱贵　　　（唱）　　　　　但愿他接老娘早到山上，
（朱贵下。）
朱富　　　（唱）　　　　　我兄弟暗地里保护提防。
（朱富下。）

【第四场】

李鬼　　　（内白）　　　　哈！
（〖急急风〗。李鬼掖双斧、持扇上。）
李鬼　　　（马夫赞）　　　咱本是，安闲汉，
　　　　　　　　　　　　　家业田园一大遍；
　　　　　　　　　　　　　吃花酒，走勾栏，
　　　　　　　　　　　　　赌博场中充好汉。
　　　　　　　　　　　　　咱性情懒，不种田，
　　　　　　　　　　　　　不识字来不会算，
　　　　　　　　　　　　　到手的银钱似流水，
　　　　　　　　　　　　　花来花去随风散。
　　　　　　　　　　　　　要谋生，也不难，
　　　　　　　　　　　　　腰掖板斧把路断，
　　　　　　　　　　　　　咱的名字叫李鬼，
　　　　　　　　　　　　　假充那黑旋风李逵梁山汉。
　　　　　（白）　　　　　来此已是松林，里面藏躲！
（李鬼东张西望地藏在松林，下。〖起更鼓〗。李逵上。）
李逵　　　（西皮散板）　　朱贵贤弟对我讲：
　　　　　　　　　　　　　他叫我小路行走谨提防。
　　　　　　　　　　　　　我趁着月明亮忙往前闯！
（李鬼听得林外有人，偷偷摸摸走出来，发现李逵，举斧恫吓。）
李鬼　　　（白）　　　　　呔！
　　　　　（西皮散板）　　快留下买路银免遭祸殃。
　　　　　（叫头）　　　　呔！
　　　　　（白）　　　　　留下买路金银，放你过去。
李逵　　　（白）　　　　　金银却有，通上尔的名来！
李鬼　　　（白）　　　　　提起某的名姓，吓破尔的心胆！
李逵　　　（白）　　　　　休出狂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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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　　　（白）　　　　　听了：俺就是二年前，大闹江州，后投梁山，与宋江、戴宗结拜，黑旋风李逵！
　　　　　　　　　　　　　就是咱哪！
李逵　　　（白）　　　　　嘿嘿！我李逵会摸出他娘的假的来啦！
李鬼　　　（白）　　　　　你快将金银留下，饶你不死！
李逵　　　（白）　　　　　要俺金银，却也不难，俺也要你一件东西！
李鬼　　　（白）　　　　　啊？你要俺何物？
李逵　　　（白）　　　　　就是你项上的狗头！
李鬼　　　（白）　　　　　招家伙吧！
（李鬼与李逵对打，勉强支持几下，即被李逵打倒在地。）
李逵　　　（叫头）　　　　呔！
　　　　　（白）　　　　　我把你这瞎眼的狗头！咱就是大闹江州的黑旋风李逵！你竟敢假充咱的名姓，
　　　　　　　　　　　　　在此胡作非为，哪里容得，呸！我劈了你这囚囊的！
李鬼　　　（白）　　　　　哎呀！好汉爷爷！留头讲话！留头讲话呀！
李逵　　　（白）　　　　　讲！
李鬼　　　（白）　　　　　是！是！是！好汉爷爷！
（李鬼假作喘息，思索，编谎。）
李逵　　　（白）　　　　　讲！
李鬼　　　（白）　　　　　是！是！是。实不相瞒，我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
（李逵心中一动。）
李逵　　　（白）　　　　　哦！你有八十岁的老母？
李鬼　　　（白）　　　　　我的老母，都八十多岁啦！
李逵　　　（白）　　　　　你往下讲来。
李鬼　　　（白）　　　　　是。只因家中贫寒，无力奉养，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不想今日就撞着好汉
　　　　　　　　　　　　　爷爷，我虽一死，是罪有应得。只是我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依靠何人，岂不要
　　　　　　　　　　　　　冻饿而死？望求好汉爷爷，开一线之恩，饶恕我这条性命，慢说我感恩不尽，
　　　　　　　　　　　　　就是我那白发的老母，也感你的大恩，大德呀……
（李鬼哭。李逵被李鬼的假言假语感动。）
李逵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听罢言来心不忍，
　　　　　　　　　　　　　却原来他是个孝顺之人。
　　　　　　　　　　　　　为娘亲作强人在松林藏隐，
　　　　　　　　　　　　　咱李逵不顾生死回家也为老娘亲。
　　　　　　　　　　　　　母子之情是天性，
　　　　　　　　　　　　　他为母，我探娘，这骨肉情肠就不差半毫分。
　　　　　　　　　　　　　自思自想心自问，
　　　　　　　　　　　　　板斧怎能杀这孝顺之人。
　　　　　（白）　　　　　不要哭，你且起来。
李鬼　　　（白）　　　　　多谢好汉爷爷。
（李鬼立起。）
李逵　　　（白）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李鬼　　　（白）　　　　　你问我呀？我，我叫李鬼。
李逵　　　（白）　　　　　这小子！假充字号啊！
　　　　　　　　　　　　　吓，你当真有个老母？
李鬼　　　（白）　　　　　我哪敢冤您哪？我妈，都八十多岁啦。
李逵　　　（白）　　　　　也罢，念你是个孝子，俺不杀你，也就是了。
李鬼　　　（白）　　　　　多谢好汉爷爷。
（李鬼欲行。）
李逵　　　（白）　　　　　回来！
李鬼　　　（白）　　　　　是。
李逵　　　（白）　　　　　从今以后，你不可再充咱的名姓，当强盗了，
李鬼　　　（白）　　　　　是，是，是。我再也不敢了！
（李鬼欲行。）
李逵　　　（白）　　　　　回来！你这样的汉子，何不作些生理，奉养娘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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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　　　（白）　　　　　这个？不瞒您说，我是个穷小子，作买卖，哪有本钱哪？
李逵　　　（白）　　　　　哦！无有钱？
（李逵想。）
李逵　　　（白）　　　　　你且少待。
（李逵解下包袱，取出一锭银子。李鬼看见，意甚垂涎。）
李逵　　　（白）　　　　　这里有纹银一锭，带回家去，作些个生意，也好奉养你的老母，去吧！
（李鬼欲接银，又不敢接。）
李鬼　　　（白）　　　　　您的银子，我不敢要啊！
李逵　　　（白）　　　　　唩呀！
（李逵付银与李鬼。）
李逵　　　（念）　　　　　赠你银两孝娘亲，从今以后学好人。
（李鬼接银。）
李鬼　　　（念）　　　　　手接银两忙谢恩，拿回家去——我奉娘亲。
李逵　　　（念）　　　　　只要你真心孝娘亲，你母我娘俱不分。
　　　　　（白）　　　　　再会了。
（李逵下。）
李鬼　　　（白）　　　　　请！
（李鬼见李逵已去远，望着李逵后影。）
李鬼　　　（白）　　　　　呸！你才有个八十岁的老妈哪！这个傻狗日的！我说什么，他信什么。
（李鬼摸脖子。）
李鬼　　　（白）　　　　　可真玄哪！我的脑袋，差点没叫他给搬了家！
（李鬼又看见银子。）
李鬼　　　（白）　　　　　可也没算白来，闹了他一锭白花花的银子！有咧！我先回家，打点酒，买点肉，
　　　　　　　　　　　　　吃饱啦，喝足啦，有什么话，再说。
（李鬼一边说一边走。）
李鬼　　　（白）　　　　　哎！到啦！
　　　　　　　　　　　　　我说家里嗒！家里嗒！
刘氏　　　（内白）　　　　啊哈！
（刘氏上。）
刘氏　　　（字字双）　　　丈夫出门一夜晚，找饭，
　　　　　　　　　　　　　惊醒奴家睁睡眼，呼唤。
（刘氏开门，看见李鬼。）
刘氏　　　（字字双）　　　呦！当家嗒！
　　　　　　　　　　　　　劫来的银子有若干？我看！
李鬼　　　（字字双）　　　咳！差点你我好夫妻，拆散！拆散！
（李鬼气愤愤地把银子放在桌上。）
刘氏　　　（白）　　　　　呦！大清早晨嗒，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呀？
李鬼　　　（白）　　　　　丧气？我差点回不来啦，倒楣透啦！
（刘氏看见桌上的银子。）
刘氏　　　（白）　　　　　你说你倒楣，怎么又弄来一锭银子呀？
李鬼　　　（白）　　　　　别提啦，我在松林子里，遇上个孤行大汉，正要劫他的银子，谁知道，这小子
　　　　　　　　　　　　　可真厉害！三下子，两下子，就把我给打趴下啦！
刘氏　　　（白）　　　　　你呀！饭桶吗！
李鬼　　　（白）　　　　　饭桶？你知道他是谁？
刘氏　　　（白）　　　　　我知道他是谁呀？
李鬼　　　（白）　　　　　他就是黑旋风李逵。我这个假嗒，哪儿干得过他这个真嗒呀？
刘氏　　　（白）　　　　　打不过，你不会跑吗？
李鬼　　　（白）　　　　　跑？我也得跑得了啊？那小子踩着我，举起斧子就砍！
刘氏　　　（白）　　　　　呦！砍着没有？
李鬼　　　（白）　　　　　费话，要是叫他砍着，我还回的来吗？
刘氏　　　（白）　　　　　那么，你怎么着哪？
李鬼　　　（白）　　　　　我呀！我急中生智，咧着嘴就这么一哭。
刘氏　　　（白）　　　　　你哭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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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　　　（白）　　　　　我哭，我家里还有——
刘氏　　　（白）　　　　　噢！家里还有我哪。
李鬼　　　（白）　　　　　你别招说啦？我哭，我家里还有个老妈哪！
刘氏　　　（白）　　　　　你妈早死啦，家里就剩下我啦！
李鬼　　　（白）　　　　　你别捣乱啦，我要不说我有老妈，他还能饶我哪！
刘氏　　　（白）　　　　　他又怎么着哪？
李鬼　　　（白）　　　　　他听说我有个老妈，嘴里也不知道嘟嘟囔囔的说了些什么？给了我一锭银子，
　　　　　　　　　　　　　叫我改行作小买卖。你说倒楣不倒楣？
刘氏　　　（白）　　　　　你这是先忧后喜，碰上了这么一个大傻瓜！
李鬼　　　（白）　　　　　可不是傻狗日嗒吗！
刘氏　　　（白）　　　　　得啦，一场大祸，你算躲过去啦，我得好好的给你压压惊。你拿这锭银子，多
　　　　　　　　　　　　　打点酒，买点肉，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阵子。
李鬼　　　（白）　　　　　对，对，对。你快作饭，我去打酒买肉，吃饱了，喝足了，睡他个觉。等到晚
　　　　　　　　　　　　　上，我早点到松林，等那倒楣的孤行客，我拿他们出出气！
刘氏　　　（白）　　　　　对！你打酒去吧！我给你作饭。呦！没柴禾啦，我找点柴禾去！
李鬼　　　（白）　　　　　我打酒去！
（刘氏、李鬼自两边分下。）
李逵　　　（内白）　　　　走啊！
（〖水底鱼〗。李逵上。）
李逵　　　（白）　　　　　嘿！行了一夜，失迷路途，腹中饥饿得紧，此处又无酒店，这……便怎么处？
（刘氏抱柴禾上。）
李逵　　　（白）　　　　　啊！大嫂！
（刘氏抬头望见李逵，惊惧欲走。）
李逵　　　（白）　　　　　大嫂慢行。俺乃行路之人，腹中饥饿，愿奉几钱纹银，请大嫂与俺备些酒饭。
刘氏　　　（白）　　　　　啊，这——饭倒凑合，酒可没有。
李逵　　　（白）　　　　　无酒不妨，就请前面带路。
刘氏　　　（白）　　　　　是，您随我来。
（刘氏引李逵入门。）
李逵　　　（白）　　　　　啊，大嫂，快与俺作三升米饭，十个大馒首！
刘氏　　　（白）　　　　　是啦。我给您预备去。
（刘氏出门，自语。）
刘氏　　　（白）　　　　　我的妈呀，好大的饭量！
（刘氏自语时，李鬼提酒肉上。）
李鬼　　　（白）　　　　　家里嗒，你说谁好大的饭量？
刘氏　　　（白）　　　　　咳！你不是买酒去啦吗？我碰上个黑大汉，他叫我作饭，他要吃十个大馒头，
　　　　　　　　　　　　　还要三升饭，你说少见不少见。
李鬼　　　（白）　　　　　怎么着？
（李鬼惊。）
李鬼　　　（白）　　　　　来了个黑大汉？
刘氏　　　（白）　　　　　不错，在咱们屋里哪。
李鬼　　　（白）　　　　　别忙！我问问你：他个儿比我猛？
刘氏　　　（白）　　　　　啊。比你还胖哪。
李鬼　　　（白）　　　　　脸比我黑？
刘氏　　　（白）　　　　　胡子比你还长哪？
李鬼　　　（白）　　　　　他腰里掖着——
刘氏　　　（白）　　　　　两把斧子！
李鬼　　　（白）　　　　　哎呦！八成李逵来了吧？
（刘氏大惊。）
刘氏　　　（白）　　　　　呦！我怎么把李逵让到咱家里来啦？
李鬼　　　（白）　　　　　别忙！我偷着瞧瞧！
（李鬼蹑手蹑脚，戳破窗户一看。）
李鬼　　　（白）　　　　　可不是他吗！
（刘氏失声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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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　　　（白）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
（李逵闻声一惊，轻轻走到门前，看见李鬼、刘氏，窃窃私语，顿生疑心，隐在门后，窃听究竟。）
李鬼　　　（白）　　　　　哎呀！我在松林里头，跟他说我有个老娘，如今他到了咱家里，我没有老娘，
　　　　　　　　　　　　　他哪能善罢甘休啊？嘿！
（李鬼顿生歹心。）
李鬼　　　（白）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家里嗒！刚才他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可瞧见啦，他那银子
　　　　　　　　　　　　　可多着哪！
（李鬼把脚一跺。）
李鬼　　　（白）　　　　　一不作，二不休！我这儿有包蒙汗药。
（李鬼一边说，一边由怀里掏出药包。）
李鬼　　　（白）　　　　　你下在酒里头，把他迷倒，再把他杀喽。他那银子可就都是咱们的啦！
刘氏　　　（白）　　　　　对！咱们可就发了财啦！
李鬼　　　（白）　　　　　咱们有了银子，进城找你爹，采个地方，开个赌场，比干这个可强多啦！
（李逵听李鬼、刘氏说话时，几番要动手，勉强忍耐，自言自语。）
李逵　　　（白）　　　　　好个坏了良心的囚囊的！
李鬼　　　（白）　　　　　你快去作饭，我进去假意跟他周旋周旋。
刘氏　　　（白）　　　　　就那么办，你可得留点神！
（刘氏下。李鬼假意装作才回家的情形，一边向屋内走，一边说。）
李鬼　　　（白）　　　　　家里嗒！饭熟了没有？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李鬼才走进去，被李逵劈头揪着。）
李逵　　　（白）　　　　　哈哈！
　　　　　（西皮散板）　　松林怎样对我讲？
　　　　　　　　　　　　　你道家中有老娘。
　　　　　　　　　　　　　事到如今俱是谎，
　　　　　　　　　　　　　恩将仇报你坏了心肠！
　　　　　　　　　　　　　忍无可忍我杀孽障！
（李逵杀死李鬼，刘氏提酒壶上，见状大惊，慌忙逃下。）
李逵　　　（白）　　　　　便宜了你这婆娘！
（李逵望着李鬼尸首。）
李逵　　　（西皮散板）　　咱李逵怎能饶你这作恶的豺狼！
　　　　　（白）　　　　　杀了这厮，方消俺心头之恨！哎呀！临行之时，宋大哥再三嘱咐，叫俺遇事忍
　　　　　　　　　　　　　耐，偏偏遇见了这个囚囊的！咱忍！咱忍？咱忍，就他娘的忍耐不着了！哎呀
　　　　　　　　　　　　　且住！不要因此，坏了咱的大事，快快寻找路径，回家接娘便了！
（〖撤锣〗。李逵下。）

【第五场】

（李母双目已瞎上。）
李母　　　（二黄摇板）　　老天爷他把我心肝割断，
　　　　　（念）　　　　　长子大不贤，次子离家园。老身虽有子，依然受饥寒。
　　　　　（二黄慢板）　　最可叹李逵儿再不回还。
　　　　　　　　　　　　　他虽性鲁莽心却良善，
　　　　　　　　　　　　　在娘前行孝道温暖难言。
　　　　　（二黄原板）　　到如今只剩下长子一线，
　　　　　　　　　　　　　他却是忤逆子怙恶不悛。
　　　　　　　　　　　　　若有那李逵儿在膝前陪伴，
　　　　　　　　　　　　　未亡人怎能够受此熬煎。
　　　　　　　　　　　　　想至此不由我肝肠痛断，
　　　　　　　　　　　　　哭坏了两眼也是枉然。
　　　　　（白）　　　　　李逵！李逵！我那难得见的铁牛儿啊……
（李母哭。李达上。）
李达　　　（念）　　　　　李达无时运，骰子也变心。
　　　　　（白）　　　　　真他妈的！昨晚上耍了一夜，又输了个净光净。大丈夫绝不甘心，回家找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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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当俩钱。今晚上再捞捞梢！
（李达进门，李母正哭。）
李母　　　（白）　　　　　李逵儿啊……
李达　　　（白）　　　　　哈哈！怨不得我又输了哪！敢情你在家里竟嚎丧啊！昨晚上，眼瞧着我要吃个
　　　　　　　　　　　　　通儿，盆子里的那个骰子，滴溜溜这们一转，给我个六，不就穿皮袄啦吗？不
　　　　　　　　　　　　　用说，你又咧着嘴哭来着，那个骰子立刻就变了么啦！来了个眼猴，我不但没
　　　　　　　　　　　　　吃通，还得赔个通。输得我是少屁股没毛，要照你这们嚎丧，我几儿才发的了
　　　　　　　　　　　　　財哪！你就是我妈吧！你也不能这们妨我呀！我问问你，你嚎丧什么？你嚎丧
　　　　　　　　　　　　　什么？
李母　　　（白）　　　　　为娘，思念你兄弟李逵，一阵伤心，因而落泪。
李达　　　（白）　　　　　你瞧唩！你瞧唩！不缺你吃的，不短你穿的，你又想起李逵来啦！不提李逵，
　　　　　　　　　　　　　心平气和，提起李逵，两眼冒火。想当年他在家乡，打伤人命，逃到江州，又
　　　　　　　　　　　　　劫夺了法场，官府行文，原籍搜捕，我要不投靠秦太公，上下打点，就得吃官
　　　　　　　　　　　　　司。他如今是犯了法的人，这辈子不用想回来啦！你就死了心吧！
李母　　　（白）　　　　　咳！再也不能相见的铁牛儿哪……
（李母哭。）
李达　　　（白）　　　　　又哭？又哭？你怎么这么惦记他？你惦记他，找她养活你去，别吃累着我！
李母　　　（白）　　　　　你兄弟二人，俱是为娘的骨肉，他不在家中，你赡养为娘，也是分内之事啊！
李达　　　（白）　　　　　可谁又不管你来嗒？你瞧，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也没短你的。像
　　　　　　　　　　　　　我这样的孝子，可也就罢啦吧？
李母　　　（白）　　　　　你待怎讲？
李达　　　（白）　　　　　敢说我是个大孝子！
李母　　　（白）　　　　　呸！我把你这个说谎的奴才呀！
　　　　　（二黄原板）　　说此话全不怕良心责难，
　　　　　　　　　　　　　哪里有行孝心在娘跟前。
　　　　　　　　　　　　　一冬何曾三日暖，
　　　　　　　　　　　　　三天断了两日餐！
　　　　　　　　　　　　　豺狼比你还良善，
　　　　　　　　　　　　　猪狗不吃你心肝。
　　　　　　　　　　　　　恨不得把奴才两腿打断！
（李母欲打，李达拦。）
李达　　　（白）　　　　　怎么着？吃我喝我，你还要打我？今个我也没工夫跟你算账，趁早给我找点东
　　　　　　　　　　　　　西，变卖俩钱，我捞捞本去！
李母　　　（白）　　　　　呸！
　　　　　（二黄原板）　　四壁空，除非是卖我换钱。
李达　　　（白）　　　　　你瞧！说得够多可怜哪！
（李达忽然改变态度。）
李达　　　（白）　　　　　妈！您别生气，好歹给我找点东西，我捞捞本去，我要是赢了钱，大鱼大肉大
　　　　　　　　　　　　　虾米，我好好的孝顺孝顺您。
李母　　　（白）　　　　　我把你这有眼无珠的奴才，家中四壁皆空，你就看不见么？
李达　　　（白）　　　　　我不信，李达的家里就这们穷？我自己找找去。
（李达寻找。）
李达　　　（白）　　　　　真他妈的，不用说针头线脑，连个草茨儿也没有啦！
（李达把脚一跺。）
李达　　　（白）　　　　　嘿！没别嗒，把脸一拉，再找徐大哥借俩钱去。
（李达下。）
李母　　　（白）　　　　　李达！李达！为娘还饿着呢！
（李母呼唤许久，无人应声。）
李母　　　（白）　　　　　好个畜生！他竟自抛我而去了啊！
　　　　　（二黄散板）　　李达这样不孝顺，
　　　　　　　　　　　　　想起李逵更伤心。
　　　　　　　　　　　　　告苍天留我残生一命，
　　　　　　　　　　　　　等候那铁牛儿转回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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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李逵儿啊……
（李母哭，下。）

【第六场】

（李达上。）
李达　　　（白）　　　　　徐大哥，徐大哥！您再借我俩钱啊！
（李达看门已锁。）
李达　　　（白）　　　　　呦！锁着门哪，真他吗的倒楣！
（李达转身往庄外走。刘氏上，慌忙撞着李达。）
李达　　　（白）　　　　　哈！回来！你这个女人，慌慌张张的往庄子里就跑，怎不瞧着人，差点撞了我
　　　　　　　　　　　　　个跟头！
刘氏　　　（白）　　　　　哎呦！我心里有急事，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秦太公的庄子？
李达　　　（白）　　　　　是啊，你找谁呀？
刘氏　　　（白）　　　　　我找我爹。
李达　　　（白）　　　　　他姓什么？
刘氏　　　（白）　　　　　他姓刘，在这儿当厨子。
李达　　　（白）　　　　　哦！刘师傅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刘氏　　　（白）　　　　　我丈夫李鬼，叫李逵给杀啦！
李达　　　（白）　　　　　啊？李逵？
刘氏　　　（白）　　　　　我找我爹，讬讬秦太公，到衙门告状，也好给我丈夫报仇啊！
李达　　　（白）　　　　　李逵？你别胡说啦！他是个犯了法的人，哪敢回沂水县呀？你呀，你认错人啦？
刘氏　　　（白）　　　　　千真万确，就是李逵。
李达　　　（白）　　　　　李逵？
刘氏　　　（白）　　　　　李逵。
李达　　　（白）　　　　　他什么长象？
刘氏　　　（白）　　　　　大高个，黑脸膛，腰里掖着两把斧子，不是李逵是谁呀？
李达　　　（白）　　　　　哦，哦，哦，你找你爹去吧。
刘氏　　　（白）　　　　　他在哪儿哪？
李达　　　（白）　　　　　在大厨房哪。
刘氏　　　（白）　　　　　往哪边走？
李达　　　（白）　　　　　你往东。
刘氏　　　（白）　　　　　我刚从东边来。
李达　　　（白）　　　　　往西——
刘氏　　　（白）　　　　　往西，还往哪儿？
李达　　　（白）　　　　　你打听不就得了吗！反正厨子在厨房哪！
（刘氏下。李达自言自语。）
李达　　　（白）　　　　　嘿！你说这个巧啊！刚在家里说着李逵，李逵就回来啦！想他乃是个犯法之人，
　　　　　　　　　　　　　如今又杀了一条人命，要是叫官人逮着，二罪归一，是非死不可呀！不但他
　　　　　　　　　　　　　非死不可，我这个隐藏重犯，知情不报，我也活不了啊！李逵呀李逵！咱们俩
　　　　　　　　　　　　　哪儿是亲兄弟，简直是冤家痞吗？不成，我趁早打主意，趁早打主意！
（李达思索。）
李达　　　（白）　　　　　哎！想起来啦，闻听人说，沂水四门，悬挂榜文，出三千贯的赏格，捉拿李逵。
　　　　　　　　　　　　　我要是把他拿着，献与当官，三千贯到了我手，我岂不发了财啦吗！
（李达思索。）
李达　　　（白）　　　　　哎，不成，不成，想李逵力大无穷，我哪儿拿得着他呀！况且秦太公身为里正，
　　　　　　　　　　　　　总得禀告太公，才能动手。有咧：我先回家瞧瞧，李逵要是没回来，算我财
　　　　　　　　　　　　　虚。他要是真回来，我先拿好话把他稳住，然后禀告太公，多派庄丁，将他捉
　　　　　　　　　　　　　拿。请下赏格，便是二一添作五，我还落他一千五百贯哪！对！我就是这个主
　　　　　　　　　　　　　意。正是：
　　　　　（念）　　　　　只要李达发了财，哪管李逵掉脑袋！
（李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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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场】

（〖五击头〗。李逵上。）
李逵　　　（念）　　　　　一路行来静悄悄，斜阳老树鸟归巢。几间茅屋破欲倒，李逵的家园好萧条。
（李逵进屋。）
李逵　　　（念）　　　　　不敢高呼我低叫，
　　　　　（白）　　　　　老娘！老娘！老娘！
　　　　　　　　　　　　　啊？
　　　　　（念）　　　　　老娘不应好心焦！蹑脚蹑足四下找，
（李逵声略高。）
李逵　　　（白）　　　　　老娘！
（李母闻呼，以为是李达又回来了，怒冲冲由里面骂出来。）
李母　　　（内白）　　　　好奴才！
（李母上。）
李母　　　（念）　　　　　狠心的奴才把娘抛！
　　　　　（白）　　　　　李达呀！李达！我把你这不孝的畜生啊！
（李逵急忙赶过去。）
李逵　　　（白）　　　　　妈！我是李逵，我是您儿子铁牛儿回来啦！
（李母惊喜过望。）
李母　　　（白）　　　　　啊？铁牛儿！铁牛儿！
（李母扑过去，李逵扶着李母。李母因为眼睛瞎了，乱摸李逵。李母忽然摸到李逵的胡子，顿生疑惑。因为
李逵离家时，还没有胡子。）
李母　　　（白）　　　　　啊？我那铁牛儿，哪有胡须，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呀！
李逵　　　（白）　　　　　妈！我是您的儿子李逵。您想想：我离开您有好几年了啦，我的胡子，也就长
　　　　　　　　　　　　　出来啦！您瞧瞧我的模样儿，一点也没变哪！
（李母急待一看，但双目失明，已看不见。）
李母　　　（白）　　　　　啊！啊……
李逵　　　（白）　　　　　哎呦！我妈的眼睛，看不见喽！
（李母急待问明李逵，李逵急待证明自己，李母、李逵都特别着急。李逵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李逵　　　（白）　　　　　妈！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儿，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这儿不是
　　　　　　　　　　　　　还有个大疤瘌哪吗？
（李母也想起有那么一回事。）
李母　　　（白）　　　　　啊！啊！
李逵　　　（白）　　　　　您摸摸！您摸摸！
（李逵导引李母之手。）
李逵　　　（白）　　　　　在这儿哪！在这儿哪！
（李母摸着，已有些相信。李逵把小时候的事情，一连串都想起来。）
李逵　　　（白）　　　　　妈！您再想想：我小时候，竟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给您唱。
　　　　　　　　　　　　　唱什么……
（李逵学唱童歌。）
李逵　　　（童歌）　　　　打花巴掌嗒，正月正，
　　　　　　　　　　　　　老太太要看莲花灯。
　　　　　　　　　　　　　烧着香儿捻着捻儿，
　　　　　　　　　　　　　牡丹牡丹花……
（李逵唱到此处，李母已完全相信真是李逵回来了，悲极喜极，抱着李逵，大叫。）
李母　　　（白）　　　　　哎呀儿啊！
　　　　　（西皮导板）　　铁牛孩儿回家转，
　　　　　（反西皮二六板）泪虽干今日里又涟涟。
　　　　　　　　　　　　　自从娇儿你离家园，
　　　　　　　　　　　　　为娘时刻挂在心间。
　　　　　　　　　　　　　哪一天不哭你几百遍，
　　　　　　　　　　　　　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
　　　　　　　　　　　　　哭来哭去哭坏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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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流干我的泪也不干。
　　　　　（西皮二六板）　到如今儿对面我看也看不见，
　　　　　　　　　　　　　眼泪流干才转回家园。
　　　　　（白）　　　　　儿啊！
　　　　　（西皮二六板）　这几载谁为你作茶作饭？
　　　　　（西皮快板）　　哪一个为你缝缝裢裢？
　　　　　　　　　　　　　哪一个经管你冷和暖？
　　　　　　　　　　　　　哪一个好心田，劝我儿，改变性情，常进良言。
　　　　　　　　　　　　　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儿啊！
　　　　　　　　　　　　　虽然我看不见也喜在心间。
李逵　　　（白）　　　　　老娘啊！
　　　　　（西皮散板）　　老娘不必珠泪降，
　　　　　　　　　　　　　细听孩儿说端详。
　　　　　　　　　　　　　都只为儿的性情粗卤把祸闯，
　　　　　（西皮流水板）　因此上逃往江州把身藏。
　　　　　　　　　　　　　结交了众弟兄待儿的恩义广，
　　　　　　　　　　　　　好比那同胞手足我们虎踞在一方。
　　　　　　　　　　　　　老娘亲想孩儿终日里哭把那双眼俱哭坏，
　　　　　　　　　　　　　儿想娘，两眼望穿，娘亲挂在儿胸膛。
　　　　　　　　　　　　　今日里回家来接娘把富贵享，
　　　　　　　　　　　　　愿老娘福寿绵长快乐安康。
李母　　　（白）　　　　　儿啊！
　　　　　（西皮散板）　　要说的话儿说不尽，
　　　　　　　　　　　　　忍住了伤心泪再问详情。
　　　　　（白）　　　　　儿啊！你兄长言道：你在江州劫了法场，罪犯朝廷，可有此事？
李逵　　　（白）　　　　　这个？想是兄长误听传言，孩儿并无此事。
李母　　　（白）　　　　　哦！又是这奴才撒谎！既无此事，谢天谢地。
李逵　　　（白）　　　　　老娘请放宽心。
李母　　　（白）　　　　　这几载，你在何处安身呢？
李逵　　　（白）　　　　　这几年，孩儿结交了许多弟兄，他们待我，情同手足一般，别提多好啦！
李母　　　（白）　　　　　他们作何生理？
李逵　　　（白）　　　　　这个？
（李逵不敢说出梁山。）
李逵　　　（白）　　　　　啊！老娘，我告诉您说：您的儿子作了官了！
李母　　　（白）　　　　　哦！你作了官了？
李逵　　　（白）　　　　　作了官了。
李母　　　（白）　　　　　你在何处为官？
李逵　　　（白）　　　　　儿在山上为官。
李母　　　（白）　　　　　哦！山上为官，官居几品？
李逵　　　（白）　　　　　这几品？
（李逵忽然想起沂水西门的榜文，自己在第三名，脱口说出。）
李逵　　　（白）　　　　　第三名。
李母　　　（白）　　　　　哦，第三名。你吃多少钱粮哪？
（李逵顺序想到榜文上的赏格。）
李逵　　　（白）　　　　　三千贯。
李母　　　（白）　　　　　哦，三千贯。好啊！我儿不作官就不作官，作了官，就是第三名，吃三千贯的
　　　　　　　　　　　　　钱粮，为娘要吃杯安乐茶饭了啊，哈……
李逵　　　（白）　　　　　可不是吗？我特意接您享福来啦。
（李母忽然想到李逵的亲事。）
李母　　　（白）　　　　　啊，铁牛儿，你过来，我问你。
李逵　　　（白）　　　　　您问什么？
李母　　　（白）　　　　　你娶了媳妇无有啊？
李逵　　　（白）　　　　　嗐！您问这个干吗呀？怪害臊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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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母　　　（白） 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害什么羞啊！来，告诉为娘，告诉为娘。
李逵　　　（白） 好！我告诉您。
（李逵附在李母耳旁，低声。）
李逵　　　（白）
李母　　　（白）
李逵　　　（白）
李母　　　（白）
李逵　　　（白）
李母　　　（白）

您听𠯩！我呀？还没哪？
呃，你年纪已大，理当早日成婚，为娘也好抱孙孙哪！
妈！别忙，慢慢来。
快着些！
慢慢来。
快着些，快着些！

（李逵陪笑。）
李逵　　　（笑） 啊哈哈……
（李逵忽然想起李达。）
李逵　　　（白） 啊！孩儿回家半日，为何不见俺的兄长呢？
（李母长叹一声。）
李母　　　（白） 咳！再休提起那不孝的奴才，他今在秦家庄上，当个长工，又好赌钱，一日两，

两日三，常不回家，为娘时常挨饥受饿，真是个不孝的畜生啊！
李逵　　　（白） 老娘！不必生气，想俺家哥哥，与那些狗财主们当长工，就如同牛马的一般，

这也难怪于他。少时等他回来，与他些银两，作些个生意，也就是了。
李母　　　（白） 你对他这般情义，真教他活活的愧死！
（李达上，先假向李母殷勤。）
李达　　　（白） 妈！
李母　　　（白） 好奴才！你还回来么？
李达　　　（白） 妈！您别生气，我给您做饭来啦！
李逵　　　（白） 哦！兄长回来了，小弟有礼，小弟有礼。
李达　　　（白） 呦！你真回来啦？
李逵　　　（白） 啊？莫非兄长先知道了？
（李达信口说谎。）
李达　　　（白） 哪儿啊！他是这么回事——自你走后，我天天念叨你，昨晚上，我得了个梦，

梦见你回来啦！不想你真回来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你等着，我给你打酒买
肉去，咱们俩喝会子！

（李达欲行。）
李逵　　　（白） 且慢。老母已然饥饿，还是快快作些饭食，与老母充饥要紧。
李达　　　（白） 咳！老太太老糊涂啦，自从你走后，我也没欠了她几顿儿啊。刚才我还给她送

饭来啦哪！这会她又饿啦！你等着，我就手给她老人家买俩面食食馍馍；不是
跟作饭一样吗？兄弟，你可别走，我跟你还有要紧的话说哪！你可别走！你可
别走！

（李达边说，边走，即下。）
李逵　　　（白） 兄长！兄长！你不要忙，俺有银两在此。
李母　　　（白） 哎呀儿啊！这数载之间，他何尝尽孝，况且在为娘面前，时常说你的坏话，你

不要信他的花言巧语！
李逵　　　（白） 这个！
（李逵思索。）
李逵　　　（白） 哎呀且住，看兄长变脸变色，言语支吾，莫非有什么歹意不成？哦，哦，想起

来了，下山之时，宋大哥再三嘱咐，叫俺见母之后，即刻回山，此地焉能久留！
（李逵转向李母。）
李逵　　　（白） 哎呀娘啊！天色不早，快快随儿享福去吧！
李母　　　（白） 好，你我是怎样行走？
李逵　　　（白） 待孩儿背负老娘，前村再雇车马。
李母　　　（白） 等那畜生回来，与他说明，免得他大惊小怪。
李逵　　　（白） 哎呀娘啊！此去路途遥远，千万不可耽搁，待我与他多留些银两。
（李逵取出银子，放在桌上。）
李逵　　　（白）　　　　　母亲看仔细，待孩儿背负便了！
（李逵背李母急下。李达引秦太公、小院子、众庄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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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太公　　（白）　　　　　李达，你今日出首你的兄弟，真乃是大义灭亲，待老夫拿着李逵，定有重赏。
李达　　　（白）　　　　　我先谢谢您。
小院子　　（白）　　　　　已到门首。
李达　　　（白）　　　　　拿李逵！
（李达、秦太公、小院子、众庄丁同入内搜寻。）
小院子　　（白）　　　　　一个人也没有！
秦太公　　（白）　　　　　待我看来！
（秦太公四下侦察。李达与秦太公同时看见李逵留下的银子。李达要拿，秦太公止。）
秦太公　　（白）　　　　　放下！
（秦太公将银拿起。）
秦太公　　（冷笑）　　　　嘿嘿嘿……
　　　　　（白）　　　　　这就是李逵的脏银。他今藏在何处？啊？
（李达有些惊怕。）
李达　　　（白）　　　　　他……也许没回来？
秦太公　　（白）　　　　　呸！方才你明明言道，李逵已然回到家中，如今又用言语支吾与我，是何道理？
李达　　　（白）　　　　　庄主爷，您别生气，大概他把我妈接走啦！我妈是个瞎子，他们走不了多远，
　　　　　　　　　　　　　赶紧顺路追起，准得追得上！
秦太公　　（白）　　　　　好！快快顺路追赶！
（众人同追下。）

【第八场】

（李逵背李母上，慌忙不辨路径，忽见沂岭横路，即登沂岭，下。秦太公、李达、小院子、众庄丁同追上。）
小院子　　（白）　　　　　追到沂岭，踪迹不见。
秦太公　　（白）　　　　　上山搜拿。
（小院子看天色已黑。）
小院子　　（白）　　　　　慢着，庄主爷，天可是黑啦！这沂岭之上，惯出猛虎，咱们要是上了山，逮不
　　　　　　　　　　　　　着李逵，那不是喂了老虎啦吗？
秦太公　　（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李达　　　（白）　　　　　您别着急。他上了这座山，就算跑不了啦！想这沂岭，只有此路一条，可以出
　　　　　　　　　　　　　入。他走不出去，还得打这儿出来。咱们在山口一围，哪怕李逵飞上天去！
秦太公　　（白）　　　　　好！速速告与官府，多派兵丁，围了此山。
　　　　　　　　　　　　　庄丁们，围着了！
（秦太公下。众庄丁同围山口，同下。开二道幕，沂岭夜景。）
李母　　　（内二黄导板）　恍惚间来至在高山峻岭，
（李逵搀李母同上。）
李母　　　（二黄散板）　　这道路崎岖实难行。
（〖风声〗。）
李母　　　（二黄散板）　　秋风儿吹得我阵阵寒冷，
李逵　　　（白）　　　　　哎呀！老娘身体寒冷，快披上孩儿的衣衫。
（李逵脱衣与李母披在身上。）
李逵　　　（白）　　　　　啊！老娘！此时你可暖和些呀？
李母　　　（白）　　　　　为娘不冷，提防你受了风寒。
李逵　　　（白）　　　　　母亲放心，孩儿生来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了什么。老娘的身体要
　　　　　　　　　　　　　紧。
李母　　　（白）　　　　　好个孝顺的孩儿啊！
　　　　　（二黄散板）　　儿孝心感动我遍体皆温。
　　　　　（白）　　　　　啊，铁牛儿，行了许久，我们来在什么地方了？
李逵　　　（白）　　　　　慌忙之中，上了高山，想是沂岭。
李母　　　（白）　　　　　哦！沂岭——山高风劲，怪不得如此寒冷。
李逵　　　（白）　　　　　啊，老娘，我们在这沂岭之上，将息一晚，明日下山，取路济州，绕过郓城县，
　　　　　　　　　　　　　走过青龙山，渡过芦荻港，上了金沙滩，就到了我们那里。那时，咱就大喊
　　　　　　　　　　　　　一声，说道：哈！兄弟们，咱李逵的老娘接到了。你看：那穿袍的，摇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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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铠的，佩剑的。就似蜜蜂儿一般，涌下山来。把老娘围在当中，这个喊伯母；
　　　　　　　　　　　　　那个叫大娘。这个来搀，那个来扶，把老娘接将进去。少不得今日酒，明日
　　　　　　　　　　　　　宴，欢天喜地，热闹一场。老娘你是何等儿不喜，哪些儿不乐呀！哈……
李母　　　（笑）　　　　　哈哈哈……
李逵　　　（白）　　　　　只是一件，我们那里，常常厮杀，有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偏偏与我们作对！
李母　　　（白）　　　　　这个？
李逵　　　（白）　　　　　老娘，你千万不必骇怕！我们众家哥弟，一个个如龙似虎。他们是来一阵，败
　　　　　　　　　　　　　一阵；来一回，败一回，他纵有万马千军，也杀他个落花流水！
李母　　　（白）　　　　　啊？你讲了半日，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李逵　　　（白）　　　　　这个？老娘不必追问，到了那里，自然就明白了。
李母　　　（白）　　　　　啊？你既接为娘前去享福，为何吞吞吐吐，不肯实言？
李逵　　　（白）　　　　　这个？
李母　　　（白）　　　　　想为娘虽然生在乡村，也略略懂些世面，你道你作了官，又不像个作官的口气，
　　　　　　　　　　　　　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么？哎呀天哪！想我这苦老婆子，又不曾作了
　　　　　　　　　　　　　什么歹事，对不住天地良心，长子不孝，倒也罢了；我一生疼爱的是铁牛孩儿，
　　　　　　　　　　　　　惦念的也是铁牛孩儿。今日盼，明日盼，盼儿回来，谁知你……也叫我伤心
　　　　　　　　　　　　　哪……
李逵　　　（白）　　　　　哎呀！娘啊！你不必生气，儿对你实说了吧。
李母　　　（白）　　　　　快快讲来。
李逵　　　（白）　　　　　自从孩儿大闹江州，劫了法场，救了公明宋大哥，俺就跟随众家哥弟，上了梁
　　　　　　　　　　　　　山。
李母　　　（白）　　　　　哦！你……你上了梁山么？
李逵　　　（白）　　　　　正是。
李母　　　（冷笑）　　　　嚇嚇嚇……
　　　　　（白）　　　　　如此说来，你……你作了强盗了！
李逵　　　（白）　　　　　哎呀！娘啊。想我们梁山，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忠义为志，仁义为怀。
　　　　　　　　　　　　　一不掳贫困之家；二不伤良善之人。恨的是昏聩朝廷，作恶官府；杀的是赃官
　　　　　　　　　　　　　污吏；恶霸土豪。我们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老娘休言那毁谤的言语。
李母　　　（白）　　　　　哦！你们当真这样的仁义么？
李逵　　　（白）　　　　　仁义得很。
李母　　　（白）　　　　　当真是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么？
李逵　　　（白）　　　　　孩儿怎敢欺骗老娘。
李母　　　（白）　　　　　为娘若到梁山呢？
李逵　　　（白）　　　　　清福受享，快乐逍遥。
李母　　　（白）　　　　　怎么讲？
李逵　　　（白）　　　　　清福受享，快乐逍遥。
李母　　　（白）　　　　　好啊！
　　　　　（二黄原板）　　却原来梁山上这等情况，
　　　　　　　　　　　　　错把那真好汉当作强梁。
　　　　　　　　　　　　　这等豪杰令人尊仰，
　　　　　　　　　　　　　胜过那狗官府作恶的虎狼。
　　　　　　　　　　　　　但愿得随我儿把梁山上，
　　　　　　　　　　　　　那时节，儿心安，娘心欢畅，淡饭粗茶，度过这暮年的时光。
　　　　　　　　　　　　　双目失明反觉明亮！
（〖涧中水响〗。李母听见，忽觉口渴。）
李母　　　（白）　　　　　哎哟！
李逵　　　（白）　　　　　老娘，怎么样了？
李母　　　（二黄散板）　　霎时间口焦渴甚是难当。
李逵　　　（白）　　　　　哎呀！老娘口渴，这便怎么处？
（李逵忽听涧中水响。）
李逵　　　（白）　　　　　哎呀妙啊！月光之下，看得出涧中清泉，老娘在此少等，待孩儿与娘取水！
李母　　　（白）　　　　　你快快取来。
李逵　　　（白）　　　　　儿去去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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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逵下。）
李母　　　（白）　　　　　好一个孝顺的孩儿啊！
　　　　　（二黄散板）　　未亡人今日里心怀宽畅，
　　　　　　　　　　　　　喜的是铁牛儿志气刚强。
（〖虎声由远而至〗。）
李母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猛听得虎啸声震动山响！
（〖虎声渐近〗。）
李母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腥风阵阵更心慌！
　　　　　（白）　　　　　李逵！我儿！快来吧！
（李母随唱随下。虎出现。李母在幕后呼唤李逵，虎闻声，一跃而下。幕后作效果，虎扑食李母。冷场。李
逵提石香炉盛水上，边走边说。）
李逵　　　（白）　　　　　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
（李逵忽然发现李母不在，大惊。）
李逵　　　（白）　　　　　老娘往哪里去了？
（李逵忽然想到山上有虎，又急又惊，四下呼唤。）
李逵　　　（白）　　　　　老娘！老娘！老娘！老娘……
（李逵一再唤着老娘，走下。〖急急风〗，改〖阴锣〗。暗转，沂岭夜景，换一个角落。冷场。李逵唤着
“老娘”上。）
李逵　　　（白）　　　　　老娘！老娘！老娘！
（李逵一边喊，一边找，忽然发现李母的衣衫，被虎撕碎，又发现残余尸骨。）
李逵　　　（白）　　　　　哎呀……
（李逵悲痛万分，手捧尸骨，嚎啕大哭。）
李逵　　　（西皮散板）　　只望接娘把富贵享，
　　　　　　　　　　　　　又谁知中途遭祸殃！
　　　　　　　　　　　　　我哭，哭一声，老娘亲！
　　　　　　　　　　　　　我叫，叫一声，儿的娘！
　　　　　　　　　　　　　啊啊……哦！那苦命的老娘亲，不幸遭惨亡！
　　　　　　　　　　　　　儿那，儿那，儿那再也不能相见的娘啊……
（〖乱锤〗。李逵忽见四处均有残余尸骨。）
李逵　　　（西皮散板）　　忙将尸骨来埋葬！
（起〖哭皇天〗，加〖挫锤〗。李逵用斧掘坑，四下捡起尸骨，埋在坑中，累成土塚，又寻石香炉中剩余清
泉，用手掬水，捧向塚前。）
李逵　　　（白）　　　　　老娘！老娘！孩儿与你取水来了！
（李逵哭。〖顶板〗）
李逵　　　（回龙）　　　　忍不住，心惨伤，悲声放。呼天喊地唤老娘！一阵阵泪洒在胸膛。
（〖虎啸〗。李逵闻虎啸，陡然发怒，拾斧站起。）
李逵　　　（白）　　　　　啊！
　　　　　（二黄散板）　　听得虎啸我怒火飞扬！
　　　　　　　　　　　　　你与我，有何仇？绝了咱的愿望？
　　　　　　　　　　　　　我不杀这孽畜怎对得萱堂！
　　　　　　　　　　　　　目裂发指山林闯！
（李逵持斧急下。〖急急风〗。暗转，沂岭夜景，换一个角落。李逵上，寻虎，先发现洞内有两只小虎，正
吃人腿，急入内，杀死两只小虎。李逵才出洞，雌虎上。）
李逵　　　（扑灯蛾）　　　好畜牲！好畜牲哪！
　　　　　　　　　　　　　何仇？何仇？你食俺的娘亲！食俺的娘亲！
　　　　　　　　　　　　　纵然今日我杀了你，
　　　　　　　　　　　　　也湮没了李逵探母心，探母心！
（李逵杀死雌虎，喘息未定，雄虎大叫一声，由崖上扑下来。李逵惊惧，用双斧护着头顶，雄虎由斧刃上扑
下，正伤虎腹，落地而死。李逵见雄虎亦死。举斧向天。大叫“老娘”。）
李逵　　　（白）　　　　　哎呀！娘啊！俺虽杀了四虎，也对不住你那在天之灵了啊……
（李逵至此时，已然筋疲力尽，连打哈欠，颓然倒地而睡。〖起五更鼓〗。天色已明。冷场。秦太公、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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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小院子、众庄丁、众捕快同上。）
小院子　　（白）　　　　　哪儿的血呀？血？这儿还有血！呦！老虎！
（众庄丁、众捕快同发现四虎已死。）
众庄丁、
众捕快　　（同白）　　　　虎已死了……
小院子　　（白）　　　　　死老虎？呦！这儿有两把斧子！
李达　　　（白）　　　　　有斧子！就有李逵！
（小院子看见李逵。）
小院子　　（白）　　　　　这儿有个人睡觉哪！
李达　　　（白）　　　　　他就是李逵！
李云　　　（白）　　　　　你看得真？
李达　　　（白）　　　　　没错儿，他是我亲兄弟，还能认错了吗？
李云　　　（白）　　　　　好！快快绑了！
（众捕快同捆李逵，李逵惊醒。）
李逵　　　（白）　　　　　啊？你们为何将俺捆了？
李云　　　（白）　　　　　李逵，你乃朝廷重犯，特来拿你！
李逵　　　（白）　　　　　吓！咱不是李逵，咱姓张啊！
李云　　　（白）　　　　　啊？
李达　　　（白）　　　　　呸！你别不害臊啦！当着你亲哥哥，你还说瞎话哪？
秦太公　　（白）　　　　　着啊！你兄长在此作证，你还想抵赖不成？
李逵　　　（白）　　　　　怎么讲？
秦太公　　（白）　　　　　你兄长李达出首于你，你还有何话讲？
（李逵大吼。）
李逵　　　（白）　　　　　啊？
　　　　　（叫头）　　　　李达呀！李达！
　　　　　（白）　　　　　你在家中，花言巧语，哄骗于我，却原来人面兽心，暗生毒计，前去出首，难
　　　　　　　　　　　　　道你就不念骨肉之情？
李达　　　（白）　　　　　我是因公忘私！
李逵　　　（白）　　　　　这手足之义？
李达　　　（白）　　　　　我是大义灭亲！
李逵　　　（白）　　　　　呀呀呸！你……你……你真乃禽兽之辈呀！
（〖风入松〗。李逵跺脚大骂，几番要扑过去，均被众捕快拦着。）
李云　　　（白）　　　　　快快押着走！
（众捕快同拥李逵，众人同下。）

【第九场】

（〖急急风〗。朱贵上。）
朱贵　　　（白）　　　　　不好了！
　　　　　（西皮散板）　　听说李逵遭罗网，
　　　　　　　　　　　　　不由朱贵心内慌。
　　　　　　　　　　　　　急转回店去商量，
（〖扫头〗。朱富上，朱贵、朱富同见面，同急忙入店。）
朱贵　　　（白）　　　　　哎呀贤弟呀！沂水街头，纷纷言讲，都说李逵在沂岭之上，被获遭擒，因此急
　　　　　　　　　　　　　忙回店，与你商议，我要拼却性命，设法搭救李逵！
朱富　　　（白）　　　　　慢着！常言说得好，一人难敌众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若一人前去，不但救
　　　　　　　　　　　　　不了李逵，反要饶上自己的性命，那可不成！
朱贵　　　（白）　　　　　我若回山，约请众家哥弟，只怕来不及了！
朱富　　　（白）　　　　　来得及，来得及。我已打探明白，李逵被擒，乃是他哥哥李达出首，已然过了
　　　　　　　　　　　　　一堂，下在监牢。专等上司回文，解往沂州。趁此机会，你速速回转梁山，约
　　　　　　　　　　　　　请众家好汉，中途劫救，定能成功！
朱贵　　　（白）　　　　　话虽如此，只是这数日之间，李逵的安全，令人放心不下。
朱富　　　（白）　　　　　不要紧嗒，我与衙中公差，俱都熟识，待我用些银钱，上下打点，每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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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送饭，暗中照应李逵。
朱贵　　　（白） 他乃朝廷重犯，只怕难得能够？
朱富　　　（白） 你怎么啦！有道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散；天大的案子，地大的银子，有

钱能使鬼推磨，这点事，还能办不到吗？
朱贵　　　（白） 好，沂水之事，交付于你，我即刻回转梁山！
朱富　　　（白） 我再往衙中走走！请。
（朱贵、朱富自两边分下。）

【第十场】

（〖泣颜回〗一句，〖九锤半〗。解差拉李逵带刑具同上。众兵丁同拥上，李达随上。李逵见李达，几番狠
狠地要扑过去，均被众兵丁用枪格住。李逵恨恨地指着李达，哭娘。众兵丁、解差拥李逵同下。秦太公、李
云同随后押下。）

【第十一场】

（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万、阮小五、白胜、朱贵同上，同唱〖小桃红〗。朱富慌忙上。）
朱富　　　（白） 哥哥，你可回来啦，可把我急坏了！
朱贵　　　（白） 快快见过众家好汉。
朱富　　　（白） 众家好汉，我朱富有礼。
黄信、
花荣、
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阮小五、
白胜　　　（同白） 我等还礼，李逵之事，怎么坏了？
朱富　　　（白） 李逵已然起解上路啦！
黄信、
花荣、
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阮小五、
白胜　　　（同白） 我等速速赶上！
朱富　　　（白） 慢着！我已然打探明白，押解李逵者：乃都头李云，此人武艺高强，江湖人称

青眼虎。我也曾拜他为师，习学武艺。此去，必从十里堡经过，那里路静人稀，
正好动手，待我以贺喜为名，用言语劝解我师傅，若能念在江湖上的义气，
放了李逵，岂不是两全其美！

黄信、
花荣、
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阮小五、
白胜　　　（同白）
朱富　　　（白）

倘若不放呢？
那可就说不得啦！众好汉看我摔杯为号，一涌杀出，搭救李逵。可是这么𠯩，
我有一事相求列位！

黄信、
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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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阮小五、
白胜　　　（同白）　　　　何事？
朱富　　　（白）　　　　　动手之时，千万不可伤害我师傅的性命。一来顾全我们师徒之情；二来把他请
　　　　　　　　　　　　　到梁山，忠义堂上岂不又添一条英雄好汉。
黄信、
花荣、
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阮小五、
白胜　　　（同白）　　　　好！就依贤弟。速速带路！
朱富　　　（白）　　　　　随我来。
（朱富引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万、阮小五、白胜、朱贵同下。）

【第十二场】

（众兵丁、解差、李云、李达、秦太公押李逵上。朱富挑酒担子上，高呼李云。）
朱富　　　（白）　　　　　师傅！师傅！
（李逵看见朱富，脱口说出。）
李逵　　　（白）　　　　　啊——朱……
（朱富机警地转过词锋，示意。）
朱富　　　（白）　　　　　朱——猪头肉？大碗酒？你不用想吃啦！
李逵　　　（白）　　　　　啊——
（李云吩咐众兵丁。）
李云　　　（白）　　　　　押在一旁。
（众兵丁同押过李逵。）
李云　　　（白）　　　　　啊，朱富徒儿，到此何事？
朱富　　　（白）　　　　　我给您道喜来啦，您拿了朝廷重犯，这个脸可露足啦！来，您喝盅喜酒！
李云　　　（白）　　　　　我不吃酒，你是晓得的呀！
朱富　　　（白）　　　　　对啦！您向来不喝酒，我把这个碴儿给忘啦。师傅，您请过来，我跟您有两句
　　　　　　　　　　　　　要紧的话说。
李云　　　（白）　　　　　你有何话讲？
（朱富低声。）
朱富　　　（白）　　　　　师傅！想那李逵，乃是梁山的好汉，您把他解往沂州，不大合适吧！
李云　　　（白）　　　　　啊？你何出此言？
朱富　　　（白）　　　　　师傅！您别生气，听我跟您说：如今梁山之上，甚是兴隆；好汉英雄，望风而
　　　　　　　　　　　　　至。师傅也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又无家眷儿女，何必贪那小小的前程，受那官
　　　　　　　　　　　　　府的恶气。倒不如念在江湖的义气，放了李逵，投奔梁山！
李云　　　（白）　　　　　住了，信口胡言，该当何罪！
朱富　　　（白）　　　　　师傅！好言相劝，执意不听，那可就对不住您喽！
（朱富摔杯。）
朱贵　　　（内白）　　　　梁山好汉，一齐动手！
（朱贵引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万、阮小五、白胜同上，先与李逵扭开刑具，李逵由众兵丁
手中夺过双斧，追李达、秦太公同下，朱富随下。李云与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万、阮小五、
白胜、朱贵同起打。）

【第十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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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锤〗。李逵、朱富追李达、秦太公同上。李逵先杀死秦太公，朱富抓住李达。）
李达　　　（白）　　　　　兄弟！兄弟！我错啦！你还饶不了我吗？
李逵　　　（白）　　　　　呀呀呸！
　　　　　（念）　　　　　只为提防误登山，可怜老娘被虎餐！
　　　　　　　　　　　　　你来看：异姓兄弟救了我！你这同胞的手足就害了咱！
　　　　　（白）　　　　　我是怎能饶你？
李达　　　（白）　　　　　兄弟！兄弟！咱们俩可都是一个妈养嗒！
李逵　　　（白）　　　　　这个？
（李逵不忍下手。）
朱富　　　（白）　　　　　二哥！你就忘了他出首拿你吗？
李逵　　　（白）　　　　　啊！
（李逵几番要杀，又不忍下手。）
李逵　　　（白）　　　　　兄弟！我下不去手啊……
朱富　　　（白）　　　　　看刀！
（朱富杀死李达。）
李云　　　（内白）　　　　朱富，哪里走！
（李云上，直奔朱富，李逵恶狠狠地扑打过去，朱富慌忙拉着李逵。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
万、阮小五、白胜、朱贵同上，同起打，同擒住李云。朱贵急忙与李云松绑。）
朱贵　　　（白）　　　　　李都头，得罪了！
　　　　　　　　　　　　　二位贤弟，护送回山。
李云　　　（白）　　　　　这个。
（〖乱锤〗。）
李云　　　（白）　　　　　罢！
（阮小五、白胜护送李云同下。朱贵向李逵。）
朱贵　　　（白）　　　　　啊！二哥，你接来的伯母，今在何处？
李逵　　　（白）　　　　　咱的老娘吗……哎呀娘啊……
　　　　　（尾声）　　　　遭不幸沂岭遇虎一命亡！
（李逵大哭，黄信、花荣、郑天寿、张顺、杜迁、宋万、朱贵、朱富同哭泣。）
朱贵　　　（白）　　　　　二哥！人死不能复生，二哥不必悲伤，速速回山要紧！
李逵　　　（白）　　　　　罢！回山哪！
李逵、
黄信、
花荣、
郑天寿、
张顺、
杜迁、
宋万、
朱贵、
朱富　　　（同尾声）　　　且喜平安回山岗！
（〖急急风〗。众人各亮相。落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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