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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五毒”与昆丑“五毒戏”※

●王　宁　　

摘　要：五毒戏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在昆剧艺人长期舞台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承载昆丑家

门独特“拟形”身段的折子戏剧目，它成型的时间大致在清代中叶之后到清代晚期的

几十年间，在清代晚期已经盛行。昆剧界用“五毒”代指昆丑的五个折子戏剧目源于

两个原因：一是就演员身段的“拟形”而言；一则是针对其“独到”和“独特”的特点而

言。五毒戏的出现，是昆剧折子戏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昆剧舞台化发展的

新阶段，而且显示了昆剧在角色行当方面分工和协作的成熟，显示了昆剧折子戏“情

境”与“技巧”的完美匹配。

关键词：五毒戏；昆丑；家门戏；昆剧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２５６８（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７２－０６　　　　中图分类号：Ｊ８２５（２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作　者：王　宁，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２１５１２３

一

古代典籍中的五毒，本有三种不同含义：

一是指五种可以用以治病的毒药。《周礼·

天官·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

云：“五毒，五药之有毒者。”①二是指古代的

五种酷刑。《明史》：“构指挥使袁彬，系询之。

五毒更下，仅免。”②第三种指五种毒虫，虽然

存在不同说法，但一般多以蝎子、蛇、蜈蚣、壁

虎、蟾蜍为五毒。与昆丑有关的五毒戏，正是

第三种含义上的五毒。

五毒的渊源起码可以上溯到端午的习

俗，如果扩而大之，它应该与古代的“泛傩”现

象有关，“驱五毒”的行为与祓禊类民俗具有

同样功能。傩的作用本在“祓除”，即驱赶走

不祥和灾祸。所以，从本质上讲，古代驱五毒

的行为与傩具有同样作用。

从端午的角度考察，五毒的历史已经很久

远了。它的出现和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有密

切联系。阴阳学说曾为汉儒董仲舒所倡导。

资料显示，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将五月

视作“恶月”了。《后汉书·礼仪志》中的一段

文字解释了当时人们对五月的一种认识：“仲

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

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

以难止恶气。”③后世民间也有类似说法，如有

民谣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

民间认为端午是五毒———青蛇、蜈蚣、蝎子、壁

虎和蟾蜍出没之时，要用各种方法以预防五毒

之害。流行的防治方法一般是在屋中贴五毒

图，以红纸印画五种毒物，再用五根针刺于五

毒之上，即认为毒物被刺死，再不能危害人类

了。民间也有在衣饰上绣制五毒，在饼上缀五

毒图案等作法，均含驱除之意，与古代的祓除

类似。五月因而也常常被视为“毒月”、“恶

月”，而五月初五流传的许多驱邪、消毒和避疫

的特殊习俗如插蒲子艾叶、喝雄黄酒、祭五瘟

使者等也均出于以上考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戏曲折子戏研究》（０８ｂｂ１７）中期成果。

①参《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１５页。

②《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

③《后汉书·礼仪志（中）》，参《二十五史》，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百衲本一册，９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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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代开始有动物“五毒”的说法？据

现有资料，起码可以上溯到唐代，《玉烛宝典》

记载，在唐代的洛阳地区就已经有端午节互

赠“辟瘟扇”的习俗。清顾禄《清嘉录·五月·

五毒符》引吴曼云《江乡词》小序：“杭俗：午日

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小儿用之。”①

这里提到的“辟瘟扇”即画有蜘蛛、蛇、蝎子等

五种毒物的扇子。自唐代始，五毒的说法在

历代均得以沿袭，因而深入人心，成为积久的

传统。宋周密《武林旧事》之“端午”条中就记

载了当时的端午习俗：“插食盘架，设天师艾

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

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

蜴等，谓之‘毒虫’。”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

物略·春场》则记载了当时人们佩戴五毒符

的习俗。清《帝京岁时纪胜》也记：“幼女剪彩

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

老虎等式。”②由此可以看出，五毒的说法在

中国历史上具有贯穿性，尤其是借助端午节

的习俗得以沿承，历代很多习俗都和五毒有

关，因而成为十分醒目的民俗符号，这是它被

用作指称昆丑五个代表剧目的一个重要的基

础。换言之，昆丑五毒戏这一说法的产生，是

与民间已有的动物五毒的说法密切联系的。

五毒戏的出现，还建立在一种约定的认

识基础上，即“五毒”的“独”。中国民间的传

统观点认为：五毒都是极“独”的动物，所以，

最“毒”的都是最“独”的。如民间故事中，唐

代的罗成是极“毒”的人物，《隋唐演义》等小

说将他形容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

所以，民间在端午也有把独头蒜用线网装起

来做装饰的习俗。《清嘉录》之“独囊网蒜”

条：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

谓之“独囊网蒜”。③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

八部》中，星宿派丁春秋就有用“神木王鼎”练

毒虫的作法，具体是把若干毒虫放在一起令

其自相残杀，最后留下的必然是最毒的。

综合以上论述，昆丑五毒戏这一说法的

出现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经过若

干年的积累，动物五毒这一说法已经在民间

十分流行；二是在民间观念中，五毒都是很
“独”的毒物。

二

昆剧五毒戏本来指昆丑家门五个折子

戏，涉及具体剧目，则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

将演员身段与五种毒物的身形相对应，分别

指《义侠记·游街》中的武大郎（蜘蛛形）、《孽

海记》中的本无（蛤蟆形）、《雁翎甲·盗甲》中

的时迁（蝎子形，一说壁虎形）、《连环记·问

探》中的探子（蜈蚣形）、《金锁记·羊肚》中的

张母（游蛇形）。另一种说法则指本行当中具

有相当难度的折子戏剧目，如一种说法就将
《东窗事犯·扫秦》、《雁翎甲·盗甲》、《连环

记·问探》、《孽海记·下山》、《寻亲记·茶

访》（茶博士）五个折子戏称为昆丑五毒戏，因

为这五折戏在表演方面有很大难度，所以称
“五毒”。④后来，这一说法则得以泛化，艺人

们经常用五毒代指本行当或本门业务中具有

相当难度的剧目或技艺。以上两种说法虽然

涉及剧目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都是

针对昆剧丑角的折子戏，也就是说，五毒的说

法原本是局限于昆丑这一行当的。二是都是

针对其技艺的难度和独特而言的。前者则更

体现为与折子戏的具体情境相对应的身段动

作，具体说是身段方面的拟形。

五毒戏的形成时代，大致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具体的折子戏剧目

着手。只有当相关剧目都成为流行剧目后，

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出现五毒戏。以上两种说

法涉及七个剧目，即《义侠记·游街》、《孽海

记·下山》、《雁翎甲·盗甲》、《连环记·问

探》、《金锁记·羊肚》、《东窗事犯·扫秦》、

《寻亲记·茶访》。笔者初步考察了明清比较

常见的戏曲选本中选录的折子戏名目，列成

表格附于文后。

除去编辑者的个人爱好等偶然因素，表

格中所反映有关折子戏剧目的演出情况应该

可以大致反映不同时代昆剧折子戏的舞台演

出实际。从剧目规模看，大约在《缀白裘》的

①③参《苏州文献丛抄初编》册上，古吴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３４页，４３３页。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之“五月”之“端阳”条，参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合刊本，２１页。

④参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之“五毒戏”条，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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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才初步具备了产生五毒戏应该具备的

剧目规模。尽管有些折子戏剧目如《下山》出

现很早，但从“五毒”戏所应具备的规模看，尚

没有达成一定数量，直到清乾隆时期的钱编
《缀白裘》才得以改变。该选本收录有关折子

戏五种，从拟形的五毒戏的角度看，仅缺少
《游街》；以第二种说法来衡量，也仅缺少《东

窗事犯》之《扫秦》。可见，已经具备了基本的

数量和规模。

具体讲，大约在乾隆中叶（乾隆２９―３９
年），有关五毒戏的折子戏剧目已经初步具

备。换言之，后世五毒戏涉及的有关折子戏

剧目这时已经流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但从《扬州画舫录》等有关记载可以看出，五

毒戏的说法这时显然还没有出现。因为《画

舫录》在谈到《羊肚》等有关剧目时，均未提及
“五毒戏”的说法。该书同时提到了刺杀旦的
“三刺”、“三杀”等行内术语，谈及小丑时，也

未涉及“五毒戏”这一说法。

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从昆丑的崛起来

考察“五毒戏”的产生。五毒戏是昆丑家门充

分发展的产物，而且属于高度“行当化”和“家

门化”的折子戏剧目。所以，这势必以昆丑的

崛起和昆剧行当分工的深化为前提。有关资

料显示，昆丑虽然出现很早，但其充分发展则

是在清代中晚期，尤其是清代晚期更是丑行

崛起的时代。清代末年的宣鼎曾经集昆剧丑

角儿戏三十六折，做《三十六声粉铎图咏》，其

中涉及剧目如次：

《虎囊弹·山门》、《过关》、《大小骗》、《拿

妖》、《鲛绡记·写状》、《四节记·贾志诚》、

《艳云亭·点香》、《白罗衫·贺举》、《鲛绡记·

草相》、《蝴蝶梦·回话》、《儿孙福·别弟》、

《寻亲记·茶访》、《水浒记·活捉》、《人兽关·

演官》、《借靴》、《一捧雪·刺汤》、《十五贯·

访鼠》、《鸾钗记·遣义》、《白兔记·麻地》、

《渔家乐·相梁》、《儿孙福·势僧》、《金锁记·

思饭》、《精忠记·扫秦》、《雁翎甲·盗甲》、

《滚灯》、《东郭记·陈仲子》、《燕子笺·狗

洞》、《孽海记·下山》、《绣襦记·教歌》、《后

寻亲记·后金山》、《拜月亭·请医》、《牡丹

亭·问路》、《风筝误·前亲》、《万里圆·打

差》、《拾金》、《翡翠园·盗牌》。①

以上三十六折戏有些属于单折戏，具体

则涵盖了昆剧的小丑和副两个家门。这些剧

目的大量涌现显然说明到清末的昆剧舞台

上，昆丑的表演已经占据了很大比重。

昆剧丑角的崛起与清代末年“花雅之争”

的激烈也有着密切联系，在与整体上显得活

泼热闹的花部戏的舞台竞争中，昆剧中原本

比重比较大的生旦戏显然不具有竞争优势。

这样，依靠丑角儿生动活泼的表演来吸引观

众，显然也是昆曲在与花部竞争过程中的不

得已的选择。

同时，昆剧在北方的发展以及昆剧武戏

的盛行，也是五毒戏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上述五毒戏中的《问探》和《盗甲》都是典型的

武戏，其中有很多翻和跳的高难动作。如被

称为“同光十三绝”的著名昆丑杨鸣玉，在表

演《问探》时，手持旗柄做出种种动作，而始终

保持旗子为方形。在表演虎跳、旋子跟头时，

旗子覆于背而旗角儿始终保持平展，即使更

高难度的“铁门坎”，旗子也不卷不翻。扮演
《盗甲》中的时迁时，也有类似的翻身和跳跃

动作。②整体上讲，昆剧武戏在清代末年又得

到了长足发展，一大批艺人在发展昆丑身段

和武技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也是五毒戏

成熟发展的绝佳土壤。从“花雅之争”和昆剧

武戏的兴起背景角度分析，丑角和武戏在清

末的崛起其实有着历史的必然，而五毒戏显

然正是伴随着丑角儿的崛起和武戏的发展才

得以出现的。

五毒戏的形成，还和当时花雅争胜的背景

之下的不同剧种丑角儿的表演特点有关。昆剧

五毒戏是以身段为表演特色的，这种特点也是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扬州画舫录》记：

丑以科诨见长，所扮备极局骗俗态，拙妇

挨男，商贾刁赖，楚咻齐语，闻者绝倒。然各

囿于土音乡谈，故乱弹致远不及昆腔。惟京

师科诨皆官话，故丑以京腔为最。③

①据台湾版《昆曲辞典》，国立传统艺术中心，２００６年，１３１６页，附录八《三十六声粉铎图咏》引。

②参１９３３年《剧学月刊》，曹心泉《近百年来昆剧之消长》一文。

③引自《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１９６０年，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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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中包含有以下信息：在清代乾

嘉时期，各剧种丑角儿的表演是以科诨为主

的，其表演中的说白占据着较大比重。但由

于花部的丑角更多使用方言，故与昆剧比较，

在传播方面就受到较大限制。但京腔由于采

用的是官话，所以，其丑角儿表演则较之昆剧

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从《缀白裘》等演出本所

收录的折子戏文本中可以发现，在乾嘉时期，

昆剧中的丑角儿的说白多是苏白，这就使得

昆丑在和京丑的竞争中处在显然不利的位

置。于是，昆丑另辟蹊径，在身段方面精益求

精，并结合具体的戏剧情境，发展出独一无二

的“拟形”身段，且逐渐形成系列，从而促成了

五毒戏的出现和产生。

五毒戏的形成和发展显然具有一个过

程，其中，有些折子戏的具体身段和“拟形”表

演的形成比较早，如《扬州画舫录》记载：“黄

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
《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而《金锁

记》中的《羊肚儿》一折也较早成为丑角儿的

拿手剧目，《扬州画舫录》又载：“三面顾天祥，

以《羊肚》、《盗印》、《鸾钗》、《朱［十］义》为绝

技。同时谢天成爪指最长，亦工《羊肚》诸

技。”①从身段形成的角度看，优秀的身段必

然是与具体的戏剧情境相配合，可以逼真反

映剧中人在特定戏剧情境之中特定状态和特

定心态的外化形式，因此，它必然是经过长时

间的尝试和揣摩，由历代艺人通过不断的删

汰和改进，逐步形成，逐渐发展的。从现在较

为固定的五毒戏的身段看，这些拟形的表演

都是与戏剧情境密切配合、完美匹配的。其

拟形固然是一种形式，但并未为形式而形式，

而是与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和谐匹配。所以，

尽管从最后形成的结果看，用五毒戏代指小

丑家门的五个家门戏有着某种偶然性，尤其

是其身段固定下来的时间上显然会有先有

后，被称为五毒戏自然具有“际会”的味道，但

从昆剧折子戏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身段的

固定和形成又有着必然性。五毒戏正是这样

一种在偶然和必然之间形成的。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大致结论：五毒

戏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在昆剧艺人长期舞台

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承载昆丑家门独特
“拟形”身段的折子戏剧目，它成型的时间大

致在清代中叶之后到清代晚期的几十年间，

在清代晚期已经盛行。它的出现，与昆丑在

清代晚期的相对崛起密切关联，同时也与花

部的竞争和挤压有着联系。而昆剧在北方的

传播和昆剧武戏的发展也形成了五毒戏形成

和发展的极佳土壤。

所谓狭义“五毒戏”的含义似乎应该出现

在“广义”含义之前，即五毒戏的早期含义应

该先是代指具体的五个折子戏剧目，然后在

此基础上再发展出“广义”的含义来。从具体

扣合的角度看，以民间五毒代指五个折子戏

剧目，首先是就“拟形”而言的，即演员的身段

模拟五种所谓“毒物”的身形。但广义的含义

似乎更为合理，以“五毒”的“独”来扣合演员

身段的独特似乎更能体现艺术“贵在创造”的

基本特质。所以，昆剧界将原本拘泥的五个

折子戏泛化为五个难度最大的家门戏，其实

是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观念中五毒都很“独”的

观念密切联系，紧密扣合的。在此意义上，五

毒戏已经不是具体剧目的含义，而是一种难

度和技术水平的标定，是独特技艺的形象化

说法。只是这种表述是基于昆剧行当和家门

的分工，以分工和专擅为前提的。在此意义

上，尽管五毒戏还表现为五个折子戏剧目，但

其具体所指则可能是流动和变化的：在不同

时代、不同行当所指也应有差异和不同。在

这个含义上，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五毒，而

不同行当有不同行当的五毒，这也是五毒戏

的具体剧目存在不同说法的根本原因。

三

五毒戏的出现在昆剧史上和折子戏发展

史上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其实是一种标志，

标志着昆剧舞台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昆剧

舞台化的成果。对折子戏而言，它则显示了

折子戏的家门化和折子戏的“情境”和演员技

艺的高度匹配和充分和谐，是折子戏发展到

成熟阶段的标志。五毒戏的这种标志意义，

①参《扬州画舫录》，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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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五毒戏标志着昆剧角色行当发展的

新阶段。首先，它标志着昆剧“家门戏”发展

的新高度，是家门戏深化的产物。“五毒戏”

具有严格的行当和家门属性，所以它的出现

势必满足这样的前提：即折子戏的戏份的逐

渐集中，使某折戏逐渐变化为以一个或少数

几个角色行当演出为主的情况，即所谓“依行

分戏”。在“依行分戏”的框架内，昆剧舞台曾

经出现了一系列与之联系关于“行当戏”的
“行话”和“术语”。当我们把五毒戏放置到下

面的逻辑序列当中时，它的标志意义即一目

了然。

一是开蒙戏，是指艺童初学时师傅传授

的第一批剧目。开蒙戏的首要要求是它必须

蕴含本行当的一些基本表演技巧，诸如唱念

身段等，而这些身段和唱念又必须体现出与

别的行当的不同和差异来，为本行当的特色

表演，或者说是可以体现本行当特色的表演。

可见，开蒙戏很显然是依据行当不同来确定

的。在此意义上，晚近有艺人用五毒戏为昆

丑开蒙，显然是有失妥当的。二是家门戏，家

门戏也是最能代表本行当角色演出特点的舞

台剧目，当然一般都是折子戏剧目。所谓“开

蒙戏”其实可以视作家门戏的初级形态，二者

都是可以反映本行当表演特色的剧目。但开

蒙戏显然具有“启蒙”意义，与成熟状态的“家

门戏”仍然有所区别。家门戏的渊源可以上

溯到宋金时期诸如“卒子家门”、“仵作家门”

等演出，它本来就是以扮演人物的不同身份

为分野的，成熟状态的家门戏则更是以角色

行当为依据分别，往往是以细分后的“家门”

为单位。家门戏发展到后来，还逐渐进化和

分离出“核心家门戏”来，即骨子戏，是指那些

在唱念做打等方面具有绝活和硬功夫的家门

戏，又有“肉头戏”之称。这类戏与一般家门

戏的区别在于对于技艺的要求更为苛刻和严

格，其表演更有特色，在舞台演出时更耐看，

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往往成为某某演员甚

至是某某剧团的看家本领和保留剧目。这种

在一般“家门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骨子

戏”和“肉头戏”其行当属性也十分明显。而

五毒戏显然可以视作昆丑的骨子戏和肉头

戏，是昆丑家门戏发展到尖端阶段的产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五毒戏的出现，必须

以昆剧折子戏的“依行分戏”为前提，必须以

折子戏的“家门化”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五

毒戏的出现和发展，其实就是折子戏的“家门

化”的历史。而这种家门化的背后，则明显地

铺陈着一条舞台化的线索。换言之，依行分

戏其实是昆剧舞台化的必然方向和不二选

择，是长期的舞台实践自然删汰和自然进化

的结果，而五毒戏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

其次，五毒戏还标志着昆剧各角色行当

分工和协作的成熟。从上述涉及的五毒戏剧

目看，小丑的表演都集中在身段和“作”上，甚

至可以说是集中在“拟形”上，这显然也是分

工和协作的结果。具体说，则是不同角色行

当在唱念做打舞噱等方面分工和专攻的结

果。所以，与依行分戏相伴随的，是各角色行

当逐渐以某种专擅的技艺与其它角色行当区

别开来，从而形成了各个角色行当的分工和

专工。譬如生旦表演一般多以歌舞见长，故

潘之恒的昆剧评论已经注意到生旦演员的声

容体态。李渔的《闲情偶寄》中则开列“声容

部”专门予以讨论。这些其实都和生旦以歌

舞为“主业”有着密切联系。而丑的表演多集

中在念白和身段方面，故丑也有“跳虫”之称。

净往往注重动作和功架，《扬州画舫录》中就

记载了大面在演出时以“笑、叫、跳”为特色演

出的情况。① 从这个意义上，小丑行当选择
“身段”作为自身的特色表演，除了上文提到

的花雅竞争的驱动之外，也是昆剧舞台实践

长期发展和自然调适的产物，是昆剧各角色

行当分工协作关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

在大的层面上区别，生旦表演多言情，故歌舞

与之适应；而净丑的表演多摹写人情世态，故

以念白和身段表现就显得更为生动形象。所

以，在五毒戏出现的背后，其实铺陈着昆剧各

角色行当分工协作逐渐发展并趋于定型的线

索，是角色行当分工和协作的逐步发展和日

益进化。

①《扬州画舫录》卷五，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１９６０年，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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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五毒戏的出现其实标志着

折子戏演出中的技巧与情境的高度和谐和完

美匹配，标志着“技”与“境”谐、“戏”“技”合一

的艺术高度。不妨以《盗甲》为例：《盗甲》中

的关键和看点都在“盗”上。由于是盗，势必

是无声的，因此该折戏整体上以壁虎和蝎子

的“无声之动”与之配合，可谓恰切。而在具

体的戏剧情境中，雁翎甲是放置在高处的，于

是就设置了演员以“倒钩”身形上下高台的动

作。在整个“盗”的过程中，由于要突出“潜”

的特点，整体上使用的是类乎蝎子和壁虎的
“贴”和“附”动作，无论是贴地而行还是“附”

台而上下，都是为了不显身形。这样，演员的

系列动作都紧紧扣合在本折戏的“盗”字上，

堪称“动作”与“情节”完美和谐的典范。其它

如《游街》中的武大郎以蜘蛛瑟缩的身形状写

其良善甚至是怯懦、《问探》中的探子以蜈蚣

蜿蜒的身段表现探子潜行的特定情境、《下

山》中的小和尚以蛤蟆形描摹其单纯和可爱、

《羊肚》中的张妈以蛇形突出其中毒后的痛苦

和纠结，都无异是技巧与情境的完美匹配，是

历代艺人经过反复锤炼而最终达成的“技”与
“戏”的完美统一。

附录：明清戏曲选本中的五毒戏剧目一览

选本 时代 选入有关折子戏 非五毒戏的有关折子戏

《风月锦囊》 嘉靖前 《僧尼会》

《词林一枝》 万历 《尼姑下山》

《群音类选》 万历 《连环记·探子》（仅存目）

《乐府玉树英》 万历 《尼姑下山》、《僧尼相调》 收《连环记》之《吕布戏貂蝉》

《乐府菁华》 万历 《目连记》之《尼姑下山》、《僧尼相调》

《乐府红珊》 万历 收《连环记》之《退食还忠》

《玉谷新簧》 万历 《思婚记》之《尼姑下山》

《摘锦奇音》 万历 收《寻亲记》之《夫妻哭别》、《旅邸遇父》

《乐府万象新》 万历 《出玄记》之《和尚戏尼姑》

《赛征歌集》 万历 收《连环记》之《退食还忠》

《大明天下春》 明代 《劝善记》之《僧尼相调》 收《寻亲记》之《郭氏受戒毁容》

《万壑清音》 明抄 收《连环记》之《董卓差布》，《义侠记》之《武松打虎》

《怡春锦》 明末 收《寻亲记》之《训子》，《义侠记》之《巧媾》，《连环记》之《探敌》等。

《玄雪谱》 明末 收《连环记》之《潜窥》、《设计》，收《义侠记》之《调叔》、《说风情》。

《乐府遏云编》 明末 《连环记》之《侦报》
收《义侠记》之《打虎》、《调叔》，《金锁记》之《敕风雪》、《赴市》，《连环
记》之《计就》。

《六十种曲》 收录有《寻亲记》、《义侠记》

《醉怡情》 崇祯 《孽海记》之《僧尼会》
《连环记》收录有《赐环》、《拜月》、《梳妆》、《掷戟》，《金锁记》收录有
《误伤》、《冤鞫》、《探狱》、《赴市》，《义侠记》收录有《卖饼》、《诱叔》、
《挑帘》、《捉奸》

《歌林拾翠》 明
《寻亲记》之《茶肆》，《连环记》之《探
报》

《寻亲记》之《教子》、《荣归》、《逢亲》，《连环记》之《赏花》、《投机》、《计
就》、《安卓》、《对镜》、《执戟》、《议诛》、《会合》，《义侠记》之《武松打
虎》、《金莲诱叔》、《挑帘遇庆》、《王婆巧媾》，《金锁记》之《卖药》、《鞫
问》、《探狱》、《赴法》

《乐府歌舞台》 顺治 《义侠记》之《诱叔》

《缀白裘合选》 康熙 《连环记》之《花亭赏春》、《月下投机》、《计就连环》

《缀白裘全集》 乾隆
《义侠记》之《卖饼》、《诱叔》、《挑帘》、《捉奸》，《金锁记》之《误伤》、《冤
鞫》、《探狱》、《赴市》

钱编《缀白裘》 乾隆
《寻亲记》之《茶访》，《连环记》之《问
探》，《孽海记》之《下山》，《金锁记》之
《羊肚》，《雁翎甲》之《盗甲》

《义侠记》之《戏叔》、《别兄》、《挑帘》、《做衣》、《捉奸》、《服毒》、《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