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福州市民营闽剧院团演出信息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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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安区 晋安区芙蓉闽剧团 谢金钗 13313478545
《三渡阳岐》
（陈文龙中

集）

因叛徒里应外合，陈文龙不幸被俘。押解福州途中，陈文龙三渡阳岐，他断然拒绝敌人劝降，
宁死不屈，忠义秉千秋，被阳岐义军所救脱离虎口。

13000-16000元

2 晋安区 晋安区芙蓉闽剧团 谢金钗 13313478545 《弃官寻母》 朱秀昌之母被赶出门庭出家当尼姑，朱秀昌中状元得知母亲遭遇弃官寻母合家团圆。 13000-16000元

3 晋安区 晋安区芙蓉闽剧团 谢金钗 13313478545 《义子报恩》
王志成进京考试被风雪冻落难被张家所救收为义子后中状元，张家两老被亲子赶出家门落难被
王志成得知将二老救回养老送终。

13000-16000元

4 晋安区 晋安区芙蓉闽剧团 谢金钗 13313478545 《郑安打子》 郑原元不求上进，坠入下流，经教育走上正路历志读书，后状元及第。 13000-16000元

5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马江魂》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法军在“观音桥事件”后，不甘失败，将战争扩大到东南沿
海，欲夺基隆和福州，据地为质，让清廷割地赔款。7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主
力，假以游历为名，直驱马尾港、横行马江上；频登口岸，抢掠财物，伤害两岸百姓。以梁功
乐、陈英、黄季良等为首的福建水师将士义愤填膺，难忍其恶行，向朝廷上疏请战。奈何清廷
怯于法军，一味妥协求和，非但不战，反以“无旨不得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之令约束水师。
为了民族尊严，福建水师“扬武”舰管带陈英、梁功乐逆抗督令率全舰官兵与法军死战。于
是，马江之上演绎了一场慷慨悲壮的故事。

50000元

6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龙台驸马》

北宋年间，琅岐龙台村学子林存高中状元并被招为驸马后，奉旨前往台州嘉勉考察“蟋蟀宰相
”贾似道之侄台州县令贾文章时，却意外遇见贾县令为了捉蟋蟀王巴结贾相，公然拆除岳庙当
众打死庙祝岳诚，激起民愤。林存怒斩贾知县，出乎意料的是贾似道不但不追究反而奏请皇帝
为林存加官进爵。林存奉旨携玉屏公主回乡省亲，陶醉于家乡的奇山秀水，与公主作画题诗。
贾似道借题发挥，诬告林存谋反，宋理宗不明就里，下令处斩林存，由此演绎了一场正义与邪
恶之间的生死较量。

25000元

7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白凤传奇》

雍正打仗归来遇到甘巧云，欲强占她，年羹尧设计陷害白凤入狱，为救白凤，甘巧云答应入
宫，并提出三个条件。白凤亲为甘巧云送亲，知道了甘巧云怀孕三月，两人生离死别。白凤母
亲被活活烧死，白凤被逼疯后出家为僧，甘巧云在宫中危机四伏，雍正被贵妃挑拨下怀疑甘巧
云肚子里孩子是白凤的，幸得县令周旋得以过关。结果乾隆迟了三月出生，后顺利登基，甘巧
云告知其身世后决定去寻找生父，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到白云寺，该寺庙举行铸大钟仪式，甘巧
云也赶到寺庙参加仪式祈福，三人相遇，演绎了一场欲认不能认的人间活剧，最终白凤决定留
在寺里，希望乾隆做个好皇帝造福黎民百姓。

22000元

8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泥马渡康王
》

靖康年，金邦大军压境，席卷中原。钦、徽二帝被俘，汴京沦陷。宋室帝胄惨遭胡屠。九太子
康王赵构幸免于难，逃出京城。至淤泥河畔，为长河所困，难以脱险。危急关头，书生李马冒
死救驾。背负康王渡过淤泥长河…康王登基，执掌玺权。朝野上下，却流传起“泥马渡康王”
的说法，书生李马勇闯泥马庙当着文武百官面前述说真相，却无一人相信，反被污作贪功欺君
之人，冲撞神灵，活祭泥马。

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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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烟雨楼兰》

古代，楼兰国屡犯边境，百姓苦不堪言，胡刀下萧逸飞救下书生陆湘，两人一见如故，义结金
兰，因笃志沙场，将母亲和已有身孕的妻子沈宛托付陆湘，挥鞭而去，谁知被羁楼兰十年，沈
宛以为萧逸飞早已捐躯沙场，十年间又蒙陆湘细心照料，两人日久生情，在萧母的撮合下互结
连理，谁料十年后萧逸飞历经生死陡然回家，道德伦理爱情艰难抉择中拷问他们的人性。

22000元

10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寒江关》

唐太宗时，西番侵犯边境。寒江关守将樊洪父子叛降，薛仁归奉旨征剿不胜。九千岁程咬金前
往劝归；其时樊洪病殁，樊虎去西番招赘。樊梨花深明大义，毅然献关归唐，并经程咬金撮合
与薛丁山结为夫妻。本剧通过献关归唐、洞房婚变、刀劈杨凡、三请梨花等情节，表现了樊梨
花以国为重、顾全大局和不计私怨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英勇善战、贤淑温静的巾帼英雄性格。

22000元

11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寒窑情》

宰相王允为三女儿宝钏搭彩楼招亲，宝钏与平贵情投意合，王允反对，宝钏与父“三击掌”断
绝关系，薛王二人结为夫妻。后薛平贵从军征战，远赴西凉，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之后薛平
贵娶了西凉国公主，当上了西凉国的国主，18年后回来封王宝钏为正宫皇后。

22000元

12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汉宫辞》

汉文帝即位不久，册立窦姬为皇后，并找回了与窦姬失散12年的弟弟窦广平，正当姐弟沉浸在
团圆欢乐之际，不料广平因幼稚无知，中人奸计，犯下死罪。文帝与窦后情深，对窦广平一案
在执法与徇情上犹豫不定。然窦后深明大义，闻知弟弟凶讯虽痛不欲生，但还是支持文帝严明
执法，处死窦广平。

22000元

13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亲情国法》

新任湖广按察使刘剑平，年少登科，立志要当清官。刚上任，就遇上他的孪兄谋女害命一案。
他在法与情矛盾之中，为顾亲情徇私曲判，由此引起层层风波。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刑部尚
书严辉，对同乡、同窗、同僚陆御史之婿杀人夺宝，决不容情。获悉儿子严白驹所犯罪行，也
决意严惩不贷。然而在妻儿哀求之下，左右为难。为博千古清官，严辉挥泪斩子，希冀保婿前
程。钦差大臣陆御史，获悉严白驹罪证后，明为求情，实则要挟交易，以求解脱其婿死罪。最
后，刘剑平终于战胜私情，判斩严白驹，自己脱下“乌纱”进京请罪。

22000元

14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青天梦》

包勉是大宋王朝包拯的侄子，自小耳濡目染，受包“青天”美名的影响，他有了一个“青天梦

”。适逢陈州大旱，包拯为历练侄子，向皇帝举荐包勉为陈州赈灾使，包勉踌躇满志，凭着一
腔书生意气欲救陈州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想到地方官员暗中勾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包勉一
个不慎被拉下水，欲回头，却越陷越深，直至误杀吴友汉，方知青天梦断陈州。

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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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溧水令》

明朝，凤山侯李莽奉旨集数十万民工开渠漕运，暗地里却克扣粮饷，中饱私囊，致使无数民工
摔残致死，工程记账师于世安将这不法勾当、账目明细一律记于账册意欲上告，不料走漏风
声，惨遭李莽派来的王虎、高廉灭口，这一幕恰好让于世安之女于晓雯亲眼看到，一纸黄状告
与刚正不阿的溧水县令高子谦处。高子谦闻之亲生儿子高廉也涉入此案，痛苦万分，情与法，
善与恶两难之间高子谦如何抉择？

22000元

16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大破天门阵
》

宋仁宗年间，辽国遣派大将萧天佐南侵中原，杨六郎率兵迎战，于九龙谷两军相遇，萧天佐摆
下天门大阵，杨六郎束手无策，派杨宗保求援五台山。军情紧急，杨宗保借路穆柯寨偶遇穆桂
英，两人相打中相识，相识中相爱，一个少年将军、一个巾帼英雄双双坠入爱河。杨六郎得知
杨宗保临阵招亲，恼羞成怒，辕门斩子，穆桂英闯辕门，救夫婿，闹军营，战公爹，最后在佘
太君与柴郡主的撮合下，一家人冰释前嫌，穆桂英统领三军大破天门阵，演绎出了一段千古佳
话。

22000元

17 马尾区
福州市马尾区海峡闽剧

团
杨碧霞 13805091737 《黄勉斋》

本剧通过演绎朱熹理学传人黄勉斋临危受命，在担任安庆知府期间“押冠取信”，万民归心，
与当地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终于构筑成御敌抗灾的安庆城的生动故事，浓墨重彩刻划了“
官对百姓三分爱，百姓报官十分情”，官民之间感天动地的“鱼水情结”，展现了主人公生死
筑城抢险的悲壮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突显了“筑牢守护百姓安宁福祉城墙”的主题:比之
有形之城，精神之城更弥足珍贵，牢不可破!安庆父老百姓称黄勉斋为“黄父”。八百年来安
庆城成为当地百姓心中永垂青史的丰碑!

25000元

18 长乐区 长乐区大众闽剧团 陈佑民 13313772567 《金薯传奇》

明朝万历年间，长乐人陈振龙旅居吕宋国，行医经商，为赈救家乡久旱灾荒，冒险携藏薯藤回
闽引种，却被奸商告密出卖，不幸被扣，打入牢獄。幸得玛莎公主为报救命之恩，亲自探监鼎
力搭救，並暗将薯藤编成花篮相赠，让陈振龙携带出海，历经骇浪，九死一生，终将甘薯引种
故乡。 陈振龙引种番薯，被誉为“甘薯之父”，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事件。郭沫若先生曾高度评价陈振龙引种甘薯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
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21000元

19 长乐区 长乐营前壹加壹闽剧团 林增武 18120890099

《斩郑恩》
《西山跨虎》
《罗通扫北》
《双团圆》等

《斩郑恩》讲述郑恩进谏忠言被误杀，陶三春愤起攻打皇城为夫报仇，后为天下苍生平息怒
火，放弃报仇。

20000元

20 长乐区 长乐区新实验闽剧社 张道义 13306932219 《甘国宝》

甘国宝系清代福建古田县人，自幼与表姐王莲莲寄养在外婆家长大，后师拜王成门下，学习掌
鞋手艺。因被人诱赌，输光师父经营鞋柜的资本，痛悔莫及，逐往表姐家中借贷。此时王莲莲
已嫁给福州南后街当铺老板郑诚为继室，郑家家道殷实，但表姐王莲莲拒绝资助，并恶语刻薄
讽刺，甘国宝一气之下，投军台湾，数年后因战绩辉煌，升任千总将军，为台湾局势，“兵安
其伍，民安其业”作出贡献。本剧主要突出甘国宝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并刻画了王莲莲的
刻薄势力的个性。

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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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长乐区 长乐区古槐华侨闽剧团 郑兆开 18705077738
《富贵平安锁

》

公元前316年，西晋司马炽末年，反贼娄耀兴兵作乱、生灵涂炭，西晋覆灭。
大元帅赵忠义与护国夫人秦怀英，夫妇俩力保晋室血脉，奋勇杀敌。为救皇室秦怀英怀抱婴儿
引开敌兵，元帅抱皇侄司马邺杀出重围逃离，遂后母子双双跳下悬崖，幸好婴儿悬挂树上，被
一丛姓猎户搭救抚养成人，改名丛林生。
赵忠义携皇侄落草卧龙山，十八年后父子相认，一家团圆。

18000元

22 长乐区 长乐区鸿鑫闽剧团 许含耀 18859119525 《四水亭》

武周朝时期，武三思义子武少炳为霸占骠骑将军韩艮之子韩世杰之妻，陷害大将军韩艮，其子
韩世杰发配岭南充军。充军途中路过泗水亭，韩世杰结拜义弟耿忠勋为保义嫂安全留在耿家，
万般无奈之下将怀孕妻子托付义弟耿忠勋，三弟花虚仁，武少炳为查韩妻下来，逼迫花虚仁将
耿忠勋骗至来府强授官职，逼其献韩妻，耿无奈捧冠回府，向妻子诉说原委，耿妻白玉洛，为
保忠良之后及夫君兄弟之情，毅然乔装代嫂“下嫁”武府。本剧体现了亲情的深度，爱情的纯
度，友情的广度。

17000元

23 长乐区 长乐红牡丹闽剧团 陈义凎 13609573822 《观音出世》
相传观世音父为妙庄王，母为宝德后，观音为第三女。妙庄王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兴国时产下一
女名妙善，（慈航降生）的应化现身，亦可视为观世音菩萨。救世间万劫于脱却凡胎后，历经
九九八十一难功德圆满，经如来佛祖封南海普陀山，总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普渡众生。

20000元

24 长乐区 长乐区航鑫闽剧团 赖春旺 13805077763 《唐室惊梦》
公元前873年唐朝第十八位皇帝李漼，驾崩后阴氏为了夺权掌握朝廷，拉拢亲信，迫死王珍
妃，十六年拘禁冷宫受尽折磨，李晔太子登基冷宫认母，全剧展开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一场
悲欢离合引人深思。

20000元

25 长乐区 长乐区新发达闽剧团 陈太育 13599403611 《梅玉佳话》

高玉梅与施广平本是一对相爱恋人，因门户悬殊其父极力反对，把她另配大将军韩云山，新婚
当夜二人私奔未遂，流漓失散，施广平坠崖被北国公主相救，并且对他也情有独钟，高玉梅又
被抓回与韩将军完婚，因高玉梅怀有施广平的孩子，终难忘却旧爱，韩云山象兄长一样对她百
般呵护与包容，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十几年后，施广平杀回寻仇，演绎了一场场血雨
腥风，爱恨情仇。由于高玉梅的高风亮节，无私的释怀，最终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20000元

26 长乐区 新滨海闽剧团 李燕发 13400513784 《明珠奇案》
番邦进贡夜明珠，皇帝将此宝赐与和番大臣洪世杰。洪世杰回府途经亲家程世清府上，程世清
为谋此宝，杀害洪世杰，引起了一桩旷世奇案。

20000元

27 长乐区 原长安闽剧团 刘祖钗 15375901329 《皇帝拜香》

五代十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齐国皇后谢飞凤三年征战凯旋，齐皇率众臣迎接，不料作为燕
国人质的西宫娘娘燕姬和国舅燕明被授意要暗中除掉谢飞凤，夺齐国江山。于是，燕明鼓动齐
皇大兴土木耗齐国力，谢飞凤劝谏齐皇，再加上功高盖主引来齐皇忌殚。在燕明燕姬挑唆下，
齐皇将谢飞凤打入冷宫，正当谢飞凤发现怀有身孕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时，燕明假传圣意要处死
怀有身孕的谢飞凤，并放火烧冷宫。谢飞凤被禁卫军首领杨广仁救出冷宫，被燕明发现一路追
赶到悬崖边。谢飞凤等无路可逃，纵身跳崖。八年后，燕明里应外合，燕国长驱直入，兵临城
下，齐皇追悔莫及……

20000元

28 长乐区 长乐区航城花一枝闽剧社陈国建 13559157088 《北归公主》

公元1367年10月，元大都（亦指北京）被朱元璋率领的明军所破，元蒙政权彻底沦陷。元世宗
之女惠宁公主仓惶而逃，开始其传奇的逃亡之路。
被追杀中得以书相救带回家中，其妻因多年不能生子故以相救为条件为其生子后离开，一年后
果生子，其妻要她离去，两人纠缠中被其妻弟听弟听得她是元蒙，报官将她拘捕……后两国合
好，公主割舍夫君与子回国主持国家。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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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长乐区
福州市长乐区开门红闽

剧社
王正义 13599971079 《汉室春秋》

元朝末期，皇后为了夺权掌朝廷拘禁戚娘娘，十八年后太子登基，母子相会，皇叔发兵展开你
死我活的夺权之争，悲欢离合引人深思。

18000元

30 福清市 福清市侨乡闽剧团 何文灯 13509305580
《同心结》 
《桃花恋》

同心结:周明月的学生王桂英即将出嫁，以周妻陈秀娘绣的同心结，作为贺礼，送给王桂英，
因此惹出一场人命官司。新婚之夜，盗贼雷龙潜入洞房，劫财劫色，被新郎李仪春撞见。雷龙
杀死新郎，盗走珠宝潜逃，遗下同心结。李安人以同心结为物证，将王桂英告上公堂。知县陈
廉认定王桂英串通奸夫周明月，谋杀亲夫，锻炼成狱。陈秀娘决心上京告状，为夫君洗刷罪名
。刑部尚书张伯龄发现案卷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命陈廉重申此案。雷龙落网，案情大白。如
何定案，陈廉内心纠结，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陈廉最后决定纠正错案，改判周明月无罪
。陈廉进京请罪时，陈秀娘和百姓送上同心结，为陈廉送行。亡羊补牢未算晚，知错能改人人
钦!百姓送上同心结，诚心诚意谢好人。
桃花恋:桃花和大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战乱年代，二人失散，大郎被刘夫人收养，改名刘
云龙，与刘云虎、刘云英为兄弟姐妹。十年后，杨大叔带桃花去柳家村完婚，途中遇到刘云虎
等一伙纨绔子弟，杨场大叔被杀，桃花被奸污。桃花喊冤，惊动新任县令刘云龙。刘夫人意欲
将刘云英许配刘云龙，刘云龙心中已有桃花，婉言拒绝。刘云龙查问案情，桃花欲说不能。见
到刘云虎，指认刘云虎就是杀人凶手，强奸她的恶人。刘云龙左右为难。桃花到桃花庵为尼。
刘云龙赶到桃花庵卷，求桃花还俗。

28000元

31 福清市 福清市郑兴利闽剧团 郑兴利 17396564332
《柳花江畔》
《包公休妻》

柳花江畔:后唐罗德威为保新皇在柳花江畔力战众敌捐躯。新皇为表其功勋在柳花江畔立一功
德碑、淑妃率其子前往祭奠、罗匡在柳花江畔仗势杀人、杀害民女肖玉莲、其父肖翁为女伸冤
、功德碑前告状、金城县令李自清刚正不阿、知府阴险狡诈敷衍趋势为保皇亲掉卒保车张冠李
戴、李自清为伸民冤不畏层层险阻、斗权贵审皇亲谱写了一篇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包公休妻:包拯因秦香莲案被判充军、恩师贲方平力保包拯出巡沧州。贲方平独子贲子安横行
霸道欺压良民，因高家三尸四命案牵连其中，贲母为保爱子诱骗包拯之妻刘美莲掉包换了铁
证，包拯知情含泪休妻……

18000元

32 福清市 福清市市一闽剧团 何文捷 15980101111
《铁面御史》
《龙凤呈祥》

《铁面御史》讲述了明朝天启年间，朝廷派别斗争复杂，东厂锦衣卫在魏忠贤掌握下无恶不
作，屡屡篡改皇帝诏令，排除异已，培植党羽。故事从工部侍郎杜忠盗取公陵图，东厂总管曹
进在魏忠贤授意下，带锦衣卫包围杜府，手刃侍郎杜忠，御街上残忍的杀害了小翠儿，他的罪
行昭然若揭，令人发指，林汝翥忍无可忍为护律法，为伸张正义，不畏权势，将作恶多端的曹
进当街责打五十廷杖，拘捕归案。魏忠贤怒气冲冲公堂问质，软硬兼施，林汝翥不为所动。恼
羞成怒的魏取出赦旨，毁灭了林汝翥为国为民为拯救天下苍生的梦想。民乃社稷江山之根本的
至理名言，林汝翥痛心疾首，愤写弹劾魏忠贤书，进宫申诉。

16000元

33 福清市  福清市辉煌闽剧团 薛守章 13705097343 《唐室秘史》
唐秦王李世民 精通文韬武略奉旨镇守边关屡建奇功，太子李建成妒忌怕其功盖朝野，暗与后
宫贵妃勾结计害秦王，致唐主听谗言将李世民打入天牢待斩，后由忠臣尉迟恭、秦王妃冒死保
奏，真相大白赦其罪，还其清白。

10000-13000元

34 福清市 福清市艺兴闽剧团 江友兴 13706999862 《清官颂》
县令下乡体察民情之时，发现总督府欺男霸女，民不聊生。遇见民妇为爹爹、夫君喊冤，县令
见状脱去官戴为民伸冤，不料被总督府陷害入狱。县令夫人携民妇进京告状， 且遇徐延昭大
人，徐延昭大人秉公执法，惩处贪官污吏，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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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福清市 福清市小百花闽剧团 陈明辉 13599375558 《一代忠魂》

永丰连年灾疫民不聊生，盗匪频出;富商夏全忠医馆露财被严虎某杀，却被梅伯发觉，严虎顿
起灭口之念，嫁祸梅伯;于谦新任通州巡抚，未查案情错下批文，至白冤死;后因一对玉镯，却
引出了十八年前夏全忠一家的悲欢离聚合和一起冤案案;因此扯出一篇法与情、忠与奸、公与
私的曲折故事。

20000元

36 福清市 福清市艺华闽剧团 梁国金 13705015750 《汉阳救主》

武则天篡位称帝改“唐”为“周”，为固玺权，诛功勋、杀忠良，刹那间阴霾锁宫阙，血腥满
长安。大唐功臣吕文澜斥责武瞾窃国谋邦被满门抄斩，太子李旦闯宫阙挥泪哭谏，却被削去储
君之位，贬为湘王，离京之际，又被诬作反王，泼天奇冤凭空而降，梁王武三思奉旨一路追
杀，李旦无奈逃往汉阳。为救唐室帝胄，为了苍生大义，汉阳知月府陶毅一家以及吕文澜之女
吕玉凤等义士个个挺身而出舍身救主……

15000-18000元

37 福清市 福清市金沁闽剧团 钟丽娇 13799390702 《驸马认妻》

宋代陈世美上京应试得中状元，招为东床驸马。前妻秦香莲奉养公婆养老送终后，携子女上京
寻夫，陈世美不认妻子儿女，赶出府门，并暗差韩琦于土地庙中将其杀害。韩问明情由，不忍
伤害香莲母子，遂放其逃走，自刎庙中。香莲愤而拦路状告于包拯。包拯良言相劝世美，世美
拒不相认。包公问罪，刑以铜铡。

13000元

38 福清市 福清市三凤闽剧团 郑炎华 15005022998 《边城风云》

嘉峪关主帅楚骁风尽忠职守抵御叛乱，因边关缺饷少粮，命部将叶辰进京讨来军饷粮草火速增
援边关，朝中高太尉心存叛逆，暗中收卖楚骁风表弟柳勇劫走军饷，火烧粮草，杀死官兵，追
杀叶辰夫妇，叶辰为护妻子萧月儿逃生，引开贼兵跳崖生死不明……萧月儿蒙楚夫人苏婉兰相
救，月儿说明劫军饷真相，婉兰大惊带月儿回帅府欲替叶辰辩冤，但已晚了一步，苏婉兰闻讯
夫君变节，立即带月儿黑夜逃走遭奸贼追杀，婉兰对其夫动之以情晓以大义，身陷泥潭的楚骁
风无法自拔，柳勇乘机下毒手推婉兰跌落寒江，痛心疾首的楚骁风回府向老娘亲哭诉衷由，决
定投案自首……壮烈跳崖的叶辰大难不死，赶回京奏明圣上被授职总督，赐尚方宝剑侦查劫饷
案，在赶赴雁门关途中救了其妻萧月儿，月儿诉明真相，叶辰勃然大怒擒拿楚骁风斩首示众，
楚母欧氏寻得投江不死的媳妇苏婉兰，婉兰惊闻家遭横祸，夫君问斩，立即奔赴刑场救夫。最
终，奸人得以伏法，楚骁风戴罪抵御外敌入侵，一家团圆。

12000元

39 福清市 福清市三山万顺闽剧团 薛炎珠 13705093048 《娇娥女》

公元604年，杨广害兄篡位登上龙廷，在位期间数次选美，大兴土木致国库空虚，百姓们怨声
载道，朝臣惶恐不安。丞相庄天成忠言直谏惹怒隋炀帝，降旨逼迫庄天成献女，可庄美蓉已有
婚约，杨广此举无疑是横刀夺爱，可怜忠心耿耿的庄天成惨遭鞭挞入狱。义女周玉珊为报养育
深恩想出了一个法子，代替庄美蓉进宫，寻机杀死暴君，谁知周玉珊刺君失手仓皇逃跑，碰到
了前来接应的丈夫刑部尚书江浩,而此时杨广恰好赶到，江浩无奈假擒周玉珊，为了追查玉珊
身后的元凶，杨广下旨让江浩与吴涓一同审问玉珊。吴涓严刑逼供，玉珊忍受酷刑，反咬一口
道出幕后黑手就是吴涓，吴涓恼羞成怒打晕周玉珊将其入狱。牢房中父女相会，刑场上庄美蓉
、周玉珊险些罹刑，幸瓦岗寨派人马搭救，忠臣义女才幸免于难。

12000元

40 福清市 福清市文联闽剧团 薛吓货 13706992315 《皇帝拜香》

五代十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齐国皇后谢飞凤三年征战凯旋，齐皇率众臣迎接，不料作为燕
国人质的西宫娘娘燕姬和国舅燕明被授意要暗中除余掉谢飞凤，夺齐国江山。于是，燕明鼓动
齐皇大兴土木耗齐国力，谢飞凤劝谏齐皇，再加上功高盖主引来齐皇忌殚，在燕明燕姬挑唆
下，齐皇为教训谢飞凤，将其打入冷宫，正当谢飞凤发现怀有身孕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时，燕明
假传圣意要处死怀有身孕的谢飞凤，并放火烧冷宫。谢飞凤被禁卫军首领杨广仁救出冷宫，燕
明发现一路追赶到悬崖边，谢飞凤等无路可逃，纵身跳崖，而齐皇听说谢飞凤已在冷宫被烧
死，悔恨万分。八年后，燕明里应外合，燕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眼看无人领兵御敌，齐皇
追悔莫及。这时，杨广仁上殿告知谢飞凤未亡，就在桐山，齐皇又惊又喜，决定拜香上山，请
谢飞凤下山……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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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福清市 福清市好运来闽剧团 郑兆开 18705077738 《富贵平安锁》

公元前316年，西晋末年，反贼娄耀兴兵作乱、生灵涂炭，西晋覆灭。大元帅赵忠义与护国夫
人秦怀英，夫妇俩力保晋室血脉，奋勇杀敌。为救皇室，秦怀英怀抱婴儿引开敌兵，元帅抱皇
侄司马邺杀出重围逃离，遂后，母子双双跳下悬崖，幸好婴儿悬挂树上，被一丛姓猎户搭救，
抚养成人，改名丛林生。赵忠义携皇侄落草卧龙山，十八年后父子相认，一家团圆。

15000-16000元

42 福清市 福清市艺鑫闽剧团 叶诚贤 13635222568 《忠诚谱》

明朝宪宗成化帝溺爱女色，宠爱万妃，独霸朝政，民不聊生……史部尚书杜仲秋为人正直，忠
心赤胆。万显卿位居太师高位，结党营私，命杜仲秋为其写下忠臣谱。杜仲秋却题诗反讥，致
万恼羞成怒，以莫须有罪名栽赃陷害。刑部尚书文昭与杜仲秋义结金兰，早年曾因杜仲秋搭救
性命，恩情重如泰山。在刑部公堂上三司会审与奸佞斗智斗勇，无奈奸臣汪直出示圣旨严刑拷
打，欲逼杜仲秋招供，文昭不忍忠良迫害，出面干预，为避免杜门绝后，意用亲生儿子换得忠
良子嗣，姚玉婷闻讯悲痛万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亲情和友情的奉献，淋漓尽致展现人的情
操……

13800元

43 福清市 福清市星光闽剧团 吴民发 13905021000 《朝歌恨》

东宫黄妃之嫂贾氏进宫为讨王拜寿、妲己蛊惑纣王调戏逼胁之。贾氏不从，坠楼而死。其夫黄
飞虎与结拜兄弟黄明、 周纪等领兵反朝歌、兵至界牌关.跪见其父黄滚诉明真由。滚怒斥飞虎
、欲斩其子上殿请罪，幸得黄老夫人晓之以理，力劝其夫，最后父子二人同反出五关、投奔西
周。

15000元

44 福清市 福清市文华闽剧团 林小华 13705902988 《晋宫辞》
公元344年东晋康帝驾崩，庾后把持朝政残害司马氏诸王，诛杀众宫嫔妃，意欲颠覆晋室改朝
换代，一代良臣王号导与名将萧义成力挽狂澜再续晋室辉煌……

14000-15000元

45 福清市 福清市文莺闽剧团 薛文捷 15980101111 《皇帝拜娘娘》

故事发生在宋朝度宗在位年间。因西辽犯境，西门关失守。皇帝宣召忠臣良将商议良策应战，
夺回西门关。但是奸臣刑谋杰极力反对应战，以求和为目的，想日后暗中勾结西辽狼主谋反朝
庭。众臣阻止不了刑谋杰的复辟谋反野心。在此之时皇后梁丽平上朝赐奏，为保江山社稷,皇
后愿为皇上分忧国难出征杀敌。皇上准奏下旨，皇后即率领十万雄兵挂帅出征，平定叛乱。由
于皇上沉迷酒色，听从妖妃谗言，将李元宰罢职为民驱逐出宫。皇后难容所为，奉劝皇上以江
山社稷为重，可是皇上不但不听皇后良言劝阻，反而听信妖妃谗言，将皇后贬入冷宫。此时忠
臣李元宰不负国家使命返回朝中，向皇上说明真相。皇上后悔莫及，以五步一礼，八步一拜，
诚心到护国寺恳求皇后挂帅出征应战。后来收复夺回西了门关。皇后梁丽平为宋朝立下了汗马
功劳，从此之后，百姓居乐业，国泰民安。

16000元

46 福清市 福清市香兰闽剧团 林建明 18084708222 《大恩情》
辛世仁进京赴考途中路遇抢劫、饥寒交迫晕半路，得遇张玉馨一家救助。后来张玉馨被丞相之
子祝贤琳看中，将其夫推落山崖，张玉馨为夫申冤进京告状，遇到辛世仁，游街帮其申张正义
……

14000-15000元

47 福清市 福清市祥益闽剧团 林忠祥 13107656288 《锐兵惊唐》
西凉犯境潼关唐守将云展率兵应敌被虏，竟被奸臣元阁构陷诬告。唐代宗听信谗言，将赴金銮
直谏的上官氏午门斩首示众。单玉婷手持御赐半截金剑，勇闯法场救人，也被下狱。后西凉罗
金虎被云展说服献关归降，联手兵谏皇城剪除元阁报仇雪恨，保家卫国。

13000元

48 福清市 福清市鑫山福闽剧团 俞小容 13559261992 《一代贤臣》

巡按郑梓辛代天巡狩江陵途中，路遇民女甘玥萍鸣冤，状告当朝首辅张居正之子即内弟张玉凌
。为护法纪接状纸为民伸冤，拘审张玉凌。岳母吴秀珍保儿闯堂，徇私带走张玉凌，并夜入驿
馆威逼甘玥萍撤状销案。甘玥萍被迫逃离驿馆，在江陵渡口被张家恶奴推入江中。首辅张居正
奉旨前往洪湖赈灾，途经江陵渡搭救了落水的甘玥萍。天下为公的张居正问清情由亲审张玉
凌，绑子上法场……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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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福清市 福清市金马闽剧团 郑妹珠 13799992286 《七省巡按》

嘉靖年间瓦剌兴兵犯边，兵荒马乱之际宫家夫妇路拾受难幼童二人收为螟蛉。十数年后兄长宫
子清高中状元赐封七省巡按，弟弟宫子明投身军旅为国立功受封明威将军。皇帝赐婚,礼部尚
书齐天刚两女配于兄弟二人。长兄宫子清婚后一月，弟弟宫子明赢取齐家小女齐秀贞，新婚夜
外侄辛集霖与醉酒宫家老爷误入新房，因此时新房并无他人，辛集霖色心大起欲假做新郎一亲
芳泽，新娘发觉此人不对剧烈抗拒，辛集霖逃走，留下醉酒的宫家老爷，新娘误以为被公公调
戏羞耻万分之际，新郎回房，见新娘只穿囊衣，床上还躺一男子，火上心头将齐秀贞赶出宫府
……

20000-21000元

50 福清市 福清市新兴闽剧团 林吓兴 13805077537 《汉寿亭候》

汉寿亭侯关羽征幽州班师回荆州派遣关平关兴先行回程报捷。关兴身怀喜讯纵马狂奔，不料马
撞罗老汉，心慌逃离。罗老汉之女罗雪琴随来眼见父亲一命呜呼，正巧关平纵马到此，误认为
关平就是凶手。关平心知误撞凶手就是弟弟关兴，为保弟弟认下此案，因军务在身只留下姓名
先行离去。罗雪琴为父鸣冤关侯爷驾前喊冤告状。关羽亲身绑子上法场……

14000-15000元

51 福清市 福清市金山闽剧团 刘常国 18960930273 《定国公》
杨波率部班师回朝，路遇狄国舅强抢民女，秋月恶迹昭著，将其先斩后奏。狄贵妃悔恨在心，
设计陷害忠良，被诬夜闯进宫，刺君杀驾，图谋造反为名下狱候斩，罪连家族，秋月受托急报
许延昭国公爷。许国公怒闯禁宫，清君者除奸臣，靖边侯一家冤情昭雪。

15000元

52 福清市 福清市清辉闽剧团 林国辉 13905011438
《门槛刀痕》
《仙凡奇缘》
（宝莲灯）

门槛刀痕：明万历年间，福清海口的穷秀才林正亨因无厚礼为岳父祝寿，被移到厨下烧火端盘
。其妻王真玉得知羞愧交加，摔掉菜盘，当众持刀怒砍猛砍，发誓刀痕不化不回娘家。一年
后，林正亨蒙兄嫂和盐民们的帮助下，进京赴试，中了进士。授官闽浙都给事中，王道清闻讯
羞悔交集，为请女儿回门，用竹片钉在门槛上遮住刀痕，林正亨夫妇不计前嫌回家与家人团聚
。从此之后，福清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槛上都盖有竹片，引以为戒。

20000元以上

53 福清市 福清市福满堂闽剧团 林仁德 13395901585 《琵琶情》

南宋期间，西夏范进将领马光雄出征前与爱妻诀别，二人难分难舍，沙场上马光雄奋勇杀敌，
为救元帅负重伤就医，战乱平息，托人回乡寻找爱妻渺无音讯。元帅为报救命之恩，许配爱
女，马光雄无奈成婚。旧妻四处寻夫，破屋产子，阴差阳错，幼儿被马光雄之妻抚养，怀揣琵
琶，寻子寻夫，受尽凄凉，真是一曲琵琶小调，唱尽酸甜苦辣。

18000-20000元

54 福清市 福清市星华闽剧团 黄明 13960998505 《红绣球》

相府千金王宝钏在一次偶然中结识了文武双全的壮士薛平贵，二人一见倾心。二月二抛彩球
时，王宝钏将绣球不偏不倚地打中了薛平贵。本以为这段爱情美满，谁料想老相爷王允暗使伎
俩将薛平贵赶出相府。一心为爱情的王宝钏不惜与相府决裂，奔往寒窑与薛平贵结为夫妻。平
贵奉命出征西凉，王宝钏苦苦等他十八年。薛平贵封王回来，王宝钏见他已有妻子代战公主，
顿时感到痛不欲生，发出“真爱只是梦一场”的感慨，将薛平贵拒之门外。

12000-13000元

55 福清市 福清市海燕闽剧团 张雄辉 13225941119 《汉阳救主》

武则天篡位称帝改“唐”为“周”，为固玺权，诛功勋、杀忠良，刹那间阴霾锁宫阙，血腥满
长安。大唐功臣吕文澜斥责武瞾窃国谋邦，被满门抄斩，太子李旦闯宫阙挥泪哭谏，却被削去
储君之位，贬为湘王，离京之际，又被诬作反王，泼天奇冤凭空而降。梁王武三思奉旨一路追
杀，李旦无奈逃往汉阳。为救唐室帝胄，为了苍生大义，汉阳知月府陶毅一家以及吕文澜之女
吕玉凤等义士个个挺身而出舍身救主……

12000-13000元

56 福清市 福清市强辉闽剧团 翁文明 13950261282 《包公戏》
讲述了包公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怒审皇帝的故事。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
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

12000-13000元

57 福清市 福清市鑫光闽剧团 郑祖金 13705986883 《状元及第》
裴少俊与李千金因相互爱恋而私自结合，在裴家花园匿居七年。后被裴父发现，将李赶出。后
裴考中状元，奉父命去迎娶自幼订亲之女，却正是李千金。裴父向李家赔礼，夫妻团圆。

11000-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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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福清市 福清市龙兴顺意闽剧团 俞建育 13328693331 《李刚救驾》

西汉宣帝时，太师霍禹专权，与其妹霍皇后勾结，阴谋害死先皇后所生太子。一日，霍后骗太
子至未央宫，诬其调戏自己。宣帝命将太子暂押宫中，为太傅救出，躲在霍师太义子霍明府中
。霍明之妻何氏深明大义，将太子男扮女装，放其逃出京城。霍太师闻知，杀了何氏，派兵追
杀太子。太子混出城门，被富家子弟王公子带回家中，交与其妹王定真小姐。当夜，太子身份
为王小姐识破，两人私定终身，一同赴边关求李刚发兵除奸。

11000-12000元

59 福清市 福清市艺众闽剧团 梁忠平 13805035754 《凤凰蛋》

元老梁相国身患绝症，百药难治，太后携年幼皇帝设坛告天，为相国消灾延寿。张天师无奈之
下胡诌凤凰蛋可救相国，太后遂许以高官厚禄，下旨全国臣民寻求凤凰蛋。于是发生一系列令
人捧腹而又引人辛酸的故事。该剧围绕“求蛋”“得蛋”“献蛋”“混蛋”“戏蛋”“审蛋
”“哭蛋”“归蛋”等富有喜剧传奇色彩的情节展开，着重塑造张老好的农民形象，突出“官
对百姓三分爱，百姓报他十分情”的主题，表现平民百姓对清官、好官的渴望和爱戴，呼唤传
统美德的复归。同时，寄托着“好人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

15000元

60 福清市 福清市三山艺和闽剧团 钟景松 18950926888 《碧海晴天》

朱常洛被魏忠贤及客氏所制造的“红丸案”害死，太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群臣不敢审理此
案，叶向高力荐因揭露“梃击案”而系狱的刑部主事王之寀主审。皇帝亲迎王出狱并委以重
任，帝妹怀真公主亦许诺“谁能为父皇报仇，就下嫁到谁家”。王之寀感帝礼遇矢志破案，其
子王梦醒劝父激流勇退，但又迫于情势助父智破全案，赢得怀真公主爱情。魏忠贤为挽危局诬
王之寀与公主图谋不轨，帝求自保颠倒是非，魏党加冠晋爵，王之寀再度下狱，王梦醒以计得
脱，叶向高报国无门魂断燕山。

9000-10000元

61 福清市 福清市和联闽剧团 李开炎 13809530181 《梅钰假话》

书生许金梅赴京应试，住王九妈店中，在游慈航寺中，遇礼部侍郎苏元青之妹贞玉，生爱慕之
情。贞玉与吏部尚书周万山之子周炎，系未婚夫妇，但未见过面。一日，两人不期在慈航寺相
遇，周见贞玉，上前戏之，贞玉十分恼怒，后知他即是未婚夫。贞玉在寺中遗下一帕，被又来
寺的许金梅捡去。贞玉之嫂沈红芳知晓内情，亦恶周炎行为不端，设计许与梅玉婚配。

12000-13000元

62 福清市 福清市添亿闽剧团 刘倩 13255057590 《凯旋之后》

古代皇帝皇后离世后位空缺，有贵妃二人，约为谁先产子，谁为皇后。其中有一心怀不轨的妃
子不甘心另一位妃子产子，就想办法陷害她，适逢当朝一位将军凯旋。皇帝将国宝九龙珠赠与
将军，后面二妃为了陷害长子的妃子，将九龙珠偷得放至产子贵妃房中，嫁祸妃与将军通奸，
故事围绕此展开。

17000-18000元

63 福清市 福清市顺和闽剧团 陈吓珠 13609542070 《杨宗英认母》
杨家将杨六郎出兵抗击契丹，后被俘，在契丹军营中与契丹女子产下一子杨忠英，后来杨六郎
想办法带子回到宋朝，与原妻相认，认其为母亲，故事围绕此展开。

9000-10000元

64 福清市 福清市万花闽剧团 郑忠杰 13276088555 《龙凤山救驾》
唐朝皇帝在龙凤山打猎被野兽袭击，忠臣之子搭救皇帝，奸臣贪功冒领功，皇帝受伤不省人
事，不知道是谁搭救，后面决定比武，通过比武来裁定真相，后奸臣之子被击败，才知真相。

9000-10000元

65 福清市 福清市锦上添花闽剧团 薛由强 13599379197 《金殿谏君》

太监安德海在诛肃顺、拥戴慈禧垂帘听政的政变中恃功邀宠，成为慈禧第一红人，飞扬跋扈，
朝野侧目。同治年间(1862～1874年)，他经慈禧默许，违背清宫祖制，私下江南，为慈禧筹款
修建圆明园。所到之处，勒索钱财，官府乘机巧取豪夺，百姓深受其害。德州知府赵新为了抵
制他们，在其妻丁蕴华支持下，通过其老丈人山东巡抚丁宝祯，利用宫廷内部矛盾将安就地正
法。

7000-8000元

66 福清市 福清市松西闽剧团 薛偕华 15060145067 《李世民》
隋朝末年，李世民带兵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他与太子李建成素来不和。后来不得已洪武门兵
变，李世民杀掉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后最终成为太子，最后称帝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
的故事。

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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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福清市 福清市闽龙闽剧团 陈弟云 13799723368 《一代女候》
明天启年间，熹宗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太师尤宏达外结后金，内乱朝廷，残害忠良，大都
督忠贞侯秦良玉与乱臣奸佞间展开了一场生死交锋……

12000元

68 福清市 福清市太源闽剧团 肖梅术 18960938878 《红字缘》
早年间，兄妹二人因逃难彼此分离，十数年后，两人都已长大成人，姐姐嫁给当朝皇帝，而弟
弟身处异国，后面得知姐姐消息后欲回到本国相认。弟弟找到姐姐，皇帝误会二人有私情，后
面因兄妹二人有红字胎记相认，解除了误会。

12000元

69 福清市 福清市何兴华闽剧团 何兴华 13067225612 《大义千秋》
古时候一对结拜兄弟，弟弟哥哥同朝为官，弟弟为老百姓与奸臣发生争执，最后得罪奸臣入狱
受罪蒙冤。兄长看见弟弟蒙冤，便派人保护弟弟的妻儿，为弟弟奔走求救，最终为弟弟得以平
反。

10000元

70 福清市 福清市新光华闽剧团 陈躬凤 13960801119 《龙凤呈祥》
讲述书生骆兰生在人生不同境遇中，先后与富家女丁冠英和村姑豆腐女沈灵芝订亲，最终选择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忠贞纯朴的灵芝姑娘，而让贪图富贵、爱慕虚荣、背信弃义的丁冠英愧
悔退场，赞扬了人性中的真善美。

15000元

71 福清市 福清市杭海闽剧团 林珠云 13763881235 《荣华富贵》

古时有一对夫妻，家境贫寒，家徒四壁。有一次丈夫得了重病，家中并无多余钱财为他医病。
妻子忍痛将仅有的一个儿子卖给富豪，筹得钱款为丈夫治病。丈夫病好后，以为妻子将孩子卖
掉是为了自己贪图荣华富贵，后经富贵人家解释，二人误会才得以解开，后夫妻二人将孩子赎
回，共同努力创立一片富足家业。

13000元

72 福清市 福清市薛建星闽剧团 薛建星 18084773208 《采茶女》
陇西李益流寓长安，与霍王庶女霍小玉相恋，结为夫妻。后李益往东都探亲，另娶望门卢氏女
。霍小玉思念成疾，积蓄耗尽，义士黄衫客仗义将李益挟持到霍寓，时霍小玉已病笃，见李哭
诉其负心，而后身亡，故事围绕此展开。

17000-18000元

73 福清市 福清市青年闽剧团 陈芳 13705016910 《大汉圣将》

汉朝初年，刘邦在位吕后作乱，吕后侄儿调戏韩信的女儿，后面被韩信割去双耳。吕后以此为
机，心怀怨恨，想要除掉韩信，便处处与韩信作对。在刘邦面前鼓动韩信作乱想要除掉韩信。
此时被萧何得知，萧何想尽办法想保韩信一命，但最终韩信还是难逃一死厄运，众人皆惋惜大
汉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12000-13000元

74 连江县 连江县小百花闽剧团 陈斌 18759133729 《白蛇传》

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与小青化为人形欲报恩，白素
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给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
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
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灵芝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
禁，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因为触犯天
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
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下一世，全家一起升天。

15000元

75 连江县 连江县平和闽剧团 刘纲彬 13400537597 《包公休妻》
包拯因秦香莲案被判充军、恩师贲方平力保包拯出巡沧州、贲方平独子贲子安横行霸道欺压良
民、因高家三尸四命案牵连其中、贲母为保爱子诱骗包拯之妻刘美莲掉包换了铁证、包拯知情
含泪休妻……

18000元

76 连江县 连江县平和闽剧团 刘纲彬 13400537597 《柳花江畔》
后唐功勋之后罗匡在柳花江畔仗势杀人、金城县令刚正不阿、为伸民冤不畏层层险阻，斗权贵
审皇亲，谱写了一篇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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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连江县 连江县艺昌闽剧团 王文其 13506971323 《那年明月》

辽宋经年鏖战，百姓疾苦不堪，宋主有意言和钦命杨家七郎八虎护驾前往金沙滩与萧太后共商
合约，谁知耶律天隆为夺政权，破坏两邦合约，布下天罗地网欲擒宋主，杨家七郎八虎为护宋
主周全，英勇善战。七子去独剩六子而归，便引发《五郎为僧》《四郎探母》的历史情结。两
邦从此更是结下旷世国仇，多年后，佘太君挂帅，战事又起，死里逃生后的五郎为了天下大和
冒死闯营……讲述了家国情怀、唯有和平才是压倒一切的真理。

15000元

78 连江县 连江县艺昌闽剧团 王文其 13506971323 《桂英拜将》

杨宗保招亲后，因私自出营违反军令，被父捆绑在辕门处斩。穆桂英获悉前往营救与杨延昭对
打，将杨延昭挑下马来。穆桂英武艺高超，并献出天门阵古图，深得杨延昭赞赏。攻打天门
阵，穆桂英领得先锋印，众婆婆们不服，怂恿杨宗保要穆桂英让出先锋印，夫妻因而争吵。怒
气之下穆桂英休夫离去，佘太君以国家安危为重，率领杨家前往赔礼接回。

15000元

79 连江县 连江县艺昌闽剧团 王文其 13506971323 《江山美人》
隋朝年间，大将军李渊南征七年凯旋，奉旨到郊外迎接的太子杨广，遇到李渊爱妻窦太真，惊
为天人，欲占为己有，遂提出以江山美人为赌注设下棋局，由此引出一场悲喜交加的人生活剧
……

15000元

80 连江县 连江县艺昌闽剧团 王文其 13506971323 《金指甲》

秦商两家本是世交，又是儿女亲家。女婿商霖相府祝寿被秦相国挽留，花园巧遇秦雪梅一见倾
心，相见恨晚，却被岳父狠心驱逐。商霖怨、愤、忧、结一病不起，奴婢卢爱玉三个月奉侍不
离床前。終因病入膏肓回天力力而撒手人寰。秦雪梅得知商家有后，即决意上门守节为商家扶
老揣幼、传宗接代。为母守节一十六载，历尽千辛抚儿成长。儿子商路得中头名状元，建贞节
牌坊纪念母亲。都道是苦尽甘來，却得知因谏言白家而结下仇怨。白探花设下陷阱而风波迭起
……金銮殿上金银两指甲恩怨分明。这真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5000元

81 连江县 连江县艺昌闽剧团 王文其 13506971323 《筑壇拜將》

韩信是“汉初三杰”之一。少年父母双亡，寄托兄嫂家中，不堪其嫂羞辱，愤而离家。在淮阴
街头遇见市井无赖胡屠夫要强娶民女殷桃为妻。韩信百般劝阻无果，強忍胯下之辱，救了殷
桃，扬长而去，因不堪饥饿昏倒河边。恰遇漂母，施粥救命，韩信感念漂母一饭之恩，在漂母
鼓励下独身前往楚营投军，却受尽霸王轻慢奚落。愤而转投汉营。呂雉极力阻拦重用韩信，在
萧何力荐下，汉王拜韩信为大将军。衣锦还乡之日，韩信认漂母为亲生母亲，授封“懿德夫人
”。当年強迫韩信钻胯的胡屠夫料定难逃一死，不料韩信以德报怨，封胡为贴身侍卫，表现韩
信博大的家国情怀。
韩王刘邦筑壇拜将，韩信终于实现了“天下兴亡一肩挑”的雄心壯志。

15000元

82 连江县 连江县凯翔闽剧团 周木兴 13705018622 《七代忠义》

故事讲述了一段古老而新鲜的忠奸斗争的情节，无情揭露、愤怒鞭笞了晋王的荒淫无道、宠信
尤妃、陷害忠良，浓彩重墨地歌颂了七代忠良的武成王！戏曲对武云飞武成王的愚忠，墨守忠
义的气节进行了阐述，在众将亲友苦劝，死逼，又迫于晋王的加害，无奈反出京城，一路过关
斩将，历经九死一生来到界牌关。熟不料界牌关守将武化，乃武王之父，老夫妻俩镇守关隘，
世受皇恩，秉承七代中良之祖训，又岂会放其子出关，剧情的发展又起了一波高潮，老武化在
绑子、斩子，又活生生演绎了忠臣气节，最后迫于晋王赐死的无情，愤慨率全家反出界牌关
……

15000元

83 连江县 连江县实验闽剧团 周木水 13615019388 《陈旸传奇》

北宋末年，闽清漈上村书生陈旸受其兄陈祥道编成《礼书》影响，立志编撰《乐书》。他五年
徒步走遍神州采风，并与民间戏班笳乐班班主杨凤娘结下不解之缘。高中贤良科后又穷尽九年
笔耕之功，著成《乐书》。正当陈旸踌躇满志，期望实现梦想的礼乐家园时，宋徽宗宠信权臣
蔡京，大兴奢靡之风，打造浩大宫廷音乐，强召伶人，《乐书》被束之高阁。为躲避边患的笳
乐班一入汴梁就被抓，杨凤娘和小荷躲入陈府，告知陈旸真相。陈旸不顾其妻连玉如劝阻，决
意带杨凤娘参加艮岳开园庆典，庆典上陈旸冒死进谏……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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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罗源县
罗源县尚艺闽剧有限责

任公司
尤庆坤 13599052008 《秦江奇案》

新编传奇闽剧《秦江奇案》改编自闽剧传统戏《知县审国舅》。故事讲述有个海宁秦江的地
方，国舅贾友仁为祸乡里。县令秦安多方收集证据，欲将他绳之以法。恰逢秦江水患，秦安亲
送御赐灾银回程。不料途中遭到贾友仁报复，杀衙役，劫灾银，反诬秦安私吞灾银。危急时，
秦安将案证“匕首”交与家姐秦秀英进京寻公正廉明的恩师李宗生申冤。谁知皇上被贾贵妃蒙
骗，糊涂降旨定案。李宗生陷入维护皇帝名誉与公正廉明的两难中，痛心呕血，师生决裂。为
救秦安，李宗生之女李凤瑶李代桃僵，换出秦秀英随李宗生喊冤太后驾前。太后震怒千钧一发
之际赶到法场救下秦安与李凤瑶。恶人伏法，秦江奇案终大白于天下。

15000元

85 罗源县
罗源县尚艺闽剧有限责

任公司
尤庆坤 13599052008 《七代忠良》

故事讲述了一段古老而新鲜的忠奸斗争的情节，无情的揭露和愤怒鞭答了晋王的荒淫无道、宠
信尤妃、陷害忠良，浓彩重墨地歌颂了七代忠良的武成王！戏曲对武云飞武成王的愚忠，墨守
忠义的气节进行了阐述，在众将亲友苦劝，死逼，又迫于晋王的加害，无奈反出京城一路过关
斩将，历经九死一生来到界牌关。孰不料界牌关守将武化，乃武成王之父，老夫妻俩镇守关
隘，世受皇恩，秉承七代忠良之祖训，又岂会放其子出关，剧情的发展又起了一波高潮，老武
化在绑子，斩子，又活生生演绎了忠臣气节，谁晓晋王为斩草除根又下一道圣旨赐武家尽节，
最后迫于晋王赐死的无情，愤慨率全家反出界牌关。该剧情节扑朔迷离，人物形象鲜明，忠与
奸阐述得淋漓尽致，不失为一出好戏！

15000元

86 罗源县 罗源县开门红闽剧团 黄光细 13799968138 《林聪出巡》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山东、淮南等地旱涝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钦命刑部尚书林聪赈
灾。他访贫问苦，调库银，停课税，送粮食，给医药，救活饥民一百四十余万人，使民困顿苏
。他曾南出粤中，北巡大同，按察辽东，出赈山东，巡视两淮，每到之处，都深入明查暗访，
了解民间疾苦，精心分析研究，多次上书皇帝，提出“节供应以省民财，减科派以苏民困，省
造作以革奸弊，惜柴薪以节民劳”等治国爱民的建议。在司法方面，对死刑犯提出“秋后决
”，主张“三司会审”，“春判秋次”以延缓刑期，便于死刑复校，减少错杀，在刑部任内，
坚持“至平、至公、至当”的原则处理重大问题，为蒙冤死囚平反者不下六百人。

20000元

87 罗源县 罗源县开门红闽剧团 黄光细 13799968138 《大汉圣将》
公元前206年，萧何为辅佐刘邦争夺天下，屡荐韩信不被所用，韩信失望而去，萧何闻信策马
月下将其追回，并以身家性命再荐，终使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此后四年，韩信决胜百战兴汉
灭楚，为刘邦一统江山。

20000元

88 闽清县
闽清县十里梅花闽剧艺
术发展责任有限公司

蔡国清 13960912229 《乐圣陈旸》

北宋末年，闽清漈上村书生陈旸受其兄陈祥道编成《礼书》影响，立志编撰《乐书》。他五年
徒步走遍神州采风，并与民间戏班班主杨凤娘结下不解之缘。高中贤良科后又穷尽九年笔耕之
功，著成《乐书》。正当陈旸踌躇满志期望实现梦想的礼乐家园时，宋徽宗宠信权臣蔡京，大
兴奢靡之风，打造浩大宫廷音乐，强召伶人，《乐书》被束之高阁。为躲避边患的笳乐班一入
汴梁就被抓，杨凤娘和小荷躲入陈府，告知陈旸真相，陈旸不顾其妻连玉如劝阻，决意带杨凤
娘参加艮乐开园庆典，庆典上陈旸冒死进谏……

20000元

89 闽清县 闽清县礼乐闽剧团 刘宜龙 13809528694 《少年岳飞》
描述岳飞抗金故事岳飞少年立志投身报国，岳母背上刺字（精忠报国）成立岳家军，因得罪秦
桧被害（风坡亭），岳家精神（精忠报国）千古流传。

8000元

90 闽清县 闽清县礼乐闽剧团 刘宜龙 13809528694 《十八寒窑》

描述薛平贵与王府千金王宝钏的爱情故事。因王宝钏之父王允丞相反对与薛平贵的这门婚姻，
因此王宝钏与父王允（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在寒窑与薛平贵成婚。薛平贵为感王宝钏情
爱，立志投军，建功沙场，不幸被人所害流落番邦十八年，与番邦公主成婚。可怜王宝钏苦守
寒窑十八载度日如年。十八年后薛平贵在番邦为王，得知王宝钏苦守寒窑立回中原与王宝钏团
圆，有情人终成眷属。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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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永泰县 永泰县樟城新鑫闽剧团 王榕 15880123458 《圣君传奇》

“张圣君”，是南宋闽中地区平民社会中产生的民间信仰人物，又称张圣者、张法主公……。
南宋天圣二年出生于福建省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幼年乳名慈观。张圣君四岁丧父，与母亲几
经辗转后定居盘谷乡，自幼以砍伐锄柄谋生，所以当地人又叫他张锄柄。虽然身世坎坷，但是
张圣君天资聪敏、生性活泼，从小就常怀济民救世之志，对邪魔更是嫉恶如仇。十八岁那年，
他求学于盘古方壶岩闾山道教，习得五雷天心法、复生咒镇魔法，学成归里的张圣君立志要穷
尽毕身所学扶正祛邪、救世救民。他每云游一地，都极力宣扬“恶有恶报，善有善果”的道教
因果道理。路见不平，即拔剑斩妖魔；遇大旱，即凿渠引甘露；遇病民，即寻草药治病，所做
得好事不胜枚举。淳熙十年，张圣君云游至闽清十四都金沙，终修得正果，坐在九龙潭巨石
上，左手挟诀，右手执剑，羽化升天，享年45岁。

15000元

92 永泰县 永泰县樟城新鑫闽剧团 王榕 15880123458 《张元幹》

张元幹（张元干）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名动，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能诗。张元干受
其家风影响，从小聪明好学，永泰的寒光阁、水月亭是他幼年生活和读书处。十四五岁随父亲
至河北官廨（在临漳县）已能写诗，常与父亲及父亲的客人唱和，人称之“敏悟”。
政和初，为太学上舍生。宣和七年（1125），任陈留县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汴，入
李纲行营使幕府，李纲罢，亦遭贬逐。绍兴元年（1131），以将作监致仕，日福州。绍兴八
年，秦桧当国，力主和议，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等以谢天下，时李纲亦反对和议罢居长乐，元傒
赋《贺新郎》词赠纲，对纲抗金主张表示积极支持。胡铨被除名送新州编管，元傒持所赋《贺
新郎》词送行。后桧闻此事，以他事追赴大理寺除名削籍。元傒尔后漫游江浙等地，客死他
乡，卒年约八十。存词180余首。

13000元

93 永泰县 永泰县樟城新鑫闽剧团 王榕 15880123458 《娇娥女》

公元604年, 杨广害兄篡位登上龙廷，在位期间数次选美, 大兴土木, 致国库空虚, 百姓们怨
声载道，朝臣惶恐不安。丞相庄天成忠言直谏惹怒隋炀帝, 降旨逼迫庄天成献女, 可庄美蓉已
有婚约, 杨广此举无疑是横刀夺爱, 可怜忠心耿耿的庄天成惨遭鞭挞入狱。义女周玉珊为报养
育深恩想出了一个法子, 代替庄美蓉进宫, 寻机杀死暴君。谁知周玉珊刺君失手仓皇逃跑, 碰
到了前来接应的丈夫刑部尚书江浩, 而此时杨广恰好赶到, 江浩无奈假擒周玉珊, 为了追查玉
珊身后的元凶, 杨广下旨让江浩与吴涓一同审问玉珊。吴涓严刑逼供, 玉珊忍受酷刑, 反咬一
口道出幕后黑手就是吴涓, 吴涓恼羞成怒打晕周玉珊将其入狱。牢房中父女相会, 刑场上庄美
蓉、周玉珊险些罹刑, 幸瓦岗寨派人马搭救，忠臣义女才幸免于难。

16000元

94 永泰县 永泰县樟城新鑫闽剧团 王榕 15880123458 《谏官记》

故事以山西榆次东双村云青岩之胞妹二姑惨遭恶少阎玉虎欺凌的剧情展开……
榆次百姓云青岩下地耕种，临近中午时分，云妻吴氏为丈夫去送饭，留二姑一人在家守门。二
姑被邻家恶子阎某趁机闯入欺凌。云家兄妹到县衙告状，县令因阎家行贿而极力偏袒阎家，二
姑悲愤难忍，当场自杀，以死抗争。云青岩急忙上前抢救，而又被县令拘捕牢中。云妻吴氏至
省城告状，山西巡抚因受贿而袒护县令，维持原判。云妻吴氏气愤发誓到京城告状。
御史梁中靖派人私访，查清原委，上书皇帝令刑部派官吏查办，谁知刑部官吏也受贿，袒护巡
抚。后来梁中靖亲督刑部审理此案，真相大白。恶棍阎某被处以死刑，知县以上贪官都被问罪
。
此剧以御史梁中靖体察民情，遇此案件并不断与昏官庸吏展开周旋，最终得以翻案而贯穿展
开，揭露了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懒政误民的丑态，塑造了御史梁中靖直言敢谏、不畏权贵、捍
卫正义的廉吏形象。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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