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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烈》（一名：《大铁弓缘》）

主要角色
陈月英：旦
陈母：彩旦
匡忠：（前）小生，（后）老生
匡父：外
史世龙：净
史文：丑
项义伯：副净
项翠娥：武旦

情节
有陈氏女月英者，父为太原守备，早卒。陈月英容颜美好，又有军事知识。因家计困难，同母开设茶肆，以
资生活。太原总镇史世龙之公子，率从者数人，过茶肆前，一见而悦之。公子豪华情性，倚势横行，在所不
免。欲娶陈月英为妾，陈母不从，即挥众抢劫。幸陈母出自将门，不为所挠。反将公子按住街心，饱以老拳。
正在喧哗扰攘之际，适匡忠闲游到此，为所瞥见。匡父属史世龙标下，与公子素来认识，上前解纷，公子
乘间逸去。陈母邀匡忠入室，陈月英竭诚奉茶。见匡忠雄武而兼温雅，大为心赏，含情脉脉，几不自持。言
谈之顷，知陈月英亦精于武艺，遂互相比试。墙上挂一铁胎弓，匡忠摘下，开足力数。盖此弓为陈月英择婿
之媒介，陈父临终时，嘱咐母女云：“凡拉我铁胎弓者，无用蛮力，须用巧力，唯我与月英能开之。若有人
亦能拉得开者，坦腹东床，即可入选。”匡忠献技之后，陈月英谨依遗命，即将终身脱焉。乃既嫁匡忠，倏
而萧墙祸起。其原因在史公子受辱回家，至史世龙前搬弄口舌，反谓被匡忠毒打。史世龙信以为真，衔恨在
心，命匡父子押解饷银进京，着人授意太行山盗首项义伯，使之途中劫夺。为借刀杀人之计。匡父子果然贻
误。回至太原，史世龙拟以军法处斩，幸督宪王大人到，责备史世龙并不多派兵卒护送，亦属罪有应得，不
能独斩押解之人，将匡父子减等定罪，充发云南四川两处。史公子欣然得计，以为匡父子既为军犯，陈月英
孤身在家，庶可逞所欲为。贸贸然带领从人，亲身到门，向陈月英要求改婚，若不允，仍欲行抢劫手段。陈
月英一诺无辞，婉请明日入赘，预为布置陷阱，以制其命。越宿，公子复来，昂头而入，屏去从人，约三日
后备轿马接取。其家中必谓公子在安乐窝，不料已入枉死城矣。匡忠临行，与陈月英诀别，言有好友王富刚，
住天门山，意气颇重。押解饷银一役，曾送专书，约其前来保护。及来时，已经失事，急于追贼尚未回程。
倘史姓有凌逼举动，可以避至彼处。陈月英既杀公子，顿忆前言，改易男装偕母逃遁，拟即往寻王富刚。
讵知王富刚，于此事此时，几遭不白之冤。当日追贼不获，得悉匡父子已经发遣，遂入督宪衙门，当一裨将。
适逢差遣，便到往候匡嫂。至则大门关闭，阒寂无人。入内见一死尸，横卧于地，知人命至重，恐其牵累，
飞跑而出，正值史家从人，贱三日之约，来迎公子。见此惨祸，疑飞跑者或是凶身，追获解至史世龙处，
搜出督宪差官执照，交与王大人发落。而王大人心中，深信王富刚，决不肯无端杀人，以另辑凶身了事。陈
月英道出太行山，被项义伯之女项翠娥拦截。问及姓名，竟冒为王富刚。然事有凑巧，“王富刚”三字，为
项氏父女，素所敬慕者，惟闻名未曾见面。今无意相逢，坚欲邀到山寨，藉伸地主之情。项义伯见此丰标，
即以项翠娥许为妻室。陈月英订约三章，俟办完后，再行结婚。其实两雌不容并偶，姑为此权宜之辞，而项
义伯殊茫然也。遂将兵权财政，一一交付爱婿假王富刚执掌。欲修前怨，起兵攻太原城，史世龙阵亡。督宪
王大人，即命真王富刚御敌。探闻贼将名姓，与自己相同，大为诧异，一经交手，亦系较有力者，不能取胜。
请于王大人，调回匡忠父子，效力赎罪。即匡忠与贼将会战，因遮掩过本来面目，并不识为谁何。互战至
落荒，诉明心事，始知所谓贼将者，实同衾共枕之人也。

注释
按京剧中有《茶坊比武》一出，亦名《铁弓缘》。相传为韩蕲王梁夫人故事，即是此剧。其剧本实未经目，
顾韩梁系南宋人，此剧在有明时代，相类而实相反，不得以剧名相同，指鹿为马。然观剧者之注重，则在唱
口圆活，白口清楚，做工周到，即指为佳剧。若斤斤于事实考证，反失实剧者之精神，取厌观剧者之心理。
枥老编考，只推阐剧本之意义，无所依据，谓与《茶坊比武》同也可，谓与《茶坊比武》不同也亦可。

根据《戏考》第十五册整理

【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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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月英上。）
陈月英　　（念）　　　　　可叹爹爹亡故早，母女今日受艰熬。
　　　　　（白）　　　　　我，陈月英。爹爹乃是太原省城守备，不幸中年亡故。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
　　　　　　　　　　　　　张劲弓。我爹爹说是：“这张弓，除了我拉得开，就是你拉得开。如果日后，
　　　　　　　　　　　　　再有人拉得开，就将你许配与他”。这且不言。只因这几天，我妈是茶也不思，
　　　　　　　　　　　　　饭也不想，不知道是怎么啦！待我把他老人家请出来，问问。
　　　　　　　　　　　　　我说妈呀，你能请出来坐坐罢？
陈母　　　（内白）　　　　吓哈！
（陈母上。）
陈母　　　（念）　　　　　听闻女儿叫，上前问根苗。
陈月英　　（白）　　　　　参见母亲！
陈母　　　（白）　　　　　罢啦，罢啦！孩子，你把你妈，多弄出来，有什么事情么？
陈月英　　（白）　　　　　我说妈呀，你这几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陈母　　　（白）　　　　　孩子你是不知道呀，只因你父亲死后，把妈丢的孤孤单单，白天还好过，到了
　　　　　　　　　　　　　夜里，可是实实难受。躺在被窝里，摸一把，空空的；搂一把，松松的。我是，
　　　　　　　　　　　　　越想越难受。我的天呀吓！
陈月英　　（白）　　　　　妈呀，你能不必胡思乱想，咱们还是做买卖要紧。
陈母　　　（白）　　　　　好你到前边打扫打扫，我到后面看看火去。
（陈母下。）
陈月英　　（西皮摇板）　　将身来在前堂外，
　　　　　　　　　　　　　且把桌凳细安排。
（柳青娘牌。陈月英收拾，打扫。）
陈月英　　（白）　　　　　有请母亲。
（陈母上。）
陈母　　　（白）　　　　　孩子你全收拾干净啦？
陈月英　　（白）　　　　　打扫干净啦！
陈母　　　（白）　　　　　你都打扫完啦吗？
陈月英　　（白）　　　　　我们完啦，你能怎么还不知道吗？
陈母　　　（白）　　　　　这孩子同妈妈开起玩笑来啦。
（陈月英下。）
陈母　　　（白）　　　　　有喝茶的，这儿来呀……
（四青袍、家院、史文同上。）
史文　　　（白）　　　　　我说到了没有吓？
（四青袍同倒。）
史文　　　（白）　　　　　你们怎么都躺下啦？还有多远吓？
四青袍　　（同白）　　　　还有八里。
史文　　　（白）　　　　　吓，还有八里！那么，咱们回去罢？
四青袍　　（同白）　　　　回去也还有八里！
史文　　　（白）　　　　　怎么全都是……八里？
四青袍　　（同白）　　　　大爷你把眼睛闭上。
史文　　　（白）　　　　　呵，闭上眼睛。
四青袍　　（同白）　　　　你再睁开。
史文　　　（白）　　　　　再睁开。
四青袍　　（同白）　　　　这就到啦。
史文　　　（白）　　　　　这怎么讲呀？
四青袍　　（同白）　　　　这叫“一展罢眼”，就到啦。
（史文看陈母。）
史文　　　（白）　　　　　小子们回去罢！
四青袍　　（同白）　　　　怎么要回去？
史文　　　（白）　　　　　你们说有个小妞儿，长得好看，就是这一位呀？真真恶心人！
四青袍　　（同白）　　　　这一个是个幌子，好的在里头呐！
史文　　　（白）　　　　　那咱们就进去。
陈母　　　（白）　　　　　我说你们是喝茶的呀？不用说，要倒六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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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　　　（白）　　　　　不用。只要泡上一碗，就好啦。
陈母　　　（白）　　　　　你们六个人，为什么只泡一碗茶呀？
史文　　　（白）　　　　　大爷我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陈母　　　（白）　　　　　是了。妞儿，倒茶来！
（陈月英持磁壶上，看，下。持铁壶上，倒茶。）
陈月英　　（白）　　　　　我说妈呀，这个喝茶的，怎么这么一个奏样恼戴儿吓？
陈母　　　（白）　　　　　人家喝茶来啦，你管人家长的什么样儿！你下去罢。
（陈月英下。）
史文　　　（白）　　　　　茶婆子！
众人　　　（同白）　　　　茶婆子！
史文　　　（白）　　　　　你们这是什么茶叶呀？叶子也不好，水也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吓？
陈母　　　（白）　　　　　我们这是地道龙井茶叶，水也是开的呀！
史文　　　（白）　　　　　我说这茶，是谁倒的呀？
陈母　　　（白）　　　　　是我们女儿倒的呀！
史文　　　（白）　　　　　我还没有喝呐，等我尝尝看。
（史文喝茶。）
史文　　　（白）　　　　　好，好茶！叶子也好，水也开。
陈母　　　（白）　　　　　这才是个咯杂子呐！
史文　　　（白）　　　　　我说茶婆子，你贵姓？
陈母　　　（白）　　　　　我姓陈。
史文　　　（白）　　　　　方才那一个小妞儿是谁呀？
陈母　　　（白）　　　　　那是我的女儿
史文　　　（白）　　　　　今年多们大啦？
陈母　　　（白）　　　　　苹果桃啦。
史文　　　（白）　　　　　“苹果桃”，是多少岁数？
陈母　　　（白）　　　　　是十六啦！
史文　　　（白）　　　　　哈哈！真是巧得很，与大爷同岁！
陈母　　　（白）　　　　　大爷你也十六啦吗？
史文　　　（白）　　　　　我今年，四十六啦！我说大爷有意，要想把你女儿，接到我衙门里，与你大爷
　　　　　　　　　　　　　做一侧二房姨奶奶，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母　　　（白）　　　　　我说我们，虽然是做个小本钱的生意，我们也是个清白人家，怎么你拿我们当
　　　　　　　　　　　　　什么人家看待？你别装这七担不够，八蛋肏得！
史文　　　（白）　　　　　喝喝，她倒不吃这一壶！有啦，我给她一个劲来！
　　　　　　　　　　　　　丈母娘在上，小婿这里有礼了！
陈母　　　（白）　　　　　你起开我这儿罢，我拿臭脚丫子踹你！
四青袍　　（同白）　　　　人家翻啦！
史文　　　（白）　　　　　常言道得好：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了，就拿脚踹。
　　　　　　　　　　　　　你们看这茶婆子是软劲全不吃，我与她个劲来。
　　　　　　　　　　　　　茶婆子，你今个应许了大爷这门亲事便罢；如若不然，大爷今个带的人多，我
　　　　　　　　　　　　　要抢！
陈母　　　（白）　　　　　你怎么说要抢？你接嘴巴罢！
（陈母打，史文、四青袍、家院同下。陈月英上。）
陈母　　　（白）　　　　　孩子，好好看着屋子，妈妈耍打这一群鸡屎去！
陈月英　　（白）　　　　　妈，你为什么事情吓？
陈母　　　（白）　　　　　方才来那一起子喝茶的，他要抢你，与他作妾。这东西真是有点溺，待我去揍
　　　　　　　　　　　　　他们去！
陈月英　　（白）　　　　　妈呀，你不必去；他有溺，等我去与他挤挤。
陈母　　　（白）　　　　　得啦！人家抢还抢不到手，你返给他送上门去，不成，还是妈妈去罢。
　　　　　　　　　　　　　我说呔——休得逃走，你妈妈来也！
（陈母下。陈月英下。）

【第二场】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15006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英杰烈》 4

（史文、四青袍、家院同上，陈母上，打，史文、四青袍、家院同下。史文上，对跳舞，跪。）
史文　　　（白）　　　　　我说你饶了我罢！
陈母　　　（白）　　　　　叫我饶你，也到不难。这有一根棒锤，你与我坐进去，我就放你过去。
史文　　　（白）　　　　　哈哈，你要说是别的，我可是不行；要说是叫我坐这根棒锤，那正对我的意思。
　　　　　　　　　　　　　来，你把它立在地下，你看我坐。
陈母　　　（白）　　　　　我与你立在地下，你来坐罢。
史文　　　（白）　　　　　你先坐个样儿，我看看，再说。
（史文跑下。）
陈母　　　（白）　　　　　你哪里走！
（陈母下。）

【第三场】

（匡忠上。）
匡忠　　　（念）　　　　　来在大街上，
（四青袍内同喊。）
匡忠　　　（念）　　　　　又听闹嚷嚷。
（史文上，看，藏。）
匡忠　　　（白）　　　　　这不是史仁兄吗？
史文　　　（白）　　　　　可不是吗。原来是匡兄。
匡忠　　　（白）　　　　　你为何这般光景？
史文　　　（白）　　　　　你不知道，我洗澡来，不料澡堂子里失了火啦！
（史文跑下。陈母上。匡忠拦。）
陈母　　　（白）　　　　　你莫非是来帮拳的吗？
匡忠　　　（白）　　　　　非也。
陈母　　　（白）　　　　　飞也？拿鸟枪打他。
匡忠　　　（白）　　　　　妈妈，但不知你为了何事？
陈母　　　（白）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到我家里去坐坐，好不好？
匡忠　　　（白）　　　　　好，请。
陈母　　　（白）　　　　　这一群屎蛋，真把我气坏啦！真是没有的事情。
匡忠　　　（白）　　　　　妈妈，到了没有？
陈母　　　（白）　　　　　只顾说话，走过去啦。到啦，请坐，请坐。
　　　　　　　　　　　　　妞儿，倒茶来。
陈月英　　（内白）　　　　来啦。
（陈月英持铁壶上，看，下，持磁壶上，倒茶，看匡忠。）
陈母　　　（白）　　　　　得啦，别倒啦，全倒在桌子上啦！
陈月英　　（白）　　　　　妈呀，你看这一位脑袋，才好看呐！
陈母　　　（白）　　　　　得啦，为脑袋打了个稀屎混粥，还说脑袋呐？
陈月英　　（白）　　　　　这个脑袋，好，我爱看。
陈母　　　（白）　　　　　我偏不叫你看。
陈月英　　（白）　　　　　不叫你们看，那么让你看。
（陈月英下。）
陈母　　　（白）　　　　　不要脸的丫头，混帐王八蛋！
　　　　　　　　　　　　　大爷，坐着。
匡忠　　　（白）　　　　　妈妈，为何与史公子争斗起来？
陈母　　　（白）　　　　　大爷有所不知，这小子来到我们这儿来，又是茶叶不好啦，又是水不开啦。后
　　　　　　　　　　　　　来看见我们妞儿啦，他说是要抢。
匡忠　　　（白）　　　　　竟有这等事，真道是岂有吓，此理！
陈母　　　（白）　　　　　毛豹吓，毛豹！
匡忠　　　（白）　　　　　妈妈，这张弓是哪里来的？
陈母　　　（白）　　　　　你问的是这张弓吓，这是“小孩没有娘——提起话儿长”，这是我们当家的留
　　　　　　　　　　　　　下的。
匡忠　　　（白）　　　　　可有人拉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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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我们当家的拉得开，他死后，就是方才，我们那个妞儿拉得开。
匡忠　　　（白）　　　　　原来如此。既然令爱拉得开，倒要领教领教。
陈母　　　（白）　　　　　妞儿来。
（陈月英上。）
陈月英　　（白）　　　　　做什么呀？
陈母　　　（白）　　　　　这位公子，说要叫你拉拉弓，他要看看。
陈月英　　（白）　　　　　妈呀，我们都忘啦！
陈母　　　（白）　　　　　怎么会忘啦？你吃饭光景总忘不了。
陈月英　　（白）　　　　　待我拉来，大爷你可别见笑。
（陈月英拉弓。）
匡忠　　　（白）　　　　　好！妈妈，小姐拉得甚好！小生要与她配上……
陈母　　　（白）　　　　　什么呀？
匡忠　　　（白）　　　　　三膀弓。
陈母　　　（白）　　　　　你别大缓气呀！
　　　　　　　　　　　　　丫头。那位公子说啦，他要与你配上……
陈月英　　（白）　　　　　什么呀？
陈母　　　（白）　　　　　三膀弓！
陈月英　　（白）　　　　　好，就请他拉拉，我们看看。
匡忠　　　（白）　　　　　如此，我就献丑了。
（匡忠拉弓。）
陈母　　　（白）　　　　　好弓，好弓！
陈月英　　（白）　　　　　妈呀，我看他拉得不好。
陈母　　　（白）　　　　　怎么不好呀？
陈月英　　（白）　　　　　你看我们拉弓，是两个指头拉，他是满把拉。你看还是两个指头得劲，还是满
　　　　　　　　　　　　　把得劲呀？
陈母　　　（白）　　　　　丫头，你是不知道呀，“春三，秋四，冬满把”，夏天，只要两个指头，就得
　　　　　　　　　　　　　拉。
陈月英　　（白）　　　　　妈问问他，还会什么武艺。
陈母　　　（白）　　　　　公子，你还会什么武艺呀？
匡忠　　　（白）　　　　　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陈母　　　（白）　　　　　丫头，他说啦：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
陈月英　　（白）　　　　　件件精通。那么我们两人，比刀好不好？
陈母　　　（白）　　　　　待我去问问他。
　　　　　　　　　　　　　我们丫头要同你比刀。
匡忠　　　（白）　　　　　好，如此请了。
（匡忠、陈月英同比刀，匡忠打陈月英嘴。）
陈母　　　（白）　　　　　输啦，输啦，叫人家，打了你一个嘴巴！
陈月英　　（白）　　　　　再来！
（匡忠、陈月英同比刀，陈月英捏匡忠脸，匡忠捏陈母脸。）
陈月英　　（白）　　　　　妈呀，你看他给个我一个嘴巴，我拔了他一个萝卜。
陈母　　　（白）　　　　　妈妈这儿，还丢了两个芥菜疙瘩呐！
陈月英　　（白）　　　　　我说大爷，你的扇子很好，我们看看。
匡忠　　　（白）　　　　　就送与小姐罢。
陈母　　　（白）　　　　　她到去狼人去啦！
　　　　　　　　　　　　　丫头，你拿的是什么呀？
陈月英　　（白）　　　　　没有什么呀。
陈母　　　（白）　　　　　我看你的手。
陈月英　　（白）　　　　　你看。
（陈月英伸左手。）
陈母　　　（白）　　　　　那一只。
（陈月英伸右手。）
陈月英　　（白）　　　　　这一只。
陈母　　　（白）　　　　　好，“二仙传道”，我看两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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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月英　　（白）　　　　　你看两只。
陈母　　　（白）　　　　　你走过来。哈哈，这是谁的扇子？
陈月英　　（白）　　　　　这是相公送我们的。
陈母　　　（白）　　　　　我不信，我要问问。要是你要来的，我不能饶你。
　　　　　　　　　　　　　我说大爷，扇子是你给她的，是她问你要的？
匡忠　　　（白）　　　　　是送与小姐的。
陈母　　　（白）　　　　　那么，你也送我一把。
匡忠　　　（白）　　　　　没有了。
陈母　　　（白）　　　　　到了我，这就没有了。
陈月英　　（白）　　　　　呀，你光景都忘啦罢？
陈母　　　（白）　　　　　忘了什么呀？
陈月英　　（白）　　　　　我爹临死的时候，不是说来么：留下这一张弓，除了我爹拉得开，就是我拉得
　　　　　　　　　　　　　开，再要有人拉得开呐……
陈母　　　（白）　　　　　就把弓卖给他？
陈月英　　（白）　　　　　不是的。
陈母　　　（白）　　　　　那么就送给他？
陈月英　　（白）　　　　　也不是的
陈母　　　（白）　　　　　那么是什么呀？
陈月英　　（白）　　　　　我们怪害臊的。
陈母　　　（白）　　　　　你说罢，不要紧的。
陈月英　　（白）　　　　　那就是我们小女婿子到啦！
陈母　　　（白）　　　　　呸！不要脸的丫头，你也说得出口来。
陈月英　　（白）　　　　　妈，你替我们去说说罢。
陈母　　　（白）　　　　　我不管。
陈月英　　（白）　　　　　你真不管？我们自己说去。
陈母　　　（白）　　　　　得啦，都要你们。当面锣，对面鼓，说起来，要我们拉皮条的做什么。你还不
　　　　　　　　　　　　　下去，不要脸的，王八蛋，杂种……
　　　　　　　　　　　　　大爷！
（陈月英下。）
匡忠　　　（白）　　　　　妈妈。
陈母　　　（白）　　　　　大爷，我有一言，不好开口。
匡忠　　　（白）　　　　　妈妈有话请讲。
陈母　　　（白）　　　　　当初这张弓，是我们当家的弓，他也是本城的一个守备，当日他拉得开。以后
　　　　　　　　　　　　　他交给我们丫头，也拉得开。他临死的时候，曾经说道：如果日后再要有人拉
　　　　　　　　　　　　　得开呀……
匡忠　　　（白）　　　　　便怎么样？
陈母　　　（白）　　　　　这……
匡忠　　　（白）　　　　　便怎么呀？
陈母　　　（白）　　　　　你别着急，紧赶罗我呀？
匡忠　　　（白）　　　　　妈妈请讲。
陈母　　　（白）　　　　　再要有人拉得开，这一张弓，就将我们丫头许与了他。
匡忠　　　（白）　　　　　如此岳母请上，受小婿一拜。
陈母　　　（白）　　　　　不拜啦！
匡忠　　　（白）　　　　　明日遣人，打了车辆，前来，接你母女，去到府中，同享富贵便了。
（匡忠下。）
陈母　　　（白）　　　　　哈哈，哈哈，这位公子，到真痛快，三言两语，就成了。嗳呀，他到是姓什么
　　　　　　　　　　　　　呀？
　　　　　　　　　　　　　我说姑爷，你回来。你姓什么呀？
（陈月英上，找。）
陈母　　　（白）　　　　　丫头，你找什么呀？
陈月英　　（白）　　　　　我们那个人儿呐！
陈母　　　（白）　　　　　你的人儿？叫我撵啦。你叫我与你说亲，我刚一开口，他可就翻啦。
陈月英　　（白）　　　　　他翻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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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他说我乃是宦门公子，怎能要你这跑堂儿的女儿？
陈月英　　（白）　　　　　这东西真可恨，早知如此，我同他比刀的时候，我把他的膀子一掰，叫他残废
　　　　　　　　　　　　　了，一辈子不能成家。
陈母　　　（白）　　　　　丫头，你不知道呀，成家不成家，不在膀子上。山东人有话：他是腰眼上的劲。
　　　　　　　　　　　　　丫头，别生气，人家答应了。明日打发车来接咱们娘们来。
陈月英　　（白）　　　　　妈呀，我们到后头，梳梳头，洗洗澡，裹裹脚，我们可要出嫁喽！
（陈月英下。）
陈母　　　（白）　　　　　看你这个丫头，真不要脸，一说出嫁，她乐的这个样子。我们这个茶馆，也不
　　　　　　　　　　　　　开了。贴上个房租帖罢，此处出倒，家伙俱全。
（陈母下。）

【第四场】

（匡父上。）
匡父　　　（念）　　　　　父子秉忠心，统兵保朝廷。
（匡忠上。）
匡忠　　　（念）　　　　　且将接婚事，禀报爹爹知。
　　　　　（白）　　　　　参见爹爹。
匡父　　　（白）　　　　　罢了。坐下。
匡忠　　　（白）　　　　　谢坐。启禀爹爹：时才孩儿在南门以外，茶肆之中，见有一女子，武艺高强，
　　　　　　　　　　　　　她父曾作守备。孩儿与她结了亲事，欲将她母女，接来婚配。特来禀报爹爹。
匡父　　　（白）　　　　　既是我儿情愿，明日就命车辆，接她母女前来，成亲便了。正是：
　　　　　（念）　　　　　姻缘有一定，
匡忠　　　（念）　　　　　准备把亲成。
（匡忠、匡父同下。）

【第五场】

（四龙套同上，史世龙上。）
史世龙　　（引子）　　　　执拿兵权，领人马，坐镇太原。
　　　　　（白）　　　　　本镇，史世龙，大明驾前为臣，官拜太原总镇。自到任以来，四方到也安靖。
　　　　　　　　　　　　　来，伺候了。
（史文上。）
史文　　　（白）　　　　　爹爹在上，孩儿有礼。
史世龙　　（白）　　　　　我儿为何这般光景？
史文　　　（白）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南门以外，有一陈姓女儿，长得十分美貌，孩儿要与她成
　　　　　　　　　　　　　亲，她母已允。不料被匡忠，将孩儿暴打一顿，亲事到被他占了去了。
史世龙　　（白）　　　　　他竟敢如此无礼，我儿且到后面养伤，为父自有道理。
史文　　　（白）　　　　　多谢爹爹。
（史文下。）
中军　　　（内白）　　　　火牌下！
史世龙　　（白）　　　　　有请。
（中军上。）
中军　　　（白）　　　　　今奉王大人之命，现有饷银十万，命史世龙，派人押解进京。一路之上，须要
　　　　　　　　　　　　　小心，不得有误。
史世龙　　（白）　　　　　遵命。
（中军下。）
史世龙　　（白）　　　　　且住！今有饷银十万，不免就命匡家父子，解往京都。我暗地与项仁兄，修书
　　　　　　　　　　　　　一封，叫他中途劫抢，以治匡家父子之罪，好报前仇。
　　　　　　　　　　　　　来，浓墨伺候。
（〖牌子〗。史世龙写信。）
史世龙　　（白）　　　　　传下书人。
（下书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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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龙　　（白）　　　　　将此书下在太行山，项大王那里，不得有误。
（下书人下。）
史世龙　　（白）　　　　　吩咐将饷银十万，准备妥当，拿我公文，就命匡家父子，押解进京，即刻起程，
　　　　　　　　　　　　　不得有误。
旗牌　　　（白）　　　　　得令！
（旗牌下。）
史世龙　　（白）　　　　　掩门。
（史世龙、四龙套同下。）

【第六场】

（匡父、匡忠同上，家院上。）
家院　　　（白）　　　　　新人到。
匡父　　　（白）　　　　　接上堂来。
（陈母、陈月英同上。陈月英、匡忠同拜堂。匡忠、陈月英、陈母同下。旗牌上。）
旗牌　　　（白）　　　　　今有史大人公文到来，命你父子，押解饷银十万，解往京都。即刻起程，不得
　　　　　　　　　　　　　有误。
（旗牌下。）
匡父　　　（白）　　　　　来，有请你家少爷。
家院　　　（白）　　　　　有请少爷。
（匡忠上。）
匡忠　　　（白）　　　　　参见爹爹。
匡父　　　（白）　　　　　罢了。今有史世龙火牌到来，命你我父子，押解饷银十万进京。倘若中途，遇
　　　　　　　　　　　　　有贼寇，如何是好？
匡忠　　　（白）　　　　　孩儿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刚。此人武艺高强，待孩儿修书一封，送至天门山下，
　　　　　　　　　　　　　请他前来，沿途料无妨碍了。
匡父　　　（白）　　　　　好，我儿急速修书前去，你我父子，打点行李，准备起程便了。
（匡忠、匡父同下。）

【第七场】

（四龙套同上，项义伯上。〖点绛唇〗。）
项义伯　　（念）　　　　　威风凛凛占山岗，坐地分赃乐安康。结交绿林英雄将，太行山前自为王。
　　　　　（白）　　　　　吾，项义伯。霸占山岗，落草为寇。我有一好友，名叫史世龙，官居太原总镇，
　　　　　　　　　　　　　常常有书信来往。
　　　　　　　　　　　　　来，伺候了。
（下书人上。）
下书人　　（念）　　　　　离了太原地，来此是山茔。
　　　　　（白）　　　　　有人么？
龙套甲　　（白）　　　　　什么人？
下书人　　（白）　　　　　下书人求见。
龙套甲　　（白）　　　　　候着。
　　　　　　　　　　　　　启大王：下书人求见。
项义伯　　（白）　　　　　传他进见。
龙套甲　　（白）　　　　　传你进见，小心了。
下书人　　（白）　　　　　小人与大王叩头。
项义伯　　（白）　　　　　罢了。你奉何人所差？
下书人　　（白）　　　　　奉史大人所差，有书呈上。
项义伯　　（白）　　　　　呈上来。
（〖牌子〗。项义伯看信。）
项义伯　　（白）　　　　　回去对你家大人言讲，就说我修书不及，照书行事便了。
下书人　　（白）　　　　　遵命。
（下书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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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义伯　　（白）　　　　　且住，今有史贤弟，有书到来，言道匡家父子，押解饷银十万，命我派人下山
　　　　　　　　　　　　　劫抢。
　　　　　　　　　　　　　来，请小姐进帐。
龙套甲　　（白）　　　　　小姐进帐。
（项翠娥上。）
项翠娥　　（念）　　　　　父女镇山岗，四方把名扬。
　　　　　（白）　　　　　参见爹爹！
项义伯　　（白）　　　　　罢了。
项翠娥　　（白）　　　　　叫孩儿出来，有何训教？
项义伯　　（白）　　　　　今有你史叔父，书信到来，叫为父派人下山，劫掠饷银。命我儿带领五百人马，
　　　　　　　　　　　　　下山等候，不得有误。掩门。
（项义伯、项翠娥同下。）

【第八场】

（四上手、四车辆、匡父、匡忠同上。）
匡父　　　（西皮摇板）　　催马加鞭往前进，
　　　　　　　　　　　　　押解饷银进都城。
　　　　　　　　　　　　　耳傍又听鸾铃振，
　　　　　　　　　　　　　想必山中有歹人。
（项翠娥上，开打，匡父、匡忠败下。项翠娥下。匡父、匡忠同上。）
匡父　　　（白）　　　　　嗳呀儿呀，不料饷银，被这伙强人劫去，如何是好？
匡忠　　　（白）　　　　　事到如今，并无妙策，只好回转太原请罪。
匡父　　　（白）　　　　　咳！
（匡忠、匡父同下。）

【第九场】

（四下手同上，王富刚上。〖点绛唇〗。）
王富刚　　（念）　　　　　自幼生来秉性豪，爱习拳棒与枪刀。六韬三略全通晓，要与皇家立功劳。
　　　　　（白）　　　　　俺，王富刚。坐镇天门山，结交天下好汉。我有一好友，名叫匡忠，有书前来，
　　　　　　　　　　　　　叫俺保护他的饷银车辆，不免前往。
　　　　　　　　　　　　　众喽兵好好看守山寨，带马。
（王富刚、四下手同下。匡父、匡忠同上，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原来是匡仁兄。
匡忠　　　（白）　　　　　贤弟见过家父。
王富刚　　（白）　　　　　参见伯父。
匡忠　　　（白）　　　　　这就是王贤弟。
匡父　　　（白）　　　　　可惜贤侄，你来晚了呀！
王富刚　　（白）　　　　　此话怎讲？
匡忠　　　（白）　　　　　车辆饷银均被山贼劫去了！
王富刚　　（白）　　　　　既然如此，待小弟赶上前去。
（王富刚下。）
匡父　　　（白）　　　　　贤侄去不得……
　　　　　　　　　　　　　看他此去，断难成功。你我转回太原去者。
（匡忠、匡父同下。）

【第十场】

（四龙套、史世龙同上。）
史世龙　　（念）　　　　　辕门旌旗起，耳听好消息。
（探子上。）
探子　　　（白）　　　　　今有匡家父子，将饷银失落，特来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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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龙　　（白）　　　　　将他父子押上来！
（匡父、匡忠同上。）
史世龙　　（白）　　　　　胆大老儿，你自不小心，将饷银失落！
　　　　　　　　　　　　　来！推出斩了！
（四刀手押匡父、匡忠同下。）
家院　　　（内白）　　　　王大人到！
史世龙　　（白）　　　　　有请。
（王大人上。）
王大人　　（白）　　　　　外面斩的何人？
史世龙　　（白）　　　　　只因匡家父子，将饷银失落，因此将他斩首。
老外　　　（白）　　　　　失落饷银，虽然是他父子之过，罪不至死；你不多派人马保护，亦有应得之罪。
　　　　　　　　　　　　　来！将匡家父子解下桩来，一个发配在云南，一个发配在四川，即刻起解。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
王大人　　（白）　　　　　饷银失落，必须赶紧补解。命你摊赔一半，老夫垫办一半，速速多派兵将，解
　　　　　　　　　　　　　往京都。
史世龙　　（白）　　　　　末将官卑职小，实实赔垫不起。
王大人　　（白）　　　　　来当命你全数赔补，老夫亦知你备办不及，所以宽恩，只叫你拿出一半，老夫
　　　　　　　　　　　　　备垫一半，你还尚敢抵抗么！
史世龙　　（白）　　　　　末将实实赔垫不起。
王大人　　（白）　　　　　休得多言，速速起解！
　　　　　　　　　　　　　来，带马！
（王大人下。）
史世龙　　（白）　　　　　咳，这是从哪里说起！
（史世龙下。）

【第十一场】

（丫鬟、陈月英同上。）
陈月英　　（念）　　　　　眼跳心惊，坐卧不宁。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夫人：大事不好了。
陈月英　　（白）　　　　　何事惊慌？
家院　　　（白）　　　　　太老爷、老爷押解饷银，中途被贼人劫去。现将太老爷发配云南，老爷发配四
　　　　　　　　　　　　　川，现已出城，特来禀报。
陈月英　　（白）　　　　　不好了。
（陈月英晕。）
家院、
丫鬟　　　（同白）　　　　夫人醒来！
陈月英　　（梆子导板）　　忽听得家院来报到，
　　　　　（白）　　　　　老爷，儿夫，我的夫呀！
　　　　　（梆子流水板）　心中好似火来烧。
　　　　　　　　　　　　　叫丫鬟和家院前迎道，
　　　　　（梆子摇板）　　去到了长亭细说根苗。
　　　　　（白）　　　　　夫呀……
（陈月英、丫鬟、家院同下。）

【第十二场】

（匡父、匡忠同上。）
匡父　　　（西皮摇板）　　时才父子得活命，
　　　　　　　　　　　　　多亏忠良王大人。
　　　　　　　　　　　　　将身且把长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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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厢来的是何人？
（陈月英、丫鬟、家院同上。）
陈月英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进，
　　　　　　　　　　　　　悲悲切切两泪淋。
　　　　　　　　　　　　　将身来在长亭外，
　　　　　　　　　　　　　又只见老爹爹与夫君。
匡忠　　　（西皮摇板）　　耳旁又听有人问，
　　　　　　　　　　　　　抬头只见陈月英。
　　　　　　　　　　　　　叫声贤妻来得好，
　　　　　　　　　　　　　细听我匡忠把话云。
　　　　　（白）　　　　　贤妻！
陈月英　　（白）　　　　　儿夫！
匡忠　　　（白）　　　　　月英！
陈月英　　（白）　　　　　匡郎！
匡忠、
陈月英　　（同哭）　　　　嗳呀，（妻）（夫）呀！
匡忠　　　（白）　　　　　贤妻有所不知，我父子今日，犯罪发配，皆因你一人所起：只因那史世龙父子，
　　　　　　　　　　　　　因我将你娶到家中，那史贼不能与你成亲，故而勾通山寇，劫了饷银。我父
　　　　　　　　　　　　　子无奈，前来请罪，那史贼就要将我父子斩首，多蒙王大人讲情，才将我父子
　　　　　　　　　　　　　发配。想你正在青春年少，怎能守节到老？我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刚，此人才
　　　　　　　　　　　　　貌双全，英雄出众，现在天门山，你母女正好前去，投奔于他。就是与他成了
　　　　　　　　　　　　　夫妇，亦无不可。只怕你我夫妻，今生再无见面之日了。
陈月英　　（白）　　　　　匡郎呀！常言道得好：“好马不配双鞍鞭，好女不嫁二夫郎”。我今既与你成
　　　　　　　　　　　　　了婚配，定当从一而终，说什么另嫁旁人。你此番到了四川，必须要诸事小心，
　　　　　　　　　　　　　保养身体，日后你我夫妻，或有见面之期，也未可定。倘若今生，你不能回
　　　　　　　　　　　　　来，奴家也要立志守节，以表夫妻之情呀。
　　　　　（西皮导板）　　自古常言道得好，
　　　　　（西皮快板）　　一女不嫁二夫郎。
　　　　　　　　　　　　　昔日有个孟姜女，
　　　　　　　　　　　　　他为范郎守空房。
　　　　　　　　　　　　　女子要把贞节守，
　　　　　　　　　　　　　落一个美名天下扬。
　　　　　　　　　　　　　我哭一声匡儿夫，叫一声匡郎呀，嗳嗳嗳，丈夫呀！
　　　　　　　　　　　　　泪珠点点湿衣裳。
　　　　　　　　　　　　　悲切切出离呀长亭外，
　　　　　　　　　　　　　我心中好意似刀来伤。
　　　　　（白）　　　　　匡郎，儿夫，夫呀！
（陈月英、匡忠、匡父、丫鬟、家院同下。）

【第十三场】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俺，王富刚。是我追寻山贼，并无下落。闻听人言，王大人现贴榜文，招兵聚
　　　　　　　　　　　　　将，我不免前去，一来投军，以作出身之计。二来打探匡兄下落，就此前往。
（王富刚下。）

【第十四场】

（四青袍同上，史文上。）
史文　　　（念）　　　　　一心只想陈月英，坐不安来睡不宁，
　　　　　（白）　　　　　恼恨匡忠，夺娶我的婚事。是我父将他发配四川，把他父发配云南，看他家中
　　　　　　　　　　　　　无人，不免前去与她说亲。允了便罢，倘若不允，我就将她抢进衙来，有何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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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道匡府。
青袍甲　　（白）　　　　　是。
史文　　　（西皮摇板）　　人来带马出衙门，
　　　　　　　　　　　　　去到匡家去提亲。
　　　　　　　　　　　　　穿街过巷行得紧，
　　　　　　　　　　　　　不觉来到她的门庭。
（史文坐。）
史文　　　（白）　　　　　来。向前叫门。
青袍甲　　（白）　　　　　门上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白）　　　　　何人叫门？
青袍甲　　（白）　　　　　史公子前来，叫你有话言讲。
家院　　　（白）　　　　　哦，是是，哦，是。
史文　　　（白）　　　　　院公，你家夫人，可在里面？
家院　　　（白）　　　　　现在里面。
史文　　　（白）　　　　　你前去对她言说：你大爷要想娶她为妻，她若允准，倒还罢了；她若不允，大
　　　　　　　　　　　　　爷带的人多，定要将她抢进衙去。快去讲来。
家院　　　（白）　　　　　候着。
　　　　　　　　　　　　　有请夫人。
（陈月英上。）
陈月英　　（白）　　　　　何事？
家院　　　（白）　　　　　今有史家公子前来，言道要娶夫人成亲，允了亲事便罢，如若不允，他带的人
　　　　　　　　　　　　　多，他就要抢。
陈月英　　（白）　　　　　好一贼子，竟敢前来，如此无礼！本当将他杀死，又恐诸多不便，我自有道理。
　　　　　　　　　　　　　家院，你对他言讲：就说明日请他前来招亲，过了三日一同进衙。
家院　　　（白）　　　　　遵命。
　　　　　　　　　　　　　我家夫人言道：叫你明日前来我家招亲，待等过了三日，再同你一齐进衙。
史文　　　（白）　　　　　知道了。正是：
　　　　　（念）　　　　　姻缘有一定，明日把亲成。
　　　　　（白）　　　　　来。打道回衙。
（史文、四青袍同下。）
陈月英　　（白）　　　　　可恨这贼呀，贼！
　　　　　（念）　　　　　天堂有路你不走，今朝定要送死来。
（陈月英下。）

【第十五场】

（匡父、匡忠、二解差同上。）
二解差　　（同白）　　　　来此三叉路口，就要分路了。
匡忠　　　（白）　　　　　你待怎讲？
二解差　　（同白）　　　　就要分路了。
匡忠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一声要分道，
　　　　　　　　　　　　　倒叫我心中似火烧。
　　　　　　　　　　　　　走向前，忙跪倒，
　　　　　　　　　　　　　父子们离别泪双抛。
　　　　　　　　　　　　　辞别了老爹爹扬长道，
　　　　　　　　　　　　　不知何日转回朝？
　　　　　（白）　　　　　爹爹！
匡父　　　（白）　　　　　我儿！
匡忠、
匡父　　　（同白）　　　　（爹爹）（儿呀）！
（匡忠、匡父、二解差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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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场】

（四青袍同上，史文上，转场。）
史文　　　（白）　　　　　来此已是。来，你就说他家姑爷到了。
青袍甲　　（白）　　　　　有人么？
（家院上。）
青袍　　　（白）　　　　　你家姑爷到了。
家院甲　　（白）　　　　　候着。
　　　　　　　　　　　　　有请夫人。
（陈母上，陈月英扮男装上。）
陈月英　　（白）　　　　　何事？
家院　　　（白）　　　　　那厮来了。
陈月英　　（白）　　　　　传话出去：叫他将人役，打发回去。就说我家房屋窄小，三日后再来接他的主
　　　　　　　　　　　　　人。
家院　　　（白）　　　　　我家主人，言道房屋窄小，不能住下多人。暂将人役打发回去，三日后再来迎
　　　　　　　　　　　　　接。
史文　　　（白）　　　　　来。你等回去。三日后再来迎接我的骨尸。
青袍甲　　（白）　　　　　迎接亲室。
史文　　　（白）　　　　　哦，不错，妻氏。
（四青袍同下，史文进门，家院闭大门。）
史文　　　（白）　　　　　为何将门闭上？
家院　　　（白）　　　　　我家无有多人，故将门闭上。
史文　　　（白）　　　　　哦，你家无有人呐。
（家院闭二门。）
史文　　　（白）　　　　　你又将二门闭上，却是为何？
家院　　　（白）　　　　　你就要拜堂成亲，故而要将二门闭上。
（陈月英上。）
史文　　　（白）　　　　　这是何人？
家院　　　（白）　　　　　这是我家夫人的兄弟。
史文　　　（白）　　　　　原来是舅老爷到了。我这厢有礼了。
陈月英　　（白）　　　　　看刀！
（陈月英杀史文。）
陈月英　　（白）　　　　　家院，此处不是久停之所。现有纹银十两，速速逃往他方去吧！
家院　　　（白）　　　　　多谢夫人。
（家院下。）
陈月英　　（白）　　　　　母亲，你我就此逃出城去便了。母亲请来上马。
陈母　　　（白）　　　　　待我闭门与你带马。
陈月英　　（白）　　　　　正是：
　　　　　（念）　　　　　母女双双把马上，加鞭逃出是非场。
（陈月英、陈母同下。）

【第十七场】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俺，王富刚。是我来在太原投军。多蒙王大人将我收录，以为家将。今特奉命
　　　　　　　　　　　　　到太原镇衙内投文，不免转到匡府，探看匡氏嫂嫂来此已是。待我进去。为何
　　　　　　　　　　　　　这样清清静静，为何不见一人呀，为何有一死尸在此，其中定有原故。此处不
　　　　　　　　　　　　　可久留。待我速速躲避了罢。
（王富刚下。）

【第十八场】

（四青袍同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15006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英杰烈》 14

青袍甲　　（白）　　　　　我说伙计们，今个已是三天了，咱们去接大爷去吧。
三青袍　　（同白）　　　　走。
青袍甲　　（白）　　　　　来此已是，我说有人么？
　　　　　　　　　　　　　怎不见有人答应，咱们进去看看。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呀！大爷叫谁给杀
　　　　　　　　　　　　　死了。呵喝，是了。方才见有一人，慌慌张张往东跑了，必定是他。待我前去
　　　　　　　　　　　　　赶上。
三青袍　　（同白）　　　　好！
（王富刚上，青袍甲拉王富刚。）
青袍甲　　（白）　　　　　呔！你是何人，将我家公子杀死！
王富刚　　（白）　　　　　我何会杀你家的公子？
青袍甲　　（白）　　　　　你不要抵赖，随我见我们家大人去吧！
（四青袍拉王富刚同下。）

【第十九场】

（四龙套引史世龙同上。）
史世龙　　（念）　　　　　官居太原镇，统领众三军。
（青袍甲上。）
青袍甲　　（白）　　　　　启大人：今有贼人，将我家大爷杀死，已将凶手拿到。
史世龙　　（白）　　　　　竟有这等事，带上堂来。
（王富刚上。）
史世龙　　（白）　　　　　呔！你是何人，将我儿杀死，该当何罪！
王富刚　　（白）　　　　　且住，我乃王大人轿下家将，何曾杀死你的孩儿？
史世龙　　（白）　　　　　你身带凶器还敢强辨吗！
王富刚　　（白）　　　　　我这刀上并无血迹，何言杀人？
史世龙　　（白）　　　　　来，将他包裹取出。
青袍甲　　（白）　　　　　包裹呈上。
史世龙　　（白）　　　　　啊，现有王大人公文在此，且将公文留下。你等将他带到王大人台前发落。掩
　　　　　　　　　　　　　门！
（青袍甲、王富刚同下。史世龙下。）

【第二十场】

（四龙套引王大人上。）
王大人　　（念）　　　　　为国勤劳，昼夜心焦。
（四青袍、王富刚同上。）
青袍甲　　（白）　　　　　启大人：今有大人差官，将我家少爷杀死，请大人发落。
王大人　　（白）　　　　　你等是哪里来的？
青袍甲　　（白）　　　　　我等是史总镇那里来的。
王大人　　（白）　　　　　可曾将凶手拿到？
青袍甲　　（白）　　　　　就是此人。
王大人　　（白）　　　　　呔，此人乃是老夫的家将，怎能杀死你家公子？待老夫命人另拿凶犯便了。
　　　　　　　　　　　　　来。将他赶出去，掩门！
（王大人、四龙套同下。）
青袍甲　　（同白）　　　　咳，你我回禀大人便了！
（四青袍同下。）

【第二十一场】

（陈母、陈月英同上。）
陈月英　　（白）　　　　　母亲，你我虽然逃出城来，在哪里安身？
陈母　　　（白）　　　　　事到如今，我是一点主意也靡有啦！
陈月英　　（白）　　　　　想你家姑爷，在长亭分别之时，曾经言道：他有一好友，名叫王富刚。我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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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冒充他的名姓，一路之上，也免人看破。
陈母　　　（白）　　　　　你我怎样相称？
陈月英　　（白）　　　　　你我必须要主仆相称，就此去寻找王富刚便了。
　　　　　（西皮摇板）　　催马儿一同往前进，
　　　　　　　　　　　　　母女中途要小心。
（陈月英、陈母同下。）

【第二十二场】

（四上手、项翠娥同上。）
项翠娥　　（白）　　　　　奴家，项翠娥，奉了父王之令，下山射猎。
　　　　　　　　　　　　　众喽兵，下山去者。
（项翠娥、四上手同下。）

【第二十三场】

（陈母、陈月英同上。）
陈月英　　（白）　　　　　母亲，你看那厢有许多人马，只恐是山寇前来，待我迎上前去。
（四上手、项翠娥同上。）
项翠娥　　（白）　　　　　你是何人，留下买路金银，放你过去。
陈月英　　（白）　　　　　你老爷王富刚。
项翠娥　　（白）　　　　　原来是他前来，待我将他请上山去，见了父王，再做道理。
　　　　　　　　　　　　　呀，王将军，奴家项翠娥，我父项义伯，久闻将军大名，不胜钦仰。特请到山
　　　　　　　　　　　　　寨一叙。
陈月英　　（白）　　　　　这……
陈母　　　（白）　　　　　去得的么？
陈月英　　（白）　　　　　好。正要拜山，如此就请小姐带路。
项翠娥　　（白）　　　　　众喽兵，同回山寨。
（项翠娥、陈月英、陈母、四上手同下。）

【第二十四场】

（四龙套引项义伯同上。）
项义伯　　（念）　　　　　我儿去行围，未见转回归。
（四上手引陈月英、陈母、项翠娥同上。）
项翠娥　　（白）　　　　　启父王：孩儿下山打猎，遇见王富刚，女儿已将他请到山寨。
项义伯　　（白）　　　　　王富刚他来了吗？好，有请。
陈月英　　（白）　　　　　冒到山寨，祈大王恕罪。
项义伯　　（白）　　　　　岂敢，久闻大名，万分仰慕。某有小女，才貌尚好，意欲与将军结为婚姻，将
　　　　　　　　　　　　　兵马交你执掌，但不知将军的贵府。今日相逢，乃天假姻缘。谅将军断无推辞
　　　　　　　　　　　　　了！
陈月英　　（白）　　　　　既蒙抬爱，敢不从命，但须要依某三件大事。
项义伯　　（白）　　　　　但不知哪三件？
陈月英　　（白）　　　　　第一件：山寨之上，要分为两院，无事不准闲人来往。
项义伯　　（白）　　　　　这第二件？
陈月英　　（白）　　　　　第二件：我所带领人马，听调不听宣。
项义伯　　（白）　　　　　第三件？
陈月英　　（白）　　　　　这第三件：某有大事未了，待等某家之事辨完，再行花烛。
项义伯　　（白）　　　　　件件应从，后堂排宴，与将军接风。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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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龙上，起霸。）
史世龙　　（念）　　　　　大将威风勇，统镇百万兵。校场发人马，严法鬼神惊！
（四龙套同上。）
史世龙　　（白）　　　　　本镇，史世龙。今有山寇讨战，想是我那项仁兄前来，也未可知。待我上阵观
　　　　　　　　　　　　　看。
　　　　　　　　　　　　　来，起兵前往。
（〖牌子〗。史世龙、四龙套同下。）

【第二十六场】

（陈月英上，起霸。）
陈月英　　（念）　　　　　头戴金盔甲连环，要学当年花木兰。统带三千人共马，巾帼英雄，
（四龙套同上。）
陈月英　　（念）　　　　　美名传！
　　　　　（白）　　　　　俺，王富刚，带领人马，攻打太原。众将官，杀！
（四龙套、史世龙同上。）
史世龙　　（白）　　　　　来将通名！
陈月英　　（白）　　　　　王富刚。你叫什么名字？
史世龙　　（白）　　　　　某家史世龙。
陈月英　　（白）　　　　　住了，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贼子。我一家大小，被你害得死故逃亡，东奔西
　　　　　　　　　　　　　散。今日相逢，真是冤家对头了。恨不得吃你之肉。看枪！
（陈月英、史世龙同开打，陈月英钻烟筒，起打。史世龙败下，陈月英追下。）

【第二十七场】

（史世龙上，陈月英追上，刺死史世龙。四龙套跑圆场同下，陈月英耍枪花，下。）

【第二十八场】

（四龙套引王大人同上。）
王大人　　（念）　　　　　营门战鼓响，探马报端详。
（探子上。）
探子　　　（白）　　　　　史世龙落马。
（探子下。）
王大人　　（白）　　　　　来，宣王富刚进帐。
中军　　　（白）　　　　　王富刚进帐。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参见大人。
王大人　　（白）　　　　　今有山寇将史世龙刺死。命你前去出马，你可有此胆量？
王富刚　　（白）　　　　　有此胆量。
（探子上。）
探子　　　（白）　　　　　王富刚讨战。
王大人　　（白）　　　　　再探！
（探子下。）
王大人　　（白）　　　　　今有反贼与你同名，就命你前去，抵挡一阵！
王富刚　　（白）　　　　　得令。
（王富刚下。）
王大人　　（白）　　　　　来，带马！
（王大人上城。四龙套、陈月英同上。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胆大贼寇，通名受死！
陈月英　　（白）　　　　　你老爷王富刚！
王富刚　　（白）　　　　　呸！休得胡言。看枪！
（王富刚、陈月英同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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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人　　（白）　　　　　且住。有盔有甲，乃是假王富刚；无盔无甲，乃是真王富刚。无盔无甲的真王
　　　　　　　　　　　　　富刚，伤了有盔有甲的假王富刚，倒还罢了；有盔有甲的假王富刚，伤了无盔
　　　　　　　　　　　　　无甲的真王富刚，那还了得！
　　　　　　　　　　　　　来，鸣金收兵。
（王大人下城。陈月英双拉，下。）

【第二十九场】

（四龙套引王大人同上。）
王大人　　（念）　　　　　时才去观阵，山寇武艺精。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时才与那厮交战，大人为何鸣金收兵？
王大人　　（白）　　　　　老夫看天色已晚，故而收兵。那贼武艺高强，如何是好？
王富刚　　（白）　　　　　要退此贼，非调匡家父子回来不可。
王大人　　（白）　　　　　老夫也有此意。
　　　　　　　　　　　　　来，传马牌走上。
中军　　　（白）　　　　　马牌走上。
（二马牌同上。）
二马牌　　（同白）　　　　叩见大人。
王大人　　（白）　　　　　现有公文二角，命你五百里加紧，一个去到云南，一个去到四川，速速调回匡
　　　　　　　　　　　　　家父子回营，不得有误。
二马牌　　（同白）　　　　得令。
（二马牌同下。）
王大人　　（白）　　　　　就命王将军，出城保护他两个马牌出关去者。
王富刚　　（白）　　　　　遵命。
（王大人下。）
王富刚　　（白）　　　　　带马。
（王富刚出城，陈月英上，架枪。二马牌同上，穿冲，同下。王富刚进城，下。陈月英下。）

【第三十场】

（马牌甲上，跑马转圆场，下。）

【第三十一场】

（马牌乙上，跑马转圆场，下。）

【第三十二场】

（马牌甲上，击堂鼓，四青衣官同上，看公文。衙役甲开牢，放匡父出。马牌甲备马，扶匡父上马，同下。）

【第三十三场】

（马牌乙上，击堂鼓，四青衣官同上，看公文。衙役乙开牢，放匡忠出。马牌乙备马，扶匡忠上马，同下。）

【第三十四场】

（王富刚上，陈月英上，对阵，架枪。二马牌、匡父、匡忠同上，冲进城，同下。王富刚进城，下。陈月英
耍枪花，下。）

【第三十五场】

（四龙套引王大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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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人　　（念）　　　　　调取匡家将，未见转还乡。
（探子上。）
探子　　　（白）　　　　　匡家父子到。
王大人　　（白）　　　　　宣他进帐。
探子　　　（白）　　　　　宣匡家父子进帐。
（匡父、匡忠同上。）
匡父　　　（念）　　　　　忽听大人宣。
匡忠　　　（念）　　　　　急忙到帐前。
匡父、
匡忠　　　（同白）　　　　参见大人。叩谢赦罪之恩。
王大人　　（白）　　　　　今有山寇，举兵犯境，十分骁勇。特调你二人回营，与山贼交战。就命令郎出
　　　　　　　　　　　　　兵，老将军随同老夫敌楼一观。来，带马。
（匡忠提枪上马，王大人、匡父同上城，匡忠出城。四龙套同跑上，陈月英上，开打。）
陈月英　　（白）　　　　　来将通名。
匡忠　　　（白）　　　　　老爷匡忠！
陈月英　　（白）　　　　　嗳唷！
（陈月英下，匡忠追下。）
王大人　　（白）　　　　　老将军，你看来将，见了你家令郎，他怎么是这么“嗳唷嗳唷”的，是何道理？
　　　　　　　　　　　　　想必是他有什么毛病罢！哈哈哈哈……
　　　　　　　　　　　　　来，带马回营。
（王大人、四龙套同下。）

【第三十六场】

（陈月英上。）
陈月英　　（白）　　　　　且住。方才阵上，来那一将，他说是什么“匡忠”，莫非是我们那口子他罢！
　　　　　　　　　　　　　他当初靡有这个买卖呀！待我再去问问他。
（陈月英下。匡忠上，陈月英上，对打过河。）
陈月英　　（白）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匡忠　　　（白）　　　　　你老爷匡忠！
陈月英　　（白）　　　　　嗳唷！嗳唷！
（陈月英下。）
匡忠　　　（白）　　　　　你看阵前来这一将，未战三合，他怎么这么嗳唷嗳呀的？莫非有点症候罢！我
　　　　　　　　　　　　　胡里胡涂回营便了。
（匡忠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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