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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碧缘》【头本】

主要角色
骆宏勋：小生
任正千：净
贺氏：贴旦
余千：净
何氏：老旦
王伦：丑
贺世赖：丑
花振芳：净
花碧莲：武旦
巴氏：彩旦
王福：丑
店家：末
丑院子：丑
知县：净

情节
此头本，即演“骆氏母子移柩出衙”、“桃花坞花家父女卖艺”、“花振芳托任正千为骆提亲”、“任骆中
计，与王伦贺世赖结义”、“贺世赖为王伦贺氏牵马”、“余千代任正千捉奸未成”、“贺王设计离间骆宏
勋”、“骆宏勋被嫌，母子扶榇不别而行”、“花振芳闻讯，仗义赴定兴”、“王伦贺世赖因被窃，遂设计
栽赃，诬陷任正千”、“任正千被捉收监硬定罪”等情节。在《绿牡丹》书中，即第一回至十四回之事实也。

注释
《绿牡丹》一书，其篇末虽以天后归政，迎还庐陵王复位为归宿，然不过借题作结，以为收拾众英雄之一种
笔法而已。纵观全书，自第一回起，以至五十五回骆宏勋在花家老寨与桂花双完婚为止，中间无一处不有骆
宏勋，无一事不为骆宏勋。且追根寻源，亦无一事不辗转相牵，为骆宏勋与花碧莲之亲事而起。故骆宏勋本
为此书之主人翁。而花碧莲尤为此主人翁受尽种种磨难之原动力，故亦不得谓非此书之主人翁。宏、碧二人
既为书中主要人物，则“宏碧缘”三字，自为此书固有名称。今《宏碧缘》一戏，即演此全本《绿牡丹》事
实也。戏为沪上欢迎之名伶小达子，当在大舞台时，与诸伶工互相斟酌编成者。开演之后，颇足轰动一时。
迄今继续排演，已排之八本。自大舞台开始唱演后，他舞台亦接踵演之。全剧自骆宏勋母子从定兴游击署中
搬柩出署，寄居任正千家，同游桃花坞，看花振芳父女卖艺做起。中间凡平山堂打擂、四望亭捉猴、大闹嘉
兴府、四杰村余千救主、酸枣岭刺巴杰、巴骆和等著名武戏，皆包括在内。总之较全部《绿牡丹》中事实，
只有增多。偶有删节皆无甚紧要之处。故其节目，反较书中紧凑而有精神。可与全本《卢十回》、全本《三
门街》等剧相颉顽。

根据《戏考》第二十三册整理

【第一场】

（任正千上。）
任正千　　（引子）　　　　志气刚强，好拳棒，侠义无双。
　　　　　（念）　　　　　自幼生来胆气高，爱习拳棒和枪刀。一生最好结朋友，可算此间一富豪。
（院子暗上。）
任正千　　（白）　　　　　吾，任正千。定兴县人氏，家财万贯，办事粗豪，最好结交英雄好汉。只因骆
　　　　　　　　　　　　　老师，待我恩厚，不幸他去世，只有我师母师弟，现在衙中守孝。今日闲暇无
　　　　　　　　　　　　　事，不免前去探望着。
　　　　　　　　　　　　　家院，带马。
　　　　　（二黄摇板）　　人来与爷把马带，
　　　　　　　　　　　　　探看师母可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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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千、院子同下。）

【第二场】

（二丫鬟引何氏同上。）
何氏　　　（唱）　　　　　遭不幸老爷丧了命，
　　　　　　　　　　　　　倒叫老身泪淋淋。
　　　　　（白）　　　　　老身，骆门何氏。老爷官居游击，不幸亡故。是我母子，在衙中守制，等候新
　　　　　　　　　　　　　官到来，就好扶柩回里。
　　　　　　　　　　　　　丫鬟，伺候了。
骆宏勋　　（内白）　　　　余千，带马。
（余千引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唱）　　　　　适才间拜客回得一信，
　　　　　　　　　　　　　闻听新官到来临。
　　　　　　　　　　　　　来在衙前下金镫，
（骆宏勋下马。）
骆宏勋　　（唱）　　　　　见了母亲说分明。
　　　　　（白）　　　　　孩儿参见母亲。
何氏　　　（白）　　　　　罢了，一旁坐下。
骆宏勋　　（白）　　　　　告坐。孩儿适才拜客回来，闻听人言，新官就要到任，特来禀报母亲知道。
何氏　　　（白）　　　　　新官既要到任，我母子正好搬扶灵柩，回转扬州。等候任世兄到来，与他商议
　　　　　　　　　　　　　便了。
（院子引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唱）　　　　　来在门前下能行，
（任正千下马。）
任正千　　（唱）　　　　　见了师母把话论。
骆宏勋　　（白）　　　　　吓，仁兄来了。
任正千　　（白）　　　　　贤弟请。
　　　　　　　　　　　　　参见师母。
何氏　　　（白）　　　　　贤契来了，请坐。
任正千　　（白）　　　　　告坐，师母一向可好？
何氏　　　（白）　　　　　老身倒好，今有一事，要与贤契商议。
任正千　　（白）　　　　　师母有何金言，请讲。
何氏　　　（白）　　　　　闻听新官，就要到任。我母子在衙中，居住不便，意欲扶柩回里，特与贤契商
　　　　　　　　　　　　　议。
任正千　　（白）　　　　　现在已交冬令，天气严寒，不若师母师弟，将老师灵榇，请到舍下。待等明年，
　　　　　　　　　　　　　春暖花开，再走不迟。
何氏　　　（白）　　　　　贤契说哪里话来，我母子在此，多承贤契照料，焉能再到府中打搅。
骆宏勋　　（白）　　　　　是吓，想我父死后，诸承仁兄帮助，小弟已是感恩不尽。况我母子，身穿重孝，
　　　　　　　　　　　　　诸多不便，岂能再到府中打搅。
任正千　　（白）　　　　　师母师弟，此言差矣，想我老师在日，愚兄多承授受之恩，未能报德，师母不
　　　　　　　　　　　　　必推辞。
　　　　　　　　　　　　　来，
院子　　　（白）　　　　　有。
任正千　　（白）　　　　　带路灵堂。
（众人同走圆场。灵堂。众人同拜。）
何氏　　　（白）　　　　　老爷，我夫，唉呀，老爷呀！
　　　　　（二黄导板）　　见先灵不由人珠泪滚滚，
　　　　　（白）　　　　　老爷，我夫，老爷呀！
　　　　　（二黄摇板）　　好似钢刀刺在心。
　　　　　　　　　　　　　望老爷在黄泉慢慢相等，
　　　　　　　　　　　　　等候了妾身一路同行。
（〖牌子〗。众人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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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千　　（白）　　　　　人役们走上。
（四青袍、院子、丫鬟同上。四青袍抬棺同上，众人同走圆场，同下。）

【第三场】

（贺氏上。）
贺氏　　　（引子）　　　　华堂喜气盈，梅花香满庭。
（四丫鬟暗同上。）
贺氏　　　（白）　　　　　奴家，贺氏，配与任正千为妻。听说他到骆家去啦，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回
　　　　　　　　　　　　　来？
　　　　　　　　　　　　　丫鬟，你们去看看去。
丫鬟甲　　（白）　　　　　是啦。
（四青袍、院子、任正千、何氏、骆宏勋、余千同上。）
丫鬟甲　　（白）　　　　　大奶奶，骆老太太到咱们这儿来啦。
贺氏　　　（白）　　　　　老太太，你能身子好吓？
何氏　　　（白）　　　　　好，夫人你可好？
贺氏　　　（白）　　　　　唉，我不过就是这个样儿。
何氏　　　（白）　　　　　儿吓，来见过你家嫂嫂。
骆宏勋　　（白）　　　　　儿遵命。
　　　　　　　　　　　　　嫂嫂，小弟这厢有礼。
贺氏　　　（白）　　　　　兄弟，你好呀！
骆宏勋　　（白）　　　　　倒好。
任正千　　（白）　　　　　余千，
余千　　　（白）　　　　　有。
任正千　　（白）　　　　　前去打扫书房，请你家公子，就在书房居住。
余千　　　（白）　　　　　是。
（余千下。）
任正千　　（白）　　　　　师母请至后堂。
　　　　　　　　　　　　　贤弟，你我同到书房一叙。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同趟马。花碧莲上，趟马。巴氏上，跳舞。花
振芳上。）
花振芳　　（西皮摇板）　　英雄常在江湖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西皮摇板）　赫赫威名天下扬。
　　　　　（同白）　　　　俺——
花振芳　　（白）　　　　　花振芳。
巴氏　　　（白）　　　　　巴氏。
花碧莲　　（白）　　　　　花碧莲。
巴龙　　　（白）　　　　　巴龙。
巴虎　　　（白）　　　　　巴虎。
巴彪　　　（白）　　　　　巴彪。
巴豹　　　（白）　　　　　巴豹
巴仁　　　（白）　　　　　巴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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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义　　　（白）　　　　　巴义。
巴礼　　　（白）　　　　　巴礼。
巴智　　　（白）　　　　　巴智。
花振芳　　（白）　　　　　想吾等此番，闯走江湖，为的是女儿的亲事，倘若择一佳婿，也就完了我二老
　　　　　　　　　　　　　的心愿了。
巴氏　　　（白）　　　　　是格，此番在外卖艺，不但你我要当点心，就是女儿你的眼光，也要东张张，
　　　　　　　　　　　　　西望望，总要寻一个好面孔格。
花振芳　　（白）　　　　　休得多言，大家一同前往。
　　　　　（唱）　　　　　大家催马朝前进，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唱）　　　　好似猛虎下山林。
（众人同下。）

【第五场】

（王伦上。）
王伦　　　（念）　　　　　自幼生来浪荡，不读诗书文章，专好游山玩景，最爱美貌娇娘。
　　　　　（白）　　　　　在下，王伦。
（二丑院子同暗上。）
王伦　　　（白）　　　　　吾父在朝为官，官居吏部天官之职，富有家财。是吾在家中，终日吃喝浪荡，
　　　　　　　　　　　　　寻花问柳，到也快乐得很。这几日，没有啥个地方好白相，甚觉闷闷。
　　　　　　　　　　　　　来，
二丑院子　（同白）　　　　有。
王伦　　　（白）　　　　　请贺先生。
二丑院子　（同白）　　　　有请贺先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一生不会做生意，专门考究拍马屁。
　　　　　（白）　　　　　参见东家。
王伦　　　（白）　　　　　先生请坐。
贺世赖　　（白）　　　　　唤愚下出来，有舍个话讲？
王伦　　　（白）　　　　　革格几天，在家里十分闷倦，到哪里白相白相？
贺世赖　　（白）　　　　　革里桃花坞，桃花盛开，闹热得很。
王伦　　　（白）　　　　　桃花坞，好革。
　　　　　　　　　　　　　来，叫厨房备上两桌酒席，抬到桃花坞，快去快去，一同带马。
　　　　　（唱）　　　　　家中闲坐心忧闷，
　　　　　　　　　　　　　桃花坞前散散心。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来此店房。
　　　　　　　　　　　　　店家哪里？
（店家上。）
店家　　　（白）　　　　　客人请到后面。
（众人同转场。）
花振芳　　（白）　　　　　你们此地，可有什么极热闹的所在，我们是卖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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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白）　　　　　此地桃花坞，十分热闹，要卖艺，到那里去最好。
花振芳　　（白）　　　　　明日同我们一同前去。
店家　　　（白）　　　　　明天我带你们去。
（众人同下。）

【第七场】

（任正千、骆宏勋、贺氏、二丫鬟、二院子、余千、何氏同上。）
何氏　　　（唱）　　　　　多蒙贤契相待好，
　　　　　　　　　　　　　一家大小乐逍遥。
任正千　　（白）　　　　　启禀师母：今有桃花坞，桃花开放，弟子欲请师母前去一游。
何氏　　　（白）　　　　　老身心绪不佳，贤契同我儿前去就是。
任正千　　（白）　　　　　家院看车辆带马。
（何氏下。）
任正千　　（唱）　　　　　人来带过马能行，
　　　　　　　　　　　　　桃花坞上去散心。
（众人同绕场，入亭子内坐。贺世赖、王伦、二丑院子同上。王伦看贺氏，入亭子内坐。巴龙、巴虎、巴彪、
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到啦到啦。
花碧莲　　（白）　　　　　我们大家就练起来。
（巴龙、巴虎对真枪比试。）
余千　　　（白）　　　　　老英雄，请过来。
花振芳　　（白）　　　　　做什么呀？
余千　　　（白）　　　　　你们练一套好的要多少钱？
花振芳　　（白）　　　　　一套要二两银子。
余千　　　（白）　　　　　不多，你们将好的练上来呀。
（花碧莲、巴氏对单刀，破枪。）
王伦　　　（白）　　　　　先生，你看革格女子，倒极标致。
贺世赖　　（白）　　　　　顶瓜瓜格。
王伦　　　（白）　　　　　来，
丑院子　　（白）　　　　　有。
王伦　　　（白）　　　　　叫革格女子，再练上一套。
丑院子　　（白）　　　　　老太婆。
巴氏　　　（白）　　　　　啥个事体？
丑院子　　（白）　　　　　我家大爷，叫革格女子，再练上一套。
巴氏　　　（白）　　　　　好格，再练上一套，还须五两银子。
王伦　　　（白）　　　　　只要练得好，银子是有格。
余千　　　（白）　　　　　呔，怎么，凡事皆有先来后到，我们这里尚未练完，你竟敢在此多口，还不与
　　　　　　　　　　　　　我滚了下去！
王伦　　　（白）　　　　　咦，煤炭店个老板出来哉，凶煞哉。
余千　　　（白）　　　　　老太婆，你们还有什么好武艺？
巴氏　　　（白）　　　　　还会踩软绳。
余千　　　（白）　　　　　踩软绳，好，快快练上来。
（花碧莲踩绳。）
巴氏　　　（白）　　　　　练完哉。
余千　　　（白）　　　　　共银多少两，明日到府上去取。
花振芳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余千　　　（白）　　　　　你来看，上面那一位，是我家的大主人，姓任名正千，任大爷。那一位年少的，
　　　　　　　　　　　　　是我家公子，姓骆名宏勋，骆公子，就住在城内。你们明日，请到府中去领
　　　　　　　　　　　　　就是。
巴氏　　　（白）　　　　　晓得哉。我们回去吧。
（骆宏勋下位。）
骆宏勋　　（白）　　　　　吓，请问老英雄，贵姓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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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振芳　　（白）　　　　　在下姓花，明日再会，少陪了。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花振芳同下。花碧莲看骆宏勋，巴氏拉花碧莲同下。）
任正千　　（白）　　　　　贤弟我们回去吧。
（任正千、骆宏勋同下。王伦、贺世赖同看贺氏，余千推王伦。）
余千　　　（白）　　　　　好个王八入的。
（贺氏随丫鬟上车同下，余千随下。王伦、贺世赖同笑，同下。）

【第八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花碧莲、巴氏、花振芳同上。）
巴氏　　　（白）　　　　　老头子你看今天桃花坞上个人，可有中意的，能以配我女儿么？
花振芳　　（白）　　　　　只有那一位骆公子，相貌堂堂，人才出众，倒也不错。
巴氏　　　（白）　　　　　是格，英雄所见略同，骆公子人才，实实弗错哉。
　　　　　　　　　　　　　女儿呀，你看那一位骆公子，相貌何如呀？
花碧莲　　（白）　　　　　是那一位穿孝的么？
巴氏　　　（白）　　　　　是格。
（花碧莲笑。）
花碧莲　　（白）　　　　　面孔倒生得体面革。
巴氏　　　（白）　　　　　不想，女儿倒也看上了哉。老头子，你就去提提这门亲事外。
花振芳　　（白）　　　　　倘若他要是有了妻室，便怎么样？难道他叫我女儿，与他做了二房不成？
巴氏　　　（白）　　　　　革二房是，弗成功格。
花碧莲　　（白）　　　　　想那大户人家，哪一位非有个三房四妾呀。
巴氏　　　（白）　　　　　是格，就是二房，也好格。
花振芳　　（白）　　　　　既然你母女心中情愿，我们明日就备上一份厚礼前去送他，一来拜望，二来提
　　　　　　　　　　　　　亲便了。大家后面用饭。
（众人同下。）

【第九场】

（二院子、余千、任正千、骆宏勋同上。）
任正千　　（唱）　　　　　弟兄们对坐二堂上，
骆宏勋　　（唱）　　　　　闲来无事叙衷肠。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担礼物引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白）　　　　　到了，到了。
　　　　　　　　　　　　　门上哪位在？
院子　　　（白）　　　　　是做什么的？
花振芳　　（白）　　　　　我姓花，特来拜见，二位公子。
余千　　　（白）　　　　　原来是老英雄来了。
花振芳　　（白）　　　　　烦劳通禀一声。
余千　　　（白）　　　　　候着。
　　　　　　　　　　　　　启禀大爷、公子：昨日卖艺的那位姓花的，他们前来拜望。
任正千　　（白）　　　　　叫他们进来。
骆宏勋　　（白）　　　　　且慢，看他们相貌堂堂，却是英雄的模样，不像长在江湖卖艺之辈。我弟兄似
　　　　　　　　　　　　　应与他一个脸面。
任正千　　（白）　　　　　如此，说吾出迎。
余千　　　（白）　　　　　家爷出迎。
花振芳　　（白）　　　　　吓大爷，公子。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老丈，请。
花振芳　　（白）　　　　　请，老汉这厢有礼。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吾等还礼。
花振芳　　（白）　　　　　来，见过大爷、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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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贱内，这是小女。
巴氏　　　（白）　　　　　大爷，有礼哉，公子有礼哉。
（花碧莲拜任正千、骆宏勋，众人同坐。）
任正千　　（白）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花振芳　　（白）　　　　　老汉花振芳，乃山东花家寨人氏。
任正千　　（白）　　　　　哦，山东苦水堡花家寨，花寨主，就是老丈？
花振芳　　（白）　　　　　不敢。
任正千　　（白）　　　　　久仰，久仰。
花振芳　　（白）　　　　　这是贱内巴氏。这是小女名唤碧莲。
任正千　　（白）　　　　　久仰，久仰。但不知老丈，到此做甚？
花振芳　　（白）　　　　　老汉无非是以卖艺为名，特为择婿，因此闯荡江湖。
任正千　　（白）　　　　　原来是为择婿而来。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同抬礼物摆。）
任正千　　（白）　　　　　这做什么？
花振芳　　（白）　　　　　带了些些土物，奉送大爷公子。
任正千　　（白）　　　　　如此厚礼，断不敢领。
花振芳　　（白）　　　　　大爷若不肯收，可就是看不起老汉了。
任正千　　（白）　　　　　如此，当面谢过。
花振芳　　（白）　　　　　岂敢。
任正千　　（白）　　　　　家院，搭在后面。
（院子抬下。）
任正千　　（白）　　　　　余千。
余千　　　（白）　　　　　有。
任正千　　（白）　　　　　备酒宴伺候。
（〖吹打〗。众人同入座。）
任正千　　（白）　　　　　请。
（〖牌子〗。）
花振芳　　（白）　　　　　大爷。
（花振芳、任正千同下位。）
花振芳　　（白）　　　　　老汉有一事奉求。
任正千　　（白）　　　　　有何金言，对面请讲。
花振芳　　（白）　　　　　老汉看骆公子，相貌堂堂，人才出众，欲将小女，许配于他，要请任大爷做个
　　　　　　　　　　　　　媒人。
任正千　　（白）　　　　　老丈之言，愚下到明白了。你欲将令爱，许配我那师弟骆宏勋，要叫我为媒么？
花振芳　　（白）　　　　　正是。
任正千　　（白）　　　　　俺任正千，一生好交朋友，专爱成人之美，但是我那师弟，已经定过亲事了。
花振芳　　（白）　　　　　既然定过亲事，就将小女，与他做个二房，亦无不可。
任正千　　（白）　　　　　将令爱做他的二房，如此，老丈请少待。
　　　　　　　　　　　　　吓，贤弟。
（骆宏勋出位。）
骆宏勋　　（白）　　　　　世兄唤我做甚？
任正千　　（白）　　　　　方才那花老丈言道，欲将他的女儿花碧莲，许配贤弟为妻，叫愚兄前来替你做
　　　　　　　　　　　　　媒。
骆宏勋　　（白）　　　　　小弟久已定下亲事，世兄是知道的呀？
任正千　　（白）　　　　　是吓，愚兄也曾对他言讲，他言道他女儿，情愿与贤弟做个二房，不知贤弟意
　　　　　　　　　　　　　下如何？
任正千　　（白）　　　　　想我骆宏勋，现丁父忧，身穿重孝，况头妻尚未婚娶，焉能又定二房？此事断
　　　　　　　　　　　　　断使不得。请世兄好言回复便了。
任正千　　（白）　　　　　花老丈，我已将此事，与我师弟言过。他言道，现丁父忧，有重孝在身，况且
　　　　　　　　　　　　　前妻尚未婚娶过门，此事不便从命。老丈你但放宽心，待等我那师弟，服满之
　　　　　　　　　　　　　后，娶了亲事过门，你这门亲事，包在了我的身上，断不食言。
花振芳　　（白）　　　　　如此多谢了。天色不早，我等要回去了。
　　　　　（唱）　　　　　多谢大爷情意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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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千　　（白）　　　　　吾等明日再当回拜。
花振芳　　（唱）　　　　　叨扰酒宴礼不周。
　　　　　（白）　　　　　请。
（花振芳下。）
巴氏　　　（白）　　　　　吾们回去哉。
（花碧莲看骆宏勋。）
任正千　　（白）　　　　　不送了。
（巴氏拉花碧莲同下。）
任正千　　（白）　　　　　看这花老丈，倒是一位侠义英雄，吾弟兄明日，一同回拜便了。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下。）

【第十场】

（二丑院子引王伦同上。）
王伦　　　（唱）　　　　　昨日观见女娇娥，
　　　　　　　　　　　　　倒叫我刻刻挂在心窝。
　　　　　（白）　　　　　来，请贺先生。
丑院子　　（白）　　　　　有请贺先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闻听东家一声唤，又要弄他几文钱。
　　　　　（白）　　　　　东家。
王伦　　　（白）　　　　　请坐，请坐。
贺世赖　　（白）　　　　　有坐。
王伦　　　（白）　　　　　昨天桃花坞白相得好革？
贺世赖　　（白）　　　　　好革，是革。
王伦　　　（白）　　　　　昨天那个女子，长得倒蛮标致格。有个啥法子，同她困上一觉，才如了吾革心
　　　　　　　　　　　　　愿。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同罗个女子困觉，却弗难呀。他们这一行的人，虽说是卖脸弗卖身，
　　　　　　　　　　　　　终归是句假话革，若要钱多，断无弗肯的道理。吾到有个法子在革里。
王伦　　　（白）　　　　　啥个法子？
贺世赖　　（白）　　　　　东家打发个人，去到她店中，就说是东家看她昨天革武艺好，今朝请他母女二
　　　　　　　　　　　　　人，到府中来再耍上几套拳，定要多赏他银子，她一听，定规要来革。
王伦　　　（白）　　　　　好，王福。
王福　　　（白）　　　　　有。
王伦　　　（白）　　　　　去到店中，叫他们快来，速去速回。
（王福下。）
王伦　　　（白）　　　　　等她到来，怎样下手，到难为情革。
贺世赖　　（白）　　　　　弗要紧，等她到来，先留她在府中吃酒，酒是色媒人，吃上几杯酒，看吾革眼
　　　　　　　　　　　　　色行事，吾自有道理革。
王伦　　　（白）　　　　　全仗先生革。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十一场】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念）　　　　　为了女儿事，
巴氏　　　（念）　　　　　终日在心头。
（王福上。）
王福　　　（白）　　　　　来此已是，待吾进去。
　　　　　　　　　　　　　吓，老头儿，老太婆，请了。
花振芳　　（白）　　　　　请了，你是哪里来的？
王福　　　（白）　　　　　吾是王府上来革。我家大爷，昨天看你们武艺，练得好革，今朝还想看看，叫
　　　　　　　　　　　　　吾来请你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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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振芳　　（白）　　　　　我们去得的？
花碧莲　　（白）　　　　　怕什么，叫咱们去，去就是啦。
花振芳　　（白）　　　　　好，你且引路，我们同去走走。
王福　　　（白）　　　　　随吾来。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贺世赖、王伦同上。）
王伦　　　（唱）　　　　　王福一去不回转，
　　　　　　　　　　　　　叫吾时时挂心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来哉，来哉。
王伦　　　（白）　　　　　革个女子可来吗？
丑院子　　（白）　　　　　来哉。
王伦　　　（白）　　　　　快快叫他进来。
丑院子　　（白）　　　　　老头儿快来。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振芳　　（白）　　　　　请了。
王伦　　　（白）　　　　　请了，请了。
巴氏　　　（白）　　　　　看拳。
王伦　　　（白）　　　　　这做啥革？
巴氏　　　（白）　　　　　不是叫我们来打拳么？
贺世赖　　（白）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
花振芳、
巴氏、
花碧莲　　（同白）　　　　有什么规矩？打拳还有啥个规矩？
贺世赖　　（白）　　　　　我们革里厢，是要先用过酒饭，然后再打拳格。
花振芳　　（白）　　　　　先用饭，好，我们就先用饭。
王伦　　　（白）　　　　　将酒摆上。
（〖牌子〗。）
王伦　　　（白）　　　　　先生你快去说外。
贺世赖　　（白）　　　　　慢慢的来，弗要忙。
王伦　　　（白）　　　　　再弗忙，他们都吃完哉，就该要去哉。
贺世赖　　（白）　　　　　待吾再吃一杯遮遮羞，甚是不好开口。
　　　　　　　　　　　　　吓，老丈，你过来，我家大爷，最不喜吃寡酒，今日请你们吃酒，你们要回敬
　　　　　　　　　　　　　他一杯，才是个道理呀。
花振芳　　（白）　　　　　叫我们回敬，好，待我去敬他一杯。
贺世赖　　（白）　　　　　你年纪太大哉，弗敢当格。
巴氏　　　（白）　　　　　我来去敬他一杯。
贺世赖　　（白）　　　　　不要忙格，就请小姑娘，替他斟上一杯，就完了。
花振芳　　（白）　　　　　你说什么？
贺世赖　　（白）　　　　　这个……
花碧莲　　（白）　　　　　慢着，慢着，他叫我敬他一杯，不要紧，待我去。
　　　　　　　　　　　　　吓，大爷，你要叫我给你斟一杯酒呀？
王伦　　　（白）　　　　　是格，是格。
花碧莲　　（白）　　　　　可以使得，拿酒杯来。
（王伦举杯，花碧莲斟，王伦饮，做得意。）
花碧莲　　（白）　　　　　我再斟一杯敬你。
王伦　　　（白）　　　　　好格。
（花碧莲斟，王伦饮，做喜笑。）
花碧莲　　（白）　　　　　你喝下去，心里头好过吧？
王伦　　　（白）　　　　　快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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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碧莲打王伦，翻桌，花振芳踢贺世赖倒，花碧莲打王伦倒，巴氏打丑院子倒。）
花振芳　　（白）　　　　　便宜你个王八入的。
（花振芳、巴氏、花碧莲同下。王伦、贺世赖、丑院子同起。）
王伦　　　（白）　　　　　喂呀，好凶，好凶。
贺世赖　　（白）　　　　　凶煞哉。
丑院子　　（白）　　　　　喂呀，真厉害格。
王伦　　　（白）　　　　　不由分说，就是一个耳光，打肿哉。痛煞哉。
贺世赖　　（白）　　　　　你我到是同病相怜格。把吾个卵子，都踢肿哉，痛煞哉。
丑院子　　（白）　　　　　吾个屁眼，被老太婆，也打破个哉。
（贺世赖、丑院子同用手抚。）
王伦　　　（白）　　　　　革个亏，是弗能吃个，无缘无故，被他白打了一顿，非出这口气弗可。
贺世赖　　（白）　　　　　是要出气格。
王伦　　　（白）　　　　　叫众打手走上。
丑院子　　（白）　　　　　众打手走上。
（王福引八打手同上。）
王福　　　（白）　　　　　大爷。
王伦　　　（白）　　　　　王福，来，方才你去叫花老头子，如今还命你去。你带同众打手，前去将那老
　　　　　　　　　　　　　头子，并他母女三人，一齐与吾痛打，有什么大祸，都有吾做主。
王福　　　（白）　　　　　遵命，走。
（王福引八打手同下。）
王伦　　　（白）　　　　　非把他们打死，弗能出吾革口气。唉呀，痛煞哉。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上。）
任正千　　（唱）　　　　　将身来在大街上。
（内喊声。）
骆宏勋　　（唱）　　　　　又听得众人闹嚷嚷。
（八打手随王福同上，任正千拦。）
王福　　　（白）　　　　　咦，程咬金出来哉。
任正千　　（白）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这一伙人，手拿棍棒，要同哪家生气，从实说明，
　　　　　　　　　　　　　放你等过去。
王福　　　（白）　　　　　吾等是王府上的人，要同花家打架。
任正千　　（白）　　　　　哪个王府？什么花家？
王福　　　（白）　　　　　就是吏部天官之公子王伦。昨日在桃花坞，看见卖艺个姓花格，吾家公子，就
　　　　　　　　　　　　　将他叫进府中，不想他好歹不知，将我公子暴打了一顿，把师爷也打坏哉，把
　　　　　　　　　　　　　吾个伙计王禄，也打坏哉。今天要同他拼命。你们休要拦阻，待吾等前去。
（任正千拦。）
任正千　　（白）　　　　　且慢。你回去好好对你家大爷言讲，就说我任正千同骆宏勋二人，与你们讲和。
　　　　　　　　　　　　　想你家大爷，是宦门公子，他们是久历江湖之人，你家公子，高抬贵手，也
　　　　　　　　　　　　　就饶恕他们了，何必与他们质气。
王福　　　（白）　　　　　吾等就是如此说法，我家公子，也未必肯信。
任正千　　（白）　　　　　你且先回，我同骆公子，随后亲自到门，与你家公子，当面言讲。
王福　　　（白）　　　　　好，吾们就回去。
（王福闯，余千拦。）
王福　　　（白）　　　　　炭店里个老板又来哉。
（王福、八打手同下。）
任正千　　（白）　　　　　贤弟，你我先到花老丈店内走走，然后再拜王伦便了。
　　　　　（唱）　　　　　弟兄打马往前闯，
　　　　　　　　　　　　　店中回拜花振芳。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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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王福上。）
王福　　　（白）　　　　　来哉。
王伦　　　（白）　　　　　王福居来哉。
王福　　　（白）　　　　　居来哉。
王伦　　　（白）　　　　　打坏了几个人？
王福　　　（白）　　　　　没有打坏。
王伦　　　（白）　　　　　打死了几个？
王福　　　（白）　　　　　也没有打死。
王伦　　　（白）　　　　　此话怎讲？
王福　　　（白）　　　　　吾们刚刚走到街上，忽然程咬金出来哉。
王伦　　　（白）　　　　　啥个叫做程咬金吓。
王福　　　（白）　　　　　一个人，青脸红须，如同程咬金一样格，他说是花家，是江湖上之人，大爷是
　　　　　　　　　　　　　宦门公子，一抬手，就放他们过去哉，他们叫吾特来求情，少时还要自己来格。
王伦　　　（白）　　　　　他姓啥个呀？
王福　　　（白）　　　　　他姓任，名正千，还有一个少年穿孝格，叫做骆宏勋。
贺世赖　　（白）　　　　　晓得哉。
王伦　　　（白）　　　　　先生可晓得此二人？
贺世赖　　（白）　　　　　革个骆宏勋，就是吾们县城里的游击之子。任正千，是此地人氏，吾不但认识，
　　　　　　　　　　　　　并且同他还是亲眷。
王伦　　　（白）　　　　　啥个亲眷？
贺世赖　　（白）　　　　　乃是郎舅之亲。
王伦　　　（白）　　　　　既是至亲，为何弗同他来往？
贺世赖　　（白）　　　　　其中有一个缘故，只因他有一支玉瓶，价值百金，吾以为彼此至亲，吾想同他
　　　　　　　　　　　　　借用一用，吾不曾对他说，就将瓶拿出来哉，刚刚走到门首，碰见了他，他说
　　　　　　　　　　　　　是吾偷了他哉，不由分说，就是一个耳光，就将玉瓶抢了回去，因此吾就同他
　　　　　　　　　　　　　疏远革哉。
王伦　　　（白）　　　　　原来如此。但是你那妹子，长得相貌如何？
贺世赖　　（白）　　　　　吾妹子，长得倒是标致的很。
王伦　　　（白）　　　　　吾到弗曾见过。
贺世赖　　（白）　　　　　东家见过哉。
王伦　　　（白）　　　　　吾在那里见过呀？
贺世赖　　（白）　　　　　前天在桃花坞，就是后走的一位妇人，身后有一黑脸大汉跟随，那就是啦。
王伦　　　（白）　　　　　呵喝喝呀，那一位长长的身体，就是令妹么？
贺世赖　　（白）　　　　　弗错哉。
王伦　　　（白）　　　　　面孔好得很，可惜弗能再见她一面。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同舍妹见面弗难，只要同任正千来往长远，你去拜他，他来拜你，辰光
　　　　　　　　　　　　　一久，就可以同舍妹，见面了外。
王伦　　　（白）　　　　　弗错，但是她，只怕弗肯出来见吾。
贺世赖　　（白）　　　　　只要你到了她家，吾就可以同舍妹说明，就好见面了。
王伦　　　（白）　　　　　好。等到任正千前来，吾先同他拜了盟兄弟，以后就可以亲近了。
贺世赖　　（白）　　　　　是格。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骆二位来拜。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有请。
王伦　　　（白）　　　　　有请。
（任正千、骆宏勋同上。）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吓，王公子。
王伦　　　（白）　　　　　任大爷，骆公子，请坐。
贺世赖　　（白）　　　　　吓，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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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千　　（白）　　　　　你也在此处？
贺世赖　　（白）　　　　　吾与王公子，管管帐目。
任正千　　（白）　　　　　原来如此。
王伦　　　（白）　　　　　未知二位驾到，弟不曾远迎，多多有罪。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我二人久闻大名，少来问安，望祈海涵。
王伦　　　（白）　　　　　岂敢。
任正千　　（白）　　　　　吾二人到此，非为别事，闻听贵管家言讲，花老丈得罪了王公子，但是他们俱
　　　　　　　　　　　　　是常走江湖之人，你乃是宦门的公子，只要高抬贵手，将他们也就放过去了，
　　　　　　　　　　　　　望祈看在我二人的薄面，不必同他们生气，可也就完了。
王伦　　　（白）　　　　　既蒙二位前来讲情，小弟焉有不准之理，吾弗同他们生气就是了。
任正千　　（白）　　　　　多谢公子，告辞。
王伦　　　（白）　　　　　备得有酒，要同二位畅饮。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来此就要叨扰。
骆宏勋　　（白）　　　　　余千过来，你去对花老丈言讲，就说王大爷人情准下了。
余千　　　（白）　　　　　遵命。
（余千下。）
王伦　　　（白）　　　　　将酒摆下。
（〖吹打〗。）
王伦　　　（白）　　　　　请。
任正千、
骆宏勋　　（同白）　　　　请。
王伦　　　（白）　　　　　久闻二位大名，未得晤面，今日一见，可谓三生有幸。弟有一言，不知当讲不
　　　　　　　　　　　　　当讲？
任正千　　（白）　　　　　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王伦　　　（白）　　　　　弟意欲同二位，结为金兰之好，不知二位，可肯容纳否？
任正千　　（白）　　　　　想俺任正千，乃是一粗鲁之人，焉敢与公子高攀。
王伦　　　（白）　　　　　四海之内，皆是朋友，何必推辞。
任正千　　（白）　　　　　使得的？
王伦　　　（白）　　　　　使得的。
任正千　　（白）　　　　　如此香案伺候。
（丑院子允。）
王伦　　　（白）　　　　　来，看香案伺候。
任正千　　（白）　　　　　请问王公子，年庚几何？
王伦　　　（白）　　　　　吾今年廿四岁。
贺世赖　　（白）　　　　　吾廿一岁。
骆宏勋　　（白）　　　　　小弟今年二十岁了。
任正千　　（白）　　　　　俺二十八岁。如此说来，吾到痴长了。
（任正千焚香。）
任正千　　（白）　　　　　皇天在上，弟子任正千，同王伦、贺世赖、骆宏勋四人，同盟结拜，日后有福
　　　　　　　　　　　　　同享，有难共济，那个若有三心二意，天其鉴之。
（众人同拜。）
任正千　　（白）　　　　　天色不早，告辞了。
　　　　　（西皮摇板）　　四人焚香告苍天，
　　　　　　　　　　　　　弟兄今日结金兰。
骆宏勋　　（西皮摇板）　　人来带马跨雕鞍，
（任正千、骆宏勋同上马。）
王伦　　　（西皮摇板）　　明日到府去问安。
（任正千、骆宏勋、余千同下。）
王伦　　　（白）　　　　　好革，好革，今日同他结拜，明日定要去回拜于他，但不知怎样能同令妹到得
　　　　　　　　　　　　　一处才好？
贺世赖　　（白）　　　　　凡事皆在人为，必须要想法子，才成功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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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　　　（白）　　　　　先生来，替吾想个法子看。
贺世赖　　（白）　　　　　法子倒想得出，只是吾革个几天，心绪弗好。
王伦　　　（白）　　　　　先生有啥个心事？
贺世赖　　（白）　　　　　无非是手中弗便当。
王伦　　　（白）　　　　　只要先生，替吾想个法子，能同令妹到得一处，要铜钱用，吾到可以通融格。
贺世赖　　（白）　　　　　真格？
王伦　　　（白）　　　　　谁个还说诓话弗成。
贺世赖　　（白）　　　　　如此，待吾来想上一想。呵喝有哉，明日东家，回拜任正千，他定然要还席革，
　　　　　　　　　　　　　在酒席筵前，将任、骆二人灌醉，吾先同舍妹说好，等他二人醉后，吾就带
　　　　　　　　　　　　　你到舍妹房里去。
王伦　　　（白）　　　　　好格，此计甚好。
贺世赖　　（白）　　　　　但是吾格用项，要三百两银子，才能足用。
王伦　　　（白）　　　　　只要事体成功，慢说三百，就是五百，也有格。
贺世赖　　（白）　　　　　多谢多谢。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十五场】

（二院子、余千、任正千、骆宏勋同上。）
任正千　　（唱）　　　　　昨与王伦来结拜，
　　　　　　　　　　　　　四人畅饮甚开怀。
（院子上。）
院子　　　（白）　　　　　王、贺二位来拜。
任正千　　（白）　　　　　有请。
（王伦、贺世赖同上。）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大哥，四弟。
任正千　　（白）　　　　　贤弟请。
王伦　　　（白）　　　　　请。
任正千　　（白）　　　　　昨日厚扰，当面谢过。
王伦　　　（白）　　　　　自家兄弟，说什么道谢二字。
贺世赖　　（白）　　　　　吾要到后堂，看看舍妹。
任正千　　（白）　　　　　请便。
（贺世赖下。）
任正千　　（白）　　　　　余千，将酒筵摆在花厅。
余千　　　（白）　　　　　是。
（余千下。）
任正千　　（白）　　　　　你吾同到花厅一叙。
王伦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贺氏上。）
贺氏　　　（念）　　　　　琅玗竹报千年绿，富贵花开一品红。
（贺世赖上。）
贺世赖　　（白）　　　　　吓，妹子，一向可好？
贺氏　　　（白）　　　　　嗳，哥哥来啦，请坐，请坐。
贺世赖　　（白）　　　　　有坐。
贺氏　　　（白）　　　　　多日不见，哥哥你好吓？
贺世赖　　（白）　　　　　吾倒也好。
贺氏　　　（白）　　　　　你许久不来，今日怎么想起，到妹子这儿来啦。
贺世赖　　（白）　　　　　愚兄今日前来，一来是看望妹子，二来是有事，同妹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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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氏　　　（白）　　　　　有什么事情商议呀？
贺世赖　　（白）　　　　　有一桩事体，要求妹子，务要应允才好。
贺氏　　　（白）　　　　　你我同是同胞兄妹，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妹子焉有不答应的。
贺世赖　　（白）　　　　　愚兄近日，在王伦那里，当一个管帐的先生。那王伦乃是宦门公子，家道豪富，
　　　　　　　　　　　　　吾要用他几文铜钱，他倒肯给，但是他看见过你一次。
贺氏　　　（白）　　　　　哦，王伦，昨天你妹夫回来，曾说与王伦拜把子，管保就是他吧？
贺世赖　　（白）　　　　　是格，是格。
贺氏　　　（白）　　　　　王伦他多早晚看见过我呀？
贺世赖　　（白）　　　　　前一日，在桃花坞上，有一位穿红的白胖子，就是的呀。
贺氏　　　（白）　　　　　哦，就是那一个白胖子呀。他看见我一次，怎么样吓？
贺世赖　　（白）　　　　　他是这个……
贺氏　　　（白）　　　　　是哪个呀？
贺世赖　　（白）　　　　　是革格……
贺氏　　　（白）　　　　　到底是哪个呀？
贺世赖　　（白）　　　　　他看见你长得标致，他要到你房中，白相白相。
贺氏　　　（白）　　　　　他乃是个男子，我是一个女子，如何能叫他进我房里来呢？
贺世赖　　（白）　　　　　他今天到此，在花厅饮酒，等到我将妹丈同骆公子用酒劝醉，将他悄悄带进房
　　　　　　　　　　　　　来，哪个会知道吓？
贺氏　　　（白）　　　　　这个事情，只怕做不得吧？
贺世赖　　（白）　　　　　此事妹子若不应允，愚兄的银子可就到弗了手哉。务要妹子帮衬一番。
（贺世赖作揖。）
贺氏　　　（白）　　　　　既是哥哥再三的说，妹子也不好推辞啦，千万可别叫我们大爷知道才好。
贺世赖　　（白）　　　　　你只管放心，断弗会叫他晓得。
贺氏　　　（白）　　　　　什么时候？
贺世赖　　（白）　　　　　二更以后。
贺氏　　　（白）　　　　　知道。
贺世赖　　（白）　　　　　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贺氏　　　（念）　　　　　千万莫漏这消息。
（贺世赖、贺氏同下。）

【第十七场】

（任正千、王伦、骆宏勋同上，贺世赖随上，同入座。）
任正千　　（白）　　　　　贤弟请。
王伦　　　（白）　　　　　请。
贺世赖　　（白）　　　　　今日大家饮酒，须要想一酒令。
王伦　　　（白）　　　　　我倒有一个酒令在此，说一个字，拆开还是一个字。能说得好，大家吃一杯，
　　　　　　　　　　　　　说弗出，罚酒三大杯。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
王伦　　　（白）　　　　　从我这里说起，吾说个田地的“田”字，是“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口”
　　　　　　　　　　　　　中，“十”字推上去，“古”字吃一盅。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大家吃一盅。
王伦　　　（白）　　　　　轮流朝下说。应该四弟说哉。
骆宏勋　　（白）　　　　　我说一个“困”字，是“困”字不透风，“木”字在“口”中，“木”字推上
　　　　　　　　　　　　　去，“杏”字吃一盅。
任正千、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好，大家吃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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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　　　（白）　　　　　要贺先生说哉。
贺世赖　　（白）　　　　　我说一个“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口中，“一”字推上去，
任正千、
骆宏勋、
王伦　　　（同白）　　　　这是一个什么字呀？
（贺世赖想。）
贺世赖　　（白）　　　　　是一口吃一盅。
王伦　　　（白）　　　　　也还好，这要大哥说哉。
任正千　　（白）　　　　　我不会讲吓。
王伦　　　（白）　　　　　弗讲，就要罚哉。
任正千　　（白）　　　　　好，我最喜吃酒，来，罚我三杯。
王伦　　　（白）　　　　　吾说一个“林”，本是两个“木”，有人来看木，不晓得是这边的木，是那边
　　　　　　　　　　　　　的木。
任正千、
骆宏勋、
贺世赖　　（同白）　　　　好，共饮一杯。
骆宏勋　　（白）　　　　　我说个“吕”字，本是两个“口”，有人来吃酒，还是这个口，还是那个口。
任正千、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好，共饮一杯。
贺世赖　　（白）　　　　　吾说个“朋”字，本是两个“月”，有人来看月，还是这边的月，还是那边的
　　　　　　　　　　　　　月。
任正千、
骆宏勋、
王伦　　　（同白）　　　　好，共饮一杯。
王伦　　　（白）　　　　　大哥，要你来说哉。
任正千　　（白）　　　　　我不会讲，罚我三大杯。
（任正千醉。）
贺世赖　　（白）　　　　　骆贤弟大量，吾要敬你三杯。
骆宏勋　　（白）　　　　　好，小弟当饮。
（骆宏勋饮酒。）
贺世赖　　（白）　　　　　真真的洪量，再敬一大杯。
（骆宏勋饮酒，醉。贺世赖拉王伦同下。任正千、骆宏勋同下。）

【第十八场】

（贺氏上。）
贺氏　　　（白）　　　　　天不早啦，还不见来呀。
（贺世赖拉王伦同上，王伦看贺氏。）
贺世赖　　（白）　　　　　这就是王公子，妹子前来见见礼。
王伦　　　（白）　　　　　卑人这厢有礼。
贺世赖　　（白）　　　　　吾去哉，少时再来接你。
（贺世赖下，王伦闭门。王伦勾引贺氏，王伦跪。）
贺氏　　　（白）　　　　　你起来。
王伦　　　（白）　　　　　娘子若能应允，吾便起来。
贺氏　　　（白）　　　　　你起来，吾再说。
（王伦站起。）
贺氏　　　（白）　　　　　并非奴不肯，惟恐你在外面胡说乱道。
王伦　　　（白）　　　　　娘子同吾成此美事，吾若对人言讲，日后不得善终。
贺氏　　　（白）　　　　　太言重了。
　　　　　（唱）　　　　　今日好比七月七，
王伦　　　（唱）　　　　　牛郎织女会佳期。
（贺氏、王伦同入帐子。余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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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千　　　（二黄摇板）　　在酒楼只吃得醉醺醺，
　　　　　　　　　　　　　又听得谯楼上鼓打二更。
　　　　　（白）　　　　　适才在街坊之上，遇见两个朋友，到酒楼之上，吃得醺醺大醉，是我去至花厅，
　　　　　　　　　　　　　见我家二位大爷醉卧在席前，只有王伦、贺世赖二人不见，想必是他二人已
　　　　　　　　　　　　　回去了，待俺也回转卧房去安歇。吓，来此已是大主母的门首。
王伦　　　（内白）　　　　娘子，自那日一见，吾直想你到如今。
余千　　　（白）　　　　　吓，这房中怎么有男子的声音？呵喝是了，想是王伦这个狗男子，同贺氏通奸，
　　　　　　　　　　　　　待我秉知大爷公子知道。且住，我若去至前庭，他要是跑了，叫我何言答对，
　　　　　　　　　　　　　也罢，待我搬一把椅儿，在门首阻拦，看这个王八日的，是怎样出来。
（余千搬椅坐。贺氏、王伦做怕。贺世赖上，看余千，退。贺氏扶王伦自窗内跑，贺世赖拉王伦同下。贺氏
开门，余千入门望。）
贺氏　　　（白）　　　　　余千，你半夜三更，在我房中，东张西望，莫非我房中，还有歹人不成？
余千　　　（白）　　　　　这……
贺氏　　　（白）　　　　　哦，是啦，我知道啦，你看大爷不在房中，你定是想要来偷我的东西来啦罢？
余千　　　（白）　　　　　不敢。
贺氏　　　（白）　　　　　再不然，你就是来想调戏我来啦吧？
余千　　　（白）　　　　　益发不敢。
贺氏　　　（白）　　　　　量你也不敢，你给我滚出去吧。
（余千退出。）
余千　　　（白）　　　　　咳。
（余千下。贺氏下。）

【第十九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二黄摇板）　　昨夜晚在前厅饮酒过量，
　　　　　　　　　　　　　只觉得身不爽困倦难当。
　　　　　（白）　　　　　余千，茶来。
（余千上。）
余千　　　（白）　　　　　茶到。
（骆宏勋怒视余千，杯掷盘中，余千怒，将盘掷地。）
余千　　　（白）　　　　　公子你的酒日后要少吃才好。
骆宏勋　　（白）　　　　　余千，你在哪里吃的这样大醉？
余千　　　（白）　　　　　小人饮酒，从来不误正事。公子你这酒，日后到要少饮。
骆宏勋　　（白）　　　　　你这个奴才酒醉，还要来劝我。
余千　　　（白）　　　　　公子有所不知，昨日公子同任大爷，留那王伦、贺世赖在此饮酒。是小人在街
　　　　　　　　　　　　　上，同几个朋友，也在酒楼饮了几杯。回到府中，见花厅之上，公子与任大爷，
　　　　　　　　　　　　　俱已醉卧在前厅，不见了王、贺二人，小人心中，就甚可疑，因此要回房中
　　　　　　　　　　　　　安歇。不料路过大主母的房门，听里面有男子声音，原来是王伦同大主母有……
（骆宏勋手掩余千口，两旁对看。）
骆宏勋　　（白）　　　　　有什么？
余千　　　（白）　　　　　乃是王伦同大主母有奸。
骆宏勋　　（白）　　　　　唗！我把你这个奴才，也不知在哪里吃得大醉，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倘若被任
　　　　　　　　　　　　　大爷知晓，岂肯与你干休。还不与我退下。
余千　　　（白）　　　　　好一个不明白的公子。
（余千下。）
骆宏勋　　（白）　　　　　想余千一生忠厚，向不说诳，今日之事，定必不假。王伦吓王伦，你真乃是人
　　　　　　　　　　　　　面兽心也。
（骆宏勋下。）

【第二十场】

（王伦、贺世赖、王福同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300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宏碧缘》【头本】 17

王伦　　　（白）　　　　　昨夜里危险哉，幸从窗子里逃出，不然就有性命之忧哉。此事倘若被任正千晓
　　　　　　　　　　　　　得哉，可就弗得了外。
贺世赖　　（白）　　　　　吾到有个法子。
王伦　　　（白）　　　　　有啥个法子？
贺世赖　　（白）　　　　　今朝你再去请任、骆二人，前来吃酒，他若是二人都来，革个个事体，就弗要
　　　　　　　　　　　　　紧。要是来一个，看他是来哪一个，我们再想法子。若是两个人都弗来，革个
　　　　　　　　　　　　　事体，可就可怕革哉。
王伦　　　（白）　　　　　既然如此，吾就着人去请。
贺世赖　　（白）　　　　　好革，就去请。
王伦　　　（白）　　　　　王福。
王福　　　（白）　　　　　在革。
王伦　　　（白）　　　　　拿吾革名帖去，请任大爷同骆公子过府来吃酒，快去快去。
王福　　　（白）　　　　　是，晓得哉。
（王福下。）
王伦　　　（白）　　　　　且看他二人，是哪一个来。
贺世赖　　（白）　　　　　是格。
王伦　　　（白）　　　　　叫厨房里，预备一桌上好格席面，弗要草率格。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二院子、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二黄摇板）　　昨夜晚在前庭开怀畅饮，
　　　　　　　　　　　　　只吃得俺任正千酒醉醺醺。
（王福上。）
王福　　　（白）　　　　　老门公。
院子　　　（白）　　　　　哪里来的？
王福　　　（白）　　　　　吾是王伦王大爷那里来的，要见任大爷，有话讲吓。
院子　　　（白）　　　　　候着。
　　　　　　　　　　　　　启大爷：王伦王大爷，着人来求见。
任正千　　（白）　　　　　唤他进来。
院子　　　（白）　　　　　叫你进去。
王福　　　（白）　　　　　叩见任大爷。
任正千　　（白）　　　　　罢了，你家大爷，叫你来做甚？
王福　　　（白）　　　　　现有柬帖，吾家大爷，请任大爷骆公子，同到王府饮宴。
任正千　　（白）　　　　　来，唤余千。
院子　　　（白）　　　　　余管家。
（余千上。）
余千　　　（白）　　　　　参见大爷。
任正千　　（白）　　　　　王公子来请我同你家公子前去饮宴，你去问问公子，是去也不去？
余千　　　（白）　　　　　我家公子，昨日酒醉，今日害酒，尚未起床，不能奉陪。
任正千　　（白）　　　　　既然骆公子不能前去，你对你家大爷言讲，就说我随后就到。
王福　　　（白）　　　　　晓得哉。
（王福下。）
任正千　　（白）　　　　　家院带马，王府去者。
（任正千下，院子随下。）

【第二十二场】

（贺世赖、王伦同上。王福随上。）
王福　　　（白）　　　　　参见大爷。
王伦　　　（白）　　　　　居来哉？
王福　　　（白）　　　　　居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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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　　　（白）　　　　　任、骆二人，可曾肯来？
王福　　　（白）　　　　　骆公子昨日酒醉，今日害酒，不能前来，任大爷随后就到哉。
贺世赖　　（白）　　　　　格个事体，还好，定然是任正千弗晓得，骆宏勋一人知道此事，还好有法子想。
王伦　　　（白）　　　　　又有啥个法子想？
贺世赖　　（白）　　　　　趁他弗曾对任正千说出，吾去到舍妹那里，对她说明，想个法子，将骆宏勋赶
　　　　　　　　　　　　　出任府。格个事体，可就长远无妨碍了。
王伦　　　（白）　　　　　对哉，只要骆宏勋去了，此事就无人再同他说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大爷到。
王伦　　　（白）　　　　　有请。
（院子引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白）　　　　　贤弟。
王伦　　　（白）　　　　　大哥，请。
任正千　　（白）　　　　　请，昨日贤弟为何不辞而去，约莫是逃席？
王伦　　　（白）　　　　　小弟大醉而归，人事不知，实在是厚扰。
任正千　　（白）　　　　　岂敢。
王伦　　　（白）　　　　　今日备有好酒一大坛，要同大哥痛饮，可惜骆贤弟不来。
任正千　　（白）　　　　　他年幼酒量不佳，昨日并未见他多饮，他倒醉的不能起床了。
王伦　　　（白）　　　　　看将起来，大哥真真却是海量。
任正千　　（白）　　　　　贤弟夸奖了。
王伦　　　（白）　　　　　来，将酒筵摆至书房里面。
王福　　　（白）　　　　　是，晓得哉。
（王福下。）
王伦　　　（白）　　　　　大哥，请到书房畅饮。
任正千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二丫鬟引贺氏同上。）
贺氏　　　（念）　　　　　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终日奔波走，为的是昂郎头。
　　　　　（白）　　　　　吓，妹子。
贺氏　　　（白）　　　　　嗳，哥哥，来啦。你从哪儿来呀？
贺世赖　　（白）　　　　　我从王府而来，与妹子有话言讲。
贺氏　　　（白）　　　　　有什么话讲？
（贺世赖看二丫鬟。）
贺世赖　　（白）　　　　　这个……
贺氏　　　（白）　　　　　丫鬟退下。
（二丫鬟同下。）
贺世赖　　（白）　　　　　昨日之事，妹丈可曾知道？
贺氏　　　（白）　　　　　他不知道。
贺世赖　　（白）　　　　　今日王伦请妹丈同骆宏勋饮酒，只有妹丈前去，那骆宏勋不去，这其中定有缘
　　　　　　　　　　　　　故。
贺氏　　　（白）　　　　　想必是那余千，对他主人说啦吧？
贺世赖　　（白）　　　　　弗错哉，一定是余千对他主人说了，倘若他再向妹丈言讲此事，可就弗得了啦。
贺氏　　　（白）　　　　　是吓，这可怎么好呐？
贺世赖　　（白）　　　　　必须要想个法子，叫他二人不和睦，方能成功。
贺氏　　　（白）　　　　　怎样叫他们弟兄不和睦呐？
贺世赖　　（白）　　　　　吾到有个法子，你去见了骆宏勋，就去调戏她。
贺氏　　　（白）　　　　　他是我一个小叔子，我怎么能去调戏他去呐？
贺世赖　　（白）　　　　　你假意去调戏于他，他若是应允，你就翻脸，说他调戏了你，就在妹丈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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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动是非。妹丈一听此言，必定大怒，叫他二人绝了交情，自然骆宏勋也就
　　　　　　　　　　　　　不能在此常住了。等候他走去了，此事就无有人再对妹丈说哉。
贺氏　　　（白）　　　　　好，此计到也使得。哥哥请回，妹子我自有道理。
贺世赖　　（白）　　　　　如此愚兄，就回去了。
　　　　　（西皮摇板）　　兄妹定下美人计，
　　　　　　　　　　　　　管叫他弟兄们两分离。
（贺世赖下。）
贺氏　　　（西皮摇板）　　心中妙计安排下，
　　　　　　　　　　　　　准备今晚调戏他。
（贺氏下。）

【第二十四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唱）　　　　　听谯楼打罢了二更鼓尽，
　　　　　　　　　　　　　不见我任世兄转回家门。
　　　　　　　　　　　　　将身且把书房来进，
　　　　　　　　　　　　　且看那圣贤书解闷散心。
（贺氏上。）
贺氏　　　（唱）　　　　　悄悄且出后庭院，
　　　　　　　　　　　　　不觉来到书房门前。
　　　　　（白）　　　　　到了。嗳，可倒关门睡觉啦。待我叫门。
　　　　　　　　　　　　　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外厢何人叫门，待我问来。
贺氏　　　（白）　　　　　开门来。
骆宏勋　　（白）　　　　　是那一个叫门？
贺氏　　　（白）　　　　　是我。
骆宏勋　　（白）　　　　　原来是嫂嫂。
贺氏　　　（白）　　　　　不错，就是我，兄弟你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吓，嫂嫂，黑夜之间，不在后堂，到此作甚？
贺氏　　　（白）　　　　　我听见他们说，你前天吃醉啦，身子不爽快。是嫂子我不放心，特来看看你。
骆宏勋　　（白）　　　　　多承嫂嫂挂念，小弟身体已好，嫂嫂请回吧。
贺氏　　　（白）　　　　　我今天来，是一来为的是看看兄弟的病，二来嫂子，还有两句话，要同你说呐，
　　　　　　　　　　　　　你快点开门吧。
骆宏勋　　（白）　　　　　是，是，是。待小弟开门。
（骆宏勋开门。）
骆宏勋　　（白）　　　　　嫂嫂，请来见礼。
贺氏　　　（白）　　　　　好说，咱们天天见面，哪儿有这许多的礼节。
骆宏勋　　（白）　　　　　嫂嫂请坐。
贺氏　　　（白）　　　　　坐着说话，我说你是真好啦。
骆宏勋　　（白）　　　　　小弟实无大病，无非是贪饮了几杯，有些害酒，现亦无恙了。
贺氏　　　（白）　　　　　我说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骆宏勋　　（白）　　　　　乃是圣贤之书。
贺氏　　　（白）　　　　　我说兄弟，你真是想不开，人生在世，须要行乐，想你天天无事，为什么不出
　　　　　　　　　　　　　去逛逛玩玩，终日在家中闷坐看书，真是有点太道学啦。
骆宏勋　　（白）　　　　　嫂嫂哪里知道，为人在世，不读圣贤之书，焉能成名立业？在外浪荡，有何益
　　　　　　　　　　　　　处？
贺氏　　　（白）　　　　　你想人生在世，不过是酒色财气四个字，谁也逃不过去。想这酒吧，可以为人
　　　　　　　　　　　　　分忧解愁。这气吧，无论做什么事业，全仗人这一股气。这财吧，乃是人人必
　　　　　　　　　　　　　须之物。有了它，什么事全可办。没有它，就不能行。就是这色吧，也是人人
　　　　　　　　　　　　　所爱之事。一为行乐，二为子嗣，虽圣人亦不能免。要照兄弟你这样的古板，
　　　　　　　　　　　　　天底下以后可就无有人了。
骆宏勋　　（白）　　　　　嫂嫂你把这酒色四字，均看成好事，你可就将四个字皆讲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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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氏　　　（白）　　　　　一点也不错。
骆宏勋　　（白）　　　　　想这财，乃是害人的根本。气这一字，杀人放火，殴伤人命，皆是一个气字。
　　　　　　　　　　　　　那酒，乃是害人的毒药。色乃是刮骨的钢刀。据小弟看来，这四个字，也不知
　　　　　　　　　　　　　害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
贺氏　　　（白）　　　　　我看你这个年纪，正在青春，嫂子我比你的岁数，也不差上下。看你哥哥，长
　　　　　　　　　　　　　得那样青脸红須，我一看见，就够啦。要不然，你我二人，成了这一桩好事，
　　　　　　　　　　　　　倒是一对少年的夫妻。
骆宏勋　　（白）　　　　　嫂嫂此言差矣，你要与我噤声吓，噤声！想我与任世兄，亲同手足，恩义相交，
　　　　　　　　　　　　　俺骆宏勋，日读孔孟之书，深知周公之礼，焉能做此伤天害理，禽兽之事。
　　　　　　　　　　　　　嫂嫂你不必多言，快快请回去吧。
贺氏　　　（白）　　　　　你这个年轻小伙子，真真想不开，我说使得就使得。你来，咱们二人上床上困
　　　　　　　　　　　　　困去吧。
骆宏勋　　（白）　　　　　还不快快出去，真真不知廉耻！
（骆宏勋怒下。）
贺氏　　　（白）　　　　　好吓，把我对付出来了。骆宏勋呐，骆宏勋，明天叫你要知道太太的厉害！
（贺氏下。）

【第二十五场】

（二院子引任正千同上，同绕场。贺氏迎上。）
贺氏　　　（白）　　　　　大爷回来啦？
（任正千醉吐。）
贺氏　　　（白）　　　　　你今天又吃醉啦罢。
任正千　　（白）　　　　　是我那好朋友王伦，今日多劝了我几杯，故尔吃得大醉。
贺氏　　　（白）　　　　　你今天回来倒甚好。我倒是怕你不回来，你要是不回来，只怕你可就要当王八
　　　　　　　　　　　　　啦。
任正千　　（白）　　　　　吓，此话是从哪里说起？
贺氏　　　（白）　　　　　哪里说起？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今天要不是你妻子正经，一准可就叫人把你
　　　　　　　　　　　　　妻子给糟踏啦。
任正千　　（白）　　　　　难道说，这有人调戏你不成么？
贺氏　　　（白）　　　　　自然是有人调戏我。
任正千　　（白）　　　　　但不知是哪一个这样的大胆？
贺氏　　　（白）　　　　　哪一个？就是那骆……
任正千　　（白）　　　　　嗳，我那师弟，为人正直，断不能做出此等事来。你不要诬赖好人，我是不信
　　　　　　　　　　　　　的。
贺氏　　　（白）　　　　　你不信，你问问丫头，她们也都听见来。你不信，看看我的手，全被他给抓破
　　　　　　　　　　　　　啦。
任正千　　（白）　　　　　好畜牲吓！我把你当做了仁义的朋友，原来你是人面兽心。待我前去同他拼命。
（任正千拔剑急下。）

【第二十六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念）　　　　　鼓打三更尽，院外有人声。
（任正千上，推门。）
任正千　　（白）　　　　　骆宏勋，你开门来！
骆宏勋　　（白）　　　　　原来世兄来了。
（骆宏勋开门，任正千砍骆宏勋，两过合。余千上，欲回打，骆宏勋推余千退下，任正千退下。）

【第二十七场】

（何氏上。）
何氏　　　（二黄摇板）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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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得院门外闹嚷嚷。
（骆宏勋推余千持斧同上，任正千追上，骆宏勋、余千同下。何氏拦任正千。）
何氏　　　（白）　　　　　吓，贤契，夜静更深，怒气冲冲，手持宝剑，但不知为了何事？
任正千　　（白）　　　　　师母吓，师母，有所不知，只因骆宏勋这个奴才，看弟子不在家中，他竟敢调
　　　　　　　　　　　　　戏我的妻子，幸亏我妻子不允，一时逃脱。倘若同他成了此事，岂不败坏我的
　　　　　　　　　　　　　家风。弟子只道他是仁义的兄弟，不想他人面兽心，本要同他拼了性命，念在
　　　　　　　　　　　　　当年老师授受之恩，饶恕于他。还望师母，与弟子做主吓！
（任正千哭。）
何氏　　　（白）　　　　　贤契不必生气，暂且请回，老身定痛责这个畜牲。
任正千　　（白）　　　　　多谢师母。
（任正千醉歪走下。）
何氏　　　（白）　　　　　竟有这等之事。
（骆宏勋、余千同上，同看。）
何氏　　　（白）　　　　　呔，胆大奴才，想老身是怎样教训于你，你日读圣贤之书，为何如此不知好歹，
　　　　　　　　　　　　　竟敢做出这等事来，你真真气死了为娘也！
骆宏勋　　（白）　　　　　母亲呐！
（骆宏勋跪，余千随跪。）
骆宏勋　　（白）　　　　　母亲请暂息雷霆之怒，听孩儿告秉。是孩儿正在书房读书，忽然贺氏嫂嫂叫孩
　　　　　　　　　　　　　儿开门，孩儿只得将门开了。不想那贺氏，用言语勾引孩儿，要想同孩儿通奸。
　　　　　　　　　　　　　孩儿日读孔孟之书，深知周公大礼，怎能做此禽兽之事？是孩儿再三不允，
　　　　　　　　　　　　　辱骂了她两句，故尔她怀恨在心，就在任世兄面前搬动是非。那任世兄故尔前
　　　　　　　　　　　　　来同孩儿质气。若非母亲拦阻，孩儿定遭他的毒手。母亲若要责备孩儿，可就
　　　　　　　　　　　　　屈杀孩儿了吓。
（骆宏勋哭。）
何氏　　　（白）　　　　　这贺氏又因何无故，去到书房？为娘倒不甚相信。
骆宏勋　　（白）　　　　　哎呀母亲呐，想那贺氏，水性杨花，曾经与王伦有奸。母亲若不相信，一问余
　　　　　　　　　　　　　千，便知分晓。
何氏　　　（白）　　　　　余千，你是怎生知道，从实讲来。
余千　　　（白）　　　　　老太太容秉：只因前日，任大爷请那王伦贺世赖，在庭前饮酒。小人在街坊之
　　　　　　　　　　　　　上，也遇着几个朋友，也在酒楼饮了几杯，带醉而回。是小人去至前庭，侍奉
　　　　　　　　　　　　　公子。不料公子同任大爷俱醉卧在前庭，就不见了那王伦、贺世赖二人。那时
　　　　　　　　　　　　　小人，就有些心疑，因此要回卧房安歇。路过大主母的房门，听得里面有男子
　　　　　　　　　　　　　的声音。小人仔细一听，竟是那王伦同贺氏主母有奸。小人在房门等候多时，
　　　　　　　　　　　　　不想那王伦，竟从窗外而逃。是小人对公子曾经言讲，公子反责备了小人几句，
　　　　　　　　　　　　　以全任大爷的体面。望祈老太太鉴察。
何氏　　　（白）　　　　　你句句可是实言？
余千　　　（白）　　　　　小人一生，向不会撒谎，老太太是知道的呀。
何氏　　　（白）　　　　　宏勋起来。
骆宏勋　　（白）　　　　　遵命。
何氏　　　（白）　　　　　既有此事，为娘意欲将你捆绑起来到贺氏房中，前去赔礼，不知你意下如何？
骆宏勋　　（白）　　　　　嗳呀，母亲呐，孩儿并无此事，叫孩儿与她赔什么礼呀？
何氏　　　（白）　　　　　余千，取绳索过来！
余千　　　（白）　　　　　公子无罪，岂能为他人赔礼？断断使不得。
何氏　　　（白）　　　　　还不快快的取来。
余千　　　（白）　　　　　咳。
（何氏接绳捆骆宏勋，骆宏勋退。）
骆宏勋　　（白）　　　　　孩儿万万不能与这贱人赔礼。
何氏　　　（唱）　　　　　我儿不听母教训，
　　　　　　　　　　　　　为娘在世怎为人。
（何氏摔绳。）
骆宏勋　　（白）　　　　　母亲不必动怒，孩儿遵命就是。
何氏　　　（白）　　　　　余千，快将你公子给我捆起来。
余千　　　（白）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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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千捆骆宏勋。）
余千　　　（白）　　　　　公子但放宽心，有小人跟随，谅他也不敢把公子怎么样。
何氏　　　（白）　　　　　儿快随为娘到后堂去者。
　　　　　（唱）　　　　　叫我儿随为娘后堂进，
（众人同走圆场。）
何氏　　　（唱）　　　　　见了他夫妻们请罪负荆。
　　　　　（白）　　　　　贤契开门。
（贺氏扶任正千同上。）
任正千　　（唱）　　　　　只吃得醉醺醺站立不稳，
　　　　　　　　　　　　　又听得门外有人声。
　　　　　（白）　　　　　你去看看，是谁到这般时候还来叫门？
贺氏　　　（白）　　　　　是哪一个？
何氏　　　（白）　　　　　贤契开门来。
贺氏　　　（白）　　　　　骆老太太来啦，必是替他儿子来讲情来啦，你可是不准答应他。
任正千　　（白）　　　　　我晓得呀。
（贺氏下。）
任正千　　（白）　　　　　吓师母，这般时候，为何还不安眠？
何氏　　　（白）　　　　　方才老身也曾拷打这个畜牲，他道果有此事。也是他年少无知，且喜贺氏娘子，
　　　　　　　　　　　　　贞节幽娴，执意不肯。倘若遇着那无耻下贱的妇人，允从此事，岂不败坏了
　　　　　　　　　　　　　贤契的门墙。今日老身，将他捆了前来，任凭贤契发落。
　　　　　　　　　　　　　畜牲还不跪下！
任正千　　（白）　　　　　师弟，请起。从今以后，千万不可如此。
骆宏勋　　（白）　　　　　多谢世兄。
任正千　　（白）　　　　　夜已深了，师母请至偏院安歇罢。
何氏　　　（白）　　　　　老身告辞了，贤契你也请安眠，请进房去罢。
任正千　　（白）　　　　　恕弟子不送了。
（任正千下。众人同走圆场。何氏坐。）
何氏　　　（白）　　　　　吓儿呀，看你我母子，在此也不便久住了。务要速速搬同灵柩同回扬州为是。
骆宏勋　　（白）　　　　　若要说明，那任世兄岂肯放我母子。不若明日即行，不辞而别。母亲以为何如？
何氏　　　（白）　　　　　好，这到走得爽利。
　　　　　　　　　　　　　余千，速速打点行李，雇好车辆人役，一同扶柩旋里。
余千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八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白）　　　　　东家，看昨天任正千在此饮酒，欢天喜地，倒像是不知道此事。
王伦　　　（白）　　　　　他弗晓得还好。但不知你同你令妹商议个事体如何？
贺世赖　　（白）　　　　　吾同她已商议妥当革哉。叫她离间他二人不和吓。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今有骆宏勋母子扶柩回里，不辞而别去革哉。
贺世赖　　（白）　　　　　好格，好格。这定是他二人反面绝交，那骆宏勋一怒而去哉。
王伦　　　（白）　　　　　多谢，多谢。
贺世赖　　（白）　　　　　看看吾革主意可好格？
王伦　　　（白）　　　　　好极哉。如此吾就可以同令妹，常常见面哉。
贺世赖　　（白）　　　　　东家，要到他家里去，只怕还是弗妥当革。莫若着人请任正千同舍妹二人同到
　　　　　　　　　　　　　此地白相。他若肯来，你二人就好见面革哉。
王伦　　　（白）　　　　　可以请得。
贺世赖　　（白）　　　　　你一请，他定规来革。
王伦　　　（白）　　　　　王禄。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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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　　　（白）　　　　　拿吾柬贴，去到任大爷家里，请任大爷任、太太同来府中饮宴。快去，快去。
丑院子　　（白）　　　　　晓得哉。
（丑院子下。）
王伦　　　（白）　　　　　令妹若肯前来，可就好极哉。
贺世赖　　（白）　　　　　保管一定来格。
（王伦、贺世赖同下。）

【第二十九场】

（任正千、贺氏同上。）
任正千　　（唱）　　　　　恼恨宏勋太无礼，
　　　　　　　　　　　　　胆敢调戏我的妻。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家爷：骆公子同老太太，他们今早已扶柩转回扬州去了。
任正千　　（白）　　　　　哦，他们不辞而别竟自去了么？
院子　　　（白）　　　　　正是。
任正千　　（白）　　　　　这也是他羞愧难当，因此不别而去了。
贺氏　　　（白）　　　　　他们去啦倒好，免得我见了他生气。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　　　（白）　　　　　什么人？
丑院子　　（白）　　　　　吾家大爷，请你家大爷同你家太太到府中饮宴。
院子　　　（白）　　　　　候着。
　　　　　　　　　　　　　启家爷：王大爷着人，请家爷并主母到王府饮宴。
任正千　　（白）　　　　　对他言讲，就说随后就到。
院子　　　（白）　　　　　我家主人随后就到。
丑院子　　（白）　　　　　晓得哉。
（丑院子下。）
任正千　　（白）　　　　　既是王贤弟来请，你我一同前往。
贺氏　　　（白）　　　　　我可以去得吗？
任正千　　（白）　　　　　他既好意来请，况且又是知己的弟兄，去去何妨？
贺氏　　　（白）　　　　　我乃是一女流，只怕不便去吧。
任正千　　（白）　　　　　你虽是女流，他家中也有女眷陪伴，这又有何妨？
贺氏　　　（白）　　　　　如此说来，可以去得的？
任正千　　（白）　　　　　去得的。
　　　　　　　　　　　　　家院，看车辆备马。
　　　　　（唱）　　　　　夫妻一同往前进，
　　　　　　　　　　　　　去到王府饮杯巡。
（众人同下。）

【第三十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王伦　　　（唱）　　　　　王禄一去不回转，
　　　　　　　　　　　　　好叫我时时挂心间。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大爷。
王伦　　　（白）　　　　　居来哉，他们是来弗来呀？
丑院子　　（白）　　　　　随后就到，同来格。
王伦　　　（白）　　　　　好格，好格。
（王福上。）
王福　　　（白）　　　　　任大爷到。
王伦　　　（白）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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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子、二丫鬟随任正千、贺氏同上。）
任正千　　（白）　　　　　贤弟。
王伦　　　（白）　　　　　大哥请。此位敢么就是嫂嫂？
任正千　　（白）　　　　　来，见过贤弟。
贺氏　　　（白）　　　　　兄弟，我们这儿有礼啦。
王伦　　　（白）　　　　　参见嫂嫂，请嫂嫂后面叙话。
（贺氏、丫鬟同下。）
任正千　　（白）　　　　　贤弟如此费心，愚兄又要叨扰。
王伦　　　（白）　　　　　自家弟兄，说啥革叨扰。
　　　　　　　　　　　　　家院，酒筵摆至后面。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一场】

（四青袍抬棺同上，余千引骆宏勋、何氏同上。）
何氏　　　（唱）　　　　　母子们扶柩回原郡，
骆宏勋　　（唱）　　　　　好一似孤雁宿寒林。
余千　　　（白）　　　　　启公子：天色不早，就在此处安歇了罢。
骆宏勋　　（白）　　　　　前去打店。
余千　　　（白）　　　　　店家那里？
（店家上。）
店家　　　（白）　　　　　敢么是宿店的么？
余千　　　（白）　　　　　正是，可有上房？
店家　　　（白）　　　　　有，请到后面。
（众人同走圆场。店家看。）
店家　　　（白）　　　　　吓，管家，此位敢么是骆公子么？
余千　　　（白）　　　　　正是。
店家　　　（白）　　　　　你莫非就是余管家？
余千　　　（白）　　　　　你怎么认识我呀？
店家　　　（白）　　　　　是你不知，我们这座店房乃是花老寨主开的，寨主曾经言道：若有人扶柩从此
　　　　　　　　　　　　　经过，必须详细问明。如若是扬州的骆公子从此经过，千万要好好招待。他有
　　　　　　　　　　　　　一位管家，乃是黑面大汉，姓余名千。老汉看你等，今日这样来历，到被我一
　　　　　　　　　　　　　猜，可就猜着了。
余千　　　（白）　　　　　原来如此，那花老寨主现在何处？
店家　　　（白）　　　　　寨主在此店内，等候了多日了，待我前去请来。
（店家下。）
余千　　　（白）　　　　　启公子：此店原来是花老丈所开，他在此处已等候我们多日了。
骆宏勋　　（白）　　　　　哦，这是花老丈的店房么？
余千　　　（白）　　　　　正是。
（店家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公子在哪里？吓，公子，你我久违了，请坐。
骆宏勋　　（白）　　　　　老丈请坐。
花振芳　　（白）　　　　　公子来得甚快，任大爷他可好？
骆宏勋　　（白）　　　　　咳，老丈吓。
　　　　　（西皮原板）　　尊老丈有所不知情，
　　　　　　　　　　　　　我心中恨的是贺世赖、王伦。
　　　　　　　　　　　　　我不该同那厮来结拜，
　　　　　（西皮快板）　　那贺氏同王伦有奸情。
　　　　　　　　　　　　　狗淫妇来把我勾引，
　　　　　　　　　　　　　她反用巧言语诬赖我宏勋。
　　　　　　　　　　　　　我母子万分难隐忍，
　　　　　　　　　　　　　因此上连夜里离了定兴。
花振芳　　（白）　　　　　原来王伦这个畜牲如此可恼。公子到此，务要多住上几日。老汉定要与公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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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
骆宏勋　　（白）　　　　　多谢老丈。
花振芳　　（白）　　　　　请公子到后面用饭。
骆宏勋　　（白）　　　　　请。
（骆宏勋、何氏、余千同下。）
花振芳　　（白）　　　　　且住，这王伦如此可恶，待老夫且到家中走走。
（花振芳走圆场。巴氏、花碧莲同上。）
花碧莲　　（白）　　　　　爹爹回来啦。
花振芳　　（白）　　　　　回来了。骆公子已扶柩来到此处。住在店房之内了。
巴氏　　　（白）　　　　　公子来哉，来得好快呀。
花振芳　　（白）　　　　　只因那王伦，私与任大爷的妻子贺氏通奸，他反调戏公子，被公子辱骂了她一
　　　　　　　　　　　　　场。那贱人怀恨在心，就在任大爷面前，反诬赖公子调戏与她。任大爷就同公
　　　　　　　　　　　　　子反面绝交。公子一怒而去，你道恼是不恼！
巴氏　　　（白）　　　　　革个王伦，真真该杀！
花振芳　　（白）　　　　　我欲前去走走。
　　　　　　　　　　　　　巴氏弟兄走上。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同上。）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参见老寨主。
花振芳　　（白）　　　　　老夫欲到定兴走走，你等各带兵刃，一同前往。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二场】

（王伦、任正千、贺氏、二丫鬟、二院子同上。）
任正千　　（唱）　　　　　多蒙贤弟恩义厚，
　　　　　　　　　　　　　倒叫某家喜心头。
王伦　　　（白）　　　　　哥嫂在此，要多住上几日，好白相格。
任正千　　（白）　　　　　愚兄家中无人照料，一定要回家中去的。
贺氏　　　（白）　　　　　我也同你一齐回去。
王伦　　　（白）　　　　　嫂嫂何妨在此白相。
任正千　　（白）　　　　　既然贤弟留你在此，你就在此住上几日，也无妨碍。
贺氏　　　（白）　　　　　我不回去使得么？
任正千　　（白）　　　　　有什么使不得。
　　　　　　　　　　　　　家院，与爷带马。
　　　　　（唱）　　　　　辞别贤弟把马上，
　　　　　　　　　　　　　回到家中看端详。
（任正千、二院子同下。）
贺氏　　　（白）　　　　　夏莲、秋香，过来了。
二丫鬟　　（同白）　　　　是。
贺氏　　　（白）　　　　　命你二人回去，伺候大爷去吧。这有几块洋钱，把你去用。
二丫鬟　　（同白）　　　　多谢夫人。
（二丫鬟同下。）
王伦　　　（白）　　　　　他们都去哉，我二人好不快乐也。
　　　　　（唱）　　　　　二人同往后堂去，
　　　　　　　　　　　　　巫山仙女会佳期。
（王伦、贺氏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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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场】

（任正千随二院子同上，任正千下马。）
任正千　　（白）　　　　　天已不早，待我安歇了罢。
（二丫鬟同上。）
二丫鬟　　（白）　　　　　大奶奶同王公子轧姘头革哉。要吾二人回来。吾们去看看大爷去。
任正千　　（白）　　　　　吓，你二人为何不侍奉你主母，你们回来做甚？
丫鬟　　　（白）　　　　　吾们大奶奶，叫吾二人回来，伺候大爷吃酒格。
任正千　　（白）　　　　　好一个贤德的夫人，此时还记念俺吃酒。
　　　　　　　　　　　　　好，你们拿酒来呀。
（二丫鬟同斟酒。）
任正千　　（白）　　　　　天已不早了，你们也去安歇去吧。
（二丫鬟同下。任正千睡。花振芳自桌下。）
花振芳　　（白）　　　　　任大爷醒来。
任正千　　（白）　　　　　原来是花老丈。你从何处而来呀？
花振芳　　（白）　　　　　老汉适才在王伦家中，观见你的令正夫人，同王伦在一处吃酒。他二人一定有
　　　　　　　　　　　　　奸。老汉特与大爷前来送信。
（二丫鬟暗同上，同听。）
任正千　　（白）　　　　　竟有这等之事？如此你我二人，就前去将王伦同我妻子一同杀死便了。
花振芳　　（白）　　　　　大爷切莫莽撞。你若前去，他二人就要藏躲，待老夫替你代劳，杀却这奸夫淫
　　　　　　　　　　　　　妇，你看如何？
任正千　　（白）　　　　　好，就请老丈，替我代劳，某在家中等候。
花振芳　　（白）　　　　　如此俺便去了。
（花振芳下。任正千闭门，睡。）
丫鬟甲　　（白）　　　　　革个老头子，可是那个姓花革？
丫鬟乙　　（白）　　　　　是革。如此吾们快快要给大奶奶，送信去呀。
丫鬟甲　　（白）　　　　　走，走。
（二丫鬟同下。王伦、贺氏同上。二丫鬟同上。）
二丫鬟　　（同白）　　　　大奶奶，了弗得哉。
贺氏　　　（白）　　　　　啥革事体，这样大惊小怪？
二丫鬟　　（同白）　　　　方才有一个老头子，好像那个姓花革。他对大爷说，大奶奶同王大爷有奸，他
　　　　　　　　　　　　　要来捉奸来哉。
王伦　　　（白）　　　　　个革事体，弗好哉？
贺氏　　　（白）　　　　　如此我到要速速回去才好。
王伦　　　（白）　　　　　是格，你一回去，他就不疑心了吓。快叫他们搭轿。
二丫鬟　　（同白）　　　　来弗及哉，快走，快走。
贺氏　　　（白）　　　　　你二人快快搀扶了我回去。
（贺氏、二丫鬟同下。）
王伦　　　（白）　　　　　坏哉，坏哉，花老头子，怎样会晓得哉，真真怪事。
（王伦下。二丫鬟扶贺氏同跑上，推门入。）
任正千　　（白）　　　　　你怎么回来了吓？
贺氏　　　（白）　　　　　是我想在他们那里要住，终究不便。况且我又记念你在家，丫鬟又伺候不好，
　　　　　　　　　　　　　所以我就回来了。
任正千　　（白）　　　　　你还惦记着我吗？
贺氏　　　（白）　　　　　可不是吗。
任正千　　（白）　　　　　好，你知道有我，倒还不错。
二丫鬟　　（同白）　　　　大爷，天弗早哉，该困觉革哉。
（贺氏扶任正千同下。二丫鬟同下。）

【第三十四场】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且住。不料那贺氏竟回了家了。吾不免且回庙中，再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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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振芳下。）

【第三十五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巴仁、巴义、巴礼、巴智抱衣物同上。）
巴龙　　　（白）　　　　　伙计们，咱们此番偷了王伦的衣服银两，且回到庙中等候花寨主便了。
（众人同走圆场。）
巴龙　　　（白）　　　　　到了，到了。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来此已是三官庙，待吾进去。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寨主回来了？
花振芳　　（白）　　　　　回来了，你们可曾去偷盗王伦么？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已曾偷到手了，请寨主观看。
花振芳　　（白）　　　　　好，你等且回山东，老夫随后就到。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巴仁、
巴义、
巴礼、
巴智　　　（同白）　　　　老寨主一人在此，我等放心不下。
花振芳　　（白）　　　　　既然如此，巴龙、巴虎等，你四人在此同伴老夫，巴彪、巴豹等四人，先回山
　　　　　　　　　　　　　东便了。
（众人同允，同下。）

【第三十六场】

（王伦、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白）　　　　　吓东家，我妹子为何又回去了吓？
王伦　　　（白）　　　　　你还弗晓得，那个花老头子，弗晓得怎样看破，吾同令妹个事体。他对任正千
　　　　　　　　　　　　　说，要来捉奸革。幸亏两个丫鬟，暗地里听见革，赶快把令妹接回去哉。革个
　　　　　　　　　　　　　事体，糟哉。
贺世赖　　（白）　　　　　喂哟，花振芳，乃是个强盗，他要晓得，可就益发危险哉。
王伦　　　（白）　　　　　先生要替我想一个妙法才好。
（二丑院子同上。）
二丑院子　（同白）　　　　启大爷：弗好哉，上房里有了强盗哉！将衣箱打开，将金银财宝，衣物等件，
　　　　　　　　　　　　　都偷去哉！
王伦　　　（白）　　　　　这事体，定规是姓花革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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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世赖　　（白）　　　　　如此看来，我倒有个妙计，但是恐怕妹子他弗肯做。她若肯做，倒是个斩草除
　　　　　　　　　　　　　根，永无后患革主意。
王伦　　　（白）　　　　　啥革主意，如此妙法？
贺世赖　　（白）　　　　　但是先要同舍妹商量好，方能做得。
王伦　　　（白）　　　　　如此王禄来，快去请任家革太太来。弗要叫任大爷晓得外。当心点。
（丑院子下。）
王伦　　　（白）　　　　　先生，你要说说革个主意，吾来听听看，好弗好？
贺世赖　　（白）　　　　　保管好，等待吾妹子来格，同她商量商量。就说任正千交通江洋大盗，偷了许
　　　　　　　　　　　　　多革银钱衣物。送到县衙审问，将他问成一个死罪，岂不是斩草除根了？
王伦　　　（白）　　　　　好革，但有一件，有啥革凭据呀？
贺世赖　　（白）　　　　　就将你的银钱等物，并传家的宝物等件，交给吾个妹子，暗暗带回他家，隐藏
　　　　　　　　　　　　　起来，等候县官搜出赃物，他还有何说？只要吾个妹子答应，就成功革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任太太来哉。
（贺氏随二丫鬟同上。）
贺氏　　　（白）　　　　　叫吾来做啥革呀喂？
王伦　　　（白）　　　　　任正千听花振芳的言语，此事甚为危险。现在到有一个斩草除根革法子，要同
　　　　　　　　　　　　　娘子商量。
贺氏　　　（白）　　　　　有啥革法子想吓？
王伦　　　（白）　　　　　吾家中失去多少物件，今日要赖在任正千革身上。就说是他结交江洋大盗，偷
　　　　　　　　　　　　　盗吾多少银钱等物，将他送到县衙治罪。不知娘子你肯弗肯？
贺氏　　　（白）　　　　　倘能害了任正千，我同你可就好常在一处快活啦。但是一件，全凭嘴说，无有
　　　　　　　　　　　　　证据，也是枉然呐。
王伦　　　（白）　　　　　弗要紧，有好法子呀。就将吾府中值银钱之物，烦劳娘子带几件回去，藏在卧
　　　　　　　　　　　　　房中。那县官若要搜寻出来，岂不是个证据么？
贺氏　　　（白）　　　　　此计到好，快快办来。
王伦　　　（白）　　　　　来，快将吾个几件传家的宝物，拿得来。
（丑院子抱包袱上。）
丑院子　　（白）　　　　　拿来哉。
（王伦接包袱交贺氏，贺氏交丫鬟。）
王伦　　　（白）　　　　　快快喊轿子来。
丑院子　　（白）　　　　　轿子抬上来。
（丫鬟抱包袱送轿内，贺氏上轿，贺氏、丫鬟同下。）
王伦　　　（白）　　　　　贺先生，你去县中报案。
贺世赖　　（白）　　　　　快写失单来。
王伦　　　（白）　　　　　待吾来写。
（王伦写单。）
王伦　　　（白）　　　　　草草写了一张，吾来念与你听革：失去大小便壶八十个，大小马桶八十个，桌
　　　　　　　　　　　　　椅床凳共八百余张。洋元票五万张，计八十万元。现洋钱十二万元。
贺世赖　　（白）　　　　　弗成功革。洋钱票倒可以写得多。现洋元若是十二万，就是抬也抬弗了革。
王伦　　　（白）　　　　　如此待吾改过来：现洋元一百二十元，可好革？传家宝瓶玉陈设二十件，衣服
　　　　　　　　　　　　　首饰，不计其数。你快去报案。
贺世赖　　（白）　　　　　是哉。
（贺世赖下。）
王伦　　　（白）　　　　　任正千呐，任正千，管叫你明枪容易躲，这暗箭最难防！
（王伦下。）

【第三十七场】

（丫鬟随轿同上，贺氏下轿，丫鬟抱包袱入门，藏，下。任正千上。）
任正千　　（唱）　　　　　每日里开怀畅饮酒，
　　　　　　　　　　　　　王伦他是俺的好朋友。
（八捕快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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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捕快　　（同白）　　　　来此已是。
　　　　　　　　　　　　　呔，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人在门首大呼小叫，待我看来。
　　　　　　　　　　　　　原来是公差，到此做甚？
八捕快　　（同白）　　　　任大爷可在家中？
院子　　　（白）　　　　　现在里面。
八捕快　　（同白）　　　　我等打进去。
（八捕快同入。）
任正千　　（白）　　　　　你们这些公差，无缘无故，闯到我的内堂，为了何事？
八捕快　　（同白）　　　　你的事犯了，你还问我们。伙计们，锁了，带了走吓。
（八捕快同锁任正千。）
任正千　　（白）　　　　　好你个胆大的狗头，招打！
（起打，八捕快同上，任正千打倒众捕快，急跑下，八捕快同追下。任正千空手上，八捕快持大棍同追上，
打任正千倒地，八捕快抬任正千同下。）

【第三十八场】

（四青袍、二门子、知县同上。）
知县　　　（念）　　　　　官居一县令，为民判冤情。
（八捕快抬任正千同上。）
八捕快　　（同白）　　　　任正千拿到。
知县　　　（白）　　　　　带上来。
（任正千跪。）
知县　　　（白）　　　　　胆大任正千，私结江洋大盗，偷盗王府的银钱等物，该当何罪？
任正千　　（白）　　　　　吓，这是从哪里说起呀？想我任正千，祖居定兴县，颇有家财，一生慷慨。虽
　　　　　　　　　　　　　然结交朋友，交的俱是侠义正直的君子，并不曾交往什么江洋大盗，怎说是
　　　　　　　　　　　　　“偷盗”二字？
知县　　　（白）　　　　　你夤夜在王伦王公子府中，偷盗了许多衣物等件，你还敢抵赖不成？
任正千　　（白）　　　　　那王伦与我任正千乃是结交的朋友，怎说是我偷盗于他？
知县　　　（白）　　　　　你既不肯招认，本县要到你家中搜查赃物。
任正千　　（白）　　　　　好，请太爷搜查。
知县　　　（白）　　　　　来，带马，一同前往。
（众人同走圆场。）
知县　　　（白）　　　　　来，两厢搜来。
（八捕快同搜，取包袱。）
八捕快　　（同白）　　　　赃物在此。
知县　　　（白）　　　　　将他家属人等，一齐带往县衙。
（八捕快同锁贺氏，众人同走圆场。知县升堂，带任正千上。）
知县　　　（白）　　　　　任正千，赃物在此，你还敢抵赖不成？
任正千　　（白）　　　　　小人实实无有此事，真真冤煞人也。
知县　　　（白）　　　　　现将你妻子带来，待本县审问一番。
　　　　　　　　　　　　　来，将任正千的妻子带上堂来。
（贺氏跪。）
贺氏　　　（白）　　　　　叩见太爷。
知县　　　（白）　　　　　你丈夫是怎样结交大盗，你必知情，要从实的招来。
任正千　　（白）　　　　　好，你既到此，你要从实说来。免得为丈夫，受此不白之冤呐！
贺氏　　　（白）　　　　　我说太爷在上，既问道小妇人啦，我倒不能不实说啦。我丈夫一生一世，最爱
　　　　　　　　　　　　　的是交朋友。至于交江洋大盗不大盗，我也知不清楚。就是有一伙子卖艺姓花
　　　　　　　　　　　　　的，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可就常常来往。不时的送东西来。前晚上，又
　　　　　　　　　　　　　送了许多的东西金银等物。他留下一半，拿走了一半。这是句句的实情。
任正千　　（白）　　　　　好贱人吓，好淫妇！我与你结发的夫妻，你竟如此害我。想我那师弟骆宏勋，
　　　　　　　　　　　　　为人正直，谁知你这淫妇，私通了王伦，反说在我的面前，搬动是非，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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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弟调戏于你。也是我一时糊涂，拔剑就要同我那师弟去拼命，幸遇我那师
　　　　　　　　　　　　　母，将我劝回。可怜他母子，暗地商议，就将师弟捆绑前来，跪门请罪。谁知
　　　　　　　　　　　　　次日，他母子竟不辞而别，转回扬州，叫我做了不仁不义之人。我日后死在九
　　　　　　　　　　　　　泉之下，叫我何颜去见那师父。可恨你这贱人，与王伦定此毒计，陷害于我。
　　　　　　　　　　　　　倘若我有朝一日，出了公衙，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贺氏　　　（白）　　　　　咱们两个人，不定谁要谁的命呐。就是那骆宏勋，也不是好人，也是强盗。
知县　　　（白）　　　　　将任正千打在监牢，将贺氏暂且看管。等本县上详，再行定案。退堂。
（众人同下。）

【第三十九场】

（巴龙上。）
巴龙　　　（白）　　　　　奉了花寨主之命，去到任大爷那里去送信。就此前往。
（巴龙走圆场。）
巴龙　　　（白）　　　　　吓。怎么将门封锁起来了？待我打听打听。
　　　　　　　　　　　　　吓，列位请了，任大爷家中，为何将门封锁起来了？
邻居　　　（内白）　　　　任大爷被王伦将他告下来。
巴龙　　　（白）　　　　　为什么事将他告下来了？
邻居　　　（内白）　　　　他说是任大爷，结交了江洋大盗，偷了他许多物件。带了公差，搜出了赃证。
　　　　　　　　　　　　　将任大爷带到衙中，定了罪名，收在监牢，因此将门封锁了。
巴龙　　　（白）　　　　　原来如此，有劳了。
　　　　　　　　　　　　　竟有这等之事，待我速速回去，报于老寨主知道，便了。
（巴龙下。）

【第四十场】

（巴虎、巴仁、巴义引花振芳同上。）
花振芳　　（白）　　　　　吾命巴龙与任大爷前去送信，为何还不见回来？
（巴龙上。）
巴龙　　　（白）　　　　　启寨主：大事不好了。
花振芳　　（白）　　　　　何事惊慌？
巴龙　　　（白）　　　　　只因任大爷，被王伦诬告他结交江洋大盗，偷盗了他许多东西，将任大爷送到
　　　　　　　　　　　　　县衙。那县官已将任大爷定了罪名，押在大牢，将他家门全行封锁了。
花振芳　　（白）　　　　　竟有这等之事，待老汉去到县牢，搭救任大爷的性命要紧。
（花振芳急下，巴龙、巴虎、巴仁、巴义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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