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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钟》【二本】

主要角色
陈希真：末
陈丽卿：贴旦
云天彪：红净，扎巾、绿靠
蔡京：净
张觷：末
杨时：末
宋江：末
吴用：丑
乐和：武生
萧让：末
梁世杰：生
蔡夫人：旦
辛从忠：武生
邓宗弼：净，黑面
张应雷：净：紫面
陶震霆：净：蓝面
杨腾蛟：净
云威：外
云龙：武生
刘广：末
刘麒：副净
刘麟：武生
刘夫人：正旦
刘麒妻：武旦
刘麟妻：武旦
刘慧娘：旦
刘母：老旦
范成龙：副净
真祥麟：武生
苟桓：净
苟英：武生
参谋官：丑，官衣、圆纱
丑旗牌：丑
差官：末，纱帽、官衣
尉迟大娘：彩旦

情节
上册所载，至陈希真父女剿灭冷艳山为止。是剧开幕，接演“蔡京奉旨起兵征讨梁山党，道经曹州，命知府
张觷聘请大儒杨时入营参赞军务”，“梁山军师吴用定退兵计划，差遣乐和、萧让下山”，“蔡京调用云天
彪为总帅，节制邓、辛、张、陶四将”，“梁世杰特授天津府，携带家眷赴任”，“乐和、萧让冒充下属官
吏迎接上司，在伏虎岗公馆内用蒙汗药捉拿梁世杰夫妻”，“云天彪奉檄进兵，逼攻嘉祥”，“杨腾蛟恢复
南旺营，斩王定六、郁保四二人首级，送入天彪军中；宋江送信蔡京，将梁世杰夫妻，要求退兵”，“杨时
托病辞职，回延平府原籍”，“蔡京私通梁山，调回云天彪”，“陈希真父女借宿风云庄”，“厅前比武，
云龙、丽卿结义”，“陈希真父女沂州投刘广”，“刘麒、刘麟山中打猎”，“丽卿射雕，表兄表妹奋勇厮
斗”，“安乐村亲戚会叙”，“云天彪遵令退兵，用埋伏计败林冲、呼延灼，夺取嘉祥、濮州”，“白胜暗
探沂州，被高封锁禁”，“蔡京赉送十万金珠，差官至梁山求赎女儿、女婿”，“忠义堂上，宋江怒骂梁世
杰夫妻”，“吴用分派众头领骚扰殷富村庄，刘慧娘露台望气，预知刀兵之灾”，“刘广乱军中寻母，身受
箭伤”，“丽卿枪刺周通，保护慧娘出险”，“云天彪起兵，扼守要路”，“刘老夫人、刘麒失陷沂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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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二本】 2

“苟恒再三让位，报答大恩人”，“陈希真坐领猿臂寨”，“众英雄同心协力，定计劫牢”，“丽卿假
扮跑解妓女，混入沂州城”，串演至此即为终场，是剧遂闭幕焉。

注释
按说部所载，梁世杰为沂州府，梁山党所假扮者系盐山县官吏。剧本中，则云天津府及天津县，略有异点。
余外事实，均与说部无甚悬殊。

根据《戏考》第二十九册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四大铠、四上手、八将官、中军、二谋士、蔡京同上。〖吹牌子〗。张觷迎上。）
张觷　　　（白）　　　　　曹州知府张觷迎接老太师！
中军　　　（白）　　　　　察院伺候！
（众人同进城，同下，同上。）
蔡京　　　（白）　　　　　唤张觷进见。
中军　　　（白）　　　　　张觷进见！
张觷　　　（白）　　　　　曹州知府告进！
　　　　　　　　　　　　　下官张觷叩见老太师！
蔡京　　　（白）　　　　　罢了。
张觷　　　（白）　　　　　谢太师！
蔡京　　　（白）　　　　　张觷，你在此为官多年，可知梁山贼寇的光景？
张觷　　　（白）　　　　　下官蒙老太师的提拔，到此为官多年，深知梁山宋江屯军养马，声势浩大得很。
蔡京　　　（白）　　　　　小小毛贼，谅无多大的能为。老夫已拨大兵八万，直捣梁山，老夫大兵随后，
　　　　　　　　　　　　　哪怕那贼不灭。
张觷　　　（白）　　　　　启禀太师：前日那杨龟山先生从此经过，曾同下官言道，若伐梁山，万万不可
　　　　　　　　　　　　　打从定陶而下！
蔡京　　　（白）　　　　　呀！那杨中立先生在此处么？
张觷　　　（白）　　　　　他就在城西龟山之上隐居。前日到此，昨日已回去了。
蔡京　　　（白）　　　　　老夫深知此人的韬略，就命你备黄金千两、彩缎百端，快快请他前来议事，不
　　　　　　　　　　　　　得有误！
　　　　　　　　　　　　　掩门！
张觷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二场】

（杨时上。）
杨时　　　（引子）　　　　隐居山林，终日里，饮酒弹琴。
　　　　　（念）　　　　　胸藏韬略有经纶，忠孝二字常挂心。只为朝中多奸佞，告辞官职隐山林。
　　　　　（白）　　　　　吾，姓杨名时，字中立，道号龟山，剑南人氏。昔年曾拜明道程父子为师，官
　　　　　　　　　　　　　居议郎之职。只因朝中奸臣当道，故而告职归田，就在此龟山上隐遁，倒也逍
　　　　　　　　　　　　　遥自在。昨日进城，闻得圣上派兵二十万攻打梁山，蔡京挂帅。想那蔡京，不
　　　　　　　　　　　　　知兵法，怎能胜得过梁山贼寇？这也是朝廷用人不当。正是：
　　　　　（念）　　　　　局中少一招，输却满盘棋。
（四龙套、院子引张觷同上。）
张觷　　　（白）　　　　　向前叫门！
院子　　　（白）　　　　　开门来！
（童子上，开门。）
院子　　　（白）　　　　　曹州府张大老爷来拜！
童子　　　（白）　　　　　曹州府张大老爷来拜！
杨时　　　（白）　　　　　有请！
童子　　　白）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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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童子同入。）
张觷　　　（白）　　　　　老先生！
杨时　　　（白）　　　　　太守请坐！
张觷　　　（白）　　　　　告坐。
杨时　　　（白）　　　　　太守到此必有所为。
张觷　　　（白）　　　　　今奉蔡太师之命，送来黄金千两、彩缎百端，特命小弟前来聘请先生，到营中
　　　　　　　　　　　　　议论军情大事。
杨时　　　（白）　　　　　想我杨时久已无志功名，隐居多年。虽蒙蔡太师的厚意，只是我有病在身，断
　　　　　　　　　　　　　难应命，望祈婉为辞却！
张觷　　　（白）　　　　　先生高尚，小弟尽知，只是数十万生灵的生死均在此一举，先生有好生之德，
　　　　　　　　　　　　　难道就坐观成败不成？
杨时　　　（白）　　　　　既然如此，吾看在生灵的份上，同你走上一趟。有道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但是这份厚礼，断不敢领，仍请带回。
张觷　　　（白）　　　　　先生收下就是！
杨时　　　（白）　　　　　无功焉敢受禄！你只管带回，吾见了太师还有话讲。
张觷　　　（白）　　　　　如此一同前往。
　　　　　　　　　　　　　来，带马！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龙套、吴用、宋江同上。）
宋江　　　（西皮摇板）　　探马不住报军情，
　　　　　　　　　　　　　统兵果然是蔡京。
　　　　　　　　　　　　　将身且在山寨等，
　　　　　　　　　　　　　戴宗回来便知情。
（戴宗、周通同上。）
戴宗　　　（西皮摇板）　　弟兄且把山寨进，
周通　　　（西皮摇板）　　忠义堂前报军情。
戴宗、
周通　　　（同白）　　　　参见大哥！
宋江　　　（白）　　　　　二位贤弟回来了？
戴宗、
周通　　　（同白）　　　　回来了！
宋江　　　（白）　　　　　命你二人在京中打探之事如何？
戴宗　　　（白）　　　　　小弟奉命去到京都，正值蔡京在校场操演军马，十分热闹。宋王就派蔡京挂帅，
　　　　　　　　　　　　　带了二十万大兵前来，小弟随同他却走了一路。
宋江　　　（白）　　　　　但不知他从哪路进兵攻打？
戴宗　　　（白）　　　　　他已渡过黄河。闻听他先发大兵八万，由曹州进兵，他在定陶随后接应。
吴用　　　（白）　　　　　这蔡京真真没有见识！他若打我的嘉祥、濮州，我倒有些惧怕。他如今直取我
　　　　　　　　　　　　　们的山寨，岂不是自讨其死么！
宋江　　　（白）　　　　　呀，二位贤弟，我等前番攻打大名府，抢了仓库，那梁世杰失守城池，如今不
　　　　　　　　　　　　　知如何了局，你二人在京可曾听见什么信息没有？
戴宗　　　（白）　　　　　常言道，朝中有人好做官，真真的不错！那梁世杰本是蔡京的女婿，他一力在
　　　　　　　　　　　　　朝中替他隐瞒。如今只降了一级，昨日又叫他去到天津做知府去了。
吴用　　　（白）　　　　　既有此事，你何不早讲！如今我们不用人马，管叫那蔡京不战自退！
宋江　　　（白）　　　　　军师有何妙计？
吴用　　　（白）　　　　　大哥附耳上来。
（宋江、吴用同笑。）
吴用　　　（白）　　　　　来，唤铁叫子乐和、圣手书生萧让进帐！
龙套甲　　（白）　　　　　乐和、萧让进帐！
（乐和、萧让同上。）
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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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让　　　（同白）　　　　参见大哥！
宋江　　　（白）　　　　　二位贤弟少礼，军师有差。
乐和、
萧让　　　（同白）　　　　军师有何差遣？
吴用　　　（白）　　　　　命你二人带领四十名喽啰，在盐山一带等候。倘若梁世杰他夫妻从那里经过之
　　　　　　　　　　　　　时，你附耳上来。
（乐和附耳。）
吴用　　　（白）　　　　　你必须如此如此……
乐和、
萧让　　　（同白）　　　　得令！
（乐和、萧让同下。）
宋江　　　（白）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中军、蔡京同上。）
蔡京　　　（西皮摇板）　　老夫奉命出朝班，
　　　　　　　　　　　　　统领雄兵伐梁山。
　　　　　　　　　　　　　人马扎至在定陶县，
　　　　　　　　　　　　　专心等候杨龟山。
（张觷上。）
张觷　　　（念）　　　　　山中请贤士，报与太师知。
　　　　　（白）　　　　　参见太师！
蔡京　　　（白）　　　　　罢了。杨中立可曾请到？
张觷　　　（白）　　　　　现在帐外。
蔡京　　　（白）　　　　　快快有请！
张觷　　　（白）　　　　　有请杨先生！
（杨时上。）
杨时　　　（念）　　　　　为救数万苍生命，且暂低头见权臣。
　　　　　（白）　　　　　太师在上，晚生有礼！
蔡京　　　（白）　　　　　先生少礼，请坐！
杨时　　　（白）　　　　　谢坐！
蔡京　　　（白）　　　　　久闻先生大才，深为企仰。今日相逢，可谓三生有幸！
杨时　　　（白）　　　　　晚生乃一介寒儒，何敢劳太师称赞！
蔡京　　　（白）　　　　　老夫奉命攻打梁山，不知打从哪路进兵方可得力，望先生指教一切。
杨时　　　（白）　　　　　据晚生看来，此番进兵万不可由定陶直抵梁山！他那水泊辽阔，根深底固，一
　　　　　　　　　　　　　时难破。若先打嘉祥，那呼延灼有勇无谋，况且城池狭小，一鼓可得。林冲镇
　　　　　　　　　　　　　守濮州，一见嘉祥失守，必来接应，乘其不备，濮州亦可垂手而得了。
蔡京　　　（白）　　　　　先生真是大才，老夫钦佩之至！但是老夫手下却少大将，如何是好？
杨时　　　（白）　　　　　那天津府总管邓宗弼、开州统制张应雷，俱是智勇兼全；还有武定府总管辛从
　　　　　　　　　　　　　忠、广平府总管陶震霆，皆是大将之才，望太师重用，必然得力。还有一人，
　　　　　　　　　　　　　现居景阳岗总镇，名唤云天彪，晚生却也认识于他。此人专慕关云长之为人，
　　　　　　　　　　　　　生得赤面长髯，刀马娴熟，智略非凡，太师务要重用此人！
蔡京　　　（白）　　　　　此人乃是种师道最得意之人，老夫久已知晓；那辛从忠、邓宗弼前番曾在盐山
　　　　　　　　　　　　　捉拿施威、杨烈二贼，功劳不小；张陶二将的武艺，老夫也久有所闻。
　　　　　　　　　　　　　中军，拿吾令箭，速调四将前来听令！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
蔡京　　　（白）　　　　　云天彪胸有韬略，就命他以为总师，节制各军。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杨时　　　（白）　　　　　若能如此，那梁山草寇指日即可灭也！
蔡京　　　（白）　　　　　后堂排宴，与先生畅饮。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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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场】

（四家将、二院子、二丫鬟、梁世杰、蔡夫人同上。）
梁世杰　　（西皮摇板）　　心中恼恨宋公明，
　　　　　　　　　　　　　胆敢带兵抢大名。
　　　　　　　　　　　　　下官幸得逃性命，
　　　　　　　　　　　　　官降知府赴天津。
　　　　　（白）　　　　　下官，梁世杰。只因失了大名府，逃到京都。幸蒙岳父蔡太师在天子面前替吾
　　　　　　　　　　　　　遮掩，降了一级，放为天津知府，就此上任。
　　　　　　　　　　　　　来！
二院子　　（同白）　　　　有！
梁世杰　　（白）　　　　　催趱！
　　　　　（西皮摇板）　　人役一同朝前进，
　　　　　　　　　　　　　又听前面有人声。
（乐和扮家将、萧让扮知县、二吏随四青袍、皂役同上。）
二吏　　　（同白）　　　　来者敢么是梁大老爷么？
二院子　　（同白）　　　　正是。
二吏　　　（同白）　　　　烦劳通稟：我们是天津县王老爷带领人役，前来迎接上任的。
二院子　　（同白）　　　　候着！
　　　　　　　　　　　　　启老爷：现有天津王老爷带领人役，前来迎接。
梁世杰　　（白）　　　　　前面什么所在？
二吏　　　（同白）　　　　前面叫做伏虎岗，已给梁大老爷预备下公馆了。
梁世杰　　（白）　　　　　打道伏虎岗。
（众人同绕场，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四上手引辛从忠、邓宗弼同上。）
辛从忠、
邓宗弼　　（同白）　　　　俺，（辛从忠）（邓宗弼）！
辛从忠　　（白）　　　　　请了！我等奉了蔡太师的将令，营前听用，就此前往。
（四龙套、四下手引张应雷、陶震霆同上。）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原来是辛、邓二位将军。
辛从忠、
邓宗弼　　（同白）　　　　原来是张、陶二位。莫非也是赴蔡太师之招么？
张觷　　　（白）　　　　　正是。
辛从忠　　（白）　　　　　如此，大家一同前往。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请！
（吹牌子。众人同下。）

【第七场】

（四皂役引萧让、乐和、二院子、二丫鬟、梁世杰、蔡夫人同上，同入公馆。）
萧让　　　（白）　　　　　卑职天津知县叩见大老爷！
梁世杰　　（白）　　　　　请坐！
萧让　　　（白）　　　　　告坐。
梁世杰　　（白）　　　　　有劳贵县远路相迎，多受风霜之苦！
萧让　　　（白）　　　　　理当如此！备得酒宴，请大老爷畅饮。
梁世杰　　（白）　　　　　不劳贵县周旋，请便！
萧让　　　（白）　　　　　告便！
（萧让下。乐和托酒上，二院子同接。）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9004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二本】 6

梁世杰　　（白）　　　　　夫人一路辛苦，要多饮一杯！
蔡夫人　　（白）　　　　　妾当奉陪！
梁世杰　　（西皮摇板）　　伏虎岗上把酒饮，
　　　　　　　　　　　　　夫妻二人且谈心。
　　　　　　　　　　　　　但愿早到天津郡，
　　　　　（白）　　　　　呀！
　　　　　（西皮摇板）　　头晕眼花为何情？
（梁世杰倒。萧让上，乐和迎上。）
乐和　　　（白）　　　　　梁世杰想已醉倒，待我看来。
萧让　　　（白）　　　　　外面人役可曾醉倒？
乐和　　　（白）　　　　　俱已醉了。
萧让　　　（白）　　　　　我们快快动起手来！
（四皂役脱同青袍，同绑梁世杰、蔡夫人。）
萧让　　　（白）　　　　　大哥台前交令去者！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四龙套、蔡京同上。）
蔡京　　　（西皮摇板）　　老夫兴兵山岳震，
　　　　　　　　　　　　　扫灭梁山众贼人。
　　　　　　　　　　　　　将身且把宝帐进，
　　　　　　　　　　　　　且听探马报军情。
（中军上。）
中军　　　（白）　　　　　辛、邓、张、陶四将到！
蔡京　　　（白）　　　　　唤他们进帐！
中军　　　（白）　　　　　四将进帐！
（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上。）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念）　　　　血战沙场胆气雄，要替皇家立奇功。
　　　　　（同白）　　　　参见太师！
蔡京　　　（白）　　　　　众位将军少礼！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谢太师！
蔡京　　　（白）　　　　　久闻将军武艺出众，烦劳将军带领大兵一万攻打濮州、嘉祥两处。待等云天彪
　　　　　　　　　　　　　到了，你等就在他帐下听候调遣，不得有误！
（蔡京下。）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得令！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四八卦旗、八马童、云天彪同上。）
云天彪　　（白）　　　　　吾，云天彪，官拜景阳岗总镇。昨日蔡京有火牌到来，命吾攻打濮州、嘉祥，
　　　　　　　　　　　　　就此前往。
　　　　　　　　　　　　　众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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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卦旗　（同白）　　　　有！
云天彪　　（白）　　　　　催军！
（吹牌排子。众人同下。）

【第十场】

（四龙旗、四上手、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上。）
辛从忠　　（白）　　　　　适才探马报道，云总镇离此不远，我等迎上前去。请！
（四八卦旗、八马童引云天彪同上，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下马。）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参见总镇！
云天彪　　（白）　　　　　众位将军少礼，同到大营叙话！
（云天彪、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绕场，同下马。）
云天彪　　（白）　　　　　众位将军少礼，请坐！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谢坐！
云天彪　　（白）　　　　　众位将军可曾同那贼会过阵来？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末将等奉了蔡太师的将令，命我等听候总镇调遣，因此未曾与那贼会过阵来。
云天彪　　（白）　　　　　原来如此。
（旗牌上。）
旗牌　　　（白）　　　　　营外来一大汉，手提两颗首级前来投降。
云天彪　　（白）　　　　　叫他进来！
旗牌　　　（白）　　　　　大汉进帐！
（净扮杨腾蛟上）
杨腾蛟　　（念）　　　　　杀却梁山头目，来到大营请功。
　　　　　（白）　　　　　草民与总镇叩头！
云天彪　　（白）　　　　　壮士请起！
杨腾蛟　　（白）　　　　　谢总镇！
云天彪　　（白）　　　　　壮士请坐！
杨腾蛟　　（白）　　　　　总镇在此，焉有草民的座位！
云天彪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杨腾蛟　　（白）　　　　　谢总镇！
云天彪　　（白）　　　　　壮士高名上姓？到此何事？
杨腾蛟　　（白）　　　　　草民叫杨腾蛟，祖居南旺镇。幼年间学了些武艺。只因家道贫穷，打铁为生。
　　　　　　　　　　　　　可恨梁山贼寇，屡屡前来骚扰，是草民约同本地百姓，立了一个乡团。不想那
　　　　　　　　　　　　　梁山头目王定六、郁保四，兵多将勇，夺了南旺，草民假意归降。昨日闻得总
　　　　　　　　　　　　　爷大兵到此，是小民杀了贼头王、郁二人，特将首级带来投降，还有南旺一班
　　　　　　　　　　　　　百姓，均在营门候令。今将首级献上！
云天彪　　（白）　　　　　壮士义胆忠心，甚为可敬。
　　　　　　　　　　　　　且将首级号令营门！
旗牌　　　（白）　　　　　得令！
（旗牌持首级下。）
云天彪　　（白）　　　　　壮士就在帐下听用，本镇先加你总管职衔。歇兵三日，攻打嘉祥！
杨腾蛟　　（白）　　　　　谢总爷！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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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场】

（四龙套、参谋官、杨时、蔡京同上。）
蔡京　　　（西皮摇板）　　辛、邓、张、陶真虎将，
　　　　　　　　　　　　　攻打濮州和嘉祥。
　　　　　　　　　　　　　马到成功贼胆丧，
　　　　　　　　　　　　　扫荡梁山灭宋江。
（丑旗牌上。）
丑旗牌　　（念）　　　　　伏虎岗上逃活命，太师台前说详情。
　　　　　（白）　　　　　启禀太师：大事不好了！
蔡京　　　（白）　　　　　何事这等慌张？
丑旗牌　　（白）　　　　　小人跟随梁姑老爷、家眷赴任，行至盐山地面伏虎岗上，遇见一班人役，言道
　　　　　　　　　　　　　是天津县，前来迎接知府大老爷上任的。不料竟是梁山的贼寇假扮县官，用药
　　　　　　　　　　　　　酒将一班人役尽行麻倒，竟将梁姑老爷并县君俱抢上梁山去了！
蔡京　　　（白）　　　　　不好了！
（吹牌子。）
杨时　　　（白）　　　　　既有这等之事，太师必须催动人马速灭此贼！
蔡京　　　（白）　　　　　吾那女儿、女婿既被宋江抢上山寨，只恐性命休矣！
（中军引下书人同上。）
中军　　　（白）　　　　　启太师：今有梁山宋江命人前来下战书。
蔡京　　　（白）　　　　　快将书信呈上！
中军　　　（白）　　　　　是！
（中军接信呈蔡京看。）
蔡京　　　（白）　　　　　待老夫拆开一观。
（吹牌子。）
杨时　　　（白）　　　　　但不知宋江信中是何言语？
蔡京　　　（白）　　　　　那宋江言道，今将吾女儿、女婿抢上山寨，并无别意。只要老夫班师退兵，他
　　　　　　　　　　　　　情愿将梁世杰夫妇送还。
杨时　　　（白）　　　　　以太师之见，怎样行事？
蔡京　　　（白）　　　　　老夫为女儿心急，也只好是退兵罢了。
杨时　　　（白）　　　　　太师此言差矣！想天子以二十万大兵交付太师，征剿梁山。今一战未交就要退
　　　　　　　　　　　　　兵，不但事出无名，且恐天子降罪！
蔡京　　　（白）　　　　　先生哪里知道，老夫只有此女，孝顺非常，老夫最为钟爱。况此女又常常患病，
　　　　　　　　　　　　　今日遭此大难，受此大惊，叫老夫是怎生舍得！
杨时　　　（白）　　　　　太师儿女之情虽重，只是国家之事为先。太师身为当朝首相，若以私废公，岂
　　　　　　　　　　　　　不被天下之人耻笑！
蔡京　　　（白）　　　　　但是老夫倒有一计在此。
杨时　　　（白）　　　　　有何妙计？
蔡京　　　（白）　　　　　朝中童贯，他曾受过老夫的厚恩。吾修书一封，叫他在天子面前设法启奏。
参谋官　　（白）　　　　　小官倒有一计：太师书信之上就说天气炎热，军中瘟疫流行，三军患病，请天
　　　　　　　　　　　　　子下诏班师，等候秋凉再战。
蔡京　　　（白）　　　　　哈哈哈哈哈，此计甚好！笔墨伺候！
（吹牌子。）
蔡京　　　（白）　　　　　来，唤差官！
中军　　　（白）　　　　　差官走上！
（差官上。）
蔡京　　　（白）　　　　　这有书信一封，速速下到京都童大人那里。快去！快去！
差官　　　（白）　　　　　遵命！
（差官下。）
杨时　　　（白）　　　　　启太师：晚生多病，昨晚又发，要求太师放晚生归山养病！
蔡京　　　（白）　　　　　先生既欲归山，老夫也不便强留。
　　　　　　　　　　　　　来！命人带上黄金千两，送先生归山！
杨时　　　（白）　　　　　晚生无功，不能受禄，黄金断不敢领，望乞太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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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白）　　　　　老夫薄意，莫非你嫌太轻了不成？
杨时　　　（白）　　　　　这……如此晚生谨领，就此叩别了！
　　　　　（西皮摇板）　　辞别太师出大营，
　　　　　　　　　　　　　他为救女儿欺朝廷。
　　　　　　　　　　　　　奸权的黄金怎能领，
　　　　　　　　　　　　　倒不如一路上周济贫民。
（杨时下。）
蔡京　　　（白）　　　　　中军，拿吾令箭去到嘉祥，对云天彪言讲：现已奉了圣旨班师回朝，不必同梁
　　　　　　　　　　　　　山交战了！
中军　　　（白）　　　　　遵命！
（中军下。）
蔡京　　　（白）　　　　　就请你辛苦一趟，随同梁山送信之人同到梁山。见了宋江，就说老夫多多拜上，
　　　　　　　　　　　　　现已启奏朝廷，指日退兵，千万叫他速速送吾女儿、女婿下山。不得有误！
参谋官　　（白）　　　　　遵命！
（参谋官下。）
蔡京　　　（白）　　　　　正是：
　　　　　（念）　　　　　无端大祸从天降，奉命出师一场空！
（蔡京下。）

【第十二场】

（陈希真、陈丽卿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冷艳山前杀贼党，
　　　　　　　　　　　　　又见明月出东方。
　　　　　（白）　　　　　我们行了四五十里，无有住处，这便怎好！
陈丽卿　　（白）　　　　　前面有一村庄，其中定有大户人家，你我父女去到那里借宿一宵如何？
陈希真　　（白）　　　　　言之有理，一同前去。
（陈希真、陈丽卿同绕场。）
陈希真　　（白）　　　　　来此已是，待吾向前叫门。
　　　　　　　　　　　　　呔！开门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这般时候何人叫门？待我看来。
（院子开门。）
院子　　　（白）　　　　　原来是二位军官，到此何事？
陈希真　　（白）　　　　　我们是远方来的，只因赶不上站头，要到此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求方便
　　　　　　　　　　　　　方便！
院子　　　（白）　　　　　天色已晚，吾家主人已安歇了，待我请出小主人商议商议。
　　　　　　　　　　　　　有请少公子！
（云龙上。）
云龙　　　（白）　　　　　何事！
院子　　　（白）　　　　　外面来了两个军官，因赶不上站头，要到我们这里借宿一宵。
云龙　　　（白）　　　　　待我禀知太老爷知道。
（云龙急下，上。）
云龙　　　（白）　　　　　唤他二人进来。
院子　　　（白）　　　　　我家少主人请你二位进去！
陈希真　　（白）　　　　　烦劳了！
院子　　　（白）　　　　　这就是我家少公子。
陈希真　　（白）　　　　　原来是公子，老夫这里有礼了！
云龙　　　（白）　　　　　还礼！请坐！
陈希真　　（白）　　　　　有坐！
云龙　　　（白）　　　　　二位打从何处而来？欲向何往？
陈希真　　（白）　　　　　我们打从东京而来，往沂州投亲。行至飞熊岭，住了黑店，我父子二人将他们
　　　　　　　　　　　　　杀死；不料来至冷艳山，又遇大伙贼人，又同他们打了一仗，将他们尽行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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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赶不上站头，特地来到贵府投宿。
云龙　　　（白）　　　　　原来如此。待我叫他们预备酒饭。
陈希真　　（白）　　　　　家常随便，莫要费事。
云龙　　　（白）　　　　　正是：
　　　　　（念）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
（云龙下。）
陈希真　　（白）　　　　　看这位公子少年英雄，定是宦门之后，尚未曾问过他的姓名。
陈丽卿　　（白）　　　　　看此人威风凛凛，想必也会些武艺。
（云龙引云威同上。）
云威　　　（念）　　　　　闻听豪杰到我门，倒叫老夫喜在心！
云龙　　　（白）　　　　　我祖父来了！
云威　　　（白）　　　　　原来是二位军官。请坐！
陈希真　　（白）　　　　　老伯父请上，待某拜见！
云威　　　（白）　　　　　请坐！请坐！
陈希真　　（白）　　　　　来来，见过太老伯！
陈丽卿　　（白）　　　　　参见太老伯！
云威　　　（白）　　　　　罢了。
　　　　　　　　　　　　　此位敢么是令郎公子么？
陈希真　　（白）　　　　　正是小儿。
云威　　　（白）　　　　　龙儿，随同他到后面用饭去罢。
云龙　　　（白）　　　　　遵命！
（云龙拉陈丽卿同下。）
云威　　　（白）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意欲何往？
陈希真　　（白）　　　　　小侄姓王名动，小儿名唤王荣。我父子乃东京人氏，要到沂州府投亲。因赶不
　　　　　　　　　　　　　上站头，特到贵府投宿，实实打扰不当。
云威　　　（白）　　　　　岂敢！
陈希真　　（白）　　　　　请问老伯贵姓高名？
云威　　　（白）　　　　　老夫姓云，名威，就在这风云庄居住。
陈希真　　（白）　　　　　风云庄，此名甚好！
云威　　　（白）　　　　　只因我们这庄内只有风、云二姓，共有五六百家，所以叫做风云庄。
陈希真　　（白）　　　　　方才那位少年想是令郎公子？
云威　　　（白）　　　　　非也！他乃是老夫的孙儿，名唤云龙。我有一子，名叫天彪，现为景阳岗总镇。
陈希真　　（白）　　　　　云天彪就是令郎么？
云威　　　（白）　　　　　正是小儿。
陈希真　　（白）　　　　　小侄前在东京，也曾见过一面，乃是种老经略最得意之人也！
云威　　　（白）　　　　　夜已深了，请到后堂用饭！
陈希真　　（白）　　　　　小侄打扰了！
云威　　　（白）　　　　　请！
（云威、陈希真同下。）

【第十三场】

（云龙、陈丽卿同上。）
云龙　　　（西皮摇板）　　盖世英雄人人敬，
陈丽卿　　（西皮摇板）　　萍水相逢遇知音。
云龙　　　（白）　　　　　请坐！
陈丽卿　　（白）　　　　　有坐！
（院子暗上。）
云龙　　　（白）　　　　　昨日闻得令尊大人言道：住了黑店，中途又遇贼寇。想仁兄父子二人以寡敌众，
　　　　　　　　　　　　　杀退贼人，真算得是英雄好汉！小弟愿闻其详。
陈丽卿　　（白）　　　　　云兄听道！
　　　　　（西皮流水板）　云兄若要问其情，
　　　　　　　　　　　　　细听小弟说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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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子曾与高俅有仇恨，
　　　　　　　　　　　　　因此逃出东京城。
　　　　　　　　　　　　　那一日路过飞熊岭，
　　　　　　　　　　　　　误投黑店遇贼人。
　　　　　　　　　　　　　看破机关将贼俱杀尽，
　　　　　　　　　　　　　用火又把店房焚。
　　　　　　　　　　　　　催马加鞭往前进，
　　　　　　　　　　　　　冷艳山前又遇贼人。
　　　　　　　　　　　　　匹马单枪与贼会过阵，
　　　　　　　　　　　　　杀得他尸横旷野、血流成河，那贼无处把身存。
　　　　　　　　　　　　　大小毛贼俱杀尽，
　　　　　　　　　　　　　因此上投到了贵府门。
云龙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喜吟吟，
　　　　　　　　　　　　　盖世英雄到我门。
　　　　　（白）　　　　　听仁兄之言，真是天神一般，英勇非常！小弟世代武职官员，也颇学些武艺，
　　　　　　　　　　　　　只是不得真传。还要求仁兄在此多住几日，小弟意欲拜仁兄为师，传授武艺。
陈丽卿　　（白）　　　　　云兄吓！
　　　　　（西皮摇板）　　说什么武艺无真传，
　　　　　　　　　　　　　细听小弟把话言：
　　　　　　　　　　　　　我自幼学习穿杨箭，
　　　　　　　　　　　　　十八般武艺也件件全。
　　　　　　　　　　　　　看仁兄也是英雄汉，
　　　　　　　　　　　　　还要领教你一番。
　　　　　（白）　　　　　云兄既是世代武职官员，定有家传专学，小弟倒要领教一二。
云龙　　　（白）　　　　　小弟学习花枪，只是不得妙诀，望祈仁兄指教！
陈丽卿　　（白）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比试比试？
云龙　　　（白）　　　　　望祈仁兄相让一二！
陈丽卿　　（白）　　　　　太谦了！
　　　　　（西皮摇板）　　手中托定了梨花枪，
云龙　　　（西皮摇板）　　仁兄传授我参详。
陈丽卿　　（西皮摇板）　　二人院中且较量，
（陈丽卿、云龙同打快枪，云龙退，陈丽卿枪拄地。）
云龙　　　（西皮摇板）　　果然枪法世无双！
陈丽卿　　（白）　　　　　此名落地梨花枪，百战百胜。
云龙　　　（白）　　　　　领教了！
（陈丽卿、云龙同穿衣，同坐。）
云龙　　　（白）　　　　　小弟有一言，不好启齿。
陈丽卿　　（白）　　　　　云兄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云龙　　　（白）　　　　　小弟欲同兄台结为金兰之好，不知兄台意下如何？
陈丽卿　　（白）　　　　　这只是弟高攀了！
云龙　　　（白）　　　　　兄台何必如此谦逊！
陈丽卿　　（白）　　　　　不知兄台今年贵庚多少？
云龙　　　（白）　　　　　小弟今年一十八岁了。
陈丽卿　　（白）　　　　　在下十九岁，吾倒痴长了。
云龙　　　（白）　　　　　家院，看香案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摆香案，陈丽卿、云龙同拈香。）
陈丽卿　　（白）　　　　　祝告皇天社稷、上下神祗：弟子王荣，今与云龙结为兄弟。日后有福同享，有
　　　　　　　　　　　　　难共济。如有三心二意，天其鉴之！
（〖吹打〗。陈丽卿、云龙同拜。）
陈丽卿　　（西皮摇板）　　弟兄结为金兰好，
云龙　　　（西皮摇板）　　好似一母共同胞。
陈丽卿　　（西皮摇板）　　有朝一日时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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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　　　（西皮摇板）　　愿为朝廷立功劳！
（云龙、陈丽卿、院子同下。）

【第十四场】

（陈希真、云威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知己相逢世间难，
云威　　　（西皮摇板）　　愿与豪杰共盘桓。
　　　　　（白）　　　　　请坐！
陈希真　　（白）　　　　　告坐！
云威　　　（白）　　　　　昨日与阁下畅谈一夜，知阁下抱负不凡。怎奈朝中奸臣当道，闭塞贤路，埋没
　　　　　　　　　　　　　了多少英雄，真真令人可恨！
陈希真　　（白）　　　　　小侄性情冷淡，质陋才庸，何劳老伯称赞！
云威　　　（白）　　　　　以阁下之才，不为朝廷出力，深为可惜。阁下打从东京而来，还有一位大英雄
　　　　　　　　　　　　　也是因奸臣当道，不愿为官，老夫深为仰慕。老夫虽未见过此人，深知此人的
　　　　　　　　　　　　　韬略，阁下可知此人么？
陈希真　　（白）　　　　　但不知此人姓甚名谁？
云威　　　（白）　　　　　此人名叫陈希真。
陈希真　　（白）　　　　　哦，陈希真？
云威　　　（白）　　　　　正是！闻听人言，此人当了道士了。
陈希真　　（白）　　　　　咳，若提此人，他如今连道士也当不成了！
云威　　　（白）　　　　　吓！却是为何？
陈希真　　（白）　　　　　只因他以事得罪了高俅父子，性命难保，如今他不知逃往哪里去了！
云威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生，
　　　　　　　　　　　　　大骂高俅狗谗臣！
　　　　　　　　　　　　　英雄被困不提引，
　　　　　　　　　　　　　反要害他命残生。
　　　　　（白）　　　　　似这样出类拔萃之人，你不用他倒也罢了，为何反要害他的姓名，真真令人闻
　　　　　　　　　　　　　之落泪！
陈希真　　（白）　　　　　哎呀老伯，你当真爱惜那陈希真么？
云威　　　（白）　　　　　哪里还有假的不成？只是老夫无缘同他相见！
陈希真　　（白）　　　　　伯父呀！小侄不才，就是陈希真在此！
（陈希真跪。）
云威　　　（白）　　　　　此话当真？
陈希真　　（白）　　　　　正是！
云威　　　（白）　　　　　陈道子，你好不想煞我也！
（云威扶陈希真起。）
云威　　　（西皮摇板）　　听说是一声陈希真，
　　　　　　　　　　　　　倒叫老夫喜在心。
　　　　　　　　　　　　　无意相逢三生幸，
　　　　　　　　　　　　　一同对坐叙寒温。
　　　　　（白）　　　　　道子，你方才言道，得罪高俅父子要害你姓名，你是怎生脱逃，快快讲来！
陈希真　　（白）　　　　　伯父容禀！
　　　　　（西皮二六板）　未曾开言两泪淋，
　　　　　　　　　　　　　尊一声伯父听详情：
　　　　　　　　　　　　　高世德从来不安分，
　　　　　　　　　　　　　玉清宫看见吾女陈丽卿。
　　　　　　　　　　　　　言语不和相争论，
　　　　　　　　　　　　　也是我再三来调停。
　　　　　　　　　　　　　那厮归家痴心未断尽，
　　　　　　　　　　　　　又令人前来提婚姻。
　　　　　　　　　　　　　我只得假意来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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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心下气稳住他的心。
　　　　　　　　　　　　　那一日用酒灌醉将他捆，
　　　　　　　　　　　　　因此上逃出了东京城。
云威　　　（白）　　　　　如此说来，随你同行之少年莫非就是女公子么？
陈希真　　（白）　　　　　正是小女丽卿。
云威　　　（白）　　　　　久闻人言，令嫒有女飞卫之称，果然是名不虚传了！
陈希真　　（白）　　　　　岂敢！
（云龙拉陈丽卿手同上。）
陈丽卿　　（西皮摇板）　　弟兄结拜甚欢畅，
云龙　　　（西皮摇板）　　祖父台前问安康。
云威　　　（白）　　　　　龙儿，你不要同她拉拉扯扯。她乃是一女子，就是吾常对你说的那一个女飞卫，
　　　　　　　　　　　　　就是她！
陈希真　　（白）　　　　　吓，伯父，令孙可曾定下亲事没有？
云威　　　（白）　　　　　今春他父亲已与他定下了。
陈希真　　（白）　　　　　但是不知哪一家？
云威　　　（白）　　　　　就是沂州府的防御官刘广之女。
陈希真　　（白）　　　　　如此说来，我们倒是亲眷了。
云威　　　（白）　　　　　莫非道子同他有亲么？
陈希真　　（白）　　　　　正是。刘广同小侄乃是两姨之亲。他的女儿名唤慧娘，生就一双慧眼。黑夜之
　　　　　　　　　　　　　间，无论远近，接物如同白昼。前三年，曾遇一老尼，将她带至深山，教了许
　　　　　　　　　　　　　多兵法。此女十分聪敏，心思灵巧非常，有女诸葛之称，今年已十八岁了。
云威　　　（白）　　　　　吾家得此贤德媳妇，真乃是家门之幸也！
陈希真　　（白）　　　　　小侄前日说到沂州投亲，正是投奔刘广。
云威　　　（白）　　　　　但是他自已削去官职，正在不得意之时。莫若你父女就在此处居住，岂不免受
　　　　　　　　　　　　　奔波？
陈希真　　（白）　　　　　待小侄到那里观看动静如何。倘若不能存身，再来叩拜。
云威　　　（白）　　　　　只恐他那里未必似老夫这样僻静。
陈希真　　（白）　　　　　小侄明日就要起行。
云威　　　（白）　　　　　既然道子去心甚急，老夫有至小儿天彪家信一封，沂州府离景阳镇不远，烦劳
　　　　　　　　　　　　　带去。
陈希真　　（白）　　　　　遵命！
云威　　　（白）　　　　　后堂排宴，与你父女饯行。
陈希真　　（白）　　　　　又要叨扰。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家将、刘麒、刘麟同上。）
刘麒　　　（西皮摇板）　　弟兄一同出村庄，
刘麟　　　（西皮摇板）　　郊外射猎散散心。
刘麒、
刘麟　　　（同白）　　　　俺——
刘麒　　　（白）　　　　　刘麒。
刘麟　　　（白）　　　　　刘麟。
刘麒　　　（白）　　　　　吾父刘广，只因得罪了高封，罢了官职，全家俱来到这安乐村居住。今日我弟
　　　　　　　　　　　　　兄闲暇无事，不免到郊外射猎一回。
　　　　　　　　　　　　　家将！
四家将　　（同白）　　　　有！
刘麒　　　（白）　　　　　郊外去者！
　　　　　（西皮摇板）　　人来与爷往前进，
（四家将、刘麒、刘麟同绕场。）
刘麒　　　（西皮摇板）　　见一白兔下山林。
　　　　　（白）　　　　　那边有一白兔，撒鹰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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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陈丽卿随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父女离了风云庄，
　　　　　　　　　　　　　云威慷慨世无双。
　　　　　　　　　　　　　多蒙待我恩义广，
　　　　　（白）　　　　　呀！
　　　　　（西皮摇板）　　我儿不走为哪桩？
　　　　　（白）　　　　　我儿为何不走？
陈丽卿　　（白）　　　　　这坐骑不知为了何事只是频跳？
陈希真　　（白）　　　　　想是肚带太紧了。
陈丽卿　　（白）　　　　　爹爹先行，待孩儿收拾收拾。
陈希真　　（白）　　　　　我儿就要来吓！
　　　　　（西皮摇板）　　加鞭且把柳林进，
　　　　　　　　　　　　　只见红日往西沉。
（陈希真下。）
陈丽卿　　（白）　　　　　这马一点亏也不吃，肚带微紧了些，它就不走了。
（内喊声。）
陈丽卿　　（白）　　　　　吓，看那草中有一白兔，待我射它一箭。
（陈丽卿寻觅。）
陈丽卿　　（白）　　　　　看白兔钻在乱草之中，半空又飞来一雕，待我将它射下。
（陈丽卿射雕落地，拾着。）
陈丽卿　　（白）　　　　　这一箭竟穿透了它的咽喉了！
（刘麟。上）
刘麟　　　（白）　　　　　呔！那一少年，还俺的雕来！
陈丽卿　　（白）　　　　　这雕是我射的，怎能还你？
刘麟　　　（白）　　　　　休得胡言！看刀！
（陈丽卿、刘麟同起打，刘麒追上，同打陈丽卿。陈丽卿败下，刘麒、刘麟同追下。）

【第十七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白）　　　　　为何这么久还不见我儿前来？
（内喊声。）
陈希真　　（白）　　　　　那里喊杀之声，待我赶上前去！
（陈希真急下。）

【第十八场】

（陈丽卿上，刘麒、刘麟同追上，同起打。陈希真上。）
陈希真　　（白）　　　　　莫要动手！莫要动手！皆是自家人！
刘麒　　　（白）　　　　　原来是姨丈到了，甥男有礼！
陈希真　　（白）　　　　　罢了。
　　　　　　　　　　　　　来来来，见过你二位表兄。
刘麟　　　（白）　　　　　这是何人？
陈希真　　（白）　　　　　这是我女儿陈丽卿呐！
刘麒、
刘麟　　　（同白）　　　　原来是表妹到了。但不知姨丈因何到此？
陈希真　　（白）　　　　　我父女此番特地投奔你父亲来了！为何你二人在此射猎？
刘麒　　　（白）　　　　　我父自罢官之后，将房产都变卖了，全家已搬到前村来了。
陈希真　　（白）　　　　　这倒巧得很。若不是遇着二位贤甥，老夫倒多走了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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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麒　　　（白）　　　　　一同请至舍下。
陈丽卿　　（白）　　　　　只是二位表兄的雕被我射杀了，爹爹务要买一只来赔！
刘麒　　　（白）　　　　　小事，小事，不要紧！不要紧！同至舍下，请！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刘广上。）
刘广　　　（西皮摇板）　　削职为民把身藏，
　　　　　　　　　　　　　安乐村中奉高堂。
（刘麒上）
刘麒　　　（白）　　　　　启禀爹爹：陈希真姨丈到了！
刘广　　　（白）　　　　　有请！
（陈丽卿、刘麟引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白）　　　　　吓，襟丈！
刘广　　　（白）　　　　　道子，请坐！
陈丽卿　　（白）　　　　　参见姨丈！
刘广　　　（白）　　　　　这是何人？
陈希真　　（白）　　　　　这就是小女丽卿。
刘广　　　（白）　　　　　哎吓呀呀呀！我倒不认识了。
　　　　　　　　　　　　　刘麒，带你表妹后堂见过你祖母！
刘麒　　　（白）　　　　　遵命！
（刘麒引陈丽卿同下。）
刘广　　　（白）　　　　　道子，因何至此？
陈希真　　（白）　　　　　咳！一言难尽了！
　　　　　（西皮原板）　　都只为那高俅贼奸佞，
　　　　　　　　　　　　　纵容那高世德父子横行。
　　　　　　　　　　　　　玉清宫见吾女两相争论，
　　　　　　　　　　　　　也是我用好言与他赔情。
　　　　　　　　　　　　　那贼子回家去——
　　　　　（西皮快流水板）痴心未尽，
　　　　　　　　　　　　　要与我女来提亲。
　　　　　　　　　　　　　我只得花言巧语来应允，
　　　　　　　　　　　　　用酒劝醉捆住他的身。
　　　　　　　　　　　　　父女只得来投奔，
　　　　　　　　　　　　　乔装改扮出东京。
刘广　　　（西皮摇板）　　大骂高贼狗奸佞，
　　　　　　　　　　　　　枉害忠良为何情！
　　　　　　　　　　　　　高封与我也有仇恨，
　　　　　　　　　　　　　不知何日把冤伸？
陈希真　　（白）　　　　　同到后堂叩见伯母！
刘广　　　（白）　　　　　弟当奉陪。正是：
　　　　　（念）　　　　　奸臣在朝乱胡行，
陈希真　　（念）　　　　　英雄无处把身存。
（刘广、陈希真、刘麟同下。）

【第二十场】

（〖大吹打〗。四龙套、四上手、四家将、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中军、云天彪同上。）
云天彪　　（点绛唇）　　　杀气冲霄，经纶怀抱，传令号，地动山摇，要把梁山扫。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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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震霆　　（同白）　　　　参见元帅！
云天彪　　（白）　　　　　众位将军少礼！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吓！
云天彪　　（念）　　　　　奉命坐镇在景阳，统领貔貅百万郎。忠心义气冲霄汉，要学当年关云长！
　　　　　（白）　　　　　本帅，云天彪，官居景阳岗都总管。今奉蔡太师之命攻打嘉祥，连日与呼延灼
　　　　　　　　　　　　　交战，未见胜负，今日定要与那贼见一高下！
差官　　　（内白）　　　　火牌到！
云天彪　　（白）　　　　　有请！
（四龙套、差官同上。）
差官　　　（白）　　　　　蔡太师有令：只因天气炎热，营中军士多病，已奉圣旨班师回朝；着云天彪并
　　　　　　　　　　　　　辛、邓、张、陶四将，各归本任，不得有误！
云天彪　　（白）　　　　　后帐排宴，与大人接风！
差官　　　（白）　　　　　军令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差官、四龙套同下。）
云天彪　　（白）　　　　　呀！想那蔡京奉命出师，一战未交就要班师回朝，岂不是枉费了国家的钱粮！
辛从忠　　（白）　　　　　想我等同贼兵交战，看看就要成功，一旦功废半途，岂不可惜！
云天彪　　（白）　　　　　本帅倒有一计在此。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元帅有何妙计？
云天彪　　（白）　　　　　我等就此拔营，那呼延灼必来追赶。众位将军在四面埋伏，待他出兵，诈开城
　　　　　　　　　　　　　门，一齐杀进城去。本帅带兵攻打濮州，哪怕那林冲飞上天去！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陶震霆　　（同白）　　　　此计甚好！
　　　　　　　　　　　　　众将官，起兵前往！
（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带四上手双下，四龙套、家将引云天彪同下。）

【第二十一场】

（四龙套、四下手、呼延灼同上。）
呼延灼　　（白）　　　　　俺，双鞭呼延灼，奉了大哥之命镇守嘉祥。昨日与云天彪打了一仗，不分胜负。
　　　　　　　　　　　　　今日不见他兵马前来，是何缘故？且听探马一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云天彪大兵退去！
呼延灼　　（白）　　　　　再探！
（探子下。）
呼延灼　　（白）　　　　　且住！适才探马报道，云天彪兵退，不知是何缘故？想是那蔡京调他回朝。趁
　　　　　　　　　　　　　此机会劫杀一阵，抢夺他的器械。
　　　　　　　　　　　　　来，杀上前去！
（四龙套、四上手、云天彪同上，对阵，同起打。云天彪诈败，呼延灼追下。）

【第二十二场】

（四龙套引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上。）
辛从忠、
邓宗弼、
张应雷、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9004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二本】 17

陶震霆　　（同白）　　　　众将官！假扮呼延灼人马，前去叫城！
（众人同绕场。二军士同上城把守。）
四龙套　　（同白）　　　　开城！
二军士　　（同白）　　　　何人叫城？
四龙套　　（同白）　　　　呼将军得胜而回，快快开城！
（二军士同开城，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四龙套同入城，同下。）

【第二十三场】

（四龙套、四英雄引林冲同上，云天彪、四龙套、四上手同上，同起打，云天彪败下，林冲追下。辛从忠、
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同上，追林冲，同起打，林冲败，下。云天彪、四龙套、四上手同上，同攻濮州城，
同入城，同下。）

【第二十四场】

（林冲、呼延灼随四龙套双上。）
林冲　　　（白）　　　　　我等中了那贼诱兵之计，将嘉祥、濮州两处失守，不免到大哥台前请罪便了！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龙套、吴用、戴宗、宋江同上。）
宋江　　　（西皮摇板）　　胸中妙计安排定，
　　　　　　　　　　　　　蔡京果然退了兵。
　　　　　　　　　　　　　将身且把忠义堂进，
　　　　　　　　　　　　　且听探子报军情。
（探子上。）
探子　　　（白）　　　　　启大王：今有白日鼠白胜被高封擒去，囚在监牢。
宋江　　　（白）　　　　　再探！
（探子下。）
宋江　　　（白）　　　　　军师，白贤弟被高封擒去，如何是好？
吴用　　　（白）　　　　　就命戴宗带上黄金百两去到沂州府，对阮其祥言道，叫他在高封面前保全白贤
　　　　　　　　　　　　　弟的性命。若能解往省城，我等就可在半路劫杀。那阮其祥爱财如命，定必允
　　　　　　　　　　　　　从！
宋江　　　（白）　　　　　此计甚好！
　　　　　　　　　　　　　戴贤弟，快快前去！
戴宗　　　（白）　　　　　遵命！
（戴宗下。呼延灼、林冲同上。）
林冲　　　（念）　　　　　失守城池转回山，
呼延灼　　（念）　　　　　弟兄满脸带羞惭！
　　　　　（白）　　　　　参见大哥！
宋江　　　（白）　　　　　二位贤弟，回山做甚？
林冲、
呼延灼　　（同白）　　　　是小弟等一时大意，中了云天彪诱兵之计，已将嘉祥、濮州失守，望求大哥恕
　　　　　　　　　　　　　罪！
宋江　　　（白）　　　　　我已同蔡京约定退兵，他为何又叫云天彪夺我城池，是何理也！
吴用　　　（白）　　　　　想是路途遥远，文报不及。
宋江　　　（白）　　　　　二位贤弟，后帐歇息。
林冲、
呼延灼　　（同白）　　　　谢大哥！
（探子上。）
探子　　　（白）　　　　　王差官求见！
宋江　　　（白）　　　　　唤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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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子　　　（白）
（参谋官捧金珠上。）
参谋官　　（念）

（白）
宋江　　　（白）
参谋官　　（白）
宋江　　　（白）

王差官进帐！

离了中军帐，来此忠义堂。
小官王宏，叩见大王！
罢了。
今奉蔡太师之命，已将十万金珠备齐送呈，望大王早早放回梁贵人、县君回去。
𠳶！胆大蔡京！前日已允退兵，为何又叫云天彪将我嘉祥、濮州城池夺去，是何
道理？

参谋官　　（白） 这……也是路途遥远，号令呼应不及。
宋江　　　（白） 你回去对蔡京言讲，要依我三件大事！
参谋官　　（白） 但不知哪三件？
宋江　　　（白） 第一件，要将郁保四、王定六我两个兄弟的首级送回梁山；第二件，要将嘉祥、

濮州两处退归于我；第三件，要将杨腾蛟、云天彪两个狗头送来。三件有一
件不从，休想放梁世杰夫妇！

参谋官　　（白） 遵命！
（参谋官下。）
宋江　　　（白） 我有意攻打那沂州府城，不知军师意下如何？
吴用　　　（白） 若打沂州，须等候戴宗回来再议。只是沂州城南有几个村庄甚是殷富，那牛庄

并安乐村二处富户更多。不如先派几位好汉攻打村庄，方为上策。
宋江　　　（白） 既然如此，就命雷横、秦明、花荣、张清、武松、周通、陈达、李逵带领一千

人马，前去攻打便了。
（宋江、吴用、四龙套同下。）

【第二十六场】

（刘夫人、刘麒妻、刘麟妻、刘慧娘、刘母同上。）
刘母　　　（西皮摇板）　　一家人离了沂州城，

安乐村中且停身。
将身且把后堂进，
大小团聚乐天伦。

（刘广上。）
刘广　　　（西皮摇板）　　避难之事安排定，

见了老母说分明。
（白） 孩儿参见母亲！

刘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刘广　　　（白） 告坐。启禀母亲：女儿既然看出此庄不久必有兵火之灾，孩儿已将细软等物运

到沂州孔厚那里，还望母亲速速同到沂州为是。
刘母　　　（白） 慧儿乃是一女子，说什么此处有刀兵之灾，吾想吉人自有天相，不必多言！
刘慧娘　　（白） 孙女启禀祖母：孙女曾受仙人传授，善观气运。此地不出三日，定绝人烟，祖

母幸勿大意！
刘母　　　（白） 嗳，女孩儿家晓得什么！
陈希真　　（内白） 走吓！
（陈希真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适才村前得一信，

梁山贼兵到来临。
迈步且把后堂进，
再与襟丈把话论。

（白） 哎呀襟丈！大事不好了！
刘广　　　（白） 何事惊慌？
陈希真　　（白） 我方才在村前游玩，见了一伙难民，言道梁山贼兵无数，逢村抢村，逢镇抢镇，

不久就要杀到我们村庄来了。我等务要速速躲避要紧！
刘广　　　（白） 车辆等我已准备下了，只是老母不肯相信。
陈希真　　（白） 待我前去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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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母，梁山贼寇已离此不远；若再迟延，我等性命休矣！
刘母　　　（白）　　　　　竟有这样之事！我们往哪里逃避呀？
刘广　　　（白）　　　　　上了车辆再讲！
　　　　　　　　　　　　　来，将车辆打上，速速带马！
（八家将、刘麒、刘麟、陈丽卿同上。）
刘广　　　（白）　　　　　吾同两个孩儿保定老母，家眷人口还求道子保护！
陈希真　　（白）　　　　　那个自然。
陈丽卿　　（白）　　　　　慧妹妹有奴家一人保护，料然无妨！
刘广　　　（白）　　　　　好！看天色日已将落，我们还要多备些灯笼火把。
陈希真　　（白）　　　　　休得耽延，速速出庄去者！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七场】

（众百姓同跑上，众贼兵同上，刘广、刘麒、刘麟随车同上。武松、秦明双上，同冲杀。刘麒引刘母同下。
刘广、刘麟、武松、秦明同起打，刘广败下，武松、秦明同追下。雷横上，陈丽卿引刘慧娘同上，周通冲刘
慧娘下，周通追下。陈丽卿、雷横同起打，陈丽卿下，雷横追下。陈希真上，张清追上，同起打，陈达追上，
同打，陈希真败下，张清追下。刘广上，武松追上，打。花荣上，放箭，刘广带箭下。刘麒妻、刘麟妻同
上，对花荣、武松同打下。）

【第二十八场】

（陈希真引刘夫人同上，刘广上，陈希真拔箭。）
刘广　　　（二黄摇板）　　在阵中只杀得天昏地暗，
　　　　　　　　　　　　　不见了老娘亲心碎胆寒。
　　　　　　　　　　　　　不防那狗贼子暗放冷箭，
　　　　　　　　　　　　　险些儿一命丧黄泉。
　　　　　（白）　　　　　适才同贼大战，也不知我的母亲哪里去了，待我再去追寻！
陈希真　　（白）　　　　　你身带重伤，焉能交战？
刘广　　　（白）　　　　　休要拦阻，我定要寻找我的母亲！
（刘广上马跌倒，陈丽卿、刘夫人同扶起。）
陈希真　　（白）　　　　　襟丈，你休得着急，那旁山腰之内有一山神庙，你我且到那里，待我替你去寻
　　　　　　　　　　　　　伯母就是。
（陈希真、刘广、刘夫人同绕场。陈丽卿上。）
陈丽卿　　（白）　　　　　爹爹可曾看见我慧妹妹么？
陈希真　　（白）　　　　　并不曾看见。
陈丽卿　　（白）　　　　　待奴家再入贼营便了！
（陈丽卿急下。陈希真、刘广、刘夫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急急风〗。四龙套、四上手、四家将、云天彪同上，同绕场，同下。）

【第三十场】

（四下手、周通押刘慧娘上，陈丽卿追上，枪刺周通倒，夺马，扶刘慧娘上马，四下手抬周通同下。武松、
秦明、张清、陈达同上，陈丽卿对打，败下。云天彪上，起打，武松、秦明、张清、陈达同败下，云天彪耍
大刀花，下。）

【第三十一场】

（陈丽卿引刘慧娘同上，院子上。）
院子　　　（白）　　　　　原来是二位小姐，但不知我家老爷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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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卿　　（白）　　　　　就在山后山神庙内，你要随我来。
（陈丽卿、刘慧娘、院子同下。）

【第三十二场】

（陈希真、刘广、刘夫人、刘麟同上，陈丽卿随刘慧娘引院子同上。）
院子　　　（白）　　　　　叩见老爷，大事不好了！
刘广　　　（白）　　　　　何事惊慌？
院子　　　（白）　　　　　小人奉了老爷之命押解车辆去至府城，怎奈城门关闭，车辆不能进去。小人将
　　　　　　　　　　　　　车辆暂存城外雷音寺内，小人一人混进城去，见了孔老爷。那孔老爷言道：高
　　　　　　　　　　　　　封出城巡查户口，正遇着大公子背负太夫人逃难，被高封捉拿到府中，串通了
　　　　　　　　　　　　　梁山贼寇白胜，说老爷与梁山同党，已将公子并太夫人囚禁监牢，叫小人前来
　　　　　　　　　　　　　与老爷送信。
刘广　　　（白）　　　　　高封吓，高贼！我同你有何冤仇，你如此地害我？也罢，待我自行投案。纵然
　　　　　　　　　　　　　将我千刀万剐，只要救得老母的性命，虽死无恨！
陈希真　　（白）　　　　　哎呀襟丈吓！想那高封与你仇深如海，他正要拿你，你今反自去首案，纵然将
　　　　　　　　　　　　　你杀死，他也未必肯放老伯母，你岂不是白白地反送了一条性命！
刘广　　　（白）　　　　　如此说来，我母亲性命难保！道子，你夙有智谋，你要快快设计搭救我母亲性
　　　　　　　　　　　　　命！
（刘广跪。陈希真扶刘广起。）
刘广　　　（二黄摇板）　　走向前来忙跪定，
　　　　　　　　　　　　　速把良谋巧计生。
陈希真　　（二黄摇板）　　这件事好叫我把眉头来皱，
　　　　　　　　　　　　　一时间想不出巧计良谋。
　　　　　　　　　　　　　恨只恨贼高封下了毒手，
　　　　　　　　　　　　　怕的是老伯母性命难留。
　　　　　　　　　　　　　他二人在监牢怎能搭救，
　　　　　　　　　　　　　忽然一计上心头。
　　　　　（白）　　　　　哎吓，襟丈吓！事到如今，并无别计。我们若要搭救伯母同大公子的性命，非
　　　　　　　　　　　　　劫监杀狱不可！
刘广　　　（白）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就去！
陈希真　　（白）　　　　　慢来，慢来！想那高封，武艺虽不高强，只是他惯用妖术邪法，城中又有李飞
　　　　　　　　　　　　　豹十分骁勇，你我只得数人，岂不是寡不敌众！况且那贼已将城门紧闭，盘查
　　　　　　　　　　　　　甚严，我等纵然混进城去，也难成功。
刘广　　　（白）　　　　　但是仓促之间，哪里来的兵将！
陈希真　　（白）　　　　　以我之见，现有苟桓弟兄在猿臂寨落草，此地离猿臂寨不远，况他弟兄受过你
　　　　　　　　　　　　　我的厚恩，此番前去，他必定拔刀相助！
刘广　　　（白）　　　　　但是我刘广世受国恩，今日同到猿臂寨，与草寇同党，岂不辜负朝廷？
陈希真　　（白）　　　　　襟丈此言差矣！想我陈希真也是大宋臣民，虽然被奸臣陷害，一时避祸在此，
　　　　　　　　　　　　　日后也还想报效朝廷。常言道得好：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眼前伯母
　　　　　　　　　　　　　有杀身之祸，若再迟延，那高封下了毒手，岂不是悔之晚矣！
刘广　　　（白）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等就此前往！
陈希真　　（白）　　　　　且命二贤甥先去与苟氏兄弟送上一信，我等随后即至。
刘广　　　（白）　　　　　刘麟！
刘麟　　　（白）　　　　　在！
刘广　　　（白）　　　　　速到猿臂寨送信，不得有误！
刘麟　　　（白）　　　　　遵命！
（刘麟下。）
陈希真　　（白）　　　　　事不宜迟，大家一同前往！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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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套、四下手、范成龙、真祥麟、苟桓、苟英同上。〖点绛唇〗。）
苟桓　　　（念）　　　　　我父在朝是忠良，奸臣陷害遭祸殃。
苟英　　　（念）　　　　　弟兄逃出天罗网，猿臂寨上自为王。
苟桓　　　（白）　　　　　俺，苟桓！
苟英　　　（白）　　　　　苟英！
苟桓　　　（白）　　　　　我父苟邦远，宋室为臣。只因与奸臣童贯不和，被他陷害，斩首金街，又将我
　　　　　　　　　　　　　弟兄二人拿在监牢，看看就要问斩，幸蒙恩人陈希真托了高俅，上下打点，才
　　　　　　　　　　　　　救了我兄弟的性命。是俺无处投奔，就在这猿臂寨落草为寇，倒也安然快乐。
　　　　　　　　　　　　　喽啰的，伺候了！
（探子上。）
探子　　　（白）　　　　　刘二公子前来拜望！
苟桓　　　（白）　　　　　有请！
探子　　　（白）　　　　　有请！
（刘麟上。）
刘麟　　　（白）　　　　　吓，寨主！
苟桓、
苟英　　　（同白）　　　　公子请坐！
刘麟　　　（白）　　　　　告坐。
苟桓　　　（白）　　　　　公子驾到必有所为！
刘麟　　　（白）　　　　　寨主有所不知：只因梁山贼寇抢掠村庄，是俺全家逃难，不料我家祖母与我大
　　　　　　　　　　　　　哥刘麒被高封那贼拿到沂州，囚禁监牢，并要捉拿我父治罪。现有陈希真也在
　　　　　　　　　　　　　我家一同逃难，无处藏身，要到贵寨躲避，特命在下前来送信。不知寨主可能
　　　　　　　　　　　　　容纳否？
苟桓　　　（白）　　　　　公子说哪里话来！想令尊大人待俺恩重如山，陈希真又是俺弟兄的救命大恩人，
　　　　　　　　　　　　　果然到此，乃是俺山寨之幸也！
　　　　　　　　　　　　　贤弟！
苟英　　　（白）　　　　　在！
苟桓　　　（白）　　　　　命你先带领五百喽啰前去迎接恩人！
苟英　　　（白）　　　　　得令！
苟桓　　　（白）　　　　　转来！此番前去必须青衣小帽，跪道相迎，与陈恩人牵马随镫！
苟英　　　（白）　　　　　遵命！
（苟英下。）
苟桓　　　（白）　　　　　喽啰兵！整齐队伍，一同下山，迎接恩人去者！
（众人同下。）

【第三十四场】

（刘麒妻、刘麟妻、刘广、陈丽卿、刘慧娘、刘夫人、陈希真同上，同转场，同下。）

【第三十五场】

（四龙套、四手下、刘麟随苟桓、苟英青衣罗帽同上，同跪迎。刘麒妻、刘麟妻、刘广、陈丽卿、刘慧娘、
刘夫人、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白）　　　　　苟将军请起！
（陈希真拉苟桓同下。四龙套、四手下、刘麟、苟英、刘麒妻、刘麟妻、刘广、陈丽卿、刘慧娘、刘夫人同
下，同上，同坐。）
苟桓、
苟英　　　（同白）　　　　恩人在上，受我弟兄大礼参拜！
陈希真　　（白）　　　　　老朽何德能，敢劳贤昆仲这般优礼相待！
苟桓　　　（白）　　　　　启禀恩公：想俺苟桓兄弟被奸臣所害，已是垂死的囚徒，蒙恩公大恩，救了性
　　　　　　　　　　　　　命。今日得见尊颜，如睹天日，可称是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俺苟桓纵然
　　　　　　　　　　　　　剜出心肝，也难报大德！今当良辰吉日，就请恩人在此以为寨主。我弟兄二人
　　　　　　　　　　　　　情愿执鞭随镫，不论刀山剑树，恩公驱遣，万死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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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　　（白）　　　　　想俺陈希真此番到来投奔二位，一则求救舍亲刘老夫人，二者逃脱自己的性命。
　　　　　　　　　　　　　二位若要如此，老朽即当告退，再不敢在此停留了！
苟桓　　　（白）　　　　　恩公再三不肯，先请畅饮几杯，再议此事。
　　　　　　　　　　　　　来！摆宴伺候！
（四龙套同摆宴席。〖吹打〗。）
苟桓　　　（白）　　　　　待俺与恩公把盏，
陈希真　　（白）　　　　　这就不敢当！
苟桓　　　（白）　　　　　请！
陈希真、
苟英、
刘麟、
刘广　　　（同白）　　　　请！
苟桓　　　（白）　　　　　告便！
陈希真　　（白）　　　　　请便！
（苟桓手招苟英出席。）
苟桓　　　（白）　　　　　你看恩公再三不肯在此为主，我倒有一计在此。
苟英　　　（白）　　　　　兄长有何妙计？
苟桓　　　（白）　　　　　你附耳上来。
（苟英听。）
苟英　　　（白）　　　　　此计甚好！
苟桓　　　（白）　　　　　贤弟在此陪伴同饮，愚兄在寨门等候便了。
（苟桓下。）
苟英　　　（白）　　　　　恩公得罪高俅，刘将军又与高封仇深似海，吾弟兄二人不才，定要将高贼大小
　　　　　　　　　　　　　人口拿来与二位恩人报仇雪恨！
刘广　　　（白）　　　　　倘能救出家母，刘广则感恩不尽也！
（范成龙上。）
范成龙　　（白）　　　　　启禀陈将军：我家寨主在辕门以外请将军答话！
陈希真　　（白）　　　　　烦劳引路。
（范成龙、陈希真同下。陈希真上。苟桓赤身吊树上，一手持刀。）
陈希真　　（白）　　　　　吓！苟寨主，你这是何故吓？
苟桓　　　（白）　　　　　恩人容禀：我弟兄受你的大恩，虽死难报。是俺再三让你以为寨主，略表存心，
　　　　　　　　　　　　　怎奈你再三不允。俺今日就把这绳索割断，落一个粉身碎骨，以报大恩！
（苟桓持刀欲割断绳。）
陈希真　　（白）　　　　　你、你、你、你休得如此！老朽遵命就是！
苟桓　　　（白）　　　　　恩公休要反悔！须立盟誓，俺方下来。
陈希真　　（白）　　　　　我陈希真若要反悔，日后死在刀剑之下！
　　　　　　　　　　　　　你、你、你快快请了下来！
（四龙套同扶苟桓下。）
陈希真　　（白）　　　　　看衣更换！
（苟桓更衣。）
苟桓　　　（白）　　　　　同到聚义堂。
（众人同绕场，苟桓扶陈希真坐正位。）
苟桓　　　（白）　　　　　寨主请上，受我等一拜！
陈希真　　（白）　　　　　不料我陈希真尚有这等一般魔障，待我望东京拜过圣恩！
（陈希真设香案。）
陈希真　　（叫头）　　　　圣上吓，我主！
　　　　　（白）　　　　　微臣陈希真避难在此，满腹含冤，未能得报，区区之心，诚不敢一日忘陛下也！
　　　　　（西皮慢二六板）拜谢皇恩把话讲，
　　　　　　　　　　　　　眼望东京两泪汪。
　　　　　　　　　　　　　我世受国恩皇恩真浩荡，
　　　　　　　　　　　　　也曾血战在沙场。
　　　　　　　　　　　　　恨朝中童贯、蔡京一班狗奸党，
　　　　　　　　　　　　　卖国求荣、败坏纲纪、蒙哄君王、忠臣不敢把本上，害得他一个个四散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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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也被害遭冤枉，
　　　　　　　　　　　　　来在这猿臂寨中暂把身藏。
　　　　　　　　　　　　　从今后招兵买马、聚良将，
　　　　　　　　　　　　　愿为朝廷作边防。
　　　　　　　　　　　　　先除朝中贼奸党，
　　　　　　　　　　　　　再杀梁山贼宋江。
　　　　　　　　　　　　　但愿得海晏河清太平共安享，
　　　　　　　　　　　　　同为皇家坐栋梁。
　　　　　　　　　　　　　谢过皇恩且把聚义堂来上，
　　　　　（西皮摇板）　　众位英雄听端详。
　　　　　（白）　　　　　众位弟兄儿郎听者：我陈希真今日在此做了寨主，一切事宜照旧，不须更改。
　　　　　　　　　　　　　刘广、苟桓同掌兵权，务要同心协力；刘慧娘参赞军机，刘麟、陈丽卿护卫中
　　　　　　　　　　　　　军，范成龙兼管仓库。分派已毕，大家务要齐心努力，不得有误！
苟桓、
苟英、
刘广、
刘麟、
陈丽卿、
刘慧娘　　（同白）　　　　我等遵命！
刘广　　　（白）　　　　　但不知怎样去救我的老母亲？
陈希真　　（白）　　　　　我想此事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昨日已命刘襟丈的管家到孔厚家中探听消息。
　　　　　　　　　　　　　倘若他们将老母并大公子解往省中，我等就可在途中劫抢。如其不能，吾想后
　　　　　　　　　　　　　天乃是中元佳节，慈云寺盂兰大会，我们均扮做烧香的模样，混进城去里应外
　　　　　　　　　　　　　合，定能成功。
（探子上。）
探子　　　（白）　　　　　启禀寨主：寨外来了一个人。口称是是刘府上的管家，有要事求见。
陈希真　　（白）　　　　　快快唤他进来！
探子　　　（白）　　　　　管家走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叩见老爷！
刘广、
陈希真　　（同白）　　　　命你打探之事如何？
院子　　　（白）　　　　　小人奉了孔老爷之命，言道那高封将太夫人并大公子与梁山白胜断成一案，囚
　　　　　　　　　　　　　在监牢。高封已进省去了，若想打救太夫人、大公子，非有大门路不可。现在
　　　　　　　　　　　　　各城关闭，城中的盂兰大会都禁止了。
陈希真　　（白）　　　　　城内禁止了善会！那城外法源寺可曾禁止？
院子　　　（白）　　　　　城外倒不曾禁止。
陈希真　　（白）　　　　　城外既不曾禁止，我们就到法源寺也好。只是必须有人混进城去，做一内应，
　　　　　　　　　　　　　方可成功。但是寨中之人的面貌他们都认识，只有真贤弟的面貌口音件件相宜，
　　　　　　　　　　　　　况他又在江湖，倒可以去得，再叫小女相帮，万无一失了。
　　　　　　　　　　　　　吓女儿，此番你要走上一趟！
陈丽卿　　（白）　　　　　孩儿遵命！
陈希真　　（白）　　　　　只是这样断断去不得，必须改扮前去，只恐我儿不肯。
陈丽卿　　（白）　　　　　爹爹说哪里话来！太婆并表兄命在旦夕，孩儿岂敢袖手旁观！
陈希真　　（白）　　　　　你要去，必须扮作跑马卖艺之人，方可前去。
陈丽卿　　（白）　　　　　吓哎爹爹，怎么叫孩儿扮起粉头武妓来了！
陈希真　　（白）　　　　　哎呀儿呀！常言道得好，心正不怕影儿斜！只为救你太婆并你表兄的性命，一
　　　　　　　　　　　　　时权变，有何妨碍？
陈丽卿　　（白）　　　　　但恐日后为人耻笑……
刘广　　　（白）　　　　　甥女若要救出我的母亲，此恩非浅。如若不然，我就跪下了！
陈丽卿　　（白）　　　　　姨丈请起，甥女前去就是！
陈希真　　（白）　　　　　但是还少一个鸨母。
苟桓　　　（白）　　　　　寨中王头目有一姑母，尉迟大娘，倒有些武艺，可以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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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　　（白）　　　　　快快叫她前来！
苟桓　　　（白）　　　　　尉迟大娘走上！
（尉迟大娘上。）
尉迟大娘　（念）　　　　　奴家生来最好武，人人称我是壮老虎。
　　　　　（白）　　　　　寨主叫我做什么吓？
苟桓　　　（白）　　　　　陈寨主唤你！
尉迟大娘　（白）　　　　　参见陈寨主！
陈希真　　（白）　　　　　罢了。
　　　　　　　　　　　　　看此人生得倒也雄壮！
　　　　　　　　　　　　　我今命你扮作老鸨的模样，随同小姐前往沂州。
尉迟大娘　（白）　　　　　就是我们两个人去吗？
陈希真　　（白）　　　　　还有真头领跟随。
尉迟大娘　（白）　　　　　好好！我们这个样去是不行，还要打扮打扮才好。
陈丽卿　　（白）　　　　　我们去改扮起来！
（陈丽卿、尉迟大娘同下。）
陈希真　　（白）　　　　　我等准备船只，由水路而进，到了法源寺会齐。老夫扮作卖瓜的汉子，先进城
　　　　　　　　　　　　　去。但是一件。
苟桓、
苟英、
刘广、
刘麟、
刘慧娘　　（同白）　　　　哪一件？
陈希真　　（白）　　　　　刘襟丈，你在沂州居官多年，可知那城中富豪子弟是哪一家为首？
刘广　　　（白）　　　　　沂州城内富豪，惟有万俟春弟兄二人最为豪富，惯交官长，终日淫赌，无所不
　　　　　　　　　　　　　为。
陈希真　　（白）　　　　　但不知他在城中哪里居住？
刘广　　　（白）　　　　　就在东城内居住。
陈希真　　（白）　　　　　既然如此，我们就进东门，假意就说是到他家中挂号，那把城之人定不阻拦。
　　　　　　　　　　　　　真贤弟，你要记下了！
真祥麟　　（白）　　　　　遵命！
陈希真　　（白）　　　　　襟丈带领三百名喽啰，等到三更时分，在城外放火为号，我等城内接应。
刘广　　　（白）　　　　　遵命！
陈希真　　（白）　　　　　苟桓听令！命你带领一百名喽啰，直到监牢，先将老伯母并刘大公子救出，送
　　　　　　　　　　　　　到船中，不得有误！
苟桓　　　（白）　　　　　遵命！
陈希真　　（白）　　　　　刘麟听令！命你在渡口看守船只，不得有误！
刘麟　　　（白）　　　　　遵命！
陈希真　　（白）　　　　　分派已毕，大家准备，明日改扮起来，一同前往。正是：
　　　　　（念）　　　　　准备干戈探虎穴，
苟桓、
苟英、
刘广、
刘麟、
刘慧娘　　（同念）　　　　安排舟楫渡龙潭！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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