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三雅园》 1

《三雅园》（一名：《拿余乔龙》）

主要角色
余乔龙：武生
罗虎：武生
黑老虎：净
黑妻：贴旦
彭玉麟：老生
僧人：末
阿二：丑
香客甲：丑
香客乙：丑
李志龙：副净

情节
前清彭玉麟，以平逆功勋，洊升至长江水师提督，统辖文武官员，其权限直超过督抚之上。居官正直，而尤
关心于势恶土豪，苟有为民生之害者，必尽法惩治。爱杭州西子湖，每年炎夏，往彼驻节焉。其居处在三潭
印月（西湖中之胜境风景绝佳）之中心点，筑茅屋三椽，标其额曰退省庵（后改建彭公祠，美轮美奂非常壮
观）。有僧主持其间，招待游客。杭州有痞棍出现，最著名者，一为余乔龙，绰号赛武松。一为罗虎，绰号
赛西门庆。又有长腿王三，牛屄阿毛等等。成群结党，专以敲竹杠及拆梢为生活，扰乱地方治安，官吏置若
罔闻。无事时，在西湖上黑老虎所开三雅园茶肆中厮混。黑老虎者，亦与之同类。余、罗二人，本不相识，
在茶肆中口角，由黑老虎介绍，两释嫌怨，结为异性兄弟，于是三雅园茶肆，即为一群痞棍殖民地矣。黑老
虎之妻，为罗虎私通。黑老虎虽戴绿头巾，毫不知晓。一日往上海买货，而一对野鸳鸯，公然在家中双宿双
飞。余乔龙侦知，趁此时机，单身到彼处捉奸。罗虎跳垣逃避，反被黑老虎之妻，肆行詈骂。余乔龙顿口无
言，乘兴而往，扫兴而回。不料罗虎忽萌恶念，俟黑老虎返杭，一见面即大开谈判，欲将其老婆作赠送品，
且附以家产。黑老虎以为罗虎酒醉妄言，付之一笑。罗虎勃然大怒，拔刀相向。黑老虎猝不及防，劈为两段。
余乔龙正来访候，见黑老虎横尸地上，与之理论。奸夫淫妇，反诬余乔龙下此毒手。余乔龙恨甚，亦杀死
黑老虎之妻，心中必欲制罗虎之命，为黑老虎报仇。初遇罗虎于途，将其脚筋挑断，后遇罗虎于西湖上三潭
印月处，挖其目，开其膛，分其尸。彭公适在退省庵，见而大惊。上前问其情由。长腿王三，谓为多事，奉
以老拳。盖彼等所做之事，均属目无法纪，最忌旁人干预。倘或动问，必然迁怒。彭公因此受辱，而彭公非
但不怒，反和颜悦色问明姓名。乃命二员统领，跟踪缉跴。余乔龙早已得信，夜间至退省庵行刺，幸彭公预
有成算，不致受欺。军士四面兜拿，众痞棍逃至盗魁李志龙处，军士穷追，余乔龙等竟敢拒敌，力尽成擒，
一概以军法从事焉。

根据《戏考》第三十册整理

【第一场】

（八护兵、八官长、二跟役、彭玉麟同上。）
彭玉麟　　（西皮摇板）　　统带水师到长江，
　　　　　　　　　　　　　捉拿恶霸并强梁。
　　　　　　　　　　　　　将身且坐大堂上，
　　　　　　　　　　　　　保国安民答圣王。
　　　　　（白）　　　　　我，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卫、都察院副都御史、恩赐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统
　　　　　　　　　　　　　辖各营、两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大清驾前为臣。前月进京陛见。出京之后，路
　　　　　　　　　　　　　过湖北，拿了林得海，除却了秦老鹰，现在已到杭州。往年夏天，我总在西湖
　　　　　　　　　　　　　三台寺歇伏、避暑。今年还是到那庙里去消夏。
　　　　　　　　　　　　　来呀。
二跟役　　（同白）　　　　咋。
彭玉麟　　（白）　　　　　换衣裳。
（〖小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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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　　（白）　　　　　我要到西湖去啦。营中之事，均交付你们掌管。要好好儿约束兵丁，不要叫他
　　　　　　　　　　　　　们出去惹事。要叫我知道了，我可是不能答应。
二官长　　（同白）　　　　宫保几时回来，好去接宫保出去。
彭玉麟　　（白）　　　　　多则一月，少者半月，就回来啦。你们不必接我。我走啦。
（彭玉麟下。）
官长甲　　（白）　　　　　老帅已去，我们大家俱要留心。
七官长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僧人上。）
僧人　　　（念）　　　　　白日池旁捡蝼蚁，夜来灯下救沙蛾。
　　　　　（白）　　　　　贫僧智方，在杭州三台寺出家，当了方丈。只因彭宫保，年年在我庙中过夏，
　　　　　　　　　　　　　昨日听见人说，彭大人已从京中回来了，大约又要到我庙中来啦。我已命人将
　　　　　　　　　　　　　房间打扫洁净，专等他老人家到来。
（二香客同上。）
二香客　　（同念）　　　　人生要行善，佛前把香烧。
　　　　　（同白）　　　　到了，待我们进去，先烧个香磕个头再说。
僧人　　　（白）　　　　　吓，两位香客来了，请坐请坐。
二香客　　（同白）　　　　坐着。
僧人　　　（白）　　　　　二位的生意发财呀？
二香客　　（同白）　　　　老师傅，再也弗要提起，近日这西湖之上的生意，实实的不好做得很。
僧人　　　（白）　　　　　却是为何呀？
香客甲　　（白）　　　　　只因我们杭州地面，出了几个土棍，终日在街市之上，欺压小民，霸占街市，
　　　　　　　　　　　　　甚至抢夺妇女，侵占房产，无所不为。闹得我们的生意，均做不成了。闻听彭
　　　　　　　　　　　　　大人，最恨的是这一类的人，沿江一带，他拿了许多光棍，就地正法，救了多
　　　　　　　　　　　　　少良民百姓。听说老师父与他交往，特请老师父，将此事对他说明。倘能除去
　　　　　　　　　　　　　了这些土棍，我们这杭州，可就去了大害。
僧人　　　（白）　　　　　听二位之言，想是要叫我在彭大人跟前托个情儿，把这些恶棍办了。可是呀？
二香客　　（同白）　　　　正是，正是。
僧人　　　（白）　　　　　但不知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香客甲　　（白）　　　　　一个叫做赛武松余乔龙，此人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专好多事。还有一人，
　　　　　　　　　　　　　名叫赛西门庆罗虎，此人年纪不大，性如烈火。一句话不投机，轻者是打，
　　　　　　　　　　　　　重者就有性命之忧。
僧人　　　（白）　　　　　一个叫赛武松余乔龙，一个叫赛西门庆罗虎。
香客甲　　（白）　　　　　还有一人，名唤长腿王三，也是不安分的东西。还有一个名叫牛屄阿毛，此人
　　　　　　　　　　　　　无有什么大能为，专好吹大话，同余乔龙终日在一处闯祸。望祈师父对彭大人
　　　　　　　　　　　　　说明，拿了这一伙恶棍，我等可就感恩不尽了。
僧人　　　（白）　　　　　是啦，你们二位放心吧。等到彭大人到了此地，我不说便罢，一说准成。
二香客　　（同白）　　　　多谢，费心了。
僧人　　　（白）　　　　　二位请到客堂里吃茶。
二香客　　（同白）　　　　请了。
（二香客同下。）
僧人　　　（白）　　　　　带我到庙外头看看去。
（彭玉麟上。）
彭玉麟　　（西皮摇板）　　乔装打扮出营盘，
　　　　　　　　　　　　　不觉得来到庙门前。
僧人　　　（白）　　　　　哎呀，宫保大人，小僧正在此地盼望你老人家呐。你能可到来啦。请到庙里坐。
彭玉麟　　（白）　　　　　请坐。咱们一转眼，分别又有半年多啦。
僧人　　　（白）　　　　　是。
（僧人奉茶。）
彭玉麟　　（白）　　　　　坐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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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　　　（白）　　　　　宫保在此，哪有小僧的座位。
彭玉麟　　（白）　　　　　不要紧，坐下说话。
僧人　　　（白）　　　　　小僧告坐。请问宫保，是几时出京的呀？
彭玉麟　　（白）　　　　　上月就出京啦。因为在湖北办了两起盗案，我把林得海也拿住了；秦老鹰我也
　　　　　　　　　　　　　把他正了法了。所以才慢了一个多月。
僧人　　　（白）　　　　　宫保一路上，拿了这些恶人，救的百姓可就不少啦。
彭玉麟　　（白）　　　　　我生平最恨这一般人，实在的可恨，无法无天，就不知道朝廷的王法为何物。
　　　　　　　　　　　　　这杭州地面，可还安静吗？
僧人　　　（白）　　　　　方才我这庙里，来了二位香客，均是西湖上的生意人。他们说现在也是有一班
　　　　　　　　　　　　　土棍，搅乱地面，他们的生意闹得全做不成。
彭玉麟　　（白）　　　　　哦，这也有了土棍搅乱吓？都是些什么样儿的人。叫什么名字？
僧人　　　（白）　　　　　一个大土棍，叫做赛武松余乔龙。
彭玉麟　　（白）　　　　　赛武松？还有绰号。
僧人　　　（白）　　　　　此人很有点本领。一个叫做赛西门庆罗虎。
彭玉麟　　（白）　　　　　哦，也有绰号？赛西门庆？一个赛武松。这两个人，一定是冤家对头啦。这个
　　　　　　　　　　　　　人，怎么样呐？
僧人　　　（白）　　　　　此人年纪不大，也不过有二十多岁。他生性好武，性如烈火，有人惹了他，轻
　　　　　　　　　　　　　者是打，重者就有性命之忧。
彭玉麟　　（白）　　　　　这个人，竟如此混账。还有靡有啦？
僧人　　　（白）　　　　　还有一人，名叫长腿王三，还有一个叫做牛屄阿毛，每日在街坊之上惹事。欺
　　　　　　　　　　　　　压良民，霸占田产，甚至抢夺人家的妇女，实在可恨。
彭玉麟　　（白）　　　　　这些话，都是香客们说的吗？
僧人　　　（白）　　　　　正是。
彭玉麟　　（白）　　　　　这些香客，常到庙里来吗？
僧人　　　（白）　　　　　正是，他们现在庙中。
彭玉麟　　（白）　　　　　他们就在这儿吶？好，你把他们叫了出来。我问问他们看。
僧人　　　（白）　　　　　遵命。
　　　　　　　　　　　　　吓二位香客！
（二香客同上。）
二香客　　（同白）　　　　格事礼呀？
僧人　　　（白）　　　　　彭大人来啦。我把你们方才的话全对他说啦，他要叫你们二位去见见他去吶。
二香客　　（同白）　　　　我们如何敢去见他去呀？
僧人　　　（白）　　　　　不要紧，彭大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你们尽管去。不妨事。
香客甲　　（白）　　　　　我们就去见见他去。
僧人　　　（白）　　　　　这就是宫保大人。请安。
二香客　　（同白）　　　　请宫保安。
彭玉麟　　（白）　　　　　罢啦。方才我听方丈说：是西湖地面，出了些土棍。他们都是哪儿的人吶？
香客甲　　（白）　　　　　回大人的话：这余乔龙，是北方人氏。在这杭州，也有好几年，其余的人，俱
　　　　　　　　　　　　　是本地人氏。
彭玉麟　　（白）　　　　　他们的名字，我也都记下了。你们回去罢。我总要慢慢的办这几个人。
香客甲　　（白）　　　　　多谢大人。
（二香客同下。）
彭玉麟　　（白）　　　　　后面房子，全收拾好啦吧？
僧人　　　（白）　　　　　均已预备好了。
彭玉麟　　（白）　　　　　棋盘等件，都预备下啦。咱们回来先下一盘吧。
僧人　　　（白）　　　　　是。
（彭玉麟、僧人同下。）

【第三场】

（阿二上。）
阿二　　　（白）　　　　　吾，阿二，在杭州住了多年。终日里在赌场浪赌钱，赌来赌去，把革个一分家
　　　　　　　　　　　　　当，都输光格哉。今天还没有吃饭格，不免到街坊浪走走，倘若遇着革革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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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浪几块洋钱，到赌场里去，翻翻梢革。
（罗虎、王三同上。）
罗虎、
王三　　　（同白）　　　　天气清爽格狠。吾门到西湖浪白相白相。
阿二　　　（白）　　　　　吓二位。
罗虎　　　（白）　　　　　革弗是阿二啦？
阿二　　　（白）　　　　　是革。
罗虎　　　（白）　　　　　你为何革落到个革光景？
阿二　　　（白）　　　　　连天赌运弗好，都输革哉，还要吃吃鸦片烟。倒弄得衣服，都当完革哉。
罗虎　　　（白）　　　　　那么你有何革主意？
阿二　　　（白）　　　　　吾也没何革主意，今天要求求二位，借给几百块洋钱，花花哉。
罗虎　　　（白）　　　　　口气到弗小，一开口就是几百块洋钱。慢说吾弗有，就有，也弗能把给你。你
　　　　　　　　　　　　　真真是弗要面孔革东西。
王三　　　（白）　　　　　混眼王八蛋，不要礼面革，娘肏屄革！
（罗虎、王三同下。）
阿二　　　（白）　　　　　吾肏你革亲娘格！借钱弗借钱，何革事礼，大骂吾一顿。你弗要忙，吾去请个
　　　　　　　　　　　　　人来出出吾革口气。就此走走。
（阿二下。）

【第四场】

（余乔龙、阿毛同上。）
余乔龙　　（西皮摇板）　　每日里在西湖观风景，
　　　　　　　　　　　　　谁人不知我赛武松。
　　　　　（白）　　　　　我说阿毛吓，天气是好，咱们到西湖上逛逛去罢。
阿毛　　　（白）　　　　　到西湖浪去好格，一同去白相格。
（阿二上。）
阿二　　　（白）　　　　　原来是二位。
余乔龙　　（白）　　　　　这不是阿二吗？
阿二　　　（白）　　　　　是格。
余乔龙　　（白）　　　　　你从哪里来呀？
阿二　　　（白）　　　　　再弗要提起。此地有一人，叫做赛西门庆罗虎革。
余乔龙　　（白）　　　　　罗虎，我知道这个人。他怎么样？
阿二　　　（白）　　　　　此人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说杭州地面浪，只有他是有名人焉。其余革人，
　　　　　　　　　　　　　俱是些无用之辈。
阿毛　　　（白）　　　　　待吾去会会革格人，吾定要对他吹吹牛屄革。
阿二　　　（白）　　　　　你再弗要提吹牛屄革，吾道说起余大兄的声名，在杭州也是有名革，顶括括革。
余乔龙　　（白）　　　　　不含糊吓！
阿二　　　（白）　　　　　他说日后，若弗遇见，倒还罢了；倘若遇见了，他叫你要尝尝他革厉害！
余乔龙　　（白）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人，咱们去找他去。我到要同他较量较量。
阿二　　　（白）　　　　　好革。一同去哉。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下。）

【第五场】

（黑老虎上。）
黑老虎　　（念）　　　　　家住山东济南府，谁人不知道我黑老虎。
　　　　　（白）　　　　　我是山东人氏，只因在家中，遭了点子事情，是我逃出家乡，来到了杭州娶了
　　　　　　　　　　　　　一个老婆。每天无事可作，是我找了几位朋友，借了几百块洋钱。就在这西湖
　　　　　　　　　　　　　上，开了一座小茶馆，名叫三雅园。昨天开张，生意倒不错。
　　　　　　　　　　　　　我说二成儿！
（伙计上。）
伙计　　　（白）　　　　　大爷什么事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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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虎　　（白）　　　　　天不早啦，该挂招牌，做买卖啦。
（罗虎、王三同上。）
罗虎　　　（白）　　　　　三雅园，新开个茶馆。到满清爽革。进去吃吃茶。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上。）
阿二　　　（白）　　　　　到哉，一同进去。
（罗虎看，怒视余乔龙。阿二怒看。）
罗虎、
王三　　　（同白）　　　　堂官，泡茶来。
伙计　　　（白）　　　　　茶到。
余乔龙　　（白）　　　　　茶倒不错，水也很好。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吃茶。）
余乔龙　　（白）　　　　　我说老二吓！
阿二　　　（白）　　　　　哦。
余乔龙　　（白）　　　　　咱们弟兄们，在这杭州地面，也不是一年半年啦。大概咱们弟兄们的名誉，也
　　　　　　　　　　　　　不是吹牛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听见有人说，有一个人在背地里很有点
　　　　　　　　　　　　　瞧不起我。真真的可恼！倘若是不服，何妨就较量较量吶！
阿毛　　　（白）　　　　　但弗晓得是哪一个人看你弗起？
余乔龙　　（白）　　　　　说是这个人，叫做什么赛西门庆！
罗虎　　　（白）　　　　　呔！胆大狗头，也弗打听打听。吾罗虎在杭州城内，也弗是一年二年呢！结交
　　　　　　　　　　　　　个革朋友，交情多哉。哪一个弗晓得吾？哪一个不服，何妨来试试看！
余乔龙　　（白）　　　　　你招打罢！
（王三翻桌，起打。刘二上。）
刘二　　　（白）　　　　　慢打，慢打。都看我。
黑老虎　　（白）　　　　　兄弟你来啦。你看我昨天才开张，今天就给打了一个乱七八糟。
刘二　　　（白）　　　　　我今天特来替你道喜来啦。这几位都不是外人，全是自家的朋友都不要生气。
　　　　　　　　　　　　　待吾给你们引见引见。
　　　　　　　　　　　　　来来，这是余大爷，余乔龙，人称赛武松。
罗虎　　　（白）　　　　　赛武松？
刘二　　　（白）　　　　　这是罗大爷，人称赛西门庆。
余乔龙　　（白）　　　　　小弟我得罪啦。
罗虎　　　（白）　　　　　岂敢，岂敢。
刘二　　　（白）　　　　　诸位今天在此，吾长海刘二，有一句话要同诸位说说：这开茶馆的，也弗是外
　　　　　　　　　　　　　人。他叫赛李逵黑老虎，是一位极爽快、直性的朋友，最好交游。吾看诸位，
　　　　　　　　　　　　　皆是此地著名的人物，何不大家，就在此处拜为盟兄弟，你看好不好？
黑老虎　　（白）　　　　　此话到甚有理，自古的英雄，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今天你们这一打，到可以拜
　　　　　　　　　　　　　为盟兄弟。我也要算一个分子。
余乔龙、
罗虎、
阿毛、
王三　　　（同白）　　　　好革！大家就此结拜。
刘二　　　（白）　　　　　来，预备香烛纸马。
（余乔龙、罗虎、黑老虎、阿毛、王三同拜。〖吹打〗。）
刘二　　　（白）　　　　　我再来上个香。祝：祝告皇天在上，吾等大家，要学当年三结义的故事。今日
　　　　　　　　　　　　　结为兄弟，以后有祸，大家全享；有福，大家全受。天共鉴之。
（余乔龙、罗虎、黑老虎、阿毛、王三同拜。）
刘二　　　（白）　　　　　谁的岁数大？
黑老虎　　（白）　　　　　我今年三十六了。
刘二　　　（白）　　　　　你一定是大哥了。
余乔龙　　（白）　　　　　我二十八岁了。
罗虎　　　（白）　　　　　吾廿四岁。
刘二　　　（白）　　　　　余大爷是老二，罗大爷是老三。
阿毛　　　（白）　　　　　吾廿三。
王三　　　（白）　　　　　吾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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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　　　（白）　　　　　阿毛是老四，王二是老五。
黑老虎　　（白）　　　　　今天既是拜了把子，如同一家人一样。
　　　　　　　　　　　　　二成，请你大奶奶出来见见！
伙计　　　（白）　　　　　有请大奶奶！
（丫鬟引黑妻同上。）
黑老虎　　（白）　　　　　这都是咱的兄弟，上前去都见见。
余乔龙　　（白）　　　　　大嫂子，兄弟这儿有礼了。
黑妻　　　（白）　　　　　还礼。
罗虎　　　（白）　　　　　阿嫂，吾革里有礼哉。
黑妻　　　（白）　　　　　还礼哉。
（罗虎偷看黑妻。）
阿毛、
王三　　　（同白）　　　　阿嫂，有礼革。
黑妻　　　（白）　　　　　还事礼。
刘二　　　（白）　　　　　事礼已完哉。吾出去哉，明朝会。
（刘二下。）
余乔龙、
王三、
阿毛　　　（同白）　　　　大哥明天再见！
黑老虎　　（白）　　　　　你们去啦？我也不送啦。
（余乔龙、王三、阿毛同下。）
罗虎　　　（白）　　　　　我也要去哉。
黑妻　　　（白）　　　　　兄弟去哉走好。
罗虎　　　（白）　　　　　晓得哉。
（罗虎、黑妻自两边分下。）
黑老虎　　（白）　　　　　这是哪儿说起。不想今天，倒因为打架，倒拜起把子来啦。这些人也都不是什
　　　　　　　　　　　　　么安分的人。这个老三贼眉鼠眼，定不是个好来头。
（黑老虎下。）

【第六场】

（罗虎上。）
罗虎　　　（白）　　　　　昨天在三雅园，同打架结拜为盟兄弟。吾看那黑老虎家里妻子，倒长得标致格。
　　　　　　　　　　　　　同吾眉来眼去，倒好同她拼个相好。今朝到那里去看看，若有个机会，就可
　　　　　　　　　　　　　到手。就此去哉。
（罗虎下。）

【第七场】

（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咳，看老三这个人，诡计多端，常到三雅园吃茶。他同我们大嫂子的神情，可
　　　　　　　　　　　　　是有点叫人可疑。
（阿二上，暗听。）
余乔龙　　（白）　　　　　我不免访查访查。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我倒叫你认识我姓余的厉害！
阿二　　　（白）　　　　　余大爷在格达做何革？
余乔龙　　（白）　　　　　我靡有说什么呀。
阿二　　　（白）　　　　　吾已经听见哉。你说老三个革事体，吾亦看得清楚，同你格阿嫂，有些弗妥当，
　　　　　　　　　　　　　恐怕要轧姘头哉。
余乔龙　　（白）　　　　　怎小子，真真不够朋友。
（阿毛上。）
阿毛　　　（白）　　　　　你二人在格达说何革？
余乔龙　　（白）　　　　　我说是咱们老三，行事太无道理。
阿毛　　　（白）　　　　　老三何格事，无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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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乔龙　　（白）　　　　　你问他去，我不好说。
阿毛　　　（白）　　　　　阿二，到底老三怎样无道理呀？
阿二　　　（白）　　　　　他天天到三雅园里去吃茶，他实实不怀好意革。
阿毛　　　（白）　　　　　不怀啥革好意？
阿二　　　（白）　　　　　你、你问余大爷就晓得哉。
阿毛　　　（白）　　　　　他到底是为啥个事体呀？
余乔龙　　（白）　　　　　你还是问阿二，叫他说，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阿毛　　　（白）　　　　　阿二，你快快讲革。
阿二　　　（白）　　　　　老三同他阿嫂，肏上革哉！
阿毛　　　（白）　　　　　哎呦。到个老三，真不亏人。革个事体，如何做得吓！
余乔龙　　（白）　　　　　待我下点功夫，我跟了他走，倒看他是有这件事么。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
　　　　　　　　　　　　　我余乔龙定要除治了他。
阿毛　　　（白）　　　　　好革。如有此事，一定弗能答应他革。你去访访看。
（余乔龙、阿二、阿毛同下。）

【第八场】

（黑老虎上。）
黑老虎　　（白）　　　　　我这个买卖生意，也倒不错。就是前几天，叫他们弟兄们在这儿乱打了一气，
　　　　　　　　　　　　　把茶壶茶碗摔碎了许多。我要到上海去，添买些个碗盏。
　　　　　　　　　　　　　二成，请你大奶奶！
（丫鬟引黑妻同上。）
黑妻　　　（念）　　　　　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白）　　　　　有啥格事体？
黑老虎　　（白）　　　　　我要上上海，添置些个家伙。你们在家招呼点生意，我去一个礼拜，就回来啦。
伙计　　　（白）　　　　　大爷多早晚走吓？
黑老虎　　（白）　　　　　我这就走。二成吓，你别叫你大奶奶常出来呀，切不可同人吊膀子吓。
伙计　　　（白）　　　　　大奶奶是正经人，不会有什么事的。
黑老虎　　（白）　　　　　我走啦。
（黑老虎、伙计同下。）
丫鬟　　　（白）　　　　　我说大奶奶，革个几天，你为啥事弗高兴呀？
黑妻　　　（白）　　　　　吾身浪弗爽快。
丫鬟　　　（白）　　　　　你弗是身浪弗爽快，只怕是心浪想一个人罢。
黑妻　　　（白）　　　　　吾想啥革个人呀？
丫鬟　　　（白）　　　　　你只怕想前天，同大爷拜盟兄弟个老三罢。
黑妻　　　（白）　　　　　弗错哉。想是想革，但是他弗能到格达来。
丫鬟　　　（白）　　　　　你若要他来，也弗难呀。吾去拖了他来呀。
黑妻　　　（白）　　　　　好。就去拖他快来。
（黑妻下。）
丫鬟　　　（白）　　　　　你想同人轧姘头，弗对吾说，就弗成功哉。待吾去拖了他来，叫你二人快乐快
　　　　　　　　　　　　　乐。吾从中也把几块洋钱用用喂！
（丫鬟下。）

【第九场】

（罗虎上。）
罗虎　　　（白）　　　　　到哉。
　　　　　　　　　　　　　泡茶来！
（伙计上。）
伙计　　　（白）　　　　　三爷来啦。茶到。
罗虎　　　（白）　　　　　今天倒清静革，大爷哪里去哉？
伙计　　　（白）　　　　　我们大爷到上海去啦。
罗虎　　　（白）　　　　　几时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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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　　　（白）　　　　　要一礼拜才能回来吶。
罗虎　　　（白）　　　　　你去吧，吾喊你再来。
（伙计下。）
罗虎　　　（白）　　　　　不想他竟到上海去哉。倒巧得很。
（丫鬟上，看。罗虎用帕招，罗虎随丫鬟同走，同转场。）
罗虎　　　（白）　　　　　你找吾做啥事呀？
丫鬟　　　（白）　　　　　吾家大奶奶，叫吾请你来哉。
罗虎　　　（白）　　　　　好革，大奶奶在哪里？
丫鬟　　　（白）　　　　　在后房，随吾同走。
　　　　　　　　　　　　　请大奶奶！
（黑妻上。）
黑妻　　　（白）　　　　　来哉没有？
丫鬟　　　（白）　　　　　来哉。
罗虎　　　（白）　　　　　阿嫂！
黑妻　　　（白）　　　　　三兄弟请坐。
罗虎　　　（白）　　　　　阿哥哪里去哉？
黑妻　　　（白）　　　　　到上海去哉。
罗虎　　　（白）　　　　　几时转来？
黑妻　　　（白）　　　　　要一礼拜。
丫鬟　　　（白）　　　　　你吃点心，吾去买。
罗虎　　　（白）　　　　　弗要吃。
丫鬟　　　（白）　　　　　要吃水果？
罗虎　　　（白）　　　　　弗要，弗要，革里有十块洋钱，送把你吃茶。
丫鬟　　　（白）　　　　　吾弗要，弗要。
罗虎　　　（白）　　　　　小意思，拿去买点心革。
丫鬟　　　（白）　　　　　弗要。
罗虎　　　（白）　　　　　你弗要，就是看我弗起。
丫鬟　　　（白）　　　　　谢谢三爷。你二人好困觉哉。吾去哉。
（丫鬟下。罗虎闭门。）
罗虎　　　（白）　　　　　阿嫂，我从前天一见，你吾就看中哉。连朝想你，今日可算有缘格。
黑妻　　　（白）　　　　　吾也是天天想你革，天弗早哉。困觉哉。
（罗虎、黑妻同入帐。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他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赶。一转眼，看不见他，往哪里去啦？莫非到后房去啦？
　　　　　　　　　　　　　难道说他二人，已经勾搭上了吗？待吾到后房听听再说。
（余乔龙转场，听。）
黑妻　　　（白）　　　　　吾是爱你得狠！
余乔龙　　（白）　　　　　在这儿吶。待我去叫门。
　　　　　　　　　　　　　咳，开门来！
黑妻　　　（白）　　　　　何人？
余乔龙　　（白）　　　　　是我。
黑妻　　　（白）　　　　　是啥个人？
余乔龙　　（白）　　　　　我是余乔龙。
黑妻　　　（白）　　　　　夜静更深，到此啥革事？
余乔龙　　（白）　　　　　我找大哥来啦。
黑妻　　　（白）　　　　　你阿哥上海去哉。
余乔龙　　（白）　　　　　大哥上海去啦，老三可在这儿吶！
（黑妻搬板凳迎门放。）
余乔龙　　（白）　　　　　你快开门，我要看看。
黑妻　　　（白）　　　　　来哉。
（黑妻开门。余乔龙绊倒。罗虎跑下。余乔龙起，看。）
黑妻　　　（白）　　　　　三更半夜，到吾房里来，莫非要调戏吾革？
余乔龙　　（白）　　　　　不敢。大嫂你这是什么话？我要走啦。
黑妻　　　（白）　　　　　你要走，你弗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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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乔龙　　（白）　　　　　我不走，便怎样？
黑妻　　　（白）　　　　　你要认罚。
余乔龙　　（白）　　　　　罚我什么？
黑妻　　　（白）　　　　　罚你洋钱。
余乔龙　　（白）　　　　　洋钱，我靡有带着。
黑妻　　　（白）　　　　　待吾搜搜看。这是什么？
余乔龙　　（白）　　　　　这是手绢。
黑妻　　　（白）　　　　　把给吾。
余乔龙　　（白）　　　　　拿了去。这算什么。
（黑妻转身，余乔龙跑下。）
黑妻　　　（白）　　　　　革个娘肏屄格，真真扫兴！
（黑妻下。）

【第十场】

（阿毛、阿二同上。）
阿毛　　　（念）　　　　　老二去捉奸，还弗见回来。
（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这东西真可恨！
阿毛　　　（白）　　　　　到底如何？
余乔龙　　（白）　　　　　他二人已经勾搭上啦。我靡有捉着他。这小子真不是人类。我是要把他残废了。
阿毛　　　（白）　　　　　个革人断断留不得，殊非人类。
余乔龙　　（白）　　　　　等着我要是碰见了他，一定是不能饶他。
阿毛、
阿二　　　（同白）　　　　是要打个革娘肏屄格！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下。）

【第十一场】

（黑老虎上。）
黑老虎　　（白）　　　　　我到上海去了一趟，住了几天，花了几十块洋钱。
（罗虎上。）
罗虎　　　（白）　　　　　大爷回来啦吗？
（黑妻、丫鬟同上。）
黑妻　　　（白）　　　　　大爷回来哉？
黑老虎　　（白）　　　　　回来啦。
罗虎　　　（白）　　　　　阿哥转来哉。
（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我正说大哥该回来啦，果然回来啦。
黑老虎　　（白）　　　　　兄弟坐下说话。
（罗虎视余乔龙。）
罗虎　　　（白）　　　　　阿哥无有事体，弗能奉陪，吾要去哉。
（黑老虎阻。）
黑老虎　　（白）　　　　　说说话再走。
（余乔龙视罗虎，怒。）
余乔龙　　（白）　　　　　我有事，我要走，回来再见。
黑老虎　　（白）　　　　　自己的弟兄，坐着说说话，谈谈心。好几天没有见啦。你们在这儿坐一坐，我
　　　　　　　　　　　　　还靡有吃饭吶。
（黑老虎下。余乔龙视罗虎。）
余乔龙　　（白）　　　　　咳，我是有话，总得要说。
　　　　　　　　　　　　　老三吶，你既同大哥，咱们拜了把子，就如同自己的弟兄一样。你所做的事，
　　　　　　　　　　　　　全部是人干的事？
罗虎　　　（白）　　　　　吾做的啥格事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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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乔龙　　（白）　　　　　你自己做的事，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今天告诉你说，从今以后，你要是改过，
　　　　　　　　　　　　　就一笔勾消。如若不然，咱们可就要伤了弟兄们的和气！
罗虎　　　（白）　　　　　吾罗虎，一生一世，所做格事体，这杭州地面浪只怕无人敢拦阻格。莫说是你，
　　　　　　　　　　　　　无论是啥格人，他也管弗了吾格！
余乔龙　　（白）　　　　　听你之言，莫非你还不服？
罗虎　　　（白）　　　　　弗错格。
余乔龙　　（白）　　　　　你招打！
（余乔龙、罗虎同起打。罗虎跑下，余乔龙追下。黑老虎上。）
黑老虎　　（白）　　　　　怎么他们都走啦？
（黑妻上。）
黑妻　　　（白）　　　　　他们都去哉。
黑老虎　　（白）　　　　　这两个人的脾气，全是一样的。俱是年轻好胜，都好打个抱不平。
黑妻　　　（白）　　　　　老二个格人心地弗好格！
黑老虎　　（白）　　　　　老二的心地不错呀！
黑妻　　　（白）　　　　　啥格弗错？他看你弗在家，常常来耍调戏吾格。
黑老虎　　（白）　　　　　你不要胡说啦。老二不是那一路的人，我不信。
黑妻　　　（白）　　　　　你弗信。你看格块手帕，不是老二格么？
黑老虎　　（白）　　　　　手帕是他给你的，你就拿着用就完啦。自己的兄弟，也没有什么要紧。你要说
　　　　　　　　　　　　　他有旁的事情，我是不能信。
（黑妻下。）
黑老虎　　（白）　　　　　这些女人们，不知道安的都是什么心。我看老二那个人，正派的很，断不能做
　　　　　　　　　　　　　出这样的事来。我就是不信。
（黑老虎下。）

【第十二场】

（阿毛、阿二同上。）
阿毛　　　（白）　　　　　老二去访老三格行踪，也弗晓得究竟如何？
（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方才我同老三说翻啦。我要毁他，不想他倒跑啦。我慢慢访他，总要将他拿住
　　　　　　　　　　　　　才算吶。
阿毛　　　（白）　　　　　吾二人帮助你去格。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下。）

【第十三场】

（罗虎上。）
罗虎　　　（白）　　　　　余乔龙他每每寻吾无事做。吾今天去寻阿哥，爽利同他讲明格。叫他把他的妻
　　　　　　　　　　　　　子并茶馆，都让给吾。他若答应便罢，如弗答应，吾就与他动起野蛮手段。就
　　　　　　　　　　　　　此走！
（罗虎下。）

【第十四场】

（黑老虎、黑妻同上。）
黑老虎　　（白）　　　　　天也不早啦，我也乏的很啦。咱们该睡啦。待我关上了门。
（罗虎上。）
罗虎　　　（白）　　　　　呔，开门！
黑老虎　　（白）　　　　　是谁叫门呀？
罗虎　　　（白）　　　　　罗虎。
黑老虎　　（白）　　　　　是老三吗？天已到这早晚了，哥哥睡下啦。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罢。
罗虎　　　（白）　　　　　吾有要紧革话说，定要开门革。
黑老虎　　（白）　　　　　有什么要紧的事，半夜三更，连明天都不能等？待我给你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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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雅园》 11

（黑老虎开门。）
黑老虎　　（白）　　　　　兄弟你进来罢。
罗虎　　　（白）　　　　　来哉。
黑老虎　　（白）　　　　　我说三更半夜，你怒气冲天，到哥哥这儿来，为的什么事呀？
罗虎　　　（白）　　　　　吾有一件事体，要同你商量。
黑老虎　　（白）　　　　　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都是自己弟兄，靡有不行的事。你说吧。
罗虎　　　（白）　　　　　吾想这三雅园，生意倒还好，吾同你商量，将个革茶馆，让给吾开浪几天。
黑老虎　　（白）　　　　　哦，你想要把这茶馆让给你开上几天？这是个小生意，小意思，不算什么，哥
　　　　　　　　　　　　　哥就让给你。
罗虎　　　（白）　　　　　还有一桩事体商量。
黑老虎　　（白）　　　　　还有什么事呀？
罗虎　　　（白）　　　　　吾看阿嫂，长得倒也好。你要把阿嫂也让给吾。
黑老虎　　（白）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看你是有点酒吃多了，醉啦。你先回去，明天再商量，好
　　　　　　　　　　　　　不好？
罗虎　　　（白）　　　　　吾今朝并没有吃酒，就是吃了酒，心中也是明白革。
黑老虎　　（白）　　　　　不管你吃酒不吃酒，老三你这番话，实在不像一句话。
罗虎　　　（白）　　　　　你好好把阿嫂让给吾，你就此滚出去，免得吾生气动手。
黑老虎　　（白）　　　　　哈哈！好你罗老三呐！你想要我的茶馆，我让给于你也就是啦。怎么你还想要
　　　　　　　　　　　　　霸占我的妻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黑老虎也不是好惹的，你早早出去便罢，
　　　　　　　　　　　　　如若不然，我今天，可是要打你几下子！
罗虎　　　（白）　　　　　你招打！
（罗虎、黑老虎同起打。罗虎拔刀杀死黑老虎。余乔龙上桌，听。）
黑妻　　　（白）　　　　　格个尸首，藏在哪里？
罗虎　　　（白）　　　　　先放在房中，天明埋在后院里去。
余乔龙　　（白）　　　　　他在这儿吶。
（余乔龙下桌。）
余乔龙　　（白）　　　　　我说罗虎，你半夜三更，来在大嫂子房中做什么？
罗虎　　　（白）　　　　　吾想做啥格就做啥格。哪格也管弗了吾！
余乔龙　　（白）　　　　　大哥哪儿去啦？
罗虎　　　（白）　　　　　你大哥呀，你来看！
余乔龙　　（白）　　　　　哈哈，大哥被你们给杀死啦！好吓，你这小子，是真靡有天良啦！你看刀！
（余乔龙、罗虎同对打。罗虎跑下。黑妻拉余乔龙。）
黑妻　　　（白）　　　　　你要做啥？
余乔龙　　（白）　　　　　你别拦我，我非把罗虎这小子毁了不算。待我去追上他！
黑妻　　　（白）　　　　　你想要走下？你把人杀死哉，你还想逃到哪里去格？
余乔龙　　（白）　　　　　哦，你说大哥倒是我杀的？
黑妻　　　（白）　　　　　弗是你是谁？
余乔龙　　（白）　　　　　我说你撒开手不撒开？
黑妻　　　（白）　　　　　吾弗能放你走！
余乔龙　　（白）　　　　　你看刀！
（余乔龙杀死黑妻，下。）

【第十五场】

（阿毛、阿二同上。）
阿毛　　　（白）　　　　　老二还不见来？
（余乔龙上。）
余乔龙　　（白）　　　　　不好啦，不好啦！
阿毛　　　（白）　　　　　何事惊慌？
余乔龙　　（白）　　　　　罗虎把大哥给杀死啦。我正要收拾他，不想他逃跑了。大嫂子反说大哥是我杀
　　　　　　　　　　　　　的。我把嫂子也杀啦。咱等去寻找罗虎，总要把他残废了，才能出我这一口气。
　　　　　　　　　　　　　走吓！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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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场】

（彭玉麟随僧人同上。）
彭玉麟　　（白）　　　　　天气倒凉爽啦。我倒想要营中去看看去。
（二统领、四水手撑船同上。）
统领甲　　（白）　　　　　到啦，一同下船。
　　　　　　　　　　　　　庙里头有人吗？
僧人　　　（白）　　　　　是哪一位？哦喝。原来是二位统领大人到啦。
统领甲　　（白）　　　　　宫保可在里面？
僧人　　　（白）　　　　　在客堂里。
统领甲　　（白）　　　　　烦劳禀一声。
僧人　　　（白）　　　　　启禀宫保：两位统领求见。
彭玉麟　　（白）　　　　　他们都来啦？叫他们进来罢。
僧人　　　（白）　　　　　宫保请你们二位进去。
二统领　　（同白）　　　　叩见宫保。
彭玉麟　　（白）　　　　　坐着，坐着。你们到此地来，有什么公事吗？
二统领　　（同白）　　　　没有什么公事，特来给宫保请请安。
彭玉麟　　（白）　　　　　你们来得也到很好，一半天我也要回营里去看看。你们就在这庙里，住两天也
　　　　　　　　　　　　　不要紧。
二统领　　（同白）　　　　如此，标下就在此伺候宫保。
彭玉麟　　（白）　　　　　方丈，看他二人的武艺十分的不错。就是飞檐走壁，他们全来得，实在倒是我
　　　　　　　　　　　　　的大帮手。
僧人　　　（白）　　　　　两位统领的名望，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请宫保到后面吃素斋去。
彭玉麟　　（白）　　　　　好。后面谈谈去。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余乔龙、阿毛、阿二同上。）
余乔龙　　（白）　　　　　咱们去找罗虎去。
（罗虎上。）
罗虎　　　（白）　　　　　啥人敢不服我罗虎。
余乔龙　　（白）　　　　　好极啦，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去吶！
罗虎　　　（白）　　　　　你找我啥事体？尽管来。姓罗格弗怕格！
余乔龙　　（白）　　　　　我今天叫你认识认识我，招打！
（余乔龙、罗虎同起打。罗虎倒。）
余乔龙　　（白）　　　　　看你还敢逞能不敢！待我把他的脚关筋给他割断了再说。
（余乔龙割筋。）
余乔龙　　（白）　　　　　我看你从今以后，还能胡做胡为不能！
（罗虎起痂。）
罗虎　　　（白）　　　　　吾对你等说格，有吾罗虎格口气，就要在杭州地面浪闯闯，吾们要走着看格！
（罗虎下。）
阿毛　　　（白）　　　　　革个人是残废哉。料他也弗能再出风头格。
余乔龙　　（白）　　　　　咱们大哥是死啦，咱们去到庙里烧烧香，请几位和尚，替大哥念念经，超度超
　　　　　　　　　　　　　度。好不好？
阿二、
阿毛　　　（同白）　　　　好革。同去哉。
（余乔龙、阿二、阿毛同下。）

【第十八场】

（二统领引彭玉麟、僧人同上。）
彭玉麟　　（白）　　　　　今天我要到西湖上逛逛去，明天咱们一同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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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雅园》 13

二统领　　（同白）　　　　是。
彭玉麟　　（白）　　　　　我也就要回来得。
（彭玉麟下。）
僧人　　　（白）　　　　　我说二位统领，这几天宫保脸上起色不很好，二位要多加小心才好。
二统领　　（同白）　　　　你只管放心，有我们两人在此，料无妨碍。
僧人　　　（白）　　　　　总是小心点好。
二统领　　（同白）　　　　那是自然。
（僧人、二统领同下。）

【第十九场】

（余乔龙、阿毛、王三同上。）
余乔龙　　（白）　　　　　咱们先到庙里去，烧个香，磕个头，到庙后须游玩游玩去。
（罗虎上。）
罗虎　　　（白）　　　　　吾到庙里去烧烧香。
余乔龙　　（白）　　　　　喝，你又来啦！
罗虎　　　（白）　　　　　弗错。来哉！
余乔龙　　（白）　　　　　你仍然还是这样的凶横！
罗虎　　　（白）　　　　　吾革脾气，总是弗能改革。
余乔龙　　（白）　　　　　我说阿毛，你看这小子，还是这样的凶横。
（彭玉麟暗上，看。）
余乔龙　　（白）　　　　　我看到不如简直送他回老家，倒免得叫他活受罪！
阿毛　　　（白）　　　　　毁了他就完哉！
王三　　　（白）　　　　　先把他的眼睛挖了去再说！
（余乔龙打罗虎倒，王三挖眼。）
余乔龙　　（白）　　　　　把他膛也开了，把五脏全给他扒出来！
彭玉麟　　（白）　　　　　我说你们几位，在这里把一个活人就随便给杀啦，又开了膛，挖了眼睛。未免
　　　　　　　　　　　　　也太狠一点罢！
王三　　　（白）　　　　　你是啥革人，敢在此多口？滚了去！
（王三打彭玉麟嘴巴。）
余乔龙　　（白）　　　　　咳，王二，你太冒失了。你不管什么人，就给人家一个嘴巴，这是什么话。
　　　　　　　　　　　　　我说这儿过，客人，这是我的兄弟不懂事，休要见怪。我这里赔礼了。
阿毛　　　（白）　　　　　你弗要见怪革。是我个小兄弟冒犯尊颜，这厢赔罪。
彭玉麟　　（白）　　　　　不要紧。我不过是从这儿见你们三位，杀了那个人，有点害怕，所以才要问。
　　　　　　　　　　　　　这清平世界，杀了人能说是不偿命吗？
阿毛　　　（白）　　　　　我们在杭州城，也弗是一年半年革光棍。杀个人，也弗算啥革事体。方才格个
　　　　　　　　　　　　　人是吾们革仇人，叫做罗虎，胡作非为，可恶已极。所以吾们才把他杀革哉。
彭玉麟　　（白）　　　　　原来如此，靡有请教贵姓？
阿毛　　　（白）　　　　　我叫阿毛，他叫余乔龙，外号赛武松。
彭玉麟　　（白）　　　　　方才打我嘴巴的人姓什么？
阿毛　　　（白）　　　　　他姓王，叫长腿王三。
彭玉麟　　（白）　　　　　你们几位，天天都在哪里吃茶？
阿毛　　　（白）　　　　　吾们也没有一定，也许到西湖浪，也许在三雅园。
彭玉麟　　（白）　　　　　改日再见。
阿毛　　　（白）　　　　　请了，请了。
（余乔龙、阿毛、王三同下。）
彭玉麟　　（白）　　　　　这一起恶棍，真真可恨！
（阿毛暗上，窃听。）
彭玉麟　　（白）　　　　　我非办这些东西不可。也叫他们知道我彭玉麟的厉害！
（彭玉麟下。）
阿毛　　　（白）　　　　　哎呀，弗好哉。原来革个人就是彭宫保。吾们一定要被他擒去革。不免赶快同
　　　　　　　　　　　　　老二商量一个妙法要紧。
（阿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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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场】

（余乔龙、王三同上，阿毛追上。）
阿毛　　　（白）　　　　　弗好哉！王三闯出祸来哉！
王三　　　（白）　　　　　啥革祸？
阿毛　　　（白）　　　　　你晓得方才革个人是谁？
王三　　　（白）　　　　　是哪一个？
阿毛　　　（白）　　　　　他就是彭玉麟。你打他一个嘴巴，只恐吾们大家革性命都是难保革。
余乔龙　　（白）　　　　　哎呀，这个祸可是闯的真不小。这件事怎么办法？
王三　　　（白）　　　　　要躲避躲避才好。
阿毛　　　（白）　　　　　你躲到哪里去，他也会拿的着革！
余乔龙　　（白）　　　　　我看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我今天晚上，到庙里去行刺。把他刺死，可
　　　　　　　　　　　　　就完了。
阿毛　　　（白）　　　　　好，事到如今，只好革样去办格。
余乔龙　　（白）　　　　　就此前往。
（余乔龙、阿毛、王三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二统领同上，彭玉麟随上。）
二统领　　（同白）　　　　宫保回来啦？
彭玉麟　　（白）　　　　　实在可气！
二统领　　（同白）　　　　但不知为了何事？
彭玉麟　　（白）　　　　　方才我在庙外头闲游，遇见余乔龙那一帮土棍，把那罗虎杀啦，开了膛，又把
　　　　　　　　　　　　　眼睛挖出来。是我向前问了一句，那一个小子，叫做长腿王三，不容分说，就
　　　　　　　　　　　　　给了我一个嘴巴。明天非要把他们拿了正法不可！今天什么时候啦？
二统领　　（同白）　　　　三更天了。
彭玉麟　　（白）　　　　　该睡啦。明天一早好回营去。
（彭玉麟睡。余乔龙上桌，拿顶顺风旗，翻跟头下，刀拨门。二统领同醒，推彭玉麟藏桌下。余乔龙推门，
砍。余乔龙、二统领同起打。余乔龙跳桌，下。僧人跑上，二统领同擒僧人。）
僧人　　　（白）　　　　　是我，是我！
二统领　　（同白）　　　　原来是方丈，贼跑了。
彭玉麟　　（白）　　　　　天到什么时候了？
二统领　　（同白）　　　　五更了。
彭玉麟　　（白）　　　　　天已快亮了。我们大家一同回营。
二统领　　（同白）　　　　船夫、水手走上。
（众兵丁、水手同上。）
二统领　　（同白）　　　　搭了扶手。
（众人同绕场。八方旗、八官长同迎上。）
二统领　　（同白）　　　　搭了扶手。
（彭玉麟、二统领同下船。）
彭玉麟　　（白）　　　　　众官兵，一同捉拿余乔龙、王三、阿毛等，不得放他逃走！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王三、阿毛同上，余乔龙随上。）
余乔龙　　（白）　　　　　不好啦！我到庙中行刺，不料他们已有准备。幸亏我跑得急，险些被他们拿住。
　　　　　　　　　　　　　看这个光景，我们万不能在此居住了。
阿毛　　　（白）　　　　　我有一个朋友，在湖边山里做强盗，叫做李志龙。吾等去到那里躲避躲避。
余乔龙　　（白）　　　　　好，就此走走。
（余乔龙、阿毛、王三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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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场】

（八强盗、李志龙同上。）
李志龙　　（念）　　　　　终日下山把人抢，金银财宝用斗量。
（探子上。）
探子　　　（白）　　　　　山下有三个人来拜望。有一位叫做阿毛，说同大王有交情。
李志龙　　（白）　　　　　有请！
（探子下。余乔龙、王三、阿毛同上。〖吹打〗。）
李志龙　　（白）　　　　　兄弟从哪儿来？好久不见啦。
阿毛　　　（白）　　　　　是革。
李志龙　　（白）　　　　　此二位是？
阿毛　　　（白）　　　　　这一位是余乔龙，绰号赛武松。革一位就是长腿王三。
李志龙　　（白）　　　　　久仰二位的大名，到靡有见过面。实实的久仰。请坐。
（探子上。）
探子　　　（白）　　　　　官兵前来，剿洗山寨。
李志龙　　（白）　　　　　我这里并靡有得罪他们，这些官兵他们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事呀？
余乔龙　　（白）　　　　　大哥你有所不知：只因我们这位兄弟，将彭玉麟打了一个嘴巴，我们所以才逃
　　　　　　　　　　　　　在这里来。今天靡有什么说的，要求大哥替我们挡一阵才好。
李志龙　　（白）　　　　　不要紧，兄弟你只管的放心。我这里人也不少，同他们干一起再说！
王三　　　（白）　　　　　好，打呀！
（八官兵、八官长同上，同会阵，同起打，十二股荡连环。八强盗、李志龙、余乔龙、王三、阿毛同败下。
八官兵同追下。王三跳桌，跑。余乔龙、阿毛同上，八官兵、八官长同上，同擒余乔龙、阿毛，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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