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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全本】

主要角色
韩信：武生
殷桃娘：旦
项羽：净
虞姬：旦
范增：老生

情节
韩信，淮阴人氏。深通兵法，心怀大志。未得志时，老母亦不能奉养，向人告贷，也无人周济。后遇尉缭子
点化，告他一生吉凶，及其老母不久将死，预先选择坟地。果然当晚韩母死去，韩信请亭长张居帮着将母亲
葬下。张居见韩信贫穷，常留家中吃饭，但是他妻不容，韩信就忿忿而去。后遇一漂母，在河边洗衣，见韩
信饥饿不堪，特把饭与他。后又遇一群恶少姜胜等，羞辱韩信，教他在胯下爬过。韩信以为和此等毫无智识
之人，不足争执，就忍气由他胯下爬过，人人都以为韩信胆怯无用，却不知他是真正英雄。这时英雄豪杰，
纷纷起兵攻打秦朝，秦将章邯等，不能抵敌，众豪杰中，项羽最强，韩信就去投军。但是项羽不能重用，韩
信郁郁不乐。当时会稽太守殷通，是被项羽所杀，他女儿殷桃娘，时想报仇，也因尉缭子点化，教她和韩信
结为夫妇，好报父仇，所以和丫鬟春莺逃至虞庄，改名寒宿雨，被虞姬收留。后来虞姬嫁与项羽，殷桃娘就
去求见虞姬，藉此访求韩信。既然会见韩信，二人谈说一会，殷桃娘表示愿结婚姻，韩信不知是殷桃娘，拒
绝不允。后由尉缭子说明寒宿雨就是桃娘，方成其好事。

根据《国剧大成》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

（尉缭子上。）
尉缭子　　（西皮摇板）　　汉室兵将少人统，
　　　　　　　　　　　　　点化韩信掌军戎。
　　　　　（白）　　　　　山人，尉缭子。前番会稽点化殷桃娘，传与兵法战策，并赐天书一卷。如今他
　　　　　　　　　　　　　父已被人所杀，桃娘随虞姬现在项羽营中，久欲报仇，未遇机会。如今韩信将
　　　　　　　　　　　　　星发现，不免去往淮阴点化与他。一来撮合与殷桃娘之婚姻，二来彼此互相护
　　　　　　　　　　　　　救，三来韩信、殷桃娘扶助刘邦，而灭项羽，以成汉室一统天下。
　　　　　（西皮摇板）　　提拔韩信庙廓用，
　　　　　　　　　　　　　栋梁当选涧底松。
（尉缭子下。）

【第二场】

韩信　　　（内西皮导板）　造化小儿将人弄，
（韩信上。）
韩信　　　（白）　　　　　咳！
　　　　　（西皮摇板）　　失时哪识兴云龙。
　　　　　　　　　　　　　潜作暂从幽谷纵，
　　　　　　　　　　　　　鸾凤还巢燕雀笼。
　　　　　（白）　　　　　韩信，乃淮阴人氏。不幸吾父早亡，母亲孀居，家计萧条，只剩一书一剑。自
　　　　　　　　　　　　　幼习练兵法，抱负大志。哎，可怜时运不至，有心耕田，吓，又没有田地；有
　　　　　　　　　　　　　心去贸易，又缺少资本。是我无计可奈，习举为吏，心想托足公门，以作奉养
　　　　　　　　　　　　　老娘之计。无奈照秦国规矩，先要大众推举，然后再由官府选试，方能为吏。
　　　　　　　　　　　　　因此上有一种无能为的东西，想要为吏，先用银钱结交党羽，这般狐朋狗友，
　　　　　　　　　　　　　贪了他的酒肉，就合力推荐，他说他有德行，有能才，再用银钱运动官府，那
　　　　　　　　　　　　　官府受了他的金钱运动，也不管德行才能，就用他为吏。哎，想为吏尚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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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况做官。想我韩信，三餐尚且不周，哪有酒肉去请他们这般狐朋狗友，哪
　　　　　　　　　　　　　有银钱去运动这般赃官？吾空有才能，不及他们，反说我无有德行才能，岂可
　　　　　　　　　　　　　以为吏。哎，困死韩信了！
　　　　　（二黄平板）　　好比浅水困蛟龙，
　　　　　　　　　　　　　是何人雪里将炭送？
韩母　　　（内白）　　　　韩信你饿死为娘了！
（韩母上。）
韩母　　　（二黄摇板）　　将娘饿到夕阳红。
韩信　　　（白）　　　　　母亲，外面风大，你老人家是有病的吓，为什么出来呢？
韩母　　　（白）　　　　　我哪里是有病吓，分明是饿。看看红日西坠，为娘尚未用饭，你也不去想个法
　　　　　　　　　　　　　子，难道真要把为娘饿死吗？
韩信　　　（白）　　　　　哎，母亲饥饿，孩儿焉有不知？可恨世态炎凉，那般朋友，不但不借钱米，还
　　　　　　　　　　　　　要羞臊孩儿，孩儿实是难受，故而无法可想。
韩母　　　（白）　　　　　我想也难怪人家羞臊。你想你连母亲都养活不了，你不种田，又不为商，每日
　　　　　　　　　　　　　在家拿着一本什么孙武子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不然，你就拿着那把锈的宝剑，
　　　　　　　　　　　　　舞了又舞，歌了又歌，倒底有什么好处呢？
　　　　　（二黄平板）　　买卖不学田也不种，
　　　　　　　　　　　　　连累为娘为人佣。
　　　　　　　　　　　　　天也不遂今日得重病，
　　　　　　　　　　　　　难替人家做女红。
韩信　　　（白）　　　　　母亲不要悲伤，非是孩儿夸口，今日学书舞剑，他年定为将相母亲你可知道百
　　　　　　　　　　　　　里奚，不得第替人家饲牛，后遇秦穆公，封为相位。管仲不得第，身入囚车；
　　　　　　　　　　　　　宁戚击牛角而唱歌，后来居为齐桓公显宦。孩儿时运不至，同此三子一样的吓！
韩母　　　（白）　　　　　哎呀，肚子饿吓！
韩信　　　（二黄平板）　　儿好比百里奚、宁戚、管仲，
　　　　　　　　　　　　　未遇桓公与穆公。
　　　　　　　　　　　　　身入卵巢谁知凤，
　　　　　　　　　　　　　孩儿志气岂终穷。
韩母　　　（二黄平板）　　你说话如同做春梦，
　　　　　　　　　　　　　为娘好像可怜虫。
　　　　　　　　　　　　　学书舞剑有什么用，
　　　　　　　　　　　　　难解为娘肚子空！
韩信　　　（白）　　　　　母亲休要悲伤，暂且后面养歇，待孩儿去设法就是。
韩母　　　（白）　　　　　但凭与你。哎唷，饿死哇！
（韩母下。）
韩信　　　（叫头）　　　　天哪，天哪！
　　　　　（白）　　　　　困煞韩信了！
　　　　　（二黄平板）　　连累老娘受饿冻，
　　　　　　　　　　　　　艰难向谁诉苦衷。
（韩信下。）

【第三场】

（卜仁上。）
卜仁　　　（二黄平板）　　财源茂盛万事通，
　　　　　　　　　　　　　有钱之人当敬奉。
　　　　　　　　　　　　　穷人说话我装聋，
　　　　　　　　　　　　　方才吃了端午粽。
（韩信上。）
韩信　　　（白）　　　　　窗兄请了。
卜仁　　　（白）　　　　　你是谁吓？
韩信　　　（白）　　　　　窗兄连韩信都不认识了？
卜仁　　　（白）　　　　　哦！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2007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韩信》【全本】 3

　　　　　（二黄平板）　　韩信为何憔悴容？
韩信　　　（二黄平板）　　我和你同窗曾角总，
卜仁　　　（白）　　　　　不错。
　　　　　（二黄平板）　　你是年弟我是窗兄。
韩信　　　（二黄平板）　　家贫如洗母难奉，
　　　　　　　　　　　　　望兄慷慨借青铜。
卜仁　　　（二黄平板）　　穷鬼缠我无法送，
　　　　　　　　　　　　　不由一阵怒气冲。
　　　　　　　　　　　　　就是磕头也无用，
　　　　　　　　　　　　　君子人交富不交穷。
（卜仁下。）
韩信　　　（二黄平板）　　这样的轻薄令人痛，
（阚才上，避韩信。）
韩信　　　（白）　　　　　老丈！
　　　　　（二黄平板）　　那旁莫非阚老翁？
　　　　　　　　　　　　　一躬到底安来问，
阚才　　　（二黄平板）　　你的意思我早懂，
　　　　　　　　　　　　　借些个银钱解解穷。
韩信　　　（白）　　　　　着吓！
　　　　　（二黄平板）　　加利奉还报恩重，
阚才　　　（二黄平板）　　你的言语太不通。
　　　　　　　　　　　　　和你家世交情义重，
　　　　　　　　　　　　　你爸爸是我老宾朋。
　　　　　　　　　　　　　今天借几个钱用用，
　　　　　　　　　　　　　何必加利奉还语不恭？
　　　　　　　　　　　　　急忙袋中摸一把，
（阚才摸。）
阚才　　　（白）　　　　　要多少？
韩信　　　（白）　　　　　一、二两银子够了。
阚才　　　（白）　　　　　不够罢？
韩信　　　（白）　　　　　够了够了！
阚才　　　（白）　　　　　哎呀！
　　　　　（二黄平板）　　今天不方便我的腰里空。
（阚才下。）
韩信　　　（二黄平板）　　久旱不遭连阴雨，
　　　　　　　　　　　　　行船又遇当头风。
　　　　　　　　　　　　　今被羞耻泪水涌，
（韩信哭。尉缭子上。）
尉缭子　　（二黄原板）　　来到淮阴访英雄。
　　　　　　　　　　　　　一见韩信片言讽，
　　　　　（唱）　　　　　黄鹄临空飞，
　　　　　　　　　　　　　徘徊视其翮。
　　　　　　　　　　　　　一举横四海，
　　　　　　　　　　　　　须臾万里隔。
韩信　　　（白）　　　　　哎！
　　　　　（二黄原板）　　他言与我意志同。
　　　　　（白）　　　　　听先生之言，莫非也是一位未遇英雄？
尉缭子　　（白）　　　　　我也不晓得英雄，我也不晓得遇也不遇，我只知嬴秦暴虐，民不聊生。虽然群
　　　　　　　　　　　　　雄四起，但是无有经天纬地之才，不能平定天下。我本当出世，与民除暴，吓，
　　　　　　　　　　　　　但是我年纪大了，又何必同他们去争名夺利。本当不去罢，年少之中，选不
　　　　　　　　　　　　　出什么有才的人来。
韩信　　　（白）　　　　　天下非无其人，但此人空抱济世之才，安邦定国之志，恨未遇其主也。
尉缭子　　（白）　　　　　听你之言，英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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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　　　（白）　　　　　非是小可夸口，韩信就是英雄。
尉缭子　　（白）　　　　　你叫韩信哪？好好好，吾素知风鉴，待我来与你相上一相。
（尉缭子相。）
尉缭子　　（白）　　　　　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惜乎富贵不能全终，劝君成功之
　　　　　　　　　　　　　后，急流勇退，莫忘吾言。
　　　　　（西皮摇板）　　自古将相岂有种，
　　　　　　　　　　　　　只惜万事皆是空。
韩信　　　（白）　　　　　先生之言，岂敢忘却。但是韩信空负奇才，何日出头？
尉缭子　　（白）　　　　　母死出头。
韩信　　　（白）　　　　　几时交运？
尉缭子　　（白）　　　　　遇妻交运。
韩信　　　（白）　　　　　几时圆满？
尉缭子　　（白）　　　　　未央……
韩信　　　（白）　　　　　“未央”什么？讲吓！
尉缭子　　（白）　　　　　“未央”二字你日后自知，天机不可泄漏。
韩信　　　（白）　　　　　先生言道：“遇妻交运”。我的妻是哪一个？
尉缭子　　（白）　　　　　你的妻吓，我也不晓得是那一个，你看见樱桃就看见你的妻子了。
韩信　　　（白）　　　　　你言道“母死出头”，我的母亲几时亡故？
（尉缭子算。）
尉缭子　　（白）　　　　　哎呀，看来就在今晚！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酸痛，
　　　　　　　　　　　　　点点珠泪洒前胸。
　　　　　（白）　　　　　哎呀，我母今夜若死，连个葬处都没有，如何是好？
尉缭子　　（白）　　　　　不妨，我和你九里山前寻一块墓地。
韩信　　　（白）　　　　　正合我意，如此有劳先生同往。
尉缭子　　（白）　　　　　不妨事，请。
（韩信、尉缭子同走圆场，同下山。）
尉缭子　　（白）　　　　　你慢着点哪，把老汉都累坏了。
韩信　　　（白）　　　　　先生你看哪里好？
尉缭子　　（白）　　　　　你说哪里好吓？
韩信　　　（白）　　　　　我看这里好。
尉缭子　　（白）　　　　　嗯哈嗯哈，果然这里好。这墓變变高燥，两边空阔，能容万家，正是王侯之地
　　　　　　　　　　　　　也。韩信虽然落魄，尚有如此大志，真是不凡。
韩信　　　（白）　　　　　先生夸奖了。
尉缭子　　（白）　　　　　墓地虽好，但是墓地是人家的，不容你埋葬，也是枉然。
韩信　　　（白）　　　　　如何是好？
尉缭子　　（白）　　　　　也罢，我看你劳名心胜，我就助你成功。今晚我回去踏罡步斗，明日午时三刻，
　　　　　　　　　　　　　风雨大作，雷击深坑三丈。你雨时前来将你母亲葬入穴中，必无人拦阻于你，
　　　　　　　　　　　　　你看如何？
韩信　　　（白）　　　　　若得相助，感恩非浅。请问先生大名，日后也好相报。
尉缭子　　（白）　　　　　我名字你日后自知。你我在洹水殷壩山前相会，告辞了。
　　　　　（西皮摇板）　　扶保真主归一统，
　　　　　　　　　　　　　急流勇退全始终。
　　　　　　　　　　　　　飞鸟日尽弓无用，
　　　　　　　　　　　　　莫待兔死走狗烹。
（尉缭子下。）
韩信　　　（西皮摇板）　　先生行走快如风，
　　　　　　　　　　　　　如箭又如宝雕弓。
　　　　　　　　　　　　　三件事儿朝夕涌，
（韩信看。）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不觉日落月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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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哎呀且住，只顾与先生讲话，忘了我母亲在家饥饿。我不免速速下山设法与母
　　　　　　　　　　　　　亲充饥便了。
（韩信下。）

【第四场】

（韩母上。）
韩母　　　（西皮摇板）　　奴才一去无音信，
　　　　　　　　　　　　　饿得为娘两眼昏。
　　　　　　　　　　　　　这样光景难保命，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手空空如落魂。
　　　　　（白）　　　　　参见母亲。
韩母　　　（白）　　　　　可有饭与为娘吃么？
韩信　　　（白）　　　　　孩儿前去借贷，可恨那一般朋友不念旧交，全不借贷，反被羞辱。一文不曾借
　　　　　　　　　　　　　到手，哪有饭与母亲吃？母亲忍耐些，明天一同吃罢。
韩母　　　（白）　　　　　我想养下儿子，为的是养老送终，像这样儿子吓，不如无有。
韩信　　　（白）　　　　　孩儿虽然不能养老，送终事早筹备下了。
韩母　　　（白）　　　　　哎呀，养老尚且不能，何况送终？你又在那里骗我吓！
韩信　　　（白）　　　　　母亲哪！
　　　　　（西皮流水板）　孩儿借贷如鹑奔，
　　　　　　　　　　　　　忽见先生面前存。
　　　　　　　　　　　　　他道我功名不须论，
　　　　　　　　　　　　　位坐王侯定乾坤。
　　　　　　　　　　　　　九里山前风水正，
　　　　　　　　　　　　　葬了母亲益子孙。
　　　　　　　　　　　　　母亲若能早丧命，
　　　　　　　　　　　　　母上天堂儿身荣。
韩母　　　（白）　　　　　好奴才！
　　　　　（西皮摇板）　　养儿无能是我命，
　　　　　　　　　　　　　不管饥饿和寒温。
　　　　　　　　　　　　　今天反来盼我死，
　　　　　　　　　　　　　不由老身血上喷。
（韩母吐，死。）
韩信　　　（白）　　　　　母亲！母亲！哎呀！
　　　　　（西皮摇板）　　先生之言果然应，
　　　　　　　　　　　　　母亲今晚归幽冥。
　　　　　　　　　　　　　空养孩儿少奉敬，
　　　　　　　　　　　　　母亲呀！
　　　　　　　　　　　　　泪如珠滚半血痕。
　　　　　（白）　　　　　天色已晚，不免等到天明，去到南昌亭长张居兄那里，求他帮助与我埋葬便了。
　　　　　　　　　　　　　哎，娘呀！
（韩信哭下。）

【第五场】

（张居上。）
张居　　　（数板）　　　　张居生来多慷慨，只因仗义不爱财，十里一亭我为长，排难解危巧安排，来到
　　　　　　　　　　　　　门前把门拍。
（张妻上。）
张妻　　　（数板）　　　　亭长妻，女裙钗，夫妻和美称心怀，夫唱妇随多痛快，不愁米来不愁柴。
张居　　　（数板）　　　　快快把门开！
张妻　　　（白）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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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　　　（白）　　　　　我。
张妻　　　（数板）　　　　原来丈夫转回来。
　　　　　（白）　　　　　当家的你回来了？
张居　　　（白）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故此回来得早，早饭烧熟了没有？
张妻　　　（白）　　　　　马上就好，我给你去炒菜。
（张妻下。韩信上。）
韩信　　　（白）　　　　　开门来，开门来！
（张居开门。）
张居　　　（白）　　　　　什么人？
韩信　　　（白）　　　　　哎呀大哥呀！
（韩信哭。）
张居　　　（白）　　　　　这是什么样了？
韩信　　　（白）　　　　　我母亡故了！
张居　　　（白）　　　　　伯母呀！
（张居哭。）
韩信　　　（白）　　　　　如今我选一块墓地，要将我母亲埋葬起来。我家贫寒，兄是知道的，无钱雇工，
　　　　　　　　　　　　　求兄长帮我抬到九里山上去。
张居　　　（白）　　　　　我一个人也不成吓！也罢，等我吃完饭，找几个人一块去不好吗？
韩信　　　（白）　　　　　有个风水先生言道，午时三刻入葬，必得好处。大哥快些吃饭，不要误了午时
　　　　　　　　　　　　　才好。
张居　　　（白）　　　　　晓得晓得，吃饭吃饭。
（张妻上。）
张妻　　　（白）　　　　　咳！
（张妻看。）
张妻　　　（白）　　　　　你这人一身重孝，往人家跑什么道理？
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唔，原来是兄弟呀。你好日子不到这里来，吃饭又吃上谁了？
韩信　　　（白）　　　　　寄食东邻王姓，因为他家兄弟不仁，这几日也不去了。
张妻　　　（白）　　　　　你这是恁么样了？
韩信　　　（白）　　　　　我母亲亡故了。
张妻　　　（白）　　　　　哦，你母亲死了？恭喜你！
张居　　　（白）　　　　　呀，怎么恭喜吓？
张妻　　　（白）　　　　　少了一个吃饭的。
张居　　　（白）　　　　　放屁放屁！兄弟你吃了饭没有？
韩信　　　（白）　　　　　三餐未曾吃饭了。
张居　　　（白）　　　　　那么吃饭罢。
韩信　　　（白）　　　　　这个……
张妻　　　（白）　　　　　就不要客气了。
（韩信、张居同吃饭。）
张妻　　　（西皮摇板）　　吃饭莫把客来做，
　　　　　　　　　　　　　自己家里要随和。
张居　　　（白）　　　　　吃完了添饭。
（张妻添饭。）
张居　　　（西皮摇板）　　韩信生来有志略，
　　　　　　　　　　　　　不过暂时受坎坷。
　　　　　（白）　　　　　吃完了添饭。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一日风云过，
　　　　　　　　　　　　　大鹏展翅上天河。
　　　　　（白）　　　　　添饭。
张妻　　　（白）　　　　　没有了。
张居　　　（白）　　　　　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充饥而已不解饿，
张居　　　（西皮摇板）　　今天晚饭添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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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天不早了，晚上再吃罢，我且问你，衣裙棺椁预备好了没有？
韩信　　　（白）　　　　　一件都没有吓！
张居　　　（白）　　　　　哎呀，没有怎么葬法？
韩信　　　（白）　　　　　自古养儿为的是生养死葬，想葬字中间一个死字，上面一草字，下面一土，是
　　　　　　　　　　　　　亡之人入土为安之义也。若是为了贫穷不葬，倘若我韩信无有发达之日，我母
　　　　　　　　　　　　　亲尸骨，岂不至死不葬，后来暴尸露骨，反增我的罪孽。倒不如一领芦席，早
　　　　　　　　　　　　　早安葬，母亲入土为安，韩信也尽了子职，岂不是好？我发达之日，再为母亲
　　　　　　　　　　　　　改葬，岂不是胜如不葬，兄看如何？
张居　　　（白）　　　　　好好好，你这一篇议论，说得很有道理，我与你找人埋葬去吓。
　　　　　（西皮摇板）　　尽子职你何用棺椁，
（张居下。）
韩信　　　（西皮摇板）　　做王侯再为斟酌。
（韩信下。张妻下。）

【第六场】

（尉缭子上。）
尉缭子　　（西皮摇板）　　韩信英略灭众恶，
　　　　　　　　　　　　　因此助他母埋却。
　　　　　（白）　　　　　山人尉缭子。只因韩信母死，家贫难葬，故而山人助他，埋葬之后，也好兴汉
　　　　　　　　　　　　　灭楚。远远望见韩信来也！
（尉缭子下。张居、韩信拿纸钱同上，同祭祀。四抬夫抬席卷韩母尸首同上。）
韩信　　　（白）　　　　　天不早了，左停右停，这样是误了时候了哇！
张居　　　（白）　　　　　你们快着点，我多把你们几个酒钱。
四抬夫　　（同白）　　　　亭长要冲着这个穷鬼，我们是不来的，再快我们就跑死了。
张居　　　（白）　　　　　好了好了，看我看我，辛苦辛苦罢！
四抬夫　　（同白）　　　　走开。
韩信　　　（白）　　　　　哎呀，又停了。照这么是误了午时三刻了罢！
四抬夫　　（同白）　　　　倒底葬在哪里吓？
韩信　　　（白）　　　　　九里山顶。
四抬夫　　（同白）　　　　这如何抬得到？我劝你吓，随便那里葬拉倒了！
韩信　　　（白）　　　　　那如何使得！
四抬夫　　（同白）　　　　使不得？我们不抬了！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可恨他等理太错，
张居　　　（西皮摇板）　　如今叫我没奈何。
韩信　　　（西皮摇板）　　恐怕耽误午时过，
　　　　　　　　　　　　　亲娘吓！
（尉缭子上。）
尉缭子　　（西皮摇板）　　法力无边道术多。
（众人同跑到山顶。）
四抬夫　　（同白）　　　　哎呀我的妈呀，可跑死了！
　　　　　　　　　　　　　吓，怎么会到山顶了？
韩信　　　（白）　　　　　你们不肯来，我是有神助的，偏要你们来，
张居　　　（白）　　　　　少说闲话，快拿锄头来挖坑罢！
四抬夫　　（同白）　　　　哎呀，忘了拿锄头来！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先生风雨来助我，
　　　　　　　　　　　　　万里无云却为何？
　　　　　　　　　　　　　如今午时有三刻，
（尉缭子引风婆、雨师、闪电、云童同上，开坟。）
张居　　　（白）　　　　　好大雷电吓！
韩信　　　（西皮摇板）　　果然风雨如瓢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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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我将母葬坑壑，
（韩信葬，成坟。尉缭子引风婆、雨师、闪电、云童同下。）
张居　　　（白）　　　　　哎呀，不要葬了，你母亲有气又活了！
韩信　　　（白）　　　　　终然活了，也是跟我受罪吓，莫若请她早登仙界罢！
张居　　　（白）　　　　　好好，韩信活埋母！
（张居葬。）
韩信　　　（西皮摇板）　　出头之日将尸挪。
张居　　　（白）　　　　　葬也葬好了，天也晴了，回去罢。
韩信　　　（白）　　　　　哎，娘吓！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张妻上。）
张妻　　　（西皮摇板）　　可恨韩信太懒惰，
　　　　　　　　　　　　　不做买卖谋生活。
　　　　　（白）　　　　　我李氏，配夫张居，现充南昌亭长，最喜交友。只因韩信，表面上像个英雄，
　　　　　　　　　　　　　其实懒惰无比，不谋生活，专倚食人家。淮阴地方认得他的，都被他吃怕了。
　　　　　　　　　　　　　从前常上我家吃饭，一向不来了。如今他母亲已死，他是一个人了，不用说了。
　　　　　　　　　　　　　走后我再跟我丈夫想法子，阻止他不来吓，就是这个主意。天不早了，怎么
　　　　　　　　　　　　　还不来呵？
（张居、韩信同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可怜韩信身如雀，
　　　　　　　　　　　　　夜宿寒林哪是窠？
张居　　　（白）　　　　　请进请进。
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你来啦？我早晓得你非来不可，饭烧好了，吃饭罢。
张居　　　（白）　　　　　好、好、好，拿上来。
（张居摆饭。）
张居　　　（白）　　　　　请哪！
（张居吃饭。）
张居　　　（白）　　　　　添饭！
张妻　　　（白）　　　　　今天多烧一锅饭，两锅饭都被吃完了，要吃除非再烧。
韩信　　　（白）　　　　　好了好了，明天再吃罢。
张妻　　　（白）　　　　　哦，今天还没有吃完，你连明天都定下了？
韩信　　　（白）　　　　　自己人，有什么客气吓？
张妻　　　（白）　　　　　他倒老实不客气，你吃饱了罢？
韩信　　　（白）　　　　　充饥而已。
张妻　　　（白）　　　　　天已不早了，你该想法子找地方睡觉去啦。
韩信　　　（白）　　　　　我母亲已死，我往哪里去睡吓？
张居　　　（白）　　　　　兄弟吓，可不是我赶你，这里就是一个床，可没有你的睡处。
张妻　　　（白）　　　　　对了，我夫妻两个人吃饭，你来了可以添你一双筷子。我夫妻两个人睡觉，可
　　　　　　　　　　　　　不能多添你两条腿。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此处看来难住脚，
　　　　　　　　　　　　　开言叫声我的哥：
　　　　　　　　　　　　　我韩信家业萧条真难过，
　　　　　　　　　　　　　多亏兄嫂常张罗。
　　　　　　　　　　　　　饭也好来菜也不错，
　　　　　　　　　　　　　自己兄弟是何必尽说。
　　　　　　　　　　　　　就是一样饭少难解饿，
　　　　　　　　　　　　　最要紧明天饭要多。
　　　　　　　　　　　　　施一礼，我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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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添上一只鹅炒点香螺？
（韩信下。）
张妻　　　（白）　　　　　放他妈那个屁！白吃饭还要点菜，真正不是个东西！
张居　　　（白）　　　　　你怎么开口骂他？
张妻　　　（白）　　　　　不但骂他，他再来我还要把他赶出去！
张居　　　（白）　　　　　什么道理？
张妻　　　（白）　　　　　这个人是个懒人，又没有志气，专门吃人家。他母亲已死，看这个样子，是吃
　　　　　　　　　　　　　定了我们了。终久是得罪他，倒不如早叫他不来的好！
张居　　　（白）　　　　　放你的屁！你看韩信什么没有出息，他专门吃人家？因他母在，不能离开，如
　　　　　　　　　　　　　今他母死了，不久就要想做事业了。我虽然比不了生他父母，也可以比得他的
　　　　　　　　　　　　　鲍叔呀！
张妻　　　（白）　　　　　你也不要讲今比古，你不听我的话，终久你要讨厌后悔！
张居　　　（白）　　　　　不与你相干，我肚子饿着呢，快快与我烧饭去。
张妻　　　（白）　　　　　偏偏不烧，偏偏不烧！
张居　　　（白）　　　　　偏要你烧，偏要你烧吓！
（张居、张妻同下。）

【第八场】

（卜仁、阚才同上。）
卜仁　　　（西皮摇板）　　家有万贯欺乡里，
阚才　　　（西皮摇板）　　全凭恭维拍马屁。
卜仁　　　（西皮摇板）　　勾栏院小翠实无比，
阚才　　　（西皮摇板）　　何不娶她作娇妻？
卜仁　　　（西皮摇板）　　快快随我平康地，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又见卜仁怒不息。
　　　　　　　　　　　　　当初同窗如兄弟，
　　　　　　　　　　　　　看我贫贱你故忘知！
　　　　　　　　　　　　　阚才老儿真无礼，
　　　　　　　　　　　　　戏弄韩信将人欺。
　　　　　　　　　　　　　这等行为太无义，
　　　　　　　　　　　　　交富嫌贫不是个东西！
（韩信下。）
卜仁　　　（白）　　　　　他穷得这个样子，还要请我吃点东西。
阚才　　　（白）　　　　　不是的，他骂你不是东西。
卜仁　　　（白）　　　　　那可不行，他骂我，我可要找他！
阚才　　　（白）　　　　　别忙，你这个身份，要找这种穷鬼，真有点不值当。
卜仁　　　（白）　　　　　难道就让他白骂吗？
阚才　　　（白）　　　　　我有主意。此地有个姜胜，年纪很轻，气力很大，横竖不讲理，无恶无作，故
　　　　　　　　　　　　　此称他名为恶少年。你何不到前面酒肆中吃酒，候那恶少年来，先请他吃酒，
　　　　　　　　　　　　　然后就说韩信背地里骂他。我想那恶少年，乃是个草包，一听此言，必然大怒，
　　　　　　　　　　　　　一定去找韩信。打一场，骂一顿，岂不是给你出了气吗？
卜仁　　　（白）　　　　　好好好，酒楼去者。
（卜仁、阚才同走原场。）
卜仁　　　（白）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念）　　　　　酒隔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二位是吃酒的？请到里面。用什么酒？
阚才　　　（白）　　　　　好酒取来。
酒保　　　（白）　　　　　酒到，还用什么？
阚才　　　（白）　　　　　不用什么。姜胜什么时候来？
酒保　　　（白）　　　　　就要来的。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2007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韩信》【全本】 10

阚才　　　（白）　　　　　来了就说卜大爷请他。
酒保　　　（白）　　　　　晓得。
（四游人同上，同进酒楼吃酒。）
姜胜　　　（内白）　　　　走哇！
（姜胜、四无赖同上。）
姜胜　　　（西皮摇板）　　鱼肉乡间不讲理，
　　　　　　　　　　　　　专门欢喜打野鸡。
　　　　　　　　　　　　　常挂宝剑在腰里，
　　　　　　　　　　　　　不吃豆腐就吃泥。
　　　　　（白）　　　　　来此酒馆，随我进来！
酒保　　　（白）　　　　　姜大爷来了，这位卜大爷请哪。
卜仁　　　（白）　　　　　哦，这位就是姜壮士。请坐请坐，添酒添酒。久仰壮士英勇，故邀阁下吃酒谈
　　　　　　　　　　　　　谈，有心与你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
姜胜　　　（白）　　　　　请问尊姓大名？
卜仁　　　（白）　　　　　我叫卜仁。
阚才　　　（白）　　　　　我叫阚才。
姜胜　　　（白）　　　　　卜、阚二位久仰久仰，听说卜大爷，是此地财主，怎敢高攀？
卜仁　　　（白）　　　　　四海之内皆是兄弟也！吃酒，吃酒。想姜壮士总算我们淮阴第一勇士了罢！
阚才　　　（白）　　　　　是是，我们淮阴第二勇士要属韩信了。
姜胜　　　（白）　　　　　想我姜胜！
　　　　　（念）　　　　　身不动，膀不摇，打打架，拆拆梢，
　　　　　　　　　　　　　吃得好，穿得好，烟花场中去胡调。
　　　　　　　　　　　　　软的欺，谁见了我就要跑，
　　　　　　　　　　　　　看见有钱就把竹杠敲。
　　　　　　　　　　　　　我的小兄弟真不少，阿七阿八阿狗带阿猫，
　　　　　　　　　　　　　恶少年是绰号，我可算顶天立地括括叫的一位大好老。
　　　　　　　　　　　　　小韩信不时髦，文不成武不好，
　　　　　　　　　　　　　常常求食如讨要，活穷鬼赛赤老，
　　　　　　　　　　　　　无本领人人笑，你说他是勇士，真真瞎俏！
阚才　　　（白）　　　　　我本来也看不起他，因为他背地里头骂，吓，说你不是英雄勇士！
姜胜　　　（白）　　　　　吓，他敢说我吗？
阚才　　　（白）　　　　　不但说，而且说的不好听吓！
卜仁　　　（白）　　　　　不要说，不要说，姜壮士要生气的！
姜胜　　　（白）　　　　　你要不说，就杀你！
阚才　　　（白）　　　　　哦哦，我说我说。
　　　　　（念）　　　　　我劝你休气恼，小韩信是英豪，
　　　　　　　　　　　　　他说你软的欺，看见硬的你就跑，实实在在是草包。
　　　　　　　　　　　　　看见他必脱帽，不然打死你这王八羔！
（姜胜急。）
姜胜　　　（数板）　　　　听一言心火起，气得姜胜放臭屁，快快寻找韩信去出气，先抽筋后剥皮，管叫
　　　　　　　　　　　　　他骨散肉成泥！
　　　　　（白）　　　　　走走走！
（众人同下。）

【第九场】

（陶乙上。）
陶乙　　　（西皮摇板）　　挑了担子往街里，
　　　　　　　　　　　　　每日大街做生意。
　　　　　（白）　　　　　俺陶乙，在此卖油为生。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前去卖油便了。
　　　　　（西皮摇板）　　忙将油担来挑起，
　　　　　　　　　　　　　只见马甲怒不息。
（马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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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　　　（西皮摇板）　　连日阴雨无出息，
　　　　　　　　　　　　　今日天晴做生意。
　　　　　　　　　　　　　挑起担子大街里，
　　　　　　　　　　　　　抬头只见小陶乙。
陶乙　　　（白）　　　　　这个地方不许你卖油，你怎么到此地来卖？
马甲　　　（白）　　　　　南昌地面，大家能卖油，怎么不许我卖？
陶乙　　　（白）　　　　　我是奉官的。
马甲　　　（白）　　　　　我也不是私的。
陶乙　　　（白）　　　　　你不是私的，也不叫你卖！
马甲　　　（白）　　　　　你不叫我卖，我亦不叫你卖！
马甲　　　（白）　　　　　别吵别吵，咱们二人一道卖，卖了钱，大家一分，你看好不好？
陶乙　　　（白）　　　　　不行，我的油多，你的油少。
马甲　　　（白）　　　　　你篓里有多少油？
陶乙　　　（白）　　　　　我这两篓一共三十斤呢！
马甲　　　（白）　　　　　巧，我也是三十斤。
陶乙　　　（白）　　　　　不能凭嘴说，我们到前边称一称再说罢。
马甲　　　（白）　　　　　好，走哇！
陶乙　　　（西皮摇板）　　合做买卖凭心地，
（陶乙下。）
马甲　　　（西皮摇板）　　天理良心不可欺。
（马甲下。）

【第十场】

（张居上。）
张居　　　（西皮摇板）　　南昌亭上公事毕，
　　　　　　　　　　　　　堪堪不觉到巳时。
　　　　　（白）　　　　　老婆我回来了，饭烧好了没有？
（张妻上。）
张妻　　　（白）　　　　　你回来了，都烧好了，待我拿出来。
张居　　　（白）　　　　　快一点吓，不要叫穷鬼又来了！
张妻　　　（白）　　　　　来了！
（张妻摆。）
张妻　　　（白）　　　　　夫吓！
　　　　　（数板）　　　　吃酒预备炒肝肠，吃饭有碗鲜鱼汤，肥肉吃一碗，咸蛋吃几只，每日三餐休贪
　　　　　　　　　　　　　酒，没有啃啃鸡脚爪，鸡脚爪！
韩信　　　（内白）　　　　走吓！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昨日早睡今早起，
　　　　　　　　　　　　　亭长家中去觅食。
　　　　　　　　　　　　　饭香冲到鼻孔里，
（韩信进门。）
韩信　　　（西皮摇板）　　见了兄嫂作一揖。
　　　　　　　　　　　　　快快吃饭我不客气，
张居　　　（西皮摇板）　　今日预备早辰炊。
张妻　　　（西皮摇板）　　这种事你真悔气，
韩信　　　（白）　　　　　嫂嫂添饭！
张妻　　　（西皮摇板）　　五碗、六碗来充饥。
韩信　　　（西皮摇板）　　兄长慷慨美名誉，
　　　　　　　　　　　　　仗义疏财话不虚。
（韩信吃饭。）
张妻　　　（西皮摇板）　　一桌吃饭刚摆去，
张居　　　（西皮摇板）　　早备早来真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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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添饭是不是？我去不成。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随了我的意，
　　　　　　　　　　　　　运筹帷幄仗兵书。
张妻　　　（白）　　　　　饭来了。
（韩信吃。）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要学孙武子，
　　　　　　　　　　　　　垒炮兴兵腹内居。
　　　　　（白）　　　　　嫂嫂——
张妻　　　（白）　　　　　添饭？
韩信　　　（白）　　　　　是吓！
张妻　　　（白）　　　　　没有了。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可惜今天菜蔬好，
　　　　　　　　　　　　　无奈饭又不充饥。
张居　　　（西皮摇板）　　吃饱了你就该去，
张妻　　　（西皮摇板）　　晚饭要等日落西。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辞别兄嫂施一礼，
（韩信出门。）
韩信　　　（西皮摇板）　　我有言来对你提：
　　　　　　　　　　　　　蒙你夫妻多仗义，
　　　　　　　　　　　　　天天与我饱饭吃。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抹肚子。）
韩信　　　（西皮摇板）　　今天晚饭再吃你。
（韩信下。）
张居　　　（白）　　　　　呸！
　　　　　（西皮摇板）　　韩信说话如放屁，
张妻　　　（西皮摇板）　　专门白吃他是个坏东西。
张居　　　（白）　　　　　早预备他早来，这怎么办？
张妻　　　（白）　　　　　准定晚饭早吃，不给他预备。明天早饭在被窝里吃，他总不能跑到床上来跟我
　　　　　　　　　　　　　们一块吃饭！
张居　　　（白）　　　　　好计好计！
　　　　　（西皮摇板）　　看你真有好主意，
张妻　　　（西皮摇板）　　明天早饭被头里。
（张居、张妻同下。）

【第十一场】

（大漂母上。）
大漂母　　（引子）　　　　辛勤为本，爱惜光阴。
　　　　　（念）　　　　　春蚕难纺织，夏扈督耕行。鸿猷敷自众，驹影惜分从。
　　　　　（白）　　　　　老身，淮阴漂母是也。不幸丈夫早亡，留下一子一女，全凭与人家漂白棉絮。
　　　　　　　　　　　　　尚有几亩薄田，尚可度日，并无饥寒之忧。天色不早，不免与人家漂絮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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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上。）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大婶婶开门来！
（大漂母开门。）
大漂母　　（白）　　　　　何事？原来几位嫂嫂，敢莫叫我一同漂絮么？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不错不错，天色不早了，一同去罢。
大漂母　　（白）　　　　　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来。
（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下。）
大漂母　　（白）　　　　　女儿哪里？
（漂女上。）
漂女　　　（念）　　　　　日初纺棉花，日暮绩苎麻。
　　　　　（白）　　　　　母亲何事？
大漂母　　（白）　　　　　娘去漂絮，你与我送饭，叫小兄弟好好读书，吾去了。
　　　　　（西皮摇板）　　你的年岁也不小，
　　　　　　　　　　　　　纺棉绩麻要勤劳。
　　　　　　　　　　　　　看看天色已不早，
　　　　　　　　　　　　　淮阴城边把絮漂。
（大漂母下。漂女关门，下。）

【第十二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饥饿难当干口燥，
　　　　　　　　　　　　　不知张家可把饭烧。
　　　　　（白）　　　　　哎，昨日早饭吃毕，晚饭时节又到张家，谁想去晚了，他们吃完了，也未曾与
　　　　　　　　　　　　　我准备饭食，我只得回去安歇。今日将我饿醒了，不免张家吃饭便了。
　　　　　（西皮摇板）　　清晨早起雀鸟叫，
　　　　　　　　　　　　　怎知韩信心内焦。
　　　　　　　　　　　　　看来人不如飞鸟，
　　　　　　　　　　　　　饱食高飞乐逍遥。
　　　　　　　　　　　　　饥饿难忍我往张家跑，
　　　　　　　　　　　　　今日为何静悄悄？
　　　　　　　　　　　　　进得门来叫嫂嫂，
　　　　　（白）　　　　　哥哥、嫂嫂哪里？
（张居、张妻同上，床上摆饭桌。）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晨炊褥食为哪条？
张妻　　　（白）　　　　　这你总不见得跑上来吃饭了罢？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是是是来明白了，
　　　　　　　　　　　　　讨厌韩信志不高。
张妻　　　（白）　　　　　一个屁就让你放着了。
韩信　　　（西皮摇板）　　从此再不来打扰，
张妻　　　（白）　　　　　顶好顶好！
韩信　　　（西皮摇板）　　先前恩德不忘抛。
　　　　　　　　　　　　　别了兄嫂出门道，
　　　　　　　　　　　　　要学伍员去吹箫。
（韩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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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　　　（白）　　　　　走了走了，床上吃饭真难过，拿下来吃罢。
张妻　　　（白）　　　　　这一下子他再不会来了。
　　　　　（西皮摇板）　　今天我把韩信臊，
　　　　　　　　　　　　　量他不来吃酒肴。
张居　　　（白）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骗骗你。
（张居、张妻同下。）

【第十三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只因为韩信少钱钞，
　　　　　　　　　　　　　受人的闲气吾泪嚎啕。
　　　　　（白）　　　　　咳，张家晨炊褥食，分明讨厌于我。有心寻个事业，只因为世上百样生计，无
　　　　　　　　　　　　　有一样合我的意者。
（韩信想。）
韩信　　　（白）　　　　　有了，昔日姜太公未遇文王，曾垂钓磻溪。想钓鱼一事，又不费力，又是清高，
　　　　　　　　　　　　　我不免学他的行径，也不失我的身份。倘若钓了鱼卖了钱，也好度日，免得
　　　　　　　　　　　　　倚食人家，受人家闲气。我就是这个主意吓！
　　　　　（西皮摇板）　　昔日里吕望曾垂钓，
　　　　　　　　　　　　　胜过吴市去吹箫。
　　　　　　　　　　　　　我将钓竿安排好，
　　　　　　　　　　　　　淮阴河下钓金鳌。
（韩信下。）

【第十四场】

（四龙套、二旗牌、赵高同上。）
赵高　　　（西皮摇板）　　李斯全家俱杀了，
　　　　　　　　　　　　　当朝首相是赵高。
　　　　　（白）　　　　　下官，当朝首相赵高。只因为害了李斯全家，董翳私自逃走，必去报知章邯，
　　　　　　　　　　　　　倘若上本奏知万岁，与我多有不便。有了，不免奏知二世，就说章邯、董翳、
　　　　　　　　　　　　　司马欣三人反秦降楚，万岁大怒，一定将他三人全家问斩。章邯吓章邯，叫你
　　　　　　　　　　　　　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方晓得我的厉害！
　　　　　　　　　　　　　左右，开道上朝。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太监、四宫女、胡亥同上。）
胡亥　　　（西皮摇板）　　日日欢乐不觉晚，
　　　　　　　　　　　　　夜夜笙歌不觉宵。
（赵高上。）
赵高　　　（白）　　　　　启奏万岁：今有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人领兵灭楚，至今未灭，臣想这种毛寇，
　　　　　　　　　　　　　不难剿除，为何至今不灭？臣心中十分疑惑，差人前至军前打听，果然不出
　　　　　　　　　　　　　臣之所料：原来他三人受了楚人贿赂，按兵不进，特来奏知陛下。
胡亥　　　（白）　　　　　如何是好？
赵高　　　（白）　　　　　陛下但放宽心，臣也曾命人去找章邯，灭楚毛寇，不日剿除。但是章邯三家，
　　　　　　　　　　　　　若不严加问罪，以禁将来，恐人人效尤，于国事就难办了。
胡亥　　　（白）　　　　　如此，命卿家特将三家妻子斩首咸阳市上，再传旨天下，章邯、董翳、司马欣
　　　　　　　　　　　　　三人，一律严拿，就地正法。
赵高　　　（白）　　　　　领旨。
（众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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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场】

（大漂母、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上。）
大漂母、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唱）　　　　淮阴城外伴青山，
　　　　　　　　　　　　　河水清清隐隐寒。
　　　　　　　　　　　　　你看小舟撑出风帆里，
　　　　　　　　　　　　　呀，查秋波了，呀，锦帆开。
（韩信上。）
韩信　　　（唱）　　　　　步出城西，柳林惊起，
　　　　　　　　　　　　　雁鸿飞，将去一个儿，落在树林。
　　　　　　　　　　　　　嗏，我为鲜鱼到这里，
　　　　　　　　　　　　　我来到这西溪，离却那东溪。
　　　　　　　　　　　　　呀，远望一行人，个个皆漂絮。
　　　　　（白）　　　　　哎呀，这桥上好。
　　　　　（唱）　　　　　我要学姜尚垂钓溪，
　　　　　　　　　　　　　我要学姜尚垂钓溪。
（韩信钓鱼。）
大漂母　　（白）　　　　　列位姐儿妹儿们，你看夏去冬来，黄叶飘飘，又是一番景象。我们虽然在此洗
　　　　　　　　　　　　　衣裳的洗衣裳，漂絮的漂絮，觉得身上冷冷的，何不我们大家唱一个歌儿好不
　　　　　　　　　　　　　好？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好吓！
大漂母　　（白）　　　　　请吓！
　　　　　（清江引）　　　一匹绸作一双鞋，
　　　　　　　　　　　　　刚刚才勾上，绣者凤阳府，
　　　　　　　　　　　　　钟鼓二楼把门的石狮，
　　　　　　　　　　　　　倒有三百另六个，
　　　　　　　　　　　　　一百枝牡丹花朵朵大开头，
　　　　　　　　　　　　　拔不上的花鞋，拔不上的花鞋哎呀，压根儿走。
（韩信钓鱼，不得，钓得一火蛇。众漂母同怕，韩信用剑斩。）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吓死了，吓死了！穷鬼那里去钓。
大漂母　　（白）　　　　　又不是他有心钓上来的，他是个贫穷人，让他去罢，我们各做各事。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遇见这个穷鬼，也算倒了霉。
（韩信叹。）
韩信　　　（白）　　　　　哎！
（韩信钓鱼。）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我们还没唱完，还接着吓！
　　　　　（清江引）　　　俏冤家进门来，见奴脚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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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丫环抬着来打着这枝花，
　　　　　　　　　　　　　这也花，那也花，更不把鞋一踏，
　　　　　　　　　　　　　秋香共腊梅，掌梅并菊花，
　　　　　　　　　　　　　四个梅香抬着，四个梅香抬着，哎呀呀，压坏人两个。
（漂女上。）
漂女　　　（白）　　　　　妈吓，这饭来了。
大漂母　　（白）　　　　　你先回去罢。
漂女　　　（白）　　　　　是。
（漂女下。）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哎呀，天色不早，婶母不回去，我们是要回去了。明天见，明天见！
（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下。）
大漂母　　（唱）　　　　　只为生理，替人漂絮，
　　　　　　　　　　　　　到这里来忙行过路桥西，
　　　　　　　　　　　　　步入在树林里，
　　　　　　　　　　　　　咋，只见一个人，看他手把竹竿，哭哭啼啼，
　　　　　　　　　　　　　长吁短叹，短叹长吁，好似不遇姜尚垂钓溪。
韩接　　　（唱）　　　　　我且整衣冠，前作一揖，
　　　　　（反西皮二六板）我的名叫韩信淮阴年少，
　　　　　　　　　　　　　父早亡母又故叫人珠泪嚎啕。
大漂母　　（白）　　　　　你可曾读过书？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幼读书壮习剑兵书了了，
　　　　　　　　　　　　　空有才无有运难把名标。
大漂母　　（白）　　　　　你作何生理？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去学吏要运动缺少钱钞，
　　　　　　　　　　　　　因此上无事业埋没英豪。
大漂母　　（白）　　　　　难道说你没有好朋友吗？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世态炎凉哪有管鲍，
　　　　　　　　　　　　　漂母问我发一发牢骚。
　　　　　　　　　　　　　是亲见我俱都跑，
　　　　　　　　　　　　　好朋友见我远远逃。
　　　　　　　　　　　　　因此上来此垂钓，
　　　　　　　　　　　　　饥一顿饱一顿，忍饥挨饿，暂等时光把岁月熬。
大漂母　　（白）　　　　　我看你面上有饥色，你饿了几顿了？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听罢言珠泪掉，
　　　　　　　　　　　　　韩信饿了有两朝。
大漂母　　（反西皮二六板）听他言来真苦恼，
　　　　　　　　　　　　　好似明珠藏蓬蒿。
　　　　　　　　　　　　　我看你是个不凡貌，
　　　　　　　　　　　　　日后定然着锦袍。
　　　　　　　　　　　　　世态炎凉休计较，
　　　　　　　　　　　　　你是大鹏彼是鹪鹩。
　　　　　　　　　　　　　我爱王孙非望报，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漂母慷慨比人高。
（韩信吃。）
大漂母　　（反西皮二六板）我看韩信好仪表，
　　　　　　　　　　　　　搭救英雄不辞劳。
　　　　　　　　　　　　　我爱王孙非望报，
（大漂母下。）
韩信　　　（反西皮摇板）　一饭之恩我记心梢。
　　　　　　　　　　　　　耳旁又听人声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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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陶乙同上，同打架。）
韩信　　　（白）　　　　　且慢！
　　　　　（西皮摇板）　　二人争吵为哪条？
　　　　　（白）　　　　　你二人为何争吵？
马甲　　　（白）　　　　　你哪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乡下卖油的，听说城里利息大，到城里来卖油。
　　　　　　　　　　　　　他叫陶乙，他是城里卖油的，他说他在城里卖油起了票拿了税的，城里只准他
　　　　　　　　　　　　　卖油，不准四乡人来乱卖。我和他商量好了，买卖伙作城里，我两个卖油，赚
　　　　　　　　　　　　　了利息，二一添作五均分；若是剩下油呢，也是两个分开。往常吾剩下油，按
　　　　　　　　　　　　　斤两分给他了，今天吾要回乡去，剩的油要少分给我，他作事不公平，因此我
　　　　　　　　　　　　　们一争吵，是这么一回事。
陶乙　　　（白）　　　　　不是我要讨他便宜，不分给他油，皆因为我们油罐，都是一个七斤，一个三斤，
　　　　　　　　　　　　　三斤不大好分，我叫他明天再来分，他不肯，因此争吵起来。
韩信　　　（白）　　　　　你们买卖人，万事要忍耐，你打坏他，他不能作买卖，你也要随他到官，两无
　　　　　　　　　　　　　益处。若有惊天动地之事，性命不要也要打，你若为这五斤油就拼命争斗，我
　　　　　　　　　　　　　劝你们这样小事忍耐了罢。
马甲　　　（白）　　　　　油不分给我不行。
陶乙　　　（白）　　　　　今天分，我简直分不开！
马甲　　　（白）　　　　　偏要分，偏要分，偏要分！
陶乙　　　（白）　　　　　分不开，分不开，分不开！
韩信　　　（白）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来替你们分。
（韩信分。）
韩信　　　（白）　　　　　这是几斤？
马甲　　　（白）　　　　　三斤。
韩信　　　（白）　　　　　这个呢？
陶乙　　　（白）　　　　　七斤。
韩信　　　（白）　　　　　桶内还有多少？
陶乙　　　（白）　　　　　还有十斤。
韩信　　　（白）　　　　　好，你将三斤桶满了，将这三斤倒入七斤里面，将这三斤再装满了，将油倒入
　　　　　　　　　　　　　七斤的里面，这七斤里面有了六斤。再将三斤装满了，将三斤的油，将七斤装
　　　　　　　　　　　　　的满，七斤是满了，三斤的里面，还剩二斤。将七斤的倒入桶内，将这三斤里
　　　　　　　　　　　　　面这二斤倒入马甲桶内，你这是二斤，你这是八斤挠出里面三斤来，倒在马甲
　　　　　　　　　　　　　桶内，五斤，五斤，不错。
马甲、
陶乙　　　（同白）　　　　吓！
　　　　　（同西皮摇板）　今日分油才学大，
韩信　　　（西皮摇板）　　这样分法可是差？
马甲、
陶乙　　　（同西皮摇板）　多谢多谢同回家下，
（马甲、陶乙同下。韩信钓鱼，钓一鱼。）
韩信　　　（西皮摇板）　　抬头看见日影斜。
　　　　　　　　　　　　　想起漂母恩义大，
　　　　　　　　　　　　　赠我饱饭将我夸。
　　　　　　　　　　　　　不知何时骑骏马，
（四无赖、四游人、卜仁、阚才、姜胜同上。）
姜胜　　　（西皮摇板）　　连日气得两眼花。
卜仁　　　（西皮摇板）　　韩信钓鱼西城下，
阚才　　　（西皮摇板）　　快快前去找寻他。
姜胜　　　（西皮摇板）　　来至西城用目洒，
（韩信得鱼。）
韩信　　　（西皮摇板）　　钓得大鱼笑哈哈。
　　　　　　　　　　　　　天色已晚回家去罢，
（姜胜夺鱼。）
姜胜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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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　　　（西皮摇板）　　为何前来夺鱼鲊？
姜胜　　　（西皮摇板）　　我有言来听根芽：
　　　　　　　　　　　　　买你鲜鱼多少价？
韩信　　　（西皮摇板）　　二百钱连小虾。
姜胜　　　（西皮摇板）　　哪里值得多的价，
　　　　　　　　　　　　　大爷吃鱼赊一赊。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眼拙不认得大驾，
　　　　　　　　　　　　　你住在何乡何里我往哪里拿？
姜胜　　　（西皮摇板）　　恶少年名儿谁不怕，
韩信　　　（西皮摇板）　　久仰久仰迭迎迓。
　　　　　　　　　　　　　实先君家计萧条度日尚无法，
　　　　　　　　　　　　　要吃我的鱼你把现钱花。
（姜胜掷鱼。）
姜胜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发，
　　　　　　　　　　　　　敢在虎口来拔牙。
韩信　　　（西皮摇板）　　买卖不成仁义大，
　　　　　　　　　　　　　张口伤人理太差。
　　　　　　　　　　　　　这样骂人失大雅，
姜胜　　　（西皮摇板）　　当初不该骂某家。
韩信　　　（西皮摇板）　　劝你不要听闲话，
姜胜　　　（白）　　　　　回来！
　　　　　（西皮摇板）　　实实在在有什么差！
　　　　　　　　　　　　　今天定要将你打，
韩信　　　（西皮摇板）　　又听树上鸣乌鸦。
　　　　　　　　　　　　　忍了罢来回去罢，
姜胜　　　（白）　　　　　回来！
　　　　　（西皮摇板）　　我有话问你快些个答：
　　　　　　　　　　　　　你平生不会种庄稼，
　　　　　　　　　　　　　商贾不能作生涯。
　　　　　　　　　　　　　我看你身才长又大，
　　　　　　　　　　　　　无智无勇真肉麻。
　　　　　　　　　　　　　我今与你分上下，
　　　　　　　　　　　　　你敢碰碰你的爸爸！
韩信　　　（西皮摇板）　　你打架来我不打架，
　　　　　　　　　　　　　初次相逢又不是冤家。
姜胜　　　（西皮摇板）　　你不打架我要打架，
　　　　　　　　　　　　　你不打你是孙子我是爸爸。
韩信　　　（西皮摇板）　　双手掩耳装聋哑，
　　　　　　　　　　　　　随便他骂我不答。
　　　　　　　　　　　　　韩信生来智略大，
　　　　　　　　　　　　　统一天下也有咱。
　　　　　　　　　　　　　这种东西不值打，
　　　　　　　　　　　　　何必与他闲磕牙。
　　　　　　　　　　　　　二次忍耐走了罢，
姜胜　　　（西皮摇板）　　二次上前把手叉。
　　　　　　　　　　　　　你受气受骂不敢打，
　　　　　　　　　　　　　猪头猪脑像忘八。
　　　　　　　　　　　　　为什么又把宝剑挎？
韩信　　　（西皮摇板）　　家无异物，只有一件是传家。
姜胜　　　（西皮摇板）　　我叫你三钻我的腿胯下，
　　　　　　　　　　　　　不然你用宝剑将我来杀。
　　　　　　　　　　　　　两条大路随你走，
　　　　　　　　　　　　　若不然休想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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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　　　（西皮摇板）　　恶少年常常欺孤寡，
（韩信想。）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旁的流氓笑哈哈。
　　　　　　　　　　　　　怒气不息将他杀，
（韩信钻。）
韩信　　　（西皮摇板）　　想忍耐一时免被枷。
　　　　　　　　　　　　　认得你，知道你，熟识你的相貌，记住你的人儿再钻胯，
（韩信钻。）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旁流氓笑喧哗。
　　　　　　　　　　　　　忍着羞含着辱三受胯下，
（韩信钻。众人同羞韩信。）
姜胜　　　（白）　　　　　饶你不死去罢！
（韩信跪，下。众人同笑。）
姜胜　　　（西皮摇板）　　你看韩信惧怕咱。
阚才　　　（西皮摇板）　　果见壮士本事大，
卜仁　　　（西皮摇板）　　前面请你去喝茶。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司马欣上。）
司马欣　　（西皮摇板）　　奉命搬兵到京城，
　　　　　　　　　　　　　相府门前见尊阃。
　　　　　（白）　　　　　来此已是，门上哪位在？
（门官上。）
门官　　　（白）　　　　　什么人？
司马欣　　（白）　　　　　我名司马欣，奉了章大将军之命，回朝搬兵，要见丞相。
门官　　　（白）　　　　　哦，你就是司马欣，丞相上朝未回，你住在哪里，少时与你通报。
司马欣　　（白）　　　　　丞相回来，你说司马欣，自然知道，告辞了。
（门官下。司马欣走圆场。内喊。）
司马欣　　（白）　　　　　人声呐喊，闪躲一旁。
（四龙套、四刀斧手、阎乐押章邯、董翳、司马欣三家眷同上，同下。）
司马欣　　（白）　　　　　那旁有人来了。
（老民上。）
司马欣　　（白）　　　　　老丈请了。
老民　　　（白）　　　　　你莫非司马将军？
司马欣　　（白）　　　　　噤声！
老民　　　（白）　　　　　随我来！
（司马欣、老民同走圆场。）
老民　　　（白）　　　　　前番将军演操，也曾看见将军指挥他们，故而言叫一声，休要见疑。
司马欣　　（白）　　　　　方才绑入市曹者不知何人，身犯何罪？
老民　　　（白）　　　　　哎呀，你怎么还不知道？幸亏遇见我，若是遇见旁人，你的性命难保。如今赵
　　　　　　　　　　　　　高杀了李斯满门么，封他为丞相。赵高奏道：你和章、董三位将军，皆有谋反
　　　　　　　　　　　　　之意，方才要斩的，就是你三家老小，你快快逃走了罢。我话已说明，我也走
　　　　　　　　　　　　　了，请请请！
（老民下。）
司马欣　　（白）　　　　　且住，原来赵高要害我等，我在此无益，四顾无人，改换了贫民衣服逃走了罢。
（司马欣换装。）
司马欣　　（白）　　　　　且住，若走关道，恐人追赶，不免由偏僻小路，逃出函谷关，去往障南报信便
　　　　　　　　　　　　　了。
（司马欣下。）

【第十八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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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套、二旗牌、赵高同上。门官上。）
门官　　　（白）　　　　　丞相下朝来了？
赵高　　　（白）　　　　　府中可有事无事？
门官　　　（白）　　　　　今有章邯命司马欣前来求救，丞相不在府中，他回府去了。
赵高　　　（白）　　　　　好，正要拿他，他倒来了。
（四龙套、阎乐同上。）
阎乐　　　（白）　　　　　启禀丞相：小婿奉命监斩章、董、司马欣三家已毕，特来复命。
赵高　　　（白）　　　　　你来得正好，今有司马欣回朝搬兵，命你去到他府，拿来见我。
阎乐　　　（白）　　　　　遵命。
（阎乐、四龙套同下。）
赵高　　　（白）　　　　　司马欣吓司马欣，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
（四龙套、阎乐同上。）
阎乐　　　（白）　　　　　启大人：小婿各路搜寻，并无踪影，那司马欣一定闻风逃走了。
赵高　　　（白）　　　　　我料他必去报知章邯，命你带兵追赶，不得有误！
阎乐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四漂母、大漂母、四洗衣婆同上。）
大漂母　　（西皮摇板）　　人生富贵皆命运，
　　　　　　　　　　　　　衣食饱暖莫贪心。
张漂母　　（白）　　　　　漂母，我们都是寒苦人家，吃饭很不容易，为什么好的饭给韩信吃？不可年轻
　　　　　　　　　　　　　的吃年老的，与理不合罢！
大漂母　　（白）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看韩信，终日不得一饱，我们虽然寒苦，日食尚到不
　　　　　　　　　　　　　缺，比那韩信总强的多了。我见韩信如此可怜，故而生下怜贫济困之意。
王漂母　　（白）　　　　　你老人家虽然心地慈悲，但是韩信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他常常倚食，懒惰习惯，
　　　　　　　　　　　　　你老人家给他饭吃，看看数十天了，你老人家毫不厌倦之色，他也好吃了人
　　　　　　　　　　　　　家东西，也无推辞之意。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大志向。
大漂母　　（白）　　　　　他的志向你们不知。他倚食人家，不过暂时英雄落魄。我看这个人智勇双全，
　　　　　　　　　　　　　日后功名未可量也！
李漂母　　（白）　　　　　你说他智勇双全。他倚食人生，自己不谋生，志在哪里？要说是勇，那更笑话
　　　　　　　　　　　　　了。那一天有个恶少年夺他的鱼，还对韩信说，你常说力大，常挎宝剑，要有
　　　　　　　　　　　　　勇把他杀了，若无勇在裆下钻了三次。
（四漂母同笑。）
李漂母　　（白）　　　　　这都是我们当家的亲眼看见的。这样羞辱，他都受了，可见得他胆小心怯，无
　　　　　　　　　　　　　勇无智的人！
四漂母　　（同笑）　　　　哈哈哈！
赵漂母　　（白）　　　　　不但他们要笑，我们也要笑，哈哈哈!
大漂母　　（白）　　　　　哎呀，你们哪里晓得管仲坐囚车、五羊皮赎百里奚之故事吓！
　　　　　（西皮摇板）　　昔日有个小苏秦，
　　　　　　　　　　　　　运败时乖被人轻。
　　　　　　　　　　　　　六国封相功莫问，
　　　　　　　　　　　　　可怜韩信少人闻。
张漂母　　（西皮摇板）　　韩信懒惰不发奋，
（张漂母下。）
王漂母　　（西皮摇板）　　胆小怎能比古人？
（王漂母下。）
李漂母　　（西皮摇板）　　受辱胯下少人品，
（李漂母下。）
赵漂母　　（西皮摇板）　　自古救急难救贫。
（赵漂母下。）
大漂母　　（西皮摇板）　　村妇怎知英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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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对牛去弹琴。
（漂女上。）
漂女　　　（白）　　　　　母亲饭送来了，天色不早，回去吃罢。
大漂母　　（白）　　　　　你且放下，儿先回去，娘我就要来的。
漂女　　　（白）　　　　　是。
（漂女下。四洗衣婆同下。）
大漂母　　（白）　　　　　且住，我看韩信，乃盖世英雄，见他面有饥色，不忍英雄饿死，故尔赠他一饭。
　　　　　　　　　　　　　怎奈他不肯出头，我不免等他到来，用言语激动与他便了！
（大漂母想。）
大漂母　　（白）　　　　　吓，天到这般时候，他往哪里去了？
（韩信上。）
韩信　　　（白）　　　　　吓，漂母。
大漂母　　（白）　　　　　你往哪里去了？
韩信　　　（白）　　　　　漂母有所不知：只因在此钓鱼，偏偏没有钓着，多蒙漂母赠我饭饱，我感激万
　　　　　　　　　　　　　分。但是常常如此，心下不忍。钓鱼么，又天天钓不着，故尔到上流钓得鱼，
　　　　　　　　　　　　　也好卖钱糊口。今天去钓一天——
大漂母　　（白）　　　　　钓了多少鱼？
韩信　　　（白）　　　　　一尾也没有钓着。哎呀，时运不好，连鱼都钓不着了。
大漂母　　（白）　　　　　你休烦恼，且等下来，在这里吃饭罢。
韩信　　　（白）　　　　　这……
大漂母　　（白）　　　　　这有什么客气吓，快些吃罢。
韩信　　　（白）　　　　　谢漂母！
（韩信吃饭。）
大漂母　　（西皮摇板）　　苍天又把英雄困，
　　　　　　　　　　　　　衣裳褴褛如繇鹑。
　　　　　　　　　　　　　三餐不周谁怜恤，
韩信　　　（三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漂母　　（西皮摇板）　　韩信发笑为何情？
　　　　　（白）　　　　　你为何发笑？
韩信　　　（白）　　　　　我笑这世态炎凉，亲友见我落魄，尽皆躲避。我自到河下钓鱼，偏偏遇见了漂
　　　　　　　　　　　　　母，这样心地仁慈赠我一饭。数来一连数十日了，漂母毫无鄙吝之色。哎，难
　　　　　　　　　　　　　得难得！实不相瞒，我自幼至今，终日一饥半饱，惟有这数十日，天天饱食。
　　　　　　　　　　　　　漂母哇漂母，除非我死了，不要讲了，我有日得志，定当重报漂母之恩德！
大漂母　　（白）　　　　　呀呸！你这样衣不裹体，讲什么报答？你自己一顿饱饭都不能谋得，成得什么
　　　　　　　　　　　　　丈夫，我哀王孙而进食，与你饱饭吃，是可怜你吓！我何曾望你报答？我何用
　　　　　　　　　　　　　你这种人来报答，我看起来你真真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令人可恼！
　　　　　（西皮摇板）　　我哀王孙救你命，
　　　　　　　　　　　　　岂是有心望报恩。
　　　　　　　　　　　　　群雄四起不争竞，
　　　　　　　　　　　　　忍教明珠埋风尘。
韩信　　　（西皮摇板）　　漂母一言来提醒，
　　　　　　　　　　　　　我有一言要禀明。
　　　　　（白）　　　　　非是韩信懒惰，天下群雄四起，大楚将军，项燕之后，起义江东，最为强胜，
　　　　　　　　　　　　　如今领兵西征，久欲往投。但是韩信三餐不能自饱，焉有盘费投效，故尔忍辱，
　　　　　　　　　　　　　至今惭愧吓惭愧！
大漂母　　（白）　　　　　既然如此，我小有积蓄，赠与你以作盘费如何？
韩信　　　（白）　　　　　若得如此，韩信倘能得地，必当何以报答！
大漂母　　（白）　　　　　我哀王孙，非望报也。但愿你一举飞鸣，有我漂母二字也就足矣。在此少等。
　　　　　（西皮摇板）　　韩信在此等一等，
　　　　　　　　　　　　　我赠你盘费去投军。
（大漂母下。）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贫穷无人问，
　　　　　　　　　　　　　多蒙漂母眼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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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饭助银无鄙吝，
（大漂母上。）
大漂母　　（西皮摇板）　　打发韩信早登程。
韩信　　　（白）　　　　　漂母哇！
　　　　　（二黄原板）　　自幼儿父早亡母又丧命，
　　　　　　　　　　　　　九里山选墓地葬了母亲。
　　　　　　　　　　　　　家徒四壁余一剑无人指引，
　　　　　　　　　　　　　无银钱难为吏又难经营。
　　　　　　　　　　　　　众宾朋他见我俱都逃奔，
　　　　　　　　　　　　　因此上执竹钓竿来到河滨。
　　　　　　　　　　　　　蒙漂母德重仁慈种种，
　　　　　　　　　　　　　令我韩信可敬又感在心。
　　　　　　　　　　　　　但愿得此一去若有寸进，
　　　　　　　　　　　　　我韩信铭五中感谢万分！
　　　　　　　　　　　　　漂母吓！
大漂母　　（二黄原板）　　时不济运不通空有本领，
　　　　　　　　　　　　　恰好似失群雁难以飞鸣。
　　　　　　　　　　　　　在此桥受胯下多亏你忍，
　　　　　　　　　　　　　恶少年羞辱你牢牢记心。
　　　　　　　　　　　　　但愿你公孙枝早把兵领，
　　　　　　　　　　　　　但愿你颖考叔蝥弧先登；
　　　　　　　　　　　　　但愿你鲁朝越三鼓得胜，
　　　　　　　　　　　　　但愿得齐宣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韩信　　　（二黄原板）　　辞漂母上阳关路途来进，
　　　　　　　　　　　　　这恩德记在心不敢说报恩。
（韩信下。）
大漂母　　（二黄原板）　　韩信前程不可问，
　　　　　　　　　　　　　定作公侯第一名。
（大漂母下。）

【第二十场】

（四秦兵、章邯、董翳同上。）
章邯　　　（西皮摇板）　　司马欣求救无音信，
　　　　　　　　　　　　　倒叫本帅挂在心。
（报子上。）
报子　　　（白）　　　　　司马将军回营。
章邯　　　（白）　　　　　有请！
报子　　　（白）　　　　　有请。
（报子下。司马欣上。）
司马欣　　（白）　　　　　参见上将军！
章邯　　　（白）　　　　　搬兵怎么样了？
司马欣　　（白）　　　　　可恨赵高忌贤妒能，将你我三家老小，绑至市曹，一齐斩首！
章邯、
董翳　　　（白）　　　　　好贼子吓！
章邯　　　（西皮摇板）　　平白无辜遭拿问，
董翳　　　（西皮摇板）　　杀我全家为何情？
章邯　　　（西皮摇板）　　有朝搬兵咸阳进，
　　　　　　　　　　　　　万剐赵高报冤恨，
司马欣　　（白）　　　　　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不如归顺项羽，立约进关，可以拿住赵高，与举家报仇，
　　　　　　　　　　　　　不缺封侯之位。
章邯　　　（白）　　　　　前番命董翳将军往楚营议降，因将军未归，故未决断。怒恼项羽，领兵来攻，
　　　　　　　　　　　　　故尔兵退洹水。此番再去议降，恐项羽不肯容纳，如何是好？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2007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韩信》【全本】 23

司马欣　　（白）　　　　　不妨。项羽叔父项梁，本是故交。楚国亡后，他叔侄逃至栎阳，身犯重罪，被
　　　　　　　　　　　　　拘狱中，末将那时身为狱吏，将他叔侄放走。他若念在旧恩，必容归降。
章邯　　　（白）　　　　　如此多加小心。
司马欣　　（白）　　　　　得令！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子弟兵、项伯、项庄、丁公、季布、司马印、张敖、桓楚、臧荼、田安、陈英、吴芮、英布、张耳、范增、
项羽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章邯犹疑未决定，
　　　　　　　　　　　　　某家兵渡三河津。
　　　　　　　　　　　　　杀得章邯不成阵，
　　　　　　　　　　　　　秦兵倒退胆怕惊。
　　　　　　　　　　　　　马到之处如齑粉，
　　　　　　　　　　　　　叱咤一声尽消魂。
　　　　　　　　　　　　　入网之鱼难投奔，
　　　　　　　　　　　　　谅他飞鸟难飞腾！
（钟离昧上。）
钟离昧　　（白）　　　　　启上将军：秦国长吏司马欣求见。
项羽　　　（白）　　　　　哦呵呀，昔日亡国之时，我同叔逃至栎阳，身犯重罪，多亏司马欣释放之恩。
　　　　　　　　　　　　　他既到此，鼓乐相迎！
钟离昧　　（白）　　　　　鼓乐相迎！
（司马欣上。）
司马欣　　（白）　　　　　将军！
项羽　　　（白）　　　　　恩公！来来来，这是我恩公司马欣，这是各路诸侯，一同见过！
司马欣　　（白）　　　　　各路诸侯请了！
众人　　　（同白）　　　　司马欣将军请了，请坐！
项羽　　　（白）　　　　　昔日栎阳多蒙相救，项羽感谢不忘也！
司马欣　　（白）　　　　　岂敢！将军威镇天下，可喜可贺！
项羽　　　（白）　　　　　将军此来莫非为章邯投降之事么？
司马欣　　（白）　　　　　正是，还望将军收纳。
项羽　　　（白）　　　　　前番准其投降，他不该用缓兵之计，诈降于我。
司马欣　　（白）　　　　　前番也非缓兵之计，因为我在咸阳未归，故尔未曾决定。今二世无道，听赵高
　　　　　　　　　　　　　谗言，将我三家老少，尽皆斩首市曹。我等无家无国，若蒙收留，我等情愿反
　　　　　　　　　　　　　戈攻秦，效死麾下。
项羽　　　（白）　　　　　既然如此，我和诸侯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与章邯将军会盟。
　　　　　　　　　　　　　英布将军听令：随恩公前去，立章将军为雍王，某专候回音。
英布　　　（白）　　　　　得令。
司马欣　　（白）　　　　　谢将军。
（司马欣、英布同下。）
项羽　　　（白）　　　　　各路诸侯，你看章邯降意如何？
张耳　　　（白）　　　　　赵高杀了他三家老小，章邯降意已决，谅他决无反悔。
项伯　　　（白）　　　　　章邯杀了我兄长项梁，今准仇人归降，难免被人谈论也！
项羽　　　（白）　　　　　哼！
范增　　　（白）　　　　　我想章邯，杀武信君，乃是各为其主。况且我军粮草不足，不如听其归降，岂
　　　　　　　　　　　　　可为私仇而误公事？
项羽　　　（白）　　　　　着吓！亚父之言，讲得是。某一言既出准其投降，焉能反悔？叔父你不必多言。
　　　　　（西皮摇板）　　将令一出有定准，
　　　　　　　　　　　　　汝莫多言乱胡云。
项伯　　　（西皮摇板）　　项羽为人多残忍，
　　　　　　　　　　　　　只为图名忘了亲。
　　　　　　　　　　　　　怒气不息出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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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择明主保自身。
（项伯下。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不分昼夜来投奔，
　　　　　　　　　　　　　哪管带月与披星。
　　　　　　　　　　　　　只为功名心甚胜，
　　　　　　　　　　　　　仗剑来投到楚营。
　　　　　（白）　　　　　来此已是楚营，里面哪位听事？
（旗牌上。）
旗牌　　　（白）　　　　　做什么的？
韩信　　　（白）　　　　　投军的。
旗牌　　　（白）　　　　　我们的军兵多够用了，用你不着。
韩信　　　（白）　　　　　你可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是个好的吓！
旗牌　　　（白）　　　　　哦，你是一个好的呀？你由哪里来的？
韩信　　　（白）　　　　　我由淮阴来的。
旗牌　　　（白）　　　　　哦，你是淮阴人？这么一说，咱们是同乡，我给你通禀一声，少站。
　　　　　　　　　　　　　启上将军：有一淮阴人仗剑来投，他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出大言，
　　　　　　　　　　　　　一定求见，不知大将军可容相见？
项羽　　　（白）　　　　　他叫何名字？
旗牌　　　（白）　　　　　这……他尚未通知，待我问他。
项羽　　　（白）　　　　　且慢，若无名之辈，不容相见，叫他去罢。
范增　　　（白）　　　　　且慢，他既出此大言，必有些本领，将他唤来，待我试问，若有才学，将他入
　　　　　　　　　　　　　用；若无才学，将他充为兵卒，也是好的。
项羽　　　（白）　　　　　但凭亚父，唤他进来。
旗牌　　　（白）　　　　　同乡人唤你进来，小心回话。
韩信　　　（白）　　　　　是。
旗牌　　　（白）　　　　　随我进来。
　　　　　　　　　　　　　这是上将军，这是亚父，各路诸侯，将军在上，你向前拜见。
韩信　　　（白）　　　　　上将军、亚父、各路诸侯，某有礼了！
项羽　　　（白）　　　　　你来投军，有何英勇？
韩信　　　（白）　　　　　我无有英勇。
项羽　　　（白）　　　　　你无英勇，来此何干？
韩信　　　（白）　　　　　用兵之道，非仗英勇，全仗谨慎而已。
范增　　　（白）　　　　　将之谨慎有几？
韩信　　　（白）　　　　　所慎有五。
范增　　　（白）　　　　　哪五慎？
韩信　　　（白）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
范增　　　（白）　　　　　何为兵机？
韩信　　　（白）　　　　　兵有四机。
范增　　　（白）　　　　　哪四机？
韩信　　　（白）　　　　　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
范增　　　（白）　　　　　何为理？
韩信　　　（白）　　　　　军队齐整为理。
范增　　　（白）　　　　　何为备？
韩信　　　（白）　　　　　出兵如同见了敌兵为备。
范增　　　（白）　　　　　何为果？
韩信　　　（白）　　　　　交战之时，令兵卒无贪生之意，乃为果。
范增　　　（白）　　　　　何为戒？
韩信　　　（白）　　　　　纵然战胜敌兵，令士卒莫生骄傲之心，照从前一样的防卫，乃为戒。
范增　　　（白）　　　　　何为约？
韩信　　　（白）　　　　　军士奉令不辞，师出之日，以死为荣，乃为约。是为五慎。
范增　　　（白）　　　　　何为气机？
韩信　　　（白）　　　　　百万之中，凭一人指挥，乃为气机。
范增　　　（白）　　　　　何为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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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　　　（白）　　　　　熟知地理，凭险埋伏，乃为地机。
范增　　　（白）　　　　　何为事机？
韩信　　　（白）　　　　　善用奸细，使敌军君臣瞒怨，自相残杀，于中取利，是为事机。
范增　　　（白）　　　　　何为力机？
韩信　　　（白）　　　　　两军对阵，全凭勇力，乃为力机。我若用兵，以柔克刚，不知亚父以为如何？
（范增惊。）
范增　　　（白）　　　　　哎呀，上将军，此人真乃将才也，将军理当重用才是！
项羽　　　（白）　　　　　嗯，你叫什么名字？
韩信　　　（白）　　　　　小某名叫韩信。
旗牌　　　（白）　　　　　你就是韩信哪？
　　　　　　　　　　　　　哎呀，上将军这个人靠不住，他是淮阴人，是我同乡，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他
　　　　　　　　　　　　　的坏名誉我是听旁人讲的，他自己连自己都养不起，跟了漂母去求饭吃，把自
　　　　　　　　　　　　　己的母亲也活埋了。那一天有个人欺负他，说道你有宝剑，有胆子把我杀了，
　　　　　　　　　　　　　没有胆子从我裆里过去！
丁公　　　（白）　　　　　他钻了没有？
旗牌　　　（白）　　　　　他没少钻，他才钻了三次！
项羽　　　（白）　　　　　嘿，胆小无勇，焉能为将，叉出帐去！
范增　　　（白）　　　　　且慢！韩信忍小辱，有大谋，将军不可轻视，若是不用，被他人用去，恐是后
　　　　　　　　　　　　　患。
项羽　　　（白）　　　　　这样无勇之辈，焉能成事？亚父多虑了。也罢，将韩信编入小军队内。
范增　　　（白）　　　　　哦呀，编入小军队内，岂不是大才小用？将军还要重视韩信！
项羽　　　（白）　　　　　看亚父之面，赏你为执戟郎官出帐去罢！
（韩信摸腰，看范增，叹。）
韩信　　　（白）　　　　　谢将军！
（韩信下。英布上。）
英布　　　（白）　　　　　参见上将军。
项羽　　　（白）　　　　　章邯降意如何？
英布　　　（白）　　　　　某见章邯，将上将军之意，对他言讲。章邯十分欢喜，命某回来禀知，择日受
　　　　　　　　　　　　　降。
项羽　　　（白）　　　　　如此亚父传令在殷墟筑台，和诸侯为盟灭秦，择吉登位。
范增　　　（白）　　　　　得令。
（范增下。）
项羽　　　（白）　　　　　章邯归降，嬴秦可灭，乃是天大喜事。速备盛宴，与众诸侯同饮，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殷桃娘　　（内西皮导板）　殷桃娘思父仇珠泪满面，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原板）　　我心中好一似万箭来穿。
　　　　　　　　　　　　　忍悲痛定把那项羽头断，
　　　　　　　　　　　　　自古道杀父仇不共戴天。
　　　　　（白）　　　　　奴殷桃娘。我父殷通，为会稽太守。只因为目不识丁，误招项梁，同谋叛秦。
　　　　　　　　　　　　　可怜吾父被项羽杀死，多蒙师父尉缭子赠我兵书，传我武艺，指点于我：诸事
　　　　　　　　　　　　　忍耐，往东南投奔，后来和韩信成为夫妇，共报此仇。故此同丫鬟春莺逃至虞
　　　　　　　　　　　　　家庄改名寒宿雨，多蒙虞姬收留。只因为虞姬许配与项羽，故我主仆也混进楚
　　　　　　　　　　　　　营，是我遍查楚营将士，并无韩信之名。不知我爹爹冤仇，何日得报也！
　　　　　（西皮摇板）　　楚兵将士千千万，
　　　　　　　　　　　　　无有韩信为哪般。
　　　　　　　　　　　　　非是桃娘思淫乱，
　　　　　　　　　　　　　只为父亲山海冤。
（春莺上。）
春莺　　　（西皮摇板）　　方才韩信有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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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不用也枉然。
　　　　　（白）　　　　　参见小姐。
殷桃娘　　（白）　　　　　你到帐前有何军事？
春莺　　　（白）　　　　　章邯投楚，在殷墟设台，会合诸侯，订盟灭秦。我还打听着小姐天大的喜事。
殷桃娘　　（白）　　　　　我父仇未报，愁忧万分，喜从何来？
春莺　　　（白）　　　　　尉缭子师父说你与韩信有姻缘之份，方才大帐来了淮阴人韩信前来投军。
（殷桃娘羞。）
春莺　　　（白）　　　　　小姐不要害臊，韩信来了，报仇有日，何必害羞？
殷桃娘　　（白）　　　　　不知他才学如何？
春莺　　　（白）　　　　　范增称赞他的才学，叫项羽重用。
殷桃娘　　（白）　　　　　哎呀！
春莺　　　（白）　　　　　小姐别着急，项羽说韩信受辱胯下，乞食漂母，逐出不用。范增再三地劝阻，
　　　　　　　　　　　　　才用为执戟郎官。
殷桃娘　　（白）　　　　　咳，谢天谢地！项羽不重用韩信，乃我爹爹有灵也，我父仇可报了。章邯投降，
　　　　　　　　　　　　　快随我进帐去见虞姬，假意庆贺便了。
（殷桃娘、春莺同下。）

【第二十三场】

虞姬　　　（内二黄导板）　听谯楼打二更夜已过半，
（四歌妓、四宫女引虞姬同上。）
虞姬　　　（二黄原板）　　画角哀斗牛寒冷露营盘。
　　　　　　　　　　　　　思家乡不由我自思自叹，
　　　　　　　　　　　　　思国事不由我终日寡欢。
　　　　　　　　　　　　　幸喜得寒宿雨贤妹陪伴，
（春莺、殷桃娘同上。）
殷桃娘　　（二黄原板）　　假欢笑报军情，
春莺　　　（二黄原板）　　泪要沾干。
　　　　　（白）　　　　　参见夫人。
殷桃娘　　（白）　　　　　参见小姐。
虞姬　　　（白）　　　　　贤妹少礼，主仆哪里去了？
殷桃娘　　（白）　　　　　自从赵地见姐姐，终日愁烦，故尔前来打听军情。闻听章邯投降，约在殷墟，
　　　　　　　　　　　　　会合诸侯灭秦，特来报知。
虞姬　　　（白）　　　　　当真？
殷桃娘　　（白）　　　　　当真。
虞姬　　　（白）　　　　　待奴谢天谢地！章邯投降，灭秦有日也。
　　　　　（二黄摇板）　　从此生灵免涂炭，
　　　　　　　　　　　　　满斗焚香谢苍天。
春莺　　　（二黄摇板）　　必须速速备酒宴，
殷桃娘　　（二黄摇板）　　与你庆贺解心烦。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韩信执戟上，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执戟、四龙套、项羽、范增、张耳同上。）
项羽　　　（点绛唇）　　　旌旗招展，盔缨灿烂，刀光闪，斗中皆寒，诸侯共登坛。
（子弟兵自两边分上。田都、田安、陈英、吴芮、臧荼、张敖、司马印、英布、桓楚、董翳、司马欣、章邯
同上。）
章邯　　　（白）　　　　　项将军，我章邯忠心为秦，可恨赵高害我三家呵！
项羽　　　（白）　　　　　将军且免悲伤。赵高害民欺主，残杀无辜。有朝入关，拿住赵高与将军报仇！
范增　　　（白）　　　　　吉时已到，请将军执牛耳。
项羽　　　（白）　　　　　不恭了！
　　　　　　　　　　　　　祝告，皇天后土，项羽令诸侯灭秦，祸福相共，若有二意天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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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邯　　　（白）　　　　　某等整顿兵将，再听指挥，告辞了。
（章邯、董翳、司马欣同下。）
项羽　　　（白）　　　　　回营！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舞女、殷桃娘、春莺、虞姬同上。）
虞姬　　　（念）　　　　　桂影承霄月，
殷桃娘　　（念）　　　　　虹辉接曙云。
虞姬　　　（白）　　　　　贤妹，上将军往殷墟山前结盟，犹恐章邯降意不坚，以生变故。
殷桃娘　　（白）　　　　　章邯内忧，攻已无路可走，况且被上将军数战，如同绵羊遇虎，奴料他决无反
　　　　　　　　　　　　　意。纵然有诈，上将军英雄盖世，料然无事，姐姐何必多虞？
　　　　　　　　　　　　　春莺速速替夫人传令：准备酒宴，替上将军庆贺成功。
春莺　　　（白）　　　　　遵命。
（范增上。）
范增　　　（念）　　　　　纵横战九阵，舒旗引三军。
虞姬　　　（白）　　　　　上将军呢？
范增　　　（白）　　　　　如今上将军，在殷墟山合盟，威服诸侯，执牛耳为盟主，引兵回来，就要到营
　　　　　　　　　　　　　了。
殷桃娘　　（白）　　　　　你这可以放心了。
项羽　　　（内白）　　　　众将官！
众人　　　（内同白）　　　吓！
项羽　　　（内白）　　　　回营！
（项羽、子弟兵、龙套、丁公、季布、钟离昧、项伯、项庄、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执戟同
上，众人自两边分下，项羽坐。）
虞姬　　　（白）　　　　　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威服章邯，秦人丧胆。
殷桃娘　　（白）　　　　　率领诸侯，灭秦有日，可喜可贺！
春莺　　　（白）　　　　　启将军、夫人和我家小姐，备得有宴，与将军庆贺。
项羽　　　（白）　　　　　且慢，各路诸侯，同章邯、董翳、司马欣就要前来，速速大摆酒宴，少时合诸
　　　　　　　　　　　　　侯畅饮尽欢。
虞姬　　　（白）　　　　　春莺速速传令下去。
春莺　　　（白）　　　　　得令。
（春莺下。）
项羽　　　（白）　　　　　亚父那日破釜沉舟之时，想不到今日之事。
范增　　　（白）　　　　　今日之乐，皆是钜鹿城下九败章邯之功。老夫想来从古至今，也没有将军这样
　　　　　　　　　　　　　战法。将军神勇智略，令人钦佩！
项羽　　　（白）　　　　　亚父夸奖了！
虞姬　　　（白）　　　　　将军兵少，怎生反胜章邯？九战之事，妾身只耳闻，未曾目睹其事。
殷桃娘　　（白）　　　　　何不将阵前对敌之事，讲说一遍，小妹洗耳恭听。
范增　　　（白）　　　　　老夫也好领略些余威。
项羽　　　（白）　　　　　提起某破釜沉舟九战章邯之事，当先饮三大杯。酒来！
（项羽饮。）
项羽　　　（白）　　　　　哈哈，章邯虽然兵多将勇，怎敌我拔山举鼎之力，怎敌我八千誓死不过的好健
　　　　　　　　　　　　　儿，怎敌我有进无退兵将乎！
　　　　　（四门子）　　　凌空中隐隐的阵尘起，
　　　　　　　　　　　　　看、看、看项羽展旗挥。
　　　　　（白）　　　　　酒来！
　　　　　（四门子）　　　听、听、听、听、听章邯领兵攻赵地，
　　　　　　　　　　　　　哈哈哈，这便是战疆场把命催。
　　　　　（白）　　　　　酒来！
　　　　　（四门子）　　　我杀！
（项羽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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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　　　（四门子）　　　杀得他兵似泥将似荠，
　　　　　　　　　　　　　犹赛吊民伐罪。
　　　　　（白）　　　　　酒来！
虞姬　　　（白）　　　　　那章邯这九战可败出钜鹿城否？
项羽　　　（四门子）　　　那早解了赵关隘铁锁围，
　　　　　（白）　　　　　酒来！钜鹿城之战乎！
　　　　　（四门子）　　　凭着备玉箭神枪乌骓，
　　　　　　　　　　　　　哎呀，军呵！
（项羽立。）
项羽　　　（四门子）　　　步儿是忙马儿催，
　　　　　　　　　　　　　休比那等闲辈看花游戏。
　　　　　　　　　　　　　马儿似龙人儿似羆，
　　　　　　　　　　　　　呀，快整顿冲天志气！
（钟离昧上。）
钟离昧　　（白）　　　　　众诸侯到。
项羽　　　（白）　　　　　摆队相迎！
钟离昧　　（白）　　　　　摆队相迎！
（众人同上。）
章邯　　　（白）　　　　　上将军！
项羽　　　（白）　　　　　请，这是拙荆虞姬，这是拙荆义妹寒宿雨，见过各路诸侯。
虞姬、
殷桃娘　　（同白）　　　　各位将军万福！
众人　　　（同白）　　　　夫人、寒小姐请了！
春莺　　　（白）　　　　　启夫人：宴齐。
项羽　　　（白）　　　　　丁公、项庄把盏。
（项羽坐席。四宫女、四歌妓同上。）
众人　　　（同白）　　　　请！
项羽　　　（白）　　　　　诸位将军，天下如何可算英雄？
丁公　　　（白）　　　　　不对，万事英雄者，应当看风驶船，见貌辨色。近可以致君于尧舜，退可以自
　　　　　　　　　　　　　保一身而有余。一个人虽然不可朝三暮四，三不妨这个，这个这个，咳，虽然
　　　　　　　　　　　　　不可太势了，大凡反复无常，然而也不……这个……就是这个！
范增　　　（白）　　　　　哈哈，像丁公这样议论，真是这个这个……了。想凡为英雄者，须当有王佐之
　　　　　　　　　　　　　才，运筹帷幄之中，成功立业，统一天下，方为英雄呢！
章邯　　　（白）　　　　　亚父言得不差，但是也要有万夫不挡之勇，拨乱反正之才，还要晓识时务，能
　　　　　　　　　　　　　够弃暗投明，所以识时务，可为俊杰！
司马欣　　（白）　　　　　我想项将军，天神下界，真是天下第一英雄。我等庸碌之辈，何必多发议论？
丁公　　　（白）　　　　　是呀，自古至今，会拍马屁者，才算英雄，司马将军是大大英雄！
项羽　　　（白）　　　　　我想只有一个。
（范增拍案。）
范增　　　（白）　　　　　莫非说的刘邦沛公么？
项羽　　　（白）　　　　　刘邦何足道哉！
众人　　　（同白）　　　　是吓，刘邦何足道哉，上将军是英雄也！
（项羽笑。）
项羽　　　（白）　　　　　想英雄必有名马，必有美人，英雄必佩宝剑。项羽不才，若论英雄，名马我有
　　　　　　　　　　　　　乌骓，日驰千里；若论美人，我有虞姬，花容月貌；我有宝剑磨空，快利犹如
　　　　　　　　　　　　　霜雪，小用足以防身，大用可定天下。看某统领百万雄兵，投鞭可以断流，叱
　　　　　　　　　　　　　咤使风云色变。论富天下的仓廪府库，何愁不在某掌握之中，论贵诸侯个个低
　　　　　　　　　　　　　头朝拜，试问从古至今的英雄者哪个比得？
韩信　　　（白）　　　　　将军此言差矣！凡为英雄者，不但要勇猛过人，还须要仁义服众，所以真英雄，
　　　　　　　　　　　　　本仁义之心，舍身为天下。不为功名舍身，救百姓，也不是利益。那些贪图
　　　　　　　　　　　　　富贵自私自利之辈，纵然统领百万雄兵，也不过是个害百姓，好大喜功的一个
　　　　　　　　　　　　　贼，不是真正英雄。凡为英雄者，要有眼力，能识英雄，不认得英雄，就不是
　　　　　　　　　　　　　个英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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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变色。）
项羽　　　（白）　　　　　唔！
（众人同惊。）
范增　　　（白）　　　　　上将军，韩信言论正当，是个英雄，还望上将军重用！
项羽　　　（白）　　　　　韩信一概空谈，哪有勇略？想他乞食漂母，受辱胯下，某若重用，岂不被诸侯
　　　　　　　　　　　　　耻笑？
范增　　　（白）　　　　　若不重用，速速将他斩首！
项羽　　　（白）　　　　　唔！
殷桃娘　　（白）　　　　　亚父说哪里话来，韩信无罪，若斩了他反被天下耻笑，以为惧他，反成了他的
　　　　　　　　　　　　　名儿？将军若斩此无耻之人，有污将军宝剑。
虞姬　　　（白）　　　　　贤妹言得极是吓。
　　　　　　　　　　　　　韩信，你看众诸侯在此饮酒，高会谈论英雄，汝不过小小执戟郎官，胆敢多言，
　　　　　　　　　　　　　真乃大胆！
殷桃娘　　（白）　　　　　是吓，受辱胯下，乞食漂母之人，尚敢腆颜议论，还不下站！
韩信　　　（白）　　　　　是。
（韩信领情，殷桃娘送情。）
虞姬　　　（白）　　　　　将军，今日会合诸侯，乃大喜之日，理当畅饮尽欢，不可动怒。
项羽　　　（白）　　　　　这样无耻无勇之辈，哪个计较他！
虞姬　　　（白）　　　　　待妾歌舞一回，以助上将军清兴。
众人　　　（同白）　　　　岂敢！
殷桃娘　　（白）　　　　　小妹奉陪玩耍玩耍。
项羽　　　（白）　　　　　你们既然这样高兴，待某也唱歌儿，看酒来！
　　　　　（唱）　　　　　抚长剑兮倚崆峒，
　　　　　　　　　　　　　挥大纛兮扬雄风。
　　　　　　　　　　　　　击鼍鼓兮走蛇龙，
　　　　　　　　　　　　　山河动兮诸侯景从。
（虞姬舞。）
虞姬　　　（唱）　　　　　整罗袖裹殷红旋素足兮，
　　　　　　　　　　　　　舞迴风霏青雾兮。
　　　　　　　　　　　　　濛濛庭燎照兮，
　　　　　　　　　　　　　春融融剑戟卫兮，
　　　　　　　　　　　　　森森重重富贵归故乡兮，欢乐无穷。
（殷桃娘舞。）
殷桃娘　　（唱）　　　　　庭燎照兮，舞惊鸣弦欲断兮，
　　　　　　　　　　　　　声琤琮剑戟卫兮，森重重。
　　　　　　　　　　　　　嗟富贵兮，如樊笼，
　　　　　　　　　　　　　哀我焭独期谁适谁从。
　　　　　　　　　　　　　含冤我兮，忧心忡忡，
　　　　　　　　　　　　　强欢笑兮，畴为容。
虞姬　　　（唱）　　　　　揽子袂兮，舞从容，
　　　　　　　　　　　　　子心爱兮，我心亦同英雄兮。
　　　　　　　　　　　　　儿女今兮，英雄嘉兮，
　　　　　　　　　　　　　休负卿逍遥兮。
　　　　　（白）　　　　　酒来！
（虞姬舞。项羽三笑。）
项羽　　　（白）　　　　　歌舞皆妙，浮一大白，诸公请！
　　　　　（四门子）　　　都只为始皇无道，
　　　　　　　　　　　　　因此上苍来发怒，
　　　　　　　　　　　　　天差下项羽占世界。
　　　　　　　　　　　　　龙盘虎踞一壁厢，
　　　　　　　　　　　　　引着号旗执着歌戟。
（擂鼓鸣钟。执戟郎甲、执戟郎乙同吹角。项羽醉。）
虞姬　　　（白）　　　　　将军仔细了。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2007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韩信》【全本】 30

（项羽吐。）
项羽　　　（四门子）　　　今有那八千子弟，
　　　　　　　　　　　　　诸侯人物争天下，
　　　　　　　　　　　　　竞帝都，他们先立起英雄霸主。
（项羽吐。）
虞姬　　　（白）　　　　　将军酒醉，请各位将军各自回营。
众人　　　（同白）　　　　告辞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虞姬　　　（白）　　　　　亚父传命，各自严防才是。
范增　　　（白）　　　　　夫人言得是。
　　　　　　　　　　　　　丁公巡营，须当小心。
丁公　　　（白）　　　　　得令。
（丁公引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同下。）
范增　　　（白）　　　　　各位将军，各自防守。
众人　　　（同白）　　　　得令。
（众人同下。）
虞姬　　　（白）　　　　　将军醉得这般光景，速搀入后帐。
（四宫女、四歌妓春扶项羽同下。）
殷桃娘　　（白）　　　　　且住！尉缭子师父言道，我与韩信有姻缘之份。奴只说一句空话，哪知果有其
　　　　　　　　　　　　　人。方才听他一遍议论，暗骂项羽，不但才略高大，并且胆气过人。奴若能配
　　　　　　　　　　　　　此人，何愁父仇难报。幸喜项羽不肯重用于他，奴不免趁他们酒醉，这时去见
　　　　　　　　　　　　　韩信……哎，也说不得了，托其终身，约他逃走，再图报仇便了！
　　　　　（西皮摇板）　　愿许婚姻同患难，
　　　　　　　　　　　　　犹如同病共相怜。
（殷桃娘下。）

【第二十六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项羽生来多勇敢，
　　　　　　　　　　　　　不识英才也枉然。
　　　　　（白）　　　　　咳！心想来到楚营，建功立业，将我平生所学，施展施展，作一番惊天动地之
　　　　　　　　　　　　　事。谁知项羽有勇而无谋，不听范增之言，不肯重用于我，与我一个小小执戟
　　　　　　　　　　　　　郎官。本当不仕，怎奈我家贫无依，只得暂受此职，以待明主便了。哎呀！我
　　　　　　　　　　　　　师父言道，我有了妻室，方能交运，我的妻子，叫什么樱桃？哎呀，樱桃吓樱
　　　　　　　　　　　　　桃，但不知你在哪里？
　　　　　（西皮摇板）　　师父言逢樱桃方把运转，
　　　　　　　　　　　　　看起来我的妻还在天边。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我这里访韩信四下观看，
韩信　　　（西皮摇板）　　我这里走上前急忙阻拦。
　　　　　　　　　　　　　因何故独自奔满营窥探，
殷桃娘　　（西皮摇板）　　奉大人将令巡查营盘。
韩信　　　（西皮摇板）　　小女子甚是柔弱何必冒险？
　　　　　　　　　　　　　待末将替查看请放心宽。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你可知巾帼中也有好汉，
　　　　　　　　　　　　　我问你名和姓快对我言。
韩信　　　（西皮摇板）　　我的名叫韩信今奉差遣，
　　　　　　　　　　　　　巡营哨查仔细执戟郎官。
殷桃娘　　（西皮摇板）　　果然是小韩信不差半点，
　　　　　　　　　　　　　未启齿羞答答面带红颜。
　　　　　（白）　　　　　你就是韩信，可认得我？
韩信　　　（白）　　　　　好像认得的，好像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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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桃娘笑。）
殷桃娘　　（白）　　　　　你到底认得不认得？
韩信　　　（白）　　　　　好像方才在帐中看见过夫人。
殷桃娘　　（白）　　　　　呸！我们还是姑娘咧。
韩信　　　（白）　　　　　哦，看见小姐，不知是与不是？
殷桃娘　　（白）　　　　　是的。方才就是上将军要杀你，若不是我一句话，你命休矣。
韩信　　　（白）　　　　　哎呀，我倒忘了，谢救命之恩！
殷桃娘　　（白）　　　　　罢了。我看你盖世英才，项羽为何不重用你？
韩信　　　（白）　　　　　哎，他说我在淮阴的时节，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说我无勇无耻，故尔不用。
殷桃娘　　（白）　　　　　你为何乞食漂母？
韩信　　　（白）　　　　　我一心专意习学军事的学问，俗事皆非所愿，况且家中贫寒，三餐不足。蒙漂
　　　　　　　　　　　　　母赠银，终身不忘也。
殷桃娘　　（白）　　　　　这也难怪，你为何受辱胯下呢？
韩信　　　（白）　　　　　淮阴恶少年欺压于我，本当将他杀死，岂不与他偿命？想我这有用之身，偿了
　　　　　　　　　　　　　无用之命，有些不值得。吓，常言道得好，小不忍者乱大谋。
殷桃娘　　（白）　　　　　你既有学问，项羽不重用于你，你就该另投明主才是。
（韩信惊。）
韩信　　　（白）　　　　　你是什么人，为何这样盘诘与我？
殷桃娘　　（白）　　　　　你休要疑心，我也是在此避难的。我见你是个英雄，才将我胸中之事，对你言
　　　　　　　　　　　　　讲。实不相瞒，我与项羽有杀父之仇，虽蒙虞夫人厚待，结为异姓姊妹，我在
　　　　　　　　　　　　　此不过忍耐时光而已。我见你英雄未遇其主，故尔怜惜，劝你他投，何必疑心。
韩信　　　（白）　　　　　多蒙惜爱，我遍观诸侯，皆碌碌之辈，我故尔忍耐，以待明主。
殷桃娘　　（白）　　　　　你不他往，项羽杀你，大有危险。
韩信　　　（白）　　　　　哼，项羽寡谋无断，他既不听范增之言，不能重用于我，料他决不会听范增之
　　　　　　　　　　　　　言而来杀我。放心放心，我稳如泰山，决无妨碍。
殷桃娘　　（白）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韩信　　　（白）　　　　　就是一位母亲又死了。
殷桃娘　　（白）　　　　　可有……
韩信　　　（白）　　　　　有什么？
殷桃娘　　（白）　　　　　可有、可有妻子否？
韩信　　　（白）　　　　　三餐尚无着，焉有妻子？
殷桃娘　　（白）　　　　　你没有，看起来我二人到是天成一对。
韩信　　　（白）　　　　　什么？
殷桃娘　　（白）　　　　　一对，苦命哪！
（殷桃娘哭。）
韩信　　　（白）　　　　　你到底是什么苦命，我还是不明白。
殷桃娘　　（白）　　　　　我方才言过，我爹爹被项羽杀死，岂不是苦命？
韩信　　　（白）　　　　　项羽杀你爹，难道他不怕你报仇吗？
殷桃娘　　（白）　　　　　我之真情，项羽不知，又恐事有泄漏，故此寻访将军，成为夫妇，一同逃去另
　　　　　　　　　　　　　想计谋。
韩信　　　（白）　　　　　哎，樱桃是我的妻子，寒宿雨我是不要的吓。你这女子，不知羞耻，作此淫奔
　　　　　　　　　　　　　之事。上将军知道，那还了得，还不退下！
殷桃娘　　（白）　　　　　将军！
（丁公引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同上。）
韩信　　　（白）　　　　　口号！
（韩信挑撩灯藏。）
丁公　　　（白）　　　　　平——
韩信　　　（白）　　　　　安。
（丁公、执戟郎乙、执戟郎丙同下。执戟郎甲看，执戟郎甲惊，下。韩信、殷桃娘同下。）

【第二十七场】

（春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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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莺　　　（西皮摇板）　　适在帐中摆酒宴，
　　　　　　　　　　　　　不见小姐心挂牵。
　　　　　　　　　　　　　奉命寻找嫌迟慢，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又见春莺在面前。
春莺　　　（白）　　　　　小姐你往哪里去了？
殷桃娘　　（白）　　　　　是我去寻韩信，约他逃走。不想他不肯，反被他羞辱一场，令人可恼。如今虞
　　　　　　　　　　　　　姬可曾安眠？
春莺　　　（白）　　　　　将军酒醉，尚未安眠。因不见小姐，故尔命我寻找。
殷桃娘　　（白）　　　　　如此趁项羽酒醉，我就刺、刺杀项羽，与我爹爹报仇。
春莺　　　（白）　　　　　哎呀小姐，项羽虽然酒醉，非常凶勇。小姐报仇，再等机会，不可作此冒险之
　　　　　　　　　　　　　事。
殷桃娘　　（白）　　　　　想我含羞忍辱，冤仇未报，是听师父之言，等候韩信。谁知韩信阻止于我，报
　　　　　　　　　　　　　仇之事，大无希望。此番前去行刺，若我父有灵，必然杀却仇人，若不成功只
　　　　　　　　　　　　　盼一死而已。
　　　　　（西皮摇板）　　哪怕悬岩与深涧，
　　　　　　　　　　　　　何惧虎穴与龙潭。
　　　　　　　　　　　　　一人拼命无忌惮，
（殷桃娘下。）
春莺　　　（西皮摇板）　　心中好似油烹煎。
（春莺下。）

【第二十八场】

（四宫女、四歌妓、虞姬扶项羽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人生酒色难割断，
虞姬　　　（西皮摇板）　　就请将军早安眠。
　　　　　（白）　　　　　酒意如何？
项羽　　　（白）　　　　　略略醉了些。
虞姬　　　（白）　　　　　如此两边退下。
（四宫女、四歌妓同下。）
虞姬　　　（白）　　　　　待妾身亲自与将军更衣，请将军安眠。
项羽　　　（白）　　　　　有劳美人。
（虞姬与项羽更衣。）
虞姬　　　（西皮摇板）　　将军英雄奴甚哀，
　　　　　　　　　　　　　天公巧配是应该。
　　　　　　　　　　　　　钜鹿章邯胆吓坏，
　　　　　　　　　　　　　障南秦兵不敢来。
　　　　　　　　　　　　　愿你灭秦定四海，
　　　　　　　　　　　　　独霸称王称心怀。
（项羽、虞姬同睡。〖起四更鼓〗。殷桃娘上，春莺上，拦。殷桃娘推春莺，刺。）
项羽　　　（白）　　　　　拿刺客！
（春莺、殷桃娘同下。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那方才行刺好像寒宿雨，
虞姬　　　（西皮摇板）　　他与我同嫡亲姊妹一样。
项羽　　　（白）　　　　　内中定有缘故。
　　　　　　　　　　　　　韩信，
韩信　　　（白）　　　　　在。
项羽　　　（白）　　　　　带领人马，将寒宿雨拿来见我。
韩信　　　（白）　　　　　得令。
（韩信惊，下。丁公、季布、钟离昧、项伯、项庄、范增同上。）
范增　　　（白）　　　　　听说有人行刺上将军，受惊了。
项羽　　　（白）　　　　　寒宿雨不知何故，前来行刺，你等带兵分头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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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殷桃娘上，过场，下。八子弟兵引韩信同上，过场，同下。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丁公同上，
过场，同下。子弟兵引钟离昧、季布、项伯、项庄、项羽同上，过场，同下。四歌妓、四宫女、车夫推虞姬
同上，过场，同下。殷桃娘上，上山口，下。八子弟兵引韩信同上。）
韩信　　　（白）　　　　　那一女子进了山口，你等小心把守，待某独自入山擒拿。
（韩信下。）
殷桃娘　　（内西皮导板）　行刺未能遂吾愿，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胆战魂飞心内寒。
　　　　　　　　　　　　　逃入山中群草乱，
　　　　　　　　　　　　　大约就是殷壩山。
　　　　　　　　　　　　　山路崎岖何处窜，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快快随我转回还。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今日望你行方便，
韩信　　　（西皮摇板）　　我奉将令怎敢宽？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你是惊马空意栈，
　　　　　　　　　　　　　项羽将你耍笑玩。
　　　　　　　　　　　　　无耻之辈令人贱，
韩信　　　（西皮摇板）　　骂得韩信红了颜。
　　　　　　　　　　　　　不拿此女转回还，
　　　　　　　　　　　　　项羽知道命难全。
　　　　　　　　　　　　　速拴女子真面掩，
　　　　　　　　　　　　　原来上了殷壩山。
　　　　　　　　　　　　　急忙上山将她赶，
（韩信上山。机关变尉缭子。）
韩信　　　（西皮摇板）　　见一老人在那边。
（韩信跪，上桥变殷桃娘。）
韩信　　　（西皮摇板）　　莫非昏睡在梦间？
　　　　　（白）　　　　　罢！
　　　　　（西皮摇板）　　手执宝剑往下砍，
（尉缭子现身。）
尉缭子　　（西皮摇板）　　你和桃娘有姻缘。
　　　　　（白）　　　　　韩信你忘了淮阴葬母之事么？
韩信　　　（白）　　　　　哦，原来是先生，今日殷壩相会，果然不失信。
尉缭子　　（白）　　　　　岂能失信于你。
韩信　　　（白）　　　　　先生言道，我母死出头，遇妻交运，我的妻几时才得相会？
尉缭子　　（白）　　　　　这不是你妻子么？
韩信　　　（白）　　　　　她是寒宿雨，不是什么樱桃。
殷桃娘　　（白）　　　　　我为项羽杀了我父，逃至虞家庄改名寒宿雨，奴本是会稽太守殷通之女殷桃娘
　　　　　　　　　　　　　是也。
韩信　　　（白）　　　　　吓，你为何早不说？
殷桃娘　　（白）　　　　　前往访将军，一时忘记通我真名。
韩信　　　（白）　　　　　如此说来，你我真是一对。
殷桃娘　　（白）　　　　　什么？
韩信　　　（白）　　　　　苦命。今日遇难呈祥乃天数也，速速一拜，以定终身。
　　　　　（西皮摇板）　　遇难呈祥婚姻好，
　　　　　　　　　　　　　全仗神仙拉皮条。
　　　　　　　　　　　　　桃娘和我双拜倒，
（韩信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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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桃娘　　（西皮摇板）　　多谢师父道德高。
尉缭子　　（白）　　　　　当初赠兵书一卷，桃娘已熟习不忘，可转赠韩信习读。日后你夫妻，必保真主，
　　　　　　　　　　　　　统一天下。
韩信　　　（白）　　　　　真主何在？
尉缭子　　（白）　　　　　鸿门宴上你见真主，项羽非是主，亦非是真主也。
殷桃娘　　（白）　　　　　师父，我二人投奔哪里逃命？
尉缭子　　（白）　　　　　不必他往，你可假意绑她去献功。
韩信　　　（白）　　　　　若问行刺之事呢？
尉缭子　　（白）　　　　　项羽贪心甚重，欲行霸道，武力统一，有帝王思想。如见项羽，就说真龙出现，
　　　　　　　　　　　　　意欲想救，并非行刺。项羽痴蠢，必被你瞒过。
（内喊。）
尉缭子　　（白）　　　　　楚兵来也，不必害怕，照计而行，吾去也。
（尉缭子下。）
韩信、
殷桃娘　　（同白）　　　　师父不见，望空一拜！
（韩信绑殷桃娘。子弟兵、项羽、虞姬、车夫同上。）
韩信　　　（白）　　　　　启上将军：这女子在山石之上，胡言乱语，如同疯魔之状，被末将擒住。如今
　　　　　　　　　　　　　昏迷不醒，将军如何发落？
项羽　　　（白）　　　　　赏她一剑。
虞姬　　　（白）　　　　　且慢。听韩信之言，她如此模样，内中定有缘故。将她唤醒，问明再斩。
项羽　　　（白）　　　　　将她唤醒。
韩信　　　（白）　　　　　女子醒来！女子醒来！
（殷桃娘假装苏醒模样。）
殷桃娘　　（白）　　　　　吓姊姊，吓，为何将我绑起？
项羽　　　（白）　　　　　你为何刺杀与我？
殷桃娘　　（白）　　　　　吓，分明救你夫妻，怎说行刺？
项羽　　　（白）　　　　　何谓也？
殷桃娘　　（白）　　　　　我因将军酒醉，放心不下，四处巡营回来，要和姊姊谈话。见你帐中一个妖怪，
　　　　　　　　　　　　　头生双角，身上皆麟甲，不知多少长短，张牙舞爪，来伤你们二人。故此拔
　　　　　　　　　　　　　剑前来救你二人，谁知那妖怪将一爪前来伤我，吓得我神魂迷乱，狂奔脱逃，
　　　　　　　　　　　　　不知因何至此。如今将我绑起，反说我行刺，真冤枉煞人也！
（殷桃娘哭。）
虞姬　　　（白）　　　　　原来如此。听她言讲，好像一只龙形。想是将军真龙，因醉出现，被吾妹看错，
　　　　　　　　　　　　　认为怪物，看来将军日后定有天子之份！
韩信　　　（白）　　　　　奇怪奇怪。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　　　（同白）　　　　万岁！
项羽　　　（白）　　　　　快快与贤妹松绑，多谢你一片忠心舍命救我，当面谢过。
殷桃娘　　（白）　　　　　岂敢。
项羽　　　（白）　　　　　贤妹同美人同车，众将回营。
（众人同下。）
韩信　　　（白）　　　　　险哪！
（韩信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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