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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娘》

主要角色
庚娘：旦

情节
中州文士金大用与妻庚娘逃难，途遇大盗王十八及其妻唐氏。王十八代觅船，金大用感之，遂同行。王十八
图庚娘，推金大用全家落水。唐氏责王十八，亦被投江中。王十八逼庚娘，庚娘为报夫仇，假允归家成亲；
抵家，用计将王十八杀死。王弟捉庚娘，庚娘投水自尽。邻里嘉其贞烈，厚礼葬之。有贼夜往盗墓，庚娘复
生，遂投耿夫人，收为义女。金大用母子与唐氏均为尹翁所救。尹复劝续娶唐氏，金大用坚不从。后入袁崇
焕幕，得官回里。闻庚娘死，始纳唐氏，同至金山祭奠，恰遇庚娘，夫妻团圆。

根据《京剧汇编》第六十六集：赵绮霞藏本整理

【第一场】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引子）　　　　读书遵圣训，何日里，显亲扬名。
　　　　　（念）　　　　　君正无逆叛，官清民顺安。妻贤夫免祸，为子孝慈严。
（院子暗上。）
金大用　　（白）　　　　　卑人，金大用，中州人氏。父母双全。娶妻尤氏，小字庚娘，乃太守之女，貌
　　　　　　　　　　　　　丽而贤，淑妤且敦。这且不言。今有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紧急。是我放
　　　　　　　　　　　　　心不下，曾命家丁前去打听贼寇消息，去了许久，未见到来。不免请出娘子与
　　　　　　　　　　　　　她说知便了。
　　　　　　　　　　　　　来！
院子　　　（白）　　　　　有。
金大用　　（白）　　　　　有请少主母！
院子　　　（白）　　　　　有请少主母！
（庚娘上。）
庚娘　　　（念）　　　　　自幼遵守闺阁训，常存三从四德心。
　　　　　（白）　　　　　啊官人！
金大用　　（白）　　　　　娘子请坐！
庚娘　　　（白）　　　　　有坐。
金大用　　（白）　　　　　唉！
庚娘　　　（白）　　　　　啊官人，唤出为妻，为何长叹？
金大用　　（白）　　　　　娘子有所不知，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紧急。是我放心不下，曾命家
　　　　　　　　　　　　　丁前去打听贼寇消息，去了许久，未见到来。为夫心中着急，故而长叹。
庚娘　　　（白）　　　　　既有此事，且候家丁回来，再做计较。官人何必愁烦？
丑家院　　（内白）　　　　走哇！
（丑家院、四家丁同上。）
丑家院　　（白）　　　　　禀大爷：大事不好啦！
金大用　　（白）　　　　　何事惊慌？
丑家院　　（白）　　　　　小人们奉命打听流寇消息，看看杀到中州来啦！
金大用　　（白）　　　　　哎呀不好了！
　　　　　（唱）　　　　　听一言来心内惊，
　　　　　　　　　　　　　快想良策避刀兵。
丑家院　　（白）　　　　　贼兵看看杀来，大爷您可快想主意。我们家中全有妻子、老婆、孩儿，不能在
　　　　　　　　　　　　　这里等死！
家丁甲　　（白）　　　　　别人家可全逃啦。我们大家也要走啦，休怪小人们不义。常言说的好，将军不
　　　　　　　　　　　　　下骡子，各自顾各自。我们可要告辞啦！
四家丁　　（同白）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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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2

院子　　　（白）　　　　　主人未逃，你们就要先行逃命，真真岂有此理！
丑家院　　（白）　　　　　敢情你这老棺材瓤子不怕死！我们家全有妻子老小，不像你这老梆子，我们走
　　　　　　　　　　　　　啦！
（丑家院、四家丁同下。）
金大用　　（白）　　　　　这个！
庚娘　　　（白）　　　　　官人哪，既是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想你我二老爹娘年老力衰，怎能受得
　　　　　　　　　　　　　这样惊恐？还是想个主意逃命要紧！
金大用　　（白）　　　　　话虽如此，但往何处而逃？
庚娘　　　（白）　　　　　官人不必惊慌。你我同定二老爹娘逃往广陵我娘家那里安身就是。
金大用　　（白）　　　　　事已至此，只好禀明爹娘，一同逃命便了。
庚娘　　　（白）　　　　　有请爹娘！
（金父、金母同上。）
金父　　　（唱）　　　　　恨流寇兵劫中州郡，
金母　　　（唱）　　　　　吓得我二老日夜惊。
金父　　　（唱）　　　　　忽听娇儿一声请，
金母　　　（唱）　　　　　急忙上前问分明。
金父、
金母　　　（同白）　　　　儿啊，请我二老出来，有何话讲？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大事不好了！
金父、
金母　　　（同白）　　　　何事惊慌？
金大用　　（白）　　　　　可恨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来了！
金父、
金母　　　（同白）　　　　不好了！
金父　　　（唱）　　　　　听一言来胆战惊，
金母　　　（唱）　　　　　只恐一家要离分。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啊！贼寇看看至此，快快前往广陵逃命要紧，免得在此受惊。
金父　　　（白）　　　　　哎呀儿啊！既是贼兵至此，理应逃命；为父年迈苍苍，死而何惧？只是家产田
　　　　　　　　　　　　　园，祖先坟墓俱在中州，叫为父怎忍抛弃而去？
金母　　　（白）　　　　　员外呀！话虽如此，只是孩儿与媳妇年少，怎比得你我二老年过花甲之人死而
　　　　　　　　　　　　　不惧？依老身之见，莫若让他夫妻逃走，我二老看守家园。倘有不测，日后他
　　　　　　　　　　　　　夫妻回来，也好烧钱化纸，接续金门香烟。你、你、你夫妻快快逃命去吧！
庚娘　　　（白）　　　　　哎呀爹娘啊！你二老既然不肯逃走，我夫妻岂敢偷生？爹娘若有不测，儿就是
　　　　　　　　　　　　　死，也要死在一处！
金父、
金母　　　（同白）　　　　哎呀！
金父　　　（唱）　　　　　我哭哭一声小娇儿！
金母　　　（唱）　　　　　我叫叫一声贤媳妇！
金父　　　（唱）　　　　　听儿言真算得贤德孝顺，
金母　　　（唱）　　　　　怎忍舍一家人两下离分？
金大用　　（白）　　　　　哎呀爹娘啊！我想事已紧急，贼兵将至，快快收拾收拾，一同逃命，免得临时
　　　　　　　　　　　　　慌乱。
金母　　　（白）　　　　　员外呀！事已至此，我们只好一同逃走便了。
金父　　　（白）　　　　　也罢！就此收拾起来。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换衣。）
金父　　　（白）　　　　　院公啊！只因贼兵犯境，看看杀到中州，我一家人前去逃命，将这家财田园交
　　　　　　　　　　　　　付与你，好生看守，若得我等平安回来，必然将你另眼看待，决不食言。
院子　　　（白）　　　　　员外但放宽心。交与老奴，万无一失。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好！可谓义仆！请上受我全家一拜！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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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折煞老奴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二场】

王十八　　（内白）　　　　啊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数板）　　　　我本江湖一豪家，名儿叫做王十八。好吃好嫖又好耍，输打赢要净耍杈。宝局
　　　　　　　　　　　　　跳案挨过打，作伤开瓢儿把肉拉。逛窑子，去玩耍，无故挑眼去摔砸。调词架
　　　　　　　　　　　　　讼打圈儿架，图财害命手段辣。明火路劫胆子大，官人不敢把我抓。国家王法
　　　　　　　　　　　　　我全不怕，哪管天地鬼神查，鬼神查！
　　　　　（白）　　　　　在下，王十八，金陵人氏。父亲早亡，母亲在堂。我有个兄弟王十九，性情个
　　　　　　　　　　　　　别，专好读书。我父亲在时，专做江湖上的买卖。是我子袭父业，继续在江湖
　　　　　　　　　　　　　强梁霸道，无所不为。只因金陵同乡有个女子姓唐，也是好人家儿女，被我硬
　　　　　　　　　　　　　行抢占，娶了过门。此女长得十分美貌，就是脾气不好，时常和我争吵，叫我
　　　　　　　　　　　　　改恶从善，别当强盗。偏偏我那兄弟也是这样说法。是我一气，将我妻子带出
　　　　　　　　　　　　　门来，就在中州居住，时常也做些水路上的买卖。这且不言。听说流寇造反，
　　　　　　　　　　　　　看看杀到中州，我是不怕的，就怕我那媳妇叫贼兵抢去，性命事小，若是叫他
　　　　　　　　　　　　　们给那个啦，我王十八岂不成了王老八了吗？嘿，有啦，不免将她叫出来收拾
　　　　　　　　　　　　　收拾，一同逃回家去，半路上，我也好做些买卖。倘若遇到倒霉的，也未可知。
　　　　　　　　　　　　　对，我就是这个主意。
　　　　　　　　　　　　　娘子快来！
唐氏　　　（内白）　　　　啊哈！
（唐氏上。）
唐氏　　　（数板）　　　　可叹红颜命运差，辜负青春貌如花。嫁了个男儿胆子大，伤天害理数着他。吃
　　　　　　　　　　　　　喝嫖赌当恶霸，终久难免天鉴查，天鉴查！
　　　　　（白）　　　　　啊！你唤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王十八　　（白）　　　　　我叫你出来不为别的，只因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咱们两口子收拾收拾，
　　　　　　　　　　　　　回咱们金陵老家去吧！
唐氏　　　（白）　　　　　怎么，贼犯来啦？那是你们一档子，难道你还怕贼么？
王十八　　（白）　　　　　我是不怕的，就是怕你叫人家抢了去，我有点不放心。
唐氏　　　（白）　　　　　我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必然加惠我。要回家，你走，我是不走的。
王十八　　（白）　　　　　瞧你这个娘们，说话多招人生气！常言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是
　　　　　　　　　　　　　不跟着我走哇，我就把你宰啦！
唐氏　　　（白）　　　　　你就是把我宰啦，我也是不走的！
王十八　　（白）　　　　　你当真的不走？
唐氏　　　（白）　　　　　我当真的不走！
王十八　　（白）　　　　　你当真的不走哇，我就当真的舍不得宰你这个小宝贝儿。
唐氏　　　（白）　　　　　你别拿米汤灌我啦，我还是不走。
王十八　　（白）　　　　　得啦，你要是跟我走哇，从今以后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我要改恶行善，
　　　　　　　　　　　　　听你的话，一定做个好人。
唐氏　　　（白）　　　　　嘿，听你这张绵嘴！狗还改得了吃屎吗？
王十八　　（白）　　　　　你若不信，我起个誓：我若不听你的话，还行恶事，叫我造恶报，死在你们小
　　　　　　　　　　　　　娘们手里头！还叫我死后当个窝心的王八！
唐氏　　　（白）　　　　　这可是你说的？
王十八　　（白）　　　　　是我说的。
唐氏　　　（白）　　　　　你也不用花言巧语啦，我跟你走就是啦。
王十八　　（白）　　　　　快快收拾起来！
唐氏　　　（白）　　　　　咱们这房子怎么办哪？
王十八　　（白）　　　　　这又不是咱们自己的房子，管它干什么？爱烧爱拆，不与你我相干。这些家伙
　　　　　　　　　　　　　咱们也不用要啦。把门给它倒带上，快快逃走便了！
　　　　　（唱）　　　　　自幼儿走江湖王法不怕，
　　　　　　　　　　　　　趁回家行劫抢且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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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　　　（唱）　　　　　恨强盗做事儿胆比天大，
　　　　　　　　　　　　　何日里才能够离却冤家！
（王十八、唐氏同下。）

【第三场】

（老难民、三难民同上。）
老难民　　（白）　　　　　列位乡亲，大事不好了！流寇造反，来夺中州；路上夺取民财，强奸妇女，看
　　　　　　　　　　　　　看杀到我们村庄来了！
三难民　　（同白）　　　　我们是被离乱年月吓怕了的，没有主意，老大爷想个主意吧！
老难民　　（白）　　　　　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我们躲避躲避才好。
众人　　　（内同白）　　　贼人来了，快跑快跑！
老难民、
三难民　　（同白）　　　　哎呀！
（老难民、三难民同跑下。）

【第四场】

（众难民同跑上，四喽兵同追上。）
四喽兵　　（同白）　　　　哪里走！
（众难民同跑下，四喽兵同追下。）

【第五场】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内同白）　　　走哇！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上。）
金大用　　（唱）　　　　　抛家乡弃故土他方逃奔，
金父　　　（唱）　　　　　都只为流寇反杀害黎民。
金母　　　（唱）　　　　　可叹我苦跋涉珠泪难忍，
庚娘　　　（唱）　　　　　但愿得路平安早到广陵。
金大用　　（唱）　　　　　苦黎民遭涂炭纷纷离散，
（众难民同上，过场，同下。）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
金父　　　（唱）　　　　　又只见被难人——
金母　　　（唱）　　　　　四下逃生。
金大用　　（唱）　　　　　叫贤妻搀二老忙往前进，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同走圆场。）
金父　　　（唱）　　　　　可叹我年纪迈寸步难行。
金父金母　（白）　　　　　哎呀儿呀，我二老两足疼痛，实在走不动了。
金大用　　（白）　　　　　哎呀，这！这！这！
（金大用远望。）
金大用　　（白）　　　　　爹娘啊，看前面有一松林，待孩儿搀扶爹娘到那里歇息片刻再走。
　　　　　　　　　　　　　娘子，你我搀扶二老行走。
金父　　　（唱）　　　　　可叹两足痛难忍，
金母　　　（唱）　　　　　不知何日脱灾星？
（王十八、唐氏同上。）
王十八　　（唱）　　　　　一路上许多人携眷逃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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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　　　（唱）　　　　　只走得足疼痛寸步难行。
王十八　　（白）　　　　　你怎么不走啦？
唐氏　　　（白）　　　　　可怜我的脚全走破啦。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再走吧。
王十八　　（白）　　　　　看前面有一松林，待我搀着你在那儿歇息歇息再走便了！
　　　　　（唱）　　　　　搀扶佳人松林奔，
（王十八看庚娘。）
王十八　　（白）　　　　　哎呀，妙哇！
　　　　　（唱）　　　　　只见俊俏美佳人。
（王十八背供。）
王十八　　（白）　　　　　哎呀慢着！看这松林之内，有个绝色女子，生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
　　　　　　　　　　　　　令人顿起心意。一定是逃难的。
（王十八想。）
王十八　　（白）　　　　　噢，噢，我自有道理。
　　　　　　　　　　　　　这位大哥请啦！
金大用　　（白）　　　　　请了！
王十八　　（白）　　　　　看大哥这个模样，一定也是逃难的？
金大用　　（白）　　　　　正是。
王十八　　（白）　　　　　请问大哥尊姓大名，哪里人氏，打哪里来，上哪里去，因何至此？
金大用　　（白）　　　　　在下姓金名大用，乃中州人氏。只为流寇作乱，同定父母、妻子去往广陵避难，
　　　　　　　　　　　　　故而至此。
王十八　　（白）　　　　　噢！原来是金大哥，失敬啦！
金大用　　（白）　　　　　岂敢！请问兄台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王十八　　（白）　　　　　小弟姓王名十八，是广陵人氏。因到中州贸易，不想遇着惊慌。今同贱内唐氏
　　　　　　　　　　　　　避难回家，路过此地。幸遇尊兄，这也是三生有幸！
金大用　　（白）　　　　　原来如此。
王十八　　（白）　　　　　请问这二位老人家是大哥什么人？
金大用　　（白）　　　　　乃是家父、家母。
王十八　　（白）　　　　　既是伯父、伯母，待小侄上前参拜。
金大用　　（白）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白）　　　　　当得的。
　　　　　　　　　　　　　小子王十八，参见伯父、伯母！
金父、
金母　　　（同白）　　　　不敢，不敢！
王十八　　（白）　　　　　这位不用说，一定是大嫂子啦？
金大用　　（白）　　　　　不敢，正是贱内。
王十八　　（白）　　　　　您请过来，我给大嫂子见个礼儿。
金大用　　（白）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白）　　　　　当得的。
金大用　　（白）　　　　　娘子过来，见过王贤弟！
王十八　　（白）　　　　　大嫂子，您好哇？小弟这儿给您请安啦！
庚娘　　　（白）　　　　　奴家还礼了。
王十八　　（白）　　　　　家里的，过来！给金家伯父、伯母见礼。
唐氏　　　（白）　　　　　是啦。
　　　　　　　　　　　　　参见伯父、伯母！
金父、
金母　　　（同白）　　　　不敢，不敢！
王十八　　（白）　　　　　见过金大哥，金大嫂子！
唐氏　　　（白）　　　　　大哥，小妹有礼啦！
金大用　　（白）　　　　　还礼了。
唐氏　　　（白）　　　　　这位大嫂子，您好哇？
庚娘　　　（白）　　　　　贤妹，你好哇？
唐氏　　　（白）　　　　　好。这逃难路遇，也可算是有缘的。
王十八　　（白）　　　　　着哇！大哥，今日你我遇难相交，一见如故，彼此投缘，真乃三生有幸也！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3066002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6

　　　　　（唱）　　　　　今日相逢真有幸，
　　　　　　　　　　　　　千里有缘在松林。
（内喊杀声。）
金大用　　（唱）　　　　　耳旁听得喊声震，
（众难民同跑上，四喽兵同追上。众难民同跑下，四喽兵同追下。）
金大用　　（唱）　　　　　眼看贼兵到来临。
　　　　　（白）　　　　　哎呀爹娘啊！看看贼兵到此，如何是好？
金父、
金母　　　（同白）　　　　这个！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必惊慌。方才兄言要到广陵。小弟乃是广陵人氏，正要回家。不妨我们
　　　　　　　　　　　　　一同前去吧。
金大用　　（白）　　　　　这个！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必犹疑。我有一计，保管平安无事。
金大用　　（白）　　　　　有何妙计？
王十八　　（白）　　　　　我想贼兵必从旱路而来，水路一定安静。待小弟前去雇一只大船，我们从水路
　　　　　　　　　　　　　而走，岂不是无祸无忧，平安无事了吗？
金父　　　（白）　　　　　事已紧急，就烦尊驾前去觅舟便了。
王十八　　（白）　　　　　既是这么着，看松林里面有座破庙，你们大家先到那里躲避等我。
　　　　　　　　　　　　　家里的，你在这里伺候伯父、伯母，待我前去雇船便了！
　　　　　（唱）　　　　　伯父暂且心放定，
　　　　　　　　　　　　　雇好大船一路行。
（王十八下。）
庚娘　　　（唱）　　　　　我看此人行不正，
　　　　　　　　　　　　　尽是一派假殷勤。
　　　　　（白）　　　　　哎呀官人哪！方才那人屡次偷看于我，目动而色变，一定胸怀叵测。千万不可
　　　　　　　　　　　　　与他同舟，以防被他暗算。
金大用　　（白）　　　　　话虽如此，只是他十分殷勤，要去觅舟；况今又是逃难之时，他也携有少妇，
　　　　　　　　　　　　　料无他意。娘子休得多虑。
庚娘　　　（白）　　　　　你若不信，祸到临头，悔之晚矣！
金大用　　（白）　　　　　不必多言。搀扶二老到那松林里面破庙之中躲避一时，等候他雇好船只，一路
　　　　　　　　　　　　　同行便了。
庚娘　　　（白）　　　　　咳！
（众人同下。）

【第六场】

王十八　　（内白）　　　　哈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离却松林往前奔，
　　　　　　　　　　　　　来寻伙友小桑新。
　　　　　（白）　　　　　哎呀，人要是走桃花运，那可真是没跑儿！我们两口子逃难，就会遇见金家这
　　　　　　　　　　　　　四口人。我刚一进松林子，就瞧见这个小娘儿们，也不知是我自己疑惑是怎么
　　　　　　　　　　　　　着，仿佛她直跟我飞眼似的。过去跟他们一说话，敢情是往广陵去的。我忽然
　　　　　　　　　　　　　灵机一动，说我也是往广陵逃难回家的，就用花言巧语，将他们哄往。我给他
　　　　　　　　　　　　　们见礼，金大用还叫那娘们给我们还礼。这一还礼不要紧，直还得我四肢麻木，
　　　　　　　　　　　　　全身都软啦。我们言定，从水路同行，他见我带着家小，也决不疑心。我不
　　　　　　　　　　　　　免就雇我们朋友桑新的那只大船，倘若把这小娘儿们弄到手，也是我祖上的阴
　　　　　　　　　　　　　功，父母的德行。言得有理，走！哟！到啦。
　　　　　　　　　　　　　嘿，桑大哥的船在这里没有？
桑新　　　（内白）　　　　啊哈！
（桑新上。）
桑新　　　（念）　　　　　自幼在绿林，专劫有钱人。
王十八　　（白）　　　　　伙计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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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7

桑新　　　（白）　　　　　好哇。老没有见啦。
王十八　　（白）　　　　　我同你嫂子搬到中州去啦。
桑新　　　（白）　　　　　好哇！你有了钱啦，还顾我这苦朋友吗？
王十八　　（白）　　　　　你见面就碎烦我。我给你揽了一号好买卖来。
桑新　　　（白）　　　　　哈哈哈……大哥，我和你闹着玩哪。买卖在哪儿哪？
王十八　　（白）　　　　　我来告诉你：只因为流寇反到我们那儿去啦，我带着你嫂子回老家，半路上遇
　　　　　　　　　　　　　见一家四口，也是逃难上广陵去的。我把他们同你嫂子搁在松林破庙之中。我
　　　　　　　　　　　　　想这是一笔好财。所以寻兄弟你同发这笔财。这也是不顾朋友吗？
桑新　　　（白）　　　　　大哥，别记恨我，别记恨我。
王十八　　（白）　　　　　你的船没买卖呀？
桑新　　　（白）　　　　　没有，没有。
王十八　　（白）　　　　　你快快将船拢了岸，我一会儿就同他们上船，有什么细话，回头晚上再说。
桑新　　　（白）　　　　　是啦，那么回头见啦。
王十八　　（白）　　　　　回见啦，回见啦。
桑新　　　（白）　　　　　是啊！
（桑新下。）
王十八　　（白）　　　　　船已雇好，不免去约他们上船便了。正是：
　　　　　（念）　　　　　只为贪财将人害，又得美貌女裙钗！
（王十八下。）

【第七场】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唐氏同上。）
金父　　　（唱）　　　　　弃岸登州逃性命，
金母　　　（唱）　　　　　早到广陵才放心。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牢笼巧计安排定，
　　　　　　　　　　　　　量他不解其中情。
　　　　　（白）　　　　　大哥，船是雇好啦，就在前边码头上。我帮这你搀着伯父。
　　　　　　　　　　　　　家里的，你帮着大嫂子搀着伯母，一同登舟。
金父、
金母、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有劳了！
金大用　　（唱）　　　　　幸喜得舟逃性命，
王十八　　（唱）　　　　　痴心拿我当好人。
　　　　　（白）　　　　　到啦。
　　　　　　　　　　　　　船家！
桑新　　　（内白）　　　　来了！
（桑新摇舟上。）
王十八　　（白）　　　　　快快摇过来，搭扶手！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王十八、唐氏同上船。）
桑新　　　（白）　　　　　扯篷开船！
金父　　　（唱）　　　　　且喜登舟得活命，
金母　　　（唱）　　　　　急速开船到广陵。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尹复　　　（内白）　　　　开船！
（二船夫、尹复、院子同上。）
尹复　　　（唱）　　　　　光阴似箭古定论，
　　　　　　　　　　　　　不觉须发白如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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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8

　　　　　（白）　　　　　老汉、尹复。淮安人氏。务农为生，薄有庄田，一生好善。只因流寇造反，兵
　　　　　　　　　　　　　至中州。可叹那难民四乡逃奔，惨不可言。为此，每日驾一扁舟在河下走走，
　　　　　　　　　　　　　以便渡人。
　　　　　　　　　　　　　来！
院子　　　（白）　　　　　有。
尹复　　　（白）　　　　　吩咐往上流开去者！
院子　　　（白）　　　　　往上流开去！
二船夫　　（同白）　　　　是。
尹复　　　（唱）　　　　　可叹黎民乱逃奔，
　　　　　　　　　　　　　四面搭救溺水人。
（众人同下。）

【第九场】

王十八　　（内白）　　　　啊哈！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　　　　　那日逃难在松林，
　　　　　　　　　　　　　遇见佳人起歹心。
　　　　　　　　　　　　　非怪十八心太狠，
　　　　　　　　　　　　　今晚定要下绝情。
　　　　　（白）　　　　　在下、王十八。自那日在松林遇见佳人，弄得我魂飞魄散。是我花言巧语，诳
　　　　　　　　　　　　　他们同舟，已入我的牢笼。这橹人桑新，乃是我们江湖一党，我与他定计，在
　　　　　　　　　　　　　芦苇处停船。看红日已落，不辨南北，四顾无人，遍是芦苇，正好下手。我不
　　　　　　　　　　　　　免将桑新请来，对他说明，烦他帮个忙。
　　　　　　　　　　　　　桑大哥快来！
桑新　　　（内白）　　　　来啦！
（桑新上。）
桑新　　　（白）　　　　　什么事？
王十八　　（白）　　　　　大哥，这趟买卖我是给你拉来啦，理应平分，只是我并不为财。
桑新　　　（白）　　　　　为什么？
王十八　　（白）　　　　　为的就是那个美貌的佳人。且喜日落黄昏，四顾无人。正好下手。只因我一人
　　　　　　　　　　　　　力单，还要求大哥帮助帮助才好。倘若成功，钱都是你的，人可是我的。
桑新　　　（白）　　　　　我不要你的人就是啦。
王十八　　（白）　　　　　好哇！少时动手时节，看我眼色行事。
桑新　　　（白）　　　　　知道啦！
王十八　　（白）　　　　　金老伯，金大哥，请出舱来！
（金父、金大用同上。）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何事？
王十八　　（白）　　　　　你们爷儿俩，净坐在舱里，不觉得闷吗？何妨出来看看，也解解烦闷哪。我这
　　　　　　　　　　　　　儿有现成的酒，饮它几杯，一来解解烦闷，二来赏赏月光，岂不美哉！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荒乱年间，我父子哪有闲心玩赏？
王十八　　（白）　　　　　这个年头儿，得乐且乐，何妨饮上一杯哪？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如此说来，我们奉陪就是了。
王十八　　（白）　　　　　来来来，把酒摆在船头，大家同饮。
（王十八摆酒。）
王十八　　（白）　　　　　请！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请哪！
王十八　　（念）　　　　　三人船头把酒饮，
金父　　　（念）　　　　　勉强奉陪饮杯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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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用　　（唱）　　　　　水程迢迢日色隐，
　　　　　　　　　　　　　漫漫南北辨不明。
　　　　　　　　　　　　　四顾幽险人烟尽，
　　　　　　　　　　　　　一片芦苇皎月升。
王十八　　（白）　　　　　大哥，皎月初升，光华可爱，何妨再饮几杯哪？
金大用　　（白）　　　　　酒已过量，实不能奉陪了。
王十八　　（白）　　　　　大哥不喝啦，老伯再吃几杯吧！
金父　　　（白）　　　　　老汉吞吃不下了。
王十八　　（白）　　　　　这样说来，我也就不强让啦。
　　　　　　　　　　　　　桑大哥，烦劳把酒器撤去吧。
桑新　　　（白）　　　　　是啦。
（桑新撤杯。）
王十八　　（白）　　　　　大哥呀，你看这皎月初升，一片芦苇，你我在船上观望，犹如画中一般，我倒
　　　　　　　　　　　　　想起一辈古人来啦。
金父、
金大用　　（同白）　　　　哪辈古人？
王十八　　（白）　　　　　想当初唐室李太白一生好饮，坐在船头望月，是他酒醉，观见水中月影，想在
　　　　　　　　　　　　　水底捞月，那时他酒醉性狂，就这么一捞！
（王十八推金大用下水。）
金父　　　（白）　　　　　哎呀！
　　　　　（唱）　　　　　我儿落水无踪影，
　　　　　　　　　　　　　快快搭救命残生！
　　　　　（白）　　　　　我儿落水，快快打捞上来！
桑新　　　（白）　　　　　打捞不及。
金父　　　（白）　　　　　呀呀呸！我儿好好的，为何将他推入水中？快快救他上来便罢；如若不然，老
　　　　　　　　　　　　　汉定不与你甘休！
王十八　　（白）　　　　　住了吧！分明是他酒醉失足落水，难道哪个害他不成？
金父　　　（白）　　　　　你不必分辩。
　　　　　　　　　　　　　船户，快快打捞上来。
桑新　　　（白）　　　　　早冲没影啦，哪里捞去？
金父　　　（白）　　　　　哎呀，贼子啊贼子！你们二人分明是一伙强盗，将我儿推下水去。若不搭救上
　　　　　　　　　　　　　来，我这条老命不要，就与你们拼了！
桑新　　　（白）　　　　　你也给我滚下去吧！
（桑新推金父下水。金母、庚娘、唐氏急同上，同看。）
金母　　　（白）　　　　　哎呀！
　　　　　（唱）　　　　　可怜儿夫丧了命，
　　　　　　　　　　　　　定是贼子谋害人。
　　　　　　　　　　　　　上前一把来扯定，
　　　　　　　　　　　　　不惜一死把命拼！
　　　　　（白）　　　　　贼子啊贼子！为了何事，将他父子谋害，推落水中，是何理也？
王十八　　（白）　　　　　你住了吧！他父子自不小心，失足落水，这也是他们命该如此，哪个坏种王八
　　　　　　　　　　　　　蛋害死他们不成？
桑新　　　（白）　　　　　着哇！
金母　　　（白）　　　　　老身适才亲眼看见，是你将他父子推落水中，怎么说是失足落水？你就快快将
　　　　　　　　　　　　　他父子打捞上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就与你一死相
　　　　　　　　　　　　　拼了吧！
　　　　　（唱）　　　　　骂声贼子心太狠，
　　　　　　　　　　　　　害他父子命归阴。
　　　　　　　　　　　　　老身与你拼了命！
王十八　　（白）　　　　　你也给我滚不去吧！
（王十八推金母入水。）
王十八　　（唱）　　　　　自找其死休怨人。
庚娘　　　（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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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庚娘心中明如镜，
　　　　　　　　　　　　　可叹一家丧残生！
　　　　　（哭）　　　　　喂呀！
王十八　　　　　　　　　　娘子不要害怕，也不要哭坏了身体。
（庚娘想。）
庚娘　　　（白）　　　　　可叹奴翁姑、丈夫俱没，叫我归到何处安身哪？
王十八　　（白）　　　　　娘子不要担忧。请和我同到金陵，家中田园广有，保险够你享不尽的荣华。
（庚娘想，暗点头。）
庚娘　　　（白）　　　　　但得如此，奴愿足矣。
王十八　　（白）　　　　　娘子这样明白，真乃小生之幸也！
唐氏　　　（白）　　　　　住了吧！王十八！我把你这个没天良的王八小子！竟敢如此胡为，伤天害理，
　　　　　　　　　　　　　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
王十八　　（白）　　　　　得啦，你别胡说啦，哪里有个天打雷劈的道理？想你吃着我，喝着我，也该与
　　　　　　　　　　　　　我帮帮忙；怎么倒向着外人，骂起我来啦？你若招上我的气来，我是一定把你
　　　　　　　　　　　　　打死！
唐氏　　　（白）　　　　　死？死了倒好，也不愿给你这杀人贼当老婆！
王十八　　（白）　　　　　哈哈！好贱人！这是你自己找死，你也跟他们一同去吧！
（王十八推唐氏入水。）
庚娘　　　（白）　　　　　哎呀！
王十八　　（白）　　　　　娘子不要害怕。您瞧见没有？这都是为了您。没别的，现在我可要求欢求欢。
庚娘　　　（白）　　　　　这个！奴家身体有恙。且候回家，再伴郎君就是了。
王十八　　（白）　　　　　嘿！你看巧不巧？偏在这个时候，她就有病啦。这也没法子，且喜离家不远，
　　　　　　　　　　　　　再耐些性儿，到了家里再说。
　　　　　　　　　　　　　桑大哥，快快催舟哇！
桑新　　　（白）　　　　　是啦！
（王十八、庚娘、桑新同下。）

【第十场】

（二船夫、尹复、院子同上。）
尹复　　　（唱）　　　　　为人必须行端正，
　　　　　　　　　　　　　留得美名邻里存。
　　　　　　　　　　　　　无心赏玩河中景，
　　　　　（白）　　　　　啊！
　　　　　（唱）　　　　　水面浮泡为何情？
　　　　　（白）　　　　　船夫，水面冲来一人，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金大用上。）
尹复　　　（白）　　　　　看他有气无气？
二船夫　　（同白）　　　　有气。
尹复　　　（白）　　　　　快取姜汤灌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取姜汤与金大用灌。）
尹复　　　（白）　　　　　这一汉子醒来！
金大用　　（唱）　　　　　昏昏沉沉如做梦，
　　　　　（白）　　　　　啊！
　　　　　（唱）　　　　　不知在阳或在阴？
尹复　　　（白）　　　　　那一汉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因何溺水？一一讲来！
金大用　　（白）　　　　　恩人容禀！
　　　　　（唱）　　　　　未曾开言泪难忍，
　　　　　　　　　　　　　尊一声恩人细听分明：
　　　　　　　　　　　　　家住在河南中州郡，
　　　　　　　　　　　　　金大用三字是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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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流寇来犯境，
　　　　　　　　　　　　　一家逃难奔广陵。
　　　　　　　　　　　　　王十八贼子心不正，
　　　　　　　　　　　　　觅舟同行假殷勤。
　　　　　　　　　　　　　暗下毒手害我命，
　　　　　　　　　　　　　幸遇恩人救残生。
　　　　　　　　　　　　　今生不能来报定，
　　　　　　　　　　　　　来世里结草衔环必报你的恩。
尹复　　　（白）　　　　　哦！
　　　　　（唱）　　　　　听他含泪一遍论，
　　　　　　　　　　　　　避难舟中遇强人。
　　　　　　　　　　　　　善恶必然有报应，
　　　　　（白）　　　　　啊！
　　　　　（唱）　　　　　又见尸身水面横。
　　　　　（白）　　　　　看那边又是一具尸首。
　　　　　　　　　　　　　船夫，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金父上。）
金大用　　（白）　　　　　哎呀！
　　　　　（唱）　　　　　一见爹爹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伤情！
　　　　　　　　　　　　　船头哭得珠泪滚，
　　　　　（白）　　　　　啊！
　　　　　（唱）　　　　　水面冲来老娘亲。
　　　　　（白）　　　　　有劳船夫，水上冲来那是我母，快快打捞上来！
（二船夫同携金母上。）
金大用　　（白）　　　　　母亲醒来！
（金母醒。）
金母　　　（白）　　　　　啊！你是我儿大用？刚才被贼所害，怎么到此船上来了？
金大用　　（白）　　　　　母亲容禀！
　　　　　（唱）　　　　　可恨贼人害我命，
　　　　　　　　　　　　　多亏恩人救残生。
金母　　　（白）　　　　　原来如此。且喜我母子在此团圆。但不知你爹爹生死存亡？
金大用　　（白）　　　　　哎呀母亲哪！我爹爹巳死，尸首现停船旁。
金母　　　（白）　　　　　哎呀夫哇！
　　　　　（唱）　　　　　可叹儿父多薄命，
　　　　　　　　　　　　　一旦水内赴幽冥。
　　　　　　　　　　　　　哭一声儿父将我等，
　　　　　（白）　　　　　啊！
　　　　　（唱）　　　　　水面冲来一妇人。
　　　　　（白）　　　　　儿啊，水面冲来妇人，想是儿媳妇来了，快快打捞上来！
金大用　　（白）　　　　　是。
　　　　　　　　　　　　　有劳船大哥，快快打捞那一妇人！
二船夫　　（同白）　　　　是。
（二船夫同捞唐氏上。）
唐氏　　　（白）　　　　　哎呀！
金大用　　（白）　　　　　哎呀！想是我妻到了，妻呀！
唐氏　　　（白）　　　　　喂呀！
金大用　　（白）　　　　　娘啊，此乃王十八之贼妇也。
金母　　　（白）　　　　　即是贼妇，不要救她，将她推了下去，方解我心头之恨。
唐氏　　　（白）　　　　　哎呀老太太，您且不要生气，听我慢慢告诉您：我虽是贼人的妻子，却是好人，
　　　　　　　　　　　　　只因看见贼人将你们推下水去，便心里不平，和贼子争吵，不想那狠心的强
　　　　　　　　　　　　　盗又把我推下水去。幸遇恩人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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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12

（唐氏向金大用。）
唐氏　　　（白）　　　　　您的妻子已被贼人霸占。如若不弃，我情愿伺候老太太终身，你看怎么样？
金大用　　（白）　　　　　呃！岂要贼人之妇侍奉老母，真真岂有此理！
尹复　　　（白）　　　　　咳！听此妇人之言，倒是情意善良。何妨收纳？
金大用　　（白）　　　　　唉！现居父丧，何言纳妇？
唐氏　　　（白）　　　　　你若不允，我就投水一死？
（唐氏拟投水。）
尹复　　　（白）　　　　　且慢！事可缓议，不必如此。
　　　　　　　　　　　　　金大用，此妇人之心愿，不可相弃，请暂收养，早晚也好侍奉太夫人哪。
金大用　　（白）　　　　　恩人之言，当得遵命。今幸得生，我欲怀刃托钵，将赴广陵复仇！
唐氏　　　（白）　　　　　哎呀慢着！我吿诉你吧：我唐氏祖居金陵，与贼子同乡。他前说家住广陵，那
　　　　　　　　　　　　　是骗人。如今江湖水寇多半都是他的同党。你要去广陵，不但不能复仇，反而
　　　　　　　　　　　　　要遭贼人的暗算！
金大用　　（白）　　　　　这个！杀父之仇，难道罢了不成？
尹复　　　（白）　　　　　不必着急，且到老汉家中歇息，慢慢想个妙计，寻找贼人下落便了。
金母、
金大用、
唐氏　　　（同白）　　　　如此，多谢恩人！
尹复　　　（白）　　　　　离家下不远，速速开船回去便了。
金母、
金大用、
唐氏　　　（同白）　　　　请！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王安人上）
王安人　　（引子）　　　　江湖为根本，耕种是虚名。
　　　　　（念）　　　　　夫在绿林逵豪强，不幸中年把命亡。朝也思来暮也想，就怕夜晚守空床。
（丫鬟、院子暗同上。）
王安人　　（白）　　　　　老身、沈氏。乃金陵人氏。是我小的时候爱站门子、卖风流，被强盗王义看见，
　　　　　　　　　　　　　我二人眉目传情，先奸后嫁。在娶过十八天的那天，我就给他养了一个大头
　　　　　　　　　　　　　儿子，取名王十八。过年又生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十九。我二人朝欢暮乐，谁
　　　　　　　　　　　　　想乐极生悲，不到三年、他就一命呜呼啦！且喜家中还有钱财，是我抚养两个
　　　　　　　　　　　　　孩儿长大成人。长子十八子袭父业，继续在江湖为盗。唯有次子十九性情个别，
　　　　　　　　　　　　　不愿为盗，专好读书，每日里“子曰”长、“子曰”短的。因此，我常常劝
　　　　　　　　　　　　　他，我说：孩子，你不必念书，也不必作那八股文章，有为娘活着，只要你听
　　　　　　　　　　　　　我的话，跟你哥哥一道做那不花钱的买卖，还怕没有快活日子过？我想一劝他，
　　　　　　　　　　　　　他就会同他哥哥学好啦。谁想越劝他越拧啦！后来我没法子就买了一本《玉
　　　　　　　　　　　　　匣记》叫他看，可是还是劝不过来。这且不言。且说我那十八儿子在本处抢了
　　　　　　　　　　　　　一个妇人唐氏，霸占为妻。这唐氏长得十分美丽，就是脾气不好，和他丈夫时
　　　　　　　　　　　　　常吵闹。弟兄又不大和气。十八一气，就带领妻子上中州去啦。近来听得道路
　　　　　　　　　　　　　传言，流寇造反，杀到中州啦。是我昨夜得一凶梦，梦见十八浑身是血跑了回
　　　　　　　　　　　　　来。因此，我放心不下。不免叫十九出来，查查《玉匣记》看是什么事情。
　　　　　　　　　　　　　我说，十九快来！
王十九　　（内白）　　　　来了！
（王十九上。）
王十九　　（念）　　　　　人生唯有读书好，行盗不如学道高。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王安人　　　　　　　　　　罢啦，一旁坐下！
王十九　　（白）　　　　　吿坐。唤儿出来，有何话讲？
王安人　　（白）　　　　　只因你哥哥和你嫂子现在中州，闻听流寇造反，杀到中州，为娘放心不下。是
　　　　　　　　　　　　　我昨晚又得凶梦，梦见你哥哥浑身是血跑了回来。不知主何吉凶？为此，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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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庚娘》 13

　　　　　　　　　　　　　出来查查《玉匣记》，是好是歹，为娘也好放心。
王十九　　（白）　　　　　我那兄长与贼人一党，量他不致被害。即便被害，也是他平日为人奸险，心术
　　　　　　　　　　　　　不正，为盗的报应。
王安人　　（白）　　　　　呸！我把你这个书呆子！这可就应了俗语啦：仇人转弟兄。你们俩老是心里不
　　　　　　　　　　　　　和呀，可真把为娘我气死啦！
王十九　　（白）　　　　　母亲不必生气。再等儿日，兄嫂若不回来，孩儿去到中州，探听兄嫂下落便了。
王安人　　（白）　　　　　这才是好孩子。
王十八　　（内白）　　　　走哇！
（王于八、庚娘同上。）
王十八　　（唱）　　　　　且喜娇娘已到手，
庚娘　　　（唱）　　　　　忍辱含羞待复仇。
王十八　　（白）　　　　　得啦，到咱们家啦。待我叫门。
　　　　　　　　　　　　　呔！开门来！
院子　　　（白）　　　　　来了。什么人？
王十八　　（白）　　　　　是我。
院子　　　（白）　　　　　原来是大爷回来了！
王十八　　（白）　　　　　老夫人现在哪里？
院子　　　（白）　　　　　现在堂上。
王十八　　（白）　　　　　娘子，随我进来，你在这儿等着。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王安人　　（白）　　　　　哎哟！我儿你回来啦？可把妈妈想死啦！
王十九　　（白）　　　　　兄长回来了？母亲正盼望你。
王十八　　（白）　　　　　娘子，过来见见，这就是你的婆婆。
庚娘　　　（白）　　　　　是。
　　　　　　　　　　　　　母亲在上，儿媳参拜！
王安人　　（白）　　　　　罢啦。
王十八　　（白）　　　　　这是我兄弟，是你小叔子。
庚娘　　　（白）　　　　　叔叔万福。
王十九　　（白）　　　　　小弟还礼。
王安人　　（白）　　　　　这不是你那个媳妇，这是哪里来的女子？
王十八　　（白）　　　　　母亲有所不知，我那唐氏妻子在中州身得暴病而死。这是孩儿回来的时候，在
　　　　　　　　　　　　　中途路上续娶的尤氏，小字庚娘，直到如今，我们还未圆房哪。
王安人　　（白）　　　　　噢，原来是这样。
　　　　　　　　　　　　　丫头，先将这新娘子带到后面歇息歇息去。
丫鬟　　　（白）　　　　　是。
　　　　　　　　　　　　　随我来！
（丫鬟领庚娘同下。）
王安人　　（白）　　　　　孩子，我还跟你有话说：自从你去后，为娘终日思念。今日你可回来啦。
王十八　　（白）　　　　　母亲，您瞧这个媳妇好不好？
王安人　　（白）　　　　　好！
王十八　　（白）　　　　　您今晚预备点酒菜，我们也好圆房。
王安人　　（白）　　　　　真个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吿诉你：昨晚为娘梦见你浑身是血，我还怕你死在外
　　　　　　　　　　　　　面哪。
王十八　　（白）　　　　　您瞧，有多么丧气！说点吉祥的好不好？您吩咐他们，预备点吃食，我好入洞
　　　　　　　　　　　　　房去。
王安人　　（白）　　　　　孩子，我和你还有话说哪。
王十八　　（白）　　　　　得啦，您别有话说啦，我可奈不住啦。
王安人　　（白）　　　　　那可不成！就是成亲，也得挑个好日子。
王十九　　（白）　　　　　着哇，必须选一良辰吉日才好。
王十八　　（白）　　　　　得啦，你别麻烦啦！
王安人　　（白）　　　　　孩子，想这成亲乃是人生大事，总要挑好日子才是。当年我和你爸爸成亲，因
　　　　　　　　　　　　　没挑个好日子，所以我二十多岁，他就回去啦！
王十九　　（白）　　　　　着哇，总要挑个吉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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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八　　（白）　　　　　你们就去挑吧！
王十九　　（白）　　　　　待我来查看查看。
（王十九拿书看。）
王十九　　（白）　　　　　哎呀，本月二十一日乃是良辰吉日。
王十八　　（白）　　　　　不成，不成，太远！你再往近里查查吧。
王十九　　（白）　　　　　十八日可好？
王十八　　（白）　　　　　不好，不好！
王十九　　（白）　　　　　好！
王十八　　（白）　　　　　你说好不成，犯了我的名字，就不算好日子。
王十九　　（白）　　　　　哎呀，再近就无有吉日了。
王十八　　（白）　　　　　这么办：你看今儿个是不是好日子吧？
王安人　　（白）　　　　　你怎么这么急呀？
王十八　　（白）　　　　　那您管不了！
王十九　　（白）　　　　　今日若要成亲，一定要犯“五鬼”的。
王十八　　（白）　　　　　得啦，别迷信啦，我一概不懂。俗语说得好：娶亲要选五鬼婚，儿子姑娘一大
　　　　　　　　　　　　　群。兄弟，我简直等不了啦。今儿个就是今儿个。
　　　　　　　　　　　　　妈呀，我要睡觉去啦。
王安人　　（白）　　　　　孩子，你等等，老没见啦，妈还和你要说会子话儿哪。
王十八　　（白）　　　　　哎呀，妈呀！
王安人　　（白）　　　　　啊！
王十八　　（白）　　　　　我这会儿顾不得您啦。
（王十八下。）
王安人　　（白）　　　　　你瞧这块骨头！
王十九　　（念）　　　　　他不听我言，祸事在眼前。
王安人　　（白）　　　　　得啦，就由着他。咱们娘俩吃点酒，明日好给你哥哥贺喜。
王十九　　（白）　　　　　遵命。
王安人　　（白）　　　　　正是：
　　　　　（念）　　　　　娇儿回家转，
王十九　　（念）　　　　　只怕不团圆。
王安人　　（白）　　　　　呸！母子得团圆！
王十九　　（白）　　　　　哎呀，只怕不团圆！
（王十九、王安人同下。）

【第十二场】

（庚娘上。）
庚娘　　　（唱）　　　　　叹儿夫被贼害一旦命丧，
　　　　　　　　　　　　　翁与姑同落水不知存亡。
　　　　　　　　　　　　　奴与贼回家转进入罗网，
　　　　　　　　　　　　　寻一个巧机会除此强梁。
　　　　　（白）　　　　　奴家，尤氏，小字庚娘。配夫金大用。乃中州人氏。只因流寇作乱，侵犯中州，
　　　　　　　　　　　　　奴与翁姑、丈夫一同逃难。行至中途，路遇贼子王十八，假意殷勤，觅舟同
　　　　　　　　　　　　　往。我见他屡次偷看我，目动而色变，定胸怀叵测。再三与丈夫言讲，是他不
　　　　　　　　　　　　　听，偏要一路同行。行至芦苇之中，可叹我翁姑与儿夫俱被贼子推入水中。是
　　　　　　　　　　　　　他妻子在旁，心中不忿，口出怨言，亦被他推入水中。奴本当尽节一死，怎奈
　　　　　　　　　　　　　一家冤仇无人得报。为此，暂留此身，以待复仇。是他屡次要占奴家，被奴花
　　　　　　　　　　　　　言巧语，将他哄住。所以虽然一路同行，并未失却节操。是我在旅店之中，暗
　　　　　　　　　　　　　地做了“绝命诗”—首，藏在身旁，待奴报仇之后，好表我的名节。今日已到
　　　　　　　　　　　　　贼家，正是我报仇之日也！
　　　　　（唱）　　　　　贼子痴心真妄想，
　　　　　　　　　　　　　仇敌怎能配鸾凰？
（丫鬟上。）
丫鬟　　　（白）　　　　　大奶奶大喜啦！他们娘儿俩商量好啦，今天晚上你们小两口入洞房啦。您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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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喽，预备入洞房吧。
庚娘　　　（白）　　　　　怎么，今晚就要成亲？
丫鬟　　　（白）　　　　　对啦。
庚娘　　　（白）　　　　　丫鬟，你家大爷行李现在前面。快快取来，亦好收拾，候你大爷安歇。
丫鬟　　　（白）　　　　　是啦！
（丫鬟下。）
庚娘　　　（白）　　　　　哎呀且住！方才听丫鬉之言，贼子今晚就要与我成亲。不免趁此机会，先用花
　　　　　　　　　　　　　言巧语，将他劝醉，悄悄去至厨下，寻把菜刀，将贼子杀死，然后杀却他的全
　　　　　　　　　　　　　家，即便自尽而死，也落得个青史名标。
　　　　　　　　　　　　　公婆呀！儿夫哇！奴今晚与你们报仇雪恨了！
　　　　　（唱）　　　　　苍天若随奴心想，
　　　　　　　　　　　　　留得美名万古香。
（丫鬟拿行李上。）
丫鬟　　　（白）　　　　　给您，这是大爷的行李。
庚娘　　　（白）　　　　　放在床上。
丫鬟　　　（白）　　　　　是啦。
庚娘　　　（白）　　　　　你家大爷呢？
丫鬟　　　（白）　　　　　即刻就来。他叫我在此伺候，送你们夫妻入洞房哪。
（王十八上。）
王十八　　（白）　　　　　妙哇！
　　　　　（唱）　　　　　人逢喜事精神爽，
　　　　　　　　　　　　　二次又要做新郞。
　　　　　（白）　　　　　娘子，你可等急了吧？
庚娘　　　（白）　　　　　官人来了，请坐！
王十八　　（白）　　　　　坐着坐着。
　　　　　　　　　　　　　丫头，床铺好了没有？
丫鬟　　　（白）　　　　　早铺得啦。
王十八　　（白）　　　　　娘子，今日天气又好，我也不吃饭啦，你我早些睡吧。
庚娘　　　（白）　　　　　唔！官人，你这光景，奴家有些看你不起了！
王十八　　（白）　　　　　怎么瞧不起我啦？
庚娘　　　（白）　　　　　自古道婚姻大事不可草率从事。
王十八　　（白）　　　　　依你便怎么着？
庚娘　　　（白）　　　　　就是贫寒人家合卺，亦须喝得两杯喜酒。你家富饶，难道就喝不起两杯喜酒么？
　　　　　　　　　　　　　况且你我千里迢迢而来，今日才得成亲，洞房花烛，竟是这样冷冷清淸，成
　　　　　　　　　　　　　何体统？依奴之见，还是你我夫妻先喝它两杯合卺酒；如若不然，奴家断难从
　　　　　　　　　　　　　命！
王十八　　（白）　　　　　哈哈哈！说得对呀！像我这祥的家道，可也真不是打不起酒！本来嘛，新婚之
　　　　　　　　　　　　　夜，生不答的，娘子是有点害羞，要是有两盅酒一下肚，她就……哎呀，有理，
　　　　　　　　　　　　　有理！
　　　　　　　　　　　　　丫头哇，你打酒去，连方才炒好的菜也摆上，咱们吃点喝点，吃饱啦，喝醉啦，
　　　　　　　　　　　　　我也就好老实……
丫鬟　　　（白）　　　　　我去给您端去。
（丫鬟下，端菜上、摆。）
王十八　　（白）　　　　　娘子请坐！
庚娘　　　（白）　　　　　官人请坐！
王十八　　（白）　　　　　丫鬟，我和你大奶奶喝酒，你好好伺候我，今晚也要摆摆架子，明日多多赏你。
丫鬟　　　（白）　　　　　是啦！
王十八　　（白）　　　　　来，斟酒！
　　　　　　　　　　　　　娘子请！
　　　　　（唱）　　　　　酒入肚内心欢畅，
　　　　　　　　　　　　　用眼观看美娇娘。
　　　　　　　　　　　　　少时同入销金帐，
　　　　　　　　　　　　　学一个花下死又待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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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丫头，斟酒来！
庚娘　　　（白）　　　　　慢来！官人，你我夫妻在此饮酒，丫鬟在此伺候，无什么趣味。叫她安歇去吧。
　　　　　　　　　　　　　奴与官人慢慢痛饮。
王十八　　（白）　　　　　一个丫头牙子，省得回头又没人收拾家伙，叫她这儿伺候得啦。
庚娘　　　（白）　　　　　家伙自有妾身收拾。她若在此，诸多不便。
王十八　　（白）　　　　　有什么不便？
庚娘　　　（白）　　　　　官人附耳上来。
（庚娘与王十八耳语。）
王十八　　（白）　　　　　不错，不错。
　　　　　　　　　　　　　丫鬟，拿个大杯来。你去歇着去吧！回头有你大奶奶收拾。去吧！
丫鬟　　　（白）　　　　　是啦！
　　　　　　　　　　　　　大奶奶，我吿诉您，厨房在东北角，您用什么自己去拿吧。
庚娘　　　（白）　　　　　知道了。
（丫鬟下。）
王十八　　（白）　　　　　娘子，方才附耳之时，说有件好事，是什么好事哪？
庚娘　　　（白）　　　　　你我今日成亲，不要辜负美景良辰，妾身亲自敬官人三大杯。
王十八　　（白）　　　　　你我必须挨着坐着。
庚娘　　　（白）　　　　　如此更妙了。
王十八　　（白）　　　　　来来来，我搬座，你拿酒杯、酒壶去！
庚娘　　　（白）　　　　　是。
（庚娘拿壶，坐。）
庚娘　　　（白）　　　　　官人，你吃这杯团圆酒吧。
王十八　　（白）　　　　　团圆酒，我是要吃的，拿酒来。
（王十八喝。）
庚娘　　　（白）　　　　　官人，再吃这一杯。自古道：酒是媒人。吃了这一杯，你我好成百年之好。
王十八　　（白）　　　　　我再吃这一杯。
庚娘　　　（白）　　　　　官人，再吃这一杯。
王十八　　（白）　　　　　方才那一小杯就吃不了啦。我可吃不下啦。
庚娘　　　（白）　　　　　若是酒不尽兴，岂不辜负今夜良辰？
王十八　　（白）　　　　　有理呀，有理呀！你越说我越痛快。这么办，你就撒开了灌吧。
庚娘　　　（白）　　　　　待妾身斟酒。
（庚娘斟酒。王十八喝酒，吐。）
王十八　　（白）　　　　　唔！我不能喝啦。
庚娘　　　（白）　　　　　官人吃醉了。你先将灯熄灭，上床安歇。奴将盘盏送至厨下，再来陪伴于你。
王十八　　（白）　　　　　你快点来呀！
庚娘　　　（白）　　　　　我就来的！
　　　　　（唱）　　　　　收拾盘盏厨下往，
　　　　　　　　　　　　　寻找利刃杀豺狼。
（庚娘下。）
王十八　　（白）　　　　　哎呀妙哇！不想我得了这个媳妇，又想起那个来啦，她早就该死！
（王十八吐。）
王十八　　（白）　　　　　我可驮不住啦，不免将灯吹灭，上床等她便了！
　　　　　（唱）　　　　　真是喜气从天降，
　　　　　　　　　　　　　酒入欢肠乐洋洋。
　　　　　　　　　　　　　解带宽衣把床上，
（庚娘拿刀上。）
庚娘　　　（唱）　　　　　学一个替夫报仇雪艳娘。
　　　　　（白）　　　　　待我进去报仇！
王十八　　（白）　　　　　怎么还不来呀？
庚娘　　　（白）　　　　　哎呀且住！我若是这样进去。岂不惊起贼子？待我慢慢进去。
（庚娘进门。）
庚娘　　　（白）　　　　　官人可曾睡着了？
王十八　　（白）　　　　　我还没着。你快点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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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娘　　　（白）　　　　　官人在哪里？
王十八　　（白）　　　　　我在这里哪。
庚娘　　　（白）　　　　　好贼子！看刀！
（乱锤。庚娘杀死王十八。）
庚娘　　　（扑灯蛾）　　　见贼一命丧、一命丧，
　　　　　　　　　　　　　不由庚娘怒满腔。
　　　　　　　　　　　　　你害我全家把命丧，
　　　　　　　　　　　　　今日杀你报夫郎。
（王安人上。）
王安人　　（白）　　　　　什么事，他们那屋直响？待我瞧瞧去。
（王安人进门看。）
王安人　　（白）　　　　　哎呀，有贼啦！
（庚娘杀死王安人。）
庚娘　　　（白）　　　　　且喜大仇已报，待我自刎了吧！
（乱锤。）
庚娘　　　（白）　　　　　哎呀天哪！奴要自尽，刀锋已钝，如何是好？啊，有了，奴到他家时节，看他
　　　　　　　　　　　　　后门以外有一带长河。不免将绝命诗与他们留下，投河而死便了！
（庚娘抛书信，开门。扫头。庚娘下。王十九上。）
王十九　　（白）　　　　　我兄长屋中为何这样响亮？待我进去看来。
（王十九跌倒。）
王十九　　（白）　　　　　家院，快掌灯来！
院子、
丫鬟　　　（内同白）　　　来了！来了！
（院子、丫鬟同上。）
院子、
丫鬟　　　（同白）　　　　哎呀，不好了！太夫人不知被何人杀死了！
王十九　　（白）　　　　　哎呀！
　　　　　（唱）　　　　　一见母亲丧了命，
　　　　　　　　　　　　　无故被害为何情？
院子　　　（白）　　　　　我家大爷也被人杀死了！
王十九　　（白）　　　　　唔！我兄长也被人杀死了？快快看看那个妇人！
（院子找。）
院子　　　（白）　　　　　妇人不见了，留有书信一封。
王十九　　（白）　　　　　快快四下找来！
院子　　　（白）　　　　　后门已开。
王十九　　（白）　　　　　你等将尸首抬在床上！
院子、
丫鬟　　　（同白）　　　　是。
（院子、丫鬟同抬王十八、王安人。）
王十九　　（白）　　　　　哎呀且住！后门已开，妇人不见，我母亲、兄长定是被这妇人所害。你们看守
　　　　　　　　　　　　　尸首。我从后门追赶妇人便了！
（王十九急下。院子、丫鬟同下。）

【第十三场】

庚娘　　　（内唱）　　　　冤仇已报出罗网，
（庚娘上。）
庚娘　　　（唱）　　　　　急忙跳出是非墙。
　　　　　　　　　　　　　万恶淫贼刀下丧，
　　　　　　　　　　　　　替夫报仇把名扬。
　　　　　　　　　　　　　奴命竟该水中丧，
王十九　　（内白）　　　　哪里走！
（庚娘跳河。王十九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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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九　　（白）　　　　　哎呀！
　　　　　（唱）　　　　　妇人投水为哪桩！
　　　　　（白）　　　　　哎呀且住！我正追赶妇人，她忽然跳下水去，此中定有缘故，必须打捞上来，
　　　　　　　　　　　　　才能问个明白。啊，有了，不免喊叫街坊四邻前来帮助搭救这妇人便了。
　　　　　　　　　　　　　众位街坊邻舍，快来救人哪！
（四邻居同上。）
四邻居　　（同白）　　　　二相公做什么？
王十九　　（白）　　　　　哎呀，一言难尽！这一妇人是我嫂嫂。是她逃出门来，我在后面追赶，不想她
　　　　　　　　　　　　　投水自尽。烦劳列位快快将她打捞上来！
邻居甲　　（白）　　　　　这有何难！我这小儿颇通水性，叫他下去，将这妇人拖上岸来也就是了。
王十九　　（白）　　　　　如此，有劳了。
邻居甲　　（白）　　　　　小儿，快快下水背捞上来！
（邻居乙下水背庚娘上。）
王十九　　（白）　　　　　救上来了。看她有气无气？哎呀，无气了！怪呀，此妇虽死如生，这是什么缘
　　　　　　　　　　　　　故哇？
邻居甲　　（白）　　　　　二相公，你这嫂嫂是哪里来妁？
王十九　　（白）　　　　　哎呀老丈啊！这个妇人乃是我哥哥从中州带来的。昨日回来，才得成亲。不想
　　　　　　　　　　　　　夜间屋内声响，我母亲前去探望，又听得喊叫一声，咕咚而倒。是我闻声而起，
　　　　　　　　　　　　　去到兄长屋内一看，险些吓死，原来我母亲、兄长俱已被人杀死，浑身是血，
　　　　　　　　　　　　　倒在尘埃，想我母亲、兄长定被此妇人所害。因此四下寻找，赶至此间，只
　　　　　　　　　　　　　见这妇人投水自尽。故尔喊叫四邻搭救。谁想她业已丧命！
邻居甲　　（白）　　　　　原来如此。但不知此妇人姓甚名谁？我想此妇人与你家若无冤仇，焉能下此毒
　　　　　　　　　　　　　手？
王十九　　（白）　　　　　若不是老丈提起，我倒忘怀了。适才寻找此妇人，拾得书信一封，未曾拆看。
邻居甲　　（白）　　　　　书信现在哪里？
王十九　　（白）　　　　　在我怀中。待我拆开，大家观看！
　　　　　（念）　　　　　“金门尤氏字庚娘，中州避难走他乡。途遇少年是匪党，全家被害付汪洋。
　　　　　　　　　　　　　忍辱含冤权变想，身入虎穴杀财狼。贞节不亏义烈讲，仁人君子代传扬。
　　　　　（白）　　　　　金大用妻尤氏庚娘绝命词。”
　　　　　　　　　　　　　哎呀呀！原来我兄长害了她一家性命。此妇人虽下毒手，乃是替夫报仇，真乃
　　　　　　　　　　　　　烈妇，令人可敬！令人可敬！
邻居甲　　（白）　　　　　你母亲、兄长被她害死，你不悲伤，还赞美于她，是何缘故？
王十九　　（白）　　　　　我那兄长伤天害理，行凶霸道，作恶多端。今被这妇人杀死，这也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有天理呀！有报应哪！
邻居乙　　（白）　　　　　贞节烈妇，令人可敬！我等约同合村，各家凑聚银钱与她买口棺木埋葬起来；
　　　　　　　　　　　　　立一碑碣，上刻“义烈庚娘之墓”，以表义烈。
王十九　　（白）　　　　　着哇！贞节烈妇，总要与她珠冠袍服，千万不可草率。
邻居甲　　（白）　　　　　二相公言之有理。我们大家办理起来。你也回家料理丧事去吧。正是：
　　　　　（念）　　　　　贞节烈妇人人敬，
王十九　　（念）　　　　　报应循环有鬼神。
（王十九、四邻居自两边分下。）

【第十四场】

（怀仁上。）
怀仁　　　（念）　　　　　好嫖好赌爱把宝押——败家，无钱掘墓把死人拉——坟扒。
　　　　　　　　　　　　　人说有鬼我全不怕——胆大，哪见天上有神鉴察——管它！
　　　　　（白）　　　　　在下、怀仁。金陵人氏。父母双亡，留下很多家财，被我吃喝嫖赌，俱已花尽。
　　　　　　　　　　　　　终日游手好闲，全仗偷盗为生。只因城内巡查严紧，是我无法下手。因此又
　　　　　　　　　　　　　想了一个绝妙的买卖，在四乡旷野偷棺掘墓。这个买卖倒是稳稳当当，不露声
　　　　　　　　　　　　　色。这且不言。只因今早听了一件奇事，我们这村里王十八从外边带来一个媳
　　　　　　　　　　　　　妇，叫尤氏庚娘，头天入洞房，就把王十八跟他妈妈都给杀啦。这个庚娘也投
　　　　　　　　　　　　　水死啦。后来搜出一封书信，才知道这庚娘全家都被王十八给害啦！这个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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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我们村庄有好事的，说她是贞节烈妇，挨门凑钱，
　　　　　　　　　　　　　凑了一百多两银子，与她买了珠冠袍服，还买了杉木十三元的棺材，葬在南郊，
　　　　　　　　　　　　　还给立了一个碑，上面刻着“义烈庚娘之墓”六个大字。我想她即无坟主。
　　　　　　　　　　　　　又无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但我一人前去，又无人给我巡风。不免去找我
　　　　　　　　　　　　　那把兄郝义，叫他来帮助我，若是珠冠袍服到手，卖了钱，分给他—成二成的，
　　　　　　　　　　　　　也算是我们把兄弟的义气。要是犯了事，我虽不能都推在他身上，也得拉他
　　　　　　　　　　　　　垫垫背，我的罪过也好轻点。好，就是这个主意。这我找他便了！
　　　　　（唱）　　　　　出得门来用目望，
　　　　　　　　　　　　　只见日落月生光。
　　　　　　　　　　　　　急急忙忙朝前往，
　　　　　　　　　　　　　见了大哥说端详。
　　　　　（白）　　　　　说着说着，到啦。
　　　　　　　　　　　　　大哥，开门来！
郝义　　　（内白）　　　　啊哈！
（郝义上。）
郝义　　　（念）　　　　　偷鸡盗狗手段高，半夜三更逞英豪。就怕有人把我叫，
怀仁　　　（白）　　　　　开门来！
郝义　　　（念）　　　　　吓得我胆战心又跳！
　　　　　（白）　　　　　谁呀？
怀仁　　　（白）　　　　　我呀。
郝义　　　（白）　　　　　兄弟吗？请进来！
怀仁　　　（白）　　　　　请。
郝义　　　（白）　　　　　把弟驾临寒舍，不知有什么事情哪？
怀仁　　　（白）　　　　　“无事不登三宝殿”。小弟今来，有件事情和把兄商量。
郝义　　　（白）　　　　　有什么事，您说吧！
怀仁　　　（白）　　　　　我今日来找您，有件好买卖，您同我去，咱们哥俩可以发点财。
郝义　　　（白）　　　　　什么买卖？
怀仁　　　（白）　　　　　您别忙！听我慢慢吿诉您：咱们本村王十八，不知从哪里拐个妇人来，叫尤氏
　　　　　　　　　　　　　庚娘，头天入洞房，就把他们娘俩给杀啦。这个庚娘也投水而死。后来搜出一
　　　　　　　　　　　　　封书信，才知道庚娘一家都被王十八害啦，这个妇人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
　　　　　　　　　　　　　咱们村里有好事的，说她是贞节烈妇，挨门凑钱，凑了一百多两银子，给她
　　　　　　　　　　　　　买的珠冠袍服，十分丰满，葬在南郊，还给立了一个碑。我想她即无坟主。又
　　　　　　　　　　　　　无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有这样好的买卖，万不能忘了您，这也是赞们哥
　　　　　　　　　　　　　俩相交一场，平素义气。
郝义　　　（白）　　　　　哎呀，这偷棺掘墓、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能做。况且她是个贞节烈妇，这个
　　　　　　　　　　　　　事情更做不得啦。
怀仁　　　（白）　　　　　您又来啦！您还别假不指着；您不去，我一个人去，我要是发了财，您可别眼
　　　　　　　　　　　　　热！
郝义　　　（白）　　　　　不是呀，偷猫盗狗我全行，偷棺掘墓，我真没有那个胆子。
怀仁　　　（白）　　　　　您这么点胆子都没有，一辈子还发得了财吗？
郝义　　　（白）　　　　　我真不行嘛！
怀仁　　　（白）　　　　　您不行，我可走啦，您可别后悔！
郝义　　　（白）　　　　　那么您别走，咱们商量商量。
怀仁　　　（白）　　　　　怎么，商量什么？您说吧！
郝义　　　（白）　　　　　我跟您去，帮您扒扒土，这我行。叫我扒死人，我真有点害怕。
怀仁　　　（白）　　　　　得啦，就依着您。这么办：天色还早，回头您去打点酒买点菜，吃得饱饱的，
　　　　　　　　　　　　　喝得醉醉的，也好助助胆子。
郝义　　　（白）　　　　　好吧。正是：
　　　　　（念）　　　　　偷猫盗狗我占先，
怀仁　　　（念）　　　　　那才赚上儿文钱？
郝义　　　（念）　　　　　碰上别人我害怕，
怀仁　　　（念）　　　　　顶多衙门住几年。
（怀仁、郝义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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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场】

（场设坟墓。四云童引南海大士同上。〖点绛唇〗。）
南海大士　（念）　　　　　家住南海菩陀山，紫竹林内把身安。一边飞翔白鹦鹉，一边杨柳串枝莲。
　　　　　（白）　　　　　我乃南海大士是也。只因庚娘遇难，理当不死，吾前来搭救。
　　　　　　　　　　　　　庚娘！庚娘！汝夫未死！尚当重圆。吾神搭救，速速还阳者！
（南海大士下。下场门摆大帐子、棺材。庚娘暗上。）
庚娘　　　（唱）　　　　　闷悠悠似有人将奴呼唤，
　　　　　　　　　　　　　恍惚惚身无力困苦难言。
　　　　　　　　　　　　　黑暗暗四周围难以看见，
（〖急急风〗。怀仁、郝义同上，同挖坟开。庚娘从坟内坐起。）
庚娘　　　（唱）　　　　　冷凄凄吹得我遍体生寒。
郝义　　　（白）　　　　　吓死我啦！这是诈尸，还是活着哪？
怀仁　　　（白）　　　　　您先别害怕。咱们听听她说什么。
庚娘　　　（白）　　　　　是我落水而死，为何又在此地？噢，噢，是了！想是有人将我埋葬了。方才我
　　　　　　　　　　　　　在棺木之中，听得有人对我言讲，说我丈夫未死，尚有重圆之日，自有人来救
　　　　　　　　　　　　　我。但不知救我者何人也？
怀仁　　　（白）　　　　　不好，你瞧是诈尸！
庚娘　　　（白）　　　　　哦，我明白了，二位敢是前来救我的么？
郝义　　　（白）　　　　　得啦。你听，这不是诈尸吗？
怀仁　　　（白）　　　　　我过去瞧瞧。
　　　　　　　　　　　　　啊！我们是救你的，你怎么又活啦？
庚娘　　　（白）　　　　　我适才如在梦中，有一位神仙将我唤醒。二位速速将我救出，自有重报。
怀仁　　　（白）　　　　　您是真活啦？
庚娘　　　（白）　　　　　是的。那一位过来，搀我出去。
怀仁　　　（白）　　　　　哎呀，大哥，您有几根胡子，您去吧！
郝义　　　（白）　　　　　起根儿我没打算来。谁出主意，谁过去搀。
怀仁　　　（白）　　　　　谁叫您是把兄哪？还是您过去搀！
郝义　　　（白）　　　　　我过去搀？就依着你。
（郝义搀庚娘出棺材。）
怀仁　　　（白）　　　　　这有土堆，您先坐下喘喘气，再打别的主意。
庚娘　　　（白）　　　　　幸得二位前来，使奴得见天日。来来来，这是我头上簪环，愿做酬谢。烦劳二
　　　　　　　　　　　　　位再将奴送入庵中，鬻为尼僧，所得银两，全数送与二位。
怀仁　　　（白）　　　　　哎呀，不敢不敢！娘子贞烈，神人共鉴。小人们只穷得没法子，所以才做了这
　　　　　　　　　　　　　挖坟盗棺的事情。只要您不声张，也就够我们幸运啦。怎么还敢把您卖为尼僧
　　　　　　　　　　　　　呢？
庚娘　　　（白）　　　　　此奴自乐为之，二位但行无妨。
怀仁　　　（白）　　　　　大哥，咱们能这么办吗？
郝义　　　（白）　　　　　别忙！我有个道儿：镇江耿老夫人膝下无儿无女，我们将这位娘子送去，她一
　　　　　　　　　　　　　见，必然大喜，或者收下做个螟蛉女儿，岂不有了安身之处？娘子您看好不好
　　　　　　　　　　　　　哇？
庚娘　　　（白）　　　　　就请引我前去。这簪环一定酬谢了。
怀仁、
郝义　　　（同白）　　　　我们可不敢！
庚娘　　　（白）　　　　　二位不必推辞，快快拿了去吧！
怀仁、
郝义　　　（同白）　　　　那么我们愧领啦。您哪走得动走不动啊？
庚娘　　　（白）　　　　　我还勉强走得。二位带路！
　　　　　（唱）　　　　　难得二位行方便，
　　　　　　　　　　　　　但愿此去遇机缘。
（怀仁、郝义搀庚娘同下。）

【第十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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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复上。）
尹复　　　（引子）　　　　仗义疏财为根本，要行慈善方便门。
　　　　　（念）　　　　　国乱出奸佞，流寇害黎民。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白）　　　　　老汉、尹复。只因流寇造反，朝廷十分惊惧，因此命袁崇焕为帅，统领大兵二
　　　　　　　　　　　　　十万，前来征剿。想袁崇焕与我乃是知己之交，闻他大兵已到淮上，我欲前去
　　　　　　　　　　　　　拜望于他，为此，命家院前去打听。去了许久为何不见到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员外：今有袁大将军前来拜访，已在门前下马。
尹复　　　（白）　　　　　唔呀！我正要拜访他，他倒来了。快快有请！
院子　　　（白）　　　　　是。
　　　　　　　　　　　　　有请大将军！
（二旗牌、袁崇焕同上。）
袁崇焕　　（念）　　　　　为请参谋为国佐，特地前来拜故交。
　　　　　（白）　　　　　啊，尹仁兄！
尹复　　　（白）　　　　　袁贤弟！你我久违了！
尹复、
袁崇焕　　（同笑）　　　　啊哈哈哈……
尹复　　　（白）　　　　　请！
袁崇焕　　（白）　　　　　请！
尹复　　　（白）　　　　　请坐！
袁崇焕　　（白）　　　　　有坐。
尹复　　　（白）　　　　　贤弟驾临敝庄，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袁崇焕　　（白）　　　　　岂敢！小弟来得卤莽，望兄海涵！
尹复　　　（白）　　　　　岂敢！闻听贤弟奉命平寇，扫灭豺狼，必然马到成功，真乃苍生之幸！
袁崇焕　　（白）　　　　　小弟才疏学浅，受收重任，实乃圣上鸿恩！
尹复　　　（白）　　　　　真乃过谦了。贤弟不在大营，驾临寒舍，不知有何见论？
袁祟焕　　（白）　　　　　只因小弟奉命统领大军，剿灾流寇，只是营中缺少参谋。弟久知仁兄年高德重，
　　　　　　　　　　　　　足智多谋，为此，前来相请。若肯帮助小弟筹划军务，此番剿宼，必定成功。
　　　　　　　　　　　　　仁兄料无推辞的了！
尹复　　　（白）　　　　　想愚兄幼年之时，看破仕途，不愿为官。何况如今年迈，精神不佳。筹划军务，
　　　　　　　　　　　　　实乃要事，倘有疏虞，岂不贻误国家大事？既是贤弟营中缺少参谋，现有一
　　　　　　　　　　　　　人，年富力强，饱读诗书，韬略精通。若得此人同去，决不误事。
袁祟焕　　（白）　　　　　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今在何处？
尹复　　　（白）　　　　　此人姓金名大用，河南人氏。因遇兵荒逃难，路遇强人陷害落水，被我拯救。
　　　　　　　　　　　　　现在寒舍教读两个小儿。
袁崇焕　　（白）　　　　　即在尊府，何不请来相见？
尹复　　　（白）　　　　　来，有请金先生！
院子　　　（白）　　　　　有请金先生！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念）　　　　　不幸被害得活命，时刻不忘大恩人。
　　　　　（白）　　　　　啊！恩公唤我何事？
尹复　　　（白）　　　　　只因我好友袁大将军奉命征剿流寇，路经至此，特来相访。随我上前见过。
金大用　　（白）　　　　　是。
尹复　　　（白）　　　　　啊贤弟，此人就是金大用先生。
　　　　　　　　　　　　　金先生，此位就是我故友袁大将军，向前见礼！
金大用　　（白）　　　　　是。啊大将军，生员金大用这厢有礼！
袁崇焕　　（白）　　　　　不敢不敢！先生请坐！
金大用　　（白）　　　　　大将军在此，哪有生员的座位？
袁崇焕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金大用　　（白）　　　　　如此，生员吿坐。
袁崇焕　　（白）　　　　　适才听吾兄言道，先生饱读诗书，精通韬略。今得相见，真乃三生有幸！
金大用　　（白）　　　　　生员乃一介腐才，不过粗通文墨。蒙尹公怜爱，教读二位公子。有何德能，敢
　　　　　　　　　　　　　劳大将军如此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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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　　（白）　　　　　先生不必忒谦，大才必当大用。如今流寇作乱，天下惶惶，朝廷有事之秋，正
　　　　　　　　　　　　　当报效之期。某奉命平寇，统领大兵。营中缺少参谋筹划军机。适才吾兄举荐
　　　　　　　　　　　　　先生大才。若肯帮助，平寇必定成功。
金大用　　（白）　　　　　启禀大将军：即承见爱，又蒙恩公举荐，理应遵命。只是生员因逃难路遇强人，
　　　　　　　　　　　　　一家被害落水。蒙恩公搭救，我母子才得生路。不幸天伦溺水已死，妻子尤
　　　　　　　　　　　　　氏被强人掳去，不知生死存亡。如今只有老母，蒙恩公收养。生员若是前去从
　　　　　　　　　　　　　军，老母无人侍奉，实与孝道有亏，因此不敢从命。望将军、恩公谅之！
尹复　　　（白）　　　　　不妨。你老母在我家中，管保衣食无缺。何况又有贼人王十八之妻唐氏在你母
　　　　　　　　　　　　　亲身旁替你尽孝，早晚侍奉。想那唐氏情愿与你为妾，是你屡次推却，所以中
　　　　　　　　　　　　　止。此妇不肯相弃而去，所以在我家中暂为收养。我看此人，虽是贼人之妇，
　　　　　　　　　　　　　颇有义烈性情。依我之见，今将此妇允为收纳，然后同大将军前去平寇，但等
　　　　　　　　　　　　　立功回来，老夫与你二人成全花烛。倘得一子接续金门香烟，岂不是两全其美？
金大用　　（白）　　　　　既是恩公如此成全，感恩非浅，何敢推辞？今后务仗大将军提拔。
袁崇焕　　（白）　　　　　好哇！今得贤才，何愁流寇不平？请先生同我前去，暂为记室，若得立功，本
　　　　　　　　　　　　　奏朝廷，必有封赠。
金大用　　（白）　　　　　多谢大将军！
袁崇焕　　（白）　　　　　啊尹兄，念弟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尹复　　　（白）　　　　　且慢！你我故友相见，实乃万幸。必须畅谈痛饮，再行不迟。
袁崇焕　　（白）　　　　　到此就要叨扰！
尹复　　　（白）　　　　　来，预备酒宴伺候！
院子　　　（白）　　　　　是。
尹复　　　（白）　　　　　贤弟请！
袁崇焕　　（白）　　　　　请！
　　　　　（唱）　　　　　大丈夫在世上总要忠孝，
金大用　　（唱）　　　　　做一个奇男子万古名标。
尹复　　　（唱）　　　　　叫人来将酒宴花厅摆好，
　　　　　　　　　　　　　今日里须畅饮叙叙故交。
（金大用、尹复、袁崇焕同下。）

【第十七场】

（耿夫人上，丫鬟、院子随同上。）
耿夫人　　（引子）　　　　膝下少芝兰，年老有谁怜？
　　　　　（念）　　　　　夫君在世为官宦，家财万贯广庄田。济困扶危好乐善，苍天无眼绝后传。
　　　　　（白）　　　　　老身、梅氏。配夫耿文维，不幸亡故。留下万贯家财，在这镇江居住，最喜行
　　　　　　　　　　　　　善好施。膝下缺少儿女，晚景凄凉，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　　　　　空叹家财有万贯，
　　　　　　　　　　　　　膝下无后也枉然。
（怀仁、郝义搀庚娘同上。）
庚娘　　　（唱）　　　　　蒙二位搭救我天日得见，
怀仁　　　（唱）　　　　　望娘子见夫人莫露实言。
郝义　　　（白）　　　　　到啦。
怀仁　　　（白）　　　　　您先别忙，我还有要紧的话说。您此番进去，见了耿老夫人，可千万别说我们
　　　　　　　　　　　　　哥俩个在坟里把您给扒出来的。您要一说真情实话，一来耿老夫人是年迈之人，
　　　　　　　　　　　　　一听您死而复生，必定害怕，绝不敢收留；二来我弟兄也吃罪不起。您就说
　　　　　　　　　　　　　是坐船遭了风暴，船翻落水，被我们哥俩救上岸来，送您到此。老夫人一听，
　　　　　　　　　　　　　必定相信，可就把您收留下啦。我这一套话，您可千万别忘啦。
庚娘　　　（白）　　　　　奴自晓得。
怀仁　　　（白）　　　　　您别尽听话，大哥，您倒是叫门去呀！
郝义　　　（白）　　　　　好！你真会撒谎。
　　　　　　　　　　　　　门上哪位在？
院子　　　（白）　　　　　什么人？
郝义　　　（白）　　　　　你老人家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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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　　　（白）　　　　　你们是哪里来的？到此做甚？
怀仁、
郝义　　　（同白）　　　　老夫人可在堂上？
院子　　　（白）　　　　　现在堂上。
怀仁、
郝义　　　（同白）　　　　烦劳您给回禀一声：就说郝义、怀仁在江岸之上，救了一个逃难的女子，来到
　　　　　　　　　　　　　此地，无处投奔。是她闻得老夫人慷慨慈善，特地前来相投，愿与老夫人做为
　　　　　　　　　　　　　侍女，为此求见老夫人。烦劳您哪给回禀回禀。
院子　　　（白）　　　　　候着。
　　　　　　　　　　　　　启禀夫人：今有郝义、怀仁救了一个逃难女子，前来求见夫人。
耿夫人　　（白）　　　　　吩咐来人外面伺候。叫那女子进来，老身亲自问话。
院子　　　（白）　　　　　是。
　　　　　　　　　　　　　来人哪！老夫人吩咐，叫那女子进去，老夫人要亲自问话，你二人外面伺候。
怀仁郝义　（白）　　　　　喳！
　　　　　　　　　　　　　您进去吧，老夫人要亲自问话哪。我们哥俩在外面听信。
庚娘　　　（白）　　　　　是。
　　　　　　　　　　　　　有劳带路！
院子　　　（白）　　　　　随我进来。这就是老夫人，向前见过！
庚娘　　　（白）　　　　　是。
　　　　　　　　　　　　　老夫人在上，难女参拜！
耿夫人　　（白）　　　　　罢了。
庚娘　　　（白）　　　　　谢夫人！
耿夫人　　（白）　　　　　这一女子姓甚名谁？
庚娘　　　（白）　　　　　奴家金门尤氏，小字庚娘。吾父也曾做过太守。
耿夫人　　（白）　　　　　唔呀，原来是位千金小姐，请坐请坐！
庚娘　　　（白）　　　　　老夫人在上，哪有难女座位？
耿夫人　　（白）　　　　　有话叙谈，焉有不坐之理！
庚娘　　　（白）　　　　　如此吿坐。
耿夫人　　（白）　　　　　请问小姐家住娜里？配夫何人？因何至此？慢慢讲来！
庚娘　　　（白）　　　　　夫人容禀！
　　　　　（唱）　　　　　未曾开言泪满面，
　　　　　　　　　　　　　中州地方有家园。
　　　　　　　　　　　　　父做太守为官宦，
　　　　　　　　　　　　　配夫大用是生员。
　　　　　　　　　　　　　只为流寇造了反，
　　　　　　　　　　　　　一家逃难上舟船。
　　　　　　　　　　　　　不想中途遭风变，
　　　　　　　　　　　　　一家被淹实可怜。
　　　　　　　　　　　　　奴遇搭救活命转，
　　　　　　　　　　　　　无处投奔把身安。
　　　　　　　　　　　　　闻得夫人行方便，
　　　　　　　　　　　　　因此投奔到此间。
　　　　　　　　　　　　　夫人若肯施恩典，
　　　　　　　　　　　　　愿做侍女奉堂前。
耿夫人　　（唱）　　　　　听她之言心好惨，
　　　　　　　　　　　　　红颜薄命果实言。
　　　　　　　　　　　　　老身缺少芝兰伴，
　　　　　　　　　　　　　莫若收她在膝前。
　　　　　（白）　　　　　那一女子，我看你孤单无依，甚是可怜。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庚娘　　　（白）　　　　　夫人有何金言，但讲无妨。
耿夫人　　（白）　　　　　老身膝下无嗣，意欲将你收为义女，照料家务，管保你衣食无缺，不知你心下
　　　　　　　　　　　　　如何？
庚娘　　　（白）　　　　　夫人如此恩德，奴家感恩不尽。母亲请上，受女儿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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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感谢夫人恩非浅，
　　　　　　　　　　　　　从此定省在膝前。
耿夫人　　（白）　　　　　家院，取纹银二十两赏与郝义、怀仁。对他去说，送来的难女老身收下，已做
　　　　　　　　　　　　　义女，叫他们领赏去吧。
院子　　　（白）　　　　　是。
　　　　　　　　　　　　　郝义、怀仁！夫人赏你们二十两银子。送来的难女，老夫人业已收为义女，叫
　　　　　　　　　　　　　你们领赏去吧。
郝义、
怀仁　　　（同白）　　　　多谢老夫人！
　　　　　　　　　　　　　这回咱们俩人可闹着啦。
（郝义、怀仁同下。）
耿夫人　　（白）　　　　　啊女儿，且同我到后面拜过祖先，再慢慢差人寻访你翁姑、丈夫的下落便了。
庚娘　　　（白）　　　　　多谢母亲！
耿夫人　　（白）　　　　　正是：
　　　　　（念）　　　　　但愿你家重圆庆，
庚娘　　　（念）　　　　　待等梦中与来生。
（耿夫人、庚娘、院子、丫鬟同下。）

【第十八场】

（尹复上，院子随上。）
尹复　　　（唱）　　　　　闻听袁公打胜仗，
　　　　　　　　　　　　　金生受职要还乡。
　　　　　　　　　　　　　不枉唐氏痴心想，
　　　　　　　　　　　　　此回定要配鸾凰。
　　　　　（白）　　　　　老汉、尹复。前者故友袁大将军奉旨平寇，从此经过，前来访我，言道他营中
　　　　　　　　　　　　　缺少参谋。是我看金大用颇有才能，荐与袁将军以为记室，帮办军务。昨日有
　　　　　　　　　　　　　人前来报信，说袁大将军平寇得胜，保举金大用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
　　　　　　　　　　　　　是我一闻此言，十分欢喜。不免请出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说与他们知道，
　　　　　　　　　　　　　也叫他们欢喜欢喜。
　　　　　　　　　　　　　来，有请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
院子　　　（白）　　　　　有请金老夫人、唐氏娘子！
（金母、唐氏同上。）
金母　　　（念）　　　　　悲叹庚娘无踪迹，
唐氏　　　（念）　　　　　唐氏情愿当儿媳。
金母　　　（白）　　　　　啊恩公，老身这厢有礼！
尹复　　　（白）　　　　　不敢不敢。老夫人请坐！
唐氏　　　（白）　　　　　恩人在上，小妇人这里万福！
尹复　　　（白）　　　　　大娘子少礼，请坐！
金母、
唐氏　　　（同白）　　　　吿坐。唤我等出来，有何吩咐？
尹复　　　（白）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金母　　　（白）　　　　　喜从何来？
尹复　　　（白）　　　　　只因昨日有人前来报信，说袁大将军扫平流寇，大获全胜，保举令郎大用已授
　　　　　　　　　　　　　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岂不是老夫人大大一喜？
金母　　　（白）　　　　　哦！原来我儿跟随袁大将军扫平流寇，得了官职么？
尹复　　　（白）　　　　　正是。
（唐氏背供。）
唐氏　　　（白）　　　　　哟！金郎真得了官啦！
金母　　　（白）　　　　　哎呀呀，待我谢天谢地！
尹复　　　（白）　　　　　当谢天地。
唐氏　　　（白）　　　　　阿弥陀佛！他可要回来啦。
金母　　　（白）　　　　　啊恩公，我儿得此荣耀，皆是恩公提拔，叫我母子何以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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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复　　　（白）　　　　　岂敢岂敢！
唐氏　　　（白）　　　　　啊，请问恩人，您方才说，金郎平寇得胜，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么？
尹复　　　（白）　　　　　正是。
唐氏　　　（白）　　　　　这个！恩人哪！哎呀，我的恩人哪！
尹复　　　（白）　　　　　做什么？
唐氏　　　（白）　　　　　您别净当我的恩人啦！
尹复　　　（白）　　　　　这是怎么讲？
唐氏　　　（白）　　　　　哎呀恩人！您别净装糊涂啦！只因我等被那狠心的强盗王十八所害，蒙恩人搭
　　　　　　　　　　　　　救，幷劝金郎收纳，他不是以父丧为辞，就是说要去报仇，寻访庚娘下落。那
　　　　　　　　　　　　　时我言道，如庚娘犹在，我情愿做个侧室。他还是不允。是我无处可归。那时
　　　　　　　　　　　　　你老人家见我无依无靠，暂代收养，替他朝夕侍奉老母，金郎给您教授两个公
　　　　　　　　　　　　　子。他父孝已满，我正要求您那作伐，不想来了一位袁大将军带他出征。且喜
　　　　　　　　　　　　　他立了功劳，得了官职，不日就要荣归。没别的，我的终身大事，全仗着您这
　　　　　　　　　　　　　个媒人啦。如果成全，那可真算得我大大的恩人啦。
尹复　　　（白）　　　　　哈哈哈！大娘子只管放心。你的婚姻大事，俱在老夫身上。待等金先生回来，
　　　　　　　　　　　　　我与他说明，料无推却。那时选一良辰吉日，就在我家下与你们成全花烛也就
　　　　　　　　　　　　　是了。
唐氏　　　（白）　　　　　那么着，我这儿先谢谢您啦！
尹复　　　（白）　　　　　不敢不敢。
（院子上。）
院子　　　（念）　　　　　忙将金爷事,，报与主人知。
　　　　　（白）　　　　　禀员外：金大人荣归，已在门外下马。
尹复　　　（白）　　　　　金大人回来了！
金母　　　（白）　　　　　我儿回来了！
唐氏　　　（白）　　　　　哟！怎么这么快他回来啦！
　　　　　　　　　　　　　啊恩人，我的事情，您可千万别忘啦。
（唐氏笑。）
尹复　　　（白）　　　　　晓得了。
（唐氏笑下。）
尹复　　　（白）　　　　　来，有请金大人！
院子　　　（白）　　　　　有请金大人！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唱）　　　　　金大用授游击皇恩浩荡，
　　　　　　　　　　　　　闻庚娘尽节死暗自悲伤。
　　　　　　　　　　　　　今日里锦衣归来到淮上，
　　　　　　　　　　　　　见尹翁行大礼叩谢恩光。
尹复　　　（白）　　　　　啊金大人！
金大用　　（白）　　　　　不敢不敢！恩公快快请上，待大用大礼参拜。
尹复　　　（白）　　　　　不敢不敢！你母亲现在堂上，快快见过。
金大用　　（白）　　　　　啊母亲，孩儿从军，母亲身旁少尽孝道，望母亲恕罪！
金母　　　（白）　　　　　我儿得此荣耀，皆是恩公再造之恩，还不向前谢过？
金大用　　（白）　　　　　是。
尹复　　　（白）　　　　　哎呀，不敢不敢，大人请坐！
金大用　　（白）　　　　　吿坐。
尹复　　　（白）　　　　　大人平寇立功，得官荣归，可喜可贺！
金大用　　（白）　　　　　一来蒙恩公荐举，二来大将军提拔，我大用有何德能，敢言立功？
尹复　　　（白）　　　　　皆是你一家之福。啊，大人今日荣归回来，我有一事要与大人相商。
金大用　　（白）　　　　　恩公请讲。
尹复　　　（白）　　　　　只因唐氏一心愿与你为妻，是你再三推辞，那妇人无处可归，老夫代为收养，
　　　　　　　　　　　　　在你母亲身旁十分尽孝。此女颇有烈性。你今日得官荣归，必须收纳此女，方
　　　　　　　　　　　　　是正理。量你不再推辞的了！
金大用　　（白）　　　　　启禀恩人：休怪大用还要推辞，只因平寇回来，闻听道路传言，说我妻子庚娘
　　　　　　　　　　　　　被王十八携去，并未失节，反而杀了强盗，与我一家报仇，她又尽节而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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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陵。还有好事之人与她立下坟墓碑碣，以表义烈。想我家有烈妇，如何负
　　　　　　　　　　　　　心再娶妻室？是我此番回来，正要禀明恩公，与我母亲去到金陵，以祭庚娘之
　　　　　　　　　　　　　墓。望恩公谅之！
尹复　　　（白）　　　　　大人之言极是。只是自古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是庚娘已死，大人正当
　　　　　　　　　　　　　续娶唐氏，倘得一子，也好接续金门香烟，方是你的孝道，万勿推辞了！
金母　　　（白）　　　　　既是恩公如此言讲；我儿应允才是。
金大用　　（白）　　　　　是。既是恩公如此成全，大用怎敢推辞？遵命就是。
尹复　　　（白）　　　　　哈哈哈……好哇！这便才是。明日乃是良辰吉日，就在我家与你们完成花烛，
　　　　　　　　　　　　　然后你们再到金陵去祭庚娘之墓，以表夫妻之义，也还不迟。
金大用　　（白）　　　　　遵命。
尹复　　　（白）　　　　　来！
院子　　　（白）　　　　　有。
尹复　　　（白）　　　　　后堂摆宴，与大人贺喜接风。
院子　　　（白）　　　　　是。
尹复　　　（唱）　　　　　见大人得官职心情欢畅，
金大用　　（唱）　　　　　蒙恩人成全我再造恩光。
尹复　　　（白）　　　　　请！
金母、
金大用　　（同白）　　　　请！
（尹复、金大用、金母同下。）

【第十九场】

（庚娘上。）
庚娘　　　（唱）　　　　　叹全家遭不幸落水而丧，
　　　　　　　　　　　　　杀贼子明大义答报夫郎。
　　　　　　　　　　　　　实指望殉夫节黄泉路上，
　　　　　　　　　　　　　又谁知天怜念死后还阳。
　　　　　（白）　　　　　奴家、尤氏庚娘。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便与丈夫、公婆同往广陵避难。
　　　　　　　　　　　　　谁知舟中遇害。是奴假意从贼，来到金陵，杀了王十八全家。大仇已报，投河
　　　　　　　　　　　　　而死。也不知何人将奴埋葬。恍惚之间，有人对我言道：庚娘啊庚娘！你丈夫
　　　　　　　　　　　　　未死，日后尚有重圆之日。一惊醒来，自觉身在棺中。多蒙两个盗墓之贼把我
　　　　　　　　　　　　　救出，因见奴是死而复生之人，是他等良心发现，不肯加害，将我送在耿夫人
　　　　　　　　　　　　　府上。只望做一女仆，暂且安身，以便寻访夫君下落。那夫人一听我父曾做太
　　　　　　　　　　　　　守，故此认在膝下以为义女，待如亲生。只因母亲前月忽发旧疾，奴曾许下金
　　　　　　　　　　　　　山之愿。这几日母亲病体痊愈，理当前去，一则还愿，二则祝告夫妻早日团圆。
　　　　　　　　　　　　　也曾命家院觅船去了。待奴禀与母亲得知。
　　　　　　　　　　　　　有请母亲！
（耿夫人上。）
耿夫人　　（念）　　　　　虽有乏嗣之叹，幸得义女承欢。
庚娘　　　（白）　　　　　母亲万福！
耿夫人　　（白）　　　　　罢了，坐下！
庚娘　　　（白）　　　　　吿坐。
耿夫人　　（白）　　　　　请为娘出来何事？
庚娘　　　（白）　　　　　啊母亲，儿因母亲染病，许下金山之愿。今幸母亲之病已愈，儿曾命家人觅船
　　　　　　　　　　　　　去了。孩儿禀明母亲，也好前去。
耿夫人　　（白）　　　　　我儿独自前去，为娘放心不下。我因久病新愈，正要散闷散闷。你我母女一同
　　　　　　　　　　　　　前去就是。
庚娘　　　（白）　　　　　如此甚好。家院去了许久，怎么还未回来？
（院子上。）
院子　　　（念）　　　　　奉命觅舟船，忙与小姐言。
　　　　　（白）　　　　　啊，太夫人、小姐，船只雇妥，已在后门之外。
庚娘　　　（白）　　　　　请母亲登舟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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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夫人　　（白）　　　　　院子带路！
　　　　　（唱）　　　　　久病新愈精神爽，
庚娘　　　（唱）　　　　　愿母从此无灾殃。
耿夫人　　（唱）　　　　　家院带路登舟往，
庚娘　　　（唱）　　　　　一秉虔心祝庙堂。
（庚娘、耿夫人、院子同下。）

【第二十场】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同上。）
金母　　　（唱）　　　　　我的儿授官职皇恩浩荡，
　　　　　　　　　　　　　又得着唐氏媳十分贤良。
金大用　　（唱）　　　　　往金陵祭庚娘离了淮上，
唐氏　　　（唱）　　　　　奴也去表一表姐妹情肠。
金大用　　（白）　　　　　啊母亲，想我一家，多亏尹善人搭救，又蒙他与我夫妻成全花烛。是我要往金
　　　　　　　　　　　　　陵祭扫庚娘之墓，以表我夫妻之义，因此别了恩人，登舟前往。—路行来，已
　　　　　　　　　　　　　到镇江。眼前就是金山，好一派景致也！
金母　　　（白）　　　　　哦，眼前就是金山了。为娘正要到那里，一来烧香，二来看看山景，不知我儿
　　　　　　　　　　　　　意下如何？
唐氏　　　（白）　　　　　母亲即愿烧香，儿媳一同前去。
金大用　　（白）　　　　　好哇，大家一同前往。
　　　　　　　　　　　　　水手们，快快将船开往金山去者！
二船夫　　（同白）　　　　啊！
金大用　　（唱）　　　　　叫水手速催舟金山前往，
唐氏　　　（唱）　　　　　求神灵保佑奴早生儿郎。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二船夫、庚娘、耿夫人、院子同上。）
耿夫人　　（唱）　　　　　还却了神前愿闲游玩赏，
庚娘　　　（唱）　　　　　犹如那画图中美景风光。
耿夫人　　（唱）　　　　　在舟中看金山江心荡漾，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同上。）
金大用　　（唱）　　　　　对舟中一女子貌似庚娘。
（金大用与庚娘对看。）
金大用　　（白）　　　　　啊！看对面舟中女子，好似我妻庚娘模样。闻她尽节已死，为何还在人世？
庚娘　　　（白）　　　　　啊！此人好生面善，看他与我家官人金大用相貌无异。只是他溺水身亡，为何
　　　　　　　　　　　　　还在人世，莫非不曾死么？
金大用　　（白）　　　　　我想世上同貌之人或者有之，不要认错了。
（金大用与庚娘对看。）
庚娘　　　（白）　　　　　唔，一定是他，这又奇了！
金大用　　（白）　　　　　看那女子，对我细看出神，定是庚娘无疑。怎奈男女有别，不能隔舟谈话，这
　　　　　　　　　　　　　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将闺中隐语高声说出，看她怎样动作。
　　　　　　　　　　　　　啊！你看那群鸭儿飞上天也。
庚娘　　　（白）　　　　　啊，你看那馋狗儿欲食猫子腥也。
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正是我（妻子）（丈夫）也！
（金大用向二船夫。）
金大用　　（白）　　　　　快快搭了扶手！
（庚娘向二船夫。）
庚娘　　　（白）　　　　　快将两船相并！
（四船夫同并船，庚娘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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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用、
庚娘　　　（同白）　　　　哎呀，（妻呀）（夫哇）！
金母　　　（白）　　　　　啊！你这妇人，为何相抱我儿痛哭？
庚娘　　　（白）　　　　　哎呀婆婆！媳妇庚娘在此，难道你就忘怀了？
金母　　　（白）　　　　　哎呀儿啊！
　　　　　（唱）　　　　　见媳妇不由人珠泪下降，
　　　　　　　　　　　　　莫非是我又做大梦黄粱？
庚娘　　　（白）　　　　　夫哇！你与婆婆被害落水，因何不死，怎会来到此地？
金大用　　（白）　　　　　贤妻呀！
　　　　　（唱）　　　　　被贼害水冲流落在淮上，
　　　　　　　　　　　　　尹善人搭救我母子未亡。
　　　　　　　　　　　　　平流寇得游击皇恩浩荡，
　　　　　　　　　　　　　闻你死来上坟路过镇江。
唐氏　　　（白）　　　　　啊姐姐，妹妹这里有礼啦！
庚娘　　　（白）　　　　　啊，她是何人？
金大用　　（白）　　　　　贤妻，此乃王十八之妻唐氏，落水未死，如今已为我的侧室，难道你把她忘怀
　　　　　　　　　　　　　了？
庚娘　　　（白）　　　　　哦，原来如此。啊贤妹，你我同舟一话，心常不忘。不想如今倒成吴越一家了。
　　　　　　　　　　　　　蒙你侍奉婆婆，我这里与你拜谢了！
唐氏　　　（白）　　　　　理当如此。
金大用　　（白）　　　　　啊娘子，闻你已死，为何还在世上？如今落于何处？
庚娘　　　（白）　　　　　此时难以细讲。请婆婆、丈夫随我过船，拜过恩人，再谈便了。
　　　　　　　　　　　　　搭了扶手！
金大用　　（白）　　　　　请母亲一同过舟。
（金大用、庚娘、唐氏搀金母同过船。）
耿夫人　　（白）　　　　　儿啊，这都是何人？
庚娘　　　（白）　　　　　这是我婆婆、丈夫，一家相会了。
耿夫人　　（白）　　　　　原来如此。
庚娘　　　（白）　　　　　婆婆，这是我义母耿老夫人。
金母　　　（白）　　　　　啊，老夫人，我这里有礼了！
耿夫人　　（白）　　　　　还礼。
庚娘　　　（白）　　　　　官人过来，见过恩人。
金大用　　（白）　　　　　恩人在上，金大用大礼参拜！
耿夫人　　（白）　　　　　贤婿请起。
金母　　　（白）　　　　　啊媳妇，为何又到了夫人府上？
庚娘　　　（白）　　　　　婆婆容禀：
　　　　　（唱）　　　　　杀恶贼尽节死蒙人代葬，
　　　　　　　　　　　　　幸逢着盗墓贼复又还阳。
　　　　　　　　　　　　　多亏他指引到耿府之上，
　　　　　　　　　　　　　收留我做义女恩如亲娘。
金母　　　（白）　　　　　啊夫人，多蒙你收留照看儿媳，教我母子何以为报？
耿夫人　　（白）　　　　　岂敢！已成亲家，何出此言？
金大用　　（白）　　　　　唐氏过来，拜见恩人。
唐氏　　　（白）　　　　　老夫人在上，奴家有礼啦！
耿夫人　　（白）　　　　　请起请起。
　　　　　　　　　　　　　贤婿，此位何人？
金大用　　（白）　　　　　这就是害我的贼人王十八的妻子唐氏，因她力劝丈夫改恶从善，也被推下水去。
　　　　　　　　　　　　　孩儿与她俱被尹善人搭救，又蒙尹善人作伐，她今已为我的侧室了。
唐氏　　　（白）　　　　　哎呀老夫人，您可别笑话。
耿夫人　　（白）　　　　　焉有笑话之理？此处离舍下不远，大家请到家中，与你一家庆贺团圆。
金母　　　（白）　　　　　多谢亲母！正是：
　　　　　（念）　　　　　—家失散甚惨凄，
耿夫人　　（念）　　　　　死而复生古今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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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娘　　　（念）　　　　　强盗害人如害己，
唐氏　　　（念）　　　　　谋人之妻反丢妻。
庚娘　　　（念）　　　　　也是上苍有天理，
金大用　　（白）　　　　　妻呀！
　　　　　（念）　　　　　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母、
耿夫人、
唐氏　　　（同白）　　　　好一个“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大用　　（白）　　　　　开船！
四船夫　　（同白）　　　　啊！
（〖尾声〗。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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