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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恨》

主要角色
韩玉娘：旦
程鹏举：小生
宗泽：老生
瞿士锡：老生
李妪：老旦
赵寻：老生
张万户：净
二老爷：丑
老尼：丑旦
胡干：丑
哈须龙：武净
黑须虎：武净
媒婆：贴旦

情节
北宋末，金人南犯；程鹏举、韩玉娘先后被金将张万户掳作奴隶。张万户强令程鹏举、韩玉娘婚配。韩玉娘
力劝程鹏举逃回故国。事被张万户知道，把韩玉娘出卖；一对新婚夫妇被迫生离。临别时，程鹏举被人赶开，
遗落一鞋，被韩玉娘拾起。韩玉娘去后，程鹏举乘机逃回，投军报国。后来，宋军把张万户击退。程鹏举
升任襄阳太守，思念韩玉娘心切，派赵寻以鞋为证，往原地寻访。当时韩玉娘已经历经磨难，寄居义母李家。
赵寻到处访问不到，正要返回襄阳复命，不料却巧遇韩玉娘。韩玉娘见到鞋，悲痛万分，因而得病。程鹏
举闻报赶来，韩玉娘已经卧病不起。夫妻相见，抱头痛哭，韩玉娘一恸而终，患难夫妻遂成永诀。

注释
《生死恨》是根据明朝传奇《易鞋记》改编的。这个戏是梅兰芳先生晚期代表作之一，是在“九·一八”事
变以后，抗战的前夕改编和演出的。

根据《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张万户同上。〖点绛唇〗。）
张万户　　（念）　　　　　威风凛凛镇北番，万马营中某为先。奉命带领兵和将，要夺大宋锦江山。
　　　　　（白）　　　　　本帅，张万户。大金皇帝驾前为臣。奉狼主之命，带领人马夺取宋室天下，前
　　　　　　　　　　　　　面已是黄河渡口。
　　　　　　　　　　　　　哈须龙、黑须虎听令。
哈须龙、
黑须虎　　（同白）　　　　在。
张万户　　（白）　　　　　各带本部人马，攻打头阵。
哈须龙、
黑须虎　　（同白）　　　　得令。
　　　　　　　　　　　　　带马。
（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下。）
张万户　　（白）　　　　　儿郎的。
四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接应去者。
四金兵　　（同白）　　　　啊。
（朱奴儿牌。四金兵、张万户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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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持弓箭同上。）
哈须龙　　（白）　　　　　某，哈须龙。
黑须虎　　（白）　　　　　黑须虎。
哈须龙　　（白）　　　　　贤弟请了。
黑须虎　　（白）　　　　　请了。
哈须龙　　（白）　　　　　奉了元帅将令，逢州得州，遇县抢县。贤弟请来传令。
黑须虎　　（白）　　　　　大哥传令。
哈须龙　　（白）　　　　　儿郎的。
四金兵　　（同白）　　　　有。
哈须龙　　（白）　　　　　杀！
四金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内擂鼓声。）
韩玉娘　　（内西皮导板）　恨金兵犯疆土豺狼成性，
（众百姓自两边分上。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自两边分上。众人同走圆场，追众百姓分下。韩玉娘上。）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杀百姓掳牛羊鸡犬不宁。
　　　　　　　　　　　　　老爹娘火焚房双双丧命，
（众百姓同上，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追上，同走圆场。哈须龙射韩玉娘一箭。）
哈须龙　　（白）　　　　　看箭。
（众百姓、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下。韩玉娘中箭。）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贼兵到乱放箭我身带雕翎。
　　　　　　　　　　　　　一霎时只觉得疼痛难忍，
（韩玉娘拔箭。）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这时候好教我进退无门。
　　　　　（白）　　　　　且住，想我韩玉娘，指望逃出虎口，留得残生；怎奈这前有黄河，后有追兵，
　　　　　　　　　　　　　又被贼兵射了一箭。这……这便怎么处！也罢！我不免投河一死便了！
（二金兵、黑须虎同上，擒住韩玉娘。二金兵、哈须龙押程鹏举同上。四金兵、张万户押众百姓同上。）
张万户　　（白）　　　　　这一阵杀得倒也爽快。
　　　　　　　　　　　　　儿郎的！
四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将他国百姓带回大营，发交各处为奴。回营啊！
四金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宋兵、中军、宗泽同上。）
宗泽　　　（引子）　　　　连年战争，何日里，扫尽烟尘。
　　　　　（念）　　　　　可恨贼寇太猖狂，年年进犯似虎狼。有朝渡过黄河去，扫荡边尘日月光。
　　　　　（白）　　　　　本督，宗泽。奉命镇守京畿一带。可恨金酋张万户，犯我疆土，时时挑战。也
　　　　　　　　　　　　　曾命探马前去打探，未见回报。
　　　　　　　　　　　　　中军，伺候了。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金酋张万户要渡黄河。
宗泽　　　（白）　　　　　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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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宗泽　　　（白）　　　　　哎呀，且住！适才探马报道，金酋张万户要渡黄河。本当带兵与贼对敌，怎奈
　　　　　　　　　　　　　我兵微将寡。待等各路人马到此，共灭此贼。
　　　　　　　　　　　　　中军。
中军　　　（白）　　　　　有。
宗泽　　　（白）　　　　　吩咐下去，小心防守。
中军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张万户上。）
张万户　　（念）　　　　　人马齐咆哮，战鼓随军敲。
（二老爷暗上。）
张万户　　（白）　　　　　前者，与宋军交战，杀得宋军大败。掳来他国百姓，发交各处为奴，某家也留
　　　　　　　　　　　　　得几名使用。内有一人名唤程鹏举，倒也勤谨可喜。我不免将掳来的民女韩玉
　　　　　　　　　　　　　娘配他为婚，我想他等定可安心在此。
　　　　　　　　　　　　　来，唤玉娘！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玉娘啦。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上。）
韩玉娘　　（念）　　　　　暂忍心头恨，权作阶下人。
　　　　　（白）　　　　　参见老爷。
张万户　　（白）　　　　　罢了。
韩玉娘　　（白）　　　　　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某家行军以来，倒也军情顺利。今乃中秋佳节，寻个南朝的娃娃，与你二人成
　　　　　　　　　　　　　其夫妇，岂不是好。
韩玉娘　　（白）　　　　　这……启禀老爷，奴家生来命苦，情愿长斋念佛，终身不想嫁人的了。
张万户　　（白）　　　　　嗯！竟敢多言，起过一旁。
　　　　　　　　　　　　　来，唤程鹏举。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程鹏举！
程鹏举　　（内白）　　　　来了。
（程鹏举上。）
程鹏举　　（念）　　　　　被掳在金营，常怀报国心。
　　　　　（白）　　　　　参见老爷，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某家行军以来，有功必赏。今乃八月十五日，赏你一房妻室，你意如何？
程鹏举　　（白）　　　　　想这婚姻大事，关系终身，岂有草草婚配。小人不敢从命。
（程鹏举跪。）
张万户　　（白）　　　　　唗！大胆奴才，竟敢不遵。
　　　　　　　　　　　　　来呀！
二老爷　　（白）　　　　　喳！
张万户　　（白）　　　　　准备柴房一间，教他二人即刻成亲，若是抗命，斩他的首级。预备了。
（张万户下。）
二老爷　　（白）　　　　　喳。
　　　　　　　　　　　　　起来。
程鹏举　　（白）　　　　　啊，二老爷！
二老爷　　（白）　　　　　老爷吩咐下来，教你们奴隶配奴隶，为的是往后有了子子孙孙都是大金邦的人。
　　　　　　　　　　　　　又赐你们柴房一间，教你们即刻成亲。可别不识抬举呀！
程鹏举　　（白）　　　　　啊，二老爷，但不知我的妻子在哪里？
二老爷　　（白）　　　　　有嘚。你倒会找台阶儿，你顺着我的手儿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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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举　　（白）　　　　　莫非就是韩姑娘？
二老爷　　（白）　　　　　梦也没想到吧！就是她。
程鹏举　　（白）　　　　　呀！
　　　　　（西皮摇板）　　可恨那张万户把婚姻强订，
　　　　　　　　　　　　　幸喜得韩玉娘也是宋民。
　　　　　　　　　　　　　走向前施一礼羞惭难忍，
　　　　　（白）　　　　　小姐呀！
　　　　　（西皮摇板）　　在他人刀剑下暂且偷生。
韩玉娘　　（哭）　　　　　喂呀！
（程鹏举揖请韩玉娘同下。）
二老爷　　（白）　　　　　挺漂亮的韩玉娘，我惦记她不是一天啦。没想到，今儿个会给了程鹏举这小子
　　　　　　　　　　　　　啦。嗯，走对了步儿瞧我的！
（二老爷下。）

【第六场】

（〖小开门〗。程鹏举，韩玉娘同上。）
程鹏举　　（白）　　　　　小姐请坐。
韩玉娘　　（白）　　　　　有座。
程鹏举　　（白）　　　　　你我被掳三年，身为厮养，不想今日成此患难的姻缘。你来看，这中秋月色分
　　　　　　　　　　　　　外光明，也可以算得是花好、月圆、人寿了哇！
韩玉娘　　（白）　　　　　唉！好糊涂的程相公啊！
程鹏举　　（白）　　　　　这，这，怎说卑人糊涂哇？
韩玉娘　　（西皮流水板）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
　　　　　　　　　　　　　山河万里几多愁！
　　　　　　　　　　　　　金酋铁骑豺狼寇，
　　　　　　　　　　　　　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
　　　　　　　　　　　　　尝胆卧薪权忍受，
　　　　　　　　　　　　　从来强项不低头。
　　　　　　　　　　　　　思悠悠来恨悠悠，
　　　　　　　　　　　　　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程鹏举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罢言来满面羞，
　　　　　　　　　　　　　勾起国恨与家仇。
　　　　　（白）　　　　　啊，小姐，卑人身在敌营，心存宋室，无奈关口拦阻，插翅难飞呀！
（二老爷暗上，偷听。）
韩玉娘　　（白）　　　　　闻听人言，两河忠义之士，纷纷揭竿而起。相公，你难道就不打个主意了吗？
　　　　　（西皮散板）　　保社稷抗金兵龙争虎斗，
程鹏举　　（白）　　　　　噤声！
（二老爷急暗下。程鹏举、韩玉娘同惊看门外。）
程鹏举　　（白）　　　　　小姐此处讲话，须要谨慎哪！
韩玉娘　　（白）　　　　　相公啊！
　　　　　（西皮散板）　　男儿汉为国家壮志千秋。
程鹏举　　（白）　　　　　依小姐的高见呢？
韩玉娘　　（白）　　　　　相公啊！
　　　　　（西皮散板）　　劝相公逃出那贼人虎口，
　　　　　　　　　　　　　回故土拼生死扫荡金酋。
程鹏举　　（白）　　　　　哎呀小姐呀！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洞房花烛之夜，怎么教我逃走哇？
韩玉娘　　（白）　　　　　你我此番成婚，乃是老爷的乱命，相公乃读书明理之人，自古道：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程鹏举　　（白）　　　　　这个……小姐之言，甚是有理。请到后面歇息去罢。
韩玉娘　　（白）　　　　　相公，你要再思啊再想！
（韩玉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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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举　　（白）　　　　　是。
　　　　　　　　　　　　　哎呀且住！适才小姐之言，固然甚合我意，但是既然拜过天地，却为何劝我逃
　　　　　　　　　　　　　走，其中甚是蹊跷。莫非张万户这老贼，命她前来试探于我不成？嗯，一定是
　　　　　　　　　　　　　的！我若中他之计，死在他邦，这国仇家恨何日得报？这……这便怎么处？有
　　　　　　　　　　　　　了！我不免今晚就在这外厢，暂住一宵，且待明日，去看老贼的神气再做计较
　　　　　　　　　　　　　便了！
　　　　　（西皮摇板）　　大事从来须缜密，
　　　　　　　　　　　　　防人暗算用心机。
（程鹏举下。）

【第七场】

（四人役、二老爷、张万户同上，程鹏举迎上。四人役同暗下。）
张万户　　（西皮摇板）　　可恨玉娘把我叛，
　　　　　　　　　　　　　劝夫逃走为哪般？
　　　　　　　　　　　　　将身来在营门外，
程鹏举　　（白）　　　　　迎接老爷！
张万户　　（西皮摇板）　　先将鹏举仔细盘。
程鹏举　　（白）　　　　　小人叩头。
张万户　　（白）　　　　　罢了。你夫妻可还恩爱？
程鹏举　　（白）　　　　　啊……倒还恩爱。
张万户　　（白）　　　　　我且问你，韩玉娘对你讲些什么？
程鹏举　　（白）　　　　　这个……
张万户　　（白）　　　　　啊？欲言不语，为了何事？讲！
程鹏举　　（白）　　　　　启禀老爷：小人昨晚与丫鬟玉娘，拜罢天地，不知是何缘故，那玉娘哭哭啼啼，
　　　　　　　　　　　　　不肯成亲，反而劝小人连夜逃走。是小人不敢隐瞒，故此前来禀告，望老爷
　　　　　　　　　　　　　留意。
张万户　　（白）　　　　　哼！你且退下。
程鹏举　　（白）　　　　　是。
　　　　　　　　　　　　　嗯，我岂能中你的诡计！
（程鹏举下。）
张万户　　（白）　　　　　来，唤玉娘。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玉娘。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忽听老爷唤一声，
　　　　　　　　　　　　　吓得玉娘战兢兢。
　　　　　（白）　　　　　参见老爷。
张万户　　（白）　　　　　罢了。
韩玉娘　　（白）　　　　　老爷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我且问你：自到我营，待你如何？
韩玉娘　　（白）　　　　　恩重如山。
张万户　　（白）　　　　　啊？既知恩重如山，劝你丈夫私自逃走，是何道理？
韩玉娘　　（白）　　　　　老爷，并无此事呀！
张万户　　（白）　　　　　啊，你丈夫亲自对我言讲，还敢隐瞒么？
韩玉娘　　（白）　　　　　我好心劝他服侍老爷，焉敢劝他逃走！并无此事。
张万户　　（白）　　　　　不肯实言。
　　　　　　　　　　　　　来，与我打！
二老爷　　（白）　　　　　是。
（韩玉娘跪哭。）
韩玉娘　　（哭）　　　　　喂呀，老爷呀！
　　　　　（西皮散板）　　老爷不必怒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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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娘言来听分明：
　　　　　　　　　　　　　鹏举胡言真可恨，
　　　　　（哭头）　　　　老爷呀！
张万户　　（白）　　　　　打！
二老爷　　（白）　　　　　是。
（二老爷打韩玉娘。）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怎敢私自劝他行。
　　　　　（白）　　　　　老爷开恩，玉娘实实的冤枉啊！
（韩玉娘哭。）
二老爷　　（白）　　　　　老爷，您瞧她哭得这样，把她饶了得啦！
张万户　　（白）　　　　　起来，今日将你饶恕。再有此心，定要将你打死，还不出去！
韩玉娘　　（白）　　　　　多谢老爷。
二老爷　　（白）　　　　　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何必劝你丈夫逃走，挨顿打，冤不冤！
韩玉娘　　（白）　　　　　狗仗人势，下贱的奴才！
二老爷　　（白）　　　　　怎么着，我好心劝你，怎么骂起人来啦！
韩玉娘　　（白）　　　　　哼！
（韩玉娘气愤自语。）
韩玉娘　　（白）　　　　　我宁为鞭下鬼，不做外人奴！
（韩玉娘下。）
二老爷　　（白）　　　　　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等着罢！
　　　　　　　　　　　　　老爷，瞧这样子，可不能再教程鹏举跟韩玉娘在一块儿啦。
张万户　　（白）　　　　　却是为何？
二老爷　　（白）　　　　　日子长了，程鹏举早晚教她给教坏了。
张万户　　（白）　　　　　依你之见？
二老爷　　（白）　　　　　依我看，趁早找个媒婆子来把她卖出去算啦。
张万户　　（白）　　　　　嗯，倒也说得有理，快去唤媒婆前来。
二老爷　　（白）　　　　　是。
（二老爷下。）
张万户　　（白）　　　　　正是：
　　　　　（念）　　　　　任你千般巧，老夫岂能饶。
（张万户下。）

【第八场】

（韩玉娘上。）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我好心劝他逃走，他反将我的言语告知老贼。这是什么缘故哇！
　　　　　　　　　　　　　我看程郎不像甘为奴隶之人！嗯，我定要问他一问，看他拿何言对我哇！
（韩玉娘走圆场。）
韩玉娘　　（西皮摇板）　　我只说他为人志诚可敬，
　　　　　　　　　　　　　又谁知是一个多疑之人。
　　　　　　　　　　　　　此一番上前去把他盘问，
（程鹏举迎上。）
程鹏举　　（西皮摇板）　　看娘子泪满腮定然受刑。
　　　　　（白）　　　　　啊，小姐回来了，请坐。小姐你为何这等狼狈呀？
韩玉娘　　（白）　　　　　我好心劝你逃走，谁知你反将我的言语告知老贼。如今我被他打得这般光景，
　　　　　　　　　　　　　亏你还有心肠前来问我呀！
程鹏举　　（白）　　　　　唉，卑人一时糊涂，将小姐金玉之言，当做是老贼命你前来试探于我。连累小
　　　　　　　　　　　　　姐受此苦楚。如今卑人我是后悔不及的了！
韩玉娘　　（白）　　　　　唉，冤家呀！
程鹏举　　（白）　　　　　哎呀，我这才明白了。
韩玉娘　　（南梆子）　　　劝相公你不必太疑心，
　　　　　　　　　　　　　听奴家说出了肺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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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你回宋邦力图上进，
　　　　　　　　　　　　　我情愿随相公一同潜行。
程鹏举　　（白）　　　　　小姐呀！
　　　　　（南梆子）　　　贤娘子说此话真真可敬，
　　　　　　　　　　　　　大丈夫做奴隶何以为人！
　　　　　　　　　　　　　怎奈是我与你皆被囚困，
　　　　　（白）　　　　　小姐呀！
　　　　　（南梆子）　　　还须要施巧计及早登程。
　　　　　（白）　　　　　小姐说的句句有理，我们今晚收拾收拾，即刻逃走便了。
（二老爷、媒婆同上。）
二老爷　　（白）　　　　　呔！你们在这儿说什么来着？
程鹏举、
韩玉娘　　（同白）　　　　不曾讲些什么。
二老爷　　（白）　　　　　得了罢，我全知道啦。
（二老爷向韩玉娘。）
二老爷　　（白）　　　　　老爷不能容留你，把你卖给举兴元铺掌柜的瞿老丈啦！
媒婆　　　（白）　　　　　收拾收拾，跟我走罢。
程鹏举　　（白）　　　　　哎呀，二老爷呀！世界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待我拼着性命不要，面
　　　　　　　　　　　　　见万户老爷辩理。
二老爷　　（白）　　　　　你得了罢！
（二老爷推倒程鹏举。）
二老爷　　（白）　　　　　一个当奴隶的，辩什么理呀。
韩玉娘　　（白）　　　　　啊，二老爷暂请息怒。请到外面稍待片时，容我夫妻分别一番，即刻就走。
二老爷　　（白）　　　　　这倒使得，快着点儿！
（二老爷向媒婆。）
二老爷　　（白）　　　　　外头等着去。
（二老爷、媒婆同下。）
程鹏举　　（哭）　　　　　哎呀，小姐呀……
（程鹏举跪。）
韩玉娘　　（哭头）　　　　啊……程郎啊！
（韩玉娘扶起程鹏举。）
韩玉娘　　（西皮散板）　　屋漏雨雪上霜鸳鸯惊散，
　　　　　　　　　　　　　从今后两分飞地北天南。
程鹏举　　（白）　　　　　哎呀，小姐呀！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卑人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难道就是这
　　　　　　　　　　　　　样生生的分别了么？
韩玉娘　　（白）　　　　　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程鹏举　　（白）　　　　　唉！这都是卑人之过，事已至此，还望小姐不要灰心。是我平日将老贼的防地
　　　　　　　　　　　　　绘下图形，藏在身旁。今日你我分别之后，我定然逃回故国，献图立功。小姐
　　　　　　　　　　　　　暂且忍耐，一朝扫灭贼寇，也就是你我夫妻团聚之日。如今只求小姐赐我一件
　　　　　　　　　　　　　表记，卑人永远收藏，以志不忘。
韩玉娘　　（白）　　　　　我这里有耳环一只，未被老贼搜去，赠与相公，以为表记。此去海角天涯，你
　　　　　　　　　　　　　我只是魂梦相依的了哇！
二老爷　　（内白）　　　　分别完啦没有，快点儿！
韩玉娘　　（白）　　　　　哎呀，相公啊！你我言尽于此，只得告别了哇！
　　　　　（西皮散板）　　蝼蚁命生和死如同草芥，
程鹏举　　（西皮散板）　　舍不得恩和爱两地分开。
韩玉娘、
程鹏举　　（同哭头）　　　无奈何生别离肝肠痛坏，
（二老爷、媒婆同上，冲散程鹏举、韩玉娘。）
二老爷　　（白）　　　　　走，走，走。
（二老爷赶出程鹏举，程鹏举一只鞋掉在地上，韩玉娘拾起欲交与程鹏举。程鹏举指鞋。）
程鹏举　　（白）　　　　　小姐留下罢！
（二老爷押程鹏举同下。媒婆向韩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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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　　　（白）　　　　　快走！
（韩玉娘将程鹏举的鞋拾起，媒婆、韩玉娘同下。）

【第九场】

（程鹏举上。）
程鹏举　　（白）　　　　　啊，小姐！我好悔也！
　　　　　（西皮散板）　　一霎时只觉得神魂飘荡，
　　　　　（白）　　　　　小姐，玉娘，你不要去啊，你回来啊！唉！走远了哇！
　　　　　（西皮散板）　　骂一声张万户心似虎狼。
　　　　　（白）　　　　　张万户啊，老贼！你害得我夫妻这步田地，我日后得志，定不与你甘休哟！
　　　　　（西皮散板）　　有一日权在手烟尘扫荡，
　　　　　　　　　　　　　杀却了狗奸贼方称心肠。
　　　　　（白）　　　　　哎呀，且住！我夫妻只落得这般光景，如今我是一刻也不能停留的了。哦，有
　　　　　　　　　　　　　了，趁此暮色沉沉，待我速速的逃回故国，将地理图献与大营，定要扫灭金酋，
　　　　　　　　　　　　　边关永固。那时节壮志得酬，也好与玉娘破镜重圆。我就是这个主意。嗯，
　　　　　　　　　　　　　我就是这个主意也！
（程鹏举下。）

【第十场】

（瞿士锡上。）
瞿士锡　　（西皮摇板）　　伯道无子鸾胶续，
　　　　　　　　　　　　　白发红颜自笑痴。
（家院暗上。）
瞿士锡　　（白）　　　　　卑人瞿士锡，乃大宋人氏。一向经商在外，不幸被困北地。只因老妻下世，膝
　　　　　　　　　　　　　下并无儿女，我有意再娶一房，也好接续香烟。前者也曾托付媒婆代为物色，
　　　　　　　　　　　　　这几日还不见媒婆到来。
　　　　　　　　　　　　　家院。
家院　　　（白）　　　　　有。
瞿士锡　　（白）　　　　　伺候了。
媒婆　　　（内白）　　　　随我来。
（媒婆、韩玉娘同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可恨老贼心肠狠，
　　　　　　　　　　　　　棒打鸳鸯两离分。
媒婆　　　（白）　　　　　到啦，随我进来。
　　　　　　　　　　　　　参见瞿老先生。
瞿士锡　　（白）　　　　　罢了。这一女子，她是何人？
媒婆　　　（白）　　　　　这就是我给您物色的女子，名叫韩玉娘，您看怎么样？
瞿士锡　　（白）　　　　　倒有几分姿色。来来来，这里有纹银五十两，妈妈请来收下。
媒婆　　　（白）　　　　　谢谢您啦。
（媒婆向韩玉娘。）
媒婆　　　（白）　　　　　喂，好好的跟人家过日子，我可走啦。
　　　　　　　　　　　　　银子到手啦，找二老爷分帐去。
（媒婆下。）
瞿士锡　　（白）　　　　　那一娘子，卑人这厢有礼。
（韩玉娘跪哭。）
韩玉娘　　（哭）　　　　　喂呀，老丈啊！
瞿士锡　　（白）　　　　　啊，你为何行此大礼？
韩玉娘　　（白）　　　　　老丈有所不知，我乃有夫之妇。
瞿士锡　　（白）　　　　　怎么，你还有丈夫么？
韩玉娘　　（白）　　　　　正是。
瞿士锡　　（白）　　　　　哎呀，快快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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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娘　　（白）　　　　　多谢老丈。
瞿士锡　　（白）　　　　　请坐。
韩玉娘　　（白）　　　　　谢座。
瞿士锡　　（白）　　　　　那一女子，你既有丈夫，那张万户因何将你发卖呢？
韩玉娘　　（白）　　　　　老丈容禀！
　　　　　（西皮二六板）　奴家本是宋室民，
　　　　　　　　　　　　　被掳金邦侍奉他人。
　　　　　　　　　　　　　得配程郎未同枕，
　　　　　　　　　　　　　劝他逃走奔前程。
　　　　　　　　　　　　　张贼一怒将我卖，
　　　　　　　　　　　　　望求念我有夫君。
瞿士锡　　（白）　　　　　哦！
　　　　　（西皮摇板）　　听罢言不由我心酸难忍，
　　　　　　　　　　　　　这桩事必须要仗义而行。
　　　　　（白）　　　　　那一女子，卑人也是大宋之民，岂能逼迫于你。也罢！身价银子不要，放你去
　　　　　　　　　　　　　罢。
韩玉娘　　（白）　　　　　我情愿在此，做些针黹抵偿身价。
瞿士锡　　（白）　　　　　慢来，慢来！你乃年青的女子，久居我家多有不便哪。
韩玉娘　　（白）　　　　　这……只好削发为尼，了此残生的了哇！
（韩玉娘哭。）
瞿士锡　　（白）　　　　　好，既然如此，前面有一尼姑庵，你在那里暂且安身，日后你夫妻还有相逢之
　　　　　　　　　　　　　日。
韩玉娘　　（白）　　　　　如此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瞿士锡　　（白）　　　　　不必拜了。
韩玉娘　　（西皮摇板）　　韩玉娘上前来深深拜定，
　　　　　　　　　　　　　成全我落难人感你大恩。
瞿士锡　　（白）　　　　　家院过来。
家院　　　（白）　　　　　有。
瞿士锡　　（白）　　　　　命你将这一娘行，送到前面尼姑庵居住，不得有误。
家院　　　（白）　　　　　遵命。
　　　　　　　　　　　　　随我来。
韩玉娘　　（白）　　　　　多谢恩人。
瞿士锡　　（白）　　　　　去罢。
（家院、韩玉娘同下。）
瞿士锡　　（白）　　　　　这是哪里说起哟！
（瞿士锡下。）

【第十一场】

胡公子　　（内白）　　　　啊哈！
（胡公子上。）
胡公子　　（白）　　　　　风流潇洒！
　　　　　（数板）　　　　风流潇洒，家大业大，广田园，多牛马。银子钱，由兴儿花，穿衣裳，讲次儿
　　　　　　　　　　　　　叭，秦楼楚馆访名花。吃花酒，把拳划，弹唱歌舞，又吹又拉。吃完了饭，我
　　　　　　　　　　　　　得喝会子，烧、黄二酒我也不怕，老花雕，能喝一坛子；不是吹，也不是夸，
　　　　　　　　　　　　　刘伶的酒量也没有我的大。可就是一样不把滑，喝得我头发晕，眼发花，脑袋
　　　　　　　　　　　　　一沉，叭嚓嚓，我趴在地下；死不了，干龇牙，张着嘴，我说不出话，用着菠
　　　　　　　　　　　　　萝往家搭，咦嘻嘻，哈哈哈，哇呀呀呀呀，这是我醉鬼的目的到达家，到达家。
　　　　　（念）　　　　　关关雎鸠自悠州，在河之洲甚清幽。窈窕淑女人人爱，君子好逑好好求。
（家院暗上。）
胡公子　　（白）　　　　　大爷，胡干。我爸爸胡搞，做过一任的县宰。虽然称不起是两袖清风，也搂了
　　　　　　　　　　　　　个饱载而归。家财豪富，为人甚是刻薄；故此，自称为俭朴员外，这才衬上我
　　　　　　　　　　　　　这么一个奢侈的公子。是我懒读诗书，净好冶游。按说是吃喝嫖赌对不起先人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1110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生死恨》 10

　　　　　　　　　　　　　哪，唉！无奈一样，是怹所挣来的金银俱是来路不明，哎呀呀，这无义之财，
　　　　　　　　　　　　　我倒不如及早把它花完了，也给怹老人家免罪消灾呀！我这个爸爸倒是真孝顺
　　　　　　　　　　　　　我的，钱也给我挣足了，他也一命呜呼，与世长辞了。他这么一死，我倒口念
　　　　　　　　　　　　　“南无”，剩下我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不为。我媳妇儿心眼儿小，看我这样儿，
　　　　　　　　　　　　　她一生气也跟我告了长假啦。她这么一死，我倒是无拘无束的，每天在外头花
　　　　　　　　　　　　　天酒地的。敢情这日子就怕长，日子一多了就显着我一个人这么孤孤单单，单
　　　　　　　　　　　　　单侧侧的。还算好，我们这个后街有个观音庵，那儿的老尼姑跟我倒是多年的
　　　　　　　　　　　　　朋友啦。前两天我托她给我物色一个美人。日子也不少了，也没见她给我送回
　　　　　　　　　　　　　信来。
　　　　　　　　　　　　　我说小子！
家院　　　（白）　　　　　有。
胡公子　　（白）　　　　　去到观音庵，把那个老尼姑给我叫来。就说大爷我找她有事。快点儿去。
家院　　　（白）　　　　　是啦。
（家院出门，老尼上。）
老尼　　　（白）　　　　　到啦。
丑院　　　（白）　　　　　您来啦？
老尼　　　（白）　　　　　来啦。
（老尼进门。）
胡公子　　（白）　　　　　你来啦，你可真想死我啦。坐着，坐着。你怎么老没上我这儿来呢？
老尼　　　（白）　　　　　这几天庵里事情太多啦，我没空儿来看你呀！
胡公子　　（白）　　　　　真个的，我托你那件事怎么样啦？
老尼　　　（白）　　　　　那件事情我正给您办着哪！
胡公子　　（白）　　　　　办得怎么样？
老尼　　　（白）　　　　　可巧我这庵里来了一个韩玉娘，长得十分美貌。叫我给她落发出家，我没给她
　　　　　　　　　　　　　办。今儿个特地前来给您送信来啦。
胡公子　　（白）　　　　　干么给我送信呀，干脆你把她给我带来不就结啦。
老尼　　　（白）　　　　　好嘛，青天白日的，那多么观之不雅呀！
胡公子　　（白）　　　　　那么，依你怎么样呢？
老尼　　　（白）　　　　　依我，您同我上我们庵里去，教她打杯茶给您，您要是瞧中了，咱们再想主意。
胡公子　　（白）　　　　　这主意倒不错，什么时候去呀？
老尼　　　（白）　　　　　说走就走。
胡公子　　（白）　　　　　走。
　　　　　　　　　　　　　看着家，我有事情，一会儿就回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老尼、胡公子同走圆场。）
胡公子　　（白）　　　　　到了没有？
老尼　　　（白）　　　　　到啦，随我进来。
胡公子　　（白）　　　　　在哪儿哪？
老尼　　　（白）　　　　　别嚷，别嚷。您坐着，等我把她叫出来打杯茶。
胡公子　　（白）　　　　　快点儿。
老尼　　　（白）　　　　　我说玉娘啊！施主胡公子来啦，打茶来！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持茶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老师父呼唤我急忙相应，
　　　　　　　　　　　　　捧茶来向前去不敢稍停。
　　　　　（白）　　　　　施主用茶。
（胡公子取茶，呆看韩玉娘。）
老尼　　　（白）　　　　　大爷您喝茶呀！这是怎么啦！
（老尼向韩玉娘。）
老尼　　　（白）　　　　　搭杯。
韩玉娘　　（白）　　　　　且住！看此人举动轻狂，定非正人君子，待我在此偷听他们讲些什么。
胡公子　　（白）　　　　　长得真不错，就要她啦。
韩玉娘　　（白）　　　　　好两个可恶的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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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娘下。）
老尼　　　（白）　　　　　告诉你，这么着不成。
胡公子　　（白）　　　　　那你快点儿想个法子呀！
老尼　　　（白）　　　　　这么办，明儿就说你家里要做佛事，叫我们做佛事去。
胡公子　　（白）　　　　　得啦，我们家做的哪门子佛事呀！
老尼　　　（白）　　　　　就说给老太太念长寿经，不就结啦。
胡公子　　（白）　　　　　我们家又没死人，念经干什么？
老尼　　　（白）　　　　　嗳，那时候，我把她诓到你的家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胡公子　　（白）　　　　　噢，这主意倒不错。明儿什么时候你把她给我送去？
老尼　　　（白）　　　　　明儿响午给你送去。
胡公子　　（白）　　　　　好，一准送到。我走啦，回见。
老尼　　　（白）　　　　　回见。
胡公子　　（白）　　　　　明儿要是有她便罢，没她，我可饶不了你。
老尼　　　（白）　　　　　阿弥陀佛！
（胡公子、老尼自两边分下。）

【第十二场】

（韩玉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适才间听他们私下议论，
　　　　　　　　　　　　　一霎时吓得我胆战心惊。
　　　　　（白）　　　　　哎呀，且住！想我韩玉娘指望身入空门，安心守志。谁想那淫尼又起下这不良
　　　　　　　　　　　　　之心，将我卖与什么胡公子。唉！真教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这便怎
　　　　　　　　　　　　　么处？有了。趁此无人，不免逃出庵去，再做道理。
　　　　　（西皮摇板）　　我这里将包裹急忙检定，
老尼　　　（内白）　　　　啊哈！
韩玉娘　　（白）　　　　　呀！
　　　　　（西皮摇板）　　耳听得老淫尼她就要来临。
（老尼上。）
老尼　　　（白）　　　　　哟，我说玉娘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哪？
韩玉娘　　（白）　　　　　我在此打坐。
老尼　　　（白）　　　　　哦，打坐是好的。玉娘啊，明儿个胡公子家里做佛事，我打算把你带去瞧瞧去。
韩玉娘　　（白）　　　　　啊师父，想我才入空门，这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罢。
老尼　　　（白）　　　　　这有什么，到了那儿看样学样儿就会啦。
韩玉娘　　（白）　　　　　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老尼　　　（白）　　　　　去的好。
韩玉娘　　（白）　　　　　嗳，不去也罢。
（老尼怒。）
老尼　　　（白）　　　　　哈哈，听我告诉你说：你来到我这庵里，就得听我的。你去不去？
韩玉娘　　（白）　　　　　师父不要生气，我去就是了。
老尼　　　（白）　　　　　这才是好孩子。
韩玉娘　　（白）　　　　　不知何时前往？
老尼　　　（白）　　　　　明儿晌午前去，你好好的收拾收拾，早点儿睡，明儿早点儿起。
韩玉娘　　（白）　　　　　是。
（老尼下。）
韩玉娘　　（白）　　　　　趁此无人，待我收拾收拾，从后门逃出庵去。
（韩玉娘取包裹，走圆场，开后门，奔出。）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且喜被我逃出庵来了。我不免仍回瞿家暂住。哎呀，不好！倘若
　　　　　　　　　　　　　他们找到瞿家，岂不连累好人。也罢，我不免一路向南行去便了。
　　　　　（西皮流水板）　淫尼为人太可恨，
　　　　　　　　　　　　　她不该将我卖与人。
　　　　　　　　　　　　　逃出庵来神不定，
　　　　　　　　　　　　　不知道今夜在哪处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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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生死恨》 12

　　　　　　　　　　　　　披星戴月往前奔，
　　　　　　　　　　　　　两足疼痛路难行。
（韩玉娘跌下。）

【第十三场】

（李妪上。）
李妪　　　（西皮摇板）　　河边取水回家转，
　　　　　　　　　　　　　孤苦一身有谁怜！
　　　　　（白）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丧，家业贫寒，所生两个儿子，俱已为国尽忠，战死沙
　　　　　　　　　　　　　场。只剩我孤苦一人，每日沿家做些针黹，苦度光阴。清晨起来，取得冷水，
　　　　　　　　　　　　　在此歇息歇息再走。
韩玉娘　　（内白）　　　　走哇！
（韩玉娘上。）
　　　　　（西皮摇板）　　鱼儿漏网匆匆走，
　　　　　　　　　　　　　茫茫的天涯我一身愁。
　　　　　（白）　　　　　哎呀，且住！想我韩玉娘，自从逃出庵来，行了多日，且喜重回故国，来到这
　　　　　　　　　　　　　信阳地面，只是我的两足疼痛，口内饥渴，这……这便怎么处？看那旁有一老
　　　　　　　　　　　　　妈妈，担得有水，待我向前。
　　　　　　　　　　　　　啊妈妈！我这厢有礼。
李妪　　　（白）　　　　　还礼了。你敢是失迷路途么？
韩玉娘　　（白）　　　　　我乃是远方行路之人，一时口内焦渴，望求妈妈你行个方便罢！
李妪　　　（白）　　　　　慢来，慢来。你乃行路之人，饮了冷水是要生病的。此地离舍下不远，家中只
　　　　　　　　　　　　　有老身一人，我与你烧杯茶儿，你意如何？
韩玉娘　　（白）　　　　　怎敢劳动妈妈。
李妪　　　（白）　　　　　你忒谦了，随我来。
韩玉娘　　（白）　　　　　我与妈妈担水。
李妪　　　（白）　　　　　这就不敢。娘子随我来！
　　　　　（西皮摇板）　　小娘子且随我把家门来奔，
　　　　　　　　　　　　　可怜你行路人受此苦情。
　　　　　（白）　　　　　小娘子请坐。
韩玉娘　　（白）　　　　　有座。
李妪　　　（白）　　　　　小娘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这等狼狈？
韩玉娘　　（白）　　　　　我叫韩玉娘。被掳金邦，受尽磨难，如今，幸被我逃回故国。怎奈我孤苦伶仃，
　　　　　　　　　　　　　无亲无靠。唉，我好命苦哇！
（韩玉娘哭。）
李妪　　　（白）　　　　　怎么，你也是孤身一人么？
韩玉娘　　（白）　　　　　正是。
李妪　　　（白）　　　　　我也是孤身一人。如此说来，你也命苦，我也命薄。唉，苦哇！
（李妪哭。）
韩玉娘　　（白）　　　　　请问妈妈尊姓。
李妪　　　（白）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丧，撇下老身我一人，就在这信阳居住。所生两个儿子
　　　　　　　　　　　　　俱已为国尽忠，战死沙场。我有意将小娘子留在舍下，每日沿家做些针黹度日，
　　　　　　　　　　　　　你意如何？
韩玉娘　　（白）　　　　　妈妈若不嫌弃，情愿拜在妈妈膝下以为义女。不知尊意如何？
李妪　　　（白）　　　　　这就不敢当了。
韩玉娘　　（白）　　　　　不必推辞。义母请上，受女儿一拜。
李妪　　　（白）　　　　　老身我偌大年纪，收了你这样的一个干女儿，真乃可喜。
　　　　　（笑）　　　　　啊哈哈……
　　　　　（白）　　　　　喂哟！
（李妪抚腰。）
韩玉娘　　（白）　　　　　看仔细。
李妪　　　（白）　　　　　岔了气了。哎呀，只顾与你讲话，忘了你的饥渴。干女儿，随我来呀！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1110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生死恨》 13

　　　　　（笑）　　　　　哈哈哈……
韩玉娘　　（白）　　　　　遵命。
（韩玉娘、李妪同下。）

【第十四场】

（宗泽上。）
宗泽　　　（西皮摇板）　　恼恨金酋来犯境，
　　　　　　　　　　　　　日夜防守不消停。
　　　　　　　　　　　　　待机而动把兵进，
　　　　　　　　　　　　　但愿早日扫烟尘。
（中军上。）
中军　　　（白）　　　　　启禀元帅：营外拿获敌营奸细一名，特来报知。
宗泽　　　（白）　　　　　吩咐擂鼓升帐。
中军　　　（白）　　　　　擂鼓升帐。
（四宋兵自两边分上。）
宗泽　　　（白）　　　　　来，将敌营奸细押进帐来。
中军　　　（白）　　　　　得令。
　　　　　　　　　　　　　下面听者：元帅有令，将敌营奸细押进帐来。
宋兵　　　（内同白）　　　啊。
（二宋兵押程鹏举同上。）
程鹏举　　（西皮流水板）　死里逃生回故郡，
　　　　　　　　　　　　　我不想又作阶下人。
　　　　　　　　　　　　　画图身旁暗藏定，
　　　　　　　　　　　　　破敌之策在我的心。
　　　　　　　　　　　　　迈步且把宝帐进，
　　　　　（西皮摇板）　　见了元帅说分明。
宗泽　　　（白）　　　　　唗！胆大奸细，今被拿获，还不从实招来。
程鹏举　　（白）　　　　　启禀元帅：小人程鹏举，乃大宋人氏，先父也曾在朝为官。只因金兵入寇，小
　　　　　　　　　　　　　人被掳，发交张万户家为奴。是我心怀故国，因此连夜逃回，投军报效。并非
　　　　　　　　　　　　　奸细，望元帅详察。
宗泽　　　（白）　　　　　你父何名？
程鹏举　　（白）　　　　　先父程金龙曾任吏部之职。
宗泽　　　（白）　　　　　哦！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才知情，
　　　　　　　　　　　　　我与他父一殿臣。
　　　　　　　　　　　　　下得位来忙松梱，
（宗泽与程鹏举松绑，六宋兵同暗下。）
宗泽　　　（西皮摇板）　　再与贤侄叙衷情。
　　　　　（白）　　　　　老夫宗泽，当年曾与你父一殿为臣，交好甚厚。
程鹏举　　（白）　　　　　原来是宗老伯父，待侄男大礼参拜。
宗泽　　　（白）　　　　　贤侄少礼，请坐。
程鹏举　　（白）　　　　　侄男告坐。
宗泽　　　（白）　　　　　贤侄身在金营，可知他邦军情如何？
程鹏举　　（白）　　　　　伯父容禀！
　　　　　（西皮摇板）　　恨贼寇犯中原扰乱百姓，
　　　　　　　　　　　　　为侄我遭不幸被掳金营。
　　　　　　　　　　　　　平日里用心机，
　　　　　（西皮二六板）　窥敌动静，
　　　　　　　　　　　　　绘就了贼军中地理图形。
　　　　　　　　　　　　　顾不得生和死闯过敌境，
　　　　　　　　　　　　　投帐下献图本共灭金人。
（程鹏举取图呈献。宗泽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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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生死恨》 14

宗泽　　　（白）　　　　　呀！
　　　　　（西皮摇板）　　见此图不由我心中欢幸，
　　　　　　　　　　　　　程贤侄可算得爱国之人。
　　　　　（白）　　　　　贤侄献图有功，待等破金之后，本帅进京保奏，定当重用。暂在营中，共商破
　　　　　　　　　　　　　敌之策。
程鹏举　　（白）　　　　　遵命。
（探子上。）
探子　　　（白）　　　　　报：金兵张万户已到黄河渡口，特来报知。
宗泽　　　（白）　　　　　再探。
探子　　　（白）　　　　　得令！
（探子下。）
宗泽　　　（白）　　　　　中军听令。
中军　　　（白）　　　　　在。
宗泽　　　（白）　　　　　传令下去，大小三军全身披挂，明日校场听点。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
宗泽　　　（白）　　　　　贤侄随我后帐叙谈。正是：
　　　　　（念）　　　　　报国献图齐效命，
程鹏举　　（白）　　　　　同心协力破金兵。
（宗泽、程鹏举同下。）

【第十五场】

（四宋将分上，分起霸。〖点绛唇〗。）
宋将甲　　（白）　　　　　众位将军请了。
三宋将　　（同白）　　　　请了。
宋将甲　　（白）　　　　　元帅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三宋将　　（同白）　　　　请。
（〖大开门〗。四宋兵、四马夫、宗泽同上。）
宗泽　　　（点将唇）　　　杀气冲霄，儿郎虎豹，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四宋将　　（同白）　　　　参见元帅。
宗泽　　　（白）　　　　　众位将军少礼。
四宋将　　（同白）　　　　啊。
宗泽　　　（念）　　　　　漫天旌旗照日红，全凭英勇建奇功。今朝大展擎天手，杀退金人称我胸。
　　　　　（白）　　　　　本帅，宗泽。适才探马报道，金兵张万户已到黄河渡口，幸喜程鹏举前来献图，
　　　　　　　　　　　　　正好趁此机会、杀他个片甲不归。
　　　　　　　　　　　　　众将官。
四宋将、
四宋兵　　（同白）　　　　有。
宗泽　　　（白）　　　　　起兵前往。
四宋将、
四宋兵　　（同白）　　　　啊。
（〖出队子〗。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风入松〗。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张万户同上。）
张万户　　（白）　　　　　探马报道：宗泽老儿兴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
　　　　　　　　　　　　　儿郎的。
哈须龙、
黑须虎、
八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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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兵、四马夫、四宋将、宗泽同上。）
宗泽　　　（白）　　　　　呔！马前来的敢莫是张万户？
张万户　　（白）　　　　　然。
宗泽　　　（白）　　　　　张万户！兴兵犯界，是何道理？
张万户　　（白）　　　　　住口！劝你马前归顺，还则罢了；倘若执意抵抗，教你片甲不归。
宗泽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四宋兵、四宋将、四马夫、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自两边分下。宗泽、张万户同起打，自两边分下。四
宋兵、四宋将、四马夫、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自两边分上，同起打，自两边分下。张万户、宗泽自两边
分上，同起打，张万户败下。）
宗泽　　　（白）　　　　　追！
（四宋兵、四宋将、四马夫同上，过场，同追下。宗泽追下。八金兵、张万户同败上。）
张万户　　（白）　　　　　且住！这老儿杀法骁勇，不免回去搬来救兵，再与那贼鏖战。
　　　　　　　　　　　　　儿郎的。
八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收兵，收兵！
（众人同下。四宋兵、四宋将、四马夫、宗泽同上。）
四宋兵、
四宋将　　（同白）　　　　那贼大败。
宗泽　　　（白）　　　　　紧紧追赶。
四宋兵、
四宋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程鹏举上。）
程鹏举　　（引子）　　　　官居太守，为贤妻，常挂心头。
（家院暗上。）
程鹏举　　（白）　　　　　下官，程鹏举。自从投效大营，宗元帅听我献策，大破金人；如今那张万户老
　　　　　　　　　　　　　贼早已逃回金邦去了。多蒙宗元帅保我为襄阳太守。到任以来，每日思念贤妻
　　　　　　　　　　　　　韩玉娘，不知身落何方。我不免派赵寻前去寻找。
　　　　　　　　　　　　　家院。
家院　　　（白）　　　　　有。
程鹏举　　（白）　　　　　唤赵寻进见。
家院　　　（白）　　　　　遵命。
　　　　　　　　　　　　　赵寻进见。
赵寻　　　（内白）　　　　来了。
（赵寻上。）
赵寻　　　（念）　　　　　大人一声唤，迈步到堂前。
　　　　　（白）　　　　　参见大人。
程鹏举　　（白）　　　　　罢了。
赵寻　　　（白）　　　　　有何差遣？
程鹏举　　（白）　　　　　实不相瞒，前者本府与夫人韩玉娘，被掳金邦，一处为奴。后因夫人力劝我逃
　　　　　　　　　　　　　回故国，夫人被张万户老贼卖与兴元铺瞿老丈家，也不知是怎样的结果。本府
　　　　　　　　　　　　　想起夫人，寝食不安。我意欲烦你去往那瞿老丈家中，寻找夫人，不知你意下
　　　　　　　　　　　　　如何？
赵寻　　　（白）　　　　　大人说哪里话来，命我寻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旧德，小人敢不从命。只是一
　　　　　　　　　　　　　向未曾拜见过夫人之面，此去纵然相遇，恐夫人她不肯相认，也是枉然！
程鹏举　　（白）　　　　　这却不难。啊，赵寻。这包裹之内，有夫人耳环一件，本府的鞋子一只。那一
　　　　　　　　　　　　　只在夫人之手，你就带在身旁。见面之时，将它献出，必能相认。
赵寻　　　（白）　　　　　既然如此，小人即刻前往。
程鹏举　　（白）　　　　　辛苦你了。
赵寻　　　（白）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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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摇板）　　即刻收拾莫稍停，
程鹏举　　（白）　　　　　路上多加小心！
赵寻　　　（西皮摇板）　　寻找夫人走一程。
（赵寻下。）
程鹏举　　（白）　　　　　唉！
　　　　　（西皮摇板）　　自从我破金兵襄阳到任，
　　　　　　　　　　　　　心心念放不下贤德夫人。
　　　　　　　　　　　　　今日里命赵寻前去访定，
　　　　　　　　　　　　　但愿得早相见即速回程。
（程鹏举下。）

【第十八场】

（〖起初更鼓〗。）
韩玉娘　　（内白）　　　　天哪，天！想我韩玉娘好命苦哇！
　　　　　（内二黄导板）　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
（幕开。韩玉娘在灯下纱纺。）
韩玉娘　　（哭）　　　　　喂呀！
　　　　　（二黄散板）　　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
　　　　　　　　　　　　　遭不幸掳金邦身为厮养，
　　　　　　　　　　　　　与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鸳鸯。
　　　　　　　　　　　　　我也曾劝郎君高飞远扬，
（〖起二更鼓〗。）
韩玉娘　　（哭）　　　　　唉！程郎啊……
　　　　　（回龙）　　　　又谁知一旦间枉费心肠。
　　　　　（二黄慢板）　　到如今受凄凉异乡飘荡，
　　　　　　　　　　　　　只落得对孤灯独守空房。
（行弦。〖起三更鼓〗。）
韩玉娘　　（白）　　　　　想我韩玉娘，虽然历尽艰苦，只要程郎得回故国，献图立功，杀退贼寇，也不
　　　　　　　　　　　　　枉我对他一片真情也！
　　　　　（二黄原板）　　我虽是女儿家颇有才量，
　　　　　　　　　　　　　全不把儿女情挂在心旁。
　　　　　　　　　　　　　但愿得我邦家兵临边障，
　　　　　　　　　　　　　要把那，众番奴，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
（行弦。）
李妪　　　（内白）　　　　啊，女儿，天色不早，安歇了罢。
韩玉娘　　（白）　　　　　是，孩儿就要睡的。
李妪　　　（内白）　　　　女儿不必忧愁，日后你夫妻自有相逢之日，安歇了罢。
韩玉娘　　（白）　　　　　是，孩儿遵命。
　　　　　　　　　　　　　唉，自从与程郎分别之后，至今音信全无，难道说他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么！
　　　　　（二黄原板）　　恨只恨那程郎把我遗忘，
　　　　　　　　　　　　　全不念我夫妻患难情长。
　　　　　　　　　　　　　到如今只落得空怀怅惘，
（〖起四更鼓〗。）
韩玉娘　　（二黄散板）　　留下这清白体还我爹娘。
（万年欢牌。韩玉娘入梦。八宋兵捧凤冠、霞帔，轿夫、家院引程鹏举同上，程鹏举唤起韩玉娘，示意已得
来官诰，请韩玉娘收受，韩玉娘不允，程鹏举跪请，韩玉娘受。程鹏举扶韩玉娘上轿，众人同起程，众人同
下。韩玉娘回原处入睡。）
韩玉娘　　（西皮导板）　　适才间见程郎官宦模样，
（韩玉娘醒觉。）
韩玉娘　　（西皮散板）　　醒来时不觉得一梦黄粱。
　　　　　（白）　　　　　哎呀，且住！适才梦见程郎，衣锦荣归，接我赴任。不知是何缘故！唉，且自
　　　　　　　　　　　　　由他。看天色已明，不免到外面浣洗一回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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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摇板）　　看今日天气晴风和日暖，
（赵寻精神沮丧挟包袱上，过场，将包袱失落在地，下。）
韩玉娘　　（白）　　　　　呀！
　　　　　（西皮摇板）　　行路人失包裹叫他回还。
　　　　　（白）　　　　　且住，看那位客官慌慌张张，失落包裹，待我唤他转来。
　　　　　　　　　　　　　啊，客官请转，客官请转！
（赵寻上。）
赵寻　　　（白）　　　　　大嫂唤我回来做甚哪？
韩玉娘　　（白）　　　　　你的包裹失落了。
赵寻　　　（白）　　　　　哦，多谢大嫂。
韩玉娘　　（白）　　　　　岂敢。
（赵寻拾起包袱，下。）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看那位客官走得慌速，必有心事在怀。嗳！休管他人的闲事，不免
　　　　　　　　　　　　　浣洗一回便了。
（赵寻上。）
赵寻　　　（西皮摇板）　　适才间亏大嫂将我唤转，
　　　　　　　　　　　　　如不然见大人有何话言！
　　　　　（白）　　　　　哎呀且住！适才若不是这位大嫂将我唤回，倘若包裹失落，我回去是怎样交差
　　　　　　　　　　　　　呀！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赠她几两银子，以为酬报。
　　　　　　　　　　　　　啊，大嫂请了。
韩玉娘　　（白）　　　　　还礼。啊，客官为何去而复转？
赵寻　　　（白）　　　　　适才多蒙大嫂的恩德，在下无以为报，现有纹银一锭，请大嫂收下，以表寸心。
韩玉娘　　（白）　　　　　客官说哪里话来；你失落包裹，我不过唤你一声，哪能受你的银两！
赵寻　　　（白）　　　　　大嫂不受。请问大嫂尊姓，日后也好答报哇。
韩玉娘　　（白）　　　　　你问我的姓氏么？
赵寻　　　（白）　　　　　正是。
韩玉娘　　（白）　　　　　奴家姓韩。
赵寻　　　（白）　　　　　啊？她说她姓韩。想我家夫人也姓韩哪。待我仔细问来。
　　　　　　　　　　　　　请问大嫂，你家官人姓甚名谁，做何生理？
韩玉娘　　（白）　　　　　这……不说也罢。
赵寻　　　（白）　　　　　看此情形其中定有缘故。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吗？想我家夫人，她已然出家为
　　　　　　　　　　　　　尼了哇！有了，我不免将这包裹打开，倘若她是我家夫人，看见包裹里面的物
　　　　　　　　　　　　　件，必要追问于我，我就是这个主意。
　　　　　　　　　　　　　啊，大嫂，我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这锭银子么，还是请大嫂收下罢。
韩玉娘　　（白）　　　　　我虽贫寒，尚可度日。客官不必挂意。请趱路要紧！
赵寻　　　（白）　　　　　如此多谢了。
韩玉娘　　（白）　　　　　赶路要紧哪。
赵寻　　　（白）　　　　　待我将银子包好。
（赵寻故意打开包裹显示鞋子。韩玉娘见鞋，吃惊。赵寻包好银子，假意走去。）
韩玉娘　　（白）　　　　　啊！客官请转，客官请转！
赵寻　　　（白）　　　　　大嫂唤我回来做甚哪？
韩玉娘　　（白）　　　　　我来问你，你从哪道而来？
赵寻　　　（白）　　　　　我打从襄阳而来。
韩玉娘　　（白）　　　　　这包内的鞋儿，是哪里来的？
赵寻　　　（白）　　　　　哦，大嫂问这只鞋儿吗？
韩玉娘　　（白）　　　　　正是。
赵寻　　　（白）　　　　　此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以此鞋为证，前来寻访韩氏夫人的。
韩玉娘　　（白）　　　　　你可曾访着你家夫人？
赵寻　　　（白）　　　　　是我去到兴元铺，那瞿老丈对我言讲，我家夫人已然出家为尼；我又赶到观音
　　　　　　　　　　　　　庵内，老尼姑言道，夫人出外投亲去了；是我无法寻找，只得回去交差。
韩玉娘　　（白）　　　　　我来问你，你家大人他可是姓程？
赵寻　　　（白）　　　　　他是姓程。
韩玉娘　　（白）　　　　　名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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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寻　　　（白）　　　　　是呀！
韩玉娘　　（白）　　　　　他……他今在何处？
赵寻　　　（白）　　　　　现为襄阳太守，就在任上。
韩玉娘　　（白）　　　　　你快将此鞋拿来我看。
赵寻　　　（白）　　　　　是，是，是。
（赵寻取鞋。）
赵寻　　　（白）　　　　　大嫂请看。
（韩玉娘接鞋看。）
韩玉娘　　（白）　　　　　哎呀程郎啊！如今你身做高官，怎知为妻我在此受苦哇……
（韩玉娘哭。）
韩玉娘　　（哭头）　　　　抛血泪梦魂绕肝肠痛坏，
（韩玉娘呕血。）
韩玉娘　　（西皮散板）　　今日里燕归来明月入怀。
（李妪上。）
李妪　　　（白）　　　　　外面何人讲话，待我出去看来。
（李妪见韩玉娘站立不稳，急忙上前扶住。）
李妪　　　（白）　　　　　啊，女儿，为何这等模样啊？
韩玉娘　　（白）　　　　　唉……
赵寻　　　（白）　　　　　啊，大嫂，见了此鞋为何如此悲痛啊？
韩玉娘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我就是韩玉娘。
赵寻　　　（白）　　　　　噢，原来是夫人在此。小人不知，望乞恕罪。
韩玉娘　　（白）　　　　　快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
赵寻　　　（白）　　　　　小人名叫赵寻。啊，夫人，此位是……
韩玉娘　　（白）　　　　　这就是我的义母——李老太太。
赵寻　　　（白）　　　　　哦，原来是李老太太，小人有礼了。
李妪　　　（白）　　　　　起来，起来。
　　　　　　　　　　　　　啊，女儿，此时从何说起？
韩玉娘　　（白）　　　　　只因程郎现任襄阳太守，差赵寻前来接我。
（韩玉娘示鞋。）
韩玉娘　　（白）　　　　　女儿睹物伤情，一时悲痛难忍，故而得此重病。啊，义母，你将那只鞋儿一道
　　　　　　　　　　　　　交与赵寻，我们速速收拾收拾，即刻随他赴……
（韩玉娘呕血。）
李妪　　　（白）　　　　　快到后面歇息歇息，待等病体好了，再去不迟。
（李妪扶韩玉娘同下，李妪上。）
赵寻　　　（白）　　　　　啊，李老太太，教小人如何回去交差呀？
李妪　　　（白）　　　　　现有鞋儿一双，回去报与你家大人知道，速速前来接她上任。
赵寻　　　（白）　　　　　哦，是，是，是。
（赵寻下。）
李妪　　　（白）　　　　　唉，这是哪里说起！
（李妪下。）

【第十九场】

（八宋兵、程鹏举同上。）
程鹏举　　（西皮摇板）　　那赵寻他一去杳无音信，
（赵寻上。）
赵寻　　　（白）　　　　　参见大人。
程鹏举　　（白）　　　　　赵寻回来了，寻找夫人之事怎么样了？
赵寻　　　（白）　　　　　那瞿老丈对我言讲，我家夫人不允亲事，已然出家为尼了哇！
程鹏举　　（白）　　　　　哦，已出家为尼了吗？
赵寻　　　（白）　　　　　我还有下情。
程鹏举　　（白）　　　　　还有什么下情？你快些讲来啊！
赵寻　　　（白）　　　　　我又赶到观音庵内，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又出外投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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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举　　（白）　　　　　她在那里并无什么亲眷哪！
赵寻　　　（白）　　　　　是啊，小人无法寻觅，只得回来交差；行至中途，巧遇夫人，献出此鞋，才得
　　　　　　　　　　　　　相认。
程鹏举　　（白）　　　　　夫人现在哪里？
赵寻　　　（白）　　　　　现在信阳李家。那时，夫人一见此鞋，悲痛交加，忽得急症。小人只得将这两
　　　　　　　　　　　　　只鞋儿一同带回，以为凭证。
（赵寻呈鞋。）
赵寻　　　（白）　　　　　望大人速速探望夫人要紧。
程鹏举　　（白）　　　　　哦，夫人她……她忽然生起病来了么？
赵寻　　　（白）　　　　　病了哇！
程鹏举　　（白）　　　　　唉，夫人受苦染病，都是下官之罪也。必须急速前去与她相见。吩咐下面，准
　　　　　　　　　　　　　备轿马，即刻登程便了！
　　　　　（西皮摇板）　　听罢了一席话珠泪滚滚，
　　　　　　　　　　　　　贤夫人悲往事重病缠身。
　　　　　　　　　　　　　我这里急忙忙来跨金镫，
（程鹏举上马，众人同走圆场，程鹏举下马，八宋兵同暗下。）
程鹏举　　（西皮摇板）　　恨不得一霎时得见夫人。
赵寻　　　（白）　　　　　来此已是。
程鹏举　　（白）　　　　　上前叫门。
赵寻　　　（白）　　　　　啊，老太太开门来！
（李妪上。）
李妪　　　（白）　　　　　是哪个？
赵寻　　　（白）　　　　　我家大人来了。
程鹏举　　（白）　　　　　这是何人？
赵寻　　　（白）　　　　　啊，大人，这就是李老太太，夫人的义母。
程鹏举　　（白）　　　　　原来是义母。
（程鹏举欲拜。）
李妪　　　（白）　　　　　哎呀！这就不敢！里面讲话。
程鹏举　　（白）　　　　　请。
　　　　　　　　　　　　　你且退下。
赵寻　　　（白）　　　　　是。
（赵寻下。）
程鹏举　　（白）　　　　　请问义母，我妻今在何处？
李妪　　　（白）　　　　　身染重病，现在里面。
程鹏举　　（白）　　　　　待我前去与她相见。
李妪　　　（白）　　　　　你且在此等候，待我扶她出来。
程鹏举　　（白）　　　　　是，是，是。
　　　　　　　　　　　　　唉，不知夫人的病体，如今怎么样了！
李妪　　　（白）　　　　　啊，女儿，你家官人来了哇！
（李妪入内扶韩玉娘同上。）
韩玉娘　　（二黄散板）　　拨云雾见青天苍苍覆盖，
李妪　　　（白）　　　　　女儿，你官人来了哇！
程鹏举　　（白）　　　　　哎呀，夫人哪……
（程鹏举哭。）
韩玉娘　　（二黄散板）　　别梦回残月圆花落花开。
程鹏举　　（白）　　　　　夫人哪！
　　　　　（二黄散板）　　想夫人偶得病并无大碍，
　　　　　　　　　　　　　今日里正是你苦尽甘来。
李妪　　　（白）　　　　　你二人在此讲话，待老身与你们烧杯茶来。
程鹏举　　（白）　　　　　义母不要费心。
李妪　　　（白）　　　　　哎呀呀！这就好了！
（李妪下。）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听赵寻对我言讲，你受了千辛万苦，俱是下官之过，今日环履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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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夫人你又生起病来了哇！
韩玉娘　　（白）　　　　　我为你受了千辛万苦，如今才得苦尽甘来。唉，实指望一同赴任，谁知我又身
　　　　　　　　　　　　　染重病。倘有不测，岂不辜负我这一片痴心哪！
　　　　　（反四平调）　　夫妻们分别几载，
　　　　　　　　　　　　　好似孤雁归来。
　　　　　　　　　　　　　可怜我被贼将奴来卖，
　　　　　　　　　　　　　我受尽了祸灾，棒打鸳鸯好不伤怀。
　　　　　　　　　　　　　幸遇着义母她真心看待，
　　　　　　　　　　　　　今日里才得再和谐。
　　　　　　　　　　　　　但愿得了却了当年旧债，
程鹏举　　（白）　　　　　夫人哪……
（韩玉娘、程鹏举对哭。）
韩玉娘　　（反四平调）　　纵死在黄泉也好安排。
（韩玉娘昏迷。）
程鹏举　　（白）　　　　　啊，夫人不要伤心，还是好好的将养才是。啊，夫人，你……你怎么不讲话呀？
（韩玉娘谵语。）
韩玉娘　　（白）　　　　　哎呀老爷，我劝他好生服侍老爷，焉敢劝他逃走。老爷开恩，玉娘实实的冤枉
　　　　　　　　　　　　　啊！
（韩玉娘哭。）
程鹏举　　（白）　　　　　啊，妇人，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韩玉娘　　（白）　　　　　张万户老贼！他……他们都来了！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张万户那贼已逃回金邦去了，你不要害怕呀。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义母快来！
（李妪上。）
李妪　　　（白）　　　　　大人何事？
程鹏举　　（白）　　　　　我妻子她有些昏迷颠倒。
李妪　　　（白）　　　　　待我看来！
　　　　　　　　　　　　　啊，女儿醒来，女儿醒来！
韩玉娘　　（白）　　　　　哎呀师父！想我才入空门，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李妪　　　（白）　　　　　女儿，怎么样了哇？
韩玉娘　　（白）　　　　　你……你为何将我卖与什么胡公子啊？
程鹏举　　（白）　　　　　唉！都是我的不是。
　　　　　　　　　　　　　啊，义母这里来！看她神情不好，烦劳义母，带领赵寻，请个名医前来给她调
　　　　　　　　　　　　　治调治。
李妪　　　（白）　　　　　是，是，是。
　　　　　　　　　　　　　哎呀呀，糟了，糟了！
（李妪下。）
程鹏举　　（白）　　　　　啊，夫人！你不要胡思乱想，还是静心养病才好哇！
（韩玉娘似清醒。）
韩玉娘　　（白）　　　　　啊，相公。
程鹏举　　（白）　　　　　下官在此。
韩玉娘　　（白）　　　　　车轿可曾齐备？
程鹏举　　（白）　　　　　俱已齐备。
韩玉娘　　（白）　　　　　我即刻就要起程。
程鹏举　　（白）　　　　　这就好了，夫人明白了。
韩玉娘　　（白）　　　　　如此搀我来！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待等病体好了，再走哇！
（程鹏举扶起韩玉娘。）
韩玉娘　　（二黄散板）　　猛然间只觉得肝肠痛坏，
程鹏举　　（白）　　　　　看仔细！
韩玉娘　　（二黄散板）　　怕的是我夫妻就要分开。
　　　　　　　　　　　　　我与你生和死恩情似海，
程鹏举　　（白）　　　　　你要多多的保重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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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娘　　（二黄散板）　　寻一处干净土月冷泉台。
（韩玉娘气绝，倒在程鹏举臂上。）
程鹏举　　（白）　　　　　哎呀夫人，夫人！
　　　　　　　　　　　　　妈妈快来，妈妈快来。
　　　　　　　　　　　　　哎呀夫人哪！
　　　　　（哭批）　　　　一见夫人丧了命，哎呀，夫人哪！
　　　　　　　　　　　　　顷刻生死两离分。
（〖尾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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