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1

《鸳鸯冢》

主要角色
王五姐：花衫
谢招郎：小生
王大娘：贴旦
杨四郎：末
张道士：丑
谢大姐：花旦
谢安人：老旦
王道平：末
秋桂：丑
张妈妈：彩旦

情节
谢招郎有事前往东村，寄寓在王道平家里，与王道平妹王五姐两相爱慕，私订了婚姻。谢招郎回家后不敢明
告母亲，恳求姐姐代说。谢大姐未加注意，把事情拖延下去。王五姐久候不得音信，恹恹成病，托人寄信，
又被谢母察知，把谢招郎锁禁楼中。谢招郎夜间坠楼奔往王家，王五姐已病不能起，见了谢招郎，一痛而亡，
谢招郎也殉情而死。死后合葬一处，人称鸳鸯冢。

注释
《鸳鸯冢》一剧，取材于清人《蝶归楼传奇》。这个剧本是程砚秋先生在1923年编演的。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引子）　　　　莺老春残，为春愁，倦倚屏山。
　　　　　（念）　　　　　寒素书灯午夜光，小楼天地一身藏。闭门不管花如海，辜负三春正艳阳。
　　　　　（白）　　　　　小生谢招郎，太原人也。幼年不幸，父亲亡故，只有母亲在堂，抚养成人。同
　　　　　　　　　　　　　胞一位姐姐，嫁与杨四郎为妻，我姐丈在东村，做一小买卖，店房窄小，姐姐
　　　　　　　　　　　　　回转家来，侍奉母亲，倒也不甚寂寞，但是小生年已长成，尚未婚配，将来我
　　　　　　　　　　　　　的亲事，不知应在何方，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南梆子）　　　为婚姻每日里胡思乱想，
　　　　　　　　　　　　　辜负了少年人大好时光。
　　　　　　　　　　　　　未曾见美佳人空劳盼望，
　　　　　　　　　　　　　但不知何日里得遂心肠。
（谢大姐上。）
谢大姐　　（西皮摇板）　　我夫君做买卖东村而往，
　　　　　　　　　　　　　撇下了少年人独守空房。
　　　　　（白）　　　　　兄弟，我来了！
谢招郎　　（白）　　　　　姐姐来了，请坐。
谢大姐　　（白）　　　　　坐下讲话。
谢招郎　　（白）　　　　　到此何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姐夫在东村做买卖，半载有余，没有银钱拿回来使用，兄弟你替我走
　　　　　　　　　　　　　一趟，问他要点银钱回来，也好度日，兄弟你料无推辞的了？
谢招郎　　（白）　　　　　那东村地方离此二十余里，兄弟是不惯走路的，我不能去。
谢大姐　　（白）　　　　　你不愿意去，你姐夫又没有银钱拿回来，难道说叫我张着嘴喝西北风不成，得
　　　　　　　　　　　　　啦好兄弟，劳你驾你去走一趟就结了。
谢招郎　　（白）　　　　　兄弟懒得出门，我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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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2

（谢大姐背供。）
谢大姐　　（白）　　　　　他再三不肯去，怎么好哪？有了！待我骗哄与他。
　　　　　　　　　　　　　兄弟你既是不肯去，也没法子，你替我写封信给他，我一个人捎去就是了。
谢招郎　　（白）　　　　　如此甚好，待我写来！
（谢招郎执笔。）
谢招郎　　（白）　　　　　请问姐姐，这信上要怎样写法？
谢大姐　　（白）　　　　　你写的是家中无钱度日，叫他赶紧拿点钱回来！
谢招郎　　（白）　　　　　是。
（谢招郎写信。）
谢大姐　　（白）　　　　　还有一句要紧的话。
谢招郎　　（白）　　　　　是什么要紧的话？
谢大姐　　（白）　　　　　前日东村有人来，传你姐夫的口信，说姐夫替兄弟说的亲事，年纪相当，母亲
　　　　　　　　　　　　　十分欢喜，便应允了他就是啦。
谢招郎　　谢大姐　　（白）　　　　
你是年轻的人，母亲怕你害羞，不告诉你说，兄弟你大喜了，可聘了媳妇了！
谢招郎　　（白）　　　　　婚姻之事，如何草草的办成。万万使不得！
谢大姐　　（白）　　　　　怎么使不得？母亲已经答应了。
谢招郎　　（白）　　　　　待我去东村，与姐夫说明，叫他不要草草成事才好。
谢大姐　　（白）　　　　　兄弟你要亲自到东村去吗？
谢招郎　　（白）　　　　　兄弟即刻就去，姐姐好生伺候母亲，兄弟此去三两天就回来，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我急忙去东村趱程而往，
　　　　　　　　　　　　　等见了杨姐丈再做商量。
（谢招郎下。谢大姐笑。）
谢大姐　　（白）　　　　　你瞧我兄弟被我三言两语，急急忙忙就出门去了，等他回来，便知分晓。
（谢大姐关门，下。）

【第二场】

（王道平上。）
王道平　　（念）　　　　　寒门辛苦求生计，只为经商要别离。
　　　　　（白）　　　　　卑人王道平，山西太原人，在这东村居住。娶妻吴氏，妹子凤车，排行第五，
　　　　　　　　　　　　　今年一十六岁。卑人卖布为生，意欲前往河南贸易，不免将娘子、贤妹唤将出
　　　　　　　　　　　　　来，嘱咐一番便了。
　　　　　　　　　　　　　娘子、贤妹哪里！
（王大娘，五姐同上。）
王大娘　　（念）　　　　　生来弱质在寒门，
王五姐　　（念）　　　　　裙布荆钗也绝尘。
王道平　　（白）　　　　　娘子！
王大娘　　（白）　　　　　相公！
王道平　　（白）　　　　　贤妹！
王五姐　　（白）　　　　　兄长！
王道平　　（白）　　　　　请坐。
王大娘　　（白）　　　　　唤我们出来，有什么事情？
王道平　　（白）　　　　　卑人意欲前往河南贸易，家中之事，全仗你们照管。
王大娘　　（白）　　　　　相公此去，必定生意兴隆，家中之事，不必挂心。
王道平　　（白）　　　　　但愿如此。
王五姐　　（白）　　　　　兄长几时起程？
王道平　　（白）　　　　　今日就要起程，娘子、贤妹小心看管门户，卑人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我此去河南路途遥远，
　　　　　　　　　　　　　待到进财源才返家门。
（王道平下。）
王大娘　　（西皮摇板）　　但愿我儿夫早早回转，
王五姐　　（西皮摇板）　　此一去天保佑广进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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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3

王大娘　　（白）　　　　　我说妹妹，你哥哥是走啦，你不觉得闷得慌吗？
王五姐　　（白）　　　　　倒也不甚寂寞。
王大娘　　（白）　　　　　今日乃是庙会，你去看会去，我给你收拾茶饭去！
（王大娘下。）
王五姐　　（白）　　　　　待我登楼去者。
　　　　　（西皮摇板）　　寒门女正青春光阴似箭，
　　　　　　　　　　　　　每日里孤单单小立花田。
　　　　　　　　　　　　　遥望着小楼前垂杨似线，
（王五姐上楼。）
王五姐　　（西皮摇板）　　又只见大街前鼓乐喧天。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白）　　　　　请了！
三游人　　（同白）　　　　请了。
游人甲　　（白）　　　　　今乃本村庙会之期，大家前去看会！
三游人　　（同白）　　　　请。
（四青袍、四小鬼、四抬夫抬城隍同上，过场，拜香婆上，四游人、四青袍、四小鬼、四抬夫同下。谢招郎
上。）
谢招郎　　（西皮摇板）　　来到了东村前大街走遍，
（谢招郎看王五姐。王五姐看谢招郎，谢招郎、王五姐对注目，王五姐掩窗门，下。）
谢招郎　　（白）　　　　　呀！
　　　　　（西皮摇板）　　霎时间遇见了美貌婵娟！
　　　　　（白）　　　　　哎呀且住！适才看见楼上那个女子，十分美貌，我总算不负此行了。看她有些
　　　　　　　　　　　　　面善，好象在哪里见过。——不是的，这东村地方我是初次来到，哪有见过这
　　　　　　　　　　　　　个女子之理，待我见过杨姐丈再做计较。哎呀！但不知我姐丈住在何处？待我
　　　　　　　　　　　　　借问一声。
　　　　　　　　　　　　　列位请了！
行人　　　（内白）　　　　请了。
谢招郎　　（白）　　　　　借问一声，杨四郎住在何处？
行人　　　（内白）　　　　就在前面第三门便是。
谢招郎　　（白）　　　　　有劳了！
　　　　　（西皮摇板）　　问定了东南方路程不远，
　　　　　　　　　　　　　等见了杨姐丈再说根源。
　　　　　（白）　　　　　来此已是第三门，里面可有杨四郎么？
（杨四郎上。）
杨四郎　　（念）　　　　　将近黄昏时，何人叩柴扉？
谢招郎　　（白）　　　　　啊姐丈！
杨四郎　　（白）　　　　　原来贤弟到了，请坐。
谢招郎　　（白）　　　　　告坐。
杨四郎　　（白）　　　　　贤弟可好？
谢招郎　　（白）　　　　　兄弟好。
杨四郎　　（白）　　　　　岳母及令姐可好？
谢招郎　　（白）　　　　　都还平安。
杨四郎　　（白）　　　　　贤弟到此何事？
谢招郎　　（白）　　　　　有书信一封，请看！
杨四郎　　（白）　　　　　待我看来。
（杨四郎看信。）
杨四郎　　（白）　　　　　原来如此，天色已晚，贤弟且在此住下，只是店中地方窄小，吵闹不安，明日
　　　　　　　　　　　　　与贤弟寻一个清静地方，宽住数日，再行回去。
谢招郎　　（白）　　　　　有劳费心。
杨四郎　　（白）　　　　　贤弟请！
谢招郎　　（白）　　　　　姐丈请！
（谢招郎、杨四郎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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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王大娘、王五姐同上。）
王大娘　　（西皮摇板）　　闲无事姑嫂们穿针引线，
王五姐　　（西皮摇板）　　也不过消烦闷且送流年。
王大娘　　（西皮摇板）　　我儿夫去经商久不回转，
王五姐　　（西皮摇板）　　我这里与嫂嫂共坐堂前。
（杨四郎、谢招郎同上。）
杨四郎　　（西皮摇板）　　难得小居留住客，
谢招郎　　（西皮摇板）　　多感高亲太厚情。
杨四郎　　（白）　　　　　贤弟昨晚委屈了！你我同到前面，寻一间清静房屋，贤弟你且暂住数日。
谢招郎　　（白）　　　　　多谢姐丈。前面有一座南楼，倒还清静，姐丈前去问他一声！
杨四郎　　（白）　　　　　如此甚好，你我前去！
（谢招郎、杨四郎同走圆场。谢招郎指。）
谢招郎　　（白）　　　　　就是这一家。
杨四郎　　（白）　　　　　原来是王道平家中。
　　　　　　　　　　　　　啊，大嫂开门来！
王大娘　　（白）　　　　　啊，有人叫门，我瞧瞧去！
（王大娘开门。）
王大娘　　（白）　　　　　啊杨掌柜，有什么事情呀？
（谢招郎惊。）
谢招郎　　（白）　　　　　果然是女子声音——怎么不是她呀？
杨四郎　　（白）　　　　　这谢招郎是卑人内弟，远来相访，小店地方窄小，难以居住，意欲借住尊府，
　　　　　　　　　　　　　小住数日，房金么是照例送上来的。
（王五姐出门见谢招郎。）
王五姐　　（白）　　　　　原来就是昨天经过的那个书生呀！
（王五姐进门。）
王大娘　　（白）　　　　　不是，我们当家的不在家，出入不便，你到别处去租吧！
杨四郎　　（白）　　　　　我这内弟尚在年幼，暂住数日，便要回去，大嫂方便方便罢！
王大娘　　（白）　　　　　别处房多啦，你到别处去租罢！
杨四郎　　（白）　　　　　啊贤弟！她们不租，我们到别处租罢！
谢招郎　　（白）　　　　　原来如此，待我下礼求她。
（谢招郎作揖。）
谢招郎　　（白）　　　　　大嫂有礼！
王大娘　　（白）　　　　　还礼！还礼！
谢招郎　　（白）　　　　　小生到此，别处无有相当地方居住，还求大嫂方便方便吧！
王大娘　　（白）　　　　　你没听见我同杨掌柜的话吗？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怎么好留外人哪！
谢招郎　　（白）　　　　　大嫂方便方便吧！
王五姐　　（白）　　　　　嫂嫂请进来，有话与你言讲！
（王大娘进门。）
王大娘　　（白）　　　　　姑娘，什么事情呀！
杨四郎　　（白）　　　　　贤弟休得在此麻烦，到别家问去。
谢招郎　　（白）　　　　　听她们商议商议再讲！
王五姐　　（白）　　　　　我看那人小小年纪，是个斯文的样儿，这座南楼，也是无人居住，借与他暂住
　　　　　　　　　　　　　数日，也是无妨，嫂嫂你通融些吧！
王大娘　　（白）　　　　　咳！我不是怕你不方便吗！你既然愿意，我又何必不答应呀！
（王大娘出门。）
王大娘　　（白）　　　　　相公，我们租给你啦！
谢招郎　　（白）　　　　　多谢大嫂。
杨四郎　　（白）　　　　　如此，待卑人回去，叫人把铺盖送来。贤弟在此宽住数日，房金饭钱，待我一
　　　　　　　　　　　　　并酬谢。
谢招郎　　（白）　　　　　姐丈费心！
杨四郎　　（白）　　　　　我去了，再会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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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四郎下。）
王大娘　　（白）　　　　　杨掌柜，我们不送了。
　　　　　　　　　　　　　相公请进！
（王大娘、谢招郎同进门。）
王大娘　　（白）　　　　　请坐。
谢招郎　　（白）　　　　　这位大姐是大嫂何人？
王大娘　　（白）　　　　　这是我妹妹。
谢招郎　　（白）　　　　　待小生见礼！
（谢招郎作揖。）
王大娘　　（白）　　　　　妹妹见个礼，回头好说话。
王五姐　　（白）　　　　　还礼！
（王五姐拜，笑，暗下。）
谢招郎　　（白）　　　　　请问大嫂，府上还有何人？
王大娘　　（白）　　　　　就是我们姑嫂二人，我们当家的出外贸易去了。
谢招郎　　（白）　　　　　几时才能回来？
王大娘　　（白）　　　　　倒没有说几时能回来，相公请上楼吧！
谢招郎　　（白）　　　　　大嫂先行。
（谢招郎、王大娘同上楼，王五姐携茶盘随上。）
王大娘　　（白）　　　　　这地方没人住，你看这土。
谢招郎　　（白）　　　　　大嫂太客气，小生实在不安！
王五姐　　（白）　　　　　相公请吃茶！
谢招郎　　（白）　　　　　劳动大姐。
（谢招郎饮茶，呆看，洒茶。）
王大娘　　（白）　　　　　你留点神！
谢招郎　　（白）　　　　　小生到此借居，多蒙大姐周全，十分感激！
王大娘、
王五姐　　（同白）　　　　（您）（相公）太客气（啦）（了）！
谢招郎　　（白）　　　　　令兄不在家中么？
王五姐　　（白）　　　　　往河南贸易去了。
谢招郎　　（白）　　　　　几时才能回来？
王五姐　　（白）　　　　　我兄长出门，已数月有余，还不知几时回来呢！
王大娘　　（白）　　　　　方才我不是告诉您啦吗？
谢招郎　　（白）　　　　　不敢动问，大姐青春多少？
王五姐　　（白）　　　　　一十六岁了。
王大娘　　（白）　　　　　对啦，我妹妹十六，我三十二啦。
谢招郎　　（白）　　　　　大姐一十六岁，比小生还小一岁哪！
（谢招郎笑。）
王大娘　　（白）　　　　　您这儿坐着，我们要下楼去了！
谢招郎　　（白）　　　　　大嫂请便。
王五姐　　（白）　　　　　相公请歇息吧！
（王大娘、王五姐同下楼，王五姐回望，谢招郎看。）
王大娘　　（白）　　　　　妹妹你瞧什么？跟我来！
（王大娘、王五姐同下。）
谢招郎　　（白）　　　　　想不到天从人愿，能够在那美人家中借住。今日若不是她曲意周全，那借房之
　　　　　　　　　　　　　事，是不能成功的了。正是：
　　　　　（念）　　　　　世上岂无知己感，一生难得美人怜。
（谢招郎下。）

【第四场】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四平调）　　　女儿家婚姻事羞人答答，
　　　　　　　　　　　　　难得个俊才郎来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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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是把机缘轻轻放下，
　　　　　　　　　　　　　又恐怕负青春误了年华。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念）　　　　　今生难了相思债，一寸柔肠一寸灰。
王五姐　　（白）　　　　　哎呀呀！他自言自语，是不曾睡下。待我叩门。
　　　　　　　　　　　　　开门来！
谢招郎　　（白）　　　　　是哪个？
王五姐　　（白）　　　　　是我呀。
谢招郎　　（白）　　　　　啊大姐还不曾睡么？
王五姐　　（白）　　　　　我不曾睡。相公可要吃茶？
谢招郎　　（白）　　　　　小生不渴。
王五姐　　（白）　　　　　不渴！
谢招郎　　（白）　　　　　大姐既然到此，请上楼来，细谈如何？
（王五姐上楼。）
王五姐　　（白）　　　　　相公请坐。
谢招郎　　（白）　　　　　大姐请坐。啊大姐，小生到此数日，多蒙大姐照应周全，感激不尽。
王五姐　　（白）　　　　　相公到此，十分简慢，望相公海涵。
谢招郎　　（白）　　　　　大姐说哪里话来，小生在此十分舒适，但是不久就要回去了！
王五姐　　（白）　　　　　相公多住几日何妨？
谢招郎　　（白）　　　　　小生甚愿多住几日，但是家中老母无人侍奉！
王五姐　　（白）　　　　　相公府上还有何人？
谢招郎　　（白）　　　　　只有老母在堂。啊大姐，我还未曾授室；我看大姐也是寂寞得很呀！
王五姐　　（白）　　　　　家中人少，只有嫂嫂陪伴。
谢招郎　　（白）　　　　　可惜小生福薄，不能陪伴大姐！
王五姐　　（白）　　　　　此话怎讲？
谢招郎　　（白）　　　　　小生不久就要回去，但是承大姐的厚情，舍不得大姐。
王五姐　　（白）　　　　　相公就要回去么？
谢招郎　　（白）　　　　　家中老母挂怀，不能在此久留。唉！小生心中有多少言语，是说不出来的。
王五姐　　（白）　　　　　相公请讲何妨？
谢招郎　　（白）　　　　　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王五姐　　（白）　　　　　此地并无外人，相公但讲无妨？
谢招郎　　（白）　　　　　小生平日的心愿，要遇着知心的人儿，方能与他说出。
王五姐　　（白）　　　　　那知心的人，今在何处？
谢招郎　　（白）　　　　　那知心的人么……
王五姐　　（白）　　　　　在哪里？
谢招郎　　（白）　　　　　近在目前，只是羞口难开，还是说不出来的。
（王五姐暗笑。）
王五姐　　（白）　　　　　如此，我替你害羞，你与我说出来吧！
谢招郎　　（白）　　　　　哎！小生也顾不得许多，大姐你就是我的知心人了！
王五姐　　（白）　　　　　哦！只怕未必吧？
谢招郎　　（白）　　　　　只要大姐允许，我便是大姐的……
王五姐　　（白）　　　　　什么？
谢招郎　　（白）　　　　　知心人了。
（谢招郎笑。）
王五姐　　（白）　　　　　知心人便怎么样？
谢招郎　　（白）　　　　　大姐若是允许我做个知心人，总要想个法儿，永久住在一处。
王五姐　　（白）　　　　　这——恐怕是无法可想的吧！
谢招郎　　（白）　　　　　大姐呀！
　　　　　（二黄摇板）　　多蒙你见面时深情错爱，
　　　　　　　　　　　　　可算得慧心人青眼怜才。
　　　　　　　　　　　　　我便要在灯前将身下拜，
（谢招郎跪。）
谢招郎　　（二黄摇板）　　拼将我百年身长傍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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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7

王五姐　　（白）　　　　　相公请起！
谢招郎　　（白）　　　　　大姐不允亲事，我是不起来的。
王五姐　　（白）　　　　　呀！
　　　　　（二黄摇板）　　只见那少年人低头下拜，
　　　　　　　　　　　　　想必是美姻缘早已安排。
　　　　　　　　　　　　　我与他表深情盟山誓海，
（王五姐跪。）
王五姐　　（二黄摇板）　　但愿得百年人两意和谐。
（谢招郎、王五姐同起。）
王五姐　　（白）　　　　　相公，我二人虽然定婚，相公回去，禀知堂上，礼请冰人，前来说亲，方是正
　　　　　　　　　　　　　理。
谢招郎　　（白）　　　　　大姐之言是也。但是我母亲家法甚严，我回家之后，见机而行便了。
王五姐　　（白）　　　　　奴的终身，既是许配君子，断无反悔之理，相公若不勉力而行，误了奴的终身，
　　　　　　　　　　　　　恐怕奴的性命就要断送在相公之手了哇。
（王五姐哭。）
谢招郎　　（白）　　　　　大姐不必伤心，小生若负了大姐，好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谢招郎跪。）
王五姐　　（白）　　　　　相公言重了。我在此说话，时间已久，恐怕嫂嫂知道，我要下楼去了！
（谢招郎拉王五姐。）
谢招郎　　（白）　　　　　大姐天已不早，就在此安歇何妨！
（王五姐摔袖。）
王五姐　　（白）　　　　　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我与你私下订婚，已是从权之事，若是苟且成亲，更有何
　　　　　　　　　　　　　颜面立于人世？相公要自重才好。
谢招郎　　（白）　　　　　多承大教，小生十分惭愧！
王五姐　　（白）　　　　　相公早些歇息，奴回房去了。
谢招郎　　（白）　　　　　大姐仔细行走！
（王五姐持烛下楼，谢招郎立楼口望，王五姐回望，点首一笑，下。谢招郎笑。）
谢招郎　　（白）　　　　　想不到今晚会面，那婚约就成就了，只是今宵孤零，更是难过。正是：
　　　　　（念）　　　　　汉水有缘逢解佩，画屏无语待牵牛。
（谢招郎笑，下。）

【第五场】

（杨四郎上。）
杨四郎　　（念）　　　　　商人只是轻离别，常抱故衾独自眠。
　　　　　（白）　　　　　卑人杨子虚，昨日多方设法，借来纹银数两，要交与谢贤弟带回家去。谢贤弟
　　　　　　　　　　　　　到此数日，也该回去了，我不免打发他回去便了！
（杨四郎行。）
杨四郎　　（白）　　　　　来此已是，待我叩门。
　　　　　　　　　　　　　开门来！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忽听门外唤，不知是何人。
（王大娘开门。）
王大娘　　（白）　　　　　哦，杨掌柜的来了！
杨四郎　　（白）　　　　　大嫂，舍亲在尊府叨扰数日，特来拜谢。
王大娘　　（白）　　　　　岂敢，令亲在此，十分怠慢，望祈原谅。
杨四郎　　（白）　　　　　岂敢，舍亲也该回转家去，房饭金在此，请大嫂收下！
王大娘　　（白）　　　　　住这么几天，算不了什么，房饭钱我们不要，你拿着吧！
杨四郎　　（白）　　　　　哪有不收之理，大嫂请收下！
王大娘　　（白）　　　　　你瞧，我们不要，你死气白咧叫我们要；要吧，显着我们老娘们透着爱财，不
　　　　　　　　　　　　　能收！
杨四郎　　（白）　　　　　敢莫嫌轻？
王大娘　　（白）　　　　　您要这么说，我们可不能不收啦，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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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8

杨四郎　　（白）　　　　　不成敬意。我内弟可曾起来？
王大娘　　（白）　　　　　你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王大娘向楼上。）
王大娘　　（白）　　　　　谢相公起来了吗？
（谢招郎上。）
谢招郎　　（白）　　　　　大嫂何事？
王大娘　　（白）　　　　　杨掌柜的来啦！
（谢招郎下楼。）
杨四郎　　（白）　　　　　愚兄来了。
谢招郎　　（白）　　　　　姐丈来得真早呀！
杨四郎　　（白）　　　　　愚兄多方设法，借来银两，贤弟带回家中，交与令姐使用。
（王五姐暗上，望，谢招郎回头见王五姐，王五姐向谢招郎摆手。）
谢招郎　　（白）　　　　　小弟身上有些不爽，过几天再回去把！
杨四郎　　（白）　　　　　贤弟从不出门，岳母是盼望得紧，还是今日回去的好！
王大娘　　（白）　　　　　既是老太太盼望的紧，你就赶紧回去吧！
（谢招郎再向五姐，王五姐再摇手。）
谢招郎　　（白）　　　　　小弟实在身体不爽，稍迟两日，好了回去就是。
（杨四郎见王五姐点头。）
王五姐　　（白）　　　　　啊！你莫非在此恋着什么？
（谢招郎怒。）
谢招郎　　（白）　　　　　说过我身体不爽，你还苦苦的逼我，我恋着什么来？你既这样说，我立刻回去
　　　　　　　　　　　　　就是了！
杨四郎　　（白）　　　　　这便才是。
（杨四郎对王大娘，谢招郎对王五姐。）
杨四郎、
谢招郎　　（同白）　　　　（大嫂）（大姐），（我内弟在此）（小生在尊府），多有叨扰，（大嫂费心）
　　　　　　　　　　　　　（小生去也）！
（王大娘对杨四郎，王五姐对谢招郎。）
王大娘、
王五姐　　（同白）　　　　（哪儿的话；杨掌柜，有工夫您到这儿说话来，您走我不送了）（相公珍重）！
（王大娘客气，王五姐安慰。王大娘撞王五姐，杨四郎撞谢招郎。）
王大娘、
杨四郎　　（同白）　　　　（妹妹，人都走了）（愚兄不远送了）！
（王大娘笑。）
王大娘　　（白）　　　　　你还发什么呆，跟我来！
（王五姐掩泪，下，王大娘关门，下。杨四郎、谢招郎同下。）

【第六场】

（秋桂、谢大姐、谢安人同上。）
谢安人　　（西皮摇板）　　叹中年遭不幸夫君早丧，
　　　　　　　　　　　　　撇下了双男女苦度时光。
　　　　　　　　　　　　　虽然是小姣生年华已长，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名扬。
　　　　　（白）　　　　　老身吴氏，作配谢门，夫君是个饱学秀才，不幸亡故。留下一子，名唤招郎，
　　　　　　　　　　　　　今年一十七岁，倒也聪明伶俐。前日去到东村，已经三日，还未回来，好叫老
　　　　　　　　　　　　　身放心不下！
谢大姐　　（白）　　　　　母亲不要挂心，兄弟去到东村，一定是他姐夫留他多住几日，不久定要回来的。
（谢招郎上。）
谢招郎　　（西皮摇板）　　离了东村回家往，
　　　　　　　　　　　　　见了母亲问安康。
（谢招郎入门。）
谢招郎　　（白）　　　　　母亲，孩儿拜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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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9

谢安人　　（白）　　　　　儿啊，你回来了？
谢招郎　　（白）　　　　　回来了！杨姐丈问母亲安康。
谢大姐　　（白）　　　　　兄弟你回来了？
谢招郎　　（白）　　　　　回来了！这有纹银五两在此，姐姐放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辛苦了！
谢招郎　　（白）　　　　　自家姐弟，何言辛苦二字。
　　　　　　　　　　　　　啊，母亲……
（谢招郎欲语。谢安人未曾觉察。）
谢安人　　（白）　　　　　我儿一路劳乏，暂且回房安歇，明日须要用心攻书，力图上进才好。
谢招郎　　（白）　　　　　孩儿遵命。
谢安人　　（白）　　　　　正是：
　　　　　（念）　　　　　少年努力攻书卷，好接书香慰母心。
（谢安人下，秋桂随下。）
谢招郎　　（白）　　　　　姐姐慢走！请这里来。
谢大姐　　（白）　　　　　什么事呀？
谢招郎　　（白）　　　　　我临行之时，你的言语，可还记得？
谢大姐　　（白）　　　　　哟，我说什么来着？
谢招郎　　（白）　　　　　是你言道：我姐丈替我说的亲事，年纪相当，我到了那里，才知是你诳哄于我！
谢大姐　　（白）　　　　　我不诳你，你不肯去呀！
谢招郎　　（白）　　　　　哼！如今，我自己找到一家……
谢大姐　　（白）　　　　　你自己找着什么了！
谢招郎　　（白）　　　　　这——唉，对你说了，料无妨事。小弟在东村住在王五姐家中，我二人已然定
　　　　　　　　　　　　　下婚约，方才正要禀告母亲，不想母亲提起读书之事，一时难于出口，还求姐
　　　　　　　　　　　　　姐设法成全才好！
谢大姐　　（白）　　　　　好哇，你放着书不念，竟想媳妇哇！这女子是怎样人家呀？
谢招郎　　（白）　　　　　家世也好，人才也好，好好好！
谢大姐　　（白）　　　　　这么说，倒是不错！可是母亲她老人家的脾气，你也知道；你刚刚回来，可先
　　　　　　　　　　　　　别说；等我慢慢的给你探探口风，才好试着步说。
谢招郎　　（白）　　　　　晓得！多谢姐姐。
谢大姐　　（白）　　　　　交给我啦！
（谢大姐下。）
谢招郎　　（白）　　　　　哎呀，听姐姐之言，此事倒也有望！我好放心也！
　　　　　（西皮摇板）　　我与那王五姐盟山誓海，
　　　　　　　　　　　　　这件事倒教我常挂心怀。
　　　　　　　　　　　　　听姐姐叮咛话还须等待，
　　　　　　　　　　　　　但愿得早日里得配裙钗。
（谢招郎下。）

【第七场】

（王大娘上。）
王大娘　　（西皮摇板）　　陪伴着小姑娘孤灯对影，
　　　　　　　　　　　　　每日里心烦闷所为何情？
　　　　　（白）　　　　　我王吴氏。适才陪伴我妹妹，这几天见她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不知道是什么
　　　　　　　　　　　　　原故？有啦，我瞧瞧她去。正是：
　　　　　（念）　　　　　少年姣女多心事，多愁多病实可怜！
（王大娘下。）

【第八场】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念）　　　　　谢郎别后无音信，好叫奴家挂在心。
　　　　　（白）　　　　　我王凤车。自谢郎别后，心中好不难过。谢郎回到家中，不知他堂上意思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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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叫我放心不下！我想谢郎，也不象个薄幸之人，但是他母亲家法甚严，这
　　　　　　　　　　　　　婚姻之事，不知可能成就，倘若一时中变，奴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思想起
　　　　　　　　　　　　　来，好不愁闷人也！
　　　　　（二黄慢板）　　对镜容光惊瘦减，
　　　　　　　　　　　　　万恨千愁上眉尖；
　　　　　　　　　　　　　盟山誓海防中变，
　　　　　　　　　　　　　薄命红颜只怨天；
　　　　　　　　　　　　　盼尽音书如断线，
　　　　　　　　　　　　　兰闺独坐日如年！
　　　　　　　　　　　　　才郎若是心肠变，
（王五姐心疼。）
王五姐　　（二黄散板）　　孤身弱女有谁怜！
（王五姐心疼。）
王五姐　　（白）　　　　　哎哟……
（王五姐伏案。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可怜红粉女，终日为情伤。
（王大娘惊。）
王大娘　　（白）　　　　　哎呀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王五姐　　（白）　　　　　我心疼得很。
王大娘　　（白）　　　　　心口疼？没这病根啊！
王五姐　　（白）　　　　　妹妹也不知道为了何事？就会心疼起来。
王大娘　　（白）　　　　　不要紧，我去请个大夫，吃点药就好啦。
王五姐　　（白）　　　　　我这病么，不是吃药可以治好的。
王大娘　　（白）　　　　　有病不吃药，那可怎么好哇，姑娘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吧？你要有心事，你哥哥
　　　　　　　　　　　　　不在家，嫂子我也可以替你做主啊！
王五姐　　（白）　　　　　妹妹的心事么……
王大娘　　（白）　　　　　姑娘有什么心事啊？
王五姐　　（白）　　　　　唉，嫂嫂呀！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妹妹有话只管说，别哭哇！
王五姐　　（二黄散板）　　都只为知心人难得见面，
　　　　　　　　　　　　　只恐怕薄命人要入黄泉！
王大娘　　（白）　　　　　姑娘说知心人难得见面，那知心人可是谁呀？
（王大娘想。）
王大娘　　（白）　　　　　啊！我想起来啦，前些日子，不是有个谢招郎吗，借住咱们南楼，姑娘与他情
　　　　　　　　　　　　　投意合，想必这知心人就是他吧？
王五姐　　（白）　　　　　正是。
王大娘　　（白）　　　　　不要紧，待我找一个会写字的，替你写一封信，叫他来一趟就结啦！
王五姐　　（白）　　　　　只怕他不能前来；
王大娘　　（白）　　　　　他不能不来，何必这么着急，我搀你到后面歇一会去！
王五姐　　（白）　　　　　有劳嫂嫂！
（王大娘搀王五姐同下。）

【第九场】

（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手拿法器穿道袍，本无道法会降妖。骗得铜钱三两吊，来与夫人把钱捎。
　　　　　（白）　　　　　下官，东村道纪司正堂张轱辘是也。为何叫做张轱辘？只因西村大户人家出了
　　　　　　　　　　　　　妖怪，请我前去捉妖，正在画符念咒，谁想怪风一阵，吓得我骨软筋稣，一轱
　　　　　　　　　　　　　辘就滚到楼下去了。因此合村人等，替我起个官名，叫做张轱辘。多蒙地方老
　　　　　　　　　　　　　爷，修了一本，奏明圣上，封我为东村道纪司正堂。这且不言，下官为官清正，
　　　　　　　　　　　　　万民爱戴，有酒有肉，常来孝敬于我。昨日李四妈妈改嫁王八官人，剩下来
　　　　　　　　　　　　　的酒肉，带了回家，慢慢的享用，不免传与家下人等，整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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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去请夫人出堂！
（张妈妈托盘上。）
张妈妈　　（念）　　　　　嫁个丈夫是老道，终朝每日瞎胡闹。
　　　　　（白）　　　　　张轱辘你嚷什么？
张道士　　（白）　　　　　下官的官印，也是你们妇道人家叫得的么？
张妈妈　　（白）　　　　　什么东西，不害臊！下官下官的，不要脸。
张道士　　（白）　　　　　将酒摆上，我与夫人痛饮。
张妈妈　　（白）　　　　　喝着。
张道士　　（西皮摇板）　　举起了金盅酒心中欢畅，
　　　　　　　　　　　　　好一似金殿上痛饮琼浆。
　　　　　　　　　　　　　你是个美佳人多娇模样，
　　　　　　　　　　　　　陪伴我少年人美貌才郎。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只为姑娘病，来请写信人。
　　　　　（白）　　　　　到啦，张伯伯在家吗？
张妈妈　　（白）　　　　　谁呀？
王大娘　　（白）　　　　　张大妈你好哇？
张道士　　（白）　　　　　原来是王大娘！
王大娘　　（白）　　　　　王大娘！我可不会《锯大缸》。
张道士　　（白）　　　　　哟！还会这么一出？
张妈妈　　（白）　　　　　大妹妹请坐。
张道士　　（白）　　　　　王大娘到此何事？
王大娘　　（白）　　　　　你知道我妹妹呀！
张道士　　（白）　　　　　啊！
王大娘　　（白）　　　　　病啦！
张道士　　（白）　　　　　不用说，是让妖怪迷着啦！
王大娘　　（白）　　　　　不是，有几句话、求您给写封信。
张道士　　（白）　　　　　不是捉妖，我可不是轻易请得动的。
王大娘　　（白）　　　　　我老远来的，你就去趟得啦！
张妈妈　　（白）　　　　　真个的。大妹妹老远来了，你就去趟吧！
王大娘　　（白）　　　　　我们家中没人，您就去趟得啦！
张道士　　（白）　　　　　不能去，我懒得很。
张妈妈　　（白）　　　　　怎么喳？你不去，王大娘老远来了，找你去写几个字，你就拿糖！你去不去？
（张妈妈揪张道士耳。）
张道士　　（白）　　　　　我去，我去，放手。
王大娘　　（白）　　　　　这么大岁数，老找这个！
张道士　　（白）　　　　　你净给我找事。
王大娘　　（白）　　　　　我先回去，你可快去。
张妈妈　　（白）　　　　　大娘你先回去，他随后就到。
（王大娘下。）
张妈妈　　（白）　　　　　你还不赶快去吗？
张道士　　（白）　　　　　给我叫车去。
张妈妈　　（白）　　　　　车还没糊哪！
张道士　　（白）　　　　　我怎么着哪！
张妈妈　　（白）　　　　　你腿着。
张道士　　（白）　　　　　干脆我走着。
（张道士下。）
张妈妈　　（白）　　　　　这块骨头。
（张妈妈下。）

【第十场】

（谢招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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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招郎　　（念）　　　　　少年难立志，订下苦姻缘。
　　　　　（白）　　　　　我谢招郎。自从回转家来，也曾对姐姐说明，姐姐答应代我向母亲说知，只是
　　　　　　　　　　　　　两月以来，并无消息，那王五姐一定十分埋怨于我。只是我的难处，王五姐也
　　　　　　　　　　　　　未必知道，思前想后，这段姻缘，恐怕难成就也。
　　　　　（二黄原板）　　都只为美佳人想成美眷，
　　　　　　　　　　　　　怎奈是我姐姐未对娘言。
　　　　　　　　　　　　　只落得苦相思难以见面，
　　　　　　　　　　　　　怕只怕变做了苦恼姻缘。
　　　　　（白）　　　　　唉！这相思怎生是了呀！
（秋桂上。）
秋桂　　　（白）　　　　　咳！
　　　　　（念）　　　　　相公心事苦，终日皱眉头。
　　　　　（白）　　　　　我秋桂，只因大相公独居楼上，每日咳声叹气的，想必有什么心事把，我去给
　　　　　　　　　　　　　他开开心，解解闷，想必他一定很高兴的，待我上楼去。
　　　　　　　　　　　　　嗐，大相公我来啦！
谢招郎　　（白）　　　　　你前来做甚？
秋桂　　　（白）　　　　　大相公，你终日咳声叹气的，想必是有什么心事把！
谢招郎　　（白）　　　　　我的心事，你哪里会知道。
秋桂　　　（白）　　　　　待我猜一猜吧！
谢招郎　　（白）　　　　　不要在此搅扰。
秋桂　　　（白）　　　　　你瞧，我好心问你，你不告诉我！老太太要瞧见你发愁，可又要说你！
谢招郎　　（白）　　　　　这与你什么相干？还不下去！
（谢招郎推秋桂。）
秋桂　　　（白）　　　　　喝，好心没好报！
　　　　　　　　　　　　　有了！他不说，我听他说些什么？
谢招郎　　（白）　　　　　我正在这里思量，又被这蠢丫头前来打搅，讨厌得很！
　　　　　　　　　　　　　哎呀大姐，我正在这里想你，你一定是在那里埋怨于我了！哎呀大姐呀，大姐！
秋桂　　　（白）　　　　　如何？我刚走，又直叫我不是！
（秋桂上楼。）
秋桂　　　（白）　　　　　相公我还在这儿伺候您哪！
谢招郎　　（白）　　　　　又来打搅，还不快些下去！
秋桂　　　（白）　　　　　你在这儿直叫“大姐”、“大姐”的，我才进来，怎么又叫我快滚下去？这不
　　　　　　　　　　　　　是有意拿我们开心吗？
谢招郎　　（白）　　　　　哪有这许多话说，你就与我下去罢！
（谢招郎推秋桂下楼。）
谢招郎　　（白）　　　　　岂有此理！
（谢招郎关门，下。）
秋桂　　　（白）　　　　　他这脾气可改多啦！得便我可得告诉老太太去，别让他闷出病来！正是：
　　　　　（念）　　　　　不愁吃来不愁穿，终日发愁为哪般？
（秋桂下。）

【第十一场】

（王大娘扶王五姐上。）
王五姐　　（二黄散板）　　这几日病容颜十分消瘦，
　　　　　　　　　　　　　恨只恨负心郎不肯回头！
　　　　　　　　　　　　　累得我薄命人一心等候，
　　　　　　　　　　　　　终日里痛伤心两泪交流。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姑娘不必如此，我已请了张伯伯前来，烦他写一封信寄与谢郎，叫他快来。见
　　　　　　　　　　　　　了面，你的病就好了。
王五姐　　（白）　　　　　这书信前去，只怕也是无用的了。
王大娘　　（白）　　　　　他见了书信一定会来的，姑娘心宽着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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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姐　　（白）　　　　　嫂嫂，我意欲移到南楼居住，也好在那里养病。
王大娘　　（白）　　　　　我说妹妹，你病到这样，干什么要上楼去住啊，还是住在楼下方便呀！
王五姐　　（白）　　　　　不妨。这南楼清静得很，正好养病，倘若是要死的时候，我的孤魂，也是离不
　　　　　　　　　　　　　开这南楼的了啊！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妹妹别伤心，我搀你上楼就是了！
（胡琴反调〖哭皇天〗。楼上设床帐。王大娘扶王五姐上楼，王五姐无力上楼，喘息。）
王大娘　　（白）　　　　　姑娘你在床上歇会，我看看张伯伯来了没有。
王五姐　　（白）　　　　　有劳嫂嫂。
（王五姐躺下。）
王大娘　　（白）　　　　　我下楼去了！
（王大娘放帐，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时候怎么还不来呀！
（王大娘下。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奉了夫人命，来做写信人。
　　　　　（白）　　　　　开门来！
（王大娘上。）
王大娘　　（白）　　　　　谁呀！
张道士　　（白）　　　　　王大娘我来啦！
王大娘　　（白）　　　　　张伯伯您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张道士　　（白）　　　　　你哪知道，走在半道儿，车坏啦！
王大娘　　（白）　　　　　这倒巧得很。
张道士　　（白）　　　　　你妹妹在哪里？
王大娘　　（白）　　　　　我妹妹在楼上哪！您跟我来。张伯伯我告诉您说，我妹妹病的很重，您说话小
　　　　　　　　　　　　　着点声，可别嚷嚷。
张道士　　（白）　　　　　你放心把，我这么大岁数，没有那么大气力儿啦。
（王大娘、张道士同上楼。）
张道士　　（白）　　　　　哎呀，哎……
王大娘　　（白）　　　　　哟，怎么啦？
张道士　　（白）　　　　　你在这儿哪，我非拘着你不成！
王大娘　　（白）　　　　　你要拘谁呀？
张道士　　（白）　　　　　这楼上有个催命鬼，凶得很，凶得很！
（张道士画符念咒。）
张道士　　（白）　　　　　天灵灵地灵灵，奉太上老君之命，急急如律令敕。
王大娘　　（白）　　　　　不是告诉你小着点声吗？怎么倒嚷起来啦！
张道士　　（白）　　　　　不要紧，那催命鬼已经拿住了！
王大娘　　（白）　　　　　咳，我们是请您写信来啦！谁叫你捉妖呀！
张道士　　（白）　　　　　不是捉妖？
王大娘　　（白）　　　　　谁说捉妖啦！
张道士　　（白）　　　　　我全闹拧啦！得啦！哪儿去写呀！
王大娘　　（白）　　　　　就在这儿写。
张道士　　（白）　　　　　就在这儿写！没有笔砚。
王大娘　　（白）　　　　　我给您拿去，你瞧这还是我们当家的笔哪，都没有尖啦！
张道士　　（白）　　　　　不要紧，能画道儿就得。
王大娘　　（白）　　　　　我给你砚墨。
张道士　　（白）　　　　　不用，我这儿有自来水。
（张道士吐口沫。）
王大娘　　（白）　　　　　这脏劲啊！
张道士　　（白）　　　　　你不说写什么！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吗？
王大娘　　（白）　　　　　真个的，我们家的事情，您哪儿知道哪！您等一等，我问一问去。
张道士　　（白）　　　　　问谁？
王大娘　　（白）　　　　　问我妹妹去。
张道士　　（白）　　　　　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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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掀帐。）
王大娘　　（白）　　　　　姑娘，张伯伯来了，问你那信上都写什么？
王五姐　　（白）　　　　　只问他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
王大娘　　（白）　　　　　问来啦！
张道士　　（白）　　　　　写什么？
王大娘　　（白）　　　　　你写：“只问他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
张道士　　（白）　　　　　这没头没脑的，就这么写吗？
王大娘　　（白）　　　　　您就照这样儿写就结啦，管他头脑哪！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只问你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
　　　　　　　　　　　　　还写什么？
王大娘　　（白）　　　　　等我问问去！
张道士　　（白）　　　　　快去、快去！
（王大娘掀帐。）
王大娘　　（白）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白）　　　　　为何两月有余，杳无音信？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为何两月有余，杳无音信”。还写什么？
王大娘　　（白）　　　　　我再问问去。
张道士　　（白）　　　　　我说你真是有两条敷余腿怎么着？
王大娘　　（白）　　　　　少说废话。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白）　　　　　他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不能见面了！
王大娘　　（白）　　　　　你怎说这样话呀，我就不爱听这个，怪丧气的。
张道士　　（白）　　　　　问来了没有？
王大娘　　（白）　　　　　你写：“他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就不能见面了！”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你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不能见面了”。这不像话呀！
王大娘　　（白）　　　　　本来我们老娘们不会写信，要会写信，请您干嘛呀！
张道士　　（白）　　　　　这么办，我再给添上两句。
王大娘　　（白）　　　　　对啦，您再给添上两句。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你若是不来，好似石沉大海，若要相见，请到泉台”。
王大娘　　（白）　　　　　更不吉祥啦！
张道士　　（白）　　　　　快去问问去，有什么话没有啦！
（张道士睡。）
王大娘　　（白）　　　　　姑娘还有什么话没有啦！
（王五姐摇头。）
王大娘　　（白）　　　　　没有了，我给你放下帐子歇歇吧！
（王五姐暗下。）
王大娘　　（白）　　　　　啊，他会睡着啦！
　　　　　　　　　　　　　张伯伯醒醒。
（张道士惊醒。）
张道士　　（白）　　　　　哎呀！催命鬼又来啦，天灵灵地灵灵，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王大娘　　（白）　　　　　这回我可不管啦！
张道士　　（白）　　　　　我不要僵在这儿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王大娘　　（白）　　　　　没有什么事啦！
张道士　　（白）　　　　　你早说，我回去睡觉去了。
（张道士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回来回来。
张道士　　（白）　　　　　什么事？下来说。
王大娘　　（白）　　　　　您上来！
（张道士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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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封信倒是给谁呀！
张道士　　（白）　　　　　爱给谁给谁！
王大娘　　（白）　　　　　您倒是写上地名、上下款啊！
张道士　　（白）　　　　　你不说我怎么写呀！
王大娘　　（白）　　　　　您写：“西村谢招郎开拆”。——这是上款。
张道士　　（白）　　　　　哦哦！“西村谢招郎开拆”。
王大娘　　（白）　　　　　下款写我。
张道士　　（白）　　　　　写你。
王大娘　　（白）　　　　　不好不好，写我妹妹吧！
张道士　　（白）　　　　　写你妹妹。
（张道士写，止。）
王大娘　　（白）　　　　　不好！
张道士　　（白）　　　　　写谁好？
王大娘　　（白）　　　　　你写“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王大娘　　（白）　　　　　好，还是不好！
张道士　　（白）　　　　　哦，这封信，我可明白啦！八成是你丈夫不在家，你有了情人了罢！
王大娘　　（白）　　　　　别胡说！这是我妹妹的。
张道士　　（白）　　　　　啊！你妹妹的！那也是你拉的纤呀！
王大娘　　（白）　　　　　怎么着！你这么大岁数，说话要谨慎点。
张道士　　（白）　　　　　恕我嘴冷，打嘴打嘴。
（张道士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别走，您上来。
张道士　　（白）　　　　　你下来！
王大娘　　（白）　　　　　您上来罢！
（张道士上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封信真个的，谁给送去呀！
张道士　　（白）　　　　　我知道谁送去！
王大娘　　（白）　　　　　您不是坐车来的吗？就派您的车夫送去就得啦！
张道士　　（白）　　　　　坏啦！他一急得暴病死啦！
王大娘　　（白）　　　　　这巧劲的！张伯伯您瞧我们家里头没人，我妹妹离不开我，劳您驾，您辛苦一
　　　　　　　　　　　　　趟吧。
张道士　　（白）　　　　　咳！他家真是没人，我真得去一趟。我说王大娘，去一趟倒是不难，得请请我。
王大娘　　（白）　　　　　请您什么？
张道士　　（白）　　　　　二斤高高的白干。
王大娘　　（白）　　　　　好吧，我一会就买去。
张道士　　（白）　　　　　我可走啦！
王大娘　　（白）　　　　　您走啦，不送啦。你想着快点送去。
（张道士出门，王大娘关门，张道士敲门。）
张道士　　（白）　　　　　王大娘，王大娘，开门来！
王大娘　　（白）　　　　　噢！你怎么还不走哇？
张道士　　（白）　　　　　别忘了二斤酒。
（张道士笑，下。）
王大娘　　（白）　　　　　这贫劲的。
（王大娘关门，下。）

【第十二场】

（谢大姐、秋桂、谢安人同上。）
谢安人　　（念）　　　　　姣儿懒去攻书卷，好叫老身挂在心。
　　　　　（白）　　　　　自从那日我儿招郎从东村回来之后，每日愁眉不展，懒读诗书，不知是何缘故？
　　　　　　　　　　　　　不免将他唤了出来，问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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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桂。
秋桂　　　（白）　　　　　有。
谢安人　　（白）　　　　　去请你大相公来。
秋桂　　　（白）　　　　　我不去！
谢安人　　（白）　　　　　因何不去？
秋桂　　　（白）　　　　　您还提哪！昨天我给他送茶去，听他自言自语的，叫什么“大姐”、“大姐”
　　　　　　　　　　　　　的，八成他是有什么病吧？
谢安人　　（白）　　　　　哪有此事，快去。
秋桂　　　（白）　　　　　大相公，老安人唤你哪！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念）　　　　　闻听母亲唤，不知为何情。
　　　　　（白）　　　　　母亲，儿拜揖。
谢安人　　（白）　　　　　坐下。我看你两月有余，总是愁眉不展，却是为了何事？
谢招郎　　（白）　　　　　孩儿专心攻书，并无别事。
谢安人　　（白）　　　　　你说专心攻书，为何终日愁闷？
谢招郎　　（白）　　　　　这个……连孩儿也不知道！
秋桂　　　（白）　　　　　我秋桂倒知道了。
谢安人　　（白）　　　　　你知道什么？
秋桂　　　（白）　　　　　昨天晚上，大相公一个人自言自语的，直叫“大姐”“大姐”的，我问他叫谁
　　　　　　　　　　　　　哪！他不告诉我。安人您想，半夜三更的，叫大姐干什么？
（谢安人怒。）
谢安人　　（白）　　　　　小奴才还不与我实说。
谢招郎　　（白）　　　　　母亲不要听这蠢丫头胡言乱道，孩儿没叫什么！
谢安人　　（白）　　　　　你这奴才不长进得很呀！
（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来到西村上，权作寄书人。
　　　　　（白）　　　　　门上有人么？
秋桂　　　（白）　　　　　是哪个？
张道士　　（白）　　　　　这里有个谢招郎吗？
秋桂　　　（白）　　　　　有的。问他做什么？
张道士　　（白）　　　　　有东村给他带来的书信，交他本人。
（秋桂接信。张道士下。）
秋桂　　　（白）　　　　　有一件好东西，你看看。
谢招郎　　（白）　　　　　是什么？
秋桂　　　（白）　　　　　是一封书信。
谢招郎　　（白）　　　　　拿来我看。
　　　　　（念）　　　　　“西村谢招郎开拆、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谢招郎急藏信。）
谢安人　　（白）　　　　　是何人的书信？
谢招郎　　（白）　　　　　是一个学里的朋友，约会做文章的。
谢安人　　（白）　　　　　你还有什么做文章的朋友！拿来我看。
（谢招郎着急。）
谢安人　　（白）　　　　　快拿上来！
（谢招郎无奈，呈信。）
谢安人　　（念）　　　　　“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白）　　　　　这是何人？
（谢安人拆信看。）
谢安人　　（白）　　　　　这是一封情书呀！啊哈！
（谢安人掷信。）
谢安人　　（白）　　　　　你这畜生，小小年纪，就作出这不法之事，还不与我跪下！畜生呀畜生，想不
　　　　　　　　　　　　　到你一十七岁的孩童就如此大胆，在外面做此丑事！老身这下半世，是无有指
　　　　　　　　　　　　　望的了！
（谢安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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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招郎　　（白）　　　　　母亲息怒，孩儿罪该万死。
谢安人　　（白）　　　　　畜生呀！
　　　　　（二黄散板）　　你爹尊遭不幸中年命丧，
　　　　　　　　　　　　　留下你年幼儿要继书香。
　　　　　　　　　　　　　想不到不孝儿轻狂浮荡，
（谢安人打。）
谢安人　　（二黄散板）　　好叫我年迈人心内悲伤。
　　　　　（白）　　　　　畜生！我养了你这不孝之子，有何面目去见你那亡故的父亲于地下，不如活活
　　　　　　　　　　　　　的把你打死，也省得败坏了谢家的门风呀！
　　　　　（二黄散板）　　小畜生学下流已成绝望，
　　　　　　　　　　　　　打死了倒干净免累为娘。
（谢安人打。谢大姐急上，劝阻。）
谢大姐　　（白）　　　　　母亲息怒，请到后面歇息，待女儿慢慢的开导于他就是了。
谢安人　　（白）　　　　　还有什么开导的！秋桂将他送到楼上，把门锁紧，永不放他出来。
秋桂　　　（白）　　　　　交给我啦！
谢安人　　（白）　　　　　气死我也。
（谢安人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且起来！
（谢招郎拾信起立。）
谢大姐　　（白）　　　　　我说兄弟，你怎这么沉不住气呀！母亲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还没机会替你说哪！
　　　　　　　　　　　　　你怎么就私自通起信来了！这么一闹，事就不好办啦！我劝你呀！快把这个
　　　　　　　　　　　　　念头打销吧。
谢招郎　　（白）　　　　　姐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答应代我说明，如今怎又这样说法？我与那人盟
　　　　　　　　　　　　　山誓海，断难中变，若是要我与她断绝，却也不难。
谢大姐　　（白）　　　　　怎么样？
谢招郎　　（白）　　　　　除非一死！这不孝无后之罪，我也顾不得了！
谢大姐　　（白）　　　　　这是哪里说起。
（谢大姐下。）
秋桂　　　（白）　　　　　您跟我来吧！您要早跟我说明，那封信我怎么也不能当着老太太交给您哪！唉，
　　　　　　　　　　　　　等老太太消消气我也好给你说几句好话呀。
（谢招郎上楼。）
谢安人　　（内白）　　　　秋桂拿钥匙来！
秋桂　　　（白）　　　　　来了，来了。
（秋桂下。）
谢招郎　　（白）　　　　　我好焦虑也！
　　　　　（二黄散板）　　都只为老娘亲家法严正，
　　　　　　　　　　　　　逼得我变做了负心之人！
　　　　　　　　　　　　　害得她美娇娘嗟怨薄命，
　　　　　　　　　　　　　难道是任凭他送了残生。
（秋桂提灯上，上楼送饭。）
秋桂　　　（白）　　　　　相公，相公。
谢招郎　　（白）　　　　　为何大呼小叫？
秋桂　　　（白）　　　　　饭来了，吃饭吧！
谢招郎　　（白）　　　　　不饿。
秋桂　　　（白）　　　　　不饿呀，灯哪！
谢招郎　　（白）　　　　　从窗口递进来。
（秋桂递灯，谢招郎接。）
秋桂　　　（白）　　　　　咳！这是怎么说的！
（秋桂下。）
谢招郎　　（白）　　　　　小楼深囚，好不闷煞人也！
（谢招郎看信。）
谢招郎　　（白）　　　　　哎呀且住，那王五姐病在垂危，等我一见，我如今关锁在此，如何能够出去？
　　　　　　　　　　　　　这便怎么处？啊有了，前面窗户，便是前街，我不免将带子接续起来，吊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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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连夜去往东村，去见王五姐一面，就是将来母亲知道，打个半死，也是甘
　　　　　　　　　　　　　心愿意。待我下去，我就是这个主意啊！
（谢招郎取带接续，绑窗栏，吹灯，坠下楼。〖起二更鼓〗。）
谢招郎　　（白）　　　　　天色已交二更，我不免赶到东村便了。
　　　　　（二黄散板）　　急忙忙望东村举足不定，
　　　　　　　　　　　　　等见了王五姐细说衷情。
（谢招郎走圆场，吊毛，下。）

【第十三场】

（场上设帐。王五姐暗上，卧床。王大娘上。）
王大娘　　（二黄摇板）　　这几日我姑娘病体沉重，
　　　　　　　　　　　　　只恐怕如花貌付与狂风。
　　　　　（白）　　　　　唉！我家姑娘病势不轻，已曾托张伯伯带了书信，前往西村，叫谢招郎前来相
　　　　　　　　　　　　　会。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他到来，到底年青人的情义是靠不住的，我们姑娘
　　　　　　　　　　　　　白白的为他送了性命，也太不值了！姑娘此刻还不知怎么样子？待我看来。
（王大娘上楼。）
王大娘　　（白）　　　　　姑娘！姑娘！哎呀这样沉重！怎么好呀！
（王五姐开目。）
王五姐　　（白）　　　　　嫂嫂你来了！
王大娘　　（白）　　　　　姑娘此刻好一点吗？
王五姐　　（白）　　　　　还是那样，嫂嫂你搀我起来。
王大娘　　（白）　　　　　姑娘还是躺着的好。
王五姐　　（白）　　　　　我有话与嫂嫂细说，坐起来好讲话。
王大娘　　（白）　　　　　是了。
（王大娘扶王五姐坐。王五姐喘息。）
王五姐　　（白）　　　　　嫂嫂想我病体如此沉重，我的命就在早晚了，只是我哥哥远在他乡，不能见面，
　　　　　　　　　　　　　将来我哥哥回来，不知是怎样的伤心！嫂嫂要好好解劝才好。
王大娘　　（白）　　　　　不要说出这样话来，好好的养病要紧，那张伯伯已经送信给谢招郎了，早晚总
　　　　　　　　　　　　　要到来，等见面之后，姑娘的病一定就可以好的了。
王五姐　　（白）　　　　　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那谢招郎未必能来，就是来了么，也是无济于事了。
王大娘　　（白）　　　　　姑娘安心等候，一定有好的日子，姑娘自己放宽心才好！
王五姐　　（白）　　　　　嫂嫂呀！
　　　　　（反二黄慢板）　为痴情闪得我柔肠百转，
　　　　　　　　　　　　　因此上终日里病体缠绵。
　　　　　　　　　　　　　我与那谢招郎灯前誓愿，
　　　　　　　　　　　　　又谁知不从心拆散良缘。
　　　　　　　　　　　　　到如今薄命人死期不远，
　　　　　　　　　　　　　眼睁睁红粉女要入黄泉。
　　　　　　　　　　　　　可叹我亲兄长不能见面，嫂嫂呀！
　　　　　　　　　　　　　只落得泉台上去度流年。
（王大娘掩泪。）
王大娘　　（白）　　　　　姑娘保重要紧，休要多说话了！姑娘躺下来歇一歇罢！
（王大娘扶王五姐卧。谢招郎踉跄上，到门前；碰门响，昏跌。）
王大娘　　（白）　　　　　门外扑通一声，甚是响亮，这是什么原故？待我看来。
（王大娘下楼。）
王大娘　　（白）　　　　　谁呀？
（王大娘开门，见谢招郎。）
王大娘　　（白）　　　　　哎哟，门外躺下一人，是哪里来的？待我拿灯照照去。
（王大娘照。）
王大娘　　（白）　　　　　这不是谢招郎吗？为何躺在门首？啊是了！想必是连夜赶来，身体劳乏，故而
　　　　　　　　　　　　　倒在地上。
（王大娘搀谢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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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　　（白）　　　　　谢相公醒来！
（谢招郎开目。）
谢招郎　　（白）　　　　　你可是王大娘？
王大娘　　（白）　　　　　正是。谢相公为何这般模样？
谢招郎　　（白）　　　　　大娘有所不知，只因接到到大姐的书信，知道她病体沉重，连夜赶来，到了门
　　　　　　　　　　　　　首，走不动了，故而躺在地上。大嫂！五姐的病怎么样了？
王大娘　　（白）　　　　　还算有点良心，连夜赶来！
　　　　　　　　　　　　　啊！谢相公，我姑娘恐怕不中用了，你害得她好苦哇！
谢招郎　　（白）　　　　　她、她、她现在哪里？
王大娘　　（白）　　　　　现在楼上。
（谢招郎急。）
谢招郎　　（白）　　　　　大嫂快领我看去！
王大娘　　（白）　　　　　随我来！
（王大娘引谢招郎上楼。）
王大娘　　（白）　　　　　姑娘，谢相公来了！
（王五姐不应。）
王大娘　　（白）　　　　　姑娘，那谢招郎来了。
王五姐　　（白）　　　　　不要哄我，那谢郎他是不能来的。
谢招郎　　（白）　　　　　大姐，小生在此。
（王五姐举目见谢招郎，注视，哭不出声，晕绝。）
王大娘　　（白）　　　　　姑娘醒来，姑娘醒来！
（王五姐哭出声。）
王五姐　　（白）　　　　　他当真来了么？
王大娘　　（白）　　　　　站在面前的，不就是谢相公吗？
（王五姐望，点头。）
王五姐　　（白）　　　　　嫂嫂叫他进前一步。
谢招郎　　（白）　　　　　小生特来看望大姐。
（王五姐叹气。）
王大娘　　（白）　　　　　谢相公与姑娘谈谈心，相烦照料姑娘，我去去就来！
（王大娘下。）
王五姐　　（白）　　　　　我嫂嫂她去了么？
谢招郎　　（白）　　　　　大嫂下楼去了！
王五姐　　（白）　　　　　谢郎，相烦把我扶起来，坐着好说话。
（谢招郎扶王五姐。）
谢招郎　　（白）　　　　　大姐看仔细些。
（王五姐坐，喘息。）
王五姐　　（白）　　　　　谢郎坐下讲话。
（王五姐拉谢招郎坐床沿。）
王五姐　　（白）　　　　　谢郎你把我害到这步田地，你问心怎么样了？
谢招郎　　（白）　　　　　非是小生负心，只因家母十分严厉，不敢向她开口，转求我家姐姐，不想她迟
　　　　　　　　　　　　　迟未讲，因此耽误。小生知罪了！
王五姐　　（白）　　　　　你为何音信全无，是何道理？
谢招郎　　（白）　　　　　小生意欲寻一机会，与母亲说知，总是无有机会，蹉跎至此。
王五姐　　（白）　　　　　你今晚如何能够到此？
谢招郎　　（白）　　　　　大姐有书信到来，被我母亲看见，重打一顿，锁禁楼中，大姐你来看，我身上
　　　　　　　　　　　　　的伤痕，你就明白了呀！
（谢招郎哽咽。）
王五姐　　（白）　　　　　啊你为我挨了打么？
（王五姐执手细看，哭，不放手。）
王五姐　　（白）　　　　　如此说来，是你为我受了苦了！
谢招郎　　（白）　　　　　挨了打还不算苦，我母亲把我锁禁楼中，不许出门一步，要我与大姐断绝往来，
　　　　　　　　　　　　　这才算苦呢！
王五姐　　（白）　　　　　你既是锁禁楼中，如何能够出来？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2103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鸳鸯冢》 20

谢招郎　　（白）　　　　　是我万分着急，无计可想，只得用带子接续起来，从楼窗坠下，连夜前来，才
　　　　　　　　　　　　　能与大姐见这一面呀！
王五姐　　（白）　　　　　郎君如此真情，是奴错怪你了，你既是不能自己做主，我这病么？已到了这步
　　　　　　　　　　　　　田地，也不愿以垂危之身，侍奉郎君，今晚相会，便是永诀，郎君前程万里，
　　　　　　　　　　　　　自己保重就是了。
（王五姐欲死。）
谢招郎　　（白）　　　　　小生与大姐虽然未成夫妻之礼，已是盟山誓海，天地神明，实鉴此心，生既不
　　　　　　　　　　　　　能同衾共枕，死了之后，必要葬在一处。大姐若是不能得生，小生也要跟随大
　　　　　　　　　　　　　姐，到了黄泉之下，做一对永久夫妻！
（王五姐死。）
谢招郎　　（白）　　　　　啊大姐，哎呀！
（谢招郎气逆。）
谢招郎　　（白）　　　　　大姐你等我一等，我与你一路去吧！
（谢招郎碰死。王大娘上。）
王大娘　　（白）　　　　　这就好啦！那谢招郎与姑娘见了面，我妹妹的病就许好了，待我瞧瞧去。
（王大娘上楼，见谢招郎。）
王大娘　　（白）　　　　　哎哟谢相公怎么死在我们这里了！
（王大娘看王五姐。）
王大娘　　（白）　　　　　哎哟！我妹妹也死啦！咳，妹妹呀！
（王大娘哭。张妈妈、张道士同上。）
张妈妈　　（白）　　　　　王五姐病了好些日子，不知道好了没有？咱们瞧瞧去。
张道士　　（白）　　　　　走着。
（张妈妈、张道士同走圆场，同进门，同上楼。）
王大娘　　（白）　　　　　张妈妈，你来得正好，我妹妹死啦！谢相公也死在这儿啦！
（王大娘哭。）
张妈妈　　（白）　　　　　先把尸首搭下去！
张道士　　（白）　　　　　好一对痴情男女，死的真是可怜！依我之见，将他二人，同埋在一处，做一个
　　　　　　　　　　　　　大大土坟，叫作“鸳鸯冢”，也好与世界上有情人做个榜样，你们说好不好？
王大娘　　（白）　　　　　妹妹！
（王大娘哭。）
张道士、
张妈妈　　（同白）　　　　得啦！得啦！别哭啦！
（王大娘、张道士、张妈妈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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