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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

主要角色
杜十娘：旦
李干先：小生
孙富：丑
柳遇春：老生
鸨儿：旦
梅香：旦
来旺：丑

情节
明朝洪武时，临安书生李干先入都春试，结识金陵名妓杜十娘。杜十娘久厌风尘，正拟寻觅佳偶从良，误以
李干先可托终身，乃设法逃出妓院，与李干先相偕返里。途中，夜渡瓜州渡口，为富商孙富所见。孙富久慕
杜十娘姿色，又因与李干先旧识，乃密与商议，欲以银千两质换杜十娘。李干先利令智昏，欣然允之。翌晨
迎娶，杜十娘出示所携之百宝箱。李干先悔之不及，孙富则手舞足蹈。杜十娘先投箱于水，立船头上痛斥孙、
李二人，继即投江自尽。李干先见利忘义，终于人才两空。

注释
三十余年前，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先生（人称老乡亲）与我（荀慧生）往来甚密。《杜十娘》剧本就是孙老
先生赠给我的，他老人家认为此剧既富于警恶劝善意义，又符合我的表演风格，因此力劝搬演。我心为所动，
跃跃欲试。但此本情节虽好，而结构松散，其中几全系过场戏，缺乏重点。当时就参照《警世通言》中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回加以改编，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次演出于北京中和戏院。我自饰杜十娘，
金仲仁饰李干先，马富禄饰孙富，张春彦饰柳遇春。
解放以后，我将数十年来的演出本重新作了整理加工，认为此剧过去处理上单纯抨击李干先和孙富二人之贪
婪无耻，力量仍嫌单薄，乃使讽刺的矛头直指整个封建制度，揭示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使广大观众抚今思
昔，愈加热爱新社会。改编后的新本，于一九六一年新年演出于北京吉祥戏院，由徐和才饰李干先，朱斌仙
饰孙富，陈喜兴饰柳遇春。其后在演出中亦小有修改。此次付印前，又重新作了校订。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议婚】

（柳遇春上。）
柳遇春　　（西皮散板）　　翰林院中闲无事，
　　　　　　　　　　　　　终朝饮酒并赋诗。
（鸨儿自下场门上。）
鸨儿　　　（白）　　　　　哟，这不是柳老爷吗？来呀，柳老爷，您里边歇会吧。
柳遇春　　（白）　　　　　不、不、不，今日还有别事，改日再来。
鸨儿　　　（白）　　　　　哟，柳老爷，这可得罚您，哪有漫门而过的道理哪。来吧，您少坐会，喝杯茶
　　　　　　　　　　　　　再走。
柳遇春　　（白）　　　　　如此少坐片刻。
鸨儿　　　（白）　　　　　这不结了。您请吧。
（鸨儿引柳遇春同进内。）
鸨儿　　　（白）　　　　　柳老爷请坐。
柳遇春　　（白）　　　　　有座。啊妈妈，杜十娘可在院中么？
鸨儿　　　（白）　　　　　我一猜您就得问她，她让杨老爷约到畅春园吃酒去了，这就回来，柳老爷请茶。
（鸨儿献茶。）
柳遇春　　（白）　　　　　好、好、好。
鸨儿　　　（白）　　　　　啊，柳老爷，我们十娘自从认识您之后，跟您学点诗词歌赋，可高兴了。您老
　　　　　　　　　　　　　不来，她还是真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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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遇春　　（白）　　　　　十娘确是个颇知上进的女子。天时不早，十娘还不回来，我要先行一步了。
鸨儿　　　（白）　　　　　您还是走哇。
（梅香、杜十娘、车夫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愁丝万缕理还乱，
　　　　　　　　　　　　　每日强颜邀客欢。
　　　　　　　　　　　　　受尽调笑与轻贱，
（杜十娘下车。梅香、车夫同下。鸨儿、柳遇春同出门。）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纵然有泪不敢弹。
鸨儿　　　（白）　　　　　哟，这不是十娘回来了吗！十娘啊，柳老爷等你半天啦。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万福。
柳遇春　　（白）　　　　　十娘回来了。
杜十娘　　（白）　　　　　柳老爷，还是里面请坐吧。
鸨儿　　　（白）　　　　　对了，柳老爷，您多跟我们十娘聊会子吧，我别处张罗张罗去。
柳遇春　　（白）　　　　　妈妈请便。
（鸨儿下。）
柳遇春　　（白）　　　　　十娘近日可劳倦否？
杜十娘　　（白）　　　　　虽有不少王孙公子争来缠头，只是奴家深为厌恶此等之人，能拒者则拒，得推
　　　　　　　　　　　　　者便推，故尔倒还消闲。
柳遇春　　（白）　　　　　闲来之时，做何消遣？
杜十娘　　（白）　　　　　不过日习柳老爷所教诗词歌赋，近又重温丹青之笔，怎奈柳老爷多日不来，无
　　　　　　　　　　　　　处求教，只好温故知新了。
柳遇春　　（白）　　　　　十娘真勤奋之人也！
杜十娘　　（白）　　　　　人生几何，若不发奋求学，岂不可惜。柳老爷怎不知：
　　　　　（念）　　　　　“褪色残花辞枝落，落花难得再上枝；春华应恋似锦日，红颜珍惜少年时”？
柳遇春　　（白）　　　　　哈、哈、哈，好一个“珍惜少年时”！啊，十娘，听你之言敢是厌倦风尘？
杜十娘　　（白）　　　　　哎呀，柳老爷，奴家虽在烟花，性情孤傲，终日与那些官僚商贾屈意周旋实非
　　　　　　　　　　　　　所愿。这几年颇积得些资财，我有意寻个年貌相当之人，托付终身，纵荆钗布
　　　　　　　　　　　　　衣，亲操井臼，也甘情愿。此衷肠实话，柳老爷不可当作虚谎之言。
柳遇春　　（白）　　　　　既是如此，日后待我替你物色一位才郎，你意如何？
杜十娘　　（白）　　　　　若是如此，感恩不尽。
柳遇春　　（白）　　　　　这才是：
　　　　　（念）　　　　　君子本该成人美，柳某情愿作红媒。
（梅香上。）
梅香　　　（白）　　　　　启禀柳老爷：方才你府院公前来说，有临安李公子造府相访，请柳老爷速回。
柳遇春　　（白）　　　　　知道了。
　　　　　　　　　　　　　啊，十娘，家中有人相访，我要告辞了。
　　　　　（西皮散板）　　暂别十娘改日见，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望君切记适才言。
柳遇春　　（西皮散板）　　你且宽心免悬念，
（杜十娘、梅香同下。柳遇春走小圆场，李干先、来旺同迎上。）
李干先　　（白）　　　　　仁兄。
　　　　　（西皮散板）　　小弟前来问金安。
柳遇春　　（白）　　　　　贤弟，来得好，快快请至客堂！
（柳遇春、李干先同坐。）
柳遇春　　（白）　　　　　堂上伯父大人安泰？
李干先　　（白）　　　　　家父安好，问候仁兄。
柳遇春　　（白）　　　　　岂敢！啊，贤弟此来，敢是为了求取功名？
李干先　　（白）　　　　　这，一来为了求取功名，二来么……
柳遇春　　（白）　　　　　还有何事？
李干先　　（白）　　　　　这二来么……
来旺　　　（白）　　　　　您干嘛不好意思说呀？我替您说。柳老爷，我们公子在家的时候就想娶媳妇，
　　　　　　　　　　　　　所以此番前来还要请您做个大媒，给说个好媳妇哪。
李干先　　（白）　　　　　嗳，谁要你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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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遇春　　（白）　　　　　噢、噢、噢，原来为此。我看贤弟年纪尚轻，何必急于婚姻之事。
李干先　　（白）　　　　　哎呀，仁兄呀，非是小弟急于婚事，只因家父年迈，无人侍奉，故尔叫弟悬托
　　　　　　　　　　　　　仁兄与小弟择一佳偶，他老人家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功名倒可从缓，
　　　　　　　　　　　　　亲事却要早办，他还急于抱孙孙呢。
柳遇春　　（白）　　　　　哎呀呀，老伯真个是操之过急呀！
来旺　　　（白）　　　　　公子，老爷子没说这话呀。
李干先　　（白）　　　　　多口！
来旺　　　（白）　　　　　这是实话呀。柳老爷，我们临出门的时候，公子和老爷子为这档子事闹家务呢。
　　　　　　　　　　　　　我们公子说：哎呀，爹爹呀，孩子定要先娶了媳妇，再进京赴考，不然我是
　　　　　　　　　　　　　不去的。我们老爷说：奴才呀奴才！
柳遇春　　（白）　　　　　这是怎样讲话。
来旺　　　（白）　　　　　我是学我们老爷哪。我们老爷说：待等得中回来，再与你完成花烛，如其执意
　　　　　　　　　　　　　不去，我便将你活活打死。还是我从中劝的架哪。
李干先　　（白）　　　　　满口胡言！
柳遇春　　（白）　　　　　哈、哈、哈，好好好。不管如何，待愚兄与你物色就是。
（家院端茶上。）
家院　　　（白）　　　　　李公子，请用茶。
（柳遇春、李干先同饮茶。）
柳遇春　　（白）　　　　　来旺一路劳累，随院公下面歇息去吧。
来旺　　　（白）　　　　　是。
　　　　　　　　　　　　　柳老爷，您可紧着手办哪，我们公子可等不及了。
李干先　　（白）　　　　　还不下去！
（家院、来旺同下。）
柳遇春　　（白）　　　　　啊贤弟，这金陵城中新开了一家酒楼名唤“天然居”，你我且到那里畅叙一回，
　　　　　　　　　　　　　权当与贤弟接风。
李干先　　（白）　　　　　小弟不敢。
柳遇春　　（白）　　　　　多年世交，不必客套。请吧。
李干先　　（白）　　　　　如此小弟遵命就是。
（柳遇春、李干先同出门，同走圆场。）
李干先　　（白）　　　　　啊仁兄，吃酒是小事，方才提到婚姻之事，你要挂心哪！
柳遇春　　（白）　　　　　但不知贤弟要何等之女子？
李干先　　（白）　　　　　年轻标致之人便是最好无有了。
柳遇春　　（白）　　　　　这倒不难。
李干先　　（白）　　　　　目下可有吗？
柳遇春　　（白）　　　　　嗳，贤弟，你也忒急了！你我还是畅饮几巡吧。正是：
　　　　　（念）　　　　　两地相隔难聚会，
李干先　　（念）　　　　　故友重逢喜上眉。
柳遇春　　（念）　　　　　霎时来到酒楼内，
李干先　　（念）　　　　　畅叙别情饮几杯。
柳遇春　　（白）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啊哈！
　　　　　（念）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白）　　　　　柳老爷，请上楼吧。
（柳遇春、李干先、酒保同上楼。）
酒保　　　（白）　　　　　柳老爷，您用点什么？
柳遇春　　（白）　　　　　上等酒席摆下。
酒保　　　（白）　　　　　是了。
　　　　　　　　　　　　　上等酒席一桌呀！
（酒保取酒菜摆。）
柳遇春　　（白）　　　　　贤弟请。
李干先　　（白）　　　　　仁兄请。
（柳遇春、李干先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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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富　　　（内白）　　　　啊哈！
（孙富上。）
孙富　　　（数板）　　　　说我富，不算富，开了几座典当铺，大元宝无计其数，金黄黄的象倭瓜，白花
　　　　　　　　　　　　　花的赛豆腐，我们家的厨子二百五，稀里糊涂往锅里入，烧火的丫头直叫苦，
　　　　　　　　　　　　　掀开锅盖杵一杵，乐得她把小嘴捂：自从目下到盘古，谁见过倭瓜、元宝一锅
　　　　　　　　　　　　　煮，一锅煮。
　　　　　（白）　　　　　说着说着到了。
　　　　　　　　　　　　　酒保，酒保。
酒保　　　（白）　　　　　唉，来了来了。
（酒保出。）
酒保　　　（白）　　　　　啊，敢情是孙子。
孙富　　　（白）　　　　　玩笑是怎么着？
酒保　　　（白）　　　　　你怎么啦，古时候有孔子、孟子，我叫您孙子，这不是尊敬您吗？
孙富　　　（白）　　　　　咳，我这个姓不成，你还是别尊敬我啦。
酒保　　　（白）　　　　　好好好。那么孙三爷，您请上楼吧。
孙富　　　（白）　　　　　这不结了，这比那好听的多。
（孙富、酒保同上楼。）
孙富　　　（白）　　　　　这不是李贤弟吗？
李干行　　（白）　　　　　孙仁兄。
孙富　　　（白）　　　　　李贤弟久违啦啊。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呀？
李干先　　（白）　　　　　小弟方才到此。
孙富　　　（白）　　　　　老太爷好啊，我也短瞧他去。
李干先　　（白）　　　　　岂敢。
柳遇春　　（白）　　　　　既是相识，一同入座吧。
孙富　　　（白）　　　　　不不不，咱们还是各吃各的吧。
柳遇春　　（白）　　　　　朋友见面哪有分座之理，一同饮酒，我做东道。
孙富　　　（白）　　　　　怎么着，您做东道请客呀？那我得扰您几杯。可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哪？
李干先　　（白）　　　　　来来来，我与你们引荐引荐。此位是柳遇春仁兄，孙富仁兄。
（柳遇春、孙富同见。）
孙富　　　（白）　　　　　酒保，来，多添好酒好菜，我们不怕花钱啊。
酒保　　　（白）　　　　　是了。
柳遇春　　（白）　　　　　孙兄、贤弟请。
孙富　　　（白）　　　　　喝着，喝着。
（酒保持酒上。）
孙富　　　（白）　　　　　哎呀，这寡酒难饮哪。
　　　　　　　　　　　　　酒保，拿个纸片来。
酒保　　　（白）　　　　　是。
（酒保下。）
柳遇春　　（白）　　　　　孙兄莫非传唤妓女？
孙富　　　（白）　　　　　是呀。
柳遇春　　（白）　　　　　你我弟兄畅饮、畅谈甚好，不必如此了吧。
孙富　　　（白）　　　　　柳兄，您怕花钱是怎么着？您要是怕花钱，不要紧，我这带着哪。呆会酒钱归
　　　　　　　　　　　　　您，传妓之资归我怎么样！
（孙富掏出一个大元宝摆桌上。）
柳遇春　　（白）　　　　　嗳，取笑了。既是孙兄有此雅兴，传唤也好。
（酒保取纸片上。孙富写。）
孙富　　　（白）　　　　　传宜春院杜十娘。
酒保　　　（白）　　　　　是。
孙富　　　（白）　　　　　柳兄，贤弟，别楞着呀。
（柳遇春、李干先、孙富同饮酒，酒保添酒。）
伙计　　　（内白）　　　　杜十娘请到。
酒保　　　（白）　　　　　请到楼上。
杜十娘　　（内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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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香引杜十娘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无端列入烟花队，
　　　　　　　　　　　　　送旧迎新日几回。
　　　　　　　　　　　　　强颜欢笑装娇媚，
　　　　　　　　　　　　　夜阑人静泪双垂。
酒保　　　（白）　　　　　十娘，孙三爷请您哪。
孙富　　　（白）　　　　　十娘来了，快快请坐。
杜十娘　　（白）　　　　　孙相公，柳老爷也在此。
柳遇春　　（白）　　　　　十娘，请坐。
孙富　　　（白）　　　　　哟，敢情你们二位也挺热的？哈哈，原来柳兄也好此道啊！
柳遇春　　（白）　　　　　取笑了。
孙富　　　（白）　　　　　十娘啊，我今个请你喝一盅，一块聊会子，你瞧怎么样？
杜十娘　　（白）　　　　　妾身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还望孙相公海涵。
孙富　　　（白）　　　　　哟，怎么那巧呀！不要紧，少喝一点。
杜十娘　　（白）　　　　　奉陪一杯就是。
孙富　　　（白）　　　　　劳您驾，您给斟上吧。
杜十娘　　（白）　　　　　哎！
（杜十娘斟酒。）
孙富　　　（白）　　　　　哟，真格的，这儿还有一位哪，我也忘了给你们引荐引荐啦。来，这是临安李
　　　　　　　　　　　　　相公，这就是金陵城内大名鼎鼎的杜十娘。
杜十娘　　（白）　　　　　李公子。
李干先　　（白）　　　　　小娘子。
孙富　　　（白）　　　　　请吧。
（众人同饮。）
孙富　　　（白）　　　　　干。来咱们再来一盅。
杜十娘　　（白）　　　　　李公子，柳老爷，请。
柳遇春　　（念）　　　　　高士举杯自不凡。
李干先　　（念）　　　　　斗酒润喉诗百篇。
杜十娘　　（念）　　　　　醉书吓蛮服夷叛，
柳遇春　　（白）　　　　　孙兄，该你了。
孙富　　　（白）　　　　　该我的，给我吧。
李干先　　（白）　　　　　嗳，该你接下这第四句了。
孙富　　　（白）　　　　　我就知道这末句是给我留着哪嘛。我说我说——
　　　　　（念）　　　　　我们喝酒你给钱。
柳遇春、
李干先　　（同白）　　　　哎呀呀，孙兄，果然高才。
孙富　　　（白）　　　　　你们别骂我了，还是喝酒吧。
李干先　　（白）　　　　　啊，小娘子，我看你举止不凡，文才广有，怎的竟栖身青楼之内？
杜十娘　　（白）　　　　　哎，一言难尽，公子不必细问了。公子、柳老爷，还是饮酒吧。
柳遇春、
李干先　　（同白）　　　　请。
杜十娘　　（白）　　　　　公子可是初到金陵？
李干先　　（白）　　　　　正是初到金陵，乃是赶考来了。
杜十娘　　（白）　　　　　以公子的才华，蟾宫折桂，高占熬头，自然是易如反掌。
李干先　　（白）　　　　　小娘子，过奖了，请酒。
杜十娘　　（白）　　　　　柳老爷请。
柳遇春　　（白）　　　　　请。
孙富　　　（白）　　　　　嘿，你瞧，我叫她来的，她可跟他们俩聊得好热闹，一句也不理我。
　　　　　　　　　　　　　我说十娘来吧，咱们也聊会子，痛痛快快的喝几盅。
杜十娘　　（白）　　　　　妾酒已够了，实难再饮了。
孙富　　　（白）　　　　　怎么着，到我这儿就不能喝了。
杜十娘　　（白）　　　　　改日再来奉陪如何？
孙富　　　（白）　　　　　你瞧，当着他们二位，你这不是给我个脸下不来吗？来，再喝了这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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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　　（白）　　　　　好。
（杜十娘气愤，一饮而尽。）
杜十娘　　（白）　　　　　干。
孙富　　　（白）　　　　　这不挺好吗，别装蒜，再来，再来。
杜十娘　　（白）　　　　　孙相公，我实实不能再饮了。
孙富　　　（白）　　　　　嘿，我们是花钱叫你来陪着喝酒的，喝不喝能全由着你吗？
杜十娘　　（白）　　　　　孙相公，有钱你叫别人陪，十娘我告辞了。
（杜十娘欲走。）
孙富　　　（白）　　　　　嘿，你瞧，她这火比我还大，没说三言五语，她倒翻了！
　　　　　　　　　　　　　好，你不是要走吗？孙三爷我还是偏不让你走。
李干先　　（白）　　　　　啊，孙兄，娘子不胜酒力，还是叫她回去了吧。
孙富　　　（白）　　　　　贤弟你别管！
柳遇春　　（白）　　　　　孙兄何必如此，叫她回去了吧。
杜十娘　　（白）　　　　　多谢二位。梅香，随我回去。
梅香　　　（白）　　　　　是。
孙富　　　（白）　　　　　回来，我还没发话呢，你就不能走。
杜十娘　　（白）　　　　　你当真不许我走？
孙富　　　（白）　　　　　当真不让你走。
杜十娘　　（白）　　　　　果然不许我走？
孙富　　　（白）　　　　　我一定不让你走！
杜十娘　　（白）　　　　　我告辞了。
孙富　　　（白）　　　　　啊，我看你走！
杜十娘　　（白）　　　　　正是：
　　　　　（念）　　　　　绿鬓红颜原是梦，劝君梦里听晨钟。
孙富　　　（白）　　　　　啊，我看着你走！
（梅香引杜十娘同下。）
孙富　　　（白）　　　　　我可不是看着她走了，真气死我啦！
李干先　　（白）　　　　　孙兄，叫她回去吧。
孙富　　　（白）　　　　　咳，这是怎么说的？实指望把她找来痛痛快快的喝会子，没见过你们二位这么
　　　　　　　　　　　　　不开窍的，替婊子讲情，这不没影的事吗！挺好的事让你们给吵啦。我也不陪
　　　　　　　　　　　　　着你们俩了，我告辞了！
酒保　　　（白）　　　　　送三爷。
孙富　　　（白）　　　　　酒钱有人给，你甭送我了。
（孙富下，酒保白眼下。）
柳遇春　　（白）　　　　　贤弟怎得与此人相识？
李干先　　（白）　　　　　此人曾在临安经商，与家父略略相识。
柳遇春　　（白）　　　　　观他举止定非善类，贤弟切不可与此等人交往。
李干先　　（白）　　　　　小弟谨记。啊，仁兄，方才那位小娘子堪称天资国色，可惜竟堕落青楼了！
柳遇春　　（白）　　　　　十娘本是良家女子，虽身堕青楼，却不甘轻贱，乃是个有志气的人。
李干先　　（白）　　　　　今日亲眼得见，果然是个有志气的。啊，仁兄，小弟若有此女为妻，平生之愿
　　　　　　　　　　　　　足矣！
柳遇春　　（白）　　　　　贤弟果有此意么？
李干先　　（白）　　　　　弟决非笑谈！
柳遇春　　（白）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十娘也曾托我代为物色年貌相当之人，永偕百年之好。
　　　　　　　　　　　　　不过愚兄只恐她曾居青楼，负有微贱之名，如此撮合，恐负老伯重托。
李干先　　（白）　　　　　哎呀，仁兄说哪里话来，年貌相当，人品出众，也就是了，何必顾及门第二字？
　　　　　　　　　　　　　事不宜迟，就请仁兄成全了吧。
柳遇春　　（白）　　　　　好好好，来日我与十娘言明就是。
李干先　　（白）　　　　　多谢仁兄。
柳遇春　　（白）　　　　　天时不早了，你我也回去了吧。
　　　　　　　　　　　　　酒保，酒钱放在此处，我们去了。
（酒保上。）
酒保　　　（白）　　　　　好啦，柳老爷您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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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保收拾，下。柳遇春、李干先同出门。）
柳遇春　　（白）　　　　　正是：
　　　　　（念）　　　　　青楼也有贤良女，
李干先　　（念）　　　　　未入龙门小登科。
（柳遇春、李干先同下。）

【第二场：遂愿】

（杜十娘上。）
杜十娘　　（念）　　　　　坐下重匀粉面，起来慵自梳头。百般心事几曾休，正是春愁时候。
　　　　　（白）　　　　　奴家杜美，小字十娘。可叹身堕青楼，每日不胜苦楚。昨日在酒楼之上偶遇临
　　　　　　　　　　　　　安李公子，我看他人品、才华俱为上乘，不似那等纨袴子弟，獐头鼠目，满口
　　　　　　　　　　　　　俚俗，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少年才子。唉！虽然柳絮情多，可恨桃花命薄。天
　　　　　　　　　　　　　哪，我这场冤孽何时得了哇！
　　　　　（南梆子）　　　是谁歌管做班头，
　　　　　　　　　　　　　珠箔银筝夜来收。
　　　　　　　　　　　　　看到红颜成梦幻，
　　　　　　　　　　　　　叫人怎不怨风流。
　　　　　　　　　　　　　若得此人成佳偶，
（梅香持镜台上。）
梅香　　　（白）　　　　　姐姐，天儿不早了，你快来梳妆吧。
杜十娘　　（南梆子）　　　愁丝萦回懒梳头。
（梅香欲侍杜十娘梳妆，杜十娘出神。柳遇春上。）
柳遇春　　（西皮散板）　　十娘可算女中首，
　　　　　　　　　　　　　愿她早偕凤鸾俦。
　　　　　（白）　　　　　十娘。
杜十娘　　（白）　　　　　柳老爷来了，请坐。
柳遇春　　（白）　　　　　有座。
（柳遇春坐。）
柳遇春　　（笑）　　　　　啊，哈哈哈！
（梅香下。）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为何如此的高兴？
柳遇春　　（白）　　　　　啊，十娘，我与你访到一位才郎，依我看来可遂你心愿了。
杜十娘　　（白）　　　　　不知他是何人？
柳遇春　　（白）　　　　　他么？就是昨日酒楼之上相见的李公子，十娘可愿否？
杜十娘　　（白）　　　　　此人虽则秀雅，但不知他的人品如何，才华可有？
柳遇春　　（白）　　　　　我与他通家之好，依我看他的人品倒还不错。
杜十娘　　（白）　　　　　才华呢？
柳遇春　　（白）　　　　　虽无子建之才，也总比得谢少莲了。
杜十娘　　（白）　　　　　既然如此，就烦柳老爷改日请他来一叙如何？
（梅香捧茶上，献茶。）
柳遇春　　（白）　　　　　不消改日。
　　　　　　　　　　　　　梅香姐，你到外面告知我那家院，叫他速请李公子到此。
梅香　　　（白）　　　　　是。
（梅香下。）
杜十娘　　（白）　　　　　李公子既在府上，柳老爷何不邀之同来？
柳遇春　　（白）　　　　　只因我要成全你们二人的美满姻缘，不愿叫他把你看做青楼女子，故尔我先来
　　　　　　　　　　　　　做个冰人。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如此用心，贱妾杀身难报。
柳遇春　　（白）　　　　　十娘过谦了。
梅香　　　（内白）　　　　李公子，随我来。
（杜十娘对妆台理鬓。）
李干先　　（内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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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香引李干先同上。）
李干先　　（西皮散板）　　今朝姻缘得成就，
　　　　　　　　　　　　　胜似往日梦寐求。
　　　　　　　　　　　　　甚感柳兄恩德厚，
　　　　　（白）　　　　　柳仁兄，小弟来了。
柳遇春　　（白）　　　　　好好好。贤弟，见过十娘。
李干先　　（白）　　　　　啊啊啊。
　　　　　（西皮散板）　　近相觑愈爱她皓齿明眸。
　　　　　（白）　　　　　十娘姐，小生这厢有礼。
杜十娘　　（白）　　　　　还礼，李公子请坐。
李干先　　（白）　　　　　有座。
柳遇春　　（白）　　　　　大家随便坐吧。
杜十娘　　（白）　　　　　啊，公子，昨日酒楼初会，今日院内重逢，真乃三生有幸。
李干先　　（白）　　　　　小生昨已深慕十娘丽质，今得重睹丰姿，实慰平生之愿矣！
柳遇春　　（白）　　　　　哈哈哈，看你二人情谊甚投，堪称一对佳偶，待我备酒，与你二人庆贺佳期。
　　　　　　　　　　　　　妈妈哪里？
鸨儿　　　（内白）　　　　嗳，来了，来了。
（鸨儿急上，进门。）
鸨儿　　　（白）　　　　　柳老爷，什么事呀？
柳遇春　　（白）　　　　　快快备酒一席，款待这位公子。他乃李都堂的令郎，非寻常人可比，酒筵要丰
　　　　　　　　　　　　　盛些。
鸨儿　　　（白）　　　　　是了，没错，我们上好酒席是现成的，说摆就摆。
柳遇春　　（白）　　　　　如此速速摆下。
鸨儿　　　（白）　　　　　是啦，我去吩咐他们。
（鸨儿下。）
柳遇春　　（白）　　　　　啊，十娘、贤弟，今日淑女才郎得遂心愿，酒宴之间，我们大家俱要多饮几杯。
（丫鬟上，摆宴，下。）
柳遇春　　（白）　　　　　酒席摆齐，干先贤弟，你与十娘并座，愚兄下面相陪。
杜十娘　　（白）　　　　　依我看，还是柳老爷上坐，我与李公子左右相陪的好。
李干先　　（白）　　　　　是呀，仁兄不必客气，就请上座，以表我等谢媒之意。
柳遇春　　（白）　　　　　哎呀哎呀，十娘与李公子乃是初会，便得如此亲密，可算是一见如故的了！啊
　　　　　　　　　　　　　哈哈哈，好好好，我今日请客，反倒潜坐了。
杜十娘　　（白）　　　　　待奴把盏。
　　　　　（西皮散板）　　华筵开处春无限，
　　　　　　　　　　　　　欢声四溢酒尽酣。
　　　　　　　　　　　　　似水流年不嗟叹，
　　　　　　　　　　　　　姊妹当羡并蒂莲。
（众人同饮。）
李干先　　（西皮散板）　　畅饮方知酒量浅，
　　　　　（白）　　　　　小生酒已够了。
杜十娘　　（白）　　　　　公子，再饮几杯。
柳遇春　　（白）　　　　　十娘，我家贤弟酒量不大，少饮几杯也好。饮酒过量，我们回去之时多有不便
　　　　　　　　　　　　　哪。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纵然一醉又何干？
　　　　　　　　　　　　　难回府就留在宜春小院，
李干先　　（白）　　　　　妙呀！
　　　　　（西皮散板）　　如此今宵可尽欢。
柳遇春　　（西皮散板）　　他二人情谊重两相眷恋，
　　　　　　　　　　　　　契友初逢你们要倾心谈。
　　　　　　　　　　　　　辞别十娘回府转，
　　　　　（白）　　　　　十娘，我酒已足矣，就此告辞了。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再饮几杯。
柳遇春　　（白）　　　　　不不不，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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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散板）　　我若在此讨人嫌。
杜十娘　　（白）　　　　　送柳老爷。
李干先　　（白）　　　　　仁兄慢走。
柳遇春　　（白）　　　　　不必送了，哈哈哈！
（柳遇春下。）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宜春院内春色暧，
　　　　　　　　　　　　　从兹不再叹衾寒。
　　　　　（吐）　　　　　嘟嘟嘟。
（李干先装醉。）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就请公子后堂转，
（杜十娘搀扶李干先。）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知音共话语缠绵。
（李干先暗笑作神气下，杜十娘同下。）

【第三场：计脱】

（来旺上。）
来旺　　　（数板）　　　　跟随相公到金陵，指望在金陵金榜题名，又谁知他洞房花烛情意重，宜春院中
　　　　　　　　　　　　　苦用功。银子、元宝往鸨儿手中送，到如今只落得囊空如洗、两袖清风。他常
　　　　　　　　　　　　　叫我去柳府借钱用，柳老爷倒给相公做了财东。
（来旺圆场。）
来旺　　　（白）　　　　　到了，常来常往，自己进去。
（来旺进。）
来旺　　　（白）　　　　　有请柳老爷。
柳遇春　　（内）　　　　　嗯呸。
（柳遇春上。）
柳遇春　　（念）　　　　　鸟啼扰清梦，觉来日已红。
来旺　　　（白）　　　　　参见柳老爷。
柳遇春　　（白）　　　　　罢了。来旺，今日前来敢是你家相公手内又……
来旺　　　（白）　　　　　哎哟，柳老爷，您这么一问，我都怪害臊的，除了这档子事之外，我还有点事
　　　　　　　　　　　　　要跟您说哪。
柳遇春　　（白）　　　　　还有何事？快些讲来。
来旺　　　（白）　　　　　柳老爷呀！
　　　　　（拨子）　　　　我随相公来赴考，
　　　　　　　　　　　　　谁知他迷恋烟花，沉湎声色，抛掉功名，不思科考，每日里宜春院中度春宵，
　　　　　　　　　　　　　带来的银钱俱消耗，
　　　　　　　　　　　　　全仗十娘筹划开销。
　　　　　　　　　　　　　柳老爷也为他垫办不少，
　　　　　　　　　　　　　如此下去我难把差交。
　　　　　　　　　　　　　若被我们老爷知道了，
　　　　　　　　　　　　　他对相公不轻饶，
　　　　　　　　　　　　　我这顿痛打也免不掉，
　　　　　　　　　　　　　还望柳老爷把办法教。
柳遇春　　（白）　　　　　你家相公与十娘可曾对你说过什么无有？
来旺　　　（拨子）　　　　相公只知起匿瞎泡，
　　　　　　　　　　　　　正事从不挂心梢。
　　　　　　　　　　　　　方才十娘倒说了一套，
柳遇春　　（白）　　　　　十娘说些什么？
来旺　　　（白）　　　　　十娘说的不明不白，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猜不着。
　　　　　（拨子）　　　　十娘说妓院鸨儿如虎豹，
　　　　　　　　　　　　　花钱不能零打碎敲，
　　　　　　　　　　　　　快刀斩麻是正道，
　　　　　　　　　　　　　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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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遇春　　（笑）　　　　　哈、哈、哈！
　　　　　（拨子）　　　　——办法高。
来旺　　　（白）　　　　　怎么，柳老爷，您明白了？
柳遇春　　（白）　　　　　我明白了。哈哈哈！
来旺　　　（白）　　　　　嘿嘿！
　　　　　（拨子）　　　　到底您的学问比我好，
　　　　　　　　　　　　　话未说完事已明瞭。
　　　　　（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柳老爷！
柳遇春　　（白）　　　　　来旺啊！
　　　　　（拨子）　　　　十娘、公子情义好，
　　　　　　　　　　　　　盼望早日脱宠牢。
来旺　　　（白）　　　　　噢，这么回事呀？
柳遇春　　（拨子）　　　　叫来旺，
来旺　　　（白）　　　　　有。
柳遇春　　（拨子）　　　　你与爷，——头前引道，
来旺　　　（白）　　　　　是。
（柳遇春、来旺同走圆场。）
柳遇春　　（拨子）　　　　宜春院见机行事救脱风尘在今朝。
（柳遇春、来旺同走圆场，杜十娘上。）
杜十娘　　（二黄散板）　　喜得檀郎美品貌，
　　　　　　　　　　　　　典雅温文才华高。
　　　　　　　　　　　　　紫燕双飞夙愿了，
柳遇春　　（白）　　　　　啊，十娘。
杜十娘　　（白）　　　　　哎呀，柳老爷来了！
　　　　　（二黄散板）　　薰风送暖岁寒消！
（柳遇春、杜十娘同坐，来旺送茶，下。）
柳遇春　　（白）　　　　　干先贤弟呢？
杜十娘　　（白）　　　　　他还在里面读书呢。待我唤他。
柳遇春　　（白）　　　　　不必惊扰于他。啊，十娘，方才听来旺传言，知你亟欲脱此青楼，敢是与干先
　　　　　　　　　　　　　两情无改了么？
杜十娘　　（白）　　　　　我二人情已深矣！早思脱此青楼，做一对名副其实的夫妇，只是恶鸨贪婪无厌，
　　　　　　　　　　　　　未敢轻举，还望柳老爷从中为力。
柳遇春　　（白）　　　　　此事包在我的身上。少时我出面言讲，她若依允，我们便以礼相待，多少与她
　　　　　　　　　　　　　一些便宜，否则……
杜十娘　　（白）　　　　　智取可好？
柳遇春　　（白）　　　　　哈哈哈，使得。啊，十娘，但不知干先对你到底情深如何？
杜十娘　　（白）　　　　　看来一片至诚，挚情无二。
柳遇春　　（白）　　　　　如此甚好。你看他来了，待我再试他一试。
（李干先持书随看随上。）
柳遇春　　（白）　　　　　哈哈哈，贤弟手不释卷，真乃是苦读上进之人！
李干先　　（白）　　　　　哎呀，仁兄啊，这是娘子的台命，小弟不敢不遵。此时我心中只有十娘，又哪
　　　　　　　　　　　　　有心思于此故纸陈词呀！
柳遇春　　（白）　　　　　考期已近，临阵之前总是要磨枪的哟！
李干先　　（白）　　　　　我是不想入那科场的，我还要终朝与十娘作伴哪！
柳遇春　　（白）　　　　　岂不有负伯父大人的厚望？
李干先　　（白）　　　　　我只知有妻，不知有父。
杜十娘　　（白）　　　　　啊，公子，你怎么讲？
李干先　　（白）　　　　　啊，这……不知有什么富贵二字，还讲的什么科场啊！
柳遇春　　（白）　　　　　难道你就不想回转临安了么？
李干先　　（白）　　　　　我是乐不思蜀，一辈子也不回临安了。
柳遇春　　（白）　　　　　常住此地，喏喏喏，你可有这个么？
（柳遇春示银。）
李干先　　（白）　　　　　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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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遇春　　（白）　　　　　我今日前来，正是与你说明此事，从今以后我是无能为力的了。
李干先　　（白）　　　　　怎么，你不帮助于我了么？
柳遇春　　（白）　　　　　无能为力！
李干先　　（白）　　　　　哎，你这算什么，岂不是要将我活活逼死！仁兄啊，宁可一死决不能与十娘分
　　　　　　　　　　　　　离的呀！
柳遇春　　（白）　　　　　好了，贤弟不必着急，我有意与十娘赎身出院，与你做个长久夫妻，十娘得离
　　　　　　　　　　　　　青楼，你也免误功名，不知贤弟以为如何？
李干先　　（白）　　　　　仁兄果若如此，恩同再造！请上受弟一拜。
柳遇春　　（白）　　　　　但只一件……
李干先　　（白）　　　　　哪一件？
柳遇春　　（白）　　　　　你不可久而变心，负了十娘。
李干先　　（白）　　　　　兄长说哪里话来，我与十娘情深义厚，纵然是海枯石烂，心坚无改。况且小弟
　　　　　　　　　　　　　乃知书明礼之人，岂能作此不义之事！
柳遇春　　（白）　　　　　只要你心口相应就好。
　　　　　　　　　　　　　十娘，权且等候消息；
　　　　　　　　　　　　　贤弟，随我前去寻找鸨儿。
李干先　　（白）　　　　　就依兄长。
（杜十娘下。柳遇春拉李干先同走圆场。）
柳遇春　　（白）　　　　　鸨儿哪里？
（鸨儿上。）
鸨儿　　　（白）　　　　　嗳，来了，来了。噢，柳老爷来了。李公子，你们一块上楼吧。
柳遇春　　（白）　　　　　慢来，我们今日不见十娘。
鸨儿　　　（白）　　　　　哟，不见十娘，您莫非找我吗？
柳遇春　　（白）　　　　　正是找你。
鸨儿　　　（白）　　　　　啊，真是找我来了，我还走这个运呢！
柳遇春　　（白）　　　　　啊，妈妈，你看十娘年龄已长，我欲为媒，将她嫁与李公子，特来与你商议赎
　　　　　　　　　　　　　身之事。
鸨儿　　　（白）　　　　　什么，你要给十娘赎身吗？
（鸨儿想。）
鸨儿　　　（白）　　　　　柳老爷，十娘在我院中也有十年啦，她今日从良，我也不能拦着，不过她的名
　　　　　　　　　　　　　声在这儿哪，有道是货高价出头，身价银子得稍微多一点。
柳遇春　　（白）　　　　　不知需要多少？
鸨儿　　　（白）　　　　　柳老爷，都是熟人我也甭跟您多说，干脆您拿一万两银子就让她立刻跟您走，
　　　　　　　　　　　　　您瞧怎么样？
柳遇春　　（白）　　　　　岂有此理，哪有这样昂贵的身价！难道买你合院之人不成！
鸨儿　　　（白）　　　　　买我合院之人？那敢情好了。
柳遇春　　（白）　　　　　胡说，我只与你五百两银子，也就不少了。
鸨儿　　　（白）　　　　　五百两？不行，不行！那我可不能答应。
柳遇春　　（白）　　　　　十娘自己情愿从良，你还是准她的好。
鸨儿　　　（白）　　　　　我说柳老爷，十娘在我们院中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不让她去也是为了她好。
柳遇春　　（白）　　　　　如此你就将她唤出，问上一问。
鸨儿　　　（白）　　　　　叫她就叫她。
　　　　　　　　　　　　　十娘快来。
杜十娘　　（内白）　　　　来了。
（杜十娘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慷慨助我出孽网，
　　　　　　　　　　　　　柳老爷侠风义骨好心肠。
　　　　　　　　　　　　　鸨儿无改贪婪样，
　　　　　　　　　　　　　管叫她人财两空自遭殃。
　　　　　（白）　　　　　妈妈。啊，柳老爷，公子也在这里？
柳遇春　　（白）　　　　　可恼哇，可恼！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与何人生气？
柳遇春　　（白）　　　　　与你妈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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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　　（白）　　　　　为着何来？
柳遇春　　（白）　　　　　就为的是你。
杜十娘　　（白）　　　　　为我？
柳遇春　　（白）　　　　　是呀，只为李公子托我替你办理赎身之事，她要的身价银子太不公道，故尔与
　　　　　　　　　　　　　她生气。
杜十娘　　（白）　　　　　这个……
（杜十娘想。）
杜十娘　　（白）　　　　　啊，柳老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我乃宜春院中之人，并非你柳府之人，允
　　　　　　　　　　　　　不允自然得有妈妈作主。
鸨儿　　　（白）　　　　　嗳，这话说得对。
杜十娘　　（白）　　　　　况且我在院中吃的是珍肴美味，穿的是凌罗绸缎，朝欢暮乐，胜于从良。你为
　　　　　　　　　　　　　何苦苦与我赎身呢！
柳遇春　　（白）　　　　　十娘，你怎么变了心了？
李干先　　（白）　　　　　是呀，十娘，你我二人十分恩爱，共偕白首，今日为何竟出此言？
杜十娘　　（白）　　　　　公子休提恩爱二字，要知娼家是惯以假面目待人的。
柳遇春　　（白）　　　　　啊，假面目待人？李贤弟，我们走。
李干先　　（白）　　　　　还求仁兄设法办理才好。
柳遇春　　（白）　　　　　此时谅办不成了，你我暂且回去。
李干先　　（白）　　　　　只好如此。哎！
（柳遇春、李干先同下。）
鸨儿　　　（白）　　　　　哼，这两个讨厌鬼可走了！
杜十娘　　（白）　　　　　妈妈，他要与奴赎身，又不肯花钱，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鸨儿　　　（白）　　　　　是呀，你这话说得对呀。可气死我了！
杜十娘　　（白）　　　　　妈妈不要生气。
鸨儿　　　（白）　　　　　嗳，好孩子，没什么的，妈妈哪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杜十娘　　（白）　　　　　妈妈歇息去吧。
鸨儿　　　（白）　　　　　嗳，我走了。孩子，这会没什么事，你也歇会去吧。
（鸨儿下。）
杜十娘　　（白）　　　　　哎呀且住，看鸨儿如此贪婪无厌，我哪有出头之日！且喜柳老爷府上离此不远，
　　　　　　　　　　　　　我不免将金珠首饰，异宝奇珍，一同收拾在小小箱儿之内，逃往柳府，求柳
　　　　　　　　　　　　　老爷设法，早离此是非之地。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西皮散板）　　安排巧计出罗网，
（杜十娘走圆场，进门，收拾宝箱。）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异宝奇珍妥收藏。
（杜十娘走圆场，出门。）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浅水鳌鱼得潮涨，
　　　　　　　　　　　　　随波逐浪入长江。
　　　　　（白）　　　　　来此已是柳府。门上有人么？
（家院上。）
家院　　　（白）　　　　　哪个叩门？
（家院出。）
家院　　　（白）　　　　　原来是十娘。
杜十娘　　（白）　　　　　烦劳院公通禀，我有要事面见你家老爷。
家院　　　（白）　　　　　十娘请进，待我通禀。
　　　　　　　　　　　　　启禀老爷：杜十娘要面见老爷，有事相求。
柳遇春　　（内白）　　　　请她前厅相见。
家院　　　（白）　　　　　十娘，我家老爷请你前厅相见。
（家院下，柳遇春暗上。）
杜十娘　　（白）　　　　　是。
（杜十娘进，见柳遇春。）
杜十娘　　（白）　　　　　柳老爷，万福。
柳遇春　　（白）　　　　　少礼，请坐。啊，十娘，听你方才之言，难道便是你的智取之计吗？
杜十娘　　（白）　　　　　鸨儿贪财无义，若不如此，焉能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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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遇春　　（白）　　　　　啊，十娘，你这小小箱儿，内装何物？
杜十娘　　（白）　　　　　这，只不过一些簪环首饰而已。
柳遇春　　（白）　　　　　十娘真细心人也，只是你今日如此出来，那鸨儿岂肯与你甘休！
杜十娘　　（白）　　　　　还望柳老爷从中设法。
柳遇春　　（白）　　　　　这，叫我如何设法？
杜十娘　　（白）　　　　　柳老爷呀！
　　　　　（四平调）　　　素日仗义人景仰，
　　　　　　　　　　　　　济困扶危好心肠。
　　　　　　　　　　　　　你与黄衫同一样，
　　　　　　　　　　　　　必然有计庇红妆。
　　　　　　　　　　　　　倘能救奴出罗网，
　　　　　　　　　　　　　世世生生感不忘。
　　　　　　　　　　　　　若是旁观无策想，
　　　　　　　　　　　　　白绫一幅自悬梁。
柳遇春　　（白）　　　　　十娘不必着急，待我唤出公子，大家商议就是。
　　　　　　　　　　　　　贤弟快来。
李干先　　（内白）　　　　来了。
（李干先上。）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十娘与我情义广，
　　　　　　　　　　　　　缘何今日意彷徨。
　　　　　（白）　　　　　仁兄。
柳遇春　　（白）　　　　　贤弟。
杜十娘　　（白）　　　　　公子。
李干先　　（白）　　　　　啊，原来十娘来了，今日在院中，你为何……
柳遇春　　（白）　　　　　贤弟不必说了，今日之事果不出兄这所料，乃是十娘用计稳住鸨儿之后，潜出
　　　　　　　　　　　　　宜春院，如今她已是你的人了。
李干先　　（白）　　　　　怎么，如今十娘已是我的人了？哎呀呀，待我谢天谢地。哈哈哈！
柳遇春　　（白）　　　　　贤弟且慢高兴，还有事与你商议呢。
李干先　　（白）　　　　　如今有了十娘也就是了，还有什么商议的呀？
柳遇春　　（白）　　　　　贤弟呀！
　　　　　（西皮散板）　　十娘潜出宜春院，
　　　　　　　　　　　　　鸨儿必定心不甘。
　　　　　　　　　　　　　寻衅生非事难免，
　　　　　　　　　　　　　必须早日离此间。
李干先　　（白）　　　　　这有何难！
　　　　　（西皮散板）　　此事何必兄作难？
　　　　　　　　　　　　　弟偕十娘返家园。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春闱试期已不远，
　　　　　　　　　　　　　公子怎能返临安？
柳遇春　　（白）　　　　　是呀，依兄之见，不如教十娘暂居遇兄别墅之中，待贤弟高中之后，再一同返
　　　　　　　　　　　　　里。
李干先　　（白）　　　　　这倒不必，小弟来京之时，家父也曾言过，家中无人侍奉，结亲从速，春试从
　　　　　　　　　　　　　缓，兄怎的忘怀了？
柳遇春　　（白）　　　　　噢、噢、噢，贤弟来时曾提过。既是如此，你二人能一同回转临安也好。事不
　　　　　　　　　　　　　宜迟，贤弟你就速速收拾去吧。
李干先　　（白）　　　　　遵命。
　　　　　　　　　　　　　十娘在此稍候。
（李干先下。）
柳遇春　　（白）　　　　　啊，十娘，你夫妻此去要夫唱妇随，永偕和好。
杜十娘　　（白）　　　　　定当如此，决不辜负柳老爷一片热忱。
李干先　　（内白）　　　　来旺快走。
（李干先上，来旺挑担随上。）
柳遇春　　（白）　　　　　贤弟收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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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先　　（白）　　　　　收拾好了。
柳遇春　　（白）　　　　　你二人就此起程去吧。
杜十娘　　（白）　　　　　啊，柳老爷，我们虽然走了，只恐鸨儿还会寻你生事，你要做一准备。
柳遇春　　（白）　　　　　难道我还怕那鸨儿不成，十娘你就放心去吧。
　　　　　（西皮散板）　　愿你夫妻永欢畅，
　　　　　　　　　　　　　举案齐眉效鸿光。
杜十娘　　（西皮散板）　　柳老爷言语不敢忘，
李干先　　（西皮散板）　　谢过冰翁引红缰。
李十先、
杜十娘　　（同白）　　　　拜别了。
柳遇春　　（西皮散板）　　明珠归了珊瑚网，
　　　　　（白）　　　　　十娘，你的箱儿在此。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用手接过百宝箱。
柳遇春　　（白）　　　　　恕不远送了。
（来旺引李干先、杜十娘同下。）
柳遇春　　（笑）　　　　　哈哈哈哈！
　　　　　（西皮散板）　　看他二人情意广，
　　　　　　　　　　　　　柳遇春我做了好事一桩。
　　　　　　　　　　　　　李干先宿宜春我花银两，
　　　　　　　　　　　　　杜十娘选才郎我往来奔忙。
　　　　　　　　　　　　　结成了美姻缘他们临安往，
　　　　　　　　　　　　　我还要与鸨儿一费周章。
（柳遇春下。）

【第四场：变渡】

（大锣长锤。船夫甲、来旺、李干先、杜十娘同上。）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乘轻风破碧浪赏心悦眼！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喜嫦娥纵美景不愿流连。
　　　　　　　　　　　　　效张敞画柳眉妆台永伴，
杜十娘　　（西皮散板）　　赴蟾宫高折桂方为奇男。
　　　　　　　　　　　　　一霎时彤云厚江风扑面，
船夫甲　　（白）　　　　　启禀相公：来在瓜州渡口，江风起来了，天儿也不早了，咱们就在这儿湾船吧。
李干先　　（白）　　　　　好。
　　　　　（西皮散板）　　就在这瓜州渡湾下舟船。
船夫甲　　（白）　　　　　得，湾船啦。
李干先　　（白）　　　　　下面歇息去吧。
来旺、
船夫甲　　（同白）　　　　是。
（来旺下。）
李干先　　（白）　　　　　啊，十娘，外面风浪甚大，既是在此湾船，你我也到舱中小坐吧。
杜十娘　　（白）　　　　　就依公子。
（李干先、杜十娘同进舱。船夫乙、孙富同上，湾船。）
船夫乙　　（白）　　　　　孙三爷，咱们就在这儿湾船了。
孙富　　　（白）　　　　　得了，湾船就湾船吧，谁让赶上风浪啊，咱们船也不能走。哎，这瓜州湾口我
　　　　　　　　　　　　　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还是上船头了望了望去。
（孙富站船头观看。）
杜十娘　　（白）　　　　　啊，公子，此番回得家去，安置之后，你还是重返金陵应试的好。
孙富　　　（白）　　　　　哟，这儿怎么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好耳熟啊！
李干先　　（白）　　　　　我已言过，有了十娘，我李干先再无别求，只愿朝夕与十娘相守。
孙富　　　（白）　　　　　什么“十娘”、“十娘”的，待我仔细听听。
杜十娘　　（白）　　　　　嗳，大丈夫本应争占熬头，金榜题名，公子如此贪恋闺房，岂不置十娘与不义，
　　　　　　　　　　　　　也辜负爹爹教子之心，还是赴试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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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先　　（白）　　　　　依了十娘就是。啊，十娘，自离金陵之后，久未闻十娘作曲，如今夜泊江中，
　　　　　　　　　　　　　天时尚早，就请十娘轻歌一曲，以解旅途寂寞。
杜十娘　　（白）　　　　　公子说哪里话来，十娘此番随你出京，原为脱去娼妓之名，如今已是良家之人，
　　　　　　　　　　　　　公子不可再提“弹唱”二字。
李干先　　（白）　　　　　船行半江，四下无人，轻歌一曲，有何不可？
杜十娘　　（白）　　　　　难道你还把我当作娼妓看待么？
李干先　　（白）　　　　　言重了，言重了！不唱也罢。
（孙富看。）
孙富　　　（白）　　　　　怎么又是十娘啊，又是唱曲呀，这是谁呀？我接着舱口瞧瞧。哎呀呀！这不是
　　　　　　　　　　　　　李干先和杜十娘吗？这小子倒是艳福不浅哪！杜十娘怎么跟了他了？这小子可
　　　　　　　　　　　　　真走运。我可不甘心，今儿叫我碰见了，我得耍耍手段。
（孙富想。）
孙富　　　（白）　　　　　嗯，有主意，我先叫他一声。
　　　　　　　　　　　　　我说邻船敢是干先贤弟吗？我说邻船敢是干先贤弟吗？
杜十娘　　（白）　　　　　公子，有人唤你。
李干先　　（白）　　　　　啊，哪个唤我？
孙富　　　（白）　　　　　是干先贤弟吗？
李干先　　（白）　　　　　是我。外面何人？
孙富　　　（白）　　　　　我是孙富呀。
杜十娘　　（白）　　　　　孙富来了。此人不是好人，公子不可理他。
李干先　　（白）　　　　　故友相逢，怎好不睬，待我出舱应付几句。
杜十娘　　（白）　　　　　不可久叙。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出。）
李干先　　（白）　　　　　原来是孙仁兄到了。孙仁兄因何到此？
孙富　　　（白）　　　　　我是出去做趟买卖，贤弟是回临安吗？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哎呀，巧得很，日前酒楼不期而遇，不想今日你也乘船，我也乘船，又在江中
　　　　　　　　　　　　　相逢了。
李干先　　（白）　　　　　真个凑巧。
孙富　　　（白）　　　　　啊，贤弟，舱内何人？
李干先　　（白）　　　　　贱室杜十娘。
孙富　　　（白）　　　　　哟喝，我的妈，她怎么嫁了你了哪？兄弟，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哪！请出来见个
　　　　　　　　　　　　　礼吧。
李干先　　（白）　　　　　这有何难，啊，十娘，孙富兄来了请出舱来相见。
杜十娘　　（白）　　　　　我如今已是良家妇女，是不能见生人的了。
孙富　　　（白）　　　　　嘿，你瞧，她更端起来了。得了不见不见吧。
　　　　　　　　　　　　　贤弟，看天时尚早，这瓜州渡口有家好酒馆，我请你去喝两盅，你瞧好不好？
李干先　　（白）　　　　　夜已将临，改日再去吧。
孙富　　　（白）　　　　　嗨，不远嘛，上岸就到，一会就回来。走吧、走吧，要不然我可过去拉你去啦。
　　　　　　　　　　　　　船夫，搭跳。
李干先　　（白）　　　　　小弟奉陪就是。仁兄少待，待我告知十娘。
孙富　　　（白）　　　　　喝，真孝顺啊！
李干先　　（白）　　　　　啊，十娘，你且后舱歇息，我随孙兄上岸饮酒，少时便回。
杜十娘　　（白）　　　　　公子，早去早回，我在后舱等你。
（杜十娘下。李干先、孙富同上岸，同走圆场。）
孙富　　　（白）　　　　　你瞧，这不就到了吗。
　　　　　　　　　　　　　酒保，酒保。
酒保　　　（内白）　　　　啊哈！
（酒保上。）
酒保　　　（念）　　　　　酒旗飘江岸，玉液透瓶香。
　　　　　（白）　　　　　敢情是孙三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呀？
孙富　　　（白）　　　　　刚到。酒保，给找个单间，同朋友聊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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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保　　　（白）　　　　　得，您二位随我来。二位请坐吧。您是熟人，您爱吃什么好菜我也知道，我跟
　　　　　　　　　　　　　大师傅说去。
孙富　　　（白）　　　　　酒菜要好一点。
酒保　　　（白）　　　　　错不了，全交给我了。
（酒保下，取酒菜上。）
酒保　　　（白）　　　　　先给您一盘下酒的菜，你们二位先喝着。
（酒保下。）
孙富　　　（白）　　　　　贤弟喝着。
李干先　　（白）　　　　　又叫孙仁兄破费了。
孙富　　　（白）　　　　　自已哥儿们，没说的，喝着。
（李干先、孙富同饮酒。）
孙富　　　（白）　　　　　贤弟，我有句话想跟你谈谈哪。
李干先　　（白）　　　　　仁兄有话请讲。
孙富　　　（白）　　　　　我问问你，这杜十娘乃是金陵第一名妓，她怎么会跟了你了哪？
李干先　　（白）　　　　　仁兄啊！
　　　　　（西皮散板）　　十娘久把青楼厌，
　　　　　　　　　　　　　又得柳兄来成全。
　　　　　　　　　　　　　山盟海誓结姻眷，
　　　　　　　　　　　　　才随小弟转临安。
孙富　　　（白）　　　　　哎呀呀，这么一说，杜十娘对你可是真有情义呀！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愚兄看来，恐怕未必吧！
李干先　　（白）　　　　　怎见得？
孙富　　　（白）　　　　　想杜十娘乃京都名妓，交满天下豪绅，江南必有他的知心之人，此番前来或许
　　　　　　　　　　　　　借兄之力寻访她的旧好，也未可知。
李干先　　（白）　　　　　不会的，不会的。
孙富　　　（白）　　　　　不会就好。喝着喝着。
（李干先、孙富同饮酒。）
孙富　　　（白）　　　　　啊贤弟，你今收纳杜十娘，尊翁可知么？
李干先　　（白）　　　　　这尚未禀过家父。
孙富　　　（白）　　　　　怎么着，老父不知道？哎呀！想老伯乃是朝廷的显宦，为人正直，家法森严，
　　　　　　　　　　　　　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告而娶，已有一行大罪，何况你娶的还是娼家妓
　　　　　　　　　　　　　女，你想老伯能够容你吗？
李干先　　（白）　　　　　哎呀！这个……
孙富　　　（白）　　　　　再说妓女本是不节之妇，下贱之尤，你这宦门之后，竟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岂
　　　　　　　　　　　　　不是玷辱门庭，辱没宗亲！老伯能与你善甘休吗？
李干先　　（白）　　　　　哎呀！
孙富　　　（白）　　　　　我的好兄弟，要不是咱们这样的朋友，我可不能这么口直心快。不过老伯的脾
　　　　　　　　　　　　　气我是知道的，说这些话也是为了你好不是。你想想老伯这回叫你出来，原指
　　　　　　　　　　　　　望你金榜高中，一举成名，如今你是钱也花光了，功名也没到手，带了这么一
　　　　　　　　　　　　　个败坏门风的妓女回去，我看老伯一定要把你赶出门外。为了一个妓女闹得父
　　　　　　　　　　　　　子反目，可不值当的。再说离开老伯，你还哪有钱接着求学，进京赴考呀？愚
　　　　　　　　　　　　　兄这可是为你好，才说出这一番话来呀。
李干先　　（白）　　　　　呀！
　　　　　（西皮散板）　　孙兄宴前侃侃论，
　　　　　　　　　　　　　句句言语动我心。
　　　　　　　　　　　　　只怨一时荒唐甚，
　　　　　　　　　　　　　如今反悔也不能。
孙富　　　（白）　　　　　说什么“如今反悔也不能”啊，现在你要能够悬崖勒马，可还不算晚哪！
李干先　　（白）　　　　　此时还不晚么？
孙富　　　（白）　　　　　不晚哪！
李干先　　（白）　　　　　兄可有计教我？
孙富　　　（白）　　　　　办法我倒是有，就怕贤弟你不能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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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先　　（白）　　　　　只要仁兄有好办法，小弟定然照办。
孙富　　　（白）　　　　　你舍得杜十娘吗？
李干先　　（白）　　　　　啊，这……
孙富　　　（白）　　　　　你瞧是不是！
李干先　　（白）　　　　　舍得的。
孙富　　　（白）　　　　　舍得？那就行！依我说你先和杜十娘分开，不要她了，再设法弄一千两银子，
　　　　　　　　　　　　　以作上京赴考的路费。以你的人才、文才，不难金榜高中，到那个时候平地一
　　　　　　　　　　　　　声雷，名扬天下，你想要多少钱，要什么样的娇妻美妾没有啊，你瞧怎么样？
李干先　　（白）　　　　　只是十娘安放何处？哪里去寻千金资斧？
孙富　　　（白）　　　　　这，嗳，这倒难了！你说走到这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可怎么想办法
　　　　　　　　　　　　　去呀！这要是在那大市镇上，我倒可以帮忙给你找找，看谁能拿出一千两银子，
　　　　　　　　　　　　　把杜十娘留下，解你这眼前的困难呀，可现在不行啊！
李干先　　（白）　　　　　一事不烦二主，还请仁兄代为设法吧！
孙富　　　（白）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呀。我这个人的脾气，兄弟你还不知道吗？我是愿意成人
　　　　　　　　　　　　　之美，最是仗义疏财呀！可是，目前我、我、我帮不了这份忙啊，我……
李干先　　（白）　　　　　哎呀，但不知孙兄，此次出京，资斧可充裕否？
孙富　　　（白）　　　　　你说钱哪？那倒方便，可以给你垫办一千两银子，只不过这个杜十娘，她可怎
　　　　　　　　　　　　　么交代呀？
李干先　　（白）　　　　　弟有一言不好启齿。
孙富　　　（白）　　　　　咳，兄弟说什么话哪，咱们这样的朋友，再说我这个人又是最好慷慨解囊，济
　　　　　　　　　　　　　人之困，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李干先　　（白）　　　　　既是如此，孙兄可否与小弟筹划千两纹银？
孙富　　　（白）　　　　　你要银子我有的是。就是说这个杜十娘应该怎么办？
李干先　　（白）　　　　　十娘嘛？哎！弟就将她交与仁兄就是。
孙富　　　（白）　　　　　交给我？哎呀，不成不成！想我们孤男寡女的，我把她搁在哪儿呀？再说，我
　　　　　　　　　　　　　的名声也要紧，这不是让人家好说不好听吗！
李干先　　（白）　　　　　嗳，弟将她卖与仁兄为妾了。
孙富　　　（白）　　　　　怎么着，贤弟把她卖给我？
李干先　　（白）　　　　　正是。
孙富　　　（白）　　　　　哈哈哈，哎呀，不成不成！那可使不得。我孙富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呀，这
　　　　　　　　　　　　　日后要让别人知道了，我多不够朋友啊？我这不是不义吗！
李干先　　（白）　　　　　此乃小弟自甘情愿，哪能有人责怪仁兄不义？
孙富　　　（白）　　　　　这么说使得？
李干先　　（白）　　　　　使得。
孙富　　　（白）　　　　　是你自甘情愿？
李干先　　（白）　　　　　半点不差。
孙富　　　（白）　　　　　好，就这么办，我以千金相赠贤弟，贤弟以十娘还赠与我。
李干先　　（白）　　　　　此话当真？
孙富　　　（白）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板上钉钉，如白染皂，万难更改，绝不食言，你
　　　　　　　　　　　　　放心吧，只要你不反悔就行。
李干先　　（白）　　　　　仁兄成全大恩，小弟尚不能报，哪有反悔之理！
孙富　　　（白）　　　　　这你算想开了，本来嘛，年轻轻的偏偏要个妓女干什么，先求个有钱有势，那
　　　　　　　　　　　　　还怕没媳妇？贤弟这是一千两银子，你先拿去。
（孙富递银，李干先欲接，孙富又缩回。）
李干先　　（白）　　　　　仁兄可是舍不得了？
孙富　　　（白）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过我想这么做法总不合适，圣人云：朋友之妻不可贪之，
　　　　　　　　　　　　　朋友之妻不可纳也，我这么办有点不好意思呀！
李干先　　（白）　　　　　这都是为了相助小弟，有何不可！
孙富　　　（白）　　　　　好，那就这么办，给你拿去。
（孙富递银，李干先接。）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多蒙仁兄来指引，
　　　　　　　　　　　　　再谢仁兄赠千金。
　　　　　（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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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散板）　　舍去十娘实难忍，
孙富　　　（白）　　　　　怎么着，要变卦是怎么着？贤弟，可是白银千两高官厚禄啊！
李干先　　（白）　　　　　弟决不反悔。仁兄，弟酒已够了，我要先回去了。
孙富　　　（白）　　　　　好，你先走吧，回去好好劝劝十娘，明个清早，我就要接人啦。
李干先　　（西皮散板）　　宁愿舍人不舍银。
（李干先下。）
孙富　　　（笑）　　　　　哈哈哈！
　　　　　（白）　　　　　酒保，酒钱放在这儿了，三爷我走了。
　　　　　　　　　　　　　啊哈哈哈！哎呀，李干先真是个书呆子呀！
　　　　　（西皮散板）　　我说什么他都信，
　　　　　　　　　　　　　十娘难逃我掌心。
　　　　　　　　　　　　　今日走了桃花运，
　　　　　（笑）　　　　　哈哈哈！
　　　　　　　　　　　　　明日船头迎新人。
（孙富下。）

【第五场：沉江】

（杜十娘上。）
杜十娘　　（白）　　　　　我那公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四平调）　　　月色苍茫初更后，
　　　　　　　　　　　　　江风刺骨冷飕飕。
　　　　　　　　　　　　　手攀船篷望江口，
　　　　　　　　　　　　　耐等公子转回头。
（杜十娘遥望，李干先上。）
李干先　　（二黄散板）　　孙仁兄赠千金恩义广有，
　　　　　　　　　　　　　踏银雪沐江风急转小舟。
杜十娘　　（白）　　　　　公子回来了，待我与你搭了扶手。
李干先　　（白）　　　　　啊，十娘……
（杜十娘取扶手，李干先沉默。）
李干先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不义之事怎出口？
（李干先欲回，取银看。）
杜十娘　　（白）　　　　　公子，请上船来。
李干先　　（白）　　　　　啊。
杜十娘　　（白）　　　　　公子，请上船来。
李干先　　（白）　　　　　噢，上船，上船。
　　　　　（二黄散板）　　千两白银不好求。
　　　　　　　　　　　　　银两多又何愁娇妻无有？
　　　　　（白）　　　　　对呀。
杜十娘　　（白）　　　　　公子，江风甚大，快快上船来吧。
李干先　　（白）　　　　　是是是，来了。
（李干先上船。）
李干先　　（二黄散板）　　舍十娘可算得人财两收。
（杜十娘、李干先同进舱。）
杜十娘　　（白）　　　　　公子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方才回来？
李干先　　（白）　　　　　酒肆之中贪饮几杯，故尔迟了，有劳十娘久候。
杜十娘　　（白）　　　　　这倒无妨。
李干先　　（白）　　　　　十娘呀，方才酒肆之中那孙富与我谈到你我二人之事……
杜十娘　　（白）　　　　　他讲些什么？
李干先　　（白）　　　　　他言道，我此番遵奉父命，进京科考，以求取功名，光耀门庭。不想今日，功
　　　　　　　　　　　　　名未就，银两耗尽，只带了一名青楼女子、不节之妇，相偕而归，家严恐难容
　　　　　　　　　　　　　留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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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　　（白）　　　　　十娘出身微贱，尚知三从四德，尽孝堂前，爹爹怎能不容你我？即是爹爹不容，
　　　　　　　　　　　　　我可暂居他处，待等公子功名成就，再行团聚，有何不可？
李干先　　（白）　　　　　爹爹若是不容，哪有盘费再进京都？
杜十娘　　（白）　　　　　公子不必忧虑，为妻替你筹划就是。
李干先　　（白）　　　　　十娘休得取笑。
杜十娘　　（白）　　　　　我焉能与你取笑。来来来，你看我那小箱之内……
李干先　　（白）　　　　　不必看了。你身旁那只小箱，内中不过些许簪环首饰，怎值千金？哪里够得进
　　　　　　　　　　　　　京盘费！
杜十娘　　（白）　　　　　够与不够，你日后自然晓得，总不会叫你为难就是。公子夜已深了，寒气袭人，
　　　　　　　　　　　　　快快上床安歇去吧！
（〖起二更鼓〗。）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呀！天已二鼓，转眼即是明晨，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杜十娘　　（白）　　　　　公子，看你变脸变色，有什么言语，你就快些讲吧！
李干先　　（白）　　　　　十娘，我在危难之中你要救我一救。
杜十娘　　（白）　　　　　只要与你有益，我虽死不辞。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啊！方才酒肆之中，那孙富已然为我指引明路，他叫我舍去十娘，
　　　　　　　　　　　　　然后进京科考，他慷慨赠银千两，叫我将你卖与他人。
杜十娘　　（白）　　　　　公子，你是卖与不卖？
李干先　　（白）　　　　　哎，说什么卖与不卖！他道你是青楼妓女、不节之妇，我已将你卖与那孙富了。
杜十娘　　（白）　　　　　啊！
（杜十娘抓李干先双手，气椅。）
李干先　　（白）　　　　　十娘醒来！
杜十娘　　（西皮散板）　　痴心一片反遭卖，
　　　　　　　　　　　　　柳老爷言语你可记心怀？
李干先　　（白）　　　　　柳遇春？不是他，我还落不到这步田地呢！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你今不辨好和歹，
　　　　　　　　　　　　　恩怨不明似狼豺。
　　　　　　　　　　　　　可恨孙富心肠坏，
　　　　　　　　　　　　　棒打鸳鸯两分开。
李干先　　（白）　　　　　十娘不必啼哭，此事我是出于无奈，望十娘成全了我吧。
杜十娘　　（白）　　　　　好一个“出于无奈”，你既是将我卖了，银子可曾到手？
李干先　　（白）　　　　　银子早已到手。你来看这白花花的一千两银子，好生可爱呀！
杜十娘　　（白）　　　　　但不知他何时前来迎娶？
李干先　　（白）　　　　　明日前来接你。
杜十娘　　（白）　　　　　噢，明日我与你就要永别了么？
李干先　　（白）　　　　　明日再说明日的话，看天时不早，你我一同安歇了吧。
杜十娘　　（白）　　　　　啊，如今你我已非夫妻，你一人去吧。
李干先　　（白）　　　　　十娘，你我恩爱甚厚，明日就要永别，只此一宵不可辜负。来来来，你我还是
　　　　　　　　　　　　　一同安歇了吧。
杜十娘　　（白）　　　　　休得胡缠！
李干先　　（白）　　　　　哼，果然是妓女无情，我卖得不差。
（李干先入帐。）
杜十娘　　（白）　　　　　哎，想我杜十娘本是良家女子，不幸身陷平康，逼尝多少苦楚，终日送往迎来，
　　　　　　　　　　　　　人人都道我名利双收，何等荣幸。怎知这卖笑生涯背后凌逼，实难忍受。多
　　　　　　　　　　　　　少王孙公子慕我姿色，要与我赎身，我岂肯做那酒色之徒玩赏之品。谁知选来
　　　　　　　　　　　　　择去，竟错配了这负义的小人！
　　　　　（二黄慢板）　　月暗星稀二更后，
　　　　　　　　　　　　　真个地惨与天愁。
　　　　　　　　　　　　　想当初在院中百般赌咒，
　　　　　　　　　　　　　说什么天长地久到白头。
　　　　　　　　　　　　　如今夫妻难久守，
　　　　　　　　　　　　　谁知恩爱反成仇！
　　　　　（白）　　　　　哎，想公子不过为了银两花尽，心中焦急，我这小箱之内珍宝甚多，胜似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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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何妨与他言明。
（杜十娘抱小箱，欲入帐。）
李干先　　（内白）　　　　十娘你要成全于我，有了一千两银子，我便不愁高官厚禄、绝色佳人了。你就
　　　　　　　　　　　　　随他去吧。
（杜十娘惊，退回。〖起三更鼓〗。）
杜十娘　　（二黄原板）　　三更鼓夜深沉万籁寂静，
　　　　　　　　　　　　　对残烛观蜡泪暗自思寻。
　　　　　　　　　　　　　李干先薄情郎甚是可恨，
　　　　　　　　　　　　　梦寐中还不忘不义之银。
　　　　　（白）　　　　　哎呀，不想他睡梦之中，毫无悔意，我若将珠宝与他，待我年老色衰之时，他
　　　　　　　　　　　　　还是要抛弃于我的呀！
　　　　　（二黄原板）　　宝箱内俱都是奇珍异品，
　　　　　　　　　　　　　我岂能将宝箱赠小人，助纣为虐，任凭他肆意胡行？
　　　　　　　　　　　　　想世间珠宝原是作孽的根本，
　　　　　　　　　　　　　银钱也害了多少人，
　　　　　　　　　　　　　亲朋为你成仇恨，
　　　　　　　　　　　　　弟兄为你把家分，
　　　　　　　　　　　　　在院中从姊妹横遭蹂躏，
　　　　　　　　　　　　　李干先背前言负义忘恩，
　　　　　　　　　　　　　桩桩事都为你作祟招引，
　　　　　　　　　　　　　都道你是至宝，我恨你万分。
　　　　　（白）　　　　　哎！
　　　　　（二黄原板）　　将什么珠宝银钱来怨恨，
　　　　　　　　　　　　　还怪我一失足千古恨，
　　　　　　　　　　　　　只见其貌，慕其文，未度其德，审其心，
　　　　　　　　　　　　　有眼无珠才错配了这无义的小人！
（〖起四更鼓〗。）
杜十娘　　（二黄原板）　　四更鼓天将明残烛渐尽，
　　　　　　　　　　　　　形吊影影吊形倍加伤情。
　　　　　　　　　　　　　细思量真个是红颜薄命，
　　　　　　　　　　　　　可怜我数年来含羞忍泪、送旧迎新、枉落个娼妓之名。
　　　　　　　　　　　　　到今日退难退进又难进，
　　　　　　　　　　　　　倒不如葬鱼腹了此残生。
　　　　　　　　　　　　　杜十娘拚一个香消玉殒，
（杜十娘欲投江。）
李干先　　（内白）　　　　啊，十娘！你何必苦苦缠我，你嫁了他去，比我强的多呀！
杜十娘　　（白）　　　　　哎呀，不可。
　　　　　（二黄散板）　　纵一死也死个朗朗清清。
　　　　　（白）　　　　　且住，此时我若一死，人道我是失足落水，我这满腹冤屈谁能知晓？况且我那
　　　　　　　　　　　　　珍珠百宝，岂不便宜了贼子？他若得了此宝不知又要害多少好人哪！也罢，我
　　　　　　　　　　　　　不免假寐片刻，待等明日孙富迎亲之时，我怀抱百宝箱儿，站在人前痛骂他二
　　　　　　　　　　　　　人一顿，也消消我这场怨气。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二黄散板）　　玉碎珠沉心已定，
　　　　　　　　　　　　　冤情也要告于人。
　　　　　　　　　　　　　今宵苟且延性命，
　　　　　　　　　　　　　明日将身赴波臣。
（杜十娘假寐，孙富上。）
孙富　　　（白）　　　　　哎呀，这一宵翻来覆去的，一会也没睡着啊。这个天也要命，怎么还不亮呀！
（〖起五更鼓〗。）
孙富　　　（白）　　　　　得，五更天啦，那个书呆子也该起来了吧，我就在这等等他。
李干先　　（内西皮散板）　更鼓声中好梦断，
（李干先出帐。）
李干先　　（西皮散板）　　不觉已是五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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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哎呀呀，十娘，天已五鼓，孙富就要迎接你过舱了。快些醒来！
杜十娘　　（白）　　　　　呀！
　　　　　（西皮散板）　　海誓山盟成虚幻，
　　　　　　　　　　　　　好姻缘反作恶姻缘。
　　　　　　　　　　　　　波光浩浩如素练，
　　　　　（西皮快板）　　倾刻冤魂化杜鹃。
　　　　　　　　　　　　　错错错，休埋怨，
　　　　　　　　　　　　　当初何不辨愚贤？
　　　　　　　　　　　　　情丝万缕连还断，
　　　　　　　　　　　　　皱锁蛾眉我无话言。
李干先　　（白）　　　　　十娘何必如此，你我乃是露水夫妻，有何不舍？
杜十娘　　（白）　　　　　着哇，你我不过露水夫妻，少时就要分别了。好！
李干先　　（白）　　　　　我为的是你呀，想孙富资财甚厚，胜似干先多矣，你就享受荣华去吧！
杜十娘　　（白）　　　　　亏你说得出口，去看那孙富起舱无有？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出。）
李干先　　（白）　　　　　孙仁兄，起舱否？
孙富　　　（白）　　　　　得了，你甭叫了，我一夜没睡，早就在这等着那！快将十娘送过舱来吧。
李干先　　（白）　　　　　请仁兄稍候。
（李干先进舱。）
李干先　　（白）　　　　　十娘，孙富已在船头等候，你就出舱去吧。
杜十娘　　（白）　　　　　好，快将我那小箱取来。
李干先　　（白）　　　　　是。
（李干先取箱。）
李干先　　（白）　　　　　啊，十娘，你嫁到孙家什么好东西无有，还要这小箱何用？
杜十娘　　（白）　　　　　不用你管，随我出舱。
李干先　　（白）　　　　　是。
（杜十娘、李干先同出舱。）
杜十娘　　（白）　　　　　船头站的敢是孙富？
孙富　　　（白）　　　　　可不是我吗！十娘，咱们久别重逢，你可更标致了。
杜十娘　　（白）　　　　　孙富啊，好贼子！
孙富　　　（白）　　　　　哟，怎么刚见面就骂呀！
杜十娘　　（白）　　　　　你好无天理也！
　　　　　（西皮快板）　　骂声孙富奸又狡，
　　　　　　　　　　　　　卖弄舌剑与唇刀，
　　　　　　　　　　　　　阴谋诡计难猜料，
　　　　　　　　　　　　　心如狼虎赛鬼妖。
　　　　　　　　　　　　　分明你要把红绡盗，
　　　　　　　　　　　　　仗着你王济钱多挂树梢，
　　　　　　　　　　　　　哪里是有无通共情义好，
　　　　　　　　　　　　　早知你拨牵来换翠翘。
孙富　　　（白）　　　　　十娘，我可是一片好心哪！我是想送他一千两银子，叫他赶考去，他无恩可报
　　　　　　　　　　　　　才把你送给我的呀！
李干先　　（白）　　　　　是呀，有了这一千两银子，我便可回京赴试了啊！
杜十娘　　（白）　　　　　一千两银子能值几何？也敢在此扬眉吐气！
孙富　　　（白）　　　　　怎么着，一千两银子你还看不起吗？你能拿得出来吗！
李士先　　（白）　　　　　是呀！
杜十娘　　（白）　　　　　你欺我手内无钱么？
孙富　　　（白）　　　　　这可不是小瞧你！
杜十娘　　（白）　　　　　贼子！
　　　　　（西皮快板）　　你道是千金不少，
　　　　　　　　　　　　　我这里价值连城自富饶。
　　　　　　　　　　　　　区区财帛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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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逞十万你缠腰。
　　　　　　　　　　　　　打开箱儿观百宝，
　　　　　　　　　　　　　瞽目的村驴你仔细瞧。
（杜十娘开箱取宝。）
李干先　　（白）　　　　　哎呀呀，想不到十娘这小箱之内珍珠百宝，无计其数；五光十色，灿烂非常，
　　　　　　　　　　　　　真真令人眼花缭乱！
孙富　　　（白）　　　　　嘿，我是走运就结了，这一千两没白花。既得美人，又得珍宝，哪有这么全家
　　　　　　　　　　　　　的事呀！
李干先　　（白）　　　　　孙仁兄一千两银子把还与你，我不卖了。
　　　　　　　　　　　　　啊，十娘，你我乃恩爱夫妻，怎能割舍？你我快快进舱去吧，不要冻坏了你的
　　　　　　　　　　　　　玉体！
（杜十娘打李干先。）
杜干先　　（白）　　　　　呸！李干先哪，负义贼！我赎身出院，原想与你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惟恐堂
　　　　　　　　　　　　　上不容，故此我将奇珍异宝藏在小箱之内，准备献与堂上，做为进见之礼。不
　　　　　　　　　　　　　想你半途中，贪图孙富那一千两银子，将自己妻子卖与他人。你道我是青楼下
　　　　　　　　　　　　　贱女子，人间不节之妇，想我虽是妓女，却有崚嶒傲骨，赤子诚心，不似你这
　　　　　　　　　　　　　宦门子弟高雅之士，看来衣冠楚楚却是狼子之心，见利忘义的小人哪！
李干先　　（白）　　　　　哎呀，惭愧！
孙富　　　（白）　　　　　十娘啊，那李干先本不是好人，忘恩负义，不象我孙富对你是一片真心。有你
　　　　　　　　　　　　　那箱珠宝，我这万贯家财，咱们今生今世是其乐无穷的了呀！十娘，过舱来吧。
杜十先　　（白）　　　　　孙富啊，贼子！你原是一介商贩，惯施勾心斗角伎俩，常做损人利己勾当，用
　　　　　　　　　　　　　你那瞒心昧己得来的银两，拆散人家美满夫妻。你那一千两银子，只可买去李
　　　　　　　　　　　　　干先那颗狼子之心，你那万贯家财却买不去杜十娘这躯清白之体。似你这等小
　　　　　　　　　　　　　人，与禽兽何异？
孙富　　　（白）　　　　　哎哟，我的妈呀，你真算把我骂对了！
杜十娘　　（西皮散板）　　但愿长江化长剑，
　　　　　　　　　　　　　斩尽天下无义男。
　　　　　　　　　　　　　百宝沉江孽根断，
李干先　　（白）　　　　　十娘，使不得。
（杜十娘将箱沉江。）
孙富　　　（白）　　　　　哎哟，太可惜了！
（孙富欲伸脚下水，又缩回。）
杜十娘　　（西皮散板）　　冰肌玉骨葬波澜。
　　　　　　　　　　　　　十娘沉兔天地鉴，
　　　　　　　　　　　　　千秋遗恨永绵绵。
（杜十娘投江。）
李干先　　（白）　　　　　哎呀！
孙富　　　（白）　　　　　得，全玩完！我说小子们，把银子给我抢回来！
（二家院同抢回银子。）
孙富　　　（白）　　　　　人命关天，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船夫快点开船哪！
（开船，孙富下。）
李干先　　（白）　　　　　哎呀！十娘呀！
（李干先哭。来旺上。）
来旺　　　（白）　　　　　得了，公子别哭了，如今你是人财两丢，功名未就，回家去这顿打又轻不了，
　　　　　　　　　　　　　留着一起哭吧！
　　　　　　　　　　　　　船夫，开船。
（船夫开船，来旺、李干先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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