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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二尤》（一名：《鸳鸯剑》）

主要角色
尤三姐：旦
尤二姐：旦
贾琏：生
柳湘莲：小生
王熙凤：旦
秋桐：彩旦
贾珍：丑
贾蓉：丑
薛蟠：丑
尤老娘：老旦
来旺儿：丑
多姑娘：旦
平儿：旦
赖尚荣：丑
家丁：丑
车夫：丑
轿夫：丑
酒保：丑

情节
少年柳湘莲，素嗜串戏，适赖尚荣庆寿，邀之串演《雅观楼》。贾珍、贾琏弟兄前往祝寿，贾珍妻妹尤二姐、
尤三姐与其母尤老娘亦随去观剧。贾琏垂涎尤二姐姿容，私以九龙玉佩为聘，背其妻王熙凤偷娶之。贾珍
对尤三姐也心怀叵测，不想反被尤三姐嘲笑痛斥。尤三姐自看戏后，爱慕柳湘莲，将心愿诉之老娘与尤二姐。
贾琏自愿为媒，寻到柳湘莲提亲。柳湘莲允婚，并以所佩鸳鸯剑作为聘礼。其后因误信薛蟠之言，疑尤三
姐与贾琏已有暧昧，往贾府索剑退婚。尤三姐为明心迹，掣鸳鸯剑自刎。柳湘莲悔之不及，疯癫而去。王熙
凤觉察贾琏偷娶尤二姐之事，乘其外出之际，将尤二姐赚入荣国府，唆使贾琏侍妾秋桐百般凌辱，其后，又
将尤二姐初生婴儿烫死，勒逼尤二姐至死。尤氏姐妹双双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者。

注释
我（荀慧生）早年喜读《红楼梦》，觉得这部名著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妇女形象，人物刻划细入微末，可
供舞台上创造角色的借鉴。更鉴于历来演红楼故事者，皆以宝玉、黛玉为题材，因想另辟蹊径，专演尤氏两
姐妹。二姐和三姐本为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但处在封建社会，两人均不能摆脱悲惨命运。我以为合两
人的不同遭遇于同一戏中，彼此呼应，两相对照，更能全面而有力地抨击旧礼教、旧制度，乃编写《红楼二
尤》。
《红楼二尤》取材于《红楼梦》的第六十四至六十九回。剧本于一九三二年编成，同年三月十一日首次演出
于北京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时，我打破了京剧中旧有行当局限，前饰尤三姐，用花旦演法；后
饰尤二姐，走闺门旦的路数，也为旦角戏演出，另辟新径。当时与我同台演出的有赵桐珊（芙蓉草）前饰尤
二姐，后饰王熙凤；金仲仁饰柳湘莲；张春彦饰贾琏；马富禄前饰薛蟠，后饰秋桐。几十年来，此剧屡经演
出，深受观众欢迎，被称为荀派五大悲剧之一。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赴寿】

（柳湘莲上。）
柳湘莲　　（引子）　　　　学业未成，爱风月，侠骨柔肠。
　　　　　（念）　　　　　满腔侠气性聪明，舞剑弹琴件件能。玩世不恭怀孤愤，热心反作冷心人。
　　　　　（白）　　　　　俺，柳湘莲。父母早丧，读书未成，虽习武艺，亦未精通。只因世道凌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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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楼二尤》 2

　　　　　　　　　　　　　心不古，将俺激成热心冷面，倒成了另一家数。是俺幼年最爱观看名优演剧，
　　　　　　　　　　　　　天长日久，我亦学会了不少戏文，在清客之中，作了一个小生角色，时常串演。
　　　　　　　　　　　　　正是：
　　　　　（念）　　　　　看破功名如梦境，不如散淡乐天真。
（家丁上。）
家丁　　　（念）　　　　　奉了老爷命，来请串戏人。
　　　　　（白）　　　　　参见柳二爷。
柳湘莲　　（白）　　　　　罢了。你是哪里来的？
家丁　　　（白）　　　　　我是赖府来的。
柳湘莲　　（白）　　　　　到此何事？
家丁　　　（白）　　　　　奉了老爷之命，请您过府串戏。
柳湘莲　　（白）　　　　　好！前边带路。
家丁　　　（白）　　　　　是啦。
柳湘莲　　（西皮散板）　　作清客串戏文十分有兴，
　　　　　　　　　　　　　赖尚荣邀请我献技散心。
　　　　　　　　　　　　　休笑我好做这优伶行径，
（柳湘莲走圆场。）
柳湘莲　　（西皮散板）　　假功名真事业一样无凭。
家丁　　　（白）　　　　　您这儿等一等。
（家丁进门。）
家丁　　　（白）　　　　　有请老爷！
（赖尚荣上。）
赖尚荣　　（白）　　　　　什么事？
家丁　　　（白）　　　　　柳二爷来啦。
赖尚荣　　（白）　　　　　说我出迎。
家丁　　　（白）　　　　　家爷出迎！
柳湘莲　　（白）　　　　　赖兄！
（柳湘莲、赖尚荣同进门。）
赖尚荣　　（白）　　　　　柳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柳湘莲　　（白）　　　　　岂敢！啊，赖兄相约小弟不知为了何事？
赖尚荣　　（白）　　　　　今日乃是我的生日，请您过府前来串戏。
柳湘莲　　（白）　　　　　但不知串演何戏？
赖尚荣　　（白）　　　　　哎呀！串演什么戏呢？咦！听说您的昆腔唱的好，咱们就串演出《雅观楼》，
　　　　　　　　　　　　　您看怎么样啊？
柳湘莲　　（白）　　　　　《雅观楼》，倒也使得。
赖尚荣　　（白）　　　　　天还早哪，我们到后边喝茶去吧。
柳湘莲、
赖尚荣　　（同白）　　　　请！
（柳湘莲、赖尚荣同下。）
贾珍、
贾琏、
贾蓉　　　（内同白）　　　啊嘿！
（贾珍、贾琏、贾蓉同上。）
贾珍　　　（西皮散板）　　同加鞭往赖家寻欢觅笑，
贾琏　　　（西皮散板）　　饮醉翁意不在美酒佳肴。
贾蓉　　　（西皮散板）　　贾府人肯赏光他的体面不小，
薛蟠　　　（内白）　　　　慢走！
（薛蟠上。）
薛蟠　　　（西皮散板）　　我也要到赖家看戏逍遥！
　　　　　（白）　　　　　哟，那不是贾珍、贾琏、贾蓉，你们仨人怎么会走到一块儿啦？
贾珍　　　（白）　　　　　你怎么叫我们仨人的名字呀！
薛蟠　　　（白）　　　　　唉，我要不把你们仨人的名字叫出来的话，人家也不知道你们三块活宝是什么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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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楼二尤》 3

贾珍　　　（白）　　　　　那你是什么东西，你也得说一说呀！
薛蟠　　　（白）　　　　　当然我得说一说。我叫呆霸王薛蟠，人家都知道。你不是宁国府的贾珍吗？他
　　　　　　　　　　　　　叫贾琏，你们是叔伯哥俩。他叫贾蓉，他是你的儿子。你的媳妇尤氏，人称尤
　　　　　　　　　　　　　大姐，他的媳妇王熙凤。你还有两个刮刮叫的小姨子：一个叫尤二姐，一个叫
　　　　　　　　　　　　　尤三姐。今儿个是赖尚荣的生日，请的是票友唱戏，请咱们大家前来听戏，就
　　　　　　　　　　　　　是连你的两个小姨子也去听戏。今天要是大家不唱这出戏，咱们也听不上这出
　　　　　　　　　　　　　戏。话我说完了，咱们大家就此趱行者！
　　　　　（西皮散板）　　大家一同往前进，
贾蓉　　　（西皮散板）　　不为听戏为看佳人。
（家丁上。）
家丁　　　（白）　　　　　有请老爷！
（赖尚荣上。）
赖尚荣　　（白）　　　　　何事呀？
家丁　　　（白）　　　　　四位老爷到。
赖尚荣　　（白）　　　　　原来是四位。
　　　　　　　　　　　　　啊，薛爷！
薛蟠　　　（白）　　　　　胡说八道，什么四位薛爷。他们仨人姓贾，我姓薛。你要说四位薛爷，他们仨
　　　　　　　　　　　　　人不成我的儿子了么？
贾珍、
贾琏、
贾蓉　　　（同白）　　　　胡说八道！
薛蟠　　　（白）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
　　　　　　　　　　　　　老赖呀，今日是你生日，我们大家给你拜个寿吧。
赖尚荣　　（白）　　　　　不敢当。
薛蟠　　　（白）　　　　　你这儿还有戏哪？
赖尚荣　　（白）　　　　　有戏。
薛蟠　　　（白）　　　　　什么戏呀？
赖尚荣　　（白）　　　　　《雅观楼》。
薛蟠　　　（白）　　　　　好戏呀！
贾珍、
贾琏、
贾蓉　　　（同白）　　　　好戏呀！
薛蟠　　　（白）　　　　　开戏了没有？
赖尚荣　　（白）　　　　　您先到后边休息一会，马上就开。
薛蟠　　　（白）　　　　　走，咱们去看戏去。正是：
　　　　　（念）　　　　　看看戏中戏，又是一出戏。
（众人同下。）

【第二场：串戏】

（尤三姐上。）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厌繁华暂避那绮罗豪宴，
　　　　　　　　　　　　　且往这花园内寻觅清闲。
　　　　　（白）　　　　　我尤三姐，爹娘只生我姐妹三人。大姐嫁与宁国府贾珍为妻；二姐许配张华，
　　　　　　　　　　　　　尚未过门；惟有奴家待字闺中。只因我大姐家中人多事广，请我们合家前来照
　　　　　　　　　　　　　看门户。今日是赖尚荣的生日，他请我们合家前来看戏饮酒，那酒席筵前俱是
　　　　　　　　　　　　　些侯门女，骄贵之气，令人难耐，故此我一个走了出来，我要到花园中玩一玩
　　　　　　　　　　　　　去！
尤二姐　　（内白）　　　　妹妹等着！
尤三姐　　（白）　　　　　哎，我姐姐也来了！
（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摇板）　　见妹妹厌俗情离开席筵，
　　　　　　　　　　　　　我只得陪着她散闷一番。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107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红楼二尤》 4

尤三姐　　（白）　　　　　姐姐！
尤二姐　　（白）　　　　　妹妹，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来啦？
尤三姐　　（白）　　　　　姐姐，那酒席筵前俱是些个侯门妇女，骄贵之气，令人难耐，故此我一个人走
　　　　　　　　　　　　　出来，我要到花园中玩一玩去。
尤二姐　　（白）　　　　　他人取乐，你我也可以取乐呀！
尤三姐　　（白）　　　　　姐姐，你我何必要苦苦地追随哟！
尤二姐　　（白）　　　　　你的性情也不太古怪了！
尤三姐　　（白）　　　　　我不。
尤老娘　　（内白）　　　　嗯哼！
尤二姐　　（白）　　　　　妈也来了。
（尤老娘上。）
尤老娘　　（念）　　　　　无儿常自叹，有女也承欢。
尤三姐、
尤二姐　　（同白）　　　　妈呀！
尤老娘　　（白）　　　　　你们不要在此玩耍了，前面的戏十分热闹，你我母女前去看戏吧！
尤三姐　　（白）　　　　　对啦，我们也得看看戏。
尤老娘　　（白）　　　　　正是：
　　　　　（念）　　　　　赖氏设华筵，宾客笑开颜。
（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同走圆场，场中设戏台。贾珍、贾琏、贾蓉、薛蟠自下场门同上。）
贾珍　　　（白）　　　　　参见岳母。
尤老娘　　（白）　　　　　贤婿少礼。
薛蟠　　　（白）　　　　　嗬，参见岳母。
贾珍　　　（白）　　　　　这是我的岳母，不是你的岳母。
薛蟠　　　（白）　　　　　什么你的岳母，不是公共的岳母吗？
贾珍　　　（白）　　　　　胡说八道，岳母还有公共的！
　　　　　　　　　　　　　二姨妹，三姨妹。
尤三姐、
尤二姐　　（同白）　　　　大姐丈。
薛蟠　　　（白）　　　　　二姨妹，三姨妹，你们早来了？坐下看戏吧。坐下坐下。
　　　　　　　　　　　　　来人哪，沏壶茶、端点瓜子。
（薛蟠欲与尤二姐、尤三姐同坐。）
贾珍　　　（白）　　　　　嘿嘿嘿，你是怎么回事？这儿是男女分坐。
薛蟠　　　（白）　　　　　不是男女合坐吗？
贾珍　　　（白）　　　　　什么男女合坐！
薛蟠　　　（白）　　　　　那我应当坐在哪儿呀？
贾珍　　　（白）　　　　　你就应当在那边。
薛蟠　　　（白）　　　　　好，我那边。
尤二姐　　（白）　　　　　大姐丈，你这儿来。这小子是做什么的？
贾珍　　　（白）　　　　　他叫呆霸王薛蟠。
尤三姐　　（白）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薛蟠　　　（白）　　　　　干什么跟我这么客气呀！
贾珍　　　（白）　　　　　你别理他。
薛蟠　　　（白）　　　　　她说我什么呀？
贾珍　　　（白）　　　　　她说你讨厌。
薛蟠　　　（白）　　　　　怎么我自己不觉悟呢！
贾珍　　　（白）　　　　　你坐在那儿看戏吧。这就开戏了。
（柳湘莲扮李存孝上。）
柳湘莲　　（端正好）　　　奋雄威，英名盛，
　　　　　　　　　　　　　贼逢俺胆战心惊。
　　　　　　　　　　　　　男儿图画凌烟姓，
　　　　　　　　　　　　　今日个功果成定。
（柳湘莲下。）
尤三姐　　（白）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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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红楼二尤》 5

　　　　　（西皮摇板）　　观此剧不由我心情撩乱，
　　　　　　　　　　　　　我看他眉目间英气弥漫。
　　　　　　　　　　　　　一霎时引得我柔情百转，
尤二姐　　（白）　　　　　妹妹！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好叫我羞怯怯有话难言。
　　　　　　　　　　　　　大姐丈，方才唱的什么戏呀？
贾珍　　　（白）　　　　　唱的是《雅观楼》。
尤二姐　　（白）　　　　　噢！《雅观楼》。
尤三姐　　（白）　　　　　唱戏的人名字叫什么呀？
贾珍　　　（白）　　　　　他叫柳湘莲。
尤三姐　　（白）　　　　　噢！柳湘莲。唱的可真不错呀！
贾珍　　　（白）　　　　　不错吧。
尤三姐　　（白）　　　　　他还唱不唱了？
贾珍　　　（白）　　　　　唱完了，不唱了。
尤三姐　　（白）　　　　　唱完了，不唱了……
尤老娘　　（白）　　　　　天色不早，我们回家去吧。
尤二姐　　（白）　　　　　对了，咱们回去吧。
贾蓉　　　（白）　　　　　二叔，咱们回去吧！
（贾蓉下。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同下。）
薛蟠　　　（白）　　　　　走啦？慢慢走。不送了。再见，再见。好！
贾珍　　　（白）　　　　　还叫好哪，你给谁叫好呢？
薛蟠　　　（白）　　　　　我给小柳叫好呢，唱的不错，嗓子也好，腰腿也好，小模样长的真漂亮。
贾珍　　　（白）　　　　　他不但戏唱的好，而且最好交朋友。
薛蟠　　　（白）　　　　　他好交朋友，那我得跟他交朋友。
贾珍　　　（白）　　　　　要是跟他交朋友，那你是找挨揍。
薛蟠　　　（白）　　　　　胡说八道，交朋友还有挨揍的。走，跟他谈会天去！
（贾珍、贾琏、薛蟠同下。）

【第三场：谋姨】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心中有事多烦闷，
（贾蓉上。）
贾蓉　　　（西皮散板）　　叔父因何皱眉心？
　　　　　（白）　　　　　二叔，您为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
贾琏　　　（白）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贾蓉　　　（白）　　　　　心事，我不猜便罢……
贾琏　　　（白）　　　　　若猜呢？
贾蓉　　　（白）　　　　　准猜着。
贾琏　　　（白）　　　　　你且猜来！
贾蓉　　　（白）　　　　　刚才看戏时八成您看上了我那两个小姨了吧。
贾琏　　　（白）　　　　　哎呀呀，你真是活神仙，果然被你猜着了。
贾蓉　　　（白）　　　　　我虽不是活神仙，也会察颜观色。
贾琏　　　（白）　　　　　今日我要到你们府上走走。
贾蓉　　　（白）　　　　　我父亲没在家，您上我们那儿干什么去？
贾琏　　　（白）　　　　　我与你父乃是手足，他不在府我去何妨。
贾蓉　　　（白）　　　　　你哪是跟我爸爸讲手足之情，您是为我那两个小姨儿。去可是去，我二婶是有
　　　　　　　　　　　　　名的醋坛子，要是叫她知道了，那我可担待不起。
贾琏　　　（白）　　　　　不妨，你二婶子如今改了脾气。
贾蓉　　　（白）　　　　　怎么着，改了脾气？那咱们就去吧。
贾琏　　　（白）　　　　　走啊！
　　　　　（西皮散板）　　心花怒放实难耐，
（贾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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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蓉　　　（西皮散板）　　他上梁不正我下梁歪！
（贾蓉下。）

【第四场：思嫁】

（尤三姐上。）
尤三姐　　（四平调）　　　替人家守门户百无聊赖，
　　　　　　　　　　　　　整日里坐香闺愁上心来。
　　　　　　　　　　　　　那一日看戏文把人恋爱，
　　　　　（白）　　　　　那日在赖家，看那清客子弟演唱《雅观楼》，呵……
　　　　　（四平调）　　　你看他雄赳赳一表人才。
　　　　　　　　　　　　　回家来引得我春云叆叇，
（尤三姐学作柳湘莲演戏状。）
尤三姐　　（白）　　　　　他姓柳名唤湘莲，唉！倒是个侠情男子哦！
　　　　　（四平调）　　　女儿家心腹事不能解开。
　　　　　　　　　　　　　也只好捺心情机缘等待，
（尤二姐上，看。）
尤二姐　　（白）　　　　　三妹，你怎么又发呆啦？
尤三姐　　（白）　　　　　哎！
　　　　　（四平调）　　　不似你聪明人遇事和谐。
尤二姐　　（白）　　　　　什么和谐不和谐，大姐接咱们娘儿三个到此帮同料理家务，我们必须经心着意，
　　　　　　　　　　　　　事事留神！
尤三姐　　（白）　　　　　无非姐妹恩情厚，何必伤神为彼谋。
尤二姐　　（白）　　　　　你的脾气总是那么古怪？
尤三姐　　（白）　　　　　我不……
尤二姐　　（白）　　　　　别生气，走，我带你上那边玩去！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我贾琏今日里胆大如斗，
（尤三姐望见，拉尤二姐。尤二姐不动，尤三姐下。）
贾琏　　　（白）　　　　　二妹，三妹，哈哈哈！
　　　　　（西皮散板）　　见三姐走慌忙无限风流。
尤二姐　　（白）　　　　　二哥，请坐。
贾琏　　　（白）　　　　　有坐。二妹，三妹往哪里去了？
尤二姐　　（白）　　　　　她有事往后面去了。
贾琏　　　（白）　　　　　她们有事，你怎么无事？
尤二姐　　（白）　　　　　我也有事，告辞了。
贾琏　　　（白）　　　　　慢来，慢来，她也有事，你也有事，难道我贾琏到此就无人陪伴了么？
尤二姐　　（白）　　　　　这个……待小妹陪你讲话。
贾琏　　　（白）　　　　　着哇，原要贤妹陪我。哦，贤妹你可曾许过人家？
尤二姐　　（白）　　　　　许配人家便怎么样，不曾许配人家便怎么样？
贾琏　　　（白）　　　　　你若不曾许配，我便与你做……
尤二姐　　（白）　　　　　做什么？
贾琏　　　（白）　　　　　我便与你做媒呀！
尤二姐　　（白）　　　　　小妹未出娘胎，就许配张华了。
贾琏　　　（白）　　　　　闻得他家早已衰落，岂不误了你的终身！
尤二姐　　（白）　　　　　哦，张家衰落了么？哎，我好命苦哇！
（尤二姐哭。）
贾琏　　　（白）　　　　　贤妹不必如此，有道是人定胜天。
尤二姐　　（白）　　　　　说什么人定胜天，我的终身无有结局了！
（尤二姐哭，呕吐。）
贾琏　　　（白）　　　　　贤妹，你怎么呕吐起来了？
尤二姐　　（白）　　　　　我心中有些难过，故尔呕吐。
贾琏　　　（白）　　　　　你吃些槟榔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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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二姐　　（白）　　　　　槟榔我这儿有。
（尤二姐取槟榔吃。）
贾琏　　　（白）　　　　　你的槟榔可与我一用啊！
尤二姐　　（白）　　　　　我的槟榔是不给人吃的。
贾琏　　　（白）　　　　　不与人哪，我就要……
尤二姐　　（白）　　　　　你要怎样？
贾琏　　　（白）　　　　　你不与我，我便抢。
（贾琏假做抢槟榔，递玉佩。）
尤二姐　　（白）　　　　　这是何物？
贾琏　　　（白）　　　　　此乃九龙玉佩一方，贤妹收下。
尤二姐　　（白）　　　　　这算何意呢？
贾琏　　　（白）　　　　　此乃我妻王熙凤之物，我看你与她面貌相同，故此奉送。你那心中还不明白么，
　　　　　　　　　　　　　你怎么不讲啊？
尤二姐　　（白）　　　　　二哥之意小妹倒是明白，只是以后不可负心哪！
贾琏　　　（白）　　　　　我若负心，天诛地灭，少时便差蓉儿前来，与令堂商议此事，我去也。
　　　　　（西皮散板）　　九龙玉佩付佳人安排已定，
　　　　　　　　　　　　　我与那尤二姐结下同心。
（贾琏下。）
尤二姐　　（西皮散板）　　接玉佩不由我暗暗思忖，
　　　　　　　　　　　　　分明是那贾琏一见留情。
（尤老娘上。）
尤老娘　　（西皮散板）　　母女们到前面暂息劳顿，
（尤三姐上。尤二姐急藏玉佩。）
尤三姐　　（西皮散板）　　问姐姐因何故面带红云？
　　　　　（白）　　　　　姐姐，你手里拿的什么？
尤二姐　　（白）　　　　　没有什么。
尤三姐　　（白）　　　　　我看见了！
尤二姐　　（白）　　　　　你看见了给你看。
（尤二姐递玉佩，尤三姐接。）
尤三姐　　（白）　　　　　哎，姐姐，想咱们家里贫穷，你哪里来的这么好的玉佩呀！
尤二姐　　（白）　　　　　嗯，是贾琏，行走慌促，他落在这儿的。
尤三姐　　（白）　　　　　怎么着，他落在这儿的！他怎么不落在别处呀？
尤二姐　　（白）　　　　　那谁知道啊！
尤三姐　　（白）　　　　　姐姐，你不要胡思乱想的。妈呀从小把你许配张华，就要过门了，快把玉佩还
　　　　　　　　　　　　　给人家吧。
尤二姐　　（白）　　　　　我的事不用你管。
尤三姐　　（白）　　　　　你不还给人家，我就把它摔了。
（尤三姐欲摔，尤二姐拦。）
尤二姐　　（白）　　　　　毁了人家东西，你赔得起吗？
尤老娘　　（白）　　　　　是啊，毁了人家之物，我们是赔不起的。若是毁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倒也无妨。
尤三姐　　（白）　　　　　妈呀，你好不明白！
尤老娘　　（白）　　　　　我不明白，你才不明白呢！
（贾蓉上。）
贾蓉　　　（念）　　　　　巧计安排好，前来做月老。
　　　　　（白）　　　　　姥姥、二姨、三姨。
尤老娘　　（白）　　　　　罢了。
尤三姐　　（白）　　　　　蓉儿，你这小子做什么来了，八成为你二叔落在这儿的玉佩吧？在我手里，你
　　　　　　　　　　　　　拿去。
（尤三姐递玉佩。）
贾蓉　　　（白）　　　　　您别忙，我还有话说。
尤三姐　　（白）　　　　　有话跟老太太说。
尤老娘　　（白）　　　　　蓉儿，你到此何事？
贾蓉　　　（白）　　　　　我是给我二姨保媒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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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老娘　　（白）　　　　　你二姨指腹为婚，早已许配张华了。
尤三姐　　（白）　　　　　对啦，我姐姐在我妈肚子里就许配人家了。
尤老娘　　（白）　　　　　你这是怎么讲话。
贾蓉　　　（白）　　　　　闻听人言张家败落了，我二姨过了门不也得受罪吗？
尤老娘　　（白）　　　　　但不知你提的是哪一家呢？
贾蓉　　　（白）　　　　　我提的不是外人，就是我二叔贾琏。
尤三姐　　（白）　　　　　住了吧！谁不知道你二叔贾琏娶的是王熙凤，她是有名的醋坛子，我姐姐过了
　　　　　　　　　　　　　门也得受气，打我这说就不成。
贾蓉　　　（白）　　　　　您干什么呀？您不知道，只因我二婶她老不养活儿子。
尤三姐　　（白）　　　　　什么，你二婶她不养活儿子，你看看我姐姐她就能养活孩子吗？
尤老娘　　（白）　　　　　你怎么又来了。
贾蓉　　　（白）　　　　　二姨就在外头安家，不进荣国府，两头为大。老太太您瞧好是不好？
（尤老娘沉思。）
尤老娘　　（白）　　　　　倒也不差，我应允就是。
尤三姐　　（白）　　　　　妈呀，使不得。
尤老娘　　（白）　　　　　儿呀，不知你意下如何？
（尤二姐点头。）
贾蓉　　　（白）　　　　　三姨，我看老太太也愿意，您何必多管闲事，我要回禀我父亲和我二叔去啦。
（贾蓉下。）
尤三姐　　（白）　　　　　蓉儿，你回来，使不得！
尤老娘　　（白）　　　　　他去远了。
尤三姐　　（白）　　　　　妈妈，你好糊涂！
　　　　　（西皮流水板）　想此事不可为何须计算，
　　　　　　　　　　　　　我尤家与张门久结姻缘。
　　　　　　　　　　　　　分明是他父子将人凌践，
　　　　　　　　　　　　　又何况王熙凤吃醋拈酸。
　　　　　　　　　　　　　贤姐姐做偏房有何颜面，
　　　　　　　　　　　　　只恐你到头来性命不全！
（贾蓉上。）
贾蓉　　　（西皮散板）　　好姻缘天注定棒打不散，
　　　　　　　　　　　　　全凭我三寸舌两下来牵。
　　　　　（白）　　　　　老太太，我去跟我父亲和我二叔商量好了，今天就娶。我二叔已把花枝巷的房
　　　　　　　　　　　　　子打扫好了，一会儿就来抬亲，还要接老太太跟三姨一同去住。二姨您就梳妆
　　　　　　　　　　　　　去吧。
尤二姐　　（白）　　　　　这个……
贾蓉　　　（白）　　　　　别装着啦！
尤二姐　　（白）　　　　　呸！
（尤二姐下。）
尤三姐　　（白）　　　　　姐姐转来，此事还要商量，使不得。
贾蓉　　　（白）　　　　　三姨，人家都打扮去啦，还要说什么呀？
尤老娘　　（白）　　　　　只是今日迎娶太匆忙了。
贾蓉　　　（白）　　　　　这宗事夜长了梦多，不能不快一点儿。
尤三姐　　（白）　　　　　听你之言，分明是欺凌我们，我定不与你干休，快把你母亲请来，我有话讲。
尤老娘　　（白）　　　　　三女儿，你二姐已经愿意，你就少说几句吧！
贾蓉　　　（白）　　　　　对啦，您跟我母亲说，我母亲也做不了主意，这时候大概抬亲的也快来啦。
（四家丁、来旺儿、车夫、轿夫同上。尤老娘扶尤二姐同上，入轿。尤老娘、尤三姐同上车，贾蓉、来旺儿
随后，同走圆场。尤二姐下轿，尤老娘、尤三姐同下车，家丁、车夫、轿夫、来旺儿同下。）
贾蓉　　　（白）　　　　　有请二叔！
（贾琏上。）
贾琏　　　（白）　　　　　花轿到了，吩咐动乐拜堂。
（贾琏、尤二姐同拜堂。）
贾蓉　　　（白）　　　　　入洞房。
（贾琏、尤二姐同入洞房，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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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老娘　　（白）　　　　　蓉儿，我们在哪里安歇？
贾蓉　　　（白）　　　　　您随我来。
（贾蓉、尤老娘、尤三姐同走圆场。）
贾蓉　　　（白）　　　　　您瞧这房子好不好？
尤老娘　　（白）　　　　　倒也不错。
贾蓉　　　（白）　　　　　三姨，您这儿来，您瞅，我给我二姨保的媒怎么样？
尤三姐　　（白）　　　　　好！不错呀！
贾蓉　　　（白）　　　　　要是好的话，我的叔叔、大爷可多着哪，我再给您找一个怎么样？
尤三姐　　（白）　　　　　我揍你！
贾蓉　　　（白）　　　　　好厉害！
（贾蓉下。）
尤三姐　　（白）　　　　　妈呀，这小子怎么不说好话呀！
尤老娘　　（白）　　　　　你不用理他。
尤三姐　　（白）　　　　　什么时候了？
尤老娘　　（白）　　　　　待娘听来。
（〖起三更鼓〗。）
尤老娘　　（白）　　　　　已是三更天了。
尤三姐　　（白）　　　　　三更天了，睡觉哇！
尤老娘　　（白）　　　　　安歇了吧。
尤三姐　　（白）　　　　　睡觉哇！
　　　　　（西皮摇板）　　看天时已交了三更时分，
　　　　　　　　　　　　　尤三姐一阵阵撩乱心情。
　　　　　　　　　　　　　母女们闭了门合衣同寝，
（尤三姐闭门。）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在他家必须要步步留神。
（尤老娘、尤三姐同睡。〖起五更鼓〗。焦大上。）
焦大　　　（念）　　　　　奉了老爷命，来请二东人。
　　　　　（白）　　　　　来此已是，旺儿！
（来旺儿上，开门。）
来旺儿　　（白）　　　　　焦大爷，您干什么来啦？
焦大　　　（白）　　　　　西府老爷请二爷有事。
来旺儿　　（白）　　　　　您这儿候着。
　　　　　　　　　　　　　有请二爷！
（贾琏上。）
贾琏　　　（白）　　　　　何事？
来旺儿　　（白）　　　　　焦大求见。
贾琏　　　（白）　　　　　唤他进来！
来旺儿　　（白）　　　　　叫您去哪。
（焦大进门。）
焦大　　　（白）　　　　　叩见二爷。
贾琏　　　（白）　　　　　何事？
焦大　　　（白）　　　　　西府老爷请您过府有事相商。
贾琏　　　（白）　　　　　前面带路。
　　　　　（西皮散板）　　离却了花枝巷心中不稳，
　　　　　　　　　　　　　无奈何到西府去见天伦。
（贾琏、焦大同下。贾珍上。）
贾珍　　　（西皮散板）　　好容易完大事精神一振，
　　　　　　　　　　　　　花枝巷寻花枝快乐散心。
　　　　　（白）　　　　　到啦，门没有关着，等我招呼一声。
　　　　　　　　　　　　　来旺儿，大爷来啦。
来旺儿　　（白）　　　　　大爷来啦，我们没关门，您怎么不进来？
贾珍　　　（白）　　　　　岂能失了规矩。新二奶奶起来了没有？二爷在家没有？
来旺儿　　（白）　　　　　二爷到西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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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珍　　　（白）　　　　　二奶奶哪？
来旺儿　　（白）　　　　　在那梳妆哪，我给您回禀一声。
贾珍　　　（白）　　　　　我们这样的亲戚，不用你回禀，你去吧。
来旺儿　　（白）　　　　　是！
（来旺儿下。）
贾珍　　　（白）　　　　　有了，二弟不在家，拿我二姨妹开回心去。正是：
　　　　　（念）　　　　　二弟出了门儿，前去看小姨儿。
（贾珍下。尤老娘、尤三姐同睡醒。尤三姐开门。）
尤三姐　　（白）　　　　　看贾珍这厮鬼鬼崇崇，好无有廉耻。
　　　　　（西皮摇板）　　冷眼观耐不得鬼蜮行径，
　　　　　　　　　　　　　怪不得宁国府久有骂名。
（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散板）　　我的夫出门去夫兄闯进，
　　　　　　　　　　　　　避嫌疑来寻找手足之人。
　　　　　（白）　　　　　母亲、三妹！
尤三姐　　（白）　　　　　姐姐，你不在你的房中，到我们这里作什么来啦？
尤二姐　　（白）　　　　　你不知道，你二姐丈出门了，大姐丈闯进屋去，我怕男女不方便，故此躲到你
　　　　　　　　　　　　　的屋里来了。
尤三姐　　（白）　　　　　你就该把他轰出去呀！
尤二姐　　（白）　　　　　他坐在那儿不动，我怎么好意思呢！
尤三姐　　（白）　　　　　姐姐，你真是个懦弱的女子，要是遇见我，我就把他给揍出去了。
尤二姐　　（白）　　　　　谁比得了你呀！
（贾珍上，赶到尤老娘的房中。）
贾珍　　　（白）　　　　　二姨妹，咱们这样的亲戚，干什么这样躲躲藏藏的？
尤老娘　　（白）　　　　　嗯哼！
贾珍　　　（白）　　　　　岳母在这儿哪，参见岳母。
尤老娘　　（白）　　　　　贤婿少礼。
贾珍　　　（白）　　　　　三姨妹，您瞧你二姐这件事，我给办得怎么样？
尤三姐　　（白）　　　　　好！
贾珍　　　（白）　　　　　要是好的话，要不你跟我……
尤三姐　　（白）　　　　　我跟你怎么着？
贾珍　　　（白）　　　　　你跟我……到我们家里住些日子去。
尤三姐　　（白）　　　　　这边是二姐丈家，那边是大姐丈家，都是一样。
贾珍　　　（白）　　　　　不不不，他们这里的底下人侍奉你侍奉的不周到。
尤三姐　　（白）　　　　　他们不敢。
贾珍　　　（白）　　　　　你瞧你的衣裳都旧了，到我们那儿给你做几件新的好吗？
尤三姐　　（白）　　　　　家常的衣服，何论新旧？
贾珍　　　（白）　　　　　倒是新的比旧的强得多。
尤三姐　　（白）　　　　　我说大姐丈你是怎么回事？
贾珍　　　（白）　　　　　我也不知我怎么啦！
尤三姐　　（白）　　　　　你瞧我们这屋里都是女人，唯有你一个男人，你进得屋来在这唠唠叨叨，你是
　　　　　　　　　　　　　怎么回事，给我出去吧。
（尤三姐推贾珍出门。）
贾珍　　　（白）　　　　　好厉害，把我给轰出来啦！
贾琏　　　（内白）　　　　走哇！
（贾琏上，看。）
贾珍　　　（白）　　　　　二弟来了！
贾琏　　　（西皮散板）　　老爹爹他命我出门公干，
　　　　　　　　　　　　　倒叫我心留恋难舍新欢。
（贾琏进门，见贾珍。）
贾琏　　　（白）　　　　　哦，大哥来了，请进。
贾珍　　　（白）　　　　　恭喜二弟，贺喜二弟！
贾琏　　　（白）　　　　　喜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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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珍　　　（白）　　　　　跟我装糊涂，你心里明白就得啦。这么办吧，叫三姨妹陪咱们哥俩喝会儿，你
　　　　　　　　　　　　　瞧怎么样？
贾琏　　　（白）　　　　　大哥要饮酒，好，随我来。
尤二姐　　（白）　　　　　正是：
　　　　　（念）　　　　　杨花今有主，不再逐风流。
（尤二姐下。）
贾琏　　　（白）　　　　　三姨妹，你可曾听见？
尤三姐　　（白）　　　　　听见什么？
贾琏　　　（白）　　　　　大哥要与你饮个双杯酒。
尤老娘　　（白）　　　　　噢，你们要吃酒，我也要吃酒。
尤三姐　　（白）　　　　　妈呀！您要吃酒您一人到那边去吃，您不知道这里的事。
（尤三姐让尤老娘坐正场。）
贾珍　　　（白）　　　　　老二你真好福气，得啦，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
尤三姐　　（白）　　　　　过来，你们要喝酒，是不是要我陪酒。
贾珍　　　（白）　　　　　不不不，陪着你喝。
尤三姐　　（白）　　　　　陪着我喝，说的好。我明白啦，我们姐妹三人嫁给你们贾家两个，分明都把我
　　　　　　　　　　　　　们当做粉头是不是？
贾珍　　　（白）　　　　　不敢不敢。
尤三姐　　（白）　　　　　喝酒，我是喜欢喝酒，可是这么着……
贾珍　　　（白）　　　　　怎么着？
尤三姐　　（白）　　　　　我得坐在上座。
贾珍　　　（白）　　　　　让你坐在上座。
尤三姐　　（白）　　　　　你们给我斟酒。
贾珍　　　（白）　　　　　给你斟酒。
尤三姐　　（白）　　　　　你们来，来，来呀，喝呀喝呀！
（尤三姐坐斜场上座。）
贾珍　　　（白）　　　　　来来来，喝呀喝呀！
尤三姐　　（西皮摇板）　　纨绔儿郎行不正，
　　　　　　　　　　　　　我笑你们今朝错用了心。
　　　　　　　　　　　　　来来来同把双杯饮。
　　　　　（白）　　　　　你喝呀，你喝，你喝呀！
贾珍　　　（白）　　　　　我喝。
（尤三姐向贾珍脸上泼酒。）
贾珍　　　（白）　　　　　泼了我一脸！
尤三姐　　（西皮流水板）　大骂贾琏与贾珍：
　　　　　　　　　　　　　你家凤姐心肠狠，
　　　　　　　　　　　　　她到处闻名是恶人。
　　　　　　　　　　　　　我姐姐无能遭勾引，
　　　　　　　　　　　　　失身嫁在你家门。
　　　　　　　　　　　　　虽然今日多欢幸，
　　　　　　　　　　　　　雪里埋儿有祸临。
　　　　　　　　　　　　　要饮酒来我就同你们饮，
贾琏　　　（白）　　　　　大哥你吃吧。
贾珍　　　（白）　　　　　我不喝啦，你喝吧。
贾珍　　　（白）　　　　　我不喝了。
（尤三姐向贾珍泼酒。）
尤三姐　　（白）　　　　　你喝吧你！
（尤三姐向贾琏。）
尤三姐　　（白）　　　　　你喝呀！
贾琏　　　（白）　　　　　他要吃酒。
尤三姐　　（白）　　　　　你喝吧你！
　　　　　（西皮散板）　　吞吞吐吐你为何情！
　　　　　（白）　　　　　再喝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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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珍　　　（白）　　　　　喝，不……
尤三姐　　（白）　　　　　不喝了，过来。
贾珍　　　（白）　　　　　过来干什么？
尤三姐　　（白）　　　　　站齐了，给我滚出去吧！
（尤三姐推贾珍、贾琏出门，关门。）
贾珍　　　（白）　　　　　好厉害，轰出来了。
贾琏　　　（白）　　　　　大哥，我们吃酒哇。
贾珍　　　（白）　　　　　吃酒哇，我这一辈子也不吃酒了！
（贾珍下。尤二姐上。）
尤二姐　　（西皮摇板）　　想必是三妹子起了火性，
　　　　　　　　　　　　　我不免向前去细问原因。
　　　　　（白）　　　　　三妹开门哪！
尤三姐　　（白）　　　　　谁呀？
尤二姐　　（白）　　　　　是姐姐我。
尤三姐　　（白）　　　　　姐姐，你一个人进来，别叫那个混账东西跟进来。
（尤三姐开门。尤二姐、贾琏同进门，尤三姐抱尤二姐哭。）
尤二姐　　（白）　　　　　妹妹，我这么一会没在这儿，你这是怎么啦，谁欺侮你了，跟姐姐我说。
尤三姐　　（西皮摇板）　　姐妹生成金玉质，
　　　　　　　　　　　　　凭空反被恶犬欺。
　　　　　　　　　　　　　心头难忍不平气，
　　　　　　　　　　　　　情愿捐生委沙泥。
尤二姐　　（白）　　　　　呀！
　　　　　（西皮散板）　　闻言烈火心头起，
　　　　　　　　　　　　　抱怨儿夫太胡为；
　　　　　　　　　　　　　不该乘酒将她戏，
　　　　　　　　　　　　　不管你们的闲是非！
贾琏　　　（西皮散板）　　千错万错我无礼，
　　　　　　　　　　　　　错把他人来看低。
　　　　　　　　　　　　　三妹且消心头气，
　　　　　（白）　　　　　三妹，愚兄错了，你不要生气了。我再也不敢了！
（尤三姐不理。）
贾琏　　　（白）　　　　　三妹呀！
　　　　　（西皮散板）　　愚兄不是好东西。
尤三姐　　（白）　　　　　你本来不是个东西。
尤二姐　　（白）　　　　　三妹，你姐丈认了错了，你再不要生气了。
尤三姐　　（白）　　　　　他纵然认错，我也是不与他讲话的。
贾琏　　　（白）　　　　　既然住在一处，怎能不讲话呢？
尤二姐　　（白）　　　　　是呀，既然住在一处，怎能不与你姐丈讲话。
尤三姐　　（白）　　　　　姐姐，我是个女儿家，难道我在他这里住一辈子不成？
尤二姐　　（白）　　　　　三妹，听你之言，莫非想寻一个才郎了结终身么？
（尤三姐羞而不答。）
贾琏　　　（白）　　　　　原来你想嫁人，依我看来，不如嫁了我兄弟宝玉吧。
尤三姐　　（白）　　　　　什么？我们女人嫁人，就得嫁什么宝玉金玉，又嘚儿玉啦，还不错呢？
尤二姐　　（白）　　　　　妹妹，听你之言，莫非有了什么意中人了吗？是谁呀，跟姐姐我说说。
（尤三姐羞。）
尤三姐　　（西皮摇板）　　他少小伶仃失故乡，
　　　　　　　　　　　　　一身侠骨热心肠。
　　　　　　　　　　　　　梨园客串声名广，
　　　　　　　　　　　　　他名唤那湘……
尤二姐　　（白）　　　　　“湘”什么，妈呀快问问她！
尤老娘　　（白）　　　　　儿呀，“湘”什么？
尤三姐　　（白）　　　　　哎呀，儿的娘啊！
　　　　　（西皮摇板）　　他名唤湘莲柳姓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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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二姐　　（白）　　　　　柳湘莲！
贾琏　　　（白）　　　　　柳湘莲只怕不在此处吧？
尤二姐　　（白）　　　　　你给她打听打听。
贾琏　　　（白）　　　　　也罢，方才我父命我到平安州公干，我一路上若能寻到柳湘莲，定把三妹心事
　　　　　　　　　　　　　对他说明就是。
尤二姐　　（白）　　　　　但不知官人几时起程。
贾琏　　　（白）　　　　　我父命我即刻起程。
尤二姐　　（白）　　　　　我给你收拾去。
（尤二姐随贾琏同下。）
尤老娘　　（白）　　　　　啊，女儿，方才你也太厉害了。
尤三姐　　（白）　　　　　妈呀！您不知道，我要不这么厉害，他们也不知道姑奶奶我的脾气！
（尤老娘、尤三姐同下。）

【第五场：授聘】

（四家丁、薛蟠、柳湘莲同上。）
薛蟠　　　（西皮散板）　　在中途遇强盗险些死了，
柳湘莲　　（西皮散板）　　反是我搭救你性命一条。
薛蟠　　　（西皮散板）　　急急忙忙往前跑，
（来旺儿引贾琏同上。）
贾琏　　　（白）　　　　　哦！
　　　　　（西皮散板）　　他二人在一处大有蹊跷。
　　　　　（白）　　　　　噢，原来是二位贤弟。
薛蟠、
柳湘莲　　（同白）　　　　噢，原来是贾琏二哥。
贾琏　　　（白）　　　　　你二人怎么到了一处？
薛蟠　　　（白）　　　　　我们乃是路遇。
贾琏　　　（白）　　　　　今欲何往？
薛蟠　　　（白）　　　　　要想到酒楼吃酒。
贾琏　　　（白）　　　　　你们吃酒，我也要吃酒。
薛蟠　　　（白）　　　　　你要吃酒，咱们一块。
贾琏　　　（白）　　　　　好，走！
（众人同走圆场。）
薛蟠　　　（白）　　　　　到了。二哥，这座酒楼最清雅、最干净。这么办，今天我请客。
贾琏　　　（白）　　　　　好。
薛蟠　　　（白）　　　　　你给钱。
贾琏　　　（白）　　　　　取笑了。
薛蟠　　　（白）　　　　　酒保儿！
（酒保上。）
酒保　　　（白）　　　　　敢是吃酒的，请到里面坐。
（薛蟠、贾琏、柳湘莲同进店。）
薛蟠　　　（白）　　　　　二哥请。
　　　　　　　　　　　　　酒保取好酒来。
（酒保取酒，众人同坐。）
薛蟠　　　（白）　　　　　好，叫你再来。二哥近来我可有个毛病。
柳湘莲　　（白）　　　　　什么毛病？
薛蟠　　　（白）　　　　　见了酒就没命，一喝就醉！
柳湘莲　　（白）　　　　　少饮些吧。
（薛蟠饮，向贾琏。）
薛蟠　　　（白）　　　　　你的酒我替你喝了。
（薛蟠对柳湘莲。）
薛蟠　　　（白）　　　　　兄弟，你的酒我也喝了。
（薛蟠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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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琏　　　（白）　　　　　贤弟，请过来。
柳湘莲　　（白）　　　　　二哥何事？
贾琏　　　（白）　　　　　贤弟，我正在寻你。
柳湘莲　　（白）　　　　　二哥寻我何事？
贾琏　　　（白）　　　　　请问贤弟可曾娶妻？
柳湘莲　　（白）　　　　　尚未订亲！
贾琏　　　（白）　　　　　愚兄要与你做媒。
柳湘莲　　（白）　　　　　不知谁家之女？
贾琏　　　（白）　　　　　乃是尤家之女，人称尤三姐。她曾言道，除了贤弟是不嫁别人的。
柳湘莲　　（白）　　　　　这倒奇得很，既然如此，又蒙二哥做媒，小弟应允就是。
贾琏　　　（白）　　　　　既然应允，愿求聘物。
柳湘莲　　（白）　　　　　这……小弟身旁未带别物。也罢，这里有宝剑一口，名为鸳鸯剑，二哥拿去以
　　　　　　　　　　　　　作聘礼。
贾琏　　　（白）　　　　　一言为定，我告辞了。
　　　　　（西皮散板）　　再不想我贾琏做了月老，
　　　　　　　　　　　　　接过了鸳鸯剑去见多姣！
（贾琏下。）
柳湘莲　　（白）　　　　　二哥醒来。
薛蟠　　　（西皮散板）　　三杯酒下咽喉把人醉倒，
　　　　　　　　　　　　　不见了那贾琏事有蹊跷。
　　　　　（笑）　　　　　哈哈！
柳湘莲　　（白）　　　　　仁兄为何发笑？
薛蟠　　　（白）　　　　　我笑那贾琏性子急，走的快，本来么，他哪儿有工夫跟咱们喝酒，他惦记着他
　　　　　　　　　　　　　的小姨子呢。
柳湘莲　　（白）　　　　　什么小姨子？
薛蟠　　　（白）　　　　　你不知道，他的媳妇原本是王熙凤，后来我出外做买卖去了，他又娶了个媳妇
　　　　　　　　　　　　　名叫尤二姐，我说的小姨子就是尤二姐的妹妹。
柳湘莲　　（白）　　　　　请问仁兄那尤二姐有几个妹子？
薛蟠　　　（白）　　　　　就是一个妹子，名叫尤三姐。
柳湘莲　　（白）　　　　　听仁兄之言，那尤三姐她不贞节么？
薛蟠　　　（白）　　　　　这尤三姐乱七八糟！
柳湘莲　　（白）　　　　　哎！
薛蟠　　　（白）　　　　　我说尤三姐乱七八糟，你为什么变颜变色的？
柳湘莲　　（白）　　　　　仁兄你还不知道么？
薛蟠　　　（白）　　　　　什么事？
柳湘莲　　（白）　　　　　方才你醉卧之时，贾琏二哥为媒，将那尤三姐许配小弟了。
薛蟠　　　（白）　　　　　怎么着，把尤三姐许配你了？
柳湘莲　　（白）　　　　　正是。
薛蟠　　　（白）　　　　　哈哈哈，恭喜贤弟，贺喜贤弟！
柳湘莲　　（白）　　　　　喜从何来？
薛蟠　　　（白）　　　　　你的帽子准绿。
柳湘莲　　（白）　　　　　哎，俺乃堂堂男子，岂能受这样的侮辱。俺前去索回聘物，打退亲事便了。
薛蟠　　　（白）　　　　　兄弟你回来，我跟你说着玩哪！
柳湘莲　　（白）　　　　　哎！
（薛湘莲下。）
薛蟠　　　（白）　　　　　年轻人压不住火，我跟他说笑话，他僵了。有这么档子事没这么档子事，我也
　　　　　　　　　　　　　不知道。这么跟他开玩笑，我可缺德了。
　　　　　　　　　　　　　酒保，酒钱搁在桌上了，我跟着他，瞧热闹去。
（薛蟠下。）

【第六场：明贞】

（尤三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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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三姐　　（念）　　　　　落花虽有意，流水恐无情。
　　　　　（白）　　　　　自从那日对我姐丈说明心事之后，每日长斋奉佛，静候柳郎消息。只是我姐姐
　　　　　　　　　　　　　这几日身体不爽，我不免到佛堂祝告一番，一来保佑我姐姐病早点好，二来保
　　　　　　　　　　　　　佑我婚姻也早点成就。
（尤三姐至佛堂，焚香叩头。）
尤三姐　　（白）　　　　　菩萨在上，念信女啊……
　　　　　（西皮二六板）　意至诚求菩提暗中感应，
　　　　　　　　　　　　　念信女自幼儿生长寒门。
　　　　　　　　　　　　　恨游蜂和浪蝶欺人太甚，
　　　　　　　　　　　　　分明是仗豪华煮鹤焚琴。
　　　　　　　　　　　　　因此上铁心肠铅华扫尽，
　　　　　　　　　　　　　等候了韶华转绿柳回春。
（尤老娘上。）
尤老娘　　（西皮散板）　　千里姻缘一线引，
（贾琏上。）
贾琏　　　（西皮散板）　　全然亏我作媒人。
尤三姐　　（白）　　　　　姐丈。
贾琏　　　（白）　　　　　恭喜三妹，贺喜三妹！
尤三姐　　（白）　　　　　我喜从何来？
贾琏　　　（白）　　　　　那柳湘莲我已见着了。提起贤妹的心事，他一口应允，岂不是一喜。
（尤三姐羞。）
贾琏　　　（白）　　　　　哦，你不信哪。这里有的鸳鸯宝剑，乃是他的聘物。
（尤三姐要剑。）
贾琏　　　（白）　　　　　我与你保存了吧。
（尤三姐夺剑，下。）
尤老娘　　（白）　　　　　哈哈哈。儿呀，快快备酒与你二姐丈同饮。
贾琏　　　（白）　　　　　慢来，慢来，她那个酒我是不敢饮的了。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启二爷：柳二爷到。
贾琏　　　（白）　　　　　有请。
来旺儿　　（白）　　　　　有请。
（柳湘莲上。）
柳湘莲　　（念）　　　　　索回鸳鸯剑，打退恶姻缘。
　　　　　（白）　　　　　啊，二哥。
贾琏　　　（白）　　　　　啊，贤弟。
柳湘莲　　（白）　　　　　哼！
贾琏　　　（白）　　　　　见过岳母。
柳湘莲　　（白）　　　　　参见伯母。
尤老娘　　（白）　　　　　啊，你我既成秦晋，贤婿不可如此称呼！
柳湘莲　　（白）　　　　　二哥，这里来。小弟家中姑母已与我定下亲事，特地前来退亲来了。
贾琏　　　（白）　　　　　此事乃是我的媒人，岂能反悔呀！
柳湘莲　　（白）　　　　　哼，皆因是二哥的媒人，小弟才来退婚！
（尤三姐持剑暗上。）
贾琏　　　（白）　　　　　难道这荣、宁二府还玷辱你不成？
柳湘莲　　（白）　　　　　提起荣、宁二府我倒钦佩。
贾琏　　　（白）　　　　　钦佩的是什么？
柳湘莲　　（白）　　　　　门前那对狮子！
贾琏　　　（白）　　　　　却是为何？
柳湘莲　　（白）　　　　　只有它还干净！
（尤三姐进门。）
尤三姐　　（白）　　　　　啊柳……
柳湘莲　　（白）　　　　　柳什么，柳什么，哼，柳什么！
尤三姐　　（白）　　　　　柳郎，刚才你们讲的话，我在门外头都听见了，我虽然久在荣、宁二府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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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曾受他们的玷辱。你……你不要冤屈好人！
柳湘莲　　（白）　　　　　哼，既在荣、宁二府，你还讲得什么清白。
（尤三姐叹气。）
尤三姐　　（西皮快板）　　妾身不是杨花性，
　　　　　　　　　　　　　莫把夭桃例女贞。
　　　　　　　　　　　　　谣诼纷传君误信，
　　　　　　　　　　　　　浑身是口也难分。
　　　　　　　　　　　　　辞婚之意奴已省，
　　　　　　　　　　　　　白璧无瑕苦待君。
　　　　　　　　　　　　　宁国府丑名人谈论，
　　　　　　　　　　　　　可怜清浊两难分。
　　　　　　　　　　　　　还君宝剑声悲哽，
　　　　　　　　　　　　　一死明心了夙因！
（柳湘莲接剑鞘，尤三姐抽剑自刎。）
柳湘莲　　（白）　　　　　哎呀！
（柳湘莲跪倒。）
尤老娘　　（哭）　　　　　儿呀！
柳湘莲　　（西皮散板）　　揉碎桃花心肠狠，
　　　　　　　　　　　　　看来是我太无情。
　　　　　　　　　　　　　阴曹之下休怨恨，
　　　　　（哭）　　　　　哎呀，我的妻呀！
贾琏　　　（白）　　　　　人命关天，这还了得！
柳湘莲　　（西皮散板）　　怎不教人痛伤情。
　　　　　（白）　　　　　原来是个烈性女子。
　　　　　　　　　　　　　啊，岳母，是小婿错了！
　　　　　　　　　　　　　哎呀，妻呀！
尤老娘　　（白）　　　　　什么妻呀，你住了吧。我女儿在世之时，你不称我岳母，如今她死了，怎么叫
　　　　　　　　　　　　　起岳母来了。我好端端的女儿活活被你逼死，我这条老命不要哇。哼哼，我与
　　　　　　　　　　　　　你拚了哇！
贾琏　　　（白）　　　　　将他赶了出去！
来旺儿　　（白）　　　　　你给我出去吧。
（来旺儿轰柳湘莲出门。）
尤老娘　　（白）　　　　　儿呀！
（尤老娘、贾琏、来旺儿同下。）
柳湘莲　　（白）　　　　　哎，我好悔也！
　　　　　（西皮散板）　　我把她当作了杨花水性，
　　　　　　　　　　　　　侠义士反作了无情之人。
　　　　　　　　　　　　　一霎时只觉得心神不定，
　　　　　（白）　　　　　你看三姐右手拿着一本书，左手拿着宝剑，还在那里生气。
　　　　　　　　　　　　　啊，三姐，方才是我的错了，你不要生气，喏喏喏，我这厢与你赔礼了！
（柳湘莲鞠躬。）
柳湘莲　　（白）　　　　　啊三姐，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赶你来了……
（柳湘莲疯癫下。）

【第七场：泄机】

平儿　　　（内白）　　　　啊哈！
（平儿上。）
平儿　　　（念）　　　　　满院春光好，花开百草香。
　　　　　（白）　　　　　我平儿，乃是荣国府琏二奶奶屋里的一个丫头。只因我们二爷专门爱在外头闹
　　　　　　　　　　　　　瞎事，我们二奶奶有一方九龙玉佩，被二爷给拿出去啦，二奶奶有点不放心，
　　　　　　　　　　　　　因此命我去问来旺儿。听来旺儿说，常见二爷到花枝巷去，说话总是含含糊糊
　　　　　　　　　　　　　的，花枝巷又是什么人的住处呢？其中定有缘故，我不免回房禀告二奶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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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　　（内白）　　　　嗯哼！
（王熙凤上。）
平儿　　　（白）　　　　　说着说着，二奶奶出房来了。
王熙凤　　（二黄散板）　　荣府威权是我掌，
　　　　　　　　　　　　　呼奴唤婢喜气扬。
　　　　　（白）　　　　　我，王熙凤。配夫贾琏，夫妻倒也和睦。只因他专门爱在外头闹瞎事，是我有
　　　　　　　　　　　　　点不放心，我有一方九龙玉佩，被他拿去了，我跟他要，他总是跟我含含糊糊
　　　　　　　　　　　　　的。我命平儿追问二爷的从人来旺儿，也不知道怎么样啦？
　　　　　　　　　　　　　平儿！
平儿　　　（白）　　　　　二奶奶。
王熙凤　　（白）　　　　　九龙玉佩的下落怎么样了？
平儿　　　（白）　　　　　刚才我问来旺儿，来旺儿说常跟二爷到花枝巷去。
王熙凤　　（白）　　　　　花枝巷又是什么人的住处呢？传来旺儿！
平儿　　　（白）　　　　　是了。
　　　　　　　　　　　　　来旺儿快来！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来了，来了。什么事呀！
平儿　　　（白）　　　　　二奶奶叫你哪！
来旺儿　　（白）　　　　　参见二奶奶。
王熙凤　　（白）　　　　　罢了。
来旺儿　　（白）　　　　　谢二奶奶。
王熙凤　　（白）　　　　　旺儿呀，听说这几天，你常跟二爷到花枝巷去，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住处呢？
来旺儿　　（白）　　　　　是二爷的朋友。
王熙凤　　（白）　　　　　他姓什么？
来旺儿　　（白）　　　　　他没姓！
王熙凤　　（白）　　　　　人吗，没姓。快说！
来旺儿　　（白）　　　　　他姓贾。
王熙凤　　（白）　　　　　怎么，咱们姓贾，他也姓贾吗？
来旺儿　　（白）　　　　　您瞧，咱们姓贾，就不许人家姓贾了吗？
王熙凤　　（白）　　　　　不知是怎么个朋友。
来旺儿　　（白）　　　　　可不是吗！
王熙凤　　（白）　　　　　啊，我明白了，要是不给你个厉害瞧瞧，你是不说实话。
　　　　　　　　　　　　　平儿，给我抽他。
来旺儿　　（白）　　　　　您别打，您别打。我说我说。二爷在外头安了一份外家，这都是蓉大少办的事，
　　　　　　　　　　　　　您问我，我是一点不知道。
王熙凤　　（白）　　　　　没你的事了，叫蓉大少去！
来旺儿　　（白）　　　　　有请蓉大少。
（贾蓉上。）
贾蓉　　　（白）　　　　　旺儿，叫我什么事？
来旺儿　　（白）　　　　　二奶奶请您哪！
贾蓉　　　（白）　　　　　二奶奶请我干什么呀？
来旺儿　　（白）　　　　　花枝巷的案子犯了。
贾蓉　　　（白）　　　　　哟，八成是你给说了吧，你要是说了，你留点神。我告诉你，你就留点神。
来旺儿　　（白）　　　　　我没有，我没有！
（来旺儿下。）
贾蓉　　　（白）　　　　　我别叫他留神，我也得留点神。
（贾蓉进门。）
贾蓉　　　（白）　　　　　可不是生气哪吗，气的跟蛤蟆似的。
　　　　　　　　　　　　　二婶在上，小侄有礼。
平儿　　　（白）　　　　　二奶奶，蓉大少来了。
王熙凤　　（白）　　　　　好小子！
贾蓉　　　（白）　　　　　不错呀。
王熙凤　　（白）　　　　　你办的好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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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蓉　　　（白）　　　　　我办什么事，招二婶您生气了。
王熙凤　　（白）　　　　　得了吧，你们花枝巷的事，我已经全都知道了，回头我禀告太老爷，就说你引
　　　　　　　　　　　　　诱你二叔在外头胡行。小子，你担待得起吗？
贾蓉　　　（白）　　　　　那我哪儿担待得起呀，我的二婶。
王熙凤　　（白）　　　　　说实话。
贾蓉　　　（白）　　　　　您别生气，听我慢慢和您说，他是这么回事……啊，不……他是那么回事。我
　　　　　　　　　　　　　不说您不知道，我一说您不就明白了吗！
王熙凤　　（白）　　　　　哪来的那么些废话呀！
贾蓉　　　（白）　　　　　我二叔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才用您的九龙玉佩做为聘礼，偷娶我
　　　　　　　　　　　　　二姨，在花枝巷安家，永不进宁国府，两头为大。这是我二叔他一个人办的，
　　　　　　　　　　　　　与小侄我无干哪。您说我引诱，这“引诱”二字，我担得起吗，我的二婶。
王熙凤　　（白）　　　　　这都是实话吗？
贾蓉　　　（白）　　　　　不敢说瞎话。
王熙凤　　（白）　　　　　哎哟，怪不得哪，我跟他要九龙玉佩，他总跟我含含糊糊的，敢情是他他……
　　　　　　　　　　　　　安了外家了。
（王熙凤一想。）
王熙凤　　（白）　　　　　蓉儿！
贾蓉　　　（白）　　　　　二婶。
王熙凤　　（白）　　　　　你过来。
贾蓉　　　（白）　　　　　干什么？
王熙凤　　（白）　　　　　有话跟你说。
贾蓉　　　（白）　　　　　您那儿说话，我这儿听得见。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嗳。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嗳。
（王熙凤大声。）
王熙凤　　（白）　　　　　过来！
贾蓉　　　（白）　　　　　嗳。
（贾蓉走近，王熙凤微笑。）
王熙凤　　（白）　　　　　既然娶的是你的二姨，好极了，不是亲上加亲吗？
贾蓉　　　（白）　　　　　可不是吗，又进了一层吗？
王熙凤　　（白）　　　　　但不知他们的感情如何呢？
贾蓉　　　（白）　　　　　您问他们俩人的感情啊，嘿，别提多好了，浓厚极了。前几天我二姨病了，我
　　　　　　　　　　　　　二叔给请了个大夫，号了号脉，你猜怎么着？她不是病。
王熙凤　　（白）　　　　　她是什么？
贾蓉　　　（白）　　　　　她有了喜了！
王熙凤　　（白）　　　　　怎么着，她、她、她……有了喜了吗！蓉儿。
贾蓉　　　（白）　　　　　这头生还许是个大小子。
王熙凤　　（白）　　　　　蓉儿，有了喜了，就更好了。你想啊，我跟你二叔都半辈子了，成天盼儿子，
　　　　　　　　　　　　　倘若你二姨生个大小子，你想：我跟你二叔不都有了靠了吗？
贾蓉　　　（白）　　　　　可不是吗？您要早这么想，不就不生气了吗！
王熙凤　　（白）　　　　　不生气了，没你的事了。
贾蓉　　　（白）　　　　　没我的事了，我也就跟您告假了。
王熙凤　　（白）　　　　　你去吧！
（贾蓉出门。）
贾蓉　　　（白）　　　　　嗳哟，我的妈呀，今个会没吃醋！
（贾蓉下。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老爹爹赐姬妾理应高兴，
　　　　　　　　　　　　　怎奈她容貌丑令人烦心。
（贾琏进门。）
贾琏　　　（白）　　　　　娘子。
王熙凤　　（白）　　　　　二爷来了，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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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琏　　　（白）　　　　　咳！
王熙凤　　（白）　　　　　二爷，今天怎么这么不高兴？
贾莲　　　（白）　　　　　今天爹爹将侍婢秋桐赏与我做妾了。那个丫头生得十分丑陋，本当不收，嗳，
　　　　　　　　　　　　　父命难违。
王熙凤　　（白）　　　　　怎么着，太老爷将秋桐赏给你做妾了吗？
贾琏　　　（白）　　　　　正是。
王熙凤　　（白）　　　　　现在哪里？
贾琏　　　（白）　　　　　现在门外。
王熙凤　　（白）　　　　　平儿，叫秋桐去。
平儿　　　（白）　　　　　秋桐，快来！
秋桐　　　（内白）　　　　啊哈！
（秋桐上。）
秋桐　　　（二黄散板）　　擦胭脂又抹粉，
　　　　　　　　　　　　　我是个大美人。
　　　　　（白）　　　　　二爷，二奶奶。
王熙凤　　（白）　　　　　罢了。秋姑娘，你怎么老没上这院里来了？
秋桐　　　（白）　　　　　哪儿有工夫，要有工夫早给您请安来了。
王熙凤　　（白）　　　　　几天没见，出息得多水灵啊。
秋桐　　　（白）　　　　　我成了水罗卜啦！
王熙凤　　（白）　　　　　你是太爷赏给二老爷做妾的吗？
秋桐　　　（白）　　　　　我是他爸爸……
王熙凤　　（白）　　　　　怎么说话哪？
秋桐　　　（白）　　　　　叫我来的。
王熙凤　　（白）　　　　　今天是好日子，我就给你们圆房，你瞧好不好？
秋桐　　　（白）　　　　　今儿个就圆房，那好极了。走哇，二爷。到我房里去。
贾琏　　　（白）　　　　　你那房里我不去。
秋桐　　　（白）　　　　　嗳，你要不去，叫我多难为情啊！
贾琏　　　（白）　　　　　岂有此理！
秋桐　　　（白）　　　　　走吧！
（秋桐拉贾琏下。）
王熙凤　　（白）　　　　　哎呀，妙啊。我正在无计可施，这秋桐来的倒也凑巧，不免去到花枝巷把尤二
　　　　　　　　　　　　　姐赚进府中，给她二人拢起对来，我使个借刀杀人之计。
　　　　　　　　　　　　　平儿，车辆伺候。
平儿　　　（白）　　　　　车辆走上。
（车夫上，王熙凤上车。）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巧计安排都停当，
　　　　　　　　　　　　　花枝巷内赚尤娘。
（王熙凤、车夫、平儿同下。）

【第八场：赚府】

（尤二姐上。）
尤二姐　　（二黄慢板）　　鸳鸯剑断送了手足性命，
　　　　　　　　　　　　　思想起不由人撩乱芳心。
　　　　　　　　　　　　　一来是三妹妹生来烈性，
　　　　　　　　　　　　　二来是宁国府坏了声名。
　　　　　　　　　　　　　奴且喜嫁檀郎夫妻欢庆，
　　　　　　　　　　　　　怀六甲但愿得早降麒麟。
　　　　　（白）　　　　　奴家尤二姐，只因三妹想嫁湘莲，不想湘莲竟把她当做下贱之人，是她拨剑自
　　　　　　　　　　　　　刎，她死之时，我身怀有孕，未能扶棺一痛，思想起来，好不伤惨。正是：
　　　　　（念）　　　　　多愁多病是婵娟，手中伤惨甚可怜。
（多姑娘暗上。王熙凤、平儿同上，车夫随上。）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心中巧计安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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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把胸中恶气平。
平儿　　　（白）　　　　　启禀二奶奶：到了！
（王熙凤下车，车夫下。）
王熙凤　　（白）　　　　　回一声去！
平儿　　　（白）　　　　　是了。
王熙凤　　（白）　　　　　回来，就说旧二奶奶拜见新二奶奶来了。
平儿　　　（白）　　　　　是。
　　　　　　　　　　　　　门上有人吗？
多姑娘　　（白）　　　　　来了，谁叫门哪！
（多姑娘开门，出门。）
平儿　　　（白）　　　　　往里给回禀一声：就说旧二奶奶拜见新二奶奶来了。
多姑娘　　（白）　　　　　候着。
（多姑娘进门。）
多姑娘　　（白）　　　　　启禀二奶奶：门外有个旧二奶奶要拜见新二奶奶。
尤二姐　　（白）　　　　　什么旧二奶奶新二奶奶的！
（尤二姐一惊。）
多姑娘　　（白）　　　　　就是那王熙凤！
尤二姐　　（白）　　　　　哦，王熙凤……
多姑娘　　（白）　　　　　您是见，还是不见。
尤二姐　　（白）　　　　　哪有不见之理。说我出迎。
多姑娘　　（白）　　　　　是，二姨奶奶出迎。
（尤二姐、多姑娘同出门，见。）
王熙凤　　（白）　　　　　咳，嘿嘿嘿，听我告诉你：她是二爷娶的，又不是花钱买的，就叫声新二奶奶
　　　　　　　　　　　　　得了，什么二姨奶奶二姨姐姐的。
尤二姐　　（白）　　　　　是大娘吧？
王熙凤　　（白）　　　　　哦，是妹妹吧？
尤二姐　　（白）　　　　　大娘到了，快快请进。
王熙凤　　（白）　　　　　不敢，妹妹请。
尤二姐　　（白）　　　　　大娘请。
王熙凤　　（白）　　　　　你头里带个路路。
（尤二姐、王熙凤同进门。）
尤二姐　　（白）　　　　　大娘在上，尤氏叩头。
王熙凤　　（白）　　　　　这可不敢当啊。
尤二姐　　（白）　　　　　诸事仰仗，焉有不拜之理。
王熙凤　　（白）　　　　　为姐也有一拜。
尤二姐　　（白）　　　　　大娘到了，快快请坐。
王熙凤　　（白）　　　　　妹妹你也坐着。
尤二姐　　（白）　　　　　大娘在此我理当站立。
王熙凤　　（白）　　　　　坐下好说话。
尤二姐　　（白）　　　　　多谢大娘。
（王熙凤、尤二姐同坐。）
王熙凤　　（白）　　　　　平儿，过去见过新二奶奶。
平儿　　　（白）　　　　　参见新二奶奶。
尤二姐　　（白）　　　　　罢了！
（尤二姐向多姑娘。）
尤二姐　　（白）　　　　　过去给大娘叩头去。
多姑娘　　（白）　　　　　给二奶奶叩头。
王熙凤　　（白）　　　　　罢了，好好伺候着。
尤二姐　　（白）　　　　　大娘到此，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王熙凤　　（白）　　　　　岂敢，为姐来得鲁莽，妹妹海涵。
尤二姐　　（白）　　　　　大娘到此必有所为吧？
王熙凤　　（白）　　　　　妹妹，只因二爷宿柳眠花，我恐怕老爷、老太太责怪，时常劝谏于他，都是我
　　　　　　　　　　　　　的痴心，谁知二爷把我当做吃醋拈酸之人。就拿娶妹妹你说吧，他都瞒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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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叫我有屈无处诉。
（王熙凤哭。）
尤二姐　　（白）　　　　　大娘宽宏，为妾之幸。
王熙凤　　（白）　　　　　话还不是那么说吗？妹妹，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尤二娘　　（白）　　　　　不知大娘有何吩咐？
王熙凤　　（白）　　　　　想妹妹你一个人在外头住着，也不象我们大家的风范，我有心把妹妹接进府去，
　　　　　　　　　　　　　料无推辞了吧。
尤二姐　　（白）　　　　　这……
（多姑娘揪尤二姐。）
尤二姐　　（白）　　　　　本当进得府去伺候大娘，怎奈我……
王熙凤　　（白）　　　　　你怎么样？
尤二姐　　（白）　　　　　怎奈我身怀有孕，待等分娩之后再进得府去伺候大娘吧。
王熙凤　　（白）　　　　　怎么着，你有喜啦？有了喜就理应当搬进去了。
尤二姐　　（白）　　　　　这……还是分娩之后再搬吧。
王熙凤　　（白）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要是不搬进去，我可就要搬出来了。
　　　　　　　　　　　　　平儿，车辆伺候。
　　　　　　　　　　　　　妹妹随我来。
（多姑娘暗下。）
王熙凤　　（二黄散板）　　手挽手上香车同把府进，
（王熙凤、尤二姐同走圆场。）
王熙凤　　（二黄散板）　　不觉得来到了荣国府门。
（王熙凤、尤二姐同下车，进门。）
王熙凤　　（白）　　　　　妹妹请坐。
尤二姐　　（白）　　　　　慢来，到在府中我越发的应当侍立了。
王熙凤　　（白）　　　　　你我并排嫡庶，何必太谦哪！
尤二姐　　（白）　　　　　如此，多谢大娘。
（王熙凤、尤二姐同坐。）
王熙凤　　（白）　　　　　别这么大娘大娘的，你是我们珍大嫂子的姐妹，就如同我的亲妹妹一样，干脆
　　　　　　　　　　　　　就叫我一声姐姐算了，叫哇。
尤二姐　　（白）　　　　　如此……姐姐。
王熙凤　　（白）　　　　　哎，我的好妹子，快叫秋桐。
平儿　　　（白）　　　　　秋桐快来。
（秋桐上。）
秋桐　　　（白）　　　　　来了，二奶奶您叫我什么事啊？
王熙凤　　（白）　　　　　快给我妹妹磕头见礼去。
秋桐　　　（白）　　　　　哟，你多会儿又出来这么个妹妹呀？
王熙凤　　（白）　　　　　你不知道，这是咱们珍大嫂子的妹妹、尤家的二姐，不是跟我的妹妹一样吗？
秋桐　　　（白）　　　　　尤二姐许配张华了，上咱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王熙凤　　（白）　　　　　你不知道，只因二爷爱她美貌，用我的九龙玉佩定她为妻，她如今已然身怀有
　　　　　　　　　　　　　孕了。
秋桐　　　（白）　　　　　也有孕了，那我这儿也有孕哪！
王熙凤　　（白）　　　　　咳！你可哪儿比得了她，连我呀，还让她三分哪！
秋桐　　　（白）　　　　　二奶奶呀！
　　　　　（二黄散板）　　天不怕来地不怕，
　　　　　　　　　　　　　岂能屈膝来跪她。
（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事毕先到花枝巷，
　　　　　　　　　　　　　谁知二姐转还家。
（贾琏见。）
贾琏　　　（白）　　　　　你怎么进府来了？
尤二姐　　（白）　　　　　是大娘接我来的。
贾琏　　　（白）　　　　　你就不该来。
王熙凤　　（白）　　　　　哎……你娶她也瞒着我，我偏知道了，是我把她接进府来的，省得别人背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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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说我吃醋拈酸的。
贾琏　　　（白）　　　　　但愿您宽宏，永远如此！
王熙凤　　（白）　　　　　你放心吧，总是这样的。
　　　　　　　　　　　　　妹妹，这间屋子就是给你预备的，你就在这歇着吧，我不陪你了。
　　　　　　　　　　　　　平儿，咱们走。
秋桐　　　（白）　　　　　二奶奶，你怎么走了？
王熙凤　　（白）　　　　　我让了。
秋桐　　　（白）　　　　　这么好的缺，你让了？
王熙凤　　（白）　　　　　我让了！
秋桐　　　（白）　　　　　你让，我不让。不让！
王熙凤　　（白）　　　　　瞧你的。
（王熙凤下，平儿随下。）
贾琏　　　（白）　　　　　大娘待你如何？
尤二姐　　（白）　　　　　为人倒也宽宏。
贾琏　　　（白）　　　　　今晚嘛，我就住在你的房中啊。
尤二姐　　（白）　　　　　不，你还是住在大娘的房中去吧！
秋桐　　　（白）　　　　　二爷走！
贾琏　　　（白）　　　　　哪里去？
秋桐　　　（白）　　　　　到我房间里去！
贾琏　　　（白）　　　　　你那里我不去。
秋桐　　　（白）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一叫你上我的房里，你就跟我别别扭扭的。你打算怎么着
　　　　　　　　　　　　　你？
贾琏　　　（白）　　　　　我怕呀！
秋桐　　　（白）　　　　　你怕什么，我又不咬你。我的二爷呀！
　　　　　（二黄散板）　　手拉二爷走了吧，
　　　　　　　　　　　　　请你会会我一枝花。
贾琏　　　（二黄散板）　　散了吧来散了吧，
　　　　　　　　　　　　　也不陪你也不陪她。
　　　　　（白）　　　　　你那里我也不去，她那里我也不去，我还是往大娘房中去呀！
（贾琏下。）
秋桐　　　（白）　　　　　你还怪不错的你，我拿着猪头还找不出庙门去呢？
　　　　　　　　　　　　　姓尤的，过来！
尤二姐　　（白）　　　　　啊，姐姐。
秋桐　　　（白）　　　　　谁是你的姐姐！我问你，这花谁给你买的？
尤二姐　　（白）　　　　　二爷与我买的。
秋桐　　　（白）　　　　　衣服谁给你做的？
尤二姐　　（白）　　　　　也是二爷与我做的。
秋桐　　　（白）　　　　　给你买，怎么不给我买？
尤二姐　　（白）　　　　　我哪里晓得。
秋桐　　　（白）　　　　　我倒挺欢喜的，你这就给我，脱！
尤二姐　　（白）　　　　　少时进得房去，与你摘花、脱衣。
秋桐　　　（白）　　　　　少时呀，不等！现在就给我脱！
尤二姐　　（白）　　　　　哎呀，你不要逼我，待我自己脱来。正是：
　　　　　（念）　　　　　红颜多命薄，今日遇恶魔。
秋桐　　　（白）　　　　　少说废话，你才是恶魔哪！
（尤二姐脱衣。）
尤二姐　　（白）　　　　　拿了去吧。
秋桐　　　（白）　　　　　拿去呀，给我穿上！
（尤二姐忍气与秋桐穿衣，下。）
秋桐　　　（白）　　　　　真是的，人是衣服马是鞍，她穿上好看，我穿上，嗯……
（秋桐下。）

【第九场：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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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琏上。）
贾琏　　　（二黄散板）　　事有万般猜不定，
　　　　　　　　　　　　　嫉妒人改作大量人。
　　　　　（白）　　　　　大娘快来。
（王熙凤上。）
王熙爷　　（白）　　　　　二爷，你不在我尤家妹子房中，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
贾琏　　　（白）　　　　　可恨秋桐这个丫拈酸吃醋，你想个主意劝解于她才好哇！
王熙凤　　（白）　　　　　这是太老爷赏的，教我可有什么主意呢？
贾琏　　　（白）　　　　　你与我想个法儿吧！
王熙凤　　（白）　　　　　往后再说吧。
（平儿上。）
平儿　　　（白）　　　　　恭喜二爷，二奶奶，新二奶奶就要临盆了！
贾琏　　　（白）　　　　　此是大喜之事，快快唤稳婆前来。
平儿　　　（白）　　　　　是。
（平儿欲下。）
王熙凤　　（白）　　　　　回来。
　　　　　　　　　　　　　二爷，我虽然没养活过儿子，可添过闺女。她还早着哪，呆会我亲自给她收生，
　　　　　　　　　　　　　不更好吗？
贾琏　　　（白）　　　　　你我前去观看。
　　　　　（二黄散板）　　倘若生儿有后胤，
（王熙凤、贾琏同走圆场。）
王熙凤　　（二黄散板）　　贾家又有继承人。
（王熙凤、贾琏同进门。）
贾琏　　　（白）　　　　　二娘！
（尤二姐上。）
尤二姐　　（二黄散板）　　腹内痛疼难扎挣，
王熙凤　　（白）　　　　　嗯。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只见夫君与大夫人。
　　　　　　　　　　　　　今日奴身疲乏紧，
　　　　　　　　　　　　　想是姣儿要临盆。
王熙凤　　（二黄散板）　　假做欢容把话论，
　　　　　　　　　　　　　你今保重要留神。
　　　　　（白）　　　　　妹妹，你是初生初养，可要保重啊。哎，怎么没人哪，给我叫秋桐去。
尤二姐　　（白）　　　　　大娘你唤哪一个？
王熙凤　　（白）　　　　　叫秋桐伺候你呀。
尤二姐　　（白）　　　　　啊，她的性情不好，你不要唤她。
王熙凤　　（白）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
尤二姐　　（白）　　　　　啊，二爷，不要唤她。
贾琏　　　（白）　　　　　不妨，有我在此。
平儿　　　（白）　　　　　秋桐快来！
（秋桐上。）
秋桐　　　（白）　　　　　来了。二爷、二奶奶。
贾琏　　　（白）　　　　　啊，二娘的衣服怎么你穿上了。
秋桐　　　（白）　　　　　什么她的，你拿钱买的谁不许穿哪！
贾琏　　　（白）　　　　　一样之人，你不要欺压与她呀！
秋桐　　　（白）　　　　　谁欺侮她了！
贾琏　　　（白）　　　　　还不与我脱下来！
秋桐　　　（白）　　　　　脱下来就脱下来，我还不爱穿呢。
　　　　　　　　　　　　　平儿，给我脱下来。
（平儿与秋桐脱衣。）
王熙凤　　（白）　　　　　秋桐，这话二爷说的对，都是一样的人，你可别欺侮她。你虽然是大老爷赏的，
　　　　　　　　　　　　　你可哪儿比得了她呀，她是二爷的心尖子，你可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秋桐　　　（白）　　　　　你这就不对了。不该长她人的志气，灭我的威风，你怎么拿我比鸡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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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　　（白）　　　　　听我跟你说，她可快生养了，今日个要你在这屋里伺候她的月子，伺候也得伺
　　　　　　　　　　　　　候，不伺候也得伺候！
秋桐　　　（白）　　　　　嗳，伺候着。
王熙凤　　（白）　　　　　二爷，天还早着呢，你先料理公事去吧。
贾琏　　　（白）　　　　　是。
（贾琏下。）
王熙凤　　（白）　　　　　秋桐，你要小心伺候，我一会就回来。
（王熙凤暗示秋桐虐待尤二姐。）
秋桐　　　（白）　　　　　嗳。
（王熙凤出门。）
王熙凤　　（白）　　　　　来旺儿，快来。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来了，二奶奶，什么事呀？
王熙凤　　（白）　　　　　待一会我跟二爷说话的时候，你想着来报个信。
来旺儿　　（白）　　　　　我报什么呀？
王熙凤　　（白）　　　　　你就说她的前夫张……
（王熙凤耳语，平儿偷听。）
来旺儿　　（白）　　　　　是啦。
王熙凤　　（白）　　　　　我都安排好了，我也该歇会去了。
（王熙凤、来旺儿同下。）
平儿　　　（白）　　　　　哎呀，慢着。看我们二奶奶鬼鬼祟祟的，有害新二奶奶之意。想我们都是一样
　　　　　　　　　　　　　的人，我能见死不救吗？哎，我一个做奴婢的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只好略尽其
　　　　　　　　　　　　　心吧。我不免取点安胎药酒，叫她将养将养身体，正是：
　　　　　（念）　　　　　可叹如花貌，偏偏入笼牢；教人无计较，
（平儿虚下，取药上。秋桐见。）
秋桐　　　（白）　　　　　哼！
平儿　　　（念）　　　　　又见头老妖。
秋桐　　　（白）　　　　　好说，你大面包。
平儿　　　（白）　　　　　我说二奶奶，这儿有一碗安胎药酒，您吃下去吧。
尤二姐　　（白）　　　　　多谢姐姐美意，我心中难过，吞吃不下！
（秋桐抢过喝下。）
平儿　　　（白）　　　　　你怎么给喝了？
秋桐　　　（白）　　　　　她喝得，我就喝不得吗？
平儿　　　（白）　　　　　人家快要生养了。
秋桐　　　（白）　　　　　我这儿也快了。
平儿　　　（白）　　　　　都是一样的人，你可不能欺侮她。
秋桐　　　（白）　　　　　欺侮她是好的，惹急了我还揍她呢！
平儿　　　（白）　　　　　你敢打！
秋桐　　　（白）　　　　　不敢？我说打就打，你瞧着吧！
（秋桐把尤二姐揪倒在地。）
秋桐　　　（二黄散板）　　要打要打偏要打，
（王熙凤上。）
王熙凤　　（二黄散板）　　不知何故闹喳喳。
平儿　　　（白）　　　　　二奶奶，我先说……
秋桐　　　（白）　　　　　我先说！
平儿　　　（白）　　　　　我先说！
（秋桐、平儿互拉王熙凤。）
王熙凤　　（白）　　　　　一点规矩都没有了，一个说了，一个再说。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秋桐你先说。
秋桐　　　（白）　　　　　哪儿呀，她把你的药酒给她拿来了，我喝了一口她开口就骂人。她骂人，不许
　　　　　　　　　　　　　我打人吗？
王熙凤　　（白）　　　　　人家养猫为的是拿耗子，我养的猫专门咬鸡。秋桐你也不对呀，叫你好好伺候
　　　　　　　　　　　　　着，怎么不好好伺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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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桐　　　（白）　　　　　这不是好好伺候着哪吗。
王熙凤　　（白）　　　　　听我跟你说，她可快要生养了，将来她养的儿子长大了，要打你的。
秋桐　　　（白）　　　　　敢，我先打她！
王熙凤　　（白）　　　　　我瞧你不敢。
秋桐　　　（白）　　　　　你不信，你瞧着。我说打就打。
（平儿想拦又不敢，秋桐打尤二姐。）
王熙凤　　（白）　　　　　哟，秋桐，你怎么打她呀。
　　　　　　　　　　　　　妹妹醒来！
尤二姐　　（二黄散板）　　雨打残花遭横暴，
　　　　　　　　　　　　　叫人此刻难打熬。
　　　　　　　　　　　　　耳旁有人把妹子叫，
　　　　　（白）　　　　　哎呀，姐姐呀！……哎哟，哎哟。
王熙凤　　（白）　　　　　妹妹，怎么样了？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十月怀胎到今朝。
（尤二姐入帐，生子，小儿哭声。秋桐从帐中抱出小儿。）
秋桐　　　（白）　　　　　二奶奶生了。还是个大小子！
王熙凤　　（白）　　　　　洗孩子去。
秋桐　　　（白）　　　　　哎。
（秋桐欲下。）
王熙凤　　（白）　　　　　回来，哪儿洗去？
秋桐　　　（白）　　　　　后头洗去。
王熙凤　　（白）　　　　　使什么水洗呀？
秋桐　　　（白）　　　　　使温水呀！
王熙凤　　（白）　　　　　温水，要是激着孩子，你担待得起吗？
秋桐　　　（白）　　　　　那用什么水呀？
王熙凤　　（白）　　　　　用开水。
秋桐　　　（白）　　　　　啊，用开水！下得去手吗？
王熙凤　　（白）　　　　　你不会往上浇吗！
秋桐　　　（白）　　　　　那一浇不浇死了？
王熙凤　　（白）　　　　　我叫你浇，你就给我浇。
秋桐　　　（白）　　　　　好啦，你叫我浇我就浇，浇死了没我什么事。
（秋桐下。幕内小儿哭声。秋桐持死婴上。）
尤二姐　　（白）　　　　　啊，姐姐，我儿因何啼哭呀？
王熙凤　　（白）　　　　　说的是呀。
　　　　　　　　　　　　　秋桐，你怎么把孩子给洗哭了？
秋桐　　　（白）　　　　　哪儿呀，他洗舒服了。
尤二姐　　（白）　　　　　快抱与小妹吧。
秋桐　　　（白）　　　　　给你瞧瞧。
（秋桐将小儿递与帐内，尤二姐出帐。）
尤二姐　　（白）　　　　　啊，姐姐，我的儿子他他……怎么死了。
王熙凤　　（白）　　　　　怎么着，死了。我瞧瞧。
　　　　　　　　　　　　　我的儿吓！
　　　　　　　　　　　　　有请二爷。
平儿　　　（白）　　　　　有请二爷！
（贾琏上。）
贾琏　　　（白）　　　　　何事惊慌？
王熙凤　　（白）　　　　　你快看看吧，我妹妹刚养活个儿子，一落草就死了。
（贾琏接死婴，看。）
贾琏　　　（白）　　　　　待我看来。怎么一身水泡呀？
王熙凤　　（白）　　　　　都是秋桐办的。
（来旺儿上。）
来旺儿　　（白）　　　　　启禀二爷：大事不好了！
贾琏　　　（白）　　　　　何事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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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旺儿　　（白）　　　　　张华把您告下来了！
贾琏　　　（白）　　　　　告我何来？
来旺儿　　（白）　　　　　告您霸占他的媳妇。
贾琏　　　（白）　　　　　知道了。
王熙凤　　（白）　　　　　快料理官司去吧！
（贾琏急下。）
尤二姐　　（白）　　　　　啊，二爷、二爷、二爷……
（尤二姐追。王熙凤拦。）
王熙凤　　（白）　　　　　你没瞧见吗？二爷都打官司去了，你是个月子人，出得去吗？那不是为你呀，
　　　　　　　　　　　　　自你进得门来，搅得我们家宅不安哪！
秋桐　　　（白）　　　　　真是的，自打你进得门来，搅得我们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害臊哪，你可怎么好
　　　　　　　　　　　　　啊你！
尤二姐　　（二黄原板）　　贤姐姐怎知我心头悔恨，
　　　　　　　　　　　　　悔当初大不该嫁与侯门。
　　　　　　　　　　　　　到今日才晓得妇人心狠，
　　　　　　　　　　　　　可怜我只落得有话难云！
王熙凤　　（白）　　　　　妹妹，你说妇人心狠，你看姐姐我的心狠不狠哪？
尤二姐　　（白）　　　　　你么？
王熙凤　　（白）　　　　　嗯。
秋桐　　　（白）　　　　　你要说她什么，你你……那心里可要放明白。
尤二姐　　（二黄原板）　　诉不尽心内苦珠泪难忍，
（尤二姐窘，注视死婴。）
尤二姐　　（二黄原板）　　想必是我的儿他……又要复生！
　　　　　（白）　　　　　啊，姐姐。我的儿子，他活转过来了……
王熙凤　　（白）　　　　　妹妹，他死旧了，活不了啦！
秋桐　　　（白）　　　　　对了，早死旧了，活不了啦。
王熙凤　　（白）　　　　　秋桐，拿药去！
平儿　　　（白）　　　　　我去！
（平儿欲走。）
王熙凤　　（白）　　　　　回来，我叫你去了吗，多管闹事！
秋桐　　　（白）　　　　　你巴结这差事干什么！
（秋桐虚下，取药，上。）
王熙凤　　（白）　　　　　是那个吗？
秋桐　　　（白）　　　　　是那个，没错儿。
王熙凤　　（白）　　　　　妹妹，我这儿有安神的药，还有金戒指一个做药引子，你一块把它喝了就好啦。
尤二姐　　（白）　　　　　这个……
平儿　　　（白）　　　　　哎呀，二奶奶。从古到今也没有拿金子做药引子的，你心里可放明白点，万万
　　　　　　　　　　　　　喝不得！
王熙凤　　（白）　　　　　平儿，你少说话！
尤二姐　　（白）　　　　　哎呀，大娘啊！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方才我儿一死，分明就是你……
王熙凤　　（白）　　　　　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尤二姐　　（白）　　　　　这个……哎，我儿已死，也就罢了。你又何必苦苦要害我的性命，你……你饶
　　　　　　　　　　　　　了我吧！
王熙凤　　（白）　　　　　你们瞧，这是哪儿的事。好心好意给她药吃，她倒说起饶命二字来了。
　　　　　　　　　　　　　秋桐，她不喝怎么办？
秋桐　　　（白）　　　　　她不喝，灌她！
王熙凤　　（白）　　　　　灌！
（秋桐扯尤二姐。）
尤二姐　　（白）　　　　　啊，二爷、二爷！
（秋桐捂尤二姐嘴，灌药。）
秋桐　　　（白）　　　　　啊，二奶奶，药是灌下去啦。我这场功劳不小吧？
王熙凤　　（白）　　　　　什么，你还有功劳吗？跟你说，我跟二爷盼儿子心盛，今天好容易有了儿子，
　　　　　　　　　　　　　不想你把他给弄死啦。我这药也有敷余，金子也有敷余。我还给你预备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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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秋桐　　　（白）　　　　　就凭我也配喝您的药，也犯不着为我糟践一块金子不是。
王熙凤　　（白）　　　　　她啊，传来旺儿。
平儿　　　（白）　　　　　来旺儿，快来！
（来旺儿上。）
王熙凤　　（白）　　　　　来旺儿，我把秋桐赏给你啦，带了走吧！
来旺儿　　（白）　　　　　谢二奶奶。
（来旺儿向秋桐。）
来旺儿　　（白）　　　　　走吧。
秋桐　　　（白）　　　　　上哪儿去呀？
来旺儿　　（白）　　　　　跟我走！过日子去。
秋桐　　　（笑）　　　　　哈哈！
（秋桐向王熙凤。）
秋桐　　　（白）　　　　　你好厉害呀。你利用完了我啦，也叫我走。走就走，不走我也跟尤二姐一样。
来旺儿　　（白）　　　　　走吧！
（来旺儿拉秋桐下。贾琏上。）
王熙凤　　（白）　　　　　你回来啦，好。你快看看她去吧，我妹妹病得厉害！
（贾琏掀帐子，看。）
贾琏　　　（白）　　　　　哎呀，二娘，你这是怎么样了？
（尤二姐出帐。）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后悔当初一念差，
　　　　　　　　　　　　　不该失足做墙花。
　　　　　　　　　　　　　今朝一死归泉下，
　　　　　　　　　　　　　死无面目见张华。
　　　　　　　　　　　　　事到如今别无挂，
（尤二姐指贾琏。）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分明你是恶冤家！
　　　　　　　　　　　　　王熙凤殷勤都是假，
（尤二姐向平儿下跪。）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平姑娘仁义胜于她。
　　　　　　　　　　　　　霎时腹内如刀剐……
（尤二姐腹痛难忍。）
尤二姐　　（二黄散板）　　可怜我一身如乱麻！
　　　　　　　　　　　　　倒不如将我活焚化！
王熙凤　　（白）　　　　　我们荣国府的规矩，年轻的死了，都得烧的！
尤二姐　　（二黄散板）　　痛断肝肠染黄沙！
（尤二姐死。）
王熙凤　　（白）　　　　　准备干柴，烧死人哪！
（闭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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