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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杰烈》

主要角色
陈秀英：旦
陈母：彩旦
匡忠：小生
关秋兰：旦
王富刚：生
匡父：老生
石须龙：净
石文：丑
丑院子：丑
中军：净
丫鬟：旦
苍头：生

情节
太原总镇石须龙之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一日去豪杰居茶馆饮茶，见陈秀英貌美，顿起歹意。当陈氏母女
不允婚事时，石文命奴仆抢亲。陈氏母女均会家传武艺，将他们打得狼狈而逃。有匡忠者，对陈母深表同情，
而又精于武艺，陈秀英与之比武订婚。石文返家哭诉于父，石须龙订计发配匡家父子充边，夫妻无奈哭别。
陈氏母女改扮男装意欲出走，适逢石文又来抢亲，则杀之。至二龙山遇女寨主关秋兰，误认陈秀英为其未
婚夫王富刚，将陈氏母女留住山寨。王富刚探望匡忠时，被当作凶手，石须龙命其下山大战山寇。陈秀英亲
自出马与王富刚大战。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匡忠巧过山下，陈母以弓认婿。陈秀英刺死石须龙。匡忠、陈秀
英及王富刚、关秋兰两对夫妻终于团聚。

注释
《大英杰烈》是一出情节曲折、故事性很强、文武并重的旦角戏。但过去的传统戏中只有《豪杰居》一折
（又名《铁弓缘》）。一九二五年，荀慧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增加首尾的全本《大英杰烈》。
荀慧生的改编本《大英杰烈》，删除了原本庸俗的台词和嚎头，并且增加了一些有利于表现人物、增强戏剧
效果的表演及武打。首场《大英杰烈》的演出，由杨小楼饰王富刚，马富禄饰陈母，金仲仁饰匡忠，侯喜瑞
饰石须龙，刘景然饰王大人。荀慧生自饰陈秀英。前半部《铁弓缘》以做工为主，后半部《卖弓计》改扮男
装后则以唱工和武工见长。解放以后荀慧生响应戏改号召，于一九六三年又对《大英杰烈》进行了修改，删
去了王大人这一角色，并在四川成都剧院公演。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出此剧了。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整理

【第一场】

（石文、四院子同上。）
石文　　　（数板）　　　　家大业大，又骑骡子又压马，人人称我是个富豪家，我是个富豪家。
　　　　　（念）　　　　　自幼生来浪荡，懒读诗书文章。爹娘说我有福享，缺少美貌妻房。
　　　　　（白）　　　　　我石文，父亲石须龙，职受太原总镇。爹娘生我一个，爱如掌上明珠，我这个
　　　　　　　　　　　　　不孝顺的老子，给我找了个教书的先生，成天把我圈在书房里头。这“子曰”
　　　　　　　　　　　　　长，“子曰”短的，把我脑袋都给念昏了，今儿个我放了老师半天假，打算出
　　　　　　　　　　　　　去玩会儿。
　　　　　　　　　　　　　小子们你们想个什么主意，叫大爷我开开心解解闷哪？
四院子　　（同白）　　　　踢球。
石文　　　（白）　　　　　不好。
四院子　　（同白）　　　　骑马。
石文　　　（白）　　　　　不好。
四院子　　（同白）　　　　大爷有好的，咱们喝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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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　　　（白）　　　　　胡说，大爷府里头大方、毛尖、碧螺春什么好茶没喝过，跑那喝茶去。
四院子　　（同白）　　　　茶跟茶不同啊，西门外有个名叫豪杰居的小茶馆，里边有个妞儿，长的又勾勾
　　　　　　　　　　　　　又丢丢，犹如天仙下凡，咱们到她那儿开开心去？
石文　　　（白）　　　　　哦，西门外有个小茶馆，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又勾勾又丢丢，咱们到她那儿开
　　　　　　　　　　　　　开心去，好，拿着银子走，小子们带路。
　　　　　（西皮摇板）　　小子们带路豪杰居往，
　　　　　　　　　　　　　到茶馆看一看美貌娇娘。
（众人同下。）

【第二场】

陈秀英　　（内白）　　　　啊哈！
（陈秀英上。）
陈秀英　　（念）　　　　　不幸爹爹亡故早，撇下母女受煎熬。
　　　　　（白）　　　　　我，陈秀英。不幸爹爹去世，母女二人就在这太原城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
　　　　　　　　　　　　　茶馆，名叫豪杰居，买卖倒也兴隆。就是这两天，我妈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的，
　　　　　　　　　　　　　不知是怎么了，待我把她老人家请出来问一问。
　　　　　　　　　　　　　我说妈呀，您出来坐会儿吧，孩儿有请妈妈！
陈母　　　（内白）　　　　啊哈！
（陈母上。）
陈母　　　（念）　　　　　母女开茶馆，为赚几文钱。
陈秀英　　（白）　　　　　参见妈妈。
陈母　　　（白）　　　　　罢了，坐下吧。
（陈秀英、陈母同坐。）
陈母　　　（白）　　　　　大清早把我掇弄出来，有什么事吗？
陈秀英　　（白）　　　　　什么把您掇弄出来，女儿把您请了出来！
陈母　　　（白）　　　　　甭管怎么出来的，反正我出来了，什么事吧？
陈秀英　　（白）　　　　　妈呀！我看您这几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别是有什么心思，到底为了什么
　　　　　　　　　　　　　呀？
陈母　　　（白）　　　　　自从你爹去世，就撇下咱们母女俩，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婆家也没有，
　　　　　　　　　　　　　一提起这事呀，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了。
陈秀英　　（白）　　　　　哎，娘啊！
　　　　　（南梆子）　　　劝母亲不必泪号啕，
　　　　　　　　　　　　　细听孩儿说根苗：
　　　　　　　　　　　　　遭不幸我的父亡故早，
　　　　　　　　　　　　　撤下了母女们苦受煎熬。
（陈母痛哭，陈秀英劝解。）
陈秀英　　（白）　　　　　好了好了，您不用哭了，咱们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的要紧。
陈母　　　（白）　　　　　对，咱们还是做买卖的要紧。你在前边收拾收拾，把茶沏好，就等着来客人了。
　　　　　　　　　　　　　我到后边去把火挑开。
（陈母下。）
陈秀英　　（白）　　　　　待我打扫起来。
（陈秀英打扫，擦弓。）
陈秀英　　（西皮摇板）　　见此弓想起了爹爹言讲，
　　　　　　　　　　　　　若遇见开弓人便招东床。
　　　　　　　　　　　　　我母亲为此事时常盼望，
　　　　　　　　　　　　　怎奈这世炎凉难遇才郎。
（陈母上。）
陈母　　　（白）　　　　　好孩子，全收拾干净了吗？
陈秀英　　（白）　　　　　收拾干净了，咱们做买卖吧。好呀！咱们先说两句吉祥话吧。
陈母　　　（白）　　　　　对，说两句吉祥话，谁先说？
陈秀英　　（白）　　　　　我先说。
陈母　　　（白）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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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白）　　　　　不，妈，我岁数小，得让我先说。
陈母　　　（白）　　　　　就让你先说！
陈秀英　　（白）　　　　　好，我先说。
　　　　　（念）　　　　　买卖兴隆通四海，
陈母　　　（念）　　　　　财源茂盛放空枪。
陈秀英　　（白）　　　　　哎？什么“放空枪”，要说“财源茂盛达三江”。
（陈秀英跑下。）
陈母　　　（白）　　　　　嘿！看我们小妞，好一个“财源茂盛达三江”，够多率呀！哎哟扭了我的腰啦。
（陈母出门。）
陈母　　　（白）　　　　　有喝茶的上这儿来呀。
（陈母搬椅坐门外。四院子、丑院子引石文同上。）
石文　　　（白）　　　　　小子们到了没有？
（四院子同坐地。）
石文　　　（白）　　　　　你们怎么都躺下了。
四院子　　（同白）　　　　走不动了。
石文　　　（白）　　　　　还有多远？
四院子　　（同白）　　　　还有八里地。
石文　　　（白）　　　　　怎么，还有八里地？不去了，回去回去。
四院子　　（同白）　　　　回去也有八里地。
石文　　　（白）　　　　　怎么都是八里地。嘿有了，到了那儿见了小妞，只要我爱看，大爷我赏你们每
　　　　　　　　　　　　　人一碗肉面，两吊大钱。
丑院子　　（白）　　　　　真的？
石文　　　（白）　　　　　大爷我冤过你们吗？
丑院子　　（白）　　　　　大爷您把眼闭上。
（石文闭眼。丑院子将石文往里一转。）
丑院子　　（白）　　　　　到了！
石文　　　（白）　　　　　没动呀！不是八里地吗？
丑院子　　（白）　　　　　往里这么一巴啦，就是八里。
石文　　　（白）　　　　　好，冤我，我是肉面、两吊钱全没。
丑院子　　（白）　　　　　得，吹了。您快看小妞开开眼去吧！
石文　　　（白）　　　　　看小妞去。
（石文上前见陈母，作呕吐状。）
石文　　　（白）　　　　　这还是妞呢？简直成了妞她姥姥了。回去回去！别开眼了，简直是让我害眼来
　　　　　　　　　　　　　了。
丑院子　　（白）　　　　　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石文　　　（白）　　　　　噢，这老妞是幌子，小妞在里头呢？那么咱们进去，进去！
丑院子　　（白）　　　　　进去！进去！
石文　　　（白）　　　　　茶婆子，茶婆子！
（四院子同敲桌子。）
陈母　　　（白）　　　　　在这儿哪！什么事？哎别起哄，把桌子敲打坏了可得赔！
石文　　　（白）　　　　　赔就赔，大爷我有钱，没看见吗？大爷我是喝茶的。
陈母　　　（白）　　　　　喝茶的，沏六碗茶。
石文　　　（白）　　　　　不用，只沏一碗就够了。
陈母　　　（白）　　　　　你们六个人一壶茶怎么喝呀？
石文　　　（白）　　　　　大爷我是喝茶的，他们是看茶的。
陈母　　　（白）　　　　　我这儿不那么卖。
石文　　　（白）　　　　　沏一壶茶，给你六壶茶钱不成么？
陈母　　　（白）　　　　　透着你有钱哪。
　　　　　　　　　　　　　妞儿，打茶来！
（陈秀英端细瓷壶上，看石文，下，换大铁壶上。倒茶。示意陈母出，石文跟出。）
陈母　　　（白）　　　　　干什么呀？
石文　　　（白）　　　　　小妞哨我呢。
陈母　　　（白）　　　　　哨你？还没洒高粱呢！在那儿戳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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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回坐。）
陈母　　　（白）　　　　　姑娘什么事呀？
陈秀英　　（白）　　　　　妈呀，您这儿来。这小子干什么的？
陈母　　　（白）　　　　　喝茶的。
陈秀英　　（白）　　　　　哟，就这孬头，少脖子脑袋，还跑咱这喝茶来！
陈母　　　（白）　　　　　人家喝茶，管他什么脑袋啊？
陈秀英　　（白）　　　　　不是的，我看这小子狗头狗脑贼眉鼠眼的，一定不是好人，您可小心点儿，可
　　　　　　　　　　　　　别吃了亏！
陈母　　　（白）　　　　　不要紧的，妈妈我这么大岁数还怕他？
（陈秀英下。石文喝茶。）
石文　　　（白）　　　　　茶婆子，茶婆子！你们这是什么茶呀？水也不开，叶子也不落，喝在我肚子里
　　　　　　　　　　　　　也不冒泡，这是怎么回事？
陈母　　　（白）　　　　　哟，这茶是小妞彻的，大概她慌手忙脚的，水没开就给您沏上了，我给您换壶
　　　　　　　　　　　　　去。
石文　　　（白）　　　　　怎么，是小妞沏的，我还没喝呢！
陈母　　　（白）　　　　　没喝你就挑眼。
石文　　　（白）　　　　　我先挑下了搁着。
（石文喝茶。）
石文　　　（白）　　　　　好，喷香，水也开，叶子也落，喝在肚里还冒泡呢！
陈母　　　（白）　　　　　瞧这块骨头！他们家缺多大德啊！
石文　　　（白）　　　　　茶婆子，
（石文拿出一锭元宝。）
石文　　　（白）　　　　　叫你们小妞给大爷我倒上一杯茶，她的手付于我的手，我的手付于我的口，我
　　　　　　　　　　　　　喝下去这么一痛快，瞧见没有，这个，
（石文指银子。）
石文　　　（白）　　　　　送给小妞买花儿戴。
陈母　　　（白）　　　　　噢，我明白了，大爷您是说叫小妞给您倒上一杯茶，她的手付与你的手，您的
　　　　　　　　　　　　　手付与您的口，您这么一舒坦，把这银子，给我们小妞买花儿戴。
石文　　　（白）　　　　　哎！
陈母　　　（白）　　　　　那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我们家不缺你这点钱花，留着给你们坟地打几道栏去
　　　　　　　　　　　　　吧！岂有此理！告诉你，我们可是正经人！别瞎了狗眼！
石文　　　（白）　　　　　她是镇江人？
丑院子　　（白）　　　　　她说是正经人。
石文　　　（白）　　　　　哦，正经人。我们在说正经话呀！叫茶婆子。
丑院子　　（白）　　　　　茶婆子，茶婆子！
陈母　　　（白）　　　　　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别起哄，老太太我可不是好惹的。
石文　　　（白）　　　　　您坐下，我有话说。
陈母　　　（白）　　　　　大爷在这儿，哪有我们茶婆子的座儿？
石文　　　（白）　　　　　有话问你。坐下，坐下，坐下。
陈母　　　（白）　　　　　那，我们这儿——
石文　　　（白）　　　　　不敢。
（石文欲搀。）
陈母　　　（白）　　　　　干什么呀！我这儿提鞋呢。
（陈母坐下。）
石文　　　（白）　　　　　我问问你，方才那个小妞她是谁呀？
陈母　　　（白）　　　　　她是我跟前的大爷。
石文　　　（白）　　　　　是你跟前的，没大爷。
陈母　　　（白）　　　　　是你跟前的？
石文　　　（白）　　　　　是我——
陈母　　　（白）　　　　　是我跟前的。
石文　　　（白）　　　　　小妞今年多大了？
陈母　　　（白）　　　　　苹果桃了。
石文　　　（白）　　　　　烂鸭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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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什么烂鸭梨呀？
石文　　　（白）　　　　　什么苹果桃呀？
陈母　　　（白）　　　　　苹果桃儿，就是十六啦。
石文　　　（白）　　　　　巧得很，跟大爷我同岁。
陈母　　　（白）　　　　　大爷您也十六啦？
石文　　　（白）　　　　　猴拉马，我三十六了。我说茶婆子，我告诉你，提起我来无明白。
陈母　　　（白）　　　　　提起谁来酱干白呀？
石文　　　（白）　　　　　提起我爸爸呀！
众院子　　（同白）　　　　哦——
陈母　　　（白）　　　　　这几位都是吗？
石文　　　（白）　　　　　哪呀，有一个在家里，没带出来，乃是太原总镇，不才我还是位贵公子哪！
陈母　　　（白）　　　　　哦，还是位贵公子呢。我们这儿——
石文　　　（白）　　　　　我们这儿，还没成家呢。
陈母　　　（白）　　　　　别跟我说，跟你们家大人说去。
石文　　　（白）　　　　　我刚才看见你们那个小妞，长得又勾勾，又丢丢，把她许配大爷我，管保她轿
　　　　　　　　　　　　　上来，马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您看好不好啊？
陈母　　　（白）　　　　　大爷，事倒是件好事，不过您应该找个媒人说合说合。我呢，也要问问我们小
　　　　　　　　　　　　　妞愿意不愿意。哪有这样在茶馆里对说对讲的？想必当初你爸爸跟你妈妈就那
　　　　　　　　　　　　　么在茶馆里说合的。
石文　　　（白）　　　　　嗬，“梨巴”赶枣——翻儿了。有了，我给她来个硬拜丈母娘。
　　　　　　　　　　　　　丈母娘在上，小婿这里有礼。
（石文拜。）
陈母　　　（白）　　　　　我拿大脚巴鸭子踹你。
丑院子　　（白）　　　　　拿大脚踹您啦！
石文　　　（白）　　　　　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呢！软的不行，来横的。
丑院子　　（白）　　　　　来横的。
石文　　　（白）　　　　　茶婆子，你今儿个许了大爷这门亲事便罢，如若不然，我爸爸官大势大，大爷
　　　　　　　　　　　　　我今个带的人多……
陈母　　　（白）　　　　　怎么样？
石文　　　（白）　　　　　我要抢！
陈母　　　（白）　　　　　哎，嘿嘿！
（陈母假笑。）
陈母　　　（白）　　　　　我说大爷您何必跟我们一般见识呢！您喜欢我们小妞不是，我叫我们小妞梳梳
　　　　　　　　　　　　　洗洗跟您走，就是了。
（陈母下。）
石文　　　（白）　　　　　瞧，还是得耍横的吧，她就吃这个！
（陈母取棒棰上，打众院子、石文。众院子、石文同下。陈秀英上。）
陈秀英　　（白）　　　　　妈呀！什么事呀！
陈母　　　（白）　　　　　哎，甭提了。方才那小子，你不是说他狗头狗脑吗，真不是玩艺儿，进得店来
　　　　　　　　　　　　　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是水不开了，又是叶子不落了。最后他还要抢——
陈秀英　　（白）　　　　　什么要抢，妈呀他抢谁呀？
陈母　　　（白）　　　　　咳！放着你白菜心不抢，他要我老梆子干什么？他要抢你！
陈秀英　　（白）　　　　　妈，您闪开。
（陈秀英欲走，陈母拦住。）
陈母　　　（白）　　　　　你上哪儿去？
陈秀英　　（白）　　　　　找那小子去。
陈母　　　（白）　　　　　得了呗。人家抢还抢不到手呢，你给人家送上门儿去。你给我躲开点吧。
陈秀英　　（白）　　　　　依您怎么办呢？
陈母　　　（白）　　　　　我找他们大人去。
陈秀英　　（白）　　　　　瞧他们狗头狗脑的，八成他们家大人也不是好人。妈呀！他们家大人要是不讲
　　　　　　　　　　　　　理，您回来告诉我。
陈母　　　（白）　　　　　干什么？
陈秀英　　（白）　　　　　我拆了狗日的王八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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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下。）
陈母　　　（白）　　　　　呀呔！小子休走，妈妈赶你来了。
（陈母下。匡忠上。）
匡忠　　　（念）　　　　　来在大街上，又听闹嚷嚷。
（内喊声。石文跑上，见匡忠。）
匡忠　　　（白）　　　　　这不是石兄吗？
石文　　　（白）　　　　　别石兄了，我简直成了狗熊了！
匡忠　　　（白）　　　　　为何这般光景？
石文　　　（白）　　　　　您不知道，我洗澡去了，澡堂子着火了。
（石文跑下，陈母追上，匡忠拦阻。）
陈母　　　（白）　　　　　嗬，出了挡客的啦！你莫非是打拳的么？
匡忠　　　（白）　　　　　非也。
陈母　　　（白）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匡忠　　　（白）　　　　　妈妈！但不知为了何事？
陈母　　　（白）　　　　　这件事说起来话可长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我家里来，我慢慢告诉你说。
　　　　　　　　　　　　　可气坏了我啦！
匡忠　　　（白）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陈母　　　（白）　　　　　有道是四海之内皆是朋友，你到我家坐坐，把事情仔仔细细告诉您，您也好给
　　　　　　　　　　　　　我们拿个主意。
（陈母、匡忠同走圆场。）
陈母　　　（白）　　　　　到了到了。
　　　　　　　　　　　　　妞儿倒茶来。
（陈秀英拿大铁壶上，见匡忠，下，换细瓷茶壶上。）
陈母　　　（白）　　　　　来了么？给这位壮士倒茶。
（陈秀英倒茶，呆看。）
陈母　　　（白）　　　　　嘿，洒了，洒了！全倒在桌子上了。
（陈秀英羞出，陈母出。）
陈秀英　　（白）　　　　　妈呀！您这儿来！这是干什么的？
陈母　　　（白）　　　　　我没告诉你说，我去追那小子吗，追到半道上遇见了这位壮士，他劝妈妈别找
　　　　　　　　　　　　　他们大人，找他们大人也没好处，叫我忍耐了吧！
陈秀英　　（白）　　　　　这么说他是好人哪？
陈母　　　（白）　　　　　本来是好人。
陈秀英　　（白）　　　　　瞧人家这脑袋瓜长的就像好人！
陈母　　　（白）　　　　　好人也不在脑袋瓜上长着啊。
陈秀英　　（白）　　　　　妈呀！您知道什么！您辛苦了。
陈母　　　（白）　　　　　不辛苦。
陈秀英　　（白）　　　　　您让那小子气着了，您累了。
陈母　　　（白）　　　　　不累。
陈秀英　　（白）　　　　　您后头歇会去，我给您张罗张罗。
陈母　　　（白）　　　　　不用。
陈秀英　　（白）　　　　　您是累着了，您快歇会去吧！
陈母　　　（白）　　　　　不累。去去去。这么大姑娘，侍候人家算什么呀？
陈秀英　　（白）　　　　　瞧瞧您，这是干什么呀？人家好心好意的怕您累着，想替您张罗张罗，干嘛说
　　　　　　　　　　　　　人家呀！您要看您就看个够。干嘛好脑袋瓜儿自个看，那孱头萝卜缨子脑袋都
　　　　　　　　　　　　　给我们看，我们还不看了呢！
（陈秀英边说边下。）
陈母　　　（白）　　　　　去去去！滚下去。这孩子越来越没样儿。
匡忠　　　（白）　　　　　妈妈，为何与石公子争斗起来了？
陈母　　　（白）　　　　　壮士有所不知，这小子来到店中，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是水不开了，又是茶
　　　　　　　　　　　　　叶不落了，后来看见我们妞儿了。他向我们提亲，是我不允，他说他要抢！
匡忠　　　（白）　　　　　竟有这等事，真真岂有此理。
陈母　　　（白）　　　　　毛包哇毛包！
匡忠　　　（白）　　　　　可恼哇可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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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我让那小子气糊涂了。
匡忠　　　（白）　　　　　好一张宝弓。
陈母　　　（白）　　　　　您认识，拿下来您瞧瞧。
匡忠　　　（白）　　　　　果然是铜胎铁臂宝雕弓。
陈母　　　（白）　　　　　真是行家。
匡忠　　　（白）　　　　　请教此弓来历。
陈母　　　（白）　　　　　你问这张弓啊？小孩儿没娘提起来话长，这是我们当家的留下的。这张弓我们
　　　　　　　　　　　　　当家的活着的时候，他拉得开，他死后这太原府就没人拉得开了。
匡忠　　　（白）　　　　　岂不废物了。
陈母　　　（白）　　　　　废不了啊，适才给您倒茶的那个小妞她拉得开。
匡忠　　　（白）　　　　　方才是令媛。
陈母　　　（白）　　　　　不敢。
匡忠　　　（白）　　　　　千金。
陈母　　　（白）　　　　　好说。
匡忠　　　（白）　　　　　大小姐。
陈母　　　（白）　　　　　您把我们捧到哪儿去了。
匡忠　　　（白）　　　　　既是令媛拉得开，小生有意领教三把。
陈母　　　（白）　　　　　哦，您是说要叫我们小妞拉三把弓给您瞧瞧。
匡忠　　　（白）　　　　　领教领教。
陈母　　　（白）　　　　　我去叫她。
（陈母出门。）
陈母　　　（白）　　　　　哟这孩子，刚才叫我一气，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妞儿，哎！妞儿，快来。
（陈秀英上，嘴里嘟囔。）
陈秀英　　（白）　　　　　人家好心好意的怕您累了，想替您张罗张罗，干嘛说人家，要看您看，您看够
　　　　　　　　　　　　　了！干嘛叫我呀！
陈母　　　（白）　　　　　你还有完没完哪。得了得了，告诉你说，那位壮士见了咱们那张弓，问谁拉得
　　　　　　　　　　　　　开，我就告诉他你爹在世的时候你爹拉得开，如今你爹去世了——
陈秀英　　（白）　　　　　妈呀！对了，您告诉他，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我爹去世了，还有我拉得开呢！
陈母　　　（白）　　　　　我就把你给端上去了。
陈秀英　　（白）　　　　　哟！没洒了汤呀！
陈母　　　（白）　　　　　我盖着盖呢。
陈秀英　　（白）　　　　　不捂馊了吗？
陈母　　　（白）　　　　　留着缝呢。
陈秀英　　（白）　　　　　又留着缝呢。叫我干什么呀！
陈母　　　（白）　　　　　那位壮士要领教你三把弓。
陈秀英　　（白）　　　　　我都忘了。
陈母　　　（白）　　　　　到节骨眼用上你了，怎么都忘了。妈妈我还记着点呢，我教给你。前腿弓，后
　　　　　　　　　　　　　腿绷，前头鸭子嘴，后头嘴鸭子，“绷吧”，射准草靶子。
陈秀英　　（白）　　　　　噢！前腿弓，后腿绷，前头鸭子嘴，后头嘴鸭子，“绷吧”，射准草靶子。妈
　　　　　　　　　　　　　啊！我没忘，我冤您哪！
陈母　　　（白）　　　　　这孩子尽拿我开心。
陈秀英　　（白）　　　　　我问问他去。
（陈秀英进门。）
陈秀英　　（白）　　　　　我说壮士，
（陈秀英犹豫害羞。）
陈秀英　　（白）　　　　　请了。听我妈说，您要看我们拉三把弓吗？
匡忠　　　（白）　　　　　正要领教大姐。
陈秀英　　（白）　　　　　哪儿的话。拉得好别说领教，拉得不好您别见笑啊！
匡忠　　　（白）　　　　　哪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　　（白）　　　　　如此献丑了！
　　　　　（西皮流水板）　壮士莫把人小量，
　　　　　　　　　　　　　俺本是闺阁女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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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幼习学拳和棒，
　　　　　　　　　　　　　精通弓马与刀枪。
　　　　　（西皮摇板）　　开弓亚似秋月样，
（陈秀英开弓。）
陈秀英　　（西皮摇板）　　倒被壮士笑一场。
（陈秀英拉弓毕，出门，叫陈母。）
陈母　　　（白）　　　　　什么事儿呀？
陈秀英　　（白）　　　　　妈呀，我往日拉弓，面不红，气不喘，今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呀！
陈母　　　（白）　　　　　哦，我知道了，你忙了一早上没吃点心，得，快去吃点心吧！妈妈我煮了一锅
　　　　　　　　　　　　　蛋呢，你吃蛋去吧！
陈秀英　　（白）　　　　　哎，我们吃蛋去喽！
（陈秀英跑下。）
陈母　　　（白）　　　　　壮士，我们孩子拉得不好，您别见笑。
匡忠　　　（白）　　　　　令媛拉得好弓，小生意欲配上三把。
陈母　　　（白）　　　　　那敢情好了。我叫我们妞儿去，
　　　　　　　　　　　　　妞儿快来。
（陈秀英上。）
陈秀英　　（白）　　　　　妈啊，您不是叫我们吃蛋去了吗，我多添了把柴火，给煮成老蛋了！
陈母　　　（白）　　　　　你开着盖煮的，还是盖着盖煮的？
陈秀英　　（白）　　　　　盖着盖煮的。
陈母　　　（白）　　　　　哟，那不成了“捂”蛋了吗？
陈秀英　　（白）　　　　　咳！我捞了一个蛋，刚想吃，一下掉地上了。我一生气，拿脚一踩，您猜成了
　　　　　　　　　　　　　什么了？
陈母　　　（白）　　　　　成什么了？
陈秀英　　（白）　　　　　成了大“彩旦”了！
陈母　　　（白）　　　　　咳！你别踩呀，拣起来在上边搽点胭脂抹点粉，不就成了小“花旦”了吗！
陈秀英　　（白）　　　　　什么事呀？
陈母　　　（白）　　　　　他说要跟你配上。
陈秀英　　（白）　　　　　那可好啊！
陈母　　　（白）　　　　　什么呀？
陈秀英　　（白）　　　　　您说什么呀？
陈母　　　（白）　　　　　我说三把弓啊！
陈秀英　　（白）　　　　　我说弓三把呀！
陈母　　　（白）　　　　　又说弓三把啦。快进来吧！
（陈母、陈秀英同进门。）
陈秀英　　（白）　　　　　啊！壮士请了。听我妈说，您要跟我配上——
匡忠　　　（白）　　　　　啊……
陈秀英　　（白）　　　　　三把弓！那我们可得见识见识！
匡忠　　　（白）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陈秀英　　（白）　　　　　我们不笑。妈呀，我们绷着。
匡忠　　　（白）　　　　　献丑了。
（匡忠拉弓。）
陈秀英　　（笑）　　　　　哈哈——
　　　　　（白）　　　　　我们不笑绷着。
匡忠　　　（笑）　　　　　哈哈哈！
陈秀英　　（白）　　　　　他倒笑了。
陈母　　　（白）　　　　　人家拉得真好。
陈秀英　　（白）　　　　　您看我们俩谁拉得好？
陈母　　　（白）　　　　　当然是人家拉得好。
陈秀英　　（白）　　　　　我们拉弓是两个指头，他拉弓是满把拿，你看谁好呢？
陈母　　　（白）　　　　　一个师父一个传授。他有他的好，你有你的好。
陈秀英　　（白）　　　　　妈，您问问他，还会别的武艺不会？
陈母　　　（白）　　　　　我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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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您还会什么武艺呀？
匡忠　　　（白）　　　　　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陈母　　　（白）　　　　　丫头，问来了。他说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
陈秀英　　（白）　　　　　什么件件稀松，人家是件件精通。妈，我要跟他比拳。
陈母　　　（白）　　　　　我给你问问去。
　　　　　　　　　　　　　壮士，我们小妞要跟你比拳。
匡忠　　　（白）　　　　　小生奉陪。
陈母　　　（白）　　　　　丫头，问来了。人家奉陪。
匡忠　　　（白）　　　　　小姐相让。
陈秀英　　（白）　　　　　请。
（陈秀英、匡忠比拳，匡忠打陈秀英嘴巴。）
陈母　　　（白）　　　　　看见了，看见了。叫人家打了一个嘴巴是不是？
陈秀英　　（白）　　　　　没有，没有这回事。
陈母　　　（白）　　　　　那你脸是怎么红的？
陈秀英　　（白）　　　　　我喝酒来着。
陈母　　　（白）　　　　　喝酒是满脸红，你怎么半边红呀？
陈秀英　　（白）　　　　　我喝了半盅酒，所以半边红。
陈母　　　（白）　　　　　别说了。不算，再来过吧？
陈秀英　　（白）　　　　　对！不算咱们再来。
匡忠　　　（白）　　　　　请。
（陈秀英、匡忠比拳，陈秀英拔匡忠一个萝卜。）
匡忠　　　（白）　　　　　妈妈，怎么比拳还有这个呀？
（匡忠拔陈母一个萝卜。）
陈秀英　　（白）　　　　　妈呀！您过来，刚才比拳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客气，打了我一嘴巴，我也没
　　　　　　　　　　　　　饶他，我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是两不该。
陈母　　　（白）　　　　　你们两不该，妈妈我这儿还亏了两个芥菜疙瘩呢！
陈秀英　　（白）　　　　　壮士您辛苦了，受累了。
匡忠　　　（白）　　　　　好说。
陈秀英　　（白）　　　　　我说您这扇子真好，画也画的好、字也题的好，真是样样都好，我真喜欢这把
　　　　　　　　　　　　　扇子，可我妈她舍不得钱，我总想买一把，可她就舍不得给我买……
匡忠　　　（白）　　　　　大姐既然喜爱，就将此扇送与大姐。
陈秀英　　（白）　　　　　哟，那我们这谢谢您了！
（陈秀英、匡忠还礼，接近。）
陈母　　　（白）　　　　　小心过了电！没学会别的，学会跟人家开方子要东西了！这可不是好毛病，待
　　　　　　　　　　　　　我吓唬吓唬她！
（陈母哨陈秀英。）
陈母　　　（白）　　　　　你跟人家要东西是不是？
陈秀英　　（白）　　　　　没有呀！
陈母　　　（白）　　　　　我看你手。
陈秀英　　（白）　　　　　您看。
（陈秀英藏一手。）
陈母　　　（白）　　　　　那一只。
陈秀英　　（白）　　　　　这一只。
（陈秀英藏另一手。）
陈母　　　（白）　　　　　好，二仙传道哇！我看两手。
陈秀英　　（白）　　　　　妈呀！您瞧见过稀奇罕儿吗？
陈母　　　（白）　　　　　什么稀奇罕儿？
陈秀英　　（白）　　　　　一个家雀俩脑袋，嘚儿……飞了！
（陈秀英藏扇。）
陈秀英　　（白）　　　　　您瞧。
陈母　　　（白）　　　　　你过来吧，这是谁给你的扇子？
陈秀英　　（白）　　　　　这是那位相公送我的。
陈母　　　（白）　　　　　我不信。准是你跟人家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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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白）　　　　　您不信，问去。
陈母　　　（白）　　　　　我去问去，如你跟人家要的，可不能饶了你。
陈秀英　　（白）　　　　　怎么样？
陈母　　　（白）　　　　　我今儿个不打你。
陈秀英　　（白）　　　　　明儿呢？
陈母　　　（白）　　　　　明儿也不打你。
陈秀英　　（白）　　　　　后儿呢？
陈母　　　（白）　　　　　后儿……我指不定打你不打你。
　　　　　　　　　　　　　我说大爷，那扇子是您送给我们妞的，还是她跟您要的？
（陈秀英向匡忠比划，陈母看。）
陈母　　　（白）　　　　　二仙传道！
匡忠　　　（白）　　　　　是我送与大姐的。
陈母　　　（白）　　　　　没影的事。干嘛送她扇子？哎，我说公子，您还有吗？送我一把！
匡忠　　　（白）　　　　　妈妈要么，无有了！
陈母　　　（白）　　　　　到我这儿就“无有了”！
陈秀英　　（白）　　　　　妈呀！您这儿来。我爹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跟您说的那些话，您还记得吗？
陈母　　　（白）　　　　　记得，你爹死的时候，把我叫到床头，说老婆子呀老婆子，我死之后你可不要
　　　　　　　　　　　　　嫁人，把妞儿拉扯大。
陈秀英　　（白）　　　　　什么啊！不是的！我爹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说：老婆子呀！老婆子！
（陈秀英拍陈母肩膀。）
陈母　　　（白）　　　　　哎，别拍打啦！你这是怎么说话？
陈秀英　　（白）　　　　　我学爹呢！是他老人家，在临危的时候，跟您提起弓来着！
陈母　　　（白）　　　　　弓怎么样？
陈秀英　　（白）　　　　　咳！您真急人！我爹临危的时候，说呀！这张弓，我在世的时候我拉得开，我
　　　　　　　　　　　　　去世了就是我小妞拉得开，如果再有人拉得开呀……
陈母　　　（白）　　　　　就把弓卖给他。
陈秀英　　（白）　　　　　不是，咱也不缺钱花！
陈母　　　（白）　　　　　那么送给他。
陈秀英　　（白）　　　　　凭什么白送人东西呀？也不是。
陈母　　　（白）　　　　　那是什么呀？
陈秀英　　（白）　　　　　我爹死的时候说了，那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我爹死了就有小妞拉得开，
　　　　　　　　　　　　　再有人拉得开呀……
陈母　　　（白）　　　　　怎么着？
陈秀英　　（白）　　　　　妈呀！有个“小”字来着。
陈母　　　（白）　　　　　小心别让人偷了去。
陈秀英　　（白）　　　　　不是，不是的！哎哟……
陈母　　　（白）　　　　　那是什么呀！看急的这个样儿。
陈秀英　　（白）　　　　　我不说，我不说！
陈母　　　（白）　　　　　干嘛不说？
陈秀英　　（白）　　　　　怕妈妈打。
陈母　　　（白）　　　　　我疼还疼不过来呢，还打你。
陈秀英　　（白）　　　　　妈，你拿耳朵来。
（陈秀英耳语。）
陈母　　　（白）　　　　　哦哦……
陈秀英　　（白）　　　　　您听明白了？
陈母　　　（白）　　　　　我没听见！
陈秀英　　（白）　　　　　哎哟，我的妈哟！我爹活着，我爹拉得开，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要是再有人拉
　　　　　　　　　　　　　得开……
陈母　　　（白）　　　　　快说呀？
陈秀英　　（白）　　　　　就是我们小女婿到了。
陈母　　　（白）　　　　　这么大个子，不害臊尽说要女婿。
陈秀英　　（白）　　　　　您给我们说说去。
陈母　　　（白）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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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白）　　　　　您不管？
陈母　　　（白）　　　　　不管。
陈秀英　　（白）　　　　　您不管，可别怪我了，我自己说去！
陈母　　　（白）　　　　　哟！这么大个子闺女，真不害臊，给我滚下去吧。
（陈秀英羞笑跑下。）
陈母　　　（白）　　　　　慢着，我们老头子活着的时候说过，那张弓他活着的时候，他拉得开，他死了
　　　　　　　　　　　　　就我们小妞拉得开，这太原城要再有人拉得开，就是我们家小女婿到了。可我
　　　　　　　　　　　　　怎么跟人家说呢？有啦，把圆脸一拉长乎脸，谁让为闺女呢？没法子！我说去！
　　　　　　　　　　　　　壮士我有一句话，不好开口。
匡忠　　　（白）　　　　　妈妈有话请讲。
陈母　　　（白）　　　　　我们家老头子活着的时候说过，那张弓，他活着的时候他拉得开，他死了就我
　　　　　　　　　　　　　们小妞拉得开，若是再有人拉得开呀……
匡忠　　　（白）　　　　　怎么样？
（陈母移开椅子，匡忠移椅子靠近。陈母移开椅子，匡忠移椅子靠近。陈母移开椅子，匡忠移椅子靠近。匡
忠将陈母挤在台边。）
陈母　　　（白）　　　　　呆着吧！你把我挤到哪儿来了！请坐，请坐。
（陈母归座。）
陈母　　　（白）　　　　　实话告诉您说，谁拉开这张弓啊，就是我们家娇客到了。
匡忠　　　（白）　　　　　如此岳母请上受小婿一拜。
（匡忠拜陈母。）
匡忠　　　（白）　　　　　待我回去禀知爹爹，接你母女入府，告辞了。
（匡忠下。）
陈母　　　（白）　　　　　不送不送。
　　　　　　　　　　　　　真痛快，三言两语的就把亲事说成了。哎呀，他倒是姓什么呀？
　　　　　　　　　　　　　哎！我说姑爷你回来，你姓什么呀？
　　　　　　　　　　　　　走远了。等过了门再说吧。这真是越老越糊涂，一高兴什么事都忘了，闹了半
　　　　　　　　　　　　　天连姑爷贵姓都不知道，姑娘要问……
（陈秀英上，四处找匡忠。）
陈秀英　　（白）　　　　　人哪？
陈母　　　（白）　　　　　摔了。
陈秀英　　（白）　　　　　事儿呢？
陈母　　　（白）　　　　　打了。
陈秀英　　（白）　　　　　亲事怎么样了？
陈母　　　（白）　　　　　别提了，我一开口人家就翻了。
陈秀英　　（白）　　　　　他怎么翻了？
陈母　　　（白）　　　　　他说我乃宦门之后，岂能要你这提了茶壶的丫头。
陈秀英　　（白）　　　　　提了茶壶怎么就低搭了？
陈母　　　（白）　　　　　提了壶怎么不低呢？
陈秀英　　（白）　　　　　真可恨。早知如此，刚才跟他比武的时候，我把他的小胳臂，“喀喳”两断，
　　　　　　　　　　　　　叫他一辈子，成不了家。
陈母　　　（白）　　　　　咳！我的傻丫头别生气，人家答应了！
陈秀英　　（白）　　　　　怎么，他答应了？
陈母　　　（白）　　　　　你早就愿意呢？
陈秀英　　（白）　　　　　他愿意了，我们还不愿意呢。
陈母　　　（白）　　　　　那不要紧的，他还没走远，我叫他回来。
　　　　　　　　　　　　　哎！我说公子……
（陈秀英捂陈母嘴。）
陈母　　　（白）　　　　　哎哟！别捂了，快把妈妈我憋死了！
陈秀英　　（白）　　　　　哎，妈呀！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早巴不得呢。妈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脸，
　　　　　　　　　　　　　穿上那件大红袄，我们净等着上轿到婆家去了！
（陈秀英下。）
陈母　　　（白）　　　　　咳！看我们姑娘这高兴劲的，“梳梳头，洗洗脸，穿上那件大红袄，我们净等
　　　　　　　　　　　　　着上轿到婆家去了！”哎哟！扭了我的腰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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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下。）

【第三场】

（石文急上。）
石文　　　（白）　　　　　哇呀呀！
　　　　　（西皮摇板）　　适才间命小子前去抬亲，
　　　　　　　　　　　　　一心想在今朝我作个新人。
　　　　　　　　　　　　　恨只恨那匡忠从中作梗，
　　　　　（白）　　　　　老小子你给我走出来吧。
（石须龙上。）
石文　　　（西皮摇板）　　鸡飞蛋打枉费心。
　　　　　（白）　　　　　可恼哇，可恨！哇呀呀！
石须龙　　（白）　　　　　我儿怒气不息为着何来？
石文　　　（白）　　　　　我就为着你来。
石须龙　　（白）　　　　　为为父的何事？
石文　　　（白）　　　　　还合适呢，没咱们的合适了，全归人家合适去了。
石须龙　　（白）　　　　　我儿不必如此，哪个小民冲撞了我儿，只管对为父言讲，定然重重治罪，与我
　　　　　　　　　　　　　儿出气也就是了。
石文　　　（白）　　　　　别净说顺心话了，你倒是办点真格的事。
石须龙　　（白）　　　　　有何事要办，我儿只管讲来。
石文　　　（白）　　　　　我在西门以外，看中一个卖茶的小妞，我当面提亲，是她不允，回府之后又命
　　　　　　　　　　　　　家人前去抬亲……
石须龙　　（白）　　　　　可曾抬来？
石文　　　（白）　　　　　还说呢，茶馆那个小妞，让匡应龙之子匡忠给抢了先了，他们俩家已然定亲。
　　　　　　　　　　　　　小子们不但没把亲抬来，人也让人家给揍回来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赶快
　　　　　　　　　　　　　想主意，把小妞给我抢来，要是没有小妞，我就寻死，让你断子绝孙，那是你
　　　　　　　　　　　　　自作自受。
石须龙　　（白）　　　　　啊！我儿不要着急，为父自有主意。
石文　　　（白）　　　　　你有什么主意，快说吧？
石须龙　　（白）　　　　　王大人也曾有谕到来，命为父派人押解十万饷银进京交纳，为父就命匡家父子
　　　　　　　　　　　　　押送前往。
石文　　　（白）　　　　　这是什么混帐主意，押完饷银回来，那小妞不还是他的吗？
石须龙　　（白）　　　　　为父还有下文。
石文　　　（白）　　　　　你快说呀！
石须龙　　（白）　　　　　为父另命家将，假扮强人，去至中途将饷银抢回，他父子失落饷银，为父就将
　　　　　　　　　　　　　他治罪，然后命人去至匡家，将那女子抢回，与我儿成亲也就是了。
石文　　　（白）　　　　　这主意比刚才那个还混帐！想咱们家的人，都是窝囊废，打你这儿起，就不怎
　　　　　　　　　　　　　么样，家将那两下子更不怎么样，他会打得过匡家父子，简直是嘴上抹香油—
　　　　　　　　　　　　　—说着挺滑溜。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石须龙　　（白）　　　　　为父另命家人扮作押车之人，乘家将与匡家父子交手之时，将饷银推走，他父
　　　　　　　　　　　　　子纵然取胜，饷银也失落了，然后将他父子治罪，我儿婚事可成也。
石文　　　（白）　　　　　莫怪人家说你损，你还真够损的。这回小妞可跑不了，往后我可得孝顺您了。
石须龙　　（白）　　　　　听我儿几句言语，也就算你尽了孝了。
石文　　　（白）　　　　　没错儿。
石须龙　　（白）　　　　　正是：
　　　　　（念）　　　　　为臣尽忠子尽孝。
石文　　　（念）　　　　　你给儿子我立功劳。
（石文、石须龙同下。）

【第四场】

（陈秀英、陈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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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西皮摇板）　　陈秀英背地里把亲娘来怨，
　　　　　　　　　　　　　不问人名和姓于理不端！
　　　　　　　　　　　　　三日到却为何花轿不见？
　　　　　（南梆子）　　　整云鬓也难免愁蹙眉间！
　　　　　　　　　　　　　倘若是不迎娶将婚来散，
　　　　　　　　　　　　　奴情愿长斋奉佛倒也安然。
陈母　　　（西皮原板）　　姑老爷他若是说话不算，
　　　　　　　　　　　　　手持棒槌闹他个地覆天翻。
陈秀英　　（白）　　　　　又是您那对棒槌，都是那天您手使两根棒槌，横眉怒眼的，人家一害怕才不敢
　　　　　　　　　　　　　招亲来的。
陈母　　　（白）　　　　　这么说，妈妈我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了？孩子，俗语说“好姻缘棒打不散”。
陈秀英　　（白）　　　　　什么不散呀！您说三日后，人家来抬亲了，今儿个都三天了，怎么花轿还不来
　　　　　　　　　　　　　呀！
陈母　　　（白）　　　　　我哪知道哇？
陈秀英　　（白）　　　　　哼，这是我们的事，您就这么不放在心上，这要是您自己的事呀……
陈母　　　（白）　　　　　我呀，我也没这事了。
院子　　　（内白）　　　　花轿到门！
陈母　　　（白）　　　　　嘿！丫头，花轿到，我们这姑老爷还真是言而有信。
陈秀英　　（白）　　　　　嗯，一见面我们就瞧他不赖。那天我们说瞧瞧，您都不让，光叫我们瞧那孱头
　　　　　　　　　　　　　脑袋，这好脑袋……
陈母　　　（白）　　　　　呆着你的吧！怎么又围着脑袋转上了。快上轿吧，到了那边让你瞧个够。来，
　　　　　　　　　　　　　妈妈搀你上轿。
陈秀英　　（白）　　　　　妈呀！您先等会儿。
陈母　　　（白）　　　　　又怎么了？
陈秀英　　（白）　　　　　想那石家小子，当面提亲，被您哄走了，他又派人来，也叫您给揍跑了，这花
　　　　　　　　　　　　　轿会不会是诈亲的，这可不得不防啊！
陈母　　　（白）　　　　　上你的轿吧。妈妈拿着这两根棒槌盯着他的。
陈秀英　　（白）　　　　　那我们可上轿了。
陈母　　　（白）　　　　　上吧。
（陈秀英上轿，陈秀英、陈母同走圆场。匡忠、匡父同上出迎。）
陈母　　　（白）　　　　　孩子，到了，下轿吧。
陈秀英　　（白）　　　　　妈呀，您进去看看，是我们小女婿他吗？
陈母　　　（白）　　　　　对，我得瞧瞧。
匡忠　　　（白）　　　　　岳母。
陈母　　　（白）　　　　　罢了！罢了！
匡忠　　　（白）　　　　　此乃家父。
陈母　　　（白）　　　　　亲家公。
匡父　　　（白）　　　　　亲家母，令媛现在何处？
陈秀英　　（白）　　　　　还在轿里头呢，等我去叫她去。
（陈母出。）
陈母　　　（白）　　　　　我说丫头，是他，是你的小女婿，没错，你下轿吧！
陈秀英　　（白）　　　　　啊，妈呀！您问问他们倒是姓什么呀？
陈母　　　（白）　　　　　哟！忘了问了。
陈秀英　　（白）　　　　　您先问问去吧。
陈母　　　（白）　　　　　得，我再问问去。
（陈母进。）
陈母　　　（白）　　　　　我说亲家公，要说这门亲事，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一件事我得问一问。
匡父　　　（白）　　　　　亲家母请讲！
陈母　　　（白）　　　　　您贵姓呀？
匡父　　　（白）　　　　　好个荒唐的蠢材。
陈母　　　（白）　　　　　这也不能怪姑爷，是我没问。
匡父　　　（白）　　　　　我们姓匡。
陈母　　　（白）　　　　　姓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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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父　　　（白）　　　　　小儿匡忠。
陈母　　　（白）　　　　　匡忠，这名字不赖。
（陈母出。边走边说。）
陈母　　　（白）　　　　　我说丫头，问来了，人家姓匡，姑爷叫匡……
阵秀英　　（白）　　　　　叫匡忠。
陈母　　　（白）　　　　　呵，好长的耳朵，这么老远说话都听见了。孩子，这回没说的了吧，快下轿吧？
陈秀英　　（白）　　　　　妈呀，慢着点儿。
陈母　　　（白）　　　　　又出什么事儿啦？
陈秀英　　（白）　　　　　不是啊，咱们问完了人家，他也总得问问咱们不是？
陈母　　　（白）　　　　　对，挑眼挑的是地方。
（陈母进。）
陈母　　　（白）　　　　　真格的亲家您知道我们姓什么吗？
匡父　　　（白）　　　　　啊，这倒不知亲家贵姓？
陈母　　　（白）　　　　　您也够荒唐的，我们姓陈。
陈秀英　　（白）　　　　　耳东陈，新娘子叫陈秀英。
陈母　　　（白）　　　　　瞧这份急劲。
匡父　　　（白）　　　　　陈小姐。
陈母　　　（白）　　　　　什么小姐？丫头片子。
　　　　　　　　　　　　　得了，丫头，该问的都问了，也都知道姓什么了，你下轿拜堂吧。
（陈母搀陈秀英。）
中军　　　（内白）　　　　大令下！
（中军上。）
中军　　　（白）　　　　　总镇有令，命匡家父子，带领二十名军士，押解十万饷银，进京交纳，令到即
　　　　　　　　　　　　　行，不得有误！
　　　　　（念）　　　　　令下如山倒！
匡忠　　　（念）　　　　　此令难成行。
中军　　　（白）　　　　　你敢抗令不遵！
匡忠　　　（白）　　　　　此令何人所下？
中军　　　（白）　　　　　石须龙石总镇所下。
匡忠　　　（白）　　　　　内有奸计。
中军　　　（白）　　　　　何出此言？
匡忠　　　（白）　　　　　此去京都，嘉峪关乃必经之道，彼处地势险恶，惯出强人，仅带二十名军士，
　　　　　　　　　　　　　岂非将饷银送与贼人。
中军　　　（白）　　　　　如此待某回禀总镇。
匡忠　　　（白）　　　　　你是怎样回禀？
中军　　　（白）　　　　　某说匡家父子抗令不遵，看来有暗通贼寇之嫌。
陈秀英　　（笑）　　　　　哈哈！
（陈秀英掀盖头。）
陈秀英　　（白）　　　　　这是逼着哑叭说话呀！
（陈秀英打中军。）
中军　　　（白）　　　　　啊，你竟敢殴打总镇大人差官，该当何罪？
陈秀英　　（西皮流水板）　骂声贼子太猖狂，
　　　　　　　　　　　　　狐假虎威不应当。
　　　　　　　　　　　　　说什么私通贼寇，罪名讲，
　　　　　　　　　　　　　说什么军令如山，你得意洋洋。
　　　　　　　　　　　　　石须龙诡计害人良心丧！
　　　　　　　　　　　　　休想拆散好鸳鸯。
陈母　　　（白）　　　　　孩子，你是新娘子。让妈妈说他两句。
　　　　　　　　　　　　　我说你过来。怎么他小夫妻刚要拜堂，这令可就下来了？
中军　　　（白）　　　　　迟了就无有用了。
陈母　　　（白）　　　　　我看哪，连你带你们那个总镇，都他妈不是玩艺。
中军　　　（白）　　　　　你敢抗令不遵！
陈母　　　（白）　　　　　说什么抗令不遵，我把你这破令箭给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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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父　　　（白）　　　　　亲家母不可。
（匡父把令还中军。）
匡父　　　（白）　　　　　啊，中军大人，就请回复总镇，我父子即来大营听令就是。
中军　　　（白）　　　　　哪怕你不来。
陈母　　　（白）　　　　　我揍你。
（陈秀英意欲上前。中军下。）
陈母　　　（白）　　　　　咳，孩子，你是新娘子。
　　　　　　　　　　　　　我说亲家翁，我们娘俩是点火就着的脾气，这大喜的日子，可显得我们姑娘不
　　　　　　　　　　　　　温存了。
匡父　　　（白）　　　　　事关紧迫，这件事我倒明白了。
陈母　　　（白）　　　　　明白什么？
陈秀英　　（白）　　　　　这令既是石须龙所下，分明有意陷害他父子，他父子此去，石须龙老贼定然前
　　　　　　　　　　　　　来威逼。
陈母　　　（白）　　　　　说得对极了，是这么回事。
陈秀英　　（白）　　　　　妈呀，您拿着。
（陈秀英递盖头。）
陈母　　　（白）　　　　　你要干什么呀？
陈秀英　　（白）　　　　　去与那老贼当面辩理。
陈母　　　（白）　　　　　对，不能为咱们的事，连累你公公、丈夫。走，妈跟你一块去。他要不讲理，
　　　　　　　　　　　　　咱们就打他个稀里哗啦。
匡父　　　（白）　　　　　亲家母不可。想老贼势力浩大，你母女此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陈秀英　　（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匡忠　　　（白）　　　　　小姐呀，小姐！我与你虽定姻缘，并未成亲，我父子此去，定然是九死一生，
　　　　　　　　　　　　　我匡忠岂能耽误小姐终身，也罢，我若不能生还，你就另嫁他人去罢。
陈秀英　　（白）　　　　　匡郎夫哇！此事你父子都是为我所累，我岂能做此无情无义之事，你此番前去，
　　　　　　　　　　　　　倘有三长两短，我拚着性命不要，也要替你父子报仇雪恨！
匡忠　　　（白）　　　　　好啊！小姐贞烈，令人可感。我父子去后，那老贼必不干休，倘有逼迫，我有
　　　　　　　　　　　　　一好友名唤王富刚，现在王大人帐下为将，你们前去投奔于他，定有照应。话
　　　　　　　　　　　　　己讲明，请上受我一拜。
（匡父、匡忠同下。）
陈秀英　　（叫头）　　　　匡郎，我夫！
　　　　　（哭头）　　　　啊！我的夫哇！
　　　　　（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贼子恨，
陈母　　　（白）　　　　　咳，谁不恨他呀！别哭了，咱们就等他父子回来再说吧。当初开茶馆的时候，
　　　　　　　　　　　　　就是咱们娘俩，如今成了亲了，还是咱们娘俩，你也别难过了，跟妈妈来吧！
陈秀英　　（白）　　　　　哎。
　　　　　（西皮散板）　　不报此仇怎甘心。
（陈秀英、陈母同下。）

【第五场】

关秋兰　　（内西皮导板）　闲无事到郊外行围散闷，
（四女兵、丫鬟引关秋兰同上。）
关秋兰　　（西皮摇板）　　打飞禽与走兽小显才能。
　　　　　　　　　　　　　猛抬头又只见鸿雁飞鸣，
丫鬟　　　（白）　　　　　姑娘，雁来了。给您弓，把领头那只给射下来。
关秋兰　　（西皮摇板）　　岂能够伤鸿雁断了信音！
丫鬟　　　（白）　　　　　哟！姑娘，刚才您还是高高兴兴的，怎么一会工夫，您就唉声叹气起来了呢？
关秋兰　　（白）　　　　　你哪里晓得我的心事。
丫鬟　　　（白）　　　　　是呀！您近来这么喜一阵愁一阵的，您有什么心事？就说给我们听听吧！
关秋兰　　（白）　　　　　我父只因奸臣当道，不愿在朝为官，来在这二龙山占山为王，杀富济贫，倒也
　　　　　　　　　　　　　逍遥自在，只是我父为我订下一门亲事，我只知道他叫王富刚，他也只知道我
　　　　　　　　　　　　　叫关秋兰，二人从未见面，我父临终也曾修下书信，请他上山，不见回音，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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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人常挂胸怀。
丫鬟　　　（白）　　　　　敢情想咱们姑老爷了。既然有书信去了，他一定是有事缠身，不然早就来了。
　　　　　　　　　　　　　您就别想了，咱们还是打猎吧！
关秋兰　　（白）　　　　　咳，愁思难遣，哪儿还有心肠打猎呢！
（鼓声。）
关秋兰　　（白）　　　　　哟，远方尘埃滚滚，杀声大作，一定有歹人行抢，你我上前看来！
丫鬟　　　（白）　　　　　咳，姑娘，他抢他的，不关咱们的事，咱们还是打咱们的猎吧！
关秋兰　　（白）　　　　　想这二龙山，乃是我家所管，岂能听任歹人行抢，吩咐喽兵迎上前去。
丫鬟　　　（白）　　　　　众楼兵迎上前去。
（关秋兰、丫鬟同下。）

【第六场】

（乱锤。匡父、匡忠自两边分上。）
匡忠　　　（白）　　　　　爹爹，适才与山贼交战，混乱之中，饷银不见了。
匡父　　　（白）　　　　　哎呀，儿呀！事已至此，怕也无益，你我父子回营与那老贼辩理。
匡忠　　　（白）　　　　　只好如此。哎！
（匡父、匡忠同下。）

【第七场】

石文　　　（内白）　　　　小子们，抬花轿。
（石文、丑院子同上。）
石文　　　（数板）　　　　今日里我们家欢天又喜地。来了我七姑八姨，表哥表嫂二舅母三婶，还有秃老
　　　　　　　　　　　　　姨。一进门见我父道喜又送礼，乐得我老爸爸摇头晃脑，连蹿带蹦，活像一头
　　　　　　　　　　　　　打滚的驴。他叫我洗澡换衣，又把那头来剃；备花轿吹喇叭，敲锣打鼓，去到
　　　　　　　　　　　　　匡家诈娶美貌妻。我好比天上牛郎配织女；我好比张君瑞待月西厢会佳期。我
　　　　　　　　　　　　　要学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蝴蝶飞来又飞去；我要学唐明皇宠爱杨贵妃，打一个
　　　　　　　　　　　　　花得胜我是扬眉吐气。
丑院子　　（白）　　　　　我看你呀！
石文　　　（白）　　　　　小登科之喜！
丑院子　　（白）　　　　　小命要归西！
（石文、丑院子同下。）

【第八场】

（关秋兰上。）
关秋兰　　（西皮摇板）　　与夫修书无音信，
　　　　　　　　　　　　　盼断肝肠裂碎心。
　　　　　（白）　　　　　日前有一伙强人，打劫官家饷银，是我杀退贼人，将饷银夺回，那押饷之人，
　　　　　　　　　　　　　也逃得无影无踪。现如今我将饷银押回山来，正好招兵买马，以图大事也。
（丫鬟上。）
丫鬟　　　（白）　　　　　启禀小姐：山下有面生之人，别是窥探咱们山寨吧？
关秋兰　　（白）　　　　　有这等事，吩咐带马下山哪！
（关秋兰、丫鬟同下。〖急急风〗。陈秀英女扮男装上，亮相。）
陈秀英　　（念）　　　　　老贼害人天良丧，只为报仇改男装。
　　　　　（白）　　　　　我陈秀英。我公公、丈夫，果然被老贼陷害，发配云南、四川。想那石须龙定
　　　　　　　　　　　　　然派人前来纠缠，是我与母亲商议，改作男装，连夜出城，寻找王富刚，再思
　　　　　　　　　　　　　良计，给我公公、丈夫报仇雪恨。都这么半天了，也不知我妈改扮好了没有？
　　　　　　　　　　　　　妈呀？您改扮好了没有？
（陈母上。）
陈母　　　（白）　　　　　改扮好了，你瞧像是不像？
陈秀英　　（白）　　　　　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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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敢情，讲究装什么像什么吗？咱们走吧！
陈秀英　　（白）　　　　　走！
苍头　　　（内白）　　　　报！
（苍头上。）
苍头　　　（白）　　　　　启禀太夫人：了不得了！
陈母　　　（白）　　　　　什么事了不得了？
苍头　　　（白）　　　　　石文小儿逼亲来了。
陈秀英　　（白）　　　　　都是您这磨磨蹭蹭的走不了啦！
苍头　　　（白）　　　　　除轿夫之外，只有二三人役。
陈母　　　（白）　　　　　怎么轿子都来了。
苍头　　　（白）　　　　　正是。
陈秀英　　（白）　　　　　欺人忒甚了。
陈母　　　（白）　　　　　别着急，我有主意。
陈秀英　　（白）　　　　　您有什么主意？
陈母　　　（白）　　　　　这简直是逼民造反哪！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来个……
（陈母作手势。）
陈母　　　（白）　　　　　孩子你到后边听我的信儿吧！
陈秀英　　（白）　　　　　妈呀！就这么办啦！
（陈秀英下。）
陈母　　　（白）　　　　　苍头过来。
苍头　　　（白）　　　　　何事？
陈母　　　（白）　　　　　少时石文前来，你必须如此这般。
（陈母作手势。）
陈母　　　（白）　　　　　听明白了吗？
苍头　　　（白）　　　　　听明白了。
陈母　　　（白）　　　　　听明白了，他要来了就这么办。
（丑院子、石文、花轿同上。）
石文　　　（白）　　　　　到了无有？
丑院子　　（白）　　　　　到了。
石文　　　（白）　　　　　叫门去。
丑院子　　（白）　　　　　那合适吗？
石文　　　（白）　　　　　哪有什么不合适的，叫你叫你就叫，叫出漏子我顶着。
石文　　　（白）　　　　　您顶着，我就叫。
　　　　　　　　　　　　　开门哪！
陈母　　　（白）　　　　　他们来了，照计行事吧，你开门去，我到后边等着他。
苍头　　　（白）　　　　　知道了。
　　　　　　　　　　　　　什么人？
石文　　　（白）　　　　　开门，石公子抬亲来了。
苍头　　　（白）　　　　　公子来了，待我开门。
（苍头开门。）
石文　　　（白）　　　　　我说老头，打从茶馆抬来的小妞在家吗？
苍头　　　（白）　　　　　小姐现在家中。
丑院子　　（白）　　　　　公子，您再问问他，那老梆子在这儿没有？
石文　　　（白）　　　　　对，这得问问。她那对棒槌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说老头，跟小妞一块儿的老婆子，在这儿没有？
苍头　　　（白）　　　　　我家小姐与太夫人争吵起来，太夫人一怒而去了。
石文　　　（白）　　　　　怎么着，那老婆子不在这儿了？
苍头　　　（白）　　　　　正是。
石文　　　（白）　　　　　这可好了。这回更放心了。
　　　　　　　　　　　　　我说老头，进去跟你们小姐说，太原总镇的公子前来抬亲来了。
苍头　　　（白）　　　　　我家小姐已然吩咐，须要依允三件大事方可答应亲事。
石文　　　（白）　　　　　呵，小妞早就嘱咐过了，看这意思，小妞许跟那姓匡的变心了。我问问他。
　　　　　　　　　　　　　你们家小姐说的是哪三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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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头　　　（白）　　　　　第一件，对匡家父子再也不得问罪。
石文　　　（白）　　　　　可以，可以。
丑院子　　（白）　　　　　公子爷，匡家父子俩可放不得。
石文　　　（白）　　　　　咳！你知道什么，先答应下来，再说放不放在我。
　　　　　　　　　　　　　老苍头这第二件呢？
苍头　　　（白）　　　　　我家小姐言道，门前停有花轿，脸面无光，花轿人等俱都不要。
石文　　　（白）　　　　　可以可以。
　　　　　　　　　　　　　谁叫你们来的，回去回去。
丑院子　　（白）　　　　　都回去。
（花轿、人役同下。）
石文　　　（白）　　　　　这第三件呢？
苍头　　　（白）　　　　　三年之后方可成亲。
石文　　　（白）　　　　　三年，那可不成。三天我都等不了。
苍头　　　（白）　　　　　我家小姐言道，先嫁匡家又嫁石府，难免外人议论。
石文　　　（白）　　　　　咳！这有什么，咱们来个人不知鬼不觉，干脆我就留在这儿，今天晚上就成亲。
丑院子　　（白）　　　　　公子爷这是匡家，那可使不得。
石文　　　（白）　　　　　什么匡家不匡家，他媳妇都归了我了，这家早晚也是我的，匡府就改石府了。
　　　　　　　　　　　　　我说老苍头，您辛苦辛苦跑一趟，问小姐答应不答应。
苍头　　　（白）　　　　　请稍待。
（苍头下。）
石文　　　（白）　　　　　您去吧。
　　　　　　　　　　　　　哈哈哈，我说的不错吧，凭咱们的势力，谁敢不答应。
丑院子　　（白）　　　　　您先别高兴，还得听回话呢？
（苍头上。）
苍头　　　（白）　　　　　公子爷，我家小姐已然答应，但只一件。
石文　　　（白）　　　　　怎么又有一件？
苍头　　　（白）　　　　　我家小姐言道，公子既留府抬亲，每日出进，外人观之不雅，就请公子留府多
　　　　　　　　　　　　　住几日。
石文　　　（白）　　　　　那更好啦，如此苍头带路。
苍头　　　（白）　　　　　慢来，公子他乃何人？
石文　　　（白）　　　　　他是我的使唤小子。
苍头　　　（白）　　　　　洞房之中，不要闲人。
石文　　　（白）　　　　　那谁伺候我呀？
苍头　　　（白）　　　　　自有老奴与我家小姐。
石文　　　（白）　　　　　怎么着，有小姐伺候我？这么说用不着他。
　　　　　　　　　　　　　你待在这儿也没事儿，得了，你也回去吧。
丑院子　　（白）　　　　　那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呀？
石文　　　（白）　　　　　过个十天半月的再来接我。
丑院子　　（白）　　　　　公子接您是用车，还是用马呀？
石文　　　（白）　　　　　车也不用，马也不用，沙木十三圆大大来口棺材就行，我说你是怎么个碴，我
　　　　　　　　　　　　　这儿等着入洞房，你怎么麻烦起来没完啦，别这儿废话了走吧！
丑院子　　（白）　　　　　是啦。
（丑院子下，苍头关门。）
石文　　　（白）　　　　　干嘛关门哪？
苍头　　　（白）　　　　　我家无人故而将门关了。
石文　　　（白）　　　　　你不早说，早说多留下几个人帮帮忙。
（苍头关二门。）
石文　　　（白）　　　　　哟二门怎么也关了？
苍头　　　（白）　　　　　就要拜堂成亲，故而将二门关了。
石文　　　（白）　　　　　门户真紧哪。我说苍头，小姐在哪儿呢？
苍头　　　（白）　　　　　在前厅。
石文　　　（白）　　　　　头前引路。
（石文、苍头同走圆场。陈母红帔盖头扭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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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　　　（白）　　　　　得了，老苍头你也别闲住，念个喜歌吧。
苍头　　　（白）　　　　　一拜天地，二拜老娘！
（苍头搀石文拜陈母。）
石文　　　（白）　　　　　嘿嘿！我是娶媳妇，你怎么叫我拜老娘呀！得啦瞧你也是外行，不用你了，我
　　　　　　　　　　　　　自己来吧。夫妻交拜，咱们俩一块入洞房。
（苍头下。陈母坐。）
石文　　　（白）　　　　　你瞧哎！纹丝不动，真有千金之重。这是情心愿意呀！
　　　　　　　　　　　　　啊小姐，自那日茶馆之中，观见小姐芳容，小生的魂灵儿，至今尚未归来呀，
　　　　　　　　　　　　　小姐为小生婚事，与岳母争吵起来，足见小姐是多情的呀，今日与小姐得配良
　　　　　　　　　　　　　缘，真乃三生有幸的呀！
（石文用肩挤陈母，陈母踢石文。）
石文　　　（白）　　　　　这一脚还真是他妈的厉害。
　　　　　　　　　　　　　小姐不必害羞，待小生与你掀了盖头。
陈母　　　（白）　　　　　好小子！
（陈母揪石文耳朵。）
石文　　　（白）　　　　　哎哟！我的姥姥。
陈母　　　（白）　　　　　待会你就见着你姥姥了。
　　　　　　　　　　　　　丫头快来！
（陈秀英上。）
陈秀英　　（白）　　　　　妈呀！把他交给我了。
石文　　　（白）　　　　　哎哟！小舅子怎么也来了。
陈秀英　　（白）　　　　　好贼子！
（陈秀英杀石文。）
陈秀英　　（白）　　　　　妈您去改扮去吧！
（陈母下。一望两望陈母男装上。苍头暗上。）
陈秀英　　（白）　　　　　妈呀！
陈母　　　（白）　　　　　往后可别叫妈了，叫顺了嘴，可就露了白了，你就叫我舅舅得了。
陈秀英　　（白）　　　　　哎，舅舅！
陈母　　　（白）　　　　　罢了孩子，我上后边去换装，看见你与匡家公子定亲的那张弓，这可不能扔在
　　　　　　　　　　　　　家里，得带了它走。
陈秀英　　（白）　　　　　嗯，还是妈……
陈母　　　（白）　　　　　嗯？
陈秀英　　（白）　　　　　还是舅舅想的周到。
（陈秀英叩头。）
陈秀英　　（白）　　　　　老院公，我母女此去，定要救出匡家父子，雪此深仇大恨，可是此去吉凶难测，
　　　　　　　　　　　　　你且收拾细软逃命去吧！
（苍头下。）
陈母　　　（白）　　　　　马来！
陈秀英　　（白）　　　　　不能嚷！
陈母　　　（白）　　　　　对，不能嚷！
（陈母、陈秀英同下。）

【第九场】

（陈秀英、陈母男装同上。）
陈母　　　（白）　　　　　孩子，咱们打扮的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有人若问咱们叫什么呀，咱们算哪道
　　　　　　　　　　　　　汤呀？
陈秀英　　（白）　　　　　妈呀！我想起来了，您姑爷临走，叫咱们去找他的把兄弟王富刚，没人问便罢，
　　　　　　　　　　　　　有人问我，我就是王富刚，您瞧好不好？
陈母　　　（白）　　　　　你叫王富刚，妈妈我叫豆腐浆。
陈秀英　　（白）　　　　　没叫这个名字的。
（鼓声。）
陈秀英　　（白）　　　　　歹人来了，迎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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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兵、丫鬟引关秋兰同上。）
丫鬟　　　（白）　　　　　我说过路客官，留个名儿再走吧！
陈秀英　　（白）　　　　　你老爷王富刚。
丫鬟　　　（白）　　　　　王富刚？
　　　　　　　　　　　　　哎哟，姑娘呀！他说他叫王富刚，这不是姑老爷他来了吗？您快瞧瞧去吧！
关秋兰　　（白）　　　　　我瞧瞧去。
　　　　　　　　　　　　　请问壮士您大号怎么称呼呀？
陈秀英　　（白）　　　　　王富刚。
关秋兰　　（白）　　　　　我说你可曾见到我们的书信啊？
陈秀英　　（白）　　　　　妈，她怎么鸡蛋画花假充熟哇，问我见到他们书信没有？
陈母　　　（白）　　　　　咱们就跟她往下混。
陈秀英　　（白）　　　　　那我该说什么？
陈母　　　（白）　　　　　你就说特为书信而来。
陈秀英　　（白）　　　　　特为书信而来。
关秋兰　　（白）　　　　　那信上说的事儿怎么办呢？
陈秀英　　（白）　　　　　妈呀，我知道什么事呀？
陈母　　　（白）　　　　　你就说只为事忙未及观看，有话当面言明。
陈秀英　　（白）　　　　　只因公事烦忙，未及观看，有话当面言明。
关秋兰　　（白）　　　　　这话叫我们怎么说呢！
丫鬟　　　（白）　　　　　把脸往下一拉，您就说了。
关秋兰　　（白）　　　　　将军，想这二龙山，山寨虽小，倒也兵精粮足，我父临终之时，写信给将军，
　　　　　　　　　　　　　请将军上山共图大事。
陈秀英　　（白）　　　　　上山，干嘛上山哪？
陈母　　　（白）　　　　　共图大事呀。
陈秀英　　（白）　　　　　共图什么大事呀？
陈母　　　（白）　　　　　听她这话茬，又是兵又是将的，八成许是要造反吧。
陈秀英　　（白）　　　　　造反那更好了，妈呀，咱们不是正要造反吗？
陈母　　　（白）　　　　　对，一造反咱们的仇就报了，顺水推舟答应她。
陈秀英　　（白）　　　　　答应她。
陈母　　　（白）　　　　　对，答应她。
陈秀英　　（白）　　　　　既然共图大事，我随你上山也就是了。
关秋兰　　（白）　　　　　倒是男子汉办事真痛快。
　　　　　　　　　　　　　众喽兵上山哪！
（众人同走圆场。）
关秋兰　　（白）　　　　　你等退下。
　　　　　　　　　　　　　请坐。
（四女兵同下，众人同坐。）
陈秀英　　（白）　　　　　妈，这该说什么了？
陈母　　　（白）　　　　　随话答话，沉住气。
陈秀英　　（白）　　　　　她怎么属臭虫的往肉里头叮呀！
陈母　　　（白）　　　　　其中定有缘故。
陈秀英　　（白）　　　　　妈呀，什么缘故？
陈母　　　（白）　　　　　顺水推舟，走着瞧。
陈秀英　　（白）　　　　　得，听您的。
关秋兰　　（白）　　　　　将军，奴有一言奉上。
陈秀英　　（白）　　　　　姑娘有话请讲。
关秋兰　　（白）　　　　　我父临终也曾给将军书信一封。
陈秀英　　（白）　　　　　是啊，不是约我们上山共图大事吗？
关秋兰　　（白）　　　　　是啊，共图大事呀！将军那你愿意吗？
陈秀英　　（白）　　　　　愿意呀，这不是上山来了吗？
关秋兰　　（白）　　　　　你既然愿意你可要……
陈秀英　　（白）　　　　　要什么？
关秋兰　　（白）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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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白）　　　　　妈呀，她要，她要什么呀？
陈母　　　（白）　　　　　八成她要我们共图大事。
陈秀英　　（白）　　　　　对啦，姑娘你是要我们共图大事吗？
关秋兰　　（白）　　　　　对啦，那您愿意吗？
陈秀英　　（白）　　　　　愿意呀！
陈母　　　（白）　　　　　咳，哪儿那么些个愿意呀？这都是哪儿的话呀？
关秋兰　　（白）　　　　　既然愿意咱们就该……
陈秀英　　（白）　　　　　就该操演人马？
关秋兰　　（白）　　　　　对，那还要……
陈秀英　　（白）　　　　　八成她有什么毛病吧？
陈母　　　（白）　　　　　什么毛病？
陈秀英　　（白）　　　　　就这么一句话，她怎么问起来没完了？
陈母　　　（白）　　　　　其中定有缘故。咱们顺水推舟，糊到哪算哪儿！
关秋兰　　（白）　　　　　啊，将军！
陈秀英　　（白）　　　　　啊，姑娘！
关秋兰　　（白）　　　　　嗯——
陈秀英　　（白）　　　　　你倒是说呀？
关秋兰　　（白）　　　　　咳，我刚才说了那么些话，你懂不懂啊？
陈秀英　　（白）　　　　　懂啊！
关秋兰　　（白）　　　　　懂，那你……
陈秀英　　（白）　　　　　我？
关秋兰　　（白）　　　　　咳，你别装着玩了，我就对你直说了吧。我爹那封信里，是约你上山共图大事，
　　　　　　　　　　　　　只因我年幼无靠，我爹把我的终身可就许配给将军了。
陈秀英　　（白）　　　　　哎哟妈呀！
陈母　　　（白）　　　　　哎！
关秋兰　　（白）　　　　　啊！
陈母　　　（白）　　　　　咳，你妈呀，在家呢，有话跟你舅舅我说吧。都是你妈这老东西，把你惯坏了，
　　　　　　　　　　　　　这么大个子，还离不开妈，我说孩子你是怎么了？
陈秀英　　（白）　　　　　您听见了没有，她要嫁给我。
陈母　　　（白）　　　　　好啊，咱们给她个顺水推舟。
陈秀英　　（白）　　　　　咳，您还有完没完了，都到这个时候了，还顺水推舟呢？
陈母　　　（白）　　　　　这怕什么呢？王富刚又不是外人，是你小女婿的好朋友，咱们先跟她糊涂着，
　　　　　　　　　　　　　日后见了真王富刚，弄穿了也没什么！
陈秀英　　（白）　　　　　妈呀！那可使不得，我看咱们说穿了吧？
陈母　　　（白）　　　　　说穿了，就报不了仇了，也救不了你公公、丈夫了！
陈秀英　　（白）　　　　　那是怎么回事？
陈母　　　（白）　　　　　如今她认你是真王富刚，一心要跟你成亲，你说什么是什么，这要说穿了，她
　　　　　　　　　　　　　就凉了半截了，还能帮咱们报仇吗？
陈秀英　　（白）　　　　　那您说怎么办？
陈母　　　（白）　　　　　把亲事答应下来，叫她依允咱们三件大事。
陈秀英　　（白）　　　　　这第一件？
陈母　　　（白）　　　　　一宅分为两院。
陈秀英　　（白）　　　　　第二件？
陈母　　　（白）　　　　　人马归咱掌管。
陈秀英　　（白）　　　　　这第三件？
陈母　　　（白）　　　　　若要成婚配，必先打太原，借她的人马，不是把仇就报了吗？
陈秀英　　（白）　　　　　这成吗？
陈母　　　（白）　　　　　成。
陈秀英　　（白）　　　　　我怕她扯着我拜堂。
陈母　　　（白）　　　　　那你就跟她拜。
陈秀英　　（白）　　　　　那不更糟了吗？
陈母　　　（白）　　　　　怎么更糟了？
陈秀英　　（白）　　　　　您想啊！这拜堂成亲，乃是大喜之事，女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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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母　　　（白）　　　　　孩子甭管那么些。顺水推舟。
陈秀英　　（白）　　　　　啊，还顺水推舟呢，我也得办得到哇？
陈母　　　（白）　　　　　是呀！咱们只顾避难了，只身两个人，什么也没带出来，孩子甭管那么些，好
　　　　　　　　　　　　　在打下太原才成亲呢，到那时候咱们一挑盖，把事情说明了，也就完了。
陈秀英　　（白）　　　　　妈呀！这使得吗？
陈母　　　（白）　　　　　没关系，都有妈妈我呢。
关秋兰　　（白）　　　　　哟！你们说话怎么这么妈呀、妈呀的呢？
陈母　　　（白）　　　　　咳，什么呀，她又想起他妈来了。孩子跟她说吧！
陈秀英　　（白）　　　　　要俺依允亲事却也不难，必须答应三件大事。
关秋兰　　（白）　　　　　哪兰件大事？这一？
陈秀英　　（白）　　　　　一宅分为两院。
关秋兰　　（白）　　　　　这点小事，我人都归你了。
陈秀英　　（白）　　　　　啊！那我归谁去呀？
关秋兰　　（白）　　　　　你归我呀！
陈秀英　　（白）　　　　　好好。
关秋兰　　（白）　　　　　好在咱们山上，地方大，房子多，甭说两院，就是分三院都行，我问你这第二
　　　　　　　　　　　　　呢？
陈秀英　　（白）　　　　　人马归俺掌管。
关秋兰　　（白）　　　　　这人马原要将军掌管，这是大印交给将军，甭说别人，就是姑娘我吧，也是有
　　　　　　　　　　　　　令必遵的。第二件更没什么了，这第三件呢？
陈秀英　　（白）　　　　　若要成婚配，必先打太原。
关秋兰　　（白）　　　　　干什么要打太原呢？
陈秀英　　（白）　　　　　我要替夫报仇。
关秋兰　　（白）　　　　　啊？替夫？
陈秀英　　（白）　　　　　不是，替父报仇，我父为太原总镇石须龙所害。
关秋兰　　（白）　　　　　既为公公报仇，这打太原更没什么了。姑娘只凭胯下马，手中刀，我一个人就
　　　　　　　　　　　　　办到了。
陈秀英　　（白）　　　　　你一个人就能打？
关秋兰　　（白）　　　　　若有将令，不出三天管保打下太原。
陈秀英　　（白）　　　　　嗯。
（陈秀英看桌上印信。）
陈秀英　　（白）　　　　　怎么着，有了将令，你就敢下山？
关秋兰　　（白）　　　　　对啦。
陈秀英　　（白）　　　　　如此，关秋兰听令。
关秋兰　　（白）　　　　　啊！你怎么真下起令来了？
陈秀英　　（白）　　　　　有道是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咱们亲事都定了，不就是一家人了吗？我头一道
　　　　　　　　　　　　　令不下给你，我又下给谁呢？
关秋兰　　（白）　　　　　可也说得是，谁让我愿意嫁给你呢？您就下令吧！
陈秀英　　（白）　　　　　关秋兰听令。
关秋兰　　（白）　　　　　在。
陈秀英　　（白）　　　　　命你攻打太原，即刻发兵，不得有误。
关秋兰　　（白）　　　　　怎么真让我一个人去呀？
陈秀英　　（白）　　　　　谁让你吹大话来着。此番去至城下，单要匡家父子出马，两军阵前只许胜不许
　　　　　　　　　　　　　败，胜者回山另有升赏，倘若败阵，提头来见。
关秋兰　　（白）　　　　　呵！多厉害，干什么单要匡家父子出马呢？
陈秀英　　（白）　　　　　军中之事，休得多问。
关秋兰　　（白）　　　　　得令！
　　　　　　　　　　　　　这哪是我丈夫，简直是找了个阎王上司，连问都不许问。
　　　　　　　　　　　　　丫鬟传令下去，此番攻打太原，只许胜不许败，胜者回山另有升赏，要是败了
　　　　　　　　　　　　　呀！提头来见。
丫鬟　　　（白）　　　　　我说喽啰们听令：此番攻打太原，必须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只许胜不许败，
　　　　　　　　　　　　　胜者回山，另有升赏，要是打败了，提头来见。人马下山哪！
（关秋兰、丫鬟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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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英　　（白）　　　　　妈呀！您瞧这事办的怎么样？
陈母　　　（白）　　　　　孩子，真有你的，你比妈妈我还楞。关小姐打太原去了，你也不能闲着，去披
　　　　　　　　　　　　　挂披挂，真打起来，还得瞧你的呢？
陈秀英　　（白）　　　　　如此孩儿后面披挂去了。
（陈秀英下。）
陈母　　　（白）　　　　　都走了，我也别楞着，把我那对棒槌找出来，此番到得阵前，有那胆大不要命
　　　　　　　　　　　　　的，我单揍狗日的后脑勺。
（陈母下。）

【第十场】

（丑院子、院子同上。）
丑院子　　（念）　　　　　奉了大人命。
院子　　　（念）　　　　　扑捉谋杀人。
丑院子　　（白）　　　　　我，石须龙总镇府的管家。只因我家公子，在陈家成亲，被人杀害，陈家母女
　　　　　　　　　　　　　又不知去向，至今未曾破案，故而我家大人命我带领家院，在陈家左右巡察，
　　　　　　　　　　　　　查看可有嫌疑人犯，就此分散两边，留心查看。请！
院子　　　（白）　　　　　请！
（丑院子、院子自两边分下。王富刚上。）
王富刚　　（西皮摇板）　　出身绿林有血性，
　　　　　　　　　　　　　貔貅帐前暂存身。
　　　　　（白）　　　　　俺，王富刚，山陕总镇王大人帐下为将。今特奉命到这太原镇衙内投文。我有
　　　　　　　　　　　　　一好友名唤匡忠，只为失落饷银，被太原总镇将他父子发配边疆，闻得匡兄发
　　　　　　　　　　　　　配之前与陈氏嫂嫂结亲，现在家中，不免转到匡府探望一回。
（王富刚走圆场。）
王富刚　　（白）　　　　　来此已是，待我进去。
（王富刚进门。）
王富刚　　（白）　　　　　匡氏嫂嫂，匡氏嫂嫂。啊？为何房门洞开，怎么不见一人，待俺走去。
（王富刚出门。丑院子、院子同上。）
丑院子　　（白）　　　　　这小子怎么从这门里出来呀？杀死公子，此人必有牵连，没错，追呀！
（丑院子下，扯王富刚同上。）
丑院子　　（白）　　　　　呔！你是何人？将我家公子杀死？
王富刚　　（白）　　　　　我何曾杀死你家公子。
丑院子　　（白）　　　　　你撒赖也没用，反正你跟陈家有关连，随我见我们石大人去。
王富刚　　（白）　　　　　可是那石须龙。
五院子　　（白）　　　　　要唤石大人。
王富刚　　（白）　　　　　俺正要见他。
丑院子　　（白）　　　　　走。
（众人同走圆场。）
丑院子　　（白）　　　　　有请大人！
（石须龙上。）
石须龙　　（白）　　　　　何事？
丑院子　　（白）　　　　　杀死公子的凶手拿到了。
石须龙　　（白）　　　　　现在何处？
丑院子　　（白）　　　　　现在衙外。
石须龙　　（白）　　　　　升堂！
（龙套、中军同上。）
石须龙　　（白）　　　　　带凶手！
（王富刚进堂。）
石须龙　　（白）　　　　　胆大贼人，将我儿杀死，该当何罪？
王富刚　　（白）　　　　　我何曾杀死你的孩儿。
丑院子　　（白）　　　　　大人，他说他没杀人，可是他神色慌慌张张，从那个门里出来。
王富刚　　（白）　　　　　住了！俺在王大人帐下为将，奉命前来下书，无故将俺拿到公堂，是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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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须龙　　（白）　　　　　既来下书，可有书信？
王富刚　　（白）　　　　　书信呈上。
石须龙　　（白）　　　　　待俺一观。
（〖急三枪〗。）
石须龙　　（白）　　　　　唗！为何将王大人差官，错拿到此？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你二人竟敢诬赖好
　　　　　　　　　　　　　人。
　　　　　　　　　　　　　来，推出斩了。
丑院子　　（白）　　　　　他倒没杀人，我倒要被杀了，您给讲个情吧？
王富刚　　（白）　　　　　大人，他二人也是出于无奈，大人开恩！
石须龙　　（白）　　　　　死罪已免，活罪难容。
　　　　　　　　　　　　　来，将他二人扯下去，每人责打四十军棍。
丑院子　　（白）　　　　　瞧，我够多冤哪。
（丑院子、院子同下。）
石须龙　　（白）　　　　　哎呀，且住，王大人有书信到来，道俺匡家父子一案，审问不明，命老夫连夜
　　　　　　　　　　　　　兼程调那匡家父子回营，限期三月，将饷银夺回，如若不然，叫老夫如数垫赔。
　　　　　　　　　　　　　这便如何是好？军令如山，谁敢不遵，事到如今，只得将他父子调回。先命
　　　　　　　　　　　　　他父子寻找饷银下落，然后将他父子斩首。王大人若问，就道他父子私通山寇，
　　　　　　　　　　　　　给他个死无对证，也就是了。
　　　　　　　　　　　　　来，马牌走上。
中军　　　（白）　　　　　马牌走上。
（马牌上。）
马牌　　　（白）　　　　　参见大人。
石须龙　　（白）　　　　　今有公文在此，命你等五百里加鞭，一个去往云南，一个去往四川，速调匡家
　　　　　　　　　　　　　父子回营，不得有误。
马牌　　　（白）　　　　　得令。
（马牌下。报子上。）
报子　　　（白）　　　　　报！今有山寇，城下挑战，为首一员女将，高声呐喊，单要匡家父子出马。
石须龙　　（白）　　　　　再探！
报子　　　（白）　　　　　啊！
（报子下。）
石须龙　　（白）　　　　　山寇挑战，只是老夫帐下无将可遣，难以退贼，这便怎么处？哦喝有了，想王
　　　　　　　　　　　　　大人差官在此，不免命他前去抵挡一阵。
　　　　　　　　　　　　　那一将军请了！
王富刚　　（白）　　　　　请了。
石须龙　　（白）　　　　　今有山寇城外挑战，两军交锋，你一时也难去复命，就命将军出城抵挡一阵，
　　　　　　　　　　　　　老夫随后接应。
王富刚　　（白）　　　　　俺乃王大人帐下之将，奉命到此下书，焉能出阵对敌？
石须龙　　（白）　　　　　哎！国家大事，匹夫有责，岂能推托。将军听令！
王富刚　　（白）　　　　　在！
石须龙　　（白）　　　　　命你大战山寇，不得有误！
王富刚　　（白）　　　　　得令！
石须龙　　（白）　　　　　众将官，后阵接应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关秋兰　　（内西皮导板）　巾帼英雄威风勇，
（四喽兵引关秋兰同上。）
关秋兰　　（西皮摇板）　　攻关夺寨靠雄兵！
　　　　　　　　　　　　　二龙山口人马动，
　　　　　　　　　　　　　匡家父子快出兵。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休得猖狂，俺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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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刚架住。）
王富刚　　（白）　　　　　女将留名？
关秋兰　　（白）　　　　　你姑娘关秋兰。
王富刚　　（白）　　　　　你可是二龙山关白之女关秋兰么？
关秋兰　　（白）　　　　　正是你家姑娘。
王富刚　　（白）　　　　　哎呀！妻呀！你怎么杀到太原城下来了？
关秋兰　　（白）　　　　　好你个野小子，跑到阵前找便宜来了，你再胡说八道，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王富刚　　（白）　　　　　岳父关白也曾将你许配于我，你岂不是我的妻么？
关秋兰　　（白）　　　　　还在这儿胡说，我说你叫什么？
王富刚　　（白）　　　　　王富刚。
关秋兰　　（白）　　　　　好小子，你竟敢冒认官亲，两军阵前调戏你家姑娘，你好大胆子，休走看刀！
王富刚　　（白）　　　　　我说你真跟我变心了吗？你要谋杀亲夫怎么着？
关秋兰　　（白）　　　　　哎哟！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呀？
王富刚　　（白）　　　　　姓王名富刚。
关秋兰　　（白）　　　　　你既是王富刚，你可曾见到我父的书信吗？
王富刚　　（白）　　　　　书信也曾收到，岳父信中命俺急速上山与你完婚，共掌山寨，只是我在王大人
　　　　　　　　　　　　　帐下为将，一时难以上山，今日奉命来此下书，是你城下挑战，石总镇命我出
　　　　　　　　　　　　　马，不想你我夫妻，阵前相会了。
关秋兰　　（白）　　　　　这么说，你真是王富刚。
王富刚　　（白）　　　　　俺乃真的王富刚。
关秋兰　　（白）　　　　　那山寨招亲的那个王富刚，他又是谁呢？
王富刚　　（白）　　　　　你待怎讲？竟有人冒俺名姓，山寨招亲不成？
关秋兰　　（白）　　　　　可不是吗？
王富刚　　（白）　　　　　真真气死我也！
关秋兰　　（白）　　　　　哎哟！这可怎么好？山上有个王富刚，城里边又有个王富刚，山上那个王富刚，
　　　　　　　　　　　　　为我爹爹书信而来，长的是那么温文俊雅，城里这个王富刚，也曾接着我父
　　　　　　　　　　　　　书信，长的也是这么相貌堂堂。不打太原吧，山上那个王富刚，不跟我们成亲，
　　　　　　　　　　　　　打了太原吧，这个王富刚又气成这样儿了。您瞧瞧我们大姑娘家出门子够多
　　　　　　　　　　　　　难哪！我有主意了，我把山上那个王富刚叫下来，他们俩一见面，是真是假就
　　　　　　　　　　　　　明白了，这个仗我算是没心思打了。收兵，收兵。
（关秋兰、四喽兵同下。）
王富刚　　（白）　　　　　哎！你回来，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你回来，可气死我喽！回营！回营！
（王富刚下。）

【第十二场】

（陈秀英上，起霸。龙套同上。）
陈秀英　　（念）　　　　　身披铠甲扣连环，替夫报仇到阵前。交锋全凭胯下马，一战成功夺太原！
　　　　　（白）　　　　　我陈……俺王富刚。带领人马攻打太原。
　　　　　　　　　　　　　众将官，杀！
（石须龙上，架住。）
陈秀英　　（白）　　　　　来将通名？
石须龙　　（白）　　　　　老夫石须龙。
陈秀英　　（白）　　　　　石须龙，狗贼子，诡计害人，良心俱丧，今日一见，恨不得食尔之肉，饮尔之
　　　　　　　　　　　　　血，方消我心头之恨，休走看枪。
（陈秀英刺死石须龙，关秋兰上。）
关秋兰　　（白）　　　　　可气死我了！
陈秀英　　（白）　　　　　你与哪个生气？
关秋兰　　（白）　　　　　适才阵前交锋，遇一小将，是他问我名姓，我说我叫关秋兰，他开口就叫我妻
　　　　　　　　　　　　　呀妻呀的。
陈秀英　　（白）　　　　　怎么，他竟称你为妻么？
关秋兰　　（白）　　　　　是呀！
陈秀英　　（白）　　　　　你便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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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秋兰　　（白）　　　　　我提刀就砍。
陈秀英　　（白）　　　　　砍得好，可曾将他杀死？
关秋兰　　（白）　　　　　我这刀刚举起，还没杀他呢？他就说我要谋杀亲夫！
陈秀英　　（白）　　　　　俺乃你的丈夫，哪里来的什么亲夫哇！
关秋兰　　（白）　　　　　可说的是呢。是他言道，我父将我许配于他，也曾有书信给他，叫他前来共掌
　　　　　　　　　　　　　山寨。
陈秀英　　（白）　　　　　可曾问过他的名姓？
关秋兰　　（白）　　　　　他说他叫王富刚。
陈秀英　　（白）　　　　　王富刚这个人可杀不得，杀了他你就守寡了。
关秋兰　　（白）　　　　　什么守寡？
陈秀英　　（白）　　　　　不是呀，那人阵前调戏于你，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待俺去至阵前，将他擒
　　　　　　　　　　　　　回，任凭小姐发落。
关秋兰　　（白）　　　　　我跟你一块去。
陈秀英　　（白）　　　　　小姐暂回后帐歇息，你若前去，怕又生出许多事来。带马。
（陈秀英下。）
关秋兰　　（白）　　　　　你不叫我去，我也得去。我倒看看你们谁真谁假。带马。
（关秋兰下。）

【第十三场】

（王富刚、陈秀英同上，架住。）
陈秀英　　（白）　　　　　来将通名。
王富刚　　（白）　　　　　你老爷王富刚！来将……
陈秀英　　（白）　　　　　你老爷王富刚！
（关秋兰上。）
关秋兰　　（白）　　　　　得了，你们俩别装着玩了，你们俩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王富刚　　（白）　　　　　俺乃真的，他是假的。
陈秀英　　（白）　　　　　俺是真的，他是假的。
关秋兰　　（白）　　　　　哎哟！这可怎么好哇！
陈秀英　　（白）　　　　　住了！你看我妻生得美貌，冒俺名姓哄骗俺的妻子，是何道理？
王富刚　　（白）　　　　　气死我了，看枪。
（王富刚架住陈秀英。）
王富刚　　（白）　　　　　关秋兰，俺话已讲明，你若看上人家不要我了，你就宰了我改嫁吧！你杀吧！
　　　　　　　　　　　　　你杀吧！
关秋兰　　（白）　　　　　好你个假王富刚，我跟你完不了。
（关秋兰欲杀王富刚。）
王富刚　　（白）　　　　　好你个贱人，勾结奸夫谋杀亲夫，你好无有廉耻！
关秋兰　　（白）　　　　　哎哟！可气死我了。这个仗没法打，我谁也不嫁了。回山，回山。
（关秋兰下。）
王富刚　　（白）　　　　　好你个假王富刚，竟敢夺俺妻室，休走看枪。
（匡忠上。）
匡忠　　　（白）　　　　　俺来也！
王富刚　　（白）　　　　　匡忠贤弟来得好，与我杀……
陈秀英　　（白）　　　　　什么匡……我说你叫什么？
匡忠　　　（白）　　　　　俺乃匡忠。
陈秀英　　（白）　　　　　什么，你叫匡忠？
匡忠　　　（白）　　　　　正是，你乃何人？
王富刚　　（白）　　　　　贤弟，他也叫王富刚，与俺有夺妻之仇，别跟他多说，你就杀吧！
陈秀英　　（白）　　　　　你少说两句成不成，我说你倒是说实话呀？
匡忠　　　（白）　　　　　俺乃匡应龙之子，四川特调回营的匡忠是也。
陈秀英　　（白）　　　　　哎哟！哎哟！
（陈秀英拖枪下。）
王富刚　　（白）　　　　　贤弟，他见着你不杀不战，这么哎哟哎哟的是怎么个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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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忠　　　（白）　　　　　仁兄有所不知，他乃俺手下败将，被俺吓破了胆哪！
王富刚　　（白）　　　　　那咱们就追吧！
匡忠　　　（白）　　　　　追。
（匡忠、王富刚同下。）

【第十四场】

（陈母持棒槌背弓上。）
陈母　　　（白）　　　　　下得山来我一仗没捞着打，净跟在马屁股后头吃土了。不行，我这两根棒槌也
　　　　　　　　　　　　　不能闲着，我得找找那腿脚慢的梆他两下。
（关秋兰上。）
关秋兰　　（白）　　　　　闹了半天，您在这儿呢？您这儿来吧。我问问你，跟你一块来的，他到底是何
　　　　　　　　　　　　　人哪？
陈母　　　（白）　　　　　什么何人哪，我是他舅舅，他是我外甥，你是我外甥媳妇呀！
关秋兰　　（白）　　　　　那您姓什么？
陈母　　　（白）　　　　　姓窦啊。
关秋兰　　（白）　　　　　大号？
陈母　　　（白）　　　　　福疆，连一块儿是“豆腐浆”。
关秋兰　　（白）　　　　　那么您那外甥，他姓什么呀？
陈母　　　（白）　　　　　他姓王。
关秋兰　　（白）　　　　　他叫什么？
陈母　　　（白）　　　　　你瞧新鲜不新鲜，这么会工夫，就给忘了。他叫王富刚，我是豆腐浆，没他这
　　　　　　　　　　　　　缸怎么盛我这浆，这还会有错吗？
关秋兰　　（白）　　　　　这就不对了。怎么阵前又出来个王富刚？
陈母　　　（白）　　　　　咳，这下子你该高兴了，新来的这个王富刚他可是真……
关秋兰　　（白）　　　　　真什么？
陈母　　　（白）　　　　　真真可恨，差点说走了嘴。
关秋兰　　（白）　　　　　您说他怎么可恨呀？
陈母　　　（白）　　　　　你想啊，我外甥叫王富刚，他也叫王富刚，这不是整个冒充吗？
关秋兰　　（白）　　　　　他们谁是冒充呀？
陈母　　　（白）　　　　　反正有一个冒充，你呀，你不是要成亲吗？你就别多问了，准让你做上新娘子
　　　　　　　　　　　　　就得了。
关秋兰　　（白）　　　　　这是怎么回事呀？
陈母　　　（白）　　　　　甭管了，你后边歇着去吧！
（陈母推关秋兰下。）
陈母　　　（白）　　　　　你瞧杀来杀去，把真王富刚杀出来了。关小姐的婚事，算是有着落了，我们那
　　　　　　　　　　　　　个小姑爷还不知在哪儿呢？
（陈秀英上。）
陈秀英　　（白）　　　　　妈呀？
陈母　　　（白）　　　　　哟，孩子你怎么不打了？
陈秀英　　（白）　　　　　哎哟，妈呀！杀来杀去，您猜把谁给杀出来了？
陈母　　　（白）　　　　　把谁给杀出来了？
陈秀英　　（白）　　　　　把我们那口子他给杀出来了！
陈母　　　（白）　　　　　谁呀？匡忠？那不更好了吗！你们夫妻团圆了。
陈秀英　　（白）　　　　　妈，您说是他吗？他怎么有了这个啦？
陈母　　　（白）　　　　　咳！爷们家到了岁数，这个买卖就钻出来了，谁也拦不住。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妈妈倒有个主意，瞧见了没有？这张弓有用了。
陈秀英　　（白）　　　　　妈，要弓干嘛呀？
陈母　　　（白）　　　　　妈妈去至阵前，会他一阵，他要是匡忠，必然认识此弓，是不是我们小女婿，
　　　　　　　　　　　　　可就全明自了。
陈秀英　　（白）　　　　　此计甚好。妈，我跟您一块去。
陈母　　　（白）　　　　　那可不成，这回该妈妈我露一手了。你呀，后边歇会去吧！
（匡忠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3201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大英杰烈》 28

匡忠　　　（白）　　　　　哪里走？
陈秀英　　（白）　　　　　妈，他来了。
陈母　　　（白）　　　　　交给妈妈我了。
（陈秀英下。）
陈母　　　（白）　　　　　来将通名。
匡忠　　　（白）　　　　　你老爷匡忠。
陈母　　　（白）　　　　　嘿，跟丈母娘称老爷，你比我还大一辈？我是你丈母娘。
匡忠　　　（白）　　　　　两军交战，全凭刀枪，哪里来的什么丈母娘？你这老棒槌，看枪！
陈母　　　（白）　　　　　哎哟！我又成老棒槌了。别忙，我是你丈母娘。
（陈母接上下。）
陈母　　　（白）　　　　　你爸爸是我们亲家。
（陈母接左右。）
陈母　　　（白）　　　　　你媳妇是我闺女。
（陈母接鼻子。）
陈母　　　（白）　　　　　这孩子杀红了眼，非真来两下子不成，你接棒槌吧！
（匡忠将棒槌打掉。）
陈母　　　（白）　　　　　哟，棒槌没了。嘿，别打了，你瞧这张弓。
匡忠　　　（白）　　　　　这不是铜胎铁臂宝雕弓吗？乃是俺与陈秀英订亲之物。
陈母　　　（白）　　　　　嘿！有门儿。
匡忠　　　（白）　　　　　妻呀……
陈母　　　（白）　　　　　什么七呀，还八呢，我说你是真不认识，还是装傻充楞，我是你丈母娘。
匡忠　　　（白）　　　　　哎！丈母娘乃是女流之辈，你分明是一须眉男子，怎说是丈母娘？
陈母　　　（白）　　　　　也怪我忘了。
（陈母脱帽。）
陈母　　　（白）　　　　　这回认识了。
匡忠　　　（白）　　　　　哎呀呀，果然是丈母娘，岳母老大人请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王富刚上。）
王富刚　　（白）　　　　　原来是老伯母。
陈母　　　（白）　　　　　怎么叫我烤白薯？
王富刚　　（白）　　　　　老伯母。
陈母　　　（白）　　　　　我说的呢，刚见面就开玩笑。这是谁呀？
匡忠　　　（白）　　　　　此乃好友王富刚。
陈母　　　（白）　　　　　你就是王富刚。
王富刚　　（白）　　　　　正是。
陈母　　　（白）　　　　　嗯，不是外人。
匡忠　　　（白）　　　　　我妻今在何处？
陈母　　　（白）　　　　　现在营房，随我来。
（众人同走圆场。）
陈母　　　（白）　　　　　丫头快来。
（陈秀英拉关秋兰同上。）
陈秀英　　（白）　　　　　妈呀！
陈母　　　（白）　　　　　你干嘛拉着她呀？
陈秀英　　（白）　　　　　她说她不打太原了，也不成亲了。我怕她跑了。
陈母　　　（白）　　　　　她爱跑，就让她跑，反正你有了准主了，她不成亲更好了，过来见见吧。那个
　　　　　　　　　　　　　就是你日思夜想的匡忠，咱们的小女婿到了。
陈秀英　　（白）　　　　　是他吗？
陈母　　　（白）　　　　　没错，是他。
王富刚　　（白）　　　　　好你无耻山贼，三番两次羞辱于俺，休走看枪。
陈秀英　　（白）　　　　　得了吧，你别在这儿鸡毛子喊叫了！
匡忠　　　（白）　　　　　啊！岳母，他是何人？
陈母　　　（白）　　　　　你怎么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是你媳妇呀！
（陈母一拉。）
陈母　　　（白）　　　　　哟，敢情她女扮男装你就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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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把咱们以往之事，跟你姑爷念叨念叨吧。
陈秀英　　（西皮二六板）　一家人各西东离仇别恨，
　　　　　　　　　　　　　石须龙纵子为恶，三番两次来逼亲。
　　　　　　　　　　　　　奴改扮须眉男子假冒王兄名和姓，
　　　　　　　　　　　　　关小姐以假为真动痴情。
　　　　　　　　　　　　　在阵前会匡郎喜之不尽，
　　　　　（西皮流水板）　喜只喜两对夫妻得相逢，春风万里解愁云。
关秋兰　　（白）　　　　　我说他不跟我成亲呢，闹了半天她跟我一样也是女的呀！
陈母　　　（白）　　　　　她要不是女的，如今晚儿人家也不要你了。
匡忠　　　（白）　　　　　你我夫妻阵前相会，实为大喜之事，但不知石须龙老儿现在何处？
陈秀英　　（白）　　　　　适才阵前被为妻一枪刺死了。
匡忠　　　（白）　　　　　石文小儿下落如何？
陈秀英　　（白）　　　　　自你父子走后，石文小儿屡次前来我家逼亲，是我母女将他杀死了。
匡忠　　　（白）　　　　　怎么，石文小儿被你杀死了么？
陈秀英　　（白）　　　　　嗯！
匡忠　　　（白）　　　　　杀得好！
王富刚　　（白）　　　　　还好呢，那日是俺奉命前来下书，去往兄嫂家中，不想被那石府家人误为凶手，
　　　　　　　　　　　　　拿到公堂。我说嫂子，你杀死石文小儿，小弟险些把命丢了。
陈秀英　　（白）　　　　　你的命倒没丢，媳妇差点跟人家跑了，是我假冒贤弟名姓，行在二龙山下被关
　　　　　　　　　　　　　小姐误认接上山去，贤弟还多亏嫂嫂我呀；要真有这么个野小子呀！我说小把
　　　　　　　　　　　　　弟子，那你可就真没脸在这儿站着了。
王富刚　　（白）　　　　　如此说来，小弟还要谢过嫂嫂。
陈秀英　　（白）　　　　　别谢了，我替你当了这么些日子的假姑爷，如今你的媳妇还归你，这回你可好
　　　　　　　　　　　　　好看着点吧！
王富刚　　（白）　　　　　那个自然啊！嫂嫂你呢？
匡忠　　　（白）　　　　　自有为兄照料。
陈秀英　　（白）　　　　　啐！
陈母　　　（白）　　　　　净顾了说话了，真格的我们亲家翁哪儿去了？
匡忠　　　（白）　　　　　我父亲现在后帐。
陈母　　　（白）　　　　　如今咱们是失而复聚，一家团圆，奸贼已丧，又成全了两副姻缘，这回咱们回
　　　　　　　　　　　　　去，可得痛痛快快喝会子呀，请！
众人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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