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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恨》

主要角色
萧恩：老生
萧桂英：旦
李俊：老生
倪荣：净
丁太师：净
教师：丑

情节
梁山英雄阮小七不受朝廷招安，改名萧恩，同女儿萧桂英流落到太湖边上打鱼为生。告老丁太师勾结当地知
县吕子秋，压榨百姓，关押拒税的渔夫和农夫。萧恩父女亦欠下丁府的渔税，丁郎催讨，被李俊、倪荣斥责。
丁太师令教师率领徒弟前去锁拿萧恩，被萧恩打退。萧恩恐招惹官府派兵征缴，与萧桂英同往丁府，恰遇
吕子秋于丁府做客，萧恩父女将丁太师与吕子秋杀死，替穷人出气报仇。官兵骤至，围困住萧恩父女。危急
关头，倪荣率领已发动的民众赶来，杀退官兵。

注释
欧阳予倩据传统剧目《打渔杀家》改编，创作于一九三四年，突出了反抗土豪恶霸的主题。

根据《欧阳予倩文集》第二卷整理

【第一场】

（幕启。五渔夫因抗税被囚牢内，同声愁叹。）
渔民甲　　（唱）　　　　　我有儿女，我有老婆，
　　　　　　　　　　　　　种田打鱼没有错，
　　　　　　　　　　　　　一年辛苦直到头，
　　　　　　　　　　　　　还是捱饥饿！
　　　　　　　　　　　　　到如今打在牢监把铁链拖，
　　　　　　　　　　　　　想起来真难过，
　　　　　　　　　　　　　这也是前生孽障多！
渔民乙　　（唱）　　　　　说什么，讲什么？
　　　　　　　　　　　　　哪里是前生孽障多！
　　　　　　　　　　　　　都只为那豪绅土棍真真恶！
　　　　　　　　　　　　　他们又有枪，又有刀，
　　　　　　　　　　　　　又有钱，又有势，
　　　　　　　　　　　　　我们只有手和脚。
（众渔夫同附和。）
渔民乙　　（白）　　　　　你们说对不对，他们那些土豪恶霸，有钱有势，有刀有枪，我们有什么？就只
　　　　　　　　　　　　　有这两只手两只脚。
渔民甲　　（白）　　　　　我还有一条命！
渔民丙　　（白）　　　　　不错，我们就是把这命看得太重了。如若不然，大家合起来和他们干一干。
渔民丁　　（白）　　　　　着呵！
　　　　　（唱）　　　　　我们的人并不少，
　　　　　　　　　　　　　他们的人并不多……
渔民乙　　（白）　　　　　是呵！
　　　　　（唱）　　　　　他们的人很少，
　　　　　　　　　　　　　我们的人很多。
　　　　　　　　　　　　　只可叹穷人不与穷人合，
　　　　　　　　　　　　　有人偏入强盗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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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他们那些土豪恶霸，尽管有刀有枪，他们自己拿得起来吗？还不是用钱买我们
　　　　　　　　　　　　　这些穷人。种田的农夫，打鱼的渔夫，一转眼就变了他们的兵，变了他们的奴
　　　　　　　　　　　　　才，反过来打自己的弟兄。我最恨那些卖身的奴才，狗奴才……
众渔夫　　（同白）　　　　狗奴才，狗奴才！
渔民乙　　（白）　　　　　哪个抽我们的税？
渔民甲　　（白）　　　　　丁家的老贼。
渔民乙　　（白）　　　　　哪个帮他作恶？
渔民甲　　（白）　　　　　县里的老爷。
渔民乙　　（白）　　　　　什么老爷，不过是赃官！
渔民丙　　（白）　　　　　老爷也好，赃官也好，逼得我吐血的是他；请我来这里坐牢的也是他；打烂我
　　　　　　　　　　　　　屁股的也是他；他是我命里的魔星。
渔民乙　　（白）　　　　　倘若是差人不下乡，哪个来抓我们？差人不动手，哪个来打我们？你想，那些
　　　　　　　　　　　　　耀武扬威的差人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他们为了怕种田打鱼太辛苦，便
　　　　　　　　　　　　　不愿做人，要去做狗。恨煞我也，恨煞我也！
渔民甲　　（白）　　　　　就是那丁家的一班奴才，不都是一样吗？
渔民丙　　（白）　　　　　帮着土豪劣绅欺负我们就不能算是人，只能算他们是狗。不过生在这个时候，
　　　　　　　　　　　　　我们吃饭的把柄抓在狗手里，要吃饭就要听狗的话，看狗的脸，受狗的气，得
　　　　　　　　　　　　　罪了狗，就要坐班房挨屁股。
（渔民丁长叹。）
渔夫丁　　（白）　　　　　唉！
（渔民戊冷笑。）
渔夫戊　　（笑）　　　　　噏……
渔民丙　　（白）　　　　　笑甚么？你没看见那些得意的人，都和狗做朋友，拍狗的马屁吗？
众渔夫　　（同笑）　　　　哈……
渔民戊　　（白）　　　　　不用多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唱）　　　　　万般皆是前生定，
　　　　　　　　　　　　　我们都是受苦人。
渔民丙　　（白）　　　　　呸！说甚么万般皆是命，我们只要大家齐心，怕他们怎的？倘若是大家早听了
　　　　　　　　　　　　　我的话，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受苦了。没有刀，镰刀也好；没有枪，锄头也好；
　　　　　　　　　　　　　一个抵不住，来十个；十个抵不住，来一百个；干就和他干到底。你们渔税银
　　　　　　　　　　　　　子没有，又不敢和他们讲理，只是叩头打拱的求，想他们对我们发慈悲吗？作
　　　　　　　　　　　　　他妈的春梦！
　　　　　（唱）　　　　　提起了这事真可恨！
众渔夫　　（同唱）　　　　一班贼子不是人！
　　　　　　　　　　　　　倚势霸占村和镇，
　　　　　　　　　　　　　无法无天凌虐乡民。
　　　　　　　　　　　　　悔从前主意没拿定，
　　　　　　　　　　　　　直到近日受苦刑。
渔民乙　　（唱）　　　　　大家都有刀一把，
渔民甲　　（唱）　　　　　没刀也有棍一根。
渔民乙　　（唱）　　　　　大家不是无用辈，
　　　　　　　　　　　　　为何甘受人欺凌？
渔民丙　　（唱）　　　　　为什么低头不说话？
　　　　　　　　　　　　　为什么屈膝受惨刑？
众渔夫　　（同唱）　　　　鎯铛铁索身上挂，
　　　　　　　　　　　　　满身打得鲜血淋。
　　　　　　　　　　　　　妻子望夫夫不见，
　　　　　　　　　　　　　父母望儿泪满襟！
渔民甲　　（唱）　　　　　我家还有儿和女，
　　　　　　　　　　　　　怕早已饿死在家门！
众渔夫　　（同唱）　　　　真可恨，真可恨！
　　　　　　　　　　　　　后悔已迟痛在心！
　　　　　　　　　　　　　早知贼心那样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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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应拿性命与他拚！
　　　　　　　　　　　　　与他拚！与他拚！与他拚！
　　　　　　　　　　　　　要从死里去求生！
（众渔夫同激昂，举拳奋起，同声高唱。牢门忽开，禁子持鞭入，众渔夫不觉。禁子弄鞭作响。歌声顿寂。）
禁子　　　（白）　　　　　哈哈，你们真好热闹，你们闹起来，外面听见还说是犯人闹监。弄得老爷知道
　　　　　　　　　　　　　了，砍了你们的头不要紧，打了我饭碗你们赔不起。看起来你们真是不安分。
　　　　　　　　　　　　　进了监牢还是这样大嚷大闹，可想而知，你们是一班反叛。看起来你们真是梁
　　　　　　　　　　　　　山强盗的余党。丁太师是你们的主人，你们不好好的侍奉他；他派人来收税，
　　　　　　　　　　　　　你们还要抗税，这不是造反吗？
渔民甲　　（白）　　　　　我们都是百姓，哪里是梁山的余党？哪里会造甚么反？
渔民乙　　（白）　　　　　我们卖儿卖女都上不了那种糊里糊涂的税。绅士们只知道拿势力来欺压我们，
　　　　　　　　　　　　　还说我们是造反吗？
禁子　　　（白）　　　　　你们当我没听见吗？手里想拿起刀来还不是造反吗？
渔民丙　　（白）　　　　　我们真只有死路一条。就是死也死的冤枉！
禁子　　　（白）　　　　　一点也不冤枉。你们想，那些大人老爷们，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种地，不会打
　　　　　　　　　　　　　鱼；只因为他们的命好，便有田有地，有大房子，有大花园；有的是好吃的，
　　　　　　　　　　　　　好穿的；有的是娇妻美妾。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靠你们缴的税？要是你们
　　　　　　　　　　　　　不纳税，那他们就过不了。百姓不拿税，不要说太师爷过不了，我们老爷也过
　　　　　　　　　　　　　不了。不但是我们老爷过不了，我老汉也过不了。不但老汉过不了，皇帝老子
　　　　　　　　　　　　　也过不了。因此抗税的人要打，要关，要杀，这就叫此风不可长！
渔民甲　　（白）　　　　　抽了我们的税，不替我们做些好事，这还罢了，他还要遇事欺压，作恶多端，
　　　　　　　　　　　　　我们的血枯了！
渔民乙　　（白）　　　　　我们的骨头都干了！
众渔夫　　（同白）　　　　我们受不住了！
禁子　　　（白）　　　　　受得住也要受，受不住也要受，这就叫：
　　　　　（念）　　　　　万般皆是命，官差不自由。站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唱）　　　　　命中注定终须受，
　　　　　　　　　　　　　几家欢乐几家愁？
　　　　　　　　　　　　　劝你们安心且苦守，
　　　　　　　　　　　　　有一些妄想就要杀头。
（教师带四徒弟同上。）
四徒弟　　（同唱）　　　　威风抖擞，威风抖擞，
　　　　　　　　　　　　　师傅的武艺真少有！
　　　　　　　　　　　　　打道来在监门口，
　　　　　　　　　　　　　奉命而来断死囚。
　　　　　（白）　　　　　教师爷到！
禁子　　　（白）　　　　　有请！
（〖吹打〗。教师进监，用手抚禁卒。禁卒呼痛。教师大笑。四徒弟同喝采。教师轻轻用脚去踢众渔夫。二
徒弟同抬椅，教师坐。）
教师　　　（白）　　　　　怎么样？这个地方比你们家里舒服一点罢？哈哈……
禁子　　　（白）　　　　　这都是教师爷给他们的恩典。
教师　　　（白）　　　　　这不过略微教他们知道一点厉害。
　　　　　　　　　　　　　喂，你们的渔税银子几时缴？太师爷叫我过来，立等回话呢。唔？你们这班强
　　　　　　　　　　　　　盗！
众渔夫　　（同白）　　　　我们没有钱。
教师　　　（白）　　　　　没有钱？好干脆！你们没有钱还想我借几个给你们怎么样？你们赶快叫家里送
　　　　　　　　　　　　　钱来。宽限你们好多天了，这完全是我来恩典你们，要不然早就不好办了。
　　　　　　　　　　　　　来啊！
徒弟甲　　（白）　　　　　喳。
教师　　　（白）　　　　　把账单子拿来看看。
徒弟甲　　（白）　　　　　喳，师傅请看。
教师　　　（白）　　　　　这字是谁写的？
徒弟甲　　（白）　　　　　是我写的。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4106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4

教师　　　（白）　　　　　这是字吗？狗爪子画的符我怎么认识？你是哑巴？你就不会念给我听吗？
徒弟甲　　（白）　　　　　从头念吗？
教师　　　（白）　　　　　混帐！谁叫你从头念？你只告诉我谁的税银给过了，谁还没给，这不就得了吗？
徒弟甲　　（白）　　　　　喳。这张单子上写的是近处的。有十五家已经缴过了。
教师　　　（白）　　　　　还有呢？
徒弟甲　　（白）　　　　　还有就是这边监里五个，那边监里六个，都还没给。
教师　　　（白）　　　　　我知道。
徒弟甲　　（白）　　　　　喳。
教师　　　（白）　　　　　你说啊！
徒弟甲　　（白）　　　　　说甚么？
教师　　　（白）　　　　　混帐，不是问你还有谁欠钱的吗？
徒弟甲　　（白）　　　　　有一家姓张的逃走了。
教师　　　（白）　　　　　派兵去抓他！还有呢？
徒弟甲　　（白）　　　　　还有一家是讨不着的。
教师　　　（白）　　　　　哪一家？
徒弟甲　　（白）　　　　　就是那萧恩。
教师　　　（白）　　　　　萧恩为什么要不着他的钱？
徒弟甲　　（白）　　　　　讨过几次他总是推三阻四。
教师　　　（白）　　　　　打他那杂种！
徒弟甲　　（白）　　　　　打他？那就休要提起。
教师　　　（白）　　　　　怎么？
徒弟甲　　（白）　　　　　那萧恩听说本是绿林出身，武艺精通，慢说是师傅，就是我……
教师　　　（白）　　　　　唔？
徒弟甲　　（白）　　　　　不不不，慢说是我，就是师傅……
教师　　　（白）　　　　　唔，甚么话！
徒弟甲　　（白）　　　　　不不不。慢说是我，就是我、我们的师兄师弟都怕不是他的对手。
教师　　　（白）　　　　　混账，胡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两个指头就把他捏扁了。
徒弟甲　　（白）　　　　　我们哪里比得师傅！
教师　　　（白）　　　　　那个自然。不过你说的那萧恩不是那有个女儿的老头儿吗？
徒弟甲　　（白）　　　　　正是，正是。
教师　　　（白）　　　　　嗬，就是他呵！那一回，太师游玩山水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儿带着一个漂亮
　　　　　　　　　　　　　的女孩子，划着一只小船在那里打鱼，那不就是萧恩吗？
徒弟甲　　（白）　　　　　就是他。
教师　　　（白）　　　　　他一定是梁山余党。好，等我来收拾他罢。
（教师打呵欠。）
徒弟甲　　（白）　　　　　师傅要回家睡觉罢？昨晚太辛苦了。
教师　　　（白）　　　　　胡说。
　　　　　　　　　　　　　喂，这班东西为什么不钉脚镣？
（教师对禁子。）
教师　　　（白）　　　　　老头儿，把脚镣跟他们上起来罢！如若明天没有钱，把他们都打到水牢里去。
渔民乙　　（白）　　　　　慢着，我要问，这是县官的衙门，还是丁府教师爷的家里？若是知县衙门，丁
　　　　　　　　　　　　　府的教师爷管不着。若是教师爷家里，就应当不要县官。
教师　　　（白）　　　　　哈哈，看不出你倒很会说话。老实告诉你罢，这里县太爷是我们太师爷的门生。
　　　　　　　　　　　　　太师爷说甚么他不能不听。我是太师爷派来处置你们这班梁山余党的。你们
　　　　　　　　　　　　　敢怎么样？这里有你们说话的地方吗？这还了得？
　　　　　　　　　　　　　来，把副重镣先跟他钉上！
（徒弟甲、徒弟乙帮禁子同钉镣。渔民乙抵抗无效。渔民甲、渔民丙、渔民丁、渔民戊同悲叹。）
渔民乙　　（唱）　　　　　刑罚不嫌苛，刑罚不嫌苛！
四渔民　　（同唱）　　　　暗无天日没奈何！
　　　　　　　　　　　　　穷人的灾难怎么躲！
教师　　　（笑）　　　　　哈哈……
四渔民　　（同唱）　　　　千千万万的穷人尽多，
　　　　　　　　　　　　　你钉不住他们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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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白）　　　　　哈……你们这班梁山余党！好好好……
　　　　　　　　　　　　　来呀，拿皮鞭来打到他们不说话为止！
（四徒弟同举鞭。）
四徒弟　　（同白）　　　　还说话不说？
（众渔民同大叫。幕闭。）

【第二场】

（萧桂英、萧恩自桥洞摇船同出场。）
萧桂英　　（唱）　　　　　江湖谁说无牵挂？
　　　　　　　　　　　　　一竿一桨做生涯。
　　　　　　　　　　　　　天旱水浅鱼难打，
　　　　　　　　　　　　　万千心事乱如麻！
萧恩　　　（唱）　　　　　年老不得片刻暇，
　　　　　　　　　　　　　终日辛苦为一家。
　　　　　　　　　　　　　本想是修养林泉下，
　　　　　　　　　　　　　世路艰难运不佳！
　　　　　　　　　　　　　可叹我年纪衰迈难奋发，
　　　　　　　　　　　　　把烦恼丢开不想它。
萧桂英　　（白）　　　　　爹爹为何又是这般烦恼？
萧恩　　　（白）　　　　　没有什么。
萧桂英　　（白）　　　　　爹爹，河下生理不作也罢。
萧恩　　　（白）　　　　　不作河下生理，吃什么？穿什么？傻丫头不懂事！
萧桂英　　（白）　　　　　女儿做些针黹，奉养你老人家。
萧恩　　　（白）　　　　　哈哈哈哈！为父腰脚还很强健，哪里就要靠你来抚养？为父还有心事未了。
萧桂英　　（白）　　　　　爹爹有甚么心事未了？
（萧恩不答，支吾开去。）
萧恩　　　（白）　　　　　啊，你看，水纹动了，必定有鱼，待为父来打他一网。
（萧恩下网。）
萧恩　　　（白）　　　　　儿啊，果然得了一条大鱼。
萧桂英　　（白）　　　　　恭喜爹爹，赶紧拿去卖了吧！
萧恩　　　（白）　　　　　卖了么？可以不必。
萧桂英　　（白）　　　　　怎么样？
萧恩　　　（白）　　　　　吃了它吧。就是卖了钱也不够付渔税银子，有酒没有？
萧桂英　　（白）　　　　　还有。
萧恩　　　（白）　　　　　将船靠在岸边，待为父饮酒！
萧桂英　　（白）　　　　　是。
（萧桂英湾船。倪荣、李俊同上。）
倪荣　　　（唱）　　　　　恼恨官吏做事差，
李俊　　　（唱）　　　　　只知贪污享荣华。
倪荣　　　（唱）　　　　　饥饿之人满天下，
李俊　　　（唱）　　　　　叫他们起来救自家。
　　　　　（白）　　　　　你看那边有一小船想必是萧兄，待我来叫他一声。
倪荣　　　（白）　　　　　且慢，少时见了萧兄，应当怎样与他言讲？
李俊　　　（白）　　　　　他是我们的老弟兄，与他讲明，他必然应允。
倪荣　　　（白）　　　　　只怕他老了，没有雄心了。
李俊　　　（白）　　　　　他年纪虽大雄心未减，我是信得过的。
倪荣　　　（白）　　　　　且看如何。
李俊　　　（白）　　　　　萧兄，萧兄！
萧恩　　　（白）　　　　　是哪一位？
李俊　　　（白）　　　　　我们弟兄来了。
萧恩　　　（白）　　　　　啊，李贤弟，你来了，还有那位？
（倪荣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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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荣　　　（白）　　　　　小弟倪荣。
萧恩　　　（白）　　　　　啊，原来是贤弟，难得呀，难得，哈哈……
（倪荣、萧恩同走近。倪荣背供。）
倪荣　　　（白）　　　　　我来试试他的力气如何。
（倪荣见礼时握萧恩手。）
萧恩　　　（白）　　　　　这是何意？
倪荣　　　（白）　　　　　试试萧兄的力气如何。
萧恩　　　（白）　　　　　老了，不中用了。
倪荣　　　（白）　　　　　老英雄，老英雄！
萧恩　　　（白）　　　　　不中用了啊！哈哈哈哈……
（萧恩、李俊、倪荣同笑。）
萧恩　　　（白）　　　　　儿啊，来见过二位叔父！
萧桂英　　（白）　　　　　二位叔父万福。
倪荣　　　（白）　　　　　这位是？
萧恩　　　（白）　　　　　小女桂英。
倪荣　　　（白）　　　　　长成人了。有了人家没有？
萧恩　　　（白）　　　　　曾将她许配与小李广华荣之子为妻，只因家贫还没有嫁去。
倪荣、
李俊　　　（同白）　　　　我等应当相助。
萧恩　　　（白）　　　　　惭愧！二位贤弟来得正好，有酒有鱼，可以同饮。
倪荣、
李俊　　　（同白）　　　　弟兄相聚，真是难得。
萧恩　　　（白）　　　　　桂英取酒来。
萧桂英　　（白）　　　　　是。
萧恩　　　（白）　　　　　二位贤弟请。
倪荣、
李俊　　　（同白）　　　　萧兄请。
（丁奴上，对萧桂英挤眉挤眼。）
萧恩　　　（白）　　　　　喂，做甚么的？
丁奴　　　（白）　　　　　问路的。
萧恩　　　（白）　　　　　问哪里？
丁奴　　　（白）　　　　　问丁太师府。我是丁府的亲戚。
萧恩　　　（白）　　　　　你来看：向前走。
丁奴　　　（白）　　　　　向前走。
萧恩　　　（白）　　　　　黑漆门楼，八字粉墙，大旗杆，那就是丁府。
（萧恩见丁奴注目萧桂英。）
萧恩　　　（白）　　　　　喂，你看甚么？
丁奴　　　（白）　　　　　我看风景。
萧恩　　　（白）　　　　　你不是问路吗？
丁奴　　　（白）　　　　　问路？你不说我也知道。
萧恩　　　（白）　　　　　走！
丁奴　　　（白）　　　　　你不要那样凶狠，我不要你留我吃饭。
萧恩　　　（白）　　　　　走！
丁奴　　　（白）　　　　　喳……萧恩，你穷得怎么样了？
萧恩　　　（白）　　　　　走！不快走就没有你的好处。
丁奴　　　（白）　　　　　我来告诉你一个发财的门道。
（丁奴手指萧桂英。萧桂英收拾柴片，力掷丁奴，丁奴惊叫。）
萧恩　　　（白）　　　　　你还敢不走？
丁奴　　　（白）　　　　　呦，真狠！还有狠的会来找你呢！
（丁奴惊下。）
李俊　　　（白）　　　　　做甚么的？
萧恩　　　（白）　　　　　问路的。
倪荣　　　（白）　　　　　哪里是问路，分明是存心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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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恩　　　（白）　　　　　量他也不敢。请酒！
倪荣、
李俊　　　（同白）　　　　请！
（丁郎上。）
丁郎　　　（白）　　　　　萧恩，萧恩呢？
李俊　　　（白）　　　　　萧兄，有人找你。
萧恩　　　（白）　　　　　做甚么的？
丁郎　　　（白）　　　　　讨渔税银子的。
萧恩　　　（白）　　　　　天干水浅，鱼不上网，没有银子，再宽限几天。
丁郎　　　（白）　　　　　说得好听，宽限几天？叫我一趟一趟的跑，跑破了鞋要钱买的！
（倪容、李俊同立起，同向前。）
李俊　　　（白）　　　　　做甚么的？
丁郎　　　（白）　　　　　讨渔税银子的。
李俊　　　（白）　　　　　可有公文？
丁郎　　　（白）　　　　　没有。
李俊　　　（白）　　　　　我早知道，你家太师，强霸一乡，欺压百姓，无所不为。你回去与他言讲，渔
　　　　　　　　　　　　　税银子，免了便罢，如若不然，我与他誓不甘休！
丁郎　　　（白）　　　　　哪里钻出你这样宝贝来说话？你叫甚么名字？
李俊　　　（白）　　　　　我叫李俊。拿我怎样？再敢多说，打死你这王八旦！
丁郎　　　（白）　　　　　好，算你狠，回头见。
倪荣　　　（白）　　　　　呔！回来！
丁郎　　　（白）　　　　　哟，哪里打雷呀？
倪荣　　　（白）　　　　　回去说与那老不死的贼子知道：渔税银子，免了便罢，如若不然，我杀了他的
　　　　　　　　　　　　　头拿来当夜壶。叫他小心了，叫他要打点了！
丁郎　　　（白）　　　　　好厉害！你叫什么名字？
倪荣　　　（白）　　　　　呀呸！敢问我的名字，打你这狗娘养的！
（倪荣打丁郎，萧恩拦住。）
萧恩　　　（白）　　　　　不知死活的东西，还不快滚？
丁郎　　　（白）　　　　　好，算我倒霉。
（丁郎下。）
倪荣　　　（白）　　　　　萧兄，你怎么这样懦弱？
萧恩　　　（白）　　　　　他们的人多。
李俊　　　（白）　　　　　我们弟兄人也不少。
萧恩　　　（白）　　　　　他们的势力大。
倪荣　　　（白）　　　　　欺压我们弟兄不成？
萧恩　　　（白）　　　　　这就难说话了！
李俊　　　（白）　　　　　萧兄，世事到了这一步田地，你还不明白吗？
萧恩　　　（白）　　　　　唉！
李俊　　　（白）　　　　　如今做官的都是一些贪官污吏；绅士们都是一些恶霸土豪；商人们重利盘剥；
　　　　　　　　　　　　　差役们借端敲诈。只有那些农夫们，在重重压迫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难
　　　　　　　　　　　　　道说我们就只能掉头不顾，袖手旁观？这是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了。那些农夫们
　　　　　　　　　　　　　有话说不出，我们应当替他们说；有气出不得，我们应当帮他们出气啊！
萧恩　　　（白）　　　　　以前大兴梁山的时候，还不是聚了许多贫苦的农夫们，说是替天行道，要使他
　　　　　　　　　　　　　们脱离苦海，共享太平；想不到后来除暴安民的志愿，竟不能成功。
李俊　　　（白）　　　　　如今我们一定要齐心去铲除那些贪官污吏、恶霸土豪才是。
倪荣　　　（白）　　　　　就是目下，几个渔夫缴不起租税，就被那恶霸抓去关在牢里。知县通同一气，
　　　　　　　　　　　　　欺压那些可怜的百姓，这哪里还有天理？
李俊　　　（白）　　　　　是呀，他们能抓得那些渔夫，难道说，萧兄，他们就不能抓你？
倪荣　　　（白）　　　　　你受的欺凌，受的苦楚也就够了，忍得下去吗？
李俊　　　（白）　　　　　你应当举起你的拳头，抽出你的刀，教起渔夫，会集农民，打死狗公差，杀了
　　　　　　　　　　　　　丁家老贼和那害民的赃官。只要萧兄决意，小弟们必定跟随。
萧恩　　　（白）　　　　　待我想过回话。
倪荣　　　（白）　　　　　萧兄，你昔日的豪情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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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　　　（白）　　　　　你的义气何存？
倪荣　　　（白）　　　　　李兄，看起来萧兄是老了。
萧恩　　　（白）　　　　　二位贤弟不要取笑，愚兄还有一件心事未了，待到将来我自有道理。
李俊　　　（白）　　　　　想来无非生计艰难。萧兄不必打鱼，缺少柴米，小弟们送来。
萧恩　　　（白）　　　　　惭愧呀惭愧！
（李俊与萧恩耳语。）
萧恩　　　（白）　　　　　且看机会如何。
倪荣　　　（白）　　　　　萧兄，主意拿定才是。
（萧恩点头。）
李俊、
倪荣　　　（同白）　　　　告辞了。
萧恩　　　（白）　　　　　不远送了。
李俊　　　（唱）　　　　　萧兄主意要拿定，
倪荣　　　（唱）　　　　　坐失时机祸临身。
（李俊、倪荣同下。）
萧恩　　　（唱）　　　　　听他们言语心烦闷，
　　　　　　　　　　　　　如今世界难作人。
　　　　　　　　　　　　　需要忍时当暂忍，
萧桂英　　（唱）　　　　　爹爹为何自沉吟？
萧恩　　　（白）　　　　　没有什么。
萧桂英　　（白）　　　　　方才两位师叔是谁？
萧恩　　　（白）　　　　　一名倪荣，一名李俊，都是有志之士。
萧桂英　　（白）　　　　　方才他们与爹爹说话，确有些道理。
萧恩　　　（白）　　　　　小孩子家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回去吧。
萧桂英　　（白）　　　　　爹爹呀！不要说那些渔人拿去坐了牢监，就是方才问路和讨税那样的情形，也
　　　　　　　　　　　　　叫人心上冒火。看将起来，实在是忍无可忍哪！
　　　　　（唱）　　　　　世事纷纭终有定，
　　　　　　　　　　　　　苛政之下难做人。
　　　　　　　　　　　　　被人欺侮实难忍！
（萧桂英举桨欲行，内哭声。）
萧恩　　　（唱）　　　　　那旁又有啼哭声。
萧桂英　　（白）　　　　　必定是那些邻居大嫂们，因为丈夫进了监狱故而啼哭。
萧恩　　　（白）　　　　　可惨哪，可惨！
（众渔婆、众小孩同上。）
众渔婆　　（同唱）　　　　天不睁眼，天不睁眼，
　　　　　　　　　　　　　嗳呀夫啊！
　　　　　　　　　　　　　家破了，丈夫进了牢监。
　　　　　　　　　　　　　探监想见无由见，
众小孩　　（同白）　　　　饿了！
众渔婆　　（同唱）　　　　儿女饥饿泪涟涟，
　　　　　　　　　　　　　凄凄惨惨回家转，
　　　　　　　　　　　　　山回路转又到了河边。
　　　　　　　　　　　　　想一死，儿女太可怜！
　　　　　　　　　　　　　叫声天！你为何不睁眼？
萧恩　　　（白）　　　　　大嫂！
渔婆甲　　（白）　　　　　啊，萧伯父！
萧恩　　　（白）　　　　　你们从城里来么？
渔婆甲　　（白）　　　　　是的。
萧恩　　　（白）　　　　　你们的丈夫关在监牢里面怎么样了？
渔婆甲　　（白）　　　　　萧伯父，他们真苦啊！
萧恩　　　（白）　　　　　听说你们的鱼网，都被那丁家抢去。还了没有？
渔婆乙　　（白）　　　　　就是为这个事，他们才坐监呢。
渔婆甲　　（白）　　　　　想我们种田打鱼为生，也不过将就混碗饭吃。皇帝老子家里来抽一趟税，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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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里的老爷又来抽一趟税。种田的时候还说田是丁家的；打鱼，又说河也是丁
　　　　　　　　　　　　　家的。这时哪里说起？除了正税之外，还有县里的差人，丁府的管家们，一下
　　　　　　　　　　　　　乡就要茶、要酒、要鸡、要鸭，还外带要钱。不给他，他会自己拿。千求情，
　　　　　　　　　　　　　万求情，他才肯慈悲你饶你个一次两次，前回因为讨渔税银子，不给，就要抢
　　　　　　　　　　　　　我们的网。你想，网是我们渔家的命，被人家硬抢去，有不跟他们拚的吗？因
　　　　　　　　　　　　　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出来拦住那班强盗似的家丁们，要把那网抢回来。这一
　　　　　　　　　　　　　下可了不得，他们叫了许多人来，硬诬赖我们是梁山的余党，把些男人全拿进
　　　　　　　　　　　　　监去。见了老爷倒没说什么，谁想一进监去就将他们私刑拷打！方才我们去送
　　　　　　　　　　　　　饭，他们一个个都瘦的不成人样，话也不说，饭也不吃，远远地望着自己的妻
　　　　　　　　　　　　　子，自己的儿女，只是眼中流泪，摇着手叫我们快走。我要不是还想救自己的
　　　　　　　　　　　　　丈夫，我早就碰死在监牢门口了！
萧恩　　　（白）　　　　　不必悲伤，老汉也有些朋友，大家想法搭救他们。
渔婆甲　　（白）　　　　　搭救他们除非是有钱。唉！难，难哪！
众小孩　　（同白）　　　　妈，爹几时回来？我肚子饿了！
渔婆甲　　（白）　　　　　天啊！
渔婆乙　　（白）　　　　　天高叫不应。
渔婆甲　　（白）　　　　　那也就只好等死啊！
　　　　　（唱）　　　　　叫声天，
众渔婆　　（同唱）　　　　不闻！
渔婆甲　　（唱）　　　　　叫声地！
众渔婆　　（同唱）　　　　无灵！
渔婆甲　　（唱）　　　　　叫声夫！
渔婆乙　　（唱）　　　　　受惨刑！
众渔婆　　（同唱）　　　　撇下儿女情！
　　　　　　　　　　　　　千辛万苦强为生！
　　　　　（白）　　　　　啊！啊——
（众渔婆同下。萧恩呆望。萧桂英掩面而泣。）
萧恩　　　（白）　　　　　欺压乡民的绅士们是打不掉的吗？被欺压的乡民们是毫无力量的吗？世间上真
　　　　　　　　　　　　　没有公道吗？惨无天日，就没有人打抱不平吗？想我萧恩，空有一身武艺，只
　　　　　　　　　　　　　会自己吃饭吗？难道说槁木死灰不中用了？
（萧恩咬牙痛恨，不意将手中桨折成两段。萧桂英大哭。）
萧恩　　　（白）　　　　　儿啊，不必啼哭，我们回家去吧。
（萧恩、萧桂英同摇船欲行。内吹打。丁奴、禁子、四老人同抬“民之父母”四大字德政匾歇在桥头。萧恩
见，大笑。幕闭。）

【第三场】

（丁郎持枪舞弄上，丁奴上。丁郎对丁奴直刺，把丁奴挤到台角。）
丁奴　　　（白）　　　　　唷唷唷，这是干什么？
丁郎　　　（白）　　　　　这是练武艺。
丁奴　　　（白）　　　　　练武艺干什么？
丁郎　　　（白）　　　　　好去报仇。
丁奴　　　（白）　　　　　报什么仇？
丁郎　　　（白）　　　　　吃了萧恩和那倪荣、李俊的亏，等我练好武艺，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
丁奴　　　（白）　　　　　那有什么用处？
丁郎　　　（白）　　　　　怎么没有用处？
丁郎　　　（白）　　　　　靠你一个人还打得出江山来吗？真不害臊！
丁郎　　　（白）　　　　　你说怎么样？
丁奴　　　（白）　　　　　最好禀告太师爷。
丁郎　　　（白）　　　　　回头他又骂我们没有用处。
丁奴　　　（白）　　　　　自认无用，就是大才。
丁郎　　　（白）　　　　　笑话。
丁奴　　　（白）　　　　　这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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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郎　　　（白）　　　　　太师爷不也是一个人吗？
丁奴　　　（白）　　　　　他有钱有势，又养得起士兵，你行吗？闲话少说，我们赶快禀告太师爷去吧。
丁郎　　　（白）　　　　　回头话怎么说？
丁奴　　　（白）　　　　　最好把我们的教师爷举出来，让他去收拾他们一下子。
丁郎　　　（白）　　　　　你的主意真好，我们还没有见过教师爷和人交过手，让他出马，我们也好看看
　　　　　　　　　　　　　热闹。
丁奴　　　（白）　　　　　我们一丝力气不费，看着别人把萧恩那班东西打得个落花流水，这种不要本钱
　　　　　　　　　　　　　的生意，不比自己拼命好得多吗？
丁郎　　　（白）　　　　　好极了。你真不愧是小诸葛！我们就进去禀告太师爷吧。正是：
　　　　　（念）　　　　　闲饭人人会吃，
（丁郎、丁奴同走圆场。）
丁奴　　　（念）　　　　　各有巧妙不同。
（丁奴向上场门。）
丁奴　　　（白）　　　　　有事叩见太师爷，奴才们告进。
丁太师　　（内西皮导板）　宿酒初醒棋一局，
（幕半启。丁太师坐椅上。两侍妾左右侍立。）
丁太师　　（唱）　　　　　闲中滋味几人知。
（丁太师欠伸。）
丁太师　　（白）　　　　　何事？
丁奴　　　（白）　　　　　我们奉了太师爷钧旨，去到河下催讨渔税，谁知遇见那屡次赖税的萧恩。他非
　　　　　　　　　　　　　但不给，还要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丁郎　　　（白）　　　　　他还有些党羽，什么倪荣、李俊，在旁帮凶，把我们打回来了。
丁太师　　（白）　　　　　萧恩？
丁奴　　　（白）　　　　　正是。就是那个有漂亮女儿的萧恩。
丁太师　　（白）　　　　　啊？就是他？
丁郎　　　（白）　　　　　他还提着太师的名讳大骂，骂得很难听的，小的不敢禀报。
丁太师　　（白）　　　　　既是如此，多带些人去，没有银子，就叫他拿女儿做抵押！
丁奴　　　（白）　　　　　我们人多，他们的人也不少，非要有本事才成呢。
丁太师　　（白）　　　　　你们太不中用。
丁郎　　　（白）　　　　　小的正在操练武艺。
丁太师　　（白）　　　　　放屁！你几时操练得好？
丁郎　　　（白）　　　　　喳喳喳喳。
丁奴　　　（白）　　　　　那班东西也太猖狂了，是得赶快镇一镇刁风。府里的教师爷武艺高强，要是他
　　　　　　　　　　　　　肯下一趟乡，那就好办了。
丁太师　　（白）　　　　　传话教他前去便了！
丁郎、
丁奴　　　（同白）　　　　遵命。
（幕闭。）
丁郎　　　（白）　　　　　吓吓！
（丁郎谄笑。丁奴嘴角下垂，鼻子哼两哼，做出得意的样子。丁郎、丁奴同跳下。幕闭。）

【第四场】

（萧恩上。）
萧恩　　　（唱）　　　　　昨夜晚喝酒醉和衣而卧，
　　　　　　　　　　　　　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与我，
　　　　　　　　　　　　　他劝我把打鱼的事一旦丢却。
　　　　　　　　　　　　　我本当不打鱼关门闲坐，
　　　　　　　　　　　　　怎奈我家贫穷无计奈何！
　　　　　　　　　　　　　思过来想过去心热如火！
　　　　　　　　　　　　　世间上不平事实太多。
　　　　　　　　　　　　　将身儿来至在草堂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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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11

　　　　　　　　　　　　　桂英儿取茶来为父解渴！
（萧桂英端茶上。）
萧桂英　　（白）　　　　　来了。
　　　　　（唱）　　　　　可叹我老娘亲早年亡过！
　　　　　　　　　　　　　父女们在河下受尽风波！
　　　　　　　　　　　　　我这里倒茶汤与父解渴，
　　　　　　　　　　　　　尊一声老爹爹请听我说：
　　　　　　　　　　　　　看起来贫穷人灾难难躲，
　　　　　　　　　　　　　官与绅巧立名目搜刮太多。
　　　　　　　　　　　　　看他们享受荣华富贵无穷快乐，
　　　　　　　　　　　　　把那千万家的血和汗供奉着一院笙歌。
　　　　　　　　　　　　　问爹爹贫苦人等待甚么？
　　　　　　　　　　　　　却为何不去报仇偏要自己折磨！
萧恩　　　（唱）　　　　　提起了这件事心中冒火，
　　　　　　　　　　　　　怕的是终不免要起风波。
　　　　　　　　　　　　　最可叹多数人得过且过，
　　　　　　　　　　　　　有事来只求天不自振作。
　　　　　　　　　　　　　我萧恩抱不平岂不难过？
　　　　　　　　　　　　　到如今年纪迈儿女情多。
　　　　　　　　　　　　　我本当将真情对她说破，
　　　　　（白）　　　　　且慢。
　　　　　（唱）　　　　　吞住声咽住泪且自揣摸。
　　　　　（白）　　　　　儿呀，为父心中十分烦闷，乡下事情切莫提起。
萧桂英　　（白）　　　　　是。
（教师带四徒弟同上。）
徒弟甲　　（白）　　　　　到了。
教师　　　（白）　　　　　这就是萧恩家里吗？
徒弟甲　　（白）　　　　　是的。
教师　　　（白）　　　　　回头萧恩出来，问他讨渔税银子，他一定不敢不给。等他给了银子，我就在前
　　　　　　　　　　　　　门抵住萧恩，你就从后门溜进去，把他的女儿架着就走，懂了没有？
四徒弟　　（白）　　　　　交给我们得了。
教师　　　（白）　　　　　叫门去！
徒弟甲　　（白）　　　　　喳。
（徒弟甲很怕似地轻叫。）
徒弟甲　　（白）　　　　　开门。
教师　　　（白）　　　　　为什么不大声点叫？
徒弟甲　　（白）　　　　　今天有点伤风，大声一叫，嗓子就痛。
（教师顾众徒弟。）
教师　　　（白）　　　　　你们去叫。
（众徒弟同推委。）
徒弟甲　　（白）　　　　　师傅，还是您的喉咙响亮。老实说，萧恩那老头儿脾气坏得很。我们去叫门，
　　　　　　　　　　　　　他一定不理；师傅您要一叫，听见您的嗓子，先吓得他满身哆嗦，一定双手把
　　　　　　　　　　　　　渔税银子捧出来，献给师傅呢。
三徒弟　　（同白）　　　　有理有理。
教师　　　（白）　　　　　唉，这种事真麻烦。我亲自去叫门，把那老头儿抬举得太高了。
　　　　　　　　　　　　　你们说萧恩有两手功夫是不是？
徒弟甲　　（白）　　　　　他那几手玩意儿哪里当得起师傅一个小指头！
教师　　　（白）　　　　　我得给他一个下马威。
徒弟甲　　（白）　　　　　师傅赏他的脸。
教师　　　（白）　　　　　我去叫门，他一定来开，只要他一开门，我就得让他摔一个斤斗。
四徒弟　　（同白）　　　　嘿，那可真帅！
教师　　　（白）　　　　　这样一来，这样一来，他一开门就得躺下。
（四徒弟同举拇指啧啧称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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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12

教师　　　（白）　　　　　可就让你们长了见识！
四徒弟　　（同白）　　　　师傅栽培我们！
教师　　　（白）　　　　　萧恩开门来！萧恩开门来！
（萧恩、萧桂英同惊起，萧桂英欲开门，萧恩止。萧恩开门，一脚扫去。教师跌地。）
徒弟甲　　（白）　　　　　师傅怎么了？
教师　　　（白）　　　　　这地上好滑！
徒弟甲　　（白）　　　　　您得留神！
教师　　　（白）　　　　　这就是萧恩吗？
徒弟甲　　（白）　　　　　就是他。
教师　　　（白）　　　　　唔，好的好的！
　　　　　　　　　　　　　萧恩！
萧恩　　　（白）　　　　　你们是哪里来的？
教师　　　（白）　　　　　丁府上的教师爷都不认识吗？
萧恩　　　（白）　　　　　原来是丁府上的教师爷，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来此何事？
教师　　　（白）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也不容易到这儿来！抬举你这种下撒赖……
萧恩　　　（白）　　　　　少罗苏，做什么的？快讲！
教师　　　（白）　　　　　呦！他倒反问我！萧恩，你的渔税银子到底给是不给？
萧恩　　　（白）　　　　　穷人没有钱。
徒弟甲　　（白）　　　　　师傅。
（徒弟甲举拳示打状。）
教师　　　（白）　　　　　我们先礼而后兵……
（教师对萧恩。）
教师　　　（白）　　　　　看你的样是蛮不讲理，是不是？前回派人来催讨渔税，你非但不给，还聚了许
　　　　　　　　　　　　　多流氓讲打，那倪荣、李俊，谁不知道是江洋大盗，你跟他们做朋友，你一定
　　　　　　　　　　　　　是他们的党羽。今天你给了渔税银子，大家替你包瞒过去；如若不然，姓萧的，
　　　　　　　　　　　　　你可要放明白点儿！
萧恩　　　（白）　　　　　没有钱，我们的钱都被老爷们榨干了。
教师　　　（白）　　　　　你还有什么话没有？
萧恩　　　（白）　　　　　与我走！
教师　　　（白）　　　　　喂，姓萧的——
（教师举锁链。）
教师　　　（白）　　　　　你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萧恩　　　（白）　　　　　不认识。
教师　　　（白）　　　　　怪不得他不认识这个！
　　　　　　　　　　　　　这是王法。这你可认识了吧？
萧恩　　　（白）　　　　　要他何用？
教师　　　（白）　　　　　这是怕你长不大，跟你打了一把百家锁，也得叫你尝尝滋味。
（教师将锁链掷地作声。）
萧恩　　　（白）　　　　　见得多了。
教师　　　（白）　　　　　呦，这个人倒有一套！
（教师向众徒弟。）
教师　　　（白）　　　　　这怕是不动手不行了。回头我把链子望他头上一套，你们拉着就走。
（四徒弟同允。）
教师　　　（白）　　　　　姓萧的，我看你年纪大了，可怜你，抬举你，劝告你，你既是横不讲理，看起
　　　　　　　　　　　　　来你是不受抬举的了。好，教你看点厉害！
（教师俯身拾链，被萧恩踏住，不能拔。）
教师　　　（白）　　　　　喂，小姑娘你出来干什么？
（萧恩以为萧桂英出来，松脚，教师将锁链拔出。）
教师　　　（白）　　　　　这叫斗智不斗力。
萧恩　　　（白）　　　　　狗头狗脑，不成个东西。
徒弟甲　　（白）　　　　　师傅他骂你。
教师　　　（白）　　　　　这叫“乡愚无知”，且不要理他。
　　　　　　　　　　　　　萧恩，老实对你说，你有银子没有？呦，就乖乖儿地献出来；没有，我可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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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13

　　　　　　　　　　　　　把你锁了去！
萧恩　　　（白）　　　　　怎么？你要锁？
教师　　　（白）　　　　　我要锁。
萧恩　　　（白）　　　　　要锁你就锁！
（教师持锁链欲锁萧恩，被萧恩锁住。教师大叫。四徒弟着急，欲救不能。萧恩旋即放教师。）
徒弟甲　　（白）　　　　　师傅怎么样了？
教师　　　（白）　　　　　这老头儿真会开玩笑。我本想给他一下子，又怕打死了他回去不好交账。
徒弟甲　　（白）　　　　　我们罢了不成？
教师　　　（白）　　　　　我还给他来一手软的！
　　　　　　　　　　　　　喂，萧恩，银子有没有不要紧，你跟我们过江去见见我们太师爷。银子要不要
　　　　　　　　　　　　　在他，给不给在你，让我们好销差，这不结了吗？大家都是吃人家的饭，何必
　　　　　　　　　　　　　这样认真呢？
萧恩　　　（白）　　　　　我没有吃人家的饭，我吃的是自己的饭。只有那无廉下耻的走狗们，才会抢人
　　　　　　　　　　　　　家的饭吃。
教师　　　（白）　　　　　唷唷唷，这老头一把子年纪，火气倒不小！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饿着肚子充好汉
　　　　　　　　　　　　　的傻子！徒弟们，软的不吃，只好来硬的哪。
　　　　　　　　　　　　　萧恩，怪不得你爷爷要开杀戒了！你再要倚老卖老，我们可就要……
萧恩　　　（白）　　　　　要怎么样？
教师　　　（白）　　　　　要打你！
萧恩　　　（白）　　　　　怎么讲，要打？
教师　　　（白）　　　　　一动可就要你的命！
萧恩　　　（白）　　　　　哈哈！老汉年轻的时候，听说打架好比小孩子穿新鞋一般，如今哪……
教师　　　（白）　　　　　怎么样？
教师　　　（白）　　　　　老了，打不动了！
教师　　　（白）　　　　　我就打你个老而不死！
萧恩　　　（白）　　　　　怎么，你真要打？
教师　　　（白）　　　　　谁跟你开玩笑？我拿你好有一比……
萧恩　　　（白）　　　　　比做什么？
教师　　　（白）　　　　　你好比耗子舐猫的脊梁骨，你要找死！
萧恩　　　（白）　　　　　也罢！你们即是要打，待老汉打个样儿与你们见识见识。
　　　　　（唱）　　　　　听一言不由我七窍冒火！
教师　　　（白）　　　　　你七窍冒火，教师爷要打得你遍体开花！
萧恩　　　（唱）　　　　　你纵有势和力把我如何！
　　　　　　　　　　　　　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教师　　　（白）　　　　　你在江湖上有名姓，我教师爷也不是没有来头的，看我打你个泰山压顶！
萧恩　　　（唱）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了许多。
　　　　　　　　　　　　　爷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教师　　　（白）　　　　　你好比出山虎独自一个，教师爷好比打猎的专打你这个死老虎。
萧恩　　　（唱）　　　　　谁怕你看家犬一群一窝！
　　　　　　　　　　　　　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
徒弟甲　　（白）　　　　　师傅，他把我们给骂苦了，骂我们是奴下奴。
教师　　　（白）　　　　　我没听见！
　　　　　　　　　　　　　萧恩，你说我们是奴下奴，我承认我是奴，我吃丁家的饭，办丁家的事，这是
　　　　　　　　　　　　　理所当然。丁家要我来讨渔税，你不给就休想过关！
（教师打，对四徒弟使眼色，作手势。）
教师　　　（白）　　　　　徒弟们，你们打啊！
（四徒弟同上，被萧恩打败，同往后门去。教师与萧恩周旋。）
教师　　　（白）　　　　　萧恩，不要多麻烦了，你只要受得我三羊头，渔税银子不要了。
萧恩　　　（白）　　　　　不要说三羊头，就是三狗头，你二爷何惧？
教师　　　（白）　　　　　好，你站稳了，叫你死而无怨！
（教师用头撞萧恩。萧桂英持桨从后面将四徒弟追出。教师大惊。混战一、二合，萧桂英举桨猛击，几乎将
教师打死。萧恩急忙拦住。）
萧恩　　　（白）　　　　　儿啊，不可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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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白）　　　　　好，你们父女竟敢抗税拘捕，我回头请兵来剿灭你们这一班土匪！
（教师、四徒弟同逃下。萧桂英欲追上，萧恩止住。）
萧桂英　　（叫头）　　　　爹爹啊！
　　　　　（白）　　　　　像这样还忍得下去吗？
　　　　　（唱）　　　　　似这般忍下去怎能得过？
　　　　　　　　　　　　　难道说贫穷人该受折磨！
萧恩　　　（唱）　　　　　叫女儿你且忍一时之火，
　　　　　　　　　　　　　待为父将道理细与你说：
　　　　　　　　　　　　　在家中打死人岂不闯祸？
　　　　　　　　　　　　　像那样做下去后患更多。
　　　　　　　　　　　　　我做事有成竹样样想过，
　　　　　　　　　　　　　叫他们有势力也无奈我何。
　　　　　（白）　　　　　儿啊！并非为父懦弱，只是在家门口打死人那还了得！
萧桂英　　（白）　　　　　打死了也算除害。
萧恩　　　（白）　　　　　这不过是一班走狗，还有那丁家太师。
萧桂英　　（白）　　　　　那老贼。
萧恩　　　（白）　　　　　还有那知县吕子秋，他们通同一气，欺压平民。
萧桂英　　（白）　　　　　像吕子秋那样的知县，像丁家老贼那样的绅士都不止一个，只好除了一个，算
　　　　　　　　　　　　　一个。
萧恩　　　（白）　　　　　账不是这样零碎算的，要就和他们总算。
萧桂英　　（白）　　　　　总算等到什么时候？再忍下去早被他们欺负死了！他们夺去我们的生计，只顾
　　　　　　　　　　　　　自己快乐，不管我们饿死，还要千般逼迫。孩儿决不与他们干休！
萧恩　　　（白）　　　　　不与他们干休，也要想个自存之道。
萧桂英　　（白）　　　　　爹爹啊，那班狗头回去，必定调齐官兵，把我们当土匪来打。到了那时，我父
　　　　　　　　　　　　　女二人怎生抵挡？
萧恩　　　（白）　　　　　这个……
萧桂英　　（白）　　　　　怎么样？
萧恩　　　（白）　　　　　儿啊！想我自从梁山泊散伙之后，便隐姓埋名，想留这清白之身，为国家效力。
　　　　　　　　　　　　　自从生了你，你母亲便劝我做一些小小生意，纵不能安家立业，也图一个温
　　　　　　　　　　　　　饱安闲。想不到你还未长成人，你母亲一病死了！她临死之时，不能瞑目。她
　　　　　　　　　　　　　怕的是为父浪惯了，我儿抚养无人。儿啊，为父虽然无用，难道说连一个女儿
　　　　　　　　　　　　　都养不活么？因此对天发誓，必定要将我儿教养婚配，以了这一桩心愿。万想
　　　　　　　　　　　　　不到被那些土豪恶霸重重逼迫，田不能耕，鱼不能打，看看就要家空业尽，无
　　　　　　　　　　　　　以为生！我年纪这样大了，慢说是女儿养不活，就连自己也快养不活了，啊，
　　　　　　　　　　　　　惭愧呀惭愧！
萧桂英　　（白）　　　　　这是世道不好，怪不得爹爹。女儿跟着爹爹打鱼，做些针黹，自己也要养活自
　　　　　　　　　　　　　己，爹爹不必忧烦。
萧恩　　　（白）　　　　　男人都跳不出他们的圈子，还说你们女人！
萧桂英　　（白）　　　　　只是目前事已紧急，应当怎样才好？
萧恩　　　（白）　　　　　我们退一步，他们进一步，只好与他们拚命，也罢！你去打起两个包裹，一个
　　　　　　　　　　　　　你的，一个我的，我们就此走了吧！
萧桂英　　（白）　　　　　爹爹哪里去？
萧恩　　　（白）　　　　　地角天涯，不知去向。
萧桂英　　（白）　　　　　总该有个方向才好。
萧恩　　　（白）　　　　　不必多问，少时与儿言讲。
萧桂英　　（白）　　　　　是。
（萧桂英收拾包裹。）
萧桂英　　（唱）　　　　　听爹爹述往事心如刀割，
　　　　　　　　　　　　　背转身忍不住两泪滂沱。
　　　　　　　　　　　　　可叹他英雄事业烟消云散，
　　　　　　　　　　　　　到如今贫穷逼迫无可奈何！
　　　　　　　　　　　　　他心中有隐情被我猜破，
　　　　　　　　　　　　　千思量万思虑得忍且忍也只为爱女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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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如今祸临头始终难躲，
　　　　　　　　　　　　　拚一死也要去冲破网罗。
　　　　　　　　　　　　　叫爹爹振精神不须难过，
　　　　　　　　　　　　　自古来英雄汉不怕折磨。
（萧恩沉思入神。）
萧桂英　　（白）　　　　　爹爹，爹爹！
萧恩　　　（白）　　　　　包裹打好了没有？
萧桂英　　（白）　　　　　衣服都穿在身上，破布烂衫不成个包裹。
萧恩　　　（白）　　　　　有几个面食馍馍带上也好充饥。
萧桂英　　（白）　　　　　都带上了。
萧恩　　　（白）　　　　　这便甚好。
萧桂英　　（白）　　　　　爹爹，我们哪里去？
萧恩　　　（白）　　　　　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们就要分手！
（萧恩忧烦之极，语重而悲。）
萧桂英　　（白）　　　　　爹爹，怎么讲？
萧恩　　　（白）　　　　　啊呀儿啊！为父本是江湖流浪之辈，少年时候，专好打抱不平，谁想如今被人
　　　　　　　　　　　　　欺侮，逼迫到了这般田地，我一筹莫展，看将起来我是老了！
萧桂英　　（白）　　　　　爹爹不老。
萧恩　　　（白）　　　　　以前做事从来没有想过，适才我想来想去，明知祸到临头难以躲避，因此我要
　　　　　　　　　　　　　去杀……
（萧恩怕人听见，作身段。）
萧恩　　　（白）　　　　　杀了那丁家老贼，为这一方除害。
萧桂英　　（白）　　　　　女儿跟随爹爹一同前去。
萧恩　　　（白）　　　　　杀人报仇之事，你怎样去得？
萧桂英　　（白）　　　　　儿一定要去。
萧恩　　　（白）　　　　　我早已将我儿许配与花荣之子为妻，当时花家给我儿珠子一颗，名叫庆顶珠，
　　　　　　　　　　　　　以为订婚的信物。你早已是花家的媳妇，怎么能与为父前去冒险杀人？
萧桂英　　（白）　　　　　女儿一定随爹爹前去！
萧恩　　　（白）　　　　　珠子现在为父身旁，你带了这珠子，去到花家，他们必定将你收留，儿就终身
　　　　　　　　　　　　　有靠了！
萧桂英　　（白）　　　　　爹爹呢？
萧恩　　　（白）　　　　　我么！儿就不要问了，去吧！
萧桂英　　（白）　　　　　女儿不去。
萧恩　　　（白）　　　　　为何不去？
萧桂英　　（白）　　　　　爹爹是江湖好汉，女儿也是流浪惯的，作不得人家的规矩媳妇。
萧恩　　　（白）　　　　　荒唐。
萧桂英　　（白）　　　　　爹爹千辛万苦，将女儿抚养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如今大难临头，首先
　　　　　　　　　　　　　逃避，叫女儿何以为人！
萧恩　　　（白）　　　　　不听父言，就为不孝。
萧桂英　　（白）　　　　　爹爹，爹爹！要女儿离开爹爹，儿只有一死！
（萧恩避开，萧桂英追上。）
萧恩　　　（白）　　　　　生死诀别之际，我儿为何苦苦纠缠？
萧桂英　　（叫头）　　　　孩儿舍不得爹爹！
萧恩　　　（叫头）　　　　桂英，我的儿啊！
萧桂英　　（叫头）　　　　爹爹哪！
萧恩　　　（唱）　　　　　可叹你母早亡过，
　　　　　　　　　　　　　世路崎岖你我的命蹉跎！
　　　　　　　　　　　　　我不犯人人逼我，
　　　　　　　　　　　　　此番去报仇凶险多。
　　　　　　　　　　　　　只想为萧家留一脉，
　　　　　　　　　　　　　你苦苦地跟随将奈何！
萧桂英　　（唱）　　　　　爹爹把话来说错，
　　　　　　　　　　　　　今日战死胜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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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江去除奸并锄恶，
　　　　　　　　　　　　　湖海的鱼儿怕什么风波！
萧恩　　　（白）　　　　　儿啊！
　　　　　（唱）　　　　　我儿抵死不离我，
　　　　　　　　　　　　　不愧当今一曹娥。
　　　　　　　　　　　　　罢罢罢带我儿把江来过，
　　　　　　　　　　　　　我的儿啊！
　　　　　（白）　　　　　儿啊！你一定要去？
萧桂英　　（白）　　　　　一定要去！
萧恩　　　（白）　　　　　那你就不要害怕。
萧桂英　　（白）　　　　　女儿跟随爹爹风餐露宿，争斗之事，看也看惯了，还怕什么？
萧恩　　　（白）　　　　　你不要卤莽！
萧桂英　　（白）　　　　　听从爹爹的指挥就是。
萧恩　　　（白）　　　　　为父教你的刀法，儿还不曾用过。
萧桂英　　（白）　　　　　爹爹的刀法，今日正好用来铲除强暴。
萧恩　　　（白）　　　　　好，你我把暗器藏好，取刀过来！
萧桂英　　（白）　　　　　是。
（萧桂英取两口刀，一口授萧恩，一口自持。萧恩看刀。）
萧恩　　　（白）　　　　　这把刀不知杀过多少无义之辈。这些年来不用，今日拿在手中好似见了旧时的
　　　　　　　　　　　　　朋友！
萧桂英　　（白）　　　　　以前这把刀帮助梁山泊成功，今日要替这里的渔夫们报仇。
萧恩　　　（白）　　　　　可惜我老了！
萧桂英　　（白）　　　　　爹爹不老！
萧恩　　　（白）　　　　　刀啊！
　　　　　（唱）　　　　　杀它个贪官恶霸血成河！
　　　　　（白）　　　　　时候不早，收拾去吧！
萧桂英　　（白）　　　　　是。
（萧恩、萧桂英同背好包袱，拿刀出门。萧桂英把门带关，有不舍之意。）
萧恩　　　（白）　　　　　傻丫头，门还带关作甚么？
萧桂英　　（白）　　　　　这个家我们不再来了吗？
萧恩　　　（白）　　　　　这个家不让我们住了！
萧桂英　　（白）　　　　　母亲还留下有些家具在里面！
萧恩　　　（白）　　　　　那些东西还顾他则甚？不晓得事的儿啊！
（萧桂英推门看，回头顾萧恩。）
萧桂英　　（白）　　　　　爹爹！
（萧恩无语。萧桂英哭泣。）
萧恩　　　（白）　　　　　我们去吧！
（萧恩无力地说。）
萧恩　　　（白）　　　　　这不是啼哭的时候了。
萧桂英　　（叫头）　　　　爹爹啊！
　　　　　（唱）　　　　　爹爹请莫责备我，
　　　　　　　　　　　　　父女从此无寄托。
　　　　　　　　　　　　　抹去泪痕强振作，
萧恩　　　（唱）　　　　　时候不早快渡河！
　　　　　（白）　　　　　走！
（萧恩、萧桂英同走圆场。水声。萧恩、萧桂英同下船。）
萧恩　　　（白）　　　　　儿啊！你先下船，待为父将包裹递了与你。
　　　　　　　　　　　　　将刀藏在船板下面。
萧桂英　　（白）　　　　　爹爹，我想应当先送一信与倪荣、李俊两位叔父，叫他们策应。
萧恩　　　（白）　　　　　我儿言之有理。
　　　　　　　　　　　　　儿啊，你看，一帆风顺，此去必然得手。
　　　　　（唱）　　　　　扬帆正趁东风起，
萧桂英　　（唱）　　　　　扁舟一叶向西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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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恩　　　（唱）　　　　　扫除强暴平生志，
萧桂英　　（唱）　　　　　天下穷人不可欺！
（萧恩、萧桂英同下。幕闭。）

【第五场】

（丁太师扶二侍妾同上。）
丁太师　　（念）　　　　　有福之人真快乐，金银珠宝一起来。
侍妾甲　　（白）　　　　　太师爷整天只记得金银珠宝，不记得我们。
侍妾乙　　（白）　　　　　太师爷要是没有金银珠宝，哪里有我们呢？
丁太师　　（白）　　　　　是啊，你们都是金银珠宝换来的啊。
侍妾乙　　（白）　　　　　我们都是苦命人，好比小狗小猫一样托太师爷的洪福。
侍妾甲　　（白）　　　　　能够到得了这里，在太师爷旁边站一站，也就不算苦命了。
侍妾乙　　（白）　　　　　就是玩厌了给太师爷一脚踢出去，也算享过几天福，就不枉人生一世了！听说
　　　　　　　　　　　　　有些打鱼的女孩子叫她们都不肯来，那真不知道存的什么心？
侍妾甲　　（白）　　　　　那也难怪，我以前也不知道府里这样享福，来的时候还哭过呢。
侍妾乙　　（白）　　　　　驴子还有两个耳朵不是？
侍妾甲　　（白）　　　　　唷，太师爷，你瞧她骂得我多苦？
丁太师　　（白）　　　　　好了好了，都会说话，我都欢喜。
（二侍妾互作怪相。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太师爷：教师爷回来了。
丁太师　　（白）　　　　　啊，叫他进来！
院子　　　（白）　　　　　太师爷有请教师爷！
（教师上。）
教师　　　（白）　　　　　叩见太师爷，大事不好了！
丁太师　　（白）　　　　　教师爷为何这等狼狈？
教师　　　（白）　　　　　受了伤了。
丁太师　　（白）　　　　　怎么，受了伤了？
　　　　　　　　　　　　　来，快与教师爷看座！
家院　　　（白）　　　　　是。
（家院送椅与教师。）
丁太师　　（白）　　　　　渔税银子收到没有？
教师　　　（白）　　　　　太师爷再休提起！自我奉命去催萧恩的渔税银子，他没有银子，我就教他把女
　　　　　　　　　　　　　儿作押。他说银子多得很，除非是打得过他，他才肯拿出来，像他那样糟老头
　　　　　　　　　　　　　子，那里禁得起一打？还没有动手，我一指他就躺下了。
（二侍妾同笑。）
教师　　　（白）　　　　　我马上架着他的女儿就走，谁知他早有预备！
丁太师　　（白）　　　　　什么预备？
教师　　　（白）　　　　　一声锣响，从他的房子后面，跑出五、六百人来。
丁太师　　（白）　　　　　怎么，五、六百人？
教师　　　（白）　　　　　五、六百人，一个个使的是刀枪剑戟、钯棍钩叉、拐子流星，样样俱全。
丁太师　　（白）　　　　　你便怎么样？
教师　　　（白）　　　　　我看他们尽管人多势大，都是些乌合之众。他们蜂拥而上，将我团团围住。我
　　　　　　　　　　　　　便一跳，跳上一个高坡，指着萧恩大骂道：萧恩萧恩，你的死期到了！
　　　　　（唱）　　　　　见此情不由我七窍冒火，
　　　　　　　　　　　　　你这般对付我却待如何？
　　　　　　　　　　　　　丁府的教师爷不才是我，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了许多。
　　　　　　　　　　　　　我好比出山虎独自一个，
　　　　　　　　　　　　　哪怕你犬羊辈一群一窝！
　　　　　　　　　　　　　我走上去左边一拳右边一脚，
（教师叫痛。）
丁太师　　（白）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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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唱）　　　　　想不到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丁太师　　（白）　　　　　人越来越多，你赤手空拳便怎么样？
教师　　　（白）　　　　　我见人来的太多，也只好一半使智，一半使力。我冲过去，好比三国的许褚一
　　　　　　　　　　　　　样，倒提起两个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了一阵，我深恐有失，便又夺过
　　　　　　　　　　　　　一跟齐眉棍，冲出重围。他们又是冷箭，又是暗器，拚命从后面追赶，我卖一
　　　　　　　　　　　　　个破绽，便上船走了！
丁太师　　（白）　　　　　教师爷真是神勇！
二侍妾　　（同白）　　　　教师爷真是英雄！
教师　　　（白）　　　　　为太师爷效劳，不敢不拼命。
丁太师　　（白）　　　　　他们不过是些渔夫，怎么聚得起那样多人？又怎么会有那样许多兵器呢？
教师　　　（白）　　　　　啊呀太师爷！你当他们是寻常的渔夫吗？他们都是土匪。
丁太师　　（白）　　　　　啊？他们在我门前，怎么敢做土匪？
教师　　　（白）　　　　　不是土匪怎么会敢抗税呢？
丁太师　　（白）　　　　　是啊。不是土匪怎么会敢抗税呢？
教师　　　（白）　　　　　萧恩和那土匪倪荣、李俊，聚了许多梁山泊的残匪，白天打鱼，掩饰人的耳目，
　　　　　　　　　　　　　晚上便四处打劫客商。
丁太师　　（白）　　　　　怎么从来没有听见？
教师　　　（白）　　　　　一来因为那些客商，怕他们的势众，不敢报官；二来他们羽翼未丰，还不敢明
　　　　　　　　　　　　　目张胆呢。
丁太师　　（白）　　　　　有这等事？也罢！既是如此，你拿我名帖，骑匹快马，去到县衙门，请吕大老
　　　　　　　　　　　　　爷快快派兵下乡，将萧恩拿来见我！
教师　　　（白）　　　　　小人马上就去。告退了。
　　　　　（唱）　　　　　得意洋洋出府门，
　　　　　（白）　　　　　啊唷！
　　　　　（唱）　　　　　浑身疼痛实难禁。
　　　　　（白）　　　　　那县衙门的兵丁好久不下乡了，生意冷淡，亏我凭三寸不烂之舌，替他们开一
　　　　　　　　　　　　　条财路，我也好多少分润一点。萧恩啊萧恩，这一下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正是：
　　　　　（念）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教师下。）
侍妾甲　　（白）　　　　　土匪那样厉害，倘若杀来如何是好？
侍妾乙　　（白）　　　　　那真吓死人呢！
丁太师　　（白）　　　　　怕什么？那些抗税的渔夫，一定要吃了大亏，才晓得王法的利害！
侍妾甲　　（白）　　　　　渔税银子怎么会闹得那样厉害？
丁太师　　（白）　　　　　你们吃的是什么？
侍妾甲　　（白）　　　　　吃的是珍馐美味。
丁太师　　（白）　　　　　穿的是什么？
侍妾甲　　（白）　　　　　锦绣绫罗。
丁太师　　（白）　　　　　倘若没有渔税银子，你们就连粗茶淡饭都没有吃的呢！所以他们抗税就是不给
　　　　　　　　　　　　　饭我们吃。
侍妾甲　　（白）　　　　　唷，那是会肚子饿的。
侍妾乙　　（白）　　　　　那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拚命。
丁太师　　（笑）　　　　　哈哈哈哈！
（小锣作微风声。）
丁太师　　（白）　　　　　你看夕阳西下，花香入帘，不免前去散步一回。
二侍妾　　（同白）　　　　我等陪伴。
（丁太师回顾二侍妾，起身绕场。）
丁太师　　（笑）　　　　　哈哈哈哈！
　　　　　（唱）　　　　　夕阳西下红满天，
　　　　　　　　　　　　　风送花香入秀帘。
　　　　　　　　　　　　　美人珠玉在眼前，
　　　　　　　　　　　　　无边清艳非人间。
二侍妾　　（同唱）　　　　太师恩意太缠绵，
　　　　　　　　　　　　　做一世奴才不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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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院上。）
家院　　　（白）　　　　　启禀太师爷：县太爷到。
丁太师　　（白）　　　　　就请到这里。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丁太师　　（白）　　　　　你等不必退下。
二侍妾　　（同白）　　　　是。
家院　　　（内）　　　　　大老爷有请。
（吕子秋上。）
吕子秋　　（念）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为官非易，千里只为求财。
（吕子秋见丁太师。）
吕子秋　　（白）　　　　　太师爷，学生拜揖。
丁太师　　（白）　　　　　岂敢，大公祖，治生年迈，未曾远迎，还望恕罪。
吕子秋　　（白）　　　　　岂敢。
丁太师　　（白）　　　　　请坐。
吕子秋　　（白）　　　　　有座。
（丁太师顾二侍妾。）
吕子秋　　（白）　　　　　拜过吕大老爷。
（二侍妾同深深一拜。）
吕子秋　　（白）　　　　　请起请起。
（吕子秋答拜。丁太师急扶住吕子秋。）
丁太师　　（白）　　　　　岂敢岂敢，折煞她们。
吕子秋　　（白）　　　　　对太师爷的爱宠，怎敢失礼？
丁太师　　（白）　　　　　言重了。
　　　　　（笑）　　　　　哈哈哈……
　　　　　（白）　　　　　大公祖。
吕子秋　　（白）　　　　　老太师。
丁太师　　（白）　　　　　近来，渔夫佃户都还老实，不想江那边竟出了土匪。
吕子秋　　（白）　　　　　自从晚生清乡以来，境内早没有土匪，恐怕只是些穷苦渔夫存心抗税罢了。
丁太师　　（白）　　　　　穷人不听话就是土匪，何况还敢抗税呢！
吕子秋　　（白）　　　　　太师爷说得一丝儿也不错，适才府上差遣之人在路上遇见了。晚生早已派兵过
　　　　　　　　　　　　　江，想必那萧恩父女和倪荣、李俊辈，明天就可拿到。
丁太师　　（白）　　　　　大公镇抚一方，真是民之父母。
吕子秋　　（白）　　　　　都是托圣上的洪福，又得太师爷的教导。
丁太师　　（白）　　　　　老夫何足道哉？开宴！
（众仆役内同允。四丫鬟捧纱灯同走出，众人同绕场。〖吹打〗。幕开。众女子同捧烛侍立。行酒，上宴，
入席。）
丁太师　　（白）　　　　　请！
吕子秋　　（白）　　　　　太师爷请！
（丁太师顾二侍妾。）
丁太师　　（白）　　　　　歌舞上来侑酒！
（二侍妾同允，同起舞。）
众女子　　（同唱）　　　　画堂无限风光好，
　　　　　　　　　　　　　看千行红烛高烧！
　　　　　　　　　　　　　金卮满泛香醪，
　　　　　　　　　　　　　月儿又上树梢。
　　　　　　　　　　　　　外面是水晶宫殿，
　　　　　　　　　　　　　里面是仙岛琼瑶。
　　　　　　　　　　　　　销魂怕听筝箫，
　　　　　　　　　　　　　朦胧香雾里，眼花缭乱，笑语嗷嘈。
　　　　　　　　　　　　　莫问夜如何，
　　　　　　　　　　　　　只怕天将晓！
　　　　　　　　　　　　　温柔乡常恨温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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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万岁应忘老。
吕子秋　　（白）　　　　　好极了好极了，可以浮一大白！
丁太师　　（白）　　　　　请。
（丁太师、吕子秋对饮。）
丁太师　　（笑）　　　　　哈哈……
　　　　　（白）　　　　　再来斟满！
吕子秋　　（白）　　　　　少一点少一点，再干一杯那就要醉了。
（丁太师对侍妾甲。）
丁太师　　（白）　　　　　多劝几杯！
（侍妾甲作媚态，敬酒。）
吕子秋　　（白）　　　　　再唱一个，我便再饮一杯。
侍妾甲　　（唱）　　　　　情深只恨金樽浅，
　　　　　　　　　　　　　曲高莫怨知音少，
　　　　　　　　　　　　　尽兴在今宵，
　　　　　　　　　　　　　何处明朝？
（哗啦响。众人同呆住。）
丁太师　　（白）　　　　　作什么？作什么？
（家院自后面走出。）
家院　　　（白）　　　　　没有事，打破一盘茶杯。
丁太师　　（白）　　　　　归哪个管的？将她责打二十板！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丁太师　　（白）　　　　　不要败兴，再饮再饮。再唱再唱！
（丁太师、吕子秋同大笑。）
侍妾甲　　（唱）　　　　　请饮杯中酒，
　　　　　　　　　　　　　愿使君莫负良宵，莫负良宵！
吕子秋　　（唱）　　　　　莫负良宵，莫负良宵！
　　　　　　　　　　　　　人生行乐耳，
　　　　　　　　　　　　　富贵等鸿毛！
　　　　　　　　　　　　　啊哟哟哟，醉了醉了！
丁太师　　（白）　　　　　大公祖看她怎么样？
吕子秋　　（白）　　　　　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丁太师　　（白）　　　　　看起来你是喜欢她？
吕子秋　　（白）　　　　　不敢，不敢。
丁太师　　（白）　　　　　不必客气，就将她奉赠。
吕子秋　　（白）　　　　　啊呀啊呀，这是哪里说起？
（丁太师对侍妾甲。）
丁太师　　（白）　　　　　来来来，快快前去拜过！
（侍妾甲略迟疑，走上去拜吕子秋。吕子秋向丁太师深深一揖。）
丁太师　　（白）　　　　　许多事多蒙大公祖帮忙，送个把人服侍服侍，不敢言报。
　　　　　　　　　　　　　来，唱一支“彩凤移巢”吧。
众人　　　（同唱）　　　　彩凤移巢……
（巨响。众人同大惊。）
丁太师　　（白）　　　　　外面什么响？
（男仆甲、男仆乙同跑下，家院自外奔进。）
家院　　　（白）　　　　　启禀太师爷：落了一槽瓦，倒了一个花架。
丁太师　　（白）　　　　　这是什么原故？
家院　　　（白）　　　　　正在查问。
丁太师　　（白）　　　　　家中许多人都是作什么的？快去查问明白，将外边伺候的，每人重则四十！
家院　　　（白）　　　　　遵命。
（家院欲走。吕子秋止住。）
吕子秋　　（白）　　　　　且慢，问个明白再责他们吧。
丁太师　　（白）　　　　　念在大老爷讲情，暂时记打。下去，叫他们小心便了！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4106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21

家院　　　（白）　　　　　遵命。
（家院急下。）
丁太师　　（白）　　　　　大公祖，想如今教师带了徒弟随同县里士兵下乡去了，这里空虚得很，倘若有
　　　　　　　　　　　　　匪徒乘虚而入，那还了得？
吕子秋　　（白）　　　　　太师尽管放心，府上家丁也还不少，都也有些武艺，晚生也带来几名壮士，鼠
　　　　　　　　　　　　　贼不足忧也。
丁太师　　（白）　　　　　既是如此，待我吩咐家丁们格外小心防卫。
　　　　　　　　　　　　　来！
男仆丙　　（白）　　　　　有。
丁太师　　（白）　　　　　传令下去，叫家丁们不可贪睡，小心看守庄院！若有可疑之人，将他拿下！
男仆丙　　（白）　　　　　遵命。
　　　　　　　　　　　　　连着几晚没有睡，今夜又是睡不成了！
（男仆丙下。男仆甲上。）
男仆甲　　（白）　　　　　启禀太师爷：外面平静无事，奴婢们都不敢贪睡，在小心伺候。
丁太师　　（白）　　　　　再不小心，便一个个将他们打死！下去！
男仆甲　　（白）　　　　　遵命。
　　　　　　　　　　　　　只算我倒霉！
（男仆甲下。）
丁太师　　（白）　　　　　适才因外面喧闹，败了清兴，来！
侍妾乙　　（白）　　　　　有。
丁太师　　（白）　　　　　斟酒来敬吕大老爷！
侍妾乙　　（白）　　　　　是。
丁太师　　（白）　　　　　把“彩凤移巢”再唱下去！
众女子　　（同唱）　　　　彩凤移巢，彩凤移巢，
　　　　　　　　　　　　　展翅迎风态最娇。
侍妾甲　　（唱）　　　　　旧恩回首比天高，
　　　　　　　　　　　　　新恩又似洪涛！
　　　　　　　　　　　　　只有一寸心，两下里如何报？
众女子　　（同唱）　　　　只有一寸心，两下里如何报？
（丁太师举杯痛饮，作荒淫无道态。萧恩、萧桂英自复幕中同出。丁太师惊起。）
丁太师　　（白）　　　　　你是何人？
（吕子秋吓得魂飞魄散，动不得。）
萧桂英　　（白）　　　　　我乃是萧恩之女名叫桂英，听说你要见我，我来见你来了。
（众女子同哄散去。）
丁太师　　（白）　　　　　拿贼！
萧桂英　　（白）　　　　　你的家丁睡的睡了，醉的醉了，叫不应了。
丁太师　　（白）　　　　　你来何事？
萧桂英　　（白）　　　　　冤家见面岂能饶你！
（萧桂英一刀杀死丁太师。吕子秋跪地叩头。）
吕子秋　　（白）　　　　　大王爷饶命……
萧恩　　　（白）　　　　　你可是吕子秋？不能饶你！
（萧恩一刀杀死吕子秋。）
萧恩　　　（白）　　　　　儿啊！不想吕子秋也在这里，这也是冤家路窄，天理难容。此处不可久留，放
　　　　　　　　　　　　　起一把火杀出去吧！
（内人声哄然。众家丁持兵器同进。）
众家丁　　（同白）　　　　贼子哪里走？
萧恩　　　（白）　　　　　儿啊！抖擞精神随为父来呀！
（萧恩、萧桂英同举刀冲出，众家丁同追下。幕闭。）

【第六场】

（内锣声。众渔夫、众村民持器械同上，过场。）
村民甲　　（白）　　　　　各位，村里发了火，我们大家前去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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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允。村民乙自众人丛中走出。）
村民乙　　（白）　　　　　哪里发火？
村民甲　　（白）　　　　　看去好像是丁太师家。
村民乙　　（白）　　　　　丁家害我们害得够了，他们家里起火，我们不要去救。
村民甲　　（白）　　　　　倘若不救，将来还是村里遭殃。
村民丙　　（白）　　　　　村里人不救村里的火，天理不容。
村民甲　　（白）　　　　　哪个不救就是反叛！
村民乙　　（白）　　　　　帮助害人的贼，就是村里的败类，大家的仇人！
村民甲　　（白）　　　　　我们都种的丁家的田，吃的是丁家的饭，今日丁家起火不能不救！
村民丙　　（白）　　　　　救火要快，不许再多说了！
村民乙　　（白）　　　　　我们不去！
村民甲　　（白）　　　　　你要造反吗？
（村民甲一拳一脚将村民乙打倒。）
村民甲　　（白）　　　　　我们大家不要听这个土匪胡说，快去救火！
（村民甲拔出刀。）
村民甲　　（白）　　　　　哪个不去，这刀子可不认识朋友！快走！
（众人同被慑服，欲走。倪荣上。）
倪荣　　　（白）　　　　　慢着！
（众人同站住。）
村民甲　　（白）　　　　　你是何人，敢来挡路？
倪荣　　　（白）　　　　　倪荣是也！各位听者，我是从丁家来的。那丁家老贼，串通贪赃的知县吕子秋，
　　　　　　　　　　　　　苛政暴敛，鱼肉乡民，使我们田不能耕，鱼不能打，有家不能住，有妻子不
　　　　　　　　　　　　　能养，只好挨饿忍饥，束手待毙。我们的朋友萧恩父女二人，舍身闯入虎口，
　　　　　　　　　　　　　为一方除害，适才已经将丁家老贼和那知县吕子秋一齐杀了。我们还有朋友在
　　　　　　　　　　　　　县衙里将监中欠租的渔夫农民全数放了出来。我们受难多年，若要重见天日，
　　　　　　　　　　　　　就在今朝！各位都是穷苦百姓，请问大家还是帮我们的仇人呢，还是帮我们的
　　　　　　　　　　　　　朋友？
众人　　　（同白）　　　　帮我们辛苦的朋友，替大家报仇！
倪荣　　　（白）　　　　　好啊！既是如此，不必救火，官兵就要到了，一齐抵挡去吧！
村民甲　　（白）　　　　　不要听他胡说，我是替你们想得长远！
倪荣　　　（白）　　　　　哪个不从，就是丁家的走狗！
众人　　　（同白）　　　　他就是走狗！
（倪荣举刀杀死村民甲。）
倪荣　　　（白）　　　　　来来来，我们走！
众人　　　（同唱）　　　　为除强暴舍一身，
　　　　　　　　　　　　　除了强暴救黎民！
　　　　　　　　　　　　　这是他们犯众怒，
　　　　　　　　　　　　　并不是我们爱杀人。
　　　　　　　　　　　　　听听听！
　　　　　　　　　　　　　听那边鼓角声声，
　　　　　　　　　　　　　听那边鼓角声声，
　　　　　　　　　　　　　是哪里开来了大兵？
　　　　　　　　　　　　　我们要舍死忘生，
　　　　　　　　　　　　　舍死忘生与他拼！
　　　　　　　　　　　　　这便是我们光明路上第一程！
　　　　　　　　　　　　　这便是我们光明路上第一程！
（众人同哄下。幕闭。）

【第七场】

（萧恩上，疲倦。）
萧恩　　　（白）　　　　　且住！想我少年时候，这种争斗真是算不了什么，想不到如今年迈，雄心虽在，
　　　　　　　　　　　　　气力已衰，打来打去，竟打不动了！且喜丁家老贼和那赃官俱已杀死，总算

http://scripts.xikao.com/play/70204106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渔夫恨》 23

　　　　　　　　　　　　　替大家出了一口怨气，只是女儿桂英，中途相失，他们人多势众，这便如何是
　　　　　　　　　　　　　好？
（教师上，照萧恩脑后一枪，萧恩急回身招架。）
教师　　　（白）　　　　　萧恩你的死期到了！
萧恩　　　（白）　　　　　你家狗主人早已丧命，你来送死么？
教师　　　（白）　　　　　萧恩，今天可不怕你，我们人多。
萧恩　　　（白）　　　　　尽管你们人多，萧某何惧！
（众家丁同在场后探视。）
教师　　　（白）　　　　　你以为我们太师爷死了你就得了志了吗？各村乡的绅士多着呢。绅士们上头还
　　　　　　　　　　　　　有官府，官府上头还有皇帝呢！除非是江山全归了你们，要不然你只好乖乖地
　　　　　　　　　　　　　等死！
萧恩　　　（白）　　　　　休得多言，看刀！
（教师边骂边打，萧恩一言不发，只顾挥刀猛斗。教师招架不住，闪过一旁，众家丁同上，围住萧恩。萧恩
奋力杀死二家丁，气力不支。教师走向高处，放袖箭，射中萧恩右臂。萧恩左手握刀，跳出圈子，靠在树上，
大喝。）
萧恩　　　（白）　　　　　你们不怕死的来吧！
（众家丁见状，不敢向前。）
教师　　　（白）　　　　　你们再不下手，等待何时？
（众家丁同举枪刺，萧恩杀家丁，众家丁同退下。教师举枪奔萧恩，众家丁同冲上。萧恩极力挣扎，受伤。
萧桂英、李俊同上。）
萧桂英　　（白）　　　　　爹爹，桂英在此！
（萧桂英杀死教师，众家丁同散下。萧桂英、李俊同扶萧恩欲走，众官兵打灯笼同上包围。）
萧桂英　　（白）　　　　　爹爹，兵来得多了，快些走吧！
李俊　　　（白）　　　　　萧兄如此年迈，又受重伤，他们人来的多了，逃避才是。
萧恩　　　（白）　　　　　说哪里话来！我虽年迈受伤，雄心不死，如今只有抵挡，哪能逃走？你们随我
　　　　　　　　　　　　　来！
　　　　　（唱）　　　　　汝等说话无志量，
　　　　　　　　　　　　　敢笑我英雄愿难偿。
　　　　　　　　　　　　　贼兵到来快抵挡！
萧桂英　　（唱）　　　　　爹爹英勇实无双。
　　　　　　　　　　　　　拚死不屈往前闯！
（承守带四官兵同上。萧恩、萧桂英、李俊合力临阵，欲突围而出。）
承守　　　（白）　　　　　伙计们，萧恩父女犯下了弥天大罪，如今前来捉拿他们，你们要奋勇当先，砍
　　　　　　　　　　　　　了萧恩父女的头好去领赏！
四官兵　　（同白）　　　　喳！
　　　　　（同唱）　　　　人生在世吃饭当先，
　　　　　　　　　　　　　得主人蒙养愿受笞鞭。
　　　　　　　　　　　　　不必打鱼不种田，
　　　　　　　　　　　　　得着差事到乡间。
　　　　　　　　　　　　　立功劳在眼前，
　　　　　　　　　　　　　拿住了萧恩领赏钱！
（萧恩、萧桂英、李俊同冲，不能出围。众官兵同喊杀，渐围渐紧。萧恩不能支持，萧桂英一面作战，一面
顾往萧恩。萧恩招架不住，受伤，往后倒。萧桂英、李俊保护萧恩同至坡上，承守带众官兵同追上。坡后火
把光亮照耀，倪荣自坡后闪出。）
倪荣　　　（白）　　　　　前面不是萧兄么？
萧桂英　　（白）　　　　　倪叔父快来！
倪荣　　　（白）　　　　　不必害怕，我们的人全来了！
（众村民同上。众官兵同观望，不敢前进。倪荣横刀向前。）
众村民　　（同唱）　　　　事不公平无理讲，
　　　　　　　　　　　　　恶霸害人害一方。
　　　　　　　　　　　　　大家齐心来扫荡，
　　　　　　　　　　　　　杀杀杀！烈烈轰轰斗一场！
（众村民扶萧恩同上土坡高处。萧桂英直立，高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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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桂英　　（白）　　　　　弟兄们！贼兵逼迫，我们总要见一个胜负！我们前进便生，后退便死，来来来，
　　　　　　　　　　　　　杀向前去！
（众村民同杀下山坡，混战。众官兵大乱。萧桂英、李俊、倪荣同进退作战。）
萧桂英　　（唱）　　　　　人生本是大战场，
　　　　　　　　　　　　　古往今来斗得忙。
　　　　　　　　　　　　　强的得胜把福享，
　　　　　　　　　　　　　软弱的受侮遭祸殃。
　　　　　　　　　　　　　不是你死便我丧，
李俊　　　（唱）　　　　　其间无从互商量。
萧桂英　　（唱）　　　　　我们众志成城墙，
倪荣　　　（唱）　　　　　不怕他们的刀与枪。
萧桂英　　（唱）　　　　　有胆量的往上闯！
李俊　　　（唱）　　　　　懂道理的快投降！
萧桂英　　（唱）　　　　　你们都是好百姓，
　　　　　　　　　　　　　为何甘心事虎狼？
　　　　　　　　　　　　　钢刀之下无情讲！
（萧桂英一刀杀死承守。倪荣、李俊分两边冲杀，众官兵同败退，众村名获胜，同整列坡上。萧恩在坡上举
手高叫。）
萧恩　　　（白）　　　　　杀啊！
众人　　　（同唱）　　　　哪一个恶霸再敢猖狂！
（幕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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