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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闹院》

主要角色
宋江：老生
阎惜姣：花旦
张文远：丑

情节
宋江为郓城县书吏，昵土娼阎惜姣，为营乌龙院以居其母女，给衣食。宋江有徒张文远，性佻健，喜冶游，
常乘间入院，与阎惜姣言笑取乐。阎惜姣亦爱张文远年少风流，遂与之通。久之，乐张文远而厌宋江。人言
啧啧，宋江有所闻，责阎惜姣忘恩负心。阎惜姣不服，反唇相讥，宋江大受奚落。宋江在郓城，常勾结梁山
大盗晁盖等，私相往还。一日，晁盖遣刘唐至宋江处下书赠金，宋江藏书金于招文袋。夜宿乌龙院，黎明即
匆匆出门。至中途，忽悟招文袋遗失在院，大惊，急回院搜索不得，意必为阎惜姣所匿。问之，阎惜姣直认
不讳。宋江哀恳再三，许尽与其金，而求将书掷还。阎惜姣掉头不允，逼宋江亲立笔据，许与张文远来往，
不准宋江再来院。宋江不得已允之。立据后，阎惜姣谓盗书当呈县令，论宋江当堂领取。宋江急甚，苦求不
已，而阎惜姣置若罔闻。宋江怒不可遏，遂拔刀刺死阎惜姣，取书而去。阎婆见女为宋江所杀，即控宋江于
县。县令稔知宋江为人诚实宽厚，欲偏袒之。无奈张文远伤其所欢横罹惨酷，欲为之伸雪，坚执宋江罪，并
嘱阎婆上控，以胁县令。县令乃科宋江以误杀罪，流至江州。后张文远为阎惜姣活捉去，亦不得善终云。

根据《戏考》第一册整理

【第一场】

（张文远上。）
张文远　　（念）　　　　　惜的的，爱的的，私通阎婆惜。
　　　　　（白）　　　　　在下张文远，今拜宋江门下为徒。我与那阎婆惜眉来眼去，两下苟合。今日闲
　　　　　　　　　　　　　暇无事，不免到乌龙院走走。
　　　　　（二黄平板）　　摇摇摆摆摆摆摇，
　　　　　　　　　　　　　摇摇摆摆过小桥。
　　　　　　　　　　　　　一步儿来至在乌龙院，
　　　　　　　　　　　　　叫声大姐快开门。
　　　　　（白）　　　　　大姐开门来！
阎惜姣　　（内白）　　　　来了。
（阎惜姣上。）
阎惜姣　　（二黄平板）　　忽听得双环响一声，
　　　　　　　　　　　　　不知来的是何人。
　　　　　　　　　　　　　用手儿开开了门两扇，
（张文远进门。）
张文远　　（白）　　　　　妙啊，妙啊！
　　　　　（二黄平板）　　有劳大姐礼相迎。
阎惜姣　　（二黄平板）　　搬一把椅儿三郎坐，
张文远　　（二黄平板）　　大姐几日可安宁？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为何不到乌龙院？
张文远　　（二黄平板）　　衙前惧怕一个人。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问三郎怕的哪一个？
张文远　　（二黄平板）　　怕的师傅宋公明。
阎惜姣　　（二黄平板）　　那宋江他是狼来他是虎？
张文远　　（二黄平板）　　非狼非虎，惧怕他三分。
阎惜姣　　（白）　　　　　三郎你可好？
张文远　　（白）　　　　　我好，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也好。三郎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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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远　　（白）　　　　　衙前有事，少来拜望。
阎惜姣　　（白）　　　　　这也难怪
张文远　　（白）　　　　　啊，大姐，手中拿的是什么？
阎惜姣　　（白）　　　　　红绣花鞋。
张文远　　（白）　　　　　是哪个穿的？
阎惜姣　　（白）　　　　　我妈穿的。
张文远　　（白）　　　　　妈儿娘老大年纪，怎么穿红绣花鞋？
阎惜姣　　（白）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是我妈的生日。做双花鞋，与她老人家上寿的
张文远　　（白）　　　　　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如此说来，我明日礼到人不到。
阎惜姣　　（白）　　　　　是要你的人来。礼不来，不要紧的
张文远　　（白）　　　　　如此说来，我礼到人又来。
阎惜姣　　（白）　　　　　这不结了吗！
张文远　　（白）　　　　　啊，大姐，你可晓得我的来意？
阎惜姣　　（白）　　　　　你要怎么样？
张文远　　（白）　　　　　我要与你高兴高兴。
阎惜姣　　（白）　　　　　你猜我呢？
张文远　　（白）　　　　　大姐越发的要高兴高兴。
阎惜姣　　（白）　　　　　我今天有点不高兴。
张文远　　（白）　　　　　告辞。
阎惜姣　　（白）　　　　　三郎你回来。你上哪里去？
张文远　　（白）　　　　　大姐今天不高兴，我等你高兴，我再来呀。
阎惜姣　　（白）　　　　　我跟你闹着顽的
张文远　　（白）　　　　　你跟我闹着顽，唬了我一身的冷汗。正是：
阎惜姣　　（念）　　　　　东边日出西边雨，
张文远　　（念）　　　　　大姐说我情来越有情。
阎惜姣　　（白）　　　　　三郎随我来。
张文远　　（白）　　　　　来了。
（张文远、阎惜姣同下。）

【第二场】

众人　　　（内同白）　　　退堂呢！
宋江　　　（内白）　　　　列位少陪了。
（宋江上。）
宋江　　　（二黄平板）　　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衙前来了宋公明。
　　　　　（白）　　　　　卑人宋江，在这郓城县，当了一名刑房。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乌龙院中走走。
　　　　　（二黄平板）　　那一日打从在大街上，
　　　　　　　　　　　　　偶遇好汉叫刘唐。
　　　　　　　　　　　　　他把那实言对我讲，
　　　　　　　　　　　　　请我梁山去为王。
　　　　　　　　　　　　　一步儿来至在大街上，
众人　　　（内同白）　　　啊，列位，你们来看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的宋公明。师徒二人，同走一条
　　　　　　　　　　　　　道，令人好笑，哈哈哈！
宋江　　　（二黄平板）　　又听得那邻舍说短道长。
　　　　　（白）　　　　　哎呀，且住。听他们街坊邻舍言道：“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
　　　　　　　　　　　　　徒二人，同走一条道路。”莫非张文远这小奴才，也到乌龙院中走走。嗳，是
　　　　　　　　　　　　　非终朝有，不听自然无。
　　　　　（二黄平板）　　自古道是非终朝有，
　　　　　　　　　　　　　耳不听来自然无。
　　　　　　　　　　　　　一步儿来至在乌龙院，
　　　　　　　　　　　　　青天白日把门关。
　　　　　（白）　　　　　啊？青天白日为何将门紧闭？待我上前叫门。大姐开门来。呔！大姐开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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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惜姣上。）
阎惜姣　　（白）　　　　　什么人？
宋江　　　（白）　　　　　啊？宋大爷声音，难道听不出来了？
阎惜姣　　（白）　　　　　哎，宋大爷来呢。你今天来得不凑巧。
宋江　　　（白）　　　　　怎么来得不凑巧？
阎惜姣　　（白）　　　　　钥匙不在我身上。
宋江　　　（白）　　　　　在哪一个身上？
阎惜姣　　（白）　　　　　在我妈身上。你改日再来吧！
宋江　　　（白）　　　　　呀呸！快快到妈儿娘房中，将钥匙取来开门。快去！
阎惜姣　　（白）　　　　　晓得了，你等一会儿。三郎快来！
（张文远上。）
张文远　　（白）　　　　　哎，大姐什么事？
阎惜姣　　（白）　　　　　不好呢，你师父来了！
张文远　　（白）　　　　　咳呀，这便怎么处？
阎惜姣　　（白）　　　　　不要紧，你在我妈房里躲一会儿。
张文远　　（白）　　　　　快些打发他走啊！
宋江　　　（白）　　　　　快些！
阎惜姣　　（白）　　　　　来了！
宋江　　　（白）　　　　　为何这样慢腾腾的，待我打进去！
（阎惜姣开门，宋江进门，东看西看。）
阎惜姣　　（白）　　　　　哎哎哎，宋大爷，你进得院中，东照西望，难道我这院中，有什么歹人不成？
宋江　　　（白）　　　　　不是啊。宋大爷往日进得院来，扫地挂画。今日进得院来，地也不扫，画也不
　　　　　　　　　　　　　挂。来个朋友，像个什么样儿？
阎惜姣　　（白）　　　　　宋大爷，我啊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我知道你要来呀，地也扫了，画也挂了。我
　　　　　　　　　　　　　没打算你来。
宋江　　　（白）　　　　　哦，大姐不打算我来，我倒偏偏地来了。
（阎惜姣坐下。）
宋江　　　（白）　　　　　哎，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宋大爷进得院来，你就该搬个椅儿过来，让你
　　　　　　　　　　　　　宋大爷坐下，才是你的道理。怎么你自己倒先坐下了。轻慢你宋大爷，怠慢你
　　　　　　　　　　　　　宋大爷，真是岂有此理！
阎惜姣　　（白）　　　　　宋大爷，这边有的是凳子，那边有的是椅子，自己不会坐下，难道叫我搂住你，
　　　　　　　　　　　　　抱住你？来来来吃点奶奶吧？
宋江　　　（白）　　　　　哎呀呀，这倒不消了。哎呀，是啊。这边有的是凳子，那边有的是椅子，我自
　　　　　　　　　　　　　己不会坐下，难道叫她搂住我，抱住我，自讨无趣？待我自己坐下。
（宋江、阎惜姣同坐椅子。）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怎么呢？
宋江　　　（白）　　　　　花钱的老爷们儿就欢喜这个调调儿。
阎惜姣　　（白）　　　　　你猜我呢？
宋江　　　（白）　　　　　大姐么，你也喜欢？
阎惜姣　　（白）　　　　　我就恼得这个调调儿。
宋江　　　（白）　　　　　大姐不欢喜这个调调儿，我就免了这个调调儿。大姐你可好？
阎惜姣　　（白）　　　　　我没有病，怎么不好？
宋江　　　（白）　　　　　我也好。
阎惜姣　　（白）　　　　　谁问你呢？
宋江　　　（白）　　　　　我问过大姐，大姐必要问我。我替大姐说了，省得大姐你劳神。
阎惜姣　　（白）　　　　　哪里这么些淡话？
宋江　　　（白）　　　　　大姐手里拿的什么？
阎惜姣　　（白）　　　　　你的帽子。
宋江　　　（白）　　　　　分明是鞋子，怎么是帽子？
阎惜姣　　（白）　　　　　你知道么你问？
宋江　　　（白）　　　　　哪一个穿的？
阎惜姣　　（白）　　　　　我妈穿的。
宋江　　　（白）　　　　　妈儿娘偌大年纪，穿什么红绣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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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惜姣　　（白）　　　　　今天十四，明天十五，我妈生日，做双花鞋与我妈上寿的。
宋江　　　（白）　　　　　哦，不是大姐提起，我倒忘怀了。明日我礼到人不到。
阎惜姣　　（白）　　　　　是要礼到，人不来不要紧。
宋江　　　（白）　　　　　如此，我礼到人不来。
阎惜姣　　（白）　　　　　你来不来不要紧。
宋江　　　（白）　　　　　大姐，闻得你一双巧手，今日要见识见识。
阎惜姣　　（白）　　　　　一双花鞋有什么好看？
宋江　　　（白）　　　　　看看也不要紧。
阎惜姣　　（白）　　　　　你要看拿去。
宋江　　　（白）　　　　　拿来。
阎惜姣　　（白）　　　　　好脏的手！
宋江　　　（白）　　　　　哦，我的手脏了。时才在衙内，抄写墨卷，未曾洗手，待我洗洗干净。
阎惜姣　　（白）　　　　　拿去！
宋江　　　（白）　　　　　哎，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阎惜姣　　（白）　　　　　你又挑眼了？
宋江　　　（白）　　　　　你方才嫌我的手脏，如今你把它丢在地下，难道他就不脏了么？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不要生气。常言道的好：洗手净指甲，作鞋泥里踏。终久它是要坏的。
宋江　　　（白）　　　　　是啊，“洗手净指甲，作鞋泥里踏。”终久它是要坏的。
阎惜姣　　（白）　　　　　你往哪里指？
宋江　　　（白）　　　　　我说这个鞋子。待我来看看。果然做的不错呀，好，拿去罢！
阎惜姣　　（白）　　　　　你还知道好歹吗？
宋江　　　（白）　　　　　为人在世，哪有不知道好歹的道理？
阎惜姣　　（白）　　　　　它是怎么好？
宋江　　　（白）　　　　　花儿也好，样儿也好，做的也好，这叫做好好好！
阎惜姣　　（白）　　　　　一点不好没有么？
宋江　　　（白）　　　　　就有一样。
阎惜姣　　（白）　　　　　哪一样？
宋江　　　（白）　　　　　颜色不对。
阎惜姣　　（白）　　　　　颜色不对，你就不该来。你拿过来罢！
宋江　　　（白）　　　　　宋大爷往日进得院来，你欢天喜地。今日进得院来，面带忧愁，莫非有什么心
　　　　　　　　　　　　　事不成？
阎惜姣　　（白）　　　　　没有心事。
宋江　　　（白）　　　　　一定有心事。
阎惜姣　　（白）　　　　　慢说没有心事，纵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宋江　　　（白）　　　　　慢说大姐心事，就是我父母太爷的心事，不猜便罢……
阎惜姣　　（白）　　　　　要猜呢？
宋江　　　（白）　　　　　猜他个八九不离十。
阎惜姣　　（白）　　　　　你不要猜。
宋江　　　（白）　　　　　一定要猜。
阎惜姣　　（白）　　　　　你就猜。
宋江　　　（白）　　　　　大姐听了：
　　　　　（二黄平板）　　宋公明打坐在乌龙院，
　　　　　　　　　　　　　猜一猜大姐肺腑情。
　　　　　　　　　　　　　莫不是茶饭不随你的口？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头一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猜错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平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还要吃什么龙肝凤目不成？不是的。
宋江　　　（白）　　　　　哦，猜错了？
阎惜姣　　（白）　　　　　猜错了。
宋江　　　（白）　　　　　听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衣裳不遂你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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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第二猜……
宋江　　　（白）　　　　　猜着了？
阎惜姣　　（白）　　　　　你又猜错了！
宋江　　　（白）　　　　　怎么又猜错呢？
阎惜姣　　（白）　　　　　想我们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呀穿什么描龙绣凤不成？不是的。
宋江　　　（白）　　　　　哦？不是的。再猜。
　　　　　（二黄平板）　　莫不是街坊邻居得罪了你？
阎惜姣　　（白）　　　　　想那街坊是好街坊，邻居是好邻居。慢说我得罪不着他们，就是得罪他们，还
　　　　　　　　　　　　　要看宋大爷三分金面。不是的。
宋江　　　（白）　　　　　哦，又不是的。我再来猜。
　　　　　（二黄平板）　　莫不是妈儿娘打骂你的身？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越猜越不对了！
宋江　　　（白）　　　　　怎么越不对了？
阎惜姣　　（白）　　　　　想那妈儿娘，她是我的妈，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不是的。
宋江　　　（白）　　　　　又不是的啊。
　　　　　（二黄平板）　　这不是那不是是何意见，
　　　　　（白）　　　　　啊，大姐的心事，往日一猜就猜着了，今日怎么猜不着了？
阎惜姣　　（白）　　　　　你猜不着，不要猜了。
宋江　　　（白）　　　　　我一定要猜！
（宋江、阎惜姣同做身段。）
宋江　　　（白）　　　　　大姐，你过来。我这一猜，一定猜着了！
　　　　　（二黄平板）　　莫不是思想我宋公明？
阎惜姣　　（白）　　　　　真有你的！
宋江　　　（白）　　　　　哦，猜着了？
阎惜姣　　（白）　　　　　可不是猜着呢！
宋江　　　（白）　　　　　你是想我？
阎惜姣　　（白）　　　　　可不是想你么！
宋江　　　（白）　　　　　哎呀，我说大姐的心事，果然被我猜着了。请坐请坐。大姐你几时想我？
阎惜姣　　（白）　　　　　我前天就想你。
宋江　　　（白）　　　　　衙前有事。
阎惜姣　　（白）　　　　　昨天想你。
宋江　　　（白）　　　　　朋友吃酒。
阎惜姣　　（白）　　　　　今天又想你。
宋江　　　（白）　　　　　今天想我，我倒偏偏地来了！
阎惜姣　　（白）　　　　　今天想得厉害。
宋江　　　（白）　　　　　怎么样的厉害？
阎惜姣　　（白）　　　　　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一盆
　　　　　　　　　　　　　凉水，右手拿住蒜瓣。喝口凉水，咬口蒜瓣……
宋江　　　（白）　　　　　这叫怎么想法？
阎惜姣　　（白）　　　　　这叫做淡想。淡想想断了肝肠！
宋江　　　（白）　　　　　啊，大姐，只怕不是想我！
阎惜姣　　（白）　　　　　我不想你谁想你？
宋江　　　（白）　　　　　大姐你想我？
阎惜姣　　（白）　　　　　你妹子想你！你姐姐想你！
宋江　　　（白）　　　　　呀呸！
　　　　　（二黄平板）　　怪不得大姐人谈论，
　　　　　　　　　　　　　道你的言语不中听。
　　　　　　　　　　　　　话到舌尖留半句，
　　　　　　　　　　　　　说出口来你难为人！
阎惜姣　　（白）　　　　　什么难为人？想我们妇道人家，一要走得正，二要走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一？
阎惜姣　　（白）　　　　　我一不作贼！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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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惜姣　　（白）　　　　　不偷人家的！
宋江　　　（白）　　　　　我问你这三？
阎惜姣　　（白）　　　　　三啊？还有他妈的四呢！
宋江　　　（白）　　　　　哎！你就坏在这个三上了！
　　　　　（二黄摇板）　　都道你私通了张……
阎惜姣　　（白）　　　　　张什么？张什么？张什么！
宋江　　　（白）　　　　　说不出口来，难为情。
阎惜姣　　（白）　　　　　不要紧，我替你难为情。
宋江　　　（白）　　　　　哎！
　　　　　（二黄摇板）　　那张文远！
　　　　　（白）　　　　　张文远！张文远！你的心事，我会猜不着！提起那张文远，你看他这个样儿，
　　　　　　　　　　　　　叫我们花钱的老爷们，好不寒心哪！
阎惜姣　　（白）　　　　　呀！
　　　　　（二黄平板）　　被他猜破肺腑情。
　　　　　（白）　　　　　哎呀，他怎么会晓得了？这怎么好？有呢，待我去灌灌米汤。哎呀，我说这个
　　　　　　　　　　　　　宋大爷……
宋江　　　（白）　　　　　呀呸！哪个不叫我宋大爷，要你来叫我宋大爷？宋大爷呀，还宋二爷呢！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不好，宋先生……
宋江　　　（白）　　　　　呀呸！哪个不叫我宋先生，要你来叫我宋先生？真真岂有此理！
阎惜姣　　（白）　　　　　哎呀，宋先生……不好，还是宋大爷……，我说宋大爷，我不会吃酒，清早起
　　　　　　　　　　　　　来，吃了几杯早酒，酒言酒语，得罪你了。我跟你闹着玩的。谁晓得你不经玩，
　　　　　　　　　　　　　一玩就炸呢！哎呀，我说宋大爷啊！
宋江　　　（白）　　　　　哦？你是与我做耍的？
阎惜姣　　（白）　　　　　可不是闹着玩的！
宋江　　　（白）　　　　　哎呀，唬了我一头的冷汗呢！请坐。大姐，从今以后，酒要少饮。
阎惜姣　　（白）　　　　　我戒酒了！
宋江　　　（白）　　　　　少吃些就是了。
阎惜姣　　（白）　　　　　我一点也不吃了。宋大爷，你方才说张……张什么？
宋江　　　（白）　　　　　张文远。
阎惜姣　　（白）　　　　　张文远是你什么人？
宋江　　　（白）　　　　　是我的小徒。
阎惜姣　　（白）　　　　　是你的小徒。白日在街内做什么？
宋江　　　（白）　　　　　抄写墨卷。
阎惜姣　　（白）　　　　　到晚来？
宋江　　　（白）　　　　　抵足而眠。
阎惜姣　　（白）　　　　　宋大爷你这话漏了。
宋江　　　（白）　　　　　漏了我房东。
阎惜姣　　（白）　　　　　什么“我房东”？你的话头漏了。
宋江　　　（白）　　　　　漏了什么？
阎惜姣　　（白）　　　　　我看别人没有私通张文远，我看你私通张文远了！
宋江　　　（白）　　　　　世间之上，自有男子私通女子，哪有男子私通男子的道理？
阎惜姣　　（白）　　　　　你没有私通张文远，你猜我呢？
宋江　　　（白）　　　　　大姐么，也不能够！
阎惜姣　　（白）　　　　　那么谁公通张文远？
宋江　　　（白）　　　　　是啊，哪一个私通张文远？
阎惜姣　　（白）　　　　　眼前有一人，私通张文远，你不敢惹她！
宋江　　　（白）　　　　　哪一个我宋江不敢惹她？
阎惜姣　　（白）　　　　　你的姐姐私通张文远！你的妹妹私通张文远！
宋江　　　（白）　　　　　呀呸！
　　　　　（西皮导板）　　一言怒恼宋公明！
（宋江、阎惜姣碰椅子。）
宋江　　　（白）　　　　　阎大姐！
阎惜姣　　（白）　　　　　宋大爷！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01020 2013-08-23



中国京剧戏考 《宋江闹院》 7

宋江　　　（白）　　　　　阎惜姣！
阎惜姣　　（白）　　　　　宋公明！
宋江　　　（白）　　　　　阎婆惜！
阎惜姣　　（白）　　　　　宋江！
宋江　　　（白）　　　　　哈哈哈！我宋江的名字，你倒叫起来了。我把你这个狗淫妇！狗淫妇！
阎惜姣　　（白）　　　　　哎呀，我把你这死乌龟！你们看他像不像！
宋江　　　（白）　　　　　呵呵！我宋江花了许多银钱，落了个忘八二字！咳！
　　　　　（西皮原板）　　骂一声阎惜姣无耻的贱人！
　　　　　　　　　　　　　曾记得在家遭荒旱，
　　　　　　　　　　　　　你一家逃难来到了郓城。
　　　　　　　　　　　　　遭不幸你的父丧了命，
　　　　　　　　　　　　　无银钱买棺木葬尔的天伦。
　　　　　　　　　　　　　尔的母没奈何将你卖，
　　　　　　　　　　　　　卖了那身价葬尔的先人。
　　　　　　　　　　　　　清早起卖到午时后，
　　　　　　　　　　　　　午时卖到夜黄昏。
　　　　　　　　　　　　　大街小巷俱卖尽，
　　　　　　　　　　　　　并无有一人问一声。
　　　　　　　　　　　　　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西皮快板）　　衙前来了宋公明。
　　　　　　　　　　　　　三十两银子将你卖，
　　　　　　　　　　　　　买回家来度光阴。
　　　　　　　　　　　　　我为你造下了乌龙院，
　　　　　　　　　　　　　我为你花下了许多银。
　　　　　　　　　　　　　我为你父母堂上难行孝，
阎惜姣　　（白）　　　　　你就该天打雷劈！
宋江　　　（白）　　　　　呀呸！
　　　　　（西皮快板）　　我为你失散了夫妻情。
　　　　　　　　　　　　　怒气不息将你打！
阎惜姣　　（白）　　　　　你要打谁？
宋江　　　（白）　　　　　我要打你！
阎惜姣　　（白）　　　　　我告诉你，太太好吃好穿没见过，好打见过的！我打个样儿与你看看！
宋江　　　（白）　　　　　定要打你！
（宋江、阎惜姣碰膀子。）
阎惜姣　　（白）　　　　　呀吓！踹了我的脚了！
宋江　　　（白）　　　　　怎么样了？
阎惜姣　　（白）　　　　　你走开去吧！
宋江　　　（白）　　　　　哎！
　　　　　（西皮快板）　　越思越想越伤心。
　　　　　　　　　　　　　一怒赶出乌龙院！
阎惜姣　　（白）　　　　　我就走！
　　　　　（西皮快板）　　阎婆惜到处有宾朋。
宋江　　　（西皮快板）　　任你跑到天边远，
　　　　　　　　　　　　　难逃宋江掌握中！
阎惜姣　　（白）　　　　　谅不就！
宋江　　　（白）　　　　　谅的就？
阎惜姣　　（白）　　　　　哎呀！
宋江　　　（西皮快板）　　从今后我不进乌龙院！
阎惜姣　　（白）　　　　　再来呢？
宋江　　　（西皮快板）　　情愿对天把誓盟！
阎惜姣　　（白）　　　　　我不信！
宋江　　　（白）　　　　　我就对……
阎惜姣　　（白）　　　　　我就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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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　　　（白）　　　　　哎，大姐我是与你做耍的。你怎么跪下了？来个朋友，看见像什么样儿？你起
　　　　　　　　　　　　　来吧！
阎惜姣　　（白）　　　　　我也不是三岁两岁小孩，让你打哭呢，哄乐呢！你与我跪下罢！
宋江　　　（白）　　　　　哎！
　　　　　（西皮摇板）　　双膝跪在尘埃地，
　　　　　　　　　　　　　过往神灵听分明：
　　　　　　　　　　　　　从今后再进乌龙院，
阎惜姣　　（白）　　　　　怎么样？
宋江　　　（西皮摇板）　　药酒毒死我宋公明！
阎惜姣　　（白）　　　　　你走出去！
宋江　　　（白）　　　　　嗳，我与她恩爱夫妻，争吵几句，说什么不来？待我转去……啊？这贱人已经
　　　　　　　　　　　　　将门紧闭。哎！大丈夫做事，提得起，放得下。这烟花之地，来不来，有什么
　　　　　　　　　　　　　要紧？说不来我就不来了。嗳？说什么不来？想这乌龙院，乃是我银钱所造，
　　　　　　　　　　　　　阎惜姣是我银钱所买，我宋江不来，是哪个敢来？从今以后，无有风吹草动便
　　　　　　　　　　　　　罢，若有风吹草动，我就是这一刀结束尔的狗命！正是：
　　　　　（念）　　　　　当初不听朋友劝，失足上了无底船。
　　　　　（白）　　　　　受了许多的腌臜的气。哎！花了许多昧心钱。列位老爷们，你们哪个要来只管
　　　　　　　　　　　　　来走走，我宋江是不来了，我一定不来了。嗳！我是再也不来了！
（宋江下。）
阎惜姣　　（白）　　　　　宋大爷！宋江！哎呀，真走了！待我开开门，看看走呢！三郎快来！
（张文远上。）
张文远　　（白）　　　　　我师父可曾走了？
阎惜姣　　（白）　　　　　你师父走了。
张文远　　（白）　　　　　我也要去了。
阎惜姣　　（白）　　　　　你回来！
张文远　　（白）　　　　　作什么？
阎惜姣　　（白）　　　　　你还愿意作长久夫妻，还是愿意作短头夫妻？
张文远　　（白）　　　　　长头夫妻怎说？短头夫妻怎讲？
阎惜姣　　（白）　　　　　短头夫妻，你今个去了，不要来了。
张文远　　（白）　　　　　我舍不得大姐。
阎惜姣　　（白）　　　　　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闻听人说宋江私通梁山，你在外头访，我在家里
　　　　　　　　　　　　　访。访出此事，将他送入当官，你我就是长久夫妻了！
张文远　　（白）　　　　　好，我告辞了。
阎惜姣　　（白）　　　　　回来。我看看有人没人。
（阎惜姣看。）
阎惜姣　　（白）　　　　　没有人。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张文远　　（念）　　　　　休要走漏这消息。
阎惜姣　　（念）　　　　　但愿害得宋江死，
张文远　　（念）　　　　　你我夫妻顷刻离。
阎惜姣　　（白）　　　　　哎呀，永不离！
张文远　　（白）　　　　　不错，永不离。请吓，请吓！
（张文远下。）
阎惜姣　　（白）　　　　　正是：宋江啊，宋江，管叫你：
　　　　　（念）　　　　　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阎惜姣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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