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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碧缘》【四本】

主要角色
骆宏勋：小生
余千：净
任正千：净
鲍自安：净
鲍金花：武旦
何氏：老旦
王伦：丑
贺氏：贴旦
贺世赖：丑
花振芳：净
花碧莲：武旦
陈健元：末
朱彪：净
濮天雕：武丑
巴氏：彩旦
马金定：武旦
巴杰：净
胡理：武丑
胡琏：末
雷胜远：副净
消月：净
黄胖：副净
李郎中：丑
游人甲：丑
游人乙：副净
游人丙：末
店小二：丑

情节
前剧演至扬州打擂，骆宏勋受伤为止。此剧接演钦差赍诏出京，“骆太太、桂小姐寄居花家寨”、“知府夫
人请医诊脉”、“钦差到嘉兴传旨”、“王伦挈眷起行”、“嘉兴总兵陈健元长亭饯别”、“濮天鹏连夜过
江赶回龙潭讨药”、“鲍自安亲到扬州医治宏勋主仆”、“自安擂台赌赛、打败朱氏弟兄”、“鲍金花踢瞎
朱彪双目”、“朱虎往金陵请师复仇”、“自安力敌雷胜远”、“消安师徒下山”、“宏勋山东探母”、
“巴杰花家寨拜寿”、“花碧莲骂回马金定”、“主仆路经酸枣岭”、“巴杰挡住巴家寨”、“巴杰剑下亡身”
、“主仆借宿黑店”、“金定半夜查抄”、“胡理飞跑花家寨探听消息”、“花氏母女双斗金定”、“贺
世赖历城县上任”、“主仆逃难、黄花铺巧遇仇家”、“贺世赖暗遣衙役围困旅馆”，至此为《宏碧缘》四
本之终点，皆《绿牡丹》小说四十四回以上之事实。

注释
剧本仅多窜改加增，然有情有致，颇合观剧者之心理。是剧连台串演，篇幅甚长，一时不及全载，尚有五、
六、七、八本，俟下册续出。

根据《戏考》第二十四册整理

【第一场】

（四青袍同上，黄门官上。）
黄门官　　（念）　　　　　一封丹凤诏，飞下九重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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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宏碧缘》【四本】 2

　　　　　（白）　　　　　下官，黄门官是也。今有圣上，将嘉兴府王伦升任建康道之职，贺世赖为山东
　　　　　　　　　　　　　历城县正堂，命下官押送圣旨去往嘉兴。
　　　　　　　　　　　　　左右！
（四青袍同允。）
黄门官　　（白）　　　　　开道。
（〖吹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任正千上。）
任正千　　（西皮摇板）　　胸中积下千般恨，
　　　　　　　　　　　　　杀却王伦恨方平。
　　　　　（白）　　　　　俺，任正千。奉了鲍老丈之命，去往花家寨打探骆师母的消息。就此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不分昼夜往前进，
　　　　　　　　　　　　　花家寨内走一程。
（任正千下。）

【第三场】

（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何氏乘车同上。）
何氏　　　（西皮摇板）　　不幸家中被火焚，
　　　　　　　　　　　　　幸蒙花老丈救残生。
　　　　　（白）　　　　　老身，骆门何氏。不幸家中遭天火，若非花老丈搭救，险些丧命。
（花振芳上。）
花振芳　　（白）　　　　　骆老太太受惊了。
何氏　　　（白）　　　　　多承花老丈搭救之恩。只是老身无处安身怎好？
花振芳　　（白）　　　　　就请老太太，到我花家寨住上几日，料也无妨。
何氏　　　（白）　　　　　只是打搅不当。
花振芳　　（白）　　　　　不必谦辞，就此趱行者。
何氏　　　（白）　　　　　多谢了。
　　　　　（西皮摇板）　　多蒙老丈恩情厚，
　　　　　　　　　　　　　宏勋归来把恩酬。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引桂如英乘车同上。）
桂如英　　（西皮摇板）　　无端大祸从天下，
　　　　　　　　　　　　　怎不叫人泪如麻。
　　　　　（白）　　　　　奴家，桂如英。是奴正在绣房睡卧，忽然来了许多强人，将奴抢了出来，扶到
　　　　　　　　　　　　　车上，来至此地，也不知父母生死存亡。
　　　　　　　　　　　　　吓，我把你们这一伙强人，清平世界，竟敢掠抢人家妇女。劝你们将我速速送
　　　　　　　　　　　　　回便罢，如若不然，我一喊叫起来，管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同白）　　　　小姐不必害怕，我们不是强人，也不是贼盗，我们乃是花老寨主叫我们来接小
　　　　　　　　　　　　　姐的。你到了那里，你就自然明白了。
桂如英　　（白）　　　　　你等俱是一片胡言，休得欺我。
　　　　　（西皮摇板）　　看起来这也是今生造定，
　　　　　　　　　　　　　料想逃生万不能。
　　　　　　　　　　　　　哭一声爹娘不能见，
　　　　　（哭头）　　　　爹娘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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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引花振芳、何氏乘车同上。）
花振芳　　（白）　　　　　你们都来了么？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同白）　　　　参见花寨主。
花振芳　　（白）　　　　　桂小姐可曾接到么？
巴龙、
巴虎、
巴彪、
巴豹　　　（同白）　　　　现在车中。
花振芳　　（白）　　　　　骆老太太，这车中就是你的儿媳桂家小姐。
　　　　　　　　　　　　　呀，小姐，这就是骆公子之母，骆老太太，你的婆婆到了，还不向前见过。
何氏　　　（白）　　　　　嗳吓，儿媳吓！你怎也在此地？老身前在扬州，接到你爹娘一信，说我儿被火
　　　　　　　　　　　　　烧死，不想今日还在。你是因何至此？
桂如英　　（白）　　　　　婆母有所不知，孩儿夜晚正在绣房卧睡，忽然来了一伙强人，将奴抢了出来，
　　　　　　　　　　　　　是以至此。
花振芳　　（白）　　　　　你婆媳二人不必猜疑，一同请到我家，自知分晓。
　　　　　　　　　　　　　巴龙、巴虎，速速催赶车辆，回花家寨去者。
（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同允。众人同下。）

【第五场】

（巴氏上。）
巴氏　　　（念）　　　　　为了女儿一件事，老头子一去不回还。
　　　　　（白）　　　　　我巴氏。我们老头子花振芳，为了女儿碧莲的亲事，东跑西颠，去着多少天啦，
　　　　　　　　　　　　　还不见回来，倒叫我常常的挂念。不免将女儿叫出来，同她商量商量。
　　　　　　　　　　　　　碧莲快来！
（花碧莲上。）
花碧莲　　（念）　　　　　忽听母亲唤，急忙到跟前。
　　　　　（白）　　　　　吓，母亲，你能叫我们做什么吓？
巴氏　　　（白）　　　　　我说丫头吓，你看你爹爹，为了你这件亲事，天天在外头跑来跑去，也不见回
　　　　　　　　　　　　　来，我有点不放心。
花碧莲　　（白）　　　　　可不是吗！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啦，为我的事，终日在外头跑。就是我这心里
　　　　　　　　　　　　　头，也是很过意不去的。要不然，咱们打发人，去打听打听去。妈，你看好不
　　　　　　　　　　　　　好？
（庄丁上。）
庄丁　　　（白）　　　　　老寨主回来啦，还有桂小姐、骆老太太全来啦！
巴氏、
花碧莲　　（同白）　　　　都来啦吗？快快有请！
庄丁　　　（白）　　　　　有请！
（巴仁、巴义、巴礼、巴智、巴龙、巴虎、巴彪、巴豹引花振芳、何氏、桂如英同上。）
花振芳　　（白）　　　　　她们都被我接来了。
巴氏　　　（白）　　　　　呀，老太太你可好呀？
何氏　　　（白）　　　　　花大嫂请了！
花碧莲　　（白）　　　　　老太太，我们有礼啦！
何氏　　　（白）　　　　　小姐少礼。
花碧莲　　（白）　　　　　这就是桂家的姐姐么？走，咱们后庄上去玩去。
（花碧莲拉桂如英同下。）
巴氏　　　（白）　　　　　老头子，你看老太太她们全到啦，你应该去给骆公子送个信去才是。
花振芳　　（白）　　　　　我就此去往龙潭镇走走。
（花振芳下。任正千上）
任正千　　（白）　　　　　来此已是花家寨，待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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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师母也在此地，待弟子参拜。
何氏　　　（白）　　　　　贤契少礼。但不知你从哪道而来，可曾遇着宏勋无有？
任正千　　（白）　　　　　弟子打从龙潭镇而来，我那师弟已往扬州去了。
巴氏　　　（白）　　　　　既是骆公子去往扬州，老太太已经到了这儿啦，任大爷歇息歇息，再走也不迟。
任正千　　（白）　　　　　事不宜迟，俺就此去也。
（任正千上马急下。）
巴氏　　　（白）　　　　　请老太太后面用饭。
（巴氏、何氏同下。）

【第六场】

（贺氏上。）
贺氏　　　（西皮原板）　　自那日在花园夫妻畅饮，
　　　　　　　　　　　　　又谁知任正千无故来临。
　　　　　　　　　　　　　因此上吓得我身染重病，
　　　　　　　　　　　　　终日里只觉得胆战心惊。
　　　　　（白）　　　　　我，贺氏。只因那日在花园饮酒，忽然间任正千从房上跳下来啦，手提刚刀，
　　　　　　　　　　　　　批面就砍。幸亏我躲避得快，不然定遭毒手。因此上这几天，总是心惊肉跳，
　　　　　　　　　　　　　神魂不定。
　　　　　　　　　　　　　丫鬟！
（丫鬟上。）
丫鬟　　　（白）　　　　　在这儿呐！
贺氏　　　（白）　　　　　请舅老爷。
丫鬟　　　（白）　　　　　有请舅老爷。
（贺世赖上。）
贺世赖　　（念）　　　　　锦绣膏粱任穿吃，全凭有位好妹子。
　　　　　（白）　　　　　吓，妹子，唤我何事呀？
贺氏　　　（白）　　　　　是你不知道，自从那一天晚上任正千到来，拿刀追我，是我隐藏的快，未遭毒
　　　　　　　　　　　　　手。但是这几天总是心惊肉跳，老是不好过。
贺世赖　　（白）　　　　　妹子只管放心，那任正千既然来过一次，他也晓得吾等革准备，谅他也不敢再
　　　　　　　　　　　　　来。
贺氏　　　（白）　　　　　话虽如此，无奈我心里头总不好过。
贺世赖　　（白）　　　　　这倒无妨。
　　　　　　　　　　　　　来呀！
（丑院子上。）
贺世赖　　（白）　　　　　去到外厢，请李郎中来给太太看病。呵速，呵速。
丑院子　　（白）　　　　　遵命。
（丑院子下。）
贺世赖　　（白）　　　　　等到郎中到来，看看开一个药方，吃一剂就好哉。
（丑院子引李郎中同上。）
丑院子　　（白）　　　　　李郎中到。
贺世赖　　（白）　　　　　先生来哉。革答太太有病革，请你去看看，吾要少陪，还有公事未办革。
（贺世赖下，李郎中诊脉。）
李郎中　　（白）　　　　　嗳呀，没得脉哉。
贺氏　　　（白）　　　　　怎么会靡有脉啦？
（李郎中细看。）
李郎中　　（白）　　　　　喂呀，吾看错哉，按到手背上来哉。
贺氏　　　（白）　　　　　我只怕是心里有气，总是心跳。
李郎中　　（白）　　　　　是革，是小肠疝气。
贺氏　　　（白）　　　　　我们是妇道，怎么会有疝气。
李郎中　　（白）　　　　　你要把斗篷脱下来，吾再看看。
（贺氏脱斗篷，李郎中细看。）
李郎中　　（白）　　　　　弗错哉，的确是女人。但弗晓得是哪里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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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氏　　　（白）　　　　　是心里头总不舒服。
李郎中　　（白）　　　　　是革里痛？
（李郎中摸贺氏胸、摸腹、摸两乳。）
李郎中　　（白）　　　　　是革里痛？
（李郎中顺腹往下摸。）
贺氏　　　（白）　　　　　你这是怎么啦？胡摸乱摸起来啦！
（贺世赖上。）
贺世赖　　（白）　　　　　啥个事体呀？
贺氏　　　（白）　　　　　他乱摸我的身上，他要玩混账。
贺世赖　　（白）　　　　　好你个狗才。你不看病，竟敢如此无礼！吾打你个王八蛋！
（贺世赖踢李郎中。王伦上，李郎中后退与王伦相撞，对跌。李郎中跑下。）
王伦　　　（白）　　　　　革个是啥名堂咧？
贺氏　　　（白）　　　　　革个郎中真无礼！
王伦　　　（白）　　　　　啥革事体呀咧？
贺氏　　　（白）　　　　　我几天心里头总是跳，我哥哥请了一位郎中来。他不但是胡说八道，他竟摸起
　　　　　　　　　　　　　我的奶子来啦。
王伦　　　（白）　　　　　胆大狗头。
　　　　　　　　　　　　　来，来革个郎中，送到县衙里，从重治罪！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陈总镇拜会。
王伦　　　（白）　　　　　太太回避了。
（贺氏下。）
王伦　　　（白）　　　　　来，有请！
丑院子　　（白）　　　　　有请！
（四龙套引陈健元同上。）
陈健元　　（白）　　　　　呀，王大人！
王伦　　　（白）　　　　　陈大人！请坐。
陈健元　　（白）　　　　　有坐。
王伦　　　（白）　　　　　不知贵镇捉拿强盗一事如何？
陈健元　　（白）　　　　　是末将带领官兵捉拿强人，不料那厮武艺高强，他竟打从水道而逃了。
王伦　　　（白）　　　　　喂呀，凶煞哉！竟从水道里逃革哉？本领真弗小格。
陈健元　　（白）　　　　　谅他也未必敢再来了。
王伦　　　（白）　　　　　是革，一定未必敢再来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圣旨下。
王伦　　　（白）　　　　　香案接旨。
（四青袍引黄门官同上。）
黄门官　　（白）　　　　　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
王伦　　　（白）　　　　　万万岁！
（王伦、贺世赖、陈健元同跪。）
黄门官　　（白）　　　　　嘉兴府知府王伦，着升授建康道，走马上任。贺世赖为历城县正堂。望诏谢恩！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万万岁！老兄一路行来，多受风霜之苦，请到后堂筵宴。
黄门官　　（白）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恕不远送。
（黄门官、四青袍同下。）
陈健元　　（白）　　　　　恭喜大人。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同喜，同喜。
陈健元　　（白）　　　　　不知何日起程？
王伦　　　（白）　　　　　明日即便起程。
陈健元　　（白）　　　　　末将告辞，明日再当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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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　　　（白）　　　　　这就不敢当。
（陈健元下。）
王伦　　　（白）　　　　　好哉，吾要做道台哉，你也是知县哉。
　　　　　　　　　　　　　来，吩咐内外人等，速速收拾行囊，明日起程。
（丑院子允。众人同下）

【第七场】

（四青衣抬骆宏勋、余千同上，徐松朋迎上，濮天鹏、冯洪同随上。）
徐松朋　　（白）　　　　　这是怎么样了？
濮天鹏　　（白）　　　　　徐大爷有所不知，只因骆公子带了余管家，打从平山堂擂台之下经过，遇着朱
　　　　　　　　　　　　　氏弟兄在擂台之上喊叫。骆公子他主仆上的擂台，与他们比试，不料俱被朱彪
　　　　　　　　　　　　　用硃砂神手将他们打伤了。
徐松朋　　（白）　　　　　这便如何是好？
濮天鹏　　（白）　　　　　待俺回转龙潭，向我岳父那里取药，并请我岳父前来打擂台，你看如何？
徐松朋　　（白）　　　　　好，就请濮兄快去才好。
濮天鹏　　（白）　　　　　俺就此去也！
（闭幕。众人同下。）

【第八场】

（四龙套引陈健元同上。）
陈健元　　（白）　　　　　俺，陈健元。今有王大人到建康赴任，不免前去与他送行。
　　　　　　　　　　　　　来，打道长亭。
（旗锣牌队引王伦、贺世赖乘轿同上，陈健元迎上，王伦、贺世赖同下轿。）
王伦、
贺世赖　　（同白）　　　　下官有何德能，敢劳贵镇前来送行。
陈健元　　（白）　　　　　备得有酒，与王大人践行。
王伦　　　（白）　　　　　叨唠了！
　　　　　（西皮快板）　　在长亭送我践行酒，
　　　　　　　　　　　　　大家齐饮太平瓯。
　　　　　　　　　　　　　长亭拜别就拱拱手，
（王伦上轿，旗锣牌队同下。）
陈健元　　（唱）　　　　　再与贺兄说从头。
　　　　　（白）　　　　　贺仁兄，请酒。
贺世赖　　（白）　　　　　小官实实不敢当了。
（贺世赖上轿，下。）
陈健元　　（白）　　　　　打道回衙。
（四龙套引陈健元同下。）

【第九场】

（濮天鹏上）
濮天鹏　　（唱）　　　　　迈开大步往前走，
　　　　　　　　　　　　　见了岳父说根由。
　　　　　（白）　　　　　来此庄门，待俺叫门。
　　　　　　　　　　　　　呔，开门来！
（八庄丁同在寨门内问。）
八庄丁　　（同白）　　　　什么人。
濮天鹏　　（白）　　　　　连你家姑老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八庄丁同开门。）
八庄丁　　（同白）　　　　果然是姑老爷回来了！
（濮天鹏、众庄丁同入寨下，同上。鲍金花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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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金花　　（白）　　　　　这黑更半夜，你跑回来做什么呀？
濮天鹏　　（白）　　　　　是你哪里知道，今有骆公子他主仆二人在扬州打擂，俱被朱彪用硃砂神手将他
　　　　　　　　　　　　　们打伤了。是吾连夜回庄，一来取药，二来请我岳父去打那些个王八入的。
鲍金花　　（白）　　　　　是骆公子被朱彪打伤了，你要请我爹爹去打擂台去呀？
濮天鹏　　（白）　　　　　正是。
鲍金花　　（白）　　　　　好，那么你就去见我爹爹去罢。
濮天鹏　　（白）　　　　　咱们一同前去才好。
鲍金花　　（白）　　　　　哎，叫我去做什么呀？
濮天鹏　　（白）　　　　　我岳父倘若不去，你好帮助我说几句好话呀。
鲍金花　　（白）　　　　　他老人家要是不去，我说也是不能行。
濮天鹏　　（白）　　　　　嗳，你的面子大，一说准行。
鲍金花　　（白）　　　　　如此咱们就同去走走。
（濮天鹏、鲍金花同下。）

【第十场】

（鲍自安上。）
鲍自安　　（西皮摇板）　　骆公子去往扬州郡，
　　　　　　　　　　　　　这几日不见信回音。
　　　　　　　　　　　　　将身且把卧房进，
　　　　　　　　　　　　　又听谯楼打二更。
　　　　　（白）　　　　　天已二鼓，待老夫安眠了罢。
（濮天鹏引鲍金花同上。）
鲍金花　　（白）　　　　　开门来。
鲍自安　　（白）　　　　　呀，是哪个叫门呐？
鲍金花　　（白）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啦吗？
鲍自安　　（白）　　　　　原来是金花，待我开门。
（鲍自安开门。）
鲍自安　　（白）　　　　　呀，天鹏，你黑夜之间，回来做甚？
濮天鹏　　（白）　　　　　岳父有所不知，只因骆公子他主仆二人，打从平山堂经过，遇着朱彪弟兄在擂
　　　　　　　　　　　　　台之上，大呼小叫。骆公子上了擂台，同他们比试，不想俱被朱彪用硃砂神手
　　　　　　　　　　　　　将他们打伤了。是以命我前来向岳父取药，与他们调治，二来还要请岳父前去，
　　　　　　　　　　　　　打擂报仇。
鲍自安　　（白）　　　　　哦，原来骆公子他们俱被朱彪用硃砂神手将他们主仆给打伤了。今日命你回来
　　　　　　　　　　　　　取药与他们调治，二来还要叫老夫前去打擂么？
濮天鹏　　（白）　　　　　正是。
鲍自安　　（白）　　　　　这药倒是现成在此，你与他们拿了去，要叫我去打擂，我是不去的。你来看，
　　　　　　　　　　　　　老夫若大年纪，如若打得过他们还好，倘若是打不过他们，老夫这数十年的英
　　　　　　　　　　　　　名，岂不付于流水？
鲍金花　　（白）　　　　　我说爹爹呀，你们简直是做圈儿害人家骆公子么。骆公子待我们十分恩厚，今
　　　　　　　　　　　　　日叫人打坏啦，你老人家要是不去替他报仇，怎么能够对得起骆公子呐！
濮天鹏　　（白）　　　　　着吓！
鲍自安　　（白）　　　　　嗳呀吓，姑奶奶又不答应了。是呀，我若不去替公子报仇，岂不是对不起他么？
　　　　　　　　　　　　　好，看在女孩儿的面上，我就是走上一趟。
　　　　　　　　　　　　　众庄丁走上。
（八庄丁同上。）
八庄丁　　（同白）　　　　参见老庄主。
鲍自安　　（白）　　　　　罢了。
　　　　　　　　　　　　　天雕快来！
（濮天雕上。）
濮天雕　　（白）　　　　　鲍老伯！
鲍自安　　（白）　　　　　我今要到扬州走走，命你们一半庄丁随同我到扬州打擂，一半在庄中看守。
　　　　　　　　　　　　　天雕过来，我将你嫂嫂交付于你，你要好好看住了她，不要叫她前去，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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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她在外面生事。你要记下了。
濮天雕　　（白）　　　　　遵命。
鲍自安　　（白）　　　　　天鹏，带了药箱，一同前去。
（濮天鹏允，下。）
鲍金花　　（白）　　　　　爹呀，你老人家此去，可要保重。
鲍自安　　（白）　　　　　你只管放心，好好在家中等候便了。
（鲍自安下。）
濮天雕　　（白）　　　　　嫂子，你可曾听见啦，今天把你老人家交给我啦，你也别去才好。
鲍金花　　（白）　　　　　那可是没有准的事情，我不定去不去呐。
（鲍金花、濮天雕、八庄丁同下。）

【第十一场】

（徐松朋上。）
徐松朋　　（西皮摇板）　　天鹏一去不见到，
　　　　　　　　　　　　　好叫我松朋挂心梢。
（濮天鹏上。）
濮天鹏　　（白）　　　　　回来了！
徐松朋　　（白）　　　　　鲍老丈可曾到来？
濮天鹏　　（白）　　　　　即刻就到。
（家院上。）
家院　　　（白）　　　　　鲍老丈到。
徐松朋　　（白）　　　　　有请。
（四庄丁引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白）　　　　　这就是徐大爷么？
徐松朋　　（白）　　　　　鲍老丈请！
鲍自安　　（白）　　　　　骆公子他主仆二人今在何处？
徐松朋　　（白）　　　　　现在床上睡卧，昏沉不醒人事。
鲍自安　　（白）　　　　　待我看来。
（鲍自安看骆宏勋，看余千。）
鲍自安　　（白）　　　　　不妨事，待我与他调治。
徐松朋　　（白）　　　　　老丈，这是什么兵器所伤？
鲍自安　　（白）　　　　　此乃是硃砂神手所伤。大凡受伤之人，轻者一月，重者七日，性命就要不保。
徐松朋　　（白）　　　　　老丈你可曾练习过此法没有？
鲍自安　　（白）　　　　　老夫幼年之间曾经练过，因无用处，所以就不练他了。
　　　　　　　　　　　　　来，来，来，快快取一碗麻油来。
（家院捧麻油，鲍自安以油和药，敷于骆宏勋伤处。）
鲍自安　　（白）　　　　　再取一碗来。
（家院捧麻油，鲍自安以油和药，敷于余千伤处。）
鲍自安　　（白）　　　　　略待一个时辰，可也就好了呀。
徐松朋　　（白）　　　　　原来如此。
鲍自安　　（白）　　　　　呀，徐大爷，你这膀臂是什么样了？
徐松朋　　（白）　　　　　也是同朱氏弟兄擂台比试，被他打伤的呀。
鲍自安　　（白）　　　　　原来也是受了伤了，待老夫与你治上一治。
（鲍自安取药以手搓徐松朋膀臂，推拿。）
鲍自安　　（白）　　　　　徐大爷如何呀？
（徐松朋抬腕，笑。）
徐松朋　　（白）　　　　　果然的好了。
骆宏勋　　（白）　　　　　嗳呀！
濮天鹏　　（白）　　　　　骆公子好了。
骆宏勋　　（西皮摇板）　　擂台上曾觉得心神昏乱，
（骆宏勋起身看。）
骆宏勋　　（西皮摇板）　　我遍体觉轻松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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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自安　　（白）　　　　　好了，好了。
骆宏勋　　（白）　　　　　鲍老丈因何到此？
徐松朋　　（白）　　　　　愚兄请了他来，特为表弟调治伤来了。
骆宏勋　　（白）　　　　　多谢老丈救命之恩！
鲍自安　　（白）　　　　　岂敢，岂敢。
余千　　　（白）　　　　　朱彪，你再来同你余爷比试比试。
（余千伸拳伸足，起身。）
余千　　　（白）　　　　　我好啦！
骆宏勋　　（白）　　　　　余千，还不向前谢过鲍老丈。
余千　　　（白）　　　　　原来是鲍老丈给我治好啦。
　　　　　　　　　　　　　老丈，我与你磕头啦！
鲍自安　　（白）　　　　　余千，命你前去，到那栾一万的门首走来走去。他们见了你，必定是还要复摆
　　　　　　　　　　　　　擂台，那时我等也好前去。
余千　　　（白）　　　　　遵命。
（余千下。）
徐松朋　　（白）　　　　　后面备酒，与老丈痛饮。
鲍自安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栾一万上。）
栾一万　　（西皮摇板）　　朱氏弟兄把擂打，
　　　　　　　　　　　　　为何不见转回家。
（华三千上）
华三千　　（白）　　　　　回来哉。
栾一万　　（白）　　　　　今朝革个擂台，打得可好？
华三千　　（白）　　　　　开心哉，痛快哉。
栾一万　　（白）　　　　　打了哪一个？
华三千　　（白）　　　　　骆宏勋、余千都来革哉。余千上得革个台来，先将个朱龙打得下来，朱虎就同
　　　　　　　　　　　　　余千一拳一脚，踢下来哉。骆宏勋上得革台来，一连将朱虎、朱豹都打下擂来。
栾一万　　（白）　　　　　骆宏勋，凶煞哉！
华三千　　（白）　　　　　还是朱彪，真真顶瓜瓜。同骆宏勋交手，打了许久，看看也要打弗过哉，弗晓
　　　　　　　　　　　　　得是怎样革一掌，将骆宏勋打下擂台，就是弗死，也怕弗会动革哉。
栾一万　　（白）　　　　　此气可以出得哉。
（四下手引四英雄、朱彪同上。）
朱彪　　　（白）　　　　　栾公子。
栾一万　　（白）　　　　　教师爷，心苦哉。真真名弗虚传，请坐请坐。闻听得教师，将骆宏勋同余千俱
　　　　　　　　　　　　　都打坏革哉，多谢多谢。今朝要痛快畅饮一回革。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启大爷：今有余千，在门前摆来摆去。
栾一万　　（白）　　　　　呀，余千又来哉！
华三千　　（白）　　　　　吾倒弗相信，吾倒要出去看看。
（华三千出门，余千上。）
余千　　　（白）　　　　　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
（余千下。）
华三千　　（白）　　　　　喂哟，果然是余千来哉。
朱彪　　　（白）　　　　　既然如此，请公子再摆擂台，我等重去再打。
栾一万　　（白）　　　　　好革，总要将他们打坏。
　　　　　　　　　　　　　来，再摆擂台，请众位后面先用酒饭。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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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朋、骆宏勋、濮天鹏、鲍自安同上。）
鲍自安　　（西皮摇板）　　余千一去未回转，
　　　　　　　　　　　　　等他到来说根源。
（余千上。）
余千　　　（白）　　　　　启禀老丈：方才我在栾一万的门首走来走去，听他们言讲，他们还要重摆擂台。
骆宏勋　　（白）　　　　　既然如此，待俺骆宏勋定要前去，与那朱彪见一高下。
鲍自安　　（白）　　　　　且慢。此番不须骆公子前去，待老夫会他一会，定要替公子报仇。
骆宏勋　　（白）　　　　　好，全凭老丈。
（家院上。）
家院　　　（白）　　　　　今有栾一万在平山堂又摆擂台。
鲍自安　　（白）　　　　　好，待老夫前去会他，公子请在家中等候便了。
骆宏勋　　（白）　　　　　遵命。
鲍自安　　（白）　　　　　众庄丁走上。
（四庄丁同上。）
鲍自安　　（白）　　　　　随同老夫前去打擂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八游人同上。）
八游人　　（同吹腔）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日光阴。
游人甲　　（白）　　　　　请了。
七游人　　（同白）　　　　请了。我们同去看打擂呀。
游人甲　　（白）　　　　　革个擂倒真可看格。据吾看来，革朱彪真个有本领。想吾们扬州骆宏勋，是有
　　　　　　　　　　　　　名革好武艺。哪晓得昨日被朱彪竟打下擂台来者。余千也是有本领革，也被朱
　　　　　　　　　　　　　彪打下来哉。革朱彪，武艺拳棒，是真凶煞哉。
游人乙　　（白）　　　　　据吾看来，还是骆宏勋有本领革。虽然昨日打败，革也还是擂台忒滑，革一滑，
　　　　　　　　　　　　　滑下来哉，终归武艺是好革。
游人甲　　（白）　　　　　弗好，弗好，朱彪是真有本领革。
游人乙　　（白）　　　　　倘若再来交手，还怕朱彪定打弗过骆宏勋来。朱彪武艺，究竟弗好革。
游人甲　　（白）　　　　　朱彪好革。
游人乙　　（白）　　　　　骆宏勋好革。
游人甲　　（白）　　　　　朱彪好。
游人乙　　（白）　　　　　骆宏勋好。
（游人甲、游人乙同打，六游人同劝架。）
游人丙　　（白）　　　　　请问二位：你我今日原为的是看打擂呀，怎么你二人倒先打起来了。岂不是笑
　　　　　　　　　　　　　话么？
游人乙　　（白）　　　　　说起倒也好笑。
游人甲　　（白）　　　　　真好笑。
（游人甲、游人乙同作揖赔礼。）
游人丙　　（白）　　　　　大家一同看打擂去吧。
七游人　　（同白）　　　　走，走。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英雄引朱龙、朱虎、朱豹、朱彪、栾一万、华三千同上，朱龙、朱虎、朱豹、朱彪、栾一万、华三千同
上台。四庄丁、濮天鹏、冯洪、余千、鲍自安同上，四庄丁引濮天雕、鲍金花同迎上。）
鲍自安　　（白）　　　　　金花，你来做什么呀？
鲍金花　　（白）　　　　　是我在家中想着你老人家，实实不放心，所以我来啦。
鲍自安　　（白）　　　　　天雕，我是怎样嘱咐与你，叫你看守你家嫂嫂，为何不遵我命？
濮天雕　　（白）　　　　　你老人家想想，我嫂子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么？她一定要来，难道拦得住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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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自安　　（白）　　　　　咳，你一个妇道人家，到此做甚？真真是胡闹得很！
　　　　　　　　　　　　　如今你要看守你嫂嫂，千万不可叫她上擂去，你要记下了。
朱龙　　　（白）　　　　　呔，若有胆者，请上擂台。
鲍自安　　（白）　　　　　待我上，看上一看。
　　　　　　　　　　　　　来，来，来，与我搬一个梯子来呀！
朱虎　　　（白）　　　　　你这个老头儿，你要梯子做什么呀？
鲍自安　　（白）　　　　　我要上去打擂呀。
朱虎　　　（白）　　　　　你这么大的年纪，还要打擂。哪里有打擂要梯子的道理？
鲍自安　　（白）　　　　　你不给我梯子，我是怎么上去呀？
朱虎　　　（白）　　　　　你跳上来就是了。
鲍自安　　（白）　　　　　我打擂的本事倒有，这跳纵的本事，我不曾学过。你要搬梯子来，我好上去呀。
朱虎　　　（白）　　　　　这倒是稀奇的事，待我就给你一个梯子。
鲍自安　　（白）　　　　　待我爬了上去。
（鲍自安上擂故作喘状。）
鲍自安　　（白）　　　　　我今日同你们比试，要赌一个东道。
朱虎　　　（白）　　　　　赌什么东道？
鲍自安　　（白）　　　　　我若是打你一拳，给我银子五十两，若要是踢你一足，给我银子一百两，你打
　　　　　　　　　　　　　了我，也是如此。你可敢同我来赌么？
栾一万　　（白）　　　　　可以使得，就是这样赌。
朱虎　　　（白）　　　　　就是这样赌。
鲍自安　　（白）　　　　　赌便赌，必须先把银子摆出来呀。
栾一万　　（白）　　　　　银子是有革。
　　　　　　　　　　　　　来，将银子摆出来。
（丑院子托银盘上擂台摆放。）
朱虎　　　（白）　　　　　你也要摆上来呀。
鲍自安　　（白）　　　　　我今天倒是不曾带出来，这有帽子一顶做押，你看如何？
（朱虎接帽看。）
朱虎　　　（白）　　　　　这一顶破毡帽，不过值上铜钱二百文。
鲍自安　　（白）　　　　　你是不识货，你拿了去，请有眼力的看上一看便晓得了。
（栾一万接帽看。）
栾一万　　（白）　　　　　好大一颗珍珠，此珠定是避尘珠，约值三千两。就是此帽做押好革。
朱虎　　　（白）　　　　　如此请了。
鲍自安　　（白）　　　　　请了。
（鲍自安、朱虎同起打，鲍自安打朱虎下台，四英雄同抬朱虎下。朱豹上擂台，起打，落台下，四英雄同抬
朱豹下。朱龙上，被打下台。鲍自安托银盘和帽跳下台，朱彪上台。）
朱彪　　　（白）　　　　　呔，那一个老头儿，可敢同我来比试么！
（鲍金花脱衣上台，鲍金花、朱彪同起打。）
鲍自安　　（白）　　　　　天雕，我叫你看守你嫂嫂，怎么叫她跑上台去了？
濮天雕　　（白）　　　　　我还没有看见她，她就上去啦。
（朱彪、鲍金花对打，鲍金花倒地，朱彪扑，鲍金花双足踢瞎朱彪双眼，鲍金花下台，八庄丁、濮天鹏、冯
洪、余千、鲍自安、濮天雕、鲍金花同下。栾一万、华三千同下台。八英雄同抬朱彪下台。众人同下，同上。）
栾一万　　（白）　　　　　革可弗好哉，教师爷眼睛瞎革哉。
朱虎　　　（白）　　　　　既是如此，焉能罢休。待我去请我师傅前来报仇。
栾一万　　（白）　　　　　好，此仇定要报革，快请前去。
（朱虎下。）
栾一万　　（白）　　　　　华先生，就去请你到那骆宏勋家里去，对他去说：就说我们还要复摆擂台，要
　　　　　　　　　　　　　请他在此等候，免得他走去哉。
华三千　　（白）　　　　　待我前去。
（华三千下。）
栾一万　　（白）　　　　　请众位后面养伤，等你革师父来，再报仇咧。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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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朋、骆宏勋同上。鲍金花、濮天鹏、濮天雕、余千托银盘引鲍自安同上。）
徐松朋　　（白）　　　　　老丈回来了？
鲍自安　　（白）　　　　　回来了，打胜了。
徐松朋　　（白）　　　　　哦打胜了。
鲍自安　　（白）　　　　　朱彪已被我女儿金花将他的双目踢瞎了。
　　　　　　　　　　　　　来来，见过徐大爷。
鲍金花　　（白）　　　　　原来是徐大爷，奴家有礼了。
徐松朋　　（白）　　　　　还礼。
鲍金花　　（白）　　　　　骆公子，你的伤好了么。我们倒十分惦念的很。
骆宏勋　　（白）　　　　　已蒙老丈调治痊愈了，有劳小姐惦念。
鲍金花　　（白）　　　　　好说。
鲍自安　　（白）　　　　　大家请坐。
（华三千上。）
华三千　　（白）　　　　　来此已是。见面倒难为情革，嗳，老着面皮进去。待我先叫他们通报一声。
　　　　　　　　　　　　　门上哪一位在革？
余千　　　（白）　　　　　你来做什么？
华三千　　（白）　　　　　烦劳通禀：就说华三千求见。
余千　　　（白）　　　　　候着。
　　　　　　　　　　　　　启禀鲍老丈：那华三千求见。
骆宏勋　　（白）　　　　　叫他进来。
余千　　　（白）　　　　　叫你进去。
华三千　　（白）　　　　　吓，骆公子。
　　　　　　　　　　　　　哦，徐大爷。
（华三千看濮天鹏。）
华三千　　（白）　　　　　你也在此地。
骆宏勋　　（白）　　　　　你到此何事？
华三千　　（白）　　　　　今有栾公子言道：还要复摆擂台，已着人去请朋友去哉。命我来送信，请诸众
　　　　　　　　　　　　　位在此少候，还要领教诸位革武艺。
鲍自安　　（白）　　　　　你回去对那栾一万讲，就说老夫鲍自安在此等候于他。多者一月，少者半月。
　　　　　　　　　　　　　倘若他不来，俺就要回龙潭去了。
华三千　　（白）　　　　　好革，告辞了。
鲍自安　　（白）　　　　　不送了。
华三千　　（白）　　　　　待吾来恭维他两句。
　　　　　　　　　　　　　呀，余大叔，你革本领是真好革！
余千　　　（白）　　　　　本来不错。
华三千　　（白）　　　　　他们都坐在那里，你为啥革站在此地呀？
余千　　　（白）　　　　　俺不高兴坐。
华三千　　（白）　　　　　只怕你不敢坐吓。
余千　　　（白）　　　　　你滚了出去罢！
（华三千下。）
鲍自安　　（白）　　　　　既是他等还要摆擂，老夫倒要等候与他。
　　　　　　　　　　　　　金花、天雕，你叔嫂先行回去，老夫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即回。
鲍金花　　（白）　　　　　爹呀，你老人家千万要保重才好，我们回去啦。
（鲍金花、濮天雕同下。）
徐松朋　　（白）　　　　　大家后面饮酒。
鲍自安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栾一万上。）
栾一万　　（白）　　　　　华先生还弗见回来。
（华三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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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三千　　（白）　　　　　回来哉。
栾一万　　（白）　　　　　可曾见过他们？
华三千　　（白）　　　　　见过哉，都在那里。一个个气焰都蛮大革，都弗同我说话。倒是那老头子，倒
　　　　　　　　　　　　　蛮客气革。他说是他在此，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定规等候革。
栾一万　　（白）　　　　　好，等请得师父来哉，再报此仇。
（栾一万、华三千同下。）

【第十八场】

（雷胜远上。）
雷胜远　　（点绛唇）　　　带发修行，身入空门，结绿林，不念经文，终日习拳棍。
　　　　　（念）　　　　　自幼带发入空门，惯习拳棒结绿林。闲坐禅堂来养性，闷来山后听鸟鸣。
　　　　　（白）　　　　　洒家，雷胜远。带发出家，爱习拳棒，广交绿林中的好汉，倒也逍遥自在。我
　　　　　　　　　　　　　曾教过四个徒弟，乃是朱氏弟兄。他四人久在扬州，常常有信来往，许久不接
　　　　　　　　　　　　　他们的书信，倒叫洒家挂念。
（朱虎上。）
朱虎　　　（白）　　　　　来此已是，待我进庙。
　　　　　　　　　　　　　吓，弟子叩见师父。
雷胜远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朱虎　　　（白）　　　　　谢师父。
雷胜远　　（白）　　　　　为何这等模样？
朱虎　　　（白）　　　　　师父有所不知，只因扬州公子栾一万，请我弟兄们在平山堂设摆擂台，不想我
　　　　　　　　　　　　　四兄朱彪，被鲍自安之女将双目踢瞎。弟子特请师父前去报仇。
雷胜远　　（白）　　　　　你等不安本分，闯下祸来，为师的不管你们的闲事。
（朱虎跪地。）
朱虎　　　（白）　　　　　望师父要看在师徒之份，前去走走。倘若不允，弟子就跪死在此地。
雷胜远　　（白）　　　　　看在师徒之份，你如此哀求，为师同你走上一趟便了。
朱虎　　　（白）　　　　　谢师父。
雷胜远　　（白）　　　　　同到禅堂，用过酒饭，一同上路。
朱虎　　　（白）　　　　　遵命。
（雷胜远、朱虎同下。）

【第十九场】

（消月、黄胖同上。）
消月　　　（西皮摇板）　　师徒来在阳关口，
　　　　　　　　　　　　　不分昼夜赴扬州。
　　　　　（白）　　　　　洒家，消月。
黄胖　　　（白）　　　　　黄胖。
消月　　　（白）　　　　　闻听人言：鲍自安到扬州打擂。是俺师徒二人，放心不下，前去帮助于他。就
　　　　　　　　　　　　　此走走也。
　　　　　（西皮摇板）　　甩开大步往前进，
　　　　　　　　　　　　　见了鲍老说分明。
（消月、黄胖同下。）

【第二十场】

（栾一万、华三千同上。）
栾一万　　（西皮摇板）　　朱虎前去未回转，
　　　　　　　　　　　　　不知何日报仇冤。
（朱虎上。）
朱虎　　　（白）　　　　　栾公子，我师父请了来了。
栾一万　　（白）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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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虎　　　（白）　　　　　有请师父！
（雷胜远上。）
朱虎　　　（白）　　　　　这就是栾公子。
雷胜远　　（白）　　　　　公子。
栾一万　　（白）　　　　　师父请坐。不知师父驾到，不曾远迎，当面恕罪。
雷胜远　　（白）　　　　　岂敢。不知吾徒弟朱彪什么样了？
栾一万　　（白）　　　　　就是眼睛瞎革哉。
雷胜远　　（白）　　　　　明日洒家定要同那厮见一高下。
栾一万　　（白）　　　　　请到后面饮酒。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余千上。）
余千　　　（白）　　　　　那朱氏弟兄又请了一个和尚来，待我报于鲍老丈知道便了。
（余千下。）

【第二十二场】

（四英雄、朱虎引雷胜远同上，鲍自安随余千、濮天鹏同迎上。）
雷胜远　　（白）　　　　　我道是谁，原来是鲍寨主。
鲍自安　　（白）　　　　　岂敢，请问师父上下？
雷胜远　　（白）　　　　　洒家雷胜远。
鲍自安　　（白）　　　　　原来是雷师父，久仰得很。今日到此何事？
雷胜远　　（白）　　　　　想我徒弟朱彪，被你女儿将我徒弟双眼踢瞎，洒家特来与他报仇。
鲍自安　　（白）　　　　　雷胜远，想你徒弟不该在此为那栾一万摆下擂台，要与骆公子做对。前者朱彪
　　　　　　　　　　　　　用硃砂神手将骆公子打伤，不是老夫与他调治，就有性命之忧。此番我女儿将
　　　　　　　　　　　　　他双目踢瞎，也算是天理报应。想你出家之人，以慈悲为本，以方便为门，依
　　　　　　　　　　　　　老夫之劝，不如早早转回山林，修真养性，休管他的闲事。你看如何？
雷胜远　　（白）　　　　　鲍自安，你休出此言。今日你我见面，不算冤家，也算是对头到了！
鲍自安　　（白）　　　　　听你之言，敢么是要同老夫较量么？
雷胜远　　（白）　　　　　那是自然，但是一件。
鲍自安　　（白）　　　　　哪一件？
雷胜远　　（白）　　　　　今日你我比试，还是以多为胜，还是一人对一人？
鲍自安　　（白）　　　　　自然是一个对一个，哪有以多为胜的道理。
雷胜远　　（白）　　　　　好，洒家就无礼了。
（鲍自安、雷胜远同起打，同拉下。）

【第二十三场】

（消月、黄胖同上。）
消月　　　（白）　　　　　看那面鲍老丈已同雷胜远争斗起来，你我师徒二人分头解劝便了。
（消月、黄胖双下。鲍自安、雷胜远同拉上，同比架对打，消月、黄胖同上，同拦架。）
消月　　　（白）　　　　　原来是雷师弟，想你我出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为何与人争斗？况且
　　　　　　　　　　　　　鲍老丈，俱是绿林中侠义的宾朋。以洒家相劝，莫若请回山林，修真养性，方
　　　　　　　　　　　　　是正理。
雷胜远　　（白）　　　　　既蒙师兄相劝，俺也就不管他两家的闲事了，你我后会有期，请。
（雷胜远下。）
鲍自安　　（白）　　　　　消师父，你从哪道而来？
消月　　　（白）　　　　　是俺在庙中，闻听老丈前来打擂，是俺放心不下，前来要帮助于你。来在此地，
　　　　　　　　　　　　　见你二人正在争斗之时，我师徒特来解劝。
鲍自安　　（白）　　　　　多谢师父解围，当面谢过。
消月　　　（白）　　　　　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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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自安　　（白）　　　　　大家同道徐府一叙。
（鲍自安、消月、黄胖同绕场。徐松朋、骆宏勋、余千、濮天鹏同迎上。）
徐松朋、
骆宏勋、
余千、
濮天鹏　　（同白）　　　　鲍老丈回来了，请坐。
骆宏勋　　（白）　　　　　原来是消师父，请来见过。
　　　　　　　　　　　　　表兄，这就是消师父。
徐松朋　　（白）　　　　　消师父请坐。
骆宏勋　　（白）　　　　　师父因何至此？
鲍自安　　（白）　　　　　消师父前来帮助老夫，方才幸蒙他解围，那雷胜远竟自回去了。虽然如此，只
　　　　　　　　　　　　　恐那栾一万尚不能甘心。
骆宏勋　　（白）　　　　　俺骆宏勋意欲赴山东投亲探母。
徐松朋　　（白）　　　　　但不知何日起程？
骆宏勋　　（白）　　　　　即刻就要起程。
鲍自安　　（白）　　　　　公子既要赴山东探母，徐大爷一人在此，似亦不便，亦须要躲避躲避才好。
徐松朋　　（白）　　　　　表弟去后，我也要下乡取租，以避那栾一万前来报仇。
鲍自安　　（白）　　　　　好，徐大爷下乡取租，少待一月二十天，这件事也就可以冷谈了。
　　　　　　　　　　　　　余千，将银子取过来。
余千　　　（白）　　　　　银子在此。
鲍自安　　（白）　　　　　将银子送与公子，以做了路费吧。
骆宏勋　　（白）　　　　　想这银子，乃是老丈打擂赢得来的，俺实实不敢奉领。
鲍自安　　（白）　　　　　既然公子不肯收用，我就将它分散了罢。
　　　　　　　　　　　　　徐大爷，我等在此打扰多日，将此银以做房饭之费。
徐松朋　　（白）　　　　　多谢老丈。
鲍自安　　（白）　　　　　消师父，你师徒二人远道而来，将此银送于你，以做谢仪。
消月　　　（白）　　　　　想俺出家之人，要银子何用。
黄胖　　　（白）　　　　　拿过来罢，银子么都不要！
鲍自安　　（白）　　　　　我自己留下几锭，下余一半，请骆公子以做盘费。
骆宏勋　　（白）　　　　　如此俺就愧领了。
　　　　　（西皮二六板）　未曾开言我的珠泪掉，
　　　　　　　　　　　　　尊一声鲍老丈细听根苗：
　　　　　　　　　　　　　骆宏勋随同吾父为官多荣耀，
　　　　　　　　　　　　　同在定兴乐逍遥。
　　　　　　　　　　　　　任正千与吾父相交好，
　　　　　　　　　　　　　又拜吾父为师、传授他拳棒合枪刀。
　　　　　　　　　　　　　遭不幸吾父命丧了，
　　　　　　　　　　　　　吾同那任正千弟兄结拜、好似一母共同胞。
　　　　　　　　　　　　　恼恨那王伦狗强盗，
　　　　　　　　　　　　　私通了贺氏起祸苗。
　　　　　　　　　　　　　我母子不辞而别、回转扬州道，
　　　　　　　　　　　　　王伦、贺氏又设下计笼牢。
　　　　　　　　　　　　　暗设毒计将任正千来诬告，
　　　　　　　　　　　　　因此上将他下在监牢。
　　　　　　　　　　　　　多亏了花老丈将他救了，
　　　　　　　　　　　　　到如今只落得、我有家难奔、有国也难逃。
　　　　　　　　　　　　　四望亭我又遇那花老，
　　　　　　　　　　　　　花碧莲捉猴又把祸来招。
　　　　　　　　　　　　　天鹏兄行刺把话说明了，
　　　　　　　　　　　　　因此上奉母命去往浙江把亲招。
　　　　　　　　　　　　　龙潭镇遇老丈待我恩谊好，
　　　　　　　　　　　　　你命我到嘉兴刺杀王伦命一条。
　　　　　　　　　　　　　普提庵听人相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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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见不平责打小梅滔。
　　　　　　　　　　　　　他怀恨嫌挟、反把我来告，
　　　　　　　　　　　　　大闹公堂又起祸苗。
　　　　　　　　　　　　　老丈二次又赴嘉兴道，
　　　　　　　　　　　　　杀却官兵打从水道逃。
　　　　　　　　　　　　　骆发前来把信报，
　　　　　　　　　　　　　天火把我的宅院烧。
　　　　　　　　　　　　　我母被火焚化了，
　　　　　　　　　　　　　为奔母丧我哭号啕。
　　　　　　　　　　　　　打碎了灵坛要把母寻找，
　　　　　　　　　　　　　平山堂又遇着朱龙、朱虎、朱豹和朱彪。
　　　　　　　　　　　　　也是我一时大意未防到，
　　　　　　　　　　　　　中了他硃砂神手、险些赴阴曹。
　　　　　　　　　　　　　老丈的灵药真奥妙，
　　　　　　　　　　　　　因此上搭救我主仆命二条。
　　　　　　　　　　　　　似这等大恩情未曾答报，
　　　　　　　　　　　　　待等我山东归再酬劳。
鲍自安　　（西皮二六板）　公子不必续叨叨，
　　　　　　　　　　　　　细听老夫说根苗：
　　　　　　　　　　　　　你主仆去往山东道，
　　　　　　　　　　　　　花家寨上把亲招。
骆宏勋　　（西皮摇板）　　辞别众位忙就道，
（余千拉马，骆宏勋、余千同牵马，余千下。）
骆宏勋　　（西皮摇板）　　异日相逢再叙故交。
（骆宏勋下。）
鲍自安　　（西皮摇板）　　他主仆上了阳关道，
　　　　　　　　　　　　　尊一声徐大爷细听根苗：
　　　　　　　　　　　　　深施一礼我不恭了，
　　　　　　　　　　　　　老夫的言和语你要牢记心梢。
（鲍自安下，濮天鹏随下。）
徐松朋　　（西皮摇板）　　安排下乡把账讨，
　　　　　　　　　　　　　但愿得仇恨两开消。
（徐松朋下。）

【第二十四场】

（马金定上。）
马金定　　（念）　　　　　家住山东酸枣岭，巴家寨上有威名。
　　　　　（白）　　　　　我，马金定。嫁于巴信为妻，所生一子，名叫巴杰。这孩子呆头呆脑，也学了
　　　　　　　　　　　　　几下武艺，就是爱在外面惹事。今日乃是他姑母的生日，不免叫他前去拜寿。
　　　　　　　　　　　　　我说傻小子快来！
巴杰　　　（内白）　　　　来也。
（巴杰上。）
巴杰　　　（念）　　　　　自幼生来好拳棒，巴家寨上把名扬。
　　　　　（白）　　　　　参见母亲。
马金定　　（白）　　　　　罢啦，坐下。
巴杰　　　（白）　　　　　唤孩儿出来，有何话讲？
马金定　　（白）　　　　　今日乃是你姑母的生日，我要叫你去拜寿。你要早去早回，千万可别在外头惹
　　　　　　　　　　　　　事。
巴杰　　　（白）　　　　　儿遵命。
　　　　　（西皮摇板）　　辞别母亲出门走，
　　　　　　　　　　　　　姑母台前祝千秋。
（巴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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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定　　（白）　　　　　这孩子实在是一个憨小子，待我到后面等候他便了。
（马金定下。）

【第二十五场】

（花碧莲上。）
花碧莲　　（西皮摇板）　　爹爹出门不回转，
　　　　　　　　　　　　　倒叫奴家挂心间。
　　　　　（白）　　　　　我爹爹去了多少日子，也不见回来，倒叫我放心不下。今天乃是我母亲的生日，
　　　　　　　　　　　　　我叫人预备了些酒菜，不免将我母亲请出来，给她老人家拜寿。
　　　　　　　　　　　　　有请母亲！
（巴氏上。）
巴氏　　　（念）　　　　　闻听女儿唤，上前问根源。
　　　　　（白）　　　　　我说丫头呀，请我出来有什么事呀？
花碧莲　　（白）　　　　　我说妈吓，今天乃是你老人家的生日，你能都忘啦吧？
巴氏　　　（白）　　　　　嗳呀，可不是吗，我倒忘啦！
花碧莲　　（白）　　　　　你能请上，待女儿与你拜寿。
巴氏　　　（白）　　　　　不拜罢。
（花碧莲叩头，起身。）
花碧莲　　（白）　　　　　今天我预备了两样菜，咱们娘儿两个喝上几盅罢。
巴氏　　　（白）　　　　　你爹爹也不在家，还要弄什么酒菜。
花碧莲　　（白）　　　　　难道说爹爹不在家，你能就不过生日啦么？待我给你能斟上一盅。
（巴杰上。）
巴杰　　　（念）　　　　　离了巴家寨，来此花家门。
　　　　　（白）　　　　　待我进去。
（花碧莲站起避，巴杰追看，花碧莲微笑.）
花碧莲　　（白）　　　　　傻小子一个。
（花碧莲下。巴杰追看，笑）
巴杰　　　（白）　　　　　姑母！
巴氏　　　（白）　　　　　嗄，孩子来啦么？
巴杰　　　（白）　　　　　待侄儿与姑母拜寿。
巴氏　　　（白）　　　　　不拜吧，行常礼吧。
巴杰　　　（白）　　　　　哪有不拜之理！
巴氏　　　（白）　　　　　起来，起来。你母亲可好呀？
巴杰　　　（白）　　　　　我家母亲问候姑母，只因我母亲身体不爽，不能前来拜寿，特命侄儿前来。
巴氏　　　（白）　　　　　一个散生日，拜什么寿呀！你回去替我问好，谢谢她吧。
巴杰　　　（白）　　　　　侄儿知道了。吓姑母，侄儿有一件事要求姑母，不知姑母肯答应不肯答应？
巴氏　　　（白）　　　　　怎么事情吓？只要你说出来，我听听，但能够办的，我没有不答应的。
巴杰　　　（白）　　　　　姑母若肯答应，侄儿就好言讲。
巴氏　　　（白）　　　　　你只管的说吧。
巴杰　　　（白）　　　　　姑母既然答应了，侄儿就当面谢过，我就回去了。
（巴杰下。巴氏追。）
巴氏　　　（白）　　　　　孩子你回来，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呀？
　　　　　　　　　　　　　这孩子，真冒失，糊里糊涂，到底是什么事吓。好叫我不明白，待我去问女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吓？
（巴氏下。）

【第二十六场】

（马金定上。）
马金定　　（西皮摇板）　　我儿去往花家寨，
　　　　　　　　　　　　　为何不见转回来？
（巴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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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杰　　　（白）　　　　　母亲，哈哈哈哈。恭喜母亲，贺喜母亲。
马金定　　（白）　　　　　你这孩子，如此的欢喜，有什么事恭喜我呀？
巴杰　　　（白）　　　　　孩儿前去与我家姑母拜寿，正遇见我的表妹花碧莲。她长得可是真的不含糊，
　　　　　　　　　　　　　真够瞧得。我实在爱她，我就同姑母求亲，姑母可就答应下啦。母亲就命人去
　　　　　　　　　　　　　下定礼，择日子完婚罢。
马金定　　（白）　　　　　哦，你今天看见你的表妹碧莲啦，你就想娶她为妻？你同你姑母求亲，你姑母
　　　　　　　　　　　　　答应啦？
巴杰　　　（白）　　　　　不错，答应啦。
马金定　　（白）　　　　　这话我可是真不信，你是一派的瞎话谣言。
巴杰　　　（白）　　　　　真的吓，怎么是瞎话呐。
马金定　　（白）　　　　　我真不能信。想那花碧莲，长得有多门好看。她父母又爱她，如同掌上的明珠，
　　　　　　　　　　　　　不定要想配一个什么样儿的女婿呐。她如何肯给你做妻子？看你这一份面孔
　　　　　　　　　　　　　也不配呀。你别来哄我，我不相信。
巴杰　　　（白）　　　　　实实我的姑母答应了，你怎么不信呐。
马金定　　（白）　　　　　果然是真的吗？
巴杰　　　（白）　　　　　一点也不假。
马金定　　（白）　　　　　好啦，你去吧，等我再问问才算数呐。
巴杰　　　（白）　　　　　你不信，你就去问问求。
（巴杰下。）
马金定　　（白）　　　　　这个事情，可也就真怪啦，哪里能有这个事呐。倘若我要真能得了碧莲这样一
　　　　　　　　　　　　　个儿媳，这也是我的造化不小。我看这件事情，断断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到花
　　　　　　　　　　　　　家寨亲自走上一趟，我才能放心呐。就此走走。
　　　　　（西皮摇板）　　这件事好叫我心中纳闷，
　　　　　　　　　　　　　去到那花家寨要细问详情。
（马金定下。）

【第二十七场】

（巴氏上。）
巴氏　　　（西皮摇板）　　母女在家常盼望，
　　　　　　　　　　　　　不见寨主转回乡。
　　　　　（白）　　　　　我，巴氏。我们老头子花振芳，为了女儿之事，去了多日，怎么老不见回来？
　　　　　　　　　　　　　倒叫我常常挂念。
（马金定上。）
马金定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进，
　　　　　　　　　　　　　不觉来到花家门。
　　　　　（白）　　　　　说着说着，到啦。待我叫门。
　　　　　　　　　　　　　开门来。
巴氏　　　（白）　　　　　是谁叫门？待我来看看。
（巴氏开门。）
巴氏　　　（白）　　　　　啊，原来是妹子来啦，家里坐。
马金定　　（白）　　　　　姐姐请。
巴氏　　　（白）　　　　　妹子从哪里来吓？
马金定　　（白）　　　　　我打家里来，我来同姐姐打听一件事情。
巴氏　　　（白）　　　　　什么事情吓？
马金定　　（白）　　　　　昨天巴杰给姐姐来拜寿。回家去，他说姐姐要把碧莲甥女许配给他啦？
巴氏　　　（白）　　　　　靡有这一回事吓！
马金定　　（白）　　　　　他说是姐姐当面答应他的吗？
巴氏　　　（白）　　　　　靡有呀。昨天他来啦，他说有一件事要求姑母，可答应我才好。我说什么事情
　　　　　　　　　　　　　吓，只要我能办，我就答应。他说是姑母准能办，我说是，只要我能办我就答
　　　　　　　　　　　　　应。他说是姑母既是答应，我可就走啦。并靡有说别的，哪儿说到亲事上来着？
马金定　　（白）　　　　　他说是碧莲，还同他笑了一笑。
巴氏　　　（白）　　　　　没有罢，等我叫出碧莲来问问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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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快来！
（花碧莲上。）
花碧莲　　（白）　　　　　妈吓，叫我做什么吓？
巴氏　　　（白）　　　　　你舅母来啦，你去看看去。
花碧莲　　（白）　　　　　舅母来啦，你能好呀？
马金定　　（白）　　　　　好吓！
巴氏　　　（白）　　　　　你舅母说是你表兄昨天来啦，说我把你许配给他啦，有这一回事情吗？
花碧莲　　（白）　　　　　哪里有这宗事情呐。
马金定　　（白）　　　　　我说外甥女，你看你也这么大啦，咱们又是至近的亲戚。要叫我看起来，这门
　　　　　　　　　　　　　亲事倒可以做得。这亲上做亲岂不是越走越近吗。
花碧莲　　（白）　　　　　舅母，你休得多言，此事断断使不得。
（花碧莲怒坐。马金定搬椅近花碧莲坐）
巴氏　　　（白）　　　　　你们说话儿，我出去给你们倒茶去。
（巴氏下。）
马金定　　（白）　　　　　凭我一张嘴，我要把这亲事说成了才算数呐。
　　　　　　　　　　　　　我说碧莲，你看我们家里九门，俱无子嗣，只有你表兄一人。虽然粗鲁一点，
　　　　　　　　　　　　　人倒也直爽。如果要过了门，我岂有不痛你的道理？我看这亲事，倒很可以做
　　　　　　　　　　　　　得。
花碧莲　　（白）　　　　　舅母不必多言，我已有人家了。
马金定　　（白）　　　　　有了人家？是谁呀？
花碧莲　　（白）　　　　　就是扬州的骆宏勋。
马金定　　（白）　　　　　那扬州的骆宏勋有什么好？你看你表兄，长长的身体，大大的面孔，高鼻子大
　　　　　　　　　　　　　眼睛，交关体面，比骆宏勋强的多啦。
花碧莲　　（白）　　　　　扬州骆宏勋，生的文武双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眉大眼，大耳方腮，文
　　　　　　　　　　　　　有文材，人有人才。你看看你革儿子，生得鹰鼻鹞眼，龟背蛇腰，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鬼。我一看见他，就要呕哉。
马金定　　（白）　　　　　好啦！叫你这一说把你表兄薄的一个小钱也不值啦。你这丫头，真不要脸！
花碧莲　　（白）　　　　　舅母若要动手，休怪甥女可就要无礼了。
马金定　　（白）　　　　　我今天就是要管教管教你！
（巴氏上。）
巴氏　　　（白）　　　　　你能吃茶吧。
（马金定撞巴氏倒。）
巴氏　　　（白）　　　　　怎么打起来啦？
（花碧莲跑下。）
马金定　　（白）　　　　　我也走啦！
（马金定怒下。）
巴氏　　　（白）　　　　　她也走啦，这是哪儿事情啦！
（巴氏下。）

【第二十八场】

（马金定上，巴杰迎上。）
巴杰　　　（白）　　　　　母亲回来啦，到底是多早晚娶呀？
马金定　　（白）　　　　　呸，不要脸的东西！我说是靡有这件事，你一定要说，是你姑母答应下啦。人
　　　　　　　　　　　　　家已是竟有了人家了，已许配了扬州骆宏勋啦。
巴杰　　　（白）　　　　　怎么，那扬州骆宏勋，擅敢霸占我的妻子吗？
马金定　　（白）　　　　　你算了罢，别不要脸啦！人家姑娘，说你长得难看。
巴杰　　　（白）　　　　　我的模样儿不错吓。
马金定　　（白）　　　　　依为娘劝你，也不必如此。咱们有的是钱，还怕找不出好的姑娘来吗。等我给
　　　　　　　　　　　　　你打听看，是谁家有了好姑娘，我就托人去说。你等着吧，你到后院里去练武
　　　　　　　　　　　　　去吧，不准到外头去惹，我一会就要去看你，如果不在后院，我可不能答应。
巴杰　　　（白）　　　　　知道啦。
（巴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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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定　　（白）　　　　　我这个孩子，这个傻样子，也难怪人家不给他。
（马金定下。巴杰上。）
巴杰　　　（白）　　　　　众庄丁走上。
（四老庄丁同上。）
四老庄丁　（同白）　　　　大爷何事？
巴杰　　　（白）　　　　　命你在寨外打听，若要有扬州的骆宏勋打此经过，速速报我知道，千万不可放
　　　　　　　　　　　　　他过去，记下了。
（巴杰下，四老庄丁同随下。）

【第二十九场】

（余千引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西皮摇板）　　不分昼夜往前进，
　　　　　　　　　　　　　终日思念老娘亲。
　　　　　（白）　　　　　余千，天色已晚，你我在此安歇了吧。
余千　　　（白）　　　　　待我前去打店。
（卢利上。）
卢利　　　（白）　　　　　吓，骆公子到了。
骆宏勋　　（白）　　　　　原来是卢利，你将马带进店去。
卢利　　　（白）　　　　　是。
（骆宏勋、余千、卢利同进店。）
骆宏勋　　（白）　　　　　我且问你，花老丈可在店中？
卢利　　　（白）　　　　　不在店中，现在已回花家寨去了。
骆宏勋　　（白）　　　　　余千，你我不如再赶一程，有卢利与我们引路，你看如何？
余千　　　（白）　　　　　好，带马过来。
（卢利带马。骆宏勋、余千、卢利同绕场。）
骆宏勋　　（白）　　　　　卢利，此地叫什么地名？
卢利　　　（白）　　　　　前面就是酸枣岭。
骆宏勋　　（白）　　　　　这寨子呢？
卢利　　　（白）　　　　　这就是巴家寨。
骆宏勋　　（白）　　　　　好，就命你去到寨中叫门，俺随后就到。
卢利　　　（白）　　　　　遵命。
（卢利下，骆宏勋、余千同下。）

【第三十场】

（四老庄丁同上，同把寨门。卢利上。）
卢利　　　（白）　　　　　开门来。
庄丁　　　（白）　　　　　什么人？
卢利　　　（白）　　　　　花家店的卢利。
庄丁　　　（白）　　　　　候着。
　　　　　　　　　　　　　有请大爷。
（巴杰上。）
巴杰　　　（白）　　　　　何事？
庄丁　　　（白）　　　　　花家店卢利前来叫寨。
巴杰　　　（白）　　　　　唤他前来见我。
庄丁　　　（白）　　　　　大爷叫你。
卢利　　　（白）　　　　　巴大爷。
巴杰　　　（白）　　　　　我且问你，什么人前来到寨？
卢利　　　（白）　　　　　扬州的骆宏勋骆公子。
巴杰　　　（白）　　　　　与我将他先绑了。大家一同迎上前去。
（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白）　　　　　你是何人，挡住某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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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杰　　　（白）　　　　　呔，好你骆宏勋，你不该霸占我的妻子，今日相逢，休得过去！
骆宏勋　　（白）　　　　　你是何人呐？
巴杰　　　（白）　　　　　俺就是巴杰。好好将人头留下，免得我动手。
骆宏勋　　（白）　　　　　休得胡言，看剑！
（骆宏勋、巴杰同起打，骆宏勋败下，巴杰追下。余千对四老庄丁打，四老庄丁同败下，余千追下。骆宏勋
上，余千随上。）
骆宏勋　　（白）　　　　　看这巴杰，不知进退，苦苦逼迫，如何是好？
余千　　　（白）　　　　　公子手中的宝剑，你要他做什么？你刺他一剑，就得啦吗！
骆宏勋　　（白）　　　　　可以刺得的？
余千　　　（白）　　　　　不要紧，刺得的！
骆宏勋　　（白）　　　　　你闪开了！
（巴杰追上，骆宏勋、巴杰两过合，骆宏勋刺巴杰倒地，余千看。）
余千　　　（白）　　　　　八成是死啦。
（骆宏勋看。）
骆宏勋　　（白）　　　　　他已被我刺死。倘若有人敢来，如何是好？
余千　　　（白）　　　　　趁着四下无人，咱们跑吧。
骆宏勋　　（白）　　　　　行囊马匹呢？
余千　　　（白）　　　　　不能要啦，快跑吧！
（骆宏勋、余千同急下。四老庄丁同上，同抬巴杰下。）

【第三十一场】

（马金定上。）
马金定　　（念）　　　　　眼跳心惊，所为何情？
（四老庄丁同抬巴杰上。）
四老庄丁　（同白）　　　　大爷被人刺死啦。
马金定　　（白）　　　　　怎么着？死啦？叫谁刺死啦？
四老庄丁　（同白）　　　　被扬州骆宏勋刺死啦！
马金定　　（白）　　　　　骆宏勋往哪里去啦？
四老庄丁　（同白）　　　　他跑了。
马金定　　（白）　　　　　走的远不远？
四老庄丁　（同白）　　　　不远。
马金定　　（白）　　　　　走的不远，随我去追他去呀！
（四老庄丁引马金定同下。）

【第三十二场】

（骆宏勋、余千同跑上，同走圆场，同急下。八庄丁引马金定同上，同绕场，马金定耍刀花下。）

【第三十三场】

（八农夫同上。）
农夫甲　　（白）　　　　　伙计们，看天不早啦，咱们快把地来锄一锄，好回去吃饭。
七农夫　　（同白）　　　　好，锄地去吓。
（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白）　　　　　嗳吓，余千呐！看后面许多人赶来了，你我往何处藏躲？
余千　　　（白）　　　　　公子，看那旁有农夫多人在那里耕地，你我去借他们的衣帽穿戴起来，混他一
　　　　　　　　　　　　　时，再做道理。
骆宏勋　　（白）　　　　　好，一同前去。
　　　　　　　　　　　　　呀，众位快快救命呐！
农夫甲　　（白）　　　　　我们怎样救你们呐？
骆宏勋　　（白）　　　　　暂借众位衣帽一用，混他一时再讲。
农夫甲　　（白）　　　　　好，就借给你们穿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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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甲脱衣，骆宏勋、余千同接衣穿戴。八庄丁、马金定同上。）
马金定　　（白）　　　　　怪呀，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赶，来在此地，怎么不见啦？待我向前去问一
　　　　　　　　　　　　　声。
　　　　　　　　　　　　　列位请啦！
农夫甲　　（白）　　　　　怎么事呀？
马金定　　（白）　　　　　方才你们可看见有两个人过去靡有？
农夫甲　　（白）　　　　　两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黑面大汉，可是革？
马金定　　（白）　　　　　不错，就是他们。
农夫甲　　（白）　　　　　他们往东南去革哉。
马金定　　（白）　　　　　往东南去了？
　　　　　　　　　　　　　众庄丁，追呀！
（八庄丁、马金定同跑下。骆宏勋、余千同脱衣跪谢。）
骆宏勋　　（白）　　　　　多谢列位救命之恩，请上受我一拜！
（骆宏勋、余千同跑下）
农夫甲　　（白）　　　　　天色不早哉，大家一同回去，用饭去哉。
（八农夫同下。）

【第三十四场】

（胡理上。）
胡理　　　（引子）　　　　自幼生来气不平，杀人放火逞威风。有人问我名和姓，我就是人间老寿星。
　　　　　（念）　　　　　自幼身量矮小，全凭肉翅飞高。不爱金银财宝，好吃人心人脑。
　　　　　（白）　　　　　我，胡理。我哥哥胡琏。在这酸枣岭下，开了一座黑店。看天色不早。
　　　　　　　　　　　　　小二呀！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在这儿呐。
胡理　　　（白）　　　　　挂幌子，做买卖。
店小二　　（白）　　　　　是。
（店小二挂招牌。）
胡理　　　（白）　　　　　若有住店的，即速报我知道。
（胡理下，店小二下。余千引骆宏勋同上。）
骆宏勋　　（西皮摇板）　　主仆们逃出了天罗地网，
　　　　　　　　　　　　　又见壁上写的是安寓客商。
　　　　　（白）　　　　　余千，前去打店。
余千　　　（白）　　　　　店家哪里？
（胡理翻跟头上。）
胡理　　　（白）　　　　　二位客人，敢莫是住店的么？
骆宏勋　　（白）　　　　　正是。
余千　　　（白）　　　　　可有上房。
胡理　　　（白）　　　　　有上房。二位可有行囊马匹？
骆宏勋　　（白）　　　　　无有。
胡理　　　（白）　　　　　可有金银财宝？
骆宏勋　　（白）　　　　　这……也无有。
胡理　　　（白）　　　　　全没有。好，请进来吧。
　　　　　　　　　　　　　请问客人，用什么酒饭？
骆宏勋　　（白）　　　　　你们这里可有大米饭么？
胡理　　　（白）　　　　　大米饭倒有，可就是得现做。
骆宏勋　　（白）　　　　　快做两碗大米饭来。
胡理　　　（白）　　　　　伙计们，快做大米饭呐。
骆宏勋　　（白）　　　　　取酒一壶，可有现成的吃食么？
胡理　　　（白）　　　　　有包子现成。
骆宏勋　　（白）　　　　　取包子来。
胡理　　　（白）　　　　　包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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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宏勋吃包子，对余千看。）
骆宏勋　　（白）　　　　　店家，这包子是什么馅儿呐？
胡理　　　（白）　　　　　你就随便吃好啦，左右是肉馅，你就不必问啦。
骆宏勋　　（白）　　　　　只是气味有些不对。
胡理　　　（白）　　　　　天气炎热，稍微陈一点，也许有的。客人你就将就点儿吃好啦。
骆宏勋　　（白）　　　　　我等不用了。
胡理　　　（白）　　　　　怎么不用啦？
骆宏勋　　（白）　　　　　不用了。
胡理　　　（白）　　　　　不用了，我可就要算钱。
骆宏勋　　（白）　　　　　不用你要算钱。
胡理　　　（白）　　　　　要算钱。
骆宏勋　　（白）　　　　　怎么不用你的包子，你要算钱，那可不能。
胡理　　　（白）　　　　　要算钱。
骆宏勋　　（白）　　　　　要算钱，就给你钱。
胡理　　　（白）　　　　　大米饭你可用不用吓？
骆宏勋　　（白）　　　　　大米饭我也不用了。
胡理　　　（白）　　　　　大米饭也不用啦，不用，我可也要算钱。
余千　　　（白）　　　　　大米饭并未做了来，焉能算钱？
胡理　　　（白）　　　　　我要算钱。
余千　　　（白）　　　　　不能算钱。
胡理　　　（白）　　　　　要算钱。
骆宏勋　　（白）　　　　　算钱，就给你钱。
胡理　　　（白）　　　　　有钱就得啦。
骆宏勋　　（白）　　　　　我们在哪里安歇呀？
胡理　　　（白）　　　　　有你们的地方，随我来。
（骆宏勋、余千、胡理同绕场。〖小锣响〗。）
骆宏勋　　（白）　　　　　什么阴风惨惨？
（骆宏勋、余千、胡理同进房。）
胡理　　　（白）　　　　　二位还用怎么不用？
骆宏勋　　（白）　　　　　只要明灯一盏。
胡理　　　（白）　　　　　灯到。
骆宏勋　　（白）　　　　　唤你再来，你去吧。
胡理　　　（白）　　　　　知道啦。
（胡理退。）
胡理　　　（白）　　　　　看此二人，今日定伤我手。
（胡理复回。）
骆宏勋　　（白）　　　　　店家，为何又来了？
胡理　　　（白）　　　　　我方才在店门以外，曾经问道，二位可有金银财宝，如若有，即可交到柜上，
　　　　　　　　　　　　　如若不然倘有遗失，我店家可是不管。
骆宏勋　　（白）　　　　　方才也曾对你言讲，我们一概都没有。
胡理　　　（白）　　　　　没有，就得啦。
（胡理退。）
胡理　　　（白）　　　　　正是：
　　　　　（念）　　　　　阎王造你三更死，谁肯留你到五更！
（胡理下。）
骆宏勋　　（白）　　　　　余千，看店家讲话出言不顺，定是黑店，你我一同搜店。
（骆宏勋、余千同搜店。）
骆宏勋　　（白）　　　　　余千，你我二人，轮流休息，不可同睡，须要多加小心才是。
余千　　　（白）　　　　　我不睡，公子先睡吧，呵，呵呵。
（余千自睡。〖起二更鼓〗。胡理上。）
胡理　　　（白）　　　　　店中来了两个客人，那一个年轻白脸的倒还好，唯有那一黑脸大汉，倒来的鲁
　　　　　　　　　　　　　莽，我必须先杀了黑脸再讲。
骆宏勋　　（白）　　　　　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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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理　　　（白）　　　　　灯光未灭，想必是尚未安眠，待我听他们讲些怎么。
骆宏勋　　（白）　　　　　想我骆宏勋，一路行来，只望投奔山东探望母亲，不想路过酸枣岭，打从巴家
　　　　　　　　　　　　　寨经过，遇着了巴杰。是我二人言语不合，争斗起来，也是我一时失手，一剑
　　　　　　　　　　　　　就将他刺死。我主仆二人，急速脱逃。来至此地，又遇着是黑店。思想起来，
　　　　　　　　　　　　　好不伤感人也！
　　　　　（二黄摇板）　　今夜晚住在了招商客店，
　　　　　　　　　　　　　一路上不平事屡起祸端。
　　　　　　　　　　　　　实指望奔山东母子相见，
　　　　　（哭头）　　　　儿的娘呀！
　　　　　（二黄摇板）　　将此事对老娘细说一番。
胡理　　　（白）　　　　　咳，闹了半天，原来是骆公子到啦。想骆宏勋同我哥哥胡琏，乃是师兄弟。我
　　　　　　　　　　　　　哥哥命我到扬州保护他家老太太，三月有余。今日来在我的店房，幸而不曾动
　　　　　　　　　　　　　手，倘若要将他刺死，不但对不起他，并且对不起我哥哥吓。待我叫开了门，
　　　　　　　　　　　　　同他说明便了。
　　　　　　　　　　　　　呔，开门来！
（骆宏勋推余千，附耳语，吹灯。余千开门，胡理上桌，骆宏勋同余千交手，按住余千问。）
骆宏勋　　（白）　　　　　你是何人？
余千　　　（白）　　　　　慢打，是我，是我。
骆宏勋　　（白）　　　　　店家前来叫门。他往哪里去了？
胡理　　　（白）　　　　　我在梁上呐。
骆宏勋　　（白）　　　　　你下来呀。
胡理　　　（白）　　　　　你们可不打啦。我下来了，待我去点灯去。
（胡理燃灯。）
胡理　　　（白）　　　　　原来是骆公子，多有得罪。
骆宏勋　　（白）　　　　　请问店主人高名贵姓？
胡理　　　（白）　　　　　在下胡理，绰号活阎王，我哥哥名叫胡琏。
骆宏勋　　（白）　　　　　敢么是金鞭胡琏么？
胡理　　　（白）　　　　　正是。
骆宏勋　　（白）　　　　　他乃是俺师兄，原来是胡二爷到了，在下这厢有礼。
　　　　　　　　　　　　　余千，来，见过胡二爷。
余千　　　（白）　　　　　是。
　　　　　　　　　　　　　待我试试他的力量。
　　　　　　　　　　　　　胡二爷，俺这里有礼了。
（胡理推余千倒地。）
骆宏勋　　（白）　　　　　嗳吓呀，这是怎么样了？
胡理　　　（白）　　　　　他要同我动手啦。
骆宏勋　　（白）　　　　　望祈胡二爷饶恕于他。
胡理　　　（白）　　　　　不要紧，我点了他的血道一下子，一拿就好。
（胡理摸余千。）
胡理　　　（白）　　　　　你起来吧。
余千　　　（白）　　　　　我这是怎么啦？
骆宏勋　　（白）　　　　　你得罪了胡二爷，还不向前谢过。
余千　　　（白）　　　　　多谢二爷！
胡理　　　（白）　　　　　你再来。
余千　　　（白）　　　　　我实实的不敢来了。
骆宏勋　　（白）　　　　　请问二爷，我师兄现在何处？
胡理　　　（白）　　　　　现在后面。
骆宏勋　　（白）　　　　　何不请来相见。
胡理　　　（白）　　　　　有请大哥。
（胡琏上。）
胡琏　　　（白）　　　　　唤我何事？
胡理　　　（白）　　　　　骆公子到啦。
胡琏　　　（白）　　　　　贤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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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宏勋　　（白）　　　　　师兄。
胡琏　　　（白）　　　　　贤弟请坐。
余千　　　（白）　　　　　胡大爷。
胡琏　　　（白）　　　　　罢了。请问贤弟，因何至此？
骆宏勋　　（白）　　　　　师兄有所不知：小弟打从龙潭而来，要到山东探母。不想路过酸枣岭，遇见巴
　　　　　　　　　　　　　杰。我二人言语不合，被我一剑，将他刺死。因此来在此地。
胡琏　　　（白）　　　　　想那巴家，他九门无子，只有巴杰一人。贤弟将他刺死，那马金定必要找上门
　　　　　　　　　　　　　来，此祸非同小可。
骆宏勋　　（白）　　　　　望祈师兄搭救才好。
胡理　　　（白）　　　　　公子只管放心。马金定不来便罢，倘若来时，有我在此，料无妨碍。
骆宏勋　　（白）　　　　　多谢二爷。
胡琏　　　（白）　　　　　请至后面，一同请用酒饭。
骆宏勋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五场】

（马金定上，走边。）
马金定　　（念）　　　　　心中恼恨骆宏勋，不该刺死我儿身。乔装改扮将他找，要替我儿报冤情。
　　　　　（白）　　　　　我，马金定。可恨骆宏勋，将我儿巴杰刺死，是我乔装打扮，寻找宏勋，定要
　　　　　　　　　　　　　伤他的性命。就此走走。
（马金定转场。）
马金定　　（白）　　　　　胡家店？哟，到了胡家店。想那骆宏勋一定要住在这店里，待我进去看看再说。
　　　　　　　　　　　　　开门来，呔，开门来呀！
（胡理、胡琏、骆宏勋、余千同上。）
胡理　　　（白）　　　　　是谁叫门呐？
马金定　　（白）　　　　　是我呀。
胡理　　　（白）　　　　　是九嫂子吗？
马金定　　（白）　　　　　是的，快开门来吧！
胡理　　　（白）　　　　　来啦。
（胡理扶骆宏勋、余千同入柜，胡琏下，胡理锁柜。）
马金定　　（白）　　　　　开门呐！
胡理　　　（白）　　　　　来啦！
（胡理开门，马金定进门，两厢看。）
胡理　　　（白）　　　　　嫂子你黑夜之间，到了我店中，东张西望，难道我还有什么弊病不成？
马金定　　（白）　　　　　是兄弟你不知道。今有扬州来了一个骆宏勋，从我们寨门口儿经过，他同我的
　　　　　　　　　　　　　儿子巴杰言语不和，就打起来啦。谁知道他一剑，就把我儿子给刺死啦。
胡理　　　（白）　　　　　你儿子被他给刺死啦，好，早就该死。
马金定　　（白）　　　　　啊，这是怎么讲话呀？
胡理　　　（白）　　　　　你儿子死啦，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马金定　　（白）　　　　　我想他一定要住在你的店门内，故此嫂子我要来看看。今天也没有别的说的，
　　　　　　　　　　　　　他要是在你的店中，你交给我，我把他带了走，兄弟你看好不好？
胡理　　　（白）　　　　　你是要找骆宏勋吓？
马金定　　（白）　　　　　他一定是在这儿呐？
胡理　　　（白）　　　　　嘿嘿，靡有来。
马金定　　（白）　　　　　你要说是没有来，嫂子可是不信。我可是要搜搜。
胡理　　　（白）　　　　　我这店，就是两座院子，你就请搜吧。你搜出来，我就认个罪。
马金定　　（白）　　　　　好，我要是搜不出来，嫂子也认个罪。
胡理　　　（白）　　　　　好，如此你搜吧。
（马金定两厢搜，看柜。）
马金定　　（白）　　　　　这是什么呀？
胡理　　　（白）　　　　　这是立柜。
马金定　　（白）　　　　　我问你，这里头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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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理　　　（白）　　　　　这里头是改的新书。
马金定　　（白）　　　　　兄弟，像咱们做强盗的，要这新书做什么呀？
胡理　　　（白）　　　　　你不知道，我这是要进学堂呐。
马金定　　（白）　　　　　我要打开看上一看。
胡理　　　（白）　　　　　我说你今天不是搜宏勋来呀！你简直的是来搜我来啦吗！你与我快快出去，如
　　　　　　　　　　　　　若不然，你要知道我的厉害。
马金定　　（白）　　　　　你厉害便怎么样？
胡理　　　（白）　　　　　就是这个样！
（马金定提刀砍胡理，胡理打刀落地。）
胡理　　　（白）　　　　　你行吗你动手！快快走出去。
马金定　　（白）　　　　　我走。
胡理　　　（白）　　　　　快走。
（马金定拾刀复回，欲砍胡理，胡理打刀落地。）
胡理　　　（白）　　　　　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马金定拾刀哭。）
马金定　　（哭）　　　　　嗳吓，我的儿吓！
（马金定下。骆宏勋、余千自柜中同出，胡琏上。）
胡琏　　　（白）　　　　　那马金定此番回去，只恐她定要去到花家寨。
骆宏勋　　（白）　　　　　倘若惊动家母，如何是好？
胡理　　　（白）　　　　　不要紧，待我去到花家寨看她的动静。倘若老太太要有动静，我自当保护。
骆宏勋　　（白）　　　　　那马金定她已去了多时，胡二爷纵然赶到那里，也怕无及于事了。
胡理　　　（白）　　　　　慢说她才走片刻的功夫，她就是再早走一时，我全凭肉翅一刻千里，还怕赶不
　　　　　　　　　　　　　上她吗？公子请在店房等候，我去去就来。
（胡理飞下。）
胡琏　　　（白）　　　　　贤弟，后面等候便了。
（众人同下。）

【第三十六场】

（马金定上。）
马金定　　（白）　　　　　来此已是花家，待我叫门。
巴氏　　　（内白）　　　　是谁呀，这早晚还来叫门？
马金定　　（白）　　　　　是我，你开门来吧！
（巴氏上，花碧莲随上开门。）
巴氏　　　（白）　　　　　妹子又同谁来生气，怎么这个样儿呀？
马金定　　（白）　　　　　我同谁来生气，我就是来找你们母女来啦！
（胡理上桌看。）
巴氏　　　（白）　　　　　找我们做什么事吓？
马金定　　（白）　　　　　你的姑爷骆宏勋，打从我们寨门口过，他同巴杰言语不合，可就打起来啦。不
　　　　　　　　　　　　　想扶骆宏勋这东西，一剑竟自把我儿子刺死啦。
巴氏　　　（白）　　　　　哦，把巴杰刺死啦？
马金定　　（白）　　　　　可不是吗！
巴氏　　　（白）　　　　　死啦，就死啦罢！好在全不是外人，我的女婿，也同你的女婿一样，俱有半子
　　　　　　　　　　　　　之劳。这件事，也就不必再说啦。
马金定　　（白）　　　　　你那话叫做放屁。你把那骆宏勋交给我倒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可就同你誓不
　　　　　　　　　　　　　两立。
巴氏　　　（白）　　　　　你这可真有点不论理！想那骆宏勋乃是我的女婿，别说他靡有在这儿，就是在
　　　　　　　　　　　　　这儿，你还要同我比试比试吗？
马金定　　（白）　　　　　对啦，今天就要见个你死我活。
巴氏　　　（白）　　　　　好，来吧！
（马金定、巴氏同起打，花碧莲、巴氏双打马金定倒地，马金定起走。）
马金定　　（白）　　　　　等着你们的，咱们再见！
（马金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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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　　　（白）　　　　　这个祸可不小，骆公子把她儿子刺死啦。这件事一时只怕不能得了。
　　　　　　　　　　　　　碧莲，你要好好保护骆老太太要紧。
（巴氏、花碧莲同下。胡理自桌上跳下。）
胡理　　　（白）　　　　　看马金定已走，骆老太太安然无事，待我报于骆公子知道便了。
（胡理绕场。胡琏、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余千　　　（白）　　　　　胡二爷回来了？
胡理　　　（白）　　　　　回来啦。那马金定同花碧莲母女争斗了一番，她回巴家寨去啦。老太太安然无
　　　　　　　　　　　　　事，公子可以放心吧。
骆宏勋　　（白）　　　　　多谢二爷，如此我主仆就告辞了。
　　　　　（二黄摇板）　　辞别二位出店门，
　　　　　　　　　　　　　一心只想见娘亲。
（骆宏勋、余千同下，胡琏、胡理同下。）

【第三十七场】

（四青袍引贺世赖同上。）
贺世赖　　（念）　　　　　禹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
　　　　　（白）　　　　　下官，贺世赖。多蒙太老爷提拔，今竟做了官了，官居历城县正堂。今有黄花
　　　　　　　　　　　　　铺县丞到任，我前去拜望于他。
　　　　　　　　　　　　　来，打道！
（骆宏勋、余千同上，同绕场，同下。）
贺世赖　　（白）　　　　　呀，看那面好像骆宏勋他主仆二人的模样，为何来在了此地？呀，唔呼喝呀，
　　　　　　　　　　　　　他二人到此，若遇着了我，是大大的不便呐。我必须要先下手的为强。
　　　　　　　　　　　　　来，打道速速回衙。
（四青袍、贺世赖同绕场。）
贺世赖　　（白）　　　　　来，传众捕快走上。
青袍甲　　（白）　　　　　众捕快走上。
（八捕快同上。）
八捕快　　（同白）　　　　叩见太爷！
贺世赖　　（白）　　　　　今有骆宏勋，前在嘉兴。曾为大盗，累次有案，被拿脱逃。方才我见二人在此
　　　　　　　　　　　　　看店，命你等速速到店房栈房之内，一律寻查，定要将他捉拿到案，不可放他
　　　　　　　　　　　　　逃走。快去，快去！
（贺世赖下。）
八捕快　　（同白）　　　　走，一同捉拿于他！
（八捕快同下。）

【第三十八场】

（骆宏勋、余千同上。）
余千　　　（白）　　　　　公子也饿啦吧？
骆宏勋　　（白）　　　　　好，你我就在此处安歇了吧。
余千　　　（白）　　　　　楼房老板，可有房间么？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有，请进来吧。请问客官贵姓呐？
骆宏勋　　（白）　　　　　我姓骆。
店小二　　（白）　　　　　姓骆，是骆大爷。
骆宏勋　　（白）　　　　　将上等酒饭，速速拿了来我们用。
余千　　　（白）　　　　　要好酒好饭菜，快拿来吃。
店小二　　（白）　　　　　酒饭到。
骆宏勋　　（白）　　　　　唤你再来。
店小二　　（白）　　　　　是啦。
余千　　　（白）　　　　　嗳呀，我怎么忽然腹中疼痛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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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小二，你们出恭大便在哪里呀？
店小二　　（白）　　　　　你随我来，到后头院里去。
（店小二、余千同下。八捕快同上。）
捕快甲　　（白）　　　　　来在此处栈房，待我向前问上一问。
　　　　　　　　　　　　　店家快来！
（店小二上。）
店小二　　（白）　　　　　做什么呀？
捕快甲　　（白）　　　　　你们这栈房可有姓骆的，名叫宏勋么。
店小二　　（白）　　　　　不错，今天倒来了一位姓骆的。
捕快甲　　（白）　　　　　现在何处？
店小二　　（白）　　　　　就在上房。
捕快甲　　（白）　　　　　我等打进去。
（八捕快同扑拿骆宏勋，骆宏勋起打。八捕快锁骆宏勋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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