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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女斩蛇》

主要角色
李奇娥：旦
李诞：末
刘氏：老旦
赵铁嘴：丑
何仙姑：丑
慕贞：旦
知县：丑

情节
剧中事实，出于山西将乐县，惜年代无从研究，仅以剧本所述者述之而已。该处有一何姓道姑，专以巧语花
言骗取钱财为生活。见一长蛇，称为金龙大王下界，富商盈户，踊跃捐输，盖造庙宇一所，何道姑遂为庙主，
盘踞其中，上至官府，下及愚民，惟何道姑之言是听。后扬言于众，八月朔日，系大王生辰，用一童女祭
赛，俾可庇佑地方。人俱信之，每年援以为例。富贵家以金钱运动，可免此厄，若贫家女，必为地甲所勒派，
只得宫价钱五十千文。以掌上珠喂诸蛇口。前后共毙男女九人。又遇祭赛之期，有李诞之女名奇娥者，应
该轮值。李诞不忍舍此亲生，惶恐无措，而李奇娥反欣然愿从。盖李奇娥年齿虽稚，见识不弱。暗想既有神
灵，必无吃人之理？俟到庙中，观其究竟。乃于父母前安慰一番，同地甲前往，何道姑之徒慕贞，亦一玲珑
女子，李奇娥与之结识，探其口气。尽得何道姑之秘密，以危言耸动之。幕贞恍然大悟，同心密谋，引蛇出
洞，李奇娥奋力刺杀之。幕贞至屋后放火，趁此哄闹之际，二人逃出，赴县署喊控，将乐县令立提何道姑审
讯，而历年来谋财害命之举动，一一供吐，遂处以死刑，将大王庙产业，断给李奇娥，以酬其除害之功。幕
贞无家可归，李诞收其为螟蛉女，为之择配遣嫁焉。

注释
近时鼎鼎大名之梅兰芳，轰传南北，在观剧一方面，莫不交口而赞曰：梅之色艺双绝也。殊不知色艺双绝之
外，更有文采足称。兹本馆觅得《童女斩蛇》剧本，系梅兰芳匠心独运，手自编排，京津各舞台，时常串演。
果然有目共赏。且可使一般迷信家。触目警心。作一当头棒喝，破除无益之积习。

根据《戏考》第二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四道婆引何仙姑同上，何仙姑坐。）
何仙姑　　（念）　　　　　可怜世人太糊涂，不敬爷娘敬道姑。一味迷神与信鬼，祭蛇杀女最无辜。
　　　　　（白）　　　　　奴家何氏，小名儿叫大姑，自幼儿瞧香头为生。花言巧语的，骗得人家都心服
　　　　　　　　　　　　　口服，故此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作何仙姑。后来地方出了一条长蛇，我就造
　　　　　　　　　　　　　谣言，说是金龙大王下界，官府百姓，都信的了不得，大家捐钱就盖了这座大
　　　　　　　　　　　　　王庙，请我在庙里当家。香火倒还兴旺，进项也不算少。虽是这么说，钱不是
　　　　　　　　　　　　　越多越好吗，故此我又造了个谣言，说是大王给我一梦。八月初一日，是大王
　　　　　　　　　　　　　的生日，每逢这天，总得吃一个童女。地方上又信了我的话。每年凑钱，买一
　　　　　　　　　　　　　个童女，送至庙里，来祭大王。今天又快到日子了，怎么地方上的人，还不见
　　　　　　　　　　　　　来啦？
（张柳儿上。）
张柳儿　　（念）　　　　　地方地方，管带四方，抓钱容易，差事难当。
　　　　　（白）　　　　　在下乃将乐县的地保张柳儿的便是。今天早晨，奉本县太爷的交派，说是祭大
　　　　　　　　　　　　　王的日期快到啦，命我来请示仙姑。问大王有什么交派没有。来此已是庙首。
　　　　　　　　　　　　　里面有人么？
道婆甲　　（白）　　　　　你是干怎么的？
张柳儿　　（白）　　　　　就说地保求见。
道婆甲　　（白）　　　　　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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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柳儿　　（白）　　　　　喳。好大的排子。
道婆甲　　（白）　　　　　地保来咧。
何仙姑　　（白）　　　　　他来咧？好，叫他进来。
道婆甲　　（白）　　　　　传你进去，仔细点儿。
张柳儿　　（白）　　　　　参见仙姑。
何仙姑　　（白）　　　　　罢了。你来是为童女事情么？
张柳儿　　（白）　　　　　是的奉了县太爷的交派，说是将到日期，命我来请示，仙姑有什么交派没有？
何仙姑　　（白）　　　　　交派倒是没有什么。可万不要是耽误日期。
张柳儿　　（白）　　　　　小的不敢。
何仙姑　　（白）　　　　　总要找个漂亮点儿，穿要穿得鲜明些。戴得要整齐。要不然，大王怪罪下来，
　　　　　　　　　　　　　可没有人担得起。
张柳儿　　（白）　　　　　喳。小的此刻，就挨家问去。
何仙姑　　（白）　　　　　好，你就偏劳罢。
（张柳儿应。）
张柳儿　　（白）　　　　　正是：
　　　　　（念）　　　　　上头有交派，藉事便发财。
（张柳儿下。）
何仙姑　　（白）　　　　　地保是来啦。女孩子一半天也该送来啦，可是乡下女子，哪能穿戴的很好喽呢？
（何仙姑想。）
何仙姑　　（白）　　　　　有咧！我看这个县太爷糊涂得很，又有几个糟钱。我不免变个法儿，讹他几个
　　　　　　　　　　　　　花花，总比乡下人肉厚。对啦，赶到他来烧香的时候，我自有办法。正是：
　　　　　（念）　　　　　心中不很毒，不能做道姑。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第二场】

（张柳儿上。）
张柳儿　　（念）　　　　　领了仙姑命，张罗活祭品。
　　　　　（白）　　　　　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啦，离祭期只有三天，我还不知道哪一家有合适的女孩子？
　　　　　　　　　　　　　方才打发人去请大众前来问话。天也不早啦，怎么还不来呀？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同上。）
乡民甲　　（念）　　　　　地保见招，
乡民乙　　（念）　　　　　如同传票。
李诞　　　（念）　　　　　我等小民，
乡民丙　　（念）　　　　　不敢不到。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李诞　　　（同白）　　　　张头儿。
张柳儿　　（白）　　　　　原来是众位，请坐请坐。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李诞、张柳儿同坐。）
乡民甲　　（白）　　　　　张头儿叫我们到来，不知为了何事？
张柳儿　　（白）　　　　　只因祭金龙大王的日子快要到咧，每年成例。要预备一名童女，作为祭品。众
　　　　　　　　　　　　　位是知道的呀。现在五十串大钱的官价，是预备好啦。不知道哪位府上有姑娘。
　　　　　　　　　　　　　所以请众位来商议商议。
乡民甲　　（白）　　　　　我是大家知道的，只有二个小犬。并无女儿。
乡民乙　　（白）　　　　　我有一个小女儿，她已经出嫁了。
张柳儿　　（白）　　　　　你们两位有没有？
乡民丙　　（白）　　　　　我很想领这笔钱，可惜家里还没有养下来。张头儿这么办罢，要是一半天生下
　　　　　　　　　　　　　来的是女儿，我就送过来领这笔钱。你看怎么样？
张柳儿　　（白）　　　　　那可不行。总得要十几岁的女孩儿。
乡民丙　　（白）　　　　　照头儿这样说，李大哥府上，这位小姑娘，最合适咧。
（李诞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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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诞　　　（白）　　　　　使不得，我岂肯把亲生的女儿置之死地。
张柳儿　　（白）　　　　　姓李的，你这句话说错咧。常言道得好：养女是个赔钱货。现在你把她献了出
　　　　　　　　　　　　　来，非但不赔钱。还可以赚五十串大钱。倒不是一件极便宜的事么？
李诞　　　（白）　　　　　头儿，我虽然贫穷，绝不要占这样便宜。求你行个方便，向别家去寻找吧！
张柳儿　　（白）　　　　　姓李的，你不要装糊涂！这是地方上的公事，要是你不答应，我禀明了太爷，
　　　　　　　　　　　　　太爷办你的时候，那可不要怨我！
乡民甲　　（白）　　　　　张头儿你不用惊吓于他，他是一个老实人。
乡民乙　　（白）　　　　　李大哥，你可以回去商议。
乡民丙　　（白）　　　　　这件事也用不着商议。头儿，他依了便罢；要是不依。你也不用管。让他自己
　　　　　　　　　　　　　见官说去。
（李诞起。）
李诞　　　（白）　　　　　头儿，待我回去商议一番，再来回复。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张柳儿同起。）
张柳儿　　（白）　　　　　我算跟你说妥咧，回头送过钱来，就要接人。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李诞　　　（同白）　　　　我们告辞了！
张柳儿　　（白）　　　　　不送咧。再会再会。
（张柳儿、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下。）
李诞　　　（念）　　　　　可恨小人多开口，看大祸就临头。
　　　　　（白）　　　　　真真可恨！真真狗仗人势！
（李诞恨，下。）

【第三场】

（刘氏上。）
刘氏　　　（引子）　　　　家况清寒，有贤女，不重生男。
（刘氏坐。）
刘氏　　　（白）　　　　　老身刘氏。配夫李诞，膝下无儿，所生三女：长女、次女，都已出嫁，只有三
　　　　　　　　　　　　　女奇娥，自小读书甚是聪明伶俐，侍奉我二老，倒也欢乐。只是吾夫方才到地
　　　　　　　　　　　　　保家中去了，未见回转。不知有什么官事？独坐草堂，甚是愁闷。不免将奇娥
　　　　　　　　　　　　　唤出，闲谈一番。
　　　　　　　　　　　　　呵，女儿哪里？
李奇娥　　（内白）　　　　来了！
（李奇娥上。）
李奇娥　　（引子）　　　　针黹余间，侍双亲，膝下承欢。
　　　　　（白）　　　　　母亲在上，女儿万福。
刘氏　　　（白）　　　　　咳，罢了。坐下。
李奇娥　　（白）　　　　　妈，唤女儿出来，有甚么事呀？
刘氏　　　（白）　　　　　只因你父亲被地保呼唤去了，半日未见回来，不知又有甚么官事。是我放心不
　　　　　　　　　　　　　下，又闷得很，故此唤出你来，谈心解闷。
李奇娥　　（白）　　　　　妈妈放心，爹爹当快回来了。
李诞　　　（内白）　　　　走吓！
（李诞上，作急恨状。）
李诞　　　（二黄摇板）　　可恨那张地保虎威狐假，
　　　　　　　　　　　　　要把我亲生女去喂长蛇。
　　　　　　　　　　　　　霎时间禁不住心猿意马，
　　　　　　　　　　　　　躲避那滔天祸且自归家。
　　　　　（白）　　　　　开门来！
李奇娥　　（白）　　　　　来了！
（李奇娥开门。）
李奇娥　　（白）　　　　　爹爹你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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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诞　　　（白）　　　　　回来了。女儿你快把门关上。
（李奇娥应，关门。李诞、李奇娥同入内，李诞、刘氏同坐，李诞叹。）
刘氏　　　（白）　　　　　老老你回得家来，神色慌张，唉声叹气，莫非有甚心事？
李诞　　　（白）　　　　　阿呀，妈妈呀！方才地保言道：要把吾家的女儿去，祭那金龙大王。
刘氏　　　（白）　　　　　你待怎讲？
李诞　　　（白）　　　　　他说要把吾家的女儿，去祭那条毒蛇！
刘氏　　　（白）　　　　　啊，竟有这等事！唉。老老你可曾应允他？
李诞　　　（白）　　　　　可恨那张地保，拿官势欺压于我，硬要拿五十串大钱，来换取吾家女儿。如果
　　　　　　　　　　　　　我不把女儿献出，他定要把我送到当官，这便如何是好？
刘氏　　　（白）　　　　　你我总要想一个主意，保全女儿的性命要紧。
李诞　　　（白）　　　　　待我想来。
（李诞想。）
李诞　　　（白）　　　　　妈妈，我想把女儿，权寄在大女儿或二女的家里，你看如何？
刘氏　　　（白）　　　　　使不得。
李诞　　　（白）　　　　　怎么使不得？
刘氏　　　（白）　　　　　两个女婿，住在附近，容易被官府知晓。那时恐怕非但藏不过女儿，还要连累
　　　　　　　　　　　　　她们。不若我们逃走了罢！
（李诞想。）
李诞　　　（白）　　　　　走了固然是好，只是恐怕他们派人赶上。
李奇娥　　（白）　　　　　据女儿想来，还是爹妈放我去的好。
李诞、
刘氏　　　（同白）　　　　怎么说倒是放你去的好？
李奇娥　　（白）　　　　　爹爹、母亲，常言道：生死由命。那大王不来吃我，固然是千好万好。就是女
　　　　　　　　　　　　　儿被他吃了，你二老有了这笔钱，可以度日，且并一方可以无事。女儿虽然一
　　　　　　　　　　　　　死，也还值得。故此还是放我去的好。
李诞　　　（白）　　　　　听你之言，你情愿把自己的身子卖了，养活我二老？虽说一片孝心，但是我儿
　　　　　　　　　　　　　此去，定死无疑。教我怎生舍得？
刘氏　　　（白）　　　　　为娘的情愿饿死，断不要我儿前去。
李诞　　　（白）　　　　　任凭你怎样说法，我是不放你去的。
刘氏　　　（白）　　　　　为娘的舍不得你。
李奇娥　　（白）　　　　　躲到姐姐家，怕连累她们。逃走又怕他们赶上。又不肯将我放走。那还有什么
　　　　　　　　　　　　　主意呀？
李诞　　　（白）　　　　　难死我了！
（刘氏哭，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我倒是有个主意。
李诞　　　（白）　　　　　你有什么主意呀？
李奇娥　　（白）　　　　　儿闻得东边有个算卦的先生，外号叫赵铁嘴，卦算极灵。不如叫他算一名，或
　　　　　　　　　　　　　者可以得个主意，你瞧好不？
刘氏　　　（白）　　　　　好。我们即刻前去
李奇娥　　（白）　　　　　且慢，你二老现时都是带着啼哭，着急的模样，算卦先生见了，一定不说实话。
　　　　　　　　　　　　　莫若歇息歇息再去罢。
李诞、
刘氏　　　（同白）　　　　倒也使得。
（李诞、刘氏同下。）
李奇娥　　（白）　　　　　我想世界之上哪有什么金龙大王？一定是那道婆子造的谣言。你想哪有神仙吃
　　　　　　　　　　　　　活人的道理？既吃活人，为什么一年只吃一个。可恨本地方的官府居然糊涂迷
　　　　　　　　　　　　　信不知为地方除害，反把好端端的人命，活活害死。今年轮到我的头上来啦，
　　　　　　　　　　　　　我倒要趁此机会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爹娘一定不放我去，故此假说先去算命，
　　　　　　　　　　　　　判断吉凶，再定行止。我不免赶紧先到赵铁嘴那里，给他几个钱想法子，让
　　　　　　　　　　　　　他说我绝无灾难。那时爹妈信他的话，放我前去，也未可知。唉，真是：
　　　　　（念）　　　　　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
（李奇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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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

（赵铁嘴上，坐。）
赵铁嘴　　（念）　　　　　世人糊涂可笑，他说算卦可靠。大把银钱给我，听我胡言乱道。
　　　　　（白）　　　　　在下姓赵。因为什么能事也都没有，书也没有念通。没法子，就学了算卦，在
　　　　　　　　　　　　　这将乐县城内开了个命馆。起了个外号，叫赵铁嘴。我为什么叫赵铁嘴呢？这
　　　　　　　　　　　　　也没有多大用意。因为是算命的先生，差不多都叫铁嘴，故此也叫叫铁嘴罢了。
　　　　　　　　　　　　　闲话少说，先把道幌子挂了出去。看有买卖上门没有。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心中事先安排定，
　　　　　　　　　　　　　还要借重赵先生。
　　　　　（白）　　　　　到啦。
（李奇娥见。）
李奇娥　　（白）　　　　　赵先生。
赵铁嘴　　（白）　　　　　姑娘请里边坐。
（李奇娥坐。）
李奇娥　　（白）　　　　　你坐着。
赵铁嘴　　（白）　　　　　姑娘是看八字还是算卦呀？
李奇娥　　（白）　　　　　我也不算卦，也不看八字。有一件事情。要与先生商议商议。
赵铁嘴　　（白）　　　　　有什么话，请讲请讲。
李奇娥　　（白）　　　　　回头我爹妈一定来请先生给我算命。他们若问起你的时候，请你务必说我流年
　　　　　　　　　　　　　很好。有什么灾难都避得去。
赵铁嘴　　（白）　　　　　姑娘这话大错了。我们算命的先生，向来是直言奉上。是什么回事，便怎么个
　　　　　　　　　　　　　说法。不能恭维人，可也不能撒谎。再说姑娘这话，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若要
　　　　　　　　　　　　　叫我胡说，那可万不敢的。不是我的名声要紧么？
李奇娥　　（白）　　　　　我实对先生说：有件事情，非借重你几句话，我爹妈绝不让我办。务必求你成
　　　　　　　　　　　　　全成全。这有耳环一只，送与先生作为谢仪。求你务必多美言几句。
赵铁嘴　　（白）　　　　　姑娘不必多礼。我请问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李奇娥　　（白）　　　　　这件事亦不便说明。
赵铁嘴　　（白）　　　　　姑娘，我知道啦。
李奇娥　　（白）　　　　　先生知道甚么？
赵铁嘴　　（白）　　　　　一定是姑娘的婚姻大事，恐怕爹妈阻拦。
（李奇娥笑。）
李奇娥　　（白）　　　　　先生就不必细问了。
赵铁嘴　　（白）　　　　　看是不是，那么我先给姑娘看一看。
（赵铁嘴看，坐。）
赵铁嘴　　（白）　　　　　姑娘这步运气本来好得很，用不着我撒谎，就是姑娘不托付我，我亦是这么说
　　　　　　　　　　　　　的呀！
李奇娥　　（白）　　　　　如此我爹妈来的时候，就请先生出点力罢。
赵铁嘴　　（白）　　　　　一定一定，不必托付。
李奇娥　　（白）　　　　　我现时要回家去了，少时同我爹妈一块儿来。
赵铁嘴　　（白）　　　　　请便请便，你不必记挂。
（李奇娥出门，回嘱咐。）
李奇娥　　（白）　　　　　先生可不要错了呀！
赵铁嘴　　（白）　　　　　不能够错的，我们是干什么的呀！
李奇娥　　（白）　　　　　那末回头见。
（李奇娥点头，下。）
赵铁嘴　　（白）　　　　　这位姑娘真是傻得很，我们这行可不就仗着恭维人么。她就不另给我钱，我也
　　　　　　　　　　　　　犯不着说不好不是！
李诞　　　（内白）　　　　走呀！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上。）
李诞　　　（二黄摇板）　　只恐怕我女儿难保性命，
刘氏　　　（二黄摇板）　　没奈何去问那算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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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娥　　（二黄摇板）　　随定了二爹娘急忙前进，
　　　　　　　　　　　　　不知道哪里是算卦先生？
（李诞站住。）
李奇娥　　（白）　　　　　爹爹为何不走？
李诞　　　（白）　　　　　这就是赵先生的命馆。
李奇娥　　（白）　　　　　啊，这就是赵先生的住宅么？
李诞　　　（白）　　　　　赵先生在家么？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进门。）
赵铁嘴　　（白）　　　　　敢是算命的么？
李诞　　　（白）　　　　　正是请先生算命。
赵铁嘴　　（白）　　　　　请里边坐。三位都算哪，还是算一位啦？
李诞　　　（白）　　　　　请给小女算一算。
赵铁嘴　　（白）　　　　　哦，请教这位姑娘生辰八字。
（刘氏递。）
刘氏　　　（白）　　　　　这就是。
（赵铁嘴看八字，看李奇娥。）
赵铁嘴　　（白）　　　　　姑娘这步运好得很哪！满面清光，煞星远避。好得很，好得很！
李诞　　　（白）　　　　　恐怕目下有一步灾难。先生要仔细看一看。
赵铁嘴　　（白）　　　　　恐怕有一步灾难哪？待我细看一看。
（赵铁嘴看。）
赵铁嘴　　（白）　　　　　不妨事，不妨事。目下虽说应该有点灾难，但是福星解救，逢凶化吉，遇难成
　　　　　　　　　　　　　祥。依命上看起来。现时老先生一定有点喜事呢！
李诞　　　（白）　　　　　先生要看仔细，还恐怕有性命之忧。
赵铁嘴　　（白）　　　　　老先生千万放心，绝无危难。有甚么事，保管成就，不但无忧。恐怕姑娘，还
　　　　　　　　　　　　　要发一注财！
李奇娥　　（白）　　　　　赵先生算卦最灵既是说的这样结实，料然无错。天已不早。我们回去了罢！
李诞　　　（白）　　　　　哎，这是先生命礼。
赵铁嘴　　（白）　　　　　不但收你的命礼，将来还要喝你的喜酒哪！
李诞　　　（白）　　　　　先生取笑了。告辞。
赵铁嘴　　（白）　　　　　不送。
李诞、
刘氏　　　（同念）　　　　听得先生一片言，
李奇娥　　（念）　　　　　此去必定得安然。
（李诞、刘氏、李奇娥同下。）
赵铁嘴　　（笑）　　　　　哈哈哈！
　　　　　（白）　　　　　没想到今天发这么注财！你知道他们怎么回事？我在后台呢就听见说啦。
（赵铁嘴下。）

【第五场】

（何仙姑上。）
何仙姑　　（念）　　　　　道姑道姑，手辣心毒。情人不少，没个丈夫。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明天已是大王的生日，这庙中还没收拾干净。我有个贴身的女孩子。名叫慕贞，
　　　　　　　　　　　　　虽说是我的徒弟。可是还没落发。倒也老实可靠。我不免叫她出来，让她帮
　　　　　　　　　　　　　着我督催着大家收拾收拾。
　　　　　　　　　　　　　慕贞女儿哪里？
慕贞　　　（内白）　　　　来了！
（慕贞上。）
慕贞　　　（二黄摇板）　　忽听得女仙师连番呼唤，
　　　　　　　　　　　　　免不得上前去细问根源。
（慕贞见。）
慕贞　　　（白）　　　　　师傅唤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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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仙姑　　（白）　　　　　你这女孩子，也不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耽在里头干什么？快替我催着她们
　　　　　　　　　　　　　打扫打扫罢。
（慕贞应，打扫。）
慕贞　　　（白）　　　　　师傅，什么那个童女，到如今还不送来。
何仙姑　　（白）　　　　　我听见他们说：如果选不出童女来，就要把你作为祭品。
慕贞　　　（白）　　　　　啊呀，我是怕死的。师傅救我！
（慕贞跪。）
何仙姑　　（白）　　　　　你不用怕，起来罢，我跟你说的是一句顽话。
慕贞　　　（白）　　　　　多谢师傅。为什么那个大王不选童男，单单的爱选童女？
何仙姑　　（白）　　　　　好糊涂的了头，亏你在这儿躭搁了好几个月，还不知道这里的事？
慕贞　　　（白）　　　　　我实在不明白。好师傅，你告诉我罢。
何仙姑　　（白）　　　　　童女身上，多少总有些簪环首饰。童男是甚嘛没有的。这会儿你明白了么？
慕贞　　　（白）　　　　　我越发的糊涂了。
何仙姑　　（白）　　　　　我老实对你说罢，把童女作为祭品，本是我的主意。为的是好骗取她身上的簪
　　　　　　　　　　　　　环首饰。所以托名大王只选童女，不要童男。
（慕贞点头。）
慕贞　　　（白）　　　　　师傅，童女上祭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是不是像三牲一样捆绑着么？
何仙姑　　（白）　　　　　不用捆绑，那是我亲自送去的。
慕贞　　　（白）　　　　　既然不用捆绑，她怎么会送到蛇口里去呢？
何仙姑　　（白）　　　　　那可不能告诉你。这里头另外有个好法子。
慕贞　　　（白）　　　　　师傅，我是你的徒弟，何必瞒我。
（何仙姑起，四望。）
慕贞　　　（白）　　　　　没有人，你尽管告诉我。
何仙姑　　（白）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慕贞应，何仙姑低语。）
何仙姑　　（白）　　　　　不是蛇出来吃人，是我把人推到它洞里去的。
慕贞　　　（白）　　　　　这不是害了人家的性命么？
何仙姑　　（白）　　　　　痴了头，不害死人家的性命，自己怎么能够发财呢？其实我的心还算慈悲。自
　　　　　　　　　　　　　从立了这所庙宇，一年一个。到现在不过害了九条命。要是我说大王每年要选
　　　　　　　　　　　　　十个童女，他们也不能不依。
慕贞　　　（白）　　　　　像师傅这样人，果然是慈悲不过的。
何仙姑　　（白）　　　　　阿弥陀佛！
慕贞　　　（白）　　　　　我可还有一点不明白：那位大王，只吃了一个童女，就一年不出来伤人。这也
　　　　　　　　　　　　　不是一件奇事么？
何仙姑　　（白）　　　　　哼，亏你说出这样话来。你也不瞧瞧庙后面的几只缸里，我预备的什么？
（慕贞想。）
慕贞　　　（白）　　　　　哦哦哦，我想明白了。想必是师傅常把些米面去喂它。
何仙姑　　（白）　　　　　这才是聪明的孩子。总而言之，那条蛇靠着我们养活。我们也靠着它养活。世
　　　　　　　　　　　　　界上本来没有吃人的妖怪，好在人家相信，我们乐得借这个名目，多骗几个钱
　　　　　　　　　　　　　就是啦。不要外面别静仔在这儿听啦！快些看着她们收拾收拾去罢。
慕贞　　　（白）　　　　　遵命。
　　　　　（二黄摇板）　　可恨师傅心太狠，
　　　　　　　　　　　　　为了钱财便害人。
（慕贞下。）
何仙姑　　（白）　　　　　今儿没有什么事啦，讹县太爷的法儿，这功夫也想得啦。到后头睡一会觉，歇
　　　　　　　　　　　　　息歇息。明儿开庙，也好打起精神，装妖作怪呀。
（何仙姑下。）

【第六场】

（张柳儿持钱上。）
张柳儿　　（念）　　　　　大王要吃活人肉，地方先闹九五扣。
　　　　　（白）　　　　　昨天已经买定李诞李老头儿的女儿，前去上祭。今天已是大王生日，我这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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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官价五十串，去领他的姑娘。发下来是满钱，到我手里给他了个九五扣。列
　　　　　　　　　　　　　位也别笑话。你瞧瞧借阳债的老爷们，谁不是先闹一份呀！闲话少说。领人要
　　　　　　　　　　　　　紧。
（张柳儿绕场。）
张柳儿　　（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张柳儿看。）
张柳儿　　（白）　　　　　到啦。
　　　　　　　　　　　　　李爷在家么？
（李诞上。）
李诞　　　（念）　　　　　门环敲得连声紧，定是官府来领人。
　　　　　（白）　　　　　这是怎么好？妈妈、女儿快来！
（刘氏、李奇娥同上。）
李奇娥　　（白）　　　　　爹爹什么事呵？
李诞　　　（白）　　　　　外边打门甚紧，想是官差来接女儿的。
刘氏　　　（白）　　　　　嗳呀，我们还是想个法子才好！
李奇娥　　（白）　　　　　不必惊慌，女儿此去，绝不要紧。我来给他们开门。
李诞　　　（白）　　　　　慢着慢着，还要斟酌斟酌。
李奇娥　　（白）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有什么斟酌呀！
李诞、
李奇娥　　（同白）　　　　一定不要紧？
李奇娥　　（白）　　　　　你没听算命先生说：无论什么大事，都能逢凶化吉啊！
（张柳儿急。）
张柳儿　　（白）　　　　　怎么这样慢？
刘氏　　　（白）　　　　　那赵先生算卦，向来是灵的。他既说无妨，想来是不要紧。
李诞　　　（白）　　　　　不要紧，那么给他开门。
（李诞开门见。）
张柳儿　　（白）　　　　　李爷爷、李奶奶！
李诞　　　（白）　　　　　原来是张头儿。请请请，坐坐坐。
张柳儿　　（白）　　　　　不坐啦。这是身价钱五十串，县太爷命我送来。快叫姑娘跟我走罢！
李诞　　　（白）　　　　　阿呀头儿吓！我夫妇二人，偌大年纪，只有这个小女，求你上覆太爷，免了罢！
刘氏　　　（白）　　　　　求你行个方便罢！我们是感恩非浅！
张柳儿　　（白）　　　　　简直的是废话么。太爷都禀过啦，钱也拿来啦，这是有什么法子？要是你们不
　　　　　　　　　　　　　愿意的话，你就陪我见官去。
李奇娥　　（白）　　　　　头儿休得动怒，我同你前去就是啦！
张柳儿　　（白）　　　　　倒是姑娘来的爽快。
李奇娥　　（白）　　　　　头儿等一等，我到后面收拾收拾。
张柳儿　　（白）　　　　　不要偷走呵。
李奇娥　　（白）　　　　　要走早走啦，还等你这会儿吗？
张柳儿　　（白）　　　　　对呀。
（李奇娥出门。）
李奇娥　　（白）　　　　　后面有匕首一把，我要带了它去。
（李奇娥下。）
张柳儿　　（白）　　　　　快死的人，还收拾什么？
　　　　　　　　　　　　　李老头，官价可向例都是九五钱，你索性来数一数。
李诞　　　（白）　　　　　数不数没有什么要紧。
（李奇娥上。）
李奇娥　　（白）　　　　　我把这匕首藏在怀内，我倒要看看那个金龙大王是怎么回事！
（李奇娥进门。）
李奇娥　　（白）　　　　　头儿，我们这就走么？
张柳儿　　（白）　　　　　自然是就走。耽误了时辰还成么？
李奇娥　　（白）　　　　　你二老暂住家中等候，女儿一会就回来的。
张柳儿　　（白）　　　　　对啦，就回来啦！
李诞　　　（白）　　　　　哦，女儿就走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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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娥　　（白）　　　　　爹妈呀！
　　　　　（二黄摇板）　　老天爷一定要保儿性命，
　　　　　　　　　　　　　那时节回家时再奉晨昏。
（李奇娥出门。刘氏、李诞同送，张柳儿拦。李奇娥想。）
李奇娥　　（白）　　　　　此去落一个什么结果，尚不能知道。
（李奇娥回头看，回转。张柳儿拦。）
李奇娥　　（白）　　　　　难道我们父女连句话都不能够说咧吗？
（李奇娥对李诞。）
李奇娥　　（白）　　　　　女儿去后，可接我姐姐家来，与你二老解闷。
李诞　　　（白）　　　　　但愿你即刻回来！
张柳儿　　（白）　　　　　走罢！别罗唣啦！
（李奇娥恨。）
李奇娥　　（白）　　　　　哎，一定要去看他个水落石出，能给地方除一大害，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
（李奇娥下，张柳儿下。）
李诞　　　（白）　　　　　女儿竟自去了，真不知生死如何？
刘氏　　　（白）　　　　　既是赵先生说过，绝不要紧，想来不会错的。我二老暗地前去探望就是。
李诞　　　（白）　　　　　咳！也只得如此！
（李诞、刘氏同下。）

【第七场】

（四衙役领知县同上。）
知县　　　（引子）　　　　捐个知县来做，字儿认得几个。只要赚的钱多，哪管旁人骂我。
　　　　　（白）　　　　　下官姓胡名图，现任将荣县知县。自从到这任所，看着百姓老实，我就拿出刮
　　　　　　　　　　　　　地皮的手段，大刮而特刮，故此做了一年多的工夫，不但把捐官的本儿捞回，
　　　　　　　　　　　　　还是赚了不少，这且不言。本县有一座大王庙，里头的金龙大王灵验得很，我
　　　　　　　　　　　　　也常去上香求他保护。他每年总得吃一名童女，这童女便由本地方备款买来，
　　　　　　　　　　　　　所以本县也可以籍此在地方上多捞几文。这叫做大王吃肉，我们喝汤，想来大
　　　　　　　　　　　　　王也必不致见怪。今日又是大王的祭期，必须前去上祭。
　　　　　　　　　　　　　众衙役！
（四衙役同应。）
知县　　　（白）　　　　　打道大王庙！
（知县、四衙役同下。）

【第八场】

（何仙姑上。）
何仙姑　　（引子）　　　　八月初一庙门开，大家小户送钱来。
（何仙姑烧香、行礼。）
何仙姑　　（白）　　　　　今日大王生日，时候已经不早啦，烧香的眼看就来，你们留神伺候着点！
（众乡民各持祭物、米面酒肉之类同上。）
众乡民　　（同白）　　　　仙姑！
何仙姑　　（白）　　　　　众位都是进香的？
众乡民　　（同白）　　　　正是。这是我们的供献，请仙姑收过。
（众乡民同交，同行礼。）
何仙姑　　（白）　　　　　众位这样诚心，大王一定保佑你们，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何仙姑私语。）
何仙姑　　（白）　　　　　但愿他们多养几个女孩子。
（四衙役鸣锣引知县同上。）
众乡民　　（同白）　　　　县太爷来啦！我们走罢。
（众乡民同下。）
知县　　　（念）　　　　　只因有点亏心事，故而前来拜大王。
（知县下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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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仙姑　　（白）　　　　　迎接太爷！
知县　　　（白）　　　　　岂敢岂敢。下官是何等样人，敢劳仙姑迎接！
（县令进庙，行礼。）
何仙姑　　（白）　　　　　太爷请坐。
知县　　　（白）　　　　　大王的神位在上，下官如何敢坐？
何仙姑　　（白）　　　　　太爷只管请坐，待会儿我还有话回禀太爷。
知县　　　（白）　　　　　如此，下官坐了。
（张柳儿上。）
张柳儿　　（白）　　　　　回太爷的话：童女领到，现在庙外。
知县　　　（白）　　　　　叫她进来。
张柳儿　　（白）　　　　　喳！
（张柳儿出望。）
张柳儿　　（白）　　　　　奇娥快来呀！
李奇娥　　（内白）　　　　来了！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辞别了二爹娘急忙前进，
　　　　　　　　　　　　　一霎时来到了大王庙门。
　　　　　　　　　　　　　我只得进庙去留神观定，
　　　　　　　　　　　　　看他们要把我怎样施行？
（张柳儿、李奇娥同进门。）
张柳儿　　（白）　　　　　这是仙姑。
李奇娥　　（白）　　　　　参见仙姑。
张柳儿　　（白）　　　　　这是县太爷。
李奇娥　　（白）　　　　　太爷万福。
张柳儿　　（白）　　　　　仙姑看今年买的童女，比每年怎么样？
何仙姑　　（白）　　　　　很好很好。
知县　　　（白）　　　　　好得很！
何仙姑　　（白）　　　　　叫慕贞！
道婆甲　　（白）　　　　　慕贞姑娘！
（慕贞上。）
慕贞　　　（念）　　　　　师父唤一声，胆战又心惊。
（慕贞见。）
慕贞　　　（白）　　　　　师父什么事？
何仙姑　　（白）　　　　　你把她领到后面，修饰修饰去罢！就是这个样子成么？大王怪罪下来，谁担得
　　　　　　　　　　　　　起呀！
慕贞　　　（白）　　　　　随我来。
何仙姑　　（白）　　　　　好好地修饰修饰。
（李奇娥看，出门。）
李奇娥　　（白）　　　　　看道婆这样气焰，恨不得一刀将她杀死！这样糊涂的知县，不知与民除害，还
　　　　　　　　　　　　　在这儿装模作样，哪配为民父母！看起来使我恨也！
　　　　　（二黄摇板）　　一般的狐与狗贪赃成性，
　　　　　　　　　　　　　籍一事他便要残害良民！
（李奇娥、慕贞同下。知县对张柳儿。）
知县　　　（白）　　　　　你在外面侍候去罢！
（张柳儿应，下。）
知县　　　（白）　　　　　仙姑方才还有什么话吩咐？
何仙姑　　（白）　　　　　可不是有句要紧的话么！只是在太爷跟前不敢说。可是因为大王的勅命，又不
　　　　　　　　　　　　　敢不说。
知县　　　（白）　　　　　请讲请讲。
何仙姑　　（白）　　　　　昨天晚上大王托我一梦，他说几年的祭品，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肉也不细，血
　　　　　　　　　　　　　也不鲜，味儿也不好。说是太爷有一位千金，最好把她作为祭品，保管升官发
　　　　　　　　　　　　　财！
知县　　　（白）　　　　　啊呀！这个小女是小姨奶奶生的，恐怕她不肯。仙姑有什么别的好法子，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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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救才是。下官这里有礼啦！
（知县请安。）
何仙姑　　（白）　　　　　这可怎么好呢？
知县　　　（白）　　　　　务必请仙姑搭救！
（何仙姑、知县同想。）
何仙姑　　（白）　　　　　我想了一个法子，不晓得使得使不得。
知县　　　（白）　　　　　只要救得小女，下官无不照办！
何仙姑　　（白）　　　　　我想把小姐衣服首饰拿来，给方才送来的童女穿戴上，就装为小姐，或者混得
　　　　　　　　　　　　　过去。不知太爷肯不肯？
知县　　　（白）　　　　　容下官想一想。
何仙姑　　（白）　　　　　请便。
（知县背供。）
知县　　　（白）　　　　　听仙姑这样说来，想我在省城候补，穷苦的时候，这所有的东西，当卖一空。
　　　　　　　　　　　　　彼时就想拿我女儿卖了度日。后来因为得了这差使，也就没卖。我现时献与大
　　　　　　　　　　　　　王，就当原先卖了一般，又有什么不可？再说因此大王还可保佑我发点财。我
　　　　　　　　　　　　　就是这个主意。
（知县又想。）
知县　　　（白）　　　　　呵，不好不好，献出女儿来倒不打紧，姨太太是不答应的。这也交代不了。呵，
　　　　　　　　　　　　　这便怎么好？
（知县又想。）
知县　　　（白）　　　　　唉！
（知县恨。）
知县　　　（白）　　　　　还是将首饰衣服献出来罢！虽说糟蹋几个钱，以后使上点儿劲，也还刮的回来。
（知县回头。）
知县　　　（白）　　　　　就从仙姑之命就是。
何仙姑　　（白）　　　　　这不过是个两全之计，还不知大王见怪不见怪呢。倘怪罪下来，我替太爷承当
　　　　　　　　　　　　　就是啦！
知县　　　（白）　　　　　有劳仙姑。
（知县对四衙役。）
知县　　　（白）　　　　　呀，衙役，你们赶紧到衙门里头，把小姐的首饰衣服取来。倘姨太太动问，你
　　　　　　　　　　　　　就说老爷回去再说。
（四衙役同应，同下。）
知县　　　（白）　　　　　仙姑，下官的小女就保的住了么？
何仙姑　　（白）　　　　　保管太平无事。
（四衙役持首饰同上。）
四衙役　　（同白）　　　　首饰衣服在此。
知县　　　（白）　　　　　交与仙姑。
何仙姑　　（白）　　　　　拿去给童女穿戴上。
（道姑甲持首饰下，上。）
知县　　　（白）　　　　　下官告辞回衙，还要办理公事。
何仙姑　　（白）　　　　　送太爷。
知县　　　（白）　　　　　不敢劳动。
（知县背供。）
知县　　　（白）　　　　　照这样，恐怕我每年进款都得赔上，怎么是好呢？
（知县上轿，下。）
何仙姑　　（白）　　　　　这下子我可捞着啦。
　　　　　　　　　　　　　道婆，随我到后面看看那个小姑娘去罢！
（何仙姑、道婆甲同下。）

【第九场】

（李奇娥上。）
李奇娥　　（二黄摇板）　　看道姑她为人异常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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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恐怕这件事难以称心。
（李奇娥坐。）
李奇娥　　（白）　　　　　咳！我来的时候打定主意，趁蛇吃我的时候，将蛇杀死，好为地方除害。不像
　　　　　　　　　　　　　进得庙来，留神细看，那个道姑异常凶恶，几个道婆也都不像好人，想都是帮
　　　　　　　　　　　　　着道姑为非作歹的。而且各处门户，关闭的都很严密，恐怕这件事是不容易下
　　　　　　　　　　　　　手。难道我真这样被她们害了不成？
（李奇娥想。）
李奇娥　　（白）　　　　　有啦！我看慕贞姑娘倒还诚实，回头她来，我用计套她一套，或者有个机会也
　　　　　　　　　　　　　未可知。
（慕贞上。）
慕贞　　　（二黄摇板）　　我看这小姑娘温存成性，
　　　　　　　　　　　　　一霎时遭毒手怎不痛心？
　　　　　（白）　　　　　咳！我看方才送来的姑娘，长得又好，心情又好，要是喂了那条长蛇，岂不可
　　　　　　　　　　　　　惜？只是我也没有法子救她。咳，趁此时没有人，我跟她说会话儿去也。
（慕贞进门。）
李奇娥　　（白）　　　　　姑娘请坐。
慕贞　　　（白）　　　　　姑娘坐着。
（李奇娥、慕贞同坐。）
李奇娥　　（白）　　　　　啊姑娘，一天忙得很哪！
慕贞　　　（白）　　　　　也没有什么忙的。
李奇娥　　（白）　　　　　天天都是做些什么事儿？
慕贞　　　（白）　　　　　也就是服侍我师父，收拾收拾屋子就是啦。
李奇娥　　（白）　　　　　不烧香念经么？
慕贞　　　（白）　　　　　不会念经。
李奇娥　　（白）　　　　　你师父也没教给你么？
慕贞　　　（白）　　　　　我师父也不会。
李奇娥　　（白）　　　　　哦，你师父也不会？那么你师父天天都是做些什么？
慕贞　　　（白）　　　　　天天除了喂那大王，也就出庙各处闲坐着去啦。
李奇娥　　（白）　　　　　那大王是怎么个喂法呢？
（慕贞想。）
慕贞　　　（白）　　　　　不必说它。
（慕贞出神，自以为失言。）
慕贞　　　（白）　　　　　姑娘家中还有什么人哪？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只有父母二人。
慕贞　　　（白）　　　　　也没个兄弟么？
李奇娥　　（白）　　　　　没有。
慕贞　　　（白）　　　　　那么将来老爷子、老太太依靠何人呢？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听见说这里大王灵验得很，吃我之后，一定要保佑我父母福寿康宁，就是没人
　　　　　　　　　　　　　服侍，也是不要紧的。
慕贞　　　（白）　　　　　那大王保佑啊，也是靠不住的事。
李奇娥　　（白）　　　　　听说大王灵验得很，怎么不能保佑？
（慕贞暗笑。）
慕贞　　　（白）　　　　　看她真么聪明伶俐，怎么又这么糊涂？
（李奇娥出神。）
慕贞　　　（白）　　　　　啊姑娘，我看着你很明白的，怎么说这糊涂话呀？
李奇娥　　（白）　　　　　怎么糊涂？
慕贞　　　（白）　　　　　哪有什么灵验哪！
李奇娥　　（白）　　　　　外面人都说灵验得很，怎么姑娘倒不信哪？
（慕贞出神不语。）
李奇娥　　（白）　　　　　倒是怎么回事呵？
慕贞　　　（白）　　　　　我不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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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娥　　（白）　　　　　怎么？
慕贞　　　（白）　　　　　我怕我师父打我。
李奇娥　　（白）　　　　　你对我说，你师父怎么知道？
慕贞　　　（白）　　　　　你要传说出去，叫我师父知道了，她可不答应我。
李奇娥　　（白）　　　　　我是快死的人啦，我往哪里传说出去呀？姑娘只管说说，不要紧的。
（慕贞出神外看。）
慕贞　　　（白）　　　　　我实对你说罢：哪有什么大王！不过是一条长虫。我师父天天喂它，年年送来
　　　　　　　　　　　　　的童女，我师父也就把她害啦，图她点钗环首饰，哪有什么大王啊！
（李奇娥做明白状。）
李奇娥　　（白）　　　　　原来你师父是图财害命啊！
慕贞　　　（白）　　　　　可不是么！
李奇娥　　（白）　　　　　那么姑娘得想法子搭救我才好！
慕贞　　　（白）　　　　　我可没法子救你。
李奇娥　　（白）　　　　　那么这大王的洞在什么地方啊？你可领我去看一看？
慕贞　　　（白）　　　　　洞口的门锁得严紧得很，钥匙都是我师父带着，哪里进得去呀！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啊姑娘，不但应该救我，连自己都应该逃命。
慕贞　　　（白）　　　　　我为怎么逃命啊？
李奇娥　　（白）　　　　　姑娘请想：你师父干的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已经害了多少人啦！倘被外边知道，
　　　　　　　　　　　　　人家要告到当官，岂不把你们都给拿去？说你们是通同谋财害命。那时候你
　　　　　　　　　　　　　还活的了么？
慕贞　　　（白）　　　　　外面哪就知道啦？
李奇娥　　（白）　　　　　就是外面不知道，你想你一个姑娘家，将来长大成人，好好地嫁个女婿，成家
　　　　　　　　　　　　　立业，那才是我们作女孩儿的本等啊。难道姑娘就这么耽误一辈子不成么？哪
　　　　　　　　　　　　　有不透风的篱笆呀！倘被拿了去的时候，你后悔可也就晚啦。
慕贞　　　（白）　　　　　嗳呀！听姑娘这一说，说的我没了主意啦。这怎么好哇？
李奇娥　　（白）　　　　　你要依着我，我就可以救你。
慕贞　　　（白）　　　　　姑娘有什么主意，我没有不听的。
李奇娥　　（白）　　　　　请你等到你师父将我带到洞中去，开洞门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放起火来，我就
　　　　　　　　　　　　　有法子救你。
慕贞　　　（白）　　　　　你真救的了我呀？
李奇娥　　（白）　　　　　那是自然。只是你务必将火放起。这事关乎你我二人的性命啊！
慕贞　　　（白）　　　　　一定。
（何仙姑内嗽。）
慕贞　　　（白）　　　　　我师父来啦！
李奇娥　　（白）　　　　　我先躲在里面，刚才对你说的话，你可别忘了哇！
慕贞　　　（白）　　　　　只管放心，忘不了。
（李奇娥下。何仙姑上，进门。）
慕贞　　　（白）　　　　　师父来啦？
何仙姑　　（白）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慕贞　　　（白）　　　　　我看看那个童女呀。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那个姑娘呢？
慕贞　　　（白）　　　　　在里间哪。今年这个童女穿的戴的可真好。
何仙姑　　（白）　　　　　咳，傻丫头，这也不是师父好容易想法子。你先去同她坐着去罢。
（慕贞下。）
何仙姑　　（白）　　　　　几位妈妈在哪儿哪？
（四道婆同上。）
四道婆　　（同白）　　　　参见仙姑。
何仙姑　　（白）　　　　　罢啦罢啦。
四道婆　　（同白）　　　　这不是熟事么？不过今年仙姑又发了点横财，得多赏我们点儿呐！
何仙姑　　（白）　　　　　那是自然，还用提么！
四道婆　　（同白）　　　　仙姑待人，向来是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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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仙姑　　（白）　　　　　也快到时候了。给你们钥匙，你们两个人，先把洞门开开去。
（二道婆同下。）
何仙姑　　（白）　　　　　我们去看看这个姑娘去。
（何仙姑、二道婆同下。）

【第十场】

（二道婆同上。）
二道婆　　（同念）　　　　领了仙姑命，去开洞府门。
道婆甲　　（白）　　　　　你我赶紧前去开了洞门。
道婆乙　　（白）　　　　　走罢。
（二道婆同下。）

【第十一场】

李奇娥　　（内二黄导板）　心中事儿难排定，
（二道婆、何仙姑引李奇娥同上。）
李奇娥　　（二黄慢板）　　我只得上前去细看分明。
　　　　　　　　　　　　　怕只怕世间事反复难信，
　　　　　　　　　　　　　把我的情和意付与浮云。
　　　　　　　　　　　　　一路间我心中自私自忖，
　　　　　　　　　　　　　一霎时不觉得来到洞门。
（二道婆同上。）
二道婆　　（同白）　　　　迎接仙姑。
何仙姑　　（白）　　　　　罢啦。进去罢！
（何仙姑坐。）
何仙姑　　（白）　　　　　把她的衣服给我脱下来。
（慕贞上。）
慕贞　　　（白）　　　　　师父不好啦！
何仙姑　　（白）　　　　　怎么啦？这样大惊小怪的！
慕贞　　　（白）　　　　　着了火啦！
何仙姑　　（白）　　　　　哪儿呐？
慕贞　　　（白）　　　　　师父屋内。
何仙姑　　（白）　　　　　走，快去瞧瞧的。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李奇娥招回慕贞。）
李奇娥　　（白）　　　　　你还跟她们回去么？
慕贞　　　（白）　　　　　我们两个趁这时候，逃跑了罢！
李奇娥　　（白）　　　　　别忙。咱们要就这样跑了，回头你师父告到当官，说我们两个人私自逃跑，大
　　　　　　　　　　　　　王怪罪，这县官糊涂得很，那时候是一定把咱们两人还拿回来，那就不但我没
　　　　　　　　　　　　　有命，连你也活不成了！
慕贞　　　（白）　　　　　倒怎么好呢？
李奇娥　　（白）　　　　　咱们先把这个长虫给杀了，让她后来没话说。不但可保我二人的性命，还是给
　　　　　　　　　　　　　地方除一大害。
慕贞　　　（白）　　　　　我可不敢。
李奇娥　　（白）　　　　　我来杀呀！
慕贞　　　（白）　　　　　没有刀哇！
（李奇娥出刀。）
李奇娥　　（白）　　　　　这不是么？
（慕贞出神。）
李奇娥　　（白）　　　　　长虫就在这个洞里头么？这怎样引导它出来呢？
慕贞　　　（白）　　　　　这是天天喂长虫的饽饽。
李奇娥　　（白）　　　　　你拿饽饽来引，我在这里等着它。
（慕贞引，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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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娥　　（白）　　　　　恶虫啊！
　　　　　（西皮摇板）　　想定了巧机谋胆气一振，
　　　　　　　　　　　　　要与那毒蛇斗见个输赢。
　　　　　　　　　　　　　将米面撒洞口把它来引，
（李奇娥杀蛇。）
李奇娥　　（白）　　　　　好了！
　　　　　（西皮摇板）　　刀过处血溅衣斩断祸根。
　　　　　（白）　　　　　恶蛇已斩，我们别耽着了，我们赶紧跑罢。
（李奇娥出门。）
慕贞　　　（白）　　　　　这大门锁得严紧，怎么好哇？
李奇娥　　（白）　　　　　你帮着我上去，我再拉上你去，方能出去。
（李奇娥上，出。）
慕贞　　　（白）　　　　　咱们往哪儿去哪？
李奇娥　　（白）　　　　　看那妖妇，十分的凶狠，杀了长虫，还不算完。我们到县里告她去！
慕贞　　　（白）　　　　　走！
　　　　　（念）　　　　　今朝方解恨，
李奇娥　　（念）　　　　　剪草要除根。
（李奇娥、慕贞同下。）

【第十二场】

（何仙姑、四道婆同上，同救火。）
何仙姑　　（白）　　　　　还好，只烧了一间。咱们只顾救火，那姑娘哪儿去啦？
四道婆　　（同白）　　　　对啦，快回去罢！
（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第十三场】

（李诞、刘氏同上。）
李诞　　　（西皮摇板）　　叹娇儿到庙中作为供品，
刘氏　　　（西皮摇板）　　但不知此一去可得还生？
李诞　　　（西皮摇板）　　赵先生他说是定有救应，
刘氏　　　（西皮摇板）　　却教我年迈人怎能放心？
李诞　　　（白）　　　　　女儿此去，不知道果真回得来回不来呢？
刘氏　　　（白）　　　　　那赵先生说不妨事，想来必不要紧。
李诞　　　（白）　　　　　那算卦的嘴，有什么凭据？天色已晚，还不见回来，只怕她的性命难保。你我
　　　　　　　　　　　　　二人到前边探听探听。倘不回来，即便招魂，你道如何？
（刘氏哭。）
刘氏　　　（白）　　　　　也只得如此。
李诞　　　（白）　　　　　走哇！
（李诞、刘氏同出门。）
李诞　　　（西皮摇板）　　疏林上挂斜晖黄昏晚景，
刘氏　　　（西皮摇板）　　手提了白纸钱前去招魂。
李诞　　　（西皮摇板）　　猛听得晚鸦啼心神不定，
刘氏　　　（西皮摇板）　　不见我娇儿面两泪淋淋。
李诞　　　（白）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踪影，一定是不济事了。你我将这纸钱焚化了罢！
（李诞、刘氏同哭。）
李诞、
刘氏　　　（同叫头）　　　娇儿！儿呀！
　　　　　（同白）　　　　你纵然已死，灵魂去也不远，快些随我二老回家去罢！
（李诞、刘氏同哭。李奇娥、慕贞同上。）
李奇娥　　（西皮摇板）　　忽听得空谷中悲声隐隐，
（李奇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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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娥　　（西皮摇板）　　却原来是爹娘在此招魂。
　　　　　（白）　　　　　爹爹、母亲！
李诞　　　（白）　　　　　唉呀！我儿灵魂来了！
刘氏　　　（白）　　　　　儿吓！为娘年迈，你不要惊吓于我！
李奇娥　　（白）　　　　　爹娘不必害怕，女儿并未死亡。
李诞　　　（白）　　　　　你真是我儿回来了？
（李诞看。）
李诞　　　（白）　　　　　妈妈来吓，吾儿当真未死！
刘氏　　　（白）　　　　　真是吾儿？谢天谢地！
（李诞看。）
李诞　　　（白）　　　　　呀，女儿这位是哪一个？
李奇娥　　（白）　　　　　这位姑娘，名叫慕贞。是同女儿一块儿回来的。
李诞　　　（白）　　　　　怎么大王今日不吃你呀？
李奇娥　　（白）　　　　　我们二人已将那条长蛇杀死，所以逃回来了。
李诞　　　（白）　　　　　哦，将大王杀了吗？
李奇娥　　（白）　　　　　杀了！
李诞　　　（白）　　　　　你二人这么小小年纪，怎么会杀得了那大王啊！
李奇娥　　（白）　　　　　此时没有功夫细讲，我们赶紧到县衙门去，告她要紧！
李诞　　　（白）　　　　　告哪一个？
李奇娥　　（白）　　　　　告那个道婆子！
李诞　　　（白）　　　　　却是为何？
李奇娥　　（白）　　　　　这几年的童女，并没什么供献大王，都是那道婆子害的。所以女儿要高她去！
李诞　　　（白）　　　　　我儿既逃回活命，就不必多事了。
李奇娥　　（白）　　　　　倘不灭却此人，以后恐怕仍为地方之害。
李诞、
刘氏　　　（同白）　　　　我们这老实人家，斗不了她们，不必去了。
（李奇娥出神。）
李奇娥　　（白）　　　　　女儿不去告她，她也未必与女儿干休。你二老不必拦阻，我们去告她了！
李诞　　　（白）　　　　　你一定要去？我二老也要同你前去。
李奇娥　　（白）　　　　　走哇！
　　　　　（西皮摇板）　　可恨那恶道婆丧害多命，
　　　　　　　　　　　　　到今日必须要剪草除根。
（李奇娥、慕贞、李诞、刘氏同绕场。）
李奇娥　　（白）　　　　　到啦，待我击鼓！
李诞　　　（白）　　　　　我是怕见官的。
李奇娥　　（白）　　　　　你现在外边等一等，女儿是不怕的。
李诞　　　（白）　　　　　女儿也要小心。县官可得罪不得的。
李奇娥　　（白）　　　　　不要紧，爹爹放心，在那边候候去罢！
（李诞、刘氏同下。李奇娥击鼓。四衙役引知县同上。）
知县　　　（白）　　　　　看什么人击鼓？
（衙役甲看。）
衙役甲　　（白）　　　　　好像供献大王的那个童女。
知县　　　（白）　　　　　不好了！今年大王要吃我的小女儿，我没舍得，就将我女儿的钗环衣服给她穿
　　　　　　　　　　　　　戴上，作为我的女儿，这总算是她替我女儿死的。她这刻显魂来，一定是找我
　　　　　　　　　　　　　来讨命咧罢！
衙役甲　　（白）　　　　　是人不是鬼。
知县　　　（白）　　　　　你怎么知道？
衙役甲　　（白）　　　　　并不是童女一人，两个人一同来的。
知县　　　（白）　　　　　那么叫她们进来。
衙役甲　　（白）　　　　　传你们。
（李奇娥、慕贞同进。）
李奇娥　　（白）　　　　　给太爷叩头！
（知县害怕，留神。）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8001 2020-07-13



中国京剧戏考 《童女斩蛇》 17

知县　　　（白）　　　　　可不是她么！
　　　　　　　　　　　　　你就是今天供献大王的童女么？
李奇娥　　（白）　　　　　是。
知县　　　（白）　　　　　起来起来。
（李奇娥起。）
知县　　　（白）　　　　　你没死么？
李奇娥　　（白）　　　　　没有死。
知县　　　（白）　　　　　你没死，还有什么冤枉啊？
李奇娥　　（白）　　　　　要请太爷治那道婆子之罪。
知县　　　（白）　　　　　那道婆子有什么罪过呀？
李奇娥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尊一声县太爷细听奴禀：
　　　　　　　　　　　　　世界上哪里有大王神灵。
　　　　　　　　　　　　　不过是那道婆图财害命，
　　　　　　　　　　　　　这些年屈死了多少良民。
　　　　　　　　　　　　　小女子运匕首长蛇殒命，
　　　　　　　　　　　　　还须要求官长捉拿妖人！
知县　　　（白）　　　　　你将大王害死，罪过不小哇！
李奇娥　　（白）　　　　　不过一条长蛇，哪有什么大王！
知县　　　（白）　　　　　胡说！那大王灵验得很哪！
（李奇娥背供。）
李奇娥　　（白）　　　　　这样的糊涂，哪配为民父母！
　　　　　　　　　　　　　请问太爷：它既有灵验，为什么被我给杀了哪？
知县　　　（白）　　　　　也有理呀！既有灵验，为什么被她杀死？
　　　　　　　　　　　　　哪哪，这道婆图财害命，你怎么会知道了哪？
李奇娥　　（白）　　　　　都是这位姑娘对我讲的。
知县　　　（白）　　　　　她是谁呀？
李奇娥　　（白）　　　　　她是那道婆的徒弟。
知县　　　（白）　　　　　果真是怎么回事？你对我说说。
慕贞　　　（白）　　　　　历年进来童女，都是我师傅害死，将那钗环衣服留下。这几年因为童女穿戴不
　　　　　　　　　　　　　好，所以昨天想了一个法儿，说大王要吃太爷的小姐，哪里是要吃小姐，不过
　　　　　　　　　　　　　是诈骗小姐的钗环衣服就是啦。要不是，怎么有了钗环，就不吃小姐了哪？这
　　　　　　　　　　　　　还不明白么？
李奇娥　　（白）　　　　　是啊！
（知县气。）
知县　　　（白）　　　　　这东西可恶！讹到老爷的头上来啦！
　　　　　　　　　　　　　衙役！
（四衙役同应。）
知县　　　（白）　　　　　拿我的签票，将一庙的道婆，都给我捆来！连那长蛇脑袋也带来！
（四衙役同应，同下。）
知县　　　（白）　　　　　你为什么早些儿不说哪？
慕贞　　　（白）　　　　　早些不敢说。
（衙役甲上。）
衙役甲　　（白）　　　　　回太爷的话：道婆、蛇头，俱已带到。众百姓闻听此事，都跟来听审啦！
知县　　　（白）　　　　　将道婆、蛇头带上，众百姓准其听审，不许罗唣。
（衙役甲应。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上。三衙役带何仙姑、四道婆、蛇头同上，何仙姑怕。）
何仙姑、
四道婆　　（同白）　　　　给太爷叩头！
（知县见蛇头。）
知县　　　（白）　　　　　果真杀了。拿下去。
　　　　　　　　　　　　　好一大胆的道婆！妖言惑众，为非作歹，这些年的工夫，你害了多少人命？
何仙姑　　（白）　　　　　那是大王吃的，并非我害的呀！
知县　　　（白）　　　　　这妖妇万恶滔天，犯到本县这里，还敢不招！今天早晨，硬说大王要吃本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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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若不是本县慷慨，将衣服钗环给你，这个时候，我的女儿也早没了命啦！
　　　　　　　　　　　　　你伤害别人，我还不恼你，简直的找到本县头上来呀！
　　　　　　　　　　　　　来呀，拿下去打！
何仙姑　　（白）　　　　　不用打，我招了罢！
知县　　　（白）　　　　　说！
何仙姑　　（白）　　　　　当年除了这条长蛇，我随便造了个谣言，说是金龙大王下界，大家就信啦，盖
　　　　　　　　　　　　　起这所大王庙来。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互看，同吐舌。）
何仙姑　　（白）　　　　　香火虽盛，还是钱不够花。我又说大王每年要吃一个童女，一则可以得点童女
　　　　　　　　　　　　　的钗环首饰……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这等可恶！
何仙姑　　（白）　　　　　二来可以籍此长长大王的声势，香火更可以盛一点。又因这几年童女穿的不好，
　　　　　　　　　　　　　想着太爷应该捐出点儿来，并没有敢害太爷的小姐呀！太爷你开恩罢！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原来我儿是你这东西害的呀！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咬打，知县使四衙役拦。）
知县　　　（白）　　　　　怎么回事呵？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我的女儿已被她害啦！
知县　　　（白）　　　　　你们不要扰乱公堂，我自然要治她的罪的。
李奇娥　　（白）　　　　　众位且请息怒，看县太爷把她怎样发落！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就是。
知县　　　（白）　　　　　你这妖妇，这些年工夫，害了许多人命。
　　　　　　　　　　　　　来呀，把她收监，部覆到来，凌迟处死！
何仙姑　　（白）　　　　　哎呀！
知县　　　（白）　　　　　这四个人帮凶，也拿去收监。将来一并枭首示众。押下去！
何仙姑　　（白）　　　　　没想到我这条命害到你这么个小姑娘手里！
李奇娥　　（白）　　　　　这也是你恶贯满盈，休得怨我。
（乡民甲、乡民乙、乡民丙同欲打，四衙役同拦。）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你这可恶的东西！还我女儿来！
何仙姑　　（白）　　　　　我给你去找她去！
（四衙役押何仙姑、四道婆同下。）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道婆子是死定呀，这所大王庙怎么办法哪？
知县　　　（白）　　　　　自然是充公的呀！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不应该充公。
知县　　　（白）　　　　　我也知道是给本县一个人的好，不过有点不好看哪！
乡民甲　　（白）　　　　　最好把它送给这位姑娘，报酬她与地方除害之德。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这个主意最好！
李奇娥　　（白）　　　　　那却不敢。我看这位姑娘，无依无靠，依我看来，不如把这个庙产归她，倒也
　　　　　　　　　　　　　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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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贞　　　（白）　　　　　我蒙姑娘搭救活命，已经感恩不尽。哪里还敢接受这些东西。
李奇娥　　（白）　　　　　若不是姑娘帮助，我也不得活命。不必谦让。
慕贞　　　（白）　　　　　万万不敢。
李奇娥　　（白）　　　　　那么姑娘怎么样度日呢？
（慕贞叹哭。）
李奇娥　　（白）　　　　　要不然你就上我们家去好呀？
慕贞　　　（白）　　　　　我二人非亲非故，怎么好打搅？
李奇娥　　（白）　　　　　你认我爹娘作为义父义母，你我同住，岂不甚好？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好极呀！不知他二位老人家，现在何处？
慕贞　　　（白）　　　　　就在外边。
乡民甲　　（白）　　　　　那么我去请去。
（乡民甲引李诞、刘氏同上。）
李诞　　　（白）　　　　　我儿怎么样了？
李奇娥　　（白）　　　　　好呀！已经把那道婆定罪啦！
乡民甲　　（白）　　　　　把她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
李诞、
刘氏　　　（同白）　　　　好好！将我二人叫来何事啦？
李奇娥　　（白）　　　　　要让这位姑娘拜在爹娘的名下，就同我们家居住。
李诞、
刘氏　　　（同白）　　　　这可担不起。再说我们家拿什么养活姑娘啊？
（李奇娥愧。）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不要紧，全份的庙产，送给你家姑娘，那还不够吃的么？
知县　　　（白）　　　　　好好，庙产一定归奇娥承受，慕贞拜在李诞名下为女，由李诞家抚养。就当着
　　　　　　　　　　　　　本县一拜！
（慕贞拜李诞。）
知县　　　（白）　　　　　你们约请众位绅士看着办去罢！我要退堂啦！退堂！
（知县欲下，回。）
知县　　　（白）　　　　　姑娘穿戴的这钗环衣服，还是我女儿的哪！
李奇娥　　（白）　　　　　回家脱下送来。
知县　　　（白）　　　　　好好，回头可送来呀！
（知县下。）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姑娘这样小小年纪，怎么就敢将大王杀死？我们真真佩服！
李奇娥　　（白）　　　　　众位要知世界上万没有什么大王，不过是道婆造的谣言。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丙　　（同白）　　　　道婆真真可恶！
李奇娥　　（白）　　　　　也别先怨道婆，她不过图些钱财，所以造出这种谣言。我们大家，就不该信她！
李诞　　　（白）　　　　　天色不早，我们回家去罢！
李奇娥　　（白）　　　　　正是：
　　　　　（念）　　　　　劝人且莫听谣言，哪有神龙到下凡。
乡民甲、
乡民乙、
乡民丁　　（同念）　　　　我等糊涂应愧死，万般须要问根源！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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