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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钟》【头本】（一名：《荡寇除奸》）

主要角色
陈希真：末，道士装，苍髯赤面
陈丽卿：贴旦
高世德：丑
高俅：净，红蟒、文阳
高升：丑
高福：丑
孙高：丑
薛宝：丑
宋徽宗：生
种师道：外，白蟒、文阳
蔡京：净，紫蟒、耳不闻
赵忭：末，绿蟒、乌纱
童贯：副净，黑蟒、尖纱
范天喜：丑，旗牌装式
孙进：丑，圆纱、官衣
宋江：末
吴用：丑
朱仝：生
雷横：副净
索超：副净
秦明：副净
戴宗：末
周通：净
诸大娘：武旦
店小二：武丑
邓云：副净
门官：丑
魏景：净
王耀：净
邝金龙：副净
沙摩海：副净
茶博士：丑
店伙：丑

情节
枥老将串演次序编成目录，以便观剧者之一目了然。“宋江、吴用，山泊大会议；戴宗、周通，京都暗侦探”，
“抛头露面，玉仙观陈小姐烧香；调笑恣情，太尉府高公子挨打”，“唱筹量沙，陈希真父女定计；酌
酒道歉，高世德仆从容情”，“辟邪巷敲门，两头领谒见；梁山党入伙，老道人推辞”，“尽力帮闲，佳肴
美酒迷孙薛；有心打混，干爹义子订陈高”，“英雄末路，郭老娘幸遇故人；慷慨好施，陈小姐欢迎良马”，
“想吃天鹅肉，孙高薛宝说亲；欲施下马威，太尉推官议事”，“孙氏弟兄预为斟酌；陈家父女暗设机关”，
“希真智退魏景王耀；丽卿资遣老仆养娘”，“假女婿送酒开斋；勇小姐拔刀割鼻”，“花言巧语，暗
杀高府虞侯；逼雾喷云，初试都箓大法”，“改装逃避，孙推官猜破隐情；大发雷霆，高太尉立传军令”，
“中途落黑店，丽卿不受牢笼；半山飞火光，希真大施法术”，至此即为头本之终点。

注释
《荡寇志》小说一书，紧接《水浒传》七十回，由七十一回开始。是书之主人翁为陈希真，败梁山之兵，擒
梁山之党，使宋江、吴用诸人不得逞志，渐归消灭，惟恃张家道口悬有陈希真所炼之九阳钟一具而已。厥后
九阳钟虽破，而梁山已计穷力竭矣。所以是剧即取名《九阳钟》，其实开幕至闭幕未曾有此事实。盖九阳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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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九十二回，方始提及，剧本仅至八十四回为止。
尚有第二本，下册再详。

根据《戏考》第二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朱仝、雷横、索超、秦明、戴宗、周通同上，同拉起霸。〖点绛唇〗。）
朱仝、
雷横、
索超、
秦明、
戴宗、
周通　　　（同白）　　　　俺——
朱仝　　　（白）　　　　　美髯公朱仝。
雷横　　　（白）　　　　　插翅虎雷横。
索超　　　（白）　　　　　急先锋索超。
秦明　　　（白）　　　　　霹雳火秦明。
戴宗　　　（白）　　　　　神行太保戴宗。
周通　　　（白）　　　　　小霸王周通。
朱仝　　　（白）　　　　　请了！
雷横、
索超、
秦明、
戴宗、
周通　　　（同白）　　　　请了！
朱仝　　　（白）　　　　　今日大哥升帐，我等两厢伺候。
雷横、
索超、
秦明、
戴宗、
周通　　　（同白）　　　　请！
（四龙套、四下手、吴用、宋江同上。）
宋江　　　（点绛唇）　　　水泊英豪，替天行道，传令号，地动山摇，威名四海遥。
朱仝、
雷横、
索超、
秦明、
戴宗、
周通　　　（同白）　　　　参见大哥！
宋江　　　（白）　　　　　众位贤弟少礼！
朱仝、
雷横、
索超、
秦明、
戴宗、
周通　　　（同白）　　　　喳！
宋江　　　（念）　　　　　义胆忠肝盖世无，空怀报国有良图。他年若遂凌云志，笑煞黄巢不丈夫！
　　　　　（白）　　　　　吾，及时雨宋江。霸占梁山，替天行道，前番攻打大名府，请了卢俊义入伙，
　　　　　　　　　　　　　共图大事。也曾命施威、杨烈两位贤弟镇守盐山。前日有探马报道，京中发来
　　　　　　　　　　　　　许多人马攻打盐山。是我放心不下，也曾命人打探，未见回报到来。
　　　　　　　　　　　　　左右，伺候了！
（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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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子　　　（念）　　　　　离了盐山寨，来此忠义堂。
　　　　　　　　　　　　　头领在上，探子叩头！
宋江　　　（白）　　　　　命你打听盐山，怎么样了？
探子　　　（白）　　　　　今有京都差来两个兵马都监，一名邓宗弼，一名辛从忠，武艺高强，来打盐山，
　　　　　　　　　　　　　十分骁勇，已将施、杨两家头领捉拿去了。大寨无人，命俺前来搬兵求救！
宋江　　　（白）　　　　　赏你银牌一面，再去打探！
探子　　　（白）　　　　　遵命！
（探子下。）
宋江　　　（白）　　　　　吓，军师，适才探马报到，施威、杨烈被擒，盐山山寨甚是危急，如何是好？
吴用　　　（白）　　　　　事在危急，请大哥传令，派人前往。
宋江　　　（白）　　　　　秦明、朱仝、索超、雷横，四位贤弟听令！
秦明、
朱仝、
索超、
雷横　　　（同白）　　　　在！
宋江　　　（白）　　　　　命你等各带一千人马，去到盐山接应，不得有误！
秦明、
朱仝、
索超、
雷横　　　（同白）　　　　得令！
（四下手引秦明、朱仝、索超、雷横同下。探子上。）
探子　　　（白）　　　　　启头领：京都点动大军二十万，前来征剿梁山。
宋江　　　（白）　　　　　再探！
（探子下。）
宋江　　　（白）　　　　　吓，军师，这军中发来大兵二十万，你我须要早做准备。
吴用　　　（白）　　　　　既有这等之事，不得不先为防备。想那蔡京，在京都身居太尉，执掌兵权。戴、
　　　　　　　　　　　　　周二位贤弟夙与蔡京旗牌官范天喜交厚，就派他二人前去打探消息便了。
宋江　　　（白）　　　　　戴宗、周通听令！
戴宗、
周通　　　（同白）　　　　在！
宋江　　　（白）　　　　　就命你二人速速进京，到蔡京府内打探消息，不得有误！
戴宗、
周通　　　（同白）　　　　遵命！
（戴宗、周通同下。）
宋江　　　（白）　　　　　待等他二人回来，便知分晓。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引子）　　　　告职归林，每日里，悟道修真。
陈希真　　（念）　　　　　昔日居官有数年，恼恨奸臣专国权。告职归家修正果，要作长生不老仙。
　　　　　（白）　　　　　吾，陈希真，别号道子。昔年在朝为官，官拜提辖之职。只因大战轮顿城，以
　　　　　　　　　　　　　八千官兵败西夏贼军二十万，指望加官进爵，不想皆被上司冒充而去。是我一
　　　　　　　　　　　　　怒，告职归家。也曾受过张天师传授五雷都箓大法，修炼真阳，可成正果。今
　　　　　　　　　　　　　当玉清观蟠桃大蘸，不免前去听讲一回。
　　　　　（西皮原板）　　陈道子悟参禅每日修炼，
　　　　　　　　　　　　　有五雷都箓法我得真传。
　　　　　　　　　　　　　有朝一日功成圆满，
　　　　　　　　　　　　　长生不老定作神仙！
（陈希真下。）

【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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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德上。）
高世德　　（念）　　　　　吾父官职不小，身居太尉当朝。生下了我，看养得娇，父母待我如珍宝。
　　　　　　　　　　　　　不读诗书文字，不习弓马枪刀，专好游山玩水，终日浪荡逍遥。
　　　　　　　　　　　　　半生好赌又好嫖，最爱美貌女多娇，女多娇！
（高升、高福同暗上。）
高世德　　（白）　　　　　吾，高世德。吾父高俅在朝为官，官居太尉之职，满朝文武人人奉承。是吾在
　　　　　　　　　　　　　家，终日吃着嫖赌倒也快乐。格几天闷闷不乐，要想个啥去处白相白相。
　　　　　　　　　　　　　来，请孙、薛二位师爷。
高升　　　（白）　　　　　有请二位师爷！
（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念）　　　　　身在相府第，
薛宝　　　（念）　　　　　专能拍马屁。
孙高、
薛宝　　　（同白）　　　　吓，公子！
高世德　　（白）　　　　　请坐，请坐！
孙高、
薛宝　　　（同白）　　　　告坐！唤吾等出来有何话讲？
高世德　　（白）　　　　　格个几天闷倦得很，想个地方去白相白相。
孙高　　　（白）　　　　　今有酸枣门外玉清观内，蟠桃大会闹热得很。
高世德　　（白）　　　　　玉清观闹热？好！
　　　　　　　　　　　　　来，请教师爷！
高升　　　（白）　　　　　有请教师爷！
（四花面引乌教师同上。）
乌教师　　（念）　　　　　我本英雄好汉，来到相府门前。
　　　　　（白）　　　　　参见公子！
高世德　　（白）　　　　　今朝玉清大会，吾等同去白相格。
乌教师　　（白）　　　　　我等奉陪。
高世德　　（白）　　　　　来，带马！
　　　　　（西皮摇板）　　大家同往玉清观，
　　　　　　　　　　　　　寻访美貌女婵娟。
（众人同下。）

【第四场】

（种师道、蔡京、赵忭、童贯同上。）
种师道　　（念）　　　　　位列上中下，
蔡京　　　（念）　　　　　才分天地人。
赵忭　　　（念）　　　　　五行生父子，
童贯　　　（念）　　　　　八卦定君臣。
种师道　　（白）　　　　　老夫，种师道。
蔡京　　　（白）　　　　　本爵，蔡京。
赵忭　　　（白）　　　　　下官，赵忭。
童贯　　　（白）　　　　　下官，童贯。
种师道　　（白）　　　　　请了！
蔡京、
赵忭、
童贯　　　（同白）　　　　请了！
种师道　　（白）　　　　　万岁临朝，我等在此伺候。
种师道、
蔡京、
赵忭、
童贯　　　（同白）　　　　香烟缭绕，圣驾来也！
（四太监、二内侍、宋徽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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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引子）　　　　山河一统，庆丰年，海晏河清。
种师道、
蔡京、
赵忭、
童贯　　　（同白）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宋徽宗　　（白）　　　　　众卿平身！
种师道、
蔡京、
赵忭、
童贯　　　（同白）　　　　万万岁！
宋徽宗　　（念）　　　　　景钟三响出龙庭，济济冠裳文武臣。君欢臣乐民安泰，一统江山享太平。
　　　　　（白）　　　　　孤，大宋天子，徽宗在位。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只有梁山贼寇，
　　　　　　　　　　　　　屡屡扰乱天下。欲发大兵二十万，扫荡贼寇。
　　　　　　　　　　　　　吓，蔡卿！
蔡京　　　（白）　　　　　臣！
宋徽宗　　（白）　　　　　孤欲征伐梁山，就命卿家挂帅，带领大兵二十万扫除山寨，加封卿家为辅国大
　　　　　　　　　　　　　将军、鲁郡开国公之职。孤定于十六日告庙誓师，四月初四日辰时起兵征讨。
　　　　　　　　　　　　　领旨下殿！
（宋徽宗下。）
蔡京　　　（白）　　　　　谢万岁！
　　　　　（念）　　　　　金殿领圣命，校场点雄兵。
（众人同下。）

【第五场】

（戴宗、周通同上。）
戴宗　　　（西皮摇板）　　山中领了大哥命，
周通　　　（西皮摇板）　　不觉来到紫禁城。
戴宗　　　（白）　　　　　俺，神行太保戴宗。
周通　　　（白）　　　　　小霸王周通。
戴宗　　　（白）　　　　　贤弟，你我来到皇城，去到蔡京府内，寻找范天喜要紧。
周通　　　（白）　　　　　言之有理。请！
戴宗　　　（西皮摇板）　　迈开大步往前闯，
周通　　　（西皮摇板）　　只见一人走慌忙。
（范天喜上。）
戴宗　　　（白）　　　　　范大哥！
范天喜　　（白）　　　　　哦，原来是戴、周二位好汉。你二人来到京中作甚？
戴宗　　　（白）　　　　　奉了我家大哥之命，前来拜访大哥，还有机密大事。
范天喜　　（白）　　　　　原来如此。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戴宗　　　（白）　　　　　但不知大哥意欲何为？
范天喜　　（白）　　　　　今日乃是玉清观大会，我要前去逛会，二位何不同去游玩一回？
戴宗、
周通　　　（同白）　　　　我等奉陪。
范天喜　　（白）　　　　　就此前往。
（范天喜、戴宗、周通同绕场。）
范天喜　　（白）　　　　　来此已是。我等且到这茶棚吃茶。
　　　　　　　　　　　　　吓，茶博士哪里？
（茶博士上。）
茶博士　　（白）　　　　　来哉！
　　　　　　　　　　　　　三位是吃茶格？
范天喜　　（白）　　　　　正是。
茶博士　　（白）　　　　　待吾泡茶去。
（茶博士捧壶。）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8002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头本】 6

茶博士　　（白）　　　　　茶来哉！
范天喜　　（白）　　　　　二位到此何事？
戴宗　　　（白）　　　　　闻听人言：京都发了大兵二十万要扫梁山。是我家宋大哥，命我二人前来打探
　　　　　　　　　　　　　消息。
范天喜　　（白）　　　　　是格，弗错格。今有圣上发大兵二十万，命吾家相爷挂帅，前去征剿梁山。此
　　　　　　　　　　　　　乃是今朝清晨格旨意。
戴宗　　　（白）　　　　　原来如此。既是你家相爷挂帅，此事务要求大哥从中周转，替我等斡旋才好。
范天喜　　（白）　　　　　那是自然。二位只管放心，全包在吾格身上。
戴宗　　　（白）　　　　　多谢了！
（四青袍、乌教师、孙高、薛宝、院子、高世德同上，同绕场，同下。）
范天喜　　（白）　　　　　二位可曾认识此人呐？
戴宗、
周通　　　（同白）　　　　倒不相认。
范天喜　　（白）　　　　　这就是高太尉之子，名唤高世德，绰号花花太岁。昔年为讨林冲的老婆，暗害
　　　　　　　　　　　　　林教头，正是此人。
戴宗　　　（白）　　　　　这就是害林冲的高世德？
范天喜　　（白）　　　　　正是。
（陈丽卿穿披、扎白裙上，马夫牵马上，使女随上。陈丽卿、马夫、使女同绕场，同下。茶博士上。）
范天喜　　（白）　　　　　方才这一女子，她是何人？
茶博士　　（白）　　　　　你们三位不认识她？这是我的近邻。她姓陈，她爹爹名叫陈希真，从前也做过
　　　　　　　　　　　　　南营的提辖。如今告老，不做官啦。就在东大街辟邪巷居住，也没有儿子，就
　　　　　　　　　　　　　是这一个女儿，今年十九岁了，倒同她爹学了一身好武艺。
范天喜　　（白）　　　　　哦，不错，不错。常听人言，有一陈丽卿，又有绰号叫做女飞卫，莫非就是她？
茶博士　　（白）　　　　　着，着，着！不错，是她。
范天喜　　（白）　　　　　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父亲因何不同她前来呀？
茶博士　　（白）　　　　　她父亲好道，今天一大早就进庙里去听讲去啦。
周通　　　（白）　　　　　但不知她为何叫做女飞卫？
范天喜　　（白）　　　　　只因她父亲陈希真，表字道子，十分好武艺。今年已有五十多岁了，辞官不做，
　　　　　　　　　　　　　在家修炼。那高俅倒十分抬举他，只是他无志功名，推病不出。他的女儿生
　　　　　　　　　　　　　来就有一副神力，有万夫不当之勇，他父亲一身本领俱传授于她了。她又有一
　　　　　　　　　　　　　手好弓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所以她老子就将她比作古时善射的飞卫。
戴宗　　　（白）　　　　　原来如此。
（四青袍同上，陈丽卿换衣追上打，四青袍同下。乌教师上，陈丽卿打下。高世德上，跌倒，陈丽卿以拳打。
陈希真上，拦腰抱陈丽卿。）
陈希真　　（白）　　　　　小畜生大胆无礼，还不与我松手！此乃是高太尉的令郎公子，也是你打的么？
陈丽卿　　（白）　　　　　我早知道是他的狗子，真真的逆种，倒说是我无礼。待我结果了他，为大家除
　　　　　　　　　　　　　害。
（陈丽卿复打。）
陈希真　　（白）　　　　　小贱人，为父这样说，怎么还不放手么！
（陈丽卿放手，使女捧衣上，陈希真代陈丽卿穿衣。）
陈希真　　（白）　　　　　为父叫你烧了香就回去，你偏不肯，如今闯出这样的祸来。况且高太尉我又认
　　　　　　　　　　　　　识，倘若你将公子打坏，叫我是怎样对得他起，还不与我走了去！
（陈丽卿指高世德。）
陈丽卿　　（白）　　　　　我把你这不睁眼睛的贼畜生！你竟敢来撩拨我！你不要仗着你老子的势力，想
　　　　　　　　　　　　　怎么样就怎么样。倘要撞在你姑娘手里，连你老子都剁成肉酱。
陈希真　　（白）　　　　　休得胡言！还不快快回去！
陈丽卿　　（白）　　　　　便宜你！
（陈丽卿随使女、马夫同下。陈希真扶高世德起。）
陈希真　　（白）　　　　　小女一时冒犯尊颜，公子要看在老奴的面上，望乞恕罪。
高世德　　（白）　　　　　陈老希，吾呢，也本不晓得是你的女儿，吾倒得罪了。只是令嫒也太没有道理。
　　　　　　　　　　　　　吾不过远远的说了一句玩笑话，她便下起毒手来了。
陈希真　　（白）　　　　　诸事均求公子担待，老奴回去定要重责于她。明日定要登门赔礼，太尉面前还
　　　　　　　　　　　　　求公子遮掩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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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德　　（白）　　　　　打也打了，还说她作甚！
（二花面扶乌教师同上。）
乌教师　　（白）　　　　　公子快与俺做主，我的腿俱被那丫头打伤了！
高世德　　（白）　　　　　你弗晓得，原来是陈老希的姑娘，所以我们都被她打了。
乌教师　　（白）　　　　　陈希真，想俺家太尉待你不薄，你叫你女儿将公子打得这般光景，禀知太尉，
　　　　　　　　　　　　　只怕你的性命难保！
陈希真　　（白）　　　　　教师爷休要动怒，老夫定要赔礼谢罪的。
高世德　　（白）　　　　　是吓，陈老希是吾格朋友。今日吃些亏，也弗要紧格，请教师回去调养就是哉。
（二花面扶乌教师同下。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薛宝　　　（同白）　　　　公子在这里！
陈希真　　（白）　　　　　原来是孙、薛二位。
高世德　　（白）　　　　　你道那女子是谁？原来就是陈老希个令嫒小姐，都弗是外人。我们好回去了。
陈希真　　（白）　　　　　公子既要回去，老奴也不敢相留，明日定要登门，叩头赔礼。
　　　　　　　　　　　　　孙、薛二位，我们要到酒楼上吃几杯去！
孙高、
薛宝　　　（同白）　　　　改日再扰罢。
陈希真　　（白）　　　　　定要去的，吾还有话言讲。
高世德　　（白）　　　　　你二人就同老希坐坐何妨，吾去哉。
（高世德下。）
陈希真　　（白）　　　　　我们到酒楼上吃一杯去呀！
（陈希真拉孙高、薛宝同下）
范天喜　　（白）　　　　　不想今日高俅之子也吃了一个大亏。
戴宗、
周通　　　（同白）　　　　看这陈丽卿的武艺真真不错，比我们山上的扈三娘还高十倍，就是面貌也生得
　　　　　　　　　　　　　秀美得很。
范天喜　　（白）　　　　　真真不错。
戴宗　　　（白）　　　　　我们何不请他父女二人上山入伙，倒是两个好帮手。
范天喜　　（白）　　　　　二位既要约他父女，待小弟随你二人前去。
戴宗、
周通　　　（同白）　　　　好！我们一同前去就是。
范天喜　　（白）　　　　　你我先到酒楼一叙。
（戴宗、周通、范天喜同下。）

【第六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适才间在酒楼假意殷勤，
　　　　　　　　　　　　　那孙、薛二贼人就认了真。
　　　　　（白）　　　　　开门来！
（院子上，开门。）
院子　　　（白）　　　　　家爷回来了。
（陈希真入门，怒坐，陈丽卿上。）
陈丽卿　　（西皮摇板）　　轻移莲步出绣房，
　　　　　　　　　　　　　爹爹台前问安康。
　　　　　（白）　　　　　爹爹回来了！
（陈希真不睬。）
陈丽卿　　（白）　　　　　孩儿方才也并未曾当真要结果了他的性命，爹爹只是不许孩儿动手，一下也不
　　　　　　　　　　　　　曾伤他，实实便宜了那厮！
（陈怒视贴）
陈希真　　（白）　　　　　我把你这个丫头，也未免太高兴了！如今闯出这一场天大的祸来，你真真的害
　　　　　　　　　　　　　死了为父！
陈丽卿　　（白）　　　　　爹爹，你是不曾看见那厮那般光景，满口里放出些屁来，叫人怎能忍得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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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推了他一把，他就叫人来捉拿于我，你道气是不气？
陈希真　　（白）　　　　　话虽如此，我与他再三赔礼，他那里就肯干休？倘若那高俅同我做起对来，那
　　　　　　　　　　　　　时怎了？
陈丽卿　　（白）　　　　　就是那高俅老贼到了，我一箭定要射他一个透心大窟窿。
陈希真　　（白）　　　　　哼哼哼！你年纪今年也十八九岁了，说出话来，还是这小孩子一般。你看世间
　　　　　　　　　　　　　之上，哪有白白射死了人的道理？
陈丽卿　　（白）　　　　　射死他，不过偿他一条命罢了！
陈希真　　（白）　　　　　你舍得命？
陈丽卿　　（白）　　　　　孩儿舍得！
陈希真　　（白）　　　　　你舍得，只怕我还舍不得！想我年过半百，指望你将来得一个好女婿，我便有
　　　　　　　　　　　　　了靠。如今你说出这等话来，好不叫为父伤心！也罢，拼着将你就送了他，哪
　　　　　　　　　　　　　怕不太平无事！咳，只是叫为父怎能忍心做得？
（陈丽卿沉吟。）
陈丽卿　　（白）　　　　　吓，爹爹，事到如今，孩儿倒有一条计策在此。
陈希真　　（白）　　　　　有何妙计？
陈丽卿　　（白）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我父女何不投奔一个去处，避祸也就完了。
陈希真　　（白）　　　　　为父早已想到，但是那高俅掌握兵权，八十三万大军均归他执掌，凡被他所害
　　　　　　　　　　　　　之人，除去一个王进逃脱了，想那林冲何等英雄，被他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
　　　　　　　　　　　　　投。常言道得好，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权臣擅威，人吾死所，我同你性命相
　　　　　　　　　　　　　关，你想逃往哪里走？
陈丽卿　　（白）　　　　　如此说来，难道你真要将女儿送入那粪坑里去不成？罢，罢，罢！拼着我这条
　　　　　　　　　　　　　性命也不要了，就对付了那贼。纵死也搏个名头。但是女儿舍不得你，我是你
　　　　　　　　　　　　　生下的，你叫我怎样，我依你就是，拼得一世没有出场，只要你安稳就好吓！
（陈丽卿哭跪，陈希真看，笑。）
陈希真　　（白）　　　　　起来，起来。
（陈丽卿起。）
陈希真　　（白）　　　　　你说是走为上计，却是不错。只是那高俅左右的人均是刁滑诡诈之辈，还有孙
　　　　　　　　　　　　　高之兄孙进，十分狡猾，料事如神。倘若被他看破，岂不是越发决裂了！若要
　　　　　　　　　　　　　走，这一二日之内即走，迟则有变。但是一件——
陈丽卿　　（白）　　　　　哪一件？
陈希真　　（白）　　　　　为父所练的五雷都箓大法尚欠十五日的工夫，不曾圆满。若是半途而废，以后
　　　　　　　　　　　　　不知何日才有机缘。不得已，只好将计就计，方才在酒楼之上已用好言稳住了
　　　　　　　　　　　　　他们，似不至用强迫的手段。我用一个唱筹量沙之计，疏了他的防范，待等半
　　　　　　　　　　　　　月之后，你我就可高飞远扬了。
陈丽卿　　（白）　　　　　但不知什么叫做唱筹量沙之计？
陈希真　　（白）　　　　　方才我在酒楼之上，同那孙、薛二人言讲，我的女儿虽然性情暴躁，却回心甚
　　　　　　　　　　　　　快，待老夫回去，训教她一番，定要到高府赔礼，还求二位美言几句，他二人
　　　　　　　　　　　　　竟欢欢喜喜地去了。如果高贼他的疑心不断，必定着人前来。他不来时便罢，
　　　　　　　　　　　　　倘若来时，你附耳上来。
（陈丽卿前听。）
陈希真　　（白）　　　　　必须如此如此，这就是唱筹量沙之计。
陈丽卿　　（白）　　　　　孩儿记下了。
（范天喜、戴宗、周通同上。）
范天喜　　（白）　　　　　来此已是，待我向前叫门。
　　　　　　　　　　　　　开门来！
（院子上，开门。）
院子　　　（白）　　　　　原来是范大哥。
范天喜　　（白）　　　　　你主人可在家中？
院子　　　（白）　　　　　现在里面。
范天喜　　（白）　　　　　烦劳通报一声。
院子　　　（白）　　　　　启爷：范天喜同了二人，前来求见。
陈希真　　（白）　　　　　女儿回避了。
　　　　　　　　　　　　　说吾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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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卿下。）
院子　　　（白）　　　　　家爷出迎！
陈希真　　（白）　　　　　范兄请至里面。
范天喜　　（白）　　　　　陈提辖请！
陈希真　　（白）　　　　　此位不是梁山泊的神行太保戴院长么？
范天喜　　（白）　　　　　正是。
戴宗　　　（白）　　　　　老先生，因何认识在下？
陈希真　　（白）　　　　　是那年，吾因公事去到江州，在酒楼之上吃酒，见院长同一位黑矮胖子共饮。
　　　　　　　　　　　　　后来，有一黑大的汉子同一卖鱼之人争斗起来，因此知道。
戴宗　　　（白）　　　　　那日那黑矮胖子，就是我家大哥及时雨宋公明；那一黑汉，就是黑旋风李逵。
陈希真　　（白）　　　　　原来如此。此位是？
范天喜　　（白）　　　　　这就是小霸王周通。
陈希真　　（白）　　　　　原来都是梁山上的好汉，请坐！
范天喜、
戴宗、
周通　　　（同白）　　　　请坐！
陈希真　　（白）　　　　　二位光临草舍，必有所为。
范天喜　　（白）　　　　　提辖有所不知，只因我有一亲眷名唤徐宁，也在梁山。是他有书信前来，邀我
　　　　　　　　　　　　　入伙。我等方才在玉清观，看见高俅之子冲撞了令嫒。小弟本要相助，见令嫒
　　　　　　　　　　　　　得势，所以未便向前。是他二人放心不下，一来拜望提辖，二来要打听此事如
　　　　　　　　　　　　　何了结？若有用我等之处，我等定要拔刀相助。
陈希真　　（白）　　　　　深感三位厚情！只是那高俅，微贱的时节曾与老夫交好。如今他富贵了，倒还
　　　　　　　　　　　　　与我往来。是我不愿走他的门径，遂同他渐渐地疏远。小女本不出头露面，只
　　　　　　　　　　　　　因今日是她母亲的阴寿，是以到庙中烧香，不想就惹出这一场祸来。方才看那
　　　　　　　　　　　　　高公子，也道自己认错，这事只怕也就算了了。
戴宗　　　（白）　　　　　那高俅虽然与仁兄交厚，但是他宠爱逆子，倘若再来纠缠于你，只怕也有些难
　　　　　　　　　　　　　以摆脱。依小弟之见，仁兄何不趁此投奔梁山？宋公明礼贤下士，定必另眼相
　　　　　　　　　　　　　看待，日后若朝廷招安，岂不是现成的封诰！
周通　　　（白）　　　　　老先生不必推辞，择日带了令嫒同赴梁山，小弟情愿一路侍奉鞍马。
陈希真　　（白）　　　　　多蒙三位的厚意，只是老夫久已结世外之缘，已看破红尘，不图富贵。况小女
　　　　　　　　　　　　　年幼，一时也离不得我，并且老夫与林冲夙有仇恨，见面亦难为情，断难前去。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家爷：高太尉处差了两个人来求见。
范天喜　　（白）　　　　　既有贵客，我等告辞了。
陈希真　　（白）　　　　　明日老夫定当回拜。
（范天喜、戴宗、周通同下。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薛宝　　　（同白）　　　　陈提辖！
陈希真　　（白）　　　　　二位请到里面坐！
孙高　　　（白）　　　　　告坐！
陈希真　　（白）　　　　　何事又劳二位光降？
孙高、
薛宝　　　（同白）　　　　吾等奉高公子所差，登堂赔礼，求令嫒小姐宽恕！本要自己前来，又恐小姐见
　　　　　　　　　　　　　怪，因此命吾二人代为请罪。
陈希真　　（白）　　　　　嗳呀嗳呀呀，这是哪里说起，方才在酒楼之上老夫已把话讲明，焉敢又劳二位
　　　　　　　　　　　　　光降？那小贱人，我已将她痛打了一顿，此时正在那里没好气呢！
　　　　　　　　　　　　　苍头，叫养娘扶了你姑娘出来。
院子　　　（白）　　　　　请姑娘出堂！
（养娘扶陈丽卿同上。）
陈丽卿　　（白）　　　　　爹爹，有客人在此，又唤孩儿做甚？
陈希真　　（白）　　　　　来来来，快快见见！这是你孙伯伯，这位是你薛伯伯。只为你这小贱人闯祸，
　　　　　　　　　　　　　累你二位伯父在公子面前讲多少好话，还不向前赔礼！
陈丽卿　　（白）　　　　　二位伯伯在上，奴这厢有礼了！方才在庙中，实是奴家鲁莽，不知高低好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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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已将奴痛打了一顿，望乞二位伯伯在公子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孙高、
薛宝　　　（同白）　　　　哎呀哎呀，这个事体也是公子不好，倒叫小姐受了屈了。
陈希真　　（白）　　　　　备得有酒，同二位畅饮几杯！
孙高　　　（白）　　　　　吾等要回复公子去哉，改日再扰。
陈希真　　（白）　　　　　既然如此，明日定要请来一叙。
孙高、
薛宝　　　（同白）　　　　告辞了！
（孙高、薛宝同下。）
陈希真　　（白）　　　　　看这两个狗头一去，那高贼定要前来。等他到来，看事行事便了。正是：
　　　　　（念）　　　　　安排唱筹量沙计，准备金钩和香饵。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第七场】

（高升、高福引高世德同上。）
高世德　　（西皮摇板）　　好一个美艳陈丽卿，
　　　　　　　　　　　　　拷打吾一顿不觉疼。
　　　　　　　　　　　　　吾命孙、薛去透信，
　　　　　　　　　　　　　定要同她把亲成。
（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西皮摇板）　　辟邪巷内传了信，
薛宝　　　（西皮摇板）　　见了公子说分明。
高世德　　（白）　　　　　回来哉？
孙高、
薛宝　　　（同白）　　　　回来哉。
高世德　　（白）　　　　　可曾见过了陈老希？
孙高　　　（白）　　　　　见过哉，陈老希已将他个女儿重打了一顿。
高世德　　（白）　　　　　哎，弗该打呀，胡乱闹起来哉！
孙高　　　（白）　　　　　他叫他个女儿与吾二人赔礼，说道都是她一时不知高低好歹，得罪了公子，叫
　　　　　　　　　　　　　吾二人在公子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高世德　　（白）　　　　　革格是陈丽卿当面同你二人说格？
孙高、
薛宝　　　（同白）　　　　是格。
高世德　　（白）　　　　　好造化！她竟同你二人如此客气，可惜吾弗曾同你二人前去。若同你二人前去，
　　　　　　　　　　　　　吾也听她讲说两句，也开开心呀！
孙高　　　（白）　　　　　陈老希再三留吾二人吃酒，吾说是公子要等回音，不便耽延。他还说明日约吾
　　　　　　　　　　　　　二人吃饭哉！
高世德　　（白）　　　　　明日吾定要同去格！
孙高　　　（白）　　　　　同去倒好，看那陈希真害怕太尉格势力，不敢放肆。公子要去，他是定规要恭
　　　　　　　　　　　　　维，要好格。
高世德　　（白）　　　　　吾倒有个主意。他从前同家父相好，可也算是一位父执之辈，吾明朝就拜他作
　　　　　　　　　　　　　为义父，以后倒可以长远往来，不愁他女儿不到吾手。
孙高、
薛宝　　　（同白）　　　　好格！公子若要拜在他格名下，同他女儿是兄妹了，倒可以常常见面哉。
高世德　　（白）　　　　　如此明朝吾们一同前去！
　　　　　（西皮摇板）　　只为美貌女娇娃，
　　　　　　　　　　　　　情愿拜他做干爷。
（高世德、孙高、薛宝同下。）

【第八场】

（陈希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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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　　（西皮摇板）　　昨夜晚在静室虔心修炼，
　　　　　　　　　　　　　习五雷祭都箓果得真传。
　　　　　　　　　　　　　将身儿且坐在前庭院，
　　　　　　　　　　　　　提防那高贼子前来纠缠。
（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薛宝　　　（同念）　　　　奉了公子命，来做说和人。
　　　　　（同白）　　　　吓，陈提辖！
陈希真　　（白）　　　　　二位来了，请坐，请坐！
孙高、
薛宝　　　（同白）　　　　有坐！
陈希真　　（白）　　　　　二位今日出门甚早。
孙高　　　（白）　　　　　吾等有一件要紧格事体特来禀报。
陈希真　　（白）　　　　　但不知为了何事呀？
孙高　　　（白）　　　　　吾二人昨日见了高公子回话，不想他竟整整地闹了一夜。他因小姐受了责打，
　　　　　　　　　　　　　他就顿足捶胸，恨不得就要寻死。他说道，实在是冤枉了好人，连夜要来请罪。
　　　　　　　　　　　　　是吾二人再三阻拦，等到天色一明，他就催吾二人前来。他现在巷外等候，
　　　　　　　　　　　　　不敢冒昧进来，叫吾二人先来送信。
陈希真　　（白）　　　　　这事老夫如何当得起！快快请公子进来，叙谈叙谈。
薛宝　　　（白）　　　　　待吾前去请他来。
（薛宝下。）
孙高　　　（白）　　　　　少时公子到来，定规要给小姐赔礼。
陈希真　　（白）　　　　　实实地当不起，当不起！
（薛宝引高世德同上。）
高世德　　（白）　　　　　哎呀，我的老伯伯！老阿爹！我是怎样恳求于你，你为何仍然将令嫒小姐责打，
　　　　　　　　　　　　　叫吾高某死了做鬼心中也是难过格！
（高世德连磕头，陈希真扶高世德起。）
陈希真　　（白）　　　　　公子为何这般客气起来？是老夫养了这样不肖的女儿，冒犯了公子，罪该万死！
　　　　　　　　　　　　　公子既不降罪，也就感恩非浅了，怎么反倒这般多情，待老夫叫那小贱人出
　　　　　　　　　　　　　来！
（高世德假意拦挡。）
高世德　　（白）　　　　　不要叫她！
（陈希真下。）
孙高　　　（白）　　　　　少时就出来哉！
（陈希真引陈丽卿浓妆同上，陈丽卿见高世德拜。高世德往前扑地。）
陈希真　　（白）　　　　　公子怎么还起叫礼了，岂不折煞这小贱人了！
　　　　　　　　　　　　　吾儿还不跪下！
（陈丽卿跪，陈希真扶高世德起。）
高世德　　（白）　　　　　小姐，小子得罪，反叫小姐受屈，小子听说实实难过了一夜。
陈丽卿　　（白）　　　　　也是奴家鲁莽，后悔不及。不知公子身体如何？
高世德　　（白）　　　　　没啥，没啥！吾倒怕小姐闪了贵手。
陈希真　　（白）　　　　　好了，好了，此事再不要提起，一笔勾销！我们大家今日要痛饮几杯。
孙高　　　（白）　　　　　且慢，公子还有一件事体要恳求兄台，幸勿推却！
陈希真　　（白）　　　　　当面请讲。
孙高　　　（白）　　　　　公子昨日言道，似你这等仁德君子，世间少有。公子情愿拜在你名下做个干儿，
　　　　　　　　　　　　　谅勿推却了。
陈希真　　（白）　　　　　哎呀，哎呀，言重了，言重了！想我陈希真是何等样人，虽然有几岁年纪，同
　　　　　　　　　　　　　太尉昔年相识，但是如今贵贱悬殊，分隔云泥，虽然公子抬爱，倘若太尉知道，
　　　　　　　　　　　　　定说我陈希真妄自尊大，此事断断使不得！
孙高、
薛宝、
高世德　　（同白）　　　　使得的！
（二丑院捧摆台、点大烛同上，孙高、薛宝扶陈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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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高、
薛宝　　　（同白）　　　　不要推辞了！
高世德　　（白）　　　　　干父请上，受孩儿一拜！
（高世德磕头。）
陈希真　　（白）　　　　　实实不敢当！太尉知晓，多有不便！
高世德　　（白）　　　　　干父不必如此，家父处已禀明过了。
陈希真　　（白）　　　　　怎样？已经禀明太尉了？
高世德、
孙高　　　（同白）　　　　禀过了！
陈希真　　（白）　　　　　这真是要折尽我的草料！
　　　　　　　　　　　　　既然如此，我儿过来，同你哥哥相见，也要拜上一拜！
（陈丽卿、高世德同对拜。）
陈希真　　（白）　　　　　苍头，快快去叫几个疱人来，预备些筵席，同三位畅饮一回！
高世德　　（白）　　　　　不须干父费心，孩儿已命府中的厨下预备了，少时定必送到。
陈希真　　（白）　　　　　哪有这个道理！虽然老夫无有庖丁，到酒楼上叫几个人来，也可做得。
孙高　　　（白）　　　　　公子既已准备，倒不须你费事了。
（四青袍抬食盒同上，二丑院同随上。）
二丑院　　（同白）　　　　酒席到！
陈希真　　（白）　　　　　搭到厨下！
（四青袍抬食盒同下。）
陈希真　　（白）　　　　　老夫记得你今年好似二十九岁了？
高世德　　（白）　　　　　弗错格。去年曾对干父说过是二十八岁，今年二十九岁了。
陈希真　　（白）　　　　　女儿，你哥哥倒比你长十岁。
高世德　　（白）　　　　　莫非贤妹今年十九岁么？
陈希真　　（白）　　　　　正是。虽然公子大他十岁，倒看不出来，倒是富贵人家保养好。
高世德　　（白）　　　　　孩儿哪有贤妹这般娇弱！
（陈丽卿低头，二丑院同摆酒宴。）
孙高、
薛宝　　　（同白）　　　　公子在此多吃一杯，吾二人要到亲戚家里去贺喜！少陪了。
陈希真　　（白）　　　　　二位吃一杯再走！
孙高、
薛宝　　　（同白）　　　　改日再扰！
（孙高、薛宝同下。陈希真一手挽高世德，一手拉陈丽卿。）
陈希真　　（白）　　　　　不想我陈希真今日有这般的福气造化。既是一家人了，倒不要藏藏躲躲。
　　　　　　　　　　　　　苍头，来，将酒筵摆在后花园内。
（陈希真、陈丽卿、高世德同下。）

【第九场】

（院子上，摆酒筵。陈希真拉陈丽卿、高世德同上。）
陈希真　　（白）　　　　　坐下，坐下！
（高世德拜。）
高世德　　（白）　　　　　孩儿告坐。
陈希真　　（白）　　　　　家无常礼，以后不要这样文绉绉的才好。
　　　　　　　　　　　　　女儿，你也坐了。
（院子斟酒，高世德看陈丽卿。）
高世德　　（白）　　　　　西门外有一鸳鸯岭，贤妹可曾去过？
陈丽卿　　（白）　　　　　不曾去过。
高世德　　（白）　　　　　那里有一天妃庙，桃花甚多，干父何不带贤妹同去游玩？
陈希真　　（白）　　　　　只因家中无人，老夫也不叫她常常出去。来来来，再吃上一杯。
（高世德饮。）
陈希真　　（白）　　　　　女儿，你来敬你哥哥一杯。
（陈丽卿斟酒，高世德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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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德　　（白）　　　　　多谢贤妹！这一杯，兄当立饮。
陈希真　　（白）　　　　　今日匆忙，老夫不便留你。以后再来，就在此歇宿。
高世德　　（白）　　　　　干父吩咐，孩儿遵命！
（院子上。）
院子　　　（白）　　　　　高府内备马，来接公子来了。
高世德　　（白）　　　　　孩儿告辞了！
陈希真　　（白）　　　　　无事倒可以常常到此玩耍。
高世德　　（白）　　　　　孩儿晓得哉！
　　　　　（西皮摇板）　　辞别干父忙上马，
（高世德上马。）
高世德　　（西皮摇板）　　得意洋洋转回家。
（高世德下。陈希真笑。）
陈希真　　（西皮摇板）　　低心下气将他哄，
　　　　　　　　　　　　　怕他识破了计牢笼。
　　　　　（白）　　　　　吾儿，只因我同他势力不敌，故而低心下气同他打混，只是委屈了我儿了。待
　　　　　　　　　　　　　等为父都箓大法功满，你我就好脱身了！
陈丽卿　　（白）　　　　　爹爹说哪里话来？昨日孩儿也曾说过，无论什么事，我全依从，谁叫我造下这
　　　　　　　　　　　　　一步冤孽！
陈希真　　（白）　　　　　好一个孝顺的女儿！随为父来呀！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第十场】

（高世德上，孙高、薛宝同迎上。）
孙高　　　（白）　　　　　公子归来哉！
高世德　　（白）　　　　　归来哉。
孙高、
薛宝　　　（同白）　　　　恭喜公子！今朝开心哉？
高世德　　（白）　　　　　蛮好！蛮好！
孙高　　　（白）　　　　　吾个计如何？那陈丽卿怕不是公子格人？
高世德　　（白）　　　　　今朝看起来倒是蛮好格，只怕要去提亲，他未必肯允。如若不允，吾倒吃了亏
　　　　　　　　　　　　　了！
孙高　　　（白）　　　　　看那陈老头子蛮客气格，倒不像当年张教头那般固执。他方才的言语，都是一
　　　　　　　　　　　　　味的谦恭话，这亲事包说一说就成功格！只是公子须要及早禀知老太爷知道，
　　　　　　　　　　　　　免得他来了，见了老太爷，倒弄成七差八错，反为不美。
高世德　　（白）　　　　　既然如此，吾就去禀知家父便了。
（高世德下。孙高、薛宝同下。）

【第十一场】

（高俅上。）
高俅　　　（念）　　　　　协理阴阳君王宠，调和鼎鼐宰相才。
（高世德上。）
高世德　　（白）　　　　　参见阿爹！
高俅　　　（白）　　　　　罢了，一旁坐下。
高世德　　（白）　　　　　告坐。
　　　　　（笑）　　　　　呵呵哈哈哈哈哈……
高俅　　　（白）　　　　　吾儿为何这般欢喜？
高世德　　（白）　　　　　阿爹有所不知，只因昨日孩儿到玉清观去白相，遇见一绝色女子。孩儿当时调
　　　　　　　　　　　　　戏了她两句玩笑话，不想她就动起武来，乌教头都被她打伤哉！她将要伸手来
　　　　　　　　　　　　　打孩儿，恰好来了一人将她拦住。你道这人是哪一个？
高俅　　　（白）　　　　　是哪一个？
高世德　　（白）　　　　　就是陈希真，这女子就是他个女儿，不但武艺好格，格面孔更是天上少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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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难寻格。他将孩儿请到他家里去吃酒，与我赔礼。孩儿因他同阿爹相好，孩
　　　　　　　　　　　　　儿就拜他为干父。今朝要求阿爹，着人将他女儿说了来，成其婚配，阿爹定要
　　　　　　　　　　　　　答应格！
高俅　　　（白）　　　　　你这奴才又胡乱生事！那陈希真虽然同我昔年相识，不过是一个告职的提辖，
　　　　　　　　　　　　　你却拜他做干父，又要他的女儿，叫为父同他做亲家。你东讨一个，西讨一个，
　　　　　　　　　　　　　何时是了？那年因林冲妻子，费了多少心机，只落了一场空。据为父看来，
　　　　　　　　　　　　　你莫若早把这念头断了倒好！
高世德　　（白）　　　　　但是他格女儿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虽洞中仙子、月里嫦娥，也
　　　　　　　　　　　　　未必有她生得好看。孩儿今朝只讨这一女子，以后就是再有美女，吾也弗要哉！
高俅　　　（白）　　　　　既是你要同他做亲，为父也不管你，自己去说。如若不成，休来缠我！
高世德　　（白）　　　　　孩儿遵命！
（高俅、高世德同下。）

【第十二场】

（院子、马夫引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念）　　　　　离了辟邪巷，来此相府门。
　　　　　（白）　　　　　苍头，前去投贴。
院子　　　（白）　　　　　门上哪位在？
（门官上。）
门官　　　（念）　　　　　侯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
　　　　　（白）　　　　　什么人？
院子　　　（白）　　　　　陈老爷求见相爷。
门官　　　（白）　　　　　哪个什么陈老爷？
陈希真　　（白）　　　　　吓，门官老爷，老汉陈希真，前来与相爷赔礼来了。
门官　　　（白）　　　　　原来是陈提辖，我家相爷上朝去了。
陈希真　　（白）　　　　　如此将柬帖留下，烦劳代禀就是。但不知公子可在府中？
门官　　　（白）　　　　　公子尚未起床。
陈希真　　（白）　　　　　待等公子醒来，代为说道，有劳有劳。
门官　　　（白）　　　　　待我替你答到就是。
陈希真　　（白）　　　　　如此我就告辞了。
（陈希真、马夫、院子、门官自两边分下。）

【第十三场】

（四青袍、皂役引孙进同上。）
孙进　　　（引子）　　　　受职为官，高相府，奔走夤缘。
　　　　　（念）　　　　　自幼生来性情刁，眉头一皱计千条。多谋足智人难晓，舌尖杀人不用刀。
　　　　　（白）　　　　　下官，孙进，兄弟孙高。我二人在高相府内司事，蒙太尉宠爱，保举我为推官
　　　　　　　　　　　　　之职。前次奉命下乡查旱，公事已毕，就此回府。
　　　　　　　　　　　　　左右！
四青袍　　（同白）　　　　有！
孙进　　　（白）　　　　　打道相府。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马夫拉马引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无意中得了穿云电，
　　　　　　　　　　　　　倒叫老夫喜心间。
　　　　　　　　　　　　　催马加鞭往前趱，
　　　　　　　　　　　　　不觉来到自己门前。
　　　　　（白）　　　　　马夫，你将马交给我，这有几两散碎银子送与你吃酒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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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夫　　　（白）　　　　　多谢陈老爷！
（马夫下。陈希真牵马入门，拴马。）
陈希真　　（白）　　　　　我儿快来！
陈丽卿　　（内白）　　　　来了！
（陈丽卿上。）
陈丽卿　　（西皮摇板）　　忽听爹爹一声唤，
　　　　　　　　　　　　　急忙迈步到跟前。
　　　　　（白）　　　　　爹爹回来了？
陈希真　　（白）　　　　　回来了。你看为父替你买了一匹好马。
陈丽卿　　（白）　　　　　待我看来。果然是一骑枣骝马！吓爹爹，此马甚好，为何这般的瘦吓？
陈希真　　（白）　　　　　此马名叫穿云电，脚程快得很，日行八百里，同为父的川马不相上下。此马乃
　　　　　　　　　　　　　是教头郭英得意之马，因郭英中年身死，家道贫穷，无钱殡葬，只有孤儿寡妇
　　　　　　　　　　　　　在家，不加草料，所以这般消瘦。
陈丽卿　　（白）　　　　　但不知价银多少？
陈希真　　（白）　　　　　价银一百五十两。
陈丽卿　　（白）　　　　　倒便宜得很。爹爹这匹四川马不也是一百五十两么！
陈希真　　（白）　　　　　正是。今日得了此马，你我父女脱身就容易了。
陈丽卿　　（白）　　　　　待我牵它到后花园，喂它些草料。
（陈丽卿牵马下。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白）　　　　　来此已是，吾等进去。
　　　　　　　　　　　　　吓，陈提辖！
陈希真　　（白）　　　　　二位来了，请坐，请坐！
孙高、
薛宝　　　（同白）　　　　告坐。恭喜提辖，贺喜提辖！
陈希真　　（白）　　　　　喜从何来？
孙高　　　（白）　　　　　吾二人今日来要替令嫒提一门亲事。
陈希真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孙高、
薛宝　　　（同白）　　　　你猜上一猜！
陈希真　　（白）　　　　　老夫怕猜不着。莫非就是吾那干儿？
（孙高、薛宝同笑。）
孙高、
薛宝　　　（同白）　　　　你老人家真是神仙一般，一猜就猜着哉。你看这门亲事可好？
陈希真　　（白）　　　　　老夫闻听人言，公子已有了两房妻室，难道叫小女结他做小不成？
孙高　　　（白）　　　　　你老人家还弗晓得，虽有两房妻室，倒皆是正房。只因他顶着三房的香火，太
　　　　　　　　　　　　　尉是第二房。那两位，一位是顶大房，一位是顶三房。你若允了这门亲事，令
　　　　　　　　　　　　　嫒就是太尉的亲格媳妇了。
陈希真　　（白）　　　　　实不相瞒，老夫也久有此意，只是同太尉贵贱悬殊，恐怕高攀不上。
孙高　　　（白）　　　　　你老人家休得过谦，你同太尉本是交好的朋友，还讲什么贵贱！只要你允从，
　　　　　　　　　　　　　太尉一定欢喜格。
陈希真　　（白）　　　　　既然如此，必须要依从老夫三件大事。
孙高、
薛宝　　　（同白）　　　　哪三件？
陈希真　　（白）　　　　　这第一件，太尉是一准应允我的。我膝下无儿，之靠着此女。待等过门之后，
　　　　　　　　　　　　　公子要将我当亲父看待，我这下半世就要靠公子了。
孙高　　　（白）　　　　　此事太尉定答应格。要问这第二件？
陈希真　　（白）　　　　　想小女此次虽然是第三次进他的府门，我也知道公子是个知府，不久就要出外
　　　　　　　　　　　　　为官，这一份恭人的诰命，却要先给小女。第三件，老夫性好僻静，太尉花园
　　　　　　　　　　　　　内那一座虚明阁须要让我居住。这三件，如有一件不允，休提亲事！
孙高　　　（白）　　　　　此事吾二人不敢做主，须要禀明太尉，吾等告辞了。
　　　　　（西皮摇板）　　辞别提辖出了门，
薛宝　　　（西皮摇板）　　太尉台前说分明。
（孙高、薛宝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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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　　（西皮摇板）　　高贼痴心真妄想，
　　　　　　　　　　　　　管叫他枉费此心肠！
（陈希真下。）

【第十五场】

（高世德引高俅同上。）
高俅　　　（西皮摇板）　　身居太尉谁不怕，
　　　　　　　　　　　　　上欺天子把臣压。
（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念）　　　　　忙将提亲事，禀与太尉知。
　　　　　（白）　　　　　参见太尉！
　　　　　　　　　　　　　吓，公子！
高俅　　　（白）　　　　　二位少礼。请坐！
孙高、
薛宝　　　（同白）　　　　谢坐！
高世德　　（白）　　　　　陈老希格亲事如何呀？
孙高　　　（白）　　　　　亲事，他倒允从，他说要依他三件大事。
高俅　　　（白）　　　　　哪三件？
孙高　　　（白）　　　　　头一件，他道他无子，只有此女，过门之后公子要将他当亲父待承。
高世德　　（白）　　　　　此是一定格道理，依得，依得！
孙高　　　（白）　　　　　第二件，他言道，公子若放了知府，这恭人的一份诰命，须先结他女儿。
高俅　　　（白）　　　　　此事却也使得。
孙高　　　（白）　　　　　第三件，他言道，他性喜清静，要太尉花园内的虚明阁让他居住。
高世德　　（白）　　　　　这都使得。
高俅　　　（白）　　　　　那两件皆可应许，只是他要我的虚明阁，怎能让他居住？暂且应允了再讲。就
　　　　　　　　　　　　　命你二人对他言讲，件件依从，就叫他择吉下定，过礼便了。
孙高、
薛宝　　　（同白）　　　　遵命！
（孙高、薛宝同下。）
高俅　　　（白）　　　　　正是：
　　　　　（念）　　　　　姻缘本是前生造，
高世德　　（念）　　　　　等候佳期会多娇。
（高俅、高世德同下。）

【第十六场】

（〖风入松〗。八龙套、四上手、八家将、中军、蔡京同上。）
蔡京　　　（白）　　　　　吾，蔡京。今奉圣命，带领二十万大兵扫荡梁山贼寇。
　　　　　　　　　　　　　中军！
中军　　　（白）　　　　　在！
蔡京　　　（白）　　　　　催军！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念）　　　　　凭他用尽千般计，难逃牢笼圈套中。
　　　　　（白）　　　　　那高贼同我结亲，言道今日过礼。这般时候为何还不见到来？
（四青袍抬礼盒等物同上，孙高、薛宝同随上。〖吹打〗。）
孙高、
薛宝　　　（同白）　　　　恭喜！恭喜！
陈希真　　（白）　　　　　大家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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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高　　　（白）　　　　　太尉言道：你老人家既要与令嫒赶办嫁妆，就定于四月初十日花烛。公子言道，
　　　　　　　　　　　　　千万不要多备妆奁，府中一切都有，不必你破钞。
陈希真　　（白）　　　　　老夫遵命就是。二位在此吃一杯喜酒再走！
孙高　　　（白）　　　　　吾二人还要回复太尉，少陪了。
（孙高、薛宝同下。）
陈希真　　（白）　　　　　方才这两个狗头言道：高贼定于四月初十日花烛，正好我的功夫初三日就祭炼
　　　　　　　　　　　　　完了，脱个空壳，就走他的娘了！
（陈希真下。）

【第十八场】

（高俅、高世德同上。）
高俅　　　（西皮摇板）　　朝罢圣驾回府转，
　　　　　　　　　　　　　等候孙薛问根源。
（高俅、高世德同进。孙进、四青袍同上。）
孙进　　　（白）　　　　　来此相府，尔等退下！
（四青袍同下。）
孙进　　　（白）　　　　　恩相在上，小官复命！
高俅　　　（白）　　　　　推官少礼。请坐！
孙进　　　（白）　　　　　谢坐！
高俅　　　（白）　　　　　一路之上，多受风霜，辛苦了！
孙进　　　（白）　　　　　为国报效，何言辛苦！
（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薛宝　　　（同白）　　　　太尉！
　　　　　　　　　　　　　公子！
高俅　　　（白）　　　　　那陈希真可曾允下花烛之日？
孙高　　　（白）　　　　　他已允准，于四月初十日迎娶。
高俅　　　（白）　　　　　二位请到后面歇息。
（孙高、薛宝同下。）
高世德　　（念）　　　　　专等初十日，就要到手哉。
（高世德下）
孙进　　　（白）　　　　　请问恩相，公子又定哪一家的女子？
高俅　　　（白）　　　　　就是那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
孙进　　　（白）　　　　　昨日小官也曾听见舍弟言讲，公子曾在庙中同他女儿大闹了一场，他焉能就肯
　　　　　　　　　　　　　将女儿给公子匹配？况且陈希真那老儿，刁滑已极。此事据小官看来，一定有
　　　　　　　　　　　　　诈，他父女必有逃走之意！
高俅　　　（白）　　　　　倘若他父女逃走，我岂不是落一个人财两空么！推官有何妙计？
孙进　　　（白）　　　　　小官倒有一计在此。就请恩相差几名校尉在他左近查访。倘有脱逃之意，即便
　　　　　　　　　　　　　将他拿来问罪！
高俅　　　（白）　　　　　此计甚好！
　　　　　　　　　　　　　来！
院子　　　（白）　　　　　在！
高俅　　　（白）　　　　　传魏景、王耀进见！
院子　　　（白）　　　　　魏景、王耀走上！
（魏景、王耀同上。）
魏景、
王耀　　　（同白）　　　　叩见太尉！
高俅　　　（白）　　　　　命你二人去到辟邪巷陈希真家之左右，暗暗查访。若见他父女有行装的打扮，
　　　　　　　　　　　　　即便拿来见我！
魏景、
王耀　　　（同白）　　　　遵命！
高俅　　　（白）　　　　　转来！他若随便出门，不是行装打扮，却不可造次，需要紧密！待等过了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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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许你等销差，定有重赏。
魏景、
王耀　　　（同白）　　　　得令！
（魏景、王耀同下。）
高俅　　　（白）　　　　　正是：
　　　　　（念）　　　　　一边撒下青丝网，
孙进　　　（念）　　　　　哪怕鱼儿不上钩。
（高俅、孙进同下。）

【第十九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念）　　　　　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
　　　　　（白）　　　　　清晨无事，待吾到街坊走走。
（陈希真开门。魏景、王耀同上，见陈希真，急同退下。）
陈希真　　（白）　　　　　吓，看此二人好像高俅府内的校尉，为何在我门前狗头狗脑？哈哈，我倒明白
　　　　　　　　　　　　　了！想是那孙进看破我的机关，那高俅命人来，探听我的行踪来了。我不免去
　　　　　　　　　　　　　到茶楼上打听打听。
（陈希真转场。）
陈希真　　（白）　　　　　茶博士哪里？
（茶博士上。）
茶博士　　（白）　　　　　陈老爷，你老人家起得早吓！
陈希真　　（白）　　　　　不错，今天起得早。泡一壶香茶来。
茶博士　　（白）　　　　　茶到。
陈希真　　（白）　　　　　我且问你，这几日可有高太尉府中两个差官在此吃茶呀？
茶博士　　（白）　　　　　不错，有两位。一位是姓魏，一位姓王。
陈希真　　（白）　　　　　他可曾问到老夫么？
茶博士　　（白）　　　　　他那一天来啦。他说，听见人说陈老爷你要出外拉，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
　　　　　　　　　　　　　我倒靡有听见说。他们以后也就没有问，可是天天在这吃茶，好像等人的样子。
陈希真　　（白）　　　　　我晓得了。茶钱在此，少陪了。
（茶博士下。）
陈希真　　（白）　　　　　不料这两个狗头果然是访察我来了，我自有道理。
（陈希真转场，归家。）
陈希真　　（白）　　　　　苍头快来！
（院子上。）
陈希真　　（白）　　　　　你去到高府内，请高公子速速前来，就说我有要事同他商议。快去，快去！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陈希真　　（白）　　　　　女儿快来！
陈丽卿　　（白）　　　　　爹爹唤女儿何事？
陈希真　　（白）　　　　　我方才在街坊上见了高俅那厮的两个差官，在门前探头探脑，见了我就溜了。
　　　　　　　　　　　　　是我看他可疑，到茶楼上打听，果然是高贼怕我们逃走，前来查访。
陈丽卿　　（白）　　　　　不料高贼也如此狡诈，但不知爹爹怎样对付于他？
陈希真　　（白）　　　　　我已命苍头去叫那高贼去了。等他到来，你不要藏藏躲躲，仍旧同他是兄妹一
　　　　　　　　　　　　　般的模样，假意温存于他。明日请他到我家饮宴，将他用药酒蒙住，我父女就
　　　　　　　　　　　　　好逃走了。你速速结养娘二十两银子，叫她回家去罢。
陈丽卿　　（白）　　　　　好了！好了！明日我们就可以逃一条生路了！
（陈丽卿下。院子引高世德同上。）
高世德　　（白）　　　　　叩见干父！
（陈希真怒。）
陈希真　　（白）　　　　　我把你这个奴才！我既将女儿许了你，我是一番好意，怎么你反把我当成盗贼
　　　　　　　　　　　　　看待！每日弄两个公差前来盘问于我，问我是哪一天走。我要走，我又何必同
　　　　　　　　　　　　　你结亲？这门亲事我就是不允，你又其奈我何？你这是个什么道理呀！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8002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头本】 19

（高世德跪。）
高世德　　（白）　　　　　干父且请息怒，此事孩儿实实不知。待我回去，定要重责他们！
陈希真　　（白）　　　　　我若看你我翁婿的份上，我断不能同你干休！
（高世德磕头。）
陈希真　　（白）　　　　　你且起来，你既不知此事，我也不来怪你，回去须要详细访查。
高世德　　（白）　　　　　遵命！孩儿回去，查出来定规要办他们格！
陈希真　　（白）　　　　　明日老夫是开斋之日，准备一席酒馔，要请你来在此夜饭，痛饮一回。
高世德　　（白）　　　　　既是明朝干父开荤之日，孩儿理当孝敬。明朝叫府中备下酒肴送来就是。
陈希真　　（白）　　　　　怎能又来搅你？
（陈丽卿上，见高世德笑。）
高世德　　（白）　　　　　妹子，这里来谈话。
（陈丽卿笑下。）
陈希真　　（白）　　　　　她同你已是夫妻了，新娘子岂有不害羞的道理？
（高世德笑。）
高世德　　（白）　　　　　自家兄妹。又是夫妻，终归也要见面格！
陈希真　　（白）　　　　　明日你要来，我们大家倒要畅饮一回。
高世德　　（白）　　　　　孩儿明朝早来，告辞了。
陈希真　　（白）　　　　　我不送了。
（高世德下。）
高世德　　（白）　　　　　苍头，这有书信一封，明日清晨起身送到陈留郡王老爷处。这有银子二十两，
　　　　　　　　　　　　　以作路费。
院子　　　（白）　　　　　陈留郡王老爷那里离此不远，为何要这许多的盘费？
陈希真　　（白）　　　　　你用不了，只管带回。
院子　　　（白）　　　　　遵命！
（陈丽卿上。）
陈丽卿　　（白）　　　　　那贼子去了吗？
陈希真　　（白）　　　　　去了。明日我们就要动身了，你须扮作男子，军官的模样，将包裹干粮、细软
　　　　　　　　　　　　　之物打成两个包袱，弓箭、刀枪皆要准备整齐才好。
陈丽卿　　（白）　　　　　其余的物件怎样吓？
陈希真　　（白）　　　　　其余之物，皆不要了！
陈丽卿　　（白）　　　　　一切等物倒也舍得，只是这一座房屋并这花园，孩儿倒是实实难舍。
陈希真　　（白）　　　　　倘若日后太平，你我父女若有出头之日，何愁无此房屋？你快到后面收拾去罢，
　　　　　　　　　　　　　待为父也帮助于你。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第二十场】

（高世德上。）
高世德　　（西皮摇板）　　陈丽卿迷得我梦魂颠倒，
　　　　　　　　　　　　　弄得吾这心中乱七八糟。
　　　　　（白）　　　　　格个陈丽卿，昨日望着吾一笑，叫吾心中真真快乐，待吾请出阿爹来。
　　　　　　　　　　　　　孩儿有请阿爹！
（高俅上。）
高俅　　　（白）　　　　　吾儿唤为父何事？
高世德　　（白）　　　　　昨日陈希真将孩儿叫到他家中，大闹一场。
高俅　　　（白）　　　　　却是为何？
高世德　　（白）　　　　　只因魏景、王耀暗地查访于他，被他知道了。
高俅　　　（白）　　　　　竟有这等之事！
　　　　　　　　　　　　　来！
院子　　　（白）　　　　　在！
高俅　　　（白）　　　　　唤魏景、王耀。
院子　　　（白）　　　　　魏景、王耀进见！
（魏景、王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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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
王耀　　　（同白）
高俅　　　（白）

魏景、
王耀　　　（同白）
高俅　　　（白）
魏景、
王耀　　　（同白）
（魏景、王耀同下。）
高俅　　　（白）

（高俅下。）
高世德　　（白）
（孙高、薛宝同迎上。）
孙高、
薛宝　　　（同白）
高世德　　（白）

孙高　　　（白）

叩见太尉！
𠳶！我把你这两个狗头！我是怎样嘱咐于你？叫你等小心谨慎，谁叫你去盘问那
陈希真？如今机关泄漏，耽误了大事！
来，推去斩了！

启太尉：小人并不曾盘问于他，只是在他的邻舍家问了一句，望祈太尉开恩！
你等真真不会办事，还不滚了下去！

谢太尉！

据为父看那陈希真，也未必有逃走之意。这都是孙推官多疑，叫为父派人查访。
看喜期已近，也不必防他。我儿今日就同孙高、薛宝二人去到他家中，与他
陪个礼儿，也就完了。

孩儿遵命！

公子要到哪里去？
家父叫你二人同吾到陈希真家中赔礼。今日又是他开斋之日，我等同到他家中
去畅饮一回；吾再看看陈丽卿，开开心格！
好，一同前去！

（高世德、孙高、薛宝同下。）

【第二十一场】

（陈希真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父女们定巧计一同逃走，

管叫那高贼子中我计谋。
今夜晚我定要下了毒手，
他好比池中鱼定上我钩。

（四青袍抬酒席同上，孙高、薛宝、高世德同上。）
高世德　　（白） 抬了进去！
陈希真　　（白） 哎呀，哎呀呀！又要贤婿你费心了！

抬到后面！
（四青袍抬酒席同下。）
高世德　　（白） 昨日已将干父之言禀知家父。家父言道：并不知情，已将两个公差责打了一顿，

今朝特命孩儿来赔礼。
陈希真　　（白） 既无此事，也就罢了。不过是他二人，盘问的太蹊跷了。
孙高　　　（白） 闲话休提，吾等吃酒要紧。
陈希真　　（白） 待老夫到后面安排安排。
高世德　　（白） 吓，干父的管家哪里去了？
陈希真　　（白） 我那苍头今晨忽然得病，吾叫他回家养病去了。
孙高　　　（白） 如此说来，倒不消你老人家动手，待我二人帮助。
（孙高、薛宝同托酒菜，同摆，陈希真、高世德、孙高、薛宝同坐。）
陈希真　　（白） 今日老夫开斋，倒要同三位畅饮几杯！
孙高、
薛宝　　　（同白） 好，我等奉陪。
陈希真　　（白） 请酒！

（西皮原板）　　在二堂排酒宴共饮琼浆，
我四人在筵前同叙衷肠。
我家中曾制造百花香酿，
待老夫取一壶三位尝尝。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28002 2018-08-24



中国京剧戏考 《九阳钟》【头本】 21

　　　　　（白）　　　　　老夫持斋已久，多日未饮。我倒有一种好酒，名百花香酿，待我烫上一壶，与
　　　　　　　　　　　　　三位尝上一尝。
孙高　　　（白）　　　　　哦，有百花酿？好格！
陈希真　　（白）　　　　　待我取来。
（陈希真回头看。）
陈希真　　（白）　　　　　少时管叫你三个狗头，一个也逃不脱！
（陈希真下。）
高世德　　（白）　　　　　半日为何不见陈丽卿出来？
孙高　　　（白）　　　　　少时，待吾同老希来讲，定要叫她出来见见面。
（陈希真上。）
陈希真　　（白）　　　　　酒来了！来来来，孙兄先吃一杯！
（陈希真斟酒。）
陈希真　　（白）　　　　　薛兄，你也尝一尝，此酒好得很！
（陈希真斟酒。）
陈希真　　（白）　　　　　贤婿，你吃一大杯！
（高世德、孙高、薛宝同饮。）
陈希真　　（白）　　　　　待老夫再给你们各斟一杯。你三人在此畅饮，待老夫叫女儿出来与你们三位把
　　　　　　　　　　　　　盏。
（陈希真下。）
高世德　　（白）　　　　　丽卿要来哉！
　　　　　　　　　　　　　哎呀，吾个眼有点看东西弗清白格，格房间怎样转起来哉！
（高世德伏案。）
孙高、
薛宝　　　（同白）　　　　弗好，晕哉！
（孙高、薛宝连椅子同倒地。陈希真上，看。）
陈希真　　（白）　　　　　倒了，倒了！
　　　　　　　　　　　　　吾儿快来！
（陈丽卿扮男装、戴都丝头、白箭衣、挎剑上。）
陈希真　　（白）　　　　　他们都被药酒迷住了，我们先将他捆起来再讲。
（陈希真捆高世德、孙高、薛宝。）
陈丽卿　　（白）　　　　　待孩儿先结果了高贼的性命！
（陈希真拦。）
陈希真　　（白）　　　　　且慢！这厮罪恶滔天，日后遇着了对头，定遭惨报。今日若杀了他，反倒便宜
　　　　　　　　　　　　　了他。
陈丽卿　　（白）　　　　　只是孩儿被爹爹管教，倒同他做了多日的假夫妻，孩儿的怨气难消，我先将他
　　　　　　　　　　　　　的耳朵、鼻子割下来再讲！
（陈丽卿割高世德、孙高、薛宝耳鼻。）
陈希真　　（白）　　　　　他二人又不干你的事，你怎么将他二人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了？
陈丽卿　　（白）　　　　　这两个狗才，狐假虎威，无恶不作，焉能饶了他！
（高升、高福同上。）
高升、
高福　　　（同白）　　　　来此已是。
（高升、高福同敲门。）
陈希真　　（白）　　　　　外面有人打门，待为父去看来。
（陈希真开门。）
陈希真　　（白）　　　　　是哪一位？哦，原来是二位管家。到此何事？
高升、
高福　　　（同白）　　　　吾家公子第二位夫人临产危急得很，前来接公子回去。
陈希真　　（白）　　　　　你家公子在此吃醉了，老夫留他在此过夜，明日清晨叫他回去就是。
高升、
高福　　　（同白）　　　　如此说来，待吾等回去就是。
（高升、高福同下。陈希真闭门。）
陈丽卿　　（白）　　　　　外面是什么人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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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　　（白）　　　　　乃是高贼两名家人，言道他第二房老婆难产，前来接他回去，为父已将他打发
　　　　　　　　　　　　　去了。
（〖起四更鼓〗。）
陈希真　　（白）　　　　　听谯楼已交四鼓，我儿快快收拾收拾，将马由花园后门牵出拴好了，我们等到
　　　　　　　　　　　　　五鼓天明，开城之时就走，必须要跳墙而出。
陈丽卿　　（白）　　　　　孩儿知道。
（魏景、王耀引二轿夫抬轿子同上，魏景、王耀同敲门。）
陈希真　　（白）　　　　　外面又有人打门，待我前去看来。
陈丽卿　　（白）　　　　　听外面的声音不像一二人，他若带领多人一拥进来，反倒不美。不如我父女杀
　　　　　　　　　　　　　出去再讲！
陈希真　　（白）　　　　　且慢！倘若我父女真个逃不脱，也是定数。你休鲁莽，为父若能打发他们回去
　　　　　　　　　　　　　更好；如若不然，我就骗他们进来，你再动手也还不迟。
（陈希真开门。）
陈希真　　（白）　　　　　是哪一位？
魏景、
王耀　　　（同白）　　　　吾等奉了太尉之命，定要接公子回去。
陈希真　　（白）　　　　　只是你家公子吃得烂醉如泥，一步也不能动，怎好吓？
魏景　　　（白）　　　　　公子不能行走，我们搭也搭他到轿内抬了回去。
陈希真　　（白）　　　　　既然如此，就请二位进来。
（陈丽卿藏门角，魏景进门。）
陈希真　　（白）　　　　　我儿动手！
（陈希真剑砍魏景头落，王耀上前，陈希真推王耀，陈丽卿剑劈王耀倒。）
陈希真　　（白）　　　　　待我去把两个轿夫叫进来，也结果了他。
　　　　　　　　　　　　　来来，轿班，将轿子搭进来！
（二轿夫搭轿同进，陈丽卿连杀二轿夫死。）
陈希真　　（白）　　　　　待我将大门关好。
（陈希真闭门。）
陈希真　　（白）　　　　　女儿快取一碗清水来！
陈丽卿　　（白）　　　　　遵命！
（陈丽卿取水，陈希真接水，喷。）
陈希真　　（白）　　　　　少时定有大雾弥天，免得把关人看清我们的行止，我们就此快快脱身。东方已
　　　　　　　　　　　　　白，天将明了。
（陈丽卿背提枪、挎剑，陈希真背朴刀，箭衣、风帽，陈丽卿牵马自后门出，拴马，进门，闭门，手提马鞭
同陈希真自花墙上跳下，同上马。）
陈希真　　（白）　　　　　正是：
　　　　　（念）　　　　　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第二十二场】

（二官役同上，同开城。点烟做下雾式。陈丽卿上，出城，急下。）

【第二十三场】

（场上设门楼。高升、高福同上。）
高升、
高福　　　（同白）　　　　太尉上朝去哉，叫我二人去接公子回来。来此已是。
　　　　　　　　　　　　　吓，还在里面困觉格哉？
高福　　　（白）　　　　　只怕公子同陈希真格女儿同在一处困格哉！
高升　　　（白）　　　　　待我来敲门。
（高升打门，叫门。）
高升　　　（白）　　　　　里面无人答应。
高福　　　（白）　　　　　想是夜间未得好睡，此时所以尚未起来。倒不如我们先回去，等太尉下得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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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高升　　　（白）　　　　　好，先回去再说。
（高升、高福同下。）

【第二十四场】

（陈丽卿引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打开玉笼飞彩凤，
　　　　　　　　　　　　　蹬断金锁走蛟龙。
　　　　　（白）　　　　　且喜我父女逃出了虎口，就在此处歇息歇息再走。我儿你回头看那一座东京，
　　　　　　　　　　　　　皆在烟雾之中。
陈丽卿　　（白）　　　　　爹爹法力真真灵验！
陈希真　　（白）　　　　　为父受仙师的传授，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件件俱能。今日只起了十五里的烟
　　　　　　　　　　　　　雾，若要出兵交战，就是数百里也能祭得起。
陈丽卿　　（白）　　　　　爹爹，我们逃往何处安身？
陈希真　　（白）　　　　　我仙师曾经言道，你的婚姻在东北一带。为父同你姨丈刘广最为交好，他在沂
　　　　　　　　　　　　　州府居住。但是那高贼必定疑我们投奔梁山，我们须要绕道而行，打从宁陵往
　　　　　　　　　　　　　北，由曹县渡河。高贼纵着人追赶，也必不从这条路上走。但是事不宜迟，我
　　　　　　　　　　　　　儿还要辛苦辛苦，拼着一日一夜，要赶过宁陵方好，只怕我儿你挨不了这场辛
　　　　　　　　　　　　　苦。
陈丽卿　　（白）　　　　　爹爹此言差矣！
　　　　　（西皮二六板）　老爹爹把话错来讲，
　　　　　　　　　　　　　细听孩儿说端详：
　　　　　　　　　　　　　今日里逃出了天罗地网，
　　　　　　　　　　　　　父女们避祸投奔他乡。
　　　　　　　　　　　　　高贼若派来兵和将，
　　　　　　　　　　　　　那时节叫我等何处躲藏！
　　　　　　　　　　　　　休说是昼夜把路上，
　　　　　　　　　　　　　辛苦几日又待何妨！
陈希真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欢畅，
　　　　　　　　　　　　　女儿果然世无双。
　　　　　（白）　　　　　既然我儿吃得辛苦，那宁陵县离此四百余里，我们今日定要赶过了宁陵再下店
　　　　　　　　　　　　　投宿。你倘若见了生人，须要留心，不可露出了女儿的手脚来。自己要称作
　　　　　　　　　　　　　“小可”，千万不要又说出“奴家”二字，要记下了！
（陈希真、陈丽卿同上马。）
陈希真　　（西皮摇板）　　父女一同把马上，
　　　　　　　　　　　　　逃过了宁陵再做主张。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第二十五场】

（〖牌子〗。四龙套引高俅同上，孙进迎上。）
孙进　　　（白）　　　　　恩相下朝来了！
高俅　　　（白）　　　　　推官，请坐！
（高升、高福同上。）
高升、
高福　　　（同白）　　　　叩见太尉！
高俅　　　（白）　　　　　你公子回来了吗？
高升　　　（白）　　　　　今早小子去到了陈家，他还不曾开门。叫了大半天，也不曾开，小子们就先回
　　　　　　　　　　　　　来了。
孙进　　　（白）　　　　　怎么，公子还未曾回来么？此事只怕公子性命难保了！
高俅　　　（白）　　　　　此话怎讲？
孙进　　　（白）　　　　　太尉要派人前去救公子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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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　　　（白）　　　　　高升、高福，命你二人带领校尉四十名前去接你家公子，不得有误！
高升　　　（白）　　　　　遵命！
孙进　　　（白）　　　　　倘若他不开门，你们只管打了进去！
高升、
高福　　　（同白）　　　　晓得哉！
（高升、高福同下。）
孙进　　　（白）　　　　　据下官看来，陈希真一定是走去了，但愿不伤公子的性命，倒是万幸了。
高俅　　　（白）　　　　　昨日我儿曾同你的兄弟孙高一路去的，莫非他也不曾回来么？
孙进　　　（白）　　　　　不好了！若有舍弟跟随，他是仔细的。今既都不见回来，一定遭了陈希真的毒
　　　　　　　　　　　　　手了！
高俅　　　（白）　　　　　且听一报。
（高升、高福扶高世德同上，四青袍、四家将扶孙高、薛宝同上。）
孙高　　　（白）　　　　　坏哉，坏哉，中了陈希真老贼之计了！
高俅　　　（白）　　　　　陈希真父女哪里去了？我儿为何这般光景？
高世德　　（白）　　　　　陈希真用蒙药酒将无三人醉倒，捆绑起来，将吾三人格耳鼻皆割了去哉！他父
　　　　　　　　　　　　　女跑格哉！
孙进　　　（白）　　　　　太尉要快快叫人，将城门紧闭，一律搜查要紧！
高俅　　　（白）　　　　　唤中军走上！
孙进　　　（白）　　　　　中军进见！
（中军上。）
高俅　　　（白）　　　　　命你拿我令箭，调动各营，将九门紧闭，搜查陈希真父女见我！
孙进　　　（白）　　　　　须要盘查把城之人，可有一老一女出城？
孙高　　　（白）　　　　　且慢！那陈希真临行之时，吾格酒已醒转过来，见他父女打扮格军官模样，他
　　　　　　　　　　　　　女儿也是男子打扮。
高俅　　　（白）　　　　　问把城之人，今早可有此二人出城，速来报我！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
高俅　　　（白）　　　　　这都是你这奴才无中生有，做出这件事来，少不得又同那年林冲之事一样了。
　　　　　　　　　　　　　快快扶到上房调养。
（高世德下。中军引二官役同上。）
二官役　　（同白）　　　　叩见太尉！今日清晨，有一老一少两个军官提枪跨马出城。只是漫天大雾，看
　　　　　　　　　　　　　不出面貌来，皆从朝阳门而出，往东去了。
孙进　　　（白）　　　　　既是出朝阳门往东行走，一定是投奔梁山去了！
高俅　　　（白）　　　　　如此，就请推官速速行文，照令弟所言，将他二人的衣服器械画影图形，命地
　　　　　　　　　　　　　方官一体查拿，解京治罪。老夫明日再面奏圣上便了。
孙进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六场】

（陈丽卿引陈希真同上。）
陈希真　　（西皮摇板）　　催马加鞭往前进，
　　　　　　　　　　　　　一夜逃过了宁陵城。
　　　　　（白）　　　　　且喜逃过了宁陵，纵有人追赶，他们也断不打从这条道路而来。只是你昨晚在
　　　　　　　　　　　　　店房之内安歇，露出了手足。不是为父与你遮盖，险些被人看破，以后须要小
　　　　　　　　　　　　　心。
陈丽卿　　（白）　　　　　孩儿实是困倦得很，一时大意了。
陈希真　　（白）　　　　　看此处好似飞熊镇，昔年为父也有从此经过。这岭下有五十里无有人烟，你我
　　　　　　　　　　　　　父女一路辛苦，今日就到岭上住宿，明日再走。
陈丽卿　　（白）　　　　　但凭爹爹。
陈希真　　（西皮摇板）　　一同打马上山岭，
陈丽卿　　（西皮摇板）　　寻一客店把身存。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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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场】

（诸大娘上。）
诸大娘　　（念）　　　　　飞熊岭上开店房，杀人放火逞豪强。
　　　　　（白）　　　　　奴家，诸大娘，在冷艳山上落草。今奉二位大王之命，在这飞熊岭上开了一座
　　　　　　　　　　　　　黑店。凡有过客，皆被奴杀害。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唤出小二来，挂上招牌便
　　　　　　　　　　　　　了。
　　　　　　　　　　　　　小二快来！
（店小二上。）
店小二　　（念）　　　　　闻听大娘唤，急忙到跟前。
　　　　　（白）　　　　　大娘唤我何事？
诸大娘　　（白）　　　　　挂上招牌做买卖要紧。
店小二　　（白）　　　　　知道啦！
（诸大娘下。）
店小二　　（白）　　　　　有住店的，到这儿来吓！
（〖水底鱼〗。陈希真、陈丽卿同上。）
陈希真　　（白）　　　　　看此处竟有这一座高大的店房，我们就在此处安歇了罢。
店小二　　（白）　　　　　我说二位是住店的吗？我们这里有好房间，又有好槽道，连人带牲口全有地方。
陈希真　　（白）　　　　　好，将马带进去。
（陈希真、陈丽卿、店小二同转场。）
店小二　　（白）　　　　　二位要什么东西？
陈丽卿　　（白）　　　　　有什么现成的吃食？
店小二　　（白）　　　　　有黄牛肉大包子，好不好？
陈丽卿　　（白）　　　　　好，取来我用。
店小二　　（白）　　　　　伙计们，拿一盘包子来。
　　　　　　　　　　　　　包子到！
陈希真　　（白）　　　　　唤你再来，你且退下。
店小二　　（白）　　　　　是啦！
（店小二下。）
陈丽卿　　（白）　　　　　爹爹请用！
陈希真　　（白）　　　　　我儿先用。
（陈丽卿吃包子，细看。）
陈希真　　（白）　　　　　你看些什么？
陈丽卿　　（白）　　　　　这包子不晓得是什么馅子？
陈希真　　（白）　　　　　方才店家言道，是牛肉的，难道你不曾听见？
陈丽卿　　（白）　　　　　但是吃到口里觉得有些干啦啦。
陈希真　　（白）　　　　　既不好吃，你就少吃上几个。
陈丽卿　　（白）　　　　　孩儿也不用了，待我倒后面小解去。
（陈丽卿下。）
陈希真　　（白）　　　　　看我儿一路之上倒有些男子气概，纵有人遇见，也断看不出她是一女子。
（陈丽卿急跑上。）
陈丽卿　　（白）　　　　　爹爹，大事不好了！
（诸大娘暗上，听。）
陈希真　　（白）　　　　　为何这样大惊小怪？
陈丽卿　　（白）　　　　　孩儿去到后面小解，听得墙外有人言语。孩儿偷看了一番，原来是一座黑店。
　　　　　　　　　　　　　见有几个人在那里洗剥一个人，还有几个人头在檐前悬挂。方才那包子，定是
　　　　　　　　　　　　　人肉的了！
陈希真　　（白）　　　　　幸而为父不曾吃，不然竟将我的道行坏了！
陈丽卿　　（白）　　　　　你我父女就打进去便了！
（诸大娘跑下。）
陈希真　　（白）　　　　　好！拿了兵器，到后面看个动静再讲。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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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场】

（诸大娘上。）
诸大娘　　（白）　　　　　伙计们快来！
（八大汉、店小二同上。）
诸大娘　　（白）　　　　　方才来的二位客人已看破我们的形景，先杀了他再讲！
（陈希真、陈丽卿同上，同起打，八股挡，诸大娘、八大汉、店小二同败下，陈丽卿追下。陈希真耍刀花下。
陈丽卿上，八大汉、店小二同上，同起打，陈丽卿杀八大汉、店小二。邓云上，打，陈希真追上，刀劈邓
云，陈丽卿杀诸大娘。）
陈丽卿　　（白）　　　　　已将众贼杀死，待孩儿取火，烧了他的店房！
（陈丽卿火烧店房，陈丽卿、陈希真同下。）

【第二十九场】

（四下手、四英雄、邝金龙、沙摩海同上。〖点绛唇〗。邝金龙、沙摩海同坐高台。）
邝金龙　　（念）　　　　　自幼浪荡在绿林，梁山泊上有吾名。
沙摩海　　（念）　　　　　怀揣一片杀人胆，谁不闻名胆颤惊。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俺，（邝金龙）（沙摩海）。奉了宋大哥之命，在这冷艳山上独霸为王；也曾
　　　　　　　　　　　　　命邓云同诸大娘在飞熊岭开了一座黑店，劫杀过往客商，倒也快乐。
　　　　　　　　　　　　　喽啰的！
四下手　　（同白）　　　　有！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伺候了！
（店伙上。）
店伙　　　（白）　　　　　启禀二位大王：大事不好了！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何事慌张？
店伙　　　（白）　　　　　店中来了两个军官，一老一少，看破了我们的行事就动起手来。邓云、诸大娘
　　　　　　　　　　　　　皆被他杀死了。店中人死了一大半，跑了一半，是我前来，与二位大王送信。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竟有这等事！但不知他二人往哪里去了？
店伙　　　（白）　　　　　他们往东北去了。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我等打从后山绕道迎上前去。
（四英雄同允，众人同下。）

【第三十场】

（陈希真、陈丽卿同上。内喊声。）
陈希真　　（白）　　　　　那旁有人呐喊，必有歹人。
陈丽卿　　（白）　　　　　小小毛贼，就有万人，孩儿也要杀他一个干干净净！
陈希真　　（白）　　　　　待为父帮助于你。
陈丽卿　　（白）　　　　　爹爹只管看守了行囊、马匹，待孩儿一人杀上前去。
陈希真　　（白）　　　　　好！儿若不胜他们，为父再来帮你。
（四下手、四英雄引邝金龙、沙摩海同上。）
邝金龙、
沙摩海　　（同白）　　　　呔！大胆贼人，竟敢毁坏俺岭上的店房，快快将首级留下！
陈丽卿　　（白）　　　　　休得胡言！看枪！
（陈丽卿、邝金龙、沙摩海同起打，对打。陈丽卿败下，四下手、四英雄、邝金龙、沙摩海同追下。）

【第三十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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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真上。）
陈希真　　（白）　　　　　看他们人多势众，待吾祭起五雷，唬他们一唬。
（由天井中落雷、放黄烟。陈丽卿上，杀邝金龙、沙摩海，四下手、四英雄同被陈希真杀死。）
陈丽卿　　（白）　　　　　众贼人俱被孩儿杀净了。但不知青天白日，为何打了一个大霹雳吓！
陈希真　　（白）　　　　　此乃是为父作法，吓死这些狗头。
陈丽卿　　（白）　　　　　只是孩儿倒反觉得杀得痛快。
陈希真　　（白）　　　　　闲话休言，我等就此去也！
（陈希真、陈丽卿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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