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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珠记》（一名：《蔡鸣凤》；一名：《清朝八出》）

主要角色
魏打算：丑
祝玉兰：旦
祝有德：生
祝母：老旦
蔡鸣凤：小生
宋标：净
范材密：丑
丑仆：丑

情节
有蔡鸣凤者，山西太谷县人，娶同县祝有德之女祝玉兰为妻，琴瑟静好，绝无闲言。因思终日赋闲，殊非了
局，乃往奉天经商。居积三年，幸获余利，计议遄返，以慰床头人之盼望。藏银五百余两，择日起程。为盗
贼魏打算所探悉，意欲乘机攫取，而蔡鸣凤防备周密，无从下手。该贼又不忍舍去，于是步亦步，趋亦趋，
暗随蔡鸣凤之后，直至太谷县境，一若护送其归家也者。蔡鸣凤经过祝氏之宅，入内探望岳父母。祝有德老
夫妇久别乍逢，欣喜无限。留以晚餐。蔡鸣凤作别回家，举手敲门，伫立良久，方始开出，盖蔡鸣凤到奉天
之后，祝玉兰不惯独宿，与邻居屠户宋标姘居。是夜正值中秋佳节，两人设宴欢会，庆赏团圆明月。出其不
意，蔡鸣凤回家。心中忿恨，不可言喻。祝玉兰将宋标藏匿妥当，虚与周旋，伪为亲昵，蔡鸣凤见室内盛设
酒肴，且有两份杯箸，诘问再三，祝玉兰用巧言掩饰，始释疑团。蔡鸣凤奔走疲乏，上床睡卧，少时鼾声大
作。祝玉兰已立定主意，与宋标言明，欲致蔡鸣凤于死地。宋标虽为杀猪生活，不敢以人命为儿戏，而祝玉
兰心狠手辣，即取厨刀，向蔡鸣凤脑门力劈，登时毕命。埋尸坑下，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矣。翌日，祝有德来，
不见蔡鸣凤踪迹，盘诘祝玉兰，毫无头绪。祝玉兰暗想，蔡鸣凤既与父亲晤面，唯父亲知其归家，若欲穷
究此事，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不如归罪于父亲，以图自己脱累。遂至县衙控告，说父亲祝有德图财害命。
丈夫尸身，尚无着落。县官提讯，父女各执一词。将祝有德暂时羁押，以便再审。祝有德入监，遇见窃贼魏
打算，将祝玉兰狼毒形状，演说出来。又愿作证人，为祝有德昭雪。盖魏打算跟随蔡鸣凤，先已进门，伏在
暗处。蔡鸣凤、祝玉兰、宋标三人之一举一动，自起点以至终局，历历在目，惊骇汗流，不敢再转偷银之念。
惘惘出门，恰县官查夜，做贼情虚，被其看出，捉去监禁。因此与祝有德相会。祝有德之妻，进监送饭，
听知备细，赶紧击鼓喊冤，禀明县官。提出魏打算，当堂审问，所有目击情形，和盘托出。立即捉拿宋标、
祝玉兰到案，以治严刑。二人无可狡赖，一一供吐。定祝玉兰谋杀亲夫之罪。依前清刑律，处以六刀。宋标
亦问以斩立决。魏打算有昭雪冤枉之功，因祝有德无子，认为螟蛉。蔡鸣凤已死，无继承之人，蔡氏产业，
赏给魏打算，作孝养嗣父母之费，案遂结焉。

注释
天下唯妇人具柔懦之质，以其举动言之也，至于运用心思，适成柔懦之反比例。故谚有之曰：鹤顶血，蜂尾
针，两般皆不毒，最毒妇人心。枥老为此言，必遭女界中之呵叱。甚且有鸣其不平者，然毒者有之，不毒者
亦有之，非可以一概论也。今观《串珠记》一剧，淫毒妇如祝玉兰。诚属罕有其匹。

根据《戏考》第三十册整理

【第一场】

（蔡鸣凤上。）
蔡鸣凤　　（吹腔）　　　　贸易岂无廊庙志，
　　　　　　　　　　　　　权衡须用圣贤心。
　　　　　（白）　　　　　在下蔡鸣凤，山西太谷县人氏。是我在奉天贸易，贩卖珠花，已有三载。货物
　　　　　　　　　　　　　卖尽，赚银五百余两。且喜账目讨清转回原郡，行了二十余日，看看离家不远，
　　　　　　　　　　　　　就此前往。
　　　　　（吹腔）　　　　自离家乡有三年，
　　　　　　　　　　　　　贩卖珠花到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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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串珠记》 2

　　　　　　　　　　　　　赚银共有五百两，
　　　　　　　　　　　　　讨清账目转家园。
　　　　　　　　　　　　　一路上风景无心看，
　　　　　　　　　　　　　披星戴月转乡关。
（蔡鸣凤下。）

【第二场】

（魏打算上。）
魏打算　　（念）　　　　　钻穴蹿墙为事业，偷鸡盗狗做生涯。
　　　　　（白）　　　　　我，魏打算，保定人氏。自幼父母双亡，不习正业，以偷盗为生。前日在路上，
　　　　　　　　　　　　　遇见一位卖珠子客人，所带银子不少，我就暗地里跟随于他。听说他是山西
　　　　　　　　　　　　　太谷县人氏，看此地已离太谷不远，只是我不能下手，如何是好？嗳，一不做
　　　　　　　　　　　　　二不休，我爽利跟他到太谷县家中，把他的银子，给他一个一网打尽，岂不是
　　　　　　　　　　　　　好？正是：
　　　　　（念）　　　　　任凭你走到东海里，我也赶到你水晶宫。
（魏打算下。）

【第三场】

（祝玉兰上。）
祝玉兰　　（引子）　　　　丈夫贸易在外边，留下奴家受孤单。
　　　　　（念）　　　　　慢说风流话，风流非等闲。人生最乐事，男女共交欢。
　　　　　（白）　　　　　奴家祝玉兰。丈夫蔡鸣凤，只因他贩卖珠花，去往奉天，一去三载不回，把奴
　　　　　　　　　　　　　家一人留到家中，甚是凄凉寂寞。是我结交一人，名唤宋标，乃是一个宰杀的
　　　　　　　　　　　　　屠户，虽然他有一嘴的胡子，人倒甚是强壮。我二人倒也情投意合，常常来往。
　　　　　　　　　　　　　看明日乃是八月中秋，家家供月团圆，我不免预备些酒菜，等他明日到来，
　　　　　　　　　　　　　与他畅饮一回。岂不是好。
　　　　　（南梆子慢板）　叹人生在世上光阴似箭，
　　　　　　　　　　　　　看日月快如梭易老红尘。
　　　　　　　　　　　　　趁青春我二人留连缱绻，
　　　　　　　　　　　　　明日里庆佳节倒凤颠鸾。
（祝玉兰下。）

【第四场】

（蔡鸣凤上。）
蔡鸣凤　　（西皮摇板）　　晓行夜宿往前奔，
　　　　　　　　　　　　　不觉来到了岳父的门。
　　　　　（白）　　　　　来此已是岳父的门首，我不免进去，探望岳父岳母。再回家中，也还不迟。
　　　　　　　　　　　　　呀，岳父开门来！
（祝有德上。）
祝有德　　（西皮摇板）　　乡村居住亲朋少，
　　　　　　　　　　　　　看是何人把门敲？
　　　　　（白）　　　　　是哪个？
（祝有德开门。）
祝有德　　（白）　　　　　原来是贤婿回来了。
蔡鸣凤　　（白）　　　　　啊岳父。
祝有德　　（白）　　　　　贤婿家中请坐。
　　　　　　　　　　　　　妈妈快来！
（祝母上。）
祝母　　　（白）　　　　　何事？
祝有德　　（白）　　　　　你我的女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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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母　　　（白）　　　　　在哪里？
蔡鸣凤　　（白）　　　　　啊，岳母。
祝母　　　（白）　　　　　贤婿。
蔡鸣凤　　（白）　　　　　岳父母请上，受小婿一拜。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不消拜了。
祝母　　　（白）　　　　　贤婿，可曾用饭？
蔡鸣凤　　（白）　　　　　只顾赶路，尚不曾用饭。
祝有德　　（白）　　　　　妈妈，看看家中，有什么酒饭，快快拿来，与贤婿充饥。
祝母　　　（白）　　　　　待我去取来。
祝有德　　（白）　　　　　一路之上，多受风霜。
祝母　　　（白）　　　　　酒饭在此，老老你陪贤婿吃一杯吧。
祝有德　　（白）　　　　　贤婿请。
蔡鸣凤　　（白）　　　　　岳父请。
祝有德　　（白）　　　　　贤婿，此番出外，但不知生意如何？
蔡鸣凤　　（白）　　　　　岳父容禀。
　　　　　（西皮摇板）　　小婿出外有三载，
　　　　　　　　　　　　　生意也还称心怀。
　　　　　　　　　　　　　赚了银钱五百两，
　　　　　　　　　　　　　因此转回故乡来。
祝有德　　（白）　　　　　好好好，有这五百两银子，买些田产，从此就可以不必出远门了。
蔡鸣凤　　（白）　　　　　正是。看天色不早，小婿要进城回家了。
祝有德　　（白）　　　　　天已不早，贤婿速回家中，也免得我女儿在家盼望，改日老夫，再去看你。
蔡鸣凤　　（白）　　　　　小婿就告辞了。
　　　　　（唱）　　　　　辞别岳父出庄院，
　　　　　　　　　　　　　急急忙忙回家园。
（蔡鸣凤下。祝有德、祝母同下。）

【第五场】

宋标　　　（内白）　　　　走呀！
（宋标上。）
宋标　　　（西皮摇板）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白）　　　　　吾，宋标，乃是一个杀猪的屠户。自幼贪恋美色，只因蔡鸣凤的妻子，生得标
　　　　　　　　　　　　　致俊俏，吾与她眉来眼去，勾搭上了，已有一载，常来常往。今日已是八月十
　　　　　　　　　　　　　五，中秋佳节，吾不免去到他家，畅饮一番。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待吾敲门。
（祝玉兰上。）
祝玉兰　　（西皮摇板）　　中秋佳节月光满，
　　　　　　　　　　　　　家家户户庆团圆。
　　　　　（白）　　　　　是哪一个呀？
（宋标拍手，祝玉兰内拍手，开门。）
祝玉兰　　（白）　　　　　来了么。我正在此想你，
宋标　　　（白）　　　　　快将门闭上。
（祝玉兰关门。）
宋标　　　（白）　　　　　哪里来的这些酒菜？
祝玉兰　　（白）　　　　　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家家赏月，以做团圆之会。是奴家特备酒饭，要与你同饮
　　　　　　　　　　　　　一醉。
宋标　　　（白）　　　　　好好，快拿酒来。
（蔡鸣凤上。）
蔡鸣凤　　（念）　　　　　离家已三载，景物竟依然。
（魏打算随蔡鸣凤上，偷看，摸蔡鸣凤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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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鸣凤　　（白）　　　　　待我叫门。
　　　　　　　　　　　　　啊，开门来！
宋标　　　（白）　　　　　呀，外厢有人叫门，莫非你又有了新相知了么？
祝玉兰　　（白）　　　　　你休得胡言，待我问来。
　　　　　　　　　　　　　是哪个呀？
蔡鸣凤　　（白）　　　　　我是你丈夫回家了。
祝玉兰　　（白）　　　　　哎呀，不好了，我家丈夫回来了。
宋标　　　（白）　　　　　这便怎么处？
祝玉兰　　（白）　　　　　你且藏在这桌案之下，再做道理。
宋标　　　（白）　　　　　你要放我快快出去才好。
祝玉兰　　（白）　　　　　你莫要害怕，等他进了房门，我再放你走去。
（宋标藏。）
蔡鸣凤　　（白）　　　　　快开门来。
祝玉兰　　（白）　　　　　来了。
（祝玉兰开门，魏打算隐入门，欲入桌下，碰宋标，转身上帐子。祝玉兰关门。）
祝玉兰　　（白）　　　　　官人回来了。
蔡鸣凤　　（白）　　　　　回来了。
祝玉兰　　（白）　　　　　路上多受风霜了。
蔡鸣凤　　（白）　　　　　正是。今日为何有这许多的酒菜在此？
祝玉兰　　（白）　　　　　今日乃是中秋佳节，是奴家思念官人，因此做了几样菜，在这里饮酒解烦。
蔡鸣凤　　（白）　　　　　呀，你既是一人饮酒，为何有两副杯箸？
祝玉兰　　（白）　　　　　这个，啊官人，是你有所不知，自你去后，奴家终日思念于你，每逢用饭，俱
　　　　　　　　　　　　　用两份杯箸。照你在家一般。
蔡鸣凤　　（白）　　　　　倒亏了娘子，这般多情了。来，将行李箱笼收讫。
祝玉兰　　（白）　　　　　但不知官人此番贸易，得了多少利息？
蔡鸣凤　　（白）　　　　　连本搭利，共有五百余两。
祝玉兰　　（白）　　　　　好了，你我夫妻有了这五百两银子，买些田产，就可不出远门了。
蔡鸣凤　　（白）　　　　　我今有了银子，至死也不出家门了。嗳呀，嗳呀，我为何头痛起来了！
祝玉兰　　（白）　　　　　想是你路上受了风寒，待我与你用手帕包起来。奴搀你至房中，歇息歇息去吧。
蔡鸣凤　　（白）　　　　　娘子扶我来。
（蔡鸣凤入帐内，祝玉兰坐看。）
祝玉兰　　（白）　　　　　官人你可用茶？
（蔡鸣凤鼾。祝玉兰笑，拍手叫宋标自桌下出。）
宋标　　　（白）　　　　　你快快放我出去吧。
（魏打算在帐后看。）
祝玉兰　　（白）　　　　　你今日去后，你可再来么？
宋标　　　（白）　　　　　我不来，我实实舍不得你。
祝玉兰　　（白）　　　　　你既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奴倒有一计，只是看你是愿做长头夫妻，是愿
　　　　　　　　　　　　　做短头夫妻。
宋标　　　（白）　　　　　长头短头，我是一概的不懂。
祝玉兰　　（白）　　　　　你若是要短头夫妻，自今去后，再也不许来了。
宋标　　　（白）　　　　　我实实舍不得你。
祝玉兰　　（白）　　　　　你要做长头夫妻，看他今日回来，并无一人知道，就将他一刀杀死，将尸骨埋
　　　　　　　　　　　　　在炕洞里面，岂不是好。
宋标　　　（白）　　　　　哎呀娘子呀！我终日杀猪宰羊，倒还能杀。要是杀人，我可是十分不成功。
祝玉兰　　（白）　　　　　无用的东西。待我来下手。你帮助于我便了。
（祝玉兰挽发脱衣，持厨刀磨。魏打算在帐后发抖。）
祝玉兰　　（白）　　　　　看刀！
（蔡鸣凤面带刀自帐内出，两厢愰，倒地。祝玉兰、宋标抬桌压，蔡鸣凤死，拖尸埋。魏打算开门急跑下。）
宋标　　　（白）　　　　　吓死我也，我要走了。
祝玉兰　　（白）　　　　　你不要走，今日还要与你过团圆节呐。
宋标　　　（白）　　　　　吓了我一裤子的尿。
（祝玉兰、宋标同下。）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30008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串珠记》 5

【第五场】

（魏打算跑上。）
魏打算　　（白）　　　　　哎呀，可吓死我啦！
（魏打算倒地，慢慢爬起。）
魏打算　　（白）　　　　　实指望要偷蔡鸣凤的银子，不想他女人，相遇了一个大胡子，二人定计，一霎
　　　　　　　　　　　　　时的工夫，可就把活活的一个人给害死啦。好厉害的淫妇呀！我算是跟了姓蔡
　　　　　　　　　　　　　的十多天，一两银子也没有到手。有道是贼不走空，我顺手掠了他一把酒壶，
　　　　　　　　　　　　　巧啦，这里头还有大半壶酒呐，待我喝了他再说。
二皂隶　　（内同白）　　　老爷查夜来啦！
魏打算　　（白）　　　　　不好啦，查夜的来啦。这怎么好？啊有啦，我到那边假装出恭，混过去再说。
（二差役提灯、二皂隶、县官随跟班同上。）
县官　　　（白）　　　　　看有什么歹人没有？
皂隶甲　　（白）　　　　　你在此做什么呀？
魏打算　　（白）　　　　　我在此拉屎。
皂隶甲　　（白）　　　　　你手拿何物？
魏打算　　（白）　　　　　这是一把酒壶。
皂隶甲　　（白）　　　　　你提把酒壶干什么？
魏打算　　（白）　　　　　我要打酒。
皂隶甲　　（白）　　　　　你方才说是出恭，怎么又说是打酒呀？
魏打算　　（白）　　　　　我这叫出恭带打酒。
县官　　　（白）　　　　　看这小子不像是个好人。
皂隶甲　　（白）　　　　　你出恭怎么不脱裤子呀？
魏打算　　（白）　　　　　哎哟，我倒忘了。
皂隶甲　　（白）　　　　　看你断不是好人。
县官　　　（白）　　　　　将他带回衙门里去。先把他押起来。
（皂隶甲锁魏打算，众人同下。）

【第六场】

（祝有德上。）
祝有德　　（白）　　　　　老夫祝有德，今日无事，去到城中，看看女婿蔡鸣凤，并看望吾的女儿。来此
　　　　　　　　　　　　　已是，待吾叫门。
　　　　　　　　　　　　　啊，开门来！
（祝玉兰上。）
祝玉兰　　（念）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叫门心不惊。
（祝玉兰开门。）
祝玉兰　　（白）　　　　　是哪个？原来是爹爹来了。
祝有德　　（白）　　　　　啊女儿，你丈夫可在家中？
祝玉兰　　（白）　　　　　啊，我那个什么丈夫呀？
祝有德　　（白）　　　　　前日你丈夫蔡鸣凤回转家来，曾在为父家中吃得晚饭，赶进城来的。
祝玉兰　　（白）　　　　　孩儿并未曾见过我的丈夫回来呀。
祝有德　　（白）　　　　　这倒奇了。他打从奉天归来，言道赚银有五百两，怎么你说是没有见，难道在
　　　　　　　　　　　　　这途中，还遇着什么歹人不成？
祝玉兰　　（白）　　　　　莫非他遇见什么人，将他谋害了不成？
祝有德　　（白）　　　　　此事真真奇怪。如此待为父去到亲戚家中去打听打听。
祝玉兰　　（白）　　　　　就请爹爹快快前去打听才好。
祝有德　　（白）　　　　　真真奇怪得很哪！
（祝有德下。）
祝玉兰　　（白）　　　　　且住，我前日将我的丈夫害死，只道无人知觉。哪晓得他曾在吾父亲家中，吃
　　　　　　　　　　　　　过饭来。此事只恐隐瞒不住，如何是好？也罢，我不免去到县中喊冤，就说我
　　　　　　　　　　　　　父亲，见了我丈夫的银子，图财害命。我先抢上一个原告，任凭那县官去断便
　　　　　　　　　　　　　了。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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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串珠记》 6

　　　　　（念）　　　　　有心下毒手，哪管坏良心！
（祝玉兰下。）

【第七场】

（四龙套、二皂隶、跟班、县官同上。）
县官　　　（引子）　　　　官居县令，为百姓，辩白冤情。
　　　　　（白）　　　　　下官，高明，官居太谷县正堂。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来呀，放告牌抬出！
（祝玉兰上。）
祝玉兰　　（白）　　　　　冤枉！
皂隶甲　　（白）　　　　　有一妇人喊冤。
县官　　　（白）　　　　　带上来。
（皂隶甲引祝玉兰跪。）
祝玉兰　　（白）　　　　　小妇人与老爷叩头。
县官　　　（白）　　　　　这一妇人，姓甚名谁，有什么冤枉，一一诉来。
祝玉兰　　（白）　　　　　小妇人蔡祝氏，嫁于蔡鸣凤为妻。丈夫前三年到奉天贩卖珠花，赚了五百多两
　　　　　　　　　　　　　人银子，不想他前天回来啦。他打从我爹爹祝有德门前经过，就去看望我爹娘，
　　　　　　　　　　　　　在那里吃过饭。谁知我爹爹见财起意，将我丈夫害死，请求老爷做主。
县官　　　（白）　　　　　听你这个话，你丈夫是没有到家里来呀！既是没有到家里来，这个事你是怎么
　　　　　　　　　　　　　知道的呢？
祝玉兰　　（白）　　　　　这是我爹爹今日到小妇人家中说的。
县官　　　（白）　　　　　这件事情，可就怪啦。
　　　　　　　　　　　　　来，拿火签快把祝老头子提了来！
（皂隶甲应下。）
县官　　　（白）　　　　　我想这天底下，断没有丈人害女婿的道理，也没有女儿告爹的道理。这件事，
　　　　　　　　　　　　　可真是逆伦了。
（皂隶甲引祝有德同上。）
祝有德　　（白）　　　　　叩见大老爷。
县官　　　（白）　　　　　你叫什么名字？
祝有德　　（白）　　　　　小人叫祝有德。
县官　　　（白）　　　　　你不是有德，你实是缺德。今个你女儿把你告下来啦！说你图财害命。你是怎
　　　　　　　　　　　　　么样害你的女婿，要与我从实说来！
祝有德　　（白）　　　　　哎呀老爷呀！只因前日，我女婿蔡鸣凤打从奉天贸易而归，打从小人门前路过，
　　　　　　　　　　　　　曾在小人家中吃过晚饭，饭后即进城回家去了。小人今日来到城中，探望于
　　　　　　　　　　　　　他，不想吾女儿说他未曾回得家来，其中不知是何原故，望祈老爷做主。
祝玉兰　　（白）　　　　　爹爹，你若是图财害命，今日来到公堂，要从实讲来，免受拷打。
祝有德　　（白）　　　　　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为父偌大年纪，焉能做此伤天害理之事？你怎么竟自诬
　　　　　　　　　　　　　赖在为父的身上？
祝玉兰　　（白）　　　　　爹爹你既说不曾害他，为何人财两空，他倒是往哪里去了？
县官　　　（白）　　　　　此事你父女二人也不必争论。
　　　　　　　　　　　　　来，暂将祝有德押在监中，蔡祝氏是原告，你且回去，听候传讯。
　　　　　　　　　　　　　来，退堂。
（四龙套、皂隶乙、跟班、县官同下。祝玉兰下。）
祝有德　　（白）　　　　　这是哪里说起！
（皂隶甲押祝有德同下。）

【第八场】

（范材密上。）
范材密　　（念）　　　　　自幼专习萧何律，每为囚徒定罪名。
　　　　　（白）　　　　　吾姓范，名材密，绍兴人氏。在太谷县当一位刑名师爷，东家相待甚好，无奈
　　　　　　　　　　　　　他不肯要钱。有许多人来，托吾讲情。只是东家，一味要做清官格，不受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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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串珠记》 7

　　　　　　　　　　　　　倒叫吾一个外钱也弄弗到手。这也是财不佳。
（县官随跟班同上。）
跟班　　　（白）　　　　　老爷来啦。
（丑仆上。）
丑仆　　　（白）　　　　　师爷，老爷来哉。
范材密　　（白）　　　　　请请。
县官　　　（白）　　　　　老夫子。
范材密　　（白）　　　　　东家，请坐。今天退堂甚晚。
县官　　　（白）　　　　　可不是嘛！只因为蔡鸣凤这一起案子，叫吾十分的难断。兄弟特来请教。
范材密　　（白）　　　　　革格案子，其中定有原故格。
县官　　　（白）　　　　　据兄弟看，这祝有德是个忠厚老实人，断不至于图财害他的女婿。
范材密　　（白）　　　　　革格事体，据吾看来，只怕是财字上边，酒字下边，格个字。
县官　　　（白）　　　　　不错，不错。兄弟看蔡祝氏说话言语之间，有点支支吾吾，看那分神气，未免
　　　　　　　　　　　　　有些不规矩。
范材密　　（白）　　　　　革格弗规矩，只怕就是一个的的确确一个淫妇人呐。明日东家就用刑法来收拾
　　　　　　　　　　　　　她，叫她招出奸夫来，就好辨哉。
县官　　　（白）　　　　　但她是个原告，要用严刑，竟说她有奸情，未免也有点冒失。
范材密　　（白）　　　　　她既能诬告她的生身之父，天良都弗有哉。就拷她一个逆伦，也没煞对他弗起。
县官　　　（白）　　　　　这件事，实在叫人难以捉摸。
范材密　　（白）　　　　　东家，尚未吃饭吧？
跟班　　　（白）　　　　　请老爷吃饭。
县官　　　（白）　　　　　少陪。
范材密　　（白）　　　　　明朝会。
（县官下。）
范材密　　（白）　　　　　东家革格人，太仁慈哉。
（范材密下。）

【第九场】

祝母　　　（内白）　　　　走哇！
（祝母上。）
祝母　　　（二黄摇板）　　我丈夫无故受灾星，
　　　　　　　　　　　　　好不叫人痛伤情。
　　　　　（白）　　　　　我丈夫祝有德，不知被何人所告，拿在衙内，囚禁监牢。老身备些茶饭，去到
　　　　　　　　　　　　　监中探望一回，就此前往。
　　　　　（二黄摇板）　　悲悲切切往前进，
　　　　　　　　　　　　　不觉来到县衙门。
　　　　　（白）　　　　　来此县衙，待我到监中走走。
　　　　　　　　　　　　　呀，禁卒大哥！
（禁卒上。）
禁卒　　　（白）　　　　　是哪一个？
祝母　　　（白）　　　　　我是前来送饭的。
禁卒　　　（白）　　　　　与哪一个送饭呐？
祝母　　　（白）　　　　　与我丈夫祝有德送饭的。
禁卒　　　（白）　　　　　待我与你开监门。
　　　　　　　　　　　　　你进来吧。
祝母　　　（白）　　　　　老老在哪里？
（祝有德上。）
祝有德　　（白）　　　　　哎呀，妈妈来了！
祝母　　　（白）　　　　　老老你被何人所告？
祝有德　　（白）　　　　　你再不要提起。
（魏打算暗上，看篮中饭，取饭吃。）
祝有德　　（白）　　　　　就是那不孝的玉兰贱婢！她道我图财害命，害死女婿蔡鸣凤。县太爷因此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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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串珠记》 8

　　　　　　　　　　　　　囚在监内了哇！
　　　　　（二黄摇板）　　她道我害死蔡鸣凤，
　　　　　　　　　　　　　因此囚禁在监中。
祝母　　　（白）　　　　　小贱人呐！
　　　　　（二黄摇板）　　大骂贱人太不良，
　　　　　　　　　　　　　诬告天伦为哪桩？
　　　　　（白）　　　　　老老，这里有茶饭在此，与你充饥。
祝有德　　（白）　　　　　腹中甚是饥饿，快快拿来我用。
祝母　　　（白）　　　　　待我取来。
　　　　　　　　　　　　　呀，我这篮中茶饭，被哪个吃了去了。
（祝母看魏打算。）
祝母　　　（白）　　　　　莫非是你吃了么？
魏打算　　（白）　　　　　不错，就是我老人家吃了。
祝母　　　（白）　　　　　我把你这个狗头。
魏打算　　（白）　　　　　别骂人。
祝母　　　（白）　　　　　我这茶饭，乃是与丈夫充饥的，你与我吃了，是何道理？
魏打算　　（白）　　　　　老太太，你别生气，我是两天没有吃饭啦，今天扰你一顿，必有厚报。
祝母　　　（白）　　　　　你乃是一个叫花子，你还能报答我什么呀？
魏打算　　（白）　　　　　人不可以貌相，你们这一件官司，你是想打赢了，还是想打输了呐？
祝母　　　（白）　　　　　这件官司，如若是打输了，岂不要偿命的么？
魏打算　　（白）　　　　　对呀，既是要想赢，包在我的身上，管保能以保全你丈夫的性命。
祝母　　　（白）　　　　　倘能如此，我二老感恩非浅。
魏打算　　（白）　　　　　可有一层，你丈夫的命保全了，可把你女儿的命就送了。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想那不孝忤逆之人，死有余辜！
魏打算　　（白）　　　　　那就得啦。老太太，你去击堂鼓，就说蔡鸣凤的案子，我全知道。
祝母　　　（白）　　　　　既能如此，可就是我二老的恩人了。但不知恩人上姓高名？
魏打算　　（白）　　　　　我叫魏打算。
祝有德　　（白）　　　　　恩公请上，受我二老一拜！
魏打算　　（白）　　　　　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你就去击鼓吧。
祝母　　　（白）　　　　　待我前去。
（魏打算、祝有德同下。祝母出监，击鼓。四青袍、二皂隶引县官同上。）
县官　　　（念）　　　　　忽听堂鼓声敲，想是公文来到。
祝母　　　（白）　　　　　冤枉！
县官　　　（白）　　　　　何人喊冤？带上来。
（皂隶甲引祝母跪。）
祝母　　　（白）　　　　　叩见大老爷！
县官　　　（白）　　　　　胆大贫婆，擅敢击本县堂鼓，该当何罪？
祝母　　　（白）　　　　　启老爷：贫妇人乃祝有德之妻杨氏，为夫鸣冤。
县官　　　（白）　　　　　你为夫鸣冤，你知道蔡鸣凤是谁人害得他？
祝母　　　（白）　　　　　监中有一人，名唤魏打算，此事他尽情知道。
县官　　　（白）　　　　　哪儿有这一个魏打算？
跟班　　　（白）　　　　　回老爷的话，莫非就是前一天晚上，拿住那一个，出恭带打酒的小毛贼吧。
县官　　　（白）　　　　　哦，是啦。
　　　　　　　　　　　　　来，把他带上来！
（魏打算上。）
魏打算　　（白）　　　　　叩见老爷！
县官　　　（白）　　　　　大胆毛贼，你前天犯夜，我并没有治罪于你，你在监中竟敢多事。这人命关天
　　　　　　　　　　　　　的事，你竟敢承当吗？
魏打算　　（白）　　　　　老爷不必动怒，待小人慢慢讲来。
县官　　　（白）　　　　　你若有一字差错，本县就要你狗腿使！
魏打算　　（白）　　　　　小人叫魏打算。
县官　　　（白）　　　　　我知道你叫魏打算。你怎么会知道这件案情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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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打算　　（白）　　　　　小人是个贼。
县官　　　（白）　　　　　我早就看出你是个贼来啦。讲！
魏打算　　（白）　　　　　乃是保定人氏。是小人在这山西直隶交界的所在，遇见了蔡鸣凤，我看见他的
　　　　　　　　　　　　　行李甚重，猜他所带的银子必定不少，小人就要偷他。谁知阳关大路人烟稠密，
　　　　　　　　　　　　　无从下手。一直可就跟到他来在太谷县。他路过他岳父门首，他就进去吃了
　　　　　　　　　　　　　一顿饭，那时天气就快要黑了。他急急赶进城来，小人也同他进了城。到了他
　　　　　　　　　　　　　家中，那门是关着的，他就叫开门来，里头有人问道——
（魏打算捏鼻子做女声。）
魏打算　　（白）　　　　　是谁叫门呐？那蔡鸣凤就说是你丈夫回来了。里边就说道，来了。只管说来了，
　　　　　　　　　　　　　可就有许多的功夫，才把门开了。小人就隐着身子跟进去，才要往桌子底下
　　　　　　　　　　　　　去躲藏，谁知道桌子下面，先有一人在那儿蹲着呐。小人就入了卧房，在帐子
　　　　　　　　　　　　　后面藏躲。那蔡鸣凤一看桌子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他就问道，这许多的酒
　　　　　　　　　　　　　菜是哪里来的？他女人说，这是今天八月十五，我思想你不在家中，因此做了
　　　　　　　　　　　　　几样菜，打了些酒，在此解闷的。那蔡鸣凤又一看，说道，你一人饮酒，为何
　　　　　　　　　　　　　用两份杯箸？那女人又说道，自从你不在家中，我每日用饭，俱是两份杯箸，
　　　　　　　　　　　　　如同你在家一样。那鸣凤他也信了。他说多承娘子的美意。那女人又问他生意，
　　　　　　　　　　　　　赚了多少银子？他说赚有五百余两。那个女人又说道，你我有了这许多银子，
　　　　　　　　　　　　　买上些田地，就可以不必再出远门了。那蔡鸣凤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
　　　　　　　　　　　　　是十分不吉祥，他说我至死也不出家门了。那女人把银子也收讫了。蔡鸣凤就
　　　　　　　　　　　　　说道，我这头为何疼痛起来？那女人说，想是路上受了风寒。她就拿了一块手
　　　　　　　　　　　　　巾，替他把头包起来，扶他到屋里炕上。她说你暂且歇息歇息吧。那蔡鸣凤，
　　　　　　　　　　　　　本来一路辛苦，上了炕，就呼天撤地睡着了。那桌子底下，可就钻出一个大胡
　　　　　　　　　　　　　子来。他就要走，那女人一把拉住他，说你不要走，你还是想做长夫妻，是短
　　　　　　　　　　　　　夫妻？那一个胡子说，什么长短我一概不懂。那女人说，要是短夫妻，你今天
　　　　　　　　　　　　　走了，从此再也别来了。那个胡子说，我实实舍不得你呀。那女人说，既舍不
　　　　　　　　　　　　　得我，就做长夫妻。你我二人，把他害死。把尸首埋在炕洞里面，管保一个人
　　　　　　　　　　　　　也不知道。那个胡子说，我虽然是杀猪宰羊，生平实实不曾杀过人。那女人说，
　　　　　　　　　　　　　好没用的东西。她挽挽头发，脱了大衣裳，拿了一把切菜刀，喀喳，就是一
　　　　　　　　　　　　　刀，正砍在那蔡鸣凤头上，他跳下床，左一晃，右一晃，可就躺在地下了。他
　　　　　　　　　　　　　二人把桌子抬过来，返压在他身上，可就把他给压死了。
县官　　　（白）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喊叫人救他去呀？
魏打算　　（白）　　　　　哎呀我的大老爷呀，那时候，那蔡祝氏如同煞神附体一般，小人吓得动都动不
　　　　　　　　　　　　　了啦，哪儿还能喊叫。况且他们是两个人，小人是一个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县官　　　（白）　　　　　这也难怪。听你之言，可有虚谎？
魏打算　　（白）　　　　　断无虚谎。
县官　　　（白）　　　　　但那个胡子是谁？
魏打算　　（白）　　　　　他说他杀猪宰羊，多一半是个屠户。
县官　　　（白）　　　　　你们可知道这屠户是谁？
皂隶甲　　（白）　　　　　蔡鸣凤之前巷，有一宋标，是个大胡子。
县官　　　（白）　　　　　来，把他给我提了来。
（皂隶甲下。）
县官　　　（白）　　　　　魏打算，他们少时到来，你可敢同他们质对？
魏打算　　（白）　　　　　小人与他质对。
（皂隶甲押宋标同上。）
宋标　　　（白）　　　　　叩见老爷。
县官　　　（白）　　　　　大胆宋标，你同蔡祝氏，因奸杀死蔡鸣凤。从实招来，免受严刑！
宋标　　　（白）　　　　　小人是个屠户，只会杀猪，不知蔡家之事。
县官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先打五十个嘴巴！
（皂隶甲打宋标。）
皂隶甲　　（白）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县官　　　（白）　　　　　快快招来。
宋标　　　（白）　　　　　小人与蔡祝氏通奸，却是有的，伤人之事，实实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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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打算　　（白）　　　　　朋友，你在桌子底下钻出来要走，倒是没有杀人的心，无奈叫蔡祝氏逼的你是
　　　　　　　　　　　　　没有法子啦。
宋标　　　（白）　　　　　你是何人，为何诬赖我？
魏打算　　（白）　　　　　那一天晚上，在桌子底下，我要往里钻，谁知道被你倒先把地方给我占了。
宋标　　　（白）　　　　　老爷，他是一盗贼，老爷要重办他才是。
县官　　　（白）　　　　　他是个贼，我早就知道。要不亏了他，这案如何能破？
　　　　　　　　　　　　　来呀，带蔡祝氏！
（皂隶乙押祝玉兰同上。祝玉兰看见宋标，混身发抖。）
县官　　　（白）　　　　　蔡祝氏，你谋死亲夫，还敢诬赖生身之父，天良何在？快快从实招上来！
祝玉兰　　（白）　　　　　老爷，叫小妇人招什么呀？
宋标　　　（白）　　　　　你我之事，皆被这个小毛贼看见了。不必隐瞒，招了吧！
县官　　　（白）　　　　　叫他二人画供！
二皂隶　　（同白）　　　　画供！
（宋标、祝玉兰同画供。）
县官　　　（白）　　　　　蔡祝氏凌迟处死，宋标斩首。明日五鼓行刑。将他们先押在监内！
（二皂隶押祝玉兰、宋标同下。）
县官　　　（白）　　　　　来，唤祝有德夫妇上来。
（祝有德、祝母同上。）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叩见老爷。
县官　　　（白）　　　　　你们的冤枉，全仗魏打算这小子的好处。你二人身旁无子，将他做你的儿子，
　　　　　　　　　　　　　你意如何？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但凭天断，小人件件依从。
县官　　　（白）　　　　　来，带魏打算。
（皂隶甲引魏打算同上，魏打算跪。）
县官　　　（白）　　　　　我把你交给祝有德，你救了他的性命，他又无有儿子，就把你认在他的身旁。
　　　　　　　　　　　　　你要好好务正，不准偷盗人家。将蔡鸣凤的银子，除去殡葬他的尸骨，其余尽
　　　　　　　　　　　　　行赏给你，以做你养亲之费。就此当堂拜过！
（〖吹打〗。）
县官　　　（白）　　　　　退堂。
（县官、皂隶甲、四青袍同下。）
魏打算　　（白）　　　　　爹爹母亲！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我儿！
魏打算　　（白）　　　　　有。
祝有德、
祝母　　　（同白）　　　　随我来呀！
　　　　　（同笑）　　　　啊哈哈哈哈！
（祝有德、祝母、魏打算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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