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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锦枫》

主要角色
廉锦枫：旦
林之洋：老生
多九公：净
吴士公：丑

情节
廉锦枫本是一个孝女，岭南人氏，因地方发生乱事，流落到海外君子国。她的母亲梁氏多病，要常吃海参。
但是家中贫寒，无钱购买。廉锦枫特地学习游泳，沉入海中捕捉，供母食用。有一天在海中被邻国的渔人网
去，不肯放回，幸而遇见中国飘洋的客人唐敖、林之洋、多九公走到此间，才将廉锦枫救出，送还家中。廉
锦枫遭此危险，并不惧怯，仍要入海捕参。既到海中，突遇见一个大蚌精，和她争斗，她便拔出宝剑抵御，
终将蚌精杀死，取得许多大珠，送给唐敖等，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

注释
《廉锦枫》一剧，故事是出在《镜花缘》小说中。

根据《国剧大成》第七集整理

【第一场】

（林之洋上。）
林之洋　　（引子）　　　　性傲风霜，驾扁舟，历遍重洋。
（林之洋坐。）
林之洋　　（念）　　　　　几年牢落在天涯，闲倚清流数鬓华。一棹逍遥风月下，乾坤到处是吾家。
　　　　　（白）　　　　　卑人，林之洋。本贯德州平原县人氏。寄居岭南，作些海船生意。前日同定妹
　　　　　　　　　　　　　夫唐以亭，和老友多九公二人，又到海外贸易。一路而来，买卖却也顺利，今
　　　　　　　　　　　　　日已到君子国境，不免请出多、唐二位，上岸走走，看这君子国中，风俗如何。
　　　　　　　　　　　　　有请九公、妹丈。
（多九公、唐敖同上。）
多九公　　（念）　　　　　离家才几月，
唐敖　　　（念）　　　　　游历在外邦。
（多九公、唐敖同见林之洋。）
多九公　　（白）　　　　　林兄呼唤我等何事？
唐敖　　　（白）　　　　　姻兄呼唤何事？
林之洋　　（白）　　　　　九公、妹丈你看一帆风顺，已到君子国境，闻得此邦风俗好让不争，异常淳厚，
　　　　　　　　　　　　　我等何不前去观光，顺便作些买卖。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多九公、
唐敖　　　（同白）　　　　林兄之意正中下怀，如此我等即刻前往。
林之洋　　（白）　　　　　待我嘱咐舵工几句。
　　　　　　　　　　　　　吓，舵工。
舵工　　　（内白）　　　　有。
林之洋　　（白）　　　　　小心看守船只，我等上岸，去去就来。
舵工　　　（内白）　　　　老爷请便，小人自会小心。
林之洋　　（白）　　　　　如此我等一同去罢。
多九公、
唐敖　　　（白）　　　　　请。
林之洋　　（西皮摇板）　　每日里驾扁舟周游海上，
　　　　　　　　　　　　　幸喜得来到了君子之邦。
多九公　　（西皮摇板）　　听说是此国人不争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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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敖　　　（西皮摇板）　　因此上特地里前去观光。
（林之洋、多九公、唐敖同下。）

【第二场】

（廉锦枫上。）
廉锦枫　　（西皮慢板）　　遭不幸老严亲穷边丧命，
　　　　　　　　　　　　　撇下了母子们苦度光阴。
　　　　　　　　　　　　　老娘亲又得那阴虚之症，
　　　　　　　　　　　　　思想起不由人五内如焚。
　　　　　（白）　　　　　奴家，廉锦枫。爹爹廉礼，老母梁氏，生我姊弟二人，弟弟名亮，学中攻书，
　　　　　　　　　　　　　我家先世，原居岭南，后遭南北朝之乱，迁在这君子国居住。爹爹不幸，因参
　　　　　　　　　　　　　谋军务有失机宜，致被发潜远戍，死于异乡。家业因此耗尽，仆婢亦尽流亡，
　　　　　　　　　　　　　老母为此终日忧愁，又得阴虚之症，服药即吐，唯以海参煮食，方得稍安，怎
　　　　　　　　　　　　　奈海参难得，奴家久处海滨，颇谙水性，因此时常亲自入海，获取海参，奉养
　　　　　　　　　　　　　老母。这且不言，看今日天已不早，不免送我弟弟上学便了。正是：
　　　　　（念）　　　　　老母年高兄弟少，孤身弱女有谁怜。
（廉锦枫下。）

【第三场】

（梁氏上。）
梁氏　　　（西皮摇板）　　累世安居在岭南，
　　　　　　　　　　　　　何图避难向南迁。
　　　　　　　　　　　　　海陬流落经三世，
　　　　　　　　　　　　　不识何年返故园。
　　　　　（白）　　　　　老身，梁氏。自从先夫去世，家计清贫，老身年迈，又得阴虚之症，幸得女儿
　　　　　　　　　　　　　锦枫，生性至孝，每日入海取参奉于我。今日起得床来，身体又觉不快，女儿
　　　　　　　　　　　　　不在屋中，想是又服侍她兄弟去了。待我唤她一声。
　　　　　　　　　　　　　啊，女儿哪里？
廉锦枫　　（内白）　　　　来了。
（廉锦枫上。）
廉锦枫　　（念）　　　　　家计甚清贫，教弟奉娘亲。
　　　　　（白）　　　　　母亲起来了。
梁氏　　　（白）　　　　　起来了。
廉锦枫　　（白）　　　　　呼唤女儿何事？
梁氏　　　（白）　　　　　儿啊，为娘今早起得床来，身体又觉不快。因此呼唤吾儿，可将那海参煮些来
　　　　　　　　　　　　　用。
廉锦枫　　（白）　　　　　孩儿适才服侍弟弟上学，因此来迟，望母亲恕罪。
梁氏　　　（白）　　　　　哎，这是你的爱弟之心，为娘怎能怪你。
廉锦枫　　（白）　　　　　那海参已经用完，待女儿入海，急速取来就是。
梁氏　　　（白）　　　　　想你女孩儿家，小小年纪，孤身入海，为娘实不放心，不去也罢。
廉锦枫　　（白）　　　　　海中水性，女儿早已谙熟，母亲但请放心。
梁氏　　　（白）　　　　　只是辛苦吾儿，须要小心。
廉锦枫　　（白）　　　　　是。待女儿服侍母亲上床歇息，换了衣服，即刻前去。
梁氏　　　（白）　　　　　早去早回。
廉锦枫　　（白）　　　　　遵命。
（廉锦枫扶梁氏。）
梁氏　　　（白）　　　　　正是：
　　　　　（念）　　　　　老病衰躯依幼女，
廉锦枫　　（念）　　　　　未能寸草报春晖。
（梁氏、廉锦枫同下。）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2007027 2016-08-23



中国京剧戏考 《廉锦枫》 3

【第四场】

（吴士公、吴鱼婆摇船同上。）
吴士公　　（西皮摇板）　　家住在大海南青邱国境，
吴鱼婆　　（西皮接板）　　可怜我家贫困无计谋生。
吴士公　　（西皮摇板）　　夫妻们驾小舟行踪无定，
吴鱼婆　　（西皮摇板）　　全凭着打鱼鳌苦度光阴。
吴士公　　（白）　　　　　老汉，吴士公，青邱国人氏，打鱼为业。近来打鱼的人多，吾们国内的鱼，都
　　　　　　　　　　　　　被大家打得干干净净，我夫妻二人，无计可施，因此常到邻邦君子国中，前去
　　　　　　　　　　　　　下网，想那君子国人都是好让不争，咬文嚼字，不论何事，都愿自己吃亏，可
　　　　　　　　　　　　　笑他们连打鱼都用钩来钓，不用来打，所以他们那里的鱼，总是打不尽的，我
　　　　　　　　　　　　　夫妻二人用网得鱼，每去一次，总可网得许多，前者卖鱼得的钱，已经花费净
　　　　　　　　　　　　　尽，只得再去下网。
　　　　　　　　　　　　　妈妈掌稳了舵舟去者。
吴士公　　（西皮摇板）　　叫婆儿掌稳舵急忙前进，
吴鱼婆　　（西皮摇板）　　去到那君子国打鱼为生。
（吴士公、吴鱼婆同下。）

【第五场】

（慕仁上。）
慕仁　　　（念）　　　　　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须如子贡贤。
　　　　　（白）　　　　　小子慕仁，素日贩卖布匹绦带为生，今乃集市之期，不免将摊摆开便了。
多九公、
唐敖　　　（内同白）　　　走哇！
（多九公、唐敖同上。）
唐敖　　　（西皮摇板）　　一路行来仔细观，
多九公　　（西皮摇板）　　国名君子不虚传。
唐敖　　　（白）　　　　　九公请了。
多九公　　（白）　　　　　请了。啊，唐兄，
唐敖　　　（白）　　　　　九公。
多九公　　（白）　　　　　你我一路行来，看那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那光景已是好让不争。再看士庶人
　　　　　　　　　　　　　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实不愧“君子”二字。
唐敖　　　（白）　　　　　话虽如此，尚须仔细观察观察。好在林兄独自买卖去了，你我二人无事，正好
　　　　　　　　　　　　　到处走走，尊意如何？
多九公　　（白）　　　　　情愿奉陪。看前面已是市场，你我上前观看如何？
唐敖　　　（白）　　　　　请。
　　　　　（西皮摇板）　　眼望市尘路不远，
多九公　　（西皮摇板）　　且到彼处看一番。
唐敖　　　（白）　　　　　你我暂且在此坐坐如何？
多九公　　（白）　　　　　正要歇息歇息。
（唐敖、多九公同坐。刘义上。）
刘义　　　（念）　　　　　衙中公事罢，方能转回家。
　　　　　（白）　　　　　在下刘义，乃本县中一名皂隶。今日衙中公事完毕，偷着工夫，料理家务，眼
　　　　　　　　　　　　　看天气将冷，不免到市上买点布匹，也好添作衣服，我就是这个主意。
（刘义看。）
刘义　　　（白）　　　　　那边已是布摊。
（刘义见慕仁。）
刘义　　　（白）　　　　　啊，老兄请了。
慕仁　　　（白）　　　　　请了，请了。敢莫是要光顾敝摊么？
刘义　　　（白）　　　　　岂敢，岂敢，正要看看布匹。
慕仁　　　（白）　　　　　如此请阁下只管检用，只是敝摊并无高货，只怕难入尊眼。
刘义　　　（白）　　　　　太谦太虚，各货均是上品，但不知道一块布，要卖价几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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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仁　　　（白）　　　　　怎样低货能值几何，阁下如不嫌弃，就请给五钱银子，也就够了。
刘义　　　（白）　　　　　老兄如此高货，却要这样贱价，教小弟买去于心何安，望乞将价加增，方好遵
　　　　　　　　　　　　　命。
慕仁　　　（白）　　　　　既承照顾，敢不仰体尊意，但是适才妄要大价，已觉厚颜，不想阁下反倒说是
　　　　　　　　　　　　　货高价贱，岂不教小弟越发的惭愧了。
刘义　　　（白）　　　　　老兄，若是执意不增，那就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的了。
慕仁　　　（白）　　　　　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已经有了虚头。俗言讲得好，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如今阁下不但不肯还价，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要请到别家交易，小弟不敢
　　　　　　　　　　　　　从命。
刘义　　　（白）　　　　　老兄高货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
　　　　　　　　　　　　　公允。如今老兄如此不恕小弟，只要照数付价，但是小弟只好用这一块小的，
　　　　　　　　　　　　　就是了。
（刘义拿小块布匹走，慕仁拦。）
慕仁　　　（白）　　　　　且住，且住，价多货少，教小弟何颜见人？老兄千万不可如此。
刘义　　　（白）　　　　　老兄执意不肯，你我彼此相争，太伤和气，我再拿上这块要按价目合算，已经
　　　　　　　　　　　　　够八折的了，老兄若要再谦，那就太伤厚道了。
慕仁　　　（白）　　　　　老兄既能迁就，小弟只好遵命了。
刘义　　　（白）　　　　　对不起，对不起，太谦了，太谦了。
（刘义下。）
慕仁　　　（白）　　　　　这位差官竟肯这样迁就，不然这种买卖，就作不成了。收了货物再到处走走。
（慕仁下。）
多九公　　（白）　　　　　啊唐兄，
唐敖　　　（白）　　　　　九公。
多九公　　（白）　　　　　从来只见卖物要价，买物还价。现在他们这里，不但不还价钱，反要增加，此
　　　　　　　　　　　　　等言论，真也罕见罕闻，如此看来这“好让不争”四个字，竟有几分意思了。
唐敖　　　（白）　　　　　言得极是，那旁尚有买卖，我等再到彼处观看观看如何？
多九公　　（白）　　　　　请。
（唐敖、多九公同走圆场。商人上。）
商人　　　（念）　　　　　生意兴隆须克己，买卖和气赚人钱。
（商人坐。小军上。）
小军　　　（念）　　　　　临敌须奋勇，交易要公平。
唐敖　　　（白）　　　　　这边又有交易之所，我等且坐在此处，再看上一看。
多九公　　（白）　　　　　请坐。
（唐敖、多九公同坐。）
小军　　　（白）　　　　　老兄此货莫非不卖的么？
商人　　　（白）　　　　　此言何来，有货不卖，留他作甚？
小军　　　（白）　　　　　适才请教贵价，老兄执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给，我只得遵命了。
（小军放钱拿货，走。商人拦。）
商人　　　（白）　　　　　价钱太多了。
小军　　　（白）　　　　　老兄这就不对了，适才请教老兄，不肯言价，及至遵命付价，又怪过多。其实
　　　　　　　　　　　　　小弟所付，业已刻减，若还是过多，那就是违心之论了。
商人　　　（白）　　　　　小弟不敢言价，请兄酌量付给。只因敝货既欠新鲜，而且平常，若论价值，只
　　　　　　　　　　　　　照老兄所付之半，已觉过分，何敢妄领大价。况且老兄当兵保护我等，买卖之
　　　　　　　　　　　　　事，更格外克己。
小军　　　（白）　　　　　老兄此言差矣，贵货极高，何得太谦，至于我等当军之人，有何德能，空耗国
　　　　　　　　　　　　　家钱粮，已觉惭愧，还能够欺压良民么？
商人　　　（白）　　　　　如此就按七折计算如何？
小军　　　（白）　　　　　就是，就是。
商人　　　（白）　　　　　老兄再将这些收回，就公平了。
（小军收钱。）
小军　　　（白）　　　　　我只用这些货物就够了。
商人　　　（白）　　　　　老兄这不对了，你为何只将下等货物拿去，难道留下好的，与小弟自用不成，
　　　　　　　　　　　　　我看老兄，如此行经，就是走遍天下也是交易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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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　　　（白）　　　　　小弟只为老兄定要减价，只得委屈从命，才将此类货物拿去，于心庶可稍安，
　　　　　　　　　　　　　不意老兄又来责备。其实小弟所买之物，必须次等才能合用，那上等货物，虽
　　　　　　　　　　　　　承美意，实在反不适用，老兄你就委屈委屈吧。
（小军拿货下。）
商人　　　（白）　　　　　世界之上竟有这样不讲公理之人，无法，无法。
（商人下。）
多九公　　（白）　　　　　唐兄，
唐敖　　　（白）　　　　　九公。
多九公　　（白）　　　　　看此情形，真称得君子国了！
唐敖　　　（白）　　　　　真是廉让可风，可敬，可敬。
多九公　　（白）　　　　　天色已晚，你我回船去吧。
唐敖　　　（白）　　　　　请。
多九公　　（西皮摇板）　　见此情不由人心中钦敬，
唐敖　　　（西皮摇板）　　论交易可算得好让不争。
多九公　　（西皮摇板）　　一个个语由衷行不由径，
唐敖　　　（西皮摇板）　　看起来真不愧君子之名。
多九公　　（白）　　　　　到了。
唐敖　　　（白）　　　　　舵工。
（舵工上。）
舵工　　　（白）　　　　　二位老爷回来了，待我与你搭了扶手。
（多九公、唐敖同上船。）
唐敖　　　（白）　　　　　林老爷回来了么？
舵工　　　（白）　　　　　尚未回来。
多九公　　（白）　　　　　想也就回来了。
（林之洋上。）
林之洋　　（西皮摇板）　　在市中交易罢回船要紧，
　　　　　　　　　　　　　此一番可算得事事称心。
舵工　　　（白）　　　　　林老爷回来了。待我搭了扶手。
（林之洋上船。唐敖、多九公、林之洋同见。）
林之洋　　（白）　　　　　九公，妹丈回来多时了。
多九公、
唐敖　　　（同白）　　　　刚刚回来，林兄此番生意如何？
林之洋　　（白）　　　　　这君子国倒是一个好去处，作买卖甚是容易，小弟此番可以算得大发利市，就
　　　　　　　　　　　　　是不在别处去作生意，就此回国，也是尽够受用的了。
多九公　　（白）　　　　　适才我们在市上看那情形，交易买卖，哪得不易。
林之洋　　（白）　　　　　二位原来也看见了，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酸溜溜的，真正可笑。天色不早，你
　　　　　　　　　　　　　我该开船去罢。正是该开船了。
　　　　　　　　　　　　　舵工开船！
（舵工允，开船。众人同下。）

【第六场】

廉锦枫　　（内西皮导板）　更衣改扮出家门，
（廉锦枫上。）
廉锦枫　　（唱）　　　　　想起了从前事好不伤情。
　　　　　　　　　　　　　老爹爹遭不幸异乡丧命，
　　　　　　　　　　　　　高堂上只剩下年迈娘亲。
　　　　　　　　　　　　　又得了阴虚之症，
　　　　　　　　　　　　　用海参疗此症货卖无人。
　　　　　　　　　　　　　没奈何才学得谙通水性，
　　　　　　　　　　　　　常日里入海去觅取海参。
　　　　　（白）　　　　　奴家，廉锦枫。自从老父丧命他乡，家贫如洗。老母年衰，又得阴虚之症。大
　　　　　　　　　　　　　夫言道，日日须食海参，方得平安无事。怎奈无钱去买。奴家生长海滨，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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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廉锦枫》 6

　　　　　　　　　　　　　水性，因此来到海边，取参奉母。你看乱石嵯峨，水如瀑布，好一派海景也。
　　　　　（西皮导板）　　在海边望一望危滩水景，
　　　　　　　　　　　　　见乱石一重重左右纵横。
　　　　　　　　　　　　　天连水水连天迷茫不定，
　　　　　　　　　　　　　有几个小渔舟只见帆影。
　　　　　　　　　　　　　那白鹭在滩头双双照影，
　　　　　　　　　　　　　那沙鸥栖水面两两和鸣。
　　　　　　　　　　　　　我一心为萱堂取参延命，
　　　　　　　　　　　　　免不得一步步沿岸面行。
　　　　　（白）　　　　　呀。你看这边石滩之下，似有海参在内，不免在这石上试探一回。
　　　　　（唱）　　　　　下滩来忙走过那边石磴，
　　　　　　　　　　　　　石巉巉站不住脚滑难行。
　　　　　　　　　　　　　手拿着短钩儿试来探听，
　　　　　　　　　　　　　可能够取海参归奉萱庭。
（廉锦枫取参。）
廉锦枫　　（白）　　　　　呀。这边大石之下。分明有海参在内，怎么钩他不着吓？有了。想是相隔太远。
　　　　　　　　　　　　　我不免那厢看来。
　　　　　（唱）　　　　　且靠着大石边将身立定，
　　　　　　　　　　　　　取钩儿来探取细看分明。
（廉锦枫取参。）
廉锦枫　　（白）　　　　　呀，寻了半日总是没有，待俺就此跳入海中，寻觅便了。
　　　　　（唱）　　　　　忙把衣服来缠紧，
　　　　　　　　　　　　　将身跳入海中心。
（廉锦枫下。）

【第七场】

（吴士公、吴鱼婆同上。）
吴士公　　（唱）　　　　　此一番来打鱼运气不好，
吴鱼婆　　（唱）　　　　　两三日一个鱼未曾打着。
吴士公　　（唱）　　　　　思想起不由人心中焦躁，
吴鱼婆　　（唱）　　　　　打不得鱼儿去怎样开交。
吴士公　　（白）　　　　　吓妈妈。
吴鱼婆　　（白）　　　　　老老，怎么？
吴士公　　（白）　　　　　你我来了几日，一个鱼儿未曾打得，如何是好？
吴鱼婆　　（白）　　　　　这也是你我运气不好。
吴士公　　（白）　　　　　妈妈将舵掌稳，待我再来撒网。
　　　　　（唱）　　　　　今日残花昨日开，
　　　　　　　　　　　　　为思少年生成呆。
　　　　　　　　　　　　　一头白发从将去，
　　　　　　　　　　　　　万两黄金买不来。
　　　　　（白）　　　　　好吓，一个鱼也未打着。这边看，人老无有用了。我有一句老人歌，唱几句大
　　　　　　　　　　　　　家听听！
　　　　　（唱）　　　　　少年听后老人痴，
　　　　　　　　　　　　　新人不识旧人稀。
　　　　　　　　　　　　　说与后人谁肯信，
　　　　　　　　　　　　　行到中年渐渐知。
　　　　　（白）　　　　　老人吓，老人吓。
吴鱼婆　　（白）　　　　　小心了。
吴士公　　（唱）　　　　　叫妈妈掌稳舵来把网撒，
（吴士公撒网。）
吴士公　　（白）　　　　　这一次可重得很，定然网得大鱼。妈妈快来。
吴鱼婆　　（白）　　　　　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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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公拉网。廉锦枫上。吴士公看。）
吴士公　　（白）　　　　　咦。
　　　　　（唱）　　　　　却原来一个女子美貌如花。
（廉锦枫哭。）
吴士公　　（白）　　　　　妈妈，你来看。我说这网为什么这样的沉重，原来是个女子。
吴鱼婆　　（白）　　　　　这是哪里说起。
吴士公　　（白）　　　　　慢着，慢着。这不是水怪，就是个水贼。我先把她捆上再说罢。
廉锦枫　　（白）　　　　　为何将我捆绑？我不是水贼，也不是水怪，乃是一个女子，快快将我放了罢。
吴士公　　（白）　　　　　你是一个女子啊。那么你在这海里头作什么？
廉锦枫　　（白）　　　　　只因我母有病，须用海参，因此下得海来，取参奉母。你看我还有打来的海参
　　　　　　　　　　　　　在囊内呢。
吴士公　　（白）　　　　　你是个女子吓？那更好吓！
廉锦枫　　（白）　　　　　怎么？
吴士公　　（白）　　　　　有你这么美貌的一个女子，我带回国去，还不卖个千儿八百两的么？
廉锦枫　　（白）　　　　　清平世界，难道就这样抢人不成么。
吴士公　　（白）　　　　　那还用说么。你瞧这地方，横竖比临城冷静得多罢。
廉锦枫　　（白）　　　　　难道你就不怕王法了么？
吴士公　　（白）　　　　　这个年头儿，谁怕王法呀。怕王法还干这个么。
廉锦枫　　（白）　　　　　老爷饶命罢。
（廉锦枫跪。）
吴士公　　（白）　　　　　那哀告还成么。心软还能干这个么？
廉锦枫　　（白）　　　　　你抢了我去不甚要紧，可怜我那老母，也就活不成了。你放我一人，便是救我
　　　　　　　　　　　　　母子二人性命。
吴士公　　（白）　　　　　两条人命吓，这个年头不算什么。
廉锦枫　　（白）　　　　　你慈悲慈悲罢！
吴士公　　（白）　　　　　我又没打坐成佛，我慈悲干么？
廉锦枫　　（白）　　　　　你若放我回家，我把我家中所有变卖些银钱与你，岂不同卖我一样？
吴士公　　（白）　　　　　我为什么现钟不打，倒去铸钟？再说我要到你家，你们还不捆起我来么。
（廉锦枫哭。）
廉锦枫　　（白）　　　　　我情愿对天立誓，并无假意。
吴士公　　（白）　　　　　没那么大工夫同你讲话，妈妈开船。
（廉锦枫喊。）
廉锦枫　　（白）　　　　　救命啊！
吴士公　　（白）　　　　　你不用嚷，也没用。我先把你这海参拿了再说。
廉锦枫　　（白）　　　　　救命吓！
（多九公、唐敖、林之洋同上。）
多九公　　（西皮摇板）　　一帆风顺往前进，
廉锦枫　　（白）　　　　　救命吓！
唐敖　　　（西皮摇板）　　忽听前面救人声。
　　　　　（白）　　　　　那里有人呼唤救命之声。
廉锦枫　　（白）　　　　　救命吓！
林之洋　　（白）　　　　　就在这边船上。把船掉过去。
（众人同见。）
多九公　　（白）　　　　　老渔翁请了！
吴士公　　（白）　　　　　请了。
唐敖　　　（白）　　　　　这一女子绑在桅旁，是何缘故？
吴士公　　（白）　　　　　这与三位无干。请便罢。
廉锦枫　　（白）　　　　　三位老爷快快救命吓。
唐敖　　　（白）　　　　　话虽如此，这个女子到底是你何人，为何将她捆绑？你是哪里人氏，此处是何
　　　　　　　　　　　　　地方，快快讲来。
吴士公　　（白）　　　　　这是君子国境。小子乃青邱国人，专以打鱼为业。素知此处产鱼甚多，因此我
　　　　　　　　　　　　　就时常来此下网。谁知此番运气不好，来了几日没有得着一个大鱼。今日正在
　　　　　　　　　　　　　着恼，恰好一网打着这个女子，我想回国之后，把她去卖几文钱，也不枉我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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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这一遭。谁知这个傻丫头只管求我放她。不瞒三位客官说，我从几百里路跑
　　　　　　　　　　　　　到这个地方，吃了千辛万苦，好容易得来这个意外买卖，哪里就能轻轻地放了
　　　　　　　　　　　　　呢。
唐敖　　　（白）　　　　　原来如此。你快快将她放下来。
吴士公　　（白）　　　　　我不能放。
唐敖　　　（白）　　　　　却是为何？
吴士公　　（白）　　　　　是我用网打上来的，我怎么就能放了她呢。
唐敖　　　（白）　　　　　你这渔翁好生无理。你若网的是鱼，我们不能干预，如今你网的是人，难道人
　　　　　　　　　　　　　也是畜类么？快快放了来，我自有道理！
吴士公　　（白）　　　　　没有那个说的！
林之洋　　（白）　　　　　这厮这等无理，真乃可恨！
多九公　　（白）　　　　　何必管他。我们自己将她放下来，看他怎样。
林之洋　　（白）　　　　　九公说得是。
（林之洋、多九公、唐敖同跳过船。）
吴士公　　（白）　　　　　你们这是一群海贼要打抢人么？
（多九公、唐敖、多九公同放廉锦枫。）
廉锦枫　　（白）　　　　　是哪个打抢人吓！
吴士公　　（白）　　　　　你们难道不怕王法么？
廉锦枫　　（白）　　　　　怕王法的还能无故捆人么？到底是哪一个不怕王法呢！
（吴士公、吴鱼婆同喊。）
唐敖　　　（白）　　　　　你不必喊叫。待我等问过这位姑娘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这样打扮？还是
　　　　　　　　　　　　　失足落水，还是有意轻生？请道其详！
廉锦枫　　（白）　　　　　咳。爷爷容禀。
多九公　　（白）　　　　　不要啼哭，慢慢地讲来。
廉锦枫　　（唱）　　　　　尊声老爷听奴禀，
　　　　　　　　　　　　　家住此国水仙村。
　　　　　　　　　　　　　廉氏锦枫奴名姓，
　　　　　　　　　　　　　自幼随父读书文。
　　　　　　　　　　　　　老爹爹离兵入敌境，
　　　　　　　　　　　　　失机得罪发配充军。
唐敖　　　（白）　　　　　原来如此。
廉锦枫　　（唱）　　　　　老娘亲又得阴虚症，
　　　　　　　　　　　　　舍身入海来取海参。
　　　　　　　　　　　　　误投罗网几丧命，
　　　　　　　　　　　　　幸遇老爷救残生。
（廉锦枫哭。）
唐敖　　　（唱）　　　　　听罢了一席言令人钦敬，
　　　　　　　　　　　　　但不知此言语是假是真。
　　　　　（白）　　　　　姑娘且免悲伤。适才言道，幼时读书，自然是会写字的了？
廉锦枫　　（白）　　　　　略知一二。
唐敖　　　（白）　　　　　看此女子写字如何，便知言之真假。
多九公、
林之祥　　（同白）　　　　正是。
（唐敖取笔砚给廉锦枫。）
唐敖　　　（白）　　　　　请姑娘把自己名姓写上，与我等一看。
（廉锦枫接，想。）
廉锦枫　　（白）　　　　　献丑了。
　　　　　（唱）　　　　　不是波臣暂水居，
　　　　　　　　　　　　　竟同涸鲋困行车。
　　　　　　　　　　　　　愿开一面仁人网，
　　　　　　　　　　　　　可念儿鱼是孝鱼。
　　　　　（白）　　　　　爷爷请看。
（唐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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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敖　　　（念）　　　　　不是波臣暂水居，竟同涸鲋困行车。愿开一面仁人网。可念儿鱼是孝鱼。
　　　　　　　　　　　　　水仙村落难女廉锦枫和泪拜题。
　　　　　　　　　　　　　哎呀且住。方才我因此女子言语甚是离奇，因此叫她写几个字试试她，可曾真
　　　　　　　　　　　　　个读过书文。谁知她不假思索下笔成章，可见取参奉母，并非虚语，真乃才德
　　　　　　　　　　　　　兼全的女子了。
多九公、
林之祥　　（同白）　　　　真是才德兼全，可喜可敬。
（唐敖向吴士公。）
唐敖　　　（白）　　　　　照这诗句看来，此女乃是千金小姐，怎能凭你摆布？也罢。待我来送你十串酒
　　　　　　　　　　　　　钱，你把她就放了罢。
吴士公　　（白）　　　　　我好容易得这点财运，后半世全要指她过日子，那十串钱够干什么的呀？奉劝
　　　　　　　　　　　　　你们几位少管闲事罢。
多九公　　（白）　　　　　我们好意把钱与你，为何倒说管你闲事。难道一个千金小姐落在一个网里，就
　　　　　　　　　　　　　由你主张不成么！
吴士公　　（白）　　　　　那是自然。
林之洋　　（白）　　　　　我实对你说。
吴士公　　（白）　　　　　说什么？
林之洋　　（白）　　　　　若是鱼儿落网，理应由你作主。如今她是人，不是鱼，你不要瞎眼错打主意。
　　　　　　　　　　　　　如今我等一文不给，便要将这女子送回家去，你待怎样！
（林之洋拉廉廉锦枫。）
吴士公　　（白）　　　　　你们这群强盗，擅敢抢人么？
廉锦枫　　（白）　　　　　哪一个是强盗吓！
林之洋　　（白）　　　　　你这老贼胆敢抢人，若再无理，便将你捆送当官治罪。
吴士公　　（白）　　　　　老爷不要动气，你们既要将她带走，还把十串钱给我罢。
唐敖　　　（白）　　　　　十串钱么？
吴士公　　（白）　　　　　呀！
唐敖　　　（白）　　　　　此时是不能与你的了。
吴士公　　（白）　　　　　爷爷，可怜可怜我罢。
林之洋　　（白）　　　　　我们去罢。
吴鱼婆　　（白）　　　　　你们这样不讲理，我就拼着老命，不要与你们讲了。
多九公　　（白）　　　　　不要理她。我等且自过船去。
（林之洋、多九公、唐敖、廉锦枫同过船。）
吴士公　　（白）　　　　　你们就这么走咧？
唐敖　　　（白）　　　　　便怎么样？
吴士公　　（白）　　　　　天理何在？
廉锦枫　　（白）　　　　　“天理”二字，你真说的出口来呀！
唐敖　　　（白）　　　　　似你这等行为，便当送官治罪，姑念你是个苦人，快快逃命去罢。
吴士公　　（白）　　　　　这还要谢谢你么。正是：
　　　　　（念）　　　　　入网鱼儿还走掉，
吴鱼婆　　（念）　　　　　煮熟鸭子也能飞。
（吴士公、吴鱼婆同下。）
廉锦枫　　（白）　　　　　三位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林之洋、
多九公、
唐敖　　　（同白）　　　　不要拜了。
廉锦枫　　（唱）　　　　　救儿身是救我全家性命，
　　　　　　　　　　　　　到来生变犬马答报大恩。
唐敖　　　（白）　　　　　此处离你家不远，待我等送你回去，以免意外之虞。
廉锦枫　　（白）　　　　　恩人吩咐本当遵命，只是奴家所取海参，都被那渔翁抢去，此番回去无以奉养
　　　　　　　　　　　　　老母。奴意欲再下海去，取些海参，不知恩人可允许否？
唐敖　　　（白）　　　　　小姐之言，虽是有理只恐我等去后。若再遇着那厮反遭毒手。
廉锦枫　　（白）　　　　　恩公之言不敢不遵，只是老母无参，何以治病。
　　　　　（哭）　　　　　呀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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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九公　　（白）　　　　　不要啼哭。你且下去找，我们等你一时如何。
廉锦枫　　（白）　　　　　恩公路过此间，怎好为奴误了路程？
唐敖　　　（白）　　　　　不妨，不妨。小姐只管下去，我们在此等候无妨。
廉锦枫　　（白）　　　　　如此多谢恩公了。
　　　　　（唱）　　　　　谢恩公且停船把奴来等，
　　　　　　　　　　　　　纵身躯入海内再取海参。
（廉锦枫下。）
林之洋　　（白）　　　　　据俺看来，妹夫不该放这女子下去。
唐敖　　　（白）　　　　　却是为何。
林之洋　　（白）　　　　　想她这样小小年纪，轻入大海，恐怕危险得紧。
多九公　　（白）　　　　　她说时常入海，熟谙水性，谅无差池。我等且将船拢岸，等她一等就是。
唐敖、
林之洋　　（同白）　　　　言之有理，将船拢岸。
（船夫允。）
唐敖　　　（西皮摇板）　　且把船拢近岸将她来等，
多九公　　（西皮摇板）　　等此女上岸来送她回程。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廉锦枫　　（内西皮导板）　为娘亲哪顾得微躯薄命，
（廉锦枫上。）
廉锦枫　　（西皮原板）　　身背着这青锋剑海底潜行。
　　　　　　　　　　　　　又只见众水族纷纷成阵，
　　　　　　　　　　　　　是蛟螭是鱼鳖异状奇形。
　　　　　　　　　　　　　我这里捋虾须将它擒定，
　　　　　　　　　　　　　我这里拊鲸背来把波分。
　　　　　　　　　　　　　我这里侧身躯礁边倚定，
（廉锦枫取参。）
廉锦枫　　（西皮原板）　　用钩儿取海参要奉萱庭。
　　　　　　　　　　　　　猛抬头又只见灵光射影，
　　　　　　　　　　　　　纵身躯向前去细看分明。
（廉锦枫下，上。）
廉锦枫　　（白）　　　　　且住。适才见一巨蚌，想它腹内定有明珠。不免将它刺死，夺取其珠，出得海
　　　　　　　　　　　　　去，送与三位客官，也好报他活命之恩也。
　　　　　（西皮原板）　　卸下了青锋剑将它刺定，
（廉锦枫刺。将军令。）
廉锦枫　　（西皮原板）　　敛青锋出海去答谢恩人。
（廉锦枫下。）

【第九场】

（唐敖、多九公、林之洋同上。）
多九公　　（念）　　　　　姑娘身入海，
林之洋　　（念）　　　　　许久不回来。
（林之洋坐。）
唐敖　　　（白）　　　　　这位姑娘下去多大工夫，为何还不上来呢？
林之洋　　（白）　　　　　如何？适才我曾说过，去了半日未见回来，倘若真被大鱼吞去，我等又不能入
　　　　　　　　　　　　　海探望，这便如何是好？
多九公　　（白）　　　　　林兄不必心着急。这船上水手。多有会水之人，我等使他下去探望探望如何？
林之洋　　（白）　　　　　甚好。
　　　　　　　　　　　　　船夫快来！
（船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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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夫　　　（白）　　　　　老爷何事？
林之洋　　（白）　　　　　适才那个女子下得海去，未见上来，意欲命你下去探望探望。你可会水？
船夫　　　（白）　　　　　小人时时下水，这又何妨！
林之洋　　（白）　　　　　如此你就下去探望探望，回来必有重赏。
船夫　　　（白）　　　　　这是小人的本领，何敢领赏。小人即刻下去便了。
（船夫下。）
唐敖　　　（白）　　　　　船夫回来必有确实消息。我等仍到舱内等候便了。
　　　　　（西皮摇板）　　船夫下海去探信，
林之洋、
多九公　　（同西皮摇板）　且在舱中听好音。
（林之洋、多九公、唐敖同下。）

【第十场】

（廉锦枫、大蚌精同上，开打，同下。）

【第十一场】

（多九公、林之洋、唐敖同上。船夫上。）
船夫　　　（白）　　　　　参见老爷。
林之洋　　（白）　　　　　令你探望廉小姐，怎么样了？
船夫　　　（白）　　　　　小人下得海去，见那廉小姐正与一大蚌争斗，看看将蚌刺死。想必就要上来的
　　　　　　　　　　　　　了。
林之洋　　（白）　　　　　回头领赏。
船夫　　　（白）　　　　　谢老爷。
（船夫下。廉锦枫上。）
廉锦枫　　（白）　　　　　哎呀，妙吓。适才在海内，遇见一个大蚌，是我将它刺死，取得大珠一颗。不
　　　　　　　　　　　　　免送与三位恩人，也好报他大德吓。
唐敖　　　（白）　　　　　啊，姑娘上来了。船夫赶紧搭了扶手。
（船夫上，搭手。廉锦枫上船，见。）
唐敖　　　（白）　　　　　姑娘此番下水，教我等好不放心。
廉锦枫　　（白）　　　　　多谢挂念奴家。多蒙恩人救命，无以报德，适在海中取参，见一大蚌，持其珠，
　　　　　　　　　　　　　以为黄犬衔环之报。望恩人笑纳。
唐敖　　　（白）　　　　　小姐得此至宝，何不敬献国王，沾沐殊恩，稍助萱堂甘旨。何必拘以图报为念？
　　　　　　　　　　　　　况且我等决非图报之人，请将此珠收起。
廉锦枫　　（白）　　　　　我国国王向有禁令，臣民如将珠宝献进，非但烧毁宝物，还要将进宝之人治罪。
　　　　　　　　　　　　　国门大书惟善为宝，就是此意。故此奴家带回也是无用。望求恩人收下，稍
　　　　　　　　　　　　　表寸心。
唐敖　　　（白）　　　　　二兄之意如何？
多九公、
林之洋　　（同白）　　　　小姐说的这样恳切，我等只好愧领。
唐敖　　　（白）　　　　　如此愧领了。
廉锦枫　　（白）　　　　　岂敢。
唐敖　　　（白）　　　　　急速送姑娘回府去罢。
廉锦枫　　（白）　　　　　多谢恩人。
林之洋　　（白）　　　　　船夫开船。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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