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打面缸》 1

《打面缸》（一名：《周腊梅》）

主要角色
大老爷：丑
王书吏：丑
周腊梅：旦
张才：丑
四老爷：丑

情节
妓女周腊梅想脱籍嫁人，持状去往县衙。请求知县（大老爷）做主。大老爷当堂把她配于班头张才，然后又
派张才出差，以便自己到腊梅家里去“找乐儿”。张才料到大老爷不怀好意，假作登程，至晚归家。果然大
老爷和县衙的王书吏、四老爷都已来了。王书吏、四老爷只得以“温居”为饰词，在张才面前许下贺喜银子，
狼狈而遁。最后，大老爷被张才剥了衣帽，推出门去。一对新夫妇欢欢喜喜地入了洞房。

注释
《打面缸》是一出在许多剧种中都流行的讽刺喜剧。本剧是根据萧长华先生的演出本，由萧先生与本院（中
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处田淞共同整理的。整理本主要有以下改动：
一、删改了一些庸俗胡闹或不恰当的台词。
二、旧本中张才和周腊梅彼此间的态度不够明确。从戏的结尾来看，这一对夫妇互相是满意的，而前面张才
离家时并未把“假意登程”告诉妻子，回来时，周腊梅又冷淡地拒绝烫酒，这些都显得不合情理。整理本中
已作了修改。
本剧在刻画人物上，有许多比较夸张的地方，作为讽刺剧的特殊风格来讲，是可以存在的；但在表演时应注
意避免庸俗化。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五集整理

【第一场】

大老爷　　（内白）　　　　张头儿、李头儿，老爷升堂喽！
（梆声三响。）
大老爷　　（内南锣）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王书吏、大老爷同上。）
大老爷　　（南锣）　　　　众衙役，列两旁。
　　　　　　　　　　　　　夹棍、板、拶当堂放。
（大老爷入座。周腊梅上。）
周腊梅　　（南锣）　　　　手拿状子朝前走——
　　　　　　　　　　　　　望老爷，作主张，
　　　　　　　　　　　　　小女子不愿在烟花巷。
王书吏　　（南锣）　　　　王书吏接状看端详。
（王书吏拉长声。）
大老爷　　（白）　　　　　你叫唤什么？想着缓气。
　　　　　　　　　　　　　有事儿没事儿啊？这么清锅冷灶的，别这儿愣着，没事儿咱们退堂吧！
王书吏　　（白）　　　　　喂呀老爷，不要退堂，有打官司的了。
大老爷　　（白）　　　　　怎么着，有了打官司的啦？在哪儿哪？
王书吏　　（白）　　　　　喏喏，这不是吗！
（大老爷看周腊梅。）
大老爷　　（白）　　　　　哟，哈哈哈……是位堂客。
　　　　　　　　　　　　　真格的，没请问您哪贵姓？您是谁呀？
周腊梅　　（白）　　　　　哟，老爷，您连我们都不认识啦？
王书吏　　（白）　　　　　老爷呀，你连她都不认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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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爷　　（白）　　　　　塔，还“和尚坟”哪。
王书吏　　（白）　　　　　她就是这个，她就是那个，这个……那个……
（王书吏对周腊梅。）
王书吏　　（白）　　　　　你是哪个呀？
大老爷　　（白）　　　　　你走一边去吧！闹了半天你也不认识。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您到底儿是谁呀？
周腊梅　　（白）　　　　　我呀，我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
王书吏　　（白）　　　　　老爷呀，她就是周腊梅，周腊梅就是她，她就是周腊梅，周腊梅……
大老爷　　（白）　　　　　车轱辘话，贫不贫哪！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哦，你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呀？你不在行院中作你的生意，跑到老爷我这儿干
　　　　　　　　　　　　　什么来啦？
周腊梅　　（白）　　　　　我上老爷您这儿冤来啦。
大老爷　　（白）　　　　　你富裕多儿钱，上老爷我这儿冤来啦？
周腊梅　　（白）　　　　　我是伸冤告状来啦。
大老爷　　（白）　　　　　哦，你是伸冤告状来啦？既然告状，你怎么没状子啊？
周腊梅　　（白）　　　　　有状子。
大老爷　　（白）　　　　　在哪儿哪？
周腊梅　　（白）　　　　　王先生接过去啦。
大老爷　　（白）　　　　　王先生，状子你接过去啦？
王书吏　　（白）　　　　　我没有哇。
周腊梅　　（白）　　　　　怎么没有哇，你不是打我手里接过去的吗？
王书吏　　（白）　　　　　哎呀，一时的工夫，我把它忘了。
（王书吏从怀中取出状子。）
大老爷　　（白）　　　　　这幸亏是状子，这要是银票你就不拿出来啦。
王书吏　　（白）　　　　　状子在此，老爷请看。
（大老爷看状，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你这个状子是吃面不浇卤──白批儿。
周腊梅　　（白）　　　　　老爷您掉过个儿。
大老爷　　（白）　　　　　老爷掉过个儿，我成了太太啦。
周腊梅　　（白）　　　　　您把状子掉过个儿。
大老爷　　（白）　　　　　你说清楚了。
　　　　　　　　　　　　　可不是字在这边哪嘛。喝！满纸黑叉叉，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王先生，别这儿愣着；这有状子，拿去瞧去。
王书吏　　（白）　　　　　老爷请看。
大老爷　　（白）　　　　　你瞧吧。
王书吏　　（白）　　　　　老爷看完了，我书吏才敢看呢。
大老爷　　（白）　　　　　没那个论儿，你就看得啦！
王书吏　　（白）　　　　　不不不，总是老爷先看，我书吏才敢看。
大老爷　　（白）　　　　　你先看吧！你瞧瞧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就知道啦。
王书吏　　（白）　　　　　老爷不看，我书吏是不敢看的。
大老爷　　（白）　　　　　你这不是挤兑我嘛！拿耳朵来。
（大老爷小声。）
大老爷　　（白）　　　　　我呀，不认识字。
（王书吏大声。）
王书吏　　（白）　　　　　什么，你不认识字！
大老爷　　（白）　　　　　你嚷什么！
王书吏　　（白）　　　　　不认识字也要出来作官！
大老爷　　（白）　　　　　现在我就作了官了嘛，那你有什么法子。
王书吏　　（白）　　　　　既要作官，不念几年书，不入学堂，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就作了官了？
大老爷　　（白）　　　　　那现在嘛！你气恨不了哇。
王书吏　　（白）　　　　　幸亏有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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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爷　　（白）　　　　　没有你，我不绝了吗？
王书吏　　（白）　　　　　什么？开玩笑！
大老爷　　（白）　　　　　没你在这儿，我不叫人“撅”了吗？
王书吏　　（白）　　　　　你说清楚了。绕着湾子你要占便宜，勾心斗角！
大老爷　　（白）　　　　　你瞧瞧，来了字眼啦。
王书吏　　（白）　　　　　既要作官，你不念书！不认识字，就要作官……
大老爷　　（白）　　　　　你瞧，没完啦。
王书吏　　（白）　　　　　人情货！哼……
大老爷　　（白）　　　　　你还有完没完？认识几个字也犯不上这么拿捏呀！
王书吏　　（白）　　　　　怎么着？你再说，我不念了！
大老爷　　（白）　　　　　得啦，您别生气，我不说了。您念！
王书吏　　（白）　　　　　这还罢了。
（王书吏看状。）
王书吏　　（白）　　　　　哦哟，哈哈哈！
　　　　　　　　　　　　　嗯，哎呀老爷，你看这头一个字念什么？
大老爷　　（白）　　　　　怎么？头一个字你就不知道？
王书吏　　（白）　　　　　不是，这头一个字笔画太多，太绕眼。
大老爷　　（白）　　　　　就是这头一个字啊？那好办，拿过来。哎，咱们把它撕了去！你往下念。
王书吏　　（白）　　　　　喂呀，幸亏是老爷。有才干；要是我书班是想不到的。去掉这头一个字清楚多
　　　　　　　　　　　　　了，拿来我念。
　　　　　　　　　　　　　哎呀，嗯……啧啧啧！好厉害的状子啊！这是八面风啊！哎呀老爷呀，这个状
　　　　　　　　　　　　　子好厉害呀！哈哈哈……
大老爷　　（白）　　　　　是怎么回事？
王书吏　　（白）　　　　　你都把它撕了吧！
大老爷　　（白）　　　　　怎么啦？
王书吏　　（白）　　　　　我一个都不认识。
大老爷　　（白）　　　　　招什么说哪！寻了我半天，敢情你一个字也不认得呀？
王书吏　　（白）　　　　　啊？只许你不认得，不准我不认得吗？
大老爷　　（白）　　　　　你瞧他还有了理啦。
　　　　　　　　　　　　　我说周腊梅呀，我对不住你，老爷这儿的人不认识字，干脆你上别的衙门口儿
　　　　　　　　　　　　　告去得啦。
周腊梅　　（白）　　　　　老爷，要不咱们来个简便的吧。
大老爷　　（白）　　　　　你就说。
周腊梅　　（白）　　　　　咱们来个“山中老虎吃豆腐”。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她说是“山中老虎吃豆腐”。是臭豆腐，是酱豆腐，是辣豆腐，
　　　　　　　　　　　　　是豆腐干？
大老爷　　（白）　　　　　你瞧打在豆腐阵里啦。
　　　　　　　　　　　　　腊梅呀，怎么叫“山中老虎吃豆腐”哇？
周腊梅　　（白）　　　　　口诉。
大老爷　　（白）　　　　　口诉哇？那么您就诉吧。
周腊梅　　（白）　　　　　老爷，我们跪着说不出来。
大老爷　　（白）　　　　　跪着说不出来，我这儿不在乎这个，那么松你的堂规，你就起来说。
周腊梅　　（白）　　　　　那么我们这儿谢谢您啦。
大老爷　　（白）　　　　　甭卸，呆会儿还接姑奶奶哪。
周腊梅　　（白）　　　　　哟，老爷您老好哇，您发福啦，您身体倒康健哪！
王书吏　　（白）　　　　　哆！哆！哆！混帐！什么东西！上得堂来跟老爷嬉皮笑脸，成何体统！
大老爷　　（白）　　　　　你瞧他蹿啦。
周腊梅　　（白）　　　　　我问个好儿哇。
王书吏　　（白）　　　　　不稀罕！
大老爷　　（白）　　　　　得了得了，一边儿呆会儿吧，别毛儿乍刺啦！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你说你的。
周腊梅　　（白）　　　　　老爷，您知道我们那个鸨儿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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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吏　　（白）　　　　　胡说八道，什么宝儿宝儿的，你不知道我们老爷的小名儿叫宝儿吗？
大老爷　　（白）　　　　　你还叫柱儿哪！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鸨儿怎么着哪？
周腊梅　　（白）　　　　　她会喝不会酾——
大老爷　　（白）　　　　　怎么讲？
周腊梅　　（白）　　　　　她跑啦。
大老爷　　（白）　　　　　跑啦？老妈儿呢？
周腊梅　　（白）　　　　　老妈儿也散啦。
大老爷　　（白）　　　　　你瞧这巧。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我打算找个对儿。
大老爷　　（白）　　　　　醉闹儿，没对儿。
周腊梅　　（白）　　　　　找个当家的。
大老爷　　（白）　　　　　当家的找赶车的去了。
周腊梅　　（白）　　　　　我们找个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大老爷　　（白）　　　　　好，那成。老爷堂上有的是人，你瞧谁好，你就跟谁去。
（周腊梅看众衙役。）
周腊梅　　（白）　　　　　他们都不成。
大老爷　　（白）　　　　　怎么啦？
周腊梅　　（白）　　　　　他们都老了，我可不跟他们。
大老爷　　（白）　　　　　那怎么办呢？
王书吏　　（白）　　　　　老爷，老爷……
大老爷　　（白）　　　　　嘀咕什么？有话就说。
王书吏　　（白）　　　　　老爷，我学生还没有成家……
大老爷　　（白）　　　　　你成家不成家的，告诉你们家大人去，跟我说什么？
王书吏　　（白）　　　　　求老爷分分心，你把周腊梅断给我吧。
大老爷　　（白）　　　　　罢了，真有眼力！瞧出便宜来了。这可是你愿意呀？
王书吏　　（白）　　　　　是啊。
大老爷　　（白）　　　　　那么我给你说说。
　　　　　　　　　　　　　腊梅呀，我们王先生看你倒是挺忠厚的，打算要认你作干妈。
王书吏　　（白）　　　　　这是什么话！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大老爷　　（白）　　　　　哦，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腊梅呀，瞧瞧他的品貌如何？
周腊梅　　（白）　　　　　那么我瞧瞧。
王书吏　　（白）　　　　　过来，瞧瞧我学生，中意不中意？
周腊梅　　（白）　　　　　哎呀老爷，我们不跟他。
大老爷　　（白）　　　　　怎么？
周腊梅　　（白）　　　　　他是个“粉眼儿”。
大老爷　　（白）　　　　　他是“粉眼儿”，不是“老家贼”？
王书吏　　（白）　　　　　喂呀，她说我是“粉眼儿”，哎呀我要飞。“粉眼儿”，“粉眼儿”，“伏天
　　　　　　　　　　　　　儿”，“伏天儿”……
（王书吏作飞状。）
大老爷　　（白）　　　　　“粉眼儿”改了“伏天儿”啦，你还“吉了儿”哪。
　　　　　　　　　　　　　我说来呀，拿鸡罩把他给扣起来！
王书吏　　（白）　　　　　我不飞了。
大老爷　　（白）　　　　　这个王先生也不成，那……你跟我好不好？
王书吏　　（白）　　　　　老爷，官不占民妻。
（大老爷发窘。）
大老爷　　（白）　　　　　我是说着玩儿，连我的媳妇儿还要跟人哪。
周腊梅　　（白）　　　　　那么您给我分分心，您这儿还有人没有啦？
大老爷　　（白）　　　　　对呀，这儿净是内班儿的，外班儿还有人哪。
（大老爷对众衙役。）
大老爷　　（白）　　　　　咱们外班儿还有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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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衙役　　（同白）　　　　外班儿张才新近失的家。
大老爷　　（白）　　　　　张才失了家了？好，传张才！
众衙役　　（同白）　　　　传张才！
张才　　　（内白）　　　　啊咳！
（张才上。）
张才　　　（念）　　　　　忽听叫张才，班房儿走出来。
　　　　　（白）　　　　　大老爷在上，张才打躬。
大老爷　　（白）　　　　　罢了，一旁站下。
张才　　　（白）　　　　　大老爷呼唤，哪旁使用？
（大老爷装腔作势。）
大老爷　　（白）　　　　　无事不敢劳动尊神，哇呀呀……
张才　　　（白）　　　　　这是要风要雨呀？
大老爷　　（白）　　　　　我要干跺脚。老爷没别的事儿，要赏你个媳妇儿。
张才　　　（白）　　　　　老爷的媳妇儿我不敢要。
大老爷　　（白）　　　　　老爷的媳妇儿凭什么给你呀！
　　　　　　　　　　　　　腊梅呀，过去瞧瞧我们这个张头儿怎么样？
周腊梅　　（白）　　　　　哎哟，宝贝儿老爷，这才是“钻天的老琉璃”——
大老爷　　（白）　　　　　怎么讲？
周腊梅　　（白）　　　　　貌高。
大老爷　　（白）　　　　　怎么着，他貌高！
王书吏　　（白）　　　　　哎呀，我要冒高，我要冒高……
大老爷　　（白）　　　　　又来啦。
　　　　　　　　　　　　　再把鸡罩拿过来！
王书吏　　（白）　　　　　我不冒了。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张才貌高，你瞧他如意呀？
（周腊梅点头。）
大老爷　　（白）　　　　　张才，你就把她带着走吧。
张才　　　（白）　　　　　我不敢要她。
大老爷　　（白）　　　　　这便宜事儿你不要？
张才　　　（念）　　　　　她们行院中的人儿，好吃嘴儿，懒做活，瞧见银子往前挪。
　　　　　（白）　　　　　没那个闲钱儿养活她。
大老爷　　（白）　　　　　腊梅呀，张才不要你。他说：
　　　　　（念）　　　　　“她们行院中的人儿，好吃嘴儿，懒做活，瞧见银子往前挪。”
　　　　　（白）　　　　　来吧接接茬儿！
周腊梅　　（白）　　　　　老爷呀，我要是跟了他去，该吃的不吃啦，该穿的也不穿啦，我们净揍老爷……
大老爷　　（白）　　　　　我没招你们呀！
周腊梅　　（白）　　　　　那个活儿。
大老爷　　（白）　　　　　瞧这个说劲儿的。
　　　　　　　　　　　　　张头儿，腊梅说啦，要是嫁了你，该吃的不吃啦，该穿的也不穿啦，净会揍你
　　　　　　　　　　　　　——那个活儿。
张才　　　（白）　　　　　她会做什么活儿呀？
大老爷　　（白）　　　　　啊，哎，这下儿把我考住啦。
　　　　　　　　　　　　　我说王先生，你不是开过裁缝铺吗？
王书吏　　（白）　　　　　开过三座。
大老爷　　（白）　　　　　生意都好哇？
王书吏　　（白）　　　　　一座关了张了，一座倒出去了。
大老爷　　（白）　　　　　还有一座呢？
王书吏　　（白）　　　　　着火烧掉了。
大老爷　　（白）　　　　　得，这三座一座也不座了。那么这做活的事情你都知道哇？
王书吏　　（白）　　　　　那我是晓得的呀。
大老爷　　（白）　　　　　你来考查考查她吧。
王书吏　　（白）　　　　　交给我啦。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4025003 201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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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梅呀，我问问你，你可会做活？
周腊梅　　（白）　　　　　会做活。
王书吏　　（白）　　　　　你可会做中衣呀？
周腊梅　　（白）　　　　　哦，老爷的纱帽哇？
王书吏　　（白）　　　　　什么东西！中衣是装大腿的，纱帽是装老爷的脑袋的。中衣就是裤子。
周腊梅　　（白）　　　　　裤子呀？我会做。
王书吏　　（白）　　　　　这个裤子是几道缝啊？
周腊梅　　（白）　　　　　裤子七道缝啊。
王书吏　　（白）　　　　　哪七道缝？
周腊梅　　（白）　　　　　上缝、下缝、左缝、右缝、前缝、后缝、上上裤腰不是七道缝吗？
王书吏　　（白）　　　　　哎呀不错的。
　　　　　　　　　　　　　老爷呀，腊梅会做裤子。
大老爷　　（白）　　　　　裤子几道缝啊？
王书吏　　（白）　　　　　上缝、下缝、左缝、右缝、缝缝、缝缝缝……
大老爷　　（白）　　　　　哦，做裤子是缝缝缝，做汗榻儿呢？
王书吏　　（白）　　　　　是碰碰碰。
大老爷　　（白）　　　　　少说话吧，你个梆梆定。
　　　　　　　　　　　　　我说张才呀，她会做裤子。
张才　　　（白）　　　　　我们净穿裤子吗？
大老爷　　（白）　　　　　你糊涂！卖了裤子买汗榻儿不是一样吗？
张才　　　（白）　　　　　那么老爷您得赏个执照哇。
大老爷　　（白）　　　　　有的，年青的人儿办事真仔细！得，文房四宝伺候。开箱用印——
　　　　　　　　　　　　　当！
　　　　　（南锣）　　　　老爷当堂赏点红，
　　　　　　　　　　　　　叫张才领下堂！
张才　　　（南锣）　　　　谢老爷，作主张。
周腊梅　　（南锣）　　　　今日才得儿夫郎。
张才　　　（南锣）　　　　手拉手儿把堂下。
周腊梅　　（南锣）　　　　扭回头，看端详。
（张才偕周腊梅同下。四衙役、王书吏暗同下。）
大老爷　　（南锣）　　　　急得老爷直打晃！
　　　　　（白）　　　　　咦，这茬儿不对呀！我怎么这么荒唐啊！周腊梅明明白白儿的是扑着我来的，
　　　　　　　　　　　　　我怎么糊里糊涂的断给张才啦。唉，荒唐之至！这……这怎么办哪？哎哎，有
　　　　　　　　　　　　　啦。山东这块儿有趟公文，历年可是张才去，这个结构眼儿我何不拿官差挤兑
　　　　　　　　　　　　　挤兑他，还派他去；等他走啦，啊？哎！呼哈哈哈……晚半晌打点儿酒，弄点
　　　　　　　　　　　　　儿菜，到周腊梅那儿足乐一气。啊？哎，就这么办咧！哟，没人啦？哎，老爷
　　　　　　　　　　　　　升堂咧！
（四衙役、王书吏同上。）
众衙役　　（同白）　　　　升堂咧！哎……哦……
大老爷　　（白）　　　　　你们这是哄啊，没完啦，这是官事！
　　　　　　　　　　　　　我说王先生，山东有趟公文每年谁去呀？
王书吏　　（白）　　　　　是张才去。
大老爷　　（白）　　　　　唤张才！
众衙役　　（同白）　　　　张才！
（张才上。）
张才　　　（白）　　　　　参见大老爷，多谢老爷的媳妇儿。
大老爷　　（白）　　　　　甭谢，咱们好了传名。我说山东有趟公文，今年还得你辛苦这趟啊。
张才　　　（白）　　　　　我不能去。
大老爷　　（白）　　　　　你怎么不能去？
张才　　　（白）　　　　　我这儿成亲哪；今儿晚上还“洞房花烛夜”哪！
大老爷　　（白）　　　　　“洞房花烛夜”？还“金榜挂名时”哪。官事要紧！
张才　　　（白）　　　　　不行，成亲要紧。
大老爷　　（白）　　　　　抗令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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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
张才　　　（白）　　　　　别打，我去，我去。
（张才抢公文，下。）
众衙役　　（同白）　　　　跑啦。
大老爷　　（白）　　　　　跑啦拉倒，老爷这儿不追究。
众衙役　　（同白）　　　　老爷，我们告假。
大老爷　　（白）　　　　　你们齐了心啦，一块儿告假？去你们的！
（四衙役同下。王书吏藏起来。）
大老爷　　（白）　　　　　哈哈哈……想什么有什么。正多嫌他们呢，都跟我告假。全走啦？称心！这就
　　　　　　　　　　　　　预备预备，买点吃食，我找腊梅去吃会子、喝会子、聊会子、乐会子，这可是
　　　　　　　　　　　　　个乐儿。
（大老爷哼唱。）
大老爷　　（唱）　　　　　是乐儿总得乐……
（大老爷碰王书吏。）
大老爷　　（白）　　　　　哎？王先生？
王书吏　　（白）　　　　　老爷！
大老爷　　（白）　　　　　你怎么还不走哇？
王书吏　　（白）　　　　　老爷的公事还没完呢。
大老爷　　（白）　　　　　完啦！
王书吏　　（白）　　　　　老爷没退堂哪。
大老爷　　（白）　　　　　在这儿等着我哪。我这儿没事啦，你只管走你的吧。
王书吏　　（白）　　　　　不成。书班是伺候老爷的，老爷不退堂，我书班是不敢走的。
大老爷　　（白）　　　　　你瞧，你倒好公事。没告诉你吗，我这儿没事啦；我退堂要到内宅见太太去。
王书吏　　（白）　　　　　我也要见太太去。
大老爷　　（白）　　　　　我见太太，它你见太太干什么去？
王书吏　　（白）　　　　　我给太太请安去。
大老爷　　（白）　　　　　免这个礼吧。
王书吏　　（白）　　　　　不不不，老爷走到哪里，我书班是跟到哪里的。
大老爷　　（白）　　　　　起腻呀？啊？哄啊？什么事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
王书吏　　（白）　　　　　啥个起腻呀？清早起来，升堂理事，不办公事；你跟周腊梅勾七套八，你们俩
　　　　　　　　　　　　　耍骨头！
大老爷　　（白）　　　　　这是官话吗？
王书吏　　（白）　　　　　照这个样子还吃什么呀？
大老爷　　（白）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王书吏　　（白）　　　　　吃你的脚后跟！我辞差不干了！
大老爷　　（白）　　　　　不干这个，你干什么去呀？
王书吏　　（白）　　　　　有我的生意。
大老爷　　（白）　　　　　你作什么生意？
王书吏　　（白）　　　　　我卖臭豆腐去。
大老爷　　（白）　　　　　你也就是块臭豆腐。你会吆喝吗？
王书吏　　（白）　　　　　怎么不会呀？臭豆腐，辣豆腐，五香的豆腐干，酱豆腐哇！
（王书吏下。）
大老爷　　（白）　　　　　这块豆腐渣！得啦，你一走我更放心啦。可是啊，改了一个人也没有啦，这是
　　　　　　　　　　　　　拿捏我。你当我一个人儿就退不了堂了哪？我一人班，全成！
　　　　　（念）　　　　　大堂无人管，仪门无人掩，左手抱印盒，右手去打点。
（鼓声。）
大老爷　　（白）　　　　　嘿，打点鼓响啦。哎，老爷退堂咧，一个呀来哟！
（大老爷下。）

【第二场】

张才　　　（内南锣）　　　夫妻们成佳期，
（张才、周腊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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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才　　　（南锣）　　　　叫腊梅，我的妻，
　　　　　　　　　　　　　老爷差我到山东有歹意，
　　　　　　　　　　　　　我假装登程离家里。
（张才下。）
周腊梅　　（南锣）　　　　有腊梅，掩柴扉。
（周腊梅关门，下。王书吏上。）
王书吏　　（南锣）　　　　一旁闪出了我王书吏。
（王书吏下。）
四老爷　　（内南锣）　　　有本厅把夜查，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南锣）　　　　我要到，腊梅家，
　　　　　　　　　　　　　我上她们家喝碗茶。
（大老爷上。）
大老爷　　（南锣）　　　　手打灯笼朝前走，
　　　　　　　　　　　　　我也到，腊梅家，
　　　　　　　　　　　　　我跟腊梅说句体己话。
（大老爷、四老爷灯笼相碰。）
大老爷　　（白）　　　　　呵，这倒不错！俩澡堂子开一块儿啦。我让你。
（大老爷下。王书吏暗上，蹲下。）
四老爷　　（白）　　　　　真格的，张才住在哪儿啊？哎，这儿有个人，我跟他打听打听。
　　　　　　　　　　　　　借光您哪，这个张才住在哪儿啊？
王书吏　　（白）　　　　　张才是哪个？我哪里晓得呀！
四老爷　　（白）　　　　　他不知道，干脆我上衙门问问去吧。
（四老爷下。）
王书吏　　（白）　　　　　哎呀，我把他支走了，我一个人去。
　　　　　　　　　　　　　哎呀，到了到了。开门哪，开门哪！
（周腊梅上。）
周腊梅　　（白）　　　　　外头叫门是谁呀？
王书吏　　（白）　　　　　我呀！
周腊梅　　（白）　　　　　你是谁？
王书吏　　（白）　　　　　王书吏，王先生。
周腊梅　　（白）　　　　　王先生来啦，我给您开门。
（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哟，您怎么没点个灯笼哇？
王书吏　　（白）　　　　　我摸着黑来的。
（周腊梅、王书吏同进。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　　（白）　　　　　您干什么来啦？
王书吏　　（白）　　　　　我温居贺喜来了。这个事情办得好吧？是我给你们撮合的。
周腊梅　　（白）　　　　　劳您驾。您请坐吧。
王书吏　　（白）　　　　　你们张头儿呢？
周腊梅　　（白）　　　　　张才他有公差，上山东去啦。
王书吏　　（白）　　　　　哎呀，公事也忙得紧哪。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啦？
周腊梅　　（白）　　　　　可不是吗。
（四老爷上。）
四老爷　　（白）　　　　　开门来！
王书吏　　（白）　　　　　哎呀，有人叫门，问问是哪个。
周腊梅　　（白）　　　　　叫门的是谁呀？
四老爷　　（白）　　　　　我，四老爷。
周腊梅　　（白）　　　　　王先生，四老爷来啦。
王书吏　　（白）　　　　　哎呀，四老爷看见我不合适啊，我走吧。你们有后门没有？
周腊梅　　（白）　　　　　没有后门儿。
王书吏　　（白）　　　　　那怎么办哪？
周腊梅　　（白）　　　　　要不，您藏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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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吏　　（白）　　　　　哎呀，我藏在哪里呀？
周腊梅　　（白）　　　　　您藏在灶火膛里得啦。
王书吏　　（白）　　　　　我就藏在灶火膛里吧。
（王书吏下。）
四老爷　　（白）　　　　　开开呀！
周腊梅　　（白）　　　　　来啦！
（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哟，四老爷，您把灯笼交给我吧。
（周腊梅、四老爷同进。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　　（白）　　　　　四老爷您请坐。
四老爷　　（白）　　　　　坐着坐着。
周腊梅　　（白）　　　　　您干什么来啦？
四老爷　　（白）　　　　　我给你温居贺喜来啦。
周腊梅　　（白）　　　　　哟，您这么大的岁数，黑更半夜的，还叫您惦记着。您坐着，我给您泡茶去。
四老爷　　（白）　　　　　不用，咱们聊会儿就得啦。
（大老爷上。）
大老爷　　（白）　　　　　哎哎哎，开门，开门，开门！
四老爷　　（白）　　　　　谁这么急呀？问问去。
周腊梅　　（白）　　　　　叫门的是谁呀？
大老爷　　（白）　　　　　我是大老爷。
周腊梅　　（白）　　　　　四老爷，大老爷来啦。
四老爷　　（白）　　　　　哎哟，那是我的上司，见不过他去。腊梅呀，你隔墙把我扔出去得啦。
周腊梅　　（白）　　　　　我没那么大劲头儿哇。
四老爷　　（白）　　　　　那怎么办呢？
周腊梅　　（白）　　　　　您藏起来吧。
四老爷　　（白）　　　　　我藏在哪儿呀？
周腊梅　　（白）　　　　　四老爷，面缸里挺干净的，您藏在面缸里吧。
四老爷　　（白）　　　　　得，我就在这儿吧。
（四老爷下。）
大老爷　　（白）　　　　　开门哪！
周腊梅　　（白）　　　　　来啦来啦！
（周腊梅开门。）
大老爷　　（白）　　　　　先教我这个灯笼进去。
周腊梅　　（白）　　　　　您交给我吧。
（周腊梅、大老爷同进。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　　（白）　　　　　您坐着。
大老爷　　（白）　　　　　腊梅呀！老爷给你办的这件事情好不好哇？可心不可心？你们当堂是对相对看，
　　　　　　　　　　　　　岁数相当，全都可心吗？
周腊梅　　（白）　　　　　叫您费心啦！
大老爷　　（白）　　　　　那你怎么谢贺谢贺我哪？
周腊梅　　（白）　　　　　等我们当家的回来，登门叩谢。
大老爷　　（白）　　　　　嗳，不用他，没他什么事！这么办吧：我带着酒哪，你陪我喝两盅儿吧。
（大老爷喝酒。）
大老爷　　（白）　　　　　来来来，咱们划两拳。
（大老爷、周腊梅同划拳。张才上。）
张才　　　（白）　　　　　我得回家瞧瞧去啦。
（张才到门口，听。）
张才　　　（白）　　　　　呵，我们家里挺热闹哇。甭说，是来啦。
　　　　　　　　　　　　　嘿，开门来！
（周腊梅故意问。）
周腊梅　　（白）　　　　　谁呀？
张才　　　（白）　　　　　连我的语声都听不出来啦？我是张才！
大老爷　　（白）　　　　　腊梅，咱们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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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腊梅　　（白）　　　　　别喝啦，我们当家的回来啦。
大老爷　　（白）　　　　　张才？别打哈哈啦。他上山东去啦，哪儿那么快腿就回来啦？
周腊梅　　（白）　　　　　是我们当家的。
大老爷　　（白）　　　　　我不放心，我得问问。
（大老爷向门外作女声。）
大老爷　　（白）　　　　　叫门的是谁呀？
张才　　　（白）　　　　　我是你汉子！
大老爷　　（白）　　　　　呵，这我可了不起！
　　　　　　　　　　　　　可不是他嘛，这可怎么办哪？看见不合适啊。有后门儿没有？我溜吧！
周腊梅　　（白）　　　　　没后门儿；那儿有个狗洞，您钻出去吧。
大老爷　　（白）　　　　　不成，钻不出去。这怎么好呢？
周腊梅　　（白）　　　　　您床底下避一会儿吧。
大老爷　　（白）　　　　　床底下干净啊？得！
张才　　　（白）　　　　　快点儿开呀！
（大老爷气咻咻脱口而出。）
大老爷　　（白）　　　　　别忙，这儿藏人哪！
（大老爷钻在桌下。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开开啦。
（张才进门，故意问。）
张才　　　（白）　　　　　怎么这么慢哪？干什么哪？
（周腊梅关门，向张才耳语。）
张才　　　（白）　　　　　哟，这是谁的酒哇？
周腊梅　　（白）　　　　　给你预备的。
张才　　　（白）　　　　　凉了，烫烫去。
周腊梅　　（白）　　　　　你去吧。
（周腊梅暗指灶火示意。）
张才　　　（白）　　　　　烫酒都不会？我自个儿来。
　　　　　（南锣）　　　　灶火里忙点一把火，
（王书吏上。）
王书吏　　（南锣）　　　　灶火里，烧出了我，
　　　　　　　　　　　　　烟薰火燎实难过。
（周腊梅指面缸向张才示意。）
张才　　　（南锣）　　　　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南锣）　　　　面缸里，打出了我。
　　　　　　　　　　　　　搬把椅儿四老爷坐，
　　　　　　　　　　　　　再与张才把话说。
张才　　　（白）　　　　　四老爷，您来啦。
四老爷　　（白）　　　　　啊，我来啦。
张才　　　（白）　　　　　您什么时候来的？
四老爷　　（白）　　　　　我早来啦。
张才　　　（白）　　　　　那您给我们断断家务事吧。
四老爷　　（白）　　　　　好，你们听了。
　　　　　（数板）　　　　叫张才，你过来，细听四老爷说明白：大老爷派你山东公干去，为什么私自转
　　　　　　　　　　　　　回来？放着冷酒你不喝，一心要往灶火里酾。灶火里烧出了王书吏，面缸里打
　　　　　　　　　　　　　出我四老爷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请——
张才　　　（白）　　　　　请谁呀？
四老爷　　（数板）　　　　床底下把大老爷请出来。
张才　　　（白）　　　　　大老爷也来啦？
　　　　　　　　　　　　　请大老爷！
大老爷　　（南锣）　　　　床底下闷坏了我张知县，
（大老爷爬出。）
大老爷　　（南锣）　　　　低下头，往外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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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才　　　（白）　　　　　大老爷！
大老爷　　（南锣）　　　　一见张才我得得得得战。
王书吏　　（南锣）　　　　灶火里，烧得我，
　　　　　　　　　　　　　黑、黑个一个黑。
四老爷　　（南锣）　　　　面缸里，一身面。
大老爷　　（南锣）　　　　床底下闷了我一身汗。
张才　　　（白）　　　　　哎我说王先生，您干什么来啦？
王书吏　　（白）　　　　　我是给你们温居贺喜来了。
张才　　　（白）　　　　　叫您分心。拿来吧！
王书吏　　（白）　　　　　拿什么来？
张才　　　（白）　　　　　温居贺喜的银子。
王书吏　　（白）　　　　　怎么还要银子？
张才　　　（白）　　　　　要不您拿什么遮羞脸儿啊？
王书吏　　（白）　　　　　要多少？
张才　　　（白）　　　　　五十两。
王书吏　　（白）　　　　　哎呀五十两？身上没有带着。
张才　　　（白）　　　　　那您得想办法。
王书吏　　（白）　　　　　我找个保人成不成？
张才　　　（白）　　　　　那成了。
王书吏　　（白）　　　　　四老爷！
四老爷　　（白）　　　　　王先生，有什么事？
王书吏　　（白）　　　　　嘻嘻嘻……没有什么事，嗨嗨嗨……是这么一回事；它是今天张才成家，我给
　　　　　　　　　　　　　他温居贺喜来了，出来的荒疏，没带钱，这里有五十两遮羞的银子，您给保一
　　　　　　　　　　　　　保，明天到衙门里头我就还您。
四老爷　　（白）　　　　　明天到衙门你可准还我。
王书吏　　（白）　　　　　那是一定的。
（四老爷对张才。）
四老爷　　（白）　　　　　没错儿啦，在我身上哪。
（张才对周腊梅。）
张才　　　（白）　　　　　给他开门。
王书吏　　（白）　　　　　不用开门，打灶火里顺着烟筒我就出去了。
（王书吏下。）
张才　　　（白）　　　　　得，他走啦。
　　　　　　　　　　　　　四老爷，该您啦！
四老爷　　（白）　　　　　该我的给我。
张才　　　（白）　　　　　该您拿遮羞儿的银子啦。
四老爷　　（白）　　　　　什么遮羞儿银子？
张才　　　（白）　　　　　您不是温居贺喜来了吗？给我们拿温居贺喜的银子啊。
四老爷　　（白）　　　　　多少啊？
张才　　　（白）　　　　　一百两。
四老爷　　（白）　　　　　什么？我一百？
张才　　　（白）　　　　　您不是保了王先生五十吗？您还得有五十哪，共凑不是一百吗？
四老爷　　（白）　　　　　明儿个衙门拿去吧。
张才　　　（白）　　　　　不成，这就要。
四老爷　　（白）　　　　　这就要？我没带着。
张才　　　（白）　　　　　那您想办法。
四老爷　　（白）　　　　　我也找个保成不成？
张才　　　（白）　　　　　那成了。
大老爷　　（白）　　　　　对保搭话儿，一概不管。君子自重，免开尊口！
四老爷　　（白）　　　　　你瞧，封了门儿啦。
　　　　　　　　　　　　　哎，大老爷！
大老爷　　（白）　　　　　老四啊，你干什么来啦？
四老爷　　（白）　　　　　哎，温居贺喜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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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爷　　（白）　　　　　你也到这个地方温居贺喜来啦？老四啊，近来你的声气可不好听得很哪！像你
　　　　　　　　　　　　　这个岁数，应该收收心啦；怎么也异想天开，跑到周腊梅家找便宜来啦？这个
　　　　　　　　　　　　　地方是你来的？下次再有这个样子，我要打本进京，定要参你！
四老爷　　（白）　　　　　得得得，您念我是初次。
大老爷　　（白）　　　　　下次不可！
四老爷　　（白）　　　　　是。我还有一件事得求您哪。
大老爷　　（白）　　　　　什么事？
四老爷　　（白）　　　　　不是我给他们温居贺喜来了吗？有五十两遮羞儿银子，我又保了王先生五十两，
　　　　　　　　　　　　　共凑一百两。我把靴掖儿落在家里了，没带着，您给保一保，明儿我到衙门
　　　　　　　　　　　　　还您。
大老爷　　（白）　　　　　哦，我这儿给你保一保？成！我这儿可有利钱哪；我这儿是加一钱，蹦蹦儿利。
四老爷　　（白）　　　　　得啦，您客气点儿得啦！
大老爷　　（白）　　　　　明儿什么时候还我？
四老爷　　（白）　　　　　我到衙门就还您。
大老爷　　（白）　　　　　得，就是吧。
四老爷　　（白）　　　　　您分心。我跟您告假，我走啦。
（张才对周腊梅。）
张才　　　（白）　　　　　开门，让他出去。
四老爷　　（白）　　　　　不用啦，我打面缸那儿就遁啦。
（四老爷下。）
大老爷　　（白）　　　　　得，走啦！好啦，咱们接着喝呀！
张才　　　（白）　　　　　别喝啦，该您啦！
大老爷　　（白）　　　　　该我的给我，少一个儿也不行。
张才　　　（白）　　　　　该您拿温居贺喜的银子啦。
大老爷　　（白）　　　　　温居贺喜的银子？成！有数没有？
张才　　　（白）　　　　　二百。
大老爷　　（白）　　　　　怎么到我这儿改二百啦？
张才　　　（白）　　　　　您保了一百哪。
大老爷　　（白）　　　　　共合二百呀？这不算多，明儿到衙门领去吧。
张才　　　（白）　　　　　我这就要。
大老爷　　（白）　　　　　我没带着。
张才　　　（白）　　　　　没带着不成！
大老爷　　（白）　　　　　不成怎么着？
张才　　　（白）　　　　　我扒你！
大老爷　　（白）　　　　　什么？你们敢扒老爷？
张才　　　（白）　　　　　说扒就扒！
（张才扒大老爷衣帽。）
张才　　　（南锣）　　　　脱元领，摘纱帽，
大老爷　　（白）　　　　　哎哟，你们这是抢啊！
（周腊梅开门。）
张才　　　（南锣）　　　　推出去，门关了。
（张才关门。）
大老爷　　（南锣）　　　　捂着屁股往衙门里跑。
（大老爷下。）
张才　　　（南锣）　　　　明天衙门去退卯，
周腊梅　　（南锣）　　　　少受气，免烦恼。
张才、
周腊梅　　（同南锣）　　　夫妻拍手哈哈笑！
张才　　　（南锣）　　　　不作官来戴纱帽。
（张才戴大老爷纱帽，张才、周腊梅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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