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三进士》 1

《三进士》

主要角色
孙淑林：老旦
张文达：老生
常夫人：花旦
常天保：老生
周子卿：小生
周夫人：青衣

情节
山西平阳书生张文达进京赴试，因无盘费，借了当地周、常两家的银子。张文达去后，两家向他妻子孙淑林
索欠，孙淑林无发偿还，两个幼子遂被抢去折债。张文达落第滞京，多年不归。值平阳荒旱，孙淑林离家寻
夫，病困洛阳，被迫卖身，在常知府家中为奴。因没有做好“八珍汤”，被常夫人责打，又因收了周通判送
来的寿礼，惹怒常夫人，奉命去到周家退还。周夫人见孙淑林似有隐痛，问明来历，才知她就是周通判和常
知府的亲母。周通判到常府认母，常知府恐玷官体，不肯相认，二人言语冲突，控诉于巡视洛阳的巡按之前。
恰巧巡按正是张文达，知府大窘，与其妻悔过认罪。一家遂得团圆。

注释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团李金泉、李洪春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吴少岳共同整理的。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九集整理

【第一场】

（常院子上。）
常院子　　（二黄摇板）　　夫人只想八珍汤，
　　　　　　　　　　　　　连日累得苦奔忙。
　　　　　（白）　　　　　我家夫人跟随老爷上任，受了风霜，病后想吃什么八珍汤。府内之人，俱不会
　　　　　　　　　　　　　做；夫人言道，只有山西平阳之人，会做此汤，命我出衙寻找。连日奔忙，未
　　　　　　　　　　　　　曾找到。适才夫人催问下来，不免再到大街小巷寻找一番便了。
　　　　　（二黄摇板）　　大街小巷去寻访，
　　　　　　　　　　　　　只恐徒劳走一场。
（常院子下。）

【第二场】

孙淑林　　（内白）　　　　苦哇！
（孙淑林持草标上。）
孙淑林　　（二黄慢板）　　孙淑林出店房前思后想，
　　　　　　　　　　　　　想起了夫与儿好不悲伤。
　　　　　　　　　　　　　夫离家儿被抢荒旱又降，
　　　　　　　　　　　　　为寻夫不料想病困洛阳。
　　　　　　　　　　　　　在店中欠银钱卖身还偿，
　　　　　　　　　　　　　可怜我年迈人落此下场。
　　　　　　　　　　　　　含悲泪持草标长街来上……
　　　　　（白）　　　　　卖人呐！
（常院子上，见状止步。）
孙淑林　　（二黄摇板）　　一声声叫卖人好不凄凉。
常院子　　（白）　　　　　那一老妈妈，手持草标，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呐？
孙淑林　　（白）　　　　　哦，人卖草能值几何，自然是草卖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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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进士》 2

常院子　　（白）　　　　　老妈妈，听你说话不像此地人氏？
孙淑林　　（白）　　　　　原不是此地人氏。
常院子　　（白）　　　　　哪里人氏？
孙淑林　　（白）　　　　　山西平阳人氏。
常院子　　（白）　　　　　是山西平阳人氏么？
孙淑林　　（白）　　　　　正是。
常院子　　（白）　　　　　既是平阳人氏，可会做八珍汤呀？
孙淑林　　（白）　　　　　这八珍汤么？原是我们平阳人会做的呀，不知你问它何来？
常院子　　（白）　　　　　我乃府衙管家，只因我家夫人病后需用此汤，命我寻找做汤之人，不想就遇着
　　　　　　　　　　　　　老妈妈，不知你要多少身价？
孙淑林　　（白）　　　　　唉！老身乃落难之人，因病欠下店饭银五两，只要还清此债，求得衣食二字也
　　　　　　　　　　　　　就是了。
常院子　　（白）　　　　　如此甚好，府衙之中，缺少不了你的衣食。你住在哪家客店？
孙淑林　　（白）　　　　　王家店中。
常院子　　（白）　　　　　好，你我同去客店，还清了你的店饭钱，再往府衙，你看如何？
孙淑林　　（白）　　　　　多谢了。
　　　　　（二黄摇板）　　王家店中还银两，
　　　　　（白）　　　　　唉！
　　　　　（二黄摇板）　　从此终老在他乡。
（孙淑林、常院子同下。）

【第三场】

（常丫鬟扶常夫人同上。）
常夫人　　（二黄摇板）　　思想那八珍汤茶饭懒进，
　　　　　　　　　　　　　命家院找仆人未见信音。
　　　　　　　　　　　　　叫丫鬟搀扶我二堂坐定，
（常夫人坐。）
常夫人　　（二黄摇板）　　但愿得找寻到做汤之人。
（常院子上，进门。）
常院子　　（白）　　　　　参见夫人。
常夫人　　（白）　　　　　院公回来了，可曾找到会做八珍汤之人？
常院子　　（白）　　　　　小人奉命前往，在大街之上，见一老婆子自卖自身，小人问明，她乃山西平阳
　　　　　　　　　　　　　人氏，会做八珍汤。是她病困旅店，欠下饭银五两，只须还清饭债求得衣食二
　　　　　　　　　　　　　字。因此小人将她带进府中来了。
常夫人　　（白）　　　　　你且退下。
常院子　　（白）　　　　　是。
（常院子下。）
常夫人　　（白）　　　　　丫鬟，去叫那婆子进来。
常丫鬟　　（白）　　　　　是。
　　　　　　　　　　　　　老婆子，老婆子快来。
孙淑林　　（内白）　　　　来了。
（孙淑林上。）
孙淑林　　（二黄摇板）　　孤苦无依遭贫困，
　　　　　　　　　　　　　只得低头服侍人。
常丫鬟　　（白）　　　　　哟，原来是位老姐姐。
孙淑林　　（白）　　　　　哦，原来是位丫鬟姐。我乃异乡之人，不懂府衙规矩，还望多多照顾。
常丫鬟　　（白）　　　　　不妨事，我家夫人是个吃斋的。
孙淑林　　（白）　　　　　哦，是个吃斋的。阿弥陀佛，遇着善人了。
常丫鬟　　（白）　　　　　善人倒是善人，可是你得小心点儿。随我来吧。
　　　　　　　　　　　　　这就是我们的夫人，你还不上前叩头。
孙淑林　　（白）　　　　　是是。
　　　　　　　　　　　　　夫人在上，孙淑林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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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夫人　　（白）　　　　　哎，进得府来，未曾问你名姓，口称孙淑林，真真无有规矩。
孙淑林　　（白）　　　　　啊，夫人，我乃外乡之人，不晓得府中规矩，望求夫人恕罪。
常丫鬟　　（白）　　　　　是呀，她不懂规矩，夫人，你就给她改个名吧。
常夫人　　（白）　　　　　嗯……从今以后，就叫你老奴。
孙淑林　　（白）　　　　　老奴……哦哦哦，多谢夫人。
常夫人　　（白）　　　　　起来。
孙淑林　　（白）　　　　　是。
常夫人　　（白）　　　　　老奴！
孙淑林　　（白）　　　　　有。
常夫人　　（白）　　　　　你可会做八珍汤？
孙淑林　　（白）　　　　　老奴会做。
常夫人　　（白）　　　　　去到厨下，快快做来我用。
孙淑林　　（白）　　　　　啊，夫人，这八珍汤需要温火烹制，是快不得的。
常夫人　　（白）　　　　　还敢多口不成！
　　　　　　　　　　　　　丫鬟领她前去。
常丫鬟　　（白）　　　　　是，您跟我去吧。
孙淑林　　（白）　　　　　是是是。
（孙淑林出门一望。）
孙淑林　　（白）　　　　　唉！
　　　　　（二黄快三眼）　下得堂来自思忖，
　　　　　　　　　　　　　这官府规矩好不怕人。
　　　　　　　　　　　　　看来做事要谨慎……
常夫人　　（白）　　　　　还不快些前去！
孙淑林　　（白）　　　　　哦，是是是！
常丫鬟　　（白）　　　　　老姐姐快来吧。
（孙淑林、常丫鬟同下。）
常夫人　　（白）　　　　　看这老奴，官府规矩全然不知，做上一碗八珍汤，还是这样慢腾腾的。唉！真
　　　　　　　　　　　　　真的不称心呐！
　　　　　（二黄摇板）　　止不住心焦躁催问连声。
　　　　　（白）　　　　　丫鬟，丫鬟！八珍汤可曾做好？
（常丫鬟上。）
常丫鬟　　（白）　　　　　来啦来啦。
　　　　　　　　　　　　　老姐姐，夫人催下来啦。
孙淑林　　（内白）　　　　来了。
（孙淑林上。）
　　　　　（二黄摇板）　　急得我手忙心不定，
　　　　　　　　　　　　　战战兢兢奉敬夫人。
　　　　　（白）　　　　　夫人请用。
（孙淑林将汤呈上。常夫人一看。）
常夫人　　（白）　　　　　我来问你，这是什么汤？
孙淑林　　（白）　　　　　这……这是八珍汤。
常夫人　　（白）　　　　　哼！
（常夫人发怒，泼汤。）
孙淑林　　（白）　　　　　夫人，老奴初进府来，手忙脚乱，做的不好，下次多加小心，做好就是。
常夫人　　（白）　　　　　唗！胆大老奴，进得我府，手忙叫乱，做事疏忽，今日若不打你，犹恐惯了你
　　　　　　　　　　　　　的下次。
　　　　　　　　　　　　　丫鬟，看家法过来！
孙淑林　　（白）　　　　　哎呀，夫人不必发怒，饶恕老奴这一次吧！
常夫人　　（白）　　　　　老狗才啊！
　　　　　（二黄摇板）　　老奴做事不当心，
　　　　　　　　　　　　　耗费夫人多少银！
　　　　　　　　　　　　　手持家法将你打——
（常夫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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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淑林　　（白）　　　　　哎哟……
常丫鬟　　（二黄摇板）　　夫人息怒养精神。
（常丫鬟向前拦阻。）
常夫人　　（白）　　　　　你敢是与她讲情？
常丫鬟　　（白）　　　　　不敢，您开恩吧。
常夫人　　（白）　　　　　起来。
（常夫人向孙淑林。）
常丫鬟　　（白）　　　　　你起来吧。
孙淑林　　（白）　　　　　是是是，多谢夫人。
（孙淑林起立。）
常夫人　　（白）　　　　　老奴，明日乃是老爷寿诞之日，命你看守仪门，倘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
　　　　　　　　　　　　　不收礼物，仔细记下了。
孙淑林　　（白）　　　　　是是是，老奴我记下了。
常夫人　　（白）　　　　　丫鬟搀我来。
（常丫鬟搀常夫人同下。孙淑林一望。）
孙淑林　　（白）　　　　　唉！我好命苦呀！
（孙淑林哭。）
孙淑林　　（二黄散板）　　我指望到此得安稳，
　　　　　　　　　　　　　又谁知落在陷人坑。
　　　　　　　　　　　　　悲悲切切泪难忍——
（孙淑林走小圆场。）
孙淑林　　（二黄散板）　　仪门等候送礼人。
（周院子上。）
周院子　　（二黄摇板）　　适才领了夫人命，
　　　　　　　　　　　　　忙送寿礼到府门。
　　　　　（白）　　　　　里面哪位听事？
孙淑林　　（白）　　　　　你是哪里来的？
周院子　　（白）　　　　　周通判周老爷府上的，与你家老爷送礼上寿。
孙淑林　　（白）　　　　　哦哦，有劳了。只是我家夫人吩咐下来，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周院子　　（白）　　　　　老妈妈，别家的礼物可以不收，我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孙淑林　　（白）　　　　　却是为何呢？
周院子　　（白）　　　　　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乃是同乡共里，同学攻书，同榜会进，同寅作官，因此
　　　　　　　　　　　　　与别家不同。
孙淑林　　（白）　　　　　怎么，你家老爷与我家老爷乃是同乡共里，同学攻书，同榜会进，同寅作官，
　　　　　　　　　　　　　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你家礼物是定要收下的？
周院子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既然如此，待我权且收下，与你通禀。请至下面待茶。
周院子　　（白）　　　　　有劳了。
（周院子下。孙淑林入内。）
孙淑林　　（白）　　　　　有请夫人！
（常丫鬟扶常夫人同上。）
常夫人　　（白）　　　　　何事？
孙淑林　　（白）　　　　　启禀夫人：今有周府差人，前来送礼，礼物已然收下，礼单在此，夫人请看。
常夫人　　（白）　　　　　怎么？你将礼物收下了。
孙淑林　　（白）　　　　　正是。
常夫人　　（白）　　　　　唗！适才怎样吩咐与你，只收礼单，不收礼物，你为何偏将礼物收下，真真大
　　　　　　　　　　　　　胆！
孙淑林　　（白）　　　　　夫人有所不知，来人讲的明白，他家老爷与我家老爷同乡共里，同学攻书，同
　　　　　　　　　　　　　榜会进，又是同寅作官，别人家礼物不收也罢，他家礼物是要收下的，因此老
　　　　　　　　　　　　　奴我这才收下了。
常夫人　　（白）　　　　　哦，如此说来，你倒是个会办事的人了。
孙淑林　　（白）　　　　　夫人夸奖了。
常夫人　　（白）　　　　　来来来，我这把椅儿你来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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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淑林　　（白）　　　　　老奴不不不敢！
常夫人　　（白）　　　　　我谅你也不敢。你且近前，我有话讲。
孙淑林　　（白）　　　　　是。夫人有何吩咐？
常夫人　　（白）　　　　　唗！
（常夫人打孙淑林嘴巴。）
常夫人　　（二黄摇板）　　老奴做事不思忖，
　　　　　　　　　　　　　嘱咐言语你不遵！
　　　　　（白）　　　　　家法伺候！
孙淑林　　（白）　　　　　哎呀夫人你、你饶恕了老奴吧。
（孙淑林哭。）
常夫人　　（二黄摇板）　　家法一举要尔的命！
（常夫人打。）
孙淑林　　（白）　　　　　哎哟，哎哟，丫鬟姐快快来救救我吧。
常夫人　　（二黄摇板）　　活活打死你这老残生。
（常丫鬟拦住。）
常丫鬟　　（白）　　　　　夫人不要闪了你的贵手，您就饶了她吧。
常夫人　　（白）　　　　　教她起来！
常丫鬟　　（白）　　　　　起来，快快谢过夫人。
常夫人　　（白）　　　　　老蠢才！命你去到周府，退还礼物，巳时前去，午时回转，倘若误了时刻，准
　　　　　　　　　　　　　备再受一顿饱打。
孙淑林　　（白）　　　　　是是是，老奴我记下了。
常丫鬟　　（白）　　　　　请夫人烧香！
常夫人　　（白）　　　　　哎呀，只顾与她怄气，忘了烧香。
　　　　　　　　　　　　　阿弥陀佛！
（常夫人、常丫鬟同下。）
孙淑林　　（白）　　　　　哎呀，好个吃斋的善人呐！
　　　　　（二黄散板）　　我与你哪里结仇恨，
　　　　　　　　　　　　　苦苦打我为何情？
　　　　　　　　　　　　　浑身上下痛难忍——
（孙淑林出门，周院子上。）
孙淑林　　（白）　　　　　你害了我了。
　　　　　（二黄散板）　　皆因礼物受苦刑。
周院子　　（白）　　　　　老妈妈此话从何说起？
孙淑林　　（白）　　　　　只因你要我收下你家礼物，怒恼我家夫人，将我饱打一顿，如今还要我到你家
　　　　　　　　　　　　　退还礼物去呢。
周院子　　（白）　　　　　这倒委屈你了。如此你就随我去吧。
　　　　　（二黄摇板）　　老妈妈不要放悲声，
　　　　　　　　　　　　　随我去见周夫人。
（周院子、孙淑林同走圆场。）
周院子　　（白）　　　　　老妈妈请到那边稍待。
孙淑林　　（白）　　　　　是。
（孙淑林下。）
周院子　　（白）　　　　　有请夫人。
（周丫鬟、周夫人同上。）
周夫人　　（念）　　　　　锦堂春富贵，画阁日光辉。
周院子　　（白）　　　　　参见夫人。
周夫人　　（白）　　　　　罢了，寿礼可曾收下？
周院子　　（白）　　　　　常夫人不肯受礼，差一老妈妈前来退礼，现在外厢伺候。
周夫人　　（白）　　　　　啊？常府差人前来退礼？
　　　　　　　　　　　　　下面歇息去吧。
周院子　　（白）　　　　　遵命。
（周院子下。）
周夫人　　（白）　　　　　丫鬟，唤那老妈妈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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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丫鬟　　（白）　　　　　是，老妈妈在哪里？
（孙淑林上。）
周丫鬟　　（白）　　　　　哟，原来是位老姐姐呀！
孙淑林　　（白）　　　　　好说，原来是位丫鬟姐，我是个外乡人，不懂衙门规矩，望丫鬟姐指教一二！
周丫鬟　　（白）　　　　　不要紧，我们夫人是吃斋的。
孙淑林　　（白）　　　　　哦，怎么又是一个吃斋的么？
周丫鬟　　（白）　　　　　你别害怕，我们夫人是个吃斋的真善人，可不像人家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啊。
孙淑林　　（白）　　　　　哎，我偏偏又遇着一个吃斋的。
周丫鬟　　（白）　　　　　随我进来吧。
　　　　　　　　　　　　　见过夫人。
孙淑林　　（白）　　　　　是，老奴与夫人叩头。
周夫人　　（白）　　　　　罢了，快快起来。
孙淑林　　（白）　　　　　谢夫人。
周夫人　　（白）　　　　　老妈妈，你家夫人因何教你前来退礼？
孙淑林　　（白）　　　　　这……我家夫人吩咐于我，只收礼单，不收礼物；只因贵府院公言道：周老爷
　　　　　　　　　　　　　与我家老爷交好甚厚，是我将礼物收下，我家夫人道我擅自做主，故此命我前
　　　　　　　　　　　　　来退礼。
周夫人　　（白）　　　　　原来如此。听你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孙淑林　　（白）　　　　　老奴乃是山西平阳府人氏。
周夫人　　（白）　　　　　哦，老妈妈你是山西平阳人么？
孙淑林　　（白）　　　　　正是。
周夫人　　（白）　　　　　因何来在洛阳，怎样身入常府？
孙淑林　　（白）　　　　　这……唉！一言难尽呐……
（孙淑林哭。）
周夫人　　（白）　　　　　啊？看你这样哭哭啼啼，其中定有缘故，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什么为难
　　　　　　　　　　　　　之处，说将出来，夫人与你做主。
周丫鬟　　（白）　　　　　老姐姐，你有什么心事，只管说吧，我家夫人会给你做主呐！
孙淑林　　（白）　　　　　夫人容禀。
　　　　　（二黄散板）　　尊声夫人听我禀，
　　　　　　　　　　　　　柳川巷里是我家门。
　　　　　　　　　　　　　我夫名叫张文达……
周夫人　　（白）　　　　　张文达？
　　　　　　　　　　　　　且住！想当初母亲言道，我丈夫本是张文达之后，孙淑林之子，方才言道，丈
　　　　　　　　　　　　　夫名叫张文达，莫非她是婆婆来了么？唉！我想天下同名之人甚多，我倒要仔
　　　　　　　　　　　　　细问个明白。
　　　　　　　　　　　　　老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孙淑林　　（白）　　　　　这……老奴无有名字的。
周丫鬟　　（白）　　　　　老妈妈，人生在世，哪有没有名字的呀，你怎么不说呀！
（孙淑林轻声。）
孙淑林　　（白）　　　　　我说出来，夫人不会责打我么？
周丫鬟　　（白）　　　　　干吗责打你呀，我不早告诉你了吗，我们夫人是个吃斋的善人，有什么话你只
　　　　　　　　　　　　　管说吧。
孙淑林　　（白）　　　　　哦，是是是。夫人呐！
　　　　　（二黄碰板三眼）老奴名叫孙淑林。
（小拉子。）
周夫人　　（白）　　　　　孙淑林！
（孙淑林惊慌失色。）
周夫人　　（白）　　　　　丫鬟，与老妈妈看座。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坐下吧。
（孙淑林惊愕。）
孙淑林　　（白）　　　　　叫哪个坐下？
周丫鬟　　（白）　　　　　叫您坐下。坐下吧。
孙淑林　　（白）　　　　　老奴不敢。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4029002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三进士》 7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怎么这样外道，我们夫人让您坐下，您就坐下吧。
（孙淑林坐，触伤处，孙淑林感苦痛。）
孙淑林　　（白）　　　　　丫鬟姐，你请坐吧。
周丫鬟　　（白）　　　　　您不用让，我啊，站惯啦。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周夫人　　（白）　　　　　你丈夫作何生理？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我丈夫自幼把书念，
　　　　　　　　　　　　　一十五岁身入黉门。
（小拉子。）
周丫鬟　　（白）　　　　　夫人，这位老姐姐他还是位秀才夫人呐。
（周夫人随口应声。）
周夫人　　（白）　　　　　原来是位秀才夫人，失敬了。
孙淑林　　（白）　　　　　折杀老奴了。
周夫人　　（白）　　　　　丫鬟，将座位往上升。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请起来，我们夫人请你上坐，来，您请上坐吧。
孙淑林　　（白）　　　　　哎呀呀！丫鬟姐，我、我、我是断断的不敢坐。
周夫人　　（白）　　　　　坐了好讲话。
　　　　　　　　　　　　　丫鬟，往上升一升。
周丫鬟　　（白）　　　　　老姐姐，您怎么这么唠叨，请上坐您就上坐，不就完啦吗！
（周丫鬟推，孙淑林恐再触伤处，急以手护之。）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周夫人　　（白）　　　　　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孙淑林　　（白）　　　　　唉！我丈夫么——
　　　　　（二黄原板）　　都只为求功名把京城奔，
　　　　　　　　　　　　　借了周、常二家银。
　　　　　　　　　　　　　一去数载无音信，
　　　　　　　　　　　　　撇下母子三个人。
周夫人　　（白）　　　　　周、常两家的银子还了无有？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周、常两家把债讨，
　　　　　　　　　　　　　无有银钱就抢人。
周夫人　　（白）　　　　　啊，清平世界，哪有抢人之理，我来问你，抢去何人？
孙淑林　　（白）　　　　　唉！
　　　　　（二黄原板）　　常家抢去朱砂贯，
　　　　　　　　　　　　　周家抢去孔凤缨，我那小娇儿啊！
（小拉子。）
周夫人　　（白）　　　　　老妈妈，这就不对了，你丈夫既然姓张，两个儿子，因何一个姓朱，一个姓孔
　　　　　　　　　　　　　呢？
孙淑林　　（白）　　　　　夫人，朱砂贯、孔凤缨乃是他二人的乳名啊！
周夫人　　（白）　　　　　哦，原来如此。我来问你，抢去之后便怎么样呢？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原板）　　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小拉子。）
周丫鬟　　（白）　　　　　啊！
周夫人　　（白）　　　　　丫鬟，快去倒杯茶来！
周丫鬟　　（白）　　　　　是。
（周丫鬟下。）
周夫人　　（白）　　　　　啊，妈妈，那孔凤缨呢？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孔凤缨改名周子卿。
周夫人　　（白）　　　　　你因何来到此地？
孙淑林　　（二黄原板）　　皆因是平阳遭荒旱，
　　　　　　　　　　　　　独自寻夫奔京城。
　　　　　　　　　　　　　到此不幸身染病，
　　　　　　　　　　　　　欠下了店饭银，无奈何自卖自身，竟做了常府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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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夫人　　（白）　　　　　常家待你如何？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指望卖身求安稳，
　　　　　　　　　　　　　偏遇狠心常夫人。
　　　　　　　　　　　　　进门将我打一顿，
　　　　　　　　　　　　　受礼的事儿不容情。
　　　　　　　　　　　　　夫人若是不肯信——
　　　　　（白）　　　　　夫人请看呐！
　　　　　（二黄摇板）　　我浑身上下尽伤痕。
周夫人　　（白）　　　　　呀！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心难忍，
　　　　　　　　　　　　　果然是婆婆受苦情。
　　　　　　　　　　　　　忙上前去将她认——
（周丫鬟捧茶上。）
周丫鬟　　（白）　　　　　夫人，茶来了。
周夫人　　（白）　　　　　放下。
　　　　　（二黄摇板）　　待老爷回府后商议而行。
　　　　　（白）　　　　　老妈妈你先回去，侯我老爷回衙，差人接你到这里吃碗安乐茶饭就是了。
孙淑林　　（白）　　　　　若得如此，夫人恩德真同再造。
周夫人　　（白）　　　　　罪过了。
孙淑林　　（二黄摇板）　　辞别夫人出府门——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看看过了午时辰。
　　　　　　　　　　　　　回去又是一顿打，
（孙淑林回身。）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摇板）　　望夫人救我命残生。
周夫人　　（白）　　　　　老妈妈，你因何去而复返？
孙淑林　　（白）　　　　　哎呀夫人呐！临行之时我家夫人言道，巳时去午时回。如今日已过午，回去定
　　　　　　　　　　　　　是一顿饱打，教我怎能经受得起呀……
（孙淑林哭。）
周夫人　　（白）　　　　　这……
（周夫人想。）
周夫人　　（白）　　　　　丫鬟，昨日常夫人命人前来剔取花样，可曾拿去？
周丫鬟　　（白）　　　　　还没有拿去呐。
周夫人　　（白）　　　　　快快取来。
周丫鬟　　（白）　　　　　是。
（周丫鬟取花样。）
周丫鬟　　（白）　　　　　花样在此。
周夫人　　（白）　　　　　老妈妈现有花样在此，回去若是你家夫人问你为何误了时刻，你就说我要你在
　　　　　　　　　　　　　此等候剔取花样，她就不会打你了。
孙淑林　　（白）　　　　　多谢夫人。
　　　　　（二黄摇板）　　多谢夫人施恻隐，
　　　　　　　　　　　　　设计搭救我老残生。
　　　　　　　　　　　　　我若是苟延得活命——
周丫鬟　　（白）　　　　　我家夫人送您呐。
孙淑林　　（白）　　　　　夫人呐！
　　　　　（二黄摇板）　　不忘夫人再造恩。
（孙淑林下。）
周子卿　　（内白）　　　　开道回衙！
（〖牌子〗。四衙役引周子卿同上。）
周子卿　　（白）　　　　　退下。
（四衙役同下。）
周子卿　　（白）　　　　　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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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夫人　　（白）　　　　　啊，老爷！
周子卿、
周夫人　　（同白）　　　　请坐。
周夫人　　（白）　　　　　唉！
周子卿　　（白）　　　　　啊，夫人为何长叹？
周夫人　　（白）　　　　　请问老爷，你是何人所生，何人所养？
周子卿　　（白）　　　　　这……实不相瞒，下官本是张家所生，周家所养。只是堂前父母言道，生身父
　　　　　　　　　　　　　母早已亡故。夫人因何问起？
周夫人　　（白）　　　　　老爷呀！只因明日乃常老爷寿诞之期，为妻备有寿礼，派人送去，不想常夫人
　　　　　　　　　　　　　差一老妈妈前来退礼，是我问起情由，谁知她就是……
周子卿　　（白）　　　　　是哪一个？
周夫人　　（白）　　　　　就是孙淑林……
周子卿　　（白）　　　　　啊？
周夫人　　（白）　　　　　我的婆母，你的亲娘。
周子卿　　（白）　　　　　啊，此事有何为证？
周夫人　　（白）　　　　　老爷呀！
　　　　　（二黄散板）　　她言道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孔凤缨改名周子卿。
　　　　　　　　　　　　　母亲受苦你不问，
　　　　　　　　　　　　　问什么证来要什么凭！
周子卿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听说母亲受苦情，
　　　　　　　　　　　　　怎不教人痛伤心。
　　　　　　　　　　　　　辞别夫人出府门——
周夫人　　（白）　　　　　哪里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去到常府认娘亲。
（周院子暗上。）
周夫人　　（白）　　　　　老爷何不先差院公，将老母接回，倘若兄嫂不允，再去不迟。
周子卿　　（白）　　　　　夫人言之有理。
　　　　　　　　　　　　　院公，拿我名帖，去到常府，接那退礼的老婆子过府叙话。
周院子　　（白）　　　　　遵命。
（周院子下。）
周子卿　　（白）　　　　　夫人，若是母亲还则罢了，倘若不是，倒被他人耻笑。
周夫人　　（白）　　　　　纵然不是母亲，接她来此吃碗安乐茶饭，也是老爷恤老怜贫一片好心。
（周院子上。）
周院子　　（白）　　　　　启禀老爷：常老爷应允了，常夫人不让她来。
周子卿　　（白）　　　　　啊？有这等事？
周夫人　　（白）　　　　　老爷不要性急，明日亲自前去，就以拜寿为名，探听明白，再作道理。
周子卿　　（白）　　　　　夫人言得极是，下官明日亲自前往。唉！
　　　　　（念）　　　　　但愿是我亲生母，
周夫人　　（念）　　　　　骨肉分离又团圆。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常天保上。）
常天保　　（念）　　　　　洛阳为府尹，四品位称尊。
（常院子暗上。）
周子卿　　（内白）　　　　周老爷到。
常天保　　（白）　　　　　有请。
（周子卿上。）
周子卿　　（白）　　　　　兄长。
常天保　　（白）　　　　　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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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卿　　（白）　　　　　兄长在上，小弟拜寿。
常天保　　（白）　　　　　愚兄叨礼了。
　　　　　　　　　　　　　请坐。
周子卿　　（白）　　　　　有座。
（周子卿两望。）
常天保　　（白）　　　　　贤弟看什么？
周子卿　　（白）　　　　　兄长府上，新买的那个老婆子，如今何在？
常天保　　（白）　　　　　你问她做甚？
周子卿　　（白）　　　　　你道那老婆子她是何人？
常天保　　（白）　　　　　倒也不知。
周子卿　　（白）　　　　　乃是我的亲……
常天保　　（白）　　　　　噤声！
　　　　　　　　　　　　　退下。
（常院子下。）
常天保　　（白）　　　　　亲什么？
周子卿　　（白）　　　　　是我的亲娘孙淑林！
常天保　　（白）　　　　　啊？
周子卿　　（白）　　　　　也是你的生身之母。
常天保　　（白）　　　　　唗！慢说你我亲生父母早已亡故，纵然还在，如今堂上双亲均已身受皇封诰命，
　　　　　　　　　　　　　难道你我还能认姓归宗不成！况且身为命官，怎能以仆作母，此事幸在为兄
　　　　　　　　　　　　　府内说起，若被外人知道，那还了得！哼！真真不知体统。
周子卿　　（白）　　　　　兄长此言差矣。常言道：“木发有根，水发有源。”我等身虽富贵，若是忘却
　　　　　　　　　　　　　根本，岂不成了衣冠禽兽！
常天保　　（白）　　　　　怎么讲？
周子卿　　（白）　　　　　衣冠禽兽。
常天保　　（白）　　　　　住口！
　　　　　（二黄散板）　　奴才说话礼不逊，
　　　　　　　　　　　　　全不顾王法与官箴！
　　　　　　　　　　　　　辱骂为兄实难忍，
　　　　　　　　　　　　　从此后不认你周子卿。
周子卿　　（白）　　　　　住了！
　　　　　（二黄散板）　　亲生之母你不敢认，
　　　　　　　　　　　　　说什么王法与官箴。
　　　　　　　　　　　　　此处不与你辩论！
常天保　　（白）　　　　　哪里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都察院内把理评。
常天保　　（白）　　　　　怕你不成！
　　　　　（二黄散板）　　都察院我要将你禀，
　　　　　　　　　　　　　你玷污尊长罪非轻。
周子卿　　（二黄散板）　　向前扯住常天保，
常天保　　（二黄散板）　　反手扯住周子卿。
周子卿、
常天保　　（同二黄散板）　你与我同把察院奔——
　　　　　（同白）　　　　走走走！
（周子卿、常天保同下。）

【第五场】

（四军士、四校尉引张文达同上。）
张文达　　（引子）　　　　出仕朝堂，奉君命，巡查洛阳。
　　　　　（念）　　　　　二十年前别故乡，一朝显达姓名扬。虽然富贵人尊仰，子散妻离两发苍。
　　　　　（白）　　　　　只因大比之年，进京赴试，不幸落第，因居京都十有余载，家乡荒旱，妻儿俱
　　　　　　　　　　　　　无下落。且喜得中二甲进士，今蒙圣恩，出放河南八府巡按。巡查上三府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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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顺；下五府正待查访。为此牌放洛阳，设堂理案。
　　　　　　　　　　　　　中军！
中军　　　（白）　　　　　有。
张文达　　（白）　　　　　传话下去：一府三厅，俱予免见。
中军　　　（白）　　　　　遵命。
　　　　　　　　　　　　　下面听着：大人吩咐下来，一府三厅，均予免见。
（内击鼓声。）
中军　　　（白）　　　　　何人击鼓？
常天保　　（内白）　　　　知府参通判。
周子卿　　（内白）　　　　通判告知府。
中军　　　（白）　　　　　候着。
　　　　　　　　　　　　　启禀大人：知府参通判，通判告知府。
张文达　　（白）　　　　　吩咐下去：知府报门而入，通判跪门而进。
中军　　　（白）　　　　　大人有令：知府报门而入，通判跪门而进。
（常天保、周子卿同上。）
常天保　　（白）　　　　　报，洛阳知府常天保告进。
　　　　　　　　　　　　　卑职常天保，叩见大人。
中军　　　（白）　　　　　请——免——打躬。
张文达　　（白）　　　　　嗯！胆大洛阳知府，有事自应禀报，为何擅击堂鼓？讲！
常天保　　（白）　　　　　知府参通判。
张文达　　（白）　　　　　参他何来？
常天保　　（白）　　　　　通判周子卿，仓库不紧，漏落皇粮，大人查出，吃罪不起。
张文达　　（白）　　　　　可是实情？
常天保　　（白）　　　　　句句实情。
张文达　　（白）　　　　　下官厅待传。
常天保　　（白）　　　　　谢大人。
中军　　　（白）　　　　　请——免——仪门打躬。
常天保　　（白）　　　　　周子卿，你要小心了。
周子卿　　（白）　　　　　凭着这顶乌纱与你拼了。
常天保　　（白）　　　　　哼！
（常天保下。）
中军　　　（白）　　　　　通判跪门而进。
周子卿　　（白）　　　　　报，通判周子卿告进。
　　　　　　　　　　　　　叩见大人。
张文达　　（白）　　　　　唗！胆大通判，知府参你仓库不紧，漏落皇粮，你可知罪？
周子卿　　（白）　　　　　通判无罪，特来越告知府。
张文达　　（白）　　　　　嗯！你是何出身，怎敢越告知府？
周子卿　　（白）　　　　　通判与知府乃是同寅进士出身。
张文达　　（白）　　　　　告他何来？
周子卿　　（白）　　　　　知府买母为奴，有欺天灭伦之罪。望求大人做主。
张文达　　（白）　　　　　哎呀，好大的由头，不管谁家母，哪家奴，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一一讲来。
周子卿　　（白）　　　　　大人容禀。
　　　　　（二黄散板）　　家住山西平阳郡，
　　　　　　　　　　　　　柳川巷里有家门。
张文达　　（白）　　　　　可有父母？
周子卿　　（二黄散板）　　我父名叫张文达，
四校尉　　（同白）　　　　哦！
张文达　　（白）　　　　　容他讲。
　　　　　　　　　　　　　脸朝外跪。
周子卿　　（白）　　　　　是。
张文达　　（白）　　　　　你母何名？
周子卿　　（二黄原板）　　我的母名唤孙淑林。
张文达　　（白）　　　　　哦，你父作何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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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卿　　（二黄原板）　　我父求名把京奔，
　　　　　　　　　　　　　借了周、常两家银。
　　　　　　　　　　　　　周、常两家把账讨，
　　　　　　　　　　　　　无有银钱便抢人。
张文达　　（白）抢去哪个？
周子卿　　（二黄原板）　　常家抢去朱砂贯，
　　　　　　　　　　　　　周家抢去孔凤缨。
　　　　　　　　　　　　　朱砂贯改名常天保，
　　　　　　　　　　　　　孔凤缨改名周子卿。
张文达　　（白）　　　　　你母亲呢？
周子卿　　（二黄原板）　　母亲寻父遭病困，
　　　　　　　　　　　　　卖身常府受苦情。
　　　　　　　　　　　　　天保不肯把母认，
　　　　　　　　　　　　　反道我仓库不紧，漏落皇粮，诬告我在公庭。
　　　　　　　　　　　　　这顶乌纱我不要——
（周子卿取下纱帽。）
周子卿　　（白）　　　　　大人呐！
周子卿　　（二黄散板）　　一心要认老娘亲。
张文达　　（白）　　　　　呀！
　　　　　（二黄散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原来是两个小娇生。
　　　　　　　　　　　　　人来传上常天保，
（常天保上。）
常天保　　（白）　　　　　参见大人。
张文达　　（白）　　　　　起过一旁。
　　　　　（二黄散板）　　再把中军叫一声。
　　　　　（白）　　　　　中军。
（张文达向中军耳语。）
中军　　　（白）　　　　　遵命。
（中军下。）
张文达　　（白）　　　　　周子卿。
　　　　　（二黄散板）　　这顶乌纱你戴定，
　　　　　　　　　　　　　我保你母子相逢在察院门。
（周子卿戴帽站起。〖急急风〗。中军带孙淑林同上，孙淑林惊疑不定，进衙。）
中军　　　（白）　　　　　孙淑林带到。
张文达　　（白）　　　　　抬起头来。
孙淑林　　（白）　　　　　有罪不敢。
张文达　　（白）　　　　　恕你无罪。
孙淑林　　（白）　　　　　谢大人。
张文达　　（白）　　　　　掩门。
（军士、校尉、中军同下。）
张文达　　（二黄散板）　　一见夫人到来临，
　　　　　　　　　　　　　好似钢刀刺我心。
　　　　　　　　　　　　　走上前来忙跪定，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啊？
（周子卿、常天保见状，各跪下，周子卿惊喜，常天保战栗。）
孙淑林　　（二黄散板）　　问声老爷你、你、你是何人？
张文达　　（二黄散板）　　夫人不必胆战惊，
　　　　　　　　　　　　　我是你丈夫张文达你仔细认清。
（周子卿、常天保一怔。）
孙淑林　　（白）　　　　　你、你、你是张文达？
张文达　　（白）　　　　　张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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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淑林　　（白）　　　　　张秀才？
张文达　　（白）　　　　　张秀才。
孙淑林　　（白）　　　　　唉！夫啊！
（孙淑林哭。）
孙淑林　　（二黄原板）　　二十载因何无有音信，
　　　　　　　　　　　　　难道说忘却了夫妻之情。
张文达　　（二黄原板）　　我也曾寄过了平安信，
　　　　　　　　　　　　　我也曾捎过了安家银。
　　　　　　　　　　　　　下书人回来对我论，
　　　　　　　　　　　　　他言说山西省，遭荒旱，树无有枝、草无根、不知你母子何处存身，无处找寻！
孙淑林　　（二黄原板）　　我何曾见过你平安信，
　　　　　　　　　　　　　我何曾见过你安家银？
　　　　　　　　　　　　　别的话儿我不问，
　　　　　　　　　　　　　问一声、丹墀下、跪定了、二位长官、头戴乌纱、身穿大红、他是何人？
张文达　　（二黄原板）　　这就是长子朱砂贯，
　　　　　　　　　　　　　那就是次子孔凤英，两个娇生。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夫荣子贵如梦境，
　　　　　　　　　　　　　骨肉团圆喜在心。
　　　　　　　　　　　　　长子哪里为官宦，
　　　　　　　　　　　　　次子何处管黎民？
　　　　　　　　　　　　　老爷你身授是何任，
　　　　　　　　　　　　　一一从头说与我听。
张文达　　（二黄原板）　　长子洛阳为知府，
　　　　　　　　　　　　　次子通判管黎民。
　　　　　　　　　　　　　老夫身授都察院，
　　　　　　　　　　　　　父子三人进士出身。
孙淑林　　（二黄原板）　　听罢了这番话暗自称庆，
　　　　　　　　　　　　　不枉我受苦二十春。
　　　　　　　　　　　　　急忙忙下堂去把娇儿来认——
（小拉子。）
常天保　　（白）　　　　　母亲。
孙淑林　　（白）　　　　　你是何人？
常天保　　（白）　　　　　孩儿朱砂贯。
孙淑林　　（白）　　　　　哦，你是常天保？
常天保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常大老爷。
常天保　　（白）　　　　　孩儿知罪。
孙淑林　　（白）　　　　　好奴才！
　　　　　（二黄散板）　　不孝的奴才骂几声！
　　　　　　　　　　　　　你纵妻虐母心毒狠，
　　　　　　　　　　　　　把为娘当做了陌路人。
　　　　　　　　　　　　　狠心肠不把长子认——
周子卿　　（白）　　　　　母亲。
孙淑林　　（白）　　　　　你是何人？
周子卿　　（白）　　　　　孩儿孔凤缨。
孙淑林　　（白）　　　　　儿就是周子卿。
周子卿　　（白）　　　　　正是。
孙淑林　　（白）　　　　　哎呀，儿啊！
　　　　　（二黄散板）　　孝顺还是我那二娇生。
（周子卿起立。）
张文达　　（二黄散板）　　难怪夫人喜又恨，
　　　　　　　　　　　　　一母同胞两条心。
（张文达向常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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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达　　（白）　　　　　奴才呀！
　　　　　（二黄散板）　　你纵妻虐母该何罪？
常天保　　（白）　　　　　爹爹呀！
　　　　　（二黄散板）　　饶恕儿无知不孝人。
张文达　　（二黄散板）　　奴才做事实可恨！
　　　　　（白）　　　　　夫人呐！
　　　　　（二黄散板）　　念他无知发落从轻。
孙淑林　　（二黄散板）　　老爷讲情我遵命，
　　　　　　　　　　　　　再把奴才叫一声。
　　　　　　　　　　　　　为人怎能忘根本，
　　　　　（白）　　　　　儿啊！
　　　　　（二黄散板）　　从今后儿必须改过自新。
（常天保起立。）
张文达　　（白）　　　　　后面更衣。
（〖吹打〗。周子卿扶孙淑林同下，周夫人、周丫鬟、常夫人、常丫鬟同上。孙淑林换官衣、周子卿扶上，
与张文达对坐。常天保、周子卿示意常夫人、周夫人参见张文达。）
周夫人、
常夫人　　（同白）　　　　公爹在上，媳妇拜见。
张文达　　（白）　　　　　罢了。见过儿的婆母。
（常夫人趑趄不前，常天保暗中催促。常夫人迟钝。）
常夫人　　（白）　　　　　婆母在上，媳妇拜见。
（常夫人跪下。）
孙淑林　　（白）　　　　　哼！
（孙淑林转过身去。）
周夫人　　（白）　　　　　婆母在上，媳妇拜见。
（周夫人跪下。孙淑林笑容满面。）
孙淑林　　（白）　　　　　哎呀，贤孝的儿媳，快快起来。
周夫人　　（白）　　　　　多谢婆婆。
（周夫人起立，向常天保示意，请代讲情，常天保拂袖不理。周夫人暗中将家法递过，示意常夫人向婆母请
罪。）
常夫人　　（白）　　　　　婆母，媳妇无知，多有得罪，特此头顶家法，望求婆母高抬贵手，责打媳妇几
　　　　　　　　　　　　　下，以赎前罪。
（孙淑林不理。）
周夫人　　（白）　　　　　婆母，嫂嫂虽然不是，如今已知悔过，还望婆婆看在媳妇面上，多多宽恕，教
　　　　　　　　　　　　　训与她才是。
孙淑林　　（白）　　　　　好好，待我教训于她！
（二黄行弦。孙淑林取过家法，颤抖地站起来。）
孙淑林　　（二黄散板）　　啊，你、你、你这狠心的……
（孙淑林举家法欲打。）
常天保、
常夫人　　（同白）　　　　（母亲）（婆母）！
孙淑林　　（白）　　　　　唉！
（孙淑林打不下去，沉痛。）
孙淑林　　（二黄散板）　　媳妇啊！
（孙淑林拭泪，搀起常天保、周子卿、周夫人。）
孙淑林　　（二黄散板）　　霎时间不由我万感交迸，
　　　　　　　　　　　　　止不住心酸痛老泪淋淋。
　　　　　（白）　　　　　唉！媳妇，非是为娘与你生气，这衙内家人使女甚多，从今以后，必须好好看
　　　　　　　　　　　　　待他们，若是再像对为娘这样么……唉！我也就不必讲了啊……
（孙淑林拭泪。）
常丫鬟　　（白）　　　　　哎哟，老太太，您这话说的真圣明。
常夫人　　（白）　　　　　媳妇一定改过。
（周丫鬟学常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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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丫鬟　　（白）　　　　　媳妇一定改过。
（周夫人制止。）
周夫人　　（白）　　　　　嗯！
　　　　　　　　　　　　　起来。
（常夫人迟疑。）
周夫人　　（白）　　　　　嫂嫂起来吧。
常夫人　　（白）　　　　　多谢婆母。
（常夫人起立。周丫鬟学常夫人。）
周丫鬟　　（白）　　　　　多谢婆母。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孩儿要认姓归宗。
张文达　　（白）　　　　　待为父与儿等同修本章，奏明圣上。
周子卿、
常天保　　（同白）　　　　遵命。
张文达　　（白）　　　　　今日一家团圆，后堂设宴欢聚。夫人，你来看：
　　　　　（念）　　　　　一门三进士，
孙淑林　　（念）　　　　　枯木喜逢春。
周子卿　　（念）　　　　　富贵休忘本，
常天保　　（念）　　　　　为人莫欺心。
孙淑林　　（白）　　　　　好啊，好一个“为人莫欺心”！来呀，哈哈哈……
（常天保、周子卿同搀扶张文达，常夫人、周夫人、周丫鬟、常丫鬟同搀扶孙淑林，常夫人触及孙淑林伤处，
急缩手，孙淑林忍痛含笑，示意不妨。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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