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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山》

主要角色
石秀：武生
杨雄：老生
潘巧云：花旦
云儿：小旦
海阇黎：丑
潘老丈：丑
小和尚：丑
酒保：丑

情节
《水浒传》病关索杨雄的妻子潘巧云，性情淫荡，私通了奸僧海阇黎。杨雄结拜的兄弟，名叫拼命三郎石秀，
寄居在杨雄家里，看破了奸情，告诉杨雄。杨雄大怒，酒后回家，质问潘巧云，潘巧云逞媚巧辩，反而诬
告石秀调戏她，所以造出谣言。杨雄竟被她所惑，骂石秀不义。石秀含冤不白，就负气而去。晚上等到海阇
黎在潘家出来，于是就将海阇黎杀死，拿了他的衣服和潘巧云送给他的女衣去给杨雄看。杨雄气急了，同石
秀商量，诱潘巧云往翠屏山烧香，逼迫杨雄将潘巧云杀死。

根据《戏典》第七集整理

【第一场】

（潘巧云上。）
潘巧云　　（引子）　　　　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潘巧云坐。）
潘巧云　　（念）　　　　　春逢三月桃花成，雨打荷花满池塘，应时秋月黄花酒，冬来腊梅闻雪香。
　　　　　（白）　　　　　奴家，潘氏巧云，配夫石达，石达一死，后嫁杨雄。想那杨雄习学拳棒，不喜
　　　　　　　　　　　　　枕前之欢。是我与海师父私下勾情，常来常往，不想被石秀看破。石秀在外面
　　　　　　　　　　　　　必与大郎言讲，搬动是非，大郎回来，岂肯与我干休。石秀吓石秀，没有此事
　　　　　　　　　　　　　便罢，若有此事，嫂嫂岂肯与你干休。
　　　　　（南梆子）　　　潘氏女坐前堂自思自想，
　　　　　　　　　　　　　思想起心内事好不悲伤。
　　　　　　　　　　　　　但愿得杨大郎鸳鸯拆散，
　　　　　　　　　　　　　我与那海师父日久天长。
杨雄　　　（内白）　　　　走吓！
（杨雄上。）
杨雄　　　（西皮摇板）　　在衙前辞别了众位宾朋，
　　　　　　　　　　　　　自幼儿爱拳棒喜在眉容。
　　　　　（白）　　　　　俺，杨雄。适才在衙前打了几路拳，耍了几路棒，太爷见喜，赏我大坛酒大方
　　　　　　　　　　　　　肉，故而吃了这样醺醺大醉。呐，石秀对我言讲，我妻潘巧云与那海阇黎有奸。
　　　　　　　　　　　　　今日回去，没有此事便罢，倘有此事，定不与那贱人干休。走吓！
　　　　　（西皮摇板）　　只吃得醉醺醺路走不稳，
　　　　　　　　　　　　　一步儿来至在自家门庭。
　　　　　（白）　　　　　来此已是。
　　　　　　　　　　　　　开门来，呔！开门来！
潘巧云　　（白）　　　　　想是大郎回来了，待我开门。
　　　　　　　　　　　　　啊，大郎回来了。
杨雄　　　（白）　　　　　好贱人！
（杨雄坐。）
潘巧云　　（白）　　　　　吓，大郎回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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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白）　　　　　好贱人！
潘巧云　　（白）　　　　　云儿快来。
（云儿上。）
云儿　　　（白）　　　　　大奶奶什么事？
潘巧云　　（白）　　　　　你大爷回来了，想是要喝茶，快去取茶去。
杨雄　　　（白）　　　　　回来！不用。
潘巧云　　（白）　　　　　想是没有吃饭，快做饭去。
杨雄　　　（白）　　　　　回来！亦不用。
潘巧云　　（白）　　　　　大郎今天回来，茶不思，饭不想，你心里打算怎么样？
杨雄　　　（白）　　　　　云儿掌灯。
云儿　　　（白）　　　　　哦，我们大爷要睡觉了。
（杨雄、潘巧云同上同下演觉。）
杨雄　　　（白）　　　　　云儿，看看外面什么叫？
（云儿看。）
云儿　　　（白）　　　　　回禀大爷、大奶奶的话：梁头燕儿入巢呢。
杨雄　　　（白）　　　　　梁头燕儿入巢，好恼吓，好恨！好恼吓，好恨！
潘巧云　　（白）　　　　　梁头燕儿入巢，大郎恼他何来，恨他怎的？
杨雄　　　（白）　　　　　想那大雁，逢死不配，想那小燕，到晚就要成双作对，怎不叫人好恼吓，好恨。
潘巧云　　（白）　　　　　如此说来，你该恼该恨。
杨雄　　　（念）　　　　　清晨起来入公衙，一片心事乱如麻。猛虎口内夺脆骨，事到头来不自由。
（杨雄吐，睡。潘巧云与云儿咬耳，云儿下。〖起初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导板）　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
　　　　　（南梆子原板）　坐不安睡不稳心中自想。
　　　　　（白）　　　　　且住，想我大郎往日回来，欢天喜地，今日回来，愁眉不展，是何缘故？哦，
　　　　　　　　　　　　　是了。
（〖起二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想是那小石秀对他言讲，
　　　　　　　　　　　　　因此上我大郎吵闹一场。
　　　　　（白）　　　　　哎呀，且住，想必是石秀在酒席筵前，搬动是非，也是有的，石秀呀，石秀，
　　　　　　　　　　　　　没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嫂嫂岂肯与你干休。
（小和尚上。〖起三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梆声响亮，
（小和尚拍掌，云儿上，开门。）
云儿　　　（白）　　　　　我们大爷在家呢。
（小和尚下。）
云儿　　　（白）　　　　　那是猫儿捕鼠。
潘巧云　　（白）　　　　　退下了。
（〖起四更鼓〗。）
潘巧云　　（南梆子原板）　想必是海师父来到门上。
　　　　　　　　　　　　　但愿得我大郎早把命丧，
　　　　　　　　　　　　　我与那海师父日久天长。
　　　　　　　　　　　　　将身儿倒卧在象牙床上，
　　　　　　　　　　　　　到天明把此话细问大郎。
（〖起五更鼓〗。天明。云儿上。）
云儿　　　（白）　　　　　大爷，大奶奶，天不早了，该起来呐。
杨雄　　　（白）　　　　　云儿，看洗脸水伺候。
（杨雄、潘巧云、云儿同洗脸。）
杨雄　　　（白）　　　　　啊，巧姐，卑人昨晚带酒回来，可曾讲些什么？
潘巧云　　（白）　　　　　你吓，没有说什么旁的话，说的一个字。
杨雄　　　（白）　　　　　说的一个什么字？
潘巧云　　（白）　　　　　你撒酒疯。
杨雄　　　（白）　　　　　呐，杨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昨晚与朋友吃酒，带酒回来，与自己老婆，撒
　　　　　　　　　　　　　的什么酒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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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姐，我往后戒酒不吃。
潘巧云　　（白）　　　　　往后不要戒，少吃一点就是。
杨雄　　　（白）　　　　　巧姐，看你脸上，变颜变色，莫非是有什么心事？
潘巧云　　（白）　　　　　想我们妇道人家，吃得饱喝得足，一点心事也没有。
杨雄　　　（白）　　　　　看你脸上，一定有什么心事。
潘巧云　　（白）　　　　　想我纵有心事，你也猜不着。
杨雄　　　（白）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们太爷的心事，不猜便罢，
潘巧云　　（白）　　　　　要猜呢？
杨雄　　　（白）　　　　　要猜，猜他一个八九。
潘巧云　　（白）　　　　　今日简直也没有事情，你就猜上一猜。
杨雄　　　（白）　　　　　啊，什么心事，哦，有了，我这头一猜，就要猜着了。莫非是街坊上邻舍，得
　　　　　　　　　　　　　罪了大姐？
潘巧云　　（白）　　　　　大爷，你这头一猜——
杨雄　　　（白）　　　　　猜着了。
潘巧云　　（白）　　　　　猜错了。
杨雄　　　（白）　　　　　怎么猜错了？
潘巧云　　（白）　　　　　想我们街坊是好街坊，邻舍是好邻舍，想我们没有不是，纵有不是，不看在我
　　　　　　　　　　　　　们娘儿们，还要看在大爷面上，想你大爷，谁人不知，你在衙门里进，衙门里
　　　　　　　　　　　　　出，站了起来，一个粉红的头儿。
杨雄　　　（白）　　　　　头儿就结了，不要上颜色。
潘巧云　　（白）　　　　　如今上点颜色好看，他们也不好意思的，不是的。
杨雄　　　（白）　　　　　啊，头一猜猜错了，第二猜一定要猜着了。
潘巧云　　（白）　　　　　猜猜罢。
杨雄　　　（白）　　　　　哦，莫非是潘老公得罪你了？
潘巧云　　（白）　　　　　大郎，你这个第二猜——
杨雄　　　（白）　　　　　猜着了。
潘巧云　　（白）　　　　　更错了。
杨雄　　　（白）　　　　　怎么又错了？
潘巧云　　（白）　　　　　你想潘老公，他是我的爹……
（杨雄、云儿同允。）
潘巧云　　（白）　　　　　怎么呐。
杨雄　　　（白）　　　　　答应大奶奶的话头。
潘巧云　　（白）　　　　　往后别……
杨雄、
云儿　　　（同白）　　　　别什么？
潘巧云　　（白）　　　　　往后不要这么答应。你想潘老公，他是我的爹。他老人家，打也打得，骂也骂
　　　　　　　　　　　　　得，我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呢？不是的。
杨雄　　　（白）　　　　　哦，又不是的。我这一猜，一定要猜着了。莫非是云儿这孩子，得罪了当家的
　　　　　　　　　　　　　大奶奶，待我来打她几下，与你出出气。
潘巧云　　（白）　　　　　不是的，不是的，你想云儿，是我拿银钱买来的，我叫她上东，她不敢往西，
　　　　　　　　　　　　　我叫他打狗……
杨雄　　　（白）　　　　　打狗不要拍我。
潘巧云　　（白）　　　　　哎呀，我拍错了。我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我们娘儿俩，高兴起来，爱怎么
　　　　　　　　　　　　　玩，便怎么玩，不是的。
杨雄　　　（白）　　　　　哦，又不是的，哎呀，好难猜的心事。这一猜，我一定猜着了。
潘巧云　　（白）　　　　　请猜罢。
杨雄　　　（白）　　　　　莫非卑人昨晚带酒回来，言语冒犯当家的大奶奶。
潘巧云　　（白）　　　　　哎呀，你说的是谁？
杨雄　　　（白）　　　　　就是我。
潘巧云　　（白）　　　　　哎呀，我的大爷。
杨雄　　　（白）　　　　　哎呀，我的大奶奶。
潘巧云　　（白）　　　　　哎呀，我的大太爷。
杨雄　　　（白）　　　　　哎呀，我的大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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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潘巧云　　（同白）　　　　怎么这样客气。
潘巧云　　（白）　　　　　常言道得好，夫妻没有隔夜之仇。纵然有点不是，睡到半晚上，中间有个说和
　　　　　　　　　　　　　老人，满天云彩都散了。不是的。
杨雄　　　（白）　　　　　哦，又不是的，吓，这一下，一定要猜着了。莫非是石三郎得罪了大姐。
潘巧云　　（白）　　　　　你说的是谁？
杨雄　　　（白）　　　　　说的是石三郎，石秀。
潘巧云　　（白）　　　　　大郎近前来。呸呸啐！石三郎，石三郎吓，他妈的石四郎呢！
杨雄　　　（白）　　　　　哎，大姐，为何提起石家贤弟，这样烦恼？
潘巧云　　（白）　　　　　我们不说呢。
杨雄　　　（白）　　　　　为什么不说了？
潘巧云　　（白）　　　　　你想我们妇道人家，吃饱了，喝足了，倒说我们搬动是非，说出来你也不信，
　　　　　　　　　　　　　我们不说了。
杨雄　　　（白）　　　　　哎，巧姐，如今我改了脾气，听老婆的话了。
潘巧云　　（白）　　　　　哎，如今你听老婆的话，可要发财了。
杨雄　　　（白）　　　　　哦，难怪我老不发财，我没有听过老婆的话。
杨雄、
潘巧云　　（同白）　　　　云儿打坐。
（云儿摆坐。）
云儿　　　（白）　　　　　大爷大奶奶请坐。
潘巧云　　（白）　　　　　大爷请坐。
杨雄　　　（白）　　　　　奶奶请坐。
（杨雄、潘巧云同坐。）
杨雄　　　（白）　　　　　石贤弟怎样得罪了你？
潘巧云　　（白）　　　　　待我想想，哦，是的，就是天阴的那一天……
杨雄　　　（白）　　　　　天阴怎么样？
潘巧云　　（白）　　　　　我在房里作活。
杨雄　　　（白）　　　　　作活怎样么？
潘巧云　　（白）　　　　　石秀站在房门口。
杨雄　　　（白）　　　　　房门口怎么样？
潘巧云　　（白）　　　　　我吓，怪难为情的。我叫石叔叔，上房里来坐坐。
杨雄　　　（白）　　　　　进来了没有？
潘巧云　　（白）　　　　　他进来了。
杨雄　　　（白）　　　　　进来便怎么样？
潘巧云　　（白）　　　　　东边有椅子，西边有凳子，他都不坐，一屁股坐在我们床上了。
杨雄　　　（白）　　　　　哎，自己弟兄坐坐有何妨，不要紧的。
潘巧云　　（白）　　　　　我也是这么说，自己弟兄，坐坐也不要紧。坐住坐住，他就不老实呐。
杨雄　　　（白）　　　　　怎么不老实？
潘巧云　　（白）　　　　　他抓住我的手，他说嫂子，嫂子，哎呀，我的嫂子呀！
杨雄　　　（白）　　　　　哎哎哎，这是石秀的样儿？他没有这个毛病，后来便怎么样？
潘巧云　　（白）　　　　　他说嫂子，我们俩好一好。
杨雄　　　（白）　　　　　什么叫作好一好？
潘巧云　　（白）　　　　　你们衙门里当差，连个好一好都不懂？
杨雄　　　（白）　　　　　我倒不懂。
潘巧云　　（白）　　　　　他吓，他要动厅堂瓦。
杨雄　　　（白）　　　　　什么叫做动厅堂瓦？
潘巧云　　（白）　　　　　他要动茅连草。
杨雄　　　（白）　　　　　什么叫作茅连草？
潘巧云　　（白）　　　　　他要动色。
杨雄　　　（白）　　　　　啊啊，这石秀混账，你就该提起我来。
潘巧云　　（白）　　　　　不提起你还则罢了，提起你来他急呢。
杨雄　　　（白）　　　　　他怎么急呢？
潘巧云　　（白）　　　　　他将我按在床上，与我一个霸王硬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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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白）　　　　　哈哈，好厉害的霸王，跑在我杨雄家里上起弓来了！
　　　　　　　　　　　　　啊，巧姐，这张弓可曾让他上去？
潘巧云　　（白）　　　　　你不要着急，我要上了这张弓，怎么让你在外面漏这个脸？
杨雄　　　（白）　　　　　快讲，快讲！这是顶要紧的关头。
潘巧云　　（白）　　　　　我有一天在家，你教徒弟的把式，偷学了一着。
杨雄　　　（白）　　　　　偷学了哪一着？
潘巧云　　（白）　　　　　他与我一个霸王硬上弓，我攥住他两个手腕子，与他一个喜鹊登梅，把他登跑
　　　　　　　　　　　　　了，你瞧好是不好？
杨雄　　　（白）　　　　　好，还是杨雄的老婆，会喜鹊登梅，若不是喜鹊登梅，我就要当了此道了。
潘巧云　　（白）　　　　　我说你呀，幸亏娶了我这个老婆，要是娶了不三不四的，你早就当了忘八了，
　　　　　　　　　　　　　话也说完，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
　　　　　　　　　　　　　云儿，打坐。
杨雄　　　（白）　　　　　哈哈，她们说这个话，我不能相信。
　　　　　　　　　　　　　吓，巧姐，你说这个话，我全不相信，我那石贤弟，不是这样的人。
潘巧云　　（白）　　　　　你瞧，不说叫我说，说出他又不相信，吓，大郎，你不信我的话，你去问问云
　　　　　　　　　　　　　儿这丫头，她也上过他的当。
杨雄　　　（白）　　　　　哦，云儿也上过当，快些过来，告诉你大爷。
潘巧云　　（白）　　　　　云儿过去，把这话告诉你家大爷。
杨雄　　　（白）　　　　　把石叔叔的话，告诉我听听。
云儿　　　（白）　　　　　我不敢说，说出来石叔叔回来，要打我的。
杨雄　　　（白）　　　　　他要打你，有你大爷，快些讲来。
云儿　　　（白）　　　　　待我想想。哦，就是前天。
杨雄　　　（白）　　　　　前天怎么样？
云儿　　　（白）　　　　　我在房里梳头。
杨雄　　　（白）　　　　　梳头怎么样？
云儿　　　（白）　　　　　石叔叔在外头宰牛，我头也梳好，他的牛也宰完了，他站在我房门口。
杨雄　　　（白）　　　　　站在房门口作什么？
云儿　　　（白）　　　　　他就进来了。
杨雄　　　（白）　　　　　进来作什么？
云儿　　　（白）　　　　　他抓住我的手，他说云儿云儿，我的宝贝，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是苹果
　　　　　　　　　　　　　桃。
杨雄　　　（白）　　　　　什么叫作苹果桃？
云儿　　　（白）　　　　　苹果桃就是十六。
杨雄　　　（白）　　　　　他为什么问你多大岁数？
云儿　　　（白）　　　　　他说云儿你老大不小了，有婆婆家没有婆婆家？
杨雄　　　（白）　　　　　有婆家，无婆家，有你大郎大奶奶作主，与他什么相干？
云儿　　　（白）　　　　　我也这么说，他说没有婆婆家，你答应我，我与你打簪子买镯子。
杨雄　　　（白）　　　　　这是什么话，你就该提起你大爷。
云儿　　　（白）　　　　　哎呀，不提你呐，还好。
杨雄　　　（白）　　　　　提起我来呢？
云儿　　　（白）　　　　　他说连大爷大奶奶一块玩。
潘巧云　　（白）　　　　　大郎，你交的好朋友，近前来。吓吓啐！你交的好朋友！
杨雄　　　（白）　　　　　哎呀，石秀，我把你当作仁人君子，谁知你……哎呀，石秀背后也提过她来。
　　　　　　　　　　　　　啊，巧姐，你么背后藐视石秀，石秀背后也讲过你呀。
潘巧云　　（白）　　　　　想我们妇道人家，有什么给他说的，说出来我们听听。
杨雄　　　（白）　　　　　哎呀，不说也罢，说出来有些难为情。
潘巧云　　（白）　　　　　有什么难为情，他说什么？
杨雄　　　（白）　　　　　哎呀，不说也罢。
潘巧云　　（白）　　　　　不要紧的，说出来。
杨雄　　　（白）　　　　　他说你吓……
潘巧云　　（白）　　　　　他说我什么？
杨雄　　　（白）　　　　　他说你私通一个和尚头。
潘巧云　　（白）　　　　　啊呀，这个话是石秀说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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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白）　　　　　不是石秀说的，我还要这个好看么？
潘巧云　　（白）　　　　　石秀吓，石秀，我把你这个忘八蛋造的。
　　　　　　　　　　　　　云儿，拿剪子剪头发，我去当尼姑不活了，单说我偷和尚。
（潘巧云哭，云儿哭。）
杨雄　　　（白）　　　　　不要啼哭，叫他算清账目，早离我家。
潘巧云　　（白）　　　　　你舍得你的好朋友么？
杨雄　　　（白）　　　　　云儿请你爷爷。
云儿　　　（白）　　　　　爷爷有请。
（潘老丈上。）
潘老丈　　（白）　　　　　哽吓。
　　　　　（念）　　　　　老汉今年八十一，养个儿子九十九，添个孙子一百一。
杨雄　　　（白）　　　　　哎，老丈人。
潘老丈　　（白）　　　　　女婿大官人，请坐，请坐。
潘巧云　　（白）　　　　　爹吓，我们有礼了。
云儿　　　（白）　　　　　爷爷有礼。
潘老丈　　（白）　　　　　罢了，大清早起，把我弄出来做什么？
杨雄　　　（白）　　　　　把你请出来的。
潘老丈　　（白）　　　　　请出来弄出来，我总要出来，什么事？
杨雄　　　（白）　　　　　如今买卖，作不成了。
潘老丈　　（白）　　　　　顶好生意，怎么作不成了？
杨雄　　　（白）　　　　　人心大变。
潘老丈　　（白）　　　　　哎吓，这个怎么变？把我变住了，我不懂，这句话，什么话？云儿这孩子长的
　　　　　　　　　　　　　聪明，我来问问她。
　　　　　　　　　　　　　云儿你过来。
云儿　　　（白）　　　　　爷爷什么事？
潘老丈　　（白）　　　　　你大爷大奶奶，说的人心大变，这是什么话？我不懂。
云儿　　　（白）　　　　　我说爷爷，你胡须都白了。
潘老丈　　（白）　　　　　胡须白了，怎么样？
云儿　　　（白）　　　　　连个人心大变都不懂。
潘老丈　　（白）　　　　　这句话，我到不懂。
云儿　　　（白）　　　　　人心大变就是大变人心。
潘老丈　　（白）　　　　　劳你的驾，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这一说，我更糊涂了，应在谁人的身上？
杨雄、
潘巧云　　（同白）　　　　应在石秀的身上。
潘老丈　　（白）　　　　　这是好伙计。
杨雄　　　（白）　　　　　不要多管闲事，取我的衣帽过来，上衙门去了。正是：
　　　　　（念）　　　　　站在人前貌堂堂，
潘巧云　　（念）　　　　　酒后休把廉耻忘。
杨雄　　　（念）　　　　　栽花休栽无结果。
潘巧云　　（白）　　　　　大郎！
　　　　　（念）　　　　　交友休交无义郎！
杨雄　　　（白）　　　　　好吓！好一个“交友休交无义郎”。走吓！
石秀　　　（内白）　　　　哽嚇！
（石秀上。）
石秀　　　（白）　　　　　杨仁兄，起身甚早。
杨雄　　　（念）　　　　　贫贱之子不押富，
石秀　　　（念）　　　　　听妻背言反说吾。
杨雄　　　（念）　　　　　沙滩无水怎撒网，
石秀　　　（念）　　　　　目不识俺大丈夫。
杨雄　　　（白）　　　　　哪一个大丈夫？
石秀　　　（白）　　　　　俺是大丈夫。
杨雄　　　（白）　　　　　近前来。呸呸呸！匹夫之辈。
（杨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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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　　　（白）　　　　　吓，我与杨仁兄朋友相交，就是这样的看待，也罢，不免算清了账目，早离他
　　　　　　　　　　　　　家。正是：
　　　　　（念）　　　　　久住令人贱，贫寒亲也疏。再住三五载，
潘巧云　　（白）　　　　　他来呢，云儿打坐。
石秀　　　（白）　　　　　吓！
　　　　　（念）　　　　　相交不如初。吓，老丈。
潘老丈　　（白）　　　　　原来是石伙计。
　　　　　　　　　　　　　云儿，与石叔叔看坐。
潘巧云　　（白）　　　　　慢着，我们这里，不是庵观寺院，招商客店，爱来就来，爱走就走。
　　　　　　　　　　　　　云儿，与我骂出去。
（云儿骂。）
云儿　　　（白）　　　　　石秀忘八造的！
石秀　　　（白）　　　　　嫂嫂，俺无非短你几两银子，何须叫骂英豪。
潘巧云　　（白）　　　　　你拿过来。
石秀　　　（白）　　　　　取俺的包裹来吓。
潘巧云　　（白）　　　　　云儿拿他的原行包裹。
（云儿取布。）
云儿　　　（白）　　　　　拿去。
石秀　　　（白）　　　　　俺要俺的原行包裹，谁要你这肮脏的东西。
潘巧云　　（白）　　　　　云儿，叫你取他原行包裹，你怎么把骑马布拿出来了？
云儿　　　（白）　　　　　哦，拿错了。
潘巧云　　（白）　　　　　快拿去。
（云儿取包裹。）
云儿　　　（白）　　　　　这是他的原行包裹。
潘巧云　　（白）　　　　　拿过来。
　　　　　　　　　　　　　石秀，这是你的原行包裹，好比乡下老儿卖布，夹住跟我走，跟我走！
石秀　　　（白）　　　　　哦！
潘老丈　　（白）　　　　　这叫作人心大变。
石秀　　　（西皮原板）　　石三郎进门来云儿骂道，
　　　　　　　　　　　　　只骂得小豪杰脸上发烧。
　　　　　　　　　　　　　忍不住心头火与她吵闹，
潘老丈　　（白）　　　　　石伙计，常言道得好，好男不同女斗，好鸡不同狗斗，有什么事情，你看在我
　　　　　　　　　　　　　爷爷面上。
（潘巧云、云儿、石秀同允。）
石秀　　　（西皮原板）　　还看在杨仁兄朋友相交。
　　　　　　　　　　　　　辞别了潘老公忙登路道，
　　　　　　　　　　　　　从今后再不能把你来瞧。
潘老丈　　（白）　　　　　石伙计，此番走，身上可有盘费？
石秀　　　（白）　　　　　这……惭愧。
潘老丈　　（白）　　　　　年轻的人好胜，不肯说没钱，我来交朋友。
　　　　　　　　　　　　　云儿过来。
云儿　　　（白）　　　　　爷爷什么事？
潘老丈　　（白）　　　　　替你爷爷开库。
云儿　　　（白）　　　　　爷爷造反？
潘老丈　　（白）　　　　　作官的开银库，我老头子开一条棉裤，有一锭银子，与我拿出来，我要交朋友。
云儿　　　（白）　　　　　不要与他，留住吧。
潘老丈　　（白）　　　　　你不要管，快拿来。
云儿　　　（白）　　　　　爷爷，拿出来了。
潘老丈　　（白）　　　　　什么？
云儿　　　（白）　　　　　银子，你的棺材本，少要交朋友。
潘老丈　　（白）　　　　　小丫头，不要多话。
　　　　　　　　　　　　　石伙计，你要走了，我又留不住，我这里有碎散银子，与你买饭不饱，买酒不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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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　　　（白）　　　　　咳，愧领了。
　　　　　（西皮原板）　　谢过了潘老丈恩高义好，
　　　　　　　　　　　　　你令嫒她待我不如蓬蒿。
　　　　　　　　　　　　　见了那潘家女就把牙咬，
（潘巧云咬牙，潘老丈打。）
潘巧云　　（白）　　　　　哎呀，打痛我的腰了。
潘老丈　　（白）　　　　　你真会做戏，我打的椅子背，没有打你的腰。人家要走了，不吃还要吃，不交
　　　　　　　　　　　　　还要交，不要人家走后去骂你，你过去说两句好话，灌灌迷汤。
潘巧云　　（白）　　　　　哦，说好话，我会说，你瞧见他气就来了，好话打哪里说起？
　　　　　　　　　　　　　呀，石叔叔吓，哈哈，嫂子我不会吃酒，清早起来，吃了几杯早酒，酒言酒语，
　　　　　　　　　　　　　得罪了你，你把包裹拿回来，再住这三两天，一半天，你哥哥不在家，嫂子
　　　　　　　　　　　　　作不了主，你跟我走罢！
石秀　　　（白）　　　　　哦。
潘老丈　　（白）　　　　　你不是迷汤，这成了米汤。
石秀　　　（西皮原板）　　她那里假意儿将我来招。
　　　　　　　　　　　　　走上前施一礼口尊嫂嫂，
潘巧云　　（白）　　　　　你张口嫂嫂，闭口嫂嫂，嫂嫂待你，有什么好处？
石秀　　　（白）　　　　　有好处。
潘巧云　　（白）　　　　　你讲。
石秀　　　（白）　　　　　你听。
　　　　　（西皮原板）　　这几日连累你多受煎熬。
潘巧云　　（白）　　　　　说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有良心的话来，嫂嫂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
　　　　　　　　　　　　　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我为的是谁吓？
石秀　　　（白）　　　　　为的是哪一个？
潘巧云　　（白）　　　　　我为的是你。
石秀　　　（白）　　　　　你为的是我，你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慢着，慢着，石伙计，为什么事吵起来了？
石秀　　　（白）　　　　　你令嫒言道：清早起来，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她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小心些，我没听见，再说我听听。
石秀　　　（白）　　　　　她说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她为的是我。
潘老丈　　（白）　　　　　你不要生气，待我问问她。
　　　　　　　　　　　　　丫头，你说清早起来，头也不梳，脚也不裹，前厅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前厅，
　　　　　　　　　　　　　你为的是谁？
潘巧云　　（白）　　　　　为的你石伙计。
潘老丈　　（白）　　　　　不是的。
潘巧云　　（白）　　　　　为谁吓？
潘老丈　　（白）　　　　　为的那一个没有辫子的和尚头。
石秀　　　（白）　　　　　着吓！
　　　　　（西皮原板）　　杨仁兄回家来好言禀告，
　　　　　　　　　　　　　俺去后休得要叫骂英豪。
潘巧云　　（白）　　　　　你嫂子一生一世不会骂人。
石秀　　　（白）　　　　　你不会骂人？
潘巧云　　（白）　　　　　不会骂人。
石秀　　　（白）　　　　　你不会骂人？
潘老丈　　（白）　　　　　什么事，什么事？
石秀　　　（白）　　　　　你令嫒言道，她不会骂人。
潘老丈　　（白）　　　　　我来问问。
　　　　　　　　　　　　　你说你不会骂人，你骂起人来好有一比。
潘巧云　　（白）　　　　　好比什么？
潘老丈　　（白）　　　　　葡萄拌豆腐，一夺掠一块。
石秀　　　（白）　　　　　着吓！
　　　　　（西皮摇板）　　口似砂糖舌如刀。
潘巧云　　（白）　　　　　哎呀，石秀你说嫂子口似砂糖舌如刀。想我们妇道人家，一要行的正，二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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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端，三条大路走中间，大爷简直说开了，一不作贼。
石秀　　　（白）　　　　　好，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二吓……
石秀　　　（白）　　　　　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你管不着。
石秀　　　（白）　　　　　你这二，你这二。
潘老丈　　（白）　　　　　石伙计，什么事？
石秀　　　（白）　　　　　她言道，一不作贼，我问她这二。
潘老丈　　（白）　　　　　哎吓，留神我的眼珠子。你不要生气，我来问她这二。
　　　　　　　　　　　　　吓，丫头，你说三条大路走中间，我问你这一？
潘巧云　　（白）　　　　　一不作贼。
潘老丈　　（白）　　　　　好，我老头子露脸。我问你这二？
潘巧云　　（白）　　　　　爹吓，你怎么也要问这二。
潘老丈　　（白）　　　　　二上我有一百洋钱孤丁，要紧的。
潘巧云　　（白）　　　　　二吓，不偷人家的。
潘老丈　　（白）　　　　　哎吓，你就坏的这个二上了。
石秀　　　（西皮摇板）　　心如狼虎未长毛。
　　　　　　　　　　　　　有朝犯在三郎手，
　　　　　　　　　　　　　钢刀之下岂能饶。
潘巧云　　（白）　　　　　量不就。
石秀　　　（白）　　　　　量得就。
潘巧云　　（白）　　　　　量不就。
石秀　　　（白）　　　　　量得就。
　　　　　（西皮摇板）　　今日与你分别了，
　　　　　　　　　　　　　除非是你死我活两开交。
　　　　　（笑）　　　　　哈哈哈，吓哈哈！
　　　　　（白）　　　　　再不来了。
（石秀下。）
潘巧云　　（白）　　　　　好了，好了，去了。
潘老丈　　（白）　　　　　石秀去了，你们开心了。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石秀走了，我们是开心了。
潘老丈　　（白）　　　　　石秀走了，我要哭了。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爹吓，你为什么在那里发笑了？
潘老丈　　（白）　　　　　我在这里哭呀。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你哭什么？
潘老丈　　（白）　　　　　石秀在这里，刀前刀后，肉都与我吃。他走了，我没肉吃，我怎么不哭。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我们娘儿两个的都给你吃，你不要哭。
潘老丈　　（白）　　　　　你们二人的肉，有一点骚气，我不要吃，你们养养儿女往上长。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不往上长，还往下长？
潘老丈　　（白）　　　　　哦，往上长？养儿子，千万让他姓杨。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爷爷回来，你这个话，话里有话，杨雄的儿子不姓杨，姓什么？
潘老丈　　（白）　　　　　哦，杨雄的儿子是姓杨罢。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爷爷回来，把这话说的明白，杨雄养的儿子，不姓杨，姓什么？
潘老丈　　（白）　　　　　姓杨就姓杨罢。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你把话说明白了，放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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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丈　　（白）　　　　　真要让我说明白了，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说。
潘巧云、
云儿　　　（同白）　　　　不要紧的，你说罢。
潘老丈　　（白）　　　　　哦，好，杨雄养的儿子，千万让他姓杨，不要姓海，海和尚，海阇黎。
（潘老丈下。）
潘巧云　　（南梆子）　　　老爹爹说此话把我戏耍，
　　　　　　　　　　　　　倒叫我潘巧云无有话答。
　　　　　　　　　　　　　叫云儿你与我把门关上，
　　　　　　　　　　　　　等候了海师父来到此间。
（潘巧云、云儿同下。）

【第二场】

（小和尚引海阇黎同上。）
海阇黎　　（南梆子）　　　适才间在礼堂拜佛念经，
　　　　　　　　　　　　　忽然间想起了美貌佳人。
　　　　　　　　　　　　　叫徒弟你与我梆儿敲定，
　　　　　　　　　　　　　我与那潘巧云叙叙旧情。
（云儿上。）
云儿　　　（白）　　　　　有请大奶奶。
（潘巧云上。）
潘巧云　　（南梆子）　　　耳边厢又听得梆声响亮，
　　　　　　　　　　　　　想必是海师父来到门上。
　　　　　　　　　　　　　叫云儿你与我门儿开放，
　　　　　　　　　　　　　我与你红罗帐好配鸾凰。
（潘巧云、云儿、海阇黎、小和尚同下。）

【第三场】

（石秀上。）
石秀　　　（南梆子）　　　我与那潘巧云一场吵闹，
　　　　　　　　　　　　　只气得小豪杰脸上发烧。
　　　　　　　　　　　　　我这里正行走阳关大道，
　　　　　　　　　　　　　心中恶气怎能消！
（酒家上。）
酒家　　　（白）　　　　　敢莫是石伙计？
石秀　　　（白）　　　　　正是。
酒家　　　（白）　　　　　你慌慌张张哪里去呢？
石秀　　　（白）　　　　　俺另有别事。
酒家　　　（白）　　　　　石伙计面上气色不对。
石秀　　　（白）　　　　　酒保，杨仁兄不在家中，命俺巡更守夜，手中兵刀无有。
酒家　　　（白）　　　　　我这里有把刀。
石秀　　　（白）　　　　　有刀，好，借刀一用。
酒家　　　（白）　　　　　你看称手不称手？
石秀　　　（白）　　　　　好钢刀称手，告辞了。
酒家　　　（白）　　　　　石伙计，我这里有酒喝两盅助助肚量。
石秀　　　（白）　　　　　有酒？
（酒家允。）
石秀　　　（白）　　　　　酒家看酒来。
（石秀吃酒。）
酒家　　　（白）　　　　　石伙计再喝两盅。
石秀　　　（白）　　　　　吃够了。
酒家　　　（白）　　　　　石伙计，天已不早，人也不少，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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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　　　（白）　　　　　酒家，酒钱上得帐上，改日登门叩谢，告辞了。
　　　　　（南梆子）　　　在酒楼我得了钢刀一把，
（石秀耍刀，下。酒家随下。）

【第四场】

潘巧云　　（内西皮导板）　今日好比七月七，
（潘巧云、海阇黎同上，云儿随上。）
潘巧云、
海阇黎　　（同西皮摇板）　牛郎织女会佳期。
（海阇黎叹。）
潘巧云　　（白）　　　　　海师父，为什么唉声叹气？
海阇黎　　（白）　　　　　昨晚偶得二梦，甚是不祥。
潘巧云　　（白）　　　　　头一梦？
海阇黎　　（白）　　　　　梦见高楼品箫。
潘巧云　　（白）　　　　　高楼品箫，你的声名在外。
云儿　　　（白）　　　　　不是的，不是的。
潘巧云、
海阇黎　　（同白）　　　　怎么不是的？
云儿　　　（白）　　　　　高楼品箫，海师父有出去的气，没有回来的气。
潘巧云、
阇黎　　　（同白）　　　　哼，什么话。
潘巧云　　（白）　　　　　第二梦？
海阇黎　　（白）　　　　　梦见海中漂口棺材。
潘巧云　　（白）　　　　　你姓海，海中漂口棺材，你要发财了。
云儿　　　（白）　　　　　不对，不对，海师父姓海，海中漂口棺材，海师父死无葬身之地。
海阇黎　　（白）　　　　　住口！
　　　　　（西皮摇板）　　丫头说话太无情，
　　　　　　　　　　　　　开出口来便伤人。
　　　　　　　　　　　　　云儿与我门开定，
（潘巧云、云儿同下。石秀上。）
石秀　　　（白）　　　　　什么人？
海阇黎　　（白）　　　　　海……海和尚。
石秀　　　（白）　　　　　前来作甚？
海阇黎　　（白）　　　　　我化缘来了。
石秀　　　（白）　　　　　白天不来化缘，晚上来此作甚？
海阇黎　　（白）　　　　　白天我没工夫，我化的夜缘。
石秀　　　（白）　　　　　讲了实话便罢，如果不然，我就要……
海阇黎　　（白）　　　　　潘巧云叫我前来。
石秀　　　（白）　　　　　不枉俺胸中韬略。海和尚，你将僧衣僧帽留下。
海阇黎　　（白）　　　　　要僧衣僧帽不行。
石秀　　　（白）　　　　　你脱是不脱？
海阇黎　　（白）　　　　　我不脱。
石秀　　　（白）　　　　　不脱我就要……
海阇黎　　（白）　　　　　脱脱脱。
（海阇黎脱衣。）
石秀　　　（白）　　　　　海和尚，想你出家人，这件色衣哪里来的？
海阇黎　　（白）　　　　　乃是潘巧云赠与我的。
石秀　　　（白）　　　　　也替我留下。
海阇黎　　（白）　　　　　要这件衣裳，把我杀了也是不脱的。
石秀　　　（白）　　　　　你脱是不脱？
海阇黎　　（白）　　　　　我不脱。
石秀　　　（白）　　　　　你不脱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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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阇黎脱衣。）
海阇黎　　（白）　　　　　你放我过去罢。
石秀　　　（白）　　　　　下次来是不来？
海阇黎　　（白）　　　　　下回再也不来了。
石秀　　　（白）　　　　　我却不信。
海阇黎　　（白）　　　　　情愿盟誓。
石秀　　　（白）　　　　　你且盟来。
海阇黎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忙跪定，
　　　　　　　　　　　　　过往神灵听我云：
　　　　　　　　　　　　　我若下回来到此，
　　　　　　　　　　　　　叫我来世变苍蝇。
石秀　　　（西皮摇板）　　自幼出家入佛门，
　　　　　　　　　　　　　并无半点敬佛心。
　　　　　　　　　　　　　今天犯在三郎手，
　　　　　　　　　　　　　钢刀之下送儿的命残生。
（石秀杀海阇黎，海阇黎下。）
石秀　　　（白）　　　　　海和尚一死，俺不免将尸首移在杨雄的后门。
（杨雄上。）
杨雄　　　（白）　　　　　什么人？
石秀　　　（白）　　　　　石秀。
杨雄　　　（白）　　　　　你还不曾回去？
石秀　　　（白）　　　　　你家出了人命，俺往哪里去？
杨雄　　　（白）　　　　　我家出了什么人命？
石秀　　　（白）　　　　　海和尚被俺杀死。
杨雄　　　（白）　　　　　尸首现在何处？
石秀　　　（白）　　　　　现在你家后门。
杨雄　　　（白）　　　　　我却不信。
石秀　　　（白）　　　　　随俺看来。
杨雄　　　（白）　　　　　不错，待我将贱人杀死。
石秀　　　（白）　　　　　且慢，杀死嫂嫂，你我弟兄难出蓟州。
杨雄　　　（白）　　　　　依你之见？
石秀　　　（白）　　　　　依小弟之见，诓嫂嫂至翠屏山烧香还愿，中途路上再杀不迟。
杨雄　　　（白）　　　　　好！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石秀　　　（念）　　　　　却莫走漏这消息。
（杨雄、石秀同下。）

【第五场】

（云儿上。）
云儿　　　（白）　　　　　大奶奶大事不好了！
（潘巧云上。）
潘巧云　　（白）　　　　　什么事？
云儿　　　（白）　　　　　海师父被人杀死了。
潘巧云　　（白）　　　　　现在哪里？
云儿　　　（白）　　　　　现在后门。
潘巧云　　（白）　　　　　哎呀，海……
（杨雄上。）
杨雄　　　（白）　　　　　好，忘八蛋！
（杨雄进门。）
杨雄　　　（白）　　　　　啊，巧姐在此作甚？
潘巧云　　（白）　　　　　我与云儿闹着玩的。
杨雄　　　（白）　　　　　为何眼中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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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巧云　　（白）　　　　　云儿手指，碰着我眼睛。
（杨雄背躬。）
杨雄　　　（白）　　　　　辩得倒也干净。
　　　　　　　　　　　　　取我香袋戒刀过来。
潘巧云　　（白）　　　　　大郎，要香袋戒刀何用？
杨雄　　　（白）　　　　　翠屏山烧香还愿。
潘巧云　　（白）　　　　　为妻也要前去。
杨雄　　　（白）　　　　　好，明天一同前去。
云儿　　　（白）　　　　　大爷，我也要去。
杨雄　　　（白）　　　　　小孩子不去也罢。
云儿　　　（白）　　　　　我与大奶奶要死，死在一处。
杨雄　　　（白）　　　　　这是什么话！
（杨雄下。）
潘巧云　　（哭头）　　　　哎吓，海师父吓！
　　　　　（西皮摇板）　　但不知是何人将你来杀，
　　　　　　　　　　　　　到叫我潘巧云痛在心肠。
　　　　　　　　　　　　　叫云儿把尸首与我搭上，
　　　　　　　　　　　　　明日里我主仆翠屏山上。
（潘巧云、云儿同下。）

【第六场】

（石秀上。）
石秀　　　（西皮摇板）　　杀和尚我得了僧衣僧帽，
　　　　　　　　　　　　　诓嫂嫂翠屏山来把香烧。
　　　　　　　　　　　　　眼望见翠屏山一座大庙，
　　　　　　　　　　　　　杨仁兄他到此再把手招。
（杨雄上。）
杨雄　　　（南梆子）　　　贱人作事太不良，
　　　　　　　　　　　　　暗地私通海和尚。
　　　　　　　　　　　　　迈步且把翠屏山上，
　　　　　　　　　　　　　贱人到此问端详。
潘巧云　　（内西皮导板）　潘巧云出门来泪流满面，
（潘巧云、云儿同上。）
潘巧云　　（西皮摇板）　　怎不叫人痛心间。
　　　　　　　　　　　　　叫云儿你与我把路来带，
石秀　　　（白）　　　　　嫂嫂你来了。
潘巧云　　（白）　　　　　我来了。
石秀　　　（白）　　　　　来得好！
潘巧云　　（白）　　　　　云儿我们回去吧。
杨雄　　　（白）　　　　　云儿哪里走！
潘巧云　　（白）　　　　　今日日子不好。
杨雄　　　（白）　　　　　良辰吉日。
潘巧云　　（白）　　　　　我身上来了……
杨雄　　　（白）　　　　　石秀，你说你嫂嫂与海和尚有染，有何凭证？
潘巧云　　（白）　　　　　呀呀呸！石秀，自古道捉奸？
石秀　　　（白）　　　　　要双。
潘巧云　　（白）　　　　　捉贼？
石秀　　　（白）　　　　　要脏。
潘巧云　　（白）　　　　　有何赃证，拿来我看。
石秀　　　（白）　　　　　不看也罢。
潘巧云　　（白）　　　　　一定要看。
石秀　　　（白）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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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摇板）　　翠屏山前举家吵，
　　　　　　　　　　　　　不由得小豪杰气上眉梢。
　　　　　　　　　　　　　我把实话与你讲，
　　　　　　　　　　　　　休得撒野来放刁。
杨雄　　　（白）　　　　　你拿来我看。
石秀　　　（白）　　　　　你等着。
　　　　　（西皮摇板）　　取出嫂嫂香莲袄，
　　　　　（白）　　　　　你瞧，你看。
杨雄　　　（白）　　　　　还有么？
石秀　　　（白）　　　　　你等着。
　　　　　（西皮摇板）　　僧衣僧帽和道袍。
　　　　　（白）　　　　　你瞧，你看。
　　　　　（西皮摇板）　　自己妻子不训教，
　　　　　　　　　　　　　反来背地骂故交。
　　　　　（白）　　　　　近前来，呸，呸，呸！
（杨雄杀云儿，云儿下。）
潘巧云　　（西皮摇板）　　一见云儿命丧了，
石秀　　　（白）　　　　　杨仁兄，你与我杀！
　　　　　　　　　　　　　嫂嫂你与我死！
潘巧云　　（西皮摇板）　　怎不叫我痛在心。
　　　　　　　　　　　　　我只得近前来把石叔叔哀告，
　　　　　　　　　　　　　吓吓吓，石叔叔吓！
　　　　　　　　　　　　　石叔叔饶我命残生。
石秀　　　（白）　　　　　你为何不杀？
杨雄　　　（白）　　　　　夫妻难以下手。
石秀　　　（白）　　　　　你不杀她，我杀你。
杨雄　　　（白）　　　　　贤弟与我代杀。
石秀　　　（白）　　　　　难道连累我的人命不成？
杨雄　　　（白）　　　　　待我对天一表。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忙跪定，
　　　　　　　　　　　　　尊声过往一神灵：
　　　　　　　　　　　　　我若三心与二意，
　　　　　　　　　　　　　叫我死后不转人。
（石秀杀潘巧云，潘巧云下。）
杨雄　　　（白）　　　　　贱人心意如何？
石秀　　　（白）　　　　　心似桃花。
杨雄　　　（白）　　　　　一家人被你杀的干干净净，你我何处安身？
石秀　　　（白）　　　　　你我弟兄投奔梁……
杨雄　　　（白）　　　　　噤声！
（杨雄、石秀分左右看。）
杨雄　　　（白）　　　　　“梁”什么？
石秀　　　（白）　　　　　梁山。
杨雄　　　（白）　　　　　走吓！
石秀　　　（白）　　　　　走吓！杨仁兄，你敢莫有后悔之意？
杨雄　　　（白）　　　　　大丈夫焉能后悔。
石秀　　　（白）　　　　　既然不后悔，你我走吓！
（杨雄、石秀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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