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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罗带》

主要角色
林慧娘：旦
唐通：老生
陆世科：小生
杜之秩：丑
王三善：老生
春莺：旦
唐芝：娃娃生
陈璘：老生
地保：丑
宋名：丑

情节
明代，浙江乌程守备唐通，奉命往杭州校阅军马，留妻林慧娘与子唐芝在家。唐芝之师陆世科偶染感冒，唐
芝以母之罗带捆缚锦被送与先生御寒发汗。唐通返家后，往陆世科处探病，见林慧娘罗带，疑妻不贞，勒逼
林慧娘夤夜往叩陆世科房门，以试其奸情真假。陆世科斥林慧娘淫奔，拒不启户，留书辞馆而去。唐通疑虑
既释，再次别家，途宿黑店，将店主宋名杀却。时值军令催行，仅携去宋名之首级，而将衣裳、马匹遗落店
中。次日为地保所见，误以为唐通被害，报官后，知县王三善命传林慧娘前来认尸。地保至唐家，恰值唐通
表弟杜之秩前来借贷，杜之秩知唐通外出，乘机调戏林慧娘。地保见状，错疑二人有染，想从中敲诈，林慧
娘怒责之，地保恼羞成怒，将二人扭至县衙，诬陷林慧娘因奸谋夫。知县王三善未便妄决，暂将慧娘等寄监
待审。陆世科辞馆赴试，金榜高中，出任浙江巡按。调审林慧娘一案时，因忆往事，臆断林慧娘情实无屈，
遂将二人判斩。王三善力阻无效，暗遣二差往唐家中捉拿可疑之人，以雪冤狱。适唐通功成返里，为二差误
捕。公堂之上，唐通向陆世科说明往事，林慧娘之冤始得昭雪。

注释
梆子传统戏有《三疑计》，为一出别具情趣的悲喜剧，我（荀慧生）幼年时曾多次演出。但仅短短一折。我
改演京剧后，即就此折情节，丰富加工，增益首尾，改编为京戏。
原本造成唐通误以妻子不贞的原因为一只缠足睡鞋，而先生陆世科则为一皓首老者。改编时，鉴于睡鞋乃旧
日妇女所用之物，近世已不多见，且以此作为主导，出现于舞台之上，形象不雅，乃改为女子所用之罗带，
戏亦随之改用《香罗带》为名。唐通夫妇本为中年之人，若陆先生年已老迈，唐通疑妻与之有染，似不近情
理，因而将陆改用小生扮演。
此剧于一九二七年编成，同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开明戏院（今珠市口影院）首次演出。我自饰林慧娘，张春
彦饰唐通，金仲仁饰陆世科，茹富惠饰杜之秩。此后数十年，不断演出，也是我常演的剧目之一。
此剧情节曲折，通过喜剧手法，讽刺了主观用事，只以臆测，不凭调查分析的唐通及陆世科。

根据《荀慧生演出剧本选集》第一集整理

【第一场：出师】

（四兵卒、中军、陈璘同上。陈璘唱〖点绛唇〗。）
陈璘　　　（念）　　　　　赤面雄心志出群，南征北战扫烟尘。威风抖擞山岳震，一片丹诚保大明。
　　　　　（白）　　　　　本帅陈璘，明室为臣，官拜浙江提督。今有海寇作乱，奉圣命前去征剿。
　　　　　　　　　　　　　中军，吩咐启程前往。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别家】

（唐通上。）
唐通　　　（引子）　　　　习剑谈兵，何日里，显姓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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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香罗带》 2

　　　　　（念）　　　　　授书黄石老，习剑白猿公。胆气迅雷黑，忠胆畏日红。
　　　　　（白）　　　　　俺，唐通，乃乌程人氏，幼习弓马，充当本城守备，娶妻林氏，所生一子名唤
　　　　　　　　　　　　　唐芝，年方一十三岁，现从江苏儒士陆世科在塾攻书。一家倒也和顺。今有海
　　　　　　　　　　　　　寇作乱，陈元帅将令到来，命我往杭州伺候点阅，不免将娘子唤出，嘱咐一番
　　　　　　　　　　　　　也好登程。
　　　　　　　　　　　　　娘子哪里？
（春莺、林慧娘同上。）
林慧娘　　（念）　　　　　主持中馈，举案齐眉。
　　　　　（白）　　　　　官人！
唐通　　　（白）　　　　　娘子请坐。
林慧娘　　（白）　　　　　有座。
（唐通、林慧娘对坐。）
林慧娘　　（白）　　　　　官人唤我出来何事？
唐通　　　（白）　　　　　只因海寇作乱，陈元帅有将令到来，命我往杭州伺候校阅，为此请出娘子，将
　　　　　　　　　　　　　家务嘱咐一番，以便登程。
林慧娘　　（白）　　　　　家中之事自有妾身料理，官人请放宽心。
唐通　　　（白）　　　　　话虽如此，我有两桩大事放心不下。
林慧娘　　（白）　　　　　不知是什么事儿？
唐通　　　（白）　　　　　第一，我儿年幼现在学中攻书，我走之后，要你认真检理他的功课。
林慧娘　　（白）　　　　　那陆先生自到我家设帐，已经数月，我儿的功课甚好，每日下学归来，妾身盘
　　　　　　　　　　　　　问他的功课十分进益，想是先生教授有方，我儿的学业，你我不必挂心。
唐通　　　（白）　　　　　我去之后，表弟若来借贷，你一文也不要与他。
林慧娘　　（白）　　　　　这个……哦，官人，想人生在世，总要周济贫寒，何况是如此至亲喏！
唐通　　　（白）　　　　　不是喏，那样人不务正业，你我岂能借钱与他。
林慧娘　　（白）　　　　　妾身记下了，不知官人几时启程？
唐通　　　（白）　　　　　即刻启程。
林慧娘　　（白）　　　　　好。
　　　　　　　　　　　　　春莺，去往书房将你少爷唤了回来。
　　　　　　　　　　　　　你父子见面分别分别。
唐通　　　（白）　　　　　大兵尚不发动，我不过月余还要回家一次，何必唤他回来，惹他哭哭啼啼。我
　　　　　　　　　　　　　就此去也。
　　　　　（西皮散板）　　大丈夫立功名全凭弓马，
　　　　　　　　　　　　　边关上舍性命报效国家。
　　　　　　　　　　　　　叮咛语你必须牢牢记下，
　　　　　　　　　　　　　你本是贤德人料也无差。
（唐通下。）
林慧娘　　（西皮摇板）　　我儿夫是英雄才高志大，
　　　　　　　　　　　　　论韬略不亚那汉室虎牙。
　　　　　　　　　　　　　天生就封侯骨分毫不假，
　　　　　　　　　　　　　到将来凌烟阁必定有他。
（杜之秩上。）
杜之秩　　（西皮散板）　　行一步来至在表兄家下，
　　　　　　　　　　　　　手内窘且向他述述贫乏。
　　　　　（白）　　　　　表哥、表嫂，我来了！
林慧娘　　（白）　　　　　何人叫门？
（春莺出。）
春莺　　　（白）　　　　　谁呀？
杜之秩　　（白）　　　　　是我来了。
春莺　　　（白）　　　　　原来是杜二爷，我给您回禀一声。
（春莺进门。）
春莺　　　（白）　　　　　主母，杜二爷来了。
林慧娘　　（白）　　　　　请他进来。
（杜之秩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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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娘　　（白）　　　　　表叔在哪里？
杜之秩　　（白）　　　　　嫂子。
林慧娘　　（白）　　　　　请坐。
杜之秩　　（白）　　　　　嫂子请坐。
（杜之秩看。）
林慧娘　　（白）　　　　　表叔看些什么？
杜之秩　　（白）　　　　　我哥哥上哪儿去了？
林慧娘　　（白）　　　　　你兄长往杭州伺候陈元帅校阅军马去了。
杜之秩　　（白）　　　　　嫂子，我可有事要求求您哪！
林慧娘　　（白）　　　　　叔叔有何事相求？
杜之秩　　（白）　　　　　没别的，我手里又短了钱啦，跟您借几文。
林慧娘　　（白）　　　　　这有何难。
　　　　　　　　　　　　　春莺，快与杜二爷取一两纹银来。
杜之秩　　（白）　　　　　嫂子，一两哪儿够哪！
林慧娘　　（白）　　　　　如此再添一两。
杜之秩　　（白）　　　　　不够不够！实不瞒您说，家里都卖绝了，锅都揭不开了，您多借给我点，将来
　　　　　　　　　　　　　我有钱马上还给您。
林慧娘　　（白）　　　　　你兄长不在家中，留下日用不多，为嫂实实无有银钱了。
杜之秩　　（白）　　　　　怎么着，您一文也不添了。嫂嫂哇！
　　　　　（西皮散板）　　走向前来忙跪下，
　　　　　　　　　　　　　嫂嫂搭救我一家。
　　　　　　　　　　　　　来生情愿变犬马，
　　　　　　　　　　　　　我一个人的嫂嫂哇！
（唐芝上。）
唐芝　　　（西皮散板）　　上房因何闹喧哗。
　　　　　（白）　　　　　参见母亲。
林慧娘　　（白）　　　　　罢了，你放了学了？
唐芝　　　（白）　　　　　放了学了。
（唐芝向杜之秩。）
唐芝　　　（白）　　　　　表叔为何与我母亲下跪？
杜之秩　　（白）　　　　　我给她拜年呢。
唐芝　　　（白）　　　　　今日是冬至，表叔怎么拜起年来？
杜之秩　　（白）　　　　　我是拜早年。
唐芝　　　（白）　　　　　表叔不言，我倒明白了。
杜之秩　　（白）　　　　　你明白什么？
唐芝　　　（白）　　　　　表叔敢是又来借钱来啦？
杜之秩　　（白）　　　　　可不是吗！
唐芝　　　（白）　　　　　不知我母亲借与表叔多少？
杜之秩　　（白）　　　　　二两，不够我用。
唐芝　　　（白）　　　　　我母亲实实手内无钱，侄儿这里有压岁元宝一锭，与表叔添上。
杜之秩　　（白）　　　　　好小子，真比你爸爸还孝顺我呢！
唐芝　　　（白）　　　　　这是怎么讲话！
杜之秩　　（白）　　　　　我要会说话，也不上你们这儿跪着哭穷来啦。小子这么好心眼，从今以后，见
　　　　　　　　　　　　　面你甭叫我大叔了。
唐芝　　　（白）　　　　　我叫你什么？
杜之秩　　（白）　　　　　叫我大哥吧。
　　　　　　　　　　　　　嫂子我走了。
林慧娘　　（白）　　　　　恕不远送了。
杜之秩　　（白）　　　　　正是：
　　　　　（念）　　　　　二两银子随便耍，拿到宝局压个幺。
（杜之秩下。）
唐芝　　　（白）　　　　　母亲，我爹爹往哪里去了？
林慧娘　　（白）　　　　　你爹爹往杭州伺候陈元帅校阅军马去了，临行之时嘱咐为娘考查儿的功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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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娘到后面温习便了。
（林慧娘、唐芝同下。）

【第三场：师病】

（陆世科上。）
陆世科　　（西皮散板）　　饱读诗书饶学问，
　　　　　　　　　　　　　待时守分度光阴。
　　　　　（白）　　　　　小生陆世科，乃姑苏人氏，幼读诗书，曾登乡榜，寄居乌程，在唐守备家中设
　　　　　　　　　　　　　帐授徒，多蒙东人十分厚待，我只得尽心授教。今日身体微觉不爽，我也不肯
　　　　　　　　　　　　　旷他的功课。正是：
　　　　　（念）　　　　　教授休荒废，人师不易为。
（唐芝上。）
唐芝　　　（念）　　　　　终日读简编，专心学圣贤。
　　　　　（白）　　　　　先生拜揖！
陆世科　　（白）　　　　　罢了，你昨日功课可曾熟习？
唐芝　　　（白）　　　　　熟习了，先生让我背来。
陆世科　　（白）　　　　　不必背了，待我与你另上新书便了。
　　　　　（西皮散板）　　出则弟入则孝人生根本，
　　　　　　　　　　　　　赵中令治天下半部鲁论。
　　　　　　　　　　　　　我正要翻书卷浑身发冷，
唐芝　　　（西皮散板）　　问先生因何故神志不宁？
　　　　　（白）　　　　　先生为何这等模样？
陆世科　　（白）　　　　　霎时浑身发冷，想是感冒风寒了。
唐芝　　　（白）　　　　　先生且请安眠，待弟子去取锦被与先生遮盖发汗。
陆世科　　（白）　　　　　我这里被褥俱全。
唐芝　　　（白）　　　　　只是单薄了。待我与先生取一床厚被来。
　　　　　（西皮散板）　　劝先生且安心调养病症，
　　　　　　　　　　　　　待弟子取锦被遮盖你身。
（唐芝下。）
陆世科　　（西皮散板）　　这也是穷书生身入困境，
　　　　　　　　　　　　　好端端又遇着病魔来临。
（陆世科下。）

【第四场：种祸】

（林慧娘上。）
林慧娘　　（西皮原板）　　山河一统久承平，
　　　　　　　　　　　　　盗弄潢池启战争。
　　　　　　　　　　　　　夫婿常怀澄清志，
　　　　　　　　　　　　　请缨欲效汉终军。
　　　　　（白）　　　　　我林慧娘，配夫唐通，夫君往杭州去了，命我在家支持门户，看看归期不远，
　　　　　　　　　　　　　待我将这几日的账目清算一番。
（唐芝上。）
唐芝　　　（念）　　　　　先生身染病，回家禀娘亲。
　　　　　（白）　　　　　参见母亲！
林慧娘　　（白）　　　　　罢了。你今日为何下学甚早？
唐芝　　　（白）　　　　　只因先生染病在床，故而下学甚早。
林慧娘　　（白）　　　　　不知先生得何病症？
唐芝　　　（白）　　　　　先生不过偶感风寒。
林慧娘　　（白）　　　　　先生染病岂不要耽误我儿功课？快快请名医调治。
唐芝　　　（白）　　　　　先生不过偶感风寒，依孩儿之见，不如拿床锦被给先生遮盖遮盖，等出了汗也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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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娘　　（白）　　　　　好，就依儿之见，快把你父的锦被与先生拿去发汗。
（林慧娘看帐，唐芝回身抱被，自语。）
唐芝　　　（白）　　　　　我拿它不动，怎么办呀，干脆拿我妈的裤腰带捆上给先生背了去。正是：
　　　　　（念）　　　　　到家孝父母，出门敬先生。
（唐芝下。）
林慧娘　　（白）　　　　　这是杜家表弟借去的银两，官人回来难免一番口舌。正是：
　　　　　（念）　　　　　事事如泡影，须存忠厚心。
（唐通上。）
唐通　　　（西皮散板）　　杭州盘桓一月整，
　　　　　　　　　　　　　今日才转故园门。
　　　　　（白）　　　　　娘子哪里？
林慧娘　　（白）　　　　　官人回来了，请坐。
唐通　　　（白）　　　　　娘子请坐。我走之后，杜之秩可曾来过？
林慧娘　　（白）　　　　　你将将出门，杜家表叔就来借贷，妾身与他二两银子，现在帐上，官人请看。
唐通　　　（白）　　　　　这二两银子如同抛在水内！
林慧娘　　（白）　　　　　人总是厚道的好。
唐通　　　（白）　　　　　我儿功课如何？
林慧娘　　（白）　　　　　我儿功课甚好。我家有了这位陆先生，真乃三生有幸！
唐通　　　（白）　　　　　先生果是才高？
林慧娘　　（白）　　　　　非但才高，那日他在花园闲步，妾身偷看于他，好一副相貌，日后定然是位贵
　　　　　　　　　　　　　人。
唐通　　　（白）　　　　　这位先生才学好？
林慧娘　　（白）　　　　　才学好。
唐通　　　（白）　　　　　相貌也好？
林慧娘　　（白）　　　　　相貌也好！
唐通　　　（白）　　　　　着哇，他的才貌，自然比我唐通强的多呀！
林慧娘　　（白）　　　　　这个……妾身失言了。
唐通　　　（白）　　　　　下次不可！
林慧娘　　（白）　　　　　是。
唐通　　　（白）　　　　　既是先生教授有方，待我到书房去致谢意。
林慧娘　　（白）　　　　　官人不必去了。
唐通　　　（白）　　　　　却是为何？
林慧娘　　（白）　　　　　先生染病在床，待他好了再去不迟。
唐通　　　（白）　　　　　先生有病，我越发该去探望。
林慧娘　　（白）　　　　　不是啊，他乃有病之人，你若前去，他岂不要周旋于你，倒替他添了许多麻烦。
唐通　　　（白）　　　　　你怎么老替外人讲话？
（林慧娘低头。）
林慧娘　　（白）　　　　　官人要去也无妨。
唐通　　　（白）　　　　　还不与我退下。
（林慧娘暗下。）
唐通　　　（白）　　　　　我往书房去也！
　　　　　（西皮散板）　　师严道尊理当敬，
　　　　　　　　　　　　　武将也须重儒生。
（唐通下。）

【第五场：惊带】

（陆世科上。）
陆世科　　（西皮散板）　　寒儒不幸身有病，
　　　　　　　　　　　　　浑身上下冷如冰。
　　　　　　　　　　　　　强打精神来扎挣，
　　　　　　　　　　　　　心中恍惚不安宁。
（陆世科睡。唐芝拿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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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芝　　　（西皮散板）　　一床锦被身背定，
　　　　　　　　　　　　　师尊台前表寸心。
　　　　　（白）　　　　　先生，先生！
　　　　　　　　　　　　　原来睡着了，待我与他盖好。
（唐芝盖被，遗带。）
唐芝　　　（白）　　　　　正是：
　　　　　（念）　　　　　对天暗祷告，师尊灾祸消。
（唐芝下。唐通上。）
唐通　　　（西皮散板）　　为人须把子教训，
　　　　　　　　　　　　　尊师重道理当应。
　　　　　　　　　　　　　书斋之内声寂静，
　　　　　　　　　　　　　只见先生睡沉沉。
　　　　　（白）　　　　　先生，唐某来了。哦，原来先生睡熟了，可怜他少年书生，客中患病，令人可
　　　　　　　　　　　　　叹。哦，这床锦被是我娘子之物，想是借与先生发汗。哎，妇人之物岂可擅借
　　　　　　　　　　　　　与人，太也荒唐了。他既已睡着，不要惊动于他，待我转去。
（唐通走。）
唐通　　　（白）　　　　　待我将门儿与他关好。
（唐通见带。）
唐通　　　（白）　　　　　这是什么物件？原来是一条罗带，这条罗带怎么有些香泽？分明是妇人之物，
　　　　　　　　　　　　　先生书房之中，怎么有这样的东西。我明白了，想是先生年少风流，有那情人
　　　　　　　　　　　　　相赠与他，也是有的。哎！我一向道这位先生品学兼优，今日看来也是外面老
　　　　　　　　　　　　　诚，内中却信不得。哎呀！这条罗带我在哪里见过呀，哦，这、这、这、这分
　　　　　　　　　　　　　明是我家娘子之物，怎么落到书房之中？难道他二人……哦，是了！怪不得那
　　　　　　　　　　　　　个贱人每每夸奖先生才学，还道他品貌异常，原来有这样暧昧之事，我这样英
　　　　　　　　　　　　　雄岂肯作了此道。我不免去到上房先杀贱人，再杀这个村夫，方消我恨。我就
　　　　　　　　　　　　　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
（唐通扫下。）
陆世科　　（西皮小导板）　睡梦之间身觉冷，
　　　　　（西皮散板）　　原来开着两扇门。
　　　　　（白）　　　　　我身盖重衾，还是这般寒冷，原来未曾关门，待我自己扶病下来，将门关好，
　　　　　　　　　　　　　再来安睡。哦，这条罗带与这床锦被怎么有些香气？好似妇人之物，这岂是我
　　　　　　　　　　　　　盖得的，将它掀过一边。正是：
　　　　　（念）　　　　　作客原非易，依人总是难。
（陆世科关门。）
陆世科　　（白）　　　　　哎呀，好冷哪！
（陆世科抱肩作冷状，下。）

【第六场：释疑】

（唐通上。）
唐通　　　（念）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白）　　　　　咳，可恨贱人无理太甚，来此上房，待我唤她出来。
　　　　　　　　　　　　　贱人，与我走出来。
（林慧娘捧茶上。）
林慧娘　　（西皮散板）　　一盏清茶亲手奉，
　　　　　　　　　　　　　孟光举案敬梁鸿。
　　　　　（白）　　　　　官人请茶。
唐通　　　（白）　　　　　好贱人！
（唐通打林慧娘，拔剑杀去。林慧娘避开，跪下。）
林慧娘　　（白）　　　　　哎呀，官人哪！我与你作了多年夫妻，从不曾见你如此生气，总有服侍不周之
　　　　　　　　　　　　　处，望官人恕我初犯。
唐通　　　（白）　　　　　呸呸，这样事还想作第二次么？
林慧娘　　（白）　　　　　官人大发雷霆，所因何故？望官人快快言明，妾身就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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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　　　（白）　　　　　贱人你不该败坏我的门庭！
林慧娘　　（白）　　　　　自你离家，我连大门都不曾出过，怎说败坏你的门庭呢？
唐通　　　（白）　　　　　你做的事原在大门之内。
林慧娘　　（白）　　　　　大门之内只有我与春莺两个女子，家无男子，怎能败坏你的门庭呢？
唐通　　　（白）　　　　　那陆世科他不是男子么？
林慧娘　　（白）　　　　　嗳，陆先生他是个好人哪！
唐通陆　　（白）　　　　　先生若不是个好人，你也不与他相好了。
林慧娘　　（白）　　　　　呀呸，听你言来语去，分明说我与陆先生有奸，我一向谨守闺门，你若不信，
　　　　　　　　　　　　　只管去问春莺。
唐通　　　（白）　　　　　着哇，你作的事瞒不了贴身侍女，待我问她一问。
林慧娘　　（白）　　　　　你只管去问。
唐通　　　（白）　　　　　春莺快来！
（春莺上。）
春莺　　　（白）　　　　　来了，老爷什么事？
唐通　　　（白）　　　　　呔，春莺，你是主母心腹之人，她怎样与陆世科私通，快快讲来，免得剑下作
　　　　　　　　　　　　　鬼。
（春莺跪。）
春莺　　　（白）　　　　　哎呀老爷呀，主母谨守闺门，老爷不要冤屈了好人！
唐通　　　（白）　　　　　你主婢二人乃是通同作弊！
林慧娘、
春莺　　　（同白）　　　　哎呀！我们倒是通同作弊了。
唐通　　　（白）　　　　　我自有计策，叫你们死而无怨。
林慧娘、
春莺　　　（同白）　　　　着哇！我们原要死而无怨。
唐通　　　（白）　　　　　今晚你主婢去往书房叫门，待我拿住真赃实据，叫你与那有情人儿，同作地府
　　　　　　　　　　　　　鸳鸯。
林慧娘　　（白）　　　　　黑夜之间去叫男子房门，成何体统？我不能前往！
唐通　　　（白）　　　　　贱人休出此言，他的房中你不知去过几次了！
林慧娘　　（白）　　　　　我几时去过的？
唐通　　　（白）　　　　　你若不去，我就杀了你！
林慧娘　　（白）　　　　　也罢，我不去，你的疑心不解，我去就是。
（林慧娘走。）
唐通　　　（白）　　　　　转来！不是这样前去。
林慧娘　　（白）　　　　　我要怎样前去？
唐通　　　（白）　　　　　你必须梳妆打扮前去。
林慧娘　　（白）　　　　　呀呸！冶容诲淫，岂是好妇人？我不能妆扮。
唐通　　　（白）　　　　　你见着情人，不知怎样的卖弄风流，见了自己丈夫，却这样假正经，快与我梳
　　　　　　　　　　　　　妆。
林慧娘　　（白）　　　　　天哪，天！世界之上，哪有丈夫勒逼妻子梳妆打扮夤夜奔人之理？我林慧娘好
　　　　　　　　　　　　　命苦哇！
　　　　　（西皮二六板）　强对菱花整鬓云，
　　　　　　　　　　　　　却教脂粉掩啼痕。
　　　　　　　　　　　　　愁随春水添三寸，
　　　　　　　　　　　　　心比秋莲苦十分。
　　　　　　　　　　　　　白璧无瑕成话柄，
　　　　　　　　　　　　　红颜薄命本天生。
　　　　　　　　　　　　　可怜一种凄凉恨，
　　　　　　　　　　　　　螓首蛾眉就害煞了人。
唐通　　　（西皮散板）　　贱人休要珠泪滚，
　　　　　　　　　　　　　自作自受怨谁人。
　　　　　　　　　　　　　离了上房把书斋进，
（唐通、林慧娘、春莺同走圆场。）
唐通　　　（西皮散板）　　手按青锋把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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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春莺，你去通报，说你家主母来了。
春莺　　　（白）　　　　　他关着门哪。
唐通　　　（白）　　　　　他关着门，你就不会叫门么！
春莺　　　（白）　　　　　我说老爷，我虽然是个丫头，还没有半夜三更叫过男子的房门呢！
唐通　　　（白）　　　　　你背着我不知叫过多少次房门了！
春莺　　　（白）　　　　　我多会叫过人家房门哪？
唐通　　　（白）　　　　　你若不去叫门，我就杀了你！
（春莺捂脖子，唐通、春莺推磨，唐通逼春莺叫门。）
春莺　　　（白）　　　　　我去就是。
　　　　　　　　　　　　　先生开门。
唐通　　　（白）　　　　　这一下便试出他们的真假来了。
（陆世科上。）
陆世科　　（念）　　　　　正在睡昏沉，忽听人叫门。向前来细听，
春莺　　　（白）　　　　　先生开门！
陆世科　　（白）　　　　　咦！
　　　　　（念）　　　　　却是妇人声！
　　　　　（白）　　　　　这般时候哪有妇女叫门？哦，是了，想是我今夜性命该绝，有催命鬼前来叫门。
　　　　　　　　　　　　　待我问她几句。外面叫门是人是鬼？你若是人，有道是男女有别；你若是鬼，
　　　　　　　　　　　　　有道是邪不侵正哪！
春莺　　　（白）　　　　　我是侍女春莺。
陆世科　　（白）　　　　　怎么，你是侍女春莺？哎！我只说唐守备闺门整肃，原来家教不严，春莺你快
　　　　　　　　　　　　　快回去，不要在我这里胡缠！
（春莺向唐通。）
春莺　　　（白）　　　　　老爷，他不开门。
（唐通指林慧娘，春莺会意。）
春莺　　　（白）　　　　　我主母叫我来的。
陆世科　　（白）　　　　　你主母叫你来作甚？
（春莺向唐通。）
春莺　　　（白）　　　　　是呵！老爷，我干什么来了？
（唐通低声。）
唐通　　　（白）　　　　　就说主母命你来探病。
春莺　　　（白）　　　　　主母命我来探先生的病。
陆世科　　（白）　　　　　你主母是个妇道人家，自古道，内言不出于闺。就是差你探病你也该白日来，
　　　　　　　　　　　　　怎么你黑夜前来？分明是你不遵约束，私自到此，还不快些回去，若被你主母
　　　　　　　　　　　　　知道你吃罪不起！
（春莺向唐通。）
春莺　　　（白）　　　　　您听见没有，人家是个好人，一死的不开门。
（唐通示意春莺走开，作想，按剑逼林慧娘叫门。）
林慧娘　　（白）　　　　　我不自己叫门。
（唐通拔剑威吓。）
林慧娘　　（白）　　　　　哎，我好命苦哇！
　　　　　（西皮导板）　　三从四德遵明训，
唐通　　　（白）　　　　　你说什么三从四德，你从了他就是四从了。
林慧娘　　（白）　　　　　啐！
　　　　　（西皮快板）　　西厢待月我何曾。
　　　　　　　　　　　　　忍泪含羞轻启请，
　　　　　　　　　　　　　教人皂白两难分。
　　　　　（白）　　　　　先生开门。
（陆世科惊。）
陆世科　　（白）　　　　　你又是哪个？
林慧娘　　（白）　　　　　这个……
（唐通威吓。）
林慧娘　　（白）　　　　　我是唐守备的妻子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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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科　　（白）　　　　　原来是内东主，夤夜到此何事？
林慧娘　　（白）　　　　　这……哎，闻得先生病重，特来探望。
陆世科　　（白）　　　　　多谢内东主盛意，只是男女有别，许多不便，请回去罢。
（林慧娘欲走，唐通杖剑拦阻。）
林慧娘　　（白）　　　　　哎呀！先生啊！奴家一来探病，二来还有事相求。
陆世科　　（白）　　　　　黑夜之间，男女有何事相求？
（林慧娘欲走，唐通杖剑威吓。）
林慧娘　　（白）　　　　　哎呀，先生哪！奴家命在呼吸，望先生快快开门救命哪！
（陆世科背供。）
陆世科　　（白）　　　　　哎呀，好个无耻的妇人，这般言语亏她说的出口。
　　　　　　　　　　　　　内东，上有皇天，下有厚土，性命是小，名节是大。你息了这个念头，免得大
　　　　　　　　　　　　　家出丑。
林慧娘　　（白）　　　　　先生休出此言，待我实说了罢。
（唐通摇手亮剑，林慧娘欲言又止。）
陆世科　　（白）　　　　　你也不必再言你的心事了，我早已明白了。想妇人家名节为重，我幼读诗书，
　　　　　　　　　　　　　颇知礼义，只学鲁男子闭门不纳，又比柳下惠坐怀不乱，你快快回去吧。
林慧娘　　（白）　　　　　先生哪！
　　　　　（西皮快板）　　先生不可太执性，
　　　　　　　　　　　　　事要从权莫守经。
　　　　　　　　　　　　　先哲陈言且莫论，
　　　　　　　　　　　　　嫂溺援手快救人哪！
陆世科　　（白）　　　　　妇人家名节为本。
林慧娘　　（白）　　　　　先生！
　　　　　（西皮快板）　　奴自幼也曾习古训，
　　　　　　　　　　　　　三从四德尽知闻。
　　　　　　　　　　　　　名节二字是根本，
　　　　　　　　　　　　　不是贪淫无耻人。
陆世科　　（白）　　　　　你既知名节，怎么前来缠我？
林慧娘　　（白）　　　　　这个……
（林慧娘回头看唐通，唐通亮剑。）
林慧娘　　（白）　　　　　哎！
　　　　　（西皮快板）　　先生不必细盘问，
　　　　　　　　　　　　　说出口来难为情。
　　　　　　　　　　　　　只求开门施恻隐，
　　　　　　　　　　　　　救我的残生我就感你的恩。
陆世科　　（白）　　　　　我不开门，你也不至于死啊！
（林慧娘欲行。）
唐通　　　（白）　　　　　贱人，总要说个水落石出呀！
林慧娘　　（哭）　　　　　哎呀！
　　　　　（西皮快板）　　你说我水性杨花不贞静，
　　　　　　　　　　　　　他那里正颜厉色责淫奔。
　　　　　　　　　　　　　到此时何须惜性命，
　　　　　　　　　　　　　拼着玉碎与珠沉。
（林慧娘作撞头，唐通拦住。）
陆世科　　（白）　　　　　住了，你这妇人，真正无耻，一时欲火难禁，竟自寻死觅活。你快快息了这条
　　　　　　　　　　　　　邪念。明日我要带病辞馆，纵然死在街头，我也不在你家居住了。不但如此，
　　　　　　　　　　　　　日后见着东家，我要劝他防范于你，免得日后大家出丑。咳，真正是无有廉耻
　　　　　　　　　　　　　的妇人哪！
（陆世科下。唐通、林慧娘、春莺各作呆立状。）
唐通　　　（白）　　　　　娘子，你我回去吧！
（林慧娘打唐通，春莺拉住，唐通打春莺。）
林慧娘　　（白）　　　　　此时我倒要向前叫门。
（林慧娘欲叫门，唐通拦住。唐通、林慧娘、春莺同走圆场，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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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　　　（白）　　　　　娘子，此事是我的不是了，我这里与你作揖陪礼了。
林慧娘　　（白）　　　　　呔！你方才不问青红皂白，全无夫妻之情，定要我去往陆先生那里叫门。我本
　　　　　　　　　　　　　当不去，又恐你的疑心不解，只得含羞前往，幸而陆先生是个正人君子，若是
　　　　　　　　　　　　　浮薄之人开了房门，我与他岂不都做了刀头之鬼？我死不足惜，可怜丧了一生
　　　　　　　　　　　　　名节，似你这般狠毒，焉能白头相守，我的心迹已明，我要削发修真去了。
唐通　　　（白）　　　　　噢！你要出家，我不放你出家。你一辈子也出不了家的。
（唐通看春莺。）
唐通　　　（白）　　　　　哎，春莺，你替我劝解劝解。
春莺　　　（白）　　　　　我只会叫门，不会劝架，再说我主仆二人乃是通同作弊呀！
唐通　　　（白）　　　　　她也端起来了！
　　　　　　　　　　　　　嗳，春莺，你我是一家人哪！你上前替我说几句好话吧。
春莺　　　（白）　　　　　幸亏是一家人，要不是一家人，我们娘儿俩的这个脑袋差点要分家。您干吗那
　　　　　　　　　　　　　么疑神疑鬼的，闹得一夜没睡，一家都不太平。
唐通　　　（白）　　　　　嗳，这话说的也是呀！唐通呀唐通，你不是唐通，你是欠通。哎！有道是解铃
　　　　　　　　　　　　　还得系铃人，我自己作的事，还须我自己开解，偌、偌、偌，娘子，方才都是
　　　　　　　　　　　　　我的不是了，你我多年夫妻，你还恕不过我去吗？娘子不要生气了，你再若生
　　　　　　　　　　　　　气我就要——
春莺　　　（白）　　　　　怎么着？您又要杀人哪！
唐通　　　（白）　　　　　我要跪下了！
（唐通跪，林慧娘转身不理。）
唐通　　　（白）　　　　　娘子，你再不饶我，我就要碰死了！
春莺　　　（白）　　　　　老爷、老爷，您别碰死呀……
（唐通信以为真。）
唐通　　　（白）　　　　　是哇！
春莺　　　（白）　　　　　你死在宝剑之下，比碰死爽快的多呢！
唐通　　　（白）　　　　　我唐通一时冒失，如今报应了。
　　　　　（西皮散板）　　埋怨自己理不应，
　　　　　　　　　　　　　一家人闹得乱纷纷。
　　　　　　　　　　　　　三尺青锋项上刎，
（唐通一看剑，害怕。）
唐通　　　（白）　　　　　娘子，不要拉我，我死了吧。
（林慧娘不理。）
唐通　　　（白）　　　　　春莺，不要拉我，我死了吧。
春莺　　　（白）　　　　　你爱死就死！
（春莺稍停。）
春莺　　　（白）　　　　　你倒是死不死啊！
唐通　　　（白）　　　　　咳！
　　　　　（西皮散板）　　他二人俱都不作声。
（唐通出门。）
唐通　　　（西皮散板）　　出得门来将娇儿唤……
（唐芝上。）
唐芝　　　（白）　　　　　爹爹！
唐通　　　（西皮散板）　　霎时来了一个救命星。
（唐通见唐芝来拉，假作欲死。）
唐通　　　（白）　　　　　儿呀不要拦阻，我死了罢，我死了罢！
唐芝　　　（白）　　　　　爹爹不可寻此短见！
唐通　　　（白）　　　　　怎么，我儿不叫我死？好，我就不死了。
（唐通插剑入鞘。）
唐通　　　（白）　　　　　儿呀，为父得罪你的母亲，你快替为父劝解劝解。
唐芝　　　（白）　　　　　母亲不要与爹爹生气，孩儿跪下了。
（林慧娘不理。）
春莺　　　（白）　　　　　小公子，他们老俩口子的事，您管不了。天不早了，我送你上学去吧！
（春莺拉起唐芝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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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　　　（白）　　　　　娘子，你不念夫妻之义，难道说还没有母子之情吗？你看我儿他跪在……
（唐通用手一指，不见唐芝，立起拉过唐芝。）
唐通　　　（白）　　　　　快快跪下。
　　　　　　　　　　　　　娘子不要生气了，我父子又跪下了。
　　　　　　　　　　　　　儿呀！快与你母亲磕头。
（唐通按唐芝头。）
林慧娘　　（白）　　　　　呀！
　　　　　（西皮快板）　　纵然不念夫妻分，
　　　　　　　　　　　　　难舍堂前母子情。
　　　　　　　　　　　　　细想今宵如梦境，
　　　　　　　　　　　　　无端平地起风云。
　　　　　　　　　　　　　我若不忍心头恨，
　　　　　　　　　　　　　膝下娇儿可怜生。
　　　　　　　　　　　　　过眼云烟且莫论，
（唐通按唐芝头。）
唐通　　　（白）　　　　　快与你母亲磕头！
林慧娘　　（白）　　　　　嗳！
　　　　　（西皮散板）　　父莽撞儿下跪叫娘心疼。
　　　　　（白）　　　　　我儿起来。
唐芝　　　（白）　　　　　谢母亲。
（唐芝起来。）
唐通　　　（白）　　　　　噢！叫我们起来，我们就起来。
（唐通欲起，林慧娘瞪眼，唐通又跪下。）
林慧娘　　（白）　　　　　嗯，还不与我起来！
唐通　　　（白）　　　　　得呵、呵、呵令哪！
（唐通归座，看林慧娘。）
唐通　　　（干笑）　　　　哈、哈、哈。
　　　　　（白）　　　　　娘子真是宽洪大量，从今以后，你我言归于好了，休提往事。
林慧娘　　（白）　　　　　只要你不杀我，焉敢再提往事。
唐通　　　（白）　　　　　惭愧呀，惭愧！
林慧娘　　（白）　　　　　官人，我与陆先生这场风波，到底从何而起？我与你多年夫妻，你怎么无故疑
　　　　　　　　　　　　　心起我来了。
唐通　　　（白）　　　　　不但娘子要问，我自己也要问，你与陆先生一事，实有凭据在我眼内。
（林慧娘惊疑。）
林慧娘　　（白）　　　　　有什么凭据在你眼内？
唐通　　　（白）　　　　　我往先生那里探病，观见一床锦被，乃是娘子复身所用，又见一条罗带，是你
　　　　　　　　　　　　　时常系在腰间的，这不是凭据。
林慧娘　　（白）　　　　　罗带是何人拿去的？
唐芝　　　（白）　　　　　哎呀，我道为了什么，原来为我母亲那个罗带、锦被，爹爹不早来问我，若是
　　　　　　　　　　　　　早来问我，您早就明白了。那床锦被是母亲叫孩儿与先生送去的。
（唐通闻言变色。）
唐通　　　（白）　　　　　哦，是你母亲叫你送去的么？
（唐通指林慧娘，按剑。）
唐通　　　（白）　　　　　真是杀之不愧！
林慧娘　　（白）　　　　　我儿往下讲来！
唐芝　　　（白）　　　　　爹爹不要着急，只因先生染病在床，孩儿回得家来，对母亲言讲，要取床锦被
　　　　　　　　　　　　　与先生发汗，母亲应允，孩儿将床上锦被送去。孩儿身小力微，拿那锦被不动，
　　　　　　　　　　　　　用我母亲罗带捆好，背往书房。爹爹，这也是孩儿一时的聪明。
林慧林　　（白）　　　　　好奴才！你只顾一时聪明，险些害了为娘的性命，还不快到书房，将你父的锦
　　　　　　　　　　　　　被、为娘的罗带取来！
（唐芝允，下，抱被、带上。）
唐芝　　　（白）　　　　　罗带、锦被取回。
（唐芝、春莺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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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娘　　（白）　　　　　我想今夜之事，皆因此带所起。
　　　　　　　　　　　　　春莺取火来将它焚化了吧！
唐通　　　（白）　　　　　娘子不必如此，待为丈夫将此带系在腰间，以后作个纪念吧。
（林慧娘笑。）
林慧娘　　（白）　　　　　今夜之事得罪先生如何是好，况且我适才出乖露丑，此后宾主之间倒有些难处。
唐通　　　（白）　　　　　那先生经过此事，只怕他也要辞馆了，我要到馆中敷衍他一番。
林慧娘　　（白）　　　　　你见了先生必须把我的冤枉对他言明。
唐通　　　（白）　　　　　那个自然。看天色已明，我要到书房去了。
林慧娘　　（白）　　　　　啊，官人你不能这样前去。
唐通　　　（白）　　　　　要怎样前去！
林慧娘　　（白）　　　　　必须梳妆打扮了前去。
唐通　　　（白）　　　　　你怎么又提起这些事，再若提起，我就要……
林慧娘　　（白）　　　　　你要怎样？
唐通　　　（白）　　　　　我又要跪下了。
林慧娘　　（白）　　　　　你也不怕失了体统！
唐通　　　（白）　　　　　取我的衣服来。
　　　　　（西皮散板）　　后悔不该太烈性，
　　　　　　　　　　　　　一家吵闹到天明。
　　　　　　　　　　　　　去见先生把罪请，
林慧娘　　（白）　　　　　官人转来！
　　　　　（西皮散板）　　你也到书房去叫门。
（林慧娘下。）
唐通　　　（白）　　　　　惭愧！
　　　　　（西皮散板）　　离了上房把书房进，
（唐通走圆场。）
唐通　　　（西皮散板）　　因何书房不关门？
　　　　　（白）　　　　　这先生倒也好笑，昨夜叫了一夜门他不肯开，如今我不曾叫门，他竟将门开了。
　　　　　　　　　　　　　待我进去。
　　　　　　　　　　　　　哦，先生，小弟来了！怎么又没有人，先生往哪里去了？这里有一封书信，待
　　　　　　　　　　　　　我看来。
（唐通看。）
唐通　　　（白）　　　　　原来先生不辨皂白，竟自辞馆而去，这也难怪于他，都怪我自己鲁莽，以至如
　　　　　　　　　　　　　此。看来陆先生真是个至诚君子，我不免告知娘子。
（唐通走圆场。）
唐通　　　（白）　　　　　来此上房，春莺哪里？
（春莺上。）
春莺　　　（白）　　　　　什么事？
唐通　　　（白）　　　　　你主母一夜不眠，如今可曾安睡？
春莺　　　（白）　　　　　主母没睡，在那看书呢。
唐通　　　（白）　　　　　若是你主母睡着，你不可惊动于她；若是在那里观书，你请她出来。
春莺　　　（白）　　　　　是啦。
唐通　　　（白）　　　　　转来，你要小心些！
春莺　　　（白）　　　　　哟，你这是怎么了？跟昨天可大不一样呀。
唐通　　　（白）　　　　　我这叫知过必改。
春莺　　　（白）　　　　　有请主母。
（林慧娘上。）
林慧娘　　（白）　　　　　何事？
春莺　　　（白）　　　　　老爷请您哪。
林慧娘　　（白）　　　　　他喜在那里，还是怒在那里？
春莺　　　（白）　　　　　别提多高兴啦！
林慧娘　　（白）　　　　　待我向前。
　　　　　　　　　　　　　官人。
唐通　　　（白）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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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娘　　（白）　　　　　官人，你可曾见着陆先生？
唐通　　　（白）　　　　　他不辞而别了。
林慧娘　　（白）　　　　　怎么，他不辞而别了么？哎呀，我的冤枉何日得明！
唐通　　　（白）　　　　　久而自明。我前者去到杭州，因大军暂不出发，故而请假归来，如今又要往大
　　　　　　　　　　　　　营去了。
林慧娘　　（白）　　　　　怎么你又要出门么？
唐通　　　（白）　　　　　正是。
林慧娘　　（白）　　　　　啊，官人，依我看来，你还是不去的好。
唐通　　　（白）　　　　　却是为何？
林慧娘　　（白）　　　　　你若出门，难道我不怕我们败坏你的门庭么？
唐通　　　（白）　　　　　娘子你怎么又来了。慢说没有此事，纵有此事，我也不管了。
林慧娘　　（白）　　　　　啐！军情大事我怎敢违误。
　　　　　　　　　　　　　春莺，快取老爷的宝刀衣服来。
（春莺取刀、衣上。）
春莺　　　（白）　　　　　都给你拿来啦。
（唐通穿衣。）
林慧娘　　（白）　　　　　官人，公事完毕，早些回来。
唐通　　　（白）　　　　　那个自然，我就此去也。
　　　　　（西皮散板）　　只为难却荆花意，
　　　　　　　　　　　　　双宿鸳鸯暂分离。
（林慧娘、唐通自两边分下。）

【第七场：除顽】

（宋名上。）
宋名　　　（念）　　　　　开的是黑店，赚的是无义钱。
　　　　　（白）　　　　　在下宋名，在湖州镇开了一座黑店，图些无义之财。这几日没有什么买卖。不
　　　　　　　　　　　　　免到门口招呼招呼。
（唐通上。）
唐通　　　（西皮散板）　　勒马停蹄用目望，
　　　　　　　　　　　　　只见高大一店房。
宋名　　　（白）　　　　　马上客官，天不早啦，您在我这儿歇歇腿，明天再走，您看好不好？
唐通　　　（白）　　　　　我正想歇息。你这里可有上房？
宋名　　　（白）　　　　　有上房，您请进来吧。
（唐通下马。）
唐通　　　（白）　　　　　马不要卸鞍，前面带路。
（唐通入店。）
宋名　　　（白）　　　　　你用些什么？
唐通　　　（白）　　　　　店主人，随意，不必费心。
宋名　　　（白）　　　　　我照老规矩给您明灯一盏，好酒一壶，您说好不好？
唐通　　　（白）　　　　　甚好，甚好。
宋名　　　（白）　　　　　我给您取酒去。
　　　　　　　　　　　　　嘿！来了好买卖了。
（宋名虚下。）
唐通　　　（白）　　　　　哎呀且住，看这店家鬼鬼祟祟，开的必是黑店，我要留心一二。
　　　　　　　　　　　　　店家快来！
（宋名暗上，蹲台口往酒壶洒蒙药。）
宋名　　　（白）　　　　　来啦，酒还没烫得呢。
（宋名随说入门。）
宋名　　　（白）　　　　　酒到，客官请坐，我给您，满一盅。
唐通　　　（白）　　　　　店主人也请一杯。
宋名　　　（白）　　　　　我不会饮酒。
唐通　　　（白）　　　　　噢，你不会吃酒，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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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名　　　（白）　　　　　客官远路而来，一路劳乏，多喝几杯，早点睡吧，我到后面还有事呢。
（宋名下。）
唐通　　　（白）　　　　　啊！看这店家贼头贼脑，定不是好人。我不免假装酒醉，看他怎样行事。嘿嘿，
　　　　　　　　　　　　　想这江湖之上呵，
　　　　　（西皮散板）　　信义二字为根本，
　　　　　　　　　　　　　方是江湖大义人。
（唐通睡，宋名上。）
宋名　　　（白）　　　　　我看看怎么样了。醉啦！得，这一下可活不了啦，我剥了他的衣服。哟喝，还
　　　　　　　　　　　　　带着刀呢！
（宋名欲拿刀，唐通醒。）
唐通　　　（白）　　　　　你为何脱我的衣服？
宋名　　　（白）　　　　　不但脱你的衣服，我还要你的命！
唐通　　　（白）　　　　　你要我的命？嘿嘿，不知谁要谁的命呢！
（唐通夺刀，打倒宋名。）
宋名　　　（白）　　　　　伙计们，快来！
唐通　　　（白）　　　　　你若喊叫，我就杀了你！
宋名　　　（白）　　　　　好汉爷爷饶命。
唐通　　　（白）　　　　　我不杀你，扯你去见官。
宋名　　　（白）　　　　　天高皇帝远，这儿离官衙远得很呢！
（内鸣锣。）
唐通　　　（白）　　　　　外面鸣锣，想是官府人来了。
宋名　　　（白）　　　　　怎么那么巧呢？
（唐通拉宋名同出，四卒、中军、陈璘同上。）
唐通　　　（白）　　　　　原来是元帅到了，待末将参见。
陈璘　　　（白）　　　　　少礼，你捉的何人？
唐通　　　（白）　　　　　小将因军情紧急，赶赴大营，夜宿旅店，此贼谋害小将，被小将擒住，请元帅
　　　　　　　　　　　　　发落。
陈璘　　　（白）　　　　　那一贼子，因何大胆谋害我的将官？
宋名　　　（白）　　　　　是他害我，不是我害他。你不信，瞧瞧谁捆着谁呢？
陈璘　　　（白）　　　　　他若害你，本帅到来，他不逃走么？你叫什么名字？
宋名　　　（白）　　　　　小的宋名。
陈璘　　　（白）　　　　　噢，送命！原来是送命之贼，唐守备将此贼斩了。
唐通　　　（白）　　　　　得令！
（唐通斩宋名。）
陈璘　　　（白）　　　　　唐守备，你武艺超群，今有倭寇作乱，就命你为先行，前去征剿，报效皇家。
唐通　　　（白）　　　　　小将愿随鞍马，只是战马还在他的店中。
陈璘　　　（白）　　　　　军中自有好马。
唐通　　　（白）　　　　　只因马上有唐通的戳记，元帅杀此贼，留下尸首，恐有贻累。
陈璘　　　（白）　　　　　军中杀人，有什么贻累！
　　　　　　　　　　　　　左右，将此贼首级带往军前号令。与唐先行另备坐骑。就此起程。
（众人同下。）

【第八场：误禀】

（地保上。）
地保　　　（念）　　　　　忙将无头案，禀报太爷知。
　　　　　（白）　　　　　请太爷升堂！
（四衙役、二公差引王三善急上，归座。）
地保　　　（白）　　　　　叩见太爷。
王三善　　（白）　　　　　地保，此非理事之期，有何急事回禀？
地保　　　（白）　　　　　启禀太爷：唐守备在城外被人杀死。
王三善　　（白）　　　　　有这等事？尸身今在何处？
地保　　　（白）　　　　　尸身现在城外店房，只是首级被人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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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善　　（白）　　　　　既无首级，怎知他是唐守备？
地保　　　（白）　　　　　身上衣服是军中打扮，那座店房又拴着一骑好马，上面有唐守备姓名戳记，这
　　　　　　　　　　　　　被害之人是唐守备无疑了。
王三善　　（白）　　　　　命你往唐家将尸亲传来。
地保　　　（白）　　　　　遵命。
（地保下。）
王三善　　（白）　　　　　待本县亲去相验。左右打道尸场。
（众人同下。）

【第九场：欺嫂】

（林慧娘上。）
林慧娘　　（西皮散板）　　夫是英雄有志量，
　　　　　　　　　　　　　忠心保国一栋梁。
（杜之秩上。）
杜之秩　　（西皮散板）　　听说表兄杭州往，
　　　　　　　　　　　　　去到他家借米粮。
　　　　　（白）　　　　　到了，开门。
（春莺上，开门。）
春莺　　　（白）　　　　　哟，杜二爷，你怎么又来了？
杜之秩　　（白）　　　　　我干吗不来了！您给回禀一声。
春莺　　　（白）　　　　　就甭回禀了。
杜之秩　　（白）　　　　　那我就自己进去了。
（杜之秩入。）
杜之秩　　（白）　　　　　表嫂我来了。
林慧娘　　（白）　　　　　叔叔来了，请坐。
杜之秩　　（白）　　　　　我哥哥哪儿去了？
林慧娘　　（白）　　　　　他又出门去了。
杜之秩　　（白）　　　　　哎，您瞧，来一趟又不在家。嫂子我有点为难事跟您说。
林慧娘　　（白）　　　　　你不消说了，春莺与杜二爷取一两纹银。
春莺　　　（白）　　　　　是啦。
（春莺付银。）
杜之秩　　（白）　　　　　谢谢您啦。
（杜之秩背供。）
杜之秩　　（白）　　　　　哎呀，我这个嫂子是怎么啦？我跟她借钱，她总没驳过回。今天我还没张嘴呢，
　　　　　　　　　　　　　她就给我了。我明白啦，别是瞧上我了吧！
（杜之秩向林慧娘。）
杜之秩　　（白）　　　　　嫂子，您待我的这番心意，我是感激极了！
林慧娘　　（白）　　　　　有无相通方是亲谊，叔叔何言“感激”二字。
杜之秩　　（白）　　　　　我感激嫂子，可不感激我表哥。我那表哥简直没良心！
（林慧娘不理。）
杜之秩　　（白）　　　　　嫂嫂，我有点事可不敢跟您说。
林慧娘　　（白）　　　　　叔叔有话，只管讲来。
杜之秩　　（白）　　　　　您知道我哥哥他跟您变了良心了，他在外头拈花惹草，嫂子您想，像您这么漂
　　　　　　　　　　　　　亮的人儿，他做这个事情，对得起您吗？
（林慧娘知杜之秩有意挑唆。）
林慧娘　　（白）　　　　　唉，此乃男子常情，你管他作甚。
杜之秩　　（白）　　　　　不是呀，嫂子，我要遇见您这么个人，叫我出去，我也不出去，整天在家陪着
　　　　　　　　　　　　　您，要不，嫂子，咱两人……
林慧娘　　（白）　　　　　住了，你兄长不在家中，为嫂怜你贫穷，挥金相助，你怎么胡言乱语，还不与
　　　　　　　　　　　　　我走了出去！
杜之秩　　（白）　　　　　您的心，我也知道，您别跟我装着玩了，我的好嫂子！
（林慧娘推拒。地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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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　　　（白）　　　　　没关门，待我进去。
　　　　　　　　　　　　　哎，这不是杜之秩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找乐子来啦？
林慧娘　　（白）　　　　　你乃甚等之人，擅敢闯入民宅！
地保　　　（白）　　　　　我是地保。我来问你，你是唐林氏吗？
林慧娘　　（白）　　　　　正是。
地保　　　（白）　　　　　你丈夫叫人杀死了。
林慧娘　　（白）　　　　　哎呀！
（林慧娘气椅。）
春莺　　　（白）　　　　　主母醒来！
林慧娘　　（西皮导板）　　三魂并入幽冥境！
　　　　　（叫头）　　　　官人，丈夫哇！
　　　　　（西皮散板）　　恩爱夫妻两离分。
　　　　　（白）　　　　　地保，我丈夫被人杀死，尸身今在何处？
地保　　　（白）　　　　　你要问尸身，随我来。
林慧娘　　（白）　　　　　春莺，我今此去，不知何日才能回来，你要好好照顾小公子，看守门户。
（春莺下，林慧娘、杜之秩、地保同走圆场。）
林慧娘　　（西皮快板）　　昨日夫妻同欢庆，
　　　　　　　　　　　　　今朝连理不成林。
　　　　　　　　　　　　　英雄夫婿成泡影，
　　　　　　　　　　　　　铁石人闻也断魂。
　　　　　　　　　　　　　但愿传来是谎讯，
　　　　　　　　　　　　　尸场去辨假和真。
　　　　　　　　　　　　　含悲忍泪尸场进，
　　　　　　　　　　　　　无头尸首在埃尘。
　　　　　　　　　　　　　交颈鸳鸯成孤零，
　　　　　　　　　　　　　我的夫哇！
　　　　　（西皮散板）　　妻娇子幼靠何人？
杜之秩　　（白）　　　　　哎，嫂子，别哭了，他死了，还有我呢。
地保　　　（白）　　　　　对啦，死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死了他，
（地保指杜之秩。）
地保　　　（白）　　　　　还有我呢。跟我好一好，这场官司保你赢。
林慧娘　　（白）　　　　　住了，你既在公门，知法犯法，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地保　　　（白）　　　　　得了呗，什么调戏良家妇女，你既能跟那小子推推抱抱的，别跟我充正经人。
林慧娘　　（白）　　　　　好、好、好，你近前来。
（林慧娘打地保。）
地保　　　（白）　　　　　好，你敢打我，你敢跟我去见太爷！
林慧娘　　（白）　　　　　我理直气壮，怕你何来！
地保　　　（白）　　　　　好，咱们堂上见。
杜之秩　　（白）　　　　　嫂子，您甭跟他一般见识，我是个好人。
（林慧娘怒指杜之秩，气看地保，退下。）
杜之秩　　（白）　　　　　了不得，一打官司，我嫂子说出实话，我可受不了，我溜了吧。
（地保揪住杜之秩。）
地保　　　（白）　　　　　你不用跑，这场官司跑不了你。
杜之秩　　（白）　　　　　没我的事。
地保　　　（白）　　　　　没你？谁揪辫子跟我走！
杜之秩　　（白）　　　　　这都哪的事！
（地保、杜之秩同下。）

【第十场：诬陷】

（〖水底鱼〗。四衙役、二公差、王三善同上。升堂。）
王三善　　（白）　　　　　传地保。
（地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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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　　　（白）　　　　　叩见太爷。
王三善　　（白）　　　　　我命你传唤尸亲，为何慢腾腾的，叫本县在那里坐等多时，是何道理？
地保　　　（白）　　　　　小人虽然来迟，可是把这一案的真情给访出来了。
王三善　　（白）　　　　　哦，你竟将此案真情访出来了，讲。
地保　　　（白）　　　　　小人去到唐家传唤尸亲，瞧见唐林氏跟她表弟杜之秩推推抱抱，这件事一定是
　　　　　　　　　　　　　唐林氏谋害亲夫。
王三善　　（白）　　　　　谋死亲夫案情重大，你不要信口雌黄。
地保　　　（白）　　　　　唐守备是用妇人罗带捆杀的，这不是谋死亲夫的凭据吗？太爷严审杜之秩、唐
　　　　　　　　　　　　　林氏，便知真假。
王三善　　（白）　　　　　带杜之秩。
（杜之秩上。）
杜之秩　　（念）　　　　　听得太爷唤，吓得浑身颤。
地保　　　（白）　　　　　杜之秩你来啦。
杜之秩　　（白）　　　　　来啦。
地保　　　（白）　　　　　你表嫂把你告啦。
杜之秩　　（白）　　　　　告我什么？
地保　　　（白）　　　　　告你调戏她。
杜之秩　　（白）　　　　　这我可受不了。
地保　　　（白）　　　　　我替你蒙混过去啦。你见太爷，就说我说的是实话，你嫂子是瞎话，我保你官
　　　　　　　　　　　　　司能赢，还能有个乐儿。
杜之秩　　（白）　　　　　怎么着，你说的是实话，我嫂子说的都是瞎话？我照着你这么一说，我这官司
　　　　　　　　　　　　　就赢了，还有我个乐儿？
地保　　　（白）　　　　　对啦！
杜之秩　　（白）　　　　　得，见了太爷，我就这么说。
（杜之秩入门，跪。）
杜之秩　　（白）　　　　　叩见太爷。
王三善　　（白）　　　　　杜之秩，地保禀道：唐林氏一段公案，有你在内，可是实言？
杜之秩　　（白）　　　　　地保说的全是实话，我嫂子说的满是假话。
（杜之秩指地保。）
杜之秩　　（白）　　　　　他说了，我这么一说就没有我的事了。
（杜之秩站起就走。）
王三善　　（白）　　　　　嗯！
杜之秩　　（白）　　　　　别瞪眼，我再跪下。
地保　　　（白）　　　　　您听他全招了。
王三善　　（白）　　　　　带唐林氏。
（林慧娘上，跪。）
林慧娘　　（白）　　　　　叩见太爷。
王三善　　（白）　　　　　唐林氏。
林慧娘　　（白）　　　　　有。
王三善　　（白）　　　　　杜之秩在你家调戏之事已经招认，你可从实招来。
林慧娘　　（白）　　　　　杜之秩既已招认，小妇人并无别言。
王三善　　（白）　　　　　传男女禁卒。
（禁卒同上。）
禁卒　　　（同白）　　　　伺候老爷。
王三善　　（白）　　　　　将他二人钉肘收监。
林慧娘、
杜之秩　　（同白）　　　　太爷呀，为何将我收监？
王三善　　（白）　　　　　你两个暗地通奸，唐林氏谋死亲夫，故此钉肘收监。
林慧娘　　（白）　　　　　哎呀，太爷呀！杜之秩到小妇人那里借钱，出言无状，被我痛骂，他竟要行强，
　　　　　　　　　　　　　我二人正在推拒，不料地保前去传唤，来到公衙，怎么弄出谋害亲夫的重罪
　　　　　　　　　　　　　来了！
王三善　　（白）　　　　　我的地保探访禀报，难道还冤枉你们不成？
林慧娘　　（白）　　　　　这里的地保前去传唤，他乘机胁迫，是我打了他一掌，他挟仇诬告，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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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爷详查。
王三善　　（白）　　　　　地保，唐林氏供词不为无理，你怎敢挟仇诬害！
地保　　　（白）　　　　　她是一面之辞。小的是公门中人，况且又在太爷案下当差多年，哪敢作这宗事？
　　　　　　　　　　　　　您要说唐林氏不是谋害亲夫，怎么用她的罗带捆绑尸首，请太爷详问。
王三善　　（白）　　　　　是呀，你既不曾谋死亲夫，尸首为何用你罗带捆绑？
林慧娘　　（白）　　　　　我丈夫出门从军，将小妇人罗带系去，不知怎样反落歹人之手，捆绑杀害，怎
　　　　　　　　　　　　　道我谋害亲夫。
王三善　　（白）　　　　　这也说的是。想公堂之上只有错拿，并无错放之理，将唐林氏、杜之秩暂且寄
　　　　　　　　　　　　　监，待我慢慢审问，带下去。
（禁卒拉林慧娘、杜之秩。）
林慧娘　　（白）　　　　　杜之秩，你害了为嫂了。
杜之秩　　（白）　　　　　别说啦，我也带上这个了。
（禁卒拉林慧娘、杜之秩同下。）
王三善　　（白）　　　　　看此案未必无冤，公差过来。
公差　　　（白）　　　　　有。
王三善　　（白）　　　　　命你二人到唐林氏住宅左右，不拘期限，访拿形迹可疑之人，前来见我。
（公差允，下。）
王三善　　（白）　　　　　退堂。
（王三善下。）

【第十一场：放官】

（〖水底鱼〗。四卒、四衙役、中军、陆世科同上。）
陆世科　　（念）　　　　　三千法律八千文，此事如何说与君。
　　　　　（白）　　　　　下官陆世科，只因半载以前上京求名，蒙圣恩得选庶常，钦点浙江巡按，并赐
　　　　　　　　　　　　　尚方宝剑，先斩后奏。来在湖州下马。左右开道。
（〖牌子〗。众人同走圆场，同下。）

【第十二场：妄断】

（设城。四衙役、二公差、王三善同上。四卒、四衙役、中军、陆世科同上。）
王三善　　（白）　　　　　迎接大人。
陆世科　　（白）　　　　　察院伺候。
王三善　　（白）　　　　　是。
（众人同走圆场，同入城。陆世科升堂。）
王三善　　（念）　　　　　辕门常听鼓，官小实难为。
　　　　　（白）　　　　　报、王三善告进。
（王三善入，跪。）
王三善　　（白）　　　　　乌程县县令王三善参见大人。
陆世科　　（白）　　　　　罢了。贵县治下可有冤案？
王三善　　（白）　　　　　卑职案下有唐林氏私通表弟谋死亲夫一案，卑职审过半载有余，恐有冤枉。
陆世科　　（白）　　　　　这唐林氏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王三善　　（白）　　　　　名唤唐通。
陆世科　　（白）　　　　　哦，唐通，此人可是本城守备？
王三善　　（白）　　　　　正是本城守备。
陆世科　　（白）　　　　　他这表弟唤作什么？
王三善　　（白）　　　　　名唤杜之秩。
陆世科　　（白）　　　　　哦，杜之秩，贵县不知以何为证？
王三善　　（白）　　　　　有妇人罗带为证。
陆世科　　（白）　　　　　罗带现在何处？
王三善　　（白）　　　　　现在县中存案。
陆世科　　（白）　　　　　中军速将罗带调来我看。
（中军允，下，取罗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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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　　　（白）　　　　　启大人：罗带到。
（陆世科看带，背供。）
陆世科　　（白）　　　　　这条罗带果然是那贱人身旁之物，当初勾引本院，曾将此物送入书房，如今又
　　　　　　　　　　　　　赠与情人，作出事来，偏偏犯在本院案下，真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贵县回衙理事。
王三善　　（白）　　　　　告退。
陆世科　　（白）　　　　　带唐林氏。
（林慧娘上。）
林慧娘　　（白）　　　　　叩见大人。
陆世科　　（白）　　　　　掌起面来。
（林慧娘看，背语。）
林慧娘　　（白）　　　　　哎呀，这位大人好像在我家教书的陆先生。他乃正人君子，我的冤枉有了出头
　　　　　　　　　　　　　之日了。
（陆世科背语。）
陆世科　　（白）　　　　　这个贱人见了本院，忽然面带春色，我久知她不正经，果然的不正经。
（陆世科向林慧娘。）
陆世科　　（白）　　　　　唐林氏，怎样私通表弟，谋死亲夫，从实招来。
林慧娘　　（白）　　　　　想大人曾与亡夫交好，小妇人谨守闺训，大人是晓得的。只求大人开恩救命。
陆世科　　（白）　　　　　哎呀呀！她怎么又提起“救命”二字？想当初只为救命，险些害了我的性命，
　　　　　　　　　　　　　今日怎么又提起“救命”二字，不动大刑谅她不招。
　　　　　　　　　　　　　左右与我拶起来！
（四衙役同拶林慧娘。）
陆世科　　（白）　　　　　有招无招？
林慧娘　　（白）　　　　　冤枉难招。
陆世科　　（白）　　　　　收！
林慧娘　　（白）　　　　　受刑不过，愿招。
陆世科　　（白）　　　　　松了刑法，快快招来。
（中军拿状笔递与林慧娘，林慧娘画供。）
林慧娘　　（白）　　　　　小妇人私通表弟，谋死亲夫是实。
陆世科　　（白）　　　　　跪过一旁。
　　　　　　　　　　　　　带杜之秩。
（杜之秩上。）
杜之秩　　（白）　　　　　叩见大人。
陆世科　　（白）　　　　　你表嫂已经招认：谋死亲夫，你可有分诉？
杜之秩　　（白）　　　　　她招了，我也招了，免得大人生气。
陆世科　　（白）　　　　　好，本院蒙圣上钦赐尚方宝剑，先斩后奏。明日五鼓，杜之秩斩首示众；唐林
　　　　　　　　　　　　　氏押赴市曹凌迟处死。
（林慧娘惊倒。）
林慧娘　　（白）　　　　　怎么讲？明日就将我凌迟处死了么？
陆世科　　（白）　　　　　难道还冤枉你不成？
林慧娘　　（白）　　　　　陆世科呀陆世科！想当初你在我家教馆时节，我夫妻何等恩待与你，你怎么忍
　　　　　　　　　　　　　心作出此事，岂不怕天下人骂你无情无义！
陆世科　　（白）　　　　　你……事到如今，还提当年之事，你与我有情哪个与你有义？
　　　　　　　　　　　　　左右押下去。
（林慧娘出堂，唐芝上。）
唐芝　　　（白）　　　　　母亲，官司怎么样了？
林慧娘　　（白）　　　　　哎呀儿呀，为娘上得堂去，这位都天大人就是在我家教学的陆先生，他不容分
　　　　　　　　　　　　　诉，将为娘问成死罪，明日五鼓就要绑赴法场凌迟处死了！
唐芝　　　（白）　　　　　既是陆先生，他与孩儿有师生之谊，待孩儿上得堂去，与你鸣冤。
林慧娘　　（白）　　　　　陆先生与你虽是师生，只是他性情古怪，比那素不相识的人还厉害十倍，我儿
　　　　　　　　　　　　　要小心了。
唐芝　　　（白）　　　　　孩儿见了他自有话讲。
林慧娘　　（白）　　　　　此时我儿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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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我儿！
唐芝　　　（白）　　　　　母亲。
（刽子手押林慧娘、杜之秩同下。）
唐芝　　　（白）　　　　　冤枉！
禁卒　　　（白）　　　　　启大人：有一孩童辕门喊冤。
陆世科　　（白）　　　　　带上来！
（唐芝入，跪。）
唐芝　　　（白）　　　　　叩见大人。
陆世科　　（白）　　　　　那一孩童，姓甚名谁，有何冤枉？
唐芝　　　（白）　　　　　童生唐芝，替母林氏鸣冤。
陆世科　　（白）　　　　　你母为人，本院素来是晓得的，谅无冤枉，你不必再诉。
唐芝　　　（白）　　　　　大人哪，想大人曾在童生家中设帐，我父母待大人如同敬神一般，那日大人患
　　　　　　　　　　　　　病，我母还命童生送被遮寒，如今我父死得不明，大人怎么反将我母亲问成死
　　　　　　　　　　　　　罪？只恐天下人闻知，都道大人无情无义！
陆世科　　（白）　　　　　唗！你还敢提起送被之事，若不是那床锦被，我怎知你母为人不端。
　　　　　　　　　　　　　左右赶了下去！
唐芝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含悲忍泪出察院，
　　　　　　　　　　　　　原来他是个糊涂官。
（唐芝下。）
王三善　　（内白）　　　　走啊！
（王三善上。）
王三善　　（西皮散板）　　都天乱用尚方剑，
　　　　　　　　　　　　　忙到堂前去阻拦。
　　　　　（白）　　　　　卑职参见大人。
陆世科　　（白）　　　　　贵县上堂何事？
王三善　　（白）　　　　　请问大人，将唐林氏怎样发落？
陆世科　　（白）　　　　　唐林氏私通表弟，谋死亲夫是实，本院将她凌迟处死，杜之秩斩首示众。
王三善　　（白）　　　　　此案未曾三推六问，不曾奉到刑部公文，焉能问成死罪？
陆世科　　（白）　　　　　本院有钦赐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
王三善　　（白）　　　　　倘若另有凶手，这失入之罪，卑职当承不起。
陆世科　　（白）　　　　　贵县难道敢承当失出之罪么？
王三善　　（白）　　　　　卑职不敢。
陆世科　　（白）　　　　　贵县回衙理事。
王三善　　（白）　　　　　遵命。正是：
　　　　　（念）　　　　　三推六问他不管，朝廷用了好杀官。
（王三善下。）
陆世科　　（白）　　　　　此案必须亲自监斩。
（陆世科下。）

【第十三场：赴刑】

杜之秩　　（内二黄导板）　泪汪汪哭出了监门口，
（二刽子手押杜之秩罪衣、插标同上。）
杜之秩　　（叫头）　　　　天哪天！想我杜之秩糊里糊涂，死得好不糊涂也。
　　　　　（回龙）　　　　悔不该与表嫂卖弄风流。
　　　　　（二黄原板）　　法场上都道我是个禽兽，
　　　　　　　　　　　　　口问心心问口该斩人头。
　　　　　　　　　　　　　无奈何央告这刽子手：
　　　　　　　　　　　　　我死后这尸首莫喂狗，要你们存留。
　　　　　　　　　　　　　含悲忍泪法场走，
　　　　　（二黄散板）　　怕只怕大炮响要掉人头。
（大锣。〖吹打〗。众人同下。二刽子手搀扶林慧娘同上。林慧娘直入正场，望刽子手刀，亮相，过场。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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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大锣。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明冤】

（四卒、四衙役、中军引陆世科同上。）
陆世科　　（念）　　　　　本院坐法场，埋下杀人桩。做人莫犯法，犯法刀下亡。
　　　　　（白）　　　　　本院陆世科，今日亲斩犯妇林氏。
　　　　　　　　　　　　　将淫妇奸夫押上来。
（二刽子手押林慧娘、杜之秩同上。）
林慧娘　　（白）　　　　　天哪，天！我今日竟将典刑了。我这“生死”二字，倒也置之度外，只是受了
　　　　　　　　　　　　　个谋死亲夫的恶名，坏了唐、林两家的清白，九泉之下也无面目与死去的爹娘、
　　　　　　　　　　　　　丈夫相见哪。
　　　　　（二黄散板）　　复盆千古恨，
　　　　　　　　　　　　　有口也难分，
　　　　　　　　　　　　　天可怜我是个含冤的齐妇，
　　　　　　　　　　　　　法场上都道我是杀人的曾参。
　　　　　　　　　　　　　香罗带造定了冤孽铁证，
　　　　　　　　　　　　　到如今死得个好不分明。
　　　　　　　　　　　　　说什么善与恶盖棺论定，
　　　　　　　　　　　　　我、我、我不能留芳遗臭名。
　　　　　　　　　　　　　我好命苦哇，苍天爷呀！
（二刽子手推林慧娘、杜之秩同上，唐芝、春莺持衣同上。）
唐芝　　　（白）　　　　　母亲！
（林慧娘闻声寻找。）
林慧娘　　（白）　　　　　我儿。啊呀儿呀，想你父，不知被何人杀死，这位都天大人，不去访拿凶手，
　　　　　　　　　　　　　却将为娘与你父抵命，也是为娘前世冤衍，命该如此。我死之后，儿要好好用
　　　　　　　　　　　　　心攻书，有日成名，替为娘报得冤仇，方不负为娘养育你一场呵。
春莺　　　（白）　　　　　主母，今日乃主母升天之期，特与小主人带来衣服，收敛主母尸首，有什么话，
　　　　　　　　　　　　　您就嘱咐几句吧。
林慧娘　　（白）　　　　　春莺，你在我家多年，素日为人忠厚，我是晓得的。你家老爷不知被何人杀死，
　　　　　　　　　　　　　我……唉！
（林慧娘看唐芝。）
林慧娘　　（白）　　　　　唐家无人，只有这一条后根，我儿下得学来，叫声父，父已死去；叫声母，母
　　　　　　　　　　　　　已亡故。他是少娘无父之人，还望你照看他读书成人，有日成名，替我夫妻辨
　　　　　　　　　　　　　明冤枉，报仇雪恨。我二老在九泉之下，唉，也感你的大恩大德。
春莺　　　（白）　　　　　主母……
陆世科　　（白）　　　　　刀斧手，将闲人赶出法场。
林慧娘、
唐芝　　　（同白）　　　　（我儿）（母亲）！
春莺　　　（白）　　　　　主母！
（唐芝、春莺同下。）
陆世科　　（白）　　　　　起鼓开刀！
王三善　　（内白）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王三善急上。）
王三善　　（白）　　　　　大人，这二人杀不得。
陆世科　　（白）　　　　　怎么杀不得？
王三善　　（白）　　　　　这两个不是正犯，另有凶手。
（陆世科惊。）
陆世科　　（白）　　　　　噢，怎么另有凶手，今在何处？
王三善　　（白）　　　　　卑职半载以前，命人在唐家门前访问形迹可疑之人，不想今日拿获了。
陆世科　　（白）　　　　　哦，贵县竟将真正凶手拿获了，真真是个会办事的能员。
王三善　　（白）　　　　　能员倒也惭愧，只求大人替卑职担承失入之罪。
（陆世科有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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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世科　　（白）　　　　　贵县休提前言，吩咐把凶手带上来。
王三善　　（白）　　　　　带凶手。
（二公差押唐通同上。）
唐通　　　（白）　　　　　大人。
陆世科　　（白）　　　　　你不是唐守备吗？
唐通　　　（白）　　　　　正是末将。
陆世科　　（白）　　　　　见了本院为何不跪？
唐通　　　（白）　　　　　我也是朝廷命官，今日非庭参之期，不能下跪。
陆世科　　（白）　　　　　有道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胡乱杀人，还说无罪？
唐通　　　（白）　　　　　着哇，胡乱杀人是有罪的。请问大人，我妻子她身犯何罪？
陆世科　　（白）　　　　　她是谋死亲夫的重罪！
唐通　　　（白）　　　　　哈哈，怎么？她是谋死亲夫的……
（唐通捧髯。陆世科窘。）
陆世科　　（白）　　　　　这……
（王三善向唐通。）
王三善　　（白）　　　　　大人办案是不会错的哟！
（陆世科拂袖。）
陆世科　　（白）　　　　　唉！哪有许多闲言，快将唐林氏解下法标。
唐通　　　（白）　　　　　且慢，待我自己去解。
（唐通跪林慧娘侧。）
唐通　　　（白）　　　　　娘子醒来，娘子醒来。
林慧娘　　（二黄导板）　　一阵昏迷魂魄散，
（林慧娘醒，见唐通，抱头哭。）
林慧娘　　（二黄散板）　　阴曹地府又重圆。
　　　　　（白）　　　　　哎呀夫哇，你既在幽冥必知我的冤枉，快快引我去见阎罗，告下阴状，活捉陆
　　　　　　　　　　　　　世科，报仇雪恨。
唐通　　　（白）　　　　　哎呀妻呀，我不曾死。
林慧娘　　（白）　　　　　啊，你不曾死，难道我还在阳世吗？
唐通　　　（白）　　　　　着哇，我不曾死，你自然还在阳世。
（林慧娘摸脖子，林慧娘、唐通抱头痛哭。）
林慧娘　　（二黄散板）　　香罗一带成疑窦，
　　　　　　　　　　　　　半世清贞付浊流。
　　　　　　　　　　　　　三字狱成莫须有，
　　　　　　　　　　　　　险些骸骨委荒丘。
唐通　　　（白）　　　　　不知你身犯何罪，受此极刑。
林慧娘　　（白）　　　　　是一桩奸情命案。
唐通　　　（白）　　　　　哈哈，我不在家中，你又弄出奸情命案来了，我说你不正经，看来你果然不正
　　　　　　　　　　　　　经。
（林慧娘怒指唐通额。）
林慧娘　　（白）　　　　　都是你逼我到陆世科那里叫门，至今他的疑心不解，才弄出这场冤案来。
唐通　　　（白）　　　　　如此说来，那陆先生与我一样糊涂，你我夫妻倒要问他一问。
林慧娘　　（白）　　　　　嗳，倒要问他一问。
（林慧娘向陆世科。）
林慧娘　　（白）　　　　　陆世科，我是谋死亲夫的重犯，你怎么不快些开刀呢？
陆世科　　（白）　　　　　如今唐通回来了，再不要提起谋死亲夫之事。
林慧娘　　（白）　　　　　幸而我丈夫回来，如若不然，我已作了刀下之鬼，我死不足惜，可怜我一个清
　　　　　　　　　　　　　白女子问成谋死亲夫的重罪，我险些生遭极刑，死受恶名。我唐、林两家祖宗
　　　　　　　　　　　　　清名被你断送！陆大人，你是读书人，难道不怕丧了阴鹫？
（陆世科冷笑。）
陆世科　　（白）　　　　　好个利口妇人，你的为人本院素知，你纵不是谋死亲夫，也不算得什么清白。
林慧娘　　（白）　　　　　大人，你怎见得我不清白？
陆世科　　（白）　　　　　你可记得我在你家设帐之时，你主婢黑夜叫门的故事？
（林慧娘恶狠狠地瞪眼，手指唐通。唐通向前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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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　　　（白）　　　　　大人，黑夜叫门，乃是末将主谋。
陆世科　　（白）　　　　　哈哈，黑夜之间，纵容妻子去叫外人房门，你原来甘心愿作此道。
唐通　　　（白）　　　　　不、不、不，内中还有下情。
陆世科　　（白）　　　　　内中有下情？讲！
唐通　　　（白）　　　　　只因大人病在末将家中，小儿唐芝取被遮寒，误将我妻的锦被、罗带拿到大人
　　　　　　　　　　　　　斋中。末将前去探病，正值大人熟睡，末将观见被、带二物，疑心不解，错把
　　　　　　　　　　　　　大人当作轻狂之辈，夜间持剑威吓我妻去叫大人房门。是末将一时糊涂，并非
　　　　　　　　　　　　　妻子黑夜淫奔。
陆世科　　（白）　　　　　如此说来，令正夫人是贞节之人！
唐通　　　（白）　　　　　末将妻子实是贞节。
陆世科　　（白）　　　　　我来问你，那无头死尸，怎么用你妻罗带捆绑？
唐通　　　（白）　　　　　只因末将去往大营，途中夜宿贼店，店主将末将衣服剥下，要害我的性命，反
　　　　　　　　　　　　　而被我擒获，用罗带捆绑，去见陈元帅，说明此事。元帅将他斩首，首级带往
　　　　　　　　　　　　　军中号令，你怎么说我胡乱杀人？
陆世科　　（白）　　　　　原来如此，本院险些把案又断差了！
王三善　　（白）　　　　　大人，我想此事俱是地保诬告，请大人传地保审问。
陆世科　　（白）　　　　　嗳，些许小事不必审了，你回衙处置将他斩首了吧。
林慧娘　　（白）　　　　　大人，似你这样人糊里糊涂，也配作官？如今我要到京中叩阍，与你折辩！
王三善　　（白）　　　　　唐夫人，大人虽然断案不清，下官也曾主持公道。
林慧娘　　（白）　　　　　王太爷，你是个好官，我听你的吩咐，不与他作对就是。
王三善　　（白）　　　　　多谢唐夫人。请夫人更衣。
林慧娘　　（白）　　　　　法场之上，哪有我的衣服。
王三善　　（白）　　　　　方才你家公子带来衣服，要装敛你的尸首，如今你不曾典刑，用得着了。
（林慧娘想前思后，怕。）
林慧娘　　（白）　　　　　唉！
（林慧娘虚下，换衣，暗上。）
杜之秩　　（白）　　　　　嘿嘿，你们的事都完了，这还绑着一个呢！我这儿怎么样啊？
陆世科　　（白）　　　　　好、好、好，将他解下法标，回家去吧！
杜之秩　　（白）　　　　　得，我算活啦。
（众人与杜之秩松绑。）
杜之秩　　（白）　　　　　好吗！这位大人敢情是个混鸡子呀。
（杜之秩下。）
陆世科　　（白）　　　　　左右，用我的轿马，把唐氏夫妇送回府去；少时我还要过府陪礼。
　　　　　　　　　　　　　带马，唐府去者。
（众人自两边分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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