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京剧戏考 《赤壁鏖兵》【二本】 1

《赤壁鏖兵》【二本】（一名：《激权激瑜》）

主要角色
诸葛亮：老生
周瑜：小生
孙权：净
鲁肃：老生
张昭：老生
黄盖：净

情节
鲁肃引诸葛亮与孙权相见，事先叮嘱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但当孙权问及曹兵虚实时，诸葛亮却夸大曹军
实力。孙权问诸葛亮如何应敌，诸葛亮答称：“若自度能与曹操抗衡，不如早与之拒，如若不能，不如依张
昭等主意早日投降。”孙权反问：“刘豫州何不降曹？”诸葛亮云：“齐国田横不过一壮士，尚且守义不辱，
何况刘豫州乃汉朝宗室，奇才盖世，众望所归，岂肯降曹？”孙权大怒，以为诸葛亮有意相轻，拂袖而入。
鲁肃责诸葛亮不听劝告。诸葛亮反怪孙权不能容物。鲁肃乃再请孙权与诸葛亮相见，二人畅谈，诸葛亮将
曹兵虚实一一剖明，并表示愿同心破曹。孙权大喜，约诸葛亮相助。事为张昭等所闻，因劝孙权勿受诸葛亮
利用。孙权又举棋不定，入宫见母，言及当前窘状。孙母告以孙策临终曾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
周瑜。孙权乃使鲁肃迎周瑜回朝。鲁肃既见周瑜，告以文武百官议论纷纭，孙权犹豫未决，已约诸葛亮共计
此事，周瑜即请邀诸葛亮相见。周瑜回朝，众官纷纷对之陈述己意。周瑜虚与周旋。及见诸葛亮，周瑜诈称
欲降，诸葛亮随声附和，并云只消将乔公二女送与曹操，即可保江东无事。周瑜怪问其故，诸葛亮将曹植
《铜雀台赋》中“揽二乔于东南兮”一句告之，并朗诵一遍。周瑜大怒，誓杀曹操，并告以二乔已归孙策与己。
诸葛亮佯作不知，慌忙谢罪。周瑜请诸葛亮协助一同破曹，诸葛亮当即应允。周瑜忌诸葛亮之才，有相害
之意。鲁肃劝阻。周瑜乃使诸葛瑾前往说降，诸葛亮反劝诸葛瑾同事刘备。诸葛瑾无奈，乃实告周瑜。孙权
与周瑜相见，周瑜斥张昭等为迂儒之论，极言江东开国已历三世，岂可轻弃？并将曹操所犯兵家之忌，一一
说明，孙权乃决心拒曹，并拔剑砍断案角，声称：有再言降者与此案同。

注释
清同治、光绪年间四大徽班中之三庆班卢胜奎先生曾将《三国演义》中刘表托孤至取南郡一段故事编成轴子
戏三十六本，每年露演一次，每演必红遍都门，传得盛赞。《赤壁鏖兵》为其中之八本，从曹操兴师南下至
败走华容止，包括《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英会》、《横槊赋诗》、《借东风》、
《烧战船》、《华容道》。这八本戏在三十六本三国戏中所占分量颇重，更因此剧结构严谨、情节动人，演
来很受欢迎。
这戏经萧长华先生参考《三国演义》进行删润、校勘。在历次教学与演出中，随教随修、随演随改，现已成
为流行名剧。

根据《萧长华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四太监引孙权上。）
孙权　　　（引子）　　　　虎踞东吴，承霸业，恨贼侵吾。
　　　　　（念）　　　　　碧眼紫髯貌魁梧，独霸江东立帝都。杀却曹瞒遂孤意，方显男儿大丈夫。
　　　　　（白）　　　　　孤，姓孙名权字仲谋。承父兄之基业，执掌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可恨曹操统领
　　　　　　　　　　　　　雄兵，直抵汉上，有吞并江东之意。写来檄文，邀孤会猎。也曾命鲁肃去往江
　　　　　　　　　　　　　夏，探听虚实，怎么还不见回信？正是：
　　　　　（念）　　　　　文降武战意不定，未决他意破曹兵。
鲁肃　　　（内白）　　　　嗯哼！
（鲁肃上。）
鲁肃　　　（念）　　　　　探听江夏事，回报吴侯知。
　　　　　（白）　　　　　臣鲁肃参见，吴侯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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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　　　（白）　　　　　罢了。
鲁肃　　　（白）　　　　　千千岁。
孙权　　　（白）　　　　　探听江夏虚实如何？
鲁肃　　　（白）　　　　　臣往江夏探听虚实，有一人深谋智广，引来见主。
孙权　　　（白）　　　　　什么人？
鲁肃　　　（白）　　　　　乃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一问便知虚实。
孙权　　　（白）　　　　　敢是卧龙先生？
鲁肃　　　（白）　　　　　正是。
孙权　　　（白）　　　　　请来一见。
鲁肃　　　（白）　　　　　有请孔明先生！
（诸葛亮上。）
诸葛亮　　（念）　　　　　全凭三寸不烂舌，打动图王霸业人。
鲁肃　　　（白）　　　　　先生，吴侯有请。
诸葛亮　　（白）　　　　　有劳引山人相见。
鲁肃　　　（白）　　　　　先生见了我主，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
诸葛亮　　（白）　　　　　是。亮自见机而变，决不有误。
鲁肃　　　（白）　　　　　请。
诸葛亮　　（白）　　　　　臣，诸葛亮参见吴侯千岁。
孙权　　　（白）　　　　　先生少礼，请坐。
诸葛亮　　（白）　　　　　谢坐。
（孙权向鲁肃。）
孙权　　　（白）　　　　　坐下。
鲁肃　　　（白）　　　　　谢坐。
孙权　　　（白）　　　　　多闻子敬谈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见，敢求教益。
诸葛亮　　（白）　　　　　亮不才无学，有辱明问。
孙权　　　（白）　　　　　足下近在新野，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
诸葛亮　　（白）　　　　　吾主兵微将寡，新野县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
孙权　　　（白）　　　　　曹军共有多少？
诸葛亮　　（白）　　　　　唔，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
（鲁肃愣。）
孙权　　　（白）　　　　　莫非是诈乎？
诸葛亮　　（白）　　　　　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
　　　　　　　　　　　　　兵三四十万；又收荆州之兵二三十万：以此计也，不下一百五十余万。亮以百
　　　　　　　　　　　　　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耳！
鲁肃　　　（白）　　　　　嗯……
孙权　　　（白）　　　　　曹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
诸葛亮　　（白）　　　　　足智多谋之士，车载斗量；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员！
孙权　　　（白）　　　　　今曹操平了荆楚，复有远图之意乎？
诸葛亮　　（白）　　　　　他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江东，而待图何地？
孙权　　　（白）　　　　　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
诸葛亮　　（白）　　　　　亮有一言，恐吴侯不能听从。
孙权　　　（白）　　　　　愿闻高论。
诸葛亮　　（白）　　　　　今曹操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于此。愿将
　　　　　　　　　　　　　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原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
　　　　　　　　　　　　　何不从众谋士之论，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孙权　　　（白）　　　　　岂有此理！
诸葛亮　　（白）　　　　　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今日矣！
孙权　　　（白）　　　　　诚如君言，你主刘豫州他为何不降曹？
（鲁肃作势。）
诸葛亮　　（白）　　　　　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帝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
　　　　　　　　　　　　　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
孙权　　　（白）　　　　　噫！
　　　　　（西皮摇板）　　听他言不由孤怒气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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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孤王当作了无能之人。
若不看江东客我定要责问，

（孙权下。）
鲁肃　　　（白） 哎！

（西皮摇板）　　不由得鲁子敬怒气不平。
过江来曾把话对你言论：
见吴侯且莫说曹操多兵。
再三地嘱咐你如何失信？
这件事你真真对不住人。

（白） 哎，先生，你何故出此言语？幸是吴侯宽宏大度，不即面责。先生之言，你藐
视我主诸侯。

诸葛亮　　（笑） 哈哈哈……
（白） 大夫，你主何故如此不能容物耳？

鲁肃　　　（白） 怎么？
诸葛亮　　（白） 我自有破曹之计，可他不问我，我何必言说；怎么反责我藐视于他？
鲁肃　　　（白） 哎呦哎呦，你还有如此做作。
诸葛亮　　（白） 我观曹操虽百万之众，犹如一群蝼蚁耳。但我一举手，则为齑粉矣！
鲁肃　　　（白） 你果有良策，我便请主公求教。
诸葛亮　　（白） 但凭。
鲁肃　　　（白） 有请主公。
（孙权上。）
孙权　　　（白） 何事？
鲁肃　　　（白） 主公为何退入？
孙权　　　（白） 孔明欺吾太甚。
鲁肃　　　（白） 臣亦以此责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可轻言。主公何

不求之？
孙权　　　（白） 唔，原来孔明以言词激我也。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

啊先生，孤适才冒渎威严，幸勿见罪。
诸葛亮　　（白） 亮言语冒犯，望乞恕罪。
孙权　　　（白） 岂敢岂敢，请先生到后堂叙话。
诸葛亮　　（白） 请。
（孙权、鲁肃、诸葛亮同走圆场，四太监同上，同献茶。）
孙权　　　（白） 请问先生有何良策，早指教我。
孔明　　　（白） 我看将军内怀疑忌，意有未决，恐惧曹操势大，不敢抗拒耳。
孙权　　　（白） 哎呀先生哪！非孤胆怯，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刘豫州

与孤耳。今群雄已灭，独你主豫州与孤尚在。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
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贼；然你主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诸葛亮　　（白） 我主虽则新败，然关公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虽
然势大，且北军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曹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
诚能与我主协心同力，破曹军必矣。曹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
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唯将军裁之。

孙权　　　（笑） 哈哈哈……
（白）

诸葛亮　　（白）
孙权　　　（白）
鲁肃　　　（白）
诸葛亮　　（白）
孙权　　　（白）
鲁肃　　　（白）
（诸葛亮哑笑。）
诸葛亮　　（白）

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出兵，共灭曹操。烦先
生助孤一臂之力。
愿为参谋效用。
子敬，请孔明先生于馆驿歇息。
遵命。
告退。
请。
哎先生，我再三嘱咐于你，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你怎么反倒多说出来了？

𠴆！大夫，你主内怀疑忌，意有未决，忧思寡不敌众之心，故而言之。你可知
那遣将不如激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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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　　　（白）　　　　　哦！劳驾。请馆驿歇息去吧。
诸葛亮　　（笑）　　　　　哈哈哈……
（鲁肃、诸葛亮同下。张昭、步骘、蒋综、陆绩同上。）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西皮摇板）　诸葛亮劝主公与曹会战，
　　　　　　　　　　　　　中孔明奸计谋恐惹祸端。
　　　　　（同白）　　　　臣等见驾，吴侯千岁。
孙权　　　（白）　　　　　罢了。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白）　　　　千千岁。
孙权　　　（白）　　　　　有何事议？
张昭　　　（白）　　　　　闻得主公将兴兵与曹争锋，主公自思比袁绍如何？曹操向日兵微将寡，尚能克
　　　　　　　　　　　　　复袁绍；何况今日拥百万之众南征，岂可轻敌？主公若听诸葛亮之言，妄动甲
　　　　　　　　　　　　　兵，此谓负薪救火也。
步骘　　　（白）　　　　　刘备因为曹操所败，故欲借我江东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为其所用乎？
孙权　　　（白）　　　　　且自消停，容孤思之。退班！
（张昭、步骘、蒋综、陆绩自两边分下。孙权下。）

【第二场】

（四文堂、四大铠、中军、周瑜同上。）
周瑜　　　（引子）　　　　水师如潮涌，统领貔貅百万军。
　　　　　（念）　　　　　三韬六略腹内存，职授元戎督水军。扫荡中原归我主，方显奇谋立功勋。
　　　　　（白）　　　　　本督，姓周名瑜字公瑾。乃舒城人氏。幼习兵机，饱藏经纶，在吴侯驾前为臣，
　　　　　　　　　　　　　官拜水军都督，掌握兵权，在鄱阳湖操练水军。闻得曹操欲夺江南，兵至汉
　　　　　　　　　　　　　上，犹恐主上狐疑不定，不免急速回转柴桑，以防紧急。
　　　　　　　　　　　　　中军，吩咐下去：命凌统带兵三千在此驻守，所余全部人马回转柴桑。
中军　　　（白）　　　　　啊！
　　　　　　　　　　　　　下面听者！都督有令：全部人马回转柴桑！
众人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吴国太　　（内西皮导板）　恨曹瞒下江南平吞江汉，
（四宫女引吴国太同上。）
吴国太　　（西皮原板）　　挟天子令诸侯作恶多端。
　　　　　　　　　　　　　刘玄德携民渡江遭涂炭，
　　　　　　　　　　　　　最可叹三县民血染黄泉。
　　　　　　　　　　　　　那刘备投襄阳欲脱兵燹，
　　　　　（西皮快板）　　又谁知刘表死蔡氏不贤，
　　　　　　　　　　　　　蔡瑁、张允把心肠变，
　　　　　　　　　　　　　荆襄九郡献曹瞒。
　　　　　　　　　　　　　那曹贼得荆襄威势大显，
　　　　　　　　　　　　　蔡氏母子被刀残。
　　　　　　　　　　　　　艨艟巨舰兵百万，
　　　　　　　　　　　　　水陆并进下江南。
　　　　　　　　　　　　　看起来我东吴已在危险，
　　　　　　　　　　　　　为疆土昼夜里哪得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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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　　　（内白）　　　　摆驾！
（孙权上。）
孙权　　　（西皮摇板）　　文要降武要战同不一念，
　　　　　　　　　　　　　清宸宫见母后细说根源。
　　　　　（白）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吴国太　　（白）　　　　　平身。
孙权　　　（白）　　　　　千千岁。
吴国太　　（白）　　　　　赐坐。
孙权　　　（白）　　　　　谢坐。
吴国太　　（白）　　　　　进宫何事？
孙权　　　（白）　　　　　启奏母后：今曹操统领雄兵百万，屯于江汉，有窥江南之意。
吴国太　　（白）　　　　　我儿意欲如何？
孙权　　　（白）　　　　　欲待战者，恐寡不敌众；欲待降来，又恐曹操不容。因此儿臣犹豫未决，请示
　　　　　　　　　　　　　母后定夺。
吴国太　　（白）　　　　　哎，儿啊。何不记得吾姐临终之言乎？
孙权　　　（白）　　　　　这……
吴国太　　（白）　　　　　先姐遗命而云：“儿兄长孙伯符临终有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
　　　　　　　　　　　　　瑜’”。难道吾儿就忘怀了？
孙权　　　（白）　　　　　哎呀！不是母后提起，儿臣险些误了大事。待儿臣即召周瑜回朝，商议破敌之
　　　　　　　　　　　　　策。
吴国太　　（白）　　　　　好哇，你父兄之基业，皆在儿一人之身上了，事再不可迟延。
孙权　　　（白）　　　　　遵命。正是：
　　　　　（念）　　　　　如醉方醒竟似梦，孙权决意不降曹。
（孙权下。）
吴国太　　（白）　　　　　唉！
　　　　　（西皮摇板）　　但愿得出良将脱却此难，
　　　　　　　　　　　　　天佑我东吴民灭却曹瞒。
（吴国太下。四宫女自两边分下。）

【第四场】

（四文堂、四大铠、中军、周瑜同上，同站斜边。）
周瑜　　　（白）　　　　　催军！
（众人同领斜胡同。鲁肃迎上。）
鲁肃　　　（白）　　　　　鲁肃迎接都督。
周瑜　　　（白）　　　　　人马列开！
（周瑜下马。）
周瑜　　　（白）　　　　　瑜有何德能，敢劳大夫相迎？
鲁肃　　　（白）　　　　　奉主公之命，请都督回朝议事。
周瑜　　　（白）　　　　　你我回府再议。
（周瑜上马。一翻两翻。周瑜下马，四文堂、四大铠同下。）
周瑜　　　（白）　　　　　请坐。
鲁肃　　　（白）　　　　　有坐。
周瑜　　　（白）　　　　　有劳大夫远接路程。
鲁肃　　　（白）　　　　　都督为国不惜劳倦，鲁肃焉敢轻慢。
（鲁肃笑。）
周瑜　　　（白）　　　　　今曹操大军屯于江上，吴侯可有主见？
鲁肃　　　（白）　　　　　哎呀！我国文臣要降，武将要战，议论纷纷不一。吴侯犹豫不决，并无主见。
周瑜　　　（白）　　　　　哼，此皆全躯保妻子之臣，自为谋生之计耳。子敬勿忧，瑜自有主张。
鲁肃　　　（白）　　　　　是。所以呀，吴侯命肃去往江夏探其虚实，是我搬来诸葛孔明，为此请都督回
　　　　　　　　　　　　　朝，共议大事。
周瑜　　　（白）　　　　　哦，诸葛亮来了，他现在哪里？
鲁肃　　　（白）　　　　　现在馆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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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　　　（白）　　　　　速请来相见。
鲁肃　　　（白）　　　　　遵命。
　　　　　（笑）　　　　　哈哈哈……
（鲁肃下。中军上。）
中军　　　（白）　　　　　启都督：张昭、步骘等求见。
周瑜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张昭、步骘、蒋综、陆绩同上。）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白）　　　　都督。
周瑜　　　（白）　　　　　先生请坐。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白）　　　　有坐。都督鄱阳湖训练水军，多有辛苦。
周瑜　　　（白）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张昭　　　（白）　　　　　啊都督，可知江东之利害否？
周瑜　　　（白）　　　　　这……未知也。
张昭　　　（白）　　　　　曹操引百万之众，屯于汉上，昨传檄文至此，欲请主公会猎于江夏。虽有相吞
　　　　　　　　　　　　　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劝主公请降之，庶免江东之祸。不想鲁子敬从江夏带
　　　　　　　　　　　　　刘备军师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愤，特下说词以激吴侯。子敬却执迷不悟。
　　　　　　　　　　　　　正欲待都督一决。
周瑜　　　（白）　　　　　公等之见皆同否？
步骘　　　（白）　　　　　所议皆同。
周瑜　　　（白）　　　　　我亦欲降久矣。公等且回，明早见主公，自有定议。
张昭　　　（白）　　　　　我等告退。
周瑜　　　（白）　　　　　请。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念）　　　　喜公瑾有降曹之意，笑孔明他枉费心机。
（张昭、步骘、蒋综、陆绩同下。）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内同白）　　　走哇！
（黄盖、甘宁、蒋钦、太史慈同上。）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念）　　　　文武降战不一，请见都督便知。
　　　　　（同白）　　　　有人么？
中军　　　（白）　　　　　什么人？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武将等求见都督。
中军　　　（白）　　　　　候着。
　　　　　　　　　　　　　启都督：武将等求见。
周瑜　　　（白）　　　　　请。
中军　　　（白）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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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下。）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啊。
　　　　　　　　　　　　　参见都督。
周瑜　　　（白）　　　　　列位将军请坐。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谢坐。啊，都督，可知江东早晚属他人否？
周瑜　　　（白）　　　　　哦？未知也！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我等自随孙将军开基创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方才战得六郡城池。今主公听谋
　　　　　　　　　　　　　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惜可耻之事！我等宁死不降。望都督劝主公决计兴
　　　　　　　　　　　　　兵。吾等愿效死战！
周瑜　　　（白）　　　　　将军等所见皆同否？
黄盖　　　（白）　　　　　纵将吾头割断，誓不降曹。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吾等皆不愿降曹。
周瑜　　　（白）　　　　　好！吾正欲与曹操决一死战，安肯投降。将军等请回。瑜见主公，自有定夺。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白）　　　　我等告退。
周瑜　　　（白）　　　　　请。
黄盖、
甘宁、
蒋钦、
太史慈　　（同念）　　　　为将何惜命，捐躯报国恩。
（黄盖、甘宁、蒋钦、太史慈同下。中军上。）
中军　　　（白）　　　　　诸葛先生到。
周瑜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诸葛先生。
（鲁肃、诸葛亮同上。）
周瑜　　　（白）　　　　　啊，卧龙先生！
诸葛亮　　（白）　　　　　周都督！
周瑜　　　（白）　　　　　先生请坐。
诸葛亮　　（白）　　　　　有座。
周瑜　　　（白）　　　　　久闻先生高名，今幸相见，瑜愿领大教。
诸葛亮　　（白）　　　　　亮不才无学，有辱都督明闻。
周瑜　　　（白）　　　　　岂敢！
鲁肃　　　（白）　　　　　啊都督，今曹操驱兵南侵，和与战二策，主公不能一决，听于将军。都督意见
　　　　　　　　　　　　　如何？
周瑜　　　（白）　　　　　曹操以天子为名，其师不可拒。且其势大，未可轻敌。战则必败，降则易安。
　　　　　　　　　　　　　吾意已决，来日见主公必当请降。
鲁肃　　　（白）　　　　　哎，君言差矣！江东基业，已历三世，岂可一旦弃于他人？况孙伯符遗言，外
　　　　　　　　　　　　　事付托将军。今正欲仗将军保全国体，为泰山之靠，奈何亦从儒夫之议也？
周瑜　　　（白）　　　　　江东六郡，生灵无限；若罹兵革之祸，必有归怨与我，故决计请降。
鲁肃　　　（白）　　　　　不然，不然。以将军之英雄，东吴之险固，那曹操他未必便能得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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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冷笑。）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鲁肃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笑。）
周瑜　　　（白）
鲁肃　　　（白）
诸葛亮　　（白）

鲁肃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大怒。）
周瑜　　　（白）

（紧风入松）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诸葛亮　　（白）
周瑜　　　（白）

先生何故哂笑？
亮不笑别人，笑子敬不识时务耳。
啊，先生，你如何反笑我不识时务？
公瑾主意欲降曹操，甚为合理。你不明道理，岂不可笑？

唔，孔明乃识时务之士，必与我有同心。
哎哎哎，孔明，你如何也说此啊？
你想啊，曹操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日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于对
敌。今数人皆被曹所灭，天下无人矣。独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于争衡；今孤身
江夏，存亡未保。今都督决计降曹，甚好哇！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国祚
迁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啊！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国贼乎？
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用亲自渡江；只需一介之使，扁
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若得此二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
用何二人，可退曹兵？
江东去此两个人，如大木林中飘落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
去。
果用何二人？
亮居隆中时，闻得曹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
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
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
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他今虽引百万之众，
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人也。啊，都督，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
人送与曹操，他得此二女，必然是称心满意，一定班师回去了。此乃范蠡献西
施之计也，都督何不速速为之？
曹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
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健，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
单道他家合为天下，誓取二乔。
此赋先生可记否？
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
试请一诵。
是。那铜雀台赋云：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
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域。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
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此句呀，就应在那二乔身上啊！

啊！这老贼欺吾太甚！曹操哇，曹操！若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闻言怒火三千丈，

奸贼竟敢猖狂！
啊，都督，昔日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
啊先生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
哎呀！亮实不知，失口乱言，罪该万死！
不知者不作罪。吾与曹贼，誓不两立！
事要三思，免致后悔。
吾承孙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曹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
𡂿𡂿。
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先生助我一
臂之力，共破曹操。
若蒙不弃，愿效犬马之劳，早晚拱听驱策。
来日入见主公，便议起兵。先生请至馆驿。
告辞。
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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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指，诸葛亮笑下。）
周瑜　　　（白）　　　　　子敬，孔明见主公可讲些什么？
鲁肃　　　（白）　　　　　他道主公内怀疑忌，意犹未决等语。
周瑜　　　（白）　　　　　他既料主公心事，计谋高过于我。
鲁肃　　　（白）　　　　　嗯，他非等闲之辈。
周瑜　　　（白）　　　　　哎呀！此人若不早杀，乃是江东之患也。⑴
鲁肃　　　（白）　　　　　都督不可，曹兵未破，先斩贤才，乃是自去其助也。
周瑜　　　（白）　　　　　此人助刘备，日久必为江东后患。
鲁肃　　　（白）　　　　　不可，恐人谈论哪。
周瑜　　　（白）　　　　　不要你管，我自有妙计杀他。
鲁肃　　　（白）　　　　　唉，差矣。诸葛瑾乃其亲兄，是令他招孔明来降，同事东吴，岂不妙哉！
周瑜　　　（白）　　　　　唔，此言甚善，如此请诸葛瑾先生来见。
鲁肃　　　（白）　　　　　去请诸葛瑾先生来见。
中军　　　（白）　　　　　啊。
（中军下。）
周瑜　　　（白）　　　　　子敬请坐。
鲁肃　　　（白）　　　　　有座。
周瑜　　　（白）　　　　　众文武与主公怎样议论？
鲁肃　　　（白）　　　　　哎！都督请听！
　　　　　（西皮导板）　　我东吴看看遭危险，
（鲁肃坐。）
鲁肃　　　（西皮原板）　　尊一声周都督听鲁肃细说一番：
　　　　　　　　　　　　　那曹操得荆襄兵屯江汉，
　　　　　　　　　　　　　水陆并进下江南。
　　　　　　　　　　　　　写来檄文多凶险，
　　　　　　　　　　　　　吴侯一见心胆寒。
　　　　　　　　　　　　　张昭、步骘见识浅，
　　　　　（西皮流水板）　文武议论不一般，
　　　　　　　　　　　　　幸得太后有恩典。
　　　　　　　　　　　　　想起了孙伯符他有遗言：
　　　　　　　　　　　　　内事不决问张昭，
　　　　　　　　　　　　　外事不决向都督言。
　　　　　　　　　　　　　那曹操龙骧虎视吞江汉，
　　　　　　　　　　　　　因此召都督回朝班。
　　　　　　　　　　　　　军国大事不可缓，
　　　　　　　　　　　　　决意就在顷刻间。
　　　　　　　　　　　　　我东吴文要降武欲战，
　　　　　　　　　　　　　还望都督定江南。
周瑜　　　（西皮摇板）　　子敬休要发长叹，
　　　　　　　　　　　　　周瑜自有巧机关。
（中军上。）
中军　　　（白）　　　　　诸葛瑾先生请到。
周瑜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诸葛瑾　　（内白）　　　　嗯哼！
（诸葛瑾上。）
诸葛瑾　　（念）　　　　　舍弟离江汉，独自到江南。我料他心意，借力破曹瞒。
　　　　　（白）　　　　　都督。
周瑜　　　（白）　　　　　先生。
诸葛瑾　　（白）　　　　　大夫。
鲁肃　　　（白）　　　　　先生。
周瑜　　　（白）　　　　　请坐。今当两军相敌之际，先生自当出头；何故不理？
诸葛瑾　　（白）　　　　　今舍弟诸葛亮自汉上来，言刘豫州阴结东吴，共伐曹操，文武商议未定。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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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为使，瑾不敢多言，专候都督来决此事。
周瑜　　　（白）　　　　　来日见主公，自有主张。啊，先生，阁下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
　　　　　　　　　　　　　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唇齿余论，使令弟孔明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
　　　　　　　　　　　　　公既得良辅；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岂不美哉？
诸葛瑾　　（白）　　　　　瑾自至江东，愧无寸功，今都督有令，敢不效劳。
周瑜　　　（白）　　　　　先生幸即一行。
诸葛瑾　　（白）　　　　　告辞。
周瑜　　　（白）　　　　　请。
诸葛瑾　　（念）　　　　　即时投驿亭，去说同胞人。
（诸葛瑾下。）
周瑜　　　（白）　　　　　但愿说得孔明来降，去我周瑜一桩心事。
鲁肃　　　（白）　　　　　唔，那何愁天下不归吴侯矣！
周瑜　　　（白）　　　　　大夫，今夜已晚，请回安歇，明早一同请见主公。
鲁肃　　　（白）　　　　　告退。
（鲁肃、周瑜同下。）

【第五场】

诸葛亮　　（内西皮导板）　诸葛亮在馆驿牙关笑破！
（诸葛亮笑上。）
诸葛亮　　（西皮流水板）　笑只笑这东吴露出手脚。
　　　　　　　　　　　　　最可笑鲁子敬平生长者；
　　　　　　　　　　　　　最可笑张昭、步骘等无才无学；
　　　　　　　　　　　　　最可笑孙仲谋枉把江东坐，
　　　　　　　　　　　　　遇事则迷，犹豫未决。
　　　　　　　　　　　　　诸葛亮激孙权将他疑心说破，
　　　　　　　　　　　　　周瑜费了我许多唇舌。
　　　　　　　　　　　　　铜雀台揽二乔乃是我诸葛移祸，
　　　　　　　　　　　　　最可笑小周郎气闷在心窝。
　　　　　　　　　　　　　用言语激得他反来求我，
　　　　　　　　　　　　　使他南北相争动干戈。
　　　　　　　　　　　　　不用兵马将曹破，
　　　　　　　　　　　　　坐观成败我诸葛。
　　　　　　　　　　　　　独一人下江南是机会凑我，
　　　　　（西皮摇板）　　于中取事唾手得。
（诸葛瑾上。）
诸葛瑾　　（西皮摇板）　　同胞弟到江东未曾会过，
　　　　　　　　　　　　　做说客犹恐怕枉费唇舌。
　　　　　（白）　　　　　贤弟哪里？
诸葛亮　　（白）　　　　　兄长吓！
（诸葛亮哭拜。）
诸葛瑾　　（白）　　　　　请坐。
诸葛亮　　（白）　　　　　告坐。
诸葛瑾　　（白）　　　　　贤弟既到江东，如何不先见我？
诸葛亮　　（白）　　　　　弟既事刘豫州，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敢及私。望兄见谅。
诸葛瑾　　（白）　　　　　贤弟知伯夷、叔齐乎？
诸葛亮　　（白）　　　　　这……此必周郎教来说我。
　　　　　　　　　　　　　夷、齐古之圣贤也。
诸葛瑾　　（白）　　　　　夷、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弟兄二人亦在一处。我今与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
　　　　　　　　　　　　　主，不能旦暮相聚，视夷、齐之为人，能无愧乎？
　　　　　（西皮摇板）　　虽饿死首阳山未曾离隔，
　　　　　　　　　　　　　手足情可算得世上罕绝。
　　　　　　　　　　　　　我在此望贤弟年月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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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重聚首义礼相合。
诸葛亮　　（西皮摇板）　　弟与兄手足情焉能忘却，
　　　　　　　　　　　　　一心要扶汉室弟志难夺。
　　　　　（白）　　　　　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是汉人。今刘皇叔亦汉室之胄，
　　　　　　　　　　　　　兄若能弃江东，而与弟同事刘皇叔，则上不愧为汉臣，而骨肉又得团聚，此情
　　　　　　　　　　　　　义两全之策也。不识兄意以为如何？
诸葛瑾　　（白）　　　　　呀！
　　　　　（西皮摇板）　　奉命来顺说他反来说我，
　　　　　　　　　　　　　这件事倒叫我无计奈何。
　　　　　　　　　　　　　在驿亭辞贤弟暂且退却，
　　　　　　　　　　　　　回复那周公瑾再为定夺。
（诸葛瑾下。诸葛亮笑。）
诸葛亮　　（西皮摇板）　　到此时顾不得弟兄难舍，
　　　　　　　　　　　　　各位主图霸业岂肯背约。
　　　　　　　　　　　　　我兄长做说客无言默默，
　　　　　　　　　　　　　他今来想必是受人嘱托。
（诸葛亮笑，下。）

【第六场】

（四太监、孙权同上。）
孙权　　　（西皮摇板）　　孤昨日降和战犹豫未决，
　　　　　　　　　　　　　我东吴文职官无才无学。
　　　　　　　　　　　　　进宫内见母后如梦方觉，
（张昭、步骘、蒋综、陆绩自两边分上。）
孙权　　　（西皮摇板）　　召周瑜回朝转商议一切。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白）　　　　臣等参见吴侯千岁。
孙权　　　（白）　　　　　平身。
张昭、
步骘、
蒋综、
陆绩　　　（同白）　　　　千千岁。主公可曾思之？
孙权　　　（白）　　　　　孤有心决战，恐寡不敌众；意欲降曹，犹恐曹操不容。待等周瑜回朝，再作良
　　　　　　　　　　　　　图。
（张昭、步骘、蒋综、陆绩相看。）
鲁肃　　　（内白）　　　　候着。
（鲁肃上。）
鲁肃　　　（念）　　　　　孔明用智激吾主，引得周郎立战功。
　　　　　（白）　　　　　启主公：周瑜回朝。
孙权　　　（白）　　　　　宣来见孤。
鲁肃　　　（白）　　　　　遵命。
　　　　　　　　　　　　　吴侯有旨，周公瑾进见。
周瑜　　　（内白）　　　　领旨。
（周瑜上。）
周瑜　　　（念）　　　　　胸中预定三分计，要灭曹兵显才能。
　　　　　（白）　　　　　臣周瑜参见主公千岁。
孙权　　　（白）　　　　　罢了。
周瑜　　　（白）　　　　　千千岁。
孙权　　　（白）　　　　　赐座。
周瑜　　　（白）　　　　　启主公：近闻曹操屯兵汉上，驰书至此，主公尊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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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　　　（白）　　　　　曹操写来檄文，公瑾你来。
周瑜　　　（白）　　　　　待瑜看来。
（周瑜看。）
周瑜　　　（白）　　　　　哼！这老贼欺我江东无人，敢如此相悔也！主公可与众文武商议否？
孙权　　　（白）　　　　　我国文臣要降，武欲决战，孤难于自主。卿当作何计较？
周瑜　　　（白）　　　　　谁劝主公降？
孙权　　　（白）　　　　　张昭、步骘等。
周瑜　　　（白）　　　　　哦！
（周瑜向张昭、步骘、蒋综、陆绩。）
周瑜　　　（白）　　　　　请问先生，劝主上降曹何意也？
张昭　　　（白）　　　　　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动以朝廷为名；近又得荆襄，威势愈大。吾江东可以抗
　　　　　　　　　　　　　拒者，乃长江耳。今曹操艨艟战舰，何止千百？水陆并进，何可当之？不如且
　　　　　　　　　　　　　降，待图后计。
周瑜　　　（白）　　　　　哼！此乃迂儒之论也！
　　　　　　　　　　　　　启主公：文臣劝降者，乃各自为己。吾江东自开国以来，今历三世，岂可一旦
　　　　　　　　　　　　　废弃！
孙权　　　（白）　　　　　若此，计将安出？
周瑜　　　（白）　　　　　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主公以神武雄才，仗父兄基业，据有江东，兵精粮
　　　　　　　　　　　　　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除残去暴，奈何降贼也？且曹操此来，多犯兵家之忌。
孙权　　　（白）　　　　　怎么？
周瑜　　　（白）　　　　　他西凉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乃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乃二忌也；又
　　　　　　　　　　　　　时值隆冬，马无叶草，乃三忌也；中国士卒，远涉江湖而来，不服水土，多生
　　　　　　　　　　　　　疾病，乃四忌也。曹兵犯此数忌，他军虽多，不足惧哉！吾主擒操正在今日也！
　　　　　（西皮摇板）　　那曹兵下江南多犯忌戒，
　　　　　　　　　　　　　若交锋管教他全军灭绝。
孙权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周公瑾可算得第一英杰，
　　　　　　　　　　　　　不杀那曹孟德誓不休歇。
　　　　　（白）　　　　　卿言当伐，甚合孤意。此乃天以卿授我也！就命卿挂帅，程普副职，子敬为赞
　　　　　　　　　　　　　军校尉。统领倾国人马，定期破曹！
周瑜　　　（白）　　　　　臣染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主公狐疑不定，为臣枉费周折也！
孙权　　　（白）　　　　　哎呀！公瑾此言足释孤疑。张昭等无谋，大失孤望；独卿和子敬，与孤同心耳。
　　　　　　　　　　　　　罢！从今若有人再言降曹者，噫！
（孙权砍桌。）
孙权　　　（白）　　　　　照此案同行。此剑公瑾佩带，如文武将官不听号令者，以此剑诛之！
周瑜　　　（白）　　　　　谢主公！
孙权　　　（白）　　　　　退班！
（四太监自两边分下，孙权下。）
鲁肃　　　（白）　　　　　公瑾得此重任，乃江东之幸也！
周瑜　　　（笑）　　　　　哈哈哈。
　　　　　（白）　　　　　尚望大夫指教。
鲁肃　　　（白）　　　　　哎呀不敢，听候都督示下。
周瑜　　　（白）　　　　　嘟！文武将官听者！
（黄盖、太史慈、甘宁、蒋钦、四大铠自两边分上。）
周瑜　　　（白）　　　　　吾奉主公之命，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帐下听令，如迟延者，依七禁
　　　　　　　　　　　　　令、五十四斩施行。
　　　　　（三笑）　　　　哈哈，哼哼，啊哈哈……
（〖尾声〗。众人同下。）
（完）

——————————
⑴如不上诸葛瑾劝降，另有一种唱法：
鲁肃　　　（白）　　　　　都督，不可啊！曹兵未破，先杀贤才，乃自去其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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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　　　（白）　　　　　不用你管，我自有妙计杀他，今晚且请回安歇，明早一同请见主公。
鲁肃　　　（白）　　　　　告退。
（周瑜下。）
鲁肃　　　（白）　　　　　正是：
　　　　　（念）　　　　　智与智逢宜必合，才和才角又难容。
　　　　　（白）　　　　　嗳！
（鲁肃下。中军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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