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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相会》（一名：《斩蔡阳》；一名：《关公训弟》；一名：《古城聚义》）

主要角色
关羽：红生
张飞：净
蔡阳：外
刘备：末

情节
据《三国演义》，曹操夺取徐州，刘、关、张兄弟三人，互相失散。关公被围在土山，张辽说降，订约三事，
暂归许都。关公之意不以身命爵禄为重，只欲保全二嫂，不负刘备之付托，其不得已之苦衷，当昭于天地
古今而无愧。虽曹操待之甚厚，而关公则思念桃园结义之情，耿耿于故主，不获会面，不能忘怀。所以赤兔
千里马之赠，竭诚拜谢，不避贱人贵畜之讥，毅然决然，封金挂印，往河北寻兄，五关斩将，历尽险阻艰难。
护二嫂车驾，渡黄河，至古城，探悉张飞在此占据，命人通报，欣欣然以为安顿二嫂，畅谈阔别，当在转
瞬间也。讵知张飞疑关公已降曹操，见面即以丈八蛇矛奉敬。关公分辩再三，二嫂亦为之解脱，张飞卒不听。
忽后面尘土冲天，蔡阳领兵追至。盖关公于黄河岸口，杀其甥秦琪，故来报仇。张飞谓关公勾引曹兵，来
赚古城。关公无以自明，请张飞擂鼓助威，回战斩阳。张飞从此疑团尽释，迎接关公与二嫂入城，各诉别后
衷曲，唏嘘不已。

注释
按此剧事实，正史上无从查阅，惟载建安五年，关公去曹操，投刘备。六年，袁绍使备略汝南，汝南贼龚都
等应之。曹操遣蔡阳击都，不利，为龚都所破。是关公寻兄，在上一年，而蔡阳见败，在下一年。且蔡阳亦
不闻被杀，此为《三国演义》增饰无疑。至张飞心疑关公已降曹，闭门不纳，史虽不载，事诚有之，枥老曾
见北京正阳门关庙刻石，邓临米南宫帖，有关公与张飞书，当非伪作。书曰：“操之诡计百端，非羽智缚，
安有今日。将军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缘社稷倾危，仁兄（指刘备）无俦，则以三尺剑报将军，使羽异日
无愧于黄壤间也。三上翼德将军，死罪死罪死罪。”是帖乃其三上书。其一二简不传于世。夫公之归曹，心
虽坦白，迹近嫌疑，在张飞岂能无虑，后之纳公，殆为三书感动，非以其斩蔡阳而始释然也。后人以两事粘
合之，亦不免附会矣。

根据《戏考》第十五册整理

【第一场】

关羽　　　（内西皮导板）　辞曹只用一小柬，
（四马夫、二皇嫂坐车同上，马童引关羽同上，蹚马比势子。）
关羽　　　（西皮原板）　　灞陵桥赠锦袍辞别曹瞒。
（四马夫同扯四门。）
关羽　　　（西皮原板）　　保定了二皇嫂途历艰险，
　　　　　　　　　　　　　一路上斩六将才过五关。
　　　　　　　　　　　　　黄河岸斩秦琪路遇文远，
　　　　　　　　　　　　　送文凭出虎牢又到汝南。
　　　　　　　　　　　　　眼望着古城地离此不远，
　　　　　（西皮摇板）　　且在此松林下少息一番。
（关羽下马。）
关羽　　　（白）　　　　　启二位皇嫂：天气炎热，请皇嫂暂在松林歇息一时，再行趱路。
二皇嫂　　（同白）　　　　但凭二叔。
关羽　　　（白）　　　　　马童，将车辆打至松林。
（二皇嫂、四马夫同下。）
关羽　　　（白）　　　　　马童！
马童　　　（白）　　　　　有。
关羽　　　（白）　　　　　前面已是古城，命你前去，若见了你家大爷，就说二位皇嫂在此，请大爷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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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人前来迎接。
马童　　　（白）　　　　　遵命。
关羽　　　（白）　　　　　转来。
马童　　　（白）　　　　　在。
关羽　　　（白）　　　　　倘若见了你家三爷，他的情性不好，你须要小心一二。
马童　　　（白）　　　　　得令。
（马童下。）
关羽　　　（白）　　　　　正是：
　　　　　（念）　　　　　弟兄分别久，今日定相逢。
（关羽下。）

【第二场】

（四上手、张飞同上。）
张飞　　　（念）　　　　　恼恨红脸的，不仁又不义。无故竟降曹，令人好闷气。
　　　　　（白）　　　　　来，伺候了。
（马童上。）
马童　　　（白）　　　　　有人么？
上手　　　（白）　　　　　什么人？
马童　　　（白）　　　　　马童求见。
上手　　　（白）　　　　　启爷：马童求见。
张飞　　　（白）　　　　　叫他进来。
上手　　　（白）　　　　　传你进去，要小心了。
马童　　　（白）　　　　　参见三爷。
张飞　　　（白）　　　　　你奉何人所差？
马童　　　（白）　　　　　我奉我家二爷所差。
张飞　　　（白）　　　　　敢是那红脸的？
马童　　　（白）　　　　　正是二爷。
张飞　　　（白）　　　　　那红脸的，不仁不义，忘却当年盟誓。
马童　　　（白）　　　　　我家二爷，有仁有义，不忘当年盟誓。
张飞　　　（白）　　　　　他有始无终，不该降了曹公。
马童　　　（白）　　　　　我家二爷有始有终，无奈暂依曹公。
张飞　　　（白）　　　　　弟兄若要相逢，除非临阵交锋。你今到此，甚是不通。
马童　　　（白）　　　　　眼前倒有一人不通。
张飞　　　（白）　　　　　哪个不通？
马童　　　（白）　　　　　就是三爷不通。
张飞　　　（白）　　　　　休得胡言。看枪！
（马童跑下。）
张飞　　　（白）　　　　　不是这厮急走如风，定刺他个前后皆通。
　　　　　　　　　　　　　来，带马出关。
（张飞、四上手同下。）

【第三场】

（关羽上。）
关羽　　　（念）　　　　　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
（马童上。）
马童　　　（白）　　　　　参见二爷。
关羽　　　（白）　　　　　你可见过你家大爷？
马童　　　（白）　　　　　未曾见过大爷，见了三爷。
关羽　　　（白）　　　　　你家三爷，讲些什么？
马童　　　（白）　　　　　俺家三爷言道：“二爷不仁不义，忘却当年盟誓。”小人言道：“我家二爷，
　　　　　　　　　　　　　有仁有义，不忘当年盟誓。”三爷又言道：“二爷有始无终，不该降了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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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言道：“二爷有始有终，无奈暂依曹公。”三爷言道：“若要弟兄相逢，
　　　　　　　　　　　　　除非临阵交锋。你今到此，甚是不通。”小人言道：“眼前倒有一人不通。”
　　　　　　　　　　　　　三爷问道：“哪个不通？”小人言道：“就是三爷不通。”三爷一怒，提枪
　　　　　　　　　　　　　就刺，不是小人两腿走如风，险被他刺个前后皆通。
关羽　　　（白）　　　　　你家三爷，性情还是这样骄傲。来，与爷带马。
（关羽上马。四上手、张飞同上。）
关羽　　　（白）　　　　　三弟请了。
张飞　　　（白）　　　　　红脸的，你背俺大哥，降了曹操，是何道理？你看枪。
关羽　　　（白）　　　　　三弟，你我弟兄相别日久，为何提枪就刺？
张飞　　　（白）　　　　　红脸的，你投降曹操，贪图荣华富贵；把桃园结义，一旦抛却，今日还敢与我
　　　　　　　　　　　　　弟兄相见么？休走，看枪！
关羽　　　（白）　　　　　三弟，自从你我弟兄，在徐州失散，愚兄万分无奈，暂依曹操，保定二位皇嫂，
　　　　　　　　　　　　　但不知大哥三弟的下落。前日得了消息，即刻辞曹，逃出许昌，连过五关，
　　　　　　　　　　　　　曾斩六将，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三弟休得多疑。
张飞　　　（白）　　　　　你休得巧言遮饰，三老子不信。
关羽　　　（白）　　　　　也罢。三弟执意不信。愚兄将人头割下，以表此心便了。
　　　　　（西皮导板）　　鞍马停韁古城道，
　　　　　（慢西皮二六板）青龙刀斜插在马鞍鞒。
　　　　　　　　　　　　　弟兄徐州失散了，
　　　　　　　　　　　　　我万般无奈暂且依曹。
　　　　　　　　　　　　　过五关斩六将保定二皇嫂，
　　　　　　　　　　　　　时时不忘桃园故旧交。
　　　　　　　　　　　　　罢罢罢，暂且把头割掉了，
　　　　　　　　　　　　　一腔热血染战袍。
马童　　　（白）　　　　　二爷若要自刎，怎能相见我家大爷？
关羽　　　（白）　　　　　你放马过来。
（关羽、张飞同开打，张飞落马。）
张飞　　　（白）　　　　　我说二哥，自古以来，哪有哥哥杀兄弟的道理？望二哥饶恕。
关羽　　　（白）　　　　　暂将你的黑头，寄在项上。快快上马，迎接二位皇嫂进城。
张飞　　　（白）　　　　　二哥请进城。
关羽　　　（白）　　　　　三弟请进城。
（张飞进城，闭城。）
关羽　　　（白）　　　　　三弟为何将城门紧闭？
张飞　　　（白）　　　　　红脸的，你投降了曹操，此番前来，分明是捉拿我弟兄二人来了。你若想进城，
　　　　　　　　　　　　　是万万不能。
关羽　　　（白）　　　　　愚兄若真心降曹，岂能斩他六员大将？
张飞　　　（白）　　　　　想是你与奸曹定计，你这里诈开城门，曹兵随后接应。
关羽　　　（白）　　　　　焉有此事！
（内喊声。）
张飞　　　（白）　　　　　你说无有曹兵，那边旌旗招展，他是何人？
关羽　　　（白）　　　　　是了，是俺在黄河渡口，斩了秦琪，他乃蔡阳的外甥，想是蔡阳带兵前来，要
　　　　　　　　　　　　　替他报仇。三弟快快开城，愚兄歇息片时，也好交战。
张飞　　　（白）　　　　　你若是真心，你将蔡阳斩首，我便开城。
关羽　　　（白）　　　　　三弟，愚兄一路辛苦劳乏已极，纵然交战，还要三弟拨给我些兵将才好。
张飞　　　（白）　　　　　你看他哭的可怜，就是铁打心肠，也叫他哭软啦。你要人马，却也不难，老张
　　　　　　　　　　　　　就拨与你十人五骑。
关羽　　　（白）　　　　　十人五骑，要他何用？
张飞　　　（白）　　　　　红脸的，我这里赠你三通鼓，你若斩了蔡阳，即可开城；如不然，兄弟相见，
　　　　　　　　　　　　　万万不能。
关羽　　　（白）　　　　　也罢，拼着我性命不要，我就与他死战一番。
（四龙套、四将、四下手、蔡阳同上。）
蔡阳　　　（白）　　　　　呔，胆大关公，为何将我外甥秦琪杀死？
关羽　　　（白）　　　　　大胆蔡阳，前来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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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阳　　　（白）　　　　　老夫带兵前来。要与外甥秦琪报仇！
关羽　　　（白）　　　　　满口胡言，放马过来！
（关羽、蔡阳同开打，关羽败下，蔡阳、四龙套、四将同追下。关羽上。）
关羽　　　（白）　　　　　蔡阳老儿，杀法骁勇。他若来时，拖刀计伤他。
（蔡阳上，关羽、蔡阳同开打。）
关羽　　　（白）　　　　　尔为何不往前进？
蔡阳　　　（白）　　　　　此乃小小拖刀之计，休在你老爷跟前卖弄。
关羽　　　（白）　　　　　我且问你，曹营中有几个蔡阳？
蔡阳　　　（白）　　　　　只有老夫一人，并无第二。
关羽　　　（白）　　　　　你身后何人？
蔡阳　　　（白）　　　　　在哪里？
关羽　　　（白）　　　　　看刀！
（关羽斩蔡阳，蔡阳下，关羽随下。）
张飞　　　（白）　　　　　好汉子，好哥哥！
　　　　　　　　　　　　　众将，回营。
（张飞、四上手同下。）

【第四场】

（二旗牌、刘备同上。）
刘备　　　（念）　　　　　二弟在古城，叫人喜在心。
　　　　　（白）　　　　　来！
二旗牌　　（同白）　　　　有。
刘备　　　（白）　　　　　备定冠袍带履，迎接你二爷进城。
二旗牌　　（同白）　　　　得令。
（张飞上。）
张飞　　　（白）　　　　　启大哥：时才小弟在城外，言语冒犯二哥，要求大哥替我讲个人情。
刘备　　　（白）　　　　　你须要换了文职衣服，迎接他入城；待等进城，必须要跪在他的面前求情。他
　　　　　　　　　　　　　看在弟兄分上，饶恕与你，也未可知。
张飞　　　（白）　　　　　还要求大哥美言几句。
刘备　　　（白）　　　　　那个自然。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关羽上。）
关羽　　　（吹腔慢板）　　弟兄在古城，
　　　　　　　　　　　　　蔡阳老儿一命倾。
（旗牌上。）
旗牌　　　（白）　　　　　小人奉大爷所差，特送冠袍带履，请二爷进城。
关羽　　　（白）　　　　　外面侍侯。
（马童暗上。）
关羽　　　（白）　　　　　来！
马童　　　（白）　　　　　有。
关羽　　　（白）　　　　　卸甲更衣。
（〖牌子〗。关羽换衣。）
关羽　　　（白）　　　　　空中什么喊叫？
马童　　　（白）　　　　　乃是大雁喊叫。
关羽　　　（白）　　　　　想我弟兄们徐州失散之时，大雁在长空啼叫；今日弟兄相逢，大雁又来啼叫，
　　　　　　　　　　　　　令人好喜。
关羽　　　（吹腔慢板）　　大雁不住在长空叫，
　　　　　　　　　　　　　叫得我关云长喜在眉梢。
（内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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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　　　（白）　　　　　外面何事喧闹？
马童　　　（白）　　　　　你们是何人，在此喧吵？
龙套　　　（内白）　　　　乃是蔡阳败兵呐喊。
马童　　　（白）　　　　　启爷：乃是蔡阳的败兵呐喊。
关羽　　　（白）　　　　　你对他们言讲，愿降者，叫他们登名列册；如有不愿降者，赠他们些银两，叫
　　　　　　　　　　　　　他们各归故乡。
马童　　　（白）　　　　　是。
关羽　　　（吹腔慢板）　　愿降者，叫他们开名上册，
　　　　　　　　　　　　　不愿降者，赠银两，叫他们各归故乡。
　　　　　　　　　　　　　人来与爷把路带，
　　　　　　　　　　　　　大摇小摆走进了古城。
（关羽、马童同下。）

【第六场】

（张飞冠带出城，四上手同上，同迎接，关羽上。）
马童　　　（白）　　　　　免接。
（关羽进城，众人同进城。）

【第七场】

（刘备上。关羽上，跪。）
关羽　　　（尾声）　　　　弟兄分别有多年，
　　　　　　　　　　　　　怎不叫人泪涟涟。
刘备　　　（白）　　　　　贤弟少礼。
关羽　　　（白）　　　　　谢大哥。
刘备　　　（白）　　　　　来，看宴。
旗牌　　　（白）　　　　　宴齐。
刘备　　　（白）　　　　　待愚兄把盏。
关羽　　　（白）　　　　　自家弟兄，大哥何必如此。
刘备　　　（白）　　　　　贤弟一路行来，鞍马劳顿，兄还要把敬三杯。
关羽　　　（白）　　　　　小弟怎敢。
（刘备送酒，入座。）
刘备　　　（吹腔慢板）　　手足分离在徐州，
　　　　　　　　　　　　　今日才得叙情由。
关羽　　　（吹腔慢板）　　有劳兄长来送酒，
　　　　　　　　　　　　　倒叫小弟莫来由。
刘备　　　（白）　　　　　贤弟安歇了罢。
关羽　　　（白）　　　　　大哥请便。
（刘备下。张飞暗上。）
关羽　　　（白）　　　　　待俺秉烛，观看春秋。
　　　　　（吹腔慢板）　　烛花飞爆喜悠悠，
　　　　　　　　　　　　　凭几扪须读春秋。
关羽　　　（白）　　　　　天色尚早，待我去看二位皇嫂安否。
　　　　　　　　　　　　　吓，你是何人，在此摆来摆去？
张飞　　　（白）　　　　　小弟翼德张。
关羽　　　（白）　　　　　莫非是张将军？
张飞　　　（白）　　　　　不敢，张飞。
关羽　　　（白）　　　　　张三爷？
张飞　　　（白）　　　　　小三儿。
关羽　　　（白）　　　　　你跪在愚兄面前作甚？
张飞　　　（白）　　　　　特来与二哥陪礼。
关羽　　　（白）　　　　　自己弟兄，何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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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起。）
关羽　　　（白）　　　　　吓。
（张飞跪。）
关羽　　　（白）　　　　　张三爷，张翼德，你且跪在尘埃，听愚兄道来。
张飞　　　（白）　　　　　咋？
关羽　　　（白）　　　　　想当年，你我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誓同生死，皇天上帝，共鉴此衷。自徐
　　　　　　　　　　　　　州失散以后，误中奸曹诡计，将我困在土山，内无粮饷，外无救援，是我情急
　　　　　　　　　　　　　无奈，保定二位皇嫂，暂且依曹。那曹操暗用牢笼之计，赠马赠袍，三日一小
　　　　　　　　　　　　　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盘金，下马一盘银。那时愚兄虽然身在曹营，无一日
　　　　　　　　　　　　　不思念兄，无一日不想念弟。吓，吓吓。
（张飞哭。）
关羽　　　（白）　　　　　今日保得皇嫂，历尽艰苦，指望来在古城，弟兄相会。不想你见面一言不发，
　　　　　　　　　　　　　提枪就刺，险些儿落一个弟南兄北。此时话已讲明，愚兄要回蒲州解良去也。
（刘备上。）
刘备　　　（白）　　　　　二弟，三弟一时莽撞，还要念在桃园结义之情。
关羽　　　（白）　　　　　他提枪就刺之时，可就忘了结义之情了。
刘备　　　（白）　　　　　愚兄也跪下了。
（刘备跪，关羽跪。）
关羽　　　（吹腔慢板）　　大哥且莫施礼仪，
　　　　　　　　　　　　　桃园恩情怎能移？
（刘备、关羽、张飞同起。）
刘备　　　（白）　　　　　正是：
　　　　　（念）　　　　　忆昔桃园共同盟，
关羽　　　（念）　　　　　乌牛白马祭苍穹。
张飞　　　（念）　　　　　古城今日重相会，
刘备　　　（念）　　　　　方算当今大英雄。
关羽　　　（白）　　　　　大哥是英雄。
刘备　　　（白）　　　　　二弟是英雄。
关羽　　　（白）　　　　　三弟是英雄。
张飞　　　（白）　　　　　二哥是大英雄。
刘备、
关羽、
张飞　　　（同白）　　　　请。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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