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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茅庐》

主要角色
刘备：老生
诸葛亮：老生
曹操：净
徐母：老旦
徐庶：老生
程昱：末
张飞：净
关羽：红生
司马徽：老生
崔州平：末
孟建：末
石韬：末
诸葛均：小生
黄承彦：外
赵云：武生
曹仁：净
童子：丑
差官：丑
下书人：丑
酒保：丑

情节
当初刘备寄居新野，徐庶更名单福，狂歌市上。刘备识其非常人，留于幕中，授军师之职。徐庶乃调练人马，
斩吕翔、吕旷，败曹仁、李典，袭取樊城。曹仁、李典遁归许都，禀明曹操，均不识单福为何如人。谋士
程昱，尽知徐庶之底蕴，怂恿曹操，暗取徐母至许都，使之寄书招子。徐母极有见识，不肯听从，将曹操肆
行毁骂，且取石砚遥掷曹操，以拼一死。曹操怒欲斩之。程昱急为谏阻，安置于别室。盖徐母之所以求死者，
欲绝其子之念，程昱早已窥破，伪言曾与其子有八拜之谊，恩待如亲母，常具手启，馈送礼物。徐母亦作
手启以答之。赚得徐母笔迹，模仿逼真，修书一封，差人持送新野。徐庶拆阅后，哭告刘备，拟即星夜前往。
刘备不忍坚留，设宴于郭外饯行。两相依依，涕泣而别。刘备凝泪而望，被一森林隔断目线，几欲尽伐此
树木，以泄其忿。徐庶忽然拍马而回，刘备迎问其故。徐庶曰：适间心乱如麻，忘却一语。此处有一奇士，
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所居之地，有卧龙岗，自号为卧龙先生。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具经天纬地之
才，急宜枉驾见之。若肯出山，天下何愁不定？刘备闻言，甚为踊跃。徐庶赶至许都，徐母一见，勃然大怒，
责备徐庶曰：汝但凭一纸伪书，不加详察，遂弃明投暗，自取恶名，实属玷辱祖宗。言毕，转入屏风后，
自缢而死。徐庶抱恨终天，虽身在曹操处，立誓不设一谋。刘备自别徐庶之后，挈带关羽、张飞二人，至卧
龙岗，聘请孔明，不获晤面，怏怏而回。后值隆冬之际，冒风雪而往。孔明出外闲游，遇其弟诸葛均，留一
手札，嘱为转达。越岁新春，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龙岗。关羽、张飞二人，心滋不悦，
数谏刘备，奈不肯中止，只得随去。离卧龙岗半里之外，下马步行。途遇诸葛均，告以孔明在家，刘备非常
欣慰。及至门首，孔明午睡方酣。刘备嘱童子，勿得惊动，独自一人，徐步而入，拱立阶下。越一时之久，
孔明乃欠身而起，知有客来，复进内更衣，始行出见。刘备必欲请孔明出山，继之以泣。孔明见其来意诚挚，
慨然许之。寻释《三国演义》孔明与刘备，谈论事务，透彻无疑。未出茅庐，早定三分之局。后辅幼主伐
魏，六出祁山，星陨五丈原，不克竟其功。呜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亦感激三顾之恩，聊以尽人事也。
后人论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人，信哉。

注释
此剧本自《徐母骂曹》起，至《走马荐诸葛》、《徐母训子》、《诸葛出山》为止。剧中事实，依据《三国
演义》编排，无甚差别。

根据《戏考》第十九册整理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19003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三顾茅庐》 2

【第一场】

（四龙套、曹操同上。）
曹操　　　（引子）　　　　扶保江山，专国政，独霸朝班。
　　　　　（念）　　　　　身为首相位尊严，腹藏韬略掌兵权。恼恨枭雄汉刘备，暗投刘表乱中原。
　　　　　（白）　　　　　老夫曹操，汉室为臣，官拜首相，统领雄兵，执掌朝纲。朝中政事，天子不敢
　　　　　　　　　　　　　过问，任凭老夫调度。可恨刘备，暗通刘表，扰乱中原。也曾命曹仁李典镇守
　　　　　　　　　　　　　樊城，这几日为何不见探马报来？
　　　　　　　　　　　　　左右，伺候了！
（曹仁上。）
曹仁　　　（念）　　　　　失守樊城镇，请罪到曹营。
　　　　　（白）　　　　　参见丞相，曹仁死罪死罪。
曹操　　　（白）　　　　　为何这等模样？
曹仁　　　（白）　　　　　今有刘备，带兵攻打樊城。是某误中他人诡计，人马大败，失守樊城，望丞相
　　　　　　　　　　　　　开恩恕罪。
曹操　　　（白）　　　　　军家胜败，古之常理。但不知是何人与那刘备主谋？
曹仁　　　（白）　　　　　那刘备新得一位军师，名叫单福。此人颇有机谋。
曹操　　　（白）　　　　　将军后帐歇息。
曹仁　　　（白）　　　　　谢丞相。
（曹仁下。）
曹操　　　（白）　　　　　宣程昱进帐。
四龙套　　（同白）　　　　程昱进帐。
（程昱上。）
程昱　　　（念）　　　　　胸藏三索并九丘，日为曹公定计谋。
　　　　　（白）　　　　　参见丞相。
曹操　　　（白）　　　　　先生少礼请坐。
程昱　　　（白）　　　　　谢座。丞相有何军情议论？
曹操　　　（白）　　　　　今有曹仁，失守樊城，言道刘备，新得一个军师，名叫单福，此人颇有韬略。
　　　　　　　　　　　　　先生可知此人？
程昱　　　（白）　　　　　若问单福，下官却知一二。
曹操　　　（白）　　　　　先生请道其详细。
程昱　　　（白）　　　　　丞相容禀。
　　　　　（西皮原板）　　单福并非真名姓，
　　　　　　　　　　　　　丞相细听说分明：
　　　　　　　　　　　　　此人家住颍川郡，
　　　　　　　　　　　　　徐庶就是他的名。
　　　　　　　　　　　　　都只为在原郡打伤人命，
　　　　　　　　　　　　　投奔他乡逃了生。
　　　　　　　　　　　　　想必是刘备将他聘，
　　　　　　　　　　　　　因此上带兵夺了樊城。
　　　　　（白）　　　　　此人姓徐，名庶，字元直，乃颍川人氏。只因他为人报仇，打死人命，他改装
　　　　　　　　　　　　　涂面，逃奔异乡。所言单福，乃托名耳。
曹操　　　（白）　　　　　原来如此。可惜一个贤士，误投刘备。
程昱　　　（白）　　　　　丞相若要徐庶到此，却也不难。下官倒有一计在此。
曹操　　　（白）　　　　　先生有何妙计？
程昱　　　（白）　　　　　徐庶他早年丧父，事母最孝。其弟徐康，近闻得病身死。丞相可命人前去，将
　　　　　　　　　　　　　徐母请来，叫她写下一封书信，那徐庶自然就来了。
曹操　　　（白）　　　　　先生此计甚好，就请先生命人去接徐母便了。
　　　　　　　　　　　　　掩门。
（曹操、程昱、四龙套同下。）

【第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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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母上。）
徐母　　　（引子）　　　　闷坐草堂，终日里，受尽凄凉。
　　　　　（念）　　　　　不幸儿夫命早亡，长子徐庶奔他乡。徐康得病身遭丧，倒叫老身恸肝肠。
　　　　　（白）　　　　　老身，徐庶之母。不幸吾夫，早年丧命。所生二子：长子徐庶，打伤人命，隐
　　　　　　　　　　　　　姓埋名，逃奔他乡躲祸；次子徐康，身得重病而亡。只剩老身，零丁孤寡。思
　　　　　　　　　　　　　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原板）　　老身生来运不祥，
　　　　　　　　　　　　　吾夫少年把命亡。
　　　　　　　　　　　　　大儿避祸他乡往，
　　　　　　　　　　　　　但不知何日回转故乡。
（徐母下。）

【第三场】

（差官上。）
差官　　　（西皮摇板）　　都中奉了程爷命，
　　　　　　　　　　　　　搬请徐母到曹营。
　　　　　（白）　　　　　俺，曹丞相营中差官是也。奉了程老爷之命，搬请徐老太太。来此已是，不知
　　　　　　　　　　　　　是哪一家，待我问来。
　　　　　　　　　　　　　列位请了，徐老太太，住在哪里？
邻人　　　（内白）　　　　哪一个徐老太太呀？
差官　　　（白）　　　　　徐庶之母：徐老太太。
邻人　　　（内白）　　　　就在前巷。小小黑门，就是。
差官　　　（白）　　　　　有劳了。
　　　　　　　　　　　　　想必就是此处，待我喊叫一声。徐老太太，开门来。
徐母　　　（内白）　　　　来了！
（徐母上。）
徐母　　　（西皮摇板）　　忽听门外人喧嚷，
　　　　　　　　　　　　　想是吾儿转还乡。
　　　　　　　　　　　　　用手开门来观望，
　　　　　　　　　　　　　见一军官站道旁。
　　　　　（白）　　　　　吓，你是何人，到此则甚？
差官　　　（白）　　　　　你敢么就是徐老太太么？
徐母　　　（白）　　　　　正是。
差官　　　（白）　　　　　参见老太太。
徐母　　　（白）　　　　　此地非是讲话之所，请到寒舍一叙。
差官　　　（白）　　　　　遵命。
徐母　　　（白）　　　　　军爷到此何事？
差官　　　（白）　　　　　启禀太夫人：某奉程老爷所差，徐老爷现在朝中为官，特命我前来，迎接太夫
　　　　　　　　　　　　　人去到许昌。
徐母　　　（白）　　　　　可有书信？
差官　　　（白）　　　　　并无书信。
徐母　　　（白）　　　　　为何无有书信？
差官　　　（白）　　　　　那徐老爷公事过忙，所以未写书信。
徐母　　　（白）　　　　　但不知我儿现居何职？
差官　　　（白）　　　　　现为议郎。
徐母　　　（白）　　　　　现为议郎……如此，待老身去至后面，收拾收拾。
差官　　　（白）　　　　　待小人前去呼唤车辆。
（差官下。）
徐母　　　（西皮摇板）　　听说我儿作议郎，
　　　　　　　　　　　　　倒叫老身喜洋洋。
　　　　　　　　　　　　　此番去到京都上，
　　　　　　　　　　　　　母子们一同叙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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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母下。差官引车辆同上。）
差官　　　（西皮摇板）　　小小车辆颇平稳，
　　　　　　　　　　　　　一路之上要小心。
（徐母上。）
徐母　　　（西皮摇板）　　行李收拾多停当，
　　　　　　　　　　　　　即刻起程离故乡。
　　　　　　　　　　　　　将身且把车辆上，
　　　　　　　　　　　　　不分昼夜奔许昌。
（徐母、差官、车辆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四战将、程昱、曹操同上。）
曹操　　　（西皮摇板）　　胸中妙计安排定，
　　　　　　　　　　　　　迎接徐母到都城。
　　　　　　　　　　　　　将身且坐宝帐等，
　　　　　　　　　　　　　且听探马报分明。
（差官上。）
差官　　　（白）　　　　　叩见丞相。
曹操　　　（白）　　　　　命你迎接徐母之事如何？
差官　　　（白）　　　　　徐母已到十里长亭。
曹操　　　（白）　　　　　众位将军，前去迎接徐母。
　　　　　　　　　　　　　进帐，掩门。
四战将　　（同白）　　　　得令。
（四龙套、四战将、程昱、差官、曹操同下。）

【第五场】

徐母　　　（内西皮导板）　披星戴月到许昌，
（四龙套、四战将、程昱、差官引徐母同上。）
徐母　　　（西皮原板）　　文臣武将列两厢。
　　　　　　　　　　　　　来至在营门下车辆，
　　　　　　　　　　　　　见了我儿问端详。
（四龙套、四战将、程昱、差官、徐母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曹操同上。）
曹操　　　（念）　　　　　闻听徐母到，安排计笼牢。
（程昱上。）
程昱　　　（白）　　　　　启丞相：徐母已到帐外。
曹操　　　（白）　　　　　有请。
程昱　　　（白）　　　　　请徐母进帐。
（徐母上。）
徐母　　　（念）　　　　　来在曹营地，进帐问端的。
　　　　　（白）　　　　　参见丞相。
曹操　　　（白）　　　　　老夫人少礼，请坐。
徐母　　　（白）　　　　　谢座。
曹操　　　（白）　　　　　闻令郎徐元直，经纶满腹，天下奇才。今在新野，暗助逆臣刘备，背叛朝廷，
　　　　　　　　　　　　　诚为可惜，正如美玉落于粪土之中。今烦老母，修书一封，将他唤到许都，吾
　　　　　　　　　　　　　于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赏。
　　　　　　　　　　　　　来，看文房四宝过来。
徐母　　　（白）　　　　　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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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丞相：那刘备，是何如人也？
曹操　　　（白）　　　　　他乃涿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所谓外君子内小人也。
徐母　　　（白）　　　　　你此言差矣。吾闻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屈身下士，
　　　　　　　　　　　　　恭己待人。德行闻于四方，仁声著于天下。虽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
　　　　　　　　　　　　　真盖世之英雄也。吾儿辅之，可谓得其主矣。想你这曹操，虽托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上压天子，下压诸侯，残害忠良，暴虐百姓。天下之人，恨不得食
　　　　　　　　　　　　　尔之肉。汝反道刘玄德为逆臣，使吾儿背明投暗，岂不自羞？也罢，待吾打死
　　　　　　　　　　　　　你这个奸贼！
（徐母取砚台打曹操。）
曹操　　　（白）　　　　　大胆！
　　　　　（唱）　　　　　骂声徐母真胆大，
　　　　　　　　　　　　　辱骂老夫理太差。
　　　　　　　　　　　　　人来与吾忙绑下，
　　　　　　　　　　　　　速斩人头正国法。
（四龙套绑徐母同下，程昱上。）
程昱　　　（白）　　　　　刀下留人！
　　　　　（唱）　　　　　听说要把徐母斩，
　　　　　　　　　　　　　急忙进帐说根源。
　　　　　（白）　　　　　丞相为何将徐母问斩？
曹操　　　（白）　　　　　只因她辱骂老夫，故而将她斩首。
程昱　　　（白）　　　　　丞相若将她斩首，那徐庶闻知，势必一心扶保刘备，领兵与他母报仇。留得徐
　　　　　　　　　　　　　母在，徐庶必然来矣。
曹操　　　（白）　　　　　怎见得？
程昱　　　（白）　　　　　下官倒有一计。
曹操　　　（白）　　　　　有何妙计？
程昱　　　（白）　　　　　丞相将徐母赦回，安置一处。昱就说，与她子曾经结拜，日往问候。学习她的
　　　　　　　　　　　　　笔迹，作一书信，送至新野。徐庶见母之信，自必到来。虽然不来，使徐庶心
　　　　　　　　　　　　　悬两地，即助刘备，亦不能尽心也。
曹操　　　（白）　　　　　此计虽好，只是老夫这恶气难消。就请先生安置徐母便了。
（曹操下。）
程昱　　　（白）　　　　　将徐母解下桩来。
（徐母上。）
徐母　　　（白）　　　　　那老贼为何不杀？
程昱　　　（白）　　　　　我程昱与元直八拜为交，因此搭救伯母性命。
徐母　　　（白）　　　　　先生，你好多事也。
程昱　　　（白）　　　　　伯母吓！
　　　　　（唱）　　　　　伯母不必怒气生，
　　　　　　　　　　　　　程昱定当奉晨昏。
徐母　　　（白）　　　　　正是：
　　　　　（念）　　　　　人言曹贼多奸诈，今日看来果不差。
（徐母、程昱、四龙套同下。）

【第七场】

（二童子引徐庶同上。）
徐庶　　　（引子）　　　　攻取樊城，施巧计，杀退曹军。
　　　　　（念）　　　　　忆昔当年把人杀，埋名隐姓走天涯。习就阴阳和八卦，重整汉室锦邦家。
　　　　　（白）　　　　　山人，徐庶，字元直。只因当年，为人报仇，杀死凶徒，涂面改装，逃出原郡。
　　　　　　　　　　　　　来在新野，改名单福，扶助刘使君得了襄阳。那曹操定然不肯干休，必要带
　　　　　　　　　　　　　兵前来报仇，还须要用计来敌挡。
　　　　　（西皮原板）　　在原郡杀伤人更名改姓，
　　　　　　　　　　　　　到新野来扶助刘使君。
　　　　　　　　　　　　　昨日里夺取了襄阳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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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曹操一定要带兵来临。
（下书人上。）
下书人　　（念）　　　　　离了许昌地，来此新野城。
　　　　　（白）　　　　　门上哪位在？
童子甲　　（白）　　　　　何事？
下书人　　（白）　　　　　下书人求见。
童子甲　　（白）　　　　　候着。
　　　　　　　　　　　　　启家爷：下书人要见。
徐庶　　　（白）　　　　　书信先，人落后。
童子甲　　（白）　　　　　书信先，人落后。
（童子甲接信呈上，徐庶接看。）
徐庶　　　（白）　　　　　原来是老母书信，待我拆开看来。
（〖牌子〗。）
徐庶　　　（白）　　　　　哦喝喝呀！老母今被曹操所囚，叫我速到许昌，我若不去，老母性命难保！
　　　　　（西皮摇板）　　见书信不由人珠泪满腮，
　　　　　　　　　　　　　好一似钢刀刺心怀。
　　　　　　　　　　　　　迈步且到宝帐外，
　　　　　　　　　　　　　见了使君作安排。
（徐庶、二童子、下书人同下。）

【第八场】

（四龙套、刘备同上。）
刘备　　　（引子）　　　　累动干戈，欲重整，汉室山河。
　　　　　（念）　　　　　自幼居住在楼桑，桃园结义美名扬。大破黄巾众贼党，重整汉室锦家邦。
　　　　　（白）　　　　　孤，刘备。自投刘景升以来，在这新野屯军养马。只因得了单福先生，与曹仁
　　　　　　　　　　　　　大战，夺取襄阳，那曹贼定然兴兵前来报仇，还须做一准备。
　　　　　　　　　　　　　来，有请三位将军。
四龙套　　（同白）　　　　有请三位将军进帐。
（关羽、张飞、赵云同上。）
关羽、
张飞、
赵云　　　（同念）　　　　冲锋对垒起战征，谁不闻名胆怕惊。
　　　　　（同白）　　　　参见大哥。
刘备　　　（白）　　　　　少礼请坐。
关羽、
张飞、
赵云　　　（同白）　　　　有坐。
刘备　　　（白）　　　　　你我弟兄，得了襄阳，那曹操定不干休。倘若他发兵前来，怎生抵御？
关羽　　　（白）　　　　　此事必要请出先生，大家商议。
（徐庶上。）
徐庶　　　（念）　　　　　且将许昌事，说与主公知。
　　　　　（白）　　　　　参见主公。
刘备　　　（白）　　　　　先生请坐。
徐庶　　　（白）　　　　　有坐。
刘备　　　（白）　　　　　先生为何面带泪痕？
徐庶　　　（白）　　　　　咳！某本颍川徐庶，字元直。为因逃难，改名单福，前闻刘景升，招贤纳士，
　　　　　　　　　　　　　特往见之。及与谈论，方知是无用之人，故留书辞去，夤夜曾至司马徽水镜庄
　　　　　　　　　　　　　上，诉说其事。水镜深责吾不识明主，因说刘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
　　　　　　　　　　　　　歌于市，以动使君。幸蒙不弃，即赐重用。争奈老母，今被曹操所囚，将欲加
　　　　　　　　　　　　　害。现有老母手书来换，庶不能不去。非不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使君，为慈亲
　　　　　　　　　　　　　囚禁，不能尽力图报。今当速归，再作后会。
刘备　　　（白）　　　　　子母乃天性至亲。元直先生，无以备为念。待等与老夫人相见之后，再当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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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顾茅庐》 7

　　　　　　　　　　　　　但不知先生何日起程？
徐庶　　　（白）　　　　　即刻起程。
刘备　　　（白）　　　　　四弟听令。
赵云　　　（白）　　　　　在。
刘备　　　（白）　　　　　命你设筵在长亭伺候，备当与先生饯行。
赵云　　　（白）　　　　　遵命。
（赵云下。）
刘备　　　（白）　　　　　先生请再住一宵，明日备与先生送行。
徐庶　　　（白）　　　　　多谢使君。
（徐庶下。）
张飞　　　（白）　　　　　大哥，我倒有一妙计。
刘备　　　（白）　　　　　你有何妙计？
张飞　　　（白）　　　　　想这徐元直，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见曹操，必然重用。大哥要苦苦
　　　　　　　　　　　　　将他留住，不放他前去。曹操见他不到，必杀其母。他母一死，定要为其母报
　　　　　　　　　　　　　仇，必力攻曹操也。
刘备　　　（白）　　　　　此事断断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是不仁也；留之不令去，以绝其母
　　　　　　　　　　　　　子之情，是不义也。想这不仁不义之事，吾刘备宁死不为。三弟休得多言。同
　　　　　　　　　　　　　至后帐。
（刘备、关羽、张飞、四龙套同下。）

【第九场】

徐庶　　　（内西皮导板）　加鞭催马出阳关，
（徐庶、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徐庶　　　（西皮原板）　　坐雕鞍不由人珠泪涟涟。
　　　　　　　　　　　　　实指望助使君望长久远，
　　　　　　　　　　　　　又谁知半途中起了祸端。
　　　　　　　　　　　　　来在了长亭外下坐战，
　　　　　（西皮摇板）　　再与使君把话言。
　　　　　（白）　　　　　庶有何德能，敢劳使君同众位将军远送。
刘备　　　（白）　　　　　先生此行，备无以为敬。谨备水酒一杯，与先生饯行。
徐庶　　　（白）　　　　　庶闻老母被囚，寸心如割。虽金波玉液，亦不能下咽矣。
刘备　　　（白）　　　　　备因先生远别，如失左右手。虽龙肝凤胆，亦不能甘味矣。
徐庶　　　（白）　　　　　某与使君共图王霸之业者，恃此方寸。今以老母之故，方寸已乱。纵然在此，
　　　　　　　　　　　　　亦是无益。
刘备　　　（白）　　　　　先生此去，备亦要遁迹山林矣。
徐庶　　　（白）　　　　　使君何出此言？必须另请高贤，以图大业。
刘备　　　（白）　　　　　只恐天下高贤，无出先生右者。
徐庶　　　（白）　　　　　庶就此告辞了。
　　　　　（西皮摇板）　　辞别众位跨金镫，
　　　　　　　　　　　　　泪珠点点湿衣巾。
（徐庶下。）
刘备　　　（白）　　　　　先生已去，叫我刘备，好不伤心也！
　　　　　（唱）　　　　　一见先生他去远，
　　　　　　　　　　　　　好叫我刘备恸伤惨。
　　　　　　　　　　　　　站在高坡来观看，
　　　　　　　　　　　　　道旁树木来遮掩。
　　　　　　　　　　　　　人来与吾把树砍，
（关羽、张飞同砍树。）
刘备　　　（唱）　　　　　又见先生转回还。
（徐庶上。）
刘备　　　（白）　　　　　先生为何去而复返？
徐庶　　　（白）　　　　　请问使君，为何将道旁树木，尽行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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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　　　（白）　　　　　先生呐！
　　　　　（唱）　　　　　只为先生转回家，
　　　　　　　　　　　　　备欲目送把树伐。
徐庶　　　（唱）　　　　　人言刘备仁义大，
　　　　　　　　　　　　　今日一见果不差。
　　　　　　　　　　　　　罢罢罢我将孔明荐与他罢，
　　　　　　　　　　　　　尊声使君听根芽。
　　　　　（白）　　　　　庶因心绪如麻，忘却了一言：此地有一奇士，就在襄阳城外，二十里之遥，地
　　　　　　　　　　　　　名隆中，使君何不求之？
刘备　　　（白）　　　　　既然如此，就烦先生，为备请来相见。
徐庶　　　（白）　　　　　此人不可招至，使君必须亲往求之。若得此人，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
刘备　　　（白）　　　　　但不知此人才学，比先生如何？
徐庶　　　（白）　　　　　若以某比之，直如驽马并麒麟、乌鸦配鸾凤也。
刘备　　　（白）　　　　　但不知此人的姓名？
徐庶　　　（白）　　　　　此人乃琅琊阳都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躬
　　　　　　　　　　　　　耕南阳，抱膝隆中。所居之地有一岗，名卧龙岗，因自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
　　　　　　　　　　　　　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
刘备　　　（白）　　　　　哦喝喝呀！昔日水镜先生曾经言道：伏龙、凤雏，若得一人，可安天下。先生
　　　　　　　　　　　　　所云，莫非伏龙凤雏么？
徐庶　　　（白）　　　　　凤雏乃襄阳庞统字士元，这伏龙，正是诸葛孔明。此人自比管仲、乐毅。若此
　　　　　　　　　　　　　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
刘备　　　（白）　　　　　备今日方知伏龙凤雏之语，不料大贤近在目前！若非先生言讲，备几有眼如盲
　　　　　　　　　　　　　矣！
徐庶　　　（白）　　　　　告辞了。
　　　　　（唱）　　　　　若得孔明来辅佐，
　　　　　　　　　　　　　成王霸业定山河。
（徐庶下。）
刘备　　　（白）　　　　　看先生已去，你我且回新野，准备礼物，聘请诸葛先生下山便了。
（〖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场】

（徐母上。）
徐母　　　（念）　　　　　曹贼用计将我禁，倒叫老身不安宁。
（程昱引徐庶同上。）
程昱　　　（白）　　　　　启伯母：元直兄来了。
徐庶　　　（白）　　　　　孩儿叩见母亲。
徐母　　　（白）　　　　　吓！你为何不在新野，扶助刘使君，到此则甚？
徐庶　　　（白）　　　　　因奉母亲书信，故而前来。
徐母　　　（白）　　　　　书信在哪里？
徐庶　　　（白）　　　　　在这里。母亲请看。
徐母　　　（白）　　　　　唗！大胆的奴才！想当年你为人报仇，打伤人命，涂面改装，逃出在外。为娘
　　　　　　　　　　　　　因你是一番义气，并不责备于你。以为儿飘荡江湖，学业定有进益，何以反不
　　　　　　　　　　　　　如初？你既读书，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知曹操本欺君罔上之贼，刘玄德仁
　　　　　　　　　　　　　义布于四海，况又是汉室之胄。今既事之，得其主矣。怎么，你竟凭这一纸伪
　　　　　　　　　　　　　书，不加详察，遂弃明投暗，自取恶名，辱没祖先。即老身死在九泉，也无面
　　　　　　　　　　　　　目见徐氏三代宗亲。你真气死为娘也！
（徐母急下。）
徐庶　　　（白）　　　　　母亲息怒。
程昱　　　（白）　　　　　元直兄，令堂怒气冲冲，去往后堂去了。
徐庶　　　（白）　　　　　你我同到后堂观看。
（徐庶拉程昱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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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场】

（徐母上。）
徐母　　　（白）　　　　　且住。吾儿徐庶，被曹贼用假书，将他诓至许昌。我母子中了奸计，何日才能
　　　　　　　　　　　　　出得曹营。也罢！待我悬梁，自尽了罢！
　　　　　（唱）　　　　　曹贼用计心毒狠，
　　　　　　　　　　　　　害得我母子落恶名。
　　　　　　　　　　　　　倒不如悬梁来自尽……
（徐母闭门自缢，程昱、徐庶同上，徐庶踢门、解救，徐庶哭。）
徐庶　　　（唱）　　　　　一见母亲把命丧，
（程昱暗下。）
徐庶　　　（唱）　　　　　好叫我徐庶恸肝肠。
　　　　　　　　　　　　　哭一声先娘亲我不能奉养，
　　　　　　　　　　　　　老娘亲吓！
　　　　　　　　　　　　　我不孝名儿万古扬。
（程昱引曹操同上。）
曹操　　　（白）　　　　　徐先生，莫要悲伤，请起。
　　　　　　　　　　　　　来。
（四龙套暗同上。）
四龙套　　（同白）　　　　有。
曹操　　　（白）　　　　　速备上等棺木，将徐母承殓起来。待老夫明日，启奏圣上，加封旌表。
　　　　　　　　　　　　　徐先生，随老夫后堂叙谈。
（曹操招徐庶，下。）
徐庶　　　（白）　　　　　母亲吓！
（徐庶、程昱、四龙套同下。）

【第十二场】

（司马徽上。）
司马徽　　（白）　　　　　山人司马徽，闻听徐元直，投了刘豫州，大破曹军，得了樊城。我不免前去，
　　　　　　　　　　　　　拜望他一番。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么？
（赵云上。）
赵云　　　（念）　　　　　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
　　　　　（白）　　　　　什么人？
司马徽　　（白）　　　　　山人要见刘使君。
赵云　　　（白）　　　　　候着。
　　　　　　　　　　　　　有请主公。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白）　　　　　何事？
赵云　　　（白）　　　　　外面来一道人，要见主公。
刘备　　　（白）　　　　　莫非是诸葛先生来了？
张飞　　　（白）　　　　　他倒来了。
刘备　　　（白）　　　　　来者莫非是诸葛先生？
　　　　　　　　　　　　　嗳呀呀，原来是水镜先生，请坐。
司马徽　　（白）　　　　　有坐。
刘备　　　（白）　　　　　自从那日，备马跳檀溪，曾到先生家中，借宿一宵，尚未叩谢。今蒙光降，不
　　　　　　　　　　　　　胜荣幸。
司马徽　　（白）　　　　　岂敢。闻听徐元直，辅助使君，山人特地前来拜访。
刘备　　　（白）　　　　　那徐元直，因曹操囚禁其母，徐母有书到来，唤他到许昌去了。
司马徽　　（白）　　　　　元直今日中了曹操之计了！吾久闻徐母最贤，虽为曹操所囚，必不肯作书招其
　　　　　　　　　　　　　子，此书一定有诈。元直不去，其母尚存；元直此去，徐母必死矣！
刘备　　　（白）　　　　　怎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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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徽　　（白）　　　　　徐母高义，今见其子，必无生理。
刘备　　　（白）　　　　　元直临行之时，曾荐南阳诸葛孔明，此人若何？
司马徽　　（白）　　　　　元直，你去即去耳，何必又惹出他来呕心血呀！
刘备　　　（白）　　　　　先生你何处此言？
司马徽　　（白）　　　　　那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
　　　　　　　　　　　　　人皆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此人尝抱膝长啸，高卧隆中，自比管仲、
　　　　　　　　　　　　　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未必能及。此人，可以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
　　　　　　　　　　　　　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关羽　　　（白）　　　　　想管乐是何等人物，竟言孔明才过其人，真乃是一派诳言。
（关羽下。）
张飞　　　（白）　　　　　这一道人，竟将孔明夸得如此大才，俺老张实实有些不信，真乃胡言也。
　　　　　（唱）　　　　　道人说话太狂妄，
　　　　　　　　　　　　　活活气坏了我翼德张！
（张飞下。）
司马徽　　（白）　　　　　山人告辞了。
刘备　　　（白）　　　　　先生何必去心太急？
司马徽　　（白）　　　　　卧龙吓，孔明！今日虽得其主，只是未得其时。可惜哉！可惜哉！
　　　　　（笑）　　　　　哈哈哈哈……
（司马徽下。）
刘备　　　（白）　　　　　看他飘然而去，真乃神仙中人也！
（刘备、赵云同下。）

【第十三场】

（关羽上。）
关羽　　　（唱）　　　　　适才听得一番话，
　　　　　　　　　　　　　倒叫关某怒气发。
（张飞上。）
张飞　　　（唱）　　　　　迈步且把二堂上，
　　　　　　　　　　　　　见了二哥问端详。
　　　　　（白）　　　　　二哥。
关羽　　　（白）　　　　　三弟请坐。
张飞　　　（白）　　　　　有坐。适才那一道人，将孔明夸得天花乱坠。他道孔明，自比管仲乐毅。但不
　　　　　　　　　　　　　知那管、乐，在战国之时，是何等人物？
关羽　　　（白）　　　　　想那管仲，曾在齐国，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那乐毅扶燕伐齐，一日曾
　　　　　　　　　　　　　下七十二城。此二人，皆战国时有名将相。孔明何如人，焉能比得？
张飞　　　（白）　　　　　如此看来，那道人真乃是诳言了。
（刘备上。）
刘备　　　（白）　　　　　二位贤弟，听水镜先生之言，为何一怒而去？
关羽　　　（白）　　　　　弟恐那道人，言过其实。
刘备　　　（白）　　　　　二弟休得多疑。愚兄要亲往隆中，聘请诸葛。
张飞　　　（白）　　　　　大哥要请孔明，何必亲自前去？派人将他叫了来，就是了。
刘备　　　（白）　　　　　想当年文王访姜尚，曾经亲至渭水。二弟随愚兄同走一番。
关羽　　　（白）　　　　　弟遵命。
张飞　　　（白）　　　　　既然二哥同去，小弟也要跟随。
刘备　　　（白）　　　　　你性情卤莽，不去也罢。
张飞　　　（白）　　　　　我不卤莽，就是了。
刘备　　　（白）　　　　　既然如此，一同前往。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第十四场】

（二耕夫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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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夫甲　　（念）　　　　　春前有雨花开早，
耕夫乙　　（念）　　　　　秋后无霜叶落迟。
耕夫甲　　（白）　　　　　伙计，天气不早，你我到田中去耕种便了。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唱）　　　　　弟兄一同访高贤，
　　　　　　　　　　　　　又见诗句在山岩。
　　　　　（白）　　　　　看这山岩之上，题得诗句，待我看来：
　　　　　（念）　　　　　“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白）　　　　　此诗不知何人所作，待我上前问来。
　　　　　　　　　　　　　吓，二位农家请了。
二耕夫　　（同白）　　　　请了。
刘备　　　（白）　　　　　这山上的诗句，可是那诸葛先生所题的么？
耕夫甲　　（白）　　　　　正是诸葛先生所作。
刘备　　　（白）　　　　　但不知那先生，住在何处？
耕夫乙　　（白）　　　　　此山之南，有一带高岗，那就是卧龙岗了。岗前疏林之内，有座茅庐，就是先
　　　　　　　　　　　　　生所卧之地。
刘备　　　（白）　　　　　有劳了。
　　　　　　　　　　　　　二位贤弟，你我一同前往。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耕夫甲　　（白）　　　　　天已不早，你我回去罢。
（二耕夫同下。）

【第十五场】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白）　　　　　来此已是。
（童子上。）
刘备　　　（白）　　　　　借问一声，诸葛先生可在此处吓？
童子　　　（白）　　　　　在格。
刘备　　　（白）　　　　　先生可在家中？
童子　　　（白）　　　　　在格。
刘备　　　（白）　　　　　烦劳通禀，你就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
　　　　　　　　　　　　　生。
童子　　　（白）　　　　　嗳呀呀！你这长篇大论，哩哩啦啦，许多一大套，吾实在记弗住格。
刘备　　　（白）　　　　　你只说刘备拜访。
童子　　　（白）　　　　　“刘备拜访”，记下了。先生弗在家。
刘备　　　（白）　　　　　但不知先生往哪里去了？
童子　　　（白）　　　　　他却行踪无定：或是游山，或是玩水，或是访友，或是钓鱼……弗晓得哪里去
　　　　　　　　　　　　　呀。
刘备　　　（白）　　　　　但不知几时可以回来？
童子　　　（白）　　　　　几时回来，也弗能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或者一年半载，都说弗定。
张飞　　　（白）　　　　　他既不在家中，你我弟兄回去了罢。
刘备　　　（白）　　　　　少待片时。
关羽　　　（白）　　　　　大哥不如且回，使人前来探听，几时回来，你我再来不迟。
刘备　　　（白）　　　　　童儿，你家先生回来，你就说刘备拜访。
童子　　　（白）　　　　　“刘备拜访”，晓得哉。
（童子下。）
刘备　　　（白）　　　　　二弟、三弟，你看这隆中景物，果然非凡。山不高而雅秀，水不深而澄清；地
　　　　　　　　　　　　　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松篁交翠，山鸟相呼。真仙界也！
　　　　　（唱）　　　　　山清水秀林茂盛，
　　　　　　　　　　　　　松篁交翠山鸟鸣。
（崔州平上。）

http://scripts.xikao.com/play/01019003 2018-08-23



中国京剧戏考 《三顾茅庐》 12

刘备　　　（白）　　　　　看那边有一人来，想是诸葛先生到了，快快迎上前去。
　　　　　　　　　　　　　来者莫非是诸葛先生？
崔州平　　（白）　　　　　请问将军何人？
刘备　　　（白）　　　　　刘备，特来拜访先生。
崔州平　　（白）　　　　　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
张飞　　　（白）　　　　　错了！不是孔明。
刘备　　　（白）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可就席地一谈。
崔州平　　（白）　　　　　将军何事，要见孔明？
刘备　　　（白）　　　　　当今之世，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一安邦定国之计。
崔州平　　（白）　　　　　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治；至哀、平之世，
　　　　　　　　　　　　　王莽篡位，又由治而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治；至今二百余年，
　　　　　　　　　　　　　民安已久，故干戈四起。此即由治入乱之时，不可猝然而定也。将军欲使孔
　　　　　　　　　　　　　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
刘备　　　（白）　　　　　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身为帝胄，合当匡救汉室。
崔州平　　（白）　　　　　吾乃山野之夫，不足与论天下事，适承下问，故妄言之。
刘备　　　（白）　　　　　但不知孔明往何处去了？
崔州平　　（白）　　　　　吾亦欲见孔明，不知他所往。
刘备　　　（白）　　　　　请先生同至新野，若何？
崔州平　　（白）　　　　　愚性闲散，无志功名久矣，容日再会。
（崔州平下。）
张飞　　　（白）　　　　　孔明又见不着，又被这腐儒，闲谈许久。
刘备　　　（白）　　　　　此亦隐居高士。你我回去罢。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第十六场】

（孟公威、石广元同上。）
孟公威、
石广元　　（同白）　　　　吾，
孟公威　　（白）　　　　　孟公威。
石广元　　（白）　　　　　石广元。
孟公威　　（白）　　　　　贤弟，你我隐居山林，倒也清闲自在。看天降大雪，奇冷非常。何不寻一酒楼，
　　　　　　　　　　　　　沽饮一回？
石广元　　（白）　　　　　好，请。
孟公威　　（唱）　　　　　大雪纷纷满天飞，
石广元　　（唱）　　　　　去至酒楼饮一杯。
（孟公威、石广元同下。）

【第十七场】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白）　　　　　请了。看天降大雪，同至酒楼，痛饮几杯。
三游人　　（同白）　　　　一同前往。
（四游人同下。）

【第十八场】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同拉架势亮相。）
刘备　　　（白）　　　　　今日无事，吾欲去访孔明。
张飞　　　（白）　　　　　想那孔明，乃一村夫，何必大哥亲往。命人将他抓了来，就是了。
刘备　　　（白）　　　　　汝岂不闻孟子云：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孔明当世大贤，
　　　　　　　　　　　　　岂可召乎！
张飞　　　（白）　　　　　这天寒地冻，尚不用兵，何必远见无益之人！倒不如在此，以避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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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　　　（白）　　　　　吾正要叫孔明，知我殷勤相敬之意。三弟，你若怕冷，就不必同去。
张飞　　　（白）　　　　　小弟死且不怕，岂能怕冷？但恐大哥劳神无益。
刘备　　　（白）　　　　　不必多言，一同上马。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第十九场】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白）　　　　　来此已是酒楼。
　　　　　　　　　　　　　酒家哪里？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
　　　　　　　　　　　　　四位是饮酒的么？请上楼罢。
（孟公威、石广元同上。）
孟公威　　（白）　　　　　酒家。
酒保　　　（白）　　　　　来了。二位楼下请坐。
孟公威　　（白）　　　　　好酒一壶。
酒保　　　（白）　　　　　酒到。
孟公威　　（白）　　　　　贤弟请。
（酒保下。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白）　　　　　看酒楼内这二人，相貌清奇，莫非有孔明在内？
孟公威　　（白）　　　　　我有一歌，贤弟听了：
　　　　　（念）　　　　　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跃舟渡孟津。
石广元　　（白）　　　　　我也有一歌：
　　　　　（念）　　　　　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
刘备　　　（白）　　　　　此二人歌词清雅，定有孔明在内，待吾下马问来。
　　　　　　　　　　　　　二公哪一位是卧龙？
孟公威　　（白）　　　　　公系何人？要寻卧龙何事？
刘备　　　（白）　　　　　某刘备，欲访先生，求定国安民之术。
孟公威　　（白）　　　　　吾等非卧龙，皆卧龙之友也。
张飞　　　（白）　　　　　又错了！不是孔明。
孟公威　　（白）　　　　　吾乃汝南孟公威，此位是颍川石广元。
刘备　　　（白）　　　　　久闻二位大名，幸得相遇。今有随行马匹在此，敢请二公，同到卧龙岗上一谈。
石广元　　（白）　　　　　吾等皆山野慵懒之人，不知定国安邦之事。将军请自上马，寻访卧龙去罢。
刘备　　　（白）　　　　　这……备就少陪了。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孟公威　　（白）　　　　　天已不早，我等何不到山后一游？
石广元　　（白）　　　　　请。
（孟公威、石广元同下。）

【第二十场】

（童子上，扫雪。）
童子　　　（白）　　　　　天气好冷，这雪再也扫不净哉。
（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白）　　　　　到了。下马问来。
　　　　　　　　　　　　　吓，童儿。
童子　　　（白）　　　　　你又来哉！
刘备　　　（白）　　　　　先生今日可在庄中？
童子　　　（白）　　　　　在格。待吾来引路。
（童子、刘备、关羽、张飞同入。诸葛均鼓琴。）
刘备　　　（白）　　　　　久慕先生大名，特来奉拜。前日不遇而回，今日特冒风雪而来。得瞻道貌，实
　　　　　　　　　　　　　为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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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均　　（白）　　　　　将军莫非刘豫州么？
刘备　　　（白）　　　　　正是。
诸葛均　　（白）　　　　　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
张飞　　　（白）　　　　　又不是孔明！
诸葛均　　（白）　　　　　家兄昨日，为崔州平相约，出外闲游去矣。
刘备　　　（白）　　　　　但不知到何处闲游？
诸葛均　　（白）　　　　　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
　　　　　　　　　　　　　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
刘备　　　（白）　　　　　备两次不遇大贤，真乃缘分浅薄也！
张飞　　　（白）　　　　　那先生既不在家，请大哥回去罢。
刘备　　　（白）　　　　　吾既到此，焉能无一语而回？
　　　　　　　　　　　　　闻令兄日看兵书，胸藏韬略，可得闻乎？
诸葛均　　（白）　　　　　某却不知。
张飞　　　（白）　　　　　大哥问他则甚！外面风雪甚大，不如回去罢。
刘备　　　（白）　　　　　你休要多言。
　　　　　　　　　　　　　先生既不在家，愿借纸砚，留一书信，以表备殷勤之意。
（刘备写书。〖牌子〗。）
刘备　　　（白）　　　　　书信留此，吾等改日再来拜访。
（诸葛均送。黄承彦骑驴上。）
黄承彦　　（念）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童子　　　（白）　　　　　老先生来哉。
刘备　　　（白）　　　　　此真卧龙矣。
　　　　　　　　　　　　　吓，先生冒寒而来，刘备等候久矣。
诸葛均　　（白）　　　　　此非家兄。乃家兄之岳父，黄承彦也。
张飞　　　（白）　　　　　又不是孔明！
（黄承彦下驴。）
刘备　　　（白）　　　　　适闻所吟之句，极为高雅。
黄承彦　　（白）　　　　　老夫在小婿家，曾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方才过得小桥，见篱边梅花，
　　　　　　　　　　　　　故感而诵之。
刘备　　　（白）　　　　　不知先生曾见贤婿否？
黄承彦　　（白）　　　　　老夫正是前来看他。少陪了。
（黄承彦、诸葛均、童子同下。）
刘备　　　（白）　　　　　两番不遇，只好待来年春暖花开，再来便了。
　　　　　（唱）　　　　　也是我刘备缘分浅，
　　　　　　　　　　　　　两番不能遇高贤。
（刘备、关羽、张飞同下。）

【第二十二场】

（诸葛亮上。）
诸葛亮　　（西皮摇板）　　花明柳暗艳阳天，
　　　　　　　　　　　　　山前访友转回还。
　　　　　（白）　　　　　童儿。
（童子上。）
童子　　　（白）　　　　　先生回来哉。
诸葛亮　　（白）　　　　　你这顽童，花木也不灌溉，阶砌也不洒扫，是何道理？
童子　　　（白）　　　　　我只顾在门外迎接先生，就无有洒扫院子。
诸葛亮　　（白）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
童子　　　（白）　　　　　我会算。我算先生一定要回来格。
诸葛亮　　（白）　　　　　这几日可有俗客来么？
童子　　　（白）　　　　　有一人，叫作“刘备拜访”。
诸葛亮　　（白）　　　　　吓？
童子　　　（白）　　　　　刘备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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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白）　　　　　既有客来，为何不通报？
童子　　　（白）　　　　　他来过两次，他说他还要来格。
诸葛亮　　（白）　　　　　这书信是何人留下的呢？
童子　　　（白）　　　　　叫作“刘备拜访”，他留下格。
诸葛亮　　（白）　　　　　待吾看来。
（诸葛亮看书信。）
诸葛亮　　（白）　　　　　若有人前来，速报我知。
（诸葛亮睡。刘备、关羽、张飞同上。）
刘备　　　（唱）　　　　　三次催马到隆中，
　　　　　　　　　　　　　虔心来访卧龙公。
　　　　　（白）　　　　　吓，童儿，先生可曾在家吓？
童子　　　（白）　　　　　在格。待我引路。我家先生在里面困觉格。你等要轻声，不可大声言语。先生
　　　　　　　　　　　　　性情不好，厉害得很。
（刘备、关羽、张飞、童子同进内。）
诸葛亮　　（念）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诸葛亮做转身。）
诸葛亮　　（念）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童子　　　（白）　　　　　刘备拜访。
诸葛亮　　（白）　　　　　他来了——待吾后面更衣。
（诸葛亮下。）
刘备　　　（白）　　　　　好了，好了，今日可见着孔明先生了。
张飞　　　（白）　　　　　看这孔明，在此睡卧多时，今已睡醒，又到后面去了，真真的可恼。待我打进
　　　　　　　　　　　　　去！
刘备　　　（白）　　　　　你又来卤莽！还不与吾退下。
（张飞下，关羽随下。诸葛亮上，刘备迎上。）
刘备　　　（白）　　　　　汉室末胄、涿郡愚夫，久慕大名，如雷贯耳。昨日两次奉访，不得一见，已书
　　　　　　　　　　　　　贱名于文几之上，未知入览否？
诸葛亮　　（白）　　　　　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屡蒙将军辱临，不胜惶愧。
　　　　　　　　　　　　　童儿看茶。
（童子奉茶。）
诸葛亮　　（白）　　　　　昨观将军之书，足见忧民忧国之意。但亮年幼才疏，有负垂问。
刘备　　　（白）　　　　　司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语，岂虚谈哉？望先生赐教。
诸葛亮　　（白）　　　　　想那德操、元直，皆是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安敢妄谈天下事？二公可谓谬
　　　　　　　　　　　　　举。将军奈何弃美玉，而求顽石哉？
刘备　　　（白）　　　　　今当汉室倾颓，奸臣专政，备虽不才，欲伸大义于天下。愿先生不吝教诲，实
　　　　　　　　　　　　　为万分之幸。
诸葛亮　　（白）　　　　　自桓灵以来，董卓造逆，天下英雄并起。那袁绍拥百万之众，以拒曹操。曹操
　　　　　　　　　　　　　终能灭袁绍者，非惟人力，实天时所致也。今操合袁绍之兵，专权误国，挟天
　　　　　　　　　　　　　子以令诸侯，不可以与争锋，诚得天时。孙权据守江东，恃长江之险，承父兄
　　　　　　　　　　　　　之遗业，可谓得其地利。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东连吴越，西通巴蜀，乃用武
　　　　　　　　　　　　　之地，非其主不能守。将军仁德布于天下，信义施于万民，可得人和。若以荆
　　　　　　　　　　　　　州暂为驻足，然后西取秦川，顺流而下，得了益州，内修德政，外结孙权，以
　　　　　　　　　　　　　图中原，岂非天意乎？
　　　　　（西皮原板）　　天下纷纷刀兵动，
　　　　　　　　　　　　　豪杰群起各逞雄。
　　　　　　　　　　　　　曹孟德占中原天时应，
　　　　　　　　　　　　　有孙权据长江镇守江东。
　　　　　　　　　　　　　将军仁德海内尊重，
　　　　　　　　　　　　　先驻荆州起雄兵。
　　　　　　　　　　　　　长驱直入西川境，
　　　　　　　　　　　　　鼎足三分霸业可成。
刘备　　　（白）　　　　　先生所言甚善。只是荆襄王刘表，与西川刘璋，俱与备同宗。我若夺取他的基
　　　　　　　　　　　　　业，岂不被天下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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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白）　　　　　亮夜观天象，那刘景升，不久人世；益州刘璋，不纳忠言，性情暗弱。将军若
　　　　　　　　　　　　　不取西川，后来定有他人来取。
　　　　　　　　　　　　　童儿，取画图过来。
（童子呈图。）
诸葛亮　　（白）　　　　　现有地图一张，乃西川山川户口，将军请看。
（诸葛亮挂图。）
诸葛亮　　（西皮原板）　　西川地图忙挂定，
　　　　　　　　　　　　　户口山川载得真。
　　　　　　　　　　　　　国富民殷人心顺，
　　　　　　　　　　　　　山高路险兵难侵。
　　　　　　　　　　　　　将军若得西川郡，
　　　　　　　　　　　　　天下自此定三分。
刘备　　　（西皮摇板）　　多谢先生来指点，
　　　　　　　　　　　　　云雾大开见青天。
　　　　　　　　　　　　　刘备向前把礼见，
　　　　　　　　　　　　　就请先生快出山。
　　　　　（白）　　　　　备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教诲。
诸葛亮　　（白）　　　　　亮久乐躬耕，懒于应世，不能奉命。
刘备　　　（白）　　　　　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呀！
（刘备哭。）
诸葛亮　　（白）　　　　　将军既不相弃，亮谨遵命。
刘备　　　（白）　　　　　二弟、三弟，快来见过先生！
（关羽、张飞同上，关羽作揖。）
诸葛亮　　（白）　　　　　此位是？
刘备　　　（白）　　　　　此乃二弟关羽。
诸葛亮　　（白）　　　　　久仰威名。
关羽　　　（白）　　　　　岂敢。
刘备　　　（白）　　　　　三弟见过先生。
张飞　　　（白）　　　　　先生！请了！请了！
诸葛亮　　（白）　　　　　此位是？
刘备　　　（白）　　　　　三弟张飞。
诸葛亮　　（白）　　　　　此人如此狂暴，谅胸中定有大才。
刘备　　　（白）　　　　　并无有什么大才。
诸葛亮　　（白）　　　　　如此说来，此人这样形景，山人不下山了。
刘备　　　（白）　　　　　看在备的面上，还求先生下山才好。
诸葛亮　　（白）　　　　　叫山人下山，却也不难。山人要考他一考。
刘备　　　（白）　　　　　三弟，你惹了祸了。
张飞　　　（白）　　　　　小弟惹了什么祸了？
刘备　　　（白）　　　　　孔明先生，看你性情狂傲，要考你一考。
张飞　　　（白）　　　　　就叫他考来。
刘备　　　（白）　　　　　先生考他什么？
（诸葛亮比手势，张飞同比。）
诸葛亮　　（白）　　　　　将军，你令弟，果然的高才。
刘备　　　（白）　　　　　哦？他有什么高才？
诸葛亮　　（白）　　　　　我伸了一指：我道是“若要一统山河”，他对我伸了二指：他说是“必要两家
　　　　　　　　　　　　　争斗”；我又伸了三指：我道是“三坟”，他又对我出了五指：他说是“五典”；
　　　　　　　　　　　　　我拍胸膛：我道是必须“满腹经纶”，他又摆摆袖子：他说是“袖内阴阳”
　　　　　　　　　　　　　。岂不是才学高大么？
刘备　　　（白）　　　　　待我前去问来。
　　　　　　　　　　　　　三弟，你是怎样对答先生呐？
张飞　　　（白）　　　　　大哥，我来这儿大半天啦，我肚子里头早就饿啦。我看他伸了一个指头，我想
　　　　　　　　　　　　　他定然是“要与我一个馒头吃”，我就伸了两个指头：我说“两个馒头，我也
　　　　　　　　　　　　　不够”；他又伸了三个指头，他说“三个”？我至少也要“五个”！他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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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肚子，他说“你吃得了么？”，我就摆一摆袖子，我说“吃不了，我难不能
　　　　　　　　　　　　　袖了走？”
刘备　　　（白）　　　　　你真真的是蠢才了。
（诸葛均上。）
诸葛亮　　（白）　　　　　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你可躬耕田野，无使田亩荒芜。待吾成功之
　　　　　　　　　　　　　后，仍当归隐。
（四龙套、四马童同上，赵云同上。）
赵云　　　（白）　　　　　云带领人马，特来迎接主公。
刘备　　　（白）　　　　　好。就此带马，请先生一同前赴新野。
（〖牌子〗。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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