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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义》（一名：《刘关张》）

主要角色
刘备：老生
关羽：生
张飞：净
苗信：丑
浪儿：丑
熊祥：丑
熊虎：净
张继昌：末
张鸾姣：贴旦
游人甲：末
游人乙：生
游人丙：小生
游人丁：丑
张妻：贴旦
方雄：外
于申：净
酒保：丑

情节
关羽因蒲州恶霸熊虎父子勾结县令，强占士人张继昌之女鸾姣，心怀不平，在公堂杀死熊虎及县令，逃走。
追兵追之，观音点化清泉，关羽洗面，变为红脸脱险，逃至涿郡，遇张飞卖肉，比武各不相下，又遇刘备，
志趣相投，三人在桃园结拜。

注释
《三国演义》一书，开宗明义第一回目录，即“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八字。读过演义者，无不知之。而鼎鼎
大名之刘、关、张，后人遂啧啧焉称道勿衰。是《三结义》之事实，已详载于演义中。枥老编考，无庸再赘。
惟是剧之脚本，竟别开生面，与演义不相混同。刘、关、张三人之历史，居然探本穷源，描摹尽致，出于
杜撰，自可断言。所谓关公惯打抱不平，杀蒲州太守父子，救张继昌父女，犹不失关公身份。张飞开设肉铺，
此种无稽之谈，于豆棚瓜架间，耳食已久，其实取证于演义所载。卖酒屠猪之一说，踵事增华耳。刘备买
草鞋为业，英雄末路，居贱食贫，不足为辱。惟号为刘穷，惯吃白食，人皆不屑与言，远而避之，未免厚诬
刘备，毫无理由。然戏剧一门，能引人入胜，即是无上妙品，编排者无一非守此主义。故齐东野人之语，不
妨任意采取，为剧中之资料，若点缀情景，且可臆造焉。以名伶当其重头，配角匀称，一切唱工做工，合乎
观剧者之心理，众口一辞，许为佳剧。至于事实之真伪，在所不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观剧者之取谛，
本不外乎如是也。是剧之名，同于《三国志》，是剧之实，异于《三国志》，谓为《三国志》广义，未始不
可。

根据《戏考》第二十六册整理

【第一场】

（四青袍、苗信同上。）
苗信　　　（引子）　　　　官居县令，全忠孝，仰答君亲。
　　　　　（白）　　　　　下官，苗信，官居蒲州解良县正堂。今日乃是我恩师熊太守寿诞之期，不免前
　　　　　　　　　　　　　去拜寿。
　　　　　　　　　　　　　来，
四青袍　　（同白）　　　　有。
苗信　　　（白）　　　　　打道熊府。
（〖牌子〗。四青袍、苗信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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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2

【第二场】

（四龙套、四文官、四武将同上。）
文官甲　　（白）　　　　　众位请了。
三文官、
四武将　　（同白）　　　　请了。
文官甲　　（白）　　　　　今当熊太守，寿诞之期，你我礼当前去上寿。
三文官、
四武将　　（同白）　　　　一同前往。
（〖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熊祥上。）
熊祥　　　（念）　　　　　生在富豪之家，吃喝嫖赌生涯。膏粱锦绣实可夸，好骑高头大马。
　　　　　　　　　　　　　我父官居太守，势力惯把人压。最喜美貌女娇娃，人人见吾害怕。
　　　　　（白）　　　　　在下，熊祥。吾父熊虎，官居太守。今当吾父寿诞之期。
（浪儿暗上。）
熊祥　　　（白）　　　　　不免将寿堂灯彩挂起，准备满城文武官员前来上寿。
　　　　　　　　　　　　　浪儿，
浪儿　　　（白）　　　　　在。
熊祥　　　（白）　　　　　今天太老爷生日，将寿堂浪革灯来点起，彩绸挂上。少时定有人前来拜寿吓。
浪儿　　　（白）　　　　　小子已命人预备停当革哉。
熊祥　　　（白）　　　　　预备停当哉？
浪儿　　　（白）　　　　　停当革哉。
熊祥　　　（白）　　　　　有请太老爷。
浪儿　　　（白）　　　　　有请太老爷！
（熊虎上。）
熊虎　　　（念）　　　　　老夫居官为太守，全凭势利压蒲州。
熊祥　　　（白）　　　　　参见阿爹。
熊虎　　　（白）　　　　　罢了，我儿唤为父何事？
熊祥　　　（白）　　　　　今当阿爹寿诞之期，孩儿已将寿堂设摆齐楚，特与阿爹拜寿。
熊虎　　　（白）　　　　　不消拜了。
（熊祥拜。熊院子持帖上。）
熊院子　　（白）　　　　　门上有人么？
浪儿　　　（白）　　　　　什么人？
熊院子　　（白）　　　　　今有满城文武官员，前来拜寿。
浪儿　　　（白）　　　　　候着。
　　　　　　　　　　　　　启大爷：今有满城文武官员，前来拜寿。
（熊祥接各帖看。）
熊祥　　　（白）　　　　　他们都送过礼革？
浪儿　　　（白）　　　　　也有送过革，也有没有送过革。
熊祥　　　（白）　　　　　你对他们去说。送礼革，请见。没有送过礼革，免见。
浪儿　　　（白）　　　　　送礼革请见，没有送过礼革，一概不见。
（四文官、四武将、苗信同上。）
四文官、
四武将、
苗信　　　（同白）　　　　太守在上，吾等拜寿。
熊虎　　　（白）　　　　　不消拜了。
（四文官、四武将、苗信同拜。）
熊虎　　　（白）　　　　　备得有宴，请列位畅饮三杯。
四文官、
四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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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3

苗信　　　（同白）　　　　来此就要叨扰。
熊虎　　　（白）　　　　　将宴摆下。请！
（〖牌子〗。）
四文官、
四武将、
苗信　　　（同白） 酒已够了，我等告辞。
熊虎　　　（白） 恕吾不送，吾儿代送。
熊祥　　　（白） 改日谢步。
（四文官、四武将、苗信同下。熊祥、熊虎同下。）

【第四场】

（张继昌、张鸾姣坐车同上。）
张继昌　　（西皮摇板）　　一日离家一日深，
张鸾姣　　（西皮摇板）　　好似孤雁宿寒林。
张继昌　　（白） 老夫张继昌。
张鸾姣　　（白） 奴家张鸾姣。
张继昌　　（白） 是我父女，探望他舅父的病症，且喜他病体痊愈。我父女因此转回家园。看天

色尚早，就此赶路要紧。
（西皮摇板）　　催马加鞭往前进，

张鸾姣　　（西皮摇板）　　披星带月转回程。
（张继昌、张鸾姣同下。浪儿引熊祥同上。）
熊祥　　　（西皮摇板）　　来至大街忙观定，
（张继昌、张鸾姣同上，转场，同下。）
熊祥　　　（西皮摇板）
（熊祥看。）
浪儿　　　（白）
熊祥　　　（白）
浪儿　　　（白）
熊祥　　　（白）
浪儿　　　（白）
熊祥　　　（白）
浪儿　　　（白）
熊祥　　　（白）

　　见一美貌女佳人。

　　　　喂，她走去哉。
　　　　呵呵哈哈哈哈！好一个美貌的女子！
　　　　格革女子，面孔生得标致嘛𠰻。　　
　　　　弗哉。标致得狠！
　　　　大爷，可晓得她，是哪家革女子？　
　　　　我弗晓得哟。
　　　　小子倒晓得革。
　　　　你晓得？好，回府去说。

（熊祥、浪儿同转场，熊祥坐。）
熊祥　　　（白） 方才那一女子，是哪一家革？
浪儿　　　（白） 方才的女子，就是那一个老头子的女儿。老头子姓张，名继昌，是本城一个员

外。我倒认识他革。
熊祥　　　（白） 好好。你既认识他，你可能替你家大爷提提这门亲事？
浪儿　　　（白） 不是我在你大爷面前夸口，不提便罢，一提定要成功革。
熊祥　　　（白） 好！你就去说，我静候佳音。
（熊祥、浪儿同下。）

【第五场】

（张继昌、张鸾姣同上，张院子迎上。）
张院子　　（白） 员外回来了。
（张鸾姣下，车夫入门下，张继昌坐。）
张继昌　　（白） 老夫去后，可有什么人，前来看我？
张院子　　（白） 无有什么人来。
（浪儿上。）
浪儿　　　（念） 奉了大爷命，来到张家门。

（白） 有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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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4

张院子　　（白）　　　　　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
浪儿　　　（白）　　　　　我是熊府来的，我叫个浪儿，要见你家员外。
张院子　　（白）　　　　　候着！
　　　　　　　　　　　　　启员外：有一人，说是从熊府来的，名叫浪儿，要见员外。
张继昌　　（白）　　　　　熊府？我素不与他来往，哪有什么浪儿？你且叫他进来。
张院子　　（白）　　　　　员外叫你进来。
浪儿　　　（白）　　　　　哦。
　　　　　　　　　　　　　吓，员外在罗里。这厢有礼！
张继昌　　（白）　　　　　还礼！我不相认呐。
浪儿　　　（白）　　　　　员外，我是熊太守府浪来格，我名叫浪儿。
张继昌　　（白）　　　　　但不知到此有何贵干？
浪儿　　　（白）　　　　　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张继昌　　（白）　　　　　喜从何来？
浪儿　　　（白）　　　　　员外的小姐，可有人家没有？
张继昌　　（白）　　　　　无有人家。
浪儿　　　（白）　　　　　这倒巧得狠。今有我家公子，看见小姐，相貌美丽，特命我前来提亲。想这门
　　　　　　　　　　　　　亲事，可算是门当户对，员外定无推辞的了。
张继昌　　（白）　　　　　但不知你家公子，是哪一个呀？
浪儿　　　（白）　　　　　你还弗晓得？就是熊太守之子，名唤熊祥。
张继昌　　（白）　　　　　想那熊祥，素来不安本分，每每欺负良民，霸占人家房粮土地。老夫女儿貌陋，
　　　　　　　　　　　　　老夫实实高攀不上。
浪儿　　　（白）　　　　　嗳，员外说哪里话来。想我家太老爷，官居太守，满城文武官员，各各怕他。
　　　　　　　　　　　　　你若做了这门亲事，不但小姐安享荣华，就是员外你可也是享不尽的富贵革哉。
张继昌　　（白）　　　　　我实对你说了罢，我女儿已有了人家了。
浪儿　　　（白）　　　　　革是啥革说话，方才员外说无有人家，此时又说有了人家，分明是句谎话。依
　　　　　　　　　　　　　我来相劝，还是应允的好。
张继昌　　（白）　　　　　想这姻缘之事，乃是两家情愿，爱好做亲。哪里有你这样强迫的道理？
浪儿　　　（白）　　　　　依我相劝，你应了的好。如若不然，你可知道他的厉害！
张继昌　　（白）　　　　　想我在这蒲州，祖居多年，安分守己，乃是良善的百姓，他又岂奈我何？你不
　　　　　　　　　　　　　要这样絮絮叨叨。
　　　　　　　　　　　　　家院，快快与我赶他出去！
（张院子推浪儿。）
浪儿　　　（白）　　　　　嘿嘿，竟自将我推出来哉。好革！叫你晓得我的厉害！
（浪儿下。张鸾姣上。）
张鸾姣　　（白）　　　　　吓爹爹，方才那人讲些什么？
张继昌　　（白）　　　　　方才那人乃是熊府的家人，要与女儿提亲。
张鸾姣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张继昌　　（白）　　　　　就是那太守之子，名叫熊祥。
张鸾姣　　（白）　　　　　那熊祥在此地，为非做歹，不安本分。爹爹，此事断断做不得！
张继昌　　（白）　　　　　为父早已知道此人。已经回复他去了。
张鸾姣　　（白）　　　　　但是他家势利甚大。此事不允，倘然他与我们作对，如何是好？
张继昌　　（白）　　　　　想为父在此处祖居有年，乃是安分的良民，他又岂奈我何？
张鸾姣　　（白）　　　　　话虽如此，当今乱世，不分皂白。他若以势欺人，那时悔之晚矣！
张继昌　　（白）　　　　　依我女之见？
张鸾姣　　（白）　　　　　依女儿之见，倒不如我父女仍到舅父家中，以避此祸。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张继昌　　（白）　　　　　此事倒也使得。
　　　　　　　　　　　　　家院，速速打点行李，准备起程便了。正是：
　　　　　（念）　　　　　闭门家内坐，
张鸾姣　　（念）　　　　　这祸从天上来。
（张继昌、张鸾姣同下。）

【第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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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祥上。）
熊祥　　　（唱）　　　　　浪儿提亲不回转，
　　　　　　　　　　　　　叫人刻刻挂心间。
（浪儿上。）
浪儿　　　（白）　　　　　大爷。
熊祥　　　（白）　　　　　浪儿居来哉。
浪儿　　　（白）　　　　　居来哉。
熊祥　　　（白）　　　　　亲事怎样？
浪儿　　　（白）　　　　　是我到了他家，见了张员外。他倒蛮客气革，他问我做啥革来哉。我就说是员
　　　　　　　　　　　　　外的令媛小姐，可有了人家没有，他说是没有。
熊祥　　　（白）　　　　　巧得很。
浪儿　　　（白）　　　　　吾就说是恭喜员外，贺喜员外。他说是喜从何来，我说是现有我家公子，命我
　　　　　　　　　　　　　前来，与小姐提亲事来哉。他说是你家公子，是哪一个嘛。
熊祥　　　（白）　　　　　他还弗晓得哉？你就该对他道道大爷革字号。
浪儿　　　（白）　　　　　我就说革，就是太守之子，名唤熊祥。他言道，他乃是太守之子，老夫高攀弗
　　　　　　　　　　　　　上。
熊祥　　　（白）　　　　　他是要革样客气说格。
浪儿　　　（白）　　　　　他是蛮客气格，他说是他女儿有了人家哉。
熊祥　　　（白）　　　　　他先说是没有人家，为啥又说是有了人家呀？
浪儿　　　（白）　　　　　我说是你应允了，这门亲事的好，如若不然，他的势利大革。
熊祥　　　（白）　　　　　是革。我的势利弗小嘛。
浪儿　　　（白）　　　　　他说他是此处革良民，一不为非，二不犯法，他有势利，我也弗怕。这倒是弗
　　　　　　　　　　　　　要紧，他叫家院，将我推出来哉。
熊祥　　　（白）　　　　　革个老头子可恨，弗知好歹。既然如此，怎样办法才好？
浪儿　　　（白）　　　　　我倒有个主意在格答。
熊祥　　　（白）　　　　　啥革主意？
浪儿　　　（白）　　　　　要去讹诈他。
熊祥　　　（白）　　　　　怎样方法讹诈他呢？
浪儿　　　（白）　　　　　就说是他曾经借过你五千两银子，言明是三个月期归还革，过期弗还，就将他
　　　　　　　　　　　　　女儿作抵。
熊祥　　　（白）　　　　　革个主意，倒蛮好革。弗成功，弗成功！
浪儿　　　（白）　　　　　为啥弗成功？
熊祥　　　（白）　　　　　没有凭据革嘛。
浪儿　　　（白）　　　　　假造一张哦。
熊祥　　　（白）　　　　　假造一张，请罗个来写？
浪儿　　　（白）　　　　　我就会写。
熊祥　　　（白）　　　　　好，快去写来。
（浪儿写字据。）
浪儿　　　（白）　　　　　写好哉。
熊祥　　　（白）　　　　　还是弗成功革。
浪儿　　　（白）　　　　　为啥又弗成功？
熊祥　　　（白）　　　　　革个字据忒新，弗像真革。
浪儿　　　（白）　　　　　革个容易！用茶卤一喷，再在火浪一烘，就是旧革。
熊祥　　　（白）　　　　　我倒看你弗出，倒有如此革妙法。快去烘来。
（浪儿烘纸。）
浪儿　　　（白）　　　　　烘好革哉。
（熊祥接纸看。）
熊祥　　　（白）　　　　　呵呵哈哈哈哈！倒蛮像真革！只是一件，无人前去办嘛。
浪儿　　　（白）　　　　　革更弗难，那县官苗太爷，是太老爷革门生。托他去办，一定成功革。
熊祥　　　（白）　　　　　我们就去革。
浪儿　　　（白）　　　　　同去，同去。
　　　　　　　　　　　　　来此已是。门上哪一位在？
（衙院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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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院子　　（白）　　　　　是哪一位？
浪儿　　　（白）　　　　　熊大爷拜会。
衙院子　　（白）　　　　　有请老爷。
（苗信上。）
苗信　　　（白）　　　　　何事？
衙院子　　（白）　　　　　熊公子拜会。
苗信　　　（白）　　　　　说我出迎。
　　　　　　　　　　　　　吓，世兄在哪里。世兄请！
熊祥　　　（白）　　　　　世兄请！
苗信　　　（白）　　　　　请坐！不知世兄驾到，下官未曾远迎，面前恕罪！
熊祥　　　（白）　　　　　岂敢！昨日家父生辰，世兄酒未吃足。
苗信　　　（白）　　　　　厚扰了！世兄到此，必有所为。
熊祥　　　（白）　　　　　弟有一事相求，要世兄代为办理。
苗信　　　（白）　　　　　有何事见委？弟当遵办。
熊祥　　　（白）　　　　　只因此处张继昌，曾欠弟纹银五千两，言明三个月归还。如不归还，就将他的
　　　　　　　　　　　　　女儿作抵。
苗信　　　（白）　　　　　但不知可有凭据无有？
熊祥　　　（白）　　　　　有革有革，世兄请看。
（苗信接字看。）
苗信　　　（白）　　　　　既有此事，弟当代劳。
　　　　　　　　　　　　　捕快走上！
（八捕快同上。）
苗信　　　（白）　　　　　现有火签一支，随同熊公子，前去提人犯到案。
（八捕快同允。）
苗信　　　（白）　　　　　就请世兄同往，将他父女一并提来审问便了。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张继昌、张鸾姣同上。）
张继昌　　（念）　　　　　鸦鸣鹊噪。
张鸾姣　　（念）　　　　　吉凶事全不知晓。
（八捕役、熊祥、浪儿同上。）
浪儿　　　（白）　　　　　张老头子在家革？
张继昌　　（白）　　　　　你又来了，前来做甚？
浪儿　　　（白）　　　　　做啥革，我劝你早早允下亲事的好。如若不允，你悔之晚矣。
张继昌　　（白）　　　　　我女儿已有了人家了，你快快与我走去。
浪儿　　　（白）　　　　　你还是弗答应革。来！拿银子来！
张继昌　　（白）　　　　　吓什么银子呀？
浪儿　　　（白）　　　　　你欠了我家大爷，五千两银子，说明是三个月归还，如不归还，将你女儿做抵。
　　　　　　　　　　　　　你还是还银子，还是还人来？
张继昌　　（白）　　　　　你分明讹诈老夫来了。招打！
（张继昌打浪儿。）
浪儿　　　（白）　　　　　大爷，见他去说。
熊祥　　　（白）　　　　　呔！好你张继昌，好好还我银子便罢，不然就要将你女儿做抵。
张鸾姣　　（白）　　　　　你住了罢。想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无缘无故，就要讹诈良家民女。你难
　　　　　　　　　　　　　道不怕王法吗？
熊祥　　　（白）　　　　　哦呵哈哈哈哈！我说你要是同了我去，成其美事。你是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
　　　　　　　　　　　　　的富贵。
张鸾姣　　（白）　　　　　想你这厮，在此地欺压良民，抢夺人家妇女。难道你不怕天理报应吗？
浪儿　　　（白）　　　　　弗要同他说，来，抢了走！
（八捕快背张鸾姣同下。）
张继昌　　（白）　　　　　且住！看这伙人，竟将我女儿抢去。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我就与他们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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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7

（张继昌跑下。）

【第八场】

（四青袍、苗信同上，八捕快扯张鸾姣同上。熊祥、浪儿同上，苗信迎。）
苗信　　　（白）　　　　　世兄请至后堂待茶。
（熊祥下。张继昌上，跪。）
张继昌　　（白）　　　　　冤枉！
苗信　　　（白）　　　　　你是何人，有何冤枉？
张继昌　　（白）　　　　　启禀太爷：小人名叫张继昌。今有熊祥，带领许多公差，到小老儿家中，无故
　　　　　　　　　　　　　的将小女抢来，望求太爷作主。
苗信　　　（白）　　　　　你就是张继昌？
张继昌　　（白）　　　　　正是。
苗信　　　（白）　　　　　你欠了熊府五千两银子不还。还说是有冤枉？
张继昌　　（白）　　　　　吓，小人并不曾欠过他的银子。
苗信　　　（白）　　　　　现有凭据，你还敢抵赖不成？
张继昌　　（白）　　　　　有什么凭据，待小人看来。
苗信　　　（白）　　　　　且慢！想你乃是有气之人，若将凭据，拿到手中，三扯两扯，将凭据扯碎。熊
　　　　　　　　　　　　　公子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待本县念来你听：“立借字人张继昌，今借到熊府
　　　　　　　　　　　　　纹银五千两，言明三个月归还，如若不还，将女儿作抵，张继昌亲笔。”这不
　　　　　　　　　　　　　是你的凭据么？
张继昌　　（白）　　　　　此字乃是假的，还望太爷作主吓。
苗信　　　（白）　　　　　什么真的假的，限你三日，有了银子便罢，如若不然，就将你女儿送至熊府。
　　　　　　　　　　　　　来！将他与我赶了出去。
（八捕快同推张继昌下。）
苗信　　　（白）　　　　　来！将这女子，暂且押在女牢，三日后再审。退堂！
（八捕快同允，同下。）

【第九场】

（关羽上。）
关羽　　　（集贤宾）　　　论男儿，壮怀须自吐，
　　　　　　　　　　　　　岂空向那昊天呼。
　　　　　　　　　　　　　笑他们似堂间处燕，
　　　　　　　　　　　　　有谁能屋上瞻乌。
　　　　　　　　　　　　　不提防柙虎樊熊，
　　　　　　　　　　　　　任纵横社鼠城狐。
　　　　　　　　　　　　　曾几番听鸡鸣，
　　　　　　　　　　　　　起身独夜舞。
　　　　　　　　　　　　　想古来多少乘除，
　　　　　　　　　　　　　显得动名垂宇宙，肩担日月，把汉室扶。
　　　　　（念）　　　　　壮怀磊落气轩昂，豪杰英雄岂寻常。只眼放开天地小，双眉倒竖血腥香。
　　　　　（白）　　　　　俺，姓关名羽，字寿长，乃蒲州解良人氏。学成韬略，满腹经纶，一生落魄，
　　　　　　　　　　　　　要想作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忠义存心，要干一桩定国安邦之事业。怎奈时运
　　　　　　　　　　　　　不至，未遇机缘，不知何日，才是出头之日也。
　　　　　（新水令）　　　剑横秋水向垂腰，
　　　　　　　　　　　　　见不平便闻悲啸。
　　　　　　　　　　　　　你看那烟光迷古寺，
　　　　　　　　　　　　　塔影挂寒涛。
　　　　　　　　　　　　　多少牢骚，
　　　　　　　　　　　　　俺心中事，有谁晓？
　　　　　（白）　　　　　来此已是酒楼，待我沽饮几杯。
　　　　　　　　　　　　　酒家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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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8

（酒保上。）
酒保　　　（念）　　　　　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原来是关大爷，请到上房！
关羽　　　（白）　　　　　看酒来。
酒保　　　（白）　　　　　酒到。
（酒保斟。）
关羽　　　（梧叶儿）　　　俺非是爱酒的闲陶令，
　　　　　　　　　　　　　又不是使酒的莽灌夫。
　　　　　　　　　　　　　似这等，痛饮兴豪粗，
　　　　　　　　　　　　　撑着这醒眼儿。
　　　　　　　　　　　　　谁瞅睬，问醉乡深，可容得吾，
　　　　　　　　　　　　　听街市凭喧呼。
　　　　　　　　　　　　　偏冷落，高阳一酒徒。
（张继昌上。）
张继昌　　（白）　　　　　反了吓，反了！
（张继昌撞酒保。）
酒保　　　（白）　　　　　原来是张员外。你急急忙忙，往哪儿去呀？
张继昌　　（白）　　　　　可恼吓，可恼！
酒保　　　（白）　　　　　有什么事情，你还要生这样的大气？
张继昌　　（白）　　　　　我舍着老命不要，定要同他拼了！
酒保　　　（白）　　　　　你这样大的年纪，少管闲事。
张继昌　　（白）　　　　　我定要同他拼了！
酒保　　　（白）　　　　　什么事情，生这么大的气？
张继昌　　（白）　　　　　小哥，是你有所不知。只因那熊祥贼子，要我女儿与他成亲。是老夫不允，他
　　　　　　　　　　　　　竟将我女儿抢了去了。
酒保　　　（白）　　　　　他抢你的女儿，你还不去到官府里去告他去？
张继昌　　（白）　　　　　怎奈那官府俱与他有来往。老夫告不上去，无人替我出力，也是枉然。
酒保　　　（白）　　　　　眼前倒有一人，惯替人打个抱不平。
张继昌　　（白）　　　　　但不知是哪一位？
酒保　　　（白）　　　　　就是那关大爷。
张继昌　　（白）　　　　　但不知他在何处？
酒保　　　（白）　　　　　巧啦！他正在里面饮酒，你何不去求他一求。
张继昌　　（白）　　　　　好，如此带路。
　　　　　　　　　　　　　吓！关大爷，救命呐！
关羽　　　（白）　　　　　老头儿，你姓甚名谁，到此何事，一一讲来。
张继昌　　（白）　　　　　大爷容禀：小人名叫张继昌，乃此处人氏。只因太守熊虎之子熊祥，要叫我女
　　　　　　　　　　　　　儿同他成亲，是小人不允。他竟带领多人，将我女儿抢了去了。
关羽　　　（白）　　　　　竟有这等之事！你为何不去叩告于他？
张继昌　　（白）　　　　　怎奈官府，均与他有来往。小人上得堂去，不容开口，就将小人赶出来了。
关羽　　　（白）　　　　　既然如此，待俺随你前去叩告。
张继昌　　（白）　　　　　多谢大爷！
关羽　　　（柳叶儿）　　　不由人冷飕飕，冲冠发竖，
　　　　　　　　　　　　　热烘烘气满胸脯。
　　　　　　　　　　　　　咭当当把腰间宝刀频频抚。
　　　　　（白）　　　　　你随俺来——
（关羽拉张继昌同转场。）
关羽　　　（柳叶儿）　　　随定俺，到官衙，把冤情来诉，
　　　　　　　　　　　　　管叫你那时节，把悲苦情消除。
　　　　　（白）　　　　　来此已是官衙，前去击鼓喊冤。
（张继昌打堂鼓。四青袍、八捕快、苗信同上。）
苗信　　　（白）　　　　　何人击鼓？抓上堂来。
　　　　　　　　　　　　　呔！我把你这张继昌，限你三日，交还银款。你不遵本县的堂断，竟敢擅击堂
　　　　　　　　　　　　　鼓。该当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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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三结义》 9

　　　　　　　　　　　　　来！扯下去打。
关羽　　　（白）　　　　　慢着。那张继昌身犯何罪？
苗信　　　（白）　　　　　他欠借熊府银款不还。
关羽　　　（白）　　　　　他欠借银款，有何为证？
苗信　　　（白）　　　　　自然有证据。
关羽　　　（白）　　　　　既有文约，取来我看。
苗信　　　（白）　　　　　慢来，这文约若到你手，你若将它扯碎，熊府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待我念于
　　　　　　　　　　　　　你听便了。
关羽　　　（白）　　　　　你且念来。
苗信　　　（白）　　　　　“立借字人张继昌，今借到熊府纹银五千两，言明三个月归还，如若不还，将
　　　　　　　　　　　　　女儿作抵，张继昌亲笔。”
关羽　　　（白）　　　　　老头儿，既有你亲笔文约，怎说是无有此事？
苗信　　　（白）　　　　　本来无有此事。这文约字据，分明是假造的呀。
关羽　　　（白）　　　　　你可能当堂再写一张？
张继昌　　（白）　　　　　小人能写。
关羽　　　（白）　　　　　好，你速速写来。
（张继昌写，交关羽手。）
关羽　　　（白）　　　　　现有张继昌亲笔，所写文约一张。拿来一对，便知真假。
苗信　　　（白）　　　　　好。这倒不错。
（关羽拿二纸比，笑。）
关羽　　　（三笑）　　　　哈哈！哈哈！吓哈哈哈哈哈！
　　　　　（白）　　　　　看这两张字据的笔迹不同，分明是假造讹诈。想你既为民之父母，就该为百姓
　　　　　　　　　　　　　分忧解难。怎么，你反助纣为虐，欺诈子民？该当何罪？
苗信　　　（白）　　　　　这，这，嗳呀，熊世兄吓。
（熊祥上。）
苗信　　　（白）　　　　　小弟说他不过，请世兄同他去分辩罢。
熊祥　　　（白）　　　　　我去问他。
　　　　　　　　　　　　　呀呔！那一大汉，上得公堂，胡言乱语，是何道理？
关羽　　　（白）　　　　　你是何人？通上名来。
熊祥　　　（白）　　　　　嘿嘿，你还弗认得我。我就是太守革少爷，熊祥在此。
关羽　　　（白）　　　　　你就是熊祥？
（关羽扯熊祥。）
熊祥　　　（白）　　　　　喂呀！痛煞哉！
关羽　　　（白）　　　　　你父子在此处，横行霸道，欺压良民，伤害百姓。今日遇着了某家，也算得是
　　　　　　　　　　　　　天理循环，报应到了。
（关羽拔刀欲杀熊祥，熊祥退，关羽以拳打死熊祥。）
苗信　　　（白）　　　　　好你大汉，上得堂来，竟敢将人打死。你叫什么名字？
关羽　　　（白）　　　　　某姓关名羽，字寿长。想你既为民之父母，反助恶人，欺压良民，要你何用！
　　　　　　　　　　　　　看刀。
（关羽杀死苗信。众人同打关羽，关羽打众人同下。关羽拉张继昌同转场，关羽刀劈监门，众男犯同逃出跑
下。关羽砍女牢门，张鸾姣上。张继昌、张鸾姣同跪谢关羽。）
关羽　　　（白）　　　　　老头儿，此处你父女住不得了，快快去至他乡，避祸去罢。
张继昌　　（白）　　　　　多谢关大爷！
（张继昌、张鸾姣同下。）
关羽　　　（白）　　　　　趁此四面无人，我不免逃出城去，便了。
（关羽下。）

【第十场】

（熊虎上。）
熊虎　　　（念）　　　　　眼跳心惊，坐卧不宁。
（熊院子上。）
熊院子　　（白）　　　　　启禀太老爷：大事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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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虎　　　（白）　　　　　何事这等惊惶？
熊院子　　（白）　　　　　我家大爷，在县衙遇一大汉，语言不合，将大爷打死了。
熊虎　　　（白）　　　　　竟有这等事？那大汉可曾去远了么？
熊院子　　（白）　　　　　尚未去远。
熊虎　　　（白）　　　　　众家丁，一齐走上。
（四家将、四大铠同上。）
熊虎　　　（白）　　　　　带马。追！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四云童、二仙女、菩萨同上。）
菩萨　　　（白）　　　　　我乃慈航大士是也。今有关寿长有难。我奉上帝敕旨，下界搭救他的性命。
　　　　　　　　　　　　　众云童！
（四云童同允。）
菩萨　　　（白）　　　　　驾云前往。
（〖清江引〗。众人同大转场。）
菩萨　　　（白）　　　　　来此已是玄武祠，一同进庙去者。
（众人同进庙。关羽急上。）
关羽　　　（白）　　　　　且住。某家逃出城来，只是后面有人，紧紧追赶，如何是好？
（关羽看。）
关羽　　　（白）　　　　　“玄武祠”。我不免进得庙去，藏躲一时，再作道理。
（关羽进庙。）
关羽　　　（白）　　　　　待我将庙门紧闭。
（关羽闭门，藏。）
菩萨　　　（唢呐二黄导板）有我神离了那凌霄殿。
　　　　　（唢呐二黄原板）奉敕旨驾祥云才下尘凡。
　　　　　　　　　　　　　都只为关寿长身遭大难，
　　　　　　　　　　　　　怕的是落险境性命难全。
　　　　　　　　　　　　　我这里用法术改头换面，
　　　　　　　　　　　　　保全他出虎穴离了龙潭。
　　　　　　　　　　　　　从今后立功业扶保大汉，
　　　　　　　　　　　　　落美名垂青史万古流传。
（四大铠、四家将、熊院子、熊虎同跑上，同绕场跑下。）
菩萨　　　（白）　　　　　关寿长听者：今日你身遭大难，性命不保。我乃慈航大士，奉了上帝敕旨，特
　　　　　　　　　　　　　地前来，与你改头换面，搭救你的性命。从今以后，将关寿长改为关云长。日
　　　　　　　　　　　　　后保定汉世，建立功勋，就此快快逃命去罢。我神有言，你且听道。
　　　　　（二黄摇板）　　我这里把话对你论，
　　　　　　　　　　　　　还要牢牢记在心。
（四大铠、四家将、熊院子、熊虎同上。）
熊虎　　　（白）　　　　　各处查寻，不见大汉逃往何处。来此玄武祠，庙门紧闭。
　　　　　　　　　　　　　来！
（四家将同允。）
熊虎　　　（白）　　　　　两厢搜来。
（四家将同搜。）
四家将　　（同白）　　　　并无一人。
熊虎　　　（白）　　　　　放火与我烧毁庙宇。
（四家将同放火。关羽自神案下出，变为赤面。）
关羽　　　（白）　　　　　多蒙神圣搭救，待我谢过！
　　　　　　　　　　　　　外面人声喧嚷，待我开门看来。
（关羽开门。）
熊虎　　　（白）　　　　　呔！这一红脸大汉，隐藏庙内。你是何人？
关羽　　　（白）　　　　　某姓关名羽，字云长，你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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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虎　　　（白）　　　　　老夫，太守熊虎在此。
关羽　　　（白）　　　　　哦，你就是熊虎，某家正要寻你。你在此处，欺害黎民，骚扰地方，以势力压
　　　　　　　　　　　　　人。今日遇着关某，可算得报应到了。
熊虎　　　（白）　　　　　你好大汉，口出恶言。看剑！
（关羽夺剑。）
熊虎　　　（白）　　　　　来与我快快动手，将他拿下。
（关羽杀熊虎，熊虎下。四家将、四大铠同打关羽，关羽杀散四家将、四大铠。）
关羽　　　（白）　　　　　关某叩谢神圣救命之恩！弟子去也。
（关羽下。）
菩萨　　　（白）　　　　　众云童，驾起祥云，回复玉帝去者。
（掩幕。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刘备背草鞋上。）
刘备　　　（念）　　　　　头戴方巾乌角，鹑衣百结稀破。足踏草鞋两只，刘穷不才是我。
　　　　　（白）　　　　　我姓刘名备，字玄德，乃大汉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不幸家道凌
　　　　　　　　　　　　　夷，父母早丧，一贫如洗，每日织履贩卖，聊以糊口，人人皆叫我做刘穷。我
　　　　　　　　　　　　　因此，也就隐其真名不露。看天下荒荒，刀兵四起，黄巾满地，黎民涂炭。欲
　　　　　　　　　　　　　想出世，做一番事业，扶持社稷，匡救朝廷，怎奈无有进身引荐之人，以至英
　　　　　　　　　　　　　雄落魄，流落天涯。苍天危困英雄，良可叹也！
　　　　　（西皮原板）　　有刘备生来命运低。
　　　　　　　　　　　　　家道贫穷无食无衣。
　　　　　　　　　　　　　破烂衣衫难以遮体。
　　　　　　　　　　　　　卖草鞋在长街东去复西。
　　　　　　　　　　　　　有朝一日风云至，
　　　　　　　　　　　　　重整山河扶社稷。
　　　　　　　　　　　　　但不知时运何日才至，
　　　　　　　　　　　　　英雄落魄好不惨凄！
（刘备下。）

【第十三场】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念）　　　　　春水满四泽，
游人乙　　（念）　　　　　夏云多奇峰。
游人丙　　（念）　　　　　秋月扬清辉，
游人丁　　（念）　　　　　冬岭秀孤松。
游人甲　　（白）　　　　　请了。
三游人　　（同白）　　　　请了。
游人甲　　（白）　　　　　今闻朝廷，发下榜文，在四门张贴。你我一同前去观看。
三游人　　（同白）　　　　一同前往。
（四游人同看城门悬榜。）
游人甲　　（白）　　　　　列位！原来是为天下黄巾贼寇作乱，扰害黎民，到此掠抢。朝中要招贤纳士，
　　　　　　　　　　　　　召集天下英雄，为国家除害。
三游人　　（同白）　　　　正是。
（刘备上。）
刘备　　　（白）　　　　　卖了半日，一双草鞋也未曾卖得。他们在这里讲些什么呀？待我向前去问过。
　　　　　　　　　　　　　吓，列位。
三游人　　（同白）　　　　嗳呀，刘穷来了。我们大家回去罢。
游人丁　　（白）　　　　　躲了他罢，免得沾染穷气。
（四游人同下。）
刘备　　　（白）　　　　　好你们这一起，势利小人。待吾上前去看看榜上写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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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看榜。游人丁推车上，关羽随上，游人丁进城，下。）
刘备　　　（白）　　　　　哦喝喝呀。原来是朝廷要招贤纳士，召集天下英雄豪杰，共灭黄巾贼寇。想我
　　　　　　　　　　　　　刘备，无有引荐之人，若有人引荐，定要替朝廷作些安邦定国的事业！
关羽　　　（白）　　　　　那一汉子，在此讲些什么？
刘备　　　（白）　　　　　原来是一位壮士。
关羽　　　（白）　　　　　你在此讲些什么？
刘备　　　（白）　　　　　是我在此观看榜文，要想替国家出力报效。
关羽　　　（白）　　　　　似你这样穷酸，怎能出得什么力？
刘备　　　（白）　　　　　看天下荒荒，黄巾遍地，生灵涂炭。我若出世，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关羽　　　（白）　　　　　分明是一个狂徒。
（关羽进城，下。）
刘备　　　（白）　　　　　看这一大汉，他倒看我不起。咳！
　　　　　（念）　　　　　君子不得志，惯招白眼人。
　　　　　（白）　　　　　待我进城去卖鞋便了。
（刘备下。）

【第十四场】

张飞　　　（内白）　　　　呵哈。
（张飞上。）
张飞　　　（引子）　　　　膂力过人，性卤莽，惯打不平。
　　　　　（念）　　　　　自幼生来胆气豪，胸中志气比天高。男儿应抱安邦志，挂印封侯在我曹。
　　　　　（白）　　　　　俺，姓张名飞，字翼德，涿州人氏。生性卤莽，办事粗豪，不读诗书，深知礼
　　　　　　　　　　　　　义。路见不平，定要拔刀相助；若遇豪杰，定要把酒论交。这且不言，只因天
　　　　　　　　　　　　　下大乱，欲想投军，为国出力，只是无有引荐之人。是俺在此，开了一座肉铺，
　　　　　　　　　　　　　生意还好。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将老婆唤出，叫她看守肉铺，我到街坊游玩
　　　　　　　　　　　　　一回。
　　　　　　　　　　　　　老婆哪里？
（张妻上。）
张妻　　　（念）　　　　　闻听丈夫唤，急忙到跟前。
　　　　　（白）　　　　　当家的，叫我什么事情呀？
张飞　　　（白）　　　　　我想当今之世，天下大乱，为人总要做一番事业。我想前去投军，得了官职，
　　　　　　　　　　　　　岂不比做肉铺的生意，强胜十倍？
张妻　　　（白）　　　　　怎么，你要想做官么？
张飞　　　（白）　　　　　正是想做官。
张妻　　　（白）　　　　　以我看来，倒可以不必。倒不如在家里头，吃上一碗安闲的饭，无拘无管。像
　　　　　　　　　　　　　那些做官的，若做大官，那里就巴结上去啦，要是做小官，有一点不好，不是
　　　　　　　　　　　　　给参革啦，就是给把头杀啦。我看可以不必去。
张飞　　　（白）　　　　　想俺老张，全身武艺，力量过人，到了两军阵前，杀上些个贼寇，指日就可以
　　　　　　　　　　　　　挂印封侯，拜帅封王了。
张妻　　　（白）　　　　　叫你这么一说，倒容易的很，你就是投军，也可以不必忙。遇着有个机会，再
　　　　　　　　　　　　　去也还不迟。
张飞　　　（白）　　　　　今日天气清和，我要到街坊上走走。
　　　　　　　　　　　　　楞儿。
（楞儿上。）
楞儿　　　（白）　　　　　有。
张飞　　　（白）　　　　　将千斤石，与我搬过来。
楞儿　　　（白）　　　　　是。
（楞儿搬石。）
楞儿　　　（白）　　　　　回大爷的话，我靡有力气，我拿不动它。
张飞　　　（白）　　　　　你一人拿它不动。来来。你同你家大奶奶，将它抬了出来。
张妻　　　（白）　　　　　来，咱们两个人去抬过来。
（楞儿、张妻同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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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儿　　　（白）　　　　　嗳嚘，我真抬不动它。
张飞　　　（白）　　　　　他们都是白吃了饭了。看我的。
（张飞搬石出。）
张飞　　　（白）　　　　　这算什么。楞儿，若有人来，搬起石头，切肉就不要钱。可曾将我的招帖摆出
　　　　　　　　　　　　　去呀？
楞儿　　　（白）　　　　　摆好啦。
张飞　　　（白）　　　　　你们好好照料生意，我去去就来。
　　　　　（西皮摇板）　　迈开大步出店门，
　　　　　　　　　　　　　去到长街散散心。
（张飞下。）
张妻　　　（白）　　　　　楞儿，把地扫扫，把肉挂好了。我做几针活，你照料做买卖。
楞儿　　　（白）　　　　　咋。
（二青袍同上，买肉。楞儿付肉，二青袍同下。关羽上。）
关羽　　　（西皮摇板）　　来至街前用目看，
　　　　　　　　　　　　　又见招帖在门前。
　　　　　（白）　　　　　原来是一座肉铺，门前贴有招帖一张，待我看来：
　　　　　（念）　　　　　“豪杰欲招贤，诸君请细观。举起千斤石，切肉不要钱。”
（关羽看石。）
关羽　　　（白）　　　　　就是这一块顽石，待我来试他一试。
（关羽举石。）
关羽　　　（三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关羽抛石，看肉。）
关羽　　　（白）　　　　　可有好肉么？
楞儿　　　（白）　　　　　大爷，要买肉么？
关羽　　　（白）　　　　　正是。
楞儿　　　（白）　　　　　要多少？
（关羽指半个猪。）
关羽　　　（白）　　　　　这有多少？
楞儿　　　（白）　　　　　这有七八十斤呐。
（关羽接肉走。）
楞儿　　　（白）　　　　　大爷你别走，拿钱来。
关羽　　　（白）　　　　　招帖之上，写的明白，要的什么钱？
（关羽推楞儿倒地。）
楞儿　　　（白）　　　　　大奶奶，他把肉全拿去啦，他不给钱。
（张妻上。）
张妻　　　（白）　　　　　待我去看看。
　　　　　　　　　　　　　呔！那一红脸汉子，你拿我们的肉，怎么不给钱呀！
关羽　　　（白）　　　　　你这招帖之上，写的是举起千斤石，切肉不要钱。
张妻　　　（白）　　　　　我们卖肉，凭什么不要钱？不要小钱，专要大钱。
关羽　　　（白）　　　　　我已将石举起，就是不能给钱。
张妻　　　（白）　　　　　你不给钱，你走不了。
关羽　　　（白）　　　　　不走便怎样？
张妻　　　（白）　　　　　我得同你讲究讲究。
关羽　　　（白）　　　　　怎么？你还要较量么？
张妻　　　（白）　　　　　我倒要比试比试。
关羽　　　（白）　　　　　如此来。
（关羽抛肉。关羽、张妻对打二过合，关羽推张妻倒地。）
张妻　　　（白）　　　　　嗳嚘。
（关羽拾肉。）
关羽　　　（白）　　　　　我在前面酒楼等候。若有人不服，叫他前去见我。来者君子，不来是小人。俺
　　　　　　　　　　　　　去也。
（关羽下。）
楞儿　　　（白）　　　　　大奶奶，怎么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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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妻　　　（白）　　　　　他打了我的奶子啦。
（张妻立。）
张妻　　　（白）　　　　　这是从哪儿说起。咱们多早晚吃过这个苦子？你看着门，等我去叫你们大爷去，
　　　　　　　　　　　　　叫他替我出这一口怨气。
（张妻下，楞儿随下。）

【第十五场】

（张飞上。）
张飞　　　（西皮摇板）　　一步来在街坊上，
　　　　　　　　　　　　　那边来了一婆娘。
（张妻急跑上，撞张飞。张妻倒地看。）
张妻　　　（白）　　　　　巧啦，敢自是你呀。
张飞　　　（白）　　　　　你乃女流妇道之家，在大街之上慌慌张张，成个什么样子？幸亏是撞着了我，
　　　　　　　　　　　　　若是撞到旁人的怀里，岂不失了体统。你到此何事？
张妻　　　（白）　　　　　我说大爷，你也别埋怨我，你方才出了门，就来了一位红脸大汉，把咱们半扇
　　　　　　　　　　　　　猪肉全拿了去啦。
张飞　　　（白）　　　　　他拿了去，叫他给钱就完啦吗。
张妻　　　（白）　　　　　他要是给钱又好啦。他不但不给钱，反把我打了一个跟头。他说他在前面酒楼
　　　　　　　　　　　　　上等你，他说是来者君子，不来你就是小人。
（张飞拉张妻。）
张飞　　　（白）　　　　　哇呀呀呀呀！竟有这等之事！待老张会他一会。
（张飞下。）
张妻　　　（白）　　　　　看看我们大爷，真有个冒失筋，一听我说这句话，就是这样“哇呀呀呀呀”。
　　　　　　　　　　　　　嗳嚘，我的膀子，真疼。
（张飞下。）

【第十六场】

（四青袍推车同上，四英雄、方雄、于申同上。）
方雄　　　（西皮摇板）　　自幼儿闯江湖阳关路上，
　　　　　　　　　　　　　大英雄振绿林天下名扬。
　　　　　（白）　　　　　俺方雄。
于申　　　（白）　　　　　于申。
方雄　　　（白）　　　　　是俺保定饷银十万，到许都交纳。天色尚早。
　　　　　　　　　　　　　众好汉，趱行者。
（方雄、于申同进城，四英雄、四青袍同下。）

【第十七场】

（关羽持肉上。）
关羽　　　（白）　　　　　酒家。
（酒保上。）
酒保　　　（念）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白）　　　　　大爷回来啦。
关羽　　　（白）　　　　　将肉打在锅内。
酒保　　　（白）　　　　　这么多，吃的了吗？
关羽　　　（白）　　　　　你只管的做来。
（酒保持肉下。四青袍、方雄、于申同上。）
方雄　　　（白）　　　　　来此店房。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原来是众位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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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雄　　　（白）　　　　　将马带进去。
（方雄、于申同看关羽。）
方雄　　　（白）　　　　　上面坐一红脸大汉，相貌非凡，定是一位好汉。待我等上前见过。
　　　　　　　　　　　　　壮士请了。
关羽　　　（白）　　　　　原来是二位壮士。请坐。
方雄　　　（白）　　　　　请坐！请问仁兄尊姓大名。
关羽　　　（白）　　　　　某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山西解良人氏。请问二位，贵姓高名？
方雄　　　（白）　　　　　在下方雄。
于申　　　（白）　　　　　在下于申。
关羽　　　（白）　　　　　原来是方、于二位，不知意欲何往？
方雄　　　（白）　　　　　我等保解饷银十万，要到许昌交纳。
关羽　　　（白）　　　　　天下刀兵四起，遍地黄巾贼寇。只恐途中阻滞，不能得过罢。
方雄　　　（白）　　　　　既然如此，如何是好？
关羽　　　（白）　　　　　二位莫若，在此少住几日，探听路径。少为平定，再解不迟。
方雄　　　（白）　　　　　也只好如此。
关羽　　　（白）　　　　　店家，此处可有大酒楼？
酒保　　　（白）　　　　　大酒楼，有的是。东街上新开了一座。
关羽　　　（白）　　　　　二位，我等明日到那里畅饮一回。
方雄　　　（白）　　　　　好，我等且到后面。
（方雄、于申同下。）
关羽　　　（白）　　　　　店家取酒来。
酒保　　　（白）　　　　　酒到。
（刘备上。）
刘备　　　（白）　　　　　又跑了半日，一双鞋也没有卖出去。天气甚冷，不免到酒肆，沽饮几杯。
酒保　　　（白）　　　　　刘穷又来了。
刘备　　　（白）　　　　　我要吃酒。
酒保　　　（白）　　　　　你算了罢。你吃酒老不给钱。你到别处去吃罢。
刘备　　　（白）　　　　　今日饮酒，是要连前帐，一笔全清的。
酒保　　　（白）　　　　　你说的好听。你没有钱，可也是枉然。
刘备　　　（白）　　　　　我虽然无有钱，我有货在此。
酒保　　　（白）　　　　　你这个货，也不值三个半钱。
（关羽看。）
关羽　　　（白）　　　　　看此人好似在哪里见过一面。哦，是了。那日在城门以外观榜就是此人。
（刘备看。）
刘备　　　（白）　　　　　这一红脸大汉，好似那日在城门外见过的那个人。不错的，就是他，待我向前
　　　　　　　　　　　　　见过。
　　　　　　　　　　　　　吓，大哥请了。
关羽　　　（白）　　　　　请了。
刘备　　　（白）　　　　　你在此吃酒？正好，我今日做一东道主人。
关羽　　　（白）　　　　　仁兄请来，同饮几杯。
刘备　　　（白）　　　　　好，如此我就奉扰了。
酒保　　　（白）　　　　　好，你今天可有便宜酒吃啦。
关羽　　　（白）　　　　　取酒来。
酒保　　　（白）　　　　　酒到。
关羽　　　（白）　　　　　请！
刘备　　　（白）　　　　　请！
（张飞上。）
张飞　　　（白）　　　　　来此已是酒馆，待我进去。
　　　　　　　　　　　　　呔！好你红脸大汉，拿了俺家的肉，为何不给钱？你招打。
（关羽托张飞腕。）
关羽　　　（白）　　　　　你这厮，好生无礼。你分明张贴招帖，上写举起千斤石，切肉不要钱。某家将
　　　　　　　　　　　　　石举起，你缘何还要肉钱？
（刘备从中解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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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　　　（白）　　　　　你既贴招帖，难道说不算数么？
张飞　　　（白）　　　　　如此说来，你曾经举起石来？
关羽　　　（白）　　　　　某家曾经举起过的。
刘备　　　（白）　　　　　既然人家举起，这肉钱，你是断断地不能要的了。
张飞　　　（白）　　　　　如此说来，倒是我不是了。
（关羽、刘备同饮酒。张飞看，垂涎。）
张飞　　　（白）　　　　　他们只管的饮酒，这酒的香气，入到我的鼻中，倒叫老张忍耐不住。我的酒瘾
　　　　　　　　　　　　　也发作起来了。
关羽　　　（白）　　　　　你若想饮酒，何不在此同饮？
张飞　　　（白）　　　　　好。我们三人就在此痛饮一回。待俺作个东道。
关羽　　　（白）　　　　　不须客气。请饮就是。
张飞　　　（白）　　　　　酒保，取大坛来。
（酒保取坛碗。）
刘备　　　（白）　　　　　好，待我先扰你一大碗。
关羽　　　（白）　　　　　请了。
（刘备俯案做睡。）
张飞　　　（白）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关羽　　　（白）　　　　　某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山西蒲州解良人氏。
张飞　　　（白）　　　　　因何到此？
关羽　　　（白）　　　　　只因在原郡，打抱不平，伤了人命，是以逃在此地。尚未请教。
张飞　　　（白）　　　　　在下姓张名飞，字翼德，就是这涿郡人氏。看你在此，倒也情投意合，不若寻
　　　　　　　　　　　　　一敞亮所在，畅饮一回。
关羽　　　（白）　　　　　好！酒保，此处可有敞亮之处？
酒保　　　（白）　　　　　店后有一座桃园，倒也宽敞。
关羽　　　（白）　　　　　刘穷在此睡着，且莫管他。我等一同前去。
（关羽、张飞、酒保同下。刘备看。）
刘备　　　（白）　　　　　他们都往哪里去了？待我去寻他们去。
（刘备下。）

【第十八场】

（关羽、张飞随酒保同上。）
酒保　　　（白）　　　　　关大爷，你看这个地方好不好？
关羽　　　（白）　　　　　此处到好，快取酒来。
（酒保取酒。）
酒保　　　（白）　　　　　酒到。
关羽　　　（白）　　　　　请。
　　　　　（西皮摇板）　　桃园把盏多欢畅。
张飞　　　（西皮摇板）　　你我且自饮琼浆。
　　　　　（白）　　　　　来，你我花上几拳。
关羽　　　（白）　　　　　好，花拳。
张飞　　　（白）　　　　　五魁首。
关羽　　　（白）　　　　　八骏马。
（刘备自墙外看，自墙跳下。）
刘备　　　（白）　　　　　好，你二人饮酒，反把我来撇了。
张飞　　　（白）　　　　　刘穷你来得好。
关羽　　　（白）　　　　　请来共饮。
刘备　　　（白）　　　　　酒保，搬一坐位来。
酒保　　　（白）　　　　　靡有坐位啦，你就在这井台上，将就点儿罢。
刘备　　　（白）　　　　　嗳呀，倘若掉下去，岂不淹死了么？
酒保　　　（白）　　　　　不要紧，井口儿小，掉不下去。
关羽　　　（白）　　　　　请了。
　　　　　（西皮原板）　　三人共坐饮琼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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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　　　（西皮原板）　　倒叫我老张喜洋洋。
（刘备自斟自饮，睡。）
关羽　　　（西皮原板）　　看刘穷倒不像饥饿模样，
张飞　　　（西皮原板）　　两耳垂肩相貌堂堂。
关羽　　　（西皮原板）　　因何故落至在长街上，
张飞　　　（西皮原板）　　他终日卖草鞋度日光。
　　　　　（白）　　　　　看这刘穷，终日吃白酒不给钱，实实的讨厌。看他竟自睡着了，待我推他在井
　　　　　　　　　　　　　边，吓他一吓。
（放火彩，现龙形。）
张飞　　　（白）　　　　　嗳呀且住。我将要推他，见井中现一龙形，这是何故？
　　　　　　　　　　　　　吓关大兄，你来看，刘穷睡卧井边，井中现出一龙形，在那里张牙舞爪。
关羽　　　（白）　　　　　待我看来。
（放火彩。）
关羽　　　（白）　　　　　果然不错。看此人相貌非凡，既现龙形，日后定然大富大贵。不免将他唤醒，
　　　　　　　　　　　　　详细问问他的来历。
张飞　　　（白）　　　　　待我将他唤醒。
　　　　　　　　　　　　　呔，刘穷醒来！
刘备　　　（西皮摇板）　　适才朦胧方睡定，
　　　　　　　　　　　　　二位唤我为何情？
　　　　　（白）　　　　　二位仁兄，唤我何事？
张飞　　　（白）　　　　　你我虽然相识多年，你的真名实姓，我倒不知。
关羽　　　（白）　　　　　倒要请教。
张飞　　　（白）　　　　　你要对我二人说个明白。
刘备　　　（白）　　　　　我姓刘名备，字玄德，大树楼桑人氏。乃大汉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
　　　　　　　　　　　　　孙。也是我家道贫寒，落魄到如此光景。
关羽　　　（白）　　　　　原来是汉室苗裔，皇室之胄，失敬了。
张飞　　　（白）　　　　　关大兄，今日我三人，在此饮酒，十分畅快。你我就在桃园，结为金兰之好。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刘备、
关羽　　　（同白）　　　　结拜甚好，我等情愿。
张飞　　　（白）　　　　　如此说来，我是老大哥了。
关羽　　　（白）　　　　　我是大哥。
刘备　　　（白）　　　　　我年长，还是我的大哥。
酒保　　　（白）　　　　　你们三位倒也不必争论。我倒有个主意。
张飞　　　（白）　　　　　你有什么主意？
酒保　　　（白）　　　　　你们三个人，同往桃树上爬，谁爬的高，谁就是老大哥。
张飞、
关羽、
刘备　　　（同白）　　　　好。我等前去爬来。
（张飞上树顶，关羽居树中，刘备在树下。张飞下树。）
张飞　　　（白）　　　　　我的大哥。
酒保　　　（白）　　　　　慢来，你怎么是大哥？
张飞　　　（白）　　　　　我上得尖上了，我岂不是大哥么？
酒保　　　（白）　　　　　你算了罢，你听我说罢。这个树，是从哪儿长出来的？
张飞　　　（白）　　　　　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酒保　　　（白）　　　　　却又来呀。这树从根上长的，这树根在地里，枝叶从此起。地下是老大，老三
　　　　　　　　　　　　　就是你。
关羽　　　（白）　　　　　好，就此而论。酒家，你替我代买乌牛一只，白马一匹，明日准备香烛，就此
　　　　　　　　　　　　　结义便了。
酒保　　　（白）　　　　　得啦，全交给我啦，我替你们办去。
关羽　　　（白）　　　　　大家请至店房一叙。
刘备、
张飞　　　（同白）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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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关羽、张飞同下。〖牌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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