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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口关》

主要角色
张飞：净
诸葛亮：生
刘备：生
魏延：净
范疆：丑
张达：丑
张郃：净

情节
张飞讨令攻取瓦口关，刘备和诸葛亮怕他酗酒误事，命他戒酒。把守瓦口关的魏将张郃战不过张飞，乃坚守
不出。张飞使军士辱骂，并终日聚饮以示轻敌。张郃终不出战。张飞的部下将他违令饮酒的情形密报诸葛亮。
诸葛亮测知其意，反命大将魏延押送美酒给张飞。张飞得到魏延的援军，乃定计命部下假作怨恨离心，以
诱张郃。张郃果然中计，率兵偷袭，大败。这时刘备、诸葛亮亲率大军已到关前，乘虚占领瓦口关。

注释
《瓦口关》故事出于《三国演义》。这个剧本是由中国京剧团演员袁世海和本院编辑处朱慕家共同整理的；
并经郝寿臣先生订正。原本基础较好，整理时只就个别细节略为修改。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四蜀军引刘备、诸葛亮同上。）
刘备　　　（引子）　　　　桃园结义聚英雄，协力同心。
诸葛亮　　（引子）　　　　运用机谋晓兵法，攻守皆能。
刘备　　　（念）　　　　　家住在大树楼桑，请诸葛三顾山冈。
诸葛亮　　（念）　　　　　学孙武排兵布阵，灭孙曹重整家邦。
刘备　　　（白）　　　　　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先生，重整汉室基业。
　　　　　　　　　　　　　啊先生，孤有意夺取瓦口关，以通北伐道路，先生有何妙计？
诸葛亮　　（白）　　　　　何不派三将军前往？
刘备　　　（白）　　　　　我三弟虽勇，只是他性情刚暴，好酒贪杯，恐难胜任。
诸葛亮　　（白）　　　　　山人自有安排。
　　　　　　　　　　　　　来！三将军进帐！
蜀军　　　（同白）　　　　三将军进帐！
张飞　　　（内白）　　　　来也。
（张飞上。）
张飞　　　（念）　　　　　豹头环眼须似钢，大吼一声断桥梁。
　　　　　（白）　　　　　参见大哥。
刘备　　　（白）　　　　　罢了！见过先生。
张飞　　　（白）　　　　　先生！
诸葛亮　　（白）　　　　　三将军请坐。
张飞　　　（白）　　　　　谢座。唤小弟进帐，有何军情议论？
刘备　　　（白）　　　　　先生有差。
张飞　　　（白）　　　　　先生有何差遣？
诸葛亮　　（白）　　　　　主公意欲夺取瓦口关。想那瓦口关守将张郃，乃是有名战将；因此命三将军去
　　　　　　　　　　　　　到夏口，调四将军回营，大战张郃。
张飞　　　（白）　　　　　先生哪！既要夺取瓦口关，何劳四将军回营？赐某一支将令，愿生擒张郃入帐！
诸葛亮　　（白）　　　　　想那张郃乃曹营有名上将，三将军恐非他人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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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瓦口关》 2

张飞　　　（白）　　　　　先生哪！咱老张出师以来，在虎牢关战吕布，枪挑贼的紫金冠；在当阳桥前，
　　　　　　　　　　　　　单人独骑，喝退曹兵百万。何况那张郃匹夫！
刘备　　　（白）　　　　　三弟，想那张郃不好饮酒，三弟最爱饮酒，犹恐误了军情大事。
诸葛亮　　（白）　　　　　着哇！
张飞　　　（白）　　　　　哦哦是了，听你们之言，恐咱饮酒误了军情。
刘备　　　（白）　　　　　正是。
张飞　　　（白）　　　　　也罢！今当大哥、先生面前，把这酒——
刘备、
诸葛亮　　（同白）　　　　怎么样？
张飞　　　（白）　　　　　我就戒了它。
刘备　　　（白）　　　　　哦，三弟要戒酒？
　　　　　　　　　　　　　来，看酒来，看酒来！
张飞　　　（白）　　　　　啊，这是何意呢？
刘备　　　（白）　　　　　与三弟戒酒。
张飞　　　（白）　　　　　嘿，上了他们的当了。
刘备　　　（白）　　　　　三弟呀！
　　　　　（西皮摇板）　　手挽手儿把话论，
　　　　　　　　　　　　　愚兄言来听分明：
　　　　　　　　　　　　　今日开怀来畅饮，
　　　　　　　　　　　　　戒酒之事要谨记在心。
张飞　　　（白）　　　　　大哥！
　　　　　（西皮摇板）　　接过兄长酒一樽，
　　　　　　　　　　　　　戒酒之事记在心；
　　　　　　　　　　　　　回头再对大哥论，
　　　　　　　　　　　　　夺取瓦口定把功成。
诸葛亮　　（白）　　　　　范疆、张达进帐！
蜀军　　　（同白）　　　　范疆、张达进帐！
范疆、
张达　　　（内同白）　　　来也。
（范疆、张达同上。）
范疆、
张达　　　（同念）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同白）　　　　参见主公。
刘备　　　（白）　　　　　见过军师！
范疆、
张达　　　（同白）　　　　参见军师，有何差遣？
诸葛亮　　（白）　　　　　三将军带兵夺取瓦口关，奉令戒酒。命你二人跟随前去；倘若私自饮酒，拿你
　　　　　　　　　　　　　二人治罪！
范疆、
张达　　　（同白）　　　　得令。
张飞　　　（白）　　　　　哎呀，先生，你忒也地小心了！
诸葛亮　　（白）　　　　　山人不得不小心。
张飞　　　（白）　　　　　大哥、先生请至后帐！
刘备　　　（白）　　　　　三弟多加小心！
张飞　　　（白）　　　　　弟知道了。
（刘备、诸葛亮同下。）
张飞　　　（白）　　　　　军士们走上。
（四马童、四蜀军同上。）
四蜀军　　（同白）　　　　参见三将军！
张飞　　　（白）　　　　　站下！咱老张奉命夺取瓦口关，众将必须奋勇当先，听咱一令！
　　　　　（西皮摇板）　　钢鞭蛇矛威名显，
　　　　　　　　　　　　　三军在后己在先。
　　　　　　　　　　　　　鼓打三通催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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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脱袍、持矛上马。）
张飞　　　（西皮摇板）　　此番定取瓦口关。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八魏军引张郃同上。）
张郃　　　（点绛唇）　　　河北名将，扶保魏王，韬略广，力战疆场，要把狼烟扫荡。
　　　　　（念）　　　　　瓦口关前旌旗飘，英雄志气比天高。有日卸甲朝金阙，不动掌中七宝刀。
　　　　　（白）　　　　　某，张郃。奉曹洪元帅之命，前来护守东川。昨日马超遣部将出兵葭萌关，被
　　　　　　　　　　　　　某战败。今闻巴西守将张飞，兵屯下汴地方，欲来取关；此事不可大意且听探
　　　　　　　　　　　　　马一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启禀将军：今有张飞带领人马前来取关。
张郃　　　（白）　　　　　再探！
（报子下。）
张郃　　　（白）　　　　　且住！张飞前来取关，岂肯容他猖狂！
　　　　　　　　　　　　　众将官，带马杀！
（四蜀军、四马童、张飞同上。会阵。）
张飞　　　（白）　　　　　马前来的，可是张郃？
张郃　　　（白）　　　　　然。
张飞　　　（白）　　　　　张郃，咱的儿啊！既知三爹爹兴兵到此，就该献关投降；如若不然，矛下作鬼！
张郃　　　（白）　　　　　张飞！俺奉魏王钧命，镇守瓦口关；尔有多大本领，敢来取关？
张飞　　　（白）　　　　　若问俺的本领，尔且稳坐雕鞍，听俺道来！
　　　　　（西皮快板）　　勒住丝缰把话讲，
　　　　　　　　　　　　　张郃小儿听端详：
　　　　　　　　　　　　　鞭打督邮惊奸党，
　　　　　　　　　　　　　虎牢关前把名扬，
　　　　　　　　　　　　　长坂坡独把曹贼挡，
　　　　　　　　　　　　　大吼一声断桥梁；
　　　　　　　　　　　　　劝你早把瓦口让，
　　　　　　　　　　　　　稍若迟延枪下亡。
张郃　　　（西皮摇板）　　老爷河北称名将，
　　　　　　　　　　　　　东战西杀扶魏王；
　　　　　　　　　　　　　今日相逢战场上，
　　　　　　　　　　　　　快快下马来投降！
张飞　　　（西皮摇板）　　胜败不知胡乱讲，
　　　　　　　　　　　　　会战三合看谁强！
（八魏军、四蜀军、四马童自两边分下，张飞、张郃同起打，张郃败下，张飞追下。）

【第三场】

（八魏军、张郃同上。）
张郃　　　（白）　　　　　哎呀且住！张飞杀法骁勇。
　　　　　　　　　　　　　众将官！兵退岩渠山！
（众人同下。四蜀军、四马童、范疆、张达、张飞同上。）
蜀军　　　（同白）　　　　来到岩渠山。
张飞　　　（白）　　　　　向前攻打！
蜀军　　　（同白）　　　　免战高悬。
张飞　　　（白）　　　　　呔！张郃！先前怎样夸口，如今被你三爹爹杀得缩头不出，令人好笑！
　　　　　（三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
　　　　　（白）　　　　　三军的！暂且回营歇息，少时再来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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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瓦口关》 4

（众人同下。八魏军、张郃同上，张郃上城。）
张郃　　　（西皮散板）　　只说张飞性卤莽，
　　　　　　　　　　　　　谁知英勇非寻常。
　　　　　（白）　　　　　且住！虽然悬起免战牌，张飞退去，少刻必来骂阵。
　　　　　　　　　　　　　众将官！俺如今只要紧守山寨，多置滚木擂石，坐守不战；每日大吹大打，山
　　　　　　　　　　　　　头饮酒作乐，以劳其兵，候他粮尽，自然退却，那时下山追杀，张飞纵勇，谅
　　　　　　　　　　　　　他难逃此妙计也！
　　　　　（西皮散板）　　停兵不战高山上，
　　　　　　　　　　　　　多加小心只谨防；
　　　　　　　　　　　　　吹打饮酒且欢畅，
　　　　　　　　　　　　　候他退兵自有主张。
（四蜀军、四马童、范疆、张达、张飞同上。）
张飞　　　（西皮散板）　　适才一战贼丧胆，
　　　　　　　　　　　　　勇比军中楚霸王。
　　　　　　　　　　　　　歇息再把山头抢，
张郃　　　（白）　　　　　众将官！饮酒哇！哈哈哈！
张飞　　　（白）　　　　　啊？
　　　　　（西皮散板）　　又见张郃饮猖狂。
　　　　　（白）　　　　　呔！张郃！尔自称英雄，今日为何不敢出战？
张郃　　　（白）　　　　　众将官！饮酒哇！哈哈哈！
张飞　　　（白）　　　　　哎呀，好欺我也！
　　　　　（西皮摇板）　　曹操奸雄枉用将，
　　　　　　　　　　　　　这装聋作哑酒饭囊；
　　　　　　　　　　　　　张爷说来儿细想，
　　　　　　　　　　　　　那缩头的龟儿比你强！
张郃　　　（白）　　　　　众将官！张飞乃一勇夫，倘来讨战，不必理他。我们还是饮酒哇！哈哈哈！
张飞　　　（白）　　　　　这厮可恶已极！本当抢上攻打，有恐他滚木擂石打将下来，这便怎么处？有了。
　　　　　　　　　　　　　三军的！你们可有会骂的？
二蜀军　　（同白）　　　　有会骂的。
张飞　　　（白）　　　　　好向前骂来！
蜀军甲　　（白）　　　　　得令。
　　　　　　　　　　　　　呔！张郃！退到山上，战又不战，降又不降，真乃匹夫之辈！
张飞　　　（白）　　　　　尽力叫骂那厮！
蜀军乙　　（白）　　　　　咳咳咳，你骂的不好，听我来骂。
　　　　　　　　　　　　　张郃！我把你这王八羔子！你乃袁绍手下之将，背主降曹；曹操乃是国贼，你
　　　　　　　　　　　　　就是贼奴。哪里比得上我家三将军，在涿州杀猪卖肉起手……
张飞　　　（白）　　　　　咳，桃园结义起手。
蜀军乙　　（白）　　　　　说好的？
张飞　　　（白）　　　　　说好的！
蜀军乙　　（白）　　　　　桃园结义起手，是几时怕过人的！你既怕战，就该早降；如若不然，怒恼我家
　　　　　　　　　　　　　三将军，催动坐下乌骓，手提丈八蛇矛，杀上山去。将你擒住，脑袋上给你打
　　　　　　　　　　　　　个眼，再按个捻，拿你当个炮仗。
张飞　　　（白）　　　　　哈哈哈！骂得好！骂得爽快呀！
张郃　　　（白）　　　　　这厮骂得可恶。众将官！我们也骂。
　　　　　　　　　　　　　呔！下面听者：你说你不怕人，为何抛徐州、败当阳、逃奔夏口？如今得了这
　　　　　　　　　　　　　西川之地，便自称大；须晓得俺今不战，自有妙计破你巴西。劝你早早退兵，
　　　　　　　　　　　　　免作刀头之鬼！
张飞　　　（白）　　　　　喳喳喳，哇呀呀……
　　　　　（西皮散板）　　张郃无能空狂妄，
　　　　　　　　　　　　　缩头不出气老张；
　　　　　　　　　　　　　眉头一皱心暗想，
（张飞寻思。）
张飞　　　（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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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散板）　　猛然一计上心旁。
　　　　　　　　　　　　　三军暂且回营帐！
　　　　　　　　　　　　　俺也去饮酒醉颠狂。
（张飞、四蜀军、四马童、范疆、张达同下。）
张郃　　　（西皮散板）　　张飞不能将山上，
　　　　　　　　　　　　　暂且消停再商量。
　　　　　（笑）　　　　　哈哈哈！
　　　　　（白）　　　　　张飞果然退去。
　　　　　　　　　　　　　众将官！多备滚木檑石，小心把守山寨，打听张飞撤兵，即便追杀也！
　　　　　（西皮散板）　　众军暂且回营帐，
　　　　　　　　　　　　　严加巡守谨提防。
（张郃、八魏军同下。）

【第四场】

（四蜀军、四马童、范疆、张达、张飞同上。）
张飞　　　（白）　　　　　且住！想那张郃，乃曹营有名上将，被俺杀得不敢出战。
　　　　　　　　　　　　　三军的，你们杀得可爽快？
四蜀军　　（同白）　　　　杀得爽快！
张飞　　　（白）　　　　　杀得可高兴？
四蜀军　　（同白）　　　　杀得高兴。
张飞　　　（白）　　　　　好，好，好。看酒来，看酒来！
范疆、
张达　　　（同白）　　　　且慢，临行之时，军师言道，不准三军私自饮酒，如若私自饮酒，拿我二人治
　　　　　　　　　　　　　罪。
张飞　　　（白）　　　　　嗳——呀，别的酒不准饮，今日战败张郃，打了胜仗，难道这得胜酒也不准饮
　　　　　　　　　　　　　吗？
范疆、
张达　　　（同白）　　　　只恐军师降罪。
张飞　　　（白）　　　　　军师降罪有俺担代，你们只管地吃酒！看酒来，看酒来！
四蜀军　　（同白）　　　　请哪！饮哪！干哪！
张飞　　　（白）　　　　　咳，三军的，不是这样饮法！
四蜀军　　（同白）　　　　要怎样的饮法呢？
张飞　　　（白）　　　　　必须三个一团，五个一堆，划拳行令，吃一个爽快。
四蜀军　　（同白）　　　　好，好，好。
（四蜀军同划拳，大笑。〖牌子〗。）
张飞　　　（白）　　　　　三军的，你们哪个划的好？
蜀军甲　　（白）　　　　　我划的好。
张飞　　　（白）　　　　　与咱老子划上几拳。
（张飞、蜀军甲同划拳，蜀军甲输拳喝酒。）
张飞　　　（白）　　　　　你这个球囊的抢抢酒哇！
（〖牌子〗。张飞饮酒。）
张飞　　　（白）　　　　　三军的！你们吃得可爽快？
四蜀军　　（同白）　　　　吃得爽快。
张飞　　　（白）　　　　　吃得可高兴？
四蜀军　　（同白）　　　　吃得高兴。
张飞　　　（白）　　　　　好哇！将酒摆在各营的帐中，我们吃一个大天明啊！
　　　　　（西皮流水板）　战胜了小张郃十分爽快，
　　　　　　　　　　　　　他退在岩渠山死不下来。
　　　　　　　　　　　　　令军卒饮美酒将我气坏，
　　　　　　　　　　　　　俺这里也饮酒舒畅心怀。
　　　　　　　　　　　　　叫三军将美酒后营设摆，
　　　　　　　　　　　　　吃一个大天明再将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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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下。）

【第五场】

（四蜀军、刘备、诸葛亮同上。）
刘备　　　（西皮流水板）　可恨曹贼行奸佞，
　　　　　　　　　　　　　上欺天子下压臣。
　　　　　　　　　　　　　回头便对先生论，
　　　　　　　　　　　　　三弟可能把功成？
诸葛亮　　（西皮摇板）　　主公但把心放定，
　　　　　　　　　　　　　不日定夺瓦口城。
（旗牌上。）
旗牌　　　（白）　　　　　来此已是大营。门上那位听事？
蜀军　　　（同白）　　　　做什么的？
旗牌　　　（白）　　　　　奉了范疆、张达所差，前来报知军情。
蜀军　　　（同白）　　　　候着。
　　　　　　　　　　　　　启主公：今有范疆、张达差人前来报知军情。
诸葛亮　　（白）　　　　　传他进帐！
蜀军　　　（同白）　　　　军师传你，小心了！
旗牌　　　（白）　　　　　参见主公。
刘备　　　（白）　　　　　见过军师！
旗牌　　　（白）　　　　　参见军师！
诸葛亮　　（白）　　　　　奉何人所差，所报何事？
旗牌　　　（白）　　　　　奉范、张二位将军所差，今有三将军私自饮酒，不敢隐瞒，特来报知。
诸葛亮　　（白）　　　　　知道了，下面歇息去吧！
旗牌　　　（白）　　　　　谢军师！
（旗牌下。）
刘备　　　（白）　　　　　先生，我三弟竟自饮酒，恐误军中大事，先生必须早作准备。
诸葛亮　　（白）　　　　　原要他饮酒。只恐军前无有好酒。
　　　　　　　　　　　　　来，魏延进帐！
蜀军　　　（白）　　　　　魏延进帐！
魏延　　　（内白）　　　　来也！
（魏延上。）
魏延　　　（念）　　　　　智为军中胆，勇凭斩将刀。
　　　　　（白）　　　　　参见主公！
刘备　　　（白）　　　　　见过军师！
魏延　　　（白）　　　　　参见军师！有何将令？
诸葛亮　　（白）　　　　　命你解押美酒五十坛，去到三将军营中，就说山人特地送美酒与他消愁解闷，
　　　　　　　　　　　　　不得有误！
魏延　　　（白）　　　　　得令。
　　　　　（念）　　　　　帐中领将令，赐酒壮军威。
（魏延下。）
刘备　　　（白）　　　　　啊，先生，明知我三弟饮酒误事，为何反命魏延送酒与他，是何原故呢？
诸葛亮　　（白）　　　　　哈哈，主公与翼德作了多年兄弟，还不知其为人么？他虽然性情刚强，前者收
　　　　　　　　　　　　　川之时，义释严颜，并非一勇夫也。今与张郃相据五十余日，如今终日饮酒，
　　　　　　　　　　　　　此非贪杯，乃败张郃之计也。
刘备　　　（白）　　　　　先生之言虽是，但不可大意！
诸葛亮　　（白）　　　　　主公但放宽心，山人自有主张。
　　　　　　　　　　　　　来，黄忠、严颜进帐！
蜀军　　　（同白）　　　　黄忠、严颜进帐。
黄忠、
严颜　　　（内同白）　　　来也！
（黄忠、严颜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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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
严颜　　　（同念）　　　　老将威名大，协力保邦家。
　　　　　（白）　　　　　参见主公！
刘备　　　（白）　　　　　见过军师。
黄忠、
严颜　　　（同白）　　　　参见军师。有何将令？
诸葛亮　　（白）　　　　　今夜主公夺取瓦口关，命你二人保驾前往！
黄忠、
严颜　　　（同白）　　　　得令。
刘备　　　（白）　　　　　带马！
　　　　　（西皮摇板）　　君臣一同上马行，
　　　　　　　　　　　　　今夜定夺瓦口城。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张飞　　　（内西皮导板）　怒气冲霄三千丈，
（四蜀军、四马童、范疆、张达、张飞同上。）
张飞　　　（西皮流水板）　恨张郃不战又不降；
　　　　　　　　　　　　　五十余日拚酒量，
　　　　　　　　　　　　　怎奈贼咬定牙关，紧守不战，辱骂不出，他不受诓。
　　　　　　　　　　　　　闷恹恹坐在中军帐，
　　　　　　　　　　　　　思想妙计动刀枪。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三将军：魏将军到！
张飞　　　（白）　　　　　快快有请哪！
（四蜀军搭酒同上，过场，同下。魏延上。）
魏延　　　（白）　　　　　三将军！
张飞　　　（白）　　　　　魏将军！请坐！不知将军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魏延　　　（白）　　　　　岂敢。来得鲁莽，三将军海涵。
张飞　　　（白）　　　　　将军到此，有何贵干？
魏延　　　（白）　　　　　奉了军师将令，押解五十坛美酒，与三将军消愁解闷。
张飞　　　（白）　　　　　喳喳喳，哎呀先生，你好坏呀！明知老张私自饮酒，你不怪罪，反遣魏将军送
　　　　　　　　　　　　　来数十坛美酒，与咱消愁解闷，我这是什么原故，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啥
　　　　　　　　　　　　　道理呢？
（张飞想。）
张飞　　　（白）　　　　　哦哦哦，咱老张明白了。
　　　　　　　　　　　　　将军一路而来，多受风尘。
魏延　　　（白）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张飞　　　（白）　　　　　将军既来，可带领一支人马埋伏瓦口关东南角下；但见军中红旗高飘，急急杀
　　　　　　　　　　　　　出，擒拿张郃，不得有误！
魏延　　　（白）　　　　　得令！
（魏延下。）
张飞　　　（白）　　　　　范疆、张达听令！命你二人诈降那张郃，就说咱好酒贪杯不理军情，特来投降
　　　　　　　　　　　　　帐下。他若不信，引他城楼一观，俺自有妙计诓他。须要小心！
范疆、
张达　　　（同白）　　　　得令。
（范疆、张达同下。）
张飞　　　（白）　　　　　三军的！你们挑选一百名精细的兵卒，去到瓦口关前高声言道，就说咱每日醺
　　　　　　　　　　　　　醺大醉，鞭打士卒，赏罚不明，无有出头之日，不如大家散了去吧！
四蜀军　　（同白）　　　　好，散了，散了！
张飞　　　（白）　　　　　回来！回来！咱老子这是计呀，乃是假意散去。不可走漏消息，违令者斩！
四蜀军　　（同白）　　　　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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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　　　（白）　　　　　三军的！你们用数坛凉水，以水代酒，假意饮醉，一对一对相扑为戏。俺自有
　　　　　　　　　　　　　妙计擒那张郃。
四蜀军　　（同白）　　　　三将军是怎样地擒他呢？
张飞　　　（白）　　　　　着哇！张郃若来，我是怎样的拿他呢？哦，有了！三军的，我有计了。我们营
　　　　　　　　　　　　　中可有能工巧匠无有？
四蜀军　　（同白）　　　　有一贺成功。
张飞　　　（白）　　　　　唤他进帐！
四蜀军　　（同白）　　　　贺成功进帐！
（贺成功上。）
贺成功　　（念）　　　　　我作匠人手工能，描龙画凤点人形。
　　　　　（白）　　　　　参见三将军。
张飞　　　（白）　　　　　罢了。你叫什么名字？
贺成功　　（白）　　　　　我叫贺成功。
张飞　　　（白）　　　　　你叫啥？
贺成功　　（白）　　　　　贺成功。
张飞　　　（白）　　　　　咱的儿呀！得，叫应了！咱老张一定成功。照咱老张的模样，扎成一人，坐在
　　　　　　　　　　　　　帐中眉眼自动，还要自斟自饮，你可会做？
贺成功　　（白）　　　　　照您这样我做得来！
张飞　　　（白）　　　　　几时做成？
贺成功　　（白）　　　　　说得就得。
张飞　　　（白）　　　　　快些做来！
贺成功　　（白）　　　　　咋。
（贺成功下。）
张飞　　　（白）　　　　　三军的！咱老张用计，你们不可走漏风声，听我令下！
　　　　　（西皮散板）　　传将令众三军仔细思量，
　　　　　　　　　　　　　假意儿饮酒醉来把他诓；
　　　　　　　　　　　　　小张郃他若来必定上当，
　　　　　　　　　　　　　夺取了瓦口关扶保兄王。
（贺成功上。）
贺成功　　（白）　　　　　启三将军，造成了。
张飞　　　（白）　　　　　搭上来！
（贺成功搭上假张飞。）
张飞　　　（白）　　　　　待咱看来。嘿！为何这样黑啾啾的？
贺成功　　（白）　　　　　还没开光哪。
张飞　　　（白）　　　　　快些开来！
贺成功　　（白）　　　　　咋，开光啦！三将军请看。
张飞　　　（白）　　　　　闪开了！
（张飞两看。）
张飞　　　（白）　　　　　果然不错。贺成功，只是眉眼怎么不能自动？
贺成功　　（白）　　　　　有个消息。
张飞　　　（白）　　　　　在哪里？
贺成功　　（白）　　　　　耳朵上。
张飞　　　（白）　　　　　你且演来！
贺成功　　（白）　　　　　您瞧着。
张飞　　　（白）　　　　　他怎样自斟自饮呢？
贺成功　　（白）　　　　　您拿根棍一捅他腰眼，他就能自斟自饮。
张飞　　　（白）　　　　　拿我的鞭头子来！
贺成功　　（白）　　　　　您的鞭头子我拿不动。
张飞　　　（白）　　　　　拿着吧！
贺成功　　（白）　　　　　哎哟！
张飞　　　（白）　　　　　怎么样了？
贺成功　　（白）　　　　　没砸着。您看着！
张飞　　　（白）　　　　　哈哈哈！待俺试验。哈哈，果然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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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赏贺成功五两银子，不可走漏消息！
贺成功　　（白）　　　　　多谢三将军。
（贺成功下。）
张飞　　　（白）　　　　　三军的！将此麦人搭在后帐，张郃若来，定中老张之计也！
　　　　　（西皮流水板）　正在营中无计行，
　　　　　　　　　　　　　魏将军押酒来大营。
　　　　　　　　　　　　　咱思量造个假人把计定，
　　　　　　　　　　　　　偏偏地营中有个巧匠他叫什么贺成功。
　　　　　　　　　　　　　此人生来有本领，
　　　　　　　　　　　　　他造得与老张天生一般真真的好威风；
　　　　　　　　　　　　　自斟自饮眉眼自活动。
　　　　　　　　　　　　　到三更设空营，我定要生擒张郃小儿立奇功。
　　　　　　　　　　　　　三军候令齐出动！
　　　　　　　　　　　　　管叫他难逃我的巧计牢笼。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八魏军、张郃同上。）
张郃　　　（西皮摇板）　　身在曹营为大将，
　　　　　　　　　　　　　岂能轻率无主张。
（报子上。）
报子　　　（白）　　　　　拿住奸细。
张郃　　　（白）　　　　　绑上来！
（范疆、张达同上。）
范疆、
张达　　　（同白）　　　　参见将军！
张郃　　　（白）　　　　　唗！你二人可是张飞营中的奸细？
范疆、
张达　　　（同白）　　　　不是，不是！只因张飞好酒贪杯，不理军情鞭打士卒，赏罚不明；我们在他帐
　　　　　　　　　　　　　中无有出头之日，特来投降帐下，望将军收录。
张郃　　　（白）　　　　　好，将他二人绑至城楼一观。带马！
（张郃上城。四蜀军同上。）
蜀军甲　　（白）　　　　　众位请了！可恨张飞好酒贪杯，不理军情，赏罚不明；我们在他帐中无有出头
　　　　　　　　　　　　　之日，大家散了吧！
（四蜀军同下。）
张郃　　　（三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
　　　　　（白）　　　　　回营。
　　　　　　　　　　　　　来，与他二人松绑！张飞营中混乱，正好袭取。
　　　　　　　　　　　　　众将官！今夜饱餐战饭，随我偷营劫寨去者！
（众人同下。）

【第八场】

（起鼓。四马童、张飞搭假张飞同上。八魏军、范疆、张达、张郃同上。）
张郃　　　（白）　　　　　张飞！死在眼前，你还不知。看枪！
张飞　　　（白）　　　　　张郃！咱的儿呀！中了你三爹爹的计了！
（张飞、张郃同起打，张郃败下。）

【第九场】

（四蜀军、魏延同上。）
魏延　　　（白）　　　　　某，魏延。奉了三将军之命，埋伏瓦口关西南角下，截杀张郃。就此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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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下。张郃上。张飞追上。魏延上，起打，张郃败下。）
魏延　　　（白）　　　　　跑了。
张飞　　　（白）　　　　　追！
（众人同追下。）

【第十场】

（四蜀军、黄忠、严颜、刘备、诸葛亮同上。）
蜀军　　　（同白）　　　　来到瓦口关！
诸葛亮　　（白）　　　　　二位老将，上前叫城！
黄忠、
严颜　　　（同白）　　　　呔！城上儿郎听者：元帅回来，快快开城！
（开城。众人同进城。四魏军、张郃同败上。）
张郃　　　（白）　　　　　且住！中了张飞疑兵之计，有此一败，退回关去再作道理。
　　　　　　　　　　　　　呔！城上儿郎听者：主帅回来，快快开城！
诸葛亮　　（白）　　　　　张郃来了，二位老将，开城杀！
（黄忠、严颜同出城，同起打，张郃败下，黄忠、严颜同进城。四马童、张飞同上。）
张飞　　　（白）　　　　　张郃哪里去了？
马童　　　（白）　　　　　望风而逃。
张飞　　　（白）　　　　　不必追赶，兵取瓦口关！
　　　　　　　　　　　　　呔！城上儿郎听者：你家主帅被咱杀败，快快开城献关，尔等一概免罪！
诸葛亮　　（白）　　　　　城下来的敢是三将军？
张飞　　　（白）　　　　　啊，城上答话，如此耳熟，好像我家先生；他怎么来到此地？待我冒叫一声。
　　　　　　　　　　　　　城上答话者，可是诸葛先生？
诸葛亮　　（白）　　　　　正是山人。
张飞　　　（白）　　　　　先生，你倒先来了。
诸葛亮　　（白）　　　　　等候多时了！
张飞　　　（白）　　　　　你快快地开门吧！
（众人同进城，同下。）

【第十一场】

（四蜀军、黄忠、严颜、刘备、诸葛亮、四马童、张飞同上。）
刘备　　　（白）　　　　　三弟成功，可喜可贺！
张飞　　　（白）　　　　　一来大哥洪福，二来先生妙算，小弟何功之有？啊先生，咱老张谢谢你了！
诸葛亮　　（白）　　　　　谢山人何来？
张飞　　　（白）　　　　　谢谢你的美酒。若不是魏将军押酒前来，咱老张安能有计，这瓦口关怎能唾手
　　　　　　　　　　　　　而得？
诸葛亮　　（白）　　　　　这是三将军之功。
刘备　　　（白）　　　　　后帐摆筵，与三弟贺功！
张飞　　　（白）　　　　　谢主公！
（众人同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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