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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吊孝》

主要角色
诸葛亮：老生，八卦巾、羽毛扇、白孝条（正中绣团寿字）、黑三、银灰团鹤氅、黑彩裤、厚底
鲁肃：老生，忠纱帽、白孝条、黑三、黑官衣，玉带、黑彩裤、厚底
小乔：旦，大头包白绸、白褶子、白裙、白彩鞋
赵云：武生，夫子盔、白靠、红彩裤、厚底
蒋钦：净，扎巾盔、大靠、黑彩裤、厚底
周泰：净，扎巾盔、大靠、黑彩裤、厚底
丁奉：生，扎巾盔、大靠、黑彩裤、厚底
徐盛：生，扎巾盔、大靠、黑彩裤、厚底
旗牌：杂，素大板巾、素箭衣、大带、素马褂、厚底
二丫鬟：旦，素袄裤、素坎肩、白腰巾、彩鞋
四文官：杂，忠纱帽、黑参三、白三、白满、黑彩裤、厚底
四兵士：杂，豹衣裤

情节
周瑜死后，东吴将士对诸葛亮深为怨恨。大祭之日，诸葛亮为了吴、蜀联盟，共同破曹，不避斧钺，亲自过
江祭奠，朗读祭文，声泪俱下，周妻小乔为之所感动，未忍加害。

注释
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

根据《京剧流派剧目荟萃》第三辑：言少朋授课本整理

【第一场】

（天幕中悬大“奠”字，两边白纱蝴蝶幕垂、素幕穗。二道幕外。〖奏唢呐曲牌批〗。四兵士搭轿子引蒋钦、
周泰、丁奉、徐盛同上，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持鞭九龙口一字亮相，同至台口一字勒马站住，四兵
士分站两边。〖大锣归位〗。）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念）　　　　都督丧了命，将士恨难平。
（〖大锣住头〗。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分列小八字。）
蒋钦　　　（白）　　　　　众位将军请了。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请了。
蒋钦　　　（白）　　　　　可恨诸葛亮将周都督气死，今当大祭之日，我等前去吊祭。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军士们！
（〖大锣一击〗。）
四兵士　　（同白）　　　　有！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都督府去者！
四兵士　　（同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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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批〗。四兵士同插门下。〖大锣抽头〗。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插门加鞭下。）

【第二场】

（〖长锤〗。四文官持鞭同上，九龙口站八字斜胡同，引鲁肃上。鲁肃持鞭至中勒马。）
鲁肃　　　（西皮摇板）　　闻噩耗周公瑾柴桑命殒，
（四文官同扯正，鲁肃至台口中勒马。）
鲁肃　　　（西皮流水板）　我东吴不幸降星辰！
　　　　　　　　　　　　　天不永年悲短命，
　　　　　　　　　　　　　伤心何处望归魂。
　　　　　　　　　　　　　众大夫趋灵佑同申奠敬，
（〖长锤〗。四文官同插门加鞭下。鲁肃至下场门回身。）
鲁肃　　　（西皮摇板）　　扶棺痛哭吊英灵。
（〖大锣回头〗。鲁肃下。〖撤锣〗。）

【第三场】

（二道幕启。台中场摆灵桌，桌上置灵牌、香炉、酒斗、左右一对烛台，小边桌角另放一炷供香，桌两边各
一把椅，椅背向外。二旗牌分两边站。二丫鬟扶小乔同上，至台口，小乔翻右水袖，搌泪。〖小锣一击〗。
小乔进灵堂，跪拜，二丫鬟陪同跪拜，站起，二丫鬟分大、小边站立于旗牌里手。小乔归大边，双翻水袖面
向灵桌。〖大锣双叫头〗。）
小乔　　　（叫头）　　　　都督，夫君！
　　　　　（哭）　　　　　喂呀夫哇！
（〖大锣双楗凤点头〗。）
小乔　　　（西皮散板）　　望灵堂哭得我咽喉气短，
　　　　　　　　　　　　　我定要与夫君报却仇冤！
（小乔拱手。〖大锣住头〗。）
四文官、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文官武将前来吊祭！
二旗牌　　（同白）　　　　启禀夫人：文官武将前来吊祭！
（二旗牌同拱手。）
小乔　　　（白）　　　　　有请。
（小乔拱手。二旗牌同向外拱手。）
二旗牌　　（同白）　　　　有请！
（〖奏唢呐哭皇天〗。四文官、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分两边上，同至台口，依次互拱手双进门，面向灵
桌，四文官同在前站一排，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在后站一排，同拜祭，分两边，四文官同里手，蒋钦、
周泰、丁奉、徐盛同外手站大八字，二旗牌同让至最外手。）
小乔　　　（白）　　　　　请众位大人、将军前厅待茶。
（小乔拱手。）
二旗牌　　（同白）　　　　众位大人、将军请！
（二旗牌同拱手。二旗牌领四文官、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抽心出灵堂，自两边分下。）
鲁肃　　　（内白）　　　　鲁大夫到。
（二丫鬟同向小乔拱手。）
二丫鬟　　（白）　　　　　鲁大夫到。
小乔　　　（白）　　　　　有请。
（小乔拱手。二丫鬟同向外拱手。）
二丫鬟　　（白）　　　　　有请！
（二丫鬟自分两边分暗下。鲁肃上，至台口，搌泪，进灵堂，跪拜，小乔陪拜。鲁肃拜毕站小边。）
小乔　　　（白）　　　　　啊大夫。
鲁肃　　　（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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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乔　　　（白）　　　　　都督之死，乃诸葛亮定计所害。就该发动人马，与都督报仇才是！
鲁肃　　　（白）　　　　　这个……
（〖大锣一击〗。）
鲁肃　　　（白）　　　　　夫人，言得极是，若要兴动人马，必须奏知吴侯，方可发兵。
旗牌　　　（内白）　　　　报！
（〖冲头〗。旗牌上，进灵堂归大边，面向小乔。）
旗牌　　　（白）　　　　　启禀夫人：诸葛亮过江前来吊祭！
（旗牌向外一指。）
小乔　　　（白）　　　　　怎么？
（〖撕边一击〗。小乔上步。）
小乔　　　（白）　　　　　那诸葛亮他、他、他过江吊祭来了？
（〖撕边一击〗。）
旗牌　　　（白）　　　　　正是。
小乔　　　（白）　　　　　我正要寻他，他倒来了！
（小乔退一步面向鲁肃。）
小乔　　　（白）　　　　　啊大夫，将诸葛亮带至灵堂见我！
（小乔甩右水袖。鲁肃同时双摊手，无奈状。）
鲁肃　　　（白）　　　　　遵命。
（〖大锣长尖〗。鲁肃向小乔拱手，出灵堂，台口双摊手，摇头，手扶脑门，自上场门下。小乔向旗牌。）
小乔　　　（白）　　　　　有请众位将军！
（旗牌至台口中，拱手。）
旗牌　　　（白）　　　　　有请众位将军！
（旗牌自下场门下。）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内同白）　　　来也！
（蒋钦、周泰、丁奉、徐盛挎宝剑自两边分上。〖大锣长尖〗。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双进门，分两边
站八字。）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参见夫人！
（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拱手。）
小乔　　　（白）　　　　　众位将军！
（〖大锣五击〗。小乔至台口中。）
小乔　　　（白）　　　　　那诸葛亮过江吊祭来了！
（小乔右手指出。〖撕边〗。蒋钦、周泰、丁奉、徐盛互对眼神，同抓扔靠绸，同拱手。〖大锣叫头〗。）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夫人！就该拿下诸葛亮，与我家都督报仇！
（〖撕边一击〗。）
小乔　　　（白）　　　　　你等埋伏两厢，等那诸葛亮到此——
（〖撕边一击〗。）
小乔　　　（白）　　　　　看我眼色行事。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遵命。
（〖一锤锣〗，〖大锣原场〗。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抽心双出门，自两边分下。小乔归里，面向里坐
右椅。〖大锣原场〗。）
鲁肃　　　（内白）　　　　先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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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内白）　　　　大夫请！
（〖奏胡琴曲牌西皮哭皇天〗。鲁肃上，至台中，回身拱手引诸葛亮上。诸葛亮带着身历险境、泰然自若的
神情上场，至九龙口处亮相。赵云随后同上，同时亮相。诸葛亮与鲁肃互拱手相让，同至台口，同进灵堂。
诸葛亮挖大边，赵云跟至大边外手，鲁肃挖小边。诸葛亮面向灵桌。〖曲牌止〗，〖大锣双叫头〗。诸葛亮
翻左水袖，向灵位拱手。）
诸葛亮　　（三叫头）　　　都督，公瑾！哎，都督哇！
（诸葛亮哭，左袖搌泪。）
诸葛亮　　（反西皮散板）　一见灵位泪涟涟，
　　　　　　　　　　　　　捶胸顿足向谁言！
　　　　　　　　　　　　　正欲同心破曹瞒，
　　　　　　　　　　　　　不料都督归了天。
　　　　　　　　　　　　　我哭！哭一声周都督！
　　　　　　　　　　　　　叫叫一声公瑾先生！
　　　　　　　　　　　　　啊！我的心痛酸！
　　　　　（白）　　　　　啊，鲁大夫。
鲁肃　　　（白）　　　　　先生。
诸葛亮　　（白）　　　　　亮，过得江来，谨备祭文一道，相烦大夫赞礼，亮就此与都督，哎！上香了！
（诸葛亮上步至中场台口，左手整冠，捋髯。）
鲁肃　　　（白）　　　　　请先生上香！
（鲁肃将桌上的香拿起点燃，交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香，插进香炉，回身至中场，面向灵桌，双腿跪拜。
站起，将羽扇挂右手上，左转身面向台下。）
鲁肃　　　（白）　　　　　请先生读祭文。
（诸葛亮向赵云。）
诸葛亮　　（白）　　　　　看祭文伺候！
（赵云将祭文从靠内取出，双手递过。〖大锣归位〗。诸葛亮接过祭文，至台口正中，展开祭文，从右至左、
竖式句列面念。）
诸葛亮　　（白）　　　　　“大汉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廿三日南阳诸葛亮谨备祭文一道致祭于大都督周氏
　　　　　　　　　　　　　公瑾之灵位哀而告曰：”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内同白）　　　嘿！
（〖急急风〗。诸葛亮、鲁肃、赵云同归里，同面向里。蒋钦、周泰、丁奉、徐盛自两边分上，同抄过，同
至台口，同拔剑亮相。撕边。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观小乔眼色，小乔站起向蒋钦、周泰、丁奉、徐盛
示意：暂退下。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将宝剑入鞘。〖八答仓〗、〖急急风〗。蒋钦、周泰、丁奉、徐
盛自两边分下。小乔回座坐。赵云出门，至下场门望门，至上场门望门，回身进灵堂，跨右腿，踢左腿，至
大边。〖四击头〗、〖撕边〗。诸葛亮至台口正中，鲁肃至台口小边，诸葛亮、鲁肃、赵云同亮相。赵云拔
剑逼视鲁肃；鲁肃右手脑后反举水袖，抖髯；做惊惧状；同时诸葛亮观察灵堂外面时，余光中发现鲁肃发抖，
再顺着鲁肃的眼光发现了赵云在拔剑示怒。诸葛亮向赵云示意收剑。）
诸葛亮　　（白）　　　　　嗯！
（〖大锣一击〗。赵云会意，收剑。鲁肃捋汗。〖小锣一击〗。诸葛亮打开祭文，继续朗读。）
诸葛亮　　（念）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
　　　　　　　　　　　　　君其有灵，享我蒸尝！呜呼公瑾！生死永别！
　　　　　　　　　　　　　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
　　　　　　　　　　　　　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伏帷尚飨！
（诸葛亮将祭文交与鲁肃，置于灵桌。将羽扇摘套拿好，至小边台口，面向灵桌拱手。〖冲头〗，〖双叫头〗
。）
诸葛亮　　（三叫头）　　　都督，贤弟！哎，都督哇！
（诸葛亮扑向灵桌。〖大锣原场〗、〖导板头〗。诸葛亮哭，搌泪，摇头，看灵牌指灵牌，扇尖微颤，转身
上步，左手拖髯。）
诸葛亮　　（二黄导板）　　见灵堂不由人珠泪满面！
（诸葛亮至小边台口翻左水袖亮，住扇平点推出。〖大锣回头〗。诸葛亮左手水袖搌泪，下水袖再反翻上去，
垫右步看灵位，悲痛状，下水袖、抖上来，挖至大边台口转身向灵位。〖双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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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叫头）　　　　都督，公瑾！
（〖大锣原场〗。诸葛亮回身搌泪、掸泪、上一步。〖帽子头〗。）
诸葛亮　　（回龙）　　　　叫一声公瑾弟细听根源：
（诸葛亮左手搌泪，抽泣，垂下左水袖，往台口正中上步，同时将水袖抖上来，顺势往后一背，亮住，观察
周围动静，先看右前方，再看左前方，眼神归正后，稍稍点点头，左手捋髯。右手扇尖抬起稍稍一点，站立
方向由正前方稍微往右前方变动一些。）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曹孟德领人马八十三万，
（诸葛亮用扇尖点动指出，站立方向由右前方转至左前方，左手捋髯。）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擅敢夺东吴郡吞并江南。
（诸葛亮用扇尖平指左前方，右手将羽扇由扇背朝上翻成扇心朝上，随尾腔稍作点动。往台左垫上一步，右
回身看一下灵位，摇头搌泪，转正，面向正前方。）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周都督虽年少颇具肝胆，
（诸葛亮用羽扇稍作点动。鲁肃搌泪。诸葛亮用扇柄指自身，左手捏住右水袖，右手用扇柄往右前方偏高一
些指出，将扇柄朝下右平划一小圈。）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命山人借东风在南屏成全。
（诸葛亮方向从右变至左，同时用扇柄向左前方平指。方向回正中左手以拇指和食指诚环状，右手用扇柄指
环。）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庞士元他把那连环来献，
（诸葛亮右脚上半步，双手平托送，眼神偏高些，扇柄平右前方一指，右左前方起，用扇尖平往右边点边移
至右前方止，眼神随扇尖看得远些。赵云上半步亮住。）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黄公覆苦肉计火烧战船。
（诸葛亮略摇头，赵云退回缘位置。诸葛亮用扇尖点一下左手心然后双手摊开。）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料不想大英雄不幸命短，
（诸葛亮左手掌心托扇尖亮住。）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空余那美名儿在万古流传。
（小乔由面向里转向外观看，开始被感动，搌泪。）
诸葛亮　　（反二黄慢板）　只哭得诸葛亮把肝肠痛断，我把肝肠痛断，
　　　　　　　　　　　　　公瑾！
（诸葛亮左手托髯，左手放髯，揉胸，随唱腔节奏揉动数圈。大锣抽头。诸葛亮搌泪，鲁肃同时搌泪。诸葛
亮、鲁肃、赵云同转向里，同向灵位鞠拜，鲁肃取灵桌上的酒斗递与诸葛亮，诸葛亮、鲁肃、赵云同面向外，
诸葛亮将酒洒祭后还与鲁肃，鲁肃将酒斗放回桌上。诸葛亮面向灵位再鞠一躬，回身向外亮相。夺头。诸
葛亮左手抖袖。）
诸葛亮　　（反二黄原板）　只落得口无言心欲问天。
（诸葛亮拱手，眼神正前偏高一些。）
诸葛亮　　（反二黄原板）　叹周郎曾顾曲风雅可羡，
（诸葛亮眼神视右前方。）
诸葛亮　　（反二黄原板）　叹周郎论用兵孙武一般。
（诸葛亮左手伸出食指一亮，眼视正前，用扇尖点一下左手掌。）
诸葛亮　　（反二黄原板）　公既死亮虽生无弓之箭，
　　　　　　　　　　　　　知我者是都督，怕我的是曹瞒。
（诸葛亮用扇尖正前方一指，左手稍抬，双眼微闭。）
诸葛亮　　（反二黄原板）　断肠人懒开流泪眼，
　　　　　　　　　　　　　生离死别、万唤千呼不能回言。
　　　　　　　　　　　　　都督！
（〖小串锣收住〗。诸葛亮往小边倒步，鲁肃上前搀扶。）
鲁肃　　　（白）　　　　　先生不要过于悲痛，这破曹之事还需孙、刘两家一同担待。
诸葛亮　　（白）　　　　　唉！
　　　　　（念）　　　　　越思越想越伤情，点点珠泪洒衣襟。
（〖小锣二击〗。小乔站起面向外，搌泪。）
诸葛亮　　（念）　　　　　苍天既叫公瑾死，
（〖小锣二击〗。诸葛亮双摊手。）
诸葛亮　　（念）　　　　　尘世何必留孔明！一道祭文伤往事，
（诸葛亮左手伸出三个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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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念）　　　　　三杯水酒叙交情。
　　　　　（白）　　　　　哎！
　　　　　（念）　　　　　在先前每叹知音少，如今哪，越发少知音！
（诸葛亮往大边倒步，赵云扶。〖大锣住头〗。小乔为之感动，上至中场吩咐鲁肃。）
小乔　　　（白）　　　　　啊，大夫，劝先生不要悲痛，请至馆驿安歇。
（鲁肃至诸葛亮身边。）
鲁肃　　　（白）　　　　　啊，先生，请至馆驿安歇，你呀，不要过于悲痛了！⑴
诸葛亮　　（白）　　　　　唉呀！
（〖大锣五击〗。诸葛亮上步至台口中。）
诸葛亮　　（白）　　　　　都督一旦升天，亮又何必独存于世，也罢！
（〖大锣住头〗。）
诸葛亮　　（白）　　　　　就在这灵堂柱上——
（诸葛亮左手指左前方。）
诸葛亮　　（白）　　　　　我就与他同死同绝，我、我、我就碰！
（〖撕边一击〗。诸葛亮、赵云、鲁肃同往左前方上右步，诸葛亮同时左甩髯，赵手拦，鲁肃双摆手劝阻，
诸葛亮、鲁肃、赵云同时跟上左步。）
鲁肃　　　（白）　　　　　使不得！
诸葛亮　　（白）　　　　　我就碰！
（〖撕边一击〗。诸葛亮右甩髯。鲁肃双摆手劝阻。）
鲁肃　　　（白）　　　　　使不得！
诸葛亮　　（白）　　　　　我就碰！
（〖八答仓〗。诸葛亮左甩髯，左膀后背，往左前方上右步，跟左步亮住，鲁肃、赵云与诸葛亮同时在同一
节奏中上右步跟左步亮住。〖长撕边一击〗。诸葛亮抖髯，右回头，恋恋不舍地最后再看一眼灵位；鲁肃余
惊未散，颤抖，右回头观看小乔的表情；小乔站在中场低头，搌泪；赵云警惕地往右前方巡视。紧接诸葛亮
回过头来看一眼左前方的动静，同时赵云伸手示意离去；鲁肃看看诸葛亮，抬起左手，水袖一挡，右手伸拇
指暗自赞佩之。诸葛亮依然抑制不住惋惜和悲痛的心情，放声痛哭。）
诸葛亮　　（白）　　　　　哎！
　　　　　（哭）　　　　　都督哇！
（〖大锣原场〗。诸葛亮边搌泪边左转身下，鲁肃、赵云同随后并排下。蒋钦、周泰、丁奉、徐盛自两边分
上，同双进门，分两边站，同对小乔拱手。）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夫人，诸葛亮到此，就该拿下，为何将他放走？
（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摊双手。小乔站台中。）
小乔　　　（白）　　　　　那诸葛亮过江吊祭，乃是好意，你等下面歇息去吧。
（〖大锣五击〗。小乔左转身下。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出门，同台口站一排。）
蒋钦、
周泰、
丁奉、
徐盛　　　（同白）　　　　嘿！
（蒋钦、周泰、丁奉、徐盛同摊手，自两边分下。闭幕。）
（完）

——————————
⑴另有一种演法：下接诸葛亮唱。
诸葛亮　　（反二黄散板）　我诸葛过江来早有料断，
　　　　　　　　　　　　　鲁大夫又何必暗把心担。
　　　　　　　　　　　　　闯虎穴并非是故意弄险，
　　　　　　　　　　　　　愿孙刘结同盟共破曹瞒。
（诸葛亮下，蒋钦、周泰、丁奉、徐盛自两边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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