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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会》（一名：《斩蔡阳》）

主要角色
关羽：红生
马童：武生
张飞：净
蔡阳：净
樵夫：丑
甘夫人：旦
糜夫人：旦

情节
关羽一行，过了黄河渡口，来到古城。马童探知古城由张飞据守，关羽闻讯心喜，期待弟兄即刻相会。不料
张飞怀疑关羽降曹，拒不开城。时曹将蔡阳从后赶来，形势危急。张飞乃助三通战鼓，命斩蔡阳，以验关羽
是否降曹。关羽力斩蔡阳，张飞之疑得释。

根据《关羽戏集：李洪春演出本》整理

【第一场】

（探子上。）
探子　　　（白）　　　　　俺，曹营探子是也。只因关羽过关斩将，在黄河渡口，将秦琪刀劈落马，不免
　　　　　　　　　　　　　报与蔡老将军知道。就此马上加鞭。
（探子下。）

【第二场】

（八兵士、四将、蔡阳同上。）
蔡阳　　　（点绛唇）　　　师出朝堂，盔明甲亮，军威壮，将勇兵强，要把烟尘扫荡。
　　　　　（念）　　　　　年迈力刚强，刀马世无双。中原为上将，英名天下扬。
　　　　　（白）　　　　　老夫蔡阳。只因刘辟、龚都二次汝南谋反，某奉曹丞相将令，统领人马，攻打
　　　　　　　　　　　　　汝南。今乃黄道吉日，正好兴师。
　　　　　　　　　　　　　众将官，兵发汝南！
（探子上。）
探子　　　（白）　　　　　今有关羽，过关斩将，在黄河渡口，将少将军秦琪刀劈落马。
蔡阳　　　（白）　　　　　再探！
探子　　　（白）　　　　　得令。
（探子下。）
蔡阳　　　（白）　　　　　不好了！
（〖牌子〗。）
蔡阳　　　（白）　　　　　且住，关羽过关斩将，在黄河渡口将我外甥秦琪刀劈落马，岂可容他猖狂。
　　　　　　　　　　　　　众将官，人马不奔汝南，追赶关羽去者！
四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关羽　　　（内西皮导板）　离却曹营奔阳关，
（〖急急风〗。甘夫人、糜夫人、二车夫、老军、小校、马童、关羽同上。）
关羽　　　（西皮原板）　　日行夜宿哪得安？
　　　　　　　　　　　　　过黄河斩秦琪路遇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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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古城会》 2

　　　　　　　　　　　　　一路来斩六将闯出五关。
马童　　　（白）　　　　　二爷一路劳乏，前面有一松林，过去就是古城，大家歇息歇息再行。
关羽　　　（白）　　　　　言得极是。马童，将车辆打入松林，歇息歇息再行。
马童　　　（白）　　　　　车夫们！车辆打入松林。
（众人同走圆场。马童暗下。）
关羽　　　（白）　　　　　参见二位嫂嫂。
甘夫人、
糜夫人　　（同白）　　　　二弟少礼。
关羽　　　（白）　　　　　谢嫂嫂。
甘夫人、
糜夫人　　（同白）　　　　二弟一路而来，过关斩将，多受辛苦。
关羽　　　（白）　　　　　弟何足道哉！一路之上，二嫂多受惊恐。想离却曹营，曹操未必甘休。
（马童上。）
马童　　　（白）　　　　　启禀二爷：今有蔡阳带领人马，追赶前来，要与他外甥秦琪报仇。
甘夫人、
糜夫人　　（同白）　　　　喂呀……！
　　　　　（同西皮散板）　听说蔡阳发来兵，
　　　　　　　　　　　　　只恐祸事要临身。
关羽　　　（白）　　　　　二嫂休要落泪，小弟在此，料无妨碍。请至松林。
（二车夫、老军、小校、甘夫人、糜夫人同下。）
关羽　　　（白）　　　　　且住！后面蔡阳追赶前来，这古城也不知何人在此，以为县令？这这这急煞人
　　　　　　　　　　　　　也！
樵夫　　　（内白）　　　　卖柴！
马童　　　（白）　　　　　二爷！那旁来了一樵夫，等他到来，问明古城县令名姓，再作计较。
关羽　　　（白）　　　　　只好如此。
（樵夫上。）
樵夫　　　（唱）　　　　　兵荒马乱民遭难，
　　　　　　　　　　　　　每日砍柴在南山，
　　　　　　　　　　　　　进城卖柴莫迟慢……
关羽　　　（白）　　　　　唤他转来。
马童　　　（白）　　　　　樵夫请转。
樵夫　　　（唱）　　　　　抬头只见一军官。
马童　　　（白）　　　　　我家二爷唤你。
樵夫　　　（白）　　　　　哦！是是是。与军爷叩头。
关羽　　　（白）　　　　　不敢！老丈请起。请席地而坐，叙谈叙谈。
樵夫　　　（白）　　　　　谢将军！
关羽　　　（白）　　　　　请问老丈，是哪里人氏？
樵夫　　　（白）　　　　　我就是古城县的百姓。
关羽　　　（白）　　　　　哦！就是古城的百姓。请问老丈，这古城县，官民如何？
樵夫　　　（白）　　　　　官是贪官，民是顺民。
关羽　　　（白）　　　　　只有官清民顺，哪有贪官顺民之理？
樵夫　　　（白）　　　　　将军你哪里知道，我们古城，这位县尊，名叫吴良心。到任以来，勒索民财，
　　　　　　　　　　　　　是他所辖之地的老百姓，每月都要与他送那常例银子。有那贫苦之家，交纳不
　　　　　　　　　　　　　起，捉拿到县，非打即骂，还在枷号示众。这古城县的老百姓，死是死不了，
　　　　　　　　　　　　　活是活受罪呀！
关羽　　　（白）　　　　　听老丈所言，古城百姓，苦不可言了？
樵夫　　　（白）　　　　　将军！如今是好了。哈哈哈！
关羽　　　（白）　　　　　怎么又好了？
樵夫　　　（白）　　　　　我对你讲。在前数月，来了一个大汉，与县官借粮，非但不借，反用大话欺人。
　　　　　　　　　　　　　怒恼了那个大汉，打走了无良心，那个大汉做了古城县令。有穷苦的百姓，
　　　　　　　　　　　　　每月同这位县令周济，真正是一位好民之父母！
关羽　　　（白）　　　　　这位新县令是怎样面貌？
樵夫　　　（白）　　　　　这位县令，长得豹头环眼，须似钢锥，身高丈余，面似锅底。虽然生得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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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田善良，真是个大大的好人！
关羽　　　（白）　　　　　这位县令，姓甚名谁？
樵夫　　　（白）　　　　　他叫什么张不德。
关羽　　　（白）　　　　　敢莫是张翼德吧？
樵夫　　　（白）　　　　　不错，不错！是叫张翼德。
关羽　　　（白）　　　　　你们如今是幸福了！
樵夫　　　（白）　　　　　是呀！我们大家是幸福的了。哈哈哈！哎呀，坏了坏了！我与将军，相谈多时，
　　　　　　　　　　　　　这柴进城去卖，是过时了，糟了，糟了！
关羽　　　（白）　　　　　老丈不要着急。
　　　　　　　　　　　　　马童！
马童　　　（白）　　　　　有。
关羽　　　（白）　　　　　与老丈纹银一锭。
樵夫　　　（白）　　　　　多谢将军！告辞了。
　　　　　　　　　　　　　哎呀，赏我一锭银子，比卖柴胜强百倍。哈哈哈！
（樵夫下。）
关羽　　　（白）　　　　　唔呼呀！听樵哥之言，分明是我三弟，在此占了古城，待我谢天谢地！
　　　　　　　　　　　　　马童！
马童　　　（白）　　　　　在。
关羽　　　（白）　　　　　去至古城，打听大爷可在？
马童　　　（白）　　　　　是。
关羽　　　（白）　　　　　转来！若遇三爷，他的性情不好，你要小心了。
马童　　　（白）　　　　　知道了。
（马童下。）
关羽　　　（白）　　　　　正是：
　　　　　（念）　　　　　不辞千里路，特来会弟兄。
（关羽下。）

【第四场】

（四兵士、张飞同上。）
张飞　　　（念）　　　　　心中恼恨关云长，保定二嫂赴许昌。忘却桃园三结义，真心归顺曹奸相。
　　　　　（白）　　　　　咱，姓张名飞字翼德。当年我弟兄在徐州失散，是咱老张暂住芒砀，夺了古城
　　　　　　　　　　　　　县印，每日招军买马，聚草囤粮。可恨俺二哥，归顺了曹操。有朝一日，我弟
　　　　　　　　　　　　　兄相见，定不与他干休。
　　　　　　　　　　　　　三军的！适才校场操演，你等武艺越发地精壮了。准备羔羊美酒，我们大家痛
　　　　　　　　　　　　　饮。
（马童上。）
马童　　　（念）　　　　　离了松林地，
　　　　　　　　　　　　　来此是古城。
　　　　　（白）　　　　　里面哪位听事？
兵士　　　（白）　　　　　做什么的？
马童　　　（白）　　　　　烦劳通禀，关二爷马童求见。
兵士　　　（白）　　　　　候着。——启禀三爷：有一马童求见。
张飞　　　（白）　　　　　叫他进来。
兵士　　　（白）　　　　　里面唤你，随我进来。
马童　　　（白）　　　　　有劳了。——与三爷叩头。
张飞　　　（白）　　　　　你奉何人所差？
马童　　　（白）　　　　　关二爷所差。
张飞　　　（白）　　　　　敢是那红脸的？
马童　　　（白）　　　　　正是我家二爷。
张飞　　　（白）　　　　　轰了出去，轰了出去！
马童　　　（白）　　　　　且慢！小人有下情回禀。
张飞　　　（白）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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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童　　　（白）　　　　　我家二爷，保定二位主母，现在城外松林，我家二爷叫三爷出城迎接。
张飞　　　（白）　　　　　住了！你家二爷无仁无义，忘却桃园盟誓，有始无终，真心归顺奸雄，有何面
　　　　　　　　　　　　　目来会弟兄？若要相见，除非是临阵交锋。
马童　　　（白）　　　　　小人有下情回禀。
张飞　　　（白）　　　　　讲！
马童　　　（白）　　　　　三爷容禀：我家二爷，有仁有义，不忘桃园盟誓；有始有终，假意归顺曹公。
　　　　　　　　　　　　　千里迢迢来会弟兄，眼前讲话有一人不通……
张飞　　　（白）　　　　　哪一人不通？
马童　　　（白）　　　　　就是三爷不通！
张飞　　　（白）　　　　　怎么讲？
马童　　　（白）　　　　　三爷不通！
张飞　　　（白）　　　　　咋咋咋！哇呀呀……
（张飞枪刺马童，马童跑下。）
张飞　　　（白）　　　　　嘿！不是这厮两腿如风，我这一枪刺他前后皆通。
　　　　　　　　　　　　　三军的，带马！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关羽上。）
关羽　　　（念）　　　　　曹营十二载，古城又相逢。
（马童上。）
马童　　　（白）　　　　　参见二爷。
关羽　　　（白）　　　　　你家三爷可好？
（马童气哼哼。）
马童　　　（白）　　　　　好！
关羽　　　（白）　　　　　他言讲甚么？
马童　　　（白）　　　　　二爷容禀：我家三爷言道，二爷无仁无义，忘却桃园盟誓，有始无终，真心归
　　　　　　　　　　　　　顺奸雄，有何面目来会弟兄？若要相见，除非是临阵交锋。
关羽　　　（白）　　　　　难道你不知二爷的苦衷么？
马童　　　（白）　　　　　小人怎的不知。
关羽　　　（白）　　　　　你讲些甚么？
马童　　　（白）　　　　　小人言道：二爷有仁有义，不忘桃园盟誓；有始有终，假意归顺曹公。千里迢
　　　　　　　　　　　　　迢来会弟兄，眼前讲话有一人不通。我家三爷问道：是哪一个不通？小人斗胆
　　　　　　　　　　　　　言道：就是三爷不通。怒恼我家三爷，提枪便刺！
关羽　　　（白）　　　　　难道你白白地等死不成？
马童　　　（白）　　　　　哎呀二爷！那时小人一身忙似箭，两腿走如风，不是小人跑得猛，险些被他一
　　　　　　　　　　　　　枪刺了个前后皆通。
关羽　　　（白）　　　　　嗯！
（关羽怒。）
关羽　　　（白）　　　　　我三弟还是这样莽撞！马童！
马童　　　（白）　　　　　在。
关羽　　　（白）　　　　　带马！
马童　　　（白）　　　　　啊。
（关羽趟马下，马童随下。）

【第六场】

（八兵士、四将、蔡阳同上，过场，同下。）

【第七场】

（马童、关羽同上。四兵士、张飞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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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　　　（白）　　　　　看枪！
关羽　　　（白）　　　　　三弟为何提枪便刺？
张飞　　　（白）　　　　　红脸的呀，红脸的！谁人不知那曹操待你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
　　　　　　　　　　　　　宴，上马献金，下马献银，还赠你美女十名。你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快乐。
　　　　　　　　　　　　　哪知你张三爷，受尽千辛万苦。你看枪吧！
关羽　　　（白）　　　　　三弟可知愚兄斩颜、文二将之故？
张飞　　　（白）　　　　　唉！不提起斩颜良、诛文丑，还则罢了，提起斩颜良、诛文丑，叫咱老张好恼
　　　　　　　　　　　　　好恨！
关羽　　　（白）　　　　　你恨着何来？
张飞　　　（白）　　　　　你且听道：当年我弟兄在徐州乱军失散，大哥逃在河北袁绍军中，暂为栖身之
　　　　　　　　　　　　　地。那袁绍差遣大次颜良，攻打白马坡，被你刀劈落马；在延津又诛了文丑，
　　　　　　　　　　　　　那袁绍闻知，要将俺大哥推出斩首。多亏大哥花言巧语哄过袁绍，才得活命。
　　　　　　　　　　　　　咱大哥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不是你害的大哥吗？看枪！
关羽　　　（白）　　　　　你当真不认愚兄？
张飞　　　（白）　　　　　我不认你了。
关羽　　　（白）　　　　　你果然不认愚兄？
张飞　　　（白）　　　　　我早就跟你拔了香头子啦！
关羽　　　（白）　　　　　三弟！桃园结义，天下皆知；若是弟兄厮杀，岂不被人耻笑？你可打开古城，
　　　　　　　　　　　　　迎请二嫂进城，愚兄下得马来，自刎头落一死。
张飞　　　（白）　　　　　好哇！你自刎头落一死，也免得你张三爷动手。
关羽　　　（白）　　　　　罢，罢，罢！
　　　　　（西皮导板）　　勒马停蹄珠泪掉，
张飞　　　（白）　　　　　看枪！
关羽　　　（西皮快二六板）青龙刀斜跨在马鞍鞒。
　　　　　　　　　　　　　曹孟德虽待我恩高义好，
　　　　　　　　　　　　　上马金下马银美酒红袍，
　　　　　　　　　　　　　官封到汉寿亭侯我的爵禄不小，
　　　　　　　　　　　　　难道说大丈夫忘却了当年的旧故交？
　　　　　　　　　　　　　今日里在古城我们弟兄会了，
　　　　　　　　　　　　　三兄弟全不念我们桃园结交。
　　　　　　　　　　　　　罢罢罢忍耐了，
　　　　　　　　　　　　　弟兄恩义就一旦抛。
　　　　　　　　　　　　　了得马去把头斫，
马童　　　（白）　　　　　不见大爷，死了无益。
张飞　　　（白）　　　　　甚么东西！
关羽　　　（唱）　　　　　桃园失义在今朝。
（关羽、张飞同起打，张飞被打下马。）
张飞　　　（白）　　　　　慢着，慢着！自盘古以来，哪有哥哥杀兄弟的道理？
关羽　　　（白）　　　　　起来。
张飞　　　（白）　　　　　谢二哥。
关羽　　　（白）　　　　　打开古城，迎请二嫂进城。
（甘夫人、糜夫人、二车夫、老军、小校同上，同进城，同下。）
张飞　　　（白）　　　　　三军的！马来，马来，马来！
关羽　　　（白）　　　　　嗯——
张飞　　　（白）　　　　　二哥请来上马。
关羽　　　（白）　　　　　你我一同上马。
张飞　　　（白）　　　　　三军的，马来！
关羽　　　（白）　　　　　马童带马！
（张飞急入城，关城门，上城楼。）
关羽　　　（白）　　　　　三弟为何将城门紧闭？
张飞　　　（白）　　　　　红脸的呀，红脸的！你降顺了曹操，前来赚咱老张的古城，你道是与不是？
关羽　　　（白）　　　　　何出此言？
张飞　　　（白）　　　　　你看那厢人马，是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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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两望。）
关羽　　　（白）　　　　　三弟！此乃蔡阳人马，追赶前来，要与他外甥秦琪报仇。三弟打开古城，愚兄
　　　　　　　　　　　　　进得城去，歇息歇息，好力斩蔡阳。
张飞　　　（白）　　　　　噫！你的好计呀，好计！你与那蔡阳，定下里应外合之计：你在里面杀，他在
　　　　　　　　　　　　　外面撞，要使咱老张瞻前不能顾后，好杀我个措手不及。咱老张虽然粗莽，我
　　　　　　　　　　　　　是粗中而有细，我不上你的当。
关羽　　　（白）　　　　　难道你不念桃园结义……
（关羽哭。）
张飞　　　（白）　　　　　嘿！咱老张一生一世，就吃了这桃园结义的亏了。慢说咱老张是个软心肠的人，
　　　　　　　　　　　　　纵然铁打的心肠，被你这一哭，也就哭软了。也罢，念你哀告的可怜，我助
　　　　　　　　　　　　　你三通战鼓，十名小卒。这头通鼓，紧扣连环；二通鼓，速跨雕鞍；这三通鼓，
　　　　　　　　　　　　　你要力斩蔡阳。你斩了蔡阳，咱老张好好放你进城。你若斩不了蔡阳，红脸
　　　　　　　　　　　　　的呀，红脸的！我一辈子也不开城。
关羽　　　（白）　　　　　三弟！愚兄过关斩将，力竭精疲，还望三弟多赐人马为是。
张飞　　　（白）　　　　　再若絮絮叨叨，就将滚木擂石打下。
马童　　　（白）　　　　　二爷！斩了蔡阳，再与三爷辩理。
关羽　　　（白）　　　　　好！马童，杀！
（蔡阳率八兵士、四将同上。）
蔡阳　　　（白）　　　　　马前来的敢是关羽？
关羽　　　（白）　　　　　然！
蔡阳　　　（白）　　　　　关羽！你过关斩将，黄河渡口，将我外甥秦琪，刀劈落马。老夫今日要冤冤相
　　　　　　　　　　　　　报。你将首级留下，免得你蔡老爷动手。
关羽　　　（白）　　　　　蔡阳！如此逼迫，恕关某无礼了。
（开打，关羽败下，蔡阳追下。起三通鼓，关羽上，蔡阳追上，开打，关羽刀劈蔡阳。关羽下。）
张飞　　　（白）　　　　　且住！俺二哥果然斩了蔡阳，待俺迎他入城相会便了。
（张飞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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