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等到董卓入京，何進已為宜官定計所載，而何進屬下之袁紹又起

兵盡殺盡官。董卓入京後，力主展新立之少帝皇子辯，改立皇子協，有敢

者〉

。蓋卓蔑暴不反對者，輒遭殼戮。皇子協立，是為獻帝(西元189-220)

仁，肆意殺戮，復蹤兵任意搶劫、教裁、姦淫，胃、三盤演義說法，司徒王

國劇故事男說付

濤清段

允痛董卓不仁，乃藉慶賀自己壽誕，召大臣之忠於摸室者到自宅飲宴，共

高除蓋卓之計，眾大臣無豆策，乃相對數息流涕，時蹺騎挂尉曹操乃獻計

，自告奮勇刺毅董卓，遂借用王司徒寶刀，次日進畫卓府行刺。董卓以體

胖，不耐久盔，面牆仰臥床上，操見有擻，乃拔刀欲刺，董卓在鏡中見操

拔刀，急呵何事，接磁誓， ~P跪呈寶刀。適蓋卓賜揉之瓦焉，已有呂布牽

來，接乃乘攘騎馬直奔東門，向東奔罔家鄉。卓割知接果有行刺之萃，乃

畫影區形，行文各州廓，拉拿刺客曹躁。這是三露演義的說法。

昔

日

一、國國l故事(抄錄臺北各國劇晨全校演出說閱書內故事)

「漢末，蓋卓專權，曹操欲刺殺之，事敗，逃至中牟縣，為縣令陳宮

拿獲，陳聽曹之激詞，乃棄官隨行，中途夜宿曹艾故交呂伯奢之家中，曹

姓多壤，乘呂沾酒之時，將其全家殺死，途中文殺伯奢於道旁，陳見其除

方文~;:已

按史實記載，謂董卓入京後， §ffi~是暴不仁，有i也;自治名釣譽，拉攏一詐，棄之而去。」

「這樣子荒唐的人，居然

是想站名釘譽。他替陳蕃、李膺等人上表，說他們設太監害得冤枉。他又

站力引用名流，如陳紀韓曲等人，給于列卿的位置;劉表、孔伯、韓鼓等

批正人君子，如黎東方教授著「新三囡」里有:

人，給以刺史的位置 c J 叉如對名土蔡且也召其入朝，一月三遷某宮，拜

此劇故事編排至佳，高潮數起，如曹接殺呂全家，出挂殼呂，及宿店

後陳宮之大段唱詞，均可使觀劇者情感起伏，惟一覺其情節不妥者，部呂

家人口眾多，主主貴客到涯，何以要由主人親自去泊酒?近發年來，臺北演

出是劇，已有所改動，即且出外沾酒前，說明操案情重大，恐家人洩露消

息，為慎重計，故需說自出控活酒，如此一改，則劇情完好無疵矣。 為侍中，甚見說厚。對於青年有爵的曹躁，自然也極為拉攏。三固志魏書

武帝品已有 I······表太祖為蹺騎技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問行東

歸。」於三自志襄這發句話下面的原註解是這攘: 1說書日，太祖以卓終

必敗霍，遂不就拜，逃歸那里。」在近人所著各書里，亦均品三囡志說法

二、故事另說

前西區劇故事中曾說到「漢末、主卓專權，曹

接欲刺設立J '曹接到呂伯奢家後，其唱詞中亦有「恨蓋卓專權白L朝桐，

1.曹主張謀刺董卓之說

，謂蓋卓星在想拉攏莒躁，而接己看出董卓這樣產旱，終必失敗，不願為卓

所用，乘間逃出洛陽，一路東行，想到陳留一帶，招兵買馬，進行討伐董

...行刺未遂時遭喪，因此逃出是非揚......J '故此劇實根攘三國演義第

四同「廢漢帝陳題為皇，謀董卓孟德、獻刀」而來。拉簡述其故事如下:

卓工作，並非如三自演義及囝劇「提放曹」要所說，是自謀刺董卓未成而

按居劇「提放曹」要所說，是曹接先逃到中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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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洛陽。

2.曹操逃亡的路線

漢末，靈帝(西元168-189) 時，太監弄權，及靈帝崩，何皇后之兄

大將軍何進，與直官爭權，何進報告何皇后接盡誅官，何后不允，何進乃

召外兵來京坡逼迫何皇后，於是董卓乃引兵入京(東漢京師為洛陽一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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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把關吏捉住，見縣令陳宮，擺設出謀取j董卓的大道理，宮克接是大英

雄，國家棟嘿，乃棄官與攝同逃，隨後才一向到威主主呂伯奢家。而實際上

卸並非如是。間曹摸既是逃出洛陽，且董卓己行文川縣提拿他，他逃亡的

目的地是聽留郡(即今河南陳留縣，在開封東甫一一筆者) ，自然是急速

地一路往東逃，不會往返走罔頭路。蓋呂伯奢家在成車，成皇位於洛陽之

束，鄭州立西稍偏北，而中牟縣則在鄭州之束，在開封之西，離開封不遠

，其逃亡路線，自然是由洛陽而成旱，再東向中牟，到中牟再向東南，逃

向陳習，決無先逃至中牟，有罔頭向西逃至成皇之理。

3.曹課教呂伯奢一家 照直劇情節是曹操先到中主字，縣令陳官與之同

逃，有逃到成萃，前段就地理方位，誼問其決不會走向頭路諒;而就史責

記載，也是曹操與從騎數人，逃到成車故人呂的著家，並無陳宮同行。前

面所引三霞志魏書武辛苦紀 r··..··卓表太祖為蹺騎技尉，欲與計事，太祖乃

蟹易姓名，間行東歸fJ。這設文字下面原註為: r說書日，大祖臥車終必

敗覆，還不說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旱呂伯著。伯奢不在，其

于與賓客共劫太租，取馬五物，大祖手耳擊鼓數人。世語日，太祖遇伯奢

, {I自奢出行，五于皆在，備賓主體，大祖自以背卓命，疑共圖己，手劍夜

飯凡人而去。孫盛雜記日，太祖聞其食器聾，以為圖己，遂夜骰之，飯而

悽檔日， r寧我負人，無人負我J '遂行 oJ 由以上記載，可知曹攘殼呂

伯奢全家，有三種情形，一篇伯奢子及其賓客敢胡奪曹躁及隨行人員的馬

匹財物，為操所設;二為曹按自以為背鈑董卓，卓行文提拿，接恐呂家人

圖謀他，方先下手殺呂全家;三為接聽到後面食器叮噹作響，以為是圓他

，乃下手殺且全家，既而設悔說， r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是教呂伯奢

全京之真正原因，正史亦不能確定。對呂伯奢後來下場如何，正史並無記

載。

國戲故事要說，呂伯著為小心起見，親往前村咕酒，接與陳宮在前庭

一切一

閒話間，聽到說面刀聲響亮，並聞後面人言「細而殼之，都而設立J '乃

提惑是要對他兩人下手，未加查詢，郎以「先下手的為強，後下子的遭

換」為詞，動手將呂京數十口殼死。及逃出是來，正值呂伯奢活雷間，操

怕位著罔家知悉全家鼓鼓後，告官報復，乃叉劍劈伯奢於道旁，陳宮責其

此種作為「豈不拉夫下人恥笑! J 接同答話「俺曹換一生一世，寧我負天

下人，不讓夫下人來負我! J

在國劇故事票，陳宮既已知曹換為奸雄，不是他理想中與共大事乏人

全按二人同宿旅店後，徹夜不眠，左思右想，把事作差，本提拔劍結果

曹操性命，轉想叉恐連累店家，故未及天明，方留詩，~JJ操而去。及接醒，

見陳宮留詩罵他，乃罵陳宮曰: r 日復得勢，若不致的， ，誓不為人也。」

4.曹接在中牟j歸故遠，究竟是什麼人設了他? 按三思志武帝紀'"

..出閱過中牟，為亭長所泉，執詰縣巴中，或竊識之， 1萬詰得解。」三國

志原註解為， r世語日，中牟泉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接亦已故卓書，唯

劫曹心知是太租，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J 關於這件

事，黎著「新三國」要說，曹按在或皇設了eH自奢全家，再往東走，到了

中牟。有一個保長看見f也鬼鬼頭藏，以為他是逃兵設的社丁，把他扣留起

來。卸有一位科長(王若曹)認得他是莒揉，正是董卓所行文通緝的人。這

位科長便向縣長說情，把曹接投了。我們不知道陳宮究竟是縣長還是科長

;他總而言之可能是教了曹操的人。按黎量支援的設法，是曹接確在中牟縣

遇見陳宮，但以後如何與陳宮分手，以及後來何以陳宮極力反對曹操，則

未加說明。

若按三國演義的說法，民I)說是陳宮與曹操宿店後，陳宮因感曹操不仁

，難共大事，故棄之而去，自投東郡。但三思演義的設法，未能完全取信

。另攘陳致平是支援之「三屆史話」則說曹接自參加討董卓向盟失敗後，再

招兵買馬，;監控東部(佑有今河北省甫部及山東省西北部之地、治髏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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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沛盟話 (4、安徽毫縣)人，字孟籠，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o 漢
C 當時右竟如情lj史劉岱，屆奧自背如i流竄

祖國首參的後裔 o 說漢桓帝時，曹臆為中常侍。臆卒，養于嵩蚵爵，官至
在今洞北省龍陽縣、市一一筆者)

而來的大股黃巾餘黨交戰，改表巾所殼，一時州中無主，有東郡宿吏陳宮

，聯合州中各高級官吏，與濟北相鮑{言商議，認為曹東郡有命世之才，如
太尉。嵩生曹操，操少年就很按誓，有權摘，游故放蕩，不治行棠，故當

時人，不以為他含有何成就，唯暐陽稿主、南陽何頤二人，認為他是特冥

之材 o 主持為太尉，有一天告訴曹接說: I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

濟也。能安之者，菜在君乎 ?J 何顯亦日: I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比

人也。」汝商許酌，有知人之名。接往見之，問曰: r技何如人?J 的不

答。叉悶 .EJ]曰: I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提問之大喜。

能奉為州主，必可上軸盟家，下去生室。使共捷曹躁，權額完:Hl牧。按當

時情形，應以陳教授說法為妥。巴黎說並宋訥閔睬宮在中牟隨曹接峰，主口

何叉和他分手。聞說則說現陳宮係東郡宿吏，宿吏老師在那嘉措吏己者很

長的時間，興地方上各方面已右很深的問頭，而且頗有號召力，才龍有說

動別人的能力 C 如根攘，三E演義或皂劇「捉放會」設法，是陳宮在中2'f'

棄官隨接逃亡，時為漢獻帝中平元年(百元 189 年) .到曹接設迎權領完

HI牧峙，為漢獻帝初平三年(百元 192 年〕

在漢室式敏，霎雄並起之屎，他居然能內制童車，外誠袁紹，自專朝

故以後，網羅人才，修閱故治;於文事方面，與學位，辦選舉，他自己手
，其間豆豆尾不過四年，如說陳

不釋卷，能橫槳賦詩，並寫得一手好草書。於武備方面，治軍嚴肅，富韜

略，精用兵，往往能出奇制勝，確為一文武兼瓷的人物。其奸酷固可憎

其材略亦可佩，謂為一代奸雄，自是|合當。

宮離開曹蹺~I]到東都為吏，也不過四年，那哀稱得上宿吏?而按三自志武

帝記說是清北相鮑信與外l吏萬潛等至東郡迫害接領克州牧，則州吏萬潛等

，這個「等」字中可能包括服宮在內，而曹接與陳宮相識，可能就在i比時

G 至於後來陳宮為何跟隨且布，堅決反對曹蹺，是因曹諜的父單曹嵩路過 曹操的政治措施，從三思志魏志上說是頗共現模的。他早年作濟南相

的時候，即頗有改治建樹: r除奸邪，要淫呵，懲貪污，郡界肅然，抬蹟

以害。」及居朝耍，改由己出。操之為攻，雖街股刑，亦施恩惠。於漢獻

管建安九年(百元 20是〉擊潰袁紹俊下令曰: r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

徐州，徐州故陶蒜、派人藍送，護送人是受了曹嵩全家，搶了財務，曹揖帶兵

報仇，攻打徐州，瘋狂地殘殺徐州百姓 C 民官認為他這樣發暴，難與共大

事，才轉而堅決反對他。

出今年祖鼠。」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吞併荊州後，下令荊州吏民，其5.曹撓的罵人與封業我們通常所認詣的莒扭，都是由三自演義和國

劇里得來。三屆演義把他寫成一個奸險狠毒的人，寫他挾獻帝以自童，這 之更始。獨祖修改，普及於河北、荊州，不失為厚道之故。在控濟上，他

訂定屯田在安穀辦法，成故f良苦，軍民糧食，不虞置乏。其他振興歡育，選

舉人才，考按吏拾，都著買執行。建安八年(西元 203) 令郡國各修文學

死獻有身懷有孕的董責人，殺伏皇后，搗殺皇于，性情險許多晨，崇尚權

'縣滿主百戶，置投宮，選其中之俊逸而教學之。由於嚴行考麓的結果，

當時政風至於清肅。曹換自身還「雅佳節餘，不好華麗，接宮衣不錦繡，

侍御麗不二朵，惟帳屏風，接則補餒，茵奪取壁，無有緣飾。」又下令禁

11::厚葬，自己臨終也盯嚀只2頁、薄葬，故當時社會風氣以勤儉為f，1，} a

術，好殺戮。尤其在聽劇里，把他膜上滿塗白船，用黑色描擒出一對三角

限，文用黑色在臉主站出很多顯得好險的故路，再加上盟劇演員表演其奸

除狠毒，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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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歷史上的曹躁，並不像區 ~U裹的曹諜那個樣子。

接史載曹躁的家世、為人及功業是如下的情形:

一位一



--‘---喝-恥。.....世-

像三國演義尤其是宮鍋里前描繪的那樣子的蕾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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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水晶 像一為學長逝吐

本刊品之致悼念

October 21, 1982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Barb McKenzie

Department of Computing Science

Please be aware that Dr. I-Ngo Chen passed a\vay on

September 17油， 1981. His name should be remoγed from

all of your mailing lists.

Thank you.

B. 孔1ctenzu

後語 我國國劇，很多取材於我霞歷史故事，其中攘攘三國故事者，

又居莫大半ο 然綴裁者為使情節勸人，以達戲劇化的高潮，其對人物之描

繪，與夫1宵節之穿插編援，與史質有出入茗，至多。主立以閒來J寫道，翻聞發

本有關三國的書籍，言f古人著i乍如按需立三齒志、羅賞中之「三自演義」

;令人著作如黎東方教授之「紹說三國J (上下爾加〉、「新三國J '陳

致平教授之「三國史話J '劉子i育先生之「中圈歷代人物述評J (上中下

三直是〉、「中國歷代故事述評J (共主JlI]-) ，傳樂成是支援主線之「中國通

史J '祝秀俠先生所著「三國人物新論J '紀拐仁先生緝著之「諸葛孔興

J '黃柏拉、先生繞著之「中國宰相的智慧J '及萱煦先生編著之「中國后

妃列傳」等書，就持下臺北各國庫j鼓鼓常潰而又為人所習知的三國史巨鈍，

與上述各書中所述史實有出入者， t是出另3日述說，藉友聲篇幅，以供各學

美學嫂茶餘餃罷之消遣。該先就大家熟知的「捉放嘗」一劇說起，再依年

代次序提出各三國史劇，分別另于述說。

軍事方面，官挨富於學識﹒聾於經驗，它註孫武十三篤，文編了一本
能以少陽多，戰略運用，出奇制勝。他的敵人

「兵法提耍。」他的用兵，

孫權也當輯: r御將之才，古所未有什撒傳里也說: r公法令靚明
，宣罰必行，士卒發寡，官能致死， llt武路也。」可謂甚持軍心，平日伯

笠蓋勁，長稱其「壹則讓武策，夜別是、i宣傳。」粉、閱之時， r輩兒執金鼓l;J，

令進退。」其用兵勝多敗少，是失敗的一次是赤壁之戰，那是因為北人不
習本戰，豆豆處中原，與吳畫江南守， )里有戰事﹒必賴水軍，替換E佳作玄武

i也以編練舟師，但終為吳所敗。周或說: r舍鞍馬，杖舟輯，與吳越宇銜
，本非中宮、所長。」以後設立霎支柱皆室主七莓， {旦牢不能帶j吳雪以地理習性

故也主於曹操的文學'相盛名，博輝籍，三十餘年手不時他的詩
玩去這蒼勁，毛主人比之於古裝府，魏區文才甚盛，警民一門，但柚霍英。他
立口音樂、醫學、拉奕等，會揉也極話通，要是志中多有記載，他的多才多藝

，和瀟洒恢宏的態度，也不能不使人覺得可愛吧。

6.由上所述，可以認知不述各點:

(1)曹操之從洛陽童車掌握下逃出，不是白為他諒芳自童車失敗，而是因

為他不頓在董卑不商品宮。

(2)會接從洛陽逛出，是先逃至成主﹒殺了呂伯奢全家，當時呂伯奢不
需昀有發:霞說法，主主不完全像圍

在家，主立未被殺，歪，於為什麼要設呂家全J

車t] r提故宮」的所說的一樣。

(3)按地建方位，舊換一定是從?乏自逃出後，支行先到成車，俊霎I]中牟

'然後干莘莘:J陳留 C 故到成車時，尚未遇到陳宮。

(4)奮謀在中牟所遇到釋故他的功賢(科長〕及縣令，可能都不是陳宮

，他認識陳宮是在他作了京都太守以往 c

(5)由主面最後一段「曹操的為人與功業」可以隊解到舊摸絕對不完全

- 34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