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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劇故事男說{吋

一、國劇故事(錄六十七年元月十四日;復興劇校演出說明書內故事)

「漢末帝室衰傲，西涼刺史董卓，擁兵入城，專攬大權，擬吞併各路

諸侯，令其義子蹺將呂布，取氾水闕，布先遣馬偉潛往偵探，乘夜越誠入

閥，盜得朝臣張溫致關將方悅密東呈於布，乃係張溫函約方悅合力誠卓之

密謀 O 布率軍逼臨城下 ， jj悅迎戰不敵，故布刺死陣前，布持束歸，值車

與諸朝臣飲宴，張溫正在席次，卓問情大怒恥凹就席前立斬張溫，華臣憧

懼莫敢稍件。時有司徒玉尤慎卓殘暴，欲剪除無策，午夜獨步後圈，竄克

牌女貂蟬焚香祈禱，詰之，蓋為己憂國而共同感者，大奇之。見女姿色艷

麗，敏菁、絕{侖，乃頓有昕悟，部收蟬為女，密定連環之計，將女終身明許

呂布，暗獻董卓'使其父子猜忌，女從中取事以離間之。 lji白得貂蟬，惑

於美色，終日技女漫遊蕩舟取樂，殊不知沾禍之源由是以生。呂布競迫不

果，意殊不悍，王允復試抗唆之，布果入殼，趨卓府窺何，蟬方曉駐未竟

，見布至，約在園中鳳儀亭相會，卓綜之，見狀，罪布調戲愛姬，擲載刺

布不中，布倉惶逃逸，李{需適至，卓誤以儒為布， i禽而毆之，既覺乃罷，

布已遠去矣。董、呂交惡至斯己極，王允乘機收呂布為心腹，密定除奸之

計，誅董卓於歌舞盛宴之前，一代巨奸遂得剪除，呂布娶罔貂蟬，英雄美

人遂成眷屬。」

貂 埠

段清濤

這齣戲是根按三國演義第八!自「王可徒巧使連環計，堇:太師大悶鳳儀

亭J 及第九同「除暴兇呂布功司徒，犯長安李(在聽賈諦」而編排的。這齣

戲衷的主角自然是董卓、日布、王允和貂蟬。董卓、日布在三國志里都有

痺，玉允在三國志要雖無{章，但也是見之於正史的人物，只有貂蟬正史確

未見其人。主主先就三國志簡單說一說董卓和呂布。

董卓字仲鼠，朧西臨游人，少好俠，有材武;宵力弦，為軍司馬，從

中郎將張笑征井州，有功，拜郎中。桐歷經升遷，後故徵拜并外|刺史，河

東太守。數討主胡，前後百餘戰。還中良is將，討黃巾中軍敗抵罪。韓遂等

起兵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草原故北，為主胡數萬人所間，糧食乏

紹，設計得脫 o 時六軍上聽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市j還。屯駐扶風雪拜

前將軍，封震鄉餒，徵為并升l牧。

軍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何太后之兄一筆者)與司隸技尉袁

紹謀誅諂閱匠，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欲以脅逼太后，卓未

至進敗。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東昕殺，進、苗部曲無前扇，皆詣卓。卓

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共祟，故京師兵權唯在卓。品可策免司空劉弘而

卓代之。俄遷太尉，位節誠虎貢，遂鹿帝為弘農玉，尋叉殺王及何太后，

立靈帝少子陳留玉，是為獻帝。卓還相圓，封郎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毆

。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接有武庫、甲兵、國家張賢

，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泉，眶耽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嘗遣軍至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吐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

牛車，載其婦女財物，以研斷頭繫車轅軸，連車主而還洛'云，攻賊大獲，

稱萬歲。入開陽城悶，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牌妾。至於姦自L宮人、

台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扭，城門投尉伍瓊等，用其昕舉韓龍

、劉岱、孔伯、張瓷、張遭等出宰州郡，而龍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

卓聞之，以為悲、瓊等通情頁己，皆有I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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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西元 190一筆者〉二月乃徙天子部長安，焚燒洛陽宮室，志

發掘毆墓，取寶物。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日尚矢。築鄙塢，高與長安城疇，積穀為三十年

儲。云事成雄;星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o 嘗至部行塢，你Il以下祖道於

橫門外(橫昔光) 0 卓旗施帳幢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

舌，法斬手足，萬鑿眠，或鐘煮之，未死僱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已

箏，而卓飲食自若 o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

素不苦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替

殺之。

法令苛酷，愛情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于數，百姓嗽擻，道路以目

。三年(即獻帝初平三年，西元 192一筆者)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

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于有疾新愈，大會未夫毆，布使同鄉

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若衛士服守拉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

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車，夷三族。

以上係節錄自三國志董卓傅，由上可見董卓是如何殘暴專橫，以至最

後被殺之經過。

現在再就三屆志呂布傅，君君他是如何情形。

呂希[j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即今緩遠省五)京縣一筆者〉人也。以聽勇，

給并于H東]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洞內，以布為主誨，大見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苔，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

，欲殺!京，并其兵泉，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qYi原首，詣卓'

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于。布使弓馬，宵力過人，號為飛將

。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適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正常以向

宿。然卓性剛而桶，忿不思難，當以小失意，拔手軟擲布，布拳(力已〉

捷避之，為卓顧~P 卓意己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便有J守中間，布與卓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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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玉允，以布川里壯煌，厚接納之

，後布詣允，陳卓蔑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便

為內膺，布日奈何父子何。允日，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

謂失于。布遂許之。于豆豆刺卓，語在卓傅，允以布為奮威將軍， 1自節儀，

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

司徒王允在三國志中雖無列傅，但在董卓及呂布傳中，都曾提到他，

係歷史中的其實人物無疑，惟貂蟬則不論在董卓傳或呂布傳均未見其人，

拉對本劇另說如後。

二、故事另說

1.首先要說張溫的被教 按國劇故事中說呂布奉令取氾水閥，遣馬童

潛往偵探，盜得朝臣張溫致關將方悅約共誠卓之束，歸呈董卓，卓乃於飲

宴席上斬張溫。而按三國志蓋卓傳既記，則說原為大尉現為衛尉的張溫，

一i甸和董卓交情不好，卓心里很怨恨，適在其時太史君天文氣數，說應有

大臣要被放戮，於是董卓因天有麓，欲以塞咎，乃使人密告張溫與袁術有

往來，於是把他杖擊而死。由此可知張溫之死，並非由日布派馬值取得張

溫致關將方倪之束，而遭蓋卓處死，王.處死方式，三國志所記與國劇故事

中既說亦不同。按衛尉本秦官名，為九卿之一，掌門衛屯兵，到漢興仍沿

用秦制設衛尉。靈帝時磅門頁宮，於是太尉投頭，司徒崔亨見，太尉獎授，

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最高千萬，最低五百萬買官，張溫雖傑材，也耍化

錢活動才能買得高官。

2.呂布的倒戈在前面所引董卓傳真，提到呂布原為了原的騎都尉，

後叉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

卓以布見:信於原，話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

由於上面三國志的記載，過於筒，略，究竟如何誘令布殺丁原，由這種

簡單的記載真實在若不出來。在三國演義第三同則有很詳細的描述，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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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珠，以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矣。」卓間李

而無謀，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悴，可乎 ?J

'繫獅蠻寶帶，縱馬拉報，隨丁建陽(丁原號〉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為自

怒引軍出迎 O 兩陣對區，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寇，披百花戰袍，最)吉說鎧甲

「某欲從

「某在了建陽

「恨無泊挨(;是徵末的是E:思〉

不如董卓;董卓為人敬禮賢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栗。」布日;

立，恨無門路。」

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 r為何有此 ?J 肅令比退左右，告

其中郎將，弟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日;

!其闊氣而來中?J 叮已酒甜剩三j: r向少得
相見，令拿去P當會來。 J ;有1 曰: r兄醉矣。先父栗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

布與肅約明日來降，肅別去 O 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逕入丁原中長中。

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 r吾見來有何事故 ?J 布日「吾堂堂丈夫，

立功，以為進見之禮。」肅曰: r劫在翻手之間，弟不甘為耳。」布沉吟

頁久日: r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如何 ?J 耳目日: r賢弟若能如此，真

布曰: r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克馬亦董公所賜也。」

布日: r董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 ?J 肅曰: r如某之不才，向為虎

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

。」肅笑日: r r其禽擇木而j妻，賢臣揮主而事。」見j漫不早，悔之晚矣

安肯為汝子乎! J 丁原曰: r奉先何故變心 ?J 布向前一刀，砍了丁原首

。」布曰: r兄在朝廷，觀何人為 Ilt之英雄 ?J 肅日: r某遍祖歪臣，皆

蔽，大呼: r左右!丁原不仁，吾己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

」軍士散去大半。

晨。

次日，布持丁原首級，佐克李肅，肅遂引布見卓 o 卓大喜，置酒相待

。車先下拜日: r卓今得將萃，如苦旱之符甘雨也 oJ 布納卓坐而拜曰:

I~若不吏，詰拜為義艾。」卓以金甲錦祂蜴布， I陽飲而故 c 卓白是威勢

越犬，白領前將軍，對弟董早已為左將軍事侯，對日布為騎都尉中郎將都事

! ?J 肅大笑曰: r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恐日;i處 亦刺叫出
宮貴，如探囊取物，戶何J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 ?J 布日: r恨不逢共主王耳耳I::

「可速報且將一

「兄賜比其駒，將何以為報 ?J 肅曰: r布見了此馬大喜，謝肅曰:

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賞中郎將李肅也。卓曰: r汝將何以說之 ?J

肅曰: r某聞主公有其馬一伍，號日「赤鬼.] ，日行干里。氯得此馬，再

: r國家不幸，閱臣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忘言廢立

，欲亂朝廷 ?J

董卓未及同答，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

軍，右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 r賢弟別來無苦?

，更與黃金一于雨，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

李肅覽了禮物，投奔日布棄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

偏日: r此言可乎 ?J 儒曰: r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 ?J 卓欣然、與之

品義第三同標題是: r議溫明華卓比丁原，說金珠李耳目說呂布J '說董車

入洛陽後，把持朝政，欲鹿少帝， (即皇子辯〉而改立i凍留王協(後之瘦

闢帝) ，一日在朝臣一次大宴會中，董卓提出此議，丁原極力反對，卓製

佩劉欲斬丁原。品可見了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勢方天

歪扭，怒目而棍，會議乃無結果而散。次日，丁原為此事向董卓揭戰。車

」布揖曰: r久不相見，今居何處?J 肅曰: r現任虎賞中郎將之職。開

賢弟匡扶社程，不勝之喜。有其馬一匹，日行干里，渡水登山，如鹿平地

，名日『赤覓， .]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使令牽過來君。果然那馬

渾身上下火鼓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八尺

;嘶戚咆時，有騰空入海之狀。

大敗，退三十餘里下槳，聚眾商議。卓曰: r吾君呂布非常人也，若得比

人，何慮天下哉? J I悵前一人出曰: r主余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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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掛得十分妥貼且，不久!呂亦果然就殺了董車，達

割了王允的願墓。

「其實，貂蟬如真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環。

「貂蟬二字，原為漢朝後宮之內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煩低得很多)

，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蟬。王尤家中，不可能有這樣一個γ環。倒是

重卓的家中可能有。後漢書畫卓傅，記載了他曾經『姦亂公主，妻略官λ

ojJ

由上面黎教授的訟法，可知貂蟬並不是人名，而是漢朝皇宮內的一種

女官的官名，因此王先不會把宮里的宮女弄到自己家里來作丫環，倒是董

卓因他到洛陽後，曾經「姦亂公主，妻略宮人」。既然他到宮里橫行能為

，妻略宮女，把宮女中的漂亮而中意的弄到自己家里，可以常為享受，也

是很自然的事o 如果董卓家里真有一個「貂蟬」級的宮女，恐怕就是這樣

從皇宮耍弄來的。

4.呂布為什麼叉掉罔頭來教董卓? 我們在前面引述的三國志呂布傳

里有: r 然卓剛而福，忿不思難，嘗以小失，音，拔手載擲布，布拳(力

也)捷避之，為卓顧謝，卓去己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

卓侍牌私遇，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關於上述情形以及董卓凶殘，應該被殺，黎東方教授在同書中有下面

說法;

「董卓早就該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于三年(四元192年〉四月，是

由於他那種紙老虎的威風，的確叫，人害怕。他有當時全國最強的兵;也做

到了掌握年幼的漢獻晉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剖之恩威J.

叫人感激，也i叫，人發抖。再加以他從美人胡人那真學來的一大套野蠻勁兒

}例如割舌頭，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幫助了塑造自己為閻羅王的

型像。

三國志以篇幅有限，對呂布之鈑丁原而歸董卓，不能有太詳細的記述

，前面在呂布傳襄說蓋卓誘呂布殺丁原，究竟是踩用什麼方式來誘白布，

未作進一步較詳細的記述，三國志作者陳壽作三國志時，是在司馬民黨魏

建音以後，距漢末不遠，關於卓誘呂布所踩方法，或能知其詳，祇以篇帽

所限，不能盡其詳，至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已在元末，距漢末已于有餘

年，對當時史實，如籍無記載，當不會知道得太詳細，好在三國演義故事

，趣味似重於史實，對於卓誘呂布之描述，說得入情入理，也我們也就姑

妄{言之了。

3 關於貂蟬某人 呂布與司徒王允等合力殺董卓，在漢末是一件大事!
'因董卓之死，又導致了多少戰亂，天子蒙塵，國家喪亂，後來導致曹課

之有議會把漢獻帝弄到許都，掌握在自己于寞，脅天子以令諸饒，造成自

己的霸業，終由其子曹丕築漢而建魏'這一切都是由於董卓故殺，其部下

卒帳、郭氾、獎宿、張濟等擁兵{乍亂，關內靡爛而種其根白，像這模重大

的事故，果真如三國演義及國劇故事里所說，完全是由於王司徒巧使連環

計，將家中侍牌貂蟬認為義女，興許呂布，暗送董卓，由貂蟬從中運用，

使董卓呂布父子反日，導致當時最兇惡專橫，專斷朝廷，使人人側目，敢

怒而不敢言的奸賊董卓，死於自己義子呂布之手，則貂蟬之功，真不亞於

西施之對越國的貞獻，三國志作者凹或不會為她作傅，但起碼一定會在董

車或呂布傳里提她幾旬，但在前述二人傳里竟隻字來提。可見歷史上並無

其人，而各歷史學家也相信在當時並無其人存在。

我們再君君黎東方教授在其前著「細說三國」真是怎接說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把這件事描寫得有聲有色，說王允有一個丫環，

名吽貂蟬，為了l叫，這丫環去影響呂布，王尤把貂蟬的地位由丫環提升到養

女，偽稱為『親生之女J '然後就施行連環計;先把且布請來，許呂布拉

此女，吽呂布作未來的女婿;然後又把這位小姐送給董卓，fF董卓的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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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數人能君得出，像他這樣的大獨裁者雖不是用軍陵既能打筒

，均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對付他，消誡他。

「司徒玉允是這『極少數人J 之一。他說服了董卓身邊的呂布。巴布

當時正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萱卓待他極好，收了他為養于;也可

以說是董卓身邊最受親信的人。(董卓似乎沒有競生兒子;女婿也只有~

個，姓牛名輛。〉另 4方面，董卓似乎又對他極懷;董卓曾經為了~件小

事，拔出所佩帶的『手載j ，向呂布捧來臥呂布倘若沒有武功，躲不聞這 E

手載，當時一定送命，因此之故'的咐心情，十分的不穩定。 J

「使得董卓拔出于載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沒有記載，後漢書呂布傳!

說:蓋卓在這一件小事發生以後，仍舊很喜歡呂布，叫，目前I作臥房附近的;

待宿。這呂布去的乏和董卓的傅脾(貼身丫環〉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載

在前，呂布私通搏牌在後。

「呂布所私適的革卓的『搏牌j ，是否就是三國演義上的貂蟬，並不

重要。

「重要的是;白布終於決定殺董卓，確是由於王允的開導。王允勸昌

布不必顧慮什麼父子之惰，與董卓至多只是養父養子或義父義子的關係，

不是觀父子;況且，董卓在向他摔手載之時，並不曾顧慮到什麼父子之情

。」

由以上黎教授師說，以及前面既引三國志董卓及呂布傳真既說，可見

三國演義及國劇「貂蟬」理研說的連環計，都與史實不符。在當時也沒看

一個特定的女人吽「貂蟬J 的，自己愛國傷時，且受玉允之諦，執行連環

計，使董卓呂布父子反目。不論在三國演義里或國劇耍，都說是日布與招

蟬在鳳儀亭私自約會，被董知道了，趕到鳳儀亭，拿了呂布自己使用而臨

時放在那里的方天畫載，向呂布擲去。史實記載均是董卓因一件小事不高

興，拔自己身上佩帶的小手載，擲向日布。擲峨的時間，也不是在呂布與

貂蟬在鳳儀亭約會之時，而是在呂布私通董卓的貼身丫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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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蓋卓究竟在什麼場合故設? 前面國劇故事要說，且布誅董卓於歌

舞盛宴之前，這想是編劇者為了演出的熱鬧及高潮，在盛大的宴會上把董

卓殺宛'這真是與史實風馬牛不相及了。倒是三國演義，為了故事的趣味

化，描寫得有聲有色，其故事倒與史貫相差不多。前面前引三國志董卓傳

要說董卓築廊塢。按辭海註解: I郎塢，漢末董卓築塢於間，號日萬歲塢

, itt稱郎塢，故地在今歐西省，e~縣北 oJ 董卓平日除上朝外，多居於眉~~!';§

o 按黎東方教授在其所著「細說三國」真是這樣說的; I漠獻帝初平三年

(西元 192年〉四月的某一天，這一天，漢獻帝小病初愈，大會盡臣於末

央戲，董卓白也由眉~t;品同到京城。董卓敢殺的地點是宮城的北扳門。動手

按他的，先是呂布的小同鄉，官居時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肅，李肅僅僅砍

傷了董卓的臂膀;去口也用力過猛，使待董卓滾下馬卒，且布接若用長矛一

刑，就結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j存在接下馬車之時，還不知道呂布已經對他變心，大1U1-: r且布

何在 ?j 呂布取出土孫瑞所寫的漢獻帝詔書，說: r有詔，討賊。 j (土

孫瑞是右扶風人，官居尚書右僕射，這尚書僕射之官，到了北周與l清店之

時，才十分重要;在東漠之時，還不過是皇帝面前的一種類似文書科副科

長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宮內宮外的兵土都高呼萬歲，老百姓極多跑到街上來唱

歌跳舞，也頗有一些人買了診珠寶玉與好衣袋，去買酒買肉，大吃一頓的

。董卓，的確是接到了國人皆曰可殼的地步。他的昆首，被君守人插上了

棍子在肚驕眼里，泣，臘燭，也店然亮了一夜。袁紹、袁術家的門生故吏，

集合起來，把董卓的昆首;燒了，燒成灰，散佈在街上出氣，這些話，三國

演義上有，正史上也有。」

上面引用黎教授的話，無非是補充三國志要過份簡略的記載，如要看

趣味性、故事性高的描述，當然是要君三國演義的有關幸同，惟三國演義

的作者為了提高趣味性、故事性，有許多地方逾越正史的範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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