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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戲劇人物與歷史人物的分野

一以〈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為例

蔡翔字

【提要】

關羽，這名東漢末年的武將，以其武勇鎮攝當時四方割據之群雄，叉以其

對劉備的赤膽忠心，不屈二節，在他含恨授首後，依然受到廣大民眾的愛戴。

無論是正史記載或是野史傳頌，關羽永遠代表著正義的化身，忠、勇的表率，也

難怪從古至今，朝廷對其敕封加爵與民間朝其供奉膜拜的程度，歷史上有名之

人物屢屢難以望其項背。現在將以戲曲或小說中都有被獨立描述的「單刀會」’

來了解關羽的形象究竟為何 。

【關鍵詞】關羽單刀會元雜劇關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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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是關漢卿一個著名的三國故事戲，至今一直在舞台

上演出，京劇及其他許多地方劇種都有這個劇目。在眾多「關羽戲J 中，本劇

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劇目，前兩折主角都沒有出場，藉由旁人的口吻，將關羽的

形象描述出來，而且將其勇略膽識以及過往輝煌戰功經歷有相當程度的渲染﹔

但是在正史上，關羽的地位與評價，並不如小說、戲劇、故事中的英明神武，

那麼的被人崇敬。因此打算藉由這齣雜劇的劇本內容，與正史等相關資料做比

對，試圖將「關羽」這個人物的形象與性格正確定位。

二、單刀會中的關羽

元雜劇〈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共分四折，前兩折是魯肅分別與喬玄、司馬

徽對話，到了第三折、第四折才讓關羽上場﹔因此在後來的戲劇演出中，才有

將三、四折稱為〈訓子〉、《刀會〉，並單獨演出的慣例。以下我們先大致敘述前

兩折的內容，並就其中提及關羽的部分稍做分析。

（一）由旁人口吻敘述襯托

第一折開頭，沖末扮魯肅上場，先說明當時天下三分的情勢，接著就討荊

州一事定下三計，很明顯的將矛頭指向當時荊州守將關羽，欲請其過江赴宴，

並依計行事。

第一計：趁今日孫、劉結親，已為唇齒，就江下排宴設樂，修一書以賀近退曹兵，玄

德稱主於漠中，讀其功糞，邀請關公江下赴會為慶，此人必無所疑﹔若渡江赴宴，就

於酒席中間，以禮索取荊州。

第二計：（倘若不還），將江中應有戰船，盡行拘收，不放關公渡江回去。淹留日久，自

知中計，默然有悔，誠心獻遺。

第三計：（更不與呵），壁衣裡暗藏甲士，酒甜之際，擊金鐘為號，伏兵盡舉，擒住關公，

囚於江下。此人是劉備股眩之臣，若將荊州復還江東，則放聞公還益州﹔如其不然，

主將既失，孤兵必亂，乘勢大舉，觀荊州、︱一鼓而下，有何難哉！ I 

如此上、中 、下三計既定，應該是萬無一失，接下來就只要見機行計即可，

但是劇本安排一個正末喬玄出來商議，表面上顯得魯肅謹慎行事 ，實際上是要

藉喬玄之口， 塑造出關羽的神勇形象。

l 關漢卿戲曲集（上）吳國欽校注台北市里仁書局 1998年頁 330-331 以下引用曲丈僅直
接於其後標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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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云）今日請老相公，別無甚事，商量索取荊州之事。

（未云）這荊州斷然不可取！想關雲長好生勇猛，你索荊州、︱呵，他弟兄，宮、肯和妳甘罷？

（頁 332)

這裡只泛泛以「關雲長好生勇猛J 表示荊州的難索，接下來【油葫蘆】曲

調，將火燒博望坡與赤壁之戰的輝煌事蹟陳述一番，顯示蜀漢文臣武將的足智

多謀、能征慣戰，帶有勸阻魯肅不要破壞吳蜀薄弱同盟關係的意味。

【天下樂】你則符要行霸道，你符要起戰討。（魯云）我料關雲長年邁，雖勇無

能。（未唱）你体欺負關雲長年紀老。

（云）收西JI[一事，我說與你聽。．．．

【那地令】收西川白帝城，將周瑜來送了﹒．．你符將荊卅地面來爭。

關雲長聽的鬧，他可使亂下風電。

喬玄將收西川一事中，關羽的活躍告知魯肅，但仍無法讓其信服，於是魯

肅悶了這麼一句：

（魯去）他便有甚本事？（末唱）

【鵲踏枝】他誅文丑逞粗躁，刺顏良顯英豪。他去那百萬軍中，他將那

首級輕梟。．．．．．．（頁 333)

曹操與袁紹在河北爭霸的官渡之戰中，關羽在曹操陣營中，斬顏良、誅艾

醜，名震神州，不但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連曹操也「倍加欽敬，表奏朝

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 2 。儘管如此，魯肅還是不放棄索討荊州之念，喬玄雖

然在【寄生草】一曲中苦口婆心的陳說，兩國兵戒平戈相見，只有百姓受害，

但是他仍然持續逼問：

（魯、云）小宮不會與此人相會﹔老相公，你細說關公威猛如何？（未云）想關雲長但上陣

處，憑著他坐下馬、手中刀、鞍上將，有萬夫不當之勇。（唱）

【金盞兒】他上陣處赤力力三待美草草飄，雄超越一丈虎驅搖，恰便似六

T神簇捧定一笛活神道。那敵軍若是見了，唬的他七魄散、五魂滴。（云）

你若和他廝殺呵，（唱）你則索多披上幾副甲，勝穿上幾層施。 便有百萬軍，

擋不住他不刺刺千里追風騎﹔你便有千員將，閃不過明明健月三停刀。（頁

334) 

2 羅貫中著三國演義劉國瑞發行聯經出版社 1998 年 6 月初版 20刷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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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曲文算是第一折的重點，不僅詮釋出關羽的武勇形象，也清楚說明，

和他廝殺是絕對沒有勝算的﹔但是魯肅並未因此而懼怕，反而再次重述他那三

條妙計的可靠，喬玄只好一邊潑他冷水「（末日休道是三條計，就是千條計，也近不的

他。（唱）」’一邊以曹操獨陵橋三計失算之例，提醒他少打歪腦筋。

（魯云）老相公不必轉轉議論，小官自有妙策神機。乘此機會，荊州、！不可不取也。（未云）

大夫，你這三條計，比當日曹公，在海陵橋上三條計如何？到了出不的關雲長之手。（魯

云）小宮不知。老相公試說一遍我聽咱。（未唱）

【尾聲】會丞相將送路酒手中擎，錢行禮盤中托，沒亂無、娃兒和嫂嫂。

曹孟德心多能做小，關雲長善與人交。早來到瀛陵橋，險唬殺許褚、張

遼﹔他勒著追風騎，輕輪動健月刀。曹操有千般計較，則落的一場談

笑。．．．．．．（頁 335)

從正末喬玄所唱的這些曲艾，以及沖末魯肅的引導式詢問，可以發現劇作

家正旁敲側擊地將尚未出場之主角描寫成近乎神人般無法匹敵﹔但是魯肅在聽

過這一連串的議論，仍然半信半疑，於是決定走訪水鏡先生司馬徽，聽聽他的

意見，這便帶出第二折的劇情。

第二折的正未改由司馬徽扮演，開場領道童上，唱了【正宮端正好】、【滾

繡毯】兩曲，形容自己的自在優游﹔後來魯肅上場，請他當陪客，不料司馬徽

一聽是要和關羽向席，便一口回絕。

（云）若有關公，貧道風疾舉發，去不的！去不的！

【滾繡毯】大夫，你著我建前勸幾鼠，那漢劣性怎肯道折了半籌？你便

休題安排著酒肉，他怒時節目前見鮮血交流。你為漠上九座州，我為是

前一醉酒，咱兩笛都落不的完全屍首。我做伴客的少不的和你同病同憂。

只為你干年勳業三條計，我可甚一醉能消萬古愁，題起來魂魄悠悠。（頁

340-341) 

這裡將伺候關羽形容成伺候王公貴族，如果平平順順合其意那還好，如果

拂逆而導致發怒，那後果真是無法預期。所以司馬徽向魯肅告誠，如果真要設

下宴席，必須要如此做：

（末去﹜依著貧道說，雲長下的馬時節，（唱）

【倘秀 才】你與我躬著身將他來問候。（云）你依得麼？（魯云）關雲長下的馬來，

我躬著身問候。不打緊，也依的。（宋唱）大夫，你與我跪膝著連忙的勸酒﹔飲

則飲、 嘆則噢、受則受。道東”可隨著東去，說西去隨著西流。（云）這一樁

兒最要緊也！（唱）他醉了呵你索與我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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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曲文描寫的極像三國演義中關羽在曹營時受到的禮遇。「操﹒．．以客禮

待關公，延之上座﹔叉備綾錦及金銀器血相送．．．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

五日．．．」 3如果無法上馬敬，下馬迎，那還是別請的好﹔特別他提到，如果關羽

喝醉以後，最好掉頭就走，魯肅不知嚴重，還繼續開下去，於是司馬徽以【滾

繡毯】一曲形容。

（魯云）先生，關公酒後德性如何？（末唱）

【 j袁繡毯】他尊前有一句言，起前帶二分酒，他酒性躁不中撩門，你則

綻口兒休題著索取荊州。（魯去）我便索荊州、︱有何妨？（末云）他聽的你索荊州、阿’（唱）

他圓睜開丹鳳眸，輕舒出捉將手﹔他將那臥蠶眉緊皺，五蘊山烈火難收。

他若是玉山低起，你安排著走﹔他若是寶劍離匣’你則准備著頭。枉送

了你那八十一座軍卅！

其實司馬徽唱到這裡，不但假設了席上索討荊州後關羽的性情演變，也已

經將關羽的酒品清楚分析：「他酒性躁不中撩鬥」﹔偏偏魯肅還是認為關羽有勇

無謀，自己安排的萬無一失，正所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但是司馬徽將

諸葛亮以及五虎將其他四位再以【倘秀才】【滾繡毯】兩曲介紹，證明不但魯

肅近不了關羽身邊，就算得逞，另外這幾個文臣武將也決計不會善罷干休﹔因

此堅持不肯赴宴，並且在【尾聲】一曲叉一次的表現出關羽「武神」的形象：

（去）先生若肯赴席呵，就與關公一會何妨？（未云）大夫，不中，不中！休說貧道不會勸

你。（唱）

【尾聲】我則怕刀尖兒觸抹著輕剪了你手，樹葉兒陡防打破我頭。關雲

長千里獨行覓二友，足馬單刀鎮九卅﹔人似巴山越嶺彪，馬跨翻江混海

獸﹔輕舉龍泉殺車育，怒扯昆吾壞文丑﹔龐蓋下顏良劍標了首，蔡陽英

雄立取頭。這一笛躲是非的先生決應了口﹔那一個殺人的雲長，（云）稽首！

（唱）我更怕他下不得手！（頁 342-343)

接著【尾聲】這麼一形容，加上道童在旁邊來了段【隔尾】 4 ，這下子魯肅

再不信也不行了，而且開始懼怕設計這場鴻門宴，自己是否還能全身而退﹔不

過他畢竟是周瑜遺命接掌都督，因此不能臨陣脫逃，所以還是按照原訂計量甜，

派遣副將黃文持書請關羽過江赴會。

3 同註 2 頁 207

4 【隔尾】我則待拖條華杖家家走，著對麻鞋處處游。（去）我這一去，（唱）惱犯雲長歹事頭，周
倉哥哥快爭門，輪起刀來劈破了頭，唬的我恰便似縮了頭的烏龜則向那沖河裡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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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主角口吻直接呈現

進入第三、四折，正末關羽終於上場，經過一番自我介紹，順便把漢朝開

國至今的局勢演變，以及隨劉備奮鬥三十餘年的經歷敘述一番，魯肅所差之送

信使黃文上來了。儘管這是正史上所沒有的一號虛構人物，但是從黃文這個角

色，更能清楚體認劇作家對於關羽的標榜與推崇。首先是他的稱號：「拖地膽黃

文」’這樣的稱呼除了表示他膽識過人，也連帶映襯如果不是有如此膽量之人，

豈敢隻身赴敵營送信，更遑論面對像關羽這樣神威凜凜的武將。再來是見到關

羽時，不過是這麼一句：

（正末云汐E那廝甚麼人？（黃慌去）小將黃文。江東魯子敬，差我下請書在此。

「慌」字這麼一下，凸顯出即便是「拖地膽J ’碰到這樣的場面也不免手足

無措，再加上下場前這麼一段口白：

（黃丈去）我出的這門來。看了關公一笛神道相。魯子敬，我替你愁哩！小將是黃文，特

來請關公。揖長一尺／丸，面如掙寮紅。青龍懼月刀，九九八十斤﹔脖子裹著一下，那

襄尋黃丈？來便吃鐘席，不來豆腐酒吃三鍾。（頁 347)

前兩折從喬玄、司馬徽口中所描述的關羽’多少帶有一點傳說或是誇大的

效果，但是從這個小角色親身體驗後證實，可信度就大大提升﹔雖然只是短暫

會面，但是簡單幾句就將關羽的形象特徵點出，並因此為其主帥擔憂後果，可

以想見定下三計擒關羽，恐怕是只能想不能做。

既然魯肅那邊已經是機關算蠢，心思計定，關羽這邊當然也不是不清楚對

方的如意算盤。正如同接下來關羽所唱的【石榴花】、【鬥鶴鳴）以及關平所去

「他那襄鐘無好會，則怕不中麼？」﹔但是關羽對於武勇的自豪，就在關平一連

串勸阻、分析和詢問中以不同的曲文一一唱出：

【土小樓】你道他「兵多將廣，人強馬壯」﹔大丈夫勇敢當先，一人拼命，

萬夫難當﹒．．你道是隔著江起戰場，急難親傍﹔我著那廝鞠躬、鞠躬

送我到船上。

【么】你道是先下手強，後下手殃。我一隻手播住寶帶，臂展猿鏢，劍

摯秋霜﹒ ．．他那襄晴睹的藏，我須索緊緊的防。都是些狐朋狗黨﹒．．

小可如千里獨行，五關斬將。

【鮑老兒】俺也曾過鼓三擎斬蔡陽，血攪在沙場上。刀挑征袍出許昌，

險唬殺曹丞相。向單刀會上，對兩班文武，小可如三月襄陽 。

【剃銀燈】折其他雄趟趟排著戰場，威凜凜兵屯虎帳，大將軍智在孫、

吳上，馬如龍、人似金剛﹔不是我十分強，硬主張，但題起著廝殺呵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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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擦掌。
【蔓青菜】他便有快對付能征將，排~甲，列旗餘，各分戰場。我是三

國英雄漢雲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

【尾聲】須無那臨漫會秦穆公，又無那鴻門會楚霸王，折麼他滿建人列

著先鋒將，小可如百萬軍刺顏良時那一場嚷。

這幾段曲文不但產生唱者豪氣干雲’聽者雄壯威武的效果，而且是從前兩

折一直重複著同樣的豐功偉業，在喬玄、司馬徽是一種旁觀者口耳相傳的敘事

形態，在修辭形容上自然有些添油加醋之感﹔但是這一折里經過正末關羽的主

唱，就變成了每項功蹟都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再加上正末下場後周倉、關

興、關平等人各段口自的壯大聲勢，更增添了觀眾、聽眾那種「我是三國英雄

漢雲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的共同意識。

第四折是全劇的高潮，即從正面描述「單刀赴會」的主題。因為前三折的

反覆鋪墊、烘托渲染，已經將一個不僅是志勇過人、忠肝義膽，而且文韜武略、

成竹在胸的關羽置於觀眾、聽眾之前﹔所以這一折主寫宴會情景，且對白明顯

多於唱腔，最有名的兩支曲調還是正末關羽在渡江時，有感而發所唱，不但描

繪出關羽藐視強敵，且臨陣安之若素的豪邁氣概﹔而且通過對歷史沉思與再建

奇功的鬥志聯繫’尚未正面衝突，但是已經可以預期接下來的「折衝樽趨之間，

決勝千里之外」了。

（正云）看了這大江 ， 是一派好水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壘，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業。又不

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我銳，這單刀會似賽村

＃土。

（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駐馬聽】水湧山壘，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

傷哇。破曹的搗格一時絕，雇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帶去）這

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畫的英雄血！

接下來，魯肅親迎關羽入席，酒過三巡，魯肅從盛譽關羽有仁、義、智等

美德，然尚欠缺「信J ’是以不能完全，此是以激將法暗指久借荊州不還之無信

5 ﹔然關羽答稱漢朝乃高祖之創業，東吳孫氏無理承受漢家土地﹔魯肅見話不投

機，欲出埋伏以擒關羽’然關羽早有預防，先喝退兵卒，再挾持魯肅為人質，

其間一句雙關語甚為貼切的形容：

「（魯云）你擊碎菱花。（正云）我特來破鏡！」

5 劇本第四折【胡十八】曲調後魯去：「非將軍失信，皆因令兄玄德公失信。」【廣東原】曲調

後魯叉去：「將軍原來傲物輕信．．．．．．今將軍全無仁義之心，枉作英雄之輩。荊州久借不還，卻
不道 r人無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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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鏡」代「敬」’魯肅字子敬，點明了就是單刀赴會，要來擊破你索還荊州的

陰謀，成功塑造英雄不敗，小人必失策的情境﹔適時關平等人趕到接應，一場

衝突消調於無形，正如同正末最後所唱一曲【離亭宴帶歇指煞】最後一句：「說

典你兩件事先生記著：百忙裡稱不了老兄心，急切裡倒不了俺漢家節」。留下魯

肅等東吳將宮，只能恨恨得說：「你去了倒是一場伶俐」’正所謂機關算盡太聰

明，差點害了卿家性命。

從以上敘述，再經由其餘戲曲加以對照，可看出劇作家所極欲表現出關羽

的形象不外乎智、仁、義、勇數方面6 ，而其中叉以武勇描寫最為深入，不但藉

由旁人之口吻專讀，也讓主角細細歷數﹔然而在安排上巧妙移動順序，配角先

說明再讓主角複述一次，同時延遲主角的上場，塑造出一種眾星拱月，千呼萬

喚始出來的景象，使觀眾在反覆鋪陳烘托主角的氣氛下，不會產生厭倦曲艾一

再大吹大擂或是主角自大傲慢的反感﹔相反的營造出群情激昂，更加的為之迫

切期盼他們心目中的「關大王J 上場，以神威一一拆穿小人陰謀，化險為夷。

這樣子描繪主角形象而產生的藝術效果，在戲劇上是非常成功的一種表現。

三、史實中的關羽

三國歷史在經過千百年流傳，其中人物形象至今仍是翱翔如生，歷歷在目，

這歸功於話本、戲劇、小說，甚至於現在流行的電腦遊戲，都是讓這些英雄好

漢歷久彌新，永難忘懷的最佳媒介。這當中叉以蜀漠的君臣最受到大家的重視

和尊敬，而我們要探討的關羽’叉更是之間的佼佼者，不但封為武聖，而且還

立廟供春，像台北有名的行天宮，就是祭拜「恩主公」一一關羽這樣一個集英

雄、忠臣以及義俠於一身的古今第一武將﹔幾乎可以這麼說：三國人物論「智」

大家一定公推諸葛亮，談「勇」那就非關羽不可了。但是史實中身為蜀漢五虎

將之首的關羽是否真是如此超凡絕倫、英明神武呢？我們將分數點來探討歷史

上關羽這名武將。

（一）關羽的武藝與戰功

不管是《三國志平話〉、《三國演義》，甚至是《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等這類

的戲劇，關羽 r萬人敵」、「武神」的稱謂一直是令人深信不疑， 這可以從明、

清兩代關帝廟的遍布全國，而且與至聖先師孔子的「艾廟」相提並論的「武廟」﹔

6 劇本第四折【胡十八】曲調後魯云：「想君侯文武全才，通練兵書，習〈春秋〉、〈左傳﹜，濟
拔顛危，匡扶社程，可不謂之仁乎？待玄德如骨肉，觀曹操若仇籬，可不謂之義乎？辭曹歸漠，

棄印封金，可不謂之禮乎？坐服于禁，水燒七軍，可不謂之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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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從宋代以降屢屢加封褒揚，直至清代尊敕共二十六字的封號7 。從一名武將

神化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們頂禮膜拜的偶像，憑藉著就是他的神勇無敵、武藝

蓋世這種長駐人心的印象。其實據史書記載，真正死在關羽手下所謂有名的武

將，只有顏良、龐德兩人，而且顏良是在磨蓋下被關羽一劍刺死，並非俗稱的

「斬」顏良﹔龐德也是在水淹七軍時，力戰至竭，因不識水性，被擒處斬，可

以說嚴格來講都不是關羽手起刀落的斬殺。其他大家耳熟能詳的「溫酒斬華

雄」、「快，馬誅艾醜」、「嫌城斬草胃」 J過五關斬六將」、 r三通鼓戮蔡陽」等等

戰功，或為他人所殺而由民間藝人、劇作家移花接木的歸功於關羽﹔或為小說

家、說話人為渲染關羽形象而虛構的子虛烏有情節8 ，但是在艾學作品、戲劇情

節中，這些有名的武將往往在數回合間（通常不超過五回合），就獻首於關羽那

重達八十二斤的青龍健月刀之下。這樣子刻意營造形象，也難怪民間一致認為

關羽是當代武藝最高之人，不愧為五虎將之首﹔其實關羽祇不過是劉備手下一

員武將，受重視的程度因為從劉備開始打天下就一起並肩作戰，所以和張飛是

比較受到看重的﹔至於武藝、戰績應該都與張飛、趙雲、馬超、黃忠在伯仲之

間9 ，只是因為受託守備荊州，所以一般就認為是這五名將軍的首領。其實對關

羽的評價如黃摩西〈小說小話〉所指出：「歷稽史冊，壯繆僅以勇稱，亦不過貴、

育、英、彭流亞耳﹔至於死敵手，通書史，古今名將能此者正不乏人，非真可

據以為超群絕倫也。」 IO應該是個恰如其分的說法。所以《三國演義〉和民間

流傳的關公故事，應該是三分實事、七分虛構的比例分配，其中關於其顯赫武

藝之描寫，實際上是唐宋以後歷代民間藝人、雜劇作家和小說家們穿鑿附會、

虛構編造出來的。

（二）單刀赴會的真實性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這樣的故事內容到底與歷史記載是否有關聯？在正

史中有下列關於荊州借討的記載：

《三國志﹒吳主傳〉：「權以備已得益卅，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

7 宋徽宗將開羽從蜀漢後主誼封的「壯繆侯」晉升為「壯繆武安王」’宋高宗加封為「壯繆義勇
王」’元文宗改封「英濟王」﹔明萬曆年進爵為帝，直至清代，褒封祠耙達到極點，成為「忠義
神武軍祐仁勇威靈護國保民精誠緝靖翊贊宜德關聖大帝」

E 華雄是孫堅所殺 ，車胃、蔡暢是劉備所殺，艾醜是曹操所殺，至於過五關斬六將完全是小說
杜撰，全無此事於歷史上。

9 除了斬殺顏良 、庸德，還有圍攻曹仁、水淹七軍擒于禁之外，關羽並非是戰無不勝的武神。

以建安十七年年表所記：各十月，曹操東擊孫權，曹將樂進入荊州軍萬關羽’ 文聘接著在尋口向

關羽討戰，叉攻關羽設在漢津的物資補給單位 ， 且放火燒掉在網域的舟船， 最後關羽和樂進相

持在青泥。

10 轉引自唐華〈三國時的關羽與「三國演義」中的關公）明道丈藝 1994 年 3 月 216期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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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曰：『吾方國涼卅’涼卅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 F此假而

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史，關羽盡逐之。」

〈三國志﹒周瑜魯肅呂蒙傳》：「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

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開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又云：「備

既定益卅’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言，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

自還公安，遺羽爭三郡。肅往益陽，典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

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

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卅，既無春遷之意，但求

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

何索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 r此自國家事，是

人何知！』目使之去。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

〈三國志﹒關張越馬黃傳〉：「先主西定益刑，拜羽董督荊州事。」

此外像司馬光《資治通鑑＞ 11卷六十七〈漢紀〉五十九的記載亦提及：

及備已得益卅，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

圓涼卅’涼州定，乃盡以荊卅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

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遺
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

根據上述記載，關於荊州借、還之過程與源自大約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

(1）東吳鑒於本身國力不足，為得外援，故答應借荊州與劉備，共拒曹操

南征之兵。

(2）當劉備西向奪取益州後，孫權要求劉備歸還荊州，起碼也先還三郡（長

沙、零陵、桂陽），但是劉備假辭欲取涼州，意圖久佔不還﹔於是孫權派

呂蒙率軍攻討，劉備也令關羽起兵對峙，以保三郡。

(3）魯肅邀關羽相見，雙方各駐兵馬於百步之地，只請將軍單刀俱會。會

上魯肅指責關羽，之前因劉備兵敗遠來，故借荊州、︱以圖安身，現既得益

州，仍拒還荊州、卜是為無信且貪而棄義。關羽對此無以為答。

(4）在商議這場會面時，東吳諸將會以「疑恐有變，議不可往J 勸阻此行，

然魯肅堅持赴會。

(5）荊州地處要衝，直接影響吳、蜀兩國的進取事業。 12

II 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市：臺灣古籍， 2000－﹝民 89－﹞初版

12 蜀漢在諸葛亮為軍師時，定下三分天下之計。﹛三國志﹒諸葛亮傳﹜：「亮答曰 ：荊州北據漢、
河，利盡南海，東運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閣，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夫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恩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哉，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情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輩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泉以出秦川，百姓有不軍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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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確定，不管是小說、戲劇對於「單刀會J 這段歷史的經過記

載，可以說是張冠李戴，本末倒窟，將名正言順與背信忘義的兩方完全顛倒過

來，關於這樣的安排，我們將在結論加以分析。而且從這齣雜劇中，我們可以

發現「虛實」安排的絲絲入扣，如果不對照史實，很可能會依其劇情內容錯認

為真。首先就是主角立場的不同，正史中是吳實蜀虛，在這裡為了突顯關羽角

色的戲份，而將兩者虛實對調換之13 。其次是索討荊州一事，單刀會的劇本背

景應該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劉備初定西川益州，曹操亦方平東川漢

中，於是魏、蜀之間正有一場衝突即將展開。此時東吳見蜀漢疆域已大於東吳，

於是要求分荊州三郡14歸還，以免國力不足而使敵有可是金之機﹔但是劇本內容

則是索討整個荊州，漠上九郡，也因此造成這一場糾紛的演出，這是另一個關

於虛實問題的不同。儘管如此，這兩點虛實的處理雖然有大虛小寶、大實小虛

之分，但卻不因此讓觀者有其破綻可尋而致興味索然﹔相反卻造成劇惰的張力

十足以及角色的性格分明，讓「關大王」的地位更加根深抵圓的長存人民心中，

可說是以虛實觀點出發創作的一個成功作品。總之，關羽這個人物的形象，已

完全定格於歷來文學藝術作品的表現，使得我們很難再從正史的記載中重新去

接受、定位這麼一個已經神格化的偶像人物，這也不得不承認從小說、劇作家、

民間藝人深厚的影響下，能產生如此無遠弗屆的力量。

（三）關羽性格的負面形象

歷來「重義」是一般人對於關羽的普遍印象。關羽的忠於劉備（漢室），有

恩必報的義薄雲天，以及「舌。骨療毒」、「水淹七軍」、「威震華夏」等等英勇事

成，漢室可興矣。」至於東吳則是以二分天下之計為既定策略。先有張絃、甘寧、周瑜等文臣
武將向孫策、孫權進言，目的在以併吞整個長江流域為最大戰略意醋，即便無法恢復漢室，起

聽也保有稱帝之根本，進而圖謀北方。至於真正閻明天下二分是魯肅初追隨孫權時所獻之策
略，﹛三國志﹒周瑜魯肅呂蒙傳﹜：「肅竊料漠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

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衰，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號

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由此可知，荊、益兩州都是吳、蜀戰略意圓的必要條件，而

荊州正處在尷尬的交集處，也難怪兩國會因此時有磨攘，甚至導致最後的兵或相見。
的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宣相開害。劉備負

圈，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平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

脫介，戮力破魏 ，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 「不然 。始與豫州、︱觀於

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枝，計窮膚、極，志勢摧弱，圖欲速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憨豫州之身，

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土人之力，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惰，？立德、買票好。今已藉手
於西州矣，叉欲摺并荊州、l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 肅間貪而棄義，必
為禍階。吾子囑當重任，會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 師曲為老，將何

獲濟？」羽無以答 。

14 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荊州九郡除此三郡之外，另有武陵、江夏、江陵、襄陽、南郡、南
陽等六郡。後來劉備與曹操爭奪東川漠中，為分曹魏之力，進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與東吳，

自此荊州於赤壁之戰後正式成為魏、蜀、吳三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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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都是大家津津樂道、耳熟能詳的表現。但是我們可能很少注意到關羽性格

中所包含的負面形象，就連他丟失了蜀漢戰略地位中最重要的荊州一事，大家

也只把其原因歸咎於「大意失荊州、IJ 、駐守上庸的劉封、孟達見死不救﹔要不然

就是批評東吳「白衣渡江J、襲取烽火臺的陰險狡詐，絲毫不深入了解到底兵敗

麥城的原因究竟何在。這一方面是關羽逐漸被神格化的傾向導致，既然是正神，

何來負面形象﹔另一方面就是文學藝術作品的刻意隱瞞轉化，從三國過渡到魏

晉南北朝時期，正史上對於關羽仍保有客觀的評價，從階唐五代以降，其反面

形象已較少描述，及至宋、金、元話本雜劇流行之後，關羽已經成為「關公」’

反面形象已經徹底消失。但是我們可以從相關記載資料中歸納成兩點形容關羽

的負面形象：即「自視甚高J 與「剛而自矜f

不管從小說或是正史，我們都很清楚關羽、張飛兩人都是死於非命，其實

這正和其隱藏性格有關：張飛重視士大夫而嚴苛部卒，所以被心生怨恨的末將

刺殺﹔關羽正好相反，輕視官僚而善待部膺，結果遭到留守的副將叛變，最後

兵敗被擒。關羽這種傲物自恃、驕而自矜的態度，還可從以下記載中所見一般：

《三圈志﹒關張馬黃趙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

問超人才可與誰比類。亮如羽護前，乃答之曰： r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

人，一世之傑，鯨、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輩革之絕倫逸群

也。』羽美鬚囂，故亮謂之馨。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同傳男叉記載：

「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

靡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

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捨

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遺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

遷，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

平于臨沮。．
《三國志﹒費詩傳》：「先主為漠中玉，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

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

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

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

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候，譬猶一體 ，同休等戚，

禍福共之 ，遷、為君候，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

之使，街命之人，君候不受拜，如是使遷，但相為惜此舉動 ，恐有後悔

耳。羽大成悟，遲即受拜。 J

諸葛亮深知關羽之個性，從其迎合回應，而關羽接獲回書也「大悅，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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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客」﹔以及他拒絕受拜為前將軍，理由只是因為「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向列」’

這種不可一世的氣燄正是其驕矜自負的隱藏缺陷，更是引來殺身之禍的最大因

素。孫權派遣使者為其子向關羽提親，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關羽願意，則雙

方的盟約就持續下去，共拒北方的曹操﹔而且自己也多掌握了一個人質，以後

在面對荊州問題時也更有轉圖空間，起碼也比較好開口解決。這樣主動求和的

舉動，正符合諸葛亮天下三分之計中的「外結好孫權」這項要件，而且他留給

關羽保守荊州、！不失的八字真言，正是：「北拒曹操，東和孫權J ﹔偏偏關羽仍然

按其想法：「曹操引兵前來，則以力拒之，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則分兵拒之。」

所以他拒絕了與孫權友好，甚至言道「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J ’這樣完全不留顏

面的回絕對方，充分顯現他剛而自矜的形象，因此導致孫權決定與曹操聯手瓜

分荊州，這才出現了廳芳、傅士仁的倒戈，使關羽面對曹操增兵，而後援被斷，

軍心澳散，最後勢窮力竭，落得被擒處斬的下場。

在《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中的關羽形象，除了劇作家刻意加強塑造的忠、

義、勇之外，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這四折戲裡表現出關羽一種「嚴肅威凜」的

形象，而引發出來的，正是輕描淡寫帶過的負面形象「驕而自矜J、「傲物自恃」﹔

這在第一折曲文【金盞兒】、第二折【滾繡球】中都能夠看出，雖然不是直接點

明，但是在劇惰的進行之下，似乎是蠻自然的被引發出來。這樣高傲輕敵的個

性，在第四折魯肅的對自更是直接點明：「將軍原來傲物輕信！ J 同樣在第三折

關羽對關平述說自己過往的英雄事蹟’所唱的兩段曲艾：【快活三】 15與【鮑老

兒）所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傲物的性格﹔不但一一陳述自身的豐功偉業，更在

接下來【蔓青菜】曲艾中自我肯定：「我是三國英雄漢雲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干

丈。」這些都足以肯定關羽性格中確有隱藏著負面形象。

四、結論

文學藝術作品與正史記載的關羽形象，其間的歧異點與刻意美化、神化，

企圖隱惡揚善這樣的目的，證明了在當時人們心中「尊劉貶曹抑孫」的基本觀

念，持續到今天，相信抱持這樣理想心態的人也絕對不少。以元雜劇而言，這

種傾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愛民仁政

元代三國戲劇對蜀漢稱道最多之處，均在於其仁政以得民心 ，只要描寫劉

備，一定會贊頌其寬仁厚德﹔這種情形在對於曹魏、東吳的描繪是絕對沒有可

能的，這也說明如此擁劉，目的還是在於表彰能夠除暴安良的政治集團，宣揚

的同註 1 ，頁 348 「小可如我攜親娃訪冀王，引阿嫂覓劉皇，獨陵橋上氣昂昂，側坐在雕鞍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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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而能使百姓較為好過。

（二）正統觀念

關漢卿的戲劇創作諸如《單刀會〉、《雙赴夢〉等均強調所謂「正統觀念」’

藉以喚起人民對漢族基業的懷念，這當然有利於當時以漢族為主的中國各族人

民對蒙古統治者的反抗﹔這樣要求當時人民恢復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正是在

這些戲劇中所包含的民族情感與愛國思想。

（三）智勇道義

肯定蜀漢將帥的智謀、武勇以及君臣、兄弟、朋友間的關係，如〈單刀會〉

中的關羽幾乎是英勇、機智和大無畏的化身﹔劉備與閥、張的桃園三結義，與

諸葛亮、趙雲的魚水情誼﹔不但表達了古代人民崇尚英雄主義的精神，也正面

宣揚了平等、理想，講求義氣與信賴的道德觀念與相互交往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幾點發現，在元雜劇作家創作中，蜀漢人物是從來沒有

也毫無理由被歸類為反面形象﹔至於曹魏和東吳，特別是曹操勢力，只要是與

劉備為敵，那麼就是全盤否定，甚至被醜化、矮化﹔而東吳孫氏集團，雖然不

像曹魏是被不遺餘力的抨擊諷刺，但是只要與蜀漢對立，也絕對不會有什麼好

話可形容，結果也一定是處處碰壁，《關大王獨赴單刀會〉中的「沖末」魯肅就

是個最顯著的例證。因此我們持平而論，將關羽這名武將的形象拿來作為正面

教化意義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雖然在其人格上多少隱藏一點瑕疵，但是整

體而言，並不失為一個正面人物的詮釋﹔歷來三國戲曲對其形象的苦心經營，

以及不斷突顯塑造神格化的傾向，或許正說明在人民心目中，「勝者為玉，敗者

為寇」已不再成為定論，而史實上所謂的「正統」也不能全然代表真正「正義」

的化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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