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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      

为了要找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及历史上的三国之间的

区别。 

·      

从这些研究当中，找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先生

，为一段精彩绝伦的历史故事，进行改编的原因。 

·      

制造网站，以让大众知道三国演义的虚实，并推广大家阅

读《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书籍。 

 

     1.2    研究价值： 

·  

 让我们大开眼界，增广见闻，并使我们能够对中国五千年

的历史有进一步的认识。 

·  

 为我们自己和大众带来利益，因为它们可以学习到三国中



 

的真和假，我们也能学习分工合作和有效的搜寻相关的资料

，以避免事倍功半的事情发生。 

·  

 加强我们对华文的掌握，应用在网上搜寻的词汇，成语，

谚语等，学以致用。 

 

  

1.3 文献研究: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96303781921333668.html?qbl=relate

_question_0 

“历史上的蒋干是当时的名士、辩论家。”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7140949.html 

“不过蒋干与周公是见过面的。” 

“至于蔡瑁，张允在三国演义中，是被曹操误杀的”  

三英戰呂布.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8B%B1%E6%88%B0%E5

%91%82%E5%B8%83 

“关羽见到之后，张飞夹攻吕布，再战多三十多回合。刘备也上前帮助张飞、

关羽。就此三个人围住吕布不停厮杀，十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96303781921333668.html?qbl=relate_question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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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9412854.html?qbl=relate_question_7 

“鲁肃以大局为重，为了说服关羽以维持联盟，邀请关羽到约定地点会谈。会

谈时，双方各把兵马安排在百步以外，与会者包括关羽与鲁肃，都只佩挂了

一把单刀。” 

陈寿, 陈才俊., & 周学兵. (2015). 《三国志精粹》 (p. 292). 北京: 

海潮出版社.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赴会。” “羽操刀起谓曰: 

“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 

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有其事吗？_历史事实.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hu.com/a/315592004_385447 

“《三国志》一书中并未有诸葛亮与其他人交谈的描述。”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孰真孰假？ | 中国文化研究院 - 

灿烂的中国文明.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chiculture.org.hk/sc/china-five-thousand-years/69 

“罗贯中依据历史书和民间艺人口头创作的成果，编成了《三国演义》。” 

“这部小说乃是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65969114059110139.html 

“罗贯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尊刘抑曹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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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ziyexing.com/files-5/sanguozhi/sanguozhi_about.htm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

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 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 

舌战群儒简介_舌战群儒的主人公是谁_舌战群儒的故事和过程 - 趣历史.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qulishi.com/huati/shezhanqunru/ 

“其实是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的一个序曲。” 

六出祁山（三国演义中对蜀国北伐战争的称呼）_百度百科.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5%87%BA%E7%A5%81%E

5%B1%B1/6813793 

“六出祁山，通常指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jydoc.com/article/975180.html 

“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 

过五关斩六将.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7%E4%BA%94%E5%85%B3%E6

%96%A9%E5%85%AD%E5%B0%86 

“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

主。” 

http://www.ziyexing.com/files-5/sanguozhi/sanguozhi_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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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8%BE%9F_(%E4%B8%9C%E6%B1%89)


 

过五关，斩六将_百度百科.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4%BA%94%E5%85%B3%E

F%BC%8C%E6%96%A9%E5%85%AD%E5%B0%86/1216205?fromtitle=

%E8%BF%87%E4%BA%94%E5%85%B3%E6%96%A9%E5%85%AD%E

5%B0%86&fromid=3481576 

“过东岭关时杀孔秀；过洛阳城时杀韩福、孟坦；过汜水关时杀卞喜；过荥阳

时杀太守王植；过黄河渡口时杀秦琪，“过五关斩六将”因此得名。”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作品分析 

 

 

研究框架 

 

●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 

● 作者的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 探索中国 “三国” 时代的真正历史事故。 

  

  

二，内容 

 

2.1真假三国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4%BA%94%E5%85%B3%EF%BC%8C%E6%96%A9%E5%85%AD%E5%B0%86/1216205?fromtitle=%E8%BF%87%E4%BA%94%E5%85%B3%E6%96%A9%E5%85%AD%E5%B0%86&fromid=34815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4%BA%94%E5%85%B3%EF%BC%8C%E6%96%A9%E5%85%AD%E5%B0%86/1216205?fromtitle=%E8%BF%87%E4%BA%94%E5%85%B3%E6%96%A9%E5%85%AD%E5%B0%86&fromid=34815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7%E4%BA%94%E5%85%B3%EF%BC%8C%E6%96%A9%E5%85%AD%E5%B0%86/1216205?fromtitle=%E8%BF%87%E4%BA%94%E5%85%B3%E6%96%A9%E5%85%AD%E5%B0%86&fromid=3481576


 

《三国演义》是一本远近知名，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它描写了从东汉末年

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

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

，建立晋朝的故事。它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

了这一时代的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2.2 罗贯中要为《三国志》做出改编原因 

罗贯中是受正统儒家学说教育出来的封建文人，而儒家学说的独霸教

育和思想领域是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因此正统的儒家学说对汉朝的歌功颂

德超过了历代，到东汉末年，汉朝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以汉家、刘氏

为正本源流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罗贯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尊刘抑曹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 

其次是曹魏存在的时间较短，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认可的时间里就改朝

换代了，没有来得及歌功颂德，这也是造成包括罗贯中在内的封建文人不能

正确评价曹操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曹操的一些做法不符合儒家学说的首先标准。儒家讲究仁义道德，讲

究中庸之道，讲究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讲究温、良、恭、俭、让。而曹操

藐视这些虚伪的道德规范，而将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看起来曹

操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完全按照儒家学说，以忠君为最高境界，对于功高

震主的曹操来说，其下场必然和岳飞一样。 

  

  

2.3  个例分析 



 

 

我们所研究的故事包括： 

·       草船借箭， 

·       三败华容道， 

·       桃园三结义， 

·       三气周瑜， 

·       三英战吕布， 

·       火烧赤壁， 

·       蒋干中计， 

·       单刀赴会， 

·       舌战群儒， 

·       木牛流马， 

·       六出祁山，和 

·       过五关，斩六将。 

 

草船借箭 

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是我赤壁之战的一个故事。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再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几条草船诱敌，终于借到十万余支箭，立下奇

功。 

历史上的草船借箭但并非诸葛亮的作为，而是孙权所为。这件事不是

在赤之壁之战发生的，却是在五年后的濡须之战。曹操因此称赞孙权说：“生

子当如孙仲谋” 。 

  

三败华容道 



 

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后，曹操仓皇从华容道败逃。诸葛亮派关羽在

埋伏突袭他。关羽念在过去曹操厚待自己的情份上 

，不顾立下要活捉曹操的军令状，放过了他。 

但是，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曹操虽然战败，但面临的形势并不

十分严峻，因为在赤壁交锋之前，是曹操强大，孙刘弱小。在胜负未卜的情

况下，他们无法抽出部分兵力去在曹操可能败退的路线上去设伏。所以，曹

操在败退的路上，虽后有追兵，却前无伏军。 

  

桃园三结义 

     

 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

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举酒结义，有

苦同受，有福同享，共同实现人生的理想。 

有人首先对关羽的生年作了考证，认为如果真有桃园结义的话，关羽

应为大哥，刘备第二。另有《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他们三人“恩若兄弟”，

形容的是三人关系密切，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兄弟之情。因此，桃园三结义的

故事是虚构的。 

  

三气周瑜 

 

赤壁大战后，第二年，周瑜去夺取荆州，但被诸葛亮抢先夺去。之后，周瑜

本想借把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把刘备扣下，逼诸葛亮交出荆州，不料诸葛

亮用计使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周瑜向刘备讨还荆州不利，又攻打



 

失败，结果病死了。临死前，他说：“既生瑜，何生亮！”便被自己活活的气

死了。 

历史上的三气周瑜是虚构的，周瑜不是被气死的，而在回江陵的时候，

不幸染上疾病，病逝于巴丘，享年三十六岁。事实上，周瑜和诸葛亮都没有

相见过，周瑜是在南郡一带活动，诸葛亮却在远方的零陵郡勤作保障的工作

，因此，这些事是虚构的。 

  

三英战吕布 

     

 该片段以刘备、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与猛将吕布的殊死战斗为描述对

象，描绘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沙场血拼。 

但是《三国志》有记载，斩华雄破吕布是孙坚所为，华雄是于阳人被

斩杀，吕布之败的原因是董卓派吕布与胡轸来守，吕布与胡轸不和而发生惟

乱，所以胡轸被孙坚击退，后来孙坚与董卓开战，董卓败走，后来孙坚再进

击去洛阳宣扬城门，击退吕布。 

  

  

火烧赤壁 

     

 《三国演义》里，曹操率大军攻打吴国，吴蜀联合抗曹。由于魏军不

善水战，孔明、周瑜决定火攻。庞统假意投奔曹操，建议魏军船只用铁索连

在一起抵御风浪；周瑜假打黄盖，后者假装降魏；孔明推测出东风将至。黄



 

盖带数十条船降魏，船里装满柴草。快到魏军时，黄盖点燃柴草，火借风势

向魏军烧去。魏军不熟水性船又连在了一起，死伤无数。 

这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称为“赤壁—

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

战。曹军的船与军营是在北岸，黄盖的大火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

江南岸的赤壁。 

  

蒋干中计 

     

 《三国演义》中，周瑜打算除掉曹操的水军将领蔡瑁和张允，没想到

蒋干自作聪明来劝周瑜投降，晚上他和周瑜睡在一起，周瑜假装睡着。蒋干

偷偷翻看周瑜的一封信，上面记载的是蔡瑁与周瑜来往的事，于是他急忙回

去告诉曹操 ，曹操大怒之下杀了蔡瑁，之后才发觉上当了。 

历史上的蒋干是当时的名士，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则将蒋干刻

画成了被周瑜所愚弄的形象。事实上，这个故事三国志中没有提到，至于蔡

瑁，张允在三国演义中，是被曹操误杀的，原因是中周瑜借刀杀人之计，而

不是蒋干所害的。 

  

单刀赴会 

    

 关羽为了荆州之事只身过江与鲁肃会面，鲁肃迫不及待地索还荆州。



 

关羽装醉，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鲁肃挣脱不得，吓得魂不附体，暗

藏的刀斧手也只好望洋兴叹。到了船边，关羽才放了鲁肃，拱手道谢而别。

鲁肃如疾如醉，半晌才缓过气来。 

据《三国志》记载，孙刘两家为了荆州剑拔弩张。鲁肃为了维护孙刘

联盟，决定当面和关羽商谈。双方各驻兵马百步以上，两鲁肃和关羽二人单

刀赴会。双方经过会谈，缓和了紧张局势。随后，孙权与刘备商定平分荆州

，孙刘联盟因此能继续维持。 

  

舌战群儒 

    

 三国中前期，刘备势力还很小，被曹操赶得走投无路。想去投靠东吴

，就是孙权。派诸葛亮去做说客。但是东吴谋臣处处刁难诸葛亮，诸葛亮凭

着他的满腹经纶舌战群儒。说得他们个个哑口无言。后来经鲁肃协助，说服

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操。 

根据《三国志》记载，鲁肃力劝刘备与孙权联合抵御曹操，并以诸葛

瑾好友的身份获得了诸葛亮的信任。于是，刘备派诸葛亮出使东吴。诸葛亮

说服了怀疑的孙权，分析曹军远来疲惫，荆州民众并非心悦诚服接受其统治

，且曹军不习水战，孙刘联手，有将其击退的可能性。因此，“舌战群儒” 

是一片完全虚构的故事。 

  

木牛流马 

     

 诸葛亮六出祁山，准备攻击司马懿营寨，但却被司马懿预先发觉，吴



 

班战死。诸葛亮在上方谷制造木牛流马运粮，司马懿决定仿造，但诸葛亮却

设计将魏军的木牛流马尽数夺得。 

其实，木牛就是独轮车，流马就是今天很常见的四轮小拉车。《三国

演义》中说木牛是四轮车，流马是一种头部比较尖的船。 

  

六出祁山 

《三国演义》中的六出祁山 

历史上诸葛亮从祁山出兵伐魏仅有两次，“六出祁山”的说法是《三国演

义》虚构的。战略目的有三：得蜀取陇、取陇保陇、平取陇右。这一战略对

尽快形成抗魏统一战线和和抗魏联军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过五关，斩六将 

关羽在曹营挂印封金，辞别曹操后，往河北投奔刘备，先后通过五个

关隘。因为未取得曹操放行文书，行程受到阻挠，迫不得已斩杀六名曹将，

分别是：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 

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

应该向北，直驱延津或者白马，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书中

却让他先过东岭关，接着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回西北，跋涉四百多里，走到洛

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才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荥阳，最后再到达

滑州，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千里，完全不

合逻辑。 



 

  

  

  

  

  

三，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资料编辑成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zhenjiasanguo-pw/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zhenjiasanguo-pw/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zhenjiasanguo-pw/


 

 

  

  

 

 

 

 



 

  

3.2 最终材料——试点测验

  



 

  

 

 
  

  

  

  

 

 

 

 

 

 

 

 

 

 

 



 

 

4  反思报告 

 

张智翔 

当我在这个专题作业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我觉得在这个行程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学到的东西不只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真的故事而是如何与大家

一起合作。我记得在第二次专题作业评判时，我当天还和凯胜吵架。那次事

件令我影响深刻因为它让我“醒” 

过来。那件事让我明白当一位领导不只是坐在那里扮美，而是需要常常与组

员交通联系。这次的专题作业令我大开眼界教导了我很多道理。我很感谢边

疆老师给我的引导和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华中做专题作业这次的经历让我

感到心里很充实也会令我难忘能跟着自己的好朋友做一个让我们感到兴趣的

事是一个独特的事。我这次很荣幸能够和个个出色的同学一起学三国演义中

的 “秘密” 

。想到这路程要将近终点，令我充满了我们做这次专题作业的回忆，想到我

们当初算不了什么朋友但现在我们变成了兄弟。这次专题作业真令我感到好

充实。 

  

  

刘宇俊 

从这份专题作业中，我领悟到了中国历史的精彩和《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的虚实。虽然《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非常的有趣，但，他却不是历史上

所记载的一切。这会导致许多的读者误解《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为历史，获

取错误的讯息。通过这份专题作业，我能够大开眼界，深深地了解和明白三



 

国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也许，诸葛亮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如此睿智；也许，

刘关张三人并没有兄弟之情，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必须学到正确的

知识的。不仅如此，我也发现到这份专题作业也让我培养起能够管理时间的

好习惯。在考试，功课以及课外活动的忙碌之际，我必须要调配好我的时间

，完成我的专题作业，并在考试中获得优秀的成绩。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

也应该不可浪费每分每秒。除此之外，团结和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

如我们完全没有分工合作，就会事倍功半，最终，我们就会可能还无法完成

这份专题作业。 

  

张凯胜 

我认为这个专题作业对我的学习有很多的帮助。首先，我对华文历史有了更

深一层的了解, 

同时也明白三国演义的真和假可它背后的意义。我还从中学到和组员配合，

并且怎么调查来明白大众的看法。这让我也能和朋友一起经历酸甜苦辣。我

觉得我们这次的专题作业还让我真正的明白真假的故事，并且罗贯中和真正

故事的不同点。我还明白到很多故事的道理。从中我还学到了要好好准备专

题作业不能最后一分钟临时抱佛脚不然一定不能完成，不能最后一分钟临时

抱佛脚。我还学到三国演义的很多重要任务，还学到制造网站。我认为这次

的专题作业让我获益不浅，它的题目也很精彩。 

  

管浩成 

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大开眼界。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想到：难道我小时候读

的三国演义，有真，有假？，也让我更加了解了我曾经最喜欢的书，三国演

义。这次的专题作业也让我和我的队友有美好的交流，使得我们有更良好的



 

关系。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

和我的队友在跟老师报告我们做完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幻灯片漏掉了一大

块。我和我的队友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把那一块补上。我觉得我们当时一

起跑的时候，友情就立刻变得更深了。我其实很感谢学校举办这个专题作业

，因为，没有这个专题作业，现在我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不会这么了解

三国演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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