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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文论比较Ξ

吴世永

(台州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 :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 ,重新阐释了“艺术摹仿自然”这一传统口号 ,反映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尊重现实的精神。在忠实现实的问题上 ,莎士比亚主张体现真善美 ,塞万提斯

主张想象力与历史真实性的统一 ;在作家创造力问题上 ,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都同样看到想象和虚构

的无穷艺术魅力 ;莎士比亚的主张更带有自然神论色彩 ,塞万提斯则将作家的才情摆在显著的位置 ,

强调人的能力与价值 ,把人看成是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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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 (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是文艺复

兴时期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 ,而塞万提斯 ( 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则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伟大的小

说家。他们俩作为文艺复兴后期西欧的文坛双璧 ,相互辉

映。他们的文学成就是世界文坛上“说不完”的话题 ,而在

文论上 ,他们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们都没有专门的文论著

作 ,莎士比亚在剧本和十四行诗集中涉及文论话题 ,塞万提

斯的文论观点大都反映在他的主要文学作品中 ,特别是包

含在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及其序言里。莎士比亚、塞万提

斯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一样 ,在文论方

面 ,大都是古代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信徒。他们文论思

想的核心一般都坚持“艺术摹仿自然”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

观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观点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

期人文主义尊重现实的精神。

一、艺术的真实

在莎士比亚看来 ,忠实的描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为

了增强反映的功能 ,还须从被动转为能动 ,创造高于现实的

艺术的真实 ,从而产生真和美的统一 ,赋予诗或艺术以永恒

的生命。他在十四行诗第 105 首中说 :“‘美、善和真’,就是

我全部的题材”,又说 :“过去‘美、善和真 ,常常分道扬镳/ 到

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1 ] (P263) 这意味美不是某一种抽

象的精神 ,它必然是有血有肉的 ,同时又是积极向上的。它

不能是别的 ,只能是形象、目的和规律三者的有机统一。然

而它又是自然的。如第 101 首中诗人借诗神之口所说 :“真

的固定色彩不必用色彩绘/ 美也不用翰墨把美的真容画/ 用

不着搀杂 ,完美永远是完美。”[1 ] (P259) 反过来可以看第 127

首 :“因为自从每只手都修饰自然/ 用艺术的假面貌去美化

丑恶/ 温馨的美便失掉声价和圣殿/ 纵不忍辱偷生 ,也遭了

亵渎。”[1 ] (P285) 其实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很难说是平铺直

叙的 ,同他的剧作一样 ,它们都可归入列夫·托尔斯泰很不

以为然、而被黑格尔称之为崇高的那一种华丽风格。风格

本身是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法国诗歌以

及英国中世纪传统绝妙统一的产物 ,正体现了一种冠绝古

今的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用这一种华丽风格表达出来的

质朴求真的文艺思想 ,则为后代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

学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之源。

塞万提斯极为看重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的一段话 ,

“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更受到严肃的对

待 ,因为诗所描绘的事带有普遍性 ,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 ,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 ,

会说的话 ,会行的事。”[2 ] (P29) 塞万提斯也特别强调故事情

节的“或然性与可能性”。在《堂吉诃德》第 47 章里 ,作者借

主教对神甫的一番议论 ,说明了艺术必须遵循“或然性与可

能性”的道理。“凭空捏造愈逼真愈好 ,愈有或然性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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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就愈有趣味。编故事编得投合读者的理智 ,把不可能的

写成很可能 ,非常的写成平常 ,引人入胜 ,读来可惊可喜 ,是

奇闻而兼是趣谈。”[3 ] (P440) 这样 ,塞万提斯一方面强调文学

作品必须像真的一样 ,另一方面又不能违背读者的理性 ,必

须把不可能的写得仿佛可能 ,使读者既产生惊奇感又产生

愉快感。就是说 ,艺术真实的精髓是合情合理 ,而不是单纯

的酷肖自然 ,应将作家的想象力与历史的真实性统一起来。

塞万提斯的真实论已经接近了艺术真实的本质。正是根据

这一文论思想 ,他对当时充斥在西班牙文坛上的那些“破坏

真实”,“违反历史”的骑士小说与流行戏剧深恶痛绝。他

说 :“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3 ] (P439)

“这种小说 ,叙述的是怪事 ,提倡的是邪说 ,迷惑了许多愚昧

的人。”[3 ] (P452) 它们的内容荒诞不经 ,对身心没有好处 ,于是

他在《堂吉诃德》里 ,采取讽刺性的夸张手法来摹仿骑士小

说里种种荒唐的情节。比如骑士小说中骑士对公主总是一

见钟情 ,堂吉诃德也一见旅店老板的女儿就认定她是城堡

长官的女儿 ,以为她爱上了自己 ,结果错把和骡夫幽会的女

仆拉住不放 ,招致了一顿毒打。塞万提斯的讽刺是极为辛

辣的 ,他把“一切游侠骑士的荒谬行为挖苦得淋漓尽

致”[4 ] (P527) ,他昭示出 :骑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武艺是不可信

的 ,爱情是造作 ,文雅则是一片虚假。由此可见 ,塞万提斯

坚持艺术必须遵循“或然性与可能性”的文艺主张 ,既继承

了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摹仿说”的理论精髓 ,又在现实的基

础上作出了新的发展。

不仅如此 ,塞万提斯从他对“摹仿说”新的理解出发 ,对

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又作了更深一步的探讨。在他看来 ,

文艺要源于生活的真实又高于生活的真实 ,同时又要给人

提供借鉴的镜子 ,那么只有走典型化或类型化的道路。诚

然 ,塞万提斯在他的时代 ,还不可能达到典型化的高度 (至

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但他已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

《堂吉诃德》中 ,他曾说道 :“凡是构成英雄人物的各种品质 ,

无论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或是分散在许多人身上 ,都可以

描写。如果文笔生动 ,思想新鲜 ,描摹逼真 ,那部著作便一

定是完美无疵的锦绣文章。”[3 ] (P441) 他甚至举例说 :“枝枝节

节和无关故事真实的东西 ,如果写了有损主人公的尊严 ,就

不必写。老实说 ,伊尼亚斯本人并不象维吉尔描写的那样

孝顺 ,尤利西斯本人也不象荷马形容的那么狡猾。”[4 ] (P26)

在第 48 章里 ,他通过主教之口也谈到细节的描写必须真

实 ,但要达到真实只有从艺术和结构上入手。

二、艺术的想象和虚构

莎士比亚对想象很有兴趣 ,多次提出他的看法 ,这可以

说是莎士比亚文艺思想的枢纽所在。例如《仲夏夜之梦》通

过剧中人物忒修斯之口 ,谈到诗或艺术中的想象 :“疯子、情

人和诗人 ,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眼中所见的鬼 ,多过于广

大的地狱所能容纳 ;情人 ,同样是那么疯狂 ,能从埃及人的

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

中 ,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 ,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

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

实的形象 ,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5 ] (P352) 这是

极为生动地写出了想象的好处。想象是人所皆有的 ,并不

为以上三种人专有。就像忒修斯最后所说 ,夜间恐惧上来 ,

就把一株灌木变成了一头熊。但上文最能给人启示的无疑

是诗人的想象 ,因为它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想象在艺术创作

中的作用和地位。

《亨利五世》开场白中也谈到想象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来弥补我们的贫乏吧 ———一个人 ,把他分身为一千个人 ,组

成了一支幻想的大军 ,我们提到马儿 ,眼前就仿佛真有千军

万马奔腾 ,卷起了半天尘土 ,把我们的帝王装扮得像个样

儿 ,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 ,凭着那想象力 ,把他们搬

东移西 ,在时间里飞跃 ,叫多少年代的事全都挤塞在一个时

辰里。”[6 ] (P241～242) 这就是说作家运用想象 ,可以“短中见

长”,大胆地夸大空间和时间 ,以取得艺术效果。此外 ,莎士

比亚还从战争的场面以及舞台的布置和演出来阐述想象的

作用 :“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 , ⋯⋯搬演 ⋯⋯轰轰烈

烈的事迹。⋯⋯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

“木头的圆框子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在这团团一圈的墙

壁内包围了两个强大的王国”。[6 ] (P241～242) 这是指“小中见

大”的艺术手法也和想象分不开。

塞万提斯也明确提出 ,虚构并不等于胡编滥造 ,摹仿并

不妨碍创作 ,艺术的真实性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 (包括历史

的真实) 。“摹仿得愈亲切 ,作品就愈好”。[3 ] (P9) 也就是说 ,

他已经注意到了创作并不排斥想象和虚构 ,条件是这种想

象和虚构要以对生活的真实性反映为基础 ,要做到合情合

理。虚构愈真实就愈妙 ,情节愈逼真愈有可能性 ,也就愈能

使读者喜欢。任何作家如果离开了迫近真实的准则 ,或者

是离开了一切创作臻于完美所必须经过的摹仿自然的道

路 ,那么所有上述的一切就不可能达到。由此出发 ,他要求

文艺作品必须不背离读者的理性 ,必须把不可能的写得仿

佛可能 ,使读者的惊奇与愉快并存不悖。可见 ,塞万提斯比

亚里斯多德更多地强调了文艺的虚构 ,从而在发展“摹仿

说”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应该说 ,强调虚构 ,这也是文艺

复兴时期的普遍现象 ,卡斯特尔维屈罗、马佐尼、锡德尼 ,培

根等人也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三、自然神论的色彩与发挥作家的才情

莎士比亚一方面认为艺术想象来源于对自然的钻研 ,

另一方面却使自然绝对化 ,表现了自然神论的观点。在他

看来 ,“人工曾经巧夺了天工”,“即使是这样的话. 那种改造

天工的工具 ,也正是天工所造成的”,“因此 ⋯⋯加于天工之

上的人工 ,也就是天工的产物”。[7 ] (P162) 这话无异乎承认 :艺

术家进行创作之前 ,已存在一个自然以及这个自然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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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和艺术工具 ,因此艺术并不反映现实而又高于现实 ,

艺术手段也不是艺术实践过程中的产物 ,而是相反地 ,在艺

术和艺术手法之上别有一个“艺术”,而在这个“艺术”之上

更有 —个“自然”,这后一“自然”实质上也就是超越一切存

在的“神”或“上帝”了。《仲夏夜之梦》写于 1610 年 ,和 9 年

前的《哈姆莱特》相比 ,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出现一大转折 ,从

唯物的变成唯心的 ,于是艺术不再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产物 ,

而是出于神的赐予了。莎士比亚晚年 ,由于英王詹姆斯一

世的专横 ,贵族势力高涨 ,加深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想和

现实之间的矛盾 ,影响及于他的文艺思想 ,大大减弱盛年时

期的现实主义因素 ,他晚年的剧作大都取材于神话 ,跟他的

这种思想变化 ,也是大有关系的。

塞万提斯则在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的同时 ,

从他的创造性“摹仿说”出发 ,强调了作家主观才情对创作

的重要价值。应该指出 ,在塞万提斯之前的欧洲文艺理论

中 ,至少从贺拉斯、朗吉弩斯开始 ,就谈到过作家的自身修

养以及天才等问题。但我们又不得不指出 ,在塞万提斯之

前 ,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扬作家才情的问题是注意得不够

的。所谓才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个较新的提法 ,这说明 ,

当时的社会发展 ,已经使他认识到创作的主体条件了。在

《堂吉诃德》中 ,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 ,“我认为编写历史或

任何著作 ,都须有清楚的思想 ,高明的识见。”[4 ] (P29～30)“天

才加上技巧与工夫 ,就造诣更高 ,比单靠技巧的好。人工的

技巧 ,不如天赋的才情。”“十全的诗人是天赋和人工配合而

成的。”[4 ] (P116)“作者是大才子 ,作品才会有警句和风趣。喜

剧里最聪明的角色是傻呼呼的小丑 ,因为扮演傻瓜的绝不

是傻子。”[4 ] (P30)

那么 ,什么是才情呢 ? 在《堂吉诃德》中 ,塞万提斯紧接

着又谈了这个问题。他断言 ,才情实际上是作家所独有的

天赋和艺术创造能力。“诗才是天生的 ,这是颠扑不破的道

理。因此有天才的人 ,一出娘胎便是诗人。他单靠天赋 ,不

用学问和技巧 ,写出诗来就能证明‘我们心里有个上帝

⋯⋯’。”还说“没有学问可以辅佐天才。”[4 ] (P116) 这种主张 ,

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创作生理学看更是如此。德国

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条件下 ,也集

中地谈过这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天才就是想象力 ,而并非

所有的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可见 ,塞万提斯在 17 世纪

初就已经认识到创作主体的条件了。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

创造性劳动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到的。

应该指出 ,强调人的主观才情 ,实则是对创作中作家主

观能动性的肯定。尽管在塞万提斯的文论中 ,这一看法刚

露端倪 ,还不系统 ,也缺乏后代文论家们对这一问题看法的

深刻性与整体性 ,但是 ,这一文论思想的价值是不能低估

的。我们说 ,它的出现 ,不仅对文艺理论中人的主体性地位

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和说明 ,更重要的是它将传统文论中只

片面强调“人摹仿自然”的机械思想突破了。究其社会历史

根源 ,可以看到 ,强调人的能力与价值 ,把人看成是具有无

限创造力的生物 ,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人文主义思想家

共同的思想特征。塞万提斯如此强调才情 ,实质上是和但

丁、薄迦丘、卡斯特尔维屈罗、马佐尼等人文主义思想家所

说的想象、虚构一脉相承的。塞万提斯这一文论思想的出

现 ,恰好传达了时代的跫音与历史的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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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Collected Works bet ween Shakespeare and Cervantes

Wu Shiyong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Taizhou University , Linhai , Zhejiang 317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naissance , Shakespeare and Cervantes gave another explan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slogan

“Art Imitating Nature” which reflected the spirit of humanism having a high regard for reality Conce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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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in reality , Shakespeare stood for t 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 while Cervantes stood for the unanimity of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 however , concern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writers , they both found the limitless artis2
tic charms of imagination. However , Shakespeare advocated more natural deification , Cervantes put the talent

of writers on a remarkable position ,reinforcing human abilities and values and regarded human beings as the

creature of limitless creativity.

Key words :Shakespeare ; Cervantes ; collected works ;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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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 Disadvantage and Rights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the Labo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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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 speciality of the labor force merchan2
dise ,the absolute surplus that the labor force supply and the imperfect system guarantee the labourers in the

market to exchange are usually placed in disadvantage and their legal rights are usually inf ringed in reality.

should enhance the legal system , enlarge the labor protection , perfect the labor union , establish an all - direc2
tional , integ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labourers , and promote the fast develop2
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health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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