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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
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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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

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

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 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 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

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

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

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 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

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 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 20世

纪 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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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批评史上,茅盾的莎评是

不可低估的。茅盾的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一块重

要界碑,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的中国莎士比亚评论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 由于茅盾莎评的动机是

直接服务于当时中国现实与文学创作的, 具有指导

性和倾向性的意义, 因此,同样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

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开始于 1919年, 但集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主要见于∀西洋文学通论#

( 1930)、∀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 ( 1934)、∀莎士比亚

的∃哈姆雷特%#( 1935)、∀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
纪念#( 1939)等论著中。可惜的是,国内学界迄今尚

未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茅盾的这些文字从

文献角度看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以往因种种原

因而受到遮蔽, 因为从茅盾研究角度说,这些文字似

乎处于边缘位置, 故不被注意;而从莎士比亚在中国

接受的角度看,它们又似乎因研究者视野所限而被

遗漏。虽然有个别学者偶尔提及这一问题,但并没

有给予深入的探究和足够的价值评估, 因此有重新

审视的必要。

我们审视茅盾莎评的立足点是:他如何评论莎

士比亚? 他评论的角度是什么? 其间的评论是否有

重要变化? 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从茅盾的批评

文本看,他主要从三个层面涉及或论及了莎士比亚:

第一是人性的层面;第二是浪漫主义的层面;第三是

现实主义层面。需要说明的是, 这三个层面并不是

泾渭分明地出现在他不同的文章中, 我们只是为了

清楚起见和分析的方便才做出这样的划分,事实上

这些内容在一篇文章中也常常是交融在一起的, 只

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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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茅盾在 1930 年上海世

界书局出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中认为, 莎士比亚是

一个 伟大的天才!,  他是超时代的!, 他笔下的 哈

姆莱特是人性的一种典型的描写。他永久厌倦这世

界,但又永久恋着不舍得死;他以个人为本位, 但是

他对自己也是怀疑的;他永久想履行应尽的本分, 却

又永久没有勇气, 于是又在永久的自己谴责!。[ 1] 255

在茅盾看来,作为 伟大的天才!的莎士比亚之所以

 是超时代的!, 与其对人性的典型描写与深刻揭示

密不可分。这是茅盾首次从人性的角度谈论莎士比

亚及其著名悲剧形象哈姆莱特, 虽然他没有展开论

述,但显然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接着,茅盾

在 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汉译西洋文学名
著#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文里又认为,莎士

比亚之所以享有不朽的盛名,  皮相者每夸其诗句之

美妙,及戏曲的技术之高妙,而其实则因他广泛地而

且深刻地研究了这社会转型期的人的性格;嫉妒, 名

誉心,似是而非的信仰,忧悒性的优柔寡断,傲慢, 不

同年龄的恋爱, 一切他都描写了。他的作品里有各

种的生 活, 各色的人等, 其丰富复杂是 罕见

的!。[ 2] 308 - 309如果说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对人性

作具体解释的话, 应该说, 在这里,茅盾就涉及了莎

士比亚描写人性的一些基本内容, 例如 嫉妒!、 名

誉心!、 忧悒性的优柔寡断!、 傲慢!等,而且是 一
切他都描写了!。他在另一篇文章∀莎士比亚出生三

七五周年纪念#中进一步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露

和抨击了 虚伪,偏见,嫉妒,迷信,残酷等人性的污

点!, 对于 创造优善健康的新人性!具有不可低估的

意义,这也是人们对其 起了莫大的爱好与热心!的

重要原因,由此也 才真正估定了莎士比亚的价值,

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来!。[ 3] 468- 469

我们从其文中摘引出来这些观点, 只是想说明

茅盾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 确有人性的视角。指

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首先, 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

角度解读过茅盾的莎评。以我们过去的看法, 茅盾

不大可能认同文学人性层面的分析。因为早在 20

世纪 20年代, 鲁迅就曾痛批过梁实秋的人性论观

点。梁实秋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

的,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描写这种根本的人性, 文学表

现人性才有永久性, 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并不断

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竭力为莎士比亚

的人性立场辩护,指出他是基于人性的立场来揭示

人生与社会的, 他的描写具有适合人类的普遍性, 不

具体属于或代表哪一个阶级。鲁迅则针锋相对地认

为,只要承认人类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所

谓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论, 就是企图否认阶级性。鲁

迅痛批梁实秋的人性论, 还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与

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冲突。如果人性真是永久不

变的,那么, 对国民性的改造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

此,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判使得人性的话题无

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都臭名远扬,

没有市场,成为一个颇为敏感并不断遭到质疑的话

题。众所周知, 茅盾在 30 年代与鲁迅关系极为密

切,他们之间的友谊和配合达到了相当默契的程度,

在对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加之

他本人的特殊身份和对大局的维护, 所以在人性问

题上,茅盾是不会公开与鲁迅唱反调的。其次, 作为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茅盾又不可能不为莎士比亚对

人性触目惊心的描写和揭示深为触动, 这使他不仅

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反映了旧的贵族文化和新

的商业资产者文化的冲突!,
[ 2] 308
表现了他所在时代

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 而且又看到了莎士比亚因

对人性的描写所具有的跨越作者那个特定时代的永

恒性与普遍性。然而, 人性这一问题的敏感性, 想必

又令茅盾不可能不存有顾虑。因此, 茅盾在莎评中

出现的人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游移, 或多或少地显示

了他内心的一种矛盾: 既想表达他对莎士比亚于人

性描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所持有的己见, 同时又显

示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和试图调和人性与现实性两者

关系的倾向。所以才会出现其文中人性的 犹抱琵

琶半遮面!的情况,即人性与现实性交融在一起的微

妙表述。最终,茅盾鲜明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使人

性这个层面未能得以充分展开, 并使现实主义因素

牢牢居于他的莎评的主导位置。这一点我们后面还

会详谈。

二

第二个层面是浪漫主义批评的层面。茅盾在

∀西洋文学通论#的第六章 古典主义!中介绍道, 在

欧洲皈依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的时候, 英国自然也

不例外,一大群的诗人起来了,其中最大的名字是莎

士比亚和弥尔顿。他认为从各方面看,弥尔顿的∀失

乐园#与∀复乐园#两篇叙事诗不能不说是古典主义
作品。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又是从各方面看来不

能被纳入&古典主义∋的范围内, 而宁是下一代的&浪

漫主义∋ 文学的先锋。他是超时代的!!
[ 1] 254- 255

这里

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第一,茅盾没有把莎士比亚放在 文艺复兴!一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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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而是将其放在 古典主义!中来介绍。为什么?

在茅盾看来,这主要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大多数取材

于古来的传说!的缘故,  又从来悲剧的主人公不能

不用历史的人物!。但是他又意识到莎士比亚不能
被归入古典主义,因为 他很勇敢地打破了古来的

&三一律∋ !, [ 1] 255在古典主义的氛围里显示了别样的

特色。第二,既然莎士比亚不能被归入古典主义, 他

的那种别样的特色自然也就使他成为 下一代的&浪
漫主义∋ 文学的先锋!。因此, 茅盾在这里明确指出

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范畴。遗憾的

是,他并没有对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先锋的莎士比亚

的创作特征作深一步的具体阐释, 只是点到为止。

而且行文中他强调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主人公

虽然是 历史的人物!,但作者却 给这些历史人物都

安上一颗现代的心, 所以如∀哈姆雷特#到现在还是
有生气!。[ 1] 255因此总的说来, 茅盾认为莎士比亚是

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由此推

断,茅盾真正看重莎士比亚的并不是他的 &浪漫主

义∋ 文学的先锋!的特征,而是第三个层面。我们从

他的表述里分明既感受到他对莎士比亚浪漫主义气

质的自觉意识, 又流露出他对这一气质的某种倾向

性的遮蔽。

三

茅盾莎评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对莎士比亚现实主

义价值的看重。这最能体现他莎评的特色, 也是茅

盾莎评最引人注目之处。由于将莎士比亚定位于现

实主义作家,所以他积极倡导对莎士比亚的传播与

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观点、视角里明显留有苏

联影响的痕迹。

20世纪 3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作家通过对苏

联莎评的译介使马克思主义莎评传入中国。茅盾就

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1934 年茅盾署名 味
茗!发表在 8月 20日∀文史#第一卷第三号上的∀莎

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就成段转述了苏联专家狄

纳莫夫 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莎士比亚主义#的主

要观点。狄纳莫夫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莎士比
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评论莎士比亚的时候

 并不着眼于莎士比亚现实主义的外形!,而是 以为

在作剧的主意上,在剧本的内容上,以及剧本的真正

的性质上,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者!。 莎士比亚利

用了最歧义的文学的戏曲的形式和风格, 从喜剧到

悲剧,从悲剧到轻松的趣剧,他永不曾把客观的现实

弄成&精神∋ 的单纯的反映; 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

的世界, 是现实的世界而不是空想出来的世

界!。[ 3] 316
注意,  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莎士比亚的基础是周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而不

是空想出来的世界!,这种通过当时社会主义红都苏

联、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音, 自然是茅盾坚信

的。在这里,茅盾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

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评价, 而且第一次借马克思、恩

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这对

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

与接受的基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

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

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 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

其内涵。他说:  所谓苏维埃作家的&莎士比亚化∋ ,

就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 以表现那正在进

行中的发展和运动!,  就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

彻底了解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知识, 文化, 以及马克

司(马克思) , 恩格尔(恩格斯) ,列宁, 斯太林(斯大

林)的学说, 然后思想不会枯窘, 然后作品的内容将

同时既清楚而又繁复, 就像活的语言那样同时明快

而又繁复!,  就是做自己阶级的勇烈的战士,以艺术

为武器!,  就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著, 创造著,工

作著,挣扎著!,  就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

形式,抛弃那&炫奇斗巧∋ 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

思想与形式两俱完善的艺术品!。[ 3] 317- 318茅盾这样

说、也是这样认识 莎士比亚化!的。其实 莎士比亚

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个

重要的方面。他这样接受 莎士比亚化!, 不仅说明

他与红色社会主义国家步调一致,而且说明他对 莎

士比亚化!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对

 莎士比亚化!的认识有趋同于现实主义化的倾向。
上述倾向在他 1939年 10月发表在∀文艺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的∀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一

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篇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

论文中,他首先介绍了莎士比亚在苏联的接受情况,

指出:莎士比亚 已经红了三百多年, 凡是文明国家,

都有他的著作的译本, 都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大群的

&莎士比亚学者∋ ; 最近五六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的人民对于莎士比亚的爱好和热心, 比之他祖国的

大不列颠的人民,只有过之, 决无不及。&要莎士比

亚的写作∋ , 成为苏联戏剧作家的一句口号了。莎士

比亚的重要作品, 常在苏联各地的大戏院上演, 而且

用了苏联各民族的语文上演。好些个苏联的&荣誉

艺术家∋ 自白他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了益, 由于

上演他的作品, 他们的技巧的内容丰富了, 也复杂

了。苏联的文艺作家、批评家、导演、演员,在这几年

来所写的莎士比亚研究的文章, 已经够一个&莎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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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学生∋ 用功一年!。[ 3] 467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自己国

家重视莎士比亚研究的期盼, 他在为莎士比亚在中

国成规模地传播与研究鼓与呼。接着他指出, 19世

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对莎士比亚的重视和评论往往

不在 他那些作品的思想内容!, 而是大部分 属于

&考订∋ 、&注释∋ 这些方面!,并且 老是在&考订∋ 、&注

释∋ 上面用功夫,以至虽复蔚然自成一图书馆, 不客

气说一句,只是饤饾的大全罢了!。这一缺憾 直到
了苏联人民开始注意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方始

弥补起来!。他高度肯定了苏联学者对莎士比亚研

究的立足点和重大贡献, 认为苏联学者是 从今日的

现实的各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等观点上!去研究莎
士比亚的,  苏联人民正在创造优善健康的新人性,

而要连根拔除那旧世界沿袭下来的虚伪, 偏见, 嫉

妒,迷信, 残酷等人性的污点, 他们又是在这样的立

场上,故对于莎士比亚的暴露和抨击人性诸污点的

作品,起了莫大的爱好与热心!,并且 真正估定了莎

士比亚的价值, 把他的伟大和优点发扬了出

来!。[ 3] 468 - 469

因此,他遵循着苏联莎评家 从今日的现实的各

大课题及明日的目的!的思路,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莎

士比亚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意义。

第一,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愚昧、残暴、偏见、虚伪、嫉

妒、奸诈 从来不抱冷淡的旁观者的态度!,他所表现

出来的 为求真理的胜利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

 正是各时代的求进步的人们所亲切而宝爱的德
行!。他塑造的不朽人物是 针对着人类的残暴、伪

善和奸诈的而奋斗而挣扎 (虽然大部分是失败的)

&造像∋ 。他们唤起了对于更光明的未来的要求, 他

们主张着个性的更充分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莎士比

亚的作品虽然三世纪前的人生写照,但至今仍保有

活力而且为我们多爱好的原因了!。第二,  莎士比

亚这位心理学家,用他深刻的观察和犀利的笔尖, 剥

落了他那时代的一切虚伪者的面具!, 而 剥落这一

切的面具,还是现代的文艺战士的任务,这又是莎士

比亚的作品为什么对于我们是亲切的原因了!。第

三,  在今日,法西斯的群魔比起莎士比亚所写的那

些&恶棍∋ ,更其野蛮,更其没有人性。现在也是一个

&黑暗时代∋ ,一切的虚伪, 残暴, 愚昧, 偏见, 在到处

横行,然而同时,莎士比亚&理想∋ 的那些为了光明而
斗争的英雄们, 在今日已是现实的人,而且在世界各

处,这斗争的火花已经预示着最后胜利的必然性。

在今日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七十五周年的生平, 学

习莎士比亚以加强我们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斗争的力

量,是我们的主要课题!。[ 3] 469- 471

至此, 茅盾把莎士比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发挥

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

接受与评论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功利性。他的莎评

之所以如此看重现实主义,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

化大语境使然, 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特定现实,使得现实

主义文学思潮最终在译介过来的西方众多的文艺思

潮和文学理论中独领风骚,为大批学人和作家所推

崇。在这一态势下, 中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和

认识自觉地与社会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自

然也更多地将这种认识局限于文学的社会政治教育

功能的层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种现实主义是

一种强调社会政治理性的现实主义, 功利色彩浓厚。

处于特定时代大潮裹挟下的茅盾自然不能摆脱这种

影响。而作为 文学研究会!、 左联!的重要成员和
 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坛领袖之一,茅盾更是对人生、

社会、政治有一种自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早在 1919年,茅盾在∀我们为什么读书#一文中就宣

称:  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 求学问是欲尽&人∋ 的责
分去谋人类的共同幸福。! [ 4] 52 1920年他在∀现在文

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更明确指出:  文学是为

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

一人一家的人生, 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 5] 3- 4

所以,他认为文学家积极的责任就是要 使文学成为

社会化!。[ 5] 5
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表述从艺术哲

学的高度看,是将所谓的人与人生作了相对狭隘的

理解,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 不过, 这样的狭隘在特

定时代又往往有很正当的理由, 那就是民族本位的

启蒙,亦即爱国前提下的人的解放。
[ 6] 149
从这个角度

说,茅盾与政治以及政治文化的结缘几乎是终身的,

远非一般人所能比。[ 6] 160- 161因此, 茅盾对莎士比亚

现实主义化的接受与批评有其历史的必然。此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中国突出强调莎士比亚的现实

主义和人民性特征, 把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大师

来研究,很少或者从根本上忽略了从浪漫主义角度

来认识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这既与深受俄苏莎评

传统影响有关,也与茅盾 30年代倾向性导向的影响

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四

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便会发

现,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

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茅盾最早谈到莎士比亚

是在 1919年写作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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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文中有两处谈到莎士比亚。第一处是在谈及

托尔斯泰的地位时, 他说 托尔斯泰之为俄之第一个

文学家!,  与英之莎士比亚之地位不同!,原因是 莎

士比亚为英文学界泰斗,然其地位为孤立的。与莎

氏并肩者无一人, 继莎氏遗响者亦无一人。托尔斯

泰则不然, 其同时及略后诸文豪皆足与之相埒。譬

犹群峰竞秀,托尔斯泰其最高峰也。而其他文豪, 则

环峙而与之相对之诸峰也!。[ 7] 18
第二处是在谈到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点时与莎士比亚作了比较,

他认为陀氏最突出的创作特点在于 言罪!。 然其

言罪也,非如时行侦探小说,必以警察署为归宿也。

亦非如伊利沙伯(伊丽莎白)时代之剧曲(按此指莎

士比亚之剧曲, 如 M acbeth 即其例也) , 谓人之犯罪

纯出于一时之凶心, 或为一时之失性,而其结果则为

灵魂之堕落!。莎士比亚的作品虽也 言罪!,  而文
学仍极美!,  读者不觉其为罪,而徒叹赏其文字之精

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言罪小说则不然, 使人读

之, 若幽然处于狴犴而亲领铁索锒铛之风味

也!。[ 7] 19
从上述两处不难看到, 茅盾对莎士比亚在

英国的文学地位及其个别创作特征是清楚的。他视

莎士比亚为英国文学界空前绝后的泰斗, 无人与之

比肩,擅长揭示 灵魂之堕落!。不过,在这里他突出

强调的是莎剧的审美效果。在他看来, 读者在看到

莎剧中的人物的犯罪时, 并不觉为罪,而是被莎士比

亚的极美的文字所吸引。所以, 这时的茅盾虽然谈

到了莎士比亚, 但往往是在谈论其他重要作家时作

为一种比照才顺便提及了他, 且主要是基于审美的

视角,还未触及莎剧思想的精髓。值得一提的是, 审

美在当时的文学接受与批评语境中并不被重视, 乃

处于边缘地位。可惜的是, 茅盾文中出现的这一可

贵的审美端倪, 在此后他的莎评中再也不见踪影。

20世纪 30年代前,从个人的接受态度看, 茅盾

并不看好莎士比亚,也没有对他表现出太高太多的

热情。这有他 1921 年 12 月发表在∀新文学#上的

∀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一文为证。他在该文谈到英

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文学时认为,这个时代 文学

家盛极一时,莎士比亚的剧本人人视同拱璧, 然而彻

底讲来,莎老先生若不是得着女士的喜欢,贵族的趋

奉,能到这个地位么? 当时的大文学家差不多全是

内廷供奉的人,和汉朝正像极了!。[ 7] 450
在茅盾看来,

 供奉时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 已不复为社会的工

具!,只能 变成贵族阶级的玩好!。既然这样, 莎士

比亚作为一个 内廷供奉!作家, 若不迎合当时贵族

的趣味,  得着女士的喜欢!,自然不能获得成功。言

外之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媚俗成分多,本身并没有多

少深刻内在的东西,不过是 贵族阶级的玩好!罢了。
也唯其如此,茅盾更为看重近代文学,  因为近代文

学不是贵族的玩具,不是供奉的文学!,  不是空想的

虚无的文学!,而是 科学的真实的!文学,  是社会的
工具,是平民的文学!,  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

的呼声!,  是向前的猛求真理的文学!。[ 7] 452应该说,

茅盾深通西方文学的历史,对在西方享有崇高地位

的莎士比亚自然不会陌生。虽然他知道 莎士比亚
为英文学界泰斗!,但此时他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还不

曾与现实主义相联系, 换言之,他还没有从现实主义

角度发现莎士比亚的价值,甚至在某些方面对莎士

比亚还存有偏见。

这种情况,前已述及,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

化语境紧密相关。五四以后,中国在文学创作、文学

译介、文学研究等领域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强调,

对竭力唤起民众参与社会变革、足救时弊的目的的

追求,使当时的文学活动 折射出强烈的实用意识!,

 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使其固化为主导意识,不可摆脱!。[ 8] 284
当然,这一成

为 主导意识!的 实用意识!,其后也一再在中国的

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突出地表现出来。受这种社会历

史文化语境的影响, 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些西方

文学名著是否需要译介, 在当时也就成为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这说明当时不少人对莎士比亚创作的意

义与价值的认识远没有达到后来的认识广度和深

度。

我们不妨提供一些证据。例如, 知非 1918年在

发表于∀新青年#上的∀近代文学上戏剧之地位#中就

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例如∀哈姆莱特# 绝非人
类社会中所可有之事!,除了让人受到 极强的刺激!

外,别无他用。[ 9] 1921年, 文学研究会成员、著名学

者郑振铎发表文章∀盲目的翻译家#, 明确表达外国

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基于现实需要的看法,指出现

在翻译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

的∀浮士德#有些不经济, 因此呼吁翻译家先睁开眼

睛来看看原书,看看当下中国的现实,然后再从事翻

译。
[ 10]
一年后, 他再次强调:  现在的介绍, 最好是能

有两层的作用: (一)能改变中国传说的文学观念;

(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 与现代的思

想相接触。而古典主义的作品, 则恐不能当此任。

所以我主张这种作品, 如没有介绍时,不妨稍为晚些

介绍过来。![ 11]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例如,署名

万良浚的读者投书∀小说月报#反驳说:  有人谓时至

今日,再翻译歌德之∀浮士德#、但丁之∀神曲#、莎士
比亚之∀哈孟雷德#未免太不经济, 鄙人认为此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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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亦有不尽然者。盖以上数种文学,虽产生较早,

而有永久之价值者, 正不妨介绍于国人。![ 12] 然而,

∀小说月报#编者在给这位读者的答复信中却明显支

持郑振铎的看法:  翻译∀浮士德#等书, 在我看来, 也

不是现在切要的事; 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

而介绍给群众, 则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这个编

者不是别人, 正是署名 雁冰!的茅盾。身为∀浮士

德#译者的郭沫若, 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
中,对郑振铎的观点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凡是真

正的文学上的杰作都有超时代的影响, 有着永恒的

生命, 都值得介绍。 文学的好坏,不能说是他古不

古,只能说是他醇不醇,只能说是他真不真。不能说

是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通是好文学,通有可以介绍

的价值,不能说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通是死文学,

通莫有介绍的价值。! 为什么说到别人要翻译神曲、
哈孟雷德、浮士德等书,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

并且会盲了什么目呢?! [ 13] 茅盾不甘示弱, 又发表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兼答郭沫若君#一文

与郭论辩,指出翻译作品 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
外!, 还要有 适合一般人需要!、 足救时弊!等观念

作动机。 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

的腐败,人心的死寂, 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

来刺激将死的人心, 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 [ 14] 显

然,茅盾首先强调的是以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译介、研

究外国文学作品的指向, 强调译介、研究外国文学作

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并非是有价值的作品就要译

介,而是 应该审时度势, 分个缓急!,要首选那些既

有价值又为现实所需要的外来作家作品进行译介。

周作人致 雁冰!的一封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认

为莎士比亚剧的一二种 似乎也在可译之列!, 但译

者若放下 现在所做最适当的事业!,  那实在是中国

文学界的大损失了。! [ 15]

有意思的是, 就连留学美国、30年代拟积极组

织力量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胡适,当时也表现出

了对莎士比亚的不喜欢甚至贬抑的态度。他在

1921年 6月 3日的日记中谈论 三百年来 自萧

士比亚到萧伯讷 的戏剧的进步!的话题时认为:

 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

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 萧

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 实远不如近代的戏

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 至多

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 正如我

们赏识元代戏曲中的某段曲文 决不觉得这人可

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 的哀剧,

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 ( M elodrama)。如

Othello[ ∀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

丑戏! 又如那举世钦仰的 H am- let [ ∀哈姆莱特#] ,

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 H amlet [哈姆莱特]真

是一个大傻子! !胡适贬抑莎士比亚, 可以从他这一

天的日记中的两处话中找到原因。第一处是:  戏剧

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十九世纪中欧文学受

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 虽有神秘的象征戏

如梅特林( M eterlinck)的名剧, 也不能不带写实主

义的色彩,也不能不用写实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

人以为写实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谈

&新浪漫主义∋ 了! 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第二处

是:  卓克说,易卜生的∀娜拉#一剧颇不近人情, 太头

脑简单了。此说有理, 但天下古今多少社会改革家

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 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

后,顾此顾彼, 决不配做革命家。娜拉因为头脑简

单,故能决然跑了。!所以胡适虽然以为 易卜生的

∀娜拉#,以戏本论, 缺点甚多, 远不如∀国民之敌#、

∀海妲#等戏!,但还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肯定∀娜拉#

的价值, 因为它是写实主义的。
[ 16] 282- 283

上述情况表

明,胡适不以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写实主义(即现实

主义)的,故否定莎士比亚。

在这个大背景下看茅盾最初的对莎士比亚的看

法,自然不足为怪。可以说,当时中国学人对外来作

家作品的译介无不密切地配合着现实, 这一过程充

分显示了文学译作在异质特定语境中所发挥出来的

巨大的社会功用。茅盾强调文学应成为 社会的工
具!,这使早年的他冷淡莎士比亚; 此后还是基于这

样的观点,他则大力推介莎士比亚。不过,其间的变

化显示了作者对莎士比亚由感性至理性、由表层到

本质的认知过程, 而这一认知过程的最终完成, 与苏

联莎学研究成果的及时译介密不可分。当然,这种

接受中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其时

代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 茅盾莎评尽管包含着太多的社会政治诉

求,甚至因此对莎士比亚创作的人性与浪漫主义等

特征有所遮蔽,但是他的这种接受方式充分表现了

他强烈关注现实的救世情怀,在中国莎评史上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意义。第一, 通过译介的方式

将莎士比亚定位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主要不是

具体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是试图从宏观角度为

中国接受与传播莎士比亚找到一个最佳的最具诱惑

力的理由。第二, 揭示了莎士比亚作为现实主义剧

作家的不朽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通过马克思、恩

格斯对莎士比亚的观点的介绍, 来扩大莎士比亚在

中国的影响,提升他的伟大地位,从而为当时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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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学习的光辉榜样, 以促使文

学更有益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第三, 透过茅盾

的莎评,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莎士比亚在 20世

纪 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

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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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jor Boundary Marker for the Initial Chinese Comment on Shakespeare

On Maodun∋ s Acceptance and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LI Wei fang

( Facul ty of L i terature, H enan Univer sity , K aif eng 475001, H enan, China)

Abstract: M aodun's comment on Shakespear e is a major boundary mar ker fo r the initial r emarks on this subject in China. H e

made the co mment f rom the po int o f view of humanity,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respect ively, among w hich the emphasis on

Shakespear e's r ea listic value mostly disting uishes the comment . It is M aodun that fo r the fir st time drew suppor t fr om M arx and

Eng le's evaluation of Shakespear e to r elate the master's w or ks to r ea lism. A nd he also initiated the intro duction of the impor tant

term Shakespearization and its co nnot ation to China by the translated w or ks. A ll of this has ex erted sig nificant impact on the

key no te for Shakespear e's spread and the Chinese acceptance of it not only fo r that time being but also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to

follow . H is acceptance and criticism of Shakespear e in t erms of complete realism catered directly for the social po lit ics of his

time and beared dist inct utilitar ianism. T he r ealistic t endency in his comment on Shakespea re on one hand developed as an

inev itable r esult under the social hist orica l and cultural co nt ex t at the time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d much to do wit h his ow n

no tion of v alue. M ao dun did not have the g reatest est eem for Shakespear e fro m the beginning. In fact, there had been a long

time for him to achiev e g radual know ledg e and acceptance of the latter , w hich meantime show s the co mplicated pr ocess o f

Shakespear e's spread and the Chinese acceptance o f it during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as well as the so cial histor ical and cultural

co nt ex t w ithin.

Key words: M aodun; Shakespeare; acceptance; criticism and bo undary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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