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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
———评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

任秀英
(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做到了史论结合。它以

中国当代莎学研究发展史为线索 ,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定的新见解。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

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尤其是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 ,构成了中国莎学

研究的最鲜明之处 ,形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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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 ,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 400 年

的历史 ,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象征主义 ,直到后现代时期 ,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

别是 20 世纪以来 ,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

论的试金石 ,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

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

和延伸 ,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 ,可谓浩如烟海 ,令人望洋兴

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

出版社 ,2006 年) ,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

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 ,文献资料丰实 ,理论阐述清新 ,

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

通观全书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

一、资料翔实 ,研究深入细致

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 ,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 ,觉

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 ,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

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 ,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

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 ,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

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

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 ,论述了中

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 ,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

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 - 1994 年中国莎学研究综

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 (1995 - 1996)》、《中国

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 -

1994 年高等学校学报 (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

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 ———近年来中国

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

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

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 ,以及朱生豪、梁

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

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

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计量研究 ;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

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 ,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

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 ,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

征、趋势 ,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

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 ]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

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

史》书后 ,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 20 多页 ,足见作者的资料

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 ,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

的资料汇编 ,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 ,

“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 , 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

首先 ,在绪论中 ,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

点 ,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 ,细细梳理了莎士比

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

七章 ,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 ,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

台 ,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 ;另外 ,

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

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

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

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 ,特别是现

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

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 ,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

点 ,《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

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

是从《哈姆雷特》着手 ,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

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 ,在很多

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 ,对待哈姆雷特

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 ,多棱镜

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 ,使人琢磨不透。李伟

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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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

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 ,

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

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

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 ,在哈姆雷特身上 ,很难看到

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 ,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

接下来 ,在第二章 ,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 ,探讨了中国

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

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

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

外 ,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作者

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 ,进一步探

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

人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

“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

作试金石 ,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 ,对莎学批评也不

可能是单一的 ,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 20 世纪 ,由于莎

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 ,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

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 ,研究莎

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 ,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

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 ,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

庞大序幕。于是 ,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

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 ,甚至一涌而

上 ,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 ,又放射出

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

喜成果 ,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 ,

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

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

进行了深入探究 ,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

为出发点 ,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

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

第五章 :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

翻译批评 50 年的发展脉络 ,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 ,特

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联系

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 ,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

世纪 30 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 ,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

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

究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 ,在中国政治的

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 ,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

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

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

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 ]272

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 ,但是却鲜有人对

他们的翻译经验 ,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

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 ,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

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 ,作者对 20 世纪后 50 年的中国

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 ,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

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

性的梳理 ,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 ,通过梁实秋和鲁迅

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

题。另外 ,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

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 ,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

的莎作翻译中 ,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

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 ,一般不大讲究版本。

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 ,而牛津版在 19 世纪的莎

学版本中 ,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

或因条件限制 ,或因认识不足 ,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 ;

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

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 ,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

批评。顾绶昌认为 ,粱实秋译的莎剧 ,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

味 ,每句似乎都通顺 ,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 ,并

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 ,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 ,这是译文最大

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

句 ,损益原文 ,不是太罗嗦 ,就是太简 ,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

段落 ,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 ,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 ,并

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 ]285 本书在研究莎

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

考 ,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 ,也提出了以后研

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

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

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 ,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

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 ,但是醉翁之

意不在莎作批评 ,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

点的论战。[2 ]304 - 305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

很多相似之处 :生死爱欲、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 ,

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 ,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

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 ,结合

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 ,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

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

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 ,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

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 ]505这是因为莎

士比亚是英国的 ,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

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 :“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

另一场洪水冲走了 ,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

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 ,但莎士比亚像花

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 ]125

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 ,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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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中 ,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

角度和侧面 ,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 ,也有莎学传

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 ,还有从文献计量学

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 ,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

线索 ,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

之 ,研究角度丰富多采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 ,充分显示了改

革开放以来 ,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

的开阔。

总的来看 ,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

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 ,中国莎学组成

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

响乐 ,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

比较的眼光 ,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 ,形成了中

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 ,李

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 ,勾勒其历史的痕迹 ,研究中

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

的本质和特色 ,掌握文艺批评规律 ,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

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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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crambling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Roundly
———T he History of S hakes pearean S t u dies i n Chi na by Professor Li Weimin

REN Xiu2ying

Abstract : T he H istory of S hakes pearean S t u dies i n Chi na by Professor Li Weimin has combined history

and t heory f 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t he angle of the st udy of Shakespeare , and wit h the clue and

new view of t he history of Shakespearean studies in China. The book unscrambles t he st udy of Shake2
speare roundly in China , in which“ t h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has shown Chinese foresight , and has

formed t 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Key words : T he H istory of S hakes pearean S t u dies i n Chi na ; t he study of Shakespeare ; t 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78·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