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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辉映的中西和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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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一部传奇剧，在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心灵和谐等观点方

面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这种巧合有其深层必然原因，也体现了全人类对和谐这一

美好愿望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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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戏剧

家和诗人。他一生共写了37部戏剧、2首长诗和

154首十四行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向资

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现实，宣扬了新兴资产阶

级的人文主义思想。《暴风雨》写于1611年，

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充满传奇色

彩的悲喜剧，被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诗

的遗嘱”。大部分批评家认为人文主义精神在这

部传奇剧中虽然得以继续，但已不像前期那样面

对现实、锋芒毕露，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走向衰

落。而恰恰是在这部作品中，莎翁以成熟的技巧

和诗化的意境，用善良深沉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类

和谐未来的美好愿望，勾勒出天地间共生共荣的

和谐理想国。虽然作品中充满了篡位、谋害等骚

乱与风潮，却难以掩饰和谐理想的光芒。莎翁倡

导具有人文色彩的和谐思想，主张人与人、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人自身的心灵和谐。而中国古代

儒家、道家、墨家等对和谐推崇备至。莎翁的思

想与中国传统和谐观在许多方面遥相呼应。

2.“爱”与“宽容”是人与

人和谐关系的核心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莎士比亚和谐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理想的社会生活是以各种

社会关系的协调为基础的。莎士比亚以“爱”作

为连结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体现了人文

主义者主张的建立在自觉意识上的和谐思想。

莎士比亚后期的《暴风雨》是一出表现社会

理想的戏剧。莎翁借普洛斯彼罗这一人物表达了

自己的和谐观。当时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

恶日益暴露。这个时期，他的作品通过神话式的

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矛盾；作品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

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

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传奇剧中，莎翁勾勒了一

幅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宽容、仁爱成为

作者竭力表现的主题。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在被

他的弟弟安东尼奥篡权夺位之后，流落荒岛十二

年。他拥有无边的法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要复仇他胜券在握。如果他愿意，安东尼奥一行

人将在暴风雨中死无葬身之地。“我这门学问

真可说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莎士比

亚，2008：19）。但他没有施展法术，却心怀

仁慈，对加害于他的人依然充满同情：“虽然他

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

愿压伏我的愤怒而听从我的高尚的理性；道德

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ibid.：

148）。他所谓“高尚的理性”，即是宽恕、仁

爱。他不记恨，既往不咎地宽恕了所有的人，包

括欲置他于死地的卑劣的兄弟安东尼奥，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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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仁慈的胸怀。暴风雨化作了宽恕、仁爱之

雨。他坚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必

须用爱的原则去克服恶，用爱去征服一切。

仁爱思想贯穿整部作品。在孤岛上由普洛斯

彼罗养育的女儿米兰达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善

良女性。美丽的自然环境滋养了她，使她不但

有美丽的外表，更有仁慈的内心。当他看到父亲

施了魔法引起暴风雨时，出于对暴风雨中人们的

同情，她央求父亲平息风暴：“我瞧着那些受难

的人们，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这是一只壮丽的

船，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一下子便撞得

粉碎！啊，那号呼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坎，可

怜的人们，他们死了！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力的

神，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不让它把这只好船

和它所载着的人们这样一起吞没了。”（ibid.：

15）内心的谐美与外在的形美让人赏心悦目，

描绘出一幅清新美丽的画卷。普洛斯彼罗以德报

怨，博爱世界。当残害过普洛斯彼罗的那不勒斯

王和他的儿子腓迪南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但没

有以牙还牙，宽恕了他们，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

了他敌人的儿子。这一美妙的婚姻暗示了爱的结

合是仁爱的果实。它不仅消除了上一辈人之间的

种种恩恩怨怨，而且使年轻人更加互敬互爱，沐

浴在爱的光辉中，过上真正和谐幸福的生活。纯

洁善良的米兰达和勇敢儒雅的王子腓迪南是爱与

美的化身，代表了人类的希望，也是作家所寄寓

的理想。这一童话般的结局代表着莎士比亚的美

好愿望：仁爱融化仇恨与敌对，人与人和谐相

处。

中国古典儒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

世，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孟子提出了“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杨伯峻译注，

2008：64）的著名论断，视“人和”为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而要实现“人和”的目

标，儒家强调“仁学”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核心。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

“爱人”。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

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才叫

作“仁”。 

要做到“仁”，做到“推己及人”，孔子强

调要坚持“忠恕”之道，即以“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毛子水注释，2008：98）的

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所以孔子认为以“仁

爱之心”对待他人，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

可以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和谐安宁。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翁在这一点上与中国

古代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不期而遇，因为深刻影

响西方的思想体系与东方的哲学思想有着天然

的契合点。基督教所宣扬的宽恕、博爱思想恰恰

体现了儒家的“仁”的精神内涵。“爱”与“宽

容”这一思想成为东西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路

标。

3.“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精髓
莎翁在《暴风雨》中用隐喻的方式与中国古

代哲人的思想产生共鸣。剧中的普洛斯彼罗潜心

研究魔法，平生最爱的东西便是书籍，他所从事

的事业类似于当今的科学研究。而精灵爱丽儿能

够呼风唤雨，她就是人化了的自然。她曾被妖术

囚禁，象征着大自然曾不被尊重，被肆意践踏。

普洛斯彼罗将她从妖术中解救出来，并通过魔法

让其为自己效劳：“凡是你有力的吩咐，爱丽儿

愿意用全副的精神奉行”（莎士比亚，2008：

125）。这一象征意义极其深刻。普洛斯彼罗尊

重自然，释放自然，并用科学探索自然规律，让

其服务于人类。

大自然得到人类的爱护，它的回馈非常慷

慨。在十二年里，普洛斯彼罗父女流落的岛屿从

荒僻的旷野变成了一个近乎仙界的的岛屿，草木

飘香，风景宜人，有精灵们的悠扬乐音和灵动舞

姿，俨然一处“世外桃源”。他们在这里过上了

恬静丰饶的生活，而大自然的纯朴与灵性又滋养

了他们的心灵，加深了自然与人的心灵契合。落

难的原米兰国王普洛斯彼罗胸襟开阔，性格纯

朴，富有博爱情怀，对别人体现出了真诚和友

爱，无私和宽容。年轻的一代更是沐浴在灿烂的

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心灵无比纯洁，感情格外

真挚。在他们眼里，世界原本就是充满阳光与温

暖，人人快乐幸福。在大自然怀抱里成长的米兰

达便是自然造化对人类的一个恩赐。有幸逃过叔

父的残害，她在孤岛上长大。受到这里美好大自

然的熏陶，她美丽纯真善良，善良的人们又得到

大自然的回报。在这个理想国里，没有君主，没

有贫穷，大自然产生一切“富饶的东西”。在这

里，人与自然相互关怀。这一场景描绘了莎士比

亚的人类理想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

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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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先秦哲人学说已

蕴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就是自然，天

就是日月风雨，就是星坠木鸣，就是山川大地”

（王生平，1989：5）。 “天”最基本的内涵

是指人类生长于其中的自然界。“天人关系”主

要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创始人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张松

辉译注，2009：186），强调人应以尊重自然规

律为最高准则。儒家也认为大自然具有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荀子有著名的论断：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安小兰译

注，2007：109），意思就是大自然有其运行的

自然规律，不会因为明君尧统治天下就存在，也

不会因为暴君桀统治天下就消亡。孔子曰：“天

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毛子水注释，

2008：296），意思是：天不讲话，通过四时运

行，万物生长来表达它的意志。四时调顺，万物

繁荣，就是对合道的奖赏；反之，天灾人祸的出

现，就是对悖道的警告。人类应当利用自己的智

慧积极探索了解大自然的规律，在尊重自然规

律、遵循自然法则的前提下认识自然、改造自

然，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则可以与天地和

谐并立，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荀子说道：“登高

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

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

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

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安小兰译注，

2007：3）“善假于物”就是要了解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界并使之为我所用。“天人合一”思想

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互相支撑；认为人类应该认识自然，尊重自然，

反对野蛮的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处于

和谐的关系中，才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

莎士比亚主张尊重自然、尊重秩序、人与自

然相辅相成。莎翁的人与自然和谐观与中国的

“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东西方人与自然和

谐思想的共鸣也有其深层原因。在西方思想史

上，存在之链的影响不容忽视。“整个中世纪时

代直到后来的18世纪，许多哲学家，大多数科

学家，以及大多数有教养者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

关于世界的计划和结构的思想——即宇宙是一个

‘巨大的存在之链’的思想。”（诺夫乔伊，

2002：65）存在之链是许多西方思想家理解世

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曾长期影响着西方思想的发

展。所谓“存在之链”，是指这个世界由等级鲜

明的存在物构成一个巨大的、环环相扣的链条，

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序列。其中任一环节的变化

都会引起整个巨链的反应。这一宇宙观与中国的

“天人合一”思想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相辅相成、

相互依存的观点找到了契合点。这一思想警示人

类要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和自然和谐

相处，让大自然更加美好，造福人类。

4.“义”是心灵和谐的前提
心灵的和谐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辉，是人类幸

福的基础。保持真诚与善良，守住道德的防线，

是心灵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莎士比亚走的道路

是通过内心自我道德的完善来拯救世界。在《暴

风雨》中，正面典型人物普洛斯彼罗作为一个普

通人，他也有对幸福和世俗欢乐的追求。他希望

夺回公国和爵位，希望女儿婚姻幸福。在他身

上，欲望与道德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协调一致

的。普洛斯彼罗有着理智与情感的和谐统一。他

独善其身，从不让自己的理性与道德屈从于欲望

的诱惑，表现出完美的心灵。虽然他完全有理由

也有能力让自己的仇敌葬身鱼腹，但高贵的理智

和道德阻止了他的复仇，只给了他们一个警示性

的惩罚。而他的兄弟安东尼奥则恰恰是一个自身

失衡的典型。他放纵自己的欲望，把美好的德行

丧失殆尽，整日沉溺于争夺权势的冥想，失去了

心灵的安宁，也失去了自身的和谐，做出了篡权

害命、违背常道的不义之举。

儒家认为，“和”是一种内外协调、上下有

序的状态。它既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

包括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心灵和谐，身心调和，

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孔子希望人不论是贫困

还是富足，都要努力完善自己的心灵世界。儒家

对于心灵和谐问题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重视人

的精神境界。他们弘扬道德理性，重视人格的完

善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对正当欲望的合理满足

加以肯定的同时，儒家强调要以道德来规范和约

束人的无限欲望。儒家思想指出要实现心灵的和

谐，就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

“义”与“利”的和谐统一。“义”，主要是人

在生活中应遵循的、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和

一种道德规定。“利”通俗地讲主要指利益、好

处，可以说相当于现在通常所使用的“利益”这

一概念。儒家所倡导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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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性与

欲望的关系。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毛子水

注释，2008：51），肯定了人对利益需求的必

然性、合理性。但他接着说：“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ibid.），认为和“利”相比，道德具

有更高的价值。人求利逐利不能没有一定的限制

和规范，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对待

“利”要以“义”取之，以“义”与之。人的

利益的取舍得失，应以 “义”为原则。只有以

“义”制“利”，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才能实

现人的自身和谐，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儒家主张的“修身”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

养，实现内在的超越，实现利欲与精神的调和，

做一个人格完善、气节高尚的人。

莎士比亚所刻画的心灵和谐、情操高尚的

人，无论面对怎样的诱惑，都能理性处理义与利

的关系，保持高贵的气节。中国哲人倡导“见利

思义”（毛子水注释，2008：235），勾勒出了

心灵和谐、完美的理想人物轮廓。莎士比亚与中

国古代哲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一思想的契合也

有其深层原因。影响西方思想世界的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正义说”与中国哲学

思想的“义利说”虽措辞不同，但精髓是一致

的。“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我

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

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

的事情的……这两者（理智与激情）既受到这样

的教养，教育并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

他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

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他们就会

监视着它……’他的思想就是欲望应受控于理

性，让自己灵魂中的各个部分统一协调起来，达

到心灵各个部分的和谐。”（吴宏政：2007：

11-15）这成为中西人类实现自身和谐的思想基

础。

5. 结语
生于16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与几千年前的

中国哲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却表现了如

此相似的和谐观点。这看似偶然，实际有其必然

性。东西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思想基础虽然迥

异，但其精神实质确是一致的。当然，中西和谐

思想的契合还有其深层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人

类对和谐美好愿望的追求跨越时间与空间，是全

人类普遍和永恒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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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 on some symbols or abbreviations of keywords, but also on the logic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keywords discoursely, intersententially and intrasententially. To explore 
possible effective ways of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pretation output,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roles of 
prepositions in intrasentential logic links by pointing out that prepositions should be noted down 
in E-C interpretaion note-taking system. Through several samples of prepositions note-taking, 
this paper hopefull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ositive roles on the logic links analyzing 
and interpretation output.

Functional Equivalence-based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Government’s 
Work, by LU Xiuhong & WANG Jun, p.183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Report on Chinese Government’s 
work, the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Report on Chinese 
Government’s 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For a better translation 
of government materials, several translation techniques were put forward: conversion of word 
class, conversion and blending of the sentence structure.

Mutual Ref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armonious Thought—Agreement of 
Harmonious thought of Ancient China and Shakespeare’s Tempest, by ZHENG Yueli & SONG 
Huiling, p.190

Shakespeare’s Tempest contains the idea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 people and society, individual’s soul. His points of view are similar to that of 
Ancient chinese phylosophy. This coincidence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deeper causes. It also 
reflects human being’s endless pursuit of harmony.

An Ethical Perspective On Hard Times, by FU HaiPing & LIU Xianghui, p.194
By means of vivid portrayal of the characters that represent different class, Hard Times 

focus on the dilemma of the poor, trying to advocate good humanity which represent warmth 
and love, so as to arouse readers’ conscience. The book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which 
is a typical literary example that combines literature with society and moral principles closely, 
explaining momentous values which is of great moment for human exist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