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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虽然在他的笔下表现了个性解

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由于所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作家本人的男性身份

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和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

展示的依然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 而其喜剧《驯悍记》则最鲜明地表现了他

的男权思想。

一、《驯悍记》的男权思想

从男性视角来看，《驯悍记》是一出喜剧，但是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则是一

出表现女性主体性丧失的悲剧。 在《驯悍记》中，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

的发展，还是人物的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一）人物形象塑造蕴含着男权思想

苏珊·帕曼·科尼伦在其《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书中，把西方传统文学中

的女性形象分为“天使型”和“恶魔型”（妖妇型）两种类型。 国内学者一般把西

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美貌、忠贞、温顺、富于献身

精神等为特征的“家庭天使”型；一类是以美色加淫荡为主导特性，以至“倾

国”、“倾城”的“红颜祸水”型；第三类是以凶悍、泼辣、狂暴与工于心计等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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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以男权视角塑造了凯瑟丽娜这一“悍妇”形象，并让“悍妇”

被其丈夫驯服，最终成为失去自我的“贤妻”，这一模式流露出作家的男权思想。 文章通过形象

塑造、情节发展、人物语言来解读《驯悍记》所表现的男权思想，进一步分析了男权思想在莎士

比亚其他作品中的体现，同时指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性别的局限和个人经历分

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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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对现存秩序具有最大破坏力的悍妇恶女型。 ［1］

西方男权文学中的众多“天使”实质上只是男性审

美理想的体现，而“悍妇”则不过是男权文化的叛

逆者，应该说，“悍妇”形象，是男权文化思维一手

捏造出来的。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就把凯瑟丽娜塑造

成一个“悍名四播”的女人，她“脾气非常之坏，撒

起泼来，谁也吃她不消”。 ［2］226 人们 认为她是“灾

难”，是“疯子”、是“活阎王”、是“野猫”，应该找个

“魔鬼”给她。 以至于男人们都把凯瑟丽娜当作凶

悍泼辣的女人而躲避， 葛莱米奥老爹说：“宁愿每

天给人绑在柱子上抽一顿鞭子， 作为娶她回去的

交换条件。 ”［2］ 219 霍坦西奥说：“即使我是个身无立

锥之地的穷光蛋，她愿意倒贴一座金矿给我，我也

要敬谢不敏的。 ” ［2］226 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从

男性单一的性别歧视出发， 对女性形象进行了丑

化和贬低。 作者极力渲染凯瑟丽娜的“悍”，用张扬

的笔触描写凯瑟丽娜的“悍”，表达了对凯瑟丽娜

“悍”的厌恶，从而才要“驯悍”。

如果站在客观立场来看待凯瑟丽娜， 应该说

她只是没有完全服从当时社会对女性做出的种种

规定而已，或者说，她的主体意识强烈，以至于不

符合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女性价值的

评判。 因为，悍妇之所以“悍”，在很大程度上是父

权思想压迫下的发泄。 在剧中，凯瑟丽娜的父亲不

仅不爱她，反而把她当作急于出手的货物。 所以，

凯瑟丽娜发泄了对父亲的不满， 也抨击了对她出

言不逊的男人， 她还讨厌妹妹装作乖巧的模样去

讨别人欢心。 她反叛地说：“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

权利”，［2］276 “难道我就得听人家安排时间，仿佛自

己连要什么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吗？ ”［2］218 可见，凯

瑟丽娜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她是独立、

有思想、勇敢而真实的个体。 然而，在凯瑟丽娜生

活的时代， 一切具有叛逆性格和个体冲动的言行

都成为禁忌，惟命是从、柔弱顺从成为普遍流行的

范式。 于是，人们把具有叛逆精神的凯瑟丽娜当作

一个悍妇形象而加以防范。

在戏剧的结尾， 凯瑟丽娜被丈夫彼特鲁乔驯

服了，她一改“悍妇”形象而成了一个顺从和本分

的 “贤妻”形象。 这个量身打造的形象完全符合了

男性心中的“天使”。 将贤妻作为女性的楷模和学

习的典范，是男性权威文化的表现，而驯服凯瑟丽

娜对彼特鲁乔而言，“预兆着和睦、 亲爱和恬静的

生活，尊严的统治和合法的主权”。 ［2］297

从剧中人物形象选择上看， 母亲形象的缺场

也显示出作者潜意识的男权思想。 剧本中没有出

现凯瑟丽娜的母亲，从女儿一落地，父亲巴普提斯

塔就带着“男尊女卑”的有色目光看她，把她视为

私有财产，剥夺她的人身自由，并且绝对掌握女儿

的命运。 当彼特鲁乔来求婚时，巴普提斯塔未经女

儿同意，就决定了女儿的婚事，而凯瑟丽娜的反抗

和叫嚷全无用处。 这是对父权地位的认同，也是对

女性主体意识的压制。 父权制通过父亲在家庭中

行使着将女性物化、客体化的权力，使女性从出生

起就处于社会和家庭的边缘。 ［3］

（二）情节的发展体现了男权思想

从情节发展来看，彼特鲁乔的求婚、结婚、驯服

等过程都体现了男权思想。 彼特鲁乔是个追求实

利的人，他向凯瑟丽娜求婚并非出于爱，而主要是

为了钱。 “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

贱老丑，凶悍泼辣，我都一样欢迎，只要她的嫁妆

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 ” ［2］225 他来到巴普提斯塔

家中还没见过凯瑟丽娜，就先问嫁妆，听到巴普提

斯塔给出的条件优厚，便立马要求先定好契约。 可

见，对于彼特鲁乔来说，只要“嫁妆丰盛”，任何一

个女人他都可以娶。 可见，他对婚姻的态度是建立

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的，所以他说：“霍顿西奥，

你可不知道金钱的好处哩！ 尽管她骂起人来像秋

天的雷鸣一样震耳欲聋，我也要把她娶回家来。 ”

（第一幕第二场）［2］226 在这里， 彼特鲁乔并没有把

凯瑟丽娜当作一个人去看待，而是一笔钱，一个具

有实用价值的器皿，一个被征服者，一个猎物，一

个客体。

而 “驯妻” 本身的动机就包含了对女性的驾

驭，包含了男性从自我性别出发，去打造女性的愿

望。 《驯悍记》的题目，The Tame of the shrew，在朗

文高阶英语字典中， 对 tame 的解释是这样的：to
train a wild animal to obey you and not to attack
people。 ［4］莎翁欲借男主人公之手，将他们认为如

同动物般的悍妇凯瑟丽娜驯服。 也就是说，从一开

始， 彼特鲁乔就没有把凯瑟丽娜视为一个具有独

立人格、自主意识的“人”，所以他才要用驯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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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去对付凯瑟丽娜， 让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都

受到折磨。

对于男性来说，凯瑟丽娜是“活阎罗”，而把她

驯服成一个“羔羊”、“鸽子”，可谓皆大欢喜。 于是

作者用“喜剧”的形式演绎了这出“驯悍记”，让观

众看到凯瑟丽娜的遭遇而感到好笑。 同时戏中戏

的结构也使凯瑟丽娜的遭遇处于被看的位置。 在

舞台上，她处于被驯服被侮辱的地位，在舞台下，

人们都在欣赏她的遭遇。 从女性视阈来看，凯瑟丽

娜由“悍妇”变成“最听话的”妻子，是女性丧失主

体性，成为臣服于男权的女奴的悲剧，即按男性从

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的女性 “镜

像”重新塑造自己，是“女性在文化上被监禁与空

间上受限制的生存状态， 往往象征着女性真实自

我、主体人格的分裂，呈现为一种虚幻的、被扭曲

的、变异的形象” ［5］

“驯悍”过程其实是男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

表现。 在驯妻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女性的恶意嘲讽

和践踏，作者借彼特鲁乔对“悍妇”施行了惩治和

改造的政策。 随着彼特鲁乔驯妻行动的推进，更进

一步地加深了凯瑟丽娜命运的悲剧性。 这是一种

不平等的夫妻关系。 彼特鲁乔结婚时迟迟不来，来

了之后又打扮得很奇怪， 婚礼对一个女人来说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彼特鲁乔却故意出尽洋相，

以摧残凯瑟丽娜骄傲的尊严， 在众人面前使她难

堪。 新婚后，他“以体贴为名惩治妻子”，故意让她

挨饿，不让她休息，不让她穿新衣回家等等。 在这

个陌生的环境中，凯瑟丽娜只身一人，势单力薄，

连仆人们都听从彼特鲁乔的指挥， 联合起来对付

她，因此她只有无奈，只有忍耐。 在两人回家的路

上，彼特鲁乔指鹿为马，把太阳说成月亮，把老头

说成姑娘，当凯瑟丽娜试图纠正他时，他便要挟她

“我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是说我错了，我就

不到你父亲家里去”。 ［2］284 最后，凯瑟丽娜屈服了，

凯瑟丽娜收敛起她的锐气和傲气， 归入到了低眉

顺眼的“贤妻”行列之中。 不仅如此，“归队”了的她

还向其他女 人现身说法：“一 个 女 人 对 待 她 的 丈

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一样忠心恭顺；倘使她倔

强使性，乖张暴戾，不服从他正当的愿望，那么她

岂不是一个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叛徒？ ” ［2］299

可以看出， 一位有棱角有锋芒的女性在挥舞

的大棒下沉默了。 这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她不可能

做出走的娜拉。即使是 19 世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

在社会尚未为妇女的真正解放提供条件的前提下，

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向“傀儡

之家”妥协。凯瑟丽娜的被驯服，体现了一个想反抗

的女人被强行纳入男权轨道的心路历程。 ［6］

这就是男权话语下女性的命运， 是男人对女

人的理想化安排，她无力也无权抗拒。

（三）剧中人物语言流露出了男权思想

首先，从剧中男性对女性的言辞上来看。 巴普

提斯塔坦说自己的大女儿是“滞手货”，“我现在就

像是一个商人，因为货物急于出手，这注买卖究竟

做得做不得，也在所不顾了”。 ［2］245 彼特鲁乔是剧

中夫权的代表人物，是个有着强烈争夺欲望、占有

欲望和统治欲望的人。 他始终奉行中世纪的传统

观念，把妻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彼特鲁乔说：

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田

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

切”；［2］260 他认为丈夫有权像处理自己的家私一样

处理自己的妻子。 可见，无论父亲还是丈夫，都把

凯瑟丽娜当作一个“物”，可以任意支配和处置。

其次，凯瑟丽娜的“妇道宣言”直接成了男权

思想的传声筒。 她不仅自己变成了奴隶，还充当了

帮男人驯化其他女性的工具， 向其他女人大谈妻

子应当对丈夫忠心顺服的道理：“你的丈夫就是你

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

王，一个女人对待她的丈夫，应当像臣子对待君王

一样衷心恭顺。 ”［2］299 这番话表露了赤裸裸的夫权

思想，就连萧伯纳等男性读者也深表不满。 凯瑟丽

娜曾经那 可 以 使 男 性 霸 权 话 语 焦 虑 和 恐 惧 的 声

音， 一个站在主体位置上敢于与男性话语一比高

低的声音，最后被男性霸权话语“阉割”了。 凯瑟丽

娜不得不屈服于男性霸权的威力， 又一次退回到

客体的位置上， 彻底丧失了自己女性主体意识的

地位。 女性话语权的被阉割，意味着男性霸权话语

的胜利。 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凯瑟丽娜话语权的被

“阉割”， 恰巧证明了男性对女性话语权的恐惧与

焦虑。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建立自己话语权的

重要性和持久性。 否则，性别差异的砝码会永远偏

向男性。 ［7］

凯 瑟 丽 娜 由 被 父 权 控 制 过 渡 到 被 夫 权 控 制

62



了。 在这里，作为被驯服的凯瑟丽娜诞生了，作为

具有自主意识的凯瑟丽娜消失了。 凯瑟丽娜起初

的骄傲被“驯得”粉碎，她好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一

样，放弃自我来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为自己谋得

一席生存之地。 莎士比亚创造出“悍妇”并将其驯

服，这一做法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他的男权思想。

二、莎士比亚其他戏剧中的男权思想

除了《驯悍记》莎士比亚在其他作品中也表现

出了男权思想。

首先， 莎士比亚在剧作中表现出了对既定秩

序和法则的维护与肯定。 如合法的王位继承、威严

的父亲权威、以及人伦孝悌、手足亲情、夫妻关系

等等。 在他看来，“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

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 遵循着各自的不变

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

们 经 常 的 职 责； ……纪 律 是 达 到 一 切 雄 图 的 阶

梯。 ”［8］138-139 要是没有了纪律和秩序，没有“与生俱

来的特权、尊长、君王、统治者、胜利者享有的特殊

权利”,［8］139 便会没有公理、没有是非和正义。

其次， 莎士比亚认为女性的超越规范是造成

悲剧与不和谐的原因。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玛丽

琳·弗兰克认为：“莎士比亚根据性别的文化观，把

两性的本质两极化。 男性的，即有序的，即流动的、

游移的、无形的，因而是不完美的。 ”女性“以其善

变的心态，教男性感到不安，无所适从”，“一再变

化，令人无法捉摸” ［9］。这就是说，世界的安全感和

秩序感与妇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美丽却不

道德的、 应予以防范而又使人无法离弃的女人往

往是“杀人的祸根、一切灾难的主因”。 比如，《哈姆

雷特》、《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特

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剧，都表现了女人的性与

爱之可怕的和致命的威胁性。 ［10］

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把母亲看作是失

贞、淫荡、背信弃义的女人。 正由于此，丹麦的大地

为之震怒了，丹麦的秩序被打破，陷入了混乱、病

态和灾难之中。 “如果妇女———作为最值得信赖的

母亲都 不 再 令 人 相 信， 那 么 世 界 也 就 失 去 了 意

义。 ” ［11］可见，王子的厌世和忧郁都是由于母亲的

失贞。 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莎士比亚把

克莉奥佩特拉写得神秘多变、无法抵御、具有极大

的毁灭性：“岁月不能使她衰老……别的女人教她

们所满足的人感到厌倦， 可是她却使那些饱餐的

人们益增饥渴； 因为最可恨的事在她的身上都感

到极为妥帖； 圣洁的高僧甚至在她卖弄风骚的时

候都会为她祝福。 ” ［12］在她的诱惑下，那“扫遍过

征战的大队与雄师”的英雄变成了“娼妇的弄臣”，

把国家的重任掷在欢宴里， 用荒淫的生活消磨他

无可派遣的时间， 战鼓不能唤起他的理智， 国土

“断送在轻轻的一吻里”、“除了死别无生路”。 莎士

比亚将尼罗河洪水泛滥般的灾难和毁灭力赋予了

克莉奥佩特拉，正表现出他深刻的焦虑———“女性

作为人类的创造者、意义的源泉，正是普遍的幻灭

和最深刻、最具毁灭性的背叛的根源。 ”［13］

再次，对女性轻蔑的评论在莎剧中随处可见。

如：在《第十二夜》里，奥西诺公爵正在热烈地追求

奥丽维娅， 但是在谈到女人时， 他却不假思索地

说：“女人的小小的身体一定受不住像爱情强加于

我心中的那种激烈的博跳； 女人的心没有这样广

大，可以藏得下这许多，她们缺少含忍的能力。 唉，

她们的爱就像一个人的口味一样，不是从脏腑里，

而是从舌尖上感觉到的……” ［14］在《奥瑟罗》中，

奥瑟罗说：“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儿

称为我们所有，却不能支配她们的爱憎喜恶！ 我宁

愿做一只蛤蟆，呼吸牢室中的浊气，也不愿占住了

自己心爱之物的一角，让别人把它享用。 ” ［15］这些

话表明，在奥瑟罗眼中，妻子是丈夫所有的一件心

爱之物，归丈夫支配。 后来由于奥瑟罗误听了伊阿

古的谗 言， 用 戕 害 生 命 来 处 置 他 心 爱 的 私 有 财

产———苔丝狄蒙娜。

在《皆大欢喜》中，女主人公罗瑟琳一直以来

被誉为莎士比亚的一大创造， 但是其形象也并不

真地就像 人 们 说 的 那 样 体 现 了 女 性 的 卓 越 和 进

取。 虽然通过乔装打扮，罗瑟琳确实获得了那些在

传统上原本属于男性的优秀品质， 诸如理智、聪

慧、勇敢、力量，但是在莎剧里，改换服装并不会导

致对男性秩序的直接挑战， 而女扮男装的罗瑟琳

显然很高兴能够重新确认她作为女性的身份和职

责。 全剧最后一场，她对她的父亲和情人说：“我把

我自己交给您，因为我是您的。 ” ［2］196 这时，她就已

经完全放弃了她在前几幕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畏的

女性主体意识， 而自觉自愿地置身于一种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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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将自己像一份财产一样赠予了出去。 因此，

尽管《皆大欢喜》最终重建了一个新社会，但这个

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的社会， 它所强化的也是女性

低人一等的旧观念。 ［16］ 虽然莎士比亚的确是尽了

他最大努力去真实地反映生活， 但是那个时代社

会对女性狭隘的认识， 以及莎士比亚作为男人这

一事实本身， 使得莎剧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遭到

了限制、贬低，乃至歪曲。

三、莎士比亚男权思想产生的原因

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 性别的局限

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第一，与作者生活的时代有关。 莎士比亚虽然

处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 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

的转折时期。 但是，16 世纪的英国社会仍然等级

森严， 整个社会有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从上至下

的尊卑制度，构成极为重要的秩序。 在家庭中，子

从父，妇从夫，家长统治一切。 在社会上，男性是社

会的主宰，女性依旧是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 她

们无一例外地婚前听命于父亲， 而婚后则受配于

夫君。 这种封建等级思想必然对莎士比亚产生影

响，从而使他的女性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与男性作家身份有关。 作为一名男性，

莎士比亚必然会受到男性视角的限制， 他不可能

真正认识女性并了解女性的需求。 所以他必然会

不自觉地维护男性特权， 在创作中他仍然会操持

男性特权话语，把女性塑造为超越常规、改变既定

性别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可怕女人而加以否定———

如《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

拉》 中的克里奥佩特拉、《麦克白》 中的麦克白夫

人、《李尔王》中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等等女性形象。

也可以说， 就是因为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使他不

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 而这一点与当时的

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是一致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以莎士比亚对“母亲”形象

的漠视态度作为佐证。 有研究者指出，在男权意识

和传统思想左右下的莎士比亚， 对正常的健康的

母亲形象是持漠视态度和回避立场的。 在四大悲

剧中，只有两位能称为“母亲”的女角，在她们身上

看不出多少母性的光芒，相反，却充分暴露了兽性

的阴暗———寡廉鲜耻，缺少人性：乔特鲁德，是哈

姆雷特眼中淫荡不贞的生母；麦克白夫人，剧中并

没有正面出现她的子女， 因为她曾坦言：“我曾经

哺乳过婴孩， 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

乳汁的子女； 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

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

袋砸碎……” ［17］另外，在四出剧中很多重要角色

的母亲已完全缺失，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

《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奥瑟罗》中的苔丝狄蒙

娜等。 诸多母亲形象的缺场和空白表明，莎士比亚

的男性视角下的叙事，已擅自把母亲贬为子宫，她

们一旦为家庭提供了嫡系继承人便被剥夺了出场

权。 而无所不在的父亲关系网络就会把这些失去

母亲佑庇爱抚的女性放逐于男性之中， 从此变得

愈发的孤独和无助。 ［18］

第三，与莎士比亚的个人经历有关。 莎士比亚

的个人婚姻生活经历也可以让我们对其偏见的性

别观窥一斑而见全豹。 1582 年，还不满 19 岁的莎

士比亚已经和一个长他 8 岁的富裕自耕农女儿安

妮·哈舍薇结婚， 婚后三年， 他们生了三个小孩。

1586 年，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前往 伦敦，夫妻 两地

分居长达 24 年之久。 莎士比亚一直不肯把妻子接

到伦敦团聚，不是因为创作、演出太紧张的缘故，

也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困窘， 而是他根本不重视妻

子的缘故。 他不曾与妻子商榷便将自己选择的生

活方式强加于她，令她生活在有名无实的婚姻里，

虽生而犹死。 更有甚者，莎士比亚在自己遗嘱中仅

仅插写了这么一句： 把我第二好的床及床上用品

留给我的妻子。 对为他含辛茹苦、拖家带口数年的

妻子安妮，显示出不近情理的冷漠。 ［19］

四、结语

通过解读《驯悍记》，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部

似喜实悲的戏剧，表面上表现了彼特鲁乔驯服“悍

妇”凯瑟丽娜的胜利，实际上却是以一种独特的方

式体现了男权社会的专制和女性的悲惨命运，流

露出了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不可否认，在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中，他也写

了众多的新女性，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思想

中保守的一面。 尽管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戏剧中热

情地讴歌了人文主义理想， 讴歌了资产阶级理想

中的新女性， 但是在对女性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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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女性观的继承和赞同。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

我们看到他对女性的期待，仍然是温柔娴淑、忠贞

不二、知情达理。

莎士比亚的男权视角赋予了他戏剧作品中的

大部分女性形象以悲剧命运，除了凯瑟丽娜之外，

《哈姆雷特》中美丽善良的奥菲利亚完全被父亲所

利用，最终走向精神崩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

朱丽叶最终成为家族恩仇的殉葬品；《奥瑟罗》中

的苔丝狄蒙娜成为了奸诈邪恶的牺牲品， 另一方

面，即使是以喜剧结尾的《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

和《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都是在被男性所征服

之后，温柔的回到丈夫或爱人的身边。 这些女性形

象无论如何美丽贤淑或是大胆叛逆， 却始终无法

挣脱被男性控制、利用的命运。

综观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 特别是其中的女

性形象塑造,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和他的笔下

女性人物一样，无法超脱特定的时代和社会。 伊丽

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国， 不仅仅是莎

翁的生存环境， 其男权世界的特质也赋予了莎士

比亚戏剧创作的男权视角。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是哈姆雷

特的痛苦呐喊，更是莎士比亚的真实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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