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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角到丑角的转化
——对莎士比亚悲剧中泰门形象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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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郑州 450044）
摘 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他人对自我的评价中感受自我在他人中的存在状态，习惯于在他人的视界中寻求认同。从
主角到丑角的转化，不过是经历了在以“公共道德”为标准的众人视界中由“他我”到“非我”的转换而已。莎士比亚的悲剧《泰门》正
是从这一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反观人类自身的视角。
关键词：视界；主角；丑角；“他我”；“非我”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57（2011）08-0023-02

人的天性本来是狂放不羁的，正如尼采所说的“如狂醉的
狄俄尼索斯状态”，任由意志真实地发泄。但是在后来的社会
生活中，人们制定了各种道德习俗和规范，以这样一个精确的
道德天平来衡量人们的一举一动。 (1)开始时，人们还将其视为
“紧箍咒”。在后来的生活中，人们便习以为常了——不再将
其视为难以容忍的束缚，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内化为他们自
身的一部分，并把这种外在的东西作为人们脱离自然状态，成
为文明人的标志。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拒绝“普通”生活为其提供的摹
本，无法回避在他人的视界中寻求认同，无法摆脱以“公众的
舆论”作为天平来参照自己的行为，便成了大多数人的真实写
照。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著名文章《论那喀索斯主义》中论及
自我认识源于(对水中的映射)自恋问题时认为的那样——人对
自我的认识是通过自己在外界的映像反作用于人的心理而实现
的：人在水中或其他反射物比如镜子中得到自己的印象，凭借
这种印象，人可以确立自我的形象，把他与别人区别开来。在
《泰门》中，我们便不难发现，主角就是那些乐此不疲在众人
视界中寻求认同并在其中赢得了赞誉的“他我”形象；而丑角
便是那些在众人视界中失去了赞誉、不再在其中寻求认同、为
众所不齿而自己走向极端的“非我”形象。莎士比亚正是用他
创造的舞台形象——泰门来言表这一事实的。

门来说，当种种赞誉的视界已经成为其生活本身时，这位有着
“巨大的财产”，有着“善良和蔼的天性”的主角在“征服了
各种不同地位不同性情的人”之后，又在他们的“前呼后拥”
中继续不自觉地维持着自己在他人视界中的主角形象。
“谁替他作了一件事，他总是给他价值七倍的酬劳；谁送
给他什么东西，他的答礼总是超过一般酬劳的极限。”(4)
“这个人(路西律师)已经在我这儿做了很久的事；君子成人
之美，我愿意破格帮助他这一次。把你的女儿给他；你有多少
陪嫁费，我也给他同样的数目。”(5)
正由于其巨大的经济后盾，所以“他的接待室里挤满了关
心他的起居的人，他的耳朵中充满了一片有如向神圣祷告那样
的低语；连他的马车也被奉为神圣，……” (6)至此，泰门的主
角形象在众人的言语声中得以确认。
而且，在这种确认之中，泰门好像从道德角度建立了我与
他人的一种关系：应该爱他人，帮助他人，应该把他人从一切
苦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由自己来承担。但事实上，泰门已经陷入
了众人一味“谄媚”的赞扬声中，掉进了众人“讨好”般敬慕
的眼神里。不论是艾帕曼斯特的直言，还是家仆的婉言相劝，
他的耳中已经容不得半点不是谄媚的话语。正如艾帕曼斯特所
言：“你现在不听我言，将来要听也听不到了……哎，人们对
耳朵不能容纳忠言，谄媚却这样容易进去！”(7)

一、主角的确认

二、从主角到丑角的转化

主角对自我的认识，往往都是依靠在众人这面镜子中的视
界来完成的。因此，在大家还未见其人、未闻其声的情况下，
莎士比亚便让我们的主角泰门带着自我在他人视界中的诸多道
德光环出场了。
“啊，真是一位贤德的贵人。一位举世无比的人，他的生
活的目的，好像就是继续不断地行善，永不厌倦。”(2)
“他的慷慨仁慈，真是世间少有的。他有一颗比任何人更
高贵的心。”(3)
在一段时期内，主角的塑造主要依赖于他者的眼光和评
价，因此，莎士比亚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泰门形象，也主要是借
助于泰门周围那些贵族们的言语来勾勒的。
正如尼采曾说过的，人是一种可以做出承诺的动物。但这
种承诺并不是自愿做出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诸多
光环的照耀下，主角必将戴上在潜意识里为自己设计好的“道
德面具”，以期留住那些萦绕其周围、能使他伟大而有意义的
生活进行下去的众人视界中溢满了赞誉的形象。因此，对于泰

其实，泰门的种种慷慨之举正是借助于他人视界中不可避
免地渗入的虚假的意识为自己进行的“他我形象”的塑造。他
已经忘却了真正的自己，已经把自己给丢掉了。“你因为像你
自己，早已把你自己丢掉了……” (8)剧本中哲学家对失势后逃
到森林中的泰门之语已经道出了这一真谛。然而，泰门却对此
浑然不知。他在别人为自己设好的形象中转来转去——逐于外
物而不知返真，被外物牵引而自得其乐。
“他口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笔负债，他现在送给人家
的礼物，都是他出了利息向别人借贷来的；他的土地都已经抵
押出去了。” (9)他的管家兼仆人弗莱维斯眼望着泰门不断地用
借债换来的一份份厚礼去答谢别人却自己却无能为力阻挡之
时，发出了作为一个清醒而无奈的旁观者的感慨。
其实，成为主角的泰门也不过是被那个端坐在美丽的山麓
下并主宰着一切命运的女神所注视着的无数个劳心劳力、追求
世间名利的其中一个宠儿而已。无论其在众人眼中赢得的“镜
像”多么美好，无论其在潜意识中戴着的道德面具多么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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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运女神那里，一切都是徒劳的。“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
肠，把她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
来跟在他后面匍匐膝行的，这时候便会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
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10)
自从某元老遣派其仆人凯菲斯向泰门讨债之时起，艾西铎
的家仆，凡罗的家仆等讨债的队伍便一个个接踵而至。而直到
这时，泰门才明白自己那巨大的财产早已被许诺一空了。于是
他想起了向他曾热情帮助过的朋友们借钱以解追债之急。然
而，在路歇斯、路库勒斯以及元老院借钱而屡遭闭门羹之后，
泰门才在忽然间惊醒了：“你们离开我也比燕子离开冬天还
快；人就是这种趋严避冷的鸟。”(11)于是，泰门便撕掉那些道
德面具，开始抛弃曾经为他满载赞誉的众人视界中“他我”的
角色而开始了“非我”角色的转换。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莎士比亚选择了让他的主人公用自己
的言语和行动来完成这一角色的转换。
在借钱屡遭拒绝后，泰门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
身。他选择了他那群“口头的朋友”所熟悉的方式去设宴款
待他们，只不过，这次却是以“空虚无物”来进行的。在这最
后一次假设的宴会上，他“浇水于众客脸上”，并对其进行诅
咒，“愿你们老而不死，永远受人憎恶，你们这些微笑的、柔
和的、可厌的寄生虫，彬彬有礼的破坏者。驯良的豺狼，温顺
的熊，命运的弄人，酒食征逐的朋友，趋炎附势的青蝇，脱帽
屈膝的奴才，……屋子，烧起来呀！雅典，陆沉了吧！从此以
后，泰门将要痛恨一切的人类了！”(12)
至此，在众人视界中泰门主角的形象被破坏了，众人精心
为其设计的“他我”的美好形象也由此遭到了毁灭。在他人视
界中的形象再也无法得到认同，乐此不疲并为之倾其所有的东
西也在骤然间烟消云散了。泰门好像处于一种永不停息、永不
安定的恍惚状态，忽然间有种被抛入虚空的感觉。四周是漆黑
一团，没有一盏指路的明灯。前面是一片沼泽，没有坚实的地
基。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而恐惧
却似乎又没有具体恐惧的对象，却是那种好像来自四面八方，
既无法防卫也无法回避的东西。

三、丑角的完成
于是，泰门决定逃到树林里去，和最凶恶的野兽作伴，因
为“比起无情的人类来，它们是要善良的多了”。在逃亡的路
途中，他乞求“天上的一切神明，把那城墙内外的雅典人一起
毁灭”，乞求让他“把他的仇恨扩展到全体人类，不分贵贱高
低”。(13)泰门的憎恨本身即成为他扔掉道德面具之后积郁已久
的能量的发泄，而这种发泄本身则令其形象一再扭曲，最终完
成了其丑角的转化。
在森林里，泰门又利用偶然间发现的金子的力量，借助艾
西巴底斯对雅典的进攻，开始了对全人类进行报复。“因为天
生下你(艾西巴底斯)来，要你杀尽那些恶人，征服我的国家……
别让你的剑下放过一个人……不要怜悯一把白须的老翁……也
不要因为处女的秀颊而软下了你的锐利的剑锋；这些惯在窗棂
里偷看男人的丫头们，都是可怕的叛徒，不值得怜惜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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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饶过婴孩，像一个傻子似的看见他的浮着酒涡的微笑而大发
慈悲；你应当认为他是一个私生子，上天已经向你隐约预示
他将来长大以后会割断你的咽喉，所以你必须硬着心肠把他剁
死……”(14)泰门对艾西巴底斯的这些话已将他那“非我”的丑
角形象已暴露无遗。不管是嗷嗷待乳的婴孩还是年过半百的老
人，不管是可爱的少女还是柔情的少妇，再也无法激起泰门的
同情和怜悯，无法让泰门在回归到曾经的“仁慈和高贵”。在
泰门眼里，一切都成了伪善的代表，一切都是恶的化身。除了
报复，一切都不再有意义。
其实，泰门越是对人类残酷，便越是对自己残酷。因为他感
觉到了他人对他的支配权，他人对他的评价和意见的权力，因
为他自身通过不同于自己的人即他人的眼睛，终于看到了真正的
自己。这时候，他人的眼睛和自己的眼睛，断断续续地融合在一
起，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对全人类和对自己的独特憎恨。

四、结语
从昔日前呼后拥的主角到已经面目全非的丑角，莎士比亚
让泰门所憧憬、所尊重、所憎恶、所蔑视、所折磨的每一个人
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自身呢？泰门不正是隔着一睹无
形的墙，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隔着隔绝本身去折磨那曾经属
于他的生活——那永远不可能再回归的他人视界中主角的生活
吗？也许，只有这种对他人也对自己的折磨还可以在绝望来临
之前真正有效地挽回些许他那曾经值得夸耀的尊严；也许，这
正是莎士比亚借助于他的舞台形象本身想借以言表的东西吧。

注释：
(1)杜丽燕.尼采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191。
(2)商人,第一幕,第一场:119,摘自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M].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6。
(3)贵族甲,第一幕:130,同2。
(4)贵族乙,第一幕:130,同2。
(5)泰门,第一幕:124,同2。
(6)诗人,第一幕:122,同2。
(7)艾帕曼斯特,第一幕,第二场:139,同2。
(8)海滨附近的树林和岩穴,艾帕曼特斯,第四幕,第三场:183,同2。
(9)弗莱维斯,第一幕,第二场:137,同2。
(10)诗人,第一幕:122,同2。
(11)泰门,第三幕,第六场:167,同2。
(12)泰门,第三幕,第六场:169,同2。
(13)同2,第四幕,第一场:173。
(14)同2,第四幕,第一场: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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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from protagonist to harlequin

——Interpretation of Timon in Shakespeare’s tragedy

Liu Rui, Ding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o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China）
Abstract: In the real life, we are accustomed to sense ourselves from others’ evaluation, and we are accustomed to seek for identification from others’
perspecti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agonist to harlequin is the conversion from “alter ego” to “non-ego”. From this view of point, Shakespeare’s
tragedy Timon of Athens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inspect human beings.
Key words: perspective; protagonist; harlequin; alter ego; non-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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