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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造就了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戏剧

家，他以他的戏剧成就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不朽的地位。著

名的戏剧家本·琼生曾恰当地颂扬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

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1]。他的戏

剧以丰富生动的语言，阔大磅礴的气势及人文主义思想震

撼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他更始为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不少

性格鲜明的人物，如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福斯塔夫、麦克

白……另外在莎士比亚戏剧中还活跃着一群似有似无的神秘

形象——鬼魂。

众所周知，鬼魂信仰文化一直在古代社会中保持着旺

盛的生命力。它不断地被人们传承和再创造 , 既控制着人们

的思想意识 , 又被人们所利用 , 在互动中深深影响着社会生

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鬼魂形象是

鬼魂信仰文化与同样滋长于欧洲传统文化土壤的戏剧艺术

相交融的产物。鬼魂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幻象的艺术创造物形

象诞生在人们的生活和艺术中 , 一面是艺术创造 , 一面是精

神信仰。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鬼魂本身是比字面意义更加重要

的深层人物形象，而并非简单的说成是连接戏剧情节的文学

“弹簧”。另外，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 鬼魂的形象带

有很浓厚的抒情意蕴 , 它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实在面貌 , 而
是事物的实际情况对主体心情的影响 , 即内心的经历和对照

的内心活动的感想 , 不论是写景 , 还是叙事记人 , 都是以抒

情为最终目的 ,“夫曲者 , 谓其曲尽人情也”( 陈洪绶《娇红

记》)。莎士比亚的鬼魂形象亦是如此 ，它是剧中人物内心

情感冲突的表象化，由此从多方向刻画人物形象性格，并表

达了作家对“人”的思考， 同时也成为了剧作家以幻写真

的表意抒情手法，闪现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一、鬼魂形象是作者主观倾向的表现

首先，人文主义思想家们理想的社会基础是道德的和谐

与秩序。所以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当恶的势力一但产生，

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与和谐，冲突也就出现了。善恶交锋，作

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莎士比亚没有忘记维护自己理想中的秩

序。《理查三世》中的理查是一个双手占满血腥的人物，他

的出现摧毁了这个国家表面上应该有的道德和谐和秩序。于

是里士满就最为和谐秩序的救世主出现了。他所代表的善和

理查所代表的恶在这里交锋了，那么到底谁主沉浮呢？

此时，莎士比亚推出那些被理查残害的鬼魂来做判官，

在同一场面中对两人分别致以诅咒和祝福之辞，说前者将

“逆亡而死”，对后者则预言他的王朝将“昌达而生”。显

然这里莎士比亚是不希望一个国家的秩序因恶的一时得势而

失去平衡，而要努力维护他心中的理想王国和理想君主。

在《麦克白》中麦克白昧着良心杀死了仁德的邓肯王和

具有雄韬伟略的班柯，他破坏了国家原有的和谐秩序，于是

莎士比亚安排班柯的鬼魂一度出现，既是对麦克白的谴责也

预示着他终究将走向灭亡。

总之维护传统道德和追求理想王国是莎士比亚在写作

过程中隐含的核心思想。所以，当哈姆雷特在得到鬼魂的暗

示的时候才会喊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哎，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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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2]

其次，虽然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思想 , 它主

张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

蒙昧主义。但是 , 由于人文主义是在被打破的中世纪神学思

想统治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深受那个时代愚昧无知的文学

原则的影响”, 剧中支配人物命运和行动的 , 有些是巫师、

鬼魂，流露出悲观主义宿命论的思想观点。《麦克白》是莎

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主人公麦克白原是一个骁勇善战、忠

于职守的统帅 , 但由于在班师回朝途中听信了女巫的预言，

致使个人野心膨胀，杀死前来做客的邓肯王，登上了王位，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杀死了大将班柯和贵族麦克德夫

全家。最后 , 邓肯王之子马尔康借英格兰军队讨伐，麦克白

战败被杀。女巫的预言，使昔日的战将变成不齿于人类的弑

君者，受人唾弃的小人。《哈姆莱特》中主人公复仇的直接

原因，就是鬼魂的话引起的，鬼魂几乎完全控制了哈姆莱特

的行动，以致于使其误杀了波洛涅斯，引起了女友波洛涅斯

的女儿奥菲莉娅发疯落水溺死 , 并以此激起波洛涅斯之子有

勇无谋的雷欧提斯的愤怒 , 而奸王克劳迪斯趁机施诡计 , 最
后落得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女巫的预言 , 鬼魂的出现 , 这
些超自然力量威慑力的种种表现 , 不仅仅是莎士比亚运用的

戏剧表现手法 , 更充分表现了莎士比亚思想中宿命论的观

念。

二、鬼魂形象的变化是社会变革的表现

莎士比亚中鬼魂形象是实实在在立足于现实生活之中，

为艺术创作服务 , 体现艺术思考的特殊形象。其形象总是与

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英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作家

阅历的增加，对鬼魂形象的寄寓内容也有所差异。在这里我

们以两个时期的作品中的鬼魂形象加以比较。

《理查三世》创作于 1592 年前后，这是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英国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辉煌时期，资产阶级和

贵族取得和解，举国上下一片和平氛围。此时的莎士比亚对

国家的将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他有理由和信念维护自己心目

中的理想社会秩序。因此，在剧中当理查和里士满矛盾激化

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借鬼魂来预言里士满的必胜和英国未来

的社会的祥和和稳定。似乎理查这个恶势力清除以后，道德

秩序就可以维持了。

相反，《麦克白》写于 1605 年左右，此时的英国已由

原来的“黄金时代”转入“白银时代”，这是伊丽莎白女王

统治的末期 , 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 , 与王权之间的矛盾逐

渐加深。尤其是詹姆士一世上台后 , 极力维护封建特权 , 引
起资产阶级的极端不满 , 王权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破裂 ,
并逐渐转向公开对立 , 圈地运动又激化了统治者和农民的矛

盾 , 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尖锐

化使莎士比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文主义思想与黑暗的

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及不可调和性 , 所以这一时期在他的创

作中 , 先前那种轻松愉快的色彩 , 逐渐被悲愤沉郁的情调所

代替 , 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宿命论的色彩。1601 年，女王年

老没有子嗣引起了皇室内部对继承权的纷争。面对严峻的时

势，敏锐的莎士比亚看到了王位争夺的残酷性，于是也就更

进一步营造一个悲剧世界。如果说理查是因为身体残疾而极

端的想出人头地的话，麦克白则纯粹是出与对那一顶象征权

利的皇冠的欲望了。莎士比亚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现实的和

谐秩序和道德规范，导致了一个悲剧世界，于是冥界的魂灵

就作为谴责恶势力的力量出现了，班柯的出现是要求复仇，

预言国家的流血纷争，但他再也没有像理查三世中的那些战

友们一样，充满信心的预言英国或者故事发生地未来的社会

将是什么样子的了。从这两个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的对照看

来，随着莎士比亚对于显示世界的认识愈加深刻，起初鬼魂

作为道德秩序卫道者的超然的作用逐渐衰退，鬼魂不再是无

所不能，鬼魂也带上了生者的困惑和无奈。

三、鬼魂形象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象化

戏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冲突和剧中人物内心的

冲突。莎士比亚在《麦克白》等悲剧中给主人公内心世界提

供一种确认的形式就是借用的鬼魂的形象。

麦克白杀死了邓肯王之后深受良心苛责，认为自己既是

他的亲戚又是他的侄子，杀了他实在是不该，但强烈的王位

占有欲望，又促使他不择手段，一步一步除去获得王权的路

途中的绊脚石。麦克白不甘心局势会像女巫预言的一样由他

承担篡位的罪名而由班柯的子孙坐享其成。为此，他决定与

命运拼一拼，大将麦克德夫拒绝赴宴，班柯的儿子弗里恩斯

刀下漏网，麦克白感觉自己的前景不妙，他的信心动摇了，

原以为自己的地位可以象岩石一样牢固，心情可以好象空气

一样自由，而现在却被关进恼人的忧惧中。此时，他的思维

伴随着丰富的想象积极的活动起来，见到了班柯的鬼魂。麦

科白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他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这一切幻

觉正是表明麦克白内心极度恐惧的重要一笔。麦克白这一心

理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他第二天向女巫求救，麦克白的自信

行动从此不再自信。莎士比亚推出的鬼魂形象是麦克白的内

心善恶交战后精神开始崩溃的标志 [3]。

正如布拉德雷所说：“鬼魂是对已经出现并在发生影响

的内心活动给予某种确认，并且提供一种明晰的形式。”通

过鬼魂形象对人物内心冲突给予一种确认，一定程度上表现

人物内心善与恶的交锋，从而达到多层次刻画人物性格的丰

满效果。

最后，附带从宗教文化信仰角度来讲，莎士比亚悲剧通

过对鬼魂的构想和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来弥补死亡带来的

永久缺憾。 同时，鬼魂形象凝聚了那个时代对死亡的态度

和思考 , 从生到死都表现出对生命的执著和对死亡的摒弃。  
戏剧人物的死亡启迪了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确认 , 从而去

重新审视生活 , 挖掘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死亡在这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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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否定性背景参照 , 将生命置于前景并因此凸现生命的

价值。观众通过这种生死之间的审美对比 , 从而强化生命的

价值观念。人物的死亡真实感性地呈现于舞台 , 必然会引起

观众强烈的同情和怜悯 , 于是便激发观众内心潜在的死亡意

识 , 产生对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的整体思考。人们通过对剧

中人物死亡的经验感受 , 完成了内心特殊的死亡体验 , 从而

获得了对具有鲜活生命的存在价值的肯定 , 而现世生命的真

正价值也由此凸现出来。

总之，莎士比亚戏剧中出现如此众多的鬼魂形象 , 必定

是由于它们符合当时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 , 深受民众

喜爱以及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现的缘故。莎士比亚是

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不接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他绝

对不是为了宣扬宗教和超自然力量而写鬼，也并不是为了单

纯满足一种美好信仰而去吸引和迎合观众和读者。当然这

种情节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正如莱辛所说

的：“整个的古代都相信鬼神，因此，古代的戏剧家有权利

用这种信仰，假如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从另外一个世界去

的人，那么也不应该为我们的观点较为先进而反对他们的信

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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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host Images Implication in Shakespeare’s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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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ghost images involved in Shakespeare’s plays, such as “Richard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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