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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赞歌

   莎士比亚 !暴风雨 ∀的基督教解读

胡小玲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暴风雨 ∀是莎士比亚晚期的剧作,作者通过普洛斯帕罗的形象展现出了基督教中所阐释的美德    宽恕、博爱、贞洁、节制。这

些美德不仅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使岛屿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伊甸园一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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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莎士比亚的 !暴风雨 ∀问世以来,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视角,

比如宗教、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主义等对 !暴风雨 ∀进行了解读。

Dav id L ind ley从剧中的音乐读出了和谐的主题,
#1∃

Brian Sutton

借助分析普洛斯帕罗和 !圣经 ∀中的人物, 约瑟的相似性而得出

了相反的结论。
#2∃
他认为, 本剧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是个完

美结局, 而是暗示着一种无秩序的结局。针对这一争议,借助基

督教思想对 !暴风雨 ∀的主题进行分析, 强调剧中体现的和谐主

题, 并说明本剧中的圣经典故仅仅是莎士比亚用来表达他的写

作意图和思想的方法。

一 传统视角下的和谐与美德

%和谐 &一词起源于音乐。据说,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是最早发现音乐的人。他认为各个天体按一定轨道围绕地球转

动时都会产生出一种调 ,而不同的天体发出的不同的调组合在

一起就是最和谐的音乐。这也就是宇宙中存在着的所谓的 %天

体音乐 &。据波菲利说, 毕达哥拉斯是唯一听见过天体音乐的

人。
#3∃100

同时,毕达哥拉斯也提出 %美德就是和谐 &的论断。
#3∃256

在希腊语中, 美德含有 %善 & %完美 &的意思。要达到宇宙的和谐,

就要达到自然的和谐 ;而要实现自然的和谐, 就需要人有道德的

行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和谐归因于美德。柏拉图认为人

类存在的和谐状态就是公正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和谐

存在于美德之中。
#4∃
到了中世纪, 美德便和人的救赎联系在了一

起。圣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将 %和谐 &介绍进了基督教。对他们

来说, 和谐存在的关键在于基督教美德。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 %和谐 &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毕达

哥拉斯与中世纪传统的影响。因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观念

中, 惟有美德才能将人类带回到萨杜恩统治时期的黄金时

代。
#5∃15
在文艺复兴时期,和谐关系的体现包含有人自身的和谐,

人与神, 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在 !暴风

雨 ∀中有充分体现。

二 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实现

在不少新历史主义者的眼中, 剧中主人公普洛斯彼罗是个

殖民主义者、奴隶主、玩弄权势的人, 但 !暴风雨 ∀其实是莎翁剧

作中最能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剧本之一, 其中生动形象地刻画

出了普洛斯帕罗的美德: 宽恕、博爱、贞洁、节制。

普洛斯彼罗和女儿远离家乡, 一个岛屿上流浪了十二年之

后, 终于等到复仇的机会,但是普洛斯彼罗最终并没有以牙还牙,

进行血腥的杀戮, 反而通过自己的美德去感化、教育仇人。虽然

他拥有魔力, 可以兴起一场暴风雨,也可以让仇人们乖乖入睡,但

他不愿意杀戮, 而是引导他们忏悔,最终获得拯救, 也使他自己获

得拯救。普洛斯帕罗通过负罪感刺激仇人们走向悲伤,再由悲伤

走向真挚的忏悔。

首先, 普洛斯帕罗让仇人经历了一场海难, 遭受和他当年一

样的无助与绝望。船上所有的人都处于慌乱与恐惧之中, %全完



啦! 求求老天吧, 求求老天吧! 全完啦! &, %人人都得了疯狂的

热病 &。
#6∃322

而后, 普洛斯帕罗采取不同的方式让他的仇人们看

清自己的罪恶。其中, 他让亚郎索经历了他 12年前同样的伤心

和苦楚    恐惧失去爱子。当初, 普洛斯帕罗遭受亲弟弟的谋

害, 带着可怜的不满 3岁的女儿漂洋过海, 生死未卜。在那样的

境况下, 他时刻都面临着失去自己唯一亲人的可能。 12年后, 普

洛斯帕罗制造出腓迪南溺水身亡的假象,让亚郎索痛不欲生。对

亚郎索来说, 腓迪南是他唯一的孩子。女儿已经远嫁他国, 根本

就不会再有相聚的机会。现如今, 他唯一的儿子,作为王位的继

承人, 也离他而去了,这种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当法郎西斯和西

巴斯显在讨论王子的生死的时候, 他说道: %不, 不, 他已经死

了。&%请你别说了吧。&亚郎索简短的语言折射出他的无奈与痛

苦。普洛斯帕罗制造这么一个假象,不仅是让亚郎索感受了他当

年的痛苦, 而且是在向亚郎索发出警示。因为在基督教思想中,

无子是被看成是有罪的。

普洛斯帕罗让 12年前弑兄篡位的那一幕再次上演, 从而揭

露西巴斯显、安东尼的罪恶。普洛斯帕罗派遣爱丽儿施展法术让

西巴斯显、安东尼以外的人都酣然入睡, 这样就给他们创造了弑

兄篡位的机会。安东尼一再劝说西巴斯显实施他的计划,最后西

巴斯显说道: %你的发迹, 亲爱的朋友,就是我的先例。你怎么样

得到米兰, 我将怎么样到手那不勒斯, 拔出你的刀来吧,    只要

一刀子下去, 从此就免除了你称臣纳贡的义务((&
#6∃350

普洛斯

帕罗这样的安排不仅让他的仇人们再次想起了他, 而且暗示他

们那卑劣的勾当是不会成功的,最终只是梦一场。

接下来, 普洛斯帕罗的计划是让他的仇人们悔悟。普洛斯帕

罗让爱丽儿带给他们一顿美味大餐,但又将之移走。根据 Robert

Hunter的观点,不知忏悔的罪人是无法享用圣餐的。
#7∃234

毫无疑

问, 普洛斯帕罗安排让大餐消失其实是在向他们暗示, 他们是有

罪的。之后, 爱丽儿将他们的罪行一一道出:

爱丽儿: 你们是三个有罪的人, 只因为那主宰人间祸福的

%命运 &有指示, 永远填不饱肚子的大海, 才从喉头吐出了你们,

把你们抛弃在这荒岛上    这渺无人烟的荒岛; 居住在人类中

间, 你们才不配呢。我把你们拨弄得发疯了。

(亚郎索,西巴斯显等拔剑 )

((

你们三人当初把善良的普洛斯帕罗给从米兰撵走了, 把他

和无辜的婴儿流放在海洋上    现在大海算是把旧帐清算了。

你们干下罪行, 可逃不了报应
#6∃373

当他们听到自己的罪恶时,他们表现出一副后悔之状。亚郎索也

意识到是自己的罪恶让儿子命丧黄泉。普洛斯帕罗最终成功地

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同时虔诚地忏悔。

从普洛斯帕罗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为了教育并拯救自己的仇

人费劲心思 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他的宽恕与博爱 虽然普洛斯

帕罗由于其弟的背叛而流浪异乡十二年, 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对

仇人进行血腥的报复, 相反,他是宽恕了他们, 并引导他们忏悔自

己的罪行, 从而得到拯救。普洛斯帕罗最后能回到家乡, 不是依

靠暴力, 而是靠他的美德    宽恕与博爱。正是由于他的美德才

使他和亚郎索、安东尼的关系达到一种和睦状态。他与亚郎索的

关系还通过了其儿女腓迪南和米兰达的婚姻得到了巩固。

腓迪南和米兰达的婚姻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象

征。剧中安排有这么一个场景, 众女神为他们两人的结合而祝

福。彩虹女神、五谷女神、仙后为他们演奏柔和美妙的音乐, 这种

音乐是和谐的宇宙音乐, 是对人与人和谐状态的一种反射。

普洛斯帕罗最初还是对腓迪南百般的刁难。他的刁难究竟

是为了报复, 是作为一个掌控整个岛屿的国王的应有威严,还是

为撮合两个年轻人,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他促

成了腓迪南和米兰达这段美好的婚姻。在第 1幕第 2场中, 普洛

斯帕罗对女儿表达了他内心的思想情感, %我所做的事儿无一不

是为了你啊, 为你    我的心肝儿, 我的女儿。&当两人到了谈婚

论嫁的时候, 普洛斯帕罗给他们举办了庆祝会, 他提醒腓迪南在

正式结婚之前不能碰米兰达, %在还没举行过庄重、圣洁的仪

式    完成那神圣的婚礼之前, 如果你先玷污了她白璧般的贞

操, 那么上天再不会将福祝福你们婚姻美满(( &
#6∃375

由此看

出,在普洛斯帕罗眼中,婚姻的快乐与贞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认为贞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美德, 是节制的

一部分, 缺乏节制就是一种自毁行为。因此, 腓迪南和米兰达要

想有婚姻的快乐, 就需要有贞洁与节制作为后盾。腓迪南和米兰

达的结合不仅化解了普洛斯帕罗和亚郎索之间的仇恨, 而且让

米兰与那不勒斯两国及其后代子孙和平共处, 两国关系和睦相

处,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普洛斯帕罗。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现

普洛斯帕罗与女儿在岛屿上生活了十二年, 这个岛屿其实

有着伊甸园的隐喻, 确切地说, 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暗示。

首先, 伊甸园中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岛屿上也有一个女人和

一个男人。其次, 虽然这两个人的关系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之间

却有着相似性。这个女人都是这个男人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

的部分; 再且,这个女人都顺从于这个男人。实际上, 在剧中最直

接表达出这个岛屿有着伊甸园的和谐隐喻的是, 腓迪南在普洛

斯帕罗给他和米兰达开庆祝会时说的: %让我永远住在这儿吧!

有这么神通广大的父亲, 这么一位娇妻,这地方便成了天堂! &

在岛上, 风和日丽,景色宜人, 就连这么一群有着罪恶之心的

人都驻足停留来感受这般景象。他们分别从触觉、嗅觉、视觉三

个方面对岛屿进行了描述。

阿德连 (向国王 ):有一阵阵和风为我们送来了一阵阵香气。

西巴斯显 (悄声 ) :倒像是风也有肺似的    只怕是烂掉了

的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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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 (悄声 ): 要不,他这风好像是臭水沟里熏过似的。

贡扎罗 (向国王 )在这儿岛上过日子, 真是一切都称你的心

啊。

安东尼 (悄声 ): 说得对,就少了一样: 生活的必需品。

西巴斯显: 那简直是没有    就有, 也少得可怜。

贡扎罗 (向国王 ): 看这片青草多么茂盛兴旺啊, 绿油油

的!
#6∃341- 342

温和的微风抚过他们的脸庞,风中混合着淡淡的清香。通过

这群遇险者的嗅觉让观众们感受到这里四处鲜花盛开、百花争

艳, 花与茂盛的青草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图画。在岛上, 一切

都称心如意, 少得就是一些 %生活的必需品 &,这更是写出了岛屿

上一切事物的天然性 ,没有人为的痕迹。这都看出岛屿的环境还

未遭到人为的破坏, 人与自然处于和谐之中。

在文本中, 最明显的是在第 2幕第 2场中, 通过细读特伶口

对卡力班的描述, 读者不难读出, 卡力班是自然的象征。不少的

评论家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出, 卡力班完全处于被控制地位,

被视为仆人, 由此他们认为岛屿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了破

坏。
#8∃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认为, 伊甸园就是和谐关系的体

现, 而在伊甸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这种附属关系, 那么

作者所创造的这种关系并不能因为现代人以现代的标准理解为

是一种主仆关系或者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就认定是一种主仆关

系或者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事实上,普洛斯帕罗并没有破坏岛屿

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首先, 普洛斯帕罗和他女儿教授卡力班语言,让它学习人类

的东西, %费了心血教你说话, 不断地教你这样, 又那样。野蛮

人, 那时候啊,你连自己说什么都不明白((我教你怎样用语言

去表达心里的意思( (&
#6∃333

这是在引导它从野蛮走向文明。

其次, 普洛斯帕罗从来都没有过度惩罚卡力班, 相反是对他

宽宏大量。当卡力班想要强暴他的爱女时,普洛斯帕罗虽然恼羞

成怒, 但是并没有要杀死卡力班,只是将他关禁在石洞里;当卡力

班和斯丹法诺等人合谋要杀普洛斯帕罗时, 他也没有对它们进

行报复, 而是变成恶狗吓唬它,并原谅了它。最后, 卡力班醒悟过

来, 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因此, 岛屿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

一种和谐的关系。

结语

!暴风雨 ∀体现出了基督教中所阐释的美德    宽恕、博爱、

贞洁、节制,而这些品德也正恰如其分地通过普洛斯帕罗展现出

来。普洛斯彼罗通过他的美德实现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

的和谐, 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和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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