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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熟悉的现象入诗 ,流露出朴实的意象美 ;莎士比亚面对现实的种种弊端 ,执着地追求他的理想 :真、善、美三者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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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 (1564 —1616 年) 不但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剧

作 ,而且为英诗宝库增添了永放光彩的诗行。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集自 1609 年正式发表以来 ,引起了无数诗歌爱好者及

诗歌评论家的阅读欣赏与相关评论。对其研究也几经“转

向”:从版本之考订、创作之年代、组诗排列之顺序等“外围”

研究到诗歌之主题、修辞、结构与格律等“本体”研究。这些

研究都已成为莎诗爱好者、莎学研究者的良师与益友。莎士

比亚的情感是真挚的 ,正如诗人大声疾呼道“真、善、美才是

我真正的主题”;其意象既非约翰 ·邓恩之“新奇”,亦异于约

翰 ·弥尔顿之“崇高”,唯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朴实”。

莎士比亚出生于小镇商人家庭 ,没有上过大学 ,可能身

揣文法学校毕业证就来到了大城市伦敦谋生。他的低学历

使得他一度被本 ·琼生讥笑为“只懂少许拉丁文 ,希腊文就

更少了”[1 ] ( P134) 。莎翁的低学历为他今后创作生涯定下了

某种基调 ,使其诗歌意象之朴素、情感之真挚成为可能。莎

翁初到伦敦无依无靠 ,从事过多种“杂活”,最终在伦敦获得

了一席之地 ,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别人无情的攻击。如罗伯

特 ·格林在《百万的忏悔换取一先令的智慧》中称莎翁为“用

我们的羽毛美化了的暴发户乌鸦”[1 ] ( P134) 。莎翁于 1616 年

在家乡默默离开人间 ,无人问津 ,更无艺术继承人 ;而其作品

更有将近一半尚未公开出版。可见 ,莎翁尝尽了人间的苦辣

酸甜。莎翁从无闻中来又从无闻中去这一独特的人生轨迹 ,

使其诗歌意象之朴实、情感之真挚成为现实。这真是诗人不

幸 ,诗之幸。

　　一、朴实意象

　　意象是中外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

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 ,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 ;意源于内心

并借助于象来表达 ,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意象通常是指自

然意象 ,即取自大自然的借以寄托情思的物象 ;有时 ,诗中所

描绘的生活场景 ,所铺陈的社会生活情节和史实 ,也是用来

寄托情思的 ,这便是社会意象。本文对莎诗的社会意象细分

为社会生活意象与职业生涯意象 ;这两类意象均体现了莎诗

意象的朴实性。

(一)社会生活意象

莎士比亚来到伦敦的时候 ,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

盛时期。此间 ,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专制

封建贵族的法律政策暂时性地迎合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的要求 ,从而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与拥护 ,形成了英

国王室与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同盟的局面。但是 ,两者之间的

分歧是根本的。莎士比亚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从思想上反对

封建专制与神学特权 ,提倡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观念 ,反映

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莎士比亚对于上述两者之间的

冲突是相当敏感的。在第 25 首十四行诗中 ,莎翁这样写道 :

辛苦的将士 ,素以骁勇著称 ,

打了千百次胜仗 ,一旦败绩 ,

就立刻被人逐出荣誉的记录簿。

(屠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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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行中“辛苦的将士”暗指屡建奇功的航海家雷利 ,他因

支持自由思想而被伊丽莎白女王借机关入伦敦塔 ,此事件引

起全国轰动。由此可见 ,随着资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天强大 ,

它同王室之间的暂时联盟开始瓦解。莎翁将这一古人熟知

的历史事件入诗来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政治矛盾 :封建

专制与新兴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要求的对立。莎翁不仅关

注社会政治动态也对百姓疾苦同样关心。从 1592 年夏开始

直到 1593 年夏 ,伦敦被可怕的鼠疫所侵袭。疫情严重 ,大量

市民不治身亡 ,剧院关闭 ,整个伦敦一片死寂。剧院受到了

很大影响 ,不少剧团破产 ,演员们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莎

翁在第 90 首十四行诗中这样写道“你串通厄运一同来战胜

我吧”。诗中“厄运”便是指 1592 —1593 年间伦敦流传的大

瘟疫。剧团受到牵连而被迫解散。莎士比亚从社会矛盾转

到百姓疾苦 ,对于宫廷生活 ,他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 由于当

时文人没有社会地位 ,不得不受贵族的庇护 ,所以莎翁不得

不将一些宫廷生活意象引入到诗行中。其中的一个意象是

伊丽莎白女王平安度过 63 大关 ,顺利度过这一大关在西方

象征的是国泰民安。在第 107 首十四行诗中 ,莎翁写道“人

间的月亮已经熬过了月食”。诗中的“人间的月亮”便是指伊

丽莎白女王 ,“已经熬过了月食”是指伊丽莎白女王度过了她

的 63 岁大关。这些历史事件有的是与社会底层百姓相关 ,

有的是与社会高层的王室有关 ,还有的是与上述两者的斗争

相关 ,但它们均为莎翁时代的人们所熟知 ,无论达官贵人还

是平民百姓。正是于此 ,欣赏莎诗时无不感到亲切与真实。

由于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更无靠山 ,莎翁初到伦敦

时 ,经朋友介绍在剧院做马夫 ,后来做雇佣演员。一步一步

地成为剧作家 ,甚至成为剧院老板。这样的生活磨砺使他对

经济事务相当熟悉 ,对于一些经济法律术语也是了如指掌。

此外 ,莎翁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 ,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 ,

因此也便更加关心工商业的发展。这样 ,莎诗就存在大量反

映文艺复兴时期经济生活方面的意象 ,如“总账算回”(au2
dit)这一莎翁所处时代的经济法律用语 ,大意为结清所有最

后账目 ;“权利”(charter) 为莎翁所处时代经济法律用语 ,大

意为公开转让权利及其证书 ,以及分布在诗集其它各处的

“商业上的术语及租赁、借贷方面的术语”[2 ] ( P131) 。法律用

语及商业用语在莎诗中的普遍分布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

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发展状况 ,凸显着商业及相关

产业的繁荣景象。由这些反映现实生活景象的用语构建的

意象鲜活而朴实 ,读者阅读诗歌时仿佛能感受到 16 世纪伦

敦的繁荣 ,拉近了读者对于诗歌的认知和情感距离。莎翁看

到了繁荣的一面 ,更看到了各种丑恶现象。莎翁由于经常被

召入宫廷演出 ,并以宫内侍从的身份参加了一些集会 ,莎士

比亚同王室的接触有所增加。他在宫廷的见闻和亲身经历

的一切都增加了他对封建贵族的愤慨与不满。随着对现实

认识的加深他由正面宣扬人文主义的追求转到直接揭发各

种社会丑态。在莎诗第 66 首中 ,莎翁以满腔愤慨的口气列

举了 11 种丑恶现象。每种现象的列举均以“见到”打头 ,犹

如瀑布飞流直下 ,有不可阻挡之势。莎翁这样控诉道 :

譬如 ,见到天才注定做了乞丐 ,

见到草色穿戴得富丽堂皇 ,

见到纯洁的盟誓遭恶意破坏 ,

见到荣誉被可耻地放错了位置 ,

见到暴徒糟蹋了贞洁的处子 ,

见到不义玷辱了至高的正义 ,

见到瘸腿的权贵残害了壮士 ,

见到文化被当局封住了嘴巴 ,

见到愚蠢 (像博士)控制着聪慧 ,

见到单纯的真理被瞎称做呆傻 ,

见到善被俘去给罪恶将军当侍卫。

(屠岸 ,2008)

该诗反映了英国 16 世纪下半叶到 17 世纪初的不合理

现象 ,真实地道出了诗人对“假”、“恶”、“丑”的厌恶。马克思

和恩格斯就认为莎士比亚是“处在时代运动之中 ,在实际斗

争中生活着和运动着 ,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

争”[3 ] ( P49) ;认为莎士比亚不是“书屋里的学者”[3 ] ( P49) ,不是

“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3 ] ( P49) 。莎翁不仅

关注大社会的动态 ,同样关心小家庭的冷暖。如莎诗第 143

首 ,整首诗用词朴实 ,以日常聊天的口吻贯穿全诗 ,构建了农

家日常生活一景。诗中 ,母亲把小孩子丢在一旁只顾去追赶

乱跑的家禽 ,而孩子又在哭闹着在后面追赶母亲。这样一个

动态的“孩子 →母亲 →母鸡”意象便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了。

莎翁这样从社会斗争到农家温馨 ,从王室贵族到平民百

姓 ,多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 ,使其诗歌

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些通过朴实的意象编制起来

的莎诗与以“崇高”为标榜的弥尔顿诗行和以“新奇”为闻名

的邓恩大作是极为不同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朴实成为莎诗

中的一个耀眼品质。

(二)职业生涯意象

上述以莎翁眼中的世界的例举来阐释朴实的意象 ,下文

将以莎翁眼中的自我来进一步阐释。莎翁出身贫寒 ,初到伦

敦先后从事过多种“杂活”。在剧团 ,既是伶人又是剧作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 ,伶人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极低 ,不但戏剧

作品被认为上不了台面 ,就连剧作家的人格也常常被轻视甚

至鄙视。莎翁在这方面 ,深有感触。如在莎诗第 29 首中诗

人倾诉道 :

我一旦失去幸福 ,又遭人白眼 ,

就独自哭泣 ,怨人家把我抛弃 ,

白白地用哭喊来麻烦聋儿的苍天 ,

又看看自己 ,只痛恨时运不济。

(屠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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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自己社会地位底下 ,无论是在上帝还是众人眼中

都遭到歧视。当一个接一个的不幸接踵而来时 ,呼天不应 ,

叫地不灵 ,只好宿命论般地怪自己命中注定该是这般悲惨。

当然 ,莎翁的这种处境是具有普遍性的 ,就连曾讥讽莎翁的

剧作家罗伯特 ·格林最终也是贫困潦倒而死。莎翁以个人

职业生涯的经历来入诗 ,使读者感到诗人的无奈与舞台职业

生涯的艰辛。第 23 首描写莎翁刚刚开始登台演出的真实感

受 ,由于没有经验 ,心里紧张 ,忘记了接下来该如何表演了 ,

那种非专业演员在舞台上的种种不自在就凸显了出来 ,而莎

翁就是这样从业余雇佣演员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文艺复兴

时期的剧团都定期外出巡回演出 ,莎翁作为剧团成员也常常

随团到各地演出。对于这样的生活片段和对生活体验 ,莎翁

在其诗行中有千真万确的反映。反映这样生活的十四行诗

包括第 27、28、31、44、45、48、50 等首 ,笔者将这些诗称之为

“离别组诗”。“离别组诗”反映了莎翁身在他乡的离愁别绪。

在第 27 首中 ,诗人说自己旅途劳累 ,刚想休息 ,心里孤寂之

感便油然而生 ,只能依靠思念远方的朋友来慰藉自己。在第

28 首中 ,诗人可能在外地已有时日了 ,白天劳累感明显加

强 ,而夜晚又难以入眠 ,这样的外出巡回演出未曾给诗人带

来任何幸福 ,带来的只有旅途劳累和内心孤寂。在外时间越

长 ,孤寂感越强烈 ,诗人甚至感到他失去了远方好友 ,而远方

好友是他的唯一情感寄托 ,这种孤独寂寞之感在 31 首诗中

得到了充分的流露。在第 44 及 45 首中 ,莎翁借助传统的亚

里士多德/ 托勒密宇宙论中的“四元素”说抒写了离别的痛楚

之情。该理论认为尘世的万物均是由土、水、气、火 4 种元素

构成的 ,土与水重而下沉 ,气与火轻而上升。在 44、45 首诗

中 ,诗人说自己远在天涯 ,本已经很是劳苦孤独 ,可是诗人的

思想和欲望由于是由风和火组成的 ,由于轻早已回到久别的

家乡和久别的好友的怀抱之中了 ,只剩下不幸的肉体 ,由于

由土和水组成 ,而正在下沉 ,因孤寂忧伤走向死亡。在第 50

首中 ,诗人把旅途中前方的路比作悲伤与忧愁而后边的路比

作快乐与幸福 ,因为越往前走距离家乡越远 ,距离好友越远。

这一组“离别组诗”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离开家乡与好

友的离愁别绪与在旅途中的劳累与孤寂。

莎翁在第 110 与 111 首诗中 ,对自己毕生从事的戏剧生

涯进行了概述 ,感慨万分。在第 110 首中 ,诗人说自己作为

伶人、剧作家 ,随剧团东奔西走 ,时而扮演丑角去供观众赏

玩 ,时而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宝物贱卖。莎翁无奈地哀叹着

自己做优伶的命运。在第 111 首诗中 ,诗人埋怨并谴责“命

运”女神使诗人不得不在舞台上谋求生计 ,从而使诗人的天

性被所从事的职业玷污。

总之 ,莎翁从政治经济等宏观图景到家庭意象的微观细

节 ,及自己大半生的职业生涯出发 ,用朴实的意象 ,满腔热情

地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描述。此外 ,莎翁在花草等自然意象和

时间意象的描述上也流露出那朴实的气息。在自然意象和

时间意象方面也有专家对其进行过论述 ,本文在此不再赘

述。莎翁的“双低”———低学历、低起点及“双无”———无声

中来 ,无声中去的人生轨迹 ,使莎翁乐于通过其所知晓的社

会生活、职业生涯及当时流行的宇宙观等来传其心声 ,达其

真情。

　　二、真挚的情感

　　与莎翁同代的其他诗人指责莎翁的朴实意象为单调 ,怀

疑这些诗行能否传达真挚的情感。对于这一点 ,莎翁在第

76 首十四行诗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

我要施展绝技从旧词出新意 ,

把已经抒发的心意再抒发几遍。

(屠岸 ,2008)

诗人说新与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 ,艺术出新形

式固然重要 ,核心却在于内容。在此 ,莎翁充满自信地向世

人宣告那些时尚的创作技法是稍纵即逝的 ,因而不能根深蒂

固 ,唯有那些真实朴素的意象才能表达真实的生活感受 ,唯

有以“真”的方式才能寄托“真”的情感。莎翁这一诗学观点 ,

实为其情感真挚的血液与骨髓 ,遍布在诗集的每个角落。那

么 ,莎诗真挚的情感又是什么呢 ?

(一)执着追求

笔者以为莎诗之情感真挚首先表现在对人文主义理想

的不懈追求。在第 105 首诗中 ,诗人通过赞扬三题一体的爱

友 ,明确了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 ,是真、善、美三者之间的

合理调和 ,三者缺一不可。而通过诗集的其它诗行 ,可以看

出 ,三题一体的爱友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笔者以

为 ,莎翁笔下的爱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英国社会现实生活本

身。诗人对爱友越是歌颂和热爱 ,越表明莎翁热爱生活。莎

翁越是对爱友的缺陷进行指摘 ,越表明诗人对生活没有放弃

幻想。当时社会权贵之间互相争名夺利 ,社会上各种矛盾日

益突出。莎翁作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对不理想不完美

的现实 ,也有过失望但他没有选择隐遁而是执着地追求他心

中的接近“乌托邦”式的理想。莎翁将社会丑恶现象 ,自己经

历的不公正待遇等“丑”的事物进行叙述 ,正是诗人执着追求

人文主义理想的一种途径与抗争。这种不懈追求具有一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迈气概。当诗人感到 ,他执着追

求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存社会无法协调的时候 ,诗人不是同

流合污 ,而是表明了带着他的理想离开这个社会 ,进入他追

求的天堂。诗人写道“对这些都倦了 ,我要离开这人间”。

“这些”指的是社会丑恶现象 ,当诗人对种种丑行与弊端无法

在现实世界中予以解决的时候 ,诗人宁愿死也不愿放弃其对

真、善、美的追求 ,这时只有寄希望于天堂来实现其夙愿。这

就将莎翁的执着推到了诗人不懈追求的情感顶峰。

(二)表里如一

笔者以为莎诗之情感真挚又表现为诗人所追求的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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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美与外美的统一。诗人认为缺乏作为基础的真实生活体

验 ,美就是空洞的美 ,且摇摇欲坠 ;缺乏从善的指引思想 ,美

就会失去灵魂 ,极易变质直至腐烂。莎翁随着阅历的丰富 ,

逐步看清了宫廷的有“美”,无“善”无“真”的面孔。在第 94

首诗中 ,莎翁对那些徒有虚表的百合花显示了十足的鄙视。

在第 93 首诗中 ,莎翁说倘若一个人的品德即内在美与其容

貌即外在美不相称 ,那么这种容貌则像夏娃的苹果一样外观

诱人而内藏危险。在第 54 首诗中 ,诗人对人们熟悉的两种

植物进行了比较 :玫瑰与蔷薇具有难以分辨的外形 ,但二者

的区别性特征恰在于玫瑰具有隐形的香味 ,而蔷薇却淡然无

味。这样 ,莎翁就通过不同方式论证了内美与外美结合的重

要性 ,重申了内外兼修 ,表里如一的观点。

这种真、善、美相结合的观点不仅表现在上述的人文主

义思想领域 ,同样表现在艺术追求上。在第 101 首诗中 ,莎

翁通过诗人与缪斯的辩论表明了只有真、善、美的结合才会

写出出类拔萃的诗篇 ,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品是借作品的现

实性即“真”的方式来表达真实情感即“真”的感情。在第 21

首诗中 ,莎翁对两种审美观进行了对比 :一种是虚伪的夸饰 ,

另一种是忠实的写照。前者是对生活的矫饰是虚伪的 ,而后

者未经雕刻是朴素真实的。莎翁所奉行的正是朴素真实的

审美观 ,反对不切实际的浮躁文风。莎翁在第 67、68、82、83

等首诗中又进一步表达了反对浮躁文风 ,坚持朴素真实文风

的艺术审美观。

简言之 ,莎诗情感真挚表现在执着地追求人文主义理

想 ,又表现在真、善、美三者相结合的人文目标及诗学观点。

综上所述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 ,对

其所进行的研究都是接近其本质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但均不

能成为定论。正是这种开放性 ,吸引着无数莎诗爱好者及莎

学研究者的目光。莎翁以朴实的文风描述了其所谙熟的社

会生活及职业生涯体验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图景 ,令

读者感到无比真实。这种朴实的意象表达了莎翁真挚的情

感即坚定的人文主义信仰和艺术追求。这以“真”的方式寄

托“真”的情感已成为莎诗的脉管 ,沿着它 ,就踏上了莎诗寻

美之路。

注 　释 :

①　本文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译文均出自屠岸译《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

②　本文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均出自钱兆明 The

S onnets w ith I nt roduction and N 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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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ecious stone in t he t reasury of t he world literat ure , William Shakespeareπs Sonnet s

are rich not only in feelings but in deep t hought s. Needed by his job , Shakespeare has contact with people

f rom all walks of life wit h t he result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 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Wit h t he fa2
miliar t hings p ut in poems , his poet ry shows the beauty of t he nat ural images. Facing t he defect s of t he

society , Shakespeare sincerely p ursuit s his ideal : t he perfect union of fair , kind and t rue , showing t he

beauty of sincere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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