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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直是莎士比亚研究的

一个热点。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比起戏剧，诗歌

更能折射出作家本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莎翁的

十四行诗创作正处于他戏剧创作的过渡期，即从

喜剧创作转向悲剧创作。通过解读他的十四行

诗，无疑有助于帮助读者了解莎翁的内心世界。
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思潮，特别

是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背后深刻的宇宙

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般学者都认为包含三

大主题即真善美，其原因是出自莎士比亚的第

105 首诗歌“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①。
但是正如吴迪教授指出的这里的“主题”是英语

一词“Argument”的翻译。而“Argument”按照吴教

授的解释这个即使是指主题，也非歌颂它们，而是

讨论这些话题。因此关于主题的研究并不能仅仅

局限于这个角度。很多学者关注美的主题，探讨

莎士比亚对于“美”的追求，包括友谊和爱情。还

有学者评析时间的主题，突出其悲剧意识。事实

上“美”和“时间”这两大主题是不可分割的。因

为莎翁希望用“美”( 包括友谊之美、爱情之美和

诗歌之美) 来战胜无情的“时间”。而时间在莎

士比亚的笔下经常是直线的向前运动的时间，而

不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时间。这种直线时间

观使得莎翁不断探究一种形式来战胜时间，从而

希望获得永恒。

一、“时间”的主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

普遍的一种时间观———时间是无情的、线性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反对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赞

扬和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其中亚里士多德的

时间观得到了极大的肯定。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

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时间是一种有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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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无情向前的直线运动。同时亚里士多德也认

为时间和运动一样，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文

艺复兴时期的诗人的作品很多都探讨和体现了时

间这个主题。
在莎士比亚的诗句中“Time”这个词一共出

现过 79 次，还有其他表示“时间”的词频繁出现，

比如“hour，day，week，month，season”等 等②。
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时间”往往以“镰刀”
的形象出现。在它的横扫下，一切的一切包括人

类都会被割除、清扫，最终荡然无存。镰刀原本是

古希腊之前的丰产之神克洛诺斯( Kronos) 的象征

物，但是后来人们混淆了他和时间之神———克洛

诺斯( Kairos) 的名字，于是克洛诺斯就成了手持

镰刀的神。在文艺复兴时期，时间不仅仅以“镰

刀”的形象出现，而且还会以沙漏，或者一条咬着

自己尾巴的蛇或龙等等形象出现③。这些形象无

疑都体现了具有摧毁力量的时间的无情流逝和微

不足道的人生短暂即逝。
这种恐怖的“镰刀”形象在莎翁的诗句里面

比比皆是，而人类面对它，往往是无比渺小，任由

割除。“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艳，/在美的前

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珍都被它肆意狂

喊，/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 第 60 首) ④

时间具有强大的破坏性，“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

狮的爪，/命大地吞噬自己宠爱的幼婴，/去猛虎的

颚下把它利牙拔掉，/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

种，/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 /而且，捷足的

时光，尽肆意地摧残 /这大千世界和它易谢的芳

菲;”( 第 19 首) 它能把美丽的夏天带入狰狞的冬

天，“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 /带到狰狞的冬

天去把它结果; /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
白雪掩埋了美，满目是赤裸裸:”( 第 5 首) 能把美

丽的容颜破坏得荡然无存，“当四十个冬天围攻

你的朱颜，/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你青春

的华服，那么被人艳羡，/将成褴褛的败絮，谁也不

要瞧:”( 第 2 首) 也能把美的一切扼杀，“美，她的

活力比一朵花还柔脆，/怎能和他那肃杀的严重抵

抗?”( 第 65 首) 同时莎士比亚还强调了时间的短

暂性。“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 /我们的光

阴息息奔赴着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

换，/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第 60 首)

面对无情的流逝的时光，莎士比亚发出呐喊

“哦，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

笔乱画下皱纹: /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

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 第 19 首) 莎翁不

仅仅只停留在对时间的感叹和痛斥，而希望用各

种方法能够抵抗时间，战胜时间。那么即使时间

稍纵即逝，光阴瞬息万变，美的东西仍然有可能在

诗人的笔下得到永生，并且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从而体现人类崇高的精神境界的连续性。

二、“美”的主题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关于“美”的主题讨论

可谓超越了历来的相关主题的诗歌。有不少学者

一直认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赞美爱情和友谊，

歌颂这两种世间美好的情感。事实上莎翁的诗歌

背后有更深远的涵义。他把爱情和友谊看作美的

源泉和灵感。通过赞颂人类的友谊、爱情和诗歌，

希望能用这三者所蕴藏的美来战胜时时刻刻威胁

着人类的“时间的镰刀”。
首先来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赞美友人和与

他之间的友谊。一般学者认为从第 1 首到第 126
首，是诗人写给他的男性友人的，一位美貌的贵族

青年。前面十七首诗都是劝导他的好友结婚生

子，目的是希望延续他的美，也是战胜时间的方法

之一。他的友人拥有怎样的美才让诗人如此陶醉

和歌颂呢? 在著名的第 18 首里面有了很好的说

明。他把友人比作夏天和种种自然美景，而夏天

是英国一年中最美好的一个季节。而且友人的美

更胜于夏天的美，比它更可爱更温婉。这样的美

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美。从第一首诗开始，诗人就

不断把他的友人视为美的化身，在诗句中出现了

很多与美有关的自然意象。如第 1 首中，诗人描

述友人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又是锦绣阳春的

唯一的前锋”。在第 7 首中，友人被比作“日中的

太阳”。还有“早开的紫罗兰”、“素手的百合”、
“站在枝头的玫瑰”等意象都是友人的美的自然

映射。他将友人和自然万物相媲美，突出其具有

自然的完美。到了第 20 首，更是把友人的美和女

性的美进行比较，强调其美兼具了男性和女性美

的精华，因此“绝世的美色，驾御着一切美色，/既
使男人晕眩，又使女人震惊”。对于这位“真、善、
美”化身的友人，诗人不断地重复他的劝导，劝导

友人趁年轻美貌，赶紧结婚，繁衍后代，以此来延

续美和传播美，从而让这种美得到永恒。第 1 首

中“对天生的尤物我们要求蕃盛，/以便美的玫瑰

永远不会枯死，/但开透的花朵既要及时雕零，/就
应把记忆交给娇嫩的后嗣;”的开场就指出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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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如果“你”不及时繁衍后代，就是“小

气鬼”“放债人”“贪夫”或者是“败家子”，而且年

老体衰之时“你青春的华服，那么被人艳羡，/将
成褴褛的败絮，谁也不要瞧:”( 第 2 首) 于是诗人

发出责难“哪里有男人那么蠢，他竟甘心 /做自己

的坟墓，绝自己的血统?”( 第 3 首) 进而每当想到

与友人之间的情谊之时，莎士比亚感受到的是精

神的慰藉和满足，“可是，当我正要这样看轻自

己，/忽然想起了你，于是我的精神，/便像云雀破

晓从阴霾的大地 /振翮上升，高唱着圣歌在天门: /
一想起你的爱使我那么富有，/和帝王换位我也不

屑于屈就”( 第 29 首) 这种强大的爱的力量给予

诗人超然的力量，超脱了世俗的一切。
从第 127 首开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在

赞美一位黑女郎，描绘的是男性对女性的爱情。
莎士比亚不同于同时代的诗人那样仅仅歌颂“爱

的永恒”，而是突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的发

展甚至变故。暂且不管黑女郎是何许人，这些诗

句中确实表达了诗人对于她的倾慕之情和欢愉之

情。比如在第 127 首里面他描写了这位情人的外

貌之美“所以我情妇的头发黑如乌鸦，/眼睛也恰

好相衬，就像在哀泣 /那些生来不美却迷人的冤

家，/用假名声去中伤造化的真誉。 /这哀泣那么

配合她们的悲痛，/大家齐声说: 这就是美的真

容”。以及第 132 首“黑是美的本质( 我那时就赌

咒) ，/一切缺少你的颜色的都是丑”。这里对黑

女郎的外貌之美简直是情人眼中的珍珠，到达了

无人可比的境界。第 151 首进一步提到这位情人

带来的情欲之享受“我灵魂叮嘱我肉体，说它可

以 /在爱情上胜利; 肉体再不作声，/一听见你的名

字就马上指出 /你是它的胜利品; 它趾高气扬，/死
心蹋地作你最鄙贱的家奴，/任你颐指气使，或倒

在你身旁”。这些诗句大胆直白地表达了世俗的

爱所具有的肉欲和情欲，而这些描述也刻画出一

个深陷爱情的血肉之躯。莎士比亚和当时的文艺

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诗人一样，对于情欲和爱情的

刻画都非常直白。这是冲破了中世纪对人性的桎

梏后，人性解放的一个显著表现，也是和当时人文

主义所强调的享受世俗的快乐，提倡及时行乐的

观点一致。
但是这样的云雨之情随即带来了厌烦和苦头

( 第 129 首) 。到了第 146 首至第 152 首，莎士比

亚遭受了友谊和爱情的双重背板，从诗句中看出

黑女郎由于嫉妒诗人和他的年轻友人的友谊而去

勾引男青年，男青年在肉体上占有了她。而真正

让诗人悲痛的是黑女郎占有了男青年，从而玷污

和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 42 首中诗人袒

露心中对友人的悲愤“你占有她，并非我最大的

哀愁，/可是我对她的爱不能说不深; /她占有你，

才是我主要的烦忧，/这爱情的损失更能使我伤

心”。莎士比亚并没有排斥肉体的欢愉，但是一

旦被肉欲所占据，那么人的精神之美很可能就不

复存在。因此莎翁才会痛彻心肺。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友谊和爱情中，诗人感到

这些都无法战胜时间的镰刀，最终会消忙。于是

转向了作为艺术手段的诗歌之美，“诗即美的子

嗣和载体，是美之永存的精神空间”⑤莎士比亚认

为诗人是因为美而存在，因为只要有美的存在，诗

歌就不断涌现。“我的诗神怎么会找不到诗料，/
当你还呼吸着，灌注给我的诗哦，/感谢你自己吧，

如果我诗中 /有值得一读的献给你的目光:”( 第

38 首) 同时也只有诗歌才能表现美，让美得到永

生。第 17 首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中表达了诗人

对诗歌这种价值的信心。在提出后人可能会怀疑

友人的美和诗歌的美，但是他坚信“但那时你若

有个儿子在人世，/你就活两次: 在他身上，在诗

里”。到了第 18 首这种信心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诗歌开始先赞美了友人拥有的超越美丽的夏季的

美，但是同时流露出感叹，这样的美也会凋谢。因

此只能用诗歌才能战胜时间，保证这种美的流传。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也不会损失你这

皎洁的红芳，/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当你

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

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由此可

见，莎士比亚认为诗歌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超越

了自然的美，人类的美，因为这一切都可能会消亡

但是作为真实刻画这一切美的诗歌，却永不会消

亡。在时间主题中提到的第 60 首诗歌中的最后

两句同样表达了唯有诗歌能战胜时间的观点，

“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 /可是我的诗未来

将屹立千古，/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但是诗歌能使美得到永恒到了后面几首诗中

仍然受到了怀疑。诗人不断感叹美的短暂和脆

弱。面对无情的时间，总觉得它会毁灭一切爱情

和友情。在著名的第 116 首中，虽然他赞颂了爱

情，也是以时间为参照物的，“以爱情的永恒来对

照具体时间的短暂和无常”。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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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主题背后的宇宙观

在描绘时间这个主题的同时，莎士比亚通过

歌颂友谊、爱情和诗歌的美，来抗衡时间。这两大

主题的背后所体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宇

宙论———以托勒密天文学为基础的天人对应说，

大小宇宙相对应的基本理论”。⑦也就是天是大宇

宙而人是小宇宙，小宇宙同样具有大宇宙相对应

的特质。比如大宇宙一年有四季，而小宇宙同样

也有四个时期———童年、青年、壮年和暮年。但是

大宇宙的四季不断延续，如同神具有不朽性，人的

四个时期却是直线性的，最终消亡，所以人会产生

疑惑，会追求不朽和永生。莎士比亚的诗句中体

现了关于永恒的探讨。最典型的是第 18 首，诗人

把友人比作夏天，觉得友人的夏天不会终止。表

达了对于永恒的美好愿望。
同时莎士比亚也不断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进行

比较，歌颂人的美比如在第 116 首中，莎士比亚利

用“把人的情感或者肉体之爱比作月下世界的海

涛和风暴，把人的理性或精神之爱比作坚定不移

的恒星，有力地说明了精神之爱的本质”。⑧而上

面分析的“美”的主题中的两个方面———爱情和

友谊刚好对应了此处的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这

里的大小宇宙不同意象的比较，莎士比亚用诗歌

造就了一个隐喻的心理空间，让读者多层面地了

解和认识世界。从而使得人类心理活动的结晶之

一———诗歌成为永恒。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诗

人仍然提倡的是现世积极的生活，歌颂其象征

“真、善、美”的友人，并不断地劝告他珍惜青春，

及时行乐，结婚生子，因为只有把握当下的生活，

理解生活的真谛，延续自己的美，那样人类的美才

能世世代代流传，达到和大宇宙一样的延续不断，

获得一种永恒。他指出人也要像神一样创造诗歌

的小宇宙，通过诗歌来达到永恒。根据人文主义

的观点，诗歌的伟大就是人类的伟大。诗歌传播

和颂扬人类的美，并使得美不断延续。这种大小

宇宙的对应理论，也正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来

源。这种观点在同时代的诗人的作品中随处可

见。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强调时间的破坏力和

无情性的基础上，歌颂了爱情、友谊和诗歌的美，

作为与时间的对照，流露出了诗人希望利用这三

者的美来抗衡时间的愿望。虽然人生短暂、逝者

如斯，莎士比亚的诗句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然有无

限的魅力，因为它强调的是人文主义积极的人生

观———抓住现在，不负青春，体现出来的是人文主

义的宇宙观———如何战胜时间，获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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