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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资深莎学专家王忠祥教授新编《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是一部集通俗性和学

术性为一体的高质量莎剧故事大全 ,适于青年读者了解莎士比亚的世界 ,了解世界的莎士比

亚 ,洞达世情人性 ,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实现从高山仰止到更上层楼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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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action and A pprecia tion of S hakespeare’s D ram as lately2edited by Professor

W ang Zhongxiang, an esteemed Shakespeare expert, is an excellent Shakespeare collection which

integrates the popular and academ ic elements and is app licable for the Chinese2speaking you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Shakespeare’s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Shakespeare, to penetrate to

the dep th of the worldly wisdom, and to p romote the aesthet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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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王忠祥 贺秋芙编著 )为我国众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开辟了

一条探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快车通道。王忠祥教授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资深前辈 ,著名莎学专

家 ,他老人家集几十年莎学研究的功力 ,运用简洁而富有中国韵味的语言新编莎剧故事 ;穷

毕生深湛的学术知识 ,对莎剧故事细读精解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极其难得的接近莎士比亚的

捷径。作为率先踏足这条捷径的幸运儿 ,我满心喜悦地推介这一珍贵的莎剧宝鉴。

《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是一部通过精心选择、剪裁和概括的莎剧故事大全 ,其主

体结构由故事新编、题解考证、评论赏析三个部分组成。“故事新编 ”是在严格尊重原著基

础上对 39部莎剧的散文化改编 ,各篇故事风格统一 ,剪裁、梳理、概括适当 ,评议文字生动活

泼 ,通俗练达 ,每篇故事都精选了适当的人物对话或独白、警句 ,保持了原作的原汁原味。莎

剧故事的篇目 ,采用中国古典章回式小说标题 ,如“孪生兄弟成双成对 ,错上加错笑话连

篇 ”、“黑白相恋暗箭难防 ,听信谗言悔恨交加 ”,双行对称 ,既突出戏剧的基本主题 ,又兼顾

人物的独特性。“题解考证 ”介绍每出莎剧的来龙去脉 ,如剧本的编写、出版、演出、影响、传



布等信息。“评论赏析 ”探究每出莎剧的内容、形式、主题、人物及国内外的重要评述等信

息 ,尤其难得的是评论赏析时 ,还将各篇莎剧故事跟中国古今戏曲或戏剧进行比较 ,为读者

深入理解莎剧提供了非常好的参照系统。编排体例上 ,将 39部莎剧按戏剧名目分类排列 ,

采用历时纵向与共时横向的编撰体系 ,将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作纵向安排 ,各类型中

的剧本按问世年代顺序排列 ,历史剧按历史事件发生先后顺序排列 ,将《暴风雨 》作为全部

莎剧故事的总结放在最后 ,这样 ,王著自身也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有利于让读者在阅读时

体悟各类型莎剧的主题和艺术特征。全书主体部分之前的长篇绪论 ,之后的三个附录 ,也蕴

藏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在绪论中 ,王教授对莎士比亚的生平、诗歌、戏剧创作实践和理论 ,进

行了精细的梳理 ,字字珠玑 ,堪称他老人家毕生莎学研究成果的浓缩精华。在附录部分 ,除

莎士比亚年表和莎剧分类目录外 ,还有一篇莎剧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 ,堪做莎评论文的范

例。

在谈到如何欣赏莎诗、莎剧时 ,王先生强调欣赏者一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 ,要

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 ,因为莎士比亚的诗歌、戏剧创作就像迷人的大海 ,“⋯⋯

记录了他写诗、编剧、演戏、观察人生世态的经验体悟 ,深藏其中而耐人思考的是他的艺术审

美观 ,以及务实求新和寓教于乐的戏剧创作论 ”(18)。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在精神上丰

富、强化自己的途径 ,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 ,也就是让自己步入一个从精神上丰富、强化

自己的旅程。莎学史上 ,有许多由莎学专家改编的莎剧故事 ,比如英国兰姆姐弟合著的《莎

士比亚故事集 》、A. T. 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 》,美国 H. A. 瓦特等合著的《莎士

比亚戏剧提要 》等 ,它们都是改编者注入饱满的思想情感而写成 ,都是将莎剧通俗化的成功

之作。这类莎剧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也很大。比较遗憾的是 ,它们都主要是针对英语世

界的青少年读者并用英语改写而成的 ,相对于我们汉语世界的读者来说 ,难免有诸多缺憾 ,

《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及时为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诚如王先生所说 ,莎剧“不是精

英社会所特有的文化资本 ”,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对莎剧的散文化改编 ,一方面要

“撩起神秘化的面纱 ,呈现自然生动、明净秀丽、雅俗共赏的特性 ”(25)。另一方面还要从生

态美学视角来关注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对 21世纪社会文化的影响。《莎士比亚戏剧精缩和

鉴赏 》即以弘扬绿色莎士比亚的审美理想与现代阐释为要务 ,突出表现了莎翁构建崇高和

谐的真善美乌托邦、惩恶扬善、净化人性环境等基本主题。

在讨论创作分期时 ,王先生很明晰地分析了莎士比亚不同时期创作的特点 :第一时期 ,

向往绿色自然 ,追求和谐人间 ,对人类充满希望 ,作品充满欢喜气氛和乐观精神 ,对生活充满

人文关怀 ,主要写诗 ,写历史剧和喜剧 ,写悲剧也让人哀而不伤。第二时期 ,绿色之旅经受严

峻考验。人文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深化 ,深切感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充满了阻力和艰

辛 ,但仍有信心 ,坚持上下求索 ,主要手段就是以悲剧和悲喜剧的形式 ,揭批假恶丑 ,颂扬真

善美。中期作品仍关注历史剧所宣扬的政治理想和喜剧所展示的人类应走的人生道路 ,但

加深了社会批判力度 ,创作风格也带上沉郁的悲怆色彩 ,此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剧性。第三时

期 ,莎翁“采用神话式传奇性人物故事 ,再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揭露社会现实的阴毒残酷 ,

提倡人文主义的人性感化、恕道精神和道德自我完善 ,描绘化敌为友、改恶从善的范例 ,构建

绿色的自然与人、人与人亲善和美的乌托邦 ”。这样的绿色乌托邦 ,当然有幻想色彩 ,“但对

照黑暗的现实 ,其讽刺意味深长 ,不乏批判效应 ”(14)。

王先生在改编莎剧故事时 ,始终把握住人文主义这条红线 ,即牢牢扣住莎剧的基本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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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凸显莎士比亚创作的不朽价值。人文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的价值理念 ,它反

对封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 ,如反对包办婚姻和禁欲主义 ;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和伦理观念 ,如赞成自由恋爱和世俗幸福 ,提倡个性解放 ,提倡人性人权等等。通过改编的

莎剧故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400年前英国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社会生活

情况。王先生强调指出 ,莎士比亚的诗歌主要写爱情和友谊 ,“表现诗人对真实人生的热

爱 ,对善良心灵的感悟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4)。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探索英国从 13世纪初

到 16世纪初 300年的历史进程 ,再现英国封建主义时期的一些戏剧性历史场面。在历史剧

中 ,莎士比亚寄望于“伦理舒展 ,道德净化 ”,他心目中的“开明君主政体应有强劲的亲和力 ,

在主体统一下 ,使各方面保持平和而生机勃勃的态势 ”( 6 )。莎士比亚的喜剧写爱情的力

量 ,写友谊的珍贵 ,写有情人终成眷属 ,热情讴歌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婚姻关系。莎士比亚的

悲剧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反映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悲喜剧写阴谋与爱情等内容 ,亦谐亦

和 ,亦悲亦喜 ,都表现人的自觉意识。四大悲剧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和思考 ,

对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伦理规范的追索。莎翁悲剧实质上写的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但他

从未丧失对人文主义理想的信心。他通过展示悲剧人物性格形成的过程 ,反映各种社会矛

盾 ,“通过悲而引起的快感 ”激发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良好意愿 ,因此 ,他的悲剧都具

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作用。莎士比亚的压轴之作《暴风雨 》“集中反映了剧作家毕生的求

索 ,即人文主义生活、政治与道德理想 :清除人间罪恶 ,消灭贫富差别 ,反对纷乱争斗 ,追求和

平谐美 ”(14 - 15)。“这出绿色的传奇剧 ⋯⋯客观地宣扬了和睦共处的人类生态化、诗意

化、审美化的生存发展。”联系当时英国的殖民现实 ,完全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考察《暴风

雨 》,但却不必拘禁于这种理论 ,“务必强调指出 ,这种文化意识的流露是不自觉的 ,并非作

品的主体。《暴风雨 》的主旋律仍是期待通过惩恶扬善 ,提升道德 ,优化人性 ,达到天地万象

全面和谐之境 ”(16)。

《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是专门针对我国的青年读者而编写的莎剧故事 ,它的读者

包括大、中学生和年轻的文艺爱好者 ,同时也兼顾了相关专业的文艺研究者 ,因此 ,该作最突

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可读性。全书语言浅显 ,行文流畅 ,叙述故事绘声绘色 ,分析内容深入浅

出 ,题解要言不烦 ,赏析言简意赅 ,通篇文字精美。《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又不是一般

的通俗读物 ,它不是一般性地复述故事 ,而是将阅读欣赏性和学术研究性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 ,对于青年读者体悟莎剧故事的精妙处每每提供恰如其分的帮助。对于青年读者来说 ,

《莎士比亚戏剧精缩与鉴赏 》不仅有助于他们探索莎士比亚的世界 ,而且还为他们了解世界

的莎士比亚提供重要导航。我深信在它的帮助下 ,青年朋友们在世界文学巅峰之莎士比亚

面前 ,必将获得从高山仰止到更上层楼的丰收的喜悦。

注解【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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