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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出版之日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就以其艺术成就和作为了解诗圣内心世界的材料，

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包括柏拉图式的爱情观、传统意象的运用、以及对时间问题的关
注，在内容和修辞上达到传统与创新的精湛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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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最真切的爱慕之情。诗集中的另一部分写给一位黑肤

据统计，迄今为止在莎士比亚所有作品中，阅读最

女人，诗人被其深深吸引，但却显露出鄙夷之情。因此

为广泛的当属《十四行诗集》。诗集共收录 154 首，最初

很多读者认为莎士比亚是个同性恋，或者是个双性恋，

由伦敦出版商托马斯·索普于 1609 年独家印行，但学

甚至臆测出诗集背后隐藏的动人而又复杂的爱情关系。

术界普遍认为这些诗歌多数完成于 1593 － 1598 年间。

我不想对莎士比亚的性向加以推测和评论，因为这并不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问世前，英格兰已有大量的十

重要。在诗人眼中这位男性友人是他灵感的源泉，更多

四行诗集出版，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爱星者和

地代表了精神上和美学上的爱。伯特兰·罗素在《婚姻

星星》（ 1591） 、塞缪尔·丹尼尔的《迪莉娅》（ 1592） 、埃

与道德》中谈到，在父系社会中父亲为了确保孩子确由

德蒙·斯宾塞的《爱情小诗》（ 1595） 等等。当莎士比亚

己出，非常强调妇女的美德，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她们

的《十四行诗集》在 1609 年问世时，十四行诗组作为一

处于恭顺的从属地位。这种女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

种文学潮流已渐进尾声，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是会

重从属性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不平等的两性关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读者当中除了恋爱中的男

系导致了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伴侣关系。而且女

女，在诗歌中重温爱情的点点滴滴，为无以名状的情绪

性往往由于社会因素变得愚笨和无趣，在思维和心智上

找到抒发的载体，还有大量的学者和诗歌爱好者，他们

不能与男人平等。因此，从柏拉图开始，人们往往认为

把《十四行诗集》当做莎士比亚的传记，试图窥视这位伟

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比男女关系更有价值，他们在思想

大诗人和剧作家的生平轶事。因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

上更为接近，只有他们之间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爱。

诗与其叙事诗和大量戏剧不同，不受人物和剧情的限

蒙田《论友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若将对女人

制，更像是诗人直接的个人情感抒发。然而，莎士比亚

的爱情同友谊作比较，尽管爱情来自我们的选择，也不

的十四行诗的个性化程度究竟如何呢？ 哪些是诗人的

可能放到友谊的位置上。……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

个性和创新使然，哪些不过是对当时的文学传统的沿袭

目的，一旦享有，就不复存在。相反，友谊越被人相望，

呢？ 本文将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统性与创新性进

就越被人享有，友谊只是在获得以后才会升华，增长和

行探讨。

发展，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会随之净化。……友谊

1． 传统性

不懈地走自己的路，它在高空飞翔，傲气凛然，鄙夷地注

1． 1 爱情观

视着爱情在它下面坚持走自己的路。”

众所周知，十四行诗最基本的主题是爱情。《十四

因此，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对贵族友人的爱恋与赞

行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是献给一位贵族男性的，诗人

美，以及对黑肤女人的依恋与批评沿袭了这一传统。友

把这位贵族友人描绘为真、善、美的化身，向他吐露自己

人代表了理想的精神之爱，是真、善、美的化身，而黑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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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代表了无穷的肉体欲望，让诗人内疚自责。诗人更

一天，我同她戳人心房的眼睛∕缔结休战协定，并商谈

加珍视的是前者，这一点在第 20 首诗歌中有集中体现：

条款”（ 12）
季节意象“那么，在你未经提炼之前，∕莫让冬寒粗

你，我诗中的情妇兼情郎，
是造化亲自绘出你女性的面庞，

手把你体内的夏天掠走”（ 6） “赶快吧，亲爱的，趁着春天

你虽有女人的柔婉的心，但没有

尚在，∕失去的时光谁也不能召回来”（ 70）
主仆意象“爱呵，您是我的主，您的德行∕早已赢得

轻佻女人惯有的反复无常。
你的眼比她们的更真诚更明亮，

我臣服于您的忠心”（ 26） “我十分愿意永远做她的奴隶，

目光流盼处，事物顿染上金黄。

∕并把我被俘的心当做抵押物”（ 42）
宗教膜拜“你这人间天堂，请将大门打开，∕让我拥

你有男子的风采，使众女人魂飞魄荡。
造化的本意是要让你做一个女人，

入你纯洁至亲的胸怀”（ 110） “啊，女神，请接收这一献

但在造你时确如喝了迷魂汤，

祭，∕并保存在你最最珍贵的圣物里”（ 22）
珍宝意象“怕的是隐秘如此你仍会被偷被抢，∕对

胡乱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我于是
不能承欢与你，那东西我派不上用场。

这样的宝物纵然海誓山盟也废纸一张”（ 48） “看吧，我的

既然造化造你是供女人取乐，

爱人身上就包含∕在远方才能找到的全世界的奇珍”

给我爱，但给女人做爱的宝藏。

（ 15）

在这首诗中，“造化”被描述为一位女性，在造一个

此外，花草的意象也非常频繁 地 出 现 在 两 部 诗 集

女人时被其美貌吸引，于是在其身上加了个“东西”，把

中，以《爱情小诗》第 64 首为例，诗人极尽所能，详尽列

这个人变成了一个男人，使得诗人因此不能与其尽享鱼

举了种种香花异草，突出爱人的芬芳胜过一切：

水之欢，但他认为只要能得到他的爱就可以了（ “给我

我去吻她的唇（ 我蒙受这种恩典） ，

爱”） ，让女人去得到他的肉体（ “给女人做爱的宝藏”） 。

我仿佛闻到了百花园中的芳香，

可见他更加珍视和推崇精神上的爱。而对于女性，他往

一朵朵鲜花把芬芳的气息发散，

往持指责的态度，认为她们“轻佻”、“反复无常”，代表

适合姑娘们装饰情人的卧房。

的是短暂的肉体欲望。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她的嘴唇香得像紫罗兰一样；

这种“重男轻女”倾向不过是对柏拉图以来欧洲传统爱

她红润的双颊香得如同红玫瑰；

情观的沿袭罢了。

她雪白的额角香得像贝拉茉初放；

1． 2 意象

她的秀目香得像石竹花绽雷；

十四行诗作为一种诗体起源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

她的酥胸香得像苗圃的草莓；

后由十四世纪人文主义诗人彼特拉克发扬光大，其同时

她的颈脖香得像一束耧斗菜；

代的意大利诗人和后来欧洲其他国家的诗人竞相模仿。

她的乳房像百合，花叶没凋萎；

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音韵优美，结构整齐，富于浪漫的

她的乳头香得像茉莉花初开。

激情。这些诗歌的灵感来源于诗人深爱的女性，诗人用

这些花香把芬芳的气息散发，

优美的语言及丰富的修辞表现了她的美丽与高傲，以及

她的香味却胜过所有的鲜花。

自己得不到爱的回应时失落痛苦、但仍然忠实于爱人的

《十四行诗集》第 99 首也运用大量比喻来突出爱人

复杂心情。十六世纪初，十四行诗被萨里、华埃特到英
国，并在 16 世纪末诗成为英国最流行的诗体之一。
任何天才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哺育他的文化、文学

的美貌芬芳胜过鲜花：
我对早开的紫罗兰颇有下面的微词：
温柔的贼，你若非沾溉于我爱人的气息，

土壤，莎士比亚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其诗歌中运用了大

又何处偷得那奇香？ 殷红淡紫

量比喻，出现了很多传统意象。下面举例列出《十四行

在你的脸颊上抹出流韵

诗集》中出现的部分传统意象，并与斯宾塞的十四行诗

全仗了我爱人的血脉染成。

组《爱情小诗》中的相似意象进行对照：

我斥责薄荷花蕾取味于你的秀发，

《十四行诗集》《爱情小诗》

我斥责百合花盗用了你手的晶莹；

宇宙意象“我只是从你双眼这一对恒星∕破迷解惑

荆棘丛中的玫瑰惭然发抖，

推导出下述学问”（ 14） “幸福的诗句啊，那双明亮的眼

白是你的绝望，红是你的娇羞，

睛，∕时时像星光俯视来把你看望”（ 1）

不红不白者，显属两色兼取，

法庭意象“为你我举手宣誓，反对我自己，∕站在你

何止取色，连你的温馨也偷。

的立场上捍卫你的权益”（ 49） “她这时主宰着一切，随心

却不料得志的花儿如窃者当诛，

所欲∕而不受法律的约束，藐视你和我”（ 10）

为复仇，花虫咬断了它的咽喉。

武装冲突“四十四个冬天会围攻你的额头”（ 2） “有

曾见过鲜花万多傲然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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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一朵不借你你的秀色浓香。

我的名字也同样会化为乌有。”

以上两首诗在意象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借由大量鲜

“不，”我说，“让低贱的东西去筹谋

花突出爱人之美。可以看出，莎士比亚虽然反对多愁善

死亡之路，但你将靠美名而永活：

感的浮夸文风，可还是免不了繁复的词藻。当然，莎士

我的诗将使你罕见的美德长留，

比亚的这首诗在内容和想象力上比前者更丰富，不仅仅

并把你光辉的名字写在天国。

对花草进行简单的罗列，而是把它们塑造成小偷的形

死亡可以征服整个的世界，

象，偷取了爱人的美与香，并且引入了花虫这一形象，说

我们的爱将永存，生命永不灭。”

它咬断了小偷的咽喉，替爱人报了仇。这就反映了莎士

诗人坚信，诗歌会永远记录爱人的美貌与美德，成

比亚对文学传统的扬弃，也显示了他作为十四行诗巨匠

为他们爱情不朽的见证。同时期诗人迈克尔 o 德雷顿

的深厚功力。

（ Michael Drayton） 于 1594 年出版了十四行诗组《理念的

1． 3 时间

镜子》（ Idea＇s Mirror） ，其中包含 64 首十四行诗。在第 6

爱情与时间的对抗一直以来都是诗人们十分关注

首中他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确信他的爱人能“凌驾

的问题。但丁在其抒情诗《寒冷的闪光》中就曾写道“岁
序更迭不会剥夺我甜蜜的思恋”，彼特拉克也曾在《歌

于芸芸众生之上，∕在我不灭的诗句中永生 ”。
诗人在歌颂美貌或美德时，往 往 感 叹 自 己 语 言 贫

集》第 46 首中感叹“金发、俊脸、皓齿、红唇，∕暮年令它

乏，因此呼唤缪斯女神的帮助，这也成为了诗歌的传统。

们变得衰老，失去神韵”。伊丽莎白时代的很多诗人在

但丁在《神曲》中就曾呼唤：

描绘爱人美好的同时，都意识到了时间的无情，认识到

哦诗神，哦至高的天才，帮助我吧！

它会毁掉爱人的容貌，甚至终结爱人的生命。因此除了

哦记忆，你曾记下了我所见到的，

劝友人结婚生子，把他的形象与品德延续之外，诗人往

在这里将要显出你的崇尊。

往借助诗歌的力量使爱人在自己的诗句中永存。《十四
行诗集》中大量诗歌都表达了这一思想，比如第 19 首：

在《十四行诗集》中，莎士比亚也把缪斯女神呼唤，
如第 100 首一开篇诗人就责问“缪斯，你在何方？ 为什

吞噬一切的流光，你磨钝了狮爪，

么许久以来∕你沉默，竟把你力量的源泉忘怀”。第 101

使大地把自己的幼婴吞掉，

首也已呼唤诗神缪斯开头： “啊，诗神，有一种真浸染于

你从猛虎口中撬出了利牙，

美，∕你却从不纵情讴歌，这又该当何罪？”诗人规劝缪

忍叫长寿的凤凰被活活燃烧。

斯赞美自己的爱人，让他流芳百世，因为诗人的爱和缪

你行踪过处，令季节非哭即笑，

斯自身的名声都仰仗于爱人的不朽。因此诗人在结尾

呵，捷足的时间，你为所欲为吧，

时呼唤道： “那么诗神，启开歌喉吧，听我的忠言，∕让他

踏遍河山万里，摧残尽百媚千娇。

与百代之后，也照样美誉满天飞。”诗人对缪斯的呼唤既

但，住手！ 有一桩罪，罪大不容绕：

是寻求诗神的帮助，让自己写出更好的赞词来让爱人永

你休在我爱人的美额上擅逞刻刀，

恒，同时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爱人的美与真。

你休用古旧的画笔在上面乱抹线条！

2． 创新性

你且容他任流光飞逝不改原貌，

2． 1 内容

但把美的楷模偏留与后世人瞧。

虽然在《十四行诗集》出版前已陆陆续续有大量十

时光的老头呵，任你展淫威、施强暴，

四行诗组出版，而且十四行诗组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已呈

有我诗卷，我爱人便韶华常驻永不凋。

衰退趋势，但当读者一读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时就会

在这首诗中，诗人列举了时间犯下的种种罪行，描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意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内容

绘它在世间肆虐，摧毁一切。诗人呵斥它不要夺走爱人

上。虽然对《十四行诗集》中 154 首诗歌的排列顺序至

的美貌，轻蔑地称它为“时光的老头”，并宣告爱人将在

今学术界还存在质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诗歌根据不

自己的试卷中青春永驻。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其他较

同的主题可以被分为几组： 第 1 到 126 首是写给一位貌

早诗人的诗句中。还是以斯宾塞的《爱情小诗》为例，这

美的年轻贵族的，其中 1 到 17 首是劝他早日结婚，把自

是第 75 首：

己的美貌传扬下去，78 到 86 首出现了一位与其竞争的

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

诗人； 第 127 到 152 首是写给一位黑肤女人的，她水性杨

但海浪来了，把那个名字冲跑；

花，既与诗人来往，又勾引了他的好友，诗人对其十分鄙

我用手再一次把它写了一遍，

视，却又摆脱不了她的诱惑，因而陷入深深的自责； 最后

但潮水来了，把我的辛苦又吞掉。

两首与以上题材无关，像是希腊格言诗的译作或仿作。

“自负的人啊，”她说，“你这是徒劳，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彼特拉克式的十四行诗表现诗人对

妄想使世间凡俗的事物不朽；

一位美丽高贵的贵族女性炽热的爱，以及得不到爱情的

我本身就会像这样云散烟硝，

痛苦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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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讴歌的对象是一位贵族男性。虽然劝人结婚

你，
日子便宛若冬寒”（ 97） ，又有宣扬真爱不渝的豪迈气

生子这一主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少见，而且认为爱人

概，“尽管红颜皓齿难逃过无常的镰刀，∕爱却绝不是受

能在自己的诗歌中永生也是诗歌的传统，但莎士比亚把

时光愚弄的小丑。……假如有人能证明我这话说得过

它们融合在一起，使爱人能在现实的和美学的双重层面

火，∕那就算我从未写诗，世人从未爱过”（ 116） 。

上来抵抗时间无情的肆虐，这在当时的十四行诗组中是
富有新意的。如第 17 首，这是最后四行：

莎士比亚还第一次把三角关 系 引 入 十 四 行 诗 中。
如第 42 首中：

你应得的礼赞被看作是诗人的狂想，

你占有了她，我并不因此过度伤情，

或看做一首古曲的虚饰夸张：

虽说我对她也还算有一片痴心。

但如果那时你有子孙健在，

她占有了你，这才让我嚎啕欲绝，

你就双倍活于他身和我的诗行。

这挚爱的丧失使我几乎痛彻心庭。

其次，莎士比亚在诗组中引入了一位同是诗人的竞

……

争者。至于这位竞争者是谁，存在着诸多争论，比如有

我且把单相思当苦中乐： 你我本同根，

人认为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但跟诗集中其他人物一

随她如何爱，爱的也只可能是我本人。

样，这始终是个谜。在伊丽莎白时代，恩主制是很常见

这首诗中，诗人及其友人都与 一 个 女 人 发 生 了 关

的。诗人把作品献给达官贵人，争取他们的庇 护 和 资

系，但友人和女人的背叛对诗人的伤害的程度是不一样

助。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诗人与对手的竞争既是争

的。诗人觉得自己与那个女人只是肉体上的关系，所以

取恩主的垂青，同样也是诗人表达热切渴望得到贵族友

她的背叛还可以忍受，但友人的背叛给诗人造成了心 理

人的爱的途径。如第 80 首：

上的伤害，让其“嚎啕欲绝”。这也说明诗人更注重精神

啊，一面写颂诗，一面满怀凄凉，

上的爱。但最后，诗人还是努力安慰自己，认为他与友

因为另一名高手也在把你歌唱。

人的爱使他们成为一体，因此女人无论爱谁都是爱的一

为了赞美你他不惜搜索枯肠，

个人。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在十四行诗中是从没有过

要使我箝口结舌、颓笔无光。

的，它在写给黑肤女人的诗中再次被提及，如第 144 首

……

中：

他日里，假如是他得宠我遭放，

我有两个爱人，分管着安慰和绝望，

最坏不过此下场： 我爱使我亡。

像两个精灵，轮番诱惑在我的心房，

再者，诗人不是简简单单表达对恋人热烈的思慕，

善的那一个是男人，英俊潇洒，

以及得不到爱时的痛苦折磨和自怨自艾，而是充分表达

恶的那一个是女人，黑脸睛黄。

了爱情的复杂性，更接近现代人对爱情的感 受。热 恋

……

时，爱情是万分美好的，恋人是美貌与美德的化身———

她还使我的好精灵化作魔鬼，

“因为你全身上下的美丽外表，∕不过是我内心的真实

用肮脏的肉欲使其纯真沦为荒唐。

写照”（ 22） ，“爱呵，您是我的主，您的德行∕早已赢得我

这样的三角关系代表了友人精神上的背叛，以及女

臣服于您的衷心”（ 26） ，诗人感到无比的幸福———“而

人肉体上的背叛，对后者诗人予以更加激烈的谴责，认

我，多幸福，既被人爱又能爱人，∕我坚定，别人也休想

为是女人用肉欲勾引了自己的友人，把天使变成了魔

动摇我一分”。这时，有面对真爱的紧张与木讷———“像

鬼。对于无法摆脱的肉欲，诗人也有大胆的描述，“而那

一个演戏的新手初次登场，∕慌乱里把台词忘个精光”

一块肉却急迫地等不及声明，∕一听到你的名字便昂首

（ 23） ，也有见不到爱人时不分昼夜的思念———“瞧吧，我

指向你”（ 151） 。诗人把肉欲比作“热病”，形容它“暗若

白昼的身子，黑夜的心，∕为您，为我，全都无法安宁”。

夜晚、黑如阴间”，使他“病入膏肓”（ 147） 。他追求的是

紧接着，更复杂的情感描述随之而来。既有害怕失去恋

真、善、美，因为“美、善、真，概括我全部的诗魂”（ 105） ，

人的诗篇，如“怕的是那个时候，那时候一旦到来，∕你

而肉欲虽有巨大吸引力，但却是短暂不可靠的，如第 129

会皱起双眉嫌我是个障碍”（ 49） ，也有在真爱面前卑微

首中： 适才是甜头，转瞬成苦头。

得丢掉自我的描绘，如“为了你我发誓与自己来一场恶

求欢同枕前，梦破云雨后。

战”（ 89） ，还有不得已只好忍痛分手的描述，如“呵，再会

唉，普天下谁不知这般儿歹症候，

吧，你实在 是 高 不 可 攀 ∕ …… 梦 里 王 位 在，醒 觉 万 事

却避不的偏往这通阴曹的天堂路儿上走。

空”。既有诗人自我检讨企图原谅，如“一切都过去了，

因此，他劝诫爱人远离诱惑，拿理性武装自己，保持

请接收这永恒的爱”（ 110） ，又有冰释前嫌互相谅解“你

自己的美德，“他们让它者动心，自己却磐石般安静，∕

那时的过错而今变成了补偿，∕我的抵消你的错误，你

冷漠不动，令诱惑难以近身。”（ 94）

的抵消我的罪行”（ 120） 。既有描述分离时节的落寞心

2． 2 修辞

情，如“你是这飞逝年华中的快乐与期盼，∕一旦离开了

2． 2． 1 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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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 conceit） 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巧喻和奇想，

欲望这两个轻盈的使者往来传报爱人的信息。商业的

在英美文学中历经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一个是欧洲文艺

比喻也时常出现，如第 6 首中把友人结婚生子比作放贷

复兴时期，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抒情诗人所作的详尽、

（ usury） ，第 126 首中把“时间”从“自然”手中夺去友人

夸张的比喻，意在突出爱人的美丽与高傲，和得不到回

比作清偿账目（ audit） 。还有 115 首中，诗人把自己的爱

应的求爱者的忧郁与绝望； 再一个就是十七世纪及以

比作婴儿，说自己不能称爱友人到极点是因为自己的爱

后，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所作的奇喻，他

还在增长，就像婴儿还要成长。再比如非常有 趣 的 第

们往往用新奇、出乎意料的意象来构建诗歌、抒情表意。

143 首，诗人把黑肤女人离开自己追逐另一个男人比喻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多恩在《别离辞： 节哀》中把恋人的分

为主妇在追一只家禽，而自己像孩子追妈妈般追赶着这

离比喻成圆规的两只脚的运动，最终总会相聚到一起。

个女人。这些巧思变抽象为具体，使情感化身为一个个

近一些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 T． S． 艾略特在《J·阿尔弗

生动的意象跃然纸上。

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把夜晚比喻成一个被麻醉

2． 2． 2 对比

的病人。在伊丽莎白时代，彼特拉克式的巧思由于被大

对比（ antithesis） 是一种把对立的词语或者观点放

批十四行诗诗人模仿而变成了陈词滥调，莎士比亚对此

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中以增加说服力的修辞手法，在莎士

十分反感。虽然由本文前面部分可以看出莎士比亚还

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使用相当广泛和巧妙。以第 25 首为

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框框，但他的十四行诗在对传统的

例：

扬弃上有了很大进步，在气质上渐渐接近于多恩。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第 130 首中对标准的彼
特拉克式比喻进行了戏仿：

且让那些鸿运亨通的人们，
夸耀其高位和显赫的虚名，
我虽无缘侧身幸运者之堂，

我情人的眼睛绝不像太阳，

却意外使深心的追求如愿以偿。

即便是珊瑚也远比她的朱唇红亮，

得宠的王臣虽能春风得意于一时，

雪若算白，她的胸膛便算褐色苍苍，

但如金盏花随日出日落乍开还闭，

若美发是金丝，她满头黑丝长。

一旦龙颜震怒，他们便香消玉殒，

曾见过似锦玫瑰红白相间，

昔日的荣华威风转眼化作烟尘。

却见不到她脸上有这样的晕光；

含辛茹苦、名播沙场的将士，

有若干种香味叫人闻之欲醉，

千百次征战所向披靡，一朝败绩，

我情人的口里却吐不出这样的芬芳。

姓名便立刻从功劳簿上消逝，

我喜欢聆听她的声音，但我明白

从前的赫赫战功再无人提起：

悦耳的音乐比她的更甜美铿锵。

而我，多幸福，既被人爱又能爱人，

我承认我从没有见过仙女的步态，

我坚定，别人也休想动摇我一分。

反正我爱人只能在大地上徜徉。

诗人把自己与鸿运亨通的人对比，同时也把幸运与

老天在上，尽管有美女所谓盖世无双，

不幸对比。诗人是不幸的，因为他在仕途上并不得意，

可我爱人和他们相比，却也旗鼓相当。

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最心底的愿望如愿以偿； 将士王

把情人的眼睛比作太阳，嘴唇比作珊瑚，脸颊比作

臣是幸运的，因为可以扬名立万，但他们又是不幸的，因

玫瑰，头发比作金丝都是当时十四行诗诗人的习惯做

为他们的春风得意只是过眼云烟。这种幸与不幸的天

法。莎士比亚否定这种缺乏新意没有思想的诗歌，决定

平最终向诗人倾斜，应为在最后两句中他感叹自己的幸

以一种不一样的态度来写诗。诗人在 第 21 首 诗 中 呼

福，能与自己爱的人相爱，而且这种爱是坚定 不 移 的。

唤：

不幸中的幸运是这首诗的主要思想，它反映了莎士比亚
啊，让我忠实地爱、忠实地写吧，

十四行诗的一个显著特色———否定中的肯定。以第 90

请相信我，我的爱虽难与

首为例说明：

苍穹金烛台般的星斗争光，

你乐意恨我就恨我吧，立刻开始，

但其美恰如任何母亲的孩子一样。

反正世人们现在都想和我为敌，

诗人把自己与诗歌的关系比作母亲与孩子，非常亲

你可和厄运联手强令我折腰，

切感人。这种力图忠实反映事实的态度让人耳目一新，

别等我倒霉之时再落井下石。

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别啊，当我的心已不再悲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充满了巧思。如第 44、45 首

不要让旧伤痕再添上忧思，

中诗人以水、土、火、风四种元素分别比喻自己的肉体、

不要让暴风夜续接黎明的急雨，

思想和欲望。肉体太笨重，不如思想般轻盈可以飞跃千

注定要来的厄运，何苦要延宕拖迟。

山万水去到爱人身旁，只有靠风一般的思想和火一般的

你如果要抛弃我，不要拖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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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我忍受春水长流般的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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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类忧伤尽管也很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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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非常富有新意。第一行原文为祈使句“Then
hate me when thou will，if ever，now”，其语气的直接与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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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眼： 恨、厄运、倒霉、忧伤等等，而且诗人在呼唤爱人现
在就开始恨自己。但最后四句说明了真正原因： 把“失
去你”和“各类忧伤”作对比，前者是“最苦”的事而后者
不过是小事一桩。因此实际上诗人要表达的意思是爱
人的抛弃是最让人心痛的事，如果要发生就早一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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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际上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表面上说让爱人现在就
抛弃他，表达的却是永远都不要抛弃他的意思。谈的是
恨而表达的是爱，爱的强烈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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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CHENG Xue-fang
（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Shakespeare＇s Sonnets has long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for its artistic achievement and its
function as a channel to know the inner world of the Bard．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nnets，and to decide to what extent they can be viewed as a mirror of the Bard＇s inner world，one has to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lyrical tradition．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factors buried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Part one deals with the traditional factors，including the Platonic conception of love，the use of certain images，and
the concern of time． Part two reveals the innovative factors in the content and rhetoric of Sonnets． It is this virtuoso combination of both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makes Shakespeare＇s sonnets outstanding in the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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