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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内涵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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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爱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同性朋友之间的爱在不同时期内涵

不同, 男女之爱与同性之爱纠缠不清, 总体表现为同性精神之爱、对爱友的敬爱与痴迷、肉欲之爱、出于爱的

谅解及诗人对自身美德的热爱。爱的内涵在十四行诗中的演变,反映了莎士比亚进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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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nno tation o f lov e in Shakespear ean sonnets changes w ith the prog ress of time. T he ho mosex ual lo ve em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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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之所以吸引了古往今来的

众多读者,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诗的!甜蜜∀,即它们用

悦耳动听的语言音韵赞颂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情

感    友谊和爱情。因此,传统文学批评认为莎士

比亚将那个年轻人的友谊看得比对黑女人的爱更重

一些。这不足为奇,因为友情至上的心理在当时十

分普遍。对此!大学才子∀约翰 #李利在剧本∃恩底

弥翁%中有一段明白的论述: !卓荦不凡的太太有这

倾国倾城的美色,是否比患难之交的真正忠诚拥有

更大的威力? 男子对妇女的爱情是一种习以为常、

十分自然的事情,男子对男子的友谊则是无限的、不

朽的&&美和美德之间、肉体和灵魂之间、藻饰和自

然生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爱情和友谊之间就有多

大的差异&&友谊在风暴中屹立不动。世界在美丽

的脸庞上刻下皱纹, 然而却赋予忠贞的友谊以越来

越多的清新色彩。无论炎凉,无论贫富,任何命运都

不能将友谊改变。∀ [ 1] 135看来, 正是在这种友谊至上

的心态下,传统批评才会认为莎士比亚用诗歌的形

式盛赞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因此,阅读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许多读者都在有意或无

意地忽视诗人在前 126首是向一名男子表达爱情。

本文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写给两位不知名的爱

人,一男一女。

一、同性精神之爱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前 126首十四行诗确实是写

 79 



屈荣英等:爱的内涵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演变

给一名男子的, 比如第 63首诗中的!他的美∀, 清楚

地表明这位爱人的性别    男性。莎士比亚称这位

无名男子为! 朋友∀、!年轻人∀、!爱人∀、!男孩∀等。
这组写给男性爱人的诗赞美了浪漫真挚的爱情不随

时间、金钱或者心情而改变,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我

们时常吟诵或引用的名篇, 比如第 18首、第 55首、

第 116首,等等。

第一部分中所涉及的年轻朋友究竟是谁, 始终

都是众说纷纭, 评论界倾向于认为这个年轻朋友就

是莎士比亚唯一的庇护人南普顿伯爵。莎士比亚在

献上两首长诗之后, 对十四行诗又情有独钟, 于是写

来送给与他友谊日深的南普顿[ 2] 147。评论家麦茨认

为!同性恋∀这个词代表的是现代性观念, 与文艺复

兴时期无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中, 男性

之间的爱非常普遍, 还颇受推崇。这种爱不仅是一

名男子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他和另一名

男子在公共、社会、政治联盟方面的保证。拥有这种

同性爱的男性会很骄傲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热烈的情

感。!朋友∀在当时等同于!爱人∀。当时男人们在交

互往来的信件中极尽修辞之能事,如恋人一样向对方

表白热烈的爱。麦茨提醒读者读莎士比亚写给!年轻
人∀的十四行诗时,应该了解这些重要的文化背景[ 3]。

十四行诗前 126首记录了诗人的情感变化历

程。爱的内涵在不断演变:先是超越个人感情,然后

是热恋, 再从爱的甜蜜变为幻灭、痛苦、直至放弃。

这种同性之爱与现实中的同性恋意义不一样, 开始

时只是精神之爱, 但后来这种爱变得很复杂。我们

说它是精神之爱是因为开始时,它没有肉欲成分, 后

来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爱的内涵在整个诗集中发生

了演变:一是爱从爱友那儿转到了黑情妇那里; 再

者,对爱友的爱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从迷恋、敬

爱、百依百顺到肉欲、狂喜、性爱,进而从亲密到最后

感情上的超越。诸多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他深

深迷恋爱友,最后又对他感到很失望;尽管如此诗人

仍未放弃对他的爱;就是在爱友抢了诗人的情人之

后,诗人仍然还同情爱友并替他开脱。另外, 二人之

间这种爱也是处于特殊条件下的产物。莎士比亚的

社会、经济地位比较脆弱, 与庇护人的地位不平等,

因此二人之间的关系注定要苦乐参半。因此十四行

诗中的爱很难用只言片语加以厘清。

在这些写给庇护人南普顿伯爵的诗中, 爱表现

出多种内涵。虽然诗人心中喜爱对方, 但是诗人首

先是超越个人感情, 以大局为重: 劝婚。诗集的第

1~ 17首是诗人劝告年轻爱友赶快结婚生子,让他的

孩子把他的美貌的青春瑰宝继承下去。莎士比亚虽

然劝婚,但他并不认为婚姻是唯一能使爱友获得永

生的方式,婚姻之外还有诗。诗人要使他的爱友在

诗中永生。第一首十四行诗是诗人对他青年爱友的

劝告, 劝他结婚: !我们希望美的生命不断繁衍, /要

这样,美的玫瑰才不致萎亡, / 既然成熟的生命会随

时嬗变, / 他娇 嫩 的后 代自 把 怀念 担当。/

&&∀    十四行诗第 1首 [ 4]。

第二首十四行诗是诗人对他青年爱友的劝告,

劝他结婚,让他的孩子把他的美貌的青春瑰宝继承

下去。最后两行是全诗的总结: 一旦有了继承人,他

的美就能获得再生, 他的青春热血也会再次沸腾

&&如果你能够说, ! 我这宁馨小童/ 将总结我的

账,宽恕我的老迈, ∀/ 证实他的美在继承你的血

统! / 这将使你在衰老的暮年更生, / 并使你垂冷

的血液感到重温。∀[ 4] 因为青春和美貌都是易逝的,

只有传宗接代,这些美的东西方可继续延续和保留,

不至于浪费,诗人的爱才可以延续。

二、对爱友的敬爱与痴迷

诗人在 18~ 126首诗里继续赞美爱友,敬爱之

情尽在字里行间。在第 18首诗中,诗人把他的爱友

与夏天相比。一提起夏天,有些地方的人马上会联

想起!夏日炎炎∀, !汗流浃背∀的情景,但在伦敦, 夏

天却是可爱的。在诗人笔下,他的爱友比夏天更可

爱、更温婉。五月的花苞很漂亮,但会被狂风吹落,

夏天虽可爱, 但这季节太短。由于某种偶然的情况

或自然的代谢, 任何芳艳总会凋落。诗人要使他爱

友的美能够在他的诗中永生。诗云: !能不能让我来
把你比作夏日 / 你可是更加可爱, 更加温婉; &&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拥有的美丽将会

永远绽放,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 你将

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 / 只要人类在呼吸, 眼睛

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 4]

诗人继续着对那位青年的倾诉, 而话题、事态和

情绪在不断变化发展着。诗人认为青年是异乎寻常

的美,对他的情谊使诗人得到无上的安慰。诗人珍

重他和爱友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使他振奋,使

他快慰。在第 29首诗中,他这样描写着: !当我受尽
命运和人们的白眼, / 暗暗地哀悼自己的身世飘

零, /徒用呼吁去干扰聋瞆的昊天, / 顾盼着身影,诅

咒自己的生辰, / 愿我和另一个一样富于希望, / 面

貌相似,又和他一样广交游, /希求这人的渊博,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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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行, / 最赏心的乐事觉得最不对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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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当诗人感到遭受命运之神和世人的白眼, 身世

飘零之际,他不禁怨天尤人,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但一想起爱友, 他就感到高兴,感到满足, 甚至不屑

和帝王交换地位。诗人对爱友的痴迷已经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

三、肉欲之爱

十四行诗中的同性之爱渐渐地演变出肉欲及性

爱因素。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确实表达了对爱友

肉体的渴望,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友情和性根本就

撇不清干系。在莎士比亚写给年轻爱友的十四行诗

中,许多地方都意味深长。第 99首色情味就非常浓

厚: !年轻人∀的呼吸、手、头发、脸颊等身体部位一处
处都被细腻描述,显示出诗人和被描述对象之间的

极度亲密关系: !我对孟浪的紫罗兰这样谴责: /温柔

贼, 你哪里偷来这缕温馨, / 若不是从我爱的呼吸?

这紫色 /在你的柔颊上抹了一层红晕, / 还不是从

我爱的血管里染得? /我申斥百合花盗用了你的

手, / 茉沃兰的蓓蕾偷取你的柔发; / 站在刺上的玫

瑰花吓得直抖, / 一朵羞得通红, 一朵绝望到发白, /

另一朵,不红不白,从双方偷来; /还在赃物上添上了

你的呼吸, /但既犯了盗窃, 当它正昂头盛开, /一条

怒冲冲的毛虫把它咬死。/我还看见许多花, 但没有

一朵 /不从你那里偷取芬芳和婀娜。∀[ 4]

在其他诗中, !年轻人∀也一次次被作为恋人、性
对象来刻画, 比如第 110、104首等诗中。这些都清

晰地传达了莎士比亚对!年轻人∀肉欲的渴望。这种

对肉欲的渴望在有关黑情妇的诗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在 126首歌颂爱友的诗歌之后, 诗人的创作热

情又因一位!黑肤女郎∀激发而起,他极口称赞自己

对情人的忠实爱情。诗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情人并不

是众人眼里的美女, 而只是个黑肤女人,他坦诚地写

道: !我的情人的眼睛可比不上太阳, / 比起她的唇

珊瑚要更其鲜红, / 雪若算白,她的胸就暗褐无光; /

发若是铁丝, 她头上铁丝婆娑。/ 我曾见过锦缎般

的玫瑰红中透白, / 她的脸颊几曾见玫瑰的俏丽, /

有许多芳香非常逗引人喜欢, / 更胜似我的情人呼

出的气息。/我爱听她的倾诉, 然而也深信 / 比起

这些絮语音乐要更动听, / 当我的情人踏着步款款

而行, / 我承认, 我所见的绝不是女神。/ 但苍天在

上,我敢说我的情人/胜似任何被捧作天仙的美

女。∀    (第 130首) [ 4]

这些诗行都与黑情妇的性魅力有关, 极力赞扬

!黑∀的魅力,并将!黑∀捧为珍宝。可见诗人对黑肤
女郎的感情达到何等痴狂的地步! 遗憾的是,他对

她一往情深,而她并不爱他。

四、出于爱的谅解

狭义的爱在十四行诗中逐渐演变成广义的爱,

主要体现在诗人原谅他人方面。诗人有时也讨厌这

位黑肤女郎, 但那是恨她负心, 心里还是害怕失去

她。在第 150首诗里, 诗人倾吐了他对黑肤女郎的

迷恋之情: !哦,从什么威力你取得这力量, / 连缺陷

也能把我的心灵支配? / 教我诬蔑我可靠的目光撒

谎, / 并矢口否认太阳使白天明媚? / &&∀诗人知
道黑女郎对他不忠: ! 尽管你不算美, 你的暴虐并不

/ 亚于那些因美而骄横的女人; / &&对于我, 你的

黑胜于一切秀妍。/ 你一点也不黑, 除了你的人

品, /可能为了这缘故,诽谤才流行。    一三一

首 [ 4] 诗人又写到!难道是我的心,明知那是公地, /

硬把它当做私人游乐的花园。∀( 137首) [ 4]

从上述诗行中我们感觉到了极度的愤怒。他先

是赞扬她的美丽,然后又开始指责她。他先是表达

了要与她在一起的热望, 然后又开始鄙视她。那是

恨她负心。他的真情并没有得到爱的回报。诗人知

道黑情妇的不忠, 还是愿意原谅她: !说实话,我不凭

眼睛来爱你, / 它们发现了你身上的千差万错, / 但

眼睛藐视,心儿却着迷, / 它一味溺爱你不睬见到的

景象。/ . . . . . . / 可能是我的五智或五官都不能 /

阻止这痴心将你侍奉, / 我失去了主宰,变得徒具人

形, /甘愿做侍奉你骄傲之心的奴隶。∀    (第 141

首)
[ 4]

诗人和他的爱友不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听说爱

友勾引了他的情妇。这里三人已经陷入了三角恋爱

的局地。他感到失望, 感到痛苦,责备他的爱友不该

这么做。但他仍以感情为重, 表示愿与爱友和好。

尽管朋友的不义之举令诗人痛苦不堪, 但是根深蒂

固的友谊使他无法把怨恨施加于朋友身上,而是宽

宏地原谅了对方。在这里爱是谅解。在第 40首诗

中他这样写道: !把我的爱全拿走,全拿走,我的爱, /

但你拿走了,又比原来多多少呢? / 这并不是你称

之为真爱的爱, / 你就是不多拿, 我的已归于你。/

倘若你为爱我而接受我爱的, / 我不会因你利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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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深责, / 但如果你欺骗自己, 故意尝试/你曾拒

绝的,我可要加以指摘。/ 虽然你掠走了我仅有的

财物, / 我仍能饶恕,你这温柔的小贼, / 不过, 爱懂

得, 这是更大的痛苦: / 爱的薄幸比因恨而公开诋

毁。/ 风流的魅力, 你的恶表露无遗, / 不过恨杀

我,也决不与你为敌。∀    (第 40首) [ 4]

诗人甚至还为爱友找借口,说他年轻貌美,对女

人很有魅力,要拒绝女人的勾引确实困难。

诗人爱他的情妇,但更爱他的爱友, 对他来说,

失去爱友比失去情妇更痛苦。他愿意原谅他们两个

人,认为他们之所以相爱,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爱

他。在 这里爱作为谅解得到了升华。

五、对自身美德的爱

十四行诗集中所表达的爱是多方面的。十四行

诗集中最普遍的是同性朋友之爱。在许多首十四行

诗中诗人表达了他要让他的爱友的美永恒不朽、让

爱友青春永驻的理想。换个角度看,诗人是在赞扬

自己。他对爱友的爱已经演变成对自己美德的热

爱。莎士比亚对自己的性格与崇高理想非常自信。

这是十四行诗第 62首: !自爱这罪恶占据着我的眼

睛, / 我整个的灵魂和我身体各部; / 而对这罪恶什

么药石都无灵, / 在我心内扎根扎得那么深固。/

我相信我自己的眉目最秀丽, / 态度最率真,胸怀又

那么俊伟; /我的优点对我这样估计自己: / 不管哪

一方面我都出类拔萃。/ 但当我的镜子照出我的真

相, / 全被那焦黑的老年剁得稀烂, / 我对于自爱

又有相反的感想: / 这样溺爱着自己实在是罪愆。/

我歌颂自己就等于把你歌颂, /用你的青春来粉刷我

的隆冬。∀[ 4]

诗人宣称!我自己的眉目最秀丽,态度最率真,

胸怀又那么俊伟;∀在第 94首中诗人写到: !夏天的
花把夏天熏得多芳馥, 虽然对自己它只自开又自

落∀, [ 4]这些诗行指出诗人的文学创作之路: 他默默

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很少在意自己

的福利。很显然诗人对自己有较高的评价。诗人在

第 81首中说过的话几乎可以算作预言: !我这些小
诗便是你的纪念碑, /未来的眼睛固然要百读不厌, /

未来的舌头也将要传诵不衰, /当现在呼吸的人已瞑

目长眠。/这强劲的笔将使你活在生气 /最蓬勃的

地方,在人们的嘴里。∀ [ 4] 如今预言已经成真。当诗

人声称爱友的美丽将传世时, 事实上他是在暗示自

己的美名会永存。

莎士比亚坚信在这个世界上爱可以征服一切。

在诗人眼中爱等于权力,而权力等于美德,因此爱也

等同于美德。诗人坚信爱是鼓励人们在面对不幸或

耻辱时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动力。换句话说,美德

可以让人在逆境中直起腰杆、正视困难。十四行诗

第 29首详细论述了爱或者友谊对一个人的神秘影

响: !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 / 暗暗地哀悼自

己的身世飘零, / &&一想起你的爱使我那么富有, /

和帝王换位我也不屑于屈就。∀这首诗揭露了莎士比

亚在某一个时期的生活状况和心情。1592- 1593

年间,诗人心情特别沮丧, 戏院被关了, 生活变得很

艰难,甚至影响到了生存。之所以诗人在逆境中还

能咬牙撑下去, 是因为他心中珍藏着爱。这种爱可

以解释为对朋友的爱, 对生活的爱,或者是对任何善

良正直事物的爱。尽管诗人在诗中抱怨自己的不幸

及社会地位低下,但他在最后总能振作起来。莎士

比亚倡导社会上的忍耐与谅解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

信念,即美德最终会得到回报的。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戏剧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代

表,而人文主义正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心。可

是莎士比亚没有直接颂扬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赞

扬同性朋友的美丽和聪明才智来赞扬人文主义精

神。而人文主义精神的特征就是肯定人的价值和

美。十四行诗中对英俊朋友的爱慕实属对人的价值

及美的爱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除了强烈的感

情之外,还有深邃的思想,反映了他进步的人生观和

艺术观,这些思想在否定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禁欲主

义和神权的基础上, 赞扬了人的个性, 宣称人的平

等,赋予了人和人生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达到了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民主思想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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