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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谎言下的历史真相

———评麦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 :前奏曲》

王改娣

　　内容提要 :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 :前奏曲》中 ,麦茨借助传记批评的视角 ,结合文

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背景 ,围绕创作动机、同性爱、婚姻观和女性身份定位等诸多敏感问题 ,对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 ,澄清了学界相关误读和曲解 ,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

莎士比亚博大精深的诗性语言下的历史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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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者来

说 ,如何在诗和莎士比亚本人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是个关键的问题。现当代学者大

都从纯文学角度 ,把莎士比亚看作这组十

四行诗的作者 ,而诗中的“我”和莎士比亚

是两回事。1997 年海伦 ·文德勒出版《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 2007 年丁普娜 ·

凯勒耿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 ,均按

此处理。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 :

前奏曲》中 ,作者罗伯特 ·麦茨声明 ,他无

意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当作莎士比亚传记

来研究 ,因为这些诗的创作动机或出发点 ,

至今没有明确的历史文献可查。莎士比亚

本人更未留下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但不

能否认的是 ,诗中的故事四百年来一直存

在。虽然并非一定要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作为诗人的“传记”来研究 ,但却可以借助

传记角度的独特优势来揭示出一些历史事

实。麦茨决定从影响十四行诗、莎士比亚

的生活和世界的文化背景出发 ,挖掘出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隐含的故事。这是一种

全新的视角 ,它的立足点是文艺复兴时期

的文化 ,而非诗中亘古不灭的爱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般认为是写给两

位不知名的爱人 ,一男一女。莎士比亚称

这位无名男子为“朋友”、“年轻人”、“爱

人”、“男孩”等。在这些称呼中 ,除了“年轻

人”,其他称呼或多或少都会引起歧义。比

如“朋友”在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单纯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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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情谊 ,它包含了当时男性之间对忠诚

和平等的理想追求。麦茨认为研究者在提

到这名男子的时候 ,称其为“年轻人”较为

客观。这位贵族“年轻人”是诗集的中心人

物 ,他是名男性 ,绝非女性。对那位不知名

女子 , 麦茨建议呼其为“黑情妇”( black

mist ress) ,而非当今大多数人口中的“褐女

士”( da rk la dy) 。麦茨认为 ,在有关这位女

子的组诗中 ,“褐色”只出现了一次 ,“黑色”

却出现了很多次。莎士比亚也从未把此女

子呼作“女士”,反而多次直唤其为“情妇”。

具体到诗中“你”和“我”,研究者该怎

样定位呢 ? 传统观点认为诗中的“我”指诗

人或者仅仅指讲话者本人 ,“你”指“年轻

人”或“黑情妇”, 两人也可能只是虚构人

物。这显然是纯文学的角度。麦茨则更愿

意把“我”作为“莎士比亚”,“你”也是活生

生的人。16、17 世纪的诗中确实充满了虚

构人物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麦茨认为文

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组诗不同 ,它们大多

是自传性的。他列举了两位著名诗人作为

例证 :一位是西德尼 ,他的十四行组诗中写

的就是一位真实的女人 ,佩内洛普 ·德弗

罗。诗集首次出版时 ,其中一首不得不被

拿掉 ,因诗中泄露了这名女子婚后的姓名

佩内洛普 ·瑞奇。另一位大诗人斯宾塞曾

在十四行诗中赞扬了三位“伊丽莎白”,这

三位女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 ,分别是

女王、他的母亲和爱人 ,三人的真名都叫伊

丽莎白。麦茨也不同意诗中“你”是多个 ,

而非一个 ,十四行诗的特性决定了诗中情

人的单一性。重复出现的词语、意象和主

题使十四行组诗中的人物形象前后一致 ,

也使这些诗成为一个整体。对一个人的忠

诚甚至过份的痴情恰是十四行诗的基本传

统 ,虽然莎士比亚十四行组诗中的“你”指

一男一女两个爱人 , 但绝非多个男人和

女人。

对诗中人物的性别和身份进行明确定

位之后 ,麦茨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这些诗

产生的时代背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创

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护”文化之下 ,和

现代的“市场调控”文化截然不同。研究者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 ,对这部诗集的理解很

可能会产生偏差。麦茨从当时文化背景出

发 ,尽力还原了莎士比亚创作十四行诗的

动机 ,对诗中的同性爱、婚姻观、女性身份

定位等久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

提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 评论者和读

者首先注意到的是爱情。莎士比亚创作十

四行诗的动机是否为了讴歌爱情 ? 要回答

这个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十四行诗为何能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盛行 ?

麦茨从两个角度解释了十四行诗在

16、17 世纪英国风行的原因。首先十四行

诗是一种展现“优雅”的手段 ,文艺复兴时

期的宫廷朝臣最看重的是“优雅”风度。他

们恪守礼仪规则 ,表现得有礼、时髦、机智 ,

有时甚至化身诗人 ,用一种“优雅”风度捕

获君王的恩宠。十四行诗的艺术与朝臣所

寻求的手段不谋而合 ,它格律严谨 ,规则繁

琐 ,形式工整。然而 ,经过精心策划 ,这种

内敛、朴素的形式却能传达出热烈的情感 ,

使诗人隐藏于内心的骄傲得到极大的张

扬。十四行诗把形式上的谦卑和内在自我

的宣扬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完美融合在了

一起。有文学才华的绅士如西德尼 ,就把

创作十四行诗当作展现高雅风度的手段。

正如西德尼在十四行诗中借歌颂斯特拉来

歌颂自己一样 ,麦茨认为莎士比亚在他的

十四行组诗中同样借赞美“年轻人”来赞美

自己 ,因为“年轻人”恰是诗人的另一个自

我。在第 62 首十四行诗中 ,莎士比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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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这一点。“年轻人”在莎士比亚十四

行组诗中充当了一面镜子 ,镜中映照出来

的正是莎士比亚本人。

同时 ,麦茨研究发现 ,创作十四行诗还

是一种提高社会身份的有效途径。西德尼

名门出身 ,尚对十四行诗的这种社会功用

十分青睐 , 更何况平民出身的莎士比亚。

没有文学才能的贵族和绅士们 ,通过恩宠

和庇护诗人来展示自己的慷慨和学识。莎

士比亚这类身份低微的诗人则通过给贵族

庇护人写诗、献诗来获得金钱的资助 ,更重

要的是借此在宫廷或者豪门望族中谋求一

席之地。

16 世纪 90 年代初 ,莎士比亚确实在寻

找文学庇护人。1593 年 ,他出版《维纳斯和

阿多尼斯》,把它献给南普顿伯爵。次年 ,

他又出版《鲁克丽丝受辱记》,并敬献给同

一人。南普顿伯爵本人是位难得的文学庇

护人选 ,他出身名门 ,年轻 (当时大约十九

岁) 、英俊、文雅 , 同时还富有。更难得的

是 ,他在贵族文学圈很活跃 , 喜欢资助艺

术 ,还将继承大笔财富 ,有能力实施资助。

1592 到 1594 年间 ,瘟疫暴发 ,伦敦剧院关

闭将近两年 ,而且谁也不知何时会重新开

门营业。莎士比亚此时只能另辟蹊径。麦

茨推测莎士比亚试图借十四行诗创作转变

成一名宫廷诗人 ,毕竟那时莎士比亚并未

料到他将来会以伟大的剧作家身份名垂后

世。虽然不能肯定南普顿伯爵就是莎士比

亚组诗中的“年轻人”,但这些十四行诗中

确实流露出寻求文学庇护的传统元素。

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强调秩序和稳定 ,

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 ,而且不鼓励逾矩 ,

这和现代社会充满野心和抱负的氛围格格

不入。然而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在当时

已经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也正因如此 ,莎士

比亚才能通过他的戏剧在伦敦赚钱谋生。

在充满了买卖关系的社会 ,文学庇护人和

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过去那般纯

洁 ,一如彼此忠诚的主仆。莎士比亚在这

种环境中是怎样对待他潜在的庇护人呢 ?

首先是恳求。在第 37 首十四行诗 ,“年

轻人”就被描述成卑微作家苦苦恳求的庇

护人。有时莎士比亚会反其道而行之 ,用

嘲讽代替恳求的口吻。嘲讽的对象有与他

竞争的诗人 ,也有“年轻人”本人。在第 21

首 ,莎士比亚狠狠地挖苦了“对手诗人”,认

为他们使用矫饰的比喻、夸张的言辞 ,其实

都是在言不由衷地歌颂“年轻人”。这些诗

人就像兜售商品的小贩 ,向“年轻人”推销

着他们的赞美。莎士比亚表示自己绝不那

样做。他对“年轻人”的感情是真挚的 ,与

任何花哨的语言无关 ,他要用最朴素的语

言来表达自己最真诚的爱。在第 67、68 首

中 ,莎士比亚再次表示自己绝不和那些虚

伪的诗人为伍 ,像他们一样哗众取宠 ,借此

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时 ,莎士比亚也

在诗中讽刺挖苦“年轻人”。在第 33 —35、

92 —93 等首诗中 ,他毫不留情地讥讽“年轻

人”表面美丽 ,内心丑恶。在第 95 首 ,莎士

比亚甚至把“年轻人”比作专吃玫瑰花心的

“害虫”,而不是像以往一样赞“年轻人”是

朵“玫瑰花”。莎士比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

么 ? 难道真如文学批评家阿瑟 ·莫若提所

理解 :这些十四行诗中的指控证明了莎士

比亚的承诺 ———做“你最诚实的朋友”, 不

像对手诗人那样阿谀奉承 ? ( Ma rot ti :

396 —428)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

一书中 ,文德勒谈到莎士比亚对“年轻人”

的不恭敬时认为 ,莎士比亚这样做是对文

艺复兴时期语言传统、庇护关系的一种质

问和嘲讽 ,显示出莎士比亚自身的文学主

张。( Ve ndle r :2)

麦茨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文德勒

等人的评论脱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背

景 ,是在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衡量当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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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文艺复兴时期 ,在作品中与位高

权重者相对抗的现象确实存在。莎士比亚

并非个例 ,也非创新。他不是在借此宣称

自己作为诗人的独立性 ,只不过表示自己

不愿做单纯的赞美机器。他清醒地挑出

“年轻人”的缺点和不足 ,想通过“最诚实的

朋友”这种方式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对手诗

人 ,以增进他和“年轻人”之间的亲密。莎

士比亚是在使用不奉承的方式来奉承“年

轻人”,这种手段比对手诗人实实在在的奉

承更具杀伤力。

有时候莎士比亚似乎在倾诉真情 , 麦

茨选取第 29 首十四行诗作为一个典型的例

子。在这首诗中 ,莎士比亚宣称“年轻人”

的爱对他来说超越一切 ,甚至连帝王的尊

贵高崇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种真挚的

情感就像“拂晓时分振翅高飞的云雀”,不

沾染世俗的一切尘埃。其实 ,这也只是莎

士比亚的一种手段 ,以对财富和地位最轻

蔑的态度来表达他对这两样东西的热望。

麦茨认为莎士比亚不论是向“年轻人”

表白真挚情感 ,还是挑他的错 ,都不过是创

作十四行诗的技巧和手法。莎士比亚表面

上一反彼得拉克传统中花哨的比喻 ,另辟

蹊径 ,使用朴素真实的语言。其实 ,背弃文

学传统本身正是十四行诗创作的传统。莎

士比亚从来都没有离开十四行诗的传统 ,

就像他的第 130 首诗 ,句句都以反传统的面

貌出现 ,但这并不是一种艺术的勇气 ,只是

一种艺术的手段 ,其最终目的是使他的献

诗与众不同 ,以此博取潜在庇护人的注意

和恩宠 ,从而获得资助和庇护。麦茨提醒

我们 ,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被莎士比亚的

语言所蒙蔽 ,认为他真的在挑战传统 ,还原

彼得拉克俗套之下的真相 ,抨击文学庇护

人和被庇护人之间浮躁、虚假的关系。在

文艺复兴时期 ,诗歌并非像现代这般超脱 ,

成为一种唯美的艺术形式。事实是 ,那个

时代的诗歌往往以政治功用为第一 ,艺术

总在为世俗利益服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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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界在解

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 ,也常常有意

识地误导读者。麦茨明确指出前 126 首十

四行诗确实是写给一名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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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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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后一组有关那

位情妇的十四行诗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常

引用其中的诗作 ,因为这组诗中的爱情充

满了嘲讽、甚至厌恶 , 比如第 129 首和第

138 首。

诗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同性爱是怎么

回事 ? 莎士比亚究竟是不是一名同性恋 ?

在著名的同性恋作家或历史人物名单上 ,

莎士比亚常常名列其中。麦茨在此处承

认 ,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当作莎士比亚的

生平来解读 ,确实会产生很多问题和局限

性 ,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很可能把莎士

比亚当作同性恋。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

“同性恋”这个名词代表的是现代性观

念 ,与文艺复兴时期无关。麦茨认为从性

的角度来解读莎士比亚 ,无异于把莎士比

亚当成了我们同时代的人 ,抹杀了文艺复

兴时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

首先要弄清的不是莎士比亚究竟是不是同

性恋 ,而是莎士比亚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

有关性观念的文化差异。“同性恋”是个现

代术语 ,有很多局限性 ,如果把它运用在莎

·141·

王改娣　评麦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 :前奏曲》



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就不啻用现代观点来

解读诗中的同性爱 ,同时又忽略了同性爱、

尤其是男性之间的爱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

庇护文化中和社会等级文化中的重要性。

同性爱在当今文化中常被看作对正统

道德观念的颠覆 ,然而在英国文艺复兴时

期 ,情形恰恰相反。麦茨认为在文艺复兴

时期的英国 ,不存在“同性恋”一说 ,当然也

没有“异性恋”这个名词。这两个名词产生

于 19 世纪末。为何这两个名词 (或相似说

法) 之前没有出现呢 ? 历史学家认为 ,过去

不是这两个名词缺失 ,而是这两个名词描

述的人不存在。当然 ,在“同性恋”这个名

词出现之前 ,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并非不存

在。在文艺复兴时期 ,这种行为是不道德

的、违法的 ,将判处死刑。( Foucault :43) 但

麦茨发现宫廷记录显示当时为此被处罚或

起诉的事件几乎不存在 ,道德和法律显然

是两回事。和“同性恋”不同的是 ,同性性

行为不代表一种身份定位 ,这一点和现代

意义上的同性恋概念非常不同。在文艺复

兴时期 ,婚外性行为都是罪恶的 ,甚至婚内

的性也不能完全免除罪恶感。同性之间的

性行为和通奸一样是罪恶的 ,实际上通奸

在当时比同性性行为更为严重 ,因为当局

担忧它会带来私生子。

通过麦茨 ,我们了解到一些有趣的历

史真相 :在莎士比亚时代 ,有同性性行为的

男性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否是同性恋

者 ,通常也不担心自己会被起诉。事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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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是男人的天

下 ,君王与宠臣、贵族与仆从、朝臣与追随

者、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之间 ,都可以找到这

种男性之间的同性爱 ,拥有这种爱的男性

会很骄傲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热烈的情感。

“朋友”这个词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传

达的就是这种既属于私人又属于政治的密

切关系。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婚姻一样 ,

“友谊”也是一种公共关系 ,它通过私人之

间的情感把男人之间的社会或政治利益拴

在一起。“朋友”在当时等同于“爱人”。当

时 ,男人之间表达亲密情谊的地方有两处 :

一是在书信中。在交互往来的信中 ,他们

极尽修辞之能事 ,如恋人一样向对方表白

热烈的爱。献诗也属此列。还有一处是床

上 :关系亲密的男人会同床共枕 , 比如师

生、主仆或者朋友。如果一名男子的“床

友”地位崇高 ,他将会借助这种床笫间的亲

密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同

床”在文艺复兴时期 ,带有很强的社会和政

治意味。麦茨一再提醒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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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观点认为 , 莎士比亚写给“年轻

人”的诗表达了纯洁的精神之爱 ,写给“黑

情妇”的诗则充满了赤裸裸的性。在介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众多著作中 ,这种观

点至今还颇为流行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

免把莎士比亚拉入“同性恋”的泥沼。比如

在《河滨版莎士比亚》中 ,哈利特 ·史密斯

介绍十四行诗的时候就声明 :“诗人对朋友

的态度中交织着爱和崇拜 ,谦卑心和占有

欲 ,但绝不是性欲。”而对“黑情妇”的态度

则是“赤裸裸的性欲”。(Smit h : 1840) 在企

鹅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介绍部分 ,道格

拉斯 ·布什则小心翼翼地告诫读者 ,别把

诗中的友情误读为同性间的性渴望 :“男性

间的完美友谊 ⋯⋯我们要知道 ,常常可以

超越对女性的爱 ⋯⋯存在于现实生活

⋯⋯,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是有目

共睹的。”(Bush :13)

麦茨不否认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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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表达了对“年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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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承认这个事

实 ,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十四行诗中的主角

是名男子 ,而不要再对两名男性之间的情

爱遮遮掩掩 ,那样只会欲盖弥彰。在莎士

比亚写给“年轻人”的十四行诗中 ,许多地

方都意味深长。第 99 首诗在麦茨看来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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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描述 ,显

示出诗人和被描述对象之间的极度亲密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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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首诗中。这些描写都清晰地传达了莎士比

亚对“年轻人”肉体的欲望。莎士比亚还特

别擅长使用含有性暗示的双关语 ,比如第

52 首诗就充满了这类文字游戏。但是 ,即

使莎士比亚在诗中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欲

望 ,并不表示两人之间就有性关系。同样 ,

在“黑情妇”系列 ,虽然诗中充满了有关性

的言辞 ,也不表示有实际的行动。麦茨认

为语言表达和实际行为从来都是两回事 ,

尤其关乎性的时候。在整部诗集中 ,没有

一首诗、一个单词明确表示诗人和两位爱

人之间有实际意义上的肉体关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 ,男人之间的

关系首先是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而非

其他。麦茨建议在阅读莎士比亚写给“年

轻人”的十四行诗时 ,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

“生活在所有男人都是‘同性恋’的文化中

是怎样一种情形 ?”而非“莎士比亚是个‘同

性恋’吗 ?”当然 ,前提是“同性恋”这个术语

不是指身份定位 ,只是简单指男人之间的

爱和性吸引。由此看来 ,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中的爱情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

下的完美友情。

三

在文艺复兴时期 ,男人之间竟能如此

亲密 ,那么婚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 麦茨

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婚姻的解读颇为新

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前十七首是著名

的劝婚诗 , 其核心问题就是婚姻和孩子。

在这组诗中 ,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的传统

进行了改动。传统的十四行诗中 ,诗人经

常恳求情人和自己同床。这种行为往往是

婚外的 ,也就是通奸。在莎士比亚的劝婚

诗中 ,这种传统被篡改了。诗人劝这位贵

族“年轻人”结婚 , 与他合法的妻子同床。

婚姻、甚至孩子 ,这些和传统十四行诗根本

不搭界的元素被莎士比亚堂而皇之写进前

十七首诗中 ,但这并不证明莎士比亚对婚

姻或孩子有多么崇高的态度。劝婚诗中的

妻子只是“一个女人”,她是谁并不重要 ,重

要的是“年轻人”可以通过她拥有一个合法

的儿子。在莎士比亚的诗中 ,儿子往往被

另一个词“继承人”代替。莎士比亚劝“年

轻人”结婚的理由是不能置家族名号和男

性责任于不顾 ,家族名号需要血统的延续。

作为一名俊美的男性 ,“年轻人”也有责任

让他的美通过后代留在这个世界 ,这两项

都需要“继承人”来完成。合法的“继承人”

则来自一名婚姻内的母亲 ,因此“年轻人”

不应该拒绝婚姻。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

中的婚姻就是这么现实 ,这也解释了为何

宫廷情诗的传统是私通 ,浪漫的爱情往往

产生在婚外而非婚内。那个时代的婚姻中

当然也不乏真爱的存在 ,但在莎士比亚十

四行诗中 , 夫妇之间的爱并不是结婚的

理由。

莎士比亚虽然劝婚 , 但他并不认为婚

姻是唯一能使“年轻人”获得永生的方式 ,

婚姻之外还有诗。麦茨在此向读者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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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常常炫耀自己诗才的真正原因。

在莎士比亚眼中 ,婚姻的地位还不如诗歌。

他的诗比起“年轻人”的婚内儿子 ,似乎更

有把握让“年轻人”的青春和美永留人间。

在第 15 首诗中 ,莎士比亚第一次提到了他

可以让“年轻人”生命长青。在第 17 首诗

中 ,莎士比亚明确地把他的诗和“年轻人”

未来的孩子并列 ,认为“年轻人”不仅能通

过孩子、还能通过诗 , 获得永生。而且 ,

“诗”的位置被放在这首十四行诗的末尾。

在双行押韵的警言式结尾中 ,放在末尾的

“诗”其实处于全诗中最显著的位置。紧接

着 ,在第 18 首诗中 ,莎士比亚彻底把孩子抛

开 ,开始全力赞美他的诗在延续“年轻人”

青春和美方面的巨大作用 ,莎士比亚用他

的诗偷偷取代了“年轻人”的妻子和孩子的

双重位置。麦茨认为莎士比亚这一招在文

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其实犯了忌讳。首先 ,

剧作家在当时几乎不受重视 ,诗人的地位

虽稍高一些 ,但写诗仍被看作一种游手好

闲的嗜好。其次 ,莎士比亚和“年轻人”之

间社会地位悬殊 ,这种用诗来侵犯家族血

统传承的作法有些过于大胆。为了不再冒

犯“年轻人”,更为了维持两人之间的友谊 ,

莎士比亚开始回归十四行诗传统。事实

上 ,传统的十四行诗是莎士比亚和“年轻

人”之间进行沟通的绝佳手段。十四行诗

常常有关宫廷爱情 ,里面的男女主角通常

是一位身份高贵的贵族女性和一个地位低

下的男性诗人、仰慕者或寻求庇护者。低

下的地位决定了宫廷情诗的作者常常采用

一种卑微的求爱姿态 ,因为之前的大胆冒

失 ,莎士比亚发现这种传统的卑微姿态对

他向地位高贵的“年轻人”致意非常有用。

他所要做的 ,不过是把传统的贵族女性换

成贵族男性即可。比如在第 26 首中 ,莎士

比亚就把“年轻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比作

君王和臣仆。诗人把自己姿态放得越低 ,

他对高高在上的“年轻人”的欲求就越强

烈 ———莎士比亚迫切需要“年轻人”在社

会、政治上帮助他提高地位。莎士比亚暂

时把婚姻放在了一边 ,直至第 116 首。在劝

婚诗中 ,莎士比亚对婚姻的态度是非常实

际的 ,那是传统的男女之间的婚姻 ,为了家

族血统的合法延续。

那么莎士比亚心中理想的婚姻是什么

呢 ? 麦茨在著名的第 116 首诗找到了明确

的答案 :婚姻 ,应该是两颗真心的结合。只

是此处的婚姻指的是两个真心相爱的朋

友、两位男性之间的心灵结合。虽然第 116

首诗是莎士比亚最常被引用、被吟哦的爱

情诗篇 ,我们必须承认 ,这首诗是写给一名

男性 ,而非女性。这首诗歌颂的是同性之

间的真爱 ,不随时间、岁月改变 ,直到世界

末日。莎士比亚在此是有意提到婚姻的。

英国国教信徒在举行结婚仪式时 ,神父例

行询问 :“若谁有任何阻碍你们合法结合的

理由 ⋯⋯请坦白。”这首诗开头即是 :我绝

不承认两颗真心的联姻会有阻碍。

莎士比亚对传统婚姻和理想婚姻的态

度经过前后对比 ,至此一目了然 ,麦茨认为

莎士比亚本人的婚姻就是一个极好的例

证。莎士比亚把妻子留在家乡 ,自己长期

旅居伦敦。在他的诗中 ,两个男性的友谊

远远压倒了异性婚姻之间的爱情。婚姻之

外的传统宫廷爱情呢 ? 在第 116 首诗中 ,宫

廷爱情只剩下了“红唇和朱颜”等肉体的诱

惑 ,显得那样肤浅而短暂。两个男性之间

的爱却深及灵魂 ,地久天长。他们之间的

唯一阻碍就是社会地位的悬殊 ,而这正是

莎士比亚向“年轻人”献诗的重要目的 :赢

得庇护关系 ,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四

在劝婚诗中 ,女性以一张模糊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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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了“年轻人”的妻子、未来儿子的母亲。

除此之外 ,“年轻人”和女性共同现身的还

有六首诗 :第 40 —42、133 —134 和 144 首。

在这些诗中 ,“年轻人”背叛了莎士比亚 ,和

诗人的情妇偷情。在莎士比亚的笔下 ,情

妇勾引“年轻人”, 是因为情妇认为“年轻

人”和莎士比亚是一个人。莎士比亚虽然

失去了情妇 , 却再次确认了自己和“年轻

人”的亲密关系。“年轻人”和诗人情妇上

床 ,也不过是赞同诗人对女人的眼光。“友

谊”和“年轻人”永远是第一位 ,情妇最终被

冠以勾引的罪名。莎士比亚认为她用欲望

引诱了“年轻人”的清白之身 ,想把这位高

尚的圣徒变成同她一样的魔鬼。在这六首

诗中 ,女人的面目虽然比劝婚诗中清晰 ,但

在两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中她仍是可有可

无 ,只是两个男人得以验证彼此亲密情谊

的媒介。即使在专门描写“黑情妇”的诗

中 ,我们发现莎士比亚关注的主要是她的

肉体 ,而非精神。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 , 诗人在前

后两组诗中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他心中两位

爱人的不同地位。麦茨把第 57 首和第 128

首诗进行了对比 ,两首诗都充满了性暗示 ,

表达了诗人对肉体的欲望。但在前一首诗

中 ,莎士比亚把自己放在仆从的位置 , 顺

从、谦卑 ,心甘情愿痴等“年轻人”的垂青。

而在后一首诗中 ,诗人的口吻却半戏谑半

猥亵 ,把“黑情妇”当作调侃戏弄的对象。

莎士比亚设想“黑情妇”在抚琴 , 嫉妒“琴

键”比自己有艳福 ,可以亲吻情妇的手指。

既然“琴键”能那么放肆 , 诗人也让“黑情

妇”把嘴唇送过来让他一亲香泽。其中的

“琴键”(jacks) 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指粗鄙而

声名狼藉的下等人 ,莎士比亚借这个词暗

示“黑情妇”已与他人有染 ,不用在乎再多

他一个情人。这种语气和态度在其他诗中

也常出现。比如在第 137 首诗中 ,莎士比亚

称“黑情妇”是“众人停泊的港湾”、“公共区

域”,暗示她人尽可夫。这种侮辱性的口吻

在前 126 首十四行诗中从未出现过。莎士

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把“黑情妇”当作一个性

对象 ,其实是把她放在传统文化模式下来

描写的 ,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对女性

身份定位的主要方向吻合。

在 16、17 世纪的英国 ,麦茨发现女性基

本分为两类 :“已嫁人的”或“要嫁人的”。

当时对女性贞洁的要求非常严格 ,通奸不

仅是对丈夫权威的挑战 ,而且还会威胁到

家族血统的传承。女性的主要角色定位就

是妻子和母亲 ,为家族血统的合法继承服

务。劝婚诗中的女性正是这种形象。“黑

情妇”在莎士比亚的眼中比前十七首诗中

那位面目模糊的女人地位还低 ,因为她不

仅是女性 ,还不贞洁。在“黑情妇”组诗中 ,

莎士比亚一再强调 :爱与男人相关 ,与女人

相关的只有性 ,“黑情妇”在莎士比亚眼中

不过是性的代名词。不仅如此 ,“黑情妇”

的性带给男人的还有懊恼、沮丧和不值 ,这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观念 ,认为男人

一旦和女人有了肉体关系 ,就会沾染上女

人的缺陷 ,从而削弱自身 ,第 129 首诗就表

达了对肉欲的爱恨交织。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 :前奏

曲》中 ,麦茨还分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赏

析的历史变迁 ,认为这些诗是具有历史性

的。它们不仅受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制

约 ,而且还涉及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校

订和阐释。我们应该结合文艺复兴时期文

化背景来理解这些诗歌 ,不能把它们作为

超越时空的艺术作品来阅读。

五

对于莎士比亚 ,读者往往会有一个疑

问 :他非凡的文学才华来自哪里 ? 莎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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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并未受过高等教育 ,只上过“文法学校”。

难道他真是个天才 ? 麦茨在此书中为我们

揭开了谜底。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文法

学校”绝非现代意义所理解的“语法学校”。

“文法学校”的学生都是八到十四岁的孩

子 ,他们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学习拉丁语法

而非英语语法。这些孩子受到严格的拉丁

文训练 ,学习用这种语言写作和翻译。在

文法学校的第二个阶段 ,这些来自中等或

上等人家的男孩子已能熟练进行拉丁文和

英文互译 ,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是奥维德、

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诗人或者是备受推

崇的文体学家西塞罗等。为了训练拉丁文

风 ,他们还要进行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相互

改编 ,学会修辞技巧 ,用拉丁文写作。他们

很可能还得学一点希腊文。

现代的大学毕业生也许只知道几个基

本的修辞手段 ,但在 16 世纪的文法学校 ,学

生要学习一百多种修辞术语。麦茨认为文

艺复兴时期“文法学校”的教学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莎士比亚文风的源头 ,在文法学校

的常规教学内容中 ,丰富多变、华丽甚至有

些矫饰的修辞技巧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项 ,

是绅士教育的必修课。这就是为什么此类

文风会充斥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以及英国宫

廷中。奥维德的作品在莎士比亚时代不仅

家喻户晓 ,也是学校的教材。比如莎士比

亚第 60 首诗 ,不论从主体还是意象 ,都是对

奥维德的模仿。这首诗可以看作在强调修

辞的时代 ,这种技巧的教育和训练在莎士

比亚身上的一个突出体现。莎士比亚的父

亲还算有钱 ,他很可能把儿子送到了当地

的“文法学校”。虽然莎士比亚没有继续上

大学 ,但“文法学校”的教育已经足够。不

可否认 ,莎士比亚确实有非凡的天才 ,但他

的才华很大程度上还是首先来自于他那个

时代和他所受的教育 ,这种教育规范并促

进了莎士比亚的创作才能。对莎士比亚同

时代的人来说 ,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 ,在阅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

候 ,麦茨建议读者可以把这些诗看作莎士

比亚真挚情感的流露。同时 ,读者也不妨

换一个角度 ,把它们看作一种圆熟的修辞

技巧的展现、一种老套的献媚 ,目的不过是

希望所吹捧的人能提携一下诗人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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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s and justif ies t he f undamental role of lite rature in liberal education in his Idea of a University. This

p aper f ocuses on “Christianity and L et te rs”, t he f irst lecture of t he second p art of Idea , analyses

New manπs hist orical narrative of t he liberal a rts t radition , Civilization , and Christianity , clarif ies his

const ruction of t he classics as t he intellectual core of Civilization , and t ries t o evaluate t hat const ructive

eff ort in light of t he contemp orary p roblems he t ried t o tackle .

ZHAN G J un Mechanis m of Masochis m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in Saul Bellowπs Works 　119

Masochism can be f ound in two A merican J ews in Bellowπs works , Tommy Wilhlem in Seize t he Day

and Benn Crader in More Die of Heartbreak. By close textual analysis and considering t he develop ment of

J ewish nationality in Europe and t he USA , we can bet te r explore t he mechanism of masochism and its

p rof ound social f unction in t hree aspects : t he ref lections on hist orical level ; t he ref lections on religious

and et hic level ; and t he ref lections on t he level of writers . Bellow holds t hat only w hen t he A merican

J ewish nationalit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ret urns t o J ewish religious and et hic t radition and rationally

t hinks over t he cause of masochism , will t hey be able t o f ind t he way out of masochism , realize self re2

demp tion and reach t he spiritual Canaan.

J IN Li On Showalterπs A J ury of Her Peers : American Women Writers f rom Anne Brads t reet to Annie

Proulx 　126

In t his unp recedented lite rary landmark t hat t races t he develop ment of A merican womenπs lite rature ,

Elaine Showalter outlines t he lite ra ry achievement of 250 women writers in t he t hree and a half centuries .

Focusing on womenπs relationship t o t he lite rary marketplace , she unf olds t he diff iculties t hat A merican

women have encountered on t he p at h t o join t he lite rary juries of t he U nited States . This monumental lit2

erary hist ory will no doubt help t o ensure A merican women write rs t o take t heir rightf ul place in t he lite r2

ary heritage and t o const ruct a more integrated A merican litera ry landscap e .

WAN G Gaidi A Critical Review of Robert Matzπs The World of Shakespeareπs Sonnets : An Introduction 　138

In The World of Shakespeareπs Sonnets : An Int roduction , Matz has exp ressed his views on

Shakespeareπs sonnets . From t he aut obiograp hical p ersp ective , he at temp ts t o bring t he t rue world of

Shakespeareπs sonnets back t o us , w hich is shap ed by Renaissance culture . The endeavor is f ruitf ul . Many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 he p oetπs motivation , love between males , marriage and women in t he sonnets are

f reshly and distinctly discussed.

TAO J iaj un Wolfgang Iserπs Critical Theory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Liminality 　147

By f ocusing on t he t heoretical statement of“liminality”, t his a rticle gives a systematic mapping of

Wolf gang Iserπs critical t heory. Intellect ually indebted to Roman Ingarden , Hans2Georg Gadamer and

Walter Pater , Ise r successively delineates t he cont our of liminal sp ace between text and reader , lite ra ry

f iction and imagination as well as int raculturally and inte rculturally t o reveal t he energizing p otential dis2

closed in , generated f rom and p romised by t he liminal sp ace . Ise rian critical t heory f oregrounds a new

continent and a new discourse f ull of creativity in Weste rn humanities studies2a discourse of knowledge

wit h liminal p henomena as t he object of critiq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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