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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直接渊源除开理论启迪,还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具

体而言,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情感,二是想象,三是自然。这三点生动地体现在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和 序曲 两部作品的映照关系中。两者都是情感和心理审美的作品,都是充分运用想

象这一工具的结果。前者的特点在于行动描写、交错使用多学科隐喻的玄学派诗风、多声复

调技巧和基督宗教主题,后者则通过记忆工具来展现想象所构筑的空间。同时, 对自然的重

视也体现出二者的相似和相通之处。前者侧重运用西方传统宇宙论对人的地位进行剖析,

后者把思想和情感的支点放在山水自然之上。总的说来,华兹华斯创新的源头是莎士比亚,

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所超越。这一考证进一步证实了莎士比亚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史

和创作史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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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从表现理论的开一代先河之人诗人华兹华斯的角度, 考证了

他受到莎士比亚影响的过程,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一段奇妙的姻缘。
&
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讲,

这种渊源也可以从两部作品, 即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和华兹华斯的 序曲 的对比中看

出。以下我们就具体从浪漫主义的情感、想象和自然三个方面来看看二者的关联。

一、情感

虽然情感成为华兹华斯理论中最为明显、最为体现实质的一个关键词, 先后已出六版的

文学术语与文学理论词典 却没有名为 ! em otion∀或 ! feeling∀的词条; 文论家艾布拉姆斯

(M. H. Abram s)出了八版的 文学术语词典 也不见这两个词汇成为词条,加以阐释。只有

由奥格登 ( C. K. Ogden)和理查兹 ( I. A. R ichards)在 意义的意义 (TheM eaning of M ean

ing, 1923)一书中提出了相关的概念: !情感语言 ∀ ( em ot ive language)与 !认知语言∀ ( cogn i

t ive language)相对,指的是用于主体表达或激起的情感反应; 而 !认知语言∀则是科学和哲学

的语言 ( Cuddon 257)。从这个分类来看,前者正是与华兹华斯强调的情感相关的概念,是文

学艺术的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然而, 华兹华斯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详尽的规定或描述。

华氏除开使用 ! em otion, feeling∀之类的词汇之外,还使用了 ! m ind∀这个词,且达 16处之多。

前两者是被授意的外化形式,而后者则是内在的基底。总括起了看,华氏所讲的情感是心灵

内在的活动,这也符合约翰 ∋斯图尔特 ∋米尔的命题 ( ( ( 诗歌是 !情感的表现或倾吐 ∀

( G ibbs 208)。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里,华兹华斯看出的也是这个从内在活动到外化过

程活动的总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讨论两部作品的契合点和相通的地方。

在表现手法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反常态, 从内省的角度, 使用絮语的方法对内心

情感进行倾诉。莎士比亚的其它作品 ( ( ( 戏剧作品和长诗都是以客观的、全知全觉的视角

进行描写的;而十四行诗诗组却是最亲切的作品,含沙射影, 脉脉含情。他使用的作者角色

如此生动逼真,简直是 !几乎每一句都说出我的名字 ∀ (第 76首第 7行, 梁宗岱译 )
)
。学者

们对此做了一番颇费心思的考证,虽然也一直没有定论,但诗人莎士比亚的文艺赞助者和庇

护人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也很年轻漂亮。莎士比亚把叙事诗 鲁克丽丝受辱记 献给了赞助

者南安普顿伯爵 (H enryW riothesley, third Earl of Southam pton) ,他的措词显得情意绵绵: !我

对阁下的敬爱是没有止境的;这本没有头绪的小书,只显示这种敬爱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而

已。是您高贵的秉性,而不是这些鄙俚诗句的价值,保证拙作得蒙嘉纳。我已做的一切属于

您;我该做的一切属于您; 凡为我所有者, 也就必定属于您。∀∗

这些若隐若现的 !事实 ∀与诗人莎士比亚的生平,以及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所写的内

容,存在某种联系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莎士比亚在十四行组诗中倾诉自己的情感是有可能

的。在这方面,第 76首显得尤其真切:

为什么我的诗笔缺乏点睛之笔?

行文沉闷呆板,千篇一律?

为什么我的诗不顺应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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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翻新,自铸伟辞?

为什么我总是重复同一个主旨,

我的所有诗趣总穿同一件诗衣?

几乎每一个词都打着我的印记,

透露它出自何手,意在何地何时。

啊,我的小亲亲, 我的笔底明珠,

我只是写你、写爱、永远不会换题。

竭聪尽智,我只能陈辞翻出新意境,

旧曲重弹,又何妨故伎今日再重施。

  天上太阳,日日轮回新成旧,

  铭心之爱,不尽衷肠诉无休。(辜正坤 153)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讲的故事, 牵涉到四个人物: !诗人∀本人、年轻的美男子、黑肤女

郎和另外一个与诗人争风吃醋的诗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以诗人为中心的故事情节。

学者埃德蒙森和韦尔斯 ( Edm ondson andW ells)试图证明,莎士比亚不可能用有韵有格、有一

定结构的韵文来叙述自己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琐事。他们认为,前十七首只是为自己的赞助

者和庇护人代言而已,其它的诗可能也只是为他人代为言爱。他的赞助人不会为 !黑肤女

郎诗组 ∀那样的诗言谢出资。又根据克里根 ( John Kerrigan)和王尔德 ( OscarW ilde)的研究,

莎士比亚和诗中讲话人不可能是同一人, 写诗的人和诗人自己是有距离的。另外, W. H. 大

人 (或先生 )是故意设置的谜。他们还认为, 从莎士比亚戏剧的写法来看,他不至于写出如

此亲切、暧昧的诗歌来。但他们又退一步说,莎士比亚至少是有能力表达诗中表达的那些思

想的。这些十四行诗不一定是在取悦读者,劝告读者, 或者告诉读者些什么, 可能是在抒写

诗人如何挣扎着理解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组诗可以看成是一部情感的自传。
+
埃氏

和韦氏如此翻来覆去地讨论诗集是否具有自传性, 事实上证明,诗集无法免除它的内心独白

性质, 无论是真实的也好, 不真实的也好, 半真半假的也好,它的内省性和情感性是明显的。

再来看看华兹华斯的 序曲 ,正如诗作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 这首长诗写的是心灵

的履历。华兹华斯和他的朋友柯勒律治共同商定, 要写一部惊世骇俗的巨大作品,名字定为

隐士 ,分论人、自然和人生,这个任务由华兹华斯来承担。但最终只完成了中间部分, 首

尾却成残卷。完成了并多次修改的 序曲 只是第一部分的引言。这个受到重视的纲领性

部分叙述了诗人从出生到诗作完稿的心理历程,时间跨度是 1770年华兹华斯出生之时到

1798年那个多事之秋。 序曲 有着十分复杂、有趣的版本史。这个版本史的成长过程也是

诗人的心灵和情感衍变的过程。自 1798年以后,出现了前后三个版本: 1799年的 !两部 ∀本

(The Tw o Part P relude )、1805年的十三卷本和 1850年最后出版时的十四卷本。这些版本和

华兹华斯的其它诗歌一道,也记录了他从 1799年到 1805年之间诗歌写作的心理历程。他

再一次违背了托尔斯泰的愿望,继承了莎士比亚的衣钵,表明了他的艺术创作倾向。

正如华兹华斯在他的理论宣言 ! 1800年 抒情歌谣集 序言∀中极力宣扬的那样, !一切

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伍蠡甫 胡经之 43)。虽然华兹华斯努力想要完成一件惊

世骇俗的鸿篇巨制,写成他的 !三部曲 ∀ 隐士 。但当九卷的 漫游 完成以后, 序曲 一改

再改 都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 他发现 序曲 可能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部作品 这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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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纷繁复杂的版本演变史的作品,显然是他特别重视的,也是他倾注全部热情、力量和才华

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想把它建设成一首永垂不朽的好诗的。虽然这首诗常常成

为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寻觅养分的对象 ( Chew 1136) ,但情是他在诗歌理论中强调的第一

要素, 也是他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运用的第一原则。

诗卷一开篇就是山水、心灵和诗情的结合: !啊, 这轻轻的微风中含着祝福 ( ( ( /下凡的

仙容, 当他吹拂着我的 /脸颊,似有意无意地从绿色的田野, /从远方碧蓝的天宇送来欢乐。∀

诗人意欲如鸟雀栖身山谷; 作为港湾,清澈的溪水如人淙淙低语;心灵 !充满欣喜∀。,
思绪和

心潮涌来,描写心灵的喜怒哀乐,是 序曲 有别于以往史诗的突出特点。虽然自省的主题

是有传统的,比如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散文 忏悔录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以及后来

迟至 1831年才出版的 诗与真 、威廉 ∋库柏 (W illiam Cow per, 1730- 1800)用无韵诗写成的

任务 ( 1785年 )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但是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了华兹华

斯,是史无前例的。在 20世纪后半叶,评论界认为, 序曲 是继乔叟的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

西达 、斯宾塞的 仙后 、弥尔顿的 失乐园 和拜伦的 唐 ∋璜 之后屈指可数的几首最伟

大的长诗之一。

情和心灵成为华兹华斯笔下的伟大主题, 在英国和西方的长诗史上独树一帜。正如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是揭示内心活动的杰作一样, 华兹华斯的 序曲 同样是一部杰作。难怪他

两次提到十四行诗这种文体,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并以十四行诗的形式表达他和

莎士比亚的默契,把十四行诗当成莎士比亚打开心房之锁的钥匙。

这首诗是 1799年诗人二十九岁时开始的一项工程,到 1850年已是耄耋之年, 时间跨度

整整半个世纪。可能我们会怀疑,其中理性在增加, 感性成分在减少。因为耄耋之驱, 是比

不上年轻时候的澎湃激情的。可是华兹华斯的情也同莎士比亚的内心描绘一样,是喜怒哀

乐的大成,是柯勒律治所谓的 !内心深处的存在方式 ∀ (转引自艾布拉姆斯 82)。德国的诗

人歌德穷毕生精力精雕细刻,前后花了近六十年创作诗剧 浮士德 , 从处于青春期的二十

四岁到完成此剧作时,已届八十二岁。美国的大路诗人、民主诗人惠特曼也是如此倾注心血

于一部发自内心的诗集。事实表明, 心灵是诗歌歌唱的灵魂,是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华

兹华斯用情之深,体现出他和莎士比亚内心揭示传统的神秘契合。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向他

抛出了一个绣球,而他则是幸运中那个不偏不倚地接住这个绣球的人。

二、想象

在浪漫主义表现理论时代, !想象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核心词汇。不过, 他们是把跟 !幻
想 ∀这个在他们看来消极的词汇放在一起讨论的。前者是主动的,是创造力, 而后者只是一

种重组和回忆的能力。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 仲夏夜之梦 里有所体现:

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 疯子眼中所见的鬼, 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

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

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

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

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 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就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一

个赐予的人;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 一株灌木一下子便会变成一头熊。 (朱生豪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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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353)

莎士比亚所用都是 ! im ag inat ion∀一个词。按照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理论, 是积极的、有创

造力的意思。但莎士比亚这段话前、后两层意思是相对的,所以, 应理解为有区别的两种能

力,正好和华氏和柯氏的理论相对应。本文强调的是诗人创作中的创造性能力, 正是表现主

义理论家重视的。虽然从文学创作的普遍原理来看,想象力是每位作家、诗人都缺少不了的

基本素质,但在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之下,却是得到强调的、核心的、本质的能力。这一点也

在华兹华斯发现的、打开他心房的钥匙 ( (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中得到应和。

有评论认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能是代笔言情之作。即便如此,有两点是必不可少

的。首先,诗人要有体会和表达这样情感的能力;其次,诗人必须有超凡的想象能力。莎士

比亚同时具有两种能力,一来可以深刻地理解自己,同时也可以凭想象之笔,点染、演绎这些

主题。根据哈蒙德 ( Paul H amm ond)在 英国文学中男人之间的爱 ( Love betw een M en in

English L iterature )一书里的讨论, !显然莎士比亚充满想象,一往情深,寄情于 [爱情的 ]主题

− −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歌, 探索伴随男同性恋者的悲伤与欢愉。∀.
人们以为,代笔意味着想

象。那些过分地把莎士比亚视作偶像的人,不忍心承认或接受十四行诗所言为真,便愿意接

受代言说,赞成想象说。也正如埃德蒙森和韦尔斯所说, 莎士比亚是在努力挣扎着理解自

己,这也是需要相当的想象力的 ( Edm ondson and W e lls 27)。

华兹华斯在 ! 1815年版 抒情歌谣集 序言∀中论述想象概念的时候, 纠正了威廉 ∋泰

勒 (W illiam Taylor)关于想象和幻想的界说。他认为,想象不仅仅是一种回忆,它 !意味着心
灵在那些外在事物上的活动∀ (伍蠡甫 胡经之 58) ,具有赋予、抽象和修改的能力, 也具有造

形和创造的能力,能够 !把众多合为单一 ∀, !把单一分为众多 ∀ (伍蠡甫 胡经之 62)。想象

在于激发和支持我们天性的永久部分。不论是亲身经历的, 还是代笔言情的,还是添加了想

象的翅膀的,莎士比亚把情感事件整合为大一统的情感倾诉,又把这些情愫具体化为各种事

件和细节。在莎士比亚神秘的画廊之中, 想象犹如一种天赋的精神,供奉着无数个、无数种

形式的爱:有男性之间的爱,有男女之间的爱; 有彼此纠缠不清的苦涩, 也有雨过天晴时的甜

美;有分别, 也有聚合;有世俗的享乐,也有神圣的崇拜。这一切的写意除开真实的叙述, 也

离不开想象的构建和点化。

莎士比亚的想象空间是通过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的。首先是行动描写。莎士比亚的十四

行诗虽然整体读来像内心的呢喃絮语,但同时也像一部有完整过程和体系的故事。在这些

故事当中,发生的事情围绕着诗中的诗人 !我∀、年轻美男、黑肤女郎和另外一位争风吃醋的
诗人展开。在这一系列的人物中,诗人在诗中的自己是主角。他劝说年轻的美男子结婚生

子,以求永生和美的延续未果 (第 1- 17首 ) ,就又转向作为艺术的诗歌使之永恒。在第 18

首里, 诗人还使用西方的传统宇宙论,把小宇宙的人和大宇宙的自然两相对比,认为人更加

伟大,且能在爱人的诗歌中永垂不朽。这样, 诗歌、爱情也能解决和时间抗衡的难题。诗人

命途多舛,境遇不济, 如第 29、66首所述,但他一使用爱情的良方,就药到病除, !待去也, 又

怎好让爱人独守空阶? ∀ (第 14行 ) 后来, 一位诗人争宠, 男友被吸引, 在沮丧中, 诗中的

!我∀放弃了所订的盟约 (第 78- 86首 )。再后来,男友又抢走了自己的相好 !黑肤女郎∀, 诗

中的我就开始抱怨 (第 127- 152首 )。而其他三个人 ( ( ( 美若女性的男友,作为竞争对手、

争风吃醋的诗人 像帝国主义一样霸道的 !黑肤女郎 ∀ 都占据了自己的舞台和角色位置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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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神通。从叙述来看,美丽男子受到的劝说 ( ( ( 通过结婚生子,复制延续美,以便得到永恒,

没有成功的信息。而后又被诗人 !我 ∀放在诗歌和宇宙论中赞美和赋予永恒。他和诗人

!我∀相别一段时间,和另外一位争宠的诗人好过一段,似乎从诗人的手中抢走了他的相好

黑肤女郎。如此等等,仿佛一道道风景、一幅幅画廊、一个又一个的蒙太奇, 在动的过程中演

出、展示。行动拓展了想象的空间,行动赋予情感演绎细腻的内容,行动串起了诗人 !我 ∀内
心的律动、喜怒哀乐的变幻、有时候自我跟自我的激烈争吵。

其次是形而上的玄学派诗风、多学科的隐喻手法, 表现出情感揭示的立体性和多维性。

和锡德尼一样,莎士比亚反对使用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比喻,即伊丽莎白时代诗人喜用的

奇喻 ( conce it)。但是, 锡德尼自己在他的十四行组诗 爱星者与星星 (A strophel and Stella)

中违反了他规定的原则 ( Low ers 41)。莎士比亚自己想追求本真的情感倾诉, 宁愿抒写 !拙

劣的诗章∀, !逊色于每一位诗人的手笔∀ (第 32首第 4、6行 ) ,因为他不愿使用奇怪的比喻、

放肆的妄想,难怪他在第 76首抱怨说,自己的诗篇 !缺乏点睛之笔 ∀、!行文沉闷呆板, 千篇

一律∀, !不顺应时尚∀, !所有诗趣总穿同一件诗衣, /几乎每一个词都打着 ∀他自己的 !印

记 ∀ (第 1- 7行 )。在第 83首里诗人 !我∀说, 从来不觉得年轻的美男子 !需要画眉敷粉 ∀

(第 1行 ) ;在第 85首他再一次说他的诗神缪斯 !缄口不语 ∀(第 1行 ) ;在第 103首里他抱怨

说, !唉,我的诗神−−只写出平庸的诗篇 ∀(第 1行 )。在第 130首里,他对典型的彼特拉克

式、矫揉造作的玄学派诗风进行了机智的嘲讽。

可是,莎士比亚自己的诗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确确实实带有玄学派诗歌的风格。玄

学派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把科学引入诗歌,制造看似牵强的奇喻,通过跨学科的手段, 把悖论

和隐喻的手法杂糅在一起。
/
于是,广泛使用双关、独白等手法,可以杂糅视角、听觉、想象的

意觉等。虽说莎士比亚摒弃了彼特拉克式的诗风,但他的独创也免不了玄学派寓热情于理

性的手法。莎士比亚创造奇喻的手法,是把各行业的比方引入他要阐述的道理当中, 比如农

业、畜牧业、医药、航海、法律、音乐、绘画、高利贷、宫廷生活、舞台演出、军营生活、天文学、炼

金术等等。另外,还加上神话传说、自然隐喻, 使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语义丰富的

大舞台。各种生动的意象和比喻尽显神通,联合诗歌音响、肌质的构建,这些诗成为一个百

科全书式的演艺体。

第三是叙述上的多声复调相互交融, 抒情、叙事与戏剧化有机结合。
0
莎士比亚十四行

组诗里有至少五种声音,包括诗中的 !我∀和莎士比亚自己、年轻的美男、黑肤女郎和另外一

位诗人对手。其中,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音是由 !我 ∀、美男、黑肤女郎构成的。男友、黑肤女

郎和对手诗人是通过 !我∀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而这些多重复调的声音又是通过讲故事的
手段来进行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 诗人把叙述和抒情结合起来。换句话说,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不是纯粹的情感倾诉,而是和叙事、戏剧化相辅相成的。诗人通过讲故事,宛如把行动

放上舞台,让它们表演。但这些行动都是浸泡在情感之中的。情感抒写和情感叙述是诗组

运行的另一种想象的空间拓展模式。

第四是基督教关于来世的启迪。基督教认为,人的命运更新或死者复活是靠上帝的圣

爱救赎的。 !在早期的基督教思想里,耶稣的复活不仅是上帝万能和博爱的象征,而且是他

的复活也为普通教徒的复活提供了可能性∀ (单纯 287)。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时间的

力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除了认识到人的伟大力量以外, 还知道人的身体是不能永恒

的 为了与时间抗争 得以永生 人们凭借基督教关于复活 来世的理论 通过各种手段以实

90外国文学研究  2011年第 1期



现这种愿望。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有不少的描述,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更是一个

重要的主题。
1
因此, 莎士比亚通过劝婚和生育后代、创作诗篇、爱情等手段,企图延续生命,

由此拓展了诗人对所爱之人的爱的表达的各种想象空间。其中, 劝婚并劝其由此生育后代

的主题演绎占据了前 17首,另外若干首以诗篇艺术长存、所爱之人活在爱人的心中等描写

了来世和爱的关系。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又表现出内省的情感和非个性自我的矛盾、交融和结合。

一些揭示普遍真理的主题,如时间观、艺术观, 包括及时行乐、莫负青春、人生无常等传统主

题的人生观、宇宙论等,在情的絮语中透出鲜明的理性。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独特的一

面。后来,华兹华斯超念式的默想在寄情于景的同时, 也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导师,和莎士比

亚十四行诗的路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 序曲 里,华兹华斯一方面通过记忆的这一工具对想象能力进行超常的发挥; 另一

方面诗人通过一些语法的技巧,对心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整个 序曲 里, 诗人追溯了

创造性想象的成长过程。他宣称,想象力 !在真理当中, /只不过是绝对力量的异名, /是心

灵最深处,最辽阔处最清晰的东西, /是理性最崇高的形式∀ (第 13卷: 第 167- 170行 )。想

象既是全诗的原动力,也是全诗的主题。华兹华斯在 1800年 抒情歌谣集 第二版序言里

用复杂、世故的词汇谈论想象, 宣称作诗是哲学写作,其目的是真理。这表明华兹华斯对浪

漫主义最重要的概念的思考是非常有深度的。以这种回顾式的叙述构建他自己的发展过

程,使用的那些公式和模式,在当时 ( 1770 - 1798年 )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在现在 ( 1799-

1805年 )对他来说是正身处其中的。在 !两部 ∀本的 序曲 里, 两个特别强有力的记忆, 被

描述为 !时间之点 ∀ ( spots of tim e)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保存了养育心灵的力量。到了 1805

年的十三卷本,这些放在童年时代描写段落里的记忆, 移到了第十一卷的高潮段落处, 用以

证明那些不至于使他坠入谬误, 相反能够和真实的自我交流,并得到搭救的那些因素。可

是,华兹华斯并不只是原文抄录,而是在两个 !时间之点 ∀之间, 插入了一个个人的坦白, 操

近道, 跨过有信心的宣言, 说这些记忆保持了 !清晰的卓尔不群∀ ( G ill 12- 13)的力量。

三、自然

关于自然,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侧重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分析,自然是他们两相对

照的媒介。当时盛行的宇宙论是一个普遍的和人相对的概念。按照西方传统宇宙论和托勒

密的天文学,人是和大宇宙相对的小宇宙。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正如大宇宙的阴晴圆缺,小宇

宙的眼睛、呼吸、人生四季都是和大宇宙的双眼、风、四季时节相对应的。而且,人生最美好

的时光 !永恒的夏季却不会终止, ∀!优美的形象也永远不会消亡, ∀因为他可以 !借−−诗行

长寿无疆∀ (第 18首 )。在莎士比亚的自然哲学里, 人是处于主动地位的;而在华兹华斯那

里,自然是人类的导师 ( ( ( 人要热爱自然,因为人需要向自然学习。

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出现了。春时缤纷,夏时灿烂,秋季

飘零, 冬日贫瘠荒凉。一来,莎士比亚用四季来抒写心情。比如,第 98首的描绘, 春意盎然,

四处 !百花斗彩∀,树间 !莺歌燕语 ∀ (第 7- 14行 )。所有的离愁别恨,都与自然花草四时的

美好景致对照而得。在这里,人是世间的主宰,世界的意义是由人来谱写的。同样, 在第 73

首里, 老人被比喻成黄叶飘零、处于风烛残年的老树,正从它的秋季转向冬季,如黄昏落日,

走向衰亡 这些线性时刻的比喻一方面证明 时间流逝是必然的 人不能永葆青春 爱才是

91罗益民:经典的力量: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华兹华斯 序曲 的个案研究



能够使人永恒的。显然,诗中人对瞬息世事没有足够的信心,他的寄托全在爱情上面。另一

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时间的巨大威力。诗人笔下对冬季的描写更加显出时间威力巨大,爱情

值得珍惜。诗中人 !我 ∀的心情犹如 !荒凉的歌坛∀,是需要爱的歌声来重振其繁华的。

同时,四季、时令、花草等自然之物,除了用来映照诗中人的感情,也是诗人借以比喻时

间的威力的。正如以上列举的两首诗,季节轮回、时日更替,都是自然如此的。在第 18、19、

55、60首里,虽然诗中人把所歌颂、想使之永恒的爱人, 放到了时间之外, 但我们反过来也可

以认识到,时间是 !吞噬一切 ∀的,它 !磨钝了狮爪, /使大地把自己的幼婴吞掉, ∀ !从猛虎的

嘴中撬出了利牙, /教长寿的凤凰被活活燃烧。 /− −行踪过处,令季节非哭即笑 ∀ (第 19首

第 1- 7行 )。由于时间的作用, !王公大族的云石丰碑或镀金牌坊 /终将腐败∀ (第 55首第 1

- 2行 )。 !时间−−将自己的馈赠捣个稀烂。 /韶华似刀会割掉青春的面纱, /会在美人的

前额刻下沟槽, /会吞掉自然天成的奇珍异宝, /−−天下万物没一样躲得过它的镰刀∀ (第

60首第 8- 12行 )。诗人笔下的夏日、狂风、花蕊、天日、晦云、狮爪、大地、猛虎、凤凰、季节、

云石丰碑、镀金牌坊, 以及时间哺育的一切美好之物,既经历着走向繁盛的成长, 也被时间慢

慢吞噬。其它如第 2首、第 5首里,都有同样的描写。时间的自然维度是莎士比亚在十四行

诗中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如哈姆莱特在一番对人的伟大赞扬之后,又颇有哲学意味地

说: !可是在我看来,这一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 ( 哈姆莱特 第 2幕第 2场:第 323

行 )时间的正面是养育万事万物, 但它的反面是在养育的过程中又消灭万物。莎士比亚关

于时间的考虑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对自己的信心不足,终究人不能永生, 于是才借助基督

教,在来世的问题上找到一条出路,通过种种方式让心爱的人能够获得永生。这就从基督教

的启迪之下得到了答案,同时也为爱情诗歌的撰写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子。

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却具有圣神的意义, 不像莎士比亚笔下那样具有人格化的意义。

自然是他诗歌的源泉和生命。史密斯 ( Dav id D icho l Sm ith)说,华兹华斯是 !最伟大的自然诗

人 ∀ ( qtd. in P ite 180), 他 !总是以山水诗人著称于世 ∀ (W atson 168)。这个观点,至今还为

大多数人所接受。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印象, 即华兹华斯行走在山野鲜花之中, 滋养他的是

乡野, 而不是城市。另外, 华兹华斯是对草木山水有情之人, 所以才纵情山水。因此, 他的诗

歌容易被认为是田园山水诗,容易被排入游客和度假之人的行列, 人们也容易忘记华兹华斯

的自然和神学、哲学、政治之间的深厚联系。事实上, 华氏的自然可以被认为是野蛮而未受

到教化的体系,反映出造物主构建的完美秩序;是心灵的世界而不是头脑的世界,是直觉和

情感的世界,与严格受到控制的理性世界相悖而行。这样,华兹华斯就可以用来解释各种各

样的观点,比如, 自然的野蛮为专制和暴政找到了借口; 自然的和谐不仅为神的秩序观提供

了佐证,也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找到了依据;自然的情感鼓励逆反之人自信他们的造反冲动是

正确的。自然在华兹华斯那里,不是消极避世的手段,不是出世的借口,而是和社会相连, 和

人相连的 ( P ite 180- 181)。虽然在 序曲 的第十二卷里, 诗人说,心灵比大地美妙一千倍,

但是解释华兹华斯著名的论断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要从自然那里才能找到答案。他对

自然倾心的程度超过了其它自然诗人。他不仅融情于自然,还把自然当成导师和行动的指

南。 序曲 是把自然作为背景、前景和内容来写的。他心灵成长的历史就是他对自然的反

馈、对自然的应和、自己如何受到自然启迪和教诲的过程。虽然评论家都敏锐地看出, 华兹

华斯笔下的自然风光和自然世界并非只是为美而存在的, 同时也是表达那些难以触摸的真

理和透视心灵的中介 自然诗或山水诗总是和道德与健康紧密相连的 是美如画境的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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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 (W atson 58- 61, 56)。这些方面具有深刻的宗教含义,但无可否认,华兹华斯是自然

和山水最热情的歌者。根据华兹华斯的发挥, 自然是人类的导师,是走近神的捷径, 也是在

内心和神契合的现实之旅。在 1850年的十四卷本 序曲 中, 诗人说, !我的灵魂有美妙的

播种季节 /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共同育我 /成长 ∀ (第 1卷:第 301- 303行 )。人类热爱大自

然,也能激发对人的爱 (第 8卷 )。自然是想象力的源泉;自然也培养人的审美力 (第 12、13

卷 )。大自然馈赠两件礼物,一是激情,二是平静的心境。人的成长有赖于这两件赠物的交

替作用 (第 13卷:第 1- 10行 )。总之,可以说, 离开了自然,就没有 序曲 , 就没有华兹华

斯。

以上的事实,从实践论角度证明了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姻缘。历史上有众多的巧合,

看似一种偶然,却不知不觉地促成了一种必然。华兹华斯有意寻找一条登上凡诗人均想攀

登的高峰的路子,这个路子他在拿十四行诗作为练笔的莎士比亚那里得到了启迪。 序曲

就是这一启迪的显著成果。

注解#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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