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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诗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吸

引了古往今来的众多读者。其诗自由奔放，毫不拘谨；诗歌的

语言富于想象，充满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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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同时代的

人多把十四行诗献给自己的情人，莎士比亚也有些诗作是献

给一个他称之为黑肤女郎的，但仅有 25 首，其他 100 余首十

四行诗都是献给一位年轻朋友的。这说明在莎士比亚的十四

行诗中，友谊似乎比爱情的地位更高。这不足为奇，重友轻色

的心理在当时十分普遍。正是在这种友谊至上的心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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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第一部分中所涉及到的年轻朋友究

竟是谁，始终都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是莎士比亚唯一的庇护

人南安普敦伯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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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普敦。除

了借诗传情外，莎士比亚的另一个目的更为急切，南安普敦伯

爵年轻英俊、风流倜傥，但是不愿意让婚姻套牢，而他的母亲

却希望儿子尽快结婚生子，以保证家族兴旺。于是伯爵夫人

委托莎士比亚进行规劝，这样便诞生了一组以敦促尽早成家

传宗接代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琐

碎的主题，莎士比亚以绚丽的语言，丰富的意象，使得这些诗

不仅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而且还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其中，诗

歌中二元对立的运用可窥探出诗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

观。这一组以敦促尽早结婚生子的诗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生与死、自由与禁锢、人类与上帝、人类与自然等等构成了多

个二元对立结构，然而，这些二元结构却不稳定；相反，总是处

在不断转换和消解中，诗歌本身也因此具有了巨大的张力。通

过对前 25 首诗歌中二元对立项的消解，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

解诗人深邃的思想。

一、女性的缺失对男女二元世界的解构

1590 年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这位当时的财政大臣极

力想让他的被监护人——年已 17 岁的南安普敦伯爵与其 15

岁的孙女伊丽莎白·维尔成婚。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想对此

加以考虑，因为他急于想到埃塞克斯伯爵麾下从军。包括他

母亲在内的许多人对他施加压力想让他订下这门有利可图的

婚事，可是他却执意不从。［1］莎士比亚受人委托规劝南安普敦

伯爵早日成家生子，于是在 1592 年前后，莎翁写了 18 首十四

行诗送给伯爵，其中 1—17 首为诗人抒情劝说其结婚生子，将

美貌与财富延至后代。如果从全方面细心加以分析的话，会

发现在肩负传宗接代这一重要任务中，作为爱情婚姻中不可

或缺的另一半的女性已然不见了踪影，最多以一种模糊化、笼

统化的形式出现。例如在第三首中“照照镜子，告诉你那镜中

的脸庞，/说现在这庞儿应该另造一副；/如果你不赶快为它重

修殿堂，/就欺骗世界，剥掉母亲的幸福。/因为哪里会有女人

那么淑贞/她那处女的胎不愿被你耕种？”莎士比亚对女性的

态度是与诗人本人的经历分不开的。莎士比亚 19 岁时与大

他 8 岁的安妮·哈舍薇结婚，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他大约在

1586 年离开故乡前往伦敦，此后回家的时日不多。起初在伦

敦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品尝到艰辛和苦难，同时也悟出诸多

人生哲理。因此在规劝友人时，他更多地是站在对方和自己

的立场上，完全破解了婚姻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第一首

诗里抒情主人公从宇宙的角度证明“我们祈盼生命从绝色中

繁生/这样美之蔷薇就永不会消失/但既然物过盛而衰皆有时

令/就该为年轻的后代留下记忆”。［2］ 他告诉朋友结婚生子是

自然规律，作为人就应该遵循。第二首诗里，抒情主人公从友

人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并用你的遗产来证明他的美丽，/那么

你对美的利用多值得称赞!/这种美在你垂暮之年将被更新，/

你感到血冷时会重见热血沸腾”。也就是说，如果友人有后代，

他的美貌就会得到继承。第三首诗，抒情主人公请出友人的

母亲来规劝他：“你是你母亲的明镜，/她从你身上/唤回了她青

春时代那美好的四月。”为母亲着想，他也应该娶妻生子。在

接下来的诗中，诗人从不同角度包括后裔的美貌和财产（诗 4，

5，6）、音乐（诗 8）、寡妇的眼泪（诗 9）、人类的后代（诗 11）、时

间及友人的辉煌（诗 17）向友人证明娶妻生子的益处，奉劝他

改变独身的想法。可是友人仍然不为所动，于是诗人开始直

接赞美友人的美貌。在第 18 首诗里诗人将友人比为夏天，但

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但是夏天是短暂的，所以抒情主人公

希望“但你永恒的夏天将没有至尽/你所拥有的美貌也不会消

失”，因为“只要有人类生存，或人有眼睛/我的诗就会流传并

赋予你生命”。在诗中友人是美的最高体现，一切都显得逊色。

这里诗人一反让后代延承美貌的说法，指出自己的诗将使友

人永恒。在此后的献给南安普敦伯爵的诗中，诗人用大量描

写女性的语言来描写南安普敦伯爵，男女身份一度成为诗歌

对象的争论焦点，甚至有专家以此界定莎士比亚与南安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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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性恋人关系。由此可见，莎翁将男女共建的二元世界在

自己的诗歌中加以解构和消融。然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里，始终蕴涵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

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3］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

就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由感官感知的个别事物组

成的“感觉世界”，一个是由理智领悟的一般概念所组成的完

美的“理性世界”。其中，男性通常为理性的代表，女性为非理

性和感性的代表。莎翁诗歌中对女性的弱化，也是文艺复兴

时期理性高于非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生死永恒

在莎士比亚的劝婚诗中，衰老与死亡不可避免地成为规

劝朋友的原因之一。结婚生子与衰老死亡一样是自然规律，

而能够延续生命的办法就是有自己的后裔。在第七首中，“看，

当普照万物的太阳从东方/抬起了火红的头，下界的眼睛\都对

他初升的景象表示敬仰，/用目光来恭候他神圣的驾临；/然后

他既登上了苍穹的极峰，/像精力饱满的壮年，雄姿英发，万民

的眼睛依旧膜拜他的峥嵘，/紧紧追随着他那疾驰的金驾。/但

当他，像耄年拖着尘倦的车轮，/从绝顶颤巍巍地离开了白天，/

众目便一齐从他下沉的足印/移开它们那原来恭顺的视线。/

同样，你的灿烂的日中一消逝，/你就会悄悄死去，如果没后

嗣”。作者盛赞他的友人，姑且无论男女，有着如同太阳般的

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诗人劝他的友人结婚，并不是出

于家族传递或是其他社会伦理的需要，而是不希望友人的美

随着身体的消亡而消失，希望能以另一种形式传递下来。诗

人的这种诗并非只是偶一为之的应景之作，在诗集中，这类题

材有十七首之多。诗人对于劝婚的执着，与其说是诗人执着

于劝婚，倒不如说是作者对美的追求的执着，执着于永恒的

美。这种美没有了后裔的继承与再现，那么只会是短暂的，稍

纵即逝的，会给世人留下永久的遗憾。生是有限的直线时间，

同时也参与生死轮回无限时间的循环。由于生的期限是冥冥

中注定的，因而生和死是同一的。你后人的生是你的生命与

美丽的延续，即使是你死了，但如果有了后裔，你也便得到了

再生。如此循环，可以把时间追溯到创世时的时间，也可以把

时间一直延伸到世界末日。这种生死轮回，是莎翁规劝友人

的铿锵之说，也是他本人的时间观与世界观。延续后代，使现

在的时间变成将来的时间，最终，变成永恒的时间。时间假人

以生命，说明时间的创造力量；同时，时间又毁灭一切，说明时

间的毁灭性。通过不断的毁灭和再生，时间创造了宇宙的连

续性。正是因为时间的如此无情地扫荡世间万物，莎士比亚

才殚精竭虑地想出办法，要让美好的事物永存于世。诗中说

话人一再劝友成婚生子，也就是要他努力把握稍纵即逝的现

在。在第 13 首中，他劝告多情的浪子说，“你既知道，/ 你自己

有父亲，就该让你儿子也有父亲”。第 5 首中，也非常生动地

说明了这一点：“那些时辰曾经用轻盈的细工/ 织就这众目共

注的可爱明眸，/ 终有天对它摆出魔王的面孔，/ 把绝代佳丽剁

成龙钟的老丑：/ 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带到狰狞的冬

天去把它结果；/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 白雪掩埋了

美，满目是赤裸裸：/ 那时候如果夏天尚未经提炼，/ 让它凝成

香露锁在玻璃瓶里，/ 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 美，和美

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 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 只失

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在这首诗中，莎翁并没有涉及死的

话题。然而细细品读，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生死之观。他劝慰

诗中的美男子莫误大好青春，如何才能既享受人生的美好，又

把这份美好多传与后世。从这一点看，诗人的胸怀是广大的，

其眼光是远大的。这些诗没有为花而花，而是把花的命运放

在飞逝、汹涌的时间长河当中来考察。也就是说，莎氏十四行

诗最终的主题，还是生生死死这个无法穷尽的话题。花，换言

之，人生的美好年华，是与时间息息相关的。花开的一瞬，只

是时间长河里一朵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浪花。死，是一切变化

的前提，它的威胁，使人感到生命的宝贵。死告诉人，生命是

短暂的，这种短暂性增强了人生的幻灭感。而这种人生几何

的幻灭感，又进一步使人感觉到了时间匆匆的步伐，逼迫人在

湍急的时间之河中，尽力多取一些，以延长人在世的光阴。莎

士比亚大量的笔墨用于劝友结婚生子。在诗歌中将生与死两

个极端巧妙地转换，死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你后人的生，

便是你的再生。这不仅使自己的劝说极具说服力，同时也以

诗歌使人的生命走向永恒，并使之不断延伸以达到永恒之境。

三、自由与禁锢的转换

南安普敦伯爵不肯结婚生子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莫误

青春，及时行乐”，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西方传

统文学中的三大主题为：抓住现在时分及时行乐的主题；花开

且摘需及时的莫误青春的主题；以及人生无常的主题。“及时

行乐”作为主题在锡德尼、斯宾塞等人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

而自由与禁锢，自古以来就是一对矛盾，是选择个人“及时行

乐”的自由自在还是婚姻家庭的束缚禁锢，可以体现出一个人

的人生观。婚姻无疑会禁锢自己的自由，并且会因此而承担

必要的责任与义务。莎翁在其诗歌中并没有对友人的这种人

生态度加以批评指责，他更加强调的是眼前看似自由的及时

行乐其实是浪费了短暂而美好的现在的时光，也就失去了把

握和拥有未来的机会。男欢女爱，一是为了享受生命本身，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延续后代。如果只知享受一人的自由自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是对他人自由的剥夺，剥夺掉他人

做母亲的幸福。第三首诗中，“照照镜子，告诉你那镜中的脸

庞，/说现在这庞儿应该另造一副；/如果你不赶快为它重修殿

堂，/就欺骗世界，剥掉母亲的幸福”。同时，诗人一再劝友成

婚生子，也就是要他努力把握稍纵即逝的现在，暂时委身于婚

姻的禁锢，这会换回心灵的自由和今后永恒生命的自由。在

第八首诗中，莎翁努力营造出家庭生活的美满快乐，最终让人

的心灵达到高度的和谐、快乐与自由。“我的音乐，为何听音

乐会生悲？/甜蜜不相克，快乐使快乐欢笑。/为何爱那你不高

兴爱的东西，/或者为何乐于接受你的烦恼？/如果悦耳的声音

的完美和谐 /和亲挚的协调会惹起你烦忧，/它们不过委婉地

责备你不该/用独奏窒息你心中那部合奏。/试看这一根弦，另

一根的良人，/怎样融洽地互相呼应和振荡；/宛如父亲、儿子和

快活的母亲，/它们联成了一片，齐声在欢唱。/它们的无言之

歌都异曲同工/对你唱着：‘你独身就一切皆空’”。其中，“你

独身就一切皆空”一语道破了所谓自由的本质：独身带来的自

由与快乐最终不过是“一切皆空”，只有家庭的美满和谐才能

让你达到心灵的真正自由。

莎士比亚的这一对待传宗接代的态度与其宗教思想是分

不开的。众所周知，16、17 世纪的西欧先后出现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等重大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矛头实际

上是直指代表“封建制度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天主教会。［4］当

时的天主教神学体系残破了，新的文化思想形成了。可是作

为西方文化的源泉之一，基督教并不会被剔除出去。当时的

宗教改革家们或是文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重新阐释宗教的意

义，他们强调的是基督教道德对全人类的广泛意义，调和人文

（下转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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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llege Counselor's Role Conflict in

Student's Discipline Cases
——Based on Students'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RUAN Fang-ming，LIU Shu-yuan

［Abstract］ The role conflict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caused job burnout of college counselors. By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college student violating the regul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ounselor's role conflict in the disciplinary process，the paper proposes

the adjustment measures to resolve the counselor's role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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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nstruction of Dualism in Shakespeare's Sonnet
——Based on Sonnets 1 to 17

LIU Chang-xu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the though pattern of dualism not only finds expression in

religion，politics，philosophy，but also in literature. However，Shakespeare deconstructs such traditional pattern in his sonnet of per-

suading friend to marry，which has enlarged the tension force of the simple theme and revealed the deeper philosophical ideas of Shake-

speare with the readers enjoying Shakespeare beautifu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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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基督教教义，强调人的尘世生活的积极意义，认为基督

教的使命是建立神与人的联系，这就不难理解在莎士比亚的

作品中所体现的基督思想了。在《圣经》中就有对婚姻的提

倡，“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

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

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是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4：9-12）由此可见，

婚姻是神赋予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并非是禁锢人的枷锁。莎

士比亚正是以基督的名义规劝好友尽快结婚生子，将自由与

禁锢以宗教思想化解开来，两者看似完全对立，然而在某种条

件下却可以相互制约、甚至相互转换。短暂的自由得到的是

一切皆空，是精神的禁锢；而所谓的婚姻的禁锢却可以让人达

到生命永恒的自由以及心灵的和谐与自由。

二元对立试图讲明一些赋予事物意义的约定的传统，这

反映出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也就是那种想识别约定

的传统以便对之提出问题或有意使用这些传统以便达到不寻

常目的的愿望。莎士比亚在规劝友人传宗接代的诗歌中巧妙

地将二元对立的传统加以瓦解和消融，让这一简单主题具有

极大的张力，也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是他超

越约定的传统的一种反意的创作方法，让他的诗歌在历经了

时代与历史的变迁后，仍然在诗人的个性当中彰显了其普遍

性。这组主题单一的诗不仅获得了审美上的直观，也传达了

其深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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