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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罗伯特佛罗斯特关于意象有他独到的见解并广为流传。
他认为诗歌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诗是一种隐喻 ———说的是一

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比喻、象征和拟人等修辞方法是创作

意象时常用的手段。时间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常以镰刀的

意象出现。时间意象反复出现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堪

称是他十四行诗中意象之典范。通过对诗中的意象进行分

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二、时间之短促

“Time”这一词语频繁出现于莎士比亚诗集中，而且它

经常被多种拟人化的形容词来修饰。莎士比亚还运用 Time
的所有格来修饰其他名词以表明自己对 Time 的态度，比

如，Time’s furrows(时间的皱纹) 和 time’s scythe(时间的镰

刀)等。细读莎翁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发现：时间总是在以

镰刀的意象出现。以 sonnet 12 举例说明。
于是对于你的美貌我就开始担心 / 恐怕你要随着时间

而被淘汰，

因为美妙的事物总要蠲弃自身 / 很快的死去，看着别个

生长起来；

时间的镰刀没人能够阻挡 / 除非是你被抓走，让孩子去

抵抗。[1]37

在这首诗中，莎士比亚旨在规劝朋友结婚生子，使之美

貌得以流传下去。时间就是一把威力无比的大镰刀，可以收

割或者毁灭一切事物。镰刀经过之处，生意全无了。青春在镰

刀挥斩下逝去；美丽在镰刀挥斩下逝去；生命在镰刀挥斩下

逝去。时间就是暴君，它主宰一切并随心所欲带走人间一

切美好的事物。时间的流逝意味着生命的流逝，美的流逝。它
极其可怕，但诗人还是鼓足了勇气来面对它。

第六十首十四行诗就是以上观点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在
这首诗中，镰刀意象极为明显强大。其诗如下：

像波浪向碎石的岸上冲 / 人生也每分钟奔向终点；

每一分钟代替了前一分钟 / 继续的努力，争着往前赶。
婴儿，一旦跃入“光海”里面 / 爬到成年，把那荣冠戴起，

邪恶的蚀影便对他的光荣作战 /“时间”真能毁坏青春

的美貌，

给美人的额上钻刻了沟纹 / 把自然的杰作中的珍品吞

掉，

镰刀过处，一切都荡然无存 / 但是我的诗篇要垂诸永

久，

赞美你的优秀，不怕他的毒手。[1]93

在这首诗中，人生被比作波浪，两者无一例外地在奔向

死亡的彼岸。婴儿长为成人，本来是由春入夏，是人生的鼎盛

时期，但诗人还是由此看到了成长的危险。时间无情，它毫不

犹豫地摧毁自己的赠予。它给人童年之美，成年之美和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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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之美，但又毫不例外地把这些带走，使之成为历史长河中

的一瞬间。在这首诗中，镰刀割草的意象典型地说明了时间

的飞逝、残忍和恐怖。镰刀是时间的象征。那么，什么是被割

之草呢?笔者认为，诗人在此把人的肉体生命比作草。镰刀

过处，芳草全无；而时间过处，则是肉体生命的逝去。美丽的

事物都难逃时间镰刀的魔掌，这充分地说明时间的强大无比

以及人在时间面前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Scythe 或 sickle 这一意象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这

可追述到古希腊的神话传说。“镰刀一直作为克洛诺斯的象

征物，它被看成了古希腊之前的丰产之神。后来人们混淆了

它和时间的化身克洛诺斯的名字，于是克洛诺斯手执着镰

刀，以提醒人们时间无情的流逝。”[3]445 试以第一百二十六首

十四行诗加以分析说明。
我的可爱的孩子，你能把握 /“时间”的沙漏及其镰刀一

挥的时刻；

你随时间的消耗而逐渐长成 / 你的朋友们则日趋于凋

零；

如果“自然’’那一切的毁灭的主宰 / 看着你前进，总把

你拉回来，

她抓住你，不外是这样的用意 / 她耍手段使“时间”丢

丑，使分秒死去。[1]173

成长和死亡，人生的整个过程贯穿于时间长河中。人体

如同沙漏，人呼出的每一气息都像沙漏中落下的一颗沙砾，

而那些沙砾似乎早就一粒一粒数好了放在沙漏里的。人生不

外乎是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最后一颗从沙漏中落下的时刻。那
个时刻人将回归自然，远离尘世。而镰刀这一意象已多次作

过诠释，在此不再赘述。伴随着沙漏的运动和镰刀的劳动，人

由童年长为成年，由成年转向“凋零”。然后诗人运用了“如

果”一词，在这里“如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可望不可及。
没有什么能使时间丢丑，没有什么能使时间死去，人世间山

会崩塌，海会变枯，惟有时间青春永驻。虽然俗语说“时间一

去不复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真的会逝去，这只意味着

所有生物的时间一去不复返。对于生物，时间每过去一秒，它

们距死亡便更近了一步。
三、艺术之永恒

莎翁的十四行诗内容主要是赞美友谊和歌颂爱情以及

抒发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莎士比亚对友谊和爱情的歌颂

主要是通过时间的反衬来达到效果的。无论友谊多么纯洁

真挚，爱情多么忠贞不屈，它们都面临着时间的考验。青春和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每个时代都能听到这些悲叹人生和爱情

短促易逝的哀婉诗句，而莎士比亚对此也有自己的诠释。
既然铜、石或大地，或无边的海洋 / 没有屈服那阴险的

无常，

美，她的活力比花朵还柔弱 / 怎能和他那肃杀的严威抵

抗? [2]137

莎士比亚对以上人生苦短、青春苦短、美丽苦短的答复，

首先是劝告他所钟爱的青年们快点结婚。因为这样，人类和

美丽可以世代相传，永存世间。上文所举的第十二首十四行

诗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观点。
时间的镰刀没人能够阻挡，

除非是你被抓走，让孩子去抵抗。
其次作为一个诗人，他认为他的诗作和才智可以与时间抗衡

并战胜时间：

死神不能夸说你在他的阴影里面走着，

如果你在这不朽的诗句里获得了永生；[1]43

最后，诗人对时间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并给予了自己自信：

好朋友，你对我永远不会老，

因为当年我和你初次相逢，

到如今风采依旧：[1]93

虽然莎士比亚时刻感受着时间的无情，但是他并不像十

七世纪的骑士派诗人那样主张“及时行乐”。骑士派诗人同

样时刻感受着时间的压迫，他们感到窒息，于是他们推崇
seize the day。骑士派诗人作品虽然语言、韵律很美，但是过

分渲染的及时行乐的主题，可能使人沉溺于感官享乐，甚至

玩世不恭，导致悲观的生活态度。而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

时期诗人的优秀代表，强调人的尊严。他认为人的价值在今

生今世，所以要想保存自己的价值就应该在今生今世留下点

什么，而不是前生来世。因此，对时间摧毁力量的不满激发战

胜时间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励人们在今生今世取得流芳百世

的资本，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永恒。而战胜时间的只有永恒，

所以如果人能通过自身的奋斗而达到永恒与美好，那么就不

用怕时间的镰刀。这一论点可以在第一百二十三首十四行诗

中得到证实。
不，时间，你休夸说我也变了心 / 你用新的技巧造起的

建筑物

在我看来并不奇异，不新鲜 / 不过是以前的老东西加了

新的装束。
人生苦短，所以我们赞叹 / 你用混谝的手段塞给我们的

旧货；

宁可认为那适合我们的心愿 / 不愿想以前早就听说过。
我看不起你的史记和你自己 / 不惊羡现在，也不惊羡以

往；

因为你的记录和眼前一切都是假的 / 是你匆忙之中编

造的谎。
我发誓这样说，永远会是这样的 / 我忠贞不渝，不怕你

的镰刀和你。[1]169

在这首十四行诗中，诗人对时间的威力提出质疑和挑

战。时间作为一个史记家，在作者眼中是不称职的，在时间的

宇宙里有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但诗人只想在有生的今世

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达到永恒。这样，作者就“不怕你的镰

刀和你”。
四、结语

时间意象在莎士比亚诗中屡屡出现。时间的流逝带走的

就是人生。人生的旅程是在时间中完成的。除去本文提到的

时间这个鲜活的意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还有许多其他

意象。如他把世界比喻为舞台，而人则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人
的一生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在第五首十四行诗中，莎士

比亚还用了花的意象，花代表美丽，花的香味则代表了真。从

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他对

人生的感悟。人的外表并不代表一切，人的美德，即诗中花的

味道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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