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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转 这一概念在 2000 多年前就被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凸显了突转的种

种现象与痕迹,不论是单一诗篇还是整部诗集均体现了跌宕起伏的审美美感。此外,这种突转的美学结构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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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古诗体,据说源于意大利西西里

地区的民歌,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将其

发扬光大,并奠定了十四行诗在当时文坛的地位。英国诗

人、政治家怀亚特于 16 世纪 20 年代将其引入英伦, 并开始

陆续翻译彼特拉克的诗作,且尝试创作十四行诗, 形成了英

诗宝库中最早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是经过改进的,由每个

诗行的 11 个音节改进成为 10 个音节,最终成为了五音步抑

扬格。改进后的诗体更加适应英语语言的自然节奏,并形成

了新的韵式:前八行为 abba abba , 后六行为 cd cd cd 或 cdc

cdc 或 cde dce。随后萨里在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原有格律基

础上对节奏和韵式又进行了改动与完善。他把后六行改为

一个四行体和一个两行体偶句, 把韵式改为 abab cdcd efef

gg。怀亚特引入十四行诗体,并做了初步的改动;萨里根据

英伦语言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维方式对改动进行了又一

次的完善与提升。随后的几十余年见证了十四行诗在英国

的繁荣与发展,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十四行诗, 出现了三大十

四行诗集:锡得尼的!爱星者与星∀、斯宾塞的!小爱神∀和莎

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前两位诗集的创作者在践行十四

行诗方面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莎士比亚没有像怀亚特等

热衷于引进国外诗体,也没有像斯宾塞等人热衷于诗体的创

新。他只是选定了萨里常用的诗体 ,即四四四二结构, 韵式

为 abab cdcd efef gg ,用这种体式, 创作了诗篇 154 首, 篇篇

锦绣,章章绝伦, 堪称之最,所以英体十四行诗也称为莎体十

四行诗。

突转 指 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

向 。[ 1] ( P33)
大多数学者认为, 抒情诗不具有完整的情节和逼

真的人物形象,其结构大体按非多元主题或单一情绪起伏波

动的轨迹组合,不存在戏剧性的冲突和突转。然而, 莎士比

亚十四行诗却呈现了某种 突转 的痕迹。从单篇来看, 绝大

多数诗篇所抒发的情感确实发生戏剧性的急剧逆向变化, 给

读者带来了抑扬张弛的审美体验。从整体来看, 154 首诗呈

现了某种情节上的起伏变化,宛如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情感突转

王改娣教授认为,总体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式上遵

循英体,但对于单独诗篇来说, 自身内部逻辑结构却呈现形

式多样化趋势, 大体分为彼特拉克体、英体、三段体等类

型
[ 2]
。笔者认为无论逻辑结构类型如何, 其诗篇均显露情

感突转的痕迹,只是强度不同而已。

首先,最常见的英体逻辑结构中, 前三个四行体层层递

进,形成强烈对比, 以渲染气氛,后突转到一个结尾偶句。这

个偶句不仅有力度, 且往往成为铭文式的格言和警句。如

18 首,第一个四行中诗人运用暗喻和对比的手法把夏日和

娇花等比作稍纵即逝的短暂美, 因为它们要么受天道之不

测,要么受无常之命运,所以不能把爱友和它们相比。第二

个四行体继续说到就连太阳神也难免太灼热而失去美感, 在

诗人眼里就连神也是不能与爱友之美相提并论的。第三个

四行体用排比句式说爱友是一种抽象美、真正美和普遍美。

然后,两行偶句指出只要存在欣赏美的人, 诗歌就会与爱友

永生。可见在前 12 行中 ,莎翁分别塑造了夏日、春花、太阳

等形象,渲染了美好事物与破坏力量的对立性,最后, 在结尾

偶句中,诗人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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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诗行留存美。又如 60 首, 第一个四行体写道时间犹如

涌向岸边的波浪,飞逝而去, 引入了时间的一维性。第二个

四行体以人从小变老的成长周期为例加强了时间的无情与

毁灭性。第三个四行体以容颜易逝,把时间的一维性推向了

高潮。前 12 个诗行中,事物接连被时间的镰刀砍断,使读者

越来越感到时间的可怕, 感到走入无力回天的境地, 情感矛

盾达到了顶峰,突然如晴天霹雳,诗人高呼唯有不朽的诗篇

能与时间比高低,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给人 360∃的转弯。

由此可见,在这种突转模式下, 肥大 的前 12 行从不同层面

或角度使感情复杂化,而 瘦小 的最后两行却完成情感之突

转,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 堪称突转强度之最。在莎

诗中,具有这种突转模式的诗篇还有许多, 如 19 首、29 首、

52 首、60首、63 首、64 首、65首、66 首等等。

其次,莎诗中仅次英体位居第二的是彼特拉克体逻辑结

构,前 8 行或预设悬念, 提出疑问或铺垫主题, 6 行则解决问

题给出评论,而突转常常在第九行开始。如 33 首,开头 8 行

写到明媚的太阳虽然光彩夺目,但也有乌云遮蔽其容颜的时

候,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样诗人就在开头预设了悬念;后 6 行

一下子从天上的太阳转到爱友, 并说道爱友乃人间的太阳,

天上的太阳有乌云遮蔽的时候, 那么爱友自然也不免有瑕

疵,这样就为诗人和爱友的矛盾找到了合理解释, 完成了逻

辑转变。又如 63 首, 前 8行强调时间对青春年华的无情, 流

露出诗人的忧虑与困惑, 这是铺垫; 而后 6 行则要借助不朽

的诗行与时间抗衡,是问题的解决, 诗人的忧虑也水到渠成

地消除了。这样就构了突转的第二种模式:前 8 行抑后 8 行

扬,前后对照。在莎诗中, 具有这种突转模式的诗篇还有 36

首、42 首、61 首、76 首等。由此可见 , 前两种突转模式构成

了非均衡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强度越大,突转力度也随之增

大,反之亦然。对于其它逻辑模式, 鉴于突转强度较弱,本文

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情节突转及其它

莎士比亚大约从 1592 年开始创作直到 1598 年结束, 共

计 6 年,创作 154 篇十四行诗, 诗篇的核心主题为友谊与爱

情。前 126首描写诗人同爱友之间友谊的变化起伏,几经突

转,抑扬张弛。可见, 不但两大组诗内部存在突转痕迹,在两

大组诗之间亦存在突转,因为十四行诗集传统上只是抒发对

女性的爱慕, 如在锡得尼的!爱星者与星∀中, 诗人倾诉了对

心上人佩内洛普的满腔爱意,斯宾塞的!小爱神∀描述了诗人

向伊丽莎白 #博伊尔求爱的心灵路程,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却先倾诉与爱友之友谊后转向十四行诗的传统抒情对象, 即

令诗人神魂颠倒的黑肤女郎。

首先,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 1609 版本的诗歌次序,对前

126 首诗歌内容大致分类整理, 可以呈现一个相对清晰完整

的情节脉络
[ 3]
。前 17 首劝诫爱友早日结婚生子, 繁衍后

代,抗衡时间毒手; 后两首提出战胜时间的另一法宝便是伟

大的诗行; 20至 32 首主要颂扬友谊与爱情; 33 至 52 首主要

是关于第三者的插入所引发的友谊的分裂与和解; 53 至 65

写诗人对爱友感情的专一与爱友之美; 66 至 72 把失恋的痛

苦归结为社会所系; 73 至 87 主要感慨生命有限更需加倍呵

护,此时闯入另一诗人来争夺爱友, 引起波折; 88 至 99 写诗

人与爱友分手之后的思念; 100 至 120 首主要描写诗人与爱

友分手之后又后悔, 之后又和好的波折; 121 至 126 表达了

诗人的内心品质。虽然前一组诗不具备连续的情节, 但明显

的有一条可以被读者感觉到的若隐若现的叙述性次序, 那就

是诗人与爱友的友谊发展与超友谊的情感的发展: 诗人与爱

友的友谊及超友谊的关系经受了外人的非议, 他人的离间,

由分到合,再由和到分, 反反复复 ,几经变迁。其次, 后一组

诗歌内容大致整理如下: 127 首至 130 首讲述黑肤女子的美

貌; 131 首至 136 首发现黑女郎的种种劣迹, 让世人苦恼万

分; 137 首至 145 首写到虽然黑女郎背叛诗人, 诗人仍然希

望其回心转意; 146 至 152 首写诗人完全绝望。这一组诗亦

可见忽隐忽现的叙述性次序,那就是诗人与黑女郎之间的爱

情纠葛:盲目热爱、双重背叛、痛苦挣扎、痴心等待。从情节

上看,由大喜突转到大悲再到极悲, 也显露突转痕迹。简而

言之,两大组诗内部情节发展起起伏伏,几度离合, 具有情节

突转的痕迹。

其次,两大组诗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突转。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突破传统写作对象的桎梏,极大地拓展了十四行诗

的创作空间。在第一组诗中,诗人热情地颂扬了爱友,称其

为三位一体的典范,这是其他同时代的诗人所没有突破的。

诗人先歌颂爱友,歌颂他们之间的友谊及超友谊,这是扬, 让

当时的作者大感意外,于是更加吸引读者;随后, 诗人又将描

写对象转移到传统的女子上,这为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称之为突转。

综上所述,从情感逻辑突转到情节发展, 可以看到莎诗

的独特艺术形式,从局部到整体都可以感受到起伏跌宕的结

构艺术效果和抑扬张弛的叙述艺术效果。

三、整体和谐观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 和谐起源于差异

的对立 [ 4] ( P14)
。上文以突转为切入点, 对莎诗进行了初步

分析,发现了莎翁重视和谐的美学观点。莎诗在内部逻辑情

感发展上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这种差异性使得莎诗避免

了单调乏味。倘若整个诗集都采用单一的逻辑模式, 恐怕莎

诗之美要逊色不少。而莎翁身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

人文主义者,定受到了像毕达哥拉斯一样的哲学家的影响,

从而自觉地采用两种模式来演绎自己的诗行。至于描写对

象,莎翁在第一组诗里出人意料地颂扬了爱友,这在当时流

行的诗集中是相当罕见的。这样不同寻常的开场引发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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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强烈的审美兴趣。随后在第二组诗中, 诗人引出了黑女

郎,又将读者带回了传统的描写对象。两个描写对象虽不

同,但二者统一于诗歌主题。

此外,逻辑情感突转的两种模式: 前 12行加后两行和前

8 行加后 6 行, 构成了非对称二元对立;两大组诗描写对象:

男和女,即一阳一阴, 又构成了均衡二元对称。这种对称与

非对称的二元对立,奏出了美的音符, 这根据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的受欢迎程度就可看出。黑格尔说: 和谐一方面见出

于本质上的差异面得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得

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示为它们的统

一。 
[ 5] ( P180)

莎翁不可能与黑格尔对话, 但在这一点上,似乎

二人不谋而合。莎翁正是在对立中寻求表达诗集整体的思

想内涵,在寻求和谐之美中消解了纯然的对立。莎士比亚的

整体和谐观实质就是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在多样性中求

统一和谐。

莎翁创作了无数世界人民喜爱的作品,却没有一本关于

美学的专著。他只是将自己的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表

达出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确凸显了突转痕迹, 并且这种逻辑

情感结构和情节结构的构成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莎

翁重整体和谐的美学思想。正如东坡居士所云: 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分析结

论,然而任何结论都是向绝对真理迈进的相对真理, 不能成

为定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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