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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是影响婚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莎士比亚喜剧中人物的婚恋性质、婚恋内

涵, 以及婚恋中的妇女地位等问题进行剖析, 可以窥视当时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婚姻社会的影响, 为人们

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一个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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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正处在伊丽莎白一世统

治的末期, 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 正是英

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最关键的历史时期。全新的

经济原则导致形成全新的观点和观念的彻底转

变, 正如爱德华 傅克斯所说的, 现存生产机制

的彻底根本的转变必然引起精神生活的更新, 有

时甚至是精神生活的再生 ( Renaissance)。
[ 1] 85
此

时的婚姻社会, 如同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

社会和其它领域一样, 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

文试图把莎士比亚的喜剧置于当时的经济文化背

景中, 剖析当时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婚姻社会的

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英国的经济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归根结底其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

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在农业方面, 受益于新航路

的开辟, 西欧发生了价格革命。在英国当时农产

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大高于手工业产品, 特别是

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

展。在手工业方面, 英国传统的手工业是毛纺织

业, 但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除了毛纺织业

外, 采矿、冶炼、冶铁、造船等都开始迅猛发展

起来, 并且所有这些行业都开始形成资本主义手

工工场。此外, 伊丽莎白一世还制定了一系列法

令和条例, 从内外两个方面保护国内市场, 维护

本国商人的利益。

英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虽极大

地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 也

使全社会形成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 人们愈来

愈重视和崇拜金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对于这

一时代来说, 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 [ 2]
金钱的

作用和影响渗透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社会风气也极大地影响着英国当时的婚姻社

会状况。

一、婚恋性质

爱情本是人世间至真、至纯的一种美好情

感。古往今来, 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美

好的词句, 都用来比喻爱情, 赞美爱情, 就因为

这份美好感情的真切足以感天地、泣鬼神, 它的

永恒与纯洁使人痴迷, 令人陶醉。可是, 在莎士

比亚的喜剧当中, 处于重商主义的经济环境下,

这份美好的情感却被金钱侵蚀, 成了一种交易。

∀一报还一报 # 中的玛莉安娜只因在海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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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所有的嫁奁和大部分财产, 已与她缔结过

婚约的安哲鲁就抛弃了她。在那时的男性看来,

女性只是其财产的附属物, 像玛莉安娜这样没有

了财产的女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

∀威尼斯商人 # 中的巴萨尼奥向鲍西娅小姐
求婚的真正动机就如他对好友安东尼奥所言:

 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怎样为了维持我外强中干

的体面, 把一份微薄的资产都挥霍光了; 现在我

对于家道中落、生活紧缩, 倒也不怎么在乎了,

我最大的烦恼是怎样可以解脱我背上这一重重由

于挥霍而积欠下来的债务。! [ 3 ] 9
可见, 巴萨尼奥

向鲍西娅小姐求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借机还

债 (按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 女孩子婚前的财产

在结婚以后悉数要归丈夫支配 )。对于空有  高
贵的家世 ! 而实则  负着一身债务 ! 的公子哥

巴萨尼奥而言, 得到拥有万贯家私的富家嗣女鲍

西娅的爱, 就像得到了  传说中的金羊毛 !。而
完全出于真情的鲍西娅对于巴萨尼奥的想法浑然

不知, 所以当她不顾女孩的矜持极力劝阻巴萨尼

奥,  请您不要太急, 停一两天再赌运气吧; 因

为要是您选得不对, 咱们就不能再在一块儿, 所

以请您暂时缓一下吧 ! 的时候, 巴萨尼奥自觉愧

对小姐的真情, 才有了  我现在这样提心吊胆,

像给人拷问一样受罪 ! 的感觉。一方面是女方的

倾心相与, 另一方面则是男方的暗藏心机。换言

之, 是利益的驱动而非真正出于对鲍西娅小姐的

爱, 才使得巴萨尼奥铤而走险的。

如果说巴萨尼奥在自己的真正求婚动机面前

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话, 那 ∀驯悍记 # 中彼
特鲁乔的表现则是赤裸裸的了。本来贤淑、温柔

是男性心目中标准妻子应具备的品德, 而强悍、

泼辣的女性则是令男人望而却步的, 但在利益面

前, 彼特鲁乔直言,  既然我的求婚动机主要是
为了钱, 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 泼辣凶悍, 我都

一样欢迎; 尽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着风浪的怒

海, 也不能影响我对她的好感, 只要她的嫁奁丰

盛, 我就心满意足了。! [ 3] 225
面对女方的父亲, 他

甚至坦言,  要是我得到了令嫒的垂青, 您愿意

拨给她怎样一份嫁奁? ! 多么直白! 多么坦率!

而女方的父亲则也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 就像

急于向外抛售一件滞销货物的商人一样, 把女儿

随随便便就嫁出去了。一个聪明伶俐, 敢想敢

干, 颇具个性的少女凯瑟丽娜就在两个男人的讨

价还价过程中被决定了命运。

对于安哲鲁、巴萨尼奥、彼特鲁乔这些新兴

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言, 纯粹为了爱情而结婚是奢

侈浪费的行为, 婚姻就是他们进行资本积累, 使

财产增值的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他们攫取利润的

最快捷的方法。

二、婚恋内涵

由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 英国资产阶级获

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人们纷纷通过经商、旅

游、出国留学等方式打通了与世界各地的联系,

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而人们一旦有了新的

前景和新的希望, 精神便长出了翅膀。新兴资产

阶级打破了传统的婚恋观, 一方面敢于大胆地进

行破坏, 即破  禁! 立  纵 !; 另一方面则敢于
创造性地建立, 他们懂得了在婚恋中讲究风情。

本来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世界观宣扬, 超越尘世的

灵魂是生活的最高概念和唯一目的, 而妨碍实现

这个目的的肉体只是不灭的灵魂短暂的、转瞬即

逝的躯壳。但是随着新经济原则的崛起, 这种旧

的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轰然倒塌, 人们的观念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开始用各种语言、各

种形式为婚姻大唱赞歌:  婚床睡着最舒服。! 面
对爱情, 男女双方敢于大胆表白自己的感受。鲍

西娅抱怨无聊的世俗礼法使自己不能享受合法的

权利, 并在巴萨尼奥还没选好匣子之前就向他表

明心迹 ∃ ∃ ∃  整个儿的我都是您的。! ( ∀威尼斯

商人# ) 只见了一次面, 罗瑟琳就对奥兰多说:

 先生, 您摔角摔得很好; 给您征服了的, 不单

是您的敌人。! [ 3] 117
而奥兰多也深有同感地自语

道:  可怜的奥兰多啊, 你给征服了! 取胜了你

的, 不是查尔斯, 却是比他更柔弱的人儿 !。
( ∀皆大欢喜 # ) 大安提福勒斯与露西安娜初次见

面就说:  你是我幸福的源头, 饥渴的食粮, 你

是我尘世的天堂, 升天的慈航。! [ 4] 34
( ∀错误的

喜剧# ) 已与那瓦王等一起立下誓言  三年内不
与任何女子交谈 ! 的俾隆在见过法兰西公主及其
侍女们后由衷感叹:  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

一个教训: 它们永远闪耀着智慧的神火; 它们是

艺术的经典, 是知识的宝库, 装饰、涵容、滋养

着整个世界; 没有它们, 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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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 4] 240
( ∀爱的徒劳# ) 出身寒贱的海丽娜更

是当着众人的面恳求国王把勃特拉姆赐给自己做

丈夫 ( ∀终成眷属# )。

当时的人们不仅敢说, 而且敢做。 ∀维洛那
二绅士 # 中的朱丽娅坦言恋人的目光  是我灵魂
的滋养 ! [ 5]

, 为了不使自己在  饥荒中因渴慕而
憔悴!, 她毅然女扮男装远行去追随恋人。关于

女性的贞操问题历来都是被人们所重视的, 伊丽

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也不例外。当时的社会以各种

方式来防止女性在婚前失去贞操, 但其实, 这个

时代的男女在婚前失贞的情形却特别严重。据国

外学者研究表明, 在 16世纪和 17世纪交替前后

的英国, 平均每五个新娘中就有一个是未婚先孕

者。
[ 6] ∀威尼斯商人# 中的罗兰佐与杰西卡早已

是生米煮成熟饭; ∀维洛那二绅士 # 中的西尔维
娅与凡伦丁也早已合成一体; ∀一报还一报 # 中

的克劳狄奥与朱丽叶已是暗结珠胎; ∀终成眷属#
中的勃特拉姆也大搞婚外情。而从 ∀威尼斯商
人 #、 ∀驯悍记 #、 ∀终成眷属# 等作品的仆从口
中更可以得知当时的两性关系大胆放纵到何种程

度。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了经济实力做基

础, 能够专门为享乐而活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爱情方面的享乐, 人们越来越讲究优雅

的形式。爱情的艺术在当时已成为一门最重要最

流行的学问, 求爱的形式在与贸易同步发展的资

产阶级身上表现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如 ∀维洛那
二绅士 # 中的西尔维娅以让凡伦丁代自己写情书
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凡伦丁的爱; ∀第十

二夜# 中的奥丽维娅巧送戒指给西萨里奥 (薇奥

拉假扮的 ) 来表明心迹; ∀无事生非 # 中的培尼
狄克与贝特丽丝则是在唇枪舌剑中走到了一起;

∀威尼斯商人 # 中, 罗兰佐与杰西卡之间的打情

骂俏, 以及他们关于  夜的典故! 的抒情, 显示

出他们作为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那种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而最讲浪漫情调的要数 ∀皆大欢
喜 # 中的奥兰多与罗瑟琳了。为了表白自己对罗

瑟琳的爱, 奥兰多把写满滚烫话语的情诗挂满了

亚登森林的树枝, 并在一片片树皮上镂刻下了自

己的相思。可见, 在当时谈情说爱已成为年青人

的时尚, 男女婚姻的内涵得到了延伸。

三、婚恋中的妇女地位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后, 女性就一

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在西方, 随着基

督教统治地位的确定, 女性的低下地位也被进一

步确立下来。 ∀圣经 新约 提摩太前书# 中提
到,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

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 只要沉静。因为先

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

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如果说基督
教教会使妇女学会服从其夫, 那么封建制度就使

妇女服从于土地。! [ 7]
在中世纪的英国, 土地是唯

一的资本, 占有土地的贵妇人因此得以跻身上流

社会, 但大部分妇女仍处在社会下层, 得不到社

会的尊重。

11世纪以后, 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 城市

的兴起,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工场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发展使英

国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而贵妇人

在家庭、地产管理和做生意中的能力也越来越令

人刮目相看。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宗教改革, 妇女在精神上和家庭生

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解放

的她们开始检查和修正两性关系。比如, ∀威尼

斯商人 # 中的鲍西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
令男人都束手无策的难题, 显示出不逊于, 甚至

超过男性的才能; ∀皆大欢喜 # 中的罗瑟琳、

∀终成眷属# 中的海丽娜也都是一直在牵着男人
的鼻子走。

不过, 此时妇女地位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她们

在社会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她们的这种所谓的解

放和主动权都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鲍西娅

还是得女扮男装才能进入显示其聪明才智的法

庭, 海丽娜也是假充了另外一个女人才达到了自

己的目的, 可见, 获得了一定经济解放的妇女们

总体上仍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但毕竟事实已

经表明, 越来越多的英国妇女渴望改变她们在婚

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像 ∀第十二夜 # 中的薇奥
拉就以女扮男装的手段接近公爵, 从而取得了在

婚恋关系中的主动权,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许

有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像 ∀驯悍记 # 中的凯瑟
丽娜试图摆脱男性控制的努力就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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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说明男权统治力量之强大, 但做为女性,

她们已有所行动了。

通过对莎士比亚喜剧中英国婚姻社会状况的

分析, 我们发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人们的婚恋观

正日益世俗化、近代化。而任何理念都不是形而

上的, 不是从外部进入生活的。  这种导致形成
全新的观点和观念的彻底转变, 发生于全新的经

济原则进入历史的时刻。!
[ 1] 85
总而言之, 是重商

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婚恋观。有

人曾这样说过,  小说是历史, 是人的历史, 否

则它就什么也不是% %而小说家本身就是史学

家, 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者和阐释者。! 那么我们
也可以这样说, 莎士比亚的喜剧也为我们了解伊

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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