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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莎士比亚多部英国历史剧的主题之一就是战争问题。剧作家将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作为贯穿

其多部历史剧情节的主线, 这明显阐释出剧作家的战争意识, 而这一切皆可追溯到中世纪神学思想和文艺复

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战争观念对剧作家的双重影响以及剧作家对史料的研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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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hakespear e s English histo ry plays, the issue of war s is w idely covered as one o f the themes. T he H undred Year

s War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thr ead through his several histo ries , w hich obv iously interprets Shakespear e s awareness o f

war . A ll of these should be att ributed to the g reat impacts both from the medieval theo lo gies and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 ide

o lo gies on him as w ell as to his learning and thinking of histo rica 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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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其英国历史剧中着墨浓重之一的就

是战争主题。仅就其 11部英国历史剧而言, 其早期

历史剧 约翰王!剧情伊始, 莎士比亚就将我们带入

了 13世纪初英法两国为英国王位继承人问题而剑

拔弩张的氛围: 由于英王约翰拒绝法王菲力普提出

的约翰应将其僭夺的王位让予其侄亚瑟王子的要

求,法国使臣夏提昂便威胁要用残暴的战争手段迫

使其放弃王位及权利, 而约翰王也不甘示弱随即回

应要用战争对付战争, 流血对付流血
[ 1] 617 618

。在余

下的 10部历史剧中, 除 亨利八世!外, 其余 9部均

以英法百年战争( 1337- 1453)和玫瑰战争( 1455-

1485)作为贯穿剧情始末的主线之一。在  爱德华
三世![ 2] 1732、 亨利四世!上下部、 亨利五世!及 亨利

六世!的上中两部戏中,英法两国之间为争夺领地统

治权和王位而进行的长达百年的战争烽火此起彼

伏;同时, 在 亨利六世!的下部以及 理查三世!中,

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为争夺王位而引发的持续

30年之久的内战战事连绵。因而,研究莎士比亚的

历史剧,战争问题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莎士比亚笔下的战争都发生在彼此有着千丝万

缕联系的人与人之间或民族与民族之间, 比如: 兄弟

之间,表亲之间、家族之间以及有着久远的血统关系

的民族之间。他们有的为争夺领地,有的为争夺失

去的权利,有的则为了争夺王位。 亨利五世!中的

亨利王为夺得领地和王权发起战事征讨法国; 理查
二世!中理查王的王位被同族兄弟波林勃洛克, 即后

来的亨利四世起兵夺取等地。而且,这些战争似乎

都是在无法避免或是不得不打的情势下发起的, 也

都是似乎有着充分理由的正义之战。因此, 莎士比

亚一方面似乎在告诉人们战争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

本能的行为方式, 而且既然如此, 当战事来临, 就顺

其自然。同时,剧作家还鲜明地阐释了战争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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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王位攫取权利及惩治罪孽获得和平巩固王权的

治国安邦之术和为君之道。这些都折射出莎士比亚

对战争存在的认同倾向, 另一方面,剧作家以大量战

争惨烈场面的描绘, 猛烈地抨击了战争带给人类的,

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是无法记述和难

以言状的痛苦和灾难。而更有甚者, 莎士比亚在描

绘了许许多多战争的苦难之后,又让观众和读者顿

悟原来这一切惨痛代价的付出却是徒劳无效的, 这

无疑绝妙地讽刺和无情鞭笞了战争。因此, 我们有

理由认为莎士比亚又是反对战争的。

莎士比亚这种对战争既认同又反对的战争意识

以及对战争存在的矛盾心态究竟源于何处?

一、莎士比亚战争意识的史料来源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战争问题所涉猎的历史知识

和史料,主要源于莎士比亚研读了两位重要的编年

史家霍 林希德 ( Holinshed ) 和 爱德华 # 霍尔

( Edw ard Hall)的编年史书, 以及多种中世纪的特别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资料 [ 3] 5。其中, 霍林希德的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编年史!是莎士比亚最

重要的史料,而此书主要依据了霍尔的 兰开斯特与
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的联合!一书写成。而对霍尔此

书最具影响力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

史学家坡立多尔 #弗吉尔( Polydore V erg il)写于亨

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 英国史!。霍尔还很
可能间接地依据了罗伯特 #费边( Robert Fabian)的

 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新编年史!和托马斯 # 莫尔

( Thomas M or e)的 理查三世的历史!, 这两本书均
写于都铎王朝早期 [ 4] 23 24。而且, 关于莎士比亚战争

问题的史料来源, 我们还可从前人将霍林西德的编

年史和莎士比亚历史剧剧情所进行的对比研究中得

到证实。比如: 约瑟芬 #尼科尔和阿兰蒂斯 #尼科
尔出版于 1927年的 霍林西德的编年史于莎士比亚

戏剧之应用!和波斯维尔 #斯托出版于 1896 年的

 莎士比亚的霍林西德编年史与历史剧之比较!, 他
们都将霍林西德编年史中的文本史料与莎士比亚历

史剧剧情进行对应研究。而莎士比亚正是大量采用

了霍林希德和霍尔的编年史中所提供的丰厚史料,

构建了其历史剧的基本框架,充实了其历史剧的基

本内容,同时,诠释出剧作家在其所处时代所必然产

生的关于战争问题的思考。

在这些大量史料来源中,莎士比亚主要筛选出

13至 15世纪由英法王位或利益之争而引发军事冲

突的素材,构成其历史剧中战事的基本脉络。在其

10部英国历史剧(  亨利八世!除外)中, 除了 约翰

王!所反映的战事是在 13世纪初以外,从 爱德华三
世!到 理查三世!所反映的战事基本上是英国历史

上的英法百年战争( 1337- 1453)和玫瑰战争( 1455

- 1485)。

英法百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两国王室之间

的血统关系而导致的王位继承权之争。爱德华三世

依据其母亲的血统关系, 以其为法王菲力四世外孙

的身份提出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并于 1337年宣布

自己为法兰西国王, 拒绝向法兰西新王菲力六世宣

誓效忠。法王随即宣布将爱德华三世在法兰西的领

地收回归王室所有, 率先于 1337 年 5 月 24日下令

法军占领基恩; 英王爱德华三世遂于 11月率军征讨

法国,双方自此开战。其缘起表面上与法国王位的

继承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却是英法两国统治者几百

年来不断争夺领地和商业利益。14世纪初,英国仍

占据法国南部加斯科涅地区,这阻碍了法国政治上

的统一;英国又要巩固其在法国佛兰德地区的经济

利益,因为它是英国羊毛的出口市场。而法国的佛

兰德伯爵等贵族由于担心该地区人们的富裕和强大

会危及其统治地位, 多次为羊毛贸易设置障碍, 因而

多次激起英法两地与羊毛贸易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人

们的强烈不满。1336年, 爱德华三世利用巧妙的外

交手段,下令禁止向佛兰德地区输出羊毛,使得佛兰

德城镇的居民立即起来反对法国的封建贵族。经过

艰难的斗争, 居民们控制了佛兰德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担心法国贵族的报复,当地居民遂向英格兰求

助,英国也积极响应,这些都促使了英法百年战争的

爆发 [ 4] 889- 893。此战时断时续至 1453年长达百年。

英法百年战争停战不过两年,英格兰两大贵族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又展开

历时 30年的王朝战争。由于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

红玫瑰而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因此这场战争又

被称为∃玫瑰战争%。1455 年, 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
六世将摄政王约克家族的理查免职,引起理查起兵

夺权,战事由此而起 [ 4] 557 558。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将这两场战争有机地联系在

一起并贯穿剧情始终。 爱德华三世!一剧所描述的
就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缘起和第一次英法之战。 理

查二世!的主人公理查二世是爱德华三世的孙子,其

王位后被爱德华三世的另一孙子波林勃洛克(后称

亨利四世)在剧中利用战争篡取;  亨利四世!上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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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亨利四世动荡不安的统治生涯, 剧中的亨利

四世多次表示要发动圣战和对外战争以牵制国内贵

族的谋反行为;  亨利五世!不仅有很多笔墨描述了
亨利五世利用武力评定内乱,还详细记叙了两次征

战法国的胜利;  亨利六世!上、中、下部中,英法百年

战争和玫瑰战争的战事时起时断。虽然史实中在亨

利六世统治期间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失败告终, 但

是爱德华三世的玄孙们为争夺王冠又打起了约克家

族和兰凯斯特两大王族的红白玫瑰战争。这场战争

在持续长达 30年之后,随着 理查三世!中的篡位者

理查三世在战场上惨败、亨利七世即位以及都铎王

朝的建立而告终。这标志着英国历史上多年兵荒马

乱、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和一个充满希望的

新王朝的开始。

二.莎士比亚战争意识的思想渊源

莎士比亚对战争问题的诠释除了必要的史料基

础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思维观念中对史料取舍的标

准。在包罗万象的霍林希德编年史书中, 莎士比亚

为何偏偏选取了战争素材?

莎士比亚的创作时期正值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当

时英国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传统、中世纪神学思想影响

尚明显存在,尤其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圣#奥古斯丁
及圣#托马斯#阿奎纳的影响源远流长。同时,文艺
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人物伊拉斯莫和马基雅维里

的思想也颇具影响力。这些存在无不影响着生活在

那个时代的莎士比亚。

早在公元 4世纪时, 圣#奥古斯丁就在其 上帝
之城!一书中专门研究了战争问题。他在书中关于
战争问题的一节中, 赞扬了正义之战。他认为战争

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带来恢复公正、惩罚罪恶及获得

和平的利益,强调正义之战有矫正之功效
[ 5]
。因而,

他既不怀疑战争本身的可能性,也不惊讶于战争自

身的邪恶; 然而,我们不应忽略其观点的前提是战争

应为正义之战, 即战争必须既要拥有正义的理由又

要拥有正确的意图。所谓正义战争, 就是为正义而

战,为重建和平安宁而战,为报复或为矫正不公或为

失而复得而战; 战争也是一场为获得教会支持而保

卫国家和宗教的斗争[ 6] 264 266。这种战争也只有君主

才有权力去发动 [ 7] 11。既然战争的初衷是为了正义

公道,结局又是和平安宁, 那么,它就符合上帝的旨

意及其圣法,就可以宣战。此外,惩罚罪人的权力来

自上帝,合法的战争寻求惩治邪恶与反叛并引领他

们走向正义与虔诚。因此,上帝不仅允许这种战争,

而且实际上还命令约书亚( Joshua)对其敌人开战。

∃这些准则不仅属于神圣的圣法而且也属于自然法
则、民法及教会法规&&% [ 3] 19

作为圣 #奥古斯丁的追随者, 圣 #托马斯 #阿
奎纳在他的 神学大全!一书的 Question 40中也探

讨了战争问题。他首先提出 4个关于战争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讨论是否允许一些战争发生的问题。

虽然他提出 4点理由认为战争与慈善和公正相反,

似乎永远是一种罪孽,但是,他又多次引用奥古斯丁

的观点,论证正义战争却是一种惩罚罪孽、弥补过

错、夺回曾被夺走的以及获得和平的手段。同时,他

在对这一问题作答时提出,说明正义战争之所以正

义需要 3个条件: 一是要由具有统治权力的人命令

宣战;二是要有正义的理由; 三是要有正确的目

标
[ 8] 81 85

。在第一个条件中, 他认为个人无权宣战。

由于统治者有义务有理由料理城市和王国的公共事

务,他们可以用剑合法惩治罪犯抵制国内骚乱, 他们

也可以合法地运用战争武器去保护国家的公共利益

不受外邦侵犯; 在第二个条件中,那些在战场上受到

打击的人之所以罪有应得是因为他们曾做过错事,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正义战争可以矫正邪恶一样;

在第三个条件中,发动正义战争一定要弃恶扬善,因

而战争应有保卫和平、压制邪恶和援助正义的目标。

他还认为, 即使有合法的权利和正义的理由宣战,很

可能因为错误的目标而发生错误的战争。所以, 他

再次引用奥古斯丁的观点, 伤害百姓、残酷报复、野

蛮作战和占有欲望等在战争中都是有罪的。看来,

其正义战争的观点与奥古斯丁的观点本质上有着许

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时代究竟有多

广多深,我们无法准确考证, 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戏

剧作品中这些神学家的思想观点常常得到回应。

在 亨利五世!一幕二场开始后,亨利五世召见

坎特伯雷大主教商讨对法开战一事: ∃我请求你讲一

讲 ∀ ∀ ∀ 要公正、虔诚地讲 ∀ ∀ ∀ 法兰西所奉行的∋舍拉

继承法 究竟应当还是不应当剥夺我们的继承权。

&&因为, 上帝是明白的,有多少今天好好儿活着的

男儿,只为了你大主教一句话,将要血肉横飞 ∀ ∀ ∀ 因

为我们会照你的话做去。所以你得郑重考虑。%[ 9] 349

这里,莎士比亚让我们意识到亨利五世在谨慎地思

考和讨论是否应该对法宣战, 对法宣战是否合法?

对一旦开战的代价也作了预期。显然,亨利五世是

想通过教会的权势为其即将对法宣战寻找合法而正

义的理由; 在 亨利四世!下部四幕一场伊始, 约克大

主教及毛勃雷等人就聚集在约克郡一离战场不足一

里路的森林处。当敌方使臣威斯摩兰在说明来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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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 ∃您, 大主教,您的职位是借着国内的和平而确

立的, 您的须髯曾经为和平所吹拂,您的学问文章都

是受着和平的甄陶, 您的白袍象征着纯洁、圣灵与和

平的精神,为什么您现在停止您的优美的和平的宣

讲,高呼着粗暴喧嚣的战争的口号, 把经典换了甲

胄,把墨水换了鲜血, 把短笔换了长枪, 把神圣的辩

舌化成了战场上的号角?%[ 10] 186 187约克大主教针对
这种质问答辩道: ∃我们都是害着重病的人, 过度的

宴乐和荒淫已经使我们遍身像火烧一般发热, 我们

必须因此而流血; 我们的前王理查就是因为染上这

一种疾病而不治身亡的。&&我并不以一个医生自

任,虽然我现在置身在这些战士们中间,我并不愿做

一个和平的敌人, 我的意思不过是暂时借恐怖的战

争为手段,强迫被无度的纵乐所糜烂的身心得到一

些合理的节制, 对那开始遏止我们生命力的障碍作

一番彻底的扫除。再听我说得明白一些: 我曾经仔

细衡量过我们的武力所能造成的损害和我们自己所

身受的损害, 发现我们的怨愤比我们的过失更重。

我们看见时势的潮流奔赴着哪一个方向, 在环境的

强力的挟持之下,我们不得不适应大势,离开我们平

静安谧的本位。% [ 10] 187 188在这里, 战争可以∃治病%、
可以惩治罪孽、节制淫乱, 治理内乱的功能得以昭

示。看来,莎士比亚至少是熟悉并接受了中世纪基

督教神学思想中关于战争的观念。

不仅如此,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先驱人物

的思想意识也明显地影响着莎士比亚。伊拉斯莫和

马基雅维里就是其中两位。1516 年, 伊拉斯莫在

 基督君主的教育!∃ 关于发动战争%的一节中认为,
君主发动战争要更加谨慎,战争带来的是对一切美

好事物的毁坏。而且,战争酝酿新的战争,小战争引

发大战争, 一场战争引发第二场战争, 由开始时的游

戏演变成流血战争, 波及近邻甚至更远的地方。所

以,一个英明的君主永远不要发动战争,除非在所有

的办法都尝试之后仍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最后, 他

认为如果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能避免, 君主要关心的

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减少战争对臣民的伤害, 尽快

结束战争[ 11] 102 103。显然, 伊拉斯莫虽然也因为战争

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反对战争,但也不反对必要时或

无法避免时利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马基雅维里在 君主论!中详细阐明了君主的良

好素质包括要确保对国家的控制。他倡导君主要具

备对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和进行区域扩张的能力, 以

及要具有随时准备用武力维持政局稳定的威胁力

量。马基雅维里的这些原则就是要使君主的臣民时

常处于不安全或者受威胁的状态。正如他在书中所

说: ∃被惧怕比被爱戴更安全% [ 12] 319 , ∃一个君主应该

没有其他目标, 没有其他想法,也不应该为自己的艺

术再做其他的什么事儿, 只有战争、秩序和纪律: 因

为那是唯一的属于他的艺术&&% [ 12] 310。在莎士比
亚的历史剧中有两处(即 亨利六世!第一部和第三

部)直接提到马基雅维里的名字,这应该足以证明马

基雅维里对剧作家的影响程度,或者说剧作家对马

基雅维里战争思想的熟悉和接受程度。

莎士比亚由于生活在都铎王朝这一中世纪向近

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世纪

神学思想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关于战争

理念的双重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使他在研读大量史

料和文献过程中对英国历史上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刻

思考,并自然形成了剧作家的战争意识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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