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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世界莎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以唯物主义为武器, 把莎作放到历

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肯定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但是, 苏联莎学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应用

于莎学研究的特点。中国莎学研究受到俄苏莎学特别是苏联莎学全面、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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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伴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让我们

了解到俄苏杰出文学家、莎学家对莎士比亚及其作

品的评价。尤其值得提到的是, 中国人在接受俄苏

莎学过程中,苏联莎学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开

始引起了中国文学家和中国莎学学者的注意。并且

对中国莎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而深远的

影响。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 苏联开创的马克思主

义莎学,主要特点是: ! 1)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 把

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 2)强调莎

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他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

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 3)强调莎氏之人民性; 4)与以

上诸特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 5)强调莎氏

的现实主义。以上的方向应当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往往缺乏辨证观点∀。[ 1]
而且就其苏联莎学本身特

点而言,在较大程度上是步德国和英国浪漫派莎学

的后尘, !不过加上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 而所谓的

历史唯物主义也局限于阶级分析∀。
[ 2]
这种机械、简

单化的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莎学研究, 对研究莎作,

对理解马克思主义莎学往往产生某种误导。它!强

调革新,忽视继承,不承认莎氏无论在#道 或#文 上

与中世纪有继承关系。在人民性的模糊观点下, 为

莎氏文过饰非,莎氏虽有赞美个别劳动者的地方,但

明明也有蔑视、害怕劳动者和劳动群众的地方, 但苏

联学者多避而不谈,相反,他们有不适当地拔高莎氏

的思想意识的倾向。帝王将相的品德在他们笔下也

说成是非帝王将相所独有。莎氏在写悲剧时明明已

堕入悲观的深渊, 他们必定要说并不悲观∀。[ 3]
构成

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这些特点, 对中国莎学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

莎学研究的方向, 而且至今仍对中国莎学研究起着

指导、参考作用。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

的发展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有必要理清苏联

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特点,追踪其发展线索。但是,在

中国莎学研究中对苏联莎学的影响研究一直是空

白,国内这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对中

国莎学在借鉴外来莎学理论方面的一项重大缺失。

有感于此,我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综合概括,力图

真实的描述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理论特征,并通

过这一描述更清晰的认识到、把握住!有中国特色的
莎学∀的理论特征, 以此就教于中国莎学研究方家,

也以此作为对本世纪中国莎学受外来莎学理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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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探索。

自20世纪 20年代开始, 中国莎学通过对俄苏

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使中

国文学家看到了一片新天地, 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中国人对莎士比亚有了更加亲切和更加深

刻的体会。马克思主义莎评成为中国文学家解析文

学作品、评论社会情况, 甚至成为反侵略, 反压迫的

一个有力武器, 研究莎士比亚则放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毕竟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莎评。

如果说从 20年代开始译介的俄苏莎评对于!发
生期∀的中国莎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指导作用, 并

使我们知晓了如璀璨繁星的俄国文学巨擘对莎士比

亚的推崇与批判;那么,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就为

最初的中国莎评,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原则。

历史的看 80年代中期以前, 我们都从苏联的莎士比

亚评论中得到过相当多的启发。甚至从我国莎学家

在批评西方莎学学者时也能窥见苏联马克思主义莎

评影响的蛛丝马迹, !西方学者一向不愿认真研究伊
丽莎白的社会时代背景, 不肯重视人文主义的思想

影响, 也不知道试图用阶级观点分析人物性格的特

点,补救这方面的缺憾,也许是今后发展莎学研究的

另一条道路∀。[ 4]
而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莎作中的人物

性格特征,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最明显、最重要

的特征。

但是,随着中国莎学研究近年来的长足发展, 对

莎作理解的日趋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独自钻研, 对

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某些方面正确性的怀疑, 经

过多年的思考、比较、研究, 结合莎士比亚创作的实

际,中国莎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

学是否完整、准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联系

历史和时代的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中难道没

有左的影子吗? 是否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存在着简

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是否有贴标签的现

象? 是否有为了适应政治形式将莎士比亚挪入特定

的政治理论范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值得中国

莎学研究者深究。

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接受中,中国莎学

学者不难发现: !俄国现实文化的缔造者在为争取洋

溢着真正人民性的乐观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斗争中,

一向把莎士比亚看作自己的同盟者,因而一直很重

视这位戏剧大师。这种重视的程度,在苏联莎学家

看来, 是由于苏联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评论思想与马

列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 5]
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

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 1933年发

表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狄纳摩

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最伟大

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研究莎

士比亚就是要使苏联作家!莎士比亚化∀, 而!莎士比
亚化∀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借莎士比亚创作所提出的

衡量文学作品的原则。从 1935 年起, 先由鲁迅编

辑,后由黄源编辑的∃译文%共发表了 6篇莎学译文,

其中的 4篇苏联莎评相当深入地阐释了莎士比亚戏

剧遗产的社会价值以及马克思关于莎士比亚的论

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 苏联莎学界比较

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 从卢纳察尔斯基、弗里契最初

的著述起,对整个文学理论研究(包括莎作研究)来

说,就开始了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过程。苏

联莎学界感到比较亲近的流派是: 它肯定莎士比亚

的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 肯定莎作的人民性与剧作

家社会哲学观点中归根结蒂的乐观精神。虽然这种

看法往往妨碍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莎作进

行深入剖析, 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应用于

莎学,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人类共性的倾向。但

是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却奠定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莎

学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在其莎学论文中指出: !马
克思: (恩格斯也一样)特别注意那些他们的出现标

志着阶级更迭的伟大作家, 也必须说,几乎所有的伟

大作家恰恰都是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见证人、代

言人和参加者。马克思特别喜爱的作家有:埃斯库

罗斯、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及其他等等,    他

们无疑是这样的人物。∀ [ 6]
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

一批莎学研究者发现, 马克思对莎士比亚和荷马的

知识多么惊人的渊博, 说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

诗中的许多篇章, 还能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

的大部分剧本。
[ 7]
以歌德和莎士比亚所发现并塑造

的人物语言, 帮助马克思构思并形成自己的词句。

他们帮助马克思观察世界,帮助他诱导别人分享他

对这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的看法, 设想一个将来的

国度形象加以对照。
[ 8]
莎士比亚的泰门被马克思用

来说明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如何比一个现代

的德国哲学家更能清楚地说明金钱的主要作用。
[ 9]

马克思在他当时已开始认为是阶级斗争的事业中,

通过引喻、引文和潜意识的联想,把他所赞赏的作家

当作斗争的武器。马克思不仅仅引用莎士比亚的作

品来分析说明当代政治问题,还把莎氏剧中人物投

射到过去的历史中, 他认为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语言

相当恰当的向读者表达了自已对当代事物的观感,

莎士比亚洞悉人类社会、行为的发条、齿轮,并有能

力创造出显示这些发条和齿轮如何工作的模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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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著作中一样, 莎士比亚总是占据

着一个突出的地位。
[ 10]
恩格斯也曾给予莎士比亚的

现实主义以高度的评价, 并提到!莎士比亚式的生动
性和戏剧效果∀。[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莎

剧的历史内容、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这是马克思主

义莎评对世界莎学的极大丰富。卢那察尔斯基在剖

析莎剧的艺术特点时指出: !莎士比亚是个多方面的
心理学家∀,即莎士比亚特别善于刻画各种人物的心

理活动。莎士比亚的人物与作者的周围环境联系得

非常紧密, 充满现实的矛盾和斗争, 浸透着它的精

华,显得富有生命; 它们仿佛不由自主地活动着, 互

相冲突,受苦受难, 取得胜利或者灭亡; 灭亡是有成

果的、光荣的,是人民最后胜利的号角。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极端喜爱和

高度评价,所以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特别是被誉为

马克思主义莎评中,从来没有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进行过根本性的否定, 反而视一切否定莎士比亚及

其戏剧的人和著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

与卢那察尔斯基几乎同时,而去世则要晚近 30

年的苏联著名莎学家斯米尔诺夫, 在他的∃莎士比亚

及其剧作渊源%、∃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
∃莎士比亚技巧论%、∃莎士比亚的创作%等著述中!根

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和文学史进程的理解, 根

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评价莎士

比亚的遗产。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

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分析莎士

比亚各个阶段创作的主要特点, 把莎士比亚与文艺

复兴时期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指出莎士比亚

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 揭示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思

想内涵与艺术成就。斯米尔诺夫曾经明确宣布: 我

们不要求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什么特殊的资产阶级

内容。这样的内容一般说来在那个时代伟大的人文

主义者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莎士比亚作为生活于

特定时代的作家,在表现其创作特殊性的同时,作品

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更蕴含于时代的普遍性

之中。斯米尔诺夫认为莎士比亚通过他的戏剧!道

出了新道德、新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中即将取代堕落

的封建主义旧道德观念(这一历史规律) , 所以莎士

比亚是他那个历史时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

于他与伴随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所以他也属于他那个世代∀。[ 12]
所以莎士

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成为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到
那时为止最伟大的进步革命时代的彻底代表∀ [ 13]

莎

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这一明显特点, 原因在于

莎作!在处理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在思想意识上是

进步的。∀莎士比亚这样做!甚至更合乎自然∀。莎士

比亚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当然的理想代

表。他对周围世界的反映, 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对

时代、政治、社会潮流变化都是极为清晰和相当复杂

的。莎士比亚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对世界和人的

看法不仅仅表现在冲动的不满或者对明显社会罪恶

的讥讽,而是表现在深层次的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

整个人性演变历程的完整价值体系之中。在斯米尔

诺夫看来,虽然莎士比亚经历了动荡时期,但他的观

点和风格的主要方面始终保持一致, 即针对封建制

度、思想和风俗, 他坚持进行战斗的和革命的抗争,

也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欲望、良心的呼声和对自己

以及世界的责任感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宗教或

封建传统的权威基础上的新道德;对世界、人生和现

实采取科学的态度,抛弃所有形而上学式的解释;表

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特有的活力和乐观精神。

从莎士比亚的实际创作来看, 斯米尔诺夫以上

一段分析是大有问题的, 斯氏联系文艺复兴时代的

历史和社会环境是对的, 但是他无视莎士比亚思想

和艺术创作风格上的变化,将莎士比亚及其创作拔

高到针对封建制度、思想和风俗,坚持了战斗和革命

的抗争, 不是建立在宗教和封建传统权威基础上的

新道德,则未免有按斯氏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有

意或无可奈何的拔高莎士比亚的嫌疑。这是机械的

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莎士比亚, 缺乏辩证发

展的观点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

度。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实际来看, 其剧作中最主要

的思想并不是针对封建制度、思想,也很难说其中蕴

藏着战斗和革命的抗争精神。这种貌似对莎士比亚

及其剧作思想意义的拔高,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

了莎士比亚及其剧作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意义。

斯米尔诺夫显然也意识到这一定位的矛盾,所

以他又以不确定的口吻谈到,莎士比亚不是封建贵

族的理想代表,也不是以资产阶级外衣装点起来的

新贵族的理想代表;是资产阶级理想代表,又不完全

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代表; 归根结蒂莎士比亚是资产

阶级人文主义的理想代表,是资产阶级纲领的代言

人    资产阶级在他们首次向封建秩序提出挑战时

以人性的名义提出这个纲领但后来又拒不承认。显

然,强调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正是斯氏及其

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和奠基石, 是

分析、评论莎士比亚及其剧作的常规武器之一。

被誉为马克思主义莎学之一的莫洛佐夫在进行

莎学研究时,在汲取前辈学者经验的基础上,自觉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阐释莎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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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苏联莎氏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莎氏的作

品和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这之间的关系。即文艺复

兴是一个充满了伟大的革命性的剧变的时代。那是

人的个性对中世纪的强迫性的行为标准的反抗。莎

士比亚梦想着一种真正自由的人的个性。但是莎氏

在刚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世界里给他的人文

主义理想找不到一条出路。透过莎剧的世俗性, 我

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是面对着最广大的观众为人民

群众写作的。莎士比亚开始剧作家生活时是一个乐

观主义者, 但是当他一再目睹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社

会血腥现实时, 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他要为这

种冲突所造成的悲剧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办

法,果然,他如愿以偿, 为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找到了

解决办法,即!在他对人性的未来的胜利的憧憬里和
在他坚定不移的对人的信念里∀,对人类未来的信念

以及给年青一代预备的幸福远景之中; 塑造未来人

类的理想人物, 并且在对人类命运的总体把握之中,

为一代新人铺下了走向幸福的道路。人类在看到新

世纪曙光的同时,必将征服黑暗势力,理想中的人始

终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歌颂的中心。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苏联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愈来愈远离对莎剧人物

的静止描绘,在近距离里对莎剧主人公性格的种种

不同特征进行正面的和多侧面的勾画。

可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集大成者的阿尼克斯特

继承发展了上述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

的莎士比亚研究。他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为武器, 把莎士比亚的文学活动置于当时特

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莎士比亚的创

作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上产生

和发展的。

从中国莎学发展来看, 苏联莎学特别是阿尼克

斯特等人的莎学理论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外国文学

研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成为研究者、学习者研

究莎作和外国文学的指导书。从这些著作中, 中国

莎学学者才开始获得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较为

系统、完整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高

度评价,成为指导中国莎学研究者解析莎作的有力

武器。尽管这种研究还是生硬、不成熟地,但毕竟又

前进了一步。
[ 14]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采取的真正科学的

客观态度的立场,要求从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

考察它的发展的历史过程。
[15]
阿尼克斯特认为客观

态度和抓住历史过程是研究莎作的钥匙, 其根本特

征就是将莎士比亚的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

境联系起来,从而在莎评中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

主观点是阿尼克斯特莎学理论的支柱。阿尼克斯特

认为!莎士比亚深刻地、多方面地描写了他的时代。
他的戏剧创作乃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

的艺术上的反映。∀ [ 16]
艺术上的真实既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俄国现实文化的缔造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

的倡导者,在为争取洋溢着真正人民性精神的乐观

现实主义的斗争和阐发中,一向把莎士比亚看作自

己亲密的同盟者, 并且一贯非常推崇莎士比亚这位

戏剧大师。阿尼克斯特甚至看到了莎士比亚对俄苏

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西方, 莎士比亚更多地是

对浪漫主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迥异于西方, 莎士

比亚在俄苏则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面旗帜。

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欣赏莎士比亚艺术, 能强化当代

人的精神力量,激发人们在真正人道基础上为改造

生活而奋斗的愿望。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培养人们

对生活的美感、对真理的热爱、对人的坚定信念具有

特殊作用。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真、善、美是我的全

部主题。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正是从俄苏文学发展

的实际出发,探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把莎氏创作同

历史、现实生动联系起来,从而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到

了理解天才戏剧家创作的依据。首先, 苏联的马克

思主义莎评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看法, 把莎

士比亚引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并且对世界

上从来不绝如缕的否定莎士比亚的谬论作了极明确

的答复。第二,苏联莎学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均非常注重莎作所反映的时代特点, 把莎士比亚誉

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莎评极为重视莎作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作品中人物

和环境的关系。第三, 马克思看到莎士比亚通过他

的戏剧反映了英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苏联莎学则进

一步强化莎剧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第四,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强调莎士比亚和莎剧中人物

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莎作的人民性, 而且认为

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的出现,往往标志着阶级的更

迭,作家本人也由此而成为伟大的变革的见证人、代

言人、参加者,从根本上肯定莎作的历史内容和社会

意义。第五,把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考察,

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

考察中国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在近百年

的中国莎学发展史上, 中国莎学除了对英国莎学研

究成果的吸收外, 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受到俄苏莎

学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全面地持续地影响,

可以这样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中国莎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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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产生了积极、广泛、深刻地影响, 并且帮助、指导中

国的莎学研究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

析莎士比亚作品。这种影响不仅过去存在, 现在存

在,而且在未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也将继续发挥影

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通过对中国莎学的分析,

我们也发现中国莎学研究在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莎

学研究经验基础上, 正在逐步或已经初步构筑了自

己的莎学理论体系, 正在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莎学研究理论、方法, 并且力争在超越前人的基础

上,对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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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on Marxist Shakespeare Studies of Soviet Union

   Both Discussing about the Influence to China s Shakespeare Studies by Soviet Union s Shakespeare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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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the theory of Marxism- Shakespeare has been developed much in previous Soviet- Union, the

research on the so- called theory of Shakespeare 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ines itself to the subject of analysis of class.

It lead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hakespeare to a improper state by simply using Marxism on the study of

Shakespeare. The school of Marxism- Shakespeare in previous Soviet- Union has a deep and great effect on the forma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Shakespea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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