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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帝王将相往往成为莎学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而对于其中平民阶级的研究常常被边缘化，诗

人到底持有什么样的平民观也是百家之言不尽其同。通过系统研究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平民形象，找出平民在剧中的存

在价值，从而发现诗人复杂而矛盾的平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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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 10 部历史据均以国王的名字命名，

而且国王的活动和命运成为了各个剧本的主要线索。

剧本中除了国王以外，还充斥着王侯将相、达官贵

人、皇后公主等贵族的各种活动。宫廷斗争、政治阴

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行为，构成了莎翁历史剧

中最为重要的戏剧冲突。所以国王、贵族成为了莎翁

历史剧中最为显现的人物，人物的塑造也更为饱满生

动，这些舞台上的主角自然就成为莎学研究者重点研

究的对象。但作为与贵族阶级相对立的平民阶级却很

少有人论及，关于诗人对待平民的态度，研究者也是

各执一端。事实上，莎士比亚每部历史剧都塑造有平

民形象，只是文字较少，单个平民形象的刻画也并不

十分饱满，且平民角色在剧中往往被放置于极其次要

的地位，其角色的重要性难以引起读者和观众的注

意。但是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所有历史剧中的平民形

象集中放到一起来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作家其实勾勒

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这些与贵族相对立的平

民，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王朝兴衰的见证

者，可他们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着残酷的剥削与

掠夺，过着悲惨的生活。通过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平

民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于下层劳动人民

的处境极为同情，但是他并不赞成平民以武装斗争的

形式来推翻王权，而是期待有开明的君主出现来改变

下层民众的命运。 
一、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平民类型 
第一类，被压迫和奴役的平民。莎士比亚历史剧

中的平民都处在社会最底层，经常受到贵族们的剥

削、掠夺和奴役。在《亨利六世》(中篇)中就描述了

前来拦护国公驾的平民申诉人甲和申诉人乙。申诉人

甲状告贵族强夺财产，欺男霸女： 
“我状告约翰·古德曼，他是红衣主教的手下

人，他霸占了我的房子、田地、老婆和许多别的东西

不还我。”申诉人乙是区里派来递状子的，状告萨福

克公爵强圈了我们梅福德地方的公地[1]117。(《亨利六

世》中篇，第一幕第三场) 
同样，在《亨利四世》中，脚夫甲、脚夫乙和马

夫及众旅客遭到哈尔太子及福斯塔夫之流的打劫，还

被捆绑起来遭受折磨。(《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

第一场) 
在残酷的兵役制度下，各种职业的平民都难以逃

脱服兵役充当炮灰的命运。在福斯塔夫征兵的过程中

就描写了平民服兵役的苦状，有农民影子西蒙，有服

过几次兵役的、家有年迈老母的霉老儿，有残疾的肉

瘤托马斯、女服裁缝、身体单薄的弱汉，还有未成年

的小公牛彼得。事实上，这些人都不适合去当兵，但

是被抓到就必须去服兵役、当炮灰。《亨利四世》中

福斯塔夫抓壮丁的一个场面虽然具有喜剧的形式，却

隐含了劳苦人民任人宰割的悲剧实质：不是掏出最后

几个钱去贿赂官吏，就是到战场上去迎接死神[2]。 
当时的平民还被任意抓捕和处置，经常无故被处

以绞刑。就连经营野猪头酒店的快嘴桂嫂和妓女桃儿

也难逃被捕入狱的命运。 
第二类，被愚弄和利用的平民。在《亨利六世》

中篇中，莎士比亚描写了凯德领导的平民起义。这是英

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主要参与者是手工

业者和农民。他们打败了来剿的官兵，杀进了伦敦城。

上至国王、下至王公贵族都被来势汹汹的起义军吓得魂

飞魄散。从起义军的口号中可以看出，他们要消灭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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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消灭贵族、绅士，要使国家中的所有财产公有。

这次起义震撼了封建统治的的根基，凸显出人民力量的

强大。但是在莎剧中，莎士比亚却对凯德所领导的农民

起义做了近乎丑化的描写，突出揭露了他们诸如盲目、

愚昧、动摇和近乎“群氓流寇”的劣根性。如果我们仔

细研读剧本就会发现，其实凯德率领的农民起义，完全

被玫瑰战争中代表白玫瑰一方的约克公爵所利用。约克

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受到排挤而被派到爱尔兰去平息叛

乱，他也正好借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反叛实力，同时利

用救过杰克·凯德命的关系来煽动他假冒约翰·摩提默

的名义起义，兴兵作乱： 
这个家伙我将加以利用，作为我的傀儡。反正约

翰·摩提默早已去世，无人能够识破……如果他能得胜

呢——我看他是大有成功之望的——那我就从爱尔兰率

领大军直捣英格兰，坐收渔翁之利[1]159。(《亨利六

世》中篇，第三幕第一场)  
凯德被利用了，他所率领的平民起义军显然也被

愚弄了，他们所幻想的起义成功后凯德许诺的一切也

随着起义的失败而灰飞烟灭。正如赵澧先生所说：出

现在莎士比亚剧中的人民群众是“群氓”，是英雄豪

杰创造历史的工具。他们也曾对生活和政治表示过某

种愤慨和抗议，也曾讲述过一些深刻的见解，然而到

头来还是供人驱使的奴隶，不辨方向，不能掌握自己

的命运[3]。 
第三类，自觉起来反对暴政的平民。在莎士比亚

的历史剧中，平民的处境悲惨而无奈。无辜的平民往

往成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贵族们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在《亨利六世》(下篇)中，作家描写了一个弑父

杀子的悲惨场面。父亲和儿子被不同的封建主征去当

兵，结果在战场上误认为是仇敌而相互厮杀，有的是

父亲杀死儿子，有的是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惨烈情景

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平民在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战争

中，命运是何等的悲惨。 
然而，深受压迫和奴役的平民，终于有了觉醒的

迹象，他们厌恶了常年的军阀混战，痛恨暴君，并期

望能有贤明的君主来恢复国家的和平。在《理查三

世》中，在得知国王爱德华去世的消息后，人们心里

充满恐惧，心情沉重。他们害怕下一位国王可能是暴

君。当听到被“推举”的理查登基时，没有人欢呼

“万岁”，而是保持着沉默，人们在这种可怕的沉默

中无声地谴责着血腥的暴君。 
在《理查二世》中，人民对待国王的暴政不再是

保持沉默，而是自觉地起来反对。波林勃洛克在英国

大陆登岸，激发了平民对理查暴政的怒火，唤起了人

们反对理查统治的意识，英国的平民妇孺皆兵起来反

对理查。斯克鲁普爵士对理查王说：“白须的老翁在

他们枯瘦而光秃的头上顶起了战盔反对您；喉音娇嫩

的儿童拼命讲着夸大的话，在他们柔弱的身体上披起

了坚硬而笨重的战甲反对您；即使受您恩施的平民，

也学会了弯起他们杉木弓反对您；甚至纺线的妇女们

也挥舞着锈腐的戈矛反对您：年轻的年老的一起叛

变，一切比我所能说出来的情形还要坏很多[1]353。”

（《理查二世》第三幕第二场） 
人们把波林勃洛克和里士满这样有能力和才干的

贵族看做是免受暴政之苦的救星，且支持他们夺取政

权，这时候的平民不再坐以待毙，而是自发组织起

来，反对暴政，体现了平民阶级的斗争力量，也反映

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 
4) 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平民。莎士比亚把其历史

剧中的平民，塑造成为了历史变更和王朝兴衰的见证

者。平民角色并不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重点塑造的对

象，其重要性看起来也不如剧中的王侯将相。但这种

第三者似的旁落角色，缺少了还不行。他们在《约翰

王》中是英法结盟的促成者和见证者；在《理查三

世》中，市民被召去听审，是爱德华王死后宫廷政变

的见证者，他们并以沉默应对了暴君理查德登基；在

《亨利八世》中，普通绅士甲和乙见证了勃金汉公爵

被政敌扳倒后受审的过程，其后又见证了亨利八世废

掉凯瑟琳皇后，封安·波琳为后并为之加冕的全过

程。莎士比亚设计用平民的眼光来见证历史事件，是

十分合理的。因为平民站在封建贵族矛盾斗争之外，

其眼光具有一种历史的公正性。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正如他在《亨利五世》开场白

中所说：“拿整个王国做舞台，叫帝王们充当演员，

让君主们瞪眼瞧着那些伟大的场景[1]241！”这些剧本

的主角是君主贵族事件也都是战争厮杀、改朝换代的

大事，但是作家并没有忽视地位卑微、看起来无足轻

重的平民阶级。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他勾勒了无数

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平民形象，他们中有农民、商

贾、马夫、脚夫、屠夫、裁缝、店主、骗子、妓女、

织工、学徒、猎人、护林人等等。作为平民出身的莎

士比亚，其敏锐的观察力和自身的平民经历，使其拥

有塑造平民形象的丰富的生活原型，同时也构成了他

复杂的平民观。 
二、历史剧中反映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平民观 

尽管平民在诗人的历史剧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也

不是莎学研究者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通过分析可

以看出，诗人对于平民的关注度是很高的。他时刻思

索着改变下层民众命运的方法与途径，只是基于其自

身的历史局限性，未能找到一条理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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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对于平民命运的关注是其历史剧中不可

忽略的亮点。在《亨利六世》的开场戏中，诗人就借

培福公爵的口，道出了这样的警句： 
后代的人们，等着过苦日子吧。婴儿将从母亲湿

淋淋的眼眶里吮吸泪水，男人们将死尽杀绝，只剩下

妇女们为死者哀号[1]7。(《亨利六世》上篇，第一幕

第一场) 
诗人也清醒地看到，造成下层民众悲惨生活的元

凶是王公贵族的残暴统治以及为了私利而发动的封建

贵族之间的战争。正如尤·什维多夫所说：“三部曲

下篇结尾部分所描绘的远景，并没有许给英国任何好

处，而夺取国家政权的又都是一些从头到脚都沾着无

辜牺牲者鲜血、从不考虑国家安定后的兴旺发达、只

关心自己的功名利禄能否实现的人[4]。” 
莎士比亚同时还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以及

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在其历史剧中，他不止一

次地强调民意对于某些封建贵族命运的意义。玛格丽

特王后慑于老公爵葛罗斯特的威严是由于他得到了人

民的拥护： 
他平日甜言蜜语取得了平民的欢心，要是他发动

叛乱，老百姓准会跟着他跑[1]149。(《亨利六世》中

篇，第三幕，第一场) 
亨利王不敢公开反对强占王位的约克，主要是因为

民心向着约克家族。亨利王叹息道：“哎，你们都知道

伦敦市民都拥护他，况且他身边还带着军队呀[1]226!”
（《亨利六世》下篇，第一幕第一场） 

但是，莎士比亚认为平民阶级具有愚昧、盲目、

动摇、落后、狭隘特点和“群氓流寇”的劣根性，不

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素质，对于平民阶级要通过自

身斗争来改变命运并不抱有信心，所以他并不赞成平

民那种自发而盲目的斗争方式，更不赞成武装革命，

因为诗人认为暴乱只会搅乱现有秩序，会引起社会骚

乱与动荡，而且往往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卷入政治

斗争的漩涡，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不可取的；诗

人在剧本中对于英国历史上凯德领导的著名的农民起

义作了近乎丑化的描写，也鲜明地体现了莎士比亚对

于平民以武装暴力来推翻封建统治持有的反对态度。

那么，平民应该保持何种态度和采用哪种行为呢？莎

翁一直对像大振英国国威的亨利五世这样的英雄和开

明君主褒奖有加，所以他认为下层民众就应该像在

《查理三世》中以可怕的沉默应对暴君理查登基的平

民和支持里士满推翻理查三世的平民，以及以高涨的

热情迎接和支持波林勃洛克推翻昏君理查二世的人民

群众一样，等待英雄和开明君主的出现，只有通过明

君自上而下的改良才是改变平民命运的可取途径，在

其历史剧中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结论 

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中以极少的笔墨，勾勒出了一

个多彩的平民社会，体现了诗人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命运

的关注和忧虑以及他对平民生活出路的思考。他既同情

下层民众的悲惨遭遇又不赞成民众以武装革命来颠覆现

有的统治秩序；他既赞赏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的强大

力量，又仅仅让他们充当看客，只当历史的见证者。平

民命运的改变只有期待明君的出现和自上而下的改良，

这也是莎士比亚复杂而矛盾的平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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