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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本·琼生曾写下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

代代”的诗行时，他不过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没想到这句

话被历史和现实无数次地验证了。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7部戏剧，

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长诗，他尤其以悲剧出名。陆谷孙曾经这样

评论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开放性：“开放性的好处就在于能无限、

无限、无限地延伸开去。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不像那些已经画上了句

号、句点的东西。它们更像一个开放的容器那样延绵不断，恰似由

无数断点组成的一条线，一个无限省略的标点。”[1] 可以说有一个

百个人，就有一百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

王》、《麦克白》和《奥赛罗》被誉为“四大悲剧”，更是被人们

无数次地从各个角度解读过。仔细读读不难发现，这四部悲剧充斥

着“疯癫”的迷人意象。无论是哈姆雷特的装疯，李尔王的最后彻

底疯狂，还是麦克白的恍惚催眠式发作或奥赛罗的歇斯底里，都耐

人寻味。即使是配角，也不乏疯癫的例子。奥菲利亚疯癫时的绝

唱，仿佛与宣布麦克白夫人的呓语相互呼应。莎士比亚为何如此雷

同地在他的悲剧中运用了“疯癫”这一意象呢？“疯癫”似乎包含

着非同小可的审美和现实意义了。

二、福柯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文学形象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进行了知识

考古学的勘察。福柯认为，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确诊疯癫的医学身

份是不能够认清疯癫本身的真实内容的。疯癫决不是简单的病理现

象，而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现象，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产物，

而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非理性的疯癫与理性构成了微妙的历史关

系。他致力于探讨愚人船的文学典故，以及由此产生的让人困惑不

解的疯癫文学形象。疯癫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

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负载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

直到15世纪下半叶前，或稍晚的时候，死亡的主题独领文学风

骚，之后对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的不安却被“疯癫”

所代替。但是，“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

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2] 福柯认为，由于文艺复兴时代人

们理性的回归，导致欧洲人精神上的困惑。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

从平凡的位置跃居前茅。它引导所有的恶习，成为不可争议的领唱

者。而它也统治着人的一切美德。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傻故

事”，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鞭挞罪恶和错误，但是不再把这些全部

归咎于傲慢、冷酷或疏于基督徒的操守，而是归咎于由于疯狂求知

而造成的愚蠢。于是，“在闹剧和傻瓜剧，愚人和白痴的角色越来

越重要。它不再是司空见惯地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

的卫士，走入了舞台的中央。”[3]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这类愚人

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如李尔王的弄人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这些傻

瓜如疯如痴，嬉笑怒骂，和疯癫如出一辙。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道

德评判方式带有戏剧般的喜剧效果。

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疯癫文学形象，福柯做了归类，最重要也

是最持久的当属浪漫化的疯癫。其特征是由塞万提斯来确定的，代

表作是《堂吉诃德》。那位性格古板 、装束奇特的伟大骑士，带

着自己的仆人，不但遭受时代变化引发的巨变，而且陷入了一种无

法摆脱的精神错乱。临终前，他终于回归理性和真理，但是他疯疯

癫癫的形象却深入人心，成了浪漫的代名词。在这种疯癫形式之后

接踵而来的是狂妄自大的疯癫，虽然这种疯癫没有一种文学典型，

属于道德领域的还有正义惩罚的疯癫。[4]它在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

还惩罚心灵混乱。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正是活脱脱的

例子。麦克白夫人的呓语和麦克白的想象，都是正义对于心灵的鞭

笞。最后一种疯癫是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

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在谵妄的空隙里追逐

自身。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绝唱让人肝肠寸断，而李

尔王痛苦而甜蜜的疯癫亦可以归为此类，这是亲情缺失引发的疯

癫。如果说堂吉诃德代表的是一种狂妄自大的知识型疯癫，李尔

王可以归类为权力型的疯癫[5]，因为他直接是由于权利丧失而导致

的精神错乱。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总是与死亡和谋杀为伍。” [6] 在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处于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没有

任何东西能使它回归真理或者理性。它只能导致痛苦和死亡。四大

悲剧中，疯癫占据着显而易见的突出位置，每部剧的主角都存在一

定程度的疯癫。而填充着这些主人公的是一种空虚感，是麦克白夫

人的医生所说的“超出我医术的疾病”。或许正是这样孤苦无援的

疯癫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而这种孤苦无援也预示着时事和当时人们

的一种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疯癫，伊丽莎白后期社会矛盾的象征，悲剧人物性
格发展无法自救的意象，人们在伊丽莎白末期心灵危机
的写照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

《麦克白》和《奥赛罗》写于1600到1608这个阶段，即所谓的莎士

比亚创作的中期，这个时期以悲剧为主。从早期的欢乐轻快的喜剧

突然转化到这一时期忧愤深广的悲剧，反映了他对于社会和人生

从充满乐观的希望转向了严肃深沉的思考，这一转变绝非偶然。

四大悲剧创作的时间，正是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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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时期。诚然，伊丽莎白统治的中期，国泰民安，普世同乐，

这种情绪也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充分得到体现。但是到了伊丽莎白

女王末年和詹姆士一世的初期，英国社会矛盾和危机日益严重。伊

丽莎白女王身后无嗣，引发国内的不安，而廷臣争权夺利，贵族腐

化糜烂。工商业得到发展，但是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新兴的资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都处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

年轻时候的庇主，他最尊敬和热爱的南安普敦伯爵因为参与叛乱而

被捕入狱，这对于莎士比亚是很大的打击。这一切变故使得莎士比

亚深陷困惑之中，他同时期的创作，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他的内心

的冲突和挣扎。“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说詹姆士一世的时期的悲

剧，可以与通常概括为‘国家的情绪’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联系起

来。”[7]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产于乱世。正像A.C布莱德雷概括的一

样，莎翁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身居高位的帝王、王子或重臣。莎翁

的悲剧都是关于主人公经历痛苦和灾难、走向毁灭和死亡的故事。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莎翁的悲剧主人公虽然都是出类拔萃

的非凡人物，但是与常人一样，具有性格上的弱点和行为上的过

失。险恶时世，异常的性格，在一起产生了痛苦，导致了灾祸。悲

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性格的缺陷和由此产生的行为和环境的矛盾，

除此之外，布莱德雷还列举了三种外部因素：其一是“超自然的因

素”，二是“偶然事故”，三是“异常的思想状态”，如疯狂、梦

游和幻觉等[8]。最后一种换句话来说就是疯癫的意象，虽然不是生

理意义上的。而疯癫在这四部悲剧中重复出现，我们可以看作是莎

士比亚给主人公故意安排的结局，是一种面对困境无法化解，无能

为力的一种象征，是社会矛盾的象征，是悲剧人物性格发展无法自

救的意象，或者说是人们在伊丽莎白末期心灵危机的写照。

四、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人物疯癫的起因
(一)哈姆雷特的装疯：源自他的复杂性和皇室斗争的需要

哈姆雷特可以说是文人墨客的最宠，其中对于他的装疯也有

千百种解读。本人认为他的装疯完成是由于他的复杂性所致，同时

这也是皇室斗争的需要。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拥有非凡

的才智，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曾就读于人文主义的摇篮地——威

丁堡大学。用奥菲利娅的话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辨舌、

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

举世瞩目的中心！”[9]他生气勃勃而乐观的心绪很快被一系列的事

故打乱了。首先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其次是他震惊地发现母亲已经

改嫁给叔父，现在的国王。如果说发现他的两个好友罗森格兰兹和

吉尔登斯吞对他的背叛让他痛心，他爱人奥菲利娅被派来打探他就

让他感到绝望。可以看出，哈姆雷特不但具有敏锐的思维，而且具

有敏锐的道义感，他对于父亲的崇拜，让他无法面对不到一个月就

改嫁的母亲，“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

些”[10]。他更无法面对极有可能谋杀了自己父亲的叔叔，然而时刻

又要极力掩饰藏在心中的对叔叔所产生的猜疑和那种可怖的厌恶。

“哈姆雷特最优秀的品质——他的道义感和天才——变成了他的敌

人。一个缺乏强烈的道义感的人，对这样可怕的发现是不会那么痛

心的。一个思想没有那么敏捷、豁达、善于探索的人，也许不会让

那种厌恶和怀疑在他的整个头脑中蔓延滋长。”[11]有人说哈姆雷特

迟迟不报仇是因为他的软弱。但是从他误杀了奥菲利娅父亲时的毫

不留情和迅疾可以看出他并不软弱，也不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他之

所以不当机立断杀死叔叔替父报仇是因为他复杂的心理：一，他作

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于鬼魂的话心有疑虑，二，他嫉恶如仇但是

又憎恶这种互相杀害的行为。他想寻求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三，

他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忧郁和厌世的情绪中。在这种状态下哈姆雷特

很难保持自己的常态，他变得好像疯了。这种装疯部分可能是由于

害怕现实，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预感到装疯会使他有可

能宣泄一下沉压在他心上的心事，而他又担心他无法完全将这些心

事压抑住。这就是哈姆雷特装疯的真相：他的复杂性和皇室斗争的

需要。

(二)李尔王的疯癫：伦理颠覆和他古怪性格所致

李尔王的悲剧震撼人心。我们既惊叹他的雷霆之怒，又为他

晚年遭儿女遗弃的命运感到痛心。从表面上来看，他的悲剧直接是

由于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的不孝造成的。晚年应享儿女绕

膝的天伦之乐乃是人之常情，但是晚年的李尔王却在把国土分给女

儿之后被女儿赶出自己的土地，难怪性格刚烈的李尔王发怒了。像

他所描述的一样，他的国家处于一种混乱之中，“亲爱的人互相

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人；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

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

灭。”[12]李尔王女儿的凶残让他愤怒，但是对于习惯了权力和顺从

的国王，最让他愤怒不是女儿的不孝，而是这种对于权威的挑战，

而是信念的破灭。这是对于他人生观和信念的摧毁，这可能是导致

老王疯癫的直接原因。

更深入一层研究，其实导致李尔王悲剧的是他异常的性情。

作为一个国王，应该知道瓜分国家肯定会引起主权的混乱，而他居

然以三个女儿口头的表达来分土地，这简直不合情理。在莎士比亚

的悲剧中，有些人物有些奇怪的癖性。“愿望、激情或意志，在他

们身上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几乎所有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

一种明显的单一性，即朝向某一特定方向的癖性；一种在某些环境

下完全无力抗拒趋向这一方向的那股力量；一种把一种兴趣、一个

目标、一种热情或心情看成是整个存在的致命的倾向。”[13]李尔王

这种古怪的癖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这在他明知小女儿最孝

顺他，仍然以口头表达为由不分给小女儿任何土地时表现得淋漓尽

致，就是这种癖性是导致了李尔王的悲剧。这些英雄人物的悲剧特

征，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句话，很多的悲剧就是自

己行为的结果。

(三)奥赛罗的“他性”意识导致了他的歇斯底里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最为争议的悲剧人物之一。很多人憎恶他

的浅薄和暴力，认为是他的无知的嫉妒和轻信酿成了他的悲剧。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他的“他性”意

识的爆发害了他。换句话说，是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的焦虑毁了

他的理智。 

奥赛罗是来自摩尔的黑人，他经历了前半辈子漂泊不定、居无

定所的流浪生活后，在威尼斯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并娶了漂亮的苔

丝狄蒙娜为妻。表面看来，奥赛罗好像已经融入了白人的世界，但

是其实不然。他与白人的通婚给了他的安全感很快被伊阿古撕得粉

碎。在伊阿古步步为营的诡计下，他认为妻子已经背叛了自己。背

叛在这里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奥赛罗在潜意识中始终对自己的出

身、肤色和年龄存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担忧，而这一切都被伊阿古

巧妙地从意识深层带到了意识表层。正如英国莎学专家阿利森·史

密斯(Alison Smith)所说,“他(伊阿古)成功地使奥赛罗将社会偏见内

化于自己的内心”,“将自己对苔丝狄蒙娜的怀疑转向对自己的怀

疑”[14]。可以看出，受伊阿古挑拨之前，奥赛罗无论是言语还是举

动都充满了英雄般的气概和诗一般的高雅的浪漫，但是之后他对于

自己的肤色、种族的自卑的意识渐渐浮现。他变得疯狂那一刻，就

是他信念被摧毁的一刻。妻子的背叛意味着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的

最终落空。妻子是他融入白人社会的象征，这个象征的破灭对于奥

赛罗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也是真正导致他歇斯底里，彻底失去理智

的缘故。奥赛罗“他性”的文化焦虑是真正造成他疯癫的理由。

(四)麦克白的催眠恍惚状态——良心和野心的对决

麦克白从一个著名的英雄渐渐堕落为杀人无数的暴君，给国家

和人民都带了灾难。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并不觉得他可鄙和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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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痛恨他又心存敬畏。这可能是

莎士比亚给了他一种良心。“如果把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堪称一

个简单地和完全地是被外部势力所摧毁的人，这种观点对莎士比亚

来说是根本不相合的。”[15]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尤其是麦克

白中，内心的挣扎占着显著的位置。我们看到的麦克白和后期的麦

克白夫人是个忧心似焚，片刻不得安宁地向着悲剧奔去的人物。麦

克白野心虽然可怕，但是他的良心更加“有力”。它的警告是那样

令人悚然，它的谴责又那样令人发狂，以致他内心痛苦的景象不由

得让人产生一种恐怖的同情和敬畏，而这种同情和敬畏至少可以与

想让主人公毁灭的那种愿望相抵。这种良心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

的，这也成了麦克白致命的缺点。他步步为营，不断屠杀是为了止

息良心谴责，但是这种谴责却越发强烈。所以他不断进入一种恍惚

的催眠般的疯态。另外，麦克白的想象力是那么丰富和出色，这使

得他永远不得安宁。他的想象力使他不断赤裸裸地勾勒出各种鞭打

他良心的情景。他的恍惚催眠般的混乱和疯态，归根到底是良心和

野心对决的结果，是内心挣扎的体现。

五、结论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人物疯癫形象就像个迷人的谜，引发我们

千百次去猜想和推测其中的奥妙。像福柯所说，疯癫绝不是简单的

病理现象，而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现象，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

产物,而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文学作品里的疯癫，更加如此。疯

癫，其实是莎士比亚借以表达和象征社会的一种手段。它是伊丽莎

白后期社会矛盾的象征，是悲剧人物性格发展无法自救的意象，是

人们在伊丽莎白末期心灵危机的写照。从哈姆雷特的装疯到麦克白

夫人对着枕头的呓语，从李尔王的狂怒的咒骂到奥菲利娅的绝唱，

疯癫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里面的奥妙还

需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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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ar concept of madness which views madman as a patient with mental illness, French ideologist Michel Foucault views 
madness as a complex social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 natural occurrence. Madness replacing death to become the prevailing theme in Shakespeare’s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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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ShiNiang  is our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few classic tragedies image of one. Although prostitutes, but she's brave Unyielding, persistent kind, 
Enyuanfenming caused many readers went crazy. In "Du Shiniang Angrily lost Treasure Box" ， she is tragedy of descrip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very copy 
humans or the world state of discrimination, prepare written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cause", this will be thei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personality, love and ideal 
aspects its trag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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