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特点和《李尔王》的地位

作为莎士比亚一生留下了不朽著作中的代表之一，《李

尔王》所属的“四大悲剧”，“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

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中心或转折点和高峰”。[1]

《李尔王》写于作者从早年的喜剧转向后期深沉的悲剧

作品的中心时期，作者随着阅历的丰富和艺术的更加成熟，

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做为一位成功皇室的剧作家，他

又饱经风霜，许多矛盾的想法，他都全部默默的写进了自己

的心血当中。而作为四大悲剧中唯一一部以正统国王为主人

公的作品，《李尔王》中点点滴滴所体现的作者的思想，也因

此较具代表性，而值得我们去研究。
二、权贵思想在《李尔王》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外文学界都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高尚风

格，但凡文学大家更往往是才高八斗，自视清高，不畏权贵。
诸如马克·吐温，约翰·弥尔顿，欧·亨利；并且莎士比亚同时

代的本·琼生早年既是这样的典范。反其道而行之者则往往

受尽后世甚至同时代人的责难和鄙视，尽管不乏泰斗，但其

文学成就也时遭人质疑。显然在三百年里莎士比亚并没有受

到过这种“待遇”，多数人都把他幸运地定位为资产阶人文主

义者。但是我们可以在《李尔王》中清晰地看到，莎士比亚的

目的就是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明君统一国家，而封建权贵必须

服从并忠于君主，叛乱者皆没有好下场。在《李尔王》中：秩序

和谐———李尔王错误的进行了国土和权力的分割，秩序开始

崩溃，阴谋者出现，李尔王出走———反叛者操纵局面，秩序完

全丧失，李尔王等人被俘———反叛者归于毁灭，秩序得到恢

复，王权得到维护。
（一）作品描述的不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是权贵的斗

争。作品中的主要形象也都是非王即贵。主人公李尔王就是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者所列的 22 位角色或者角色群中，就

有 14 名是国王，公爵，公主，王子，大臣，或者公主的管家。其

他身份低微的人基本上连个名字都没有，甚至连台词都没有

几句，至于人物形象根本没有足够的体现。他们的台词往往

只是表明主人的出场和幕后发生的事情。如第五幕，第三场

中军官说到：“启禀殿下，爱德蒙死了”。[2]p 341 仅仅是表明受伤

的爱德蒙被抬下场后，最终死了。
（二）国王和贵族的形象总是尽力得到维护。“告诉我，你

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

就给她最大的恩惠。”[2]p280 李尔王刚愎自用，喜欢听奉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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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忠奸，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明君。但是作者并没有否定

他，后来李尔王落魄民间，依然没有受到作者的抛弃，因为他

代表的是王权。在暴风雨中，李尔王一番疯话表达的恰恰就

是作者所期待的明君的清醒。叛逆者爱德蒙不忠于他的兄长

和父亲，阴谋倾覆奥尼本，企图谋杀和李尔王和公主考狄利

娅。这样胆敢背叛王权和伦理秩序的人物显然必须死，但是

他也是死于决斗，一场贵族与贵族间的决斗，死于王权之下。
“虽然你有的是胆量、勇气权位和尊荣，虽然你挥着胜利的

剑，夺到了新的幸运，可是凭着我的荣誉、我的誓言和我的骑

士的身份所给我的特权，我一定得当众宣布你是个叛徒”。[2]

p338 爱德伽对他的挑战宣言，就表明了这场是贵族对贵族的

决斗，一场荣誉之战。
（三）代表王权的力量最终得到胜利，而代表反叛的力量

最终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下场悲惨。李尔王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成功看到了叛逆者的毁灭。反对王权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爱德蒙决斗被杀，两个奸逆而淫荡的女儿，也一个被对方毒

死，一个毒死对方后自杀。就连参与谋杀考狄利娅的队长，也

被李尔王杀死。奥本尼在结尾的话就颇有代表性“一切朋友

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

杯”[2]p341，但是悲惨的结局证明李尔王显然并不是一个称职的

权力行使者，他的女儿如此奸逆和他做父亲的溺爱多少有关

系，而一切的悲剧都是因为他错误的决定造成的，因此他在

风波之后回归王权显然不合适了。于是作者安排的结局就是

李尔王因为考狄利娅而悲伤死去而不是被杀，这样以来就等

于自动放弃恢复王权，权威并没有被毁灭，国王的形象也得

到了极好地维护。而最合适的继承者就落在了靠近王权，忠

于李尔王，同时又英明的奥本尼身上，王权得到了最大限度

地维护。王权总是能够经受考验并最终得到维护，这和詹姆

士一世所宣扬的王权神授如出一辙。
（四）公然挑战王权并且遭到谴责的并非一般平民，而是

国王或者公爵身边的有势力而邪恶的大臣。埃德蒙身为贵族

之子，年轻有为；两位参与叛乱的公主都是国王之女，同时也

是权贵之妻，他们都是手握大权颇具威胁的人士。因为西方

封建社会的王权并没有象中国的集权一样稳固，特别在国运

昌盛的伊莉莎白后期，仍然发生了几起针对女王的叛乱，而

变本加厉的詹姆士一世更是有着众多实力派反对者。很显

然，从心理学角度讲，相比平民，当国王的自然对身边的实力

派更有戒心，当然更喜欢看到他们因心存不轨而下场悲惨，

以此满足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内心；同时通过贵族喜爱的戏剧

形式，给与潜在的威胁力量以警告。
三、莎士比亚权贵思想产生的原因

文学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而在十七世纪最初十年，社

会现实并不象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人文主义者期

待的那样转好，反而更加黑暗。理想，现实和宗教的原因，让

作者的作品由喜剧转向悲剧，思想进一步阴沉，不得不为权

贵宣传，而获得艺术的发展和内心的平衡：

（一）理想原因。在当时，资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需

要安定和统一的国家。而当时资产阶级最蓬勃发展但羽翼未

丰，尚不能完全掌权，因此，拥护王权维护统一似乎是作者最

好的选择，于是出现了麦克白，这样胆敢挑战王权，制造动

乱，最后归于毁灭的反面教材。

（二）现实原因。首先，当处在青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开

始审视这个世界，准备实现自己的包负的时候，他看到的却

是家道的衰落和谋生的艰辛。现实迫使作者明白，只有依附

权贵才能生活丰足，并且满足父亲的封爵愿望。其次，一直生

活不如意的作者先后服务于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这

也让他明白，依靠王权，在不影响自己艺术追求的情况下，利

用笔墨为王权统一进行宣传，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三）宗教原因。对于现实的理解，基督教认为:“完美无

缺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宇宙，那里的一切等级分

明，秩序井然。其中的每一个存在都是这和谐大机器中的一

个零件，它们各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各按自己的轨迹运行；其

中有一个部分出了格将会严重影响到整体的正常运行。”[3]宇
宙如此，作为上帝庇护之下的英国社会也不例外，其王权秩

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教会势力强大的英国社会里，莎

士比亚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深深受到了宗教的左右。
四、小结

但是要看清楚的是，《李尔王》中所体现的莎士比亚的权

贵思想并不是腐朽的正统封建君主思想，作者体现的是一种

维护王权的倾向。他维护的并不仅仅是封建君主，而是整个

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秩序。他所维护的王权也是有道的王

权，一种理想的君主制度。和初期的悲剧《哈姆雷特》与《奥赛

罗》不同，“作者一方面描写现实社会中人情的浅薄；另一方

面作者也认为昏聩的国王只有沦为乞丐，才可能最冷酷自私

的现实世界有所认识，从而完成道德的改善，转变成为合乎

人文主义理想的有人性的君主”[2]p1 这是一种处在交替社会

的过渡思想，一种理想主义的以维护王权来实现统一的资产

阶级人文思想。
实际上，这种思想在当时也相当盛行，后来英国实行的

是君主立宪制而非共和制就是明证。而从三百年来的持续流

行来看，作者的这种权贵思想倾向也丝毫没有影响作品的艺

术价值。或许没有这种权贵思想的倾向，莎翁不可能有机会

给我们留下如此不朽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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