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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莎士比亚对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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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读者在解读他们的剧作时可以发现诸多暗合之处,二人的戏

剧表现出如下共同特征:男性主人公性格的懦弱犹疑,在潜意识层面都流露出强烈的 俄狄浦斯情结  ;情节安排上

复仇 主题的渗透; 超自然的意象设置。这种借鉴与摹仿是曹禺出于重建中国民族精神,唤醒国人自我独立意识需

要的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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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 曹禺占据着不可替代

的制高点位置, 他的话剧成就代表着当时中国戏剧的最

高水平, 评论界曾称他为 中国的莎士比亚  ,一方面说明

他的话剧在中国之份量相当于莎翁之于英国; 另一方面

似乎也暗示了二者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之处。虽

然曹禺的传记中并未直接点明他的创作借鉴于莎士比

亚, 但是我们在解读中却发现他们的剧作表现出许多惊

人的相似特征,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对曹禺的潜移默

化的影响。

一 人物:懦弱犹疑的性格与 俄狄浦斯情结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 处于自发反抗阶段

的工人与还没有觉醒的小市民,占了当时中国 不幸的大

多数 ,出生于封建家庭的曹禺目睹了封建家族制牢笼中

禁锢着的青年的悲剧与挣扎,痛感于国民的痼疾对民族

精神的损蚀, 所以在他早期的几部剧作中, 我们看到的男

性主人公性格懦弱犹疑,缺乏自立与自我意识, 而他们在

性格的具体表征方面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人公有着惊

人的相似。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麦克白等人是作者在人

文主义时代推出的精神楷模、灵魂斗士, 莎翁在!哈姆雷

特∀中借王子盛赞人类是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 他

们代表当时资产阶级所要求的 人 的意识的觉醒, 个性

主义的高涨。然而这些万物灵长依然有着自己无法弥补

的缺陷,在戏剧中表现出天性的犹疑退缩, 面对重大决定

时显得缺乏果敢的决断精神。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的长

于思想短于行动的人物。当他从灵魂口中得知父王是被

残忍的叔父所害, 便彻底沉溺在悲哀与愤慨的泥潭中无

力自拔,道义与责任的夹击甚至使他只能以疯狂来掩盖

内心的屈辱与悲痛,他哀痛地喊着: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

的时代, 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1] 110然

而在履行拯救万民于危难的责任时, 他却时时犹疑不决,

在自己进行心灵拷问时信誓旦旦, 一旦改朝换代的计划

需要付诸实施时又表现得懦弱迟疑, 几次错失良机, 险些

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李尔王∀中的李尔虚荣偏信,宁愿

相信奸佞的谎言而对忠心耿耿的小女儿百般苛责, 国土

沦落被赶出家门后在悔恨与忧伤中孤独死去。奥赛罗虽

然身为千军不敌的将领, 却因为轻信伊阿古的毁谤而迁

怒挚友凯西奥,扼杀妻子苔丝德蒙娜,嫉妒的怒火将他的

理智舔舐得一干二净, 未曾思考就痛下杀手毁己毁人。

麦克白这个昔日战功赫赫的英格兰大将, 被野心勃勃的

妻子几句谗言诱惑而投入阴谋的策划, 麦克白夫人的几

句独白道明了他性格中的弱点: 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

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 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

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 ,你不是没有野心, 可是你

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 [1] 395麦克白天性犹

豫,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 常被他人的思想左右, 最后落

得惨死复仇剑下的结局。

莎士比亚剧中的悲剧人物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格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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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犹疑、长于思想短于果敢的行动, 而曹禺剧中的主人

公无一例外地兼具了这些性格特征甚至将其更进一步的

深化。!雷雨∀中的繁漪堪称 20世纪现代文学中具有反

抗意识的女性典范, 然而却将高傲的个性与坚韧的生命

付于周萍, 一个无力承担重任的 美丽的空形 : 他 如生

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虽然也开花结实, 但是空虚

脆弱, 经不起现实的风雷 , [ 2] 46孤独寂寞中被美丽热情的

继母吸引, 却因为这种情感背负着乱伦的罪名而仓皇逃

避, 他时时在自责与忧郁中挣扎, 父亲与世俗的压力使他

先天不足的身体与心灵更加孱弱,惶恐中抓住 活得像个

人 的四凤,却又因为四凤身份的卑下不敢公布于众。他

的懦弱性格极类似于哈姆雷特, 他们都渴望自己能担当

起为国为家、为爱搏击的重任,却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被

迫退回内心。周萍与哈姆雷特处在同样的地位, 鲁大海

曾指出四凤与周萍悬殊的地位注定四凤只能忍辱受屈,

而雷欧提斯也告诫奥菲利亚: 他有这样高的地位, 他的

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

配。 [1] 101他们共同的家庭血统为其性格行动处处受限埋

下了祸根, 思想背负了太多顾忌就无法迅捷地做出决策,

因此, 周萍与哈姆雷特的悲剧也在情理之中。 !日出∀中
的方达生与!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同样具有这种懦弱的气

质, 方达生徒有革命与斗争的热情而无实际的经验,他怀

揣着正义的理想, 却天真地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我不相

信他有这么大的势力。他不过是一个人。 经受了无情的
打击以后才看清黑暗的现状并不是自己单薄的力量可以

改变, 只得自我放逐到平凡的生活中。!北京人∀中的曾

文清更是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磨钝了锋芒、丧失了个性的

社会的 残废 ,他 懒于动作, 懒于思想,懒于说话, 懒于

走步, 懒于起床, 懒于见人, 懒于做任何重苦力的事

情 , [ 3] 383即使面对关系自己一生幸福的感情也表现得懦

弱无用, 他疲惫麻木的神经哀弱得经受不起一丝风浪, 只

能任由别人左右他的思维。他们与麦克白、奥赛罗等人

都有共同的死穴即轻信,容易为他人的思想左右, 因此他

们在性格上表现的特征与结局如出一辙。

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具有相似性的地方在于

他们在潜意识都流露出浓厚的 俄狄浦斯情结  , 这鲜明
地表现在!雷雨 ∀与 !哈姆雷特∀两部剧作中。哈姆雷特

对叔父无比的憎恶, 一方面归因于父权的旁落, 而更多的

是由于母亲的再嫁。他在叔父的庆功宴后痛苦的独白将

这种心境表露无疑: 那样爱我的母亲, 甚至不愿让天风

吹痛她的脸庞##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不能再想

下去了! 脆弱啊,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只有一个月的时

间, 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它们的红肿, 她

就嫁了人了, 啊, 罪恶的仓促, 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

伦的衾被! 那不是好事, 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可是碎了

吧, 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 !  [ 1] 97依据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理论, 恋母情结由两种因素构成, 即对母亲的

爱和对父亲的恨。正因为叔父夺走了他深爱的母亲, 使

他在精神上空虚无依 ,因此对叔父的厌恶成为必然,而他

的装疯卖傻理解为有意博取母亲的怜悯也未为不可, 当

他杀死躲在幕后偷听的波各涅斯, 为父复仇而装疯的真

相暴露后他痛斥母亲: 你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 让

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 并恳求母

亲拒绝克劳狄斯无耻的求欢,清心寡欲, 拯救灵魂。这一

切举动看起来实在不像儿子对母亲改嫁的反应, 而是面

对情人背叛时遏止不住的恶语相向。对母亲潜在的依恋

之情,时时影响着他的思维与决断, 也是他最终下决心谋

刺克劳狄斯的真正动因。而!雷雨∀中的周萍与繁漪、四

凤的爱情,则更明确地体现出这种 俄狄浦斯情结 。周

萍因为童年失去母爱 ,在乡下的屈辱更加剧了他对缺失

的母爱的渴望。当他遇见繁漪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

却已为人母的女性, 隐藏在童年记忆中从未熄灭的恋母

情愫复燃,对继母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感情。在与繁漪偷

情时他发誓他恨自己的父亲, 愿他死, 就是犯了灭伦的

罪也干 , [ 2] 65这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恋母仇父 心理的典

型表现,与哈姆雷特逼迫母亲离开叔父眠床的感情并无

二致。他在意识到与繁漪的不正常关系会被父亲与舆论

打压时,将这种感情全力压抑下去, 却不经意地将其转移

到了另一个母爱的替代品 ∃ ∃ ∃ 四凤身上。虽然周萍事前

并不知道自己与四风有同母异父的血缘关系, 但他对四

凤的选择,实际上是他对母亲形象的寻找, 也许因为潜意

识中嗅到四凤身上母亲的气息, 他才再次燃起生命的希

望,甚至说出了自己从前不敢说的话: 哼, 我怕, 我怕什

么? (管不住自己 )这些年, 我做出这样许多##我的心

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 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

我能放开胆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 哼,让人家

说吧,周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 怕什么, 我喜欢

她。 [ 2] 61怯懦自卑的周萍这番慷慨陈词 ,实在出于内心一

种强烈的感情信念: 守护自己身边母爱般的温暖不被剥

夺。周萍所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 仁义礼智信 教义的熏

陶,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潜隐的这种 俄狄浦斯情

结 ,否则他定会忍痛掐灭它。但当他的两次爱之希望落

空,甚至最终跌入乱伦罪孽的深渊,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他的命运也不容遏止地走到了尽头。真相大白后他面无

惧色地饮弹自尽,留下一句使人不忍卒听的遗言: 爸, 你

不该生我!  这是他万般绝望的写照, 也是他多舛命运的

浓缩,不禁让人联想到因杀父娶母难辞其咎而自戳双眼

的俄狄浦斯。与同样因为母爱失落绝望戮奸、在坦然中

死去的哈姆雷特也有莫大的相似之处, 而剧中的周冲与

鲁大海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恋母意识, 这里就不再

一一赘述。

二 情节:复仇主题的渗透

复仇,是东西方文学叙事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古

希腊神话故事中最常见的情节模式便是杀戮 -仇恨 -报

仇的链条结构,周而复始的行为循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

经典作品往往以 蒙怨 -申诉 -昭雪 这一形式再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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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辛历程。古代戏剧中的 大团圆  结局便是 复仇 

的最佳诠释。莎士比亚戏剧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悲剧这

一复仇模式。!哈姆雷特∀在搬上银幕时直接更名为!王

子复仇记∀,而曹禺将中西方传统戏剧艺术观念巧妙融合
在一起后, 也在他的剧作中渗透着这一主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都以复仇作为叙事主线。!哈

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国王被害,兄弟克劳狄斯抢夺王位

霸占王后, 王子哈姆雷特替天行道, 惩治了奸徒为父报仇

的故事。!李尔王∀中李尔因受蒙蔽将国土分给奸恶的大

女儿和二女儿, 却使忠心耿耿的小女儿流落异国, 李尔失

权后被逐出国土, 落魄之际遇忠臣相护, 得与三女儿重

逢, 除掉狠毒的大女儿二女儿, 亦是复仇的曲折历程。

!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听信伊阿古谗言杀害了心爱的妻子

苔丝德蒙娜, 真相大白后他愤怒地杀死了恶毒的诽谤者

拔剑自刎。莎士比亚选取复仇情节表现主题, 展示善于

恶、美与丑的搏击, 最终突显其对高尚品格、健全人性的

赞颂, 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受莎士比亚影响, 曹禺也将复

仇这一主题渗透在他的剧作中。!原野∀以仇虎逃出监狱

回乡复仇为主线, 通过他激烈的言辞与怪异的行为揭示

他强烈的仇恨心理, 他奇丑无比的外貌是内心为巨大的

仇恨压迫至扭曲的外现,焦阎王是其复仇的对象, 但他的

死使仇虎的仇恨指向落空, 于是复仇的目标转移到焦母、

焦大星身上, 最后竟出乎意料地致使无辜的小黑子成为

刀下冤魂, 在名义上完成了仇虎的复仇历程。而仇虎因

为强烈的内心自责陷入灵魂的迷顿, 焦母恐怖的叫魂声

使他无力逃脱血腥幽暗的纠缠,最后死在黑林子中,实际

上又是一出复仇悲剧宣告完结, 而无止境的 冤冤相报 

还在继续, 父债子偿 、父仇子报 的传统思想渗透于
整个作品的潜在背景。!日出∀中李石清因为生活的拮据

与在潘月亭面前遭受的屈辱,时时渴望翻身与潘月亭一

较高下。当他无意中获得了潘不愿被人抓住的把柄后便

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在潘的面前趾高气扬, 只是因

为自身力量的薄弱很快遭到潘的反戈一击而彻底破产。

方达生怯弱天真, 但旅馆腐朽肮脏的糜烂生活使他意识

到社会的罪恶, 人性的颓废,特别是小东西的死深深刺激

他, 促使他向腐败的社会发出复仇的宣言。而 !雷雨∀中
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复仇者形象与复仇行为, 但周公馆在

全剧最后一幕中上演的母子相认兄妹乱伦的惨剧, 实质

上正是一种复仇的结局 ∃ ∃ ∃ 对周朴园在 20年前对侍萍

所犯的不可饶恕的罪孽的报复, 对他始乱终弃行径的惩

罚, 而周萍也为他的勾引继母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暴风

雨之夜恐怖的轰雷, 诡异的闪电, 对世界中挣扎的生命的

打击, 正是所谓的 上天 、命运 、造化 对愚昧妄行的

人间的复仇 , 对他们毁灭人伦、破坏自然规则的无情报

复。

因此, 曹禺在剧作中将复仇主题渗透于故事的细枝

末节, 也是对当时非正义势力和黑暗社会的诅咒, 既是对

传统戏剧模式的继承 ,也是对西方戏剧内蕴的采纳,而这

又与莎士比亚之戏剧主题不谋而合, 表现出结构与叙事

话语的一致性。

三 创作技巧: 超自然意象的设置

曹禺曾坦言,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技巧上给予他很

多启发, 比如莎士比亚闭幕与开幕的手法使他受益匪浅。

但对曹禺戏剧影响更大或者说两人在创作技巧上更近似

的,是他们作品中超自然意象的设置及象征主义的运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带有神秘玄奥的色彩, 因为, 他

在创作中安排的一些超乎人力与自然范畴的景物或意

象,给戏剧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诸如!哈姆雷特∀第

一幕时夜色中显现的可怖的幽灵, 虽然是作者一种交待

故事缘由的技巧, 却因为以灵异的外表出现而给人以神

秘的感觉。!李尔王∀中的暴风雨, !麦克白∀中神秘的女

巫与妖精 ,她们口中 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 、没有一

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 等等奇异的预言, 使

作品具有神话的色彩。莎士比亚利用自古希腊以来人们

意识中普遍存在的神秘主义思想, 灵异信仰, 让灵魂及一

切象征自然神力的意象具体地呈现, 更深刻地表达主题,

因为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超自然现象都总是和一个活

生生的悲剧人物的思想与观念联系在一起 。[ 4] 129曹禺在

创作戏剧时借鉴了莎士比亚这一技巧, 同时也由于他自

小接触基督教,宗教的宣教与表达上的独特途径给予他

的戏剧以西方化的元素, 更接近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原

型,曹禺也将一系列超自然的意象放置在剧中, 他曾在

!<日出 >跋∀中说: !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

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 那就是称为%雷雨 & 的一名好

汉。他几乎总是在场 , 他手下操纵其余几个傀儡。 [ 2]386

这是一个神秘的没有形象的角色, 但却时时在场并以一

种人性化的姿态操纵着剧情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它

可以看作是!雷雨∀中时常出现的电闪雷鸣的狂暴景象。

当周公馆中窝藏的罪恶与悖论膨胀到无以为继之时, 雷

雨 以狂厉的姿态显形并毁灭了地上的一切, 以示人间的

阴暗与造化的公正对抗之中前者的必然覆亡。!原野∀的

神秘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其中的超自然意象直接做为戏

剧的背景与主体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迷宫般难以逃离的

阴森恐怖的树林,紧随仇虎与金子身后无法摆脱的灯笼,

四野遍布的幽怨凄寒的鬼火, 甚至那具有超常感觉能力

的瞎眼的焦母, 都具有超越自然本身的意义。而仇虎幻

觉中出现的成群结队的鬼魂、地狱中焦阎王幻化的阎罗

王,与!麦克白∀中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具有同样的气

氛点染作用,是曹禺借鉴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技巧的结果。

当然,曹禺对这种技巧的借鉴又决非皮毛式移植, 而

是对它做了更深刻的完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设

置的幽灵意象,隐喻了当时丹麦国混乱无序, 天怒人怨的

惨像,也为哈姆雷特的复仇铺设了移步的台阶。但曹禺

向莎士比亚借鉴的这种意象设置技巧是深得其精髓, 并

且做了东方式的艺术处理, 使这些意象在形式上带有浓

密的神秘色彩,而实质上却有着浓厚的象征意义。如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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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闪电  、鬼魂 、阎罗 等是人们在观念中信奉并

恐惧的物象, 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 但在戏剧中的运用则

可以衬托人物矛盾痛苦的心境, 凸显封建伦理道德及阶

级压迫对人民的毒害之重,摧残之紧, 既营造了引人注目

的神秘戏剧氛围, 又烘托出了人物与内在、外界命运抗挣

时的艰难, 呼应了 五四 思想启蒙、人性革新的主题。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

义思想兴盛, 那时欧洲封建主义的统治已日渐衰颓,资本

主义正在崛起。思想家与文艺家们强烈呼吁 人 的自由
与解放, 要求打碎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人的热情、勇敢、

个性精神被充分强调 ,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的领袖, 这

种要求在他的作品中更加鲜明, 他对人性强烈的呼唤,

宇宙的精华、万物灵长 作为千百年来高扬个性主义旗
帜的经典口号传唱不休。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劣根性及

伴随而来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 欺诈、掠夺、拜金主义等

腐朽风气不断恶性膨胀, 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探索便笼罩

上一层浓重的感伤阴影。他笔下的人物虽然有这样那样

的缺陷: 如哈姆雷特的犹疑懦弱, 李尔与奥赛罗的偏执轻

信, 麦克白的野心私欲 , 但莎士比亚并未因此而否决他

们, 他在他们身上依然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之处, 看到他们

内心的善与恶、正义与邪祟的强烈冲突,这表明他们灵魂

深处的光明人性和正义感并未消亡。莎士比亚在他的悲

剧创作中, 浪漫激情讴歌的, 就是被压抑, 被摧残的正义

和人性抗击邪恶势力和非人性所迸发出来的奇光异彩与

浩然之气 。[ 5]而受到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自由思

潮鼓舞的曹禺,痛切地感受到封建社会、封建伦理观念枷

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的劈杀, 人们面对黑暗无

处逃避的悲剧困境。正如他谈自己创作!雷雨∀时的心得

说: 对那时眼前的社会印象太深刻了, 非常厌恶那个社

会,觉得那个社会不会长久的 , 我亲自讲过的、看过的、

亲自经历过的那么多令人愤慨的坏人坏事, 都使我感到

这个社会非改变不可。 [ 6]他亲眼看到黑暗如地狱般的社

会,把如周萍、方达生、曾文清这样的青年迫害扭曲成为

懦弱无能、懒于思考行动的寄生物, 他们在人世间孤苦无

依地蠕动着,任凭哪种外力都可以迅速使之毁灭。从而

将对人性思索融入当时的启蒙、批判潮流, 意在通过暴露

国民的愚弱,以图建立独立的自我意识, 更新民族精神的

血液。他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 积极汲

取西方戏剧的审美因素和艺术技巧, 以中西合璧的方式

构建本民族的现代戏剧, 对 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

与成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于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戏剧大家, 我们无法硬性

将他们的创作思想与剧作主题放置在同一平台上加以对

比,但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点, 或许有利于理解

他们相似的创作心理 ,也能更深刻地理解曹禺戏剧艺术

之所以取得杰出成就的卓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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