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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本文通过列举莎剧中对人性的美好、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丑恶所做

的全景式观照,分析莎士比亚关于人性的探究对后世作家的深远影响,力图证明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完成了一个人文

主义作家的使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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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1492年

哥伦布到达美洲, 1498年达∀ 伽马发现了绕非洲好望角通

往印度的新航路, 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

这些地理大发现给人带来自我扩张的乐趣, 并激发起人们

的好奇心, 鼓舞人们进一步探寻人的价值。世界的发现最

终导致了  人!的发现。16世纪的人们开始要扫除几个世

纪以来妨碍人自由发展的各种障碍 ,努力寻求和实现自身

的价值。可以说,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中  人!第一次被发

现的时期。对  人!的肯定, 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为了

反对封建教会的统治, 人文主义者用  人性!来反对神权。

他们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 认为人有理

性、崇高的品质和无穷的求知能力, 可以创造一切。人文主

义者宣称他们发现了  人!,  人性论 !是他们的理论纲领。

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人性, 人性, 即人的本性、特性。人文主

义者赋予它感性、欲望、理性、自由的内涵, 他们是从人的本

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目的在于反对封建制

度对个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 作为一名人文

主义者, 他对于  人性!的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思考, 并在

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中对人类的复杂  人性!进行了观照。

一、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展现了人性的美好

人性的美好具体体现在爱情、亲情、友情三种人类最基

本的情感中。对于爱情, 莎士比亚曾给予热情歌颂, 认为

 爱情是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生

死相随的爱情悲剧令人刻骨铭心,而那一段段皆大欢喜、终

成眷属的爱情戏剧又让人艳羡不已。如 #第十二夜∃中的

薇奥拉与奥西诺, #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与勃特拉姆, 莎

士比亚通过描写这些青年男女之间坚贞的爱情以及为之所

做的斗争,歌颂了爱情的伟大和执着,表现出反对封建禁欲

主义、倡导爱情自由的观念。对于亲情,莎士比亚也十分推

崇。他向往和谐的家庭关系, 认为亲人之间应该真诚地相

爱。#哈姆雷特 ∃中哈姆雷特失去父亲之后的悲痛, #第十

二夜∃中西巴斯辛和薇奥拉之间动人的兄妹之情, #李尔

王∃中考狄利娅对父亲李尔王的赤诚的爱心, 这些都反映

出莎士比亚对亲情的尊重。对于友情的赞美, 在莎剧中也

并不少见, 最有代表性的是#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与巴

萨尼奥之间患难与共的友谊。他们甘愿为朋友牺牲生命,

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升华到理想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 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迈出的是资产阶

级人性解放的第一步 肉体解放,提倡的是追求财富和

男欢女爱, 因此当时的人性解放更多的是把肉体的活动从

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事实证明 ,当时的人们走得

有些过头,在肉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人性中的种种缺憾甚

至丑陋都纷纷暴露出来。当莎士比亚以锐利的眼光重新认

识现实时, 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罪恶。恋人的薄情,朋友的

背叛,世人的奸恶,使他感到困惑迷惘。他对理想产生了怀

疑,他关于人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开始以清醒的头脑、理

智的判断, 对人性中的弱点与丑恶进行观照与反思。

二、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展现了人性的种种弱点

我们常说莎士比亚观察生活的能力令人钦佩, 这也同

样体现在他对人性的精细研究方面。除了人性中高尚美好

的部分,莎翁也注意到了每个人秉赋中的欠缺与不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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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人性中的弱点, 使人的命运一步步陷入深渊。以几

位著名的悲剧人物为例: 哈姆莱特的悲剧源于其延宕 、软

弱与妥协的天性, 最终他虽然得以为父报仇, 但也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奥赛罗的轻信造成了他自身的毁灭, 他对人过

于信任, 在欺骗与阴谋面前不知所措,因而他的结局是合情

合理的。麦克白的结局警示人们, 一个人的欲望应该受理

性的制约, 否则任何欲念都会无节制的膨胀, 最终毁灭了人

的一切希望。李尔王的昏聩专横、刚愎自用使他沦为荒野

孤王, 在历经暴风雨的洗涤之后, 他在精神上获得重生。他

体悟到裹在人们身上的各种衣饰都是身外之物, 人的天赋

原形不过是  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人只是  人!而

已。泰门的遭遇更加发人深思。当他家境衰败时, 他发现

友谊不过是用金钱买来的虚情假义 ,朋友实际是些酒肉之

徒, 而金钱则被人们奉为  有形的神明 !。金钱使人们背叛

了自己的本性, 人不再是真正的  人 !。除此之外, 通过哈

姆雷特对母后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就匆匆改嫁的一句感

慨  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 也可看出女人身上普

遍存在的人性弱点。

三、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展现了人性的丑恶

无论是在悲剧中还是在喜剧中, 莎士比亚总会塑造与

正面人物对立的反面人物, 在他们身上充分暴露人性中的

种种污秽丑恶的一面,以显示现实生活中真善美与假丑恶

的较量。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 吝啬、贪婪、残忍在

他身上根深蒂固, 他把金钱视为生命,他的人性已被金钱异

化。#哈姆雷特∃中的克劳狄斯是一个阴险狡诈、荒淫无耻

的阴谋家、野心家形象。窃取王位的权利欲和霸占兄嫂的

淫念, 充塞着他的灵魂, 使他不顾道德伦常, 犯下杀兄娶嫂

的罪责。#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也是邪恶的化身, 他人性卑

劣, 心灵阴暗,对别人的幸福充满嫉妒和仇恨; 当自己达不

到目的时, 不惜将别人引入陷阱和死亡。

莎士比亚擅长表现正反两种人性的冲突: 一个是崇高

的人性, 一个是卑下的人性; 一个是理想的人性, 一个是现

实的人性; 一个是天使般的人性, 一个是魔鬼般的人性; 一

个是常人的人性, 一个是野兽的人性。通过将人性中的美

好与人性中的丑恶进行对比,更能彰显出莎士比亚爱憎分

明的倾向与立场。

人们不禁置疑: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 既在#哈

姆莱特∃中那样真诚热情地赞美人类, 又在 #雅典的泰门 ∃

中如此愤慨绝望地诅咒人类,他对于人性究竟持一种怎样

的态度呢?

恩格斯曾说: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

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 1] (497)莎士比亚正是这样的文学

巨匠。他既看到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带给人的思想和智力

上的大解放,同时也看到随着原始积累的逐步推进,资产阶

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渐渐膨胀, 各种罪恶日益蔓延。历史每

前进一步,人类在道德与人性上总要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

莎士比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在他的笔下既有十恶

不赦的暴君和奸佞小人, 也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英雄和

志士。在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作品#暴风雨∃中, 主题依然

是邪恶堕落与美德理性之间的斗争, 最终取得胜利的米兰

达与腓迪南是青春、生命和人性之美的代表,他们象征着人

类的未来和希望。在这出剧中, 莎士比亚借米兰达之口再

一次赞美人类:  神奇啊! 这里有多么好看的人! 人类是

多么美丽! 啊! 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由此可

见,莎士比亚已经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他认为社会上

虽然出现了一些良知泯灭的败类, 但是年轻人是纯洁而有

希望的,美好的未来属于他们。

正如评论家斯图厄特在 #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

德观∃一文中指出的:  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 莎士比亚

是彻底健康的。虽有些剧本令人感到暗影重重, 但其空气

是清新的, 土壤是肥美的%%! [2] ( 222)

莎士比亚对人类发展进程中  人性 !问题的关注对后

世的西方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各国

文学家对  人性!的研究与剖析始终保持着兴趣和热情。

比如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许多作家都反映了社会

上人性沦丧的现象。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塑造的两个

女儿的形象简直就是李尔王两个不孝之女的翻版, 让我们

看到,  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传统道德观已被资本主义

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冰冷冷的金钱关系所代替。当

父亲还有利用价值时, 两个女儿家的餐桌上总为父亲备着

一副刀叉。可一旦父亲的钱财散尽, 他就像一个榨干的柠

檬一样被扔掉了。高老头临终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两个

女儿都迟迟不来。巴尔扎克为人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金钱

对人性的腐蚀作用。美国作家德莱塞在 #美国的悲剧 ∃中

也塑造了一个人性堕落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典型 克莱

特。克莱特为能娶到大资本家的女儿, 实现自己追名逐利

的人生目标,不惜将已经怀有身孕的情人推到湖中溺死, 最

终他被送上电椅。克莱特的悲剧是千千万万美国青年的悲

剧,标志着美国梦的破灭。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列夫 ∀ 托尔

斯泰在#复活 ∃中对人性也进行了探讨。他从人性论的角

度出发,认为在人身上同时存在着  精神的人 !与  动物的

人!两种因素, 其思想性格发展的过程, 即是这两种因素彼

此斗争、相互消长的过程。他将聂赫留朵夫的堕落归咎为

 动物的人!战胜了  精神的人!, 而把其复活解释为  精神

的人!重新战胜了  动物的人!, 是其善于进行  道德自我完

善!的结果。可见 #复活∃是一部人性归真的作品 充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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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了人性的美。

进入 20世纪,众多作家更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人性进行

了多元的阐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对被认

为是世间最牢固的父母对子女的舔犊之情发起挑战。结果

证明, 这种最本能的亲情也经不起考验: 当父母发现儿子格

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他们嫌弃他, 不给他吃的,甚至

还打他。格里高尔生活在亲人当中, 却举目无亲, 孤苦无

告, 即使死在屋里也不为亲人所知。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

缪在#局外人∃中将人性的麻木挖掘得入木三分。主人公

莫尔索对母亲的死感觉无动于衷,在朋友的怂恿下, 他对着

一个无冤无仇的陌生人射击, 即使在对方毙命后, 他还继续

向尸体连开数枪。被判死刑他也无所谓, 他对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事情表现得完全像个局外人。

诚然, 作家们将人性中的弱点和丑恶进行放大, 其目的

还是为了寻求疗救的药方, 呼唤人性的复苏。英国作家毛

姆的#人性的枷锁∃讲述菲利普历经生活和感情的磨难, 最

终摆脱掉枷锁, 找到真爱和人生意义。我们从中得到启示:

人要不断反省自己, 洞悉人性的各种盲点和缺陷, 继而从痛

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 方能获得真正的快乐。美国作家欧

∀ 亨利在#最后一片藤叶∃中通过那片寄托了人与人之间

的爱心的藤叶, 同样表现出人性的光辉。

赫尔德曾这样评价: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所表现、训

诲、感动、教育的是希腊人,那么,莎士比亚所训诲、感动、教

育的就是欧洲人! 每逢读莎士比亚的时候, 我就觉得, 剧

院、演员、布景都消失了! 完全是事件之书、世界天意之书

在时代的风景中纷飞的散页! 是个别的对于民族、等级、灵

魂的刻划! ! [ 3] ( 273)的确, 莎士比亚在文学与人类发展史的

交融中,自觉地审视和反思 "人性 "问题, 实现了一个伟大

文学家的职责和使命, 值得后人称赞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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