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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双声糅合，在文艺复兴时代不是单独的情形。“文艺复兴的许多作品就

是所谓文化上的‘混合’，即在某些方面是古典的，而在其他方面却是基督教的。”[1]首先，基督教产生时

就吸收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古罗马的政法体系和古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等众多文化成果。其教义中提

倡的爱人与自律，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在中世纪，不同的基督教学者在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以及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各执己见，各种辩论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繁荣，而辩论中与经

院哲学的衰落同步的是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价值的提升。其次，人文主义者重新掌握古代语言的努

力和试图精准翻译古代经典的活动，逐渐和时代需要结合在一起，发展成席卷全欧的文艺复兴运动。

科技、航海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艺术的新生。人日渐成为时代话语的中心，成为建筑和雕刻、绘画和

文学的主题。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思想状况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激进的人文主

义者，他们对基督教传统的反叛最为彻底；一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他们视文艺复兴的各种文艺创

作为罪恶。如萨伏那罗拉对艺术品和书籍的焚毁；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他们没有清晰明确的思想主

张，在精神和情感上一方面深受基督教传统的种种影响，另一方面又为人文主义精神吸引和振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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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开明的教皇和国家的统治者。莎士比亚属于第三种。由于文艺复兴后期，马基雅维利式的

人物和各种社会问题引发了知识分子对过度张扬人欲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反思，而莎士比亚又是一个

汇纳百川的天才，对于时代生活有着天然的敏感，他的创作中基督教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双声糅合具有

典型性。作为“诗的遗嘱”的《暴风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暴风雨》中的核心形象，就是国君普洛斯彼

罗和船。莎士比亚也正是在对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中，充分地体现出督教传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双声

糅合。

一、普洛斯彼罗：人性、神性、魔性的合一

《暴风雨》伊始，普洛斯彼罗用法术制造了一场海难后，就开始给米兰达讲述过去的故事。原来，

他是一个痛失王位的国君，更是一位痛心的老父亲。他告诉米兰达：“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他的唯

一的嗣息就是你，一位堂堂的郡主。”[1]这位老人不知道女儿对过去的生活还有多少记忆，不知道该如

何弥补女儿失去的一切，因此，与其说他是为自己寻求正义而施行了法术，不如说他是为了女儿的未

来必须抓住这福星当空的机会。当年他酷爱读书，荒疏国事，没尽到自己作为国君的责任，以致被兄

弟陷害，和年幼的女儿一起被逐海上，他“把热泪向大海挥洒、因心头的怨苦而呻吟”（394），是女儿甜

美无邪的笑容给了他生存的力量。他全心地爱自己的女儿，困居荒岛还尽力教育她，并精心给她安排

了那不勒斯王子作为恋人，铺平她从荒岛重返人间的道路。普洛斯彼罗的爱女之情充分展现了一个

老父亲的人间伦常之爱，是他人性中最温暖的一面。

普洛斯彼罗依靠魔术书和法衣拥有了一般人所没有的神明般的力量，可以命令精灵爱丽儿为

他服务。他的神性体现为与《圣经》中上帝原型的对应。认为普洛斯彼罗对应着上帝本身这个原

型，有三个理由。其一，在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宇宙由各种体系构成，“在地球上所

有的生物也都属于一个灵魂的等级秩序：最低级的是完全没有灵魂的物体，然后是植物、动物、人、

天使和最高的存在——上帝。在每一大类里面都有很多小的等级，比如在人类里面，国君占有相当

于上帝的位置。”[2]其二，剧中并没有比普洛斯彼罗更高一级的存在赋予他使命或魔力，恰恰是普洛

斯彼罗本人指挥着精灵呼风唤雨，使无变成有，使有变成无。其三，就《暴风雨》与《圣经》的种种事

实联系来看[3]，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普洛斯彼罗自言：“因着我的法力无边的命令，坟墓中的长眠

者也被惊醒，打开了墓门出来。”（450）这样的奇迹在《圣经》中是唯有耶稣基督本人才能行的。普洛

斯彼罗正是荒岛和周围海滩实际上的统治者，是能演变各种异象、操纵每个人命运的“上帝”，他通

过他的魔法展示他的神性。

与上帝不同的是，普洛斯彼罗是一个人。他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弱点和有限性。在和凯列班

的关系上，普洛斯彼罗就失去了心平气和反观自我的勇气。人性中欲望的、自私的魔性的一面，在以

其宽恕、博爱精神为主导的普洛斯彼罗形象中被遮蔽的很深，只有通过剧中被视为怪物的凯列班形象

的映照才能彰显。

凯列班因为觊觎米兰达被普洛斯彼罗逐出自己的洞穴，禁锢在岩石中间，被迫为奴，给普洛斯彼

罗父女俩做生火、捡柴、扫地、洗碗的粗活。普洛斯彼罗在凯列班和自己之间做了严格的划界。这不

仅体现在劳动分工上，也体现在对各自精神品性的界定中。剧中普洛斯彼罗面对凯列班时的言行是

[1]莎士比亚：《暴风雨》，《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以下引文

均据此译本，页码标于引文后括号内。

[2]谈瀛洲：《莎评简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3]参阅梁工主编：《莎士比亚与圣经》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15-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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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其他时候的言行迥然不同的，他使用的是充满侮辱与恶毒的称谓：贱种、奴才、泥块、野鬼、贱奴等

等，并且他也经常对凯列班施行各种刑罚迫使他服从。“划界，是现代性谋划的一个标志性行为。通过

划界，流变中的自然物被纳入人的规范，消除了它的不稳定性，混乱的世界有了秩序和理性，现代性就

此产生。”[1]普洛斯彼罗对凯列班的态度，显然关系到建构新世界话语时主体-他者的文化叙事功能。

不过，剧中台词与情节并不代表作者的立场，相反，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恰恰逼真鲜活地表现出来

土著的内心世界，用天才的想象力让一个土著在舞台上说出了他痛苦的心声，彰显了征服新世界的白

人对土著的虐待，相当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后殖民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因此，正是在凯列班这个“他

者”的镜像中，普洛斯彼罗才能看清自己魔性的一面。

在《暴风雨》中，主宰一切的普洛斯彼罗在回忆往事和磨砺腓迪南时都显出足够的淡定，唯有一处

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躁心境，以至米兰达说：“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狂怒到这样子。”

（444）那是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腓迪南一起观看众精灵变幻出的众神庆仪时，他忽然想起凯列班和

他的同党要来谋取他性命的阴谋，因此匆匆终止了精灵们的表演，并大发脾气。是什么原因导致普洛

斯彼罗不能控制自己呢？

首先，他在米兰时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心智，以致忘记了对臣民和社稷所负的责任。他过于轻信别

人。在岛上精灵演出时，他“沉醉于跟自己精神上的骨肉腓迪南和米兰达交谈，这使他至少暂时忘记

了必须处理低级但更紧急的事物。此事犹如一面镜子，映射着他最初在米兰的失败”[2]。其次，凯列班

的行为证明了普洛斯彼罗对他的种种教化归于乌有，昭示了知识和理性并非万能，证实了他们之间的

敌对关系。最后，在凯列班对他的憎恨和反叛中，普洛斯彼罗看到了自己对待凯列班的不公正，看到

了自己统治权合法性的可疑之处，看到了自己为了确保在物质上、精神上的统治权而把凯列班定性为

魔鬼和女巫生的杂种，对他进行体力与精神的奴役的言行之恶的一面。他难以自控地暴躁起来，“因

为遇见自己是尤其不令人愉快的事情。”[3]

普洛斯彼罗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不亚于凯列班的魔性，也触及了无能为力和软弱这一人类永恒

的经验和问题，因此他心烦意乱并产生了幻灭感，因为“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独恨弟兄

的，是在黑暗里……”[4]他看见自己和凯列班一样在黑暗之中。通过普洛斯彼罗的暴躁烦乱，莎剧《暴

风雨》指明了人自己本身就包融着理性的自我和非理性的自我，包融着神圣高尚和邪恶黑暗。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并不是均匀地由这三种性质组成。在国王一行人中，西巴斯辛和安

东尼奥不仅为了满足私欲为所欲为，而且始终没有悔罪和改过，他们和斯丹法诺等人的魔性淹没了神

性，更多地是现实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恶的一面的代表。“他们代表这对爱人在没有魔术保护情况下要

生活下去的那个世界。‘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这既是非讽刺性的也是讽刺性的评

述。莎士比亚能够令人信服地而且异常生动地揭示出非讽刺性的景象（即米兰达和腓迪南给我们的

景象），同时又能够想到其中蕴藏的讽刺。”[5]正是这样，莎士比亚能用剧中不同的人物让几种互相冲突

的社会话语展开平等的对话，使全剧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复调性[6]；他能在宽恕与回归的总旋律中不动

[1]张德明：《西方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托维：《莎士比亚对模仿诗的辩护：〈暴风雨〉与〈王制〉》，戚瑞译，见刘小枫、甘阳主编《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

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4]《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95年版，《新约全书》，第395页。

[5]里维斯：《对莎士比亚晚期戏剧的评论——谨防误解》，转引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杨周翰编选，〔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

[6]张德明：《〈暴风雨〉：荒岛时空体的文化叙事功能》，〔北京〕《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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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地暗示着生活中并不一定恶有恶报；同时表现普洛斯彼罗、安东尼奥和凯列班各自的正义与过

错；能在贡柴罗忘情地描述自己的无为而治的共和国理想时，让西巴斯辛和安东尼奥当场揭示他的自

相矛盾；能在展示人类美好的情感与品德的同时又深怀一切都将消散如云烟的悲悯。莎士比亚能让

我们在对普洛斯彼罗充满同情的同时认识到：“事实上，可怕、野蛮的非法欲望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甚

至包括我们当中一些道貌岸然的人。”[1]

就这样，“莎士比亚把他笔下的每个主要人物都作为反映其他人物的镜子，而且他还用这同一方

法使我们去发现那不能立即显示给我们的东西。……他的作品洋溢着适当的多重性……”[2]正是在这

种互为镜像的深层折射中，我们发现了那不能立即显示给我们的东西，即每个人都有人性、神性、魔性

的一面，人性本就是神性、人性、魔性的合一。这在中心人物普洛斯彼罗身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诠释。

斯宾塞认为：“《暴风雨》与所有后期剧一样，其中都有再生、回返生活以及在罪恶被清除之后，对

健全人性之美有了一个高级的、近乎于象征的认识。”[3]这既可以理解为对原罪的赎认，也可以理解为

经过苦难后人的心灵和认知的提升。“事实上，尽管莎士比亚在晚期传奇剧中宣扬了宽恕、仁慈、博爱

精神，但他并没有将人们导向基督教信仰”[4]，不能将它单一地理解为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归。海伦·加

德纳指出：“莎士比亚是描写人类本性的最伟大诗人，因而我们只能这样说：如果他的剧中需要一个以

基督教徒身份说话的人物，那他就会以其独特的理解力和同情心富有想象力地进入基督教徒的体验

和情感之中。”[5]同样，莎士比亚也会以他天才的想象力进入夏洛克、福斯塔夫和凯列班的体验和情感

之中。普洛斯彼罗神性、人性、魔性合一的形象，充分体现了莎剧基督教传统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双声

糅合。

二、船：朝圣驱魔，回返人性——方舟与愚人船意象的叠合

《暴风雨》起于“在海中的一只船上”（387）。撇开船队不谈，《暴风雨》中单独的船共有3只，即那

不勒斯王阿隆佐等人的王船、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乘之漂流至荒岛的小船，还有女巫西考拉克斯被逐

至荒岛的海船。众所周知，《圣经》中的大洪水淹没、除尽了上帝以为不义的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

物，只除了方舟上的人畜——在上帝眼前蒙恩的挪亚及其家人，以及挪亚挑选的畜类、飞鸟、昆虫。而

阿隆佐一行人良莠不齐，并不吻合《圣经》中义人、完全人的标准。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却是善人、义

人，经受大海的考验顺利到达荒岛，不但保全性命，普洛斯彼罗还在荒岛上法力大增，直至完成心愿。

“一只腐朽的破船，帆篷、缆索、桅樯——什么都没有，就是老鼠一见也会自然而然地退缩开去。”（394）
怒海呼号、狂风悲叹，在小天使米兰达微笑的支撑下，普洛斯彼罗“生出忍耐的力量，准备抵御一切接

踵而来的祸患。”（394）相比阿隆佐等人的王船，显然这才是一只被上帝护佑的船，船上人凭借着爱、坚

忍和好人贡柴罗的提供的一些基本必需品，渡过大海来到新世界、开始新生活。在《暴风雨》中出现的

3只船中，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的小船与《创世纪》中的方舟在本质上最为接近。

如果联系第3只船，即女巫西考拉克斯被逐至荒岛的海船，我们就不能忽略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

个文学词语：愚人船。福柯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被当局认定为神经错乱的人通常被交给船工，

[1]弗里希：《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与僭主的灵魂》，李春长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莎士比亚笔下的王者》，〔北

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版，第135页。

[2]威廉·席勒格：《莎士比亚研究》，张可译，转引自《莎士比亚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9 页。

[3]张泗洋、徐斌、张晓阳：《莎士比亚引论》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4]肖四新：《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绪论第10页。

[5]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6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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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

运；…… 水域和疯癫长期以来就在欧洲人的梦幻中相互联系着。”[1]水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净化的

作用。西考拉克斯由于作恶多端被逐出阿尔及尔，接着被水手们丢弃在荒岛上，无疑是当时社会生活

中愚人船习俗的反映。

用一只小船，把不洁的、罪恶的、疯癫的人驱逐到大海上交给漂泊的命运，除非他们在信仰的指引

下脱离欲望之海，复归理性的清明。因此，深究其仪式的含义，“……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

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2]福柯引用了《百科全书》提出的疯癫定义：偏离理

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3]，这则定义用来指向阿隆佐、安东尼奥和西巴斯辛等人是相

当合适的。爱丽儿对普洛斯彼罗说：“国王、他的弟弟和你的弟弟，三个人都疯了”（449）。他们为满足

自己的私欲不惜加害他人，以为自己获得了荣誉与财富，在大海中、在命运的威力下不得不面对永恒

的裁判。三人之中阿隆佐良心复苏，觉得海潮风雷都在宣布他的罪恶，轰响着普洛斯彼罗的名字。见

到后者后，阿隆佐宣布把公国奉还给他，并请求他饶恕自己。

落水与海水的浸泡在这里显然有象征义。爱丽儿对腓迪南唱到：“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受

到海水神奇的变幻，化成瑰宝，富丽的珍怪。”（402）在第一幕第二场（396）和第二幕第一场（409-411）
中，先后四次提及这一行人的衣服比以前更干净了，像是新染过的一样，跟第一天穿上去的时候一样

新。用语与《启示录》中“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4]相合，喻示着他们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疯狂的

欲望之肮脏，洗清罪恶，重归善与爱的怀抱。正如福柯所言，旅行能够影响思想的变化，“如果浸泡法

确实一直隐含着关于沐浴和再生的伦理上的和几乎宗教上的记忆的话，那么我们在运动疗法中也会

发现一个相对应的道德主题。与浸泡法中的主题相反，这个主题是，回到现世中，通过回到自己在普

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却疯癫，从而把自己托付给现世的理智。”[5]在《暴风雨》中，阿隆佐一行人旅

行了、被浸泡了，被洗净了。可见阿隆佐的王船与愚人船更为接近。

不容忽略的是，福柯还指出了知识与疯癫之间的联系。“疯癫同获得知识的奇异途径有某种关

系”，因“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6]。疯癫还是对想像

力、创造力与虚妄迷乱之间关系的忧虑。“我们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所谓画家、诗人和音

乐家的‘奇思怪想’不过是意指他们的疯癫的婉转说法。”[7]相当一致的是，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

忒休斯也把疯子、情人和诗人相提并论，称他们都是想象的产儿。

“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

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

险性就越大。”[8]《暴风雨》中的水手多次试图放下中桅和张起大桅横帆，终究归于失败，也许是人力和

知识不能战胜永恒和命运的暗喻。但我们更应该从知识与疯癫的视角来考察普洛斯彼罗。如果说普

洛斯彼罗是疯癫的，实在是唐突难以接受的。不过，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拥有公国却不理政事，一味

埋头于书斋，其行为是否怪异？他不仅专研人文主义知识，还学习魔法，除了他的行善与西考克拉斯

的作恶不同，他的魔法与巫术的区别何在？二者都进入了理性之外的神秘世界。普洛斯彼罗诚然不

是疯癫的，但他的被逐海上与他沉迷书斋和魔法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普洛斯彼罗的小船在某种意义

上也是愚人船。

《暴风雨》是莎剧中少有的没有死亡的戏剧。女巫西考克拉斯由于曾经行善免于被戮，生凯列班

[1][2][3][5][6][7][8]〔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9页，第7
页，第94页，第162页，第21页，第25页，第200-201页。

[4]《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95年，《新约全书》，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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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荒岛上；普洛斯彼罗恰恰是在书籍（知识）的帮助下利用魔法控制了荒岛，收回了王位，促成了米兰

达和腓迪南的相爱；阿隆佐悔罪新生。洗过、宽恕、重生确实是大海为这些小船演奏的主旋律。这样，

《暴风雨》中的3只小船，也在方舟和愚人船意象的摇曳叠合之中抵达荒岛。莎士比亚在对《圣经》传

统与时代文化生活的化用中，赋予文本开放性的多重话语。

和他的其他戏剧一样，《暴风雨》虽然与《圣经》话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同样充满着古希腊众

神的身影，张扬着对人的现世生活、幸福和美德的追求。语言和文化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代人共同创

造和积淀的潜在符码，两希文明本就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现实的话语更是莎

氏戏剧的活水源头。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是，腓迪南初遇米兰达，在以为她是女神的同时，忍不住就

提了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位处女？”（403）莎士比亚坦然表现了腓迪南潜意识中人欲的

流露，但又在后来的众神庆仪中以丘比特折羽而去对及时行乐的时代风气给予修正和批判。“莎士比

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

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

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

方面做出准确的把握。”[1]《暴风雨》中《圣经》传统与时代人文主义精神的相互观照是其多重话语中的

核心组合。

在暴风骤雨的时刻，大海如同一面明镜，既照耀着人性深处的黑暗，人对他性拯救的渴望，也见证

着人类凭借人性中的美德高贵地把握命运的可能性。在一个不断向外开放进取的时代，人是否应该

不停地去寻求更多的东西、在尘世物欲的魔沼中淹没？莎士比亚通过普洛斯彼罗、爱丽儿、凯列班对

自由的渴望，给出了一个答案：不如归去。莎剧以其开放性预言着17世纪以后欧洲历史文化中的诸

多问题，正是对传统与时代的双声糅合，使其剧作具有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成为西方文学经典中

的经典。

〔责任编辑：平 啸〕

[1]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331页。

On the Mixture of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Humanist Spirit in Shakespeare’s Plays

― Focusing on The Tempest
Zhao Jun

Abstrac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mixture of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humanist spirit in artist cre⁃
ation was common because of intellectual diversity. Shakespeare’s play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is phenome⁃
non. In theme and content, his plays displays the combination of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the Renaissance
spirit. Take The Tempest for example, in which some of the characters are pure and polite, some have good
will, and some are obsessed with ambitions and delusions;Prosperois the union of deity, humanity, and de⁃
mon. By means of a blend of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humanist spirit, the play maintains the textual openness,
which makes Shakespeare’s plays the classic of th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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