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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特森新作《时间之间》通过结构模仿、语言引用、情节延续、作者评论等创作手

法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形成了互文、元文和超文等多层次的跨文本关系，实

现了对莎翁经典的主题回归、情感共鸣和精神传承。同时，小说对原剧的场景、人物、叙

事方式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在其空白处展开丰富想象，挖掘行为背后的隐秘心理，探讨困

扰现代人的性、生命、种族等道德伦理问题，颇具温特森风格和当代色彩。“莎翁改写”探

索并展示了文学经典当代化的新做法和新趋势，对我国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审视文学经典、

建构具有当代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时间之间》 互文 经典重述 民族文化符号

奇妙的搏斗，最终呈现出一个错综复杂、让人拍

案叫好的当代故事”2。《英国独立报》称赞《夏

洛克》“极具风格、尖锐深刻、戳动人心”3。《芝

加哥论坛报》指出，《醋意女孩》幽默滑稽，“既

捕捉到了现代婚姻精神，又是进入莎翁文学的愉

快旅行”4。《卫报》则惊呼《女巫》 是“一部令

人读之欢快发狂的作品”5。这些小说行走在怀念

与创新之间的边线上，让熟悉原著的人激动不已，

也让不熟悉原著的人陶醉着迷，从而实现了出版

社“忠于原戏剧精神，保持其对大众的吸引力，

让公众重燃对莎翁经典之热情”的初衷。6

重述或改写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方

式。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改写者，其《皆

大欢喜》源于托马斯 · 洛奇的《罗萨琳》，《特洛

2012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

同时启动了“霍加斯莎士比亚”项目（Hogarth 

Shakespeare），邀请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安 · 泰

勒、霍华德 · 雅各布森、珍妮特 · 温特森、尤 · 奈

斯博等当代著名畅销小说家重写莎士比亚戏剧，

计划在2015-2018年间陆续出版，以纪念莎翁逝

世四百周年。截至2017年底，该项目已推出《时

间之间》（The Gap of Time）、《夏洛克是我的名

字》（Shylock Is My Name）、《醋意女孩》（Vinegar 

Girl）和《女巫的子孙》（Hag-Seed）四部小说，

引起文学界、评论界及读者的广泛关注，媒体更

是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爱尔兰新闻报》将《时

间之间》评为“年度最佳书籍”，《纽约时报书评》

认为温特森“在令人费解的文本之间展开了一场

1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WWB007。
2 Bakopoulos, Dean, The Gap of Time by Jeanette Winterson, in New York Times, 25 Oct. 2015. http:// www.nytimes.com/2015/10/25/

review/the-gap-of-time-by-jeanette-winterson
3 Miller, Lucasta, Shylock Is My Name, Book Review, in Independent, 21 Jan.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

books/reviews/shylock-is-my-name-by-howard-jacobson-book -review-a6825566.html
4 Memmott, Carol, Anne Tyler’s “Vinegar Girl” Reinvents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for Modern Audiences, Chicago Tribune. June 

28, 2016.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lifestyles/books/ct-prj-vinegar-girl-anne-tyler-20160628-Story.html
5 Groskop, Viv, Hag-seed Review-Margaret Atwood Turns The Tempest into a Perfect Storm, in Guardian, Oct. 16, 2016. https://www.

theguardian.com/books/2016/oct/16/hag-seed-review
6 Kispert, Peter, Round-Down: The Hogarth Series Will Reinvent Shakespeare’s Works as Novels, Oct. 13 2015. http://blog.pshares.

org/index.php/round-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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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和克瑞西达》来自乔叟的同名诗作，《李尔

王》、《哈姆雷特》、《驯悍记》等都是对前人故事

的重述，《冬天的故事》则根据格林的传奇《潘

多斯托：时间制胜》改写而成。在莎士比亚经典

化过程中，后人对他的改写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早在1642-1670年间，莎翁的戏剧就被德

莱顿、达维南等人改编并搬上舞台，受到了热烈

欢迎 1。此后的几百年间，对莎翁戏剧的改写、改

编、戏仿作品不计其数。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

来，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

的影响下，西方出现了莎剧改写热潮，戏剧家如

尤涅斯库、布莱希特、斯托帕德、奥斯本、沃格

尔等，小说家如阿特伍德、厄普代克、霍尔德尼

斯等，都从莎剧中汲取灵感并创作出了属于自己

时代的新作品。张瑛、邹惠玲、陈红薇等研究了

莎翁戏剧的当代改写，认为当代作家采用了互文、

拼贴、戏仿、超链接等叙事形态，流露出对经典

的疏离、修正和颠覆倾向，表现出强劲的批判性，

主要以解构、对抗的方式实现与源文本的对话，

试图消解莎剧的“神圣”和“霸权”地位。2

然而，在经历了后现代去经典化运动之后，

西方学界于世纪之交吹起一股重回经典之风。美

国批评家哈罗德 · 布鲁姆是捍卫经典的代表，其

著作《西方正典》以莎士比亚为中心重新评述了

西方文化中的经典作家作品，为经典固有的美学

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了辩护。出版界也顺势而发，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重述神话”

跨国联合出版项目，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知名出版社参与，邀请到大江健三郎、珍妮特 ·温

特森、托尼 · 莫里森、苏童等各国名家执笔。目

前，该项目已出版《神话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Myth）等十九部小说，使经典神话在当代获得

巨大生命力。“霍加斯莎士比亚”项目可以说是这

一重述浪潮的延续，与“重述神话”一样，具有

跨时空、跨国别、跨文类的特点，既是对经典的

回归与致敬，也是对经典在当今文化生态下之存

续方式的探索。

那么，“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小说如何在文

本中实现了对莎翁戏剧的回归？又如何在重构中

融入了吸引当代读者的风格和元素？ 一系列重述

经典事件是否预示着某种文学转向？这对于我国

在全球化语境下传承经典、打造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文化符号有哪些启示？本文尝试以《时间之间》

为例，从结构、语言、主题等方面切入，对以上

问题做出探讨。

一、	致敬：与原剧的跨时空互文与

对话

温特森之所以选择《冬天的故事》进行改写

是因为，“这个戏剧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我的私人文

本……这是个关于弃儿的戏。而我就是个弃儿”。3

出于个人感情和对莎翁的敬仰，温特森一改前期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给樱桃以性别》等

作品中运用的讽刺、戏仿、颠覆等解构主义策

略，转向了建构性的协商与对话。在小说中，她

模仿了原戏剧结构、引用了原戏剧台词、探讨了

贯穿古今的普遍主题，使《时间之间》与《冬天

的故事》形成了互文、元文、超文等多层次的跨

文本关系，4于文本的对话中激活了前文本在读

者中的记忆，传承了莎翁原剧的主题思想、精神

内核与审美意蕴。

虽然采用了小说体裁，温特森却特意保留了

原戏剧的整体结构，使其与前文本取得了形式上

的互文。小说第一部分对应于原戏剧的第一、二、

三幕，交代了主要人物列奥、咪咪、赛诺之间的

1 彭建华，《17世纪莎士比亚的经典化过程》，《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3期，第75页。
2 张瑛，《疏离、修正与颠覆—〈哈姆莱特〉与当代小说改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57-60页。

邹惠玲、杜文馨，《论斯托帕在〈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中对哈姆雷特形象的重塑》，《外语研究》，2013年第6期，第
82-87页。陈红薇，《经典再写—论莎士比亚在‘后’文化时代中之存在》，《国外文学》，2015年第2期，第34-41页。

3 Winterson, Jeanette, The Gap of Time, London: Vintage, 2015, here 273.
文中来自小说《时间之间》的引文主要参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5月出版的版本，译者为于是。后文出自该小说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页码，不再标注作者和出版年。
4 热奈特在其专著中提出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概念，将文本之间的关系细分为五种类型，即互文性、副文性、元

文性、超文性和广文性。Genette, Gerard.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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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关系和列奥因嫉妒而对亲人造成的伤害：友

情破裂、夫妻反目、孩子一死一丢。带婴儿去美

国的托尼被射杀，黑人谢普在暴雨之夜捡到了

“像星星一样轻盈的女婴”（15）。第二、三部分则

与原剧的第四、五幕呼应，重述了十六年后女婴

帕蒂塔与赛奥之子泽尔的爱情以及她得知身世后

辗转来到伦敦与亲生父母团聚的传奇经历。在三

个部分之间，温特森别出心裁地插入了两个“幕

间”（interval）。幕间本来是指戏剧表演中一幕

和下一幕之间的间隙，用以指示舞台上时间、空

间、景物的较大变化，也作为事件发展的段落和

转折。在现代戏剧表演中，常用幕布的起落、明

显的起光收光、过渡音乐或者静场来表示。莎士

比亚时代的舞台是伸出式的，没有幕布、灯光等

技术，全靠剧本的叙事方式实现时空转换。因此，

莎翁常在剧中安排致辞者，用开场白的方式讲述

故事的来龙去脉，引导情节继续发展。在《冬天

的故事》第四幕第一场，致辞者扮演时间上台说

到：“我令少数人心欢，却把一切检验…我匆匆跨

过十六年，略去中间经过不详谈…我便翻转时间

沙漏，呈现新剧情…。”1这样，莎翁成功克服了

剧场局限，把观众带到十六年后的波西米亚。温

特森将此类致辞转变成了既抒情又富有哲理的

“幕间”，历史长河被比喻为“一座巨大的失物招

领处”，上演着“失落和找寻的故事，”人类在爱

与分离中苦苦寻觅（123）。时间将一切“全部清

光，”但在隐忍的十六年后，宽恕和爱将失去的重

新带回来，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213）。幕间

缓冲了紧张情节，标识了故事的转折点，使小说

呈现出张弛有度的戏剧式结构。同时，小说的三

个部分和两个幕间又模仿了原戏剧中的五幕分法，

构成了视觉上的完美对应，给读者造成回到剧本

的幻觉，以至于《泰晤士报增刊》在评论中将其

称为“温特森的舞台”，认为她的舞台与莎士比亚

的一样，“处处充满了奇迹”。2

《泰晤士报》指出，“温特森依据莎翁戏剧

的每个细节精巧地设计了她的小说，这会让熟

悉原作的读者开心不已”3。其中最明显的一点

是，温特森从原剧中摘取了许多词语、短句、

对话，然后不着痕迹地镶嵌在小说中，构建了

一个似曾相识的幻境，在这里“过去、现在和

未来同在，原剧与改编并存”（Maltby, 2015）。

比如，小说名“时间之间”取自《冬天的故事》

最后一句，本意指分别十六年中每个人的经历

和遭遇，朱生豪将其翻译为“这许多年来的契

阔。”温特森把它从具体的语境中提取出来，作

为贯穿小说的主题关键词反复使用：咪咪的

演唱会和赛诺制作的游戏都被命名为“时间之

间”；咪咪在自己创作的《帕蒂塔》歌曲中感

慨：“我们被困在时间之间”（107）；谢普抱着

捡回的帕蒂塔时，觉得自己也“坠入了时间的

褶皱里”(18)。该词不但使小说与原戏剧形成了

明显的互文关系，还使时间获得了更丰富的哲

学含义。无论是在主人公内心还是在电子游戏

里，时间都不是机械向前的，而是可以“静止、

快进、放慢的”（47）。温特森强调了她一贯主

张的柏格森式的内心时间观，“过去、现在、将

来不是线性的，而是交替重叠的”4。与此类似，

小说中十七个章节的标题也全部取自原剧，如

第一部分由“水盈盈的星”、“茶杯里的蜘蛛”、

“荒淫的星球”、“鸢鹰、乌鸦、狼与熊”等九个

章节组成，这些标题既指向四百多年前的《冬

天的故事》，又被赋予了新的喻意而巧妙地构成

了小说情节。这样，散落在小说中的只言片语

不断唤起读者脑中对前文本的记忆，使不同时

间、空间的经验在新的作品中聚集并发生碰撞，

从而获得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高普尼克认为，“霍加斯系列的大部分作者

并没有太多地‘重新想象’原戏剧故事。而是巧

妙利用故事中产生的、今天仍存争议的莎士比亚

1 威廉 · 莎士比亚著，《冬天的故事》，李华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2 Wilson, Frances, Gap of Time Review,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5 Oct. 2015. https:// jeanettewinterson. gap of time.com/

reviews subs.the-tls.co.uk/
3 Maltby, Kate, The Gap of Time: The Winter’s Tale Retold by Jeanette Winterson, 11 Oct. 2015. http://www.thetimes.co.uk/tto/arts/

books/fiction/article4560917.ece
4 潘辰，《从〈守望灯塔〉解读温特森的时间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年第2期，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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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反犹主义、《驯悍

记》中对女性的压制、《暴风雨》中的艺术与孤

立等，……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主题”1。温特

森也沿用了原剧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遵循

了嫉妒—毁灭—忏悔—机缘—宽恕—团圆这条主

线，并与莎翁一样，围绕爱与宽恕这一永恒主题

展开。这样，《时间之间》与《冬天的故事》就

形成了玩味的（ludique）、严肃的（serieux）的

超文本关系，即热奈特所说的“以其他方式表达

同一内容”的重构模式 2。与戏剧中的里昂提斯、

波力克西尼斯、赫米温妮一样，小说中的列奥、

赛诺、咪咪也挣扎在爱与罪、罚与恕、失落与复

得、忏悔与救赎的人生困境中，不断思考、追

问。但是，他们始终相信爱的力量，相信宽恕是

灵魂中最耀眼的美德，在经历生离死别之后宽恕

彼此的过错，终于冲破时间尘网，找回曾经失落

的一切。温特森一直相信：“爱具有拯救的力量，

爱是浪漫的意象，但同时也含有宗教的思想，和

死亡一样强大。”3对温特森来说，爱是人与人之

间最朴素、最本质的情感，应该超越性别、种

族、年龄而具有普世价值，担当起“上帝死了”

之后对人类的救赎功能。在小说结尾，她借帕

蒂塔之口再次表达了这种思想：“爱。爱的体量。

爱的程度。不可想象。无边无际”（279）。人们

可能出于爱而摧毁一切，也能够因为爱而把失去

的找回来， 获得救赎与重生。这一贯穿《时间之

间》的基本思想与原剧的主题遥相呼应，与莎翁

展开了一场深层的思想对话。同时，小说还继承

了原剧的悲喜剧精神和跨界的审美意蕴。在两部

作品中，悲剧孕育着希望，欢喜包含着眼泪，爱

与恨、生与死、虚幻与现实都处于流动的变化

中。可以看出，温特森试图在戏剧精神和审美上

无限接近莎士比亚，以期与他进行艺术和哲学上

的对话。

二、超越：小说中鲜活的当代元素

如上所述，温特森并不避讳自己对莎翁原剧

的模仿，甚至借谢普之口说：“任何故事都有源可

溯，不是吗？ 你以为自己活在当下，但往昔就在

你身后，像一道影子”（13）。莎翁就是站在她身

后的父亲般的影子，在提供故事源头的同时，也

控制着人物的命运，使温特森背负上布鲁姆所谓

的“影响的焦虑”。然而，既然是对经典的改写，

温特森也不得不走上一条俄狄浦斯式的“弑父”

之路，超越其藩篱，在旧文本中植入鲜活话语和

创新动力，赋予新文本以独特的温特森风格和当

代色彩，以打破读者期待，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

果，凸显新文本的艺术价值。她借助小说空间广、

容量大、易于深入描写等特点，拓展故事场景，

改变人物身份，填补情节空白，探讨困扰当今世

界的性别、种族、伦理等问题，用后现代的叙事

方式和网络流行语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里

注入了真正的惊险感”，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引人

注目、有趣且优美”的当代虚构作品。4

小说的全球化场景和多元化叙事冲破了原戏

剧的束缚，极具当下性和后现代色彩。温特森没

有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讲述，而是把第一个

场景放在了虚构的美国城市——新波西米亚。凌

晨两点，黑人谢普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冰雹、目睹

凶杀案、捡到弃婴和大量现金，一切都发生地紧

急突然，充满悬疑。而在血腥、暴力的情节之间，

温特森让谢普亲口叙述了他的身世、他对已逝妻

子的深爱以及他亲手杀死妻子后的忏悔，字里行

间充满了柔情与温暖。这样的开场白已经远远超

出了莎士比亚的想象，具有了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力和即视感，能够迅速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吸引

他们阅读下去。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小说的场景

设置在了伦敦和巴黎，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

第一人称叙事相互交叉的方式交代了列奥、咪咪、

1 Gopnik, Adam, Why Rewrite Shakespeare? in The New Yorker. Oct. 17, 2016.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10/17/
why-rewrite-shakespeare.

2 Genette, Gerard,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ns. Channa Newman and Claude Doubinsky,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97, here 76.

3 吕洪灵，《‘我不在意性别’——英国小说家珍妮特 · 温特森》，《外国文学动态》，2006年第2期，第16页。
4 Crown, Sarah, An Elegant Retelling of Shakespeare, in Guardian, 7 Oct.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oct/07/gap-

of-time-jeanette-winterson-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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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之间扑朔迷离的恋爱关系以及列奥因嫉妒而

追杀赛诺、抛弃女儿、与咪咪离婚等情节。为了

不让这个流传了几百年的家庭故事陷入俗套，温

特森采用了碎片化的叙述方式，根据人物的内心

感受和思想变化即时插入各种回忆，将发生在不

同时空的情节拼贴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若即若离

却又合理紧密的叙事链。第二、三部分的场景分

别设置在新波西米亚、伦敦和巴黎，主要通过戏

剧性的对话、狂欢化的生日宴会和独具魔幻色彩

的音乐会让所有人物一起出场，赛诺、帕蒂塔、

泽尔等主要人物或驾驶汽车或乘坐飞机，自由地

穿梭在国际大都市之间，见证了奇迹，演绎了各

自的传奇经历。在故事情节结束之后，作者别出

心裁地将话语权交给了帕蒂塔，让她以第一人称

的方式述说了未来的种种可能。帕蒂塔的叙述声

音是质疑的、不确定的，指向了无限的未来，暗

示了历史将以重述故事的形式延续下去。此外，

咪咪的维基百科页面、赛诺设计的电脑游戏、天

使坠落的传说都被巧妙地融入叙事进程中，模糊

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既能让读者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又能使他们在神话和

虚拟世界里自由穿越。

温特森对原戏剧人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在

赋予他们新背景、新职业的同时，也使他们的性

格、思想更具有时代特征。列奥对应于原戏剧中

的西西里亚国王里昂提斯，在遭受2008年金融危

机之后，他建立了名为“西西里亚”对冲基金，

很快成为身价十亿的富豪。然而，事业的成功无

法消除隐藏在他内心的恐惧，小时候被母亲抛弃

的创伤使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深爱妻

子咪咪，却时刻担心会失去她；他与赛诺交情深

厚，却怀疑他与咪咪通奸，他觉得女人有威胁性，

因为“这个世界来自你们的身体，我们却完全不

知道你们脑袋里在想什么”（63）。内心的自卑和

恐惧最终使他失去理智，他试图驾车撞死赛诺，

置临产的妻子于不顾，又派人将刚刚出生的女婴

送往遥远的地方。小说中细致的心理描写使这个

原本暴虐的君王形象变得丰满立体，也使他日后

的忏悔更加真实可信。咪咪不再是依附国君的弱

小王后，而是法裔美国歌手。她经济独立，在列

奥陷入财务困境时独自支撑家庭；她坚持自我，

在列奥无故伤害她时执意离婚；她充满智慧和爱

心，在隐居十八年后重新拥抱丈夫和女儿。赛诺

替代了扁平的波力克西尼斯，他是电脑游戏设计

师，充满幻想和艺术气息，因性取向复杂而自我

放逐，成为被压抑的社会边缘人。夫人宝丽娜在

小说中变成了没有时间谈恋爱的职业女性，她是

犹太人，能流利地使用三种语言，拥有经济学和

MBA学位，她坚持追求事业而放弃婚姻，“只按

她想要的方式做事，只说她想说的话”（41）。原

剧中的坏蛋奥托吕科斯摇身变成了奥托车行的经

销商，一边大谈弗洛伊德、海明威，一边骗取科

洛的信任，兜售了自己的破车，是一个集狡猾、

精明、智慧、幽默于一身的可爱人物。这些富有

当代气息的人物打破了受众的期待视野，使阅读

过程充满惊喜和变幻，在文本间形成了亦旧亦新、

今古呼应的审美张力，彰显了改写者自觉的当代

意识。

几百年来，人们对《冬天的故事》中里昂提

斯的行为颇有微词，他突然爆发的嫉妒和愤怒来

自何处？他与王后、好友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 

对此，莎士比亚并没有给出任何交代。牧人和小

丑的生活也是一个谜一般的空白，或许是因为他

们出身卑微，莎翁根本没有给他们取个真正的名

字。他们从哪里来？生活怎么样？牧人的妻子哪

里去了？温特森是带着这些疑问开始创作小说

的，她说：“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命名为《时间

的空白》，1不仅仅是因为原著中这一表述出现了

两次，更是因为这部戏剧里有很多作者没有给出

明确答案的空白之处。而如果仿写这部戏剧，就

必须深入探究其中的空白，填满空白，这将是很

奇妙的过程”2。因此，温特森在继承原戏剧整

1 小说名The Gap of Time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翻译，在于是的译本中就有“时间之间”，“多年来的契阔”和“时间的褶皱”
等译法，而此处温特森想强调原戏剧中留有空白，所以译为“时间的空白”。

2 Kavenna, Joanna, The Gap of Time by Jeanette Winterson, Review: Poignant, 1 Oct. 2015, http://www.telegraph.co.uk/books/what-
to-read/the-gap-of-time-jeanette-winterson-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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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细节，试图通过历

史追溯和心理分析挖掘人物行为的深层原因，僭

越了原剧的婚姻、阶级、家庭伦理边界，在探讨

性取向、族裔、生命伦理等当代社会问题的同

时，加载了“莎翁所不可能共享的新价值体系”

（Gopnik, 2016）。

原剧中里昂提斯对妻子和好友的猜忌与迫

害来的突然，似乎纯粹出于傲慢和嫉妒，属于

传统的家庭伦理故事。然而，在温特森的小说

里，列奥、赛诺、咪咪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

常微妙复杂。列奥与赛诺 13岁时在寄宿学校相

识，因为都被破碎的家庭忽视而彼此照顾，他

们在一起学习、游戏，然后在“一个打靶练习

后的夜晚，他们做爱了”，由童年挚友发展成了

同性恋人。但是，在一次赛车事故中，列奥差

点害死赛诺，两人从此有了隔阂，关系变得若

即若离。后来列奥做基金公司，娶妻生子；赛

诺则驾着房车旅游，玩音乐和女人，并在社会

压力下，与一个既不爱也不在一起生活的女人

生了一个孩子。列奥深爱咪咪，咪咪却因为父

母的不幸婚姻而拒绝列奥的求婚。无计可施的

列奥请求赛诺到巴黎把咪咪找回来，而在塞纳

河畔，咪咪与赛诺似乎在某个瞬间也坠入了爱

河。但赛诺不想与列奥争夺咪咪，而是促成了

他们的婚姻，作为双方的好朋友和生意合伙人

住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在赛诺看来是完美的，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我们三个”（205）。但

对于列奥却是折磨，在他眼里，赛诺既是曾经

的恋人又是可能夺走他妻子的男人。在温特森

笔下，列奥与赛诺的同性恋情是自然而真诚的，

赛诺与咪咪的情感是纯洁温暖、超越了身体欲

望的，列奥对赛诺和咪咪的爱都是发自内心的，

似乎每个人都没有错，又都错了。这些可能让

莎翁瞠目结舌的描写恰恰体现了温特森对当代

性别、婚姻伦理的挑战与思考，融入了她对同

性恋的同情、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和对建构

异性恋、同性恋和谐共处社会的期许。

原剧的另一个空白是关于牧人和小丑的，温

特森给了他们黑人身份和讲述自己故事的话语权。

谢普是黑奴的后代，他的妻子是印度裔移民，他

们曾经相亲相爱，育有一个儿子叫科洛。不幸的

是，谢普的妻子因不治之症躺在医院里痛苦地活

着，为了解除妻子的痛苦，谢普在某个深夜摘下

了她的氧气面罩，用手捂住了她的口鼻。妻子死

后，谢普陷入了无尽的思念、绝望和自我惩罚中， 

“我不后悔，但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做了正确的

事，但那是错的”（17），他与自己进行了一场旷

日持久的精神战争。杀人是违反生命伦理的，非

道德的。然而，谢普是为了结束妻子的痛苦而

做的仁慈助死（mercy killing），他应该受到惩罚

吗？ 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当代伦理和法律问题。

与莎士比亚一样，温特森也给了人物第二次机会，

他让谢普捡到了帕蒂塔。这个与暴风雨、枪杀案

同时出现的女婴让谢普死亡的心灵开始复苏，他

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她，觉得 “似乎因为我夺走

过一条命，所以又得到了一条命”（21）。他认为

这是上帝对他罪过的赦免与宽恕。谢普像亲生父

亲一样抚养、教育帕蒂塔，对她倾注了所有的爱。

真诚的忏悔和无私的爱让谢普获得了精神洗礼，

重新找到了被妻子带走的“爱的指导手册，”于晚

年收获了女儿的深爱及宝丽的爱情。对于仁慈助

死这样极富争议的法律、伦理问题，小说或许无

法给出明确的、让人满意的答案，但温特森却从

爱的视角发射出一道人性之光，曲折表达了她的

伦理取向。

如果说《冬天的故事》里牧人和小丑代表的

是下层劳动人民，温特森设置的几个平民人物却

代表了不同的族裔，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

问题。谢普是非洲移民的后裔，他妻子是印度移

民的后裔，托尼的父母是从墨西哥逃到英国的，

而宝丽的祖父母则是从纳粹德国逃到东伦敦的。

他们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家族故事，正是这些历

史创伤使他们保持着对白人中产阶级的怀疑、批

判，甚至因不信任人性而选择单身。温特森赋予

这些边缘人物身份和叙述声音，表达他们的内心

世界，赞美他们的善良真诚，结尾用爱代替了仇

恨，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国际共同体，这虽然带有

乌托邦色彩，却也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所期望

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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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重构及推广民族文化符号的

启示

在阅读《时间之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醋意女孩》、《女巫的子孙》这些改写作品时，我

们既能感受到莎翁经典戏剧的永恒魅力，又被作

品中扑面而来的当代元素所吸引震撼，这不禁让

我们思考我国文学经典当代化的问题。2016年

也是我国大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这一历

史巧合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媒体的极大关注，莎

翁与汤翁的比较研究一时成为学界热点，让“莎

士比亚走进来，汤显祖走出去”的呼声也很强

烈。然而，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叶扬

所指出的“莎士比亚不需要推广，汤显祖才真的

需要”1。虽然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

祖在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如莎氏。

除了作品、译介、历史条件等问题，笔者认为，

我们对汤氏作品的当代解读、演出、重构及推广

都远远不够，导致他与当代社会脱节，不被当代

人所了解和接受。《北青艺评》在4月22号发表的

张冲教授访谈中感慨道：“当莎士比亚在全世界的

戏剧舞台上依然兴盛活跃的时候，汤显祖和他的

《临川四梦》早已不是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

分，他的面目美好，却遥远空洞。”其实，这并不

是一个孤立现象，我国很多有代表性的经典文化

符号都在慢慢远离当代社会，成为所谓的“文化

古玩”，无法在青年一代中引起认同和共鸣，更奢

谈走出国门、获得其他国家青年人的喜爱。因此，

如何传承经典，并发现经典的当下性，使之在当

今文化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与吸引力是值得我

们思考的问题。

王守仁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英国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而在全世界具有广泛认知度，

首先取决于他本身不同寻常的文学天赋和其作品

令人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其次来自历代杰出文

学家和文化批评者对其价值的挖掘，第三则与英

国的帝国建构和文化输出息息相关。2三者的合力

建构了莎士比亚不可逾越的神圣地位。在这个过

程中，莎翁戏剧与每个时代的关系，即其历史化

和当代化的问题一直是一对矛盾。斯科特认为，

若不使莎剧当代化，它便可能“堕落”成学生教

科书的必录范文、剧场舞台的娱乐节目和招徕游

客的“地产国粹”，完全丧失其精神道德、价值观

念、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巨大震撼力 3。在《莎士比

亚与我们同代》中，扬 · 阔特将莎剧的当代性理

解为一种异质的、疏离的爆发力量 4。莎剧的生命

力在于能对每个时代的世界作出反应，与那个时

代相结合，阐释那个时代，也被那个时代所阐释，

与历史形成“双重辩证关系”。约翰 · 吉利斯进一

步指出，演出妆容的时髦、改编内容的离奇或舞

台技术的先进都不是真正的当代化，只有“当人

们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智力、道德、精神和政治

财富时，他就更具当代性”（2016: 75）。

英国政府和文化界一直非常重视挖掘莎剧的

当代意义，并积极利用最新手段推动莎剧的国际

化、当代化。为了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英国文化协会于2016年1月开始在全球140个国

家和地区举办“永恒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Lives）活动，并将贯穿整年，而所有活动都围绕

“莎士比亚持久不衰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当代和未来

世界的关联性”展开。贺拉斯出版社推出的“莎

翁改写”项目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文化策略。与历

史上的莎剧改编、改写相比，该项目呈现出一些

新的特点。1、由实力雄厚的国际知名出版社组织，

属于英国文化协会推动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之一，

组织性强，文化、政治目的明确，打破了以往那

种作家自发写作的个人行为模式。2、参与的作家

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等不同国家，作

品计划在二十多个国家用不同语言同步出版，属

于跨国的联合行动，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全球性、

1 杨宝宝，《相比莎士比亚，汤显祖更需要推广》，《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2039
2 王守仁，林懿，《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外语研究》，2014年第

3期，第35页。
3 张冲，《当代西方莎士比亚变奏二十年》，《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第125页。
4 Kott, Jan,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 Trans. by Boleslaw Taborski,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her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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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3、签约的七位作家都是当红的流行新锐

小说家，七部作品都是从戏剧到小说的跨文类改

写，这一文学形式必将扩大莎翁经典在新生代读

者中的影响面，既能使了解原剧的受众看到其当

代性，又能形成逆流，鼓励不了解原剧的青年受

众去阅读、观看原剧，从而拉近经典与当代人的

距离。4、从已经出版的《时间之间》来看，上世

纪六十年代之后流行的以戏仿、拼贴、时空错位、

荒诞化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改写策略不再受到追

捧，作家开始注重对经典的主题回归、精神传承

和文本对话，并以填补源文本空白的方式进行创

新，在不颠覆、不解构原作的状态下注入主体意

识和当代元素。总之，这一改写项目探索并展示

了文学经典当代化的新做法和新趋势。

莎士比亚现象表明，经典文学不是固步自封、

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改写、重述中被传承、

创新和超越的；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符号也不是

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府、文化组织、文学家、

出版商等力量共同推动和建构的。“莎翁改写”项

目预示了一种全新的经典文学重构和运作模式，

是适应当今读者需求和网络全球化形势的文化符

号再造工程。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

位提高，“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果，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推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主动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向世界推出集民族

性、当代性和普适性为一体的、具有厚重文化内

涵的中国文化符号，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或许，我们可以从“莎翁改写”项目获得

一些启示，重新审视屈原、李白、杜甫、苏轼、

汤显祖、关汉卿、洪升、孔尚任、蒲松龄、曹雪

芹等等丰富、多元、经典的中国文化符号，挖掘

他们的当代意义和普世价值，用改写的方式使之

与当代生活发生关联，从而赢得当代读者或观众

的兴趣与共鸣，走进当下，走向世界。

（作者信息：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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