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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伏尔泰的戏剧观

陈 兆 荣

概 要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一、主张戏剧反映人生是伏尔泰戏剧观的核心。戏剧应

通过 描绘人情世态 , 表现人类生活, 歌颂英雄人物, 宣传启蒙思想, 启发人们觉悟, 推

进反对教会特权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二、在戏剧评论上, 伏尔泰确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原则, 倡导运用比较方法, 对古今、中西戏剧作对比研究, 在开创比

较评论、提倡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借鉴和创新方面, 都有重要贡献。三、在伏尔泰戏剧观

里每有矛盾, 没有突破古典主义的戏剧戒律和审美范畴, 带有过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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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是 18 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史学家、

文学家和评论家, 启蒙运动的前驱和领袖, 在哲

学、史学、文学和评论等各个方面, 都有过重要

贡献。伏尔泰才华横溢, 知识渊博, 著作宏富,

全集多达 70卷, 为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本文仅就伏尔泰的戏剧观点、评论原则、对比方

法和有关问题, 略陈管见, 不当之处, 尚望专家

学者指正。

一、反映人生的戏剧观点

伏尔泰一生共写作了 52部戏剧 (其中 21部

悲剧) 和大量的戏剧评论, 虽然写过 论悲剧

和 论喜剧 , 但都不是戏剧理论专著。他的戏

剧观点、评论原则和比较方法, 大多散见于戏剧

评论和有关文论之中, 有对前人思想理论的继承

和发挥, 也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新鲜见解。我们

从他的文论著作中进行梳理和归纳, 仍然可以窥

见他有关戏剧的基本观点。

首先, 戏剧是通过 描绘人情世态 来反映

人生的, 这是伏尔泰戏剧观的核心。他说过 书

籍是人生的写照 , 人类既需要翔实可靠的著作,

也需要轻松愉快的书籍。 戏剧应再现人类生

活 : 悲剧是人类重大事件的反映, 喜剧则是一

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再现。悲剧和喜剧都以塑造人

物形象为中心, 以表现人类激情为己任。悲剧以

伟大人物和英雄好汉为主角, 喜剧只能描写平民

百姓和滑稽丑怪。他说: 在悲剧中, 总需要某

些高出常人一头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各国命运有

赖于此等要人的祸福, 而且也因为将名人的不幸

公诸于众, 较一般人的不幸能产生更深刻的印

象。
1
如果让平民百姓充当悲剧的主角, 便会

降低悲剧的格调, 既达不到悲剧的目的, 也达不

到喜剧的效果。他虽然强调戏剧反映人生, 却又

有轻视下层群众的思想, 仍然属于古典主义悲、

喜剧观念。不过, 他关于戏剧反映人生的观点,

也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主张戏

剧要以人为中心, 反映人类生活, 反对诸神和上

帝统治戏剧领域。他所创作的悲剧 俄狄浦斯 、

布鲁图斯 和 凯撒之死 等, 虽然借用古代

的题材和人物, 但都寄寓着启蒙主义者的人生理

想。或者说, 和古典主义者一样, 是借用古代亡

灵的事迹、名字、衣服和战斗口号, 来 搬演世

界历史的新场面 。

其次, 戏剧反映人生, 要求真实可信。这是

戏剧的基础和生命, 也是戏剧家和评论家所关注

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伏尔泰也不例外。他说:



真实是对一切语言和写作体裁的试金石 , 真

实是美的第一要素 。2 他认为, 戏剧艺术要

首先令人感到真实, 从而感到美 , 做到真和美

的统一。又说: 戏剧艺术总是要求可信 , 否

则, 离开生活真实和艺术逼真, 便不能取信于读

者和观众。他指出, 悲剧和喜剧, 对真实的要求

也有不同: 悲剧要求完全真实 , 其中事实

可信, 习俗也很真实 , 而 喜剧所写的一切都

应该是真实的 。我们在阅读剧本或观看演出时,

首要的一条便是弄清作家的言论总的说来是否

真实, 按当时的具体场合是否真实, 以及放在作

家所借托的人物口中是否真实。因为归根到底,

真实是美的第一要素, 其他种种不过是为真实锦

上添花。 3 可见, 在真善美里, 真实居于首要

地位。他说拉辛的剧本 充满真实 , 感情、语

言和人物的身份极其吻合; 而高乃依把西拿写成

叛臣, 既不符合历史真实, 也不符合人物性格,

毫无真实可言 , 甚至在细节描写上, 也 都违

背了真实的原则 , 所以经常受到读者和观众的

冷遇。

伏尔泰重视戏剧的真实, 但并不排斥戏剧的

虚构。相反, 他认为虚构在戏剧创作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虚构既可以补充作者感受和经验之

不足, 又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所

以, 说虚构的故事不能打动人心, 这是对人类

心灵毫无了解
4
。他说, 虚构的剧本, 甚至

纯属杜撰 的剧本, 只要情节、人物和语言是

真实的合理反映 , 符合艺术逼真的要求, 同样

可以获得创作和演出的成功, 同样可以受到读者

和观众的欢迎, 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珍品。

第三, 戏剧反映人生, 贵在写好人物的行动

和对话。戏剧中的人物行动序列, 便构成剧本的

情节, 或组成剧本的场次。伏尔泰认为, 剧本里

的所有情节, 不论是主要的, 还是次要的, 都应

该围绕剧本的主要目的, 为实现剧本的主要目标

服务。每个场次, 都应该有明确的意图, 都 应

该有助于戏剧冲突的形成, 或有助于冲突的加

剧, 或有助于冲突的解决, 即使那是次要角

色 5 , 次要行动, 都应如此。任何剧本, 都不

应有多余的人物和多余的行动; 任何人物, 都不

能随便上场或下场, 或呆在场上无事可做。他

说: 艺术上最理想的境界, 或许是只有一个毫

无枝蔓的单一故事, 如 阿达莉 那样 6 。

阿达莉 是拉辛的悲剧, 次要情节和各种情趣,

都围绕剧本的主要目的, 为实现剧本主要目标服

务, 所以演出效果较好, 受到观众的好评。

人物对话是剧本的基本要素之一, 也是揭示

人物关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伏尔泰

说, 写对话, 这是难度较大的艺术 , 对话的

艺术在于让开口者说他应说之话 , 每个人物的

台词, 都要和他们的年龄、身份、地位、情境、

习惯、趣味相吻合, 否则, 不伦不类, 离腔走

调, 读者和观众便不感兴趣。写好人物对话, 关

键在于作者要有相当的判断力、丰富的想象力和

高超的艺术技巧, 才能达到闻声见人、惟妙惟肖

的程度。

第四, 戏剧反映人生, 要恰当表现人物的激

情。激情是戏剧的感情基础, 尤其 是悲剧的灵

魂 。伏尔泰和德莱登一样, 都很重视戏剧的激

情表现。他说, 悲剧和喜剧都是人类激情的生

动画卷 , 如果没有激情或激情不足, 剧本和演

出便不会有感人心魄的力量。所以, 戏剧要求

热烈的行动和几乎不间断的激情 , 读者和观众

可以有间歇的时候, 但剧情却不能松懈和冷落。

剧作家要写好剧本, 就必须 任何时候都应在主

要人物身上灌注激情 7 , 使剧本和人物始终都

具有饱满的情绪和强劲的气势。不过, 伏尔泰也

指出: 激情对于剧本固然重要, 但也必须表现适

度。因为 激情过于强烈则会压倒主题; 反之,

又会造成疲沓拖拉 8 , 产生相反的作用。剧作

家要使激情表现紧扣时机和恰到好处, 只能一靠

才能, 二靠经验, 别无其他捷径。

第五, 戏剧反映人生, 目的在于启发人们觉

悟。伏尔泰非常重视戏剧的教化作用。他说, 法

国的戏剧已经 成为陶冶风俗习惯的学校 ; 还

说, 名副其实的悲剧乃是一所道德学校 ,
9
戏

剧和道德课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戏剧的教训已经

化作生动的情节, 具有形象的感染力量。这与贺

拉斯的 寓教于乐 一脉相承。他自己创作的几

十部戏剧, 其目的便在通过戏剧宣传启蒙思想,

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他以

俄狄浦斯 为题材创作的同名悲剧, 就融进了

自己的政治理想, 深化了批判神灵的主题。他所

塑造的俄狄浦斯, 就不是一个受命运摆布的牺牲

品, 而是一个英勇、智慧和敢于向命运抗争的英

雄。剧本启示观众, 悲剧的结局不是主人公的过



错, 而是神灵的罪恶, 是神灵愚弄人类的结果。

正如主人公的最后呼喊: 残酷的神啊! 我的罪

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 而你们却根据这些罪孽把

我处死! 这是多么地不公正! 剧本还指出: 那

些 祭司的力量, 正是建筑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

面 10 ; 我们 要相信自己 , 不要相信那些宗

教神学的骗人鬼话。在悲剧 查伊尔 里, 作者

也强烈谴责宗教狂热, 揭露其所造成的男女主人

公的悲剧结局。悲剧 布鲁图斯 和 凯撒之

死 , 也都有力地控诉了封建专制和独裁统治的

罪恶, 宣传自由、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号召

人民起来推翻封建暴政, 建立民主共和国。伏尔

泰的不少剧本, 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 经

常上演, 起过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他重视戏剧

的教化作用, 和他宣传启蒙主义的政治任务是分

不开的。

二、评论上的实事求是和比较方法

伏尔泰是戏剧家, 也是评论家。他一生写过

许多戏剧评论文章, 这是反映他的戏剧观的重要

方面。他肯定戏剧评论的重要作用, 说 通过明

智健康的批评, 还可以改进法国人、以至全欧洲

的情趣 11 , 给作家以有益的教诲, 给读者和观

众以积极的引导, 以及促进戏剧的繁荣和发展。

他在自己的评论实践中, 确立了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以理服人的评论原则, 广泛运用比较方

法, 和英国的德莱登, 同被称为比较评论的创始

人。

首先, 伏尔泰认为, 对作家作品的评论, 要

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切忌主观武断, 褒贬

失度。如 说维吉尔十全十美也不确切, 形容基

诺绝无神来之笔尤欠公允 。他对高乃依、拉辛

和莫里哀的评价, 都有分寸, 比较客观。他说高

乃依的 熙德 比原作远胜一筹, 当年讨论中的

缺点, 是对原作介绍不够; 安德洛玛刻 虽有

双重情节, 但两种情趣 结合得非常成功 ; 他

的缺点, 是晚年作品说教气味较浓, 往往令人厌

倦。拉辛的作品高雅俊逸, 感情炽热, 剧词优

美, 处处能叩击读者和观众的心扉。莫里哀属于

不可复得 的天才, 他以喜剧为武器, 几乎

将法兰西的面貌画尽 。 恨世者 是喜剧中的

杰作 ; 伪君子 的 人物性格无一不独具特

色, 无一人物是败笔, 而答尔丢夫一角则写绝

了 。只要世上还有伪君子, 此剧 就将历久不

衰地上演 。12 我们多么需要现代的莫里哀, 将

那些公开的、隐蔽的伪君子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人们厚待莫里哀是应该的, 但是不能把莫

里哀和其他喜剧家对立起来。伏尔泰多次论及,

对作家作品的评论, 肯定时要满腔热情, 善作称

颂; 批评时, 要像和作者促膝谈心, 和风细雨,

以理服人。 人无至美 , 不应苛求。只要批评有

情有理有度, 作者、读者和观众都会乐意接受。

即使评论上出现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难于一致

的情况时, 也要冷静对待, 不要轻下结论; 要

保护竞争, 而竞争乃艺术之母 。他说, 有些作

家和作品, 往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伟大作品

的名声惟有假以时日方能确立。艺术家惟有在身

后方可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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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这些

见解, 说明他深知文艺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也是

他总结了评论上的历史经验教训, 对当时和后来

文艺评论的发展都有过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戏剧评论上, 伏尔泰还特别重视读者和观

众的意见。他说: 读者大众会形成一种权威的

裁判 , 而且 这个裁判是不可更改的 。评论家

对戏剧的评论, 只要 扎扎实实地论证自己的见

解, 让观众去评判优劣 ; 因为观众不要求你作

判决, 只要你报导那争端, 判决是他们自己的

事 。14 在德马雷时代, 观众尚不能领略戏剧的

真谛 , 到了莫里哀时代, 观众的鉴赏力已大大

提高 。他认为观众的评论往往很有见地, 如

一方面, 观众对 恨世者 的演出并不热心,

另一方面, 对剧本却又颇多精当的赞词。这就证

明大众绝无偏心。 15 伏尔泰的 俄狄浦斯 每

次上演, 他都亲自到观众中收集 赞成和反对

的意见, 以便根据观众的情趣, 不断修改自己的

剧本。所以, 评论家决不能自以为是、主观武

断, 无视读者和观众的意见。

其次, 运用对比方法, 开创了文艺评论上的

新局面。伏尔泰说: 提高鉴赏力的最好方法,

便是比较同类性质的事物
16
。在戏剧评论上,

广泛运用对比方法, 使分析深入浅出, 特点鲜

明, 这是他的戏剧评论的特点, 也是他对文艺评

论的贡献。

一是古今对比, 今胜于昔。古今对比, 即是

纵向比较。伏尔泰在 论史诗 里, 主张文艺应

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 在戏剧评论上也体



现了发展的思想。他说, 古代作家创造了自己时

代的优秀作品, 现代作家则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多

的美和乐趣; 拿法国和希腊的悲剧相比, 法国戏

剧便有许多胜过希腊戏剧的地方。希腊悲剧多以

神话传说为题材, 情节往往自相矛盾, 人物要头

带假面, 朗诵十分单调; 而法国悲剧则多以历史

事件为题材, 情节复杂真实, 场次安排紧凑, 人

物形象生动, 剧诗非常优美。 如果不承认法国

戏剧远胜于希腊戏剧, 便是缺乏勇气和判断

力。 17 同样, 拿具体作家作品来说, 也是今胜

于昔。如以莫里哀和泰伦斯的喜剧相比, 莫里哀

在许多方面都超过泰伦斯。莫里哀的 丈夫学

堂 , 虽然吸取了泰伦斯 阿尔代夫 的一些思

想, 但前者远远胜过后者。 阿尔代夫 几无情

节, 人物单调, 缺少行动, 没有情趣, 结尾极不

真实; 而 丈夫学堂 , 却情节生动, 丝丝入扣,

人物非常活跃, 妙趣横生, 优雅动人, 即使在捉

弄自己的保护人时, 也始终保持着礼貌和分寸。

剧本的结局, 自然真实, 极富喜剧色彩, 在莫里

哀的喜剧里堪称精品。泰伦斯的风格较为警策,

而莫里哀的风格则更为精到。语言纯正和泰伦斯

不相上下, 但在戏剧情节、人物性格、故事结局

和善用笑料方面, 莫里哀却远胜泰伦斯一筹。经

过对比分析, 两位喜剧家的特点一目了然; 今胜

于昔, 也十分清楚。从总的倾向看, 伏尔泰关于

今胜于昔的思想, 符合中西戏剧发展的历史, 但

要具体分析, 不可一概而论。

二是中西对比, 意在借鉴和创新。中西对

比, 属于横向联系。伏尔泰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

文化和戏剧交流的启蒙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古代

文化怀有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他在自己的

著作中, 对中国文化道德, 有过许多深刻而精到

的论述。在中西思想文化的对比研究中, 他深感

中国是一个伟大而文明的民族, 有着丰富而光辉

的古代文化。他对以孔子 仁 学为基础的儒家

学说赞扬备至, 号召西方学者向中国文化道德学

习, 借鉴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促进启蒙思想宣

传, 推动西方反对教会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斗争。

提倡中西文化戏剧交流、借鉴和创新, 是伏

尔泰的重要贡献。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元代杂剧

赵氏孤儿 的法文译本时, 便深受剧情感动,

由衷地大加赞扬。他说 赵氏孤儿 与法国或

其他国家 14世纪的戏剧相比, 那又不知高明多

少倍, 简直可以算是杰作
18
。同时, 他又认为

剧情复杂, 时间、地点不符合 三一律 。因此,

他决定以搜孤救孤为主线, 重新创作一部同题材

悲剧 中国孤儿 。实际上, 完全改变了故事背

景、情节和人物。他把剧情改为: 成吉思汗占领

中国黄河以北便回师北京, 发现他所钟情的伊达

姆已嫁给中国遗臣盛悌, 而盛悌是从蒙军手中救

出王室孤儿的。成吉思汗便威胁伊达姆要么改

嫁, 要么与丈夫及孤儿同归于尽。伊达姆与盛悌

宁死不屈, 以理抗争。结果, 成吉思汗不仅没有

使他们屈服, 相反却为他们的民族气节、爱国精

神和中国文化的力量所感化, 决定释放他们和孤

儿。正如伊达姆所说: 我要用 我的中国文化的

力量, 把这一只雄心勃勃的狮子收服过来, 用我

们的礼教道德感化这个野蛮的鞑子, 叫他归化中

国 19 。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中国的统治者,

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和人心; 相反, 他要伊达

姆用中国的文化道德去教育和驯服蒙古人民, 要

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 被

征服者成了真正的征服者。整个剧情都围绕这一

目的。伏尔泰创作 中国孤儿 的意图, 也就是

要赞扬中国文化, 歌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道德的感召力量, 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灭征服者

的威风; 这是何等可贵! 和 赵氏孤儿 相比,

中国孤儿 的情节、人物、时间和地点都比较

集中, 也符合了 三一律 的要求。在伏尔泰的

带动下, 赵氏孤儿 在欧洲的影响不断扩大,

以 赵氏孤儿 和 中国孤儿 为题材改编的剧

本不断出现和上演, 甚至轰动一时。伏尔泰在中

西戏剧文化交流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

三是作家写作风格的对比。不同的作家和作

品, 往往具有不同的风格。 风格即人 , 就是指

他们在风格上的区别。伏尔泰在戏剧评论中, 经

常运用对比方法, 分析作家或作品的风格。他

说: 这种对照, 犹如比较解剖学之有助于认识

自然一样 20 , 也有助于认识不同作家作品之间

的风格特点。他认为, 高乃依和拉辛基本上是属

于同时代的作家, 但他们的写作风格却截然不

同。拉辛按照实际刻画人物, 人物栩栩如生, 富

有真情实感; 高乃依则按照理性塑造形象, 几近

图解概念, 人物寡淡无味。拉辛的剧诗, 有感

情、写得真诚、风格得体、舒展自如、音韵纯

正、高雅刚劲、和谐俊逸、思想深邃细致, 尤其



是思路清晰、形象动人或勾魂摄魄, 总之每每能

处理得恰到好处 21 ; 而高乃依的剧诗, 则老成

持重, 感情淡薄, 细节失真, 语言浮夸, 说教气

味太浓, 除少数诗段外, 多数则使人厌倦。不

过, 这里只是就写作风格进行对比, 并不代表他

对两位剧作家的全面评价。

三、戏剧观的矛盾性

在伏尔泰的戏剧观里, 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

矛盾性。这种矛盾性, 归根到底, 是他的世界观

的复杂性的反映。

一是对古典主义进步性和保守性兼收并蓄。

17世纪末, 在法国文坛上, 曾经有过一场

古今之争 。崇古派认为, 古代希腊罗马的戏剧

是人类艺术的典范, 现代剧作今不如昔; 现代作

家只能学习和模仿古人作品, 不能创新和发展。

崇今派认为, 现代作家和作品已经超过古代作家

和作品, 主张根据新的社会生活, 不断创造新的

作品, 不断促进戏剧的发展。如艾 弗蒙在 论

对古代作家的模仿 里说, 社会生活 已经发生

很大变化 , 作家应该把立足点移到新的时代和

新的制度上, 创造出新的作品, 才能适应现时代

的趋向和精神 。创作上虽有 永恒的规律 ,

但毕竟不多 。因此, 不能 再用一些老规矩来

衡量新作品 。连 宗教和法律都不能勉强我们

服从老规矩 , 艺术却要苛求我们, 那是办不到

的 。22 这个观点, 无疑是进步的、正确的, 应

该加以肯定。

无疑, 伏尔泰属于崇今派。他完全接受并发

挥了艾 弗蒙的观点。他在 论史诗 里, 坚持

文艺的发展观点, 反对创作上崇古仿古倾向。他

说: 我们赞美古人 , 但 不应变成盲目的迷

信 。许多批评家都想在古人的作品里寻找 普

遍法则 , 其实那里根本没有什么 普遍法

则 。在创作上, 诗人只听从天才的驱使, 他们

很少附和别人的说教。依赖于想象的艺术, 和自

然界的作品根本不同, 自然界的作品, 虽历尽沧

桑, 但其属性很少变化。而 人类的一切作品和

产生它们的想象, 几乎无时不在发生变化 。各

种艺术的 千姿百态 和 百花争艳 , 正是艺

术本身发展的规律, 也是人类千变万化和各种各

样的审美需要。 所谓规律、束缚, 只会给伟人

的前进设置障碍 , 不会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任何

好处。为了促进艺术包括戏剧的繁荣和发展,

不可轻信普遍法则 , 要相信人们 对艺术的感

受比定义价值更高 。23 艺术家要勇于创新, 不

断 拿出一些新东西 , 并且 具有新意和独

创 , 才能满足人们的欣赏需要。伏尔泰和艾 弗

蒙的观点完全一致, 并且发挥得更为详尽, 显得

十分可贵。

但是, 伏尔泰并没有把上述的正确观点坚持

到底, 相反, 在 戏剧规律 上又走向倒退。他

在 论史诗 发表之后, 在悲剧 俄狄浦斯 序

言和对高乃依讲话的解释里, 又大谈 普遍法

则 的重要。他把反映古典主义保守性的 三一

律 , 又说成是戏剧上的 普遍规律 , 剧作家只

能遵守, 不能突破。他说: 戏剧只能 再现某一

情节 , 地点统一也很重要 , 时间 不能超过

24小时 。只要 坚持情节、地点、时间的 三

一律 , 所有其他规律都包含在其中了 。 有了

时间、情节、地点的统一, 剧本便不可能不简

洁
24
。如果作者遵守 三一律 , 剧本不仅

可以避免种种弊病 , 还可以 产生真正的美 ,

包括其他形式的美 。这显然是夸大了 三一

律 的作用, 把它过于神秘化了。事实上, 三

一律 对剧作家的束缚作用很大, 就连古典主义

戏剧的奠基者高乃依, 也深感难于严格遵守, 要

求采取种种办法加以变通处理, 如把地点扩大到

一个城市, 把时间放宽到 30个小时。而身为启

蒙主义者的伏尔泰, 却要老调重弹, 顽固坚持

三一律 , 不仅在理论上竭力为之辩护, 而且在

实践上身体力行, 他所创作的悲剧, 结果都成了

古典主义的仿制品。不发扬古典主义的进步性,

反而去鼓吹古典主义的保守性, 这显然是一种倒

退, 是他崇尚古典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是评论莎士比亚, 褒贬失度, 有欠公正。

伏尔泰戏剧观的矛盾性, 也表现在对莎士比

亚的评论上。他虽然主张评论作家作品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 但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并未完全

遵守这一原则。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

大的戏剧家, 他的戏剧受到英国和许多国家人民

的欢迎, 影响长达几个世纪。但是伏尔泰对莎氏

和莎剧的批评, 却指责和称颂、否定和肯定同时

并存, 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 他指责莎士比亚

是个 戏子 , 不懂 戏剧规则 , 没有关于创

作规则的任何知识 , 他的剧作成就 毁了 英



国戏剧; 说 哈姆雷特 是一个粗野的剧本 ,

是一名蛮子兼醉鬼胡思乱想的产物 , 没有一

点高雅趣味 ; 一个 开明的民族竟赏识如此荒

唐的作家 , 把他那些古怪的闹剧称为悲剧 ,

这使他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 伏尔泰

又毕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评论家, 毕竟慧眼难

蒙, 毕竟承认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天才 , 是

属于 创新型 的作家, 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

前人未曾涉足的道路 , 他创造了戏剧 , 他的

天才和剧作都具有天赋的独创性, 是 不可抄

袭 , 也 无法效仿 的, 即使如他所指责的

哈姆雷特 , 也 处处充满力量与丰盈、自然与

崇高 , 不愧出自最伟大天才的优美笔触 。那

些妙笔之所以难能可贵, 就在于它是沉沉黑夜

的闪电之光 ; 就是那些 荒诞乖张的东西里也

显耀着美的光华 。25 同一个伏尔泰, 对同一个

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 竟然作出如此截然相反、

彼此对立的评价。一个 蛮子兼醉鬼 怎么能够

和一个 最伟大的天才 并列? 一部富有独创性

的、闪闪发光的天才作品, 又怎么能是 胡思乱

想的产物 ? 伏尔泰并非不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

剧作。他在英国三年, 学习英语, 拜访名人, 观

看演出, 了解英国读者和观众的欣赏趣味, 发现

英国人欢迎和喜爱莎剧 并非毫无道理 。他自

己也曾第一个把莎剧介绍到法国。但是, 所有这

些, 都没有改变他对莎氏和莎剧的自相矛盾的根

本评价。究其原因, 乃是伏尔泰崇尚古典主义的

高雅趣味 和审美标准。按照古典主义的审美

标准, 莎剧中的吵架拌嘴、拳打脚踢、自相残

杀、血肉横飞、阴森可怖的场面, 都不能搬上舞

台; 莎剧里那些巫师、农民、醉汉、小丑, 以及

掘墓人一边敲打死人骨头、一边哼唱饮酒小调之

类, 也都不合 高雅趣味 和有损悲剧的尊严。

因此, 伏尔泰对莎氏和莎剧的评价, 完全是受他

的古典主义戏剧观、审美观所制约的。他对莎氏

和莎剧的称颂, 是直觉的, 也是真诚的。他是戏

剧家和评论家, 他不能隐讳莎氏是他那个时代最

伟大的天才, 也不能隐讳莎剧中那些思想和艺术

的光华。这也正是伏尔泰的可贵之处。

总之, 伏尔泰戏剧观的矛盾性, 是他世界观

复杂性的反映。他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家庭, 受

过良好的教育。哲学上, 他是洛克的信徒, 信奉

唯物主义经验论, 也承认 自然神 和 上帝

的存在。政治上, 反对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和教

会统治, 宣扬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 向往英国

的君主立宪。他一生坎坷, 两次入狱, 经历了

17世纪的大半个世纪, 深受古典主义思想文化

的熏陶, 特别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他称 17

世纪为路易大帝的世纪, 人才辈出, 作家如林,

成就辉煌, 值得法国人自豪和骄傲。他写专史

路易十四时代 , 全面为这个时代评功摆好, 树

碑立传。他崇尚古典主义, 广泛吸收这个时代的

思想理论, 包括德莱登的戏剧观点。创作上, 借

用古代题材和人物, 严守 三一律 , 旧瓶装新

酒 , 宣传启蒙思想。从总的戏剧思想上, 他没

有冲破古典主义的樊篱。有人说, 18 世纪的法

国没有悲剧, 如果要说有的话, 那就只能是伏尔

泰的仿制品。有的批评家仍然把伏尔泰和高乃

依、拉辛并列, 称他为古典主义的第三位大师。

所以德国的莱辛在 汉堡剧评 里, 把他作为古

典主义的模仿者, 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评, 是毫

不奇怪的。可以说, 伏尔泰的戏剧观里存在着矛

盾性和过渡性, 不过, 他到去世为止, 都没有克

服这个矛盾和完成这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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