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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从历史文化批评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在《 裘利斯·凯撒》 中所表现的罗马民众和勃鲁特斯
在社会转型期因为失去统一价值观而导致一系列悲剧发生,揭示了英国经济从农本主义向重商主义转型期,
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怎样逐渐取代传统的一元价值观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这种相对主义价值观对社
会秩序稳定性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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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of Value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Representaion in JULIUS CA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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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British economy transformed from agriculturalism to mercantilism, the rela鄄

tivism of human value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trend by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monistic value. In Julius Caesar,
both Brutus and the Roman mob lost their unified outlook of value and the standard of judgement, therefore becoming
the victims of a series of tragic events. By revealing the tragic fates of Brutus and the Roman mob, Shakespeare criti鄄
cizes the British people爷 s change in the outlook of value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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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
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因内部宗教分裂
而导致的混乱之中。 伊丽莎白女王不但成功地保持
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在其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英
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当时的
英国,海上贸易飞速发展,商业活动活跃,商人逐渐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然而,英国
的政权仍然主要掌握在贵族手里,政治模式落后,道
德价值标准也没有得到统一。 莎士比亚的《 裘利斯
·凯撒》 写于 1599 年至 1601 年之间,这正是英国从
农本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型期。 一种新的经济模
式,必定引起政治体制和道德标准的变革。 而处于
转型期的人们,往往会失去统一的价值观,从而进入
虚无的价值观或相对的价值观误区。 莎士比亚在
摇 收稿日期: 2010 - 09 - 29

《 裘利斯·凯撒》 中借助于刺杀凯撒这一历史事件,
对民众及剧中主要人物勃鲁特斯展开了精彩描写。
同时,剧中多处暗指的不稳定的认知与解说方式,也
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 文章从历史文化批评的视
角出发,重点分析莎士比亚怎样在《 裘利斯·凯撒》
中揭示了英国稳定的传统价值观破灭后相对价值观
的呈现及其后果。

二、英国重商主义的兴起及
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
摇 摇 所谓重商主义,“ 就是 16—18 世纪在欧洲一些
国家兴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对象,以发展商业贸易为
政策,以金银敛聚为基础,以致富强国为宗旨,脱离
神学和伦理学而以政治经济学为对象的代表新兴工
商资产阶级利益和王权利益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思
想和政治体系冶 [1] 。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重商主

摇 作者简介: 田俊武(1966—) ,男,河南浚县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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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西欧中古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
期盛行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经济思想、经济政
策和经济实践的总称。 重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那
个时代西欧社会的诸多变化相关联,这包括商品货
币经济的发展、贸易规模和市场的扩大、城市的复兴
和繁荣、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
运动等。 重商主义主要代表新兴商业资本、国王、城
市政府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主张,突出地代
表了已经崭露头角的、势力强大的各商业阶级的意
识形态。 英国早期重商主义兴起于 16 世纪,即都铎
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 。 在这一时期,它经历
了中世纪以来首次人口快速增长、价格革命、农业革
命、宗教改革及工商业扩张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而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特
征。 以亨利·八世为代表的都铎王朝逐步致力于国
内事务,追求王室财政独立,介入国内正在发生的经
济和社会变革,从而影响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性
进程。 这一时期都铎王朝推行的是一揽子式的重商
主义政策,涉及到农工商贸、行政管理、宗教文化等
诸多方面。
英国奉行的重商主义改变了中世纪那种基于封
闭的农本经济和以封建神学为信条的、对商业和商
人持否定和贬抑态度的观念和认识,转而肯定“ 近
代商业冶 和商人的价值,高度重视商业在近代社会
经济中的作用。 近代商业兴起之前的中古社会,商
业被看做是最卑贱的职业,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
下。 人们不信任商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尤
其是高利贷活动持强烈批判态度。 教会咒骂他们,
因为他们的生活专注于追求物质利益。 当地行政官
吏不信任他们,害怕这批冒险与到处游荡的人会成
为威胁政治统治的敌人或奸细。 普通老百姓对这批
无家业无土地的陌生人也存有戒心。 这些在异地他
乡到处游走的人,常常挟带奇怪的货物,肆无忌惮地
参与黑市买卖,发放高利贷,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干
了多少罪恶活动。 然而,随着近代商业的兴起和发
展,当人们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和交易活动之后,
人们不仅对商业和商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变化,
而且整个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整个
社会形成了重商主义的共识和氛围。 在世人眼中,
商人不再是只知道推销商品和交换货币的可鄙的二
等公民,而是时代的佼佼者;商业也不再是无足轻重
的下等职业,而是能为国家带来货币和财富的最重
要的行业之一。 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推行重商主义
政策,为商业提供各种优惠、豁免和特许,为贸易提
供充分的自由和保障。 旧式贵族也开始改变其生活
方式,参与商业投机、商业活动。 教会也改变了对商

业的态度。 总之,在重商主义时代,商人赢得了社会
前所未有的尊重和肯定,近代商业的价值也得到了
社会的普遍重视。

三、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变化
———相对价值观的凸显
摇 摇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
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
在的改变而改变。冶 [2] 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促
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看法,
而且也促进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虽然价值观是一
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多种内涵的理论,但归结
起来它主要具有 3 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是价值观实在论或一元论的观点。 这种
观点认为,确实存在着普遍的、客观的、根植于人类
生存与发展根本需要的价值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
衡量一种观念、活动或者事件,就可以判断出是非善
恶。 第二种是价值观的相对主义或相对价值观。 根
据这种理论,虽然没有普遍客观的价值标准,没有符
合全人类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的价值导向,但是每
一种价值观体系或基本原则,都有着在某种时间、空
间范围内的合理性,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民族或某
种文化框架内,有其必然和不可侵犯的性质。 所以,
相互差异相互反对的价值观体系不是处于不同发展
层次和水平上,而是处于相互平行的不同发展方向
上, 不存在着谁先进,谁落后,批判谁和取代谁的问
题。 第三种是价值观的虚无主义或怀疑论。 这种观
点认为每一种价值体系及其原则的存在都是完全偶
然的现象,是完全孤立的现象,彼此之间没有因果联
系,也没有发展层次和水平上的连续性可言。 按照
这种观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不用担心任何道义责
任,不仅没有什么合理客观的价值标准,而且对价值
观念的批判性思考本身也是无意义的。
这三种最基本的价值理论不具有等量的可辩护
性,那些精神空虚发育不健全,或者是处于极端腐朽
没落地位的人,才会采取价值虚无主义这样不负责
任的态度。 实践和理论力量上处于弱势,而又对自
我缺乏信心的人总是偏好于价值观相对主义这样的
立场,以此来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做辩护。 理论和
实践上处于强势和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们往往采取价
值实在论、一元论的立场,并用来作为批判和消灭落
后观念的理论前提。 换一种思路,也可以发现,当社
会处于稳定期时,价值观的一元论更具有解释力;而
当社会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期时,价值观的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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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价值观的虚无主义就逐渐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了。 英国从农本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型
期,恰是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价值观的相对
主义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元价值观而成为了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

四、相对价值观在《 裘利斯·
凯撒》 中的表现
摇 摇 那么,在《 裘利斯·凯撒》 中,莎士比亚是如何通
过人物的具体描写体现出这一转变的呢? 首先,这
种相对价值观在民众身上得到了体现。 在《 凯撒》
这部戏剧里,凯撒民众心理的首要特征可以简单地
归纳为好恶无常。 戏剧刚开始,莎翁就借助两个护
民官之口指出了罗马民众的善变。 戏一开场就写
到,罗马民众为庆祝凯撒的凯旋专门放假一天来欢
迎凯撒。 随后护民官马鲁勒斯尖刻地指出:“ 冷酷
无情的罗马人啊,你们忘记了庞贝吗? 好多次你们
爬到墙上,雉堞上,有的蹬在塔顶,有的倚着楼窗,还
有人高踞烟囱的顶上,手里抱着婴孩,整天坐着耐心
等候,为了要看一看伟大的庞贝经过罗马的街道;当
你们看见他的战车出现的时候,你们不是齐声欢呼,
使台伯河里的流水因为听见你们的声音在凹陷的河
岸上发出反响而颤抖吗? 现在你们却穿起了新衣
服,放假庆祝,把鲜花散布在踏着庞贝的的血迹凯旋
回来的那人的路上吗?冶 [3]142 罗马民众反复无常的心
理在随后的第三幕第二场勃鲁特斯和安东尼的广场
演说中又一次得到了映衬。 当勃鲁特斯演讲完后,
民众欢呼要替他立一座雕像,和他的祖先们在一起。
民众让勃鲁特斯做凯撒,让凯撒的一切光荣都归于
勃鲁特斯。 随后,安东尼开始了他著名的广场演讲。
他首先提醒罗马人曾经受过凯撒的恩惠,凯撒“ 曾
经带许多俘虏回到罗马来,他们的赎金都充实了公
家的财库冶 ,然后又指出凯撒对王位是没有野心的,
“ 我三次献给他一顶王冠,他三次都拒绝了;这难道
就是野心吗?冶 最后他又试图唤醒罗马人对凯撒的
爱,“ 你们过去都曾爱过他,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什么理由阻止你们现在哀悼他呢? 哎,理性啊!
你已经遁入了野兽的心中,人们已经失去了辨别是
非的能力了。冶 此时,罗马人已经开始被安东尼的话
打动,对凯撒的评价发生了变化。
市民甲摇 我想他的话说的很有道理。
市民乙摇 仔细想起来,凯撒是有点儿死得冤枉
市民丙摇 列位,他死得冤枉吗? 我怕换了一个
人来,比他还不如哩。
市民丁摇 你们听见他的话吗? 他不愿接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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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所以他的确一点没有野心。
为了彻底扭转民众的态度,激起民众的暴乱。
安东尼随后又拿出一份难辨真伪的凯撒的遗嘱,说
凯撒要给每一个罗马市民 75 个德拉马克,还把台伯
河这一边的所有步道、私人的园亭、新辟的花圃全部
赠给他们,永远成为他们世袭的产业。 至此,罗马市
民马上发生了暴动,他们涌向勃鲁特斯的房子,烧毁
了房屋和街道。 罗马民众反复无常的态度让人不能
理解,他们似乎并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社
会转型期间,价值实在论往往会向相对价值观甚至
是虚无价值观转化。 莎士比亚虽然写的是发生在一
千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但是实际上他却向读者传达
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因缺少稳定的价值观而产生的
迷茫及躁动。 在他笔下,此时的罗马民众恰恰是因
为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而缺少判断是非的依据,他
们自然容易被权威所左右,成为政客手中的棋子。
其次,在这部戏剧中,相对价值观作为一种心理
潜势暗藏于主人公的无意识之中,更加复杂地发生
着作用,不仅影响了剧中人物品评人世的标准,也扭
曲了他们对自我追求、自我人格的认识。 勃鲁特斯
充分又隐秘地表达了在商业贸易中体现的相对价值
观念,最微妙地突现了英国经济转型时期两种价值
取向。 他在一种绝对自主的掩盖下被塑造成一个言
不由衷的竞争者和追随者,不自觉地成为“ 外在标
准冶 的木偶。 勃鲁特斯认为自己刺杀凯撒是为了罗
马的民主和自由。 他在广场发表演说时,曾义正言
辞的讲道:“ 为了罗马的好处,我杀死了我的最好的
朋友,要是我的祖国需要我的死,那么无论什么时
候,我都可以用那同一把刀子杀死我自己冶 [3]188 。 此

时,勃鲁特斯实际是在表明自己热爱罗马甚于自己
的朋友,甚至自己的生命。 勃鲁特斯真的像他自以
为的那样刺杀凯撒完全是为了罗马的民主和自由
吗? 在莎士比亚笔下,勃鲁特斯是在凯歇斯对他的
蛊惑和怂恿下才决定刺杀凯撒的。 如果勃鲁特斯真
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了罗马人的自由,他可以随
时奉献出朋友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又何须受凯歇斯
的蛊惑? 他又何须为了决定是否刺杀凯撒而痛苦彷
徨呢? 其次,勃鲁特斯毕生都在维护自己在罗马人
心中的高贵形象,他“ 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恐惧和
死亡冶 [3]146 。 什么可以为他带来光荣呢? 什么可以
让他显得伟大呢? 刺杀凯撒,刺杀一个在罗马人心
目中几乎和神有着同等地位的王者,这自然能为他
带来荣誉和地位。 这里并不是说勃鲁特斯心中完全
没有想到罗马人的民主和自由,只不过罗马人的民
主和自由完全没有他自己的“ 光荣冶 在他心目中更
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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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人们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观时,为了达到
自己的目的,他就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相对价值观
以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 勃鲁特斯需要维护自己的
高贵地位,需要从“ 他者冶 那里找到自己的价值。 只
要他确定他的行为可以得到公众的认可,可以为他
的“ 高贵形象冶 增加筹码,他就会不顾一切。 在此剧
开场时,勃鲁特斯对凯撒的称帝可以说只是一种隐
忧。 在第一幕第二场他对凯歇斯说到:“ 凯歇斯,不
要误会。 要是我在自己脸上罩着一层阴云,那只是
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些烦恼。 我近来为某种情绪所困
苦, 某种不可告人的隐忧,使我在行为上也许有些
反常的地方……冶 [3]144 接下来,在第二幕第一场有一
段他的独白:“ 讲到凯撒这个人,说一句公平话,我
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
智的支配……既然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
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得这样说:照他
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邪恶权利,一定会引起这样
那样的后患;我们应当把他当做一颗蛇蛋,与其让他
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
死冶 [3]160 。 由此可见,勃鲁特斯此时还不能确定凯撒
一定会危害到罗马的自由,他只是依照自己的主观
推测,把凯撒当成了一颗尚未孵出的蛇蛋。 那么是
什么让勃鲁特斯随后又在短时间内毅然决定刺杀凯
撒呢? 在勃鲁特斯说出这段独白的当天晚上,凯歇
斯又一次派人将一封假借民众之口的信扔进勃鲁特
斯书斋的窗口里,上面写道:“ 勃鲁特斯,你在睡觉;
醒来瞧瞧你自己吧。 难道罗马将要———冶 看到这封
信,勃鲁特斯马上自己把信的意思补充完整。 “ 我
必须替它把意思补足:难道罗马将要处于独夫的严
威之下? 什么,罗马? 当塔昆称王的时候,我们的祖
先曾经把他从罗马的街道上赶走。 ‘ 说话呀,攻击
呀,拯救呀!爷 他 们 请 求 我 仗 义 执 言, 挥 戈 除 暴 吗?
罗马啊! 我 允 许 你, 勃 鲁 特 斯 一 定 会 全 力 把 你 拯
救!冶 [3]160 如果之前勃鲁特斯对刺杀凯撒的正义性仍
有些疑惑的话,此时他已经完全把这些疑惑抛之脑
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心想当罗马的救世主的强烈欲
望。 因为勃鲁特斯认为罗马正处在一个危机关头,
罗马人需要一个英雄,而这个英雄自然是他高贵的
勃鲁特斯。 至于凯撒是不是会真正的威胁到罗马的
民主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凯撒的死可以让
他得到罗马人的信任,成为罗马人心目中永远高贵
的勃鲁特斯。 “ 仿佛高贵的阿马迪斯游侠的雄心,
激起了唐·吉诃德对骑士生活的无限痴迷一样冶 ,勃

鲁特斯从罗马人的信任与支持那里获得确认,坚定
了杀死凯撒的决心。 当罗马人在广场上高呼他的名
字时,勃鲁特斯此时无疑认为自己真正得到了光荣,
成为了一个保护罗马民众的战士。 从某种角度上,
甚至可以说凯撒成了勃鲁特斯相对价值观的牺牲
品。 正像西塞罗在剧中所说:“ 是的,这是一个变异
的时世;可是人们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事
物 的 原 因, 实 际 却 和 这 些 事 物 本 身 的 目 的 完 全
相反。冶

五、结论
时代与生俱来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经济类型、
价值标准的两重性。 在《 裘利斯·凯撒》 中,人们由
于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价值观,完全按照自己的意
愿解释一切事物,但是究竟事物的本质是否同该解
释相一致,人们已经无力去探讨。 如果说民众因为
不具备政治家的特殊品质,很容易被误导,那么作为
一个政治家的勃鲁特斯为何仓促地加入了刺杀的阴
谋中去呢? 如果说莎士比亚完全认同勃鲁特斯是一
个高贵的人,是一个为了罗马民主可以毫不犹豫地
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为何他又花大量笔墨描写凯歇
斯对勃鲁特斯的蛊惑呢? 通过上述分析,完全有理
由相信,莎士比亚是借这部历史剧揭示在一个社会
发生剧烈变革的年代,人们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
没有了绝对的对与错,而这种价值观的缺位是会给
社会造成动荡不安的。 历史证明,凯撒被刺杀并没
有像勃鲁特斯预想的那样为罗马带来民主和自由,
反而将罗马人卷入了苦不堪言的内战。 当下的中国
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国
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
中国也面临正确社会价值观的缺位现象,功利主义
和虚无主义的盛行,给社会稳定埋下了伏笔。 因此,
如何在社会转型期把人们从虚无的价值观或价值观
的相对主义中拯救出来,也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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