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提出：契约的真正

价值在于自愿、公平的定立，并且严格、有效的履

行。契约作为一种约定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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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对夏洛克、安东尼奥等人物的性格、职业及宗教派别辅以

浓墨重彩的刻画，再现了 14 世纪和 15 世纪意大利最强大和最富有的海上贸易中心的威尼斯城中基督

徒和犹太人的紧张关系。通过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官司，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契约精神与对犹太教

徒的经济利用和宗教信仰压迫的矛盾写实。在宗教和法律的博弈下，夏洛克作为异教徒的法律权益被以

一种“令人憎恶”的面貌出现，注定了犹太人对基督徒充满仇恨并伺机复仇却必然像“豺狼”一样被法官

“正义”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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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手段，对于规范当事人的行为具有当然的

法律效力。然而，当另外一种具有强大规范力的非

法律规则———宗教，作为影响法律的因素出现时，

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命运面临不确定的转折。在剧

中，作者对人物的安排十分巧妙，且以对比、交错

的情节，步步将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契约行

为演化为宗教之间的对立，最终为基督教徒代表

安东尼奥进行绝地转生，并且由鲍西亚伴着“法

律”的正义谱写了威尼斯为缩影的意大利皇权贵

族们的“高尚”礼赞。对于深受基督徒厌恶的夏洛

克而言，其乃“异教徒”的化身，法律不但可以用来

铲除安东尼奥，从而扫清在威尼斯放高利贷的商

业障碍，而且可以报复后者多次的言语侮辱和人

身攻击，因此法律是最有效的复仇工具。剧中法律

的执行者公爵深知法律应该公平公正，承认借约

的合法性，但仍然极力斥劝夏洛克放弃其权益。而

最善于利用法律的鲍西亚扮演的法学博士来到法

庭口口声说要按约办事，但是最后却对“一磅肉”
偷换概念改写了合同的合法性，使得夏洛克的官

司由胜转败，不仅输了财物，而且被迫皈依基督

教。由此可知，夏洛克的悲剧命运是宗教和法律共

同博弈下的结果。
罗斯特·庞德（Roscoe Pound）认为，作为众

多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一，法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

期与道德、宗教等其他手段并无本质区别，并将人

类社会的伦理、宗教和法律体系设想为一种“文明”
的进化图谱，人类的道德体系是伦理发展的必然结

果，而法律体系则是伴随道德体系而自然发生的，

原始的法律命令即为最初的道德戒律。[1]在阶级社

会中，法律必然在根本上反映统治者的利益，是统

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二、背景

文艺复兴运动发轫于 14 世纪上半叶的意大

利，标志着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时代由此开始。16
世纪人文主义法学也开始崛起。西欧 16 世纪是理

性、宗教、政法、文化、商业、发现新大陆（地理大发

现）的巨变时期。以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反对禁

欲，无限扩大财富的愿望，提倡人权反对特权和神

权，借助罗马法中关于财产权和契约原则为市民

阶级服务。这一时期，基督教以其强势的姿态制衡

着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从整个历史进程来

看，这两种势力或此消彼长，各有占统治地位的时

期，或势均力敌，而且互有渗透，但总体而言，基本

上形成了两相匹敌的宗教神权与政治法律权威的

对峙，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
在文艺复兴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

虽一方面为发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极力反对以

教会精神为代表的神权文化，但另一方面却又极

力遏制异教特别是犹太教的生存，以消除其对基

督教世界的冲击与反抗, 通过宗教甚至政治经济

手段迫害具有经商天赋的犹太人。在英国，犹太人

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是受压迫的对象。1516
年, 威尼斯共和国第一次将全市犹太人驱入一座

制造枪炮的工厂内，使之与外界隔绝。此做法被各

国各地而争先效仿。依据法律，犹太人被迫居住在

围墙隔离的古老厂房或贫民窟内，日落之后大门

就会锁上由基督教徒来看守。白天任何犹太人离

开住宅区都要戴上一顶表明他们是“犹太人”身份

的红帽子[2]。因此，在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犹太人

一直痛苦地生活在身份悖论、经济冲突和宗教迫

害的“夹缝”中。犹太人因受迫害而不敢置户，以防

被没收；因不敢置产收集巨量现金，由于无法从事

其他实业经营，犹太人只能以放债为主。由于犹太

人的理财禀赋，他们甚至成为某些城市的生财工

具，需要时就请进来，满足后则赶出去。[3] 299- 317 从中

世纪开始，犹太人较为集中的威尼斯一直是欧洲

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重镇和地中海地区贸易

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犹太人参与当地的经济

活动不无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根基与基督教的法律在 16

世纪以后，一种“自由竞争式的独立个人的理想社

会”形态逐渐形成。在新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之中，

自由竞争、权利至上、契约自由等成为威尼斯法律

所竭力捍卫的基本理念。威尼斯的法律因此被赋

予了新的价值和精神气质。公平、正义、程序、权利

保护，成为这一新兴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关键词。
因此，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面对以安东

尼奥为代表的基督徒的歧视和语言漫骂，对基督

徒充满了仇恨，便是源于当时社会环境产生的法

律精神之内涵价值，他们看到了得以维权的希望

并企图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报复，此代表

了当时犹太人这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心理。
三、博弈

在《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景巴萨尼奥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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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金、银、铅三个箱子时，说：“……在法律上，有什

么腐败龌龊的案情，经过一番花言巧语的配制，还

不能把罪恶遮掩起来？在宗教里，什么邪说异端，

没有满脸虔诚的牧师来祝福，引用圣经的字句强

做证明，以美的装饰来隐藏他的罪恶？”[4]由此可

知，法律和宗教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都可能使用

共同的手段。宗教与法律本质都具有集团利益性，

其利益性正是在于其对某集团的使用价值。而这

一句话也预示了夏洛克在这个基督教的社会里要

利用法律实现自己的报复注定会失败的。
（一）合同邀约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帮助朋友巴萨尼奥向

鲍西娅求婚，作保向夏洛克借钱，也就是合同法中

的担保合同。剧中合同有明显的特点：一是借贷需

要作保,二是还贷要加利息。其实,犹太人和基督徒

奉为经典的《圣经》中的确有“兄弟借钱不取利”的
说法[1]，[5]但“兄弟”一词对犹太人和基督徒却有着

不同的含义。对犹太人来说，放贷的对象是外邦人

(当然也包括基督徒)，是一种谋生和积累的手段,
这是后来经犹太先贤解释的教规所允许的，而对

于基督徒而言，向四海之内的任何“兄弟”(都已经

是或即将成为基督徒) 放贷获利则是不允许的,所
以安东尼奥“只是为了我的朋友的急需，这回我要

破一次例”[4]。由此便产生了冲突:“我恨他因为他

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

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

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

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4]这就是

后文中不要钱而坚持割“一磅肉”的原因。所以，借

贷这一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表现了两教之间对

教义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引发了迫害与反抗、仇视

与复仇的尖锐冲突。
应该说，作者为夏洛克埋下伏笔是十分精心

的，让他事前得悉了这一信息。因他一直对安东尼

奥心怀憎恨，在他声言签约时,也许就把这一因素

考虑在内了, 因为他似乎把安东尼奥船队的行踪

摸得一清二楚:“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里斯,另
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 我在交易所里还听人说

起,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船到英国去了，

可是船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东西, 水手也不

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旱老鼠，水里有水老鼠。
有陆地的强盗，也有海上的强盗，还有风波礁石各

种危险。”可以说，作者在描绘“豺狼”夏洛克的言

语、心理特征时，基于其对犹太教徒的明显偏见，

为在后面法官审判时博取道德砝码埋下伏笔。
（二）契约订立

犹太人信奉契约，这点可以从他们生存的状

态看到，也可以从犹太人历史文明及经济发展程

度得知，正是犹太人对于契约精髓的把握和执行，

才使得犹太人在其族群内部治理上是十分严谨、
高效；培育了他们信守承诺、严格守法的民族品

格，而这一品格，造就了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拥有很

高的财富地位。剧中描写夏洛克对于契约要件的

理解十分有力，他说“您现在需要多少钱,我愿意

如数供给您，而且不要您一个子儿的利息”。然后

提出找一个公证人,“不妨开个玩笑,在约里载明要

是您不能按照约中所规定的条件,在什么日子、什
么地点还给我一笔什么数目的钱, 就得随我的意

思,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白肉，作为

处罚。”[4]夏洛克不要利息，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报

复手段。钱是次要的,尊严却不能丢，千小心万忍

耐终于等来了机会，可谓处心积虑。他说：“安东尼

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

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

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4]原因正在

于此。此处应该说作者着力刻画犹太人内心活动，

这令一个基督教社会人们看到的异教徒一种赤裸

裸的复仇心态写照，其本质无异于站在了道德制

高点在公众心里对于犹太人由来已久的嫉妒与排

斥情绪火山口布下了炸药。而描述威尼斯城历来

对于法律权威的尊崇，视乎在说明法官应该且必

须秉公执法，如此，对于违约的基督徒而言承担责

任在所难免。夏洛克已经“预见并设计”好对方将

会承当具有宗教间复仇意义的违约责任而沾沾自

喜时，法官却早已布置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
措施，因为夏洛克看似设计的天衣无缝的计划，只

会给他法律以外的一切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这

一切都在基督徒代表的法官掌控之中。
（三）审判

当违约事实出现，违约人说道：“公爵不能变

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依赖着各

国人民的来往通商, 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有的

权利, 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

的怀疑。”[4]这番话不仅道出了依法办事、守信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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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也是对犹太人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健康的社会必然要求是法治的社会，具有活力的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不管你愿意与否，这

是规律，没有人会公然自愿第砸掉自己的饭碗，剧

中，犹太人在经济上对于威尼斯有着巨大的贡献，

因此，威尼斯的繁荣，可以说离不开犹太人的付

出。这一点，法官自然清楚，那么，一个艰难的问题

出现了：如何审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却明显

对于基督徒不利的案件？一边是异教徒的法律利

益，一边是自己利益集团成员，法官需要一个合适

的，当然还要“合法”的理由。如果以当代法学理论

研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法律有效性是值得怀疑

的，合同法中几条基本原则就是“不违背公序良

俗”、“双方存在重大误解”、“一方故意隐瞒、欺骗”
等情况，合同可以宣布无效。既然双方的契约在公

证下订立，那么，契约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自然

有效。
法律不是万能的，其相对滞后性必然使得出

现一些漏洞和不足。在契约订立的时候，夏洛克即

使要求“一磅肉”看似残忍、荒谬；而在剧情中，安

东尼奥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不存在“严

重误解”、“一方故意隐瞒、欺骗”的情况，即：如果

违约，就会当然割掉一磅肉。此时，在契约中没有

约定一刀切还是多刀逐步切，切肉的时间长短，包

括是否流血，似乎都被作者有意隐瞒，鲍西亚作为

辩护人说：割肉可以，如果流血就追究原告责任，

因为合约没有规定可以流血。其实，这个逻辑是值

得怀疑的，正如：甲方偿还欠款，全部用毛票付款，

乙方认为太麻烦不收，这是不成立的。法律的执行

应该属于法律关系的“建构”过程，对于法律关系

的要素而言，“客体”和“客观方面”是不同的，法律

本质是追求对被破坏的法律关系中的“客体”进行

修正，维护的是一种程序的正义；而不是纠结在

“客观方面”载体的变化上。故，法官看似高明的理

由，其实在对法律概念的偷梁换柱，对于基督教教

徒的违约行为，却用犹太人的“种种恶行”来混淆

视听，挟民众的舆论对双方法律关系欲盖弥彰。

四、结语

莎士比亚在剧中深描出基督教徒对犹太教徒

的“又爱又恨”的心理；犹太教徒由于经商和理财

的禀赋，在强势的基督教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却

是“痛苦地活着”。在当时的基督教权主义下的时

代，基督徒攫取犹太教徒的财富，却排斥他们的权

利。剧中，作者以人物“夏洛克”为一个关键点，在

时代背景下，导演了一幕大剧，从人性角度看，在

讽刺、打击了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人的同时，也撕

下了社会各权势利益阶层的面纱。在各方宗教利

益的博弈中，法律作为一种双方都企图利用的权

威“工具”，似乎是“公平、正义”之代表。尤其是夏

洛克，一直处心积虑的企图通过法律实现其复仇

大计，然而，正如他是作者笔下一个被超控命运的

人物一样，当时社会背景下，在整个意大利基督教

的势力范围里面，任何如夏洛克般的令基督教利

益集团“嫉妒、憎恶”的人物，都将被“高高在上”的
道德巅峰上的人们无一例外、毫不留情、还要道貌

岸然的铲除。从社会生活角度，将犹太人贬为“小

丑”，在法律层面还要表现出“合法”的面具，本该

“神圣”的法律在剧中被当局者及利益集团巧妙的

运用，最后，可怜的犹太徒夏洛克不但输掉财产，

自己还被迫皈依基督教，结果出人意料，却在情理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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