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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引发的世界性纪念活动与二十一世纪

新的莎士比亚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与我相邀，

为该社即将出版的英汉对照版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作序。莎士比亚

戏剧于我，既是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科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

是家族先辈付以毕生心血进行汉译的内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

书本油墨的清香与夏日的和风中，伯公朱生豪先生以译莎为民族

使命的风骨和精神，一时间穿越了时空，与莎翁的形象竟同时浮

现在我眼前。

四个半世纪之前，风景幽美的英国伦敦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

德小镇诞生了一位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他的剧

本和诗歌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在今天仍然耐人寻味，为世人

乐于传颂。“但凡恋爱过、嫉妒过、恐惧过、厌憎过、渴望过的人，

皆可以从中找到共鸣；人生百态，世间风韵，都可以在这里寻到

踪影。”——英国朱迪·丹奇女爵士曾对莎剧做出这样的评价。

莎士比亚的戏剧富有浪漫的想象力、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多元的

文化背景，剧情如风云雷霆，结构严密剪裁精致，语言机智幽默，

妙语连珠。在孕育了莎士比亚的大不列颠，至今仍能听到随口而

出的莎翁名言，人们用之调侃，抒情。莎翁似乎还活在这近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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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后的现代时空。莎士比亚戏剧不仅是英伦瑰宝，也是世界

上翻译文字最多的文学经典之一，影响力超越了国界和欧洲，举

世公认。2010 年仲夏，当时笔者因公事前往英国，走访了莎翁故

乡的莎士比亚中心，受朱尚刚先生（伯公朱生豪之子）委托向中

心捐赠一整套以朱译为主的莎士比亚全集，在这里目睹了来自世

界多种语言的莎译本，但据了解中心是第一次获赠了完整成套的

中文译本。次年温家宝总理到访莎士比亚中心，我在新闻报道中

看到中心特地将这套中译本取出与总理展示，于我是心绪起伏的。

我不仅回想起昔时与莎士比亚故居纪念馆馆长莫里斯女士的愉快

交流，并更为感怀半个多世纪以前伯公与祖父商议译莎决定时的

信念——要把译莎当做民族事业来做，而他的译作最终来到了莎

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中心见证了一个年轻人在

年华最好的时光中拼却全副心血对另一个年轻人光华四射、洋洋

三十多部文学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的共同遗产值得世界同享。而一个国家是否有这样一种跨越了国

界和文字藩篱的文学译本，无形中成为衡量该国文化通达程度的

软尺之一。尤其是希望经由文学了解欧美文化的年轻人，阅读莎

士比亚戏剧是非常有益的一个途径。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此次的出版策划恰逢莎士比亚浪潮方

炽，正得其时。莎士比亚戏剧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戏剧冲突

及其效果的视角来看，悲剧、喜剧和正剧俱全。悲剧作为西方戏

剧的主要形式之一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

歌演变而来。在西方美学史上和戏剧理论史上，悲剧研究自成传

统，前有亚里士多德，后有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

悲剧定义，指出“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

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

来表演而不作叙事，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

化。”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阐释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学史。十八世纪，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提出“悲剧是较高级的语言”，把悲

剧推向了艺术的最高级形式，并聚焦悲剧体现的伦理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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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叔本华则从生命的本质来探索悲剧的哲学意义，认为生

命的本质在于生存意志，而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十九世纪

中晚期，尼采则以悲剧体现的理性和生命力诠释了悲剧精神，从

悲剧中的痛苦体验精神升华和生命之美。

直至当代，关于悲剧的研究和创作亦是源源不绝。然而当

我们回首再观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达到当时悲剧创

作的最高成就的莎士比亚悲剧时，仍然会为之赞叹。莎士比亚悲

剧类型丰富：戏剧史上根据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划分的四种悲剧类

型——英雄悲剧、家庭悲剧、小人物悲剧和社会历史悲剧在莎剧

中均有所表现。其中英雄悲剧如《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

表现政治斗争、阶级与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家庭悲剧，如《奥

瑟罗》《哈姆莱特》与《李尔王》表现在家庭之间与家庭内部各

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价值观冲突形成的悲剧。表现平凡人

物的命运悲剧以及与其相对立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无形作用力的小

人物悲剧与社会历史悲剧则贯穿其中，展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莎剧的博大深邃更是通过剧中不同背景与

身份的人物具有的立场视角和价值观的冲突来关照各种力量与个

体意志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人生本质的多种不能承受之重。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此次选用的英汉对照读本的莎剧为《哈

姆莱特》《李尔王》《奥瑟罗》与《麦克白》，这几部莎剧被公

认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英文版以阿登版莎剧为基础，中文版则

选用了朱译本。前者是公认的莎剧权威版本，后者是汉译中最为

优秀的，都十分经典，对于广大英语文学爱好者欣赏莎剧、学习

英语是非常适宜的读本。译本并根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年

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手稿》进行了再次的校对，以对原译

的尊重，最少的文字编辑修订，最可能达到的信达雅标准为原则，

保持了朱译的风貌。将重要的悲剧作为一个整体向读者推广，这

也是伯公在译莎时产生的一个思路。由世界书局 1947 年首次出

版的朱译莎剧便是依据伯公的规划，把完稿的 27 个剧本按重要

喜剧、重要悲剧，及次要杂剧等剧目分为三辑，这是朱译本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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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创举。第三辑原应为伯公最钟爱的历史剧，因其时未能全

部译出，已完稿的四个半剧本暂时没有出版，故第三辑改排杂剧。

历史剧部分在解放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补译后在《莎士比亚

全集》中出版。这三辑的莎剧，每一辑伯公都亲笔写了提要。第

二辑悲剧杰作的提要是对本辑八部重要悲剧的评析。其中，关于

四大悲剧译者如是说：

本辑包含莎氏悲剧八种，作者毕生悲剧杰构，尽萃于此。

……

《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

这四本是公认为莎氏的“四大悲剧”的。这些作品中间，作者直

抉人性的幽微，探照出人生多面的形像，开拓了一个自希腊悲剧

以来所未有的境界。……这四剧的艺术的价值，几乎是难分高下

的：《汉姆莱脱》因为内心观照的深微而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

从结构的完整优雅讲起来，《奥瑟罗》可以超过莎氏其他所有的

作品；《李尔王》的悲壮雄浑的魄力，《麦克佩斯》的神秘恐怖

的气氛，也都是戛戛独造，开前人所未有之境。

从 1936 年开始译莎，到 1944 年事业未竟而逝，伯公在时局

紧张，生活困窘之际抱病坚持翻译莎剧，充满了为民族事业而献

身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他在译读莎剧时最为看重的莎士比亚

悲剧品质之一，而他虽然身为一位文弱的书生，在译莎中确是完

全体现了同样崇高的气概。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他

以生命为代价译出 31 个半剧本后怀着未竟之憾长离人世。翻译

见证着他短暂而意义非凡的人生：从当时知名的教会大学、杭州

的之江大学毕业后，便前往上海到世界书局任职，他对生活的憧

憬和可以碰触的希冀正如莎翁的喜剧篇章。随后时局变迁，国家

危难，日军空袭，世界书局被日军进驻，纵火烧毁，嘉兴老家被

日本侵略者占领。他在辗转中笔译不辍，莎翁文学世界中的万象

陆续显现，正像冥冥之中的暗合，由喜悦轻快到悲伤沉重，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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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着他对语言的天才把握和对人生的多种解读。完成喜剧翻译

之后，伯公已因数年辛劳，身体孱弱。但他仍夜以继日地翻译。

在《哈姆莱特》《李尔王》到《奥瑟罗》与《麦克白》这四大悲

剧中，朱译本留下了至今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名句：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哈姆莱特》第 3 幕�第 1 场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Hamlet 3.1)

啊，主帅，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

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

� ——《奥瑟罗》第 3 幕�第 3 场

O, beware, my lord, of jealousy; it is the green-eyed monster 

which doth mock the meat it feeds on. (Othello 3.3)

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 ——《李尔王》第 1 幕�第 1 场

Love’s not love when it is mingled with regards that stand aloof 

from the entire point.（King Lear 1.1）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

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

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 ——《麦克白》第 5 幕�第 5 场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Macbeth 5.5）

自读书求学时代到着手译莎，他前后对莎剧全集研读达十余

遍。在他尚存于世的私人信札中，可以见到大量的译读随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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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仍能够体会他对莎剧翻译倾注的心血。他的莎剧翻译风格

也正是在对剧本的揣摩和研读中形成的。这些闪烁着光彩的文字

如雪泥鸿爪反映着他惊人的敏思和出众的才华。我常会想，若上

天眷顾延其天年，他应该在翻译之余集中整理出译莎的见解来解

释和印证他的译本。然而这终究是午夜梦回，追思之情了。所幸

保存至今的一些旧时书信将伯公译莎的情景再现，他的才情，他

的专注与他的勤力无不令人可敬可慕：

——昨夜读 Hamlet，读到很倦了，一看表已快一点钟，吃了

一惊，连忙睡了。可是还刚读完三幕。Hamlet 是一本深沉的剧本，

充满了机智和冥想，但又是极有戏剧效果，适宜于上演的。莎士

比亚之所以伟大，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富有舞台上的经验，因此他

的剧本每一本都不是沉闷而只能在书斋里阅读的。

——《皆大欢喜》至今搁着未抄，因为对译文太不满意；《第

十二夜》还不曾译完一幕，因为太难，在缺少兴致的情形中，先

把《暴风雨》重抄。有一个问题很缠的人头痛的就是“你”和“您”

这两个字。you 相当于“您”，thou、thee 等相当于“你”，但 thou、

thee 虽可一律译为“你”，�you 却不能全译作“您”，事情就是为难

在这些地方。

——白天译《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晚上把《威尼斯商人》

重新抄过，这也算是三稿了（可见我的不肯苟且）。真的，只有

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以上出自伯祖母宋清如于 1994 年所编的《寄在信封里的 

灵魂》中的第 192 封信、第 227 封信、第 229 封信。该书收集整

理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伯公与伯祖母分处上海、杭州等

地的书信，可惜尚有一些毁于“文革”。在现存的三百余封往来

书信中，数十封信主要都是伯公与伯祖母在交流探讨译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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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得。这些文字使我们更加理解在伯公的《译者自序》中所出

现的这样的表述：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于求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

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

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

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

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

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

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

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译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读者中成了经典，对于我国的西方

文学翻译史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朱生豪译莎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

年代，当时正值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初有成效。朱生豪的莎剧

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在社会多元文化系统下发生、

培育和完成的文化建构实践。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实践处于新文化

运动的直接影响之下，呼应了新文化运动对抗封建僵化的文化制

式和守旧的哲学美学思想的革命呼声，他的翻译过程是贴合文化

革新的过程，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样式的形成既是个人美学观的

表征，也来源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运动对特定文学样式的需求。

 朱译本在时代诉求下的归化策略也颇值一提。朱译本抛弃

莎剧中多行粗鄙、色情的市井俚语，是在时局下对西方文学的接

受现状的应对，在传播文学经典和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下使莎剧获

得最大程度的流传与研读的应时之举。莎剧本身虽然并非纯为高

雅殿堂之作，观众亦是三教九流之徒，然而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

中西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功用各异，若欲实现翻译跨文化交流的重

要功能，以上因素绝非可忽略不计。因此，朱生豪的莎剧翻译不

仅仅是文学翻译的浩然工程，而且是我国现代国家文化形成中新

文学形式的先声和典型反映，是应当从翻译多元文化角度深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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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研究的文学经典。

步入二十一世纪，阅读莎士比亚仍然是文化修养之甘饴。

王元化先生曾道“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为微妙

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

尚无出其右者”。但愿今日这一辑倾注了译者与众多编校心血精

力的四大悲剧杰作中英对照本能够为读者带来文学殿堂的又一缕 

馨香。

又到仲夏，空气还不是十分热，早晨的凉风倏尔吹拂。刚从

故乡返京的我犹记南方街巷里小妹、阿婆守着竹篓竹匾售卖栀子

花，一束束叶碧花白，暗绿清新。穿街小巷飘散着初开的栀子花

的盈盈香气，沁人心脾，直击肺腑，在我停笔之际不觉精神为之

一振。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莎翁笔下的一行诗句：“我能否把您比

拟为夏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夏日之丽

兼美西东，且以这一束来自夏日故乡的栀子花遥祭伯公，因以为

序。

朱小琳博士

2018 年 6 月 12 日

记于北京沁荷轩



威尼斯公爵 (Duke of Ven.)

勃拉班修 (Brabantio) 元老

葛莱西安诺 (Gratiano) 勃拉班修之弟

罗多维科 (Lodovico) 勃拉班修的亲戚

奥瑟罗 (Othello) 摩尔族贵裔，供职威尼斯政府

凯西奥 (Cassio) 奥瑟罗的副将

伊阿古 (Iago) 奥瑟罗的旗官

罗德利哥 (Roderigo) 威尼斯绅士

蒙太诺 (Montano) 塞浦路斯总督，奥瑟罗的前任者

小丑 (Clown) 奥瑟罗的仆人

苔丝狄蒙娜 (Desdemona) 勃拉班修之女，奥瑟罗之妻 

爱米利娅 (Emilia) 伊阿古之妻 

比恩卡 (Bianca) 凯西奥的情妇

元老、水手、吏役、军官、使者、乐工、传令官、侍从等

剧 中 人 物



地   点

第一幕在威尼斯；其余各幕在塞浦路斯岛一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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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
第一幕

3 Scene I.  Venice. A street.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19 Scene II.  Another street.
第二场 另一街道

29 Scene III.  A council-chamber.
第三场 议事厅

目 录
Contents

ACT II
第二幕

63 Scene I.  A sea-port in Cyprus. An open 
place near the quay.
第一场 塞浦路斯岛海口一市镇。码头附

近的广场

89 Scene II.  A street.
第二场 街道

93 Scene III.  A hall in the castle.
第三场 城堡中的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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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II
第三幕

125 Scene I.  Cyprus. Before the castle.
第一场 塞浦路斯。城堡前

133 Scene II.  A room in the castle.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135 Scene III.  The garden of the castle.
第三场 城堡前

173 Scene IV.  Before the castle.
第四场 城堡前

目 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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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V
第四幕

193 Scene I.  Cyprus. Before the castle.
第一场 塞浦路斯。城堡前

217 Scene II.  A room in the castle.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239 Scene I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ACT V
第五幕

251 Scene I.  Cyprus. A street.
第一场 塞浦路斯。街道。

265 Scene II.  A bedchamber in the castle.
第二场 城堡中的卧室





ACT I

第一幕

She loved me for the dangers I had pass’d,  and I 
loved her that she did pity them.

—Scene III 

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

同情而爱她。

——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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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I. 

Venice. A street.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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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RODERIGO and IAGO

 RODERIGO  Tush! never tell me; I take it much unkindly  
That thou, Iago, who hast had my purse 
As if the strings were thine, shouldst know of this.

 IAGO  ’Sblood, but you will not hear me: 
If ever I did dream of such a matter, Abhor me.

 RODERIGO  Thou told’st me thou didst hold him in thy hate.
 IAGO  Despise me, if I do not. Three great ones of the city, 

In personal suit to make me his lieutenant,  
Off-capp’d to him: and, by the faith of man, 
I know my price, I am worth no worse a place:  
But he; as loving his own pride and purposes,  
Evades them, with a bombast circumstance  
Horribly stuff’d with epithets of war;  
And, in conclusion,  
Nonsuits my mediators; for, ‘Certes,’ says he,  
‘I have already chose my officer.’  
And what was he? Forsooth, a great arithmetician,  
One Michael Cassio, a Florentine,  
A fellow almost damn’d in a fair wife;  
That never set a squadron in the field,  
Nor the division of a battle knows  
More than a spinster; unless the bookish theoric,   
Wherein the toged consuls can propose  
As masterly as he: mere prattle, without practise,   
Is all his soldiership. But he, sir, had the election:   
And I, of whom his eyes had seen the proof  
At Rhodes, at Cyprus and on other grounds   
 Christian and heathen, must be be-lee’d and calm’d  
By debitor and creditor: this counter-caster,  
He, in good time, must his lieutenant be,  



5

A
C

T
 I  

第
一
幕

� （罗德利哥及伊何古上。）

罗德利哥  嘿！别对我说，伊阿古，我把我的钱袋交给你支配，

让你随意花用，你却做了他们的同谋，这太不够朋友啦。

伊阿古  他妈的！你总不肯听我说下去。要是我做梦会想到这

种事情，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人。

罗德利哥  你告诉我你恨他。

伊阿古  要是我不恨他，你从此别理我。这城里的三个当道要

人亲自向他打招呼，举荐我做他的副将；凭良心说，

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难道我就做不得一个副将？可

是他眼睛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对于他们的请求，都

用一套充满军事上口头禅的空话回绝了；因为，他说，

“我已经选定我的将佐了。”他选中的是个什么人呢？

哼，一个算学大家，一个叫做迈克尔·凯西奥的弗罗

棱萨人，一个几乎因为娶了娇妻而误了终身的家伙；

他从来不曾在战场上领过一队兵，对于布阵作战的知

识，懂得简直也不比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多；即使懂

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那些身穿宽袍的元老大人们讲

起来也会比他更头头是道，只有空谈，不切实际，这

就是他的全部的军人资格。可是，老兄，他居然得到

了任命；我在罗得斯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其他基督

徒和异教徒的国土之上，立过多少的军功，都是他亲

眼看见的，现在却必须低首下心，受一个市侩的指挥。

这位掌柜居然做起他的副将来，而我呢——上帝恕我

这样说——却只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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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God bless the mark!—his Moorship’s 
ancient.

 RODERIGO  By heaven, I rather would have been his hangman.
 IAGO  Why, there’s no remedy; ’tis the curse of service, 

Preferment goes by letter and affection,  
And not by old gradation, where each second   
Stood heir to the first. Now, sir, be judge yourself,   
 Whether I in any just term am affined  
To love the Moor.

 RODERIGO  I would not follow him then.
 IAGO  O, sir, content you;  

I follow him to serve my turn upon him:  
We cannot all be masters, nor all masters  
Cannot be truly follow’d. You shall mark  
 Many a duteous and knee-crooking knave,  
That, doting on his own obsequious bondage, 
Wears out his time, much like his master’s ass,  
For nought but provender, and when he’s old, cashier’d:  
Whip me such honest knaves. Others there are   
Who, trimm’d in forms and visages of duty,   
Keep yet their hearts attending on themselves,   
 And, throwing but shows of service on their lords,  
 Do well thrive by them and when they have 
lined their coats  
 Do themselves homage: these fellows have some soul;  
And such a one do I profess myself. For, sir,  
It is as sure as you are Roderigo,  
Were I the Moor, I would not be Iago:  
 In following him, I follow but myself;  
Heaven is my judge, not I for love and duty,   
But seeming so, for my peculiar end:  
 For when my outward action doth demon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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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阿古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说来真叫人恼恨，军队里的升

迁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

递补，只要谁的脚力大，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就

可以越级躐升。现在，老兄，请你替我评一评，我

究竟有什么理由要跟这摩尔人要好。

罗德利哥  假如是我，我就不愿跟随他。

伊阿古  啊，老兄，你放心吧；我所以跟随他，不过是要利

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

人，每个主人也不是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他。你

可以看到，有一辈天生的奴才，他们卑躬屈节，拼

命讨主人的好，甘心受主人的鞭策，像一头驴子似

的，为了一些粮草而出卖他们的一生，等到年纪老了，

主人就把他们撵走；这种老实的奴才是应该抽一顿

鞭子的。还有一种人，表面上尽管装出一副鞠躬如

也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看上去好

像替主人做事，实际却靠着主人发展自己的势力，

等捞足了油水，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其实是他本 

人；像这种人还有几分头脑；我承认我自己就属于

这一类。因为，老兄，正像你是罗德利哥而不是别

人一样，我要是做了那摩尔人，我就不会是伊阿古。

同样地没有错，虽说我跟随他，其实还是跟随我自

己。上天是我的公证人，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

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

之的行为会泄露我内心的活动，那么不久我就要掏

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

并不是实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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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ve act and figure of my heart  
In compliment extern, ’tis not long after  
But I will wear my heart upon my sleeve  
For daws to peck at: I am not what I am.

 RODERIGO  What a full fortune does the thicklips owe  
If he can carry’t thus!

 IAGO  Call up her father,  
 Rouse him: make after him, poison his delight,  
 Proclaim him in the streets; incense her 
kinsmen,  
And, though he in a fertile climate dwell,   
 Plague him with flies: though that his joy be joy,  
Yet throw such changes of vexation on’t,  
As it may lose some colour.

 RODERIGO  Here is her father’s house; I’ll call aloud.
 IAGO  Do, with like timorous accent and dire yell  

As when, by night and negligence, the fire  
Is spied in populous cities.

 RODERIGO  What, ho, Brabantio! Signior Brabantio, ho!
 IAGO  Awake! what, ho, Brabantio! thieves! thieves! 

thieves!  
 Look to your house, your daughter and your bags!  
Thieves! thieves! 
BRABANTIO appears above, at a window

 BRABANTIO  What is the reason of this terrible summons? 
What is the matter there?

 RODERIGO  Signior, is all your family within?
 IAGO  Are your doors lock’d?
 BRABANTIO  Why, wherefore ask you this?
 IAGO  ’Zounds, sir, you’re robb’d; for shame, put on 

your gown;  
 Your heart is burst, you have lost half your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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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利哥  要是那厚嘴唇的家伙也有这么一手，那可让他交上

大运了！

伊阿古  叫起她的父亲来；不要放过他，打断他的兴致，在

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激怒她的亲族。让他虽

然住在气候宜人的地方，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滋扰，

虽然享受着盛大的欢乐，也免不了受烦恼的缠绕。

罗德利哥  这儿就是她父亲的家；我要高声叫喊。

伊阿古  很好，你嚷起来吧，就像在一座人口众多的城里，

因为晚间失慎而起火的时候，人们用那种惊骇惶恐

的声音呼喊一样。

罗德利哥  喂，喂，勃拉班修！勃拉班修先生，喂！

伊阿古  醒来！喂，喂！勃拉班修！捉贼！捉贼！捉贼！留

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 

�

�

（勃拉班修自上方窗口上。）

勃拉班修  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罗德利哥  先生，您家里的人没有缺少吗？

伊阿古  您的门都锁上了吗？

勃拉班修  咦，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

伊阿古  哼！先生，有人偷了您的东西去啦，还不赶快披上

您的袍子！您的心碎了，您的灵魂已经丢掉半个；

就在这时候，就在这一刻工夫，一头老黑羊在跟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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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now, now, very now, an old black ram   
Is topping your white ewe. Arise, arise;   
Awake the snorting citizens with the bell,  
 Or else the devil will make a grandsire of you:  
Arise, I say.

 BRABANTIO  What, have you lost your wits?
 RODERIGO  Most reverend signior, do you know my voice?
 BRABANTIO  Not I what are you?
 RODERIGO  My name is Roderigo.
 BRABANTIO  The worser welcome:  

 I have charged thee not to haunt about my doors:  
In honest plainness thou hast heard me say   
 My daughter is not for thee; and now, in madness,  
 Being full of supper and distempering draughts,  
Upon malicious bravery, dost thou come  
To start my quiet.

 RODERIGO  Sir, sir, sir, —
 BRABANTIO  But thou must needs be sure  

My spirit and my place have in them power   
To make this bitter to thee.

 RODERIGO  Patience, good sir.
 BRABANTIO  What tell’st thou me of robbing? this is Venice;  

My house is not a grange.
 RODERIGO  Most grave Brabantio,  

In simple and pure soul I come to you.
 IAGO  ’Zounds, sir, you are one of those that will not 

serve God, if the devil bid you. Because we 
come to do you service and you think we are 
ruffians, you’ll have your daughter covered with 
a Barbary horse; you’ll have your nephews neigh 
to you; you’ll have coursers for cousins and 
gennets for ger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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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母羊交尾哩。起来 , 起来！打钟惊醒那些鼾睡

的市民，否则魔鬼要让您抱外孙啦。喂，起来！

勃拉班修  什么！你发疯了吗？

罗德利哥  最可敬的老先生，您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勃拉班修  我听不出；你是谁？

罗德利哥  我的名字是罗德利哥。

勃拉班修  讨厌！我叫你不要在我的门前走动；我已经老老实

实、明明白白对你说，我的女儿是不能嫁给你的；

现在你吃饱了饭，喝醉了酒，疯疯癫癫，不怀好意，

又要来扰乱我的安静了。

罗德利哥  先生，先生，先生！

勃拉班修  可是你必须明白，我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要是你

惹我发火，凭着我的地位，只要略微拿出一点力量

来，你就要叫苦不迭了。

罗德利哥  好先生，不要生气。

勃拉班修  说什么有贼没有贼？这儿是威尼斯；我的屋子不是

一座独家的田庄。

罗德利哥  最尊严的勃拉班修，我是一片诚心来通知您。

伊阿古  嘿，先生，您也是那种因为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

帝丢在一旁的人。您把我们当作了坏人，所以把我

们的好心看成了恶意，宁愿让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

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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