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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

人们是如何发现达·芬奇的？
吴京颖

作为世袭公证员家族的后代，列奥
纳多·达·芬奇有一种做记录的本能。写
下自己的观察、列出清单、记录各种想
法，以及随手画上几笔，一切对他来说
都是那么自然。 15 世纪 80 年代早期，

他到米兰后不久就开始定期记笔记，这
个习惯伴随他终生。

这些笔记本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记
录有趣的场景，特别是那些涉及人和情
感的场景 。 “当你在城里四处逛的时
候，” 他在一个笔记本中写道，“看到人
们在交谈、争吵或大笑，甚至大打出手
的话，别忘了观察、记录和思考他们的
行为和周围的环境。 ”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他在腰带上挂了一个小本子。

这些挂在列奥纳多腰带上的小本
子和那些放在工作室的大开本笔记成
了一座宝库，里面存放着他感兴趣和痴
迷的所有东西，五花八门的内容常常会
出现在同一页笔记里。 作为一名工程
师，列奥纳多通过绘制他见到或想象出
的各种机械装置来磨练自己的技能；作
为艺术家， 他会用速写记录自己的想
法，还会画出草稿；作为一位宫廷演出
制作人，他会记录服装设计、移动场景
及舞台的装置、 可供表演的寓言故事，

还有那些妙趣横生的台词。在页边的空
白处，还有他记下的待办事项、账单，以
及那些激发他的想象的人物速写。多年
来， 随着列奥纳多的科学研究愈加深
入，他的笔记也充满了相关内容，无论
是大纲，还是成段的笔记，都是在为写
作专著积累材料， 涉及的主题包括飞
行、水利、解剖学、艺术、马匹、力学和地
质学等。 不过，笔记中完全看不到他内
心世界或亲密关系的剖白，这些笔记不

似圣奥古斯丁充满
内省的 《忏悔录》，

而更像是一本沉迷
录， 记录了一位极
富好奇心的探险者
醉心于不断向外探
索的旅程。

列奥纳多这种
收集各种想法的习
惯在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很流行 ，

那时的人们有摘录
簿或速记本。 但是
就内容来说， 列奥
纳多的笔记不仅在
当 时 可 谓 前 所 未
有， 就算现在看来
也可能是绝无仅有
的。 他的笔记本曾
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有史以来见诸纸
上的、 关于人类观
察力和想象力最令
人惊叹的证据。 ”

现存的超过七
千二百页笔记可能
只是他全部笔记的
四分之一， 但是历
经五百年还能有如
此留存，已属不易。

起初， 列奥纳
多主要记录那些对
他的艺术和工程设
计有价值的想法 。

比如，在被称为《巴

黎手稿 B》的一本早期笔记中，有看起
来像潜水艇的草图、黑色帆船的隐形船
只、蒸汽大炮，还有一些教堂和理想城
市的建筑设计，这些笔记起始于 1487

年左右。列奥纳多后来的笔记内容纯粹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那些看似不
经意的好奇最终发展为深入的科学探
索。 他不仅对万物的运作方式感兴趣，

更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因为那时的优质纸张价格昂贵，列
奥纳多设法充分利用每一个边边角角，

尽可能在每一页记下更多内容。他还把
来自不同领域、看似随机的内容堆放在
一起。他经常会在几个月或者数年后再
返回到某一页笔记， 写下新的想法，就
像他翻回头去修改圣杰罗姆或后来其
他作品那样，随着技巧或想法的发展成
熟，不断完善之前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不同主题的内
容似乎是被随机拼排在某一页笔记里，

从中我们看到他的思维和笔端不断地
跳跃，从对力学的洞见跳转到卷发和漩
涡的涂鸦、面部画像、精妙新奇的装置
和解剖学素描，所有这些都配有用镜像
体写下的注解和想法。 但是，这样的杂
然并列也有其美妙之处，它让我们有机
会看到让人惊叹的一幕：一种宇宙意识
无拘无束，兴致勃勃地徜徉于艺术与科
学之间，感受着宇宙万物间的联结。 他
的笔记启发我们看到那些看似彼此割
裂现象背后的共同规律，这也是他观察
自然的心得。

笔记本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允许
一切自由驰骋， 无论是即兴的想法、不
完整的构思、未经打磨的草图，还是尚
未完善的论文草稿。这也很适合列奥纳
多充满跳跃性的想象力，他那些绝妙的
想法既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又不受勤
勉刻苦的约束。他偶尔会宣称自己打算
整理完善那些笔记， 将其内容编辑出
版，但是那些最终也没能出版的笔记与
他未完成的艺术作品如出一辙。他从不
肯放手那些草拟中的论文，就像他对待
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偶尔会添几笔新
内容，或者略做修订，但是从来没能让
它们顺利通过，并完整地公之于世。

（摘自 《列奥纳多·达·芬奇传》，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著，汪冰 译，中
信出版集团）

在他的笔记里，

不经意的好奇终成深入的科学探索

2019 年，时值列奥纳多·达·芬奇（后文皆简称为列奥纳多）逝世 500

周年，全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几乎都计划了与列奥纳多有关的展
览：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让-吕克·马丁内斯表示将“举办一场列奥纳多·达·
芬奇作品最全的展览”,除了卢浮宫自身拥有的列奥纳多藏品外，预计还会
从弗朗索瓦·皮诺手中借出《救世主》参展；英国皇家收藏则宣布将举办“列
奥纳多·达·芬奇：绘画人生”巡展，展出英国皇家收藏的超过 200 幅素描
与手稿；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将举办列奥纳多的《莱彻斯特手稿》展览，且
计划在欧洲巡回展出……

500 年间，随着对列奥纳多材料的不断挖掘，人们对于他的认识相比
500 年前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原来，《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
无人不晓的画作，仅仅展示着列奥纳多创造力的冰山一角。除了是画家，他
还是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音乐家、哲学家、诗人、建筑工程
师、军事工程师……身兼数职甚至几乎无所不能的列奥纳多，简直算得上
最早的“斜杠青年”。未来，列奥纳多还将有更多的“遗产”逐渐浮出水面，关
于这位神一样的人物，或许还将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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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逝世 500周年。今天的人们对
于他的认识相比 500年前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异想天开的魔法师？

人们只知道他总是将精力花费在许多奇怪的研究之
上，却未曾觉察到他“异想天开”的研究范围与卓越洞见

从 16 世纪起， 人们主要从 《名人

传》 作家乔尔乔·瓦萨里的论述中认识

列奥纳多，瓦萨里赞叹他的才华 ，感叹

他拥有美妙的天资， 是一位集美丽、妩

媚、才能于一身的人：

“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行为

总是值得赞赏，人们很觉得这是上帝在他灵

魂中活动，他的艺术已不是人间的艺术了。

列奥纳多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

列奥纳多的脑子里总是饱含各种奇

思妙想。 一次法兰西国王来到米兰，要求

列奥纳多做一些古怪的东西。这当然难不

倒列奥纳多，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思考了几

天，制作了一只狮子。 狮子看上去器宇轩

昂，十分生动，围观的人们先是赞叹其样

貌逼真，随即又不免疑惑，按照列奥纳多

的性格，事情应该不会这样简单吧？ 人们

朝着狮子缓缓走了几步，突然狮子胸膛裂

开，里面竟然装满了美丽的百合花，这个

小灵感引得法兰西国王大笑不止。

当然，瓦萨里见到列奥纳多总是将

精力花费在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上，未

免觉得他有些过于浪费自己的才华了，

他常常念叨列奥纳多绘画技法高超，学

识与口才都胜过当时那些饱读诗书的

文人们， 还总是热衷于做各种模型，设

计各类东西：

“他不断地做模型和设计 ，告诉人

们如何轻而易举地移山，如何层层凿洞

……他的脑子一刻不停地在想 ， 发明

这，发明那。 ”

那时的人们都不能够理解列奥纳

多的奇思妙想，当列奥纳多做工程的时

候， 常常会给工人们讲述他的想法，列

奥纳多的口才绝妙，常常把现场的各位

听得热血沸腾，干劲十足。 但或许是想

法太过前卫， 又或许是建造难度太大，

当列奥纳多离开后，冷静下来的人们才

渐渐发现，他们根本就无法完成列奥纳

多口中的构想：

“他讲得头头是道，言之有理，似乎

完全能做得到。 可是，他一离开，人们个

个心里明白，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实在

是异想天开。 ”

瓦萨里的言论全然影响了人们对于

列奥纳多的判断， 人们只知道列奥纳多

总是将精力花费在许多奇怪的研究之

上，却未曾觉察到列奥纳多“异想天开”

的研究范围与卓越洞见。 也正是列奥纳

多研究范围之丰富，涉猎内容之广，加上

他精益求精的性格，使他常常无法按时完

成赞助人的订单，戈利诺·伟里诺曾说道：

“也许列奥纳多·达·芬奇超过了其他所有

人，但他不知道如何使手离开画布，而像

普罗托格尼斯一样用多年时间完成一件

作品。 ”一位叫做伊莎贝拉·德斯特的女

士也曾在信中表明自己为求得一幅列奥

纳多作品的无望心情：“因为列奥那多正

在努力钻研几何学，而没有耐心作画。 ”

依据测量和推理的科学家？

也常常因为他那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促使他手中
的研究与绘画无法继续完成下去

列奥纳多的笔记在维多利亚女王

时代陆续得以出版，人们因此开始修正

对于他的固有印象，并将他与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相联系起来。 用文化史家雅

各布·布克哈特的话说， 列奥纳多处于

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 “发现了

人，发现了世界”的时代，于是他便成为

了这一时代的典型案例，被冠以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虽然列奥纳多接纳了许多基督教作

品订单， 但他那数量庞大的笔记表露出

他对科学世界极为浓烈的兴趣。 在 16世

纪的意大利， 一位科学爱好者总是将自

己包装成一位虔信宗教的画家以求自

保。 画家这一职业地位在当时并不高，列

奥纳多认为这是因为那时人们对于没有

科学就没有艺术这一基本真理普遍无

知，绘画不单单是技艺，如果画家对于自

然没有深刻的领悟， 是无法创造出真正

的艺术的。 列奥纳多显然是一个颇有抱

负的艺术青年，他要求自己“博通”，他对

知识的渴求永无止境，不仅拥有大量的书

籍，还自学拉丁语。列奥纳多专注力惊人，

正是这种专注力使他能够深入地研究一

棵树、一块肌肉或是一个水果。 也常常因

为他那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促使他手中

的研究与绘画无法继续完成下去。

列奥纳多的笔记由后人根据不同内

容整理成册，其中有一本名为《绘画论》。

这本册子的神秘汇编者被认为是列奥纳

多的同伴与合法继承者弗朗切斯科·梅

尔奇。 虽然笔记的前后顺序并不正确，甚

至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但能够证明

的是列奥纳多对山、水、树、云这些自然

之物有过深入的研究。

例如，列奥纳多曾经问自己：

“为什么远山山顶的山色显得比山

脚更深？ ”

他最初给出的回答是因为空气厚

度的递减。

“群山山顶处于一种比较稀薄的空

气中： 这个空气层离水面和地面愈远，

它就愈透明，愈稀薄。 由此可以判断，进

入这个稀薄空气层的群山山顶比其较

低部分更加显示出它们固有的深色，而

那些较低部分， 正如已证明的那样，空

气比之稠密得多。 ”

列奥纳多所绘之物真的是依靠他

双眼所看的经验加以再现的吗？

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列奥纳多研究

山川的笔记作为例证。 他画出一幅示意

图，图中有三座山，彼此距离相同、高度

不同。 列奥纳多自己补充说明道：

“不可能向眼睛展示这样一种布

局， 因为如果眼睛和山顶处于同一高

度，那么第一座山就会挡住其他两座。 ”

列奥纳多时常强调， 艺术家需要推

理和测量，而不是单纯依靠观察。 或许会

有人问为什么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与

《圣安妮》 两幅画的背景上并没有画出他

所认为的“山顶颜色更深”的景色效果，而

是呈现出光的闪动和薄雾笼罩的效果。他

在笔记中提出了另一个答案，认为山顶之

所以颜色更暗，与植被的覆盖有关：

“全山山峰和丘陵顶部之所以显得

更暗， 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树木一株紧

挨一株，人们难以看见其间的地面……”

在 20 世纪，贡布里希曾在《列奥纳

尔多论绘画科学》一文中末尾为这一疑

惑做出了解答，列奥纳多的《绘画论》证

明，建立绘画科学的基础需要的不是一

双像拉斯金那样的观察敏锐的眼睛，而

是一个以几何学方式分析事物形相的

理性头脑。 列奥纳多自己也曾说道：

“当你尚未充分描写出画家用他的

科学手段立刻就能演示的东西时，你的

笔已经秃掉。 同样，当你尚未用语言描

述出画家即刻就能向你展示的东西时，

你的舌头已因干燥而嗫嚅，你的身体已

因饥饿而失神。 ”

真正的宝藏男孩：更多的可能性

他之所以有着如此广泛的兴趣，是因为既凭直觉又
有意识地察觉到不同事物彼此内在的一致性

列奥纳多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藏，人们要么从他身上挖掘到

新的故事，要么给他增添新的故事。

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

写过一篇《达·芬奇的童年记忆》的文章，

谈到了列奥纳多的一次童年往事， 一只

秃鹫落在了列奥纳多的摇篮上……他以

此认为这是列奥纳多被动的同性恋童年

幻想。 弗洛伊德却偷偷掩藏了一个事实，

所谓的秃鹫只是一只风筝。 我们并不确

信列奥纳多的童年是否真的经历了这样

的事情， 但能够确信的是弗洛伊德之所

以讲述列奥纳多的这件往事， 其实是想

要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一个依据。 他借机

讨论了埃及的秃鹫神话， 秃鹫在埃及神

话中象征着母亲。 在弗洛伊德的心目中，

是列奥纳多母亲的过分溺爱促使他之后

成为了一名同性恋， 但这也只是假想而

已。

弗洛伊德非常喜爱梅列日科夫斯基

的历史小说《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传奇》。

在这本小说中， 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写

过列奥纳多想念母亲时的场景。他时常

想起母亲那温柔又神秘的微笑，回忆自

己是如何偷偷在夜里从父亲家逃出，去

看望母亲。 他趁着祖母不注意，爬到母

亲的床上，紧紧依偎着母亲睡着。 但这

也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演绎出来的场面。

当然， 除了演绎列奥纳多之外，还

有许多艺术史学者也在根据史实潜心

对其研究。 肯尼斯·克拉克、瓦西里·帕

夫洛维奇·祖博夫、 卡罗·佩德蒙蒂、马

丁·坎普都曾写过列奥纳多的专论 ，像

喜龙仁这样对中国艺术研究极深的艺

术史学者也曾相继在耶鲁大学、弗格美

术馆、波士顿美术馆与哈佛大学做过列

奥纳多·达·芬奇的专题讲座。

肯尼斯·克拉克关注的是艺术家列

奥那多的发展过程， 马丁·坎普是基于

克拉克为温莎堡所藏列奥纳多素描编

目、卡洛·佩德蒙蒂的研究基础上，将克

拉克与祖博夫各自所取得的成就结合

起来，考察了列奥纳多的作品及其经历

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列奥纳多广泛的兴

趣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有些作者曾经写道 ，列奥纳多先

是作为艺术家研究事物，但又日益为着

它们本身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这些作

者完全没有抓住要点。 应当说的是，他

日益为着它们彼此的缘故， 为着整体，

为着内在的一致性，调查研究每一件事

物，他既凭直觉又有意识地察觉到这种

内在的一致性。 ”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在
读博士生）

▲列奥纳多·达·芬奇《柏诺瓦的圣母》

荨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