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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浮宫博物馆（法国巴黎）
《蒙娜丽莎》《岩间圣母》《未知女子肖像》（又名《费隆妮叶夫人》）《圣母子与圣

安妮》《施洗者圣约翰》

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了最多的达·芬奇。

《蒙娜丽莎》不仅是达·芬奇的代表作，也极可能是世界美术史上知名度最高的

作品，画中人的神秘微笑至今仍在激起人们源源不断的猜想。 《岩间圣母》达·芬奇

一共创作了两幅， 可谓他在米兰时期的代表作， 现藏于卢浮宫的这幅创作时间较

早，另一幅则现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 《未知女子肖像》从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蒙

娜丽莎》的前身。《圣母子与圣安妮》是常见的《圣经》题材作品，达·芬奇在这幅画中

重点刻画了圣安妮的脸部表情。 《施洗者圣约翰》达·芬奇完成于去世前不久，画中

人男女莫辨，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指向天空，脸上露出狡黠而神秘的微笑。

◆ 乌菲齐美术馆（意大利佛罗伦萨）
《三博士来朝》（未完成）《受胎告知》（又名《圣母领报》）《基督受礼》（湿壁画）

乌菲齐美术馆几乎称得上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收藏品，达·芬

奇的作品自然不会缺席。

《三博士来朝》取材于《圣经》故事，画家却不再以叙事角度简单罗列人物，而以激

烈对比的构图和形象表现显示艺术创新。 这尽管是一幅未竟之作，却标志着达·芬奇

艺术风格达到的成熟，预示文艺复兴的到来。 《受胎告知》是达·芬奇早期的杰作，构图

虽没有创新，而背景山水的描绘已注意到了空气氛围的表现，让人们感受到画家在探

索客观真实中作出的努力。 《基督受礼》是达·芬奇与老师韦罗基奥合作完成的，在这

幅画上，他只画了左侧两个小天使中左边一个，可就这一个侧面形象的天使，从人物

造型和脸部神情表现来看，比老师所画的其他几个人物生动得多。

◆ 圣玛利亚修道院（意大利米兰）
《最后的晚餐》（湿壁画）

1495 至 1497 年间，达·芬奇在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大厅北墙上绘制了《最后

的晚餐》。他至少用了 20 年时间起草，真正绘画到完成却只用了 3 年时间。《最后的

晚餐》成为整个建筑群体中的极品，画面长 8.85 米、高 4.97 米，上方有 3 个半圆天

窗，中间一个最大的天窗由庐多维科的王徽装饰，因为这幅画是他委托达·芬奇画

的。《最后的晚餐》画的是《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的故事。画面

中人物的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达·芬奇都刻画得

精细入微、惟妙惟肖，他的这幅作品是所有以此题材创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

◆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
《柏诺瓦的圣母》（又名《持花的圣母》）《哺乳圣母》（又名《圣母丽达》）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 “世界五大博物馆”。 它也是少数藏有不止一幅

达·芬奇油画的博物馆。

《柏诺瓦的圣母》是达·芬奇早期之作，并且很可能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幅作

品。 这幅作品曾失踪数个世纪， 直到 1909年建筑师利昂·柏诺瓦将其于圣彼得堡展

出，引发了一场轰动，1914年柏诺瓦最终将其出售给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哺乳圣母》

是达·芬奇前期肖像艺术的一个范例，这时期他正全神贯注于人体描绘的科学研究。

◆ 恰尔托雷斯基博物馆（波兰克拉科夫）
《抱貂女郎》（又名《抱银鼠的女子》）

《抱貂女郎》是达·芬奇除《蒙娜丽莎》之外另一幅杰出的肖像画作品。明暗的处

理，是这幅肖像画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光线和阴影衬托出画中女子优雅的头颅和柔

美的面孔，毛色光润、咄咄逼人的银鼠也被画家注入生气。关于这幅画的相关记录，

直到 18 世纪后半叶才被人发现， 人们判断这是达·芬奇为他在米兰时期的赞助人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情妇———切奇莉亚·加勒拉妮绘制的。 《抱貂女郎》长期属于

欧洲最古老的艺术收藏家族之一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私藏。 1801 年，该家族藏

品管理人伊莎贝拉·恰尔托雷斯基公主在克拉科夫建立了恰尔托雷斯基博物馆，当

中的藏品便包括了《抱貂女郎》。

◆ 安布洛其亚图书馆与画廊（意大利米兰）
《音乐家肖像》（未完成）

《音乐家肖像》是达·芬奇为数不多的的男子肖像画。画中的音乐家是服务于路

德维科宫廷的一名青年乐师，有着一头漂亮的卷发，神情严肃，手里拿着乐谱。由于

达·芬奇没有完成这幅肖像画，所以他没在画中签名。

◆ 老绘画陈列馆（德国慕尼黑）
《持康乃馨的圣母》

《持康乃馨的圣母》是达·芬奇跟韦罗基奥学徒时期的作品。画中圣母带有韦罗

基奥作坊的特点———苍白的、北欧人式的脸，金黄色的卷发，双眼望着下方；最能反映

达·芬奇特色之处在于圣母身后穿过凉廊的风景，一排崎岖不平，犬牙交错的山峰。

◆ 美国国家美术馆（美国华盛顿）
《吉内薇拉·班琪》

《吉内薇拉·班琪》是欧洲以外唯一一幅能在公共领域见到的达·芬奇作品，美

国国家美术馆 1967 年以 500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 这是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时

期唯一的肖像画。 当时的少女在结婚时，习惯以一幅肖像画做纪念。 可惜这幅肖像

画的底部因受损而遭致裁切，那部分可能是少女的手臂，其姿态也许就像 30 年后

的《蒙娜丽莎》。 19 世纪末，开始有美术史学家将它定为达·芬奇的遗作。

谁在收藏达·芬奇

达·芬奇逝世 500周年，全球众多博物馆已经和将要推出
的相关特展多达数十个。 人们发现———

500年后，

达·芬奇密码仍未完全解开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今年恰逢 “文艺复兴三巨匠 ” 之首的列奥纳
多·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艺术界俨然迎来“达·芬
奇年”。 包括卢浮宫博物馆、乌菲齐美术馆在内的众多
博物馆，将以此起彼伏、多达数十个的达芬奇特展以
示致敬。 全世界压箱底的达·芬奇真迹几乎被翻了个
遍，联袂奉上一席流动的艺术盛宴，令艺术爱好者们
大饱眼福。 由于展期相撞，租借相关作品甚至引发了博物
馆之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达·芬奇离开这个世界的 500 年间， 人们越发认
识并惊叹于他的“宝藏”属性。 原来，家喻户晓的《蒙娜
丽莎》《最后的晚餐》等画作，只是达·芬奇创造力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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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位简直像是“天外来客”的人物，

人们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今年密集启幕的达·芬奇特
展，是对他传奇人生的回顾，同样也是对他艺术秘密
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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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这位响当当的艺术大师，

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在忙着翻箱底

2018 年 10 月起，随着荷兰泰勒斯

博物馆率先办起达·芬奇展，艺术界这

场盛况空前的“达·芬奇热”渐渐升温。

这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回顾达·芬奇的

原作精品展 ， 汇聚 33 件达·芬奇原

作 。 展览看上去是先声夺人 ，其实是

不得已而为之——泰勒斯博物馆本身

没有关于达·芬奇的馆藏，只能向其它

博物馆商借，错峰办展，显然更利于借

到展品。

历时一年多、 覆盖英国全国范围

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 ： 绘画人生 ”

巡展， 是英国皇家收藏基金会放出的

大招， 或许也是众多达·芬奇展中最

别出心裁的一个。 拥有英国王室 500

年珍品收藏的这个基金会， 除了将在

伦敦白金汉宫女王画廊展出达·芬奇

超过 200 幅素描与手稿 ， 还将把 12

幅达·芬奇手稿分散到英国 12 座城

市的 12 家博物馆 ， 以便让超过半数

的英国人能够在一小时车程内到达

最近的分展区。

在达·芬奇留下最多足迹的意大

利 ， 相关展览更是档期满满 。 位于

达·芬奇出生地托斯卡纳地区的列奥

纳多博物馆， 计划在 4 月至 6 月办展

聚焦达·芬奇作品与当地风景之间联

系 。 展品包括达·芬奇已知存世最早

的作品———1473 年描绘蒙塔尔巴诺山

脉的作品， 这被视为欧洲最早的风景

素描。 佛罗伦萨是达·芬奇的成名地，

乌菲齐美术馆刚刚结束了一个达·芬

奇手稿展 ， 伽利略博物馆则计划将

达·芬奇提出的永动机想法以虚拟现

实的方式呈现 。 见证过达·芬奇全盛

时期的米兰城里 ， 名为 “列奥纳多

500” 的系列主题展为期一整年 ， 其

中主展将于 5 月 2 日达·芬奇逝世 500

年之日在斯福尔扎城堡里由达芬奇亲

自绘制的天轴厅揭幕。

这一年对于达·芬奇的致敬，将于

10 月登陆卢浮宫博物馆的达·芬奇大

展上达到顶点 。 此前该馆馆长让-吕

克·马丁内斯宣称 ：“这将成为有史以

来达·芬奇作品最齐全的展览”。 卢浮

宫的收藏实力使得这番豪言是有底气

的。 目前确凿无疑的达·芬奇画作，总

共只有 15 件左右，卢浮宫占了三分之

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岩间圣母》

《未知女子肖像 》《圣母子与圣安妮 》

《施洗者圣约翰》都在这里。 此前意法

双方签署的协议显示， 卢浮宫此次还

将从意大利租借除《三博士来朝》以外

所有的达·芬奇绘画以及主要的手稿。

甚至于，这个大展若想集齐 2017 年在

拍卖场上创下全球最贵艺术品纪录的

达·芬奇《救世主》，也不是不可能———

当时以约合 30 亿元人民币买走这件

作品的海湾买家， 本计划将作品放在

阿布扎比卢浮宫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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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看似空白的画纸上，

他用隐形墨水留下各种姿态的手

达·芬奇存世的油画少得可怜，因

而撑起本年度扎堆的达·芬奇展的，绝

大多数是达·芬奇的素描或手稿，他也

的确留下了比同期任何一位艺术家都

要多的素描与手稿。 它们看似有着充

数的嫌疑，实则隐藏着重要的达·芬奇

密码———达·芬奇是个一丝不苟的“强

迫症”患者，成品极少，处在未完成状

态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反倒是素描与

手稿，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的思维火

光；绘画也并非达·芬奇终极创造力的

体现，而只是他的常用工具，他无比娴

熟地运用着这个工具描摹天地， 洞察

万物， 很多涂涂画画根本是一种视觉

化的假想实验。 可以说，素描与手稿连

缀起来的， 才是一个更加立体也更加

值得人们珍视的达·芬奇。

两幅达·芬奇从未曝光过的“空白

画作”，就将出现在英国皇家收藏基金

会今年举办的展览中。 这两幅作品是

用隐形墨水画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肉眼从中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 大约

在 1590 年， 意大利雕塑家庞贝·莱尼

发现了它们，当时他以为这是达·芬奇

遗留下来的两张空白画纸。 几经辗转，

这两张纸落入英国皇室手中， 直至现

代科学家用紫外线对其进行了扫描 ，

才发现里面藏着惊人的发现。 原来，纸

上画满了各种姿态的手。 专家推测它

们可能是达·芬奇在创作 《三博士朝

圣》 时所画的手稿———《三博士朝圣》

总共绘制了超过 30 个人物，为了这幅

巨制， 达·芬奇的确画过多张草图，探

索人物不同的手势、 身体扭转方式和

表情，以传递各不相同的情绪。

散落各处甚至久藏深闺的达·芬

奇手稿， 也在本年度有了露脸甚至团

圆的可能， 给全世界的研究者创造了

难得的机遇。 比如，大英博物馆将在夏

天促成“达·芬奇三大著名手稿的一次

非凡齐聚”，其中不仅包括大英博物馆

藏有的《阿伦德尔手稿 》，维多利亚和

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的 《福斯特手

稿 》， 还借来了比尔·盖茨 1994 年以

3000 多万美元买下的 《莱斯特手稿》。

在米兰的安布洛其亚图书馆与画廊 ，

“镇馆之宝”《大西洋古抄本》将再度面

世， 此前它的最近一次露面还是 1998

年。 这是达·芬奇手稿集中最大的一

部，共有 1119 页，包括他从 1478 年至

去世前使用的多个笔记本。

关于达·芬奇的很多未解之谜就

藏在这些手稿中。 单单仅 18 页的《莱

斯特手稿》，信息量已是惊人 ，涉及对

水、岩石的探究，也谈到光和天体 ，还

有潜艇如何帮助人们在水下待更长时

间以及它潜在的军事应用等内容。 其

中，这份手稿针对“水”的探究尤其深

入，一共描述了 57 项水流和不同水深

的观察。

破解达·芬奇手稿的难度系数极

高。 他常常使用独创的镜像式书写方

式， 字迹需要通过一面镜子的反射才

能够看到正常的文字呈现。 他也常常

把不同领域看似随机的内容堆放在一

起， 有时还会翻回之前笔记的空白处

书写， 或者在已经完成的笔记上增加

内容。 而当人们越是深入探究这些手

稿，越将确信达·芬奇的伟大———在他

脑海里，有一种宇宙意识无拘无束、兴

致勃勃地徜徉于艺术和科学之间 ，感

受着宇宙万物的联结———500 年过去

了， 这样的意识竟然正是今天的艺术

家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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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芬奇《抱貂

女郎》，现藏于波兰克

拉科夫恰尔托雷斯基

博物馆

②达·芬奇《大西

洋古抄本》，现藏于米

兰安布洛其亚图书馆

与画廊

③达·芬奇素描

《维特鲁威人》， 现藏

于威尼斯学院美术

馆， 被认为展现了男

人的完美比例

④达·芬奇素描

⑤达·芬奇《圣母

子与圣安妮》，现藏于

卢浮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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