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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何这样神秘？伦勃朗为什么目光迷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究竟是喜是悲？
全世界最知名的肖像画正因为这些难解之谜，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跳出艺术的视角，

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世界“最美”肖像画里的科学密码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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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虽然是一门艺术，却与科学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全世界不少科学家
尤其是神经科学家、 物理学家都在研究绘
画，而画家中也不乏科学爱好者。

上海大学林凤生教授从事了几十年的
物理教学工作， 著译了不少物理类教学、科
普图书。他年轻时曾追随丰子恺、唐云等名
师学画。近年来，他出版了《画中有画：解读
名画中的科学元素》《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

两本用科学眼光看名画的书，对绘画，尤其
是对肖像画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

在西方绘画中， 肖像画历来是最受欢迎
的重要门类。毫无疑问，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
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肖像画，问世 500多年来，关于其创作背景、

蒙娜丽莎的身份以及她的微笑， 一直是人们
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画中的蒙娜丽莎有时看
起来在微笑，有时却没有笑，她时隐时现的笑
容，被称为“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

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了解当人在观
赏一幅画时，眼睛发生了什么。科学家的答
案是眼球运动。人的眼球无时无刻不在做两
种运动：一种是震颤，可以保持对静止物体
的视觉；另一种是眼跳，完成一次眼跳的时
间不到 0.1秒，两次眼跳之间有 0.12到 0.15

秒的间隙。在观赏绘画时，眼球用一系列小
的跳动掠过画面，然后把注视点反反复复地
落到那些感兴趣的地方。运动的眼球不仅让
人关注最要紧的区域，同时也因为眼球的关
注点在不断地变化，从而使观者看到的结果
产生差异。

全世界顶尖的画家们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解读并再现眼睛和大脑对图像的解读过
程。达·芬奇无疑是其中的高手，他笔下的蒙
娜丽莎时隐时现的微笑让人们困惑了 500

多年。直到上世纪末，哈佛大学医学院玛格
丽特·利文斯通教授才给出了答案。

人的视觉细胞有两种：视锥细胞和视杆
细胞。锥细胞主要集中在视网膜中心，有一
个小而浅的凹处，称为小凹，比针尖还小，眼
睛所有细微的观察都要靠它。视杆细胞分布
在视网膜的四周外围。中心部分(即视网膜上
的小凹)负责分辨颜色和细致的印记。环绕小
凹的外围部分则留意黑白、动作和阴影。

林凤生解释道：观赏这幅画时如果把中
心视觉放在蒙娜丽莎的双眼，那较外围视觉
便会落在她的嘴巴上。由于外围视觉并不注
重细微之处，无形中就会突出颧骨部位的阴
影， 蒙娜丽莎笑容的弧度便显得更加大了。

而当观赏者的眼睛直视蒙娜丽莎的嘴巴时，

中央视觉便不会看到阴影。所以，如果看着
她的嘴巴，便永远无法捕捉她的笑容。达·芬
奇充分利用了人们在看画时眼球的跳动和
关注点的变化制造了神秘的微笑。

伦勃朗的眼神为何迷离

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许多画家都
会为自己留下自画像。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提
香、拉斐尔的自画像，到凡·高割去耳朵后留
下的自画像等， 都是肖像画中的经典作品，

让人过目不忘。人们只要通过这些经典自画
像的线描草图，就可以认定他是谁。为什么
人的大脑能轻松地辨识人脸？因为大脑天生
具有强大的“人脸识别”功能。

对于这种强大的功能，许多神经生物学
家都很好奇， 还有人提出了神经美学的概
念。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证实，大脑里有一个
专门负责识别人脸的区域，这个区域位于下
颞叶皮层，由六块很小的区域组成。这六个
小块各司其职，分别对脸部的不同部分加以
关注：有的关注正面，有的关注侧面等。这些
细胞对脸部位置的变化、形状的变化和眼睛
观察方法的变化非常敏感。

在知名画家中，留下自画像最多的要数
荷兰画家伦勃朗了。他一生画了近百幅自画
像，这些自画像精确、形象地记录了他跌宕
起伏的一生。 伦勃朗 1606年生于莱茵河边
的一个小镇，25岁时到阿姆斯特丹创业，一
举成名。他最知名的作品就是《夜巡》，这幅
现珍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杰
作，几乎每天都会吸引数千名观众。然而伦
勃朗生前却因为这幅画陷入了人生低谷。

《夜巡》问世后，伦勃朗因没有按照出资人的
要求作画，陷入了一场诉讼，被判退还订金。

伦勃朗从此成了阿姆斯特丹最不受欢迎的
画家，随着订单的日益减少，他的生活也越
来越拮据，最终宣布破产，直至在贫病交加
中去世。无论是在春风得意的青年，还是在
穷困潦倒的晚年，他一直追求真实地画出自
己的容貌，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

在大多数自画像中，伦勃朗的眼神都显
得有些迷离。他的一只眼睛总是直接面对观
者，另一只眼睛却向侧面歪斜。2004年，利文
斯通教授在研究了伦勃朗各个时期的自画

像后得到了答案： 伦勃朗的一只眼睛患有斜
视，那只眼睛的视力可能很弱，从而使他缺乏
立体视觉。 只有当他的双眼聚向同一点时，才
能很好地感受深度。

林凤生认为，西方画家在观察远处物体时，

使用的几何透视法是单眼线索， 即用一只眼睛
才能精确定位；在观察周围物体时，使用双眼观
察，从而获得两个稍有差异的图像，然后通过大
脑进行合成。 伦勃朗的缺陷导致两眼视觉出现
比一般人更大的差异， 也许使他较一般人更容
易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更容易将三维的物
体变换到二维的画布上。

捉摸不透的少女表情

对表情的刻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张肖
像画的成败。许多肖像画大师都是表情刻画大
师。比如俄罗斯名画《无名女郎》生动刻画了一
位 19世纪后期俄国女性的形象： 她穿着俄罗
斯冬季上流社会妇女的服饰，坐在华贵的敞篷
马车上，她刚毅、果断的表情至今还吸引着全
世界的“粉丝”。

神经科学家认为， 大脑的人脸识别功能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征识别，特征包括脸的
长相，是长是圆，是胖是瘦。当人物的心情发
生变化时，脸部的特征，包括五官的位置也会
随之变化， 于是喜怒哀乐的表情也就在脸上
洋溢起来了。 所以脸部识别的另一个方面就
是表情识别。

林凤生告诉记者，大脑里对人脸识别机制
的分工非常明确：由大脑纺锤状脑回的后半部
分负责处理人脸的特征识别，当它辨认出脸部
特征之后，再由纺锤状脑回的另一个区域与额

叶一起来判断这一张脸是不是熟面孔。如果这
部分损伤了，人就会得“人脸辨识缺失症”，只
知道看到的是一张脸， 却无法辨认是谁的脸。

如果纺锤状脑回的损伤延伸到更前方，波及其
他区域，那么就会导致“表情辨识缺失症”，导
致人只能辨认出一张脸，却不知道脸上的表情
是喜是忧。

大多数肖像画都利用人类天生的表情识
别能力，十分强调人物的表情。有些肖像画却
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故意要让观众患上“表情
辨识缺失症”，并恰恰因此成为经典。荷兰画家
维米尔与凡·高、 伦勃朗并称为荷兰三大绘画
巨匠，也被研究他的神经科学家称为“暧昧”大
师。这位谜一样的画家，生前困顿贫病、默默无
闻，直到去世后 200年才慢慢被人发现并声名
大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有“荷兰的蒙娜丽莎”之美誉。2006年，还被荷
兰人票选为“荷兰最美的画”。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采用了全黑的背景，

少女身穿棕色衣服，佩戴着明亮的珍珠耳环，头
戴黄、蓝色头巾，气质宁静、淡恬从容。最吸引人
的莫过于她含蓄惆怅、似有似无的伤感表情，让
人捉摸不透。 不少心理学家试图解读画中少女
的表情，但没有人能真正读懂。曾有心理学家感
叹道：“这可能是一件永远也不会水落石出的
事。”因为这个难以名状的表情，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被演绎成了小说，并翻拍成了电影。

另一张以表情微妙而著称的肖像名画是
画家柯罗的《珍珠女郎》。画中的年轻女孩身
着意大利的民间服饰， 她难以名状的表情给
人无限的遐想。在她美丽的头发上，戴着用树
叶编成的花环，而在阳光下，树叶的阴影投影
在她的额间， 仿佛是一颗镶嵌着光泽饱满的
珍珠。

100年前，这首曲子
带听众“流浪地球”

1916年，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写下一
部充满想象力的巨作———《行星》组曲。作
曲家用七个乐章和庞大的乐队编制以及
豪华的配器描绘了太阳系内除了地球和
冥王星之外的七大行星。（之所以没有冥
王星是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这颗行
星）

这部作品由于演奏难度高、篇幅长而
很少上演。然而它问世百年来却非常受欢
迎，听众们不仅能从中欣赏到难得一见的
低音双簧管、低音长号、管风琴以及几乎
全套的打击乐器，还能跟着作曲家飞扬的
乐丝“流浪地球”。

《行星》组曲于 1920年第一次公演时
就一炮而红。许多听众都以为作曲家霍尔
斯特是位天文学爱好者， 毕竟用 50分钟
的音乐来分别刻画每一颗行星的特点不
是件简单的事情。霍尔斯特是这样回应的：

这些曲子的创作是受到占星学的启发，跟
宇宙科学丝毫无关。 他想表达的是每颗行
星都是个符号，是人类情感的象征。

霍尔斯特给每颗行星起了名字，并用
音乐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演绎。第一乐章火
星是“战争之神”，这个乐章是在 1914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完成的。有人
认为，这段音乐是对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
的预言。乐章中由打击乐器和弦乐器弓杆
击弦奏出的蛮横、 激昂的渐强节奏型，暗
示出军队在行进，给人以一种咄咄逼人的
紧迫感。

第二乐章金星的标题是“和平之神”。

与火星乐章残酷的战争音乐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这一乐章的宁静安谧。作曲家描
绘了一个远离战争喧嚣的世外桃源。长笛
和法国号表现蝉鸣，竖琴表现溪水，钢片
琴表现清泉，小提琴表现情歌。

第三乐章水星是“飞行使者”。传说中
水星是带有翅膀的信使的象征，也是窃贼
的保护神。 这一乐章的音乐机敏灵活，是
一首急板谐谑曲。 第一主题轻捷而又俏
皮，表示信使忙碌地走家串户，为人类带
来福音；第二主题带民歌风格，表现人类
欢迎信使的情景。

木星是“欢乐使者”。这一乐章构思宏
大， 体现了宇宙的辽阔与未知的神秘。由
于篇幅较长，因此经常被单独演奏。

土星是“老年使者”，也是组曲中最精
彩的篇章之一， 人们能听到葬礼的节奏、

晚祷的钟声，也有对人生的思考。

天王星是“魔术师”。这一乐章变幻无
常的调性和配器色彩营造了一种扑朔迷
离的效果。

最后一个乐章海王星是 “神秘主义
者”。在给人以寂静温柔之感的同时，又表
现出神秘莫测与朦胧的太空景象。这一乐
章使用了合唱来增加效果。作曲家在总谱
上特别注明：“合唱队应置于舞台边邻近
的房间内，房门要开着，直到全曲的最后
一小节，这时门要轻轻地、静静地关上。”

（陈俊珺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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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搬迁至威海路 755

号 4202室。

电话：63510135、22898558

讣 告
原上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局级退休

干部徐亦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2

月 21日 9时 10分， 在上海市华东医院不幸

逝世，享年 85岁。

现定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一）14

时，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徐亦勋

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 2月 21日

联系人：张 敏 13564032214

王若旻 18017103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