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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到陆家嘴
“致敬达·芬奇”

“复原”
图纸中的发明 发掘全才的
“脑洞”
提到达·芬奇，许多人就会脱口而出：
“ 创作《蒙娜丽

▲实物展示区呈现了根据
达·芬奇手稿复原出来的各
种工程机械。
◀高清影像浓缩了达·芬奇
一生的伟大成就。

莎》的大画家。”其实，这种说法过于以偏概全：在艺术之
外，达·芬奇还拥有发明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
工程师等多重身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

■撰文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影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日前，
“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
体验大展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 楼的环
球艺术空间开幕。展览不仅呈现了达·
芬奇名作的高精度复制品，还以“脑洞大
开”的形式，将他的发明从图纸变为现
实，以此向这位旷世全才致敬。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油
画展示区。从《蒙娜丽莎》那一抹神秘的
微笑，到《基督受洗》一角的小天使脸上
流露出的纯洁天真；从《最后的晚餐》中
反映人心的光影明暗，到《天使报喜》里
盛开在庭院里的芬芳百合；从《美丽公
主》俊俏的脸庞，到《抱银鼠的女人》的纤
纤玉指……16 幅 1：1 高精度复制的达·
芬奇名作，仿佛将观众带到意大利的佛
罗伦萨。
紧随其后的手稿展示区，观众可近
距离阅读百余幅高精度复制的达·芬奇
手稿，其中涉及到人物素描、
机械、
几何、
建
筑、
解剖、
自然、
军事工程等领域。在实物
展示区内，
展览呈现了根据达·芬奇手稿复
原出来的各种工程机械，
让这位全才的思
维
“破茧成蝶”成为现实。
观众能够看到达·芬奇设计的自行

车和现代自行车已经非常接近了，有前
后两个车轮，用木杆控制方向，依靠脚蹬
与链条进行驱动，而这种结构的自行车
真正诞生要到 300 年以后。而达·芬奇设
计的飞行器也堪称“一绝”：木制骨架制
作的机翼，可以上下扑翅，完美模仿鸟类
飞行的状态。在展览“复原”的达·芬奇
发明中，还有装甲车、射石炮、直升机、明
轮船等。爱因斯坦在浏览达·芬奇的手
稿后曾表示，这些内容若在当时能够公
开发表，
世界科技或将进步 30 至 50 年。
展览还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体验。在
VR 体验区内，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可
以身临其境地“走进”达·芬奇设计的装
甲车，近距离“观察”它的内部结构。而
在沉浸式展区，45 分钟的高清影像浓缩
了达·芬奇一生的伟大成就，分为绘画、
科技、建筑、水利、医学和手稿等不同篇
章。为配合美轮美奂的影像，知名作曲
家 Marco Lamioni 重新编排了舒曼、巴
赫、肖邦、莫扎特等音乐家的名曲，让观
众全程沉浸在达·芬奇“脑洞大开”的个
人世界中。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 3 月 3 日。

▲达·芬奇设计的飞行器。
◀展览呈现了 16 幅 1：1 高精度
复制的达·芬奇油画名作。

·缤纷舞台

指挥大师穆蒂携百年交响名团贺岁上海
——“金色铜管”芝加哥交响乐团明年 1 月在东艺奏响
穆蒂于 2010 年接任贝纳德·海廷克成为
美国五大管弦乐团之一芝加哥交响乐团
的音乐总监。2013 年春节前夕，穆蒂因
病遗憾地错过了计划中的芝加哥交响乐
团的首次东艺之旅，临时由洛林·马泽尔
接棒；三年后，同样是在旧年的尾巴，穆
蒂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与他的乐团一
口气为沪上听众献上了从贝多芬、柴科
夫斯基到马勒和欣德米特的多部作品。
而今，又一个三年过去了，穆蒂和他的芝
加哥交响乐团依旧选在同样的时间节
点，将再度莅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倾情
献上两场重量级的交响音乐会。

临近岁末，中国的农历新年已经不
远，若是想要现场感受新年音乐会的氛
围，不妨亲临东方艺术中心，此次由指挥
大师穆蒂携一直以来以辉煌的声音和宏
大的威力而著称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与
沪上观众共度新年。
2016 年 1 月 22 日和 23 日，75 岁的里
卡多·穆蒂在农历年末的冬雨中首次登上
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
指挥意蕴丰富的独
到诠释和乐队流光溢彩的饱满音响给沪
上乐迷留下了久久难忘的记忆。三年后，
2019 年同样是在 1 月 22 日和 23 日，穆蒂
和他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即将再次来到东
艺的舞台与沪上观众共同辞旧迎新。

巅峰指挥携手世界名团
睽违三年再度新春献礼
在欧洲，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穆
蒂做过英国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和维
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一直保持
密切联系，五次执棒金色大厅维也纳新
年音乐会；在美国，他做过费城交响乐团
的音乐总监，是纽约爱乐最密切的合作
者之一，又在 2010 年被芝加哥交响乐团
聘为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几十年
来，人们印象中那位严肃帅气的意大利
美男子指挥家穆蒂创下了当代极少数指
挥大师才拥有的艺术生涯巅峰。尽管穆
蒂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已经快
9 年了，但他们的关系仍然好似在“蜜月”
中，他不会考虑再去别的乐团任职——
“以芝加哥作为我职业生涯的终点，很幸
福。”穆蒂深情表白。

指挥大师里卡多·穆蒂

“德国之夜”
尽显史诗交响
“俄罗斯之夜”
散发芳香

□东艺 供图

1968 年穆蒂被任命为佛罗伦萨五月
音乐节的首席指挥。穆蒂在这里尽情挥
洒的才情获得了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
卡拉扬的赏识，1971 年在其邀请下首次
登上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舞台，
由此拉开
了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长期的合作。在其
后的黄金岁月中，
他先后成为爱乐管弦乐
团 与 费 城 管 弦 乐 团 的 首 席 指 挥 ，并 于
1986 年接任克劳迪奥·阿巴多成为斯卡
拉大剧院的音乐总监。1993 年起，他先
后五次在金色大厅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
会，
不少中国乐迷正是由此开始认识并喜
爱上这位气度非凡的意大利人的。
穆蒂的艺术风格非常严谨而一丝不
苟的，他继承了托斯卡尼尼派的音乐理
念，强调对作曲家原意的绝对尊重。他

的指挥动作也是标准的意大利学院派风
格，准确、直接，丝毫没有博人眼球的多
余动作，因为对他而言，让音乐本身向听
众说话才是作为一名音乐家最为根本的
职责。穆蒂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和社会
功能，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创办了路
易吉·凯鲁比尼青年交响乐团和里卡多·
穆蒂意大利歌剧学院，同时努力到世界
上一些纷扰不断的地区演出，以期艺术
能为处在困难中的人们带来希望。
2009 年的最后一天，穆蒂首次来到
中国，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为沪上听众
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新年音乐会。上海高
度繁荣的音乐文化生活令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临别前他感慨道：
“ 我在中国感
受到了古典音乐的蓬勃生命力。”很快，

从音乐会的节目安排上我们就能感
受到来自穆蒂和芝加哥的满满诚意，
这是
一套非老朋友不可能选择的曲目：第一
场，是勃拉姆斯的《c 小调第一交响曲》和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第二场，是柴可夫
斯基的《e 小调第五交响曲》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交响组曲《舍赫拉查德》——
全部都是乐迷们耳熟能详的交响名作。
勃拉姆斯的交响曲虽然只有四部，
但他对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交响乐的发
展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年龄已经
四十开外的勃拉姆斯开始专注于他的
《第一交响曲》的创作，在短短十年中又
相继写出其余三部交响曲，各有其不同
的思想内容，形成一部部独特的音乐戏
剧。
《第一交响曲》像史诗那般宏伟，可以
感受到贝多芬“从黑暗到光明”构思对他

的强烈影响，
《第二交响曲》则是风俗性
的抒情诗。音乐会第二晚的曲目则皆是
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期是柴可夫斯基创作活动的秋天，为
他带来了最成熟的果实，
《第五交响曲》
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首“命运主题”
贯穿着所有乐章的作品，通过各个阶段
的发展最后在终曲中变成一支胜利和狂
欢的颂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交响
组曲《舍赫拉查德》是根据《一千零一夜》
故事集中的个别情节写成的，由一些阿
拉伯东方的画面和形象交替组成，其中
有的是风俗性的趣闻，有的是幻想性的
大自然景色或爱情的场面；有时充满炽
热的激情，有时则是细腻、温柔和静观的
抒情诗，
散发出东方神话故事的芳香。
毫无疑问，穆蒂希望能够把最真实
的芝加哥以及最真实的自己奉献给在场
的中国听众。我们不得不向他们的勇气
投以敬意，因为这四首巨人般的作品累
放在一起演奏对于任何一名音乐家的耐
力、体能和精神都是极大的挑战，更不用
说站在指挥台上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
人。穆蒂用昂扬四溢、永不衰老的热情
感召着他所喜爱的土地和人们。曾经有
人问穆蒂：许多并不熟悉古典音乐的人
们在观演前是否需要提前做好功课？他
回答道：
“ 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并不需要
每一个听众都是专家，而且对于一场演
出，专家的感受未必比普通观众更好。
有的观众完全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他
们在音乐会现场恰恰会感到兴奋和激
动。我的意见是听之前千万别去征求专
家的看法，因为专家有时会吓到这些观
众。仔细聆听、敞开心扉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