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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追求以人为中心、以自然为基础的艺

术创作理想 ,并以经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

沟通。其“镜子说 ”就是这种艺术创作理想基本

原则。在他看来 ,“自然 ”意味着人的经验领域内

的自然 ,不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为人所划定的有

如地狱并充满苦难的世界 ;“人 ”意味着能够通过

经验对自然真理进行主动探索和表现的人 ,不是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规定的、只能被动地从上帝那

里接受有关天启信条或神学知识的羔羊。因而 ,

经验不仅是人能够挣脱宗教神权束缚的武器 ,而

且是人能够主动地从自然界里获得真理、发现美、

享受美的手段。这正是达芬奇强调艺术创作要以

“镜子为画家之师 ”(达芬奇 51)的要旨所在。

达芬奇的镜子说构成了他的艺术美学思想的

重要内容 ,也是美学界曾经有过较多研究与阐述

的内容。陆扬曾经指明 ,就达芬奇美学思想“对

我国的影响来看 ,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他的镜子

( speculum)说 ”,其镜子说主张艺术家要从整体上

把握创作与自然的关系 ,追求艺术要真实地再现

自然 ,“一方面重申艺术家必须忠实于自然 ,维妙

维肖地再现自然的原貌 (这一点上他费的笔墨远

胜过阿尔伯蒂 ) ,一方面充分强调艺术的创造性

和神性 ,乃至从反面提出了艺术有可能改进自然

的惊人的观点 ”①。胡经之则将达芬奇镜子说的

本质理解成忠实地“再现自然 ”、“反映现实 ”的普

遍创作规律 ,以谋求艺术作品源于自然而又高于

自然 (胡经之 170)。也有人认为达芬奇镜子说的

核心在于“通过模仿自然把美留给人间 ”,其中的

“镜子 ”术语主要有两种含义 :一是用心中的“镜

子 ”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 ,表达艺术家心中的

自然 ,这才能使艺术“师法自然 ”并“胜过自然 ”;

二是用“镜子 ”来批评那些仅从外形去模仿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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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倾向。②当然 ,达芬奇镜子说的哲学基础是什

么 ,其具体内涵有哪些 ,仍有详细考察的必要。

一、达芬奇镜子说的哲学基础

达芬奇主张“镜子为画家之师 ”,强调绘画要

师法自然 ,要求艺术家如实描绘客观事物。表明

达芬奇的一种哲学立场与主张 ,即反对中世纪正

统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思辨认识方法 ,而倡导经验

认识方法。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 (即在学校里传授的有关

神学的哲学 )流行的时期 ,占据统治地位的认识

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 ,并用于服务神学知

识的建构 ,保障基督教义与上帝信仰的合理性。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点 ,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

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显现于人间 ,被人们认识 ;神学

知识不是从其它科学中得来的 ,而是凭藉上帝的

启示得来的。托马斯 ·阿奎那就认为神学“不是

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上官而依赖 ,而是把它

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 ”(转引自冒从虎

240)。阿奎那还指明 ,理智的知识只在某个阶段

上源自感性的知识 ,感性认识先于理智认识 ,但

是 ,这只是说理智的知识由感觉引起 ,决不能说感

性认识是理智认识的总原因或全部原因。在阿奎

那看来 ,只是因为上帝在人的灵魂中创造的“理

智之光 ”,使人的理智认识能够摆脱感性认识的

局限性 ,并从个别事物里抽象出共相的知识 ,最终

获得真理 ,而“真理只在理智之中 ”(转引自冒从

虎 241)。

在中世纪末期 ,上述正统神学思想遭到了非

正统神学的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阿拉伯

犹太哲学家阿维森纳 (即伊本 ·西那 , 980—1037

年 )认为世界是永恒的 ,而非只有上帝是永恒的 ,

而且神并非在时间上先于世界。阿维森纳认为存

在着两种真理 :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基于这种

二元论的思想 ,阿维森纳指明“真主 ”不过是世界

存在的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 ,此后“真主 ”就无事

可做了 ,因为“自然的运动是由自己发生的东西 ,

例如石头往下掉 ,水向下流 ,火和空气向上升 ”

(西那 xv)。但是 ,因为哲学与宗教看问题存在矛

盾 ,所以二者在对方看来可能是荒谬的 ,不能被承

认。阿维森那已经触及认识上帝或认识自然中非

常重要的方法论差别 ,即由于人们的认识方法不

同 ,所得到的认识结论也会不同。

罗吉尔 ·培根 ( 1214—1294年 )一生致力于

谋求有关上帝的真正智慧 ,并主张革新传统基督

教学术模式 (经院哲学研究模式 )。在罗吉尔 ·

培根看来 ,旧的基督教神学与经院哲学对人们认

识真理 (认识有关上帝的智慧 )设置了四道障碍 :

谬误重重的权威、习惯、偏见、因为骄妄虚夸而形

成的无知。这四条障碍都违背人的经验 ,而“没

有经验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 ”(转引自

冒从虎 256)。在他看来 ,科学的对象根本就不是

抽象的实体、本质 ,而是自然界里个别的具体事

物 ;只有这些个别的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

罗吉尔 ·培根并不反对基督教及其神学必需 ,而

是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旧的基督教神学。其目的

是要把哲学 (科学 )与神学区分开来 ,从而推行正

确的科学研究方法 ,获得有关上帝的正确知识与

真正智慧。只是 ,这种针对神学知识方法的变革

引发了反基督教思想的潮流 ,这恐怕是他始料不

及的。邓斯 ·司各脱 ( 1270—1308年 )将罗吉尔

·培根等人的经验方法作了新的发挥 ,认为“经

验虽不是由一切事物 ,而只是由许多事物得来的 ,

虽不是恒常的有 ,而只是多次有的 ,然而一个人仍

然由经验可以确定地了解 ,事实是如此 ,永远如

此 ,而且在一切情形中也是如此 ”(转引自冒从虎

260)。那么 ,通过经验认识事物的具体途径是什

么 ? 司各脱说 ,这就是感觉 ,“如果感觉的官能没

有妨碍 ,那么 ,感觉的表象所描写的事物不会错

误 ”(转引自冒从虎 260)。还有一位更加激进的

神学家艾克哈特 ( 1260—1327年 )直接从方法论

上否定了上帝的可认识性及神学知识的合理性。

艾克哈特说 :“上帝是难以名状的 ,因为关于他 ,

人既不能说什么 ,也不能理解什么 ”,上帝就“是

超越的存在和超本质的无 ”(转引自冒从虎

249)。在艾克哈特看来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认识

方法 ,上帝根本就不是感性认识或者理智认识所

能认知的对象 ,因为上帝是不包含任何多样性与

差异性的统一体 ,人无法对它形成任何知识。艾

克哈特的见解是承认信仰中的上帝 ,却反对有关

上帝的所谓神学知识 ,他因此遭到罗马教廷的审

讯。

正是在上述非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中 ,人及

其感性认识得以从经院哲学和中世纪正统神学里

冲决出来 ,获得了独立的认识地位。达芬奇的镜

子说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强调

艺术是对自然的反映、再现 ,其实就是西方哲学史

上的经验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创作与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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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中更加具体的展开和应用。他承认人的知

识都起源于感觉 ,认为“一切真科学都是通过我

们感官经验的结果 ”(达芬奇 16)。他甚至说 ,凡

是未经经验检验的知识都是虚假的、荒谬的 ,如果

人们要怀疑源自感性的知识的确切可靠性 ,那人

们将怎样加倍地怀疑与感觉背道而驰的东西 (如

上帝的本质、灵魂等等 ) ?
③当然 ,达芬奇并未因此

而否定上帝信仰 ,相反 ,他认为艺术是上帝的孙子

(22)。只不过 ,他与众多非正统神学家一样 ,强

调上帝是信仰的对象 ,而有关上帝的知识则必须

依靠经验方法去获得。经验方法是获得一切科学

知识的正确途径 ,而那些不能经由经验方法检验

的旧的基督教神学知识 (如道成肉身、三位一体

之类的神学知识 )是值得怀疑的。在此基础上 ,

达芬奇认为绘画就是一门科学 ,是帮助人们认识

自然世界之本质的合理而有效的途径。

二、达芬奇镜子说的四种内涵

作为从感性经验、从自然界出发以探寻理想

主义艺术创作规律的艺术家 ,达芬奇所提倡的镜

子显然不是简单的反射论或反映论的代称 ,也不

能说他的绘画本质观就是再现论的或反映论的 ,

因为达芬奇的“镜子 ”术语有丰富的涵义 ,至少包

括了如下四层重要的含义。

第一层 ,“镜子 ”指一种经验认识方法 ,即以

人的感觉为基础来反映自然、认识自然。镜子在

这里其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指的是感性认知、感

性观察的手段。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镜子 ”是

欧洲中世纪以来十分流行的理论术语 ,是具有经

验主义哲学倾向的人们常用的术语。同为文艺复

兴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也借《哈姆雷特 》

说演员应该用“镜子 ”来照自然。不过 ,“镜子 ”反

映现实事物对象有双重意义 :一种是积极的、热情

的 ,它把对象的全部特征与细节反映出来 ,与对象

事物本身非常相似 ;另一种是消极的、冷漠的 ,它

只是被动地摄下对象事物 ,无法体现对象事物的

精神品质。达芬奇提倡前一种“镜子 ”意义 ,主张

艺术家应该像镜子一样记录下对象的所有信息 ,

使绘画成为“第二自然 ”。达芬奇还主张 ,艺术家

要积极主动地介入镜子 ,通过表现人物形象的动

作并与其思想状态吻合 ,来揭示对象的理想品质、

精神特征 ,这才能保证绘画超过自然 ,才能证明艺

术家可以与自然赛跑。为实现这一目的 ,达芬奇

认为艺术家应该潜心研究数学、透视学、解剖学等

科学知识 ,从而达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达芬奇

明确反对消极的镜子观 ,认为“一个缺乏理解能

力而从事绘画的画家 ⋯⋯就很象一面镜子 ,镜子

反映出了其对面的一切对象 ,但他对这些对象却

一无所知 ”(舍斯塔科夫 114)。

第二层 ,“镜子 ”指物理的、有形的镜子。这

种镜子具有反射作用 ,能够直观地再现事物 ,因而

能够成为画家描绘自然事物的有效依据。文艺复

兴时代对镜子的使用 ,为艺术家找到了反映现实

的理想工具或模式 ,使自画像成为可能。正是因

为有了镜子才使得画家既是观看者 ,同时也是被

观看者 ,所以就出现了包括达芬奇在内的许多重

要的自画肖像画家。当然 ,达芬奇也看出了物理

的镜子与绘画之间的重要联系与区别。他承认绘

画所描绘的形象是不可触摸的 ,镜子反射事物的

形象也是不可触摸的 ,二者都以光和影所包围的

物体为内容 ,因而 ,镜子能够成为“画家之师 ”。

但是 ,物理的镜子无法达到像心灵的镜子的功能 ,

无法反映镜子面前的事物的内在特质。达芬奇明

确反对“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 ,而

不运用理性的画家 ”,说他们“就像一面镜子 ,只

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 ,却对它们一无所

知 ”(达芬奇 40 - 41)。这里就是在批评有些画

家有如物理的有形的镜子一样 ,只会照抄自然事

物的外在直观形象。

第三层 ,自然本身就是镜子。达芬奇提倡绘

画要师法自然。这里的自然 ,指的是感觉、经验中

的“自然 ”,即经验世界 ,是人所能感觉、所能察

知、能够有所发现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被人们称

作“视线世界 ”或“视在世界 ”。作为一个长期从

事自然事物的科学研究与探索的艺术家 ,达芬奇

更关心自然物体的形象问题 ,而不是自然物体本

身的特性。经过研究 ,他发现 ,“大气里充满了散

布在其中的物体的无数的形象。所有这些形象都

反映在一切物体上 ,一切形象都反映在一件物体

上 ,每一件物体又都反映了全部物体 ”(达芬奇

60)。比如两面镜子互相对照 ,每面镜子都会映

入另一面镜子 ,并且每面镜子还会把映在其中的

影子连同它自己一起映入另一面镜子。也就是

说 ,“每一件物体把自身的形象传到所有可以见

着这样物体的地方 ,反之 ,这一件东西也能够接受

它面向着的一切物体的形象 ”(达芬奇 60)。这

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思想 ,即自然界中的每个事物

都是一面镜子 ,自然界则是由它们一起构成的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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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镜子群 ,其中 ,“每一件物体单独地将其自身

的形象充满周围的空气 ,而这同一的空气同时也

能够容纳空气内无数其它物体的影子 ,并且在整

个大气里可以看见每一物体的全部 ,可以看见每

一件物体的每一细小部分 ,整个大气中可见全部

物体 ,在大气的每一最细小部分可见全部物体 ,每

一物体在一切部分之中 ,一切物体在每一部分

中 ”(达芬奇 61)。由于自然的这种镜子特性 ,自

然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把自己的性质 ,形状和色

彩的形象充满四周空气的每一部分 ”(达芬奇

62) ,从而形成了整个自然界可以被人们看到的

形象。可见 ,达芬奇所提倡的镜子说并不只是其

艺术理论、美学思想的体现 ,还是其自然科学思想

的重要内容。

第四层 ,指理智与心灵的镜子。达芬奇认为 ,

自然界中的镜子在反映 (反射 )事物的时候 ,会把

一种力与事物的形象一起反映 (反射 )出去。但

心灵的镜子 (即人的理智与眼睛 )不是单纯地只

反映出事物的形象 ,还能反映 (看出 )事物形象的

内在东西。他以眼睛为例谈到人的心灵或理智的

独特反射、反映作用 :“眼睛把它自己的像传给一

切面对着它的物体上 ,也把这些物体的形象收进

来 ,即收到自己的表面上 ,然后知觉从这里把它们

加以收集考虑 ,并将那些可喜的形象纳入记忆 ”

(达芬奇 60)。他还特别提到 ,“我认为眼内形象

的不可见的力量可以射到物体上 ,恰如物体的形

象也投射在眼睛上一样 ”(达芬奇 60 - 61) ,而作

为“灵魂之窗 ”与“心灵的要道 ”(达芬奇 21)的眼

睛可以最广泛最广阔地看到大自然中的无穷作

品。达芬奇还进一步指明 ,自然事物的光与影会

随着距离远近的变化而发生非常微妙的色彩变

化。这种变化是普通的物理镜子反映不出来的 ,

但是 ,人如果投入心灵去精心观察 ,就能发现其中

的变化。因此 ,他提倡画家的心应该像镜子一样 ,

这样才能纯净地面对自然事物 ,才能好好观察事

物 ;主张画家不能只是凭借“肉眼 ”去判断 ,还需

要凭借“理性 ”,否则就会对自然事物一无所知

(达芬奇 40 - 41)。他举例说 :“你们最好去盯住

观看洇有水迹的墙壁 ,或是石色不匀的岩块。要

想有所发明 ,先得能够从上述观察物中看出与神

妙的大自然景物的相似之处 ,即能看出形态万千

的高山、颓垣、岩石、树木、平川、山丘和溪谷 ,能看

出面部表情 ,看出衣帽穿着 ,以及其他无数东西

来。这无数的东西 ,你们都应能够一一化简为完

全与适当的基本形态。从钟楼上传出无论怎样一

组音响 ,你们都能一一道出每个音调来。从这样

的墙壁上也会发生同样的过程 ”(史莱因 79 -

80)。这非常明确地表示观察自然现象需要感

官、理智与心灵的共同投入 ,也表明人对事物的镜

子似的“反映 ”、“再现 ”,决不是简单的形貌观照

或反射。达芬奇认为 ,既然科学与艺术不是简单

地如同有形的物理的镜子那样直接照搬自然对

象 ,必须通过感官、智慧与心灵来模仿、再现自然

对象 ,那么 ,画家就应该学会独身静处 ,用心灵与

理智去面对、去思考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他的作

为应当像镜子那样 ,如实反映放在镜前的各物体

的许多色彩。作到这一点 ,他仿佛就是第二自

然 ”(达芬奇 41)。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绘画在

表现自然方面才能与自然赛跑 ,甚至胜过自然。

三、镜子说与艺术理想的实现方式

尽管达芬奇的镜子说包含了诸多内涵 ,但从

其艺术美学的主导追求来讲 ,镜子说则属于达芬

奇实现其艺术理想的具体创作原则与途径。达芬

奇在艺术创作中追求完美地表现自然事物的本

质。这种完美在艺术创作中表现为追求自然事物

的形式美、人物形象的姿态美、人物形象的精神

美、艺术形式中各要素之间的和谐美及其所展示

的内在神韵。他并不认为这种理想美的创造是虚

构 ,而是艺术家对自然本质的认识与反映的结果。

艺术家以其心灵之镜观看自然、再现自然 ,所创造

的艺术作品当然就是符合自然本质的完美之物。

他充分地相信 :“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

圣的比例关系上 ,各特征必须同时作用 ,才能产生

使观者往往如醉如痴的和谐比例 ”(达芬奇 28)。

并且 ,这种和谐的完美就是上帝对艺术家的赠予。

他说 :“呵 ,上帝 ,只要付出了劳动的代价 ,您确能

售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 ”(达芬奇 48)。艺术

家的任务就是遵从上帝的赐予 ,努力“表现十全

的美 ”、“构成整个画面协调 ”(达芬奇 24)的理想

美。可见 ,达芬奇所谓画家以自然为师的“镜子

说 ”,其实就是要求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要遵循

这样的原则 :将经验之镜与心灵之镜结合 ,构成再

现 (表现 )理想美的镜子。

这个镜子首先是经验之镜。达芬奇强调艺术

家要遵守最基本的经验方法 ,以经验之镜去观察、

理解自然事物。达芬奇自青年时期便崇尚科学 ,

追求用科学研究来完善艺术创作。而且 ,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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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文主义艺术家 ,达芬奇还明确肯定“绘画是

一门科学 ”(达芬奇 14) ,主张用科学的经验认识

方法直接为艺术创作服务。为实现其艺术创作理

想 ,达芬奇本人尤其在解剖学、透视学、物理学

(色、影、光 )方面做出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在

解剖与透视研究及其艺术应用方面 ,达芬奇改写

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模式 ,使艺术形象更合乎

自然真实 ,如达芬奇所说更具有“凹凸感 ”、“浮雕

感 ”,即“立体感 ”,推动绘画艺术成为不同于中世

纪的全新视觉形式。这个镜子也是心灵之镜。作

为心灵之镜 ,它并非要抛弃经验之镜 ,而是要在经

验之镜的基础上 ,用心灵与智慧去理解、捕捉自然

事物的内在本质 ,并加以表现。他说 ,数学只关心

数量与大小 ,却不理会事物本身的美 ,绘画不仅研

究数量与大小 ,还要反映出事物的美的品质 ;因

而 ,绘画离不开数学的内容 ,如果没有数学 ,绘画

就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没有任何“确定性 ”可言 ,但

绘画也超过了数学 ,因为绘画还关心数学不予理

会的美的品质问题。无论是绘画还是数学 ,都应

用有“镜子 ”方法 ,但在绘画中 ,镜子所反映的不

只是经验观察中的直观表象 ,还是理智思考中的

本质特征。

这个镜子更是超越人的经验与心灵而富于神

性的自然之镜。自然之镜乃是统摄人的经验与心

灵的镜子 ,既可防止经验观看中过分注重外在形

象 ,也可防止纯粹的心智而不顾感性经验的诉求。

只有自然之镜能够让艺术家像自然那样去“映

射 ”自然 ,使艺术家能够进入自然、并像自然本身

一样去经验地观看 (映射 )自然的本性。这就要

求艺术主动地运用科学 ,实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 ,要通过艺术家的思想智慧 ,从同类型的事物

当中抽象出各个事物的优美品质予以集中 ,实现

对自然的“理想表现 ”,而不是单纯的直观经验再

现。这是作为物品的镜子无法做到的 ,而只有作

为有思想、有头脑、有智慧、有心灵的艺术家才可

以办到。因为任何物理的镜子只能映射事物的局

部 ,而整个自然的本性只有自然自己能够映射。

艺术家能够把握自然之镜的原理去观看自然 ,就

能够了悟自然的真正本性及其知识 ,才能将自然

的面貌与自然的本质作出统一的再现 ,并且选择

最好、最科学的绘画方式加以再现。比如达芬奇

对光一直坚持进行独特的观察与研究 ,这才保证

他能够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呈现远处的乳白色景

观 ,达到难以言传的效果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而

那仿佛神秘而飘渺的光投射到女人的面庞 ,会连

同女人微笑的表情 ,构成无法诉诸文字语言的美

妙形象 ,却能清晰而自然地呈现在他的画笔之下。

所有这些呈现在光线下的景物 ,成了视线世界的

真实代表 ,代表着他对自然的镜子本性的观察与

理解 ,也带着独特的晕染效果 ,让人如对天上人

间 ,顿生此画只应天上有的感慨 ,也成了达芬奇艺

术理想的视觉化身 ,而达芬奇自己也如同自然之

镜一样。此种镜子注定要求艺术家不能模仿他

人 ,只能模仿自然 ,并要求艺术家自身就如同自然

一样。而艺术作品尤其是绘画就是完美自然的真

正再现 ,是上帝将完美赐予艺术家的结果。这正

是作为艺术创作理想途径的镜子说的根本所在 ,

也是为什么达芬奇的镜子说具有“神秘性 ”的原

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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