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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侦探”
试图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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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侦探式搜索。对
于这两位达芬奇研究者来说，这是他们一生的
使命。得益于现代DNA分析技术，这场搜索近
年来得到推进，而这些技术能做到的，不只是
找到自14世纪以来出生的家族成员。

莱奥纳多·达芬奇DNA项目的总部位于
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项目参与方还包括佛罗
伦萨大学和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科学家
们已着手从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遗传材料中获
取达芬奇的基因组，包括他的画作和手稿、他
用过器具上的生物检材、他在世和已故亲属的
DNA，以及达芬奇和他父亲的遗骨——如果
能找到的话。

达芬奇在应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
请抵达法国3年后去世。据说他的遗体安葬在
昂布瓦斯城堡的圣于贝尔小教堂里。不过，尽
管那里有一座写有他名字的坟墓，还是有人怀
疑那里的骸骨不是达芬奇的。画家的遗骨于19
世纪从昂布瓦斯的圣弗洛伦廷牧师会教堂转
移到昂布瓦斯城堡，前者在其动荡的历史中屡
遭劫掠，那里的许多坟墓遭到过破坏。

洛克菲勒大学人类环境项目主任、理查
德·劳恩斯伯里基金会副主席杰西·奥苏贝尔
在邮件中指出：“没有人真正知道昂布瓦斯城
堡那座小教堂的坟墓里面是什么。这是本悬疑
小说。”

奥苏贝尔说：“我们希望能够在2022年底
前宣布重要进展。”他预计“达芬奇的多名在世
亲属将参与调查”。

正如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法医学教授、莱
奥纳多·达芬奇 DNA 项目成员何塞·安东尼
奥·洛伦特在电话采访中所解释的，计划是将
在世亲属的DNA分析结果，与被认为埋葬着
达芬奇的法国墓葬以及其他家族成员在意大
利的墓葬中的遗骨相互比对，以验证身份。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员安妮·利德是研
究达芬奇家族墓葬的真正专家，她在一封电子
邮件中解释说，达芬奇一些亲属的坟墓位置是
已知的，但很难找到达芬奇埋葬在昂布瓦斯城
堡的遗体，以及他父亲皮耶罗·弗鲁西诺的遗
体。“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父亲和他孩子中的9
个都埋葬在佛罗伦萨巴迪亚教堂，但他的遗骨
很难被找到的原因与达芬奇一样，因为该教堂
在 17 世纪中叶曾彻底翻修，并且经历过许多
次灾难性洪水。”

记录了这一家族的21
代男性，并在达芬奇的血亲
中找到14名健在者

绘制父系族谱，可能会
获得达芬奇Y染色体的精确
复刻；重建母系族谱，可能会
找到共享部分DNA的亲属

从能找到的所有遗传
材料中获取达芬奇的基因
组，包括他的画作和手稿、用
过器具上的生物检材、在世
和已故亲属的DNA，以及达
芬奇和他父亲的遗骨——
如果能找到的话

创建达芬奇的三维图
像，正在研究如何从遗传物
质出发重构面部（鼻子或下
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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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日前发表
题为《“达芬奇侦探”：他们这样寻找
达芬奇的亲属及其天才的秘诀》的文
章，作者系特雷莎·格雷罗，文章称，
两位极有热情的达芬奇研究者从20
年前就开始追踪达芬奇的家谱。除了
深入研究其父母的起源外，达芬奇的
基因组还有助于解释他非凡的视力
或抽象能力。以下
为全文摘编。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博学者，他们积累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假如要排名，莱奥纳
多·达芬奇会是最有可能当仁不让地名列榜首的那一个。

这位来自托斯卡纳的天才不仅创作了艺术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还在一生
中表现出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再加上非凡的能力，他在许多科学和人文领域都

有突出表现：他是解剖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植物学家、雕塑家和哲学
家。他创造了惊人的、超前于时代的发明和设计，还擅长诗歌和音乐。

达芬奇没有做到的是传宗接代。据人们所知，达芬奇没有留下后
代，也没有结过婚，但他有27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前
者22人、后者5人）。达芬奇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证员皮耶罗·弗
鲁西诺·迪安东尼奥和农民出身的女仆卡泰里娜的私生子。

从达芬奇庞大的家族入手，两位达芬奇研究者从20年前就
一直在追踪他的家谱。今年夏天，亚历山德罗·韦佐西和阿涅塞·
萨巴托发表了侦探式调查的部分结果：他们记录了这一家族的
21代男性，涵盖5个家族分支和共计690年的历史。他们还在达芬

奇的血亲中，找到了14名健在者。这项新研究发表在《人类进化杂
志》上，对先前的家谱进行了完善和纠错。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研究员阿涅塞·萨巴托解释说：“我们刚刚发
表的这篇文章旨在绘制男性后代的直接谱系，以便在作为Y染色体携带

者的男性中加以分辨。Y染色体是唯一可容初步科学分析之处。”
男孩总会继承父亲的Y染色体，父系族谱可能会帮助研究团队获得达芬

奇Y染色体的精确复刻，或是在20多代遗传中可能发生过少量突变的Y染色体。
另一方面，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由母亲遗传的，重建母系族谱可能会
找到共享部分DNA的亲属。

也许是因为私生子的身
份，达芬奇签名时常常不写姓，
只写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姓
氏中的“达”逐渐被舍弃，因此
现在所有后裔的姓都只是“芬
奇”。

在这14名健在且已找到的
血亲中，有 7 人的身份已被公
布，另有 4 人是未成年人，余者
则不希望公开姓名。据萨巴托
说，他们都生活在托斯卡纳。

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
保罗·芬奇。他出生于 1935 年，
是瓷器商人，也是飞行员（他与
别人共同创建了一家航空俱
乐部）、小艇船长，以及像达芬
奇一样的发明家（拥有多项专
利）。保罗说：“达芬奇是一位
无与伦比的天才，我很荣幸能
分享他遗传基因中很微小的一
部分。”

生于 1958 年的詹尼·芬奇
说：“小时候我经常被问是不是
达芬奇的后裔，但从没想过最终
会回答‘是’。”他是该研究找到
的14名亲属中唯一同样投身于
艺术的人，此外还在蒙特卢波-
菲奥伦蒂诺市政府中工作达40
年。他说：“作为艺术家，我认为
自己与达芬奇没有任何共同之
处。也许除了我学会了他的一
些技巧，或者至少是我愿意这
样认为。”

这些健在的亲属，还包括退
休的室内装潢师、热爱音乐和摩
托车运动的公务员、办公室职员
和退役炮兵。

该研究也记录了其他已故
后代的生活，有磨坊主、农场主、
手工艺人、车夫、商人、机械师和
企业家。其中一人是 1975 年去
世的蒂托·芬奇，他参加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并于 1917 年在布
达佩斯被俘。而 2018 年去世的
马里奥·芬奇则对天文学充满热
情，他参与了意大利一座天文台
的建设，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
字命名。

尽管这项研究侧重于男
性血亲，但萨巴托解释说，男
性和女性都会出现在他们正
在编制的新家谱中。“我们加
入了全部女性族人资料，对于
这些资料，14 世纪以来的家谱
或历史族谱一般不予记录或
重视。”

除了深入研究其父母
的起源外，达芬奇的基因
组还有助于解释他非凡的
视力或抽象能力。按洛伦
特的话说：“那使他能够分
辨出颜色最细微的变化，
描绘出鸟类和其他移动中
的生物令人惊叹的细节，
就好像他能用慢镜头观
察，或者非常精确地进行
三维绘制。有些基因与视
力有关。”

他们还打算将新的计
算机工具与达芬奇的基
因组测序数据相结合，以
创建达芬奇的三维图像。
洛伦特说：“我们正在研
究如何从遗传物质出发
重构面部（鼻子或下巴的
形状）。”

更难的是解释他过早
衰老，以及在生命最后几
年右手瘫痪的原因，后者
被归因于他可能遭遇了中
风。洛伦特说：“可能存在
遗传因素，但他的健康问
题也可能是由于感染，或
在接触我们现在所知的有
毒物质时中毒。”

他 补 充 说 ，达 芬 奇
DNA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
借助微生物组研发用于验
证绘画艺术作品真伪的技
术，不过他承认这有点复
杂。他表示：“画作在被画
家创作出来时可能保存有
遗传物质，特别是在背面。
在初步研究中，借助高分
辨率显微镜，已经看到可
能属于某个人的毛发残
留。其他的则作为画笔的
毛被排除了。”

据参考消息
制图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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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吃月饼、午饭吃月饼、
闲时还吃月饼……日前，40 岁
张大哥因为这样胡吃海喝，被
送进了医院。一查是高油脂、无
节制饮食，让他多年没犯的胆
囊炎复发了。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
那月饼究竟该怎么吃？吃多少？
哪些人要少吃？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找到专业医者进行
详细解答。

云腿月饼、酥皮月饼、咸蛋
黄莲蓉月饼，这些都是成都人张
大哥的最爱。前几天，他刚把一
盒月饼拿回家，就忍不住拆开，
想把每种口味的都品尝一遍。当
天三四个月饼下肚后，晚上妻子
做的饭都吃不下了。妻子、女儿
都劝他少吃点，原来，张大哥30
多岁的时候得过胆囊结石，医生
再三叮嘱油脂摄入一定要严格
把控。但他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
上，还说“一年也就这几天吃月
饼，我想吃几块就吃几块！”第二
天，他还把月饼当成正餐来吃。

这样吃了两天月饼后，他
开始出现上腹部胀痛、绞痛症
状，同时伴随心慌和呕吐，被家
人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武鹏宇
为张大哥做了检查，结果显示，
病人胆囊炎复发。就目前情况
来看，胆囊切除手术不得不做。
小小的月饼，竟要让自己上手
术台，张大哥悔恨不已。

武鹏宇告诉记者，以下几
类人群食用月饼需要注意：

一、高血压、高血脂人群，
月饼的高盐、高油会导致心脑
血管意外风险增加；

二、胃不好的人群，多食月
饼会增加胃肠道负担；

三、有肝胆胰系统疾病的
人群，食用月饼会增加肝脏负
担。同时，坚硬的月饼馅料可能
造成曲张静脉破裂出血，诱发
胆囊炎、胰腺炎。

针对上述几类人群，武鹏
宇认为，能不吃月饼就不吃，

“意思一下就行了。”除去这部
分人，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食用
月饼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营养科注册营养师、临床营养
师余婉婷作了详细解答。

“以一个正常成年女性为
例，一天所需热量约1200千卡。
而一块150克左右的普通月饼，
热量就将近600千卡，约等于3
碗米饭，占了全天所需总能量
的一半。”余婉婷指出，月饼的
健康吃法有一套原则：“新鲜适
量、不可代替正餐、减少主食
量、宜早不宜晚。”

具体来说，建议食用月饼
时间在早餐，吃一块即可，同时
搭配牛奶和鸡蛋。月饼馅料大
部分都以糖为核心原料，去掉
一部分馅儿，搭配口味清淡的
豆浆、牛奶可以综合。如果是一
块大的月饼，可以分成两三块，
分散在加餐时间食用，减少一
次过多食用带来的胃肠负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噪音污染与其他健康风险
因素相比，还没有引起人们的
足够重视，尤其是交通噪音对
人体的伤害被很多人忽视了。
一份来自丹麦的大规模研究发
现，暴露在55分贝及以上交通
噪音中的人群罹患阿尔茨海默
病——最常见的一种老年痴呆
症的风险高了 27%；而居住在
50分贝及以上轨道交通噪音中
的人，比40分贝以下环境中的
人，风险增加24%。

据外媒报道，《英国医学
杂志》（The BMJ）近日发布的
一份新研究发现，人们住所的
交通噪音可增加罹患老年痴
呆症的风险。多位科学家提
醒，环境噪音还同冠状动脉疾
病、免疫系统变化、肥胖、糖尿
病、高血压等很多常见疾病都
有关联。

上述研究中提到，研究人
员在 2004 年到 2017 年期间监
测了多达200万名60岁及以上
的成年人，发现平均每8.5年就
有 31219 名试验参与者被诊断
为阿尔茨海默病，有8664 人被
诊断为血管性痴呆，还有 2192
人被诊断为帕金森病相关的老
年痴呆症。

研究人员根据试验参与者
至少10年的地址信息，预估了
其居住建筑受到的交通噪音影
响，最后得出结论：丹麦2017年
新增的8475 例老年痴呆症中，
1216 例与噪音有关，其中 963

例是道路交通噪音导致，253例
与轨道交通噪音有关。

科学家们认为，噪音对健
康的影响同睡眠被干扰时释放
的压力荷尔蒙有关。这可导致
一些能引发冠状动脉疾病的变
化，也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的
变化。而这些症状都被认为是
老年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的早期病变。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曼努埃
拉·坎图里亚指出，流行病学研
究表明，交通噪音与各种疾病
和健康状况存在关联，如冠状
动脉疾病、肥胖和糖尿病等。其
生物学机制是噪音引起的一些
反应，包括激活自主神经和内
分泌系统，释放压力荷尔蒙，影
响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夜间
噪音还可导致睡眠障碍和碎片
化睡眠，并与血管内皮功能障
碍、氧化应激的增加、免疫系统
的改变，以及系统性炎症的增
加都存在关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流行病学家比特·丽兹认为，丹
麦这个研究中的居住环境噪
音，只考虑了道路和轨道交通
噪音，没有纳入机场、工业活动
或职业环境中的噪音。她表示，
工作环境的噪音也会影响人，
导致人在后期更容易受到环境
噪音的损害，“噪音还会引发包
括高血压在内的一些慢性疾病
的风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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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在55分贝及以上交通噪音中的人，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高27%；居住在50
分贝及以上轨道交通噪音中的人，比40分贝
以下环境中的人风险高24%

居住在嘈杂环境中危害有多大居住在嘈杂环境中危害有多大？？

最新研究：交通噪音
增加患老年痴呆症风险

科沿前 技

■一块150克左右的普通月饼，热量近
600千卡，约等于3碗米饭，占一个成年女性
全天所需总能量的一半

小小的月饼小小的月饼，，大大的能量大大的能量

40岁大哥狂吃月饼进医院
营养师：早餐吃一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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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交通噪音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等风险

达芬奇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