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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0月，诺贝尔奖各类奖项先后揭晓。 通

常，瑞典皇家科学院或诺贝尔委员会第一时间在

诺贝尔奖官网公布各大奖项获得者的身份、得奖

原因及他们的肖像画。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为诺

贝尔奖获得者画彩色肖像画的是瑞典艺术家尼

克拉斯·埃尔海蒙德。 他自 2012 年起成为诺贝尔

奖官方肖像画家，一拿到诺贝尔奖得主名单和照

片就要在短短的时间里用传统颜料画出传神肖

像，数十分钟后，这一肖像就会经由全球各大媒

体，被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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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这 3 个科学奖项被视为科学界的顶级奖项。 多年

来，获奖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都对科学、生产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人类的科学探索和改善人

类福祉作出了贡献。

相比之下，文学奖、和平奖最容易产生争议。

比如受各国文学作品语言和翻译水平等客观因素

限制，文学奖候选人范围也就受限。一些在本国文

学创作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作家就这样与诺奖

“擦肩而过”。

争议更大的是和平奖。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和

平奖应授予“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

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做过最大努力或最杰

出工作的人”。不过，这一奖项发展至今，政治色彩

越发突出，近年来也屡有评奖结果备受争议。

比如 2009 年，挪威的评选委员会选择了刚当

总统未满一年的奥巴马，令舆论界哗然，瑞典甚至

就评奖结果是否违背诺贝尔遗嘱展开调查。

10 月 11 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

2019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亚总理

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以表彰他在谋求和平

和国际合作方面所作努力，尤其是在解决与

厄立特里亚边境冲突方面的决定性举措。

不久后，诺贝尔奖得主彩色肖像画的画

家和设计师埃尔海蒙德接受了美国

畅销科技杂志《大众科技》的视频采

访。 当时，埃尔海蒙德身后的墙上

还挂着刚刚完成的和平奖得

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的画

像。这幅肖像画和其他画像一样，画面干净，

带着厚厚的黑色轮廓，金箔高光闪闪发光。

此后不久，阿比的肖像画将和所有前诺

贝尔奖得主的肖像画一起挂在位于瑞典斯

德哥尔摩的诺贝尔传媒公司总部墙上，埃尔

海蒙德开玩笑地将这个地方称为“金色的

墙”。

自2012年开始，这位瑞典艺术家在诺贝

尔传媒公司担任艺术总监，负责诺贝尔奖官

方社交频道和诺贝尔奖官网上的各种形象。

几年后，他转为自由职业者。

虽然担负着为诺贝尔奖得主“脸上贴

金”的重任，埃尔海蒙德却很低调。埃尔海蒙

德在“脸书”页面上贴着多年来画的诺贝尔

奖得主肖像画，却几乎不提及任何和个人隐

私有关的信息。

埃尔海蒙德在“脸书”个人主页上提到，

他曾接受两家日本媒体的采访。 2015 年，日

本科学家大村智、

梶

田隆章分别获得生理学

或医学奖、物理学奖，2016 年，日本科学家大

隅良典凭借在细胞自噬机制研究中取得的

成就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日本《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 的记者先后在 2015 年、2016 年

来到埃尔海蒙德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工

作室采访他，并进行了大幅报道。

从一开始，诺贝尔奖得主官方肖像画就写上

了埃尔海蒙德的名字。

自 2012 年起， 每年 10 月的两个星期里，埃

尔海蒙德的画作都会以缩略图、推特和文章的形

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销售点。

作为诺贝尔奖官方肖像画家，埃尔海蒙德不

能透露他拿到诺奖获胜者身份信息的时间有多

早，但显而易见，这项工作需要尽快完成。埃尔海

蒙德指出，这些肖像画是真正的画，而不是在宣

布获奖者的同时发布的数字效果图。

“我必须持之以恒地拿出最好的表现，”埃尔

海蒙德补充，“这就像是一个比赛。”无论何时，一

旦埃尔海蒙德拿到获奖者的名字，他就开始寻找

图片，了解获奖者的特点。找到图片后，埃尔海蒙

德把自己关在一个临时工作室里，在一本有声读

物和一个计时器的陪伴下埋头作画。他必须迅速

地用纸张和颜料将人物的脸部特点呈现出来。在

获奖消息公布前 15 分钟，他可以不受打扰。

埃尔海蒙德设计的诺贝尔奖得主官方肖像

画主要集中在蓝、黄、黑三种颜色上。这些是诺贝

尔奖官网的简介颜色。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人物

脸上涂上可塑性的颜料， 右边是蓝色的阴影，左

边是黄色，这样所有的肖像都可以统一使用。

据悉，一幅肖像画大约需要 40~90 分钟才能

完成。埃尔海蒙德 2015 年曾在一条推文中写道，

他花了约 40 分钟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画

像。

在一天结 束

的时候，埃尔海蒙

德最想要的是让

人们意识到在所

有这些画的背后，

“有一个疲惫的男

人， 手里拿着刷

子，一直在用传统

颜料作画。 ”

在 2012 年之前， 诺贝尔传媒通常在公布

获得者信息时，使用从网上找到的获奖者资料

照片， 在出现多名获奖者分享一个奖项时，则

临时将多位获奖者的照片拼凑在一起。为何会

转而使用肖像画？这主要与三个自然科学奖的

获奖者有关。有一些科学家在获奖之前为人低

调，难以找到合适的好照片。

“许多科学奖项获奖者的照片很难找到，”

埃尔海蒙德解释，“如果在网上搜索一张

（科学

奖获奖者）

照片，打开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某个

角落的网页，出现的是像素渣、清晰度低的图

像。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脸会出现在

（某大学或

某实验室）

员工页面，还是用很糟糕的相机拍

的。 ”

上过本科或研究生科学课的同学，可能对

这类照片很熟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二三十年

了，照片里，教授穿着实验服坐在桌子后面，或

者戴着软帽坐在草地上。 它拥有 20 世纪 50 年

代“大脚怪”

（传说中的怪兽）

照片的清晰度。如

果使用这样的照片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官

宣”图，被全球数百万人浏览，这不是一个好选

择。

当然，埃尔海蒙德也不能提前要求诺贝尔

奖得主提供近期拍摄的精美照片，因为那不符

合诺贝尔奖历来的惯例，也没有惊喜可言了。

于是，诺贝尔传媒决定另辟蹊径解决这一

难题。 一开始，画像是为了“救急”，“我们的想

法只是给那些难以找到好照片的获奖者画

像。 ”但一年后，诺贝尔传媒发现，这些画看起

来漂亮又统一。 没过多久，他们就请埃尔海蒙

德为所有的获奖者画肖像画。而这需要大量的

工作。

丰富的作画经历，使埃尔海蒙德对诺贝尔

奖获奖者的面孔非常熟悉，也使他敏锐地注意

到获奖者群体背后似乎存在着某些统计学方

面的趋势。

埃尔海蒙德发现，“至少在我画肖像的那

些年里，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奖项呈现出

明显的特定人群倾向，即获得了这些奖的多为

白人，年长的人。”埃尔海蒙德并没有贬低获奖

者的意思，他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

人凭借他们的大脑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获

奖）

，他们完全值得得到这个奖，以及一幅肖像

画。 ”

埃尔海蒙德发现，在他作为诺贝尔奖官方

肖像画家的 7 年里， 诺贝尔奖三个科学奖项

（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

只出现

了几位女性面孔———挪威神经科学家梅-布里

特·莫泽

（和丈夫爱德华·莫泽一起）

因“发现构

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获 2014 年生理学或

医学奖；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中药和中西

药结合研究提出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疗

法”获 2015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美国科学家弗

朗西丝·阿诺德因为在酶的定向演化方面的研

究成果获 2018 年化学奖；加拿大科学家唐娜·

斯特里克兰在激光物理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获 2018 年物理学奖……

此外，在这几年的三个科学奖项中也没有

出现黑人或拉丁裔获奖者，埃尔海蒙德也就没

有机会为他们画像。

于是，埃尔海蒙德开玩笑说：“在这几个科

学奖的评选中，如果遇到的

（获奖者）

不是年老

的白人男性，就很有趣了。 如果获奖的是一位

女性，就更有意思了。 ”

身份

从诺贝尔传媒公司艺术总监到自由职业者

作画

收到名单后几十分钟内快速出品

原因

科学奖得主照片少像素渣，画像原是为了“救急”

发现

这七八年画过的多为年老白人男性

诺贝尔奖6奖异同

“出身”不同

诺贝尔奖目前分为 ６ 个奖项： 生理学或医学

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以及经济学

奖。 其中， 前 5 个是根据诺贝尔遗嘱创立的，于

1901 年开始颁发。 1968 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建行

300 周年时，为了纪念诺贝尔出资增设经济学奖，

次年开始颁发。

遵照诺贝尔遗嘱， 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卡

罗琳医学院评定， 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

科学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后来增设

的经济学奖， 瑞典中央银行也委托瑞典皇家科学

院来评定。

与这些奖项不同， 和平奖由挪威议会任命的

5 人组成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评定。 由于诺贝尔

订立遗嘱时瑞典和挪威仍同属一个联邦， 且当时

的挪威议会推行更加务实的和平政策， 所以把和

平奖评定这一荣誉交给了挪威议会。

“地位”有差

瑞典艺术家尼克拉斯·埃尔海蒙德是诺贝

尔奖官方肖像画家，他的身后是他所画的

2019

年诺贝尔奖得主肖像画组成的“金色的墙”。

埃尔海蒙德为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

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及

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画像上金粉。

具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科学家阿齐

兹·桑贾尔、瑞典科学家托马斯·林达尔为

2015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两人的肖像画当年出现

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拿到诺奖得主名单后， 埃尔海蒙德会在一

个工作室里作画，主要用黄、蓝、黑三色。

埃尔海蒙德还曾画过爱因斯坦、 足球巨星埃

里克·坎通纳等名人肖像画。

给诺贝尔奖得主脸上贴金的艺术家给诺贝尔奖得主脸上贴金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