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期 四张经典中的经典 

 

邓小宁：这是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和欧博音响公司联合制作的留声栏目的第七期,先介绍

一下嘉宾，欧博音响公司的总经理和创始人刘朝晖，《高保真音响》杂志社的资深编辑马龙

辉，LP 黑胶唱片收藏家姚吉。这期节目的录制地点就是在姚吉的试音室。我们先跟朝晖谈

谈，因为朝晖前两天刚刚从东京回来。 

 

刘朝晖：对。是东京的 Hi-End 国际音响展，在东京新建的一个最大的展览中心，建筑造型

美观新颖，这次也是目前全世界 Hi-End 产品的一个展示，所有的公司都出了最新的产品，

而且日本人的消费水平最高，所以这次展会上所有的公司展示的都是旗舰产品。 

 

姚吉：未必是有市场的，但是体现公司最高水准的。 

 

刘朝晖：表明了一种态度，也体现了对音乐播放器材的一种更高的追求。 

 

邓小宁：就像车展，都是新出的概念车，以后可能也不出，但至少在车展上是一个展示。那

这次东京 Hi-End 展从趋势上来讲还有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精品，还有其他你感觉不同的

地方么？ 

 

刘朝晖：就是现在追求听音乐肯定要追求很全面的，这次所有公司推出的最新的产品都是，

单说整个声音倾向，不说品牌，声音感觉几乎都是一样的，非常全面，不论播什么类型的音

乐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几个日本大品牌，像金嗓子，都出了一些外形气质等各方面都

很像的产品，所以这次整体感觉就是目前全世界的产品最终极致趋向都是一样的。 

 

马龙辉：就是个性越来越少，追求更趋进真实。 

 

刘朝晖：而且通过这次展会，我们的产品也打入了日本市场。原来我以为便宜的产品在日本

好卖，其实恰好相反，最贵的产品才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公司最贵的几款产品被他们看中。 

 

邓小宁：你是不同档次的东西都在展会上展示了？ 

 

刘朝晖：对。但是这次是在日本新建代理，选的产品全是最贵的，而且还不是我们的长项产

品-电子管机，反而是晶体管产品。 

邓小宁：是因为日本人认这个么？ 

刘朝晖：是因为人的整个认识是在变化的，现在的人们对东西的追求已经极致化。 

邓小宁：但是再怎么变化，总要听东西吧。 

刘朝晖：都是为听服务的，日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电机市场，很多便宜的东西都在销售，

贵的东西卖得也很好，但是没特点的东西就被市场淘汰了。 

 

邓小宁：其他再怎么变化，再怎么有技术更新，也是为了听东西，那咱们就着今天的主题，

而且也在老姚家，就全听 LP 吧。 

刘朝晖：而且这次在东京大展上，播放的全是 LP 产品。 

 

姚吉：这是第一次来我这，我也觉得很欣慰，所以准备了一些比较经典的 LP 跟大家分享一



下。收藏 LP 确实有很大的乐趣，不是说一天、一夜或者很短的时间你就能找到它的，实际

上在全球寻找这些精品的唱片就是我的乐趣所在，这么多年，大概有十年了吧，这项作为一

个爱好、一个乐趣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邓小宁：你印象中的第一张 LP 是从什么时候收藏的？ 

 

姚吉：实际那个时候是没有选择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CD 唱片，就我自己收藏来说，大概

是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在国内买一些，现在看来，音乐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从收藏的角度

来说，价值并不高。所以这个收藏一直没停下来，这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

以跟外地接触了，机会就多了一些。本来 LP 不是中国的东西，原来是没有可能的，现在改

革开放了，眼界也宽了，也有机会了，也有这些途径渠道了，所以这几年的收藏无论是在数

量还是品质上都是一个突飞猛进。 

 

邓小宁：那咱们就先听一张？ 

 

姚吉：我这唱片确实很多，今天也是第一次，所以就找了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只要是喜欢古

典音乐的朋友，不管是听 CD 也好，听 LP 也好，都会遇到或都要拥有的一些唱片，第一张也

是老邓首选的贝多芬的《田园》，是当年老的哥伦比亚公司出的也是当年第一版的唱片。 

1.《第六田园交响曲》 

    作曲: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7, 德国)  

           哥伦比亚交响乐团 

    指挥: BRUNO WALTER 

           COLUMBIA 出品 

 

任何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不管是听 CD 也好，听 LP 也好，《田园》都不可回避，那么在《田

园》这张曲里头，大家公认的最佳的一个版本就是这张瓦尔特贝多芬的《第六》，所以这个

版本也是哥伦比亚公司的一棵常青树，从一开始这是第一版，后来又出了第二版第三版，一

直到第四版，然后是大家熟悉的报纸版，报纸版当年是 LP 的有一百种，其中就有《田园》。 

到 CD 时代，报纸版已经炒到天价了，CD 都一样，都很难找到报纸版了。 

 

马龙辉：当年 CD 的报纸版还是中价的，还不贵，后来就升值了。 

 

姚吉：LP 有一个问题，它这张唱片录音的年代久远，而且当年发行唱片的时候，立体声时

代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家庭的播放设备都不是很好；还有一点就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作为美

国最大的一家唱片公司，他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几乎家家户户都不可能回避他们公司

的唱片，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它。在今天来说这些第一版的唱片，品相都不好，越是经典

的曲目磨损得越厉害，而且当年的播放系统又不是很精密，站在现代收藏的角度来说，要找

一张品相好的是难上加难，所以这张唱片在全世界都一样，只要它出现的时候都已经到天价

了，很幸运我的这张唱片品质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刚才马先生也提到过包括报纸版的 CD，

实际是今天大家听到这张 CD 的时候，是觉得它演绎的神韵比较好，无论舞蹈般的节奏，还

是田园般的诗情画意都演绎得非常好，但是 CD 与 LP 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数字的东西

越翻制越“瘦”，就跟一棵树似的，绿叶葱葱，但是翻制到最后数字的东西恐怕连树叶都没

有了，只剩下树干了；在 LP 时代呢，为什么第一版的价值连城，主要在细节上，特别是你

会感觉到一种暖洋洋的高频，丝绸般的舒服极了，这在后来第二版的 LP 和报纸版的 LP 已经



几乎没有了；在 CD 时代我也听过这张 CD，坦白地说大家只能是领会那些精髓的骨干了，细

节很多很多都没有了，所以一些音乐杂志或音乐评荐上总是说这张如何如何好，确实有个问

题就是，这些评价人说的这些感受我想不是从 CD 来的，是从 LP 来的。 

 

邓小宁：老马，这张盘，从你的专业角度作一下评价。 

 

马龙辉：这张盘从演绎到录音都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贝多芬这张《田园》大家都很熟悉，无

论爱听不爱听古典音乐都能够接受，而且很容易理解。从 CD 来讲，刚才老姚说的真正领会

乐曲的精髓，还有作曲家或者指挥家，把乐曲的内涵真正挖掘出来的时候，CD 就不如 LP 了，

不能打动人心。 

 

邓小宁：就像朝晖说的东京 Hi-End 展上所有放的音源都是 LP 的，更能展示出他们器材感觉。 

 

刘朝晖：另外为什么说贝多芬的《田园》我们最爱听，主要是贝多芬所有曲目里这首曲子最

简单却又能很深刻表达对自然的感受，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大家对自然的感受是一样的，能

引起共鸣。这个版本为什么这么有名，还跟指挥家、乐队有关，实际上这个录音把弦乐演绎

得太美了；另外一点，为什么说 LP 唱片好，模拟唱片好，CD 丢了很多细节，实际上细节非

常重要，它从另外一方面唤醒你的感受，与乐曲引起一种新的共鸣的东西。 

 

马龙辉：现在大部分人还是用 CD，我们也不至于对它灰心，CD 这种格式是有它的不足，实

际最大的不足还是在读取系统，本身 CD 光盘的信息量并不是像听到的那样少得可怜，数字

转化以后，虽然比 LP 差一点，但是它的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读取装置是否把光盘里

的信息全部读取出来了，然后去量化、转换，这大了折扣，不同价格档次的 CD 机出来的感

觉是很不一样的，读取系统损失很大，真正好的 CD 系统，出来的声音也还是能够达到一定

水准的，但要花大价钱。 

 

刘朝晖：我是做产品的，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 CD 唱机上，我也觉得 CD 机的绝大部分软件

也还是不错的，我也在不断改进 CD 让它更接近这些东西，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马龙辉：我采访过《音乐传真》的安东尼，他说 CD 机怎样把它的信息量完全提取出来，这

个在制作中还有许多技术问题，CD 的读取系统和它的转换系统在技术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真正把 CD 机的读取系统做好了，音质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听一张 LP。 

姚吉：今天介绍的都是一些顶尖的 LP。 

2.《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作曲: 巴格尼尼 （PAGANINI,1782-1840, 意大利） 

    小提琴: 拉宾（MICHEAL RABIN） 

               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SIR.EUGENE GOOSSENS 

             APTAL 出品 

 

邓小宁：老姚你先评价一下这张片子。 

姚吉：音乐爱好者们喜欢小提琴的恐怕都会欣赏拉宾的作品，他也是一个传奇的小提琴家，



他实际三十年代出生，七二年去世，天才小提琴家英年早逝。今天来看留下来的录音很少，

现在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国内音乐爱好者、唱片商，在炒作拉宾的 CD，因为它已经断货

五六年了，CD 都找不到了，确实 CD 这一套他的传奇录音不过也就区区六张，也是他一生留

下来的录音，在他仅有的这六张录音里面，最精彩的就是这张唱片。APTAL 公司是美国的一

家小公司，一直在跟 EMI 在合作，后来被 EMI 收购，APTAL 公司的录音很少，但是留下了很

多经典的绝唱。六十年代 APTAL 被收购以后，再看到拉宾的作品在 EMI 都是可以找到的。我

的这张唱片是在美国找到的，花了巨资。 

 

邓小宁：我发现了一个细节，CD 注解性东西比较多，而 LP 上我就没有找到相关的技术描述。 

 

姚吉：没错。不用说技术描述，很多在那个时代，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大部分唱片连录音

年代都没有，所以有些朋友有时候喜欢把 LP 的版本往 CD 上套。 

 

邓小宁：为什么做 LP 的时候没有写上这些东西？ 

 

姚吉：当时音乐爱好者并不要求这个。换个角度来说，发声这个事情在那个年代人所共知，

只是今天作为一种历史来说，CD 有所描述。 

刘朝晖：另一个就是大家觉得那个时候的东西很好，很珍贵，所以要把它描述出来，那个时

候大家觉得都很好，自然不太在意。 

 

再听一张。 

3.《芭蕾音乐：领袖》—LE CID 

     作曲: 马斯耐 （MASSENET, 1842-1912,法国） 

             伯明翰城交响乐团 

     指挥: LOUIS FREMAUX 

             EMI 出品 

 

邓小宁：老马，您先评价一下这张片子或它本身的曲子和内容。 

 

马龙辉：首先这张唱片的录音是非常优秀的，从它第一声，整个乐队全奏的时候，是非常有

震撼力的，让人的心情为之一动，从录音来讲绝对是属于天价级的。 

 

姚吉：EMI 的录音一直是非常优秀的，但这张在 EMI 中是属于优秀中的优秀。 

 

邓小宁：老姚，从曲子本身和它的演奏方面你再讲讲。 

 

姚吉：从音乐来讲很简单，马斯耐作为一个法国作曲家，他写了很多歌剧，还有很多芭蕾。

这个就是他的一部歌剧《领袖》里的一些芭蕾场面的一个组曲形式。这部歌剧中的戏很少，

剧情也很单薄。很多音乐爱好者可能都会人手一张《领袖》的 CD，其实马斯耐从来没有写

过很深刻的作品。 

 

刘朝晖：为什么在（LP 封面包装上）下面有个哥伦比亚？ 

姚吉：简单的说，当时 EMI 的前身就是哥伦比亚，但是美国 CBS 的前身也是哥伦比亚，实际

他们是一家，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邓小宁：老姚，现在你的收藏或来源是国内还是国外？ 

 

姚吉：因为国内没有这段历史，只是八十年代非常暂短的国外的一些库存；国外的主要来源

——跟英国传统联系比较多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从收藏的角度来说，要找

真正的原版就是在英国、英联邦国家或者欧洲的荷兰、瑞士等。 

 

马龙辉：每一个国家压制的唱片声音上面还是有区别的。 

 

姚吉：对。举个例子说 DECCA，在英国唱片公司里面它的录音很厚很饱满，非常好听丰满的

管弦乐，比如说一会儿要介绍的《芭蕾音乐：园丁的女儿－“女大不中留”》，这是 DECCA

录音里面非常经典的曲目。它之所以叫“奶妈碟”是因为孩子从小听音乐入门的曲目，听管

弦乐就是这个，所以就是奶妈。 

 

我们先听一下。 

4.《芭蕾音乐：园丁的女儿－“女大不中留”》 

     LA FILLE MAL GARDEE,  “奶妈碟“ 

     作曲: 费迪南-埃罗尔德（FERDINAND HEROLD,1791-1833，法国） 

               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 

     指挥: JOHN LANCHBERY 

             DECCA 出品 

 

姚吉：我刚才说到了“奶妈碟”就是说孩子或者接受古典音乐的入门曲目，因为它非常好听，

是埃罗尔德也是一个法国作曲家写的一部芭蕾。在上个世纪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指

挥家 JOHN LANCHBERY，澳大利亚人，他既是指挥家又是管弦乐的一个改编者，他改编了很

多芭蕾作品，作品风趣幽默活泼。JOHN LANCHBERY 的这张唱片也是第一版的唱片，声音也

比后来的版次好得多。刚才马先生提到了，同样一个唱片公司的唱片在不同国家的压片。比

如 DECCA 的唱片在欧洲主流的是两种，一种是英国压的唱片，真正的鼻祖；在欧洲大陆其他

地方很多是在德国压的唱片，当年是委托德律风根做的，后来两家合并，没合并之前，在德

国作的唱片都是德律风根压的。听德律风根压的 DECCA 的唱片就跟听德国的音响一样，他的

音响工程师处理母带的时候跟现在德国音响的理念是一样的，很利落很干净，但让人感觉是

硬质的。所以今天从 LP 的收藏的角度来讲，大家就对德国版的 DECCA 唱片敬而远之了，因

为它与英国版的区别确实太大了，不是因为德国的压片技术不行，而是由于它的音响工程或

音乐的理念不同，这一点造成的差别也很大。 

 

刘朝晖：这张盘实际是一个很好的音响效果测试盘，音乐也非常流畅，容易懂，而且我最近

还看了这张盘的 DVD，整个剧情不是很吸引人，但是音乐非常非常好。有时候我拿这张盘作

我的器材测试盘，尤其第三乐章，声场宽广，深度也很深。CD 也出了很多版本，有些是金

碟，就是镀了铜的碟。 

 

马龙辉：声音定位、清晰度、音效都是非常好的。 

邓小宁：老马，现在很多 CD 是从 LP 上“扒”下来的，实际上这些曲子现在可能就直接陆续

通过数字的方式录制，从录音工程师的角度，过去模拟录音的工程师在现在数字时代是否也

有可能用数字方式录制音乐？ 



马龙辉：数字方式的录音肯定是现代的演奏者或演奏团，过去的那些指挥家已经故去了。现

在有很多数字录音也很不错，音响效果也非常好的。 

 

姚吉：又回到一个老话题，可能我听的东西太多了，我对新的演绎还是有种拒绝感。 

 

邓小宁：老马，从你的感觉说说“老古董”，它代表着一批人，您的感觉他们是自己的感觉

还是耳朵而形成的“老古董”？ 

 

马龙辉：实际是现在的一些东西把过去传统的一些东西给丢掉了，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比

如音响现在追求高分析力，声音要光辉一点，现在这种快节奏，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理念，是时代的需要，如果想要同时保持现在的理念，又不丢掉过去那部分恐怕很难，

由于商业的原因，要适合大多数人，也就只能丢掉过去那部分东西。 

 

刘朝晖：音乐是用来表达很多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现代很多的演奏家或指挥家，对于无法

言传的东西的表达不是很细腻，一种相同的音乐，为什么过去的演奏家表现得更有内涵，细

腻，能引起共鸣，因为过去没有现在快节奏的生活，那么多媒体方式，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

式把它很细腻殷实的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