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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和欧博音响公司联合制作的留声机栏目的第十七期，

在这里我们要谈论有关 hi-fi 音响和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

到 www.oh-tech.com.cn 去下载这个节目的是视频和音频欣赏。刚才听到的这期

开头不一样的是听到了一位女声歌唱家伟大的声音，有些网友可能已经听出来

了，这是施瓦茨柯普芙的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也是我们这期要聊的主题，艺术歌

曲的主题。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各位嘉宾，朝晖，欧博音响公司的

创始人和总经理，也是咱们这个栏目的创始人；老姚，国内著名的 LP 唱片收藏

家，已经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老马，很荣幸我们又在一块聊了，《高保真音响》

杂志资深编辑。 

 

今天的主题是艺术歌曲，刚才聊到施瓦茨柯普芙，老姚刚才的片子你拿了，就先

说说。 

 

老姚：艺术歌曲应该以德国为标志，因为德国在文学在诗歌上发达在欧洲，也就

造就了每一位作曲家都写过很多的艺术歌曲，这些艺术歌曲虽然不是很长，但在

他们的作品里都是很重要的。像贝多芬，他虽然有很宏大的交响乐等其他作品，

但是他的艺术歌曲也写得非常精彩，勃拉姆斯也是，更不用说舒柏特-舒曼了。

所以今天说到艺术歌曲，跟德国的美声唱法还有德国作曲家、歌唱家都有紧密联

系，很多歌唱家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唱艺术歌曲太伟大了，他们也客串一些歌

剧，但主要还是艺术歌曲。说到艺术歌曲，可能大家马上就能想到施瓦茨柯普芙、

施特里希、玛丽娅-史泰德，男中音肥舍尔-迪斯考，这是无论在唱片史上或是音

乐史上对艺术歌曲贡献最大的一些歌唱家，全部是德国的。 

 

邓：是。虽然施瓦茨柯普芙是波兰生人，但是在柏林受的音乐教育，之后一直在

德国，包括世界巡回演出，在德国的时间比较多。 

 

姚：而且从唱片上来说，声乐类的唱片除了歌剧之外，恐怕艺术歌曲是最受大众

欢迎的，我们没有仔细统计过，像费舍尔-迪斯考录的舒柏特的声乐套曲，我的

收藏里面恐怕就不下五次到六次，可想而知，他们是非常喜欢而且非常重视。 

 

刘：刚才老姚谈到歌剧和艺术作品。我觉得艺术作品的欣赏，绝大部分唱什么很

难听懂，是不是你也觉得在欣赏艺术歌曲的时候，还是应该以欣赏歌剧的心态和

方法去欣赏。 

 

姚：恐怕有所不同，其实欣赏歌剧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障碍、隔阂，不是句句都能

听懂，这个不重要，剧情你需要去了解，然后你需要发掘作曲家这时候创作的一

种感情的描述还有演唱家的一种诠释；艺术歌曲，像舒伯特，很多是他谱的曲，

词呢都是当时的像歌德等他们写的诗句，我觉得这些比歌剧更容易理解一些，如



果说文学上稍微探究一下都可以理解。 

 

马：艺术歌曲和歌剧的艺术形式不同，施瓦茨柯普芙演唱艺术歌曲很有名，但是

在从歌剧来讲她也是个大腕，也演绎过很多大型的歌剧。 

邓：十大女高之一。 

马：以舒柏特为例，他的艺术歌曲好多都改成其他的乐曲了。 

 

刘：另外我觉得歌剧，在欣赏的时候，整个过程是有连贯性的，不管在唱什么，

整个剧情和音乐的配合，让人感觉整个剧情的发展都很清楚，而且听完以后即使

不懂它的歌词，也是很荡气回肠的。对于艺术歌曲，刚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也是给大家一个指引，艺术歌曲有机会还是有必要了解大概在唱什么，因为跟歌

剧相比它还是不一样，旋律是要欣赏的，但是它很短，不像整个剧情或不一定是

一个故事，尤其像你说得很多艺术歌曲是歌德的一些诗歌，可能在欣赏诗歌的基

础上再有音乐的辅助的话会更好。 

 

邓：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歌剧它本身是一个故事，加上各种乐器的配合。就

像老马说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艺术歌曲弹出来还是不太完全一样，要是真听艺术

歌曲的话还是要有一定修养。 

 

姚：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听懂。 

 

马：它和咏叹调还是有所不同，删除一段咏叹调还是可以作为一首歌曲，但是它

有一定的故事性、戏剧性；艺术歌曲，像一首港台歌曲也是一首歌曲，但是艺术

表现形式不一样，实际诗歌跟歌词也不太一样，诗是表现一种意境，而歌词更通

俗一些。 

 

姚：提到中国的，三十年代也有艺术歌曲，那个时候跟欧洲的艺术歌曲是非常贴

近的，几乎是照搬过来的，只是文字是汉语，如果这样去理解恐怕容易一些，艺

术歌曲是什么。 

刘：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是一个带音乐的诗歌。 

 

邓：咱们尽可能多聊几张吧，这是施瓦茨柯普芙，另外还有一张…… 

姚：这张是施瓦茨柯普芙唱的《你喜欢的歌》，是大家都喜欢的歌，录了两张，

另外一张唱了一些更通俗更流行一点的歌曲。她还出过一张《我喜欢的歌》，她

自己喜欢的歌，艺术性更高一点的。 

 

我们再听一张同时代的，以前也介绍过的施特里希。 

施特里希是一个花腔女高音，所以聊到艺术歌曲恐怕无法回避说她，而且我觉得

她的作品是越听越喜欢。先听一下。 

 



 

姚：我经常想艺术歌曲的的作曲家可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但是广为流传的，为

世界爱好者们接受的恐怕还是德国的艺术歌曲，可能真的跟德国的诗歌有着紧密

地联系。 

 

邓：跟它的语言可能也有关系，包括歌剧，我个人的感觉是习惯听意大利歌剧，

我想跟语言有相当大的关系，也是它自己文化的感应。施特里希是一个当之无愧

花腔女高音。刚才跟老姚也聊过，有个网友叫 yilinliylin 帖子里说又重新听了

一遍第七期，现在很少有人提到施特里希，姚老师将她的唱片拿出来介绍给大家，

非常兴奋，他非常赞赏施特里希。 

 

姚：对，我也非常赞赏她，咱们国家引进或能听到国外唱片的时代正好也是 LP

没落到 CD 兴起的时代，这些唱片在五六十年代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而且那时

候像施特里希这样的歌唱家也是红遍了天的，但是当时很奇怪就是 CD 发展起来

之后，她的唱片很难找，直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十年过去了，CD 有了大师原

版系列之后，才出了施特里希的一些 CD，很多爱好者买了很多 CD，没有注意到

她，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东西，只能是抱着我听说她很伟大买一张试一试的心态去

购买。如果历史没有断开的话，施特里希的唱片在全球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 

邓：我觉得这个网友的帖子还是很有份量的。 

姚：对，我认识他，上海的一个朋友。 

邓：挺荣幸他在论坛里发帖子，包括上期节目谈到中国的周璇，你的评价，我只

是打一个通俗的比喻，他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空谷幽兰。 

姚：非常清新的感觉。 

刘：就是说每个大家都有他的特点，这个特点如果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话，他就

会成为一个品牌符号一样。 

 

姚：施特里希录的歌剧就不是太多，她跟施瓦茨柯普芙一个时代，她在一般音乐

爱好者心目中没有施瓦茨柯普芙的份量重。 

 

邓：我觉得可能跟她的声音条件有关系，像老马说的，施瓦茨柯普芙的声音要稍

微宽一点，意大利或其它歌剧都能唱。 

马：施瓦茨柯普芙在技术上比较全面，大的场面能够表现得很好，艺术歌曲需要

一种美感、情感，比较细腻，对于艺术歌曲她不一定能表现得那么细腻；但是施

特里希表现比较细腻，唱的艺术歌曲听起来比较美，大的场面也不是不能唱，可

能就是欠缺一点。 

刘：而且我刚才一直盯着唱片的封面看，从眼神就能看得出来她们的歌唱风格。 

 
 

邓：这是两个女歌唱家，还有男性歌唱家，有这半边天还应有这边半天。 

姚：这就不是半边天了，我要介绍的是费舍尔－迪斯考，应该算是一手遮天了。



他的录音很多，今天听一段舒伯特的“美丽磨坊女”的第一首。 

 

 

姚：美丽磨坊女是舒伯特的三部声乐套曲之一，而且我认为是最好听的一个，非

常抒情。费舍尔-迪斯考是德国的男中音，称次男高音也可以。 

 

马：从整个音色来讲他是男中音，属于高的男中音。 

邓：我有一张 CD 茶坊女，他唱父亲，唱得很好听，我个人感觉有点像唱艺术歌

曲，但其实他本身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算是一绝。 

姚：费舍尔－迪斯考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歌唱家了，今天听得这个

是在ＥＭＩ录的，据我所知他在ＥＭＩ就录过两次，立体声时代录了一次，单声

道时代录了一次，仅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除了声乐套曲录过两次之外，还录了

大概三百多首，这是在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之后，他转到ＤＧ又将舒伯

特的所有艺术歌曲都录制了一遍，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果想找到舒伯特

艺术歌曲全本的音响资料的话就是他了，但是这几套录音我都有，挺有意思的，

一共大概二十多张，从这些不同年代的舒伯特艺术歌曲，会感觉到费舍尔－迪斯

考这位歌唱家的感情处理还有声音的一些变化，非常有意思 ，在早期ＥＭＩ录

音的时候，是德国棒小伙的感觉，声音很直、很冲，而且感情处理也好。然后到

了ＤＧ作鸿篇巨著的时候，到了中年了，非常稳当，但是从欣赏角度来讲，我还

是趋向早期作品。所以说费舍尔－迪斯考的这些舒伯特的录音，应该算一个标准，

很多学艺术歌曲的都循着这个标准。 

马：费舍尔-迪斯考在 DG 的有几张唱片录音水准是非常高的，我们有时候在测试

音响的时候就用它，录音水准是一流的。 

姚：我还注意到他和李赫特尔组成的一个组合举办的音乐会的录音演唱的舒伯

特，还有后来跟布伦德尔，录过《冬之旅》。在飞利浦也录过很多很多。我计算

过光《声乐套曲》就录过 5遍。这是我收藏的。 

马：不管是布伦德尔也好，还是李斯特也好，录音就很多了。 

姚：对。说到钢琴也是，还有就是哥拉德尔摩尔这伟大的钢琴伴奏，他一生主要

就是给迪斯考伴奏 

邓：这就是大腕托着大腕 

姚：对。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没有摩尔，恐怕就差点味了。 

邓：老马和朝晖，刚才老马你谈到测试音响，从声音角度到费舍尔迪斯考和其它，           

包括从测试人声来讲，朝晖你谈一下，这是一个题外话了。 

刘：这个音响的测试，刚才老马也讲过，这个 DG 录音是一个后期录音，作为音

响测试来讲，我们肯定要找一些录音效果比较好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

果能碰上演绎的很好，欣赏性也不错的，录音也好的那当然好。又能够测试系统，

同时又能够欣赏。但是刚才也讲了，EMI 录音的时候，他是一个棒小伙，那个时

候的声音效果又是另外一种，也许不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到了 DG 的时候，录音

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它也成熟了，这个就属于我们唱片里的珍品。又能

来测试器材，又能来欣赏。 



马：实际上这个测试器材，任何一张盘都可以作测试。因为你比较熟悉它，比如

说他这张盘录得不对味，那我就以他这个不对味为标准来测试它（音响）。 

邓： 它没表现出来，它不对味 

马：对，那你一听那个对味的也就变成不对味的了 

邓：哈哈，他非得听那个不对味的才对味。 

马：DG 录音，尤其是后期，声音的木质感更强，男高音是一种金属质感，男中

音是木质感，音色不一样。即便是我能唱那么高，比如你让迪斯考唱 HC,他不一

定唱不上去， 

姚：非常勉强的 

马：对，它不是那个音色。它是挤出来的。但是男高音你看他唱 HC 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音域问题，而是音色问题。换声点有时候也不一样，音色也不一样。迪斯

考胸腔共鸣的中气，底气十足，而且有一种磁性。作为试音时候，你就要听它能

不能表现出他声音的质感。 

刘： 另外一点，艺术歌曲的录制相比交响乐的录制器材要求上要低一些。因为

毕竟它还是人声，包括乐队来讲也不是很庞大 

马：最考验器材的是人声，尤其是美声，歌剧里的人声，音域比较宽，高音的能

量，中音的音色，低音的底气是不是有。它跟流行歌曲不一样。比如刘德华来唱，

它不是那个意思，高音没有。比如播刘德华挺好的，播邓丽君挺好的，但是一到

美声上可能就露馅了，差一点都不行。 

姚：人声不是口水歌，那种东西都是做出来的 

马：比如我们校音的时候，放蔡琴或者王菲的歌，都挺好的。但是把帕瓦罗第一

搁上来，就不行了。就感觉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刘： 尤其是咏叹调 

马：那个ＨＣ一出来，那么抢耳，贼贼的，扎耳朵，或者是高音怎么没光泽了？

毛病全出来了。你要是听蔡琴挺好的 

姚：所以说去广东海印这些电器城，卖音响的永远放蔡琴。你会觉得挺好，舒服。

所以你在那找一张古典唱片挺难的，最好是拿一些你喜欢的古典音乐唱片去试

音。不一定要录音好，不一定要多发烧，越发烧毛病越多，说饮食上也是一样，

山珍海味也罢，老母鸡也好，最后炖出来都一个味，都是味精味，那就坏了。就

是拎只鸡去，对吧？  

邓：自己带上佐料 

姚：自己带不加佐料的，自己想要什么味就加什么 

邓：那么这是费舍尔迪斯考。好像还有一张 

姚：还有一张，也是跟费舍尔迪斯考同时代的伟大的德国的男高音——翁德里希。

他演唱的歌剧或者艺术歌曲比费舍尔迪斯考要少得多。所以他的唱片要比费舍尔

迪斯考的要珍贵，要难找。我们下面来听一首他唱的贝多芬的艺术歌剧，贝多芬

写的艺术歌剧也非常棒。 

邓：来，先听听 

 

 



邓：这是先听的费舍尔迪斯考，再听的翁德里希。我是第一次听翁德里希，刚才

也跟老姚说了。 

刘：先看眼神 

邓：先看眼神。我刚听了两句就感觉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当然他是男高（音），

费舍尔迪斯考是男中（音），声部不一样，但是我是从抒情角度，更喜欢，也不

是更喜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另一种吸引人的感觉，更具美感和抒情性。 

姚：费舍尔迪斯考也录过两次贝多芬的艺术歌曲，但是刚才我说了费舍尔迪斯考

是个标准，一个标杆，有些时候你没法说他好还是不好，他这是一个标准 

邓：一个套路 

姚：大家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套。当然肯定有在标准之上的，也有在标准之下的。

有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有超越这个标准的。 

邓：不达标 

姚：我认为翁德里希就是自成一派，或者说超越了这个标准。刚才咱们听了，都

觉得非常好。 

邓：刚才你（刘）说诗歌，艺术歌曲由诗歌而来。我刚才听翁德里希的艺术歌曲

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在听一首诗。 

刘：对。从他的眼神，今天我为什么说要看眼神呢，今天我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 

刘：从这个人的眼神，你能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感

觉的，这个人绝对很不理性。他之所以能自成一派的风格，就是因为他在唱歌的

时候就像诗人一样，我们说诗人是很不理性的。只有你按照这种没有理性的东西，

才会有灵光出现。从他的眼神你能看到一种很飘忽的东西。这种歌唱家在唱歌的

时候，我相信他每次唱的都是不一样的。 

姚：朝晖现在接触什么高人了？又对眼神感兴趣了 

邓：朝晖你给我看看手相要不然，哈哈，玩笑，玩笑 

刘：每个人实际都会看手相。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种感受，从这个人的眼神里，你

就能知道他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我觉得他（翁德里希）是一种感性的眼神。 

姚：我同意。 

刘：有些很理性的人，你一听他唱歌或者演奏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姚：总的来说翁德里希唱的任何一张艺术歌曲，他还唱过拿波里的歌曲，德国人

唱拿波里歌曲，其实都很精彩 

邓：我虽然没有听过他唱拿波里歌曲，但是听刚才他唱贝多芬的歌曲，我能想象

出他唱拿波里的歌曲我能接受。 

姚：是，我也能接受 

刘：拿波里的歌曲也是要求人要有一种想象力，要很浪漫的那种情绪。其实德国

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死板的，这是一种固定的看法，还要看具体的人。所以他

（翁德里希）在演唱的时候都是在一种想象的空间里。他的歌声给人的感觉也是

富有想象力的。当然再加上他自己的基本功， 

邓：没错。他的基本功包括的声音条件、还有他这种表现的处理的方式，和费舍

尔迪斯考就不太一样了。 

姚：费舍尔迪斯考给人的感觉就是太专业了，太规矩了 

邓：就像您说得像标杆了。这（翁德里希）就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头，或者像您

说的已经超越那个标准了。他这段确实好听，非常有磁性。费舍尔迪斯考的也有

磁性，但是风格明显不一样。 

姚：而且听费舍尔迪斯考 听多了，你会觉得随着他越来越往后，越来越规矩了，



感情的成分也越来越少。 

马：更理性一些了，从费舍尔迪斯考的照片来看他就是非常理性的人 

姚：对，确实是这样 

刘：而且艺术歌曲里有很多诗歌的成分，其实我倒认为很多人能够接受很感性的

东西。他在唱的时候肯定也在感受诗歌中的美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像这种

很感性的人，他对很多东西都是很敏感的。其实世界万物，环境，包括对人的这

种感受，他放到艺术歌曲里去的话，都能形成一种共鸣。这一点很重要，当你在

选作曲家或歌唱家的时候，首先，像中国古话说的，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我们在

欣赏音乐的时候，到底我们该听谁的，或者是我喜欢谁。其实如果你注意看一看，

很多跟你个性很像的，作曲家也好，歌唱家也好，其实就是你喜欢的。 

邓：要先看他的眼神。 

刘：这是一方面 

邓：我们这是欧博音响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兼看眼神大师刘朝晖，今儿就死咬住

朝晖这眼神了，不过你这是个观点，确实是，而且以前都没聊到过。 

马：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算是有此一说。 

邓：这个艺术歌曲聊完了，实际上还有一个人我一直想说，包括前几期我们一直

也在说，我在ＯＴ论坛里也有个帖子。这个人是格鲁贝洛娃。帖子里我是这样说

的：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伟大的花腔女高音。这个意思是说，她之前的我没有机会

听到，她之后的我听到过了，所以我才说她是最伟大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邓：谈到这个在听她之前我们先聊两句，包括帖子里面也说，包括刚才说的

yilinliylin 包括其他的网友，有人基本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同意我的说法。他

们也说他们听的萨瑟兰和卡拉斯也是很好的花腔女高，也能唱，我认为她是能唱

花腔女高，因为她们不是纯正的花腔女高，只是音域比较宽，能唱花腔女高，包

括ＫＡＬＡ还能唱女中，我是纯从花腔女高本身来讲，这是我最喜欢和最推崇的

一个 

姚：也是我最喜欢最推崇的一个 

邓：是阿，就是现在，那个八十年代的 CD 还在，她那时是全盛时期，声音美得

之极。咱们下面要听的这个 CD 是她在日本的一个现场演出，有些声音稍显年龄

有点大，但还是非常棒的 

姚：挺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抛开这些大腕，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萨瑟兰、卡拉斯，包

括后来的施特里希，但是在戏里能唱的很出彩的真是不多 

邓：她的形象和表演也相当棒。 

姚：打个比方，我选择唱片的时候，比如维尔蒂的《弄臣》，有很多的版本，大

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我都有，实际上在我心里最出色的还是要数格鲁贝洛娃唱的

《杰尔达》。其实有些时候，选一部戏容易，但是如果你要非得听这角那就不容

易。 

姚：所以你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太棒了 

邓：真是太棒了。现在周围的环境真是太乱，我不愿意赏听。但是要使格鲁贝洛

娃的，就是环境再差，我也要听，真是太享受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她的演出结

束以后，光跺脚的声音就有十分钟——哭啊。 

刘：那张唱片你也知道，确实是我们考验器材的一张很重要的唱片，她的花腔女

高音的高音部分对我们器材的检验真是太厉害了。 

邓：在听之前我还想聊聊她的指挥和乐队，这是东京交响乐团。我印象里很少听

这种亚洲人的乐团，总觉得好像要水平差一点，但是这个乐团让我服了，他还中



规中举，当然和指挥也有关系，指挥也好，这个乐队也好，配得也好。我现在放

到车上每天在听，真听不够。因为以前在八十年代我听她的磁带的时候，每天晚

上听，连听了半年，一点不带夸张。很多，她不是一部或两部歌剧唱的好。 

马：这个带唱的这个，它的指挥难度比较大，乐队在音乐室里，这边指挥，他都

得照顾，他不像交响曲，这指挥停一会，指挥出去一会，这边该拉拉。 

马：没这指挥不行，没这指挥就乱套了。上边这一张嘴，指挥就得给手势了，如

果你这没出声，乐队那边出声了 

邓：尤其是很多都是现场演奏 

马：乐队看不见台上只能看见指挥，指挥的手一晃，乐队就得准备一个什么动作，

所谓的叫板阿。 

邓：我这叫板你得起唱啊。聊了这么多格鲁贝洛娃，我们来听听格鲁贝洛娃这段 

 
邓：关于格鲁贝洛娃还有老姚拿的这些片子，以后接着再聊。这是很庞大的一个

题目，所以也很难聊得那么全面，再一个时间也有限。也是因为网友有这个要求，

想听一些歌剧，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以后有时间吧。 

邓：也真是谢谢老姚，又是一次享受，这也不是客气话了，其实刚才听老姚，尤

其是这个翁得里希，感觉很舒服。真棒，真是谢谢老姚，也谢谢老马和朝晖。也

谢谢网友对我们内容的关注。也希望收到你们更多的帖子和反馈。我们这期就这

样，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