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这是 oh-tech 工作室和欧博音响公司联合制作的留声机栏目的第 21 期，我们在这儿要谈

论的是关于 HIFI 音响和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到

www.oh-tech.com.cn 去下载这个节目的视频音频欣赏。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石振

宇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朝晖，我们这个栏目的共同创始人，也是欧博

音响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老姚，每期都不落的老朋友了。 
姚：也有落的。 
邓：也有落的？偶尔！一开始。是 LP 资料的唱片收藏家。可以说我们所有节目都是老姚提

供的具有欣赏价值的片子。谢谢老姚。我是邓小宁，OH-TECH 工作室的制作人。今天我们

这期是杂谈。杂谈从哪说起呢，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聊的场所不一样。本来是在朝晖他们视听

室，今天视听室的空调不干活了。所以今天挪到朝晖的办公室了。这就是朝晖的办公室，奢

侈场面，有好多的音源和载体都能有所体现。朝晖后面是开盘机，德国电台淘的。专业电台

用的。 
刘：对，是。 
邓：现在还可以用的。 
刘：状态都非常好。 
邓：还有这些 LP，老石在看这些 LP。老石，在第一期咱们也聊过，现在的音源载体是越来

越多了。除了这些 LP, 朝晖后面的这个开盘机，现在更流行，时尚的，上次我们也谈到了

这个 IPOD 视频。手机现在都可以听音乐了。那么现在到底是该用什么听音乐呢？各取所好

了。老石，好多期没聊了，网友也纷纷提出急需老石多聊聊。这次我们多聊聊。上次您跟朝

晖去德国淘了很多片子回来？还没来得及整理？ 
石：没呢，一直没时间整理。 
刘：在那个巴黎的跳蚤市场。跳蚤市场，我是淘的 CD。他在卡尔斯鲁厄，德国一个小镇，

淘到好多 LP 唱片。 
石：后来说再去一趟，走那天没有时间。 
刘；是一个小城市，一个小镇。你去会发现有很多宝贝，而且很便宜。 
邓：等下次有机会整理完了，再好好欣赏一下那些片子淘的是什么东西，包括那些 CD。老

姚今天拿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片子。 
姚：也没什么不同寻常，现在 LP 挺热的。大家很关注那些非常著名的版本。价值连城，趋

之若骛。实际上我今天拿了一些价廉物美的。也就是说用人民币来衡量的话，也不会超过

100 元。但是他的音乐都很好。大家在挑选唱片的时候可能就放过去了，不太注意，实际是

非常好的。 
邓：那我们就先听一张，然后再聊今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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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其实这张唱片很有意思，CD 的话，音乐爱好者几乎是人手一张。竖琴协奏曲，非常好

听。也很通俗，那么找 LP 就很不容易，为什么呢？这 LP 封面都不注意。也不是很著名，

实际这张唱片是威尔金森的录音。而且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录音。 
邓：咱们先听听，然后再接着谈。 
邓：老石，这片子你也很熟悉了，你先说说。 
石：对这个片子我也有头版，就是我们出去大片买来买去的，偶然你不精心的花点便宜钱买

来的一听，还真不错。 
刘：这回我们在德国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石：上次我们在德国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们介绍的版本非常非常多。我们买的澳大

利亚 ABC 刻的那个特别老特别老的版本，是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的钢琴乐队。弹钢琴

的那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悉尼乐团到是听说过，但是那个指挥怎么也查不着。他们演的非

常好。所以有些片子呢，不一定非要淘最著名的。主要是自己能在里头能体会到自己能体会

到的东西。实际上有时候这些东西好于那个。反过来讲，有好多大师，好多著名人士像安达

这样的人，我们好象有点淡漠了。翻过来再听安达，你发现他还是最棒的。 
姚：说到这张唱片，你比如说在国外的好多二手唱片店，他是不卖这个东西的。它没价值。

它觉得卖不上价钱去，它觉得这会掉它的价钱。他不卖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在目录里也找不

着这个。这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像刚才石老师说的那样，就得去小店，小跳蚤市场去找。

这都是不经意之间找到的好东西。 
石：你看这个牌子，它是 EMI 早期的一个廉价品。他把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列为一个不重要

的。我们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听这个音乐的。但是这些人是从商业的角度来做音乐的。所以肯

定会有一大堆的差异。你比如说克里尼要出一张片子，那肯定是先要出个大禾花。不可能一

下子就出了一个副牌。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 
邓：象老石说的，我们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听音乐的。那现在网友有一些问题。有一个问题是

比较普遍，像老姚说现在 LP 有点热，热是因为现在有好多人想听 LP，但是不知道怎么去

入这个门，包括您今天拿的这些盘，又不贵，而且又好听，录音也不错。从卖家来说，可能

不是很提倡，但是像刚才的听的这个竖琴，虽然说演奏者不是一个有名的演奏家，但是曲子

非常好听。但是他们有这么个疑问，说我究竟进 LP 是怎么进。LP 是怎么调整。机器怎么

来弄。就像是刚才谈到的进非常贵的片子没有必要。 
刘：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音乐是永恒的。怎么讲呢，刚才你也讲的，LP 机也好，CD
机也好，其实都是音乐的一个载体。包括今天我们谈这个，不要被 LP 吓着。很多时候要花

费很大的，因为 LP 很热，它很贵。你不必买很多很贵的。我们的这个节目，是要介绍音乐。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相同的音乐不一定非要用什么东西听。听 LP 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很多音

乐你不一定能找到 CD 或者是 MP3。 
石：它是经过一定时间的锤炼，它对音乐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一入门，你想到的就

是如此，不听 LP 主要就是被它的价格吓到。让人望尘莫及，这没法弄啊！实际上欧洲有些

厂家也在做这些东西，就是让它普及一下。他们便宜的跟一个玩具的价格差不多。像低档的

LP 转盘也就是 1000 多元。那个 rega 君子臂 1500-1600，那个高度风 10（唱头），也就是 2000
多。因为这些厂家在做的时候也就是在普及。所以我们这次去慕尼黑去参加展览，这两年的

LP 是有回潮的。就是你发现 LP 越做越多，当然，有一种现象我们不愿意看到就是越做越

贵。现在一台 LP 转盘要卖到 11 万欧元，相当于一台大奔 600 了。 
姚：这就是为了迎合那些爱收藏的，价值连城的什么首版的什么的。 
刘：但是也有便宜的。 
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非要怎么样贵，大家喜欢 LP 要有一个耐心，我想中国厂家

会慢慢的推出非常廉价的 LP 机。就是要普及一下，不要把这个东西弄的多么神秘。它之所



以这么神秘，我们当初弄的那个 LP 套机我们还不是照样听吗？弄个自动的，一按就可以了，

现在用专业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不行，太低档了。但是你现在就是拿那个东西听，也比

CD 听着好听。 
邓：现在就等于是 LP 的快餐吗。 
石：对。实际上就是简单化了。PRO-JECT 这几年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大的，它把高档的往低

档的做。有些公司谈到这种材料，谈到那种技术，谈到减震技术，什么结构，一大堆高深的

东西。拿一个我们这个中密板贴一块有机玻璃，听起来也还可以。我觉得也没必要什么直流

的，交流的，调整电路什么的，弄的大家晕头转向的。也就拿个交流电机一听，也不错。 
刘：这跟吃饭一样，方便面也能解饿。 
邓：家常菜也能吃，大菜也能吃。 
石：三角的唱头也有很便宜的，MM/MC 都很便宜。 
刘：最便宜的是舒尔嘛。 
石：这个主要是看听音乐的人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想听片子，我想这个就不是很重要。 
刘：今天老姚拿的这个就是音乐，我觉得你只有了解他之后，你才能去淘宝。就像刚才你讲

的，如果出版的是个 CD,可能就是以音乐的题目为主。而作为 LP 出版的话，就会以演奏家

做为一个题目，所以你肯定就查不到。为什么老姚能查到这个宝贝，你要是真的去找那个

CD 版本的话，那有吗？ 
姚：有啊，就是 DECCA 的小双张。而且它 CD 已经改头换面了，它叫竖琴协奏曲。作品还

多一些，大家人手一张。而且当你要找这张 LP 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正

确的方法你应该去找罗布莱斯，才能找到这张唱片。 
石：但是新的那个小双张，一没有头像，第二，打的是 DECCA 的牌子。你就很难找。我发

现中国人看唱片是外文的时候就感到有些困难。有时候它是英文，有时候它是法文，德文，

西班牙文全有。实际上它应该找的是演奏者的名字，叫什么。 
姚：所以这个找法也有视频的功能，照着封面，大家有个印象。这是那张竖琴协奏曲，当年

LP 就是这样的。封面是什么样的。 
刘：封面就是油画。一个中世纪的，灰底的。 
姚：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不经意之间的这么一个。买 LP 时候，你也许在唱片堆儿里看

到这张了，觉的也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大名版，应该没有这个概念。肯定就放过去了。 
石：壳，纸也用的不是很好。不像那些大家出的，用的又是布面，当年就金贵，一出来就金

贵。不是那个。 
刘：所以我说呢，音乐本身。每次都在 phonograph 中介绍这个音乐的一些感受，但是这只

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作为一个发烧友来讲，同样一个曲子，通过我们的介绍。同样的莫

索尔斯基的这个图画展览会等。你完全可以去听听其他的一些乐队。那些很便宜的版本，你

比如说悉尼的，我们也没有听过，但未必他就演绎的不好。 
石：我觉得一开始先听曲目的时候吧，不要挑什么这个那个，拿来就听嘛。听听你才能发现

这曲子是什么样，才能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好。 
姚：你才能体会总结出来你想要什么样的演绎。 
石：不要一上来我先来一个大名版，其实那大名版有可能就是你最不喜欢的。 
邓：你可能并不接受他那个风格的。 
刘：今天看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节目，很多曲子有 MP3 吗。 
石：而且听音乐，发烧的乐趣，就在于各有各的见地。你要是大家伙都一样，就像是 DECCA
公司似的，原来一出大禾花，那都卖得最贵。是大禾花，最早期的，这版肯定最好，其实未

见得。这德唱（DECCA）早期的都上非常干巴的。录的非常差。你像他刚才说的威尔金森

的那个，他就录的有二三十张片子里，其中包含着这个。那个时代的，威尔金森时代的那个



录音你听起来，这个还不算最杰出的，最杰出的是人声，那没法比啊。你到现在听起来有时

候，你把 60 年代，61 年的威尔金森的片子拿过来一听，哇，突然你发现现在录的怎么那么

差，我们 46 年，40 多年的历史，人都上天了，都绕好几圈了，怎么这个东西没进步呢。你

明白吗，他就是这么个概念。这说明一个什么，就是过去，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个人非常杰

出。他到现在他也是杰出的。只是时代不同了，用的东西不一样，但是那杰出性一点没因为

时间的问题而衰退。 
邓：老姚还拿了好几张片子，咱们听听第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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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今天拿的都是些小曲，咱们听听这张吧。这也是可能大家不经意的一张唱片。这是厦一

指挥的普契尼的管弦乐。普契尼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多经典的歌剧。这张唱片并不是改编曲。

这管弦乐大家可能觉得改动了，这是普契尼早年学生时期写的一些作品。习作应该叫做。学

生习作。但是通过里头你能马上体会到这种普契尼今后作为作曲家，在歌剧里的使用的元素，

脉络和这种情感，都能捕捉到，都能体会到。所以说很精彩的一张唱片。咱们先听听这张。 
邓：刚才我听了这个曲，不是改编曲，原来我听的是盒带，他是歌剧的作品按照轻音乐的形

式改编过来的。这个不是我理解的，是他本身就专门写的。 
姚：对，他早年学生时代写的一些东西。 
邓：就像老姚刚才说的他以后的歌剧作品和其他作品的韵味和风格已经在这个作品里都显现

出来了。 
石：实际上这个作曲家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作曲家。包括做歌剧的，也不是他一生下来就是

做歌剧的，是吧！他是应着歌剧的辉煌把其他的给压住了。因为他出的像普契尼，像很多作

曲家的管弦乐的小的作品，有很多单独的小的曲目，就搭一小段，经常有。他的许多大作曲

家的间奏曲。尤其这一段是他早期的作品。你完全可以看出普契尼更重视的是不是音乐的结

构，而更重视的是抒情。他前期就是这样一来，可能有些评论家说他不完善，它的结构没有

达到要求。 
姚：作为唱片来讲，这很少发现。 
刘：我第一次发现，今天这是我第一次听。 
姚：当年都很喜欢。听完了都说好。 
刘：那个戏剧冲突，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去了。 
石：它不像那些大的曲子，你说，结构，曲式，别人评论的，怎么怎么好。就像大家看一个

画家的一张画，最后它许多小品你不认识，他都是习作。这些习作看起来没什么了不得的。

但是你仔细去看，许多大的东西都来自于他们，特征都含在里头，它是很精彩的。它虽然不

完整，但是相对说起来，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把它做大了，往往还有点做作的感觉。这个

小的反而更精细，这种东西可能不完善，但绝对不是不完美。 
邓：它很淳朴，一开始的它的那种很自然的感觉。但是后来的作品，他要考虑要如何把它做

的怎么样，怎么样。 
石：我觉得现在听音乐这种东西，中国人还集中在那个浪漫主义时期。这些作曲家基本都是

什么贝多芬，多尔森，我们熟悉的这些人。我最近开始的这一两年，我开始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什么都听。连近代的，非常近代的。脑子有些混乱，不象我们现在听过去的这个，但是偶

然你会发现非常非常棒的，叫不上名来，查字典都查不到这个人来。在欧洲咱搜了很多这种

小唱片。放出来一查，人都查不到，曲目也不清楚，但是它却非常非常好听。写的非常好。 
姚：近代的这个音乐，这就是听音乐的一种乐趣。点点滴滴集合而成，对照那个时代的欧洲

音乐你就丰满了。你的认识就丰满了。如果你单拿一个那个时代的著名的作曲家，他不能完

全代表那个时代。 
邓：我们现在聊的这个听音乐的感觉，然后老石说丰满了，等于说是杂听，我们现在是杂聊。

包括朝晖的现在这么多东西。南方和北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南方

他们有的人说到底是听音乐呢，还是听音质呢，像刚才我们谈到。音质就得朝晖你的器材出

来以后，得拿你的器材听出那个音质来。我们现在聊的不是那个音质。单听音质，咱得聊那

个 HIFI 音响。 
石：他们历来在发烧界分两部分，一个叫烧硬件，一个叫烧软件。实际上严格的说，应该都

是听音乐的。如果说你就是听发烧的，你绝对不是顶级的。因为你对音乐不熟悉，你怎么知

道他真实不真实，那是有钱玩呢。因为即使我喜欢这个硬件，我有经济实力，我天天研究这

硬件。咱硬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音乐服务的，把那个最好的状况表达出来，但是您对最好的

状况都不清楚，那你可不就是等于真正的在玩器材。我有钱买着一堆玩。那个我买，那个我

买，哪个哪个的我都买。 
刘：这也不会很长，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朋友。也不分南方，北方，南方也

有这样的朋友，北方也有这样的朋友。一开始，他在初期会注意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会去

听音乐的。其实音质这个东西，它没有定论。我们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厂家，会有

那么多的尝试。 
石：这个音乐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它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说那个格什温写的“波吉与佩斯”，

我听过很多版本。也有很多那个那个，现在说的经典版本的。就是带花的那个什么，我就不

说了。偶然我找到一个，阿姆斯特朗跟唱爵士的那个叫 Ella（埃拉）的一起演绎的“波吉与

佩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它不比古典的差。而且我听过非常奇怪的那个，《绣花女》

我都找到过流行歌曲唱的一段一段的，把这个歌剧给唱下来，也非常美妙。就是说他从音乐

的完整性上，音乐的结构上都非常完整。你怎么演，怎么改都很好。一听古典音乐，他唱的

经典的作品。一听你似乎就觉得，呀！就在你旁边的那院儿里发生的。我觉的人听音乐就是

在不同的感受里，自己给自己一种完善自己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我不回避这个，刚“波

吉与佩斯”的时候，我觉得是闹着玩呢可能是，而且这个歌剧整个演出的乐队好象就是阿姆

斯特朗自己的那个爵士乐队，而且那个音乐很宏大。结果你往那一放，非常棒。而且你觉得

比歌剧里的那个黑人还像。 
姚：歌剧里的黑人不够味。太短。 
石：就是它太正宗了。实际上这样的片子，国际上出了很多很多了。 
邓：就像这个人在这里坐着，噌的跳上舞台就唱上了。很亲切的那种感觉。 
刘：还有那个爵士的四季对吧！ 
石：还有很多的爵士乐，这个你得借鉴，现代的音乐，为什么说我没把它限制死。很多音乐，

爵士音乐家在演。你像肖邦的音乐，他在爵士钢琴上演，你会体会到另外一种味道。但是有

些爵士音乐也在古典音乐上演，披头士的那流行音乐一直在柏林演，那人家觉得很美。所以

我觉得音乐只要是好的，就不要排斥，没有一个固有的东西。也不要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个

规矩，好多人一听这个音乐就先害怕了。 
姚：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听古典音乐，别一定限制在那几个名家，也就是说那可能不

一定就是你所喜欢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邓：有一发烧友，他说有个难题，他就说听古典音乐，他说有点难。不管是高深啊，还是什



么啊。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好象 LP 更好一点，现在不是出了 LP 了吗。第三，怎么调

整您的设备。先不管这片子是大名版还是什么廉价的。这三点就把人给难住了。 
石：听音乐的过程呢，比如说买一张片子，我想听的。可能到那里我不懂，我就买，我也没

必要听别人说什么。可能我就把这曲目买回来了，完了我就放那儿听。听一段时间了，我觉

得你这每天一大堆时间闲着，上厕所拿本书都不防，稍稍买一点相关资料，你丰富一下你自

己。我觉得一步一步就走近了。人的经验是积累的，不是跟别人卡的，一看普契尼，哦，这

个人的生活是这样，那你在他音乐中体会到他表达的生活肯定有他自己的内容。他生活的时

代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对曲目自然就理解了。他的难题自己就解决了。你没有必要把他那

个作曲家，就像音乐学院说的，他的起因是什么，地音是什么，几个小节，怎么展开啊。这

些没有必要。你一看这个人，就像我看小说的。一看他这个身世， 
刘：因为你看 LP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很多介绍，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是德文啊，什么的。

你查查字典。这里边介绍的很详细。 
姚：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你杂看也行，什么报纸啊，什么杂志啊，你自己有一点感受，你

听听别人的感受。不一定听别人的说教，有没有共鸣。那么你认为你的判断力是对的，这样

你的信心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这就挺有意思的。 
石：一般我们都提倡买这个原版的，现在国内的店里就卖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国内把它出

版了，出版了以后，它里面的介绍就都是中文介绍。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非常好。我都买过

这个。 
刘：你比如说普罗艺术。 
石：也不光是普罗艺术，好多厂家都做。你比如说那克秀斯的东西在好象是在 ABC 做的，

出完了以后有很多解说，演奏的是谁啊，什么的。我觉的这个特别好，为什么我都买那个。

便宜，十几快钱，干吗？不是要那片子，我是要那字。你明白吗？我觉得这些东西，要的就

是那现成东西。全部是那有字的东西。看那个歌剧，一出的时候一厚本全法文，你也看不懂。

最后你在听歌剧的时候，现在出歌剧的时候，那小本里全是法文和中文对照的，你马上就明

白了。 
姚：你马上就觉得跟你很近，没什么距离了。 
石：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谈这个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唱片的出版发行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

唱片公司不完全注重在利益上，而且还注重于文化的推广普及介绍，我们这个东西就好办了。

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我一看是国内出的，才十块钱，十块钱我要买了，如果看到是和国外

的样子做的，我不买。但是他要是有中文解说我肯定买它。其实我有那个，片子我可以送给

孩子听，送给邻居听。 
邓：我花十几块钱买份说明书。 
石：像普契尼的这个，我在广州看到了，这么大一个小盒。20 块钱一小盒。里头有一张，

不对是两张普契尼的片子。里头有这么厚的一本书介绍普契尼生平和他写的一些东西。 
邓：你要自己找可就费了劲了。 
石：而且翻译的东西不是中国人写的，是中国人翻译过来的。做的非常好，就是原来研究普

契尼的人在很公正的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应该看的，这样你听古典音乐就没什么难

的了。 
邓：就包括现在 CD 后面的那些作曲家，演奏家的介绍，都是对他比较有研究的那些人写的。

如果现在你像老石说，你把他翻译过来。虽然说他不是特别权威，但是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姚：很多唱片封面后头的这些文字性的，也就是专家写的都是深入浅出。他不是在那做学问，

他是在那让那些任何买这张唱片的人都能看得懂，能理解了这个。 
石：你比如说我们买了这张唱片，一张唱片买了，封皮都磨烂了。中国人就是这样。其实，

这封面就是艺术，到了最后这部分尤其是宝贵，但对中国人来说是浪费，一般中国人看不懂。



不象他是个英国人，他一下子看得懂，太好了这个东西。可能有时，他把这一块单独都留下。

我买的那个旧片子里就有这个，有的人把片子买回去，这一块贴了一块塑料纸，他怕磨了。

贴了一圈，因为他不可能把他抄下来。那边德文的什么的，他就没贴。那肯定这就英国人。

是不是？ 
邓：其实这点文字他能抄，他没劲。他就愿意放到片子里去看。 
刘：所以我们这个留声机节目做了 21 期。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三种恐惧，在这 21 期节目里，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打消这种恐惧。 
石：你要我们听古典音乐，我怎么开始听古典音乐？第一次我听古典音乐的时候那是在 1964
年或者是 1962 年，记不清了。殷诚宗在国际上获奖回北京，才开始听古典音乐，以前我就

没听过古典音乐。也没听过这洋音乐。听的都是步步高什么的那种东西。我是出去画画回来，

经过金光音乐厅，是殷诚宗回国之后的第一次回国汇报演出。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音乐厅

刚进行改革。票价有 6 毛钱，8 毛钱，和 4 毛钱，我买了 4 毛钱的票进去了。当时 Liszt（李

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一听，这真来劲。第一件事，当时回去就就赶紧找资料，不知道作者

是谁。别听了半天不知道是谁。我觉得这是人的基本求知欲望，最后一查查到了，这是一个

匈牙利人。他的生平介绍，Liszt（李斯特）还给当年的格林卡做过什么。然后就想听格林

卡，这慢慢的就引出来一堆来。 
邓：老石。这 OH-TECH 论坛里有这个帖子，就是想请各位聊聊发烧过程，今天老石不打

自招了，还没问就自己先说了。他这个发烧是从哪里开始的。 
刘：实际，我就这么讲，这个古典音乐都是博来品，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非常晚，所以真正的

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前，我还没出生，老石比我大，他可能知道，开了

一点可能又闭上了。大家发烧的历程都不容易。 
石：我最早听现场之前也听过古典音乐。听过什么呢？我认识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当

翻译的一个人。我就不说他叫什么了。他因为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的，经常往回带片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听的只是贝多芬，因为他很著名，我们才听他的。而且文化大革命之前，稍

稍有点印象的就是那时侯每星期有一次古典音乐的介绍在收音机里。不管它介绍的好与坏，

星期二它有一个重播。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今天介绍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它的主题

是什么，它的主旋律是什么。怎么着，怎么着。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趴在桌子上听那个，那

时候星期二晚上还有一次重播。就是中央电台做的。 
刘：后来调频节目刚有的时候我记得是 74 年，那时候音质也不好，听不出个好坏来。 
石：所以现场的震撼一下子就把你给带进去了。这个东西，你说我们一开始都是学音乐的，

对这个也知道，对那个也知道，不是的。他就是迷迷糊糊的就带进去了。今天我们工作室里

的人还问我呢，石老师，您怎么对音响这么熟悉呢，您是不是学过这个。我说我哪学这个呢。

说你怎么学会这个呢？我就是迷迷糊糊地就进去了。 
邓：说的是。其实就是经常查找一些有关这些东西的资料。 
姚：其实你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你一旦发现问题。你就去穷揪啊，你就去不断的积累啊。 
刘：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的淘宝的过程。 
邓：其实这就是淘宝淘出来的。 
石：其实你这也就是每天在看东西。什么各种小报啊，什么的。买的报纸，什么无聊的东西

也看。我们也就是在不断的那翻翻，这翻翻，说不定哪天就翻的东西记在脑子里，下次看到

了，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哪里登过，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知识是需要你串联起

来的。所以我觉得读东西不是坐在那刻苦地，一点一点的翻资料，不是！它是要有一个读书

会读的这么一个过程。 
邓：你想知道了，你就去找。 
石：对，得会读。会读书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书本就是一个算盘珠，读了两千本书，就两千



个算盘珠。如果你墙角一扔，什么用也没有。人家可能就读了 50 本书，用小棍一穿，人家

小算盘就算起来了。这必须得是会读书。人家一下能给抓起来。你天天读，所有书我都看过，

看过。人家一问怎么回事，原来讲的是故事。中国人有那个习惯，一看《红楼梦》男的看完

想变贾宝玉，女的一看想变林黛玉。都沉浸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里了。 
刘：需要讲究的是日常积累。 
邓：那咱们也要积累一下，还有时间吗，咱们就再积累一张，再听一张。 
姚：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刚才石老师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一张非常廉价

版的。但是也是演录俱佳，可能企鹅评价也很高，三星带花。而且乐团也不著名，是英国室

内乐团。简奥里克切耶夫，然后马克西姆留克，这是波兰的一个指挥家。 
邓：一个钢琴，一个小号。 
姚：我们就听一下那个非常著名的，老肖写的非常著名的电影，《难忘的 1919》里的中曲，

也就是那个配乐。 
邓：听听这个配乐。 
 
钢琴协奏曲<难忘的一九一九>终曲  肖斯塔柯维奇 
钢琴: DMITRI ALEXEEV 
演奏:英国室内管弦乐团 
指挥: JERZY MAKSKYMIUK 

 

邓：我们听的就像刚才老姚说的，那个气势，和整个那个状态都能够体现。 
姚：它是老肖大家的作品，但是不是那么很重要的。唱片，乐团都不是一流的。 
石：这个里面这个高音符号的这个一个系列，出过好多人。就是很著名的曲目，不见得是名

人演奏的，但是效果非常棒。就跟它这个钢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这个公司出品

的。哪个人演的？也是非常不著名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到后来出 CD 的时候还保

持着这个标志。这个版好象我就有。 
刘：所以说这一点 ，一开始我就说刚才你谈到的这个话题，我就有个很大的感触。所谓的

音质和音响效果与音乐的关系，音乐虽然重要，但是音响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音质给你欣

赏音乐，可以说是一种激励。1919 刚才我们也在聊，一个老片子，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快

到 40 岁的人，就是在一九七几年看的《难忘的 1919》，后来就很少。当时是庆祝十月革命

胜利多少多少周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放过一次，《难忘 1919》记得是保卫圣彼得堡，保卫

红山炮台，他叛变了。最后把红山炮台给夺回来了。 
石：非常有意思，严格的讲肖斯塔科维奇写《难忘 1919》这个电影拍的时候，我们中国刚

有翻译。我记得非常清楚，配音都是东北味。 
刘：后来我为什么还是找这个唱片呢，我真找到了。那是一个广州出的叫俏佳人的什么。找

到了 DVD，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刚才那种感觉，就是当时他的那个电影录音非常非常差的时

候，那种气质你根本体现不出来。现在的人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如果有沙沙的声，不是东北

的配音。那个没劲。东北配音，列宁出来都这样。 
姚：那时候还没有长影呢。那时候是东北电影局翻译的。但是你觉得很亲切。看到电影想到

历史。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演得很现代，翻译也跟现在一样。咱们又扯远了，现在电视上有很

多重拍的那些，什么敌后武工队啊什么的，小兵张嘎啊，什么的，他的那种气质，全没了。 



石：而且那时的片子，我记得特别是夏候扬的故事？ 
姚：那时候演那孩子都学。 
石：我觉得那片子还得看原来的那个。如果你把它整得现代的，你会觉得非常奇怪。所以这

人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姚：所以听 LP 唱片的时候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亲切的背景噪音。那才亲切呢。 
石：你像我们那时候听，蓝次的这张唱片，是德律风根出的，还真把那噪音弄没了。没劲了，

因为他那录音跟我们现在有一些差距。正因为它有那个噪音 ，你才发现他那个时候的辉煌。 
邓：你要把那个声弄干净了的话，不对了。 
姚：一个网友还提那个，什么 SACD 的。 
邓：SACD 这个是朝晖的专业。SACD 不成功了，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有技术的原因在里边。 
刘：就是它播放的音乐跟我们的主观感受不一样。 
石：62 年的时候我们录音，一般都是立体声的了。但是斯卡拉歌剧院呢，弗兰妮录的《绣

花女》是单声道的，这时候你听 62 年的单声道的。有了立体声时候，再听单声道，感觉特

别不好，而你要再听，我还不如去听 55 年的呢。卡拉丝的那个单声道挺怪的，我就死活不

爱听。 
刘：用单声道的反而比立体声的更清晰。 
邓：有了立体声了，单声道的反而就不一样了 。 
石：他唱法都不一样了。你再听他拿单声道的录的，那个翁德里西，他在 67 年还在用单声

道的。我都不知道它是为什么，你知道不？然后他都弄的很清晰，很清楚了。可它是单声道

的。你就觉得特别不舒服。你翻回来听 53 年 55 年的，卡拉丝的那个老单声道，真是生动之

极，真是没法比了。这个人很奇怪，我一听单声道，要是 60 年代以后的单声道，我就不愿

意听了。你要是卡拉丝，30 年代的以前的都好。 
邓：30 年代的录音他未必多好，但是比你 60 年代以后的各种单声道要好。 
石：那个时候的单声道录得特别清楚。什么都没有，杂音啊什么的都没有。就是单声道。就

像一根棍，他在你眼前特直板。它不像卡拉丝那个年代的有噪音，那个年代的唱法。 
姚：那个时候的录音师，单声道的，一个麦克风，他也要不那个演奏家，歌唱家的神韵给抓

进来。 
邓：把那个立体声的技术，全在单声道里给玩到家。所以它出来的声音还是不一样的。 
邓：今天有两个事咱们得说说，老石，咱们这么都期了都没在一起了，今天也是忙里偷闲。 
众人：石老师在忙什么呢？ 
邓：网友也是极想念你。还得夸夸老姚，每次都拿那么多好的片子。今天拿了这么多奇奇怪

怪的片子。 
姚：也不是奇奇怪怪，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别太注重那些名家，非什么不听。问题多多。 
刘：非常感谢的就是你的贡献，你的体验。 
邓：感谢您的心得和资料，也谢谢老石能来。真是百忙之中来到这里。今天是换了地方了，

在朝晖的办公室一块来聊。也感谢网友来一块参与我们的节目。下次我们会有其他的东西和

大家分享，这次就这样，下次再见。BYEB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