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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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栏目的第二十二期,

我们在这谈论有关 H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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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频欣赏，我是邓小宁，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来自 oh-tech 工作室的制作人，现在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姚吉，国内著名的 LP 唱片的收

藏家，资料馆馆长，音乐评论家；刘朝晖，欧博音响公司的总经理和创始人。 

 

邓：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轻歌剧，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挺有聊头的话题。 

姚：有聊头又挺松散的一个节目。 

邓：因为轻歌剧本身就是轻松愉快的一种形式、题材，咱们聊的形式就是轻松愉快，就是轻

歌剧，我偶尔想起来的，聊聊轻歌剧。咱们进入主题，先听一下，苏佩的“轻骑兵”序曲。 

 

"轻骑兵" 序曲 苏佩(奥) 

DECCA 出品 

 

 

姚：如果说做一期节目来聊轻歌剧，其实也没什么聊的，说到轻歌剧，那主要是在德语地区，

像奥地利、德国这些区域，跟正歌剧相对应的，剧情很简单，没有矛盾冲突，也没有戏剧冲

突，而且很杂碎，序曲很好听，有一些家长里短、合唱、独唱、抒情的一些咏叹调，然后再

加一些舞曲，无非就是这样。 

 

邓：可就是这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很多人接受。 

姚：比起大歌剧，它更民间化，更通俗。而且演戏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这么演，明天必须还

得这么演，不像传统歌剧、正歌剧规定的很严格。 

 

邓：因为大歌剧或正歌剧它们的题材相对来说都比较悲剧一点吧，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比较多，

你听那些演唱家虽然唱的是不错，但听着最后都会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都是悲剧性的。 

 

姚：这类在德奥地区叫轻歌剧，在法国就叫喜歌剧，在西班牙叫萨苏委拉(Zarzuela)杂碎剧。 

邓：它们形式都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有本民族的风格在里面。 

姚：比如说苏佩，作为一个奥地利作曲家，他写了很多轻歌剧，但是现在也没有人演，可能

曲名知道，曲名也是因为各类序曲而了解的。 

刘：可能有人演，只是说传播渠道在我们中国有一定的局限性。 

姚：总的来说，有人演，恐怕也是限制在德奥地；你说它能走向世界，但是它也走向不了。 

刘：但是它的很多优美旋律恐怕是最重要的。 



邓：最早听到的西班牙萨苏委拉，我记得当时是在９０年代，帕瓦罗蒂第一次来中国，然后

多明哥来中国，但他第一次演得不是正歌剧，他演的是萨苏委拉，西班牙的歌剧，我记得很

清楚，在大会堂演的，我先看的帕瓦罗蒂的，然后看的他的。 

姚：所以像多明哥、卡里拉斯都是萨苏委拉的好手。 

邓：多明哥他们家就是歌剧院，从小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我前两天在中央台看到柏林

夏季音乐中他指挥一部西班牙的乐曲，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他的音乐素质，他可以指挥，可以

弹钢琴，当然歌剧更没问题了。 

 

姚：多明哥作为一个指挥，当然首先是一个男高音歌唱家，他比其他两位歌唱家更有优势一

点就是指挥特棒，目前能听到的他指挥的唱片中最棒的指挥就是演的施特劳斯的“蝙蝠”，

极棒，不过这套唱片当年的 CD 我有，但是 LP 至今没有找到，现在是我要寻找的唱片之一。 

 

邓：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那些手势可能不像正式指挥那么潇洒，但是指挥的还是很好。 

姚：乐团的素质也在那，只要传达过来就可以了。 

刘：功夫在排练么。 

 

邓：所以越到最后这三大男高中，我就更欣赏多明哥一些，因为他的音乐素质越到晚年显示

得越好。 

姚：炉火纯青。 

 

邓：轻歌剧咱们刚才也听了一些，这种形式存在也不存在，就像朝晖说的都不可能在国内接

触到。说存在呢，好像有很多几乎都听不到整个歌剧的一部分；说不存在呢，但是像老姚说

的像里面的圆舞曲、咏叹调这些风格的曲子哪都能听到。 

姚：优美的旋律能记住；但是要是说里面的剧情，很难说得清楚，也记不住，没太大意义的

东西。 

 

刘：轻歌剧能不能理解成跟 pops 差不多。 

姚：当年是这样，或者叫音乐剧(pops)，民族音乐剧。 

刘：我发现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有名称，不像交响曲，第几第几交响曲的，没有名称。它

都有主题，很容易懂。 

 

邓：刚才您拿的是苏佩的序曲。 

姚：他现在留下来的能听到的就这些序曲了，每部戏的唱片也没留下，可能有，应该有，但

是问津的人也很少。 

邓：几乎都是以单曲的形式欣赏。 

姚：从唱片收藏的角度，我也不会找这些，没太大意义，从哪下手呢？拿几张序曲听听就可

以了。 

 

邓：这只是苏佩，另外一些就不一样了。 

姚：现在流传下来的能听到的轻歌剧，一个是雷哈尔，一个是施特劳斯，要说德奥轻歌剧就

这样了。雷哈尔当然就离不开“风流寡妇”、“微笑大地”这类的。 

邓：可能“风流寡妇”咱们中国接触的更多一些，有电影。 

 

姚：我觉得这些歌剧流传下来，恐怕当时那个时代有些著名的歌唱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像



施瓦茨科普芙、高登，如果没他们这些戏可能也就埋没了。下面听一首，施瓦茨科普芙唱的

轻歌剧，这是她的长项，除了演正剧、艺术歌曲之外，她还有一个特长就是演轻歌剧。这里

面曲目也杂杂，就听第一首吧，是霍尔贝格的“歌剧舞厅”，曲目知道，但是剧情怎么回事

就不清楚了，而且很简单，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就属于这部轻歌剧里面非常著名的抒情段，

花腔女高音唱的。 

听听这段。 

 

"歌剧舞厅"   霍儿贝格(奥 ) 

演唱:施瓦茨科普芙 

 

 

邓：这段确实好听。 

刘：旋律好。 

姚：但是总的来说是不疼不痒，没有起伏，发自内心的感情的奔张也没有。 

邓：力度不像那么张弛，但是真好听，唱的是没得说。 

刘：而且我觉得旋律改编了很多，我们刚才听过的两个轻歌剧，到目前为止都改编过很多。 

邓：像老姚说的，这次这么演，下次可能再加点别的血统，或者临时兴起再加点别的演法，

更有意思一些，改编会容易一些，但是像正式歌剧就不太方便改了。 

姚：对，不能乱改，该喝倒彩了。 

邓：轻歌剧本身这种形式，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以稍微变化一点，可能更出彩，甚至反串。这

是她唱的其中一些吧。 

姚：是，她唱的主要的轻歌剧的一些著名选段，都很抒情，都很好听。但是话说回来，整张

唱片听下来之后，会觉得个性不强，因为都很美，都很好听，也就如此。 

 

刘：我觉得轻歌剧这期节目，应该多放几段，这个东西本身是靠感受的，都是很轻松的曲目，

比如做不了其他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听听。 

那再来一张。 

 

姚：这是一套很著名的唱片，小克莱伯指挥，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很精彩，我今天

想放他的《雷鸣电闪波尔卡》。约翰-施特劳斯写的圆舞曲很多很多都是从轻歌剧来的，包

括“波尔卡”，不经意之间发现，哟，怎么会有这个？ 

邓：这段怎么这么熟啊，先听的单曲实际是从里面摘出来的。 

姚：我自己收藏的“蝙蝠”的有三四个版本都不太一样，《雷鸣电闪波尔卡》就只是在小克

莱伯指挥的这套歌剧里有，其它版本里都没有，是一个舞蹈场面。而且还有一点，《波尔卡》

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历年新年音乐会都有，包括克莱伯自己指挥的几届新年音乐会里也有，

但是我认为最出彩的演绎就是在这部歌剧里面。换个角度说，这个耳熟能详那么俗的作品，



一个小曲，只有在歌剧里面才觉得真出彩，真棒。 

 

<<雷鸣电闪波尔卡>> "蝙蝠"   约翰.施特劳斯(奥) 

演奏:巴伐利亚国家乐团 

指挥: 克莱伯 

 

 

邓：像老姚刚才谈的，在新年音乐会还有其它音乐会上都听过。 

姚：无论节奏、力度都不一样，音乐会是按照音乐会曲来安排。 

刘：一开始听这个曲子之前有很多的戏曲冲突，虽然是轻歌剧，但是它也有情节，突然出现

以后，会觉得这个音乐在这个环境里面很恰当，有种感受。 

邓：如果单听新年音乐会的话《雷鸣电闪波尔卡》已经不错了，但是再听这个版本，像老姚

说的在剧里面一出现，感觉就不一样了。 

姚：这里面就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喜欢听歌剧 highlights，还有些朋友

听歌剧的时候一定要听全本，其实全本有些很冗长，你就在等待那段最著名的咏叹调，但是

戏需要那种铺垫，你听戏的感情也需要那种铺垫，一点点给你推到那，才过瘾。 

 

邓：咱们中国可能有些人大多数是从咏叹调接触的，音乐会上单独唱的，实际是在剧里面一

点点铺垫出来的。 

刘：在 Highlights 当中的 Turandot 有个 《今夜无人入睡》，一开始我们接触的都是片段，

后来有一次我听整剧的时候，前面听一段，后面听一段，尤其是唱完到结束以后，感觉不一

样，知道前因后果了，热血更奔张了，因为你的感情积蓄到那了；在 Highlights 中被切断

了，而且在整剧当中不切的，马上就是高潮，很过瘾。 

 

姚：所以说，音乐是条长河。我老是说听歌剧，听这类作品，一定要尽可能的听全文。之后，

等贯通了之后，你再去听 Highlights。 

 

邓：没错，其实我只买过一次 Highlights，就是 Turandot 的另外一个版本，买的全文版是

梅塔指挥的那个。原来最早接触是从单人唱咏叹调出来的，后来我就基本买整本、整本的

CD，要听全剧是怎么回事。当然有些就像您（姚吉）说的，中间可能有些觉得困惑的地方，

即便是这样，你也要知道有一个连续的东西下来。 

 

姚：轻歌剧在唱片上也挺有意思的，今天没有带来，是卡拉扬在 60 年代录的一套《蝙蝠》。

这套唱片特别有意思，就是所有角色里的群众角色，也就是说非主要角色演员，全部是当时

歌唱界的大腕，因为只有卡拉杨能做成这样。 

 



邓：能把这些人聚过来。 

刘：他有号召力。 

姚：对，他有号召力。里头呢包括一些针尖对麦芒的，不太好对付的这些大腕，也都来了。

不是说光唱德国歌剧的这些歌唱家，包括唱意大利歌剧的，像苔巴尔迪、萨瑟兰，全部都来。 

 

邓：你有这张片子，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姚：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叫反串也罢，客串也罢，就是玩一把。 

邓：这片子好。 

姚：是，但今天没有带来。所以说很有意思，显然就是这戏不是很重要，大家那么一玩，咱

们也是今天这么一胡聊。 

邓：把梅尚程荀，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全聚在一块儿，来一出戏。 

姚：就是当时活跃在歌剧院的这些歌唱家，全来。有矛盾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全都来这演一

把。 

 

邓：还有这么回事啊，对比起来，《蝙蝠》的这张克莱伯版本，刚说的卡拉扬版本，还有其

他的第三个、第四个版本么。 

 

姚：还有一个版本，也是卡拉扬指挥的，盖达演唱的，也非常棒。当年他跟施瓦茨科普芙不

相上下，也因为有了他，很多轻歌剧得以发扬光大。其实大家听过克莱伯的了，当然他的录

音不是很多。听完他的作品，就觉得他扣得很精细，感情把握的特别好。所以说比较下来，

还是克莱伯的这套好听。 

 

邓：我个人的感觉，从我对克莱伯的这些了解，我觉得还是他指挥的比较对味儿。 

姚：是，非常过瘾。 

 

邓：因为我看过他的新年音乐会，后来也听过他指挥的其他一些曲子，觉得他比其他几个要

好。 

 

姚：他把握得非常好，巴伐利亚国家乐团，演得确实很过瘾。而且是一泻千里，从头到尾，

绝无冷场，一气呵成。 

邓：这有时间得从头听。 

 

姚：对，我建议，不一定非得说轻歌剧多么重要，如果想听一部全本的轻歌剧，就选这套《蝙

蝠》。 

 

邓：因为里面的曲子是好几段，而不是一、两段，而且每段都很好听。 

 

姚：从头到尾都很好听，而且录音在 DG 的录音里算非常优秀的。因为德国人的录音风格一

般是比较…… 

刘：比较冷。 

姚：对，但这套录音是非常好的。 

 

邓：再听一张，这张是《蝙蝠》，还有什么可以听的？《风流寡妇》，刚不是提到雷哈尔么。 

 



"风流寡妇之二重唱"   雷哈尔(奥) 

演唱: 施瓦茨科普芙, 盖达等 

 

 

姚：是，雷哈尔留下最著名的就是《风流寡妇》，那么最著名的《风流寡妇》版本也就是施

瓦茨科普芙，马塔契奇指挥的。 

 

姚：轻歌剧，其实聊这么多，恐怕再往下聊也没有什么了 

邓：也听了这么多。 

邓：对，所以今天希望多听曲子，因为轻歌剧像咱们这样系统的或者是听得比较多的，好像

机会也不多。 

姚：但是版本都很熟悉。 

刘：对，大家都知道。 

 

姚：所以说，有兴趣的呢，在对音乐熟悉之后，稍微接触一点儿戏本身，去了解了解。 

 

邓：也别那么严肃，像上期聊得，什么进入 LP，进入古典音乐得怎么听，先打怵了。你可

以先听轻歌剧，挺好听，又有圆舞曲，又有唱。 

姚：有唱有跳。 

邓：是，有唱有跳，挺好玩。 

 

刘：而且这个《风流寡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了，很多人都看过。 

 

邓：但可能是有的人他还是愿意先听那些曲子，但是不一样。这是个人感觉不一样。 

姚：这东西没深度。 

 

刘：《风流寡妇》被改编过很多东西，包括很多舞曲。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们小时候，经常

听舞曲的时候就有《风流寡妇》。 

 

邓：所以朝晖，就像你这雪茄的烟丝一样，好料不怕做呀，做成什么样的都有，它都成型儿。 

 

刘：对，说到雪茄，说个话外题啊，这种雪茄正襟危坐的时候抽是很好，但是你别小看这些

雪茄。 

 

邓：正式场合也可以抽，平常聊天也可以抽。 

 



刘：这种雪茄为什么贵呢，它是手工的，一层一层烟叶卷起来的。而卷完烟就剩下碎烟叶。

实际上都是烟叶，只不过这个用的是好的。 

姚：指的是里头的芯，是吧？皮是整张的么？ 

 

刘：为什么说是荷兰雪茄，它是把碎东西给接起来了, 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用设备切割。 

刘：对， 

姚：看出来了。 

 

刘：实际上，有时候碰好了，这种便宜雪茄，味儿跟那种好雪茄差不了多少。 

 

刘：所以雪茄就跟 LP 一样，同样一个曲子，听 CD 也能感受到，但被刻成 LP 以后，就需要

弄那么多的设备。 

 

邓：味儿就不一样了。 

刘：对，实际上，这就是像一张烟叶，哪儿都不破给它卷成雪茄不容易，得挑好烟叶，但碎

了怎么办，那您就扔在那边，就开始做成这种雪茄。 

 

邓：说到这，咱们有一个专业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CD 播放机、LP 播放机是需要减震

的，对吧。 

刘：对，是。 

 

邓：包括上次拍的紫禁城系列里，也是加了减震的。LP 没的说了，肯定是加减震的。那功

放要不要加减震？前级、后级？这是网上的一个问题。 

 

刘：这是个挺好的问题。 

 

姚：都需要，但是音源部分更重要一些。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比如像 LP 唱机，我就老跟

大家持不同观念，就是说不能绝对的把震动消除掉，因为本身 LP 唱机就是靠震动出声的，

但是在什么频率上震动，怎么震动，这恐怕就有点玄。 

 

刘：对，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姚：对，你比如说著名的 Linn 12 LP 唱机，百分之百是有震动的，但它的震动点在什么地

方，恐怕就是它是常青树的一个生存秘密。还有一些别的，我接触过一些唱机，你比如说朝

晖这儿的唱机，走的就是重量级的、消除一些震动的这一路数。还有一些是带有悬挂系统的，

一方面它本身是要谐振的。 

 

刘：包括我们这边，这些东西也都是这样，所谓震动对音响器材的影响，从科学角度讲，全

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语，叫失真。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失真的东西就好听。有些时候，加

入一些人耳能够接受的这种失真，反而会对音响系统产生一种乐感。就好像我们喝一碗水一

样，如果一碗水和一碗汤，汤里有很多佐料，喝了是一种感受，纯喝水，觉得淡然无味。实

际上你说的这种震动也是，看在什么地方，保留什么样的震动，消除什么样的震动。包括放

大器，它也需要。 

邓：不能一言以蔽之。 

 



刘：对，它需要减震，但也需要把一些震动保留出来，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一个放大器，

叫 Parasound，是一个放大器，当时我们也是很多人在研究它，因为这个机器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线路板的固定螺丝这么少。按道理说，应该用 6 个螺丝比较结实，它故意用 3 个，很

多板子，你手一拨，它“扒拉扒拉”的晃，但后来说这里面有学问。如果全固定死了，声音

反而是不对的，它反而要利用震动产生的失真，对声音产生一种调节。 

 

姚：音响这东西有点玄学的感觉。比如说，用玻璃做的，它很结实、不震动，可是它也不吸

收震动，然后外界的声波反射到这儿，它也直接反射走了，这些对声音都有影响。也有人做

石头的，它也不震动。 

刘：有些人做石头音箱。 

姚：但声音就死了，可能用木头的就好。软木、硬木还有区别，紫檀呀什么的，好像都有一

定的特点，但这东西就得自己摸索。 

 

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仪器，能够把我们所谓的这些变

化，量化给它测出来。而人耳是一个最重要的仪器，能感受到，但是拿仪器没法去具象的表

现出来，这就是音响里很有意思的、很主观的地方。 

姚：也是难办的地方。 

 

姚：对，所以有些东西说不清楚。刚说的 Linn 12 唱机，几十年了，常青树，有人说我非得

破解它，非得把它弄明白了。它凭什么就好。 

 

刘：比如说像这个 LP2.0，转盘用的是亚克力。也有好多唱机不用这个，还有一些合金呀这

些东西，不同的谐振频率，它产生的效果都不一样。像亚克力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但有些人

会反对这种效果，可能还有些人是另外的一种，比如用石墨或者其他材料，吸收震动，但石

墨加多了，又会感觉到很呆板。 

姚：声音呆板。 

刘：对，呆板实际上就是那种大家愿意听到的失真被吸收掉了。 

 

姚：再说一个简单的，震动，失真。电子管，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电子管的放大器，实际说

白了就是要它的失真。 

 

刘：耦次失真，耦次谐波。就是这样，人耳朵听着舒服。 

 

姚：晶体管没有这个失真，所以它就不舒服。所以说不是正确的就是对的。 

 

刘：所以，爱好者就是这样。反正也知道这方面，就去试，试到耳朵听着舒服的时候，这就

是你所要的东西。 

 

邓：也别听这个、那个的，就是以自己的耳朵为鉴赏指南。老姚，上期咱们聊了一些不算鲜

为人知，但也是挺有意思的 LP。 

姚：不是鲜为人知，是价廉物美的。 

 

邓：咱们有一期聊过鲜为人知的，上期是价廉物美，这期是一些轻歌剧，也是平常比较集锦

的一些，不是有那么多机会听到的。但是产生了关于听 LP 的问题。有些网友也问道，LP 目



前在国内的发展，现在又开始热了，以后会是怎么一个状况。 

 

姚：未来我不好预测，为什么呢，确实朝晖也刚从德国回来，刚才聊到的。Clear Audio 做

唱机的，现在都在压唱片。自己压新的录音碟，也翻译像阿其夫的一些片子。所以说未来这

股势头是否往上走，有他一家压，也可能就有十家，所以没法预测。因为他有主观愿望，他

想压唱片，可是市场有些时候是挺残酷的。 

 

邓：刚才咱们听到的，包括上期听到的这些片子，CD 上能找到么？ 

 

姚：都能找到。噢，刚才有些可能找不到，因为受众群太少了。出过 CD 但是也不太好找。

而且可能封面也都换来换去的，已经不知道怎么找了。 

 

刘：这只是个载体而已，得去挖掘。就像雪茄一样，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能抽手工卷雪茄，太

贵了，偶尔抽一抽。 

 

姚：所以我说，如果收藏 LP、找 LP，这些有名的版本现在来说很贵了，那你可以避重就轻

么，去便宜的里头找点儿，那就看你有没有眼光了，看你对音乐的认识，不要从身边走了宝。 

 

刘：总归有机会，现在网上也有一些 LP，eBay 呀、或者二手的网站，都可以买到。只要你

用心去找，而且这种 LP 的系统，上期也讲了，不见得用那么贵的，几千块钱就能搭配一套，

也是可以听的。 

邓：对，也是分不同档次么，非得几万块钱、几十万，那是可以，但是也未必。 

刘：没这个必要。 

 

姚：所以有些事情，像 Clear Audio 做的这个事情，太吓人了。一辆宝马车的价格。 

刘：但是 Clear Audio 也有便宜的呀。 

 

邓：所以也可以抽这个哈瓦那的雪茄，也可以抽荷兰的这个小雪茄。 

 

刘：对呀，而且有些时候，这些烟叶都是一样的。 

 

邓：那这期谢谢老姚，轻歌剧这个话题也挺有得聊的，下期再找一个，今天先秘而不宣。也

谢谢朝晖，连办公司都让出来给我们做节目。也谢谢网友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