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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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的第二十四期，在

这还要继续聊有关于 HIFI 音响和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如果大家感兴趣话的可以到

www.oh-tech.com.cn 下载视频播放和音频的节目欣赏。现在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LP 黑

胶唱片收藏家姚吉，欧博音响公司的创始人刘朝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创始人之一。 
 
姚吉：刚从英国收到一个航空包裹寄来的黑胶唱片，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现在很多网友都

是从国外邮购黑胶。说到从国外买唱片也是挺有意思的，在早年还没有互联网交易，那就是

传统的商业。那时候买黑胶唱片，因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客户，国外都会给寄一个印刷的目录。

手抄的很小很小的字，因为内容很多，必需戴着眼镜看。除了片号它还有自己的编号，你要

摘录的话都要手写下来，先进一点的是传真，不先进的就要用信封寄过去订货，需要很长的

时间。国外那边收到了以后先确定有没有货。如果有确定邮费是多少，再寄回来。这一去一

回基本上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从你看到目录到拿到真实的唱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加急的。 
 
刘朝晖：要是互联网的话，你还能看到图片确认唱片，那就需要对唱片非常的熟悉才行，不

然的话，根本搞不清楚是哪张唱片。 
 
姚吉：为什么说现在都是互联网了呢，不是说我只在互联网上买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大的卖

家好多也是因为时代所迫，就在网上卖了。我有一些英国的十多年的朋友，他们那时候都不

会用互联网，像这些人一般都是老古顽的形式，他们也不会上网。我认识一个叫吉米的，很

有意思。他有一个孩子有教他。他原来特别传统，寄唱片也是马马虎虎的，但他的唱片是非

常棒的，他就用一个烂报纸和破纸箱寄。话说回来，那时候唱片也多，不像现在似的，玩

LP 的人都知道，现在买唱片都像疯子是的在那抢。 
 
邓小宁：那今天我们也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疯抢的唱片是怎么来的？你收到的这个唱片的包

装还不错。 
 
姚吉：这个唱片也是英国一个很大的卖唱片的公司，这两张盘非常好。其中一个是德拉姆丝

的德国名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套德国唱片或者是说在德拉姆丝生命中 重要的一张唱片。

这是第一版的，上面有一个白天使和一只小狗，EMS  IJAN 系列里面的第一版的唱片，就

是天使系列里面的第一版。自己收藏的话经常也在调整。比如说我之前有第二版的唱片，那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声音可能有些不同，那就不停的洗牌吧。像这一套是两张，大概有六十多

首名歌。 
 
刘朝辉：我看这里面好像有三张。 
 
姚吉：是有三张，一般像国外这些专业的卖家都知道这个唱片容易损坏，所以他把这个单张

的唱片放在硬盒里面了。另外这张“马勒的大地之歌”，也是一张很正宗的马勒唱片，但是

他的标志不太一样。就是这张是七十年代的录音，那时候的标志已经换成了金标黑天使了。

就这个录音时代来说，这就是第一版。 
 
刘朝辉：就是，时代不一样，公司的 LOGO 也不一样。 
 



姚吉：唱片相对比较薄，面积大，都怕撞击，碰到角到不好了。 
 
邓小宁：那在从国外寄过来的过程中，会不会与其它的物品发生碰撞？ 
 
姚吉：那当然会了。 
 
刘朝辉：所以说这种硬的的包装是很合理的。 
 
邓小宁：有个问题，就是你今天买的是有这么个硬的包装，他是把单张的唱片放在里面了，

那你有没有只买单张的时候呢？ 
 
姚吉：那肯定有，单张没有这个硬壳保护的话就有矛盾了，那就只能加强外面的包装了，但

也不能是无限制的，因为他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就像这个是的用两个硬纸板两面一夹，但这

样也有坏的时候，所以说买唱片的时候一张一张的买，风险很大。我就有过这种悲惨的经历，

所以我说别老看着贼吃肉也得看着贼挨打。一年来说，包括丢失和损坏的耗费还是很大的，

这就是东西方的差距，因为距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你也要有这个心理去接受这样的情况，

你也不知道是中间哪个环节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你找保险公司也没用，就只能认了。 
 
刘朝辉：就包括我们公司的产品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产品有摔坏的摔碎的，根本也都查不

出来。 
 
姚吉：你看我这就有这样的唱片，都是今年近两三个月内出现的问题，就是全都碎了，只能

看封面了。这个是肖斯塔克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马克西姆克维奇他儿子指挥的，非常好的

一张唱片。你看这张，到手里就碎了，没办法肯定是运输造成的。 
 
邓小宁：朝辉你说如果你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了，如果出现运输上的问题怎么办？ 
 
刘朝辉：如果是扯不清的情况，双方都承担一些吧。 
 
邓小宁：如果你宽宏大量的话给他换产品，那还有的换。那像老姚这个唱片，都没有的换，

就是没地儿说理了，就跟古董似的。就跟我买一个花瓶似的，碎了怎么办？没办法，它是不

可再生的啊，只能可惜了。 
 
刘朝辉：有时候可以买多点，就跟这个杯子一样，一个杯子发和几个杯挤在一起发不一样，

可能几个杯子挤在一起发更安全一些。挤在一起，没有相互撞击就不会碎了。 
 
姚吉：那比如有时候在网上买，这个卖家就一张你想要的，那你要安全一些，有些你不想要

的也可以来一些，为了保护这张你想要的。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说经常发生。你看这张唱

片就是碎了，让一个朋友拿走了说去挂在镜框里做个纪念。听是肯定没法听了只能看了。这

张是李斯特匈牙的狂想曲和 伟大的切卡尔斯基弹钢琴的幻想曲，也是碎了。现在网上也很

难见到这张唱片了。这还有张博拉姆丝的也碎了。 
 
刘朝辉：再想买第二张也不一定能买的到了。 
 



姚吉：要是想要还是要去找，但也要保持一种平常心态，不能说碎了就垂胸顿足的。 
 
邓小宁：大家都觉得说老姚的 LP 唱片多，谁知道这里面还有难受的时候呢。 
 
姚吉：所以说这一年下来这只是坏的，还有丢的呢。这个坏的起码说你还能看看画，这丢的

你连画都看不到。这钱出去连水漂都听不到。你一问卖家说我寄了啊，那你从哪找去啊。 
 
刘朝辉：像寄唱片的这些，很少是用 FEDEX 这样的快递公司，要是丢了的话就很难查了。 
 
姚吉：那时候说是为了节省运费，有时候走海运的话，那丢失的可能性就太大了。海运慢但

是运费比空运要便宜一倍呢，所以说 好不要去海运。 
 
邓小宁：你看要是单张的话走海运丢失了还有可能接受，那要是成套的怎么办？ 
 
姚吉：成套的这种可能性不多，但是刚才说的有可能跟它在一个大的包裹里面的可能是一个

利器，还不是压扁的问题，能把唱片中间捅出一个洞来，盒也坏的，唱片那么骄气肯定就一

撞就坏了。 
 
邓小宁：那要成套的其中一张坏了，那你还要补一套的。有这种状况吗？ 
 
姚吉：当然有了。你想到这些可能性都发生过。没有道理不发生。 
 
刘朝辉：其实买 LP 唱片就是一个探宝的过程。现在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的工具了， 
 
刘：十几年前，在中国还没找到 LP 的时候，中国公司在清库，那时候 LP 很便宜也就十几

块钱一张。我那时候也是刚从中关村换工作，收入刚比平常人高一点，买不起 CD 就去买

LP，一个月拿出二三百块钱去买，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收藏的。老姚工作比我早，但是收

入也不高，我算比较幸运的，老姚有一段时间把自己辛苦攒的东西都给卖给掉了，损失很大。 
 
姚吉：那时候我是被忽悠的，那时候唱机也不好，唱头也不好，家里房子也小，孩子也小，

觉得就是还是换 CD 吧。换完以后就后悔了，走了一条弯路。虽然代价大了，但热情也高了，

也就坚定决心了，谁也别忽悠我了，就定 LP 了，包括后来的 DVD、SACD 啊都打动不了我。 
 
刘：有没有当时卖掉了的就再也找不着了的？ 
 
姚：当然有了。 
 
刘：那那批东西卖到谁手里了？ 
姚：半买半送给了我广东的朋友。 
刘：说明那时候中国库里还有些宝贝的，当时就是收入太少要不都给收回来了，那可是一个

幸福时光。 
 
邓：当时那些盘是怎么进国家库里面的？ 
姚：那时候国外已经开始流行 CD 了，LP 开始走下滑路了，所以库存量特别大，基本是卖



不动了，所以全球五大唱片公司都在销库存，但传统的欧美市场还是在卖，就是卖的的量很

少了，他也不想把这市场给破坏了，所以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那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

放，可以进口音箱制品了，那时 50 美分一张，当时外汇双轨制，那时候二三块钱合一美金，

国外的报价是这样的，当然他还有运输、关税、业务的成本等等。所以卖就卖十三到十五一

张。 
 
刘：当时的唱片很有意思，在中间划一口子，根本对唱片没有损伤。包括那时候 CD 也是在

中间划一口子。 
 
姚：这是国外唱片公司的一个传统，就是想说明这是一个特价清库存的产品，防止有些经销

商用特价去收购，然后高价卖给消费者。还有贴很多标都是 EMI 公司的，因为有一部分唱

片是从美国过来的，以前 EMI 叫 Angel 天使的意思，到唱片后期，很多唱片都是在德国压

的，标志就是小狗。因为当时这个标志的 RCA 在使用它，所以这些唱片运到美国之后必需

把小狗的这个标志给打下来，在上面贴一个天使的标志。这是一个 LOGO 的版权问题。 
 
邓；当时这些你收了多少张呢？ 
 
刘：全都加起来，有八百张左右。 
 
姚：那时候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当年的八百张唱片，他也不一定成就了欧博。 
 
刘：那时候很多场景都是历历在目的。那时候香港人有钱，我每次去东单都能看见很多香港

人拿着手推车和大包，买了好多唱片捆起来买走。 
 
姚：有意思的是，当时如果作为一个正规的流通的话，唱片商你去定未必能定的到，反而是

从欧洲这些大库里你包仓都给你了，可能你找一些非常经典不一定有，但一些小的唱片反而

能翻出来。你刻意去订不一定能订到，但是在那里就有了。 
 
刘：有的可能是玩家，有的可能是商家都在卖这些唱片，当时库里要在三分之二的唱片都流

到国外去了。从大陆中转就又出去了。真正留在我们自己人手里的并不多。 
 
姚：所以我那时候开店卖 CD 的时候，我就挂一牌子说也收购 LP，十几年一直都这样，我

就想那时候八十年代 LP 流散于民间的应该有很多，我就再都收回来。 
 
刘：那时候玩 LP 的人并不多，我估计都流传到海外去了。 
这也是苦中有乐的，那时候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八百块钱，我会花三百到四百块钱去买 LP，
那时候的 CD 很贵，要八十块钱一张，四百块钱根本买不到什么，但 LP 就能买到三十多张。 
 
邓：欧博正式成立是在什么时候？ 
 
刘：应该是在 93 年。 
 
姚：前两天听朋友说，麦罗蒂亚的老录音现在都转给 CBS 了，收藏这个咱们都在三十多年

了，我也是伴随着过来的，当年我买唱片的时候，麦罗蒂亚的这些优秀的录音，当时冷战时



期的俄罗斯的这些伟大的录音都在库里放着，卖给不出去，西方很难听到这些。那时 EMI
做了件好事，跟苏联政府去谈这些，把这些录音宝藏都拿出来了，这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的

事了，也就冷战刚刚解冻吧。但是苏联也挺有意思的，麦罗蒂亚是不卖版权的，他是租借，

所以这也成了唱片史上的一个特例了。所以租给了 EMI 十年的使用权，EMI 的录音技术和

压片技术在全世界是 好的，在全球五大唱片公司里也是 好的，他是用他的设备做了一些

处理，把原来的母带进去以后重新做了一下处理，然后录成 LP 和 CD，效果出来相当好。

我也有很多以前老苏联的唱片。 
 
刘：我也有很多，我记得当时我妈是九零年去俄罗斯出差的时候帮我带回来的很多，都非常

便宜，因为当时俄罗斯正非常乱的时期，有很多非常好的唱片，当时弄回来大概有几十张吧。 
 
姚：在我们中国人接触西方的唱片之前，接触 多的就是俄罗斯的，可能还有些保加利亚之

类的。主要的古典音乐都是从俄罗斯出来的，还有匈牙利什么的。就是因为 EMI 公司做的

这件事情，能让很多西方听到了纯正的俄罗斯大师的演绎，包括作曲家、乐团、指挥这些的。 
 
刘：我发现这个 EMI 唱片上面有 DMM 叫做金属直刻版，既然 EMI 公司是从俄罗斯租借过

来的，那为什么说是金属直刻呢？ 
 
姚：他指的是把母带处理之后，EMI 去压盘的时候他采用的（技术），就是德律风根公司发

明的。这也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原来刻唱片挺麻烦的。母带重胶漆，然后热膜，刻的漆膜等

等，中间有好几道工艺，对声音难免会有损失，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买唱片第一版和第二

版声音会有差别呢。母带是在那呢，不是说就拿那个母带去刻版，但是刻版的过程还要去修

版，就跟黑白照片一样，他是拿版去做版，所以才产生越靠前的版次声音越好，越往后越差。

后来出来了 DMM，因为电加工的技术出现，在金属版上直接刻出母版，就省了中间的很多

环节。 
 
邓：那金属刻版是 EMI 的专利技术吗？ 
 
姚：不是，是德律风根的专利技术，准确说应该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是这个技术实际上从听

感上来说并不好，可能跟德国人创立也有关，细节太多，发干、棱角多，跟传统的模拟声音

又有点区别。 
 
姚：我特别钦佩 EMI 公司做的这件好事，虽然有好多人不太满意旋律（公司）的圆版唱片，

认为太干。后来 EMI 做了十年到期了，就转给了 BMG，那时也到了 CD 时代了，大家也都

接触过一些俄罗斯的 CD 了。因为他的资料性更强一些，所以做成 CD 后的音效并不太好，

没有捕捉到本身音乐的灵魂的味道。听说现在这个技术又转给 CBS 了。 
 
我认为麦罗蒂亚早期六十年代的唱片非常棒，那时候出的唱片不是只为欣赏用，也有很多教

学意义。比如克刚的唱片压片压的非常好，非常精彩。 
 
刘：我发现现在好多的当年追求的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复制的，就跟我们做产品一样，因为我

是做电子管起家的，也有跟 LP 一样的感觉。就是电子管在五六十年代是 黄金的时代，现

在很多电子管厂家又在重新生产电子管了，但就是没有当年五六十年代的电子管的声音的那

种感觉。后来我们也一直在分析。现在的技术也不见得比以前的落后，甚至于更好，但是为



什么声音就是不能回复以前的那种音质，那种感觉？而且以前的电子管不是专门为音频制作

的，而是为工业制作的。但为什么就是声音好？后来发现，电子管的结构和材料在以前用的

是 高级别的，而现在很多都是替代品了，人家不可能为你做电子管去生产这种钢材啊和金

属材料，所以现在的电子管永远也不比不上当时的那种声音。不是做不出，只是它不再是现

在工业的主流了。好在，现在我们还能收藏到原来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去买

这种老的电子管，收到以后一看碎了，跟唱片一样。 
 
邓：有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网友提出，关于 LP 的 Label 作 1 期或 2 期节目来专门说明，辨

别和基本的知识，这也是 LP 收藏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姚：LP Label 很简单，就是片芯的那张纸，若展开细聊起来，2-3 期都有的聊。现在的说

明信息很多，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文字介绍，例如黑胶论坛等等，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 
Label 对于唱片的收藏比较重要。文物属性，一般来说版次越靠前越容易混淆，不太清楚，

无法分别，LP 每一版不是用母带录制的，而是用母盘的，所以版次越靠前的，声音越好，

价值越高，所以 Label 就比较重要。先聊一下 EMI，早期的 EMI 是哥伦比亚的。第一版的

单声道唱片基本上都是：蓝色的底，金色的字（蓝金标），更早的还有 78 转的，没有实际

意义了，现在不常见。 
 
刘：90 年开始收藏，对 Label 有一定的重视，但更注重曲目。有切身的体验，不同时期压

制的声音却是差别很大。 
姚：30-40 年代是 78 转粗纹唱片，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单声道密纹唱片。立体声时代的

第一版：就有了地球版（俗称银地球版），主要是曲目比较搭调，或者比较精彩的一些，都

是非常贵，头版太贵，所有经典曲目均在此年代。有些会有复刻版，哥伦比亚现在叫索尼哥

伦比亚。目前，全世界 LP 开始回潮。LP 在欧洲也是一种奢侈品，设备和市场都很小，再

加上使用磨损，所以到目前所剩不多。同样的唱片 Label 不一样，就会有头版和第二版之分，

要辨别，必须知道唱片的录制年代，没有绝对意义的头版。立体声时代第二版（60 年代初），

可以说是哥伦比亚第二代：半月音符头版。哥伦比亚 后的 Label，所谓邮票的哥伦比亚。 
 
收藏唱片应注意的：早期的唱片声音要饱满一些，但也有它的问题，立体声早年的唱片因为

刻盘（轧片）的技术不是太完美，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问题。LP 黄金年代是在 70 年代，那

个时候刻片技术非常完善，所以声音更好一点。EMI 多的是，第一代是白金狗(头版)，第

二代是白金半月狗，第三代叫狗邮票（无圈、无线彩色狗），有圈黑白狗（70 年代中期，是

LP 的黄金时代），第五代叫有圈/线彩色狗（70 年代末，有白圈，声音上比黑白狗有明显差

别），80 年代，LP 后期， 后的狗，什么都没了，很少在英国压片了，都转移到德国压片

了，大部分都是数码录音，和金属制和板，这时期的片子材料不同了，比以前的薄。压片技

术越来越成熟，技术提高，降低营销、运输成本。早期唱片为胶木，不容易变形，但容易破

损，后期是聚丙烯的（塑料），不容易破损，长时间受热、立着放容易变形。商业上 EMI 另
一重要系列，天使系列，第一版：金标、白狗、白天使。（60 年代）；第二代 Label：金标、

黑天使，彩色狗，声音比较有保障；第三代 Label：黄标、黑天使彩色邮票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