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onograph_01 
发布时间：  2005 年 8 月 15 日 

主持人: 邓小宁 OH-TECH 工作室制作人 
嘉宾:  石振宇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刘朝辉 欧博音响公司总经理  

 本期话题: 
      音响界的现状 
      HI-FI 器材与时尚 MP3 播放器 
      欧洲 Hi-End 音像器材展 
      各类音源 

 
 
Phonograph_02 
发布时间：  2005 年 8 月 2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 OH-TECH 工作室制作人 
嘉宾:  石振宇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刘朝辉 欧博音响公司总经理  

本期话题: 
      录音技术的发展 
      唱片及录音磁带的发展 
      音乐的欣赏入门 
      不同内容的 CD 和 LP 的赏析 

 
 
Phonograph_03 
发布时间：  2005 年 9 月 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Ben Holter, 挪威著名 HEGEL 音响品牌设计师 

          刘喆生, For Music 电子管技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杂志资深编辑 

本期话题: 
1.音响领域里的工业设计 
2.挪威及北欧音响的设计风格 
3.东西方不同设计思想及风格的融合 
4.罗西尼弦乐 SONATA 欣赏 
5.李斯特的匈亚利狂想曲欣赏 

 

Phonograph_04 
发布时间：  2005 年 9 月 25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杂志资深编辑 

          姚  吉   唱片收藏家(藏品:2 万余张,均为 LP-黑胶唱片) 

本期话题: 

姚吉的收藏 

国外 LP 唱片重新进入中国 

CD 唱片与 LP 唱片的不同---CD 的局限性 

数字与模拟的区别 

贝多芬大提琴,小提琴,钢琴三重协奏曲(作品 56 号)的欣赏与唱片的分析 

唱片公司在 CD 时代的商业利益 

RICHTER 所弹奏的李斯特钢琴协奏曲的唱片赏析 

LP 唱片的”文物”属性 

米开朗吉利弹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饿唱片赏析 

现场录音与录音棚录音的效果与欣赏习惯 

古典音乐目前在国内的现状 

听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感受 

 

 

 

Phonograph_05 
发布时间：  2005 年 9 月 22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杂志资深编辑 

 

本期话题: 

两声道立体声及 5.1 声道的各自特点与应用 

 

CD 欣赏: 

1. “四季”  韦瓦尔蒂(Vivaldi 意大利)  

  吕思清, 小提琴  (用世界著名的四把名琴演奏) 

  多伦多室内乐团,凯文.马龙(KEVIN-MALLON 指挥 

 

2.”母鹿”组曲 蒲朗克(POULENC-法国) 

  爱乐乐团, 普莱特赖(Georges Pretre 法国)指挥 

 

3.”天方夜潭” 里姆斯基.柯萨科夫(RIMSKY-KORSAKOFF 俄国) 

  芝加哥交响乐团, 雷纳(REINER 匈亚利)指挥 

 

4. 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104 号, 德沃夏克(Dvorak 捷克) 

   罗斯特罗波韦奇, 大提琴 

   柏林爱乐乐团, 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 奥地利)指挥 

 

 

 

Phonograph_06 
发布时间：  2005 年 10 月 10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郑思友, 音乐爱好者,爱国者公司 

时长:52 分钟 

CD 欣赏: 

1.“弥赛亚之哈利路亚” — HALLELUJAH, MESSIAH,  

   作曲:亨德尔(HANDEL, 1685-1759, 德国)  

   维也纳学院室内合唱团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 

   指挥: HERMANN SCHERCHEN 

   录音工程师: HERBERT ZEITHAMMER 

   录制地点: 英国西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WESTMINSTER 出品 

 

2.”无伴奏大提琴独奏”,  

   作曲: 巴赫 (BACH,1685-1750, 德国) 

   大提琴: PIERRE FOURNIER 

   ARCHIV 出品 

 

3.”1812 序曲” 合唱版 

   作曲: 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1840-1893,俄国) 

   费城交响乐团, 电子加农炮 

   指挥: 尤金.奥曼迪(EUGENE ORMANDY) 

   录音工程师: PAUL GOODMAN 

   RCA/BMG 出品 

 

4.“勃兰登堡协奏曲” 

   作曲: 巴赫 (BACH,1685-1750, 德国) 

   英国古乐团 

   指挥: TREVOR PINNOCK 

   录音工程师: HANS-PETER SHWEIGMANN 

   ARCHIV 出品 

 

5.“大海”—La Mer 

   作曲: 德布西 DEBUSSY,1862-1918,法国) 

   鹿特丹爱乐乐团 

   指挥: JUKKA-PEKKA SARASTE 

   VIGIN 出品 

 

 

 

Phonograph_07 
发布时间：  2005 年 10 月 19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姚吉， LP 唱片收藏家，音乐评论家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时长:51 分钟 

本期节目录制地点，姚吉的听音室 

本期话题： 



刘朝辉： 10 月份的日本东京 Hi-End 音响展 

             LP 音源受到重视 

姚  吉：  收藏 LP 所带来的乐趣 

             哥伦比亚的首版“天价”LP 

马龙辉： CD 读取装置和转换系统的技术缺陷，“丢失数据” 

姚   吉： LP 的“品像” 

             小提琴家拉宾的技艺及仅有但经典的唱片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唱片保护的不同程度---美国人说话“靠谱吗”？ 

刘朝辉： 当代人对老唱片珍贵的的怀念及认可 

马龙辉： 现代人对老唱片的“考证” 

姚   吉： DECCA 的“奶妈碟” 

马龙辉： 现代与过去的录音技术对比 

 

姚吉收藏的 LP 唱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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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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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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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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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ograph_08 
发布时间：  2005 年 11 月 3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www.oh-tech.com.cn 

本期嘉宾: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江佳陆(台湾)       瘾音坊人文生活馆 

时长:1 小时 20 分钟 

本期节目录制地点，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本期主题：歌剧<<卡门>>赏析 



作曲: 比才(GEORGES BIZET,1838-1975 法国) 

 

 

 

Phonograph_09 
发布时间：  2005 年 11 月 10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姚   吉  LP 唱片收藏家,音乐评论家 

          鲁宜荣  北京欧博文荣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1 小时 02 分钟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文荣专业 HI-FI 音响试听室 

 

本期主题：莫扎特的音乐 

话题: 

文荣欧博 HI-FI 音响试听室的建立 

<时尚家居>的对试听室的介绍 

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时隔 27 年之后再次在北京的演出 

德国纽伦堡歌剧院在北京演出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中国的瓦格纳迷之众多 

“神童”莫扎特的音乐的优美与数量的巨大 

及作品风格的幽默与诙谐 

作曲体裁的广泛 

多产与高质量的 

演奏莫扎特音乐的”难度” 

被称为” 莫扎特在世”女钢琴家 哈斯基尔 

莫扎特在现代人们心中的迷 

莫扎特有”乐仙”附体? 

同为萨尔斯堡人的莫扎特和卡拉扬,但两人却十分远 

而同为奥地利人的指挥家卡尔-伯姆却与莫扎特十分的近 

指挥家索尔蒂晚年的诙谐感 

莫扎特的作品可以作为”营养品+药品” 

 

主持人邓小宁被女儿邓安妮问住了:”有女的作曲家吗?” 

问题一: 为什么大师级的作曲家和指挥家没有女性? 

问题二:有女性音乐爱好网友愿意参加 PHONOGRAPH(留声机)节目的讨论吗? 

可以和主持人邓小宁(GD)联系.e-mail me: gd0322@yahoo.com.cn 

 

莫扎特作品片段: 

1.<<第十三号钢琴协奏曲>> 

钢琴演奏: Clara Haskil( 罗马尼亚) 

协奏: Festival Strings Lucerne 

 

2.<<费加罗的婚礼>> 

费加罗演唱: Samuel Ramey(男中) 

伦敦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 索尔蒂(SIR.GEORG SOLTI) 

 

3.<<第三十八号布拉格交响曲>> 

柏林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 卡尔-伯姆 

 

4.<<单簧管协奏曲>>  

单簧管演奏: Alfred Prinz 

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卡尔-伯姆(Karl Bobm) 

 

5.<<弦乐三重奏,嬉游曲>> 

小提琴: Authur Grumiaux   

中提琴: Georges Janer 

大提琴: Eva Czako 

 

6.<<欢欣颂>> 

女高: EMMA KIRSBY 

古乐学院管弦乐团 

指挥: CHRISTOPHER HOGWOOD 

 

 

 

Phonograph_10(上) 
发布时间：  2005 年 12 月 14 日 

本期嘉宾: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马龙辉        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姚   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2万余张）,音乐评论家 

          STAR 小姐   古典音乐爱好者 

          石振宇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时长: 50 分钟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本期主题：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及本栏目第十期香槟庆祝纪念 

 

话题: 

欢迎第一位女性古典音乐爱好者（STAR 小姐）的加入 

首次在节目中对论坛网友的问题回复 

朝辉谈近期参加莫斯科产品经销商会议及对俄罗斯的印象 

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中国在各方面受到的前苏联的影响 

“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已经下架子了 

现在的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嫉妒” 

柴可夫斯基音乐的国际性 

“强力集团”对老柴的排斥 

12 月份（本期节目录制时）听老柴“四季“中 12 月的特殊感觉 

俄罗斯文化（文学，音乐等）对世界的贡献 

“柴六“的歌唱性 

有些音乐爱好者对“柴六“的”过悲“气氛的不喜欢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古典音乐领域的地位及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影响 

是否不必深究老柴所谓的“悲伤气氛 

愉快中带有忧伤特点的柴可夫斯基音乐 

奥依斯特拉赫的俄罗斯味儿的演奏风格 

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是否由本国的音乐家演奏更适合 

STAR 从女性的角度谈听古典音乐的感觉 

 



柴可夫斯基作品片段欣赏: 

1．《四季》 套曲  钢琴原版 

                  钢琴: LYDIA ARTYMIW 

 
2．《四季》管弦乐改编曲 

    改编: ALEXANDER GAUK 

    演奏; USSR 交响乐团 

    指挥: YEVGENY SVETLANOV 

 

3．《第六悲創交响曲》 

    演奏: LENINGRAD 爱乐乐团 

    指挥: EUGEN MRAVINSKY 

 

4．《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 DAVID OISTRACH 

    演奏: STAATSKAPELLE DRESDEN 

    指挥: FRANZ KONWITSCHNY 

 

 

 

Phonograph_10(下) 
发布时间：  2005 年 12 月 19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STAR         古典音乐爱好者  

刘朝辉        欧博音响技术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马龙辉        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 

姚  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2万余张），音乐评论家  

时 长: 39 分钟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本期主题：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及本栏目第十期香槟庆祝纪念  

 

话 题: 

“强力集团”对老柴的排斥  

老柴作品的”西化”  

他对小提琴乐器的”到位的领会”  

柴可夫斯基对芭蕾音乐的发展(赋予了戏剧性和交响化) 

儿童芭蕾(胡桃夹子) 

粗旷细腻的俄罗斯民族特点  

<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李赫特与卡拉扬的”不和谐  

为什么古典作曲家极少有女性的讨论  

某些男性作曲家作品的”温柔”特性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三巨头的出色演奏  

香槟庆祝 PHONOGRAPH 第十期纪念  

题外话:朝辉的电子烟斗及网友看 PHONOGRAPH 时的”烟瘾” 

 

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 1840~1893）作品片段欣赏: 

1．《胡桃夹子》 芭蕾组曲 

演奏: 柏林爱乐 



大提琴/指挥：ROSTROPOVICH 

 

2．《第一钢琴协奏曲》  

钢琴：SVIATOSLAV RICHTER 

演奏: 维也纳交响乐团  

指挥: 卡拉扬 

 

3．《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  

钢琴: ARTUR RUBINSTEIN 

小提琴: JASCHA HEIFETZ 

大提琴: GREGOR PIATIGORSKY  

 

 

 

Phonograph_11(圣诞特别版) 
发布时间：  2005 年 12 月 23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创始人/制作人  

本期嘉宾: 姚  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两万余张),音乐评论家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时长： 45 分钟 

节目录制地点：姚吉先生府上 

 
本期话题:   西方古典音乐之早期音乐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GD(邓小宁)和朝辉与"老古董"的姚吉 

朝辉十年前受老姚的影响开始接触西方早期音乐及感受 

学历史的老姚欣赏音乐的特点: 找源头 

早期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源头 

"格里高力圣咏",人类有记载的早期音乐 

早期的世俗音乐 

和声对位在音乐中的发展 

四十个声部的经文歌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合唱艺术--合唱艺术的颠峰 

人声-最具有感情色彩的乐器 

圣诞音乐-弥塞亚及圣诞夜 

 
LP 欣赏:  
1."格里高力圣咏" 

2."CARMINA BURANA"  

3. "四十个声部的经文歌合唱"  

4. "文艺复兴时期的合唱艺术"  

5. "弥塞亚"  

6. "圣诞夜" 

 

 

 

Phonograph_12 
发布时间：  2005 年 12 月 30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姚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两万余张),音乐评论家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音响>杂志 资深编辑 
陈宗良: 古典音乐爱好者 (汇科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节目录制地点：姚吉家 
 时长： 46 分钟 
 本期话题: 肖邦的音乐(1810-1849) 
 
陈宗良先生从 1965 年就开始 DIY”胆机” 

对 OT 论坛上的网友”洲际海洋”的”发烧之路”所做的评价 

对网友”不会游泳的鱼”的建议的回复 

被称为“钢琴诗人”的肖邦 

鲁宾斯坦与肖邦 

肖邦对”夜曲”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意大利歌剧及波兰民间音乐对肖邦的影响 

作品的特点: “激情+忧郁” 

“忧郁”是否是因为民族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 

肖邦音乐的长盛不衰 

某些音响发烧友对肖邦音乐的”不太在意” 

代表钢琴演奏技术的最高标准 

李云迪的获奖 

现场演奏及录音棚反复录制的不同的感觉 

古典音乐会在欧洲 

好的音响器材对钢琴作品的再现 

肖邦的”冷门”作品 

 
LP 欣赏: 
1."夜曲" 
   钢琴: RUBINSTEIN 
2."玛祖卡" 
   钢琴: MICHELANGELI 
3. "圆舞曲" 
   钢琴: DINU LIPATTI 
4. "钢琴三重奏” 
   演奏：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 
 

 

 

Phonograph_13(2006 春节特别版) 
发布时间：  2006 年 1 月 24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姚  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两万余张)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58 分 27 秒 

 

本期话题: Hi-Fi 杂谈 

网友对 PHONOGRAPH 栏目的“热反馈” 



网友“科研级旗舰”在ＯＴ论坛谈到希望谈谈硬件的内容 

朝辉谈第五次参加 CES2006 电子消费展的感受 

欧博新品：紫禁城系列 CD-TURANDOT 和功放-CALAF 的设计在 CES 获得青睐 

带回的一些用于音响方面的小物件 

iPod 等 MP3 便携式播放器的便利性及对 Hi-Fi 的渗入 

放大系统仍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音源的多样性 

iPod 所形成的“便携视听文化“ 

不同的音频线材的区别 

如何配置一套适合自己的音响系统 

英国产的扬声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对网友“洲际海洋”关于现在的音响系统的‘中性路线“问题的评论 

对网友“Kook”关于不同乐器的性格的评论 

老马和朝辉谈为每期的“汽车之友”杂志中高档汽车 Hi-Fi 音响所做的评测 

欧博的“欧博音响通讯” 

Hi-Fi 音响对乐器的音色和音质的还原 

姚吉对网友“会飞的小猪”提到的ＴＥＬＡＲＣ唱片公司的评价 

对网友“deiwen”关于目前国内外发烧唱片的前景的评论 

 

 

 

Phonograph_14 
发布时间：  2006 年 2 月 1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姚  吉: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两万余张)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马龙辉:  无线电<高保真音响>杂志资深编辑 
  
节目录制地点：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57 分 29 秒 
本期话题:    
LP 唱片封面艺术及 Hi-Fi 杂谈 
网友“zw693187”对石教授 12 年前做音乐评论情景的回忆 
LP 唱片封面的艺术设计及欣赏 
LP 唱片本身及封面艺术的双重收藏价值 
世界名画与 LP 唱片封面 
姚吉用手“欣赏音乐” 
音乐与绘画 
CD 唱片封面与 LP 之不同 
回答网友“KOOK”关于爵士音乐的帖子 
朝辉对 JAZZ 音乐的理解 
回答网友“第二小提琴手”关于如何选择欣赏历史录音的音响配置 
马龙辉对扬声器的分析 
LP 唱片封面欣赏 
 

 

 

Phonograph_15 
发布时间：  2006 年 2 月 2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总经理  
本期嘉宾: 
    易有伍：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创始人，著名录音师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肖庆勇： 国内数码音频专家 
  
节目录制地点：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本期内容由邓小宁(GD)摄制 
时长： 47 分 16 秒 
  
LPCD 录音片段欣赏: 
”青少年管弦乐入门” – 打击乐部分 
选自”彼得与狼” (HRP7112—2 / HRP7112G) 
作曲: 布列顿 
演奏: 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 
指挥: 叶咏诗 
录音: 1994 年 7 月 17 日至 20 日于莫斯科电台第五录音棚 
短短的 1 分 57 秒,将管弦乐团里常用的打击乐器全部一网打尽.充满动感的节奏,是测试动态的最佳材料. 
此片段的上传,事先征得了易先生的同意.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下载资源的限制,只能把原文件压缩后提供给各位. 
LPCD是雨果创办人,著名录音监制.资深音乐家易有伍先生积 35年音乐实践体会和 20年录音制作经验研

究出来的最新成果.它凭籍一整套独特的技术处理,让你能在普通 CD 机上得到 LP 密纹唱片的模拟音乐质

效果. 
http://www.hugocd.com 
本期话题: 中国民族音乐与 Hi-Fi 发烧碟 
对网友“牛黄解毒片”关于中国民族音乐及 Hi-Fi 发烧碟的论坛帖子的回复 
 
 
 
Phonograph_16 
发布时间：2006 年 3 月 27 日 
                节目制作当天为邓小宁(GD)的生日,朝辉也恰巧在同一月!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节目录制地点：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50 分钟 
本期话题: 鲜为人知的西方古典音乐 
网友 “Yabill”,”ZW693187”,“牛黄解毒片”,”Allen”等对 PHONO 第 15 期内容的反馈 
易有伍先生创立的雨果唱片公司及他所录制及制作的中国民族音乐发烧碟和LPCD在国内的影响 
GD 在节目中正式对前一段时间参与网上”播客评选”活动中网友对”留声机”的支持表示感谢! 
姚吉对网友”passming”关于 LP 变形帖子的回复 
朝辉对网友”allen”关于 hi-fi 耳机帖子的回复 
欧博出品的涨板音箱 
就网友”不会游泳的鱼”关于希望介绍不太被人所熟知的音乐家和音乐的帖子的回复—这就是本期的主

题 
爱尔兰钢琴家,作曲家 John Filed 的<夜曲> 及评论 
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钢琴改变曲,(贝氏自己改编) 及评论 



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苔芭尔迪演唱的拿波里民歌<负心人> 及评论 
 
 
 
Phonograph_17 
发布时间：2006 年 4 月 24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http://www.oh-tech.com.cn 
本期嘉宾: 
    刘朝辉：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著名高保真音响资深专家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56 分钟 
本期话题: 德国艺术歌曲 
德国文学及诗歌的发展造就了德国的艺术歌曲 
朝辉对演唱家的眼神的分析 
人声对器材的考验 
施瓦茨柯普芙,施特里希,肥舍尔,迪斯考 
翁德里希等演唱的德国艺术歌曲欣赏 
世界著名花腔女高格鲁贝洛娃的演唱艺术 
对网友 yabill, passming, zw693187, yilinliylin 的帖子的回复 
 
 
 
Phonograph_18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发布时间：2006 年 5 月 10 日 
  
本期嘉宾: 
    刘朝恢：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48 分钟 
本期话题: 室内乐欣赏 
如何欣赏古典音乐的个人感受和建议 
室内乐的形式及欣赏 
 
<夜曲> 弦乐四重奏第二首第三乐章  鲍罗丁(俄, 1833-1887) 
演奏,鲍罗丁四重奏团 
 
<杜姆卡> 钢琴三重奏  德沃夏克(捷, 1841-1904) 
演奏: 美艺三重奏团 
 
<鳟鱼>钢琴五重奏  舒伯特(奥, 1７９７-1８２８) 
演奏： 西夫根．哈跟四重奏团 
 
老马设计制作的＂号角＂音箱在国外获得好评 
对网友 yabill, passming 在 OH-TECH 论坛帖子的回复 



 
 
 
Phonograph_19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巴根纳:  艺术活动策划人,古典音乐爱好者 
王春义:  古典音乐爱好者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53 分钟 
本期话题: 伯恩斯坦和他的音乐艺术 
朝恢谈德国慕尼黑 HI-FI 音响展 
老姚关心 LP 在音响展上的地位 
LP 机的周边设备在音响展览上 
老马设计的号角音箱在展会上引起轰动 
老姚对伯恩斯坦晚年的录音的评价 
“三位一体”的伯恩斯坦(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 
伯恩斯坦的文化及家庭背景 
演奏传统曲目的”另类” 
伯恩斯坦的”个性” 
伯恩斯坦与 DG 的合作 
给网友 passming 的 OH-TECH T-SHIRT(现场佳宾签字) 
 
伯恩斯坦艺术欣赏: 
小提琴协奏曲  勃拉姆斯(德, 1833-1897)    
小提琴:  GIDON  KREMER 
演奏: 维也纳爱乐乐团 
指挥: 列昂纳德.伯恩斯坦 
<第一交响曲>   马勒(捷, 1860-1911)     
演奏: 维也纳爱乐乐团 
指挥: 列昂纳德.伯恩斯坦 
 
Candide 序曲  伯恩斯坦(美, 1918-1990)     
演奏： 洛杉矶爱乐乐团 
指挥: 列昂纳德.伯恩斯坦 
 
 
 
Phonograph_20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巴根纳:  艺术活动策划人,古典音乐爱好者 

王春义:  古典音乐爱好者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60 分钟 



本期话题: 帕格尼尼和他的小提琴艺术 

炫技派的代表 

帕格尼尼写过的作品的数量与对小提琴的贡献成反比 

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与速度突破了医学和人体生理骨骼的极限 

帕尔曼与阿卡尔多不同的演奏风格 

梅纽因对中国音乐家的预言及中国现代的独奏家的出色表现 

音乐与绘画 –想象艺术与再现想象 

音乐爱好者对聆听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不同感受 

钢琴与小提琴在结构上的不同给听众所带来的听觉上的不一样的感觉 

小提琴的音响效果给录音时带来的难度（教堂或地铁站效果最佳？） 

音乐的现场与录音后效果的不同 

是否单声道录音更适合于小提琴 

小提琴比较适合东方人？ 

对不同的小提琴演奏家的评价 

小提琴演奏的难度 

学习小提琴的难度 

人耳的“模拟”特性与对数字录音技术的冲突 

音乐人与非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程度“的不同 

国内的音乐教育环境只能培养“炫技派“？ 

本期的话题扯的太远了…… 

 

帕格尼尼作品欣赏: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帕格尼尼(意, 1782-1840) 

小提琴:  ITZHAK PERLMAN 

演奏:皇家爱乐乐团 

 

小提琴与乐队的小品  帕格尼尼(意, 1782-1840) 

小提琴:  SALVATORE ACCARDO 

演奏:欧洲室内管弦乐团 

 

 

 

Phonograph_21 
发布日期: 2006 年 7 月 14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节目录制地点：朝恢的办公室 

时长： 55 分钟 

 

本期话题: 价廉物美的 LP 及其它 

老石"忙里抽闲"参加此次节目 

"LP 热"开始升温,有多少人能买得起那些"价值连城"的 LP 唱片? 

价廉物美的 LP 的质量(音乐,演奏,录音等)也很不错 

国外二手唱片店对"价廉物美 LP 的态度 

LP 在世界范围开始回潮 

目前国外的 LP 播放设备也在为普及做准备 - 高档设备低档化 

对威尔金森的录音技术的评价 

普契尼早期习作的不完善与完美 



国人目前更多的喜爱"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 

杂听的好处与意义 

听音乐与听音响 

古典音乐的改编曲 

听古典音乐一定要追求"大名版"? 

唱片的说明文字的重要性 

国内目前广播媒体对古典音乐介绍及普及的缺失 

欣赏古典音乐也是学习的过程 - 日常积累 

前苏联电影的音乐及配音 

SACD 的不成功 

立体声时期的单声道与 60 年代纯单声道的听感上的区别 

老石"不打自招",谈自己听古典音乐的发烧过程 

 

老姚收藏的 LP 欣赏: 

竖琴协奏曲   

竖琴:  MARISA ROBLES 

演奏:圣马丁室内乐团 

指挥: IONA BROWN 

录音工程师:威尔金森 

录音地点: 金斯威大厅 

DECCA 出品 

 

普契尼的学生时期"习作" 

DECCA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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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ograph_22 
发布日期: 2006 年 7 月 28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朝恢办公室 

时长： 49 分钟 

本期话题: 轻歌剧 

"雪茄鉴赏" - 朝恢的个人嗜好(什么都琢磨琢磨) 

老姚: 爱好什么得懂什么 

轻歌剧与正歌剧的区别 

苏佩- 维也纳轻歌剧体裁的创始人之一 

轻歌剧本身的不经常上演与剧中选曲的广泛上演 

多明哥指挥轻歌剧的演出 

网上的问题, CD 和 LP 播放都需要减震, 功放需要吗/前级,后级? 

 

注: 轻歌剧这一名称源自意大利文"operetta"，其原词意为"小型歌剧"，它是歌剧的缩小形式，因此，

"operetta"又可译做"小歌剧"。在一般意义的"轻歌剧"，是指法国的轻歌剧和维也纳的轻歌剧，也把滑



稽歌剧为轻歌剧。 

 

轻歌剧作品欣赏: 

"轻骑兵" 序曲 苏佩(奥) 

DECCA 出品 

 

"歌剧舞厅"   霍儿贝格(奥 ) 

演唱:施瓦茨科普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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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寡妇之二重唱"   雷哈尔(奥) 

演唱: 施瓦茨科普芙, 盖达等 

 

 

 

Phonograph_23 
发布日期: 2006 年 8 月 14 日 

时长: 25 分钟 

录制: 北京中山音乐堂 

本期话题:  

李传韵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及音乐会加演曲 

小提琴演奏: 李传韵 

协奏: 中国广播艺术团交响乐团 

 

李传韵小提琴演奏会是继 1999 年意大利古琴巡展，2004 年吕思清、薛伟"双雄会"之后，欧博公司赞助的

又一位世界级华人小提琴家独奏音乐会。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李传韵使用的小提琴，与吕思清、薛伟的瓜奈里 、斯特拉达瓦里等名琴不同，是由

当今杰出的中国小提琴制作家吴建新制作的。 

 

 

 

Phonograph_24 
发布日期: 2006 年 9 月 7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节目录制地点：老姚家 

时长： 56 分 33 秒 

本期话题: 老姚谈 LP 的收藏 

做节目的同时老姚收到了从英国邮寄来的首版 LP 珍藏盘 

老姚谈如何收藏 LP 的过程 

LP 首版的概念与价值 

朝恢与老姚谈收藏 LP 的"苦与乐" 

收到破损的 LP 的心情 

 



LP 在欧美及中国的发展 

LP 唱片的制作过程 

DMM(金属直刻)技术 

俄国 MELODYA 的古典音乐精品及与 EMI 等大唱片公司的合作 

 

老姚收藏的 LP 欣赏: 

第一弦乐四重奏  柴可夫斯基(俄, 1840-1893) 

鲍罗丁弦乐四重奏团 

EMI 出品 

 

弦乐四重奏     肖斯塔科维奇(俄, 1906-1975) 

鲍罗丁弦乐四重奏团 

EMI 出品 

 

 

 

Phonograph_25 
发布日期: 2006 年 11 月 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播客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50 分 44 秒 

本期话题: 音响杂谈及巴赫同时代的音乐欣赏 

北京国际音响展印象 

音响与音乐的不分家 

LP 在欧洲的回潮 

各类商品的二手价值 -(照相机,LP,手工手表,HI-FI 器材…..) 

老石谈 LP 唱臂的设计及制造心得 

音乐的愉悦性 

古典音乐是否沉重 

音乐的不同味道 

亨德尔的水上音乐与泰勒曼的水上音乐给听众之不同的感受 

处于历史发展时期的作曲家的作品被重视,反之….. 

后人对不同作曲家的认识 

 

巴赫同时期作曲家的 LP 唱片欣赏: 

单簧管协奏曲  马尔切洛(意,Alessandro Marcello，1684-1750) 

意大利作曲家，为贝内氏·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的哥哥。亚力山德罗·马尔切洛的《6 首双簧

管协奏曲》，作于 1740 年，6首分别为：1．D大调，2．E大调，3．B小调，4．E小调，5．降 B 大调，

6．G 大调。 

 

水上音乐-<汉堡的潮汐>  泰勒曼(德, Georg Philipp Telemann 泰勒曼 1681-1767) 

 

德国作曲家，他的作品产生于后巴洛克和古典时期之间。出生于普鲁士（今德国境内）玛格地堡

(Magdeburg)，就读于利斯格(Leipzig)大学，自学多种乐器。1721 年定居汉堡，之前曾经任职于多个教

堂和私人乐团，这些乐团分布在利斯格(Leipzig)、沙劳(Sorau)和艾森尼克（Eisenach)。  

     泰勒曼是历史上最有贡献的音乐家之一。他沟通了以 J.S.巴赫为代表的后巴洛克时期音乐和以海



顿、莫扎特为代表的早期古典主义音乐。他以纯熟的作曲技巧把巴洛克传统对位法、意大利的歌剧色彩

和优雅的法国管弦乐组合起来。他的作品包括 40 首歌剧、44 首受难曲、12 组康塔塔、数不清的清唱剧、

歌曲和乐器作品。  

     泰勒曼和 J.S.巴赫正好相反，他在世时作品很受欢迎，但逝世后长期被人遗忘，直到本世纪 30 年

代才再次被人发现，作品开始从登舞台和演奏会，并且很多作品开始被录音。 

 

 

 

Phonograph_26 
发布日期: 2006 年 11 月 1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播客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吕思清: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彦   华:  JVC 与中唱合资公司 负责人 录音专家 

巴根纳:  音乐活动策划人,古典音乐爱好者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视听室 

时长： 28 分 35 秒 

本期话题: 对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的专访 

 

 

 

Phonograph_27 
发布日期: 2006 年 11 月 20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节目录制地点：姚吉家 

时长： 53 分 45 秒 

本期话题: LP Lable Special 

应网友(FURTFANS)的要求,请老姚聊聊 LP Lable 的历史及 LP 的收藏 

本期主要聊了 EMI 黑胶唱片的 LABLE, 及其它的话题,很有价值的一期. 

其它厂牌的 LABLE 陆续会聊到,敬请期待. 

 

音乐作品欣赏: 

贝多芬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  大卫.奥依斯特拉赫 

 

艺术歌曲<<巴西的巴赫风格>>   

女高音:  凯瑟琳.巴特尔 

吉它:  克里斯托夫.帕克宁 

 

福莱的<<安魂曲>> 

 

 

 

Phonograph_28 
发布日期: 2006 年 12 月 23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巴根纳： 艺术活动策划人,古典音乐爱好者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张安京： 音乐爱好者 

吴建新： 国内著名提琴制作人 

张思源： 音乐爱好者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46 分 31 秒 

本期话题：  

恭喜 OT 摄像师郑晔在节目制作的当天成为新郎官 

 

士珲（朝恢）谈广州音响展 

老石设计，欧博制作的“水滴“产品获得首届中国红星奖杯 – 最佳设计奖 

民间音乐家的魅力 

维也纳男童声合唱团 – 名家的诞生地 

卡雷拉斯演唱的圣诞歌曲 

吴建新谈提琴的制作 

张安京现场的即兴演奏 

音乐欣赏： 

Robert Fields Jr.创作并演奏的钢琴 

卡雷拉斯演唱的圣诞歌曲 

维也纳男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三大男高在圣诞晚会上的演唱 

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奏鸣曲 

 

 
 

Phonograph_29 
发布日期: 2006 年 12 月 31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朝恢：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姚   吉：  国内著名 LP 黑胶唱片收藏家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巴根纳：  艺术活动策划人,古典音乐爱好者 

石振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教授 

张安京：  音乐爱好者 

吴建新：  国内著名提琴制作人 

张思源：  音乐爱好者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49 分 50 秒 

本期话题：  

朝恢的名字改为士珲 

老姚继续盘点 06 年的收获 

老石评论 LP 封面 

士珲的问题：为什么每年新年音乐会都用古典音乐演奏的形式 



老石： 斯特劳斯的圆舞曲是介于“俗与不俗”之间 

GD 对普罗艺术引进国外古典音乐制品的赞赏 

对巴伦博依姆的评价 

对萨拉.张的评价 

人民音乐的“留声机”杂志及 CD 

老石对“留声机”杂志的喜爱 

美艺三重奏团的魅力 

 

音乐作品欣赏： 

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 

演奏： 维也纳爱乐 

指挥： 伯恩斯坦 

 

2001 柏林除夕新年音乐会片段 – 雀鸟 

演奏： 柏林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 丹尼尔.巴伦博依姆 

发行： 普罗艺术 

 

Vila Lobos 的钢琴作品 

 
2001 夏季森林音乐会片段 – 流浪者之歌 

演奏： 柏林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 普拉西多.多明哥 

发行：普罗艺术 

小提琴： Sarah Chang 

 

圣桑的交响诗 – 死之舞 

演奏： 爱乐交响乐团 

指挥： CHARLES DUTOIT 

 

“哈利路亚“ 

胡德斯费尔德合唱团 

演奏： 皇家爱乐 

指挥：马克拉斯爵士 

 

“杜姆卡”钢琴三重奏 

美艺三重奏团 

 
 
 
Phonograph_30 
发布日期： 2006 年 1 月 16 日 

 

主持人： 邓小宁(GD), OH-TECH 多媒体工作室制作人  

本期嘉宾： 

刘士珲： 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总经理 

马龙辉： 国内资深音响评论专家 

 

节目录制地点：北京欧博音响技术公司 

时长： 1 小时 7 分 

本期话题：  

朝恢改名为士珲的缘由 



SUNDAY BRENCH 的意思 

“下饭”的音乐 

DVD AUDIO 

音乐的完整体验 

罗伯特.肖 – 伟大的合唱指挥家对亚特兰大乐团的调教 

老马：罗伯特.肖+亚特兰大+TELARC=天碟 

安魂弥撒的意义 

指挥的重要性 

昂贵的录音线材的必要性 

贝森多夫（Bosendorfer）钢琴的特点 

切里比达奇的指挥风格 

罗西尼的弦乐作品的优美及复刻版 LP 的质量 

名琴的收藏与保存 

 

音乐欣赏： 

SUNDAY BRUNCH – 巴赫的音乐 

DVD AUDIO 比才的“卡门”芭蕾选曲 

伯辽兹的“安魂大弥撒”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 

罗西尼的弦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