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丹拿110的音箱，Audio Quest红宝石数据线和午夜音箱线。

从业内来讲，朝晖和老马先简单地给这个网友做个评价。

刘（刘朝晖）：1992年的话，这套东西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

在来讲，也还是不错的。

马（马龙辉）：这套东西就现在来讲，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品位

的，但是从档次来说比较一般。但是在1992年来说已经很不得了。

刘：当年丹拿110算是非常好的音箱了，就是比较难推一些，所

以后来那个业内高人给他配了ROTEL前后级，可能考虑到他的预算，

当时能买到的比较便宜的前后级可能也就这个了。

姚（姚吉）：我想可能就是ROTEL 980的前后级，能考虑的价位

里面只有这个能推得动。

刘：而且是英国品牌，后来在台湾制作的。

邓：关于这个网友的帖子，在做节目之前跟老姚聊到，无非两种

人，一种是拿着箱子符合自己的爱好去听唱片；一种是拿音响设备去

符合他要听唱片的需求，至于箱子的好坏可能不是太讲究。这个网

邓（邓小宁）：之前在OT论坛上有一个网 友，我猜想，1992年就开始准备银子了。

友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发烧之路的帖子，我们 姚：应该是很资深了。

先和几位嘉宾和网友们分享一下。这位网友的 邓：很资深了，我想年龄可能也是在三十岁以上的。

IP名是洲际海洋，在论坛上说他1992年开始对 刘：从配置看，肯定是喜欢听交响乐的，所以为什么丹拿110能

音响发烧感兴趣，准备了银子，做好准备，先 引起他的共鸣，正因为当时这款音箱已经非常好了。

后到北京新街口超音波和玉泉路的大中听了好 马：对，可以表现大场面的。

多箱子，但是都没有激起他的兴趣。但是在大 邓：另外一个网友呢，是根据他这个帖子发了一个建议，希望能

中，有个销售人员给他拿了丹拿110，听后一 听到各位嘉宾的发烧之路，能不能在节目里面向网友介绍一下。但是

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引起了共鸣，当时就 我们每期都是有一

决定要丹拿的箱子，由于资金所限，也没有再 个主题的，如果每

多听丹拿其他型号的箱子，连忙找了一位资深 次都介绍的话可能

的高人老师帮他配功放和CD机，又托人从香港 会耽误主题的时

买回了Audio Quest数据线，从此圆了他的发 间，不过我们会接

烧梦。他是先买的CD原版进口唱片，一年后买 受这个网友（用户

的发烧器材，配置是天龙1290G的CD机， 名为不会游泳的

ROTEL的功放(分前后级，具体型号记不清 鱼）的建议，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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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朝晖、老马你们每个人的发烧之路也可以单独作一期 民间音乐的影响，所以他的音乐里面带有一种非常的激情

专题节目，和网友们一起分享。但是今天由于时间原因， 而且还有一种忧郁，这跟他当时跟乔治·桑在法国共同生

就是简单的把论坛上几个网友的东西与大家互动一下。今 活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带有很多忧郁的气氛。从他的

天我们就先聊肖邦，先请老姚来做个开头引子。 “ 圆舞曲”、“ 即兴曲”或者“ 前奏曲”中都能感受得

姚：肖邦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对喜欢钢琴音乐的朋友 到，因为它的和声很特别，还有旋律，旋律有时候很欢

来说，他肯定也是不可回避的伟大作曲家。他的一生很短 快，突然一转调，转位以后它出现一种忧郁的感觉，它这

暂，但是作品非常多，有一个特征就是95％以上的作品都 种变化非常多。

是钢琴作品，所以后人也称他为钢琴师。 姚：马先生刚才提到的确实是，虽然他基本上没在波

邓：有点可惜的就是，他在年龄上跟莫扎特有点近似 兰生活，但是他的音乐元素里有很多波兰民族的东西。包

了，三十几岁。那从作品上来讲，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 括他写的“波兰舞曲”、“玛祖卡”。

其他的内容，现在先听一张他的作品，然后再一块聊他的 邓：因为毕竟他是二十岁以后才到的法国，在那之前

一些作品的风格和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波兰生活。

马：他十二岁在波兰华沙音乐学院开始学习作曲。

1.“夜曲”，钢琴: RUBINSTEIN 刘：另外刚才讲到忧郁，我们上次讲柴科夫斯基的音

邓：这张是肖邦加鲁宾 乐里面也是带有一些忧郁的东西，我觉得这跟民族的整个

斯坦，就有的说了。 历史环境有很大关系，其实波兰是一个挺苦难的国家，普

姚：对，欣赏肖邦的钢 鲁士欺负她，苏联又出卖她。

琴音乐恐怕谁都不可能避开 马：他们受纳粹的迫害最深。

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到今 刘：他们民族有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天大家也还认为是最权威的 邓：除了刚才听到的一张，老姚我们再听一张。

最好的。实际肖邦写了二十 姚：这张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米开朗基里演奏的肖

一首夜曲，但是当时鲁宾斯 邦的钢琴曲“ 玛祖卡”，“ 玛祖卡”也是波兰舞曲，肖邦

坦只录了十九首，还有两首 一生写了五十一首玛祖卡，鲁宾斯坦全部都演过。记得上

是肖邦死后才发表的，所以并没有录在里面。 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非常喜欢米开朗基里，而且非常

邓：资料中提到，肖邦出生在波兰的华沙，大概二十 推崇他弹的十首玛祖卡，就是弹的太少了，如果全都弹下

岁左右的时候就去了巴黎。 来会是非常好的，比鲁宾斯坦要好得多。

刘：肖邦，刚才老姚也讲了，被称为“ 钢琴诗人”， 邓：就先听听它。

夜曲它形容的诗意也一样，肖邦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也

是浪漫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这套肖邦“ 夜曲”，可能 2.“玛祖卡”

很多人有它的CD唱片，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个作品，而且我 钢琴: MICHELANGELI

还收藏有他的“ 圆舞曲”，都是比较精彩的。另外，肖邦 邓：还是老姚介绍一下。

虽然是波兰的作曲家，根据我对波兰的一些了解(波兰我没 姚：我上次也说到过米开

去过，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接触过波兰人)，觉得他与本地波 朗基里不进录音棚，不是说绝

兰人还是有很大差别。 对，是说他晚年不进录音棚。

马：他父亲是个法国人，他母亲是波兰人。所以他跟 这个是他早年的时候在录音棚录的，我非常欣赏这张里的

乔治·桑共同生活在法国的巴黎时期的作品是非常典型 钢琴曲“ 玛祖卡”，虽然是小曲，很小的作品，很短暂，

的。 但是如水银落地、玉珠落盘，好极了。

刘：他的作品也是有法国这种浪漫的风格。 邓：老姚你知道国内对肖邦都不陌生了，你觉得国内

姚：本身“ 夜曲”的曲式就很浪漫，实际肖邦并不是 喜欢肖邦的人群大致是怎样的？就是目前，以前很难说

“ 夜曲”的始作俑者，“ 夜曲”是一个叫菲尔德的爱尔兰 了，毕竟跟现在媒介 有关。

作曲家创造的一种体裁。菲尔德也写过十六首夜曲，也很 姚：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一代钢琴家或艺术家里面

好听。当然今天提到夜曲，大家首先会想到肖邦。 总是围绕着肖邦，所以我们后代这些年轻人去欣赏音乐作

刘：发展起来了，而且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顶层。 品、文学作品或者看书，总会碰得到的，而且肖邦的音乐

马：肖邦，他的作品主要是受意大利的歌剧还有波兰 也是很优美的，除了音乐生活之外，在其他社会生活中也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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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圆舞曲”经常能听到。

钢琴： DINU LIPATTI马：肖邦的音乐不是让人过瘾的，它出神入化，让人

姚：刚才说到我非常喜听着入迷，所以作为现在音乐音响发烧友来说对肖邦也是

欢DINU LIPATTI，1950年很欣赏，但是作为玩器材来说，不太在意，因为肖邦的作

9月16日在瑞士告别音乐会品，都是一些小品，虽说是小品，实际都是大作品，难度

上，他在下半场弹的就是肖是非常高的，他富有诗意的旋律让人听起来很美。大型的

邦的《 圆舞曲》，几乎弹不像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就很少，一共就两首，奏鸣曲也就三

下去了，所以说刚才你问到首，大作品很少。后人评论他的协奏曲也有不同的看法，

选择谁，《 圆舞曲》听了很多人弹的，那我选择他，无人他的管弦乐部分不是很严格。

能够替代的。邓：所以从音响器材方面来说，听不出来东西。

邓：对现场的音乐，先说说 的感受，听音乐我最喜刘：我本人也有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听起来整个场面

欢听现场的音乐，不管是录下来的还是在现场听，刚才老与其他的一些作曲家相比，也还是有它宏大的场面，有它

姚说他几乎弹不下来，我真能感受他现场的这种感觉。自己的个性。另外肖邦的作品在我们国家代表着钢琴最高

马：台下有好几千人看着呢，这种情况下演奏是一种演绎技术，许多获取大奖的选手都是演绎肖邦的作品，在

境界，在录音室里没有观众的情况下，那种激情不容易激学术上，他是一个很高的级别。

发起来。姚：肖邦的钢琴音乐有一点就是不是十分复杂，但是

邓：老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很多LP唱片，但是在欧演好是十分难。目前世界上非常伟大的钢琴家里面，有一

洲能够真正去听音乐会的人或经常去听音乐会的人大概是些演的肖邦非常好，也有一些根本就不碰肖邦，举个例子

处于什么阶层？就是布伦德尔，应该算是现在还在世的最伟大的钢琴家，

刘：其实并不多，记得有一次我在巴黎坐地铁，是从他早年在VOX唱片公司的时候录过一些肖邦，但是他成为

路面过的，路过了一个歌剧院，看到很多人坐那排队，就一个成熟的钢琴家之后就再也不碰肖邦了，所以在他的唱

问旁边的乘客，他们排队怎么还带着帐篷？别人告知我说片目录里找不到他弹的肖邦，可能是他与肖邦的心灵不

他们已经排了一夜了。欧洲很发达，但是有时候好的音乐通，没有共鸣。布伦德尔的莫扎特、李斯特，包括贝多芬

会也不是很容易享受到的，好多音乐场地并不大，能进的都很棒，他一生录过三次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而且一

人也是有限。次比一次好，80年代早期他在欧洲作过贝多芬三十二首奏

马：很多大师或知名的交响乐团都是巡回演出的，并鸣曲的系列巡回音乐会，并且还带讲解的，非常好。但他

不是总在巴黎演出，在这里演出一场可能也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弹不了肖邦，找不到感觉。

刘：我们这个节目，老姚为什么把他的这些珍藏都介马：实际上说鲁宾斯坦并没有在这里面表现多高超的

绍给大家，其实我觉得一个作品演奏的人非常多，但是真技巧，但他把肖邦曲里那种诗情画意的精髓表现出来了，

正演奏好的，演奏到位的并不多。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主包括米开朗基里。但后来一些钢琴家演绎的肖邦的作品，

观的认为喜欢这个人弹的，他弹的就好，别人弹的就不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却不是肖邦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好，但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标准，一个是大家都公认弹得确邓：老马现在说到这，那么从个人感觉来讲，大家觉

实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演奏家演绎的好，他的作品得谁演绎的肖邦的作品好一些？

会更容易让人理解。姚：如果说建立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鲁宾斯坦，但

邓：这张DINU LIPATTI告别演出的片子，确实听的是是个人选择的话，“ 玛祖卡”我选米开朗基里，“ 圆舞

不一样的感觉，老姚当时这张片子是什么时候买的？曲”我选DINU LIPATTI。

姚：有好多年了。刘：他的音乐我觉得跟俄罗斯音乐之间也有一种渊

邓：这张你觉得肖邦风格演绎得怎样？源，另外它有波兰民族的元素，同时又是一种浪漫主义的

姚：肖邦“ 圆舞曲”的演奏者很多，为什么我单喜欢东西，所以像俄罗斯的一些演绎家们能更好的理解他，演

DINU LIPATTI，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绎得会更好一些。

钢琴家，我喜欢听老的录音，我觉得那个时代的钢琴家和邓：那就再听一张。尽量在短的一期里多听一些片

现在的不太一样，区别很大就在于现代人太注重技巧，可子，老姚收藏这些片子也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们还有很多

能还多一份做作。网友都很少有机会能听到这么权威的形式，到资料馆来了

邓：那上个世纪末就是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演就尽量多听一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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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者，在现今还有弹肖邦的作品弹得不错或者你刚才说的 响器材的好坏，其实是因为没有欣赏到好的音响器材去播

还有些做作的？ 放钢琴，如果听过现场钢琴演奏会的话，就能感受得到，

姚：应该说有，像齐玛曼作为一个新兴的波兰的钢琴 老姚应该有这种感受，钢琴真正的动态实际上很多时候只

家，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大奖后开始演奏录制唱片， 能通过模拟系统表现出来。

他录过两次肖邦的钢琴协奏曲，第一次他刚刚出道，和指 姚：确实是这样的。一套器材能把钢琴播好，太不容

挥大师朱里尼合作，演奏得已经非常好了，第二次是他在 易了，高音区高音单元的瞬态和声音的密度跟不上，经常

CD时代，大概九几年自己组织了一个波兰节日乐团，自己 会出问题的。

弹钢琴自己指挥录了肖邦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两张 邓：那么刚开始提到的网友的那套配置就差了些吧。

CD，我也听过，你不能说他没道理，他演奏的跨度非常 刘：不，那套器材恰恰能应付这些问题，播钢琴非常

大，引子开始是贝多芬式的，而在慢版乐章却慢得让人忍 好。

不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怪异，他认为要表现的肖邦就是 马：真正试中高频的一段音响有没有毛病，就得用钢

这样，这个录音非常好，刚才说不发烧肖邦，其实这个版 琴，有些地方如果用交响乐，用人声，用小提琴听，都很

本已经挺发烧了，录音好，演得有点怪异。对这些肖邦音 正常，但是钢琴声一出来，喇叭的问题就出来了。

乐的新唱片能不能留下一批听，应该也可以，很多朋友都 刘：因为很多频率共振了，肖邦钢琴的和声，要好的

喜欢新派演绎，觉得这样演肖邦，我有点接受不了。 音响器材能把它的美感，把老马刚才讲的那些无法用言语

马：如果从钢琴艺术的欣赏角度来讲，肖邦绝对有相 表达的东西体现出来。

当的地位，跟李斯特有一比。音响发烧友有时候是听声 邓：刚才这位网友听了几位聊友的评价，再回个帖

音，出发点不一样，他不是在欣赏音乐，而是在听声音出 子，谈谈用你的那套设备听钢琴的感觉。再听一张“ 冷门

来以后音响效果好，他有一种振奋。 的”(平时很少听到的)。

邓：唱片要为我音响服务我才认可这个东西。 姚：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肖邦的钢琴音乐，他确实也有

马：就是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人。 些冷门的作品，比如说写了几十首艺术歌曲，写过一首大

刘：另外肖邦他太伟大了，演绎他的人非常多，所以 提琴奏鸣曲，还有一首钢琴三重奏，就这么几个冷门，很

我们只能讲都公认什么东西比较经典，而且每个人喜欢的 少演奏的，我也有收藏的。他这几个冷门的作品里面大提

风格都不一样，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演绎肖邦作品演绎得 琴奏鸣曲很优秀；钢琴三重奏也有人演，但是很少；还有

非常好的。 艺术歌曲，肖邦的所有作品(包括艺术歌曲)七,八十年代在

但为什么很多发烧友对肖邦的东西不是特别注意，像 DECCA和阿什肯纳齐合作下都出过唱片，这是唱片史上唯

老马讲的，毕竟他主要的作品都是小品，拿来试音响器材 一一套完整的肖邦作品全集。

就不是很全面，但真正欣赏他的话里面有很多东西。

马：鲁宾斯坦很权威，但他的大部分录音都不是太发 4. “钢琴三重奏”

烧的，但录音效果听起来也很真实，不像现在一些发烧片 演奏：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

特意夸张一些。 邓：这张老姚谈一谈。

邓：对，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初衷，我们也同意发烧 姚：其实我觉得这些不

友们的感觉，可能从他们这个角度确实觉得不过瘾，但是 是肖邦的专长，如果他的钢

听音响的一种方式，反过来，我们这个栏目可能更注重听 琴音乐你都接触过，你都喜

音乐的感觉。 欢，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这些

马：我们真正听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不一定要在音乐 冷门作品了解他的另一面，

厅，可能一间屋子就可以，一些音乐家或从事这方面的工 对他能够了解得更全面。

作者他们演奏肖邦的曲子，旋律非常优美，肖邦的和声一 邓：谈肖邦的这期专题

出来，感觉跟其他有些作曲家就不一样，像有些肖邦的协 上传到网站上的时间可能是在2006年的元旦期间，所以借

奏曲，从头到尾就是几个和声出来，他就让人心情振奋。 助这期的内容和嘉宾们一起共祝网友在2006年大吉大利，

刘：像肖邦这种音乐，作为欣赏音乐的人可以简单的 有更好的发展，也谢谢今天的的嘉宾，谢谢网友，谢谢音

去听，旋律很优美，不用想是什么，漫不经心去欣赏也可 乐爱好者们关心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待续）

以，也可以向老姚一样仔细去听。从音响器材方面来讲，

大家都有种误会觉得一架钢琴那么简单？可能没法解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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