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邓小宁）：上期的杂谈出来后，我们的一 他夫人画的一大堆画，实际上每期都还是很讲究的。尤其是

个网友(编号为ZW693187)发一个帖子说：算起 DEECA的那个 系列，都是把当时的一些剧作或一些其他的画

来，石教授是我们“爱乐者”的老朋友了，12年前 作了抽象的描写出现的一个系列。

三联《爱乐》创刊号上有一篇关于北京音乐台古典 这个系列做得还不错。记得当时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

音乐收藏的节目手记，您还有印象吧？ 我们电脑还不太兴的时候，突然看到这种东西感觉还挺惊讶的。

石（石振宇）：对，对。 姚（姚吉）：和这个传统又不一样。

邓：他（网友）记得当时第一个采访的就是老 石：对，实际上这个封面，你想想一出就几万张唱片，说句

石，石先生，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讲师， 实话，每张唱片都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设计。

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和艺术家，给我们讲述他 邓： 对，都不能重复，而且每一件都是一件艺术作品。

的海顿的室内音乐和肖邦的夜曲，这一晃十几年过 石：对。而且在欧洲这几大公司里，他们每次一出这个系列

去了，石先生发福了！！！这是他说的啊，三个惊 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编审过程。所以实际上这个唱片

叹号还是。（石教授）喜爱音乐的热情还是不减当 封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一个是跟他的内容相吻合在一起的一些

年。哈哈，发福了！现在也还可以。 内容。这些东西有一大堆世界的名画，跟它的内容相符的。有一

刘（刘朝晖）：没什么变化，应该差不多。 部分是跟封面没太大关系的，而是根据它音乐的内容或是它所分

邓：哈哈，就是。网友对咱们的这个内容也是 类的这个系列，而作的封面设计。像后来DEECA出的一版圣桑的

挺感兴趣的。这期我们主要谈谈LP、CD的封面。 《五首钢琴协奏曲》，封面是一个阳台，几个女的站在那——那

LP的封面设计是特别有艺术感的，正好今天 是莫奈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而且印刷也是相当不错的。

老石在这。老石是行家阿，画画的。哈哈。 姚：对，特别是LP，其实，如果你看很多当年出版的唱片，

刘：我还记得当年，七八年前，我跟老友也探 出版的年代和当时中国的工业的进程相比较，你会觉得当年的唱

讨过，是留LP还是留CD的问题。先不说别的，就 片（封面）是国外用的最好的印刷。

光说这个LP的封面，件件都是艺术品。而且我记得 邓：对

当时咱们的唱盘很便宜，十几块钱。 姚：包括早年的很多唱片，它不能印刷那么大，是印成一个

就相同版本音乐，就封面来讲，LP和CD ，绝 精美的小画，贴上去的。

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石：对。姚吉说的非常对。有好多过去出的都是布封面，然

邓：对。正好今天老姚又拿了很多LP ，咱们 后印一张小画，印的特别棒，然后贴到这个布封面上去。

就可以先聊聊这个封面吧，这也是挺值得一聊的。 姚：我注意到包括美国LC也有一些很多老的唱片。美国的印

石：LP的封面啊，大公司都会有一个编辑 刷技术也不行，是拿到瑞士去印，然后回来他再贴上去的。

部，而且有的公司还专门为LP的封面出过画册。 邓：老姚现在是双层收藏了，既收藏 ，还有画的收藏？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DEECＡ的喝彩系列， 姚：是。其实说到唱片封套，也是那样。当时唱片第一版用

德唱的画廊系列，EMI也有一批非常精彩的东西， 的都是所谓的肖像，作曲家或是演奏家的这些。恐怕后来再到第

当然有一部分是变体的，而且德唱当然也出过，是 二版就变成画了。恐怕这里也有一个当时版权的问题。

石：不，它还有一个分类的问题。比如再版的时候，为了区

别第一版的那个状况。比如说钢琴。阿劳，原来出过是阿劳的头

像，第二版再出有关阿劳钢琴系列的时候，阿劳也包进去了，那

过去那版再做的时候，他要以钢琴系列为主，比如画好多琴键等

东西，封面的设计就开始丰富起来了。但是有好多东西，如果我

们唱片特别多，不可能一块去收集的。如果你能一块去收集它，

你就会觉得它的内容特别丰富。（电话铃响）

邓：老石是个大忙人。这样，我们聊完这个您就忙去吧。咱

们接着聊封面。

喝彩

唱片

122

欧博音响15周年庆特约：

音响背后的故事(四)



石：就像姚吉刚才拿过来的有一张非常典型的 有时候不大注意。

封面。这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组曲，这个封面 姚：所以一套好的唱片有时候不光是音乐好，封套设计也很

是俄国画家 画的一幅画，是非常著名的一幅 好，而且非常贴切。

画。画里描写的是俄国哥萨克人，土耳其苏丹王的 马（马龙辉）：对，也有保存价值。

一封信，苏丹王就是想把哥萨克人收服。但是这封 姚：所以说现在有些CD真是……其实现在印刷技术比那会可

信是嘲笑哥萨克人反对招安的这个内容。但是为什 强多了，不用怀疑了，可是你看现在的CD做的真是太简单了，不

么做到里姆斯基 知所云，不知道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科萨科夫组曲 石：你看今天姚吉拿来的特有意思，因为这是我们现代人和

的 这 个 封 面 里 过去人的理解，这孱道夫出的是比较老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

呢？我觉得非常 虽然我们今天的资料拿得不多，但是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这个

有意思的就是里 《天方夜谭》这一张，它们俩选的画都是俄罗斯的，但是这两张

姆斯基-科萨科 又非常典型，一个是古典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说的批判现实主义，

夫是非常典型的 而这张就是我们现代派的鼻祖。最近今年6月份在巴黎就给这个人

俄 罗 斯 的 作 曲 开了一个世界性的巡回展，这个人就是夏克。他是俄国十月革命

家，而且这张画又表达了俄罗斯当时非常奋进的那 时逃到法国去的，这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种情绪，实际上跟这个内容非常贴切的。而且这张 邓：现在这个人是在世还是过世？

画我记得对当时中国绘画界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 石：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年代就在20世纪初叶。夏克这个

现在看到的这张画是个局部，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画 画家对世界绘画的影响非常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选的这张

得精彩极了。当时我们中国可能有一个画家叫李 画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经常画的。因为他画的就是他和他爱人谈恋

俊，到苏联留学时把这幅画 给拎回来了。 爱的过程，有一些俄罗斯的鸟，

那个时候对绘画界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 和在俄罗斯童年的一些回忆。所

很少能看到苏联绘画，这么多年，苏联绘画在某种 以这幅画是从两个角度把里姆斯

程度上稍稍受一些排挤，所以你很少能看到。改革 基-科萨科夫给介绍了，一个是

开放以后，介绍欧洲的东西，多于介绍苏联的东 浓重的俄国音乐的味道，另一个

西。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和苏联关系不是特别密 就是俄国的童话，它具有一个非

切的时候，就把这东西给忘掉了。 常强的童话性。所以夏克这个人

邓：原来那时候都是一边倒向那边，改革开放 还是很了得的。

以后反而没那边什么事了。 邓：是挺有意思。但是这老石真是大忙人，电话不断，我们

石：对。实际上这幅画画得非常精彩，我们管 本来是想多聊几张，但是没关系，咱们这有的是时间。

列宾叫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当时由于文艺上有一大 石：实在对不起大家。

堆不同的想法和论点，人们就开始争论。 邓：没事没事，您忙您的。今天是正月十五。已经拜过年

姚：所以我说石老师当年受教育的时候都是传 了，再拜回年。再见老石。

统的苏联式的这些（教育）。 石：对不起，对不起，再见！

石：对。所以如果在听音乐之前你去看一看， 邓：好，我现在又坐在了老石的位子上，不过这画我就没什

这是哥萨克的首领，眼睛非常智慧的；底下是他的 么可聊的了，接着侃吧。

文书，他的文书拿着毛笔写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 咱先接着侃画吧，咳，朝晖你这看上去像LP 是吧？你这画有

地儿保证特可笑，所以大家都乐了，非常幽默的。 什么说头吗？

就是肯定说了一句非常幽默的或是带有讽刺意味的 刘：这张画实际上是我爱人的大伯画的，他是徐悲鸿的学

话，所以这边的人才能笑成这种样子。我觉得这画 生，在中央美院，是徐悲鸿学生那一代的画家，后来因成份不

把俄罗斯民风表现的非常好。所以列宾的绘画有非 好，被下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美工。

常强的故事性。当然我们从现代绘画角度来讲可能 邓：这画有说头吗？你摆到这，美观肯定是。

反对这个东西。但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组曲也 刘：谈到画吧，咱就随便谈一个话题，他的画最近引起了很

是有非常强烈的故事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唱片出来 大的轰动，就像老石这一代，可能比我爱人大伯还要稍微年轻一

我们可能听的是演奏，可实际上，我说句实话，它 点。他们这一批实际上是新中国第一批艺术家，也受到了政治这

带有的文化，远要比只听演奏广阔的多。只是大家 方面的挫折。他的这个画，这只是其中一张，还有很多张，来我

列宾

一些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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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公司的很多的老外都很喜欢。实际上这次在中央 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一系列的100张唱片封面全是他太太的

美院他也作了一个他自己的作品展，就像刚才石老 画，这套唱片也是造成卡莱昂晚年和柏林爱乐关系搞僵的其中一

师说的，像同样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这个作品， 件事情。这些唱片的内容都是卡莱昂指挥柏林爱乐的录音作品，

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又是现代派的，对吧？作 这些音乐作品再版之后应该给柏林爱乐一部分版费，但是卡莱昂

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艺术家，很难从现实主义过渡到 没给，全揣自己腰包里了。另外你想想，100张唱片的封面全是

现代派。所以他的这个作品也让他的同龄人很惊 他太太的绘画，他太太也得了一大笔钱。

讶，他是怎么从现实主义一下过渡到现代派的。你 邓：很可观啊。

看他的很多东西，他的画，一开始我不喜欢，虽然 姚：嗯，很可观。所以说当时唱片很有意思，封面是这个，

是亲戚阿，从他刚开始画，那会我经常去他家，我 每张唱片里头还有一个30cm的一幅画，当然是印刷品。所以你

并不是很喜欢。 就知道，封套也引出了这么多故事。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的

邓：是亲戚就一定得喜欢吗？哈哈！ 话，恐怕卡莱昂晚年也不会出走。

刘：一开始我挺喜欢静物的，原来我对绘画的 邓： 那看来也不是一个、两个原因了。

认识就是停留在比如这东西画得很像，比如一个瓶 姚：对。

子画得特别像，真好。但是，后来看这些画家抽疯 邓：其实有些CD还不错，但不像LP，随便一张都有说头。

干嘛？就画线条那种东西，后来就随着听音乐也 姚：现在的 有很多系列，有正价的，有中价的，有廉价

好，年龄增长也好，绘画也是要表达一些真实的东 的，你也会感觉到那廉价版的CD封面设计就稀里哗啦了。

西，一种情绪，一种情感。　 马：有些CD也弄一些艺术作品，但是它没有LP上的经典。

邓：你看老姚做了那么多年CD营生了，包括老 姚：还有一点就是它尺寸太小。

马，朝晖也是更不用说了，成天就跟CD打交道了， 邓：你看这（LP唱片封面）刚才石老师说已经是一幅画的

但是CD现在的封面，就像刚才老姚您说的，那比这 局部了，CD的（封面）也就是（LP封面）四分之一吧。

个路数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这种艺术上的美的感觉 马：再隔一层塑料盒，效果也大打折扣。

就欠缺不少。 刘：提到封面，昨天我和国外的一个合作者开会的时也顺便

姚：对。有一阵子我的器材有一点问题，有几 谈这个事。他说，现在欧洲都在说，再过5年以后，包括音乐的

个月没有音乐听，后来一大帮人开玩笑，说你现在 载体，有可能都不是CD了，就像现在的CD相当于当年的LP了。

听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听音乐基本靠手，哈哈。这 邓：咱们上次聊到过以后的这些音源。

是一句玩笑话。我干嘛呢，就是天天看封面。其实 姚：说到音源，5年以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有时候你看完封面以后，你能直接感受到它里面的 刘：但是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讲，实际上，你看LP，

音乐，这是唱片封套设计的一个属性。 除了音乐以外，它的封面也是一件很有艺术的东西。CD呢，不

刘：一个精妙的地方。 管怎么样，也有这么一个附加的值。但是5年以后这个音乐的载

姚：后来的很多，有一些系列，可能是由于 体，比如说是……

CD的成本问题，比如首版的唱片一般是有肖像的， 邓：像现在的MP3。

作曲家也好，指挥家也好，恐怕要付一些给这些演 刘：MP3或者是不压缩的，放到你的硬盘里头，那我们的这

奏家，付一些版费。其实封面它有很多故事，确实 个画怎么办？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在唱片上。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卡莱昂的那个一 姚：说这个演奏家长的是什么样呢？

系列当时用的他太太——埃林娜的画。她的画真的 邓：这里边现在有一个（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

不怎么样，是印象派的。她曾经是个法国女模特， IPOD 现在能解决。就是如果你支持IPOD的IPHOTO的话，你在

嫁给卡莱昂以后基本就在家作画。这封套引发了一 这个音频的节目里能一张一张的给你贴照片。其他的就没有了。

CD



刘：对，对。昨天我们就是在谈我们公司的这 邓：现在的很多CD封面都是用您说的这些摄影作品去展示

个趋势，以后音源的播放器该往哪方面走。在探讨 的。

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就在说这个图片怎么办？比 马：对，很多。

如图片是放在每个音乐的后面还是做一种 邓：包括有些现代音乐，不一定非得有古典的这种。

DISPLAY，就是一个显示器在你的PLAYERS上。在 马：比如就把演奏者的这些照片给贴上面。

你播放CD的时候，通过这个DISPLAY，你可以看到 邓：对，就不一定非得用这个了（绘画）。

这个演奏家的照片啊。 刘：其实这有很多是商业行为。你比如像刚才石老师介绍

马：或者是电子文件的形式。 的，像这些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让画和内容相呼应。

刘：没错。所以在刚才我们探讨那个问题的时 马：这个(LP)是一种绘画艺术，但是有些封面是摄影艺术，

候我也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音乐 你一看这张照片，就是大画幅照出来的，小画幅照不出那效果。

在听的时候，除了你的听觉，你的视觉感受也是很 刘：还有一些，咱们收藏的唱片封面设计是一些广告行为。

重要的一点。 你比如，我记得有一张唱片，里赫特、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罗

邓：这个就是刚才我想接老马的话说，以后我 斯特罗波维奇、卡拉扬·里赫特那个，一看，几个巨头站在那。

估计，音乐当然会有不同的载体，但是它可能会和 姚：四巨头。

你(刘)说的这个视觉结合起来。现在I PHOTO已经在 刘：四巨头来张照片。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也是广告行为。

朝这个路上走了，但是这是一个极简单的一个初级 马：其实摄影艺术也是很有品位的。比如一个指挥，就那个

的。以后有可能是，虽然你还是听MP3，是这种视 一瞬间的动作，他抓拍下来了。你绘画你可以坐到屋里画一个

觉的感受肯定会有，这样才能有冲击力。并且这种 月，你把它画好了。这个不行啊，就这一瞬间，稍纵即逝。

从电子器材来讲并不难实现，我指的是便携器材。 邓：摄影比绘画要传神，绘画画得再好也是编撰出来的。

刘：作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音乐也 姚：其实唱片里头，绘画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些肖

好，绘画也好，都能激发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真 像。有些肖像的摄影非常棒。而且把一个演奏家或指挥家的神

的在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别忘了这种感受。别简简 韵，包括眼神阿，捕捉的那是精彩之极。

单单的就只是听而已，或是去听音响效果。这是一 邓：对。也许他拿那指挥棒一指，或者是其中那么一个动

个很丰富的内容。 作，确实是（很精彩）。

马：其实音乐、美术、摄影，很多从艺术角度 刘：有一张帕尔曼的那张照片。

都是相通的。实际尤其跟摄影。音乐咱们叫分析 马：还有卡莱昂拿着指挥棒托着腮帮子的那个，很经典。

力；摄影呢，分辨率;(美术)咱们叫层次。摄影也是 邓：那个即使能画出来也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了。

层次，等等这些术语不同但是意思相同。 刘：还有一些唱片，比如这张唱片，非常有意思。我今天拿

的这张唱片，这个封面，老姚知道，其实跟曲子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这乐队也是卡尔斯鲁厄的。

姚：二三流的。

刘：卡尔斯鲁厄，为什么拿这张，因为我去过这地方。这是

德国的一个边境城市，离法国很近，我的一个朋友住在这。它是

一个全景。肯定是一个画家站在最高处画了一个全景。实际上这

就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画，这是他送给我的。

姚：看到这张照片时你就想到了这座城市，想到了朋友。

刘：对，但是跟里面的曲子，跟马勒，门德尔松根本没有任

何关系，其实有的时候蛮有意思。

姚：其实一张唱片能承载很多记忆，包括封套也承载了很多

记忆，很多联想。

邓：一细分析起来就有不少信息在里头，在这张盘里。

看来今天谈唱片的封面很多话讲。感谢各位的贡献，也感谢

网友与我们一起分享！（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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