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邓小宁）：这期节目是应网友在论坛 浪漫主义时代，以前的可以先不提，就选浪漫主义时期的几个作曲家

上的要求，聊聊室内乐作品。看老姚能不能推 比如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听，有兴趣再逐渐往前听。

荐几张室内乐的LP欣赏一下。室内乐这个话题 姚：对，每个人受教育的背景、 生活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最终

也可以聊，但是好多网友觉得古典音乐不知道 你喜欢古典音乐的哪一部分很难给你规定，还得按自己的需求按自己

怎么欣赏。 的兴趣来听。

姚（姚吉）：说到怎么欣赏就跟学自行车 马：作为我来讲，让我现在接受近现代的音乐，也不是太能接

一样，不会骑的时候说不知道自行车怎么骑， 受，但是巴洛克时代比如巴赫的一些曲子，开始我也是很难理解那些

后来不到半小时就学会了，也就觉得这事没任 东西，因为巴赫的作品比如他的和声就跟古典主义时期跟后来的人就

何神秘感了。 不一样，有时候某段和声听起来就不谐和，我儿子学钢琴的时候就说

邓：没错，之前跟朝晖还有老马也谈到 ‘你听，你听，这个音根本就不谐和，是噪音’ ，我说‘你得整体来

过，以前看到的都是一些专家指挥、 作曲家或 听’ 。整体听下来很有嚼头，但是这种音乐一开始听起来不太容易理

者教授去谈古典音乐，给人一种误解，可能把 解，觉得不太对味似的，不如听莫扎特、 贝多芬的作品，很容易接

大家给吓住了，其实也没必要。 受，如果对古典音乐没接触过或接触得极少的时候，就先从那些比较

马（马龙辉）：这就跟老姚刚才说骑自行 容易接受的作品开始听。

车似的，自行车这俩轱辘它怎么就不倒呢？但 邓：选喜欢的旋律先听 ，甭管什么时期。

是你一骑就知道了，要由浅入深。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室内乐，老姚拿了几张片子。

姚：说到室内乐，今天我来晚了，有点害怕，主题太大，真的，

就跟说今天聊交响乐恐怕是等同起来的，室内乐涉及的面确实太大太

广了，一次两次恐怕八次十次也聊不过来。室内乐既然叫室内乐，它

规模比较小，我觉得现在大家听音乐，恐怕十件乐器或十几件乐器以

内演奏的乐曲都能算到室内乐范围。当然室内乐里比较主要的还是弦

乐四重奏、 钢琴三重奏、 五重奏甚至八重奏九重奏，这个主题确实比

较大，今天就先简单介绍几个比较经典的室内乐作品。

刘：先拿几张有代表性的片子，先从优美的旋律开始。

姚：从巴洛克时期已经有在宫廷演奏的小型的四重奏五重奏，从

刘（刘朝晖）：另外我觉得古典音乐其实 室内乐的雏形，当时所谓的三重奏名曲，其实很简单，一个提琴一个

也是音乐的一种形式而已，像我们听古典音 通奏低音就是大健琴，可能加一支长笛或加一支中提琴，就是那时候

乐。什么是深什么是浅，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有 的三重奏的一个雏形，只不过今天看来比如说钢琴三重奏，是以钢琴

这方面的一个借鉴，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听都可 为主奏乐器，那个时候恐怕也有钢琴，就是古钢琴作通奏低音，它只

以，像我们一开始最早接触的是贝多芬，按照 是不强调这些就是了，我觉得室内乐雏形那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又有

古典音乐来看，贝多芬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浪漫 四重奏五重奏。今天我先介绍的一张

时期的作品，从古典音乐的发展史来看，也是 就是鲍罗丁的弦乐四重奏，实际一下

前面一大段都没听到，但是从这切入进去，同 跨度太远，海顿写了那么多的弦乐四

样也可以往前听，其实我觉得古典音乐最重要 重奏都跨过去了，我觉得弦乐四重奏

的一点就是它的这种音乐形式可以给人更大的 还有三重奏这类作品非常适宜一个人

思维空间。 去听，一个小型的环境里，因为我觉

邓：刚才跟老马也聊到，要不给网友一个 得这些乐器特别能打动你。

简单的界限，也是出自我们个人的观点，无非 邓：向老姚说的巴赫这些都空

就是一个巴洛克时代，古典音乐时代，然后是 过去了，直接说鲍罗丁，像咱们刚才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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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怎么欣赏古典 迷了，然后其中一人稍有动静都会惊动对方，

音乐一样，就找这 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回家一个人听。所以就选我

些先听着，而且这 们同样喜好，评论过的曲子，大家都听了，然

个话题也比较大， 后我们分散开。刚才老马也聊过，作曲家实际

可以先听这段，以 上是把他的，老姚刚才说的心灵的感受通过作

后陆陆续续可能通 曲这种形式表达出来，他写出来了然后传达给

过这个再去了解其 你，然后你再根据你当时的心情和理解还有接

他室内乐。先听听 受程度去感受它。

这张。 姚：所以就欣赏古典音乐这个话题来说，

姚：这是鲍罗丁四重奏团演奏的鲍罗丁的弦乐四重奏，鲍罗丁一 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演奏者，传达得怎样？

生只写了两首弦乐四重奏，但是两首都很精彩，特别是第二首里的第 这就有了版本之说，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或

三乐章的《 夜曲》，恐怕喜欢古典音乐的人都耳熟能详，带点忧郁的 者你理解的鲍罗丁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

色彩，这段旋律被改编成许多版本，如管弦乐等等。 听到一个录音，他演的不好，什么叫不好？恐

姚：这个作品也挺有意思，录音版本也挺多，但很难有其它的版 怕一个很直白的说法就是因为他没把你认为这

本能超越这个版本，这就是当年的鲍罗丁四重奏团演奏，EMI唱片公 个作曲家所应该表达的东西传达给你。

司在75年的时候把苏联的这些录带拿过来重新翻录了一下。 马：演奏者实际是把作曲家的曲子进行了

马：这首曲子是温暖如春那。 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所以才存在着差异。

刘：旋律很能打动人。 刘：室内乐有很多是有主题的，但是没有

邓：我是第一次听，刚才听了这段，《 夜曲》的这个风格我真是 主题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我们去欣赏它的时

很喜欢。 候，空间还有很大可延展性，因为一个无主题

音乐，当然总体的感觉是有，但是到底它表现刘：好像一个叙述诗一样，大提琴、 小提琴之间的一个对白，还

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的心情和不同的年龄有对情绪的一个渲染，有时候有人说古典音乐没有歌词怎么去欣赏，

段、 不同的时段，可能跟音乐共鸣的频率不一其实我觉得旋律就是一个语言，跟诗一样。

样，某一点也不一样，这就是可爱之处，这个邓：我是个人偏向听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实际上歌剧里面

年龄段去听或过段时间再听同样的音乐，共鸣有时候也是在某个瞬间里边是大提琴或提琴独奏衬托一下当时的乐

点是不一样的。段，就类似刚才听到的这段的感觉。

再来一张。马：各种艺术表达方式不一样，比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舞

蹈，是造型的艺术；音乐有音乐的艺术，它是靠旋律靠和声来表现，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语言。

邓：之前跟老马也聊过，刚才也谈过古典音乐是怎么欣赏的，刚

才谈到旋律，还有您刚谈到的音色，这两个因素才能打动他，您谈到

这个观点了。

刘：人类都是有感受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感受，其实

是不对的，像刚才那段旋律，无论是否听过或懂得古典音乐，这段旋

律一上来，基本感受都知道，不会有人听成是在抒发愤怒，都能感觉

是在抒情，不会有错觉，但具体在讲什么就要根据各人不同的阅历来

感受了。 姚：今天我没有拿特别传统的，比如莫扎

姚：而且室内乐能直接跟人的心灵去沟通，像刚才说的歌剧是在 特。第二张是德沃夏克的《 杜姆卡》，是斯拉

剧场里面让人很振奋很痴情，让人激动，这些是在心灵深处打动人， 夫民歌的一个曲式，用了一种民谣的形式。德

所以需要一个私密空间，需要一个人独自感受，哪怕多一个人，即使 沃夏克一生写了很多弦乐四重奏，也写了钢琴

是最好的朋友在一块听，恐怕感受也会不一样，一定要独自一个人去 三重奏，有四首，最著名的就是《 杜姆卡》，

欣赏。 这是美艺三重奏团演的。《 杜姆卡》也是美艺

邓：记得有次在老姚家录节目的时候，谈到过如果是我跟老姚两 三重奏团非常喜欢的一个保留曲目，据我所知

个人在那听同一首曲子，我们两人肯定都听不下去，我们可能都听入 录过两次，但是第一次我觉得没有这个版本演

111www.avfline.com



112

绎的好，我今天选的几张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 起，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室内乐团。

刚才说的演奏者需要把作曲家的意境传达得非 邓：就像咱们谈到的，这两个大腕碰到一块，未必能怎样。但像

常准确清楚，这张无论演奏或者录音都非常 美艺，他们是每天都在一起磨合。

好，非常感人，这是我常听的一张唱片。 刘：前两次在广州出差，听到一个什么柏林首席演奏家室内乐团

邓：那就先听听它传达的或再创造的怎 在广州演出，全部都是现任的、 几届的柏林爱乐的首席小提琴、 首席

样。 单簧管、 首席大提琴、 首席中提琴组合的一个室内乐团，也有刚讲的

姚：他前一次录音呢，是在60年代，那个 这个问题，都是大腕，但配合不到一起。没办法，最后还真找了个指

录音是三人的配合，显得比较松散一点。而且 挥。

在第三乐章非常精彩的段落，觉得三个人的感 邓：这有点成玩笑了。

情投入也不如这版。实际这张唱片是85年的录 马：这谁也不听谁的呀，我说你得跟着我走，你说得跟着你走。

音，86年发行的。比较难找一点，虽然是数码 只能找一个他们大概都能接受的人。

录音，但录音很舒服。所以在日本，包括 姚：室内乐的这个范畴确实很难界定。比如，你说钢琴奏鸣曲算

stereo sound他们去评价器材的时候，经常会 不算室内乐？也算。你说十四五件乐器的小乐队演奏的小夜曲，算不

选的。 算室内乐，也应该算。

刘：这张CD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邓：所以我说几乎没有指挥，你比如说几个人演奏的小夜曲，你

姚：对,CD比较容易找，但LP比较少见。 得有人去带着他，但也算室内乐。

邓：德沃夏克，因为本身他的作品，咱们 姚：刚刚提到这类问题，比如十个人或者是八个人之上的这些乐

中国人不是特别陌生。 团，可以设置指挥也可以不设指挥，或者以第一小提琴为指挥。

马 ：对，至少是第9交响乐《 自新大 邓：这个默契配合真是常年养成的。一个是它本身有演奏功底，

陆》。 再一个是时间。

姚：德沃夏克，一个是《 自新大陆》，一 姚：这个问题又扯远了，比如说，奥菲欧室内乐团，美国一个著

个是美国弦乐四重奏，还有就是杜姆卡，恐怕 名的，由年轻人组成的室内乐团。演奏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

还有斯拉夫舞曲。这些就是所谓德沃夏克的标 录音也非常好。他们最大编制的时候能到三十个人，但是也不设指

签。 挥，直到今天仍不设指挥。

刘：一般大家都听《 自新大陆》，实际就 邓：如果是这

是说德沃夏克这种抒情方面的作品，非常能打 样的话，虽然没有

动人。 听过，但这个乐团

邓：我喜欢德沃夏克。 一定是素质相当高

姚：是呀，所以说他是民族乐派的作曲 了。因为不设指

家。 挥，这么多年一起

刘：尤其是那个思想曲。 配合。出来的东西

姚：对，有很多捷克的、 南斯拉夫的这些 又很好。

民歌的旋律。留下来的也都是这类的作品。 姚：那么，这又说到了，演奏家们的心灵要相通。

邓：提到这些所谓的室内乐，好像一般的 邓：还不只是说演奏的水平和 我的素质。他们之间的这种心灵

乐队的结构比较小一点，几乎就没有指挥了。 的感觉也很重要。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难点，就是这几个人之间 姚：对，还有对音乐的感受、 认知，同时这个乐团也造就了他的

的配合，还有演奏水平，这是吃功夫啊。 一种演奏风格。而且这种演奏风格恐怕每个乐手也是相通的。

姚：是呀，是呀。所以说一个好的室内乐 刘：另外，其实大家对指挥这个角色，很多人都认为是怕大家演

团真的很不容易。 奏得不够齐呀，所以在上头比划。其实不然，就跟老姚刚刚讲的，这

马：不在于你单个演奏的技巧多高，更在 个乐队常年在一起演奏的时候，这个乐队的风格已经形成了，也就是

于配合的默契。 说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都是一样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指挥。指挥的作

邓：这个默契不是说一年两年，咱们俩多 用其实是在排练，并不是在台上。

练两天就能练得成的。 姚：咱们再听一张舒伯特《鳟鱼》。

姚：比如说，即使是顶尖的大师组合在一 邓：这熟的不能再熟了。

自



马：再一个，大家都想听。要是几个人一拨，几个人一拨，那得

什么时候轮完。

姚：所以说听室内乐，我觉得听现场不如听唱片，能感动你。因

为在北京，我也听过好多场室内乐，恐怕感觉都不是特别好。包括一

些稍大型的，比如我特别喜欢的科隆古乐团，他们也来过中国，它的

唱片，张张都很精彩，编制也不大，十个人左右，我还是买的最好的

票，但是一到现场也找不到感觉。所以我觉得室内乐最好还是听唱

片，一个人的时候，心灵静的时候，需要打动你，需要跟音乐沟通的

时候。
姚：我今天拿的都是一些在LP很后期的一

邓：您说得对，我那会儿听那些四重奏包括五重奏的时候，都是
些录音。舒伯特的鳟鱼钢琴五重奏的录音，版

关着灯听。要是开着灯就好像有点分神了。
本很多。优秀的有维也纳八重奏团，还有布伦

姚：因为这个很愉悦、 很舒服，你会觉得鱼在水中自由的游，你
德尔与克利夫兰，这些都很经典。那么今天我

会想到他的歌词，想到这种场景，但是杜姆卡我觉得就不行。
想给大家听的是西夫根．哈根四重奏团的一个

邓：或者说鳟鱼两种状态都可以听。适合自己就行。
新的录音。我觉得几个年轻人演的很出彩。先

刘：听鳟鱼，我的感觉就跟嘴里嚼着巧克力一样，特别舒服。
来听听。

邓：刚才你说
邓：刚听了一下，这个真是像老姚说的，

的这种，听鳟鱼的
年轻的这几个人演奏的真是不一样。

比较放松的心态。
姚：我今天推荐这张呢，因为我喜欢哈根

在任何环境都可以
四重奏团。因为哈根四重奏团是在LP末期的时

去听。像有些曲子
候才出现的，一个德国的家族式的四重奏团。

适合这种一个人静
那么在CD时代，他们也有很多录音，录了很多

静的听，有些适合
像海顿、 莫扎特的一些弦乐四重奏，非常精

你在干别的事儿的
彩。有一种活力在里头。

时候听。
姚：所以，今天没有给大家欣赏老的录

姚：其实室内乐如果从三重奏，四重奏的发展历史去回忆一下，
音，我想今天这个室内乐的话题太长了。下次

恐怕也是这样。原来在宫廷里也是在宴席上、 在酒会上等类似的这种
如果咱们再做室内乐，就放一些老的录音。因

场合演奏的。很随意，很优雅。但后来的发展就是很能打动人心灵
为毕竟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甚至更早，有很

的，比如像刚才的杜姆卡。
多大师，这些大师肯定不能回避。

刘：像鲍罗丁的小夜曲也非常好听。
邓：我感觉，像这种室内乐，包括人数少

姚：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梅西安写的
一点，要是非放到大庭广众面前，倒好像感觉

《 时间结束》四重奏，那就是在战俘营里头，当时就是有几个人，会
不对了，不像那种大型交响乐团。

几件乐器，就是这样。
姚：可是现在，基本这类演出都是在音乐

邓：还有印象那个美国电影泰坦尼克最后船要翻的时候，实际上
厅里。

餐厅里边那个小提琴演奏的，就是一小乐团，那时候反而倒有气氛
邓：他没辙。其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了。包括最后船要沉的时候，那四个人还在拉，当然电影是一种艺术
听；其二，是要挣钱呀。

的处理，但那点拿捏得非常漂亮。室内乐的魅力就是这样。那是让人

感动的一幕。

姚：对，正因为有了泰坦尼克，后来人们在听这张唱片的时候，

就想到电影里的情景。

邓：关于室内乐今天就聊到这，以后有机会，老姚再拿些老点的

作品来与大家分享。（未完待续）

（文章可到欧博的网站下载：www.operaudi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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