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话题： 国外LP 唱片重新进入中国 一天一天的在预示着黑胶唱片将被淘汰。当时的广告一大堆，1985、

1986年就是CD将替代黑胶唱片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邓(邓小宁)：还是先从老姚开始吧。您

实际上这个唱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到了90年代初叶的时候，CD唱
大致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唱片，或者您的

片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进。我们最早的唱片才8比特、16比特，后来又回到
收藏原则是什么？

1比特等等，这上面反复的在调整CD的声音。在CD声音的调整过程中
姚吉：大概是从1982、1983年吧，那

呢，当然有一些老保守，像姚吉这样的。
时候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改革开放刚

邓：老姚算老保守了（笑）。
刚允许那些外国的音像制品进口。正好那

石：对，仍旧感觉LP比CD好听，声音一直好听。但是各大厂家对这
个时代挺有意思，在国外CD已经大行其道 

个的认识仍还是迷茫的。都以任何科学处理的为好，是个科技崇拜的时
了，然而各大唱片公司有不少的LP库存，

代，严格的说是个技术社会。
因为那时在全球的其它地方，LP市场非常

邓：有什么科技新发展都得先追一下。
的淡、非常萎缩，而中国刚刚开放，所以

石：对，所以各大公司仍旧坚持在CD唱片上的大量使用，一直到大
把这些库存都给了中国。当时非常便宜，

概90年代中叶，各大唱片公司宣布LP停产，撤出来了。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也就是50美分一张。也是直到那个时

CD完全可能有一种能力来取代LP。当时CD机最贵的能卖到几十万人民币
候，在国内才能买到五大唱片公司的那些

一台，CD机的质量开始提高。像当年威马的那个2000能卖到七八万、十
原版的LP。

几万一个解码器，可以做的非常精细，去把这个数字化的东西消除掉。时
石(石振宇)：刚才姚吉已经说了，实际

间过了将近有十几年。
上这个唱片是数字唱片，CD好像是1983年

刘（刘朝晖）：2000年就已经开始……
开始推出的，上市以后，如同猛兽啊。

石：它公开的是在2003年左右，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弄了一遍，跟着
邓：一下就散开了。

什么SACD，DVD audio都已经出现了，后来就发现，老觉得缺点什么，
石：对，CD有很多优势，第一它是一

就是CD老觉得缺点什么。反复的对比最后发现，CD跟LP之间缺的就是
个无接触发音，过去我们的唱片是听一遍

“音乐”，LP要比CD有“音乐”。于是2003年左右，各大厂恢复LP的生
磨损一遍，第二是人们当时觉得数字化，

产。这实际上是个笑话阿。
肯定是很清晰的，那唱片一来嘛也确实是

邓：您说的这种缺少“音乐”，是指的这种缺少真正音乐的本身的这
如此，而且很新鲜。那时，欧洲大量的将

种感觉。
这些唱片发到中国，发到中国预示着这个

石：对，它实际上是科技好像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走了一个失败的道
黑胶唱片将被淘汰。因为当时的CD还是比

路。
较贵的，但是CD大量的发行和生产的简

邓：那这么说的话，老姚可能是更早的感觉到这种不一样。
便，把市场全部充斥起来了，这实际上是

姚：可能有人就说我醒早了。恐怕当时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就是说，

对数字技术老觉得它的取样频率还有比特，造成了CD唱片的16比特

44.1kHz的取样频率，它造成了CD唱片高频2万赫以上的高频信号是没有

的，但是2万赫以上的信号，所谓超声频（超声波）的这一部分，人耳基

本上都听不到，但是人能感觉到，它能在音乐中创造出一种比较亲切的叫

谐波噪音，所以人会觉得音乐很舒服。

邓：它不是从耳膜感觉到，可能是整个身体。

刘：声音的这个频率，它实际上是由很多频率叠加起来的，有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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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背后的故事(八) 偶次等很多谐波频率。 意志唱片公司，所谓的大荷花版，叫tulip label，郁金香版，就是咱们的

石：另外，最根本的问题还在这儿， CD现在有很多，什么大师原版系列，大荷花什么的，指的就是这个。实

就是这个黑胶唱片所表达的内容的方式和 际他是指的当年LP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在这个片心上有一圈郁金香花，

CD唱片缺的这个东西。我刚才说缺点音 这都是第一版的一个标志。这张唱片是贝多芬的大提琴、钢琴、小提琴

乐，实际就是缺了一点人性：由哪去说 三重协奏曲，是一张非常经典的唱片。在国际市场上，这张唱片也是非

呢，CD唱片跟黑胶唱片是两个不同的概 常稀有的，非常珍贵的。但是DG唱片公司在出CD的时候，从一开始这张

念，CD唱片是数字化的，数字化所有的东 唱片就给搁到廉价系列里了，就是朝文纸，白盒那个。其实这张唱片无

西都是台阶状的、是精确的、是可量化 论演绎、无论录音，在当年来说都非常非

的、是理性的。 常优秀。

邓：就像咱们第一次做这个节目第一 邓：好，咱先听听，对它有一个大概

期的时候，跟朝晖一起谈到的蛇的照片的 的印象，这是哪一年录的？

概念。 石：大概是60年代初。

石：这理性产生的是一种什么东西 姚：DG有很多经典录音，在CD时

呢，就比如说一块儿红和一块儿绿，用数 代，翻制的时候一开始都搁到廉价系列里

码相机拍的话，他会发现红绿是界限的， 去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CD，

台阶分开的，红是红，绿是绿。 一般听CD的这些的听众、爱好者，他们接触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或者说

石：但是，真实人用眼去看的时候， 这个演绎、这个录音的时候，都是这张廉价的CD。

红绿之间是模糊的。它不是边界式的。 刘：我买的那个黑白封面的，也是廉价的。

邓：渐变的界限。 姚：对，所以他们接触到的时候呢，这张廉价CD，大家知道廉价

石：对，在音乐上的表达也是一样 CD和正价的CD在制作上区别很大很大，它制作的精良程度，都不及正价

的。一把刀，它由开始到完，肯定是个波 的。所以它的声音处理都非常毛躁，也就是我想说的，大家在听这张

形，但这个波形它表达的都是锯齿，表达 CD的时候，很难捕捉到这张伟大唱片的真正神韵。

的意义也是单独存在的。所以它是一种冷 邓：是，从老马这专业角度，您刚才听这么一段，当然您以前肯定

静的、理智的。 也听过，您对这张唱片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邓：听起来确实是很清晰，但是感觉 马（马龙辉）：从跟CD来比较，CD里面少了很多LP里的细节，就

不对。 是音乐的那种内涵，还有那种气氛。你比如听这个小提琴、大提琴，刚

石：对，清楚是非常清楚，但它就是 刚放的这段，还有乐队的这个气氛，少了很多内容。这个实际从录音来

缺了人情味儿。那么为什么LP会取胜， 讲，60年代，世界各大唱片公司，出了很多优秀的录音，到现在来讲，

LP是拿一个唱针，在黑胶唱片上刮出来的 那也都是非常顶级的录音了。80年代，从CD唱片兴起以后，数字录音也

声音，由发生的原理来讲，更符合人类。 录了很多，既使是最后都转成CD，模拟的翻成CD，数字录音直接做成

它是依靠震动发声的，像大提琴、小提 CD。这比较之下，还是60年代初的那些模拟录音转成CD的感觉要好一

琴，以致唱歌、说话都是震动，而且通过 些。数字录音反而觉得声音特别的干，特别枯燥。

调节唱针，还可以把震动的各种声音进行 石：这主要不是高频音听得见听不见的问题，这种东西就像有一层

不同的调整，实际上LP播放出来的声音是 空气在游离似的，很干，通俗点说，就是你坐着一听唱片的时候，觉得

加了人性在里面的，所以当然是有很大的 开朗，声音很松，然后再一听CD，你发现很紧，动态很大，但是很紧，

差异。 很干巴。这是人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这就是

邓：这些可能就是老姚感觉的，不像 数字出现的一个问题。它是不可以量化的，这个不可以量化就好像是我

是用纯数字把它描绘出来的，感觉没那么 拿舌头舔了一下花瓣儿，那种感觉是不能说出来的。一个真花瓣儿，一

有人情味儿。说了这么多，先听一张片 个假花瓣儿，你来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俩舔了一遍，之后说这

子，感觉一下LP的人情味儿。 是真的，为什么呢，说不清楚。反正它是真的，这肯定是假的。

姚：好的，实际收听、收看这个节目 邓：一种感觉！

的都是音乐爱好者或是音响爱好者。这张 石：对！这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唱片是第一版的德意志格拉默风，就是德 刘：我接石老师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老姚，应该讲CD的出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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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振宇)：刚才姚吉已经说了，实际

间过了将近有十几年。
上这个唱片是数字唱片，CD好像是1983年

刘（刘朝晖）：2000年就已经开始……
开始推出的，上市以后，如同猛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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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接触发音，过去我们的唱片是听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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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对，它实际上是科技好像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走了一个失败的道
黑胶唱片将被淘汰。因为当时的CD还是比

路。
较贵的，但是CD大量的发行和生产的简

邓：那这么说的话，老姚可能是更早的感觉到这种不一样。
便，把市场全部充斥起来了，这实际上是

姚：可能有人就说我醒早了。恐怕当时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就是说，

对数字技术老觉得它的取样频率还有比特，造成了CD唱片的16比特

44.1kHz的取样频率，它造成了CD唱片高频2万赫以上的高频信号是没有

的，但是2万赫以上的信号，所谓超声频（超声波）的这一部分，人耳基

本上都听不到，但是人能感觉到，它能在音乐中创造出一种比较亲切的叫

谐波噪音，所以人会觉得音乐很舒服。

邓：它不是从耳膜感觉到，可能是整个身体。

刘：声音的这个频率，它实际上是由很多频率叠加起来的，有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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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听起来确实是很清晰，但是感觉 马（马龙辉）：从跟CD来比较，CD里面少了很多LP里的细节，就

不对。 是音乐的那种内涵，还有那种气氛。你比如听这个小提琴、大提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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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唱针，还可以把震动的各种声音进行 石：这主要不是高频音听得见听不见的问题，这种东西就像有一层

不同的调整，实际上LP播放出来的声音是 空气在游离似的，很干，通俗点说，就是你坐着一听唱片的时候，觉得

加了人性在里面的，所以当然是有很大的 开朗，声音很松，然后再一听CD，你发现很紧，动态很大，但是很紧，

差异。 很干巴。这是人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这就是

邓：这些可能就是老姚感觉的，不像 数字出现的一个问题。它是不可以量化的，这个不可以量化就好像是我

是用纯数字把它描绘出来的，感觉没那么 拿舌头舔了一下花瓣儿，那种感觉是不能说出来的。一个真花瓣儿，一

有人情味儿。说了这么多，先听一张片 个假花瓣儿，你来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俩舔了一遍，之后说这

子，感觉一下LP的人情味儿。 是真的，为什么呢，说不清楚。反正它是真的，这肯定是假的。

姚：好的，实际收听、收看这个节目 邓：一种感觉！

的都是音乐爱好者或是音响爱好者。这张 石：对！这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唱片是第一版的德意志格拉默风，就是德 刘：我接石老师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老姚，应该讲CD的出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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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也不要那么悲观么。的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当时人们对CD或

马：不是说全盘否定CD，大家都来听LP，CD咱们就怎样了。者说是数字技术的这种认识，其实阻碍了

石：它所在的位置，就限定了它只能作为记录的。那就是说有好多到现在为止CD的发展。当时CD定制的时

人要听记录的，因为要了解这个。候 ， 各 大 唱 片 公 司 定 的 都 是 16比 特 ，

姚：它没有错误，其实数字技术还在发展。十年前我们只是固守着44.1kHz的采样频率，当时的人们认为，从

CD，实际到今天来看，太多了。数学上算，这样的取样品率和这样的比特

石：所谓先进的技术，数字的或者是什么的，技术这种东西是有时数足以表现了人耳这种20Hz到20kHz的听

限性的，今天的高技术，明天就是普通技术了。觉范围，所以把这种制式定下来，一旦定

姚：所以今天说到音乐，说到欣赏音乐，我觉得无所谓啦。形式多下来以后，这么多年无法改变了。因为定

种多样，媒体也很多，你可以是MP3，也可以是CD，也可以去刻录，反下制式以后，就大量的出这种软件，到后

正你只要是喜欢音乐，得到的渠道也很多。来SACD出来了，还有XRCD都想提高取样

频率，提高比特数，但没办法，因为这种 马：不过CD它有一个适用性。比如汽车音响，弄张CD搁里头可以

制式已经定下来了。 放，要是放一LP，就不可能了。

姚：所以说我希望现在的数字技术的 邓：那得是火车了。（笑）

工程师也好，设计师也好，真的应该有个 姚：所以说世界上大的唱片公司，在LP时代都没发财，在CD时代他

艺术继承，这点来说对他们太重要了。 们才挣了第一桶金。

邓：老姚刚说，您是醒的早，石老师 石：但这就出现问题啦，MP3又把它给挤了，网上音乐又给挤了，

又说您是什么老保守，但是老保守醒的 为什么呢，都是商人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发展起来有

早，醒成一老保守了。您什么时候把CD彻 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由于商人的这个永不满足，再加上大家对奢华生活

底的抛弃掉了，自己家里所有都是LP。 的无限追求，有时候会往歪道上走。但这不能埋怨、不能悲观，因为这

姚：黑胶唱盘。实际我没有说我一定 是个技术社会，它是必然结果。但多少年以后，会自动调整回来。

不喜欢数字的，只喜欢模拟的，我不是这 邓：虽然咱们今天不否定CD，但今天就着老姚，再听一段，还听

个概念。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数字的，恐 LP，您再选一段听听。

怕有一些对我一个使用者来说，有这样那 姚：看这张唱片，非常经典的一张

样的缺陷。所以变成了我听CD唱片，不让 里赫特弹的李斯特的第一、第二钢琴协

我感动，我会觉得听音乐变成了一个非常 奏曲，伦敦交响乐团，康德拉辛指挥。

简单的事情，我可以听一会儿，就去做别 邓：还有士珲，你觉得刚才这段，

的事情，我也可以今天想听某一段，只要 录音的效果，演奏家的效果？

拿遥控器找到，听完了就完了。我觉得音 刘：我觉得是张演、录俱佳的片

乐变得不让我那么感动。 子，钢琴家中赫特也是非常著名的，录

邓：不用很专心的坐那听了。 音也非常好。

姚：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音乐 石：这个人也非常奇怪，他的父母

爱好者一开始喜欢上古典音乐之后，都有 亲是德国人，二战之前，苏联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去，但是他一直都不知

一种虔诚的心，都是在家里花钱买设备也 道。他是被苏联培养起来的钢琴家，直到他出了名，他的片子在全世界

好，买唱片也好，都是为了很好的去欣赏 发表了，走到德国，他妈妈才发现，俄国的里赫特是她的儿子，才要求

音乐。但是恐怕到后来都是多多少少会有 俄国政府能让她们见一面，所以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

一些很随意性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回到 的俄罗斯的一种性格，以致他的跟俄罗斯音乐的这种畸变，因为我们谈

一开始那样，如此痴迷的喜欢音乐的时 到李斯特也谈到了他是斯拉夫的风格，这种冲动和各方面特征都是非常

候，我觉得CD真的满足不了我，我没有勇 吻合的。所以这个版本演绎起来，无疑他是最好的。

气去听CD了。 姚：有唱片历史以来，是录音最好的演绎。应该说演绎角是第一位

石：虽然数字并没有被发挥生产， 的，也是非常出彩的，就是说珠联璧合。录音也是最好的。今天走到数

LP就把数字消灭了。数字是广大的，它不 字时代了，也有那么多新的演奏家，恐怕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录音、一

会被消除。 个演奏家能超过他。当然，士珲这张唱片比较遗憾的就是，它是单声道

的，因为在60年代，这张唱片首发的时 而不答。所以这里有个问

候，全球的音乐爱好者家里所用的唱机， 题就是，这些复刻版在全

很少一部分是立体声系统，因为那时立体 球，它的原版太贵了，价

声系统还是比较奢华的。 值连城，所以它要小公司

石：立体声的系统是在1955年开始有 的量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需

的，但真正上市是6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 求，就来一张复刻的吧，

这原版是立体声的。 虽然不是真的，但它是

姚：对，它的原版录音是立体声的， LP，是黑胶这种形式，

但是它发行的时候，发行两种，一种是单 而且也是很有名的版本。这里面永远是个谜就是它是拿什么做的？是拿

声道，一种是立体声的。实际这张唱片在 母带作的么？但是以我的经验告诉我，一般来说，大公司不会提供真正

当年发行的时候也很好分辨，它这儿底下 的母带。

写着HiFi，而且是35毫米电影胶片录音母 邓：这个不是五小作，是五大做是吧？

带。立体声的只是把这个信息挪到上面 姚：对，这是老的版，就是当年Mercury，美国的水晶做的。

了，所以很好分辨。然后这张唱片实际的 石：而这底片有一部分就是说刚才谈到的有一个母版的问题，就是

母版是在飞利浦唱片公司。 大公司版，所以现在出卖版权最多的公司可能是RCA，另外RCA版权相

邓：您自己有这张是立体声的？ 对比较便宜。但是现在做的一些复刻版很难谈的就是有些公司允许它打

姚：对，是立体声的。 本公司的牌子，这点就是大家的疑问。其实大公司同意他们出，又是采

刘：我还有这张CD。 取的什么手段，这个运作一直在我们唱片界流行。但是听了以后，新作

的唱片有一个问题，很难分辨它的问题是在于随着我们走过数字化这段姚：这个呢，是美国著名的水星唱片

时间以后实际我们LP的技术也在无限提高，所以即使它没有用当年的模公司（Mercury）给飞利浦压的唱片，当时

版，有时候出的效果不见得比原来的母版差，所以就混乱了。他们俩还不是一家呢，只不过是一个代理

的性质。那么刚提到了，说LP为什么声音 姚：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评价复刻版的好还是

比CD好呢，是唱片公司在做的吧，我想唱 坏？

片公司可定不会这样做的。 石：但有的时候确实是复刻版的不行。

邓：我一直想问的，现在还有没有唱 马：一听肯定可以听出来的。

片公司，再重新作LP。 邓：实际上行家就不一样了。

姚：有是有，五大唱片公司不会做这 姚：恐怕得符合现代的口味了，做成像HI-FI的，发烧的，但是起码

样的事，因为它的制作成本跟营销成本太 有一点，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说，它不是真实的，我想要的，就是老版

高了，所以当年才出这样的飞利浦唱片公 的那种真实的味道。

司的唱片，包括有些DECCA英国的唱片， 石：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把它改成180克的，唱片背心率也小

他是这样的，好一点的早期是在英国压 了，要开的槽也加深了，抗静电的问题也比原来要好得多了，技术在前

片，然后裸片船运到美国，美国去做包 进；再加上现在唱盘、唱针、唱头，再加上扩大器一条线服务，听的时

装。因为它重量很重的，营销成本非常 候仍旧很生动，这时候选择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选择自己的

贵。 喜好，再去追求真正的R版，不见得R版就很难了，很少了。

邓：五大不做，有五小做么？ 姚：所以我们刚才聊半天，收藏也好，欣赏也好，不能光靠音质，

姚 ： 现 在 有 一 些 小 公 司 ， 美 国 像 因为它里面已经存在一个文物的因素，它属于不可再生的。就刚刚说到

Classic Records，英国像Testment，有几 的，那叫复刻版，就是跟原版有区别，原版它不可再生，就有文物的属

家小的公司，他们在买这个大公司的一些 性。我上个月刚从英国买了一张拉宾的《卡伯利蒂协奏曲》，也有复刻

唱片的版权，然后再作，叫复刻版。当然 版，那第一版我花了三十英镑。

这里头有个谜，在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问 邓：既然说不可再生了，这就是有文物价值了，这又产生另外一个

题，记者问这些唱片公司：你买了大公司 问题，类似于说我收藏古董也好，或者孤本也好，像音乐股票这种东西

的版权，这些唱片公司是否给了你母带， 会不会也会有？

或者第几版的母带？所有这些公司都是闭 姚：是，我一美国朋友给我发email过来就说“where give 音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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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也不要那么悲观么。的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当时人们对CD或

马：不是说全盘否定CD，大家都来听LP，CD咱们就怎样了。者说是数字技术的这种认识，其实阻碍了

石：它所在的位置，就限定了它只能作为记录的。那就是说有好多到现在为止CD的发展。当时CD定制的时

人要听记录的，因为要了解这个。候 ， 各 大 唱 片 公 司 定 的 都 是 16比 特 ，

姚：它没有错误，其实数字技术还在发展。十年前我们只是固守着44.1kHz的采样频率，当时的人们认为，从

CD，实际到今天来看，太多了。数学上算，这样的取样品率和这样的比特

石：所谓先进的技术，数字的或者是什么的，技术这种东西是有时数足以表现了人耳这种20Hz到20kHz的听

限性的，今天的高技术，明天就是普通技术了。觉范围，所以把这种制式定下来，一旦定

姚：所以今天说到音乐，说到欣赏音乐，我觉得无所谓啦。形式多下来以后，这么多年无法改变了。因为定

种多样，媒体也很多，你可以是MP3，也可以是CD，也可以去刻录，反下制式以后，就大量的出这种软件，到后

正你只要是喜欢音乐，得到的渠道也很多。来SACD出来了，还有XRCD都想提高取样

频率，提高比特数，但没办法，因为这种 马：不过CD它有一个适用性。比如汽车音响，弄张CD搁里头可以

制式已经定下来了。 放，要是放一LP，就不可能了。

姚：所以说我希望现在的数字技术的 邓：那得是火车了。（笑）

工程师也好，设计师也好，真的应该有个 姚：所以说世界上大的唱片公司，在LP时代都没发财，在CD时代他

艺术继承，这点来说对他们太重要了。 们才挣了第一桶金。

邓：老姚刚说，您是醒的早，石老师 石：但这就出现问题啦，MP3又把它给挤了，网上音乐又给挤了，

又说您是什么老保守，但是老保守醒的 为什么呢，都是商人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发展起来有

早，醒成一老保守了。您什么时候把CD彻 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由于商人的这个永不满足，再加上大家对奢华生活

底的抛弃掉了，自己家里所有都是LP。 的无限追求，有时候会往歪道上走。但这不能埋怨、不能悲观，因为这

姚：黑胶唱盘。实际我没有说我一定 是个技术社会，它是必然结果。但多少年以后，会自动调整回来。

不喜欢数字的，只喜欢模拟的，我不是这 邓：虽然咱们今天不否定CD，但今天就着老姚，再听一段，还听

个概念。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数字的，恐 LP，您再选一段听听。

怕有一些对我一个使用者来说，有这样那 姚：看这张唱片，非常经典的一张

样的缺陷。所以变成了我听CD唱片，不让 里赫特弹的李斯特的第一、第二钢琴协

我感动，我会觉得听音乐变成了一个非常 奏曲，伦敦交响乐团，康德拉辛指挥。

简单的事情，我可以听一会儿，就去做别 邓：还有士珲，你觉得刚才这段，

的事情，我也可以今天想听某一段，只要 录音的效果，演奏家的效果？

拿遥控器找到，听完了就完了。我觉得音 刘：我觉得是张演、录俱佳的片

乐变得不让我那么感动。 子，钢琴家中赫特也是非常著名的，录

邓：不用很专心的坐那听了。 音也非常好。

姚：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音乐 石：这个人也非常奇怪，他的父母

爱好者一开始喜欢上古典音乐之后，都有 亲是德国人，二战之前，苏联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去，但是他一直都不知

一种虔诚的心，都是在家里花钱买设备也 道。他是被苏联培养起来的钢琴家，直到他出了名，他的片子在全世界

好，买唱片也好，都是为了很好的去欣赏 发表了，走到德国，他妈妈才发现，俄国的里赫特是她的儿子，才要求

音乐。但是恐怕到后来都是多多少少会有 俄国政府能让她们见一面，所以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

一些很随意性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回到 的俄罗斯的一种性格，以致他的跟俄罗斯音乐的这种畸变，因为我们谈

一开始那样，如此痴迷的喜欢音乐的时 到李斯特也谈到了他是斯拉夫的风格，这种冲动和各方面特征都是非常

候，我觉得CD真的满足不了我，我没有勇 吻合的。所以这个版本演绎起来，无疑他是最好的。

气去听CD了。 姚：有唱片历史以来，是录音最好的演绎。应该说演绎角是第一位

石：虽然数字并没有被发挥生产， 的，也是非常出彩的，就是说珠联璧合。录音也是最好的。今天走到数

LP就把数字消灭了。数字是广大的，它不 字时代了，也有那么多新的演奏家，恐怕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录音、一

会被消除。 个演奏家能超过他。当然，士珲这张唱片比较遗憾的就是，它是单声道

的，因为在60年代，这张唱片首发的时 而不答。所以这里有个问

候，全球的音乐爱好者家里所用的唱机， 题就是，这些复刻版在全

很少一部分是立体声系统，因为那时立体 球，它的原版太贵了，价

声系统还是比较奢华的。 值连城，所以它要小公司

石：立体声的系统是在1955年开始有 的量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需

的，但真正上市是6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 求，就来一张复刻的吧，

这原版是立体声的。 虽然不是真的，但它是

姚：对，它的原版录音是立体声的， LP，是黑胶这种形式，

但是它发行的时候，发行两种，一种是单 而且也是很有名的版本。这里面永远是个谜就是它是拿什么做的？是拿

声道，一种是立体声的。实际这张唱片在 母带作的么？但是以我的经验告诉我，一般来说，大公司不会提供真正

当年发行的时候也很好分辨，它这儿底下 的母带。

写着HiFi，而且是35毫米电影胶片录音母 邓：这个不是五小作，是五大做是吧？

带。立体声的只是把这个信息挪到上面 姚：对，这是老的版，就是当年Mercury，美国的水晶做的。

了，所以很好分辨。然后这张唱片实际的 石：而这底片有一部分就是说刚才谈到的有一个母版的问题，就是

母版是在飞利浦唱片公司。 大公司版，所以现在出卖版权最多的公司可能是RCA，另外RCA版权相

邓：您自己有这张是立体声的？ 对比较便宜。但是现在做的一些复刻版很难谈的就是有些公司允许它打

姚：对，是立体声的。 本公司的牌子，这点就是大家的疑问。其实大公司同意他们出，又是采

刘：我还有这张CD。 取的什么手段，这个运作一直在我们唱片界流行。但是听了以后，新作

的唱片有一个问题，很难分辨它的问题是在于随着我们走过数字化这段姚：这个呢，是美国著名的水星唱片

时间以后实际我们LP的技术也在无限提高，所以即使它没有用当年的模公司（Mercury）给飞利浦压的唱片，当时

版，有时候出的效果不见得比原来的母版差，所以就混乱了。他们俩还不是一家呢，只不过是一个代理

的性质。那么刚提到了，说LP为什么声音 姚：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评价复刻版的好还是

比CD好呢，是唱片公司在做的吧，我想唱 坏？

片公司可定不会这样做的。 石：但有的时候确实是复刻版的不行。

邓：我一直想问的，现在还有没有唱 马：一听肯定可以听出来的。

片公司，再重新作LP。 邓：实际上行家就不一样了。

姚：有是有，五大唱片公司不会做这 姚：恐怕得符合现代的口味了，做成像HI-FI的，发烧的，但是起码

样的事，因为它的制作成本跟营销成本太 有一点，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说，它不是真实的，我想要的，就是老版

高了，所以当年才出这样的飞利浦唱片公 的那种真实的味道。

司的唱片，包括有些DECCA英国的唱片， 石：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把它改成180克的，唱片背心率也小

他是这样的，好一点的早期是在英国压 了，要开的槽也加深了，抗静电的问题也比原来要好得多了，技术在前

片，然后裸片船运到美国，美国去做包 进；再加上现在唱盘、唱针、唱头，再加上扩大器一条线服务，听的时

装。因为它重量很重的，营销成本非常 候仍旧很生动，这时候选择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选择自己的

贵。 喜好，再去追求真正的R版，不见得R版就很难了，很少了。

邓：五大不做，有五小做么？ 姚：所以我们刚才聊半天，收藏也好，欣赏也好，不能光靠音质，

姚 ： 现 在 有 一 些 小 公 司 ， 美 国 像 因为它里面已经存在一个文物的因素，它属于不可再生的。就刚刚说到

Classic Records，英国像Testment，有几 的，那叫复刻版，就是跟原版有区别，原版它不可再生，就有文物的属

家小的公司，他们在买这个大公司的一些 性。我上个月刚从英国买了一张拉宾的《卡伯利蒂协奏曲》，也有复刻

唱片的版权，然后再作，叫复刻版。当然 版，那第一版我花了三十英镑。

这里头有个谜，在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问 邓：既然说不可再生了，这就是有文物价值了，这又产生另外一个

题，记者问这些唱片公司：你买了大公司 问题，类似于说我收藏古董也好，或者孤本也好，像音乐股票这种东西

的版权，这些唱片公司是否给了你母带， 会不会也会有？

或者第几版的母带？所有这些公司都是闭 姚：是，我一美国朋友给我发email过来就说“where give 音乐股

95www.avf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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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因为实际它东西确实越来越少， 音。

而且又要一些好的品相，不能划的跟砂纸 邓：为什么？

似的；如果没有使用的属性也不行，它不 姚：他不喜欢，觉得录音是冷冰冰的。他1995年去世的，留下的唱片

像有些文物是看的，它得听。 非常少。这张唱片是在维也纳（当时也有欧洲广播联盟）的一场电视音乐

邓：古董本身是不使用的，使用也是 会现场演的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非常好，流畅至极。当时在欧洲非常流

摆那让人看，这个首先要收藏，还得听， 行的就是古典的这种现场直播的电视音乐会，一个系列音乐会五首钢琴协

听一遍少一遍。 奏曲都录了。在LP收藏这个层面上，大部分人都是听音乐或是听CD过来

石：它演变的不是真正古董的概念， 的，很多转到收藏领域。

真正古董的概念是越贵越值钱，而它到了 邓：这张是在1979年9月21号录的，维也纳的电视音乐会上现场录

一个周期明显就下去了，听者一看这片的 的。

话呢，再古董也不值钱了。这里面牵扯到 姚：他拒绝去录音棚嘛，所以后来留下的录音绝大部分都是现场录

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事情当作玩，本来听 的。实际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出他一生留下多少唱片，并不多，但是张张精

音乐是为了听音乐的，比如说听CD片，听 彩。

声音听旋律就行，发烧友可能有旋律上的 邓：从他本身是演奏家，不愿意进录音棚去录音，而愿意在现场录

不满足了，听出个人的演奏来了；再有一 音，我个人更愿意听现场的录音。不管是看新闻还是听音乐我都愿意要现

种，再发烧点的，就不光是听出演奏乐队 场的感觉。

的区别了；最后一种，再听就是对文化的 姚：录音棚里可能准确一点，恐怕你听的很多音乐也用不着追求那么

一种感受了，这是分着很多不同层次的音 精确。

乐听众说的。 马：现场录音实际更好，录音效果没有录音棚那么干净，现场有一些

姚：高处不胜寒啊。 噪音传达的背景，但感觉很好。

邓：老姚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张片子？ 邓：这也有个素质问题，我记得八几年在无线电听过一个现场录音，

我们来聊聊、听听。 是德国的一个现场音乐会，没有一声咳嗽声，但你听其他现场录音，怎么

姚：这张我也非常感兴趣，我非常喜 也能听到一百声咳嗽声，所以也是一个听的素质。

欢这个钢琴家米开朗吉利，应该说是意大 石：这张盘好像有复刻版。

利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了。实际上意大 马：发烧友倒喜欢现场录音，里面有些咳嗽声、动作声等，用它来考

利也有将近两百年没有钢琴家，不要认为 核音响，音响里面的噪声全出来了，而你那个什么也听不见，你分辨率不

它乐器制作如何如何伟大，小提琴包括钢 够。

琴，制作技术都很棒，但是它真的两百年 姚：可惜就是留下来的唱片太少了。

没有钢琴家了。 刘：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其实也是让听众能够喜欢音乐，音乐是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作为从业者，我们了解的要多一些，包括一

些收藏家，一些爱好者从自己的角度谈音乐的感受，人这种感受是不可缺

的，流行音乐也好，古典音乐也好，当你进到音乐里以后，可能进入点不

一样，进入时间不一样，但美的东西是共通的。

邓：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我们是老古董，说这些话题，因为古典音乐

是一种形式，只是现在这种形式没有了，我们想在这点上多聊一聊，让各

位知道还有这种形式，而且这个形式它并不神秘。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

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未完待续）

（本期播客的文章可到欧博的网站下载：www.operaudio.com.cn）
邓：那就先听一下这个。

姚：在二十世纪以来，米开朗吉利就

是个代表，技术非常纯熟，而且有他自己

的个性，他年轻时经常登台，到晚年60岁

以后他拒绝登台演出，拒绝进录音棚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