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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逝世 30 周年。 这位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指挥家用独特的指
挥理念缔造了“卡拉扬之声”。

卡拉扬曾面临两种艺术风格的激烈碰撞，他既把握了德奥指挥传统的珍宝，又开启了新
的时代。30 年后再听卡拉扬，“指挥帝王”的神话色彩渐渐消失，他缔造的传奇却终将不朽。

“卡拉扬之声”，何以成为传奇
■ 张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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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非典型德奥学派

在大众的视野中，卡拉扬是“德奥指挥
家”的代名词，但无论相对于其前辈富特文
格勒、克列姆佩勒等人，还是其同辈或后辈，

卡拉扬都不是一位典型的德奥指挥家。

德奥指挥学派的本质在于一种精神和
理念：在奔放自如的速度变化中，呈现丰厚、

立体、色彩朴素的音响。贝多芬被视为德奥
指挥学派的守护神，作曲家同时也是大指挥
家，门德尔松、瓦格纳、马勒都是德奥指挥学
派最核心的成员。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 以意大利指挥家
托斯卡尼尼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渐渐取得了巨
大的影响。与德奥学派不同的是，这一类指挥家
追求更彻底地研究作曲家的原谱， 以更为 “客
观”的视角、更为节制的情感表达诠释音乐。

20世纪 30年代中期，卡拉扬作为出色的
新锐指挥家在世人面前亮相时， 传统德奥指
挥学派正发展到巅峰期。 卡拉扬却不愿在前
辈们铺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他的理想是结
合富特文格勒的自由与托斯卡尼尼的精确。

从结果来看，他最终未必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但却缔造了“卡拉扬的德奥学派”。

卡拉扬的新风格鲜明地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对节奏感的判断。传统德奥学
派指挥家们的演绎风格往往具有超强的个
性，但在某个大方向上，又会让人感到一种
共通的“语境”。这主要体现在节奏感的表现
上。相对于前辈和同辈们，卡拉扬对于节奏
的控制会做出相当不同的判断，从而展现出
他重新审视原作的结果。

二是自由速度的构思。自由速度类似于人
们在说话时语调轻重缓急的变化。尽管一部作
品会有一个整体的速度，但在细节中，指挥仍
会不断有速度的变化。整体的节奏及细节中的
速度变化往往最直接地决定了音乐的性格和
气质。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乐章为例，

音乐最初仿佛描绘鸿蒙初开，卡拉扬却很少通
过微弱的速度变化强调神秘感。在乐章整体的
把握中，他的前辈往往通过速度变化，突出音
乐前进的推动力与某种强烈的内在感受，卡拉
扬则是更为克制地突出流畅感。

三是对于乐队声音的塑造。传统德奥学
派的指挥家追求一种丰厚、 立体的音响，色
彩往往倾向于朴素。而在卡拉扬手中，乐队
的声音迸发出空前的瑰丽光彩与细腻色调。

他所指挥的后浪漫派的布鲁克纳、 理查·施
特劳斯的音乐，其五光十色的乐队效果是空
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

四是演奏曲目的拓展。传统德奥学派的
指挥家们也能精彩地表现法国音乐或意大
利歌剧，但他们的核心曲目还是围绕着德奥
古典与浪漫派的杰作。卡拉扬将他核心曲目
的范围大大拓展，在更为宽阔的维度上展现
他全新的德奥学派的风貌。

标准的“技术控”

1954年接掌柏林爱乐乐团之后，卡拉扬
基本被视为德国乐坛的“王位继承人”。如果
说他建立了一座自己的音乐帝国，那么与柏
林爱乐乐团的组合则是帝国的核心。核心之
外， 他还与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了大量演

出， 同时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并掌控萨尔茨堡音乐节。卡拉扬还创立了自己
的音乐节———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 同时，

他也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最重要的指挥家之
一，并一度带领过巴黎管弦乐团。于是，人们顺
理成章地将他称为“欧洲音乐总监”。

用现在的话说， 卡拉扬还是一个标准的
“技术控”，他对于各种技术性的东西都感兴趣。

他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无论跑车、游艇、摩托，

还是私人飞机，都驾驭从容。CD唱片问世时，卡

拉扬的事业已进入最后阶段， 他依然热情地拥
抱了这种新技术， 其首套 CD录音是 1980年灌
录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卡拉扬对于录音技术
的高度关注， 使他无愧为古典音乐领域中最适
合代表二战后录音工业大发展的一位巨匠。

1982年，卡拉扬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
拍摄自己的演出。他对于拍摄手法的考量非常
细致，演出的一部分音频成了日后人们喜闻乐
见的“金色卡拉扬”系列唱片的内容。他的这些
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

是唯有“指挥帝王”才能拥有的配置。他与柏林
爱乐乐团不仅留下了无数唱片，还通过这些唱
片标定了一种全新的乐队演奏的技巧和美学。

“卡拉扬之声”成为传奇，使得人们对于乐队音
响之华美、细腻有了全新的认识。有种说法是，

卡拉扬时代的柏林爱乐之中，坐在后排的小提
琴家到了别的乐队都可以担任首席。

专制的“指挥帝王”

同高度技术性的要求相伴的， 是卡拉扬
“专制”的工作风格。他的后辈同行古斯塔夫·
库恩将其形容为“应当消失”的指挥类型中的最
后一员。卡拉扬的前辈瓦尔特、富特文格勒从来
不会如此和乐队相处，在他们手中，乐队往往流
露出更多的自发性。 而据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回
忆，卡拉扬只要他想要的声音，完全不在意乐队
的想法。直到他的控制力贯彻于一切细节之后，

卡拉扬才会让乐队有自己的发挥。 而为了取得
心目中理想的成果， 他可以驱策原本已经是超
级乐队的柏林爱乐乐团不计时间地排练。

卡拉扬对于歌手的选择也很“特别”。他会
在一些非常吃重的歌剧， 譬如瓦格纳的作品
中， 选择一些声音型号相对轻一些的歌手。这
样的安排往往有奇效。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灌
录的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是最典型的体
现。 然而这对歌唱家们的嗓音并没有好处。因
此， 有人将卡拉扬选择歌唱家的思路调侃为
“毁人不倦”。

尽管卡拉扬的工作方式在业界始终有争
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依然取得了压倒性的成
功， 他和他的音乐帝国成就了现代音乐的神
话。如今，当人们更为客观地看待卡拉扬的艺
术， 将其置于 20世纪的指挥史及德奥指挥学
派的发展史中观察时， 神话色彩渐渐消失，但
大师缔造的传奇却终将不朽。

如果古人有垃圾分类
这位画家可能是表率

倪瓒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与黄
公望、王蒙、吴镇并称“元四家”。留存于
世的，除了他的作品，还有关于他重度
洁癖的趣闻：

倪瓒的家中有一座非同一般的厕所，这
座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建而成，高楼下是一个
向上敞口的木格子，里面装满鹅毛。每当倪
瓒需要如厕时，都得先爬到高楼上，谓之“凡
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

朋友来访，与其品茗，待仆人打回
泉水来，倪瓒吩咐道：提在身前的那桶
水拿来泡茶， 后面的那桶拿去洗脚。朋
友不解，追问原因。他说，前桶的水干
净，所以用来泡茶，后面的水，怕是已被
仆人的屁污染了，所以得拿去洗脚。

倪瓒每天都会命人对庭院清理多
遍， 每次都要将院中的梧桐树洗刷多
遍。 长此以往， 梧桐树死了好几棵。不
过，倪瓒乐此不疲，他还专门画过一幅
《洗桐图》，写下《洗桐诗》。“洗桐”甚至
一度成为文人洁身自好的象征。

倪瓒的画看上去也出奇地干净，他
存世的作品有 《渔庄秋霁图》《六君子
图》《容膝斋图》《谿山图》等，这些作品
重笔墨意趣，将凄清冷寂、萧条淡泊的
画风发挥到了顶峰。

学者们对倪瓒的作品进行研究后
归纳总结成了“倪瓒三段式”构图：在画
作的四分之一处画远山，往下是空无一
物的水面，不重笔勾勒，画面最下端画
河岸。不过度修饰、不追求华丽，由水面
隔开的两处景物截然分明，酝酿出一种
清远与孤寂的意境。

《渔庄秋霁图》是倪瓒的代表作之一，

呈现出典型的“一水两岸”式构图，全画分
近、中、远三景，近处是小小的土坡，上有 6

株高低不一的树，隔岸是两道山丘，中景为
一片湖光，但倪瓒一笔未画，这也许正是他
的用意所在———水无波纹，一片空明。

倪瓒生活的年代是元末民族矛盾最
尖锐的时期。他50岁时变卖田产，携眷出
游，隐遁太湖。他的传世名言是“逸笔草
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倪瓒与黄公
望是相差 32岁的忘年交， 据传黄公望在
80 岁高龄时用 5年时间为倪瓒画了一幅
《江山胜览图》，可见他对倪瓒的喜爱。

（陈俊珺 综合整理）

︽渔
庄
秋
霁
图
︾

上
海
博
物
馆
藏

“指挥帝王”

卡拉扬

把音乐史录了一遍的他，留下这些经典唱片
●上世纪 50年代，指挥维也纳爱乐的

录音套装。此时卡拉扬的控制力已很强大，

却还是给乐队留出不少自由度的空间，维
也纳爱乐的韵味同他产生了奇妙的反应。

●1969年，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舒伯特的
《第九交响曲》。 这是德奥学派名家几乎必录
的曲目，卡拉扬重整柏林爱乐后所呈现的超
级强大、严整的风格在此录音中一览无遗。

●上世纪 60年代，指挥柏林爱乐演出
瓦格纳的《指环》。这张唱片是卡拉扬最独
特的歌剧美学、 声音美学与瓦格纳美学的
体现之一。

●1969年，指挥柏林爱乐演出德沃夏
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独奏罗斯特洛波维
奇。 卡拉扬一生都在选择他中意的独奏
家，这款德沃夏克协奏曲成为划时代的经
典，也是一次真正交响化的演绎。

●上世纪 60 年代末至70年代初，指
挥柏林爱乐灌录理查·施特劳斯的 《变形》

《最后四首歌》等。卡拉扬与雅诺维兹的合作
是晚期浪漫派最美丽的落日余晖。

●1972年，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贝多芬的
《第六交响曲》现场录音。卡拉扬的现场录音
常常带给人惊喜。在这场演出中，他已非常
接近自己结合托斯卡尼尼与富特文格勒的
宏愿。

●1985年，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柴可夫斯
基的 《第五交响曲》。 当指挥艺术进入最后阶
段，他对于最通俗的曲目也并未停止自己的思
考。

●上世纪80年代，指挥柏林爱乐演出勃
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海顿主题变奏曲》等。

数码录音时代，“卡拉扬之声”由豪华走向奢丽，

这套勃拉姆斯是见解深刻的唯美主义之作。

●1985年，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莫扎特的
歌剧《唐璜》。他以超凡的精美与洞察力演绎
了莫扎特最富戏剧灵感之作。

●1989年，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的布鲁
克纳《第七交响曲》。这是大师最后的商业录
音， 完成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三个月时光。卡
拉扬所呈现的挥洒自如是前所未有的，由此
成就了该作品登峰造极的演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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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银行服务，专注提升泰隆速度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赋能打造中， 泰隆银行通过 PAD金

融移动服务站的建设，已实现 90%左右的常规个人综合业务

的在线办理。

传统信贷服务中， 客户工作时间和银行营业时间重合、

银行网点距离远来回不便、 银行排队长迟迟办不下贷款等现

实原因，给银行客户带来诸多不便。基于此，坚守“以客户为中

心” 服务理念的泰隆银行早在设立之初就一改银行 “朝九晚

五”的营业时间，不仅“提前开门，推迟关门”，还将网点开设到

小微企业密集但金融服务薄弱的区域， 方便客户能及时办理

业务。现在，泰隆银行又通过 PAD金融移动服务站，实现银

行信息系统与 PAD终端相连接， 让客户经理可通过 PAD内

嵌贷款申请、贷款审批等功能，实现客户“零距离办理业务”。

目前，泰隆银行 90%左右的常规个人综合业务可在 PAD

上完成。 多数情况下客户一张身份证就可办理大多数业务，

解决了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此外，泰隆银行还通过

“刷脸”取款，提升客户取现的便利性和感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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