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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听众明年能听
“贝多芬交响曲全集音乐会”

梵志登：不被贝多芬打动的人，
可能心灵有缺失
广州乐迷喜提“幸福三连”：继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
爱乐乐团分别达成“五年之约”与“四年之约”的合作之后，
星海音乐厅日前宣布与香港管弦乐团达成战略合作“三年
之约”，其内容是有规模、有规划地打造一系列向古典音乐
历史上最伟大音乐家致敬的“致敬经典”音乐会。
头一弹即是 2020 年 11 月 5-8 日，“港乐”将在音乐总
监梵志登亲自带队和执棒下，用 4 天时间，在星海音乐厅上
演贝多芬交响曲全集音乐会。 发布会当天，梵志登亲自来到
广州，为这一合作站台并接受了记者采访。
本版 撰 文 信 息 时 报记 者 黄 文浩

关于和广州的缘分：

和听众有感应，有家的感觉
作为享誉国际的指挥大师， 梵志登自 2012/
2013 音乐季起担任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带
领乐团在艺术水平上精益求精。 今年港乐更获《留
声机》提名入选
“
世界年度乐团”十强名单。
梵志登作为纽约爱乐乐团总监，6 月刚带纽约
爱乐首度献演星海音乐厅， 两晚音乐会征服大批
广州乐迷。 他说对这里有
“
家的感觉”。“
很多音乐
家能够回来一个地方， 是因为他和听众之间会有
一种感应……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星海音乐厅，
回到广州这座城市。 音乐家跟一个城市、跟音乐厅
的关系，有点像是构筑一段爱情关系。 ”

关于指挥生涯：

每天起床后都是一个“小学生”

关于贝多芬全集：

让年轻人意识到伟大作品的不凡
2020 年 是 贝 多 芬 250 周 年
诞辰。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年
份， 各大乐团都有推出贝多芬系
列节目。 就在不久前，香港管弦乐
团 2019/20 乐季刚刚开启， 在横
跨两个乐季的时间里， 梵志登将
带领港乐演奏乐圣的交响曲全集
和协奏曲全集。 不同之处在于，港
乐明年 11 月的广州演出，则是一
连四晚的集中呈现。
关于这 4 晚贝多芬交响曲全
集演出，梵志登介绍，曲目顺序的
安排会跟交响曲的主题有关，
“哪
一首交响曲跟哪一首合得更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但是我们
必须确保的是第九交响曲需要安
排在最后一天。 其实不同的指挥
家会对作品在音乐会上的演出顺
序有不同的考虑， 有一些指挥家
会将一些贝多芬晚期作品跟他早
期的作品搭配在同一个音乐会中
演出， 这样的曲目搭配会有强烈
的对比感， 同时带有一点时空的
跳跃感，在这样的安排下，很多观
众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贝多芬作品
的发展脉络。 ”
一年内全球将有那么多贝多
芬作品反复演出， 对于当下的观
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 也有着非
“首
同寻常的意义。 梵志登认为：
先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是，为

什么贝多芬这样伟大的作品会被
不断地去重复上演， 我们为什么
总是回归到贝多芬交响曲这样高
价值的音乐中。 打个比方，我们给
年轻人提供一天三餐的食物，但
不要忘记年轻人的灵魂同时也是
需要滋养的， 音乐和广义上的艺
术其实正是心灵所需要的食粮。
我们需要让年轻人明白到， 在他
的人生当中， 这些伟大的作品具
有如何不凡的价值。 ”
这位指挥大师回忆， 他在 6
岁那年， 父亲在家里播放了一张
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黑胶唱
片。 在那一刻起，他就有了想要进
入贝多芬的音乐世界中的意愿。
“从这个意义来说， 贝多芬的影
响， 应该是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和大家聊天的重要原因。 ”
在他眼里， 可以说贝多芬的
作品几乎不可能让聆听者不为之
感动。“
贝多芬的每个作品背后都
有一个故事， 可能是关于他人生
的悲剧，譬如丧失听力。 对于不是
常年接触贝多芬音乐的人来说，
举个例子， 如果当你在第一次聆
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的
时候，你没有被打动，那可能是你
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缺失了， 可能你的心灵是不完整
的。 ”

梵志登出生于阿姆斯特丹，5 岁时受
钢琴家父亲的鼓励开始学习小提琴。 15 岁
时在奥斯卡·巴克小提琴比赛中胜出，进入
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 师从多罗西·迪蕾。
1979 年，18 岁的梵志登成为皇家音乐厅管
弦乐团史上最年轻的乐队首席。“伯纳德·
海丁克在我 18 岁的时候，把我从茱莉亚音
乐学院招入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我那时
非常怕他。 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非常重
要的东西，就是非常努力地工作。他是完全
沉浸在音乐中的人， 同样我从他身上学到
自律，对音乐无微不至的准备和发掘。 ”
1995 年， 梵志登因受雷纳德·伯恩斯
坦的建议，开始接触指挥一职，后成为全职
指挥，从而开启了另一段“开挂”的职业历
程。他曾任荷兰广播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达
拉斯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等职，2012 年起出
任香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 2018 年起，他
成为纽约爱乐乐团史上第 26 任音乐总监。
梵志登曾提到， 他的职业生涯不是规
划出来的。“
当我从乐团的演奏席走上指挥
台，这对我来说像是很小一步，但那是截然
不同的体验。在当了 17 年的小提琴演奏家
后，这样的转变对我来说，其实非常自然而
然，好像本身就应当如此。如果现在乐团里
有一个成员有同样的感觉， 问我他或她能
不能也成为一个指挥家。 我也会非常鼓励
他，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 前提是，这个乐
手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转变中是一种命中注
定安排。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一生中最大
的任务就是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是一个非
常漫长的过程。 但如果你不是一个焦虑易
怒的寻找者， 相反在这个过程中你体会到

了快乐。 那么这个发现自我、找到自己命运
的过程可能会更加愉快， 你也会找到你自
己到底应该做什么。 ”
大师以对乐手要求严格著称， 梵志登
说：
“
越是拥有天才的人， 越有更大的责任
去通过努力彰显你的天才。 我要谈到的是
关于纪律的问题， 如果你要在音乐上获得
90 分，可能你就要付出 110 分的努力。 因
为每一个参加音乐会的听众， 他们都值得
音乐家们和乐团百分之百的付出， 将你们
的最好呈现给他们。 ”在他看来，严格的训
练会让音乐家得到释放，“你只要训练得
好，你在音乐会上就越自由”。
实际上，
“
自律” 这是他作为一名指挥
大师的标签，
“
对于指挥家来说， 哪怕只是
重复一次的演出， 这都并不意味着好像一
杯水一样一成不变， 音乐应该是像河流一
样不停流淌变换的。 每一天早上起来，我总
是要问自己， 我到底能够从音乐当中学到
什么，我到底在音乐中会做出 怎 么 样 的 改
变。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每
天早上起床，我都像是一个重新出发的
小学生一样。 我从乐谱当中去学习，这
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宝库，我们 需要 不 断
去学习、实践，来实现对音乐加深的了
解。 这并不是像外科手术，我说的是一种类
似于显微手术的关系。 你要无微不至去透
视你的乐谱，找到当中重要的信息，我相信
也希望听众们能够在我的演 出 的音乐 会
中，每一次都能够接收到不一样的信息，能
够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 像个小学生一样
不断学习，保持进步，就是作为音乐家应该
有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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