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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中天真地独立
如果钢琴家可以分为明星型和
学者型，张昊辰毫无疑问追求成
为后者。他希望在音乐中追寻超
越生活而存在的自我

记者 吴丹 发自北京
今年 !月初，张昊辰在德国跟慕尼黑爱
乐乐团排练完，指挥家马泽尔疑惑地当着
乐团成员问他：
“你多大了？”
“"#岁。”
“可是
你的演奏非常成熟，
像$%岁的钢琴家！”
“其实音乐是没有年龄感的，它是超越
时代和人的，这就是音乐的价值。”事后到
访北京时，马泽尔解释，张昊辰演奏时的深
思熟虑让他感受到音乐微妙的灵感，
“这个
年轻人将以荣耀捍卫古典音乐的尊严。”
$岁开独奏会，
&$ 岁考入美国科蒂斯音
&'岁成为第一位获得范·克莱本钢
乐学院，
琴大赛冠军的亚洲人，钢琴家郎朗与王羽
佳的师弟，生于 &''% 年的张昊辰有足够值
得瞩目的理由。
! 月 "! 日，德国百年名团慕尼黑爱乐
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启中国巡演 的
序幕，张昊辰受邀与乐团合作贝多芬《第
四钢琴协奏曲》。对他来说，这是贝多芬
“最独特的钢琴协奏曲之一”，第一乐章以
钢琴弱奏独白开场，第二乐章的钢琴大胆
直白地用独奏与乐队实现对抗与交融，乐
章近尾声时，曲调又忽然一转，带来奇异
的疏离感。
台上的张昊辰状态严谨又舒朗，每一
个音符在他手指极强的控制力下呈现出丰
富色泽，那是画家难以描绘的抽象色彩感。
《第四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最柔美的协奏
曲，张昊辰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用钢
琴这个小乐队与乐队这架大钢琴交融，那
些大段深邃、伤感、内省的钢琴独白像是抽
去了他的灵魂，
也抽去了观众的。
乐章在爆发式的巨大声响中骤然收尾，
直到听到掌声，张昊辰才像是忽然醒来，
额
头冒着汗珠，
起身，
腼腆地鞠躬微笑。已经在
国际舞台上征战多年的他，看起来仍像初出
茅庐的钢琴家那样羞涩而不善应付。
他的确不是表演型的钢琴家。师兄郎朗
台上台下都有着光彩夺目的表现欲和爽朗
劲儿，
大方老练。师姐王羽佳也像是为舞台
而生，
机灵俏皮，
会穿着活泼的超短裙登台，
用炫目技巧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而他则是一
副跟年纪不相符的书卷气，钢琴是聆听他沉
思的伴侣，他谈论起问题来总是审慎而成
熟。跟郎朗和王羽佳的热情外向相比，
他身
上有他们缺少的天真、
安静与沉稳。
他们的青春期都在美国科蒂斯音乐学
院度过，
他们的老师都是著名钢琴家格拉夫
曼，
但性格的差异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三位钢
琴家。
数年前，格拉夫曼在接受《第一财经日
报》采访时说，他最看好的三位学生都来自
中国。在不同的年代，
他曾分别告诫过这些
年轻人，
“音乐家要获得成功需要有很多综
合素质，
机缘非常复杂。有时成功甚至和一
些不相关的事情有关，比如一个人的精神
面貌、
气度，
甚至走路的姿态。”
在古典市场期待中国出现下一个郎朗、
李云迪时，到来的却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王
羽佳，
以及张昊辰。两位年纪轻轻的钢琴家常
年忙于欧美演出，
在国内的音乐会不算多，
但
凡有一场演出，总是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听
众。
听完张昊辰演奏的人，都会感叹一声
“前途无量”
，
都会好奇于他的未来。这个文

每个人的巴赫

田艺苗 专栏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叠黑胶唱片。我爸
说，
那是“文革”
的时候他从各处垃圾桶里一张
一张捡来的。能听的没几张，
剩下都是摔坏的，
一张也舍不得丢，
胶水粘贴好小心地收在家中
自制音箱的抽屉里。那时候，
父母结婚，
请木工
做家具，顺便做了一个音箱，喇叭上绷一块酒
红色的刺绣绸缎。这个音箱后来被改装成梳妆
台，摆在我的房间里。我时常翻出这些宝贝玩

跟郎朗和王羽佳的热情外向相比，
张昊辰身上有他们缺少的天真、
安静与沉稳

静寡言的大男孩身上没有演奏家们常见的
锋芒毕露，有时候你觉得他严肃内向得就
像一个刚出校门的理科生，一个封闭在自
我世界里的忧郁少年。跟爱开玩笑的马泽
尔一起面对记者时，他只是微微笑着，偶尔
低头玩手，身边人说，他刚从美国飞到中
国，
还处于倒时差的疲劳走神状态。
只有在舞台上，钢琴前，他才把内心世
界里那个丰富细腻甚至有点癫狂的自己挖
出来。或者说，他在舞台上完全不是自己，
而是贝多芬、
勃拉姆斯、
德彪西的追随者。
如果钢琴家可以分类，明星型和学者
型一定是两个大类。张昊辰毫无疑问追求
成为后者。他爱凡·高，喜欢看欧洲文艺电
影，读文学、诗歌和中西方哲学，热爱中国
传统文化，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帮他建立起
独立的艺术审美品味。
“对我来说，音乐是对‘自我’的寻找。
这个‘自我’不是生活中的自我，而是超越
生活之上存在的自我。”张昊辰说，音乐最
重要的，
是让他寻找到精神上的自己。他曾
在微博里写：
“我向来认为人只在艺术里才
能独立地伫立，行走，飞翔，为得精神自由。
但今天又听贝多芬晚期，却如心甘情愿地
被去了双腿一般，
只剩跪着静思。其艺境如
此，
凌绝于人性之上。”
接受采访时，张昊辰戴着黑框眼镜，因
时差而神情恍惚，声音很轻。即便如此，他
回答起问题来仍然认真且沉稳，一个年轻
人向往成熟的特定阶段。

儿，记得有钢琴伴奏的《红灯记》、俄罗斯作曲
家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还有一张巴
赫的管风琴曲，
正是《十二平均律》。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管风琴声，像洒落一地
的金光，
瞬间照亮了整间屋子。后来才知，
这位
演奏家叫莱翁哈特（()*+,- ./012,34+），当代最
著名的羽管键琴演奏家之一，荷兰人，也是巴
赫管风琴曲最杰出的当代诠释者之一。荷兰管
风琴学派自古昌盛，
在巴赫小时候就已经很知
名了。管风琴是最地道的巴洛克音响，可繁复
可单纯，
可狂风暴雨，
可小风清幽，可以弹出复
调的丰富层次。《十二平均律》用管风琴演奏，
音流缜密，音响呼啸之处几乎难以分清声部，
但复调建构的辉煌宫殿顿时在眼前栩栩如生，
管风琴的音响已足以概括巴洛克艺术的辉煌。
莱翁哈特弹的《二部创意曲》
（51-/1+601）和《三
部创意曲》
（7618016,*）也很耐听，他喜欢在拍点
之后顿一下，
彰示隐伏声部，
音流从容悦耳。
后来再次听到管风琴版的《十二平均律》，
是来自德国的瓦尔哈（9/:;)+ <,:=2,），他是
一位盲人管风琴家。据说他是将巴赫的谱子一
段一段默背下，在脑海中凭记忆合成多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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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音乐是我百分之百的信仰
第一财经日报：
听说你弹贝多芬晚期作
品的时候会流泪，
是因为那里面蕴含的宗教
感吗？
张昊辰：
贝多芬晚期确实有一种非常超
越的感觉，有一种神性的存在，会让人忘记
自己的存在。但他的作品没有一个固定的
神的信仰，
从这方面说，
他是超越宗教性的。
这也是很多人痴迷他晚期作品的原因。我
觉得贝多芬很怪，他没有被宗教信仰束缚
住，相反巴赫就有非常强烈的信仰，但贝多
芬像一个无神论者。我也是无神论者。
日报：你的兴趣很广泛，你是希望通过
对世界、对不同门类艺术的了解，进而增加
你对音乐的理解？
张昊辰：
对。音乐从外表上看是一个抽象
的东西，
每个人听到一段旋律，
他心里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不同，
对艺术的感受力也
不同，所以我觉得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艺术
品味很重要。从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汲取，
可以建立价值观。这不是刻意的，
而是自然而
然的。读文学作品、
看电影，
涉猎广泛，
自然就
会形成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口味。文学、
电影
和绘画，
相对音乐来说要具体一些，
更能让你
对人生、
对艺术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
音乐有它的抽象性，
很奇妙，
它会给数学

再完整演奏。他弹得冷静端严。一个骄傲的盲
人，
不愿泄露一点点个人情绪。再后来听到了
"% 世纪第一
兰朵夫斯卡（.,140>*?, <,14,），
位复兴羽管键琴的女演奏家，尖鼻子女巫模样
的可爱老太太。她对巴赫的虔诚相当有个性，
她说，你以你的方式弹巴赫，而我以巴赫的方
式弹巴赫。真是固执的老太太。谁知道 "%% 年
前巴赫是怎么弹琴的？根据巴赫的儿子们回
忆，老巴赫弹的管风琴无与伦比，超越所有记
录下来的乐谱。在当年，巴赫主要是作为一位
管风琴大师而闻名于世。
唯一确定的是，
巴赫生活的年代还没有钢
琴，他的键盘曲主要是为古钢琴和管风琴而
作。相比现代钢琴，
古钢琴没有强弱变化，
管风
琴没有音色差异，
巴赫的键盘曲因此专注于音
乐线条间的张力渐变，
这种思路影响了后来德
国纯音乐的审美取向。也许可以断定，如今将
巴赫弹得音色华美或弹出强弱表情的都是自
作多情了。如此看来，
加拿大钢琴怪才格伦·古
尔德又一次脱颖而出，谁说他没有遵守巴赫，
古尔德的弹奏听来狂放不羁，本质上正是在试
验声部间碰撞的各种可能性，他对声部的运动

家、
物理学家提供灵感，
很早就有数学家提出
两者的联系，
爱因斯坦也说，
他最大的灵感来
自于音乐。这些看似不相关，
但背后有一种神
秘的理性存在。音乐是艺术的一部分，
但又有
非常理性的神秘的一部分。这是音乐相较于
别的艺术形式很特殊的地方。
日报：
你会从一些古怪的角度去研究音
乐吗？
张昊辰：
那倒不会。我是觉得，
一个旋律
背后的高下之分，是有理性的原因存在的。
艺术好就好在，它虽然有理性存在，但它会
让你跳过这理性，
直接达到结果。当你听到
一段旋律，感受到它的美，已经不需要去发
掘它内在的理性原因了。它跟科学不一样的
是，音乐不需要通过理性研究达到一个结
果，
它的结果已经放在了理性之前了。这种
东西就是称之为直觉，艺术家就有这种直
觉。也许莫扎特什么都没想，
就写出来了。所
以我不会刻意去强求。思考含义、
内容、
对作
品的角度、看法和价值观，但是对于它里面
的原因不会特别去思考。
日报：
但凡出现一个新人，
人们总会关注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
你们的老师格拉夫曼
说过，
音乐家要想成名，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张昊辰：
对。音乐本身的价值体系不是
以成名为主的，这话说起来陈词滥调，但我
认为音乐跟科学一样，都是以追求质为主
的。政治和商业才是以追求量为主，
以量为
单位来计算成功与否。艺术家追求的是质，
但当他获得世俗上的成功时，
又不得不追求
量，这种矛盾让很多人面临选择，有时候甚
至会造成悲剧。
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价值观，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没有做好爱艺术的准
备，
是不应该从事这个专业的。如果我是律师，
我可以不热爱律师这份职业，
在法庭上说自己
不喜欢说的话，
只要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就行。
艺
术就不一样，
这本来就不是一份容易赚钱养活
自己的职业，
假如你再不喜欢，
那就什么都没有
了。一定要建立在健康的、
热爱的状态中。
日报：
所以你一直警醒自己要保持一种
态度？
张昊辰：
广义上说，
就是价值观的态度，
这种态度也包括怎么处理音乐，怎么处理每
一个曲子的风格。对做艺术的人来说，
一开始
不需要这个，
越到后面越需要态度。
日报：
你是亚洲第一个赢得范·克莱本钢
琴大赛冠军的人。去年'月，
你去得州探望了
癌症晚期的范·克莱本，
今年K月他去世了。你
们那次的谈话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张昊辰：
不是很深刻的谈话，
但谈到的都
是他对音乐的热忱，他反对现代商业化的浪
潮。他算是一个过时的人，
后期演奏会也不多
了，
他还完完全全活在过去的年代。我也想活
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退休老兵式的人物，
很
怀念古典音乐最热情纯粹的黄金年代，那时
不仅是古典音乐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观众
对古典音乐的态度最真挚的时代。跟他谈话，
提起他的陈年往事，
是非常有感觉的。
日报：
《卫报》当年说，
他在美国是“比猫
王还要红的古典明星”
。
张昊辰：
这说明那个年代的人对古典音
乐的热忱，大家对古典音乐的品味那么高，
居然还有那么大的广度。这些对我们这代人
真的是不可想象，
很向往。
日报：在这样一个艰难浮躁的时代，你
怎么看自己的未来？
张昊辰：
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引起更多人
共鸣。艺术家都有一种求共鸣、
求认同感，
从
这一点看，
艺术跟名利没有本质的冲突。它
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求共鸣是质的追求，求
名利是量的追求。
日报：
郎朗的成功因素之一是他身后的
智囊团，
那些大指挥家总会给他建议。你会
寻找类似的导师吗？
张昊辰：我经常受到各种启发和灵感，
我
想我应该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
而不要单
纯地依靠谁或者信仰什么。
音乐是我的信仰，
除
此之外，
没有什么能百分之百成为我的信仰。

入了迷，
对任何声音的想象元素不屑一顾。
即使巴赫是溪流，
古尔德也能将它弹成火
花。他的弹法几乎是违背弹钢琴基本规范的，
连坐姿都不对。古尔德从不正襟危坐弹巴赫。
他坐得很低，像小男孩一样趴在键盘上捣鼓，
一边嘴里哼哼唧唧。几乎所有钢琴家都能弹出
闪亮音色，
但只有古尔德弹出了那种机械律动
的火光。这显然因他坐得低，集中前臂力量弹
出匀称而充满灵性的音符，精湛、轻灵、无压
力，是趣味与内在律动的均衡，又像浪花般自
由自在。他找到了巴赫的方法，找到对位法这
种看似机械运动艺术的深处的美感。
@" 岁，在演奏的高峰期，古尔德退出舞
台，
从此只为录音室演奏。他拎着一张小破椅
子去录音，
椅子太旧，
在弹奏中叽叽咯咯不停。
一直在弹别处的钢琴，
所以要一直坐自己的小
椅子，
弹自己的风格。这把小椅子就像他的护
身符。他喜欢一边弹一边哼唱，有时候还会塞
上耳朵弹。他一定不是不想听自己弹，他是不
想让既有的弹奏陈规干扰自己的对位试验。就
像他在演奏高峰时退出舞台，不是故作姿态，
他需要空间，
不愿被公众的意志绑架。他曾这

)#$$%&'&( 资讯
从手势到语言
—转型中的艺术表现实践
——
展览意在展示在中国和西方艺术中，那些
在平面艺术和书写实践之间所建立的珍贵而
富于创造性的连通方式。巴黎卢浮宫爱德蒙·
德·罗契尔德收藏馆及铜版雕刻收藏馆馆长帕
斯卡·托雷斯·戈尔迪奥拉与上海外滩美术馆
馆长拉瑞斯·弗洛乔联合策划。展品包括来自
卢浮宫的当代铜版画馆藏，及来自其他国际收
藏机构的珍品杰作，还有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
的作品。期待观众能够借助展厅中视觉与文本
的有力建构，完成一次在国际语境下的当代艺
术穿越。本次展览打破时间顺序，
使古典、
现代
与当代作品在空间中并置，由此为作品的解读
带来丰富、
宽广的历史视野。
时间：
即日起至 A 月 && 日
地点：
上海外滩美术馆

蜃景：
当代中国博物馆建筑
的十二种呈现
博物馆建筑在呈现景象之余自身也往往成
为城市的景象，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观看与被
观看的关系。景象在叠加中模糊并形成光晕，
这
些带着光晕的博物馆不可避免成为被赋予神圣
意义的物体而非场所而得到崇拜，建筑师也往
往以获得博物馆建筑的设计机会为荣。近年来
博物馆建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各地被建
造，
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规模与数量，
难以用一
种传统的建筑展览方式去表现。在这次展览中，
十二组建筑师或艺术家以博物馆为题，用泛视
觉艺术的方式，以自己的角度去重新表述博物
馆建筑。
$ 月 &A 日至 B 月 &A 日
时间：
地点：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C7D @ 楼

韩国音乐剧
《巨人的花园》
根据奥斯卡·王尔德经典作品 《自私的巨
人》改编的韩国大型音乐剧《巨人的花园》将登
陆中国，并由此开启在日本、美国、韩国等地的
环球巡演。《巨人的花园》将请来韩国实力唱将
金泰佑出演男主人公，其饰演的巨人，孤独落
寞，把自己关在一座自我的城里，拒绝任何人
的接近，直到一群孩子将温暖与欢乐带进他的
生活。音乐剧以抒情式的音乐语言描绘现代人
的孤寂，从而重新审视当下。面对现代社会的
物质侵蚀，我们面临着精神层面的沦陷危机。
本剧展示了孩子们的纯净与真诚，希望以此引
发对爱与救赎这一课题的深思。
时间：
E 月 A 日、
'日
地点：
上海梅赛德斯F奔驰文化中心

百年窥隅 2
—1
～19世纪浮世绘原作展
—— 8
展览汇聚了日本江户时期 G&E%#H&AEBI 以
艺术家葛饰北斋、喜多川哥麿、溪斋英泉、歌川
丰国、丰原国周等人作品为主的浮世绘原作，
比去年“百年窥隅”
的展品更为丰富。真正的江
户时期的原品，作品只有近似书本大小的尺
寸，色彩也在历史的洗涤中褪去浮华。部分作
品还清晰可辨虫咬噬的痕迹。浮世绘以中国古
典绘画技法及题材为审美原点，最初为了迎合
商贾市民等大众需求而出现，扎根于平民土
壤。后来机缘巧合远渡重洋后惊艳西方世界，
成为印象派的灵感源泉，日本现代漫画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对浮世绘的一种传承。
$ 月 && 日至 E 月 E 日
时间：
地点：
北京 朝外 7J9J D 座瞳空间

样评价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
“一个人可以
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
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
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
的时代，
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一
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
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这句话更像是说他
自己。
他趴在钢琴上，痴迷懵懂，像大英图书馆
里趴在书堆里推敲的学究一样迷糊，分辨着两
手合音的微妙碰撞，
或在一个装饰音里忘情徘
徊。一直以为古尔德是天然呆型的天才，不料
他在纪录片里侃侃而谈几乎是个思想家：
“创
新实际上是从位于系统中的某个牢固的位置，
小心谨慎地挖掘那种外在于系统的否定性。”
注意：牢固的位置、小心谨慎、否定性，可见思
维缜密。他的巴赫正是有理有据的创造，经得
起推敲玩味，
且暗示广泛。据说很多演奏家到
了晚年都开始钻研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像波
利尼、
李赫特。大师更是如此，如莫扎特、贝多
芬。贝多芬晚年时出门散步时，口袋里一直装
着一本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这副执迷的样子
本身已很美，
像平均律艺术自我圆满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