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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音乐节，是如何成为饕餮“声”宴的
■ 唐若甫

音乐节并非几场音乐会的简单叠加，它更强调视觉、听觉等感官的综合体验。
在世界各地聆听过 40 多个各具特色的音乐节后， 乐评人唐若甫从欣赏者的视角总结了
世界知名音乐节成功的秘诀：主题选择、气氛渲染与独家内容，在国内各类音乐节层出不穷的
当下，为音乐节如何吸引更多观众带来了一些启示。

重在“色香味俱全”的
综合体验
音乐节的历史起源很难考证，人们一般
把 1876 年诞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
特音乐节视作现代音乐节的鼻祖。 每年夏
季，拜罗伊特音乐节都会上演德国作曲家理
查·瓦格纳的歌剧，它奠定了音乐节的要素：
在限定空间内举行；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密集
演出。
在欧洲，每年有近千个大大小小的音乐
节，仅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国就会举行 300 余
个音乐节。 音乐节并非音乐会的简单叠加，
两者有何不同？
不妨用美食打个比方，纪录片《寿司之
神》讲述了日本知名的寿司制作师小野二郎
的故事，知名料理评论家山本益博是这样评
论小野二郎的：“品尝小野的菜谱就像在聆
听协奏曲，分为三个乐章。经典的小鳍和吞
拿作为第一乐章出现。 第二乐章是当日鲜
捕，上的都是时令鱼料，生煮皆有，多为华彩
即兴。第三乐章为鳗鱼、腌菜及鸡蛋，组成传
统尾声。菜品力度类似于音乐行进，细嚼慢
咽中玩味到的其实是小野的哲学。” 这段关
于美食的评价其实也适用于音乐节。如果把
音乐会比作寿司， 那音乐节就是饕餮盛宴，
重在 “色香味俱全”。 听之感官犹如食之体
验，不仅在于单品的味道，也在于菜品的搭
配和顺序。相较于音乐会，密集发生、特定主
题和限定空间内的音乐节更强调通感，就好
比品尝美食时，店家的装潢、店员的服务、菜
单的设计、佐餐的酒水等都会对食者以味觉
为主的综合感受产生影响。虽然说音乐是听
觉的艺术，但音乐节往往能给欣赏者超越听
觉的感受。
业界对音乐节的评价多居于社会效益
或经济效应，以票房、上座率、听众年龄层和
首演数量等作为评判依据，与听众切身感受
相关甚少。 笔者曾参加过全世界 40 多个音
乐节，以今年夏季亲历的十余个欧亚地区的
音乐节为例，总结了音乐节成功吸引观众的
三条“制胜法宝”。

集中展现作曲家的
音乐土壤
听众对一场音乐会的评判多基于阵容、
场地和曲目这三要素。一般来说，越为大牌
的演出阵容、越经典的曲目、越好的演出场
地，就越受欢迎。这些要素之于一场演出，就
如同食材决定菜肴一样重要，但对音乐节而
言，菜肴的搭配同样显出大厨的水准。每个
音乐节都有主题，主题的选择凸显的是音乐
节总监的艺术理念，也体现其领导力。
位于挪威克温赫拉、 由挪威钢琴家列
夫·奥维·安兹尼斯担任总监的玫瑰谷音乐
节， 今年以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主线，以
肖氏作于 1925 年的 《弦乐八重奏两首》开
幕，以作于 1971 年的《第十五交响曲》钢琴
三重奏及打击乐版本闭幕，横跨其整个创作
生涯。音乐节还辅以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
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等作品旁敲侧击，邀请
到中提琴家塔贝亚·齐默尔曼、钢琴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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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海诗意栖居在
70米丹青长卷中

▲希腊莫利沃斯国际音乐节的
街头快闪

荨罗马尼亚乔治·埃奈斯库音乐节现场
唐若甫 摄

安德烈·哈莫林、大提琴家克莱门斯·哈根等加
盟，听众得以在短短 4 天内全景式地捕捉肖氏
的灵感源泉和成长土壤。
波兰华沙的“肖邦与他的欧洲”音乐节，突
出肖邦在欧洲对后世的影响力和对前辈的集
大成。该音乐节有两大特色：一是肖邦作品的
演出阵容， 由历届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出演；
二是使用复古的时代乐器演奏肖邦音乐，忠实
还原肖邦那个时代清亮的声音特征。音乐节同
时也是展示其他波兰作曲家的平台，比如今年
是波兰民族歌剧奠基人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
科 200 周年诞辰，音乐节就推出了数部他的歌
剧音乐会版，包括极具轻歌剧风范的《闹鬼庄
园》。
罗马尼亚国家级的埃奈斯库音乐节以作
曲家乔治·埃奈斯库为不变的主题， 他是罗马
尼亚音乐的奠基者之一，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
多，但《罗马尼亚狂想曲》却家喻户晓。
以作曲家名字命名、以作曲家为主题的知
名音乐节还有德国波恩及波兰华沙的贝多芬
音乐节、德国维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节、德国
埃森斯塔特的海顿音乐节、奥地利萨尔茨堡的
莫扎特音乐周、法国拉科特圣安德烈的柏辽兹
音乐节、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德国
莱比锡及美国俄勒冈的巴赫音乐节等。这些音
乐节都以作曲家为固定特色展开节目编排，可
谓欣赏者迅速了解一位作曲家的上佳机会。
还有一些音乐节的主题会直击社会乃至
全球热点。挪威奥斯陆的终极当代音乐节自去
年推出“人类的迁徙”直面新移民话题后，今年
以“传统之下的压力”再出考题，探究文化传统
的继承与颠覆，吸引了不少新锐作曲家携新作
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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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上海市经济体制
改革办公室主任（正局级、享受按省部长级
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离休干部贺镐圣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9 时 42 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兹定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周一）10
时 50 分，在龙华殡仪馆云瀚厅举行贺镐圣
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特此讣告。
贺镐圣同志治丧小组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联系电话：市发展改革委组织人事处
021-23113486、2311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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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镇、教堂听音乐的
特殊魅力

独家内容
是安身立命之本

音乐节对节日的气氛渲染是其另一大不同
于音乐会之处。 由于是在限定的空间内举行的，
所以外部环境对音乐节的综合体验影响甚巨。这
也正是为什么大量西方国家的音乐节都不在大
都市，而是在小村落及风景美不胜收之地举行。
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瑞士格施塔德的梅纽
因音乐节，其举办地是围绕着格施塔德的数个
小村落，如萨嫩、鲁日芒、茨维西蒙、劳嫩等的
教堂里和大棚内。这里在冬季是奢华级滑雪胜
地，在夏季则成为音乐会重镇，吸引大批粉丝
无惧车马劳顿而来。
苏格兰的拉美莫尔音乐节正如其主题所言：
“美景美乐”， 其举办地在距爱丁堡 40 分钟车程
的拉美莫尔丘陵下的东洛锡安，那里有海中巨石
巴斯岩，也有山丘上雄伟的城堡废墟，见证着苏
格兰与英格兰的历史。音乐节在东洛锡安郡内的
近 50 座教堂举行， 听众得以跟着音乐会探访苏
格兰东部的柔美秘境，体会移步换景之奥妙。
上述两个音乐节的大部分音乐会都在教
堂举行，这些教堂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都有着
优良的建筑声学空间， 座位数从 50 到 400 不
等，与常规音乐厅相比声音更加饱满，环境更加
亲密，符合室内乐沙龙演出的情景设定，听者与
演员近在咫尺，甚至能听到演奏者的呼吸。
能起到渲染气氛效果的不仅是环境因素。
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利沃斯国际音乐节主打
室内乐， 音乐节在古镇的各个角落举办快闪，
游客不经意间就能与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泰
茨拉夫这样的大师邂逅于街头。

每个音乐节都有“独门秘籍”。一个音乐节
的独家内容决定了其不可复制性，也是其终极
制胜的法宝。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场地。以巴洛克
音乐家威廉·克里斯蒂命名的花园音乐节在法
国小镇的一座私人花园里举行，观众们既能游
览如《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秘密花园，也能聆
听音乐，并品尝园中美食。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演出阵容。 今年的俄
罗斯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马林斯基远东国际音
乐节主打来自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自制节目，包
括歌剧、芭蕾、音乐会。演职人员多由圣彼得堡马林斯
基剧院及远东边疆省的马林斯基远东分院组成。
有些音乐节的独家内容是其音乐的类型。
挪威的庞克特电音节囊括了管弦乐、 爵士、摇
滚、实验音乐、室内乐、声乐等各大音乐类型。
扎实的音乐会始终是音乐节最吸引人之
处。 挪威特隆赫姆室内音乐节有一句主题词颇
为有趣：“小心倾听”。听者可以在特隆赫姆城内
各处教堂和厅堂欣赏到别具一格的演出， 曾为
小提琴家穆特担任钢琴伴奏的兰伯特·奥基斯，
演奏了自己首演的美国作曲家乔治·克拉姆的
《圣诞节小组曲》。 驻节作曲家拉瑟·索伦森，为
挪威哈当格民间小提琴和瑞典尼克哈帕按键小
提琴创作了双重协奏曲。 音乐节还把音乐家请
到事先报名的观众的客厅里举办家庭音乐会，
由女主人招待来宾品尝咖啡和糕点，其乐融融。
从美食、美景到美乐，无不述说着作为生活方式
的音乐节式体验，饕餮“声”宴在此相逢。

新闻综合频道
11:30 法制特勤组: 耄耋老人
的养老难题; 叔侄矛盾
如何解
13:05 连续剧:梅花儿香(24-28)
19:15 连续剧:勇敢者(7、8)
21:00 东方 110:暗道
22:35 梦想改造家精选版
23:25 连续剧:爱国者(48)
纪实频道
11:05 古兵器大揭秘第 1 季(3)

11:51
12:00
14:30
15:00
16:00
18:00
19:00
19:30
20:00
20:51
13:07

讣

告

解放日报退休职工丁颂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 13 时不幸逝世，享年 91 岁。
丁颂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16 时在上海西宝兴路殡仪馆思园厅
举行。
特此讣告。
妻 程佩丝 率三女、众外孙及重外孙辈 泣告
201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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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画家张弛创作的《海上
揽胜·七十长卷》 在上海历史博物馆
—海上揽
举办的 “众心筑梦 70 年——
胜长卷暨市民捐赠展”上和观众们见
面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张弛创作
的 2010 厘米长的水墨长卷 《海上揽
胜》曾引起轰动。此次展出的《海上揽
胜·七十长卷》 则是她自 2009 年至
2019 年十年中的精心创作，以国画山
水形式描绘了上海城市建设成就以
及繁华安泰的时代面貌，展现上海城
市精神。“十年前，《海上揽胜》在世博
会展出，但在我心中，这是未完成的
作品。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这十
年多了许多美丽壮观的新地标。我一
直希望用画笔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
上海，为新中国七十华诞献上一份心
意，也希望通过这件作品，更多地激
发观众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张弛说。
沿着此长卷，张弛带观众逆流而
上， 从风光旖旎的安吉浦江源头出
发：吴淞口码头游船、海轮穿梭往来；
陆家嘴的林立高楼，与外滩的万国建
筑交相辉映； 静安古刹钟磬悠扬，上
海博物馆汇聚中华千年文明；音乐厅
大剧院闪耀世界艺术之光，醉白池荷
叶滴翠，方塔巍然耸立……正如画家
陈佩秋先生所言：“画中云海翻腾，飞
瀑一泻千里，色彩墨韵清新，用笔娴
雅。”
十年间，张弛在上海的许多地标
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用画笔去速
写，用水墨去写生，用镜头去捕捉，用
文献去印证，用高科技去完善。“我居
住在长宁区的苏州河畔，从十八楼的
制高点往西看，每天可看到飞机的起
飞、降落，往东可遥望上海中心、环球
金融中心。广阔的景观给了我无穷的
想象空间……那些高楼， 在晨昏交
替、昼夜更迭中，变 幻 莫 测 、 巍 峨 庄
严。我试图用我的画笔，将建筑幻变
出山脉的气质，诗意地栖居在我的长
卷中。”
有时，画着画着，她就看看窗外
的景色，看看蜿蜒的苏州河。画着画
着，绿色的草坪上突然又开工建造少
儿图书馆。 绘画的速度赶不上建造的
速度，原先打好的草稿都不能用了，好
几处已经画好了， 突然发现有了新的
变化，于是只能成为过去式。
绘就城市的长卷很复杂，不同于
山水长卷，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表现。
它常常受到地理位置、 方位的限制，
景与景之间受限于长度和时间，有时
只能艺术性地虚实相间、 疏密有致。
张弛坦言，画长卷最大的收获是深刻
感悟到，同样的物体在不同的视角会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
（陈俊珺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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