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画的乐趣
邢小群

好友王东成夫妇从美国旅游归来，

给我们带来了一幅瓷艺画 。 他是从一

家旧货店淘来的 ， 画框有着原木的质

感 ， 我很喜欢 ， 也很感动 。 因为这件

艺术品 ， 分量不轻 ， 且易碎 ， 放在箱

子内 ， 若遭碰撞怎么办 ？ 他就一路提

着回来了。

由此勾起我们两家十几年来出外旅

游， 一路赏画、 买画的故事。

记得第一次买油画， 是在比利时的

布鲁塞尔广场一侧的小巷子里， 我进了

一家不大的画店， 高低大小的油画， 琳

琅满目。 欣赏中， 我发现了一幅约一尺

长七寸宽的小油画 ： 远近层叠的向日

葵， 最前两排的那几株， 格外的金黄摇

曳， 天空好像被它们涂抹成了黄色。 在

它们面前驻足， 似能闻到阳光的味道，

突兀的葵花籽们努力显示着成熟之色，

立体得触手可及 。 一问 ， 35 欧元 。 决

定立即买下。 王东成知道后， 也赶紧迈

进了这家油画店， 因所有的画都是唯一

的， 他挑了另一小幅。 从此， 知道他也

爱画， 而且比我们更甚， 旅途中便总是

一起寻找画店。

最初， 不大在乎画作的品类。 比如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看到现场作画，

与画者的切近， 湿漉漉的色彩， 包括钢

笔画在内的真实笔触 ， 让我们感到新

鲜。 在南非的比勒陀得亚总统府前， 我

们家 、 王东成夫妇 、 赵诚都买了水彩

画， 结果回国时， 赵诚的旅行箱在转机

时被雨淋了， 把画洇了， 他特别遗憾。

我们想 ， 赵诚兄刚加入买画队伍就受

挫， 不能打击他的情绪， 就把我们那幅

送给了他。 以至于， 已经记不起在当时

买了一张什么水彩画了。

2008 年我们去朝鲜开城 ， 也买了

一画。 画面是古都园林的景象， 用中国

的水墨的笔法， 画在布上， 构图却是西

洋的透视， 空间感很强， 功底不凡， 我

们不认识画家的签名， 仅 20 美元。

在希腊， 我们下榻的宾馆附近有一

个旧货店， 我先生看到一幅很好的油画，

徘徊多时， 因为价格贵， 没有买。 临出

发上车前， 一个旅友听说了， 匆匆跑去，

二话不说， 买了下来。 回来一查下面的

签名， 真是当地著名画家的作品。

有时画作的材质也很吸引人。 2018

年年初我们去了一趟老挝。 在那里， 有

一种土纸工艺 。 大象食草 ， 粪便多纤

维， 以此为原料生产的土纸比中国的宣

纸粗糙， 画画却很有质感。 在千年古城

琅布拉邦的夜市上， 我们买了一张在土

纸上绘制的油画： 月光下的挑担女人，

印象派手法 ， 人民币 100 元 。 还有一

张， 好像是旋转中的舞蹈， 没有看懂意

思 ， 就没有给王东成也买一幅 。 回来

后， 隔距离观赏， 挑担女人确实生动，

因不舍割爱， 将买的另一幅土纸画 “归

寺的童僧” 送给了他们。 尽管如此， 还

是留下了遗憾。

在南非， “桌山” 是开普敦的标志

性景观。 它生生将一座住宅密集的城市

劈成两半。 我们买下一幅夕阳下， 红霞

满天的 “桌山”。 感觉挂在光线好的房

间， 色彩更加强烈。 王东成挑画时没有

太满意的， 在遗憾中上了车。 不想， 我

又发现了一幅小尺寸 “桌山”。 那是乌

云密布下的 “桌山”。 就让同好王东成

“占为己有” 吧， 这也是它的好归宿。

听说以色列的港口城市雅法有一条

街都是美术店， 我们兴致勃勃地去了，

才发现那天因为是星期天， 多数店铺关

门。 在仅一家开着的画店里， 我们挑选

了一幅戴帽子的犹太老人。 感觉他的眼

神和面容尽写着智慧和博学。 80 美金。

王东成选择了一幅淑女、 香车、 绅士、

雨伞意韵古典， 手法朦胧的街景画。 这

是一位格鲁吉亚画家的作品， 有画家签

名， 230 美元。

在尼泊尔， 我们买了一幅尺幅较大

的喜马拉雅山风景 ， 100 美元 。 王东

成 、 赵诚也买了景致不同的喜马拉雅

山。 在希腊的圣托里尼、 奥林匹亚， 我

们几人都买了尺幅不等的油画， 每幅价

格二三十欧元。 可能是来自大芬村的批

量仿制， 但质地确是油画， 所画的内容

也是希腊的场景， 仍不失纪念意义。

我们旅游往往自行组团 ， 定制线

路， 凡博物馆、 美术馆， 尽量入内。 以

至于希腊的导游说， 迄今为止， 没有见

过像你们这个团的人那么爱看博物馆。

我们去巴黎， 强烈要求把去老佛爷购物

的时间留给卢浮宫； 王东成到纽约大都

会， 看了六个小时， 要不是有事， 还是

不想出来。

那年， 我们游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

茨克小城， 在自由活动的半天里， 是自

己到处打听、 买门票参观十二月党人的

博物馆和当地的美术馆。 美术馆不大，

却让我震动不小。 这里的藏品水准与圣

彼得堡的冬宫相比， 并不逊色。 在俄罗

斯看到列宾 、 苏里柯夫的原作真是享

受。 列宾就是列宾， 一眼看去， 那么出

众， 那么抢眼。 伊尔库茨克美术馆有两

幅画， 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一张是教

室门外， 向里探望的男孩子， 他上衣补

丁摞着补丁 ； 下身单裤的破洞露着小

腿； 脚上与其说是鞋， 不如说是由布条

和草绳组成的裹缠。 他双肩背着一个单

布兜， 斜挎着一个薄布兜， 都不满。 双

手拄着一根细棍子， 棍梢上有一顶黑色

帽子。 他面向教室， 看到的是一群孩子

正在低头看书 。 画面虽然是男孩的背

影， 却让我想到法国作家埃克托·马洛

的小说 《苦儿流浪记》、 英国作家狄更

斯的小说 《雾都孤儿》。 但孩子的肢体

话语表明 ， 他并不悲戚 ， 而是充满好

奇。 这幅画的深棕色调在阳光下， 凝重

却不寒冷。 这种感受， 我前所未有。 另

一幅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身着之衣

如千疮百孔的碎布片 ， 比褴褛还要褴

褛， 眼神中透着惊恐。 看了这幅画很容

易去想： 这是什么年代？ 在哪里？ 这幅

画也是该美术馆纪念册页的封面， 可见

这个美术馆风格的整体追求。

2015 年 ， 我们去伊朗寻访波斯古

国的文明遗迹。 在大不里士古城有着千

年历史的大巴扎里， 我们买到一幅羊毛

挂毯。 画面是两个年青的伊朗女子： 一

个围着棕色丝绒的围巾， 一个围着乳白

色围巾， 都是虚虚地搭在头上； 一个身

着蓝布裙， 一个穿着牛仔裤， 坐在水泥

凉台上， 裸足下是花纹地毯； 一个戴结

婚戒的手上拿着书， 神情落寞， 另一个

目光同情地看着对方， 她们在私语。 这

是婚后的姐姐向妹妹倾诉吗？ 姐姐身上

的黑披风 ， 显得她不如妹妹更自由自

在。 这幅画的背景是巴列维时代。 当时

伊朗政教分离， 世俗化水平较高， 姑娘

们的穿着较为随意。 我们旅游期间， 看

到一群学校中的女孩子们， 已经是黑袍

围裹、 只露出美丽眼睛的模样。 这幅长

一米多、 宽八十公分的挂毯， 人物气质

高雅、 线条明丽， 是我们买的最贵的艺

术品， 500 美金。 后来在伊朗境内一路

走来， 再也没看到具有类似意韵的挂毯

了。 回到北京用油画框装成， 谁看了都

以为是一幅油画。

因为和王东成夫妇是多年旅友， 如

果我们家单独成行了， 回来赠送纪念品

就尽可能是艺术品， 聊补没有同游的缺

憾 。 2016 年我们去了一趟新西兰 。 给

王东成夫妇的礼物是一幅小油画。 画面

仅仅是一簇狂涛剧烈腾起的海浪， 海浪

高处如一堆白雪。 王东成非常喜欢。 经

常作为他拍摄家照的背景。 我想， 他更

喜欢这簇海浪传达的精神 ： 无畏而昂

扬！ 而我们在旧货店淘了一幅镶金边的

云倒映在湖面上的晚景， 那落日在湖面

上的色彩异常丰富。

在去过的数十个国家中， 我们几乎

都买了风格不同或质地不同的画。 我们

不是学美术出身， 也不从事艺术收藏，

买画、 赏画只是为了给旅途留下一段特

殊的记忆。 有人文的自我解读， 也有共

同爱好的友谊收获。 好友彼此串门时，

总是你欣赏我的， 我欣赏你的， 一起买

画时的情景也立即浮现在眼前， 乐趣悠

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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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岁末， 普鲁斯特按照最初

的写作计划， 已经基本完成了三卷本

的 《追忆似水年华》。 面对即将到来的

1913 年， 他最大的新年愿景就是能将

自己的心血之作尽快出版。

此前他已联系了多家出版商， 包

括法斯盖尔、 新法兰西杂志 （同时也

是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 和奥朗多夫。

然而岁末年初他等到的， 却是三家出

版社相继的退稿。 先是 1912 年 12 月

24 日， 法斯盖尔根据其审读委员的意

见 ， 将普鲁斯特寄去的小说第一卷

《在斯万家那边》 退给了作者。

类似的情况几天后也发生在普鲁

斯特最寄予希望的伽利玛出版社。 在

杂志和出版社合伙人舒伦贝格的家中，

每周四都会举行社务会议。 参加会议

的除舒伦贝格外， 还有出版商加斯东·

伽利玛， 合伙人、 著名作家安德烈·纪

德， 秘书长雅克·里维埃尔， 以及分管

杂志的雅克·高博。

已经享誉文坛的纪德因为其特立

独行的思想和坚定的人格魅力， 成为

这个团队里的灵魂人物。 据说他在会

上就普鲁斯特的作品大致说了如下几

句话： “这部作品里尽是些公爵夫人，

不适合我们出版， （……） 况且， 该

书是题献给 《费加罗报》 主编卡尔麦

特的。” 会后， 加斯东·伽利玛将普鲁

斯特的手稿退还给了他。

1913 年新年伊始， 普鲁斯特竟然

又收到了第三位出版商奥朗多夫的退

稿。 该出版社经理恩布洛在写给奥朗

多夫的一封信中如此提到他对普鲁斯

特作品的印象 ： “也许是我冥顽不

灵， 然而我无法理解一位先生能够用

三十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半夜如何在床

上辗转反侧 ， 难以入眠 。” 这段话无

疑是指 《追忆似水年华 》 那著名的 、

漫长的 、 曾令许多人不得要领的开

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是早

早就睡下了。 ……”

于是， 伟大作家普鲁斯特 1913 年

的新年愿景， 便是竭尽全力找到一家

愿意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 2 月中旬，

普鲁斯特给好友勒内·布鲁姆写信， 请

他向年轻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推荐

出版自己的作品： “我希望格拉塞先

生能出版一部我已完成的重要著作

（……）， 出版费和广告费由我自负。”

这部 “重要著作”， 普鲁斯特将其称作

“某种类型的长篇小说 ”， 包括两卷 ，

每卷大约 650 页。 普鲁斯特在信中强

调愿意自费出版， 原因之一是不希望

出版社改动他的著作， 之二是希望作

品能尽快出版。

3 月 11 日， 格拉塞出版社和普鲁

斯特签订了出版合同。 合同规定， 该

著作的出版和广告费用由作者自负 ，

销售定价为每本 3.5 法郎 ， 每售出一

本作者可以获得 1.5 法郎的版税 。 这

一年的 11 月 14 日， 一个文学史上重

要的日子， 《追忆似水年华》 的第一

卷 《在斯万家那边》 开始在书店正式

发售。 至此， 1913 年普鲁斯特的新年

愿景总算在这一年的岁末达成。

伽利玛出版社很快意识到他们犯

了一个大错。 加斯东·伽利玛和雅克·

里维埃尔就普鲁斯特的著作进行了一

番长谈， 他们对社务会议作出的愚蠢

决定深感内疚 ： “我们简直是疯了 ，

这是一部顶级的作品， 比我们出版的

那些朋友们的作品优秀太多了！” 于是

雅克·里维埃尔督促安德烈·纪德重新

阅读普鲁斯特的著作。 文学造诣极高

的安德烈·纪德这次静下心来， 仔细弄

清了普鲁斯特作品的分量和价值， 他

同样感到追悔莫及， 立即提笔给普鲁

斯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对这

部作品的拒绝将是 《新法兰西杂志 》

犯下的最严重错误， 我本人因对此负

有主要责任而感到羞愧， 这是我一生

中最揪心的遗憾和内疚之一。”

加斯东·伽利玛亲自登门拜访普鲁

斯特， 向他解释原因并表达歉意， 希

望他能将其余的作品全部交由伽利玛

出版社出版 。 普鲁斯特告诉伽利玛 ，

他已在格拉塞出版的 《在斯万家那边》

和其余的内容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除非伽利玛能从格拉塞那里买到小说

第一卷的版权， 而普鲁斯特认为这并

不困难， 因为第一卷毕竟是他由个人

自费出版的。 此后普鲁斯特就改换出

版社一事征得了格拉塞的同意， 但是

他又感到这么做不够得体， 有些对不

住格拉塞出版社， 因为当初在被包括

新法兰西杂志在内的三家出版社先后

拒绝后， 毕竟是这家出版社首次出版

了 《追忆》 的第一卷。 于是改换出版

社的事便拖延下来。

几个月后 （1914 年 8 月 ）， 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 各家出版社的运作

完全停顿下来。 普鲁斯特因为健康问

题未被征召入伍， 大战期间， 他的愿

景已不再是出版， 而是写作， 不断地

写作， 最终完成他心目中那本 “唯一

的书”。 他将大量时间用于全面修改、

大幅扩充 《追忆似水年华 》， 从整体

结构到具体内容 ， 都做了重要调整 ，

一战也被作为重要的时代背景， 写进

了 《追忆 》 的最后一卷 《重获的时

光 》 。 到 1918 年一战结束时 ， 《追

忆》 已从最初计划的三卷本扩充为七

卷本。

战争期间， 格拉塞出版社发行的

《在斯万家那边 》 仍然在继续出售 ，

至 1916 年初， 该书已经再版了四次，

然而格拉塞从未支付给普鲁斯特一分

钱的版税。 更为不幸的是， 旷日持久

的战争让普鲁斯特的理财投资损失了

大笔资金， 他写信给格拉塞， 说他感

觉自己 “几乎破产了 ”， 正在 “以任

何价格变卖家产 ”， 希望能够得到自

己应有的版税。 格拉塞没有回应普鲁

斯特的正当要求， 这迫使普鲁斯特重

新考虑改换出版商， 将自己的作品交

给伽利玛出版 。 1916 年 2 月 25 日 ，

普鲁斯特让女管家塞莱斯特给纪德送

去一封信， 纪德收到信后当天便到普

鲁斯特家拜访， 为曾经拒绝出版 《在

斯万家那边》 向他当面表示歉意， 并

再次希望他能将 《追忆》 的后续内容

交由新法兰西杂志出版， 并且说这是

出版社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希望。

于是 ， 1916 年的那个春天 ， 普

鲁斯特的新年愿景变成了： 改由伽利

玛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全部作品。 经过

多番书信沟通和谈判， 格拉塞终于同

意将 《在斯万家那边》 的版权卖给伽

利玛。

1918 年 11 月 11 日， 协约国与德

国在巴黎东北郊的贡比涅森林签署停

战协议， 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宣告结束。 1919 年 6 月底， 《追忆似

水年华 》 的前三卷 《在斯万家那边 》

《在簪花少女的身影里》 《盖尔芒特家

那边》 终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同

时在书店发售。 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这

次很快意识到了普鲁斯特作品的非同

凡响。 这一年 12 月 10 日， 龚古尔文

学奖颁给了刚刚出版 《在簪花少女的

身影里》 五个月的普鲁斯特。

然而， 早已透支了健康的普鲁斯

特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 他生命最后

几年里的最大的愿望， 一直是希望能

看到 《追忆似水年华》 的全部七卷面

世 。 1919 年 5 月他在写给加斯东·伽

利玛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愿望 ：

“但愿整部作品能够在我生前问世， 假

如情况不能如我所愿， 那么我已将全

部手稿编了号留下 ， 请您届时取走 ，

并希望您能将它们完整出版。”

1922 年 ， 普鲁斯特生命的最后

一年。 这一年他的新年愿景是和死神

赛跑， 尽最大限度地修改、 扩充和完

善余下的手稿。 直至在病榻上陷入昏

迷之前， 他还在修改小说第五卷 《女

囚》 的第三份打字稿。 根据女管家塞

莱斯特的回忆 ， 这一年初春的一天 ，

普鲁斯特将她叫到跟前， 说：“您知道，

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

是个大新闻 。 我为 《追忆 》 写下了

‘终结’ 一词。” 他始终面带微笑， 眼

里闪着光补充道： “现在， 我可以瞑

目了。” 塞莱斯特提醒他， 可能还会有

些地方需要修改， 还会有些增补的纸

条需要粘贴到手稿上。 普鲁斯特答道：

“这些嘛 ， 塞莱斯特 ， 是另外一回事

了。 重要的是， 从现在起我不会再担

心了， 我的作品可以全部问世了。 我

这辈子总算没有一事无成。”

1922 年 5 月初 ， 《追忆似水年

华》 的第四卷 《索多姆与戈摩尔》 开

始发售。 几个月后， 普鲁斯特的健康

开始恶化。 11 月初， 他最后一次写信

给加斯东·伽利玛 ， 信中说 ： “我认

为眼下最为急迫的应该是将我的全部

作品都交给您 。 ” 对于即将到来的

1923 年新年， 他的愿景毫无疑问是能

够亲眼看到 《追忆似水年华》 的全部

内容都能问世。 他的支气管炎转为严

重肺炎 ， 11 月 7 日夜里 ， 他为 《追

忆》 中作家贝尔戈特之死的情节补写

了两个片段 。 次日他的病情再度恶

化， 开始神志不清口吐谵语， 说他看

见了 “一个身形庞大的黑衣女人”， 凌

晨四点半， 《追忆似水年华》 的作者

与世长辞。 他最重要的愿景， 未能在

即将到来的 1923 年新年实现。

六天后， 第五卷 《女囚》 印刷完

成。 1925 年， 第六卷 《失踪的阿尔贝

蒂娜》 出版； 1927 年， 最后一卷 《重

获的时光》 出版。 1954 年， 《追忆似

水年华》 作为文学经典， 收入伽利玛

出版社著名的 “七星文库”。

“我什么都能，就是不能倒立”
———记一位“举世无双”的音乐家

张卫奇

世界上有很多造诣高超的出色音乐

家 ，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 ， 堪称

“举世无双”。

2018 年夏天 ， 明斯特大学音乐学

院聘请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教授。 我们虽

然院系不同， 但他也算是我的新同事，

上星期天我有幸在明斯特歌剧院参加了

一场专门为他举办的音乐会。

他是一位法国号演奏家， 也是一位

“举世无双” 的音乐家！

法国号， 也称为圆号， 是一种由唇

振动而引起气鸣的铜管乐器， 铜制螺旋

形管身， 漏斗状号嘴， 喇叭口较大。 它

通常有四个键， 其中一个键用来转换指

法调性。

法国号虽属于铜管乐器， 但它不仅

能吹出嘹亮的铜管声音， 也能吹出柔和

的木管声音， 其声音柔和、 丰满， 最适

合与木管和弦乐器共同演奏协奏曲。

在那天的音乐会上， 独奏的年轻音

乐教授菲利斯·克立泽 （Felix Klieser）

才 28 岁， 却已经是一位世界级出色的

法国号演奏家， 他的音乐造诣之超群可

见一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 他从出生起

就没有双臂 ， 必须用脚代替双手演奏

法国号 ， 而且他能用脚将法国号操控

到最高境界 ， 无时不展现出他的精湛

的技巧 ， 更体现出他对音律的精彩诠

释和深刻乐思。

在大、 小提琴的陪伴下， 他演奏了

莫扎特和海顿的 《法国号协奏曲》。 法

国号的声音在他操控下时而高亢激昂，

犹如海水拍打着海岸； 时而委婉低沉，

犹如慈母呼唤着久别的孩子； 时而又清

脆嘹亮， 犹如徐徐的清风拂过翠绿的竹

林， 不断地演绎出动听的旋律， 展现出

唯美的风韵。

再看他纤细的左脚指随着旋律在

那法国号的键上飞快地跳跃动作 ， 就

像纺织工灵巧的手在纱锭间翻动 ， 像

春燕快乐的翅膀在云中飞舞 。 他演奏

的乐音 ， 似乎能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

冗杂之中带出 ， 带到一片静土 ， 让你

平静下来， 让你神怡心旷。 面临此景，

我惊叹无言……

克立泽小的时候， 我就见过他———

1991 年 ， 克立泽出生于德国哥廷

根， 从一出生就没有双臂。 四岁那年，

他听见别人演奏法国号的声音， 非常喜

欢， 就告诉父母： 他要学这项乐器。 他

的这个主意把父母吓坏了， 法国号不仅

仅需要用嘴吹， 更需要用手操作， 而且

有的时候需要用双手操作， 属于很难学

会的乐器。

那时， 他的父母虽然很支持他学音

乐， 但觉得他不适合学法国号。 为了更

有力地说服他， 父母亲就带着他去了哥

廷根音乐学校， 希望能得到那里老师的

帮助和指点， 劝导克立泽放弃法国号，

改学一种简单的乐器。 可是克立泽年纪

虽小， 意志却很坚定， 下定决心一定要

学法国号。

开始的时候， 他太矮小， 老师只能

将法国号放在地上， 克立泽坐在地上跟

着老师学着用嘴吹， 用左脚代替左手来

控制法国号的气流阀键； 以后他长高了，

老师就将法国号放在桌子上， 站着继续

练习； 再以后， 他又长高了， 桌子都不

够高， 他父母就委托一位乐器制作商为

他特制了一个金属支架， 将法国号放在

支架上， 让他坐着继续练习……

九十年代后期， 我在哥廷根大学当

教授。 陪着儿子去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

时， 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时常看到克立

泽的母亲带着他去上课。 有的时候， 孩

子们在教室里上课， 我就跟他的母亲闲

聊， 也在音乐学校的年终表演大会上听

过他的演出。

他母亲告诉我这么一个细节： 一般

法国号演奏家除了用左手来控制气流阀

键， 时常需要用右手遮住喇叭口来变化

音色， 但这种操作对他来说十分困难。

可是他依然不愿放弃， 不辞辛苦地反复

尝试， 另辟蹊径地用嘴和唇的巧妙动作

来达到 “遮住喇叭口” 的特殊音色以及

相似效果。 看到他的表演， 又听着他母

亲的叙述， 更令我啧啧称奇。

克立泽不仅仅有天赋， 更有坚定意

志， 为了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能，

保持最高的演奏水平 ， 他一直坚持练

习， 至今每天起码练习八个小时！

由于他的勤奋努力 ， 十三岁时就

破格考入汉诺威大学音乐学院 ， 作为

少年学生学习法国号。 本科毕业以后，

他便以独奏家身份在世界各地巡演 ，

并与西德意志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

多张专辑 CD。

他也曾在柏林爱乐首席指挥拉图

（Sir Simon Rattle） 以及其他著名指挥

凡 萨 戈 （ Mario Venzago） 、 戴 维 斯

（Dennis Russel Danies） 的指挥下与一

些著名的乐队共同演出， 并受邀参与史

汀的摇滚传奇世界巡回德国场的演出。

2013 年， 他的第一张专辑 《遐思》

（Reveries） 问世 ， 得到专业媒体和公

众的高度评价 ， 并赢得德国 2014 年

“回声古典音乐大奖 ECHO Klassik”

的年度新人奖 ， 获得各方瞩目 。 他也

应邀到日本和中国台湾举行巡回演出。

2014 年 ， 他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

写了一本自传 《Fussnoten》， 这本自传

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音乐脚注》。 在书

中， 克立泽通过幽默而轻松的方式叙述

了自己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也揭露了音

乐家舞台下与常人无异的普通日常。

天生缺少双手臂的菲利斯·克立泽

在人生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实在太多， 生

活上的， 乐器上的， 演奏上的， 虽然如

此，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什么。

跟一般人一样， 他也有过顽皮捣蛋

的童年 ， 以后上学求学 、 学音乐 、 演

奏、 写作， 他都以自身强韧的意志为自

豪。 而他以脚演奏的法国号， 不仅大大

改变了世人对法国号演出的想像， 他优

秀的音乐技巧与克服身障的人生经历更

不断地震撼着人心。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 ： “音乐带给

我力量 ， 帮助我跨越了自己身体的残

缺 ， 使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 ， 我

的专业不是一个无臂人 ， 而是一位法

国号演奏家！”

有人问他： “你觉得自己这辈子有

哪些事情办不到？” 他不假思索地笑答：

“我什么都能， 就是不能倒立。”

他就是用这种幽默轻松的语言告诉

我们， 不管面对身体残缺或者其他人生

的困境， 只要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 并

努力将那些 “不可能 ” 化作 “可能 ”，

一定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2018 年 12 月写于德国明斯特

流逝的时间

（木刻版画）

马库斯·吕佩尔茨

谈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