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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19391939年正式推出年正式推出

早在1928年至1933年，维也纳音乐之友协
会每年演出一场新年音乐会，由奥地利指挥家、
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三世（1866-1939）指挥，
奥地利广播公司直播。但当时的新年音乐会并
未形成制度坚持下来，后来中断了几年。

久负盛名的施特劳斯家族的主要作曲家
有老约翰（1804-1849）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小
约翰（1825-1899）、约瑟夫（1827-1870）、爱德
华（1835-1916），约翰·施特劳斯三世是爱德
华的长子，他也是位作曲家，但更擅长指挥。

1938 年 3 月 12 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
利。1939年，奥地利指挥家克莱门斯·克劳斯
（1893-1954）提出由维也纳爱乐乐团举办
1940年新年音乐会，门票收入捐赠给“国家社
会主义基金”即“纳粹基金”，用于慰问前线官
兵。这个计划得到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
的大力支持和广为宣传，尽管音乐会的10首
曲子均出自“圆舞曲之王”小约翰之手，但戈培
尔并没在乎施特劳斯家族的犹太血统。老约
翰的祖父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

1939年12月31日演出，克劳斯亲自执棒指
挥了1940年的新年音乐会。从1941年1月1日
起，新年音乐会均在元旦演出，一直持续到今日。

从1959年开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由电视直
播，个别曲目由奥地利国家芭蕾舞团配上优雅、精
致的舞蹈，从此，观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电视直播
成为世界很多家庭新年假日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

实际上，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新年期间会演
出三场曲目完全相同的音乐会：第一场“预演
音乐会”在12月30日上午11时演出；第二场

“除夕音乐会”在 12 月 31 日晚上 7 时 30 分演
出；第三场就是知名度最高的“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在1月1日上午11时15分（北京时间晚
上6时15分）演出。

如果购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光盘，光盘
上录制的曲子并非都来自1月1日的那场音乐
会，光盘上的每首曲子是由出版商和指挥从上
述三场音乐会中挑选出品质最好的一首。

从1999年开始，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从新年
音乐会门票收入中拿出15万欧元、从预演音乐会
门票收入中拿出10万欧元捐赠给慈善组织。

曲目大都出自施特劳斯家族曲目大都出自施特劳斯家族

早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曲目均出自施
特劳斯家族，以小约翰的作品为主，最近一些
年才加入少量非施特劳斯家族作曲家的作品。

读者可能好奇，被誉为“音乐之都”的维也
纳培育了众多永垂千古的大音乐家，如海顿
（1732-1809）、莫扎特（1756-1791）、舒伯特
（1797-1828），贝多芬（1770-1827）和勃拉姆
斯（1833-1897）虽出生在德国，但他们的大部
分音乐活动也在维也纳，可为什么每年的维也
纳新年音乐会对施特劳斯家族情有独钟？

维也纳的皇室贵族有热爱音乐的风气，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1741-1790）自
己就是一位出色的大提琴手。欧洲国家不少
贵族每年带着自己的乐队到维也纳过冬，通过
音乐交流显示自己的身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快，爱乐之风就刮
到维也纳平民阶层，百姓聚会十有八九是切磋
音乐、合奏几首曲子，街头、广场到处可见自由
音乐人演出。当然，对平民百姓而言，更喜欢轻
松、流行的曲调，施特劳斯家族的几位作曲家
迎合了大众对音乐形式的需求，创作了许多短
小精致、欢快明亮、优美动听的曲子，尤其是圆
舞曲，这些作品雅俗共赏，风靡欧洲。再加上最
早的新年音乐会就是约翰·施特劳斯三世指挥
的，选择施特劳斯家族的曲子就不足为奇了。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起初没有“安可曲”（加
演曲目）。1945年开始有安可曲，并从1958年
开始固定了 3 首安可曲，均出自施特劳斯家
族。第一首指挥自己确定（通常是快速波尔
卡），第二首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第三首是

《拉德茨基进行曲》。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
1967年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正式演奏
曲目；另一次是2005 年为哀悼印度洋海啸遇
难者，没有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小约翰1866年创
作的，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优美欢快的
旋律，带给观众春意盎然的感觉，有一种到多
瑙河畔翩翩起舞的冲动。

1848年，82岁的奥地利陆军元帅拉德茨基

（1766-1858）率奥地利大军攻占意大利，老约
翰便创作了《拉德茨基进行曲》鼓舞士气，宣扬
国威。现在，人们已忘记这首曲子是写给一个侵
略者的，当乐团奏响这首压轴曲子时，指挥不断
转身，既指挥乐队，又指挥观众，观众跟着节奏
和旋律强弱击掌，与乐队默契配合，整个金色大
厅洋溢着祥和、欢快、热烈的新年气氛。

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由德国指挥家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

能买到新年音乐会门票的概率为百分之一能买到新年音乐会门票的概率为百分之一

维也纳爱乐乐团有世界一流的演奏家，加
之其独特的乐器选择和乐队配置，演奏出的绝
妙“维也纳音色”，让世界乐迷为之倾倒，使它
成为世界众多交响乐团中的翘楚。维也纳新
年音乐会更是一票难求，购买它的门票比买彩
票中奖还难。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唯一购票渠道就是
维也纳爱乐乐团官网。首先要在该网站上注
册一个账户，然后在2月份的任何一天提交购
票申请，可申请全部3场音乐会，也可申请其
中的一场或两场，但每场只能申请一张票。维
也纳爱乐乐团在3月份从符合规范的申请中
抽签，为体现公平，抽签时不按申请时间排名，
只要在 2 月份申请的，都有同等的概率被抽
中。抽中后，同时向账户和电子邮箱发送抽中
通知，办理购票手续。

音乐厅也有残疾人座位，残疾人照样可以
申请新年音乐会的门票。

元旦那天的新年音乐会每年有20多万人
申请，金色大厅售票座位不会超过2000张，抽
中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即每100个申请者中
最多有1人能买到门票。

对照奥地利人的收入水平，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的门票并不贵。2018年12月30日预演音
乐会的票价在20欧元到495欧元之间，2018年
12月31日除夕音乐会的票价在25欧元到800
欧元之间，2019年1月1日新年音乐会的票价
在35欧元到1090欧元之间。奥地利全国年薪
中位数是4.1万欧元（税前），最便宜的票价大
致相当于奥地利人一个小时的工资，而最贵的
票价大致相当于奥地利人一个星期的工资。

乐团采用乐团采用““民主自治民主自治””管理模式管理模式

1842年，一群常在咖啡馆聚会的“文艺青
年”成立了“维也纳爱乐乐团”，成员除了音乐
人外，还有诗人、评论家、报社编辑，歌剧《温莎
的风流娘儿们》的谱曲者、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奥托·尼古拉（1810-1849）任指挥，并于 1842
年3月28日举行了首场音乐会。这是一群爱

好音乐的人组成的私人乐团，不受任何人或组
织雇用，也不挂靠任何机构。

维也纳爱乐乐团把“从心灵中来，到心灵
中去”作为座右铭，致力于演奏那些用心灵创
作的作品，并让音乐浸润听众的心灵。

1870 年，维也纳爱乐乐团进驻刚落成的
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楼。中国人所熟悉的

“金色大厅”是这个大楼里最大的一个音乐厅，
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在这里演出。

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177年来一直坚持“民
主自治”的管理模式，不设职业经理等专职管理
人员，所有成员都是老板，自主管理。乐团每年
召开几次全体会议，讨论、投票表决乐团重要事
项，乐团章程的修改需要五分之四多数票通过，
其他事项简单多数票即可通过。全体会议选出
由12人组成的执委会，负责乐团的日常管理。

1987 年开始，维也纳爱乐乐团不再设驻
团指挥，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客座指挥。这
样，通过竞争选出顶尖的指挥家，也通过经常
更换指挥让乐团吸收对古典音乐作品的不同
演绎风格。所以说，维也纳爱乐乐团既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乐团，也是世界上最新的乐团。说
它最古老，因为它已有177年的历史；说它最
新，因为乐团指挥每年都是新面孔。由此，维
也纳爱乐乐团既保留了传统，又有了创新，让
世界乐迷对它总有新的期待。

现在读者应该知道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
乐会的指挥，是乐团一人一票在世界著名指挥家
里选出来的，每年新年音乐会结束，即公布下一
年度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人选。平时的演出也是
如此，所有指挥均是客座指挥。不管是指挥家还
的独奏家，能与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维也纳爱
乐乐团合作，是音乐生涯上的最高荣誉。

乐团有乐团有44把把300300年的小提琴年的小提琴

为演奏出清晰透彻、华丽璀璨的音响效果
和金子般的音质，在乐器选择和乐队座次配置
上，维也纳爱乐乐团与其他乐团不同，鉴于篇
幅限制，本文对此不作阐述。

这里需要提及，维也纳爱乐乐团有4把约
有300年历史的极品小提琴，这4把小提琴是
奥地利中央银行的收藏品，借给乐团使用的。
这4把小提琴均由意大利制琴师安东尼奥·斯
特拉迪瓦里（1644-1737）制造，斯特拉迪瓦里
小提琴在2011年6月21日拍出了1000万英镑
的价格，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1亿元。

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员堪比竞选总统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员堪比竞选总统

维也纳爱乐乐团只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
乐团遴选成员，所以说，要想进入维也纳爱乐乐

团，必须首先进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乐团。
选拔演奏员的历程漫长复杂，应聘者必

须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乐团演奏3年以上，
证明自己的演奏水平，而且年龄不得超过35
岁,这也是为乐团成员的切身利益考虑。根据
奥地利的法律，如果入职时35岁，在乐团演奏
30年后65岁退休，可领到全额养老金。

由于乐团编制所限，只能有人退休有了
空缺才招聘，所以，要想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
的一员，其难度堪比竞选总统。

一旦被维也纳爱乐乐团录用，不但是乐
团的演奏员，也是乐团的老板，除繁重的演出
外，还要参与乐团的管理。

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以来长期不雇用女
性，这遭到女权组织的批评。乐团从1997年开始
接受女性申请者，但至今乐团女性比例仍很小。
乐团对此解释说，他们不是根据性别挑选，而是
根据演奏水准挑选。他们在考试挑选时采用“盲选
法”，让所有应试者在另一个房间演奏，根本不知
道其性别，完全排除了可能存在的性别偏见。

正因为遴选演奏员非常严格，而且乐团没
有领导，没有“后门”可走，这就杜绝了“南郭先
生”混入，使乐团一直保持世界顶尖水平。

维也纳爱乐乐团目前有134人，包括第一
小提琴21人，第二小提琴18人，中提琴17人，
大提琴14人，低音大提琴12人，竖琴2人，长
笛5人，双簧管6人，单簧管5人，大管6人，圆
号10人，小号6人，长号4人，大号2人，打击
乐6人。该乐团还有80名退休人员。

金色大厅是私人音乐厅谁都可租用金色大厅是私人音乐厅谁都可租用

维也纳金色大厅大概是中国人最熟悉的
国外音乐厅了。

金色大厅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尔广
场地铁站东侧，维也纳博物馆北侧，帝国酒店
南侧。金色大厅的正式名字是“音乐之友大
厅”，因为内部装饰金碧辉煌，“金色大厅”的别
名就叫响了。

1812年，剧作家、奥地利宫廷剧院总监约
瑟夫·松莱特纳（1766-1835）征集到 507 个请
愿签名，成立了“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其目
标是“促进各个方面的音乐文化”，最初的办公
地点是维也纳的洛布科维茨宫。该协会在
1819年创建了维也纳音乐学校，在1858年创
建了维也纳合唱团。

1863 年，音乐之友协会获得两笔巨大捐
赠 ，奥 地 利 皇 帝 弗 朗 茨·约 瑟 夫 一 世
（1830-1916）拿出一块地皮，奥地利企业家尼
古劳斯·敦巴（1830-1900）出钱，为音乐之友
协会建造一座永久办公楼，大楼由丹麦建筑师
西奥菲勒斯·汉森（1813-1891）设计，采用古
希腊神庙样式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汉森也是
奥地利国会大厦的设计师。

音乐之友协会大楼1867年动工，1870年1
月6日举行了竣工后的首场演出。

大楼共有6个厅，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金
色大厅了。金色大厅长48.8米，宽19.1米，高
17.8米，有1744个座位和300个站位。其他5
个厅的名字和座位数分别是：勃拉姆斯厅600
个座位，玻璃厅380个座位，金属厅70个座位，
石头厅60个座位，木头厅60个座位（该厅不用
于演出）。大楼里还有大量音乐史上珍贵的手
稿、乐谱、乐器等藏品。

西方国家的音乐厅，管风琴是标配。金色
大厅的管风琴是与整个建筑一起建造的，由德
国管风琴制造家弗里德里希·莱德盖斯特
（1818-1905）制造。今天金色大厅的管风琴，
是1907年奥地利里格尔管风琴制造公司制造
的，并在2011年进行了大修升级。

金色大厅与德国柏林音乐厅、荷兰阿姆斯
特丹皇家音乐厅、美国波士顿交响音乐厅，被
认为是世界上音响效果最好的音乐厅。

长方形的金色大厅三维比例恰到好处，众
多的雕塑及包厢，既消除了声音的回响，又能把
声音反射到每个角落，听众不管坐在何处，都能享
受到舞台上传出的同样品质的音响。金色大厅的
声学效果完全是汉森凭直觉设计的，因为当时建
筑声学还未诞生，他不可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最后说明一下，金色大厅就是一个私人音
乐厅，谁都可以租用，你自己租一天在里面唱
卡拉OK都可以。在金色大厅演出并不意味
着演出水准高，演出水准主要看演出团体自
身，最直观的评判就是看票价、购票难度及上
座率。当然，只有维也纳爱乐乐团出现在金色
大厅，两者才会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艾菲尔）

你不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具有79年历史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被世界广泛认可的音乐盛宴，

近100个国家对它进行电台、电视直播（信号由奥地利广播公司提供）。
中国从1989年开始也加入到直播行列，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国人认知
度最高的外国文化名片。

2018年11月25日至12月3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团体维也
纳爱乐乐团在天津、广州、上海进行了巡演，一些乐迷有幸现场聆听了世
界顶尖乐团演奏出的迷人音响，人们对201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更加期
待。为帮助读者更好地通过电视欣赏这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会，本文对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乐团和上演音乐会的金色大厅进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