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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你為何三歲半開始學習小提琴？

譚： 我兩歲的時候，見到哥哥拿出小提琴練習，於是吵著要媽

媽買小提琴給我。之後，媽媽買了一把二手小提琴，哥哥

每次練習的時候，我就跟他一起練。

林： 兩、三歲的小朋友手指很細很軟，按著小提琴琴弦的時

候，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譚： 並不會覺得特別辛苦，因為練習多了之後手上會生老繭，

再練就不會很痛了。

只 是 表 演 ， 不 是 比 賽

林： 你在六歲的時候，曾經贏得香港日本國際小提琴比賽冠

軍，更獲邀到東京演出。十歲時，你又贏得意大利安德烈

亞•保思達契尼國際小提琴大賽冠軍。長大後再參加比賽

會不會仍覺得緊張？

譚： 只要準備好樂曲，上台就不會很緊張。我小時候參加比

賽，媽媽總是跟我說是在表演。不論是否得到獎，她都會

鼓勵我。

林： 多年來你學習小提琴，會不會覺得自己很適合這件樂器？

譚： 如果我喜歡這件樂器，我會想去到下一個階段，希望自己

的琴技越來越進步。

林： 拉小提琴有趣的地方在哪裡？你曾遇過困難嗎？

譚： 我可以認識很多樂曲，學完這一首，再接著學下一首。不

過，演奏小提琴對於音準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年僅十二歲的香港小提琴好手譚允靜三歲半開始學習

小提琴，年紀小小獲獎無數。她跟林家琦提及今次是首

度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她直言十分興奮，並期待奏出

莫扎特作品中歡愉的風格。

林： 你參加學校樂隊，也有獨奏的經驗，最近也跟樂團合作。

你覺得自己更喜歡哪一類演出？

譚： 我更喜歡自己演出，不過與他人合作室樂或是與樂團同

台，都是很好玩的事情。

演 出 前 的 準 備

林： 接下來你將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小提

琴協奏曲。你對這首作品的印象如何？

譚： 莫扎特大部份的作品都屬於宮廷音樂，所以要奏得非常優

雅。這首作品是莫扎特十九歲時的創作，不可以演奏得太

老成。我覺得莫扎特音樂所要求的技術不算特別難，但要 

凸顯他的音樂特質卻很難。我會花一些時間了解樂曲的創

作背景。

林： 三年級的時候，你已經考到小提琴八級，如今才不過十二

歲就已經達到這麼高的水平。在小提琴的世界裡，你還想

追尋什麼？

譚： 我想多爭取演出的機會，希望每一次的演出都可以爭取到

下一次的演出。

林： 有沒有想過大學時繼續修讀音樂呢？

譚： 我可能會繼續讀音樂，因為我的興趣是音樂。

林： 除了小提琴外，你也有學鋼琴和參加合唱團。你怎樣分配

時間呢？

譚： 我想，最重要的是做事要有效率。上課的時候認真讀書，

回到家做完功課後就練琴。

©
 Y

uk
i C

ha
ng

林：林家琦 

譚：譚允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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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小 提 琴 家 的 啟 發

林： 哪位小提琴家是你最欣賞的？

譚： 其實有很多，如普爾文(Itzhak Perlman)、陳銳、

雲基洛夫(Maxim Vengerov)、費莎(Julia Fischer)
和漢恩(Hilary Hahn)。

林： 你提到的幾位小提琴家，有些曾經在香港演出。你

有沒有去現場看過他們的表演？

譚： 除了漢恩之外，其他幾位音樂家的演出我都聽過。

林： 這幾位小提琴家，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

譚： 我很喜歡陳銳表達音樂的方式。我也喜歡普爾文的

手，他的手很放鬆，而且技巧很好。

林：有沒有哪首作品是你希望在下一場音樂會演奏的

呢？

譚： 我很喜歡布魯赫的小提琴協奏曲，還有韋尼奧夫斯

基的A大調華麗波蘭舞曲。

林： 這次你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會較緊張，還是比賽的

時候較緊張？

譚： 都不是很緊張（笑）。收到香港管弦樂團邀請的時

候，我不停問媽媽：「這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太

難以置信了。之前我見到「港樂」與多位著名音樂

家一起演出，這次得到邀請，我覺得好開心。

Don’t forget to tune in to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s ‘Young Prodigies’ concert, with 

12-year-old violinist Hannah Tam, winner of the 

Andrea Postacchini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Italy, together with Nicholas Carter, Principal 

Conductor of the Adelaide Symphony Orchestra, 

in Mozart’s Violin Concerto No. 3. This concert will 

be broadcast in Live on 4 on 23 February (Fri) at 

8pm with a repeat on 28 February (Wed) at 2pm. 

年僅十二歲的小提琴好手譚允靜將演出香港管

弦樂團的「少年音樂家」音樂會，與澳洲阿德

萊德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卡特同台合演莫扎特的

第三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由第四台錄音並安

排在2月23日(星期五)晚上8 時的第四台音樂會

播出，並於2月28日(星期三)下午2 時重播，不

容錯過。

文字整理：李夢

Robert Mann 曼恩 ▲ 
Photographed for the documentary Speak the Music:  

Robert Mann and the Mysteries of Chamber Music by Accentus Music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Juilliard String Quartet, American violinist 
Robert Mann died on 1 January at the age of 97. He had been the first 
violinist of the Quarte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performing more than 600 
works in nearly 5,000 concerts until he retired from the Quartet in 1997. 
He had also led the Quartet to be a four-time Grammy Award winner.

Born in 1920, Robert Mann started learning the violin at nine and studied 
the instrument under the Concertmaster of the Portland Symphony, 
Edouard Hurlimann, four years later. Hurlimann was impressed by 
Mann’s performance and cancelled all his appointments one afternoon 
to study the piece together with his student. This coaching also changed 
Mann’s dream from being a forest ranger to a musician.

Mann enrolled in the 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 at age 18, and soon won 
the Naumburg Foundation Violin Competition in 1941. After World War 
II, he was invited by Juilliard president William Schuman to form the 
Juilliard Quartet with three other musicians. Since then, he built a strong 
bond with the Quartet. He would change his playing style when there 
were new members and also helped to expand the repertoire by adding 
more contemporary pieces. Even though Mann has left us, his influence 
will always remain in the music of the Juilliard String Quartet.

茱利亞弦樂四重奏創團成員之一，美國小提琴家曼恩於1月1日逝

世，享年九十七歲。他擔任茱利亞弦樂四重奏第一小提琴手逾五

十年，直到退休時已累積演出近五千場音樂會共六百多首作品，

更帶領四重奏四度奪得格林美獎。

曼恩於1920年出生，九歲開始學習小提琴，十三歲成為波特蘭

交響樂團首席向勒曼的學生。有一次，向勒曼被他的演奏深深吸

引，因而取消那天下午的其他約會，與曼恩一起研究該作品。這

堂課亦從此改變了曼恩的想法，令他的夢想由成為一位護林員變

成音樂家。

十八歲時，曼恩入讀茱莉亞音樂學院，其後於1941年贏得瑙姆堡

基金會小提琴大賽冠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茱莉亞音樂學院院

長威廉•舒文邀請他與另外三位樂手組成茱莉亞弦樂四重奏。自

此，曼恩便與四重奏結下不解之緣。當有成員離開，他會改變自

己的演奏，以配合新成員的風格。他亦積極擴展曲目，經常演出

現代音樂作品。縱使曼恩離開了我們，他的影響將長留在茱利亞

弦樂四重奏的音樂中。

Tune in to Artbeat every Saturday at noon  
for more arts happenings around town.

請收聽逢星期一至六黃昏6時的藝壇快訊， 
了解海外及城中最新的藝術資訊。

Arts Happenings  藝壇快訊

Charles Chik  戚家榮      

茱利亞弦樂四重奏創團 
小提琴家曼恩逝世

Founding Violinist of  
the Juilliard String 

Quartet Robert 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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