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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鋼琴家鄧泰山將在波城舉行第四次獨奏會越南鋼琴家鄧泰山將在波城舉行第四次獨奏會越南鋼琴家鄧泰山將在波城舉行第四次獨奏會
【波士頓新聞訊】越南鋼琴家鄧泰山，應中華
表演藝術基金會邀請，在 2016 年一月二十三
日星期六晚 八時，假紐英崙音樂學院喬登廳
(Jordan Hall) 舉行第四次獨奏會。波士頓環球
報 Boston Globe稱他為 「世界第一流鋼琴家」
極力推崇。機會難得，請匆錯過。

鄧泰山出身越南河內，是 1980 年第十屆
國際蕭邦鋼琴大賽的第一名及金牌獎主，也
是亞洲鋼琴家在國際頂級大賽中獲冠軍獎的第
一位。

鄧泰山七歲起跟隨母親學琴。當時越南戰
火連天，全家逃到鄉下。在深山森林裡破 舊
的鋼琴上學習，物資缺乏，三餐不濟。鄧泰山
說，正因為經過這樣的人 生歷 練，讓他對於
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很滿足。無心追名逐利，一
輩子只想單純做一件 事，就是把鋼琴彈好。
如果有人喜歡他的演奏，從中得到感動與喜
悅， 那就是他 最快樂的事了。當時，就讀於
莫斯科音樂學院，才只有三年正式學習鋼琴經
歷的鄧 泰山，憑著一股想到華沙向蕭邦致敬
的心意，苦練參加第十屆國 際蕭邦鋼琴大
賽。 「比賽時，我一進入音樂廳，就被眼前的
景像所懾，抱著可能一生就這麼一回 的那種
純情，憑直覺彈奏蕭邦。」鄧泰山心中，蕭邦
的作品 兼具美麗與痛苦，充 滿高貴情操。

當時年僅二十歲的鄧泰山，因為其成長於
北越，學習於莫斯科的特殊背景，使得他 在

獲獎後最重耍的幾年，只能在蘇聯及東歐各共
產國家演出，以致於歐美 國觀眾 對他的名字
陌生淡忘。 直到 1995 年他成為加拿大公民
後，才開始在美洲演出。獲 獎或至今，鄧泰
山已訪問演出四十多個國家，在世界知名的音
樂廳 與許多世界一 流的樂團共同演出，也與
許多著名指揮家，以及室內樂合作演出，其成
就受到國際 的推崇及肯定。

鄧泰山獲波蘭 Bydgoczsz 音樂學院頒“榮
譽博士”。自 2001 年以來，他是加拿大蒙特
利爾大學客座教授，也在許多國際性比賽中擔
任評審，如 華沙國際蕭邦大賽 ，美 國克利夫
蘭克，瑞士的拉拉哈斯基爾，特拉維夫的魯賓
斯坦，日本的濱松，俄羅斯 的拉赫瑪尼諾夫
等國際鋼琴比賽。

在一次訪談中鄧泰山提到： 「蕭邦的鋼琴
音樂完全是革命性的，他為鋼琴找到屬於 這
個樂器的獨特聲響，創造出前所未見的音質與
色彩。蕭邦為鋼琴開啟無 限的表 現可能性。
鋼琴在他之後能哭、能笑、能說話、能唱歌、
能表達一切，這都得感謝 蕭邦。」 「因為蕭
邦不但幾乎只為鋼琴寫作，他的音樂又和鋼琴
合 而為一，予人 特別的親密感。許多鋼琴
曲，你可以感覺到那其實是一個弦樂四重奏，
或是一個管 弦樂團縮影，你演奏時是在控制
鋼琴，以達到作品所要求的 音樂。但演奏蕭
邦 時，你不會感覺到鋼琴是一個被你操控的

樂器，而是一位極其親密的伴侶，而蕭邦 音
樂又是一種獨特語言，讓你可以說出所有想說
的話。 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很 多話我沒辦
法對別人說，連最好的朋友都不行。當鋼琴家
又何其孤獨，不像其他樂 器還有伴奏，我們
每天只能對著鋼琴獨自練習。 所以我多麼感
謝蕭邦，透過他的 作品，他創造出的音樂語
言，讓我可以訴說最內心、最私人的祕密，從
此不再孤 獨。』他的傳記“蕭邦愛上了一位
鋼琴家 - 鄧泰山的故事”2003 年由雅馬哈音
樂傳 媒公司出版。

2013 年，蕭邦影音出版社出版的鄧泰山
“蕭邦的協奏曲”專輯，得到波蘭影音協會
製作公司頒與白金光碟獎，其銷售超過一萬
份。2013音樂季，鄧泰山在世界各地巡 演五
個貝多芬的鋼琴協奏曲的龐大 項目，深獲好
評。

2013年2月，在日本NHK “明天”電視
節目中，鄧泰山受邀與 2011 年的福島大地震
和 海嘯的受害音樂學生互動。他與這些學生
一起分享他的音樂經歷，鼓勵學生們繼續 他
們的音樂教育， 繼續戰鬥，並展望未來。 鄧
泰山 2015 年在世界各地演出，在波 蘭華沙
“蕭邦與他的歐洲”音樂季裡，與玻阿什肯納
齊 Vladimir Ashkenazy 指揮的 倫敦愛樂樂團合
作演出，深獲肯定好評。

獨奏會當晚鄧泰山將演出法國作曲家 佛

瑞 敘事曲 Op.19 及德布西圖片書和其它曲
子，還有舒伯特的四首即興曲及蕭邦的夜曲C
小調和諧謔曲。

票價$15-$50。六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查
詢請洽中華表演藝術基金會譚嘉陵，電 話
781-259-8195 或網站購票: www.ChinesePer-
formingArt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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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新聞訊】自2012年秋季推出第七代Sentra
後，日產的小型橋車業已在銷售額和市場份額方面增
長非凡，而Sentra亦成為日產增長最快的車輛之一。
為求乘勝追擊，Sentra在2016車款年度進行令人耳目
一新的重大華麗變身；首先就是重新改造外觀以及加
添一系列擴大安全和輔助駕駛科技，任君選擇。

全新Sentra外觀的重要特點包括全新車頭和車
尾設計、水箱擋泥板、車蓋、和招牌迴力棒形狀前
照燈和尾燈以及全新十七英吋鋁合金輪圈設計。內
部重新改動的Sentra備有全新方向盤、全新動力驅
動腰部支撑的動力駕駛座椅、全新設計的中央儀表
板和音響展示、全新控制台與變速鈕、和精緻的座
椅布料。

2016 Sentra 亦在小型橋車內部提供足夠的空
間，包括後座37.4英吋的寬趟腿部伸展空間。一目
了然的內部陳設強調駕駛的控制以及讓所有乘客極
度舒適的座椅。其他可供選擇的功能包括雙區域自
動溫度控制、Bose® 八喇叭高級音響系統、【日

產 Intelligent Key® 】無鑰匙開門及按鈕啟動系
統、和【後視監控 (RearView Monitor)】。

多項日產的先進【安全盾牌科技 (Safety Shield
Technologies) 】首度在Sentra 任君選擇 - 【緊急狀
況 前 剎 車 (Forward Emergency Braking， 簡 稱
FEB)】、【智慧定速續航控制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簡 稱 ICC) 、 【 盲 點 警 告 (Blind Spot
Warning ，簡稱BSW)】和【後置側面來車警示系
統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簡稱 RCTA)】。

2016年Sentra亦透過再調較懸垂設計以及強化
車身堅硬度加強高性能和駕駛感。透過使用優化
【電動轉向助力裝置(Electric Power Steering，簡稱
EPS)】連同改良之懸垂和最新輪胎設計則改善了操
控感和反應。所有Sentra車款均使用高燃油效率的
1.8-公升、4 缸引擎和先進Xtronic變速器。Sentra
S級的車款則可選6-速手排檔。

2016 日 產 Sentra 有 六 款 車 款 可 供 選 擇 ： S
6MT、S Xtronic、FE+ S、SV、SR、 和 SL。

【波士頓新聞訊】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於2015/12/
3週四 2:00-5:30PM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聚會廳(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Yench-
ing Lib.Common Room, 2 Divinity Ave. Cambridge, MA 02138)舉辦中文演講研討
會,由張鳳(《哈佛問學錄~與哈佛大學對話30年》《一頭栽進哈佛》等作者)主持。

主講：陳巴特爾教授(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高等教
育研究所教授)

演講題目：從黄禍到模範少數民族: 華裔美國人的境遇与教育
主 講：程海波(哈佛醫學院訪問學者.南京中醫藥大學轉化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演講題目：中醫藥与中國傳統文化
主講：黎金娥(哈佛大學語言學系訪問學者.湖北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演講題目：從核心詞的語義演變角度看世界語言共性
曼荷蓮及史密斯學院 三位同學演講
主 講：劉至欣
演講題目：九十年代中國大學生對于西方文化的理解
主 講：徐音知
演講題目：金陵女大校史與1905至1937年間中國的教會學校
主 講：曾丹一
演講題目：90年代中國留學生活日常掠影
共同召集人為 : 哈佛講座教授王德威, 張鳳 changphong@gmail.com

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
於2015/12/3週四舉辦中文演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