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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819—1845

    19 世纪的最初 15 年，德意志的命运掌握在一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者手中：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法兰西将军、政治家、皇帝。经过一场又一

场战争，他的名字意味着欧洲大陆社会秩序的瓦解及其在法兰西霸权下的重建。 通过

将战败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纳入联盟，拿破仑施展着他的力量。 符腾堡（Württemberg）

也在其中：1803 年，法兰西皇帝将公国提升为侯爵的领土，1806 年，它成为符腾堡王国，

一个新的主权国家，首都斯图加特，面积和人口几乎是以前的两倍。 此前属于奥地利

的施派欣根（Spaichingen）镇和霍恩贝格（Hohenberg）郡，也割让给了符腾堡。

    受拿破仑恩典，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他雄心勃勃

的使命是统一旧有的和新兼并的地区，将它们改造为现代的、团结的、由中央统治的国家。

但对符腾堡来说，拥有独立主权也有坏处：国家不得不卷入仍在持续的战争中，男性

公民不得不服兵役。最初，符腾堡人民对法国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目标是欢

迎的。然而，公众情绪很快就转变了。被迫成为拿破仑士兵的当地人，与其说是在打

一场解放战争，不如说是在进行掠夺。饥饿而衣衫褴褛的士兵不断搜寻着金钱和酒精，

令城乡居民感到害怕。

    再者，义务兵役制也非常不受欢迎——除了贵族之外，18-40 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

兵役。在拿破仑的军队中，许多符腾堡人目睹了光荣的胜利，也经历了苦涩的失败。

    有 15,800 名符腾堡士兵参加了 1812-1813 年间失败的战役，但只有几百人回到了

家乡。来自施派欣根的 13 名士兵中，只有 3 名活了下来。有一位年轻人，他可以算得

上非常幸运，可以免于在拿破仑战争中作战。

    Johann Grimm 生于1795 年，很小就爱上了音乐。 作为一位乐感出色的年轻人，他

不仅加入了社区教堂唱诗班，还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了管风琴和键盘乐器。随后，一

段木工学徒期为 Johann Grimm 成为钢琴制造师的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13 年初，

他在具备了熟练工的资质后便离开家乡，开始了数年的旅行。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求进

一步学习钢琴制造的机会。

从木匠到制琴师：
创始人 Johann Grimm（����-����）

�



    由于离开家乡施派欣根时，Johann Grimm 只有 17 岁，还不到服义务兵役的年纪，

因此没有参加 1813 年 10 月令拿破仑惨败的莱比锡战役。国王腓特烈一世断绝了与法兰

西皇帝的关系，与以前的对手结成同盟。在接下来与科西嘉大帝的战斗中，许多符腾堡

人失去了生命，其中 10 位来自施派欣根。有些人则试图通过申请免除或者直接逃跑来

逃避兵役。

    Johann Grimm 得以幸免于持续进行的流血战争——不仅如此，他还离开了危机四

伏的国家。符腾堡王国因参与大量战争而负债累累。掠夺与饥饿统治着这片土地，导致

极度贫穷和疾病。1813 到 1814 年间，预料之外的伤寒大流行，波及德意志约十分之一

人口，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接下来几年，情况变得更坏了。收成不好、粮食价格的上

涨导致许多人逃亡东欧或美国。

    Johann Grimm 的旅程并非向西而行，而是来到了施派欣根以东 600 公里的地方：

沿着驿道步行了几周之后，他抵达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当时，维也纳是欧洲的音乐之城。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正是在这里谱写杰作。19 世纪初，负有盛名的音乐家如约瑟夫 · 海

顿（Joseph Haydn）、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和弗朗兹·舒伯

特（Franz Schubert）都活跃在维也纳。作为古典音乐作曲家的领地，这座城市吸引了

不计其数的音乐爱好者和伟大的音乐家。

    不仅如此，1814 到 1815 年间，这个多瑙河畔君主国首都的政治历史也被重新书写：

来自欧罗巴两百多个国家、公国、法人实体和城市的代表在这里召开维也纳会议，共同

协商拿破仑战败后如何重塑欧洲大陆的秩序。会议之外，代表们享受着派对和音乐会节

目。在那期间，维也纳人的舞会文化也经历了早期的盛况。

    这一激动人心的大都市同时也是乐器产业的中心。在维也纳，数量庞大的制琴师制

造着各种各样的钢琴，其中一些现在看起来颇为奇特，比如金字塔型的三角钢琴、长颈

鹿式的立式钢琴，以及可以扛在肩上、放在腿上演奏的便携式钢琴。最后同样重要的是，

更有一些用作特殊用途的乐器，例如可以安装在梳妆台上的微型钢琴 ,也被制造出来。

维也纳学徒生涯：
在音乐版图的心脏公司创始人

Johann Gr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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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维也纳去！”成为了当时欧洲中部地区许多年轻工匠的口号。Johann Grimm 同

样在那里学习手艺，并且是在维也纳顶尖的钢琴工厂。而工厂拥有者——德裔奥地利钢

琴家、作曲家、制琴师 Andreas Streicher（1761-1833）和妻子 Nannette（1769-1833）

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良师益友。

    作为一个施瓦本（Swabian）青年，Andreas Streicher 是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

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朋友；1782 年，他们从斯图加特逃至曼海姆的传

奇经历后来被诗人写进一首声名远播的诗。Nannette Streicher（旧姓 Stein），奥格

斯堡著名的风琴和钢琴制琴师 Johann Andreas Stein 的女儿，则是一位出类拔萃、多

才多艺的钢琴家、作曲家、制琴师、音乐老师和作家。

    这对夫妇是维也纳音乐界的重要人物，他们会在自己的沙龙中举办慈善音乐会，而

音乐家们则在此展示技艺。后来，音乐会规模不断扩大，超出了沙龙的容纳能力，于是

这对夫妇决定成立音乐之友社团。他们与沙龙常客贝多芬交情甚笃，和海顿也来往密切。

此外，在他们的沙龙里还可以见到出版商，其中一些出版商出售贝多芬的乐谱——甚至

包括 1818 年出版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无法演奏的作品 106 号，降 B 大调第

二十九号钢琴奏鸣曲——还可以看到在知名作曲家和贵族中颇受欢迎的 Streicher 制作

的钢琴。

    这令人鼓舞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在 Streicher 钢琴制造公司中了解到的技术创新，

都令 Johann Grimm 获益匪浅。

    1794 年，Nannette Stein 和她的哥哥 Matthäus Andreas Stein 一起在维也纳开设

了 Stein 兄妹（Frère et Soeur Stein）钢琴工作室。1802 年 , 哥哥离开，公司便由

Nannette Stein 接管，改名为 Nannette Streicher née Stein。这位女老板将自己投

身到一个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了世界领先的钢琴制造公司之

一。在那里制作的乐器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在这样的环境中，Johann Grimm 以突破性

的技术革新为特色，对改良的击弦机（Prellmechanik）进行了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声

音和更精准的击弦。

    

精确的演绎和更有力的声音：
带有擒纵装置的击弦机

19世纪的长颈鹿形立式钢琴

����

Nannette Streicher

1836年的钢笔画



歌德在魏玛的Streicher三角钢琴

他曾用它弹奏门德尔松

    对简易击弦机来说，内置于某种擒纵杠杆（Kapsel）的音槌连接着琴键。按下琴键时，

皮制的音槌另一端——也叫作喙（beak/Schnabel）——沿着横向置于整个机械装置背

后的固定轨道运动。然而，简易击弦机也有缺陷：如果按键时用力太轻，就听不到声音；

如果用力太重，则按下单一键时似乎会发出多个半音。

    由 Johann Andreas Stein 制作的钢琴安装了改良版的击弦机：当演奏者弹下一个

琴键，后臂嵌入擒纵杠杆的音槌在敲击琴弦之前，会让自己与它的驱动机械分离几毫米，

随后，活动千斤顶会离开喙，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短时间内同一个琴键便能重复再次

发声。

    带有擒纵装置的击弦机塑造了 19 世纪的维也纳钢琴制造业，这款击弦机也被称为

德式或维也纳式击弦机并且被许多公司，比如 Bösendorfer，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

Stein 钢琴更进一步的改进被称为“德式英国构造”，将音槌的槌头由背向演奏者改为

了面向演奏者。

    19 世纪上半叶，人们热衷于追求新事物，Johann Grimm 先是接受培训，进而启动并

经营起自己的生意。那个时期，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钢琴出现了。19 世纪，创新不仅发

生于音乐之都维也纳，也来自英格兰、法国和美国。1811 年，英国制琴师 Robert 

Wornum 获得了一种小型立式钢琴的专利权，这种钢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产量最高

的钢琴和最受欢迎的家用乐器：相比三角钢琴，小型立式钢琴所需的空间更小，也更便宜。

    1822 年 ,Sébastien Érard 凭借带有单一擒纵装置的三角钢琴击弦机在法国获取了

一项专利。 虽然这项成果在 1808 年就被发明了，但是他发明的“复震奏式击弦机”（双

擒纵）结构则代表着钢琴在重复发声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琴键不需要回弹至初始位

置也能重复发出同一个乐音。这加强了弹奏的深度，改变了力度和乐音的持续性，使钢

琴得以在更大的演奏厅演奏。直到今天，基于埃拉尔德（Érardian）复震奏式击弦机原

理的三角钢琴击弦机仍然被使用着。

    进一步的创新与发明是材料：来自巴黎钢琴制琴师 Henri Pape， 他用毛毡代替皮

革作为音槌榔头的材料。

    当时，美国制琴师偏爱铸铁和钢材来制造背柱，与木制背柱不同，它们可以承受琴

弦极大的拉力而不产生形变。1843 年，来自美国城市波士顿的制琴师 Jonas 

Chickering 发明了用于制造大型三角钢琴的一体成型铸铁架。

木头、毛毡、钢和铁：
钢琴制造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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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派欣根市的自然风光

    当时的许多发明使钢琴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样子，正是在那些年里，Johann 

Grimm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在为 Streicher 家做了六年制琴学徒和熟练工之后，Johann Grimm 成了公认的制

琴大师。他将热闹的维也纳留在身后，回到了位于施瓦本最西角的施派欣根，买下一

栋房子开了制琴工坊。村民们（施派欣跟在 1828 年 8 月 22 日正式立市）当时仍主要

以务农和手工艺品交易为生。这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离工业化还很遥远。尽管如此，

比起 Johann Grimm 1813 年离开时，总体上人们对于成功创业的态度更为赞同了。

    在这个时期，符腾堡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自从国王威廉一世（King William I）于

1816 年 10 月 30 日即位，这个曾经潜藏着危机的王国开始向着更好的未来发展。当时，

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al）曾写道，那是一个“不仅权力，

王国的意志也苏醒了”的时期。1819 年，新宪法出台，符腾堡的绝对君主制被宪政君

主制取代，君主的权力受到公民代表的限制。众多的改革措施削弱了符腾堡州的地产特

权和行会权力，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创造了一个统一度量衡的经济空间。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涌现出五百多家制琴工坊，Johann Grimm 只是其中之一。当

时人们不仅能在城市里找到钢琴和三角钢琴制造商，在最意想不到、缺乏相应顾客的乡

村地区，也能看到。这些工坊大部分维持在小作坊规模，满足地区性的需求。只有少数

成长为具有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重要性的企业。其中包括一家 1835 年在哈尔茨创

立的德国公司：Heinrich Steinweg 制造方形钢琴和三角钢琴，随后于 1850 年移民美国，

在那里，他的施坦威（Steinway）钢琴成了高端键盘乐器的代表。

    Johann Grimm 的制琴工坊也是这个行业中至今仍在运营并享有国际声誉的少数几

家公司之一。勇气、活力、专业技能，以及对技术创新保持开放性，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此，公司创始人在钢琴制造中使用了开创性的发明，例如带有双擒纵装置的复振击弦

机和毛毡覆盖的音槌槌头。即使在 Grimm 的有生之年，他的公司也被认为是德国西南地

区最为先进的公司之一。

州内成功：
施派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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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未婚且在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大龄的女性，Rosine Sauter 和儿子 Carl

的生活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她那同样来自雷舍瑙岛的姐姐 Maria Monika Sauter

（1787-1839），一年前嫁给了比她小 8 岁的 Johann Grimm，并随丈夫搬到施派欣根。

1825 年，这对夫妇决定将 5 岁的 Carl 带在身边，并在后来签订的一项收养协议中，声

明为他提供“住宿、照料、物质需求和教育”。从那以后，这个男孩就与他的阿姨和姨

父一起生活，“一直行为得体”，表现出“足够的爱意和情感”，并且在少年时期便习得

了乐器制作的技艺。

    数年后，甚至在Johann Grimm成为成功的商人之后，他仍旧为一个个人问题所折磨：

他与 Monika 的婚姻始终没有孩子。在拥有自己孩子的希望破灭，并且双双意识到未来

的老年生活需要孩子的帮助后，1838 年初，他们决定收养已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很久的

Carl Sauter。后来的一切表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1838 年 4 月 3 日，Johann Grimm 和妻子 Monika、17 岁的 Carl Sauter、母亲

Rosine 以及法院任命的监督员出席了在施派欣根的高等地区法院举行的收养协议签署

仪式。Grimm 夫妇收养了 Carl，相应地，Carl 也有义务赡养他的养父。过继之后，外

甥保留了 Carl Sauter 这个名字。未来结婚时，他将得到一笔适当的财产，根据继承法，

他将被授予所谓的 Quarta Divine Pii，也就是说，作为未成年被收养者，他有权利继

承养父母 1/4 的财产。

    Carl Sauter 可能对收养协议感到非常高兴。他的生母 Rosa Maria（“Rosine”）

Sauter，雷舍瑙岛的女裁缝，也搬到了施派欣根，成了 Grimm 家的管家。四口之家就这

样形成了。然而，这个安排没持续多久就因 Carl 的表现而改变了。

    直到今天，创新仍是 SAUTER 钢琴制造公司成功的基础：它秉承着通过专利保护创

新的传统——利用专利权赢得竞争优势，并以其创新发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Johann Grimm 在 1830 年代制作的一架钢琴回到了它最初的诞

生地施派欣根。这架简洁、优雅的彼得麦式样（Biedermeier）立式钢琴，是二战之前

在黑森林中一个古老的神职人员之家被发现的，Sauter 买下了它。

    Johann Grimm 制造的乐器有一个特征：不装载当时受到德国和奥地利制琴师青睐

的维也纳式击弦机（带有擒纵装置的击弦机），尽管在随 Streichers 夫妇工作期间，他

对这项技术很熟悉。相反，这位年轻的创业者使用了一项被称为“双重击弦机（Double 

Action）”的技术创新，它是由前面提到的伦敦钢琴制琴师和发明家构想的。与维也纳

式击弦机相比，双重击弦机在钢琴演奏大师所渴望的速度和力量上，都有更好的表现。

通过这种与今天的钢琴击弦机相似的结构，Johann Grimm 证明了他的能力。如今，这

一被公司员工小心保存的珍贵纪念品，在 Sauter 工厂入口迎接参观者们。

Johann Grimm 的第一架
小型立式钢琴和双重击弦机

    在高地德语中，“Sieder”这个词用于形容通过煮骨头和鱼骨来制作胶水和肥皂的

工作。在阿莱曼尼语中，“Sieder”写作“Sutter”。“Sautter”或“Sauter”由此经过

发音变化而来。“Sauter”作为一个姓氏在瑞士西北部和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

地区很普遍。

    Sauter 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康斯坦斯湖中的雷舍瑙岛（Reichenau Island），岛上

有三个村落，Niederzell、Mittelzell 和 Overzell。在雷舍瑙岛，1598 年的一份文档首次

提到一位 Josef Sutter，他与来自瑞士图尔高州（Thurgau）弗劳恩费尔德（Frauenfeld）

的 Agnes Beyer 结婚了。许多年后，一位姓 Sauter 的女孩在雷舍瑙岛出生：Rosa Maria 

Sauter，生于 1791 年，大家都叫她 Rosine。根据雷舍瑙岛 Mittelzell 村的洗礼登记，她

29岁时未婚生下了一个孩子：“Carolus Theodorus，1820 年 7月 1日下午 5:30出生，离任

很久的教师Johann Baptist Sauter的女儿、未婚的Maria Rosa Sauterin之子。”

拼凑的家庭
一位 Grimm 和三位 Sa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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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养母 Monika 一样，Carl 也来自雷舍瑙岛。这个在康斯坦斯湖区的岛屿隶属拿破

仑 1806 年新建立的巴登大公国。因此，作为符腾堡王国和施派欣根的外来人口，Carl 

Sauter 在定居前仍然需要申请获得这里的公民身份。根据法律，他的养父母必须确保

他已经解除了与巴登（巴登下属协会）的关联，并被现在所处区域的主体协会接受。

1839 年 11 月 5 日，施派欣根市议会授予了他市民身份，随后在 1840 年 1 月 15 日，他

获得了符腾堡王国公民身份。

    最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随后，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细节浮现出来了。在 1840

年 12 月 12 日，康斯坦斯湖区的巴登大公国地区办公室通知施派欣根市议会，Carl 

Sauter 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巴登协会，“因为他同时在强制征兵系统登记在案”，因此他

仍然必须服兵役。符腾堡公民身份的授予也因此要延迟，直到 Carl Sauter 能够提供脱

离巴登大公国的证明。

    不论好坏，Carl Sauter 不得不在巴登大公国的军队中服役。兵役长达六年，但新

兵只在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服现役。接下来的几年，每年只需要在秋季进

行四周训练，其余时间可以休假。Carl Sauter 大部分时间仍能待在施派欣根的家中。

    当时，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完全免服兵役，是有可能在服役期之前或期间指定一名替

补的。然而，这将花费总共400盾的巨款。服役期间，Carl Sauter想要利用这种可能性，

并暗示他的姨父花这笔钱。Johann Grimm 本来是准备这么做的，但没能筹够资金。这

令养子很生气，从那时起，他改变了对养父的态度，这最终导致了二人之间的裂痕。

敏感问题：
Carl Sauter 和强制性兵役

C. Sauter钢琴制造厂

早期的照片

今天的Sauter钢琴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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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领养协议已签署六年。1844 年 4 月 11 日，Johann Grimm（他的妻子已去世）、

Carl Sauter 和法庭指定的监督员出席了在施派欣根高等法院举行的协议正式终止仪

式。 Johann Grimm 声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感受不到养子的孝顺，父亲的身份

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因此他请求 “通过将其从约束中解放”来结束与 Carl Sauter

的领养关系。所以，Johann Grimm 将 Carl Sauter 从父权中释放，他再也不必照顾他，

现在他独立且自由了。

    对此，Carl Sauter 回答，他不反对解除与 Johann Grimm 的关系，表示同意。监

督员批准了他的声明，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此时，Carl Sauter 已经独立自由地生活了

一段时间，他离开了养父的房子，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父母的，尤其是父亲的权威，应得到法律的适当考虑，并且“[ 不应允许 ] 过早地

摆脱父权”。这被写在由 Karl von Rotteck 和 Carl Theodor Welcker 编纂，1834 年到

1843 年间出版的著名的国家词典（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政治百科全书）中。带有批判意

味地，它进一步指出，《拿破仑法典》将法定成年的年龄从 25 岁降低至 21 岁，因为国

家希望将儿子们尽早从父权中解放出来，好去服兵役。这种对自然家庭秩序的破坏已经

导致了不利的后果：“第一，它削弱和破坏了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之心，从而弱化了他们

对父母的爱”，并且通过“瘫痪父权”严重损害了家庭教育。Johann Grimm 自己也经历

了孩子感恩之心的弱化和父权的瘫痪。他与外甥和养子曾经有过的良好关系恶化得如此

厉害，以至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终止领养协议。1843 年 4 月 9 日，他写了一封详

尽的信给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为他的决定请求一个“官方认可”。按照当时的惯例，

他在请求信上落款 ：“绝对服从的、殿下最谦卑的仆人 Johann Grimm。”信的字里行间

都透露出他未能教育好养子的深深失望，在他的表述里，养子用以回报父爱 “只有严重

的忘恩负义、粗鲁的中伤、最大的反抗。”Johann Grimm 哀叹道：“相对于孝顺，我遭

受的只有无礼和极端的侮辱，”他接着写道，“眼看着我所珍视的对养子的美好希望从此

消失殆尽，我不寒而栗。”

    感到深深失望的养父向国王提交了长长的清单，罗列养子过错：Carl Sauter 变得

懒惰，常常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并宣称由于要赡养自己的养父母，他从工作中什么也得

不到。再者，他要求并且得到了更高的周薪，却没有提供与之相应的劳动。他还每晚都

出门，午夜才回家，面对养父的责备，他说他不会任由自己受摆布。他在酒馆中对

Johann Grimm 咆哮，说他对他的专业一无所知，他不称职。他从养父那里偷钱，还厚

脸皮地否认这一行为，并且甚至反过来在当地市政当局起诉他对自己的指控。

    Johann Grimm 的信没有夸大其词。见证者证明了养父对养子严厉的评价。施派欣

根皇家最高地区法庭证实了 Johann Grimm “和善平和的性格”，而 Carl Sauter 则似乎

是一个“没礼貌的、尖刻的人”。 施派欣根市议会同时也认为 Carl Sauter 对其养父表

现得“确实粗鲁和有攻击性”。

破灭的希望：
父亲对儿子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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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845—1863

    Carl Sauter 的动力来自于他对自主权的绝对意愿。1844 年，这位 23 岁的企业家

在施派欣根注册了公司，当年 7 月 1 日开始缴纳交易税。带着浓厚的兴趣，市议会关注

着这家公司的情况：带着两名学徒，Carl Sauter 生产出大部分销往国外的“优质乐器”。

根据议会的观察，他因此处于一个能够进行进一步扩张的状态。这与市议会的愿望完全

一致，因为它希望吸引尽可能多的公司来到施派欣根，“这样的话，这座城市的商业精

神就会越来越得到全方位提升。”

    Carl Sauter 可以说是幸运的，他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在收养协议终止后，他本应

该失去主张继承权的资格。关于继承权的法规，根据 Rotteck 和 Welcker 的国家词典，

儿女不该对父母的财产有过高的主张，那些强调继承法、蔑视父亲的权威而不受处罚

的“堕落的孩子”应得的更少，不管他喜不喜欢、高不高兴。

    养父 Johann Grimm 完全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表明养子“堕落”的程度。 但是尽管

不容易，他还是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慷慨。在法庭面前，他明确表示，Carl Sauter 有

权继承已故养母的 400 盾遗产，同时，也有权继承他自己的 1/4 财产。

    当 Johann Grimm 于1845 年去世时，Carl Sauter 因此得以主张养父的财产。 当他

向施派欣根市议会申请并最终取得了市民身份后，他表明拥有大约 800 盾财产；他未来

的妻子，Viktoria，施派欣根鞋匠 Johann Honer 的女儿，将会带着 600-700 盾的财产

进入这段婚姻。这一信息对市议会来说足够了：申请者所拥有的法定财产“保障了他

的生活水平”。 1845 年 10 月 28 日，这一刻终于来了：Carl Sauter 成了施派欣根的合

法公民，并通过支付 100 盾的高额费用来避免再有什么麻烦。自那时起，他接管的公

司冠上了他的名字。这样，就保证了 Johann Grimm 在 1819 年创立的公司能够持续存在。

    1846 年 6 月 30 日，Carl Sauter 26 岁生日前一天，他与未婚妻 Viktoria Honer

（1825-1888）结婚。 婚姻记录上新郎的职业开始写的是 “乐器制造者”，后又在括号

里注明 “钢琴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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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中期，农业和手工业已经无法支撑施派欣根不断增长的人口，必须创造新

的工作机会。因此，这座城市通过修缮道路、设立工业企业等方式，朝着加强基础建设

的方向进行了最初的试探性努力，这其中也包括在 1861 年建立了贸易协会。乐器制造

行业在那段时期变得特别重要。1864 年，有四家工坊雇佣了约 30 名工人，但尽管有相

当的专业性，这些传统家族生意后来还是由于经济和技术上的困境而破产。

    Carl Sauter 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作为施派欣根唯一的乐器制造商，他完成了从工

坊到工业企业的转型。 早在 1846 年，公司成立两年后，他便雇佣了 12 名熟练工和数

名学徒。这给了他将工坊发展为钢琴工厂的原动力。在 1840 年代中期，工厂有超过 20

名雇员，并且扩充了厂房和机器。“所以，对任何一个想要建立和运营工厂的人来说”，

据当代艺术和科学百科全书所写，“更需要的是拥有相当的资本，而不是专注于手艺的

匠人。”虽然 Sauter 从经营规模上来说完全符合这一说法，但在生产方式上，技艺仍然

至关重要。

    当时，机器尚未完全控制工作的节奏。 但是新型木工机械的引进和劳动力的分工，

对制琴师工作内容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原本他们是从草图开始创造一件乐器的。这可

以通过与 Eck & Lefebvre 的对比来说明，这家企业按照法国模式在科隆开设了工厂。

1847 年，这个拥有 68 名工人的工坊，在 12 名机械师、2 名键盘制造工的基础上，又雇

佣了乐器制造者以外的工人：包括切割工、制箱工、绷弦工、盖板制造工、琴底座制造工、

抛光工、雕塑工、铜匠、铁匠、金属制造工和木旋工、装配工，还有作为供应商的钳工（修

理工）、饰面切割工、琴腿切割工和检验员。

    相比之下，施派欣根钢琴工厂中，熟练工的数量仍然是相对少的。估计当时 Carl 

Sauter 仍然没有使用在钢琴制造业中变得越来越流行的蒸汽机，因为只有更大规模的

公司才能负担得起。1855 年左右，最为重要的切割设备之一，带锯出现了，它非常适

合切割曲线和装饰物。

    早期，Carl Sauter 的钢琴工厂似乎更像是某种事物的前身。经年累月，它发展成

一个工业企业，同时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生产要素。据推测，除了制造商的角色之外，

Carl Sauter 还是一个农民，这在当时的工匠和商人中是很普遍的。1857 年，施派欣根

2500 位居民中，仍有 625人在农场或农业企业工作。例如住在附近特罗辛根的口琴制造

者 Mattias Hohner，起初便是用他生意上微薄的盈余来购买农地。

    Carl Sauter 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制造商，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证明，他从

1846 年 1 月 1 日开始写日记。“Carl Sauter，乐器制造商” 的头衔伴随了他一生。他

用优美的聚特林书写体记下了所有重要的事情：采购和雇佣协议、买卖同意书、债券、

工作和产品计划。他工整地记下了自己借钱给谁，如何收回，与雇员签订了哪一份雇佣

合同和工资协议。他也记下了自己将乐器卖给了谁。一切都可以在他的记录中找到答案。

金无足赤：
从工坊到钢琴工厂

成功的销售策略：
钢琴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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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 Sauter 很快就被视为施瓦本主要的钢琴制造商之一。 从最开始，他就不是为

本地市场、而是为区域和全国市场生产钢琴。 他的客户来自美因河和阿尔卑斯之间的

地区，愿意为每架 Sauter 钢琴支付平均 200-250 盾。

    Carl Sauter 事业成功的基础，一方面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对钢琴的需求量很大：

经济资源不断增长，同时增长的还有钢琴音乐在国内的重要性, 结果便是有越来越多人

购买钢琴。 公共机构中，钢琴课程的价格变得可以承受。 家庭钢琴演奏者这个新的客

户群体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Sauter 为他的高端乐器使用了有效的销售策略。 他为客户提供了一种

简单、经济的拥有钢琴的可能性：称之为 “订购系统”。 本质上，这意味着买卖双方

就总价达成了一项协议，而价格要显著低于一次性购买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

19 世纪，剧院、音乐会、图书借阅或报纸的订阅制度是人们所熟悉的。

    在 Carl Sauter 的钢琴制造厂，订购系统这样运作：当 48 个认购者宣布他们有兴趣登

记购买后，他们就来到施派欣根市政厅，由市长主持抽签；从而决定 48 位买家收到乐器的

顺序——幸运的人很快就能拿到钢琴，其他的则可能要等上5 年。为了得到想要的乐器，

每位认购者需支付一定的金额，并以现金支付认购费，期限为 16 个季度。举例来说，购买

一架6又4分之3个八度的钢琴，订购者在登记后立即支付了19盾，并在16个季度内遵守付

款计划，每季度花费 13盾30克朗，每架钢琴的总费用约为232盾，因此比立即预付全款更实惠。



    Carl Sauter 在日记里记录了所有订购者的信息，他们多数是区域中的教师、牧师

和商人。 例如，一位助教在 3 年内分期支付了 200 盾 ；一位钢琴教师想要一架带脚轮

的钢琴，分期付款 4 年，每次支付 10-25 盾；另一位教师则是不规则分期，每次支付

8-56 盾，两年内付清。

    除了常规销售，订购制提供了生产管理的可行性，而且确保了接下来数年的基础营

收。 对分期付款和信用体系的发展来说，也是重要的一步。

     “成为父亲并不是难事，但是做一名父亲却很困难，”Wilhelm Busch 写到。考虑

到 19 世纪左右德国国内的生育情况，你还可以加上一句，持续做父亲更加困难。 当时，

婴儿死亡率非常高 ；在符腾堡大约是 30%。Sauter 夫妇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 ：在 1846

至 1864 年间，Viktoria Sauter 几乎每年都生产，但在 14 个孩子中，其中 8 个要么在

出生时便没有躲过死神的召唤，要么几个月后便夭折了。

    他们的第一个、即后来接手了公司的儿子，在 1846 年 10 月 17 日的婚礼后不久便

出生了。 洗礼时，他被命名为 Johann——这也许是 Carl Sauter 与他已故的姨父和养

父和解的方式。 第二个儿子 Carl 就出生在德意志的历史被写就的那天：1848-1849 年

间的一系列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老 Carl Sauter 的日记记录了这件事：“Carl 

Sauter出生于1848年 5月18日晚上10点15分。”他进一步补充：“在全德国民议会——

法兰克福议会召开的那一天。”

    大约 2000 名施派欣根居民很难认同德国其他地方的演讲者自 1840 年代以来所传播

的革命性想法。 但 Carl Sauter 显然热心追随着发生在柏林、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的

事件。 1848 年 5 月 18 日，为了组建自由民主的统一体和自由运动，第一届国民议会的

议员们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Pailskirche） 济济一堂。 1849 年 6 月，所谓的 “尾

闾议会” 被符腾堡军事特遣会强制制止召开。

成为父亲：
Carl Sauter 和他的孩子们

首德钢琴制造厂的第二代管理者：

Carl Sa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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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1849 年失败革命的句点与 Sauter 家的一例死亡形成了巧合 ： Carl Sauter 

[小 Carl Sauter，作者注 ]于 1849年 6月 28日去世，他的父亲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天，

并补充道：在国民议会彻底解散的日子。

    不仅仅是孩子的死亡率，当时的移民数字也很高。作为革命年代的后果，收成欠佳

和物价上涨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达到顶峰。 到 1855 年，危险的经济状况令超过 7 万符腾

堡人不得不移民。 在 19 世纪的最初 10 年，南部俄罗斯是大部分移民的目的地。后来，

大家转向了梦想与希望之地，美利坚。 在 1841-1860 年间的移民群体中，有 121 位施

派欣根人。

    显然，移民从来不在 Carl Sauter 的选项中。 这将他与他同时代的布伦瑞克人

Heinrich Steinweg 区别开来，后者 1850 年带着儿子移居纽约，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

著名的钢琴工厂。 与 Carl Sauter 本人不同，他的几个孩子很小就移民去了那片机会

的热土，随后失去了踪迹：Albert（生于 1851 年），Flora（生于 1856 年），Blandine（生

于 1861 年）和 Carl（生于 1864 年）。只有年纪较大的孩子们始终留在故乡。

    即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公司的所有者Carl Sauter也并不长寿。1863年8月31日，

在运输钢琴的过程中，他死于椎间盘突出并发症，当时他刚过 43 岁。 三年前，他才

刚刚哀悼了一岁半女儿 Amalie 的去世。 Carl 留下了 38 岁的遗孀和 5 个孩子。 最小的

孩子也叫 Carl， 生于父亲逝世数月后。

    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的钢琴制造商，它们已经开始用工业标准进行大量生

产，而且许多零部件是由他们自己的配件厂进行量产的。 对他们来说，为钢琴框架供

应钢铁已经成为标准操作。 1858 年，施坦威公司建造了占地一万六千平米的工厂，展

示了如何以工业化的方式经营手工业。

    这个时期，音乐演出开始越来越多地从私人沙龙转向可以容纳数千名音乐爱好者的

大型音乐厅。 因此，艺术家和公众都期望乐器比以往有更响亮、更强共振的声音。 施

坦威解决了这一需求，并在此过程中彻底改革了钢琴制造：1855 年，Henry Steinway

推出了一台拥有特别弦列设计的三角钢琴，这种方式在方形钢琴中已有运用。通过所谓

的交叉弦列，低音弦从中音域和高音域的琴弦上方穿过；较长的低音弦产生共振，部分

地补偿了被铸铁框架吸收的声音。施坦威开发并取得专利权的三角钢琴、小型立式钢

琴以及铸铁框架很快就被其他美国和欧洲公司所接受。 在音乐会进行过程中需要给钢

琴调音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更进一步的革新是选择性延音踏板，1844年，在巴黎举办的法国工业博览会上，

Boisselot & Fils 展示了这一发明。数年后，巴黎盲人钢琴调音师 Claude Montal 在

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展示了一个类似但是更成熟的概念。 用他的方法，选择性延音踏板

能够防止抬起的制音器再次落下，这样演奏者就可以维持个别音，而所有其它的制音器

继续对琴键的按下和释放作出反应。 铸铁框架和交叉弦列放大了音量，选择性延音踏

板则增强了钢琴家在演出中弹下的单个或一组音的整体效果。“踏板，踏板，是钢琴的

灵魂。” 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强调说。

    在钢琴制造的历史中，1853 年被认为是奇迹迭出的一年。这一年中，有三家世界

顶尖的公司创立：3 月 5 日，纽约，施坦威（Steinway & Sons）；10 月 1 日，柏林，卡

尔·贝希斯坦（Carl Bechstein）钢琴工厂，以及 11 月 18 日，莱比锡，博兰斯勒

（Julius Blüthner）钢琴工厂。因为它们，乐器制造的新时代开启了，制造者们懂得利

用一切技术革新来发展自己的优势。

交叉弦列和选择性延音踏板：
钢琴制造的革新

    19 世纪中叶，皇家城市斯图加特将自己打造成了德国第一个钢琴制造中心；随后

跟上的是柏林、莱比锡和德累斯顿。 但即便在这些中心之外，德国的钢琴制造者，例

如 Carl Sauter，也打出了一片江山。“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Heuberger 

Bote》在 1856 年 9 月 3 日写道：“斯图加特的制琴师非常优秀，他们制作的乐器完全可

以比肩任何其它城市。” 除了斯图加特的制琴师，报纸明确地赞扬了 Carl Sauter 的经

营成就，并且将他作为技艺高超的制琴大师进行推荐。 于是，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银

行家在试奏了一架刚出厂的钢琴后，立即委托制作了同样一架：“愿 Sauter 对极致完美

的不懈追求也为他的钱包带来预期的成功。”

“对极致完美的不懈追求”：
SAUTER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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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这一插曲所揭示的，在成立之初，Sauter 就与廉价和批量生产划清了界限。

它将自己与同一地区另一个在1850年代末期获得成功的乐器制造品牌——来自特罗辛根

的口琴制造商 Matthias Hohner——区别了开来。Matthias Hohner 广泛的客户基础主

要是没有乐器知识和崇高艺术理念的、追求实惠的消费者。另一方面，钢琴也与社会

壁垒联系在一起：要学习钢琴演奏，就必须掌握乐理知识。 读谱和昂贵耗时的钢琴课

一样，是经验的一部分。 钢琴是富裕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也是资产阶级家居装饰

和生活方式培养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广告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异。为了让品牌形象持续地留在潜在消费者的

记忆里，钢琴制造商与著名钢琴家合作，或者把三角钢琴放在布置好的顶级场所中，因

此当时的评论总是包括乐器的使用体验。 一些钢琴生产商甚至运营他们自己的音乐厅，

在那里，他们邀请杰出音乐家弹奏自己的乐器。

    在宣传艺术家和音乐会的同时，也有来自知名客户的满意推荐，以及专业期刊的文

章。作为一种特别的宣传，如果皇室选择了一个品牌，生产者就会被冠上“皇家供应商”

的名号。

    Carl Sauter 采用了一些常规的市场策略：产品目录中的推荐、最高当局的奖项。

因此，当符腾堡的威廉一世国王在 1861 年 9 月 27 日庆祝他 80 岁生日时，这位钢琴制

造商获得了一份“嘉许状”。《Heuberger Bote》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刊登了符腾堡内阁

总理 Baron Joseph von Linden 手写的信件，信中他同意了 Carl Sauter 想要以抽奖形

式出售一架展示用琴的请求：“这位勤奋的人得到如此认可，的确是十分可喜的。”

     Sauter 品牌开始在区域外投放广告，在商品展销会上展示技术革新并建立业务联

系，这在当时也是获得知名度的途径，Sauter 品牌也因此在南部德国获得盛名。Carl 

Sauter 的公司还没有参加过国际性的博览会，例如 1862 年的伦敦世博会。它在挺长一

段时间之后才接受美国知名钢琴制造商施坦威已经成功实践过的市场策略：赞助顶尖艺

术大师的音乐会。

    今天，任何一位 Sauter 工厂的参观者都对 Sauter 钢琴的品质深信不疑。Carl 

Sauter 制造的第一批钢琴之一就放在施派欣根工厂的入口处。 Karl Rieger，一位曾在

该公司工作的钢琴制作大师，1979 年在马尔斯滕 Anton Rieger 木工工作坊中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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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1863—1909

    Johann Sauter，生于 1846 年 10 月 17 日，父亲在他 17 岁时去世。 他与母亲一起

继续管理工厂，但他不住在家乡。 他在美国成为学徒和熟练工，在那里，他了解了重

要的发明和革新。后来，他将这些想法带回了施派欣根，Sauter 因而受益。 1876 年 5

月 15 日，他与来自附近奥伯恩海姆地区的 Elisabeth Gehring（1854-1928）结婚，育

有两个儿子。1909 年 4 月 1 日，Johann 去世，儿子 Erwin Sauter 接管了公司。当

Erwin 去世，哥哥 Carl 担起了管理公司的角色。

    离开美国后，Johann Sauter 回到的是一个工匠精神最终被工业化取代了的城市。

新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基础设施，同时，木材和金属工业，食品、烟草和饮料行业都有

了新的操作方式，纺织和服装业也出现了。1876年，一份施派欣根地区的市政说明写道：

勤劳、有序、活跃的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贸易，后者不计其数，

绝大多数居民在务农之外，都从事着某项手工业。 Sauter 是唯一的钢琴工厂，另外四

家乐器制造商对它不构成竞争。Johann Sauter扩张了从现在的角度看应该算是“工厂”

的公司，并且努力为专业人员提供适当的培训。到了世纪之交，他共有 60名雇员。作

为一个万事通，Johann Sauter 令施派欣根这座城市拥有了钢琴课、合唱团和乐团。

    Johann Sauter 人生一大重要事件是他1904年访问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

会。 在这个进步的盛事中，有太多值得惊叹的轰动性事物：汽车、飞船、气象气球和

无线电报机。除了技术成果以外，世界博览会也有动物表演、娱乐活动、幻象柜和牛仔戏。

很可能他还让摩天轮带他到 80 米高空，欣赏了宏伟的博览会全景，在那里，趣味性和

有益的经验、娱乐、信息的大融合正在上演。

    Sauter 没有在圣路易斯的展会上展示自己的产品，但他看到了施坦威公司的产品。

Johann Sauter 当然不会错过欣赏这一著名制造商的乐器的机会。也许他还借此机会打

听了移民美国的弟弟妹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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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创新的开放态度一直是 Sauter 的原则之一。 这一点在 Johann Sauter 管理公

司的40 年中也得到了证明。 他对于完善钢琴击弦机有特别的激情。他为许多发明和创

新申请了专利，不仅在德国，也在其它生产钢琴的国家：法国、奥地利、英国和美国。

尽管财务收益很有限，Johann Sauter 还是为申请击弦机的专利投入了可观的资金。

    顶杆上带有琴舌的复奏击弦机于1898年在英格兰和法国注册了专利。 更特别的是，

顶杆舌和音槌尾部通过弹簧连接。 哪怕对琴键的压力有最轻微的降低，顶杆就会在音

槌尾部下面重新敲击键盘；当再次按下琴键，音槌也能立刻再次敲击琴弦。 Carl 

Sauter 在 1960 年代末发明的 R2 击弦机便是以 Johann Sauter 的这种复奏击弦机为基

础设计的。

拥抱创新：
RR 型击弦机

    19 世纪后半叶被认为是德国钢琴的黄金时代，通过转型为成本收益比更佳的工业

化乐器生产商，以此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钢琴对资产阶级文化生活的重要性如

此之高，以至于这些乐器的制造商并未受到1850-1914年间经济危机的影响。 举个例子，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 7000 名员工在为 Bechstein 公司工作。

    最初，德国钢琴制造商仅向德语国家和邻近国家出口产品。 后来，从 1870 年到

1914 年，他们征服了世界市场。大英帝国是当时德国钢琴的最重要客户之一，因为除

了不列颠群岛，钢琴也销往英国的殖民地，包括南美也是重要的出口客户。德国钢琴

制造业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

    市场情况是可喜的：在德国国内，钢琴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新兴市场正在

欧洲各国浮现，从 1880 年代起，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市场也形成了。 从 1850 年到

1919年，大约3,200,000架钢琴（每年平均46,000架）被制造出来，其中55%出口到国外。

在世界各地，德国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是中产阶级家庭、皇室、音乐学校、音乐厅和豪

华邮轮的普遍配置。  

   

社会地位的象征和国际性的成功：
德国钢琴的黄金时代

RR型击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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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量产，如今钢琴已成为真正的世界乐器，这个产业在所有国家都有成千上万

的雇员，并且催生了最重要的工坊，” 1886 年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里这样记载，“尽

管作为高度完美的乐器，它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新并不多见，但试图改进这一乐器而

为之付出的努力却一直持续着。”

    这样的改进不仅来自生产者的创造性，就击弦机、音板结构和许多其它部件来说，

它们也被作曲家新的音乐诉求所激发。这段时间里，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越来越少在

真正的工坊中制作，而是在工业化运作的工厂中、在专业化机器的帮助下进行生产。有

些工厂还通过自有的蒸汽锯床和半自动化机器自主进行木材加工。大量新的供应商进行

着钢琴专用配件的生产。因此，只有少数专业工人的小公司也有能力生产高质量的乐器。

    与此同时，一些最为重要的创新产生了。 例如，1866年，合成材料赛璐珞替代了

此前的骨头及象牙，被用于制作高性价比钢琴的琴键。1878 年，莱比锡钢琴制造商

Julius Blüthner 取得了共鸣弦技术的专利权，这项技术在高音区增加了不被音槌敲击

的第四根弦，以增强泛音。 同一年在美国，施坦威公司为枫木多层板制作的弯曲外壳

结构申请了专利。 1880 年，施坦威在汉堡开设了工厂；他们的乐器获得了极佳的声誉，

成为欧洲市场最有力的竞争者。

    Sauter 始终高度重视客户满意度——现在与过去都是如此。在 1860 年代晚期，满

意的顾客通过信件来表达Sauter钢琴尤其令他们喜爱的方面。他们赞美了乐器的音色，

也赞美了它的音调、持久性和美学设计。 当时 Sauter 钢琴还远没有那么昂贵，但对这

些客户来说，它绝不亚于大工厂生产的钢琴。 它们优雅、精致，简直令人想不出还有

什么缺点。内卡苏尔姆的一位教师称赞了自己一年前购买的七个八度的方形钢琴：“这

件乐器，以其罕见的美丽音色、有力的击弦和优美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令其

主人得到提升’。”斯图加特一位钢琴家和音乐教师称赞了乐器纯净美丽的音色，以及不

凡的表现力，称它们是精工细作的艺术品。

“耳目一新”：
SAUTER 钢琴的当代评价

Johann Sauter：

带领Sauter进入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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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ter 后来停止了方形钢琴的生产，完全专注于制造立式钢琴。 Sauter 在地区性

贸易会展中展示它的乐器，其交叉架弦钢琴在 1881 年得到了符腾堡国家展览会的奖项。

在新闻发布会中，公司推荐了“拥有有力和醇厚音色、价格低廉且能保修数年” 的交

叉架弦钢琴和直弦列钢琴，现金或分期付款均可购买。 作为额外服务，Sauter 还提供

钢琴以旧换新的服务。

    1886 年起，这家钢琴工厂在施派欣根 Hauptstrasse 23 号设立了总部。 同时，在

这座城市中的工业博物馆里，它也拥有一个大型展览空间。 在常设展中，感兴趣的消

费者可以体验 Sauter 钢琴独特的音质，并且对品牌提供的相对低廉价格有所了解。 这

个博物馆也举办工业展览会，在1890年3月的一份产品目录中，人们可以读到：“钢琴制

造商 Sauter 先生的工坊已经生产了大约两千件乐器，他在 Christopherus 雕像的左右

两侧放置了两架黑色漆面的钢琴，内外都很漂亮，在各个音域都拥有强劲而柔和的音色。

    在 19 世纪，许多德国钢琴制造公司都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从具有区域重要性的

小型手工业企业，成长为大规模的工厂。 在那里，钢琴通过协作批量生产。 这种家族

企业的负责人往往是一个视自己为大家长的人，他的员工则是一个 “大家庭”，他以父

亲般的关怀，严格而公正地领导着这个家庭。 这和员工的低流动率是相符的：不少员

工对公司的忠诚持续了几十年，有时候，一家公司甚至同时雇佣同一个家族中的几代人。

       

“长期服务的核心团队”：
Sauter 的员工忠诚度

1881年国家贸易展览会的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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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ter 也不例外。 它能获得持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员工的长期忠诚服务。

当 Johann Sauter 在 Gasthof Sonne 小饭店组织公司庆祝活动时，表彰了一些已经为公

司服务超过 30 年的员工 ：例如 Vinzenz 和 Anton Buhler，分别在 1858 和 1863 年加

入公司。区域性报纸《Heuberger Bote》认为 Sauter 是一家典型的支持员工社会提升、

同时与员工建立互信的企业：“这无疑很少见，一家工厂拥有长期服务的核心团队和产

业工人，他们凭借可靠、节约、勤奋，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有为公民。如

果说这种庆祝活动是对工人的褒奖，那么它同样也是对雇主的褒奖。 雇主由此表明，

自己在长期服务的员工中看到了忠诚的助手，而这些助手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各个

方面为公司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1897年7月27日，

Johann Sauter的钢琴击弦机

获得专利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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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09—1948

    在公司的历史中，继任计划是最关键的事情之一。 公司如何传给下一代，不仅仅

是继承法和商业问题，情感因素也很重要。私人世界和商业世界，由于完全不同甚至部

分冲突的逻辑，会产生碰撞：家庭是由亲情和情感的亲密决定的，而商业中理性因素往

往占主导地位。

    当 Johann Sauter 于 1909 年 4 月去世，一系列事件便在这个施派欣根的家族企业

中浮现出来。他的去世打破了常规的继任者安排。理论上，长子 Carl 应该接任公司负

责人，但当时 33 岁的他与父亲不和已有一段时间。世纪之交时，他离开施派欣根，去

了柏林做制琴师。父子不和的原因可能是儿子严厉批评父亲的专利策略，即父亲申请了

大量昂贵的专利，但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很少。

    因此，Carl 的弟弟 Erwin 在 1909 年承担起了管理公司的责任。然而，Erwin 在位

仅有 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 年，他战死于法国前线附近的凡尔登。会不会

像家族传说的那样，在新年前夜使用手榴弹时发生了意外？几乎不可能，因为写于

1916 年 12 月 29 日的讣告是这样的：“为祖国而战的，我们亲爱的、优秀的、永远铭记

的儿子、弟弟和姐夫，Erwin Sauter，钢琴制造商，在 12 月一个清晨的 6点 30 分倒下了，

享年31岁半。”在悼语下方，是他的母亲Elise Sauter和哥哥“Carl Sauter，钢琴制造商”

的署名。

    父亲的弟弟去世后，轮到 Carl 接管公司了。然而，他并没有立即从柏林回来，这

可能说明他仍然有些勉强。直到 1918 年，他才再次出现在施派欣根。那年他 41 岁。同

年3月4日，他与比他小16岁的寡妇Anna结婚。他们的结合带来了3个孩子：Robert（生

于 1919 年），Hans（生于 1921 年）和 Rolf（生于 1926 年）。后来，Anna Sauter 遭遇

了一起严重的事故。Carl 摆弄他的来福猎枪时意外走火，击中了 Anna Sauter 的腹部。

她活了下来，但医生建议她别再要孩子，因为怀孕对她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幸运的是，

医生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 Anna 又生了三个孩子：Teresa（生于 1930 年），Maria（生

于 1933 年）和 Carl（生于 1936 年）。1948 年，Carl Sauter 去世后，Sauter 的家族生

意进行了一次交接。长子不是继承人的情形再一次发生了，因为 Robert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战死于俄国，因此，次子 Hans 继承了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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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起初并不想承担公司负责人的角色，Carl Sauter 在世时，仍然确保了其家族

生意的可持续性。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剧变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意志帝国的终结，

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魏玛共和国，国家社会主义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最终，

1945 年对德国的占领和分裂。

    Carl Sauter 不仅仅是制琴师和钢琴制造厂的所有者。他还是一个组织者、发明家、

技师和音乐教育家。他作为教师和未来艺术家的赞助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优秀艺

术家举办音乐会，他知道如何激发人们对钢琴和钢琴演奏的热情。Carl Sauter 度过了

活跃而充实的一生，直到由于心脏病发作于 1948 年 1 月 16 日去世，享年 72 岁。

    他的妹妹 Ida 在给他们的阿姨 Katharina 的信中这样描述导致他死亡的事件：Carl

像往常一样在工厂工作到晚上 6点，吃了晚饭，和妻子孩子打牌到 10 点。他坐在火炉边，

10 分钟后就成了一具尸体。我们所处的极其不安、苦难和不幸的时代，显然缩短了他

的生命。

    Carl Sauter 单身时的一件有趣的小事似乎值得提及：在柏林，他给自己买了一枚

钻戒。从那时起，这枚珍贵的戒指便一次次从 Sauter 家的父亲传给儿子。今天，

Ulrich Sauter 戴着这枚戒指。

音乐多面手：
Carl Sauter（����-����）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德国钢琴制造黄金时代的终结。员工被征募去打仗、原材料

被管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制造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些都对钢琴制造商造成

了影响。甚至当托马斯·曼（Thomas Mann）后来所说的“残酷的世界死亡节”（the 

cruel world festival of death）终于在四年后落下帷幕，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也已无

法与战前同日而语，更不用说超越了。

减产和新媒介：
德国钢琴制造行业经历的一段危机

Erwin Sauter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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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产开始于 1920 年代中期，到 1930 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达到顶峰，钢琴产量几乎

和战时一样少，只有几千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乐器产量只翻了三倍，而钢

琴制造商的数量则大幅下降。新的音乐媒介，例如唱片、留声机和广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而钢琴演奏作为一种消遣，对许多人来说丧失了吸引力。最终，在二战的打击下，德国

的一些钢琴制造商再也没能恢复生命力。大量劳动力被征募参加德国国防军，一些公司，

例如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 Grotrian-Steinweg 则不得不制造飞机马达。空战破

坏了许多生产设施，1945 年后，中东欧不得已的重组导致一些历史悠久的产业迁移，

尤其是那些在波兰政府统治之下的地区。

    只有在二战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结束后，被完全破坏的德国社会体系才再一次恢

复运转。作为体系的一部分，德国钢琴业协会（Fachverband Deutsche Klavierindus-

trie）于 1947 年成立了；今天它叫做德国钢琴制造商协会，仍然在组织许多音乐教育

和社会活动。

    Sauter 以惊人的业绩挺过了德国钢琴制造业的危机时期。Carl Sauter 一边生产着

新钢琴，一边修复旧的和租用的钢琴，有时候甚至用它们交换其他物品和服务。像他的

前辈一样，所有钢琴零部件的制作都由 Carl 和他的公司完成，直到今天，Sauter 从未

寻求过外部的帮助。更重要的是，Carl Sauter 不再申请专利，因为他始终牢记着父亲

的教训。通过精简工作程序、使用现代化机器，他设法在经济上稳妥经营，因此公司在

一战和大萧条期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914 年之前，这家钢琴制造厂生产的钢琴绝大部分销往德国南部地区，有一小部

分出口瑞士。一战后，整个德国都被视为一个新市场。顾客看中 Sauter 钢琴的高质量

和优雅设计，以及丰富的声音和纯净的音色。1938 年，二战爆发前一年，Sauter 的销

售额和利润分别为 70,000 帝国马克和 6,400 帝国马克。到了 1943 年，销售额和利润分

别下降至 18,000 帝国马克和 1,000 帝国马克。工厂原本有 40 名员工，每年生产 300 架

钢琴，在此期间则急剧减少到只剩下两名。1942 年，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产量不得

不清零，因为钢琴并非战备时期的紧要物资。剩下的少数员工在生产简易的弹药箱之余，

偶尔才有时间修复旧钢琴。最后，在 1943 年的春天，工厂不得不全面停工。Sauter 再

次开始生产钢琴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了。

重组和现代化：
两次战争之间的 Sauter

德国黑暗时期的公司负责人：

Carl Sa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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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1948—1968

    Hans Sauter 是 Sauter 家族第四代的首位钢琴制造厂负责人。他生于 1921 年 2 月

8 日，成长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早在 1935 年，他就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

为期 4个月的国家劳工服务（State Labor Service）后，他在 1940-1945 年加入国防军，

最后当上了步兵中尉。在战争中，他多次负伤，最终被俄国人俘获关押。冒险从战俘集

中营逃脱后，Hans Sauter 先是到了丹麦。1945 年 8 月，他设法从那里回到了故乡。

1946 年 2 月，Hans Sauter 又开始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了。此时的工厂已经经过了差不多

三年的强制停产，先是开始维修钢琴，然后又投入了办公家具的生产。

    1948 年初，父亲去世后，Hans Sauter 接管了钢琴制造厂，由于要在公司担任管理

职务，他必须通过一个“去纳粹化”的程序。和其他占领区相比，法占区实行相对宽松

的管理：1909 年 1 月 1 日之后出生的、没有在纳粹党内担任相关职务的，就不一定要

通过这项程序。负责“去纳粹化”的德国民事法庭豁免了 Hans Sauter，因为他当时年

少无知，并且没有在纳粹组织中任职。他只不过是“被动”参与，没有宣传也没有支持

纳粹主义。

    Hans Sauter 掌管家族生意约 20 年。他大胆地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在他的管理下，

不仅 Sauter 成了欧洲钢琴工业的顶尖企业之一，Sauter 钢琴还享誉全球。Hans Sauter

时代，工厂经历了设施的升级和现代化，生产程序根据最新的工艺水平现状和产品报价

做了调整，全球市场也扩张了。Hans Sauter 加强了销售组织，他还被视为市场及其趋

势的最敏锐观察者。公司不需要单独的研究发展部，因为 Hans Sauter 自学成才；他自

己构思、推动所有事情，不依赖外部帮助。1950 年代，这位琴痴和激情四溢的音乐家因

肾形钢琴而获得巨大成功，这种钢琴是以那个时代非常受欢迎的“肾形桌”

（Nierentisch）为基础设计的。他生产能够适应当时生活场景的小型钢琴，由此出乎意

料地迅速吸引了德国乃至欧洲和全世界的爱好者。Hans Sauter 拓展了钢琴制造厂的国

际地位，为 Sauter 钢琴在全球的销售奠定了基础。在 1960 年代初，Sauter 已经不仅是

施瓦本地区最大的钢琴制造厂，还成了年产超过2000台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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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富有远见的企业家 Hans Sauter 也在施派欣根市发挥着重要的公众作用。

多年来，他是许多本地协会的主要人物，广泛支持学校和市政设施建设。当年仅 47 岁

的他于 1968 年 5 月 22 日因战争伤害的延迟效应而去世时，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份讣告，

赞扬 Carl 的创造性想法和丰富知识，以及他的主动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坚定不移的

奉献精神，“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乐善好施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他赢得了员工

们的忠心。”

    1945 年后，重建 Sauter 钢琴制造厂与重组股东法律和财务地位的工作在这个家族

企业内部同时进行。长子 Robert 1944 年死于俄国之后，有必要对继承权问题作出安排。

当时 Rolf Sauter 仍然是俄国战俘，直到 1950 年才回到家乡。1946 年 3 月 5 日，Carl 

Sauter 口头同意与儿子 Hans 建立普通商业合伙（OHG）关系。父亲享有 75% 的利润，

儿子 25%。父亲的投资额是 75,294.10 帝国马克，儿子是 13,700 帝国马克。儿子的投

资包括父亲赠予他的 10,000 帝国马克本金以及他给公司 3,700 帝国马克的转贷款。最

初的资产负债表显示，1946 年，Hans Sauter 总共为公司注资 2,499.95 帝国马克，后

一年注资 3,736 马克。他母亲用自己的积蓄支持了他 3,200 马克，还有 4,000 马克来自

他哥哥 Robert 去世后的人寿保险。1947 年，Hans 以自己的财力贡献了一辆价值 2,250

帝国马克的卡车和 1,000 帝国马克现金；从当时的妻子那里，他也有超过 8,750 帝国马

克的资金可供支配。

    Carl Sauter 逝世于 1948 年 1 月 16 日。遗嘱中，他的妻子 Anna 可以自由处置全

部遗产，并且对家族生意和私人财产负有无限责任。除她之外，子女 Hans、Rolf、

Teresa、Maria 和 Carl 是法定继承人。大约五个月后，1948 年 6 月 20 日，货币改革将

西部占领区置于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对 Sauter 家族的生意来说，这意味着 Hans 

Sauter 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有权获得 132,000 德国马克公司资产，他自己则有权获得

64,000 德国马克。资产包括不动产、工厂和办公设备、投资和流动资产，总计约

269,000 德国马克；负债清算后，剩余 197,000 德国马克。

从普通商业合伙（OHG）到有限合伙（KG）:
家族企业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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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Sauter
带领第四代Sauter人

迈进战后的“经济奇迹”



    Carl Sauter 和儿子口头约定的民事合作伙伴关系（Gesellschaft burgerlichen 

Rechts, GbR）于 1950 年 12 月 31 日解除。后来 Anna Sauter 重新分派了公司资产，借

此她本人得到了49,000 马克，她的孩子 Rolf、Teresa、Maria 和 Carl 每人得到约

19,000 马克，Hans 得到 69,000 马克。除此之外，她宣布放弃丈夫遗嘱中规定的，对分

配给儿女的公司资产的终身用益权，把它们留给了 Hans 和其他孩子。

    一个名为“Carl Sauter 钢琴制造有限公司”（Carl Sauter Pianoforte Factory 

KG ）的有限合伙公司于 1951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它的个人责任合伙人是 Anna 和

Hans Sauter；有限合伙人是其他子女，Rolf、Teresa、Maria 和 Carl，每人出资

16,000 德国马克。这家有限合伙公司的创始文件用平淡的公文用语概述了他们的职责：

“本公司旨在进行立式钢琴、三角钢琴、小风琴的生产、维修及租赁和销售。该公司可

以成立木材和音乐相关的制造分公司；可以成立子公司和投资其他公司。

    所有普通合伙人必须为公司全职工作，除了 Anna Sauter，她可以决定自己为公司

工作的程度。她还享受股东大会主席的特殊权利，在票数持平时，拥有决定权。

    Anna Sauter 将她的所有股份重新分配给了儿子，自己只留了 1%；作为普通合伙人，

虽然她有权制定指导原则，但她事实上将自己置身于生意之外。这也体现在她对销售和

营销的态度上。进入 1960 年代，Sauter 公司雇佣了自己的销售代表，他们奔走于所在

地区的私人客户之间。在大城市，代理人——大部分是钢琴教师——自己开车或用大巴

载着他们的学生和其他潜在消费者来到施派欣根的生产现场。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德

国西南部进行直接销售，后来在 1968 年委托给了 Musik-und Pianolas Spaichingen 

GmbH 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不属于 Sauter，仅仅通过分销协议进行合作的公司。由此，

Hans Sauter 开始在南部德国建立 Sauter 的分支机构，并且创建了国外的经销商网络，

最初是在瑞士、法国和瑞典。

都存在一些声学缺陷以及调音、维修方面的困难，但它们在尺寸上符合当时住房短缺的

状况，质量上也反映了购买者有限的财务能力。

    然而很快，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有所改善。从 1947 年开始，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

提出了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建立了贸易条例，不仅促进了西德的复苏，也使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在 1949 年回归世界市场。通过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例如欧洲支付同盟，以及

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德国参与到了商品、支付和资本加速自由化的进程之中。多亏

了社会市场经济，情况有了改观：从 1952 年中开始，德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已经突破了

自我维持的状态。国外贸易前所未有的扩张是那个时期所谓“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

    甚至远在“经济奇迹”发生之前，国外贸易就在 Sauter 的复苏中扮演了决定性的

角色。多亏了 Anna Sauter 的安排，这家钢琴制造厂得以在 1948 年就重新开工。她找

到法占区的相关负责人，申请恢复业务运作，在交谈过程中，发现这位公务人员也是一

位钢琴演奏者。他给予了Anna所急需的开工许可。次年，工厂用地上就新建了一栋厂房，

以满足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Carl Sauter钢琴制造厂很快成了德国顶级的钢琴制造商。

1948 至 1949 年间，在西德生产的总计 1000 架钢琴中，大约有 300 架来自施派欣根的

这家钢琴工厂。

    从 1948 年到 1950 年，数字继续猛增：销售额从 1948 年的 70,000 德国马克飙升到

1949 年的 338,000 德国马克，再到 1950 年的 475,000 德国马克。同时，利润从 5,000

德国马克增长到 19,000 和 66,000。当销量增长到 7 倍，公司的利润几乎升至 13 倍。

员工数量也大大增加，从 1948 年的 25 人，到 1951 年的 49 人，几乎翻倍。

    这惊人的增长可能主要来自国外的需求。再者，Carl Sauter 钢琴制造厂还靠附近

特罗欣根的生意伙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进行乐器销售：Hohner 的运送服务几乎覆盖中

美和南美的所有国家，先是分别将货品送至大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是它的分销商，再由

这些公司送到更小的经销商手中。这些公司确保了 Sauter 钢琴的持续销售。

    1945年5月8日，对德国来说，二战和国家社会主义暴政终结了。获胜的同盟国，美国、

苏联、英国和法国将这个国家划分为四个占领区。接下来的数年中，德国人关心的主要

问题是生存。留给钢琴这种高端乐器的市场空间很小很小。而且，许多德国钢琴制造厂

被毁，尤其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传统公司在西部占领区重新安置，开始了新的商业征程。

它们几乎都以生产1930年代开始流行的小型立式钢琴和迷你三角钢琴为主。这两种钢琴

需求不足：
战后德国的钢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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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 1949 年 8 月颁布的联邦紧急

救济法（Emergency Relief Act）。它的目的是帮助因战争而落入极度困境的人们，例如，

受纳粹政权迫害的人们，从东德背井离乡而来的人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战俘

营的回归者，退伍军人和其他受到战争影响的人。Hans Sauter 也想利用联邦紧急救济

法。1951 年 3 月 15 日，抱着创造工作机会的想法，他在符腾堡 - 霍亨索伦经济事务部

申请了 50,000 马克贷款（今天的巴登 -符腾堡联邦州成立于之后的 1952 年 3 月 9 日）。

    在他的申请中，Hans Sauter 描绘了一家有着光明前景、高效运转的成功企业，这

家企业在过去的数年中已经完成了自我重建，尤其国外客户对其高质量乐器的需求量正

在快速增长。在他的表述中，这一注资请求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如果能得到总额 100,000 马克的投资，这位公司负责人想要扩张工厂、提升产量，

从最初的 65-70 架钢琴，到 95-100 架，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他把当前的订单累积情

况和销售前景表述得淋漓尽致：根据他的表述，他公司的产品在所有西德大城市都由领

先的供应商代理，大约80%的产品销往国外；国际上的公司，诸如Zug（苏黎世）、Bender（阿

姆斯特丹）、Johansson（斯德哥尔摩）和 Jorgensen（哥本哈根）都在代理他的产品。

Sauter 强调，每次参加完国际贸易博览会，公司都会接到远超供给能力的如洪水般的

订单。数百个订单来自阿根廷和巴西，叙利亚和黎巴嫩，菲律宾和南非。

    当时，公司需要 22 天才能生产一架钢琴。然而，如 Hans 戏剧化的表述，要按时完

成这么多订单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不得不拒绝一些订单，而这些订单大多不会流向其

他德国公司，而是流向了英国的公司。他表明：“英国的钢琴制造厂多数是由政府补贴的，

因此能够扩大产能，从而夺取了全球市场提供给德国的机会。”Hans Sauter 的说法从

主观上展示了他公司 1950 年代早期的处境。他申请的紧急救济受到了地区储蓄银行

Kreissoarkasse Tuttlingen的支持。在一封写给符腾堡-霍亨索伦经济事务部的信中，

该银行声称，从经济角度上看，这项投资计划是合理的：“海外的巨大销售机会和公司

的管理能力能够确保对财富的有效使用。”无论 Hans Sauter 是否得到了紧急救济，公

司的发展主要都是来自国外贸易。1957 年，Sauter 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出口到了全球

58 个国家。

巨大的销售机会：
Sauter 进军全球

    1950 年代广泛的社会讨论围绕着技术、大众社会和疏离感展开。忧郁的悲观主义

者发出警告，科技霸权主义可能导致西方文化的灭亡。他们认为，在大众社会中，由于

人们易于获得二手经验，个性正在丧失。在高度管理的世界中，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

被裹挟进巨大丑陋的社会机器。标准化和一致性塑造了人们的生活。

    这些文化批评的断言也渗透进了当时的音乐界。著名哲学家、音乐社会学家，同时

也是钢琴演奏者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批判了所谓的“聆听的衰退”

现象。大众音乐，尤其是广告和电影音乐，不过是一些碎片化的、主要被视为背景音的

音乐。在他看来，人们事实上退化到了儿童水平，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倾听，因此远离了

真正的音乐享受。简而言之：他们“神经质的愚蠢得到了证实”。

    被文化评论者公开谴责的大众消费在 1950 年代中期才在德国形成。由于缓慢增长

的实际收入、购买力也处于相对低的水平，且主要围绕租金、饮食和服装支出。再者，

外出购物是一件需要好好考虑的事情，而且常常被推后。至于乐器，更多人选择了口琴，

因为它比较便宜，和更高级的选择——钢琴相比，也更容易自学。与钢琴不同，手风琴

可以在公共场合和不同情况下弹奏。口琴和手风琴在当时流行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狭小

的居住环境也促进了小型乐器的销售。

    由于战争，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涌入西德，生活空间大量丧失，使得住房成

为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中心议题。45 平米左右的四口之家住房，成为即将大规模兴建的

目标住房，在 1950 年代，这种住房主要集中于城市中的多层公寓楼。

    即使新设计的现代楼房比起层高很低、隔音很差的拥挤公寓好不了多少，西德人还

是很喜欢待在家里，在花园里工作，或发展兴趣爱好。类似于阅读、听广播、听唱片这

样的休闲活动显然要比外出就餐、散步或在城市里闲逛更有吸引力。民意调查证实了德

国人明显的居家属性，三分之二的人更愿意在家里度过闲暇时光。

    在销售乐器时，钢琴制造商不得不考虑这一新情况。1959年柏林的欧洲钢琴大会上，

来自 20 个国家的超过 400 个参会者全都瞄准了“公寓中的钢琴”这个主题。为了回应

这一问题，德国音乐生活基金会（The German Foundation of Musical Life）委托进

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明确指出，住房建设的效率远低于钢琴生产的效率。

聆听的衰退：
���� 年代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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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发生“经济奇迹”的土地上，广告公司也通过打造成功的品牌而从市场的日益

普遍繁荣中获利。在这个时代，广告吉祥物 Bruno 正悠闲地抽着烟，高品质的 Miele 家

用电器和 Dallmayr 咖啡代表着精致的生活。名牌产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还创造

了一种幻想中的附加价值，并且指示了特定的社会地位。人们喜欢通过报纸、海报、广播、

电影院来传递这些信息，电视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理性和情感价值的和谐共存对品牌

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对大众商品还是奢侈品牌来说都是一样，包括 Sauter 手工制造

的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1957 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生动地展现了 Sauter 品牌。照片和插

图被精心编排，一架钢琴……献给 Carl Sauter 钢琴制造有限公司的朋友们。小书的作

者是 Bernd Boehle，作者、记者、演员、戏剧导演和海德尔堡城市剧院剧作家。这个

珍贵的宣传礼——后来被翻译成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向读者们传递了似乎是

矛盾的信息：Sauter 乐器既现代又传统。这怎么可能？

    购买钢琴时，你必须注意它声音的和谐度、响亮度和音色的纯净度，还有一些特定

的操作，确保它容易演奏、阻尼可靠、审美优雅、材质优良。Sauter 的立式钢琴和三

角钢琴都是超高质量的产品，所有材料都经过精心挑选。它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音板：

用 150 年树龄、生长在海拔 800-1000 米山地的云杉制造。音板可以说是乐器的灵魂。

    与材料价值产生完全呼应的是情感价值。Boehle 断言，钢琴的购买者得到的不是

普通乐器，而是它们之中最珍贵、最伟大、最完美、最庄严的一件。它的音响效果、饱

满的声音和极佳的使用性使之堪称豪华乐器。钢琴无疑将其拥有者和其他人区别开来。

买家通过复兴社会所公认的、资产阶级在家玩音乐的传统，体验了生活方式的升级和个

人的提升。钢琴演奏者创造了一个社群，通过爱的友谊将人们连接起来，同时享受个人

文化体验的私密时刻。1950 年代典型的文化批评论调与幸福生活的承诺混合在一起：

广播和留声机里到处洋溢着唱片音乐，迟钝的耳朵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弹奏中，

钢琴能够传递更为强烈的真正的音乐体验：“这些人是多么有才华，我们是多么羡慕他们，

通过弹奏乐器，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更美妙的音乐享受！哦是啊，确实！每个人都应该能

够演奏一种乐器！”购买 Sauter 的产品不仅能够拥有独特的音乐享受，而且还是对抛

弃了思想的消费社会的反抗。Sauter 钢琴的拥有者对富有价值的文化资本进行了长期

的、情感上重要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Sauter 的立式和三角钢琴是永恒的。

但愿我会弹钢琴：
Sauter 品牌的成功

人们总能在著名音乐厅中

见到Sauter三角钢琴，

 这一架位于曼哈顿卡耐基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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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只是传统，当代的生活环境也启迪了 Sauter。公司在制造立式钢琴和三角

钢琴时，会考虑尺寸要能放进战后重建的公寓，并且与已有的家具——例如当时流行的

组装家具——很好地融合。这些钢琴体积小巧，造型宜人，同时仍然拥有熟悉的触键和

音色。不止如此，Sauter 还考虑了“经济奇迹”时代新建住房墙体较薄的问题，并据

此生产特定的钢琴。像广播一样，这种钢琴可以调低音量，但不损失它令人愉悦的饱满

音色。演奏者不会打扰邻居，无论日夜都可以全神贯注地享受音乐。

    至于钢琴的颜色，Sauter 也破天荒地运用了色彩心理学的认知。在过去的资产阶

级家庭中，暗色的桃花心木与卧室的暗色墙纸相得益彰，钢琴同样也不是黑色就是棕色。

相反，到了 1950 年代，令人心情愉快的明亮色彩变得时髦了。浅樱桃木立式钢琴或三

角钢琴结合润泽的胡桃木色调和鲜明的亮枫木色，与小公寓明亮的墙纸和家具很相配。

Sauter 勇敢地展示了它多彩的一面，提供不寻常的色彩组合，例如象牙色和红色。简

而言之：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要与家具和谐统一。每一架 Sauter 钢琴都体现了精致的

声音和室内设计。

    传统与现代性的独特结合是 Sauter 品牌的核心：传统的声音，现代的设计。

    墨西哥作曲家和小提琴家 Julian Carrillo（1875-1965）以至今仍颇具争议的音

乐理论闻名，他在 1920 年代进行了新的音调系统的实验。他打乱了全音和半音的间隔

系统，用 16 音程取而代之，将八度音程分为 97 个微分间隔。因此，微分音音乐的间隔

比半音更小，从而能够探索新的声音范围。

    微分音音乐在古希腊就已为人所知。其后也有一些实验，但是音调系统的大量更为

深远的发展直到 20 世纪早期才开始。当时，钢琴制造商试图扩展钢琴的声音范围并从

整体上发展欧洲音乐。作曲家周密计算八度音程的精细划分，将细分推进至四分之一音。

    Carrillo 是拥护者之一。1925 年，他和指挥家 Leopold Stokowski 一起发明一种

独立标记法，在之后共同的巡演中，他们还成立了 Sonido 13 乐队。Carrillo 委托

Carl Sauter 钢琴制造厂制作 15 架钢琴，以 Carrillo 所谓变形钢琴的专利概念为基础，

这些钢琴可以演奏不同的八度细分音，从全音到十六音。在 1958 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

会上，这 15 件变形乐器，也叫作“微分音钢琴”，为 Sauter 赢得了金牌。

    尽管面临电子乐器的竞争，Sauter 仍然从 1999 年开始少量复产微分音钢琴。今天，

在巴黎音乐学院能够找到两架十六音钢琴，其他的微分音钢琴则分散在尼斯、墨西哥城、

弗里堡和温哥华，还有荷兰和瑞士。偶尔 Sauter 会委托 Ernest-Helmuth Flammer 和

Werner Muller-Grimmel 等作曲家创作作品，这些曲目也被制作成 CD。

微分音钢琴：
对当代音乐的黄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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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ter 不断发展着。在业务扩张的各个阶段以及难免越来越依赖工业自动化的同

时，它都仍然坚持着自身最初的手工艺特色。1961 年，Sauter 新的厂房竣工，生产空

间从 3000 平米增加到 5000 平米。这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程序的重构和产量的增加，也意

味覆盖所有大陆的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随着产品的选择范围扩大，交货期缩短了。更重

要的是，工厂也为员工们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

    自始至终，Sauter 都坚持结构性融资的原则，例如，兼并、投资和用自由资金购

买原材料。对大宗原材料的质量要求仍然是首要的。负责 Sauter 产品检验的员工务必

确保每一个独立部件和它们的组装都符合质量要求。所以最终，所有的现代机械化流程

中，都仍然保留了手工触摸的部分。在准备背柱、弦轴板、音板、外壳的木料，以及制

造需承受琴弦张力的铸铁板和进行表面处理时，机器是有帮助的。但在最后阶段，决定

耳朵最终听到什么的部分，仍需要用手来完成。

    Sauter 对质量的竭力追求在 1960 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件事上得到了证明，当时公司

重新审视了与口琴制造厂 Hohner 的合作。二者的合作可以追溯到战后 Sauter 使用

Hohner 在中美和南美的分销系统。这家特罗辛根的公司一直都在为来自施派欣根的钢

琴生产击弦机，并应用了一种能够用塑料制造击弦机的工序。然而，经验很快就发现这

些塑料击弦机不符合质量要求，因此必须停产。从那时起，斯图加特的 Renner 公司便

开始向 Sauter 交付高质量的击弦机。

    在 1960 年代，作为深入的内部研究和技术重组的成果，Sauter 成功地在钢琴生产

方法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当时来到 Sauter 工厂的参观者看到的是一家立志以技术

上最优的方式进行生产开发的公司。在参观中，他们看到了许多特别设计的机器和设备：

首先是大量丰富的木材储备，以及用自动化设备风干木材的风干区；之后，他们去到切

割区和员工用特殊木工机器刨削和打磨的区域。在金属车间里，员工们生产钢琴的不同

部件，其中包括新开发的按钮调节器，或者选择性延音踏板的功能部件。参观者们离开

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产品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音色，是基于多年的技术经验和内部

研发。

革命性的创新：
���� 年代的立式和三角钢琴制造

Sauter微分音钢琴细节：

十六音钢琴有97个琴键，

291根琴弦，

每一个微分音对应三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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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又开始喜欢弹钢琴了，”1963 年，Sauter 公司的杂志写道。年轻人需要一

种音色美妙、容易演奏、稳定生产、形式简单的乐器。Studio — Sauter 在 1961 年法

兰克福乐器展览会上首次推出的钢琴型号，满足了所有这些特征。Studio 很快成了年

轻人的选择，以及家庭、学校和公众音乐学校的教学乐器。因此，毫无疑问，Studio

也是西德第一家音乐幼儿园所使用的钢琴。作为一种旋律节奏乐器，它满足了音乐教育

中奥尔夫（Orff）教学法的教学目的。

    1960 年代，德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可以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在这一市场上，钢

琴制造商争夺消费者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越来越投入到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去，通过简

化教学方法、引导演奏者的美好幻想，令初学者快速进步，以此唤起年轻人对钢琴的兴趣。

德国钢琴业协会也呼吁再次提升公众对钢琴的认知。

    为此，人们创办了各种比赛，其中，1963 年创办的面向儿童和年轻人的“青年创

造音乐”（Youth Makes Music）大赛，直至今天仍由德国音协组织举办。德国音乐协会

还支持全国范围内创办音乐幼儿园和面向年轻人的音乐学校，以及进行乐器租赁。从

1960 年到 1966 年，150 所青年音乐学校中学乐器的学生从 40,000 人增至 90,000 人；

其中选择钢琴的比例从 11% 升至 27%。钢琴再一次成为音乐实践和表演的中心。

    Sauter 也参与了扶持青年音乐家的教育活动。1968 年 10 月 31 日， Gasthaus Kreuz

旅店小礼堂中的音乐学校正式开学，通过担任学校的赞助人，Sauter对施派欣根的城市文

化生活做出了极大贡献。公司的目标是帮助施派欣根的多所音乐学校设置常规音乐课程。

它还为学校、教室和小型音乐厅提供乐器，让学生们不止可以学钢琴，还能学小提琴、

大提琴、吉他和手风琴。然而，在 Hans Sauter 去世后，这些教育活动在 1970 年代早

期便终止了，因为 Carl Sauter 希望完全专注在生产上。

Gasthaus Kreuz 的音乐学校：
扶持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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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1968—1993

    1968年，公司负责人的新旧交接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儿子并没有接替父亲，

因为 Ulrich Sauter 当时还太小。Hans Sauter 的弟弟 Carl Sauter 接管了公司。他是

Sauter 王朝中第三个拥有这个名字的人。

    青年时期，Carl Sauter 就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手工天赋。这位狂热的滑翔机飞行员

帮忙建造了数架滑翔机。今天，人们甚至可以在 Sauter 钢琴中找到一些木质飞行器结

构的元素。张力粘合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飞行器制造的标准原理，也就是说，不是从

一块板上切割双翼的骨架，而是用某种方式把它们黏在一起锁定。音板必须稳定、坚硬，

同时很轻。

    凭借创新的结构，Carl Sauter 为自己在钢琴制造领域赢得了名声。Sauter 的一系

列伟大创新之中，“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或简称 R2 击弦机是一个亮点。它解决了从

19 世纪起就困扰着钢琴制造者的问题。在 R2 击弦机出现之前，三角钢琴与立式钢琴要

求不同的演奏技术。当演奏家按下三角钢琴的琴键，水平放置的音槌在敲击后会立刻回

到原位，演奏者就能再次弹奏这个音。相反，对立式钢琴的击弦机来说，重力是一种障碍，

导致顶杆移动音槌去敲击琴弦后，归位不够迅速。

    1969 年，当 Sauter 的法国进口商 Gilbert Gombault 接洽他时，Carl Sauter 正

在开发新的击弦机。Gilbert Gombault 带来了他在一架老式 Erardian 立式钢琴中发现

的系统模型。但这个系统运作得不是很好：琴弦太硬、太短，而且装在了错误的地方，

导致表现缓慢生硬。Carl Sauter 通过更长、更细的琴弦改变了这个系统，只有当制音

器抬起时，琴弦才会绷紧， 因此琴弦的轻微张力几乎无法察觉。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的

出现统一了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演奏要求，令两种乐器的转换变得顺畅。这是钢琴制

造史上的里程碑！

    凭借一些像这样的创造，Carl Sauter 被推选加入乐器研究协会的顾问委员会，与

德国音乐行业的代表和著名的科学家成为伙伴。和其他机构不同，这个协会致力于钢琴

的基础性研究。Carl Sauter 是其中唯一一个拥有“钢琴制造大师”头衔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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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Sauter
从哥哥手中继承了公司

    “父亲创业，儿子守业，孙子毁业。”这一关于中等规模家族企业的警句并不适用于

Sauter，因为当时，了不起的孙辈 Carl Sauter 正掌管着这家公司。1969年，Sauter

迎来了 150 周年庆，得以骄傲地回望漫长而成功的历史。

    从 1967 年到 1969 年，Sauter 的业务能力平均增长了 14%，每年生产 2,500 架立式

钢琴和三角钢琴。1968 年的出口额占比是 60.9%，其中 25.8% 产生于欧洲经济共同体中，

29.6% 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Sauter 打开了新的市场，改组了销售系统，确立了新的

广告方向，通过重组措施和现代化生产方式提高了公司的业绩。

    对于本土和海外市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专业经销商紧密、长期、一对一的接触培

养，都有助于公司经济上的成功。作为钢琴制造业和买家的中间人，经销商最了解客户

的期望和乐器的销售潜力；他们将高质量的 Sauter 钢琴推荐给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

其中也包括著名音乐家。1960 年代，Sauter 的专业经销商网络在德国不断扩展。1967

到 1968 年间，增幅达到 12.9%，意大利的增幅是其两倍，在奥地利甚至达到三倍，在

其他欧洲国家和海外地区，数量也在增长。

    当时 Sauter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在加强参与音乐教育的同时，关闭其遍布全球的

经销商组织架构图中明显的“荒地”。这一切都发生在 1950 年代文化批评论调的背景下。

Sauter 150 周年纪念文集中写道，钢琴邀请所有的音乐爱好者以一种个人对话的方式

倾听自己的声音，以此来抵抗 “音乐大众化”的趋势：“这不仅仅是保存必要的传统价

值的问题，同时也是在面对未来时，超越所有政治争议、本能地巩固人类当下的文化和

音乐志趣的问题。”

���� 年的公司周年庆：
回顾和展望

    1970 年代，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市场越来越被来自远东、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公司提供

的产品所主导。日本在 20 世纪初才开始生产少量钢琴，但二战后，像雅马哈和卡瓦依这样

的公司建起了大型工厂。日本人表现出对西方音乐的强烈兴趣，并且非常重视学校中的音

��� 和 ��� 型号钢琴 :
真正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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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钢琴表面抛光的团队，

1973年

乐教育。由于日本本土市场巨大，这一变化最初几乎没有被欧洲察觉，然后，到了

1970 年代，日本钢琴制造商开始向欧洲和美国出口价格低廉的乐器，并成为传统钢琴

制造商的严肃竞争对手。    

    起初，Sauter 并没有感觉到威胁。相反，1972 年是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年份。全

新的钢琴型号征服了德国和欧洲市场，同样作出贡献的还有内部架构、重组措施、定向

投资和敬业的员工。通过制作装有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的 Model 113，Carl Sauter 和

他的团队完成了真正的创举。凭借极为特别的音色和惊人的音量范围，这一型号很快就

占据了总产量的 30%。

    新型号钢琴为 Sauter 带来了高达 12% 的产量增长。不止如此，1973 年 1 月 1 日欧

洲经济共同体扩大至丹麦、爱尔兰和英格兰，加上关税降低，强化了维持增长趋势的预期。

“全世界都重新开始弹钢琴了，”同年 9 月 7 日，《斯图加特报》写道。但是在日本，每

一百万居民每年购买 2,000 架钢琴，美国约为 1,000 架，德国则只有约 300 架。显然，

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德国市场被一分为三：日本占据 25%，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英国占据 25%，另 50% 由 17 家西德制造商瓜分。技术进步、动态营销和高质量乐器是

Sauter 在所有德国生产商中赢得更大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出口市场也急速发展：公

司将它的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销售至奥地利、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本和澳大利

亚。在国内，德国电视台推出了一则温馨的广告：在每周六播出的流行娱乐节目 “蓝羚

餐厅”（At the Blue Buck’s）中，数百万观众欣赏到了 Sauter 定制三角钢琴的声音。

    参加 1973 和 1974 年的法兰克福乐器展览会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auter 不得不

再次增加产量。这次，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是主要原因。从订单量上看，一切不能再好了。

Sauter 度过了一段黄金时期，同时也为把 1972 年就已经酝酿好的计划——建造公司新

大楼——付诸行动提供了最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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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60 年代开始，德国的钢琴制造商纷纷开始建造新的厂区：在布伦瑞克，

Schimmel 从 1967 年开始新建厂房，Grotrian-Steinweg 也开设了新工厂。1977 年起，

J.C.Neuper 开始在班贝格（Bamberg）的新车间工作，Seiler 在基特辛根（Kitzingen）

建造第二家工厂。Sauter 也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增加产能、在世界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而打好基础。

    公司投入了五百万德国马克在施派欣根工业区的 Max-Planck-Strasse 建造新大楼。

这座城市为公司获得这一资产提供了大力支持。新址是分期建成的，第一部分始于

1974 年。1979 年，第二部分跟进。然后，在 1983 年，拥有 7000 平米空间的最大的部

分在施派欣根建筑师 Herbert Haller 的指导下完成了，只用了短短的 12 个月时间。三

个部分总共有 12,000 平方米。1983 年 10 月，这一刻终于到了：150 名员工从

Hauptstrasse 搬到了位于施派欣根附近 Zudelberg 山脚下的新厂房。只有音乐中心以

及风琴和钢琴学校仍然留在原址。

    新建筑使得 Sauter 的生产区域扩大至原先的三倍。现在一切都统一在一个屋檐下

进行，从仓库和原材料采购区开始，到木材加工和建造，再到商务办公室和培训部。当年，

Sauter 就已经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例如，公司通过回收废木料，产生大约一半的所需

热能。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重组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简单的数字体现出来：1972 年，

Sauter 员工生产一架钢琴平均需要 90 小时。十年间，生产时间减少了 20%。他们每天

可以生产价值从 8,000 到 13,000 马克的 14 架钢琴。然而，那些期待流水线和全自动生

产的人不会得偿所愿。即便许多工序都机械化了，钢琴制造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手工艺特

征。

    Carl Sauter 说过，“人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仍然由人继续做。”他补充道：“使

用机器对员工是有利的。人与机器和谐的互动影响着出厂的每一架钢琴。每一架钢琴都

是独一无二的。”

Zundelberg 山脚下的新大楼：
三倍的生产区域

    德国钢琴产业的新十年开局相当成功。在被年轻的负责人Ulrich Sauter称之为“现

象级年份”的 1980-1981 年，一千五百万演奏乐器的德国人中，有五百万选择了钢琴。

无论是作为业余音乐人、音乐会观众、广播听众或是电视观众，每个德国人在音乐上要

花费 4,000 马克。在学龄前阶段，音乐素养就得到了鼓励，学校课程、私人辅导以及更

多的空闲时间最终都加强了人们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弹钢琴的欲望。        

    1983 年，德国钢琴行业协会（German Piano Industry Association）委托进行的

一项关于德国钢琴业长远发展的调查指出，280,000 个家庭考虑购买一架立式钢琴或三

角钢琴，其中有 70,000 个家庭有意购买一手琴。

    然而，也是在那个时候，与迄今为止那么多年良好趋势相比，乐器市场开始感受到

了最早的不和谐信号。当手风琴、风琴和拨弦、管弦等小型乐器制造商正为本土和海外

市场的积极发展而高兴时，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制造商则陷入了销售困境。1983年上

半年，出口出现了真正的下滑：立式钢琴的出口额约为 3,090 万马克，比前一年下降

27.2%，三角钢琴的出口额约为 2,440 万马克，比 1982 年上半年下降 13.7%。1982 年，

德国乐器的总产值为 5.956 亿马克，其中钢琴的总产值为 3.083 亿马克，无论本土还是

出口量都超过了德国乐器行业整体的 50%。

    一个重要原因是，事实上所有工业领域都已经感受到来自日本的竞争。日本雅马哈

公司每年生产 200,000 架立式钢琴和 17,000 架三角钢琴，是全欧洲钢琴产量的三倍。

另一方面，整个德国的钢琴制造工业每年仅生产 26,000 架钢琴。来自远东的竞争者也

通过发展电钢琴以及结合传统和电子乐器来赢得市场份额，这些乐器在流行音乐中部分

取代了原声钢琴。那时候，Sauter 每天生产 14 架立式钢琴和 1 架三角钢琴。公司的规

模足以面对竞争，也足够灵活，能够相对快地根据市场变化作出调整。不过，相对于插

电的、电子的和数字技术，它继续致力于原声乐器的平稳发展。Sauter 在法兰克福乐

器展览会上的成功表明，相比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钢琴，越来越多的买家愿意选择数十

年保值的、“德国制造”的高品质钢琴。

质先于量：
争夺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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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多年的历史中，Sauter始终坚守在施派欣根。它为许多居民提供了工作保障，

同时为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生活以及学校和俱乐部作出了贡献。这符合公司与高品质工

艺和艺术相关联的自我形象。同样重要的是，这家国际化的公司也令施派欣根声名大震。

    Sauter 是施派欣根最重要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其经济结构的支柱之一。从许多

方面看，这座城市最开始就是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其提供有吸引力的税率，

作为回报，公司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工作和学徒机会。

施派欣根的雇主：
经济支柱

    国内和国际上的经销商和其他钢琴制造商都证明了 Sauter 乐器在世界市场上的领

先地位。158 和 182 型号三角钢琴拥有悦耳的声调和音色，Sauter 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

源于此。118 型号钢琴有“浪漫”（Romantic）和“尊贵”（Noblesse）两种设计风格，

其丰厚的音色、圆润的低音和明亮的中高音，以及被专家誉为完美的表现力，给公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1983 年的法兰克福展览会上，Sauter 用一架崭新的立式钢琴展现了替

代小型三角钢琴的可能性。这件乐器显然留有 Carl Sauter 的个人痕迹：更长的键盘

长度，与独有的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形成理想的杠杆率，从而对钢琴的表现力产生尤为

有益的影响。尽管高度达到 130 厘米，但比例上达到了微妙的平衡。通过这架钢琴，

Sauter 进入了一个新的细分市场。

    为争夺市场份额，Sauter 已经做好了准备。它拥有最现代的生产设施、先进的技

术和高素质的核心团队。而且，尽管钢琴市场往往不可预测、变化多端，Sauter 还能

以其多年经验和直营客户为基础投放广告。不过，亚洲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者们不容

小觑。当时，人们可以花 2,500 马克在百货商店里购买一架产自中国的立式钢琴，而最

便宜的 Sauter 立式钢琴售价为 8,500 马克。“早期的立式钢琴原则上只有一个价位，”

Ulrich Sauter 回忆。他补充道，“今天，有了第二个比我们更低的价位。我们会努力

让消费者理解和辨别二者质量和声音上的差异。”

    专家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了著名法语音乐杂志《Diapason》主导的钢琴测评。测

评报告刊登在杂志 1985 年 12 月刊上。由六名高级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测评了国际钢琴制

造公司生产的 36 架高端价位的钢琴。评估外壳的技术设计、精巧程度和工艺，以及声

音和性能。Sauter 的 Klassik 130 钢琴参加了测评。

高贵的音色：
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金音叉奖

    作为一家接收学徒的公司，Sauter 的良好口碑不言而喻：1980 年代的每个学徒期，

平均有 15 名年轻人接受了钢琴制作或木工培训。像德国许多其他的钢琴制造商一样，

Sauter 向盲人钢琴调音师提供工作机会，他们对声音的差异有敏锐的感受力。

    尤为重要的是，合格敬业的员工对 Sauter 的成功来讲功不可没；有些人几十年来

都对 Sauter 这个雇主保持忠诚。William Galinat 便是其中之一，1987 年，他迎来了

服务于公司的第 40 个年头。战后初期，1947 年，他开始在 Sauter 接受培训。“当时我

们还是法占区的一部分，”这位乐天派回忆道：“只能维修钢琴，1948 年的货币改革之后，

才能继续生产。”这位年轻人曾经是个汽车迷，当时正愉快地做着一名副驾驶。1955 年，

他开始独立驾驶卡车运送钢琴，从没出过一起事故。公司迁往新址后，他便开始驾驶班

车在 Hauptstrasse 和 Max-Planck-Strasse 之间运送货物。整个公司搬迁完毕后，它的

业务运作仍然严重依赖于驾驶和运输，而 Galinat 是那么大的工厂里唯一的司机。1966

年到 1983 年，他还额外承担了 Hauptstrasse 公司大楼监督员的职务。

    接下来 Sauter 也证明了自己对故乡的承诺。1983 年，施派欣根市购买了一架 1790

年制造、曾属于风琴和乐器制作者 Anton Braun 的方形钢琴。这架尤其珍贵的钢琴是那

个时代施派欣根钢琴和风琴制造艺术相当罕见的遗产，苏黎世古董经销商以 7,500 瑞士

法郎买下了它，准备在当地的历史博物馆中进行陈列。Carl Sauter 立即提出，自己的

公司可以修复这件极有价值的乐器。他的员工们用专业知识和对细节的专注，为这架方

形钢琴赋予了新生。由于没有替换重要部件，这件两百岁的乐器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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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战后时期的结束，在新建的小楼盘里，为了不打扰邻居而只能小声弹钢琴的日

子也过去了。1980 年代，制造小型钢琴的理由完全不同了：因东欧与远东的竞争商相

继推出价格低廉的产品。在 1988 年的法兰克福音乐展览会上，Sauter 展示了一种拥有

全新声音维度、同时价格低廉的小型立式钢琴，基本款价格不到 6,000 马克。

    通过做减法，设计师 Carl Sauter 提高了性价比。他省略了所有对声音没有关键影

响的部分，将原先为高价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保留的设计原则转移到 Picco 身上：这种

紧凑的立式钢琴有一个用大面积云杉木制成的球型凹面音板，在所有音域都能产生清晰

而持久的音调。

    Picco紧凑、轻巧、多功能，是一件拥有好声音和所有优秀特质的典型的Sauter乐器:

它工艺精湛、音韵延绵，并且拥有长久的价值。Picco 家族有四种型号：Picco 基础版

（Picco Basic）声音很棒，价格低廉；Picco 高级版（Picco Exclusive）通过内置音

量控制器确保了练琴时不影响邻居。特别要强调的是 Picco Midi 版：Sauter 是世界上

第一家将 MIDI 数字化接口融入声学钢琴的制造商。有了可接入数字设备的键盘、合成

器或扩音器，Picco Midi 打开了音乐表达的全新可能性：钢琴拥有了多达 250 种音色。

新的声音与真实的钢琴声音和击键相结合，呈现出令人兴奋的声音体验。Picco 专业版

（Picco Profi）更是不可思议，它带有标准数字化接口和扩音器，只需要连接立体声系统，

就能探索奇妙的声音世界。除了电子配件来自美国，其他一切都是“施派欣根制造”。

Picco—Sauter 的“小东西”——一直生产到 1990 年左右。

紧凑型钢琴 Picco：
小即是美

    两名国际上著名的钢琴家、两名经验丰富的技师、一名教授和一名巴黎音乐学院学

生花了 30 小时全面地测试了所有钢琴，随后给出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既能提升声望

又促进销售的奖项——Klassik 130 征服了评审团， 这一拥有最圆润声音的钢琴，获得

了金音叉（Golden Tuning Fork）奖。

    两年后，新型号的三角钢琴 Klassik 185 在全球评比中，也获得了前述法语杂志颁

发的金音叉奖。由著名钢琴家和技师组成的评委团对 Sauter 的新三角钢琴的“深沉而

高贵的音色”给予了肯定。

Diapason杂志颁发的金音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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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柏林，1989 年 11 月 9 日夜晚：政府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民主德国的公民

不再需要办理手续就可以出国旅行，“立即生效”。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整个国家。东德

和西德的人们纷纷奔向过境点，含着喜悦的热泪彼此拥抱，围着柏林墙跳舞。他们共同

庆祝前东德同胞获得了自由。

    同一天，施派欣根也有理由庆祝：Sauter 和特罗辛根的音乐教授 Hans-Walter 

Berg 一起在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架令人印象深刻的三角钢琴新品——一款尺寸为 220

厘米的气势磅礴的乐器。借此机会，Sauter 将一个曾经只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现过的

古老概念复兴了，在当时，三角钢琴的长度为 225 厘米，然而很快就停产了。

    30 年后，Carl Sauter 重拾了这个想法，并融入了新的钢琴制造技术。他新设计的

音乐会三角钢琴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Klassik，其特色是球形凹面音板和桃花心

木抛光饰面相结合，并且用亚克力取代了象牙键盘。Klassik 在 1990 年 3 月的法兰克

福音乐展览会上标价 44,000 马克，是 Sauter 最昂贵的乐器。当时，立式钢琴的价位在

6,800 马克到 16,740 马克之间，三角钢琴在 27,800 马克到 38,500 马克之间。通过这

件帅气的乐器，Carl Sauter 实现了征服全世界大型音乐厅的目标，并且将 Sauter 作

为一个高端品牌推向了更广泛的受众。

三角钢琴 Klassik：
大即是美：

    为了用高品质的德国钢琴工艺对抗外国竞争者供应的廉价钢琴，两家大名鼎鼎的传

统钢琴制造商于 1990 年 4 月达成了一项合作：——Sauter 与 Ibach（伊巴赫），一家

1794 年成立的钢琴品牌，总部位于北威斯特法伦（North Westphalian）的施韦尔姆镇

（Schwelm）。 尽管这两个家族企业在市场上是独立的，但是 Sauter 为 Ibach 生产其全年

产量的 15%，也就是大约 850 架立式钢琴。当时 Sauter 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市场份额

是 12%，Ibach 是 4%。Sauter 的 135 名员工生产 2,100 架立式钢琴和 250 架三角钢琴，

产生约一千五百万的销售额，而 Ibach 的 70 名员工生产约 850 架立式钢琴和 200 架三

角钢琴，产生八百万销售额，这些都是质量上乘的钢琴。两个钢琴品牌的分销仍然是独

立的。

    通过接手施韦尔姆镇的订单，Carl Sauter 期望能长期增加工作机会。生产 Ibach

的立式钢琴对这家施派欣根的制造商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不需要额外的机器，只需要另

一份尺寸清单、设备和交付时间表。在音色和声音类型上，它们确实有所不同。“每个

生产者都有自己的钢琴哲学，”Carl Sauter 强调。

    然而，合作双方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3年后，Sauter 终止了项目。

Methusalems 二重奏：
Sauter 与 Ibach 的合作

    从 1950 年代开始，Sauter 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意识到钢琴不仅仅是乐器：它也是一

件有价值的家具。“拥有 Sauter，生活更美”，在 Hans Sauter 为空间狭小、墙壁又薄

的新建住宅设计定制彩色钢琴的时期，这是 Sauter 的口号。40 年后，负责人 Carl 

Sauter 和他的侄子 Ulrich Sauter 发展出一种新的市场策略。他们想把钢琴推到更突

出的位置，作为一件贵重的家具、一种地位的象征或是精致室内设计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Sauter 一直代表着高品质的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代表着技术和音色

创新。这家施派欣根钢琴制造商的新哲学增加了这一信息：Sauter 与设计师和艺术家

一起创作限量版的精美乐器，钢琴与艺术的结合创造了更进一步的购买动机。那些决定

购买 Sauter 钢琴的拥有艺术气质的消费者，会额外要求一幅画或一张印刷品——通常

是有艺术家签名的限量版。这样，乐器便借由艺术作品得到了提升。

    例如，一张印有高尔夫球场的作品挂在三角钢琴上方的墙上，在客厅中营造一个完

美的艺术角落。如果这对有些人来说太高调了，他们也许可以在琴身上加一个小小的图

像，或做一个装饰性的镶嵌物。有着奢侈品位的客人可以购买一架特别的、独一无二的

白色三角钢琴， 琴上绘有杰出的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Sauter 差不多满足了所有能想象得到的乐器品味。取名“First Love”（初恋）和

“Chantal”的立式钢琴主打年轻女性；“Courage”（勇气）和“College”（学院）针对年轻男性；

“La Vie”（生活）和“Golf”（高尔夫）对标年长的演奏者。那些偏爱优质老式立式钢琴

的人可以购买其中任一经典款，Sauter 总产能的 80% 仍然集中在经典乐器上。

“我们贩卖的是文化”：
新的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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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家族的第六代成员：

Ulrich Sauter

    提供限量版设计师款的钢琴，持续实行这种新的市场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由工

业巨人主导的市场中，Sauter 成功地占据了一席之地。1991 年，Sauter 在德国国内的

销量翻倍，海外销量增长了 40%。12 个月中，公司雇佣了 20 名新人，员工总数达到了

160 人。更了不起的是，这一增长率是在德国钢琴行业的产量和销售数字双双下降的时

期达成的。由于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整体疲弱的经济，购买者控制了支出。“我们贩卖

的是文化”，Ulrich Sauter 评价道，他还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人们会重新关注

有价值的经久耐用的物品。”

    在新的市场策略获得成功的鼓舞下，1992 年，Sauter 庆祝了公司成立以来生产的

第 10 万架钢琴。Ulrich Sauter 向客人讲述了许多动人故事，包括钢琴在运输过程中

跌入采石场，在贝鲁特的炸弹爆炸中被摧毁，或者沉入中国海底。但也有一些不那么惨

烈的事实：如果一个人能够将 100,000 架琴排成一排，那么这条钢琴链将长达 150 公里，

重达 2万吨。

    然而，节日的心情并不是万里无云的。危机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原因有结构性的，

也有自身的。全球市场饱和与来自远东的竞争导致德国钢琴销售缩水。10 年间，西德

制造商的产量从 29,000 架左右跌至大约 15,000 架。

    1992 年，全球范围内的钢琴销售开始下滑，迫使许多西德钢琴制造商缩短工作时间。

然而 Sauter 在 1991 和 1992 年却开足马力工作，在德国钢琴产量中的占比甚至从 10%

上升到 13%。只是后来在 1992 年 8 月，作为对需求减少的反应，Sauter 申请在这一年

接下来的时间缩短工作时间。

危险之所在、转机之所在：
���� 年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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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公司危机的一个内部原因与新的营销策略有关：虽然 Sauter 显然卖出了更多

钢琴，但广告预算侵蚀了利润。一整年中，它每周都在汉堡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第

三版发布三分之一版广告，每期都要花费数十万马克。但是并未如愿取得商业上的突破。

经销商最初都对这个新营销策略很有兴趣，预订了大量设计师钢琴，然而却没法卖掉它

们，因此不再重复下单。1993 年，公司设定了 1,600 台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生产目标，

这是 40 年来的最低点。

    德国钢琴制造业的总体危机和昂贵的营销策略将Sauter置于一个危险的不平衡状态。

Carl Sauter 为了保住公司而奋斗，那时他无疑在思考，附近特罗辛根的风琴公司

Hohner AG 在几年前是如何生存下来的。1986 年，政治家、银行和企业家同心协力将

Hohner 从破产边缘拯救了回来。然而，在先前的所有者失去了大部分股份之后，这也意

味着家族很快丧失了对生意的控制权。巴登 - 符腾堡州联盟党（CDU）议会小组的主席

Erwin Teufel也为Hohner获得紧急援助出了力。他在1964年到1972年担任施派欣根市长。

    Erwin Teufel 的兄弟 Albert 后来成了市长。他也为拯救当地传统企业而努力。他

用戏剧化的语言，向地区储蓄银行、图特林根的德累斯顿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维林根

- 施文宁根的德意志银行这四家银行描述了 Sauter 这一家族企业的情况。提到参与救

市的银行对 Hohner 的债务豁免时，他建议免去利息，这样公司就“可以在大幅减少人

员和产量的前提下维持下去”。

    然而，对这个家族企业的紧急援助由于四个金融机构的内部争执而延迟了，他们无

法就究竟是给予新授信还是冲销部分债务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施派欣根市自身岌岌可

危的财务状况，市博物馆提出只能购买旧款的 Sauter 钢琴。到了 1993 年 7 月初，破产

似乎不可避免了。Sauter 已经负债 1350 万马克，包括学徒在内还有 80 名员工 每天全

职工作，生产三至四架钢琴。此后不久，公司便资不抵债了。1993 年 8 月 31 日，破产

程序启动。

    基于 Otto Hott 提出的重组计划，经四家银行认可，一家名为 Carl Sauter 钢琴制

造有限责任两合公司（Carl Sauter Pianofortemanufaktur GmbH & Co. KG）的有限责

任股份制公司成立了，这家公司买断了破产旧公司的资产（不包括不动产）。员工人数

从 80 人缩减到 60 人，破产管理人将 60% 左右的生产面积租给新公司。公司拥有 100 万

马克资本。Otto Hott 凭借 76% 股份成为大股东，并且至今仍是唯一的董事总经理。

    Carl Sauter 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但是继续做了一年顾问。尽管这家钢琴制造

厂并不是旧公司的法定继承者，但这个家族企业的连续性毫无疑问得到了保证。家族成

员 Ulrich Sauter 拥有 24% 股份，是第二大股东，他作为采购员和销售经理留在公司。

转变是成功的。

����



第七部分

1993—2019

    当 Otto Hott 开始担任 Carl Sauter 钢琴制造有限责任两合公司的总经理和大股东

时，他起初是通过小提琴而不是钢琴证明了自己的音乐天赋。这位来自维林根 - 施文宁

根（Villingen-Schwenningen）的经济学家曾在一家著名的制表公司担任总经理。1993

年，德国商业银行的代表将 Sauter 公司介绍给了他。“当时我对钢琴并不了解，”Otto 

Hott 承认：“一开始我只想在这里待几年，等重组成功后就离开。但是我喜欢上了这份

新工作，并发现了自己对钢琴的热情。”

    拯救这个传统家族企业，他功不可没。如今他持有公司 80% 的股份，公司大楼也属

于他的家族。1993 年，Sauter 公司在全球钢琴市场上占有 2% 的份额，而他的雄心勃勃

的目标是将 Sauter 永久地定位在高端市场上：“我们希望从大众中脱颖而出，为成熟的

客群提供更特别的产品。Sauter 将抓住这个机会”。

    Otto Hott 着手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重组，精简了项目，降低了成本，并持续提

高高品质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价格。今天，一台 Sauter 钢琴的价格是上世纪 90 年代

初的 1.5 倍。“价值必须体现在价格上，”Otto Hott 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逐年改进

我们的产品。”

    凭借新的雄厚资本资源和新的理念，这家施瓦本的传统企业很快赢得了市场信心。

早在 1994 年，Sauter 公司就再次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订单量增长了 40% 以上，销售额

增长了 15%，比前一年增加了约 1000 万马克。1994 年 11 月 12 日，当公司迎来 175 周

年庆时，它的年产量约为 1200 台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其中 40% 用于出口。“在 1993

年的转折期后，我们的增速明显超过了市场平均增速，十年后才又旗鼓相当。”Otto 

Hott 总结道。“有了新战略的指引，我们也会取得长远的成功。”

    钢琴和古典音乐是 Ulrich Sauter 的心之所系，但他也同样喜爱吉他和流行音乐。

他出生于 1952 年，是两兄弟中的老大。年轻时，他曾加入一支硬核乐队和德国民谣乐

队 HölzerLips。成年后，他也不走寻常路：结识了一位 Boogie Woogie 钢琴家之后，

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这种钢琴独奏风格，并和老师一起到德国各地巡回演出。

Ulrich Sauter :
才华横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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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ter 的董事总经理

Otto Hott

    Ulrich Sauter 很早就在音乐行业获得了重要的商业经验。他与四个合伙人一起在

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Rhineland-Palatinate）的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开过一

家音乐商店；后来，他在曼海姆（Mannheim）的一家吉他店工作，并在该市的国家剧院

担任歌剧指导。他在企业管理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为他在父母公司任职提供了良好的

背景，他于 1981 年接管了公司。

    从一开始，他就对销售工作充满热情，陪同销售代表拜访客户，了解经销商的顾虑

和艰辛。他最喜欢的是接触不同的人和周游世界。从 1998 年到 1999 年，Ulrich 成了

德国钢琴行业协会（German Piano Industry Association）主席，并继续担任理事。

自 2001 年以来，作为德国钢琴制造商协会（German Piano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主席，他制定了欧洲标准的考试条例；新的考试条例和新的教育计划至今尚未完成。

    Ulrich Sauter 通常不会泄露任何商业机密。但有一次他却一反常态，透露了一些

关于著名的 "Sauter 球形凹面音板”的敏感信息。2007 年，在堪萨斯城举行的一次关

于 “现代音板设计”的讲座上，他为好奇的专家们提供了有趣的见解。

    高音区码桥与肋木及底层面板是在同一台压机上粘合在一起的。音板压机采用 “浮

动”设计，因此在胶合过程中，各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水平和垂直移动。这样一来，

压力就会均匀分布，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变形。Ulrich Sauter 总结说，用这种方法可

以为不同的钢琴制造高度一致的均匀而精确的凹面。但出于好意，他不想透露更多信息。

    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Pianomanufaktur”（钢琴制造厂）代表着在一个剔除人的

因素的工厂车间里，始终如一地运用着经过验证的传统工艺。当然，Sauter 的员工也

使用最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但所有赋予钢琴灵魂的部分，都由他们手工制作。在车间里，

参观者可以通过观察和触摸钢琴的表面、细节、材料以及敲击键盘来体验钢琴制作的真

正艺术。他们享受着完美的声音极其丰富的细微差异，以及 Sauter 为非凡时刻创造非

凡乐器的独特传统。一辆独一无二的汽车，比如梅赛德斯 S 系列，由 5000 个零件组成。

一件独一无二的Sauter钢琴，甚至需要超过6000个零件，包括木头、皮革和金属零件——

这一切都必须完美地结合。是匠心和艺术天赋将这些部件整合成了美妙的乐器。

Sauter 钢琴制造厂：
���% 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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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Ulrich Sauter和Otto Hott
获颁月度最佳公司奖项

    Sauter 钢琴制造厂区别于其他德国制造商的重要因素是，所有的材料都百分之百

来自德国，许多部件，如高品质的钢制琴弦，都是在 Sauter 的车间里手工缠绕的。当然，

员工不可能什么都自己生产。铸铁板和其他重要的部件由供应商提供；键盘来自雷姆沙

伊德（Remscheid），击弦机来自格尔特林根（Gärtringen）。“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总经理 Otto Hott 说，“所有零件都来自德国，客户为此感到荣耀。他们之所以购买

Sauter，是因为这个品牌意味着可靠的产品，他们的孙辈仍可以用它演奏音乐。”

    Sauter 始终专注于为高端市场生产乐器。立式钢琴的定价在 7,000 至 30,000 欧元

之间，这明显高于远东和东欧的竞争对手。“在那里，一架钢琴的售价是 1,000 到

1,500 欧元。”Otto Hott 说明道。“德国公司无法与之竞争。虽说劳动力成本很高，我

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甚至高于中国整架钢琴的售价。这也是由于我们使用的材料都是高

质量的。”

    目前 Sauter 在德国的市场占有率为 10%，每年生产 500 到 600 架钢琴，营业收入

约五百万欧元。超过 70% 的出口份额极大地巩固了公司在高端制造商中的地位，并拓展

了市场。

    以人为本——无论在制造钢琴时还是在构想声音和演奏性时都是如此。基于这一原

则，Sauter 不断完善它的产品。大量的专利证明了这家公司在声音和性能上的高度创

新能力。

    今天，Sauter 钢琴制造厂推出了一系列由专业钢琴家、科学家和设计师共同开发

的产品：满足最高端钢琴家需求的大师（Master Class）系列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永

恒古典设计的经典系列（Classic Line）标准钢琴，以及满足客户个人生活方式和室内

设计偏好的特殊现代风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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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年以来，Sauter 钢琴制造厂一直致力于研究新技术，以获得更真实的声音、

寻求更好的演奏体验。有了 Sauter 的高品质乐器，钢琴家们可以表现他们的演奏技巧

和变化，用自己的方式接近作曲家的潜在想法。为此，Sauter 革新了一系列对声音表

现至关重要的部件，并因此获得了知识产权和专利。

    Sauter 三角钢琴的盖板是由梧桐木制成的，它可以改善声音。乐谱架可以用手舒

适地操作。在 Omega 220 上，通过音板上的彩色扩展音区线标记，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琴

弦的相应位置。液压阻尼缓降器便于钢琴键盘盖的打开和闭合。选择性延音踏板可以不

费劲地进行微调。最终，良好的声音体验通过音槌来强化，槌头由高档木材制成，与钢

琴共鸣体保持最佳对位。

    Master Class 立式钢琴的黑键由黑檀木制成的，确保了良好演奏手感。设计上也

是一种视觉享受：手工切割的铸铁板和优雅的表面处理，内壳和音槌导轨由真正的雀眼

枫木包裹。Master Class 122 和 130 立式钢琴装载精巧耐用的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

像三角钢琴一样具有令人惊叹的手感。

    Sauter 是第一家引进现代钢制键床的钢琴制造商，它可以防止键盘结构变形。所

有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音板都有特殊的 “SAUTER 球形凹面”，这就是其独特音色背后

的秘密。“SAUTER 球形凹面”使音板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共振，并产生浓厚的泛音。共鸣

琴弦的能量传递到与音板紧密相连的码桥上，码桥上的琴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桥压，并

用桥销固定。琴弦的强度、琴弦的张力和琴桥的压力之间的微妙协调决定了声音的特性

和表现力。如果其中一个部件发生大的变化，声音的灵魂就会消失。

Sauter 独有的
钢琴制造艺术

    Sauter公司制作的小型三角钢琴和音乐会三角钢琴，尺寸从160厘米、185厘米、220

厘米一直到 275 厘米的大型音乐会三角钢琴。自 2000 年以来，Sauter 的 Concert 275 音

乐会三角钢琴拥有一系列专利创新，特别是增强了声音的丰富性和透明度。其中一项专利

小型三角钢琴和音乐会三角钢琴
不同寻常的清澈声音

Sauter 钢琴制造厂的传统凹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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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钢琴家、他们的室内乐合作者和音响工程师在录音室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通常情

况下，双音桥都是铸牢在铸铁板上的，无法根据正确的参考值进行微调，因此会导致高

音区的音色听起来不纯正，如果钢琴制作者和调律师减弱高音区受影响的双连音部分，

音色听起来还是会显得更钝、更压抑。

    Sauter 钢琴制造厂通过集成一个可调节的支架来弥补解决这一缺陷，它使得钢琴

家能够将受影响的音阶精确调整到参考值，从而获得了异常纯净和明亮的声音。有了

2005 年获得专利的钛金属弦枕（Titan Duplex），音乐会钢琴能够达到新的声音维度。

不止如此，坚硬的钛金属材质以其出色的声音传导能力，通过其它重要的振动传输点，

以独特的方式提高了 Sauter Concert 275 钢琴的声音潜力。钛金属弦枕的发明，是

Sauter 三角钢琴在国际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卖点之一。

    Omega 220 三角钢琴已经成为 Sauter 钢琴制造厂进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旗舰产品。

它的音板由最优质的山地云杉制成，使声音富于变化，而轻巧的触感则赋予其敏锐的表

现力。精心选择的槌头活力十足，使其拥有极致的音阶和明亮的音色。此外，它还配备

了选择性延音踏板、黑檀木黑键，能够提升声音亮度的厚重的橡木盖板，液压缓降器和

能够单手操作的更安全舒适的乐谱架。

    Omega 220 的特点之一是彩色扩展音区线，这是 Sauter 与大学教授和老师共同开

发的。这在演奏现代作品时特别有用，因为这些作品要求钢琴家不仅要弹奏琴键，还要

直接用手去击弦和拨弦。为了方便这种演奏形式，Sauter 开发了一种理想的方式，它

的特点是用彩色音区线对音板上的重要分界点进行标注，使钢琴家能够很快找到对应琴

弦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在琴键和琴弦之间快速切换。此外，根据琴键的不同，或黑或白

的止音器也按照琴弦进行了定向标记。             

    Concert 275 和 Omega 220 代表了 Sauter 高品质钢琴制作工艺传统中的又一里程

碑。这两款三角钢琴由大师级工匠精选材料制作而成，满足了对声音、演奏体验和整体

质量的最高要求，从而保证了它的长远价值。

优雅的现代设计乐器、

屡获殊荣的家具设计师：

Peter 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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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aly设计的

Sauter Vivace 210钢琴，

难得一见细节工艺



    与工业设计师 Peter Maly 的合作始于 1996 年，这进一步证明了 Sauter 如何成功

地在传统的钢琴制作工艺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Peter Maly 的名字让人立即联想到著

名家具制造商，如 COR Interlübke 或 Ligne Roset，他的设计以多样性和形式上的简

洁和优雅脱颖而出。他将高效能的原创形式和手工制作的尽善尽美结合起来。如今，他

的许多设计被人们视为现代经典。

    凭借对完美线条的非凡感觉和对材料特性的了解，Peter Maly 为 Sauter 专属创作

了全新的各种各样的钢琴。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Sauter 的宣传册上就已经写道：“拥有 Sauter，生活更美”。

今天，Maly 希望将钢琴声音的文化与家居室内设计文化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设计

包含非常不同的风格，而绝不仅仅局限于钢琴的“外观效果”。不如说它们是在对现代

家居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正的新创造，体现了钢琴作为家居一部分的设计理念。

     “我在巴赫的音乐中看到了伟大的完美，在自己的作品中我努力去实现这一点。我

希望在艺术创作与手工制作的设计和音色的完美之间，创造一种超前的共生。”现在，

“Peter Maly 设计版”包括两架三角钢琴和七架立式钢琴。严格来说，这些钢琴基本对

应了 Master Class 系列的谱系。

    在 Vivace 210 三角钢琴中，Maly 看到了将功能与美感典型形式现代化的挑战。他

对三角钢琴弧形侧面的线条进行了改进，并镶嵌以整齐排列的不锈钢方块突出这一线条。

钢制脚架令这古典造型的乐器优雅地漂浮在空中。Sauter 凭借这架钢琴获得了国际公

认的德国创新设计奖——红点设计奖，设计师的签名和版本编号更彰显了这款三角钢琴

的独特价值。

    Ambiente 音乐会三角钢琴在 Maly 设计的钢琴中，是皇冠上的宝石。230 厘米长拥

有抛物线形的独特弧度。全新的轮廓由于琴壳和琴腿下端的镀铬勾线而更为突出。

    Maly 的立式钢琴 Rondo 采用了曲线设计的形式：它自然显得柔和沉静，就像一首围

绕着中心主题的乐曲。Rondo 以其圆润的外形、优雅的选材、光泽的表面和白色织物质感

完美地融入优雅的室内空间。钢琴的外壳圆润，仿佛漂浮在不锈钢柱体琴脚上。打开微

微内凹的顶盖面板时，钢琴便展现出翅膀的形状。不同的凹槽以独特的线条交织在一起。

Peter Maly 设计的钢琴：
崇高的美学体验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设计中心

将1998年设计创新奖颁给了

Vivace三角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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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简洁：Ambiente三角钢琴

的这一侧面也显示了

它独特的抛物线形态

永恒之美：Peter Maly 设计的

Sauter Artes钢琴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纽约摩天大楼，如克莱斯勒大厦、富勒大厦或华尔道夫 - 阿

斯托利亚大厦，激发了 Peter Maly 创造立式钢琴 Artes 的灵感。它采用了 Art Deco 建

筑的独特形式，如垂直突起、镀铬镶嵌，以及用两根细长的镀铬琴腿支撑键盘。这些细

节为黑色抛光外壳增添了戏剧性的深度和结构。除了历史的回光之外，这架钢琴还散发

着永恒的优雅。

    Peter Maly 用立式钢琴 Pure 为“少即是多”的美学主旨谱写了一曲赞歌。结构的

优雅简洁凸显了精美的细节，如琴身两侧的镀铬金属线。所有可见的表面接角处，都进

行了斜切处理。“纯粹主义是避免多余的艺术，”Peter Maly 说，“我们的目标是刻画出

能体现钢琴最本质和最经典感觉的形式。同时，这需要最顶级的材料和最细致的工艺。

我相信，只有与 Sauter 经验丰富的工匠们共同合作，才能实现它。”

    对 Sauter 来说，与 Peter Maly 的合作是成功的。由于对现代设计的开放态度，这

家来自施派欣根的钢琴制造商才能在与远东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当其他钢琴制造

商试图在价格上击败低成本的竞争对手时，Sauter 设计师系列钢琴的价格却直逼施坦

威。此外，在根据客户的意愿定制或改装立式钢琴或三角钢琴时，Sauter 也不断地利

用自己在形式和细微差别方面的知识和丰富经验。Sauter 让您的钢琴梦成真——无论

您是想在 Ambiente 三角钢琴上镶嵌 800 颗施华洛世奇水晶，还是想把钢琴漆成和您最

喜欢的汽车一样的猎绿色，都不是问题。

组装三角钢琴外壳

    1998 年，参观者在 Sauter 钢琴制造厂的音乐厅和展览厅里体验到了一种特殊的钢

琴演奏方式：公司首次为年轻的钢琴家举办了国际大师班。俄罗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

乐学院钢琴教师、国际著名的维克多 - 梅尔扎诺夫（Victor  Merzhanov）教授应邀为

来自日本、韩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天才音乐家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准备重大国际比赛。

在这次活动中，Sauter 提供高品质的三角钢琴给他们使用，进而推广给专业钢琴演奏家。

Otto Hott 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钢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认可，感谢伟大钢

琴家的推荐，让我们得以实现这个目标。”

大师课、著名音乐爱好者与歌剧：
口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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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三角钢琴琴盖



    除了古典音乐世界，Sauter 钢琴在爵士、摇滚和流行音乐领域也享有良好的声誉。

全球著名的音乐爱好者和钢琴演奏者都喜欢用 Sauter 钢琴演奏：阿根廷的范妮· 索尔

特（Fanny Solter）、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爱德琳的诗（Ballade pour 

Adeline）》）、乌兹别克斯坦的尤金·默斯基（Eugene Mursky）和德国钢琴家、指挥家、

电视主持人尤斯图斯·弗朗茨（Justus Frantz）。1999 年，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传奇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爱上了 Sauter 的 Master Class 

122 钢琴，并订购了这款立式钢琴的经典黑色漆面款。许多音乐厅、歌剧院、音乐学院

和大学都在他们的音乐会和练习室中提供 Sauter 钢琴，向演奏者展示其独特的声音色

彩。2008 年，奥斯陆新歌剧院引进了德国生产的乐器。Sauter 公司共交付了 13 件键盘

乐器：5 架 Delta 三角钢琴（长 185 厘米）、4 架 Omega 三角钢琴（长 220 厘米）和 4 架

立式钢琴（高 122 厘米）。因此，这家历史最悠久的钢琴制造商为挪威歌剧院提供的三

角钢琴和立式钢琴数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制造商。

法国钢琴家

理查德·克莱德曼

和他的Sauter音乐会三角钢琴

    Sauter 通过定期改进产品组合、专利创新和独家设计，在高端制造商中占据了有

利地位。这些努力换来了两个重要奖项。2009 年，Sauter 的 Carus 130 立式钢琴获得

法国音乐杂志《Diapason》颁发的 Diapason 金奖。评委们对传统工艺、现代设计和尖

端工程的结合表示赞许。他们特别赞赏获得专利的“SAUTER 球形凹面”音板，它提升

了钢琴的音量和音质。丰富的低音、温暖的中音和易于控制的音量，全音域的声音差异

提升了音色的多样化程度和细微变化，使它不仅适合渴望进阶的业余爱好者，也适合普

通学生。这架配置了双重复振动能击弦机的乐器，其击弦机也获得了最高的评价：精确

的琴键深度，即使轻按琴键也能发出坚实的声音，既能演奏出大量弱音之间的细微差别，

也能展现最快节奏的章节和可靠的同音重复。

    第二年，Sauter 的 M 系列（M Line）130 钢琴获得了第二名。法国杂志《钢琴家

（Pianiste）》在音乐性、击弦机、声音力量和工艺方面给出了最高分。法国的测评者特

别喜欢这款产品醇厚多彩的声音和独特的个性。他们认为，这架钢琴低音深沉而优雅，

并为其它音域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中音音色极佳，流畅、自然而有独特之美。M 系列

钢琴的获奖

屡获殊荣的质量：
被盛赞的 ��� 型号立式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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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公司的品质标准，以及在技术上不断发展完善的努力。Master Class 130 立式

钢琴的高品质水平也在一位加拿大客户的来信中得到了证实，该客户于 2019 年初购买

了该琴。

     “我想与您分享我最近成为 Master Class 130 骄傲主人的喜悦。我完全惊讶于这

架钢琴的神奇表现，它确实是我演奏过的最棒的钢琴。MC 130 的声音精确、干净、容

易掌控，演奏的感觉是均衡而令人愉悦的。无论何时弹奏它，都会令我忘却时空。” 

    43 岁时，美国作家佩瑞·克尼泽（Perri Knize）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其实是想成

为一名钢琴家的。受往事激发，她自发去上钢琴课，很快就想拥有自己的钢琴，并很快

付诸实践。在横跨美国的旅途中，她与 Sauter 制造的钢琴相遇，举个例子，她弹奏了“令

人赞叹且声学上不可思议的 130 厘米的 Sauter 小型钢琴”。她还了解了优雅的 Omega 

220 三角钢琴，它用光泽的锥形纹桃花心木制成，饰面与木纹完美匹配。“没人像

Sauter 那样制造家具，”经销商称赞这架钢琴：“它是完美的 ! 完美 ! 看看这配套的漂

亮琴凳，它还集成了放乐谱的空间。”Perri Knize 坐下来，开始弹奏：“我按下一些琴键，

钢琴发出了响亮清晰的声音。我演奏了门德尔松 ，低音音符听起来深沉、温暖、幸福、

令人心醉。这显然是一架伟大的钢琴，它的表现力是你在其他乐器上找不到的。”在

2008 年出版的《钢琴课：寻找世界上最完美的钢琴（Grand Obsession : A Piano 

Odyssey）》一书中，Perri Knize 描述了自己与 Sauter 钢琴的爱情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Sauter 的员工一定和她一样，坚信钢琴是有灵魂的。

    一架钢琴不仅仅是它各个部分的总和，它的声音之美来自于无数细节的和谐交融，

来自于钢琴制造者的激情、经验和对音乐的敏感。审视 Sauter 钢琴的内部，结合了激

情与完美主义的伟大工艺展露无遗：所有赋予钢琴灵魂的部件，都由 Sauter 员工手工

完成。即使在数字时代，钢琴制造者的主观感受也起着核心作用。他们决定钢琴应该拥

有怎样的声音，并为实现它而竭尽全力。

    即使是弦列的设计，即琴弦的长度、横截面和张力——可以说，钢琴的基因设计——

也需要相当的音乐直觉和经验。感受和体验是如此深入人心，Sauter 钢琴找到了与文

学的结合点。

极度沉迷 :
文学中的 Sauter 钢琴

    郎朗走出了一条路：作为钢琴家，年纪轻轻就能同时拥有盛名和财富。数以百万计

的中国年轻人都在效仿这位钢琴大师，他成功的音乐生涯使这一职业在中国成为许多人

渴望从事的职业。过去是附加技能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收入来源。据估计，

中国青年演奏者的数量不少于 5000 万；每年有 20 万青年学生报考音乐学院。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琴生产国之一。然而，即使是像 Sauter 钢琴制造厂

这样的中型企业，也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站稳脚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最大的

城市，Sauter 已经被代理了多年，即使这个国家的其它地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

政府发起了西部大开发行动，从财政上支持居民向内地迁移，以使上层和中上阶层的购

买力更均匀地分布到整个国家之中。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Sauter 于

2017 年将独家代理权授予了一家从事乐器业务的龙头企业。

    德国钢琴制造商 Sauter 未来前景可期，不仅是因为西方音乐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电梯和商场都总能听到贝多芬的旋律。的确，德国的商品也非常受追捧，尤其是汽车。

那些有房有车的人——最好是德国制造——某一天也把钱花在一架珍贵的钢琴上。

    与亚洲地区客户的接触，也是 Sauter 关注另一个遥远的国家——澳大利亚——的

原因。与 2005 年相比，那里的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2012 年以来，它经历了真正

的繁荣期。这种爆炸性增长的可能与澳大利亚人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多收益于大量勤劳

的亚洲移民经济状况的改观。此外，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父母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读书。

因此，Sauter 总是在中国移民中找到最好的经销商并非偶然，他们的客户来自本国或

日本、韩国；同时，他们也覆盖了亚裔以外的市场。

远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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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洛杉矶和上海举办的大型国际乐器展销会，主要都是为了培

养远东市场的人脉。在这些展会上，Sauter 钢琴制造厂展示了自己的产品，并与经销

商建立了联系，其中一些此前并不知道这家施派欣根的钢琴制造商。即使有了现代通讯，

面对面的接触也从未失去重要性。尽管今天的展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销售活动，但它们

仍然是重要的信息交换场所。25 年前，经销商仍然以年为单位安排订单，而现在，在

互联网上事先了解了产品信息后，他们通过电子邮件或 Skype“随时”订购乐器。然而，

展会还是提供了一个向经销商表达认可和感谢的机会。在亚洲也是如此：如果不一起吃

饭，就无法开展业务。对于拥有众多门店和销售人员的主要经销商，Sauter 钢琴制造

厂非常重视密集的产品培训。Sauter 的立式钢琴或三角钢琴不仅仅是物质商品，它还

能传递愉悦、生活方式、情感等非物质价值。

     每一架钢琴都是多年制琴经验的结晶。在德国，施瓦本人是出了名的热衷于小发明。

对于 Sauter 来说，创新不仅来自于科学研究，也来自于日常实验。对于智能手机来说，

谁来组装它并不重要。但制作一架钢琴则需要匠心。Sauter 的独特声音是很难模仿的。

日本的经销商很乐意向他们的客户展示这些令人信服的卖点。对于业绩最佳的经销商，

Sauter 钢琴制造公司有特别的激励：邀请他们来到德国施派欣根参观公司，并享受观

光旅行，例如，参观康斯坦斯湖或新天鹅堡。

    作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钢琴制造商，位于施派欣根的 Sauter 钢琴制造厂是世界上

最好的场所之一。在 2010 年的国际钢琴排名指南《钢琴书（Piano Book）》中，Larry 

Fine 写道：“Sauter 钢琴，劳斯莱斯级的新产品，制作精良，声音美妙。”公司为这一

荣誉感到自豪，因为这反映了公司对卓越音质的追求。

    一架定制乐器，从声音概念开始就与客户共同开发。在选择了理想的材料和部件之

后，制琴师的精工细作就至关重要了，这些制琴师都拥有多年经验，耳朵也训练有素。

最终，无论是在歌剧院的舞台上，还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这件外表精致的乐器都显得

恰如其分。

     Sauter 能够满足每一种个人化的声音风格。 最小的 112 钢琴对于有雄心壮志的

钢琴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级产品，因为它包含了许多皇家级产品的优秀特征，如 

“Sauter 球形凹面”音板。而 116 和 122/130 则分别增大了音量、增加了舒适度。

劳斯莱斯级乐器：
美妙音调的艺术

钢琴制造大师Kaufmann
正在为钢琴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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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顶级型号：

Ambiente三角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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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ic Line 和 Master Class 系列提供了理想立式钢琴的广泛选择。“Master 

Class”意味着顶级技术性能与完美声音的结合。这些钢琴是为满足最高要求而设计开

发的，它们拥有卓越的、有利于技巧发挥的音质。

    此外，Sauter 的三角钢琴系列覆盖了从学生到大师级音乐会钢琴家的各种需求。

两条产品线完美互补。Classic Line 包括 Alpha 160、Delta 185、Omega 220 及其打

开了全新声音维度的代表作 Concert 275。设计师系列包括 Vivace 和 Ambiente，由

Peter Maly 设计，将完美的 Sauter 音色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即使在 200 年后，Sauter 钢琴制造厂仍在许多方面与创始人 Johann Grimm 的宝贵

遗产紧密相连，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创新，从而令演奏者获得更好的演奏体验和更广泛

的声音变化。

    在 2019 年的周年庆中，Sauter 计划推出一项令钢琴家显著获益的创新：合成象牙

琴键材料 。对于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来说，象牙制成的琴键是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的

经典。它不仅手感舒适，还能在长时间演奏时为手指提供理想的抓握感。由于演奏钢琴

实际上并不是“撞击”而是按压琴键，从灵敏度来说象牙是最理想的选择。象牙主要是

从大象的长牙中取得的，为了保护大象，这种材料今天不应该也不能够再使用。因此，

Sauter 的管理层希望找到一种创新的材料，具有象牙的功能特性，而且适合制作键盘。

    当斯图加特的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物理和材料研究所的量子电子学部门在 2014 年

圣诞节期间参观 Sauter 钢琴制造厂时，这种新材料的发现之门十分意外地打开了。科

学能实现 Sauter 制造合成象牙的愿望吗？

    利用工厂的丰富经验，研究人员开始进行实验。化学家 Fischer 博士首次发现了一

种可靠的方案，可以生产出完美的、环保的合成象牙，这种象牙与天然象牙在化学层面

是一致的，可以作为琴键的材料。这种当时已获得专利的合成象牙，其所有基本的物理

性能，如摩擦系数、吸湿性、机械硬度、导热性等也都与天然象牙一致。新的键盘对皮

肤很友好，原材料很易得，能够以环保方式进行生产，并且能够自然降解。很快，

Sauter 公司就将交付第一批合成象牙键盘钢琴。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并且至今仍在

进行生产的钢琴制造商，Sauter 凭借国际公认的“德国手工制造”品质印记，在媒体

反响强烈的国际评价中，始终稳居高端钢琴的优势地位。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加上经

久不衰的专业技术遗产，Sauter 员工期待在钢琴制作艺术之路上接受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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