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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運程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3/21-4/19 金牛座 4/20-5/204/20-5/20 雙子座 5/21-6/215/21-6/21 處女座 8/23-9/228/23-9/22獅子座 7/23-8/227/23-8/22

天秤座 9/23-10/22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11/22-12/21 水瓶座座 1/20-2/191/20-2/19 雙魚座 2/20-3/202/20-3/20山羊座 12/22-1/1912/22-1/19

巨蟹座 6/22-7/226/22-7/22

D1廣告：工商

多張開耳
朵聽聽別人
的談話，值
得認識的人
就主動向前
攀談；人脈
有著擴張的

機會，好的合作對象可靠自己
爭取；與伴侶相處時 「以柔克
剛，以退為進」的策略，能及
時掐滅對方燃起的火苗。單身
者容易得到異性關注，有機會
戀愛。

不管再忙
，也要記得
和家人的約
定，聊聊家
常會讓整個
人精神抖擻
呢；就算平

日對抽獎、樂透不感興趣，偏
財運好的今天也不妨去試試，
會有不小的收穫；愛情上進展
不順，多向朋友問問意見，旁
觀者會比你看得更清楚。有朋
友向你訴說心事。

今天的耐
力不錯，處
理事情時只
要別半途而
廢，平時感
到棘手的事
也能順利完

成；投資運會受市場時局的衝
擊，因此靜觀其變比較有利；
你會發現身邊有特別關注你的
異性，讓你暗暗竊喜。單身者
如果還沒有心儀的對象，不妨
請親友幫忙介紹。

心情愉快
的一天，把
工作先擱淺
，四面八方
呼朋引伴，
交朋友成為
今天的重心

，單身者與異性互動頻繁，有
獲得愛情的機緣。在閒聊中朋
友不經意的一個舉動或一句漫
不經心的話，都有可能成為你
的靈感，讓你挖掘出商機。夫
妻之間偶有小吵小鬧。

桃花零落
，愛情際遇
欠佳，缺少
機會。財運
佳，朋友家
人在財力上
對你幫助不

小，投資時多注意行情的變化
，今天便有望成為你的投資幸
運日。用積極的行動和富於冒
險的精神來賺取錢財，得財將
很順利。愛情中需要的是軟言
細語。

和戀人在
一起，你表
現得有些冷
落，易讓對
方產生一種
被忽略的感
覺，不利於

你們感情的順利發展；得到他
人的物質援助，讓你的經濟寬
裕不少；在街上偶遇同事不妨
打個招呼，你會發現對方生活
中的另一面。單身者表現得獨
立自主，不刻意追求愛情。

郎情妾意
、天涯咫尺
是今天甜蜜
戀情的寫照
，溫馨與浪
漫讓你笑到
合不攏嘴。

送禮的好日子，要與客戶見面
的話，準備一份禮物送給對方
，易收到很好的效果。財運上
手中的投資可繼續持有，還有
上升空間。必須小心理財，盡
量多儲蓄以備不時之需。

給愛人一
個
LOVEKISS
吧，相信他
會覺得異樣
的甜蜜；多
去朋友、親

戚家串串門子，聯絡聯絡感情
，大家一起樂活樂活；沒有工
作的壓力、沒有擾人的業務聯
絡電話，心情大為舒暢。思路
清晰，是學習新知、提高技能
的好時機，可考慮學習進修。

感性的一
天，感情很
豐富，很想
與戀人有更
多的時間相
處。主動約
對方時常共

進晚餐、看電影。外出散心容
易在旅途中能交到好朋友，而
且能在閒聊中釋放情感，解除
苦悶。財運上可以關注有增長
潛力的項目，易找到機會。金
子花在刀口上，不死守。

健康指數
較低，在外
出差的人應
多注意預防
。愛情際遇
較好，要想
結出愛情的

果實還需付出一定的行動，勇
氣是關鍵。會遇到與你嚼舌的
人，雖然有點難纏，但對方給
出的建議還頗為中肯。戀愛機
會不多，可將重心放在興趣愛
好及自我實現上。

想要好好
玩樂，但中
途生變的機
率高，如碰
到空降任務
、急需加班
等，不過，

你多能隨機應變，出色完成。
今天對求職者特別有利，有機
會被伯樂相中，獲得意料之外
的好職位。愛情較平順，感覺
安穩。頭腦非常的清晰，多能
做出正確的推理。

戀人對你
的事會特別
感興趣，可
別什麼都向
他透露，保
留點隱私，
可增強對方

瞭解你的慾望；即便是密友，
也別把夫妻間的隱私與對方分
享，小心會變成公開的秘密；
如自己有車，找個較安全地段
狂飆一番，能讓你感到刺激興
奮。

寂靜圖書館

擺進一台鋼琴
UBC 音 樂 、 藝 術 及 建 築 圖 書 館 （The Irving K. Barber

Learning Centre）的音樂圖書管理員Kevin Madill從來沒想過，
在一個要求絕對寂靜的圖書館，如何能擺放進來一台鋼琴？它會
不會成為一件擺設？它會不會因為耳機線掉下而造成圖書館裏面
「琴聲大作」 ？作為一個實驗，UBC音樂圖書館接受了由溫哥華
通利琴行（Tom Lee Music）捐贈的這台Yamaha電鋼琴。 「我
們的借閱記錄證明，這台鋼琴（的耳機）是音樂圖書館裏面被借
得最多的一件東西！」

文/圖：盛滔滔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在可以插耳機靜音的電鋼琴發明之前，這樣
的事情是不可想像的。 「（科技）催生了新一
代的音樂學生和音樂愛好者在圖書館的獨特樣
貌，給了他們更多的學習選擇。」Kevin Madill
（圓圖）感慨地說。

鋼琴進圖書館疑慮重重

Kevin 介紹說，過去 UBC 的
音樂圖書館是在音樂系裏面的
，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建築，
那裏自然有鋼琴，有給學樂器
的學生練習的地方， 「所以總
是有音樂聲的。」而現在音樂圖
書 館 合 併 到 The Irving K. Barber
Learning Centre，叫做 「音樂、藝術與
建築圖書館」。

UBC現在的校園和30年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這裏建起了更多的住宅公寓，更有了校園
加社區的感覺，人員成份也不完全是在校學生
、教職員工，還有他們的家屬，而且由於UBC
的音樂圖書館的專業研究資料很全，整個大溫
地區和低陸平原搞音樂理論研究、查找某個作
曲家在某個時期的作品曲譜，都要到這裏來。

這樣一個專業研究圖書部門，需要一台鋼琴
嗎？它會帶來新氣象還是帶來麻煩？這就是當
初溫哥華的通利琴行，準備要贊助一台鋼琴給
UBC音樂圖書館時，Kevin最初的疑慮。

「剛一得知這事，我還是有點緊張的。馬上
想到的是，天吶，萬一哪個學生拔掉耳機線那
可就麻煩了。」Kevin回憶說， 「但是，這個社
區居民特色是有一批專業學音樂演奏、音樂理

論的學生、大學教師，更有大批古典音樂愛好
者、業餘演奏者、聽眾，這些聽眾裏面喜歡新
音樂和現代音樂的人也會使用我們的音樂圖書
館。大學不應是一個孤立的象牙塔，圖書館也

需要人氣。」
把一台鋼琴放進一個音樂學術圖書
館是相當有實驗性的，但是，不試
一下怎麼知道情況會是怎樣的呢？

耳機被 「借」 得最多

Kevin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通
利琴行的鋼琴技師保證，此台鋼琴

不插耳機線是無論如何不彈不出聲
音的。就算耳機線事故性地掉了，也

是鋼琴也是沒有聲音的。 「那就打消了我
最大的顧慮了。」

然後，Kevin選擇把這台鋼琴放在音樂圖書館
一進門最顯眼的地方，這樣每一個進出的人都
能看到它，而且Kevin每天進出辦公室，也可以
很容易看到這台鋼琴的使用情況。 「我的其他
疑慮還有，這台鋼琴放在公共空間裏，而彈琴
多少算是個比較私人的活動，人們是否在意在
別人面前練琴？我擔心這些十八九歲的年輕學
生，可能會把咖啡杯放到鋼琴上，我還擔心怕
這台鋼琴沒有被好好使用，被 『亂彈』。」

事實證明，Kevin所有的擔心都是多餘的。這
台鋼琴受到了它應有的來自愛音樂人的超乎尋
常的尊重。 「從去年 8 月到現在，從我們的借
閱記錄來看，耳機是這裏被借得最頻繁的一件
東西！就是說，鋼琴有人彈，而且被彈得次數
很多！人們顯然很喜歡這個主意！」

圖書館是活的
「一進門看見有人在彈琴，沉浸在只有自己

能聽到的音裏，感覺這個地方是活的……」。
圖書館裏面有一台鋼琴可以 「借來彈」這事

是靠口口相傳的。Kevin每天上下班都會經過台
鋼琴，很少看見沒有人在彈它！他看到學生一
邊閱讀樂譜，一邊在鋼琴上彈，在做他們的音
樂理論作業。

據Kevin的觀察，音樂專業學生會用這台琴，
但更多的不是學音樂專業的，這很讓Kevin感到
意外又不意外。畢竟這個大樓大概也算是UBC
裏人員流動最多的地方了，每天有兩三千人進
出，而UBC只有500個音樂專業的學生。

「我很高興！是不是音樂專業的學生根本無
所謂，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提供一個讓古典音樂
伴隨普通人的生活的機會。這些人就是古典音
樂會的潛在聽眾呀。」

UBC的國際學生也很多，這些人裏有那些從

小練過琴的，但在UBC學的是其他專業，他們
不是職業演奏者，但又不想放棄練琴， 「你可
以從他們的演奏技巧上看出來他們不是專業演
奏者。」

Kevin還觀察到，有來做研究的音樂學者，把
自己的七八歲的孩子放到琴凳上，給他們帶上
耳機，這樣大人和孩子都在做自己的音樂功課
；最普遍的情況是，凡是來圖書館 「借」鋼琴
來彈的，肯定是家裏面沒有鋼琴的、或者是家
裏太小放不下鋼琴、或者房子不隔音沒法練琴
等等。 「如果無聲電鋼琴在UBC圖書館這樣受
歡迎，也許溫哥華其他公共圖書館可以受到啓
發。」

在西溫的公共圖書館，的確有一台鋼琴，而
且是一台三角鋼琴，也是擺在大門口，但多數
情況下，它是孤獨的。因為它不能靜音，只有
在特殊場合才能彈。 「我們非常幸運，可以得
到這樣的饋贈。圖書館嘛，就是關乎提供服務
，關乎人對它的使用。」Kevin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