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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新曲迎春庆牛年！ 

 

暂别一年，鼎艺团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呈献的年度新春音乐会重归舞台， 
特邀本地创作歌手向洋一齐与您欢庆新年 

 

新加坡，2021 年 1 月 29 日–新年伊始，让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当儿，迎接新春，放眼未来。鼎艺团将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3 时 30 分与晚上 7 时 30 分在中国文化中心剧场，呈献《欢乐春节 

– 新春音乐会 2021》，与您一齐在平安喜乐中度过一个圆满如意的新春佳节！ 

 

 
左起：指挥黄德励与创作歌手向洋 

 

《欢乐春节 – 新春音乐会 2021》将多首充满节日气氛的经典乐曲重新包装，以新颖的创作手法，配合

青春与动感的演奏全新诠释，耳目一新。鼎艺团希望通过此次音乐会来传播正能量，为在疫情期间一直

陪伴并支持我们的观众致敬。音乐会将由鼎艺团助理指挥黄德励执棒，特别邀请首次与华乐合作演出的

本地创作歌手向洋，一起呈献多首流行乐曲。鼎艺团两位年轻女演奏家谢宛桦和陈洁卿也将大展才艺，

担任音乐会独奏，演奏由鼎艺团驻团作曲家冯国峻作曲、世界首演的《爵士良宵》和戚浩笛的作品、新

加坡首演《浙调》。 

 

 
左起：谢宛桦（二胡）与陈洁卿（扬琴） 

 

除了以爵士、流行、现代以及摇滚的风格全新演绎经典华乐，鼎艺团也将委约创作一首华乐室内乐版本

的“捞鱼生”，将这个传统年俗带到音乐厅，让观众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相聚一堂，用音符代替祝语，

体验一个别具一格的“捞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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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鼎艺团  

成立于 2007 年的鼎艺团，是新加坡最杰出的华乐室内乐团之一，宗旨在通过演奏华乐传统音 乐与跨流

派现代作品，弘扬与推广新加坡华乐室内乐，其中首创两个华乐界重要项目，鼎艺华 乐室内乐节以及新

加坡国际华乐室内乐作品创作曲比赛与论坛——作弹会。成立翌年，乐团荣 幸邀得多位乐坛名家如闵惠

芬、陆春龄、龚一、冯少先等同台演出，亦成功首演多部由海内外 作曲家创作的优秀华乐室内乐作品。  

鼎艺团也曾代表国家多次受邀海内外重要演出及音乐节,积极推动带有新加坡特色的华乐室内 乐。鼎艺

团于 2019 年荣获第三届新加坡华人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及 2016 年开始，获得国家 艺术理事会补助计

划下的主要拨款。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鼎艺团网页 www.dingyimusic.com 。  

 

媒体联络人:  

陈鸿庆，市场行销经理 

鼎艺团 

电话: (65) 6345 9908 | 9617 9316 电邮: tanhongging@dingyimusic.com   

 

### 

 

 
附件 

 

I.  音乐会快讯 

 

II. 艺术家简介 

 

III. 主要音乐会详情 

  

http://www.dingyimusic.com/
mailto:tanhongging@dingyi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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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音乐会快讯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oncert 2021 

《欢乐春节 – 新春音乐会 2021》 
2021年 2月 27日（星期六） 

下午 3时 30 分与晚上 7时 30分 

中国文化中心剧场（四楼） 

 

售票处: SISTIC 

票价: $28 
 

售票网址: https://www.sistic.com.sg/events/happy0221  

鼎艺团网站: https://www.dingyimusic.com  

鼎艺团社交媒体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dingyimusic  

 

其他关于本场音乐会的资料与图片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获取。 

 

1. 鼎艺团标志  
https://www.dropbox.com/sh/wt5pyjd3psnej5q/AABAtPr25TnavlJzrQ1UBt2Qa?dl=0   

 

2. 鼎艺团照片 
https://www.dropbox.com/sh/nqt5fw6tqnskjqy/AACfLI2wTRUEvwqbOSulGRxna?dl=0   

 

3. 鼎艺团介绍 

https://www.dropbox.com/sh/0kxyjtcn9ipmvmw/AABiOIAITj_IaiDi8UnwtNV9a?dl=0   

 

4. 指挥照片/简介：黄德励 

https://www.dropbox.com/sh/y0xy2ida4h054vz/AABXAQHGhj_e6PtVkHnkhoYja?dl=0  

 

5. 艺术家照片/简介 

https://www.dropbox.com/sh/yv97qavs3fpxces/AACUASYgCRLNSwtQAS9PeSlka?dl=0  

 

 

 
  

https://www.sistic.com.sg/events/happy0221
https://www.dropbox.com/sh/wt5pyjd3psnej5q/AABAtPr25TnavlJzrQ1UBt2Q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nqt5fw6tqnskjqy/AACfLI2wTRUEvwqbOSulGRxn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0kxyjtcn9ipmvmw/AABiOIAITj_IaiDi8UnwtNV9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y0xy2ida4h054vz/AABXAQHGhj_e6PtVkHnkhoYj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yv97qavs3fpxces/AACUASYgCRLNSwtQAS9PeSlk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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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艺术家简介 

 

黄德励 | 首席指挥 

 

黄德励自求学时期就对指挥抱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在郑朝

吉博士的影响与教导下，指挥成为了他的梦想。2014 年，黄

德励成功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杨又青教授，他也

在多位著名指挥大师如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的悉心指

导下学习指挥艺术。他希望以自己学到的知识，提升鼎艺团

的艺术水平。 

 

2013 年，黄德励被选上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国乐研习营-指

挥大师班，由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教授以及瞿春泉担任指导。

续 2015 年被选上新加坡华乐团指挥工作坊，在叶聪的悉心指

导下，指挥新加坡华乐团。 

 

黄德励在 2004 年与 2006 年获得福建会馆艺术奖学金，2014

年荣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奖学金攻读指挥硕士学

位。他也多次代表新加坡出访多个国家与地区演出，如中

国、香港、台湾、英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

柬埔寨。 

 

黄德励于 2016 年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少年民族乐团举办黄德励指挥硕士音乐会暨顾冠仁新江南

丝竹作品音乐会，与著名指挥家顾冠仁联合执棒。同年也担任亚洲文化交响乐团指挥，也被新

加坡海峡时报报导他为新加坡杰出国家艺术理事会奖学金得主之一，并为其做专访报道。   

 

 更多详情浏览以上鼎艺团网址：https://www.dingyimusic.com/conductor    

  

https://www.dingyimusic.com/co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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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洋 | 创作歌手 

 

新加坡创作歌手兼演员向洋自十年前赢得歌唱比赛以来，共发

了三张专辑以及十多首单曲和原声带插曲和主题曲。向洋 也

出演了美国 HBO 频道亚洲系列电视剧，并在全球数百个舞台

参与演出。 

 

2016 年，向洋成为了中国歌唱比赛《中国新歌声》的亚军，

声望进一步提升。 在华语流行音乐天王周杰伦的指导下，向

洋深情的表演吸引了无数来自亚洲以及其他地区观众的心。 

 

在 2017 年 MTV 全球华语音乐大奖中，向洋获得《最受欢迎

海外歌手》的提名，在新加坡《品 PIN Prestige》杂志 2018

年《Prestige 40 Under 40 (世代新领袖)》中获得提名。 他也

担任了新加坡旅游局新的品牌代言人，并担任推广华文学习委

员会的形象大使，同时他也与众多品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他的首张国语单曲《爱超给电》与 2018 年 2 月发行，此后在

许多地区的 Spotify Viral 50 榜单中获得前 50 名的宝座，如新

加坡（第 8 名），台湾（第 17 名）和马来西亚（第 48 名）等。 在 iTunes 新加坡上排名前 10

位，在 YES 933 的每周广播榜上排名前 20 位。 向洋还与东京著名摄影师也是电影导演纪嘉良

（Leslie Kee）合作拍摄了这首单曲的官方音乐录影带。 

 

2019 年，向洋主演了他的首部浪漫华语喜剧片《女鬼爱上尸》。 同年，向洋回归乐坛，发行了

新的流行朋克华语单曲《排过的队》，以无法抗拒的律动以及强烈的节奏再次展现音乐实力。 

 

 

谢宛桦| 胡琴 

 

谢宛桦毕业于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

办的荣誉学士学位。她也是新加坡胡琴学会常务理事、精

英华乐团副团长, 曾任高胡首席及乐团首席。 

  

因为从小就喜爱音乐，谢宛桦自幼就学习不同乐器，如钢

琴、古筝及二胡。从小学至今跟随中国著名二胡大师张玉

明老师学艺。多次在新加坡国家级比赛获得大奖的她，也

曾以小合奏首席及演奏员身份在国家级大赛中多次荣获冠

亚军。 

  

在张老师的强力影响和鼓励下，谢宛桦开始接触了不同的

戏曲，如潮剧、京剧、黄梅戏等。2015 年她以二弦领奏带

领了新加坡陶融儒乐社在汕头民间音乐花会演出，深受好

评。谢宛桦也参与过与新加坡华乐团演奏机会。谢宛桦是

活跃在当今华乐舞台的青年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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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卿 | 扬琴 

 

陈洁卿从 13 岁开始学习扬琴，启蒙于陈宥达，她曾经是

新山宽柔中学华乐团团员，并活跃于马 来西亚华乐圈子。

她现为南洋艺术学院华乐系本科四年级的学生，主修扬

琴，师从著名扬琴演奏家、新加坡华乐团扬琴首席瞿建

青。在她精心的培育下，陈洁卿一举获得了由新加坡国家

艺术理事会所主办的全国华乐比赛 2018 扬琴独奏公开组

第一名的荣誉。 

 

陈洁卿这几年也活跃于新加坡乐坛 ，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比

赛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包括了南洋国际比赛 2017 扬琴

独奏公开组第三名，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 2016 重奏组第

三名等等。洁卿现为鼎艺团的扬琴演奏家，新加坡南洋艺

术学院华乐室内乐团的扬琴首席，以及新加坡国家青年华

乐团的扬琴首席。除此之外，她也在 新加坡各个华乐团担

任客卿演奏家，包括了新加坡华乐团，大巴窑西精英华乐

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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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关于音乐会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oncert 2021 

《欢乐春节 – 新春音乐会 2021》 
2021年 2月 27日，星期六 

下午 3时 30 分与晚上 7时 30分 

中国文化中心剧场（四楼） 

 
牛年到来，鼎艺团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呈献标志性音乐会

《欢乐春节 — 新春音乐会 2021》，为大家在疫情下的新

年带来一丝暖意，传递正能量。 

  

本地创作歌手向洋将首次与华乐室内乐合作，鼎艺团二胡演

奏家谢宛桦和扬琴演奏家陈洁卿也将为大家齐献艺！由鼎艺

团助理指挥黄德励执棒，重新诠释华乐经典，呈献一场令人

耳目一新的华乐盛宴，与您平安贺新年！ 

  
--- 

1 小时 10 分钟 (无中场休息) 

 

--- 

 

PHANG KOK JUN 冯国峻 

Liangxiao Jazz Ballad 《爵士良宵》^ 

 

SULWYN LOK 骆思卫 

Eternal Shanghai Divas 《永恒时代曲歌后 之 《璇光莉兰》》*^ 

 

arr. EDMUND SONG 宋俊杰 编曲   

The Longest Movie 《最长的电影》 * 

 

LAW KIN PONG 羅健邦  

Another Plum Blossom《梅花新弄》*  

 

*Commissioned by Ding Yi Music Company 鼎艺团委约 

^World Premiere 世界首演 

--- 

Wong De Li, Dedric, conductor | 黄德励，指挥 

Nathan Hartono, singer-songwriter| 向洋，创作歌手 

Chia Wan Hua, erhu | 谢宛桦，二胡 

Tan Jie Qing, yangqin | 陈洁卿，扬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