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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鼎有艺思》探索敲击乐的奥义 

一场文化的交流、音乐的切磋的敲击响宴 

 

新加坡，2021年 3月 31日–《鼎有艺思》系列的第二场音乐会将由鼎艺团打击乐演奏家刘峰华带领艺术

策划。音乐会将于 2021年 4月 7日（星期三），晚上 7时 30分在史丹福艺术中心黑箱剧场呈献。刘峰华

将首次与马来鼓演奏家 Riduan Zalani 齐献一场跨文化与交流的敲击乐响宴，呈献多首本地作曲人以及

他们创作的作品。如刘峰华的《寻绎》、 Riduan Zalani 的《Mekar》和帽饰太空船的打击乐器——手

碟呈现《Space-Pan》。 

 

 
点击了解更多：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5446484557279/  

 

此届的《鼎有艺思》将两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华族打击乐与马来族打击乐同台切

磋、交流。两位打击乐演奏家将深入探索这声部的来源与演奏技巧，从而为您介绍一系列各式

各样您可能没见过的独特打击乐器。 
 

鼎艺团打击乐演奏家刘峰华分享：“对专业演奏家的我来说，这是让我们能尽情发挥并实现个人艺术和

音乐的理想，呈献一个属于个人品牌的音乐会。感谢鼎艺团同仁的支持和内心，与我和 Riduan 一起在创

造《鼎有艺思》音乐会！我期待与大家相会！” 

 

出了呈献音乐会，鼎艺团也将于 2021年 4月 1日（星期四）晚上 8时 30分在鼎艺团面簿举行线上音乐会

前分享（Facebook Live）。二位打击乐演奏家将与观众献上交流，分享他们为来临音乐会《鼎有艺思》

的音乐与文化的艺术交流、创意与过程。 

 

* 

关于《鼎有艺思》系列 

《鼎有艺思》实验与文化交流系列，为鼎艺团演奏家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实现个人的音乐升华、突破

个人的艺术造诣。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5446484557279/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54464845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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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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Logue 

《鼎有艺思》 
2021年 4月 21日（星期三） 

晚上 7时 30 分 

史丹福艺术中心黑箱剧场 

 

售票处: SISTIC 

票价: $28 
 

售票网址: http://sistic.com.sg/events/logue0421  

鼎艺团网站: https://www.dingyimusic.com  

鼎艺团社交媒体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dingyimusic  

Facebook Live  

2021 年 4月 1日（星期四），

晚上 8时 30分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54464845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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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照片/简介 

https://www.dropbox.com/sh/u77fprchkh8pksk/AAAV0s2Hh00-uyF8BRhv4OKRa?dl=0 

 

 

 
  

http://sistic.com.sg/events/logue0421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54464845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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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7fprchkh8pksk/AAAV0s2Hh00-uyF8BRhv4OKR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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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艺术家简介 

 

刘峰华 | 打击乐 

 

刘峰华 2017 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王建华教授。中国国家政府奖学金和新加

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海外奖学金得主的他，2014 年荣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 “CDG人才

培养计划” 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Misirli Ahmet 节奏学院学习中东鼓打击乐。  

 

自中学时期开始学习打击乐，刘峰华启蒙于前新加坡华乐团高胡兼打击乐演奏家刘慈勇老师。

随后向郭勇德老师学习民族打击乐，伍庆成老师学习西洋打击乐，和 Sri D Rajagopal 老师学习

南印度打击乐。他现在是新加坡鼎艺团及敲棒集团打击乐团员。  

 

 

Riduan Zalani | 打击乐 

 

Riduan Zalani is one of Singapore’s most prominent artists, versatile in producing and performing 

various drums and percussions, both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His diligence, discipline and skills 

has made him an essential part of numerou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groups: OrkeStar Trio, 

Wicked Aura, Singapore Malay Orchestra, Batucada Sound Machine (NZ), One Asia Classic Orchestra 

(JPN) among others.  

 

He is also the Co-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Nadi Singapura: a relentless ensemble that is 

determined to etch their brand of traditional Malay drums and music performance in the hearts and mind 

of people. 

 

For his courage and resilience in putting Singapore on the global world music scene and his dedicated 

efforts in developing the local Malay music scene, Mr Muhammad Riduan Bin Zalani is conferred the 

Young Artist Award 2015, Singapore Youth Award 2013 and the ASEAN Youth Award 2013. 

 

For more info, check out www.riduanzalani.com  

  

http://www.riduanzala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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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关于音乐会 
 

DY-Logue 

《鼎有艺思》 
2021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 

晚上 7 时 30 分 

史丹福艺术中心黑箱剧场 

 

关于系列 

DY-Logue is an experimental cross-cultural series providing Ding Yi musicians an avenue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artistry and musicianship. The concert title is a wordplay of the word “dialogue” with the 

“DY” acronym derived from the ensemble name Ding Yi, which means the “Pinnacle of Art” in Chinese. 

《鼎有艺思》实验与文化交流系列，为鼎艺团演奏家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实现个人的音乐升华、突破个人的艺术

造诣。 

  

简介 
 

两位演奏家的音乐对话，不同文化的碰撞，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

花？ 

 

两位年轻有为的打击乐演奏家刘峰华与 Riduan Zalani 将分别演

奏华乐打击乐和马来打击乐，台上相逢、乐中相逐、技艺相乘、

风格相交，最终以节奏相融，再一次突破艺术极限。 

--- 

1 小时（无中场休息） 

--- 

LOW YIK HANG 刘峰华  

Elucidation 《寻绎》^ 

RIDUAN ZALANI 

Mekar ^ 

PHANG KOK JUN 冯国峻  

Impulsive Pulses《锋芒毕露》*^ 

 

*Commissioned by Ding Yi Music Company 鼎艺团委约  

^World Premiere 世界首演 

--- 

 

Low Yik Hang, percussion | 刘峰华，打击乐 | 

Riduan Zalani, percussion | 打击乐  

Quek Ling Kiong, advisor | 郭勇德，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