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牛

全球最年轻签约

国际古典唱片品牌钢琴家



个人介绍

商业活动

荣获奖项

唱片介绍

相关链接

2017年事记

2018年事记

2019年事记

2019年安排

联络方式

目录

牛牛被欧洲媒体称为“中国莫扎特”



个人介绍

不断打破年龄记录的「最」少年

不可思议的创造者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

传奇钢琴大师奥地利的保罗·巴杜拉·斯科达(89岁)

在兴奋之下欣然题词：“牛牛，伟大的天才”！



个人介绍

2005年（8岁）
被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破格免试录取，成为该院建院88年以来录取的年纪最小学生。

应邀前往台北，在“大悲心起”晚会上演奏，是两岸文化交流中年龄最小的音乐使者。

2007年（10岁）
入选1894- 2007厦门最具代表性的21位音乐名家，且是年龄最小的。（记载于厦门市委、市政协出版的文
史丛书《厦门音乐名家》 ）
作为中国唯一参加《第二届亚洲文化艺术节》、且是年龄最小的特邀嘉宾，应邀在美国纽约的皇后剧院举
办音乐会。

签约EMI，成为全球4大唱片公司一百多年历史上，签约年龄最小的（9岁）钢琴家。

2008年（11岁）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牛牛钢琴独奏音乐会》。成为国家大剧院开幕以来最小的演奏家。

2009年（12岁）
参加德国Bad Worishofen国际音乐节，获得了2009年当年世界上最好的年轻钢琴家证书和奖励。

成为东京三得利音乐厅年龄最小的演奏家，开创了年轻音乐家售票最快的新纪录。

不断打破年龄记录的「最」少年



个人介绍

2010年（13岁）
成为全球录制《肖邦练习曲全套》的最年轻钢琴家。
以全额奖学金被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胡桃山学校录取，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学生。
获得德国万宝龙青年音乐家大奖,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年纪最小的钢琴家。

不断打破年龄记录的「最」少年



个人介绍

不可思议的创造者

2005年（8岁）
应邀前往法国参加西博克国际钢琴艺术节，并举办音乐会。

2009年（12岁）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在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城市的国内巡演创下了场场爆满的票房记录。

在东京开启的日本巡演场场满座，创下了三得利音乐厅7天票房销售一空的奇迹。

2011年（14岁）
连续三天与日籍指挥大师佐渡裕（Sado）的兵库管弦乐团合作演出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场场爆满。

2014年（17岁）

与汤沐海大师指挥的上海爱乐乐团，开创了青年钢琴家在中国一场音乐会里，同时演奏钢琴和小提琴两
种乐器的先例。

和厦门爱乐乐团指挥家傅人长合作演出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创造了开票两天就一票难求的票房。

2012年（15岁）
在日本成功举办了13场独奏音乐会巡演，在台北、上海、西安、广州、深圳等地举办了12场独奏音乐会。

创下了暑假连续25场独奏音乐会的个人记录。



个人介绍

2016年，28天内在中国举行16场音乐会，成为中国巡演「时间最短场数最多」的最高纪录。

不可思议的创造者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著名人士的评价

希望牛牛能常到英国演出，

他一定是最忠实的“牛牛迷”！

2007年（10岁）
应英国皇室的邀请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举办音乐会。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出席此次音乐会，

并对牛牛的演奏给予极高评价。
查尔斯王子表示：

“你的音乐非常、非常的美。十分感谢你带给我
这么美妙的夜晚。说实在的，我还不知该用什么
词语来形容我此时激动的心情！”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著名人士的评价

2008年（11岁）
与厦门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黄河》钢琴协奏曲。

台中市长胡志强等四县市首航访问团表示“在厦门能听到这么高水准的钢琴音乐会，不虚此行。”

2014年（17岁）
应邀参加布拉格德沃夏克音乐节，与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捷克爱乐乐团

合作演绎了《德沃夏克g小调钢琴协奏曲》，得到了德沃夏克的孙子Antonin Dvorak III的高度赞扬。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著名人士的评价

莱斯利·霍华德：李斯特钢琴协会主席
保罗·巴杜拉：世界级的钢琴巨匠，
当今国际乐坛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

尤斯图斯.弗兰茨：德国指挥大师

莱斯利·霍华德给牛牛的评价保罗·巴杜拉给牛牛的评价 尤斯图斯.弗兰茨牛牛的评价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2006年郎朗和牛牛（9岁）

郎朗给牛牛的评价与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合影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国际媒体的评价

2006年（9岁）

应英国李斯特钢琴协会主席Leslie  Howard的邀请，在伦敦Wigmore Hall（魏格摩尔）举办音乐会。
文艺界及社会名流欣赏了他精彩的演出，英国的BBC广播电台、《Musical  Opinion》Max、星岛日报、
因特网等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报道。

随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德国汉堡，参加上海＆汉堡姐妹城市20周年《China  Time》艺术节开幕式庆典，
并举办了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
中、德两国政要、文艺界及社会名流极为欣赏他的演奏，汉堡的晨报、晚报，《Wirtschafts  Woche》、
《Der Spiegel》、《欧洲经济时尚导报》、“音乐之声”广播电台热情进行报道。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国际媒体的评价

2007年（10岁）

应邀在美国纽约的皇后剧院举办音乐会，
美国的世界日报、华语电视台、星岛日报、香港信报等多家媒体均做了报道。
许多音乐评论家都惊叹牛牛这么小的年龄就具有这么高的艺术修养，

他们说：牛牛的演奏有思想、有内涵，这在许多有名的音乐家身上甚至是看不到的。

前往德国柏林参加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夏季音乐节）的闭幕式。
在柏林音乐厅与指挥家汤沐海合作演奏莫扎特协奏曲KV488（作品23号），获得德国音乐界及媒体的好评。

在德国鲁尔区的多特蒙德市参加第三届下一代音乐家国际艺术节的闭幕式独奏音乐会，欧洲十几家媒体同

时报导。媒体在头版头条写出了“中国的莫扎特在德国演出”的新闻评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与国际著名指挥家和乐团合作

短短几年，牛牛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与全球指挥家、乐团频频合作。

合作的指挥家有：
波兰指挥大师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德国指挥大师尤斯图斯.弗兰茨、
英国指挥大师基里·贝洛拉维克、英国李斯特钢琴协会主席Leslie Howard、日本指挥大师佐渡裕（Sado）、
指挥家汤沐海、指挥家曹鹏、指挥家彭家鹏、指挥家傅人长、
指挥家陈燮阳、指挥家郑小瑛、指挥家张国勇、指挥家谭利华等。

合作的乐团有：
捷克爱乐乐团、慕尼黑国际交响乐团、英国皇家室内乐团、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
瑞士硫森节日弦乐团、苏黎世室内乐团、贝尔格莱德爱乐乐团、华沙爱乐乐团、
东京交响乐团、大阪世纪交响乐团、
香港管弦乐团、澳门交响乐团、高雄交响乐团、
北京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天津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等。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与国际著名指挥家合作

汤沐海：中国著名音乐家、指挥家 谭盾：中国著名音乐家、指挥家 左渡裕：世界级著名日籍指挥家



个人介绍

米沙·麦斯基：大提琴家

米沙·麦斯基：大提琴家 祖宾·梅塔：印度指挥大师 多明戈：西班牙著名男高音 索科洛夫：著名钢琴家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与国际著名古典音乐家学习交流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与国际著名古典音乐家学习交流

加里· 格拉夫曼：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的老师
梅纳海姆·普莱斯勒：
世界最著名钢琴家之一 塞西莉亚·芭托莉：世界第一女高音



个人介绍
全球认可的天才少年钢琴家—与欧洲著名指挥和乐团合作

2016年华沙_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契克_华沙爱乐乐团2014年纽约_指挥家：基里·贝洛拉维克_捷克爱乐乐团



商业活动

八喜2016年第五届打开艺术之门—天才钢琴家牛牛巡演音乐会
南国都市报之夜 天才钢琴家牛牛海口演奏会
德润·朗悦湾 牛牛钢琴独奏会
德国博兰斯勒钢琴冠名赞助的牛牛钢琴独奏会安徽站

多个品牌赞助牛牛的演奏会



荣获奖项

2007年 （10岁）
入选《厦门音乐名家》
获得上海音乐学院“牛恩德一等奖学金”

2008年 （11岁）
首张专辑《牛牛 莫扎特作品》 获金唱片销售奖

2009年 （12岁）
全球最优秀的年轻艺术家奖

2010年 （13岁）
第二张专辑《肖邦练习曲全套》获金唱片销售奖
德国Monchengladbach “希望之星”钢琴家奖
德国PRIX Montblanc万宝龙青年音乐家大奖万宝龙年轻音乐家证书



唱片介绍

2015年 《牛牛映像》
2014年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2013年 《牛牛 年少时光》
2012年 《牛牛 李斯特钢琴改编曲》
2010年 《牛牛 肖邦练习曲全套》
2008年 《牛牛 莫扎特作品》



唱片介绍

2018年 牛牛发行第七张个人独奏专辑
《LISZT. CHOPIN. SCHUBERT. MENDELSSOHN》

专辑由举世知名的传奇录音室--Emil Berliner Studios录制

由四座格林美奖得奖者--德国录音工程师及监制莱纳·麦拉德
（Rainer Maillard）亲自操刀



相关链接

专辑《LISZT. CHOPIN. SCHUBERT. MENDELSSOHN》宣传采访片段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M1NTc0MA==.html?spm=a2hzp.8244740.0.0

专辑《LISZT. CHOPIN. SCHUBERT. MENDELSSOHN》宣传MV
门德尔松随想回旋曲Op. 1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M1NjI3Ng==.html?spm=a2hzp.8244740.0.0

MTV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相关链接

无锡广播电视台_悦读“随乐成长-牛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NjMyODU0MA==.html

钢琴家牛牛TED演讲_神童到艺术家之旅
https://v.qq.com/x/page/g0186fc1vhb.html?ptag=4_5

大师与天才音乐会_牛牛演奏巴赫的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BWV1043
http://music.yule.sohu.com/20140103/n392900908.shtml

MTV链接

https://v.qq.com/x/page/g0186fc1vhb.html?ptag=4_5
https://v.qq.com/x/page/g0186fc1vhb.html?ptag=4_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相关链接

牛牛演奏李斯特《钟》
https://v.qq.com/x/page/u03074o9e8x.html

天才钢琴神童 牛牛
https://v.qq.com/x/page/d0150g44sdo.html?ptag=4_5

MTV链接

牛牛参加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节目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3MDY4.html

演奏视频_小小钢琴家牛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NDM4ODMy.html

https://v.qq.com/x/page/u03074o9e8x.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3MDY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NDM4ODMy.html


相关链接

牛牛官方主页
https://www.niuniumusic.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牛牛新闻_搜狐娱乐
http://music.yule.sohu.com/20140103/n392900908.shtml

牛牛新闻_腾讯娱乐
http://ent.qq.com/a/20171211/021587.htm

牛牛新闻_ China plus
http://chinaplus.cri.cn/news/showbiz/14/20171210/63118.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zMwNTI4.html
http://ent.qq.com/a/20171211/021587.htm
http://chinaplus.cri.cn/news/showbiz/14/20171210/63118.html


德累斯顿音乐节官方网页宣传

2017年事记

牛牛2017年主要安排：欧洲音乐节

5月22日 德国慕尼黑“明星与明日之星音乐节” Stars and Rising Stars Festival
5月27日 法国 St Bonnet Bourge 剧院

5月29日 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 德国规模最大的古典音乐节之一
7月26日 法国巴黎“钢琴印像音乐节”Piano Pic Festival



2017年事记

5月22日 德国慕尼黑“明星与
明日之星音乐节” Stars and 

Rising Stars Festival

7月26日 法国巴黎“钢琴印像音乐
节”Piano Pic Festival

5月29日 德国“德累斯顿音乐
节” 德国规模最大的古典音乐节

之一

5月27日 法国 St Bonnet Bourge
剧院

牛牛2017年在欧洲音乐节的表演受到高度评价



2017年事记

牛牛2017年9月在“金砖会议” 文艺晚会中为各国元首演奏

应中国政府邀请，在我国主办的“金砖会议”文艺晚会中演奏《海·天》。
牛牛由此成为：代表中国在国际领导人会晤中演奏的最年轻钢琴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各国元首出席此文艺晚会。



2017年事记

牛牛2017年9月在“金砖会议” 文艺晚会中为各国元首演奏

“金砖会议”文艺晚会现场视频
http://tv.cctv.com/2017/09/04/VIDErpkQdNzL9RmPTNbc9cJ6170904.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04/VIDErpkQdNzL9RmPTNbc9cJ6170904.shtml


2017年事记

2017年12月牛牛签约环球音乐
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品牌DECCA

数百家媒体前往签约发布会现场争相报道



2018年事记

5月 在香港举行最新专辑发布会
7月 在美国华盛顿和波士顿举行个人专场音乐会
9月 出席陈百強香港纪念音乐会，并作为开幕钢琴表演嘉宾
9月 参与日本NHK电视台动漫《钢琴之森》的宣传、音乐会和签售等
11月 被香港政府选批为最年轻优秀人才之一
12月 受邀出席“香港贸易发展局国际会议”，成为该会议最年轻的交流者和表演嘉宾

《钢琴之森》
动漫音乐会和演出后CD签售



2018年事记

牛牛签约环球音乐古典品牌DECCA后
发行第七张个人独奏专辑 《LISZT. CHOPIN. SCHUBERT. MENDELSSOHN》

专辑宣传MV_门德尔松随想回旋曲Op. 14 专辑宣传宣传采访片段



2018年事记

牛牛2018年7月在美国波士顿独奏音乐会演出

David Moran评论：
「 从某种意义上说，
牛牛是我听过的最有造诣、最有成就的年轻钢琴家。」

本次独奏音乐会的报道文章
作者David Moran 是波士顿地区的音乐评论家

从事音乐评论工作50多年



2018年事记

牛牛受邀出席“香港贸易发展局国际会议”成为该会议最年轻的交流者和表演嘉宾



2018年事记

牛牛参与日本最受欢迎的钢琴主题卡通片《钢琴之森》
该作品在国内二次元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热播（260万以上播放量，9.5分）

《钢琴之森》讲述几位少年钢琴家从追梦到圆梦的故事
牛牛是庞威（中国少年钢琴家，卡通片主角之一）钢琴作品的真实演奏者



2018年事记

牛牛参与日本最受欢迎的钢琴主题卡通片《钢琴之森》
并录制本卡通片的钢琴作品集《Piano Best Collection》

在本片中牛牛演奏曲目全部是肖邦的作品



2019年事记

日本NHK电视台宣传《钢琴之森》第二季
第二季共10集，国内视频网站哔哩哔哩1月28日开始播放，更新至4月初完毕

牛牛参与钢琴主题卡通片《钢琴之森》第二季
3月发行动漫古典个人专辑（专辑将收录牛牛在本卡通片中的演奏作品）



2019年安排

牛牛2019年主要安排：

8月22日 受邀在“中韩建交27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演奏（地点：韩国首尔）

9月 日本NHK电视台《钢琴之森》动漫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巡演

10月-12月 在中国举行巡回演奏会

5月 在日本大阪、爱知举行演奏会

6月 在日本东京（2场） 、京都、冲绳、福冈、佐贺举行演奏会

8月 在日本兵库（2场）举行演奏会

2月 出席《钢琴之森》在日本地区的电视、平面、音乐会等宣传活动



联络方式

全球经纪人 李文伟先生 （Mr. Desmond Lee ) 

电话：中国 +86 184-2002-7786
香港 + 852 9020-3421 

电邮：18420027786@qq.com     
desmondlee_mw@yahoo.com 

微信号：desmondleemw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