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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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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的上海點心 嚐到家鄉的味道
豆漿 油條 生煎包
鍋貼 蘿蔔絲酥餅
兩麵黃 炒年糕
菜肉餛飩 粗炒麵

正宗上海

小籠湯包

油豆腐粉絲湯
咸菜豆瓣蛋花湯
走地醉雞鹹水鴨
酒釀圓子八寶飯

讚得來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Edison

Tel:732-549-0095
正
Add:435 Main ST
飯 店
宗
Metuchen NJ 08840
ChangeSha House
飯店後面有大停車場
湘
菜 舌尖裡的瀟湘，記憶中的味道

長沙

Shanghai Dumpling

上
海小

10%
現金優惠
（消費$20以上)
請使用本刊34版 優惠券

東
北
拉
皮

小
米
辣
椒
魚
片

酸
菜
白
肉
鍋

三回 水
椒鍋 煮
煸肉 牛
雞

特價菜, 午餐除外 限現金

特價

蜀鄉

午餐 $7.95 週一至週五

蘿蔔乾炒臘肉
芹菜香乾肉絲
香乾回鍋肉
酸豆角肉末

秋季新推健康時尚菜餚

香辣雞/魚
小炒羊/牛
乾煸四季豆
紅燒牛腱……

本店紫蘇悶魚、長沙黃悶魚、
青口燒絲瓜、蟹王粉絲煲、
長沙燉豆腐、竹葉粉蒸排骨、
鄉下鹽焗豆腐、茄子抖辣椒、
金沙香芋絲、攸縣香干

營業時間：7天營業 早11點到晚10點

紫蘇悶魚
茄子抖辣椒

www.changshahousenj.com

敬請聯繫：蕭蕭(Xiaoxiao) 王曉秋(Emily)
Tel:732-543-0120， Email：newstar6688@gmail.com

Chengdu 1 Palace
最火的美食城

蜀一 品 酒家

10%

天天早茶
紐約粵港點心名師製作
週末推車服務，平日即點即蒸
（上午10:00至下午3點）

off

請使用本刊34版
Coupon

錦上添花！

麻辣 香脆 夠勁兒 夠味兒

天天火鍋

攸縣香干

凡消費超過$30者,憑收據餐館
為您支付停車費用（最多$3）

732-577-8146

正宗川菜 火鍋 廣東點心
開業兩週年慶推出多种新品
★ 天天川菜 ★
★

剁椒全魚/頭

乾鍋田雞

竹葉粉蒸排骨

8 S Main St. Marlboro NJ ( Marlboro Mall 大型停車場）

一
品

衡山肘子

幾十種菜餚任你選 另送湯

a
ci h un Cott
S

歡迎刊登 新星週刊 廣告

★

(時間：除推車點心服務時段
週末/節假日:10:00-3:00以外)

祝新州華人 中秋節 快樂！
重金加聘湘菜前輩加盟
經典湖南菜向您表白
歡迎閤家聚餐
剁椒魚頭
毛家紅燒肉
酸豆角雞丁 小筍炒肉絲
臘味合蒸
肝腰合炒

特價午餐

農家小炒肉 湘西土匪豬肝 叫花雞
大盤飄香雞 鍋仔羊肉燉小菜
乾煸脆皮鴨絲 蘿蔔乾炒臘肉

$6.95 起

特價迷你火鍋 $8.95

732-752-6888

天營業
7
週一至週四:11am-10pm

歡迎預訂宴席

週五:11am-10:30pm
週六:10:30am-10:30pm
週日:10:30am-10pm

起

（有任點多送的套餐，也有不同葷素搭配的A、B套餐）

電話:
www.chengdu1.com
地址: 100 Rt.22 West, Green Brook, NJ 08812 (在Washington Ave.與Rock Ave.之間，原玉蝶軒海鮮酒樓)
Chinastar Times

Tel:(732)543-0120

華夏合唱團舉辦紀念建團20周年音樂會

請使用本刊 34版Coupon

e
ag

名
廚
推
薦

一場藝術視聽的盛宴

10 % off 本店的乾貨食材全來自湖南

1581 Rt. 27, Edison, NJ 08817 (H-Mart向南半哩過一個燈張琪畫院同樓）

週一至週五

21

口碑好 廚藝佳

新張優惠

732-543-1771

特價午餐
95
$6 .

2016年11月10日

新州10餘年湘菜經驗大廚 主理廚政

籠
川魯風味 名廚掌勺

正
宗
湘
菜

■ 文藝園地

Fax:(732)543-0122

誠請週末推車,Bus Boy & Girl

E-mail:newstar6688@gmail.com

華夏合唱團10月30日晚
在新澤西麥迪遜（Madison）德魯大學（
Drew University）音樂廳舉辦20周年紀念
音樂會，30多位合唱團成員為200多名
觀眾帶來了一場視聽盛宴。在兩個多小
時的演出中，合唱團員們為觀眾演唱了
大合唱《Laudate Dominum》、《大漠之
夜》、《雲雀》，女生小合唱《乘著歌
聲的翅膀》，《紅豆詞》等20多首中外
名曲。
音樂會以華夏合唱團藝術指導，女
高音歌唱家陳麗嬋女士領唱的《Laudate
Dominum（讚美聖主）》開場。陳老師
的領唱聲情並茂，合唱團員的合唱配合
默契，深情感人，音樂會一開場便把觀
眾帶入了一個藝術享受的境界。
女生小合唱是華夏合唱團高水準的
保留節目。這次她們演唱的《葡萄園夜
曲》等三首歌曲旋律悠
揚，音色甜美動聽，得
到了觀眾們廣泛的好
評。
本次音樂會殺出
的最大“黑馬”恐怕就
是表演唱《海港之夜》
了。這首前蘇聯歌曲被
合唱團員們改編成了一
場帶有情節的小型歌
劇，團員們身著海魂衫
和艷麗的服飾，將一幕有情有義淳樸感
人的海港離別場景生動地展現在觀眾眼
前。由於演唱形式新穎，表演獨特，使
觀眾耳目一新。其錄像被迅速發到多個
重要網站，在微信朋友圈裡更是爭傳不
休。
華夏合唱團藝術指導兼指揮陳麗
嬋老師是這場音樂會的最主要的策劃和
指導者，也是表演藝術家。她不僅指揮
了六首大合唱，還做了領唱和獨唱的
表演。陳老師的指揮手法清晰，感情充
沛，使每一首首合唱都發揮出最大的藝
術感染力。《大漠之夜》生動地表現了
萬籟俱寂的大漠中一支遠途跋涉的駝隊
不懼寒暑和饑渴，面對茫茫無際的沙漠
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的大無畏精神，歌
曲深沉和高亢的旋律交織在一起，跌宕
起伏，將一幅動人心扉大漠風情畫卷生
動地展現在觀眾面前。《瑤山夜歌》是
一首表現瑤族群眾在節日的夜晚歡歌熱
舞的喜慶場面的歌曲。歌曲以優雅輕鬆
的旋律開始，以歡快活潑的旋律將歌曲
推向高潮，展現出瑤家兒女們熱愛生活
追求幸福的歡快人生。英文歌曲《Put
a little love in your heart(放一點愛在心

裡)》則是自始至終保持著活
潑歡快的旋律，用近似童謠的
語言向人們展示“積小愛成大
愛才能讓世界充滿愛”這一人
間至理。
陳麗嬋老師還為大家獻
上風格各異的三首獨唱歌曲：
反映情侶離別之苦的經典名
作《鵲橋仙/七夕》，風格淳
樸而幽默的山西民謠《李大
媽》，現實主義名作“波西米
亞人”中的名段《當我單行在
路上》。陳老師紮實的藝術功
底和深情的演唱贏得觀眾們熱
烈的掌聲和叫好聲。
這次音樂會還推出了華夏
合唱團自己團員表演的男中音
獨唱和和女生二重唱。Mark的

《不可及的夢》及張麗萍，顧敏的《海
濱》也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
這次音樂會的藝術形式非常多樣，
除男女聲合唱外，還有男中音獨唱、女
高音獨唱，還有大提琴獨奏、鋼琴獨奏
等。鋼琴演奏家范翠育、琵琶演奏家周
懿、笛蕭演奏家繆宜民以及大提琴藝術
家於榮海的加入使得音樂會更加熠熠生
輝。
琵琶演奏家周懿和洞簫演奏家繆宜
民合奏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用音
樂再現文學意境的堪稱完美的作品。它
被改編成過多種版本，用過多種中西樂
器組合演奏過。周、繆兩位演奏家的合
作又別有洞天。簫的柔美委婉、低吟淺
唱，琵琶的清脆流暢、變幻莫測，被他

Chinastar Times

Tel:(732)543-0120

們用最嫻熟精湛
的技藝展現出
來，為觀眾奉上
一幅人間至美的
水上夜景。
大提琴演奏
家於榮海老師自
己編曲的《歡樂
的草原》，運用
提琴跳弓和模仿
馬頭琴的滑音，
歌唱牧民們美好
幸福的生活。於
老師的這首大提
琴獨奏曾在天津
電台播出，受到
聽眾的喜愛和好
評。
年輕的小鋼琴家何粲獨
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Op.2,
No.3,第一樂章。滿臉稚氣的
他以精湛的技藝打動了所有
人，引來一陣陣熱烈掌聲。
音樂會最感人的高潮是
90歲高齡的聲樂教育家吳
國鈞教授再次登台為華夏合
唱團持棒壓軸大合唱。作為
合唱團的終身指揮，吳教授
已經為團員服務了十幾年，
本次音樂會上再次登台，指
揮了他自己填詞改編的混聲
合唱《雲雀（春光好）》，
以及《荷花頌》和《好一朵
茉莉花》。滿頭白髮的吳教
授雖已是90高齡，但思路
敏捷，指揮依然手法清晰，
層次分明，將三首難度很大
旋律跌宕起伏的大合唱指揮
得井井有條。在場觀眾無不為吳教授對
音樂會全身心的投入和崇高的敬業精神
深深感動。在指揮閉幕曲《同一首歌》
時，吳教授全程站立並邀請了全場觀眾
一起參與合唱，不少合唱團成員和觀眾
受氣氛感染留下了眼淚。

Fax:(732)543-0122

成功的演出必然伴隨著辛勤的勞動
和汗水。為了這次音樂會，華夏合唱團
已做了一年多的準備。在排練過程中，
大家對技術精益求精，力求盡善盡美。
功夫不負有心人。老師和團員們的努力
終於從這次成功的演出結果得到了應有
的回報。
華夏合唱團明年春天將參加普林斯
頓“Sing and Joy”國際合唱節。華夏合
唱團在2010年曾赴北京參加第四屆東州
杯世界漢語合唱大會並獲得了銀獎，並
與2012年7月在辛辛那提的國際合唱團
比賽中也斬獲民謠組銀獎。
歡迎愛好歌唱的朋友們加入華夏
合唱團，和我們一起構建華夏，發展華
夏，讓華夏變得
更美好！
歡迎訪問
我們的網站以
了解更多信息：
www.hxchorus.
org

E-mail:newstar66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