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廣告
星期五       2023年1月20日       Friday, January 20, 2023



BB22休城社區
星期五       2023年1月20日       Friday, January 20, 2023

休城工商

隨著COVID-19的高度傳染性子
變種Omicron在美國流行，我們在這
里分享一些有關COVID-19的近期的
信息，以幫助大家了解有關 COV-
ID-19的最新發展動向。
最新信息

美國居民可以從政府那裡訂購更
多免費的家庭 COVID 測試。

美國政府於 12 月 15 日宣布，將
重啟其免費在家檢測計劃。每個美國
家庭現在都可以在 covidtests.gov 上訂
購四次免費的 COVID-19 家庭測試
； 將於 12 月 19 日開始送貨，也是免
費的。行政部門還將向農村衛生診所
、長期護理機構和社區衛生中心分發
數以千計的家庭測試。

此舉是白宮COVID-19冬季準備
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是在最近CO-
VID-19 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數增加
的情況下進行的。除了擴大檢測範圍
外，該計劃還包括推動更多美國人，
包括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接種最新
的二價加強劑疫苗，並增加全國各地
社區獲得高質量口罩的機會。
現在可以為 6 個月大的兒童提供二價
疫苗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12 月
9 日 表 示 ， 完 全 接 種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的 6 個月至 5 歲兒童
有資格接受更新的二價加強針注射。
6 個月至 4 歲的兒童 接種了輝瑞疫苗
且未接種初級系列的第三劑疫苗的可
以接種二價加強疫苗作為第三劑疫苗
。二價疫苗針對的是一些最近流行的

冠狀病毒毒株。自 9 月以來，成人就
已經可以使用這些二價疫苗。
新的COVID-19 二價疫苗提供“顯著
的額外保護” 作用

CDC 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更新
的二價加強劑針對 omicron 亞變體
BA.4 和 BA.5，以及冠狀病毒的原始
毒株，為已經接種原始（單價）疫苗
的人提供了針對症狀性 COVID-19
的額外保護。該項研究是在 omicron
變體的後代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今天
首次在現實環境中研究更新的二價疫
苗的有效性。報告發布後，白宮官員
宣布了一項為期六週的推動更新的
Covid-19 加強注射的活動，目的是讓
更多美國人在假期和寒冷天氣期間接
種疫苗並加強免疫力，因為冬季是呼
吸系統疾病的高峰期。政府正在擴大
接種疫苗的地點數量，包括移動和臨
時站點，並正在努力確保在美國各地
的療養院提供疫苗的宣傳教育。訪問
vaccines.gov 查找最近的疫苗站點。
重複 COVID 感染可能會很危險

一項新研究表明，如果您過去曾
感染過 COVID-19，那並不意味著未
來冠狀病毒感染的嚴重程度會降低。
來 自 聖 路 易 斯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和聖路易斯退
伍軍人事務部醫療保健系統（Veter-
ans Affairs St. Louis Healthcare System）
的一組研究發現，反复感染冠狀病毒
可能會帶來後果，並且每次後續感染
都會增加健康風險。這項發表在《自

然醫學》(Nature Medicine) 上的研究
結果是經過比較了沒有感染過 COV-
ID-19 的人與一次檢測COVID-19呈
陽性的人以及感染過兩次或兩次以上
人的健康狀況之後得出的。

研究人員發現，與曾經感染過該
病毒的患者相比，反复感染的人患肺
部疾病的可能性高 3.5 倍，患心髒病
的可能性高 3 倍，患腦部疾病的可能
性高 1.6 倍。研究還進一步表明，第
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感染會在急性
期（即感染後的前 30 天）和之後的
幾個月（即延長的 COVID 階段）帶
來額外的健康風險。該研究的作者提
醒人們意識到自己的風險，並在進入
病例可能激增的冬季時保持警惕。
CDC 授權成人使用 Novavax 加強劑

CDC 已 批 准 Novavax COV-
ID-19 加強劑用於 18 歲及以上的成
年人。 CDC 的這項授權為那些已經
完成初級系列疫苗接種但之前沒有接
受過 COVID-19 加強劑，並且如果
他們不能或不會接受 mRNA 疫苗的
成年人提供了接受 Novavax 單價加強
劑而不是更新的（二價）輝瑞-Bi-
oNTech 或 Moderna 加強劑的選擇。
該授權是在 Novavax 的兩劑的COV-
ID-19 疫苗系列被批准用於 12 至 17
歲以及 18 歲及以上人群之後發布的
。兩劑 Novavax 疫苗間隔三週給藥。
Novavax 的產品使用了比其他之前的
COVID-19 疫苗更傳統的技術。該蛋
白質不是促使人體製造自己版本的刺
突蛋白（病毒的關鍵部分），而是在

實驗室製造並在註射後直接輸送。如
果你一直在等待一種基於與以前的
COVID-19疫苗的不同技術的 COV-
ID-19 疫苗，那 Novavax COVID9 疫
苗系列可能就是你要等的那種COV-
ID-19疫苗了。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隨著全國部分地區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疫苗接種對於幫助預
防嚴重 COVID-19 疾病的並發症至
關重要。建議大家除了為自己和家人
的做好必要的防護之外， 也別忘記購
買一份為您和家人保駕護航的醫療保
險。

目前正值2023年奧巴馬醫療保險
的開放註冊期（截止至2023年 1月15
日）。如果您在2022年12月16日 至
2023年1月15日之間註冊，新的保險
將在 2023 年 2 月 1 日生效。我們建議
有需要申請或更換2023奧巴馬醫療保
險的人士，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年一度
的開放註冊期，抓緊時間註冊。否則
，沒有滿足條件的特殊情況的話，需
要等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期才能
申請或更換醫療保險計劃。
如何購買奧巴馬保險

鑑於2023奧巴馬保險計劃的諸多
調整和保險計劃的複雜性，瑞源保險
事務所溫馨提醒大家，無論您是剛剛
要申請奧巴馬保險計劃還是想更換您
現有的奧巴馬保險計劃，在選擇保險
計劃時一定要找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
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找專
業保險代理是最省心，安心的方式。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
的，所以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
最明智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
最全的醫保計劃，代理的醫保計劃的
全面性和醫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
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
域享有盛譽。

我們公司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
為客人做過很多的奧巴馬保險計劃，
從而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為了更好的
服務於我們的客戶，我們每年都會花
費大量的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
險計劃，所以我們熟知每個保險計劃
的保險條例和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
定會根據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
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歡迎大家諮詢
，面談和電話均可。

公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
的行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
司副總多年，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
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
深醫療保險專員，多年奧巴馬醫保精
英獎獲得者。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
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電
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 IN-
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
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
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您需要了解的有關冠狀病毒（COVID-19）的最新信息

中國和印度，不僅僅是墨西哥，助長了美國的芬太尼成癮
中國 - 以及越來越多的印度 -

生產製造美國消費的芬太尼所需的
90%以上的前體藥物，這挑戰了墨西
哥卡特爾獨自對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
負責的說法。

從墨西哥到美國的毒品販運是 1
月10日北美領導人峰會的頭號問題，
當時喬·拜登總統和加拿大總理賈斯
汀·特魯多在墨西哥城會見了墨西哥
總統安德列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
夫拉多爾。

在峰會之前，拜登對墨西哥據稱
在販毒問題上缺乏合作表示失望。三
位領導人同意擴大北美毒品對話的條
款 。

但雙邊方法不一定是所有芬太尼
的終結，移民政策研究所政策分析師
阿裡爾·魯伊斯·索托（Ariel Ruiz Soto
）指出。“我們應該談論中國是如何
缺席這場對話的。

中國最初向美國提供了大部分芬
太尼供應。自2016年芬太尼在美國海
岸大量存在以來，美國使用的非法芬
太尼中有97%是在暗網上出售並從中

國運來的。
雖然自2020年以來，墨西哥卡特

爾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這種致命藥物
的部分生產和分銷，但中國——以及
越來越多的印度 ——生產製造該藥物
所需的大部分成分，並繼續供應純度
為90%的芬太尼，而來自墨西哥的供
應通常含有低於10%的藥物濃度。

魯伊斯·索托指出，大部分芬太
尼來自入境口岸，而不是入境口岸之
間。“所以應該有更好的篩查，應該
在美國入境口岸對毒品檢測進行更多
投資。

“但這不應該與尋求庇護的移民
如何在港口之間抵達以及他們進入美
墨邊境時受到的審查程度混為一談。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一名雇員
告訴民族媒體服務公司，來自中國的
芬太尼是通過郵政服務或聯邦快遞等
加急遞送服務進行的。

“發現來自中國的芬太尼販運的
主要問題之一是大量的包裹通過。並
非所有人都能夠接受檢查，“他說。

“99%的芬太尼來自中國的前體

藥物，”馬里蘭州眾議員
David Trone 上個月在一份
新聞聲明中表示。國會議
員通過眾議院提出了兩黨
的《根除麻醉藥品並制定
有效的新工具以解決國家
年 度 生 命 損 失 （END
FENTANYL）法案》。參
議院去年夏天通過了類似
版本的法案，由佛羅里達
州參議員里克斯科特領導
。

另一項措施，被稱為
“通過其他國家打擊新興
麻醉品以產生持久（芬太
尼）結果法案”，去年簽
署成為法律。這項由參議
員Jeanne Shaheen，D-New Hampshire
， Rob Portman， R-Ohio 和 John
Cornyn，R-Texas贊助的立法將建立
外國執法能力以檢測合成毒品。

去年10月發表在《公共衛生前沿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雜誌上
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印度的大型製

藥業為合成 芬太尼的生產創造了完美
的環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2018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印度捲入
了阿片類藥物危機， 重點是該國大規
模生產曲馬多，這是一種威力較小的
阿片類 藥物。

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
，在截至 2022 年 8 月的 12 個月內，

超過 107，000 人死於藥物過量。超
過三分之二的死亡歸因於 芬太尼等合
成阿片類藥物 。只需兩克藥物，不到
一茶匙鹽，就可以致命。芬太尼比海
洛 因 強 50 倍 ， 比 嗎 啡 強 100 倍; 自
2019 年以來，它一直是 18 至 45 歲美
國人的主要死因。

2023 台北國際
書展將在112年1月
31日至2月5日於世
貿一館 1 樓舉辦，
主題為 「閱讀的多
重宇宙」，主題國
為波蘭。主題展區
及重要活動亦融入
「聽覺」、 「嗅覺

」、 「觸覺/味覺」
設計，提供參觀讀
者豐富的五感體驗
。除感謝各參展單
位大力支持，也要
對國際世界正式宣
告台北國際書展回
復實體囉!

2023台北國際書展邀您一同體驗閱讀的多重宇宙 ~將迎8位重量級作家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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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今年春節假期長達 10
天，許多民眾規畫出國玩兼大採購，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分享 「出國必看不買清
單」，提醒不要帶肉類及加工製品、寵
物食品、生鮮植物等6大類商品回台，
尤其是豬肉，以免被罰。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小尖兵
》臉書粉專指出，春節連假準備出國旅
遊前，先複習動植物檢疫規定，哪些動
植物產品不能任意攜帶入境，不要開心
出國玩卻帶動植物疫病害蟲回國，像是
非洲豬瘟等海外惡性動物傳染病，避免
攜帶違規檢疫物入境遭處高額罰款，以
下是 「出國必看不買清單」，共分6類
：

●禽畜肉類及加工食品：例如偶蹄
類的豬牛羊鹿、單蹄類的馬驢、禽類包
括雞鴨鵝，幾乎所有肉類及加工品都不
能攜帶或網購入境台灣。

●寵物食品：包含犬貓乾飼料、含
牛肉成分犬貓罐頭、潔牙骨及牛皮骨。

●其他有風險的動物產品：未全熟
蛋、鮮奶、內臟、血液；未加工的骨骼
、角、毛皮、羽毛

●生鮮植物產品：植物類如仙人掌
、空氣鳳梨；根莖類人參、蓮藕、地瓜
；莖葉類高麗菜、竹筍、芥菜；花果類
鮮花、番茄、黃瓜等。

●有發芽能力的植物產品：辛香料
類、豆類種子、其他種子如奇亞子、藜
麥等

●其他有風險的相關產品：活體昆
蟲、生鮮菇類、栽培介質、有機肥料、
土壤、木材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也指出
，凡是查獲來自發生非洲猪瘟國家（地
區）的豬肉產品國際郵包，或攜帶豬肉
產品入境，第一次查獲將依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第43條第8款處新臺幣20萬元
罰款，第二次(含以上)被查獲者處新臺
幣100萬元。

春節出國暴買快筆記！
6類商品禁入台 清單一次看

中山大學研究證實劍蝦首度北遷 全因全球暖化
（中央社）春節連假將至，台北市衛生局鼓

勵醫院配合中央 「2023 COVID-19春節專案」，
春節期間仍持續提供快篩陽視訊診療及開立口服
抗病毒藥物服務，確保快篩陽性民眾在春節依然
能獲得醫療照護。

衛生局說明，春節期間總計20家醫院參與視
訊診療服務，其中15家醫院於20至29日間，每日
提供上、下午或夜間至少2個時段開設視訊門診，
並設有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快篩陽性民眾可洽
醫院掛號系統預約診療。

衛生局指出，除醫院外，台北市亦有101家基
層診所提供防疫門診、96家提供視訊診療及95家
社區藥局提供口服抗病毒藥物及一般處方箋領藥
，相關服務資訊可至台北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專區查詢，提醒民眾看診或領藥
前，應先電話洽詢該醫療機確認服務時段再行前
往。

衛生局表示，若民眾快篩陽性，要遵循 「看
診、領藥、隔離」3步驟。應優先以電話或網路預
約視訊門診，急診就醫則可採步行、自行開車或
親友接送前往，如有緊急就醫需求請撥打119協助
。

經醫師判定陽性確診後，衛生局說，民眾如
有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或症狀緩解藥物，可委託
親友至實體門診或藥局領取，亦可洽藥局申請送
藥到宅。確診者開始5＋N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
理，自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快篩檢測陰性或距解除
隔離日已達7天。

衛生局呼籲，民眾應落實手部衛生、咳嗽禮
節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提醒如體質敏感
、有慢性病或發燒、呼吸道症狀的民眾，於人潮
較密集區仍建議配戴口罩。

春節不打烊 北市醫療院提供快篩陽視訊看診、領藥服務
（中央社）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教授陳孟仙團隊發現，在全球暖化效應下
，原本20年前現蹤在高雄茄萣的劍蝦已北
遷約55.5公里至彰化王功，劍蝦整體棲地
向北移了 0.5 緯度；這也是多年來劍蝦首
度北移，可見全球暖化影響甚鉅。

劍蝦學名為長角仿對蝦，每年農曆春
節至清明期間是野生劍蝦的產季，肉質甜
美，令老饕趨之若鶩，但近年產量明顯下
滑，而劍蝦又屬於野生海蝦，無法人工養
殖；每年11月至隔年5月，劍蝦會洄游至
台灣西岸沿海，20年前大多現蹤於高雄茄
萣。

陳孟仙團隊於2019 年 5 月和 11 月，
搭乘海研三號南從屏東枋寮、北至中部王
功梧棲沿海水域的7個地點進行底拖採樣
，發現劍蝦在茄定沿海僅零星出現，劍蝦
已向北移 0.5 度緯度，約 55.5 公里，也從
茄萣海域北遷到台西王功外海。

陳孟仙指出，在 2019 年記錄的 27 種
蝦種中，發現台灣西部近岸海域可區分為
南北2大蝦群，七股以北（北緯23°09度
）是冬季寒冷的中國海岸流南行界限，主
要由劍蝦和中華仿對蝦為主；茄萣以南
（北緯22°52度）主要以赤蝦屬的熱帶蝦
類、俗稱厚殼蝦的婆羅門赤對蝦組成。

【美南新聞泉深】大家還記得休斯頓華美
室內樂團首次上演的2020年《新春音樂會》吧
？在那次音樂會上，休斯頓著名青年花腔女高
音劉春池演唱了《笑之歌》，《我的雙唇那火
熱的吻》等德奧系輕歌劇選曲，受到了廣大觀
衆朋友們的喜愛。如今，她將在疫情之後將再
度唱響休斯頓《新春音樂會》。

劉春池在2018年《劉春池張馨一獨唱音樂
會》上演唱《一杯美酒》

曾于2018年年底和華美室內樂團合作，休
斯頓著名青年花腔女高音劉春池攜手休斯頓著
名抒情女高音張馨一，為休斯頓廣大聽衆演出
了一場精彩的獨唱音樂會。一年後，她又作為
華美室內樂團的主力歌唱演員，演唱了《2020
新春音樂會》。在這場音樂會中，她演唱了
《笑之歌》、《我的雙唇那火熱的吻》，《春
天的芭蕾》等具有相當難度的花腔女高音作品
。廣大聽衆反響強烈，給休斯頓的華人聽衆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2020年的《新春音樂
會》，在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的 Stude
Hall上演，一千多個座位的音樂廳，座無虛席，
觀衆反響非常熱烈，並多次要求再次欣賞這樣
的高水平音樂會，很多人紛紛表示，沒想到華
人社區會搞出這樣精彩的獨唱音樂會。現在，
機會來了，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即將于一月21
號晚 7:00，在 Houston Christian University （原
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BU） 上演2023年《新春
音樂會》。“百靈鳥”將再度唱響休斯頓。

劉春池在2018年《劉春池張馨一獨唱音樂
會》上演唱雷哈爾的輕歌劇《茱迪塔》中的一
段著名詠歎調《我的雙唇那火熱的吻》

劉春池在2020年《新春音樂會》上演唱雷
哈爾的輕歌劇《茱迪塔》中的一段著名詠歎調
《我的雙唇那火熱的吻》

劉春池作為國內聲樂專業的本科畢業生，
來美國後的十多年曾先後師從王維國、張昕偉

和李家蔚叁位著名聲
樂老師，使自己的演
唱技巧得到了嚴謹的
強化訓練，聲音更加
純美如銀鈴般的清脆
通透，演唱技巧也逐
漸成熟，演唱風格也
逐步地鮮明起來，獲
“百靈鳥”之美譽，
受到休斯頓廣大音樂
愛好者的喜愛。聽衆
們還記得幾年前年的
兩場音樂會，即 2018
年年底的《劉春池張
馨一獨唱音樂會》和
2020 年初的《新春音
樂會》。在即將上演
的 2023《新春音樂會
》上，劉春池將再次
演唱約翰·斯特勞斯的《笑之歌》。這首《笑之
歌》選自作曲家的著名輕歌劇《蝙蝠》。《笑
之歌》是《蝙蝠》第二幕裏，埃森斯坦伯爵的
女仆阿黛莉化裝成女演員，在舞會上的一段著
名唱段。

阿黛莉接到姐姐伊利卡來信，邀她在除夕
之夜一起去參加奧爾洛夫斯基親王舉行的化裝
舞會。阿黛莉向夫人羅莎琳達請假時撒謊說：
要去探望姑媽的病情。得到准許後，便偷偷地
換上了夫人的一套華麗的服裝去了。

當阿黛莉在舞會上和奧爾洛夫斯基親王調
情時，引起埃森斯坦伯爵的注意。他發現這位
自稱演員的人很象是自己的女仆，便上前直言
不諱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阿黛莉聽後並不驚
慌，反而落落大方地用她那尖嘴利舌進行反擊
。她以“自己是想去給伯爵當女仆，可惜笨手
笨腳配不上”為由，假意感謝伯爵的賞識。隨

後，又把伯爵狠狠地挖苦一通，弄得伯爵感到
是自己失禮，張嘴結舌，無言可對。

阿黛莉的這段詠歎調是G大調，3/8拍，小
快板。旋律進行之中，用了很多大跳，活潑動
人。由于作曲家在這支曲子裏巧妙地運用了許
多笑，來表現花腔女高音的演唱技巧，所以，
人們都習慣地稱之為《笑之歌》。它是花腔女
高音在音樂會上最喜愛演唱的輕歌劇選曲之一
。

這首歌曲和劉春池在幾次音樂會上演唱的
幾首花腔女高音歌曲一樣都具有很高的演唱難
度，只有少數歌唱家可以自如駕馭這幾首歌曲
。挑戰演唱難度，成了劉春池作為一位花腔女
高音的一個個人偏好，也是個人的追求。她的
這一追求也是觸使她不斷進步的主要動力。在
即將上演的2023年《新春音樂會》上，劉春池
還將演唱一首為這場音樂會創作的的高難度花
腔女高音歌曲《新大陸之春圓舞曲》。她將是

這首歌的首演歌唱家。希望大家喜歡。
和劉春池同台演出2023年《新春音樂會》

的還有她多年的夥伴，休斯頓著名抒情女高音
張馨一，她將演唱一首京味兒十足的《故鄉是
北京》，還有劉春池的兩位聲樂老師，著名男
高音歌唱家王維國，和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嘉
蔚。音樂會上演唱的還有國際著名女高音歌唱
家張莉。

2023年的《新春音樂會》將是休斯頓華人
圈裏曆年來高水平歌唱家陣容最強的一次演出
，非常值得期待！敬請大家前來欣賞！

時間：1 月 21 號，大年叁十除夕夜 7:00pm
Jan.21st，2023

地點：休斯頓浸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 Belin
Chapel，Houston Christian Univeristy 7502 Fon-
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購 票 請 直 接 聯 系 劉 春 池 女 士
（832-276-8812）

百靈鳥的《笑之歌》將再度唱響休斯頓的《新春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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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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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文昭皇後禮佛圖文昭皇後禮佛圖》》等龍門石窟流散文物實現數字復位等龍門石窟流散文物實現數字復位

《《復位合璧華光再現復位合璧華光再現———龍門石窟流散文物數據聚合成果專題展—龍門石窟流散文物數據聚合成果專題展》》
在河南洛陽博物館開展在河南洛陽博物館開展，，龍門石窟研究院通過數據聚合等方式龍門石窟研究院通過數據聚合等方式，，實現實現
《《文昭皇後禮佛圖文昭皇後禮佛圖》》等流散文物等流散文物““身首合壹身首合壹、、數字復位數字復位”。”。圖為拍攝的圖為拍攝的
殘存像龕殘存像龕（（左左））和復原像龕對比和復原像龕對比。。

印尼雅加達印尼雅加達：：年味漸濃年味漸濃中
國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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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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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在中國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簡稱巴州
））博湖縣的博斯騰湖博湖縣的博斯騰湖，，壹場聲勢浩大壹場聲勢浩大、、人歡魚躍的冬捕盛景正在激情上人歡魚躍的冬捕盛景正在激情上
演演,,活蹦亂跳的有機魚攪熱了寒冬活蹦亂跳的有機魚攪熱了寒冬，，到處都是豐收的喜悅到處都是豐收的喜悅。。

【美南新聞泉深】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李佳蔚博士將獻唱
《晚星之歌》，兩
岸華人音樂家共同
演 出 休 斯 頓 2023
《新春音樂會》。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李佳蔚博士，臺灣
省 高 雄 縣 人, 1993
年國立藝專音樂科
聲 樂 組 畢 業, 1995
年來美直攻碩士 ,
1998 年獲得卡耐基
梅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聲樂演奏碩士文憑
( M.M.), 2003 年獲
得 俄 亥 俄 州 學 (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聲 樂 博
士 ( DMA) 學位。

在諸多名師指導下, 曾獲得或入圍國內外大小獎項, 其中包括
Uma Cooper聲樂大賽第三名, William Byrd聲樂大賽決賽, 以及聲
協新秀。

2001 年之際於林肯中心Alice Tully廳舉行首演，其合作過
歌劇院及交響樂團為：國家交響樂團 ( 臺灣)，臺北市立交響樂
團( 臺灣)，長榮交響樂團(臺灣)，高雄市立交響樂團( 臺灣)，
Austin Symphony Orchestra (Texas)，San Antonio Symphony Or-
chestra (Texas)，Southern Texas Lyric Opera ( Texas)，Lyric Opera
San Antonio ( Texas), Martina Arroyo Opera Program ( New York)
，Kent Opera (Ohio), North Jersey Symphony Orchestra ( New Jer-
sey)，American Singers Opera Project ( New York) 和 Southpoint
Theate (Texas)。

著名男低音Paul Plishka曾評論 “…他擁有與一般男中音所
沒有的特質，使他的表演特別打動人心。” 知名男中音 Mark
Rucker也評論：“…他的音色非常適合威爾第及普契尼的歌劇
，其戲劇及音樂的張力遠超忽想像。”

李博士演出遍及台灣、美國、歐洲以及中國大陸。最近演出
歌劇包括 Tonio ( I Pagliacci)，Scarpia (Tosca)，Ford ( Falstaff)，
Don Giovanni ( Don Giovanni)，Germont ( La Traviata)、Marcello
( La Boheme)，Angelotti (Tosca)，Danilo (Die Lustig Witwe)，Fal-
ke (Die Fledemaus)，Monterone (Rigoletto)，Bhaer (Little Women)

，Ottone ( L’incoronazione di Poppea)，Alfio ( Cavalleria Rusti-
cana) 以及 The Count ( The Ghost of Versailles)。值得一提的是
Cavalleria Rusticana，與世界知名女高音 Carol Vaness，分別飾演
男女主角。

除了聲樂演出外，李博士於2002 年擔任Kenyon學院助理教
授一職，2003 年受聘於德州Trinity University，為該系最年輕的
專任教授，主要教授聲樂,，聲樂教學理論，語韻學，及聲樂文
獻研究，其學生曾多次榮獲美國聲樂比賽多次獎項 （美國大都
會歌劇院比賽，Barry Alexander 國際聲樂大賽及美國聲樂教師協
會聲樂比賽)，並經常受邀於世界各地獨唱演出（ 紐約卡奈基音
樂廳，費城交響樂團，奧地利薩爾茲堡音樂節，義大利佛羅倫斯
聲樂節，美國Santa Fe 音樂節及義大利Amalfi Coast Summer Fes-
tival)。李佳蔚博士還曾受邀參加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的2020《新
春音樂會》。

李博士近年來受邀於臺灣、中國及美國各大學院校舉行大師
班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Wheaton College St. Olaf College，
Keny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Kent State University，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私立實踐大學，私立東海大學，上海音樂院 中央音樂院
，雲南藝術學院，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 2005 年六月 李博士
被美國聲樂家協會 ( NATS) 遴選為聲樂教授培訓計畫 ( NATS
Intern) 的十二個教授成員之一。 2007 年7月，應義大利暑期音
（Amalfi Coast Summer Festival ）之邀請擔任聲樂指導。值得一
提的是，李博士以多年的教學經驗以及參考歐美著名音樂節的模
式，於2009 年八月在台灣成立了國際亞太青年歌劇坊。李博士
多年來研究英國十九世紀聲樂作曲家及其作品。他的博士畢業論
文 “Gerald Finzi，Thomas Hardy and Finzi’ s song cycle Before
and After Summer” 曾被多次引用並現已收藏於俄亥俄州立大學
及密西根州立大學。除此之外，李博士於2011 年走訪中國各大
音樂系所並開始研究中國民歌與西方聲樂的差別，此研究已經在
眾多學術研討會議上發表。同時他也應中國音樂教育期刊以及歌
唱藝術期刊之邀請定期為其撰寫聲樂相關文章。

在即將於1月21號晚七點在休斯頓上演浸信會大學Belin音
樂廳上演的休斯頓2023《新春音樂會》上，李佳蔚博士將演唱
《晚星之歌》，這首歌選自於著名歌劇《唐豪瑟》（Tannhäuser
）。

《唐豪瑟》是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著名歌劇，寫於1845年
。瓦格納是德國著名的浪漫主義作曲家。他的作品體現了浪漫主
義音樂的時代特徵。尤其是他的歌劇作品，更是突破了意大利歌
劇的傳統特徵。瓦格納在他的歌劇作品中將樂隊的地位大大地提
升了，器樂不再像在傳統的意大利歌劇裡那樣，僅僅為聲樂伴奏
，而是和聲樂並重且融為一體。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音樂表現力

。他的這種創新式的發展，後來又被歌劇的發祥地意大利的作曲
家們紛紛效仿。在晚期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中，也經常能聽到瓦
格納的這種影響。比如普契尼，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晚期作品
中，器樂都被大大地發揮了除伴奏以外的獨特作用，比如《圖蘭
朵》和《蝴蝶夫人》都是這樣的作品。

《唐豪瑟》的故事發生在13世紀初葉的杜林加，唐懷瑟離
開愛情女神維納斯的虛幻世界，回到現實世界的華特堡山谷，與
聖潔的伊莉莎白重逢。兩個世界的衝突在以愛情本質為主題的歌
唱競賽中達到高潮，唐懷瑟因為謳歌肉體的享樂與維納斯，而不
容於他所屬的團體。是伊莉莎讓他領悟自己的罪過，並前往羅馬
朝聖。教皇拒絕他的悔過，但上帝本身卻願意寬恕：意味著絕不
改變的光滑木杖突然再次發芽，象徵唐懷瑟的獲救。 《晚星之
歌》是該劇中最重要的一首歌，也是男中音歌曲中的標誌性作品
。李嘉蔚博士的演唱將給聽眾們帶來享受！

在2023《新春音樂會》上李佳蔚博士還將攜手來自大陸的國
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演唱著名的男女聲二重唱，選自著名歌
劇《風流寡婦》的《默默無語》，希望大家喜歡。

參加本次演出的台灣音樂家還有著名大提琴家Olive Chen。
在2023《新春音樂會》上將演出她編曲的兩首鋼琴三重奏：《一
步之遙》（Por Una Cabeza）和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

《一步之遙》是一首著名的湯戈舞曲，由阿根廷音樂人卡洛
斯·嘎德爾寫於1935年。由於這首歌優美動聽，被無數次改編成
不同形式的器樂曲，尤以小提琴獨奏和領奏為主。鋼琴三重奏的
演奏也有很多版本。我們即將聽到的將是由本場音樂會的大提琴
家Oliva Chen親自改編的鋼琴三重奏，小提琴演奏家劉馨和鋼琴
家鄭倩瑤，都來自於大陸。她們三人已經合作多年，配合默契精
緻，非常值得欣賞。

小提琴家劉馨、鋼琴家鄭倩瑤和大提琴家Oliva Chen組成提
琴鋼琴三重奏，將在休斯頓華美室內樂團的2023《新春音樂會》
上演奏《一步之遙》和《梁祝》。

《梁祝》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國小提琴協奏曲。由陳剛和何
占鰲作曲，描述了中國的傳統愛情故事。這首樂曲是被全世界廣
泛接受和演奏的少數幾部中國音樂作品之一。這次的《新春音樂
會》所演奏的是這部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片段去，希望大家
喜歡。

時間：1月21號，大年三十除夕夜7:00pm
Jan.21st，2023
地點：休斯頓浸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
Belin Chapel，Houston Baptist Univeris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購票請直接聯繫劉春池女士（832-276-8812）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佳蔚獻唱，兩岸華
人音樂家共演2023《新春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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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
然）多位中國球手出戰18日澳
洲網球公開賽，其中女單朱琳
在次輪以2：0橫掃瑞士的32號
種子泰希曼，生涯首次晉級32
強，寫下個人14次征戰大滿貫

正賽最佳戰績。朱琳過往曾兩次在澳網闖過首關，
在未曾作出過更大突破；直至今年，朱琳面對32號
種子泰希曼時終獲得機會，首盤初段連贏4局，以
6：2先下一城；次盤朱琳在第3局已再度破發，最終
以6：2再下一城，順利以2：0晉級32強，對手為6
號種子薩卡里。

除了朱琳，王心雨和張帥亦於18日登場，其中

王心雨在早段比賽以0：2不敵美國的10號種基絲；
至於因天雨延期一天登場的張帥，則以2：1擊敗羅
馬尼亞球手蒂格，次圈將面對克羅地亞球手馬蒂
奇。

男單方面，17歲小將商竣程在面對美國的16號
種子蒂亞福時，以0：3落敗，無緣32強。賽後，勝
出的蒂亞福仍對商竣程讚不絕口，直指這位17歲小
將前途無可限量：“我認為商竣程非常特別，長遠
來看他往後會是一位棘手的對手。他現在才17歲就
已經可以那樣打球，有這級數的擊球和移動，正手
亦可以打出超重的球，加上他是個很友善的人，中
文和英文都很好，我想他會擁有非常特別的職業生
涯。”

澳網兩盤輕取泰希曼

朱琳創大滿貫正賽最佳戰績

香 港
文匯報訊（記

者 楊浩然）據世界
乒乓球職業大聯盟

（WTT）官網消息，黃鎮
廷/杜凱琹於“WTT多哈挑

戰賽”殺入8強。
黃鎮廷/杜凱琹於18日16強

戰，對手為斯洛伐克組合Lubomir
Pistej/Barbora Balazova， “ 黃 杜
配”在先輸一局10：12下連贏11：
8、11：5反超前，雖然斯洛伐克組合
之後追平2：2，但“黃杜配”決勝局
贏11：4，順利殺入8強，對手為奧地
利組合Robert Gardos/Sofia Polcano-
va。至於黃鎮廷18日亦有出戰男單比

賽，32強面對捷克
球手 Lubomir Jancarik，結
果以2：3僅敗出局。

此外，多位港將出戰了日前的資
格賽最後一輪賽事，男單東奧代表林
兆恒激戰中國台北代表馮一新，惜力
戰下以2：3憾負無緣正賽；近期狀態
上佳的朱成竹則不敵國家隊球手何卓
佳，同樣未能闖正賽。至於女雙江芷
林/黃凱敏在資格賽首圈直落3局擊敗
新加坡張婉玲/魏睿萱，及後與泰國組
合Orawan Paranang/Suthasini Sawet-
tabut爭奪正賽席位，先輸一局5：11
的港將在次局以11：9扳平，惜尾段
未能延續強勢，連輸兩局4：11、2：
11，未能晉級正賽。

黃
鎮

廷
/杜

凱琹晉多哈賽8強

◆◆鄭思維和黃雅瓊輕鬆晉級鄭思維和黃雅瓊輕鬆晉級。。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伍家朗首圈出局伍家朗首圈出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鄧俊文和謝影雪成鄧俊文和謝影雪成
功過關功過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鄧俊文/謝影雪首圈對手為丹麥組合Mikkelsen Mikkel/Soby Rikke，
雙方過往曾一次交鋒，最終由“鄧謝配”勝出。到今次對碰，

“鄧謝配”在比賽初段即進入狀態，以21：11先下一城；次局丹麥
組合依然未能帶來太大威脅，“鄧謝配”最終再贏21：13，僅花了
34分鐘便宣告晉級次圈（16強），對手為同樣來自丹麥的Mathias
Christiansen/Alexandra Boje。至於港隊女雙組合楊雅婷/楊霈霖，
於18日首圈比賽對戰中國台北組合李佳馨/鄧淳薰，結果“楊楊配”
未能為對手帶來太大威脅，以17：21、16：21落敗出局。

男單方面，在上周馬來西亞賽首圈出局的伍家朗，18日對戰
排名第8位的泰國新星Kunlavut Vitidsarn。在首局，伍家朗於追
平9：9後便無以為繼，以13：21先輸一局。次局Kunlavut Vitid-
sarn再沒有給予伍家朗喘息空間，終再贏一局21：13，只花了40
分鐘便成功晉級。至於日前出戰的另一男單好手李卓耀，則在苦
戰下以1：2不敵中國台北好手周天成，同樣首輪出局。

國羽名將順利出線
中國國家羽毛球隊（國羽）亦有出戰今次印度公開賽，混雙

1號種子鄭思維/黃雅瓊，只花了28分鐘便淘汰馬來西亞組合吳塤
閥/賴潔敏，次輪將對戰印尼組合Rehan Naufal Kusharjanto/Li-
sa Ayu Kusumawati。女單4號種子何冰嬌則一洗上周頹風，以

21：16、21：15輕取丹麥的Line Kjaersfeldt，下圈
對手為韓國的金佳恩。女雙1號種子陳清晨/賈一凡，
則以 2：1擊敗泰國組合 Supissara Paewsampran/Puttita
Supajirakul，次輪對手為德國的Linda Efler/Isabel Lohau。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據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
會消息，港隊在今屆輪椅劍擊世界盃合共取得1金1銀成
績。輪椅劍擊世界盃美國站於當地時間周二落幕，港隊早
前憑余翠怡於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取得1面金牌。

到最後一天比賽，港隊組合范珮珊、余翠怡、湯雅婷
及鍾婉萍合作出戰女子重劍團體賽，結果她們於8強及4強
賽先後以45：35及45：36淘汰意大利及韓國，可惜於決賽
面對波蘭以40：45告負，但仍能取得一面銀牌，令港隊於
今次輪椅劍擊世界盃美國站以1金1銀作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賽車代表區天駿（Antar-
es）18日確定出戰2023亞洲利曼系列賽（Asian Le Mans Series,
ALMS），賽事將於2月11至19日分別在迪拜及阿布扎比上演。繼
去年於閉幕戰上登上頒獎台後，區天駿冀能再進一步，再度參加此
項國際錦標賽，以冠軍為目標。他將聯同兩名隊友組成最強組合，
並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參賽。兩名隊友分別是保時捷廠隊代
表的奧地利車手Klaus Bachler，和車隊負責人之一的德國車手Al-
fred Renauer。三人將合作駕駛33號的保時捷911 GT3 R賽車，與
來自歐美各地的頂尖隊伍交鋒。

區天駿在訪問中表示：“我很興奮能與Klaus，Alfred以及
Herberth Motorsport再度合作出戰2023 ALMS。這是我第三次挑
戰 ALMS，個人和團隊都累積了深厚經驗，吸收過良多教訓。幾年
間磨合，車手們、工程師們、和團隊上下已形成一種默契，我覺得
是個最好的開始。大家去年底投入很多時間去為比賽計劃，定策
略，並不斷測試，希望能作萬全準備，開季一刻就全力以赴。無疑
今年的賽事會比以往艱難，其他頂級車隊和車廠的眼光，也將會是
投向夢寐以求的利曼24小時耐力賽上。”

超級750印度羽毛球公開賽18日在

新德里上演次日賽事，港隊是日合共派

出3組球手出賽，結果只有“鄧謝配”

鄧俊文/謝影雪取得晉級權；相反男單伍

家朗，以及女雙楊雅婷/楊霈霖均告首圈

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鄧謝配鄧謝配

伍家朗印度羽毛球賽首圈止步

輕鬆晉級

港隊輪椅劍擊世界盃1金1銀收官

區天駿劍指亞洲利曼系列賽錦標

◆◆區天駿出戰亞洲利曼區天駿出戰亞洲利曼
系列賽系列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杜凱琹（左）與
黃鎮廷合作過
關。 資料圖片

▲

（
左
起
）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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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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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
、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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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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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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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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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1月14日率管理層行員約150人，在拉
斯維加斯的永利豪華渡假酒店（Wynn)召開 「管理會議」，這是該
行在疫情三年後再度在拉斯維加斯召開每年一次的管理會議，吳
文龍董事長表示，2022年在全體行員努力下，除了獲利創下新高
外，資產也增加至25億，他期許員工在2023年能再接再勵將資產
進一步擴增，再次提升銀行的獲利能力。

在會議上，吳文龍董事長總結了2022年的工作，他表示，去
年是該行獲利成果豐碩的一年，我們實現了總資產規模突破25億
的大關，年度收益再次創下新高，實現了稅前超過7千7百萬，這
與董事會與全體員工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恆豐銀行持續成長的目標下，吳文龍董事長強調未來發展
的四項重要原則，1.遵守OCC規定的所有法律程序、2.加強資產
品質的控管、3.持續市場開發、4.提升獲利的能力，並且勉勵所有
員工要Work hard play hard，和銀行一起成長。

吳文龍向員工詳細地分析了各地分行的運營情況，並表示，
未來將在加州再開出二家分行，他以數字指出，在1998年創行之
初的5千萬的資本，在2014年實現了資產突破了10億元的規模，
2020年達到20億，去年增至25億，他預計將很快達到30億。

吳文龍董事長董事长向所有員工強調，今年外部的經濟環境
不佳，但恆豐銀行始終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嚴格控管所有資產
的品質，為2024年恆豐銀行邁向30億總資產的規模做好準備。

周末活動快報
警大遊學團結業典禮
1 月 20 日 （Frl. ) 中 午
12pm- 2:00pm
UHD Welcome Center 三
樓 （ 201 Girard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2023春
節園遊會
1月21日（Sat. ) 上午10:
00am— 下午4:00pm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

「凱蒂亞洲城」 新春舞龍
舞獅表演秀
1 月 21 日,22 日（Sat. &
Sun. )上午11:30am~
「凱蒂亞洲城 」 H-Mart
前廣場

新春講座： 「建立信任的
十三種策略 」
1月 21日（Sat. )上午10:
00am
休士頓西南福遍中國教會
（7707 Highway6, Mis-
souri City, Building 2,
Room A157 )

佛光山中美寺
除夕延生普佛
1 月 21 日
（Sat. )晚間10:
00pm
佛光山中美寺
（ 地 址 ：

12550 Jebbia Lane, Staf-
ford, TX 77477 ）

中台禪寺新春祈福法會
1 月 21 日（Sat. )上午 9:
30am—下午2:30 pm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地址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

佛光山中美寺新春禮千佛
法會
1月22日（Sun. )上午10:
30am

佛光山中美寺（地址：
12550 Jebbia Lane, Staf-
ford, TX 77477 )

2023 糖城春節聯歡會
1 月 22 日（Sun )下午 2:
00pm— 6:00pm
Hilton Garden Inn Sugar
Land ( 地 址 ： 722 Bo-
naventure Pl, Sugar Land
)

黃金心臟中心、黃金微整
醫美中心 「大型舞獅表演
」
1 月 23 日（Mon. ) 上午
10:45am~
「黃金醫療健康廣場」 地
址： 6609 W West Sam
Houston Pkwy S, Hous-
ton TX 77072

恆豐銀行在拉斯維加斯召開2023年度第一次管理會議

王朝旅遊中國駐美國使館自2023年1月25日起恢復領事證件大廳對外辦公
根據工作安排，中國駐美國使館自2023年

1 月25 日起恢復領事證件大廳對外辦公，具體
安排如下：

一、護照、旅行證申請及養老金資格審核

仍可線上辦理，無需到證件大廳辦理。
二、簽證申請須前往證件大廳辦理，具體

辦理流程如下：
申請人持打印的預約憑證到證件大廳遞交

申請紙質材料。如遇特殊情況無法按預約時間
現場遞交申請，須至少提前一個工作日取消原
有預約。否則按失約處理。

如表格填寫不當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簽證

申請可能被現場退回，需重新填表並預約。
自2023年1月21日（含）起，使館簽證業

務不再接受線上辦理。

(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人想移民
美國，是為了讓自己與家人更好、更
自在地生活。然而，美國移民政策的
跌宕變化，讓這條移民之路增加不少
波折，甚至在心理上承受壓力。這時
候，一位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律師，便
起了莫大的幫助，鄭家晴律師曾經幫
助眾多的客戶完成移民心願，她做事
負責有效率，個性和善親切，與她接
觸過的人，都感覺到她的真誠與認真
，非常值得信任。

鄭家晴律師的邏輯超強，她為每
個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尋
求最適當的方案。每個想移民的人，
所具備的條件不同，要如何籌備才能
成功過關就是藝術了。鄭律師會親自
審閱當事人的所有資料，細心評估，
然後與當事人討論，把所有可能性攤
開來看，這時候，又展現感性的一面
，兼顧到當事人的需要與感受。

如果當事人所具備的條件真的不
適合立即申請，鄭律師也會據實以告

，同時給予適當的建議，應該如何改
善條件，向可行的方向去努力，一段
時間之後再提出申請，幫當事人奠定
符合規定的基礎後，自然能水到渠成
。

鄭律師專精各種親屬移民、各種
職業移民、非移民申請及簽證、公民
入籍、政治庇護等等。她經驗豐富，
收費非常合理，重要的是，能真正解
決許多問題，在移民過程中，各種麻
煩的問題應該如何處理，當事人都在
她的解說之下了然於心，也因此，客
戶滿意程度非常的高。

鄭家晴律師是德州及紐約州執照
律師、北德州聯邦法庭起訴律師、聯
邦法院第五區上訴律師、美國移民律
師協會會員。她是 SMU 法學博士(J.
D.)。

鄭 家 晴 律 師 的 Email: cheng-
kate@ymail.com。 電 話:
832-407-0097 (由鄭律師親自提供免
費電話諮詢)

鄭家晴律師助人圓滿移民之夢
專業細心評估認真負責有效率

(本報休斯頓報導) 好的建
築讓人眼光一亮，讓社區變得
別出心裁，讓城市展現不同氣
質。好的建築，融合了文化、
美學、藝術、經濟、歷史、與科技等元素，在空
間中展現出來。古今中外，最具代表性及藝術品
味的建築會被保留下來，傳承著文化與創意巧思
。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由李錦護建築師、
與蔡文苑設計師於一九九零年創立。他們的設計
追求盡善盡美，往往將一個平凡的建築項目注入
額外的設計技巧，以提升建築的經濟價值與文化
精華。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廣
泛，包括有商業大樓、醫院、商場、餐廳、酒店
、學校、與各類型的住宅及社區規劃等。

他們的作品曾獲得無數獎項，包括早期參與

開發的奧林匹克湖社區，該社區被美國房屋建築
協會、與休斯頓市房屋建造協會選為年度最佳社
區規劃。其後，參與一項德州政府為重建颶風災
區而舉行的建築設計公開賽，其設計作品獲得首
獎。Citiscape所設計並建造的房屋，也曾被美國
建築師協會(AIA)評選為年度模範住宅設計之一。

目前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已擴展成為一
個多元化的專業服務聯營公司， 包括建築設計、
工程建造、地產開發、物業管理與經營等，他們
用廣闊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給客戶提供一個全面
而連貫的建築事務。

Citiscape 建築設計事務所(Citiscape Interna-
tional, Inc.)地址: 6200 Savoy Dr, Suite 500, Hous-
ton, Texas 77036。電話: 713-783-3188。

營造優質建築 多元化專業服務
Citiscape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得獎無數建築設計事務所得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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