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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Uses for the McDonald’s App Icon

We have created a few new 
lockups that use the Mobile 
Order & Pay icon and they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use of the McDonald’s App.

These are approved to 
use when promoting the 
McDonald’s App, are set with 
process colors and can be 
downloaded here.

下載我們的應用，
獲取超棒優惠

茶歇從未如此美味。

所有參與的McDonald’s店家。超值餐單和促銷價格不適用於外賣。外賣送餐價格可能高於在餐廳用餐價格。
Uber Eats外賣費和小額訂單費適用。請參考Uber Eats應用了解更多有關詳情。價格和參與店家可能會有所不同。

不能與任何其它優惠或套餐一起使用。流動訂購可在參與的McDonald’s店家使用。 2019 McDonald’s。

70372_HOUSTO_01_McBreak_CHINESE_11.2x10.1.indd   1 5/28/19   4: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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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濱海邊疆區俄羅斯濱海邊疆區SrednyayaSrednyaya海灣海灣，，兩頭虎鯨被放生兩頭虎鯨被放生。。據俄羅斯海洋漁業與海洋學據俄羅斯海洋漁業與海洋學
科學研究所太平洋分所表示科學研究所太平洋分所表示，，俄羅斯濱海邊疆區俄羅斯濱海邊疆區““鯨魚監獄鯨魚監獄””首批虎鯨首批虎鯨、、白鯨已被送至白鯨已被送至
鄂霍次克海附近的放歸點鄂霍次克海附近的放歸點。。據報道據報道，，20182018年年，，俄羅斯遠東的納霍德卡港出現壹座俄羅斯遠東的納霍德卡港出現壹座““鯨魚鯨魚
監獄監獄”，”，多達多達9090頭白鯨和頭白鯨和1111頭虎鯨被關在壹個海洋圍場內頭虎鯨被關在壹個海洋圍場內。。

克裏姆林宮舉行畢業舞會克裏姆林宮舉行畢業舞會
學生盛裝出席學生盛裝出席

近日俄羅斯克裏姆林宮舉行畢業舞會近日俄羅斯克裏姆林宮舉行畢業舞會，，年輕人們在紅場上擁抱慶祝年輕人們在紅場上擁抱慶祝
。。克裏姆林宮畢業舞會是專為俄羅斯優秀中學畢業生舉行的慶祝活動克裏姆林宮畢業舞會是專為俄羅斯優秀中學畢業生舉行的慶祝活動，，
受邀請的畢業生們需著盛裝出席受邀請的畢業生們需著盛裝出席，，慶祝即將邁入承認行列慶祝即將邁入承認行列。。

古老蒸汽機車重現倫敦古老蒸汽機車重現倫敦
民眾穿古典服飾拍民眾穿古典服飾拍““穿越風穿越風””照片照片



BB33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19年7月02日 Tuesday, July 02, 2019

阿裏巴巴羅漢堂發布
最關乎人類未來的十大問題

阿裏巴巴倡議成立的羅漢堂發布最

關乎人類未來的十大問題。200多位來

自全球的頂尖學者、政界、企業界負責

人應邀在杭州“西湖論劍”，閉門研討

十大問題，其中包括6位諾貝爾經濟學

獎獲得者。

第壹問：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
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

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數字經

濟帶來的福利還難以被準確衡量和估

計，這會影響我們平衡數字經濟風險和

收益。現有對經濟的衡量集中在對經濟

增長的關註，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

其他福利。數字經濟的長期影響是深度

多維的，需要壹個更多維的框架衡量個

人和社會福利。

第二問：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還
是會讓世界變平？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

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中國數

字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增長速度上，

還體現在邊遠、貧困群體與現有經濟資

源的結合速度上，這是令人震驚的普惠

增長模式。

美國馬裏蘭大學助理教授阿爾伯特·

羅西（AlbertoRossi）認為：智能投顧能

夠幫助用戶更穩健地配置資產，尤其是

對投資經驗少、現金持有比例高、頻繁

買賣的用戶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顧讓

投資更普惠。

第三問：數據是誰的？誰是真正的
受益者？

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 梯若

爾（JeanTirole）認為：我們如何在保護

個人隱私的同時，不遏制科技的進步和

創新的向前？我們想倒掉洗澡水，但別

把寶寶也潑出去了。

第四問：數字技術會讓更多的人失
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裏斯

托弗· 皮薩裏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

rides）認為：並沒有證據證明技術會帶

來失業率的提高。但技術的發展過程中，

確實會促進就業的結構性轉變。以1980

年以來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業逐漸從制

造業向服務業轉變。

第五問：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
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臺公司？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裏斯

托弗· 皮薩裏德斯（SirChristopherPissa-

rides）認為：數字平臺是對分散市場匹

配技術的改進，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場參

與者效率的潛力。

2010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裏

斯托弗 · 皮薩裏德斯（SirChristopher-

Pissarides）認為：互聯網和平臺經濟

能夠有效打破制約成熟市場發展的

阻礙。在中國，沒有互聯網，農民

只能進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聯

網讓他們在家鄉也可能獲得同樣的

發展機會。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理查

德· 霍爾登（RichardHolden）認為：數字

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協同方式和邊界，讓

原本很多公司內部才能完成復雜的協同

變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務可以在公

司外部由市場協同來完成。這給小微企

業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高效的利用

資源做專業化分工。

第六問：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
能適應數字時代？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

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認為：

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機制，

也會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

第七問：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
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

霍姆斯特羅姆（BengtHolmstrm）認為：數

字經濟時代，信息是壹種新的抵押品。有

了數字平臺上收集的信息，小額借款人獲

得信貸不需要抵押品，因為貸款人比借款

人更了解他的信譽。在這方面，平臺模式

更接近於西方信用卡的基礎模式，同時因

為它基於數字識別，並包含大量數據，所

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詐。

第八問：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
路嗎？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

斯賓塞（MichaelSpence）認為：讓我感到

興奮的是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範式能夠啟

發其他國家，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帶

來巨大的增長機會。在此基礎上我們不難

想象，只需要壹點點的國際合作，這種發

展模式就能推廣到全世界。各國小微企業

參與到國際市場中或將成為下壹個增長引

擎，這才是最最激動人心的事。

第九問：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

金特（ThomasSargent）認為：說到底，機

器並不是自己在學習，它們學的，都是人

類輸入的數據。是人類在告訴機器要學習

什麼。因此，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

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壹些偏見。

第十問：大算力和大數據，壹定會
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拉爾斯·

彼得· 漢森（LarsPeterHansen）認為：數字

經濟時代，豐富的數據確實為經濟學分析

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實證分析本身的

價值則非常有限。對於實際發生什麼和可

能發生什麼，理論模型卻能幫助我們做不

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較。因此純數據

驅動具備壹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讓人們在

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做更好的決策。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

薩金特（ThomasSargent）認為：大數據和

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論的價值，它們

的高速發展對處理信息的方法論提出更高

要求。更優的信息估計技術，算法博弈論

，多元時間序列算法和數據模擬技術等都

可以在大數據時代散發光彩。

中國資本市場“東聯西通” 對外開放穩步加快
綜合報導 中日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下稱

ETF）互通儀式25日在上海證券大廈交易大廳舉行

。回溯近日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各項舉措，可以看

出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步伐穩步加快。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在中日ETF互通儀式

上表示，中日ETF互通啟動、上周壹“滬倫通”開

通、上周五A股納入富時國際指數，這些都表明中

國資本市場擴大開放的步伐不僅從未停止，而且將

穩步加快。未來，將始終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

展，加強與各國資本市場的合作，加快建設規範、

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

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各項舉措釋放了怎樣

的信號，該如何正確地理解這些舉措？華鑫證券上

海分公司副總經理傅子恒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

表示，“滬倫通，中日ETF開通，A股‘入摩’

‘入富’等舉措；證監會擬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管理辦法》，優化資本市場主體與質量等信

息，都表明我國資本市場在各種內外部壓力下，繼

續堅定地走在改革與擴大開放的路途上。而這種開

放是雙方向互動的，這表明監管層對我國資本市場

持續健康的發展有充分的自信。”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也認為，“不管是

滬倫通還是中日ETF互通都是資本市場對外連通和

開放的壹部分，這意味著更多市場的準入以及資金

雙向流通。現在對外開放的步伐是越來越大的，不

管是從機構準入、額度擴大還是市場產品的選擇來

看。”

開放從未止步，那“東聯西通”對中國資本市

場產生何種影響？“雙向開放擴大了內外部投資者

投資的範圍，有利於各自市場健康發展與良性互動

，也將有利於投資者開拓投資視野，在更廣闊市場

範圍內尋找機遇，進行國際間比較與資產配置。”

傅子恒解釋。

財經評論員布娜新補充，“中國資本市場對外

開放也是世界性機遇，有利於國際金融機構拓展國

內業務，將優秀金融機構管理經驗移步中國，有利

於在上海或大灣區打造屬於中國的世界金融中心。

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勢不可擋，在國際上的

影響力也會逐步擴大。”

當然，對於成長中的中國資本市場而言也還有

進壹步提升的空間。“因為整個市場是個人投

資者占主導，個人投資者的理念缺乏長期性，

這對於長期的資金獲取和資源配置有壹定影響。

”邵宇直言。

傅子恒指出，由於制度環境及發展階段等各

方面原因，中國資本市場在規則、市場結構、投

資者結構、產品豐富與成熟度以及監管方法手段

等方面與發達市場還有壹定差距。而差距本身的

消彌就是中國資本市場的進步空間。改革與對外

開放將是繼續壯大、健康、規範發展的新引擎和

催化因素。



BB44廣告

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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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
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蔡英文被列出十大惡政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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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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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6 月 29 日星期六，由辯
護人網絡聯盟 （Defender Network）組織
的 “ 休 斯 頓 黑 人 現 狀 ” （State of Black
Houston）論壇在休斯頓能源中心 （The
Power Center）舉行。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
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和哈里斯郡郡
長 （County Judge）莉娜•伊達爾戈 (Lina
Hidalgo) 應邀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關心休
斯頓黑人現狀的代表及休斯頓社區黑人民眾
近千人出席。
本次論壇辯護人網絡聯盟提出應該分析對社
區產生負面影響的公共政策和法規並提出可
實現的解決方案，包括颶風哈文（Harvey）
引起的災後重建、社區的發展、市和郡的聯
合項目、休斯頓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道
路建設、住房建設、2020 的人口普查等問題。

休斯頓市市長特納指出，儘管他領導的休斯頓在過去四年經濟的增長和生活質量與過去十年相比
，所有指標都又所改善，但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區的重要部分已被拋在後面，他們每天都在努力為生存
擔憂或遭受不成比例的苦難。休斯頓社區的領導人應該聚集在一起討論這些挑戰，面對對手並反思干
預策略。現在又超過29％的休斯頓黑人生活在貧困中，相比之下，只有9.7％的休斯頓人生活在貧困中
。雖然美國的失業率低於10％，但黑人休斯頓人的失業率為17％，而黑人男性的失業率為50％。休斯
敦的黑人企業正在苦苦掙扎。

哈里斯郡郡長莉娜•伊達爾戈提到哈里斯郡是德克薩斯州人口最多的郡，也是美國人口第三大郡
，但在哈里斯縣只有19％的黑人登記選民登記投票，參與選舉的人數更少，休斯頓的黑人狀態不穩定
。政府需要您們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她說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
向德克薩斯州撥款50.24億美元用於響應颶風哈維颶風照成的損失，也撥款74億美元，用於應對德克
薩斯州重大災害。哈里斯郡必須為各種住房計劃制定住房指南，必須公佈指南以徵詢公眾意見。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作為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美國總統的驚人勝利，引起了美國黑人
極大的驕傲和虔誠的希望，美國的承諾終於被其黑人公民所實現。但是，儘管醫療保健，經濟刺激計
劃，金融改革以及現在延長的失業救濟金都有所增加，但非洲裔美國人的大部分人口繼續受到巨大差
異和高度邊緣化生活質量的困擾。此外，為黑人社區服務的學校仍然失敗，休斯頓黑人的失業率仍遠
高於全國失業率，監獄裡滿是黑人囚犯，家庭不堪重負，社區停滯不前，公民參與似乎正在逐漸消失
。顯然，現在是休斯頓黑人社區收集思想並更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了。

“休斯頓黑人現狀” 論壇在能源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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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阿迪森三十日電）一架小飛機今
天上午從德州達拉斯附近的阿迪森市立機場
（Addison Municipal Airport）起飛後不久即
墜毀飛機棚，官員證實造成10人喪命。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導，失事
的 是 一 架 豪 客 比 奇 （Beechcraft） BE-350
King Air 雙發動機飛機，事發在今天上午 9
時10分前後。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這架飛機起飛時
失去其中一具發動機，改變方向撞上飛機棚
。

官員表示，這架飛機稍後起火燃燒，機
身全毀。阿迪森市公共通訊部門主管羅森布

勒斯（Mary Rosenbleeth）表示，飛機棚內
並沒有飛機，地面上無人受傷，但失事飛機
上的乘客全數罹難。

這架飛機原本要前往佛羅裡達州，目前
機上乘客名單尚未曝光。

失事飛機的機尾編號為 N534FF，根據
航班追蹤服務公司 「FlightAware」的資料，
這架飛機原定開往佛羅裡達州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並計劃在下午1時18分降落。

該飛機前10天的活動紀錄顯示，它曾多
次飛往科羅拉多州的鷹鎮(Eagle)，以及丹佛
和阿斯彭(Aspen)。

[本報訊]一項
最新的分析，目前在美
國房地產市場，投資購
屋者增加，而且聚焦在
一些供初次購屋者可能
購買的房屋，造成擡價
與排擠作用，使首次購
屋者面臨更大困難。

根據房地產數據公
司 「核 心 邏 輯 」
（CoreLogic）所提出的
報告，在2018年，投資

者購屋佔所有交易的百
分之 11.3。房地產市場
在大型金融機構陷入困
境，口袋較深的投資家
會進入房市，2018年是
自1999年以來投資者所
佔最大份額，2012年和
2014年之間投資者購屋
是比較少的，

CoreLogic稱，對於
市場中的首購房屋，投
資者約佔這種房屋的交

易約佔五分之一。
最近的房市活動，

最值得注意的是，較小
的投資者，而非大型金
融機構，正在推動這種
首購房屋價格的上漲。
2013年，大型投資業佔
交易份額為百分之 24.3
，在金融海嘯後到去年
，大型投資業只佔交易
額的百分之15.8。

在2018年，購買10

棟或比10棟為少的住屋
之投資者，佔交易的百
分之60，比2013年的百
分之48，增加了12個百
分點。如今，許多是為
人父母的投資者，購買
了許多首購房屋，2017
年和2018年，這種情況
佔了所有交易的百分之
20.3。

（本報訊）當你擁有一輛汽
車，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個性化
的汽車牌照。
但是根據德州汽車管理局的統計
，去年該局一共拒絕了3800個個
性化車牌的申請，主要原因是車
牌的內容過分政治化以及低級趣
味。

其中這些被拒的車牌包括充
滿敵意，語言粗野，種族主義，
歧視貶低以及濃厚政治色彩，諸

如 DMPTRMP, LOKHMUP ，
CNN FAKE，此外一些車牌的內
容 品 味 低 下 包 括 HII UGLY,
HAIL YAH ， GET N8KD.

休斯頓大學一名政治科學專
業教授 Brandon 稱，德州交通局
的職責就是不讓這些車牌引起其
他駕駛人的不滿，無論是表達政
治觀點或者是充滿對立的言辭，
有些車牌讓人發笑，但有些車牌
卻能激起怒火，因此，提前做好

審查避免麻煩非常重要。
根據德州車輛管理的規定，

對駕駛人申請的汽車牌照會提前
進行審核，確保這些牌照不涉及
或暗示非法行為或幫派勢力，或
者是帶有隱藏式的威脅，特別是
有關族裔，性別等敏感問題。
如果駕駛人的牌照申請被拒絕，
可以依照法律按照程序上訴，但
不需要參加聽證會。

達拉斯小型機起飛時撞向機庫達拉斯小型機起飛時撞向機庫投資客增多投資客增多 住房首購族更難入市住房首購族更難入市

车牌內容太政治或品味低級
德州3800个性化牌照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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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傳統觀念認為“只有12歲後才
能矯牙”，這讓很多孩子錯過了最佳的
矯正時機。

口腔專家提醒家長們，傳統觀念有
顧及兒童尚處發育期的合理考慮，但遵
循現代臨床醫學科學規律分析，20種牙
頜畸形或異常必須在12歲前發現即矯正
，越早處理效果越好。

01 稱“地包天”
即下排牙齒包住上排牙齒。嚴重影

響面容美觀，導致吃飯，咀嚼功能下降
，加重胃腸負擔，還可影響發音，影響
身體健康。

02 偏頜
由於一邊的牙齒齲壞或缺失等原因

，長期用另一側吃東西，導致雙臉型不
對稱，嚴重影響美觀和心理健康。

03 嚴重的大齙（暴）牙
齙牙患者非常不自信，極大程度的

影響了學業和社交，有的孩子變得自卑
，也應及時矯正。

04 個別牙反頜
即個別門牙或兩顆牙反頜，危害極

大。會影響上面部的正常發育，上唇凹
陷。而且，其潛在的危害是，最有可能
導致兒童成長到30至40歲時出現顳下
頜關節紊亂病。

05 替牙期嚴重的牙齒擁擠
替牙期一般輕度擁擠可觀察，暫不

處理；嚴重者，表現為個別或多個牙齒
在各個方向的錯位；而且牙齒擁擠也妨
礙局部牙齒的清潔而好發蛀牙、牙齦炎
等。

06 下頜後縮
巴發育不足，小下巴，俗稱鳥嘴。

影響面部美觀，同時因為下排牙齒排列
過窄，限制了上排牙齒的發育，也影響
功能。

07 乳牙早失
乳牙沒到替換時間就過早脫落，會

使局部頜骨發育不足，缺牙的位置可因
鄰牙移位導致部分甚至全部被占據，以
至恒牙錯位萌出或埋伏阻生而形成牙頜

畸形。
08 乳牙滯留
乳牙到了替換時間仍未脫落，導致

恒牙萌出受阻，出現萌出順序異常，或
錯位萌出、埋伏阻生，造成牙齒排列及
咬合不正。

09 恒牙不萌出或埋伏阻生

阻生牙是指牙齒部分萌出或完全不
能萌出，並且以後也不能萌出的牙。兒
童期門牙多見。可通過助萌或牽引等方
法改善。

10 不良吮指習慣
兒童3歲後仍持續存在吮吸手指行

為，會造成前牙咬不攏、兒童上下門牙
前突等畸形，嚴重者可能影響到上下骨
骼發育而造成面部畸形。

11 不良舌習慣
伸舌、吐舌、舐舌、頂舌等都是不

良舌習慣，會造成牙齒向外錯位、前突
、牙縫、牙齒咬不攏或者地包天等，必
須及時糾正。

12 不良唇習慣
包括咬下唇、吮吸下唇、下唇兜上

唇等。這會造成上唇過短、開唇露齒及
下唇內陷。

13 睡眠時張口呼吸
此癥多由於鼻腔堵塞或腺樣體肥大

等原因造成鼻呼吸不暢，會引起唇外翻
和唇短而厚、上腭高拱臉變窄、前突、
長面型、下巴後縮及後牙咬不攏。

14 多生牙
口腔內特別是上門牙間有多余的牙

齒。多生牙多為畸形牙，它們占據了正
常牙的位置，致使這些正常的牙齒出現

錯位或萌出障礙。

15 睡眠時打鼾
打鼾由於鼻腔阻塞，呼吸方式不正

確，上下牙齒咬合不正確，久之會導致
面部畸形，如面部狹長、下牙外露、開
唇露齒等，嚴重影響孩子的外貌。

16 蛀牙不及時修補
乳牙因為蛀牙導致所占據的位置變

小，會使恒牙萌出時沒有足夠的位置，
因此出現擁擠和不齊，甚至影響繼承恒
牙的替換和萌出。因此乳牙爛了一樣要
補。

17 唇系帶異常
唇系帶附著於上排中間兩顆門牙之

間的外側牙齦和牙槽粘膜之間，如果隨
著年齡增長，孩子的系帶沒有隨之退縮
，就會導致上門牙之間出現較大的縫隙
。

18 舌系帶異常
先天性發育異常。舌系帶過短，使

舌的正常活動受到限制，嚴重者舌頭不
能伸長到口外，或不能接觸上唇。影響
吮乳、音語和發音。

19 唇腭裂術後
唇腭裂術後並非萬事大吉，還必須

需要進行長達數年的系列正畸治療，以
最大限度的獲得良好的外貌和生理功能
。

20 恒牙早失
兒童生長的第一個恒磨牙，即第一

大臼齒。每個人上下左右各1個共4個
。一般情況下此牙在六歲左右萌出，故
俗稱為“六齡齒”。“六齡齒”齲壞率
最高，拔除的比例和罹患其它牙病的發
生率均比其它牙高。從功能上說該牙又
是最重要的大臼齒，失去六齡牙易致牙
齒排列不齊，而且矯治難度會加大很多
，因此要特別重視“六齡齒”的保護。

Jasmine PENG, DDS, MS Orth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315

Houston, Texas 77036 (Dun Huang Plaza, 敦煌廣場一樓)
713-981-1888

越早看醫生越好越早看醫生越好！！
1212歲前應該處理的歲前應該處理的2020種兒童牙頜畸形種兒童牙頜畸形

43534353::

44484448::

43504350::

43404340::

43414341::

43474347::

43494349::

43524352::

現代矯正牙科現代矯正牙科 彭彭峲峲牙齒矯正專科博士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華埠小姐休士頓華埠小姐88位候選佳麗公開亮相位候選佳麗公開亮相
於於66月月2626日在百利金山餐廳會見僑界人士日在百利金山餐廳會見僑界人士

前休士頓中國新年小姐楊以以前休士頓中國新年小姐楊以以
（（右一右一），），伍國活夫人互相交伍國活夫人互相交

流流。。

20192019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白儀文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白儀文、、陳孟萱陳孟萱、、奚嘉儀奚嘉儀、、鄭逸寧鄭逸寧、、
白文翠白文翠、、楊若潤楊若潤、、汪榮汪榮、、楊小雪與楊小雪與20182018年代表休士頓在舊金山的全美年代表休士頓在舊金山的全美
比賽中榮獲第二名的才藝公主余麗明比賽中榮獲第二名的才藝公主余麗明（（左五左五））合影合影。。

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陳慶輝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陳慶輝（（左一左一））與與
伍冠南律師伍冠南律師（（右一右一））於於66月月2626日下午日下午66
時時3030分在百利金山餐廳出席盛會分在百利金山餐廳出席盛會。。

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鄭昭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鄭昭（（右右
二二），），伍國活夫人伍國活夫人（（右一右一））等等

參與盛會參與盛會。。

前華埠小姐的母親張小蘭前華埠小姐的母親張小蘭、、20182018年全年全
美埠小姐第二名才藝公主余麗明蒞會美埠小姐第二名才藝公主余麗明蒞會
鼓勵後進們儘情發揮才藝鼓勵後進們儘情發揮才藝，，享受選舉享受選舉

的過程的過程。。

陳碧如陳碧如，，前休士頓副市長前休士頓副市長、、前休士頓市議員關振鵬律師前休士頓市議員關振鵬律師（（一左二一左二），），休士休士
頓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頓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一左三一左三），），前會長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前會長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一右二一右二
）、）、與周錫俊與周錫俊、、汪得聖等警官合影汪得聖等警官合影。。李成純如會長表示李成純如會長表示，，20192019年休士頓華年休士頓華

埠小姐選拔賽將於埠小姐選拔賽將於77月月2727日在休士頓的日在休士頓的Royal Sonesta HotelRoyal Sonesta Hotel舉行舉行。。

20192019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楊若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楊若
潤潤（（右二右二））在父母陪同下參加盛會在父母陪同下參加盛會。。

僑教中心張瑞蓮僑教中心張瑞蓮（（左二左二））與夫婿白與夫婿白
先生陪同出席為愛女白文翠先生陪同出席為愛女白文翠（（左一左一

））加油加油。。

20192019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年休士頓華埠小姐候選佳麗
汪榮在父母陪同下參與盛會汪榮在父母陪同下參與盛會。。

休士頓華埠小姐選拔大會共同主席伍朱月仙休士頓華埠小姐選拔大會共同主席伍朱月仙
（（Linda Wu,Linda Wu,左一左一），），朱李翠萍朱李翠萍（（Betty Gee,Betty Gee,右一右一））
及及20192019年共同主席年共同主席Grace Lin(Grace Lin(右二右二））貢獻心力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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