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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民眾慶祝莫斯科民眾慶祝““跨年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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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央行全面降準？
仍是穩健基調並非“大水漫灌”

此次降準將釋放長期資金8000多億

元，壹方面，有利於滿足年初較大的市

場流動性需求，另壹方面，有利於降低

金融機構資金成本，緩解民營、小微企

業融資難融資貴。

此次降準並非大水漫灌，穩健貨幣

政策取向沒有改變，將為高質量發展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

環境。

新年第壹天，央行就送“開門紅”

。央行1日宣布，決定於1月6日下調金

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此次

降準是全面降準，將釋放長期資金8000

多億元，有利於實現貨幣信貸、社會融

資規模增長同經濟發展相適應，為高質

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

貨幣金融環境。

為何選在此時降準？此次降準如

何支持實體經濟？降準是否意味著穩

健貨幣政策取向發生變化？記者進行

了采訪。

年初市場流動性需求大，降準有利

於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鑒於 1 月份有逆回購陸續到期

，疊加繳稅、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

春節期間的現金需求等因素，通過降

準壹方面可以滿足上述流動性需要，

另壹方面釋放低成本長期資金有利於

降低銀行資金成本，引導銀行降低實

體經濟融資成本。”民生銀行首席研

究員溫彬說。

“今年春節較往年偏早，流動性面

臨小幅資金到期壓力，現金需求增大，

此次降準可以營造較平穩的資金利率，

體現了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中

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說。

業內人士認為，銀行投放信貸普遍

遵循“早投資早收益”的原則，因此每

年初都是銀行投放信貸、進行債券投資

的“旺季”，央行選擇此時降準也有支

持銀行開年投放信貸的考慮。

降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緩解民營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降準是

全面降準，體現了逆周期調節，釋放長

期資金8000多億元，有效增加金融機構

支持實體經濟的穩定資金來源，降低金

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直接

支持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認為

，當前貸款利率下行並不明顯，原因之

壹是銀行負債成本較高，這導致銀行主

動下調貸款利率的動力不足。

“降準相當於給銀行提供低成本的

負債，對降低銀行資金成本，進而推動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行具有重要意義。

也有利於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激發

市場主體活力，進壹步發揮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支持實體經濟發

展。”李奇霖說。

資金如何使用？央行明確，大銀

行要下沈服務重心，中小銀行要更

加聚焦主責主業，都要積極運用降

準資金加大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支

持力度。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此次全面

降準中，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

市商業銀行、服務縣域的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村

鎮銀行等中小銀行獲得長期資金1200多

億元，有利於增強立足當地、回歸本源

的中小銀行服務民營、小微企業的資金

實力。同時，此次降準降低銀行資金成

本每年約150億元，通過銀行傳導可降

低社會融資實際成本，特別是降低民營

、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

董希渺認為，此次降準，央行特別強調

了有利於增強中小銀行服務民營、小微

企業的資金實力，下壹步應繼續優化

“三檔兩優”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框架，

通過定向降準、定向中期借貸便利

(TMLF)等結構性政策工具為中小銀行提

供更多的增量支持，降低中小銀行資金

成本。

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不搞大
水漫灌

全面降準即將落地，有人疑惑，

這是否意味著穩健貨幣政策取向發生

變化？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降準

與春節前的現金投放形成對沖，銀

行體系流動性總量仍將保持基本穩

定，保持靈活適度，並非大水漫灌

，體現了科學穩健把握貨幣政策逆

周期調節力度，穩健貨幣政策取向

沒有改變。

近日召開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

委員會2019年第四季度例會也指出，創

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穩健的貨幣政策要

靈活適度，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

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廣義貨幣M2

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名

義增速相匹配，不搞大水漫灌，保持物

價水平總體穩定。

董希渺認為，新的壹年，貨幣政策

將繼續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更好地服

務於穩增長，更強調結構性、定向性調

整，同時將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推進

存量貸款定價基準轉換，提升金融資源

配置效率。

中國號經濟巨輪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綜合報導 2019年，是值得銘記的壹年。這壹

年，我國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經濟保持總體平穩

、穩中有進態勢，改革開放邁出重要步伐，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科技創新取得新突破，人民

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

有耕耘就有收獲，有泥土就會有綠蔭。2019年

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關鍵之年。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

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

、科學決策，駕馭中國號經濟巨輪逐日追月、無懼

風雨、破浪前行，自信而從容，在高質量發展的賽

道上，站立了更加挺拔的身姿，呈現出“風景這邊

獨好”的走向，留下了太多難忘的記憶。

中國經濟之所以“風景這邊獨好”，緣自於這

壹年，創新創業、轉型升級的故事比比皆是。推動

高質量發展，出路在創新，難點在轉型。在嚴峻復

雜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面前，不創新、不轉

型不行，創新慢了、轉型遲了也不行，抓創新就是

抓發展，謀轉型就是謀未來，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緊

迫感，快馬加鞭持續推進。有數據顯示，2019年前

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2%，在總量1萬

億美元以上的全球經濟體中仍居首位；國際收支保

持基本平衡，外匯儲備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這

些擲地有聲的數字，勾勒出毋庸置疑的共識就是：

創新創業、轉型升級讓中國經濟挺直了脊梁。

中國經濟之所以“風景這邊獨好”，緣自於這

壹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篇章更為動人。堅持問題導

向，聚焦市場主體和創新主體普遍反映強烈的突出

問題，通過改革創新的辦法疏通堵點、紓解痛點、

攻克難點，不斷夯實制度保障，為創新松綁、為創

業加油、為創造助力，是2019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實

踐所向。從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到春意融融的神州大

地，改革強音振奮人心，創新活力撲面而來，壹系

列改革舉措加快落地，改革邁向深水區，各種紅利

持續釋放，營商環境不斷優化，高質量發展動力強

勁，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清單”不斷擴容

。

中國經濟之所以“風景這邊獨好”，緣自於這

壹年，擴大開放、合作共贏的立場更加堅定。從出

臺外商投資法到新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發布，

從繼續降低進口關稅到放寬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準

入條件，從增設6個自貿試驗區到第二屆進博會亮

出擴大開放五大新舉措……2019年，我國踐行擴大

開放承諾，務實舉措接連落地，外貿結構不斷優化

，吸引外資保持穩定增長，以實際行動為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作出表率，增長貢獻、貿易貢獻、減貧

貢獻、綠色貢獻、發展經驗貢獻、社會治理經驗

……中國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成為“全球公益性產

品”的最大提供者，為建設壹個更加繁榮美好的世

界努力奔跑，給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互利共贏註

入了強大的信心和動力。

沒有哪壹段路程是壹帆風順的，沒有哪壹個

夢想會輕松實現。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

“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2019年的成功經驗，

已經成為應對困難挑戰、確保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的“法寶”。作為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推動者、

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各國拓展商機的活

力大市場、全球治理改革的積極貢獻者，順應經

濟全球化的歷史規律，中國的改革腳步不會停滯

，開放的大門更會越開越大。在永不停滯的對外

開放腳步中，中國號經濟巨輪量質齊飛，駛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必將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更

多機遇，在新壹年的世界大舞臺上綻放出更多更

精彩的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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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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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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揭蔡英文十大騙局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2/30/2019 -1/5/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0 31 1 2 3 4 5-Jan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2/26/2019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月~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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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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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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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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20年1月7日       Tuesday, January 7, 2020



BB66休城新聞

副刊

星期二       2020年1月7日       Tuesday, January 7, 2020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载文章

，介绍了新加坡中餐馆主厨黄旭严的故

事。除了餐馆各职位都做过，黄旭严也

曾经在幕后研究食品口味与烹调法，进

一步掌握食客口味及需求。多年来，他

从学艺与参赛中成长，也更确定在传统

中餐的基础上，做创新菜肴的目标。

文章摘编如下：

一天，10岁的男孩独自在家，饥肠

辘辘，打开冰箱随手拿出材料，拿起锅

子煮了洋葱炒蛋咖喱鸡。父亲回到家一

看，非常惊讶，孩子竟然做出了可口的

佳肴。

这是新加坡某中餐馆主厨黄旭严小

时候展露厨艺的故事。“所谓的咖喱鸡

，其实是找出家里的咖喱粉，自己调制

而成的。我就是喜欢下厨，心血来潮，

想吃这些，就决定动手来做一做。”

黄旭严的父亲当过厨师，做过海味

批发，也开过餐馆，黄旭严从小对厨房

和餐馆等工作环境不陌生。“可以肯定

的是，我对烹饪感兴趣。有时候，脑子

里已有个食谱，自己想要创造怎样的口

味，便会动手去做，去创新。”他说。

黄旭严 20岁时，又让父亲“惊讶

”了。那时，他高中毕业后在父亲于马

来西亚新山所开的餐馆工作了一阵子，

餐馆各职位都做过，包括洗碗工、侍应

生、厨师助理等。一天，他告诉父亲，

决定远赴意大利去闯，有朋友介绍他到

那里的中餐馆工作。

回忆起这段年少“叛逆期”，黄旭

严说，其实父亲反对他当厨师。回想当

年，那个年代的厨师生活沉闷，所以他

不希望黄旭严“步后尘”。

不过，黄旭严还是说走就走，拿起

背包就到意大利去。工作了半年后却发

现，当地非但缺乏中餐的原材料，烹制

手法也欠缺“中餐的味道”。于是，他

回来了，继续找发展机会。很快，新加

坡的发展机会向他招手了。

发展顺遂渐露锋芒

在新加坡一家食阁工作没多久，他

同时获得了知名中餐馆的两个工作机会

，都是到乌节路酒店的中餐馆任职，但

职位高低有别。虽然不

是新手，但毕竟是第一

次在本地中餐馆工作，

所以黄旭严毅然选择从

打杂小职位开始学起。

然而，他的锋芒很

快就显露出来了。有一

定烹饪基础的他，后来

继续到不同工作环境和

餐馆任职，发展顺遂。

这段期间，他也开始代

表新加坡中厨协会，参

加海内外比赛，获得不

少奖项。

在备受看好之际，

他却转到了幕后，负责

研究食品口味和烹调法

。10个月下来，他觉得

最大的收获是，更了解

食客口味及需求，并懂

得不断创新想点子。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

人。32岁那年，黄旭严

获得了担任主厨的机会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

要的目标，那便是以传

统的基础，去做创新菜

肴。中餐文化历史悠久

，学问多，其实有许多

可发挥之处，希望更多人对中餐有所认

识和欣赏。”

创新菜肴有特色

黄旭严对创意菜的诠释十分独特。

例如一次秋季推出的螃蟹大餐，有多种

独特口味，如肉松斯里兰卡蟹，微辣的

鸡肉松覆盖在螃蟹外壳上，香气也渗入

蟹肉中。其他新创螃蟹风味包括：青椒

浓汤斯里兰卡蟹、麻辣干烧斯里兰卡蟹

、白胡椒蟹钳银粉煲等。

而养生绿液辽参、威士忌烩波士顿

龙虾、羊肚菌浓汤凤吞燕和金汤雪梨帝

王蟹等菜品，也各有千秋。其中凤吞燕

是传统老菜，他改良成一人份的精致版

本。金汤雪梨帝王蟹，金汤以南瓜制成

，并加入价格不菲的藏红花。

担任主厨这四五年下来，黄旭严发

现，不仅是自己对工作有所要求，食客

的口味也不断提升。“现代食客，吃得

多，也吃得精，同时又喜欢尝鲜，总会

问我，有没有什么食物菜肴比较特别，

是他们没有吃过的。”

在他看来，食客对中餐兴趣浓，亚

太区域不少酒店也更注重中餐，因此，

他对中餐的前景具有信心。2019年 10

月，他到泰国曼谷 JW Marriott、Bang-

kok Marriott Marquis Queen's Park 等酒

店担任客座厨师，了解了当地的中餐发

展。

中餐烹调用酒讲究

平时，黄旭严喜欢到处旅游，品尝

各地美食，拓展味蕾接触面。虽然天天

处理各类食材，但他认为还是有不少知

识要掌握。比如，中餐烹调中酒的运用

就十分讲究。

“中餐不少佳肴都以酒入菜，但酒

类如花雕酒，也讲究与食材的搭配，例

如不是每样食材都能放花雕酒。同时，

酒的作用是给菜肴提味，让人吃了齿颊

留香，所以什么时候放入菜肴里，分量

多少等，成了关键。这些都需要靠经验

累积。”

入行快 20年，黄旭严认为，工作

体会和领悟会越来越深。“因为家里从

事餐饮业，自认有不错的厨房底子，年

轻时多少有些高傲。后来，出国参赛多

了，见识比较广，也获许多导师提点，

了解到比赛不为名利，而是给自己的努

力追求个结果。”

“有人说中餐业青黄不接，我希

望能做到的是继续把所会的传授下去

，像我的食谱是公开的，厨房团队都

懂。我希望新加坡中餐业能不断发展

，让人知道不只是中国的中餐有名好

吃，新加坡的餐馆也有地位。我总告

诉自己和团队，人有压力才有动力，

要不断往前进，才不会被后面的人

‘推倒’。”

青出于蓝胜于蓝。父亲虽然没有

说出口，但黄旭严还是从别人口中，

听到了父亲对自己的赞美。“如果可

以的话，我会邀请父亲来吃饭。我的

母亲来吃过了，父亲还没有，我会准

备传统粤菜和潮州菜给他品尝。平时

我回家探望他们时，也会下厨。在家

用餐，和在餐馆里吃饭，还是不一样

的体验。”他说。

新加坡中餐主厨黄旭严
希望新加坡中餐业不断发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山東同鄉會2020年
會暨成立40週年慶典於2020年1月4日晚在鳳凰海鮮大酒
樓盛大舉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休斯敦剛連任的特納（Sylvester Turner）市長、美國國會
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萊斯大學第一夫人孫月萍
博士等以及來自山東的玉皇集團、天時集團、傑瑞集團
等10多個企業的負責人和近千名山東老鄉和朋友們出席
。慶典晚會由豐建偉、劉金璐、姜晗、高勇主持。

劉紅梅副總領事代表蔡偉總領事和中國駐休斯敦總劉紅梅副總領事代表蔡偉總領事和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在致辭中祝賀美南山東同鄉會精心組織和策劃的領館在致辭中祝賀美南山東同鄉會精心組織和策劃的
20202020年會暨同鄉會成立年會暨同鄉會成立4040週年慶典活動週年慶典活動！！感謝美南山東感謝美南山東
同鄉會的父老鄉親們團結一致同鄉會的父老鄉親們團結一致、、群策群力把同鄉會辦的群策群力把同鄉會辦的
規模龐大規模龐大、、成績輝煌成績輝煌。。她同時也指出她同時也指出，，中美建交中美建交4040年來年來
，，中美關係歷經風雨中美關係歷經風雨，，砥礪前行砥礪前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自去年以來但自去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給雙邊經貿乃至整體關係中美經貿摩擦給雙邊經貿乃至整體關係
的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的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貿易戰沒有贏家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不想中方不想
打打，，但也不怕打但也不怕打。。中方始終致力於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中方始終致力於通過談判磋商解決爭
端端，，即雙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經貿磋商即雙方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經貿磋商，，中方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中方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
本利益本利益，，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

休斯敦特納市長感謝美南山東同鄉會邀請他出席這次慶典活動休斯敦特納市長感謝美南山東同鄉會邀請他出席這次慶典活動，，感謝休斯敦華人在這次市長感謝休斯敦華人在這次市長
選舉中為他投票讓他繼續連任選舉中為他投票讓他繼續連任。。他提到他和美南山東同鄉會的終生榮譽會長豐建偉醫生是多年的他提到他和美南山東同鄉會的終生榮譽會長豐建偉醫生是多年的
好朋友好朋友，，感謝他過去四年對市政府工作的支持感謝他過去四年對市政府工作的支持，，感謝他在本次市長選舉活動中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感謝他在本次市長選舉活動中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他說在即將來臨的四年的市長任期中要和休斯頓人民一起創造美好未來他說在即將來臨的四年的市長任期中要和休斯頓人民一起創造美好未來，，讓每個人都生活愉快讓每個人都生活愉快
，，永遠幸福永遠幸福！！

美國國會議員艾爾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在致辭中提到他多次訪問中國格林在致辭中提到他多次訪問中國，，訪問過中國很多地方訪問過中國很多地方，，對中國非常了對中國非常了
解解，，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這是他願這是他願
意看到的意看到的。。他一直反對美中出現貿易摩擦他一直反對美中出現貿易摩擦，，主張和支持建立良好的美中關係主張和支持建立良好的美中關係，，達到美中相互尊重達到美中相互尊重
、、互利共贏的目的互利共贏的目的。。他說美國是多元民族他說美國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鼓勵華人參與美國總統的競選鼓勵華人參與美國總統的競選

，，他說到他說到，，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裡會出現一位美國總統這裡會出現一位美國總統，，他為有一位華人總統感到驕傲他為有一位華人總統感到驕傲！！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博士代表山東同鄉會上台致辭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博士代表山東同鄉會上台致辭，，他說他說：“：“我謹代表美南山東同鄉我謹代表美南山東同鄉
會暨商會祝大家鼠年大吉會暨商會祝大家鼠年大吉，，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萬事如意！！20192019年在各位老鄉和理事們的大年在各位老鄉和理事們的大カカ支持下支持下
，，美南山東同鄉會繼往開來美南山東同鄉會繼往開來，，進一步發展壯大進一步發展壯大，，堅持年輕化堅持年輕化、、專業化專業化、、主流化和公益化的發主流化和公益化的發
展道路展道路，，已經成為美南地區規模最大已經成為美南地區規模最大、、最有影響最有影響カカ的華人社團之一的華人社團之一。。同鄉會理事中同鄉會理事中4040％以上％以上
擁有博士碩士學歷擁有博士碩士學歷，，8080％以上擁有本科學歷％以上擁有本科學歷，，同鄉會已經從ー個普通的老鄉會逐步發展成為同鄉會已經從ー個普通的老鄉會逐步發展成為
一個擁有眾多醫生一個擁有眾多醫生、、教授教授、、學者學者、、工程師工程師、、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精英會科學家和企業家的精英會。。在過去一年裡在過去一年裡，，同鄉同鄉
會參與支持各項社區活動達會參與支持各項社區活動達2020餘次餘次，，接待山東省政府及商貿代表團訪問接待山東省政府及商貿代表團訪問、、培訓活動近培訓活動近1010次次，，
促進了山東省各地與德克薩斯州的經貿往來和合作交流促進了山東省各地與德克薩斯州的經貿往來和合作交流。。近年來山東省國資及民營企業赴美近年來山東省國資及民營企業赴美
投資迅速擴大投資迅速擴大，，美南地區是投資熱區域美南地區是投資熱區域，，同鄉會為家鄉企業順利落戶美南地區起到了重要的同鄉會為家鄉企業順利落戶美南地區起到了重要的
橋樑作用橋樑作用，，成為投資企業聯繫的當地社區和政府的重要紐帶展望成為投資企業聯繫的當地社區和政府的重要紐帶展望20202020年年，，美南山東同鄉會暨美南山東同鄉會暨
商會將在社會各界的大商會將在社會各界的大カカ支持下支持下，，在理事會的帶領下在理事會的帶領下，，勵精圖治勵精圖治，，進一步凝聚老鄉進一步凝聚老鄉、、服務老服務老
鄉鄉，，為弘揚中華文化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美友好交流促進中美友好交流、、經貿往來經貿往來，，作出更大的貢獻作出更大的貢獻。”。”
美南山東同鄉會本次年會還特意邀請了電影美南山東同鄉會本次年會還特意邀請了電影《《芳華芳華》》主題曲主題曲《《草原女民兵草原女民兵》》的原唱阿木古楞的原唱阿木古楞
和著名音樂人和著名音樂人、、歌手巴達容桂來休斯敦演出歌手巴達容桂來休斯敦演出，，聯合本地演員共同傾力奉獻了一台精彩文娛演聯合本地演員共同傾力奉獻了一台精彩文娛演
出出。。
阿木古楞阿木古楞，，蒙古族青年歌手蒙古族青年歌手、、科爾沁姐妹組合成員科爾沁姐妹組合成員，，蒙古族長調蒙古族長調、、科爾沁民歌傳承人科爾沁民歌傳承人，，擁有擁有
天籟般女聲天籟般女聲，，參演參演《《芳華芳華》》並在電影片段紅色經典舞蹈劇並在電影片段紅色經典舞蹈劇《《草原女民兵草原女民兵》》中傾情演唱中傾情演唱。。 20042004
年獲得全國聲樂器樂舞蹈大賽北京賽區聲樂比賽青年組一等獎年獲得全國聲樂器樂舞蹈大賽北京賽區聲樂比賽青年組一等獎，，20112011 年年 77 月發行組合專輯月發行組合專輯
《《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夢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夢》，》，20142014年出版組合第二張專輯年出版組合第二張專輯《《金邊袍金邊袍》。》。曾獲曾獲CCTVCCTV中央電視中央電視
台台《《越戰越勇越戰越勇》》金話筒冠軍金話筒冠軍，，中央電視台大型音樂節目中央電視台大型音樂節目《《中國民歌大會中國民歌大會》》第二季四期擂主科第二季四期擂主科
爾沁靈魂歌者爾沁靈魂歌者，，代表作有代表作有《《多想听你唱首歌多想听你唱首歌》、《》、《千年的草原千年的草原》、《》、《家鄉美家鄉美》、《》、《我要放牧我要放牧
》》等草原風情作品等草原風情作品。。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20202020年會年會
鳳凰海鮮大酒樓盛大舉行鳳凰海鮮大酒樓盛大舉行 著名歌星阿木古楞天籟之音著名歌星阿木古楞天籟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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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矯 正牙科
彭 莉 牙 齒 矯正專 科 博 士
Jasmine PENG, DDS, MS

Orth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315

Houston, Texas 77036 (Dun Huang
Plaza, 敦 媓 廣 場 一 樓)

713-981-1888

磨牙 打鼾 說夢話
如果要給不良睡覺行為打分，磨牙
、打鼾、說夢話這三個肯定排名前
三：

其中，打鼾和說夢話，第二天
多半要遭別個投訴；磨牙就更惱火
了，那種“吱吱吱”的聲音，讓人
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可能要直接
遭別個搖醒。

那到底為啥會磨牙？
磨牙，不是牙齒在“找”磨，

是咀嚼肌的不自主收縮，專業說法
叫規律性咀嚼肌運動。

以前推測的主要原因，比如咬
合關系不良，顳下頜關節結構紊亂
，現在都還沒得到證實。

目前，學術界的主要共識是，
磨牙是中樞神經系統介導的一種睡
眠行為，具體病因機制還不清楚。

不過，既然跟大腦扯上關系，
下頭這些可能引起磨牙的危險因素
就好理解了：
● 社會壓力大
● 情緒上容易急躁、焦慮
● 某些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 睡眠質量差

但是，也是因為跟大腦扯上了
關系，一個讓磨牙的人有點沮喪的
推論就有了：

不管你在臉上貼好多個電極片
，在嘴裏塞好厚的墊，或者吃啥子
神藥，都不可能讓磨牙完全停下來
。

沒得治了？
當然不是。

同樣是磨，結果不一樣
有的人磨牙，除了身邊人抱怨

，沒得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有的人磨牙，牙齒過度損耗，

牙本質暴露、冷熱敏感、食物嵌塞
……
牙齒重度磨損

廣泛楔狀缺損

牙齒隱裂

牙槽骨增生
有的人磨牙，吱吱作響，聲音可以
穿透房頂；

有的人磨牙，悄咪咪的，除了醫生
有可能連他個人都不曉得……
除了儀器檢查，醫生還有個殺手級
問題：“你早上醒來的時候，牙齒
有沒有咬得很緊？”
緊咬牙和左右磨動牙，都是夜磨牙
的一部分。
磨牙的核心是咀嚼肌不自主收縮。
有的人磨牙，有時候活躍，有時候
安靜，算是偶爾為之；
有的人磨牙，夜夜如此，還要打鼾
、說夢話，簡直就是慣犯；
有的人磨牙，只能在牙尖上過度磨

損的磨耗面上找到“犯罪證據”；
有的人磨牙，看一眼雙側肥大

的咬肌，就曉得咀嚼肌每天晚上都
在做運動；

肥大的咬肌？通俗點說，就是
“腮幫子比較大”。

有的人磨牙，除了牙齒上有點
痕跡，關節和肌肉，都很正常；

有的人磨牙，牙齒沒得啥子磨損，
但是兩邊臉包兒酸脹，還可能疼痛
……

磨牙的診斷標準是啥？
夜磨牙分析和診斷的金標準是

多導睡眠測量儀，說簡單點，就是
接上各種檢測線，在檢查室睡一晚
上。

當然，還有一些更簡單的檢查
方法，比如用一個表面塗色的膜片
制成咬合板，戴起睡一覺，就曉得
磨牙產生的是有害磨耗還是無害磨
耗了。

停不下來的磨牙，
該咋辦嘛？

雖然都是磨牙，但是“磨”與
“磨”是不一樣的，處理的目的，
不是讓“磨”停下來，而是保護牙
齒、牙周、肌、關節這些結構的健
康。

具體而言，處理方法可以分為

以下四類：
● 心理行為治療
● 藥物治療
● 咬合幹預

● 咬合板幹預
四種方法中，心理行為療法效

果還不太確切，藥物治療使用精神
類藥物有一定的副作用，而咬合幹
預指正畸、調口等辦法，咬合板幹
預一般在睡覺時戴用，可以作為長
期使用的治療手段。

但是，咬合板的種類也是千奇
百怪。

真正能夠長時間使用的，肯定
是經過精心調磨的全牙列覆蓋的咬
合板，它們不光可以把牙齒墊開，
還可以分散咬合應力，保護肌肉和
關節。

當然，還是回到那句話：“磨
”和“磨”是不一樣的。如果沒得
任何不良的癥狀和體征，暫時不處
理，也是一種選擇。

牙齒已經磨平了，怎麽辦？
牙齒磨損過多，會有很多問題

：嚼起來沒勁兒、酸、塞牙、痛，
還有，嘴可能要變癟。

牙齒是不可再生組織，磨平了
，自己是長不回來的，所以就需要
尋求專業治療，恢復被磨損的牙齒
。

要恢復磨損的牙齒，只有用人
工材料來替代，但這就不是簡單的
補牙了，要進行復雜的咬合重建：

雖然“磨”和“磨”是不一樣
的，但是，牙列重度磨損，值得所
有磨牙的人警惕。

那些半夜磨牙的人那些半夜磨牙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一年一度酬神日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一年一度酬神日

天后廟酬神日會長翁作華天后廟酬神日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與嘉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理事長周滿洪與嘉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
婦婦,,潮州會會長孫偉根潮州會會長孫偉根,,秘書長林國雄與陳作堅副理事長秘書長林國雄與陳作堅副理事長,,李明德副會長李明德副會長,,楊桂楊桂

松元老松元老,,僑教中心陳奕方主任僑教中心陳奕方主任,,副主任楊容清在呂祖先師酬神後合影副主任楊容清在呂祖先師酬神後合影

天后廟副理事長陳作堅天后廟副理事長陳作堅,,副會長梁偉雄副會長梁偉雄,,李明德李明德,,會會
長翁作華長翁作華,,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元老楊桂松元老楊桂松,,潮州會會長孫偉根及副會長黎國威潮州會會長孫偉根及副會長黎國威

和切金豬敬神和切金豬敬神

天后廟元老楊桂松夫婦天后廟元老楊桂松夫婦,,周滿紅夫人周滿紅夫人,,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楊容清和財神爺如盧禮順向天後娘娘呈副主任楊容清和財神爺如盧禮順向天後娘娘呈

敬瓜果敬瓜果

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台北經文處陳家燕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燕處長,,
周滿洪理事長向天後娘娘呈敬素齋周滿洪理事長向天後娘娘呈敬素齋

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在酬神日先向天后娘娘頭柱香在酬神日先向天后娘娘頭柱香

天后廟李明德副會長天后廟李明德副會長,,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台北經濟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陳家燕處長文化辦事處陳家燕處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潮州潮州
會會長孫偉根一起向媽祖娘娘上頭柱香會會長孫偉根一起向媽祖娘娘上頭柱香,,

天后廟李明德副會長天后廟李明德副會長,,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
周滿洪理事長熱烈歡迎潮州會會長周滿洪理事長熱烈歡迎潮州會會長
孫偉根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孫偉根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
燕處長夫婦一起向天后娘娘敬拜燕處長夫婦一起向天后娘娘敬拜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副會長黎國威向台副會長黎國威向台
北經文處陳家燕處長夫婦及僑教中心北經文處陳家燕處長夫婦及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方介紹該廟擴建工程的藍圖主任陳奕方介紹該廟擴建工程的藍圖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引領台北經文處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引領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僑教中心陳奕方主僑教中心陳奕方主
任任,,楊容清副主任參觀抽生日信眾流楊容清副主任參觀抽生日信眾流

水席水席

德州天后廟梁偉雄德州天后廟梁偉雄,,李明德副會長李明德副會長,,周滿洪理事周滿洪理事
長長,,翁作華會長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翁作華會長熱烈歡迎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夫婦夫婦,,僑教中心陳奕方主任僑教中心陳奕方主任,,楊容清副主任到訪楊容清副主任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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