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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
封城”
”中的意大利 商鋪關閉街頭空空蕩蕩

意大利米蘭市中心空無壹人的維托裏奧·
意大利米蘭市中心空無壹人的維托裏奧
·埃馬努埃萊二世購物中心
。為遏制疫情蔓延
為遏制疫情蔓延，
，意大利總理孔特 11 日晚宣布
日晚宣布，
，關閉全國除食品店
和藥店以外的所有商鋪。
和藥店以外的所有商鋪
。從 3 月 10 日起
日起，
，意大利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意大利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封
城”，
”，除特殊情況外
除特殊情況外，
，民眾不得擅自離開所在地
民眾不得擅自離開所在地。
。

北宋 柿色彩 瓷器
山西呂梁首次考古發現

“至尊公主
至尊公主”
”號郵輪乘客分批次離開奧克蘭

﹁
﹂

“至尊公主
至尊公主”
”號郵輪乘客在美國北加州奧克蘭國際機場登機
號郵輪乘客在美國北加州奧克蘭國際機場登機，
，前往
檢測和隔離設施 。 暫時停靠在奧克蘭港的
檢測和隔離設施。
暫時停靠在奧克蘭港的“
“ 至尊公主
至尊公主”
” 號郵輪的 2000
多名乘客將分批次下船，
多名乘客將分批次下船
，過程將持續兩三天時間
過程將持續兩三天時間。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日前公布 2019 年山西重要考古發現
年山西重要考古發現，
，其中考古
工作者在呂梁地區首次考古發現北宋“柿色彩
工作者在呂梁地區首次考古發現北宋“
柿色彩”
”瓷器
瓷器，
，填補了呂梁陶瓷
考古的空白，
考古的空白
，為這類極具山西地方特色的瓷器產品證實了又壹個產地
為這類極具山西地方特色的瓷器產品證實了又壹個產地。
。
資料圖為柿色彩盆。
資料圖為柿色彩盆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隆重推出5大板塊提升,
為客戶， 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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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斷之後大幅反彈
國際市場仍在危機邊緣
最先開始出現反彈的是中國市場，截
至10日收盤，上證綜指反彈1.82%、逼近
3000點大關。由於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要
求國會下調工資稅稅率，並稱將在周二宣
布“重大”經濟措施，此舉刺激了市場反
彈。周二盤前，美國股指期貨大幅反彈，
其中道指漲近1000點，有望收復周壹近壹
半跌幅。美股開盤反彈，截至北京時間10
日晚10時，標普500指數漲幅逼近3%。
回顧 3 月 9 日，全球市場被壹場“完
美風暴”席卷——在兩周累跌已超 12%
後，美股開盤當日再暴跌，標普 500 指
數跌 7%，觸發壹級熔斷機制，當日早些
時候油價閃崩 30%。這壹連串多米諾骨
牌的倒塌，不禁令市場感到仿佛 2008 年
金融危機重演。市場變臉來得非常快，3
月 10 日就出現風險資產大漲，避險資產
卻出現了熔斷，除了中國市場反彈，美
股期貨也轉漲，此前大漲的美債轉跌，
美債期貨壹度跌停。
市場上關於“危機”的討論愈發激烈
，目前，危機是否已至？與2008年金融危
機相比，當下形勢有何不同？避險資產又該
去哪裏尋找？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
在接受第壹財經專訪時表示，從金融市場的
表現來看，已算是危機，但處於偏早期階段
，至於會不會像2008年那樣，還要關註後
續是否會影響到金融機構及企業等。
孫明春還稱，在 1~2 個季度內，疫
情極有可能會推動此前正處在衰退邊緣
的多個經濟體快速步入衰退期。綜合目
前形勢判斷，美債陷入負利率確定，快
則在 3 個月以內，慢則在 2020 年年內。
不過，也有觀點比較樂觀。“目前
仍沒必要十分恐慌，2008 年金融危機時
期的情況和目前有所差異。”渣打銀行(
中國)有限公司金融市場部總經理楊京對
第壹財經表示，“此次觸發點是疫情，
而非次貸，關鍵在於觀察疫情後續的變
化。與 2008 年金融危機時不同，這次主

要是原油暴跌，主因還是俄羅斯和沙特
打價格戰，加之受疫情擴散對全球經濟
下滑及原油需求減弱的擔心。”
針對引發此次暴跌的國際油價，沙
特能源部長阿蔔杜勒阿齊茲· 本· 薩勒曼
親王當地時間 9 日在壹份聲明中表示，
所有原油生產國都需要維持甚至提高其
市場份額。石油市場的動蕩遠未結束。
目前並非“2008 年危機重演”
孫明春表示，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壹
波多折的，先是2007年6月次貸危機，然
後到2007年底壹些投行出現巨額虧損，再
到 2008 年貝爾斯通被 JP 摩根兼並、雷曼
兄弟倒閉破產，之後還出現美國國際集團
(AIG)、華盛頓互助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救
助等，歷時壹年半之久，市場波動很大，
壹開始並無法想象是什麼樣子，所以並不
是說壹個晚上的市場表現就能判斷是不是
危機，危機是壹個過程。
回想 2008 年金融危機來襲時，整個
華爾街都懵了，用“天崩地裂”來形容
壹點也不為過。
直到 2009 年 3 月 9 日，標普 500 指數
最低跌到666點，而這壹天正是美股11年
牛市的起點。“永遠不要和央行對著幹”
成了業內的金科玉律。而看似繁榮的美股
實則也是由過去十多年的央行流動性、公
司股票回購推動，盈利增長近兩年已放緩
。美股市值比起2009年初金融海嘯最低點
時的9萬億美元更是翻了兩番(+300%)。
“2008 年危機時，下半年股市、原
油、工業金屬、貴金屬都大幅下挫，標
普 500 跌幅超 30%，布蘭特原油大跌 55%
，‘經濟風向標’的倫銅下挫近 64%，
避險資產黃金跌超 8%。”楊京表示，但
這次情況並不相同，這次油價暴跌並未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金屬盤走勢。
同時，美國政府債券收益率及其美元
掉期利率9日晚也沒未跟隨全球股市的暴跌

而繼續下探，出現了暫時築底的信號，目前
需要等到美聯儲下壹步貨幣政策及聲明。
事實上，除了疫情，對“金融危機”
擔憂的催化劑還在於石油的閃崩，盡管疫
情將對經濟、需求端造成沖擊也可能打擊
油價，但主要因素仍是“價格戰”。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香港首席投資
策略師譚慧敏對記者表示，“OPEC＋”
國家能源部長上周五在維也納舉行會議，
無法就進壹步減低每日石油供應 150 萬桶
的提議達成共識。此項 OPEC 國家之提議
是以俄羅斯同意參與為條件，但俄羅斯予
以拒絕後，沙特隨即宣布不再受先前協議
的約束，將開始增加石油產量。對美國頁
巖油產業而言，這確實是壞消息，去年該
行業已經處於困境，美股和美元高收益債
券市場將首當其沖。但如果石油價格維持
在低檔價位，受益國家將是印度、中國和
歐元區等進口國。較低的石油價格類似於
減稅相同的效果，這是意外的好消息。
“目前地緣政治因素應納入考慮。通
過以此種價格戰方式攻擊美國頁巖油，俄
羅斯可能在向美國施壓，要求在其他地方
獲得讓步。”譚慧敏稱，因此未來局勢發
展的各種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不能盡快達
成政治協議，原油的供給及需求面調整將
十分艱難，尤其對於希望高油價的石油生
產商會造成相當大之損害。

過度。渣打宏觀策略主管羅伯遜(EricRobertsen)對記者表示：“我們認為10年期美
債收益率很難繼續大幅下行了，風險回報
顯示，現在是時候駐足觀望了。”
“對於疫情擴散的恐慌以及油價崩盤
加劇了市場的通縮擔憂。3月2日，美聯儲
降息 50bp(基點)，貨幣市場認為 3 月 19 日
會議上還會再降息25bp。當前市場幾乎已
為0利率定價，但我們認為10年期美債很
難再繼續下跌。”羅伯遜稱，“如果要問
收益率還會進壹步下跌嗎？當然是可能的
，但我們認為需要美聯儲進壹步采取行動
將利率推至負區間，但現在還不可能。”
渣打認為，未來可能會出現令美債雙
邊波動的政策因素，因此需要謹慎做多。
例如，全球政策制定者可能會推出更激進
的政策，包括財政政策，這將會加劇美債
價格的雙邊波動(例如財政支出上升導致債
券供給增多，可能使債券價格下跌)，導致
持有長期國債的風險回報下降。
另壹個問題也備受關註——美債收
益率可能會大幅飆升嗎？羅伯遜認為這
不太可能出現，基於對全球經濟低增長
和低通脹預期的判斷，債券收益將維持
在低位。此外，美聯儲可能會通過控制
收益率曲線(yieldcurvecontrol，YCC)的方
式來激進購買資產，這或將壓制長端債
券的收益率上升。當年在 2008 年危機後
，美聯儲曾進行過“扭曲操作”，即購
美債期貨熔斷、“震蕩市”將持續 入長端債券、賣出短端債券，來壓低長
即使短期市場緩和，但鑒於疫情發 期融資成本，從而刺激經濟。
展的不確定性，以及其可能對經濟造成
的沖擊仍難預判，因此在未來壹段時間
關註更多貨幣、財政刺激政策
內，市場波動很可能會持續。
對於市場而言，需要密切關註未來
事實上，市場極度不確定性也體現 可能會祭出的貨幣、財政政策。
在避險資產、風險資產的輪番熔斷上。
3 月 10 日，特朗普的潛在刺激政策
北京時間3月9日下午4時，避險情緒導 刺激了市場反彈。他稱，美國政府將與
致美國10年期活躍券債券大漲，收益率壹度 國會討論幾項措施以緩和新冠肺炎疫情
跌至0.31%附近，而在2月20日時收益率仍處 對經濟的沖擊，包括可能下調工資稅以
於1.5%左右，可見近幾周漲勢之猛。
及針對計時工人的救助。特朗普表示，
不過，3 月 10 日 13 時，美國 10 年期 政府官員計劃周二就相關提議與國會共
國債收益率反彈至 0.65%附近。至 13 時 和黨人會面，並稱將在周二下午召開新
30 分左右，10 年期美債期貨就轉為跌停 聞發布會，更詳細地說明上述提議。特
，觸發熔斷機制。
朗普說：“相關措施力度會很大。”
對此，機構認為，市場避險情緒已經
周壹晚間在白宮的壹個會議上，特朗普

向記者們表示：“我們還會討論讓計時工人獲
得幫助，讓他們永遠不會領不到薪水。”他還
稱，政府正考慮“為小企業創設貸款”。
但壹切仍存變數。無論是廣泛的刺激
措施還是較小範圍的舉措，美國共和黨高
層參議員都對快速推行的可能性潑了冷水
，他們警告稱，現在還為時過早，因為難
以評估疫情對經濟的破壞程度。美國參議
院撥款委員會主席、亞拉巴馬州共和黨參
議員周壹說：“壹個月後或三個星期後我
們再看情況。現在太早了，我認為人們應
當盡可能地保持平靜。”
就目前而言，法國巴黎銀行認為，
主要經濟體的領先指標整體表現良好。
尤其在美國上周公布了強勁的就業報告
，同時中國的早期領先指標(例如每日煤
炭消耗量)從低基數開始慢慢回升。關於
新冠病毒，中國和韓國的新確診人數繼
續下降；雖然在歐洲或美國，這種情況
尚未發生，但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內，
情況將會改善。不過，在受影響最嚴重
的國家(意大利和德國)，可能會出現技
術性衰退(連續兩季經濟出現負成長)。
而引發全面衰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所
謂的“信貸緊縮”。在這種情況下，由於
經濟活動的暫時下降(美國能源生產商受油
價急遽下跌影響)，公司會面臨短期流動性
枯竭，但其中期償付能力仍然良好。若這
類公司無法取得短期融資，則將面臨破產
風險，而可能引發滾雪球效應。
不過，屆時全球央行將進壹步推出刺
激政策。“我們認為各國央行和政府將盡
壹切努力避免這種負面結果。”譚慧敏對
記者稱，上述問題是金融市場發生恐慌性
下跌的主要原因，透過各國政府強有力且
聯合性的政策行動方將緩和市場情緒。
目前，各界預計，歐洲央行將在 3
月 12 日(甚至提前)宣布壹些針對性措施
，為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流動性，並將
其存款利率降低至-0.60%(降 10bp)以抑制
歐元升值；美聯儲將在貨幣政策會議(3
月 19 日)上降息 25~50bp，在未來幾個月
內，美國的基準利率很可能會回到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的 0~0.25%，機構也預
計將有許多新興國家開始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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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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二

2020年3月17日

B5

Tuesday, March 17, 2020

《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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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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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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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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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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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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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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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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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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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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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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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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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國家回憶 (重播)

01:30-02:0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02:0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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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03:00

03:30-04:00
04:00-04: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03:00-03:30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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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3. 下載Apps收看：

3/9/2020 -3/15/2020

TUE.

0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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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MON.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海峽兩岸 (重播)

09:00-09:30

今日關注 (重播)

09:30-10:00

今日亞洲 (重播)

10:00-1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幸福來敲門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4:30-15:00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15:00-15:30

海峽兩岸 (重播)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16:00-16:30

今日亞洲 (重播)

16:30-17:00

中國地名大會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洋言洋語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央視國際新聞

今日環球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國家回憶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20:30-21:00

中華情

遠方的家

體育報導 (直播)

生活

今日關注

21:30-22:00

今日亞洲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中國輿論場

外國人在中國

海峽兩岸

21:00-21:30

22:00-22:30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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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重磅】
】荷蘭科學家首發現新冠病毒抗體
生產抗體藥物快過疫苗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來自荷蘭鹿
特丹伊拉斯姆斯醫學中心（
特丹伊拉斯姆斯醫學中心
（Erasmus Medical
Center）
Center
）和烏得勒支大學
和烏得勒支大學（
（Utrecht University
）的十名科研人員宣布
的十名科研人員宣布，
，他們成為世界首個
發 現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 COVIDCOVID-19
19)) 和
（SARS-CoVSARS-CoV-22）變體抗體的小組
變體抗體的小組。
。這一發
現使新冠肺炎病患們對症下藥成為可能。
現使新冠肺炎病患們對症下藥成為可能
。
《荷蘭時報》等多家媒體報導，荷蘭細胞
生物學教授弗蘭克.格羅斯維爾德（Frank Grosveld）對這一成果倍感喜悅，他通過《伊拉斯
姆斯》雜誌表達他的心情：“我年紀太大了，
無法跳上桌子（慶賀）。”
他們的文章正在通過在線平台 BioRxiv 接
受其他同行們的評審，他們相信該文章隨後將
被頂級科學期刊《自然》發表。
研究人員在其學術論文摘要中指出：“在
這裡，我們報告一種人類單株抗體，可中和
COVID-19( 新 冠 病 毒 ） 和 SARS-CoV。 ） ，

而導致武漢肺炎的病毒就是前者。
他們表示，所發現的抗體“中和了”病毒
，“提供了預防和／或治療武漢肺炎以及未來
由相關亞類病毒引發人類疾病的潛力”。
“據我們所知，這是阻斷新冠病毒感染的
首個抗體”，格羅斯維爾德向該雜誌解釋說，
“找到這樣的東西非常罕見。”
他們的研究未必會產生疫苗，而是有望提
供一種可以用來治療武漢肺炎感染者的新藥。
他說，這要比開發疫苗快得多，不過，還需要
數月的測試時間，而且生產起來的成本也比疫
苗貴。
“我們現在正在誠邀一家製藥公司加入，
看起來很有希望，該公司可以大規模生產作為
藥物的抗體。” 格羅斯維爾德告訴雜誌說，這
成果給患者康復提供了希望，“如果您以這種
患者的身份接受治療，則有望停止感染。”

休斯頓特納市長訪問馬克床墊公司
為弱勢社區提供幫助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 3 月 15 日 ， 休斯頓市
長西爾維斯特·特納
特納（
（Sylvester Turner）
Turner）在美國國會眾
議員希拉·傑克遜·李（Sheila Jackson Lee）
Lee）的陪同下
的陪同下，
，
訪問蓋拉瑞傢俱公司（
訪問蓋拉瑞傢俱公司
（Gallery Furniture)總裁吉姆
Furniture) 總裁吉姆·
·麥
金 維 爾（
爾 （Jim McIngvale）
McIngvale） 旗 下 的 麥 克 床 墊（
墊 （Mattress
Mack) 門 巿 部 ， 宣 布 將 在 休 斯 頓 市 應 對 新 冠 病 毒
（COVIDCOVID-19
19）
）的活動中為休斯頓最脆弱的人群提供
援助。
援助
。
麥克床墊門市部要求人們捐出不易腐爛的食物，例
如肉湯，蛋白質棒，金槍魚罐頭和新的盥洗用品，例如
肥皂，牙刷，牙膏，衛生紙，嬰兒濕巾和尿布等。志願
者將把收集到的物品分發給在臨時住所居住的老人和有
幼兒的家庭。
麥金維爾說：“當我們在休斯頓市聚在一起時，我
們期待著幫助休斯頓的弱勢群體。” “我們還正在尋找
志願者，將捐贈的物品放在老年人的門前，這樣他們就
不必在車流擁擠的馬路和人流密集的雜貨店搶購東西。
”
需要補給品或希望捐贈的人應致電 713-694-5570 或
將不易腐爛的物品放在 Gallery Furniture 的三個位置。有

關更多信息，請訪問公司的 COVID-19 信息網頁。
馬 克 床 墊 還 計 劃 與 KILLEN'S BBQ 的 羅 尼·基 倫
（Ronnie Killen）餐廳合作，準備並提供“隨手拿吃”
便餐供弱勢群體享用。
特納市長說：“當我們面臨重大挑戰時，麥克床墊
已站了出來。” “儘管有些人正在瘋狂地搶買東西，並
且買了所有的東西，但這是幫助我們的老年人的一種方
式。我們不想忘記他們。”
美國國會眾議員希拉·傑克遜·李說：“此刻是我們
生活中可能會變得更糟的現象和時光。” “老年人是高
危人群，我很高興麥克床墊為人們創造了互相幫助的機
會。”
在捐贈活動和供應減少期間，將鼓勵志願者幫助遏
制和減輕 COVID-19 的傳播。將要求每個人都進行社交
疏導，洗手並避免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如果有人生
病了，他們不應來任何捐贈地點。
特納市長說：“休斯頓人很慷慨，我們將共同努力
減輕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的壓力。” 捐贈活動是我們為
全世界樹立的另一個榜樣，提醒我們“休斯頓強大！”
（Houston Strong ）。

本地新聞

州長格雷：
州長格雷
：本學年度
本學年度STAAR
STAAR成績將不納入計算
成績將不納入計算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德州州長格雷（Greg Abbott）於 16
日一早宣布，2019／2020 學年度的
「德州學力評量」 （State of Texas

Assessments of Academic Readiness, STAAR）考試成績將不納入計
算。此外，他更要求美國教育部免
除本學年的聯邦考試成績。
格雷表示他正密
切與德州教育局
（Texas Education
Agency），以確保
學校能在學生因新
冠肺炎缺席、停課
的這陣子，可以持
續找辦法授課，比
如為缺課學生量身
訂做課程，以因應
緊急狀況，讓缺課
學子不會因此跟不
上其他人的進度，

為升上高年級做準備。
「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們最
主要的考量，德州政府會給學校彈
性去確保學生、教職、和家庭的健
康。」 格雷在新聞聲明中表示，並
說 「我們會下放給學校更多權力，
去做出最正確的決定、保護社區不
受疫情入侵。」 此外，他也指出各
項活動負責人應該要以學生的身心
安全為首，這些負責人們扮演了重
要的領導作用，更要用自身力量去
減輕疫情的擴散。
德州取消納入 STAAR 考試此舉
，反映了政府官員眼下對公眾健康
的重視，一般來說 STAAR 考試是德
州政府用來評測學生是否夠格升上
下一個年級的測驗。

中國城槍店業者：
中國城槍店業者
：懼暴亂
懼暴亂，
，華人買槍潮湧現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自肺炎疫情在全美蔓延起來，除了
疫情本身以外，擔憂歧視、搶劫、
暴動等心理層面的隱憂也隨之被搬
上檯面，因此繼囤糧囤口罩後，不
少華裔為求自保，也囤起槍枝和子
彈，槍店業者表示，最近前往手槍
店購買槍枝、考取槍證的民眾絡繹
不絕，業者幾乎沒有時間休息了。
位於中國城的槍店 「中國城軍
火庫」 ，站在店門口，便能看到店
內充斥許多華裔面孔，在耐心等待

業者解
說。負
責人郭
立一邊
招呼客
人、一
邊接受
本報訪
問，幾
乎無暇
顧及。
他表示
，最近一陣子 「從還沒開門就有客
人在門口排隊，經常一路忙到五點
鐘關店都還下不了班」 。他指出，
最近來買槍的多為華裔， 「因為怕
『排華暴亂』 發生，所以來買槍放
在家中自保的人很多，但也希望最
後不會用上。」 他回憶起二零壹七
年哈維颶風襲擊德州時，買槍的人
也有小幅上漲，但完全和這次不能
比較，一來是哈維颶風當時晚上曾
經有執行 「宵禁」 ，二來此次疫情
不只局現在特定地區或城市，而是

全美規模。
針對近來槍枝搶購潮旺，他表
示目前店內架上已經沒剩幾把手槍
，很多架上的還早已被預訂走了。
他無奈指出，目連他和大盤商都幾
乎買不到子彈，並斥責有心人士在
網上哄擡價格，原本在他店內一盒
只要 15 元的九毫米子彈，現在網上
甚至賣到 26 塊的高價，他無奈地說
「現在全美國都買不到子彈了！」

郭立指出， 「美國憲法明文保
障人民可以擁槍自保，如果不準備
就是放棄了保護自己的權利。」 他
感慨指出在美國生活四十多年，曾
經親身經歷過一九九二年時洛杉磯
暴動， 「所有中國城被砸得沒剩半
間，全部被燒掉，為什麼？因為中

國人一把槍都沒有、不信任槍。相
較之下，當時越南城的越裔都在保
衛家人和自身財產，就沒事。」
他也認為若真得到危及關頭，
警方也無法派上用場，他再說到
「當時的暴亂警方都有留檔的，但
是打了 911 根本一點用都沒有，警察
也不會出現，警察車子就停在好遠
的路口看。」 他也表示，不是說真
的會有暴亂發生，但仍然要防患於
未然，若真的全美某個城市不幸發
生，有可能各州都會響應。到時真

的發生槍戰等事件，警察是不可能
來幫你的，因此呼籲大家不要害怕
槍枝、多做準備。
除了販售槍枝以外，郭立的店
內也有協助考取槍證的服務。根據
德州法律規定，只要持有槍證，就
能合法在外公開配槍，但不能放置
在室現可及的範圍。郭立也呼籲切
勿將槍枝放在皮包內或留在車裡，
而是要配帶在身上，否則不小心遭
搶、被砸車，槍也可能順勢被搶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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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瑞斯縣下令酒吧關閉
飯店僅保留外賣
（ 本報訊 ）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 截止周一下午 5 點
， 哈瑞斯縣已經下令所有的酒吧和俱樂部關閉
， 飯店已經停止堂吃
飯店已經停止堂吃，
， 哈瑞斯縣縣長琳達表示
這項規定從周二上午 8 點執行
點執行，
， 預計未來最少
要持續 15 天以上
天以上，
，所有的飯店只能提供外賣服
務。
蓋文斯頓市長也宣布該市進入緊急狀態。
蓋文斯頓市長也宣布該市進入緊急狀態
。
隨著新冠病毒的繼續蔓延，
隨著新冠病毒的繼續蔓延
， 全美感染人數
已經達到 4000 人，今天
今天，
，美國叁個大城市紐約
， 洛杉磯和芝加哥已經下令對所有酒吧
洛杉磯和芝加哥已經下令對所有酒吧，
， 飯店
和其他的聚會場所進行限制。
和其他的聚會場所進行限制
。 這也是昨天美國
疾控防治中心提出在未來 8 周時間禁止 50 人以
上聚會措施實施之後，
上聚會措施實施之後
， 目前出台的更加嚴厲的
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
。
休斯頓市長辦公室發言人表示，
休斯頓市長辦公室發言人表示
， 休斯頓作
為美國人口數量排名第四城市，
為美國人口數量排名第四城市
， 休斯頓政府尚
未采取相關的行動，
未采取相關的行動
， 但是休斯頓健康部門已經
給當地的飯店和酒吧以及大型聚會和社交方面
提供了指導規定。
提供了指導規定
。
同時，
同時
， 發言人還表示
發言人還表示，
， 一旦獲得當地健康
機構的指令，
機構的指令
， 休斯頓也將采取更加嚴格的飯店

和酒吧以及聚會的禁令。
和酒吧以及聚會的禁令。
美國總統川普周一對城市酒吧和飯店關閉
的禁令拒絕解釋細節，
的禁令拒絕解釋細節
， 他表示政府人員將會每
天對疫情進行評估。
天對疫情進行評估
。
有關休斯頓的具體細節，
有關休斯頓的具體細節
， 市長發言人稱今
天下午和晚上，
天下午和晚上
， 休斯頓市政府將制定新的防疫
計劃。
計劃
。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 由于發現兩起冠狀病毒感染事
件和最近正在舉辦的休斯頓牛仔節有關，
件和最近正在舉辦的休斯頓牛仔節有關
， 休斯
頓市政府迅速關閉了已經舉辦了 14 天的這項大
型活動。
型活動
。
截止到本周一上午，
截止到本周一上午
， 休斯頓地區已經確認
的病毒感染人數為 29 人，而醫療人員表示
而醫療人員表示，
，由
于目前有限的病毒測試，
于目前有限的病毒測試
， 因此
因此，
， 這個數字反映
的只是一部分。
的只是一部分
。
隨著全美許多城市陸續開始實施對酒吧，
隨著全美許多城市陸續開始實施對酒吧
，
飯店和大型娛樂場所的限制令，
飯店和大型娛樂場所的限制令
， 如果疫情加劇
， 更多的城市包括休斯頓都將跟進
更多的城市包括休斯頓都將跟進，
， 目前
目前，
，德
州州長尚未宣布采取以上的措施。
州州長尚未宣布采取以上的措施
。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激經濟。大起大落的市場震盪情況在未來幾週將成為
激經濟。
常態。
常態
。 截止上週五
截止上週五，
，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3186 點
（週跌幅 10
10..4%，年跌幅 18
18..8%），
），標普
標普 500 指數收盤
2711 點（週跌幅 8.8%，年跌幅 16
16..1%）， 納斯達克收
盤 7874 點（週跌幅 8.2 %，年跌幅 12
12..2%）。

【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上周美國證券市
場整體下跌，
場整體下跌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為全球性傳染病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為全球性傳染病事件，
，
以及沙特和俄羅斯石油價格戰導致的油價暴跌，
以及沙特和俄羅斯石油價格戰導致的油價暴跌
，對於受新冠病毒
影響的金融市場可謂雪上加霜。
影響的金融市場可謂雪上加霜
。 上週油價經歷了 1991 年以來的
最大日跌幅。
最大日跌幅
。美國中央銀行和世界各國政府紛紛推出防治疫情和
振興經濟政策，
振興經濟政策
，如取消大型活動
如取消大型活動、
、關閉學校
關閉學校、
、在家工作等
在家工作等。
。美聯
儲在金融系統中註入更多流動資金並在周末緊急大幅度降息，
儲在金融系統中註入更多流動資金並在周末緊急大幅度降息
，歐
洲中央銀行擴大了購買債券的力度，
洲中央銀行擴大了購買債券的力度
，加拿大中央銀行也降息以刺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周美國股市比一個月前的 2 月 19 日曆史最高點時下
跌了 19.9%，自 1997 年以來首次在一周內熔斷了兩次
（上週一和周四，道指下跌 7%引發熔斷） 。美國政府
及民眾從最初對疫情的不以為然到上週忽然緊張採取各
項措施，這樣的大轉變不僅影響了民眾基本生活的方方
面面，更進一步引發了投資者的恐慌和擔憂。為控制疫
情傳播而人為製造的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抑制
了日常的供應和需求，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很多方面。旅遊、休閒
、餐飲、酒店、交通、運動等都被迫停止或降低營業規模。對市場
的恐慌性拋售歸根結底是由於不確定性—這是什麼樣的病毒，有什
麼有效對抗方法，對健康和全球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 投資市場
不喜歡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讓人避險，尋求確定的現金，從而導致
拋售。
對於不確定性，我們要關注幾點：
1. 新增案例情況。此次股市大跌不是由於經濟出了問題導致的，而
是由於突發疫情導致。所以治療股市的解藥還是要看疫情防治的進

展。當全球對疫情了解增多，新增案例減少，正常經濟活動和生活
逐漸恢復的時候，經濟和股市自然就會好轉。以中國和韓國為例，
目前疫情已有效控制，生產生活逐步走入正軌，加上國家刺激經濟
政策的出台，市場已逐漸恢復。
2. 金融手段調控。健康層面上，全球醫療工作者在積極研究應對病
毒的有效措施，經濟層面上，全球各國金融政策對市場會有很大調
控作用。上週五川普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極大促進了政府應對
疫情的效率，並釋放出 500 億美元的資金。上週末美聯儲再次緊急
降息並啟動 QE 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出台產生的效果雖不能立刻在
本季度顯示，但對第二季度及下半年整體經濟必定會產生利好影響
。
3. 短期影響 vs 長期策略。縱觀美國金融投資市場上百年曆史，市場
上漲的年份遠遠超過市場下跌的年份，且任何市場的大跌都是短期
的。如果投資者的投資目標是長期資產增值達到長期目標，而不是
做 day trading 賺取短期利益，那麼現在的市場震盪只是在達成長期目
標過程中的一點阻力而已。此次市場震蕩的原因並非經濟，而是疫
情，以往無論 SARS 還是 EBOLA，受疫情影響的股市震盪都相對比
受經濟基本面影響造成的震盪要更容易修復。所以如果是長期投資
者，手裡有短期不用的現金，此時我們建議投資者利用市場下行空
間入手優質大公司股票產品，多樣化佈局。因為這些優質大公司並
不是因為疫情一夜之間變成劣質公司，正如優質商品在打折促銷時
大眾願意購買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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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以“温情与敬意”
打开中国人的心灵秘史
文化是心灵的归宿，《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日前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它与前期出版的
《国粹：人文传承书》《逍遥游
：庄子全传》同属“王充闾人文
三部曲”。这部新书与您一起，
走进五千年中华文化长河，以
“温情与敬意”打开中国人的心
灵秘史，为我们今天心灵的强大
提供有力的精神依托。
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心灵灌注在
文化上，其文脉无疑就是它的一
部心灵史。理解一个民族的灵魂
，就要知道这个民族的文脉。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
人心灵的丰满强大，离不开对中
华五千年文明的认知与运用，更
为关键的还要如何看待和描绘这
个文脉的历程。中国当代散文大
家、文化学者、诗人王充闾的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把历
史的恢弘叙事、文化的宏大格局
融入中国文化的历史日常描述中
，让读者形象地感受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人生智慧和精神血脉，追
寻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心灵秘史
，它是新时代不可多得的文化巨
著。它选取中华文明长河中的朵
朵浪花，以大散文笔法讲述五千
年刻骨铭心的往事，点亮人们心
灵中的那一盏灯。
文脉，就是文明演化的历史血
脉，随着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而
被延续保护下来，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财富。经过漫长的熏陶浸润
，逐渐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
灵魂。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
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个民族的命
脉。《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是
一部形象化的中国人的千年心灵
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史。
它以优雅的散文梳理了中国人
文的脉络，描绘中华三千年文明
史上先贤的心路历程，纵贯中国
的各个历史时期，揭秘中国文化
托命之人的心灵世界，写出了中
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道
、修心、守正、创新等叱咤风云
的往事，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胸
怀 、 内 涵 、 坚 守 、 情 操 …… 让 人
们在一代代文脉相传之中，得以
明晰我们民族的心灵史；回荡在
漫长的悠悠岁月中，理解我们的
国家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随
着人类的一天天进步，哲学、文
学、艺术、思想随之繁荣起来，
文脉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也
正是人类灵魂的发展之路。本书
把文脉传承与心灵历程完美结合
，既能薪火相传、心心相守，又
能有益于塑造自己的心灵，解除
我们今天内心的困惑，升华人们
的情感境界，让文脉一代一代地
延续弘扬，相传留存，以感化天
下、泽及四海。
本书作者王充闾具有深厚系统
的国学素养、宏阔的文化视野、
高超的文学叙事手法，多年研究
中国文脉，“读史通心”，用心
感悟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这本
新书就是他积三十多年的研究，
写就的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本书揭秘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文
化人物，解读众多铸就中华民族
性格的元典，梳理数千年一脉相
承的中华文脉，转换中国文化传
统的当代价值，把中国古典文学
、美学、哲学、宗教等跨越历史
时空的精神财富熔于一炉。
这部既文采飞扬又厚重深沉、
既洋溢着中华智慧又极具个人睿
智的著作，在今天是意义非凡、

不可替代的。相比于其他
中华文化方面的著作，这
部书有独一无二的创新特
征：第一，王充闾在本书
中讲的中国文脉，是他站
在古今贯通、文史哲交融
的大国学角度面对的。他
从幼年就接受系统的国学
教育，以后又系统地接受
现代大学教育，在饱读诗
书基础之上，历经多年现
实的而非拘泥于某一专业
的沉淀，对中华文化已是
融会贯通。第二，王充闾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写作
，起步于经典，实践于现
实，还遍访海内外的遗迹
实地考察。他的行文典雅
，却不是卖弄学问；他有
书卷气，却远非书呆子。
他的这部书讲中国传统文
化，却更悉心做现代转换
，关照现实，为今天所用
，并且情感浓郁，读来兴
趣盎然。第三，王充闾第
一次把文脉与心灵打通。
他长年读史、研史、写史
，“读史通心”是他的一大创造
性提法，打通文脉与心灵就是水
到渠成，自然天成。第四，依然
是大家的散文笔法，依然文采飞
扬，依然是大文化的典范之作。
虽然这样，但全书贯通，犹如一
气呵成，体系浑然而成，读来不
忍释卷，装帧也令人爱不释手。
王充闾在散文、文化、诗词等
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
许多作品，被选人各种语文教材
和语文试题。尤其是《国粹》出
版两年行销十余万册，并且获得
中宣部、中央电视台、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举办的“中国好书奖”

，近日又获得中国三大图书奖之
一的“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他以其丰硕的成果、突出的贡
献、厚重的积淀、特有的风格，
为大文化写作树立了一面旗帜、
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他六十
年来出版的七十余种著作，在海
内外四十余家出版社出版。还曾
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
“冰心散文奖”。多年来王充闾
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
重视，有许多专著对他进行学术
研究，他的创作水准和学术地位
得到公认，他是中国当代文坛上
一颗璀璨的巨星。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 的 繁 荣 兴 盛 ， 就 没 有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繁荣
的文化润泽，我们的心灵也难
免枯竭。这部书在新时代应运
而生，它从数千年中华文脉中
，让今天的读者更好地看清世
界、了解自身，参透生活、呵
护心灵，更好认识历史、把握
今天、面向未来。品读《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感知中华
文化发展演进的文脉肌理，开
始我们的寻根文化之旅，让我
们的心灵也在中华文化的滋养
中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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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曆 3 月 8 日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
日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 理事長周滿洪
理事長周滿洪、
、副
理事長陳作堅,,江鎮煖等與信眾舉行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
理事長陳作堅

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及九天
玄女娘娘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信眾向九天玄女娘娘祈求聖恩庇佑,,消災消難
信眾向九天玄女娘娘祈求聖恩庇佑

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
、副理事長陳作堅,江鎮煖等與信眾舉行
慶祝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先上香天后娘娘

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
會長翁作華,
理事長周滿洪、
、副理事長陳作堅
在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
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
理事長周滿洪、
、
副理事長陳作堅,,江鎮煖向觀世音菩薩祈求
副理事長陳作堅
在 COVIDCOVID-19
19 疫情傳播期間早些過去

西曆 3 月 8 日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
日德州天后廟由會長翁作華,,理事長
周滿洪、
周滿洪
、副理事長陳作堅
副理事長陳作堅,,江鎮煖舉行慶祝九
天玄女娘娘寶旦

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與德州天后廟由會長
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
翁作華,
理事長周滿洪、
、副理事長陳作堅
副理事長陳作堅,,江
鎮煖等信眾迴向世界善信、
鎮煖等信眾迴向世界善信
、消災脫難

天后廟經生班堂主馬小卿主持祭祀慶祝觀世
音菩薩寶旦大典

觀世音菩薩寶旦眾信上香祈福並禮拜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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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 代矯 正牙科
彭 莉 牙 齒 矯正專 科 博 士
Jasmine PENG, DDS,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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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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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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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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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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楔狀缺損

損的磨耗面上找到“犯罪證據”；
有的人磨牙，看一眼雙側肥大

停不下來的磨牙，
該咋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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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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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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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