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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ments, layoffs, labor force flight
may leave scars on U.S economy

FILE PHOTO: An Indian
fighter plane flies over a
mountain range in Leh,
in the Ladakh region,
September 9, 2020. REUTERS/Stringer

(Reuters) - Judith Ramirez received a letter this month that
she’d been dreading: The Honolulu hotel that furloughed
her from a housekeeping job in March, during the lockdown trigger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de her
layoff permanent.

Ramirez, 40, was originally told she might be called
back after business picked up. But infections increased in
Hawaii over the summer and quarantine restrictions for
visitors were extended, a blow to the state’s tourism-dependent hotels.
Six months into the pandemic, evidence of longer-term
damage to the U.S. labor market is emerging, according to
separate analyses of detailed monthly jobs data by labor
economists and Reuters.
Retirements are drifting up, women aren’t reengaging
with the job market quickly, and “temporary” furloughs
like Ramirez’s are becoming permanent - trends that could
weigh on the U.S.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ll as the country’s prospects in the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how many people work. If
more retire, or are kept from the job market because of
childcare or health and safety issues, growth is slower.
“In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the recession we were much

more focused on how many jobs could come back, how many
jobs could be preserved,” said Kathryn Anne Edwards, a labor
economist at RAND Corp. “Now the question is really how much
damage has this done.”
WOMEN, OLDER WORKERS DROP OUT
The U.S. economic drag is falling heavily on two groups, women
here and older workers, who fueled here a rise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rior to the pandemic. That supported stronger-than-expected economic growth in 2018 and 2019, and showed how a
historically low unemployment rate drew people back into jobs.
Those workers may now be getting stranded. Women and workers
aged 65 and older make up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3.7
million people no longer working or actively seeking a job since
the pandemic hit, Labor Department data show.
People 65 and older made up less than 7% of the workforce in
February, but 17% of those who have left the labor market through
August. Women previously accounted for 47% of the workforce,
but make up 54% of the departed.
Initial evidence of longer-term trouble is starting to show in the
monthly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regular government employment reports.
After a spike in women leaving the labor force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pandemic, particularly to tend to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ere’s been slower movement back into jobs compared to the
months before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CPS data
by Nick Bunker, economic research director for North America at

the Indeed Hiring Lab.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and men who moved from
employed to out of the labor force jumped as the
pandemic layoffs hit in April. The number of women,
however, who cited child care o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reason, increased 178%, while the number of men
citing it less than doubled, Bunker’s analysis showed.
The percentage of those women mov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month to month - from caring for family
into a job - meanwhile has dropped, to a low of 5%
in April from 6.6% in 2019, though it rose to 5.8%
in July. It is lower for men too.
The data “suggests ... that being out of the labor force
for family reasons is a ‘stickier’ state” than prior to the
pandemic, Bunker said.
The 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found CPS data shows a rising share of workers 65 and
older are calling it quits, a development many economists expected given the risk COVID-19 poses to older
people.
Nearly a fifth of that age group working as of July 2019
were retired as of July of this year, compared to 17%
for the prior year, the center’s research concluded. The
percentage of these workers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tired” instead of merely out of work also rose steadily
in recent months, from 14.2% in April to 19.5% in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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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Coronavirus Dashboard 09/15/20

Data: CS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hotos: Getty;
Graphic: Danielle Alberti, Sarah Grillo, Andrew Witherspoon/
Axios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09/15/20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9:30 a.m. ET: 29,032,938 — Total
deaths: 924,831— Total recoveries:
19,649,457 .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9:30
a.m. ET: 6,520,733 — Total deaths:
194,087 — Total recoveries: 2,451,406
— Total tests: 88,819,861 .
3. Health: Kids can and do transmit the
virus to their household, CDC says —
Timeline: The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4. Politics: Bob Woodward says it wasn’t
Trump’s idea to restrict travel from China — Why new stimulus talks are at a
“dead end.”
5. Vaccine: Pfizer preparing to distribute
vaccine by year-end, CEO says.
6. Sports: College football’s fall of uncertainty.

to even keep track of.
Here’s a (partial) timeline to help
make sense of these past six months.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Sunday marked six months since President Trump declared a national emergency over the coronavirus. If those six
months feel like a blur to you, you’re not
alone.
The big picture: The sheer scale of what
the U.S. has been through since March
— a death toll equivalent to 65 Sept. 11
attacks, millions out of work, everyday
life upended, with roiling protests an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top it all off —
can not only be hard to process, but hard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A record 307,930 new coronavirus cases were reported in 24 hour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id in a statement Sunday.
Driving the news: India reported the most additional cases
(94,372), followed by the U.S. (45,523) and Brazil (43,718), according to the WHO. The U.S and India both reported more than
1,000 deaths in 24 hours from COVID-19, while Brazil confirmed
the virus had killed 874, the WHO noted.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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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Skies Hang Over Western States
Wildfires are burning millions of acres
and destroying homes and entire towns
in Oregon,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states. The fires have killed at least 33
people and dozens more are missing.
Governor Brown of Oregon said he is
preparing for a mass fatality event and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More
than 40,000 residents have fled their
homes.
The fires have blanketed the west coast
with smoke and have created air
pollution in some cities that is now
among the worst in the world.
In California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acres have burned which is a record in
the state’s history.
Governor Newsom said that what we’
re experiencing right here is coming to
communities all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less we get out and act
together on climate change.
President Trump will visit California
again today. He has previously
questioned the idea that humans cause
climate change, and backing up his
claim, he pulled the U.S.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Washington state Governor Jay Inslee
said we should called the fires “climate
fires” and not “wild fire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all
ready sent 50 fire trucks and 190
additional firefighters to California.

area, it is all under an orange haze from
the wildfire smoke. People say that when
they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ey can’t
tell whether it is still night or daybreak.

This is a real tragedy for the people on
the west coast, especially because we
are still fac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day, if you look at the sky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nd Golden Gate Bridge

It’s happening all over California -- the
golden state is either burning or baking
in the middle of a plague and social
unres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ummer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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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Dominic Thiem of Austria celebrates with the championship trophy after his
match against Alexander Zverev of Germany in the men’s singles final match
on day fourteen of the 2020 U.S. Open tennis tournament. Danielle Parhizkaran-USA TODAY Sports

A supporter calms his baby at the back of the hall as he waits to rally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a campaign event in Henderson, Nevada. REUTERS/Jonathan Ernst

Models present creations by Custo Barcelona during the Mercedes Benz Fashion Week in
Madrid, Spain. REUTERS/Juan Medina

Bryan Alvarez holds a sign for oncoming traffic as utility workers repair power lin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Obenchain Fire in Eagle Point, Oregon. REUTERS/Adrees Latif

People pray during a prayer vigil following the ambush shooting of two Los Angeles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LASD) deputies in Compton, outside St. Francis Medical Center hospital
in Lynwood, California. REUTERS/Patrick T. Fallon

Refugees and migrants from the destroyed Moria camp sleep on the side of a road, on the island of
Lesbos, Greece. REUTERS/Alkis Konstantinidis

New York City Fire Department firefighters salute outside Ladder Co. 10, Engine Co. 10 on the 19th anniver-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oshihide Suga, former
sary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Defense Minister Shigeru Ishiba and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celebrate after Suga was elected as new head of the ruling party at the Liberal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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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ct Wings Tear Apart Bacteria,
May Hold Key To Fighting Superbug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MELBOURNE, Australia — Before
you hit that bug with your fly swatter,
hold up! Scientists say that insect may
hold the key to killing drug-resistant
germs. A new study finds the microscopic material that makes up insect
wings have special properties which
destroy bacteria.
The report in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says cicada and dragonfly wings
are natural bacteria killers. Their
wings are covered in tiny nanopillars
which stretch, slice, and tear germs
apart. Instead of using medications,
this material physically ruptures the
cell membranes of bacteria which
eventually kills them.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antibiotic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global health and routine treatment of
infe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Professor Elena Ivanova of Australia’s RMIT University
says in a release. “When we look to
nature for ideas, we find insects have
evolved highly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systems.”

Nanopillars on a dragonfly’s wing,
magnified 20,000 times. (Credit:
RMIT University)

Making bug-inspired surfaces

Researchers are now working on
new anti-bacterial surfaces, inspired
by these bug nanopillars. They are
engineering sheets and wires using
nanoshapes which damage germs just
like a dragonfly wing. The study is the
first to break down the different ways
these surfaces use mechanical force
against cell membranes. Ivanova says
these man-made germ killers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y catch up
with their insect inspirations.
“Our synthetic biomimetic nanostructures vary substantially in their

COMMUNITY
anti-bacterial performance and it’s not
always clear why,” RMIT University’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xplains.
“We have also struggled to work out
the optimal shape and dimensions of
a particular nanopattern, to maximize
its lethal power.”
The study adds, when examining
dragonflies even further, some species
have better bacteria-killing wings

than others.
Golden staph bacteria being ruptured by black silicon nanoneedles,
an engineered surface and magnified 30,000 times. (Credit: RMIT
University)
“When we examine the wings at the
nanoscale, we see differences in the
density, height and diameter of the
nanopillars that cover the surfaces of
these wings, so we know that getting
the nanostructures right is key,” says
Ivanova.

Destroying superbugs may be
expensive Ivanova adds finding a

way to avoid using drugs against antibiotic-resistant infections is crucial.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Researchers say one of the key challenges they face is making nanostructure surfaces which are inexpensive
so they can be widely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 and medical facilities.
Luckily, the report says nanofabrication technology is advancing, providing hope that more anti-bacterial
surfaces are on the horizon.Prevention estimates over 2.8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 a drug-resistant infection each year. More than
700,000 people die worldwide due
to these bacterial strains. (Courtesy
https://www.studyfinds.org/)

Related

From The CDC
About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tibiotic resistance happens
when germs like bacteria and fungi
develop the ability to defeat the
drugs designed to kill them. That
means the germs are not killed
and continue to grow. Infections
caused by antibiotic-resistant
germs are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impossible, to treat. In most cases,
antibiotic-resistant infections require extended hospital stays, additional follow-up doctor visits, and
costly and toxic alternatives. Antibiotic resistance does not mean
the body is becoming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it is that bacteria have
become resistant to the antibiotics
designed to kill them.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reatens Everyone Antibi-

otic resista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affect people at any stage of life, as
well as the healthcare, veterinary,
and agriculture industries, making
i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urgent
public health problems.
Each year in the U.S., at least 2.8
million people are infected with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or fungi, and more than 35,000 people
die as a result. No one can completely avoid the risk of resistant
infections, but some people are at
greater risk than others (for example, people with chronic illnesses).
If antibiotics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 then we lose the ability to
treat infections and control public
health threats. Many medical advances are dependent on the ability
to fight infections using antibiotics,
including joint replacements, organ
transplants, cancer therapy,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like
diabetes, asthma,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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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3宗確診 油塘四口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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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送院前參與普檢 驗出結果亦為陽性
香港 13 日新



疫情概況

增 13 宗新冠病毒

(

新增確診個案

確診個案，9 宗

整體新增個案宗數：

屬本地感染，有
5 宗源頭不明，包括油塘一家四口均染疫。一名 67 歲退

輸入個案：

休男子到急症室留下唾液樣本後確診，香港衞生防護中

不明源頭個案：

心追蹤發現其三名家人均有病徵，即時安排送院檢驗並
確診，其中兩名家人送院前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驗

有關聯個案：

出結果亦為陽性。其餘不明源頭個案涉及一名在屯門青

初步確診：

山公路 18 咪半黃金泳灘食肆任職的侍應生，另有兩名文

13 宗
4宗
5宗
4宗
10 多宗

部分本地個案

職人員及另一名退休男子。

◆油麗邨雅麗樓一家四口
個案 4928 ：67 歲退休男子，9 月 4 日發
病，9 月 9 日到急症室留唾
液樣本後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13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13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日新增的 13 宗確診個案，4 宗為輸入個案，9 宗屬本地感染，當
中5宗個案源頭不明，另有1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該個一家四口確診家庭，居於油塘油麗邨雅麗樓，最早確診的是
一名 67 歲退休男子（個案 4928），他 9 月 4 日發病，上周三（9 日）
到急症室求診並留下深喉唾液樣本，結果呈陽性，被列為不明源頭個
案。防護中心追蹤時發現其家中另三人均有病徵，即時安排他們送院
檢驗，結果三人全部確診，被列為有關連個案。

個案 4934：29 歲男，太古城一間酒樓的
員工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放緩，不少市民也感到“抗疫疲勞”，假日紛紛外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個案 4933：32 歲男，在荃灣從事文職工
作，9 月 9 日參與普及檢測，
有結果前已確診

兩人病毒含量較低
該三名同樣確診的家人，分別是一名 32 歲男子（個案 4933），
他在荃灣從事文職工作，9 月 10 日發病；另一人是 29 歲男酒樓員工
（個案 4934），在太古城工作，同樣於 9 月 10 日發病；餘下一人是
61 歲在麗港城 22 座任職清潔的女工（個案 4935），她則於 9 月 6 日已
發病。其中個案 4933 及個案 4935 上周三曾到鯉魚門體育館接受普及
檢測，但未有結果前已被送院並進行病毒測試並確診，其後得出的普
檢結果亦同為陽性，而兩人的CT值（病毒含量）則較低。
餘 下 4 宗 不 明 源 頭 個 案 ， 包 括 一 名 30 歲 女 侍 應 生 （ 個 案
4927），她本身居於屯門友愛邨愛廉樓低座，並於屯門青山公路 18
咪半黃金泳灘的 L'atlantis 餐廳任職。9 月 5 日發病，9 月 9 日最後上
班。餐廳得悉她染疫後，已安排 10 多名同事參與普及檢測採樣。張
竹君表示有關餐廳須停業14天。
另一名在運輸署土瓜灣驗車中心工作的 51 歲女文員（個案
4936）亦染疫，她居於沙田豐盛苑榮盛閣，9 月 9 日最後上班，同日
發病，而與她在同一辦公室工作的 4 名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須檢
疫。
此外，一名 45 歲在流浮山工作的女文員亦確診（個案 4938），
她居於樂富邨樂民樓，9 月 8 日發病，工作時獨自用餐。張竹君指她
在公司未必有密切接觸者；另一名 88 歲退休老翁（個案 4937）亦確
診，他與家人於葵涌浩景臺4座同住，9月1日已發病。

兩來港外傭確診 料與群組無關
輸入個案方面，13日再有兩名菲籍外傭確診，兩名女患者分別為
26 歲及 29 歲，並非同行，均沒有病徵，兩人 9 月 10 日搭乘國泰航空
CX906航班到港。張竹君相信兩宗個案與早前的馬尼拉外傭宿舍群組
無關。

個案 4935：61歲女，麗港城 22座清潔工
人，9 月 9 日參與普及檢測，
有結果前已確診

◆其他不明源頭個案

■張竹君表示，13 日新增的 13 宗確診個
案，4宗為輸入個案，9宗屬本地感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個案 4933 及 4935 送院前參與普檢，但
未有結果前已被送院進行病毒測試並確
診。
資料圖片

百人染疫離世 逾半八旬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第三波新
冠病毒疫情令感染及死亡人數急增，香港
13 日再多一名 67 歲的新冠確診患者
（個案
4300）
不幸死亡，令累計死亡人數增至 100
人，當中93人是於第三波疫情期間離世，
而長者為疫情中的高危一族，當中57名離
世病人均是80歲或以上的長者，另有29人
為安老院舍的院友。
明愛醫院 13 日公布，該名 67 歲男確
診病人（個案 4300）有長期病患，8 月 11
日因發燒及肺炎入院接受治療，其後於 8
月 13 日宣布確診。該病人最初經治療後
情況有好轉，病毒抗體呈陽性，惟其後因

末期癌症而令病情持續惡化，結果延至 13
日早6時25分離世。
翻查資料，該名死者生前居於深水
埗普陞閣，其有長期病患的 65 歲妻子
（個案 4235）亦確診，並早已於 8 月 22
日同樣於明愛醫院離世。連同該個案，
香港至今有 100 名確診患者不幸死亡，除
其中一名死者被發現在家中死亡，其遺
體發現病毒外，其餘 99 名確診病人均於
公立醫院離世。香港第一及第二波疫情
死亡人數合共只有 7 人，而第三波疫情來
勢洶洶，爆發至今兩個月，便增加了 93
名新魂。

個案 4927：30 歲女侍應，在屯門青山公
路 18 咪半黃金泳灘一間餐室
任職，居於屯門，9 月 5 日發
病，9月9日最後上班
個案 4936：51 歲女文員，在運輸署土瓜
灣驗車中心任職，居於沙
田，9 月 9 日最後上班，同日
發病
個案 4937：88 歲退休男子，與家人同住
葵涌，9月1日發病
個案 4938：45 歲女文員，在流浮山工
作，工作時獨自用餐，居於
樂富邨，9月8日發病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 4300：67 歲男，生前居於深水埗普
陞閣
*至今共有 100 名確診患者死亡，當中 99
名病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非郊園照脫罩 巿民難辨範圍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緩和下，
特區政府放寬口罩令，容許市民
在郊野公園及戶外運動時無須強
制佩戴口罩，但不少巿民到非郊
野公園範圍郊遊時，也沒有戴口
罩。香港文匯報記者 13 日到巿民
遠足熱點的將軍澳村小夏威夷徑，有不少巿民
趁周末到該處郊遊，但不乏行山人士沒有戴口
罩，有市民直言不知如何分辨他們郊遊地點是
否屬於郊野公園範圍，易違反口罩令，也有市
民認為行山也屬戶外運動，應豁免戴口罩。
新冠疫情持續大半年，不少市民也感到
“抗疫疲勞”，假日紛紛外出，行山成為熱門
活動之一，據漁農自然護理處網站顯示、香港
共有 24 個郊野公園，但部分熱門行山路徑包括
小夏威夷徑、青衣自然徑、東龍洲等並非郊野
公園，換言之不屬口罩令的豁免範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13 日早在小夏威夷徑所
見，有不少市民到該處行山，但多數也沒有佩

$

戴口罩，就算有戴口罩的巿民，到達小夏威夷
徑瀑布後也脫下口罩呼吸新鮮空氣，瀑布一帶
有不少人聚集，有的拍照留念，有的走進溪澗
遊玩，有的坐於溪澗石頭上浸水乘涼，也有人
在野餐。
近中午時分，警察和特務警察到場巡邏，
向市民派發印有限聚令等資訊的單張，提醒市
民不得進行多於 4 人的群組聚集，亦提醒巿民要
佩戴口罩，以及注意溪澗安全。

架？！”
有行山人士反映，有人會在瀑布一帶放置
桌布野餐，長時間不戴口罩，更有人會爬進溪
澗坐在石堆中以山水浸腳、浸身甚至洗頭，
“出嚟放鬆還放鬆，衞生嘢都要做返足啲。”
她又指自己沒什麼必要也不會脫下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瀑布一帶有不少人聚集
瀑布一帶有不少人聚集，
，有的坐於溪
澗石頭上浸水乘涼。
澗石頭上浸水乘涼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行山屬戶外運動
吳女士與友人一行三人到小夏威夷徑行
山，並在瀑布前拍照，其間也沒有戴口罩。她
表示疫情期間大部分時間留在家中，現時疫情
好轉，便相約朋友行山，坦言“忍咗一段時
間，有啲辛苦。”問及為何不戴口罩時，她才
知該處並非郊野公園範圍：“吓，原來呢度
（小夏威夷徑）唔算郊野公園，但唔係戶外運
動有豁免咩，行山都應該係算戶外運動

■不少巿民到非郊野公園範圍郊遊時
不少巿民到非郊野公園範圍郊遊時，
，
也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戴口罩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察和特務警察到場巡邏
警察和特務警察到場巡邏，
，向市民派發印有限
聚令等資訊的單張。
聚令等資訊的單張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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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維和戰場催淚時刻 堅守火線生死與共
今日，即將於 9 月 18 日全國上映
的戰地紀實電影《藍色防線》發布
“破曉之前”版終極預告，同時宣布
將於 9 月 12 日、13 日兩天，開啟全國
30 城超前點映。期待影片的觀眾可以
借此機會先睹為快。
2016 年，南蘇丹因政治動蕩，被
戰爭陰雲籠罩陷入“至暗時刻”，
“生和死的考驗，在演習場上永遠模
擬不出來”，中國赴南蘇丹維和步兵
營全體官兵在最危險的戰場壹線，不
畏生死堅守職責，保護聯合國難民營
安全，疏導轉移救助民眾，為其築牢
生命安全防線。
危難時刻見精神，生死關頭顯真情
。終極預告中，戰爭的真實殘酷令人不
寒而栗，而中國軍人同生共死的真摯兄
弟情，以及為國出征的熱血豪邁，更是
讓眾多網友忍不住熱淚盈眶。

堅守火線生死與共
鑄就維和戰場催淚時刻
電影《藍色防線》為中國赴南蘇
丹維和步兵營全體官兵親歷記錄，歷
經五年（2015-2019）跟蹤拍攝，橫跨
中國和非洲大陸，真實展現了我國第
壹支成建制維和步兵營，在南蘇丹執
行維和任務期間，在戰火紛飛中保護
當地難民營安全的故事。
南蘇丹作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
，2016 年被戰爭陰雲籠罩陷入黑暗時
刻，部族矛盾持續惡化，激烈的武裝
沖突交火導致大量人員傷亡，更是讓
整個聯合國難民營處於交叉火力之下
，大量炮彈落入聯合國營區，生死危
機壹觸即發。
“進入維和任務區，相當於進入
真實的戰場。”在終極預告中，中國
維和步兵營官兵們，壹方面要維護聯
合國難民營日常安全，處理私藏槍支

毒品、打砸搶燒等各種安全隱患及沖
突事件。
同時，在戰爭發生時，他們更是
堅守在最危險的壹線執行維和任務，
並根據交戰規則，快速靈活處置，防
範和應對暴力沖突，如對擅闖聯合國
營地的武裝人員進行警告及驅離，轉
移救助民眾，並迅速組織人員對受傷
人員進行搶救。
面對愈演愈烈的沖突，“只要我們
沒有接到任何的撤退命令，沒有壹個人

說離開這個地方”，中國維和戰士們即
便是面臨生死考驗，依舊不忘堅守職責
，成為當地民眾心中最堅強最可靠的和
平守護者。電影《藍色防線》將這催淚
時刻真實記錄，讓中國軍人的奉獻和犧
牲能夠被更多人銘記，是國慶檔前不容
錯過的誠意之作，值得關註。

為國出征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真棒”彰顯大國擔當
電影《藍色防線》不僅讓大眾

透過陰雲籠罩的戰火再次看見中國
軍人的堅守與奉獻，同時也讓更多
觀眾因真實而觸動，感悟軍人使命
、致敬大國擔當。在終極預告中，
中國赴南蘇丹維和步兵營全體官兵
誓師出征，“捍衛國家榮譽，維護
世界和平”，其整齊劃壹鏗鏘有力
的誓言，展現著新時代中國軍隊的
責任擔當。
而壹代代中國軍人與當地民眾
於災難中守望相助，為維護地區和

平所付出的努力，更是得到了聯合
國及當地民眾的壹致認可，非洲孩
子們發自內心的“中國真棒，下次
見”不僅表達出對中國軍人的肯定
和喜愛，也是對中國堅定履行大國
責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成
就的生動展現。
另外，作為中國首部海外維和戰
地紀實電影，《藍色防線》最大的意
義之壹就是展示中國維和軍事力量，
提升大眾民族自豪感，讓我們更加珍
惜和平，是壹次愛國主義情懷高頻共
振的感動時刻。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
面臨著新的挑戰，雖然我們生活在和
平國家，但殘酷的戰爭其實離我們並
不遙遠。
而電影《藍色防線》裏中國軍人
為維護世界和平，不懼生死考驗，無
怨無悔甘於奉獻的精神亦表明，壹旦
祖國和人民需要，他們都將第壹時間
奔赴第壹線，成為我們最強大的和平
衛士及安全守護神。
只有看過人世間的黑暗殘酷後，
才能更加向往和平與光明。值此中國
軍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 30 周年之際
，電影《藍色防線》在全國開啟了 30
城超前點映活動，同時電影《藍色防
線》“看見榜樣”全國高校主題路演
也在如火如荼展開。
本片憑借無虛構、無特效、客觀
克制的真實記錄，彰顯維護世界和平
的軍人使命與大國擔當，讓更多人發
自內心的珍惜和平、致敬英雄，壹場
覆蓋軍隊、高校、各行各業普通觀眾
的“藍色防線”愛國主義情懷之旅已
經展開，讓我們向這些為國出征的偉
大中國軍人們致敬。
《藍色防線》作為中國首部海外
維和戰地紀實電影，9 月 18 日即將全國
上映，敬請期待。

大學生電影節·線上影展進行中
動畫紀錄影展開啟 "白蛇緣起"導演在線交流
8月26日至9月19日，北京國際電影
節· 第27屆大學生電影節開啟全新線上展
映活動，采用線上影展、映後主創交流
等形式與廣大觀眾在雲端相約。展映活
動共分為年度推薦影片展、青春主題影
展、動畫紀錄主題影展等三大版塊。
年度推薦影片展從北京國際電影
節· 第 27 屆大學生電影節 34 部推薦影片
當中精選 10 部進行展映，以此特別活
動來總結和展示國產影片在過去壹年的
優秀成果，呈現中國電影和電影人的獨

特風采。
《半個喜劇》導演劉露、《學區房
72小時》制片人馮郇、《鋌而走險》聲
音指導蔣建強、《平原上的夏洛克》導
演徐磊、《攀登者》制片人黃霽、《被
光抓走的人》導演董潤年及主演白客、
《送我上青雲》剪輯指導張壹凡、《掃
毒 2：天地對決》導演邱禮濤、《烈火
英雄》主演谷嘉誠、《中國機長》導演
劉偉強等主創現身映後交流環節，與觀
眾分享創作歷程。

青春主題影展邀請 5 部優秀國產青
春影片進行展映，配合主題學術交流，
共同聚焦青春題材電影中年輕生命的成
長蛻變，關註青年導演的創作風格與獨
特思考。
影片放映後，《狗十三》導演曹保
平、編劇焦華靜及主演張雪迎、《過春
天》導演白雪及主演黃堯、《縫紉機樂
隊》導演大鵬、《超時空同居》導演蘇
倫、《最好的我們》主演何藍逗等青年
電影人為觀眾講述了臺前幕後的難忘故

事，從個體經驗出發分享了對“青春”
的感悟。
年度推薦影片展、青春主題影展即
將落幕。9 月 9 日起，動畫紀錄主題影
展將精選 5 部優秀國產紀錄片、動畫片
進行展映。本單元將聚焦新時代中國的
社會生活風貌與個體生命體驗，以不同
視角和獨特表達來拓展紀錄片的呈現方
式，深挖紀錄片的題材內涵與敘事方式
；關註講述中國故事、打造中國風格、
具有鮮明特色的優秀國產動畫電影，助

推中國動畫學派的全面復興。
《燃點》導演關琇、《白蛇：緣起
》動畫總監謝君偉、《上海的女兒》導
演陳苗、《零零後》導演張同道、《尺
八：壹聲壹世》導演聿馨等主創將與主
持人雲端連線，講述創作歷程中的所思
所想，共同展望國產紀錄片、動畫電影
未來的創新發展。
雲端相聚，熱愛不減。收好片單，
懷揣期待，以光影為伴，這個初秋有無
限精彩。

荒誕喜劇《日不落酒店》定檔 12.12
今日，荒誕喜劇電影《日不
落 酒 店 》 宣 布 定 檔 12 月 12 日 。
該片由開心麻花演員黃才倫、
“謀女郎”張慧雯，聯手沈騰
，以及壹眾麻花笑將主演。
黃才倫在片中出演神經質強
迫癥，塑造壹位人生活成復印機

、十年重復如壹日、計劃大過天
的“數據控”酒店經理石月。造
化弄人，完全沒譜的現實生活就
這麽突然來到了，被迫“升職加
薪”，打破了石月早已制定完畢
的未來十年個人生存規劃。所有
的奇幻之旅由此打開。

《日不落酒店》發生的種種
荒誕人生故事，完美詮釋各行
各業小人物謀生的艱難與苦澀
，用極具荒誕色彩的喜劇元素
，展現嬉笑背後的隱忍與無奈
。壹切新的開始，都要打破現
有規矩的束縛，想要擁抱新生

活，就要先打破自己。
沈騰在《日不落酒店》意外
遭遇黃才倫、張慧雯觀星之旅
，發生了壹段“莫比烏斯環”
式的離奇遭遇。片中沈騰扮演
的角色，成為無法被戰勝的永
恒存在，壹次又壹次從肉體到

心靈完虐黃才倫，成功顛覆黃
才倫的統籌方法人生大論，開
啟全新生命歷程。
可以說，沈騰將以壹種前所
未有的角色設置和表演狀態出
現，將所有房客的故事串聯在
了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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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
唐唐（
（左）每年均在
哥哥踏入生日的凌晨零
時為摯愛慶生。
時為摯愛慶生
。

■ 各地
各地“
“ 哥 ” 迷送上各式各樣的花
籃，令寶福山變成一片花海
令寶福山變成一片花海。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12 日是一代巨星張國榮（哥哥）64 歲冥壽，雖然哥哥離世至今已 17 年，但其生前的
好友及粉絲對他仍相當懷念，袁詠儀、陳淑芬、莫文蔚、古巨基均有貼相發文悼念；其中李麗珍貼舊照懷念剛過生忌
的故友羅明珠與哥哥。唐鶴德更引用歌詞留言：“分開也像同渡(度)過”！

摯愛唐鶴德留言：分開也像同度過

歲冥壽

張國榮

圈中好友憑歌寄意
哥哥生前摯愛唐鶴德（唐唐），每年均在哥哥
踏入生日的凌晨零時悼念摯愛。今年他上載

一張哥哥笑着切蛋糕的照片，並以哥哥名曲《共同
渡過》的一句歌詞留言：“分開也像同渡(度)
過”，祝福哥哥生日快樂！
袁詠儀（靚靚）亦很有心，12 日晨 5 時許貼
文悼念：“哥哥，生日快樂！ ”著名時裝設計師
劉培基貼上與哥哥的合照並發文：“我們都是提
著（着）過去走入人群！”與哥哥合作無間的電
影公司老闆黃百鳴發文：“令人懷念！”古巨基
則貼上哥哥在電影《東邪西毒》扮演歐陽鋒的劇
照悼念。另外，太極雷有輝、蔡一智、袁文傑及
戴夢夢均齊齊祝哥哥“生日快樂！ ”

■陳家豪、陳
淑芬及連炎輝
代“哥”迷好
友向張國榮送
上祝福 。

李麗珍悼念哥哥及羅明珠
莫文蔚亦鋪出與張國榮的早期合照為其慶
生，並寫道：“這張照片應該是我倆最早期的一張
合照（1996 年電影《色情男女》拍攝現場）Dear

■莫文蔚與張
國榮拍戲結
緣。網上圖片

Rap 歌首度澄清當
“小三”
事件

張靚穎直指遭馮珂欺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中國
歌手張靚穎（圓圖）近日在《中國
新說唱》的節目上，用一首 Rap 歌
的歌詞官宣與緋聞男友陳秋蒔的戀
情：“我的現男友，也是我的前伴
郎，以前的事情我倆經常當笑話
看。”公開承認戀情的同時，也回應
了兩人對上一段感情的看法。
同時，張靚穎還在歌詞當中首次回應了與
被指是以“小三”身份插足馮珂婚姻的事，歌
詞中提到：“有人突然出現，說是她戀愛一年
那個人的妻子。”替自己澄清了多年的謠言，
果然是由於馮珂的欺騙，讓 18 歲的她無辜“被
小三化”。後面幾句分別提到了馮珂求婚，以
及確定了兩人舉行婚禮沒拿戶口本的事。

今次張靚穎在《中國新說唱》公演
舞台用歌詞勇敢將自己的傷疤揭開回
應非議，獲韓紅暖心鼓勵：“靚穎
妹兒，我不懂說唱，不敢妄加評
論，但是我知道說唱是門藝術，首
先它必須真實！敢於撕裂自己，直
面人生，敢於 Diss（自我吐槽）自己
的就是自己的英雄，你的努力，我看在
眼裏，由衷敬佩！”面對鼓勵，張靚穎也爽朗
道：“關於面對，我也還在學，謝謝姐的鼓
勵。”
李榮浩也搞笑評論道：“幾個月沒見，你
怎麼帥成這樣了，你看我倆還有機會一塊兒商
演嗎。”張靚穎回覆：“有！還有機會帶你上
王者。”

Uncle Leslie，生日快樂，想念你，Karen。”
而李麗珍亦上載了兩張照片，一張是電影
《開心鬼》的海報，另一張是她與張國榮及羅明
珠在電影《為你鍾情》的合照，珍妹初出道時跟
已離開了 4 年的羅明珠組成“開心少女組”拍
《開心鬼》系列電影，9 月 11 日是羅明珠 52 歲冥
壽，12 日又是哥哥的冥壽，珍妹特別向二人作出
懷念。
至於哥哥生前經理人陳淑芬（陳太）除了在
網上貼出與哥哥的合照，並借用哥哥的《由零開
始》歌詞留言：“來日你我再度相見，仍是舊日
動人笑面，還望說聲不變不改變！Leslie，生日快
樂！”陳太亦偕兒子陳家豪到寶福山向“哥哥”
送上生日祝福。
由於疫情關係，陳太並沒有如往年般約同
“哥”迷好友，但“哥哥”生前好友連炎輝、前
助手 Kenneth 及一些香港“哥”迷都沒有忘記這
個重要日子，依然各自前往探望“哥哥”。陳太

出不幸離世的噩耗，其經理人公司已證實其死
訊。
“青春學概論”經理人公司透過社交平台表
示：“‘青春學概論’成員以及主要創作人趙
融，於 10 日不幸逝世。我們懷着極其悲痛的心
情，向大家宣布這個消息。”對於沒法在趙融生
前更妥善照顧這位熱愛音樂的青年，其經理人公
司老闆哽咽自責，深表歉疚。

徵紀念哥哥離世 20 年活動構思
新冠疫情無阻“哥”迷對“哥哥”的愛意，
外地的“哥”迷雖然不能親自到港，仍以不同方
式向“哥哥”送上生日祝福。有些訂購各色各樣
的花籃，令寶福山變成一片花海；有些擔心郵遞
延誤，很早便寄來生日卡，請陳太代為轉交，而
一位移居日本的內地“哥”迷，更親手摺了兩串
千羽鶴，陳太 12 日把這些“哥”迷的心意都帶到
寶福山送給“哥哥”。
時光飛逝，2023 年將是“哥哥”離世 20 年的
日子，陳太正在構思紀念活動的形式，並呼籲眾
“哥”迷向“哥”迷會提出建議，希望滿足大家
的要求。

完成檢測大讚快靚正

鄧萃雯：健康跟政治掛鈎超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香港全民檢測計
劃持續，累計已有逾百萬人接受採樣，而藝人反應
亦十分正面，繼早前郭富城、汪明荃、蘇永康等完
成檢測後，鄧萃雯 11 日晚於社交平台上載一張去做
全民檢測的照片，盡到公民責任的她留言：“昨天
早上檢測，剛剛已收到檢測報告，效率超快，去之
前我的朋友們和媽媽都告訴我，檢測過程鼻+喉嚨需
時不足 20 秒，一點不辛苦，三個字形容──快靚
正。重點係，現在好安心而我也不會是帶病毒者去
傳染其他人，愛香港首先要負上最基本的公民責
任。＃想驗就去驗聽自己個心講唔使聽咁多無謂人
講＃只要繼續做足防疫措施就更有信心不會被感染
＃尤其看見那些新冠感染大國想驗都冇機會就更覺
珍惜和感恩＃連自己的健康都要跟政治掛鈎真係超
荒謬！”

韓樂團主唱趙融兼職外賣遇車禍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受到新冠疫情
影響，各行各業大受打擊，娛樂事業亦一樣。韓
國 26 歲的音樂人趙融因疫情收入銳減，為維持
生計當起外賣員，卻不幸遇上車禍身亡。
趙融的靈堂設置在首爾峨山醫院，並於 12
日舉行喪禮，一切將嚴守防疫規則進行。
據韓國媒體報道，在韓國獨立音樂界頗有名
氣的雙人樂團“青春學概論”男主唱趙融近日傳

特別帶備“哥哥”喜愛的食物和水果，並送上一
個玫瑰心形蛋糕，同時為喜愛鮮花的“哥哥”訂
製一座花圃，繽紛花球為“哥哥”的誕辰添上艷
麗色彩。

■左起
左起：
：劉倩怡
劉倩怡、
、劉美
娟、鄧萃雯
鄧萃雯、
、張崇德
張崇德、
、
楊羚及黎美嫻。
楊羚及黎美嫻
。

另外，劉美娟亦在社交平台貼上她與老公張崇
德一起跟鄧萃雯、黎美嫻、楊羚及劉倩怡吃飯敘舊
的合照，她又留言：“從前是一起查經一起返教
會，完了大家也不想離開，繼續暢談。現在各有家
庭又有不同的工作，所以不是經常可以見面，但是
每當我們見面又是不想離開，繼續暢談。”從照片
中看得出大家很珍惜重聚的時刻，劉倩怡和黎美嫻
更在嘆美酒，而五位美人都保養得宜。

■鄧萃雯已
接受檢測並
呈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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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
上周六舉行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社團代表與出席貴賓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左六
左六），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
（右六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右四
右四），
），楊容清副主任
楊容清副主任（
（左二
左二），
），僑務委員張世勳
僑務委員張世勳（
（左五 ）
，何怡中主委
何怡中主委（
（右五 ）李世威副主委
李世威副主委（
（左四
左四）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大會的貴賓 「恆豐銀行
恆豐銀行」」 吳文龍董事長
（左 ）副總裁
副總裁、
、公關經理周明潔
公關經理周明潔（
（右）與僑
務委員陳美芬（
務委員陳美芬
（中 ）在現場合影
在現場合影。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
長洪良冰及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
分會」」 會長李迎霞
分會
會長李迎霞（
（前排右二
前排右二）
）舉行正式授
旗儀式。
旗儀式
。

州議員吳元之（右二
州議員吳元之（
右二）
）頒發州長祝賀文告
頒發州長祝賀文告，
，
由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
（左二
左二）
）及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
陳奕芳主任（
（右一 ）， 「國慶
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
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
（左一
左一）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
（前排中
前排中）
）與蒞臨
貴賓 Sugar Land 副市長 Carol MaCutcheon (前
(前
排左一）
排左一
）等人與參加授旗社團代表合影
等人與參加授旗社團代表合影。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
（前排中
前排中）
）為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會長洪良冰（
會長洪良冰
（前排左二
前排左二）
）及 「華僑救國聯
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 會長李迎霞
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
會長李迎霞（
（前
排右二）
排右二
）舉行正式授旗儀式
舉行正式授旗儀式。
。旁為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
心陳奕芳主任
（前排右一
前排右一）
）及何怡中主委
（前排左一
前排左一）。
）。

休士頓僑界代表上周六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
心前廣場舉行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系列活
動開幕剪綵儀式。
動開幕剪綵儀式
。由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
處長（
處長
（前排左二
前排左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前排右二
前排右二），
），何怡中主委
何怡中主委（
（前排左一
前排左一），
），
州議員吳元之（
州議員吳元之
（前排右一
前排右一），
），恆豐銀行吳文
恆豐銀行吳文
龍董事長（
龍董事長
（中 ），
），僑務委員陳美芬
僑務委員陳美芬（
（後排左
二 ），
），黎淑瑛
黎淑瑛（
（後排右二
後排右二）、
）、張世勳
張世勳（
（後排
左一），
左一
），Judge
Judge Karahan（
Karahan（二排左一 ），
），Sugar
Sugar
Land 副市長 Carol MaCutcheon( 後排右一
後排右一）
）共
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士頓分會」」 會長
李迎霞（前排左 ）接受羅處長
李迎霞（
接受羅處長（
（右 ）授旗
授旗。
。

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洪良冰（前排左 ）代表
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洪良冰（
該團接受羅復文處長（
該團接受羅復文處長
（前排右 ）授旗
授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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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足成千 「骨」恨 -----談骨質疏鬆症
談骨質疏鬆症
作者:: 符永豐
作者
符永豐((美福藥局經理
美福藥局經理))
「骨質疏鬆」一詞對老年人並不陌
生，一般老年人處方上常見有鈣片、維
他命 D 及改骨質疏鬆的藥物，加上現在
工作在外的人口比例高，且外食習慣也
大大的增加，導致 「骨質疏鬆」一詞已
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且年齢有往下修的
現象。
骨質疏鬆特點是骨質量低少、和骨
組織的微結構退化，導致骨骼脆性增加
，骨折風險隨之而增加。
A 骨頭的功用:
讓我們來先了解一下，身體的骨頭
有哪些功用?
1. 保護身體各器官因外來的衝擊而
受損害
2.支撐起全身體的架構
3.使我們行動自如
4.提供骨髓製造血球細胞的塲所
5. 礦物質、尤其是鈣質的儲存場所
B 骨骼的結構:
骨骼含皮質骨及鬆質骨（小梁骨）
，其中成年人骨骼含 80％的皮質骨和
20％的鬆質骨，緻密的皮質骨形成骨骼
的外殼，而多孔的鬆質骨以蜂窩狀形成
內部結構。 骨骼中的成骨細胞和破骨細
胞活性之間的平衡，則導致了骨骼連續
的重新塑造過程。 破骨細胞破壞骨骼，
而成骨細胞可幫助重塑骨表面並填充骨
腔。
C 骨骼的成份:
骨骼的成分是由 30％基質和 70％
礦物質鈣所組成， 它們的組合成分使骨
骼堅硬及結實。基質中有 90％至 95％由
具有彈性膠原纖維（也稱為骨膠原）所
組成， 膠原蛋白的彈性主要提升了骨骼
抗斷裂性的功能，礦物 「鈣」 賦予骨骼
剛硬性。
D 鈣質的新陳代謝:
破骨細胞將儲存在骨骼中的鈣在回
收 (resorption) 到體循環中，成骨細胞骼

負責骨骼的形成，兩者是骨
骼中調節鈣平衡扮演重要的
角色。每天約 100 毫克的鈣質
由尿液排出，900 毫克的鈣質
由糞便排出。如果我們無法
每天補足鈣的流失，久而久
之，就導致骨質疏鬆的現象
。
E. 骨質的成長:
骨骼的含量在三十歲時
達最高峰，皮質骨每年以
0.3%-0.5%減少。婦女停經後
，由於何爾蒙血中濃度減少
，導致皮質骨流失更多，每
年流失約 2%-3%左右。年齡
增長及荷爾蒙改變導致鈣質
的流失。這也是老年人及停
經婦女需要補充鈣質的原因
。
含有豐富維生素 D 的食物
F. 導致鈣質流失的原因:
鈣和維生素 D 是骨骼生
而獲得，但現在的人因工作而無法每天
長所需的重要營養素，副甲狀腺素、糖
安排時間在太陽下活動而獲得足量的維
皮質素、雌激素和睾丸激素減少、壓力
生素 D。維生素 D 除了協助維鈣質吸收
、缺乏運動、飲食習慣、抽煙、喝酒、
外，維生素 D 在免疫系統及細胞的生長
藥物如抗癲癇、化療、氫離子幫浦阻斷
等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劑(胃藥)、利尿劑 (furosemide) 藥物及其
3.依照醫囑服用減少鈣質再吸收的
他疾病如糖尿病、肝腎病變、甲狀腺抗
藥物：有口服、鼻子吸入劑及注射劑。
進等疾病，都會導致鈣質流失。
一般口服一星期一次，某些藥物一個月
G. 骨質疏鬆的臨床現象:
服用一次。提領藥時詳細問藥師以免服
如果您的骨骼因骨質疏鬆症而變得
用錯誤。切記服藥 30 分鐘後方可躺下避
弱，您可能會出現以下症狀和體徵：椎
免因藥物滯留在食道內造成食道的損傷
骨破裂或塌陷引起腰椎痛，隨著時間的
。至於鼻子吸入劑，每天僅吸一劑，不
流逝身高往下降， 彎下腰姿勢的傾向，
是各鼻鼻孔吸一劑，且二鼻孔每天輪流
骨折的發生率比預期高。
吸入。注射劑預留給一些病患無法承受
H.因骨質疏鬆而易於骨折的部位有
口服藥物的副作用，且半年注射一次。
脊椎、前臂骨、髖關節骨
J. 多 攝 取 含 豐
I. 骨質疏鬆的補救及藥物:
富鈣質的食物
1. 鈣的攝取：我們基本每天要補充
以下食物富含
身 體固定排出的 1000mg 鈣。此外，
較多鈣質，像乳品
鈣質的需求依年齡有所不同。還有，老
、全穀根莖類、蔬
年人及停經婦女所需
果類中的海帶、波
鈣的補充相對比較高
菜、葡萄乾、芥菜
，如圖一所示。
，豆類、魚貝類、
2. 補 充 維 他 命 D
堅果類中的芝麻、
：維他命 D 可稱為鈣
愛玉子、杏仁、花
質的搬運工具，同時
生等等，如圖二所
服用時可增加鈣質在
示。
腸胃的吸收。維他命
K. 含有豐富維
D 可從身體曝曬太陽

鈣質及維生素 D 的需求量

多攝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
生素 D 的食物
食物中的黑木耳、鮭魚、秋刀魚、
乾香菇、吳郭魚等，都含有豐富維生素
D，如圖三所示。
L .結論
了解骨骼的功能及重要性，我們每
天應注意對骨骼有不利影響得的因素如
抽煙、飲酒過量、飲食不均衡、缺乏運
動等因素。此外，為了鞏固 「骨」本因
歲月的增加、婦女停經後導致荷爾蒙失
調而有所流失，每天補足鈣質及維他命
D。如你想要留住 「骨」本，身手敏捷
且健步如飛，應立即放棄不良的生活習
慣及修正飲食，規律適當的運動，享受
美好的人生。

下列詞句給大家互相勉勵:
攝取鈣質多活動，骨頭鋼硬如樑柱
，手腳靈活且敏捷，骨質疏鬆我不碰。
促銷活動 : 為了迴餽鄉親，民眾買鈣片
或維生素 D 第 2 瓶以原價的五折優惠。
美 福 藥 局 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
866-466-4499。 傳 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pharm.com
中 國 城 服 務 處 華 語 電 話:
832-949-9460， 地 址 是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3, Houston, TX 77036，位
於 「精 英 廣 場 」 ， 緊 鄰 大 通 銀 行
（Chase Bank)。

正常骨質 V.S.
V.S.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