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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mi medical teams feel helpless as 
COVID-19 devastates South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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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MI (Reuters) - As the coronavirus ravages Florida, 
healthcare workers in Miami hospitals ar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emotional and physical impact of treating a 
crushing wave of COVID-19 patients.

After seeing 10,000 new cases a day become the norm 
across the state in July, many of those on the frontlines are 
frustrated with the apparent inability of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to coordinate an adequate response. 
They are equally aghast with what appears to be the 
reluctance or refusal of many Floridians to honor safety 
precautions to stop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I know, and my colleagues know, that we’re putting a 
Band-Aid on a problem, we’re supporting people as best 
we can to get them through, but the real fight happens 
outside,” said Dr. Eric Knott, a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fellow working in three of Miami’s largest hospitals. “If 
you can’t stop the spread, all of my work is for nothing.”

For Miami doctors, concerns about the virus far surpass 
those stirred up by even the largest hurricanes.
“A hurricane tends to be a sort of finite amount, and this is 
infinite,” said Dr. Mark Supino, an attending physician in 
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s emergency department.

Many healthcare workers and union leaders were critical 
of Miami’s reopening several weeks after the number of 
cases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irst began rising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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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Emergency Med-
ical Technicians 
(EMT) arrive with 
a patient while a 
funeral car begins 
to depart at North 
Shore Medical 
Center where 
coronavirus dis-
ease (COVID-19) 
patients are 
treated, in Miami, 
Florida, U.S. 
July 14, 2020. 
REUTERS/Maria 

March.

On Friday, state health officials reported a total of 402,312 
cases across Florida, with 135 new deaths bringing the total to 
more than 5,600.

While the death toll in South Florida has not approached that 
of New York City, an early epicenter of the U.S. outbreak, hos-
pital beds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 across the region have filled 
to capacity, and in some cases surpassed it.

At 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 the largest facility in the 
region, officials have called in hundreds of additional medical 
workers as employees have fallen sick and had to stay home 
or be hospitalized. An auditorium was sealed and prepared for 
COVID-positive patients with a negative pressure system to 
limit the air flow to prevent new infections.

“In 10 years of medicine I never had to put another nurse on 
life support, I never had to worry about my co-workers dying,” 
said Kevin Cho Tipton, a critical care nurse practitioner who 
works at one of Miami’s largest public hospitals. “It’s been 
emotionally very challenging, physically very challenging.”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and stressful parts of the job are the 
sheer number of ICU patients.

Healthcare workers must constantly keep tabs on the vital or-

gans of patients on ventilators, and many of the sick have to be 
flipp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stave off any complications from 
lying in one position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o do so without 
risking detaching any of the life support systems can take up to 
six people.

The intensity has overwhelmed some.
Shore Medical Center wher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Jude Derisme, vice president of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1199, which rep-
resents 25,000 medical workers across Florida, said 
the union had to help get one nurse, a 25-year veteran, 
off a hospital floor after a “break down.”
“My fear is that if we don’t find a way to bring these numbers 
down over the next two weeks, if they’re worse than these last 
two weeks, we’re going to be stretched too thin,” said Martha 
Baker, a registered nurse and president of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1991, which represents about 5,600 medi-
cal professionals within Miami’s Jackson Health System. “The 
sad news is that that’s when patients die.”
While her chapter of the union along with others across Florida 
have advocated for mor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better 
overtime pay, hazard pay,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for those 
waylaid by the virus, they also acknowledged that medical 
workers can only do so much against the pandemic.

“This is war, and instead of bullets we’ve got viruses,” Baker 
said. “If we don’t find a way to dampen our curve we just keep 
chasing our 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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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15 million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have been recorded worldwide as 
of Wednesday, per Johns Hopkins data.
Zoom in: The U.S. accounts for nearly 4 
million of those infections.
By the numbers: More than 617,9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virus, per 
Johns Hopkins. More than 8.5 million 
have recovered.
•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6:30 p.m. ET: 15,056,149 — Total 
deaths: 619,784 — Total recoveries 
— 8,557,991 — Brazil has the world’s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over 
81,400) and infections (more than 2.1 
million) after the U.S., which has report-
ed over 142,000 deaths and more than 
3.9 million cases.  
•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6:30 
p.m. ET: 3,941,741 — Total deaths: 
142,756 — Total recoveries: 1,182,018 
— Total tested: 47,224,382 — Map.
• Public health: Patients with severe 

chronic pain are afraid to seek care — 
Quest warns flu season will further hurt 
testing.
• Economy: Senate GOP, White House 
consider side deal to extend unemploy-
ment benefits — Another stimulus may 
not be enough.
• States: Texas governor’s net coronavi-
rus approval rating falls 21 points as cas-
es surge — California breaks record with 
over 12,000 new cases.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What’s happening: The Australian 
state of Victoria reported on Wednes-
day a record 484 new coronavirus cases, 

while additional infections in New South 
Wales, Queensland and South Australia 
took the nationwide total to 502 — the 
most recorded in the country.
• Two Chinese hackers were indicted 
by the U.S. on Tuesday for a “sweep-
ing global computer intrusion cam-
paign” that recently targeted companies 
developing coronavirus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
nounced.
• Mexico reported it exceeded 40,000 
deaths on Tuesday as it reaches new 
near-record levels of confirmed corona-
virus cases, AP reports.
• Italy’s health minister said Tuesday 
that he believes the country is “out of the 
storm”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l-
though Italy is “not yet in a safe haven,” 
CNN reports.
• Austrians must wear face coverings 
in supermarkets, post offices and banks, 
due to a spike in coronavirus cases in re-
cent weeks, Chancellor Sebastian Kurz 
said Tuesday, per Reuters.

• EU leaders agreed to a €750 billion 
($857 billion) post-pandemic economic 
recovery package, summit chair Charles 
Michel confirmed in a tweet early Tues-
day, stating: “Deal!”
• Brazil has reported 7,946 confirmed 
cases and 177 death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PAHO said.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has reported over 27,000 con-
firmed cases among indigenous and trib-
al populations in the U.S.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
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
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
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
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Headlines At A Glance

 Women wait for COVID-19 testing.
US labs buckle in testing surge, spike in 
cases takes nation close to 4M; Populist 
leaders fare poorly in virus fight.
 Laboratories across the U.S. are buck-
ling under a surge of coronavirus tests, 
creating long processing delays that ex-
perts say are undercutting the pandemic 
response.
 With the U.S. tally of confirmed infec-
tions at nearly 4 million, and new cas-
es surging, the bottlenecks are creating 
problems for workers kept off the job 
while awaiting results, nursing homes 
struggling to keep the virus out and for 
the labs themselves as they deal with a 
crushing workload, report Matthew Per-
rone, Tammy Webber and Matt Seden-
sky. 

  Congress: Senate Republicans and the 
White House reached a tentative agree-
ment for more testing funds in the next 
COVID-19 relief package, but deep 
disagreements over the scope of the $1 
trillion in federal aid remain ahead of 
today’s expected rollout. Facing a GOP 
revolt,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was preparing a “handful” of 
separate COVID-19 aid bills, according 
to a top lawmaker involved in the negoti-
ations, reports Lisa Mascaro.
The Populism Factor: The countries 
that top the rankings of COVID-19 
deaths globally aren’t necessarily the 
poorest, the richest or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But they do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 are led by populist, 
mold-breaking leaders lik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and Brazilian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who are among those 
who surged to power challenging the 
old order. But it turns out that when it 
comes to battling a new disease, popu-
lists are faring poorly compared to more 
traditional liberal democratic models, 
John Daniszewski writes. (Courtesy AP 
Morning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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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Coronavirus Dashboard  07/28/20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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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hosted the 2020 ILF Virtual Leadership &
Business Conference last Saturday. The
founder of ILF, Chiling Tong invited
Elaine L. Chao,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Dr. Anthony S. Fauci,
Director of the NIAID, U.S. Senator
Marco Rubio, U.S. Senator Tim Scott
and U.S. Representative Grace Meng to
deliver speeches.

All of them praised the many
contributions that Asian Americans have

made to our society. As Dr. Fauci said,
we have so many Asian American
medical personnel standing on the front
line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day our society has just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because of this horrible
virus. Asian Americans have become
scapegoats and anti-Asian and
anti-Chinese sentiment is brewing in our
community.

Just this past weekend,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were held in Austin,
Portland and Oakland. Several people
were injured and one protester in Austin
was killed. Federal officers and local
police moved in and clashed with the
demonstrators.

We are so angry and sad to witness the

nation just going out of control. And we
still don’t see any immediate measures
being made to calm the pandemic.

There are less than 100 days until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l of us need to
take action to rescue ourselves and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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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Chao AndSecretary Chao And
Dr. FauciDr. Fauci’’s Praises Praise

And WorryAnd Worry



A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is covered in red paint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racial inequality and police violence in Portland, Oregon, July 26. 
REUTERS/Caitlin Ochs

A Reuters photographer holds a picture of a reveller sprinting in front of a bull during the 
first running of the bulls at the San Fermin festival taken in July 2019 in front of a street, 
during the second day of San Fermin festival 
which was...MORE

A member of the LGBT community poses during a protest demanding the resignation of Thai-
land’s Prime Minister Prayuth Chan-o-cha, in Bangkok, Thailand, July 25. REUTERS/Jorge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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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and shields attend mas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reopening of the 
temple of the cult figure La Santa Muerte (The Saint of Death) after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were eased 
in Tultitlan, on the outskirts of Mexico

A man is seen on a boat after his house was flooded, as the flood situation worsened in Munshiganj 
district, on the outskirts of Dhaka, Bangladesh, July 25. REUTERS/Mohammad Ponir Hossain

A man works to remove the U.S. Consulate plaque at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July 26. REUTERS/Thomas Peter

Grand Master Jay, center, leader of an all-Black militia group called NFAC, leads his followers 
on a march during an armed rally in Louisville, Kentucky, July 25. REUTERS/Bryan Woolston

The casket of late U.S. Congressman John Lewis, a pionee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long-time memb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o died July 17, is carried via horse-drawn carriage across the Edmund Pettus 
Bridge in Selma, Ala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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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The Spanish flu, also known as the 1918 flu pandemic, was an 
unusually deadly influenza pandemic. Lasting from January 1918 to December 1920, 
it infected 500 million people – about a 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t the time. 
The death toll is estimated to have been anywhere from 17 million to 50 million, and 
possibly as high as 100 million, making it one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s in human 
history. Today, we face a Coronavirus pandemic with many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how we are responding to this health crisis in terms of service and care to those im-
pacted. The photos we share here are clear testament to even though it was 100 years 
ago,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America’s health care workers of yesterday is 
very similar to today’s health care workers who are carrying on the timeless tradition 
of saving lives and bringing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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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andemics: Then And Now



CC55香港瞭望
星期二       2020年7月28日       Tuesday,July 28, 2020

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

25日新增的確診個案連續第四日創新高，

再多133宗確診，其中126宗是本地個案，

還有逾百宗初步確診，另外再多兩名患者病

逝。確診個案日日破百宗，公立醫院病床幾

近飽和，香港醫管局承認25日逾百名確診者

未能入院，並呼籲他們在家耐心等候入院通

知。換言之，25日大部分確診者仍在社區，

成為社區爆發的計時炸彈。香港醫管局行政

總裁高拔陞透露，局方着手研究在亞洲博覽

館設立社區治療設施（俗稱“方艙醫院”），料

一周內有眉目。有傳染病專家認為，公院壓

力“爆煲”，籌備“方艙醫院”的工作刻不容

緩。

香港新增香港新增133133確診確診126126本地本地 專家專家：：亞博館設亞博館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刻不容緩刻不容緩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

25日新冠肺炎單日新增確診個案連續第四日
再創新高，再多133人染疫，但因病床

供應極緊張，約100名病人未能即時獲安排入院，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庾慧玲在疫情記者會上透露，全港14間公立
醫院現時經已接收835名新冠肺炎患者，649間負
壓病房和1,207張負壓病床的使用率分別為82.6%
和78.9%，她承認情況令公立醫院的隔離設施面對
巨大壓力。

病情穩定患者已轉送鯉魚門
她呼籲未獲安排入院的患者耐心在家中或檢疫

地點等待入院消息，又指醫管局將優先安排情況嚴
重患者入院，而該局亦正調整服務，約130名病情穩
定患者已經轉到二線隔離病房繼續治療，騰出一線

隔離床位，並有合共46名具自理能力的病情穩定患
者已轉送鯉魚門度假村，相信有助紓緩病床的壓
力。

除了鯉魚門度假村的社區隔離設施，醫管局亦
正研究把亞博館改為俗稱“方艙醫院”的社區治療
中心，接收病情穩定的新冠肺炎患者，但庾慧玲表
示使用有關設施前需解決醫療物資、儀器和人手等
多項問題，啟用的時間及可提供病床數量均仍未有
定案。

長者病患居多 住院時間較長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25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亦坦言，公立醫院最近的壓力非常之大：“疫情比
較嚴重，個案上升得很快，以及出現很多本地個
案。今波疫情的患者以年齡較大的病人居多，部分

有長期病患，住院時間因而較長，1,200多張隔離病
床很快爆滿，即使有二線病床和徵用鯉魚門度假
村，都要病人合適才可轉移。”

為免醫院出現新冠病毒爆發，院內的防感染措
施十分重要，包括減少院內人流、接觸病人等，亦
減少病房共用物品，或再細分病區等，避免出現交
叉感染。而目前防護物資供應穩定，部分物資達3個
月至4個月供應量，同時會大幅提升醫管局的物資庫
存量。

高拔陞透露，該局正預備在亞洲博覽館設立安
老院舍臨時檢疫中心和社區治療設施，最快一周內
明朗化，會視乎疫情發展彈性處理。他說：“會盡
量運用現有措施，先理順鯉魚門社區隔離設施的運
作，同時研究亞博館運作，已有醫管局人員在現場
評估。”

公院病床近滿公院病床近滿
逾百例留社區逾百例留社區

早前群組新增個案（部分）

旺角雅蘭宴會群組： 4宗

屯門富臨酒家： 4宗

大圍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 6宗

屯門新墟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 2宗

屯門聖公會康恩園： 2宗

的士司機群組： 4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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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公立醫院
告急，多名專家認為，單靠香港難以跟病毒單
打獨鬥，建議借助內地的檢測能力和興建“方
艙醫院”的經驗，打好抗疫戰。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
2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醫管
局改裝亞博館作社區隔離治療設施的計劃，並
非真正的“方艙醫院”，他說：“局方的改裝
計劃極其量只能起分流作用，接收病情輕微的
人，病情中度及嚴重的病人係照顧唔到，而真
正的方艙醫院係有一定的醫療設施，照顧中度
病情的病人。”

他認為，政府目前必須要有兩手準備，一
方面檢視公立醫院有無空置的普通科病房改作
二線病房；同時亦應物色地方，興建真正能接
收病情較嚴重病人的“方艙醫院”。他指出，

籌備“方艙醫院”不是一夕一朝的事，建議內
地“方艙醫院”的工程人員向香港提供協助，
吸納內地的經驗加快“方艙醫院”落成。

許樹昌：須尋內地實驗室助檢測
港府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呼吸

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香港必須借助內
地的檢測能力，“應對疫症一天要進行7,500個
至1萬個病毒檢測，但現時衞生署一天可做
5,000多個病毒檢測。當大流行爆得好勁時，必
須尋找內地的實驗室幫忙，這些實驗室的水準
也高。”但他認為，全民檢測的經濟效益低，
應該將檢測資源用於高危一群，“例如輕微病
徵的病人，或者其他高危人士。”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認同，本地
及內地的檢測實驗室有合作空間，“例如本地或

緊密接觸者檢測由衞生署和私家醫院負責，而希
望取得報告返內地的港人由兩間內地公司負責檢
測。”

被問及香港需要“外援”請內地醫護赴港
協助抗疫嗎？馬仲儀稱，雖然公院醫護人員壓
力大，深切治療部的負壓病床也爆滿，但她認
為，部分私家醫生願意協助公院抗疫，相信現
階段香港的整體醫療人手足以應付。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
管理）庾慧玲表示，香港醫療系統現時面對的
最大問題是病床不足，不是人手短缺。她表
示，醫管局已積極透過設置社區治療中心改善
情況，有需要時可進一步減少非緊急及非必要
服務，以騰出更多人手和病床對抗疫症，醫管
局仍希望以本身的前線醫護人員處理現時所面
對的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部分私家醫院
為防止院內出現新冠肺炎病毒傳播，要求入院病
人需要先通過病毒測試，及持有三天內發出的無
感染證明才可以入院求診。香港浸信會醫院表示
相關規定將於27日實施，養和醫院則表示已於
上周一（20日）實行有關規定。香港醫管局呼
籲，需要接受檢測的市民應到政府認可的私營醫
療機構進行測試，以免加重公營醫療系統服務的
壓力。

要求求診及入院病人提供病毒測試陰性證明
的，包括養和、仁安和浸會醫院。養和解釋，由
於社區爆發，院方為保障病人及醫護人員安全，
20日起已建議主診醫生安排病人入院前接受新冠
病毒測試。病人可以選擇在入院前三天於院內進
行測試，或到獲認證化驗所進行後再入院。任何
符合呈報準則以外的病人，無論過去14天有否
旅遊史、接觸史或出現病徵，均需要在入院前檢
測，並提供無染疫證明。

香港浸信會醫院則表示，由於第三波疫情爆
發，為保障院內病人及醫護人員健康，因此27
日起要求所有入院病人須持有72小時內發出的
病毒測試陰性結果才可入院。

有私家醫生接獲仁安醫院通知，表示下月3
日起，建議所有入院的病人要呈交72小時內呈陰
性的檢測結果，但醫生亦可按臨床判斷決定是否
豁免，若病人涉及感染群組和氣霧程序，又沒有
陰性結果，院方保留拒絕接收病人的權利。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
科技管理）庾慧玲25日回應時強調，醫管局需
要集中資源照顧有病徵病人，以免延誤測試、
確診及治療時間，如果有太多沒有病徵者聚集
在醫院，將增加感染風險，呼籲因私人理由需
接受檢測的市民，到政府認可的私營醫療機構
進行測試。

入
私
院
須
持
三
天
內
無
染
疫
證
明

抗疫難獨鬥 專家倡借鑒內地經驗

余慧明罔顧人命拒中央援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醫管局員

工陣線”主席余慧明25日報名參選立法會衞生
服務界後聲稱，任何醫學人員若要在港執業，
必須先考取本地專業資格，故醫管局應反對中
央派員赴港參與抗疫工作。多名政界人士25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余慧明罔顧市
民性命，竟在多宗感染個案源頭未明時仍堅拒
中央協助，甚為冷血，特區政府應實事求是，
按需要請中央出手協助防疫抗疫。

余慧明25日聲稱，無論香港或外地醫護人員

在港執業均須在香港考獲專業資格，但醫管局作為
香港公立醫院的最大持份者，就遲遲不表態反對中
央參與香港的抗疫工作，根本“無法捍衛香港醫療
專業水平”，又聲稱若市民做足個人衞生措施，加
上票站設有體溫探測機、酒精搓手液及排隊距離管
制措施，就能“安全地”如期進行選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批評，余慧明自稱
代表衞生服務界，卻如此冷血，罔顧市民安危，
實唯恐香港不亂，並質問若疫情因選舉聚眾惡
化，並導致多人感染甚至死亡該由誰負責。她指

出，25日有醫學專家指香港檢疫安排有漏洞，且
本地確診個案屢創新高，特區政府應當機立斷、
特事特辦，押後選舉並請中央協助香港抗疫。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
示，特區政府採取充足防疫措施是責無旁貸，目
前亦有數據顯示內地已有效遏止疫情，相信由中
央必定能支持香港抗疫。他認為，若特區政府押
後選舉及要求中央出手抗疫，必然會經合法合理
的程序，希望余慧明等人勿政治掛帥，拋棄醫者
道德和惻隱之心，置市民安危不顧。

■■ 亞博館改裝亞博館改裝的的““方艙醫方艙醫
院院””只只接收病情穩定的新接收病情穩定的新
冠肺炎患者冠肺炎患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醫管局研在亞博館醫管局研在亞博館
設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料一周料一周
內有眉目內有眉目。。圖為亞博館圖為亞博館
臨時檢疫中心臨時檢疫中心。。

不明源頭個案 (部分)

編號 年齡性別居所

2377 55歲女 屯門彩華花園D座

2380 56歲男 慈雲山慈安苑安欣閣(的士司機)

2388 25歲男 荃灣象山邨秀山樓

2389 67歲男 青衣青泰苑通泰閣

2398 40歲男 屯門欣田邨悅田樓

2400 56歲女 屯門兆康苑兆基閣

2413 63歲男 牛頭角牛頭角下邨貴新樓

2434 41歲女 紅磡旺德大廈

2437 59歲男 黃大仙竹園北邨橡園樓

2449 51歲女 秀茂坪秀茂坪邨秀慧樓

2452 66歲男 旺角百通大樓

2458 68歲男 屯門景峰花園5座

2461 44歲女 沙田穗禾苑慶宏閣

2474 69歲男 油麻地德興街9-10號寶來大廈

2485 22歲男 香港仔瑞思酒店

2491 90歲女 沙田愉田苑愉群閣

2497 57歲男 筲箕灣東駿苑金駿閣

2505 77歲女 慈雲山慈民邨民健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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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奈良》上影節首映 18秒光速售罄

萌寵喜劇《我想靜靜》改檔8月14日

“慫包”馬思純為愛瘋狂

在曝光的特輯中，馬思純壹頭隨意的中長發，身

穿艷麗的黃色西服，霸氣十足地把“小男友”護在身

後與黑幫對峙，處處透露出角色的“張揚”特質。但

在戲外，馬思純卻是個十足的“慫包”，連她自己都

禁不住感嘆：“我這麽慫卻要演這麽勇敢的人實在太

難了。”

難度更大的是壹段雲蕎被強暴的戲。從未出演過

類似戲份的馬思純深度感知雲蕎被強迫時的痛苦與絕

望，展現出了驚人的爆發力和感染力。在導演喊卡之

後，太過投入的馬思純壹度沈陷在壓抑悲傷的情緒中

，她的專業態度和情感表達感染了眾人，片場工作人

員不由自主地為她的演技鼓掌。

三位主演戲裏戲外命運交織

勇敢張揚的雲蕎對於馬思純來說是壹次新鮮又

艱巨的挑戰。談到片中人物時，馬思純坦言：“我

跟這個人壹點都不像，我們倆所有的經歷都是相反

的，我膽兒特別小。”被問到對初次合作的馬思純

的印象，鐘楚曦笑著回答：“接觸下來感覺馬老師

挺可愛的，她少女感蠻強的，有時候還會自嘲。我

倆都是雙魚座，同類人。”黃景瑜在領略到了馬思

純沙雕的壹面後，對她飾演的雲蕎感嘆道：“我演

的吳風其實很心疼她，看到她的經歷也有點同病相

憐的味道。”

令人期待的不僅是馬思純、鐘楚曦、黃景瑜

三位實力派青年演員的碰撞，還有曾執導《催眠

大師》《記憶大師》的陳正道擔任監制，曾任

《七月與安生》策劃兼制片人的藤井樹擔任制片

。2017 年，還在劇本階段的《蕎麥瘋長》就獲得

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最佳創意項目”獎；

2020 年，《蕎麥瘋長》入圍第 23屆上海國際電影

節亞新獎。

電影《蕎麥瘋長》由上海井樹文化、北京光線影

業出品，七印象影視傳媒、海峽西岸文化、中視央影

文化、大玩家影視傳媒、華瑞影業、上海井樹影業、

上海堃娛文化聯合出品，上海井樹影業承制拍攝，影

片將於2020年8月25日七夕情人節全國上映。

《蕎麥瘋長》
馬思純激烈戲份馬思純激烈戲份
引導演落淚引導演落淚

由馬思純由馬思純、、鐘楚曦鐘楚曦、、黃景瑜主演黃景瑜主演，，陳正道監制陳正道監制，，徐展雄自編徐展雄自編

自導自導，，藤井樹擔任制片人的電影藤井樹擔任制片人的電影《《蕎麥瘋長蕎麥瘋長》》將於將於88月月2525日七夕日七夕

情人節全國上映情人節全國上映。。影片講述了三位看似毫不相幹的年輕人在追逐影片講述了三位看似毫不相幹的年輕人在追逐

愛與理想的過程中產生意外的命運糾葛的故事愛與理想的過程中產生意外的命運糾葛的故事。。在此次曝光的特在此次曝光的特

輯中輯中，，馬思純的馬思純的““慫包慫包””屬性展露無遺屬性展露無遺，，與片中勇敢張揚與片中勇敢張揚，，為愛為愛

與理想極致瘋狂的雲蕎形成強烈反差與理想極致瘋狂的雲蕎形成強烈反差，，更是挑戰激烈的戲份更是挑戰激烈的戲份，，讓讓

片場的工作人員為之動容片場的工作人員為之動容。。

匯集兩岸三地數十位明星

的寵物喜劇電影《我想靜靜

》近日宣布，確定將於 8 月 14

日在全國院線公映。陣容強

大、萌狗吸睛的《我想靜靜

》決定在影院恢復放映的初

期上映。

電影《我想靜靜》由余少

群、王心淩、胡夏領銜主演

，實力派演員譚傑希、楊玉

梅、王野、巴多、何雲偉、

邵美琪共同出演，性感尤物

周韋彤、王李丹妮傾情現身

，周星馳禦用黃金演員班底苑

瓊丹、李健仁、黃壹山、黃壹

飛爆笑加盟，更有新晉香港金

像獎影帝張達明賣力飆演技

。 兩岸三地知名藝人聯合出

演，可謂是群星薈聚、陣容空

前。而串聯起所有明星演員的

關鍵角色是兩只可愛的同名泰

迪狗狗——靜靜。

影片故事講述了性格偏執

的實力派男演員（余少群飾

）與人氣爆表的偶像女歌手

（王心淩飾）共同主演壹部

新戲，理念不合的兩人拍戲

過程中壹直明爭暗鬥、勢同

水火。而在生活中，這兩個

冤家卻因為各自的寵物狗狗

都叫“靜靜”而邂逅結緣。

在經歷各種出其不意、峰回

路轉的分分合合，兩只狗狗

讓迷失在聚光燈下的兩個人

找回了自己，更找到了屬於

彼此的緣分。

據悉，《我想靜靜》由吳

詠琪編劇並執導，2020 年 8 月

14 日正式上映。

第 23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在

淘票票開啟電影節新壹輪預售

，青年導演鵬飛執導的電影

《又見奈良》，首映的 2 場展

映影票僅 18秒即被壹搶而空，

其獲得的關註度和人氣可見壹

斑。該片由河瀨直美、賈樟柯

監制，吳彥姝、英澤、國村隼

和永瀨正敏主演，秋山真太郎

和張巍特別出演。此次上影節

為《又見奈良》首次和觀眾見

面，影片除了 7 月 31 日做 2 場

展映，還將舉行發布會以及主

創映後見面交流。

《又見奈良》由中日兩國

黃金班底打造，自籌備起就

備受關註。近日首次曝光的

“尋找版”海報也收到多方

好評。作為壹部小而美的影

片，《又見奈良》能從上千

部影片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

本屆電影節金爵獎劇情片官

方入選影片，不僅基於它的

主題立意和制作精良,更重要

的是這部電影的獨特性。

電影《又見奈良》講述了

年過七旬的中國陳奶奶（吳

彥姝飾），遠赴日本奈良尋

找其失聯多年的日本遺孤養

女，在二代遺孤小澤（英澤

飾）和退休警察壹雄（國村

隼飾）的幫助下踏上漫漫尋

人之旅的故事。

影片由福建恒業影業有限

公司、奈良國際電影節和北

京西河星匯影業有限公司出

品，克諾影視傳媒（北京）

有 限 公 司 聯 合 出 品 ， 預 計

2020 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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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當地時間7月24日下午，美方執法人

員強行進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館舍。對

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5日回應

說，中方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將作出正

當和必要反應。此外，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事館網站25日發布總領事蔡偉《致美南地

區各界朋友的一封公開信》，指美方突然

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嚴重違反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

領事條約有關規定，蓄意破壞中美關係。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發言人亦表示，此舉是

美方單方面對中方發起的政治挑釁。

中方強烈不滿 將作必要反應
美執法人員強行進入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館舍

解放軍雷州半島以西封海實彈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凱雷北京報

道）進入7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在南海接連開
展兩次“雙航母”演習，並出動軍艦、偵察機
頻繁到周邊海域活動，挑釁意圖十分明顯。香
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中國南部戰區多個部隊
在多處海域展開軍事演習，檢測並展示中國軍
隊在南海區域全天候作戰能力。

載明實彈打靶 警示意味濃厚
其中，駐紮在廣西北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某部，已開始在雷州半島以西海域組織實彈打
靶，從7月25日開始至8月2日結束，實施一連
九日“封海”。北京專家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演習時機宣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領海完整的堅強決心，顯示出中國有着
強大的實戰能力保衛南海。
雷州半島位於廣東省西南部，東臨南海，

西濱北部灣，該半島南端的徐聞港是出入南海
的必經之路。駐紮在北部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某部近日發布封海公告，從7月25日至8月2日
在雷州半島以西海域組織實彈打靶，禁止相應
海域一切海上航行及漁業作業。公告特意強調
“此次打靶覆蓋範圍廣、彈藥威力大，擅自出
海被誤炸誤傷的危險極大。”根據公告來看，
此次演習相對時間較長，從布告發出的示意圖
上看，海域規模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實施“封海”行動的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原隸屬於廣州軍區，
軍區改革後，隸屬於南部戰區，而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正是該戰區的職責與使命。

專家：演習時機顯保衛南海決心
北京專家指出，這次海事部門發布的公告

中明確“如有擅自出海造成危險者，後果自

負”，此次演習是解放軍針對當前南海形勢下
的一次火力展示，載明“後果自負”，警示意
味濃厚，針對性強。此次性質是軍事演習，並
已發布公告“禁海”，並且明確是實彈實靶，
如果外國軍艦、偵察機一旦“誤入”禁區，極
可能會成為靶艦、靶機，後果不言自明。

著名戰略軍事專家、中國社科院軍控中心
秘書長洪源表示，這是一次實彈射擊演習的禁海
和禁空令，涉及到海面、空中、水下、太空等的
海空聯合實彈演習。他指出，從某種意義上來
說，是年度實彈射擊演習，但是在美國對中國不
斷全面施壓、聯合其他國家連闖南海並進行所謂
演習、在台海不斷挑釁的國際背景下，演習時機
就宣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領
海完整的堅強決心。他表示，此次演習也能夠實
操鍛煉部隊，總結出協同作戰經驗，顯示出中國
有着強大的實戰能力保衛南海。

中國多家媒體25日援引路透社消息，當地時間24日下
午4時後，一夥疑似是美國執法人員的人強行打開了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後門並闖了進去；並且在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工作人員撤離期間，有約100人在總領館建築外
揮舞旗幟，對工作人員使用攻擊性語言。強行闖入人員未
對媒體透露身份，這篇報道亦未披露抗議者身份。另據
“今日俄羅斯”報道，這些執法人員中有2人自稱來自美國
國務院外交安全局。《休斯頓紀事報》25日報道宣稱，美
方人員在當地時間上周五下午“接管”了中國駐休斯敦領
事館，距離特朗普政府早些時候要求的最後期限不到1小
時。
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7月24日下午，美方執法人

員強行進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館舍。對此，汪文斌表
示，對於美方強行進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館舍的行徑，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提出嚴正交涉。中方將
就此作出正當和必要反應。汪文斌指出，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館舍是外交領事館舍，也是中國的國家財產。根據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美領事條約》，美方不得
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館舍。

總領事向美南各界發公開信批美
此外，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網站25日發布總領事蔡

偉《致美南地區各界朋友的一封公開信》，當地時間7月
21日，美方突然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頓總領館，蔡偉譴責
此舉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違反中美
領事條約有關規定，蓄意破壞中美關係。中方對此予以強
烈譴責並堅決反對。
蔡偉在信中披露，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是中美建交後

中方在美國開設的第一個總領館。2018年中國與領區的貿
易總額達1,251億美元，中國企業在領區投資總額目前超
200億美元，美南地區對華合作是中美關係不可或缺的重要
組成部分。領館工作贏得了美南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廣
泛讚譽。
蔡偉在信中強調，中美建交41年的歷史表明，中美合

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應
致力於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國政府與
美南地區的雙邊交流不會停歇，對僑胞的服務不會停止。
中國駐美國使館會就中國與美南地區友好合作和領事業務
作出妥善安排。

駐紐約總領館：美單方面政治挑釁
據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網站25日消息，駐紐約總領館發

言人就美方要求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發表談話，指此次美
方單方面限時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是美方單方面對
中方發起的政治挑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嚴重違反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中方對此予以強烈
譴責。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錯誤決定。否則，中方
必將作出正當和必要反應。
北京國際問題專家表示，此事是中美建交以來最嚴重

的外交事件，在中美關係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見中美政
治對抗升級。專家分析，美國此舉或許與國內大選有關，
特朗普團隊需要提升中美對抗程度，獲得國內支持。對於
中美關係走向，專家們認為，存在繼續下滑可能，但是斷
絕外交關係的極端情況應該不會出現。

打壓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
2016年3月7日，美國商務部將中興通

訊等中企列入“實體清單”，對中興公司採
取限制出口措施。

2018年12月1日，華為公司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轉機時，被加拿大當局代
表美國政府拘押。

2019年5月15日和8月19日，美國商
務部先後將華為及其114家附屬公司列入
“實體清單”。
◆限制中國記者在美正當新聞活動

2018年12月，美司法部將中國國際電
視台北美分台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並以
此為理由，要求部分中國記者定期向白宮提
交僱傭證明。

2020年2月18日，美方將5家中國媒
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變相驅逐
60名中國駐美記者。6月22日，美方又將4
家中國媒體增列為“外國使團”。

2020年5月11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
布大幅縮短持I類簽證的中國駐美記者簽證
停留期，規定有關記者在美停留期最長不超
過90天，到期後需申請延期。如延期未獲
批准，須立即離境。
◆ 限制中國留學生入境

2020年5月27日，美國兩名共和黨聯

邦參議員推出一份法案草案，要求禁止中國
學生學者赴美攻讀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
專業的碩士、博士學位。

2020年5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
署行政文件，要求限制部分中國赴美留學生
或訪問學者的簽證。
◆干預香港事務

2019年9月25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外委會審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眾議長佩洛西還邀請“反中亂港”分子參加
以該法案為主題的記者會。

2019年10月15日和11月19日，美國
國會兩院先後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
狀態”，以決定是否維持給予香港的“特殊
待遇”，並威脅制裁特區政府官員等。

2019年11月27日，美國將“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企圖以國內法
方式將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制度化、常態
化。

2020年7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將
所謂“香港自治法案”簽署成法，並發布行
政命令“終止對香港特殊經濟待遇”，威脅
對中方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
◆借南海問題挑撥中國與地區國家關係

2020年6月2日，美國務卿蓬佩奧稱美

國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抗議中國在南海的
非法主權聲索。

2020年 7月13日，蓬佩奧發表聲明
稱，南海仲裁案裁決對中國和菲律賓均有法
律約束力。
◆干預西藏、新疆事務

2018年12月19日，美國國會“2018
年對等進入西藏法案”經美國總統簽署成
法。

2020年1月28日，美國會眾議院審議
通過“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2020年6月17日，美方將所謂“2020
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簽署成法。

2020年7月9日，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
分別宣布對4名新疆官員及新疆公安廳實施
制裁。
◆對台軍售

2019年7月9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一項
價值約22.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

2020年3月26日，美方將所謂“台北
法案”簽署成法。

2020年5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批准
向台灣出售價值達1.8億美元的魚雷等武器。

2020年7月9日，美國務院已批准向台
灣提供“愛國者-3”導彈重新認證，總價值
6.2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俄羅斯外
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當
地時間24日表示，俄
方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發表的涉華政策演講表
示驚訝與遺憾，俄方將
繼續鞏固與中方的合
作，這是維護全球局勢
穩定的重要因素。
扎哈羅娃說，中

美兩國均為聯合國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
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與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
國一道承擔責任維護全
球穩定。俄方將繼續鞏
固與中方的合作，這是
維護全球局勢穩定的重
要因素。

俄
外
交
部
：
將
續
鞏
固
與
中
方
合
作

美國近年對中國的干預打壓 來源：新華社

◆

■■美國執法人員強行進入中國美國執法人員強行進入中國
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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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邦元食品公司的家庭風格豆腐麵筋腸

（本報記者秦鴻鈞 ）剛來到美國的
華人,最早能融入此地生活的莫過於每天
還能吃到國內每天必喝的豆漿，吃到三
餐不忘的豆腐、春捲、餃子、雲吞，成
立已40 年的 「邦元食品公司」 撫平了
遊子思鄉的愁緒，他所生產的豆腐、豆
漿，使所有的華人在 「食」 的滿足與慰
藉中，能在異鄉再重拾信心與精力，在
海外打拼，創造人生中另一個高峰。而
四十年來， 「邦元食品公司」 不僅只照
顧離鄉背井的華人，它不斷的改良、創
新，來美後新創的 「豆腐麵筋腸」 ，更

以東方的食材為元素，開啓了本地美國
人 「瘋靡」 的口味，連帶著也帶動 「豆
腐」 這食材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的潮
流，改寫本地健康美味的食物新趨勢和
繁榮的市場。

豆腐帶來了來自亞洲的大豆食品的
風味，並創新地將其用於德克薩斯州的
傳統食品中。一個休斯頓家族製造商店
的業務是生產家庭系列玉米麵筋腸而賺
錢獲利。 Chiu家的成員，邦元食品公司
的所有者，不要因為有些關於豆腐的笑
話而變的太認真。 邦元食品公司的紅辣
椒和綠辣椒豆腐麵筋腸宣稱：現在墨西
哥，中國和德州對特殊麵筋腸食品有不
同的看法。。

三十年前，他們就開始了生產系列
玉米麵筋腸的計劃和工作。 Carol Chiu
和她的前夫以及兩個兒子從台灣台北搬
到休斯頓，希望從事進出口業務。 但抵
達休斯頓後不久，她在當地的一家雜貨
店買了一些豆腐，她發現豆腐已變壞了
。 公司總裁Carol Chiu說: 我們可以自己
製作好的和新鮮的豆腐。 因為Carol全
家人都喜歡豆腐，因此，全家人決定在
一個3000平方英尺的租房中開始他們
的豆腐工作製作。 他們向當地銀行家查
爾斯內夫（Charles Neff）借錢，從日本
購買機器，查爾斯內夫現任華盛頓大道
誠信銀行（Integrity Bank）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 查爾斯從路易斯安那州來到德
克薩斯，他在那里長大。 當他到達德州
時，一些人向他詢問豆腐和豆漿。 他說
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豆腐和豆漿對
我來說是新的東西。

公司副總裁Gary Chiu說: 2001年，

這個家庭開始出售春捲。 這是一種以可
識別的形式將豆腐放在顧客手中的方法
。 他們添加了各種其他大豆食品和主菜
，包括玉米粉蒸肉。 2005年，他們開
始製作豆腐麵筋腸而不是傳統的餡料，
如雞肉，豬肉和牛肉。人們不知道豆腐
麵筋腸的市場結果表現，因為它是一種
新產品。自從幾年前第一次嘗試品嚐玉
米麵筋腸以來，Gary Chiu想要製作一種
更健康，但仍然美味的玉米麵筋腸。 我
認為很多人會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他每
週幾天在當地的Whole Food食品市場商
店裡發放玉米麵筋腸的樣品。 我希望人
們喜歡它和祖母來自墨西哥邊境城鎮的
玉米麵筋腸一樣好。 最近到整個食品市
場的一些顧客表示，他們發現玉米麵筋
腸非常好吃，並將9.99美元的麵筋腸食
品包放到他們的購物籃中。

客人非常喜歡玉米麵筋腸，因為它
是一種味道好且更健康的產品，不使用
豬油和肉製成。 這是一種獨特而省時的
食物。 我們很喜歡它，因為它是一種在
休斯頓製作的產品，它是天然食品，
Whole Food食品公司Kirby Drive的品嘗
專家Sarah Drews說: 我最喜歡的是春捲
和豆腐麵筋腸。 客人們一直都在享受和
搜索玉米麵筋腸。 許多最好奇的顧客都
是西班牙裔，Gary Chiu說。 我們已經
找到了我們特殊的市場趨勢，並且沒有
當地的玉米麵筋腸公司可以製作豆腐麵
筋腸。 今天，家人和十幾名工人在休斯
頓西南部32,000平方英尺的豆腐麵筋腸
製造廠裡製作出各種形式的豆腐，豆漿
，春捲，豆腐麵筋腸，五香豆腐乾，豆
腐炒飯以及其他產品。 Gary Chiu說，

我們以高效率的方式做了很多豆腐系列
產品。 我的銷售不僅是原始形式的豆腐
，還包括大豆產品，邦元食品公司正在
迎合其亞洲市場以及不斷增長的健康食
品市場。 這些市場幫助邦元食品公司去
年產生了超過300萬美元的銷售額，公
司今年將有更多的銷售豆腐系列產品，
包括豆腐麵筋腸。根據北美大豆食品協
會的數據，全國大豆食品去年銷售額接
近40億美元，高於1992年的3億美元
。 豆腐現在正朝著主流素食市場邁進。

「邦元食品公司」 所有豆腐產品
（包括老豆腐、嫩豆腐、中豆腐、五香
豆干、油豆腐、豆漿）都是採用高蛋白
質不改基因的美國黃豆製成。是唯一在
德州有殺菌、消毒處理過。所有產品絕
無防腐劑，可安心使用。

「邦元食品公司」 的產品，在美國
中、美各大超市都可買到。 「邦元食品
公司」 的地址：10940 S. Wilcrest Dr.,#
B,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
575- 8801

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是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前言
每一個人每天至少花 6-8 小時與

「床」為伍，人生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在
「床」上打滾。 「一覺到天明」是一般

人每天的期盼與夢想。但對於患有焦慮
、憂鬱、日有所思、慢性疾病的患者、
不良飲食生活習慣，加上現今生活腳步
加快的人來說，這些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奢求」，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
「好好的睡一覺」是每天渴望能夠實現

。睡眠不足會導致精神不濟，恍惚且無
法集中，辦事效率大大的降低，甚至零
效率。現今汽車發生事故除了不專心外
，不少就是精神恍惚所致。因此，如何
維持 「好的睡覺品質」非常重要。

1.失眠的定義：上床後超過30分鐘
後方可入睡，整夜無法入眠，三更半夜
醒來後無法再次入眠，經常清晨醒來，
或者睡眠時間每天少於6小時稱之。

2.睡眠的週期：一週期約1.5小時，
一整晚約有 5 個週期的產生。一週期共
有5個階段。
（如圖1&2）

a.導睡期:進行入淺腄期的前奏。此
時眼球轉動趨緩，時間約為 5 分鐘至 15
分鐘。

b.淺睡期:在此階段，您的肌肉開始
放鬆，心跳和呼吸減慢，一個週期的
50%時間都落在淺睡期，由於淺淺入睡，
一旦有動靜會驚醒。

c.熟睡期及深層熟睡期:這階段對於
體力的恢復及身修復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一句話形容此階段很貼切： 「休息是
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在這二個階段裡
，體內分泌許多與睡眠有關的傳導物質
，及與免疫系統有關的物質如serotonin,

adenosine, cholecystokinin 以及 IL-1。此
外，熟睡階段也有利於促進生長激素的
分泌。這二個睡眠階段在小孩時發生頻
率高且時間長，隨著年齡增長，此階段
發生率少且時間縮短。65歲時，熟睡的
階段只剩10%，但75歲以後，這個熟期
幾乎接近零。這也是為什麼年長者無法
入眠的原因。此外，這段期間即使有動
靜，難以喚醒，小偷選擇三更半夜竊取
東西就是這個緣故。

d.眼球轉動轉快速期(REM)：介於深
層熟睡期及導睡期之間。這段期間你的
全身肌肉仍在放鬆狀態，但腦部已逐漸
開始運轉。您的呼吸變得更快且不規則
，體溫降低，輸出量和尿量減少，血液
變稠，心跳和血壓上升接近甦醒的水平
。最重要的，大部份 「夢鄉」都在此階
段展開，您的手臂和腿部肌肉仍暫時不
聽使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作噩夢時
，手腳卻無法動彈，因為全身肌肉仍在
放鬆階段。

3.快速的眼球運動潛伏期(REMla-
tency):指從真正入眠開始，到快速眼球轉
動睡眠期的時間，一般約為90分鐘。

4.睡眠潛伏期(sleeplatency):指真正入
眠之前所花的時間，一般約為15分鐘。
5.睡覺的腦波變化：小孩，成年人，老
人的腦波如圖示

失眠的因素
a.身體疾病：心肺疾病、腸胃病、關

節疼痛、高血壓、睡眠呼吸暫停症候群
、甲狀腺功能亢進、夜間肌陣攣症候群
、腦部疾病等。

b.生理及環境因素：工作環境的改
變，乘坐車、船、或飛機橫越海洋導致
時差、溫度變化差異大。

c.心理精神因素：焦慮、煩躁不安、
情緒低落、心情浮動、精神不穩、濫用
藥物。

d.服用藥物和其他物質引起的失眠
：服用摻有中樞興奮藥成分的感冒藥或
糖漿，減肥藥等。茶、咖啡、可樂類飲
料等含有中樞神經興奮劑—咖啡鹼、及
含酒精飲料等。

失眠症狀
a.無法入眠。b.不能熟睡，睡眠時間

減少。c.早醒，醒後無法再入睡。d.頻頻
從惡夢中驚醒，自感整夜都在做惡夢。e.
睡覺醒來精力沒有完全。f.容易被驚醒。

保健食品療法
如果你是偶爾失眠，或短暫失眠，

首先考慮服用天然性助眠保健食品---
褪黑激素。有單方及複方製劑，依病患
的失眠程度而有所不同。服用的時間點
是重要關鍵，配合體內自褪黑激素的分
泌使濃度在導睡期達最高峰以發揮療效
。

有助改善睡眠品質的食材
a.紅棗：補中益氣，養血安神。
b.百合：清心安神，改善神經衰弱

。
c.柏子仁：養心寧神。
d.酸棗仁：平息焦躁情緒，安定神

經。
e.桂圓：安神補血。
f.蓮子：寧心安神。
g.蘋果：含果糖，蘋果酸生成血清素

，從而有助於進入夢鄉。
h.菊花茶:適度的鎮靜效果。
I.杏仁:含色胺酸，又含有適量的鎂

。
j.葡萄:葡萄汁含有睡眠輔助的激素

—褪黑激素。
k.杏仁:含褪黑激素和促進睡眠的礦

物質鎂的來源。
l.奇異果:含5-羥色胺和抗氧化劑，

睡前食用時可改善睡眠品質。
m.酸櫻桃汁:含有褪黑激素。
n.魚:含維生素 D 和 omega-3，兩者

均具有可改善睡眠品質的特性。
藥物的治療
如果食療法無效，這時考慮服用催

眠製劑。首先評估患者失眠的問題：上
床後輾轉難眠，無法維持熟睡，還是三
更半夜清醒後再無法再入眠。市面上可
購 買 得 到 的 成 藥 含 抗 組 織 胺 藥 物 如
Benadryl具有嗜睡的作用。但嗜睡作用不
具有催眠的作用（嗜睡與催眠不同）。
服用抗組織胺藥物隔天精神不振，疲倦
，有時全身無力感。這種 「宿醉效應」
與藥物的親脂溶性，易通過腦血屏障有
很大的關聯。新一代抗組織胺藥物篩檢
了這方面的副作用而避免 「宿醉效應」

。一般服用7-10天，嗜睡作用會減低。
催眠藥物（一般俗稱安眠藥）的作

用主要1.改善導睡期，2.壓縮淺腄期，延
長熟睡期時間，3.降低清醒後無法在入
睡，4.或縮短轉球快速轉動的時間（作
夢期）以改善腄眠的品質。

催眠藥與鎮靜藥差別
安眠藥只有催眠作用。它們使導睡

期及淺睡期變短，延長熟睡期及沉睡期
，使病患睡得更甘甜，但對睡眠的整個
周期比較絲毫沒有影響。

鎮靜劑含有催眠及鎮靜的效用。它
會縮短導睡期，眼球運動轉快速期（作
夢期）及熟睡及沉睡期，相對的延長淺
睡期時間。對於睡眠週期有所更動。一
旦停藥，導睡期恢復原有狀態，作夢期
也加長，這也是病什麼鎮靜劑停藥後無
法入眠的原因。與成癮性無關。

催眠藥Zolpidem服用時間及劑量
Zolpidem 受食物及胃酸的影響，應

空服為宜，可加速它的吸收。此外，女
性服用此藥催眠效果比男性好，這可能
與的身體使人用率有關。劑量可考慮減
半。

催眠藥及鎮靜劑常見的副服用: 頭痛
，噁心，頭暈，嗜睡，口乾舌燥，幻覺
，短期健忘，反彈性失眠，便祕。

如何避免失眠
1.養成規律的睡眠習慣；保持規律

的睡眠和起床的時間，保持睡眠充足。
2.避免賴床的習慣。
3.避免白天睡覺:如需要，應少於 1

小時，且避免在下午3點後睡覺。
4.每日定時進餐，服藥，做家務事

和其他活動有助於保持生理時鐘正常運

轉。
5.床上禁止閱讀，書寫，吃零食，

觀賞電視節目，或玩紙牌。
6.午餐後避免喝有刺激性含咖啡因

飲料或睡前飲酒。
7.不要餓著肚子睡覺，且避免睡前

暴飲暴吃。
8.穿寬鬆睡衣，聽輕柔的音樂。
9.臥室保持黝暗，安靜，舒適，且

室內溫度保持適中。
10.傍晚後避免做劇烈運動。
11.如無法在 15-30 分鐘內入睡，勿

強迫自己入睡，起床做一些如在房間裡
看書報雜誌，避免凝視著時鐘，或憂心
無法入眠的後果。

結論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了解自

己的睡眠週期，容易在哪個階段甦醒，
找出哪些飲食，生活習慣會影響睡眠品
質，然後避開它。 「知足常樂，知足得
福」乃是千古箴言。知足常樂是一種健
康養生之道。知足則常樂，常樂則 「無
憂」，心不煩則神不擾，神不擾則精神
飽。生活無憂無慮，保持身心健康，自
然夜夜平安入好眠。

作者為美福藥局經理。美福藥局梨
城 總 店 電 話: 866-466-4499。 傳 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
中國城服務處，電話: 832-949-9460，
位 於 「精 英 廣 場 」 ， 緊 鄰 大 通 銀 行
（Chase Bank)。 地 址 是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3, Houston, TX 77036。
網址: www.medx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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