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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正考虑重划朝鲜为“支恐国家”
目前名单中有伊朗、苏丹和叙利亚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9日
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重新将朝鲜
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蒂勒森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特
朗普政府正在评估各种对朝鲜施压以遏
制其核武计划的办法，包括重新将该国列
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美国国 会 众 议 院 本 月 3 日 以 压 倒 性
票数通过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
考 虑 是 否 重 新 将 朝 鲜 列 入 “支 持 恐 怖

主义 国家 ”名 单。 若 法 案在 参议 院 获得
通过，并最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美 国 国 务 院 将 在 之 后 90 天 内 就 此 作 出
决定。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资料显示，现在被
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为
伊朗、苏丹和叙利亚。 2008年，美国政府根
据美朝双方就朝核设施验证问题达成的
协议，宣布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名单中除名。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称

叙化武攻击中用到沙林或类似毒物
据央视报道 本月初， 叙利亚伊德利
卜省南部一个小镇发生疑似化学武器攻
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19日表示，这起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攻击事件中使用了沙
林神经毒剂。
据报道，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称，10份
从攻击事件受害者处提取的样本显示，受
害者曾暴露在神经毒剂沙林或类似毒物
之中。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表示，后
续的实验室分析还将进一步揭示详细情
况， 不过现有的分析结果是“无可争辩
的”。
本月4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南部一个
由反对派控制的小镇遭疑似化学武器攻

韩美演习应对朝鲜“
挑衅”
据中新社电 韩联社报道，韩国空
军20日消息称， 韩美两国空军为应对
朝鲜“挑衅”， 投入100多架飞机和
1200多名官兵，实施代号为“超级雷
霆”(Max Thunder) 的大规模空中作
战演习。
据悉，“超级雷霆”始于2008年，韩

美空军每年举行两次。 韩国空军作战
司令部和驻韩美军第7空军司令部从
本月14日至20日，进行“超级雷霆”空
中作战演习， 实施对模拟目标的精确
打击演习，假设受到地对空、空对空等
攻击威胁的情况， 以大规模攻击编队
群进行应对。

镇上漂来一座“山”
据中新社电 外媒报道，日
前，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南岸，一
座巨大的冰山慢慢漂浮而至，
吸引了不少人前去“看山”。
据报道，小镇Ferryland是
观赏这座冰山的最佳地点。 有
当地居民称， 这座冰山高40多
米， 大概是当地到目前为止见
到的最大的一座冰山， 而且这
座冰山在16日漂到当地后，就
基本上不动了。
Ferryland镇长阿德里安·
卡瓦纳表示， 这座冰山从周边
地区吸引来大量好奇的人们。
为了看冰山， 有人开车一个多
小时来到此地。

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叙利亚反对派和
部分西方国家指责叙政府军发动了此次
“化武攻击”，叙政府方面予以坚决否认。
此事发生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
将协助进行调查。 该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
13日表示，禁化武组织事实真相调查团在
攻击发生地及周边区域收集到大量证据
样本，并已送往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全面分
析。
神经性毒剂（nerve agent）是指破
坏神经系统正常传导功能的有毒性化学
物质。 最具代表性的四个神经性毒剂是塔
崩（tabun）、沙林（sarin）、梭曼（soman）和维
埃克斯（VX）。

60 岁以上退休人员来电申领
春款“六超鞋”透气又轻盈
老人都爱啥样的鞋？
不少中老年人在穿鞋的时候都有以
下感受：鞋厚了捂脚，鞋底薄了脚疼，鞋
硬了磨脚，鞋头太尖挤脚，鞋沉了脚累，
真不知咋选才舒服！ 而老年六超鞋，自推
出以来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 它又
是如何做到的？

老年“六超鞋”用心做每一双老人鞋
专业设计，造就好口碑
鞋底 立体防滑设计 防滑好稳当
中老年人走路出行、运动跳舞，安全
第一位。
老年六超鞋，鞋底采用环保 PU 防滑
材质，立体防滑，吸盘构造，抓地性强。 无
论是外出还是在家穿，都感到脚底非常有
抓劲，防滑耐穿，即使湿滑、油渍地面也能
稳稳当当，很稳很踏实，安全有保障。

鞋跟 厚度适中，柔软硬实
减震护脑又护膝
中老年人户外活动， 鞋的舒适性一

温
馨
提
示

定要有保障。
老人脚跟不磨、鞋底不震，才舒服。
六超鞋在缓震防滑性能上再升级，
新型缓震胶鞋底，缓冲压力，减少膝盖的
负担。 鞋跟加厚， 保护脂肪垫萎缩的脚
跟，走起路来，双腿省劲；运动起来，减震
抗压，稳稳当当，轻松自如。 即使喜欢长
时间运动的老人，腿脚不累，腰膝不累。

鞋型 前加宽，后加高
柔软服帖，脚舒服
老人的脚，脚掌变宽，拇指外翻，脚
底脂肪减少……鞋要护脚趾，撑足弓，走
路才不累！
六超鞋，鞋前加宽，鞋背加高，脚趾
脚面再不受挤压，不怕磨。 足弓处贴合双
脚，支撑足部肌肉，增加双脚平衡感。 穿
上六超鞋，走路有力，脚不疼不累。

鞋面 微窗科技鞋面
防寒、透气双保障
春季气温变幻莫测，早晚凉，中午闷，
老人怕寒又怕捂，对鞋的要求更高！

老年六超鞋，特设双层鞋面，最外层
是精致细网微窗透气孔，应用空气流
动 原理， 将鞋里浊气排出， 双脚干爽舒
适，早晚不寒，中午不闷，一整天都舒适
不闷脚。

鞋质
环保 PU、头层牛皮
轻盈更轻松
春季出行，就要轻轻松松。 鞋一轻，
一身轻！
六超鞋环保 PU 搭配天然橡胶，轻巧
防滑。 反绒牛皮配合超轻面料，让整只鞋
仅有 200 克左右。 穿上六超鞋，感觉一身
轻。 方便的鞋带设计， 不仅方便老人穿
鞋，还能自由调节松紧，穿脱方便，说走
咱就走！

老年六超鞋 好看有档次
老人穿鞋要讲究，六超鞋专业设计，
酒红色动感时尚，灰色稳当大方。 专业制
鞋，品 质有 保 障。 老 人 穿着 六超 鞋 ，有
档次。

六大创新，只为舒适、安全
超轻！ 重量超轻
鞋一轻，一身轻，穿上它晨练、遛遛弯，倍
感轻松。

超透气！ 大面网，双层透气！
鞋面采用双层蜂巢透气面料制成，挡风
又透气。

超柔软！ 脚不磨、不碰、伤不着
反绒牛皮配合网眼材质制成， 弹性强，
韧度高。

1、所有领取人员必须是 60 岁以上退休人员，仅限本人领取，不能代领，每人一双，每户仅限两双；
2、所有报名人员请携带身份证和退休证和此报样办理；不得代报名。
3、所有领取人员请先到店报名登记姓名、电话、待物资到达后统一时间、地点、分批发放；
4、已报过名的请先电话联系。
5、活动时间：4 月 21-23 日
6、咨询电话：027-87828916 81363956
7、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66 号津津花园 B 座 2004（在农业银行楼上 20 楼，从背后上楼。 公交站：中北路姚家岭
下车， 坐地铁：地铁 4 号线在楚河汉街站 A 出口，往前直走 50 米。 ）
经销商：武汉华寿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超安全！ 护脚趾，防滑防崴脚
鞋头，鞋跟防磕碰设计，鞋底防滑设计。

超便捷！ 鞋带设计，穿脱方便
鞋带设计，穿鞋方便，可任意调节，鞋面
贴合脚身。

超耐穿！ 品质保障
专业制鞋，精工细作，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