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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大汗蒙古燒烤店﹐新添火鍋
週日特價 LABOR DAY SUNDAY SPECIAL
原價$16.99 自助火鍋只需要$11.99
超過 60 種海鮮﹑肉類﹑蔬菜﹑任您吃到撐﹗
開門時間 :周日至周四﹕11﹕00 - 9﹕30
周五 ﹑六 ﹕11﹕00 - 10﹕30
地址﹕20940 Katy freeway,suite C,
Katy Tx 77449
(10 號和 Westgreen 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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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明 之 旅 》國 際 化 人 文 高 端 訪 談

搭建中外文明對話平台

KVVV

節目介紹：
《文明之旅》欄目作為中文國際頻道(CCTV4)重點打造的“國際化人文類高端訪談專題節目”，立意國際化特色、秉
承“傳承中華文明，服務全球華人”的頻道宗旨。以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各地區文明交流溝通為主要內容，力求搭
建中外文明對話的平台，分別按亞洲、美洲、歐洲的黃金時段編
排面向全球觀眾。

播出時間：
每周日晚間10時半至11時半首播，每周一上午9時半至10時半及
每周日下午時3至4時重播。
▲ 節目現場。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德州東部洪水開始退去

路易斯安那州下暴雨

不過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負責
人布洛克·朗認為煙是有毒的。
他星期四在華盛頓對記者表示，
化工廠爆炸釋放出的煙被認為“
非常危險”。
阿科馬公司的高管理查德·雷納
德在克羅斯比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公司和當地官員認為最好的
計劃是讓極易燃的有機過氧化物
自行燃燒掉，但他說，有可能發
生更多爆炸。
雷納德承認，化工廠“情況非常
︱路易斯安那州愛奧華鎮遭水淹的街道。（2017年8月30日）
嚴重”，煙“肯定是有毒的”。
雷納德說，任何接觸到煙霧的人都可能會對眼
【VOA】哈維颶風的餘威星期四給路易斯安那
睛、肺部或皮膚造成刺激。 他呼籲接觸到煙
州帶來大雨，同時，德州東部的洪水開始退去
霧的人“打電話給醫生或進行咨詢”。
。但是由於風暴在東部徘徊數日，有大量積水
哈裏斯郡消防隊長辦公室的鮑勃·羅亞爾（
，危險依然存在。
Bob Royall）說，當局在工廠周圍建立了一個
休斯頓以東的城鎮克羅斯比也下達了撤離令，
2.4公裏的“撤離區”，以確保“我們的公民
阿科馬公司的一家化工廠清晨發生爆炸，並冒
安全，我們的環境得到最好的保護”。
出9到12米高的火苗和黑煙， 導致15名警察因
氣象預報說，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的哈維繼續
吸入煙而住進醫院。哈裏斯郡治安官岡薩雷斯
向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納西和肯塔基等內陸
說， 其中13人吸入“無毒刺激性物質”後接
州移動，星期四將給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區帶
受治療，現已出院，其他兩人還在醫院檢查。

▲

節目現場。

來10到20厘米的降雨。
國家颶風中心說，休斯頓的降
雨已經結束，但是“威脅生命
的”洪水還在，並且蔓延到了德州的博蒙特市
。這個星期接下來的幾天，路易斯安那州西南
部也將面臨同樣威脅。

美國本月失
業人數增多
但今年總體
好於去年
【VOA】美國勞工部星期四（8月31日）公
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周，美國申請國家失
業補貼的人數增長了1000人。美國申請失
業補貼的人數已經連續130周低於30萬人，
這是自1970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
申請失業補貼者低於30萬人標志著就業市
場強勁。
考慮到颶風“哈維”對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
安那州的重創，勞工部官員預測失業率在未

來還會上漲。
再就業職業介紹公司“Challenger Gray
&Christmas”稱，美國的雇主計劃在8月裁減
三萬多員工，比7月宣布的裁員人數增加了
19.4%，比去年同期增長5%。
盡管本月的失業人數有所增加，今年上半年的
總體就業水平依然好於去年。2016年1月至8
月的裁員人數達到約39萬人，比今年同期高出
26個百分點。
“Challenger Gray &Christmas”公司首席執
行官約翰· 查林傑（John Challenger）對美
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談到，在
美國，技術工種和供求鏈相關行業的人才需求
最為旺盛。

︱在華盛頓，無家可歸者躺在草坪上。（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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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現場面對面談風災重建
Al Green 節目提供聯邦救災資訊

鄧潤京(左一
鄧潤京(
左一))主持
主持，
，PFA Houston 公司創始人 Thomas Chan(右三
Chan(右三))與胡榕
與胡榕((右二
右二))偕該公司註冊
培訓師思揚((右一
培訓師思揚
右一))上節目談風災捐贈
上節目談風災捐贈。
。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新聞為持續追蹤颶風哈維的災害重建，從本周至下週將連
續於晚間 7 點半至 8 點半的 「現場面對面」節目時間，邀請不同領域專家、政府官員和救難英雄來
提供資訊，幫助災民盡快災後重建家園。聯邦眾議員 Al Green31 日上節目，除關心災民重建情形
，也說明聯邦政府和 FEMA 可提供的幫助，包括淹水貸款基金與其他修復資訊。
哈維颶風重創休士頓，災難期間看見大愛，有許多民間英雄挺身而出，救出上百戶的災民；
也有公司行號和基金會慷慨募捐，PFA Houston 公司創始人胡榕(Michelle Hu)代表公司慷慨解囊，

節目第二段由馬健(左一
節目第二段由馬健(
左一))主持
主持，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一起
右一起))、PFA 公司創始人胡榕
公司創始人胡榕、
、聯
邦眾議員 Al Green 與 ITC 執行長鄧潤京一同在節目上談論聯邦提供的災後重建
執行長鄧潤京一同在節目上談論聯邦提供的災後重建。
。 (記者黃相
慈／攝影))
慈／攝影
捐贈價值約 3000 元的物資給國際區救災中心，由公司註冊培訓師思揚和嚴莉夫婦代表捐贈，31 日
胡榕及另一位創始人 Thomas Chan 和思揚皆上節目，由鄧潤京主持，說明捐贈情形和如何幫助災
民災後重建。
此外，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也上節目談論風災重建，除帶來德州地區最新的淹水救災情況，
也提供有用的聯邦救災資訊。他呼籲災民，可多利用 FEMA 協助重建，FEMA 將會有全套的救災
措施，協助安置，並有淹水貸款申請，請隨時留意最新資訊，並留新災害詐騙。

佛光山中美寺獻愛心 捐贈物資救助災民
中心，捐獻衣物、食物等物
資，希望提供更多災民充足
資源，協助他們重建家園。
佛光山中美寺一直以來
關懷社區，投身公益，這次
風災更是提供災民食宿服務
，充分展現華人不分你我，
在患難中見真情的感人時刻
華夏分會分會長錢廣明((左起
華夏分會分會長錢廣明
左起))、國際貿易中心執行長
。
鄧潤京、
、華夏分會會長高嶽
華夏分會會長高嶽、
、中美分會會長劉建昆
如悟法師(( 前排左三
如悟法師
前排左三)) 與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 鄧潤京
這次一聽到國際區救災
如悟法師、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佛廣分會會
華(左四
左四))與中美寺義工一同合影
與中美寺義工一同合影。
。 (記者黃相 、如悟法師
中心需要物資救援，幫助災
長關潔儀都到場做愛心。
長關潔儀都到場做愛心
。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慈／攝影))
慈／攝影
民，如悟法師就帶領秘書古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颶風哈維帶來慘重災情，重建 美香、華夏分會會長高嶽及分會長錢廣明、中美分會會長劉建昆
家園需要一段時間，休士頓華人社區關懷災民，愛心不落人後， 、佛廣分會會長關潔儀及該寺義工一同前來關心救災情況，並捐
佛光山中美寺 31 日由如悟法師帶領各分會會長前來國際區救災 增食糧、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希望能幫助到需要的人。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也表示感動，讚揚這項義舉，他說，
這次水災可發揮華人在美國主流的力量，好多人都發善心，讓社
會更溫暖。
如悟法師說，中美寺在颶風期間提供災民服務，除每天三餐
有素食吃，大禮堂也空出讓災民安心休憩，大約收留 10 戶人家
，約 40 人留宿，大家都很感謝中美寺的幫忙，她也謝謝義工同
仁都不畏風雨前來協助。
如悟法師也說，食物方面，三餐都煮熱食，因為很多店沒開
，所以有些義工就會把家裡的菜都拿到佛堂來煮大家吃，如同一
家人一樣，非常溫馨。
等到雨一停，在高嶽及佛光山各分會長帶領下，大家一起出
來幫助受災戶，他們收集食物、乾糧、棉被和衣物，30 日更做了
大量素菜，前往 Stafford High School 捐贈食物。
如悟法師說，感謝佛光會和義工的奉獻，希望人民都能非常
平安，關懷災民，感受他們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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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自掏腰包 捐款一百萬美元救災
警惕騙子利用德州哈維風災募捐詐騙愛心捐款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哈維颶風重創德州，估計有十萬戶受
災，白宮將要求國會緊急撥款，以最快的速度，對災民伸出援手
。災民當中，很多沒有保險，美國總統川普自掏腰包，捐款一百
萬美元救災，副總統彭斯和一干內閣官員，都到了德州，慰問災
民。川普週末將再次前進災區，這次可能會去休士頓。救災作業
千頭萬緒，墨西哥灣地區的原油生產線，大受影響，現在有兩萬
五千多名警消和國民兵投入救援，三萬兩千多災民在收容所。消
防人員挨家挨戶搜尋生還者以及罹難者，估計要花上兩個禮拜才
能完成。國土安全部說，白宮會商請國會儘速撥款。
美國慈濟基金會立即發起救災捐款捐物活動，一些騙子也趁
火打劫，以慈善捐款的名義到處招搖撞騙。洛杉磯聯邦檢察官辦
公室發言人莫羅吉克（Thom Mrozek）8 月 31 日發出通知，提醒
廣大愛心人士提高警惕，切莫被騙子利用，讓自己的流入騙子們
的口袋。
國家救災欺詐預防中心（NCDF）提醒廣大愛心人士警惕詐

騙團夥以颶風救災的名義趁火打劫，利用人們的愛心，巧取豪奪
。騙子們通過電郵或社交軟件，利用微信，臉書，推特等軟件群
發救災捐款的信件，讓愛心人士向他們設立的網站和銀行賬號捐
款。如果人們發現這類救災捐款的電郵或微信可信度表示懷疑的
話，可撥打電話給 NCDF：866-720-5721 進行甄別，這條熱線
電話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向公眾開放。舉報者還可通過電郵和
NCDF 取 得 聯 繫 ： disaster@leo.gov， 或 發 送 傳 真 給 NCDF：
225-334-4707。
Mrozek 表示，NCDF 由聯邦司法部組建成立，專門負責調
查，起訴，打擊利用自然災害大發國難財的不法分子，NCDF 的
使命從天災擴展到人禍，得到了美國 30 多個州執法部門的大力
配合，讓 NCDF 成為全美打擊救災欺詐的指揮中心。 Mrozek 提
醒廣大民眾在捐獻愛心之前一定要弄清對方是不是騙子，這些人
會通過社交媒體，網站，信件，電郵，傳單，電話或上門募捐的
方式欺騙人們的善心。莫羅吉克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幾點： 1) 不

要回復垃圾郵件，更不要點擊裏面的連結，因為連結很可能讓病
毒進入你的電腦； 2) 小心那些打著慈善團體旗號的募捐者，不
論是通過街邊募捐箱，還是登門募捐，或是通過電郵，網站等方
式； 3) 警惕那些看上去很像知名的慈善團體，但實際會有細微
差別的募捐組織； 4) 在點擊募捐網站連結之前，通過一些知名
慈善團體，或自己上網查閱該募捐組織是否真實存在或具有合法
性； 5) 不要點擊電郵附件中的災區照片，因為照片的背後很可
能藏著病毒。 6) 如果你想捐款給災區人民，最好通過知名的慈
善團體捐款，而不要被來路不明的某個組織“騙款” ； 7) 不要
在面子和壓力面前捐款，真正的慈善團體從不用詐欺的手段詐騙
募捐者； 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個人信息，包括駕照，社安號，
信用卡或銀行賬號等信息，否則你的銀行存款很可能會被洗劫一
空； 9) 盡量不用現金捐款，最好用信用卡或支票，收款人不要
寫給個人，而應寫某個慈善組織的名頭； 10) 真正的慈善團體一
般不用匯款的方式募捐，他們的網站多以.org 結尾，而非.com。

風暴哈維已經離開德州 休士頓大部分地區積水未退
熱帶風暴哈維威脅關閉更多煉油廠 擾亂全球能源市場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哈維是半個世紀以來德州所遭遇
的最強風暴，將給全球石油及石油製品貿易造成衝擊。據
美國能源情報署的數據，墨西哥灣地區是頁岩油興起的重
鎮。最有可能受到衝擊的是墨西哥，該地區正日益成為全
球能源鏈上關鍵的一環，墨西哥有高達一半的汽油依賴從
美國進口。根據 Barclays PLC 的數據，目前該地區滿足了
全球石油及其他液態石油燃料 6%的需求，比 2012 年提高
了一倍。哈維可能引發影響休士頓和北京的各個地區消費
者的供應短缺情況。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
， JPM) 分析，美國墨西哥灣發生嚴重供應中斷的影響將
波及拉美和歐洲原油市場以及遠在亞洲的石油產品市場的
定價。美國在 2011 年成為成品油凈出口國。去年美國的汽
油出口量飆升 33%，創出歷史新高，今年仍在繼續增長。
今年以來，在墨西哥灣生產的汽油和柴油中，分別約有
17%和 39%用於了出口。

美國以前僅有少量原油出口，但今年某些時候的出口
量已超過 100 萬桶/日，目的地包括中國，荷蘭和秘魯。哈
維導緻美國的大部分石油出口被暫停。包括休士頓和 Corpus Christi 在內的德州海岸港口已經關閉，現在路易斯安那
州的一些港口也已關閉。受惡劣天氣影響，一艘 8 月 19 日
以來停靠在亞瑟港的油輪無法駛離。
受風暴影響，超過 15%的煉油廠產能被關閉；而且這
一數字還在上升，原因是哈維開始向東移動，威脅到更多
工廠。這場風暴已經切斷了仍在運營的煉油廠的原油供應
。燃油供應減少的風暴也加劇了對燃油供應的競爭，從而
推高價格。美國最大成品油管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稱，
由於來自休士頓地區的成品油減少，以及部分裝載站和泵
站遭受風暴相關損失，公司將減少部分運能。哈維造成的
破壞最程度目前尚不清楚。如果煉油廠遭受嚴重破壞，那
麼有可能停產數月。

洪水淹沒了德州巴沙迪納（Pasadena
洪水淹沒了德州巴沙迪納（
Pasadena）
）的石油化工廠
的石油化工廠，
，導致美國的大部
分石油出口被暫停

華府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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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人媽媽教室於八月二十二日舉辦本月份教學
【華府新聞日報訊】 臺美人媽媽教室於八月
二十二日下午六-九時假林會長家舉辦本月份教
學，特別聘請前哥倫比亞市 Sushi Sono 東主兼主廚
林金地老師示範三道精緻日式料理：生魚片頭擡、
握壽司、Maki Sushi
.林老師從事日本料理四十餘年，所經營的 Sushi Sono 曾榮獲馬裡蘭州第一名餐廳，為亞裔餐廳
唯一獲此殊榮者，並榮列國會圖書館記錄。
林老師選料、用料極為講究，生魚是當天由日

本空運來的 Hamachi.林師傅從生魚的處理、壽司飯
的調理、魚片的切法、握壽司捺握的訣竅、Maki
Sushi 的捲工，一一詳細解說，學員們也提出許多問
題。每樣成品完成後都供大家品嚐，原本可以容納
二十人的場地居然擠滿了三十人。在學員們滿足、
歡樂中劃下完美句點。
九月份適逢中秋節，媽媽教室計劃教學員製作
月餅共渡佳節，請密切注意本會電郵通告。

林老師講課情況

Maki Sushi

握壽司

敬邀鄉親報名參加今年聯合國宣達團訪問華府祈禱會及餐會

Hamachi 生魚片頭擡



美京李廛溪房定於
9 月 17
17日舉辦中秋節晚宴
日舉辦中秋節晚宴

【華府新聞日報訊】 美京李廛溪房定於西 六拾歲以下每位餐費十五美元。

曆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七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 請於九月十日以前報名。
在唐人街食為 先大酒樓舉辦中秋節晚宴。本 報名電話: 李偉權 202-543-0168
房鄉親已簽香油者、六拾歲或以上免餐費、
李錦賢 202-371-2020



【華府新聞日報訊】十幾年來，每年由台灣聯合
 國協進會組成的【聯合國宣達團】，除了必訪問位於
紐約的聯合國大廈，遞上新會員國加入申請書，之
後，又轉來華府，進行密集遊說活動。離別華府之
前，最後又必跟此地鄉親以祈禱會方式懇談。今年祈
禱會時間、地點、方式，決定如下:
時間: 2017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三) 下午五時開始
地 點: 雙 橡 園 (The Twin OaKs, 3225 Woodley
Road, NW, Washington, DC 20008
Telephone: (202) 363-6855)
方式: (1)為世界、美國、及台灣和平祈禱會 (五
時開始，六時十分結束)
(2)自助餐晚宴及鄉親和【聯合國宣達團】交
流 (六時 30 分開始)
由於場地受限，今年參加上述活動者，恕不超過
一百人。敬請火速向
本人報名。報名電
話: (202) 554-4314
或(202) 479-0744.
再者，一九七九
年元旦正式生效的
【台灣關係法】，轉
眼四十年。此法以美
國國內法架構，美國



美國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夏季會議通過決議
支持臺美安全合作及對臺軍售

【華府新聞日報訊】 「共和黨全國
委員會」(RNC)於本(2017)年 8 月 23 日
至 26 日在田納西州舉行 「夏季會議」
(Summer Meeting)，一致通過 「支持川
普總統對臺軍售」(Resolution in Support of President Trump’s Arms Sal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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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決議，支持川普總統對臺軍售
另上(2016)年 7 月 「共和黨全國代
以強化臺灣防衛能力，並重申美國基於 表 大 會 」 曾 通 過 對 臺 灣 極 為 友 好 的
「臺灣關係法」及 1982 年雷根總統 「六 「2016 年共和黨黨綱」(2016 Republi項保證」(Six Assurances)的對我安全承 can Platform)。
諾，充分展現共和黨對我國的堅實友誼
及對深化臺美關係的支持。

政府主動對台灣提供多方面生存保障。本人以目擊者
立場，恭寫一篇歷史的回顧，除了分析該法主要內
涵，又對積極推動該法的兩位美國國會議員– Senator
Claiborne Pell 和 Congressman Jim Leach— 表示最高的
敬意、謝意、及欽佩。檢附該文，請參考。(原諒該
文，本人用英文書寫，好讓台美人第二代、第三代，
以及美國朋友們看懂。)
Dear Friends of Taiwan and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This is to humbly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is
year’ s Annual Prayer Meeting sponsored each year by
Taiwa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The meeting is to be
held at The Twin Oaks (3225 Woodley Road, NW,
Washington, DC 20008) on Wednesday, September 13,
2017.The program will include a Prayer Meeting (5:00 p.
m. to – 6:15 p.m.) and a Dinner Party (beginning 6:30 p.
m.) If you can attend, please immediately call Gilbert
Wang (202) 413-4235. Thank you.Respectfully enclosed
is an article on “Taiwan Relations Act”, which I wrote
a few days ago.
王能祥鞠躬 Neng-Hsiang Wang
2017 年 8 月 27 日於美國華府 8/27/2017
Washington, DC. Date sent: August 27, 2017

9 月 4 日國勞工節
駐美代表處放假一天

本（2017）年 9 月 4 日（星期一）為美國勞工節，駐美國台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比照美國聯邦政府機構放假一天，領務櫃台當日亦
暫停服務。如遇緊急狀況需要駐美國代表處協助，請致電
（202）669-0180 或（202）895-1885。

華府僑教中心舉辦看見臺灣電影欣賞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僑教中
心於 8 月 26 日下午假中心舉辦 「看見
臺灣」電影欣賞會。活動由中心主任
陳世池主持，計有僑界榮譽職人員、
僑團、僑校負責人、FASCA 學員及鄉
親們 100 餘人出席，現場座無虛席。

陳世池致詞表示，今天我們播放
看見臺灣這部紀錄片，是已故導演齊
柏林花費將近 3 年的時間，累積 400
小時直升機飛行時數，以空拍方式帶
領我們透由鳥瞰視角深入了解臺灣環
境的美麗與哀愁，藉此影片引發觀眾

對環境與生態保護的省思，進而疼惜
臺灣及我們的地球。更希望大家看完
這部電影後，能夠更深入認識臺灣，
並且守護我們的臺灣。
影片播放過程中，聽見觀眾誠摯
的讚嘆與感嘆聲，當孩子們站在玉山

山頂上唱著國歌的時候，觀眾深深被
感動給予熱烈持續的掌聲。誠如齊柏
林導演所說： 「每一個臺灣人都應當
看見臺灣，看見她的美麗與哀愁，看
見她需要被我們珍愛和疼惜的感
動」。

電影海報

現場觀眾關注欣賞電影

華府僑教中心陳主任致詞

.電影現場座無虛席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校長聯誼餐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
會於 8 月 26 日中午，假馬
州遠東餐廳舉行新舊任校
長聯誼餐會，計有該聯誼
會重要幹部及大華府地區
各中文學校校長近 30 人出
席，駐美代表處領務組副
組長張亞光、教育組組長
遲耀宗及華府僑教中心陳
世池主任均應邀出席。

會 中 討 論 2017 年 至
2018 年預定辦理之各項活
動，包括祭孔大典、教師
節敬師餐會、徵文比賽、
書法比賽、扯鈴比賽、中
文演講比賽及聯合運動
會，並宣傳本年度國慶文
化訪問團等事。陳主任應
邀致詞，感謝聯誼會及各
校校長過去一年來致力推
廣海外華語文教育及傳承

中華文化、推廣臺灣多元
文化；同時期勉未來中文
學校能繼續朝專業化、主
流化與數位化之方向發
展。
餐會中各校校長間彼
此交談熱絡，分享辦學心
得及經驗傳承，充份達到
相互交流目的，餐會在歡
樂氣氛中圓滿結束。

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中)與副主任王怡如
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
與副主任王怡如((右)與中文學校聯誼會總幹事楊
賢俊((左)於會後合影
賢俊
於會後合影，
，感謝楊總幹事的一年來辛勞付出
感謝楊總幹事的一年來辛勞付出。
。

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中)與副主任王怡如
華府僑教中心主任陳世池(
與副主任王怡如((右)與中文學校聯
誼會總幹事楊賢俊((左)於僑教中心合影
誼會總幹事楊賢俊
於僑教中心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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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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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墟中看見新希望
重建家園 化危機為轉機
藝術中心備有太陽能板、風力渦輪
藝術中心備有太陽能板、
風力渦輪、
、雨
水灌溉系統等綠能設施

縣立學校的綠能建築獲 LEED 認證評為最高等的白金級
（LEED Platinum）
Platinum）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綜合報導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綜合報導)) 在美國
在美國，
，曾經遭颶風
曾經遭颶風、
、龍捲
風肆虐的地方不少，有個小鎮在被夷為平地之後
風肆虐的地方不少，
有個小鎮在被夷為平地之後，
，居民團結起來
重整家園，
重整家園
，反而成為讓人刮目相看的發展城鎮
反而成為讓人刮目相看的發展城鎮，
，那就是 Greens
Greensburg。
burg
。不知您是否還記得
不知您是否還記得？
？十年前
十年前，
，在堪薩斯州 Greensburg 這個
小鎮，
小鎮
，曾經被長約 20 分鐘的超強龍捲風襲擊
分鐘的超強龍捲風襲擊，
，九成五以上的小
鎮建築被毀，
鎮建築被毀
，剩下的均嚴重遭受破壞
剩下的均嚴重遭受破壞，
，十餘位居民不幸喪生
十餘位居民不幸喪生。
。災
後，有些居民遷往他處
有些居民遷往他處，
，大部分居民則留下來重建家園
大部分居民則留下來重建家園。
。十年之
後，他們把危機化為轉機
他們把危機化為轉機，
，現在人們給這個小鎮一個新的綽號
現在人們給這個小鎮一個新的綽號，
，
就是“
就是
“美國綠色小鎮
美國綠色小鎮”。
”。
他們是如何把夷為平地的家園重新打造的？
他們是如何把夷為平地的家園重新打造的
？重頭來過
重頭來過，
，用什
麼樣的理念？
麼樣的理念
？如何把以前的居民與企業又吸引回來
如何把以前的居民與企業又吸引回來？
？甚至感召新
來的年輕家庭？
來的年輕家庭
？
答案就是 「綠色建築
綠色建築」
」。自從被龍捲風襲擊之後
自從被龍捲風襲擊之後，
，重建的心
聲在居民心中不斷響起，
聲在居民心中不斷響起
，一輩子的心血化為烏有固然令人痛徹心
扉，但是
但是，
，只要人還在
只要人還在，
，就有無窮的希望
就有無窮的希望。
。他們想
他們想，
，要重新打造
家園，
家園
，何不就趁機建最好的
何不就趁機建最好的！
！如果能建造綠色建築
如果能建造綠色建築，
，就長期而言
，最終會省下的是大家自己的荷包
最終會省下的是大家自己的荷包。
。
於是，
於是
，他們決定建設最具有經濟效益與環保理念的綠色建築
。風災之後
風災之後，
，Greensburg 通過表決
通過表決，
，小鎮裡所有面積超過四千平
方英尺的公共建築，
方英尺的公共建築
，都要符合美國綠建築協會的綠建築認證系統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評級（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評級
（LEED
LEED），
），這使得
這使得 Greenburg 成
為美國第一個制定此項政策的小鎮。
為美國第一個制定此項政策的小鎮
。
從初期成本來看，
從初期成本來看
，建設一個綠能城鎮所需的費用
建設一個綠能城鎮所需的費用，
，比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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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sburg 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
，被超強龍捲風襲擊後的模樣
被超強龍捲風襲擊後的模樣，
，九成五以上的小鎮建築被毀
(圖片來自網路
圖片來自網路))

重建約要多出 15 % 至 20 % ， 不過
不過，
， 就長期來看
就長期來看，
， 綠色建築若規
劃得宜，
劃得宜
，不但能夠節省用電
不但能夠節省用電，
，同時能節省維修支出
同時能節省維修支出，
，從這兩方面
省下的花費，
省下的花費
，再與前期的成本相比較
再與前期的成本相比較，
，小鎮在七年到八年後就可
以 「回本
回本」
」了，之後便能享受綠能城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之後便能享受綠能城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長期
下來，
下來
，小鎮每年可以省下至少數萬美元的公共開銷
小鎮每年可以省下至少數萬美元的公共開銷。
。
決議通過之後，
決議通過之後
，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Federal Emer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Agency，FEMA
FEMA）
）撥出一千萬美元協助災後的
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
，上百棟新建築逐一建起在被風掃過的鎮上
上百棟新建築逐一建起在被風掃過的鎮上，
，其中
其中，
，有
十一座公共建築獲得 LEED 認證評級
認證評級，
，也是目前全美 LEED 認證
建築中人均密度最高的地區。
建築中人均密度最高的地區
。
綠色建築讓小鎮重生
目前，
目前
，在 Greensburg 小鎮
小鎮，
，有不少屋頂上蓋有太陽能板與空
中 花 園 的 綠 色 建 築 ， 位 於 Greensburg 南 邊 的 縣 立 學 校 Kiowa
County School 便是其中之一
便是其中之一。
。 這個學校獲 LEED 認證評為最高
等的白金級（
等的白金級
（LEED Platinum）。
Platinum）。建築外牆是用回收再利用的石
建築外牆是用回收再利用的石
灰岩與冷杉所建造，
灰岩與冷杉所建造
，同時採用大片的玻璃窗
同時採用大片的玻璃窗，
，讓陽光可以自然照
進室內。
進室內
。體育館的球場露天看台
體育館的球場露天看台，
，則是用回收的牛奶罐與寶特瓶
所建成。
所建成
。
此外，
此外
，縣民活動中心與縣立學校一樣
縣民活動中心與縣立學校一樣，
，都建有大片的窗戶及
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讓陽光照進活動中心內
讓陽光照進活動中心內，
，在室內可以看到能承接雨水
、又能在夏季降低室溫的活動式屋頂
又能在夏季降低室溫的活動式屋頂。
。另一個建築是 5.4.7 藝術
中心（
中心
（5.4.7 Arts Center），
Center），這個建築是以風災當天的日期而命名
這個建築是以風災當天的日期而命名
，同樣的
同樣的，
，均備有太陽能板
均備有太陽能板、
、風力渦輪
風力渦輪、
、雨水灌溉系統等綠能設

施。
這個小鎮，
這個小鎮
，在風災之前
在風災之前，
，原本已經開始沒落
原本已經開始沒落，
，風災之後
風災之後，
，更
是一片蕭條 。 然而
是一片蕭條。
然而，
， 在居民與各界齊心打造之下
在居民與各界齊心打造之下，
， 小鎮逐漸恢
復生氣，
復生氣
，嶄新的建築一棟接著一棟矗立而起
嶄新的建築一棟接著一棟矗立而起，
，小鎮裡原有的一百
餘家企業，
餘家企業
，已有六到七成左右搬回來營業
已有六到七成左右搬回來營業。
。在綠能城鎮計畫的推
動下，
動下
，當地的房價居然大幅上揚 183 %，讓堅守家園的居民們開
心不已。
心不已
。
災後重生，
災後重生
，Greensburg 成為綠能城鎮的最佳代言城市
成為綠能城鎮的最佳代言城市，
，這個
小鎮如同魔術師手下的魔術一般，
小鎮如同魔術師手下的魔術一般
，讓人嘖嘖稱奇
讓人嘖嘖稱奇，
，成為全美最懂
得打造綠能城市的小鎮，
得打造綠能城市的小鎮
，並且
並且，
，開始發揮它的影響力
開始發揮它的影響力，
，教導其他
城鎮該如何走向綠能城鎮，
城鎮該如何走向綠能城鎮
，一方面響應環保
一方面響應環保，
，同時能提升城鎮經
濟效益。
濟效益
。
信心能展現無窮的力量，
信心能展現無窮的力量
，Greensburg 的居民們基於對家園的
守護與希望，
守護與希望
，心中燃起堅定的重建巨火
心中燃起堅定的重建巨火，
，雖然耗費時日
雖然耗費時日，
，但是一
步一腳印，
步一腳印
，功不唐捐
功不唐捐，
，龍捲風只是捲走有形的資財
龍捲風只是捲走有形的資財，
，卻從不曾捲
走那無形的內在力量。
走那無形的內在力量
。因此
因此，
，他們能化腐朽為神奇
他們能化腐朽為神奇，
，如浴火鳳凰
般的重生，
般的重生
，再以全新的姿態傲視群倫
再以全新的姿態傲視群倫。
。
這個例子讓我們體會到，
這個例子讓我們體會到
，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
，也許不只是如何恢復原
來的樣子，
來的樣子
，更可以想想
更可以想想，
，如何能變得更好
如何能變得更好。
。哈維颶風對休斯頓造
成巨創，
成巨創
，但不曾打倒我們的信心
但不曾打倒我們的信心。
。相信
相信，
，我們內在那堅定不移的
心念，
心念
，一樣能為重建家園顯現無比的力量
一樣能為重建家園顯現無比的力量，
，假以時日
假以時日，
，休斯頓定
能再現光芒！
能再現光芒
！

Expo 商業博覽會將延期舉行
(本報休斯頓報導)由休斯頓少數民
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Houston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 HMSDC)
所舉辦的 Expo 商業博覽會，原本定於 9
月 6 日至 7 日在休斯頓市中心的喬治•
布朗會議中心舉行（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因哈維颶風來襲
，數千人疏散的民眾湧入喬治布朗會議
中心，成為 「哈維」災民而設的最大庇
護所，Expo 商業博覽會將延期舉行。
目前，喬治布朗會議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已經塞

滿了超過六千人以上，還在增加中。休
斯頓少數民族供應商發展委員會(HMSDC)表示，HMSDC 會持續觀察哈維颶
風造成的損害報告，我們不斷為本地區
所有居民和少數民族企業家的安全做禱
告。 HMSDC 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們的政
府機構、災民、企業、和少數民族企業
家成員們，在此期間需要場地服務災民
。在這種特殊狀況下，大家盡可能互助
合作。作為社區整體的一部分，無論背
景、性別、或種族，我們都聚在一起，
彼此幫助。

休斯頓市已將喬治•布朗會議中心
指定為這場災難性颶風的災民庇護所，
我們站在 Turner 市長和所有官員的背後
，支持那些需要幫助的災民，因此，能
源峰會和博覽會將延期舉行。 HMSDC
將通過電子郵件與所有參加者、參展商
、和能源峰會的參與者聯絡，一旦未來
場地可以使用，將在博覽會網站 http://
expo.hmsdc.org 上提供新的日期。
如 果 需 要 與 主 辦 單 位 聯 繫 ， 請 洽 expoupdates@hmsdc.org。

數千民眾湧入休斯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
數千民眾湧入休斯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
，成為最大的災民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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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佳超市打造良好購物環境
讓您輕鬆選擇購物

(本報訊)百佳超市打造良好購物環境，讓您輕鬆選擇購物
。我們希望可以讓各地僑胞輕鬆品嘗家鄉味。更重要的是，在
美國這多元化社會大家能認識亞洲多彩多姿的飲食文化。
百佳為客戶提供一個現代，舒適的購物環境，在此您可以
輕鬆選購我們多元化的商品。為推廣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百
佳超市推廣服務各地華人。
百佳超市滿足您的需求，提供價格合理、新鮮及優良商品
。百佳超市提供合理的價格但高品質的服務。週週提供特價商
品。百佳超市供應優良新鮮農產品，肉類、海鮮類商品服務，
冷凍食品以及各式各類多元化日常商品。
本周 9 月 1 日到 9 月 14 日特價品：
游水大嘴鱸魚$11.99/磅、游水金山湯魚$7.99/磅、游水荀

殼魚$12.99/磅、生猛響螺$4.99/磅、FQ 蒲燒 2 盒$18.99、岳海
凍黃魚 2 包$7.99、日本南瓜$0.79/磅、大芋頭$.49/磅、日本地
瓜$0.99/磅、木瓜$0.99/磅、牛腩$2.69/磅、牛仔骨$2.99/磅、
大腿$0.59/磅、豬排骨 1.59/磅、無頭鴨 1.99/磅、牛筋$2.99/磅
、紅翻天純剁辣椒每瓶$1.99、威健力麵每包$5.99、金蘭油膏
20 兩瓶裝 2 瓶$2.99、素食調味料每包$7.99、G7 速溶咖啡$3.99/
包。優惠商品售完止！照片僅供參考。若因排版錯誤，價格與
商品以店面為主。
百佳超市地址.: 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270-1658; 713-270-1659
傳真號碼.: 713-270-1661
Email.: jusgo9280@yahoo.com

腎臟病與糖尿病
謝春醫師
腎臟病是糖尿病最常見的
並發症之一。提起腎臟病，許
多 人都認為這是一種少見病。
其實不然。在美國，每六到七
個成人 中就有一個腎臟病患者
。腎臟病不只是由腎炎引起。
據美國 2009 年的統計，腎衰
竭 的 病 因 中 ， 糖 尿 病 佔 38% ,
高血壓佔 24%，各種腎炎只佔
15%，另有 16%原因不明。在
美國，約 1/3 糖尿病人最終發
展為腎衰竭。
腎臟的主要功能是濾過血
液，形成尿液，將代謝廢物排
出體 外。此外，腎臟還能調節
血壓，促進造血功能，調節水
和各種礦 物質代謝。在糖尿病
人，長期的高血糖會引起慢性
腎臟損傷，稱 為糖尿病腎病，
是引起慢性腎臟病的首位原因
。慢性腎臟病導致 代謝廢物的
瀦留，以及水，電解質和酸鹼
失衡，引起各種不適。 慢性腎
臟病如不及時治療，會發展為
尿毒症，需要靠透析 (“洗 腎
”) 或腎臟移植 (“換腎”) 來

維持生命。慢性腎臟病還引起
高血 壓，貧血及骨病。慢性腎
臟病大大的增加了心血管病和
中風的危 險，許多醣尿病腎病
患者在發展到尿毒症之前就死
於心臟病。過 去，尿毒症是一
種絕症。現在由於透析和腎臟
移植技術的進步， 慢性腎臟病
人已很少死於尿毒症了，大部
分病人死於心腦血管 病。
腎臟病是一種“沉默的殺
手”。早期糖尿病腎病往往毫
無徵 兆。當糖尿病腎病出現症
狀時，常常已發展為晚期。此
時病人可 有多尿或少尿，夜尿
，浮腫，注意力難集中，易疲
乏，睡眠不 佳，胃口差，噁心
，嘔吐，食之無味或有金屬味
心慌，氣短，皮 膚瘙癢，體重
增加或減少等非特異症狀。
既然如此，我們是如何早
期診斷糖尿病腎病的呢？醫生
可以 通過兩項簡單的化驗來診
斷糖尿病腎病。一是尿化驗，
檢測白蛋 白含量。尿中出現蛋
白質，稱為蛋白尿，是診斷早

期腎臟病的一 項指標。二是血
液化驗，檢測肌酐濃度，用於
估算腎小球濾過率 (GFR)。腎
小球濾過率低於 60，提示中度
以上腎損傷。由於正常 人腎小
球濾過率過率約 100，如您的
腎小球濾過率為 50，我們 常
說您的腎功能為正常的 50%。
如果您患有一型糖尿病 (多見
於 年輕人)，那麼在診斷五年
後，就該每年檢查腎功能。大
多數病 人的糖尿病是二型，這
些病人在診斷之前往往已發病
多年，因此在診斷的當年及以
後的每年，都應該檢查腎功能
。糖尿病腎病是 不可逆轉，不
可治癒的。但是我們可以採取
各種治療措施減慢其 發展。早
期診斷，就可以早期治療，延
緩腎臟病的進展，避免並 發症
(包括心腦血管病，貧血，骨病
等) 的發生，延長到達需要洗
腎或換腎的時日，甚至完全避
免洗腎或換腎。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防治
糖尿病腎病呢？ 首先，我們要

嚴格控制“三高”。就是
要控制高血糖，高血 壓，
高血脂。良好的血糖控制
要求血紅蛋白 A1c (檢測三
個月的 平均血糖水平) 在
7% 以 下 。 血 壓 要 控 制 在
140/90 mmHg 以 下 。 高
脂血症特別是低密度膽固
醇 (LDL 膽固醇，即“壞
膽 固 醇 ”) 過 高 者 要 及 時
治療。
其次，我們應避免使用可
能損傷腎臟的藥物。非處方止
痛 藥 如 Ibuprofen, Aleve, Advil
，Naproxen 等，可引起腎臟損
傷， 應盡量避免。某些中草藥
也可引起腎臟損害，應引起重
視。某些 藥物如治療糖尿病
藥 Metformin 可在慢性腎臟病
人中引起嚴重 的並發症，如腎
功能已下降，就不宜再用。另
一些藥物因由腎臟 排泄，腎功
能低下時可貯蓄體內，宜減少
劑量，以防中毒。為安 全起見
，在使用任何一種新藥之前，
您最好告訴醫生和藥劑師您 有
腎臟病。用於 CT 檢查和心血
管造影用的造影劑，可引起急
性 腎損傷，患有糖尿病腎病者
風險尤高。如醫生推薦您做這
些檢 查，您應告訴醫生您有糖
尿病腎病，以便醫生決定是否
改用其他 檢查，或採取措施預

防急性腎損傷的發生。
第三，要及時就診於腎臟
專科醫生。慢性腎臟病除了可
由糖 尿病引起外，還可能由高
血壓，各種腎炎及其它疾病所
致，其治 療方法與糖尿病腎病
完全不同。腎臟專科醫生會作
詳細的檢查， 以排除其他疾病
引起的 慢性腎臟病。就診於
腎 臟專科還有利於早期發 現
糖尿病腎病的並發 症，如貧血
，骨病，及 其他代謝異常，以
便及 時糾正。
第四，我們要保持健康的
飲食。不管慢性腎臟病處於何
期，病人都應進低鈉，低脂飲
食。蛋白質的攝入則因慢性腎
臟 病的不同階段而異。中晚期
病人還可能需要限制鉀和磷的
攝 入。每個病人情況不同，應
與醫生討論後決定。 第五，在
醫生的指導下合理的使用減慢
腎功能下降的藥 物。有兩類降
壓藥，叫血管緊張素抑製劑

(ACE inhibitors) 和血 管緊張素
受體拮抗劑(ARB)，大量的臨
床研究中已證實可減輕蛋 白尿
，並能延緩腎功能下降，即使
病人無高血壓也有效。病人 可
與醫生討論是否該用這些藥物
。
第六，戒菸和堅持運動對
維護腎臟的健康也有裨益。 第
七，定期就診。這樣有助於醫
生發現急劇的腎功能下 降，及
時查找原因，並予以糾正，減
慢糖尿病腎病的進展。 最後，
腎功能衰竭已不是絕症。如不
幸發展到尿毒症階 段，醫生可
以幫助您選擇不同的治療方式
，以替代衰竭的腎功 能。腎臟
替代療法有血液透析，腹膜透
析 (洗腎) 與腎臟移植 (換 腎)。
如果您是美國永久居民或公民
，您得了尿毒症，不論您年 齡
多大，您就可申請聯邦政府的
醫 療 保 險 (Medicare)， 支 付 洗
腎和換腎的醫療費用。

休城讀圖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慈濟德州分會於 9 月 1 日上午 10 時至中
午 12 時 ， 在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TX.77036
Houston,TX.
77036 的該會會議室舉行
新聞發佈會，
新聞發佈會
，副執行長由王崑賢擔任
黃濟恩執行長主持，並宣布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黃濟恩執行長主持，
並宣布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由熊士
民前執行長擔任賑災協調中心執行長，
民前執行長擔任賑災協調中心執行長
，王崑賢副執行長
王崑賢副執行長，
，張哲三師兄
張哲三師兄，
，陳元憲
公關，
公關
，曾維真師姊共襄盛舉
曾維真師姊共襄盛舉。
。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表示，我們人人變成千手觀音救助災民的菩
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黃濟恩表示，
薩，本來擬舉辦的千手觀音音樂會是為籌備美南及全美的急難救助基金
，但是因緣就是這麼巧合
但是因緣就是這麼巧合，
，倒因為果
倒因為果，
，因為哈維的風和雨造成世紀的災
難。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
心，熊士民前執行長擔任賑災協調中心
執行長、
執行長
、並宣佈視情況將對災民發放現
金卡$
金卡
$300
300、
、$400
400、
、$500
500、
、$600
600..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奉證嚴上人指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示提供福壽床使用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奉證嚴上人指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
示將捐贈毛毯一萬條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陳元憲以慈濟誠正信實，直接重
慈濟德州分會啟動哈維颶風賑災協調中心陳元憲以慈濟誠正信實，
點。妥善運用善心人士的捐款
妥善運用善心人士的捐款，
，幫助災民
幫助災民，
，服務災民
服務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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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份 原 報址大樓內走動，不過我仍然有向 「新園地」投稿，亦十分懷念黃
是 澳 門 坊 間 德鴻、黎勝培、湯梅笑、李志明、鄧添、鄭龍華、孫漢久、鄭國強
油 印 的 文 藝 等澳門日報的員工，他們當中有我的上司、有我六年的小學同窗及
刊 物 「新 園 中學校友。我萬分羨慕他們能夠成為新聞文化事業的一份子。 「無
地 」 ， 在 新 心長作人患」，兩年後，我到隔岸的香港汽水厰廣告部任職。一週
對我這個海外遊子而言，每年的八月，是我一個別有 中國政府成立 9 年後，一批愛國愛澳的熱血青年的凝聚下，於 1958 五天，遊走在港九新界各中小學、大型商場、馬場之內，為美國可
深意的月份。首先對我家庭來說，我楊家子女是三男三 年創辦了澳門日報。我八舅父也是愛國愛澳的熱血青年，更是澳門 口可樂、雪碧、發達汽水作展覽活動宣傳。才過一年，在美國經營
女共六人，加上父母雙親，合共八人，八的數字成了我 日報的前身刊物 「新園地」的寫作成員，因此當澳門日報誕生後， 唐餐生意的家父，鑑於業務迅速發展，要求我遵循古人教導， 「君
的心頭數字，因為它代表了我的家人。而家母在外家為 八舅父也跟隨著這支文化隊伍，繼續為澳門日報的副刊 「新園地」 恩臣當報、父業子當」，移民到美國德州，追隨父親足跡，協助唐
第七女兒, 對下是第八的舅父，名斗劉祖興。外婆於上 效力，繼續跟澳門日報之前的 「新園地」、後來的 「澳門日報」的 餐業務。我身為長子，豈能違背父命？ 1973 年 9 月，我乘上泛美航
世紀 1943 年抗日戰爭年代，為逃避戰火，便從家鄉中山 精英份子。而 李成俊、李鵬翥、張陽、陳兵等 「新園地」諸君，也 空公司班機，由香港飛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展開了 43 年的唐餐館生
石歧，攜帶三舅父劉祖壽、八舅父劉祖興及家母，南下 成為吾八舅父的好友。
涯。
澳門，投靠陶陶居酒家東主黃忠姨丈夫婦，之後，外婆
當我 1960 年唸小學 4 年級時，八舅父見我對文藝寫作有興趣，
值得安慰的是：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我沒有忘記澳門親朋戚
、三舅父、家母三人，在陶陶居廚房及貨倉內工作。八舅父因為有 便鼓勵我向澳門日報週五出刊的新園地小朋友版投稿。正是這個淵 友、沒有忘記澳門日報，即使處身異國，偶有空閒，便書寫海外來
初中學歷，作風勤奮純撲，所以甚得黃忠姨丈夫婦器重，被安排到 緣，讓我認識了澳門日報，並知道了她誕生的日子 是在每年酷暑的 鴻，為廣大澳門民眾讀者，報導美國時事、華人生活點滴。時光荏
酒家櫃臺前面，當上帳房管數重責。八舅父與家母因為年歲接近， 八月天！
苒，轉眼己是近半個世紀的光陰矣！
姐弟情深，當母親婚後有了我們 6 名 「化骨龍」子女、家庭開支繁
今個八月，是澳門日報老友 59 年的報慶日子。對此我沒有忘懷
往後在我求學的光景中，我不時有向澳門日報投稿，蒙她賞識
重時，他不時把自已的工資，支助我們。所以家母也向年紀小小的 ，時有拙文刊登。尤其是在 1966 年國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時 ，我之所以作遲來的道賀，全因今年 6、7 兩月，我分別在港澳地區
我們教示，永遠不要忘記八舅父對我們的恩惠。這就是我對" 八"字 ，及澳門 「一二三」與香港 1967 年反英抗暴鬥爭期間，我筆耕不斷 、南韓及中國內地旅遊，待得 7 月尾鳥倦知還時，又有幾位香港親
的第二個難忘的含義。
，後來被澳門日報李鵬翥先生賞識，招募我加入澳門綠邨廣播電台 戚，臨時加入我返美行程，來大洋彼岸的花旗玩耍。為一盡地主之
第三個牢記八字的含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在 1927 年 8 月 ，為上述三大政治運動發聲撰文，成為本人人生一大亮點。而當年 誼，我夫妻二人駕駛汽車，載他們東北南西去觀光遊憩，延誤了向
1 日。我自小承受婦聯小學、濠江中學愛國教肓，清楚地知道沒有
我們的澳門綠邨廣播電台的辦公地點，正正設立在河邊新街澳門日 澳門日報恭喜的文字。
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道理，沒有人民解放軍，亦沒有新中 報報址之內。每天我都會跟該報高層，如王家幀社長，李達明編輯
西諺有云：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遲到勝過不到），願我
國。所以愛國愛黨愛軍，便成了一脈相承的傳統。為此對於八一建 等人碰面。在這一段日子中，我有種自我慰藉的驕人感覺： 電台報 訊報社長周仲屏及總編李江兩位先生，容我藉此一角，寫下筆者對
軍中的八字，也牢牢地印在我心中。
澳門日報的懷念。也希望澳門日報社長陸波校友，不會怪我遲來的
館兩邊走，政論隨筆璇轉行。
第四個牢記八字的含意，便是我一直跟隨著她成長的澳門日報
1969 年，我個人際遇出現了劇變： 綠邨電台的工作停頓了，我 賀意。更要敬祝澳門日報繼續一紙風行，言論匡時！
！
被安排到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執教，從此無緣再在河邊新街澳門日報
休斯敦要執行戒嚴令。一連兩個晚上， 沒有呼籲大家團結救災或積極捐款，祇是不斷強調
從當天晚上 10 時至翌晨 6 時，開始宵禁 自己會如何救災，形容特朗普祇是希望引人關注。
，市民一律留在自己家中，不可以外出
風雨無情，人間有愛。颶風“哈維”8 月 25 日
，免受軍警人員的盤查。但仍然有宵小 登陸以來，在拯救休市民眾的隊伍中，除了市府、
鼠輩，偷入 一間大型超級市塲中，向 州府的警務、消防、民安等工作人員之外:更有不少
8 月 29 日，在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美國總統 ATM 銀行自動提款機中盜取現金，被執法單位抓個 民間自發的各種膚色的各類救助隊伍湧現，譜寫出
特朗普手舉得州州旗，向支持者致意。
正著。警長力斥他們無良無知，聲稱上堂審訊之日: 一曲又一曲動人心弦的互助互勉的樂章。作為休市
一連五天的狂風暴雨中，小艇小船成了休斯敦 會向法官要求，把一般偷盜之最高刑期，從五年增 10 萬華人的社群中，出現了一枝由廖船長領導的華
市民主要交通工具，休斯敦市中心的 George Brown 加至終老監禁！
人救助隊互助救遇險同胞的隊伍，在跟風雨搏鬥的
Center，，成為 19000 災民臨時避難所。生活在美國
休市市長特納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宣 4 天 96 小時裡， 他們一共解救了五十戶華人家庭！
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四十年，不見有地震天災，而 佈了這一消息，要求市民不能在當天午夜至次日五
“廿七日休斯敦內澇，我們自發組隊救助受困華
每年面對不少來自大西洋的風風雨雨，除少數巨風 時之間出門。當天早些時候，他曾宣佈休斯敦從當 人，之後求救電話就沒斷過”，廖船長稱，他們已
，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Alicia, 本世紀初的 Katrina 之 天廿二時開始宵禁，防止颶風“哈維”過後，有人 經連續救援三天，每隔幾分鐘就有求救電話。至於
外，大多數均是安然度過，故此此地坊間僑社中， 擅闖已被疏散市民的家中。
救出了多少人，他已經數不清楚了。
有稱讚休市為 「洞天福地」，乃安居樂業之所。發
特納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說，目前休斯敦地區共
華人救援隊施救第四日，華人青年皮卡車主班
哈維瘋狂恣意侵，
哈維瘋狂恣意侵
， 家園猝毀痛難瘖
家園猝毀痛難瘖。
。
夢也想不到今年 8 月下旬的休市，竟然會遭到 12 年 有 19000 餘人呆在避難所中。隨著救援工作持續展開 森和電動船主麥克也加入到救助隊中，與廖船長在
來最猛烈的颱風橫掃。更令駭人聽聞的是接連四天 ，這一數字仍將上升。
太平豈是迷人藥，
太平豈是迷人藥
， 寄語常懷憂患心
寄語常懷憂患心。
。
休斯敦糖城瑞弗史東社區會合。
的暴雨猛灑，以至市內大至高速公路、小至大街小
作為休斯敦華助中心熱線的接聽者，這些天週
受水位不斷上漲影響，休斯敦多個水庫廿九日
巷，均是積水盈尺，車輛固然浸過車頂，住宅屋頂 繼續開閘放水，導致附近民眾房屋、車輛被水淹沒 愛萍接到了數百通電話。她說，在與休斯敦總領事
亦在洪水中央。全市四方八面的住宅居民，不論貧 ，民眾在救援組織和志願者的幫助下乘車船轉移。 館、僑領孫鐵漢、華人救護隊等一起努力下，這些
富，均要響應政府勸說，展開逃亡行動。一時之間 水庫負責人向媒體介紹說，為最大限度保證不影響 天，他們成功救出了至少五十多戶被困華人。
，市府公共汔車、巨型貨車、學校校車、軍車、泥 當地居民生活，洩洪工作預計還將持續數日。
廖船長指出，其實這一批志願者裡，也有今次
頭車、以至水上遊艇、小舟，穿梭市內各個角度，
四級颶風“哈維”是五十六年來得克薩斯州遭 風雨肆虐下的受災者。班森介紹，他是當地一家華
拯救風雨中男女老少、黑白墨亞各族市民。
遇的最強風暴，廿五日晚登陸該州沿海地區後，導 人五合板生產企業的職員。 “這次工廠受災嚴重，
料不到在正當休市 300 萬民眾危難之間，竟然 致得州南部大片地區變成澤國。
估計損失幾百萬（美元）。”據了解，數家休斯敦
有 人趁打劫，落井下石，充當假記者、假探員，持
據報道，颶風“哈維”造成的損失金額將達四 華人企業，因這場颶風，造成了程度上大小不一的
劫後傷痕不忍情，
劫後傷痕不忍情
， 人疲馬倦苦無聲
人疲馬倦苦無聲。
。
槍上門行劫偷盜， 令到全體德州災民火大，聲明要 百二十億美元，恐進入美國史上損失最嚴重暴風雨 經濟損失。
扶危更顯警民義，
扶危更顯警民義
， 高譽長歌美國人
高譽長歌美國人。
。
「開槍」對待！休斯敦警察局長阿爾特·阿塞韋多 的前五名。目前已有至少十八人在“哈維”引發的
在 4 個白天，他們鍥而不捨地去搶救被困在洪
說，宵禁是為了阻止搶劫和其他犯罪行為，如果發 災害或事故中死亡。
水中的民眾。到了傍晚時分，華人救助隊的隊員們
生打砸搶事件，將對肇事者嚴懲不貸，加倍處罰。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妮亞廿九日下午抵 回到臨時避難所中，準備吃點東西。不時又會接到
當地警方消息說，目前已有十五名搶劫、盜竊嫌疑 達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視察當地風災災情。不過 求救求助的電話:耘文進食，又上救人戰塲。消息傳
人被警方逮捕。
有傳媒批評，特朗普 夫婦衣著入時，南下探望德州 出，有熱心華人給這十幾名隊員送來了雙份晚餐，
目前災區已經傳出零星搶掠報告，有人還向休 祇顧吸引大眾目光，做秀而矣，而非關心救援工作 給他們打氣加油。
斯敦的義工救援船開槍。一支志願團隊證實曾遭槍 。
走筆至此，容我對今次休市風雨災情，寫下個
雲低雨暴天將塌，
雲低雨暴天將塌
，浪湧風嚎地欲淪
浪湧風嚎地欲淪。
。
擊，但無人受傷，警方稱已拘捕四名嫌疑人。休市
《華盛頓郵報》報道指，特朗普發表演說時， 人有感詩句。
劫後災情狼藉處，
劫後災情狼藉處
，休城亟待一番新
休城亟待一番新。
。
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廿九日宣佈，為應付盜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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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生命
特兒募款音樂會
您曾經接觸過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嗎?
您曾經接觸過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嗎
? 這些孩子有些是自閉症
這些孩子有些是自閉症,,有些
是唐氏症…等等,目前統稱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是唐氏症…等等,
目前統稱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簡稱為特兒
簡稱為特兒.. 家中有個特兒
家中有個特兒,,
作父母親及家人所經歷的生活上的負擔,,情緒上的挫傷
作父母親及家人所經歷的生活上的負擔
情緒上的挫傷,,以及特兒成長過程
中,受教育方面隨時會面臨的挑戰
受教育方面隨時會面臨的挑戰,,爭取州政府的特殊福利的艱辛與等待
爭取州政府的特殊福利的艱辛與等待,,壓
力太巨大了..
力太巨大了
2007 年, 一群特兒的父母聯合起來組織了互助小組
一群特兒的父母聯合起來組織了互助小組.. 2008 年得到光鹽
社的贊助與支持,,成立了特殊需要關懷中心
社的贊助與支持
成立了特殊需要關懷中心((特兒關懷中心
特兒關懷中心).
). 自成立以來
自成立以來，
，
感謝社區各界及休士頓華人教會的鼎力支持與贊助，
感謝社區各界及休士頓華人教會的鼎力支持與贊助
，使得 「特兒關懷中心
」 能穩定成長
能穩定成長，
，休士頓特兒及其家人有組織的支援
休士頓特兒及其家人有組織的支援。
。每個月特兒家庭聚會
一次,,特兒群集學習
一次
特兒群集學習,,交流
交流,,是他們的歡樂時段
是他們的歡樂時段..也有家長的專
也有家長的專?
?講座與陪訓
講座與陪訓;;大
夥兒相互學習,,討論並彼此勉勵和相互扶持
夥兒相互學習
討論並彼此勉勵和相互扶持。
。正如一位母親說的
正如一位母親說的：
： 「光鹽社
的?些?案跟服
案跟服?
?提升健康或生活品
提升健康或生活品?,?
?,?了怎么
了怎么?
?照?孩子
孩子，
，孩子行
孩子行?
?有改善
有改善，
，
然后我??
然后我
??力就
力就??
??了
了 ， 然后父母
然后父母?
? 可以互相
可以互相??
??，
， 互相
互相?
? 助 」 。 「 特兒關懷中
心」 不單單關顧自己的活動
不單單關顧自己的活動，
，也參與休士頓其他身心殘障團體的交流
也參與休士頓其他身心殘障團體的交流;;我們
的特兒手鈴隊數度受邀到社區義務演出，
的特兒手鈴隊數度受邀到社區義務演出
，博得讚美喝彩之外同時也增加了
孩子們的自信。
孩子們的自信
。
2014 年初
年初，
，關懷中心聘請了專職同工
關懷中心聘請了專職同工，
，鄭何淑坤女士
鄭何淑坤女士，
，負責進一步計
畫、發展特兒事工
發展特兒事工，
，期望能滿足各年齡層特兒的需要
期望能滿足各年齡層特兒的需要。
。2015 年鄧福真教授
，也是光鹽社理事
也是光鹽社理事,,為亞裔特兒撰寫需要項目的方案獲得州政府的認同得到
? 助款
助款,, 於是我們為 19 歲以上的特兒成立了
歲以上的特兒成立了”
” 微笑計畫
微笑計畫”
” 課程
課程（
（Project
SMILE）
SMILE
）每週三天
每週三天，
，大齡特兒們一起學習
大齡特兒們一起學習、
、互動及成長
互動及成長。
。父母與老師們都
看見了他們在多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看見了他們在多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同時
同時，
，中心也為學齡層特兒增設了音
樂治療課程。
樂治療課程
。透過音療幫助特兒發覺潛力
透過音療幫助特兒發覺潛力，
，增加注意力
增加注意力，
，社交與語言能力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關懷中心仍然維持服務項目包括
關懷中心仍然維持服務項目包括：
：父母互助月聚會
父母互助月聚會，
，IEP 協
助，福利申請
福利申請，
，初檢
初檢，
，轉介
轉介，
，諮詢…等等
諮詢…等等。
。
但是自從川普總統上任後,,政府大幅削減特兒福利項目
但是自從川普總統上任後
政府大幅削減特兒福利項目,,這不但直接衝
擊特兒的福利，
擊特兒的福利
，也對非營利特兒組織造成不利的影響
也對非營利特兒組織造成不利的影響。
。目前我們雖然有政
府補助但每年 「特兒關懷中心
特兒關懷中心」」 也必須籌款美金 $50
50,,000 才能維持目前所
有的服務項目，
有的服務項目
，因此計畫在 9 月 23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在曉士頓中國人教會
(10305 South Main St.)舉辦
St.) 舉辦 ” 擁抱生命
擁抱生命”
” 募款音樂會
募款音樂會。
。 這次募款音樂會
將邀請遠從加拿大溫哥華來的台灣早期歌手，
將邀請遠從加拿大溫哥華來的台灣早期歌手
，也是
也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
原唱者:: 劉冠霖女士為主要演唱者
原唱者
劉冠霖女士為主要演唱者。
。她也將分享
她也將分享，
，述說她是如何歷經艱難
困苦,,憑藉信心和恩典
困苦
憑藉信心和恩典,,一步步地走出逆境
一步步地走出逆境。
。相信這對特兒家庭以及所有與
會的觀眾都會是一種啟發與鼓勵。
會的觀眾都會是一種啟發與鼓勵
。當然
當然，
，我們的特兒也將參與演出和分享
特兒心聲。
特兒心聲
。休士頓的愛之聲聖樂團也願義助做開幕演唱
休士頓的愛之聲聖樂團也願義助做開幕演唱，
，以優美的歌聲共
襄盛舉。
襄盛舉
。
今將音樂會的海報附於此函,,邀請您及您的朋友撥冗參加
今將音樂會的海報附於此函
邀請您及您的朋友撥冗參加,,給特兒加油
給特兒加油,,
與鼓勵。
與鼓勵
。 入場門票
入場門票$
$10
10。
。 可至光鹽社辦公室訂購
可至光鹽社辦公室訂購；
； 或撥 713
713－
－ 988
988－
－ 4724
電話預購。
電話預購
。音樂會當日也有現場購票服務
音樂會當日也有現場購票服務。
。
若您願意捐款，
若您願意捐款
，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請在支
票左下方 MEMO 部分註明
部分註明:: For Special Needs Caring Center (或簡寫為
( 或簡寫為
For SNCC). 支票可交給光鹽社的義工
支票可交給光鹽社的義工,, 也可郵寄到光鹽社
也可郵寄到光鹽社,, 地址為
地址為::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255,, Houston, TX
77036..
77036
深深感謝您的愛心與對特兒的支持..
深深感謝您的愛心與對特兒的支持
特兒關懷中心全體義工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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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Nations Carry Out “Triple Threat” Against The Rebel State

U.S., Japan, South Korea Unite In
Show Of Force Against North Kor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lex mission clearly demonstrates our solidarity with our allies and underscores the broadening cooperation to defend against this common
regional threat. Our forward-deployed force will
be the first to the fight, ready to deliver a lethal response at a moment’s notice if our nation calls.”

The exercise by allied warplanes came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ICBM launch over Japan.
SEOUL, South Korea - In the face of a grave
nuclear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Kim Jong Un
witnessed a triple threat being sent his way as
U.S.,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warplanes carried out a show of force.
The U.S. Pacific Command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warplanes from the three countries displayed
their might in direct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launch of an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over Japan on Tuesday.
Officials said that two U.S. B-1B supersonic
bombers from Andersen Air Force Base in Guam
and four U.S. F-35 stealth fighter jets from the
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in Iwakuni, Japan,
joined four South Korean jets and two Japanese
warplanes for the exercises on Wednesday.
The 10-hour long mission saw the U.S. and Japanese warplanes flying over waters near Kyushu
in western Japan before the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aircraft flew across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practiced their attack capabilities with livefire in a training area.
They also conducted a mock bombing drill,
which simulated a surgical strike of key enemy
facilities, over the Pilsung Range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Gangwon.
U.S. Pacific Air Forces commander Gen. Terrence J. O’Shaughnessy in a statement, “Th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our nations, our populations
and our interests, which is what we’re here to
discuss today.”
Meanwhile, late on Wednesday, Russia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new sanctions against the
reclusive nuclear nation would be “dangerous.”
In a phone call wi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warned that Russia was urged all parties to
avoid a military solution.
Russi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read-out of
the call that Lavrov said Moscow views any
new potential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as
“counterproductive and dangerous.”

and humanitarian workers.
Then, earlier this month, Trump exchanged a
heated war of words with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 Un, when he threatened Pyongyang
with “fire and fury.”
In response, North Korea revealing plans to nuke
the strategic U.S. territory of Guam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n Tuesday, South Korea’s Joint Chiefs of Staff
said the missile the North launched traveled nearly 1,700 miles and reached a maximum height of
341 miles as it flew over the northern Japanese
island of Hokkaido.
The launch came merely days after North Korea
fired three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one of
which failed in flight.

Flight exercises were held over the
Pilsung Range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Gangw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
Further, South Korean Air Force commander
Lt. Gen. Won In-chul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South’s news agency Yonhap, “No matter when,
how and where the enemy provokes, we will perfectly retaliate to make it feel an insurmountable
sense of fear and deep regret.”
The annual joint military drills by the U.S. and
South Korea — which North Korea sees as a
preparation for war — were concluding Thursday, according to the AP.
Reports also revealed that U.S. Defense Secretary Jim Mattis met South Korea’s Defense
Minister Song Young-moo at the Pentagon on
Wednesday.
In his statement, Mattis said the U.S. was not out
of diplomatic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contradic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tweeted
that “talking is not the answer”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Pyongyang.
Mattis clarified, “We’re never out of diplomatic
solutions. We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and the
minister and I share a responsibility to provid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r) and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l) spoke on
Wednesday.
Last month,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war breaking out intensified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irst announced that U.S. citizens would be
banned from visiting North Korea.
The move came after the death of an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 Otto Warmbier, who fell into a
coma while jailed for allegedly stealing a poster
from a hotel in North Korea.
Hours before the ban came into force, several
Americans including tourists and aid workers arrived in Beijing from North Korea.
The ban expires after one year unless extended
and includes possible exceptions for journalists

People in Tokyo watched news
coverage of North Korea’s missile
launch on Tuesday. The missile flew
over the Japanese island of Hokkaido.
So far, the North Korean dictator, Kim Jong Un
has overseen more than 80 missile tests - more
than both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combined.
In response to the triple threat, North Korea
said on Thursday that it would conduct missiles
launches “targeting the Pacific, where the U.S.
imperialist aggressor forces’ bases are stationed.”
In its statement, it added,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even a moment that the whole of South
Korea can turn into ruins.”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news/)

U.S. Nuke-Ready Jets Drop Bombs Near North Korea Border
– Kim Jong-Un Blasts ‘Wild Military Acts Of The Enemies’

Bombing Drills Of “Fire And Fury” Rattle Ki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plosions erupt on the mountain
landscape after being peppered by the
munitions.
THE US staged its own terrifying show of
strength today by dropping huge bombs near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 days after Kim Jong-un’s
latest missile outrage.
Four US F-35B fighter jets joined two nuclear-ready US B-1B bombers and four South Korean F-15 fighter jets in the joint military operation
over the troubled Korean Peninsula.
The rogue state described the drills - which saw
target bombing close to its border - as the “rash
act” of a desperate nation.
“The wild military acts of the enemies are nothing but the rash act of those taken aback,” said
Kim’s mouthpiece, th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 said.
The exercise was designed to “strongly counter
North Korea’s repeated ballistic missile tests and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South Korean official told CNN.
In a statement, the US air force said its bombers
flew out of Andersen Air Force Base in Guam
and four stealth fighter jets from a US Marine
Corps base in Japan.

Two B-1Bs fly from Guam with an escort
of a pair of Japanese F-15s and US Marines’ F-35B fighter jets.

They conducted a shocking bombing attack,
which simulated a surgical strike of key enemy
facilities, over the Pilseung Range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Gangwon - which neighbors North
Korea.
The sabre-rattling drill followed North Korea’s
latest weapons test - which was the first ballistic
missile fired directly over Japan.
North Korea has been test-firing missiles at a
rapid clip this year. With each launch, experts
fear Kim’s military can further refine and perfect
its missile technology.
The bomber flights have becomes a commo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n actions but the dropping
off bombs is seen as an escalation by the US.
B-1Bs flew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following both of Pyongyang’s recent tests of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the type of weapons
designed to deliver nuclear warheads to far-off
locations like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The bombers flew from Guam, the closest US
territory to North Korea and the target of North
Korean threats in recent weeks.
The mock attack came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it was becoming clear words would
not resolve the Korean conflict.
The state-run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said
its latest missile launch was “a meaningful prelude to containing Guam,” which it then called
the “advanced base of invasion” for US forces.
In a follow-up statement, KCNA promised future
launches “targeting the Pacific, where the US imperialist aggressor forces’ bases are stationed”.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even a moment that
the whole of South Korea can turn into ruins,”
the statement added.

The drill came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words would not resolve the
Korean conflict.

Kim earlier vowed never to stop his bid for nuclear weapons before predicting America’s “final
doom”.
North Korea state media said the nation “can
never stop bolstering up the nuclear deterrent”.
And added that “no one can guess when a nuclear war may break out”.
The statement from Kim’s mouthpiece added:
“The USA’s more persistent moves to launch a
nuclear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ould precipitate its final doom.”
Last night, state TV revealed new images of
Tuesday morning’s missile launch, with Kim
seen inspecting his nuclear arsenal.
Donald Trump’s tone towards his nation’s upstart
rival was scarcely more diplomatic.
The President tweeted: “The US has been talking
to North Korea, and paying them extortion money, for 25 years. Talking is not the answer!”

a map of the Northwest Pacific, surrounded by
aides.
Now the despot has vowed to fire even more
rockets towards the Pacific
The fiery outburst came a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 which includes Russia and Kim’s key
ally China - unanimously condemned the “outrageous” launch.

North Korea has released pictures of Kim-Jong-un overseeing
the latest missile test smiling broadly
and surrounded by aides.

A US Air Force B-1B drops a MK-84 as it
flies over South Korea during the joint
military drill.
Kim has vowed to fire more missiles as pictures
emerged of the despot cackling maniacally as
he oversaw the launch described as “just a curtain-raiser”.
Just one day after his latest launch brought his
country and American one step closer to war the
smirking communist called for more weapons
testing over the Pacific to advance his country’s
ability to contain Guam.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the dictator had said:
“The current ballistic rocket launching drill like
a real war is the first step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 of the Korean People’s Army in the Pacific
and a meaningful prelude to containing Guam.”
The Rodong Sinmun newspaper, mouthpiece of
the North’s ruling party, on Wednesday carried
more than 20 pictures of the launch near Pyongyang.
One showed Kim smiling broadly at a desk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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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 today vowed to execute reporters
from two South Korean newspapers, saying they
insulted the country’s dignity while reviewing
and interviewing the British authors of a book
about life in the isolated country.
KCNA carried a state court statement expressing anger over the descriptions of North Korean
lives as increasingly capitalist.
It also objected to the translated title of the South
Korean edition as “Capitalist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book’s cover that replaced the
red star in North Korea’s official seal with the US
dollar mark.
North Korea’s Central Court also “sentenced to
death” the presidents of the newspapers and said
the North will “track down to the end and cut
off the dirty windpipes”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such provocations.
South Korea’s Unification Ministry denounced
the North Korean comments as an “absurd threat”
and said it “sternly warns” the North to immediately stop threating South Korean citizens.
Seoul’s government is ready to take “every measure needed”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Courtesy https://www.thesun.co.u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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