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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朔是中國第一旅遊縣，位於桂林市南 65 公
里。陽朔歷史悠久，五百多年就有陽朔縣名。陽
朔石灰岩地奇異發育，千恣萬態鐘乳石，形成
奇山麗水的陽朔風光，獨特的秀美風景獲得
「
陽朔山水甲桂林」
的美譽。

桂海碑林：被稱為「古代書法藝林」
，岩內有近
一百多件石刻，宋刻就佔了一大半，值得慢慢
仔細欣賞，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元祐黨籍碑」
。
除了各大名師的作品，還 有慈禧太后提的「寿」
字刻在山壁。桂林的石刻值得一遊。

「月亮山」
，月亮山是陽朔境內的奇景，高達 380
米多。因山頂是一個貫穿的大洞，酷似一輪皓
月，俗稱月亮山，人們也叫它明月峰。可惜，山
腰的樹木太高，在某些地方看上去，樹木遮蔽
了部分的「
月亮山」
。
「老公雞失憶症」
：有一天，我們的旅遊巴士到
達了陽塑，剛剛轉進去靠近村裡的陽塑酒店，
就聽到公雞喔喔啼，大家都笑着說怎麼下午
四、五點公雞會叫呢！在陽塑酒店附近，還有些
老式住家在那邊，公雞就是住在其中一間房
子。好戲在後頭，我們住的二樓房間窗口，面對
就是公雞住的地方，半夜一、兩點公雞就開始
伸長頸子，神氣的叫起來：「喔喔、喔……喔。」
大概叫三、五次就停。每隔一兩個鐘頭又叫一
次，直到天亮。原來，那是一個挺老的公雞，顏
色和羽毛還很漂亮，為了顯示牠老當益壯的樣
子，一直站在欄杆邊盡守職責。

荔江灣景區：景區分為六大觀光區，有九個觀
光地點。我們坐在容七、八人的竹筏，挑夫伐
船，旅客感受竹筏漂流，享受荔江兩岸各異風
景，山水相連，景色秀麗。這裏生活著一個古老
的民族，至今還穿著民俗的服裝，頭戴斗笠，身
披蓑衣，漁夫演出魚鷹抓魚，是一個很大的點
子，婦女在岸邊洗衣服，男女集體勞作，過著悠
然自足的田園生活，此時他們高聲吆喝，伴著
悠揚的龍船調子，與遊客一來一去的對唱，慢
遊江水好不熱鬧！優閒的觀賞兩側綠意盎然的
河岸，濃鬱的鄉土氣息，還有那純樸的鳥語花
香，令人心曠神怡。

人生轉折時
那年夏天修完碩士學位，申請到一份實習
工作，任教愛荷華大學附近的天主教中學。寒
假期間，就北上愛大，住進小學同學的女生宿
舍。看書，打球，做客，郊遊。。單純質樸的校園生
活，使我對愛大有份溫馨的回憶。最近愛大邵
童情殺事件映入眼簾，數年前盧剛師生悲劇記
憶猶新，兩者皆因妒火中燒。前者女的玉隕香
消，男的亡命天涯；後者心理系教授幾乎全軍
覆沒.... 玩火者自焚，都失敗于人生轉折時。
根據哈佛大學一項調查報告，人一生平均有
7 次轉折機會，每次相隔 7 年。第一次年齡太小
抓不到，最後一次年齡太老不用抓，所以僅剩

尹紀穎

下 5 次。而期間又有 2 次因輕忽而錯過，人實際
一生只有 3 次決定走向的機會，例如 25 歲 42
歲 59 歲。果真應驗了孔子所說的人生三階段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已衰，戒之在
得”
？
今年 2 月大學融融社 60 周年重聚，社友曾在
本教授的一篇報導發人深省。猶記當年曾參加
他主持的心理實驗，之後也曾選修教育心理課
程。只知他畢業後赴美就讀猶他大學，專攻應
用心理及管理學，獲心理碩士及博士。曾任美國
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現為宏見國際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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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藝謀、梅帥元、王潮歌、樊躍等傾力製作而
成的 「陽朔印象劉三姐」山水實景演藝 ，為世
界上最大的山水實景劇場，她集灕江山水風
情、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及中國精英藝術家創
作，是一部全新濃縮了藝術性、震撼性、民族
性、視覺性於一體的山水實景，同時超過 600 演
職人員參加演出：但是，再次欣賞「印象劉三
姐」山水實景表演，已經沒有上一次的那種興
西街長度雖然只有數百米，卻有大大小小近百
奮與好奇了。
家:商店、飯館、服裝等，民族特色小吃店鋪：花
富有浪漫情調的西街（West Street）
，也稱為「洋 生酥、果汁飲料、辣豆腐、糖果、辣椒..，還有許
人街」
，又稱陽朔西街，一到晚上熱鬧非凡。是 多中國民俗的蠟染、書畫店、書法文具用品店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陽朔縣的一條步行街。 鋪等。.旅客可以留在這裏一個晚上吃喝玩樂，
西街位於陽朔縣城中部，是陽朔重要的旅遊景 度過一個快樂的時光。
點之一，是集古今中外文化於一體的旅遊景點
和商業點，很多外國人喜歡聚集在這裡，所以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有不少西方美食，如漢堡屋、猪排店、酒吧、西
但需尊重子女的性向，喜好及選擇。不可越俎代
心學術總監。
他認為現今複雜多變的世界中，人們需要 庖，成為子女命運的決定者。
尋覓一個安身立命之地，來完善自己的一生， 5.工作定位：工作是手段，生活方為目的, 不應
所以人生定位極其重要。不同階段面臨不同需 犧牲健康，家庭和親情換取事業的成就。世界上
求，因人而異，因地而變，必須做適當調整，方能 任何人離去，地球依然運轉，只有親人才是獨一
達到正確定位。社會所以愛恨情仇, 打殺騙搶， 無二。
皆因面臨人生轉捩點時，無法做好相應的調整。 6.要能欣賞，容忍他人的另類定位。只要不違反
法律，道德規範，專精，激情的人，皆能覓得立足
他闡述：
1．人生需有定位。有些事必須做,有些事不能做, 之地。
守法是保護自己。行車需尊守交通規則, 偏
有些人與事應該放棄且不足惜。
2．定位需有空間。父母教導子女做一個對社會 行己路，則車毀人亡。心靈道路更需要紅綠燈來
有用的人，而非進名校，成為醫生或律師；告訴 規範。佛家戒“貪，顛, 癡，疑，慢”是紅燈；儒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如黃燈；基督的“愛人
他們終身學習，而非為優異成績讀書。
3. 階段性調整定位。由於自身及外在因素的變 如己”則為綠燈。期望每人能遵循法律，道德，宗
化,定位需隨之改變，做全面心態及生活調整，而 教準則,一路上鳥語花香，圓滿走完人生的道路。
非僅僅換工作或改職業。
4.親子定位: 父母為子女資源提供者及教導者,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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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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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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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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