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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類標本實物 2140 多種，12450 多件
（只）
。其中獸類標本 100 多種、鳥類標
本 300 多種、兩棲和爬行類標本 240 多
種、魚類標本 230 多種、蝴蝶及其它昆
把峨眉山點綴得婀娜多姿、山勢雄偉， “中國環保最高獎”等殊榮。未來，將著 蟲 1100 多種，化石及模型標本 100 多種
景色秀麗，氣象萬千，視野寬闊無比，景 力？大熊貓創造近似於野外的生活環 和古今中外文獻專著 80 多件。
色十分壯麗、風爽泉清，只可惜時間已 境，將人工繁育的大熊貓經過野化訓練
晚，無法好好的觀賞峨眉山全部優美的 和適應性過渡階段後，再放歸野外棲息
自然景觀。更甭說觀日出、雲海、佛光、 地，以最終達到延續和保存這壹珍稀瀕
晚霞了。可是，這趟夜訪“峨眉山”也有 危物種之目的。
別一番風味。

化最好的川劇〝蜀風雅韻〞。開場鑼
鼓--鬧台“鬧台”是由蜀風雅韻茶藝社
從藝三十年的數位樂師精心編排的開
場鑼鼓，此曲以川劇鑼鼓作為主要演奏
樂器，四川地方特色突出，韻味十足，烘
托出一片熱鬧歡喜的祥慶之氣。
杖頭木偶木偶戲，又稱傀儡戲，源於漢
代。杖頭木偶是一種人偶同台的木偶形
式，以四川的木腦殼戲及北京的託偶戲
最為著名。當今唯一精通該項絕技的藝
人在蜀風雅韻獨家演出。
變臉、吐火川劇中獨一無二的神秘絕
技，源於古西蜀，馳名中華梨園。變臉者
以魔術般的技法，瞬息間變換臉譜，以
顯示人物內心和劇情的急劇變化以及
內在張力，是川劇中刻畫人物的有力藝
術手段。蜀風雅韻的變臉表演代表川劇
變臉不同門派和最高水準的大師獻藝，
其技藝精湛、風格迥異的表演與吐火神
功的詭異配合，展示了當今川劇變臉、
吐火的最高境界。
手影戲，手影也許是最古老的一種藝
術，是對勞苦擔重擔的一雙手的禮讚，
將手影戲的優美與驚嘆推至一個出人
意料的高峰。

峨眉山景區的牌坊結合了古代南北建
築藝術風格，既有北方建築的莊嚴氣
勢，又有南方建築的精雕細琢，其牌坊
頂部則採用了峨眉山民居典型的翹角
手法，整體均為仿古式建築，莊嚴凝重，
古樸典雅，峨眉山山區雲霧多，日照少，
雨量充沛。遠遠望去，雙峰縹緲，猶如畫
眉。峨眉山以多霧著稱，常年雲霧繚繞，
雨絲霏霏。瀰漫山間的雲霧，變化萬千，

晚餐後欣賞正宗川劇變臉秀表演：當晚
〝聖象峨眉〞採用音樂、舞蹈、詩畫的
藝術形式，呈現一幅幅極文化品味又濃
鬱鄉土特色技藝表演，川劇變臉技藝使
人嘆為觀止，女演員把頭髮束起，清爽
秀麗，堪稱成都佳人！
第七天：前往中國動物園，探訪［國寶］
大熊貓，是世界人見人愛的珍稀動物，
亦是和平友好的象徵。其先後榮獲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頒發的“全球 500 佳”
，

〝 一個小丑進城，勝過一打醫生〞。此
小丑戲曾多次應邀於歐美及東南亞各
國演出，受到廣泛讚譽。川內父老百看
不厭，情節溫馨，處處捧腹大笑，有延年
益壽之果效。怪不得在成都看了四場戲
都有小丑戲，可見此戲廣受好評。
中國 80%以上的大熊貓分佈在四川境
內。成都所屬的崇州、都江堰、大邑、彭
州、邛崍市縣等均有大熊貓出沒。成都
大熊貓繁育基地現建有齊全的各種齊
全的各種大熊貓繁育所必須的設施，有
獸舍、飼料室、醫療站、大熊貓紀念館和
實驗樓，還種有大熊貓食用的上萬叢竹
子和灌木。紀念館內共展出各類珍貴的
晚上回成都欣賞川劇三大神秘絕活表
圖照資料 800 多幅，展示主要採自四川
演：變臉、吐火、滾燈、這是瞭解成都文

桂林山水甲天下
蘆笛岩
蘆笛岩在桂林西北郊的光明山，距離市區
約六公里。因附近生長蘆草用以做笛而得名。蘆
笛岩是一個囊狀的岩洞，進口與出口相鄰，是
70 餘萬年前，地下水沿著岩石的破碎帶流動熔
蝕而成的岩洞雄。進口為原來的天然洞口，出口
是後來開鑿的人工洞口。洞深 240 米，縈迴曲
折。洞內由大量鐘乳石組成多種千姿百態的景
物，被讚為是「大自然的藝術宮」
，早在千年前就
有人到此遊覽。洞內有自唐代以來的壁書七十
餘處。它們大部份是用墨筆在洞壁上書寫的題
名記遊，歷經千年字跡仍可辨認。元、明以後，此
洞成為附近居民躲避兵燹與其他災難的藏身之
地，洞口被堵，洞亦鮮為人知。連明末的地理學
家徐霞客來桂林遊歷時，都沒有到過此洞。直到
1959 年村民向政府提供了岩洞的消息，經過勘
測建設，蘆笛岩於 1962 年正式對外開放，成為
桂林的名勝之一。
我們在洞內順著遊覽路線前行，一一看到
了那些由石筍石柱石幔石花的各種組合，如“獅
嶺朝霞”
“原始森林”
“雲台攬勝”
“盤龍寶塔”
“窗
外雲山”
“幽景聽笛”
“水晶宮”
“花果山”等景點。
配以彩色燈光，更顯得多彩多姿壯麗神奇。
從蘆笛岩出來上車後，我們被帶去另一間旅遊
車必訪的地方品茶。到中國旅遊多次的人，對那

桂林山水的縮影。園內有還
珠洞、千佛岩、試劍石、聽濤
閣、半山亭、千人鍋與大鐵
鍾等名勝。還珠洞與試劍石
之來歷全屬傳說故事，只有
那千人鍋與大鐵鍾是原定
粵寺的遺物，鑄於康熙六年
（1667 年）
。千人鍋直徑一米多，高近一米，重達
2000 斤。大鐵鍾重 5000 多斤。從伏波山公園出
來，我們續往遊覽附近的象鼻山公園。
象鼻山公園
象山公園地處桂林市中心的灕江與桃花江
的匯流處。公園內的象鼻山是桂林市的市徽。象
鼻山又稱象山，山狀酷似一頭巨象把鼻子伸到
灕江吸水，因而得名。象鼻山的山頂平展，綠樹
成蔭。山下有水月洞，是一個由象鼻與象身形成
的圓洞。水月洞緊靠江邊，灕水流貫其間，小艇
可以從洞內通過，唐宋以來即為遊覽勝地。宋人
曾有“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
去水還流”的詩句。歷朝歷代這「象山水月」的奇
觀均為文人雅士歌頌的對象。我們沒有乘小舟，
也沒有去觀賞水月洞內外崖壁上的石刻，在公
園裏臨江遠望象鼻山，不由不讚嘆山形之神奇。
大家紛紛攝影留念後，前往參觀象鼻山南麓的
雲峰寺。
雲峰寺、太平天國陳列館
雲峰寺是一座始建於唐代的古寺，不過現
在除了露天的一尊小小的石雕佛像外，並沒有
任何古寺廟的痕跡。我們來到一棟有點像四合
院式的兩層樓建築，二樓是太平天國陳列館，一
樓是畫廊，給我的感覺是有點不倫不類。
太平天國是在清朝後期，由洪秀全所建立

夏曙芳

些能言善道的執壺小姐向大家表演“茶道”的那
一套，早已不足為奇，加上團友們對買茶的興趣
也不大，原以為喝了三小杯新泡的香茗便可以
起身的我們，沒料到品茶後還有嚐點心一招。大
家在二樓嚐了一口多種小點心後，便直接被帶
到地下室的超市選購。售貨小姐們亦步亦趨窮
追不捨，大有不買上一兩包別想出得了門之勢，
其結果自是不問可知。午餐是在一間臨江的大
餐廳，景色宜人。餐後我們步行至餐廳附近的伏
波山公園遊覽。在進入伏波山公園入口前的廣
場上有一座伏波將軍躍馬射箭的等身銅像。相
傳伏波將軍在此用箭把灕江對岸的山射穿了一
個山洞，成為今日的穿山。
伏波山公園
伏波山位於桂林市區東北，與獨秀峰相鄰。
它孤峰突起，西枕陸地，東臨灕江，有遏波伏瀾
之勢。山因唐代曾在山上修建漢朝伏波將軍馬
援祠而得名。東漢建武 17 年（41 年）
，光武帝派
伏波將軍馬援出征交趾（今越南）
。馬援為了取
得戰爭勝利，必需解決糧餉的運輸問題，曾修復
靈渠以濟糧餉，對桂林地區的民生有很大的助
益。又由於馬援征服交趾有功，人們懷念馬援，
便在伏波山上建祠立像。
伏波山公園順地勢由多級的山地庭園組
成，集山、水、洞、石、亭、園於一體，成為獨特的

最後一晚導遊也推薦吃頓道地火鍋，部
份團友也樂意參加，千山萬水到來也希
望多看多嚐當地風味。可是到了火鍋館
之後，麻辣鍋、紅鍋、鴛鴦鍋都不碰，大
家乖乖地點了清淡的香菇湯鍋，雖然明
天就離開成都返美，但是還不趕〝掉以
輕心〞弄壞肚子，必盡還要坐十多小時
飛機，小心為妙呀！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2012.11 月）

的政權，前身為 1843 年創立之「拜上帝會」
。洪
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廣東花縣人，是
一位農民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清道光 23 年
（1843 年）
，洪秀全與表親馮雲山、族弟洪仁玕
從梁發的《勸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義，在
廣東花縣首創「拜上帝教」
，隨後到廣西傳教，並
制定《十款天條》
。1849 年，洪秀全與馮雲山、楊
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結為異姓兄弟。
1851 年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
國，旋稱天王。咸豐 3 年（1853 年）定都南京，稱
天京，勢力遍及十省。後由於內哄內鬥，1864 年
被清軍剿滅，天京陷落，一共存在了 13 年。
我們在樓上的陳列館裏看到洪秀全的半身
銅塑像與太平天國的玉璽等文物。樓下的畫廊
自是以賣畫為主，與二樓的太平天國陳列館完
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太平天國的產生、發展自是
有其歷史因素與條件。稱之為「長毛造反」也好，
「農民起義」也罷，姑不論太平天國之長短，它在
中國的近代史上自應有其一定的地位。況且，這
畢竟是發源於廣西的一場革命，就讓整棟樓成
為一座正正式式像模像樣的太平天國的記念
館，亦當不為過吧。
晚餐是很特別的蘑菇宴。一席皆是野山珍
菌，鮮美之至。在桂林的旅遊至此結束，心有所
感，試寫了兩首五言詩句為念：
《到桂林》
出生方數週，日寇入侵愁；
避難離開後，桂林首次遊。
《遊桂林》
桂樹成林美，灕江自古霏；
蘆笛山洞異，水秀又山輝。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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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快樂遊
七彩浪漫雲南 7 天 $99.00
江南北京華東九日遊 $99.00
黃山 江南 8 天 $49.00
北京 承德 天津 8 天 $99.00
古都西安華山 6 天 $249.00

謝謝您!

張家界鳳凰古城 7 天 $99.00
桂林 5 天 $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 天 $199.00
九寨溝 8 天 $99.00
廣州/佛山/開平/中山/珠海/番禺 5 天 $199.00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電話﹕
（770）451-1212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傳真﹕
（770）452-8082
★代辦各國簽證
外州﹕
1-800-390-2888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bufordtravel@hotmail.com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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