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旅遊．品味】 Atlanta Chinese News Friday, February 1, 2013

www. AtlantaChineseNews.com P.O. Box 941070 Atlanta, GA 31141-0070 Tel:770-455-0880 Fax:770-452-0670 E-mail: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網路報www.AtlantaChineseNews.com
新聞專線 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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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快樂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長沙張家界鳳凰7天 $99.00
桂林-陽朔5天 $99.00
珠江 5日遊 $119.00
北京 西安 華東11日 $199.00
雲南香格裏拉 8天 $199.00

江南 7日 $49.00
黃山 江南 8天 $49.00
北京 5天 $49.00
九寨溝 8天 $99.09
黃山千島湖江南9日 $99.00
江南北京華東9日 $99.00
北京 承德 天津8天 $99.00
七彩浪漫 雲南7天 $99.00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電話﹕（770）451-1212
傳真﹕（770）452-8082
外州﹕1-800-390-2888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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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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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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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計劃了兩個多月，要到位於亞特蘭大北方的
HOT SPRINGS（溫泉市），北卡羅萊納州的山
脈溫泉市一遊，終於，在二 0 一三年一月八日
與四位親朋好友一同抽空開車前往。

我們住宿的旅館HOT SPRINGS RESORT &
SPA （溫泉度假旅館）是唯一一家可以泡溫泉
的旅館，旅館沿溪而建，建於I778年。我們訂了
兩間屬於家庭式的大套房，每間可供四、五人
居住，裡面有客廳、2間臥房、2間浴室、廚房，
還有一個泡溫泉房間，裡面有一個可容納兩人
的豪華浴缸。任何時間打開水龍頭放溫泉 入
浴缸，就可享受溫泉浴了，？泉水清澈無比，沒
有任何氣味，水溫約在45度C左右，可加入冷
水，調到自己喜歡的溫度。在此寧靜山間，無汽
車聲、手機聲，去除紅塵俗慮，入浴浸溫泉，是
帝王式的享受。

如果不留住溫泉度假旅館 HOT SPRINGS

RESORT & SPA 的話，也可以租用溫泉度假
公司提供的另外一種公共室外溫泉浸泡浴，有
17 個這種室外是建蓋浴缸，除了靠河的那一
邊，每一間房用木板三邊間接圍起來，有屋頂，
一缸可供4人或8人浸泡。此地溫泉從1.5英哩
外引導溫泉到缸中，以利遊客享用，熱水浴缸
的位置也很不錯的，設在河邊，約五十英呎寬
罷了，溪水潺潺，節氣入冬，落葉樹樹葉都已掉
落沿溪？泉池畔，還有歲寒三友：清高勁挺的綠
竹，真有一片翠綠入眼新之感。使 用者可邊泡
浴邊欣賞室外綠竹、溪流及新鮮空氣……。租
費以每小時計算，非常經濟實惠，從每小時十
多塊起，晚上比較貴一些。

此鎮有六百餘人，群山環繞，雲霧嬝嬝，形同盆
地，人口雖不多，一條街上就有三、四間教堂，

應是宗教信仰虔誠的山民，此外還有，雜貨店、
餐館、旅館、圖書館、加油站、五金店等，可說
「地方雖小、樣樣整全。」山幽人靜，塵慮盡除，
冬景雖寒，熱泉潤身，純屬仙境。

另外我們也參觀附近較著名的百年旅館：山玉
蘭酒店（Mountain Magnolia Inn），一個歷史悠
久的建築，強調卓越的服務，是一家提供全面
服務的旅館和餐廳，該酒店有一系列的住宿，
適合情侶，家庭和團體：包括個人的客房，幾個
帶廚房的套房，一間房的小木屋，或兩間房的
小木屋等……三十多間不同格調的住處讓你
選擇。如果要泡溫泉的旅客，就請移駕到溫泉
度 假 旅 館（HOT SPRINGS RESORT &
SPA），租用溫泉度假公司提供的公共室外溫
泉浸泡浴了。

除了溫泉，還有其他豐富的戶外活動，沿法蘭
西寬闊的河流漫步，騎馬，露營，打拳，跑
步 …。。這麼多的選擇，喜歡的就體驗一下吧！
「喔！」在Iron Station House 餐廳，用餐時還有
一位抱著吉打自彈自唱的音樂者，慢條斯理
的，休閒自在的表演，賺取顧客一點點的小費，
想必他是一位自取其樂，與世無爭的旅人吧！

當地業者以美妙的天然資源和友好態度招待，
使人感覺到這小鎮的親切和溫馨。有空肯定會
再來這片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的北卡羅來納
州美麗溫泉度假村，再次享受放鬆的情懷。（亞
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北卡羅萊納州溫泉遊

歲月就像一杯醇酒，喝過才知它的滋味;歲
月更像滾滾洪流，流過了難以回頭!!

2012年11月，亞洲雲遊歸來，時差纏身，揮
之不去。每天半夜起床，躺著頭暈，坐著乏力，長
夜漫漫 如何排遣。於是提起禿筆來回味我們過
去二十多年的開心歲月。正是 "尋好夢，夢難尋;
誰能知我此時情""桌前燈共窗前月，提起筆來
寫到明"!!

話說二十多年前在一次cruise上遇見一批
由Boston來的朋友，個個身穿淺籃T恤背後印
著兩個大字"無聊"。據說是想把他們平日生活
心境，召告世人。頗有同感，回來後和幾位志同
道合有識之士協議成立華府版"無聊"俱樂部。
這事遭到當時在北美代表處任要職的王大官人
(王豫元)極力反對。他怕這個名稱離經叛道，有
損官威。堂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一級組長豈
可與一般無聊百姓同流合污。因此改採用了李
大達(也是建會元老)建議，改名 "開心俱樂部"擇
吉隆重開幕。

這裡還有些背景資料。在這之前，大慨是
1990年左右，卡拉OK正當流行，我們幾個無聊
朋友，包括林經國，林家祺夫婦，劉時輪李大達
夫婦，王豫元李琦夫婦，周建康Ludy夫婦，史蘭
華Carl夫婦，許東王南華夫婦，還有王肇齡博士
(己歸道山)等也常相聚。"頌明月之詩，歌窈窕之
章"。其中史蘭華女士是當時華府名歌手，一曲"
昨夜星辰"盪氣迴腸，確實能顛倒眾生。於是個
個回家，裝修地下室，湊置音響設備，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那時我們都還在上班。平時倒還
好一到週末，無聊病發，手足無措，守在電話旁，
希望鈐聲響有人請邀卡拉OK。可是礙於情面，
又不好主動打電話去邀請別人。正是"人人想唱
歌;個個無勇氣(打電話)"。有所不得，反求諸己，
於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劉兄時輪憤然從口袋
中掏出一張餐巾紙，開始排班，這周該你辦，下

周該他 辦，開心元老們姓名，一個個躍然紙上。
革命大業於焉肇建。

隨著開心會友的增加，那張餐巾紙再也寫
不下了，這才由李大達在辦公之餘為我們中文
排印，正式輸入電腦，數十年如一日，不曉得印
了多少版，據說只有王豫元版版珍藏，如今裝訂
起來，可能比一本書還要厚。倒是那張餐巾紙不
曉得流落何方。如果還在劉兄的口袋裡，千萬要
加框置匾，妥善保存。將來供奉在開心博物館。
價值絕對不遜美國獨立宣言。

就這樣，無論是春風桃李花開日，或者是秋
雨梧桐葉落時，周復一周，我們的 party 準時開
場，卡拉OK也從卡式伴唱機(那種唱歌要看歌
本的)進步到有影像歌詞的VCR。記得那年為
了收集影帶，特別翹班同建康兄遠征 Manasas。
到校小雲開的餐廳去copy她從臺灣買來的一批
光牒。那時的光牒貴如黃金，家庭用的光牒機尚
未問世。想要享受光牒片的美妙聲光，只有到她
餐廳去。那時我們的 party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主辦人必須安排聚餐活動事先得作好預備功課
如研究菜色，價位，訂桌及餐廳location等等。。
數年來，我們開心老饕們從馬州到維州吃遍大
江南北。校女士在Manasas的餐廳，菜不怎麼樣
但音響極佳，我們光顧過不只一次，張建強夫婦
就是聞聲下馬，在那兒誤入歧途，加入了開心行
列。另外我們也常光顧在 Rockville，E Jefferson
Dr 的真川味，這家老扳是個老廣他卻賣川菜，
標準的掛羊頭賣狗肉。可是他的川菜，不但味道
好，份量也足。可謂價廉菜美，此君手頭大方，口
頭卻刻薄，每次我們想點些菜單上沒有的新花
樣，他會加上一句"這個很貴哦"。就怕我們吃不
起。

另外還有一次，也在真川味，不記得是林宜
人還是張建強的朋友，獵到一隻熊，捎來了熊掌
和熊膽，宴請開心朋友，大快朵頤。又補腎又補

膽，開心的好漢們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
試，還特別徵得老婆同意，要單槍赴會以
應不時之需。酒過三巡，我們是熊膽也
嚐了，熊掌也吃了，。酒足肉飽，血液只
往胃部集中，除了我醉欲眠外，身體其他

部位沒別的反應，只好摸摸鼻子，作鳥獸散。回
到家看看手錶才八點半。

有些主辦人，也會安排別開生面的各婁活
動以饗同儕。諸如林經國夫婦的烤肉大會，許
東夫婦的 Crab Feast，Ronald 徐和 Alice (己作
古)的 Pool Party。王偉國(也於去年歸主) 和張
淑美在?Carderock 主辦的烤T-bone。高祖權和
Lola 在Mr K的中餐盛宴。都讓人回味流連。不
思量;自難忘! 此外蔣念家夫婦和姚師舜夫婦還
特別到外面租場地來開Party。這種開心Spirit 更
要表楊。

我們也常出門旅遊，這幾年退休者日眾，大
家更是趨之若鶩。我們最常去坐遊輪旅行，因為
不須起早睡晚，趕路程。正合我們"吃喝玩樂為
主，遊山玩水為輔"的胃口。我們的行程安排基
本上比較被動。也就是說我們不主動去旅行社
或船公司詢問遊程或票價，而是坐在家裡等
email。這家offer希臘羅馬遊大減價，那家又有
last minute 加勒比海漫遊。只要是價廉物美，去
那兒或那天去都不重要。我們天天都有空!

所以，我們的遊蹤可說是五湖四海，無遠弗
屆。翻開世界地圖，沒去過的地方己經不多了。
另外，我們開心遊團，每次上船必有各處華人前
來投靠，因為我們有人收集資訊(李先榮，鄭志
良夫婦)，有人會認地圖帶路(劉曉林孫美吉夫
婦)，遊輪一靠岸，開心大隊浩浩蕩蕩出發，氣煞
了船老闆。這裡一定要提提我們的領隊，船老闆
的眼中釘---劉曉林孫美吉夫婦，他們白天帶
走一批本來該買票參加由船公司主辦的遊覽行
程，擋人財路，晚上到 Casino，他們還要贏人家
的錢!是可忍，孰不可忍! 聽說他們最近收到了
船公司的通知--拒絕往來!!

說到船上的Casino，它也別想賺到我們的
錢。因為我們自備麻將，自備porker，碰到遊輪

不靠岸的日子，我們開心兄弟姐妹，這邊麻將，
那邊梭哈，捉對兒廝殺，反正是肥水不流外人
田。此外我們兄弟姐妹在Casino更是戰功彪炳
可歌可頌。陳有孚的Texas Hold em，劉曉林的
Black Jack，都拿過總冠軍，於偉國上次英倫三
島的船費，是Princess招待的。還有薛二奶的豬
油桂花手，聽說吃角子老虎都怕她。

我們開心這種無拘無束的 environment 招
來了三山五嶽各路臭味相投的英雄(雌)。原來我
們的會友是以文化校友為骨幹的，漸漸加入了
淡江的，中原的，輔仁的，銘傳的。。。儼然成了私
立大專院校的校友會。不記得那位大哲說過，在
無壓力環境下，人類容易表現出美好的一面，而
一群人同時表現出美好的一面，正向回饋，每個
人都會變得越來越可愛。真是至理，難怪我們開
心朋友，每個週末都見面，數十年如一日，仍舊
相看倆不厭! 對了，順便加一句，我們裡面只有
小短裙是台大的，可是她說她是台大舞蹈系!

自從滲入了新血輪，新動力，我們的 party
開始出陳鋪新，千變萬化。今天來參加party，，這
邊一攤馬詐，邀盧喝雉，呼天搶地，都想澇盡天
下的銀子，那邊一桌梭哈，牛頭馬面，爾虞我詐，
就怕別人識出真面目。另外還有一堆人抬槓，先
天下之憂，聲嘶力竭，語不驚人死不休。卡拉OK
當然還是少不了，只不過知音日減，唱起來有點
曲高和寡，孤嗓難鳴。無論如何，你只要一進門
來，保証你舒壓解悶，各得其樂。基督教當年之
所以壯大，就是因為它讓所有的信徒有歸屬感。
希望我們開心，兩千年後也被後人這樣歌頌。

就這樣二十多年過去了，開心兄弟姐妹們
當年離鄉背景來到美國，先是忙於學業，後是忙
於事業家業，神經一直緊緊繃著，幾乎忘掉如何
享受生活，二十多年前，為了 unwind 這緊繃神
經，重拾赤子之心，乃組成"開心俱樂部'，以歌會
友，以友輔仁。。二十多年來兄弟姐妹們 雖無"筆
硯相親"，倒也"晨昏歡笑"。的確豐富了生活，雖
然我們都從當年的"芙蓉如面柳如眉"到今天"斑
滿面，鬢如霜"，但我們無怨無悔，老當益壯。中
華民國萬歲!開心萬歲!!

吳荻華笑談開心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