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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廣州
到了廣州第二天，就隨一行人乖纜車上山（石
景山公園）看風景，在山上遠望，隱隱看到近
在尺呎的香港，另一邊看到是澳門，再往下看，
就是珠海景象。山上還看到一個漁夫雕像，據
說很久以前南海龍王有一女，視為掌上明珠，
而龍女厭倦龍官生活，渴慕人間真情。海角一
小漁村中，有位青年名叫海鵬，胸懷如海博大，
心志似鵬高遠。一日，海鵬出海打魚，龍女海上
游玩，兩人一見鍾情。在景山上的”許願石”永
結同心。龍王得知女兒私嫁凡人甘當漁女，勃
然興浪，水浸漁村。

海鵬和公主一同勸諫龍王，但終無果！獻出隨
身攜帶的珠寶，施法鎮住惡浪。愛女抗命，龍王
大怒，憤然奪去海鵬性命。公主悲痛欲絕，滴滴
眼淚化為珠海群島。如今，漁女轟立在海上，如
偎在丈夫懷中；海鵬屹立在山頂，回應愛妻的
期待。兩人終於可以相偎相依，永不分離。
如今變成遊覽珠海市地標建築（漁女石像）就
是代表公主的化身，又是一個淒涼浪漫的愛情
故事，而那個海邊，目前也是生產養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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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館同時展示了翠亨村清末民初各階層的民
宅和生活狀況，孫中山先生出生及其成長的歷
史背景；也介紹翠亨農業展示區展示水稻耕
作、瓜果蔬菜種植、魚塘、家禽飼養等等？翠亨
村的歷史遺跡一一展示無遺。

遺產。
所謂碉樓是明朝中後期，防澇、防匪所見。以更
樓為例，多建在村口或村外山崗等，視野開闊，
並配有探照燈和報警器，用於提前發現匪情，
通知四處鄉團。

我們登上 32 層，珠江景觀軸從西到東依次劃
分為城市建成區景觀區段、中心城區景觀核心
區段和濱水新城市發展區段因此市民站在觀
光塔上，就可看到兩大軸線的各大景觀。塔基
部分為介紹廣州歷史、文化、經濟和旅遊景點
等展示功能，並設置旅遊服務配套設施；塔冠
部分設置餐飲及娛樂。
傍晚在繁華的北京路步行街逛逛，也是一種樂
趣，那一帶的商店幾乎都是屬於年輕人的，時
尚衣服，小玩意，電話，包包，CD，DVD，餐館和
小吃店等，逛呀逛呀，走進了一間門庭若市，著
中山故居庭院南邊，栽植一株酸子樹，是孫中
名廣東特色糖水店....？，並且要在那等待近三
山 1883 年從檀香山帶回來種子親手栽種的，
十分鐘才能品嘗到的超人氣的「薑撞蛋」
，香滑
生勢茁壯茂盛，北邊是磚砌的花台。
順口的水牛奶薑蛋，真的是值得向大家推薦一
嘗。
在故居周圍還有孫中山青少年時活動過的遺
跡。孫先生在年輕時好奇心特強，製造炸藥，把
當時村裡石刻匾坊炸開兩截，現在掛在村裡的
牌匾，還看到明顯的縫隙。山腰古井是他經常
挑水回家的水井。故居庭院前的大榕樹，是他
童年時代常常聽參加過太平軍的老人家講述
太平天國反清故事。

不過，
（開平碉樓）大多數碉樓是 20 世紀 20 到
30 年代起。當時旅居世界各地的華僑，將僑居
國的建築風格，帶回開平，是中國鄉土建築的
一個特殊類型，是集防衛與居住的中西合璧建
築，用的材料非常堅固，由國外運回，由混凝土
建造，門窗用德國進口鋼鐵製造。而碉樓設計
時，曾考慮到開平一帶有好多土匪，他們知道
當地回鄉華僑有錢，當時為了防土匪，會儲備
好多槍；同土匪打戰，碉樓主要是攻防陣地，所
以當地人亦叫碉樓做「炮樓」
，建築旳二樓，靠
近大門，在幾寸厚的混凝土地有個洞口，如果
有人來可以從那洞口望下去，有壞人來搶劫，
槍支可以在那洞口瞄準開發，有親人回來，可
以把鑰匙扔下去給家人，是個多用途的洞口。
因為具有防澇防匪之用的碉樓，後來受到了華
僑青睞，大量修建，有三層至六層高的，最多時
期達 3000 多座。

之後，參觀了位於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
故居紀念館，建立於 1956 年 11 月，其主體陳列
以前看過好幾個地方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翠
有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生平事蹟展覽和翠亨民
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是較明細展現孫先生
居展覽等。「啊！」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孫中山
兒時生活的過程及樂趣回憶。
先生是客家人！

到了佛山，參觀了黃飛鴻紀念館，黃飛鴻原名
黃錫祥，生於佛山，其童年、少年均在佛山度
過。黃飛鴻自六歲起隨父親黃麒英習武？？十三
歲授徒。十六歲時，黃飛鴻在廣州西關笫七甫
水腳開設武館，中年時在仁安街開設”寶芝林”
醫館，門下弟子眾多，為名重一時的武術家。曾
聘為醫官，並隨劉永福在台灣抗擊日軍。他一
生富於傳奇而又曲折坎坷..1925 年 3 月 25 日，
病逝於廣州城西方便醫院。

廣州是個廣闊，不太擁擠，樹木繁盛.......好地
方，旅館附近的客家菜、潮州菜、廣東菜餐廳，
甚至小麵食店水準都很不錯，而且，價錢很公
道。大間的足療館，一個半小時的收費還不需
十美元，還說明不收小費。到美容院染髮，因為
時間的關係，告訴師傅，頭髮裡面有一點點沒
染上也問題啦！誰料到，他可嚴肅的說：「不行，
不行，一定要染好！」總而言之，廣東之旅，非常
滿意！

「新電視塔」又稱廣州塔，廣州塔位於廣州市中
心，海拔 600 米，為國內第一高塔，又稱“小蠻
腰”
，最細處在 66 層。廣州塔位於廣州市中心，
城市新中軸線與珠江景觀軸交匯處，與海心
沙島和廣州市 21 世紀 CBD 區珠江新城隔江相
（開平碉樓）是中國廣東開平存有的一千八百
望，是中國第一高塔，世界第二高塔。
幢碉樓，已經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

湖上奇遇記

便開了自家的遊船，邀
眾人上島遊玩。
那是一個木秀繁陰
的湖心島，島岸細沙如
亞美商會的張會長，來美國 20 年了，風風
雨雨的大事小事見識了不少，但怎麼也比不過 粉，其色如銀，清亮活潑的湖水，在陽光下折疊
出七分的寶藍，三分的玉翠，鮮亮得照人的眼
那一次的波瀾壯闊，驚險奇特。
這故事要從 2008 年的龍舟節說起。那年北 睛。一行人在島上談天說地，玩得盡興，捱到傍
卡萊羅納州的龍舟節，華人傾城出動，洋人也湊 晚時才上船回家。
天黑時湖面起了霧，水煙氤氳，船身忽然一
熱鬧，真是遊人滿街，花燈滿城。那年情況特別，
因為四川的地震，所有活動的收入全部捐給災 陣強顫，三顛兩簸後，張會長立馬知道自己撞了
區，賣棕子賣涼麵的、唱歌跳舞的，收入加起來 船。張會長只當是自己的錯，忙向另艘船主賠禮
道歉，急切中還拿出自己的保險單，保險公司的
也湊了幾千美金。
張會長見眾人賑災辛苦，募捐有功，第二天 地點和電話在紙上清清楚楚。華人嘛，總想息事
寧人。

孟悟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但對方不饒人，很憤怒，暴跳如雷地控訴，
訴說自己的兄弟好不容易從加州飛來，兩個人
駕船釣魚，然後停船湖心，喝喝酒，聊聊天，好不
痛快，卻突然倒霉挨撞，被撞得頭痛眼也痛，於
是連聲要喊警察。
警察來了，一來就要測量雙方的酒精濃度，
張會長沒有問題，一船的大人小孩交給他，他這
個船長怎敢亂喝酒。但是對方的麻煩大了，本來
和兄弟停船水中，把盞論酒。
說真的，在自家的船上喝兩口有什麼罪？但
是警察說：
“酒後撞船就是你的罪，因為你酗了
酒，船上沒開大燈，人家的船才撞上來了。”
他心急臉白，還沒來得及爭辯，亮晃晃的手
拷已經夾住了他的雙手。總之，在那個月明花好

的晚上，他在監獄中熬過了暗黑鬱悶。
一群華人在歡呼勝利的同時，還是給那傢
伙致以深深的同情。他本來可以拿到不薄的賠
款，卻堅持要叫警察，這一叫，丟了賠款不說，還
進了監獄，停在湖中的船，還得叫拖船公司，這
又是一筆錢。出了監獄，他得賠張會長的修船
費，自己的船保險也要漲。不知道這世上還有沒
有比他更霉的倒霉蛋。
總之，人對人不能太刻薄，要寬厚仁慈，老
天還是有眼睛。張會長先是組織眾人賑災募捐，
然後拿自家的船邀眾人玩水游島，老天會讓他
倒霉嗎？這前前後後的事正好應了一句話：
“心
善胸寬天地鑑，意在心中萬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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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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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快樂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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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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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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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