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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次美式中餐

不论是传说中的“左宗棠鸡”

General Tso’ Chicken，还是被美国

人认为中餐象征的fortune cookie内涵

人生格言的小饼，你一定要尝一尝美

式中餐这个餐饮界中的奇葩，我们吐

血推荐P F Chan’s，兵马俑牵着唐

三彩马英姿飒爽站在你身边，都分不

清是谁穿越了谁的朝代，包你吃了一

次再也不想吃第二次。

经历一次雪灾

不在东北部过一次冬天，你永远

不知道降雪12英寸是个什么概念。不

在五大湖区过一次冬天，你将错失体

验三次元冰封王座奇景的机会。大雪

封山几十天，学校根本不上课。看看

图中MIT的童鞋们正在玩雪地里跳楼

、雪里地道战，雪场高尔夫，堆雪山

玩滑雪等等，玩出新意，玩出精彩，

今年错过了没关系，明年还有！

通宵赶一次paper

美帝上学是真的很辛苦的，通宵

赶paper这种事大家心里都有数啊。

要是你说你四个通宵都赶不出一份

paper……那你干嘛写3行字看一集生

活大爆炸啊？怪我咯？

21岁生日之夜到所有酒吧蹭酒喝

好不容易到了合法饮酒的年龄，

21岁生日的这一天，你终于可以扬眉

吐气啦。叫上几个同龄人，拿着你的

学生ID，勇敢地杀进杀出学校区域内

的每一个酒吧。（呃，不要走太远啊

，喝多了之后很难回宿舍。）21岁生

日这天，酒都会免费送你一个shot，

全酒吧的人都会具备祝你踏入成人世

界！” This one is on the house。

Happy 21st Birthday！”

参加一个club，并担任一个职位

参加社团活动是非常必要的，既

能让你交到朋友，又为简历增色。什

么？你要加入麻将俱乐部？好的，请

做好输给犹太同学的心理准备。

在校内打工

这一代留学生已经不需要边刷盘

子边读书，但在图书馆、招生办公室

、校友联谊会等地方工作有助于提高

责任心和结识更多小伙伴。像麻省

Amherst（UMA）的学生这样到学校

甜品屋打工的，以后找起妹子/男朋友

来说易如反掌，简直就是有心机！

燃烧吧腹肌！去健身房感受一下

美国人热爱健身，几乎所有学校

的健身房都是设施齐全、供学生免费

使用的，大校甚至配备健身教练，国

内健身房那么贵，随便一个破烂健身

房的会费就要300人民币一个月。这

样的机会还不抓紧享受？带上你的

IPod，甩起肉来更有韵律了呢。

去超市买大桶哈根达斯冰淇淋

哈根达斯太浓太干，口感其实很

不好，不过你还是可以买一桶回家，

思考一下那个爱我的人去哪了，应该

会有别样的感受哦。

参加一次体育比赛

如果加入校队有困难，那么可以

参加一些娱乐性质的体育比赛，比如

3对3篮球赛，羽毛球、排球赛等等

，有助于增进友谊哦。实在体育低能

的话……你还是可以跟大家比麻将，

然后再次输给犹太同学。

在宿舍吃火锅

火锅这种食物深受全国各地人民

喜爱，吃起火锅来大家都呼~呼的，

再也没有人黑东北人、上海人、河南

人以及没点名的其他地方人了。只要

不是太辣，美国人也是绝对喜爱火锅

的。做火锅最棒的是没有明火，妈妈

再也不用担心我因为蒙上宿舍的烟雾

报警器而被学校开除啦！

在加州的海滩漫步

要说自然风光，旧金山和圣地亚

哥是绝对的好地方。看过东部的雪，

也要享受西部的阳光，加州的阳光不

仅能养育果粒橙，更能晒出美女。加

州的沙滩是火热的，海水却是凉的，

遥望太平洋的另一岸，你心里想的会

是谁呢。

啃着热狗看一场NBA/橄榄球/
棒球/曲棍球

感受一下美国职业竞赛火热的现

场气氛，即使是对橄榄球和棒球完全

不懂，也可以纯粹去凑热闹。这个时

候热狗是必不可少的，三五个同学坐

在一排，合买一个1米长的热狗，咬

一口只见法式芥末酱流得满嘴都是，

连自己支持的赛队正在home run都顾

不上了。

万圣节雕一只南瓜

万圣节雕南瓜是艺术和臂力的完

美结合，在雕刻之前还要把南瓜瓤全部

掏出来，那种黏糊油腻的手感非常酸爽

，让你体会一把开膛手杰克的感受。

逛一次西雅图派克市场

这里不但有特色鲜鱼市场、口香

糖墙，更有全球第一家星巴克。漫步

于派克市场的每个角落，随处可见整

桶的鲜花、飞鱼表演、新鲜糕点和果

蔬、手工干酪、当地蜂蜜、葡萄酒、

各国口味的餐馆、进口商品、古董、

收藏品以及您随时可以发现大量的令

您出乎意料的商品。

给外国友人做一次中国菜

这不仅是增进友谊的好方法，更

能让你深入了解关于中西方饮食文化的

差异。你的美国朋友很好对付，番茄炒

蛋就能让他们吃得一本满足了，下面给

美国同学吃，也能让你受益匪浅。

感恩节大采购

黑色星期五不仅便宜，还有热闹

。即使买不起打了折的大牌，可以去

沃尔玛 target抢购一些日用品也是不

错的啦。

在芝加哥最高的希尔斯大厦观
景台拍照

去过芝加哥的小伙伴如果没有去

过希尔斯大厦的sky deck， 那你就赶

紧买票再去啊！！这件事必须干，

103层全透明玻璃观景台，拍照超酷

炫好吗？

参加一次野营

如果你告诉美国同学，你长这么

大从来没有camping过，他/她一定会

瞪大那双小鹿般水汪汪的大眼看着你

， 一 歪 脑 袋 发 出 一 声 升 调 的 的

“Oh~~~~” 美国人喜欢户外，喜欢

野营，不论是童子军训练营还是家人

房车旅行，他们可都是跋过山、涉过

水、看过熊，尿过裤腿的壮士。找一

个秋高气爽的秋夜，你也该去体会体

会睡帐篷的感觉，看看那片无霾的星

空， Milky way近得仿佛触手可及。

吃一次丰盛的brunch

美国人最喜欢的一顿饭通常都是

早餐，有个说法叫做”as good as

breakfast”，他们对早餐的爱之深沉

，只有早午餐才能与之媲美。在一个

赶（kan）paper（meiju）通宵后的周

末，你一觉睡到了大中午，这时候吃

一顿丰盛的brunch，整个人的元气值

一下就爆表了。

做一次Intern

到临毕业申请OPT和找工作时你

会发现，有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实习经

历是多么重要。这代表了你有能将所

学到的知识实际运用到工作中去的能

力，如果实习做得好，有老板的推荐

信，那你马上就能拿到好offer，然后

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看一次节日游行

圣帕特里克节、复活节、国庆日

、感恩节、圣诞节等等，有节日的时候

全美各地几乎都有节日游行，不仅有盛

装、烟火、表演，还有小吃与美酒哦。

节日游行不仅人热闹，河也要来插一脚

，你静静地做一条河不好么，为什么在

圣帕特里克节，所有人都装点一些绿色

，比如绿包、绿外套、绿帽子什么的时

候，把自己也染成绿色呢。

吃一份麦当劳的巨无霸

来到麦当劳的故乡，尝一尝正宗

的巨无霸，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巨！

无！霸！相比之下国内的汉堡最多只

能叫小霸王了。“真正的巨无霸是让

吃客想要一口咬下去却担心颌关节错

位的巨无霸！”坚毅脸小编说。

选一节你觉得最奇葩的课

美国学校里选课自由，上不是本

专业的课也丝毫没有限制，选一节你

认为最奇葩的课，挑战一下自己，拓

宽一下人生体验嘛。芭蕾舞、家政、

跳伞、野外生存训练、胸口碎大石什

么的，不都很好吗？

吃一次真正的西餐

真正的西餐，从前菜，色拉，到

正菜，以及最后的甜品，一道一道上

菜，一次一次撤盘，一轮一轮换刀叉

，每一道程序都有服务生真诚恭敬的

服务。找一个一星的米其林餐厅，好

吃，不贵！

去一次Chinatown

芝加哥、纽约和旧金山的China-

town最大也具代表性。Chinatown并不

是真正的中国，里面布满了各种看似

具有中国特色却非常古怪，让你有

“这货是个啥啊”感觉的小商品，感

受一下文化碰撞后的产物，也是很有

意义的。KTV、美甲、针灸按摩也可

以在这里面找到哦。

新年去纽约时代广场跨年

虽然听上去有些俗，但凡去过童

鞋内心都会被深深触动，在人浪中许

下新年愿望然后亲吻身边的人，听说

愿望一定会实现哒。

求教授一件事

在美国你可不能等着老师来把机

会塞给你，什么都需要自己争取，实

习、科研机会，小到作业延期递交，

都需要自己跟教授沟通。中国小朋友

不习惯这种方式，尝试跟自己的教授

沟通一次，慢慢就会习惯啦。

参与一项长期志愿者服务

在美国，community service是很

重要的一项文化。学校和企业更看重

有做志愿者习惯的人才，长期的志愿

者服务对个人的交际、沟通和领导能

力都有极大的帮助。

自己动手做一次cookie

众多甜点中，美国人对cookie有着

强大的热爱，上课时教授经常会带来自

家烤的饼干给大家活跃课堂气氛，各类

活动上也少不了这个小点心。学会做

cookie可是真正融入美国社会的门槛哦。

和外国人一起过一次春节

美国学校招收国际学生的目的就

是想给校园和学生带来多元文化，其

实美国人也非常渴望了解中国文化，

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想让老美

在吃喝玩乐中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可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哦。

到美國要體驗這30件事才算完整

美国地广人稀，没有私家车可

以说是寸步难行，因此很多留学生

来到美国以后，如果经济上允许一

般都会买一辆二手车代步。以下留

学360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留学生在

美国买车的省钱诀窍。

在美国买车的渠道很多，而且

买车时也有很多讲究，在美国买车

一般有两个途径：在车行买车或者

是直接通过车主买，在车行买车的

优势是比较省事，因为车行会为你

打理好一切手续，但是费用比直接

通过车主买要贵。留学生买车时一

定要注意看好了才买，切忌太着急

，不然会被忽悠。

在美国，想买一辆二手车非常

容易找到卖家，除了校园里的张贴

栏上时不时可以看见卖二手车的广

告，在很多餐馆和超市入口供免费

领取的分类广告上也刊登着许多二

手汽车出售的广告。车的种类齐全

，价钱从数百美元的旧车到几万美

元的高档车不等，应有尽有。在路

边的停车场也常能看见挂着“For

Sale”牌子的车子。如果找到了合适

的车，就可以根据卖家提供的联系

电话和卖家联系。

因为大多数留学生买车是用作代

步工具，所以选车主要是考虑经济实

惠。建议将第一辆车的价位定在

$2000-$4000美元之内。这些价位的

车子大都生产于20世纪九十年代，

性能比较稳定，外观上也不难看。和

卖家联系，应该约个时间亲自去看车

。买车前一定要向车主了解车况、耗

油量和车子是否出过车祸。每辆车的

车祸记录都能在网上查到。如果对车

子比较满意，还应该在付款前和车主

开车到自己指定的修车场对车子进行

一次专业的检查，听取维修技师的建

议，包括价钱方面的估定。有些二手

车刚买下来没几天就坏了，有可能修

车花的钱比买车花的钱还多。随着美

国油价的不断攀升，一辆耗油的车，

对于经济来源有限的留学生也是个不

小的负担。

要付钱买车时须注意，由于留

学生没工作，而买车需要一次性现

金付款，所以应该多向卖主压点价

。一般卖主标的价都比他自己预期

底线要多几百美元。但是千万别自

己手上多出3000元就买辆3000元的

车。因为在你开车上路前，除了付

清买车钱，还要交车税和保险。在

美国，没有保险开车上路和没有驾

照开车上路一样糟糕，所以在你开

车上路前一定要有驾照和保险。

一般留学生买的第一辆车都是

二手车，在买车前多问问其他前辈

的意见，多在网站上了解一些信息

，也留意一下学校所在州关于汽车

方面的法律，避免在之后的留学生

活中出现较多的麻烦。

美国留学生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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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如

果投资者在1997年购买1000美元亚马

逊股票，今天其价值超过60万美元，

投资回报率高达600倍以上。一个以网

上销售图书起家的电商平台，为什么

在短短的20年间有如此高速的增长？

亚马逊以网上销售图书为创业的

起点，后来向百货全面进军。但我们

注意到一个细节：亚马逊就从来不认

为自己的是一家电商零售公司，而永

远在强调自己是一家技术企业。亚马

逊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后台对大数

据洞察，不仅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商

平台，后来还成为全球最大的公有云

企业，全球最大的电子书企业，而现

在推出的ECHO智能音箱，也引领着全

球智能家居的最新方向。

如要你看到的亚马逊是个电商平

台，那就是一个错觉。

因为有技术、有大数据，亚马逊

能够不断发现用户新的需求，并且有

技术实力支持不断创新业务，开创一

个又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领域的

霸主。

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今天早上

一睁眼，就看到摩拜宣布完成超过6亿

美元新一轮融资的消息。本轮融资由

腾讯领投，新引入的战略和财务投资

者包括交银国际、工银国际、Farallon

Capital等重磅投资人；TPG、红杉资本

中国基金、高瓴资本等多家现有股东

继续增持跟投本轮。

共享单车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行业

，腾讯似乎对这个行业格外看重，在

摩拜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加注，这次更

是All in。共享单车行业有诸多的入局

者，腾讯为什么单单将全部赌注押在

了摩拜的身上？

你以为摩拜仅仅是一家共享单车

企业，那么你就看走眼了。就好比，

如果你20年前把亚马逊看成一个电商

平台，那么你的想像力就太匮乏了。

摩拜CEO王晓峰在这一轮融资后

对外表示，新一轮融资将帮助摩拜单

车在三个方面提速：

1）摩拜将加速国际化进 程，计

划到2017年底服务全球200个城市，将

出行智能解决方案带给更多用户；

2）摩拜携手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合

作伙伴，加速推动移动物联网技术的

进步和实景应用；

3）摩拜将在人工智能、智能硬件

等领域加速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提

高技术壁垒、扩大领先优势，给用户

带来完美的体验。

去年4月份摩拜的第一辆城市共享

单车投放，自此掀开了共享单车轰轰

烈烈的竞争局面，很多跟进者匆匆入

局。但是不同的是，摩拜是以技术为

引领的智能共享单车，从投放的第一

天就追求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

服务。

而其它很多匆匆入局者，因为

“前端没有智能单车、后台没有强大

的运营平台”，那么就永远跳不出

“单车租赁”的局限性。如果一个企

业定位于单车租赁，那么最多做到10

亿级别。但如果一个企业定位于移动

物联网，那么就有可能长成1000亿级

别的公司。

在这里，多说两句。据听到的信

息，另一家共享单车ofo新一轮的融资

也已经接近尾声，据传也是5亿美元以

上。

如果从单车投放的规模来看，ofo

要比摩拜略高一些。据目前官方数据

，ofo投放总量是600万辆，摩拜是500

万辆。遗憾在于，ofo的单车没有定位

，无法形成物联网。这使得ofo未来在

业务拓展空间上会有局限性。

还听说，ofo最近也下定决心要全

面更新物联网智能锁，而这一项投入

至少是十几亿！ofo需要巨资和时间去

补课，而这边的摩拜已经在基于物联

网业务创新上道路上提速了。

如果只是共享单车业务，其实与

传统的租赁业务差别不大，有多少车

、多少用户，一年的收入用模型一算

就算得明明白白。但如果是移动物联

网，那么业务可拓展的空间就大得多

。亚马逊在网上卖图书的时候，谁能

想到它后来开创了电子书这个行业，

并且做到全球最大；又开创了公有云

业务，远远领先于微软成为全球最大

的公有云服务商。

所以说，摩拜从诞生的第一天起

，目标就不是简单地做共享单车，而

是由物联网和智能化串联起来的未来

城市生活。

这就是连接的力量。

前几天，一个圈里大佬表示：整

个社会正在进入数字化时代，连接构

造了另一个世界。而数字化社会所构

造的商业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举了很多个例子，其中之一就是

：以前评判一个企业的价值，看企业

的营业额、利润、行业前景，而数字

化时代评判企业价值的标准就是连接

，你连接了多少用户，有多少数据，

这些是企业核心价值的体现。

所以，当今天早上看到腾讯再资

加注摩拜的消息，知道，腾讯投的不

是共享单车，而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物

联网----100个城市，500万辆自行业，1

亿注册用户，2200万活跃用户，2500

万日均订单----并且，这些数字还在快

速增长中。

投放的是车辆，连接的是用户，

传回来的是数据，流转起来的是价值

。

今年上半年，共享单车的企业似

乎还都忙着投放量、比数据。如果细

心人的看一下摩拜这半年的动作会发

现，它已经跳出了“比数据”的初级

阶段。

首先，在技术上不断完善，继续

引领行业方向。

一方面与与富士康、陶氏化学、

汉能移动能源、中再生等各领域顶尖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完成在供应链、

新材料、新能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

布局；另一方面，还在全球范围内与

高通、爱立信、沃达丰、中国移动、

华为、北斗等领先的通信物联网企业

达成深度合作，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

移动物联网，为引领中国创新“出海

”打好坚实基础。

其次，摩拜通过“摩拜+”开放平

台战略，从共享单车向生活方式上拓

展。

5月份，摩拜发布了 “摩拜+”开

放平台战略，全面布局“生活圈”、

“大数据”和“物联网”三大开放平

台，业务从城市出行向时尚生活服务

领域拓展。作为生活服务拓展一次尝

试，摩拜与京东联手，在618大促期间

发放了价值22亿元的优惠券、现金红

包等，帮助用户在出行与生活之间建

立了新的连接。在送出丰富福利的同

时，通过游戏化玩法，激励用户全民

参与，共建良性互动的智能共享单车

“生活圈”。

“摩拜+”开放平台首期引入了中

国联通、中国银联、招商银行、微信

、百度地图、京东商城等数十个顶尖

品牌为战略合作伙伴。摩拜在引入合

作伙伴和玩法的创新上，还在不断发

力。

而后，随着更多的合作伙伴引入

，一张更大的物联网正在形成，未来

可以期待的新玩法也会越来越多。

比如，通过骑行习惯，了解全世

界不同城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有什

么不同。我们知道，给消费者画像

需要很多的维度，而骑行的数据与

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在完善消费者

画像的同时，还有可能开发出新的

商业模式。

再比如，这张连接了人、车、城

市的物联网上蕴藏着巨大精准营销商

机。此前，锤子手机发布时，就在摩

拜上推出“彩蛋车”，用户可以免费

骑行的同时，还有抽得锤子手机的机

会。这次与京东“宝箱车”活动，也

可以精准地算出广告转化率。当然，

未来不局限于锤子和京东这样的玩法

，还有可能创意出更多好玩的营销方

案。

以一般人的脑洞，还真的想像不

出更多的创新玩法了。但记得那位大

佬的话：数字化时代，整个社会都在

重构。数字平台跨越一个城市，形成

新的社会和商业的基础，在数字社会

的世界里，新经济刚刚开始----而这一

切的基础，就是连接。

而腾讯近几年一直宣称的理念就

是“连接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看

到腾讯加注摩拜，投的不是共享单车

，投的是一张更大的移动物联网。

加持摩拜 这一次腾讯为什么All in？

尽管共享

单车成为今年

互联网创业的

潮流，但在用

户层，大家对

共享单车的表

现并不看好，

原因有很多，

比如经常见到

共享单车被毁

坏、某些地区

找不到可正常

使用的共享单

车、有人把共享单车当私人自行车使用，这些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

甚至每天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另外，骑自行车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

时髦的事情，不高大上，用户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一门好生意。

对于诸多依靠出行获得收益的产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一定

程度上直接损害了其利益，比如摩的、出租车、租车等行业，都有可

能被共享单车将生意抢走。

还有就是，共享单车占用的是公共空间，而在公共空间里，共享

单车很容易成为“共享垃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人的权益。多

种因素之下，共享单车在C端的口碑就不太好了。

但，资本层面与用户层面的反应完全相反。先不谈摩拜单车在今

天宣布的F轮超6亿美元的融资，实际上在3月份，ofo也宣布获得了D

轮4.5亿美元融资，而随后D+轮也获得了蚂蚁金服的融资。2017年2月

份，小蓝单车也宣布获得了4亿元A轮融资。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摩拜、 ofo 、小鸣、优拜四家共享单车

平台累计完成了 15 轮融资，今年共享单车的融资数虽然没有去年多

，但融资总额远超去年。

这次摩拜单车宣布获得的超6亿美元融资，号称行业单笔融资最高

纪录。如果说去年的几轮融资只是各大投资机构试水的话，摩拜单车

的这轮融资，则彻底奠定了资本市场对共享单车模式的认可态度。

今年摩拜单车整体的动作非常多，比如接入微信“九宫格”，最

近又接入百度地图，跟京东合作开启共享单车的广告模式。相比较最

初单纯的共享单车而言，现在的共享单车已经有了更多元化的东西。

对于出行行业来说，未来共享单车很有可能会像滴滴打车一样，

成为用户出行方式的一种，跟火车、汽车、打车等模式并行。

据摩拜单车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其在全球布局城市突破100座，

运营车辆超过500万辆，日订单量最高超过2500万，注册用户超过1亿

。通过这轮融资，未来摩拜单车肯定会覆盖更多的地区，也会有更多

的用户用到摩拜单车。

而一旦摩拜单车的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其跟京东试水的这种广告

模式，会被越来越多的用到，因为有多少辆单车，就相当于拥有多少

个广告宣传节点，资源的投入，会让广告节点更多。

对于共享单车行业来说，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会越小。摩拜单

车通过这轮融资，会逐步巩固其在一线城市的优势地位，而其他地区

，摩拜有了足够的底气来进行扩张，中小型共享单车企业，要想跟摩

拜进行PK，会越来越艰难。另外，投资人也会更加青睐于头部的创业

企业，中尾部的生存空间会越老越小。

大家不看好的
共享单车模式
资本市场
却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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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需以传统诗学来

考察其数量庞大的存世诗作。长期以

来，只有钱锺书的《谈艺录》做过专

业的点评。

钱锺书指出，乾隆诗的技术特征

包括好用「当句对体」、对仗纠缠堆

砌等。而他对乾隆最激烈的恶评，则

针对着其滥用虚字的毛病：「清高宗

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

；「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

，为清高宗之六集。」

钱锺书为何对乾隆如此反感？滥

用虚字又怎样影响了其诗的艺术性？

这得从「语助」和「以文为诗」

两个概念说起。

传统文学中的「虚字」「语助」

，是指文章中无实际意义、用于强化

情感和逻辑关系的字词，如之、乎、

者、也、其、或、所、以等等。在中

古之前，最常见于史传、策论、序跋

之类的散文文体。

早期唐诗绝少在中间两联运用虚

字。中唐之后，「以文为诗」理论兴

起，提倡用散文句式写诗，运用范围

才逐渐扩大。在这类诗里，虚字能起

到强化语气、衔接逻辑的作用，使叙

事和议论流畅自如。如苏轼《石苍舒

醉墨堂》，就是其中上品：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

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

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

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

游…

然而到了乾隆这里，「以文为诗

」被彻底念成了歪经。

乾隆写诗极爱用散文句法，晚年

诗几乎无一不用虚字。但这种技巧运

用与语言美感完全不搭边，如下面这

些《御制诗集》里的作品：

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

为。

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

时。

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

有之祇一人，曰惟观承夫……

然仅能如此，诚亦蒿目予。

徒以莅任久，稍与姑息俱。

未至大狼藉，何必吹求吾。

成全良已多，讵非佳事乎。

本朝善治河，靳辅齐苏勒。

斌实可比靳，弗徒保工急。

至其于齐也，有过无不及。

惟是闭三坝，自信过于力……

这些只有格式像诗的东西，要么

像村干部讲话一般拖沓无聊，要么就

像「然仅能如此」「自信过于力」这

样，让人一眼看穿强行凑句的尴尬。

难怪钱锺书称其「极以文为诗之丑态

」，对其深恶痛疾。

乾隆为什么会把诗写成这样？

事实上，滥用虚字只是乾隆诗体

崩坏的缩影。

中国诗的一大特长是善于描写意

象，融情于景，一首诗的诗意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此。然而在乾隆晚期的诗

作中，意象描写完全被边缘化，很多

作品通篇没有一个意象，连赏花观池

之作，都写成了流水账、发牢骚和端

着架子讲道理：

往岁山庄八九月，桂先菊后例观

之。

秋迟回跸早如昨，桂菊却怜两负

期。

池上居诗不可无，识将岁月以详

乎。

明来昨往今非住，老至壮过幼更

徂。

设曰鲜民惭视彼，惟斯育物未忘

吾。

对时中有权衡在，肯作吟风咏露

徒。

但乾隆偏偏对这种写法极为自信

，甚至公然宣称「拈吟终日不涉景，

七字聊当注起居。」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乾隆为

何滥用虚字，其作品又为何遭人恶评

。

因为乾隆完全不在乎营造意境，

只顾把自己的各种感想写成五言或七

言的句子，只能用大量虚字来组织句

法、凑字凑韵。这样的诗自然无诗意

可言。

他发来发去的感想，无非是勤政

爱民、谦虚自省、关心民生等固定套

路，内容单调无聊，句法又烂俗拖沓

，再加上一天几十首的批发产量和自

我感觉良好的姿态，实在很难不遭人

嫌弃。

乾隆的另一爱好是把诗题在各种

文物或器物上，尤其

显得无自知之明。图

为《富春山居图· 子明

卷》局部，现代鉴定

为伪作，但被乾隆视

为真迹。

除了前面的几种观点，还有人用

「词臣代笔说」来攻击乾隆的文学水

平。不过，既然《御制诗集》里的作

品已如此不堪，烂法还都高度相似，

再追究个别诗句是否由词臣润色或代

笔，实际上毫无意义。

而且，被今人视为烂诗的上述特

征，其实是乾隆有意追求的结果。

与多数人的偏见不同，乾隆自幼

便接受了顶级的汉学教育，年轻时反

而不乏水准之作。如下面这首古体诗

，便是他当皇子时的作品：

秋阳皎皎秋风起，千山万山收红

紫。

南苑平芜晓色寒，游丝白日长空

里。

我从前岁罢秋围，经年未到南海

子。

重来历历忆旧游，真教见猎心犹

喜…

事实上，乾隆的诗完全遵循着越

写越烂的退化规律。

有研究者按时间顺序阅读乾隆每

年元旦时的诗作，结果发现，乾隆早

年对诗的态度与晚年大为不同。在登

基后的前几年里，他创作的诗歌数量

极少，到乾隆十年（1745）之后，每

年数量才逐渐提高。

乾隆早期风格更类似于传统的唐

代宫廷诗体，而前述的烂诗特征到晚

年作品中才较明显。其滥用虚字的习

惯，则是自乾隆二十年（1755）才越

发严重起来的。乾隆最烂的诗，几乎

全是晚年作品。

与寻常印象不同，乾隆并未在当

上皇帝后自我膨胀荒废诗艺。恰恰相

反，他常在诗文里写到检视旧稿时的

反思心得。其诗歌风格的变化，正来

自长期的学习和思考。

而他学习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

鼎鼎有名的大家：杜甫、元稹、白居

易。

乾隆最敬仰的诗人是杜甫，曾在

多个场合表达其敬意。不过，乾隆对

杜甫优点的认识并非句法格律的工巧

，而是其每句诗都能体现忠君爱国的

政治立场。与之相比，李白则因自由

散漫遭到恶评：「李杜劣优何以见，

一怀适己一怀君。」

杜甫有一类作品，因反映了当时

的历史事件而被称为「诗史」，尤其

得到乾隆推崇。乾隆晚年自道其作诗

宗旨：「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

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

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也就是说，乾隆的诗之所以只顾

叙事说理而不顾描写意境，甚至把每

天的批奏折的感想写成流水账，正是

学习杜甫「诗史」的成果。

在创作实践中，乾隆最喜欢的诗

人是元稹和白居易，集中体现为其诗

集中数量庞大的追和与模仿作品。

在《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

》中，乾隆追和白居易诗共 20 题，

追和元稹 9 题共 111 首；标题写明

模仿元稹者 6 题 86 首，模仿白居易

者 10 题 59 首。

需要说明的是，元稹和白居易的

诗歌都是以句式通俗浅白、内容强调

政治教化而闻名的，素有「元轻白俗

」之说。

乾隆将这种理念更进一步，便造就

了其「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的批

发式作诗法，和复述文件般的诗句。

不难发现，乾隆学习杜甫与元白

的动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乾隆写

下这些烂诗，既是要用诗的形式向大

清臣民讲政治，也是要让后人看到他

一生的功劳和德行，千万不能像李煜

那样的亡国之君。

乾隆对文学政治性的敏感，集中

体现于他在位时多达 135 起的文字狱

里。内阁学士胡中藻的诗里有一句

「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怒斥其

「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

」终将他满门抄斩。

因此，面对这位学诗学到走火入

魔、但又掌握着大义名分、颇有理论

自信的皇帝，词臣们能做出的唯一合

理的反应，便是拼命赞美皇帝的诗作

水平。

「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

上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

机所到，造化生心。如云霞之丽天，

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

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

折，无一相同……」

钱载、翁方纲和刘墉等人，还大

量创作模仿「御制体」的诗与乾隆唱

和。皇帝看到词臣们争相采用自己的

写作技巧，自会认为他们的赞赏并非

客套奉承，写起烂诗来更加坚定。

不过，乾隆绝不是「以文为诗，

语助拖沓，令人作呕」的最后一人。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在视察河北张家

口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口蘑之名满天下，不知缘何叫口

蘑？

原来产在张家口，口上蘑菇好且

多。

乾隆的诗为什么烂
中国历代国家领袖中，最热爱舞文弄墨的，莫过于清代乾隆皇帝。

乾隆不仅是小吃题名专业户，还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数量最多的人。据统计，现存乾隆诗

作共计 43584 首，几乎抵得上一部《全唐诗》。

对于这样的成就，乾隆自己颇为得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骄傲的宣称：「余以望九

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相等），可不谓艺林佳话乎？」

只可惜，乾隆的「艺林佳话」在当代彻底破产。今天谈起乾隆，无论谈论者是否真的具

有文学鉴别能力，其诗作与品味都已沦为笑柄。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主要问题出在哪？怎样以正确的姿势把他批判一番？

乾隆的诗多而烂，对于大多数文史爱好者已是常识。只是他的诗到底烂在哪，却长期缺

乏正面回答，流行的解释大多难以成立。

例如，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一些所谓的乾隆诗作，被视为其水平低劣的明证：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落入梅花都不见。

远看城墙齿锯锯，近看城墙锯锯齿。

若把城墙倒过来，上边不锯下面锯。

其实，这些诗句并不见于乾隆的《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不过是虚构的笑话段

子，与乾隆根本没关系。

另一种看法则从数量下手，直觉认为乾隆作诗既然如此之多，质量自然不堪入目。

然而，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余首；陆游晚年把诗当日记写，传世近万首中一

半以上是老年高密度创作，甚至留下了「洗脚上床真一快」的败笔。

但他们的地位仍远超那些精雕细琢一辈子的小诗人，可见创作数量与其总体水平没有必

然联系。

那么，乾隆的诗究竟烂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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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

到了晚年，邓小平把打桥牌当成

自己向智力、体力挑战的一种手段。

1986年8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

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他在谈到个

人身体状况时说：“我测验自己的身

体靠两条。一条是能不能下海，一条

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

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前不久

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就下跌。其实

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只要

知道我在打桥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

。”三言两语，邓小平用诙谐的语言

化解了社会上对他健康状况的谣言，

也道出了他打桥牌的原因。

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考虑

的东西太多，即便休息，他的头脑仍

在不停地思考问题。细心的家人和工

作人员发现，邓小平在最平常的散步

中也仍在为工作开动脑筋。夫人卓琳

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在反复琢磨后，

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她专门同常和

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告诉

他们：“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

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

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得知此事

后，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平鞠躬尽瘁

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陪

他打牌，让他得到休息。在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的牌局中，邓小平才有机

会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

出来，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邓小平坚持桥牌运动一直到生命

的最后岁月。受帕金森症的影响，他

的手因颤抖拿不稳扑克牌，抽牌也显

得很吃力。这个时候，邓小平的女儿

就主动帮忙拿牌、捋牌。当然，在牌

局上打什么牌还是由邓小平做主，比

如“要”一个草花，女儿“要”好了

就向邓小平重复一声，再继续进行。

真可谓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
味道”

桥牌，是一项能够反映参与者品

格、性格的竞技比赛。在巧妙多变的

牌局中，邓小平的个性也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展现。

不服输。当牌面情况不明朗或有

问题时，邓小平会细心地推敲，寻找

牌理。遇到有争议的牌局时，他总要

弄出个究竟。有一次，邓小平同女儿

邓楠打牌，邓楠在牌局结束收牌时对

父亲说：“刚才您那张牌不该那么出

。”邓小平当时想了想，没有说话。

第二天打牌，大家刚刚入座，邓小平

就复盘了第一天的牌型问：“你们说

，谁对，谁错？”大家随即进入了牌

局的深入推敲环节。发现难题之后积

极思考得出结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

事情。邓楠回忆说：“关于出哪张牌

的问题，我们经常发生争论，很有意

思。”

拒绝“踢假球”。围棋国手聂卫

平经常被邀请同邓小平打桥牌，也亲

历了许多与邓小平打桥牌的趣事。他

曾说：“邓小平的桥牌水平是很高的

，比我的牌技要好得多。做他的对手

想赢他，实在是很困难。”有一次，

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在他们猛烈的

攻势下，对手万里和祝寿和输得特别

惨。见状，聂卫平觉得不忍心，就故

意“放水”让对手得一些分数，也就

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踢假球”。聂卫

平瞥见万里手中黑桃很多，而自己只

有四张黑桃，就故意叫黑桃。万里果

然加倍，这样就宕了6个，6个宕使

对手得分翻番很多。邓小平当时指着

聂卫平笑称：“他创了世界纪录了。

”后来，邓小平碰巧见到聂卫平的爱

人，他风趣地说：聂卫平的围棋是九

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讲究规

矩，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高手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牌要和

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1981年

，“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曾

到北京与邓小平、万里等打桥牌。在

那次切磋中，他们从晚上八点一直打

到深夜一点，连续对阵四五个小时。

邓小平全情投入，不但毫无倦意，直

至局终仍然神采奕奕。在牌局中，杨

小燕发现邓小平对“精确叫牌制”非

常熟悉，可见邓小平对世界桥牌的主

流“技、战、术”很有研究。邓小平

的牌风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

说：“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

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

，这在 80 岁

的老人中，是

十分令人吃惊

的。邓小平的

牌技不仅仅是

业余水平的，

可够得上专业

水平了。”

邓小平将

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这一点，

他的牌友们很有体会。邓小平不但打

牌不谈政治，打完桥牌和友人一起吃

便饭时也不谈政治。也正因为不谈政

治的原则，大家都感觉同邓小平打牌

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没有多余的压力

。一张四方的牌桌，一群热爱桥牌运

动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专注牌局的变

化，在酣斗中传出阵阵欢乐的笑声，

其乐融融。

“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桥牌是国际比赛项目，世界上不

少政要都喜欢打桥牌。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参战的

情况下，没有放弃打桥牌的爱好；艾

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登陆北非消息期

间，也不忘挤出时间打上几局桥牌。

邓小平也是桥牌爱好者，因其对中国

桥牌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来自

世界范围的好评和赞扬。

在“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

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这导

致了桥牌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度很低

，更不用说有多少“国手”了。“文

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针对桥牌事

业发展停滞的问题，1978年7月，在

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

和郑雪莱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信中提出了在我国推广和发展桥牌运

动的建议。几位桥牌专家很快得到了

消息，邓小平对此信作出了批示：

“请体委考虑”。在邓小平的支持和

关注下，中国的桥牌运动重新开展起

来。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

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从1984年开始，为了推广桥牌

运动，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了“运筹

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邓小平亲

自率队参加比赛，比赛共办了10届

，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结束，邓小

平的队伍基本上每届都是冠军，仅

有一次拿了第二名。1991年 10月，

中国女子桥牌队在世界桥牌锦标赛

中获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女队

回国后，邓小平为鼓励她们，亲切

地接见并邀请女队员打了一场友谊

赛。在这场比赛中，邓小平“叫”

“打”俱佳，战胜了中国女队。在

惊叹邓小平牌技的同时，女运动员

们表示一定要刻苦钻研牌技，力争

为祖国取得更好成绩。

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

语言，可以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

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

梁。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中

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开始成

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

力量。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

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1981年 12

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将最高荣誉

“戈伦奖”授予了邓小平。1988年

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

誉主席。1993年 6月世界桥牌联合

会主席鲍比· 沃尔夫和北美桥牌联

合会秘书长杨小燕，向中国桥牌协

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

荣誉"奖，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

牌运动开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

牌联合会主席乔斯· 达米亚尼在悼

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桥牌界能

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

骄傲。

妻子揭秘鄧小平：
只有在打橋牌才能得到真正休息

在反复琢磨后，卓琳想到了一个办法。她

专门同常和邓小平打牌的同志谈了一次话，告

诉他们：“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

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看书时都不免想

到工作。”得知此事后，他们一方面感叹邓小

平鞠躬尽瘁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示尽量找时间

陪他打牌，让他得到休息。在静中有动、动中

有静的牌局中，邓小平才有机会从千头万绪的

工作事务中暂时摆脱出来，得到真正的放松和

休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

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小平与桥牌结

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

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

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

一派大将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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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石狗山近千亩鲜花盛开，漫

山花海仿佛一夜之间竞相开放，场面蔚为壮观，周边市民纷

纷前往观赏，成为昆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石狗山地处滇池以北，常年云雾缭绕，游离蒸腾，云在

脚下，花开云上，如坠仙境之中，所以起了一个好诗意的名

字叫“花漫云巅”。

据介绍，“花漫云巅”是由昆明刀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5000万元打造，以“鲜花”为主题，集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生态体验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与传统的鲜花景区

不同，“花漫云巅”根据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卉品种实时更换

，确保四季鲜花常开。

美景诱人 漫山遍野鲜花争相斗妍

最近几天，近千亩鲜花已陆续开放，微风拂过，花浪翻

滚，花香四溢，薰衣草的紫色鲜艳夺目，铺天盖地，叫人神

清目醒，心花怒放，紫色的世界毫无遮拦地呈现在游客面前

据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董事长任宗院介绍，景区有上百

个品种的鲜花，诸如薰衣草、树状月季、大花海棠、藿香菊

、美人蕉、醉碟花、郁金香、蝴蝶兰、虞美人、紫罗兰、三

色堇、雏菊、大丽花、大葱花等应有尽有，这些鲜花根据不

同的品类栽种在不同区域，于今年3月份种下，从5月1日

起就陆续开放，现在已步入盛花期，这几天正是赏花的好时

候。

花漫云巅是云南最大的鲜花观赏景区，占地近一千亩。

6月份以来，景区五颜六色的鲜花已全部绽放，有红色、蓝

色、紫色、白色等，偶尔会听到游客惊叹：真漂亮，这里简

直就是个“花花世界”！很多游客一路赏花，一路拍照。拍

一组写真，怦然心动，摆几个随性的动作，心旷神怡。

帐篷野营 沙滩亲子乐园嗨翻天

度假区内设有沙滩区和儿童乐园，赏花之余，家长可以

带着孩子在沙滩里玩耍，也可以在儿童乐园与各种造型各异

的卡通背景连环自拍，仿佛置身于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在

这里，可以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感受孩子们的潮气和活力。

夜晚，在开阔的坡地上，搭一顶帐篷，仰望星空，凉风

习习，和家人、朋友一起谈天说地，把酒言欢，且不说漫山

的花海，单就星空、森林、帐篷，这几个字眼就已经美好地

让人着迷了，彻底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据了解，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配套服务区将于本月底完成

建设，7月1号—7号进入试营业阶段，届时市民、游客可通过

关注景区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免费游览，此外园区还开通会员办

理，凡办理会员的市民可在一年内不限次数休闲、游览。

对于爱玩爱拍的昆明人来说，花漫云巅漫无疑是周末家

人和朋友放松休闲一个好选择。漫山遍野的鲜花，开得无法

无天！只需一个小时尽享花海之旅。你去或者不去，它都在

那里怒放。

赏花指南

关于票价：

园区票价60元/人。试营业期间关注“花漫云巅”微信

公众号并转发信息者，可享受如下优惠：

1、关注微信公众号，享受30元/人的票价优惠。

2、关注并在朋友圈转发园区信息，享受20元/人的票价

优惠。

3、关注并在朋友圈转发任一信息，收集60个赞，可免

费入园。

其他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享受票价50元/人。1.2米

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学生、军人关注微信公众号并凭有效身

份证件获取30元/人的优惠票价。

关于路线：

1。从北市区出发往三环方向走，过岗头山隧道前行两

公里，再往武定方向前行一公里沿西北绕城高速前行往安宁

方向行驶，一直沿着玉溪晋宁方向走，从中新收费站下高速

，右转前行一公里。左边有路牌，沿着路牌向山上开一公里

即到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

2。从二环上沿着西山方向往高海高速方向前行，往海

口方向走。过了海丰收费站往右前方安宁方向行驶约三公里

，从中新收费站下高速，右转前行一公里。左边有路牌，沿

着路牌顺着山坡，行驶一公里即到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

3。从二环上沿着杭瑞高速往安宁方向行驶19.5公里，到

太平村立交桥转昆明绕城高速往玉溪晋宁方向行驶17.9公里

，就到中新收费站。下了高速往右转前行一公里，左边有路

牌，沿着路牌向山上驾驶一公里即到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

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简介

花漫云巅休闲度假区，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里仁新

村整座山占地5000亩花海面积300亩，总投资约5000万元。

项目地势高低起伏，园区分二期建设。园区不同传统的花海

模式，将根据一年的四季更换不同的花卉品种，力保园区一

年四季鲜花常开。有薰衣草、树状月季、大花海棠、藿香菊

、美人蕉、醉碟花、郁金香、蝴蝶兰、虞美人、紫罗兰、三

色堇、雏菊、大丽花、大葱花。矾根植物。芝樱、柳叶马鞭

草、百子莲、超级凤仙、天竺葵、等近20个具观赏性花卉

品种，结合精致的园艺小品，立体展现乡村的田园风貌，让

您在昆明感受欧罗巴大陆的乡村情怀。这里是休闲渡假、旅

游、戏水垂钓、赏花赏景的圣地，是拍摄结婚照片的绝好场

所，也是摄影家的天堂。“人间花海”景区正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您的到来！

醉美花海 昆明周邊休閑有了好去處

天空骄阳似火，耳边蝉鸣不断，地

面热气灼灼，夏日要去哪儿避暑？我们

去广西岩洞吧！洞内阵阵自然风胜过空

调，各色钟乳石饱你眼福，洞内清凉的

空气正如天然氧吧！心动了吗？背上背

包我们一起出发吧！

马山 金伦洞

金伦洞位于南宁市马山县杨圩镇，

是广西喀斯特地貌最大、最深、最长、

溶岩景观最丰富的原始石漠溶洞，洞内

长年低温，特别适合夏季避暑。1987年

12月，经英国溶洞专家考察队实地考察

论证后，金伦洞被称为“世界十大名洞

之一”，与沿线清清灵水湖、巍巍大明

山、滔滔江水河、莽莽七百弄被人称为

广西五大自然景观。

金伦洞长而大，路宽且平。溶洞共

穿越12座山腹，游程近10公里，上至山

顶，下至地下河，形成美丽奇巧的地门

开窗。洞中的路，有的地方很笔直，似

乎稍作修理便可乘汽车直达洞内数公里

，有的地段则很曲折，如九曲回廊。洞

中有悦心的洞府使人流连，有迷人的厅

堂使人忘返，更有仙境般的乐园令人陶

醉。这些厅堂、洞府、乐园，有的可停

放数十辆小汽车，有的可作万人大会场

。这种巨型的厅堂洞府，为南国众多名

岩胜洞所少见。

洞中熔岩千姿百态、幻象无穷，各

种石柱、石乳和石笋构成了雄伟壮观的

十里画廊。特别是在洞中地下河岸边，

可以观赏到洞顶长出的石笋石乳在水中

的倒影。通过五彩灯光的照射，那洞顶

的石钟石乳林立，活脱脱的就像电视里

拍出的东北的林海雪原，形象逼真，让

人叹为观止！

金伦洞的前半段主要观赏千姿百态

的钟乳石，后半段则是奇中之奇的倒影

世界。清澈透明的地下河，波平如镜，

侧身观之犹如万丈深渊，实则不过1米多

深的河水，上下承应的奇观让人流连忘

返，让人分不清到底哪边才是真实的世

界。

桂林 芦笛岩

“桂林山水甲天下，芦笛美景堪最

佳。”芦笛岩位于桂林市西北郊，是一

个以游览岩洞为主、观赏山水田园风光

为辅的风景名胜区。芦笛岩洞深240米，

游程500米。

洞内有大量奇麓多姿、玲珑剔透的

石笋、石乳、石柱、石幔、石花，琳琅

满目，组成了狮岭朝霞、红罗宝帐、盘

龙宝塔、原始森林、水晶宫、花果山等

景观，令游客目不暇接，如同仙境，被

誉为 “大自然艺术之宫”。

琳琅满目的钟乳石、石笋、石柱、

石幔、石花拟人状物，惟妙惟肖，构成

了三十多处景观，有“狮岭朝霞”、

“雪人”、“红罗宝帐”、“高峡飞瀑

”等，可谓移步成景，步移景换。

洞内天然形成密集的钟乳石，它们

的线条丰富流畅，有雄伟广阔之势。加

以灯光陪衬。创造出各种意境。水晶宫

是芦笛岩洞中最宽阔的地方，水晶宫的

空间大小正好演奏和欣赏室内乐，不需

要任何音响设备就可以达到音乐厅的效

果。她优美的环境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视觉空间，既幽幻，又耐人寻味。

上林 大龙洞

大龙洞风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林县城西南22公里处，有“龙湖洞天

”“水上桂林”的美誉。山水之中的上

林总是凉爽，上林的大龙洞更是如此。

大龙洞紧临水库，系岩溶洞穴。洞

内有12个观览厅，其中石狮大厅有八九

层楼高，可容数千人。洞内钟乳石众多

，形象各异，有石狮、石羊、石马、石

竹、石笋等。在洞内一险崖处，有一宽

达20多米、深不可测的圆洞，时而传出

悦耳的丝竹乐声，时而听到惊涛拍岸般

的巨响。

这里的神奇在于，当你在黑暗的山

洞里摸索着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一个明

亮的天窗直通天穹，再走一会又能看见

一个天窗，明明感觉自己走在深深的地

心里，忽然间天空竟然就在眼前。那天

窗就像人与上苍对话的时光隧道，光线

从天窗照射下来，蓝幽幽的，添了几分

神秘，一种不似在人间的空灵。

穿过这个山洞，便来到大龙洞。巨

大的洞口有水泥阶梯直通洞底。下到洞

底回头望去，洞口的大坝高高耸立。大

坝用来拦截湖水以免从洞口流入洞内的

地下河。进得洞来如入仙境，洞内钟乳

石形象各异多姿多彩，大龙洞内是洞中

有水，水中有洞，洞中见天。

炎炎夏日 在喀斯特巖洞裏清涼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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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楼深夜起火，居民慌
忙逃生】

英国夏令时14日凌晨将近1点

，位于伦敦西部北肯辛顿的一幢24

层公寓楼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整

幢大楼被烧至通顶。居民在睡梦中

惊醒，慌忙逃生，但有不少居民被

困，有人绑起床单当作绳索爬出屋

外，也有居民处于生死关头，被迫

从高处跳楼逃生。

逃生者称，被困在楼里的人站

在窗口大声呼救，有人从楼上往下

跳，有人撕床单结绳攀援逃生。

消防队接到火警电话6分钟后赶

到现场。总共出动了40辆消防车，

约200名消防员参加灭火。伦敦警方

已经确认火灾中有12人遇难，并称

他们认为这一数字将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消防队还从建筑物中救出

了65人。

另一方面，急救部门则称，伦

敦多家医院共收治了74名西区高层

公寓楼火灾伤者，其中20人接受重

症监护。

起火原因有待查明。

伦敦市长萨迪克· 汗宣布大厦火

灾是“重大事故”，对高层建筑的

安全敲响警钟。他说，失火大楼所

在小区居民曾经提出的火灾隐患问

题“十分重要，需要答案”。

起火12小时后，火已扑灭，大

楼还在冒烟，但消防局的专业城市

搜救人员和结构工程师对大楼进行

了检查，认为没有坍塌危险。此前

，警方在建筑物周边设置了警戒线

，疏散了约30座相邻住宅中的居民

，并建议人们避开该地区。

目前，伦敦多家医院共收治了

74名西区高层公寓楼火灾伤者，其

中20人接受重症监护。图为消防员

在火灾现场调查。

【失火大楼：43年楼龄，警
报系统疑失灵】

起火的“格兰菲尔塔”位于西

伦敦的拉蒂默路，附近有著名的

Westfield购物中心，以及出入西伦敦

的交通主干道A40。

这幢塔楼是政府福利房小区西兰

开斯特小区的一部分，1974年由肯辛

顿和切尔西地区地方政府建造。小区

内有数幢类似的高层公寓楼。

失火的格兰菲尔塔楼高24层，

其中20层是居住单元，共120套公

寓；社区共享空间占4层。楼内大约

有400-600名居民。

这栋建筑已有43年楼龄，管理

公司一直被批评管理不善，罔顾住

客安全。大厦的自动洒水器及中央

警报系统据报在火警发生期间同时

失灵。起火后逃出大楼的人说，不

记得听见楼道里有火警警铃响，但

可以听到各户居民家里的火警铃。

2015-16年，大楼翻新装修工程

完成，耗资1000万英镑，包括大楼

外墙覆盖雨屏覆板、更新了公共取

暖系统和排烟通风系统，1-4层空间

重新改装，新增9套住房单元。

居民组织“格伦费尔行动小组

”曾在网站撰文指，工程进行期间

，大厦只剩一个出入口，临时大堂

亦积聚大量旧床褥等垃圾，阻塞逃

生路线，一旦发生火警，住客将被

困，但管理公司没采取任何行动。

英国伦敦警方证实，该市6月14

日发生的高层公寓楼火灾已经造成

12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将进一步

上升。图为撤离火场的一位小男孩

神情落寞。

【家当烧毁，生还者：我失
去了一切】

大火烧毁了楼内居民的家当，

一名生还者称，最重要是他活下来

，“我失去了一切，我身上的就是

我的所有”，但庆幸自己能逃出鬼

门关。

事发于凌晨时分，不少住客身

穿睡衣逃出大厦，有人投诉没听见

警钟响起。他们纷纷致电联络失散

家人，有附近民众带同食水及衣服

前来，向无家可归的居民伸出援手

。

一名住在17楼的男住客称，事

发时并没响起火警，直至看见消防

车出现在大厦外才知发生火灾。

生还者埃迪形容自己命悬一线

，他听见邻居的烟雾传感器鸣响，

以为只是正在煮食，因此未有理会

，后来听见有人不断叫“着火”，

他立即打开门，大量浓烟实时涌进

屋内，“我的邻居大叫‘快走出去

！’”

不少生还者批评当局没安排人

员负责联络协调，未能向他们提供

最新讯息，使他们无法得知家人生

死。

倫敦高樓火災：
居民驚慌逃生
生還者“失去一切”

当地时间14日凌晨，英国伦敦西区一栋高层公寓楼发生火灾，大火连续焚烧十几个
小时，截至目前已经导致12人遇难，但死亡人数预计仍将上升。起火原因尚待查明。

6月的“ARD德国趋势”调查显示

，总理默克尔在德国人中的受欢迎程

度相当之高；竞选对手、社民党主席

舒尔茨则大失民意。

最新的“ARD德国趋势”民调显

示，基民盟的默克尔已达到2015年秋

难民危机以来最高的支持率。当年，

近90万人前往德国寻求避难，默克尔

的欢迎政策引起不少人质疑。

如今，再度有64%的德国公民对

女总理的工作感到满意。这意味着，

默克尔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此

次民调是本周初对1500位有代表性的

德国公民进行的。

默克尔受欢迎是她所在联盟党(基

民盟、基社盟)在民调中明显领先的主

要原因。

倘若现在举行大选，38%的选民会

投票给基民盟和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

基社盟。只有24%会投票给社民党及

其党主席舒尔茨。自民党(FDP)声势再

起，三年半前黯然告别联邦议会，如

今重夺10%的支持率。

如果现在是大选，38%的人会投票

给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随后是社

民党、左翼党、绿党、自民党、德国

选项党和其他政党。

两个在野党左翼党和绿党分别有

8%和7%的支持率，还需努力。右翼民

粹主义的“德国选项党(AfD)”要求改

变外国人政策，现在的支持率达到9%

。保持这一趋势，该党将得以进入联

邦议会。不过，该党的支持率远不及

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党派，比如法国

的国民阵线。

社民党支持率如同过山车社民

党以及舒尔茨的民调结果今年大起

大落。1月，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出

人意料地被提名为社民党的总理候

选人。3 月，他在党代会上以 100%

的全票当选党主席。万余人因为他

加入社民党。

当时，社民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

甚至曾超过默克尔的基民盟。但随后

，舒尔茨突然从公众视野中几近消失

。默克尔则再次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

：与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在意大利

出席G7峰会。目前，基民盟与社民党

的差距为14%。只有36%的德国人对舒

尔茨表示满意。

默克尔支持率高
将再度连任德国总理

在大选中遭遇滑铁卢的英国首相

特雷莎· 梅目前还在与极端保守的北

爱尔兰民主统一党洽谈合作事宜，保

守党内却传出有人在酝酿将她拉下马

，反对党工党党魁科尔宾也再度提出

由他来领导政府的可能性，使英国政

局持续陷入不明朗。

民主统一党 “打脸”特雷莎梅

英国首相府10日宣布，特雷莎·

梅领导的保守党已与北爱尔兰民主统

一党(DUP)就一项框架协议的原则达

成一致，获得该党支持组织少数派政

府。但民主统一党在数小时后称，双

方还在进行磋商。

该党说：“截至目前的谈判令人

乐观。我们下周将继续讨论，以制定

细节并就新一届国会的安排达成协议

。”

唐宁街因此被迫改口，在一份措

辞谨慎的声明中说，特雷莎· 梅就在

来临一周敲定协议，与民主统一党进

行讨论。

声明也说：“我们对任何可能达

成的协议表示欢迎，在英国着手脱欧

与脱欧后，这将为整个国家提供所需

的稳定与确定性。”

民主统一党“打脸”特雷莎· 梅

，显示该党未必会是一个凡事听从保

守党少数派政府的合作伙伴。据悉，

保守党希望民主统一党能在国会的关

键投票中支持保守党少数派政府，但

两党不会正式结盟。

保守党在上周的大选中赢得318

个议席，工党得262席，民主统一党

得10席。若有民主统一党支持，保守

党就能握有执政所需的326席。

保守党拉拢民主统一党，在英国

引起了争议。民主统一党在许多社会

问题上极端保守，如反对同性婚姻合

法化和堕胎等，甚至被认为比保守党

还保守。

针对外界批评，民主统一党党魁

福斯特星期天对天空新闻台说：“我

们会以国家利益为先。我们希望为整

个联合王国做对的事情，并为联合王

国政府带来稳定。”

除了保守党，在此次大选中取得

亮眼表现的工党也希望筹组新政府。

工党党魁科尔宾告诉《星期天镜报》

：“我可以成为首相。这还是可能的

，绝对(有可能)。”

他称，工党会寻求否决特雷莎·

梅将向国会提呈的女王演辞。他也称

，英国可能会在今年迟些时候或明年

初再次举行大选，以打破政治僵局。

不过，工党可能争取到的议席并

不足够，科尔宾上台的可能性不大。

另有报道指，保守党内正在酝酿

一场“倒梅”行动，可能的新党魁人

选包括外交部长约翰逊、脱欧事务部

长戴维斯等人。不过，约翰逊驳斥了

支持者要求他挑战特雷莎· 梅的报道

，并在周六晚发推文表示支持她。

特雷莎梅脱欧谈判料难如期完成

英国大选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度

，在全国650个选区中，选民投票选

出各自所在选区的政党代表，得票最

高者获胜，成为下议院议员。

交通部长格雷林也指出，特雷

莎· 梅应继续领导保守党，以避免英

国政治陷入更不稳定的局面。

英国定6月19日与欧盟展开脱欧

谈判，而谈判必须在2019年3月之前

完成。特雷莎· 梅承诺会遵守脱欧时

间表，如期开始谈判，但即使她如愿

在此次大选中扩大在国会的多数优势

，要达成这个目标也不容易。

国防部长法伦星期天说，英国政

府对脱欧的立场并没有因大选结果而

改变。他说：“我们希望与欧洲建立

伙伴关系，达成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进

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协议，并就移民问

题达成一致，延续我们与欧洲的安全

事务合作。”

他还表示，他相信政府的脱欧计

划会获得国会多数议员支持。

但亲欧的保守党人苏伯利当天称

，她不认为特雷莎· 梅的脱欧计划在

国会拥有足够支持，凸显保守党在此

次大选后陷入了分裂与混乱。

苏伯利也称，她认为特雷莎· 梅暂

时不会下台，但将无法长时间执政。

保守党“倒梅”工党要当家

英政局陷入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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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召開召開BB&TBB&T銀行銀行

家庭購房貸款講座家庭購房貸款講座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 )AREAA )休士頓分會代表與休士頓分會代表與BB&TBB&T 銀行代表在研討會前合影銀行代表在研討會前合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BB&TBB&T 代表出席大會代表出席大會（（ 右起右起 ））貸款部代表貸款部代表Tulu Kaifee, ArtTulu Kaifee, Art
Rathell , Tashi RabbaniRathell , Tashi Rabbani 在會上在會上。。

（（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與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與
休士頓市政府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主任休士頓市政府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主任Tom McCaslandTom McCasland 等人等人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Freddy MacFreddy Mac 的代表的代表 TamelaTamela 介紹家介紹家
庭購房貸款及相關服務和第一次購房庭購房貸款及相關服務和第一次購房
者的實惠抵押貸款解決方案者的實惠抵押貸款解決方案。。

BB&TBB&T 貸款部代表貸款部代表Tulu KaifeeTulu Kaifee 致詞致詞
。。

文化中心代表文化中心代表Katherine TongKatherine Tong 致詞致詞。。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會長Eugene WangEugene Wang （（ 右立右立 ））
致開場詞致開場詞，（，（左立者左立者）） 為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為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

買了住房，對辦 「 投資移民 」 不一定有幫助
關英傑律師： 「遺產稅」 要提早規劃，需有轉移技巧
（本報記者秦鴻鈞）在休

士頓律師群中，關英傑律師個
人特殊的商業背景，使他在商
業訴訟方面如魚得水，也使他
成為休巿生意人最喜歡諮詢的
律師。

出生，成長於香港的關英
傑律師，大學學的本科就是商
業，香港大學經濟系畢業的他
，在香港大規模公司負責 「投
資，建設」 項目多年，1990 年
來美後，進入法學院就讀，考
律師執照，1994 年正式開業。
由於他個人港大的學歷及他在
香港的商務歷練，他特別擅長
與商業訴訟有關的各項法律業
務，對 「公司法」 敏感度高，
如合約起草，公司成立，股權
糾紛，商業移民，地產買賣，
各式租約，遺產計劃(安排) 等
等。

關律師對記者詢及美國高
額的 「遺產稅」 時表示： 其實
，這很不合理，因為這些資產

我們當年賺到時都已付過所得
稅了。由於遺產稅 「敏感度」
很高，對 「遺產計劃」 關律師
建議一定要 「提早準備」 ，一
定要有遺囑，若不是, 去世後
便會產生有很多問題。

關律師也提到，最近很多
外地人來休市買房地產，但要
靠買房地產辦 「投資移民」 是
不容易的，因為 「投資移民」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需製造
十個就業機會。 「投資移民」
的捷徑，如買旅館，搞一個投
資項目，但對中國大陸，仍有
名額限制。還有，很多人以為
買住房，可以 「申請移民」 ，
其實，一點幫助都沒有。關律
師說： 外國人在美國 「買進」
房地產沒有問題，但 「賣出」
時 ， 政 府 要 先 扣 留 賣 價 的
10% 的 「預扣稅」 （ FIRPTA
)。

另外，外國人買下房子贈
送或留給美國的孩子(不論是否

美國公民)，生前贈送每年的免
稅額只有一萬四千元, 而遺產
稅的免稅額也只有六萬元，實
在很不划算。

對一般美國人，贈予稅與
遺產稅的免稅額在2001年衹是
$675,000。布希總統年代，免
稅額逐步提升至一百萬，兩百
萬，到2010年遺產稅全部取消
。但是奧巴馬上任後，收回遺
產稅的取消，但因為國會的壓
力，還是將免稅額提升到五百
萬，還按指數增加。本年度，
遺產稅的免稅額是$5,490,000
。還有在某些情況下，夫妻可
有兩個免稅額，達到差不多一
千萬元。這樣，對中等富有的
家庭，遺產稅可以說已經不是
問題。

若要是還有遺產稅的問題
，便需要一些特別的技考。較
常用的方法包括設立有限合夥
公司，利用每年贈予稅的免稅
額，把財產按年贈送給下一代

。另一個常用的方法是購買人
壽保險，預早安排要付的稅款
。但謹記必須要設立 「人壽保
險信託」 ，並需要按指定的方
法付款。

遺產稅恐怖的地方是稅額
高。現在是 40%，以前曾是
55%。要在死後九個月內付款
。若果資產是不容易變賣的，
像生意，農場，或房地產等等
，出售時就可能產生很多的困
擾。利用人壽保險是有一定的
優點。

關 英 傑 律 師 事 務 所 自
1994 年開業至今已逾二十年，
由於他個人商業的背景及專長
，關律師成了每一個做生意的
華人爭相諮詢的對象。因為他
可以用英、國、粵語與您直接
交
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關
律師擅長：

移民法： 包括親屬移民
（F), 職業與投資移民（EB) ,特

殊職業簽證（H), 跨國公司職
員簽證（L)
商業法： 包括公司組織（INC,
LLC,LP), 公司章程與規章，股
東合約，股分轉讓，各式商業
合約。
訴訟： 商業訴訟，勞資訴訟，
債務訴訟

房地產法: 地產買賣、各
式租約、地產糾紛

遺囑•信託: 各式遺囑，

遺產處理與遺囑認證（ Pro-
bate ),醫師指令，耐久授權書
，家庭信託，人壽保險信託

家庭法： 婚前合約，婚後
財產分割，離婚，子女領養

關英傑律師事務所的地址
在 ： 6776 Southwest Free-
way ( 西南大道），三樓363
室，Houston ，TX 77074, 電
話：（713）974-1400

圖為關英傑律師圖為關英傑律師。（。（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王朝旅遊王朝旅遊
王朝伴遊王朝伴遊，，暢行天下暢行天下！！

Day 1 Boston - Rhodes Island,
徜徉在美國東海岸大西洋的起點

, 第一個迎接太陽的海岸小鎮——普
羅旺斯。極富變化而擁有不同尋常的
魅力——暖風和煦，海風狂野。小鎮
無拘無束的歲月，自由的色彩激發著
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小城充滿浪漫的
色彩，吸引了無數美國的藝術家們遠
離城市的繁華, 來到這裡繼續他們的
夢，展開藝術生命的新階段。參觀羅
德島——新港，新港是全世界聞名的
億萬富豪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帆船
遊艇俱樂部，及象徵富豪的"鄉村俱樂
部"，在這里首創及成立。我們將參觀
著名的億萬聽濤山莊（美國鐵路大享
范德比爾恃別墅Vanderbilt，珍貴古
董，無價油畫，極盡奢華），整座大
廈由來自世界各地大理石建造，內部

金碧輝煌，極盡奢侈
的裝飾，將令你體會
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富
豪"。
DAY2 Boston-NH
(Conway Scenic Rail-
road)

今天出發前往達特
茅斯大學，這所成立於1769年的大
學，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世界頂尖學
府，也是聞名遐邇的私立八大常春藤
聯盟之一。它坐落於新罕布什爾州的
漢諾佛(Hanover)小鎮。依照利扎維洛
克牧師當初成立這個學校的目的，是
為了培養當地印第安部落的年輕人和
年輕白人。其間還可以體驗古老的康
威風景鐵路，在這裡隨便走一走，坐
一坐，彷彿就會穿越，在古老的車輪
和鐵軌的撞擊聲，蒸汽機車的汽笛聲
交錯中，恍惚走入了200多年前的那
段時光隧道裡。
DAY3 Franconia Notch State Park,
The white Mountain Take the Can-
non Aerial Tramway

法蘭可尼亞州立峽谷公園的溪峽

谷，堅硬的花崗岩在經過冰河和溪流
經年累月不停的侵襲後，天造地設，
形成一道狹長的溪谷。在麻薩諸塞州
的北邊是美國著名的賞葉滑雪勝地
———新罕布什爾州的美國白山國家
森林公園(WhiteMountains)，許多人
都以到過那裡賞楓為榮，新罕布什爾
州位於美國的東北角，境內的白山公
園以優美的鄉村風光、秋天賞楓和冬
天滑雪而聞名，每年都吸引著大批來
自世界各地的旅遊踏秋者。
DAY4 Mount Washington for a
cruise- New England Village of
Wolfeboro, New Hampshire.

今天前往沃爾夫伯勒， 這是美國
新罕布什爾州溫尼珀索基湖邊一個安
靜的小鎮，共有約6000個居民。據
說，它是美國最古老的夏日度假勝地
。
DAY5 Marsha’s Vineyard

沐浴著清涼的 海風沿海岸到達木
洞碼頭，乘坐特色輪渡（45分鐘）來
到美國著名的度假勝地——瑪莎葡萄
島。在島上漫步於充滿詩情畫意的海
港，領略新英格蘭獨特的漁人碼頭，

在街道兩旁琳瑯滿目的特色商店和餐
廳。在島上穿梭 遊覽充滿歐洲風情的
六個小鎮，流覽各具特色的富豪別墅
。登臨著名景點天涯海角，親睹天之
涯、海之角的瑰麗景色.。在高出海平
面150英尺的海邊峭壁，可遠眺伊莉
莎白島，羅曼島。其雄偉、秀麗的景
色每年都吸引著數以十萬計的來自於
世界各地的遊客。這裡還是美國總統
夏季度假指定目地的，奧巴馬總統每
年都要來這裡度假一個星期。參觀愛
德加鎮，此處是瑪莎葡萄島的第一個

殖民領地，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
DAY6 BOS CITY TOUR-IAH

遊覽坐落於劍橋市的哈佛大學和
麻省理工學院，兩所世界聞名的教育
機構，感受古老的校園氛圍。可以遊
覽波士頓市中心的昆西市場 (Quincy
Market) ，熙熙攘攘的昆西市場是美
國最古老的市集。

王朝旅遊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 981-8868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謹訂於2017 年7 月 9 日（
星期日 ）（ 農曆6 月 16 日 ），在華嚴蓮社最吉祥殿 提前舉行觀音菩薩成
道紀念法會。

法會將於當天上午九時起，禮誦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祝聖，獻供祈福。
敬請各界闔府光臨，共修福慧，同霑法益。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電
話：（281）495-9700 或（281）879-4485

德州休士頓華嚴蓮社
七月九日舉行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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