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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吃生东西多，蔬菜，最典

型的是沙拉。几样青菜随便一切，浇

上一些dressing，盛在一个盆里，就是

沙拉，很少作熟，怕维生素被破坏。

牛肉，通常是6分熟的。

美国人不吃动物内脏，如猪肝，

大肠，鸡心，牛肚。我们觉得美味的

东西，他们很惧怕。美国教育联盟

（http://www.xueus.com）留学专家马

怡尔老师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他们就是觉得动物的内脏很恶心，

只能丢弃，不能吃的。还有吃动物的

肉，一定要把动物的头去掉。比如鱼

，鸡鸭。

另外，他们吃蘑菇，但不吃木耳

。英语中对应的翻译就是edible tree-

fungus估计是中国人翻译的，直译就

是“树上长的食用菌”。如果喜欢，

你只能在亚洲人开的超市里买到。

还有，我们眼中的山珍海味，比

如燕窝(bird's nest)，鱼翅(shark'sfin)，

鲍鱼(abalone)，熊掌(bear'spalm)等等，

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为什么连鸟的

窝也要吃?鲨鱼的鳍不就是一些胶原蛋

白么?鲍鱼不外乎就是一种贝类。还有

，干吗那么残忍，要杀掉熊而只为了

吃它的脚?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也是，这

些东西到底有多大的营养价值?之所以

名贵，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容易

得到，所以成为少数人炫耀财富和权

势的招牌而已。洋人吃的是营养，我

们有些人，吃的是面子。

你说洋人不识货也好，土得掉渣

也好，他们就是觉得吃这些被中国人

视为珍品的东西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

事。所以记住，宴请老外，青菜，鸡

肉或者牛肉，土豆，水果，外加点心

和冰淇淋则可，千万别在什么山珍海

味上破费当冤大头。那是“老公公背

儿媳妇——费力不讨好”。

除了啤酒、红酒、茶和咖啡，美

国人所有的饮料都是要加冰的。国内

习惯早上一杯热热的牛奶，但这里，

牛奶是放在冰箱里，取出来，倒入杯

子就喝。凉饮料，夏天容易接受;可大

冬天的，外面下着大雪

，你面前摆着一杯加满

冰块的水，你能接受么

?他们很少喝热的东西

。但食物一般都要吃热

的。煮好的饺子，要放

在一个有盖子的容器里

。有时候出席宴会吃自

助餐，很多食品都是放

在一个托盘里，托盘又

放在装满水的大托盘里

，下面燃烧着小的酒精

炉，保温。所以，招待

老外的饮料，越冷越好

。

国内的教育让我们

养成了“饭前便后要洗

手”的好习惯。老外

“便后”洗手的习惯非

常好，非常主动也非常自觉。但是

“饭前洗手”的习惯就完全没有了。

不用说饭前，似乎吃任何东西之前他

们都没有洗手的习惯。在学校餐厅的

高中生身上可以看到，在快餐店也可

以看到他们用手捏着东西吃，还要把

手指头吮吸一下，有滋有味。但真正

的餐桌礼仪，他们也是很讲究的，要

餐巾对折一下，搭在大腿上，以防汤

汁撒落身上，上身要端正，左手拿叉

子，右手握刀，食物送入口中时要把

胳膊抬起，不要低头去吃;不许出声

。在美国，首要之事要学会吃饭不出

声。

揭秘美国人真正的饮食习惯

穷人所享福利占政府开支10%

1950年美国的GDP总额为5264亿美元，三

级政府的总开支为1513亿美元，政府在养老金、

医疗保险和穷人福利上的支出总额为268亿美 元

。当年，美国三级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占政

府总支出的17.7%，占GDP的5%。政府为穷人提

供的福利支出为 86亿美元，占政府总支出的

5.6%， 占GDP的1.6%。

1964年美国的贫困率上升到19%，时任总统

约翰逊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向贫穷宣战的口号，并

力推政府加大对穷人的福利资助。1970年美国

的 GDP达到1万亿美元，政府支出为3218亿美

元，除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外，

政府在穷人福利上的支出明显加大，达到223亿

美元，是 1964年政府穷人福利开支的1.59倍。

1970年，政府穷人福利支出占当年政府总开支的

6.9%，占GDP的2.2%。穷人福利主要体现在失业

救济 金、住房补贴、低收入补贴和社会保障等

方面。

1980年美国的GDP快速增长到2.78万亿美元

，政府支出达到9402亿美元，与此同时对穷人的

福利支出也水涨船高，为1005亿美元。穷 人福

利支出占政府支出10.6%，占GDP总额 3.5%。

1990 年，美国经济势头良好，贫困率下降到

13.5%，当年美国GDP为5.8万亿美元，政府 支

出为2.08万亿美元。穷人福利支出为1748亿美元

，占政府支出8.4%，占 GDP总额3%。2000年，

美国的贫困率下降到11.3%，政府对穷人福利的

支出也有所下降。2000年美国GDP接近10万亿

美元，政府支出在这一年 高达3.2万亿美元。穷

人福利支出比 10年前增加了 1187 亿美元，为

2935亿美元，占2000年政府支出的9%，占GDP

总额的 2.9%。可以说从 1980年以后，伴随着

GDP的增长，政府对穷人福利的支出也相应增长

，基本维持在占政府支出10%和占GDP3%左右的

比例。

2011年，美国GDP总额为15万亿美元，在

2011-2012财年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总支出

为62820亿美元，而有关民众安康的养 老金、医

疗保险和穷人上的福利支出为27766亿美元，占政

府支出的44.1%，占GDP总额的18.4%。养老金和

医疗保险属于全民性的社会福利，而针 对穷人的

社会福利，政府的支出有6792亿美元，占三级政

府总支出的10.8%，占GDP总额的4.5%。

穷人享有上百种社会福利

美国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虽然也有州和地方

政府参与，但主要以联邦政府为主。根据统计，

仅联邦政府所管辖的社会福利项目就有126种，

参院共和党的报 告则称联邦政府的这些社会福

利项目有将近80种带有重叠性。根据统计，能

源部有33种低收入家庭住房和能源补贴项目，

农业部等3个部门有21种食品券、穷 人家庭儿

童校园免费午餐项目，健康和人类服务部下有5

个穷人医保项目，社安局等11部门有27项穷人

现金和生活资助项目。

2011年，美国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

入不超过18530美元。如果生活在这种收入水平

之下，那就是美国的穷人了。美国各级政府现在

一年 用于穷人家庭的社会福利超过6000亿美元

，如果平均来算，“山姆大叔”一年为一个三口

之家的穷人家庭提供的福利金额为44550美元，

而三级政府为一个 三口之家穷人家庭提供的福

利金额总计为59233美元。

2000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1.3%，2010年贫困

率则为15.1%，10年间贫困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

上升，因此不少学者抨击政府的扶贫政策 失败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如果政府不加大对穷人的

福利，美国的贫困率还会更高。但从社会福利的

角度来看，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政府对穷

人的福利 支出上涨幅度的确很高，涨幅为89%

。这里引申出来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穷人增多了

呢？还是政府对穷人的福利更加宽松了？不论是

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承认一个 现实，穷人在美

国是一个幸运的人群。

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0年这10年间，美

国对穷人的社会福利增加了89%，从2000年的

342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 6475亿美元。如果

加以详细分析，从增加幅度最大的几个项目上多

多少少可以看出美国穷人福利的一些特点。增幅

最大的是儿童抵税额，这就是人不怕穷，越穷

越生孩子，只要有了孩子，政府就会把你当爹。

低收入家庭儿童医保项目政府福利的投入10年

间增加了483%，还是一个孩子问题。穷人能生

孩子，生了之后孩 子有个头痛脑热，政府也得

为之操心。接下来人活着就要吃，对穷人而言，

温饱就是天大的事，所以穷人吃饭问题就是最大

的人权。10年间，给穷人吃饭的费用增 加了

208%，也算是尊重人权。光吃只能说是活着，

这远远不够，还要活得健康。有了病得不发愁，

所以医保上的花费增长83%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穷人享受的十大福利

虽然说政府为穷人提供的社会福利有上百项

，但这些福利主要集中在医保、食品、住房和子

女养育上。美国穷人享受的最大社会

福利项目是医疗补助计 划，这是由联

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项目，主要是

为无医疗保险的穷人家庭提供医疗保

险。2011年，政府在医疗补助上开支

超过2000亿美元，受惠人数达到 4890

万人。医疗补助项目对不少外来移民帮助很大，

特别是年长者往往没有收入，而政府免费提供的

医疗保险则可解决他们看病吃药的大问题。

美国穷人享受的第二大福利项目是食品券。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家庭，每个月可以按照

标准领取到金额不等的食品券，在超市购买各类

食品。2011年政府投入720亿美元，为4500万穷

人解决温饱问题，当然现在的提法不叫食品券，

而是称之为营养资助项目。

工作收入减税主要是鼓励失业者寻找工作而

不是呆在家里吃闲饭，这是从税收角度为人们退

钱，有点奖励的味道。2011年政府在工作收入减

税上为民 众退税550亿美元，有2700万户家庭

收益。老弱病残家庭现金资助有点帮助弱者的特

性，那些有点收入或是没有收入的老人、盲者和

残疾人可以获得政府的现 金资助，以帮助他们

应对生活中衣食住行的需要。2011年政府为老弱

病残家庭停供的现金福利为437亿美元，受益人

有810万。而联邦的皮尔奖学金则是关 注穷人家

庭子女上大学的问题，父母穷差钱，政府就为这

样家庭的子女提供上大学的奖学金，而不是眼睁

睁看这些孩子没钱念不起书。

穷人收入低，买房困难大，但这不表明穷人

就得成为无家可归者。政府有多项资助穷人住房

的项目，例如住房补贴、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

儿童医保项目 是政府专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

医保福利项目，一些低收入家庭收入虽不高，但

却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计划。对于这类

家庭，政府另设儿童医保项 目，2011年政府投

入134亿美元，有770万儿童因此获得政府提供

的医疗保险。

学生校园免费午餐是政府最受好评的一项福

利项目，穷人家庭孩子在公立中小学可以享受免

费的午餐，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午餐只需付25美

分，等于是白 吃。保证儿童的身体健康被列为

美国的国策，仅校园学生免费和低价午餐一项，

政府一年的开支就要109亿美元，而3100万青少

年因此获益。美国政府有一项 福利不太引人注

目，那就是对穷人家庭的孕妇、产妇和哺乳期的

母婴给予的现金资助福利。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

庭生孩子，政府怕母婴营养不良只好送钱让她们

补养 身子骨。2011年全美有918万人得到政府的

这一资助，而“山姆大叔”则是奉献了70多亿

美元。

逾1亿人享有各种社会福利

2012年8月共和党参议员公布的报告说，美

国有超过1亿人享有各种社会福利，而这种福利

并不包括社会安全福利（养老金），也不包括由

联邦政府资助的医保福利。同年由移民研 究中

心公布的报告说，在美国生活超过20年的移民

当中，有43%的人享有各种社会福利。这个比例

大大高于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享有社会福利的比

例。

食品券和各级政府为穷人和伤残者提供的

医疗补助是政府福利项目最大的开支，受惠者

超过1亿人。从2000年开始，享有医疗补助福

利者，人数由3400万增 加到2011年的 5400万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奥巴马总统推动的医保法

改革实施之后的福利开支。按医保法，2014年

开始后的10年内，联邦政府要为大约 2500万

人承担部分医保费。享有食品券福利者，人数

由 1700 万增加到 4500 万。就此推算，未来 10

年内，仅食品券一项，联邦政府就要支出8000

亿 美元。

共和党公布的报告说，享有社会福利的人，

不仅仅是美国公民，非美国公民也享有各种社会

福利。由移民研究中心公布的报告称，在美国生

活时间越长的移民，其经济状况的改善就越明显

，但在脱贫、健保、房屋拥有等方面仍落后于本

地出生的美国人。学者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的移民状况多少都在改善中，每一项指标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但其中有一项指标

不乐观，那就是移民受教育程度的改善。移民受

教育程度大大落后于本地出生的美国人的受教育

程度。

靠政府福利为生的人数减少

虽然联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拿出大笔资金用

于社会福利，特别是对穷人和低收入家庭照顾

有加，但美国的福利政策目标不是为了养懒人

，而是鼓励民众利用政府福利渡过难关，用自

己的能力改善生活。自前总统克林顿以及国会

改革全国的福利系统16年来，尽管领取主要社

会福利的人数在上升，但靠领取政府福利为生

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由于经济疲软，州政府的

各项福利开支也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制度的

改革所带来的数字变化，令保守派议员以及政

策分析师为之庆幸，并称赞社会福利制度的改

革帮助并鼓励了更多的人自谋生活出路，而不

是一味地依赖政府救济。

然而，为低收入者争取权益的机构认为，为

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救助计划虽然从1996年就开始

实施了，但一直没有做到对贫困家庭提供充分的

帮助，尤其在经济非常困难时期。统计资料显示

，为贫困家庭提供临时救助计划中的现金支出，

在2011年减少到96亿美元，而1996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204亿美元。2011年每月领取现金补

助的贫困家庭为460万，而1996年的时候这个数

字为1260万。

在美国做个穷人 可享有上百种社会福利
美国不是一个典型的福利社会，但政府在民众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并不算低。

仅联邦政府为穷人设立的福利项目就有100多种，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每

年为穷人家庭提供的福利金额超过6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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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又卖掉了香港的资产。

7月30日，李嘉诚旗下的和记电

讯宣布以145亿港元卖掉它旗下的固

网电讯业务。而在宣布卖掉其固网电

讯业务的前三天，李嘉诚的长实系刚

刚宣布要收购欧洲的一家能源公司。

7月27日晚间，长江实业地产、

长江基建集团等同时发布公告，拟组

团收购欧洲的能源管理供应公司——

ista Luxemburg GmbH及其附属公司

，收购价格合计约45亿欧元（约合

人民币357亿元）。如若此次收购成

功，长实系今年在收购两家海外能源

公司上将总计花费约825.79亿港元。

一边是高价卖掉香港业务，一边

是不断在欧洲买买买，质疑、揣测的

声音又起。而我们细数李嘉诚这几十

年来的投资逻辑，他是真的想“跑”

？还是只是遵从一个生意人最基本的

投资逻辑？

因“逆向投资”而崛起

任何生意的成败，离不开天时、

地利、人和三个要素，李嘉诚的资本

运作也不例外。李嘉诚的崛起，首先

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在“逆向思维”

的指引下，进入价值低估行业。

1970年代，当英资公司从香港大

规模撤离导致股价萧条，李嘉诚以极

其低廉的价格收购香港电灯、青洲英

泥、和记黄埔等英资企业。

1973年香港股灾，百业萧条，刚

刚转入地产行业的“塑胶花大王”李

嘉诚逆势收购优质物业和地块，为地

产业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1986年，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还

未消散，全球油价暴跌，石油股低迷

不振，李嘉诚入股亏损的加拿大赫斯

基石油公司并大举收购石油资产，在

日后油价大涨中成为受益者。

1989年之后，外资从中国大陆纷

纷撤离，李嘉诚反其道而行之，积极

到大陆开发房地产，日后获得超值的

土地收益。

商人虽有国籍，资本却无国界。

收购和记黄埔等老牌英资企业，李嘉

诚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和多元化业务

领域的“敲门砖”。同时，香港作为

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为李嘉诚旗下企

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地利”之便

。

对港口、零售、电讯、能源等基

础设施的控制使得李嘉诚得以掌握全

球经济数据，利用香港资本市场的资

金优势寻找全球资产错配机会。

截止香港回归前的1996年，和记

黄埔在香港、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开

展业务，其中，香港地区贡献70%的

营业额。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之后，从房子

到电灯、药房、百货、电话、电视，

李嘉诚的生意遍布到了香港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

在“新经济”中摸索

商业世界瞬息进入互联网经济时

代。除了传统投资领域，李嘉诚对新

经济同样热衷。如今著名的维港投资

便是一家投资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风投

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周凯旋和

张培薇，在做了两年投资后，李嘉诚

才通过基金会入伙。

而在许多亏损的初创企业里，李

嘉诚的投资被视为信心的主要来源。

2005年，维港投资向Skype注资，一

年后eBay出价25亿美元收购了这家

IP语音服务供应商。如今已值近15亿

美元。

2007年12月，周凯旋和张培薇

亲自向李嘉诚推荐社交网站Facebook

，李嘉诚先后以1.2亿美元买下Face-

book的 0.8%股份。这应该是李嘉诚

在科技产业回报率最高的一次投资

了。

根据数据记录，维港投资从

2007年至今一共投资了96家公司。

业内人士曾评论，李嘉诚眼所及之

皆是金矿。不过，李嘉诚并非能够

每投必中。

2014年2月，李嘉诚领投了美国

食品创业公司Hampton Creek Foods

的 B轮的 2300万美元融资，以及C

轮的9000万美元融资，人造蛋由此

迈向亚洲商业之门。

不过近日，Hampton Creek闹出

新闻——董事会成员们集体出走。虽

然累计融资已经达到了1.2亿美元，

但近几年来，Hampton Creek似乎一

直“水逆”。如今，这家公司的董事

会集体出走，不知道李嘉诚投的这

1.13亿美元融资，到底能回本多少。

另外，除了这家“人造蛋”之外

，李嘉诚还投了另外一家“人造肉”

公司 Modern Meadow。照目前的形

势来看，这家公司目前仍然没有给投

资方带来多大的利润。

除了健康领域之外，李嘉诚对互

联网金融也钟爱有加。此前，维港投

资就参透了比特币交易平台Bitpay。

BitPay于 2011年 5月份创立，与

全球200个国家及地区的1.4万家公司

拥有交易往来，当中一半来自美国企

业、25%来自欧洲、25%来自余下世

界各地。近几年比特币交易次数和手

续费暴涨，这导致比特币相较于Visa

等支付处理系统，其能力被大大削弱

了。

Bitpay并非李嘉诚投资的唯一一

家金融企业，其他的项目还包括：

650万美元投资帮助用户节省佣金的

FeeX平台；参投了个人征信网站Tra-

ity的A轮投资；1000万美元给一家针

对未成年人的理财平台Osper等等。

李嘉诚还对 AI 情有独钟，Viv

Labs就是他投资的其中一家AI初创

企业。

这家公司是Siri开发者所创建的

另一款语音助手。2009年，维港投资

以1550万美元投资专门制作语音辨认

系统的Siri；2010年，该公司以2亿

美元的价格被苹果收购，成为语音助

手的代表。

2014年，Siri最初的两位开发者

打造了一款名为Viv的全新语音助手

，不仅有强大的自我学习功能，更能

处理复杂的提问和语音命令。而当年

看好Siri的李嘉诚又再次投资了这家

企业，成为该公司当时唯一投资者。

之后，该企业被三星收购。

不过现如今，全球语音助手形成

了四强争霸格局，分别是谷歌助手、

亚马逊Alexa、苹果 Siri 以及微软的

Cortana，Viv最终仍然没有能够和Siri

匹敌。

逐渐形成“能源帝国”

在今年1月，李嘉诚旗下的三大

旗舰公司长实地产、长江基建、电能

实业早已组成财团，以约424亿港元

的总代价收购澳洲能源公用事业公司

DUET GROUP。

李嘉诚刚宣布收购的ista Luxem-

burg GmbH，则在欧洲(包括德国、丹

麦、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具有重要的市场地位，并且在过往已

作出重大投资，创建其能源辅助计量

领先平台，并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将

业务扩展至增长迅速的国家，以及提

供新的高增值服务。

这些收购为李嘉诚旗下的能源板

块业务继续添砖加瓦。

从和记黄埔1985年收购香港电灯

集团有限公司(现名为“电能实业有

限公司”)开始，李嘉诚通过30多年

的精心布局，其能源业务目前已经横

跨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业务

领域不仅涉及传统的煤炭、发电、配

电等业务，还涉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新能源行业。

从外部环境来看，海外市场的增

长空间以及较高的利润率，令李嘉诚

难以拒绝，尤其是在经历完2008年金

融危机以后，很多欧洲的优质资产变

得相对便宜，在李嘉诚看来更是势在

必得。2010年以700亿港元“天价”

收购英国电网便是李嘉诚布局欧洲能

源业务最重要的环节。

2013 年 6 月，电能实业斥资近

100亿港元收购荷兰最大的废物再生

能源公司AVR20%的股权，便标志着

李嘉诚能源帝国的触角向新领域的进

一步延伸。

从李嘉诚近年来一系列大规模的

投资举动来看，其逐步将重心放在欧

美市场的意图日益明显，而其发家之

地香港本地的业务给集团带来的利润

贡献率已逐年递减，单从能源业务来

看，香港以外地区的利早已在几年前

超越了香港本地的利润。

可以看出，投资时机的选择和未

来增长的潜力是李嘉诚能源投资逻辑

的核心。

进退中的李嘉诚

近几年来，李嘉诚的资本天平逐

步从“大本营”香港向因债务危机导

致资产价格缩水的欧洲倾斜——水务

、燃气、电讯、港口、能源等基础性

资产仍然是其收购的重点。

1996年，和记黄埔香港地区贡献

70%的营业额。而在长江和记实业

2015年上半年财报中，中国大陆地区

所占的业务比重已经上升到14%，香

港下滑到5%，而欧洲地区所占业务

比重则高达53%。

从2013年 10月份开始，李嘉诚

开始了腾笼换鸟的投资策略。他最先

脱手了东方汇经中心，当时交通银行

以90亿港元收购。

2014年4月，李嘉诚之子李泽楷

旗下盈大地产，落实以72.01亿元港

币出售北京盈科中心予泰国华侨吴继

泰的基汇资本，盈大出售北京盈科中

心之后，除了会保留物业的冠名权及

招牌外，在内地基本上已无甚业务。

2014年8月，李嘉诚拥有股份的ARA

(ARA Asset Management Ltd.)抛售上

海虹口区北外滩甲级写字楼盛邦国际

大厦。

2015年和2016年，李嘉诚先后把

长江实业旗下公司、中环等多处资产

卖掉。短短的三年之内，李嘉诚几乎

卖掉了800亿资产。

在抛售中国资产的同时，李嘉诚

则大举投资欧洲尤其是英国，而且全

部围绕基础设施领域。仅2010年至

2012年的三年时间里，长江基建牵头

的财团就以超过150亿美元的总代价

分别收购了英国电网、英国水务和英

国管道燃气业务。其间，李嘉诚还以

24亿英镑买下一家当地自来水公司。

此外，李嘉诚旗下不同企业还分

别收购了英国曼彻斯特机场、英国

Eversholt铁路集团。而和记黄埔斥资

约102.5亿英镑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

电信运营商O2 UK的大动作，也成

为李嘉诚迄今海外收购的最大手笔。

有英国媒体甚至形容李嘉诚“买下了

大半个英国”。

在欧洲，李嘉诚购买的资产总金

额已经超过4000亿港元，其中，英国

近三成的天然气市场、近三成的电力

分销市场和约5%的供水市场都由李

嘉诚旗下公司实际控制。

李嘉诚自2015年开始不断加码欧

洲市场，而且由于其进入欧洲的资金

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抛售在中国内地和

香港的资产套现所得，正是这敏感的

举动也使得李嘉诚当时成为热门人物

，甚至引发了大讨论。

李嘉诚在2015年针对外界关于他

从内地撤资的流言，通过旗下的长江

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和长江实业地产有

限公司发表声明。李嘉诚称，他并没

有撤资，只是根据经济形势，重新配

置了国内外的资产：在减少对内地房

地产投资的同时，加快了在内地零售

业的布局；并积极推动“走出去”战

略，在全球52个国家投资多项业务。

李嘉诚自己说：“我平时对经济

、政治、民生、市场供求、技术演变

等一切与自己经营行业有关、或没有

直接关系但具影响的最新、最准确数

据及讯息全部都具备所有详细数据，

加上公司内拥有内行的专家，当机会

来临时我便能迅速作出决定。”

李嘉诚的投资逻辑

从这些年李嘉诚的投资行为来看

，大体遵循以下逻辑：首先是价值投

资策略，倾向于收购“微笑曲线”两

端附加值高的业务。比如价值链上游

的能源业务、下游的零售和港口业务

，覆盖大宗商品和大众消费品的经销

买卖，有助于掌控生意管道的“入口

”和“出口”。

“管道”和“端口”思维正是李

嘉诚遵循的重要投资理念。2014年，

和记黄埔以2.25亿英镑投得英国4G

牌照；截至2014年，和记黄埔港口集

团是世界排名第一名的码头投资、运

营商，在全球重要港口拥有319个泊

位，形成海运网络；专注于TMT领

域的维港投资所投资孵化的Facebook

、Skype、Spotify、Siri等产品均带有

互联网入口特质。

三是李嘉诚的投资组合理念，多

元化业务互为依托，着眼长远，不为

某一业务暂时亏损所动。李嘉诚以长

江实业为股权投资和项目管理平台，

和记黄埔则是最主要的多元化经营平

台，在全球52个国家进行地产、酒

店、零售、基建、能源、电讯、港口

等六大核心业务。多元化的业务组合

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不必因为暂时

的亏损而出售项目，相反有资本实力

孵化有升值潜力的业务。

四是长线投资、低买高卖。1993

年，李嘉诚投资84亿港币收购英国

2G移动网络“orange”，持续投资扩

展到荷兰、比利时、瑞士、爱尔兰

、香港、澳大利亚、以色列市场，

于1999年互联网热潮之际以1180亿

港元出手，升值12倍之多。随后，

李嘉诚进入下一代3G移动网络投资

领域。

五是高现金流、低负债率不仅有

助于安全渡过经济危机，更提供了反

周期操作的资金。现金流是维系企业

运转的命脉，健康的现金流应控制在

合理负债范围之内，避免过度扩张承

受高负债和高风险，以应对经济周期

和行业周期的考验。李嘉诚严格控制

旗下企业的负债率，保证现金流的充

裕，因此得以安全渡过1997、2008金

融危机，并从中斩获抄底机会。

从价值高地流向价值洼地，是一

切资本永恒的运转逻辑。李嘉诚的商

业王国从塑料制造扩展到零售、能源

、地产、电信、媒体和生物技术领域

，从香港本土辐射至中国内地、欧洲

、美国，他所经营的只是他认为有利

可图的朝阳行业，保证利润最大化。

李嘉诚也曾面临过风险，在英国

举行脱欧公投的那段时间，由于他在

英国的投资风险预期加剧，其产业股

价下跌幅度创香港恒生指数最低，导

致其资产大幅缩水。

当然，李嘉诚的商业故事并不是

只言片语能说清楚的。或许我们能从

他的办公室里那副有名的对联得出一

点体会——“发上等愿，结中等缘，

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

宽处行”，每次看到这两句话，总觉

得，这不仅是他的生活哲学，也是他

这些年在商场打拼总结出的生意经。

李嘉诚又卖掉香港资产

是真的想“跑”？
还是基本投资逻辑？



CC44史海沉浮
星期一 2017年8月7日 Monday, August 7, 2017

Confucius 这个词最初并不是英文，而

是拉丁文。

16 世纪，来自欧洲的天主教耶稣会传

教士带着向这个东方大国传播天主教的使

命踏上明代中国的土地上时，他们很快发

现，当时的中国人，至少是那些处在社会

上层的、受过教育的、甚至担任官职的中

国人，都信奉一位距离当时已经有两千多

年的“哲学家”的教诲，并试图把他的教

诲应用到从治国安邦到生活琐事等一系列

事务中去。

这位西方传教士口中的「博学的伟大

哲学家」就是孔子。

面对孔子以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

思想，以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神父为代表

的欧洲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抱着一种尊重甚

至热忱的心态去接触并学习。同样也是在

利玛窦的带头下，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

士们，开始学习当时中国普遍通用的「官

话」，以及在他们眼中是一种「沉重的负

担」的复杂的汉字。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开始向欧洲

介绍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介绍孔子和当时中国人普遍相信的儒家思

想。传教士们将古代儒家经典翻译成欧洲

语言，向欧洲传播。在这种介绍和翻译的

过程中，就不免要翻译儒家创始人「至圣

先师」孔子的名字。

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一直以

来都是继承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随着时

间的推移，古罗马时代使用的古典拉丁语

在中世纪天主教会那里演变成了「教会拉

丁语」，并一直使用到今天。而拉丁语在

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欧洲学术界，也是

沟通各个不同国家与文化的通用语言。

作为天主教圣职人员的利玛窦等耶稣

会传教士，在翻译中国经典和中国人名、

地名并向他们的欧洲同胞进行介绍的时候

，使用的自然也就是「教会拉丁语」。

利玛窦选取了孔子比较流行的一个称

呼「孔夫子」，将这个名字用音译的方式

翻译成拉丁语。明朝时期的汉语官话的发

音与今天普通话发音的区别并不大，而

「孔夫子」三字在明朝官话中的发音也基

本上和今天的 kongfuzi 一样。

利玛窦使用发音接近汉语拼音 kong

的 con 来对应「孔」字，使用 fu 对应

「夫」字。至于「子」这个字，则相对较

难。因为拉丁语中缺乏与汉语 zi、ci、si

这样的发音对应的音。利玛窦于是使用了

ci 这个组合。在教会拉丁语中，字母 c 在

后面加上字母 i 或 e 时，会读作类似英

语 china 中的 ch 或英语 cats 中的 ts 的

发音。因此 ci（发音类似普通话的 qi 或

者用「台湾腔」读出的「济」或「脊」）

便用来对译「子」字。

利玛窦与他的同僚法国耶稣会士金尼

阁共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用拉丁字母为

汉字注音的拼音体系，并将这套拼音记载

于《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中。上

图即为《西儒耳目资》内页中「孔夫子」

三字对应的发音的拼写法。

同时，在拉丁语中，一个名词有「阴

性」「阳性」和「中性」之分。一般「阳

性」名词，特别是人名，都会以 -us 结尾

。作为男性的孔夫子，他的拉丁文名字也

自然就带上了一个 -us 后缀。

于是 Confucius 这个孔夫子的拉丁文

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孔子的名字都

来自于拉丁文的 Confucius，只是在某些语

言中的拼写形式保持不变，如英语、法语

中依旧写作 Confucius。

而在另一些语言中，这根据这些语言

词汇的拼写和发音规律做出了一些变化，

如德语中的 Konfuzius，意大利语和西班牙

语中的 Confucio，瑞典语中的 Konfucius，

波兰语中的 Konfucjusz，以及俄语中的

Konfucij。

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

不但拉丁化了孔子的名字，还将其他一些中

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的名字也一并按照

上面的那个套路拉丁化了，比如孟子的拉丁

化名字Mencius，曾在译回中文时被错误音

译为「门修斯」。还有明朝天启皇帝的拉丁

文名字 Thienkius，崇祯皇帝 Zungchinius，

以及清朝顺治皇帝的 Sungteius

为什么孔子的英文名叫 Confucius

肥胖、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皮肤

软组织感染、失明，这三者综合起来

，很明确地指向一种疾病：糖尿病。

在长期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和失明的折

磨下，安禄山变得非常暴躁易怒，动

不动就打人杀人。甚至连他的丞相严

庄和心腹宦官李猪儿也都随便打，令

两人苦不堪言。不堪安禄山毒打的严

庄和李猪儿与安庆绪合谋，由李猪儿

动手把双目失明的安禄山砍死了，之

后在床下挖了一个几尺深的坑，用毛

毯包着安禄山的尸体埋了。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

一般的地位，不仅改变了大唐王朝的

命运，甚至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

走向。

安禄山本姓康，他母亲是个突厥

巫婆。安禄山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改

嫁给突厥将军安延偃。后来，他继父

的部族败落离散，他和几个哥们逃离

突厥自谋生路，给自己改姓为安。

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以奉密

诏讨伐杨国忠的名义起兵造反。当时

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叛军一路

摧枯拉朽，高歌猛进，35天后占领洛

阳。然后利用玄宗失误，攻破潼关，

占领长安。玄宗皇帝仓皇出逃，逃跑

途中士兵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和杨贵

妃。

感染疮疽加失明

安禄山的造反生涯很短暂，他第

一年造反，第二年称帝，第三年，就

被他儿子杀了。

安禄山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

据《旧唐书》记载：“禄山以体

肥，长带疮。及造逆后而眼渐昏，至

是不见物。又著疽疾。俄及至德二年

正月朔受朝，疮甚而中罢。以疾加躁

急，动用斧钺。”

疮和疽，都是皮肤软组织的感染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安禄山作

乱时的健康状况其实非常糟糕，他身

上常有各种皮肤软组织感染，以至于

曾为此中途罢朝。更糟糕的是，他造

反以后视力逐渐下降，最终失明。

在长期的皮肤软组织感染和失明

的折磨下，安禄山变得非常暴躁易怒

，动不动就打人杀人。甚至连他的丞

相严庄和心腹宦官李猪儿也都随便打

，令两人苦不堪言。

安禄山的大儿子安庆宗娶了唐朝

的荣义郡主，定居长安。安禄山造反

后，安庆宗被唐玄宗杀了。老二安庆

绪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甚至还救过

他的命，一直自视为安禄山的继承人

。但安禄山宠爱幼子，这令安庆绪非

常不满，而且很恐慌。

不堪安禄山毒打的严庄和李猪儿

与安庆绪合谋，由李猪儿动手把双目

失明的安禄山砍死了，之后在床下挖

了一个几尺深的坑，用毛毯包着安禄

山的尸体埋了。

300多斤的体重

除了“长带疮”和双目失明外，

安禄山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健康问题：

肥胖。安禄山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胖

了。他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的时

候，张守珪常嫌他太胖。为了不让上

司嫌弃，安禄山只好控制体重，不敢

吃饱饭。到后来没人管的时候，他的

体重就彻底失控了。

晚年的安禄山有多胖呢？史书记载

他“腹大垂膝”。他体重三百三十斤，

走路时只有用胳膊向上提起自己的身子

，才能动脚。每次换衣服，服侍的人得

把他的大肚子抬起来，然后才能给他系

上腰带。他骑马上朝的时候，中间必须

换一次马，否则马会被压垮。给他买坐

骑的时候，得买那种负重整整五石还能

跑起来的，否则就不能用。

肥胖、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皮肤

软组织感染、失明，这三者综合起来

，很明确地指向一种疾病：糖尿病。

糖尿病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由于微循环障碍和免

疫功能下降，很容易发生皮肤软组织

感染。所以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保

持皮肤清洁，以免出现毛囊炎等小的

皮肤感染病灶，一旦出现要及时处理

，避免感染扩散。唐代没有空调，安

禄山又是个大胖子，一到夏天肯定每

天大汗淋漓。古代卫生条件比较差，

人们的卫生习惯也不好，安禄山又是

个四处征战的军人，很容易出现小的

皮肤感染灶。

而糖尿病眼病，则是糖尿病患者

最痛苦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患者如

果血糖控制得不好，一般在患病十年

左右出现眼底病变，从出血到视网膜

脱落，直至最终失明。

随着视网膜血管反反复复地破裂

出血，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

各种瘢痕修复过程被启动，视网膜上

会形成增殖膜。增殖膜的本质是一种

瘢痕，它会逐渐挛缩拉紧。由于眼球

内壁是一个球面，增殖膜一旦收缩得

过于严重，就会扯破视网膜，甚至把

整个视网膜给扯下来，造成视网膜脱

落。

视网膜一旦脱落，除非及时给予

医学干预，否则患者会彻底失明。

安祿山反唐為何3年就被殺
患糖尿病易怒引眾叛親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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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修改了

对台湾的政策，采取了谨慎的双轨路

线。在6月28日他授权麦克阿瑟在朝

鲜使用军队的训令中，也命令第7舰

队保护台湾免遭进攻，但同一个训令

也要求第7舰队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

……麦克阿瑟的回电表明了他的愤怒

之情：他说他完全理解总统“保护共

产党大陆”的决心。

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杜鲁门总

统除了要应付节节败退的战局外，还

得处理两个与战争有关的重大问题：

一是麦克阿瑟将军惹出的对台湾政策

的争论，二是以解除路易斯· 约翰逊

国防部长职务而告结束的一场严重争

执。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这是

将军与他的华盛顿上司之间长达数月

争斗的第一次交锋。

以下是一些背景情况。蒋介石从

中国大陆逃到台湾以后，杜鲁门政府

设法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融洽但又

有距离的关系。美国在40年代曾给予

蒋介石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结果一无所获。1949年 12月，迪

安· 艾奇逊向《时代》周刊非正式透

露说：“现在我们必须疏远中国国民

党人。如果我们站在台湾这边（指继

续支持蒋介石），那么就很难做出这

一必要的决裂。”在1949年 12月 29

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

鲁门决定不再向台湾提供物质援助，

并且在共产党人试图夺取该岛时采取

“不插手”的态度。

这项决定使麦克阿瑟大为不满，

有几个原因：他把台湾看作是保卫日

本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是他从太平洋

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他佩服蒋介石

；他不再愿意坐视共产党在亚洲侵吞

更多的地盘。麦克阿瑟通过与访问者

的谈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台湾

看作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

国失去它将后患无穷。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修改了

对台湾的政策，采取了谨慎的双轨路

线。在6月28日他授权麦克阿瑟在朝

鲜使用军队的训令中，也命令第7舰

队保护台湾免遭进攻，但同一个训令

也要求第7舰队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

。这项命令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1950年夏季，第7舰队只有1艘

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

舰以及12艘驱逐舰--这样一支“舰队

”要负责防卫整个东亚。正如翌年5

月艾奇逊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承认的

，由于舰队承担在朝鲜作战的任务，

因此，它将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夺

取台湾。

但部署一支虚幻的力量具有象征

意义。外交史学家福斯特· 雷亚· 杜勒

斯认为，杜鲁门在台湾周围划定的这

条防御线对共和党人是一个必要的安

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吹需要这样

一个屏障。杜勒斯称这项决定是赢得

必不可少的两党支持干预朝鲜的“一

个决定性因素”。然而，据印度驻北

京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

，美国在台湾的行动对他们的安全构

成了……“直接威胁”。

但麦克阿瑟却认为，杜鲁门的命

令“太便宜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

们无须在台湾对面集结大批军队防止

蒋介石的入侵了。麦克阿瑟要求不要

公开美国的这一政策，让中国共产党

不知所措。

但麦克阿瑟却支持杜鲁门有关蒋

介石的另一项决定。在战争开始头几

天，蒋介石提出派三个师到朝鲜作战

，被杜鲁门婉言谢绝了。杜鲁门希望

不要把台湾同朝鲜战争扯在一起，他

知道接受国民党部队会给英国人带来

麻烦，因为他们得以保留香港这块殖

民地仅仅是由于共产党的容忍。最后

，他认为蒋介石的部队没有什么军事

价值。麦克阿瑟同意后一种观点：装

备国民党部队并把他们运送到千里之

外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没有理由认为

他们在朝鲜会比在中国大陆打得更好

。况且，抽调出蒋介石提供的3.3万

人，会使台湾经不起攻击。杜鲁门想

说的很清楚：任何有关台湾的权宜行

动绝对不能影响长远的政策。总统在

7月19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

当前台湾在军事上的中立不会损害与

该岛有关的政治问题。我们希望台湾

不要卷入危及太平洋安全的敌对行动

，一切有关台湾的问题均应如联合国

宪章所期望的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随着和平的恢复，甚至连最棘手

的政治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在

野蛮无端的侵略面前，从整体的根本

安全利益出发，一些问题还须暂时搁

置。

尽管如此，杜鲁门依旧担心中国

共产党人会随时进攻台湾（几个月来

，中央情报局和威洛比将军在东京的

G-2一直在预言会发生入侵）。7月下

旬，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在台湾对面

集结了一支约20万人的共产党部队，

尽管台湾有美国的保护屏障，但这支

部队足以取得进攻的胜利。7月28日

，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张允许蒋介石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

间的水域布雷，并轰炸共产党的集结

地域。艾奇逊成功地否定了这两个主

张，认为这是“毫无可能”的。杜鲁

门的最终决定是，派遣一个调查小组

前往台湾，以拟出一项增加军事援助

的具体计划。

7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可

能为台湾采取的“防卫措施”征求麦

克阿瑟的意见，同时拐弯抹角地提到

，布雷和轰炸两项行动已在两天前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被否决。参谋

长联席会议还告知麦克阿瑟关于派调

查小组去台湾的事。麦克阿瑟在回电

中极力赞成轰炸和布雷，说这样就可

以平息许多国民党军官对美国的“强

烈不满情绪”，并且可以终止敌方

“军事上的明显优势”，而这个优势

是由于美国对蒋介石加以限制造成的

。他还宣称他打算于7月31日亲自前

往台湾视察防务，并且亲自向蒋介石

解释不使用其部队的理由。参谋长联

席会议建议麦克阿瑟考虑另派一名高

级军官前往，但电文的结尾却是：

“请便，这是你的职权”。（麦克阿

瑟的下属考特尼· 惠特尼将军说，麦

克阿瑟认为这句话中含有两层意思--

是国务院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

行有保留意见，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语

焉不详地告诉他：“放心去吧！”）

因此，麦克阿瑟如期前往。引人

注目的是，随行人员中未包括美国驻

东京高级外交官威廉· 西博尔德。麦

克阿瑟对西博尔德说，此行只谈军务

，因此他无须同行，他抛头露面会带

有“政治含义”。（疑心重重的艾奇

逊认为这明摆着是一个花招，是不让

国务院了解会议情况。）

国民党人在机场给麦克阿瑟以隆

重的欢迎。麦克阿瑟同蒋夫人同车并

行，并称她的丈夫是“我在上次大战

中的老战友”。惠特尼感到“惊讶的

是”，尽管他俩抗击共同敌人，但是

多年来从未见过面，然而交谈起来却

仿佛是多年老友。

不幸得很，两人的会谈成效甚微

。他们共同审视地图，沿着海滩漫步

，蒋介石比比画画地指向中国大陆。

麦克阿瑟确实不得不强调一点令人不

快的消息：如果蒋介石进攻大陆，第

7舰队将奉总统之命予以制止。惠特

尼后来写道，会谈的主要成果是：麦

克阿瑟不仅对当地军事形势，而且对

国民党人所收集到的有关大陆的情报

有了一个“基本了解”。访问以丰盛

的宴会和相互过分恭维的祝酒辞而告

终。

次日，麦克阿瑟在他东京办公室

发表声明，对杜鲁门早些时候关于美

国打算保卫台湾防止共产党进攻的声

明（文字简明扼要但经过深思熟虑）

横加发挥。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巧妙地

说：“在当前的形势下，该岛包括附

近的澎湖列岛不会遭到军事入侵。”

他接着又说，他同蒋介石探讨了关于

“迅速并且慷慨地提供”国民党部队

到朝鲜作战的事宜，但两人一致认为

，派遣部队“可能会严重削弱台湾本

身的防御。目前已就我指挥的美国部

队和国民党部队之间的有效协同做出

了安排，这是对付一个敌对势力企图

发动进攻的上乘之策”。麦克阿瑟最

后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他抵御共产

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令我肃然起

敬。他的决心同美国人的共同利益和

目标并行不悖，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的

人民都应自由，而不是被奴役。”

杜鲁门和艾奇逊觉察到麦克阿瑟

的台湾之行有着潜在的麻烦，特别是

当在东京“提供背景材料的人士”开

始透露细节时更是如此。《时代》周

刊在那里采访到一位“可靠人士”，

他以权威的口气说，麦克阿瑟“相信

”，朝鲜战争将会毫无作用，除非美

国愿意“对共产主义在亚洲抬头的任

何地方”予以打击，即使这意味着要

支持蒋介石、香港的英国人，以及支

持印度支那、暹罗（泰国）和缅甸的

反共分子，“没有如此坚定果断的行

动必将招致共产主义席卷整个亚洲”

。早在4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

经确定了这一系列行动方针（不包含

支持已经垮台的蒋介石政权），不过

，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番话中得出这

样的结论，亚洲是杜鲁门政府“对共

产主义心慈手软”的又一例证。

麦克阿瑟对引起的混乱佯装“吃

惊”，他把责任都推到联合国内和其

他地方一些对他进行“习惯性批评的

人”身上，说他们“对苏联和红色中

国姑息纵容”，他还指责“美国内部

的某些集团”。他在倾听几天批评之

后发表了一项“调解”声明，实际上

是向对他提出异议的人士进行恶毒攻

击。他说，台湾之行--

被那些一直鼓吹在太平洋地区采

取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们向公众

恶意地歪曲了。我希望美国人民不要

被那些狡猾的暗示、轻率的推测和一

贯出自匿名来源的虚伪陈述引入歧途

，这些都是由那些离实际事件十万八

千里的人在国内和国际上阴险地灌输

给他们的。

麦克阿瑟的声明危言耸听，含沙

射影，本身就是一篇蛊惑人心的杰

作--政府如果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就无以应对。

8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

克阿瑟，总统已经否定了他们对中国

大陆采取防御性袭击的建议，这使麦

克阿瑟越发觉得他与杜鲁门有了隔阂

。如果国民党人企图发动这样的进攻

，麦克阿瑟应该予以制止。电报说，

“除总统外……任何人无权”批准这

类袭击，“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要求

我们，我们的行动应避免触发全面战

争，或不要给别人以发动战争的借口

”。

惠特尼注意到，麦克阿瑟在阅读

电文时，“即便没有大吃一惊，也有

可能是感觉受到侮辱”。最初的袭击

建议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麦

克阿瑟是在被征求意见时表示赞同，

他并没有暗示过要未经总统同意就执

行这些建议。正如惠特尼表达的那样

，麦克阿瑟的营垒认为，“从现在起

，将军必须小心谨慎，当华盛顿的上

司征询意见时，不要轻易发表坦诚的

见解，甚至是在军事问题上”，因为

如果他建议采取另一种行动，他就会

被“指责为以威胁的方式使自己的建

议付诸实施”。麦克阿瑟的回电表明

了他的愤怒之情：他说他完全理解总

统“保护共产党大陆”的决心。

朝战爆发后杜鲁门要求第7舰队

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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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是陶渊明在《桃

花源记》中描述的一个与世隔绝

，没有遭到祸乱的美好地方。其

实，在咱们金寨也有这样一个美

丽的地方，可以说，它满足了我

对世外桃源的一切幻想。

千坪村，美丽的人间仙境，

位于华东地区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的核心腹地。去过的人，无不大

赞，都说像极了《桃花源记》里

的“世外桃源”。小编觉得之所

以有这种感觉，理由有三：地理

位置、有大片桃园、景美。

从马鬃岭开车经过景区顶端

的游客中心，沿着公路往前走约

十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就到

了前坪村。这种的感觉和《桃花

源记》中发现世外桃源有着一样

的惊喜。

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村民自

发地在房前屋后种满了桃树，三

四月桃花盛开的时节，这里甚是

美丽。

这里有未开发原汁原味的原

始味道，高山，丛林，瀑布，都

不足以证明他的原始。娃娃鱼，

苍鹰、布谷鸟也不足以证明他的

古朴。山涧，峭壁，溪流更不能

说明他的美丽，唯一能做的，只

有静静地去体会，去感受，那一

份宁静的，那份未被人触摸过的

原生态。

夏天，这里远离酷暑，没有

蚊子，气温凉爽。在这里，竟然

找不到一家有空调的农家乐，因

为这里有着村民们引以为傲的

22.6℃左右的气温。

在漫山翠绿中，享受真正美

丽的夏天，这里河水甘甜，看见

，便忍不住捧入手，尝一口。

更美丽的远不止这些，只要

有水处，即有娃娃鱼，他们徜徉

在清澈透明的溪水中，完全一幅

柳宗元《小石潭记》的情景，人

与鱼嬉戏，妙趣横生。竹林，松

林，一片片，像一幅山，悬挂在

人的眼前，令人流连忘返。

奇峰怪石，神秘山洞，这里

有最高海拔的月亮凹山峰，这里

有形神皆似鲫鱼的鲫鱼背，这里

有像人脸的阎王鼻子，这里有似

猴子捞月的月亮岩，这里更有如

诗如画的峡谷……

千坪村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驴友们前来一

探美景，每到节假日，千坪村便

迎来节日般的盛况。目前，到达

千坪村的交通状况已大为改善。

美好乡村千坪村正以美丽的面貌

打造中国最具魅力的村庄。

金寨千坪村 隐匿在原始森林里的世外桃源

一说到南宁，大家第一时间就

会想到人山人海的“中山路”，但

是南宁那么大，怎么可能缺少人少

景美的地方，俗话说“不随波逐流

的旅行，不轻易妥协的人生路”，

让我们一起探寻南宁这些小众的美

景，感受一份独有的宁静。

老木棉匠园

这里有美轮美奂的湖光山色、

别具一格的景点，是闹市里的“桃

花源”，是城市人的移动后花园。

徜徉其中，不仅能欣赏绿树青草、

鸟语花香，还能呼吸到闹市区少有

的富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相约漫

步湖边小径，浪漫而且富有情调。

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每

个小角落都充满了别样的艺术气息

，每个小景区都别具一格，有红砖

绿瓦的复古调调，也有青砖白墙的

苏州园林般风采，一路竹林两旁大

小不一的瓦缸，仿佛置身于卧虎藏

龙的景象。

民族文物苑

广西民族文物苑坐落于南宁市

广西博物馆内，是一座地方性独具

特色的民族文物露天陈列馆。它是

一座集知识性、娱乐性和趣味性的

户外博物馆，是宣传介绍广西各民

族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是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民族民俗文物室内陈

列的延伸和扩展。

这里是一个藏身于闹市的秘

密花园，里面非常漂亮，有各个

民族的建筑物和各种植物，桂花

和米兰的香味扑鼻而来，花团锦

簇的鲜花萦绕身旁，在里面边喝

茶边看看历史文物实在是一件赏

心悦目的事情。

荫生植物园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人民公园

是南宁市的绿肺，而荫生植物园是

人民公园的心脏却很少有人知晓。

园内荫生植物集科学性、知识性、

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可以说是

美丽无比，而且它还是广西规模最

大、数量最多、品种较全的荫生植

物园。

植物园里放眼望去简直就像是

郁郁葱葱的小森林，每个角度看上

去都让人觉得绿得纯净。这里面还

隐藏了一片“小沙漠”，白色的玻

璃小屋顶，种植了各色各样的沙漠

植物，很受孩子们的喜爱。

龙门水都

这里旅游资源丰富，700多亩

的高峡平湖犹如一条巨龙盘踞风门

岭下，呈现一派碧水川流，绿树环

绕、青山耸翠的原生态自然风光，

亭台楼阁、水榭城墙，遍植奇花异

木，是闹市中的桃花源。

走进龙门水都，仿佛走进了一

幅秀丽山水画，蓝天白云下，青山

绿水环绕，有船从湖面上经过，荡

起一圈圈涟漪，让这幅画卷般的美

景突然就变得生动了起来。景区内

的建筑大多依山傍水，错落有致，

青瓦红梁，带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那考河湿地公园

那考河是南宁市十八条城市内

河之一，公园内水质清澈，各类花

卉和水生植物竞相开放，风车、雕

塑、栈道等人文景观让游客们时时

驻足观赏，即便是下雨天，走在那

考河的亲水步道上散步，鞋子也不

会湿。

走近河岸时，只见鸟语花香、

流水潺潺，一路惊喜不断，漫步在

“彩塘之韵”的木栈道上，滨水间

成片的美人蕉在风中轻轻摇曳着，

与周遭种类繁多的野趣植物相映成

趣。

南宁的世外桃源 遇见小众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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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缠身，队友添乱，民愤难平

……本月3日，正面临二次上台后最大

执政危机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实施

新一轮的内阁改组及执政党高层人事

调整，以扭转困局、重塑内阁形象。

正遭三道“门槛”困住的安倍，

能否借此次洗牌成功破局？各方拭目

以待。

【地价门：苍白解释丢信任】

今年2月，大阪市右翼学校“森

友学园”被曝光以1.34亿日元的超低

价格，购买了估值9.56亿日元的国有

土地。而该小学曾计划命名为“安倍

晋三纪念小学”，并由安倍晋三的夫

人安倍昭惠担任名誉校长。此事导致

舆论哗然，安倍及其夫人、防长等均

牵涉其中。

3月，该学园前理事长笼池泰典在

日本国会接受质询，称安倍资助他开

办学校，并助他以低价拿到国有土地

用于建造小学。7月31日，日本检方

以涉嫌非法申领国家补助为由将其逮

捕。

安倍坚决否认自己与“地价门”

有任何关联，并称与笼池泰典也不存

在私人关系。然而，日媒民调显示，

近八成日本人不满安倍政府对于此事

的解释。

【办学门：多年好友也坑人】

“地价门”尚未平息，安倍又卷

入加计学园丑闻。今年5月，日媒披

露了部分被怀疑是文部科学省内部文

件的材料，内容涉及由安倍好友担任

理事长的加计学园计划利用“国家战

略特区”新设兽医学院一事。

材料称，加速推进新设兽医学院

的程序是“来自官邸最高层指示”。

事后，安倍虽极力放低姿态接受多次

国会问询，但其言词屡次遭到在野党

质疑，事件至今仍未平息。

事实上，这两起丑闻在被传出之

初，杀伤力尚算有限。然而安倍态度

傲慢，应对失当，导致事态不断延伸

、扩大，导致日本民众的不信任感持

续加深，安倍内阁支持率已然跌至

“危险水域”。

【瞒报门：麻烦队友再“捅刀”】

此后，内阁成员辞职进一步打击

了安倍政权。7月28日，防卫大臣稻

田朋美因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PKO)

自卫队部队的日报隐瞒等问题宣布辞

职，引发政治地震，在野党要求追究

安倍任命责任，令公众不满重新浮上

水面。

日本《每日新闻》与时事通讯社

的民调都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

30%，至历史新低，“政权像雪崩一

样失去民心”。

尽管日本执政党仍掌握国会多数

席位，安倍手中仍握有大量政治资源

，但支持率持续下滑已对其政权形成

压力。安倍随即表示将进行重整高层

人事，并将社会公平问题视为下届内

阁施政重点，借刷新执政体制来“振

作政权”。

【重布局：去旧推新挽民心】

1日，安倍正式在自民党高层会议

上宣布上述决定。在人员安排上，力

图减轻此前丑闻的影响，确定留任的

包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内

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经济产业大臣世

耕弘成以及执政伙伴公明党出身的国

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

此外，曾传闻欲退出安倍内阁的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也被留任。而受加

计学园丑闻牵连的文部科学大臣松野

博一、地方创生担当大臣山本幸三，

以及在写入“合谋罪”主旨的新日本

《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审议中被质疑

阁僚资质法务大臣金田胜年等预计将

被撤换。

鉴于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辞职，

安倍此次有意让业务能力过硬、且曾

任防卫大臣的小野寺五典再次出山担

此重任，消除负面影响。

安倍还有意邀请自己的女性朋友

、右翼分子樱井良子入阁，出任文部

科学省大臣。野田圣子、土屋品子等

也可能入阁。而曾屡次参拜靖国神社

的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此次则将被撤换

。奥运相丸川珠代因未完成“招新”

指标，预计也难逃“下岗”命运。

【前路难？重拾信任非易事】

对于安倍此番动作，日本舆论普

遍认为，仅靠简单的人事变动恐难以

扭转其内阁的颓势。尤其是当日本官

员被丑闻缠身，这一举措可能还会适

得其反。日本埼玉大学政治教授松元

正生指出，当民 众将不满焦点转向

安倍个人，支持率便很难恢复。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安倍的

民望急跌，公众对他的领导能力存疑

，面前的路可谓不容易，其推行的修

改和平宪法等政策也令一些人感到不

满。

《日经新闻》民调显示，虽然安

倍内阁支持率曾于 2015 年夏天因为

“安保法”争议而下跌，但当时民众

不支持内阁的理由主要是政策方面，

相反今次连串丑闻中，44%受访民众

认为安倍的人格“不值得信任”。

而被指可挑战安倍首相地位的外

务大臣岸田文雄近日也指出：“消除

丑闻，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日

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安倍

政府假如不改变傲慢的本性，“难以

重拾公众信任”。

醜聞頻發三道“門檻”困住安倍，
改組內閣能否破局？

据欧洲时报网报道，目前法国方面

对巴黎奥运的预算为66亿欧元，但根据

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往往超出数倍。

面对公众和媒体对承办奥运会“劳民

伤财”的担忧，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保证，

2024年的巴黎奥运将是环保、节俭的盛

会。但有关专家认为超支难免，预算66

亿欧元，实际费用至少110亿欧元。

洛杉矶拱手相让

在申办2024年奥运会这件事上，

巴黎不再有对手。洛杉矶7月31日宣

布与国际奥委会(CIO)达成协议，同意

举办2028年奥运会。此前，美国城市

洛杉矶是巴黎申办2024年奥运会最后

的竞争者。

法国《世界报》8月1日转述洛杉

矶奥组委的公告：“根据协议，CIO将

提高给洛杉矶的拨款，以备其(迎接奥

运的)长期规划”。国际奥委会在今年7

月通过了“同时授权”的决议，巴黎

和洛杉矶将分别承办2024和2028年奥

运会。

拨款和预算

国际奥委会130届全会7月11日在

瑞士洛桑举行投票，一致决定2024年和

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

生，现在唯一的悬念是两个申办城市洛

杉矶和巴黎谁先举办。

在2028年奥运会的组织框架内，国

际奥委会将给予洛杉矶18亿美元拨款，

但将在更长的期限内实现，以支持其城

市青少年运动场的建设。巴黎市2024年

奥运会将获得CIO15亿美元资金支持。

9月13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第

131次国际奥委会会议之际，奥组委、

洛杉矶和巴黎将签署三方协议，这也标

志着两座城市正式取得奥运会承办权。

当地时间7月31日晚上十点，巴黎

市长伊达尔戈在推特上兴奋

地说：“很高兴得知我的朋

友、洛杉矶市长做出了新的

重要决定，这使得巴黎、洛

杉矶和CIO都成为赢家。”

巴黎申奥委员会主席

Tony Estanguet 说：“我们

很荣幸地与CIO，以及我们

在洛杉矶的朋友找到了承办

城市、比赛和整个奥林匹克

运动的最佳解决方案”。

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1

日在爱丽舍宫发布的声明中

表示“为这重要的一步感到

欢欣鼓舞”。

不过，法新社报道指出

，未来七年，巴黎面临的一

个严峻挑战是严格控制预算

。据法国方面公布的计划，

巴黎2024奥运的预算为66亿欧元。根

据以往经验，实际支出可能远超预算金

额，如果出现严重透支，由谁买单将是

个大问题。

“同时授权”

一开始有5个城市竞争2024年奥运

会的承办权：德国汉堡、意大利罗马、

匈牙利布达佩斯、美国波士顿和法国巴

黎。波士顿因为市民反对，在2015年第

一个打了退堂鼓，但洛杉矶接了过来。

汉堡在2015年底也退出，在就承办

奥运举行的全民公投中，51.7% 的市民

表示反对。2016年10月，由于新上任的

市长拒绝支持申奥，罗马也退出了角逐

。最后，由于收到20万人的联名抗议书

，以及声势浩大的公民抗议活动，布达

佩斯在2017年2月宣布退出。此后，

2024 年奥运会承办权的竞争只剩巴黎

和洛杉矶两个城市，这是1988年以来首

次。

奥委会注意到各国民众的“叛逆”

情绪，希望保障两届体育盛事如期举办

。今年7月，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双重投

票规则。也就是说，巴黎和洛杉矶两个

城市中没有获得2024年举办权的城市将

会获得2028年奥运会的承办权。奥委会

主席强调此举在于保留”两个卓越的候

选城市”，使得其中一个在2024年申奥

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会被放弃。

这并不是奥委会第一次做出“同时

授权”的决定。1921年6月2日，巴黎

和阿姆斯特丹被国际奥委会同时授予分

别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承办权。

劳民伤财 对手退出

《赫芬顿邮报》认为，申办城市纷

纷打退堂鼓的原因，是公众和政府机构

对超出预算、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运营成

本感到担忧。

最近30年，所有奥运会的实际开支

都远远超出预算。2012年伦敦奥运会，

预算48亿欧元，实际花费

110亿；2014年俄罗斯索契

冬运会，预算88亿欧元，实

际花费达360亿欧元。“大

超支”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日本媒体透露，预算23亿

欧元的2020年东京运动会可

能将花费至少138亿欧元。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组织和场馆建设令人大失所

望，成为奥运史上的巨大丑

闻。另外，这届奥运会与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一样，

收尾至今大部分场馆一直被

弃置。

巴黎自信

“在欧洲内外，许多国

家因公民的质疑而放弃，尽

管奥运会和残奥会是全球最重要的盛会

”，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接受采访时曾这

样表示。她话锋一转：“但巴黎的奥林

匹克将是巴黎气候协议精神的延续。我

们将藉此机会加速能源和经济转型。我

们将有能力证明，奥林匹克可以是环保

的盛会。”

巴黎市将在2020年向国际奥委会提

交现有场馆状况，以降低2024年奥运会

的组办成本。巴黎奥组委副主席Mi-

chael Aloisio称，93%的场馆是既有的

或临时的，不存在所谓耗资巨大、远超

预算的风险。

在全球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

，安保是举办奥运会关注的另一大重点

。奥委会认为，2016年法国成功主办欧

洲杯证明，法国的治安力量“非常有效

、专业，有能力保护奥运会”。

专家质疑

据法新社报道，在巴黎大学体育经

济学的安德列夫解释说，申奥竞争机制

好比拍卖，对手越多，叫价越高，最后

胜出方通常都对主办奥运会的经济前景

有过于乐观的估计，这种乐观情绪往往

使人低估场馆的造价，并在投入方面展

望不一定能够实现的“长远经济效益”

，对于准备过程中支出不断超出初始预

算的现象不予重视，其结果是实际支出

远远超过预算。

勒芒大学经济学教授盖扬认为，巴

黎2024年奥运会总的费用不太可能低于

雅典奥运或伦敦奥运，也就是说至少在

110亿欧元左右。

“场馆现成说”难成立

坚持说巴黎不会超支的人强调2024

年奥运所需场馆中93%到95%都是现成

的，不需要重建。马克龙七月中旬去瑞

士洛桑为巴黎申奥造势时也强调说，巴

黎提出的预算相当合理。

据巴黎申奥部门披露，主要的建

设开支将用于建造奥运村(约13亿欧

元)、媒体村和水上中心。如果在筹备

过程不出现重大变故的话，基建筹备

的费用估计为30亿欧元，其中包括一

些场馆设施的改进，比如更适宜于残

疾人观看赛事等。这笔投入中，有半

数由国家(法国政府承担10亿欧元)和

地方当局承担，其余部分由私营企业

和基金承担。

也有一些专家指出，从现在起到

2024年，奥运会比赛将增加滑板等5个

新的项目，这就意味着将增设新场馆设

施，可能成为预算超支的原因。另外，

也存在利用主办奥运而趁机大搞基建

的可能，雅典和巴塞罗那都是因为大

兴土木而导致经费失控。安德列夫因

此告诫：“不要以2024奥运为借口推

‘大巴黎规划’，那样的话很可能导

致奥运经费失控。”

巴黎2024奥运会预算66亿欧元 超支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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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講座和巿民大會社區安全講座和巿民大會
上周六下午在文化中心舉行上周六下午在文化中心舉行（（下下））

出席大會的中外人士對演說十分投入出席大會的中外人士對演說十分投入。。

「「 僑灣社僑灣社 」」 代表浦浩德代表浦浩德，，劉志恆發言劉志恆發言。。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致祝賀文告致祝賀文告，，由由（（ 右起右起 ）） 黃春蘭黃春蘭
，，Steve ,Steve , 李蔚華區長李蔚華區長，，李雄主席代表接受李雄主席代表接受。。

華裔周警官華裔周警官（（ 右右 ）） 在會上陳述親身經歷在會上陳述親身經歷，，連警察也難逃搶劫連警察也難逃搶劫。（。（ 左左））為汪得為汪得
聖警官擔任翻譯聖警官擔任翻譯。。

休士頓警察局助理警長休士頓警察局助理警長Henry GawHenry Gaw致詞致詞。。

休士頓檢察局長休士頓檢察局長David MitchamDavid Mitcham 表示表示：：
不要以不要以 「「 語言語言 」」 的障礙阻止你與警察局的障礙阻止你與警察局
溝通溝通。。

（（ 右起右起 ）） 休士頓休士頓 「「國際區國際區」」 區長李蔚華先生區長李蔚華先生，， 「「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 代表房振群組長在代表房振群組長在
大會上大會上。。

逾五百多位社區人士出席大會逾五百多位社區人士出席大會。。

休士頓警察局第三區助理警長休士頓警察局第三區助理警長Wendy BaimbridgeWendy Baimbridge致詞致詞。。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服務休斯頓28 年， 「
鳳城海鮮酒家」 的東主馮海先生，以不斷推陳
出新，創意鑽研的精神，使他的著名港式粵菜
，獨步休市，不僅在海內外的華人間享有盛名
，在美國的主流社區，也成為他們認識中國美
食，品嚐中國點心的殿堂。每至週末時間，鳳
城門口的停車位，總是一位難求。即便在門口
大排長龍，這些食客們也開心雀躍，因為在裡
面等著他的正是他們夢迴多時的鳳城美食。

「鳳城」 的菜好，不僅僅受華人青睞，能
獲得老美及外國人的認同，那才是真本事。
「鳳城」 東主馮海先生曾連續七年榮獲十三臺
「藍帶獎」 殊榮及連續在世界大賽中奪魁：曾

於2005 年榮獲中國武漢 「紅口袋」 中外中餐烹

飪技術比賽特金獎外，並為法國廚皇會金牌會
員，法國美食家協會金牌會員，近年來， 「 鳳
城」 更榮獲Houston Press 選出2015，2016 年
最佳中餐館獎，創華人中餐館最高的得獎紀錄
。此外， 「鳳城」 無論點心或菜色，皆在全美
中餐館百家排行榜之列。

「鳳城」 的成功，在於他有一位求 「完美
」 心切，充滿創意的馮老闆。馮老闆不僅對食
材極其講究，食材與食材間的相生相剋亦瞭如
指掌，因此，他能獨創出許多 「獨家創意菜」
，至今要吃到這些菜，非到 「鳳城」 不可，如
日式響螺雞，木瓜牛仔骨煲，特色牛仔粒，秘
製鹹豬手，鳳城精巧骨------這些獨家菜式
，都來自馮老闆對食材的創意和領會，再加上
人的味覺，口感，甚至連咀嚼的快感，都在其
計算範圍內，如著名的 「日式響螺雞」 ，是響
螺片配上貴妃雞，不僅外觀漂亮，吃到嘴裏，
簡直是人間絕配，口感非常相襯，令人齒頰留
香。而獨家特色菜 「澳門燒腩仔」 ，端上來像
一盤烤乳豬，但口感與一般的烤豬不同，原來
馮老闆用的是豬的肚皮那一塊肉，外皮脆脆的
，底下的肉卻嫩的不得了，入口即化，加上調
味得當，每個吃過的人都忍不住驚叫： 「怎麼
這麼好吃？」 還有 「鳳城精巧骨」 ，馮老闆用
的是豬身上僅有的一塊脆骨，每一塊骨頭都可

嚼的粉碎，滋味無窮，根本不用吃鈣片
補鈣，這就是最天然的 「鈣」 ！ 「鳳城
」 最獨特的菜莫過於 「秘製鹹豬手」 ，
這道菜堪稱 「色香味」 三絕，不僅賣相
漂亮，吃到嘴裡，才知道這是 「獨家珍
品」 ，是別家吃不到的好口味，這也是
「鳳城」 被點率最高的名菜之一。

「鳳城」 新近推出的乾宮保龍蝦，
是龍蝦除了薑蔥龍蝦，椒鹽龍蝦外另一
種新作法，在椒香四溢中，口口滋味十
足，令人十分難忘。 「鳳城」 的獨家
特色菜還有特色牛仔粒，燒汁法國鵝肝
什菌，紅蔥頭走地雞，蜜汁燒豬頸肉，
鳳城秘製骨，中山魚頭煲，燒汁什菌鵝
腸，木瓜牛仔骨煲，以及乾燒原子帶子
皇等名菜，不論食材和調味，製法，都是馮老
闆精心研製的獨家絕活，在別家吃不到的特色
菜。

「鳳城」 的點心，在休市一向叫座，以品
種多，質地精緻，製作用心著稱。近年來 「鳳
城」 的點心生意，更加火紅，尤其周末，更是
一位難求，只好將車交給 「代客泊車」 服務。
「鳳城 」 的點心，道道富創意，既精緻又好吃
，使點心走出蝦餃，燒賣，鳳爪的老套，看到
了美食和健康。如美味健康的 「 酥皮杏仁茶」

， 「特色雪山飽」 ， 「百花炸倆腸粉」 ， 「菠
蘿流沙包」 ， 「灌湯小籠包」 ， 「生煎翡翠煎
飽」 ， 「金菇玉子豆腐」 ， 「百花玉子豆腐」
， 「瑤柱芋頭糕」 ， 「杞子桂花糕」 以及香酥
火鴨卷，水晶翡翠餃，雪山杏仁撻------ 都
是 「鳳城」 最燴炙人口的精彩名點。

「鳳城」 有豪華禮堂，最大的可擺酒六十
桌，還有多間VIP 房可供預定年節酒席。 「 鳳
城海鮮酒家」 的地址：7320 S. W. FWY #115,
Houston , TX 77074, 訂座電話：（ 713 ）
779- 2288

圖為圖為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東主馮海先生東主馮海先生（（右右），），與與 「「 美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南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左左），），與來自紐與來自紐
約的齊飛龍大師約的齊飛龍大師（（中中））合影於合影於 「「 鳳城超級盛宴鳳城超級盛宴」」 上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鳳城鳳城」」 獨家新推出的獨家新推出的 「「乾宮保龍蝦乾宮保龍蝦」」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麵麵聚道麵麵聚道 」」 令您難以忘懷的好味道令您難以忘懷的好味道
勾魂麵勾魂麵，，雲南汽鍋雞雲南汽鍋雞，，魔芋燒仔鴨遠近馳名魔芋燒仔鴨遠近馳名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 「 敦
煌廣場 」 以川菜聞名的 「 麵麵聚道
」 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您帶來驚
喜，如他近期推出的魔芋燒鴨，利用
魔芋和燒鴨截然不同的口感，創造出
令人驚喜不已的絕妙美味，尤其魔芋
中有鴨香，鴨肉因魔芋的搭配，格外
可口動人。還有蟹黃蝦仁豆腐，更是
人間極品。將蟹黃和蝦仁的鮮美，全
融入這一鍋入口即化的嫩豆腐丁中，
是極下飯的一道名菜。還有 「火爆草
原肚」 ，是休市首見的極品，將過去
只知滷來吃的牛肚，用熱鍋洋蔥爆炒
，嚼勁口感一流，令人吃了之後停不
下筷子。還有成都風味的 「 四川烤魚
」 ，入味的烤魚，配上滿漢全席般的
豐富配料，是一場豐盛宴席的主角，
最後出場，引來的讚嘆和激賞也最高
。

「 麵麵聚道」 還有各式小炒，

特色炒菜，麵，各類砂鍋，麵，米線
，林林總總的菜單，令人目不暇接，
百吃不厭。如滋味無窮的油燜大蝦，
濃冽的滋味，具份量的大蝦，以燜功
燒出這麼精彩的大蝦，令人拍案叫絕
，愛不忍釋。口水雞不知其名由來，
但只要嚐上一口，任何時間回味起，
總令人忍不住饞蟲大動，鮮嫩的雞塊
，浸在微辣的紅油內，真是人間絕配
。 「香鍋饞嘴兔」 ，是廚師另一精彩
的創意，香脆無比的兔肉，燒在滋味
無窮的鐵鍋內，香噴噴的口感，該菜
色獨樹一幟的賣相，是絕美豐盛之作
。 「金牌粉蒸肉」 更是一絕，將粉蒸
肉作成一金牌形狀，四周圍以綠菜葉
，美如一幅圖畫，其入口即化的粉蒸
肉，配上軟嫩適口的南瓜，令人口口
都是珍饈，回味無窮。 「江湖一鍋端
」 更是一道大菜，鐵鍋內盛滿了大蝦
，墨魚，豆腐，雞血，菇類等精彩的

火鍋食材，浸在令人食指大動的紅油
燉湯內，說不完的好滋味。

香辣大蝦，椒鹽大蝦，香辣靚蛤
，豉椒靚蛤，椒香肥牛，鐵板川椒蝦
，荷包豆腐，鮮溜魚片，醬爆雞丁，
杏鮑菇小炒肉，風味饞嘴骨，雙椒燴
魚片，麻辣牛肉乾，火鍋雞，及火鍋
兔------等等。

「麵麵聚道」 還新推出很多大家
從未吃過的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
麵，毛血旺， 極品紅燒肉（砂鍋），
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肺片，鮮
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
怪味雞，香鍋牛柳，青花椒水煮魚，
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 冷鍋系列（如冷鍋牛柳，冷鍋肥牛
，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心喜不已
。 如 「極品紅燒肉」 ，在燒的滾熱的
砂鍋裡，底下襯的油豆腐，紅燒肉香
酥肥美，十分入味，休市很少能吃到

這麼好吃的紅燒肉，稱
之為 「極品」 ，實無過
譽。 「麵麵聚道 」 的
「新增麵類」 有：怪味

麵，勾魂麵，渣渣麵，
豆湯麵，還來不及逐個
品嘗，一碗勾魂麵，已
將您的魂魄勾去了大半
，勾魂麵不僅賣相漂亮
，在色澤的搭配和口味
的抉取上名廚也發揮創
意，將雞茸末，豬肉末
和花生碎末，再配上剁椒，紅油的麻
辣，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您面前
。 「勾魂麵」 ，麵如其名，即令不常
吃川味麵的人來上一碗，也個個大呼
過癮，因為它味美的極有層次，值得
細細回味。

「麵麵聚道」 在敦煌廣場C棟，
位於 「豆腐村」 和 「歡樂小棧」 中間

，由於價錢公道，是上班族午，晚餐
及家庭聚餐最理想的去處。該餐廳營
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
日至週四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
至晚間十時。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
話：（832）831-3038

圖為圖為 「「 麵麵聚道麵麵聚道 」」 日前推出的招牌菜日前推出的招牌菜：： 「「 雲南雲南
汽鍋雞汽鍋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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