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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閨蜜同游 休斯頓周末三日行

計劃和你的閨蜜一同度過一個豐富多彩的周末，休斯頓提供了
各種條件將滿足你的需求，從讓人欣喜的購物，身心愉快的礦泉浴
和按摩，到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晚宴和五光十色的夜生活，與閨蜜同
遊,週末三日遊計劃一定會帶來令人驚喜的收穫。

•【週六
週六】
】晚上十點
晚上十點:: 晚上在 Rice Vilage 所在地的 Under the VolVolcano 喝 上 一 杯 瑪 格 瑞 特 margarita
margarita。
。 還 可 以 到 音 樂 酒 吧 House of
Blues 或者 Pete's Dueling Piano Bar 感受一下休斯頓的音樂魅力
感受一下休斯頓的音樂魅力。
。

• 上午九點
上午九點：
： 在位於 River Oaks 的 Backstreet Cafe 餐廳用早中午
餐 ， 該餐廳是 1930 年休斯頓棉花時代的產物
年休斯頓棉花時代的產物，
， 歷史悠久
歷史悠久，
， 文化
濃厚。
濃厚
。
上午 10
10::30
30AM:
AM: 在市中心的酒店 Hotel ZaZa 做一個有氧按摩
，置身寬闊的 11000 平方英尺的 spa 環境中
環境中，
，有 11 個專門用來按
摩理療的房間可供放鬆享受。
摩理療的房間可供放鬆享受
。 中午 12
12::30
30PM:
PM: 可以在貴客專用的
Mecom Fountain 邊的池水享受
邊的池水享受，
，也可以提前約定在池水邊的小屋
子。

•【週日
週日】
】
10AM:
10
AM: 早 晨 來 個
自然醒，
自然醒
， 然後到
位 於 The Heights
的 Down House.
有超好吃的炸雞
和華夫餅等美食
， 還有上品的拿
鐵咖啡。
鐵咖啡
。
中午，
中午
， 在和休斯
頓說再見之前，
頓說再見之前
，
可以到 19
19th
th Street
做最後的購物，
做最後的購物
，
這裡的服飾，
這裡的服飾
，家
庭裝飾以及藝術
品都別具一格，
品都別具一格
，
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
。
•住宿的酒店推薦
•Hotel ZaZa
• JW Marriott Houston DownDowntown
•Four Seasons
•Marriott Marquis Houston
•Hilton Americas - Houston
• Embassy Suites Houston
Downtown
從布什洲際機場或哈比機場到
達休斯頓，
達休斯頓
，乘坐大巴或
Metro 公 交 車 抵 達 市 中 心
Downtown，
Downtown
， 同時還可以在市
中心搭乘輕軌火車穿行在市中
心的博物館區，
心的博物館區
，藝術區
藝術區，
，劇場
區等社區。
區等社區
。
• 2:30
30PM:
PM: 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或者是 Menil ColCollection 參觀
參觀，
，週六截止到 7 點閉館
點閉館，
，油畫
、 雕塑
雕塑、
、 攝影等藝術作品應有盡有
攝影等藝術作品應有盡有，
，可
細緻鑑賞。
細緻鑑賞
。
6:30
30PM
PM – 晚 餐 推 薦 位 於 Montrose 的
Pinot’
Pinot
’s Palette 除了晚餐
除了晚餐，
，還有藝術大師
教授繪畫技巧，
教授繪畫技巧
， 參加者還獲得畫布
參加者還獲得畫布，
，畫
筆 、 顏料等
顏料等，
， 跟著大師一步步的學習
跟著大師一步步的學習。
。
晚上的另外一個選擇是去米勒室外劇場
Miller Outdoor Theatre 欣賞休斯頓交響樂
團的演出。
團的演出
。
10PM
10
PM – 晚 上 酒 吧 推 薦 Boheme Cafe &
Wine Bar. 現場音樂
現場音樂，
，溫馨舒適
溫馨舒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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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拉維戰事持續 士兵護送居民逃離戰區

菲律賓馬拉維市，
菲律賓馬拉維市
，菲律賓政府軍與反政府武裝在菲棉蘭老島馬拉維
市激戰持續進行。圖為在壹名政府軍的守衛下
市激戰持續進行。
圖為在壹名政府軍的守衛下，
，救援機構人員將當地兒
童托上卡車，
童托上卡車
，準備轉移
準備轉移。
。

紀念諾曼底登陸
加拿大蒙特利爾

世界最大飛機首次亮相 翼展達 117 米

3年
7周
加拿大蒙特利爾老港鐘塔下舉行儀式，
加拿大蒙特利爾老港鐘塔下舉行儀式
， 紀念二戰諾曼底登陸 73 周
年。圖為老兵們在聖勞倫斯河邊鳴炮以誌紀念
圖為老兵們在聖勞倫斯河邊鳴炮以誌紀念。
。

美國加州莫哈韋沙漠，
美國加州莫哈韋沙漠
，用來發
射火箭的超大型飛機 Stratolaunch
首次駛出機庫，
首次駛出機庫
， 並將在 2019 年進
行首次試飛。
行首次試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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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午餐
巴菲特午餐”
” 將開拍 今年股神和誰面對面？
綜合報導 再過兩個多小時，10
點半時，很多投資人、大股東等，這
些平時根本不會到網絡購物平臺找
便宜的人 ，卻會緊張地盯著壹件網
上的商品，並且願意為它付出天價。
這就是跟“股神”沃倫· 巴菲特共進
午餐的機會。
從 2000 年起，巴菲特每年都會拍
賣壹次與自己共享午餐的機會，勝
出者最多可邀請 7 位朋友與
巴菲特在紐約壹家牛排餐

媒體評順豐、菜鳥之爭：

凸顯大數據核心價值
據報道，在順豐與菜鳥相互關閉平臺接口引發
熱議之後，國家郵政局召集菜鳥網絡和順豐速運高
層來京，就雙方關閉互通數據接口問題進行協調。
雙方同意從 6 月 3 日 12 時起，全面恢復業務合作和
數據傳輸。
這場圍繞大數據資源的爭奪戰在政府部門幹預
下最終以和解收場。不少網民認為，隨著大數據巨
大商業價值的凸顯，其核心價值的實現有賴於企
業、個人、政府的共同參與，應通過相關立法和有
效監管，為大數據寶藏建立健康生態圈。

廳共進 3 個小時的午餐。拍賣收入將
會捐給慈善機構。目前，在 eBay 網的
拍賣頁面上，仍然可以通過電話或郵
件報名，起拍價 2.5 萬美元。當然這
個數字頂多起到保證金作用，目前的
出價早就超過了 100 萬美元，而且預
計在正式拍賣開始後會迅速拉高。
如果在 2001 年就拍得了跟股神共
進午餐的機會，那時只要花兩萬美元
就夠了。但是直至去年，成交價已經
高 達 2350 多 萬 人 民 幣 ， 也 就 是
345.6789 萬美元，被壹位頗有幽默感
並且至今匿名的人士拍得。2015 年，
中標者是天神娛樂董事長朱曄，中標
價格是 235 萬美元。
幾百萬美元的壹頓飯，這些高端
投資者都跟股神聊了些什麽呢？巴菲
特本人的規矩是，只要不問他接下來
的投資計劃是什麽，問什麽都可以。
朱曄介紹他在 2015 年跟巴菲特
聊的 問 題 ： “ 我 們 請 教 了 孩 子 的
教 育 問 題 、對中國股市的看法，其
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人家給我
列了很多條秘籍，其實特別簡單，
他早就告訴大家了，只是誰都不相
信他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恐怕很難從巴菲特的
午餐裏預測出未來牛股的名單了。其
實，不止是朱曄，關於投資秘籍的問
題，巴菲特給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壹樣

地精誠合作，以提供更多高性價比服務。壹方面契
合商業發展所必須，另壹方面讓更多消費者享受到
“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果實。
網民“小白安與大叔”說，神仙打架，凡人遭
殃。大數據時代，提供了便利，同樣也帶來了風
險。客戶信息不斷被泄露、售賣。每周都會收到各
種貸款、買房、詐騙等各式各樣的電話，不僅能準
確說出姓名，對於家庭住址也是了如指掌。而快遞
行業產業鏈上泄露信息的環節則更多。
有網民建議，相關部門盡快推進相關立法建
設，並實施有效監管，確保用戶信息安全。讓企
信息安全並非兒戲
業、個人、政府都行動起來，通過有效政策引導、
網民“胡六壹”說，就算企業有自己的打算， 有力執行，在大數據撲面而來的時代，像保護眼睛
但利益問題都是可以談的，而不是動輒封殺，犧牲 壹樣維護個人信息安全。
掉消費者的利益。為什麽不考慮上百萬快遞用戶的
體驗呢？難道他們只是吃瓜群眾，只配看熱鬧嗎？
明晰數據共享範疇
無視消費者利益的企業，擁有再多的數據，再強大
有網民認為，數據共享利於社會資源的有效配
的物流，也終究會被歷史所拋棄。
置，雙方在政府部門的調解下重新牽手，是明智之
有網民認為，快遞企業與電商平臺應壹以貫之 舉。網民“胡六壹”說，互聯網環境下，不存在壹

的。
朱曄非常慷慨地分享了他花 235
萬美元換來的來自股神的投資建議：
“他最重要的告訴我們，當選擇壹
支股票時，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真正
了解這支股票、了解這家公司，了解
它的財務狀況及經營狀況，了解它的
品牌、市場地位，以及生產的產品是
否真的滿足用戶需求。這些才是最關
鍵的。其次才是從股價的角度，最重
要的是這個價格是否是大家認為的市
場低位。不管市場大環境怎樣，只要
認為這個股價已經和它的凈資產基本
相當時，為什麽不買？”
這個好像不用貴為股神，應該是
所有投資者都懂的常識。然而，朱
曄卻說，“我說值得，但總有人不相
信，我也沒辦法”。2008 年的中標者
、中國“私募教父”趙丹陽評價了這
頓午餐：“我得到的東西無法用金錢
來衡量，並且對之後的投資都將會有
重大影響”。2006 年的中標者、步步
高集團董事長段永平則認為，他能夠
取得投資成功，在於對巴菲特的理解
，更在於堅持執行巴菲特的理念。
也許，在這些高端投資人看來，
下壹支牛股是什麽並不是他們最關心
的。也許只是有些大家都知道的話，
偏偏得從巴菲特嘴裏說出來才更讓投
資者們踏實。

個絕對的王者企業，所有企業都應該是相互合作
的。建議各企業之間相互合作構建生態圈。
此番沸沸揚揚的互撕背後，是蘊含巨大商業價
值的大數據寶藏。網民“筆端的思考”說，互聯網
時代大數據的搜集、存
儲和利用，和現代社會
的倉儲物流行業緊密相
連。無論是相比於順豐
的主業物流，還是阿裏
的主業網購，盡管目前
用戶信息的產生只是壹
個額外收獲，但大數據
的發掘和利用，其想象
空間和潛在的商業價
值 ，未來必然要超越物
流行業甚至網購行業本
身。
還有網民指出，讓
大數據資源充分發揮核

朱曄說，“其實過去也做了些
投資，做得還不錯，只是憑的都是自
己潛意識裏的東西。肯定還有些大
的東西，就是壹層窗戶紙。所以我來
這趟也是希望找到這層窗戶紙，然後
把它捅破。”
趙丹陽在跟巴菲特吃完飯以後也
說，“很多事來之前我其實已經想明
白了，但是不敢下重手，我會有顧慮
。而經過這次交流後，現在敢下重手
投資了。”
這種話明明都說得很淺顯，當事
人卻總表示看出了遠超於字面本身的
意義的談話，在外人看來甚至有點形
而上；但是現實中，朱曄從 300 萬資
產的廣告公司起步，做到了今天 200
億的涵蓋網頁 遊 戲 、 手 遊 、 直 播 、
甚 至 影 視 的 產 業 。前陣子熱播的網
劇《余罪》的背後老板就是朱曄。而
趙丹陽跟巴菲特吃完飯以後，從壹個
基金經理搖身壹變成為了“私募教父
”，甚至人稱“中國巴菲特”。
不管跟壹頓飯的關系有多大，變
化總歸是有，而且很大。今年的“巴
菲特午餐”拍賣馬上又要開始了，最
終這個機會會花落誰家？會不會又是
中國投資者？以及比較俗的、大家感
興趣但是他本人也許並不關心的事：
花了多少錢？這些問題，我們很快就
能知道。

心價值，需要監管部門、行業協會、企業個體的
相互協調，同時應盡快對數據分享領域進行調
研，並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行業規範，明晰共享
數據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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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狐狸精角色退場了
四歲那年，一個夏日的早
晨，我聽見父親起床的聲音後，像往
常一樣躲在被窩裡等他來親，然後突
然掀開被子嚇他一跳。可是那一天我
沒有等到，我趴在陽台上看到父親拎
著一件米黃色的行李匆匆地走了，街
腳處有一隻女人的手挽住了他。
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來。父親因為
另一個女人而遺棄了我們母女。
夏日沒有結束，母親就帶我離開申
城北上。
自十四歲起，我開始搶別人的男
友。被初試牛刀的是表姐，她的男友
是個籃球運動員，有著壯碩的身材，
功課亦佳。把他搶到手很容易，我身
著一件吊帶運動背心，在他面前玩飛
身投籃，如是幾次，他的眼睛便衹在
我身上打轉。暑假時，他以我男友的
身份接送我去補習班。
表姐在那個暑假迅速消瘦了二十
斤。兩個星期後，我甩脫了籃球運動
員，立刻又有新人補位。再然後，是
表妹的，同學的，朋友的，同事的，
身邊男友往來穿梭不斷。別人集郵，
集古幣，而我收集別人的男人。
看到身邊男友的前女友黯然
神傷，低頸垂淚，我隱隱有一種快
感。
所以，未到天潤廣告公司就職前，
我的大名就已經傳遍大廈上下。用腳
後跟都可以想到，羅銘言的前綴不外
乎三個字：狐狸精。
挖我過檔的是天潤的人事總監顧明
軒。一次會議上，我們曾碰過面。彼
時，我是主持，他是嘉賓。酒會結束
後，他來找我，邀我加盟。
我挑釁地看著他：你不怕？他微笑
搖頭，一個謙謙君子模樣。
正式就職公關部經理那天，顧明
軒帶我走遍公司上下，一一為我介紹
指引。
我看得到來自身後的指點，左右的
嘲諷，東西南北的謾罵。
顧明軒有一個七歲的女兒，短髮微
卷，大眼睛，雪白肌膚，酷似童年的
秀蘭鄧波兒。所有人都叫她小公主。
第一次見她，我驚為天人，抱過來
親個不住。她亦與我較旁人更為親
厚。
我對顧說，若我有這樣的女
兒，情願整天守在家裡，看她一寸一
厘地長大，那種幸福天地也換不來。
他定定地看了我足有五分鐘之久。
佳琪的母親多年前空難。顧明軒是
標準的鑽石王老五，可愛的佳琪衹會
為他加分，而不會成為負累。
沒有可能的。顧明軒身邊美女如
雲，豈會在乎一個素有惡名的女子？

休士頓診所

電話:
傳真:

713.272.6688
713.271.6689

深夜，我對自己說。
到天潤後第三個星期，我有了第
N+1 任男友，對頭公司高層何寶莉的
男友。他並無過人之處，不過是因為
談判時寶莉的態度異常囂張跋扈。我
吃定了他。
因為佳琪的緣故，我與顧明
軒在公事之外漸漸熟稔起來。這個老
好人，有時也會賣賣風流，他問，為
何獨獨對我免疫？
我微笑：因為你不衹是一個男人，
你還是個父親。
走得夜路多，終會遇到鬼。那一
日，寶莉打上門來，劈頭蓋臉一頓臭
罵。我穩坐辦公椅上，調配秘書處理
文件，初時門外尚圍有若干人，後
來，便衹有清潔阿姨時不時來打探消
息。我任她自由發揮，囑咐小妹給她
泡一碗茶，潤喉。
終是惱羞成怒，她揚起手來打，不
待我躲過，顧明軒一把將我攬過來。
他言笑晏晏，說，何小姐，你誤會
了，我顧明軒的女友，怎麼會對別的
男人有興趣。
對於顧的挺身相救，我並不
領情。我說，這下我又成了釣凱子的
拜金女了。
公司上下一時嘩然。佳琪再見到我
就說，你要搶走我爸爸嗎？她們說
的。我吻她光潔的額頭，不，沒有的
事。我愛你勝過你父親。
佳琪抱著一個長毛免子玩具坐在我
懷裡，要我念童話書。我說，阿姨小
時也有一個這樣的心愛的娃娃。
那個清晨之前，我便知道他要走。
所以，提早把白雪公主娃娃塞進了爸
爸的旅行袋。這是我最喜歡的玩具，
他一定會把它送回來。我安慰媽媽，
他一定會回來的。而她，衹是用一雙
蘊著淚水的雙眼看著我，什麼也不
說。
佳琪問我，後來那個娃娃
呢？我攤攤手，丟了。她替我感到遺
憾。臨走時，佳琪執意要把她的洋娃
娃送我。拗不過她，我一路抱著它回
家。顧明軒開車送我，他不斷地轉頭
看。
初時尚自若，七次以後，我說，臉
上開花了嗎？他笑了笑，孩子氣。我
輕聲地問，為什麼會是我？我有著這
樣的惡名聲。
他拍拍我的頭，不過是一個大孩子
而已，別人搶玩具，搶新衣，而你衹
是搶的東西不一樣，本質並無不同。
你衹需要更多更多的愛，我有。
我把臉埋在兔寶寶的長毛中，輕微
地啜泣。他輕輕攬過我的肩，用力
地，拉進懷裡。他後來說，衹有你吻

佳琪是在額頭。
媽媽打來電話：你父親病
重，想見你。我斷然拒絕。我衹知有
母，不知有父。
兩天後，有女人來公司找
我。她打扮不俗，有一雙鹿樣的眼
睛，和我的一樣。她給我看一張老照
片，一家三口，女人嫻雅，男人英
俊，小女孩似我小時的翻版。她自稱
姓羅。
我恍悟，欲下逐客令。她制止我，
指給我看相片上的時期，實實地早於
我出生三年。她是我的姐姐。
她面帶譏誚地說： 「他們結婚五
年，之後，你的母親出現，他棄家出
走，後終於抵不住祖父的威嚇，重歸
家庭。」她仍然哭了：他希望能見你
最後一面。
不待她說完，我倉惶逃去。
我在社區活動中心找到母
親，她正玩撲克，數十年來惟一的愛
好。我咬緊牙關，問她：原來我才是
私生女？
她握一手好牌訇然倒地。是夜，母
親中風。她說：對不起，一直瞞著
你，是為著做母親的尊嚴。
原來，那個女人才是他的原配，而
我的母親是那個破壞他人家庭的第三
者。沒名沒分的是我的母親，頂著私
生女的頭銜卻到處喊冤的人是我。
我站在觀察室外，隔著玻璃看著
她。
這個曾經搶走別人丈夫的女人，這
麼多年來，我居然一直在走她的路。
我又回到了申城，站在父親
的床前，我沒有原諒他。他終是一個
始亂終棄的男人，既對不起前妻，又
拋棄了情人。可是，看到我，他終於
能夠瞑目了。
我買了大袋零食和全套 SNOOPY
模型去看佳琪。她的頭髮已經很長
了，稀稀地披在肩上。她的生日蛋糕
是我親手做的，巧克力加藍莓，有點
奇怪的組合，但都是她的所愛。我
說，佳琪許個願吧。噓，不要說出
來。可是已經晚了，我聽得到她小巧
細嫩的嗓子裡說：我希望言言阿姨能
夠找到她童年的那隻布娃娃。
我蹲下去，緊緊地抱住她。身後有
一雙臂膀將我和她一共擁住。
回過頭去，是顧明軒的眼睛，他
說：小言，我不會允許你這個惡女再
出招了。我知道，到此為止，我的狐
狸精角色應該退場了。接下來，我要
打點好精神，別讓新的狐狸精把我的
愛人搶走了。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執照物理治療師 週一至週六 9:00am-6pm
˙家庭全科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陳彥旭
˙各種急慢性疼痛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足踝專科/外科 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心電圖
˙車禍
˙化驗檢查
醫生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通國語）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中醫針灸﹑
推拿
FRI 11/20 Noon-2 PM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SAT 11/21 Noon-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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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补中养神，除百病。常服，轻身耐老，延年益寿。补益十二经脉血气，平体内阳热过盛、火旺。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并除寒湿，止脾泄久痢，女子非经期
出血过多等症。生食过多，微动气。捣碎和米煮粥饭食，使人强健，蒸食也好。大便燥涩的人不能吃之。莲是益脾之果。
荷兰豆：性平、味甘，具有和中下气、利小便、解疮毒等功效，能益脾和胃、生津止渴、除呃逆、止泻痢、解渴通乳、治便秘。常食用对脾胃虚弱、小腹胀满、呕吐泻痢、产后乳汁不下、烦热
口渴均有疗效。其种子粉碎研末外敷可除痈肿。与糯米、红枣煮粥食用，具有补脾胃、助暖去寒、生津补虚、强肌增体之功效。
木耳：1. 木耳中铁的含量极为丰富，故常吃木耳能养血驻颜，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
2. 木耳含有维生素 K，能减少血液凝块，预防血栓症的发生，有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
3. 木耳中的胶质可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灰尘、杂质吸附集中起来排出体外，从而起到清胃涤肠的作用；
4. 它对胆结石、肾结石等内源性异物也有比较显著的化解功能；
5. 它还有帮助消化纤维类物质功能，对无意中吃下的难以消化的头发、谷壳、木渣、沙子、金属屑等异物有溶解与烊化作用，因此，它是矿山、化工和纺织工人不可缺少的保健食品；
6. 木耳含有抗肿瘤活性物质，能增强机体免疫力，经常食用可防癌抗癌。

制作方法

荷塘小炒

1、黑木耳用水浸泡，发好，洗净待用。胡萝卜去皮切成象眼片。大蒜去皮切蒜片。
2、莲藕去皮、洗净，横向一切为二，然后顶刀切薄片。山药去皮、洗净，斜刀切薄片。
3、荷兰豆去除老筋、洗净，用刀将荷兰豆两端不规整的地方切齐。
4、炒锅烧热水，现在我们要依次将所有原料焯水。顺序为胡萝卜、木耳、荷兰豆、莲藕和山药。焯水时间胡萝卜 10 秒、
荷兰豆、木耳 20 秒，莲藕、山药 40 秒。因山药自身含有粘液，所以要最后焯水。
5、炒锅刷净烧热，倒入色拉油，待油温至七成热时，放入蒜片爆香，放入除胡萝卜外的所有原料，烹少许料酒，迅速翻
炒两分钟。
6、此时再加入胡萝卜片，继续翻炒几下，下盐、鸡粉，翻炒几下。水淀粉勾芡，出锅。这道颜色亮丽即营养又减肥的“荷
塘小炒”就可以上桌喽。
注意事项
这道菜的食材可以更多样化一些，总之保持食材整体配搭的基调就可以，食材适当调换增减都没有问题。譬如还可以
添加西兰花、鲜百合等等。
荷塘小炒的菜名是因食材中的山药、莲藕等都是生长在泥土里的，如果可以买到荷叶的话，将荷叶焯水整体铺在盘子
底部，菜品炒好后置于荷叶上，定会荷香四溢，荷塘小炒的名字也就更贴切了。
原料焯水的时候要分别进行，也就是说，焯好一样捞出后在放入一下种食材。

营养价值
排毒养颜
莲藕，富含淀粉、蛋白质、维生素 B、维生素 C、脂肪、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等多种矿物质，肉质肥嫩，白净滚圆，口感
甜脆。中医认为，藕是一款冬令进补的保健食品，既可食用，又可药用。生食能凉血散淤，熟食能补心益肾，可以补五脏
之虚，强壮筋骨，滋阴养血。同时还能利尿通便，帮助排泄体内的废物和毒素。
美容祛痘
吃藕，能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用。花生含有维生素 E 和一定量的锌，能增强记忆，抗老化，延缓脑
功能衰退，滋润皮肤。莲藕与花生两大食物原料相结合，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长期食用能清热祛痘，滋润皮肤。莲藕可
保持脸部光泽，有益血生肌的功效。

親親寶貝

美丽的神话
后羿射日
内容介绍：
古时候，
天上有十颗太阳，
他们每天一起出来，
照得大地寸草不
生，
人们生活十分艰难。
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做后羿，
他是个神箭手，
箭法超群，
百发百中。他看
到人们生活在苦难中，
便决心帮助人们脱离苦海，
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他
爬过了九十九座高山，
迈过了九十九条大河，
穿过了九十九个峡谷，
来到了东
海边。他登上了一座大山，
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后羿拉开了万斤力弓弩，
搭
上千斤重利箭，
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
嗖地一箭射去，
第一颗太阳被射落了。
接着后羿又连续射掉了八颗太阳，
最后只剩下了一颗。
人们终于从炎热的生活里面脱离出来，
再也不用受苦了。后羿也被奉为英
雄，
他的英雄事迹为人们广为传颂。
故事寓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勇敢就一定能战胜一切。
推荐理由：后羿的勇敢值得人们敬佩，他乐于助人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
习。这个神话故事堪称经典，
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和了解的。

女娲补天
内容介绍：
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来，
败了的共工不服，
一怒之
下，
把头撞向不周山。结果把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
天倒下了半
边，
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灾难，
感到无比痛苦，
于是决心补天。她选用
各种五色的石子，
用火将它们熔化成浆，
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
好，
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
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
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
故事寓意：
女娲对人类的爱心值得我们学习。
推荐理由：
传说女娲创造了人类，
同时，
女娲还做了很多事情呢。读
这个故事，
不仅能够了解神话中的人物，
还能培养宝宝的爱心，
让他们从
小学会关心爱护别人。

責任編輯：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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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Climate Change Is A Global Consensus – Not Invented By China'

China Tells Donald Trump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Act Over Climate Chang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a's Premier Li Keqiang speaking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hoto NPC)REUTERS)
There is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China's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in a
clear message to Donald Trump just ahead of Trump's
expected announcement last week that the U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historic Paris Agreement.
Despite widespread global unrest over the US's
departure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Mr Li insisted
there was a "global consensus" on the issue.
In contrast, Theresa May was low-key about the US
quitting the accord, saying it was "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refusing to agree to the
Paris Agreement iwould be a "blow" to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UK.
Mr Li did not mention the US or Donald Trump, but his
comments were obviously addressed to Washington.
He said China had "in recent years has stayed true to
its commitment" to address the issue – a hint that the
US would pay a diplomatic price for signing up to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hen abandoning it.
Beijing had also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we were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atify the Paris agreement", Mr Li added.
He appeared to reference a past claim by Mr Trump
that climate change was a "hoax" perpetrated by China.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is a global consensus,
it's not invented by China... and we realize that this
is a global consensus agreement and that as a big
developing nation we should shoulder ou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he said.
The Chinese Premier was meeting with senior

European Union officials at a
summit in Brussel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plan
to issue a joint statement – the first
time this has happened – pledging
to ful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t commits them to cutting back
on fossil fuels, developing more
green technology and helping raise
billions of pounds to help poorer
countries cut emissions.
"The EU and China consider
climate action and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an imperativ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e
statement, by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Donald Tusk,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and China's Li, will say.
"The increasing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require a decisive response."
Miguel Arias Canet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er who
has led climate talks with Beijing, said of the Paris
accord: "No one should be left behind, but the EU and
China have decided to move forward."

Like Mr Li, he contrasted China's constancy on climate
change with the apparent change of heart by the US.
"I have lots of trust in the Chinese. They are very tough
negotiators but they are very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y
negotiate," Mr Canete said.
"At a moment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oubts
about the benefits of remaining in the Paris agreement
... two major players [the EU and China] in the climate
arena declare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the Paris
agreement." (Courtesy Reuters and the Associated
Press)

Related
Vice President Pence Defends
Trump's Decision On Paris
Agreement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has called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 paramount issue for the left" as he
sought to defend Donald Trump's decision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His comments came a day after Mr Trump announced
he was pulling out of the global accord signed by
nearly 200 countries in an effor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ackle global warming.
The move has been met with harsh criticism from the
leaders of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ho used an executive order to push
through US involvement in the deal so he could bypass
climate sceptics in Congress.
Mr Pence echoed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America First" doctrine, saying he
was steadfast in his belief that withdrawing from the
climate deal would be good for the US economy and
job creation.
It is "so refreshing to have a President who stands
without apology ... For America first", Mr Pence said
on Fox News' Fox & Friends programme, saying he
didn't understand why climate change had become
such a big issue for the Democrats and the left.

Mr Pence called the Paris deal "a transfer of wealth
from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y in the world to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planet".
His remarks came as China and Europe pledged to
unite to save what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called “our Mother Earth”.
At a long-planned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European Union officials in Brussels,
the leaders pledged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deal. They committed to reduce their use of fossil
fuels, develop more green technology and raise funds
to help poorer countries reduce emissions.
China, now the world's largest polluter, has emerged as
Europe's unlikely partner in this and other areas as Mr
Trump has isolated the United States on many issues.
China said it was a responsible country that had bee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Separately, India also pledg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accord.
“Today we are stepping up our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with China ... We are convinced that
yesterday's decis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ve the
Paris agreement is a big mistake,”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t Donald Tusk said.
Earlier,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said: “There is no reverse gear to
energy transition. There is no backsliding on the Paris
Agreement.”
Amid the international outcry over Mr Trump's
decision, Vice President Pence sought to t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nvironmental credentials.
"We've demonstrated real leadership and real progress"
on emissions reductions and environment, Mr Pence
said.

He was one of a number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o defend the withdrawal a day after Mr
Trump announced it.
Senior White House adviser Kellyanne Conway said
Mr Trump's decision is about “fairness” to American
workers and businesses.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n a clean environment,” she
said in an appearance on Fox News Channel's Fox &
Friends.
“Why should we frontload so much of the economic
burden in this agreement?” Ms Conway added.
At the White House, Scott Pruitt, the head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said that Mr
Trump had made a "courageous decision ...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ourtesy www.independent.
co.uk/news/world)

California To Seek Its Own
Climate Change Deal With
China After Donald Trump
Ditches Paris Agreemen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alifornia Governor Jerry Brown
California is to seek its ow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ith China, the state's governor has
suggested.
Jerry Brown, who previously signalled the west coast
state was “ready to fight” Donald Trump over the issue,
said he would discuss merging China’s and California’s
carbon trading markets on a visit to Beijing.
Carbon trading, also known as cap-and-trade,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driving dow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alifornia’s market is already linked
to the one in Quebec, Canada.
Essentially large sources of carbon are given a cap
on emissions, beyond which they cannot go unless
they buy an allowance. The allowances are sold by
companies that reduce emissions below their cap,
creating a double incentive to make cuts.
China plans to create a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this year, although the project has hit some problems.
Mr Brown said he hoped to be able to link the
Californian and Chinese schemes at some point.
“I think that is a heavy lift to include Chinese
provinces, but we are definitely taking that possibility
very seriously,” he said.
“We want to make sure it has full integrity and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And we can’t say that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oday.“Maybe we don’t put it right in the same capand-trade regime, maybe some parallel regime. I am
going to discuss that with the highest officials in China
this week.”
He also described Mr Trump’s decision to withdraw
the US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in typically forthright
terms: “insane”.
Speaking after the Republican billionaire’s election,
Mr Brown said California might even launch its own
satellites to monitor the Earth’s climate if Mr Trump
decided to scrap the Nasa programme.
He also warned his administration would fight the
national one because denial of climate change was “at
odds with the survivability of our world”.
But Mr Brown also sounded a hopeful note that Mr
Trump’s election might just spu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to greater action, in a similar way to a heart attack
prompting someone to adopt a healthier lifestyle.
(Courtesy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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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衛生局，環保，保險業者眼光看
巿政府對 「 食品安全衛生
食品安全衛生」」 如何把關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周日下
午在大雨傾盆中，一場精彩，難得的
座談會在僑教中心舉行，連休士頓該
區市議員 Dr. Steve Le, 都在新華埠推
廣委員會主席李雄的陪同下來到現場
，並頒獎給該座談會的主辦單
位---- 「全僑健康日 」 施惠德醫
師，感謝他舉辦如此嘉惠僑社的 「食
品安全衞生」 座談。而 「台北經文
處」 黃敏境也適時來到現場，他以
「民以食為天」 形容食品安全的重
要。
而現場觀眾更隨著引人入勝的話
題，而發問頻頻，李雄表示： 休士頓
中國城有超過 150 家餐館，而從 「衛
生局 」 如何把關，也可看到休巿市
政府對 「食品安全衛生 」 如何不肯
掉以輕心，保護巿民的食品安全衛生
。
從巿政府衛生局稽查徐俊義的口
中，我們看到一些抓得兇的違規案件
： 如地面上有點髒，餐廳內有老鼠，
蟑螂； 食物在冷埬櫃內沒蓋蓋子；
煮過的食物放在生的食物下面； 用布
來蓋飯； 員工在工作時未戴帽子; 垃
圾桶沒蓋蓋子----- 等等，而被勒

令關店，多是因為：（ 一 ） 你沒有
熱水，（ 二） 店內有老鼠、蟑螂（
三 ）你沒有營業執照。
「常安保險」 的負責人常中政
表示： 對 「保險業 」 者而言， 「餐
飲業」 是風險蠻大的，而 「餐飲業
」 如何降低風險？他說： 食品安全
靠業者良心，尤其是食材的選取到烹
製的過程。政府非常重視 「食品安
全 」, 它的第一道防線是 「良心 」，
第二道防線是 「法律 」。而保險餐
館的風險，包括：（ 一 ） 食物： 食
材的來源、烹調、儲存、廚餘。（
二 ） 環境： 如建築物本身的結構很
舊了。（ 三 ） 人員。其他的風險還
包括： 著火、漏水、潮溼、發霉，出
口燈不亮等等。其它如協助新業主突
破語言障礙、人員的應變能力，天災
誰避也避不了，因此，平時就要買避
險，發揮保險在社會上所負起的責任
。有事時先了解 「業主」 的保險，
不要先與業主吵架，會得到應有的賠
償。
主持人施惠德特別提到一個 「食
品安全 」 的個案： 戴奧辛毒雞蛋。
戴奧辛是含氯物質燃燒時產生的有毒

物質，短時間高濃度的戴奥辛暴
露，會造成肝功能，免疫，神經
，內分泌系統的損傷，動物慢性
暴露，會導致肝癌、胃癌，被分
類 為 「人 類 已 知 致 癌 物 」 （
Group1 )
環保專家陳天生進一步介紹
，根據今年四月份的報告，台灣
是亞洲戴奧辛含量的第二位，多
來自垃圾處理，如垃圾焚化爐，
台灣很多土壤汚染的很厲害，如
飼料，被戴奧辛污染到食物鏈，
雞蛋場的戴奧辛雞蛋，多來自飼
料。
當天在座的 「美而廉麵包
圖為周日下午 「 全僑健康日
全僑健康日」」 舉辦 「 食品安全衛生
食品安全衛生」」 座談會現場
座談會現場，
，主持人施
店 」 的老闆王明則指出：食品
惠德醫生（
惠德醫生
（ 立者 ） 正在講話
正在講話，（
，（ 前排左起 ） 為當天主講人陳天生
為當天主講人陳天生、
、常中政
常中政、
、
業者，你買的食材來源，一定要
李雄、
李雄
、徐俊義
徐俊義、
、王明
王明。（
。（ 記者秦鴻鈞攝 ）
找合格的廠家，因為不好的東西
，他們會退回去。換言之，你的
到你我的肚子裡。還有，不可在家門 ，包飯賣，沒有經過衛生局審核，是
「供應商 」，必須找政府檢驗合格 口換機油，機油流入下水道，比食油 違法的，申訴管道（832） 393-5100
的供應商。
不知汚染多少倍，如果大家不知 「良 ，其他還如老中餐館，只收現金，或
環 保 專 家 陳 天 生 ， 特 別 提 到 「 心 」，最後我們共享大汚染---- 包 在食物內加 「塑化劑」，以及垃圾處
油 」 的問題，真正可以倒入下水油 括這些油流到河川，海洋，給魚，蝦 理，如果業者願意遵照政府標準，食
的只准兩種： 雨水，汚水。油，尤其 吃了，最後到你的肚子裡。
材就不會有問題。
是炸過後，有毒，含有重金屬，倒入
徐俊義也提到有些人在家包水餃
下水道，最後流入河川，海洋，最後

休士頓FASCA
休士頓
FASCA參與僑教中心樂遊臺灣多媒體競賽
參與僑教中心樂遊臺灣多媒體競賽
讓世界看見台灣
中心莊主任雅淑((左 5)、諮詢導師許健彬
中心莊主任雅淑
諮詢導師許健彬((右 6)與得獎學員合影
與得獎學員合影。
。

休士頓僑教中心於 6 月 4 日在中心開設海外華裔青年文化志工大使(FASCA)文化課程，邀請 FASCA 諮詢導師許
健彬擔任講師，藉由介紹臺灣文化，學員並分組發揮團體創作，進行 「樂遊臺灣-旅遊設計」多媒體競賽。休士頓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出席擔任評審，並表示僑委會青年文化志工(FASCA)培訓幫海外台灣子弟規劃一整年的培訓活
動，陪著孩子成長，主要目的在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更希望能深化渠等與台灣的聯結，為讓這些青年文化
志工吸收專業簡報的技巧，同時也讓他們更認識台灣，並結合青年文化志工在地化流暢英文特性向主流行銷台灣
， 所以特別舉辦這項多媒體競賽，會中 FASCA 學員們以 「樂遊臺灣--旅遊設計」為主題，分組進行觀摩競賽，
學員們發揮巧思與創意，以台灣地圖以及台灣風景照片，搭配流暢英文，演練著向主流民眾介紹台灣旅遊景點技
巧，亦相互觀摩彼此簡報模式，莊雅淑主任、許健彬諮詢導師分別對各組參賽情形進行講評與建議，休士頓僑教
中心並準備台灣澎湖郵摺作為獎品，頒發給當日參與多媒體競賽的同學，作為獎勵，許健彬諮詢導師亦準備台灣
小吃鹹酥雞及珍珠奶茶，與會同學們均表受益良多，未來將參與主流社區活動行銷台灣，讓世界看見台灣。

休城工商

「 石山地產 」 2016 年在休士頓再購買四棟商業大樓
各交通位置便利的各大辦公室現正招租中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市最富名望的地產企業 「石山地產」自
2015 年在休士頓大手筆的買下位於 Wilcrest 與 Westheimer 交口附近的兩棟
辦公大樓後，2016 年更上層樓，一口氣購買四棟高檔具規模的商業大樓
，簡介如下：Beltway 8 辦公室中心 辦公室待租賃交通位置便利， 位於休
斯頓西南部 9920 -9980 Sam W. Houston Pkway S.，Houston，TX 77099:
Beltway 8 辦公室中心由四棟一層辦公室建築組成，帶有頂層等級的頂層
門;辦公室建築有良好的安全設施 - 有大門和圍牆，可安全通行進出辦公
樓。當您沿高速公路旁路駕駛時可看見辦公室建築的門牌標誌。辦公室建
築配有美麗的園景庭院，有蓋停車場，24/7 可進出辦公樓，有租戶控製
的冷暖空調 (HVAC) 系統和更多設施。Beltway 辦公室中心位於休斯敦西
南部，靠近 Beltway 8 和 59 高速公路的交叉口。
堂皇的 Sugarland / Stafford 辦公室位置: 美麗的六層建築包括淺灰色的
大理石骨料和銀色反光玻璃與改良的 U 形幾何設計配有美麗的園景庭院
。 12603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位於西南高速公路和 Kirkwood 路的西南角。包括廣泛的創新和現代化的升級設施。這家六層建築
靠近許多便利的設施，包括噴泉購物中心，好的餐館和酒店，此外，還有
圖為 「石山地產
石山地產」
」 創始人
創始人，
，總裁莊麗香女士在 總體規劃的鄰里和在建多用前德州儀器 192 英畝的工作園區。辦公空間從
「國際領袖基金會
國際領袖基金會」
」 發證儀式上致詞
發證儀式上致詞。（
。（ 記 500 平方英尺到 5000 平方英尺不等。詳情請洽 713-783-9090！
Corporate Park 10701 & 10707 Stafford, TX 77477 位 於 蓬 勃 發 展 的
者秦鴻鈞攝 ）

Sugar Land/Stafford 地區，位置方便，在 90 公路以北，距離 Westchase 區
，Galleria 和 Sugar Land 城鎮廣場只有幾分鐘。方便到達 59 公路，SH-99
Grand Parkway，山姆休斯敦 Beltway8 和 Westpark Tollway。新業主與現場
快速回复的管理和租賃服務。建築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入口和超標準外觀
。有大開放空間和有蓋的停車場可用。提供靈活的租賃服務，辦公室建築
配有熟食店和附近有許多美味的餐廳。辦公空間從 500 平方英尺到 5000
平方英尺不等。
莊麗香從一位來自台灣的女留學生，到跨國婚姻，與詹姆斯伯尼
（Jame Birney ) 結婚，近半世紀以來，他們不僅教養出三位耶魯，哈佛博
士、碩士的優秀子女，也在職場上叱吒風雲，孜孜碶碶打響了 「石山地
產」的品牌。
莊麗香在事業成功後不忘僑社，不忘提攜後進，在海外宣揚中華文化，不
僅大力支助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此次在休士頓美術館 「帝王品味」的精
品展外，還提供西南區辦公室內外作 「孔子書院 」之用，對鼓勵學子向
學更不遺餘力，去年年底更委託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 辦理她的 「美國
莊麗香女士獎學金」，得獎者計為東海大學黃佳敏同學等六位僑生，每名
獎學金新台幣五千元，計發三萬元，於今年（2017 年）元月七日，在華
僑救國聯合總會」 七樓會議室頒發。為莊女士愛國助學的義舉，又寫下
光輝的一頁。

【全旅獨家】11月日本+韓國13天賞楓團！
ONLY $1699/人（含機票，團費，稅金）！！！

為了您享有更好的旅遊體驗，【全旅假期
】聯合美東&紐約地區最專業的地接社之一的
【螞蟻旅遊】對 2017 年美東及紐約地區的旅行
接待計劃做出了全面調整以便各位遊客享有更
好的旅行體驗!
八大改變，包您滿意
1， （美東經典和深度系列團天天出發）4/1/
2017 開始，每天接機的美東 6/7/8 天團天天出發
，而且離團全部都可以 BOS 波士頓離團和紐約
三大機場離團。 （解決了客人經常因為訂哪天
航班和訂錯機場離團的煩惱。尤其是以前四、
日接機的沒有波士頓離團，經常訂錯航班。4/
1/2017 開始天天出發，而且天天都可以波士頓
和紐約送機，減少出錯率，無論哪天都可以來
，無論哪天哪個機場都可以走，真正的做到了
說走就走）。
2， （接機當天獨家人性化服務）第一天一接到
客人，客人就可以選擇馬上回酒店休息或者去
法拉盛自由行，可以二選一，更加人性化，第
一印象更好。 （解決了很多客人投訴第一天到

紐約後很累很想回酒店休息卻不行，而必須困
在法拉盛某些地方無法休息等待其他客人，折
騰半天後才可以跟大巴回酒店。今年我們可以
讓客人選擇：1，直接從機場回酒店休息；2，
也可以選擇先不回酒店，先去法拉盛參加半天
特色遊後再回去酒店。二選一）。
3， 【全旅假期】特別為遊客選擇了（接機當天
酒店離曼哈頓距離更近）不住宿'紐約大都會區'
（離紐約 2 小時範圍），我們住宿'紐約周邊地
區'（離紐約市曼哈頓大概 30 分鐘）。
4， （Woodbury 購物時間超過八小時）我們是
整個市場上的所有美東團在 Woodbury 給客人購
物時間最足，早上 10 點到晚上 6 點，全天八小
時以上。 （解決了之前很多客人投訴中午兩點
半就離開 Woodbury，導致客人遺憾離開，體驗
差的問題）。
5， （提前一天給客人辦理登記牌）。 （解決
中國客人擔心語言不通，擔心離團時辦理登機
牌因語言而耽誤登機時間）。
6， （永不關團，保證有位）24 小時前 Free-

Book。無需諮詢空位情況,直接報名,保證有位.
（限美東團 6-8 天）. 100%保證有位, 如因地接
單方面取消已經確認的訂單.我們會退還團費的
200%。
7， （提高體驗感又幫客人省錢）每人省錢$97
，省時 6 小時。不參觀無聊自費景點包括:紐約
蠟像館$25，瀑布印第安人舞蹈省$20，華盛頓
船省$25，波士頓水族館省$27。 （解決客人體
驗感最差和投訴最多的三大景點，和投訴自費
門票太高的問題）。
8，（美東 7 天和美東 8 天團 行程增加多四大賣
點）：1，增加愛迪生實驗室和愛迪生故居，大
人門票$10，小孩 16 以下免費。 2，增加多參觀
多一所名校（哥倫比亞大學）。 3，在去年只有
出發日期：二三五六的基礎上，4/1 開始改成天
天出發；4，八天團 Woodbury 從以前的下午三
點前離開延遲到晚上七點前才離開，多四個多
小時的 Woodbury 購物時間。
全旅推薦，必是精品！ 713-568-8889！

因為《爸爸去哪兒
因為《
爸爸去哪兒》，
》，普者黑第一次廣泛進入大
普者黑第一次廣泛進入大
眾的視野中，
眾的視野中
，隨著
隨著《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的熱播
，它再次深深地震撼著我們
它再次深深地震撼著我們。
。普者黑隱藏在山水
之間，
之間
，美得像個世外桃源
美得像個世外桃源。
。

瀘沽湖 - 神秘多情的女兒國
瀘沽湖神秘多情的女兒國。
。 世界各國民間所傳
說的女兒國，
說的女兒國
，僅存於今的即是摩梭人這族
僅存於今的即是摩梭人這族。
。雲南
寧蒗彝族自治縣境內這美麗的瀘沽湖，
寧蒗彝族自治縣境內這美麗的瀘沽湖
，摩梭人世
代生活在湖畔，
代生活在湖畔
，至今仍保留母系氏族婚姻制度
至今仍保留母系氏族婚姻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