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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本报特约撰稿人：屈栋材

2012年12月9日，我们前往
拉斯维加斯旅游。拉斯维加斯
属于内华达州，是有名的“世界
赌城”。过去曾为公路驿站和铁
路中转站，由于发现金矿，在淘
金者大量涌入后兴建。矿藏采完
后就被抛弃。1931年美国“大萧
条”时期，为了度过经济难关，
内华达州通过了赌博合法议案。
由于赌场是一个淘金碗，各地大
亨争相投资，城市迅速崛起。博
彩业是这个城市的主要经济支
柱。我们住在美国中部最东边的
印第安那州，由于没有直达航
班，我们只好从印第安纳机场起
飞向东北逆飞到克利夫兰机场转
机，然后再向西飞才可到达。这
样一来飞行绕道不说，加之转机
耽误时间，我们从中部时间上午9时多一直飞到
下午6时多（当地时间下午3时多），用了大约九
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世界赌城名不虚传。一进入拉斯维加斯米卡
蓝国际机场大厅，就看见各处摆放着老虎机。如
果登机时间还不到，想玩几把，那就请便吧。不
出机场大厅就有轿车租赁公司营业柜台。我们顺
便租了一辆轿车，把来时带的卫星导航仪装好，
驱车寻找饭店。

中国城
民以食为天，我吃饭很挑剔，提起西餐最头

疼。好在我们中国“人口众多”，无论到什么地
方人们都不能忽视：小城市有一些中华超市，大
些城市就有中国城（唐人街），纽约还不止一座
呢。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中国城。千变万变，赌城
特色不变。中国城也不例外，路旁高高矗立着大
广告牌，用汉字写着：“最大方的奖赏，每天只
投注10元”。还有的牌子写着：“中国式娱乐，
麻将、牌九、扑克”。高大的琉璃瓦中式牌楼就
坐落在街南面，上面写着“中国城”三个行书大
字。牌楼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方形广场，一看就知
道它是停车场，因为整齐的停车线告诉了一切。
正面中央是一座假山，山间是哗哗流淌的泉水，
山上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雕塑。假山后面
是一排中式挑檐屋顶的两层商业店铺。它是中国
城的主建筑。东西两边各建有一排琉璃瓦中式一
层商铺。既然有西游记的雕塑，就有“大圣茶餐
厅”、“天蓬卤味面食”等门店。其余就像家乡
的店铺名一样：大华超级市场、云贵川菜、桥香
园、金鼎川菜、永和豆浆、食为先（早茶）、中
国足疗城、德荣参茸行等等。有两三家亚洲其他
国家的店铺，顶多也就附属在中国城里面。如越
南的“越式咖啡面包”等。尽管日本、菲律宾、
越南等还成天价夜郎自大，厚颜无耻地想把中国
的海域及岛礁攫为己有，甚至日本的前东京都知
事石原慎太狼，竟然还用当年日本侵略者的口
吻，蔑称中国为“支那”。可是我不禁要问石原
这只数典忘祖的“小日本”“太狼”，睁开你的
狗眼看看（应该说“狼眼”），美国哪一条街上
有什么日本城，菲律宾城，越南城？别做梦了，
你们统统都属于中国城！

我们走进云贵餐厅，中国人用普通话招呼
我们，电视正播放着《还珠格格》，菜谱是中文
的。我们选了一些青菜，每人吃了一碗米线。第
二天早上我们去了永和豆浆馆。一进门，正面墙
上挂着一副青绿山水横幅长卷；右面墙上是一副
临摹的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摆放的屏风是漆
画《清明上河图》，结帐柜台墙上贴着关公像。
我们吃了油条、豆浆、豆腐脑、小笼包等，真
是“温馨到家”。自然，以后的几天都在这里吃
饭了。

当天吃完饭，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这里是
美国太平洋时区的最东部，天已经黑了。我们到
预定的好莱坞行星胜地38层下榻。稍事休息后我
们就出去看夜景。步行出口是从三楼通过，可是
当我们进入电梯后在按钮上找不到3，而是写着
C，C即Casino（赌场）的缩写，说明赌场就在3
楼。我们一到赌场，看到整个大厅一组一组的，
摆满了老虎机和牌桌。一眼望不到边，看不出哪
里是头哪里是尾。老虎机不需要人看管，想玩就
玩；牌桌上的发牌员有的忙着发牌，有的在那里
等待客人光顾。发牌员有男有女；有年轻的，
也有年龄大的；有各种肤色的人；有各种打扮的
人。不过大部分发牌员都是女的，她们穿着戴胸
罩的露脐装和超短裙。这里也有一部分华人发牌
员，可是我们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华人，哪些是
亚洲其他国家人。还有一些像包厢一样的赌场，
里面摆放着一些桌子，但没有老虎机。我估摸这
里不是给大款专备就是大赌了。赌场里有许多
餐厅、酒吧、和送餐饮的服务人员。赌客需要时
可以到餐厅从容就餐，也可以边赌边吃。因为只
要一招手，服务员就会把餐饮送到手边。有的地
方摇滚乐队敲着架子鼓，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
曲；有的地方一些小姐戴着胸罩，穿着三点一线
比基尼，跳着热舞。客人们一边品着餐饮，一边
欣赏着歌舞。

百丽宫饭店
我们的旅馆坐落在最繁华的拉斯维加斯大道

东侧，一出门就看见对面的百丽宫饭店。它的门
前有一个巨形音乐喷泉。每到整点或半点，随着
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的嘹亮歌声，这个排
列有100多米长的喷泉，开始千姿百态地奇妙变

幻。歌声低回时，水柱只有二三米高，给人以优
雅宁静之感，使你精神放松，陷入舒缓的遐想之
中；而当歌声高亢激越时，一百米长的无数水柱
连成一片，一下子喷起几十层楼高，高亢的歌声
和喷泉爆发的一声巨响，惊心动魄，撼人心扉，
加上灯光的辉映，给人以奇幻雄伟的感觉。百丽
宫饭店是该市最大、最豪华的酒店之一。绕过巨
大的喷泉水池，进入饭店，穿过大楼大厅，后面
有一座很小但很豪华、很有创意的室内花园。它
将地球的四季融为一体：里面有高高的热带棕榈
树；有落满雪花的寒带杉树和苍松；有一尘不染
的鲜花绿草；有围着围巾向游客招手欢迎的南极
企鹅玩偶；还有制作得栩栩如生的北极熊等。由
于圣诞节即将来临，花园的正后方矗立着一个有
两层楼高的圣诞树，树旁站着一个高大的红衣白
须的圣诞老人，树的上空悬挂着十口大铜钟。

该市最初兴建时是由意大利黑手党掌控，
因此意大利的痕迹处处可见。出了百丽宫饭店往
北就是凯撒宫。宫殿的周围和里面有许多复制的
意大利雕像。宫殿内上面是拱形蓝天白云，在灯
光映射下，简直像是在室外，有四五层楼高。而
最具特色的是凯撒活动雕像。雕像设在一个有六
七层楼高的圆形宫殿里，四周上方是一些有关凯
撒大帝故事的壁画和一些其他内容的壁画。凯撒
活动雕像就坐落在正中央。每到半点或整点活动
雕像就开始为游客表演：音乐缓缓响起，声控喷
泉开始被激活，凯撒大帝和故事中的一些人物徐
徐上升，他们手持兵器，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
词。一场机器人话剧表演活灵活现地展开了。加
上灯光、火光、喷泉和音乐的渲染，好看极了。

拉斯维加斯大道
第二天，我们用了一天时间，游览了主要旅

馆赌场。拉斯维加斯大道是市里的主要街道，也
是最繁华热闹，旅馆赌场最集中的街道。旅馆既
高大豪华，又特色突出，沿街两旁鳞次栉比，吸
引着游人。世界十大度假旅馆，这里就有九家。
最大的米高梅大酒店就有5034个客房。每个旅馆
都以世界各国著名景观或特点设计和命名。比如
纽约饭店赌场，大楼前有仿建的斜拉桥、自由女
神雕像、和帝国大厦等；拉斯维加斯巴黎，门前
矗立着埃菲尔铁塔；埃及饭店，外形和金字塔如
出一辙，临街还有一座狮身人面雕像；宝岛酒店
门外就有盗宝的海盗船，船上常常有精彩的节目
表演；这些酒店内部也都处处显示着自身的特
点。比如我们下榻的好莱坞行星胜地，房间里墙
上有一个小橱窗，橱窗里陈列着一身乳白色短袖
衫和短裤。原先我以为它是给服装做广告，后来
才知道它是被一位好莱坞影星穿过的衣服。圆形
高茶几桌面下陈列着几本书，也是有关好莱坞电
影的故事。

妻子的右膝于2009年做了关节置换手术，
尽管走路不成问题，但为了减少关节磨损，儿子
还是从网上提前向旅馆预定了一台轮椅，因为拉
斯维加斯大道一整天也游览不完。一天下来每人
要走几十里路。我真担心上下楼梯、过马路不太
方便。鉴于妻子不会开车，怕他操纵不了电动轮
椅，我们就租了手动轮椅，由儿子推着。到街上
一走，才知道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是一个
设计极具创意而又非常人性化的城市。为了方便
游客到沿街各旅馆赌场赌博或游览，整个拉斯维
加斯大道上的人行横道很少，每到十字路口都有
人行天桥通往对面。上天桥的阶梯有的是步梯，
有的是传动电梯，而供轮椅使用的升降电梯是必
备的。我们推着轮椅从旅馆出去，又推着回来，
方便极了。美国的老人没有不会开车的，因此使
用电动轮椅是小菜一碟。我们看到许多美国高龄
老人，乘用电动轮椅轻松游览。

户窝大坝
第三天我们计划先去参观距市区50公里的

Hoover  Dam（户窝大坝），然后再游览市中心
的Fremont  Street（费蒙街）。我们驱车东行，
出了市区才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有了较深的了解。
这里属亚热带沙漠气候，常年干旱少雨，阳光充
足。来时在山地沙漠上空飞了约两个小时。从飞
机上向下望去，一片棕红。我们去大坝的路上看
到稀疏的小草连棕红的沙石地皮也遮盖不住，才
得到印证。但它却不是风一吹就扬尘的细沙，而
是许多亿年前海底地壳变迁的红石粗沙，最小
的也像大豆粒。在这里既看不到草坪，也没有什
么植被，可是空气清洁，一尘不染，只是有点干
燥。拉斯维加斯和山西的运城市基本在同一纬度
（北纬35度左右），可是冬季十分温暖，气候宜
人，是一个旅游度假胜地。许多有钱的美国人都

拉斯维加斯——世界赌城面面观
在度假村买房，夏季回家居住，冬季就来休闲。
车到中途十分荒凉，偶有一些路边建筑，那就是
吃饭、加油、休息、补给的地方。路边高高矗立
的牌子，最醒目的词就是Casino（赌场）。真是
三句话不离本行，赌博不能忘。

快到大坝时，所有车辆都要进行安检。大
坝处山口狭隘，山谷很深，十分险峻。为解决停
车问题，修了一个5层停车场。停车场边的崖壁
上，有一尊大坝建筑工人用缆绳吊在半空炸山打
眼的雕塑。车停好以后不用步行，可直接乘电梯
下到坝上安检处，通过安检后方可参观展览馆、
发电厂和大坝现场。我们只参观展览馆和大坝现
场。展览介绍了大坝兴建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是
调节水量，减少灾害，其次才是发电。从我能读
懂的一些文字和一些照片，可以看出，建大坝开
始是有过争论才决定的。从馆内外雕塑的建筑工
人穿着长筒靴，铲灰浆，石块等劳动场面的生动
展示，可以看出，尊重、赞美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观，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专利。

市中心费蒙街
晚饭后我们就去市中心。行进途中我们议

论说，这里是一些商业区和行政机关，恐怕不会
像旅馆赌场区那么好看了。一到费蒙街口时，我
们才知道错了。费蒙街是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步
行街，特色突出，创意新奇。它把四段街区连在
一起，约有五六百米长，顶部全都用拱形电子屏
幕封闭，约有十层楼高，两端设有限制车辆通行
的栏杆，霓虹闪烁，灯火通明，整个街区如同白
昼。

这是一条非常自由的商业街，两边商铺正
在营业。其间夹杂着一些赌场。老虎机、发牌
员、赌客各安其位。两边商铺门前分布着一些流
动小摊贩的售货车，有的几乎到了街中间。每辆
售货车形状都不一样，有的像船，有的像车，有
的像房屋，有的像动物，奇形怪状，很吸引人；
有的卖小首饰，有的卖玩具，有的卖小服饰，有
的卖小日用品等。还有一辆售货车在出售中国的
剪纸、窗花。售货车明亮的灯光四周用毛玻璃
罩着，毛玻璃上贴着各种黑色的的剪纸和窗花。
看来这些剪纸真像是美国人干的，因为那些剪纸
的手艺并不咋样，比起中国的的祖师“娘们”差
远了。其中有整整一面毛玻璃上贴着一排排剪出
的汉字，有：福、美、永、爱、恶、佛、侠、天
使等约有二三十个。他们把它作为艺术图案出
售，足见他们对汉字的好奇和喜爱。由于他们会
认会写的汉字非常有限，所以许多字都剪得缺胳
膊短腿。比如繁体“愛”字，中间那个“心”字
上边的点都让猫叼走了；“永”字右边的一捺也
被手术了。我计算了一下，致残率大约在30%左
右。为了使美国人了解这些汉字的含义，每个汉
字下面都标着英语单词。比如福是Happy，美是
Beauty、永是Eternity，爱是Love，恶是Wicked，
佛是Buddha，侠是Hero，天使是Angel等。还有
一个华人女青年，坐在桌旁铺着一摞纸，摆着各
种颜料，边卖边画“字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提着大包小包叫卖的。有的窜来窜去，大喊大
叫；有的划地为营，以小魔术和杂耍开场。

街的中段和最南端有两台摇滚乐队正在演
唱，观众们鼓掌叫好声此起彼伏。紧靠两个舞台
边商铺的陈列橱窗前，高高的长台上有一些戴胸
罩、穿比基尼的小姐跟着音乐节奏跳着热舞。南
端舞台前的街道上，一些男女也在随着舞台上的
音乐节奏跳起舞来。有的还手持啤酒，边喝边
跳。还有位妇女弯着腰边哄着手推车上的孩子，
边跟着音乐节奏晃动着屁股。

最有特色的就数顶部这个五六百米长的拱
形电子屏幕了。它向人们不停地播送着形形色
色的视频：一会儿是森林绿野、春夏秋冬、四
季山河；一会儿是蜂狂蝶舞、牛欢马叫、兽突
狼奔；一会儿是现代城市高楼林立；一会儿是蜿
蜒江河一泄千里；伴随着立体声的音响效果，带
着巨大的马达轰鸣声，飞机在天空来回穿梭，激
越高亢，逼真动人。为了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情怀，屏幕上反复播送着类似美国国旗的
视频和美国历史上的各种名人肖像。他们有华盛
顿、林肯、肯尼迪等政治领袖；也有爱因斯坦、
富兰克林、爱迪生等科学家和各界名人。歌曲  
America the Beautiful（美丽的美利坚）舒缓优美
的旋律始终伴随着画面在头顶回荡缭绕。

费用等其他
在拉斯维加斯旅游方便快捷，而且费用并

不高。每个旅馆同时也是赌场。旅馆和赌场在这
里是一个概念。进了旅馆内住宿、餐饮、赌博、
娱乐、购物等，“一条龙服务”，不用外出什么
都能解决。赌场是24小时全天候。室内停车场很
大，都是免费的。我们住的旅馆设施很好，而且
在最繁华的闹市区。我们预定的是一个两张双人
床的大间，每天50元，折合人民币约320元。其
他收费停车场费用也很低，我们逛费蒙街时用了
不到两小时，付了一美元停车费。

我们在中国城吃饭时，发现有《赌城天天
报》、《时报》、等中文报纸。它是专为该市的
中国移民和游客服务的。报上刊登有中国新闻、
世界新闻及各种广告。由于内华达州是美国唯一
允许性交易合法的州，因此报纸上性交易广告也
屡见不鲜。游览期间不断有一些色情广告名片递
到手里。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还以为是住宿
或出租车什么的，到旅馆一看才知道是性服务的
广告名片。为了维护赌城的治安秩序，拉斯维加
斯市和它所在的克拉克县是禁止性交易的。因
此，报纸上的广告和街上散发的名片，都是吸引
游客去周围县市的。

另一方面，在路边、天桥和一些角落，不时
会见到一些各式各样的乞讨者。有的是残疾人。
有位衣衫褴褛的男子失去手指，用臂腕弹着吉
他，身边放着盛钱的容器；有位脏兮兮的妇人，
抱着一只戴眼镜的灰狸猫，靠着天桥栏杆席地而
坐，等待施舍。有位60岁左右衣着整洁的妇人，
坐着轮椅靠在天桥栏杆上，上衣的上半部纽扣敞
开着，怀揣一个头部面向前方的叭儿狗，让人们
拍照收钱。看得出来她失去了右腿。这一座天桥
上有五六个等待施舍的人。

尽管如此，拉斯维加斯的秩序却治理得非
常良好。赌场秩序也很好。我在去游览以前想象
的赌场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赌客们嘴叼着
烟，动作粗野，大喊大叫，室内烟雾缭绕，空气
混浊，一片狼藉。这是世界一流的赌城，城市建
筑的总体设计从创意到建筑设施不仅是一流，而
且堪称完美。只要你到过这个城市，你就会叹为
观止。街上的行人车辆，文明礼让，绝不在其他
城市之下。在街上我们几次开车走错道，警察既
没有动粗，后面的车辆也没有打喇叭催促，而是
耐心等待。这在美国其他城市也难做到。拉斯维
加斯公共场所不禁烟。每个垃圾桶侧面是垃圾入
口，上面是供烟蒂灭火和投放用的沙盘。街道地
面整洁干净，极个别地方见到有些名片广告散落
在地上，范围很小。我没有见到一个烟蒂。赌场
地面全是地毯，豪华干净，更没有烟蒂了。我发
现每个赌场，除歌舞演唱的热闹声以外，赌客们
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抽烟的人很少见。为了提
高赌场的信誉，对于中了头奖的人只要需要，可
由两名警察把他一直护送到他在美国任何地方的
住所。来这里旅游的人占大多数，专门赌博的人
只占少数。所以赌场里不乏一掷千金的豪赌，但
小赌怡情者也不在少数。一夜暴富、一夜成名者
也确实时有所闻。输得精光，开枪自杀者也屡见
不鲜。一些有问题的人抱着幻想，企图到此最后
一搏，改变命运。当他们幻想破灭，走投无路，
彻底绝望时，就走上了不归路。

第二天我们就要返回了。这么老远来到赌
城，不赌一把就太遗憾了。我提议到楼下体验一
下。我们举手表决，儿子同意了。妻子是个铁公
鸡，一毛不拔，只要跟着看。我先往老虎机里投
进一美元。由于不会玩，手到按钮上三下两下，
钱就被老虎机吃了。儿子也不会玩，但他毕竟文
凭比我高多了，且又熟练英语，七摸八揣，很快
悟出一个小赌的道道。就是一次投放一美元，每
次只玩一美分。这样即使次次输，也玩一百次。
有输有赢时就玩得更多了。于是我又投了一美
元，玩了大约十几分钟。儿子也小赌了一会，也
输了。反正是贼娃打官司，全输了。输是输了，
但我还是像阿Q一样心里乐滋滋地想：孙子才会
赢呢，我总算不虚此行了！想想看，倘若过上若
干年，我给我的曾孙、玄孙辈们显摆起这次旅游
时，他们若问我，“曾爷爷、高爷爷，你到赌城
赌博了吗？”那时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
赌了！”若问他们曾奶奶、高奶奶时，看她说什
么！

写于2012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