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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回来了，离开了六星期，终于回来了。 
 
带回来一身红褐色的皮肤，几千张照片，和无尽的回忆。 
 
40 天里，我走过了四个洲的八个国家；走过了格林威治的零度经线和肯尼亚的

零度纬线；走过了地球上 大的伤疤和非洲的屋脊；走过了世界上 广阔的草

原和 壮观的瀑布；感受了蒙特利尔零下 20 度的寒冷和赞比西河上零上 40 度

的太阳直射；第一次蹦极；第一次吃斑马肉；第一次摸到印度洋的水；出国近

四载来第一次在鞭炮声中过了个年，那，也是我本命年的 后几天。 
 
在这里，我想写下些什么，来纪念这青春年代里冬天的旅行。 
 
 
准备,日程和费用 
 
准备 
 
10 月 20-21 日，定大体行程 
10 月 22 日， 在Expedia上买机票 
10 月 24 日 ，到加拿大驻纽约领馆办理加拿大多次入境签证，五个工作日后取 
10 月 27-31 日，买Lonely Planet书，定在非洲日程 
11 月 3 日 ，拿到加拿大签证 
11 月 5 日 ，到英国驻纽约领馆办理英国签证，当天拿到 
11 月 6 日，make immunization appointment 
11 月 7 日，打了三针。有好几种针我以前打过，比如小儿麻痹症啥的，她竟然

还让我再打！说是boost, 哎，花了不少银子 
11 月 12 日，在Expedia上买肯尼亚到赞比亚的机票。下载肯尼亚签证申请表，

寄出给肯尼亚驻华盛顿大使馆 
11 月 13 日，在网上预约去蒙特利尔美国领馆签证  
11 月 14 日，又打了三针，比上次还贵！拿到著名的Yellow Card 
11 月 18 日，给England Heritage 发传真, 申请Stonehenge Private Access; 订Sunny 
Safaris的四天三夜Safari Tour 
11 月 19 日，收到England Heritage答复，传真信用卡号码 
11 月 20 日，收到肯尼亚签证 
11 月 25 日，寄坦桑尼亚签证申请到坦桑尼亚驻华盛顿大使馆 
11 月 26 日，收到美国签证预约信 
12 月 4 日，email订在英国旅馆 Atlee Hostel 和 Griffin Cottage, 在Thrifty租车 
12 月 6 日，email订坦桑尼亚Arusha的 Nazz Hotel和赞比亚Livingston的Jolly 
Boys Backpackers 
12 月 7 日，email订坦桑尼亚Moshi的Key’s Hotel和肯尼亚的Meridian Hotel 
12 月 10 日，拿到坦桑尼亚签证 
12 月 11 日，去赞比亚驻华盛顿大使馆签证 
12 月 15 日，从Let’s Go Travel email订从内罗毕出发的Lake Nakuru一天Safari和

http://www.expedia.com/
http://www.cic.gc.ca/english/applications/visa.html
http://www.lonelyplanet.com/
http://www.zambiaembassy.org/
http://www.expedia.com/
http://www.kenyaembassy.com/home.htm
https://www.nvars.com/use/
http://www.usembassycanada.gov/content/content.asp?section=travel&subsection1=usconsulates&document=usconsulates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default.asp?wci=mainframe&URL1=default.asp?WCI=Node&WCE=107
http://www.sunnysafaris.com/
http://www.sunnysafaris.com/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default.asp?wci=mainframe&URL1=default.asp?WCI=Node&WCE=107
http://www.tanzaniaembassy-us.org/
http://www.ashleehouse.co.uk/
http://www.a1tourism.com/uk/griffinc.html
http://www.backpackzambia.com/
http://www.backpackzambia.com/
http://www.btinternet.com/%7Ekeys.hotel/
http://www.zambiaembassy.org/
http://www.letsgosafa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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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到Mombassa/Malindi的飞机票 
12 月 16 日，Amtrek网上订去蒙特利尔的火车票 
12 月 20 日，打电话订肯尼亚Watamu的Marijani Holiday Resort 
12 月 26 日，复印打印所有需要文件 
12 月 27 日，出发 
日程 

 
 
 
加拿大： 
12 月 27 日，坐火车到蒙特利尔(Montreal), 在朋友家住下 
12 月 28 日，旧城(Old Montreal)，Notre-Dame, 老港，唐人街，奥林匹克公园
(Olympic Park) 
12 月 29 日，去美国领事馆签证，McGill University, Downtown, 地下商业街

(Underground Montreal), 晚上在Chez Queux吃法国大餐 
12 月 30 日，美术馆(Montreal Museum of Fine Arts)和现代艺术馆(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Montréal)，坐飞机去伦敦 
 
英国： 
12 月 31 日，温莎古堡(Windsor Castle),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国家美术

馆(National Gallery), 唐人街，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迎接 2004 新年 
1 月 1 日，塔萨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 大本钟(Big Ben)和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附近看新年游行，从Westminster 港坐船到格林威治天文台

(Greenwich)参观, 沿途欣赏泰晤士河景色。去飞机场租车，开往Salisbury住下 
1 月 2 日，史前石柱群(Stonehenge), Salisbury Cathedral(英国 大的Cathedral 
Close), 小城巴斯(Bath)的古罗马遗迹大浴池(Great Bath), 开车返回伦敦，在伦敦

古老的餐馆就餐 
1 月 3 日，圣保罗天主教堂(St. Paul Cathedral), 后来本来想看御林军换岗的，可

惜那天被Cancel了，就逛了逛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附近的圣瞻木斯公园

(St. James'Park), 塔桥(Tower Bridge)和伦敦塔(Tower o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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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trek.com/
http://www.rio.gouv.qc.ca/
http://www.chezqueux.com/
http://www.royal.gov.uk/output/page557.asp
http://www.thebritishmuseum.ac.uk/
http://www.nationalgallery.org.uk/
http://www.madame-tussauds.co.uk/
http://www.parliament.uk/
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
http://www.londonparade.co.uk/
http://www.rog.nmm.ac.uk/
http://www.english-heritage.org.uk/default.asp?wci=mainframe&URL1=default.asp?WCI=Node&WCE=107
http://www.salisburycathedral.org.uk/
http://www.romanbaths.co.uk/
http://www.stpauls.co.uk/page.aspx?pointerid=169345dwprEOVViTRLd8xXbHBDHGbzge&thelang=001lngdef
http://www.royal.gov.uk/output/page555.asp
http://www.towerbridge.org.uk/
http://www.hrp.org.uk/webcode/tower_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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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从非洲回来在伦敦倒机，竟然是个大晴天。跑到大本钟，The Houses 
of Parliament，伦敦眼(London Eye) 和西敏寺又转了一圈。飞北京过年。 
 
非洲： 

 
注：绿线是航空线，蓝线是陆线 
 
1 月 24 日，降落在肯尼亚内罗毕国际机场，坐车去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

沙(Arusha). 
1 月 25 日-28 日，坦桑尼亚塞伦盖提(Serengeti NP)和戈罗戈罗(Ngorongoro NP)
四日三夜 Safari, 之后前往乞力马扎罗山(Mt. Kilimanjaro)下的小城莫希(Moshi) 
1 月 29 日，逛莫希(Moshi), 看山，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 
1 月 30 日，飞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usaka), 坐车前往边城利云斯顿(Livingston) 
1 月 31 日，世界第三高蹦极台上蹦极, 畅游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 
2 月 1 日，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上泛舟, 偷渡到津巴布韦一下，晚上坐

Cruise 欣赏河上日落 
2 月 2 日，坐车回卢萨卡，略逛这个赞比亚首都，就飞回内罗毕 
2 月 3 日，肯尼亚纳库鲁湖国家公园(Lake Nakuru NP)一天 Safari, 晚上吃了世界

前 50 餐馆之一的的食肉一族(Carniv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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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飞往肯尼亚海边城市蒙巴萨(Mombassa), 坐车去 Watamu 小渔村 
2 月 5 日，上午坐船去玩 Snorkeling, 欣赏印度洋珊瑚和鱼群。下午去 Arabuko 
Sokoke Forest 
2 月 6 日，赶海，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晚上从马林迪(Malindi)坐飞机，飞呀飞，

飞回了北美 
 
参考书和网站 
Lonely Planet for Kenya, Zambia, Tanzania, England 
AAA/CAA Tour Book for Quebec 
Watamu.net  
Virtual Tourist 
天下游踪 
未名空间 
英华论坛 
新浪论坛 
 
费用(for two) 
飞机票 $3320 
签证 $100+110+63+50*2+75+90+50*2 
免疫针 $490 
Sunny Safari Tour $1070 
吃，住，交通，其他 ~$2000 
总共 ~$7500 
  
 
匆匆走过的英伦 
 
一 
飞机降落在伦敦，出关很是顺利。发现自己遗传老爸困了马上就能睡的特点，

飞机上睡一路，到了英国就精神焕发了。后来发现我这个上了飞机就睡的毛病

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方便，倒时差竟然根本不成任何问题。 
 
英国天气竟然冷得异常，我虽然从加拿大过来，却也觉得有点儿受不了。好不

容易搭上了开往 Windsor 的 50B 汽车，到了 Windsor 也才 9 点多钟，实在很

早，于是就在这温莎小城逛了起来。温莎的小街非常的可爱，很多零零星星的

小店开在街边，而远处雾里的城堡看上去神秘兮兮的，让每个看童话故事看多

了的 mm 都有产生幻想的欲望。 
 
城堡门口的保卫会变魔术，门前的挡车柱子能遥控升降，让我们对这古老的城

堡刮目相看。 
 
原先以为城堡很古老，可能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吧。没想到跑到 Castle Gallery
一看，才知道其始建于 1070 年，长久以来一直是皇家居住地之一，也是现在还

有人居住的世界上 大 古老的城堡。好家伙，这不禁让我们肃然起敬，这看

起来相当坚实华丽的城堡竟然有千年的历史，比故宫还要古老！ 
 

http://www.lonelyplanet.com/
http://www.watamu.net/
http://www.virtualtourist.com/vt/
http://go2c.info/
http://www.mitbbs.com/
http://www.linkchinese.net/eubbs/index.php?showforum=6
http://newbbs4.sina.com.cn/index.shtml?living: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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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城堡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诺大一个皇家城堡，King 有自己的 Dressing 
room, Drawing room, Dining room, Queen 也有自己的一套，还有形形色色的宴会

厅，接待厅。想来国王起了床要去吃早饭也要先走上半个小时，还不包括迷路

时间，实在是辛苦。城堡里有个好玩的展览，叫 Queen Mary’s doll house, 没想

到堂堂一国家女皇还有这个孩子般的嗜好，真让人笑倒。城堡里面还有达芬

奇，米开朗基罗的真迹，形形色色的盔甲，剑，盾，枪支，古玩，瓷器，华丽

的礼服，昂贵的王冠，真我们这两个从乡下来的孩子过足了眼瘾。 
 
换兵仪式有点让人失望，还是在国内看升国旗过瘾，呵呵。在 gift shop 里看到

几张动人的城堡照片，想来现实中看起来会更有情趣，就决定绕着城堡找到这

样的场景。郁闷的是，拍照片的地方找到了，在 Windsor Great Park, 可照片中

的景象无法重现：草坪，消失在一片茫茫雾中.  
 
中午在小城里随便品尝了一下英国有名的 Fish & Chips，确实比美国的味道鲜

美，不过价格也不菲。 
 
做了地铁到城里的旅馆 check in, 就匆匆赶往 St. Paul，后来发现做错了地铁，就

跑到 British Museum 去了。从外表看，大英博物馆确实与众不同，气宇非凡。

进去一看，其规模之壮阔也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一进门就直奔 Asia 区。中国展

厅里从史前到明清的文物倒是一样不少，里面很多中国人，所以骂大英帝国声

不绝于耳。随后又大略浏览了印度展厅，罗马展厅，史前展厅，近东展厅，发

现英国从别的各个国家窃取的宝贝不必中国的少，才略感平衡。让人兴趣倍增

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展厅，比如中国七千年玉石展厅，从一块 30 多斤重的天然

玉石到近现代的玉石雕刻观众都有收藏。金钱展厅，展示了从古至今，从东到

西几乎所有使用过的钱币，我竟然第一次看到了好大一块银元宝，还有一枚王

莽时期的古币，当然，现今通行的 1 元人民币也在里面！钟表展厅也极有特

色，整点的时候，各个古表交替响起，钟声清脆动听，设计精巧的小人绕来绕

去，让人好不喜欢。想来有趣，在科技水平达不到原子钟，石英钟，电子钟的

年代，如何巧妙的设计使得钟表走时准确确实是一项不易的工作，而设计巧妙

的钟表业让人爱不释手。 
 
久闻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藏宝不少，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木乃伊，千年

古尸，法老图像和雕刻，金银珠宝，甚至整块整块的石墓墙壁都挖了过来，让

人叹为观止。 为珍贵的收藏恐怕要数 The Rosetta Stone （罗塞塔碑），它是

象形文字，简化的民用文字（Domotic Script）以及希腊文字，三种文字来记

载，由此石碑才破译了古埃及文字，对考古学是个重大的突破。 
 
如果说埃及人来到大英博物馆会不断的唉声叹气的话，那么，希腊人来到这里

就会忍不住哭出声的。雅典帕一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被整片的搬到这里，就好

像盖了一座新的神庙。看着这不朽的古雅典艺术雕塑，我深深地被其艺术感染

力所折服了。精巧的形态设计，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即使在确实了很多的情

况也把人物的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实在是艺术极品。 
 
后来跑到大英博物馆正中央的图书馆，这是惊叹了一番里面黑压压的藏书，又

在 Honor Reader 的名单里找到了列宁和马克思，就满意的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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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出了门就直奔国家美术馆而去。可惜 2003 年的

后一天，美术馆早早的关门了，让人有点扫兴。不过后来想想，据说里面大

都是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艺术，对于我们两个 modern art fan 来说还是缺乏魅力的

（阿 Q 一回啦）。 
 
天色已晚，剩下的就是在找了家印度馆子饱餐一顿，在在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等待 2004 新年。这篇东东就是在等待新年时，伦敦 downtown 
某 Mall 的 Dar Marrakesh Café 前面做的，有 pp 电脑的帮忙，我成了回头率 高

的 mm :P 
 
二 
今天是新年，就好像中国的大年初一，街上的人总是 少的。 
 
出来玩，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于是早早爬起来，逛了逛 Tower Hill 附
近的景致。伦敦塔桥上全是彩带，酒瓶，气球碎片，想来昨天晚上也是热闹非

凡的。第一次看见泰晤士河，这养育了日不落帝国的河。 
 
新年开门的景点实在少，英国人也是在懒，大部分要等到中午以后才开。只有

蜡像馆给点儿面子，所以即使刚开门，里面的人也狂多。虽然几乎所有的 tour 
book 都说这是个极其牟利的地方，来自各国各地的游客还是像飞蛾扑火似的撞

进来，可见和明星们和张影的魅力是无穷的。我也俗一把，歌星，影星，体育

明星，政治名流都拍了个遍。自然，爱因斯坦是不会少的，起码还算一个学校

的呢。然后钻了一下那个鬼屋，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吱呀”乱叫，好没

面子。 后是一个讲宇宙的环幕电影，看了一遍，找了两个错出来：木星的卫

星轨道有长有短，不是像他画得都一样长；到了黑洞边缘的时候不是自己时钟

变慢，而是外面的人看飞船的时钟变慢。(I know, I’m too nerdy.) 
 
出来后看看已经中午了，就跑到西敏寺附近去看新年游行。天不作美，偏偏滴

起雨来，2004 年第一天就这么不开心，真 ft. 除了地铁站，抬眼就看见泰晤士河

和伦敦眼，回身就是大本钟。一直出现在明信片或者挂历上的伦敦的象征一下

子就出现在眼前，还真有点儿不适应。本来是有登大本钟的打算的，可一个月

前在网上一查，外国游客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就郁闷得不得了。看来以后安

排 trip 还要提前三个月以上！现在只能当街看看喽。当时正好 12 点钟，西敏寺

和大本钟的钟声遥相辉映，还真有点古老沧桑的感觉呢。 
 
好像西方国家的游行都差不多。和纽约游行相似，这个游行也是花车，气球，

mm 和小丑助兴，大同小异，没怎么仔细看完就溜之大吉了。 
 
本来想去看看西敏寺，没想到门口排队快排到了马路上。于是就改变计划，在

附近随便转了转，竟然转到了小蔚的高中附近。(后来把照片发给小蔚看，她竟

然说那是女生宿舍区，男生不让走的，哈哈.) 西敏寺后面的庭院式开放的，从

这里也能进入教堂内部。只是当时没多想，后来为了没能偷渡进去还后悔了好

几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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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敏寺，伦敦塔， 和格林威治天文台被列为三大伦敦文化遗产。前两者都在伦

敦市内，而天文台却要到伦敦边上的小城格林威治才看得到。于是，我们从

Westminster 港坐船去看天文台。船行大概 50 分钟，路过六座桥(怎么听起来像

西湖苏堤?）,包括著名的伦敦塔桥。到了格林威治，天色已有点发暗。才觉得

冬天出来旅游实在不是好主意，天气寒冷不说，白天时间少，可玩的地方就打

了折扣。 
 
格林威治天文台修建在山坡上，从港口下船需要穿过格林威治花园。这里一看

就是为航海业的发展和推动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处都是船，还有锚的模

型。天文台是免费参观的，本初子午线就在一进门的地方。那分隔东西两半球

的线还蛮别致: 地上一条，左右各写东西两半球的著名城市，一下子就找到了北

京和纽约；天上一条激光的，还是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绿激光。这下，也算横跨

过东西两半球了，哈哈。 
 
天文台有个小型博物馆，记载了天文台的由来，也展示了 初航海时钟的设

计。原来，由于受海上风浪的影响，摆钟不能用于航海，于是设计出一种巧妙

准确地航海时钟就显得困难起来。Harrison 在 17 世纪终于设计出占地 1 立方米

的 H1, 之后又陆续有 H2~H4 诞生，为航海时钟史开了个头。 
 
从天文台出来，夜幕已降临。在小城里挑了家意大利馆子，心想这里离意大利

近点儿，做的总比美国正宗些吧。结果竟然出乎意料的好。我点的 Clam 
Spaghetti, 吃的盆干碗净。 
 
心满意足，就坐着 DLR 和地铁跑到飞机场去租车，在夜幕下开到了 Salisbury
的一 B&B. 小旅馆异常的整洁和舒适，老板娘的英国口音真是舒服，价格也不

高。这是在英国睡得 香的一晚。 
 
三 
早就知道英国靠左行车，租车价格也狂高，本来也没有租车的打算，可定了

Private Access Stonehenge 石柱群之后就颇为为难起来。早上八点钟以前是没有

公车开往 Stonehenge 的。于是决定在英国租一天车，可没想到却困难重重。第

一，没有什么地方元旦晚上开门，找了一圈只得在飞机场的 thrifty 租了辆

compact 小车；第二，租车费用极高。只有我们这种车，这个公司 40 英镑能搞

定，其他的公司至少 60 以上！而且机场租车要加 20 多英镑的 location fee,真变

态！第三，Thrifty 是个小公司，借用 Sheraton Heathrow Hotel 的地盘，没有自

己的 shuttle,只能多花钱坐 Hotel shuttle， 地点偏僻，我又偏偏疏忽了，没打印

地图，以至于还车的时候我们在机场附近兜了无数圈，问了 n 多人，才得以准

时还车，实在狼狈。 
 
虽然困难颇多，但租来的小车还算不赖。别看其貌不扬，却五脏俱全：天窗，

自动开灯，双折雨刷，自动感应雨刷，CD Player, 自动切换电台播放交通信息

等等。后来偶尔出发了警报器，折腾了半天又莫名其妙的解除了。 
 
虽然有美国驾照就可以在英国畅通无阻了，可从右到左的转换还是需要时间适

应的。英国的路上到处都是 roundabout, 旋转方向又和美国相反，还好路牌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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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在路上开始有惊无险。有好几次在停车场，小巷，或者刚刚转弯的地

方，我们就习惯地跑到右边，发现了慌忙大喊“左，左”，才慌忙向左打方向

盘。 
 
英国路窄，有的地方在 roundabout 转半圈我们晕地找不到北了。而且有的时候

是大圈套小圈，让我们有些惊叹英国人几何学的奥妙。幸好 mapquest 上也有英

国的地图打，我们还提心吊胆，将将就就，磕磕绊绊的开了一天， 终胜利返

回。 
 
本来我们还打算以后有一天开车游欧洲，经历了这次以后就完全放弃了这个念

头。在英国，起码路牌还是英文的，要是换个什么意大利文，德文法文的，我

们还不知道迷路迷到那个国家去了呢。 
 
言归正传，说开车玩的一天的行程。起了个大早，家庭旅店的老板娘已经做好

早餐等我们了。英式早餐很是正式，吃得有点儿受宠若惊。 
 
酒足饭饱，在老板娘给的地图的指引下，匆匆开往 Stonehenge. Stonehenge(石柱

群) 是一道史前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它的形成和功用依然是一道不解之谜。有

人说是研究天文历法的天文台，有人说是用于祭祀或者丰收庆典，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定论。更有争端的是研究表明，石头是从几百英里的地方运过来的。

史前的人为什么也要花那么大工夫把石头运过来，排列起来更是匪夷所思。更

有人把石柱群和外星人联系起来，给这个史前景观更是增加不少神秘。今天，

我们特意走进石柱群，会会这屹立于荒草原野 4000 年的景观。 
 
天气阴冷，草色青黄，石柱群在瑟瑟寒风中静立。石柱上的条条斑驳，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岁月呢。这本来就是一片荒原，再加上寒风凛冽，我突然为石柱群

感到凄凉和悲哀。没有人明白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更无法

猜测他们的未来。它们，没有生命，没有生死，没有感觉，只能默默的站在那

里，祭奠它们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石柱群错落的布置和规律的排列倒给其

增加一丝美感，大概晴天的时候，光线从石缝中钻过，石柱在阳光影影绰绰会

更别致，可以我却无福消受了。 
 
开着车慢慢悠悠的回到 Salisbury 小城，天已经大亮。Salisbury Cathedral 倒是很

好找，大概是小城 高的建筑了。小城没有伦敦的熙熙攘攘，倒是分外的悠

闲。找个地方停了车，就在静谧的小城逛了起来。大概刚刚过了圣诞节的缘

故，教堂里的布置还在，大天使悬在空中，让人觉得温暖而舒适。 
 
中午在一个号称 1440 年开张的餐馆 Blue Boar 吃的，门口有摆着骑士的盔甲，

服务比较差劲，大概是人太多的缘故，至于味道，我连我点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了。 
 
午后，就开往 Bath(巴斯城). Bath 是个很有特点的城市，是什么联合国文化遗产

城市。当时罗马人在公元 43 年，侵入英国，几年后他们在巴斯发现了温泉，就

建成了英国 为著名的古罗马遗迹：大浴池。十八世纪的时候，整个城市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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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现在城市还保持着当时的格局。我们开到城市的时候，就觉得眼前一

亮，整个城市依山而建，都是呈红色的建筑，很有气势。 
 
大浴池显然是必然参观的，没找到之前，我们去看了 Bath Abbey 教堂。这是一

座哥德式建筑，据说有 1200 年的历史了。进门的时候竟然拿到了一份中文的说

明书，受宠若惊。英国的教堂布局对于我这个外行感觉都是大同小异。出门不

知道到哪里找大浴池，刚想问路，没想到抬头一看，那不就是么？大浴池交了

门票有免费的 Audio Tour, 我们找他要中文的，他很遗憾的说没有。不过还告诉

我们下一个他们考虑的就会是普通话的，让我们安慰不少。有了 Audio Tour, 确
实明白了不少，浴池的来龙去脉，温泉的出口入口，罗马人的洗浴习惯，信仰

风俗。虽然英国人的口音好听，可还是挺不习惯。到了一个满是柱子的屋子，

我怎么听都是她说屋里是 “pillow”, 我根本无法想象枕头会是这个样子的。后

来才知，原来人家说的是 “pillar” , ft 不止。 
 
快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大浴池也一片灯火辉煌，在蒙蒙雾气中更显神秘。后

来赶快跑到 Royal Crescent and the Circus 瞧了一眼，这就是 18 世纪重新设计时

的保持 好的一部分。 
 
疲惫一天，开车赶回伦敦，就开始磋磨晚餐。吃，对于我们才说总是旅行的一

大要素。翻遍了 tour book, 决定跑到位于 35 Maiden Lane，伦敦 古老的餐馆

Rules 吃 game. 英国人真是爱喝酒，每人桌上几瓶酒，几种酒杯，而且都款款相

待，彬彬有礼，慢条斯理。到的时候已快半夜，竟然还高朋满座。虽然点的鹌

鹑很有趣味，但鹿肉才刚刚够塞牙缝，饥肠辘辘来，饥肠辘辘走，大呼上当。

不管怎么样，伦敦 古老的餐馆都吃过了，还能有啥别的奢求呢？ 
 
四 
眼看着就看了在英国的 后一天，感叹时间过的好快！ 
 
因为只有大半天的时间，早上起来就匆匆开始一天的征途。先是在圣保罗教堂

外面瞻仰了几眼，然后就赶往白金汉宫。白金汉宫附近景致宜人，St. James 公
园也算是御花园之一吧，虽然不大，却让人感到温馨和平静。公园里鸭子和天

鹅成群，虽是冬天，却仍有青草依依，梅花绽放。和纽约的中心花园一样，St. 
James 公园也是熙熙攘攘大都市中的一块绿地，一片净土。这几分钟可能这是

我在伦敦几天里过的 惬意的几分钟了吧。 
 
信步走到白宫汉宫前面的园台上。白金汉宫看起来并不是很辉煌，但是很厚

重，很有气势。大门倒是金碧辉煌的，想来阳光下会更闪闪发光。而我更羡慕

他们口园台上的雕塑。天天守在这里遥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物，是一种何

等的境界。白金汉宫只有 8，9 两个月份向游客开放，我们也只能在门口翘首试

图多看点儿里面的动向。 
 
等看换岗的人们已经挤满在栏杆前。白金汉宫门口的换岗仪式就和中国的升旗

仪式一样有名，夏天每天举行，冬天隔天举行，都是在 11:30 左右。按理说今

天是有著名的换岗仪式的，不过在温莎看过了换岗以后，也就有点失望了。况

且冬天的军装是灰不溜秋的，远没有夏天红色的鲜艳显眼。再况且，这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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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打我来了之后就从来没晴过，所有的景致都大打折扣，真是郁闷透顶。

不过既然来了，就索性等他几分钟吧。 
 
在 AAA 买的地图上说园台居高临下，是看换岗 好的地点，就跑到那上面，

无聊之际，用长焦镜头偷拍广场上走来走去的 pp 的欧洲 mm 们。 
 
等了半天，几个骑马的骑兵才姗姗来迟，走了一圈以后就无声息了。又登了半

天，才发现白金汉宫门口立了个不显眼的牌子，写着 Changing Guard Ceremony 
has been canceled today. 没给我气得吐血。无奈，走吧。 
 
后的时光是留给伦敦塔的。伦敦塔建于 1066 年，是伦敦 为古老和有名的皇

家城堡之一。到了伦敦塔，不看 Crown Jewels，等于没来过。从 14 世纪开始，

伦敦塔就成为英国皇室收藏王冠珠宝的地方，也是 受参观者憧憬的部分。在

这里，有镶嵌了被称为南非之星的第一大钻石的权杖和南非第三钻石的皇冠，

看着泛着流光溢彩的鸡蛋大的钻石，mm 们的口水恐怕都要流出来了吧 :P 这金

光灿灿的珠宝确实能蛊惑人心，难怪世界上无论什么国家，数千年来，都在争

这个皇位，都在争这个虚荣。 
 
白塔楼(The White Tower)也是伦敦塔里比较值得参观的地方。它是伦敦塔 开

始修建的部分，是作为 fortress 使用。而现在是用于展览皇家军队的武器，包括

亨利八世的盔甲和历史上用过的刑具。满墙的火枪，一桶一桶的火药，一排一

排的盔甲和佩剑，炫耀着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国家。 
 
出来时，天色已然晴了不少，可我们，也偏偏就要离去。在 Tower Hill 地铁站

花 1 英镑买了十几颗抄栗子，在这个大都市的街头肆无忌惮的大吃。抬眼看看

远处的伦敦塔桥，再看看一样颜色深重的城堡，这写着沧桑历史的古老城市匆

匆之旅就要结束了。路上不断飞驰而过的红色双层巴士，黑色老爷车似的出租

车，还有火红的电话亭，戴礼帽的老绅士，一幕幕，成为脑子里没有画上的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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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随笔 
 
1. 未名湖已经结冰了，博雅塔依旧默默无声的屹立在湖畔。信步走到一条长凳

前。那时多少年前的事了，也是一个冬日，六张青春的笑脸在这里绽放。如

今，六个女孩儿已天各一方，你们，还好么？ 
 
在石舫上驻足了一小会儿，想起元旦时，我们一小撮人坐在未名湖的冰上围着

摆成心型的蜡烛唱歌；想起在冰上第一次滑冰时摔得人仰马翻；想起好几个冬

夜在钟亭上都能听到对岸吉他手的低吟浅唱；想起冬季长跑绕着未名湖跑得气

喘吁吁。 
 
北大仍是如此美丽，而我在多年的漂泊之后却几乎忘却。一切一切的回忆在这

个暖融融的冬日充斥着大脑。时间如此可怕，景色的美丽已然淡忘，人的美丽

呢？ 
 
2. 两年半没回家了，坐在出租车上还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家门，没被出租车

司机笑话。妈妈有点儿发福了，爸爸的皱纹也多了。而家里还是如此一尘不

染，不知道妈妈仔仔细细擦了几遍；而桌上摆着的几样我 爱吃的小菜还是那

熟悉的味道，一定是爸爸精心准备的结果。 
 
家里没有暖气，还生着炉子，洗手间也还是那么拥挤，木板床让我睡得腰酸背

疼，水龙头的水还是凉丝丝的，暖瓶都没有一个变化的。 
 
人是有惯性的。爸妈不是没去过美国，可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太不习惯。晚上没

有什么夜生活，出门黑漆漆一团，没有下棋的老头，没有今晚报，没有什么好

看的中文电视台，街上人家打招呼一句都听不懂，电话也听不明白，买东西也

没法问，没有什么地方能走路到达，远近都得开车。他们 开心的时候就是每

周去中国超市买菜，还能感到一丝解放，尤其是我们吃着他们做的美味心满意

足的时候，他们也还有点儿欣慰。在华人如此之多的南加州尚且如此，别的地

方，哎，就算了吧。于是，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游览了大峡谷，拉斯韦加

斯，圣地亚哥，迪斯尼什么的知名景点，照了不少值得人前炫耀的照片，他们

就匆匆打道回府了，让我也觉得遗憾(主要是又要过上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了). 
 
这次我在家待了几天，很快就恢复了以前惯性的感觉。我的生活是能曲线图大

致如此吧。 
 
3.在北京的 后一天是疯狂购物的一天。小 q 真是划价高手，标价 18 的她能划

到 10 块钱两个，开价 95 的能要到 25，看着摆摊老板悻悻的表情就知道这已经

到了价格底线，真看得我是目瞪口呆。当然事实证明，我学划价的本领是青出

于蓝胜于蓝，在非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后话。 
 
这疯狂购物，努力讨价的代价是差点误了回天津的火车。说好了和老同学在火

车站见，他已经买好了 16:50 的车票，而我从批发市场出来的时候就已经 16:20
了，打电话过去说我已经在地铁站，马上就到，不管别的，先稳住他再说。匆

匆忙忙跑下地铁站，地铁每走一站看 5，6 眼表，终于摸出了每站 1.5~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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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下了地铁差点没晕过去，我在车头方向，火车站在车尾。于是乎拽着

大包小包就往车尾跑，一路跑上地面，这时候已经 16:45. 我的妈呀，排队进站

的人都够一个营了，无奈，只得跑到队伍 前端试试运气。气喘吁吁的想维持

秩序的保安哀求：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放我进去吧。人家嘴一瞥：票呢？

我哪儿有着玩意？心里有苦说不出。好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也是去天津的，她

有票在手，我就指了指她，人家大概以为我们一伙的，就对我网开一面，我就

这么囫囵吞枣，叽里咕噜的上了中央检票大厅。一眼就看见 LY 伸着脖子翘首

企盼呢。一看表，还有两分钟。跑上火车，刚坐好，火车一声汽笛，开了。一

摸，已经一头大汗。 
 
头一次在春运的时候尝试赶火车的滋味，收获是肿痛的双脚和发炎的喉咙。谁

知后来我“赶”的尝试竟然有增无减，而且上升到了赶飞机，简直不仅是屡教

不改 ，而且使愈演愈烈了。 
 
奔跑的草原--  
 
狮子王的领地 
 
迪斯尼把狮子王搬上了荧幕，塞伦盖提大草原也就出了名。塞伦盖提自然保护

区在坦桑尼亚的西北部，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连为一体，是世界上

负盛名的动物自然保护区之一。动物世界里看过了不知多少在这个草原上发

生的故事，今天，我们终于自己踏上了这片狮子王的领地。 
 
在自然保护区的土路上走是需要四轮驱动车的。我们一来刚到，人生地不熟，

租车可能性不大，二来对动物生活习性一无所知，没有个导游恐怕会在草原上

扑空。于是，定下了 Sunny Safari 的四日三夜 safari, 带着一个司机兼导游，一

个大厨，从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 Arusha 出发，一路玩 Serengeti 和 Ngorongoro 
两大坦桑尼亚 著名的（哎，也是游客 多的）国家公园。Serengeti 是草原之

地形地貌，而 Ngorongoro 是个死火山口形成的天然屏障把动物圈了起来。里面

还有一湖区，聚集着不少种鸟类。顺便说一句，提前预约好 tour 很是重要。我

们到了 Arusha，刚下公共汽车就被一堆推销 safari 的包抄上来。我们一个劲儿

的解释已经定了，他们也不死心，还纷纷递名片，递旅行计划，像苍蝇一样绕

来绕去，让人有点儿头疼。这可能是带给我们 Arusha 坏印象的开端吧。 
 
一大早出发，一路颠簸，这可是真的颠簸，开出城几十公里后路就变成土路

了，现在日本和坦桑尼亚有个合作项目就是继续修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

成。到达 Serengeti 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 
 
看到狮子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狮子喜欢群居，我们看到的第一批狮子就

构成了一幅快乐祥和的家庭生活图。几只母狮子带着好多活泼可爱的小狮子在

品尝一只斑马的野味。小狮子上下跳跃啃噬，还互相追逐打闹，而母狮子只在

草丛中露出个头，警觉地看着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而第二组狮子的近距离更

是一次涉险之旅。我们的司机冒着被罚款的危险把车开下了路，带到一群正在

午休的狮子近前，狮子们警觉的抬起头，用很困惑的眼光看着我们，大概寻

思，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东西在我们跟前放肆？公狮子似乎对带孩子不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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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我们见到的两只都是在和单身母狮子在草地上，或者树上打盹，确实威风

凛凛，有王者风范。 
 
草原上，不知每天发生多少事。而我们，仅仅目击几件，就感慨万分。 
 
一头狮子，在一群 Impala (黑斑羚，和其他羚羊的区别是脚腕上有块黑斑，故

得名) 30 米附近徘徊，伺机而动。而这群食草小动物也异常警觉，纷纷抬起脑

袋，耳朵竖地尖尖的，母亲走到孩子近旁。双方都在心里暗暗估计对方的实

力，这样对峙了好久，狮子终于放弃了，缓缓的离开。黑斑羚才慢慢恢复了常

态，继续享受青草的美味。 
 
三只公猎豹，同胞兄弟，被母亲赶出家门后就相依为命，合作找食。我们见到

它们的时候，它们不慌不忙的在大马路上晒太阳，完全不顾四面三四辆游客的

车。晒得无聊了，它们就站起身，朝草原的深处走去。当他们在我们眼睛里只

剩下一个点的时候，一头落单的瞪羚成了他们的捕食对象。可惜不知是机敏的

瞪羚闻的一点风吹草动，还是哪只猎豹露了点儿马脚，猎豹还没发起进攻，瞪

羚就撒腿而逃，逃出了魔爪。 
 
一匹母角马，它肚子里新的生命已经蠢蠢欲动了。几分钟后，一个小的生命诞

生在这个世界上。浑身湿漉漉的，眼睛还睁不开。角马妈妈费力地站起身，一

边舔孩子身上的羊水，一边用嘴协助孩子站起身。小角马颤颤巍巍地学着站

立，用那比细树枝粗不了多少的四肢。一次，两次，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短

短的几分钟内，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的，和妈妈走在了一起。 
 
长颈鹿父子两个，小心翼翼地嚼 Acacia 树上的树叶，舌头在满是针刺的树枝上

跳跃。忽而来了我们一车外乡人，爸爸把孩子保护到身边，两只鹿一高一矮，

摇着尾巴，缓缓向广袤的深林走去。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白犀牛一家三口，爸爸在一边悠闲的吃草，小犀牛则在眯着眼睛咕噜咕噜喝着

妈妈的奶。妈妈不时地侧过头，蹭蹭小犀牛的背，或者当小犀牛抬起头的时候

舔舔它的小脸，仿佛在说：孩子，不急，慢点喝。如此庞大且看似凶猛的动物

亦有舔犊之情，让人无法不感动。 
 
一只刚刚成熟的母斑马，体态优雅，颇有淑女风姿，引起几只同龄公斑马的注

意。草原上上演出一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壮观图景，才理解，原来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是描写这样一幅图景。 
 
自然的力量如此神奇，短短几天，我们在草原上看到了生命的诞生和枯竭，看

到了强弱势力的较量和抗争，亲情爱情的温暖和甜美。路边正在标领地的瞪

羚，树上悠闲睡觉的花豹，天边一排行进中的大象，草坑里蹲着的一家探头探

脑的鬣狗，尾巴竖起来跑来跑去的野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狐狸，水塘

里时不时打个大哈气的河马，和远处在土地上休息洗澡的斑马，它们活得如此

简单，又如此平凡。它们活着的意义，更很单纯，就是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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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角马 
  
看过动物世界里角马迁徙那集的一定不会忘记，那浩浩荡荡，不畏任何艰难困

苦，而且年复一年，永不停息的架势，恐怕普天下只有在中国春运时才可能看

到。 
 
本来对看角马迁徙没抱任何希望，鬼知道那红军长征似的大队伍会出没在大草

原的什么角落。可没想到根本没用踏破铁鞋去寻觅，还没进塞伦盖提大草原，

我们就看见了成群的角马。角马是群居生活，可也是小集团主义，总是几十头

一组，分组活动。我们见到它们的时候，他们正在分组过马路。还有不少斑马

和瞪玲在路两旁，汽车驶过，它们像列队迎接我们一样，仰起头，行注目礼。

开始，我们还没觉得什么，后来，发现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从我们左前

方的尽头一直到右前方的尽头，连绵不绝，在我们眼前形成了一道屏障的时

候，我们方才领悟，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角马迁徙？ 
 
角马迁徙据说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久远，是 近 100 多年发生的事。开始的时

候，是有少数的动物会去寻找水源和更好的事物，后来大概一传十，十传百，

现在已经发展到上百万头角马，20 多万头斑马和瞪羚的庞大规模。而食肉动物

没有它们那么好的体格，完全不适合长途跋涉，所以只能在饥渴中度过干季。

这支庞大的队伍迁徙的十分规律，我们一月份到达的时候，正好他们在

Ngorongoro 和 Serengeti 交界的地方，让我们大饱眼福。 
 

 
from http://www.zarafas.com/?migration_ma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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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马的迁徙是走走停停的，没有固定的速度和步伐，有点随遇而安的味道。所

以它们是一直在前进，不会有特别唐突的赶路，也不会有特别悠闲的休假，就

这么走，一年，1800 英里。只是这样艰苦的行程，这样残酷的气候，这样路线

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生活带来的是差不多一半的死亡。有 40%的新生生命会

夭折在两个月中，那老死病死的就更不计其数。不过自然就是这样，有生亦有

死，有新鲜的血液亦有枯竭的身躯，这样，也才有多彩，也才有意思。 
 
而当时，满山遍野，我只觉得是一种极其的不真实出现在真实的世界里，那只

有电脑才能合成的漫无边际的黑点竟然发生在我身边，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

解。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描述当时壮观的场面，恐怕只有身临

其境才能体会那种漫无边际的感觉吧。 
 
看到马蹄踏过扬起的飞尘，我只想到一个形容词：绝尘而去！祝福它们寻水之

旅不那么艰苦。 
 
司机导游 
 
我们的司机兼导游叫 Khalifa, 是坦桑尼亚当地人，干这行有三年了，懂得相当

多。远远地用眼一扫就能说出来那是什么动物，有什么生活习性，或者典故。

而且他会尽他一切力量尽量让我们能多看到动物，看到好看的动物。 
 
吃饭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各种动物，这几天，是我们生物知识暴涨的几天。

我们学会了如何辨别猎豹(cheetah)和花豹(leopard)，草原斑马(Plain Zebra)和细

斑纹斑马(Grevy’s Zebra)，葛氏瞪羚(Grant's Gazelle)和汤氏瞪羚(Thomson’s 
Gazelle)，认识了秘书鸟，love bird, 豺(jackals), 猫鼬(mongoose)，水羚

(waterbuck)，麋羚(hartebeest), 转角牛羚(topi),  还有草原 大的羚羊：伊兰羚羊

(eland)。 
 
跟公司走 Safari 还有个好处，就是他们车上都有个小电台和对讲机。我们管那

个小电台叫他们的 bbs, 有什么 serengeti 版，ngorongoro 版。有哪个司机看见什

么不易看到的动物就会向所有其他草原上的车通告，如果被我们的司机听到

了，他就会在脑子里马上想出 优路线，然后一踩油门，全速前进。他们的

bbs 用的是他们当地语，我们听不懂。不过如果电台里叽里呱啦一通讲，然后看

到我们的司机神情严肃地加快速度，那么，多半是有好看的在等着我们了。刚

进园的时候我们还没闹明白，后来当他帮我们赶到一颗香肠树旁边看在

serengeti 上 难一见的花豹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于是后来，只要他一加

速，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坐车里等候，还打打赌，猜测一下这回又会有什么精彩

的等着我们。偶然一次我们和他提起 GPS, 他显得很感兴趣，马上写下来，一个

劲儿的说想弄一个，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大概对于找近路赶到动物边上很

有好处吧。 
 
Serengeti 是没有犀牛的，于是，在 Ngorongoro 里找犀牛就是一重要任务了。我

们在 Ngorongoro 只有大半天的时间，而亲爱的司机同志真地给我们找到了一头

黑犀牛，可惜的是，这头犀牛在 100 米开外呼呼大睡。Khalifa 就启动了车子，

换到空挡，“嗡嗡”地轰起机器来。可怜的犀牛就这么被活活的吵醒，迷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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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站起来，茫然的看着我们。我们虽然觉得 Khalifa 的举动有点伤天害理，但

仍感激他有敬业精神。这，是我们在坦桑尼亚见的唯一一头犀牛。以后在肯尼

亚的 Nakuru NP 又见了好几头，那是后话。 
 
还有一次，非洲象群在过马路，我们到的时候正好过了一半。车停在路中央，

就这么把象群分在两边。就在我们噼里啪啦给大象小象拍照的时候，Khalifa
说，我下去给你们找张照片吧。我们吃一惊，要知道，在园子里随便下车是不

允许的。不过盛情难却，再加上虚荣心驱使，我们毫不犹豫地把相机给了他。

只见他开门下车，在车头前飞快按下快门，这时，另一批大象也开始过马路

了，看样子又像冲我们车撞来，Khalifa 在千钧一发之际飞奔回车，一踩油门夺

路而逃。短短几秒钟，真是惊险。 
 
草原上露营，和动物一起风餐露宿固然潇洒，可给电池充电就是个大问题了。

虽然以为准备了足够的电池，但到用时方恨少，发现照了几千张照片以后电池

就很拮据了。无奈，只得厚着脸皮问 Khalifa。Khalifa 开始也很为难，要知道，

如果我们住 200 多美元一晚上的 lodge 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对于我们穷学生来

说，那实在太奢侈。但 Khalifa 没辜负我们重托，辗转几次，终于在一 garage 充
了两节电池（花了 5 块钱给人家“买茶”喝），这两节电池救了我们，换来了

无数张更精彩的照片。 
 
在草原上，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是侵略者。每每车驶过，当我看到悠闲吃草

的瞪羚眼睛中流露出的一丝惶恐时，当看到野猪摇着尾巴互相警告有异族入侵

时，当飞尘惊起一群午睡的耕织鸟时，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安。人类已经侵略的

太多的地方，动物仅剩的净土也在受到威胁么？ Khalifa 也同样忧心忡忡。他告

诉我们一月还不算旺季，等到了七八月的时候，Ngorongoro 的野营地都不够用

的，一个营地能停 20 多辆车，还有人睡在车顶上。。有个英国游客向他抱怨

过：20 年前，他们来，看到了 6 辆车，100 头狮子；如今旧地重游，他们看到

了 3 头狮子，200 辆车！Ngorongoro 里面的动物受不了人的侵犯，已经开始向

外转移，可是，走到外面又怎么样呢？还是走向人的领地。为了躲开游客的眼

睛，狮子已经开始悄然改变了猎食习惯，另外，汽车尾气，噪音，垃圾，都威

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它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将何去何从？ 
 
Khalifa 对中国也很感兴趣，问我们熊猫是不是和小猫一样大。我们就很分特，

告诉他熊猫有狗熊那么大，于是，他就更分特。他很希望有朝一日来中国玩，

但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钱是个大问题。在坦桑尼亚我们还真见到了不少中

国人。有个 10 几个人的台湾旅行团，还有两个热情的北京来的，看样子像来做

生意的，一见面就招呼我们说：前面有狮子上树哦！他乡见国人，真是分外的

亲切。 
 
我们已经把照片和有熊猫的电子明信片寄给了 Khalifa，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开着

那辆酷酷的四轮驱动车，在草原上酷酷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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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巅 
 
乞力马扎罗是很有名的，不知道是因为那在赤道上终年不化的积雪，或是在七

大洲顶峰里它算 容易被征服的一座， 还是因为海明威笔下那在山脚下逝去的

Henry，总之，它是出了名的。这名气让我也蠢蠢欲动，不过估计我这身子骨儿

是不可能抗的过高原反应的，再掂量掂量已经开始发瘪的钱包，又看看登山每

人每天 100 美金的高昂费用，我们很坚决地在一分钟内做出决定：等回头练练+
多存点儿钱，再来征服乞力马扎罗吧。不过我们还是特意绕了个弯，花一天时

间来看山。 
 
说到乞力马扎罗，不得不说到 Moshi 这座山脚下的小城。大多数登山者都是到

了 Moshi，然后出发的。看山的我们也是要去 Moshi，既算是 Safari 后的休整，

也算是给在坦桑尼亚的 后一天画个精彩的句点。 
 
我们是做一块钱一个人的小巴从 Arusha 到 Moshi. 他们这儿的公共汽车效率就

是高，明明一排四个人的座，竟然能挤到七个人！看到我们下巴都快掉地上的

惊讶状，一个和善的老奶奶告诉我们：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被挤在 后一排角

落的位置，车还没开，已经浑身是汗。好不容易等到车开，心想这下有风了，

总该凉快了吧。令人郁闷到昏倒的是，非洲人看起来都怕风，车一开，大家纷

纷关窗户！于是，我们就这么挤了一路，哎，没办法，谁让这车便宜呢。这一

天从 Ngorongoro 到 Arusha, 又马不停蹄，一路风尘仆仆赶到 Moshi，一路艳阳

高照，眼看着我的皮肤黑的都和黑人差不多了，这个心疼呀~~ 可万没想到，到

了 Moshi 的旅馆，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竟然把这层黑洗得一干二净！原

来，这不是被晒黑的，而是一路的沙尘，加上公共汽车上闷出的汗，在我身上

加了一层黑泥儿，简直太分特了。 
 
Khilifa 告诉我们乞力马扎罗很多时候是躲在云里面的。只有黄昏和清晨，雪峰

上的雪还没有被蒸发成雨雾的时候，才能看到山顶。在公共汽车上我们幸运的

坐在能看见山的一边，第一次见乞力马扎罗果然是一幅羞羞答答的样子！我们

在前拥后挤中好不容易拿出数码相机，冲着云里的大山一通狂照。汽车上的人

们看来已经对乞力马扎罗习惯的无动于衷了，倒是对我们这车上唯一不是黑种

人的家伙和手里花里胡哨的相机很感兴趣。小巴一路走走停停，售票员不顾车

里人挤人的事实，还不时地吆喝: Moshi, Moshi！路上的风景不错，沿途都是坦

桑尼亚人民的果园，种的全是茂密的香蕉树。那里的香蕉也分为两种，一种是

我们平常当水果吃的黄香蕉，另外一种是绿香蕉，据说没有什么味道，是作为

主食的。我们 Safari 的大厨说非洲有一种家常香蕉汤，就是用这个绿香蕉做

的，味道鲜美，而且对 mm 特别有好处（嘻嘻 ~~）。于是在非洲剩下的日子

里，只看见我挨家挨户的问每个餐馆有没有香蕉汤，可似乎没有餐馆对做非洲

本地食物感兴趣，到 后也没有喝到，遗憾透顶！ 
 
到了 Moshi，天色已经渐暗，在 Key’s Hotel check in 以后就出来随便逛逛。笼

罩在山顶的云朵果然很准时地悄然散去，露出雪白的山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乞力马扎罗的雪，心里没有想象的激动，却油然生出一种亲切。不过那雪远没

有我以前看过的图片或者照片上的多，看来温室效应的罪恶已经让乞力马扎罗

的融雪现象真的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过程。真不知道 2015 年会不会所有雪都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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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预测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到那时，那美丽的雪只能存在在我的回忆

里，那么，我还是现在多看几眼吧。 
 
晚上在 Moshi 吃了一家在 Safari 是认识的某 Moshi 人推荐的 Sikh Club，据说有

正宗的非洲饭。可令人惊讶的是里面竟然有中国菜。后来慢慢才习惯非洲餐

馆，大概当地人从来不下馆子，所以餐馆一般是给外国人吃的，所有的菜谱都

是什么西方菜，印度菜，中国菜，日本菜的。馆子看起来还蛮高级，只是吃饭

过程中停电四，五次，心想大概在非洲这也算正常吧。后来第二天一看报纸才

知道，原来昨天发电厂爆炸，不知道这在非洲算不算正常。 
 
第二天一早，还是同样的山，却是不同的景。我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一朵朵

云彩升腾起来把乞力马扎罗遮住。大山下的人们也开始一天的生活。小学生穿

着整齐的校服去上学；妇女头顶水桶去打水，或是顶着刚收获的香蕉去市场；

一看就知道从日本收购来的旧车在坑洼不平的地上突突的跑来跑去；20 多个大

概去赶集的人能扒在一辆小卡车上在我们眼前扬起一片飞尘；亦有时髦的女郎

穿着带汉语拼音商标的牛仔裤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有不少人用日语和我们打着

招呼，更多的人投来了好奇而和善的目光。后来这样的境遇越来越多，尤其住

在肯尼亚的小渔村 Watamu 的那几天。 
 
后的时光就是这么在一个温暖的早上度过的，而终于，还是要离开的。回头

再看一眼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别了，Moshi；别了，坦桑尼亚；别了，乞力马

扎罗！不知道下次再见你的时候是否还能看到你满头雪白的美丽。 
 
P.S.  NASA网站上关于乞力马扎罗融雪的报道看着让人心疼：Melting Snows of 
Kilimanjaro
P.S.S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篇专访，里面说截至 2002 年，历史上还

只有 6 个中国人登顶乞力马扎罗，让我觉得异常惊讶，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没能登顶看来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了。 
 
粉色的湖 
 
湖？怎么会是粉色的呢？我在去 Lake Nakuru (纳库鲁湖)之前也不能相信。 
 
Lake Nakuru 国家公园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北大概 100 公里的地方，我们选的

是 Let’s Go Travel 公司的一个一天 Safari Tour. 早上在旅馆等了半天，Safari 的
车子才姗姗来迟。一问才知，是肯尼亚这两天全国治理小巴，给他们约法四

章：不得超 85 公里/小时，车上必须有明显的标志，每个座位都要有安全带，

司机必须穿制服。这一治理不要紧，小巴们都回去整顿了，人们都只好开着私

家车或者走路上班，整个内罗毕成立陷入一片交通混乱。我们出城向北走的时

候看到了好几万人走路进城上班的壮观景象，不亚于角马的迁徙！这也让我想

起来纽约那次停电，电视上看到万人走上布鲁克林桥，走几十个 block 回家。 
 
去 Nakuru 的路上，我们遭遇了被称为世界上 大的伤疤的东非大裂谷。有人说

在肯尼亚没到过东非大裂谷就等于没到过肯尼亚，因为肯尼亚具有东非大裂谷

典型的地貌。我在飞机飞到内罗毕的时候就在天上睁大了眼睛找寻东非大裂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Newsroom/NewImages/images.php3?img_id=10856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Newsroom/NewImages/images.php3?img_id=10856
http://211.162.227.87/cbweb/africa/af030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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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未果。如今站到它的面前才知道我想象的像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大裂谷原来

是一片广袤的平原，80 多公里宽的谷底平原生活着肯尼亚当地人口 多的民

族。牛羊成群，村庄星罗密布，一幅宁静的田园景象。可能是“东非大裂谷”

这样的字眼给人这样的错觉，其实英文里”Great Rift Valley” 更能给人真实的想

象。我们就站在裂谷边的山上这么静静的看，天空上悬浮的朵朵白云把自己的

影子投洒在谷底，影影绰绰的风景让人觉得超现实。 
 
但让我想不到的是， 不现实的景象发生在 Lake Nakuru 上。刚进公园的时候

是一片热带雨林，当我们结束了和住在林子里的狒狒的嬉闹的时候，当车子从

公园里的树林里钻出来，翻过了那 后一个小土坡的时候，整个纳库鲁湖就这

么措手不及地一下子映入眼帘。上百万只火烈鸟(Flamingo) 在湖面上栖息，还

有数十万只鹈鹕(Pelican)遥相辉映，把整个湖面染成了粉红。继上次见识了百

万只角马散布在 Serengeti 上，这次百万只火烈鸟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自然又一次让我们对“百万”这个数字有了强烈而深刻地认识。微风拂过，

惊起一群水鸟，整个天地间都被那纯纯的粉红色充斥，实在是美不胜收。车盘

旋着上山。到了山顶，猛然回头，又能被湖上的美景惊呆。阳光下的湖面湛蓝

湛蓝的，而火烈鸟则仿佛铺洒在这块蓝布上粉色的星星，整个鸟群不就是那连

绵的银河？ 
 
司机告诉我们火烈鸟有两种，粉色的吃水藻(algea), 白的吃水里的微生物。其实

那粉红的色彩就是来自水藻中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充盈的蓝色湖水给火烈鸟提

供了充足的食物，而火烈鸟从食物中得到了美丽的颜色返回来点 了湖水，不

能不说是大自然绚烂的奇迹。而鹈鹕长得十分好玩，大大的嘴巴，笨拙的身

姿，可爱的神情。它们会八个一群，十个一组的捕鱼为生。下午正是它们的开

饭时间，我们就看到一圈圈的鹈鹕在湖中央把头伸进水里互助捕食，特别有

趣。有生亦有死，湖面上也有不少死鸟，这些可怜的家伙被湖边的秃鹫和非洲

秃鹳(Marabou stork)分食。非洲秃鹳是我们的 favorite 之一，总觉得它们走路的

神态很像一个穿黑夹克的人倒背着手踱步，特别有味道。湖边的白色的盐碱地

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羽毛，信手拾起几片，都及尺长，不知道是鸟儿为了觅食，

或是求偶，还是嬉戏打闹失落的。可惜公园规定一切公园里的一切都不允许带

出去，我也只好再让羽毛飘落，化为湖边的泥土，汇入自然生态中。 
 
纳库鲁不光是鸟类的天堂，整个园子里还栖息着斑马，瞪羚，野牛，狒狒，水

羚，河马，鸵鸟，黑脸猴，白头鹰，黑斑羚，长颈鹿，更有黑白两种犀牛。由

于人们对犀牛角的爱慕，犀牛面临着灭顶之灾。尤其是黑犀牛，现在已经是少

之又少，见一面几乎比其他任何动物都难。我们的运气实在是不错。黑犀牛是

不合群的，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也是孤零零的一头在过马路，而白犀牛却是其

乐融融的一家三口。黑白犀牛其实在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别，主要的分别是在嘴

巴上，黑犀牛吃树叶，嘴巴成”V”型，而白犀牛吃草，嘴巴是半圆形，而且白

犀牛体形稍大。Ngorongoro 只有黑犀牛，而 Lake Nakuru 能同时有黑白两种犀

牛生存，让人惊叹。 
 
一天的时间实在太短，意犹未尽的离开这片神奇的地方，还真有点儿恋恋不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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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子外面是 Nakuru 城。称之为城，可能连中国小县城的水平都不到。人民生活

水平极其低，住在类似土窑的房子中，几乎没有看到玻璃窗，路也是坑坑洼

洼，尘土飞扬，垃圾到处可见。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出租车”。自行车

在这里也算是奢侈品了，后座是乘客席， 车架上显眼的写着”Taxi”, 让人觉得有

点啼笑皆非。当然这里和内罗毕城外的肯尼亚 大的穷人区相比那又是小巫见

大巫了。那里拥挤不堪地住着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们后来在海边见到的豪华别

墅反差极大。贫富差距在这样一个旅游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显得如此巨大，恐怕

和他的历史渊源分不开的。在这里，虽然我们没有深入肯尼亚人民中去探求究

竟，而后来在渔村住的几日却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对那些人民认识了很多，那

自然是后话。 
 
食肉一族 
 
The Carnivore 是内罗毕 著名的一家餐馆，世界前五十之一。餐馆名字的意思

是“食肉动物”，而慕名而来的也都是一些“食肉动物”。我们白天刚去过

Nakuru, 看到了活灵活现的斑马，羚羊，非洲瞪羚什么的，晚上一进餐馆，在门

口的大菜单上赫然看见这些动物的名字，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肯尼亚打猎是违法的，所以吃野生动物也是禁止的。而这家餐馆能光明正大的

吸引世界食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卖的不是野生动物，而是经过政府批准的他们

自己圈养的野生动物。这么偷梁换柱一下，不但政府不能对他怎么样，他也一

举成名，成了肯尼亚别具一格而且 受欢迎的餐馆。 
 
餐厅采用自助餐形式，稍稍吃点开胃的 salad 就会上来一大盘各种酱的拼盘，侍

者告诉我们：这个是吃羊肉的，这个是牛肉的，这个是斑马肉的，那个是鳄鱼

肉的… 看得我们头晕眼花，还没说完就已经云里雾里了。Sauce 拼盘 上头是

一面印有参观标志的小白旗，旗帜飘扬说明“我们还能吃”；白旗撂倒就是

“不行了，投降了”。 
 
餐馆门口有个直径约三米的大炉子，有专门的厨师往上面的肉架上放各式各样

的肉。在红红的炭火中，我们的美味由生变熟。头戴早帽，身穿斑马条纹围裙

的侍者会手持刚刚烤好的各种肉和香肠，在席间穿梭。他们绅士地走到我们桌

前，介绍一下他手里的东西，然后切一片到每个人的盘子里，这时我都会马上

问一句：蘸哪个酱的？ 
 
我 爱吃的肉当属鳄鱼肉，有点儿像大块的蛇肉，被烤得金灿灿的，吱吱冒

油，香气袭人，而且味道独特，比那些食草动物嫩滑。还有鸡胗(chicken 
gizzards)， 上面抹了一层辣辣的油和番茄味道的酱，嚼起来特别有味道。瞪羚

的肉丸烤得很香，吃起来新鲜有趣。斑马肉呢，吃起来像马肉 (哎，像驴肉就好

了)，很有韧劲儿，想来斑马强健的肌肉是要躲避狮子的追捕，吃起来虽然没有

什么味道，但是很带劲儿。麋羚的肉像鹿肉，稍稍有点儿骚。还有烤鸡，牛

排，羊排，猪排，香肠… 直吃得我满嘴流油，眉开眼笑。 
 
本以为自己食量不错，起码怎么也得吃半只瞪羚，一条鳄鱼吧? 可没想到一轮

烤肉还没上全，我已经瘫倒在椅子上了。虽然那喷香的气味直窜入我鼻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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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口水又情不自禁的想出来遛遛，我也只能望盘兴叹了。 后，强打精

神，又大嚼几块鳄鱼肉， 终不支，投降了。 
 
以后又在非洲吃了不少餐馆，都没有一顿像这样仿佛回到茹毛饮血，和自然抗

争，和野生动物追逐的年代，恐怕，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不会有这样的地方

了。 
 
随便说说非洲的当地饭吧。当地饭一般在餐馆里是吃不到的，原因很简单：当

地人不下馆子，下馆子的都不是当地人。所以对于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旅行者来

说想吃当地饭还要费番周折。我们当时和 Khilifa 闲聊的时候曾经提起过，于是

第二天，我们的 safari 大厨就给我们做了当地人很流行的 ugali。这是一种被 Pei
称为玉米面做的橡皮泥似的食物，用手抓着，蘸各种蔬菜，炖肉什么的，是和

米饭功能一致的主食。边吃边玩，对于我们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情趣盎然。

后来，大厨还给我们做了炸茄夹，虽然没有肉夹在里面，但已经让我们眼前一

亮。后来我们又尝试了香脆的炸鸡，甜甜的米糕(rice cake)，还有一种夹肉馅的

三角炸饼，觉得其实非洲饭比起那些西餐来说更贴近中国饭，更符合我们的胃

口。 
 
我们在非洲唯一的一次尝试中国菜是在内罗毕的一天晚上。内罗毕(Nairobi)又
被戏称为 Nairobbery, 近些年不断攀升的犯罪率终于超过了排在 前面的南非的

开普敦，跃居非洲第一，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晚上，我们是万万不敢轻易走出

旅馆半步，生怕被抢个精光回来。于是，就决定试试坐落在我们住的旅馆五楼

的中国餐馆。我们进门的时候，餐馆的中国老板娘正在打电话，而侍者一概都

是当地人。我们要是餐馆里的服务员，一定会去学中国话，天天听老板娘打电

话简直和听相声一样能让人年轻好几岁。:P 中国菜并不正宗，尤其是米饭，据

老板娘说是为了符合印度人口味。而且每道菜，甚至米饭碗底下都点起小蜡

烛，像是国内的煲，让我们有点莫名其妙。不过在这里，中国饭价格不菲，可

以和西餐媲美。 
 
说到吃，不能不说到喝。到了非洲怎能不喝热带水果的果汁，不尝尝新鲜的热

带水果呢？在众多的水果中，我首推 Passion Fruit， 热情果，也称为百香果。

我刚下飞机到了肯尼亚的时候，第一口尝的食物就是这么一个皱皱巴巴的小果

子，李子大小，有点儿紫褐色。别看它其貌不扬，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就深深

地被它吸引住，欲罢不能了。它的果实很奇怪，开成两半后，会看见里面很多

小籽，而它的吃法就更奇怪了：生吞那些小籽！当那些籽滑过喉咙的时候，那

种酸甜适中，清爽宜人的味道就一下子降伏了我，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盼

望… (不能再写了，已经口水吧嗒了 :P) 而别的热带水果在这里的味道也和在温

带的不一样。什么西瓜，芒果，木瓜，菠萝，香蕉… 虽然非洲不是任何水果的

原产地，但被英国殖民后传过来的各种水果在这里生长，被这里富饶的土地滋

润，味道简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天天被如此甜美新

鲜的水果所滋润，过得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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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西的水— 
 
跳跃极限  
 
一直觉得“蹦极”这个词翻译得很好，既和英语 ”bungee” 音似, 又完全符合其

原意, 简直和“可口可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这么一项”运动”流行了好久, 喜欢

尝试刺激的我们都还一直没有机会去凑凑热闹. Six Flags 里面的过山车已经让我

们觉得没有挑战性，于是，被称为极限运动, 勇敢者游戏的蹦极成了我们的目标. 
 
维多利亚瀑布边上,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交界的大桥上, 就有这么一个蹦极台, 高
111 米, 世界第三. 于是, 从没蹦过极的我竟然有了这么一个梦想… 
 
Jollyboys 的车把我们送到了赞比亚过境的小屋前, 赞比亚边警听说我们要去蹦极, 
惊异的上下打量我们一番, 狐疑地给了我们一张过境的小纸片, 并仔细叮嘱: 蹦不

蹦没关系, 一定要活着回来! 
 
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跨上津赞交界的大桥, 伸头望桥底下一看, 倒吸一口凉气, 
互望了一眼, 谁都没敢吭声. 就这么战战兢兢的走到蹦极台附近, 一个工作人员好

像没有什么生意, 迎了上来问: 想不想蹦极呀? 这可是世界第三高, 111 米呢… 看
到我们很快的同时点了点头, 那黑兄弟倒是一愣,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说服了两个

冤大头?  
 
又回到桥边, 上台阶去蹦极办公室的时候就有点儿脚发软。蹦，还是不蹦，还在

激烈的在我脑子里厮杀. 径直走到收钱的那间屋子, 看到大门上写着: Pray Now, 
才缓过神来: 看来真的要蹦一次了. 蹦极须知第一条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不能有

神经病。同伴讥笑道：所有蹦极的人都不符合这条：谁没神经病蹦这儿玩呀？ 
 
抱着要死一块儿死的决心和勇气，我们选择了双人跳。登记的时候发现我们是

当天的第二个，第三个。105 大洋让我们心疼半天，不过一想脑袋疼的还在后

面呢，就开始脑袋疼。过了磅，发现回国腐败过的我又重了，在非洲受苦的 Pei
又轻了，真是感叹造物弄人，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 
 
我们就这么带着写在胳膊上的标明体重的生死标签走上了蹦极台。也奇了怪

了，你说刚才的时候周围还一个人都没有，大桥上冷冷清清。可怎么我们刚要

蹦极，呼啦啦来了一群凑热闹的呢？在众目睽睽之下，黑人兄弟帮我们绑好了

腰上的绳子，腿上的绳子，垫在脚腕上以免扭伤的垫子，准备我们重量的弹性

绳儿，还有摄影拍照的，前前后后一堆人为我们俩忙活半天。就这么被绑到了

一起，就这么被推到了蹦极台上。当时我望着脚下滚滚的江水，还很清醒地记

得大声问旁边的工作人员：绳子呢？有没有给我们绑上绳子？ 
 
当时看“走进非洲”的时候，朱哲琴面对着同样的蹦极台兴奋得说：我想体会

那飞的感觉！Pei 又讥笑说：那怎么是飞的感觉？明明是不会飞而往下掉的感觉

嘛。那，到底是怎样的体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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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还没来得及害怕，只听旁边的人都在倒数：5, 4, 3, 2, 1， 
我们就从跳台上飞将下去，穿过风，冲向那山水间。Jollyboys 的司机告诉我

们：蹦极的时候千万不要闭眼，否则你会错过绝佳的风景。在那短暂的一刻，

我只觉得，哪怕你一眨眼，都会错过那眼前迅速上升的山石，哪怕你一呼吸，

都能错过耳边风和瀑布的轰鸣。那种俯冲的感觉真是爽呆了，比公园里的自由

落体要舒服得多，没有任何束缚，身体自由的舒展，全身心地投入。绳子伸到

长，又反弹回去。我眼前的天地再颠倒，可我并不觉得眩晕。强烈的兴奋感

包围了我，这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是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时至今日，我想起

来，还会头脑发热，喜不自禁。 
 
在天地间就这么靠一根绳支撑着，四周围绕着新鲜的空气。就这么看着维多利

亚瀑布，巨浪排起的水雾如此壮观，我们在它包围下显的有那么渺小；就这么

看着湍急的赞比西河，我们在这个可望不可即的高度遥望它，显得如此无助。

两个人一起蹦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都没有感到害怕。而我还在绳子上晃来晃

去的时候就大叫：太好玩了!  
 
就这样，绳子收起来，又放回去，反复几次，直到头朝下，慢下来，才有人下

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到低一层的桥上，趁我们还大脑充血的时候向我们兜售纪

念品，我们也就头脑发昏的买了下来，也忘了讨价。回到上层的时候，看热闹

的人已经散去，工作人员也开始在桥上打盹。脚下的赞比西河仍在湍流不息，

山水间只有维多利亚的轰鸣打破着平静，而我们身上也只有那个黑黑的体重印

记还记录着我们的疯狂 （可能还有信用卡的账单）。于是那一天，我没有洗胳

膊。 
 
又回到赞比亚边境小屋，边境看到我们惊讶得大叫：你们回来了，真的跳了？

我们得意的扬扬胳膊，那当然了！路上碰到的外国游客，竟然有好几个不认识

的冲我们竖大拇指：Good jump! 估计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们翘着脚在桥上看热闹

呢。 
 
公元 2004 年 1 月 31 日，我们 疯狂的一天。 
 
维多利亚的轰鸣  
 
蹦了极，晕头晕脑的冲维多利亚瀑布奔去，这，才是今天的主角。 
 
维多利亚在当地语言里是”the Smoke that Thunders”, 也就是轰鸣的烟雾，正说明

其特点：巨大的水量倾泻下来，谷底掀起的水雾能冲出 500 米以上，冲击产生

的巨响也能传出 50 公里以外! 同被称为世界上 著名的瀑布，维多利亚从统计

数据上来讲就远胜尼亚加拉一筹，不光宽度和高度都超出前者一倍左右，其干

季时的水量也是前者的 10 倍以上。只是如此世界奇观却被隐藏在这样的交通不

是很方便的地方，确实有点儿西施藏农家的感觉。 
 
瀑布分五截：魔鬼瀑布、主瀑布、马蹄瀑布、彩虹瀑布和东段瀑布，是赞比亚

和津巴布韦分享的，我们财迷，没办津巴布韦签证，只能在赞比亚境内看瀑

布。虽然这里叫国家公园，世界著名遗产保护区，还收了我们每人 10 美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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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可里面游客稀稀寥寥，有的时候一片林子中只有我们两个人，和维多利亚

的名气真得很不相称。不过和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旅游景点不同，这里竟然也

有很多当地人拖家带口的来玩。瀑布公园入口的地方有好几个小贩在卖雨衣雨

伞，我们嗤之以鼻：感受瀑布就要全身心投入，隔着层防水布效果降低一半。 
 
瀑布比我们想象得大而且真实。峡谷很窄，我们就站在峡谷这边，仿佛瀑布就

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脚下的江水以极快的速度冲将下去，卷起的浪花和抨击起

的水花混在一起。满天的飞雾迎面扑过来，我们像是被淋了一场暴风雨，没几

秒钟，已经全身湿透。心里郁闷：回去的时候被那些小贩见到我们落汤鸡似的

样子好难堪哦。不过那种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Trail 上有一座桥，也就 1 米多宽，悬在大瀑布的雨雾里，在风中摇晃。站在上

面无论是仰视瀑布，还是俯视底下湍急的赞比西江水，或是闭上眼睛倾听耳边

的轰响，都是极佳的选择。幸运的是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彩虹，在谷底随着阳

光时隐时现，分外显眼。据说在月圆之夜，彩虹瀑布能显示出 lunar rainbow,  可
惜我们来的时机不巧，只能留着这个遗憾。 就这么在悬崖边上一路走过去，飞

流直下的轰鸣让我们觉得被水包围，被雷包围，被自然包围。这种如此超真

实，而又能用全身去感受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兴奋。 
 
另外还有一条 trail,叫什么 佳摄影之路，我觉得是 佳偷渡之路。因为路边的

铁丝网破了好多洞，恰好能躲过赞比亚边境小屋。从这里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

过大桥。虽然在这里无法亲临感受瀑布的雄伟，却能远望瀑布遥挂前川的样

子。才理解唐诗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痛快。小路上有不少狒狒跑来跑去，

我亲眼看到一只掀翻了垃圾桶找吃的，动作如此熟练，不是一日之功。而 Pei
则对屎壳郎特别感兴趣，看了半天它们推粪球。 
 
中午的时候在公园门口瞎逛，看到有人手里捧着玉米棒子，很馋。可到处都是

买非洲木雕，纪念品的小摊，找了半天，一点吃的都没找到。郁闷的跑到公园

的小卖部, 兴奋的发现里面有芬达汽水喝，看来可口可乐公司的垄断还有点好

处。问了问小卖部的售货员，她热情的把我们带到隐藏在卖木雕小摊后面的一

片土地上，原来卖吃的都在这里躲着，一般只卖给那些摆摊的，怪不得我们找

不到！如愿以偿的买到了玉米棒子，坐在小卖部门口大啃，虽然味道实在不怎

么样，可这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食物！同样坐在门口休息的两个白人 mm 看到

我们的样子，慌忙过来询问我们哪里找到如此美味的东西，我们指了路。看到

那些卖木雕的清闲的样子，心想，他们转行卖吃的算了，肯定比现在赚钱。 
 
五条瀑布汇聚成 Boiling Pot (沸腾锅?) ，浑浊的江水在这里翻滚激荡，仿佛是煮

沸的水塘。我们在瞻仰了大瀑布全貌后决定下到 Boiling Pot 跟前去看看。没想

到这条 trail 竟然有着热带雨林的植被风貌。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在热带雨林里穿

行，在比我手腕粗的树藤上荡秋千，和狒狒一起抢路，听它们鸣叫，和他们合

影。一只公狒狒竟然肆无忌惮地在我们面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像人一样

抓痒。而另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狒狒抓在妈妈的肚皮上，可爱之极。Pei 说他从

没如此真实地投入热带雨林中，总怀疑的抬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植物园的玻璃

顶。在 trail 底，也就是 Boiling Pot 边上，我们抬头看到了蹦过的大桥屹立在那

里，那高度让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有点眩晕和心悸，可油然也生出一种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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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我们很 ft 的是这条小径好像不大受游客的欢迎，却有三四对当地年轻男女

在唧唧我我，看得我们有点儿脸红。 
 
从公园出来的时候想买点纪念品了。于是我充分显示了从小 q 那里学来的讨价

还价功夫，大显神通。我和小贩就这么两个人互相用蹩脚的英语对砍， 后终

于把开价 5 美元的木雕头像划到了 3 美元一对，开价 6 美元的木雕河马说到了 5
块钱 4 个，满意而归。 
 
趁夕阳还在，搭 2 块钱的出租车赶回我们在 Jollyboys 可爱的小草屋里，在外面

噼里啪啦的芒果落地声和蝉鸣声中欣赏一天的照片，幸福的很。 
 
河马的家•急流和漩涡•落日  
 
在非洲河上划独木舟的第一印象来自 The Simpson’s. 他们一家五口人坐着设计

独特的独木舟，在水流湍急，水道狭窄的小河上，在茂密的热带雨林里穿行。

河中的鳄鱼对他们垂涎欲滴，河两岸由当地土著人跳舞祭祀，一种异国的神

秘。带着这样的梦想，我们在 Jollyboys 订了 canon + game drive + sunset cruise 
的三合一 tour.  
 
源自赞比亚北部的赞比西河，是非洲的第四大河，它从广袤的原野流到赞比亚

与津巴布韦交界处，突然碰上了一个大断层，于是，在峭壁上翻身跌入百米谷

底，就形成了维多利亚瀑布。而这天，我们就要在这条神奇的河上，瀑布的上

游小试身手。可事不凑巧，Canon 公司的四轮驱动车坏了，我们不得不改计

划，改成划一天的独木舟，后来一看，这真不是什么好主意。先是一辆破车拉

着我们五个游客：我们俩，一对澳大利亚来的老年夫妇，一个加大拿来的胖

mm，颠颠簸簸的到了赞比西河边。我一看就晕了，河宽得有 100 米，两岸稀稀

拉拉的几棵树，大太阳高高照在头顶，我脑子里 Simpson 一家在那散发着潮湿

和神秘气息的雨林中穿梭的梦想一下子被狠狠的击碎。更让人郁闷的是，由于

风向不对，我们虽说是顺流而下，可看起来简直是逆流而上。开始的时候，我

和 Pei 一条船，哼哧哼哧的费尽划了半天，一看，怎么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 
Pei 安慰说：没往后退就不错了。我们五个游客有三个导游，所以一看我们实在

没有划船的天赋，导游很郁闷的换了一下船，我们三个女游客一人带一个导

游，两位男士划一条船，还算分配合理。和我一船的小导游只有 20 出头，干这

行已经三年了，水性极好，时不时地给我介绍河岸上的部落，植物和动物。他

说他很喜欢这个工作，整天和大自然在一起很舒服惬意，虽然每天都如此反复

的划船，有的时候一天要滑两趟，回家的时候真有点精疲力尽，但他仍然热爱

着这条母亲河，喜欢把自己美丽的家园 show 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外乡人看。不

过当他听说我们去蹦极了的时候异常惊讶，他说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胆量。呵

呵，还好，虽然我们划船技术蹩脚，但总算没把中国人面子丢尽。 
 
虽然不停的划桨很累，但旅途可谓惊险而有趣。先是没出发多久就路过了河马

的家。河马是领地性动物，赞比西河水宝地，不容侵犯，如果有不识相的来捣

乱，会死的很惨。而我们遇到的正是两只河马在打架。我们的导游说过，河马

和犀牛都是看似温顺，实则很危险的动物，轻易不要惹。别看平时河马一副懒

懒的模样，可在水里追逐起来速度快得惊人。我们的导游看到情况不妙，连忙



冬天的旅行 Winter Travels  Yuan Liu @2004 

 27

叫我们纷纷上岸躲避。我们也就偷渡到了津巴布韦的岸上小憩。待到河马情绪

稍微缓和，我们趁机双桨狂划，逃离这片可怕的地方。可赞比西河上怎么就孕

育了这么多河马？那边河马追逐的浪花还没平静下来，这边河马愤怒的咆哮已

然开始。每次遇到河马，导游都会异常警惕，瞻前顾后的照顾好所有的船，小

心翼翼的划过，生怕哪只河马兴趣大发，和我们玩玩，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

走了。 
 
后来，就遇到了无数的急流和漩涡。河水在某些地方会突然变得很急，独木舟

在漩涡里挣扎着，打着转，但我的导游也总能化险为夷。 险的一段在一片芦

苇的包围中，落差比较大，水流得很快，浪涛之间互相撞击，发出一种很有挑

战性的哗哗声。我的导游让我紧握船边和桨，而他的桨在娴熟的挥舞，小船在

浪尖间欢快的跳跃，温暖的河水一股一股涌进来，把我淋了个透心凉。所有人

都好像一下子掌握了划船的技巧，船不再像先前那样的 zigzag, 竟然也能在激流

漩涡里钻出来，真是那什么急了都能跳墙啊。从险滩中出来，我们的导游竟然

惊讶万分：这次没有人掉下水，真是奇迹！ 
 
后来，河床慢慢宽开来，两岸的美景平和的展现在眼前，而这也就意味着惊险

刺激少了很多，随之而来的是拼命的用力划呀划。不知道昏天黑地的划了多

久，船才回来。两个人疲惫不堪的登上 sunset cruise, 就再也不想起来。  
 
发现他们分船是按年龄的，我们这一船上来了一群从开普敦来的年轻人。全世

界的年轻人都一样的疯。在酒保的大力撺掇鼓动下，他们开始玩喝酒的游戏。

我是一喝脸就红，所以婉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只在旁边看热闹，偷偷地用相

机拍他们耍酒疯的样子。当有船驶过的时候，几个喝多了的 gg 就会站到桌子

上，背朝外面扒下裤子，把屁股拍得啪啪直响；更有喝多的 mm 跑过去撩开上

衣大叫。只看对面的船上闪光灯咔嚓声不断，想来一定照了不少很“精彩”的

照片。 
 
就这样，太阳在一片噪杂中落了下去，静静的，而又急速的。太阳在河上洒下

的光辉也无声无息地慢慢退去。河面上飞过一片片归林的倦鸟，偶尔有只仿佛

蜻蜓点水，河面上荡起层层涟漪。太阳永远是守时的退去，鸟儿永远是守时的

回家，而月亮也有规律的缓缓升起。一切都这么自然，一切都这么亲切，一切

也都这么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船上的人们也准时的结束了泼水泼酒节，唱起一支支非洲民歌，很多人还翩翩

起舞，而这时，船也准时的归航了。码头上的狂欢还在继续，月上椰树枝头，

和风习习。这哪里像是在偏僻贫穷的赞比亚，这岂不像那自由的加州，那美丽

的佛罗里达，或是那热情的夏威夷？ 
 
疲惫不堪的回到 Jollyboys, 发现太阳直射确实厉害，虽然每两个小时就擦一次防

晒霜还是防不胜防。一层红褐色的 tan 还是无情的长了出来，而忘了擦防晒霜

的脚面竟然已经肿得红通通了，痛苦不堪，连下楼梯都困难。而站到镜子前一

看，我差点没哭出来，镜子里怎么有个红鼻子鲁道夫呀？简直没脸见人了。第

二天起床，全身像散了架，拿桨的双手也已经磨出了水泡，哎，好吃懒做，不

爱运动的我们终于得到报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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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印度洋— 
 
住在渔村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背靠印度洋，沿海的小城一个个都发展起来，成了旅游景

点和海洋公园。而我们并没有选择那些靠旅游出名的大城市，而是来到了一个

叫 Watamu 的小村子。后来请教一个在机场遇到的中国人，才知道它甚至没有

一个中文名字。Watamu 离海边城市蒙巴萨(Mombassa)开车要 2 个多小时，我们

在蒙巴萨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就坐了出租车去 Watamu。口袋里现金已经不够，

还怕坐不起出租车，试探性的问一问，竟然一说到钱不够，人家就降价三分之

一。才知道划价还可以这么划。 
 
开始并没以为 Watamu 有多小，毕竟有个海洋国家公园以其命名，应该是已经

发展起来的镇子了吧。我们订了一家叫 Marijani 的旅馆，Lonely Planet 上说开

车进去要在一个超市前向左转。我就想象，路口有家 Wal-Mart 似的大超市，然

后拐入一条阳关大道，两边都是高级宾馆，我们的旅馆就在路的尽头… 可到了

那里才发现，那个所谓的超市也就我宿舍屋子那么大，一眨眼就会 miss 掉；那

阳关大道只能勉强挤入一辆车，还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路的两旁都是村民的

房子，三拐两拐，问了 n 多人，终于找到我们的“高级宾馆”。 
 
Marijani 大门紧锁，我们正寻思着下去个人叫门，这时一个小孩子骑着自行车

过来，积极主动地替我们按了门铃。不要小看这一“按”，下了车，孩子就不

依不饶地追着我们要小费。虽然看着他很让人动恻隐之心，我却心肠很硬地

说：这么小就乱要钱，以后怎么办，不给！于是就对他说：我们没有零钱。在

后一天我们在街上乱逛的时候又碰到了他，他竟然问我们有零钱了没，很是

ft. 我们说还没有，他就说：Maybe tomorrow? 我心里就暗喜，明天我们就到伦

敦了，有本事你就追过去。于是，他成了我们在非洲唯一的债主子。 
 
我们的旅馆设计得很漂亮，整个都是用珊瑚石筑成的，带有海的味道。我们的

屋子很大，而且还有自己的厨房和阳台。村子虽小，却五脏俱全。那个被我想

象成 Wal-Mart 的超级市场 Mama-Lucy 成了我们钞票主要飘向的地方。第一天

晚上天气狂好，两个人心血来潮，在超市买了两个芒果，一个木瓜，一公斤的

Passion Fruit, 还有菠萝汁和面包，在自己的小屋吃水果大餐。伴着西落的日

头，在高高的椰子树底下，大嚼汁浆甜美的热带水果，过着天使艳羡的生活。 
 
第二天晚饭我们决定在村子里尝试当地饭。按照 Lonely Planet 上的推荐，来到

了 Jumbo Restaurant。 “Jumbo”在 Kiswahili(斯瓦西里语，非洲土话一种，在南

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流通较广) 里是你好的意思，我们一天总是听到不同的人

喊”Jumbo”，导致 后回到美国开口就要叫”Jumbo”! 餐馆是半开放式的，我们

坐下了，点好菜，环视四周才发现气氛不太对。除了一桌老年白人夫妇吃完了

很快走了以外，除了我们，前前后后坐的都是白人青年或者老头，和黑人年轻

时髦 mm 的组合，或者是坐了几个白人男子，一会儿来了两个黑人 mm 和他们

握手问好，而且都不吃饭，光喝酒聊天。才恍然，原来我们到了小村子色情行

业的集散地了！带着十二万分的好奇，我决定离开桌子几分钟，看看单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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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钓个黑 mm 啥的。可没想到，黑 mm 没钓到，倒来了两个卖白面的，还

不依不饶。 后我大吼一声:”Go away!” 才灰溜溜的走开。我们也坐不下去了，

叫了打包匆匆离开。想来走的时候一定是神色慌张，生怕卖白面的招来一帮黑

社会的揍我们一顿。急匆匆的回到旅馆，直到把门关紧，还能听到自己的心”怦
怦”乱跳。不过小馆子做的菜还不赖，我叫的意大利海鲜面条还真有点儿意大利

味，更重要的是那么新鲜的海产，还带有海的腥味呢。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试了另一家馆子，还是一堆白人男子在等人。上菜上得很

慢，艳阳高照，很是颓废。唯一陪我们玩的是一只小猫。我丢了块薯条给它，

于是就呼拉呼啦出现一群猫，好像连锁反应。 
 
小村子 热闹的时候还是晚上，小店都开了，人都出来在外面乘凉，还有卖烤

肉串的，可惜是牛肉的，如果是羊肉串我们真会冒着拉肚子的危险试一试的，

反正有黄连素保底。 吸引我的是有一些当地老大妈给 mm 们辫那种非洲人的

小辫子，我当时真有点跃跃欲试。要不是刚在北京花了重金烫了一头那个什么

时髦的”空气凝感烫”有点不舍得，我肯定就顶着一头小辫子回来了。 
 
小地方，人也热情。一开始让我们觉得不开心的是，每个见我们的人都以为我

们是日本人，大概是没什么中国人去的缘故，满耳朵的”阿里阿多”，”噢哈呦” 
让我们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非洲遇到的实在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来自中国，然后身后就传来：”Shaolin Temple”, “Jet Li”, 
“Jacky Chen”, “嘿哈嘿哈”的声音，很是搞笑。有人还曾经问过我是不是中国所

有人都练武，我一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就说：我们在大学都上武术课！于

是他就一脸敬仰。如果他知道我说的是太极拳和那两下蹩脚的舞剑的话不知会

作何感想。后来村子里的孩子们知道了我们是从中国来的，见到我们就会怯生

生地瞪着大眼睛，如果有一个胆子大的，说一声：China, 看到我们循声投去的

友善的目光，他们也会咯咯的笑，很是纯真可爱。有一次，我们从超市买了两

个冰欺凌，边走边吃。正好孩子们刚放学，我们就成了回头率 高的游客。 
 
虽然说 Watamu 也是肯尼亚鼎鼎有名的旅游胜地，可住小渔村的人并不多。大

部分有钱人都去住海边 200 块一晚的高级宾馆晒太阳去了，村里的路上很少见

到外国人。见到 多的还是满地乱跑的鸡和羊。村里的人也多以打鱼为生，过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高高的椰树下，晒着网络着他们生活的渔网；

起伏的波涛上，沉浮着载着他们命运的渔船。 
 
Watamu，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渔村。 
 
 
印度洋惊艳  
 
看见印度洋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我们见识过北戴河的波涛，领略过海南岛海的蔚蓝，体验过冰岛海水的清凉，

享受过加州的阳光海滩，体会过美东海岸捉螃蟹的乐趣，甚至在日本海上看了

三天三夜日出日落，却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海洋，如此洁白细腻的沙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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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绿透明的海水。总觉得那里的海景就像明信片上的一样，或是那个著名的啤

酒广告，真的能让人觉得活在 paradise，海风呼呼，吹光了所有。 
 
我们所在的海滩叫 Watamu Bay, 是半圆形的一个圈。这地方的奇妙在于，两边

都是极其高级的意大利宾馆，大概要 200 美金一晚上那种。那两边的海滩都有

专人打理，还有只有宾馆客人才能用的阳伞和睡床。岸上躺着的多是来自欧洲

大陆来此度假的有钱人，尽情享受着阳光的暴晒和海风的滋润。而海岸中间这

部分就是渔村的一个小入口，高耸入云的椰子树下一些低矮的小房子隐藏在下

面，和两边悬崖峭壁上金碧辉煌的高级旅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渔民，可能

一年也赚不出两晚上的宾馆钱，而他们还要承受海上不能预言的风浪，干着

辛苦的活，过着 辛苦的日子。这中间的海滩没有人清理，海水带来的水草铺

得到处都是，那在我眼里也是一种原始的野外美。这一穷一富，在如此美丽，

如此让人窒息的海边也竟能如此和谐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Watamu 仿佛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主要是由于一些先前来这里的意大利人开了几

家高级旅馆，后来就不断的有意大利人来。于是现在发展到了欧元成了第二通

用货币，意大利语成了第二语言的地步。不过来这里度假的多半是退了休的老

爷爷老奶奶，抱着看大帅哥大美女的梦想的我们自然从希望的云端落到了失望

的谷底。更让人郁闷的是，老爷爷老奶奶仍保持青春心态，还是比基尼，三角

裤上场，我们也就只有低头看海的份儿。 
 
第二天一早去看日出，没想到阴云密布。不过早上的海异常的清新，散发着一

种迷人的魅力。太阳躲在严严实实的乌云后面，偶尔能冒出金黄色的一束光

辉，直冲云霄，像孙悟空的金箍棒。渔民的船都在浅滩上随着海的波涛晃啊

晃。有几个渔民大概想赶早潮，早早的就出来忙。 
 
我们静静的坐在沙滩上，带着潮湿的沙子细腻极了，感觉像面粉一样。海滩上

人的脚印已经被海水冲刷得一干二净，留下的是无数小螃蟹的洞和密密麻麻的

小爪印。我们童心未泯的蹲在那里看小螃蟹挖洞。小螃蟹只有大脚拇指大小，

却跑得飞快。它们每天早上都要挖洞，只见它们跑到洞里，待很长时间，然后

探头探脑得出来，看没有情况，就把手里的一捧土扔出去。周而复始，不辞辛

劳。所以每个小洞口都会有一小撮土整整齐齐的像被抛出去的样子。我总是喜

欢搞破坏，有的时候会把小螃蟹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土都灌回去，看着小螃蟹灰

头土脸的跑出来无可奈何的样子，哈哈大笑。 
 
早上大概 9 点多钟，落潮了。一大片浅滩露了出来，我们就去赶海。沙滩上是

不会留下什么东西的，不过那些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珊瑚石上就不同了。那上

面坑坑洼洼的存了好多海水，每一块小坑就好像是一个小鱼缸，仔细看看有水

草，螃蟹，寄居蟹，贝壳，海螺，小虾，海星，海鱼，海胆，甚至珊瑚，俨然

一个自生自灭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我们家里也养海鱼，只见我们能在一个小

坑蹲上半个小时，如数家珍的絮絮叨叨着，这个像是爬来爬去的 blenny，那个

像是色彩斑斓的 chromis。活的生物不能捉，我们就在海滩上偷偷地捡了几个空

贝壳，有几个雪白雪白的，看起来好像 Yile 做的香皂。还有几个是虎皮纹的，

特别显眼，大小看起来特别适合做我们家寄居蟹的新家。后来把这几个贝壳放

回我们家鱼缸的时候，那个 大的寄居蟹挥舞着大钳子冲锋在前，迅速抢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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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的贝壳，而其他的小蟹力量太小，抬不起别的贝壳，哎，看来只好慢慢等

它们长大了。 
 
第三天也是一早起来去看日出，还是一样的阴云密布，还是一样的失望而归。

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总是一早起来云集的很厚，然后慢慢的退

下去，到了下午就艳阳高照了。坐在海边等一天的日出日落，听一天的潮起潮

落，看一天的风雨日晒，不问世事，不管其它，是何等桃源般，梦境里的生

活。 
 
早上虽然一样的不见太阳，这天却是周五，是渔民不去打鱼的日子。所有的船

都在落潮的时候被拖了上来，被架起来，被烧起来。从远处一看，真以为渔民

在烧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烧某种植物胶，胶能使船更加牢固。海

滩上一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的场面。 
 
那天下午，也是我们在印度洋沿岸呆的 后的一个下午。每离开一个地方，我

们都会有些不舍，或多或少。对于印度洋，我只想说：我真想永远的在这里生

活。那份与世无争的情怀，那种清纯脱俗的气质，那片无比包容的柔情，我

想，是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我不羡慕那些躺在摇床上的享受阳光的

游客，他们只是过客；真正让我起敬的是那些靠海吃海，一辈子在海风里拼，

海浪里搏的渔民们，他们，才懂海，才真正是这片温暖大洋的主宰者。 
 
与鱼共游  
 
肯尼亚旅游胜地都会受到污染，即使这个小村子。当我们漫步于小渔村，享受

片刻的悠闲的时候；当我们躺在沙滩上，享受太阳的辐射的时候，总会有不知

趣的人跑上了搭讪，而多半，是推销潜水服务，或者卖纪念品的，有点儿搅人

清梦(白日梦)。我们总是想，如果他们几个人联合起来，成立个公司，在村里

里开个 office, 在网上做个网站什么的，招揽来的游客肯定比这样一个一个的问

来得多。刚刚走向旅游经济的小村子有点承受不住经济大潮的波浪，显得有点

儿举步维艰。我们后来了解到，前几年，渔村的 snorkeling 生意做得很是红

火，所以很多年轻人买船加入站团。可慢慢的，旧地重游的人多了，新的旅游

者少了，snorkeling 就是玩个新鲜，谁也不会多玩几次。于是他们的生意与日俱

减，慢慢的萧条下来，他们也被迫降价，到了现在，一天也不一定能招揽到一

笔生意，很是窘迫。 
 
我们刚到渔村的时候，就撞到了一个长长头发的推销潜水服务的。不明行情的

我们听了他的介绍，又听说他和我们住的旅馆的老板是朋友，而更重要的是他

开的价比 Lonely Planet 上提的低不少，我们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交了定金。

他人倒是蛮实诚，交定金的时候我们没有零钱，他就跑出去换了零钱给我们又

跑回来，累得一头是汗。不过后来遇到的推销的多了，才想起，我们怎么能那

么天真？本应该和他讨讨价的。 
 
老天真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第二天早上是个大阴天，乌云滚滚，马上就要落

雨的样子，气温也比昨天下午低很多。没办法，定金都交了，就是下雹子也要

硬着头皮去了。可祸不单行，我们约好的一早出发，可到现在船还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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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眼巴巴的瞪着海面，只好等。潜水看珊瑚是要在退潮的时候，否则水太

深，什么都看不见。眼看着水慢慢地要涨上来，我们也只好干着急。船老大说

我们要不换艘船，前提是再交 500 块。我说我们昨天不是交了 500 定金了么？

他们就很糊涂的看着我们，八成是被那个长头发给独吞了。不管怎么样，没再

多花钱，船老大就仗义的开了船。 
 
船开到一片叫 Coral Garden 的地方停了下来。顾名思义，这里的珊瑚种类很

多，是个潜水的好地点。我们俩叽叽嗦嗦的下了水，别看昨天大太阳底下的印

度洋那么暖和，今天大阴天，还真有点儿冷飕飕的。第一次潜水，也是我第一

次在离岸那么远的大海里游泳，不仅技术欠佳，心里真有点怕。海水是有一定

流向的，心里这个嘀咕：如果顺水漂走了，没有力气游回来了，岂不是就丧身

鱼腹了？于是很小心的潜一小会儿，探出脑袋看看离船远没远，稍远一点儿马

上游回来。看来人真的处在大自然的环境里显得实在太无助了。 
 
怕归怕，到我脑袋扎进水里的时候，一下子就惊呆了。我们完全置身于鱼群之

中，和鱼儿一起游泳，总觉得手一划就会碰到好几条，而每当我手伸出去的时

候，鱼儿总是会灵巧的躲开。这里的鱼大部分是斑马鱼(Zebra fish)，大概有十

几厘米长，而且它们是领地性动物，看见我们过来了，就会一拥而上想赶我们

走！趁我不注意，还真有几条偷袭成功，啄我的大腿！大概我平时捂得太白

了，看起来像面包？稍微深一点的地方还有很漂亮的蝴蝶鱼(Butterfly fish)和天

使鱼(Angel fish)，游泳的姿势像跳舞。竟然我们还见到了 Finding Nemo 里面的

Dory,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害羞的游在 低下。太阳透过水，照在色彩斑斓的鱼

儿身上，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宛如在梦境中，仿佛自己变成了被鱼群包围的

美人鱼。珊瑚当然也是一大看点，那里有很多 Leather，都是大片大片的，小小

的触须随着海流一起一伏，惹人心动。还看见了很漂亮的 Brain，反射出绿莹莹

的光。可惜我体力不支，又很快挂了彩：Coral Cut！这珊瑚真是表面美丽的美

女蛇，表面美丽，却像小刀一样坚硬锋利，幸好还不是有毒的，否则估计就没

有这篇文章在这里了 :P 。 
 
屋漏又逢连夜雨，老天真是不仁慈，又开始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我们也只好

爬到船上来躲雨。船老大递给我们一些面包让我们喂鱼，这是我们在非洲唯一

的一次喂野生动物，还真有点 guilty。看着鱼儿争相抢夺面包，让我想起来花港

观鱼。船老大说鱼儿已经开始有点儿依赖游客的喂食，让我们觉得更 guilty
了。船是玻璃底的，这也是此地的一大特色。我们透过玻璃底看大海，又看到

了 Torch 和 Finger，那是一些姿态很优美，而且颜色很漂亮的珊瑚。这是我平

生第一次看到野生的珊瑚，平时家里的珊瑚这么一比较也就是个小家碧玉。海

洋赐给我们如此天物，让人兴奋，而且感动。虽然天公不长眼，但我们也算尽

兴而归。 
 
痛下决心，今后好好练潜水，练成真正的能和鱼儿比游泳的美人鱼！ 
 
我们走的那天，又看见给我们推销潜水服务的那个家伙在溜达。他问我们是不

是需要出租车去机场。这下我可留了个心眼，我问他多少钱，他说 1800, 我就

胡扯道：我们已经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商量好了他们下午来接。除非他降到

1300，要不然我不会取消出租车公司的服务的。没想到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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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后悔没再多砍点儿，虽然又已经比 Lonely Planet 上的价格低了许多。他又

找我们要定金，我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后口气强硬的回绝了，他唧唧外

外半天，倒是 后也答应了。后来他真的准时打了辆车来接我们，还帮我们跑

前跑后地抬行李。不过 后给钱的时候一脸的鬼鬼祟祟，让人觉得有点儿不

爽。哎，反正已经是和他的 后一笔买卖，由他去吧。 
 
走进深林  
 
Watamu 有个年青人，大家都叫他”Mr. Forest”。 于是，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

下午，我们跟着”Mr. Forest” 走进了深林。 
 
“Mr. Forest” 人很开朗，话也多。上来就把我们俩一顿夸。他说他喜欢热爱大自

然的人，那些在海滩上晒太阳的人根本不能算来过非洲，只有像我们这样走过

草原，走过瀑布，走过海滩，走过深林才算真正玩了非洲。又说我们的笑很好

看，说明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动物见了我们也会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

会很幸运的见到很多动物。当我们让他水喝的时候，他又大加赞扬中国人，他

说中国人心肠都好，他很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三夸两夸就把我们夸昏了头，

美滋滋的和他往林子里钻。 
 
这片树林叫”Arabuko Sokoke Forest Reserve”， 是东非 大的沿海森林，有很多

濒临灭绝的动物生活在里面，尤其是鸟类繁多，而且大多都很漂亮。开始的一

段是人工林，往里走不到一公里就是自然林。 
 
以前的 Safari 都是躲在大汽车里，看到的都是大动物；走在树林里的感觉完全

的不一样。自己就这么暴露在自然里，没有了钢铁的外壳，心里有点惴惴焉，

就好像当时在大海里游泳，有点儿莫名的害怕和惶恐。而看到的动物都是小个

头的。如果开车，就会错过很多，车轮会不留情的碾过沙地上的小蚂蚁，机器

的轰鸣也会贸然的夺走鸟儿高歌的风头。处在林子里，四周静谧，仔细得看看

身边的树，枝头的鸟，丛中蹦跳的昆虫，在小路上结网的蜘蛛，每样竟然也如

此有魅力。 
 
“Mr. Forest”真是名副其实，他很会讲解，认识很多动物和植物，也耳聪目明，

很能明察秋毫。林子里据说有两种叫 Elephant Shrew 的动物，大概有狗大小，

却长了像大象一样的鼻子，其中一种夜间出来，很难看到，而另外一种濒临灭

绝，也是绝少一见，是这个林子的特产动物和象征。我们踏着满地的树叶往林

子里进发的途中，就听见一阵窸窸娑娑。”Mr. Forest”马上回头示意我们不要出

声，然后轻手轻脚的沿小路悄悄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在丛中搜索。终于不负

众望，我们看到了那长鼻子的小东西，黑乎乎的一小团，吭哧吭哧的拱地，不

知道发现了什么好吃的。”Mr. Forest” 也是兴奋异常，一个劲儿地说我们运气真

好。后来又听见过那种小家伙的动静，却无缘见上一面了。 
 
林子实在是茂密，树枝树叶把整个地方遮得严严实实，我们也只得沿着给游人

的小径走，想钻进去真是痴心妄想。不过小路也已经很原始，两边的树已经开

始侵犯过来，蜘蛛也肆无忌惮的布下天罗地网。那里的蜘蛛也很好看，红红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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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的，颜色夺目，样子也奇特。阳光下的网看起来漂亮极了，蛛丝晶莹剔透，

闪闪发光，让我们也不忍破坏，小心翼翼的让开。 
 
鸟儿真多。”Mr. Forest”饶有兴致的和我们大谈鸟儿的特点和区别，他只通过鸟

的一声叫就能分辨出那是什么鸟，雄的还是雌的。我们两个生物盲听得懵懵懂

懂，记得少忘得多。不过我还依稀记得他指着一只有燕子一样尾巴的黄色鸟儿

大叫，说那是那里很著名的保护动物，也依稀记得它的清脆叫声我们喊破了喉

咙也学不来。蝴蝶真多。巴掌大的 Queen butterfly, 小巧玲珑，藏在树叶里不见

踪迹的叶蝶，还有那成双成对，金黄灿烂的凤蝶，总是在我们有点乏累的时候

出现，给旅途添加一点风趣。蚂蚁真多。我第一次看到一厘米长的蚂蚁，还是

一群一群的爬出去找吃的。气势之雄壮，前所未有。猴子和狒狒真多。它们自

发的画路为界，互不侵犯，在树丛里打闹嬉戏，在枝头上下翻飞，各显神通。 
 
非洲的动物很有名气，其实植物也值得一看。”Mr. Forest”把他认识的树都给我

们介绍了一通，竟然几乎每种树都有药用价值，有治伤口的，有能催奶的，有

能治泻肚的，非洲的民间医术看起来和中医一样神奇。还有一种树，横枝上的

树胶马上就要流下来了，在阳光下，好似那蒙特利尔屋檐下的冰凌。我 喜欢

一种树的树干就像调色板，五颜六色的，决计不像是出自纯粹自然之手。通

过”Mr. Forest”添油加醋的讲解，我们对非洲的树也肃然起敬起来。 
 
好玩的一折是爬 Tree House. 木楼梯很陡，踩起来咯吱咯吱响，快到顶的时候

还有穿来穿去的粗枝碍事，低头哈腰才能躲过。Tree house 上面倒是一片海阔

天空。”Mr. Forest”讲上面可以宿营，一早起来很有可能看到大象在树下的空地

走过。大树的叶子很茂密，整整齐齐的挡住直射的太阳，天然大凉棚一个。舒

舒服服的休息的好一会儿，才又小心翼翼，咯吱咯吱的走下去。 
 
天气太热，我中间喝了无数的水，但还是不够，差点没昏过去好几次。阳光又

暴晒，刚掉了一层皮的皮肤又雪上加霜的被晒黑了一层。这里的天气就是这

样，上午阴冷，下午暴晒。如果上午的 snorkeling 和下午的 forest 之旅能对调简

直是 perfect 的天气。可惜呀，水涨潮的时间怎么就是那么不合时宜？ 
 
“Mr. Forest” 后掏出个本子，让我们写下了对他讲解的看法和意见。那本子上

花花绿绿的写满了留言，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游客写得热情洋溢的赞

词。我们除了对他大加褒奖之外，还教了他写和说”谢谢”， 他竟然学得很快。 
 
事隔月有余，不知道现在他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两个中国小家伙，也不知道还记

不记得对我们的”一定去中国看看”的允诺。 
 
 
 
 
 
 
 
 
 



冬天的旅行 Winter Travels  Yuan Liu @2004 

 35

闲话三国— 
 
坦桑尼亚 
 
我们坐长途汽车从内罗毕到阿鲁沙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肯尼亚小伙子很自豪

地告诉我他是搞 IT 的，肯尼亚 IT 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什么什么的。当我问

到他去坦桑尼亚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参加工作培训。我问，听说阿鲁沙是坦桑

尼亚第二大城市呀，那里如何呀？他不屑一顾的说：那破地方，比我们肯尼亚

差远了。于是我就很奇怪：差远了你干嘛去那儿接受培训？他听了哈哈大笑，

眼里露出一丝狡猾。后来我才明白他原来是借培训之名去坦桑尼亚玩玩，坦桑

尼亚的风景能让肯尼亚人都趋之若鹜，看来实在不差。 
 
其实坦桑尼亚的地理优势比肯尼亚强多了，塞伦盖提大草原的面积不知道是肯

尼亚那边相对应的马赛马拉的多少倍；包括世界第二，非洲第一的维多利亚湖

的三大湖几乎都在其管辖之内；Zanzibar 宝岛风景美不胜收；非洲屋脊乞力马

扎罗更是在其境内巍然挺立。可奇怪的是，坦桑尼亚的经济状况实在不如肯尼

亚。有人说坦桑尼亚是世界上 穷的国家之一，这话一点不夸张。它的经济主

要依靠农业，但是受气候影响，全国只有 4%的地方能种粮食。 近的经济还算

有些起色，可能是受旅游业和传统工业的推进，但是国民的贫穷还是一眼就能

看出来的。 
 
从内罗毕到阿鲁沙，从阿鲁沙到塞伦盖提再回来，早从阿鲁沙到莫希，我们坐

了几天的车，路过了无数的坦桑小城小镇，驶过了很多村庄部落。在边远的地

区，很多放羊放牛的孩子看到有车开过来，就会跑到路边，朝我们挥手，眼睛

里流露出兴奋，激动，和好奇。而大部分成年人只是表情漠然地看着我们，不

知道他们就这样在那里坐了多少天，多少年。略微大一点儿的镇子会有地摊市

场，卖衣服，卖布，卖农产品，卖水果，很多桶，很多摊儿，人山人海，水泄

不通。而更多的地方则是一片茫茫原野，无数的白蚁巢点 其中，少有人烟。 
 
不过这片少有人烟的土地却有着人类 早的足迹。在 Serengeti 和 Ngorongoro
之间有个介绍早期人类踪迹的博物馆，从阿鲁沙出发的时候，Sunny Safari 的接

待人员和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去参观告诉司机一声就可以了，三美金一人。我们

一想，也不贵，去看看也不错。没想到这个博物馆真是小呀，里里外外也就四

间屋子。博物馆外面有 guide 在讲这里的地形地貌，听得懵懵懂懂，稀里糊

涂。好像是说这里独特的火山和风蚀地貌历史导致保留了很多古遗迹。有点儿

像 Devil’s Tower 似的，不容易被风蚀水蚀的那层被留了下来。比如，这里发现

了一个一百八十万年前的类人头骨，和三组估计三百七十万年前直立行走的脚

印。虽然博物馆里已经没有遗迹的实物，可还有模型。在头骨上比划了比划，

类人的脑袋还真挺小。很多人都说过，来到非洲就好像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

虽没觉得有归属感，却感到非洲比其他外国来的亲切。地球在动，世界在动，

人从这里走出来，创造了文明；文明又把人带回来，寻找自己的根。其实这世

界上的国家和人有什么分别，都有着一样的祖先，一样的历史，拥有的一样的

过去，也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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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小，可这三块钱不能白花，我们在那个旅客登记的大本子上工工整整地

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国家：China。 随便翻翻看看，还是美国的游客 多，而且

大部分都是退休的游客。 
 
我们的长途汽车刚到 Arusha, 一群经营 Safari 的人就围了上来，用各种坑蒙拐骗

的方式骗我们上当，去参加他们的 Safari.  幸好长途司机解围，把我们带到旅

馆。从旅馆出来去吃晚饭，也是遇到一群人，呼啦围上来，说有出租车，说

Arusha 晚上环境不好，想出门必须坐车。我们就说我们只想吃顿晚饭，附近就

可以，有个小伙子主动带我们去了一家餐馆，估计餐馆老板是给了他小费的。

吃完回家的时候，我紧紧地夹着我的书包，一路小跑跑了回去，连个匪徒的影

子都没看见，让我们连个紧张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我们出来进去都是一群人，

气派是有了，自由却没了。 
 
让我们 想不到的是，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在 Ngorongoro 荒郊野外的野营

地竟然也能收到 T-mobile 的手机信号！我心血来潮，还给国内的家里打了个电

话，竟然没几秒钟就通了，太神奇了！直让我感叹这电子工程还真有点儿用！ 
 
肯尼亚  
 
马塞人一直是东非草原上原始遗留部落的象征。越偏远的地方，见到的马塞人

越多。马塞族是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分布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的地方，

牧牛放羊为生，兼营骆驼和驴。我猜他们出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论男

女，终年穿着红色的鲜艳衣服，带着漂亮的大耳环和项链，很有“黑非洲”特

色；二是他们不愿意融入现代社会，流连于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那些野生动物

一样风餐露宿，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原始中有点儿另类。他们的拖鞋也很有

特点，黑皮的，底板不是平的，是凹弧状，当时我还想买一双，可惜买主死活

不还价，大家闹个不欢而散。还有他们手里总是握着根儿棍，无论是在城市或

是在原野，好像是常年赶羊烙下的毛病。开始还有点儿担心见不到马塞人，可

汽车开在通往塞伦盖提的路上时就发现，这担心纯粹是多余。马塞人的小草屋

到处可见。他们用带刺的 Acacia 的树枝作围墙，阻挡野兽的入侵。一个小村子

也就 10 几个草屋，错落有致，在大草原上分外显眼。更显眼的是马塞人的牛

群。不亚于那成群的角马，只不过更密集，所有的牛，羊，骆驼，驴，都摩肩

接踵的在一起吃草，它们都很听话，往往一大群就一个马塞小孩儿就能胜任。 
 
在坦桑尼亚的路上，很多马塞人坐在路边，单手平摊（另一只手当然握着棍儿

呢）。问司机他们在干什么，司机尴尬的说：在讨钱。想来这条路是去塞伦盖

提的必经之路，常年有游客的汽车经过这里，也就常年有人在这里不劳而获

了。我们的司机人很善良。从塞伦盖提回来，我们还剩了一些饮用水，司机看

见路边一个可怜的马塞小女孩，就伸手递了出去。这荒山野岭肯定是没自来水

的，因为连大城市阿鲁沙都不全有，看来这生命之源与钱是一样昂贵的。还有

一次，我以为见了鬼了。路上两个小黑孩儿，穿着黑衣，脸上却用白色的颜料

画上很怪异的图案，黑白分明，乍一看，真的以为从阴间来的。他们也是马塞

人，据司机说是未行割礼的半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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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人就这么与世隔绝着，不被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吸引，也不被纸醉金迷的生

活所迷惑。说他们这样保持原始也好，说他们贫穷落后也好，他们就这样世世

代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很高的定力的。这定力从何而来？他们崇拜的图腾？他

们信奉的首领？还是他们本性使然？看着马塞小孩子那清澈的眼神，我也找不

到答案。 
 
说点儿好玩的。 
 
我们走的这三个国家都是靠左行驶，或者说大部分时间靠左行驶。路虽然窄，

但车很少，司机很多时候就肆无忌惮的冲到对面马路去，横冲直撞。估计内罗

毕的领导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在城里 重要的通往 Mombassa 的一条街修了

中间的隔离带，被当地人称为“柏林墙”。有了柏林墙，确实很不方便，如果

想打个 U-Turn 要跑好几公里才有个缺口。司机怨声载道，而步行者干脆翻身越

墙，反正交通还是那么混乱。 
 
从肯尼亚进到坦桑尼亚，汽车停在出入境小屋的前面，我们就排着队去盖出入

境的戳。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是有协议的，彼此公民出入不用签

证，只要带上护照就可以了。只见在车上坐我边上的小伙子从口袋掏出一张皱

皱巴巴的纸就递给了边境官员—那就是肯尼亚护照！太可怜点了吧？真让人眼

界大开。边境管的一点儿也不严，很多当地人到这里推销小商品，看见来了一

辆车就呼啦啦的围上去，不由分说地买你东西。我们只有门窗紧闭，默不作

声，等这下一辆车来了，他们在呼啦啦地围过去，方能解围出来。 
 
在 Mombassa，就取了这么一次钱，ATM 还休克了。正不知所措，ATM 又哼哼

唧唧的吐了钱出来，很 ft。 
 
Watamu 虽小，还有个邮电局。我们临走的时候寄了几张明信片，发现当时正在

肯尼亚发行中国和肯尼亚建交 40 周年的纪念邮票，兴奋的买了下来。 
 
马林迪(Malindi)飞机场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 小的机场。整个和学校 GC 
common room 一样大。一共两个柜台，一个是 Kenya Airway，一个是拿个图钉

按个啥牌儿就是啥公司。没有电子秤，所有托运行李要抬到一个磅秤上去称，

再由工作人员扛到一边去。坐那儿一小会儿，所有工作人员就都认识我们了。

飞机场停的都是螺旋桨飞机，虽然就两架，还有一架没有发动机，就摆摆样

子。竟然还有一个小卖部，就在厕所边上。不过 终没有坐成螺旋桨飞机。40
分钟就飞到了内罗毕。在内罗毕机场遇到一大堆中国人坐开往香港的飞机回

国，平时冷清的机场一下子就显得热闹非凡，很有人气。 
 
赞比亚 
 
一进赞比亚，我们就成了百万富翁。 
 
赞比亚钱和美元的兑换率大概是 5000:1, 我们口袋里几分几毛的硬币都在这里身

价倍增。在 ATM 取款机取钱的时候真是史无前例的昂首挺胸：头一次看到人

家问，你是取 80 万，还是 100 万，怎一个爽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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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肯尼亚的内罗毕国际机场坐到赞比亚的卢萨卡国际机场的旅程并不是很顺

利，我们几乎放弃了这段旅行。但终于好事多磨，飞机顺利抵达。还在跑道上

滑行的时候我就发现，诺大的 Lusaka 的国际机场只有一幢楼，一条跑道，包括

我们的飞机只有三架飞机，看看大屏幕(竟然全机场还有个大屏幕!)，全天连国

内带国际也只有不过 7，8 次航班，真是清静。后来发现这么个破机场还要收每

人 20 美金的机场建设费，比北京的还高，也不知道都建了点啥。没有登机口，

我们只好拽着行李爬上爬下。可安检并不省心，他们让我们一一开包，仔细检

查。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赞比亚四天里见到的唯一两个中国 jj，看起来像来探

亲的样子。不过好像安检人员不知怎的得罪了她们，当人家问她们”Are you 
OK?” 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势汹汹的回了一句 “I’m not OK. I’m very angry!” 就扬

长而去，留下工作人员在低头苦笑。我们也就失去了唯一的和同胞说话的机

会。 
 
我们来赞比亚的目的就是那雾中的维多利亚，所以一下飞机就直奔目的地。可

我们想得简单了，出租车司机开车带我们在 Lusaka 转了一圈，Lonely Planet 上
提到的可靠的长途汽车公司的票都已售罄，我们只好郁闷的挤上 minibus(小
巴)。Minibus 的名声极差，因为经常要拉客，一个座位挤两个人，走走停停，6
个小时的路能走上 12 个小时，价钱也高，可这是当时唯一的赶往边境小城利文

斯顿(Livingston)的办法，即使痛苦，也要承受了。就这么在拥挤不堪，气味难

闻的车厢里颠簸一路，路过无数乡村小镇，每停一次车，都会有好多小贩拥上

来卖香蕉，卖面包，卖水果，”2000, 3000”的声音此起彼伏。一路上天气也是变

化多端，出发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赤日炎炎，沿途忽然大雨瓢泼，冷风习

习，而过了一会儿又天气放晴，温和舒适，真是一日经历四季。 
 
我在车上晕晕沉沉的睡着，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Livingston。已快入夜，对于

人生地不熟，一天没吃东西，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找旅馆间简直能比登天。

这是一热情的小伙子一听我们订了 Jollyboys 青年旅社, 马上说他家就在附近，

能带我们走过去，让我们省了一笔出租车钱。一脚深一脚浅的摸黑找到了地

方，又偏偏发现 Jollyboys 换了地址。给我们开门的老大爷也分外热心，带了我

们跨过几个 block，还用拐杖时不时提醒我们地上的凹凸不平，终于赶到了新的

地方。 
 
Jollyboys 简直犹如世外桃源。院子里种了很多芒果树，进门的时候有个牌子提

醒说：Beware of falling mangos, 很搞笑。里面还有游泳池，吧台，台球桌，一

圈学生宿舍，里面是几座别致的小草屋，我们住在“犀牛”间。这里住的全是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连服务台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的白人

mm，让人觉不出来这里是非洲。难怪卫生间里的门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别忘

了你在非洲，别把马桶堵了！Jollyboys 的服务很好，我们的独木舟之旅就是在

这里订的。靠水吃水，这里很多旅游项目都和赞比西河和维多利亚瀑布有关。

比如坐直升飞机看瀑布，漂流，Swing (荡秋千看瀑布，和蹦极一样惊险)，还有

和动物有关的，像骑大象背看动物，钓鱼一日游。反正厚厚的一大本旅游项目

手册，应有尽有，根据自己的财力和时间随便选择，然后 Jollyboys 就会给你去

联系，车接车送，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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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瀑布回来的那天我们试了 Livingston 的一家馆子，Lonely Planet 上说叫

Annie’s Steakhouse，或者 Mukambu，其实馆子的牌子上只写了后面的那个。我

点了个牛蹄膀，做得还真不错，据说是当地饭。可奇怪的是别的客人看起来只

喝酒或者饮料，喝完就交钱走人，没有一个吃饭的！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另类。 
 
吃完饭，暮色已至。虽然离 Jollyboys 只有两个街口，我们还是有点儿心惊胆

战，不知道这里的治安会不会像内罗毕一样让人惶恐。路的尽头突然出现几个

人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越逼越近。只见我们俩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慌慌张张

地，没想到走近了一看竟然是有老有少，一家好几口在散步，让我们白白浪费

感情半天。 
 
赞比亚不光治安比起那两个国家来说好得多，人也都很好客健谈。坐在出租车

上那个司机就开始夸自己的国家，什么发展迅速呀，社会风气好呀，治安管理

不错呀，投资环境好呀，有中国人在投资办钢铁厂呀，说的高兴时还邀请我们

毕业以后去投资，呵呵，真是爱国之心可以明鉴呀！不过那里确实显示出一片

方兴未艾，卢萨卡和利文斯顿城正中心都有个 ShopRite，在去飞机场的路上还

有正在建设的很新的 plaza, 乍眼一看，还以为是 orange county 呢。 
 
不过出租车司机数学差得真让我们瞠目结舌。80,000 换成美金不就是 16 块么，

他竟然算了那么半天，还和好多司机商量半天， 后终于有了结果，告诉我们

45 美金，我们就夺门而逃！ 
 
虽然他们这儿小学数学教育水平差，可英语水平相当高。每个人都会说英语，

而且说的都不赖。据说是因为国家土话太多，只好用英语沟通，久而久之，英

语就成了流通范围 广的官方语言了。 
 
攻略几则 
 
这部分可能比较有用。其实去买本 Lonely Planet 看看，写得又全又好。我就随

便挑挑重点,讲讲我们自己的感受吧。 
 
钱： 
 
肯尼亚先令(Kenyan Shilling)：~75Ksh=1$ 
坦桑尼亚先令(Tanzanian Shilling)：~1000Tsh=$1 
赞比亚克瓦查(Kwacha 垮嚓)：~5000Zmk=$1 
 
很多地方都收信用卡，不过可能要缴手续费 5%-10%。所以现金还要准备一点

儿。不过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我们没遇到扒手，但还是小心为妙。

我觉得在兑换处换钱很不值，除了一次在 Watamu 找不到 ATM 在黑市挨了一把

坑以外，ATM 机在大城市到处都有，比如当地的 Barclays（英国银行），还有

很多都收美国的银行卡，还算方便。 
 
很多地方也收美金的，旅馆，饭店，Safari 公司，尤其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

街边的小店都收（算起来也方便），俨然是一幅第二货币的样子。不过在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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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地人用当地钱比较多，虽然有的时候也收美金，可是兑换率会让你亏很

多。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地方都只收印有大头像的美金，也就是新

版美金，旧版的完全无用武之地。不过我们后来还是把旧版的给了 safari 公司

花出去了。 
 
旅游者密集的地方，有很多能收信用卡的卖纪念品的商店，很牟利，躲开为

妙。 
 
关于小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很普遍，甚至买一瓶可乐都应该给。吃饭，住

房，出租车司机，提行李的小工，10%-15%, 如果帐单里包括 service charge, 就
不用付了。在赞比亚就不用给了，当然，给小费在那里是身份的象征，如果你

特别有钱，想显示自己身份显赫，也是应该给的，而且是越多越好 :) 
 
衣食住行： 
 
非洲赤道上那几个国家温度常年比较高，但夜晚比较冷。大概准备几件短袖

衫，一两件长袖衫，一件挡风防雨的外套，短裤长裤都可能需要，长裙子也能

穿到（当地人很喜欢穿裙子）。一双运动鞋，一定要带一双不怕水的凉鞋或者

拖鞋。Pei 就吃了这个亏，连洗澡都要穿我的将就。如果要游泳还要准备泳衣。

海滩上一般是游客较多的地方，所以穿比基尼没有问题。不过非洲大部分地区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 mm 们即使时髦也要忍一忍，无袖衫和吊带装

就免了吧。 
 
吃的我讲得很多了。值得推荐的也就是 The Carnivore 了，当地饭可以试试

Ugali，一定要尝尝便宜好吃的热带水果。别的嘛，要注意不要乱吃小摊上的东

西，吃水果要削皮，生蔬菜 好躲着点儿。自来水也不能直接喝，要买矿泉水

或者纯净水。 
 
我们一般选择$20-50 的旅馆，都是在Lonely Planet上找来的，发email预定。值

得推荐的有赞比亚Livingston(利云斯顿)的Jollyboys Backpakers 
(http://www.backpackzambia.com/), 完全是给学生设计的，很有学校宿舍的感

觉，喜欢尝试新鲜的可以住草屋，$20 一晚上；还可以住dorm, 10 刀左右一晚

上，也能在里面Camp, 选择多，经济实惠，服务又好。在Watamu的Marijani 
Holiday Resort 也不错，位于渔村的边上，走 2 分钟就到海边。珊瑚石的房子，

很大的一个屋子，我们还有自己的阳台和厨房，才$20 一晚上，不过没有热

水，只能洗冷水澡。Moshi的Key’s Hotel (http://www.btinternet.com/~keys.hotel/) 
出门就能看见乞力马扎罗，不过价格不菲，大概$50 一晚，有免费的早饭(鸡蛋

要另交钱)，而且看起来是给有钱人设计的，出入都是上年纪的旅行者。 
 
如果你要是选择了 camping safari 的话，一定要问好是否包括帐篷，睡袋，垫子

等必备野营用品。一般公司都会给准备的，不过睡袋可能不包括，要另外租。

还有就是枕头一般都没有，娇气的还是自己带一个的好， 
 
在肯尼亚的城里，晚上一定要打车。我们在肯尼亚首都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

机，对我们特别好，所以在内罗毕，几乎他的车成了我们的专车，接送机场，

http://www.btinternet.com/%7Ekeys.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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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劳任怨，很准时，价格也适中，我们在肯尼亚他 信任的就是这个出租车司

机了。从机场到城里大概是要 20 美金，包括小费。从城里到 The Carnivore 来
回 20 美金。坦桑尼亚的城都很小，我们在 Arusha 根本没用到司机，自己在附

近找了家餐馆。而 Moshi 我们打了车，后来发现其实城也就这么大，餐馆也不

远，走走也就到了。不过来回才$4, 也不很高。赞比亚的城里相对治安好一点，

不过从飞机场出来，唯一的方式是打车。从飞机场到卢萨卡城里是大概$20。 
 
长途汽车是往返于各个城市的理想办法。我们从肯尼亚内罗毕机场去坦桑尼亚

的 Arusha 坐的是 Davanu 公司的汽车，因为他们在飞机场有办公室。不过令我

们很失望的是，我们当时买的往返票($60 一人)，回来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

Moshi，竟然不认我们的票，又多交了一次钱。虽然我们在内罗毕辗转拿回来多

收的钱，但心里还是怏怏不快。另一个往返于内罗毕和阿鲁沙的汽车公司叫

Riverside，没试过，不知道服务是不是一样恶劣。 
 
我们已经无数次阐述过坐小巴(minibus, matatu)的痛苦经历，不过尝试一次当地

人的生活方式也很有乐趣。从 Arusha 到 Moshi 的小巴街上到处都是，路途不很

远，价格也便宜(才$1)，可以试一试。在 Arusha 街上招手即停。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长途汽车会停在城里的中央汽车站，不过你稍微多花

点儿钱(顶多一两块，有的公司是免费的)，长途汽车或者小巴都会把你送到你

的旅馆去，所以 doesn’t hurt to ask. 
 
通讯上网： 
 
肯尼亚的街头电话很是奇怪，我们俩稀里糊涂得半天没搞明白到底是怎么 work
的，就没打成电话。后来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没有特意找过电话，好像也没见

到过。倒是在坦桑尼亚的 Ngorongoro 野营地里用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虽然

价格高昂($3.50/minute)，但是和 Lonely Planet 上写的打公共电话价格相当，也

就欣然。T-mobile 的服务真不错，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有信号，赞比亚虽然没

有，但是津巴布韦有，所以在大瀑布照样能打电话，真是神奇。所以出国之前

别忘了开通国际电话服务，兴许什么时候有急事能用上呢。 
 
网吧倒是到处可见。在 Arusha 的 Nazz Hotel 楼下就能上网，大城市街头也时不

时能看见一个 Internet Café。虽然速度不快，但是能在穷乡僻壤有地方上网也算

是不容易。总体来说价格比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网吧便宜，比中国网吧贵。不

过缺点是一般开门晚(10 点以后)，关门早(18 点以前)，在利云斯顿我们就没赶

上过它开门。 
 
必备用品： 
 
1. 防晒霜。SPF 值越高越好， 好还有 PA 一类的阻挡两种紫外线功能。我们用

的是资生堂 Shiseido Anessa SPF50+, PA+++的擦脸(太贵了，一小瓶要 30
刀！)，Wegmans SPF45 擦身上。 
2. 手电。如果去野营的话，手电必备，别忘了带足电池，就不用多说了。 



冬天的旅行 Winter Travels  Yuan Liu @2004 

 42

3. 黄连素和风油精。非洲食物不好说，说不定吃什么就坏了！还有蚊子，防不

胜防。而且据说这两样在非洲卖得很贵，黄连素论片卖，我们去的时候也不知

道，要不说不定能赚一笔。还有创口贴，我在飞机场就划破了手指，结果包扎

了一下就要了我$20!! 如果带了创口贴，心疼 ing… 
4. Zoom 很高的相机和便携式望远镜。对于广阔的草原和遥远的动物，这是必不

可少的。 
5. 墨镜和遮阳帽。遮阳，主要是看起来也比较酷 :P 
6. 水壶或者太空杯。天天要喝水，随身携带没害处. 
7. 这三个国家的电源都是 230v, 50Hz, 而且插头变化奇形怪状，大部分都是英国

巨大那种。所以一定要带上电源转换器和变压器，要不，数码相机没电了，岂

不是什么美景都照不下来了？ 
8. 如果去海边 snorkeling，或者去瀑布淋雨，可以准备个 Wal-Mart 10 块钱的一

次性防水相机，或者买个防水相机套。 
 
要与不要 
 
1. 买东西要划价，而且要使劲划！一个 10 几厘米的木雕不会超过 1 美金，一串

手边的项链大概 2 美金，不知道价钱的先砍到 1/10 再说。不妨先去北京的万通

练习练习吧。 好不要在收信用卡的地方买东西，买东西信念要坚定，否则容

易被宰。 
2. 不要乱给人照相， 好先经过人家同意。虽然现在没什么人认为拍照会照走

灵魂，但是当地有的人很保守，你贸然照了相，对人家不尊重，他也可能会比

较伤心。 
3. 晚上不要在街上乱逛，尤其是内罗毕，很容易遭到抢劫！不过听说现在已经

治理的好多的，但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自己的潜力。所以不管多近， 好都打

车。 
4. 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口袋里不要放硬币。边上的 Security 看见/搜到你的零钱

会找你要小费，不给不合适，只能忍痛…所以还是不放为妙。 
5. 不要渴了再喝水，要有空儿就喝点儿。 
6. 机票一定要 paper ticket. 我们从内罗毕到卢萨卡的机票是 British Airways 的，

只有 E-ticket, 结果飞机取消了，BA 把我们转到了 Kenya Airways 的飞机上。可

Kenya Airways 只收 paper ticket, 结果跑来跑去，多花了钱不少，现在还留了后

遗症呢，哎。 
7. Safari tour和旅馆要提前预订，尤其是旺季。而且Safari 公司水平悬殊，又是

一项不小的花费，定个好点儿的公司，减少上当的几率为妙。 
我们和朋友试过的不错的大公司有：  
Sunny Safaris: http://www.sunnysafaris.com   
Roy Safaris: http://www.roysafaris.com   
Let's Go Travel Safaris: http://www.lets-go-travel.net  
8.  非洲传染病比较多，出来之前一定要把免疫针打全。重要疫苗包括甲肝，黄

热病，伤寒，小儿麻痹（我小时候打过，还是又被补了一针 boost），流脑。出

国前准备好”黄本”(yellow card)，虽然不一定检查的到。其实当地要求的就是黄

热病，不过打全了对自己负责，也不让边境的人抓到把柄。我们是去学校的

Health Center 咨询兼打针的。疟疾没有疫苗，却有药，每天服用的，或者也有

每周服用的。千万不要忘了吃。那儿蚊子真多呀，挂了蚊帐还被咬了一身包。 

http://www.sunnysafaris.com/
http://www.roysafaris.com/
http://www.lets-go-trav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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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一点，当然了，那里艾滋病的比率也是出名的大，该干啥不该干啥就不

用我提醒了吧？ 
 
不是结尾的结尾 
 
前些天在新浪看到一个去澳洲旅游的家伙列举了一堆旅游后遗症，引起了我强

大的共鸣。回来后的一两周，饭也吃不香，书和论文也看不下去，整天没精

神，发呆回想旅游，还有满世界的找哪里有卖 Passion fruit 的。后来好了，不回

想过去了，改成展望未来了，又去书店买了一堆欧洲旅游的书好好学习，这是

我们暑假的目标。 
 
爱上旅游，是慢慢的。在国内其实就很爱玩，大大小小跑过十六个省市自治

区。到了美国，自己开车去旅游实在方便。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的，去去附近

的国家公园，游览一下著名的城市，多则三五日，少则一天，和大家一起野

营，一起烧烤，一起去赌博，一起做过山车。后来发生质变的是那次横跨北

美，在天数上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一共二十一天，从西到东，连美国带加拿大

一锅端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没事的时候就琢磨去哪玩。去非洲就是那个时

候 初提出来的，记得当时提出的未来远景目标还有南极洲什么的，还特地查

了一些资料。可当时是没钱的 under,看着那惊人的旅费只能兴叹。 
 
苦行僧似的研究生上了一年，把该过的重要考试都过了，终于有了喘息的机

会， 重要的，有了点儿钱，一下子就把非洲的距离和我们拉得很近。于是，

从未在美中两国以外自助游的糊涂虫就开始轰轰烈烈的准备这趟非洲之旅。 
 
准备的时间相当的长，有两个月，看书，上网查资料，然后就是订机票，定旅

馆，签证，忙得不亦乐乎。 
 
真正在异国他乡旅游的时间，连加拿大，英国加非洲一共也就二十几天，和横

跨美国相仿。可这次经历的，游览的，品尝的，花费的，却又远比那次有高出

一个数量级。(不知道下一次又会是在什么上飞跃一个数量级，希望不再会是花

钱上了。 :P) 说句实话，自助游真得很累，尤其是去个遥远陌生，并且不很富

裕，没有很多选择的国家。好在语言还通，鼻子底下的嘴多勤快勤快，很多东

西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不过神经一直绷得紧紧地，生怕有什么差错。记得那次

去找 Davanu 公司讨多要的钱，我还没开口呢，同伴就连珠炮似的讲的有情有

理，没见过他那么有逻辑思维能力。看来是担心了一路，琢磨了一路的措辞。

终于到了 后一天，坐飞机倒火车的终于回到家，就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昏睡

了三天三夜(夸张了点儿)，醒来以后第一句话就说：以后还是跟旅行团吧。可

没过两天，又美滋滋查起自助旅行的资料，看来这东西上瘾了，什么都拦不

了。 
 
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精力，值么？我们换回的，可能是一辈子的回忆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