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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熊共舞——阿拉斯加之行 
by Yuan Liu (liuyuaner@hotmail.com) 
 
 
序 
 
去阿拉斯加，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看百万 Caribou 大迁徙，一个是看阿拉斯加棕熊捕鱼。

网上搜索了一番，看 Caribou 大迁徙实在是又贵又不现实，而看棕熊捕鱼，只要时机正确，

动物世界里的场景是几乎百分之百能看到的。这让我一下子有了兴趣，再加上阿拉斯加雪山

冰川的诱惑，于是呼朋唤友，不辞辛苦去看熊！ 
 
 
日程 
 

 
 
Day1, 7/2, arrive Anchorage at 9pm, stay at Arctic hostel,  
Day2, 7/3, drive to Denali National Park (~4 hrs), take campsite shuttle to wonder lake 
campground, hiking around, admire the sunset of Mount McKinley, stay at wonder lake 
campground, http://www.nps.gov/dena/  (national park website) 
Day 3, 7/4, Denali National Park, hike around, take shuttle out, stay at Riley Creek Campsite 
Day 4, 7/5, drive to Valdez (~9 hrs), Worthington Glacier, falls, overlooks, stay at L&L Bed and 
Break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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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7/6, Columbia Glacier Kayaking Trip, stay at L&L Bed and Breakfast 
http://www.anadyradventures.com/day_trips/columbia_glacier.php (tour website)  
Day 6, 7/7, Take ferry to Whittier (5.5 hrs), and drive to Homer (~3 hrs), stay at Homer spit 
campground 
Day 7, 7/8, Half day Halibut fishing trip, drive to Seward (~4hrs), stay at Raven Quest cabin 
http://www.rainbowtours.net/Webpages/Halibut.html (tour website) 
Day 8, 7/9, Hike at Exit Glacier, Kenai Fjord National Park cruise tour 3pm-9pm, glaciers and 
marine animals watch, stay at Raven quest cabin，http://www.nps.gov/kefj/ (national park 
website)，http://www.kenaifjords.com/543.cfm (tour website) 
Day 9, 7/10, Drive to Anchorage, rental car return, fly to Katmai National Park, bear watch, stay at 
Brooks Campground, http://www.nps.gov/katm/ (national park website) 
Day 10, 7/11, Valley of Ten Thousands Smoke tour, bear watch, stay at Brooks Campground 
Day 11, 7/12, Bear watch, fly to King Salmons, fly to Anchorage, then fly back home at 8pm 
 
 
神仙居住的地方 
 

 
 
天气并不是很好，一路上一直云雾蒙蒙的，让人的心里也有些郁郁。Milepost 提到从

Anchorage 开往 Denali National Park 好几个地方都能看到北美 高峰 Mt. McKinley——如果

天气好的话。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云雾缭绕。 
 
Denali 在当地土语里的意思是"the great one"，形容麦金利峰倒是挺贴切。这座山峰虽然海

拔没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但是据称峰顶和地面落差要比珠穆朗玛高，所以理论上来讲，要

比珠穆朗玛峰看起来雄伟一些，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虽然到了 Denali National Park 的时候已

然阳光明媚，雪山山头却仍被层层叠叠的云雾笼罩。Yan mm 是从云贵高原来的，她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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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是被雪山围绕的。她告诉我们，传说里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在山间早食朝露，

暮吸仙霞。如此神圣的地方，怎么是我们凡夫俗子能轻易看到的呢？是的，我曾经到过的非

洲的 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也是如此，平时在云里，只有清晨和傍晚来露出头来让人有机会一

睹芳容。这个神仙的传说实在美妙，让大家呆呆的望着雪山想入非非。当然，我也很不合时

宜的给出科学解释：当太阳渐高后，雪山水汽蒸发形成云，挡住了山头；晚上温度降低到一

定程度，云雾冷凝成水降下来，才可能云开雾散。 
 
放下车，带着大包小包帐篷睡袋登上了前往 Wonder Lake Campground 的 camper bus。我们

一路深入公园，一路欣赏风景。恰逢雪山融水正慢慢汇成小溪，小溪汇成河流。阳光下，相

互交织错落的小河闪闪发光，仿佛铺在大地上弯弯曲曲的丝线。太阳在云朵间躲来躲去，时

而露个头，一道光柱就会从天而降，在空旷的原野上产生很神奇的效果。 
 
这神仙守护的山谷里生存着不少野生动物。我们路上碰到一些，但大都远远的自得其乐。第

一个见到的是三只公的 Dall sheep，我们戏称这是旅程开门红之“三羊开泰”。后来还看到一

群母羊，带着小羊吃草喝水。后来我们发现，羊是 容易发现的动物，白色的点点，特别容

易辨认。可惜没看到 mountain goat，虽然后来在 Seward 坐 cruise 的时候看到了，但是太远

了，看不清楚。分辨 Dall sheep 和 mountain goat 主要的区别是角。Dall sheep 角是弯的，

尤其是公羊，随着年龄的增长，角越来越长，开始打圈， 多能长到一圈半。母的角也弯，

但不是很厉害，很容易和 mountain goat 混。不过 Dall sheep 的角都是棕色的，而 mountain goat
的都是黑色的。 
 
过了 Toklat River 又看到三只棕熊，一大两小在吃草。它们沿着路慢慢走，一点不急，让我

们看个正着。两个小家伙时不时的嬉笑打斗一番，它们的妈妈只自顾自的吃，也不劝劝架。

然后在一个小水塘里看到 beaver 露头。后来才知道，beaver 是水中的建筑师，它们的窝绝

对是专业级别的，工程浩大，据说挡风遮雨，效果一流！没看到 moose 和 caribou，有些悻

悻，郁闷的想，还不如我家门口，那里都能经常看到鹿，千里迢迢跑到这里竟然一条都没有

看到。好在 后回程的时候见到了一只公的 caribou 在孤独的吃草。哎，本来梦想着能看到

一群的，结果很讽刺的让这一只代替了那一百万只。不过总算看到了，没留遗憾。Caribou
是北美驯鹿，是唯一公母都长角的鹿，也是帮着圣诞老人满世界送礼物的那种鹿。我觉得它

的身材极其失衡，不算强壮的身躯架着那么一对又长又重的角，有的时候长的都挡眼睛了。

而 moose 就完全不同了，很庞大的身材，角也十分的好看，不过长了张丑陋的马脸。Moose
其实就是国内说的“四不象”：角似鹿、面似马、蹄似牛、身似驴。在阿拉斯加，这个每个

人都看到若干 moose 的地方，我们竟然和 moose 几次擦肩而过。在快绝望的时候，终于在

Katmai 远远的见到一头母的慢慢的走。是车上的一个美国大叔发现的，他简直是千里眼啊，

在他说了半天之后，我也只能辨认出来那是个黑点而已……后来车开近了些，才发现真的是

moose！顿时对大叔崇拜的五体投地。 
 
一路上颠簸的实在辛苦，可也绝对值得。Wonder Lake campground 依山而建，面朝 Mt. 
McKinley，背对 Wonder Lake，风景绝佳。早有耳闻这里蚊子众多，好在同行的三个伴都是

蚊子钟爱的 B 型血，让我很有安全感。尽管如此，却也防不胜防，这里的蚊子竟然隔着牛

仔裤也能作业，让人佩服。想想也不算奇怪，平时它们都朝那些皮糙肉厚的野牛野鹿下嘴呢，

这层牛仔裤又怎能挡住它们的进攻？ 
 
我们吃好晚饭，安顿好帐篷以后已经晚上十点多。不过天色尚早，于是决定附近转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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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山中的日落。Wonder Lake Campground 附近是没有什么 hiking trail 的。但本来世上就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索性趟着隐隐约约被前人趟过的小道一直往下走，野

草及膝，我们只要绕开一些灌木和松树，倒也不觉得难。脚下是柔软的苔藓和地衣，感觉特

别舒服。只是越走越潮湿，慢慢的有点沼泽地的感觉。我一马当先，不敢怠慢，每一步都走

的很小心，生怕踩进泥潭就出不来了。走下一个小坡，地面越来越湿，前面出现一个很小的

池塘，一只小鸟在塘里跳来跳去，不知道是不是在找食吃。远方的雪山仍然隐藏在厚厚的云

层里，不肯露头，看来今天，神仙们倦了，睡了。尽管如此，平静的水面映着被夕阳染红的

云，远山隐约可见，耳边只有蚊虫嗡嗡的叫。这一片静谧，很惬意。 
 
在帐篷里睡下，觉得天从来没有暗下去过。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莫名奇妙的醒了。懵懂中

打开帐篷的窗，却发现，Mt. McKinley 趁这个四下无人的时候露出了头，在晨曦的太阳光下，

闪闪发光。仍然被云雾包围，它好像个顽皮的孩子，拨开了帘子的一角，偷偷的看着我们。

恐怕若真有神仙住在上边，也是个调皮的孙悟空吧。我不顾一切的蹦出帐篷享受着这一刻美

妙，却被那勤劳的在外守夜班的蚊子叮了好几个包。 
 
 
两个世界 
 

 
 
开往 Valdez 的路很曲折，也很动人。远远近近的雪山冰川常常让人不得不驻足观赏，再加

上蜿蜒曲折的运油管道和大大小小的溪流瀑布点缀在路的两旁，一个小时的路可能要花两个

小时才能走完。而路的尽头就是小镇 Val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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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dez 的夏天格外的美。这个海滨小镇只有横横竖竖几条小街，每条街都很干净。海港停靠

着大大小小的渔船和游艇，背景是美丽的雪山，海风吹来，一阵海鲜的味道。我们到的时候

刚好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在山头，仿佛远在天边，又好似近在眼前。小镇房子都很新，也

很别致。我们住的 Bed and Breakfast 的女主人告诉我们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简直是个

世外桃源。Yan mm 对这个小镇赞不绝口。声称如若不是赶着回去看 Harry Potter，她真想留

在这不走了。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去看看 Princess William Sound 的 Columbia Glacier。 
 
这是我第三次看冰川了，而且是在第三个不同的大陆上。第一次，北欧，冰岛的冰川上，坐

着履带车飞驰，一望无际的雪白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广博的意义。第二次，南美洲，阿根廷的

冰川前，听那冰碎裂的声音听到心碎，在冰川上攀爬，看那蓝莹莹的冰，终于体会到冷漠的

冰也能让人美的窒息。而这一次，在北美的大陆上，阿拉斯加的群山中，我要自己划着小船

去找冰川，那又将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呢？ 
 
我们由导游 Scott 带领准备装备，然后坐船来到 Columbia Glacier 近前。Columbia Glacier 是
以 Columbia University 命名的 (后来我查到 Alaska 还有一个叫 Princeton Glacier 的，可惜没

有看到), 是一个 tidewater glacier，翻译过来就是“入海冰川”，指直接流入大海的冰川。这

种冰川的震撼之处在于冰层和海面相接触，导致冰块破裂入海，形成大片的冰山区域。而

Columbia Glacier 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撤退的极为迅速。Scott 说自 1990 年以来，它已经

退了七英里以上，我们当时站着的地方十几年前还是冰川！冰川后退的时候留下大块大块的

冰，于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冰山成了这里独特的一景，我们早上的行程就是划着小船，在这

片透着蓝光的巨型冰山中穿行。 
 
这是我第一次划 kayak。想当初在冰岛的时候，同行的几个男生一人一个 kayak 在冰海里划，

还翻了好几个。我胆子没那么大，而且当时还不会游泳，就错过了唯一一次划 kayak 的机会。

后来各种地方去的多了，各种船划的也多了，却阴差阳错从没划过 kayak。这次 guide 仔仔

细细给我们讲了怎么划船，掉下水了怎么自救。听得我心虚，这可是冰水混合物啊，掉下去

几分钟就得冻成冰棍了啊！后来发现，这里划 kayak 还是相当安全的，水面很平静，很适合

初学者。 
 
初入冰山的世界，带着些许好奇，些许兴奋，些许紧张。以前只是坐船看过冰山，为其变化

多端的造型和晶莹剔透的质感深深着迷。不过那只是远观，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近

的擦身而过，近的触手可及。每一座冰山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有的身躯庞大，傲然挺立，有

的体型纤小，却婀娜多姿，更有的冰清玉洁，通体散发着纯蓝的光泽，神秘莫测。时不时的，

冰山还会发出清脆的“咔咔”断裂声，回荡在海湾里。远处就是 Columbia Glacier，静悄悄

的伏在连绵的雪山中。漫游在这“冰地雪天”中，仿佛在超现实的艺术作品中沉浮，又仿佛

在恩雅灵动的歌声中荡漾，实在是种很新奇的感受。 
 
下午的行程和上午是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里。如果说上午是在冰天雪地的境遇里，下午就

是在一片山清水秀美景中了。我们划出那一片漂满冰山的湖面，来到了广阔的海面上。这里

的风景和瑞士有相似之处，蓝天、群山、碧水、白云、飞瀑，美丽的田园风光，只缺那么几

幢红顶的小房子。在这样开阔的地方划船，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顺便和 Scott 聊了聊天。 
 
刚刚见到 Scott 的时候，Lan mm 就惊呼：帅哥！Yan mm 也附和：身材真好！可见其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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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魅力的。聊了聊才知道，他从事 kayaking guide 这个工作已经五年。每年都是工作 9-10
个月，然后冬天没事的时候就满世界的转悠。我问他有没有去过中国，他说没有，他问我有

何好玩的，我就胡侃一起，什么喜欢文化可以去看长城兵马俑（还把兵马俑的英文给忘了，

丢脸丢大了），喜欢自然风光可以去新疆西藏，云南四川。后来还发现他竟然也是潜水爱好

者， 喜欢伯利兹的珊瑚礁。难怪这么 fit，超级热爱运动啊。上岸 hike 了一小会，他给我

们指各种长在地上的小植物。他说六月底的时候这里刚刚冰开雪化，短短数日，现在已经开

了不少野花了。这些寒带植物真不容易，就这么短短的几个月，自生自灭，还要传宗接代，

效率很高。阿拉斯加盛产各种莓子，可惜季节稍差，还没开始结果。Scott 指着一小株植物

说是一种捕虫草，我定睛一看，和我曾经的捕蝇草长得一模一样！我就痛心疾首的回忆了一

遍我捕蝇草食蝇过度身亡的故事，换取同情声一片。 
 
很快就划到了终点，实在有点不情愿下去。虽然第一次划 kayak，虽然已经臂酸腰疼，但却

意犹未尽。想着 Scott 竟然能天天在这人间天堂走一番，着实有些嫉妒。他和我，真是仿佛

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一样。 
 
 
渔趣横生 
 

 
 
看到 Homer Spit 的照片的第一眼，我就决定了，一定要去那里 camping！Homer Spit 是一条

狭长的深入大海的半岛。不远处就是为雪白头的群山，甚至还有蓝色的冰川盘踞山上。到了

那里一看，campground 果然就在海滩上，Lan mm 一个劲儿的夸：“很灵的耶～”在海边野

营还是头一次，面朝大海，搭好帐篷，在海涛声和海腥味中酣然入梦，那感觉果然好极了。 
 
有人说 Homer 这个小城，名字很有诗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荷马史诗”。我绝对没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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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浪漫细胞，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滑稽可笑，让人捧腹不止的“Homer Simpson”。无论

怎样，这片被海包围的地方有着“Halibut fishing capital of the world”的美誉，来这里的游

客恐怕一半都是来钓鱼的，另一半就是来吃鱼的。我们来这里是既要钓鱼，又要吃鱼！ 
 
Halibut 就是比目鱼，个头比较大的比目鱼。在它们的世界里，15-40 磅的都是小个头，被称

作“chicken”。虽然按理说“chicken”肉 嫩， 好吃，可是渔夫们还是以能钓上大个头的

为荣。每年都有钓鱼比赛，他们当地叫 Derby，钓上 重的鱼的渔夫有很丰厚的奖励。今年

已经有钓上超过 260 磅的大鱼了，不过这个记录肯定会被打破的。史上被钓上来的 大

Halibut 达 400 多磅，也不知道是怎么扯上来的。Halibut 是扁扁的，习惯在海底下趴着，背

部是深色的保护色，利于抓不辨真伪的小鱼，也能躲避天敌的袭击。 
 
从来没钓过鱼，就这么兴奋而紧张的跟着船出发了。Tour guide 说其实在 Homer 钓鱼并不困

难，难就难在要找到比目鱼栖息的老巢，这就要凭借经验和本事了。很快，船开了一个多小

时就找到了捕鱼的地方，tour guide 介绍了一下鱼杆的用法，我们就开钓。我们船一共有 20
个游客，三个 guide 忙前忙后。刚开始钓鱼还觉得很是新奇有趣，学着 guide 的样子穿鱼饵，

把鱼线扔下去，放线，等待，扯杆，还有板有眼的。后来发现，这在 Homer 钓鱼完全不需

要任何技巧和耐心。把鱼饵扔下去之后五秒钟，扯扯杆吧，有一半的可能性已经有鱼咬钩了。

没有动静的话就再等五秒钟。万一一分钟之后还没有动静，就赶快拉上来看看吧。极有可能

是鱼饵已经被聪明的鱼吃掉了，你还举着空空的鱼杆发呆呢。 
 
这天海里的 drift 很不错，船尾是钓鱼 好的地点。但是由于人多，我们不得不在船头附近

下杆，然后慢慢的按次序移到船尾。很快，不到一分钟，就有人报告说有鱼咬钩了。可惜拽

上来一看，是一条 rock fish。我们的 liscense 一天只能钓两条比目鱼，其他的鱼，无论多大

多好吃，钓到了就会被扔回海里，我们称之“垃圾鱼”。我在钓了一条垃圾鱼，和 N 次被聪

明的鱼戏弄以后，终于时来运转，有一条 halibut 咬钩了。偏巧我的鱼杆比较紧，收线非常

的费劲，我在大家的全力帮助下，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条不走运的家伙拽了上了。

Guide 用网兜把它捞上来，说大概十六七磅吧，让我决定要不要。因为每人只能钓两条，小

鱼一般会被扔回去。但是这可是我这辈子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怎么说也得留个纪念。 
 
这么折腾了一番，所有人都有了收获。当我把 后一条鱼钓上来的时候，已经累的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了。看来这钓鱼还是个力气活呢。终于，起锚返航了。回程的路上，两个 tour guide
施展开庖丁解牛的刀工，刷刷的把鱼肉割下来。剩下的鱼骨头就扔回海里。等候已久的海鸥

就追着我们的船吃现成的，一看就是经验老道，被捕鱼的船惯的肥头大耳的了。上了岸，割

好的鱼肉送入加工厂，装进真空袋，我们就把这战利品用 FedEx overnight 寄回家了。 
 
在回家之后的日子里，除了送给借给我睡袋，帐篷，national park pass 的朋友和借给我时间

的老板，就是红烧，水煮，烧烤，变着花样的入肚。这 Halibut 果然肉质鲜嫩，美味可口。

当然，我 喜欢的还是天津的传统熬鱼做法，如果再就上两个贴饽饽的话，那简直就是只应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美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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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过山车 
 

 
 
我出海看鲸鱼的运气貌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次在加勒比，看到一头很小的座头鲸，只是露

个脊背出来，喷两次水都能引起大家的惊呼。这第二次在阿拉斯加，看到三头座头鲸，一头

比较 shy，头尾都在水里不出来，偶然出水喘口气；另两头更 shy，翻一个跟头，甩甩尾巴

就潜到深海再也不露头了，害得我在海风下等了那么半天。回来看到 fufu 去 Seattle 观鲸看

到的 killer whale 此起彼伏的精彩照片，嫉妒的说不出话来。哼哼，只能争取下次了。 
 
当然，来 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坐 cruise 不光是为了看鲸鱼，据说还能看到很多海洋野

生动物和冰川。可我们的好运气可能都在前几天用光了，到了 Seward 就没见过晴天，雪山

总是藏在一片雾气之中，显得很神秘。游船也差点没坐成，说是天气原因，可能中途返回。

所以他们给我们有几个选择：第二天再坐，退全款，或者随船出发，如果中途返回的话会退

部分款。大家一商量，我们第二天就要去 Katmai 看熊了，实在没有时间折腾。反正已经到

了，不如碰碰运气好了，于是就出发了。 
 
天气很糟，不光是阴云密布，风浪也极大，把船吹的摇摇晃晃的。船长说如果有太多的人晕

船的话就要被迫返航了，只好暗自祈祷自己千万别晕。后来发现，岂止根本没有晕船，这摇

摇晃晃，乘风破浪的游船其实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fun。尤其是穿过一段海峡前往 Holgate 
Glacier 的时候，船被风浪带动的上下摇晃，仿佛过山车一般，甚至比过山车还过瘾！因为

过山车是有轨道的，有一定的规律，而这里的海上航行是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下，不遵循任何

轨道的运动，它的变化多端让人无法预测，无法捉摸，只能跟着船一起上下沉浮。有一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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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由命的感觉，刺激而兴奋。有一阵还狂风卷着暴雨，天阴的可怕，不时的有东西噼里啪啦

的掉到地上，船员也挨个桌子查询是否有人晕船，仿佛天真要塌下来似的。 
 
好不容易穿过了这一片风浪区，船平稳了下来，我们在 Holgate 冰川面前开始享受烤三文鱼

的晚餐。由于阴天，冰川显的格外的蓝，但是没有阳光的照射，总觉得缺少点灵气。在冰川

前呆了很久，冰块大批往下落的情景却没怎么看到，只有几次小规模的，虽然声势很大，但

是看的并不过瘾。据说因为北半球的冰川大部分都在 retreat，而南半球的大部分都在

advance，所以更为活跃。回想当时在阿根廷的冰川前的壮观景象，和这里相比确实不是一

个数量级的。 
 
海洋动物其实看到了不少，海豹，海狮，海獭，各种奇怪的海鸟，puffin, bald eagle, cormorant，
还有白肚皮，黑夹克，外表酷似企鹅，却能飞的挺高的 murre。Killer Whale 没有看到，却

看到一对它的近亲——porpoise，背上长着白色的大斑点，在水中窜来窜去，游的飞快。乍

一看还真以为是 killer whale，只是身材太小，只有两米左右，人家 killer whale 刚生出来的

时候都比它大。虽然这一趟 killer whale 不给我们面子，却着实学了不少它的知识。比如说，

killer whale 其实不是 whale，是属于海豚类的。叫它 killer whale 其实是因为它能捕杀鲸鱼！

看来它其实应该改名叫“whale killer”，中文应该叫“杀鲸豚”才对，呵呵。 
 
回去的路上又坐了一回海上过山车，把人颠的很兴奋。抽空出船舱的时候，看到一位金发大

姐在外面吐的稀里哗啦，痛不欲生，真是可怜。暗自庆幸，看来这海上过山车不是所有人都

有福享受的啊。 
 
 
翻山越岭来看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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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小飞机平稳的停在了 Brooks Lake 上，不远处，一只熊妈妈正带着熊宝宝在湖边悠哉游

哉的散步，被我们看个正着。来之前“到底能不能看到熊”的顾虑扫的一干二净。我们兴奋

的跳下飞机，却马上被哄到 visitor center 去受“看熊”教育。 
 
Katmai National Park 处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要过去必然要坐飞机或者坐船，辗转几

次，颇为破费。而这里每年却吸引着上万的游客。游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法理解那些

花了好几千块钱买摄像仪器来拍熊的渔夫，另一种是无法理解那些化了好几千块钱买渔具来

钓鱼的摄影师。不管别人如何，这里吸引我的就是熊，是那溪边捕鱼的熊，是那带着小熊抓

鱼的熊，是那和人和平共处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下的熊。 
 
这里的熊真多！湖岸边，树林里，小河里，恐怕他们无处不在。我们一行五个人平时都要同

进同出，走在 trail 上必然大声喧哗+唱革命歌曲+摇熊铃。其实说实话，大家都很想近距离

的看看熊，可这么一折腾，人家熊早就远远的就躲开你了，怎么可能看的到呢？但我们又属

于“叶公好龙”型的，看不见熊的时候想看熊，要是熊真来的，肯定一个个吓得哭爹喊娘的。

鉴于此，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路上还是制造点声势的好，等到了 platform 上再看熊不迟。 
 
Katmai 里有两个 platforms，一个在河边，过了桥便是；另一个在要走不到一英里的 Brooks 
Falls 边上，是看熊捕鱼的好地方。上 platform 要经过几道门，熊是上不去的，所以人在上

面就可以比较安心的看熊了。我们第一次过桥的时候有几个渔夫和我们说，桥边有熊活动，

让我们在远处等一会再走。遭遇的第一次“bear jam”很快就 clear 了，我们朝 Brooks Falls
的方向走去，一路无话。先到了 lower platform 就看到人头攒动，快步走到尽头，发现原来

这里有那么多的熊啊！它们站在水中吃鱼捕鱼，怡然自得，丝毫不在意平台上的人群！尤其

是三只小熊，在妈妈的带领下，略显稚嫩的朝鱼扑去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里的熊如此众多在自然界是不多见的。熊不是一种合群的动物，也没有地域性。它们经常

独来独往，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也不在乎。熊和熊之间一直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侵犯。

但是在 Katmai 就不同了，熊之间似乎还能和睦相处，这要归功于年年在这里洄游的三文鱼。 
 
三文鱼的一生可以说神奇而悲壮。它们淡水里生，海水里长，然后又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孵

卵，几天后悄然死去。它们总是成群成群的洄游，甚至可以翻越溪流瀑布。据说，阿拉斯加

的一些三文鱼可以游长达 900 英里，跳跃 7000 英尺的高度到达上游孵卵。是怎么样的毅力，

怎么样的机制让它们能寻根还祖，仍是个不解之谜。不管怎样，三文鱼的到来，给棕熊们带

来了丰盛的大餐。每年熊们五月份从冬眠的洞穴里钻出来饥肠辘辘，体重已经掉了一半，急

需补充营养。这马上就要孵卵的三文鱼富含蛋白质，脂肪，及熊体所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

而且一群一群的，抓起来方便快捷，当然成了棕熊出门在外，居家旅游之必备佳品。 
 
从 lower 走到 upper platform，看到的是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著名的 Brooks 瀑布就在面前，

一米多高的瀑布丝毫挡不住三文鱼奋勇前进的步伐。它们勇敢的翻越着，不在乎一次又一次

的失败。这让熊们很高兴，“鱼啊，你们努力跳吧，我们就在瀑布上面等着，争取跳到我嘴

里啊”。瀑布上方总会站着一两头大熊，摆着大家分外喜爱的 pose——张着嘴等着飞鱼入口。

其实我们发现，在那里等鱼跳上来远远不如在水里扑鱼的效率高，往往等了好半天也不见它

能抓一条上来。岸上的摄影师们这叫一个着急啊，可熊却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耐心的等着

自投罗网的三文鱼——美其名曰“守瀑待鱼”。当然，每每它以优雅的姿势咬住一条苦命的

鱼的时候，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就会不绝于耳，同时还伴有“wow”的惊呼声，恐怕这就是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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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 的熊想要得到的奖励吧。 
 
三文鱼很丰富的时候，每头成年熊每天能捕四五十条鱼。它们吃鱼也颇为讲究，一般先吃鱼

头，然后是鱼籽，再然后把鱼皮撕下来吃掉，这都是脂肪含量 高的地方，对于熊挨过漫漫

寒冬很有好处。如果高兴呢，鱼肉也会吃点，如果不高兴呢，鱼肉就扔掉了，顺水而下，便

宜了等在下游的小熊和海鸥。看的我真是心疼，这么新鲜的生鱼片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这里恐怕是全球也能排上名次的出“动物世界”级照片录像的地方了。看着每个人的装备都

是大炮级的，我新买的相机很是相形见拙。天色暗了下来，“大炮”一个个的撤了，我们恋

恋不舍的待到 后一刻。每天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早上 7 点，platform 都会关闭，公园的 ranger
说这是为了给熊一个宽松的捕鱼环境。我们一步三回头的离开，那种兴奋却挥之不去，大家

快乐的讨论着明天后天还要再来看看。 
 
正当我们走到接近 Brooks Lodge 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一对德国夫妇忽然回过头来朝我们打

手势，让我们慢点，注意左前方。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见一头棕熊慢慢悠悠的从

斜边的岔道上朝我们走来。它和我们做的短短几秒钟对视，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心想，

完了完了。没想到，它却好像把我们当透明人一样，晃晃悠悠的又从另外的岔道走了下去。

虚惊一场！ 
 
钻进电网围着的 campground 以后，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睡在帐篷里，感觉熊就在我

们不远处呼吸，又开心又紧张。梦里，我真的就变成了一只小熊，在草丛里钻出来，和兄弟

姐妹们打成一团，快乐无边。 
 
 
熊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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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 Lisa，已经两岁半了。我们兄妹三个跟着妈妈一直生活在 Katmai National Park，我想，

我这一辈子，都会住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方。 
 
这里，有美丽的湖，每天早上，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在湖边散步，享受温暖的阳光；这里，有

飞奔的小溪，那是我们玩耍的乐园，捕鱼的天堂；这里，有幽静的山谷，据说近百年之前发

生了一场罕见的火山爆发，所以现在山谷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迷人的红色很是壮观。

但是妈妈很少带我们去山谷玩，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鱼，只能像边远的贫困山区的小熊一样吃

草根，啃野果子，不利于我们成长。 
 
我们的妈妈是远近闻名的英雄母亲。一般来说我们熊每胎能生 1-3 个，以双胞胎 为常见。

但是由于疾病，天气，挨饿等等环境条件的影响，能存活到第二年的小熊也就 50%左右。

我们的妈妈不光一气生了我们三个，而且还把我们都养活到了两岁半，简直是所有熊妈妈的

好榜样。我的哥哥叫 Bart，妹妹叫 Maggie， 今年是我们在妈妈身边相守的 后一年了。明

年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自谋生路，所以，妈妈现在在悉心教导我们自力更生，艰苦捕鱼的本

事。 
 
我们熊一般 3 岁离家，5 岁成年，总共能长到 25 岁左右。个头 大的大叔站起来可达 12 英

尺高，重达 2000 磅。别看我们平时走路慢悠悠的，跑起来的速度却也很惊人。我们的奥林

匹克 50 米短跑记录才 3 秒多呢。所以，在方圆几百里，没什么动物不畏惧我们，连大个头

的 moose 和 caribou 也常常成为我们的爪下鬼，盘中餐。当然，我 喜欢吃的还是三文鱼，

新鲜粉嫩，细腻爽口，如果在配上几颗蓝莓，简直是熊间美味。 
 
和我们共同生活在 Katmai 的除了三文鱼，海鸥和小鸭子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两条腿站着的

动物——人。他们真是很奇怪，平时一直站着，我们只有要往远处看的时候才会偶尔站起身，

站久了也觉得挺累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的。有的人也会和我们一起捕鱼，不过他们

不用爪子抓，而是用一根长长的杆子，另一头拴上细细的线就能抓上鱼来，很神奇。妈妈警

告我们说，轻易不要接近人，因为他们有很厉害的武器。隔壁家的小 Ralph 就因为一次好奇

心趋势而接近了一个人，被喷了一脸的毒水，生疼生疼的，还暂时失明了好些日子。好在那

些人从来不主动袭击我们，我们就保持“人不烦我，我不犯人”，倒也相安无事。 
 
在河边捕鱼是我每天 快乐的时光。哥哥总是学的 快，抓鱼水平继承了妈妈的稳准狠。而

且哥哥对我们很好，每次抓了鱼绝不独享，都叫着我和妹妹一起吃。这里的三文鱼真是肥美，

个头又大，我们三个有的时候都吃不下一条鱼，所以就便宜给了下游等待好久的海鸥。 
 
除了吃鱼，我们和喜欢在河里玩。哥哥 淘气，总是找茬和我打架。今天因为我抢了他 喜

欢的三文鱼鱼籽吃，他就不高兴了，过来冲我就是一拳。我也不能示弱，怎么说也是练过女

熊防身术的，躲过他的一拳，反手就给他一掌。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不可开交，水

花四溅。妹妹看着也跃跃欲试，可惜在一旁干着急，根本插不上手。妈妈对我们打架从来不

管的。她的理论是，我们要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打架，小时候多练习对以后有好

处。当然了，我们的争斗到 后往往都是以嬉笑结尾。这次也不例外，哥哥马上又抓了条大

鱼和我分享，说是犒劳我陪他练拳击，呵呵。 
 
妈妈常常带着我们在 lower falls 或者桥边捕鱼，因为 upper falls 是大叔们霸占的地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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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蛮横无理，我们又势单力薄，还是躲的远远的为妙。即使这样，依然防不胜防。今天我

们在桥边玩耍的时候，一个身上长了好大一块黑斑的大叔 Moe 来进犯。要知道，公熊吃小

熊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个 Uncle Moe 就已经骚扰过我们好几次了。他肯定是看上我妈妈

貌美如花，想把我们几个拖油瓶置于死地。我们的妈妈怀有伟大的母爱，怎能忍心看我们吃

亏？所以当看到它入侵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奔到我们面前保护我们。尽管我们妈妈

身材娇小，但在敌人面前却表现的十分勇敢，一直把 Uncle Moe 追出去好远，然后疯狂的冲

他咆哮。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脸，她也毫不在乎。Uncle Moe 终于慢慢的走开了，妈妈退

回到我们身边，警觉的盯着他，只要看他稍有靠近，就气势汹汹的把他赶走。僵持了好一会

儿，Uncle Moe 终于无奈的走开去，警报解除了！我们三个列队，热烈迎接伟大的妈妈胜利

归来。 
 
妈妈经过这么一折腾，实在是有点累了，趴在草丛里开始打盹。我们也乖乖的围在她身边睡

下。如果你当时路过桥边，你会看到三只小熊和一只大熊在夕阳下酣睡，那肯定是一幅极其

动人的画面。 
 
 
为熊所困 
 

 
 
在 Katmai 的 后一天，我们被熊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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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一天就有这个迹象了。早上我们在桥边的 platform 等 bear jam 等了快一个小时，晚上

我们又等了两个小时。回 campground 的小路上还狭路相逢一头大熊，距我们也就五六米。

2N 目相对的时候，仿佛双方都吃了一惊，各自仓皇离开。 刺激的是在 campground 里面洗

漱的时候，我摘隐形眼镜怎么都摘不下来，正在四处借镜子，突然听到“Hay Hay”的喊声

从 campground 门口附近传来，洪亮而急促。紧接着看到两个人急匆匆的走进电网围着的野

营地里，回身刚刚关好铁门，一头熊就紧紧的跟了上来，由于进不了野营地，就从边上蹿了

开去。看样子，是这头熊一路追着这两个人追到这里。再看那两个人已然满脸苍白，气喘吁

吁。有人现场问他们什么感受，他们兴奋的回答：简直太刺激了。我这时也突然明白，原来

这隐形眼镜坚持不被摘下来，是为了让我目睹了这么惊险的一幕啊。 
 
转天起床就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让人浑身不自在。把行李装到手推车上

出了野营地的门，就看到两头熊来者不善的躺在离门十几米的地方。我们小心翼翼的绕过它

们，迎面碰到那对德国夫妇警告我们说，这一路上熊太多，能躲开点就尽量躲开吧，说的我

们胆战心惊的。果然走了没多久，就看到湖边沙滩上躺着一大两小三只熊。我们走的 trail
和沙滩是平行的，中间隔着五六米的距离，虽然有很多树，但是也不足以挡住所有的视线。

熊妈妈很警觉的抬起头，看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我们也很知趣，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在

它们那熊目睽睽下急匆匆的走过去。 
 
到了 Lodge 吃过早饭，以为安全多了，想去河边溜达溜达。谁知道通往河边的 trail 被路障

堵住了，说是有熊出没，闲人免过。这边不能过，我们就去沙滩上逛逛好了。还没走多远，

就看到一堆人挤在那里，原来这边也被 ranger 挡住了，因为前方有熊睡觉，闲人勿扰。这

转来转去，好几个方向都被熊占领了，我们这些游客只能被困在 Lodge 附近。正在无聊的

发呆的时候，突然觉得从 lodge 的木屋方向传来一阵骚动，ranger 们赶所有的游客上到 porch
上面不得下来。心里非常好奇的朝后面一看，可了不得的了，正好看到两头熊在距我二十多

米的地方，一头在爬小木屋，一头在爬木屋旁边的树。此时，我身后的一位大妈吓的满脸苍

白，痛苦的告诉我们，那就是她住的木屋。我听到后面有人安慰她说：“不错啦，你现在没

在屋里呢……” 
 
Ranger 这时全体出动，开车的开车，扛枪的扛枪，吆喝的吆喝，终于，好不容易，把熊赶

出了 lodge 地带，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 ranger 告诉我们，

campground 的电网被熊 break through 了。我和 Lan mm 当时就“啊”的大叫起来，告诉 ranger
我们昨晚还在那里睡觉，刚刚从那里 check out。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在营地里，那将是

一幅怎样的画面啊。Ranger 也心下奇怪，告诉我们今天似乎有点反常，往常也没有这么多

熊在人住的地方出没。我们心里琢磨，肯定是熊们昨天晚上商量好了，要大举反攻人类了。

今天开始缩小包围圈了，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幸好今天下午就要坐小飞机回去了，真是

万幸万幸。 
 
又和 ranger 聊了聊天，也不知怎么就聊到 Timothy Treadwell 了。Tim 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

人物，来之前就知道他来 Katmai 十三年， 后五年拍了很多关于棕熊真实录像，并且到各

地宣传对棕熊的保护。在 2003 年的时候，他和他女友不幸被熊打死吃掉了。之后，德国导

演 Werner Herzog 拍了一部纪念他的纪录片 Grizzly Man，片中很多镜头都是根据他五年来拍

的 100 多小时的镜头编辑而成的。我从阿拉斯加回来以后就找来这部片子看了一遍，让我仿

佛又回到了那风景优美的 Katmai。片子很感人，有一段讲 Tim 以前曾经是个不良少年，还

吸过毒，而让他改变了一生的不是别的，正是那 Katmai 的熊。所以，他用他的一生在爱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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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熊的生命看的比自己的还重要。有一段别人曾经采访他的录像，他发誓说，即使熊威胁

到他的生命，他也绝不会伤熊的一根汗毛的。 所以在我看来，他死于熊掌下是他生命 辉

煌的一部分，是他的善终。Katmai 有一个做关于熊方面 research 的人说他见过一次 Tim，不

过没有深交。他个人不是很喜欢 Tim，觉得他有点古怪，而且他自己 risk 自己的生命也就罢

了，把他女朋友也搭上，实在有点不公平。况且他在 Katmai 的时候屡次 violate 公园的各项

rules，恐怕整个公园的 rangers 都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 
 
这么一折腾，想去瀑布边上和捕鱼的熊告别的计划就泡汤了。同行的几个同伴觉得无聊，干

脆坐在 lounge 里面看起书来。只有我和 Lan mm 依然四处找寻机会中。Lan mm 是绝对的熊

迷，家里 Pooh 一大堆，来阿拉斯加差不多就是来看熊的。我们上窜下跳，跟着一组一组的

人跑来跑去，感觉好像跟熊斗智斗勇打游击，带着既紧张，又兴奋，又有趣的感觉，倒是乐

此不疲。很快，折腾累了，出发的时间也快到了。从碧蓝的湖水上降落，又从这里起飞。远

处的沙滩上一头懒熊在睡觉，就算是代表众熊向我们道别了。抬头看看 Katmai 的太阳，远

处的雪山，和那茂密的针叶林，心想：可爱的熊啊，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这里看你们的！ 
 
 
海鲜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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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 爱吃海鲜，阿拉斯加海产十分丰富，对我来说，好像天堂一样。尤其是刚刚钓上来

的 Salmon 和 Halibut，绝对的新鲜！还有 Oyster 和 King Crab，也是不得不试的美食！只可

惜这里有上好的原料，却没有上好的厨艺。美国人做鱼的方式未免有点单调，我们吃了几次

烤鱼以后就觉得腻了，所以尝试了一些别的。 喜欢的是日式生鱼，每个人都吃的很开心。

还有野味，Caribou 的汉堡香肠什么的，尝个新鲜吧。 郁闷的是 后没有时间尝试俄罗斯

餐，有些遗憾。 
 
Denali National Park  
Black Diamond Grill，Denali national Park 入口北面 10mile 处， Black Diamond Golf Course
边上，版上有人推荐的。点的 grill salmon，味道挺鲜美，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Palmer:  
Noisy Goose Café, Milepost 上推荐的，路过的时候吃了午饭。在 Mile 40.5 处，路北。电话

(907)746-4600。点的 Crab melt 很好吃，有免费的咖啡。当时去的时候顾客盈门，值得推荐！ 
 
Valdez:  
Mai Thai: 泰国餐，Pioneer St. 上，房东推荐的。很便宜，味道一般。Red curry 还可以。 
Mike’s Palace: 意大利和希腊餐，201 N. Harbor Drive, 电话(907)835-2365，也是房东推荐的，

说是当地 好的餐馆。点的 seafood sampler 是用酒制的 sause 做的，味道比较正宗。Gyros, 
greek salad, garlic bread 也都很好吃。据说 Pizza 非常好，不过没试。 
 
Homer: 
Wasabi’s: 日本餐， 在 East End St. 上， 从城中心往东开了大约 4miles，在路南。这是我们

在阿拉斯加吃的 开心的一顿。各种 Sushi 和 sashimi 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新鲜的 salmon 和

halibut 做的 alaska rolls 尤其有特色，还有生蚝也鲜嫩可口。窗外有雪山和冰川，环境十分

怡人。价格比 NJ 便宜。强烈推荐！ 
Land’s End: 4786 Homer Spit Rd, www.endofthespit.com, (907)235-0406。我觉得 Homer 这两家

餐馆都十分不错。这家在 Homer Spit 尽头，窗外能看见很多挥杆钓鱼的人。我点了 Clam 
Chower 和 Alaska King Crab，很鲜美，推荐。 
 
Seward:  
Marina Café: 4th ave 北边 harbor 附近，吃了 rockfish and chips，还行。还尝了 Caribou 和 Musk 
Ox 的 burger，前者肉比较细，后者很粗，别的也没觉得和 hamburger 有什么区别。同行的

一个 mm 还很仔细的问清楚人家用的是圈养的动物而不是野生的才放心大胆的吃，呵呵。 
Crab Pot: 3rd& Adams, (907)224-2200，据说 king crab 不错，可惜大家都没有什么吃海鲜的胃

口了，我点了 clam 的 linguini，味道还行，clam 很多，也很好吃，只是 cheese 味重了点。

竟然还有中国式的面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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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 
 

 
 
行 
 
阿拉斯加 好的旅游季节是 6-8 月，也是 贵的季节。在我看来，九月天气开始转冷，不再

是旺季，红叶、黄叶开始出现，还有可能看到极光，应该算是 好的季节了。 
 
游览阿拉斯加可以选择自己开车，坐火车，或者坐游轮的方式。第一种更 adventurous, 第二

种比较休闲，不过可能不太方便， 后一种 舒适，不过很多内陆景色不容易看到。Princess 
Cruise 有自己的 lodge 和火车， 提供结合了 cruise 和火车的旅游方式，在几个 cruise 公司里

别具一格。 
 
我的机票是从 United 换的，用了 25,000 miles。旺季在阿拉斯租车很贵。很多人都觉得 SUV
比较重要，我们就在 Hertz 租了个 full size，也没有任何问题。公路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就

一条道，几乎不会走丢。 
 
很 多 海 港 之 间 有 渡 轮 ， 我 们 做 了 从 Valdez 到 Whittier 的 ， 船 票 在

http://www.dot.state.ak.us/amhs/index.html 预订，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车也要买票，按大小

收钱，比人还贵。上了船以后就不能再进车了，所以有什么东西需要用一定要随身带着。如

果有 Camping 用的燃气要上报，交给工作人员储存。下船的时候再取回来。船上有专业人

员讲各种知识，还给我们看什么 sea otter 的毛，狐狸皮，磷虾，ice worm，开眼界了。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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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七月份的平均温度是华氏 45-70。这里温差很大，有太阳晒的地方很暖和，穿个短

袖衫足以。下雨刮风的时候挺冷，尤其是在海上的时候，要多穿几层。外套 好是防水的，

因为天气变化无常，刚还艳阳高照，一会就能大雨瓢泼。 
 
出门必备：驱蚊用品，mosquito net，墨镜，防晒霜，雨衣，望远镜，熊铃(bear bell) 
 
住 
 
Anchorage: Arctic Hostel, http://www.arcticadventurehostel.com/ 337 W. 33rd Ave., Anchorage 
AK 99503, USA, +1 (907) 562-5700。 屋子有点旧，也不大。Owner 不错，把我们的 reservation 
messed up 了，退了一半钱，还送我们冰淇凌吃。有一台电脑，可以免费上网。 
 
Denali National Park:  
Wonder Lake Campground, 坐 camper bus 进去的。看别的 backpacker 都是每人背一个大包，

很 professional 的样子，我们几个每人又背又拖又拉的，好狼狈啊。风景绝佳，就在 Mt. 
McKinley 脚下，看日出日落，非常壮丽。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绝对推荐。蚊子当然也

是绝对的多，而且能隔着牛仔裤偷袭，防不胜防。只有 28 个 site，每个 site 仅限一个帐篷，

多四个人。旺季一定要提前预约。 
Riley Creek Campground，就在公园门口，附近有火车道，远不如 Wonder Lake 幽静，就图

个方便吧。 
 
Valdez: L&L Bed and Breakfast, http://www.lnlalaska.com/ 533 West Hanagita Street, Valdez, 
Alaska 99686, (907) 835-4447。很值得推荐的地方，屋子很大，布置的挺漂亮。客厅很舒适。

有洗衣机和 wireless internet。Owner 人很好，给我们推荐餐馆什么的。只是早饭一般般。 
 
Homer Spit Campground, 4535 Homer Spit Road, Homer, Alaska 99603, (907) 235-8206。住在海

边，雪山下，很酷的地方。海边风挺大，我们用石头固定帐篷，挺管用。据旁边 camping
的人说，前几天他们看到一个帐篷顺着风就飞过来了…… 
 
Seward: Raven Quest Cabin, http://taylormaidfishingcharters.com/ , 33104 Stoney Creek, Seward, 
AK, (907)2248417，上下两层的小木屋，在 Seward 北边 6 miles 的地方，一片小树林里。房

东和我们介绍说附近有很多野生动物，我们按照她的指点看了 salmon run，和一个白头鹰的

窝，可惜没看到传说中的 moose 母子。我用的 http://www.alaskasview.com/的 service 预约的，

还不错，回应很迅速，推荐一下。 
 
Katmai National Park：请参见看熊攻略。 
 
其他 
 
通讯：大部分城市都有手机信号，主要公路沿途也有。T-mobile 是漫游成 Cellular One 的。

国家公园类大部分地方都没有，但是有 Pay Phone。 阿拉斯加时间比美国东部时间慢四个小

时。 
参考书：这次我没有买 Lonely Planet，而是买了一本 Milepost (http://www.themilepos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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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书啊，八百页，16 开的，全部彩页，可惜重了点。我在 Amazon 上买的，21 块，其

实阿拉斯加里的 grocery store 都卖，也就 20 块钱左右。里面是按每条主干路每 mile 都有什

么东西写的，包括加油站，饭馆，景点什么的，甚至还有在哪有超车 lane 等信息，非常详

细。值得推荐，美中不足是餐馆和旅馆信息不够 organized，而且很多广告，良莠不分。 
The Great Alaskan TourSaver (http://www.toursaver.com/ )：非常划算的 buy one get one free 
coupon book。一本 99，却能省远远大于 99 的钱，前提是两个人就伴出行。一定要早买早预

约。 
 
My Favorites 
 

喜欢的地方是 Katmai National Park 
喜欢的城市是 Valdez 
喜欢的 tour 是 Columbia Glacier Kayaking 
喜欢的住宿是 L&L bed and breakfast 
喜欢的餐馆是 Homer 的 Wasabi’s。 
遗憾：没有时间爬那个著名的 Harding Icefield Hiking trial。不过如果要去的话，肯定会被

Yan mm 狂赞，被 Lan mm 狂扁…… 
 
 
Katmai 看熊攻略 
 

 
 
在阿拉斯加，看熊 好的地方当之无愧是 Katmai National Park (http://www.nps.gov/katm/ )。
这个国家公园没有陆路进入，只能乘船或者飞机。可以一日游，从 Anchorage 或者 Homer
出发，大概 560 美元一个人 (http://www.katmailand.com/bear-viewing/packages.html#daytr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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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自己从 Anchorage (ANC)做 Alaska airline 的飞机飞到 King Salmons (AKN)，然后做水

上小飞机到 Katmai Brooks Camp，然后在那里住几天。Alaska airline 的机票可以在

www.alaskaair.com 上定。三月份的时候我查七月的往返机票(ANC-AKN)大概 320 块钱，后

来四月就涨到 395，太郁闷了。所以一定要早预约啊！机票也可以用 Alaska airline 的 15,000 
miles 换， 如果有 Saturday night stay 的话，也可以用 Continental 的 20,000 miles 换。水上

小飞机可以在 www.katmailand.com 预订，172 一人。 
 
园子里设施有限，有仅限 40 人的 campground 和 30 多间 lodge，据说 lodge 要提前半年预约，

campground 也 好提前两个月。我是提前三个月打电话预约的 campground。Lodge 很贵，

起码上百美金一天一人，还得 2-4 人一屋, 在 http://www.katmailand.com/lodging/ 预约。

Camping 就 便 宜 多 了 ， 8 块 钱 一 天 每 人 ， 在

http://www.nps.gov/katm/planyourvisit/plyovicamp.htm 预约。Campground 用电网围了起来，

貌似很安全，其实 后一天我们听说，电网被一只熊 break through 了…… 除了住 lodge 和

campground 外，还可以 backcountry camping。不过这个有点危险，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不

建议采用。 
 
说说看熊的时机问题。Katmai 从六月份开到九月份，而看熊 好的时间是七月和九月。七

月份的时候三文鱼沿着Brooks River洄游，大量熊集中在Brooks Camp附近，尤其是在Brooks 
Falls 能看到著名的熊站在瀑布边用嘴抓鱼的场景。九月份的时候，三文鱼孵完卵，集体死

亡，死鱼活鱼都顺水而下，熊们又集中在 Brooks River 下游附近抓鱼吃了。 
 
Brooks Lodge 提供一日三餐，buffet style，早午晚饭分别是 13/19/29 块钱。也可以自己带吃

的，campground 有固定的地方可以烧饭，也有燃气卖。Campground 里有卫生间和 food 
storage，lodge 的公共卫生间里有 shower。 
 
熊真的是遍地都是，走到哪都能看到熊的身影。不过它们食物异常丰富，犯不着和人过不去，

所以还算安全。历史上在 Katmai 被熊打死的只有两个人，还是著名的不要命的 Treadwell
和他女朋友。他们的故事在纪录片“Grizzly Man”里讲过。一上岛要做一个 Bear Safety 
Orientation。有关 Bear Safety，也可以参考 
http://www.nps.gov/katm/planyourvisit/upload/bearsafe-2.pdf 。 
 
Katmai National Park 除了看熊之外，还有个 Valley of 10,000 Smokes tour。在这里，1912 年

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火山爆发，据说几个月后，连澳大利亚的上空都漂浮着这里喷

出来的火山灰。后来，五十年代的时候，地表运动仍然很剧烈，有很多蒸汽冒出，一片火焰

山似的，就起名字叫 Valley of 10,000 Smokes 了。可惜现在时过境迁，当时的情景已经看不

到了，只有红色的火山灰还留在这里。我们的 tour 是开车一个多小时，走一个多小时下到

山谷看火山灰，层状地貌，海螺化石，火山石等等。虽说有些情趣，但我觉得和看熊比起来

无聊多了。有 buy one get one free 的 coupon，还算值。 
 

后提一句“Bear Jam”。七月和九月的时候，很多熊会出没在去 Brooks Falls 的必经之处

bridge 附近。本着离熊 50 码，离带熊宝宝的熊 100 码的原则，bridge 经常被关闭。我们曾

经在晚饭附近挡在河对岸两个多小时不能过桥。由于 hiking 的时候不能带除水以外的任何

食物，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据说“bear jam” 厉害的时候可能被挡 16 个小时，那简直太悲

惨了……所以一定要留出充足的时间，尤其是返程的时候，别错过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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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Clap for Alaska 

 
 
从阿拉斯加回来，小熊的身影一直在脑中萦绕。和朋友聊天都离不开一个“熊”字。一个朋

友抱怨说：怪不得这两天在股市上总是赔钱呢。我内疚的想，下次应该找个地方看看牛去…… 
 
坐在飞机上就开始胡思乱想。窗外的美景那么遥远，却又如此真实。每个人都觉得阿拉斯加

美，可这美感从何而来呢？熊呢？它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是否觉得这里美丽呢？它们是

否会对这里产生感情？是否会对这里有依恋？这种美，是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不是大脑里面

固定的一道程序？如果不是，为什么每个人对美的体验都很相似？如果是，我们为什么有这

道程序？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书上说，熊是一种没有什么感情的动物。它们整天吃了睡，睡了吃，妈妈照顾宝宝两三年就

撒手不管了。它们是很 anti-social 的动物，不合群，独来独往。并且公熊和母熊之间也没有

什么特殊的 connection。在它们的世界里，交流和感情是绝对的奢侈品。而人却是截然不同

的动物，我们拥有了无比丰富的感情。有情有义，谈情说爱，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

的了；然而感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爱和幸福，同时，背信弃义，生离死别，也一样充

斥这我们的生活。大自然赐予我们爱的能力，也同样赐予了恨；它让我们能沉浸鱼有情有爱

的幸福快乐中，也必须要饱尝生死离别的撕心裂肺。感情又从何而来呢？我总觉得，是因为

我们是 social 的动物，在不断的交流中，感情使得整个种群能更好的生存发展，因而，感情

应该是 social 动物进化的一种必然产物。感情对个人来说，带给我们喜忧参半，而对整个社

会却起着绝对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感情，没有社交，我们也许就像熊那样孤零零的生活了，

人类社会也就不会存在。 
 
回来以后，Lan mm 整天念道，她爱死这些小熊了。我嘲笑她说，它们对你也没有感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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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它们做什么？她很认真的答道：“它们有的！它们很乖的！”想想看，“子非鱼，焉知鱼之

乐？”尽管我们对动物行为研究的很深入了，但是对低等动物的思维和想法，我们仍然只能

是猜测。尽管我们的大脑要比它们的复杂的多，语言中枢和逻辑思维能力都非常发达，但是

对于低等智能动物，我们仍然无法透彻理解它们的想法。我们只能进行观察，并且用自己的

思维方式去推测它们的想法。然而，它们行为处事的方法可能和我们大相径庭，它们真正的

想法和感受可能我们根本无法触及，这真是让人，作为这个星球上 高等的动物，觉得有点

悲哀。 
 
也不知道熊看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眼光。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从非洲蹬羚眼中的惊慌失措到猎豹的咄咄逼人，从鳄鱼的目不转睛到棕熊的漠不关心，我们

在动物的世界里究竟是一样什么样的地位？是一个什么样形象？也许我们根本不该以大自

然的主宰者自居。当我们和动物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眼中它们的形象，也许就是它们眼中我

们的样子。我们本来就没有区别，也不应该有区别。 
 
阿拉斯加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远，而旅途的一点一滴却依然在我心里。 
Clap for Alaska，感谢它带给我如此大气而秀美的景色，令人留恋忘返； 
Clap for Alaska，感谢它带给我如此美味的阿拉斯加蟹和各种鲜嫩的活鱼； 
Clap for Alaska，感谢它带给我写毕业论文前的一份轻松，快乐，和享受； 
Clap for Alaska，感谢它带给我对生命，对人类，对动物，和对世界的思考； 
Let’s clap for Alaska! 
 
 
 
 

 
后感谢我的旅伴们陪我度过这段难忘的时光，可以去她们的 blog 上看看她们笔下的阿拉

斯加哦！ 
http://supergirl0225.spaces.live.com/ 
http://yycuirouschild.spaces.live.com/ 
http://zhaozhaoum.spaces.live.com/ 
 
另，“Clap for Alaska”出自 the Simpsons Movi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h6RwWQae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