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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加勒比海蓝”，也喜欢上 enya。她那轻柔灵动的音乐充满着神秘和忧

郁，也给我的加勒比带来凄美的蓝。于是，在这样一个没有返美签证的冬天，我们决定去看

看加勒比的海。 
 
 
日程 
1/22 San Juan(圣胡安), Puerto Rico(波多黎各), 上船 
1/23 Casa de Campo,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骑马,   
1/24 At sea 
1/25 Bridgetown, Barbados(巴巴多斯), Best of Barbados Tour  
1/26 St. Georges, Grenada(格林那达), 出海观鲸, Spice Market, City Tour 
1/27 St. John's, Antigua and Barbuda (安提瓜和巴布达), Eli’s Eco Tour 
1/28 Charlotte Amalie, U.S. Virgin Islands(美属维京群岛), St. John 
1/29 San Juan, Puerto Rico, 上岸，Old San Juan, Caribbean National Rain Forest (加勒比国家雨

林), Vieques Island Bioluminescent Bay (生物荧光海湾) 
1/30 Arecibo Observatory (阿雷西博天文台), Old San Juan 

 
 
 
同行 
Pei dd 
Lan mm: 一高个 mm, 上海人，一行总教我们说点儿”yi gang”之类的上海话 
Yue mm: 另一高个 mm, 天津人，和我老乡加校友。 
和他们仨 1.80m 在一块，我的颈部肌肉锻炼很多。 
 
 
选船一波三折 
 
加勒比岛多, 旅馆贵, 坐 cruise 几乎就成了 佳选择. 在网上读过了不少 review, 后，我们

的目光落在了 Celebrity, Princess, 和 Holland America 三个公司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吃得比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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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路线。1 月底，旺季已过，而学校恰好放一周的假，我们

就打算坐一个 7 天的游船。开始的时候，看中了西加勒比线，因为对玛雅文化向往已久。查

了半天，三个公司里只有 Princess 一条船比较合适，途经 Mexico, Grand Cayman, Berlize。
快到订船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 F1 visa revalidation 的条款，郁闷的发现 Berlinze 不属于

visa revalidation 的加勒比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有着不让回美国的危险。所以迫不得已，改船。

又看了一堆西加勒比的船，要不时间不合适，要不路线不合适，要不公司不合适，到 后也

没有决定。 
 
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Celebrity 的一则广告让我们重燃希望：Cirque Du Soleil 将于 12 月和

Celebrity 联袂！作为 Cirque Du Soleil 的大 Fans, 我们赶快查了一下船期，发现这第一艘载

有 Cirque Du Soleil 的船 Constellation(星座号)是南加勒比一线，从 Peuto Rico 的 San Juan 出

发，经过 Dominican Republican, Antigua, Grenada, Barbados, US Virgin Islands, 所有国家在 F1 
visa revalidation 范围内. 更神奇的是, 共 7 天，恰好符合我们的假期！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我们决定选择这艘船！ 
 
然后就是找代理,订船! 先是打了一圈纽约华人公司,要不就是刚刚停止加勒比游船的业务,
要不就是没有Celebrity, 要不就是声明不做F1 的生意. 后来, 去AAA取加勒比tourbook的时

候特意打听了一下,发现AAA的价格比网上的低不少, 万分欣喜,不过后来发现当天恰好赶上

大减价. 后Pei在http://www.cruisecompete.com/ 上发了一条quote request, 一堆agent竞相回

复. 可他们给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原来, Celebrity不让agent随意降价. 我们选中

了一家免费提供每人$100 保险的代理, 省点儿算点儿吧, 就这个了. 船订下来后, 接下来是

机票和excursion. 本以为飞往Peuto Rico的飞机会贵得不得了, 没想到, 找到Delta有含税 220
往返的好价格, 简直和飞一趟佛州没有什么区别.  
 
 
没签证有惊无险 
 
没想到临出门才打印的官方条款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关于官方文件,我打印了两个:  
Section 41.112(d) of 22 CFR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waisidx_02/22cfrv1_02.html)  
和 Section 286.1 of 8 CFR    
(http://uscis.gov/lpBin/lpext.dll/inserts/slb/slb-1/slb-9985/slb-27839/slb-27864?f=templates&fn=d
ocument-frame.htm#slb-8cfrsec2861) 
前一个是关于 F1 过期的签证可以 revalidate 的,后一个有”adjacent islands”的定义. 
 
上船的时候, 就遭到盘查半天. 我们仔细的给船上负责外国人证件的官员解释半天, 他打了

一大通电话, 还借走我们的官方资料复印了一份, 仔仔细细看了半天 I-20, 才放我们过去. 
Cruise 的船员态度倒是真不错, 一个劲的道歉说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 他想确定我们能回美

国.  
 
在美属维京群岛入关的时候, 移民局官员那里又碰了钉子. 拿回护照过关的时候发现 I-94 已

经被撕掉换了一张. 给官员看证件, 一开始, 他并没有看出来, 还笑嘻嘻的问我: 你多大了? 
怎么这么小就读博士了? 后来都盖了个戳, 才发现我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我又是一通解释, 
加上官方文件说明. 他不明所以, 叫来一位年纪大些的官员读文件. 那位大妈读了半天,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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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说, 好像他们是可以进境. 于是, 我们就被放了进来. 顺便说一下, 同行的一位 mm 的签

证还有一次有效 entry, 被划掉了. 看来他们遇到 F1 的情况实在少, 以后出行官方文件一定

要不离手. 
 
护照交给船上保管, 天天手里拿着船卡和驾照下船玩, 和美国人也没啥区别. 所以我们一个

小岛签证也没办,没有任何麻烦. 
 
 
从八度到八十度 
 
纽约，八度的凌晨，暴风雪的前夜。由于是一大早的飞机，不得不凌晨三点就从家里出发。

冷得要死，又忘了带手套，从停车场到 JFK Airtrain 的不到 200 米的路上，拉着箱子的手已

经冻得通红。放下箱子了都还不太听使唤，好久才慢慢恢复知觉。 
 
而五个小时以后，飞机上一觉醒来，我们已然置身加勒比海上空。一眼望去，蔚蓝的海水异

常平静，天空飘着的几朵白云把海水点 的纯净又浪漫。很快，飞机飞到波多黎各的首府

San Juan，这座依海而建的城市。蓝天，碧海，高楼，弯路，煞是美丽！高高的，我们就看

到停泊在港口的 Constellation, 一阵兴奋！San Juan 当天的气温有八十多度，一下飞机，热

浪袭来，想想刚刚好像还在纽约机场受苦受寒，这里俨然是换了一个世界！连机长都赞叹，

纽约下午就要下暴风雪，而我们却飞到了热带，大家的旅行计划真是明智至极。 
 
波多黎各像个大熔炉，白的进去，烤的红通通的出来。机场里，满眼望去，白白嫩嫩的，一

件一件开始脱衣服的都是刚到的游客，一准儿满脸的笑容。而那些晒得发红发黑的，一件一

件棉袄准备穿起来的都是要离开的，肯定是满脸的不舍。想想看，一周后，我们要重回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下了飞机直奔港口，一眼就看到 Constellation 在那里乖乖的等着我们。Constellation 是美丽

的，蓝白相间的设计让人心旷神怡。未来的七天我们将在这上面度过，加勒比海，我们来了！ 
 
 
世界第一的游轮 
 
Constellation 排名世界第一，我们是买了船票以后才知道的。 
 
Condé Nast Traveler 的读者每年都要给世界上的 Cruise 排排名, 排名是根据航程，服务，设

计，饮食，和活动综合评定的。Celebrity 的七艘 1500 乘客以上的巨轮在 2004 年一举全部进

入大型游轮前十名，其中，Constellation 排名第一。 
 
当时买票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 Constellation 的行程安排不错，符合我们的时间，价钱也很

便宜，网上 review 说吃得不错，就买了票. 没想到我们竟然撞了狗 X 运，第一次 cruising 就

选上了排名第一的游船，不知道是不是会被 spoiled 坏了。 
 
Constellation 的设计大概和其他游轮差别不是很大，大堂，商店，赌场，画廊，图书馆，电

脑房，音乐厅，酒吧，美容中心，运动馆，游戏厅，篮球场一应俱全。甲板顶上是露天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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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和桑拿池，边上的太阳椅总是人满为患。两层的剧场和 San Marco 餐厅分置四五层的船

头和船尾，还有 N 多小餐厅，Bar 零零散散分布在船上。值得一提的是, 室内有个 Therapeutic 
pool, 一大两小三个热池, 都是只允许 18 岁以上的大人享用.池子正上方是天窗, 晚上泡 Spa
的时候, 能看到满天的繁星. 还有网吧, 贵是贵了点儿,75c 一分钟的 internet. 不过想象一下, 
面朝大海发 email, 要多 cool, 有多 cool . 我们上网的时候像打仗,噼里啪啦不过五分钟完成

任务. 转头一看,竟然有人用 aol 聊天,真是奢侈糜烂到极点! 网吧里还有 webcam, 我们那时

候在里面的样子还一直被保存在网上. 
http://www.celebrityatsea.com/index.aspx?Value=8&Loc=CC3 
 
Constellation 有 11 层, 长 300 多米, 重 9 万吨, 高时速 24 海里. 可容纳 1950 游客,船员达

999 名,所以平均来说,每两个人就有以专职船员来服务.船虽大,人虽多,但一点儿不觉得拥挤, 
没有什么时刻能让我意识到同时和近 3000 人在一条船上.我们住的是第六层，Penhouse Deck
的 Ocean View Cabin. 我们这层没有 Inside Cabin, 穷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几个住只有窗户的

屋子。其他的都是富人， 差的是有 Balcony 的屋子，而且全船 好的两个大包间也在我们

这一层，两套房间占了整个船尾，里面甚至还有厨房，餐厅和客厅。而我们，拥有一间能看

见大海和星斗的小屋，能在每天的枕边吃到一颗别致的酒心巧克力，就已经颇为满足了。 
 
上船的一杯欢迎香槟已经让我陶醉，而船员那热情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更让我有些飘飘然。

这让我想起 Celebrity Cruise 的一条广告，一对普通的老夫妇开始一天的工作，满脑子却想

着：几天前，我们还是国王和皇后，我们每天早上能看到温暖的太阳和带着露水的鲜花，每

天杯光酒影，推杯换盏，每天有人伺候我们吃，伺候我们喝，是怎样的奢侈糜烂啊！原来，

他们刚从 Celebrity Cruise 上下来，一时还适应不了日常的生活。在这里，我真地感到自己

就是王子公主，受到的是无比的尊敬和至高的服务。几乎所有的船员见到我们都会亲切的微

笑问好，尤其是给我们打扫房间的 gg, 笑得那么灿烂。有几次我回房碰到他，他马上赶到我

前面给我开门，我那儿受到过这种绅士风度的服务？感动死了， 后多给了他些小费。据说，

船员的服务质量高是 Celebrity Cruise 与众不同的地方。亲身体会到这种当上帝的感觉, 真
是名副其实.大概这也是很多游客坐了 Celebrity Cruise line 的游轮以后就不想再坐别的公司

的船的原因了吧. 
 
我们的 waitress 来自波兰,她的助手来自马来西亚, 他们的上司来自南非. 有一天介绍船上高

级职员的时候, 发现船长来自希腊, 大厨来自法国, 其他的更是来自加拿大, 东欧, 五花八

门的地方. 游轮俨然一个小世界, 只可惜没有看到中国的船员,略微有些失望.坐游轮的游客

虽然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可也有不少来自欧洲, 南美, 甚至澳大利亚的. 第一天 show 之前, 
船上的来自美国的 host 询问大家来自何处,他几乎问到了所有的地方,就是没有问到亚洲. 于
是第二天我们碰到他的时候给他提意见, 他连忙道歉,并且说, 以前只有从香港或者新加坡

来玩的, 见到中国大陆来的还真是头一遭.确实,后来一直在船上没有见过说中文的.倒是有两

个韩国老太太和一个韩国老爷爷(不知道这是什么搭配), 还有一对亚裔 couple,可惜只说英文. 
无论游客从哪里来,无论年老还是年少, 整个游轮游客素质感觉比普通人高一个档次. 在船

上还不很觉得 ,下了船之后我们又参加了一个 tour, 吵吵闹闹的船舱让人极其怀念

Constellation 优雅的环境. 
 
船行七天,我们平均每天 8 小时下船玩,8 小时在船上吃,2 小时在换衣服,只有 6 个小时睡觉.
虽然过着看起来悠闲的日子,可每天仍然像在赶场,吃饭,看 show,泡 spa, 购物, 忙得不亦乐乎.
下船的时候,我们的行李号码被 后叫到,我们也算是 后一批离开的游客.很自恋的想,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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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也不舍得我们吧. 
 
注: Condé Nast Traveler 2004 Cruise 排名, 不一定权威,但总能参考参考. 
http://www.concierge.com/cntraveler/lists/cruiseships04/large 
 
 
且说船上的吃 1 
 
开始说吃，我又该口水吧嗒了。 
 
船上吃得真好，尤其 Celebrity 又以好吃为名！其实，也不是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只是

天天吃，顿顿吃，随便吃，一天五顿这么吃，是从来没有过的。难怪第一天船上的 Host 就
提醒我们说，平均来说坐 cruise 的人会一天长一磅，也难怪介绍船员时，当介绍到总管大厨

和”either love to hate, or hate to love”的比利时甜点师傅的时候，所有游客都对他们报以 热

烈的掌声。 
 
坐过 cruise 的都知道，一般来说，船上会有 24 小时供应的咖啡点心和 room service. 一条船

也至少有一个主餐厅，一个 buffet 餐厅。Constellation 也不例外，它的餐厅有： 
 Seaside cafe: 主要的 buffet 厅，早午晚三餐都有。我们的午餐几乎都在这里解决，每

天都有不同的 style, 喜欢意大利 style 的，tiramisu 不错。早餐有松子和 croissant 吃，

还有煮鸡蛋都与众不同. 
 Seaside Grill: 平常供应汉堡，薯条，热狗，比萨等，早餐有人给做 waffle 和 omelet。 
 Casual Dining Boulevard:  6 点以后是我们 喜欢的 Sushi Bar, 烤鳗鱼极其好吃！船尾

有个 outdoor 的大阳台，每晚看着 
 Aqua spa café: 非常精致好吃的健康食品。只是量太少了，每次拿四五盘总觉得有损淑

女形象。那儿的鸡饭味道十分鲜美，推荐一下。 
 San Marco: 主餐厅。早午晚餐都是有侍者服务的。晚餐分为 6pm 和 8:30pm 两个 seating. 

我们订了每晚 8:30 的 late seating. 因为我们每天几乎都是 5:30pm 才上船，这样就有时

间收拾东西，梳洗打扮了。 
 Ocean Liner: specialty restaurant. 且待我稍后再来讲它。 

 
每天，我们的五顿饭大概就是 seaside buffet早餐，seaside buffet或岸上午餐，6pm sushi, 8:30pm
晚餐，再加上 late night buffet. 
 
San Marco 跨两层楼，布置很是大气，它可容纳 1200 人就餐，还有乐队演奏伴君进食。我

们四个人一桌，就能开开心心的讲中文了。讲究的餐具一桌子，每人四把叉， 三把刀，三

把勺， 两个杯子，如果点儿菜有特殊需要，侍者会酌情添加。桌上还有鲜花和蜡烛交替出

现。我们的主 waitress 是荷兰人，负责点菜，推荐，上菜什么的，主要是和游客沟通。看着

她一个人能扛 10 几大盘子东西，真是佩服。她会给我们讲解菜肴的好坏，她是否喜欢等等。

副 waiter 是马来西亚人，很腼腆老实的一个小伙子，负责添面包，冰水，加 sauce 什么的。

不太爱说话，但人很勤快。每天晚餐都有 5 道：appetizer(开胃菜), soup(汤), salad(色拉), 
entrée(主菜), 和 dessert(甜点)。每天每样大概有四种以上选择，其实你可以随便挑，吃四个

appetizer 也无所谓。只是我们的胃口里装着五道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我 喜欢各式各样的开胃菜和甜点，挑几样点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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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tizer:  法式锔蜗牛，香嫩可口，实属佳品 
香菇布丁，很精致，也很好吃 
春卷，还蛮有中国春卷的味道 
熏三文鱼，很嫩 
越南式虾卷，不错，味道还算正宗 
cocktail shrimp, 虾大且新鲜 
法式青蛙腿，很有味道，好吃！大概美国人不喜欢，不过我们都交口称赞 
水果拼盘，这里的 melon 很不错 

Soup:  玉米面鸡粥，吃起来很好玩 
牛尾汤，闲了点儿，有点儿像中国菜 
孜然红莓汤，怪怪的味道，不难喝 

Salad:  Caesar salad, garden salad, Celebrity dressing 还不错 
Entrée:  Prime Rib,和一般中档偏上的馆子的差不多 

Lobster Tail, 不如 Maine 的好吃，但是还不错了 
Roast Duck, 味道进去了，当然不能和全聚德的比 
Fillet Mignon, 和 Prime Rib 水平相当。 
Seafood Pasta, 大概是 Olive Garden 水平 
烤乳鸽，我喜欢，不过可能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 
羊排，这个赞一下，香嫩可口 
还有各种各样的烤鱼，虽然新鲜，但是西餐做法我还是不能欣赏 

Dessert:   Passion fruit surprise crepe, 法式 crepe, 有点儿 passion fruit 酱 
   Swan Creampuff, 形象很好，cream 滑而不腻 
   Orange pudding: 不是很喜欢，味道怪怪的 

Cheese cake, 挺好吃的，不很甜，酸甜适中 
Coffee Mousse, 很很好吃！其貌不扬，不过细腻而略苦的咖啡味道让人着迷 
Ginger Gelato, 姜味的意大利冰欺凌，很别致的甜点 
Chocolate Cake, 发现船上的巧克力蛋糕都特别好吃，不那么甜，而且有很浓

的巧克力香，强烈推荐！ 
Rum Raisin Ice-cream，加勒比的 Rum 远近闻名，带有 Rum 味道的冰欺凌也算

是别有风味 
Baked Alaska, 这是 后一天 formal 的主打甜点，就是类似于烤冰欺凌的东东，

巧克力，草莓，香草三种味道，很好吃。 
 
总的来说开胃菜和甜点水平很高，绝对是色香味俱佳。而主菜有好有差，虽然平均来说还是

不错的。而且经常有餐间小饮，用来清口。 
 
唯一的一次在 San Marco 吃早餐是 后一顿，被我们称为:奢侈糜烂 后一顿。一样的服务， 
一样的高档享受，真得让人不舍得离开。 
 
我们不喜酒，所以在船上几乎没喝什么酒。反正饮料的种类还不少，早餐有橙汁，菠萝汁，

柚子汁什么的，其它时间都有冰茶，fruit punch, 和我们 喜欢的 Guava & Passion，这是一

种番石榴和热情果混合的汁，在没有热情果的季节里，这让我们深深回忆起在非洲的日子。 
 
船上晚 6 点以后就要按要求着装了，为的是全船统一，营造一种气氛。看着诸位大叔大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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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打扮，极其认真的样子，我们也不示弱。三个 mm 每人一个大箱子不是白白千里迢迢带

来的，两件 formal, 三件 semi-formal, 两件 casual, 颇有点儿争奇斗艳的味道。再加上特意准

备的鞋，包，发型，淡妆，和首饰，我们三个噼里啪啦在船上各个地方乱照”美女照”无数，

惹得诸位大叔大婶频频回头观瞧，当然，受到夸奖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这么一看，有点儿

冷落 Pei 了，只有一件正装西装，好在衬衣领带还算有几件，也不至于太寒酸。San Marco
餐厅 dress code 还是很严格的，casual night 连 T-shirt，牛仔裤都不允许进场。Ocean Liner
更为苛刻，casual night 也要按 semi-formal 的规矩来。 
 
说到船上的饮食，不得不提到 Celebrity 的主厨 Michel Roux。Michel 被认为是世界上 好的

法国大厨之一，获得的世界大奖无数。他在英国伦敦附近开了自己的餐馆，并且发表过很多

菜肴方面的著作。他和 Celebrity 的合作源于一场婚宴。1989 年，当时 Celebrity 还建成一艘

船，Celebrity 的创办人之一 John Chandris 邀请 Michel 给他准备一桌婚宴。这桌 750 人的婚

宴让 John 看到 Michel 的超人之处，从而诚心聘请他加入 Celebrity, 为他们未来的游轮设计

菜谱。从那时候起，Michel 就包揽了船上的菜谱设计，佳酒搭配，以及大厨培训等等。每

六月他会更新菜谱一次，不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菜肴会一直保持着。他还会亲自乘坐 Celebrity
的游轮，每年至少三次，以检查船上的菜肴水平。同时，午夜自助餐也是 Michel 的 爱杰

作。他觉得 5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厨花几天的功夫共同创造出的自助餐简直是一种国际

性的盛宴。 
 
这里的 late night buffet 很有意思，没有固定的位置和时间，每天都不同，每天都有不同的主

题。比如说第一天是庆祝启航的 pool-side buffet, 第三天是丰盛的热带水果宴， 华丽的要

属 后一 formal night，在 San Marco 里的 buffet. 据说光布置就花了 80 位大厨 1 个多小时，

其奢侈糜烂程度可谓登峰造极。两长排 appetizer，在萝卜雕的花卉，海鱼，水鸟丛中，看得

我眼花缭乱，一大桌绚丽多彩的甜点更是动人心弦。很多时候，我无法分清哪儿种能吃，哪

儿种不能吃，总是 后发现，花篮和花都能吃，雕塑人像都可食！还有那羞答答的香草天鹅，

珍珠满地的巧克力大海蚌，形象逼真的西瓜面具和水果城墙，黄灿灿的面包风车，和不知什

么做的引吭高歌的歌唱家，都是那么充满诱惑。四周还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冰雕，给热火朝天

的大吃场面降降温。由于 buffet 的强大诱惑，我们几乎每天都是 1 点以后才能睡觉，虽然导

致严重睡眠不足，但也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且说船上得吃 2 
 
Ocean Liner Restaurant 不一定是我吃过得 好的西餐馆，但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它是 Constellation 的特殊餐馆，其特殊性在于，每个人都要另交 30 快钱，不过每个人都交

得异常愉快，而且往往座位很快就会被预约光。正如船上的 host,大嘴 gg 所说：在陆上只花

30 根本不可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同等餐馆里，30 块钱能买个 Appetizer 就不错了。 
 
上船前在 Cruisecritic.com 上看到很多人强烈推荐，所以我们刚上船就做了预约，定在第二

天 casual night，6:30pm. 由于 Ocean Liner 要求 semi-formal，这样我们带的裙子就有用武之

地了。而且当晚 10:03 有 Cirque Du Soleil 的 White Night Party, 如果去 San Marco 吃 Late 
Seating 晚餐的话，时间上可能会影响这个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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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打扮停当就直奔 Ocean Liner. 餐厅不大，在船的第三层，大概可容纳 150 人就餐。那

里所有的侍者都穿着 Tuxedo，整个餐厅灯光昏暗，华贵典雅。我们被请到里面的一张四人

桌，侍者过来为我们推椅子入座，送上菜单。菜单里有四个 Course: Soups-Salad and Appetizers, 
Entrees, Cheese, and Desserts，每类大概有八种选择，每道菜都还有推荐的酒水。我们可以选

择每样一种。Waiter 很是体贴，问我们从哪里来。当得知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主动和我们

说，他知道很多亚洲人不喜欢 Cheese, 所以我们可以不选择那道 course, 而从 Soups-Salad 
and Appetizers 里面选择两样。这简直正中下怀，我们欣然接受他的好意。 
 
然后他详细给我们讲解每道 course 值得推荐的菜肴，光听介绍，我的唾液腺就已经开始努

力工作了。 后，我们选择了： 
Appetizer: Lobster Veloute (龙虾汤)，浓浓的龙虾汤浇在新鲜龙虾肉上，味道十分鲜美 
Russian Salad (龙虾，火腿，蔬菜色拉)，做成圆柱形， 上面是几片鲜嫩龙虾，底下是混合

好的可口的色拉 
Tartare of Salmon Garnished with Quail Eggs(三文鱼鹌鹑蛋)，薰三文鱼丁和特殊酱混合一起，

点 上几颗小巧的鹌鹑蛋和黄瓜，清新爽口 
Goat Cheese Soufflé with Tomato Coulis(羊奶酪法式苏非)，Pei 觉得好吃，很 creamy, 很 rich, 
滑而不腻，我觉得味道稍有些重 
Entrée: Flambeed Scampi(火烧大虾),侍者现场表演火烧大虾，一边做一边解释， 后喷酒燃

起一把火，煞是好看。做出来的虾又脆又嫩，香汁四溢。 
Rack of Lamb en Croute(羊排)，羊排裹在面包里，现场片开。我觉得很好吃，Pei 觉得有点

儿噎人，味道倒是很好，很 juicy。 
Dessert: Michel Roux’s Favorite Bite Size Surprise Desserts(Michel Roux，Celebrity 总厨， 爱

小甜点), 这个是六个小甜点的组合，分别是巧克力冰欺凌，草莓 tartar, 巧克力蛋糕，香草

薄荷慕斯，柠檬布丁，法式焦糖奶油，每个都异常精致，细腻至极，绝对的享受 
Soufflé Grand Marnier(法式苏非)，incredible 
 
除了我们点的菜，还有两道 surprise, 一个是餐前的开胃三文鱼，一个是餐后的小甜点，也

都是设计精美，让人尝过不忘。 
 
侍者的服务也让我们十分享受。每道菜都给添加不同的餐具，上菜的时候必然是两个人四只

手整齐划一，同时上盘，撤盘的时候也是如此。整个进餐过程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验， 后

直想鼓掌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不知不觉 后一道菜已经撤去，我们也酒足饭饱，心满意足。不用考

虑付账，不用担心付小费，拍拍屁股就走是我们 后的痛快。 
 
 
地之边缘, 海之尽头 
 
推开那扇门，那是一红色的座椅，圆盘型设计，像蜗牛一样扶摇直上。顺着蜗心遥指的方向

向上看去，那是红黄相间细腻的美杜沙玻璃雕塑，无数分不清是蛇头还是蛇尾的顶端四散旋

出。继续往前走去，是面黑白相间的墙，墙上的大字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The bar at the edge 
of the Earth. 
 

 9



Copyright © 2005 http://www.princeton.edu/~yuanliu  -by Yuan Liu 

这个 Bar 的存在大概是我们决心做 Constellation 的 大动力。看过 Cirque Du Soleil 三场不

同主题的 show以后，我们简直成了它的大Fans, 时时关注它的动向。什么时候又有了新 show, 
什么时候又去奥斯卡表演了，我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老天助我，这次和 Celebrity 合作推

出的”新维度”(New Dimension)- The bar at the edge of the Earth 恰好符合我们的度假计划，这

让我们有了机会尝试这新的体验。于是，我们早早的就买好了参加他的 Masquerade Ball 的
票，宣传说穿白戴面具才能达到 佳效果。 
 
可惜好事多磨。盼星星盼月亮的在 12 月终于等来第一批体验 The bar at the edge of the Earth
的游客下船写的 review. 据说整个 Ball 效果极差，没有什么演员，更没有什么演员和观众的

交流，大家参加完直喊退票。Celebrity 倒是如数退了钱，还花钱组织游客讨论如何改进。看

来这新维度的发展实在不顺。虽然后来的 review 慢慢有些好转，可据说 Masquerade Ball 当
晚和平日不花钱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已经打电话要求退票，电话那边说我们可以

船上再退。于是我们就是这么诚惶诚恐的上了船，结果第二天就被告知舞会票悉数奉还，

Masquerade Ball 全部免费，只要有 reservation 就能入场！而我们的 reservation 票子早就周到

的送到了屋子。所以当晚我们在 Ocean Liner 吃完了大餐，又看了魔术表演，开开心心的去

参加 Ball. 
 
Ball 在大约 10:03 开始。人还真多，大都还穿的雪白入场。随着人流，我们穿过了光怪陆离，

若隐若现的气雾屏幕，整个 Bar 展现在眼前。这里是 11 层的船头，全船风景 美丽的地方。

圆形的吧台坐落在中央，被包裹的奇形怪状。周围的布置也是一样，白帐四处飘逸，灯光绚

丽迷幻。正前方是一个小舞池，薄帐落地，有些人在跳舞，紫光灯下的白衣服闪闪发光。五

个精灵混杂在人群之中，亦幻亦真。The Abyss Gardener(深渊园丁),穿着厚重的潜水衣，头

沉浸在水罩之中，举动缓慢，仿佛水中漫步的悠闲。The Lantern Tuner(笼灯调师), 他是光的

路径，五彩丝带遍满全身。Dream Fisher(幻梦渔人),如诗如梦的身形，风情万种扭动的腰肢，

如光纤般发光的发丝。 The Wave Correspondent(波浪信使), 发光的大帽子，掩盖不住他俊

俏的面孔，裸露的小腿表现出他跋涉的身形。Pez Erizo(Pez 虫儿)， 快乐， 开心的家伙，

圆滚滚的身上发着盈盈的绿光，大红的鼻头给人带来无尽的欢笑。 
 
这时，舞池的白帐撩开，人群散去，一个小丑抱着一大盒礼物上来。他从大礼盒里掏出好多

红粉小球，表演了一通耍球，博得阵阵掌声。小丑一通开场白，然后就是舞会开始。舞池的

灯光一下子变成蝴蝶纷飞，可上去跳舞的人却寥寥，只有几个年轻人在上面扭来扭去，白衣

的荧光开起来很是别致。这时候，五个精灵也走开去，各显神通。 为显眼的要数 Dream 
Fisher, 他手里晃动着一个小球，走到游客的桌前，递给其中一位。那位游客接过球，啪，

球亮了起来，仿佛他的灵气进入小球，而发出蓝盈盈光。于是 Dream Fisher 拿回球，轻轻一

晃，旁边的白帐布景就显现出梦幻的图像，虚幻又真实。或是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白布，就这

么轻轻一抖，梦就出现在上面，亦或是他在桌上一挥，桌子就泛出梦境。总之，他所到之处，

处处是梦，他是梦的渔人。 
 
我们随便逛了逛，还让两个拿着白油漆的人给画了满脸的白花。走到 后面，那里有几间白

帐包围的小间，其中一个有免费的按摩，我就趴到上面去，让按摩师驱除掉我一天骑马的疲

惫。四处还有好多表演形体艺术的俊男美女，整个 Bar 就是一个古怪的大 Party, 仿佛自己融

到了无形的 show 中。后来，舞池的人多了，我们也跑上去乱扭几下。抬头才发现，头顶上

是透明的天窗，窗外是一片苍穹，快满的月亮从云中探出头，发出朦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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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 2002 年才刚刚建好,整个 Constellation 的设计都颇有现代感。有着泰坦尼克的规模，

却没有那样经典的欧式华丽。处处简洁，处处明快，雕塑，装饰，画廊里也都透着近现代和

现代艺术快感。不过与此相比，The bar at the edge of the Earth 还是更现代了点儿。显然，Cirque
的的这个新维度不能得到所有人的欣赏。后来的几天，又光临了几次，光线，精灵都没有什

么区别，不过看客明显少了很多，音乐缓了，整个的气氛都俨然不同。这更像是一个有情调

的小吧，三三两两有些人在闲聊，不经意间，周围一切都在变。我们坐了许久，轻声聊着。

舞池像个小舞台，上演着精灵们不同的故事。 
 
Pez 虫儿的世界是五彩的，纯纯的红绿蓝光洒在场上。Pez 虫儿浑身一抖，满身绿色的小灯

就仿佛花枝乱颤，惹人忍俊不禁。他走到何处，欢笑就跑到何处。Dream Fisher 一上来，整

个 bar 就变成了一个大鱼缸，四面都在冒气泡，不知道什么的生物游来游。 Abyss Gardener
的场景是在水下，穿过层层的气泡，走过朵朵的珊瑚，他缓缓向我们走来。他的大铲子在水

下挥舞，扬气无数气泡和尘埃。他的头沉浸在水中，透过头罩的眼睛晶莹剔透，表情很是纯

真。他笨拙的邀请身边的女游客和他共跳一曲极其舒缓的舞曲，显得十分可爱。The Lantern 
Tuner 有意思，他走来走去，像个幽灵。他悄然的收集四周的灯笼，捕捉光的足迹。当他

走过我身边，我迎了过去，他递给我灯笼，给我光芒。精灵们都是不语的，他们的语言我们

也不懂。 后，他理走了所有的灯笼，挂满他的小树，开心地离开。The Wave Correspondent
后上场，他推着一辆放满酒杯的小车走到中央。他的酒杯会唱歌，他把装满希望的音乐波

浪传递出去，他是一个信使。后来，所有的精灵都走了上来，排成队，跟着 Abyss Gardener
走进他的神秘花园。音乐淡开去，光淡开去，一切恢复正常，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bar,我也只

是在 bar 里坐了个奇怪的梦。 
 
Cirque Du Soleil 的新维度也把我们带到一个四维之外的世界，我们坐在那里，经历了一场奇

妙的时空轴之外的旅行。 
 
 
名人剧场 Show time at the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上的一场 show, 让 Pei 不大不小的出了回名。话说在船上的第三天是个 formal 
night. 我们吃过晚饭，跑到大堂噼噼啪啪找了不少着正装的照片。一看表，时间不早，show
要开始了，赶快往剧场赶。剧场已经坐了很多人，不得已，我们只得坐在第一排，心想今天

还能有个好视角。 
 
这天的 show 是”Spotlight Broadway”，就是节选了一些经典纽约百老汇歌剧舞剧的场景，来

了个大杂烩。前几段是典型的百老汇风格，俊男靓女，掀裙子露大腿，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

后来一段我很喜欢，是六个 ppmm 七扭八歪的靠在一条长台上，边舞边唱 Big Spender，声

音里带着强烈的后现代颓废感。虽然她们的歌表现得很是腐朽糜烂，可隐隐中有一种悲哀，

和对这个世界的厌恶，让人产生深深的同情，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省。总之，这一小段

刚完，我还沉浸在细细的回味中时，下一场俊男美女的歌唱舞蹈就开始了。 
 
这时，一位男歌手走到 前台，恰好在我们对面。我听着 Pei 还在小声嘟囔：完了完了，就

已经被那歌手轰出去了。当 Pei 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台上。看着他那莫名其妙，稀里糊

涂的样子，全场哈哈大笑。他的任务也不多，就是在女歌手唱歌的同时，被带着遛来遛去在

台上走了两圈，然后被请到台子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时， 精彩的部分开始了，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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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枝招展的舞女们集中到他周围，开始轮番在 Pei 的膝盖上滚过，此时的 Pei 看起来紧张兮

兮，却已经得到场下无数男同胞的妒嫉和羡慕！好不容易跳完了，Host 介绍说：这是来自

中国北京的 Pei, 所有的观众都给他以热烈的掌声，他就灰溜溜的小跑下来，手里还拿着一

张在台上人家给拍的照片留作”罪证”。 
 
事后他告诉我，总以为这种请观众上去是假的，是托儿，没想到自己经历一回！当时他在台

上的时候眼前一片黑，紧张得不得了，真是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老老实实，大气都不敢出。

问他被跳”膝盖舞”有啥感觉，他说，光紧张了，全都忘了。不知道是他真的紧张呢，还是哄

哄我，哼哼。不管怎么说，这一举，Pei 成了明星。后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总能有人认出

他来，友好的打招呼说：ah, movie star! 他自己也洋洋得意，走路的时候头抬得那么老高。 
 
Constellation 上的 show 并没有它的吃那么出类拔萃，不过每天晚上帅哥美女在大剧院里，

热火朝天的演两场还是蛮吸引人的眼球的。我们几乎去看了所有的表演，表演大概分两类，

一是 Constellation 的歌舞演员的歌舞秀，一个是魔术，歌唱，乐器等个人秀。歌舞秀除了刚

才提到的”Spotlight of Broadway”, 还有”Batucada: A Dance Odyssy”, 这是第一天的歌舞表

演，只有半个小时，像个开胃菜；“Fantasea”, 这是个类似于 Cirque Du Soleil 的 show，讲述

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奇遇，她的床飞起来，飞到了海盗船，飞到了大海里，在人鱼的世界漫游，

show 里面还有两个特邀演员的力量柔术表演，很是精彩；还有”Celebrate the World”，这是

一场集世界各国各种文化的歌舞 show, 有法国红磨坊的 can can 舞，有意大利威尼斯的狂欢，

有爱尔兰的民族歌曲，甚至还有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李文的”月光爱人”，只是那中国传统服

饰实在有点儿不伦不类. 总体来说歌舞 show 的布景, 气氛, 灯光,现场伴奏, 以及所有的歌

手和舞者的配合都非常到位。魔术的表演也让人称奇，我们坐在边上，猜测着各种骗人的手

法和可能性，但 终一个个被否掉，还是摸不到头脑。个人演唱是一个 Vegas 来的歌手,Elvy 
Rose.她的唱功不能说是 好的,不过她一个人能撑起整个一台戏, 能有效的调动起全场观众

热情的功底却独一无二. 至今我还总能哼起她叫大家的”西班牙语”歌曲:”one ton tomato, I 
ate a one ton tomato”. 后一曲柔美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她穿着一习白衣, 真可谓

是明艳动人. 个人乐器表演是在 后一天,我们没有去, 我只是在 shopping 间隙去瞟了一眼, 
观众实在是少, 大概都在打箱子准备打道回府了. 
 
船上的娱乐当然不局限于此, 大大小小的 Party 也林林总总. Pool 边上总是有 live music, 晚
上有 disco, 有一天晚上还有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 party, 大概是给那些大叔大婶们怀旧准备

的. 我们还参加了 Cruisecritic.com 的网友聚会. Constellation 准备了一间很好的 club – 
Michael’s Club, 这大概是我们参加的平均年龄 大的网友聚会, 一些我父母年龄的聚在一

起, 还介绍说: I’m Nitrodog 什么的, 觉得实在有趣. 我们一进去, 就有人迎过来问:you are 
that Chinese student? 受宠若惊. 期间有一位长者一直在弹钢琴, 开始还以为是船上的钢琴

师,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参加聚会的网友! 看起来已经耄耋之年了, 却仍活跃在网络上, 让人

惊讶! 他们大多数都坐过 cruise 无数次, 在网上给我们解答过好多弱智问题, 真是好人啊. 
他们好多都已经定好了明年的游轮, 太太奢侈糜烂了! 
 
 
乐在”骑”中 
 
船停第一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这可是我们这一行里停靠的 大的国家了。它和海地共分一

岛，海地占岛的西部大概 1/3， 而多米尼加抢占了东部的大概 2/3 的地盘。据说当时殖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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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西班牙和法国分别通知岛的东西两部分，所以后来独立以后就成了官方语言为法语的海

地，和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我们在这里订了骑马的 tour, 所以一下船就直奔马场。小时候第一次骑马仍记忆犹新，当时

觉得马怎么这么高啊，还很不安分的颠儿来颠儿去，坐在上面总觉得摇摇欲坠，直吓得我哇

哇乱叫。而这里的马看起来真的是乖巧的很，乖乖得让我爬上去，乖乖的自顾自的喝水。马

夫简单得讲讲怎么让马左转右转，前进后退，就放我们一行 20 多人马出发了。出发之后我

就小试牛刀，看看马儿到底听不听话。没想到怎么用脚踹都不能提起马的精神，仍然悠哉游

哉自顾自的走着。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这匹马原来也喜欢随大流，前面的马快我也快，前面

的慢了我也慢，真是一点儿进取心都没有。而 Yue mm 的马肯定是当惯了领导，虽然出发很

是靠后，很快就冲到了 前面。不过好像马也随主人，这匹领头马特别贪吃，一有空儿总是

扯点儿边上的草嚼起来。 
 
我们沿着路边的马到逛开去。这片地方叫 Casa De Campo, 是一片私人的豪华度假区。大大

小小，红顶白墙的小别墅散落在树林深处，绿草坪中。小别墅的主人有美国人，也有当地人，

我们路过无数这样的地方，在游泳池里嬉戏的孩子向我们回头致意，在院子里玩耍的小狗也

跟着汪汪不停。 
 
我们路过广阔的网球场，马球场和驴球场. 这些都被誉为世界上 著名的球场之一。我们路

过大片大片的高尔夫球场。不要小瞧这里，这里拥有着世界上 好的高尔夫球场，无数高尔

夫球爱好者对这里趋之若鹜。打过高尔夫球的大概都听说过 Pete Dye，他被认为是近 50 年

杰出的球场设计师之一。当 Pete Dye 在 60 年代末来到 Dominican Republic 之后认为这里

是“greatest place in the world”。 这里草地很是适合高尔夫球场- 很干，不会长什么杂草，很

分散，所以不适合牧业。于是，在 Casa De Campo，就有了三个他设计的球场，每个都不尽

相同，每个都透着他的设计风格和挑战性。Pete Dye 自己也对他的杰作引以为豪，他认为那

里的球场 Teeth of the Dog 是他一生 完美的作品。当然，我对高尔夫球场一窍不通，只能

远远的吁嘘感叹一下子。 
 
前方的马突然加快了步伐，我的马也顺势小跑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后来越来

越颠,我简直都要被颠散了架,头盔也歪到了一边，一幅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蠢像。就这么

跑跑停停，颠颠走走，我们来到一大片草坪休息。看得出来，马儿都累了，自己就分散开，

找阴凉地儿吃草去了，拉也拉不住。小憩一会儿，和带路的马夫随便闲聊了几句，就又上路。

这次我们分成两队，慢队和快队。我极不情愿的被同伴们拉到快队，转头一看，慢队里只有

一个老太太，如果跟过去简直太没有面子了，只要硬着头皮走快队。快队 开始是小跑，后

来慢慢快起来，到 后真有点儿奔驰的劲头！我发现，其实 难受的就是小跑，慢慢的颠，

把屁股撞得生疼。而跑起来以后，马蹄是很有节奏感的。随着那节奏一上一下，很是过瘾，

也不会觉得颠了。就这么很是潇洒得一路狂奔回去，不一会儿就又看到了马棚。马儿也都累

坏了，呼噜呼噜去喝水。下马的时候，我低估了马的高度，把脚崴了，很是郁闷。抬头一看，

突然觉得自己很矮小，高头大马上的感觉还是十分让人怀念。 不过一路骑马下来，两个人

负了伤：Lan mm 手磨破了皮，我的屁股颠成了猴屁股。 
 
后我们前往 Altos de Chavon 去参观. 这是一个 70 年代建的模仿西班牙式的小村子，到处

都是地中海式的建筑。随着游轮事业的欣欣向荣，这里也成了旅游胜地。这里 著名的还是

一露天大剧院，可容纳 5000 观众。据说经常有名人来这里开演唱会。村子里还有一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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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小教堂，还真有点儿地中海小岛的那些教堂的风格，高高的钟楼，并排悬着好多钟。只

是颜色暗淡，显得还挺沧桑。据说去年网坛性感美女库尼科娃就是在这个小教堂结婚的，然

后到 Casa De Campo 的旅馆度过新婚之夜。那个套房叫做“Honeymoon-Villa”，大大小小有

八个房间，还有游泳池和私人沙滩，价格自然不菲，要每晚 3500 块，真是奢侈糜烂无止境。

据说当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新婚之夜也是在这里渡过的。村子不大，不过风景很不错。在平

台上能瞭望山下河谷和雨林美景，心旷神怡。这里还可以望到修在悬崖上的高尔夫球场，确

实气度不凡。 
 
我 喜欢的还是村子里的各式各样的小店，里面卖琳琅满目的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Yue mm

得意的草帽就是在那里买的，后来得到无数的赞扬。我们还尝了著名的当地的郎姆酒

(Rum)，只是我对酒一点儿研究都没有，怎么喝怎么像咳嗽药水。那里的艺术也十分有特色，

既有非洲艺术的野性，也有加勒比的色彩斑斓。 
 
上船对于我来说总是痛苦的，太短的时光，太短的体验。不过想来新的一天还有更新鲜有趣

的等着我，也就释然。毕竟，tomorrow is another day :P 
 
 
偷得一日闲 And on Monday We Rested 1/24/05 
 
这一天是我们唯一的船上一日。Constellation 要从此行 西北端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到 东

南端的巴巴多斯，我们也只好在无边无际的加勒比海中享受一日的悠闲。 
 
可这一天的开始并不悠闲。Yue mm 和 Lan mm 都没有看过海上日出，她们就合计着起个大

早。可 Pei 这个懒虫想睡个懒觉，于是大家决定投票决定集体活动。我开始有些左右为难，

不过想想，出来玩嘛，怎么能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睡觉上呢？再加上两位 mm 撺掇说我们看

完日出可以在甲板的躺椅上边晒太阳边睡嘛，我就义无反顾的投了支持票，于是 3:1 打败了

Pei，要了个 6:30 的 morning call. 
 
昨天晚上在 The bar at the edge of the Earth 玩得比较晚，这一觉也只睡了 5 个小时。迷迷糊

糊爬起来去看日出，却天不作美，乌云遮了半边天。我们跑到 11 层船头的地方，这本来是

topless 晒太阳的地方，一大早倒是很冷清。迎着习习的海风，太阳终于从乌云的缝隙中露出

笑脸，金灿灿的光芒把乌云镶上了一层美丽的边。一望无际的大海在眼前蔓延，金色的浪花

在海面跳跃，自然的伟大，人的渺小，我又一次深深的感到。 
 
早起还有个好处，那就是能在 pool 边抢个好位子。用几条浴巾，几件衣服占了四个躺椅，

我们就慢条斯理的回去梳洗打扮吃早饭。再回 pool 边的时候好位子已经被占得差不多了，

看来这老外也流行占座。太阳还不是很高，时不时的也躲在云里面，困意袭来，我们就都躺

下，美美的享受海风的轻抚。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是耀眼，游泳池边已经颇有人气。本

来打算游游泳，可刚把腿伸进池子就觉得水还是冰凉刺骨。斗争了半天，还是败下阵来，趁

着 spa 还没有什么人，美美的泡了泡热水，然后浑身涂满防晒霜，继续和周公会面去了。Lan 
mm 倒是很勇敢，在池子里来来回回有了好几圈。只是她好像很怕太阳，她在我们抢占得这

么好的晒太阳的座位上用浴巾把自己从上到下裹了个严严实实，活像个木乃伊，不知道旁边

那些没抢到太阳座位的美国人看到了会不会恨得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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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午饭的时间了。吃了极其美味的海鲜色拉，我们琢磨着去逛逛店。船

上五楼有 N 多家店，小到几块钱的晕船药，螺丝刀，大到上千的钻石，也算是种类繁多，

琳琅满目。 吸引我们几个 mm 眼球的还是那华贵精美的首饰，一家一家店逛过来，琥珀，

翡翠，水晶，钻石，看得我口水早就流一地了。这里的价钱都是加勒比统一价，而且是 tax free, 
比美国岸上要便宜不少，还真有不少人竞相购买。Cirque 的店里好多稀奇古怪的面具，昨天

Ball 之前应该卖出去不少，还有它各个 show 的录音录像。店外面靠近画廊的地方正在拍卖

名画，一位老妇人在侃侃而谈，不过看了半天也没卖出去几件。终于把 Yue mm 从五光十色

的首饰堆里拉开，我们去 Internet Café 上网。两位 mm 都已经相思成灾，在卫星连接起来的

互联网上倾诉衷肠。还斗争了半天是不是上网查期末考试的分数， 后终于想通，这一分钟

75cents 怎么能用来干这种煞风景的事呢？我却很无聊，只是为公事发了几封就只能坐在大

堂里沙发上发发呆了。 
 
正在为发 email 花了好多钱痛心疾首，我们踱到了赌场。Yue mm 运气颇好，一把老虎机噼

里啪啦掉了一堆 quarter 下来，把上网的钱全都赚了回来。我们却都只能看着自己不争气的

老虎机唉声叹气。心血来潮，我们又跑到 上层的 topless deck。却没发现一个美女，只有

一些男士在晒太阳，失望而归。 
 
就这么大半天很快晃了过去，我们迎来了第一个 formal night. 几个 mm 精心打扮，拍了无数

自恋照片自不必多说，Pei 也在剧场一夜成名，给闲适的一天画上个完美的句点。 
 
 
Best of Barbados 
 
一连串美丽的加勒比海岛国把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分隔开，而游离在这群岛国东边的有一个孤

立的小岛，那就是巴巴多斯。它被 BBC 评为世界上 50 个 值的去的地方之一，而我们订了

一个 Best of Barbados 的 excursion, 要一天游遍巴巴多斯。 
 
船到岸有些晚了，紧赶慢赶，赶到和 tour guide 见面的地方已经晚了 45 分钟了。不过本来

是八个人的 tour，另外四个人竟然还没有到。 后又等了大约 15 分钟还没等来，我们就美

滋滋的四个人独享本该八个人的 tour. 我们问满头小辫子的导游 Rick 这种情况很多么，他竟

然很郁闷地说经常发生。 
 
巴巴多斯的汽车靠左行驶，车让行人，很有礼貌。路边到处都是高高的棕榈树，90%见到的

都是黑种人，感觉街上看起来很像肯尼亚，只是这里的经济明显要好得多，道路很干净整洁，

街上的人也很开心的样子。 
 
第一站我们到了 Harrison’s Cave. 这个洞被评为巴巴多斯 好的景点，18 世纪就被发现了，

可过了 200 多年才向游人开放。我们坐着电动小火车进了洞。洞里水很多，时不时的就有水

滴从顶上滴下来，这就是塑成洞里鬼斧神工钟乳石的自然艺术家。这里的灯光系统还是挺高

科技的，到了一个景点，导游就掏出个小手电往一个开关上一照，景点的灯就亮了，参观回

来，再照一下就又暗了，真是省电又方便。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是一照就暗了，整个漆黑一团，

让大家体会一下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真是一丝光都没有。(科学证明，2-3 个光子就能激发

视觉神经，让人感到光，严格的说这里的光量大概低于 3 个光子 :P ) 洞里形态各异的钟乳

石很是漂亮，有的粗如树干，洁白滑润，通体发亮，有的细似铅笔，只有一滴水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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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可爱。大概由于水多的缘故，这里看起来要比我们去过的 jewel cave 和 luray cave 的形

态复杂一些，也好看一些。 
 
洞里出来，我们的车就开始沿着东边海岸线开起来。路遇一当地人携一可爱小猴让过路的游

客玩弄。这种猴子叫绿猴，是很早以前从非洲过来的，现在经历了大概 75 代的繁衍进化，

长的已经和非洲的原种截然不同了，大概可以作为进化论的侧面证据了。据说这种猴子很小

的时候皮肤是蓝色的，毛是棕黄色的，整个看起来是绿颜色的，所以被称为绿猴。这只小猴

子有 14 周大，皮毛灰白灰白的，被束缚在一条小链子上，楚楚可怜。它看起来已经被它的

主人驯服了，乖乖的，可当跑到我身上的时候却很不安分，跳来跳去。它的毛皮很滑，看起

来干净柔顺，漂亮可爱。可惜另两位 mm 都害怕这种活动的小生灵，不敢靠近。 后，我

们给了他的主人几块小费，希望能多给这小家伙吃点儿好吃的。 
 
巴巴多斯东边的海岸线沿大西洋，风浪很大，极其适合冲浪。这里有世界排名第四的冲浪海

滩，我们看到不少冲浪爱好者在那里被浪涛卷来卷去。车子盘旋而上，在山上瞭望海湾的美

景，实在是心旷神怡。蔚蓝色的海，白花花的浪，挺拔的椰子树，还有大片大片的热带雨林，

这可谓风景迤逦，美不胜收。偶尔转过一个弯，就能看到山脚下，路的尽头是极美的大海。

真羡慕这里的人，天天看到这样的美景，是怎样的心境啊。 
 
在一座叫 sleeping giant 的山前，我们的车突然熄火了。导游检查了半天，发现是电池的问

题，还好稍微修了修就能继续前进，只是司机再也不敢熄火停车了。午饭在一家乡间小店享

用，四个人心照不宣的点了炸飞鱼。这是少有的几次在尝试岛上当地饭的机会，当然要选择

有特色的。飞鱼飞鱼，顾名思义，它的鳍能张开的很大，可以飞出海面达 30 到 40 米，来躲

避天敌的追杀。后来我们到格林那达的时候见了很多，而这次是先吃为快了。飞鱼的味道还

是很不错的，新鲜味美，四个人吃的津津有味。 
 
酒足饭饱，我们来到巴巴多斯的自然动物保护区，到处都能遇到蹦来跳去的小动物，更是吓

得两位 mm 花容失色。这里能见到更多的绿猴，还有温顺的小鹿，一夫多妻的孔雀，光吃

过没见过的火鸡，懒得不动一下的巨蟒，各种色彩斑斓的鹦鹉。 有趣是满园爬的乌龟，一

步留神，就被它绊了一跤，它自己也吓一跳，赶快钻回壳。还有一种像小猪一样的小东西，

呆头呆脑的。 
 
又出发的时候我们这次已经横跨了巴巴多斯岛来到了西岸。这边是加勒比海沿岸，风浪小了

很多，比较适合游泳和潜水。我们就坐船出发，出海浮潜。我和 Pei 在印度洋浮潜过，这次

又装备了带度数的潜水镜。可另两位 mm 头一次浮潜，不免呛水无数。虽然我们潜的地方

很是好玩，却也有些折杀风景。船带我们到一片鱼群的地方，翻身下船，立刻被鱼儿围绕，

又一次溶于水中，融于自然，感觉特别好。今天的天气很不错，阳光明媚，海里面光线很足，

能见度也高。这里的鱼儿种类不是很多，无非是斑马条纹，angelfish，sniper 的那几种，不

过成百上千条在一起就很壮观了。还记得 finding nemo 里面那些拿 nemo 老爸开玩笑的那群

鱼，其势头与此很是相像。不过这些鱼都是嘴馋而已，凑在一起抢吃的。很多鱼近在眼前，

仿佛伸手可得，却机灵的很，身形敏捷，连碰都碰不到，更别提抓了。再往深处走走，还能

看到一些诸如 brain coral 的珊瑚，只是都很深，颜色暗淡，不怎么好看。 
 
第二站，我们去了 turtle cove, 跳下水，静静的等待海龟的降临。这时水里游过一群细长条

的小鱼，姿态很美。而底下更有一条大概 40 厘米长的 dog face puffer 在慢慢的游，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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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大 puffer，很是震惊。可惜等了许久，食也投了不少，就没看

到海龟的影子。正悻悻的准备上船，一脚都踩到梯子上了，只听 Pei 大喊一声: Turtle, 我就

又飞快的跳了回去。果然，一头直径大概有 80 多厘米的海龟优雅的从我们船下划水而过。

舒缓的姿态像跳舞一样优美，不过它游的速度却也狂快，虽然我奋力游了好几下，却一会儿

就不见了它的踪影。水里依然是那么平静，它却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怀疑它是否

真的出现过。 
 
充实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回去的时候一路狂赶。本来 5:30 就要开船的，船上要求旅客 5:15
回船，我们一路小跑终于在 5:15 准时赶到了港口。我们刚上船，后面就开始解绳子了，真

是准时。晚上无需多说，自又是一痛吃喝玩乐，乐此不疲。 
 
 
暴风雨后 
 
格林纳达对中国人来说大概比较陌生。事实上，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国直到今年 1 月 20
日才和大陆恢复外交关系，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里，这个小国一直和台湾有外交关系。好玩的

是，回来我一查资料发现，我们是 1 月 26 日造访此国，他们在 1 月 27 日和台湾断交。Pei 打
趣说，我们肯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呵呵。 
 
不过 2004 年对于格林纳达实在是个灾祸年。9 月份的飓风伊万(Ivan)席卷这个可怜的小岛国，

严重破坏了岛上的电力，通信等系统，并造成 20 多人的死亡。由于破坏严重，很多游轮也

相继放弃了这个国家而暂停他处，害得旅游业颇受牵连，经济可谓雪上加霜。当时在

cruisecritic 上看到说 Constellation 也因此改线, 1 月初才复航。我们订 tour 的时候根本就联系

不到当地旅行社，估计网络设备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带着这么一种生死未卜，神秘莫测的

感觉，我们来到了这里。 
 
这一天我们跟船上订了出海观鲸的 tour. 长这么大，除了动物园里的，我还真没见过野生的

海豚鲸鱼。上船的时候导游就告诉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可能性看到海豚，昨天看到鲸鱼了，

今天也有希望，说得我们热血沸腾。可船开了起来才觉得并不是那么舒服，晃得实在太厉害。

先是 Yue mm 晕的不行，后来连 Lan mm 和我也开始头昏脑胀。好在导游调制了 ginger ale 
+rum 的饮料，再加上晕船药下肚，才稍稍好一些。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游客都没有什么异

常反应，难道是白种人和黄种人天生晕船基因不同？ 
 
不过很快，我们遇到了海豚群。 真的是一群一群的，在海里嬉戏。它们和人好像十分亲近，

就绕着我们船转，还玩各种各样的花样。有时，连着好几条海豚从水面上轮番跃过，就像花

样游泳演员那样，或者是从海里高高的跃起，溅起大片的水花。海豚给我们的惊喜越来越多，

船上的惊呼声也就此起彼伏，看得真是眼花缭乱。看着这些在海里自由自在的生灵，感觉这

里就是它们的家，我们只是偶尔串门的过客。它们的热情，它们的自由，它们的快乐， 都
在那越过的优美弧线上，在那激起的雪白水花中，在那蔚蓝的海洋家园里，让人不禁心生艳

羡。 
 
好一阵，那些海豚才慢慢散去，我们还有些意犹未尽。船继续往深海里前行，去鲸鱼的领地

碰碰运气。海浪明显的大了起来，小船在波涛上一上一下的晃荡。从浪尖掉下来的时候，海

水就扑向船头，像急流勇进一样好玩。我们就在被船头淋了个透，真是爽啊。海面上偶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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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几个漂着的椰子壳。早就听说椰子是如此传播种子，没想到还能亲眼看到，真是神奇。

更神奇的是看到了好多飞鱼。开始还以为是水鸟，可以眨眼就不见了。后来才发现是飞鱼在

海面上急飞，一飞能飞到好几十米开外，看得我们目瞪口呆。休息间隙，船上的导游和大家

聊起来他在飓风袭来时的经历，他家一家三口躲在房子里，出也出不去，没吃没喝，真有点

儿触目惊心的感觉。 
 
又晃了好久，还没见鲸鱼的影子，只得悻悻的返航。大概是由于晕船药的作用，我们几个也

都东倒西歪，昏昏欲睡。正迷迷糊糊之间，突然船停了，四周一阵骚动：鲸鱼出现了！这是

一头大概 20 米长的小型座头鲸 (humpback whale), 正值午饭后的休息，它静静的在海水中

漂浮，时隐时现。但这已经足以让我们快乐， 大的喜悦大概莫过于从自然身边略过的时候

不经意间看到它平淡的一面。只休息了一小会儿，它又开始捕食。只见它一起一伏的涌动着，

时而头伸出水面，喷出一条水柱，和漫画里画的一模一样！和我们玩了一会儿，小鲸鱼缓缓

的沉入海中，再也不见。望着它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祝福它，自由快乐。 
 
心满意足的回到岸上正值中午，我们还有半天的时间，所以打算逛逛海港城市，也是格林纳

达的首都圣乔治（St. George's）。格林纳达(Grenada)是西班牙语，就像其他加勒比海岛一样，

这里是哥伦布发现的，后来被用西班牙语命名。事实上，这里极大满足了哥伦布航行的目的，

因为这里盛产欧洲人喜欢的香料。至今，这里仍然有着”香料之岛”的美誉，丁香(clove)，桂

皮(cinnamon)，藏红花芯(saffron)，咖喱(curry)的产量都十分巨大，其中肉豆蔻(nutmeg)的产量

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可惜飓风对岛上的作物生产也产生巨大的影响，预计明年的肉豆蔻价格会

大幅度提升。”香料之岛”真的是名不虚传，我们刚进到城里的小市场，冲鼻的香料气息就迎面扑

来。小摊儿上摆着各种颜色的香料和调味酱，我 喜欢一种手工编织的小草盒，盒盖上摆着几只

精巧的小贝壳，而里面放着很小的一包一包的香料，十分可爱，于是就顺手在小摊上买了一只。 
现在，这只小盒子就放在我面前，盒盖一开，香气扑鼻，让人深深怀念那个美丽的小岛国。 
 
这里的温度实在是高，现在已经是太阳 斜射的时候，中午也得有 30 多度，不知道 热的时候

究竟能到什么程度。不过大多数店里都有电扇或者空调，逛街逛的满头大汗，就溜进小店避避暑。 
这里 80%多都是黑种人，经济情况也处于低迷，看起来和非洲的城市颇为相像。港口有一圈红

色的小房子，里面停着近百辆小面包车，开起来是这里的公共汽车站。这是刚好是学校放学的时

间，穿着校服的学生在这里排队等车。我们也在四周的小房子边上逛了逛，买了杯鲜榨甘蔗汁。

结果发现味道像红糖水，而且不是一般的甜，喝了两口嗓子实在难受，甚至觉得越喝越渴！ 
 
在城里漫步开来，处处还都有飓风吹过留下的痕迹。我们爬到一片人迹不多的小山上，那里的电

线杆被连根吹断，电线仍触目惊心的摆在那里。而一座小教堂已经吹得面目全非，只留下一些残

岩断壁孤零零的守候在那里，很是凄凉。从这里眺望远处的老港，景色很是美丽。港里面的建筑

很是精巧，五颜六色的屋顶煞是好看。只是可惜还有些尚未修复完善，看着很是心疼。但是这里

的人民仍然在努力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他们脸上的笑容告诉我们他们内心的信心和力量。 
 
就这样，在暴风雨过后的一个晴天，我们匆匆走过格林纳达，匆匆看过自然的力量，更看到人的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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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 the nice guy 
 
我们 早就定下来的 excursion，大概就是这个安提瓜的 Eli’s Eco Tour。Cruisecritic.com 上几

乎所有人都推荐，我们提前两个月询问的时候发现已经快满了，就赶快定了下来，以至于到

底这是个什么样的 tour 都不太清楚。 
 
下了大船我们在码头等 tour 的小船，一位老者也在等，我们就和他随便聊了几句，发现他

和我们一样，也是去 Eco tour 的。”Oh, Eli, the nice guy!”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句赞扬我们的

导游 Eli 的话. 这是怎样的一个 tour,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如此的赞扬呢？随着

Eli 的小船慢慢的靠岸，他的神秘面纱也慢慢的揭开了。 
 
首先，他有着黝黑发亮的皮肤，宽厚的肩膀，伟岸的身材，毋庸置疑，Eli 是个帅哥。从小

在安提瓜长大，在附近钓鱼捉虾，用他自己的话说，对周围可算是了如指掌(“I grew up 
spending most of my free time in the amazing ecosystem of the North Sound and know it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From http://www.adventureantigua.com/)，随便一个地方都能说出很多的典

故。尤其是安提瓜上著名的富豪 Stanford 的故事, Eli 好像对他疾恶如仇，到处散播他仗势欺

人的故事。这个我们稍候再提。他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时候，说起台湾曾经给安提瓜捐了

很多钱，希望能收买安提瓜，而大陆则修医院，帮助安提瓜搞社会福利。由此，两岸的竞争

让安提瓜受益不少。不过安提瓜早就和大陆建交，而现在的安提瓜还有着众多中国移民安家

落户。 
 
随着 Eli 的船，我们走过了无数的海滩和峭壁，走过了古老的蔗糖厂，走过来豪华的帆船旅

馆，走过海龟下蛋的小岛，走过了一个个他童年走过的地方。慢慢的，我们发现他有着一种

普通导游没有的气质，仿佛我们不是来参团出去玩，而是在个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他的家一样。

他的博学，他的自信，他的侃侃而谈，他的不温不火，都显示出他不凡的出身和良好的教育。

后来，言谈话语中，我们才知道，他的祖父祖母多年前从美国来到安提瓜开旅馆，一开几十

年，无聊间生了七个孩子，孩子又生孩子。所以 Eli 和他的父亲都可以算是土生土长的安提

瓜人。不过他们都在欧美国家受的教育，难怪他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看得出来，他家很有

钱，因为这里的旅馆动不动就上千块钱一晚上，可想而知他们谋利多少。他的船是从佛罗里

达的一个船坞定制的，船底浅，行驶起来平稳快速，一点儿都不会晕。组织这个 tour 对他

来说更像是一个爱好，一项业余活动，他并不在乎他能赚多少钱，以至于下船的时候我们数

错钱少给他 100 块都不知道。还是 Pei 算了算自己钱包里好像不该有这么多钱，才追回去给

他，他也就一笑了之而已。Eli 的故事还很多，他 16 岁的时候曾经代表安提瓜参加过在汉

城举办的奥运会， Wind-surfing 的比赛，不过名落孙山。后来辗转去佛罗里达，夏威夷，

拿了个世界 著名的 wind-surfing 的冠军就金盆洗手，改行做 kite-surfing 了。他还在夏威夷

的时候当过一阵 tour guide, 又游历了欧洲的很多地方，可他还是深深怀念他童年的安提瓜，

就跑了回来，自己创业。现在他有着一条船，两个伙伴，一个网站，一个好邻居给他的游客

做午饭，事业看起来还挺像模像样的。 
 
在龟岛，Eli 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海龟下蛋的故事。到这里来下蛋的这种海龟对环境的要求

很苛刻，必须要很洁净的海滩，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白天还要有阴凉，不至于变成蒸

蛋。挑来挑去，海龟们发现 antigua 有这么一片完美海滩，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都千里迢

迢从佛罗里达跑到这里来下蛋。自然而然这里也就成了海龟下蛋研究中心，有很多科学家常

驻这里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海龟下蛋十分有规律，每年只有大概只会下四五次，每次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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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好好 14 天。所以科学家在它们下蛋的时候给他们绑上个标签，编个号码，就能确切的

知道她还能来几次，下次什么时候来。Eli 说每次他去的时候，那里的研究员总是翻个小本

出来看看，然后说今天几号几号海龟会来下蛋，晚上一块儿去看哦，听起来好像是说谁来串

门一样。海龟蛋不大，一下能下好几百个。不过海龟天敌不少，再加上小海龟孵出来以后要

自己千里迢迢去合适的地方生存， 后能活下来的不足 5%。以前海龟的天敌也就那几种，

还能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可后来由于人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便利的关系，南美洲的一种蚂蚁

被引进到这里，这种蚂蚁很恐怖，可以把所有的海龟蛋都包围起来消灭掉，一度对海龟的繁

衍造成很大的威胁。后来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只会致死这种蚂蚁的药，涂在海龟蛋周围，这样

就避免了蚂蚁的骚扰，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吃海龟蛋的生物，尽量自然的恢复到以前的平

衡状态。 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看似人对自然没有刻意的破坏，可是却可能间

接的伤害到别的生灵。看似自然发生的灾害，其实还不是人无心造成的恶果。怎么保护自然，

怎么合理开发自然，怎么和自然达到一种协调和美丽的状态，其实是很刻不容缓的问题吧。

后来我们去鸟岛的时候，那里有个乌龟湾，边吃午饭边等龟，确实等到好几只钻出水面喘口

气。只是他们的速度很快，一眨眼又不见了，不过那探头探脑的样子着实可爱。 
 
完了，游记已经写成”人记”+”龟记”了，还是来讲我们的旅游吧。我们路过了 Stanford 富翁

的私家小岛，岛上岛下都正大兴土木，上面盖别墅，海里修珊瑚礁的围栏，不许小船进出，

一副很是霸道的样子。我看他修好了以后，岸上的推土机怎么出来，哼哼。这个富翁在安提

瓜开了好几家公司，都是这里的支柱产业，比如房地产，飞机场什么的，所以政府对他也无

可奈何。后来我们到的一个荒芜的鹿岛(Guiana Island)，据说 Stanford 也要抢过来开旅馆，

不卖给他就要从安提瓜撤资，简直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破坏小岛生态环境。好在岛早就

被一个马来西亚人买走了，至今这人不知何方，所以虽然 Stanford 钱多，暂时也无可奈何。

鹿岛四周都是红树林(mangrove)，根部浸在水中，起着过滤的作用。Eli 的叔叔和堂兄正在

这里钓骨鱼。据说骨鱼吃东西的时候会扎在红树林的根里面摇头摆尾，可我们睁大了眼睛也

没有看到一条，只有一些海星零零散散的在红树林交错的树根里。 
 
后来我们就去了鸟岛。虽然叫鸟岛，岛上没有什么鸟，全在空中飞。不过这里景色极好，登

高望远，凭海临风，蓝绿交织的加勒比海在眼前展现，水清沙白，美不胜收。据说当初 Eli 的
祖父母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岛而决定留在安提瓜的。下岛上船，就到了午饭时间。Eli 邻居的

手艺真不错，做出来加勒比风味的鸡腿格外的香，我一连吃了两大块。还有作为甜点的香蕉

派，是用当地盛产的香蕉做成，粘甜可口。他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Passion(热情果，白香果)
汁和 Tamarind(罗望子果, 也有人翻译成天堂果)汁，前一个不必多说，我们的 爱，后一个

是一种茶色的饮料，不甜，有一点儿青涩的味道。 
 
如果说鸟岛可以算得上是天堂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地狱逛了一圈。这个被称为 “Hell’s 
Gate”的小小岛处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界的地方，岛分成两半，被一座嶙峋的石桥相连。

岛四周也有许多珊瑚礁，整个看起来陡峭古怪，难怪得了这么个名字。这里我们分成了几批，

可以游泳，可以浮潜，可以爬山洞，跑到 Hell’s Gate 上面去。我们选择了 后这个 艰险的。

游泳泳到地域之门近前，发现这里面别有洞天。钻过几道洞门，就看到里面有个水塘，大西

洋的海水一涨一落，这里的水就一起一伏，浪拍礁石，发出格外响亮的轰鸣。继续往上走，

就来到了 Hell’s Gate 的上面。这里的礁石坑坑洼洼，没有一块平整的。还好我们都穿着船上

发的鞋子，只有导游光脚上阵。小岛上光秃秃的一片，底下的大西洋大浪排空，颇有气势，

把小岛冲刷一新。下来的时候发现靠近海水的礁石上紧紧地贴着有很多像三叶虫化石似的东

东。导游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吃青苔的生物，行动极其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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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s Gate 走一遭，也顶多算是热热身，因为 后，我们要去浮潜了。船停在一大片珊瑚礁

边，这里也分成两组，我和 Pei 毫不犹豫的选择难组，带上装备，穿上脚蹼就扑通下水了。

水底下真美啊，这是我见过的 美的自然珊瑚群了（虽然我也没浮潜过几次）。水很清，各

种珊瑚在海底下自由自在的生长蔓延，大片大片的蔷薇珊瑚(monti cap), 四处伸展的红的黄

的鹿角珊瑚(acro), 像扇子一样舒展的柳珊瑚(sea fan), 圆滚滚的脑珊瑚(brain), 还有数不清

的海绵(sponge), 箭排孔珊瑚(birds’ nest), 海下俨然是另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仔细看，海里

面还有好多五彩斑斓的小鱼在珊瑚林间穿梭，好像在玩捉迷藏似的，十分可爱。我们能认出

来的有倒吊鱼(Tang, 怎么翻译的，这么难听), 小丑鱼(clownfish), 草莓鱼(Pseudochromis), 虎
鱼(goby), 鲀鱼(puffer), 天使鱼(angels)……我贪婪的睁大眼睛，想把这一切美景收到眼睛里，

可惜我的眼镜不争气，关键时刻掉链子，起了一层雾， 赶快拿出水面冲一冲，结果腿就撞

在一棵鹿角珊瑚上了，疼得我龇牙咧嘴。其实珊瑚也很可怜，不知道把它撞坏了没有。深的

地方光线更少，显得十分的神秘，想要钻到地下去看个究竟，可浮潜毕竟只能浮着， 只好

等下学期学了 scuba 再深入海底去不一样的视角看看。后来我和 Pei 游散了，不过还好有导

游带领，游得很远，还算没丢。 偶尔抬头看一看，我们的船已经是几百米开外，心里有点

儿打鼓，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游回去。好在带着脚蹼，前行的速度很快，游回船到也不算很

累。这里没有 Barbados 鱼群的壮观，大概是 Eli 不屑给鱼喂食，不愿意破坏生态的缘故，而

我更喜欢这种不经意的自然的美丽。此时的 Eli, 正坐在驾驶的位子上，若有所思的眺望远

方，已经西斜的太阳给他的脸上投下一层金色的光辉。 
 
Eli 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游山玩水的心情，也带给我们大自然和人和谐的感悟。很多点点滴滴，

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不知被什么蒙了眼睛，也许 Eli 就是那个可以帮助我们擦亮眼

睛的人。Antigua, 不虚此行。 
 
 
天堂遇险 
 
我认识几个去过维京群岛的游客，都无不称那里为人间天堂。可是我们，却在天堂遭受了旅

行以来 大的“劫难”。 
 
一早船停 St. Thomas(圣.托马斯)，有惊无险过了美国移民局那关，我们又回到了美国的领地。

由于在这里每位美国游客可以享受 1200 的免税商品，很多人称这里为”购物天堂”。一下船，

我们就看到成排的商店，里面的珠宝首饰，相机香水，烟酒皮货全部免税，极其诱人！第一

次到这里，穷学生的我们还没有什么兴致购物，直接租车奔往东部港口，去赶开往 St. John 的
渡船。船近港，就看到星星点点的帆船漂在蓝色的海湾里，后面就是绿色的小岛，平静而秀

丽。 
 
美属维京群岛由三个大岛组成：St. Thomas, St. John, 和 St. Croix. 因为 St. Croix 距离比较远，

而听说 St. John 风景要比 St. Thomas 漂亮的多，我们就决定自己租船来个 St. John 自助游。”
自驾游”倒是很多次了，不过这”自航游”还是前所未试过的。我们四个人租了个很小的橡皮

船，后面有个发动机的那种。简单的看了看开船须知的录像，租船的人又很简单的指导 Pei
几下，我们就带着地图出发了。运气很不错，这天天气很好，据租船的大哥说这里已经一周

没见过太阳了，而这天竟然万里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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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开船真是自由开心！小船在浪尖上穿行，海风海浪扑在脸上，怎一个爽字了得？不过海

上是没有路的，地图其实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连大概的尺寸比例都一点儿头绪没有，我们只

能凭着感觉胡开瞎开，在海面上迎风破浪，东冲西撞。开得有些累了，我们决心先下去看看

到了哪里，练习练习推船上岸和下海什么的，就朝着一海滩冲去。从海上的视角看海滩，别

有一番风味，一排一排的椰子树，夹在碧海蓝天之间，随着海风摇曳多姿。海滩像一条白线

在延伸，阳光下沙滩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分外显眼。我们按着录像教的”red and green, go 
between”， 很容易得找到红色和绿色的浮标，穿过一扇门似的从中间通过。上岸还算顺利，

只是我们力气实在很小，四个人齐心合力费了半天劲才好不容易把船推到沙滩上。我下了船

就问一位当地的游客，这是哪里，竟然得到一个让人开心不已的名字：Honeymoon Bay. 这
个海滩其实很不容易到达，需要走一条 hiking trail,所以一般游客很少，不过这里风景确实非

常优雅秀丽，所以得了这么个浪漫的名字。我们这次竟然歪打正着，不由得心里窃喜。可惜

船停的不是很好，海浪还是能触到船，于是我们决定先留 Pei 看着船，我们三个去探探海滩，

拍拍照片什么的。这里沙滩洁白细腻，大海却是很有层次，脚下的清可见底，近处的晶莹碧

绿，远处的深邃的让人心醉。 
 
不过很快，Pei 那里一个人坚持不住了，船已经马上就要被海浪卷进海里面，我们虽然还没

尽兴，却也不得不起航开船。船停的地方实在不好，被海浪吹到一片礁石附近，Pei 那里发

动机不敢开，我只得冒着危险下到礁石中间，把船推出这一片危险区域，他们再连拽带扯把

我拉上船，实在有点儿狼狈。不过这也还算有趣，小船继续在风浪里前行，我们快乐的在风

浪的歌声中，在很多海上小岛和大船之间无畏的穿行。 
 
船越行越远，已近午后，我们又一次迷失了方位，抬头看看，应该下岸看看，吃点儿东西什

么的了。看中一处 近的沙滩，小船全速前进。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一处没有什么

礁石的地方靠岸。可没想到发动机竟怎么也抬不起，我们被迫被海浪卷回海里。三番几次，

巨大的海浪已经几乎把小船掀翻，船里已经积满了水。我们三个女生手无扶鸡之力，Pei 身
单力薄，在大海的挑衅下，一时，我竟有一点儿恐惧的感觉。不过很快，岸上很多身高马大

的游客开始帮忙，我们齐心协力，连发动机都卸了，终于历尽千难万险，把小船推到沙滩上。

一时，大家都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全身上下早就被海浪打得湿透，实在有点而惨不忍睹。

我赶快抓住一个游客问道: 这是什么海滩？竟然得到一个响当当的名字：Trunk Bay. 没想到

我们竟然是如此狼狈不堪的登上这个曾经被评为世界 top 10 beach 的海滩，还省了每人三块

的门票钱。(后来想想，我当时其实应该问：这是什么国家？因为我们实在像极了失魂落魄

的偷渡客)。更惨的还在后面，打开船舱一看，里面已经大水泛滥，赶快掏出所有的包，除

了 Lan mm 的包昨天放了一天臭鸡蛋，海水不愿意进去以外，所有的包都泡在水里，里面的

东西无一幸免，包括我们三个宝贵的数码相机。赶快找了个有淡水的地方去冲相机，好几个

好心人投来颇为同情的目光。相机是不能用了，只得忍痛花大价钱在当地小卖部买了个一次

性水下相机救急。唯一幸存的是 Lan mm 的摄像机，那可是她从实验室里悄悄拿出来的，要

是弄坏了， 惨不忍睹的肯定就是 Lan mm 了。 
 
买了点儿东西填饱了肚子才又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这里不愧是世界著名的海滩，清澈如

绸缎般的海，远处的小岛，身后的椰林，脚下的西沙，都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美奂美伦。

静静的坐在岸上，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是一种复杂的又爱又狠的心情。爱的是，天上人间，

美景就在眼前，狠的是，海浪滔天，不容情。Truck Bay 边上有一块小的自助浮潜区域，我

们又一次钻下水去欣赏海底世界。可惜这里离岸不远，开发又早，珊瑚种类不是很多，也不

是特别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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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考虑返航了，把包里淋得透湿，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半天也没干透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放回

去，然后就开始发愁怎么把发动机装回去。看着不大的东西，其实还挺沉。我们几个再加上

两个膀大腰圆的外国大汉也没有搞定。这时，其中一个美国大哥说，我给你找个人去，他肯

定能搞定。结果他带来一加拿大哥们，果然身手不凡，一个人三五两下就把发动机装好了，

让我们看的瞠目结舌。 
 
回去一路无话，大该大家都还在为相机们的牺牲而痛心。不过 St. John 港岸上五光十色的小

店让我们暂时把悲痛抛到九霄云外。各种晶莹闪亮，设计精美的小饰品 能得到 mm 们的

青睐，色彩斑斓的杯子镜框，叮咚玲珑的风铃，图案鲜艳的挎包，每样都让人爱不释手。我

们在小店驻足很久，直到要开船了，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凭着这被海水浸湿的船票，我们

又一次回到 St. Thomas, 又一次大包小包的准时赶上我们的星座号。 
 
今日妙语： 
“所有的东西都湿了，就水没湿.” 
“都进水了，连脑子也进水了。” 
 
 
荧光海湾 
 
要说去看荧光海湾的tour，还得从我们逛书店说起。一天, 我们逛书店, 想看看旅游的书. 我
看Lonely Planet的书必看两部分: 第一页的地图,上面标有当地 具特色的地方; 每章的插画, 
各地 美的时刻. 当读到Peuto Rico一书的时候, 地图上关于Vieque的一句话吸引了我的注

意: This is the most dramatic tour we’ve ever had. You cannot find anywhere else like this in the 
world. 什么样的地方能得到作者如此高的评价? 仔细读了相关章节,我还是摸不到头脑, 短
短几句话, 根本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 于是我记下了那个网站 www.biobay.com. 网站上的

照片很是漂亮，让人怀疑是不是真实存在，于是，我们定下了去那里的Tour, 要亲自鉴赏鉴

赏。 
 
在加勒比的 后一天晚上，我们不辞辛苦的开车一小时,坐渡船一小时,转出租半小时,倒大巴

十分钟, 终于颇费周折的上电船来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的海水在白天看来和别处无

恙，平静而温暖。但，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闪亮的繁星点 在漆黑的夜空。

海湾里依然平静，可是当船驶入海湾的时候，船的四周就亮起蓝莹莹的光，像灯光一样明亮。

顽皮的跺一跺脚，海里的鱼儿四散奔逃，也带着蓝莹莹的光，像四散的流星。头有点儿晕，

天上海里，竟然不太能分清。待到了湾中央，我们迫不及待的往海水里面跳！虽然海水有些

冷，但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不能说得清的。亲自进入海里的时候，自己的周围也立刻包围着

蓝光，仿佛自己长了天使的翅膀！把手伸出水面，大滴的水珠顺着胳膊留下来，带着荧光，

像无数美丽的珍珠滚落。推动水花往前游的时候，荧光蓝色的气泡起了又落，暗了又灭，感

觉好像在童话世界里面一样，在小仙女魔粉包围的星星点点的世界里。水花，气泡，荧光，

这是一个怎样的神奇的地方？难道是落九天的银河？ 
 
这种海湾被称为生物荧光海湾(Bioluminescent Bay)。全世界只有五个地方，三个在波多黎各，

两个在澳大利亚， 明亮的就是波多黎各 Vieque 岛的我们来到的这个，这里的亮度要比第

二亮近一倍。海湾里发光的是一种叫做鞭毛藻(dinoflagellate)的半植物半动物，类似于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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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细胞微生物。我们来的这个海湾里每加仑的水中有大约 72 万个这种小东西。它们个头

不大，也就几十微米，按理说，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不过，当它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会

象萤火虫一样释放出生物光，这种光的释放其实是鞭毛藻的一种防御功能。在漆黑的夜晚，

萤火清晰可见，闪亮动人，和天上的繁星相映成趣，身临其境，真是感觉宛如仙境。 
 
生物荧光海湾的产生要有三个重要的条件：1. 是浅湾，有很小的和海洋相接的入水口。这

样，鞭毛藻几乎只进不出，浓度聚集到一定程度，才能肉眼可见，白天还要有一定的日照，

鞭毛藻才能吸收足够的能量。2. 海湾要有尽量少的污染，鞭毛藻对污染很敏感，保持水的

清洁对它的生存极其重要，而且要看到微弱的荧光，还要求岸上的光污染也降低到 小。3. 
四周有红树林(Red Mangroves), 红树的根可以释放丰富的维生素 B12 和各种营养元素，这些

都是鞭毛藻产生光亮必备的元素，同时红树林的根部能起到对水的净化作用，对鞭毛藻来说

是重要的保护神。 
 
我们去的地方恰好符合这些条件，尤其是污染较少，鞭毛藻活得开心，看官看得也很开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湾两岸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汽车尾气，工厂排污，水土流失，夜光

污染，都威胁着这动人的自然奇观，其实这也同时威胁着人自己本身。人和自然，自然与人，

本来就如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同生死，共存亡。 
 
从荧光海湾回来，我记住了这么一句话：In the end we will conserve only what we love, we will 
love only what we understand and we will understand only what we are taught. 对自然母亲，爱

她，才能保护她；传播她的美，才能收获更多的美。 
 
 
和海盗无关- 老城 
 
不知道是不是迪斯尼大片<加勒比海盗>的影响，说起加勒比，大概 80%的人都会想起海盗。 
无论是劫富济贫的侠义海盗，抑或是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海盗，都多半会是坐着飘扬着破破

烂烂黑底白骷髅的海盗旗，一只眼睛上带着黑布罩，头发蓬乱，手持尖刀和火枪，脚蹬皮靴，

一幅狂妄自负，凶神恶煞的表情。他们多半会在船上漂泊一生，为了找寻那藏在加勒比海岛

上，或是沉在海底的一箱箱的金银珠宝。他们相互之间也彼此为仇，相互残杀，很多人命丧

海上，因此珠宝旁边多是死人枯骨，刀光剑影，血腥场面。老百姓对他们也躲之不及，加勒

比海港城市总是会铜墙铁壁，严加防守海盗的侵袭。海盗的传说，已经不知道是一个虚无缥

缈的神话，还是一个能让人信以为真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踏上了加勒比的岛屿，才到了这么一个传说中抵挡海盗袭击的堡垒， 
终于知道，海盗是真有其人，只是他们的故事，多半已经被扭曲。 
 
波多黎哥岛也是哥伦布发现的，和大多数加勒比海岛国家一样，后来成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

当时的殖民者把掠夺金银作为首要目标。西班牙政府每年派出两支船队，到加勒比海流域载

运大量的金银回国。此外，更有更多的船队满载了蔗糖，可可等农作物运回西班牙。眼看着

西班牙蒸蒸日上的经济，英法荷兰等国有点儿坐不住了，他们不能忍受西班牙独吞诺大的一

片土地，独享如此丰富的资源。可表面还是绅士的国度，总不能正大光明的去抢人家的财富。

于是，几个国家一合计，咱们明着斗不过，背地里捅他一刀得了。所以就有了英法荷暗地支

持，却是民间名义上的海盗船队，专对西班牙从美洲到欧洲的船只下手，几年间，掠夺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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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财富和资源。除此之外，海盗们也经常袭击西班牙港口，其中波多黎哥的 San Juan 岛

就是重点袭击对象之一。于是在十六世纪，San Juan 在沿海的区域修建了大大小小好几个

堡垒，抵御外敌。 
 
直到 17 世纪末，美国终于打败了西班牙，把波多黎哥据为己有。波多黎哥人一直有着自决

前程的权利，或成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或宣布独立，或维持现状。有人说由于波多黎哥人

不愿被美国完全同化，更不愿改官方语言为英语而不愿成为美国的州，也有人说由于波多黎

哥的福利制度很好，大部分人不愿意放弃而宁愿维持现状，反正波多黎哥一直都是属于美国

联邦，却又独立于五十个州外的。 
 
圣胡安老城像个钝角三角形，所以在三个顶端就是三个堡垒的位置。Fort San Felipe del Morro 
处于 外端的那个角上，还没看见堡垒，就看到一大片草坪在海边的峭壁上，有人在躺着那

里吹海风，有人则在放风筝，还有小孩子在快乐的嬉笑打闹。草坪的那端，堡垒像一座云中

之城，屹立在那里。走进城堡，一种古老而沉重的气息迎面扑来。堡垒里还有修复的灯塔，

大炮，盘旋而上的小楼梯什么的。暗灰色的城堡临海而建，底下就是波浪滔天的大海。在眺

望台上凭海临风，这天风浪很大，巨大的海浪一股一股袭来，拍打在保护海岸的礁石上，激

起雪白的浪花。据说每年这里都要花巨资来修建那些礁石，来保护古迹。堡垒的小瞭望台很

有特色，圆柱形的悬在城墙上，远远望去，毗邻大海，迎风破浪，坚如磐石。另一个 La Foraleza 
Santa Catalina Palace，在小城南边，堡垒没有那么雄伟，不过这里有一座圣胡安门 La Puerta 
de San Juan (San Juan Gate)，据说曾一度为圣胡安的象征，每每航海回来都要走过这道门表

示归来。 
 
San Juan 的老城古老的城墙沿海而建，至今保留的还十分完整，只是墙里墙外好像两个世界。

我们意外的开车开到墙外的时候，俨然是一片穷人区的景象，道路肮脏不堪，路边的房子破

旧脏乱，还有人在毒品交易。而一墙之隔却十分的漂亮，狭窄的小街，地上是青色的石砖路，

两旁五颜六色的小店林立。热闹非凡阳光下，小城显得五光十色，活泼可爱。 
 
我们在街上买了冷饮 pina colada，白的椰子，黄的菠萝，红的热情果，三种颜色，三种口味

的，边细细品味着这夏日里清爽美味，边享受着太阳和暖风的轻抚，边踱步在小城，浏览斑

斓玲珑的小店。两边的小房子大多两三层楼高，漆成很纯的单一的颜色，各式花样的路灯和

阳台点 在小房子上。路上有很多游人，在小房子间穿梭驻足，乐此不疲。走累了，就到一

家当地餐馆点上几道波多黎哥特色菜。我们四个人点的菜各不相同，我的辣炖鸡块，炖的恰

到好处，香辣可口，很像中国菜；他们的由当地生产的绿香蕉制成的牛肉香蕉饭更是别有风

味。我很喜欢这种混合着加勒比，西班牙，和非洲的文化艺术气息，那种艺术的生命力和原

创力，那种明快鲜艳的色彩，它给视觉带来很强的冲击，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想来天天在这

样一个城墙保护着的童话般的小城里生活，心里也一定是晴空万里，天真快乐的吧。只可惜

小城太小，转遍全城仍觉得意犹未尽。 
 
 
雨林深处 
 
本来以为到此为止旅游就结束了，我们要回到隆冬的新泽西去忍受严寒。没想到，一大早到

航空公司柜台前 check in 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航班仍滞留在亚特兰大，只得换乘晚上的航

班。于是，我们的旅程，又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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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问，“有什么打算么？”我在一秒钟内做出决定，“我们去看望远镜吧！” 
 
学天体物理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波多黎哥的深山老林里有个天文台 Arecibo Observatory，那

里有着世界上 大的射电望远镜。那里常年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和大气物理学家，

采集数据，处理数据，解决了很多天文大气问题。第一颗快脉冲星是这里发现的，水星的转速在

这里测得，第一次探测到雷达波在彗星上的反射也是在这里完成的。这个地方有点儿物理学圣殿

的味道，作为自称物理专业的学生，我其实也对这个地方心驰神往。只是开始制定旅行计划的时

候没有时间排下，只得忍痛割爱，本来以为会留个遗憾。没想当飞机航班奇迹般的推迟，让我的

朝圣之旅又成了可能，真是天助我也。 
 
天文台在圣胡安以西大概 50mile 的地方, 从机场租了辆车, 我们就又开始自助行. 早听说波

多黎哥开车比较恐怖，实际开起来也没太觉得什么，大概还不如纽约城里乱吧。不过路况实

在是差, 地图上标着的大路还好，小路就不行了, 即使是有号码的 highway 也多半来回只有

一条车道。好在路上车很少, 碰到对面车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碰到了, 互相让一让, 勉强也能

过去. 在机场的 Information Center 了解到, 天文台附近还有个世界前几大的山洞系统, 
Camuy Caves. 我们一合计,反正有时间,就先直奔那里而去. 可惜这天我们遇到了在加勒比

的第一个雨天, 小雨绵绵不绝, 山洞关门了! 悻悻的从那里离开, 我们诚惶诚恐的开往天文

台, 心里直念叨, 让上帝如来都保佑天文台还开门吧.  
 
还算幸运, 天文台仍让参观. 山脚下的大牌子上写着: 请带好伞. 一问才知道下雨在这里是

家常便饭. 拾级而上, 走到那里给游客开的天文馆, 就像小时候玩的科技宫似的, 有着形形

色色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互动展示. 终于看到了这个银白色的庞然大物, 它像个巨大的碗静

静的窝在绿色的山谷中. 它的用于反射的表面积据说有26个橄榄球场那么大, 直径300多米,
表面是四万多块铝板铺成. 在天文台播放的小录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 就是摄像机在透

过铝板拍摄正在上面穿这很大的鞋子漫步的工作人员. 反射面上空悬着的是望远镜的接收器. 

接收器可以在两个方向上移动(AZ & ZA), 我们到的时候恰巧有实验在进行, 于是就看到球形

的接收器在缓慢的从两个方向移进到需要的位置上.  望远镜接收器的平台有三根塔柱支撑, 三

个塔柱是可以上下调节的, 据说能精确到毫米量级以保证试验的精确度. 如此庞大的工程却能

做到如此精确的程度, 实在让人拍案称奇. 
 

从天文台出来,走小路走到迷路. 不过我们也因祸得福, 闯进了当地的热带雨林-Rio Abajo Forest. 
在小路上蜿蜒而行, 雨中的雨林很有一种神秘色彩. 转个弯, 一片绿色的山谷映入眼帘, 大片大

片的芭蕉林, 盘满枝头的藤蔓, 绽放的大红的美丽花朵, 我们看得有些呆了. 据说这里的 palm 
tree 有百种之多，高的椰子树高耸入云，宽的棕榈象扇子一样铺开，美的芭蕉婀娜多姿，千变万

化，十分耐看。路边的一棵矮树上好像开满了白色的花, 停下车来仔细看个清楚, 才发现原来是

一群一群的白色的鸟! 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还有着这么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 实在是太

美了, 美的我找不出什么华丽的词藻来形容那时的景致，那时的心情。（可惜相机坏的不是时候 
 ） 

 
其实前一天，我们去了美国唯一的国家热带雨林 Caribbean National Forest, 那里虽然也是郁郁葱

葱的景致，在阳光下却没有雨中的妩媚。很有意思的一段是，我们在雨林里寻找瀑布的时候，把

车停在了路边，包儿就随便丢在里面。往回走的时候，看到一位 ranger 沿路来找我们。原来这

一片治安很差，经常发生一些敲破车窗偷东西的事件，我们粗心大意差点儿就成了倒霉鬼。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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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的 ranger 路过，赶来提醒，真是让人感激涕零啊。 

 

 

攻略点滴 
 
关于游轮--- 
不多说了，重要的几个网站记牢，多看看去过人的意见很必要。 
Fufu的网站，关于cruise的连接很全http://www.travelsuperlink.com/cruise/cruise1.htm
Expedia cruise 部分，可以用来查船期，行程，大致价位 
http://www.expedia.com/pub/agent.dll?qscr=kruz&rfrr=-359  
Condé Nast Traveler 2004 Cruise 排名, 不一定权威,但总能参考参考 
http://www.concierge.com/cntraveler/lists/cruiseships04/large  
Cruisecritic，论坛尤其好，里面聚集了众多 cruising 高手，有什么问题很快能得到解答。 
http://cruisecritic.com  
Cruise竞价网站http://www.cruisecompete.com/
 
关于波多黎哥---- 
交通 
从飞机场到港口可以坐出租车，出机场就能看到排队打车的。那儿的车都是 minivan，suv
什么的，个儿很大。我们四个人的行李都装下了。价钱还好，四个人带行李不到 20 块钱。 
在波多黎哥岛上里面玩， 方便的还是租车。由于岛小，量你也开不了多远，租车很便宜，

在机场提前预定好租 Hertz, 所有东西算一起也没超过 30 块钱，很划算(如果不提前预订, 价
格就贵得多了)。附近还有一些当地小的租车公司，都差不多价钱。比如 Charlie, Target 什么

的, 可以问问 Information Center。 
住宿 
推荐一下 San Juan 机场的 Best Western，价格公道，尤其是如果飞机很早的话，住在这里很

方便，不用赶来赶去的。有早餐。态度很好,我们都 check out 了,还帮我们找租车公司. 
 
其他--- 
货币 
巴巴多斯 ~2 Barbados Dollars=$1US 
多米尼加共和国 ~ 28 Dominican Republic Pesos=$1 
我们去的其他地方都是用 East Caribbean Dollars，~2.8 East Caribbean Dollars=$1 
所有美属地：波多黎哥和美属维京群岛都用美元。 
其实大部分有游客的地方都收美金。一些大的商场，租车公司等都收信用卡。 
 
语言 
大部分加勒比国家都使用西班牙语，包括美属地。不过很多人都懂英语，没觉得有什么不方

便。路标是使用西班牙语的，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其实看字母也能猜出来个大概。像

Hertz 这样的租车公司也有地图拿，上面有一些简单的英文和西班牙文对照，挺方便的。如

果在加州住过，习惯了西班牙语，那就更方便了 :P 
 
穿衣必备 
加勒比地区一年四季如夏，准备夏天的衣服就可以了。不过有可能暴风雨来得时候气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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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以也应该准备一两件外套以防坏天气。不要忘带防晒霜。 
 
须知 
近一段时间有些游轮上有传染病传播，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其他参考网站 
Virtual Tourist: http://www.virtualtourist.com/vt/  
Snorkeling World: http://www.snorkelingworld.com/
 
 
写在 后 Do we have to leave? 
 
离开了雨林，离开了波多黎哥，离开了加勒比海。深更半夜到达纽约机场，从一尺多厚的雪

里把我们的车挖出来，驶回温暖的家。凌晨出发，凌晨归来，也算是一种巧合吧。整整九个

24 小时，在生命里也许不算什么，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却能占很多。 
 
写了快一个月，终于把这游记写好。其间 Lan mm, Yue mm 和 Pei 催我无数次，以至于我天

天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不敢见人。 后来还是 Lan mm 抓住我的弱点，许愿让我吃她的”

GC 好吃的红烧肉”，我才禁不住诱惑，把游记一挥而蹴。 
 
写游记已经写成了习惯。还记得那次去冰岛，雄心勃勃的打算写出 10 万字的小说。结果一

个字都没有写出来，记忆也就慢慢的老去。以至于上次翻照片出来，竟然惊讶的发现我还在

那里划过船呢，是在湖里，还是海里？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于是后悔，当初的 10 万

字为啥连个头都没开就无疾而终了呢。后来的又去过一些地方，也就都保持着写点儿什么的

习惯。从开始的只言片语的纪录，到慢慢的融进我们自己的感触；从开始的纯粹自娱自乐，

到后来放到网上和朋友分享，我们看着自己的脚步慢慢的延伸，也慢慢的长大，此种滋味，

不可说，不能说。 
 
后来，Lan mm 和 Yue mm 又多次表达大家一起共游的愿望；再后来，很多朋友问起去加勒

比旅游的事宜，纷纷跃跃欲试（看来我的游记竟还是有读者的！）；再再后来，就是我终于痛

下决心，报名了这学期的水肺潜水课。也许离开并不是结束，也许不久以后，暑假或是寒假，

我就会又回加勒比，去看那美丽的海底世界，去看那动人的加勒比海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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