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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佛罗里达 

 
 
序 
 
上学期选了潜水课，刚拿到 PADI open water diver 潜水证，比较心痒。可惜整个暑假都要实

习，长时间旅游是泡汤了，只得充分利用 Memorial Weekend 这样的大礼拜，抛下一切，飞

往温暖的佛罗里达，开始我的首次潜水之旅。 
 
 
日程 
 
5.27 飞到 Fort Lauderdale, 宿 Florida City 
5.28 Key West, Sloppy Joes 午饭， Subtropic Diving Tour (2 boat dives), 最南角，

Alonzo Oyster Bar 晚餐，观日落，宿 Florida City 
5.29 Key Largo, Ocean Divers Diving Tours (4 boat dives), Versailles 晚餐，宿 Florida City 
5.30 Everglade National Park, 飞回 NJ 
 
住宿选择 Florida City, 是因为地理条件优越，离 Miami 半个小时，Key Largo 半个小时，

Everglade 10 分钟， Fort Lauderdale 一个小时。而且住宿相对便宜，附近还有个 24 小时的

大 Wal-Mart Supe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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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est 
 
开过一连串的 Keys, 开过一连串的桥，磨磨蹭蹭开到 Key West 已经日近午时。都说 Driving 
there is half fun, 如果这是真的，看来 Key West 也没啥意思。一路上车流还好，只是快到的

时候路过鹿的保护区，限速比较低。 
 
Key West 的 Hilton 咱住不起，停车还是停得起的。停了一小时去吃午饭, 沿着 Duval 走到著

名的 Sloppy Joes Bar。外面艳阳高照，路人稀少，Bar 里面却是熙熙攘攘，音乐一片，气氛

热烈，不愧是著名的 Party 胜地。找了两个吧凳坐下，点了著名的 Sloppy Joes Sandwich, 和
一份 Coconut Shrimp，边听音乐边唱美食。 
 
一点多钟，赶到 Subtropic Dive Shop，开始我的”处女潜”。这是我的第一次船潜，海潜，船

骸潜，头一次潜到 60ft 以下，头一次在有流的地方潜，头一次尝试水下摄影，也是我头一

次脱离教练单独潜水，心里颇有些惴惴焉。 
 
这第一潜的地点是 Joe’s Tug, 是一条长 20 米左右的小船，这船本身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没

有人知道这船最初的名字，它曾一度在 Key West 的港口停留，并打算于 1986 年的时候，沉

入 Miami 海底，成为当地的人工珊瑚石。就在将被沉入海底的前一天晚上，当地著名（或

不著名？）的船长 Joe 和一些朋友在喝了不少古巴朗姆烈酒后，酩酊大醉的把船劫持走！这

是 Key West 的船，怎么能归属迈阿密呢？本来他们打算把船沉入更远的海域，没想到没拖

多远，船自己沉了。在一片珊瑚礁附近，深约 22 米的地方，这条小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也由此得名，Joe’s Tug. 又过了几年，1998 和 1999 年连着两场飓风把 Joe’s Tug 的驾驶舱完

全吹掉，整个船从中间断开。破损的船形成了鱼儿们天然的保护墙，大批的海洋动物在这里

栖息。 
 
到了潜点，往海里跨了一大步，顺着绳子往下游去。当时的能见度还比较高，大概有 15 米

的样子。往下潜了一小会儿，就隐隐约约看到 Joe’s Tug 静静的躺在那里，充满了神秘。忽

而眼前几条身躯庞大的大鱼缓缓而过，让我惊愕不已。仔细围船转了一圈，发现虽然水流不

是很大，但鱼群们还是喜欢躲在背流的地方，所以船舷底下总是有大批大批的鱼儿一动不动，

像一幅静谧的立体画。这里鱼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比我潜过的宾州的小湖强！这里最多的当

属 Snapper (鲷鱼？)和 Grunt (石鲈), 他们总是喜欢群聚在一起，声势浩大。看到不少大大小

小的 Angel Fish (天使鱼)，黑的，白的，蓝的，绿的，花的，很舒缓的游来游去，抑或是在

珊瑚礁附近啄来啄去找食吃。我还看到一条很小的 Puffer(鲀鱼), 方方的脑袋，带着两个小

触角，呆头呆脑的样子，煞是可爱。和我们一起潜的是一位有过 50 多潜经验的希腊大叔，

在他的带领下，我还看到了藏在石头缝里的龙虾，伸着两个大须子，探头探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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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第一次海潜不太适应，可能是太深的缘故，我的气瓶很快就快用完了，只得悻悻而归。 
 
在水下一切安好，可到了船上，一股一股的浪打船，我就开始头昏脑胀。好不容易挨到第二

潜的 Marker 32 珊瑚礁群，恨不得马上跳进海里去。还是我的 buddy 考虑周到，让我多看远

方，别看地下，站在通风的地方，还帮我带好脚蹼。只是我一跳下去，脚蹼就掉了！还好并

不很深，游几下也就顺利的捡了回来，偶的潜水经验又得以了丰富。 
 
穿好脚蹼，才有心情浏览四周的景色，骤然发现，一条足有 1 米多长的(Barracuda) 海狼悬

浮在水中。这种动物被称为”海底的猎豹”，速度极快，Finding Nemo 里面 Nemo 的妈妈就死

于它的嘴下。看着它一动不动的样子有点儿毛骨悚然，真不知道会不会马上冲过来，真可谓

静中有动，以静制动！其实上潜水课的时候都学过，海洋动物一般不会攻击潜水的人，极少

的攻击行为也是因为潜水者侵犯了它，是属于自卫性质的。只要潜水人不做大幅度的动作，

不侵扰海洋生物，潜水是很安全的活动。 
 
这片珊瑚礁是手指状的，四五条珊瑚礁平行排列，中间是沙地。深度大概只有 10 米左右，

能见度很高，清可见底。我们顺着珊瑚礁游过去，再绕回来。以前都只是浮潜看珊瑚，这次

终于能在水中，在珊瑚群里自由的钻来钻去，实在是开心。在水里潜行，在三维的世界里飘

来飘去，就感觉自己在飞一样，这种乐趣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只可惜在水里不能说话，否

则我早就在这海底花园里”哇哇”乱叫一气了。其实佛罗里达的珊瑚种类并不是很多，颜色也

并不很鲜艳，但对于我们这种棒槌来说已经是很满足了。这里主要是四处伸展的鹿角珊瑚

(acro), 和舒展开的柳珊瑚(sea fan), 四处还夹杂着脑珊瑚(brain)，海绵(sponge)和蔷薇珊瑚

(monti cap), 总体说来，和上次在 Antigua 看到的珊瑚种类是差不多的，只是这里更能近距

离的观察。我最喜欢看的是有水流的时候，大片大片的 sea fan 在海底像风吹过的麦田一样

伏下又竖起，此起彼伏，舒缓优美。 
 
又把一瓶气用个精光，恋恋不舍的爬上船来。船上的 guide 是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小伙子，长

得很帅，服务也特别好，潜上来，有橙子和菠萝吃。而且听说我是第一二次潜，还特地仔细

叮嘱了几句。 
 
下了船，仔仔细细写好 dive log, 趁天色还早，跑到美国大陆最南端去照了张到此一游照，

然后赶到 Alonzo Oyster Bar 去吃大快朵颐。既然已经来到了海边，就不得不尝尝海鲜了。

点了鲜活的 clam 做开胃小食, 还有 Grill Dolphin 和 Fried Oyster 作主食。此 dolphin 非彼

dolphin, 是一种叫 dolphin fish 的鱼。也难怪，大概谁也不忍心把可爱的海豚烤来吃吧。

Alonzo Oyster Bar 是版上有人推荐过的，确实还不错，海味很新鲜，海港景色也宜人。 吃
的心满意足，慢慢的在街上溜达，发现海滩附近站满了人，看看天色，料想太阳马上就要下

山了，于是我们也不能免俗的看了 Key West 的日落。 
 
Key Largo 
 
Ocean Diver 的船出发的很早，一大早 7:45 睡眼惺忪的赶到的时候，还有 10 几分钟就要开

船了，有点儿狼狈。今天船上的人很多，和昨天的船比起来有点儿显得拥挤。Key Largo 潜
水在 Florida Keys 还是小有名气的，怪不得网上人都说:”at Key West, dive a little, party a lot; at 
Key Largo, dive a lot, party a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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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两潜都是 Reef Dive, Molasses 和 French Reed, 大概都是 40feet 左右。这里看到的鱼和

珊瑚的种类明显增多，漫游在水中，缓缓的欣赏两边的画卷般美景，其乐无穷。尤其是直径

约一米的球状 brain coral, 简直是完美的杰作，纹路清晰，颜色也异彩纷呈，上面还有一些

很小的 Neon Goby 在啄来啄去。第二潜的时候还穿了个小山洞。头一次钻山洞还有点儿害

怕，但是看别的 diver 都一个个过去了，也就壮壮胆，小心翼翼的游了过去。进去的时候仔

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地上都是沙子，没有什么生物，所以水平不高，擦到地面也不怎么会破

坏生态平衡。洞里面竟也栖息着不少小鱼，泛着银光。 
 
虽然在水里还算欣然，可上船以后听到别的 diver 讨论就开始不爽。开始有一个人说看到护

士鲨了(nurse shark)，就开始泄气，后来又接二连三的听说有人看到海龟，海豚什么的，让

我越发郁闷，为什么运气如此不佳呢？ 
 
下午定的 dive 本来是安排在 Christ of the Deep Statue, 那是一个人造的耶稣塑像立在水中供

人参观，全世界有那么两三座。可中午才听说，dive 被取消了，而且由于预定了位置，而想

潜水的人太多，他们的 tour 订满了，不能退了，只好下午去随便潜潜，或者过些日子再回

来潜。思来想去，来一趟不容易，还是毅然随船又出发了。事后才发现，这真是一明智的决

定。 
 
午后艳阳高照，气温慢慢升了上去，但绝对是绝佳的潜水天气。阳光很好，能见度高。下午

的第一个是船骸潜，在一个叫 Benwood wreck 的地方。这是一艘 1910 年建于英国的船，有

120 米长，沉得不深，大概只有 15 左右的样子，破坏不算特别严重，整体看起来很漂亮。

船本身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而船舷两则生长着大量美丽的珊瑚，大群大群的 grunt, 
snapper 在这里栖息。真的是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鱼，让我想起来以百万计的非洲草原上的密

密麻麻的角马和火烈鸟。船的四周都是珊瑚礁，那里躲着很多种大型的伏在地上的石斑鱼

(grouper)，有一条纯蓝色的，特别美丽。 
 
快上来的时候，骤然发现一条很大的 puffer (鲀鱼), 记得在宠物鱼店里曾经见过，鱼缸上用

大号的字写着:”Yes, I DO bite!”, 再看它的牙齿，比我的还大一号，让人感到有点儿恐惧。这

次在海里和它离得不到 2 米的距离，它竟然比较怕人，掉头就跑，我使劲划划脚蹼，发现追

上它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放弃了。没想到，它绕了个圈又自己回来了，让我看了个仔细。

大鲀鱼看的意犹未尽，没想到一条蝙蝠鱼又出现了！这是一条小型的 Yellow Sting Ray, 圆圆

的身形，上面很多小斑点，配上一条长长的尾巴，要不是它游了起来，伏在地面还真看不大

出来。 
 
如果说着船骸潜略微补偿了上午潜水的遗憾，那么在 French Reef 的最后一潜则为这次潜水

之旅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仔细算来，这是我在开放水域的第十潜，上了两位数，量变的

积累产生了质变的飞跃。这是一片很大的珊瑚礁，由于 memorial weekend 船很多，我们的

船停在比较靠边缘的地方，而底下流也很大，要先逆流而上才能看到珊瑚。 
 
可惜好事多磨，没走多远，我就经历了学习潜水以来最惊心动魄的 weight drop. 由于气瓶和

潜水服什么的会产生正浮力，所以我身上绑了 12 磅的铅块来保持我在水里的中和浮力。我

的 weight belt 一掉，我就会产生很强的正浮力，快速上浮是很危险的事情，重则可以产生肺

部损伤，有生命危险。我当机立断，先告诉 buddy 我的 weight belt 掉了，然后用力往下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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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自己不马上浮上去。Buddy 也是眼疾手快，马上为我拾到 weight belt, 化险为夷。在水

下系 weight belt 是学潜水的时候的必修课，看来学的还真有用处。 
 
经历了这场有惊无险的事件，我有些累了。尤其还要逆流游上去，明显感到有些体力不支。

不过很快发现，贴近地面，或者在珊瑚礁之间游能省些力气，这才在有精神四处观望观望。

我们的位置在比较靠珊瑚礁边缘的地方，流大，但是收获也很大。先是看到一大群 tuna 鱼，

每条都有一米左右，声势浩大； 然后是一只庞大的海龟， 足足有我这么大个头, 我看得目

瞪口呆, 只追了两下,人家就没了踪影, 庞大的身躯消失在无尽的大海里. 紧接着, 又是一条

护士鲨, 大概有一米多长, 全身黑色, 据我们也就两米左右,在珊瑚礁上游走, 隐蔽得很好. 
以前看电影看多了, 总以为鲨鱼是很危险的动物. 其实海里的鲨鱼并不可怕，有人统计，每

年被椰子树砸死的人是被鲨鱼咬死的二十倍，我敢在椰子树下款款而行，为啥就不敢在水里

和鲨鱼共游呢？其实由于鲨鱼数量急剧下降，看到鲨鱼是每个潜水人梦寐以求的。我们看到

鲨鱼的一刹那简直激动万分, 要知道,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野生的鲨鱼, 还是如此

近距离观察!！最后是小心翼翼的看着它朝我们游过来的。快上船的时候, 又突然看到一条

翩翩而来的蝙蝠鱼! 这次遇上一条不同的, 是一大型的鹰翼鳐鱼(eagle ray), 就是 Finding 
Nemo 里面的 nemo 老师, 两翼张开,感觉足足有两米长, 身形飘逸, 飞得样子十分优美. 看它

不紧不慢的样子,其实前行的速度极快, 忽闪两下就不见踪影, 只剩下我们在回味无穷. 可惜

后来水下闪光灯没电了,只依稀照出了鲨鱼的身形. 
 
心满意足的回来了, 稍作安顿, 就考虑吃饭问题. 有人强烈建议去尝尝 Miami little Havana
的古巴菜,说那里很是正宗. 于是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又便宜又好吃的 Versailles 去尝尝鲜. 从
它外面排的长长的队, 到一进去发给我们的西班牙语菜单, 都觉得这里看起来比较正宗. 试
探性的问了问 waitress, 发现原来是有英语菜单的! 难道我晒得看起来已经像古巴人了？！

我们一个点了龙虾海鲜烩，一个点了炖羊腿，再配上美味的葱香面包，炸得适中的 plantain, 
吃得我们开心万分。和邻桌坐的一位古巴美女，还有她的荷兰老公聊了聊天，竟然发现那古

巴美女以前是古巴芭蕾舞团的，曾代表古巴与 1987 年出访中国演出！  
 
Everglade 
 
潜水后再坐飞机是需要时间减压的，让身上由于压力渗入的气体慢慢释放并散掉。书上建议

说单次潜水需要减压 12 小时，多次潜水需要减压 18 小时，正好利用这些时间去了 Everglade 
National Park, 打算看看鳄鱼。 
 
本来打算去 shark valley 租自行车边骑边看，后来考虑反正住的地方离 Royal Palm 也不远，

不如先去那里的visitor center 看一眼。结果发现，正好早上10:30在Flamingo有一趟boat tour, 
算算时间，正好能到，而且介绍里很诱人的说能看到很多鸟类，鳄鱼，甚至海豚。这一举动

相当明智，就凭刚潜过水的极弱的体格和当天毒辣的日头，自己骑自行车简直是痴心妄想。 
 
路上路过一家小店，各式各样的水果看着很是眼馋，下来买了一磅 passion fruit.发现这里的

passion fruit 酸得很。如果第一次是在这里吃的 passion fruit, 恐怕我就不会爱上这种神奇的

水果了。 
 
上船之前，一条灰色的鳄鱼就趴在船边，一动不动的。导游说，快照照片啊，这是 crocodile, 
你们不一定有机会再见到它了。果然，一路上只看见这一条 crocodile，虽然 alligator 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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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方有出没的。提到两种鳄鱼的区别，导游介绍说，crocodile 偏浅色，灰或者绿色；

而 alligator 多偏黑色，眼睛比较凸，嘴成马头形。全世界，这两种鳄鱼只在佛罗里达能同

时看到，而相比起来，crocodile 更难见到一些。而在这里一天两种都看到了，实在是幸运。

船开一路，鸟和各种植物看到了不少，还见识了鱼鹰捕鱼。最惊叹的是苍蝇和蚊子数量奇多，

红头的，绿头的，黄头的，大的小的，千奇百怪。胖导游问大家有没有被蚊子叮，有几个人

举了手，他说，谢谢你们的献血，你们为 Everglade 的生态系统作了贡献，Everglade 感谢你

们。返航的时候，两只海豚出现了，不过他们很害羞，也不跳出来问候我们一下，只是远远

的时不时探个头出来看一眼我们。 
 
来的季节不是很合适，干季刚过，雨季还没到，动物都躲起来了。传说的冬天里，满地上趴

的都是鳄鱼的情景没有碰到，不过传说的佛罗里达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碰面倒经历了一遭。在

Flamingo 加油的时候，竟然巧遇高中师弟，难得难得。 
 
后来又走了 Royal Palm 的 trial, 虽然只有半英里，走得我们头昏眼花，眼看就要中暑了。这

里的天气不比加州，不仅热，还很潮，闷得喘不过来气，很是难受。如果不是来潜水，这个

季节玩佛罗里达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跋 
 
短短三日，却吃得好，玩得好，潜得好，心满意足。盼望着下一次潜水，盼望着下一次在美

丽的水下花园里，和鲨鱼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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