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岛，白沙 
贝壳，花香 

和最爱的人去远方 
和最爱的人去最美的地方  

一起在马上驰骋 
一起在海底和鲨鱼游荡 

一起在水上小屋的露台上数星星 
一起在复活节岛神秘的石像前彷徨  

波利尼西亚的阳光下 
我们的爱，在太平洋上空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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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5/17, LAX-PPT-IPC, 一路坐飞机，从洛杉矶到 Tahiti，再到 Easter Island  

5/18-19, Easter Island, 宿 Mana Nui bed and breakfast  

5/20, Easter Island, IPC-PPT, 宿 Otaha Lodge, bungalow suite  

5/21, Diving in Tahiti, 宿 Otaha Lodge, bungalow suite  

5/22, PPT-BOB, 飞到 Bora Bora, 宿 Sofitel Motu, overwater bungalow  

5/23-26, 宿 Sofitel Motu, overwater bungalow  

5/27, BOB-PPT-LAX, 又一路飞回洛杉矶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先简单介绍一下，Bora Bora是南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属于 French Polynesia （法属
波利尼西亚），不过一般不这么叫，大家都亲切的以这个国家的主岛 Tahiti代称。
国内官方译为“塔西提”，最近也流行台湾的叫法“大溪地”（太难 听了）。Eastern 
Island，复活节岛，也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属于智利。这个岛以起成百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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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巨型石像而闻名于世。它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与 世隔
绝的地方，因为离它最近的另一个陆地（也是一个岛）有约 2000公里的距离！  

早就把 Bora Bora作为梦想中的蜜月 destination了。不过我不是那种喜欢在一个
resort里住一周 vacation的人，怎么能把 Bora Bora和另外好玩的地方结合起来就成
了关键问题。开始我想的是新西兰，不过那里好玩的实在太多，这样一来，新西兰

就会抢了 Bora Bora的风头。后来灵机一动，另一个在我 travel list上，著名的神秘
小岛复活节岛也在南太平洋。而且更绝妙的是，全世界去往这个小岛的航班只有两

个，一个从智利首府出发，另一个就是从 Tahiti出 发。从 Tahiti去复活节岛简直再
合适不过。我们后来遇到从法国去复活节岛的人，他们要从法国先飞到美国，然后

飞到 Tahiti，再到 Easter Island，这叫一个曲折…… 解答 seren的问题：不飞三角形
是因为没有直飞的航班。您猜对了么？  

就这样，一个蜜月，两个小岛。一个漂亮，一个神秘；一个悠闲，一个探险；一个

静如处子，一个动若脱兔。让我们不会太闲，也不会太忙；不会观赏美景过度而审

美疲劳，也不会探寻古迹历史太多而疲劳乏味。自诩这个安排可谓珠联璧合，相得

益彰。  

定 行程颇费周折。开始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 package的价格一般都很不错，于是就
找了两个 travel agent咨询价格。后来发现 travel agent不是一般的黑，比自己从
airline和 hotel的官方网上订的要贵 1-2千。于是本着财迷的原则，就全部 DIY
了。  

花销 里面两个大头：机票和旅馆。机票上下浮动不是很大，不过我有几天在 Air 
Tahiti Nui的网站上天天看票价，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某天突然他人均降了 200
块钱，就马上下订单了。后来再没出现过这么好的 deal。去 Easter Island和 Bora 
Bora的机票价格就不怎么浮动了，所以就在官方网站上定下来了。  

旅馆呢，既然是蜜月，既然是 Bora Bora, 不住 overwater bungalow都对不起那里的
景色！Overwater bunglow就是建在水面上的小房子，率先从 Tahiti流行起来的。
Bora Bora上有 N家 resort，几乎都有 overwater bunglow，各有千秋。定 resort的时
候，我在这里(http://www.tahiti-explorer.com/frames/bora-index.html) 看的各个 resort
的优缺点，最后锁定 snorkeling 最好的 Sofitel Motu，后来正赶上这里买二送一的
大 deal，就毫不犹豫的订了下来。最后到了岛上还给我们免费 upgrade成了最好的
房间，真是大惊 喜！Easter Island和 Tahiti也都选了有 ocean view的 inn 或者
bungalow，不是连锁酒店的，是私人开的旅馆。这几个小岛上体味不同的住宿风
格，非常有趣！  

机票住宿全部是从官方网站上买的或者是 email过去订的  

Air Tahiti Nui: http://www.airtahitinui-usa.com/ 
Air Tahiti: http://www.airtahiti.aero/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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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Chile: http://www.lan.com 
Sofitel Motu: http://www.sofitel.com/gb/hotel-2755-sofitel-bora-bora-motu-private-
island/index.shtml 
Mana Nui Inn: http://www.rapanuiweb.com/mananui/index.html 
Otaha Lodge: http://www.otaha-lodge.com/en/index.html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 for two 

机票 4240 (LAX-PPT 1090 pp, PPT-BOB 370 pp, PPT-IPC 660pp) 
住宿 2090 (Mana Nui 85*2, Otaha Lodge130*2, Sofitel Motu 1660) 
潜水 1000 
饮食 900 
其他（骑马，公园门票，出租车，纪念品，etc） 550 
总共 ~8800  

在此感谢所有支持我们蜜月的朋友，让我们最终得以成行！ 

 

签证签证签证签证 

French Polynesia签证  

French Polynesia属于法国，所以要到法国领事馆或者大使馆办理签证。我去的洛
杉矶总领馆。签证网站在这里：http://www.consulfrance-
losangeles.org/spip.php?rubrique107  

上面的要求写得很全，基本上就是申请表，照片，机票，旅馆，工作证明，回美签

证，财产证明，以及旅行保险。我的旅行保险在这弄的：

http://www.insuremytrip.com/， 很便宜，10天的 trip，每天不到一块钱，保额
$50000，符合要求。填的表格就用申根的 short stay。最重要的是所有文件都要有
复印件。南加州的必须去领馆面签，要先在网上预约一个 appointment: 
http://www.consulfrance-losangeles.org/spip.php?article385 . 材料递上去，交$11，可
以用信用卡付。等一周去取。三个月有效，multiple entry。  

Easter Island 签证  

Easter Island属于智利，所以要办智利签证。智利大使馆网站是：http://www.chile-
usa.org/visasgral.htm ， 不过几乎没什么用。我是在这里 (http://www.chile-
usa.org/consular.htm ) 找到 LA 领馆的 email, 然后给他们发电子邮件。LA 领馆的
email改了，新的是 cgchilela01@ya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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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给我回信寄来三张表和一份申请要求。我把表填好，给他们 email一份电子版
的，然后还要再打印一份，贴上照片，复印所有材料，连护照一起寄给他们。两个 
星期接到电话说签证 approved，可以来取。去那里签字，领签证。三个月有效，
multiple entry。  

申请材料都差不多：机票，旅馆，工作证明，回美签证，财产证明，还有$51的
money order。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什么？？？？ 

 

看 过那么多照片，听过那么多故事，第一眼看到 Moai的时候，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大石像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地惊叹:”This is simply the most surreal,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ve even seen!” 站在石像的正前方，专心的注视着他们。他们就这么静静地
站在那里，一丝不动。  

在我面前，他们是鲜活的。他们的表情那么严肃，在沉思么？他们在想什么？在做

梦么？他们在梦什么？在回忆么？他们在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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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威严雄伟，有的憨态可掬；有的目
光炯炯，有的眼神深邃；有的头戴头饰，有的手指清晰可见。他们身材高大，又立

于高 台之上，须仰视才见；他们望着远方，一言不发，好似守候着一个亘古的秘
密；他们背朝大海，坚如磐石，又仿佛背负着什么使命。在他们面前，除了

"wow"， 我丧失了语言的能力；在他们面前，我只能体会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只
能感受到无比的惊奇和震撼。  

这里是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孤独，最神秘，最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说 它神秘，显然是因为它遍布全岛的几百座巨型石像；说它孤独，是因为离这里
最近的任何陆地（包括小岛）也要约 2000公里的距离。复活节岛，孤零零的置身
于 茫茫太平洋中央，四处只有一片汪洋。来这里的航班很少，我们从洛杉矶经
Tahiti转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飞到复活节岛。岛上潮热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人感 
到一股热情。不过 边防的人都带着大口罩，显示着我们疫区人民的水深火热。如
果甲型流感病毒连这么一个小岛都能传上来的话，那还是挺可怕的。我们住的

Mana Nui Inn的老板娘开着车来接我们，一见面就每人胸前挂一串黄色的花，这是
波利尼亚人特有的风俗。旅馆就在 Ahu Tahai附近，信步走到石像遗址附近，凭海
临风，十分惬意。  

复 活节岛上的遗址大大小小不下十几个，分布在岛上各个角落。我们在旅馆租了
小车，跑足了一整天。先从西岸出发，看到的是一个单个的石像 moai，依然，他
背 朝着大海。他的平台附近，好多马儿在悠闲的吃草。它们仿佛已经习惯于和大
石像共存，一点不惧怕，也没有任何惊呀之举，只是那么怡然自得的享受岛上的缕

缕阳 光和肥沃的草坪。这时，天边出现一道瑰丽的彩虹。这是一整条彩虹，横跨
在天际，横跨在石像头顶，横跨在海面上，美得令人窒息。  

  一路上，最与众不同的遗址是 Ahu Akivi，这一组七尊石像是面朝大海的，和别的
遗址截然相反，此为其一。其二，他们更靠近内陆一些，面向大海也只能是远眺而

已。转至东南线，这里有最庞 大的石像群 Ahu Tongariki，一共十五尊，在海边排
开，十分有气势。我们在次日凌晨再次造访来看日出。黑漆漆的清晨，隐隐约约的

看到巨大的石像在身边屹立，让我不 禁打起冷战。紧紧抓住大胃的胳膊，一步都
不敢离开。旷野，只有鸡鸣，一阵冷风吹过，真是比恐怖片还恐怖。不过日出十分

漂亮，云彩变化 多端，给这十五尊威严耸立的大家伙一道绚丽的背景。回城的路
上有一尊最有趣的石像 Ahu Huri A Urenga，他是传说中的“四只手”，因为他身上
象征手指的条纹是双份的，令人百思不得起解。细节最多的遗址是 Ahu Nau Nau，
在岛上北端海滩 Anakena。那里的一排七尊石像有四座是戴头巾的，他们背后的花
纹也清晰可见，在所有遗址里堪称之最。    

看过这么多石像，所有的人心中都会有无数的疑问。他们从哪里来？什么人所造？

是外星人么？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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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除了石像群，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能让我们了解造复活节岛和石像的历史。在

Ahu Tongariki附近有一座火山 Rano Raraku，这里就是石像生产工厂遗址。半山坡
上横七竖八的或站或躺或趴的不下上百尊石像。一路走过去，在石像的间隙中穿

梭，仿佛穿越了时间，仿佛能看 到几百年前这里敲敲打打的盛况。据研究，岛上
超过 95%的石像都是从这里制造出来的。这里的石像形态各异，有的尚未完工，
有的正要准备运输。最奇怪的一座 石像是跪像，和别的完全不一样，不知是何缘
故。最大的一座石像长达 20 多米，由于还没有完工，他就仿佛卧佛一样，永远的
躺在半山坡了。关于石像是如何从这座火山口运到岛的各个地方的，考古学家们也

说法不一。最离谱的说法是当 地人说的石像自己走过去的。而现今最被广泛接受
的说法是用绳子和木料运输过去的。造石像的原因也众说纷纭，现在最普遍的认为

是，石像竖立在祭祀台上，代表 着部落的首领和神灵。这种文化兴盛一时，传说
石像制造工匠在古代并不是奴隶，而是很有荣耀的一种职业。只有最厉害的工匠才

能有这种荣誉到这里来打造石像。 后来由于岛上人口增加，树木大量砍伐，水土
流失严重，导致最后没有足够的木料来运输石像。再加上岛上部落之间的战乱不

断，后来大石像接二连三的被推倒甚至 被砍头，大石像文化就嘎然而止了。现在
的石像都是经过整修和恢复过的遗迹了。  

另 一个和石像息息相关的工厂是制造 pukao的火山口 Puna Pau。Pukao就是大石像
头上戴着的头饰，像块大头巾，把头发裹起来的。Puna Pau的火山岩是红色的，所
以他们的头巾都是暗红色的，和石像本身不同。在火山口散落着十几块已经做好的

头巾，每块都有一米见方以上，想来也算是庞然大物 了。他们要被运到各个
Ahu，然后放在石像头顶，料想不是一件轻松的工程。这里海拔较高，可以俯视复
活节岛上唯一的小镇 Hanga Roa。  

阳光下，整个小岛显得十分宁静和谐。谁又知道，多少年前，这里经历了多少血雨

腥风？Moai们严肃的神情里承载着多少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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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莫测风云莫测风云莫测风云莫测 

 

天 气真是多变，来复活节岛的时候天是晴的，仿佛欢迎我们到访；而飞走那天风
雨交加，天气变得很糟糕，仿佛老天不愿意我们离开，发了点小脾气。这里的天气

就是 这样，风雨莫测，再准确的天气预报到这里也失灵。风吹云动，阳光伴雨，
晚霞彩虹，各样的天像，各样的地貌，让这个小岛愈发神奇。  

而这个小岛的历史就和它的天气一般，变化无常，风雨交加，充满了动荡。 

 注：平日我最头疼的科目就是历史。而大胃恰恰相反，凡是和历史沾边的东西他
都爱看。所以，从飞机上开始，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收集一个地方的旅游资料，从头

看到尾，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然后到了景点就滔滔不绝的教育我。所以，我的游

记大部分都是来自大胃的二手资料。  

最 初的原著民推测是公元 400-800年，从其他 Polynesian Islands(波利尼西亚岛屿)
划船过来的。茫茫大洋之中找到这么一个孤僻的小岛，简直是奇迹。所以后来，小

岛的孤僻性也成了影响到上居民文化的重要因 素。一开始来的原著民带来了各种
植物和动物（听起来像诺亚方舟），然后就在这个和他们以前生活的截然不同的地

方开始繁衍下去。这个不到 180平方公里的小 岛上没有河流，没有珊瑚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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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盛的丛林和火山爆发遗留下来的黑曜岩。开始的生活十分艰苦，不过人的适应能

力和生存能力相当的强，后来小岛一度繁荣，人 口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根据
拉帕努伊人的口头传说与早期欧洲航海家的记录。岛民分成“ 长耳人”与“短耳人”
两个阶层，长耳人是酋长与祭司，所以后来石像的人物都有着长长的耳朵，而短耳

人代表着低阶级的劳动者。大约从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大石 像文化在繁荣时期开
始。不过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岛实在是小了点，很快，人口达到了饱和。树木砍伐，

水土流失，连年战乱给小岛的人民带来了一片血雨腥风。后来 由于战乱，他们抛
弃了很多精心制作，马上完工的石像，几乎所有的石像都被推倒了，很多石像的头

被砍了下来。  

岛上的居民完全抛弃了大石像文化以后，另一个极限游戏——鸟人岛开始风靡一
时，直玩到 1866年才结束。这个游戏每年一度，在 Orongo ceremonial village举
行。在复活节岛西南部有三个更小的岛屿，每年春天，都会有一种叫乌燕鸥(sooty 
tern)的小鸟到其中的一个小岛 Motu Nui上孵卵。而复活节岛上的人们闲来无事，
就惦记上了人家下的蛋。他们每个部落选出一个首领，代表部落参加比赛，比赛的

内容就是到那么小岛上去掏鸟蛋。 第一个掏到鸟蛋并完好无损的返回的部落首领
就成为本年度的“鸟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部落也就跟着享受荣耀和优待。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比赛，首领们面 临着下悬崖的时候摔死， 在海水里面淹死，游
过去的时候被鲨鱼咬死，在岛上等蛋的时候饿死等重重难关。不过复活节岛的居民

却玩得乐此不疲，据说他们以此来祭奠生育之神 Makemake。我总觉得复活节岛上
文化风俗实在是怪异，这恐怕和它的地理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估计也只有被困在

小岛上无法出去，无聊到一定程度，才可 能想出如此变态的游戏，而且还玩的津
津有味。我们在 Orongo遗址附近走了走，小村子还依稀可见，建筑全部用石头搭
成，虽经过多年海风的腐蚀，却也还能 看出原始风貌。一个诺大的火山口里已经
成了一片火山湖，里面还长了植物，形成了一片沼泽。云彩的影子落在平静的火山

湖上，影影绰绰，色彩变化万千，相当的 震撼。       

Orongo附近还有很多关于"鸟人"的雕刻和岩画。我们后来还一路从小镇徒步到比
较著名的 Akana Tagana的岩画洞。旅游淡季，一个游客都没有，整个地盘都被我
们俩占有。不大的洞，外面雨水涟涟，海浪滔滔，洞的上方几幅鸟图依稀可见。望

着这跨越时 间的遗迹和跨越空间的美景，我们相依而坐，享受着那份二人世界的
优雅和闲适。  

复活节岛再后来随着“文明人”的到来，更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奴隶贩卖，
天花爆发，传教士光临，运往法属波利尼西亚做劳工……现在，这里已经归了智利 
政府管理，岛上看起来一片和谐平静。不过我们在小镇里溜达的时候还看到了“独
立复活节岛”之类的口号和海报。看来分裂行径在哪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岛上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地球的肚脐眼，那是块非常园的石头，据说自身能产生

巨大的能量。还有一些石洞 Ana，海滩，海港散落在小岛的四 方。几天下来，我
们已经把整个小岛逛了个遍。神秘的小岛在我们面前也慢慢变得真实，变得亲切。

这片我们驻足过的地方，就好像在心里烙上了一个印，再也挥之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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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马由缰信马由缰信马由缰信马由缰 

 

在复活节岛骑马实在是一种享受。  

一 个德国来的小帅哥向导带着我们两个一路向最高峰 Terevaka走去。我的马
叫”Puna”，大胃的叫”Tula”。三人三骑一路向北，走出小镇以后除了 在石像面前的
旅行团之外，我们就没再见到任何人。去最高峰是没有路的，不过马走的多了，隐

隐约约能看见一条小径。马儿很有灵性，就顺着这条小路不紧不慢的 往前走。山
野是那么广阔，天空是那么的湛蓝，微风悄悄拂过，让人无法不心旷神怡。一路

上，无数的野马到处放养，一片“ 天苍苍，野茫茫，分吹草低现牛羊”的壮丽景
色。     

出 发的时候最高峰还笼罩在云雾里面，而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已经云开雾散，360度
远眺分外怡人。而离开以后云雾又重新上来，遮上了峰顶，仿佛这一切都是特意为 
我们安排的一样。在最高峰顶上，放眼望去,复活节岛这个孤僻的小岛，被包围在
茫茫的太平洋中央。一种孤独感不可抑制的油然而生。试想多少年前，波利尼西亚 
人刚刚踏足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人是可以征服自然的，但是在这么

一个荒芜人烟，远离人际的地方，在这么一个四面环海，略微有点火山地震海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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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整岛颠覆的地方，人的力量显得又是如此的薄弱，人类对大地的依赖显得如此的

强烈！ 

一路过来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马儿也有些疲惫了。我 们从马背上下来休息，
德国小帅哥牵着马吃草，于是我们就信步四处走开来。在这个山头俯瞰，整个小镇 
Honga Roa尽收眼底。我们脚下的最高峰 Terevaka实际上曾经是座火山。这里有个
有趣的传说。据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就创造了天和地。天地一起养育了 70
个孩子，在他们的共同保护下，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后来有一个淘气的孩子逃

离了，他看到外面美丽的世界非常兴奋，就偷偷告诉了自己的兄弟，并且协助 他
们一同逃跑了。天和地丢了所有的孩子，很伤心。所以他们决定把正在孕育的孩子

Ruaumoko永远不生出来。他的兄弟为了让这个为出生的小弟弟在地下世 界感到温
暖，就赐予了它太阳的能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里，Ruaumoko更能感到他母亲的
伤心。终于有一天，他爆发了，一次接一次，一共三次，就这样， 复活节岛形成
了。  

和 传说相符的是，据专家考证，整个复活节岛确实是由三个不同的火山系统塑造
成现在这番模样的。第一个喷发的火山叫 Pua Katiki，在整个岛的最东北角，大概
于三百万年前爆发。这个喷发使得复活节岛从海底三千多米的地方露出了水面，开

始了它神奇而又漫长的历史。接 着，Rano Kau火山喷发，就是岛的西南角 Orongo
村落的地方。最后，最年轻的火山 Terevaka喷发了，形成了整个岛的至高点。三
个大的火山系统导致复活节 岛上形成了独特的地形地貌，这里分布着数十个大大
小小的火山口，小山丘，熔岩层，甚至地下山洞系统。  

我们的小帅哥导游在下山的时候给我 们指点了几个山洞的所在，后来，我们自己
去钻了一番，果然是别有洞天。事实上，复活节岛有着智利最大，世界第十大熔岩

洞系统，总长度可达六公里以上。由于 复活节岛和山洞的与世隔绝性，这里的生
物独立的繁衍进化，山洞里发现了几种微型无脊椎动物，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的。而山洞也曾被这里的原著居民作为祭祀场所。据称，进入山洞之前要顶礼膜

拜，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是神灵所在的地盘。他们在这里进行烤肉和烤鱼的仪式，

最后还要剩一些留给神灵，不能都吃光。  

太 阳西斜，云雾又爬了上来，我们顺着另一条路回家。这条小路有点崎岖泥泞，
马儿走得深一脚，浅一脚。不过到了最后平坦的地方，它们就没有了束缚，撒欢开

来使 劲奔跑。我们在马背上也随着韵律一颠一颠的，那气势无比的豪放！海边，
夕阳西下，我们放马扬鞭，绝尘而归，无比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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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初级阶段天堂初级阶段天堂初级阶段天堂初级阶段 

 

如果地狱有十八层，天堂也应该是分阶段的吧？在前往 Bora Bora之前，我们决定
现在 Tahiti主岛住两天。如果说 Bora Bora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度假顶级天堂，那么
Tahiti，大概就是天堂的初级阶段了。 

我们在 Tahiti主岛选了一家私人旅店 Otaha Lodge，我们的房子是一个独门独户的
bungalow suite，里面不仅摆设很有异国气息，厨房用品也样样俱全，感觉像自己
的家一样。推开通往 patio的门就是大海，我们天天在都在海景房享受早餐和晚 
餐。更妙的是，这里面向西方，小岛 Moorea就在不远的地方影影绰绰，景色相当
怡人。旅店还提供免费的 kayak，我们天天除了跟船出海去潜水，就是在 家附近的
海面上划船和浮潜，过着鱼一般的日子。旅店老板是个胖胖的当地老奶奶，人非常

友善，半夜等着我们从飞机场飞过来，带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去银行取 钱，还忙
我们打电话给潜水公司改时间，叫出租车去接送等等，最让我感激的是，她竟然送

我们好几个 passion fruit吃！好久没吃这种奇异的水果了，我简直要热泪盈眶了！  

本 来还想进城去逛逛，结果我们到的那天虽然不是周末，但却是个节假日。连旅
店老板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节日，反正 Tahiti人喜欢过节，而且一过节，大部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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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打烊，公共汽车也不开，我们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干脆断了进城的念想。大胃

本来就不喜欢逛街，一听说去不成了，欣喜若狂，一头扎进水里就不出来了。  

很 多人说 Tahiti主岛不好玩，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水也并不逊色。French 
Polynesia几乎所有的岛屿都是有 Lagoon的，也就是整个水域外面有一层珊瑚礁保
护，所以 Lagoon里一点风浪都没有，非常的平静，仿佛一个 天然的大游泳池一
般。而远处，Ocean和 Lagoon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因为在那里，海浪打在珊瑚礁
上，泡沫喷薄，溅起很大的水花。浪花连成一片，仿佛 一条洁白的玉带挂在那
里。海浪一刻不停的拍打，让我觉得它们仿佛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闯进这片宁静的花

园；而珊瑚礁作为天然的屏障恪守着自己的职责，把咆哮的 海浪拒之门外！  

我 们划了一个双人 kayak从住的地方一路往北，直划到 La Meridien的水上屋。一
路上，水一直不深，清清亮亮，能看到底下的小鱼在珊瑚礁中游来游去。到了 La 
Meridien，大胃就迫不及待的跳进水里去了！这里是一片珊瑚群，大胃贪心的游来
游去，乐此不疲的看着水下的小鱼。而我一个人控制 kayak，不得不 跟着他划来划
去。天气很好，波利尼西亚的阳光非常的热情，和这里的人一样。天上飘着大朵大

朵的云彩，岛上郁郁葱葱，植被茂盛得很。有人乘着滑翔伞从天而 降，想来他的
视角一定十分的梦幻。不远处就是一片白色的沙滩，度假的人们有的躺在那里享受

着阳光的滋润，有的泡在水里倒在大海的胸怀里，而更多的是在进行 着各种各样
的水上运动。这里是一片水的天堂，有像我们这样划船浮潜的， 有游泳的，有骑
水摩托的，还有钓鱼的，wind-surf 的，parasailing的…… 这里没有浪，所以唯一进
行不了的就是冲浪。而后来我们发现，Tahiti其实也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只是这
里冲浪的人都要坐着船冲出 lagoon到海里面 去，因为在浪头打到围岛的珊瑚礁之
前的地方是很适合冲浪的。只不过那里地形十分危险，冲浪者往往要在珊瑚礁中穿

行，恐怕会是高手的天堂，初学者的地狱。我 们这样水平的，还是泡泡天然游泳
池好了……  

大胃好不容易恋恋不舍的重新爬回船上，一起回家。路上，一边是山清水秀的小

岛，一边是苍茫无 际的大海，我们的小船在湛蓝清澈的 lagoon里慢慢划行。我不
禁感叹道：“好羡慕 Tahiti的人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住着。” 而大胃则说：“别人
还会说，好羡慕 San Diego的人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住着。” 想想也是，能珍惜
自己已经得到的就是最大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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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满屋浪漫满屋浪漫满屋浪漫满屋 
 

 

平静的蓝色海洋中央，一个袖珍小岛上，几个水上小屋立于期间。碧海白沙，椰影

摇曳，浪漫小屋，多年梦想，不敢相信，就这么一下子呈现在眼前，成了梦幻中的

现实，现实中的梦幻。    

这 是我们蜜月的最后一站——Bora Bora，Sofitel Motu的一间水上小屋。Sofitel给
我们一个免费的 upgrade，让我们享受了旅游手册上推荐的最顶级的 bungalow。它
坐落在整个 bungalow群的最北边，一百八十度开阔的视野，正对 Bora Bora主岛主
峰。打开窗，Bora Bora的美景呼之欲出，我们随时随刻享受着明信片般的窗外风
景！  

Overwater Bungalow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 Tahiti流行开来的，现在已经遍布世界各
地，从马尔代夫到加勒比海，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到南太平洋大小岛屿。不过最 盛
行也最有名气的还要数 Tahiti这里的，而 Bora Bora作为蜜月胜地，更是最中之
最。我们选择的 Sofitel Motu建在一个远离主岛的小岛上，只有 31间房间。除了这
个旅馆的客人以外，没有旁人能到这个岛上来，非常之 private。另一个好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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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依山傍 水，面向主岛，Bora Bora的美景一览无余，是绝佳的观景点；再加之
水下珊瑚很多，从房间跳下去就可以和鱼儿一块游泳，是浮潜的好地方。   

从 岸上走过长长的木头栈桥，一直走到我们的小屋。一路上，我们左顾右盼，开
心得不得了。两边就是碧蓝的海水，里面成群结队的小鱼游来游去，快乐而又悠

闲。后 来我们还有一次在边上的珊瑚礁看到一条八爪鱼，笨拙的爬来爬去，可爱
极了。虽然看了很多关于 overwater bungalow的传说，进入小屋的一瞬间，我还是
兴奋的不能自已。整个水上小屋看起来是用自然的木料和草做成的，一进门，就是

一只鸟的 deco，很有异 国情调。里面空间很大，布局温馨，色彩也十分谐调。最
惹眼的家具要数咖啡桌了，透明的桌子，底下是一块透明的地板，下面就是海水和

鱼！晚上还有夜灯，能吸 引小鱼过来，我就经常席地而坐，怎么看底下的小鱼游
来游去也看不够！而我最喜欢的还要数我们的露台啦。露台分两部分，一半有遮阳

棚，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可 以吃吃喝喝；一半没有棚子，有两把躺椅，更有无数
海鸥经常光顾。我们白天可以在躺椅上懒懒的晒太阳，晚上可以甜蜜的看星星。   

而 最重要的，我们通过露台可以直接进入水中！从浪漫小屋到清亮温暖的海水，
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当海水围绕在身边的时候，那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爱

水，是 我们俩的共性。我都怀疑我上辈子是人鱼，每次被水包围的时候都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舒服，在水中感觉到的是无比的自由和欢畅。水上小屋这样的设计把我

们和水拉 得如此之近，让我们随时随刻都在水边，都和鱼儿在一起，爽快至极！    

每天从外面归来，都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无尽的回忆。我们换上浴袍，躺在露台上，

仰望 星空。在南半球看星星好像还是第一次，漫天的星斗挂在漆黑的天际，那群
星璀璨的银河更是分外耀眼。我们虽然带了星图，但是明明真实的天空中的星星远

比星图 上的更多更亮，我们根本无法分辨哪颗星星属于哪个星座。在这么一个温
馨静谧的夜晚，和心爱的人手拉手遥看星斗，再加上一杯醉人的鸡尾酒，一朵幽香

的栀子 花，晚风习习，海浪声声，浪漫如此，夫复何求？不知不觉，醉了，在这
迷人的夜，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坠入了沉沉的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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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清水至清水至清水至清，，，，山至灵山至灵山至灵山至灵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在 Bora Bora 这个山清
水秀的地方，仁者知者可以皆乐了。 
 
Bora Bora的水真清，清可见底，清盈秀澈，清凉透明，清洌可鉴，总之，把所有
表达清澈的成语用上来，都不及我对这里海水的印象和感觉；Bora Bora的水真
蓝，蓝到沉入你的心底，又浮上你的心头，蓝到最纯真，最洁净。虽然我去过不少

知名的海滩，碧海银沙的加勒比海，蓝白相间的爱琴海，如墨如漆 的日本海，碧
绿透亮的印度洋，清冷湛蓝的加州太平洋沿岸，而如此至清至蓝的水，却是第一次

见到。  

最喜欢坐在水上的小屋子里，看海水的变化，任时间流淌。这里的海仿佛有魔力，

不同时间，不同深度，能显现出不同的颜色，让人百看不厌。以前见过一张 Bora 
Bora的照片，一条小船漂在水面上，小船的影子落入水底，清晰可见；小船就仿
佛漂浮在空中一样，非常梦幻。我还以为只有梦中才能看到的景致，不成想，当 
大胃划着 kayak从远处过来的时候，这么奇异的景致也出现了！我们住的小屋跳下
去就是很浅很浅的 Lagoon，往外慢慢深下去，而小船在我面前海面上平 稳的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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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影子清晰的映在水底，真的是美妙的仿佛在飞。（后来我给 Lan mm看这个题
图照片的时候，她竟然说这不是我照的…… 天地良心，那真是我家大胃啊，如假
包换！） 

Bora Bora是火山形成的，其最高峰 Mt Otemanu高达 700米以上，仿佛是从岛中心
拔地而起的。直上直下的陡峭山壁据说从来没有人登到过顶。我们的小屋正对着

Otemanu峰，每天从这里 看日出日落，看天空的色彩变化万千，看最高峰千姿百
态。Mt Otemanu有的时候喜欢躲在云里面，隐隐约约不见真相；有的时候它的倒
影显现在平静的 Lagoon里，十分妩媚。不同的方向看 Otemanu，它又显现出来不
同的姿态，时而挺拔，时而纤瘦，时而雄壮，不一而足。  

我 们所在的小岛有条小径，可以爬到顶上登高远望。日出时分，我们拾级而上。
露水打湿了小径，两边落花朵朵，芬芳宜人。这里的人们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在耳

边别 一朵小花。我最喜欢的有两种白色的小花，一个是 Tahitian Gardenia（大溪地
栀子花），七个瓣，清香扑鼻，在开往 Tahiti的飞机上，就已经享受到它令人心醉
的香气，在旅馆的前台也总有那么一小盘栀子 花，供客人享用。而另一种是
plumeria，五个瓣，花心向外泛着淡淡的黄色，花瓣比栀子花更饱满更漂亮，而香
气却不及栀子花。木槿也是到处可见，而且 颜色 各异，非常艳丽。沐着清晨的气
息，选了一朵美丽又清新的粉色木槿别在耳边，继续前行。来到小岛顶上，正对着

Bora Bora主峰 Mt. Otemanu。太阳从东方慢慢露出头来。宁静的海湾在霞光中一下
有了生气。脚下就是我们住的 overwater bungalow群，和远处主岛的一组水上屋遥
相辉映。清风拂过，我们和景色共同笼罩在晨曦之中，仿佛入画一般。  

这里的水和复活节岛的 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一点腥气都没有，纯净的没有一
丝污染。黄昏时刻，太阳把天边最后一抹云彩染成了红色就从山后面隐去，一天的

喧闹也慢慢沉寂下来。我 们在太阳余辉中进入水中，看水下珊瑚变化和鱼儿游
动。自己的心灵也仿佛一下子被清洗的非常洁净，没有一丝嗔念，一丝杂想。真想

就这么一直被 Bora Bora的水拥抱着，滋润着，永远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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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人生悠闲人生悠闲人生悠闲人生 

 
Bora Bora岛上当地居民大概有 5000人，他们能在这么一个天堂般的小岛生活着，
享受着人生，让人嫉妒得要死。  

我们抽了半天时间，骑自行车做了个环半岛游。岛上有条环岛的公路，一边是海

景，一边是山景。我们从最南边的 Matira Beach附近出发顺时针方向前行，第一站
就是 Restaurant Matira，这个餐馆在著名的白沙滩边上。水清沙白，椰影婆娑，我
们点了一份烤鱼，一份生鱼，在海边享用。这里的天气永远都是这么怡人，空气永

远都这么 清新，让人觉得时间都仿佛静止了一样。  

第二站我们在一家珍珠店驻足。黑珍珠是 Tahiti的特产，我也不能免俗，在珠宝面
前和大部分女 人一样会两眼放光，丧失理智。关于黑珍珠，Tahiti有很多美丽的传
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是说和平天神 Oro脚踏彩虹飞临大地。 他带给人类一样特殊
的礼物——一个叫 Te Ufi的珍珠贝。Oro就通过这个珍珠贝源源不断地送给他深爱
着的 Bora Bora公主很多美丽的黑珍珠，作为他爱情的信物。这样美丽的传说怎么
能不让女人对黑珍珠着迷，并且趋之若鹜呢？这家店的店员是个日本人 Shu，他带
我们 走了一个小 Tour，简单介绍了一下 Bora Bora珍珠养殖的情况，然后把我们
带到店里欣赏柜台里闪闪发光的黑珍珠。其实前一天，大胃已经为我买了一对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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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耳环，不过我还是冲着那些色泽凝重，神 秘圆润的黑珍珠们流了半天口水才离
开。  

后来又到了 Bloody Mary。这是一家 Bora Bora非常有名的餐馆。前一天我们已经
来到这里吃了顿大餐。他们的菜谱很别致，放在大门口，都是生鱼生肉，还有生猛

龙虾。点好了以后就直接进火炉去烤。 整个餐厅都在沙地上，布置得也很有当地
风格。最别致的是洗手间的洗手水龙头，我找了半天才看出来在哪……这家餐厅也
备受名人青睐，门口的两个大牌子上写了 满满一墙的曾经来吃过这家餐馆的名人
名字，什么 Bill Gates啊，Harrison Ford啊……其实味道呢，在其盛名之下只能说
一般。实际上，整个 Bora Bora的餐厅水平也没有特别让人觉得 impressive的。不
过这家餐馆的地理位置很好，对面就是一排沿海的椰子树，一条长长的栈桥深入海

里。这片海 域还有不少当地人家的渔船，有趣的是，他们不用船的时候会把船高
高架起来，悬在水上。  

又骑了一会，到了 Bora Bora上的城中心 Vaitape。因为是周日，也不是 Cruise 
Day，所有的店铺全都关门，大街上一片萧条。这里几乎没有外国游客，在我们眼
前的都是当地人的有趣生活。人们在空场上玩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踢足球，打篮 
球，还有一种九柱戏似的游戏。大人小孩都在围观，看得津津有味。  

大溪地的人因为高更的画而出名。他们男女老少，都是一身美丽的红铜色的 皮
肤。身材则是两极分化，不是歌舞表演中腰肢纤细的美女和体态健美的帅哥，就是

木桶腰，身材肥硕的大叔大婶（其实还是后者居多，除了歌舞表演和空中小姐我 
就没见过别的美女……）。他们生活的非常悠闲自得，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一套时间
观念 ——Tahiti Time。在我们接触的旅游业的服务人员中， 除了来自欧美日的淘
金者以外，当地人还是少数，而且做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底层的工作。比如 Sofitel 
Motu开船的大叔，打 扫房间的大嫂，还有街头小餐厅的侍者。但是他们却一点不
在乎，laid back的风格随时随地都表现出来。其实能出来工作的当地人已经属于勤
快的人了！想象一下，你要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天堂般的小岛上，怎么可能还有心思

工作 呢？  

过了 Faanui，又骑了一段，这里已经到了岛的北边，远离了游客区。海对面就是飞
机场的小岛，最高峰 Mt Otemanu已经转到了我们的身后，它在云里忽隐忽现，一
道彩虹挂在腰间。而我们周围全都是当地居民的民宅，他们的家里种着各种各样的

水果树和花树，芒果，木瓜，番石榴，香蕉，栀子花，木槿…… 小孩子在路上快
乐的跑来跑去，看到我们骑车过来，他们驻足，冲着我们笑，和我们说着完全听不

懂的语言。  

我 突然一下子更爱这个美丽的小岛！来 Bora Bora之前，我只知道这里是著名的蜜
月圣地，漂亮的风景自然不必多说。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美丽的小岛竟然还有这

么丰富的人性！无论是用好奇的眼睛看着 我们的小孩，冲我们用日语打招呼的大
叔，还是走路一扭一扭的胖妈，舞姿动人的美女，一切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充实，



Polynesian Tan  by Yuan Liu (yuanliu@gmail.com ) 

Yuan Liu ©2009 20 

让我更爱这里，更爱这个充满活力和灵性的 岛屿。在我眼里，Bora Bora不仅因为
无敌的美景而迷人，更因为这里的人们而格外美丽！  

 

与鲨共舞与鲨共舞与鲨共舞与鲨共舞 

 

我貌似对大型食肉动物总是抱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从非洲的狮子猎豹，到大开曼群

岛的鬼鳐(stringray)，又到阿拉斯加的棕熊，这次在 Bora Bora，终于，我有机会和
鲨鱼共舞！  

在 Bora Bora有个著名的游览项目，叫"shark feeding"，来之前无数的人向我们推荐
过，可想而知其 popular和好玩的程度。不过作为 diver，对于只用上 snorkeling的
活动总是 抱有或多或少的“轻视”，因为 scuba diving看到的和 snorkeling能看到的
相比起来，一般都会有天壤之别。这次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轻视”，毅然放弃了
“shark feeding”，而把两天全部奉献给了 scuba diving了。两天四潜，两潜看鲨鱼，
两潜看鳐鱼。鱼儿们真乖，根本不需要去喂它们，它们自己就颠颠的跑过来和我们

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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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在人们心中实在是信誉低劣，几乎人人“闻鲨色变”。我们后来和朋友说去潜水
看鲨鱼了，很多人都异常惊讶得问：“鲨鱼没咬你啊？”（难道，我就这么招人恨
么？）在这里，我要为鲨鱼正正名——鲨鱼丑是丑了点，但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  

  （注：这段属科普，非 nerd慎入！） 
鲨 鱼，虽然能长的很庞大，但和鲸鱼海豚那样的哺乳动物不同，它是鱼。它是一
种比较古老的鱼种，一种软骨鱼，属板鳃亚纲，大约有八个目。比如臭名远扬的大

白鲨 是属于鼠鲨目的，而还有很多温柔的大大小小的鲨鱼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以
前在佛罗里达见到过瘦小的 Nurse Shark(护士鲨)，圣地亚哥见过温柔的 Leopard 
Shark(豹纹鲨)，而这次，我们在 Bora Bora看到的鲨鱼是体态庞大的成群结队的
Blacktip Sharks(黑边鳍真鲨)和 Lemon Sharks（柠檬鲨）。除了护士鲨是属于须鲛
目，其它几种都属于真鲨目。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是鲸鲨(whale shark)，最大的可达
十米以上！而这种最大的鱼吃的却是最小的食物——鳞虾。未来的日子里，潜水看
鲸鲨就是我的远大目标啦！而以袭击人为名的大白鲨其 实最爱吃 海狮海豹一类的
高脂肪大型海洋动物，人类对于它们来说其实是有骨头没肉的 junk food。据说，
在美国，一百年被大白鲨咬死的人要比一年内被狗咬死的人还要少。也就是说，你

更可能被狗咬死，而不是大白鲨。但是，人们对大白鲨的误解依 然根深蒂固，恨
屋及乌，所有的鲨鱼也都受了连累。再加上鱼翅的消耗，鲨鱼的数量其实正在逐年

减少，人类对鲨鱼的威胁比鲨鱼对我们的要大的多！做为 Diver，在此要提醒大
家：保护鲨鱼，只吃人工鱼翅！  

Bora Bora 第一潜，在 Haapiti，有 17米深，而水清可见顶，能见度大概有 30米以
上。鲨鱼们如期而至。见到鲨鱼的一刹那，心里是抑制不住的喜悦。我们先看到的 
是 Black Tip，身材稍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们黑色的顶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种美丽的鲨鱼，它们身材匀称，体态健美，动作迅速。一会儿，又来了两条

Lemon Shark，它们比 black tip更加庞大，更加肥硕，游的更加惬意，仿佛就是这
片水域的大哥大一般。 

第 二，三潜分别在 Toopua 和 Anau，是 lagoon里面，能见度相对低一些，不过这
正适合鳐鱼(ray)生存。因为鳐鱼视力很差，全靠嗅觉捕食，在水浑浊的地方更为有
利。可惜我 们只远远的看到两三条鹰鳐(Eagle Ray)。由于它们很敏感，我们不敢
游到它们上方，从底下看里它们展开双翅的姿态，仿佛天上飞的雄鹰，那飘逸的身

型和动人的泳姿让人十分艳羡。 

最 后一潜在 Tapu，我第一个入水，一下去，低头一看，三条有两米长的 Lemon 
Shark就晃晃悠悠的游了过来。我简直激动极了，冲着还在船上做准备的 diver们
大喊：“鲨鱼！三条！”这里水非常清澈，能见度很高。底下是很平坦的 一片珊
瑚，也不是很深。我们沉下去以后，又有几条鲨鱼加入他们的队伍，人和鲨就差不

多混在一起了。有趣的是，鲨鱼不怕人，人也不怕鲨鱼，大家互相看来看 去，竟
也相安无事！鲨鱼们好像等了我们好久，看到我们下来，它们也很兴奋的样子游来

游去，离我最近的 时候还不到一米的距离，太刺激了。我能清楚的看到它们的腮
一鼓一鼓，尾鳍一摇一摆，游的休闲又快速。有一条 Lemon Shark肚子底下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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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寄生小懒鱼，这种鱼我们也单独见过，叫做 Remora（䲟鱼），它的头部很特
别，扁平扁平的，上面是吸盘，可以吸在别的大鱼身 上，有的甚至可以吸到 diver
身上。这种动物吸在别的鱼身上被带着跑来跑去，还能吃人家剩下的食物，真是懒

的有技巧有水平！ 

鲨鱼是水下的霸主，它们的生存坏境决定了它们骁勇善战的习性，它们满嘴锋利的

牙齿成了它们捕食助手，也成了人们望而生畏的理由。在水底世界里，鱼儿才是主

人，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 

珊瑚花园珊瑚花园珊瑚花园珊瑚花园 

 

如果说 Bora Bora和 Tahiti在水上看，是我曾看过最美的风景，那么在水下看它
们，就是我曾见到过最美丽的珊瑚花园。  

这 里的水很清，很多地方能见度达到 20米以上；这里的水很暖，20度以上的水温
让人觉得非常舒适；这里珊瑚众多，形成了一片很适合鱼类生存的环境；这里 dive 
shop也非常专业，我们总是有 dive master带着入水，指点各种奇特的水下生物，
让我们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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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iti 的 Saint Etienne Drop-off是个比较奇异的 dive site。这是个 wall dive，就是一
片珊瑚墙，下面深不见底，我们在珊瑚墙侧面随着水流漂，一边漂一边看珊瑚和水

下美景。Bora Bora的珊瑚和鱼的种类与加勒比地区的大体相像，但也略有不同。
好几条大个的 Trigger Fish (鳞鲀)围着我们游来游去。Trigger Fish特别可爱，头特
别大，眼睛和滴溜溜的转来转去，而且它们上下是镜像对称的，上下的鱼鳍一起忽

闪，泳姿很搞笑。虽然看起来很搞笑，但是它们还是很厉 害的，据说它们牙齿锋
利，被咬一口会很疼，所以还是敬而远之的好。还有一种黑色白斑点的 puffer (鲀
鱼)，看起来总觉得是气鼓鼓的，还穿着带斑点的花衣服，太可爱了。  

而另一个潜点 Garden of Coral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就和它的名字一样，的的确确是
珊瑚的世界，鱼儿的家园。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鳗鱼(Eel)，它一半躲在它的洞
里面，而头 部伸在外面，嘴一张一和的，牙齿清晰可见。还第一次见到了狮子鱼
(lion fish)。这是一种很漂亮的鱼，两侧的鱼鳍化为了好似翅膀的两瓣扇形，深红色
的身躯更让这个神秘的生物显得美艳动人。但是美丽的外面却隐藏着它们有毒的 
事实。这大概是它们行动缓慢的特别保护吧。在这里，大群大群的鱼游来游去，让

我们目不暇接，我们能认出来的鱼有 fire dartfish, parrot fish, wrasse, tang, bannerfish, 
angelfish, butterfly fish, forceps fish, flame angelfish, convict surgeonfish, snapper, 
unicorn fish, moorish idol, trumpet fish……就更别提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小鱼。这里的
生态实在是丰富多彩，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在 Bora Bora，潜 Haapiti之前 dive master告诉我们，这里要随时留意 Napoleon的
身影。这是一种Wrasse，中文学名叫曲紋唇魚，浑身蓝绿色，个头很大。我们入
水没多久，只见 前方突然出现一条大鱼的影子。定睛一看，真的是 Napoleon！它
个头不小，足有一米左右，悬浮在水中，头上那块隆起分外显眼。据说因为它头上

的隆起特 别像拿破仑的帽子，所以给他以“拿破仑”的外号。它虽然体态庞大，动
作却不慢，看到我们人多势众就忽悠忽悠的游走了。另一个特别有趣的生物是趴在

地上的 rock fish，一动不动，和背景完全融在一起，真的好像一块大石头一样。若
不是 divemaster指给我看，我肯定从它身边游过也无法发现它！  

小丑鱼(clown fish)，也就是 Finding Nemo里的小主角也在这里随处可见，一部电
影让它们名声在外，恐怕它们自己也始料未及。大片大片的海葵是小丑鱼们幸福的

家园，但这些海葵的触角是有刺激性的，所以也是小丑鱼的保护屏障。这些带着白

色条纹橙 红色的小家伙们在海葵里钻来钻去，玩得不亦乐乎。Dive Master特意翻
开一朵海葵，让我们摸摸它的底部，那里非常柔软，绸子般的滑顺。另外，这里的

非脊椎动物也是非常地丰富，龙虾，贝壳，海参比比皆是，还 有一种小型软体动
物 Nudibranch，长相诡异。我们看到一只米黄色的，身上带着黑色的花边，优哉游
哉的在珊瑚上爬来爬去，非常粉嫩有趣。  

潜 水一天，恋恋不舍的从水底出来，太阳正在西斜。金灿灿的阳光洒下来，染红
了云彩，染红了山头，染红了海面。我们荡漾在水面上，而远处，几条海豚在跳跃

着， 嬉戏着，和我们一起尽情享受着这一天最后的光辉。我和大胃手牵着手，就
好像第一次在水中把手紧紧相握那样，永远不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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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y Breathing Expert 

 

先 介绍一下"Buddy Breathing"，这是个潜水术语，是指潜水的两个同伴一个气瓶的
气快用完了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呼吸另一个人的气瓶里的空气。这个状态就就 是
"Buddy Breathing"，自我学潜水以来，除了练习的时候演习过，就从来没再用到
过。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位 expert是谁呢？当然是我那仪表堂堂，玉树临 风的老
公——大胃同学了。  

其 实“玉树”不敢说，但是“临风”是绝对的。人家的身材不知道是怎么练的，反正
就是胳膊比我大腿粗，大腿比我腰粗，肩宽体壮，曾让宗嬴同学发出：“他是不是 
运动员”的疑问。不过，“临风”的老公看着顺眼，养起来可就难啦。体育户外活动
多，新陈代谢旺盛，胃口大自然不用多说（人家名字就叫“大胃”），连空气都 比
我吸的多！这个在陆地上不显，但是到了水下，和我背着一样的空气瓶的时候就立

马显现出来了。从一开始，第一次在游泳池里 discover scuba的时候，就已经用刚
学会的手势来告诉 divemaster没气了 （详情已被 karen mm画成了画：
http://52candybox.spaces.live.com/blog /cns!39B12DD25F630199!1260.entry），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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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接二连三，在学习过程中，在拿了潜水证以后，在泳池，在海里……不知道多
少次实战采用了这个技术。就连和我求婚的时候还拿这个和我开玩笑

(http://yuaner.spaces.live.com/blog /cns!26B0FC1BB1E8AE1A!3831.entry)，可见其专
业程度日益增进！而这次，在 Tahiti和 Bora Bora潜水的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6
次潜水，有 4次和 divemaster采用了"Buddy Breathing"的技术，已经完全驾轻就
熟，绝对专业水平了！  

除 了在"Buddy Breathing"上小有成就以外，大胃同学还在本次旅行中展示了飞机场
睡觉的本领。而且只在小飞机场，越小的机场睡得越香，一连占一排座位，这叫一

个 爽。不过这样的结果就是，在飞机上就睡不着了，别人都在睡觉，他自己一个
人看电视，玩游戏机……  

大胃自称"surfer"，技术水平如 何先搁一边，但是每到一处都会和人家 surfer们套
套近乎，看见个 surf shop就过去搭搭讪，一本正经的打听好的冲浪地点。刚去复
活节岛的时候就和马夫小帅哥学会了一个“shaka gesture”，就是两只手都作"六"的
动作，据说是夏威夷传过来的，surfer们特别喜欢用的问候语，相当于“你好”，
“OK”之类的，后来 diving的时候也看到别人用过几回。这下他就得意了，抓到个
机会就施展一下。尤其是潜水拍照片的时候，水底下我还没办法批评他换个动作，

他就美滋滋的 shaka来 shaka去！  

大胃是我的垃圾桶——我吃不完的东西他总是能一点不省的清理干净，美其明曰
“粒粒皆辛苦”；大胃是我的勤务兵——大包小包都是他扛；大胃是我的摄影师——
最后一天为我拍了自恋比基尼照无数……  

在 这里，要表扬一下大胃同学，该同学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浪费
粮食，不乱花钱，虽个别时候追求完美主义，但经鉴定，是个有理想（再来 Bora 
Bora玩的理想），有道德（不像别的 diver那样……保护水质的道德），有文化
（看旅游小册子，给我讲八卦的文化），有纪律（听老婆的话的纪律！）的 四有
先进老公！  

大胃同学的最大心愿："30年后再来 Bora Bora，给女儿蜜月保驾护航……" 我："
咱女婿得恨死你了！"  

 

复活节岛旅游攻略复活节岛旅游攻略复活节岛旅游攻略复活节岛旅游攻略 

中文：复活节岛，英语：Easter Island，西班牙语：Isla de Pasqua，当地语：Rapa 
Nui  

• 地图（景点和吃住都标在地图上了）： 
http://maps.google.com/maps/ms?ie=UTF8&hl=en&msa=0&ll=-27.12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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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71643&spn=0.191891,0.295944&t=h&z=12&msid=1135774075242946454
83.00046affed8c4f9f66112  

• 衣：复活节岛四季温度都很高，夏天衣服应该就可以了。但是 3月到 9月是
雨季，天气可能会比较糟。不过即使是干季，天气也会比较多变，所以准备

一身防水的雨披挺重要的。  
• 吃：复活节岛上吃的比较一般，而且价格不菲。  

o Merahi Ra'a, 吃鱼的好地方，很新鲜。  
o Havana Club- sandwich量很足，一层煎鸡蛋，一层烤鱼，非常好吃！ 
o Tarona- grilled salmon和海鲜 pasta，味道还可以，有些贵。鸡尾酒也
还不错。  

• 住：我们住的 Mana Nui Inn 
(http://www.rapanuiweb.com/mananui/index.html)， 网上有人推荐的。离 Ahu 
Tahai不远，走路就能过去。Ocean view的房间，每晚$85，包早餐和机场接
送。Inn里能租车，能定 tour，收美金，收信用卡（有手续费），非常方
便。老板娘英语比较差，她女儿还不 错。提前 email预定房间，只要提供信
用卡好就好了。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到，他们会去机场带着花环迎接。  

• 行：租车大概一天$65。一般旅馆里就可以租，或者机场也有租车的地方，
给免费送到旅馆。唯一的加油站在机场那条路上，也不算太贵。租的车一般

都是手动的，如果只能开自动的，要提前联系好。路上也有人搭车，我们走

东南线的时候，路上还给一个人一小段 ride以蹿 RP。  
• 玩：可跟团（我们没跟）参观大石像，可骑马去 north coast或者最高峰，还
有 snorkeling，diving，surfing等水上运动。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雨季，浪
大水浊没有玩成，太可惜了。  

• 钱： 美金和智利比索兑换汇率是 1:530左右。据说那里只有一个收
mastercard的取款机，我们的 mastercard都要收 cash advance的手续费，所
以干脆我们就不费劲了，全部用的美金。用美金其实挺亏的，大部分地方都

按 1:500算了。不过没办法，穷家富路吧。  
• 其他：复活节岛时区是 UTC-6，夏天的时候比加州早一个小时（它竟然在
加州东边！）。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必备：防晒霜，趋蚊水，手电（进复活节岛洞里需要），雨衣，墨镜，遮阳帽，防

水相机，bikini, mask+snorkel+fins, 3mm wetsuit（这个潜水才用的着。dive shop一
般提供短袖的。我怕冷，自己带了长袖的。）  

明 信片：因为我们婚礼的 registry是做的 honeymoon registry，所以我们就用明信
片作为 thank you card发给大家，也算是一个收藏。结果在两个岛上写明信片达 60
张，写到手抽筋……Easter Island 邮票在邮局买的，开门时间周一到五 9am-1pm和 
2:30pm-6pm, 周六 9am-2pm。Tahiti的邮票一半在机场邮局买的（竟然把他明信片
邮票买光光了），另一半在 Bora Bora一个小礼品店买的。  

插座：复活节岛和大溪地都和欧洲的一样，两根圆棍的，最好带个转换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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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憾：没在复活节岛潜水！后来看到有人拍到过水下大石像，让我这叫一个极度

嫉妒，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悲痛万分啊！ 

照片：
http://picasaweb.google.com/yuanliu/HoneymoonEasterIsland?authkey=Gv1sRgCOD55
p6o8JD5JA# 

大溪地旅游攻略大溪地旅游攻略大溪地旅游攻略大溪地旅游攻略 
 

Tahiti & Bora Bora  

• 地图：
http://maps.google.com/maps/ms?ie=UTF8&hl=en&msa=0&msid=11357740752
4294645483.00046cba866fb6ec21ce4&ll=-17.041029,-
150.652771&spn=1.838124,3.570557&t=h&z=9  

• 吃：  
o La Bounty，LP书上推荐的，说是吃 pizza的好地方。我们尝了一
下，没觉得有特别。生鱼 Tuna有点太酸了。  

o Bloody Mary，岛上最有特色的餐厅。菜单在大门口，生鱼生肉，挑
好了就进炉子烤。很多名人在这里进餐。价格偏高。  

o Restaurant Matira，小餐厅，在 Matira Beach附近，靠海，有自己的
海滩，风景很美。coconut生鱼味道不错。  

o Snack Matira，快餐店，吃午饭很合适，价格不高，非常 family 
style。 

• 住：  
o 我们在 Tahiti 住的 Otaha Lodge (http://www.otaha-

lodge.com/en/index.html), 独立 bungalow，有厨房，ocean front，非常
棒，每晚$130，至少住两天。有免费的 kayak和 snorkeling用具。
email订的，押金也没交。老板娘给定的从机场接送的出租车，单程
大概$30。  

o 在 Bora Bora住的 Sofitel Motu，非常非常值得推荐！首先，地理位置
很好，在一个非常小的小岛上，除了这个旅馆的客人，别人都不能上

岛，很 private。一共 31间房间，其中 20间是水上屋。其次，浮潜很
好。附近是大片大片的 coral，鱼也很多。然后，管理很好！本来去
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又有蟑螂，又有服务人员偷钱。结果 bungalow
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一天我们以为钱包丢了，给前台打了

电话，一会就来了专业人员把所有服务人员都叫到我们门口，看每个

人的钥匙 纪录，是否进如果我们房间。最后我们发现，是俩人稀里
糊涂的把钱包塞箱子里了，让人家白忙活了……汗一下……还有一
次，我们订了 canoe breakfast，结果他们没有准备好，最后一个胖叔
叔划着 canoe来送早餐，让我们很不满意。我们抱怨了一番，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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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给免了，只花了普通早餐钱， 让我们对 Sofitel Motu的管理刮目相
看。最后，他们给我们一个免费的 upgrade，换成了最好的房间！风
景绝佳，让我们爽歪歪了。价格不菲（当然，Bora Bora的价格都不
菲）。我们在官方网站上等了好久等到一个买二送一的大 deal，
$1660三晚上（不包括餐饮）。机场的接送$50一人，提前打电话告 
诉他们航班号就可以了。送了两杯免费的鸡尾酒，T-shirt，拖鞋，雨
衣等等。房间里每天都送一份小点心和矿泉水。早 7点到晚 11店都
有随叫随到的专船 接送客人去主岛。 

• 行：  
o 从 Tahiti到 Bora Bora的航班每天有近 10条，有直飞的，有转机的，
都是 Air Tahiti（http://www.airtahiti.aero/home.php）的。在他们网站
上能查到航班时间和价钱。 行李要求 20公斤一人，如果是 scuba 
diver的话，凭潜水证能加 6公斤。航班不分座位，随便座。去的时
候一定要坐左边，风景非常好！ 

o Tahiti有公交车，但是班次很少，而且周末，晚上，和节假日都不
开，很不方便。我们坐的出租车从机场到旅馆再回机场，都是旅店老

板娘安排的，大概$30单程。  
o Bora Bora岛上租车很贵，要$100+一天。我们只租了半天自行车，

$10一辆，在 Hotel Village Temanuata租的。Avis也有，不过他们周
六只开半天，周日关门，价格也比 Temanuata高。还有一种叫 buggy
的小车，也不便宜，和租车 差不多了。我们本来开始想租，一看价
格就放弃了。 

• 玩：水上运动是 Tahiti 和 Bora Bora比较特色的。如果有潜水证的话，潜水
是强烈推荐的。如果没有潜水证，也可以多花点钱让教练带着下水去玩。否

则 snorkeling也是很不错的。 最 popular的 tour是 shark and ray feeding，还
有绕岛一周的 boat tour，上山的四轮驱动车 tour等等。另外，parasailing和
spa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  

o Tahiti Dive shop - 我们在 Tahiti用的是 Eleuthera Plongee 
(http://www.dive-tahiti.com/)。提前写 email预定，他们负责旅馆接
送。一个 dive的价格大概是 6500 XPF。 Tahiti Dive site:  

� 1. Saint Etienne Drop-offs. 这个 dive site在 ocean，比较深，是
个 wall dive，一边深不见底，一边是一墙美丽的珊瑚。  

� 2. Garden of Coral. 这是个在 lagoon里面的潜点，离 Aquirium
很近，非常漂亮，能看到很多 lion fish和 stone fish，我们还看
到了鳗鱼。 

o Bora Bora Dive shop - 在 Bora Bora用的是 Nemo world. 事实上 Nemo 
world已经和 Bora Diving (http://www.boradiving.com/) 合并了，他们
从 Sofitel Marara把我们接走以后就直接去了 Bora Diving 总店。我们
是在 Sofitel Motu订的，他们专门有给 couple的 eight dive package, 
55000 XPF。所有的 dive shop都提供所有装备，有 divemaster跟着下
水，非常专业安全。 Bora Bora Dive 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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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aapiti, 在 ocean，是看鲨鱼的好地方，主要是 Blacktip 
Shark，也有 Lemon Shark，我们还看到了很大的 napoleon。能
见度非常高。  

� 2. Toopua，在 lagoon里，能见度较低，能看到 Eagle ray。  
� 3. Anau, 在 lagoon里，能见度不高，能看到 sting ray。  
� 4. Tapu，又一个能见度很高的 ocean site，我们看到了很多

Blacktip Sharks和 Lemon Sharks，还有 lion fish等等，非常漂
亮的地方。 

• 钱： 我们分别用 BOA的 ATM，credit union的 ATM，Chase和 Citi的信用
卡取钱用钱，汇率最好的是 BOA的，其次是 credit union的，都是
1USD:86XPF左右；而 Chase信用卡则是 1:83左右，Citi信用卡最烂，不仅
汇率不好，还加收外汇兑换手续费，简直是抢 钱，强烈谴责之！  

• 歌舞表演：Bora Bora的旅馆轮流进行歌舞表演，一般是吃饭的时候，在餐
厅附近。问问自己旅馆的前台，他们会提供 scchedule.  

• 其他：Tahiti的时区是 UTC-10，比加州晚三个小时。官方语言是法语。
Tahiti也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 mauruuru（谢谢）。  

• 照片：
http://picasaweb.google.com/yuanliu/HoneymoonTahitiBoraBora?authkey=Gv1s
RgCLz094HEyIvEkQE# 

最后的话最后的话最后的话最后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