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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三人行 
 

 
 
二月份回国过年，路过三番，在 Yile mm 家小住。提起暑假旅游计划，俩人假期刚好都在六

月初，于是一拍即合，决定找个海边度假胜地避暑。多方权衡，墨西哥的 Cancun 打败了夏

威夷。 
 
自诩为 Diver，那么，去墨西哥，怎么能不去 Cancun？去 Cancun，又怎么能不去 Cozumel？
Cozumel 是世界著名的潜水胜地，因为那里有世界上第二大的 Coral Reefs。后来，刚刚拿到

潜水证的 Yunpeng gg 也加入进来，只可惜他的时间紧迫，只够和我们潜水的。于是乎，我

们有了个潜水三人行。 
 
（一） 
 
第一天是两个 tank 的 dive，我们坐在很小的 dive boat—Brain Damage 上，我们的 dive master
叫Monkey，看起来是墨西哥当地人，皮肤黝黑，挺爽朗。船上一共六个 diver，一个 dive master，
一个船长（就是开船的）。这是我第一次翻身下船，第一次 drift dive，更是第一次潜到 90feet
的深度！这里看到的水下生物和在佛罗里达 Keys 看到的差不多。一年之后，再一次潜入水

下世界，再一次被水包围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上，依然在水里穿梭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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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说不出的舒畅。 
 
看到很多种鱼和珊瑚，我和它们打着招呼，或者追着它们开几个善意的玩笑，如此自由自在。

看到了一片乳白色的海葵，仔细找了找，只是没有 nemo。只可惜 buddy 的气很快用完了，

我们被 Monkey 轰回水面上。我竟然忘了要在 15feet 的地方做 5 分钟的 stop（前一天晚上白

花时间看了一遍书），蹭蹭的就蹿了上去，害得我的 buddy 一个劲儿地往下拽我。因为是 drift 
dive，海底下水流很强，Monkey 是带着我们顺流而下的，而船上留的船长就要跟着 diver
吐出的气泡慢慢开船，到最后的地点去接我们。上了岸，立刻被 Monkey 教训了一顿，说下

次一定要做 stop，我连连点头称是。Buddy 的膝盖上被蹭了一下，红了一片。同船的一个墨

西哥老头吓唬他说要是碰到了 black coral，一个月都好不起来，把他忽悠得脸都白了。不过

其实下午就没什么事了，估计只是碰了一下沙子地而已。 
 
第二个 Site 非常有趣，是个 reef wall，珊瑚礁长得像一面墙一样，drift 很强，就这么在墙上

流过。我们基本上不用费力气，只要调节好浮力，被水流吹着走，好像坐缆车一样，珊瑚呀，

鱼呀什么的，一样样从眼前嗖嗖而过。 
 
Monkey 一下水就捡了根珊瑚枝，左捅右捅的，给我们找好玩的东西。看到很多美丽的半米

见方的 angelfish，黄色的，黑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还有带着一对大眼睛的。有

的就在我手边翩翩而过，好像和我做游戏一样，怎么就抓不到呢？看到一只小海龟，一米多

长的 grouper，蓝色的 Parrotfish，在洞里躲着的鳗鱼，顶着两只小角很憨厚的 cow fish，还

有傻里傻气的 puffer。Monkey 抓起一只海参给我们摸，滑滑的，还有一只可怜的 cleaner 
shrimp，被我们在手里传来传去。 
 
 
（二） 
头一次 night dive，心里惴惴焉。结果上了船一问，七个 diver 里面，五个都是第一次夜潜，

也就释然。然后 dive master Eric 一句：“我也是第一次夜潜……”我们就全体晕倒，然后听

他不紧不慢的说，“in this week”…… 我问 Eric，夜潜的 visibility 是多少，他说：“zero.”
天啊，真的是全黑的水下世界，让人有点儿害怕。 
 
趁太阳刚刚下山，Eric 交待了在水下的注意事项，使用手电筒的种种规则，天还没全黑，我

们就扑通扑通下水了。夜潜还真刺激，黑不隆冬的，只看到每个人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在

无尽的大海里。我认准了 Eric 的黄色脚蹼，基本在他身边寸步不离——这黑灯瞎火的，丢

了就惨了。 
 
潜的地方叫 Paradise Reef，难道天堂都如此黑暗？当然，夜潜也很 rewarding，看到了很多

白天睡大觉，晚上出来活动的，稀奇古怪的小东西。先是几只外出觅食的龙虾，然后是一只

硕大的螃蟹，后来是很大的海螺，和钻来钻去的海蛇。Eric 时不时的捡起来点儿东西给我们

看，传到我手里发现，竟然是一对小螃蟹在 XX，打搅了它们的良辰美景，罪过罪过。 
 
手电筒照来照去，显现出来的是珊瑚的本来颜色。在白天太阳光下，红光被海水吸收了，看

到的是发蓝绿色的珊瑚，而此时才发现，好多珊瑚红的十分艳丽，鲜红欲滴。鱼儿们也都快

睡觉了，安安静静的趴在珊瑚丛中，或者岩洞里。我们顺着水流慢慢的漂，时不时的惊动附

近的生物一下。见到一只很漂亮的红色 Squirrel fish，两只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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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生怜爱。看来大眼睛真的是美女的杀手锏，即使放在鱼身上，都这么好看。 
 
我正在观察一条大的 grouper 怎么睡觉的时候，突然耳边传来 Eric“嗒嗒”的信号声。抬头

一看，看到几只手电筒一同指向半空中的一只透明的乌贼。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乌贼通体泛

着蓝莹莹的光，尤其是眼睛，特别闪亮。这乌贼也不怕人，优哉游哉的悬在水中，身上软软

的触手随流晃动，说不出的优美。这是我第一次水下看见乌贼，欣赏了好半天。没过多久，

又听到“嗒嗒”声，我立马奔向 Eric，发现原来是一硕大的章鱼在岩石上蠕动。章鱼是会变

色的那种，随着环境的颜色变换姿态和颜色，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章鱼可能发现被我们一

群 diver 团团围住，有些不知所措，向左爬两步，逃不出去，又向右爬两步，还是有人，最

后只好一动不动，让我们痛快地欣赏。章鱼的身躯实在是柔软，几乎紧紧地贴在珊瑚礁上，

包裹住一大片珊瑚。记得电视里看过，说章鱼和乌贼其实都是对 diver 挺危险的动物，如果

它们的吸盘紧紧罩在 diver 的 mask，diver 就比较郁闷了，还有乌贼的墨水也比较烦人。没

想到一晚上，两种神秘的家伙都被我看到了，真是幸运。 
 
时间过得真快，潜了五十多分钟，感觉和十分钟似的。回到船上，天完全黑了，船开起来，

冷风嗖嗖的，我冻得直打哆嗦。不过心里美滋滋的，夜里水下冒险，实在太有趣了。 
 
（三） 
第二天潜水又是一深一浅两个 site，dive master 仍然是 Eric，仍然认准了他的黄脚蹼。第一

个叫 Palancar Horseshoe，大概 80feet 深。珊瑚礁的 formation 很怪异，千变万化的。可鱼并

不是很多，珊瑚也不是很好看。地上落了很多碎散的珊瑚，可能是去年 Hurricane 破坏的结

果。有些凄然，这长了几百年的珊瑚，说损坏就损坏了，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 
 
第二潜在 Dalila Garden，非常漂亮的地方。一下去就见到一只海龟慢悠悠的游。它虽然慢，

却是逆流而上，我使劲拍脚蹼也追不上它。看到了好几只 barracuda，还有 sting ray，grouper
什么的。这里的珊瑚保持的比较好，受飓风影响不大，看见直径一米多的 brain coral，扇形

coral 在水下摇曳，还有大群大群的 snapper，grunt 在游荡。在 dive master 的带领下钻了个

洞，洞门口有一群 snapper 在站岗，也不怕人。最后的时候，我们游到了一片水流很急的区

域做 stopping，就这么一动不动的顺着水流漂啊漂，爽呆了。 
 
Tips 
--据说 Cozumel 岛上有上百家 dive shop，竞争很激烈。我在 
http://travelnotes.cc/reviews/view_review.php?location_id=1&reviews_location_name=cozumel&
cat_id=5&cat_name=Dive+Shops&ratings_val=15,17,7
和 http://www.scubaboard.com/forumdisplay.php?f=208 两个网站上看了不少经验，最后

和大家协调，决定和Papa Hogs(http://www.papahogs.com )潜水。这是一家加拿大人开的

Dive Shop，船挺小，Dive Master也都尽职尽责，还算不错。 
--汲取了上次潜水晕船的经验，这次我在校医院买了防止晕船的贴，一小片贴在耳后，药效

持续 72 小时，还防水，效果极其好，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药片名字叫 Transderm scopolamine 
1.5mg。头一天潜水的时候，看见一美国 jj 也带着，看来真如校医所说，在 diver 中，这种

药很 popular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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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玛雅 
 
（一） 
 

 
 
远嫁到 Uxmal 已经快一年了。 
 
从 Chichen Itza 的玛雅公主摇身变成这里的王子妃，时间过的好快，我已经渐渐熟悉了这里

的一切。Uxmal和Chichen Itza的联姻让这两个部落成了Yucatan实力最强的部落联盟，Uxmal
的祭祀台 Casa Del Adivino 也因为经过了五次的翻修，成为远近闻名，最漂亮的建筑。我和

其他王室就住在祭台西边的 Cuadrangulo De Las Monjas，在这里可以遥望到远处的 Gran 
Pramide。夜幕降临的时候，遥望远处丛林里的建筑和满天的繁星，如入梦境一般。 
 
最近一个月来，滴雨未下，天像下火了一般，庄稼已经开始枯萎了，地下水位也慢慢的降下

去，眼看着就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了。我们玛雅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一片叫 Yucatan 的半岛。

这里没有河流，没有坚硬的土层，没有肥沃的土地，没有金属矿藏，物种单一，我们的生活

万分的辛苦。雨水，是我们唯一的水源，而伟大的雨神 Chaac 是我们最重要的神灵。我们把

雨神的像雕刻在很多地方，他有着豹子一样的炯烁的目光，有着蛇一般的蜿蜒的鼻子，眼角

的眼泪是那能带给我们幸福的珍贵的雨水。 
 
这个一月来，一定是雨神不满意我们的供奉，生气了，所以才迟迟不肯给我们带来雨水。

Uxmal 王已经决定择良辰吉日，对雨神进行最隆重的祭祀。 
 
Uxmal 的球场开始热闹起来。两批选好的勇士这些日子加紧训练，他们会在祭祀那天进行一

场残酷的决斗。这时候，他们列队，开始接受 Uxmal 王族的检阅。我永远忘不了见到他的

一瞬间。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我触到他的炯炯目光，不禁怔了一下。他的额头扁平，那是

我们玛雅人战士的象征。在玛雅男孩子出生不久的时候，要进行抓周仪式，那些选择武器的

男孩子就会被选为玛雅人战士，他的诞生就是为了玛雅人而战的。他们从小将会被实行头颅

的改造，大人们会用木板压扁他们的头颅，因为我们相信，压扁的头脑会更聪明，就好像豹

子一样，那是力量和美的象征。他肌肉健美，神采奕奕，在勇士之间，如鹤立鸡群，让人心

为之一动。 
 
终于，这天，比赛如期开始了，球场上挤满了观看的人。这种比赛我们称为蹴球，球是一个

橡胶制作的实心球，球员只能用身体上除了头和手脚的地方接触球，目的是让把球打进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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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的球门。球门是石头雕的，悬在两侧的墙上，上面刻着很多蛇形花纹。球员也要盛装出

场，穿着艳丽的球服和护具。比赛往往十分残酷，有时候打得天昏地暗，可能三天三夜不分

胜负。 
 
而有他在的比赛愈发得好看。他在场上像一头灵巧的鹿，蹿来蹿去，球到他的身边就好像被

赋予魔力一样，总是能准确的被送到同伴的身旁，或者迅速的飞向球门。他活跃的身影给每

个人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仿佛，他生来就是为了这场比赛。终于一场比赛结束了，他的

队伍取得了胜利，他也当之无愧的成为最佳选手。这是多少战士一生无法得到的荣耀，他就

这样轻而易举的揽入自己的怀中！ 
 
Uxmal 王也高兴万分，亲自为他戴上胜利的花环。这也将意味着，他被选为祭祀雨神的战士。

这是我们玛雅的传统，是所有玛雅人能得到的最大的光荣。雨神得到的一定是玛雅人里最最

勇猛的，最聪明的战士，他的心脏将是我们送给雨神最好的礼物。 
 
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祭师们打扮一新，浑身被涂满了花花绿绿的颜料，披着羽毛制成

的斗篷，穿着豹子皮的服饰。他被抬到了祭祀台上，站在那里的他，依然威风凛凛，依然目

光烁烁，一脸的坦然。祭师们开始奏乐，祭祀开始了！他高高在上，受着所有 Uxmal 臣民

的仰视。终于，祭祀到了最精彩的时刻，祭师长口念咒语，手起刀落。那一瞬间，我仿佛看

到他脸上最开心的微笑。 
 
“Chaac! Chaac!”所有的玛雅人膜礼朝拜，呼唤着雨神的名字，叫神来接受我们送给他的最

宝贵的礼物。“Chaac! Chaac!”这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巨大的祭祀场回响，直入云霄。 
 
“嘀嗒”， 不知过了多久，一滴水落在我的脸上。我抬起头，看到那满天的乌云滚滚而来，

看到那雷鸣，电闪，雨滴…… 我们的臣民开始欢呼，仿佛看到了禾苗重新茁壮起来的希望。 
 
我知道，那是他的鲜血化作的雨露，那是他带给我们的最后的礼物。我的脸湿了，分不清是

我的，还是雨神的眼泪。 
 
（二） 
 

 
 
终于又来到 Chichen Itza。脚下踏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心潮澎湃。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

里，一石一木，都是如此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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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个秋分，太阳冉冉落下，余晖照亮 Kukulkan 金字塔的西墙。金字塔阶梯形的光

影落在北墙上，阴影棱角分明，俨然一条飞动的巨蟒从天而降，在墙上逶迤游走，如飞似腾。

北墙脚下是一精心雕刻的羽蛇头，张口吐舌，威武异常，光影和蛇头浑然一体，万分别致，

美奂美伦。这带羽毛的蛇就是 Kukulkan 的化身，我们玛雅崇拜的天神。 
 
这个奇异的时刻，这个玛雅人顶礼膜拜的时刻，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我——Chichen Itza 的

公主，玛雅的公主，来到了这个世上。 
 
生于 Kukulkan 出现的时刻，我受着父王特别的宠爱。从小，我聪明伶俐，有着慈爱的父王

赐予的特权，可以在神庙的附近任何地方玩耍，当然，除了最神圣的 Kukulkan 金字塔的内

部。那里，每个玛雅人，一生只能进去一次。 
 
Chac-Mool 神庙是这里最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Chac-Mool 就是上天的使者。他的石

像就侧卧在那里，能把我们放在他胸上的任何东西带给天上的神。父王说他是我们最重要的

使者，尤其是我们祈求雨神降雨的时候，我们最勇猛的战士的心会献给雨神，就是由他带去

的。我曾经把我最心爱的小贝壳偷偷的放在他的胸前，希望他带给天神，让神带给我们玛雅

永远的和平幸福。 
 
Gran Jeogo De Pelota 是远近闻名的球场，恐怕方圆几百里都没有哪个球场能与之媲美。这里

的球赛和 Uxmal 的差不多，只是比赛更激烈，更残酷。和 Uxmal 一样，取得胜利的最勇猛

的战士将是我们献给雨神最宝贵的礼物。被选中的勇士将被放到旁边的祭台上，那雕刻着雄

鹰和骷髅的祭台。当鲜红的血流淌下来的时候，那是每个玛雅人最激动的时刻。 
 
这一片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El Caracol，这个被我称为蜗牛的地方，因为它有着盘旋而上，像

蜗牛一样的阶梯，它的四个门上都雕刻着雨神 Chaac 的像，而更有趣的是，晚上的时候，我

们的术士在这里观看浩瀚的夜空。他们总是能准确地告诉我哪颗星星哪天运行到哪里，什么

时候月亮缺一角，什么时候太阳缺一块，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好多有趣的知识。白胡子的老术士最喜欢我，他给我讲 Kukulkan 金字

塔的奥秘。金字塔有九层，每层被分为两部分，所以一共十八个分格，代表玛雅年的十八个

月，因为每个月有 20 天，这样一共 360 天，再加上最后的 5 天禁忌日，一共 365 天。金字

塔四面的台阶各有 91 级，代表每个季节的 91 天，再加上最顶上的一天，一共也是 365 天，

也就是一年的天数。他们还算出来美丽的金星上一年的天数，有 580 多天呢。每年有两天,
正午的时候,太阳会直直的射下来, Kukulkan 金字塔的影子就消失了，那时就是我们一年的开

始。 
 
我们玛雅的编年历法就更复杂了，Haab 历有 360 天，Tzolkin 历有 260 天，两种历和在一起

就能计算很多年的时间。据说遥远的中国有天干地支的纪年法，和我们的很相似，只是还要

简单很多。因为他们 60 年一轮回，而我们认为 5125 年是一个周期…… 实在是太多了，我

都记不过来了。 
 
白胡子老术士还常带我到金字塔前做游戏，他拍一下手，就能听到七八声无比清晰的回音。

最神奇的是，当他站到金字塔正前方十米左右的地方拍手，竟听到一声比拍手更清脆，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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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回音！他有空的时候还教我写字。玛雅文字是象形文字，写出来的样子圆润可爱，只是

相当的复杂，一个字结合了音和意，如果失传了，破译玛雅文字肯定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

脖子上戴着他给我刻的我的名字的牌牌，那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生幸运的护身符。啊，还有那

一片天然井 Sacred Cenote，清澈的井带给我们甘甜的水源，依稀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

在池边看那硕大的红蚂蚁搬家，老术士告诉过我，那是因为天要下雨了。 
 
潮湿的空气里有着如此熟悉的味道，Chichen Itza，我的家乡。我想，我会在秋分的时候，

我生命轮回的那一刻，再回到你的怀抱。 
 
 
我为食亡 
 
（一） 

 
 
“这里真是空气都泛着海鲜的味道啊！”阳阳下了飞机就快乐的大叫起来。 
 
终于来到了 Cancun，六月的热浪里，阳阳和小西开始了八天的墨西哥之旅。顺利的通过移

民检查，通过了海关，阳阳却被一个机场看门的警察拦住了。 
”Miss, do you have any food in your bag?” 警察操着流利的英语问。 
“No, no, not at all!” 阳阳急急的申辩，回头看了一眼自己鼓鼓囊囊的背包，也没觉得和小西

得有什么不同啊。 
警察客气的放她们走了，阳阳郁闷至极：“为什么他就只拦我一个呢？” 
“因为你长得比较馋。”小西幸灾乐祸。 
 
俩人谁也不记得是怎么提起来去墨西哥旅游的，也许是上次去加州的时候尝得几种精美的墨

西哥小吃，俩人就不能忘怀，反正两个馋鬼一拍即合，六月份暑假刚刚开始，就迫不及待的

飞了过来。 
 
“肚子饿死了，我们出去觅食吧！”在旅馆刚刚安顿好，阳阳就忍不住了。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虽然对阳阳颇为熟悉，小西还是对阳阳的饥饿速率惊讶万分。 
“人为财死，我为食亡嘛！”阳阳哈哈一笑。 
“那我们去哪儿吃？” 
“Marlin Azul 吧，LP 书上说这里又便宜又好吃，海鲜味道一流！”阳阳早就做好了功课。 
“远不远？怎么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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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出门向左一转，走两个 block 就到了，我带你去。”阳阳拽着小西就出门了。小西

怎么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天生路痴的阳阳瞬间有了认路的能力。 
 
果然，没走两个 block, 小店 Marlin Azul 就出现在路边。店很小，没有大门，没有空调，几

张破烂的桌子和椅子横七竖八的摆在店里。俩人就坐在了店门口，伙计拿来了两张菜单——

一个单词都不认识，全是西班牙语。俩人都不懂，想问问有没有英文菜单，可发现店里面连

个懂英文都没有，只剩下俩人大眼瞪小眼。不过好在小西把 LP 书带了出来，那里面有一章

专门讲吃，有食物名称对照表，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十好几分钟，才大致看明白哪个是

虾，哪个是肉。 
 
硬着头皮点了两样菜，一个 Brocheta Camarones，就是虾串，一个 Ceviches Mixto，就是生

比海鲜，柠檬汁腌制的生海鲜，还有两瓶水——墨西哥自来水不干净，还是喝瓶装水放心。

没多久，菜上来了，看得俩人眼都圆了。一盘满满的海鲜，有虾，章鱼，还有鲜贝，伴着红

绿白色相间的 Salsa，令人食指大动；另一盘虾串又大又长，每一颗虾都烤得吱吱冒油，红

艳动人。不由分说，俩人也不顾得自己的淑女形象，如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就把两盘色香

味俱佳的菜肴吃的干干净净。账单也让人赏心悦目，两个人吃得如此丰盛，也只要十美金多

一点儿。 
 
俩人吃的饱饱的，出去逛街，没走多远，就又被一冷饮店吸引过去，一人点了一杯饮料。小

西点的墨西哥名饮 Pina Colada, 而阳阳点的是书上介绍的 Jamaica，据说是一种花泡成的。

不知道是墨西哥人做生意厚道，还是墨西哥人胃口好，总之，饮料也是狂大的一个杯子送了

上来。幻想着像香香公主喝花一般的阳阳发现，Jamaica 其实就是酸梅汤，而小西的 Pina 
Colada 酒劲十足，不一会儿，小西脸上就泛起一片绯红。 
 
“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晕了。” 
“哈哈，一杯 Pina Conada 就把你搞定了啊！”阳阳笑话小西道。 
“这酒劲好大啊，我们买点儿水果回去吧，我得醒醒酒。”小西脸红红的，不知是酒醉，还

是害羞，特别的好看。 
“好吧，我要买大芒果，还有番石榴，还有……” 
“好，好……走吧，走吧……”小西拉着仍在喋喋不休的阳阳往水果店奔去。 
 
夕阳下，在小旅馆的吊床上，在树藤群花丛中，两个人啃着芒果，闭目养神。微风拂过，吊

床晃晃悠悠，真是宛如神仙的生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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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你快来看，这墨西哥地上种了好多特大个的菠萝啊！”在长途汽车上，阳阳好奇的

看着路边地里种着的东西。 
“啊？特大个的菠萝？”小西不信。可窗外明明是一片一片的田地，种着一颗一颗特别像菠

萝，但是比菠萝大一倍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水果店里也没见卖呀，俩人寻思着。问了问坐

在旁边的墨西哥大爷，才明白，那是 Agave，是用来做 Tequila 的，龙舌兰。龙舌兰酒好像

是墨西哥的国饮一样，任何一家大一点的纪念品商店都摆着免费试尝龙舌兰酒。小西和阳阳

当然也尝过，只是这辣辣的，如白酒一样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坐车坐到 Merida，那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典型的殖民城市，更是去参观很多玛雅古迹的

中转站。刚下车，就有出租司机和旅行社的大叔围上来兜售各种 tour 什么的，俩人对玛雅

食物的兴趣显然比对玛雅古迹的兴趣高很多，决定先直奔餐馆，于是一一婉言谢绝。有一个

仍不死心的，使劲缠着俩人，先是“こんにちは”什么的，嘴里一堆日本话，然后发现俩人

是中国人，又“你好”起来，然后就是套近乎的问：“你们是不是姐妹俩啊？”到最后实在

无计可施，对小西耳语到：“You are very beautiful!”小西脚下一个不稳，差点没摔个跟头，

心想，放着漂亮的阳阳不恭维，怎么拿我开涮？那个墨西哥人于是打趣说：“No more tequila!”
小西更是没语言了。 
 
好不容易突破重围，来到一间餐厅坐下。 
“Anything to drink？”服务员过来用不太地道的英语问。 
“Corona!”小西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呀？Corona 美国也有卖的呀，不稀奇的。”阳阳好奇的问。 
“Corona 的广告做的好啊。”小西自有道理。 
“分特…… 你是喝酒呢，还是喝广告呢。” 
阳阳点了一杯 Tequila sunrise，是龙舌兰酒和橙汁混合的鸡尾酒，就从下到上是从红色到橙

色的渐变，果然像极了日出的色彩。 
 
点好饮料，俩人开始耐心研究菜单。LP 书上说，尤卡坦半岛远离墨西哥其他部分，这里的

食物受玛雅的影响，自然和别的地方不同。比如，玛雅人不怎么吃牛羊肉，倒是对猪肉和火

鸡比较热衷。 
 
玛雅，到了 Merida 听到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词。路上走的时候，有些人跑过来，自称是玛雅

人，说是开了玛雅人手工艺品小店，或者是玛雅布艺正宗传人什么的，让俩人到店里看看。

开始俩人还挺新奇，不是据说玛雅人差不多灭绝了么？后来发现，好像满城的人都是玛雅人

啊！一了解才知道，玛雅并没有灭绝，但是外族和欧洲人入侵以后，玛雅和各种人通婚，纯

粹的玛雅人恐怕已经凤毛麟角了。 
 
最后，俩人选了书上说的玛雅人的传统菜式 pollo pibil，这是一种香蕉叶卷鸡肉，然后烤了

的东东，里面放了各种香辛料，听起来有点儿像叫花鸡的做法。还有 sopa de lima，翻译过

来就是柠檬汤，实际上是西红柿鸡汤，放了柠檬片，汤里还有 tortilla 片。再点了几样开胃

小店，什么味道有点儿像蝴蝶酥的玛雅面包，还有加勒比典型的炸香蕉片。虽然玛雅人的食

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却是和平时接触的墨西哥 taco 一类的完全不同，至少没有那么

多 cheese，比较原始清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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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嘎巴菜的吃法啊！”小西看到端上来的柠檬汤，不禁大叫。“嘎巴菜就是这样切成好多

薄片的绿豆皮放进汤里面的。”嘎巴菜是小西家乡的一种早点儿，小西的 favorite。不过这味

道还是相差甚远。 
 
或许玛雅人的菜就是如此，也或许这家餐馆的档次高了点儿，俩人吃得并不十分满意。 
“还是昨天的小馆子好吃！”阳阳评点起来。 
“是啊，看来这餐馆的水平和干净程度成反比……”小西开始总结定律。 
“嗯，没错，苍蝇越多，越没空调，越不说英文，越便宜的地方，越好吃！” 
“和美国中餐馆水平鉴定方式差不多嘛。” 
 
（三） 

 
 
天气狂热，Merida 本来就在北回归线附近，六月初，正是太阳直射的时节。火辣辣的阳光

下在城市里暴走，连个遮阳的地方都没有，可苦了两个人。小西还好一点儿，本来就发黑的

肌肤更显出古铜色的健康，而阳阳就比较惨了，白皙的肌肤不会晒黑，却会晒伤。只一天的

功夫，肩头就红了一片。 
 
“晒得疼不疼啊？要不要抹点儿药？在旅馆歇歇？”小西心疼地问。 
“没问题，”阳阳嘿嘿一笑，“今儿咱哪儿吃去？” 
 
Merida 的城中心有一片自由市场，俩人是最先在路边兜售的明信片上看到的，然后一查 LP
书，果然不错，还有一片专卖吃的喝的地方，据说价格绝对便宜，而且绝对是当地特色。俩

人一合计，今儿就在那儿解决了。烈日下，横七竖八的穿过了 N 条街，终于看到市场的入

口。看看里面，灰暗一片，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看好自己的包。”阳阳交待一句，就率

先冲了进去。 
 
这里的自由市场像极了国内的，卖蔬菜的，水果的，禽蛋肉制品的，除了那一片讨价还价声

是西班牙语的，一切一切都让人熟悉的直想发笑。墨西哥的辣椒十分有名，蔬菜摊上摆得也

很漂亮，红的，橙的，绿的，像一座座小金字塔，这么鲜亮诱人。穿过这片蔬菜水果摊，前

面竟然有个活鸡活鸭市场，不仅如此，还有兔子和金丝熊卖，虽然味道不大好闻，但是这鸡

飞鸟鸣的场面实在是许久没有经历过了。过了这片，又是一片卖肉的，这里都是制好的猪肉

和内脏，好像酱货一样，非常的诱人。向前看去，更是一片卖咸鱼的，吆喝声不绝于耳。看

到两个外国客人（而且是长得很馋的外国客人）光临，卖鱼的竟然也能蹦出来一两句英文：

Fish,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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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四溢，小西已经忍不住开始咽口水了，“饿了吧，我们快买点儿吃的吧？” 
“这个……你看，他用刚收完钱的抓鱼呢。”天天在生物实验室里和白大褂，蒸馏水打交道

的阳阳多少有点儿洁癖。 
“你不要，我自己买了啊，”小西可耐不住了，买了块咸鱼，大口吃了起来，“好吃，真好吃。” 
“给我也尝尝吧。”阳阳终于在美食和卫生之间艰苦的作了个决定。 
“嗯，好吃极了。”小西把鱼递过去说，“别怕，我带了一大瓶黄连素呢！” 
 
过了这一片小摊，前面出现一排小吃铺，俩人来回遛了一圈，非常有计划性的决定了吃哪几

样小吃，然后就选了几家，一一买过来。什么 taco 卷土耳其烤肉，什么 gorditas，杂七杂八

的吃了不少。有一种玉米饼似的皮，里面夹着粘粘的好象腊肉一样的东东，吃起来很香，可

俩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小摊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小西突然想到什么：“这个别是 LP 书上说的那个，那个……吧？” 
俩人昨天研究半天墨西哥饮食，尤其是尤卡坦半岛的饮食，有一种叫 Jumiles 的东西，据说

是 beetle 做的…… 
“别想这么多，好吃就行了！”阳阳一边大嚼一边不在乎地说。 
 
吃的不错，也得喝点儿什么。俩人抬头一看，正走到一家做水果饮料的摊前。摊主老大爷很

和蔼可亲，让俩人坐下来慢慢选。小西一眼就看中了火龙果，也不知道英文或者西班牙文是

啥，指着那个就大叫：“我要那个！”老大爷自然不懂中文，却一下就明白了，马上做了火龙

果果汁。而阳阳却细致的多，摊前挂的大牌子左看右看，最后选了一个香蕉，芒果，和橙汁

混合的奶昔。 
 
“你是怎么记住这些水果的西班牙文单词的？”小西惊讶万分，俩人同时到墨西哥，阳阳的

西班牙语水平怎么就一日千里了？ 
“对吃的，我能过目不忘。”阳阳很自得，“要是那些生物名词，背一个礼拜我都背不下来。” 
 
离开自由市场之前，俩人在水果摊前斟酌良久。番石榴的香气实在让人欲罢不能，就是摆在

屋里当熏香也值；而芒果那鲜艳的色泽更让人爱不释手，还有木瓜，Mamey，更有一种像

龙眼一样的水果，每样都想拿来尝尝。好不容易选了好几样，最后的最后，路过一椰子摊，

砍椰子的小伙子正汗流浃背的给椰子砍皮。 
 
“买个椰子吧！”阳阳叫着。 
“好啊，这个砍椰子的真是帅哥啊！”小西花痴道。 
那帅哥好像听懂了她们的对话，抬头抛了个媚眼过来，并摆开 pose 让小西照相，引得旁人

大笑。 
 
“真的好喜欢 Merida!”阳阳大发感慨。 
“怎么？” 
“好像……国内一样！” 
 
（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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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is this T-shirt？”Flee Market 里，小西看中一件衣服。 
“20！”小贩伸出三个手指头。 
“pesos?”小西眼前一亮，10pesos 才一美元啊，这件衣服才 2 美元，真便宜。 
“No, dollars, dollars!”小贩不屑的看了小西一眼。 
“Oh,”小西吐了吐舌头，“nevermind, thanks.” 
 
又回到 Cancun，华灯初上，街头的 Flee market 灯火辉煌。本来以为墨西哥的东西比美国便

宜好多，没想到小贩们漫天要价，小西碰了一鼻子的灰。 
 
“小西，你怎么不划价啊？”阳阳问，“你没听说过 Cancun 划价定律么？” 
“没，什么定律呀？” 
“在 Cancun 买东西，一定要划价；先往开价的 1/4 到 1/3 划；最后不得超过开价的 1/2 才能

买。”阳阳说得头头是道。 
“原来如此……”小西若有所思。 
 
这划价定律却是颇有功效，小西和阳阳小试牛刀，很有心得，零零碎碎竟买了好几样东西。

信步走到一个摊前，女摊主看到两位长发飘飘的 mm，吆喝着“Braids, braids！”手里还晃着

个人头模型。俩人定睛一看，原来是模型的头发被七七八八梳了很多小辫子，这是个给游客

梳小辫子的摊位。早在很久以前，小西看 Friends 里面 Monica 在 Barbados 梳了一头哗啦啦

响的小辫子的时候就眼馋的很，没想到今天这个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机会就近在咫尺。和阳阳

商量了一下，俩人觉得十块二十块的还能接受，就开始问价格。 
 
这种密密麻麻的一头小辫子本是非洲的特色，也不知怎的，在加勒比海区域也流行起来，到

处都有给游客编小辫子生意的当地人。街上看到有很多美国小女孩编了一头这样的辫子，走

路都很神气。这一头的辫子也蛮有讲究的，可以把所有的头发都编起来，或者只编一半，底

下还是散的头发。脑袋上也可以有各种样子的花纹，齐齐的向后的，或者左右偏分的，或者

交叉向后的，或者直着下垂的。小辫子尖端可以用橡皮筋，也可以用珠子，一颗或者三颗。

这女摊主先拿出来一大本相册让俩人挑选，这不同样式价格也不同。俩人都喜欢一头小珠子

的，摊主开价每人 45 美金。按 Cancun 划价定律来看，还是挺有希望的。于是开始还价。 
 
价格慢慢降下来，只降到 25 美金一人，摊主就不再相让。俩人也死守 20 美金的坎，终于两

面都觉得不划算，没谈成。阳阳有些悻悻，小西却安慰道：前面还有好几家呢。左问问，右

问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一家都挺合适的，俩人安然坐下，开始被两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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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妇女折腾脑袋。这一头小辫子可不那么容易，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坐在街边倒好像活广

告一样，还真有人过来要编辫子。不过小西此时已经龇牙咧嘴，苦不堪言了。终于，捱到最

有一颗珠子穿上，大功告成，俩人欢天喜地的带着一脑袋的快乐走掉了。后来俩人留着小辫

一星期，被无数人嘲笑，这是后话了。 
 
最后一顿，俩人来到一家小餐馆，里面布置的像一家 sports club。正值世界杯热播期间，不

过可能还是小组赛阶段，而且是两个不知名的什么对无比，两个大电视，却没有几个人在看。

按理说，墨西哥也是算是足球劲旅，对足球的痴狂却比这天气略逊色几分。墨西哥的最后一

顿，一个 sampler，每样都有一点儿——几块 taco，几块 quesadillas，几块 nachos，还有几个

那种墨西哥的 crepe，再加上豆子和米饭，这就是最经典的墨西哥菜了。阳阳和小西，边吃

边看，享受着这在墨西哥短短假日最后的时光。 
 
 
日程 
 
八天就玩了墨西哥这么一个小角落，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6 月 5 日，出发，飞往Cancun，宿Hotel El Alux (http://www.hotelalux.com ) 
6 月 6 日，前往Merida，Plaza Grande, City Museum, Palacio Municipal (City Hall)，看降旗仪

式，宿Hotel Trinidad (http://www.hotelstrinidad.com ) 
6 月 7 日，Catedral de San Ildefonso, Meseo de Arte Contemporaneo Ateneo de Yucatan，Uxmal, 
灯光show，宿Hotel Trinidad (http://www.hotelstrinidad.com )， 
6 月 8 日，Museo Regional De Antropologia，坐车前往 Playa Del Carman，做轮渡到 Cozumel，
宿 Hotel Cozumel Inn 
6 月 9 日， Two-tank dive with Papa Hogs (http://www.papahogs.com ) at Palancar Gard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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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Palmas Wall，Meseo De La Isla De Cozumel，One-tank night dive at Paradise Reef，宿Hotel 
Cozumel Inn 
6 月 10 日，Two-tank dive at Palancar Horseshoe and Dalila Reef，前往 Cancun Hotel Zone，宿

Imperial Las Perlas 
6 月 11 日，Chichen Itza，宿 Imperial Las Perlas 
6 月 12 日，Tulum，宿 Imperial Las Perlas 
6 月 13 日，逛街，飞回美国 
 
攻略 
 
签证- 墨西哥驻纽约的领事馆主页在http://www.consulmexny.org/eng/english.htm 。所需材料

有：签证申请表，护照，回美签证，I20, I94，bank statement，机票，36 美金签证费。不需

要照片。当天可取。我有回美国的签证，出境的时候交了I94。飞回来的飞机上，90%都是

美国人，入关的时候，头一次，外国人的队伍比US citizen的短好多。 
 
行- Ado 是墨西哥很著名的长途汽车公司，到处都有它的分支，一等空调大巴，很方便舒适。

Cancun-Merida 四个小时，Merida- Playa Del Carmen 五个半小时，Cancun-Playa Del Carmen 
一个小时，Cancun-Tulum 两个小时。Cancun – Chichen Itza 两个半小时。Playa Del 
Carmen-Cozumel 有渡船，大概一小时一班，行程 40 多分钟。Cancun 公共汽车也不错，6.5 peso
一人，有很多线路从 downtown 到旅馆区。 
 
住- Cancun，一定要住海边，有海滩的旅馆。因为那里旅馆都连在一起，公共沙滩质量稍差。

如果不穿过 hotel lobby，很难到达海边。还是住在海边爽，出门就是碧海银沙。夏天去墨西

哥，也一定要空调。我们住的几个旅馆： 
Cancun downtown: Hotel El Alux (http://www.hotelalux.com )，离汽车站不到 100 米，房间不

错，就是有点儿暗，有早餐。 
Merida: Hotel Trinidad (http://www.hotelstrinidad.com )，非常别致的小旅馆，英国人run的。种

了很多有趣的植物，屋顶有热水池，到处有风格迥异的艺术品，还有台球桌和大电视，有早

餐。 
Cozumel downtown: Hotel Cozumel Inn，也还不错，有个游泳池，没早餐，离 ferry 码头两个

block. 
Cancun Zona Hotelera: Imperial Las Perlas，这是 hotel zone 最边上的旅馆，被飓风吹坏了一半，

还在修。去之前网上看了半天 review，褒贬不一，因为价格是最便宜的，所以决定一试。有

海滩，有游泳池，有阳台，屋里也有冰箱和厨具，也算物有所值。只是和其他 hotel 比起来，

水平相差很大，去 hotel zone 中心区还要做公共汽车，不是很方便。 
 
其他- 
- 货币：墨西哥货币单位是 peso(比索)，11peso=1dollar。很多地方收 Visa 和 master 卡。大

小城市均有 ATM 机，取钱很方便。 
- 通讯：墨西哥网吧和长途电话一般在一起，到处都是，价钱不高。网吧约 1-3 美金一小时。

打美国电话大概 0.3-1 美金一分钟。 
- 时区：墨西哥和美国中部时间一样，比美国东部时间慢一小时。 
- 语言：墨西哥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除了一些旅游场所，机场等地，英语并不是很普及。 
- 电源：110V, 60Hz，和美国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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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机票~$330 
签证~$36 
潜水~$200 
住宿~$170 
Tours~$75 
交通~$100 
吃~$200 
纪念品，其他~$100 
共约$1200 
 
 
后记 
 
这次的游记和以前的相比有些变化，总写游记写得都疲了，换个方式，无论读者是否能接受，

是否喜欢，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突破。 
 
有人说我的写作风格像三毛，可老天作证啊，我除了大学的时候看过零星一两篇三毛的《哭

泣的骆驼》，就没再看过别的了。前几天我才发现，她以印加女孩身份写印加，而我以玛雅

公主身份写玛雅，这绝对绝对是巧合。 
 
写玛雅那段的时候，是一下子有的灵感。因为我的生日是秋分，恰好 Chichen Itza 在秋分有

比较有趣的 Kukulkan 现形的事情发生，而又恰好有人提我长得像玛雅人。于是我设想，自

己变成玛雅人，会怎么看待眼前的景物，他们残酷的球赛和求雨过程在他们眼里又是如何

的？就有了穿梭时光，把自己设想成玛雅公主的创意。Uxmal 的灯光 show 上讲了一个玛雅

公主三角恋爱的故事，略微借用了一点儿掺杂爱情的想法，但是故事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地

方写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不过还是充分相信读者们的智商 :P 
 
关于吃的那部分，就纯粹是写着玩啦。可能看过我的小说《四月》的人都记得阳阳和小西这

两个人物。这里借用过来，写了一些关于墨西哥的饮食，穿插了各种我们在墨西哥遇到的小

插曲，当是《四月》的狗尾续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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