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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才宝看世界——墨西哥假日之 Riviera Maya 2011 游记 
 

 

旅行计划一波三折旅行计划一波三折旅行计划一波三折旅行计划一波三折 

转眼间才宝 17 个月了，时逢圣诞节假期，于是心里就嘀咕着要出去玩玩。好久没有潜水的我们决

定去个潜水胜地，一开始我们考虑的是巴哈马群岛，我连潜水 tour 和旅馆都看得差不多了，还打

算 12/26 的时候去看 parade，但因为第一次带才宝坐飞机，订机票的时候我设了几个原则： 

1. 最多 1 个 connection 

2. 倒机间隙不超过 3 个小时 

3. 不能出发太早，或者到达太晚 

4. 尽量不要 overnight 的航班 

这几个条框一设，去巴哈马群岛的机票就要 1000+了。我在犹犹豫豫的时候，机票又扶摇直上，

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第二个计划是去 Maui，我从图书馆借来了 Maui Revealed 研读，当时机票价格不错，还有直飞的，

而且不需要给才宝办护照，但是租车很贵，也没有我心仪的潜水 tour。于是又一次犹犹豫豫的时

候，机票再次扶摇直上，这个计划也搁浅了。 

我和 LD 都去过 Cancun，所以一开始对这个并不陌生的地方提不起兴趣。但是我一直有个遗憾，

没有在 Cancun 附近独特的地下河(cenote)中潜过水，所以很大意义上，这次成行和我心中的小心

结有关。同时，还是很想带着才宝看看著名的世界 N 大奇迹之一的 Chichen Itza，所以最后，我们

的目光落在了 Cancun。从 San Diego 飞 Cancun 没有直飞的航班，机票也不便宜。不过某一天我灵

光一现，墨西哥边境城市 Tijuana 就在 San Diego 边上，色人还去过那里坐飞机，我们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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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juana 出发去 Cancun，算是墨西哥国内航班。一查，机票价格果然很可爱，和大胃一说，他也十

分支持，于是，我在 Black Friday 那天趁着 Travelocity 的 10% off 就定了从 Tijuana 到 Cancun 的 5

天机票+all inclusive resort vacation package。后来，我的这个灵光一现造成了一些有惊无险的小麻

烦，不过这是后话。 

就这样，才宝的第二次墨西哥之旅，开始了！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http://maps.google.com/maps/ms?msid=212322226303263430766.0004b5ad52732c20e65d7&msa=0&ll=2

0.799769,-87.761536&spn=1.455772,2.705383 

12/24 开车到 Tijuana 机场，坐飞机抵达 Cancun 机场，入住 Blue Bay Grand Esmerald Resort，享受

圣诞夜大餐 

12/25 Playa Del Carmen 潜水 2 次 

12/26 Xcaret 

12/27 Dos Ojos Cenote 潜水 2 次 

12/28 Day trip to Chichen Itza 

12/29 返回 

这次的游记注定攻略部分超过正文，首先，就来个 Tijuana 机场攻略机场攻略机场攻略机场攻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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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juana 机场(http://aeropuertosgap.com.mx/english/airports/tijuana-airport)其实就在边境上，和美

国是一街之隔 (见下图)。从 San Diego 开车到 Tijuana 机场可以通过两个口入境——San Ysidro 和

Otay Mesa，而机场距 Otay Mesa 更近一些，路途也很直接，所以强烈推荐在这里入境墨西哥。 

 

图中 B 就是 TIJ 机场，从 Otay Mesa 边境口过去不到 10 分钟车程。 

从 Tijuana 机场出发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车停在美国境内，然后步行过境，乘 Taxi 去机场，

另外一个是直接开车入境，把车停在 Tijuana 机场的停车场里。我们拖着娃和大包小包，考虑了一

下，还是直接开进去比较安全。提前了解了一下，Tijuana 机场基本上和美国机场的收费标准相当，

可以用信用卡。如果要步行过境的话，美国境内有个停车场可以停，网站在：

http://www.otaymesaparking.com/driving%20to%20tijuana%20airport.html, 里面还有不少有用的信

息，值得一看。 

从 Tijuana 机场出发还有个问题，我们的身份是绿卡和公民，需要办 Tourist Card。办这个卡也有

两个选择，一个是刚入境的时候在 office 办，另一个是到了机场再办。出发之前我们和墨西哥领

事馆联系了一下，得到可以在机场办理的肯定之后，我们决定开车到机场在办。 

开车进入墨西哥还有个车辆保险的问题。很多车在墨西哥境内都没有 coverage，所以要提前问好

自己的保险公司。我们的保险公司说会 cover 墨西哥境内 10 英里以内的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足够

了。 

不过没想到，Tijuana 机场正在翻修，管理也十分的混乱。首先，我们在里面穿梭了很多次，最后

问了人才找到入口，汗……其次，办理 Tourist Card 要先交钱，还只能交墨西哥 peso，于是我们

要再次出机场取钱。机场门口四个 ATM 有三个是坏的，剩下一个好的还差点吞卡。不过总算取到

钱，交了钱，又回到里面办了 Tourist Card。折腾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排队检查行李，

check in 航班了。等待的时候，我无聊的打开手机一看，怎么已经过了我们的起飞时间了？原来

iPhone 自动检测到墨西哥手机公司，而时间也比 Pacific Time 早了一个小时，难道 Tijuana 和 San 

Diego 有一个小时的时差？难道我们已经错过了我们的航班？上次来 Baja 坐游轮的时候确实调过

时间，这更让我吓得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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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证明，这是虚惊一场，Tijuana 和 San Diego 时间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电话公司捉弄了我

一番而已。AeroMexico 的航空公司一个不错的地方是第一件行李免费，所以我们托运了两个大箱

子，还算不错。好不容易 Check in 完毕，又花了点时间给才宝票交了税钱，然后终于可以进去等

飞机了。安检又花了不少时间，进去以后就已经开始登机了。 

再说说旅游归来，我们顺利从机场出来，找到自己的车。长期停车是不能在停车场内的付款机交

钱的，需要开车到出口附近的办公室用信用卡或者现金交钱。一切搞定之后我们踏上归途，不过

路途很混乱，本来设想的回边境的路口竟然被堵住了。好在才宝上了车以后就开始呼呼大睡，没

有影响我们找路。眼看着车已经开出了我们打印的地图的范围，Verizon 手机在墨西哥的 service

又完全看不到地图，我们眼睁睁的错过很多出口，竟然一路向南了。天色渐晚，我们心里还是挺

紧张的, 脑子里总是呈现出几天前在 Travel 版上看大的有人在墨西哥被抢事件。我们在一个有

Costco 的路口下来，我冲下去问门口的警卫：Habla Ingles? 他摇摇头，指着门口检查证件的一个

mm，让我去碰碰运气。这个 mm 倒是能听懂我说话，只是英语表达能力不强，不过反复连比划

带说终于给我指点了一条回美国的路。万分道谢之后，我们终于开上了指向 San Diego 的大路。 

过边境的时候就像传说中的一样，很远就排起了车龙。具体过境时间可以通过手机在

http://apps.cbp.gov/bwt/mobile.asp 里查询到。最左边两条车道是 Ready Lane，绿卡和美国护照卡

（护照本不可以）中有个 chip，可以很快的扫描，所以这些证件的持有者可以从那里走，会快一

些。而右边四条车道是普通入口，我们就在这里慢慢的排着。很多小贩在车道中穿梭，有卖零食

的，有卖纪 念品的，有换钱的，有杂耍演杂技的，最后还有残疾人要钱的。终于在等待了 1 个小

时以后，我们的车通过了边境。入境官对我们倒是很可以，没问什么问题就放行了。 

终于回到加州了，有一点点雾，有一点点冷，不过心里却暖融融的。 

All Inclusive 初体验初体验初体验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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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iera Maya 在 Cancun 南边的 Playa del Carmen 附近。我们定的 All Inclusive resort 度假村叫

Bluebay Grand Esmarald Resort (http://www.bluebayresorts.com/)，正是多如牛毛的 Riviera Maya 度

假村其中之一。第一次 All Inclusive 的体验感触有二： 

1. 度假村就像一个大一号的 cruise，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有秀，基本上足不出户也能享受的很好； 

2. All Inclusive = All Exclusive，基本上所有的 tour 和娱乐活动都要通过度假村定才行，当然价格也

贵一些，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便。比如度假村在高速路上的正门和大堂有 10 分钟步行路程，

而外面定的 tour 不允许进入正门，所以如果要去外面参加 tour 必须自己走出正门，或者花

50peso(~$4)打车。只有和度假村合作的旅行社，dive shop 等等才允许进去接游客。 

不过瑕不掩瑜，整体度假村干净漂亮，安全舒适，服务也很周到，是拖家带口十分理想的选择。

度假村里见到很多小孩子，最小的可能也就半岁左右。两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送到免费的 kids’ 

club 去玩，像才宝这样的两岁以下的小孩可以找 baby sitter，价格不低。我们把才宝交给 baby 

sitter 两次去潜水，总的来说还行，起码才宝安安全全健健康康的回到我们手上了，而且看起来还

算高兴。只是第一次回来以后才宝总是指电视，我们才意识到可能 baby sitter 用电视打发小孩，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要求不能给他看电视，貌似 baby sitter 也做到了。 

除了自助餐厅之外，Blue Bay 有五个需要定位的晚餐餐厅，包括三个 formal 的——意大利餐厅，

墨西哥餐厅，法国/东方餐厅，和两个 casual 的——牛排餐厅，和海鲜餐厅，都需要前一天提前预

约。不过据我观察，所有的餐厅都没有满，所以当时定也应该是可行的。这几个餐厅我们大部分

都尝试了，除了意大利餐厅的服务水平比较差之外，总体食物水平还是比较高的。Travelocity 对

formal 的餐厅的着装要求是 tie and jacket，其实只要男士 long pants, closed sole shoes 就可以了，

对女士着装没有什么要求，不过大部分女士都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Blue Bay 的游泳池很大，poolside 还经常有 party，蛮热闹的。海滩不大，还有很多海藻，不算是

特别好的。不过才宝特别喜欢在海滩上挖沙子，还喜欢在海浪里踩水。每天晚上 9:30 还有 show，

不过因为才宝要睡觉的缘故，我们一起只看了一场，才宝他爹自己去看了一场。Resort 里面还有

shopping center, sports bar, dive shop, gym, tennis court, spa 等等，一应俱全。度假村还有很大一片

原生植被，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下面图里的 Coati 就是很常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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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大餐还有特别的装饰，冰雕的 Feliz Navidad 让我们在盛夏时节体会到一丝圣诞的冬意，更

让没见过冰雪天气的才宝冰了一下子。 

不过我还是要得瑟一下，度假村虽然完善，却缺少那种当地真实的风情。在度假村里是属于完全

的与世隔绝，属于纯粹的度假，没有什么旅行的味道，也算是种缺憾吧。 

Playa del Carmen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上次来 Cancun 地区是在 Cozumel 住了几晚, 潜水五次, 这次住在 Playa Del Carmen 附近,索性就在这

附近潜水几次. 带我们潜水的是个南非帅哥，他到处游历，凭借着自己潜水的一技之长在世界各地

的 dive shop 当 dive master，然后还能环游世界，真是一举两得。 

这里的 local reef 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其实一开始很盼望看到 bull shark，因为这个时节是

bull shark 出没的时候。我在定潜水的时候和好几个 dive shop 联系过，特地也询问过 bull shark 的

情况。有的 dive shop 会有一种喂 bull shark 的 dive，听起来很 exciting，但似乎有点过于人工化。

后来我联系到的这个 dive shop 声称他们尊重自然环境，在 bull shark 自然的条件下还是很有可能

看到他们的，于是我就从了这个 dive shop。可事实上我发现他们也没有花力气去帮我们找 bull 

shark，所以还是颇有些失望的。看来如果想看到 bull shark 还是需要去那个不够环保的 tour 啊。 

这两个 dive 都很容易，深度也不深，水温也很舒适，还有 dive master 带着，我们就在水里悠哉悠

哉的和小鱼们玩一玩，还是很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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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来 Playa del Carmen 的话希望是夏天，这样就有可能看到鲸鲨了！Majo 的鲸鲨之旅

让我很长草，希望我也能有一天和这种庞然大物在水中碰面！ 

 
雨林雨林雨林雨林····暗涌暗涌暗涌暗涌····鸟兽鸟兽鸟兽鸟兽····玛雅玛雅玛雅玛雅————————Xcaret 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 

Xcaret 是个主题公园,上次来 Cancun 的时候就有耳闻，还有一个类似的 Xelha 铺天盖地的广告， 

不过以前从未对它们产生过兴趣, 这次拖着娃来心想着去看看这里也不错. 提前我研究了一下,发现

Xcaret 更适合年龄略小一点的孩子,里面有动物,有 ride,有 show,还有个地下河游泳. 而 Xelha 更适合

年龄大一点的,已经会游泳会 snorkeling 的孩子,因为那里基本上就是 snorkeling 的乐园. 考虑到作为

diver 的我们已经对 snorkeling 无感(咳咳), 而才宝还小, 我们就选择了 Xcaret。 

雨林 

Xcaret 还是相当有地方特色的主题公园， 和迪斯尼什么的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造的痕迹，和

自然融入的恰到好处。这里的热带雨林很茂盛，经常是刚才还是主题公园的大街，走了几步就步

入幽静的雨林中，感觉非常的质朴和谐。我们在去坐一个叫 Paradise river 的竹筏的路上走了大约

20 多分钟的热带雨林，才宝就晕晕乎乎的在 stroller 里睡着了，所以到了竹筏上也是一路和周公

相会，一点没有醒来。 

这个 Paradise river 的竹筏 tour 其实是让我们初次体会一下墨西哥 Yucatan 半岛的地下河系统。

Yucatan 半岛的地下非常的疏松，形成的原因也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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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地砸了一下，造成了松动，另一种说法是冰川时期这片地其实还在水下，后来地壳运动这片

地上来了，但是已经被腐蚀的十分松动。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为 Yucatan 半岛的地下河的形成提

供了条件，而且地下河也成为了古代玛雅人很重要的水源。 

暗涌 

 

坐船看了一遍地下河还不够，我们决定更加仔细的去看看这个自然地貌。才宝也恍恍惚惚的醒过

来了，我们就给他套上了救生服，出发去探险！ 

在 Underground River 里游泳是 Xcaret 最著名的特色之一。游客可以随着缓慢流淌的地下河一路水

流而下，游到入海口附近。而且这里有几条不同的河道，有一半在洞里一半在外面的，也有大部

分都是洞里的。服务也很周到，他们提供锁所有不能带进河中用品的大包，然后运到终点去取。

我们考虑到才宝初次探险，就选了一个一半在洞里，一半在外面的。才宝虽然全程都是爸爸托着，

但是表现的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在水里还是很开心的，还会拍拍水自娱自乐。除了刚刚入水有

些冷，还有过瀑布的时候被淋到了水，全程 500 米，我们游了一个多小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乐呵

呵的，没有哭闹。不错，看起来，善于玩水的基因还是继承了点。 

路过了玛雅小屋小船，路过了黑漆漆的洞，大部分地方都很浅，大胃可以脚着地，偶尔需要游的

时候我会推着他们游，这样大胃主要保持平衡，才宝就不会害怕了。快到终点的地方很独特，很

多树根缠绕在头顶，很有热带风情。水中还有些小鱼游来游去，非常的惬意。 

从地下河上来我们换好了衣服就到了海边，海边有很多荡床，我们好好的享受了一番。书上说

Yucatan 半岛的当地居民晚上睡觉都是要睡荡床的，果然很舒服，他们还真会享受。至此，才宝的

人生第一次探险活动圆满完成。 

鸟兽 

其他的时间就是在各种鸟兽馆之间逛游，看到了很多种当地动物，比如美洲豹，蜥蜴，Coati，火

烈鸟，鹦鹉，大蝴蝶，还有水族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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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要数海牛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其实一点都不美，圆滚滚的一个大球，一动也不

动的趴在水底。定睛一看，旁边还有一个小海牛在妈妈身边依偎着。我突然想到它们是哺乳动物，

就好奇的问了一句：它们怎么不呼吸呢？话音刚落，大海牛就应声而起，扬起头来，露出两个鼻

孔，同时海牛宝宝也跟着妈妈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呼吸过后，两只海牛同时又落了回去，继续

保持一动不动的姿态，实在是太默契了。 

 

玛雅 

Xcaret 还有一个大特色，那就是墨西哥民俗表演。我们一早一晚各看了一场。早上的是 Flying 

Man 仪式，据说是玛雅文化中“鸟人”的仪式，象征着在旋转中生命的诞生。非常高的一根柱子

上，一个领头的边敲鼓边唱歌，然后四个“鸟人”对称的旋转落下，姿势很是潇洒，才宝看得津

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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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表演可谓是 Xcaret 的重头戏，6 点开始表演，5 点半的时候全园子的游客就从四面八方向

剧场走去。我们路过了 Mayan Villiage，路上还有即将要参加演出的演员穿着演出服给大家拍照。

剧场不小，而且布局还蛮有特色。剧场中心是以古玛雅球场为蓝本，然后四周观众落座。开场前

的暖场是观众站起来欢呼，然后入场的时候每个观众都发了一颗小蜡烛，即将开场，大家纷纷把

蜡烛点燃，一片星星之火，很有气氛。 

  

黑暗中，透过一片迷雾，一个小女孩稚嫩的歌声，把我们拉回几千年前的玛雅时代……我非常喜

欢这场 show，让我近距离的感受了一次玛雅文化的冲击。几年前我写过两篇短篇游记小说《玛雅

玛雅》，描写的就是玛雅文化悲壮和伟大的一面，这场 show 让我又一次回到玛雅，亲眼目睹了

一场精彩的球赛，更体会了一次玛雅的兴衰，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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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飞洞中飞洞中飞洞中飞—— Cenote Dos Ojos 潜潜潜潜水水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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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了，这次来 Riviera Maya 度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圆我的 Cenote 潜水之梦的。而两个

Cenote 洞潜也真的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说起 Cenote 要从 Yucatan 半岛的地质地貌说起，有研究认为大约六千五百一年之前，一颗小行星

撞到了 Yucatan 半岛上，造成了巨大的气候和洋面的变化。海洋下降了 100 米，很多珊瑚礁露出

了水面，大片的石灰岩来到了陆地上。当雨水落下来，在石灰岩洞穿行寻找着流向大海的方向，

它们被石灰岩过滤，变得非常之清澈。同时，石灰岩也被水侵蚀着，慢慢的形成不同的结构，诸

如钟乳石，石柱群等等。 

我们要去的潜点被成为 Dos Ojos (http://www.cenotedosojos.com/index.htm)，大约据 Playa del 

Carmen 有 40 多分钟的路程。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从水面上往下去，晶莹剔透的水极其有诱惑

力，让人有着马上就要跳进去的冲动。 

 

Dos Ojos (音：都搜猴 s)的意思是双眼，代表着这个山洞系统有着两个主要的地面出口，一个是图

中最下面的那片浅蓝色区域，也是我们入水的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图中白色的虚线潜水，两次潜

水分别沿着两条线的回路，各自大约有 500 米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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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不深，最深的地方也就是 10 米的样子，但是蜿蜒曲折，地形还算复杂。下水之前，divemaster

详细的讲述了各种注意事项。比如我们是五个人排成一排前进，每个人都有个手电筒，然后通过

手电互相发信号。每个 dive 大约有 45 分钟的样子，水温 77 度，基本上是恒温，能见度非常高，

基本上是目光可及的地方都能看到。 

跳入水中，身边的一切让人觉得如入梦境。阳光直射入水中，光柱不停的变换抖动，十分的优美

动人，让人流连不已。在这里潜水，由于能见度极高，感觉就和在洞中飞翔一般，十分的自由爽

快。 

跟着 dive master 向洞中游去，身边慢慢的黑了下来，远处还能看到蓝莹莹的光，那是阳光从不同

的出口洒入水中。最有趣的就是一半在水中，一半路在外面的钟乳石，在水中看它们，由于全反

射的作用，觉得它们仿佛悬在水面上一样，非常的奇妙。cenote 和真正的洞穴潜水的区别就在于

有很多 opening，紧急上升的话总能找到有空气的地方。所以 cenote 潜水是不需要特殊的洞穴潜

水证书，而是普通的证书就足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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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中的钟乳石间穿梭有种神奇的感觉，黑暗中，它们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给人一种神秘感。

走近了，电筒的光芒可以照亮了，它们形态各异，排布更没有规律，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尽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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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 dive 比第一个更有趣一些。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钟乳石，还有一个神秘的蝙蝠洞。这个洞有

个地上出口，但是很小，很不起眼。我们就直接潜水过去，然后到了那里浮出水面。洞中很暗，

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然光。dive master 让我们也不要用手电筒直接照蝙蝠，还是尽量保持它们的自

然生态环境。洞不大，但蝙蝠不少，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很有意思。 

两个 dive 很快就结束了，实在让人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重回玛雅重回玛雅重回玛雅重回玛雅 

 

Chichen Itza 可谓是玛雅的骄傲，墨西哥的骄傲。对我来说它并不陌生，上次来 Cancun 地区就已

经领略过它的魅力，而这次特意带着才宝来看它——大胃曾经来过 Cacun，却没有去看过 Chichen 

Itza——听说过土人，没听说过这么土的。 

我们在 Playa del Carmen 的 Walmart 里定了去 Chichen Itza 的 tour，事实证明，这个价格低廉的

tour group 实在是差强人意，和我五年前跟着 Cancun 旅馆的大巴 tour 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走高速

路，走的是省钱的小道；小巴士破破烂烂，车窗还有裂缝；一个导游一大群人，讲解过程中还穿

插广告；Chichen Itza 内很多重要景点都没有参观；下午两点才吃上一顿午饭；晚上八点才回到旅

馆，我们已经饥肠辘辘，和他们六点回去的承诺大相径庭。最后还算安全抵达，我们也就谢天谢

地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再选这个 tour company 了。 

坐着 Walmart 出发的小巴士，一路颠颠簸簸的开往 Chichen Itza。路过了一片小村落，让我们走马

观花的领略到非旅游区的墨西哥风情。 

到了 Chichen Itza，这里永远是游人如织。关于玛雅的文明和金字塔的种种，我嵌进了《墨西哥故

事》中，就不重复了。不过据导游说，有很多考古学家坐阵 Chichen Itza，还经常能有些新的发现，

比如最近流行的 2012 世界末日的说法就是源于玛雅的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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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才宝对文化古迹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倒是对小石头，花花草草十分着迷。他还捡了好几

块石头往自己的尿布包里塞，大概他也知道这里是古迹，石头也很值钱吧。还好我来过这里，一

路索性跟着才宝跑来跑去，导游的讲解基本上没有听到超过 10 句话。 

在主金字塔前，导游演示了拍手的回声，才宝对这个活动还是相当感兴趣的，也站在那里学游客

们拍手。后来，旅行团里一行的一个美国小姑娘跑过来和才宝玩，把才宝逗的咯咯直笑。看来才

宝还是相当有魅力的，哈哈。 

另一吸引才宝眼球的是各式各样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位上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小玩意，还有勤劳

勇敢艰苦朴素的墨西哥人民。坐在那里一丝不苟刻木雕的老大爷，或者在金字塔前向游人兜售纪

念品的小哥哥都让才宝紧紧追随着。才宝好奇的眼睛滴溜溜的看着身边与往日完全不同的景象，

大脑里大概亿万个神经细胞高速运转，试图理解和记忆着一切。 

导游的讲解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开始自由活动（当然，才宝一直在自由活动）。趁他还没睡着，

我们照了到此一游照若干，买了些纪念品就准备回去了。这次的旅行团的质量与我 5 年前来的相

比差的很远，既没有仔细讲讲天文台，也没有去 Chichen Itza 著名的祭祀 Cenote 参观，实在有点

滥竽充数的感觉。 



Yuan Liu (yuanliu@gmail.com)  http://liuyuaner.wordpress.com 

17 

 

 

吃过午饭，小巴士把我们带到小城 Valladolid，看了小城里的一个 cenote，在色彩斑斓的小城里晃

悠了几个钟头，还是蛮有趣的。 

 

才宝的第一次考古之旅顺利结束，回来以后的某一天，才宝指着墙上的 Chichen Itza 的照片和奶奶

叽里呱啦说了很多话，还边说边拍手，奶奶想，他是在和奶奶讲他在那里的经历，那里的故事吧。 

带娃游带娃游带娃游带娃游 Cancun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Cancun 附近的区域是一个比较适合 family 出行的地方，有海滩，有水上运动，有 theme park，有

古迹，有基本上适合任何年龄段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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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才宝没满两岁，我们只给他买了 lap 票。幸运的是，每趟飞机都没有坐满，我们有很多地方给才

宝折腾。才宝喜欢从窗户向外张望，喜欢在飞机里溜溜达达，喜欢看邻座的小姐姐和隔壁的小哥

哥玩的游戏机。基本上他在飞机上表现还是值得表扬的，起飞和降落的时候看了很多书，只有一

次起飞的时候可能耳压不舒服闹了一下，其他时候都很好。我们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刻意让他喝牛

奶调节耳压，效果不明显。后来发现，经常问他“怎么打哈欠啊？”他就“啊”一声，效果很不

错。有很多墨西哥人特别喜欢小孩子，总是 Babe, Babe 的逗他。旅行回来之后感觉他比以前开朗

了一些，不那么怕生人了。AeroMexico 航班上的空姐对娃也很好，主动问要不要喝牛奶，还多给

我们一份 cookie。 

宝宝出行的用品方面我参考了卡农的帖子：

http://www.huaren.us/dispbbs.asp?boardid=333&id=1064904，应该是比较全的了。这次我们全程用

的伞车 Volo，很不错，非常值得投资。 

我们的机场 transportation 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给我们的报价是最低的，不用提前付款，只需要

在网上预订一下，还可以提供 car seat，来去也都很准时：http://www.entertainment-

plus.net/transfers/ 

旅馆： 

带娃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住一个 all inclusive 的度假村，吃喝住全部包括，然后根据自己需要定一些

tour。一般度假村都有 kid’s club，适合 2-12 岁的小朋友，2 岁以下的可以请 baby sitter，要多加

一些钱。如果需要婴儿床的话，大部分度假村都免费提供，最好提前 email 或者电话打好招呼，

尤其是晚上到达的话。 

游玩： 

最适合小孩子游玩的还是各种 theme park。我们去的 Xcaret 是个比较全面的主题公园，适合各年

龄段的孩子，我感觉 12 岁以下都应该比较喜欢。而年纪略大一点，而且又比较有探险精神的话可

以选择 Xplor 和 Xelha，或者直接去海里进行各种水上运动。Xcaret 的门票可以提前三天在网站上

（http://www.xcaret.com/）定好，有 10% off。如果可以自己从旅馆带毛巾和浮潜用具的话，选最

便宜的 basic 就可以了。 

水上运动的话，最推荐的就是 snorkeling/diving。最好的潜水地点应该是 Cozumel，还有 cenotes

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非常值得一试。不过估计小宝宝什么都不能干，还是沙滩上挖沙子好

了。。。我们的 dive shop: http://www.diversitydiving.com/，我觉得一般般，也不是特别值得推荐。 

古迹： 

古迹很多，但是带小宝宝玩的话还是选择 1-2 个浅尝则止比较好，他们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没

去过 Chichen Itza 的话还是建议去一下，我觉得是几个古迹里最壮丽的一个。很多人说喜欢 T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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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觉得一般般。Coba 挺好玩，可以爬上去，不过非常陡，可能不适合小孩子。强烈建议带娃的

就直接和旅馆定 tour 吧，贵是贵点，但是方便舒适的多。 

花费： 

大人花销：Flight+All Inclusive ~$1000/pp, diving ~ $240/pp, Xcaret ~ $80/pp, Chichen Itza tour ~ 

$65/pp, tourist card $23/pp, transportation ~$160 

宝宝花销：air ticket 300pesos, baby sitter ~ $220 

 

后记之吐槽篇后记之吐槽篇后记之吐槽篇后记之吐槽篇 

当我躺在沙滩椅上享受着冬日加勒比艳阳的时候，当我在 All Inclusive 的度假村的法国餐厅享受大

餐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有点迷茫——我什么时候从我行我素的旅行者蜕变成了向来不齿的游客

了？不远处，才宝自己在沙滩上拿着小铲子和小桶玩沙子玩的不亦乐乎，看着他那无忧无虑的开

心样，我也就略微有些释然了。 

我依然想念 5 年前和大学室友在 Merida 的 food market 中穿梭着尝试各种各样的街边小吃的时光，

和不会说英语的墨西哥小贩讨价还价的开心，和坐着 Ado 长途汽车颠颠簸簸中横穿 Yucatan 半岛

的日子。而这次，当我第三次来到 Yucatan 半岛的时候，我的身边多了一个大胃，更多了一个小

尾巴，旅行的方式也不得不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从简陋的青年旅馆变成了设备齐全的度假村，

从公交汽车变成了全程 taxi，从自助变成了跟团一日游，没有变的可能只是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不知道这辈子我是否还能有机会像以前那样自由来去，不过人生的轨迹总是要慢慢改变的——人

越大，背负的责任就越多，不管我喜不喜欢。这让我想起来前些日子翻译的一篇关于中年危机的

文章，说是其实中年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作者认为中年危机只是那些岁数到了中年，

行为却依然幼稚的人自己找到借口而已。所以，没有必要抗拒，没有必要惋惜，“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享受生活的每一分钟，它们会带给你无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