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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才宝看世界——小宝坐大船 2011 

 

人生第一游人生第一游人生第一游人生第一游 

本着“旅游要从娃娃抓起”的原则，才宝六个月，我们就出发了。选择 Cruise的原因第一个是因

为方便，实验证明，Cruise旅游绝对是一家老小，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极佳的旅行方式；第二个

原因，还是方便！San Diego port就在家门口，Baja Mexico也从来没去过，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出

行的理由？ 

这次我们选的船是 Holland American的 Oosterdam，七天Mexico Riv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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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an Diego, California, US 

2/13 At Sea 

2/14 At Sea (Baja Magdalena scenic cruising) 

2/15 Puerto Vallarta, Mexico 

2/16 Mazatlan, Mexico 

2/17 Cabo San Lucas, Mexico 

2/18 At Sea 

2/19 San Diego, California, US 

才宝的第一次出行就是大手笔：第一次坐游轮，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离家七天，第一次踩海水，

第一次玩沙子，第一次看 show，第一次看鲸鱼，第一次看海上日出日落，第一次在沙滩椅上晒太

阳，第一次坐没有 carseat的车……太多太多的第一次，足够让才宝的大脑神经细胞激动很久。 

最小的游客最小的游客最小的游客最小的游客 

Holland American上对乘客的年龄最低要求是六个月。六个半月的才宝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最小

的游客。据我们观察，第二小的是个 10个半月的小哥哥，第三小 的是个 18个月的小姐姐。也难

怪，Holland American是以”老人船”为名的，小游客寥寥无几也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如果 

Disney的船情形恐怕就大为不同了。可惜这个游轮也没设置个“最小游客奖”什么的，后来我一

直耿耿于怀，还差点写进意见簿里。 

才宝在船上就好像一个小明星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和善的老爷爷老奶奶”sweetie”, 

“cutie”的夸我们，而才宝又经常能很合时宜的咧嘴一笑，引发出更多的赞叹声。尤其是正装晚

宴的两天，才宝穿着小衬衣在我们的簇拥下显得更是耀眼，绝 对是回头率超高的人气小帅哥一枚！ 

别看才宝人小，行李却不少，衣服尿布奶瓶自不必多说，更有婴儿食品，小推车，玩具，澡盆，

我们甚至还扛了个 high chair上船。船上提供一个 portable crib，省却了一件行李，但是睡袋要自

己带。和两个人出门相比，带着一大家子人出发麻烦事确实多了很多，但同时乐趣也增加了不少。

可谓众乐乐是乐中之 乐，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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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sterdam算是比较老的船了，个头也不大，只有不到两千的乘客，大约八百工作人员。选它的

原因主要是出发港口好，而且吃的也不错。后来发现船上别的都好，就是老人太多，晚上过了 10

点以后就很冷清了，也特适合养老了吧?! 

我 们选的舱位是 balcony，主要就是怕宝宝睡得多，大人出不去，要连个阳台都没有就太憋闷了。

结果发现，balcony就是好啊，以后我再也不选 inside或者只有窗子的舱位了！才宝还算争气，前

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略微哄一哄，后面几天适应了就能自己入睡了。不过可能也是由于时差

的缘故（没错，到了墨西哥还有 1-2小时的时差！），起床起的太早，有的时候 6点不到就哼哼

唧唧了。而且白天小觉睡得比较差，尤其是午觉，往往一个小时刚过就醒了， 一反平时能睡 2-3

小时的常态。索性的是，回家以后恢复作息时间恢复的很好，我的顾虑也就一扫而光。 

妈妈的小情人妈妈的小情人妈妈的小情人妈妈的小情人 

船上七天，还赶上一个节日——情人节。模范老公准备了惊喜：一个小时的瑞士按摩礼品卡。不

过我收下礼物的同时委婉的告诉老公：今年情人节我有了新 date——小才宝！老公气的歪鼻子瞪

眼，羡慕嫉妒恨，哈哈。 

情人节一天都是在船上度过的，不过这天堪称是完美的一天！一大早，我们在才宝的啼哭中惊醒，

揉揉眼睛望窗外一看，竟然有鲸鱼！原来才宝是提醒我们赶快起床，于是三个人衣冠不整的冲上

balcony。昨天就知道今天要在 Baja Magdalena 一带进行 scenic cruising，会碰到鲸鱼，没想到一看

就看到一群。鲸鱼三五成群，喷水此起彼伏。时刻尚早，它们还在梦乡中，Oosterdam缓慢的前

行，好像对它们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一片静静的峡湾，海水在晨曦中泛着柔和的光。这

里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在这里短暂的驻足栖息，等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

它们再北上避暑，年复一年。后来还看到一大一小两条相依的母子鲸，小鲸鱼在妈妈身边寸步不

离，再回头望望老公怀里一脸好奇加迷茫的才宝，一丝甜蜜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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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和老公参加了船长邀请的 brunch，二人世界了一下，席间和一对加拿大游客和一对 oregon游

客攀谈甚欢。下午则带着才宝一起喝了下午茶。 

闲逛的时候，船长突然全船通告重要通知：船上一位舞蹈演员在排练的时候不幸发生了意外，需

要紧急救治。船长决定全速前进两个小时到 Cabo上岸救治。于是在下午 3点多的时候船赶到了

Cabo，船上放下一条救生艇把伤员送走。据说后来伤员送到飞机场，坐飞机回 San Diego接受治

疗。由于抢救及时，脱离了截肢的危险。由于这个插曲，我们也有幸多绕 Cabo了一次，提前看

到了传说中的 Land’s End，三天后还要回来上岸再游。 

  

晚饭是船上的第一个 formal，全家上下齐出动，正装出席。全船上下也都是精心打扮的绅士和淑

女们，整个 cruise变成一个上流社会的盛宴。席间大姨爷爷还做东给大家买酒喝，共同庆祝情人

节加上来之不易的全家聚会。 

才宝睡下之后，二人世界去参加了船长香槟致词，然后看魔术表演收场，完美的一天。 

海底海底海底海底 bizarre 

(这篇没才宝啥事。。。) 

如 果说 Bora Bora的海底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水下世界，那么 Puerto Vallarta的海底就是最最 Bizarr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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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订的是 Chico’s Dive Shop 的 two dive tour，包括所有装备，还有 dive master跟着下去，每

人才$65，比在 San Diego租设备的钱多不了多少！真可谓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这里水温虽说比

San Diego 暖和一些，但仍然算是冷的，我们穿了两层 6.5mm 的 wetsuit，在水底我还是觉得很冷。 

船很大，一共八个 diver，分成了两组，我们和另一对亚裔夫妇组成一组，还算是高级水平的。前

往潜点的路上，竟然还遇到了鲸鱼，喷水并露出水面好几次，让我们看了好一会。 

两个 dive sites距离不远，都是大约 50feet深，我们顺着绳子往下爬，能见度并不高。但是 dive 

master水平很高，经常能发现各种有趣的生物。比如那个浑身长满了刺的 balloon fish，如若不是

他让我们看个仔细，我多半会以为是一只海胆。这个 balloon fish没有膨胀起来的时候就和普通的

鱼一样，而膨胀开来竟然是一个圆鼓鼓的球，实在是太搞笑了。我们轮流在手上拿了一圈，我没

有戴手套，觉得还是蛮刺手 的。最后放了它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缩回去了，鱼鳍也忽闪忽闪的扇动

起来，不一会就自己游走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 Balloon Fish，还是膨胀起来的！还有 Eel, 

Trumpet fish, Rock fish, Stingray, 海蛇，更有一个庞大的鱼群。这里的珊瑚也很漂亮，各种扇形的

和花形的。 

   

第二潜的海龟我们实在看得太多了，而且绝对近距离，还竟然摸到了一只大海龟的背，绝对不虚

此行。后来我们还遇到一个庞大的鱼群，鱼的数量之多，排列之密集， 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在鱼群里我突然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跟着整个鱼群随波逐流，有着一种亲

切的归属感。 

水下的时间总是过的很快，不情愿的浮上水面，抬头看蓝天白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小城即景小城即景小城即景小城即景 

Puerto Vallarta是我们的第一站。没坐 cruise之前听了无数朋友说：墨西哥 cruise不好玩不好玩，

墨西哥港口非常烂非常烂。于是我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心理准备，认定那里是个荒凉破旧，穷山恶

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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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船停靠了港口之后，也许是期望值太低，我看到的令我大跌眼镜：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港口建得很漂亮。当然与美国中国的大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一片热闹景象，与众人所说大相

径庭。再加上完美的天气和热情友好的英语流利的墨西哥阿米哥，让我一下子喜欢上这里。 

  

潜 水过后还有不少时间，我们就带着一家老小租了辆 van来了个两个小时的 city tour，才宝也第

一次坐车没有坐 carseat，全程都是我抱着。我们先是沿着海岸线走了一阵，进入老街，路上的路

颠簸起来。这里还不是柏油马路，石子 路坑坑洼洼，却非常亲切。Puerto Vallarta最有名之处可

能就是伊丽莎白泰勒的故居了。我们的车沿着山间小路一路爬升。这里的巷子都很窄，人也不多，

很快到了地方，却也只有残檐断壁 诉说着当年的辉煌。据说伊丽莎白和一个导演住对门，他们之

间的居所有一座小桥连接着。如今，这座小粉桥依然在街上跨越着，而这里的人和事早已不在。 

从山上下来，我们在城里穿梭。这给我带来一种错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家乡。小卖部，台球

厅，卖冰棍的车，卖小吃的小摊，街上嬉戏的孩子，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熟悉，和八十年代的中

国是如此的相似。 

   

又回到海边，我们在一家沙滩上的餐厅驻足歇息。夕阳西下，品着鸡尾酒看海景，很享受，很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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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水下天上水下天上水下天上水下 

Mazatlan 一站可谓是行程里最危险的一站。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墨西哥边境连日的毒品大战已

经很让我们心惊胆战了，这次扶老携幼的到墨西哥来我们打定主意不要进入陆 地，只是蜻蜓点水

的在海滩晒晒太阳就好了。谁知还没出发，Mazatlan就出了事，有袭击 cruise游客的事件发生。

为了这个，Oosterdam前 几天的行程把Mazatlan一站取消掉了，换成了另外一个港口。本以为我

们这个行程里Mazatlan也会被换掉，可上船了以后一直没有动静，就知道一 切照旧，我们会停靠

Mazatlan。整个Mazatlan一日，我们选择了 Golden Zone的 Los Flores Beach Hotel呆了一天，平安

无事。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没几天，Mazatlan又出了事，还是在游客区，据说有人被打死了，但不

是游客。Carnival又取 消了Mazatlan一站，而 Oosterdam貌似也要采取行动。看起来这里不是什

么太平之地，以后还是少来为妙。 

尽管如此，我们在 Mazatlan 还是比较愉快的，尤其是我（脸红一下），上天入水，玩得不亦乐乎。 

Golden Zone是一片游客区，有很多买东西的商店，尤其是珠宝首饰，据说价格很便宜，还没有税。

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冒，来这里的目的是从 Los Floras Beach Hotel坐船到对面的小岛浮潜。 

作为 Cruise 的游客，我们可以凭借船卡享受 hotel 的服务。把老的小的在旅馆海滩安排坐定以后，

大胃和一个阿米哥商量好了，把我们载到对岸的小岛去玩 一圈。还没出发，又遇到另外的阿米哥

在兜售 Parasailing的活动。我对这个大风筝似的活动觊觎已久，以前在 Tahiti的时候就琢磨着坐

一次，可 一直也没成行。这次一问，价格很合理，差不多是别的地方的 1/3了，又开始蠢蠢欲动

起来。唯一可惜的是，这里风不够大，无法将两个人一起送上天空，我只能 独享飞翔的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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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几个阿米哥把我绑起来，然后教我落地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使得滑翔伞能顺利降落到沙滩

上。然后我就被呼得一下子送上了蓝天。一到天上，我就后悔了，后悔 怎么没带相机上来呢？！

从上面俯视海滩简直美极了。一股一股白色的波浪拍打着黄色的沙滩，蓝天碧海相互辉映，而我

就在这一片蔚蓝中飞翔，那感觉岂一个 “爽”字了得？虽然风呼呼的迎面吹来，但是在上面坐着

异常的平稳，一点也不会让人害怕。沙滩，浪花，海岛，城市都被我远远的抛到了脚下，我不禁

展开了双 臂，贪婪的呼吸着空中清冽的空气。 

 

从天上下来，我们坐着帆板到了对岸的小岛，开始浮潜。这里的能见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靠近

礁石的地方物种还是比较丰富，看到好几条很大的 puffer，eagleray，还有瘪了气的 balloon fish。

可惜这里水温比较低，虽然我穿着 wetsuit，仍然很快就冷的开始打哆嗦。在岸上晒了一会太阳，

阿米哥就来接我们了，我们坐着帆板在海里荡漾 了一会，就回去和大部队汇合，准备回船。 

  

回船的路上，我们特意在悬崖跳水的地方停了下来。Mazatlan的悬崖跳水相当有名气，据说从

1961年开始的。这里有个跳水台，大约 15米高，跳水者要 从这里跳进 2米深的海水里，可谓相

当的惊险。他们一般要等到海浪上来的瞬间，这时水位略高，然后纵身跃入。只要付给他们一些

小费，他们一般可以随叫随跳。 我们去的时候人并不多，因为要赶时间回去，我们直接给了$15，

一个澳大利亚来的帅小伙就给我们跳了一次。姿态，时机，入水都掌握得相当不错。看的人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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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捏把汗。看罢跳水，大胃把才宝也扔起来好几次，让他也体会体会空中飞的感觉。才宝“咯

咯”的开心得不得了，Mazatlan之旅就在这勇敢者的游戏中圆满结束了。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天涯海角天涯 

Cabo San Lucas是游轮停靠的最后一站，七天的航行也接近尾声了。Cabo的海港比较小，巨型游

轮是无法直接停靠的，我们要乘船上的救生艇入港，船上的术语是 tender。 

这天我们的安排是全家一起坐船去看”天涯海角”。”天涯海角”，Land’s End，是这里的最有

名的景点，是 Baja Callifornia的尽头，几座奇石嶙峋，矗立在海上，连接着 Gulf of California和

Pacific Ocean。近距离游览的话可以坐玻璃底的小船，据说直接找当地人讨价十分划算，事实也确

实如此。全家老小一起上了玻璃底船，出海去看怪石。途经一处鱼多 的地方，船老大就用面包吸

引鱼过来吃，果然不一会，来了一群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鱼来抢吃的。众人都低头看玻璃底，唯

有才宝高高地昂着小脑袋，迷茫的看着大 家，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给他指鱼他也置之不理，那

傲然的样子绝对和众人不是一个境界的！又过了一会，小船继续往“天涯海角”驶去，这里的石

头质地感觉和 圣地亚哥的海边悬崖很像，地形地貌也类似，不过这里更千姿百态一些。回头再看

才宝，人家已经优哉游哉的在奶奶怀里睡熟了，管你风景俗还是雅，大概没有什么能让才宝废寝

忘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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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天涯海角的尽头还有个 Lover’s Beach，可无奈风浪太大，老人们下船实在不方便，我们就

让船老大另找了一个平静的海滩安顿下来。船刚刚靠近沙滩，就被一群阿米哥团团围住。先有帮

你从 船上往下卸行李的，还帮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下船，然后是租太阳伞太阳椅的，再然后是推

荐各种水上娱乐的。等这些人纷纷散去之后，扛着各种纪念品的大叔大婶纷纷登场，并且本着不

屈不挠，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的精神向游客推销各色商品，一直伴随到我们离开。这种场面任

是我经历过大风大浪，游遍三十多个国家都没有见识过的。 

在沙滩上安顿好老的小的，我们开始商量着玩点什么。一开始本来打算去 snorkeling一下，后来

一想，已经连着两天潜水了，不如换样没玩过的。后来我们就盯上了 jetski。虽说我们俩自诩热爱

各色户外运动，对水上运动更是钟爱有加，游泳，潜水，冲浪，皮划艇，不能说是样样精通，也

算是博学多长了吧。可偏偏 jetski俩人都没有玩过，可谓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于是一拍即合，

打算租个 jetski过过瘾。 

本以为大胃是个谨慎的人，可一坐上他开的 jetski，我的世界观就颠覆了。大脑里被风驰电掣，颠

来簸去，耳边生风这几个字眼充斥着！我只记得大片大片的浪花迎面扑来，jetski 在波浪尖上快速

疾行，我不得不紧紧的一手抓住他，一手抓住座椅，心惊胆战，大呼小叫的坐完全程。直到整个

旅程结束，我的胳膊还酸疼了好几天。 

回到沙滩上，看到众位爷爷奶奶正在轮流哄才宝睡觉，可他一反平时乐呵呵的样子，fussy的很，

任凭谁哄都不管用，断断续续的哭着不肯睡。看看表，已经快中 午了，正是他午睡的时间，不应

该这样表现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猛地一拍脑袋才想起来，光顾着我自己爽了，还没喂

才宝吃午饭呢！我这个当妈的简直太 不合格了！心怀愧疚的一把抱过才宝，让他在我怀里饱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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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上一顿，这才安定的睡了下来。羞愧啊，内疚啊，都说当妈不容易啊，看来当我的儿子也非常

非常的不容易啊，狂汗。 

在海滩上随便买了几样小纪念品，都是朝着 1/3的价格砍的。一点钟左右，我们的船又来接我们

回港口了，墨西哥之旅算是差不多进入尾声了。没想到，下午四点多钟，游轮即将离港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一份惊喜——有条鲸鱼竟然到港湾里来为我们送行！一条 Humper back就沿着我们的

船舷从我们身边缓缓游过，然后侧过身，伸出一支侧鳍在海面上挥舞了几下，真的好像在说：再

见了！ 

饕餮盛宴饕餮盛宴饕餮盛宴饕餮盛宴 

 

从 我吃过的三条船上来看，个人认为 整体水平 Celebrity > Holland America > Princess。Oosterdam

上的大餐感觉是越吃越好，渐入佳境。尤其是最后几天，每样都很好吃。可怜我身上还没减下去

的分量啊，又都回来 了！！！ 

闲话我懒得说了，直接看照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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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Oosterdam上的 show并不是特别华丽出彩，但是很精致有趣，有着自己的小风格。由于一个

dancer 出了事故，我们这次只有一场类似于百老汇的 musical，其他的都是些个人 show 和大杂烩。

大胃最喜欢的是一个叫 Joel Mason的，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张扬，弹的钢琴也非常美妙，现场表演

气氛控制的也好，很有激情，也幽默。 

才宝只看了一场，而且还是大部分时间在睡觉。演员一唱歌，他就开始打盹，一结束，观众鼓掌，

才宝就被惊醒，左顾右盼。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小观众。 

而其他的娱乐项目也有很多，钢琴表演，吉他表演，弦乐四重奏，live music，我们甚至还打了乒

乓球和麻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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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 订票：我依然是 cruisecompete.com上发了条 quote，几个 agent竞争，选了最便宜的。因

为有老有小怕有意外，还买了 travel insurance。 

• 上下船：San Diego cruise terminal设计的很好，上下船非常迅速有序，一点没有拥挤和等

待。工作人员也都训练有素，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只是地处繁华地带，尤其我们上船的时

候 还有 downtown的活动，人很多，路上比较堵。Terminal有自己的 drop-off和 pick-up

乘客的停车场，也有 shuttle bus直接去飞机场，很方便。11点开始上船，还赶上了正式

餐厅里的午餐。 

• 停车：Terminal对面就是一个停车场，但是价格较高。我们停的是一个叫Mission Brewery

的地方(http://missionbreweryparking.com/), 每天只要$8，有 shuttle到 cruise terminal接送，

网上有 coupon。 

• 现金：准备好美刀就可以了，墨西哥沿岸到处都收。准备点零钱给小费。比如我们坐小船

去海滩的时候，老人腿脚不方便，东西又多，还带着宝宝，上下困难，会有墨西哥阿米哥

帮忙，这时候就需要几块钱。 

• 船上电话：船出海以后，手机就没用了。好在各个房间和船的角角落落都有电话，我们经

常是有什么事情打电话互相通知，非常方便。还可以留言。 

• 成人的签证护照问题请见我的 cruise签证总结贴 

（http://liuyuaner.wordpress.com/2011/04/05/cruisevisa/）。 

最后说宝宝用品： 

• 大件：stroller是必备。crib船上有提供，要打电话提前订好。High Chair餐厅里都有，随

时叫就好了。Carrier我们也带了，但除了救生演习的时候因为要走楼梯 stroller不方便用

了一次，别的时间基本没用 过。Car seat不需要，墨西哥没人管，我都是抱着才宝坐车的。 

• 吃： 船舱里有个小冰箱，可以放奶和食品。我们带了才宝自己的饭碗和勺子，还带了个小

的保温瓶，可以装热水，随时热奶热米糊。没有微波炉能消毒奶瓶，所以消毒好 的奶瓶要

带多点。因为还在 breastfeeding，我带了个电泵，但几乎没用过，一般都是用个小的手泵

就好了。我还带了喂奶的枕头。 

• 衣： 宝宝衣服要多带，不光要应付多变的天气，还要应付很多突发事件。正装也要准备

1-2 套，因为船上有 formal night。男孩子衬衣就可以了，女孩子嘛，当然要漂亮的裙子啦。

帽子，墨镜，防晒霜等等热带海滩必备物品也不多说了。澡盆我们也带了一个小的，但是

他很 不喜欢，每次洗澡都是哭哭啼啼的。宝宝的沐浴液，洗澡毛巾，和保湿霜也不要忘了。 

• 其他：睡袋，小毯子都是自己带。尿布，wipes要自己准备好。船上应该也有卖，但会很

贵。除了迪斯尼的游轮，其他家的游轮不允许没有 potty train过的小孩进游泳池，穿了

swim diaper也不行。所以只要准备去海滩的 swim diaper就可以了。我们玩具和书也带了

很多，发现 gym最好使，往床上一铺，才宝自己玩，我们可以收拾东西什么的。到了餐桌

上，才宝最喜欢玩盘子，一 个盘子能逗得他咯咯乐半天，汗一下。 

• Kids club：船上白天有 kids club，不过要两岁以上的孩子才能参加。据说也有 nanny service，

就是可以到船舱照顾孩子，大人就可以去二人世界了，当然这个不是免费的服务。我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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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爷爷奶奶，自然有了免费的 nanny, 再汗一下。有需要的话，提前打听清楚，各个

cruiseline政策各不相同。 

• 证件：小孩儿只要出生证即可。才宝有自己的船卡，上下船都要扫描。船上有密码保险箱，

可以放重要文件和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