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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哥斯达黎加是我去过的第一个中美洲国家。中美洲七国，几乎每个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Berlize的蓝洞，Guatamala的金字塔，Honduras的鲸鲨潜水，Panama的巴拿马运河，每个对我来

说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而之前对哥斯达黎加的向往有三：高空飞索(zipline),，雨林动物，还有

Cocos Island潜水。Cocos Island路遥道远，带着才宝玩不成，只好留到下次，好在高空飞索和雨

林动物这次都实现了。 

一路上，我们走过了各种有趣的地形地貌——湿地，雨林，海滩，火山…… 

一路上，我们在雨林上空 zipline飞翔而过，在温暖舒适的火山温泉泡澡，在河上泛舟观赏野生动

物，看可爱的小海龟蹒跚入海，在平静如天空之镜的 Palo Seco 海滩上漫步，在雨林吊桥上摇摇晃

晃的走过…… 

一路上，我们看到三种猴子，两种树懒，还有蜥蜴，蝙蝠，鳄鱼，青蛙，海龟，无数的蝴蝶和鸟，

包括最著名的大嘴鸟和金刚鹦鹉…… 

一路上，我们品尝了各种哥斯达黎加当地食物，吃了无数甜美的热带水果，更是认识了不少的哥

斯达黎加居民，他们热情淳朴勤劳，虽然也发生过不愉快，但是这也是旅途的一部分。 

这次我们和小米一家一同出行，小米姐姐比才宝大两个半月，两个小朋友一路上建立了非常坚定

的革命友谊，互相学习一起探索怎么让爸爸妈妈生气着急。大人们分工明确，整个行程由我安排，

而路途中，小米妈妈的西班牙语派上了很多用场，两位爸爸则负责后勤和扛包。尤其是小米爸爸，

身后背着小米，身前背个大包，hiking起来还健步如飞，非常厉害。 

地图地图地图地图：http://goo.gl/maps/NjH6S 

来之前，当我提起我要去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很多人把它和波多黎各(Puerto Rico)混淆起来。

在这里先正名一下，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地区。哥斯达黎加在中美洲大陆，北接尼加拉瓜，南临

巴拿马， 西靠太平洋，东望加勒比，是个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波多黎各是加勒比海中的岛屿，

是美国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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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12/24 arrive at SJO (图中 A), go to La Fortuna area (B), stay at Posada Colonial 

(http://www.vrbo.com/392162), dinner at Tabacon Hot Springs (http://www.tabacon.com) 

12/25 sky tram/trek tour (http://www.skyadventures.travel/) 

12/26 cano negro boat tour (http://www.arenal.net/tour/Cano-Negro-wildlife-refuge.htm) (C) 

12/27 wandering around La Fortuna, then leave to Parrita (D), stay at Cocomar Beach Residence and 

Hotel (http://www.cocomar.net) 

12/28 play on beach, look at little sea turtle crawling into the ocean 

12/29 hiking in manuel antonial national park (E), and rainmaker (http://www.rainmakercostarica.org/) 

12/30 leave to San Jose, Crocodile river, stay at Courtyard by Marriott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joap-courtyard-san-jose-airport-alajuela/) (A) 

12/31 bac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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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Costa Rica在西班牙语里是富饶的海岸(rich coast)的意思。哥斯达黎加也确实是一块富饶的土地，

尤其是生物多样性方面。虽然它的国土只占世界的 0.25%，但是生物种类却占了 5%。哥斯达黎加

的旅游业可谓是支柱产业，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 ecotourism十分流行。全国性的口号是 pura 

vida(pure life)，有点活得生机勃勃很带劲的意思。 

在哥斯达黎加旅游并不便宜。按大胃的话讲，哥斯达黎加是第三世界的设备，第一世界的价格。

尤其在 tourist比较多的地方，基本上和美国价格相当。很多地方不提供 baby friendly的服务，大

部分餐馆没有 high chair或者只有一两把，大部分旅馆没有 baby crib，private shuttle我们要求了

carseat，全程三趟也只有一趟提供了，还是我们打电话 confirm了之后，而且是全新的，当着我

们面开的盒子。出租车抱着娃直接坐没有任何问题。 

签证：美国公民，绿卡，以及美国/加拿大签证持有者（3个月以上有效期）进入哥斯达黎加旅游

都不需要签证。但是要提供出入的 itinerary。 

季节：哥斯达黎加有两个季节：雨季（5月到 11月）和干季（12月到 4月）。虽说如此，干季

也会下雨。我们在的几天里，几乎天天都有 shower，有一天还有狂风雷阵雨。12月底，圣诞节和

新年期间是最旺季(peak season)，旅游区的旅馆价格会相对比较高，而且比较难定到。我们是提

前三个月定的，非常 popular的旅馆已经全部订满了，所以一定要提前。 

衣：短袖短裤，雨衣，泳衣，登山鞋/旅游鞋，La Fortuna地区还是需要外套的 

食：哥斯达黎加最常见的套餐被称为 Casado (typical food)，往往是一盘子，有米饭，有豆子，有

蔬菜，有肉，有的再加上炸香蕉，好吃又健康。我们吃过很多次 typical food，口味众多，可以选

择牛排，猪排，煎鱼，炸鸡，或者牛舌。还有一种薯类。哥斯达黎加的热带水果也很丰富 

住： 

La Fortuna/Arenal area: Posada Colonial (http://www.vrbo.com/392162) 这是个 vacation rental，

owner叫 Grant，是加拿大人，和我 email来回几次。我要求了 crib，结果他真的给我搞到了一个

crib！我们去的时候 owner的儿子Wynn在打理那里的一切，人非常好，带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指点我如何定 tour 等等。还有一个 house keeper 叫 Maria，是尼加拉瓜人，

不太会说英语，但人非常好，给我们做早饭（有一天六点多就爬起来给我们做饭，因为我们 7点

要出发），还给我们洗衣服，叠衣服。房子两层楼，上下两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楼上一圈露台，

两个小娃整天围着跑来跑去，还有摇椅和荡床。楼下有个很大的 patio，可以在室外吃饭。有所有

厨房用品和调料，可以自己做饭。环境很好，早上有很多鸟。理论上是 volcano view，但是我们在

的几天都是云雾缭绕，没看到火山顶。价格也很好，我们很喜欢，强烈推荐。 

Parrita/Manuel Antonio area:  Cocomar Beach Residence and Hotel (http://www.cocomar.net) 。这个

旅馆有八套房间，每套是 3个 bedroom+living room + kitchen，都是 ocean view。我们租的两室一

厅，厅非常大，电视有很多台。厨房和卫生间都是精装修过的，好像是 2011年底才修好，有空调，

有保险箱，有全套高级厨具，很漂亮，完全美国标准。不过没有 crib，我们用了两张沙发椅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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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了个 crib。在 beach front，有游泳池，有早餐。Owner是个美国人，他老婆亲自给大家做早

饭。Manager叫 Peter，非常好客，接送我们去附近餐馆吃饭，还借给我们车让我们去看小海龟入

海。这片海滩还有完全开发，游客不多，我们去的时候只有我们两家，非常 private。价格也不错，

除了地点有点偏僻之外，我们都很满意。 

San Jose airport area: Courtyard by Marriott (http://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sjoap-courtyard-

san-jose-airport-alajuela/) 很标准的Marriott，可以交机场税，就在Walmart旁边，有免费的机场

shuttle。有 crib。 

行：思来想去，我们最后决定不租车了，定了 EasyRide的 private 

shuttle: http://www.easyridecr.com/，价格合理，在有雾下雨的山路上，还是人家开的安全点。在

飞机场下了飞机就有人等着，司机遇到景点会停下来，还给我们时间吃饭，很 flexible。其他就是

出租车，或者搭旅馆老板的顺风车。 

Tours: 

我们在 Arenal定了三个 tour，全部在 http://www.anywherecostarica.com/ 搞定。 

Tabacon 温泉 (http://www.anywherecostarica.com/destinations/arenal-costa-rica/tours/entrance-plus-

dinner): Arenal地区有三个比较有名的温泉, Tabacon是最奢华最贵的，Baldi是比较平价的，Eco 

Thermales是最自然的。开始我打算定 Eco Thermales，但是由于它有人数限制，我想要的时间已

经全部都满了，没定到。所以我们选择了 Tabacon，包一顿晚饭，不包 hotel transfer。 

Sky Tram/Trek zipline (http://www.anywherecostarica.com/destinations/arenal-costa-rica/tours/sky-

tram-and-sky-trek): 选择 Sky的原因是，小孩不能玩 Zipline，但是可以玩那里的 Sky Tram和

butterfly garden，同时大人可以玩 zipline，可以一举两得。hotel transfer $11/pp。 

Cano Negro Boat tour (http://www.anywherecostarica.com/destinations/arenal-costa-rica/tours/cano-

negro): 这个 tour我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坐船，看到很多动物，导游也很卖力。包一顿饭，包

hotel transfer。 

Manuel Antonio National Park的导游是在门口随便找的。我们觉得导游还是有必要的，他有专业

望远镜，能看到很多东西。不过我还是觉得提前订口碑比较好的 guide更好一些，我们这个在价

格上有些不够地道。 

Rainmaker我们没有要 guide，完全自己走的。 

必备：（Fodor's上的 list）驱蚊，afterbite药膏，防晒，墨镜，帽子，望远镜，登山杖，雨衣，泳

衣，登山鞋/旅游鞋 

Kelty 1.0 (http://www.amazon.com/Kelty-1-0-Child-Carrier-Blue/dp/B002YXY06G)hiking的 carrier，在

Manuel Antonio和 Rainmaker用的。我们在Manuel Antonio也看到有人推运动型 s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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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laren Volo (http://www.amazon.com/Maclaren-Volo-Stroller-Coffee-Silver/dp/B00776U3UM)伞车，

基本上只有在飞机场用到 

费用： 

机票 $650/pp，住宿 $160*3+*260*3+160，private shuttle $570，tours(小孩全部免费) 温泉$70/pp + 

sky tram/trek $84/pp + cano negro $68/pp + manuel antonio $35/pp + rainmaker $15/pp，taxi ~$180，

food + others ~$1000, total ~$4000 per family 

其他： 

TripAdvisor的哥斯达黎加 Forum: http://www.tripadvisor.com/ShowForum-g291982-i813-o20-

Costa_Rica.html 

一个不错的带娃游哥斯达黎加的妈妈博客：http://travellinmommy.blogspot.com/2012/12/costa-

rica-with-kids-travel-tips.html 

关于孩子的驱蚊药水：http://www.babycenter.com/0_test-your-health-iq-which-bug-repellents-are-

safe-for-your-b_1242548.bc 

雨林深处有人家雨林深处有人家雨林深处有人家雨林深处有人家 

 

红眼飞机一路从 SAN 飞到 CLT，再飞到 SJO 已经是近十个小时。两个小娃在飞机上睡的倒是挺香，

没惹太多麻烦，嗯，有点小旅行家的潜质。飞机上往下看，大片大片的绿色。一出 SJO机场，出

口人头攒动，热情夹杂着潮气，一股脑袭来。青翠欲滴的哥斯达黎加，我们来了！ 

坐上我们的车，司机一路把我们送到 Arenal 火山地区。从机场到火山，道路条件很差，比我想象

的要糟糕很多。难道哥斯达黎加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么？后来发现，高速路有管制，某些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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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向行驶，所以我们只能走小路才能过去。总之，第一天，非常庆幸没有自己开车，专业司机

开车已经把我颠的七荤八素了，若是自己开车，在这连风带雨的日子里，在大雾弥漫的山路里，

不迷路也要晕车的。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颠簸了近三个小时，开到我们租的 Posada Colonial 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

天上微微的漂着小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租 vacation rental，以前最多是住住 Bed and Breakfast，

而这次可以深入体验哥斯达黎加人民的生活，再加上两家人一同出行，想来租个 house划算又有

趣。和房东Wynn还有管家Maria见过面，欣然入住我们未来三天的家。这是一幢丛林之中独立

的木质结构二层别墅，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客房和卫生间。楼下还有厨房和餐厅，楼上是客厅和写

字台。餐厅外面是一片可以室外用餐的 patio，能挡风遮雨，还能欣赏户外美景。楼上是一圈的

panorama patio，上面有摇椅和荡床。后面的三天，这个大 patio成了才宝和小米追跑打闹的必到

之地。 

房子的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西边则面向 Arenal 火山，天晴的时候会有很好的景致。可惜的是，

直到三天后我们离开也没有看到火山的真身，只有半山腰在云雾中影影绰绰。院子里种了很多花

花草草，时常有鸟儿和昆虫造访。空闲的时候，才宝和小米会在院子里浇花，蹲在地上看蚂蚁搬

家，或是在 patio上跑圈，也偶尔会安静下来，俩人分食可口的零食。在自然的怀抱中，孩子们

显得那么开心而放松，这里没有花哨的火车桌，没有高科技的电子玩具，他们依然可以玩的不亦

乐乎，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吧。当然最后换来的可能是满是泥巴的衣服，而这时，Maria则会跑

过来帮我们洗衣服叠衣服。 

Wynn一家是加拿大人，这个房子一直由他爸爸 Grant管理。而这次年过七十的 Grant要回加拿大

看牙医，Wynn的哥哥老婆又即将临产，Wynn的妈妈要去照顾，所以这个管理任务就落在了刚刚

大学毕业的Wynn身上。他八月份过来已经有四个多月，据他自己说，西班牙语是与日俱进。

Wynn和我 email联系过很多次，帮我推荐了很多靠谱的旅游公司，包括我们的机场小巴和后来几

天参加的各种 tour。我们需要买菜或者出门的时候，他也友善的主动提出开车带我们去。最重要

的是，当我提出想要一个婴儿床的要求之后，Wynn非常用心，还专门咨询我需要什么样子的婴

儿床。到最后，竟然真的搞了一个给我们用，实在是感激不尽！他告诉我们，还从来没有小小娃

住过这里，但是婴儿床是个很好的投资，以后希望会迎来更多的孩子。 

Wynn的一家购得这套房子已经八年，原价四万五千美金的投资实在是非常划算。据说一个月只

要租出去五天就能打平所有的开销了。而在我看来，管家Maria则是最棒的投资。 

Maria不太会说英语，所以我们和她交流要不靠手势，要不就要靠小米妈妈。Maria告诉我们她本

是尼加拉瓜人，十几年前来到 Costa Rica谋生，因为这边的经济环境和教育条件都更胜一筹。她

的儿子和她住在一起，今年 9岁，在这里上小学。学校里学英语，所以他的英语比Maria的还要

好些。Maria 负责我们每天的早餐，无论我们要求几点钟，她都会准时起床开工。一个人泡咖啡，

切水果，烤面包，煎 pancake，炒鸡蛋，炒米饭，布置桌子……让人非常惊讶她竟然有这么大的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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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的厉害之处不止于此。圣诞节那天晚上，才宝白天淋了雨，有点低烧。而小米没了玩伴，

自己跑下跑下玩的不亦乐乎。当她跑到我们房间的时候，竟然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面了！更

糟糕的是，她自己打不开锁，出不来了！不过小米一点不慌张，自己在屋里子翻出来各种零食，

然后读书，玩的很淡定，完全不管不顾大人们在外面拍门敲窗户的乱作一团。无奈之中，我们只

得求助Wynn。Wynn找来所有的钥匙试图开门，怎想没有一把钥匙能开门。于是Wynn打电话给

回自己家办事的Maria，打车回来帮忙。Maria一回来就告诉我们，楼梯下有一道暗门直通客房！

最惊讶的是 Wynn，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设计！Maria 自己先钻进通道，由于客房里面有床阻挡，

所以还颇费了一些力气打开暗门。小米爸爸就从暗门冲了进去，把门打开了！这实在让人万分惊

喜，没想到这个麻烦竟然以这种奇妙的方式解决了，让我们对Maria，和这个房子都刮目相看起

来。 

于是，我们邀请Wynn，Maria和她儿子共进圣诞节晚餐。我们做了煎鱼，西红柿炒鸡蛋，西兰花

炒胡萝卜，酸辣汤，再加上墨西哥卷饼和水果，这个圣诞节过得独特而神奇。 

火山脚下泡温泉火山脚下泡温泉火山脚下泡温泉火山脚下泡温泉 

 

Arenal火山可以说是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地标。她有着完美的经典火山形状，在 1968年的时候曾经

大规模喷发一次，之后的四十年里，Arenal火山还持续有岩浆流出，在晚上甚至是肉眼可见的。

她那岩浆四溢的照片现在依然到处可见，明信片上，旅游书上，俨然成了这个地方的骄傲。不过

2010 年之后，火山活动已经慢慢减缓，大部分人已经无缘看到她活跃的样子了。由于火山的影响，

Arenal地区的地热资源也相当丰富，温泉就是其中之一。 

圣诞前夜，我们的安排就是去泡温泉。我们将要拜访的 Tabacon温泉以奢华闻名，让大家对这个

圣诞之夜有着不尽的向往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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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开车把我们送到 Tabacon，天已经全黑了，而且还下起了小雨。对于泡温泉来说，这倒不是

大问题。Tabacon是一家豪华 resort，一进去就觉得和一路上看到的哥斯达黎加不太一样。这里已

经基本上是美国标准，无论是设备到服务，还是价格。 

我们本来定的是晚饭 buffet加泡温泉，但是 check in的时候却被告知要等到 8:45pm才能吃，这让

我们有些意外，饿着肚子泡温泉的滋味不知道会如何。 

Tabacon的温泉是顺着山路蜿蜒而下的，一路上有很多水池，有大有小，形态各异，都布置得浑

然天成，如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一样，一点没有人工刻意设计的感觉。很多池子里还有瀑布，人

们可以到瀑布边上去坐着，温泉瀑布就会拍打到肩膀和背上，成了天然的按摩床。还有一个瀑布

水帘洞的设计，甚至可以坐到瀑布里面去。大胃很喜欢这样的设计，抱着才宝就往里冲。结果才

宝满脸淋了水被吓的哇哇大叫，哎，真是个骄气的娃。池子四周都是树林花草，一片自然的芬芳。

泡在池子里，耳边只有潺潺的水声，十分舒服。由于是圣诞节，还有人带着红色的圣诞帽子来这

里，穿着泳衣，带着帽子泡温泉实在是别具一格。 

不过才宝非常不喜欢在深水中浸泡，我们也只得跟着他到处逛荡。我们沿着蜿蜒小径一路向上游

走去。因为天已经很黑了，又下着雨，我们只能凭感觉摸索前行。这片温泉很大，游客虽然很多，

但是分散在各处，深入进去却也见不到几个人。试了几个池子才宝都不满意，最终我们走到一个

非常平静的温泉池边上。这个池子的水并不流动，没有瀑布，没有石头，也没有人。才宝貌似对

这个池子颇为满意，他可以在池子边上泡泡脚，玩玩水，也不会被瀑布的水花溅到，于是我们就

在这里悠闲的泡着。 

让人惊讶的是，Tabacon的温泉一点异味都没有，据说这里的温泉没有经过任何特殊的处理，甚

至连水泵都没有，完全靠重力和地热而形成的纯天然温泉。归途的路上我们走入了一条幽静的岔

路，没有什么人。我们择溪而入，置身一片分外隐蔽的水池中。这里被红树林包围，月光下，浸

泡在温暖的溪水中，美妙的让人忘记时间。 

泡的我们饥肠辘辘之后，最终决定提前结束去排队吃大餐。不知道是太饿了，还是饭菜的滋味不

错，我们吃的是津津有味。哥斯达黎加的第一天，圣诞的前夜，过得还算不错。睡觉前把给才宝

准备的小火车圣诞礼物悄悄放进床头的大袜子里，圣诞节给他一个惊喜！明天我们就要深入热带

雨林了，希望盼望已久的 zipline不要让我失望！ 

风吟雨飘风吟雨飘风吟雨飘风吟雨飘，，，，高空飞索高空飞索高空飞索高空飞索 

早就听说哥斯达黎加的高空飞索(zipline)非常好玩，打定主意要来试一下。以前对 zipline的了解很

少，在我心中，zipline就是 Go Diego Go书里面 Diego坐的那个东东（汗，我现在读的大部分书是

童书）。 

来哥斯达黎加之前选 tour的时候才仔细研究了一下。zipline其实算是一种交通工具，以前的人们

用它来快速穿过峡谷和河流，常用于深山老林里的研究人员和救援人员。比如 Diego就是常坐

zipline去救动物。后来慢慢的 zipline发展为旅游项目之后在哥斯达黎加名声大噪，一下子成了探

险主题项目，而这项运动也发展的越来越 fancy，并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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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带着娃，思来想去，找了一个既能玩 zipline 又能让娃坐缆车玩雨林的地方——Sky Advanture。

这里有 Sky Tram缆车可以坐到山顶，然后可以选择是滑 zipline下山还是坐缆车下山。 

 

天气不是很好，雾蒙蒙的，还有零星小雨在下。坐着缆车上山，进入一片葱绿的雨林之中，雾霭

萦绕，如烟似水，颇有些神秘感。快上到山顶的时候，Lake Arenal突然从雾气之中冒了出来，淡

蓝色的身姿若隐若现，欲流欲动。而此时雾气已然在脚下，我们颇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心情

顿时觉得十分爽快。 

小米的妈妈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照顾娃，和两个娃一起坐缆车下山，于是我和两个爸爸开始

高空飞索的旅程。 

Sky Trek一共有八条线，前两条属于练习用的，最后一条是照相用的，中间五条在雨林山间 zig 

zag往返而下，是最为惊心动魄的。其中第七条长达 760米，是最长的一条；第三条的落差有 200

米，是落差最大的；而第六条速度可以达到 80km/h，是最快的一条。才宝和小米隔着栏杆好奇的

看着我们在前两条线上做了练习，之后我们就要分开行动了。这组游客一共十几个人，一半以上

都来自加州，有一对八岁双胞胎男孩，跟着爸爸妈妈来冒险。不过这对双胞胎的性格是大相径庭，

一个非常外向，和大家自来熟，而且特别勇敢，总是冲在第一个出发。而另一个有些胆怯和恐高，

虽然顺利的完成了前两个练习 zipline，但是面对第三条深入云雾中看不到头的绳索还是忍不住哭

出了声。于是这一家人分成两组，爸爸和勇敢的那个继续向下，妈妈和另一个打道回府，又爬回

去坐缆车了。 

前两条线只是小试身手，我们大致了解了自己的姿态以及没有滑到顶的时候应该采取的策略。而

第三条线就要跨越峡谷了。长长的缆绳直入云雾之中，完全看不到尽头，站在平台上，心里还颇

有点打鼓。不过我向来喜欢安全而冒险的活动，那种心跳的感觉还是很期待的。所以，轮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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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毫不犹豫的走上去，挂上线，抓紧杆，身体一团就“倐”的冲了出去！于是，我一瞬间冲出了

云雾；于是，广袤的热带雨林尽收眼底！那一刻，前后都没有人，如此壮美的风景唯我一个人独

享。风在我耳边呼呼作响，细细的雨滴打在我脸上，我想呼喊，但是大自然的声音远远盖过我自

己，让我感到渺小和脆弱。远处，Lake Arenal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飞鸟在天边翱翔而过，在大自

然的怀抱里体验飞翔的感觉，实在是太过美妙！ 

眼看就要滑到尽头，我定了定神准备降落。不想减速太快，导致我并没有能滑到重点，不得不狼

狈的掉转过头来，一步一步爬回去。经过这第三条线，我一下子爱上了高空飞索，这比

Parasailing更刺激，比蹦极更享受，是一种速度和飞翔的完美结合。后面四条线都是如此，往复

在山谷中飞过，让人爽的不得了。 

很快，我们下降到最后一条线，而两个小娃和小米妈妈已经在下面等候已久。我们重新回合起来，

然后在餐厅吃了大餐，还参观了公园里的蝴蝶园，见识了很多哥斯达黎加美丽的蝴蝶和毛毛虫。 

很多天以后，才宝突然说起来：“爸爸妈妈从 zipline上飞下来。”一脸的崇拜！我问他，“等你长大

了，也去飞 zipline好不好？”他郑重的点了点头。 

 

河边的动物世界河边的动物世界河边的动物世界河边的动物世界 

 

在去往 zipline的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从 Alabama州来的老奶奶。她说他们一家都非常热爱

旅游，每年圣诞节附近都要出国旅游。前几年去过澳洲和大溪地，而今年选择了 Costa Rica。昨天

他们刚刚去过 Cano Negro Wildlife Refuge，玩的相当开心，看到了很多热带雨林动物。我忙说："

明天我们也要去那里坐船看野生动物！"她说：“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而事实确实如此！ 

Cano Negro Wildlife Refuge坐落在哥斯达黎加北部，离尼加拉瓜边界仅七公里的地方。去往那里最

简单的方法就是从 La Fortuna定 tour，坐旅行车到那里大约两个小时，路上也能看到一些风景和

动物，然后到了 Los Chiles河口坐船，进入动物保护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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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 Javier 是个黑人大哥，他告诉我们他从事导游这个行业很多年了，颇为自己的行业感到自豪。

他的眼神很好，往往看一眼就知道了动物的名字，然后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各种生活习性。一路

上还指给我们看很多热带水果种植地，菠萝，木瓜，香蕉，还有甘蔗和加工厂。也路过了很多牧

场，放养着牛群。这里的栅栏很特别，用的是活树，戏称为"living fence"。他还告诉我们，每个哥

斯达黎加小城都有四样东西：学校，教堂，足球场，酒吧。 

一路开的晃晃悠悠之时，前方交通阻塞，原来是路边的树上有野生动物，引得旅游车停下来驻足

观看。我们也顺序停在后面，下车过去凑热闹。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树懒(sloth)，正慢慢的在

树上爬。以前曾经给才宝讲过 Eric Carle的一本书 Slowly Slowly said the sloth，于是马上和才宝说：

慢慢的，慢慢的树懒！才宝也饶有兴趣的抬头看起来。这只树懒个头不大，浑身灰色，仔细分辨，

可以看到它勾住树的爪子有两跟指甲，应该是 two-toe sloth。它缓慢的从一条枝条换到另一条上，

动作虽慢，但是准确性还是足够高的。Javier告诉我们，树懒栖息的树叫做伞树(Cecropia)，伞树

树叶中有一种让树懒吃了晕晕乎乎的物质，所以树懒行动如此缓慢。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并没

有查到他说的树叶中的物质，不过树懒的平衡能力确实不太好，文献上说，2012年 7月的一项研

究发现它们种群内的内耳半规管大小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有的可达两倍以上。不过在树上慢慢的

爬也不需要太好的平衡能力，抓的紧就足够了。 

这次来哥斯达黎加我最想看的动物有三：树懒，蜘蛛猴，和大嘴鸟。瞬间就完成了一项，看来运

气还不错。 

第二次停车也是因为动物，这是被 Javier称为 chicken of the tree的美洲鬣蜥(Iguana)。才宝和小米

在整个 tour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说"chicken of the tree"，俩人稚嫩的声音在整个车厢里此起彼

伏，引得所有游客忍俊不禁。这里的 Iguana长期在路边的树林里栖息，它们有两种颜色，一种鲜

艳的桔色是公的，个头更大一点；另一种绿色的小巧一点的是母的。它们完全不怕人，任游客随

意照相也屹立不动，享受着早上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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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坐上车，终于来到 Cano Negro河岸，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繁忙的小渡口。向左是 Cano Negro 

Wildlife Refuge，而向右则是边境，所以有很多当地人在等着坐船前往尼加拉瓜。河水浑浊而平静，

两岸植被茂密，郁郁葱葱，我们就要在这里寻找雨林动物的痕迹。 

才宝和小米在船上跑前跑后，开心得很。动物不一定看到多少，零食吃的却很多。 

我们先看到一些鸟类，蜥蜴和鳄鱼，有一次鳄鱼离我们非常的近，我都害怕它能纵身一跃就跳进

我们的船舱里！这种鳄鱼叫 Caimen，比我们平时说的 Crocodile或者 Aligator都小一号。 

正在吃鸟的鳄鱼 

 

正在晒翅膀的 Anh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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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billed Heron 

 

有一种绿色的 Basilisk蜥蜴非常有意思，头顶竖起来，像带了帽子一样，非常酷。而它有个特别的

名字：Jesus Christ lizard （耶稣蜥蜴），就是因为它独特的轻功——水上漂。我们还有幸目睹了叹

为观止的一幕，它两条腿飞快的摆动，真的在水面上跑过去了，身后留下一串水波。据说它游泳

水平也很高，非常适合在河边生活。 

哥斯达黎加有四种猴子，White faced monkey,  Howler Monkey, Spider Monkey, 和 Squirrel Monkey，

而这个地区能看到前面三种，我们也都看到了。先看到的是一群 Howler Monkey，它们好像在搬

家一样，每一只都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动作非常灵活且优雅。 

第二群是 white faced monkey，最显眼的是一只猴妈妈，背上背着一只猴宝宝在树林间穿越。它们

还从一棵棕榈树的叶子上爬过，仿佛过桥一样。最后一群是 spider monkey，距离较远，它们在雨

林间上下翻飞，好不热闹。这样，三个看动物的愿望完成了两个，就差大嘴鸟了。 

 

首尾呼应的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树懒，而最后的动物也是树懒，更好的是这个是一头

three toed sloth。它在树上正在开心的吃东西，然后我们的船就开到了它的身子底下。它好奇的

转过头望着我们，手放在嘴边傻傻的的样子像极了才宝装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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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午饭坐车回城，到了 La Fortuna竟然放晴了，我们看到了露出半山腰的火山。晚上慕名去找

Ying mm推荐的牛排馆子，发现已经改成了秘鲁饭。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海鲜饭和牛排都很好

吃，酒足饭饱过后还到隔壁去玩了 mini golf，两个娃在世界各国 theme的高尔夫球场打的非常

high。 

La Fortuna地区和 Cano Negro地区看到的动物列表： 

哺乳动物：White-faced Capuchin, Mantled Howler Monkey, Central American Spider 

Monkey,Hoffman's Two-toed Sloth, Brown-throated Three-toed Sloth, bat  

爬行动物：Spectacled Caiman, Green Iguana, Basilisk Lizard  

鸟类：Great-Tailed Grackle, Purple Gallinule, Great Egret, White Ibis, black crowned night heron, 

Tricolored Hron, Anhinga, Swainson’s Hawk, Amazon Kingfisher, Boat-billed Heron, Social Flycatcher, 

Blue-Gray Tanager, Scarlet-rumped Tanager, Roadside Hawk, Snowy Egret  

Reference: Costa Rica by Les Beletsky 

 

海滩一日两重天海滩一日两重天海滩一日两重天海滩一日两重天 

 

从火山小城 La Fortuna我们一路来到了太平洋海岸，住在小镇 Parrita边上的海滩 Cocomar Beach 

Resort。 这个 resort去年刚刚建好，全新的装修非常漂亮，厨房是 granite的台面，whirlpool的电

器，客厅有 sony的平板大电视和 LG的空调。我们的两室一厅套间有三个露台都面向大海，一片

茂密的椰林后面就是澎湃的太平洋。Parrita是个旅游业尚未发展起来的小镇，在这里建的 resort

也算是先锋了。Resort的老板是美国人，娶了一个哥斯达黎加当地老婆，然后买了这片本来已经

衰败的旅馆，重新翻修，打造一新，然后大做广告，还兼做 time share。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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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很多客人，略有繁荣之势。整个 resort有八个套间，其中六号套间是老板自己的住所，兼做

早饭饭厅。老板娘亲自下厨，老板也亲自做 waiter为旅客服务。 

海滩的早上，阳光明媚，一片春和景明，心旷神怡，和几天前在火山小城霪雨霏霏，满目萧然的

感觉完全不同。空气异常的新鲜，蓝天白云，神清气爽。我们信步走到海滩上。 

这时刚好退潮了，大片的沙滩露了出来，湿漉漉的，把蔚蓝的天空和多姿的云朵都映了下来。眼

前这岂不是一面美丽的天空之镜？走在其中，海天一色，分不清是在哪里。看着这样纯净的景观，

让我感到很惊喜。更惊喜的是，诺大的一片沙滩却没有什么人，完全成了我们的私家领地。两个

孩子在沙滩上无忧无虑的奔跑，开心的玩泥巴，弄得满脸满身都是脏兮兮的也完全不在乎。头顶

是至蓝至美的天空，眼前是一望无边的大海，身后是郁郁葱葱的椰林，脚下是柔软的沙滩，呼吸

着的是沁人心脾的空气。在这么一个广阔的世界里，我们的心情也和随着孩子的欢笑声完全放松

起来。 

中午的时候，我们合计着不知道去哪儿吃饭，就去前台问老板娘。老板娘超级热情，给我们推荐

了一个据说好吃又便宜的餐馆不说，还要开车送我们一程。开车五分钟到了那里，还说过一个小

时后再来接，我们简直感激涕零。这家餐馆面向大海，而且和大多数哥斯达黎加的餐馆一样，四

面露风。我们点了几样海鲜，果汁和当地啤酒，吃的很开心。才宝和小米则在茶余饭后四处游荡，

看见藤条要拽一拽，看见滑梯要滑一滑，还把餐馆的菜单拿去要"玩滑板"，总之两个人搞破坏是

double了创意的。 

下午全家人换上泳衣去沙滩玩水玩沙。海滩上依然是没有什么人，只是潮水高了，而且太阳也躲

进了乌云里。俩娃在沙滩上玩的不亦乐乎，俩爸在海里 body surf的也很起劲。如此一个悠闲的下

午。 

消磨了大半个下午，四点半的时候，我们按照酒店经理 Peter的指点到另外一片海滩去看海龟。

Peter很忙，但是把车子借给我们，还让老板娘的教子给我们带路。从 Cocomar出来向东，只要

开 2 分钟，就看到很多车停在那里。这时候开始下起来蒙蒙小雨，但人们还是在海滩上聚集起来，

准备参加放生小海龟的活动。 

这里每年都有很多海龟到沙滩上下蛋，为了防止有人偷海龟蛋，我们住的这个 Isla Palo Seco上的

小学校开始了保护海龟蛋的活动，他们自己建 nursery帮助保护海龟蛋，直到小海龟出生，然后

再将小海龟放生大海。游客也可以参与放生海龟的活动，还可以捐钱给这个 Tortuga Preservation 

Project (http://islapaloseco.net/t.html). 我们来到沙滩上，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围着一大

盆小海龟。这些刚刚出生的小海龟个头都很小，但是非常活泼，它们仿佛听见大海的召唤，急不

可待的要回家。小米和才宝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海龟，好奇的看了又看。 

组织者给每个人发了一只橡胶手套，然后在海滩上画了一条线，告诉大家，带着手套将小海龟放

到线的那一边就可以了。于是，大家纷纷开始从盆里捧出一只只小海龟开始放生。小海龟真是太

活泼了，拿在手里也要不停的摆动四肢，放到沙滩上，它们就争先恐后的奔向大海而去。海滩上

坑洼不平的地方给它们造成了层层阻碍，但它们一点不怕，翻了再爬起来，一副勇往直前的大无

畏精神。有的小海龟略微有点迷失方向，横着爬过来。好心的人们就会帮它们转一下身，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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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赶跑在前面的兄弟姐妹。终于，小海龟爬到了海边，碰到了海水。一个浪头过来，它们就被

卷进了它们的家乡不见了。它们的未来充满了荆棘与危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就

是这极低的概率造就着顽强的生命力，不屈不挠，生生不息。虽然天下着小雨，但现场的气氛非

常热烈，数百只小海龟很快就都放归了大海。 

回想这一天在海滩上的日子，早上的风和日丽，下午的细雨飘飘，早上的海滩美景，下午的海龟

放生，真是美妙而有趣。才宝和小米回来以后还总惦记着小海龟。而我有一天在网上搜索海龟放

生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个录像，也着实给了我一些小惊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4FNQDKVkTg&feature=player_embedded 

终于看到了大嘴终于看到了大嘴终于看到了大嘴终于看到了大嘴鸟鸟鸟鸟 

 

来之前看网上游记，所有的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就是：Manuel Antonio是 Costa Rica最小的国家公园，

但旅客流量却是最多的。这个热闹，我们怎么能不凑一凑呢？ 

来到Manuel Antonio的时候已经早上九点半了，门口人山人海，队排的很长。两个小娃已经被爸

爸背在了身上，乖乖的等着进门。我们被出租车司机忽悠，雇了他的朋友做导游。虽然有很多人

说不需要导游自己进去玩，但是后来想想，我还是觉得雇了导游看到的东西要多很多。导游带着

个超大望远镜，导游之间也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然后给我们指点一番，确实看到不少野生动物，

所以这个钱花的还算值得。 

好不容易进了门，跟着 trail往里走。公园里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潮气非常大。很快我们就看到

一只小蜥蜴，趴在树叶上一动不动。亲眼看着它从棕色慢慢变成了绿色，就好像在我们眼前变魔

术一般，神奇又有趣。 

然后，导游指给我们说："那里有青蛙！"我瞪着眼睛看了得有五分钟，完全没看到！而且导游说，

"这最著名的红眼青蛙!" 那可是哥斯达黎加的标志啊，可我看的满眼绿色，哪有红眼青蛙的影子？

眼神不好，干着急也没办法。到后来导游用带闪光灯的相机拍了张照片，我才看到青蛙的身形。

原来，这只青蛙趴在树叶背后，全身蜷缩呼呼大睡，红色的眼睛和手脚全被绿色的身体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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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绝佳的保护色。青蛙的皮肤反光率和树叶不同，闪光灯才把它分开来。本来没奢望能看到

野生的红眼青蛙，没想到真是个不小的惊喜。 

后来，又看到一些蜥蜴和青蛙。导游还给我们指点了一棵植物，据说叶子的汁水可以驱蚊。 

再后来，看到几只吼猴在高高的树上荡来荡去，还有一头树懒在隐蔽的睡觉。没想到这么一个小

公园，这么多的游客，还竟然藏着这么多野生动物，也算是一个奇观了。不过这些动物都是我们

在 Cano Negro看到过的，而我的心里一直还惦记着最后想看的大嘴鸟的身影。越来越深入雨林，

我也越来越害怕失望。 

又走了一会，忽然头顶的雨林有动静。抬头观望，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猴子在跳来跳去。但是看

了半天，枝叶之间貌似没有什么大型动物。仔细听听，好像是一种鸟在欢快的唱歌。导游赶忙抱

着望远镜找到绝佳观测地点，然后呼唤我们去看。 

是 toucan，我朝思暮想的大嘴鸟！而且不止一只！ 

这是一种彩色的大嘴鸟(little orange-billed toucan)，胸前是红黄色的，宽大的嘴巴也是鲜亮的橙色，

它们虽然看着笨拙，但其实身体很是轻巧，在树枝间灵活的蹦来蹦去，让人看着目眩。一边飞来

飞去还一边唱着歌，不知道是否是在凤求凰。导游一边抱着望远镜跑来跑去换地方一边嘴里不停

的说：beautiful，beautiful! 第三个愿望终于满足了，此番哥斯达黎加之旅，可算是无憾了！看了

好一会， 它们一起飞远了，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向海边走去。 

来到海边，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这里是个海湾，海水很平静，沙滩和 Cocomar 那里的完全不同，

竟然是细细的白沙。此时已经有很多人在嬉戏。海景很美，阳光下，近处的大海呈现透明的绿色，

而远处的又是湛蓝湛蓝的，纯净的让人心碎。远处，几块硕大的礁石在海面中冒出来，几艘快艇

在海面上奔驰而过，还有人在天上玩 parasailing。一边是生机勃勃的雨林，一边是椰影碧浪的海

景，Manuel Antonio的美丽真可谓是独一无二。 

不远处，有一群游客围着几棵树。我们凑过去一看，哇，好多白脸猴啊！这些猴子一点不怕人，

离的很近也全不在乎，自顾自的吃喝打闹。公园里是明令禁止喂食的，但依然有一些垃圾和掉在

地上的食物被猴子们捡走分食。这些猴子在树上上下翻飞，灵活自如。它们的脸和胸都是白色的，

而其它部分是黑色的，故名白脸猴。小米和才宝这下近距离接触猴子可算过足了瘾，目不转睛的

盯着看了好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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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时候，才宝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喊着“要看小猴子”！可惜我们时间太过紧张，下午还要去

rainmaker，安排好的出租车司机已经在等我们，所以不得不把才宝硬塞进背包里快步离开。没想

到这个最小的国家公园却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实在有点后悔，真应该多留点时间在这里玩玩。 

Manuel Antonio地区的动物列表： 

两栖类：Masked Treefrog, Red-eyed Leaf Frog  

爬行类：Ctenosaur, Basilisk, Green Iguana, 会变色的 lizard, Leatherback Sea Turtle  

鸟类：Little Orange-billed Toucan, Scarlet Macaw, 某种 Parrot，某种 owl  

哺乳类：White-faced Capuchin, Mantled Howler Monkey, Brown-throated Three-toed Sloth 

吊桥摇啊摇吊桥摇啊摇吊桥摇啊摇吊桥摇啊摇 

 

吊桥(hanging bridge)在哥斯达黎加是和高空飞索(zipline)齐名的近距离接触热带雨林的活动。由于

热带雨林层次很多，地形地势变化较大，植被上有着参天大树高耸入云，也有着灌木爬藤蜿蜒向

上，更有着苔藓藻类蔓延满地，完全是一个三维的世界。要想全方位体会热带雨林，就要想办法



http://liuyuaner.wordpress.com 2012.12 

20 

 

爬到树上去，而吊桥就应运而生了。吊桥有长有短，长的能跨越峡谷，短的能连接树木，在

Rainmaker的吊桥上体验哥斯达黎加，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 

Rainmaker 是个私人公园，tripadvisor 上对它好评如潮，说是最接近想象中的“热带雨林”的地方。

而且因为游客少，苍翠清幽，更适合深入感受热带雨林的感觉。去 Rainmaker的路上因为和出租

车司机发生了些不愉快，耽搁了些时间。准备开始 hiking的时候又下了点雨，真是不顺。不过踏

上了 hiking trail的那一刻，太阳竟然出来了，看来运气总是守恒的。 

这里的路线是环线，不长，一共也就两英里，不过刚下过雨，一路泥泞潮湿，并不好走。去的路

是一路攀升，要跨过好几座吊桥；回来的路则是一路在山谷中行走，会路过几个小溪和瀑布。这

里还有带导游的和夜间 tour，据说能看到更多的动物。考虑到我们主要是来体验雨林和吊桥的，

又带着两个 unpredictable 的小孩，自由一点好，所以我们选择了 self-guided tour，自己控制时间。 

这里的吊桥前前后后很多段，有的架在山谷上，有的建在树中间，走上去摇摇晃晃还真有点意思。

在树上修建的吊桥是依托在建在树上的平台的。这些平台都是木质结构，绝对的天然材料，但是

就会有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平台上不能超过八个人，而吊桥上也不能同时过三个人以上，以保证

所有人的安全。索性这里人很少，我们走吊桥的过程中没见过任何旁人路过。 

最长的吊桥足有近百米长，长长的桥索深入对面的雨林，看不到头。我们一步一摇的走到吊桥上，

小心翼翼的过桥。才宝很喜欢这种一晃一晃的感觉，在爸爸背后笑开了花。脚下，看到的是茂密

的雨林植被，层层叠叠。桥的尽头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干总要两三个大人才能围过来。大树上寄

生着各种各样的藤蔓植物，把大树本身的颜色都覆盖了起来。这棵大树支撑着平台和吊桥，也支

撑着无数微小植物的生命。 

在平台上放眼望去，绿茫茫的一片，阳光从树枝间洒落下来，照亮林间各种奇花异草，让整个雨

林充满了生机。云雾在林间轻轻的飘过，仿佛仙境一般。 

又走过几座吊桥，我们终于下到了谷底，来到了溪水边。这里的水清亮的很，和那么一口，沁人

心脾。其实这里可以游泳，我们考虑了一下，看到天色不早了，也就只能略作休息，不能在水里

嬉戏一番了，甚为可惜。不过才宝和小米光着脚在水里又踢又玩，两个娃嘻嘻哈哈了好一阵。再

往下走，是几个小瀑布，在美景的映衬下，哗哗的水声都显得格外清脆动人。 

走在 trail间，经常转个弯就看不到前面的人了，于是才宝诗性大发，吟出了王维的诗句" 空山不

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真是贴切得很。 

流水潺潺，绿萝藤蔓，云雾缭绕，虫鸣鸟叫，生气盎然，让人流连不已。只愿陶醉此山中，一任

日落不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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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 

又一次踏上了归途，心情格外轻松。虽然旅途短暂，但是家人朋友在一起玩的分外开心，zipline

滑的心旷神怡，雨林动物的看的淋漓尽致，旅途的最后一天，竟然也开始有点想家了。 

坐上车子，从 Parrita出发开到 San Jose机场的旅馆。快到海滨城市 Jaco的时候，有一处很好的观

看金刚鹦鹉的地方，路边有牌子指示着在靠海的路边。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金刚鹦鹉风姿翩翩的从

一棵大树树稍飞过，优雅的很。只可惜没有停车下来看看仔细，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那里看

到过 20多只呢！ 

还有一处必看的地方是 Tarcoles River，昵称 Crocodile River 鳄鱼河，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这是一座

桥，桥下河中横七竖八的趴着几十条鳄鱼，一动不动的晒太阳。有的长者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

牙齿，格外吓人。赶紧抱紧才宝，千万别从桥上掉下去啊！ 

后来的旅程泛陈可述，开回首都 San Jose大肆买了一番旅游纪念品，次日一早坐飞机回到美国。 

总结一下，才宝和小米在此次旅途中互相学习（学习怎么淘气），互相帮助（帮助怎么捣乱），

互相分享（分享各种零食），互相勉励（赛跑淌水你追我赶），建立了无比身后的团结友爱的革

命友情。最后来回忆一下一路上珍贵的花絮，和两个娃开心无价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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