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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转移到美加或其他拉美国家。留下来的不是
物业太多，不易脱身，就是尚未获得向往国家的
移民签证，无处可去。一般来说，海外华人生存
能力都很强，委内瑞拉的华人也不例外。在恒生
酒家的斜对面，有一家颇具规模的蛋糕店，在小
镇上显得很有些高大上，店主就是饭店老板的老
乡。　

Santa Elena 离巴西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为
了体验两国边境的生活氛围，我们利用半天的
时间，穿越委内瑞拉和巴西边境，游览了巴西小
镇Pacaraima。我们的导游下山后本该休息，但他
热情地答应带我们去这个小镇。有了他，出入海
关，逛街购物，省去我们很多麻烦。

从Santa Elena开车大约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委
巴边境。一路荒凉。到了边境，突然热闹了起
来。委内瑞拉一方的海关大楼颇有气派，在附近
低矮的茅草房中显得鹤立鸡群。路边的加油站生
意火爆，一长串汽车排队等侯加油；背着长枪
的军人例行检查过往的车辆。我们乘坐的出租车
过关时，只见司机和站岗的军人寒暄了几句，我
们都不用下车，就放行了。这比起我们在西藏每
走一段路就要下车接受检查来说，手续真是简单
多了。问导游何以如此，得到的回答是委内瑞拉
汽油便宜，附近的巴西人都喜欢到委内瑞拉来加
油。至于过关，只要不携带违禁物品，来去自
由，有什么可检查的呢？说的也是。巴西这边，
好像连个警察都没有，整个一放任自流。

Pacaraima是个只有一万多人口的不太起眼的
边境小镇，但比委内瑞拉同等规模的城镇显得繁
荣许多。商店鳞次栉比，商品丰富多彩，体形超
重的人也相对较多。虽然Santa Elena离这里只有
十几公里，且来往相对自由，但两地的差别依然
明显。如果说Santa Elena多少有些冷清，暮气沉
沉，Pacaraima则显得朝气蓬勃，充满生机。  　

在巴西小镇Pacaraima吃了一顿正宗巴西烤
肉，下午返回 Santa Elena，收拾行李前往Puerto 
Ordaz。入住旅馆后，这些天第一次洗了个热水
澡，感到通体舒泰，感觉重新回到现代文明。其
实，罗赖马山上的水潭清澈见底，水质绝佳，但
冰凉刺骨，洗澡并不舒服。人对现代文明的依赖
已经无可救药。

第二天早饭后，为买些纪念品，前往旅馆
附近的商店，可什么想买的东西基本都买不到。
于是，导游带我们去市中心最好的购物中心碰运
气。在空空荡荡的购物中心，买了一些当地出产
的工艺品。到国外旅行，逛街购物有助于了解当
地风土人情。

委内瑞拉人民目前正经历一场严重的通货膨
胀危机。过去三年中，货币贬值近百倍，给这个
民生用品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造成物资短缺，经
济凋敝，治安恶化，社会动荡。排队现象随处可
见。我们去的这家购物中心的取款机和银行前，
都排着取钱的长队。据说，委国钱最近毛得更历
害了，与美元的汇率变化速度惊人。由于政府限
制人们每天取钱的数额，所以，银行门前排队已
成为一种常态。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由于汇
率悬殊，花钱时总有那么一种当土豪的感觉。你
买什么东西不必先问价，因为绝大部分商品换算
成美元仍然让你觉得便宜。与古巴等国家不同，
外国游客在这里享受与委国人民一样的消费物
价，尽管二者的工资差别可达数十倍之巨。委国
货币面值不太大，因而，也给花钱消费增加了麻
烦。到外边买东西或吃饭，得专门带着装钱的袋
子，有时数钱也能数得你头晕脑涨。

告别委内瑞拉，重返阿鲁巴，感觉这两个相
邻国家是冰火两重天。委内瑞拉经济萧条，商品
短缺，百姓生活困难，基础设施陈旧，政府无所
作为。所到之处，一片衰败之象。委国人似乎都
在混日子，有些厕所，汽车的门都关不上，照样
使用；国旗被刮成碎布条，依旧迎风招展；尽管
资源丰富，风景优美，却未见充分利用。而阿鲁
巴则欣欣向荣，新建工地比比皆是，政府管理，
井井有条。出租车司机大多都能说英文，甚至能
说4种语言。作为一个旅游岛，阿鲁巴让人感到
亲切，舒适，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离开阿鲁巴之前的黄昏，正赶上日落，随手
拍一下张照片，作为这次南美之旅正式落幕的记
录。

（完）

七
看完日出，早餐已经准备停当，是一碗没滋

没味的麦片粥。这时候要是有块榨菜该多好啊！
尽管生活条件有些艰苦，但山上的美景却秀色可
餐。仅就我们下榻“旅馆”周围的景观来说，就
已经美不胜收了。罗赖马山顶上犹如一座巨石
博物馆，浑然天成的各种动物造型，应有尽有；
状似人文景观的石窟佛像，各路神庙，也随处
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被展示得淋漓尽
致。

稀里糊涂地吃完早餐，在导游的带领下，
我们便开始在山顶上游山逛水。为什么不能自己
闲逛呢？原因在于山上的地形非常复杂。站在高
处，山顶看起来挺平的，不就是一片乱石堆嘛。
但置身其中，一堆石头就能把人绕糊涂。在石头
缝里穿行，不是你想往哪个方向走就走得了的。
转大半天，你要是能在原地踏步还算幸运，闹不
好还有可能走向相反方向，甚至走向绝境。记得
出发时旅行社的负责人给我们讲注意事项，特别
强调上山时一定小心，千万不要摔着。假如摔坏
胳膊腿不能自己走的话，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直
升飞机。叫直升飞机送趟医院，少则几千，多则
上万美元。就凭这一点，咱也得多加小心不是？

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道在黑色的巨石中穿行，
干涸的河床上铺满粉红色细沙，棱角分明的水
晶石粒俯拾皆是。这就是所谓的水晶谷。徜徉其
中，恍若置身童话世界，天然宝藏，垂手可得。
然Canaima国家公园规定，水晶石一律不准拿下
山，违者重罚。正因为有此规定，水晶谷至今还
保持着原始风貌。这里也是山上唯一能够停留直
升飞机的地方。

罗赖马山顶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你在这
里能够看到古希腊神庙，吴哥窟和敦煌石窟的身
影。眼前这块由石柱托起的巨石，不禁让我想起
雅典卫城上的厄里希翁神殿，想起那六位长裙束
胸，轻盈飘逸，头顶千斤的少女。而下面晶莹剔
透的水晶，清澈见底的水潭，比光秃秃的雅典卫
城显得更加妩媚。

这里的许多山石，都能帮你展开想象的翅
膀，在人类文明的世界中自由翱翔。

走到这里，仿佛来到龙门石窟，近而观之，
内容又像敦煌的壁画内容。观音菩萨，罗汉飞
天，皆形神兼备。观音端庄慈祥，罗汉形态各
异，飞天反弹琵琶，简直是一幅妙手天成的艺术
品。其残缺部分，让我想起当年在龙门石窟遇到
的一位老人。记得当时正给一位美国同事解释一
个残破的佛像，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主动搭话，
告诉我们他从“文革”前就是龙门石窟的常客，
见证了石窟在“文革”时惨遭红卫兵扫荡的场
面。除了卢舍那佛像太高而免遭劫难外，下面的
佛像大多被红卫兵摧毁得面目全非。老人义愤填
膺的面容和那尊残破不全的佛像在我的记忆中形
成定格，以至于在这里又想起那位老人。

我们的导游Alven是个五十多岁的印第安
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个子不高，身形矫
健，一路上对我们照顾有加。尤其在登山的路
上，哪里路况危险，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他对
罗赖马山的地形非常熟悉，跟着他在山上观景，
听他娓娓而谈，不仅长知识，也是一种享受。一
天的游览活动就要结束了，他在所谓的“游泳
池”为我们献出一个优美的跳水动作。

八
经过六天在山里的原生态生活，我们恋恋

不舍地告别了罗赖马山，返回Santa Elena小镇，
感到特别亲切。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从陌生回
归熟悉的感觉，从荒原回归城市的感觉，从传统
回归现代的感觉。回到旅馆后，能够洗澡洗衣服
了，尽管热水还是不能照常供应，但这种生活方
式仍然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

当天晚上，我们就跑到镇上的中餐馆恒生酒
家大吃了一顿。这是一家广东人经营的餐馆，餐
厅宽敞，设计简洁，可以说，窗明几净，但食客
寥寥。据餐馆服务员讲，这里的大多数顾客是巴
西过来的游客，当地人很少光顾。由于委内瑞拉
经济变得越来越糟，这里的华侨正在纷纷逃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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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登山是个力气活儿，登罗赖马山也不例外，

但相对容易。首先，罗赖马山的高度有限，主峰
海拔只有2800米，山的周边地区都是缓坡。走到
山根底下最后冲刺的高度也就将近1000米，且路
程不长。不像在西藏阿里转山，一直在海拔5000
米左右的地方转悠，一般人都会出现高原反应，
转一圈要走56公里，体力消耗也较大。其次，委
内瑞拉的气候较热，即使在山顶上，夜里也不是
很冷，不必随身带很多衣服，登山时可以轻装简
从。再次，这里挑夫的工资很低，不愿意自己背
东西上山的话，可以雇人背，花钱不多。

尽管罗赖马山是个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但这里的设施却极为原始，甚至可以说，基本上
没什么旅游设施。因此，攀登罗赖马山之前，一
定要有充分的过原始生活的思想准备。值得有意
来此登山的朋友们注意的是，委内瑞拉政府有一
规定，登山者不准在罗赖马山随意大便，这也说
得过去；但非要将大便放在不易自然降解的塑料
袋里随后带下山，就令人费解了。且不说这一规
定是否真正有利于环保，单从操作层面上来说，
就存在很大问题。我在第一营地和第二营地都看
到有狗，我想这些狗再怎么聪明也不会自觉执行
政府的政策把屎拉到塑料袋里吧？正如一位在委
国工作的中资公司的员工所说，委国政府的政策
有时很莫名其妙，买几根钢筋都需要向政府有关
部门申请，批不批准，至少在半年以后才能得到
答案。其实，政府若真要保护罗赖马山的自然环
境，建几个简易厕所，乃举手之劳。当然，也正
因为委国政府的无所作为，罗赖马山才未受到现
代文明的侵袭，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面貌。

登山第一天，相当于热身，走了四个多小
时即到达第一营地。这段路大约要翻七、八道山
梁。虽然都是丘陵地带的缓坡，一口气走下来也
相当吃力，因为局部地区也有比较难走的陡坡。
从出发的小村庄Paraitepuy到罗赖马主峰之间这段
路，多为当地人和登山者走出来的羊肠小道，蜿
蜒曲折，伸向一座座山梁。等你翻过一道山梁，
路又重新开始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看起来
罗赖马山好像近在咫尺，但脚下的路似乎永无尽
头。

第一天的行程，大多数时间，晴空万里，烈
日炎炎。顶着日头登山，流汗是必须的。白天行
走在荒山野岭，难免暴晒，汗水似乎来不及在皮
肤上流淌就被晒干。偶尔阴云密布，但真正下雨
的时候并不多。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阴云密布，
在辽阔旷远的罗赖马山脚下，愈发觉悟到人是很
渺小的。我对“人定胜天”的说法一向持怀疑态
度。每当暂时挣脱现代文明的束缚，重回大自然
的怀抱之时，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什么“月
有阴晴圆缺”，对我都不重要，而庄子《逍遥
游》中表达出的那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
由的思想境界却令我心驰神往。

徒步在荒原中，你会获得一种贴近大自然
的体验。极目天际，觑无一人。任凭风吹日晒雨
淋，不作任何抵抗，全然接受；忘却世间恩怨情
仇，融入天空大地，一切随缘。

根据导游的判断，我们登山的速度属于中等
偏上。天黑之前，胜利到达第一营地。

位于一条小河旁的第一营地，在我们到达
之前早已驻扎了一伙从山上下来的登山者。导游
和挑夫帮我们搭好帐篷，吃过晚饭，天已黑得伸
手不见五指。一下午的时间，徒步翻过七、八道
不大不小的山梁，要说不累，那是瞎掰。吃过晚
饭，钻进帐篷，顾不得与蚊子搏斗，便进入了梦
乡。

第二天早晨，带着被蚊子叮咬的无奈，依然
精神饱满地踏上了征途，向第二营地前进。

第二天的旅程，依然阳光灿烂。途中每遇溪
流，我们都尽量灌满自己携带的水瓶，以避免口
干舌燥，缺水中暑。在这里，凡流动的水，基本
上都甘甜凛冽，但喝无妨。感觉太热的话，还可
以跳进水里冲凉。

在第一营地与第二营地之间，矗立着一座小
教堂，石墙，红顶。万绿丛中一点红，在荒无人
烟的原野中异常显眼。教堂大门紧锁，看来很少
有人光顾。导游说，这是附近居民礼拜的场所。
环顾左右，目光所及，杳无人迹。在这种偏远的
人烟稀少的地区，能建成如此规模的教堂，不得
不佩服教会人员深入基层传播福音的顽强精神。

第二天登山的行程与第一天大致相当，下午
早早的就到了目的地。与第一营地相比，第二营
地相当简陋。除了两栋茅草房的架子以外，一无
所有。如果人多的话，找块搭帐篷的平地都很成
问题。导游和挑夫将我们的帐篷支起来后，埋锅
做饭，同行的女士们用我们带来的蔬菜做了一盘
中国菜，大家狼吞虎咽，一扫而光。

是夜，大雨倾盆，破旧不堪的帐篷在大雨中
早已丧失了遮风避雨的功能，行囊睡袋在凄风苦

雨中基本沦陷。好在第二天早饭后，雨过天晴，
艳阳高照。

近在咫尺的罗赖马山，笼罩在云雾之中，仙
气十足。

经过两天的跋涉，我们已经站在罗赖马山
脚下，当天的行程是登上顶峰的最后冲刺。从海
拔1800米的第二营地到2800米的顶峰，对于缺少
锻炼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站在山下仰望
罗赖马山，整个儿就是一道悬崖峭壁，无可攀
缘。但导游说，树荫掩盖下的一条小道，可直达
山顶。于是，晒干了衣服，收拾好行装，继续前
进。

六
登山第三天的行程，即攀登罗赖马山顶峰，

具有相当的挑战性。
站在山脚下看，呈九十度角的罗赖马山峭壁

直上直下，光溜溜的山体像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城
堡，猴子看了都发愁，更甭说人了，整个一“山
穷水尽疑无路”。

当然，“山穷水尽”是不可能的。那么，从
哪儿上去呢？正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导游来
了，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山的东北角儿，有一片
多少万年前塌下来的乱石堆，在树丛的掩盖下，
断断续续地延伸到山顶。这才是所谓的“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嘛，这世上本来没路，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走这条路的人本来就不
多，至今，上山的羊肠小道也很难说是一条所谓
的路。如果没有当地导游领路的话，外来人很难
找到这条可以上山的小道。

沿着悬崖峭壁下的羊肠小道攀缘近一千米才
能登上山顶。一路上，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许
多路段，怪石嶙峋，坡度超过六七十度，用导游
的话说，要“四轮驱动”，手和脚都不能闲着。
时而，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时而，飞流直下，
望山兴叹！但每当听到从山上下来的人对罗赖马
山的由衷赞美时，你都会平添信心，干劲倍增。

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攀爬，我们历尽艰
辛，最终抵达峯顶。登山的过程虽然艰苦，站在
峰顶望远的喜悦却难以形容。登上罗赖马山顶，
回望来时路，霍然开朗，大有“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感觉。

更令人兴奋的是，山顶上的景色妙不可言。
所谓妙不可言，就是再怎么用语言来形容这里
的独特景观，你不亲自来看看的话，也难理解个
中的奥妙，无法身临其境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从登上山顶的那一刻，你便能感觉到所有登
山过程中的艰辛，似乎都得到了补偿。

我们登上罗赖马山顶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
导游将我们带到一个号称“旅馆”的山洞中安
营扎寨。吃过午饭，导游提议带我们去看山洞，
一听说还得走几公里的路，不如在附近转转，养
精蓄锐，反正山顶上哪里都是别致的景观，何必
非得把自己累得贼死，跟着导游瞎转悠呢？午饭
后，我们一行人中，登山女侠和法国小伙子似乎
有劲没地方使，跟着导游去了山洞，其他人便在
附近自由自在地观山看景。

罗赖马山顶是一片面积40平方公里左右的荒
原，分属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巴西3个国家。奇
形异状的怪石，宛若月球表面。石缝中顽强生长
的花卉，又将你的思绪拉回人间。柯南道尔有本
小说叫做《失落的世界》，是以罗赖马山为背景
写成的，描述一个脾气火爆的教授，率领探险队
深入一个平顶山区，意外发现了一个进化程度停
留在亿万年前的世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史前
恐龙、凶狠的人猿，最后还带了一只翼手龙回伦
敦。地质学家确实曾在这一带发现过恐龙化石，
但由于上亿年的地质变化，这里因海拔变高、营
养匮乏，如今只有一些黑青蛙、不知名的小鸟和
蜥蜴等小动物，虽然荒凉，但绝对安全。

在山顶上的行程可以选择到三国交界处去
留个影，但来回要走18公里的路；也可选择就在
周围景点转转。我们一行人毫无异义地选择了后
者。后来我们发现，这种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在
罗赖马山顶上走18公里，所耗体力至少加倍。山
顶上哪有路啊！坑坑洼洼的，连走带跳，光走这
么一趟，一天的光阴就报销了。

第二天一大早，导游就叫醒了我们，说要带
我们看日出。当然不能错过这种机会。于是，穿
好衣服，未及洗漱，便随导游奔向观看日出的制
高点。

因为赶时间，走得急，一路上连呼哧带喘。
我曾经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早起遛弯儿，
也没感觉如此狼狈。有好几次遇上不太好爬的石
头，都想放弃看那劳什子日出，但想想大老远来
这儿一趟，不容易。在罗赖马山上看日出，也能
给自己留个念想。这才卯足了劲儿，总算赶在太
阳出来之前登上了最高峰。

委内瑞拉纪行
本 报 特 约 撰 稿 人 ： 王 辉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