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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普蒂瓦岛（Captiva）上
一家叫泡泡屋的餐厅，服
务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卡
通图案装饰衣服。（左页
图）那不勒斯大柏树保护
区（Big Cypress National 
Preserve）里的美洲鳄。

佛罗里达  阳光游戏

Slices 
Old Florida

从本土退休的美国人涌向佛罗里达东海岸，让它日趋喧闹繁华，只有在西边才
能感觉到它仍是那个伸进墨西哥湾和大西洋中间遥远的南方半岛——老派而纯
正的佛罗里达。  编辑 / 张潇  文 / 一粒沙白  图 / 仲春之会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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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堡 “小姑娘”至少有 200 磅

在萨尼巴尔港口（Port Sanibel Marina）遇到了

莱恩船长。爱尔兰裔的红脸汉子，因为清晨的阳光柔

和，不需要墨镜，他的鼻子以上原为墨镜遮挡的部分

明显白出许多，其他部分则是常年生活在海上的人

特有的黑红色。不需要问他是谁。我说 ：“莱恩船长，

早啊！” 他咧开嘴笑 ：“快来看看我的新船，今天乘

它出海！”

他新入手的“竞争者 36”停泊在港口，沐浴晨光。

莱恩说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在海上真正跑起来的时

候猛得很。

与海为伴的人，应对寂寞，要么沉默，要么极健

乘船出海，找一片私密的沙滩，玩上一整天。女儿像莱恩小时候一样，在水

里玩耍着长大，她们学游泳的方式也是莱恩风格的——将她们扔在水里，小

家伙自己扑腾。

佛罗里达西边的海比东海岸要宁静，适合海钓。我们运气不佳，赶上冬

季末的大风，莱恩的船出了海湾，一路劈开波浪，这条以海钓为主要功能却

在舒适度上超过同类的船只，让人如坐过山车，舒适已经谈不上，乘风破浪

的豪迈却让人上瘾。莱恩把船停在深入大海 6 海里的地方，试了几杆，没有

收获。我们决定先去卷心菜岛（Cabbage Key）把午餐解决了，也许下午就

风平浪静了呢？从卷心菜岛的小港口登陆，栈道旁的鸭子和乌龟如不太上心

的仪仗队员。没客人来？巴不得清静。有客人来？那就做做样子，欢迎欢迎。

经过到处是乌龟的小坡，登上岛上的水塔，近处的丛林，远方的岛屿与海平

面尽收眼底。这座木质水塔是这片海域唯一没有被飓

风摧毁的。2004 年“命悬一线”，现在又被拯救过来，

修复成原样，成了一处绝佳的观景台。

卷心菜岛上有一座小酒店，数栋出租的度假屋，

一家餐厅声名远播。据说美国流行歌星吉米·巴菲

特（Jimmy Buffett）70 年代来岛上度假，吃过这里

的芝士汉堡，创作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歌《天堂里

的芝士汉堡》（Cheeseburger in Paradise）。餐厅的

天花板和墙壁上贴满了 1 美元的纸币，人们写上自己

的名字，也有极少写上“世界和平”和“财源广进”

之类的。点了招牌餐饮芝士汉堡和“爬行者鸡尾酒”

（Cabbage Creeper），因为心中惦记着钓鱼的事，匆

匆用餐完毕，再次上了莱恩的船。船尾鱼缸里作为诱

饵的小鱼已经不多，莱恩依然豪气地抓出 3 条，钩在

三支鱼杆上，船头插一支，船尾插两支。很快船尾的

一支鱼杆便有了动静，线被绷得紧紧的，莱恩开始收

紧线轮，鱼在远方跃出海面。“是一条大海鲢！”远

方的一瞥，莱恩已经认出了鱼种和性别，“是个小姑娘，

至少有 200 磅！”有了“小姑娘”，莱恩眼中再也没

有船上其他人，他口中念念有词，“来吧小姑娘！”“这

边，往这边过来！”“她真是美极了！”“小姑娘”并

不温顺，她几次跃出水面，以船为中心画着半圆，从

船尾的方向挣扎到船头。莱恩手中的线圈收紧一点，

又松开一点，再次收紧，松开，人鱼对峙了 20 多分钟，

小姑娘还是逃走了。

Myers

（下图）萨尼巴尔（Sanibel）J.N. 丁达林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有适合
皮划艇的浅海湾。（右页图）萨尼巴尔岛和凯普蒂瓦岛特别适合骑
自行车，有专门的自行车道，一般酒店前台可以拿到骑行地图。

迈尔斯堡海滩（Fort Myers Beach）
位于迈尔斯堡西南的细长岛屿，适合喜欢派对和活力夜生活

的人。这里有一个时代广场，广场边一家名为 Kilwin’s的冰

淇淋店 (50 Old San Carlos Blvd)，门口总是排着长队，除了各

种冰淇淋，花生脆好吃到让人停不下来。沿着沙滩有很多

不错的餐厅和酒馆，Bayfront Bistro（4761 Estero Blvd）海鲜和

肉类都可口；Smokin Oyster Brewery（340 Old San Carlos Blvd）
则是生蚝和啤酒爱好者的必去之地。

爱迪生与福特庄园 (Edison & Ford Winter Estates)
庄园在美丽的卡卢萨哈奇河旁边，曾是爱迪生与福特两家

的冬季度假屋。这里也可当植物园浏览，光竹子就有 13种，

还有香肠树、魔法果树、剃须刷树，魔幻得很。

2350 McGregor Blvd, Fort Myers

谈。莱恩是后一种。船还在海湾里悠游前行的时候，

他已经滔滔不绝开。他是佛罗里达土著，打小玩着游

泳、潜水或钓鱼，在水里翻滚着长大。突然有一天想

去看看佛罗里达半岛以外的世界，于是他参加美国空

军。然后被分到位于佛罗里达的一个空军基地。听着

是件倒霉的事，没想到几年军营生涯让他重新爱上了

这个地方，退役以后做起了幸福而安分的佛罗里达本

地人。继续儿时曾给他无限乐趣的“与海为伴”的生活。

每年生日的时候，妻子阿曼达、女儿赖莉和艾琳

娜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莱恩的答案永远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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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ibel

在佛州很多度假的人都不愿意将爱犬留在家里，这里的海滩和其
他公共场合对宠物很友善，墙上的涂鸦也常见动物图案。（右页图）
卷心菜岛（Cabbage Key）上的 1 美元餐厅，墙壁上和天花板上都
是人们帖的 1 美元纸币。

移民到加拿大去吧。”阿曼达说这些年被佛州的好天

气惯坏了，她并没有信心对付加拿大寒冷的冬天。

萨尼巴尔的漆黑是有缘由的。岛上所有建筑不

得高于附近的棕榈树，全岛没有红绿灯，高峰期交

通靠人指挥，平常骑车和走路的人多过开车的人，

因为怕影响到海边动物的生存，岛上灯光受到严格

的控制。安宁与漆黑，是萨尼巴尔人的选择。再过

一段时间，萨尼巴尔可能会变得更加“黑暗”，因为

每年 5 月至 12 月是海龟产卵的季节，小海龟依靠

着月光判断方向，爬向大海，人造的灯光会误导它

们爬到错误的地方，回不了大海，也可能误到马路

上被车辆碾压。所以在这海龟产卵的季节，人们会

更加严格地控制灯光。

阿曼达说她喜欢萨尼巴尔，但暂时不会想搬到

那边去，居住的话她更喜欢住在迈尔斯堡。我说证

明你还很年轻。她高兴地说 ：“可不是年轻吗？当

然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足够多的钱搬到萨尼巴尔

去。”萨尼巴尔居民比起迈尔斯堡的，年龄长一些，

口袋丰满一些。第二天一早在贝利超市（Bailey's 

General Store）买了水和火腿三明治，直奔 J.N. 丁

达林野生动物保护区（J.N. Ding Darling National 

萨尼巴尔  先生名叫“亲爱的”

第一次见萨尼巴尔是夜晚在迈尔斯堡海滩的栈桥上。我跟刚认识的本

地朋友阿曼达闲聊，她问我明天打算去哪儿，我说去萨尼巴尔岛，还没查

好路线呢，吃完手中的冰淇淋回酒店再研究。她指着不远方一个几乎完全

隐没在黑暗中的小岛，说 :“你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身边是灯火通明的迈尔斯海滩，街上的店铺很晚还开着，音乐声

不知从哪个酒馆飘出来，一片活色生香的热闹情景。萨尼巴尔岛则仿佛正

在安宁沉睡。阿曼达是加拿大人，曾是来佛罗里达度假的加拿大游客中的

一个，来的次数多了，干脆不走，在当地找了工作，嫁了人，当起佛州土著。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最疯狂最奇葩的候选人特朗普一路高歌猛进，总有美国

朋友开玩笑说 :“阿曼达，如果疯狂的特朗普当了总统，你想办法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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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Instinct 
Charters 的 莱 恩 船
长，佛州老土著，出
海打鱼特别在行。

Wildlife Refuge）。这个保护区以一位姓达林的先生命名，人们爱戴他，称呼

起来将自己的感情注入发音，听起来不像“达林先生”，而像“亲爱的先生”。

或许这就是人们的本意。

“亲爱的”先生是个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漫画家，他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日益被人侵占而忧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奔走于政治家中间，也将野生动物保

护的主题画在漫画里，影响全国。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蓝鹅标志就是

他的作品。萨尼巴尔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在达林的敦促下，杜鲁门总统

1945 年签字同意设立的。保护区占去了整个萨尼巴尔岛 1/3 还多的土地。

顺着保护区的路标徒步进入，准备迎接一部鸟类的豪华大片。这里栖息着

245 种鸟，我没有野心将它们一一识别出来。一种类似火烈鸟的美艳大鸟，名

字也诗意得很，叫“玫瑰琵鹭”，羽毛是粉红色，扁而宽的大嘴，飞起来的时

候露出火红的羽毛，当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火红被掩盖，又变成粉红色的安

静美少女。大蓝鹭站在树枝上，差一点没看见它，无缘见到它伸展蓝色的翅膀，

一身灰蓝的“袍子”，一动不动像在假装自己是树枝。

冬天已经接近尾声，我仅在水中的沙洲上见到了一只白鹈鹕，大部队应该

是已经飞回北方去了。据说冬天能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如水面上盛开的白色大

莲花。褐色的鹈鹕倒是多得很，尤其在鲢鱼湾（Tarpon Bay），码头边一只占

领一根木头柱，低头打着盹儿。

保护区内鱼类、蛙类、哺乳动物等等都丰富，我尤其想遇见一只山猫，并

为它等到日落前（山猫在夜间活动，清晨和傍晚看到的几率比较大），寻觅未果，

怀着一颗“我还会回来的”不甘的心，离开了野生动物保护区。

J.N.丁达林野生动物保护区游览小提示

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访客必须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内离开保护区；宠物可以带入

保护区，但必须拴住；保护区内可以骑自行车，道路标识有前行的方向，不能逆行；保护区

内的鲢鱼湾可以租用皮划艇，湾里的水很浅，在一米左右。

1 Wildlife Drive Sanibel, Florida www.fws.gov/dingdarling

午后，沙滩的海岸形似月牙，
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洁白无瑕的沙子，
以及最适宜游泳的清澈温暖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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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凯普蒂瓦岛泡泡屋餐厅里面的装饰全是旧物，儿童玩具、
旧海报等。（左页图）西佛州比起东边，整体更为清静，当地人的
生活节奏也更慢一些。

凯普蒂瓦  海牛与橙子蛋糕

从地图上看，凯普蒂瓦是萨尼巴尔向北延伸出去的一部分，

袖珍得如同点缀饰物。但没有人把它当成萨尼巴尔的附属，它

独一无二，海水到了这里不再是深蓝，而是近乎蒂芙尼蓝或是

薄荷绿。

在迈尔斯堡带我们出海的莱恩船长讲起自己小时候的经

历，有一项格外传奇——骑海牛，又补充不一定是“骑”，可

以趴在背上，各种与它在浅水湾中玩耍。现在已经不允许这样

亲近海牛，拍拍头也不可以。阿曼达也曾提到上周在自己的后

院，看到海牛游到岸边，触手可及（尽管没人去触）。而我此

行还没目睹过海牛的巨大芳容，不免有点失落。

住在吐温水岛度假村（Tween Waters Inn），我拖着行李

箱去办入住，一个身材魁梧、皮肤晒得黧黑的老人正在指挥一

辆大货车调头出去，站着让车的工夫便与老人闲聊几句，问起

海牛，老人说去詹森码头（Jensen’s）一定能看到。岛上只

有一条主干道，一直往前能看到码头在哪里。

办完入住，前台的小伙子给我酒店和岛上的地图，拿着圆

珠笔比画方位，我说刚刚门口那个老人已经给我介绍过了。小

伙子问是托尼吧，我忘了问人名字，将他的样子描述一番。小

伙子说是托尼，酒店的总经理，当地富豪，在凯普蒂瓦和萨尼

巴尔拥有 4 座度假村。

到达詹森码头，有一个吉他手正在弹唱，前面支着摄像机，

我绕过他们，心想海牛该不会被音乐声吓跑吧。看到那两个庞

大身躯的时候，才知道别说一个吉他手，来一支金属乐队也撼

动不了它们。两只海牛正精神专注地吃水草，那么大块头的素

食主义者，多少食物才能长够这一身脂肪啊，唯有锲而不舍地

吃。

码头附近的水灰绿色，海牛伏身水下时很难看见，它们背

上的白色“胎记”能帮忙定位，海牛每隔几分钟要将头伸出水

面呼吸，露出它的鼻孔和小眼睛。海牛的听力迟钝，

容易被船撞上。驱车行驶在路上，经常看到黄色的“动

物横穿马路注意避让”的标志，马的、小鹿的等等，

詹森码头上标志是“海牛过路注意避让”。佛罗里达

海牛是濒危物种，它们生活的地方对船行的速度有

严格的规定。

詹森码头的停车场附近有一栋彩虹色的小楼，

屋顶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波浪起伏。房子门口有粉红

色的监狱，人们钻进去拍搞怪照，我没见过这么让

人开心的“监狱”。走进彩虹房子，里面别有洞天，

比外观更让人欣喜。这是一家叫泡泡屋的餐厅，每

一层的天花板四周跑着小火车，圣诞老人和小丑开

派对，猫头鹰先生不友好地瞪着一架飞机……几十

年前无数美国孩子房间里的玩具都被搬到了这里。

点了泡泡屋的橙子蛋糕，是国内蛋糕房里普通

蛋糕的三倍大，我毫无罪恶感地吃下它，庆幸先去

看了海牛才来到这里，如果先吃下这块“惊为天物”

的蛋糕，我不一定要再去看什么或做什么，因为这

一天已经过得足够完美了。

拾贝壳的名堂 (Shelling)
整个佛罗里达西海岸，有丰富的软体动物，凯普蒂瓦和萨尼巴尔岛更是，西北

风把墨西哥湾多达近 300种的贝壳吹上沙滩，于是这里在全世界也算得上拾贝

壳的天堂。这些巨型贝类曾给印第安人提供食物，食用过的空贝壳用来打造工

具。每年来这里拾贝壳的有哈佛或芝加哥等大学里做研究的学者，也有世界各

地的贝壳爱好者。那些拎着镂空袋子在沙滩上闲逛的人很可能是个贝壳收藏专

家。捡贝壳的规矩只有一个：如果壳里面还有动物生活，则不能带走它们。

Cap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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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普蒂瓦岛吐温水
岛 度 假 村（Tween 
Waters Inn）早餐厅
一角。（左页图）西
佛州的健康有机食
材很常见。

那不勒斯  小螃蟹落在我船头

那不勒斯是佛罗里达西海岸的棕榈滩，闻名遐迩的富人区。这一点从

海边巨大的宫殿般的房屋和环境雅洁、物价高昂的市中心看得最为清楚。

早春的第五大道正是黄花风铃树的盛花期，整个树冠被灿烂的花朵布

满，比那不勒斯的阳光还热烈。走几步就发现不知谁的老爷车应景地停在

花树下。虽然同名，景观却是与纽约的第五大道相距甚远，房屋一般三四

层楼高，金黄色、浅绿色、粉红色，像马卡龙一样绚丽。店铺自然是精致的，

宠物商店都是。

普奇和卡特那（Pucci & Catana）是一家奢华的宠物精品店。主人来

这里选购，动物来参加派对。货架上的衣服和饰品可以把宠物们打扮出梦

露或者乔治·克鲁尼的气质。如果你在店里碰到穿阿玛尼的孩子，丝毫不

会觉得意外。

从城市开车半个多钟头，到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Everglades National Park）的时候，仿佛到了另

一个世界，遥远的、欧洲人尚未登陆的美洲世界。

从国家公园的入口处看，一片汪洋，红树林一

簇簇密布于水面，其实整个水域都很浅，皮划艇再

适合不过。

在码头上见到了马克船长。“马上要看美洲鳄

了！”我难掩兴奋。船长说 ：“一点儿都不恐惧？”

我说 ：“完全不恐惧是骗人的，那身皮肤就够让人发

毛的，听说特别安全。”船长说 ：“是很安全，只要

不用黄色的皮划艇激怒它们。”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只

只金黄色的皮划艇装进大船里（船开进红树林湾我

们将开启皮划艇之旅）。我知道他故意唬人，说激怒

了也没事，用桨安抚它。

 跟着马克船长一路疾驰到帐篷岛（Pavilion 

Key），到处是浅滩，马克不时转变方向绕开它们。

这个岛是可以露营的，人们在公园入口的办公室登

记后，就可以乘着自己的船带着帐篷来。我们踏上

Na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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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豹（Florida Panther） 
在大柏树公园里生活着一种极稀有的动物——佛罗里达豹。人类活动的扩

张让它们的领地日益往佛州最南端缩小。目前全世界仅存的佛罗里达豹只

有 100 多只。去年 11 月 5 日，在那不勒斯动物园有佛罗里达豹节日。有一

只受伤的小豹自己无法回到大自然中去，得到动物园的救助，目前正生活

在动物园中。人们可以看到它，公园也会用各种有趣的方法介绍这种可爱

的野生动物。

特色入住体验 拉普拉亚度假酒店（LaPlaya Beach ＆ Golf Resort） 
每间客房都有无敌海景，洁白细腻的沙滩就像酒店的后院一样。在一楼的

巴琳餐厅用晚餐（Baleen Restaurant）,可以看到壮观的落日。客房是佛州老

贵族的风格，热带风情不多不少，轻松与优雅兼顾。

9891 Gulf Shore Drive, Naples
萨尼贝尔港万豪水疗酒店（ Sanibel Harbour Marriott Resort & Spa）
酒店的硬件与服务在当地均属一流，地理位置方便，距离萨尼贝尔岛与梅

尔斯堡海滩仅数分钟车程。

 17260 Harbour Pointe Drive  Fort Myers  Florida  33908  USA

最大限度亲近自然 布道湖露营地（Trail Lakes Campground）    
这里可以提供无线网、沐浴、洗衣服务，有冰块和木柴，适合露营爱好者

和房车旅行的人。营地就在大沼泽地国家公园里，住进最原始的大自然，

离小城镇也不远。

40904 E. Tamiami Trl., Ochopee

在西佛州只需要做一件
事——享受阳光。（右页
图）当地常见的左旋香螺
（lightning whelk）与其他贝
壳相比它体形更大，坚硬得
像石头一般，可打磨工具。

帐篷岛，满地的海猪肉（Seapork）堪称一道奇观。

马克突然蹲下扒一堆沙子，从中挖出一只马蹄蟹，

任它在胳膊上无害地爬。放回沙滩的时候，看到被

挖开的地方还有一只，只露出尾巴。往前走几步，

随处可见成年马蹄蟹的空壳（小壳是它们幼年成长

过程脱中掉的空壳），它们的身体可能已经成为岛上

浣熊的大餐。马蹄蟹是三叶虫的亲戚，智商好像确

实一般。

从帐篷岛往回，经过一条长长的红树林水道。

我们下船划皮划艇。水道越走越窄，两边的红树林

枝连在一起成拱形，遮住头顶的烈日。我划一会儿

漂一会儿，享受这与世隔绝的宁静。一只细手细脚

的小螃蟹爬过船头。抬头看红树林枝，到处是这种

小螃蟹，这一只不知道怎么自己掉了下来，可能是

我的桨撞到了它依附的树干。再细看，叶子上也有。

树叶上像虫子咬过的残缺原来是它们的“功劳”。这

些吃素的小螃蟹，可爱得很，丝毫不令人觉得恐惧。

这里充满活力的咖啡馆，
振奋人心的户外探险，
吸引更多元、更年轻的旅行者 ,
沉浸在这块乐土中。

大沼泽地公园另一个入口在迈阿密那边，那头到处可见美洲鳄，那不

勒斯这边也有，因为水的盐度高一些，不像那边那么多。我没见到美洲鳄，

返回码头后又赶去了大柏树保护区（Big Cypress National Preserve）。美

洲鳄像在等候我似的，一只在河岸边的草丛里乘凉，另一只自在地游泳。

在西佛州看动物，得看缘分。不像动物园里，动物被关在固定的地方，

无论你什么时候去，都确信它们就在那里。这种“没准儿”让人更清醒地

认识到，动物们比我们更先来到这片土地，我们没有理由专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