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有着现今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野生动物

栖居地；而肯尼亚，正是世人感受非洲野

性呼唤的最佳去处。

是的，这个神奇的国家是无数动物的生息

乐土，全年都呈现着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

尤其是每年的 7-9 月，马赛马拉平原上

上演的大迁徙更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动物

“团体秀”。除了马赛马拉，肯尼亚东南

部的 Tsavo 国家公园更广袤，它是马赛

马拉国家保护区的 14 倍之大，是肯尼亚

红象的家园。此外，肯尼亚还有多达 44

个不同部族，其中最著名而神秘的马赛族，

也是肯尼亚之行不可忽视的看点。

肯尼亚
来自非洲的野性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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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配版的私人保护区游猎

然而，人们的游猎活动却给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M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也叫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了不小

困扰。大型猫科动物吸引了大量的吉普车扎堆围观，但最后导

致的是这些猫科动物的离开；许多游猎向导为了让游客能够近

距离地观看动物，严重干扰了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打扰了它

们的狩猎。比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正在改变清晨或者黄昏狩

猎的习惯，选在正午的时候开始进行捕食，因为这时候多数营

地的客人都待在餐厅里面吃午餐。可惜的是，正午的狩猎成功

几率非常低。

马赛马拉这个1510 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实是一个国家保护区，

共有 6 处大门可供出入，区内有上百家帐篷营地和酒店。但是

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之外，周边还有很多私人保护区。肯尼

亚知名的私人保护区包括 Olare Orok 私人保护区、Olderikesi

保护区、Mara North 保护区等。

与国家保护区不同的是，私人保护区是由当地个人或者公

司所拥有，而且私人保护区内营地帐篷的密度更低、游客更少，

同时私人保护区对游猎活动有更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以

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为原则制定的。

同时，野生动物的观赏体验还取决于游猎向导的水平、游猎

工具的越野能力以及徒步游猎、夜间游猎这些特殊活动所带来

的感受。而不同保护区提供的软件和硬件差别很大。

在游猎向导水平上，只有经验足够丰富的游猎向导知道在

哪里能发现动物。私人保护区都严格地要求游猎向导必须有

KPSGA 的向导证，或者毕业于 Koiyaki 向导学校。

在游猎工具方面，你能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看到各种式

每年的 7 月至 9 月间，去肯尼亚马赛马拉的游客们好像坐在了非洲动

物大迁徙的前排座位上。在大迁徙途中，多达 100 万头角马，加上数

十万只斑马、瞪羚、非洲大羚羊和其他动物将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走

上长达 1600 公里的旅程。狮子、豹子和其他食肉动物则会充分利用这

一机会，紧随其后，享受一顿又一顿的饕餮大餐！

目的地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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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 特 利 尔 街 头 的 Leonard 
Cohen 墙画。
2. 蒙特利尔典型的法式住宅。
3. 蒙特利尔爵士节总监 Laurent 
Saul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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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和颜色的游猎车，很多向导甚至是

用小面包车、大货车当游猎工具带客

人观看动物。但是在私人保护区，明

文规定必须是四驱的越野吉普车作为

游猎工具，不允许采用货车或者小巴，

同时车身必须漆成米色或者绿色。

在观看动物的规定上，马赛马拉

国家保护区内，当发现一组动物时，

常常是十几辆车扎堆围观一组动物，

而这种情况在私人保护区根本不准许

发生。私人保护区的规定是：在任何

时间内，与动物近距离接触的车辆不

得超过 5 辆；如果有第 6 辆车达到此地，

第一辆车必须离开；5 辆车之间都应有

10 米的距离；且任何时候只能有一辆

车能让发动机运行、让车辆移动的；

只要有一辆车在视线内移动，其他车

辆就不能启动。这些规定都很好地保

护了野生动物，也维持了良好的观看

环境。而在在游猎时间上，马赛马拉

国家公园内不可以进行徒步或者夜间

游猎，而在私人保护区则完全可以。

所以，如果说马赛马拉国家保护

区的游猎如果是 1.0、2.0 版本的话，

私人保护区的游猎活动就是“高配”

的 3.0 版本。不仅有持证的游猎向导、

越野性能良好的专业游猎座驾，同时

因为大家都尊重自然、遵守相关条例，

游客也得以拥有更好地观看野生动物

的机会，从而保证了肯尼亚自然环境

的健康发展。因此，肯尼亚的私人保

护区正在成为更受欢迎的游客去处。

当然，这些都是有代价的，你必

须住进在这些私人保护区营业的特定

酒店。而这些私人保护区的酒店通常

价格较高，往往是奢华玩家们的首选。

Tips

私人保护区的夜间游猎

夜间游猎也有很多规则，如夜间
游猎的时间限制为 2 小时；夜间
游猎时，向导必须确保在捕食者
跟踪猎物时关掉所有灯，建议使
用红外光或夜视镜进行夜间游猎
活动；幼崽只有在 4 个月或更大
的时候才可以在夜间观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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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的最奢侈营地，
发现人类不真正了解动物
建立于 2006 年的 Olare Orok 私人保护区，是肯尼亚北部当

地最悠久也最成功的保护区之一，这里不仅动物十分密集，

有成群的食肉动物，而且帐篷密度也是最低——平均每 700

英亩才有一座营地酒店。

Mahali Mzuri 营地是 Olare Orok 私人保护区仅有的

五个营地中最昂贵的一个，由理查德  布兰森爵士于

2013 年建成，占地 13，500 公顷，由 12 栋豪华帐篷组成。

我的 Mahali Mzuri 之行，不得不从营地的总经理

Wilson Odhiambo 开始讲起。当我抵达这里时，完全没有

料想到会受到总经理本人迎接。Odhiambo 是一个高大、

魁梧、富于阳光气质的专业人士，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 

他显然知道我是一名记者，肯定不会满足于寻常的

营地和帐篷介绍，一上来就讲了一段“触目惊心”的开场白：

“你看到了，直面 Entchirchir 山谷的 Mahali Mzuri

营地，前方视线非常开阔，或许过于开阔无遮挡了，2018

年的一个午夜，一群狮子在山谷前面的平原杀死了一只角

马。在这开阔之地，它们需要首先找到一个遮体保护食物，

然后再开盛宴。狮子们相中了营地高高架起的 12 栋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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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它们认为钢筋水泥下面的空间绝对是一个安全的开宴餐

桌，于是狮子们把角马拖到了 9 号帐篷的平台下面。然而不

幸的是，当晚 9 号帐篷住有客人。后面的故事不用讲述你也

可以猜到，马赛马拉草原上，白天游客们都会被一群狮子分

抢肉食的咆哮声惊到，换到夜深人静，9 号帐篷里的一对小

夫妻，一整晚都魂飞魄散、瑟瑟发抖。”

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面对这样的场景，所以我倒是

赞同 Odhiambo 的最后结语：“这对夫妻是中了大奖呢！”

是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非洲，不就是想要看到野生动

物在你的帐篷附近徘徊吗？感受非洲的心跳、感受自己的心

跳，并且欣赏它、触摸它，甚至害怕它，这才是来此旅行的

终极意义。

12 栋独一无二的奢华帐篷，坐落在山脊上，餐厅和酒吧

是两个独立的帐篷建筑，在 12 栋客人入住帐篷的中心位置。

这里有宽敞的露天平台，白天，这里是观对面 Entchirchir 山

谷景色的最佳位置，雨季时候，从山谷里奔流的泉水会一路

蔓延下来。而到了晚上，篝火会点燃起来，酒店的马赛员工，

会身着红艳艳的民族服饰，表演马赛人歌舞。

“人类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动物，” Odhiambo 说。以他

在非洲营地酒店的从业 18 年的经历，了解到的关于非洲动

物的惊险离奇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印象最深的当属一次营地

篝火前的经历。“我和几个客人正坐在篝火前品酒聊天，远

处是几只狮子在分享它们猎获的美食。突然间，我发现身边

有一个动物的身影，那是一只年轻的公狮子。按说狮子是怕

火光的，但或许人类真的并不了解它们吧，这只狮子也许是

年轻、也许是好奇心重，它就在我们咫尺之遥，绕着我们走

了一个又一个来回。此情此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作为

总经理，我肯定首先不能慌乱。全程中，我一直用非常小的

声音安慰我身边同坐的几位客人：不要动，保持坐姿，不能

惊慌。” 

我真的很喜欢 Mahali Mzuri 营地，不仅仅是它壮观的景

色，更重要的是这些独特离奇的动物故事。虽然我不是事件

的亲身经历者，但是它给了我一个更加着迷于肯尼亚、更加

着迷于马赛马拉的理由。

Mahali Mzuri 营地的游猎分为清晨和黄昏两个时间段。

清晨的游猎一般是早上 6 点出发，通常 9 点半左右回到营地，

Tips

Mahali Mzuri营地

如何到达：
营地附近有两个简易机场，从内罗毕
Wilson 机场飞到营地所在的 Mara 
Olare Orok 简易机场，飞行时间大约
1 小时。从该简易机场到营地约 25 分
钟车程；另外一个简易机场 Olklombo 
Airsrip，距离营地约 1 小时车程。
如果你想冒险，可以订购营地的私人
直升机抵达，停机坪就在营地的前门。 
订机票网址： www.flysafarilink.com
或者 www.airkenya.com。进入网址
后需要输入全称 Nairobi-Wilson 和
Mara-Olare Orok。

 Mahali Mzuri 营地距离马赛马拉国
家公园需要 2 小时车程，如果住 3 晚
或者 3 晚以上，可以提供免费的马赛
马拉国家公园的游猎，吉普车将开到
靠近马拉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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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特利尔街头的Leonard Cohen墙画。
2. 蒙特利尔典型的法式住宅。
3. 蒙 特 利 尔 爵 士 节 总 监 Laurent 
Saul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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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吃早餐；黄昏的游猎则通常在下午 4 点半，

可以在日落前在灌木丛中停下来一边品酒一边

享受日落，大约 7 点回到营地吃晚餐。

营地的食物绝对是我在逗留期间的亮点，

都是一价全包的形式，包括早、午、晚餐，还由清晨以及下午游猎出

发之前的早茶和下午茶。

在肯尼亚营地酒店有一句俗语：“Big Fives，Big  Fives Kilos。”

意思是到非洲看五霸（指非洲狮、非洲象、黑犀牛、非洲豹和非洲水牛），

长五公斤体重。主要是吃得太好，运动又太少。每天就是吃饱喝足之后，

登上吉普车去游猎，一坐就好几个小时。在 Mahali Mzuri，一天两次

的游猎和五次的美食，绝对让你可以实现以上的两个“理想”。

此外，营地的酒水也是 24 小时免费供应的，包括各种你可以想到

的酒精饮料，不仅随餐无限供应，而且还可以随时去营地的酒吧自取。

帐篷内的迷你冰箱里免费提供包括香槟、干白、干红在内的各种饮品，

也是在你入住期间无限供应补充的。

当然，就不建议晚上在自己帐篷的平台上开怀畅饮了，虽然 12 栋

帐篷的私人平台都很大很开阔，但是同样敞亮的是平台下面的肯尼亚

茫茫草原。或许在你畅饮之际，附近又有一只年轻的雄狮，按捺不住

好奇之心，给你 Mahali Mzuri 之行留下意外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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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非洲丛林上空，
螳臂挡车，长矛当门
肯尼亚的奢华营地 Mara Bushtops Camps，同样也不在马赛

马拉国家保护区内，而是位于占地面积 4500 公顷的 Isaaten

私人保护区中。营地靠近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6 个大门之一

的 Sekenani Gate，大约 15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国家保护区大门。

Mara Bushtops Camps 选址很好，几乎与马赛马拉

国家保护区“无缝衔接”，鱼和熊掌兼可得：既可以享

受私属领地不受打扰的优越性，进行夜间游猎、徒步游

猎等国家保护区内无法进行的活动，同时只需要短途开

车，就能到达国家管理领地探寻动物。

小飞机快降临的时候，我从悬窗望出去，跑道边上

的黄色土地上，盯着飞机发呆的是狐狸一家。千万不要

惊讶，这里毕竟不是什么大都市，只是肯尼亚茫茫草原

中的一个叫 Siana 的简易跑道。

简易跑道边上有一栋貌似还未搭建完成的建筑，于

是我好奇地问酒店派来接我的 Alx，他回答说，那是洗手

间，但还没有建好，所以目前只能去灌木里方便。随后

他马上又补充一句：“放心，附近没有动物。”啊！这

一段对话相当及时，我也连忙提醒自己一下：现在我是

在非洲呢！

坐在 Alx 驾驶的吉普车上，气温已经升高，一路上

见到的动物不是很多，倒是灌木丛林里是一座座 5、6 米

长宽的“按摩浴缸”吸引了我。当然不是你想象中的大

理石按摩浴缸，而是大象用鼻子刨的深坑，以此用来降

低体温的土坑。

远处，半山上的丛林中漂浮着一栋栋白色的帐篷顶，

这就是肯尼亚的顶级酒店 Mara Bushtops Camps。如它的

名字一样，酒店位于马赛马拉丛林之上，像漂浮在绿色丛

林中的一张张白帆，让你有走近去探究它了解它的愿望。

有趣的是，酒店的 13 顶帐篷，正是用大象、狐狸、

长颈鹿、河马、狮子、公驴、水牛等 13 种马赛马拉草原

了起来。

我猜，我这样一个来到野生动物聚集的草原

的都市女性内心的小担忧，马赛人出身的 Jocy 是

没有办法领会的。这根长矛啥用也没有啊，简直

就是“螳臂挡车，长矛当门”，况且重点还在于——

根本没有门。

午餐时间到了，让我暂时放弃对“门”这个事

情的担忧，去享受美食吧。步入餐厅，我进一步体

会到了Mara Bushtops Camps营地选址的独特性。

营地之所以选在这里，不仅是因为可以从从

半山位置上一览无余地观赏马赛马拉草原美景，

更重要的是，营地餐厅的正前方是一块天然的盐

渍地，每到中午日照最充足的时候，吃草的动物

们都会跑来这里舔盐了。

此时，餐厅和前面的盐渍地，用餐的客人包括

有：我、瞪羚、狒狒、猴子、疣猪。眼前是一副平

静祥和的画面，像我这样的素食主义者，最适合与

这些吃草动物一起欢聚在这样的“全素餐厅”了。

不过餐厅服务生告诉我，晚餐时分这里就会

变成“肉食者餐厅”了。黄昏时分，狮子家族常

常会出现在这里，当然它们不是来舔食盐的，而

是猎食前来舔盐的食草动物，于是晚餐的“餐桌”

上可都是“连着筋、滴着血就端上来的牛排”，

1
1. 蒙特利尔街头的 Leonard Cohen 墙画。
2. 蒙特利尔典型的法式住宅。
3. 蒙特利尔爵士节总监 Laurent Saulnier。2

3

上的常见动物命名的。

营地管家 Jocy 带我来到我入住的帐

篷 ---“长颈鹿”。想起从机场到营地的

路上，我和 Alx 一直赞美沿途看到的长颈

鹿是那么安静又优雅；此时被分配到长颈

鹿房了，不由暗自庆幸，幸好沿路上我没

有称赞疣猪或者公驴。

13 顶帐篷都高高架在半山上，向外望

去，是宽广如大海的草原美景。每顶帐篷

面积高达 110 平米，除了一面有固定墙体

支撑，其他三面都是敞开面向草原的，住

客身处其中，会感到仿佛身处草原上的一

个开敞大平台上。而各处帐篷之间均保持

一段距离，并以密密的丛林为墙，我只闻

旁边帐篷客人的声，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虽说我现在住进了一个三面都“被打

掉”的空间——还是姑且叫“平台”吧——

但是其中五星酒店设施一应俱全，还包括

内外两个沐浴空间和一个平台上的观景户

外小浴缸。

躺在平台舒适的大床上，我可以看到

不远处长颈鹿在细嚼慢咽地采食树叶，大

象在前方用长长的鼻子果断地拆树。这就

是营地最应该有的独特景色吧 --- 不需要

远行，躺着看《动物世界》最好。

在这样一个个赤裸裸的“平台”上，

关门上锁的问题就不要傻乎乎地提出了，

但是万一狮子来访了，是不是我至少可以

有一块“请勿打扰”的标志悬挂出去，以

示警告呢？

管家 Jocy 不慌不忙地领着我走到平台

的入口，这里有一根马赛人的铁质长矛。

她拿起长毛，竖直地戳在了平台入口的沙

地上。

“这就是请勿打扰的标志。” Jocy 说。

“哦，但看起来我怎么好像是准备开

战呢？”我回应她说。Jocy 听后立刻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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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Mara Bushtops Camps 营地

如何抵达：从内罗毕的 Wilson 机场，搭乘 Airkenya 航空飞去营地所在的 Mara-Siana
简易机场 , 飞行时间 40 分钟，再从机场到营地约 35 分钟；也可以搭乘 Airkenya 航空飞
到 Keekorok 简易机场，机场到营地约 1 个小时车程。

特别推荐：
营地还有徒步游猎活动，此项活动是 4 个人加 1 部吉普车作陪，绝对属于顶级的安保措施，
外加顶级奢侈。4 个陪同人员分别是：一个吉普车司机、一个自然学者、一个野生动物侦察

员、一个持枪护卫。

很血腥。

暂不去管我的晚餐如何处置，先和素食客人一起共享眼前美景吧。

这些素食客人舔够了盐分，在艳阳下悠闲地玩耍起来。几只瞪羚羊，

玩起了顶牛游戏；疣猪们则泡进了泥乎乎的水坑，嗤嗤哼哼地打起了盹。

可惜它们还没放松一会，休闲时光就被迟到的“重量级”VIP 客

人 --- 大象家族打断了。先是来了一个占座的，这足以让所有“小

朋友们”纷纷都让路了。随后整个家族都就位了，霸占了整个盐渍地，

基本就是清场的节奏。

黄昏时分，正当所有营地客人盛装就坐在餐厅的时候，突然一片

惊呼声响起，浪漫温馨的烛光晚餐画卷瞬间被打乱，只见 4 只狮子出

现在了餐厅的盐渍地对面。于是晚餐立刻变成了晚间游猎，包括我在

内，好几组客人纷纷放弃了餐桌，转而奔向吉普车，开始了对 4 只狮

子的追寻。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肯尼亚草原上，除了吉普车的探照灯之外，车

上的夜晚 “红外追踪仪”发挥了极大功效，四只母狮子的黑白动态

影像就出现在车前侧的“红外追踪仪”上，它们就近在咫尺。说实话，

晚上看着它们在“红外追踪仪”上奔跑移动，比白天看到它们的杀戮

现场更加让人胆战心惊。

白天，你可以在营地独自自由行走。晚上，所有客人必须在营地

马赛保安的跟随陪伴下，在营地内走动。晚餐过后，我在马赛保安的

陪同下回到我的“平台”，这时候我才发现，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严

严实实的帐篷，白天卷起来的塑料卷帘都放了下来，虽然只是用拉链

固定，还是没门没锁，但比起白天的“长矛当门”可让我踏实多了。

此时的夜空散落着无数的星星，闪亮如水晶，仿佛伸手便可以摘

下来似的。稍微欣赏一会儿即好，因为晚餐时分看了太多狮子，留下

了后遗症，还是让我赶紧躲进帐篷，哪怕就是塑料布围合的帐篷也好！

目的地Destination

比马赛马拉大 14倍之余的
肯尼亚最大的国家公园Tsavo

Tsavo 国家公园，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但如果把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

作为肯尼亚最古老和最大的国家公园，它的西部是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东北部是 Chyulu 山脉，占地

20,333 平方公里，是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 14 倍之余。

据统计，这个国家公园里生活着超过 12000 种动物，包括东非数量最大的红象、犀牛、水牛、长颈鹿、

麋羚羊、黑斑羚、非洲豹、猎豹、狮子、角马等，同时还栖息着 500 多种鸟类，因此也是著名的观鸟天堂。

Tsavo 国家公园不仅是著名的，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著名是因为它夺目的美景和生物的多样性，臭名

昭著是因为这里的大象和犀牛曾经大批量地被偷猎者残忍杀害。

这个国家公园颇具传奇色彩，在 19 世纪末，就有散播“食人狮”的各种传闻。一条被称为“疯狂线路”

的铁路，从肯尼亚一直延伸到乌干达，是当时英国殖民者进入并占领非洲内陆的重要通道。而在 Tsavo 地区

的铁轨上，当年弥漫着“食人狮”捕食铁路施工工人的各种传闻。

1948 年，Tsavo 被命名为肯尼亚国家公园。为了便于管理，Tsavo 在次年又被分为东部和西部公园两个

部分。因为广袤的面积，以及数字庞大的大象和黑犀牛，Tsavo 很快变成了偷猎者的垂涎之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索马里偷猎者为了索取象牙，每年猎杀 5000 头大象，当时的情况几乎是随意射杀。

到了 1988 年的偷猎高峰时期，大象数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40000 头骤降到只有约 5000 头了。而由于亚

洲和中东对犀牛角的大量需求，99% 的黑犀牛都灭绝了。

面对这些厚皮动物所处的严峻危机，肯尼亚政府成立了 KWS——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花了 3 年

时间才夺回了 Tsavo 的控制权。肯尼亚政府又带头提请国际社会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终于在 1989 年达成

了象牙和犀牛角的贸易交易禁令。

如今，当走进 Tsavo 国家公园，会发现它与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完全不同。这里地貌非

常丰富，有起伏的山脉、笔直的峭壁，还有天然的泉水和沼泽。如果你喜欢挑战、喜欢惊喜，那么较之马赛

马拉的一马平川，你一定会更爱 Tsavo 国家公园呈现的多样性。

这里也有“非洲五霸”，同时也不缺少非洲大迁徙途中最重要的动物角色之一——角马。Tsavo 国家公

园的角马，也完全不同于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它们是灰色的，不是黑色的；而且这些角马都是“原住民”，

常年待在这里，不会进行大迁徙。

也许是丢掉迁徙的天性会导致很多问题，这些灰色的角马都非常笨。世界上的哺乳动物里面，疣猪是笨

出了名的，它们的记忆像鱼一样，只有 7 秒，通常它们跑着跑着就忘记是在闪躲谁了。面对危险，比如狮子

的突袭，疣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跑，一个是躲进洞里。因为 7 秒记忆力的极限，它们很快便忘记进洞的原因，

还没有待够 7 秒，就又跑出来了。遗憾的是在洞外守候的狮子记忆力可没有那么差。

Tsavo 国家公园的灰色角马的记忆力和疣猪一样短闪，所以在 Tsavo 国家公园的独特一景是，灰色的角

马群永远是跟着聪明的斑马家族一起奔跑。斑马们也并不介意身后永远尾随着这么一群灰突突的笨蛋，因为

当狮子出现的时候，它们需要有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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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洲之地，追寻
Denys Finch Hattons
的理想
Tsavo 国家公园虽然野生动物丰富，但是因为受到政府的管理和

约束，所以整个国家公园一共只有 8 个营地和酒店。

Finch Hattons奢华帐篷营地坐落在西Tsavo国家公园内，

并以英国贵族 Denys Finch Hattons 的名字命名，是为纪念并

践行当年他所憧憬的非洲理想生活方式。

Denys Finch Hattons 正是奥斯卡最佳影片《走出非洲》男

主的原型。1911 年，他抵达非洲，被这里的原始魅力所折服，

在当时的英属东非（肯尼亚）曾接待众多商业大亨和英国皇室

成员进行奢华野生动物游猎，最终却因飞机失事在沃伊（今天

的西 Tsavo 国家公园内）殒命。

从飞机上望下去，Tsavo 公园的土地是大片的铁锈红色，

只有 Finch Hattons 营地是一片绿意盎然。

从乞力马扎罗山来的泉水，从地下一路流到这里，变成了

3 平方公里的绿洲。这股神奇的地下泉水，自酒店开业 26 年

来从不曾停歇，所以也吸引了 20 只河马和 60 只鳄鱼常年居

住生活在这里，同时还有很多野生动物不停地回来饮水。绿洲

的周边，是壮丽的乞力马扎罗山和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山脉

Chyulu Hill 的壮观景色。

这就是 Finch Hattons 奢华帐篷营地选址的独特性，也让

它成为 Tsavo 国家公园 8 个营地中最奢华、最昂贵的营地酒店

之一。

营地里一共有 17 个帐篷，每一个都临水而居。走在这里，

和马赛马拉大草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里会让你短暂忘

记了是在非洲，而是感觉身处中国南方的某个水乡，连空气也

并不干燥，反倒是迷蒙而湿润。

我入住在 10 号帐篷，总经理 William 亲自送我去房间。去

房间的路上，经验老道的 William 用脚一跺草丛里一个西瓜大

小的粪坨，马上判断说这是大象两天前留下的；紧接着又叮嘱

我，“不要靠近湖！” William 伸手一指，大

约距离我的帐篷 7、8 米的距离处，一只 3 米长

的鳄鱼正在湖边浅滩上晒太阳。真的是好惊悚！

我瞬间又被温柔的水乡情境拉回到了现实版的

惊险非洲！

William讲述到，60只鳄鱼是这里的常住“居

民”，其中最大的一只叫 Idi Amin。这只 4 米

长的鳄鱼如此出名，还起因于一次事件。2009

年，一位外籍摄影师在湖边专注于拍摄，突然

目的地Destination

Tips

Finch Hattons 营地

如何抵达：
有两种方式可以抵达营地。
第一种是乘火车：从内罗毕
的 SGR 火车站出发，抵达
营 地 所 在 的 Mtito Andei 火
车站，火车历时 3 小时，头
等舱 15 美元。火车早班的是
早上 8:20 出发。营地提供接
车 服 务， 从 Mtito Andei 火
车站到营地，车程约 2 小时，
收费 100 美元。
SGR 火车站比较新，安保措
施严格，行李需要被警犬侦
察两次，再被机器扫描两次，
旅客还需要贴身检查一次。
列车也很干净，行程中免费
提供一份小食、一瓶水。

第二种是乘坐小飞机：从内
罗 毕 的 Wilson 机 场 出 发，
可以飞去距离营地附近的两
个简易机场：一个是 Tsavo 
Finch Hattons 简 易 机 场，
该 机 场 距 离 营 地 10 分 钟
车 程； 另 外 一 个 是 Tsavo 
Kilaguni 简易机场，距离营
地1小时车程。飞行时间约1.5
小时。往返机票价格约 2500
元人民币。

订 票 网 址：https://www.
flysafari l ink.com/。 进
入 网 址 后 需 要 输 入 全 称： 
Nairobi-Wilson 和 Tsavo 
Finch Hattons。
注意事项：Finch Hattons
奢华帐篷营地的晚餐必须着
正装。

1

1. 蒙特利尔街头的 Leonard 
Cohen
2. 蒙特利尔典型的法式住
宅。
3. 蒙 特 利 尔 爵 士 节 总 监
Laurent Saulnier。

2

3

间这只鳄鱼从湖中跃出。值得庆幸的是，Idi Amin 只是叼走了摄影师放在

湖边的巨大摄影包，当然摄影师也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William 嘱咐我出入一定锁好门。但其实帐篷的门都是纱窗，并没有实

体的木门结构，我内心暗自嘀咕了一句：锁起来也只能防猴子和狒狒，能

防狮子和鳄鱼么？更何况帐篷还有一个“活门”，是在帐篷一侧单独开的

一个口，有点像给家里的宠物设计的猫门、狗门一样。早上如果你不想起床，

管家可以把早餐从开口处递进入你的帐篷来，而不用敲门从正面进来打扰

你。虽然有此用途，但这个“活门”还是让我有点担忧，感觉是给鳄鱼留

下的“机关”，给自己留下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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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的
露天星空卧室
Chyulu Hills 国家公园，它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名为为国

家公园的，位于 Tsavo 国家公园和 Amboseli 国家公园之间。

Chyulu Hills 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火山之一，由群山组成，距离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只有 40 英里远，而乞力马扎罗山宏

大的身影就是此区域最壮观的背景墙。

Ol Donyo Lodge 营 地 就 位 于 马 赛 人 拥 有 的 名 为

Mbirikani Group Ranch 私人保护区，这片地区居住的都是

马赛人，也是这片占地 275000 英亩的私人保护区土地上

唯一的一家五星营地。在马赛语言里，Ol Donyo 代表“山”

的意思，而它也正处于 Chyulu 国家公园群山的一个小山丘

上。

我在非洲遇到的最老的一位游猎向导正是在这片地区。

Seki——一个 43 岁的马赛人，已经在 Ol Donyo Lodge 作

了 20 年的游猎向导。虽然只是 40 出头的年纪，却因为常

年在外风吹日晒，看上去像快 60 岁的老人。他不怎么喜欢

笑，总是一脸正经，自带一种威严感。

见到 Seki，我问的第一个问题直截了当：“是什么吸

引你选择在 Chyulu Hill 这个地方作游猎向导，而不是去有

上百家营地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呢？我猜那边机会应该会

更多吧，赚小费的机会是不是也会更多？”

Seki 板着脸回答道：“马赛马拉的游猎向导都不懂得

尊重动物、尊重自然！”

我一头雾水。

对 Seki 的慢慢了解是从第二天清晨的游猎开始的。我

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对角马母子，可能是清晨的迷雾和突然

出现的吉普车让小角马慌了神，一时间没有跟上妈妈，母

子就这样在我们吉普车前面一个奔向了左侧灌木，一个躲

进了右侧灌木。

停在角马妈妈和小角马之间的 Seki，赶紧驾驶吉普车

选择了绕行，好让小角马赶紧追上妈妈。他的这个举动让

从我的帐篷到营地的餐厅要步行十

几分钟，当然，按照肯尼亚当地营地的

通行规定，在夜晚时分，客人是不可以

单独走在营地的，需要有马赛保安陪同

才行。

晚上，在 Matthew Nkilisho 的陪同

下，我算是真正地意识到了自己深处在

何种的“险境”。Matthew 随便拿手电

筒往水里一照，马上即可判断池塘里有

三只鳄鱼、两只河马正闪烁着它们凶狠

的眼眸；再往黑暗的草丛里一照，是一

组组金色的光晕，这是吃草动物们的眼

睛。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吃草动物的眼

球，随着它们的移动，就像是夜色中跳

跃着的宝石，光芒四射。

午夜时分，居然停电了，独自安眠

在帐篷里的我，只能不断自我安慰：毕

竟这家营地已经经营了 26 年的辉煌历

史，这一夜一定不会有差池的吧！

好不容易熬到清晨来临，从帐篷走

出来，迎接我的是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

朝阳。在去餐厅的一路，布满了各种不

同尺寸和形状的粪坨，可见营地的夜晚

是多么生龙活虎、活色生香；而在营地

丛林的拐角处，两只打闹的猴子因为太

关注于彼此之间的追逐，差点和我撞个

满怀，我们彼此都吓了一跳。随后暗自

庆幸：亏得如此忘情嬉闹的不是两只狮

子！

我很期待这崭新的一天，不仅有游

猎的吉普车已经在等待我了，更重要的

是总经理 William 答应我，晚上会找出

《走出非洲》这部电影播放。想想看，

能在 Finch Hattons 命名的营地重温这

部名作，会是多般配的安排。这或许也

算是追寻 Denys Finch Hattons 未完成

的理想吧。

目的地Destination

我心生暖意，因为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很多游

猎的吉普车都是不管不顾地从动物群中间穿行。

据说马赛人的眼力非常好，有 8.0 的度数，

我真的是相信了。告别角马母子后，吉普车又行

驶了一段，突然 Seki 告诉我前方有两只猎豹，

而沿着他指的方向，我却什么也没有看到。Seki

又驾驶着吉普车朝前开近了小 1000 米，我才模

模糊糊地看清了两只猎豹兄弟的身影。

不过 Seki 停车的位置距离两只猎豹有点太

远了，有 300 多米，我很希望他可以再靠近一点。

Seki 经验老道地说，“你看，这两只猎豹正在准

备偷袭角马，如果太近的话，就破坏了猎豹猎捕

角马的机会。”沿着他的指向，我才发现两只猎

豹兄弟目光所凝视的方向，是一群在草地上吃草

的角马。随后 Seki 又重复了一句他说了好几次

的老话：“要懂得尊重野生动物。”

我和Seki一直静默地待在熄火的吉普车上，

远远地关注着猎豹兄弟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靠近角

马家族的，只是草原上一辆摩托车突然闯入猎豹

和角马的中间地带，一下打破了平静，最终破坏

了两只猎豹兄弟苦心经营的猎捕计划。

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我看到过太多游猎向

1
1. 蒙特利尔街头的 Leonard Cohen
2. 蒙特利尔典型的法式住宅。
3. 蒙 特 利 尔 爵 士 节 总 监 Laurent 
Saulnier。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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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直接把车开到猎豹身边，而喜欢登高望远的猎豹貌

似也愿意登上吉普车顶，从高处位置去发现周边的狩猎

情况，在网络上也散播着数以百计的猎豹或坐或卧在吉

普车顶上的照片。我很好奇的是，Seki 为什么不可以更

近距离地接近猎豹，并吸引猎豹“坐”上吉普车呢？

 本来就看上去很威严的 Seki，听闻我的话就更严

肃了。“在 Ol Donyo Lodge 营地，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游猎向导会被营地立刻开除！” 他说的斩钉截铁，“猎

豹登上吉普车，猎豹并没有错，错在游猎向导这里，作

为向导你不可以过分地靠近动物。野生动物和野生环境

是需要被尊重的。”

Seki 还 告 诉 我， 占 地 275000 英 亩 的 Ol Donyo 

Lodge 营地是这片马赛人拥有的私人保护区土地上唯一

的营地。虽然地广人稀，但是营地的游猎向导们都自发

地执行一条规定：只有两辆吉普车可以同时靠近一组动

Ol Donyo Lodge 营地

如何抵达：从肯尼亚内罗毕的 Wilson 机场到营地所在 Tsavo Ol 
Donyo Lodge 简易机场，飞行时间 1 小时。简易机场到营地约 15 分
钟车程。
定机票网址：www.flysafarilink.com

物，当第三辆吉普车出现的时候，第一辆首先到达的

吉普车要自动开离此地。这的确和马赛马拉草原上十

几辆吉普车扎堆围观一组动物的情形大相径庭。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马赛人为什么 20 年来固守在这

一片土地，而不去选择有更多机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

园工作。虽然猎杀大象、犀牛这些狩猎活动已经被禁

止了，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倡导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但其实在保护动物的同时，我们在尊重动物、尊重自

然的这个领域中，还是所知所为太少了。

入住的当日，我就和 Seki 开玩笑说：“我被困在

这里了。”Seki 答道：“那就困着吧，没有理由不花

上一天时间来欣赏你屋外的风景。”

是的，Seki 说的没有错。Ol Donyo Lodge 营地一

共只有 8 个房间，都是茅草屋顶，是马赛人的传统建

筑风格，在整个 Chyulu 群山中并不突兀，是平和又融

入的一种建筑风格，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每个房间都正对着乞力马扎罗山。

清晨你最好早早醒来，然后躺在床上，等待那位优

雅的“女主人”——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夫人从

她的被窝里探出头来。

每个房间都配有私人泳池，此外还有室外沐浴

空间。营地的总经理 Savanna 说，在这里可以一边

沐浴，一边看猴子。我回应道：“是被猴子免费观

看吧。” Savanna 听后哈哈大笑。

是的，这里的野生动物经常会在你的房间附近

徘徊——这是一种神奇而又亲密的体验，而且你不

必害怕。

位于半山上的营地，视线下方是一片平原，营

地特意为附近的动物打造了一个饮水池。随着白天

气温逐渐升高，尤其是中午时分，平原上面就会变

得好不热闹：斑马、瞪羚、角马、疣猪都来喝水了，

还有那些温柔的巨人——大象家族也会赶来。

狒狒和猴子们喜欢在营地附近穿梭，它们总是

希望在餐厅和房间有所斩获。一天清晨，我打开房门，

发现露台上臭烘烘的，再仔细一看，被苍蝇环绕的

是狒狒搞出来像馒头大小一样的三坨屎，就撂在了

我的私人泳池边的日光椅上，这也实在是太不讲求

邻里和谐共处了。

正当我哭笑不得的时候，突然发现两只疣猪流

连在我泳池旁侧。其中一只显然刚喝到水，发现我

之后选择了急忙转身准备跑，另外一只显然还没有

解渴，也没有注意到我，看到同伴转身离开，满脸疑惑，

似乎在纳闷：嘿伙计，你慌什么呢？ 

而说到害怕，营地的网站资料上这样介绍道：“没

有什么比躺在‘星空床’上听狮子咆哮更美妙的了。”

想想也是挺刺激。

营地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露天的屋顶平台，平台

上面安置着一个四柱的双人床。如果想要体验一下睡在

非洲的星空下，可以提前请营地管家为你安排布置一下，

然后在夜晚就可以享受一张配着舒适枕头、温暖大被子

的浪漫“星空床”了。当然，这个“星空床”是全露天的，

你不仅可以躺在夜空下看星星，还可以听到夜晚周边动

物的各种咆哮声，简直是浪漫和狂野并存。

我孤家寡人地入住营地，可不敢一个人睡在夜空

下，躺了一会就移师到房间里面安全又柔软的双人床上

了。后半夜，我被动物一声声的吼叫声惊醒，而且感觉

声音越来越近，几乎就是在我私人泳池的位置。

第二天清晨，我刚刚来到早餐厅，Savanna 就欢欣

雀跃地跑过来问我，昨晚听到狮子叫了么？天啊，我才

知道半夜亦步亦趋地靠近我私人泳池的居然是狮子，而

且据说还是一组四只！我一直以为是角马呢，毕竟角马

的叫声也是震耳欲聋。也就是我的“无知者无畏”，要

是知道是狮子家族半夜来访，恐怕我也是瑟瑟发抖地惊

醒着过完后半宿吧！

同时，我发自内心感谢狮子一家比较“讲究”的做派，

没有在我私人泳池的日光椅上留下什么角马头、羚羊角

之类的“礼品”。那可比狒狒的三坨粪便，会让我震惊

太多了！

Tips

目的地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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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部落和种族：马赛人
到了肯尼亚，一定会注意到一群红袍加身的马赛人。所以我也不得不说说

马赛人。

很多营地都大量雇佣马赛人，比如 Mahali Mzuri 营地有 90% 都是

马赛员工，营地的 12 个帐篷的名字 Irisia、Ilpurko 等等都是源自马赛

的12个部落名称；Mara Bushtops营地的75个员工里，有一半是马赛人；

而位于马赛人保护区的 Ol Donyo Lodge 营地，马赛员工也占绝大多数。

马赛人占据了非洲 800,000 平方公里的草原和开阔平原，这个以

凶猛和勇敢而闻名的游牧民族，藐视农业和耕种。虽然已经进入 21 世

纪，部分马赛人已经进入了营地工作，作游猎向导、保安、餐厅服务员，

但是绝大多数马赛人仍然会和他们的牛一起寻找丰沛的水源和绿色的

牧场。

进入营地工作的马赛人，虽然穿上了员工服，但是仍然很容易识

别他们。马赛人通常都缺少两颗下门牙，这是因为在他们小时候，为

了灌药方便而永久留下的印记。

在马赛人的传统文化中，成年的男性必须以杀死一只狮子来彰显

勇气，同时以此作为一种“成人仪式”。在 Mara Bushtops 工作的马

赛人 Wilson，迄今一共杀死了五只狮子；在 Finch Hattons 的马赛保安

Matthew Nkilisho , 在 15 年前的 17 岁时，就赤手空拳杀死了一只狮子。

我曾经十分好奇地问过 Wilson：“成人仪式不是只有一次？杀死

一只狮子就足够了，为什么要杀五只？”

Wilson 回答我说：“马赛男人结婚前必须杀一只狮子。”

“那你有几个老婆 ?”我问。

“一个！”

“那你为啥要杀五只狮子？”

“……”

一个世纪以前，非洲有 20 多万只狮子，但是现在整个非洲只有不

到 3 万只狮子，肯尼亚仅仅剩下大约 2000 只狮子。如今，在国际野生

动物保护组织的倡导下，狩猎狮子已经属于违法。

马赛的狮子狩猎者，现在大多已经变成了肯尼亚营地的“狮子防

卫者”（Lion  Guardians）。曾经，几乎每个“狮子防卫者”都杀过狮

子，但现在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人不被狮子伤害和互相伤害。

特别推荐

到肯尼亚，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
传奇的民族，方式很简单，很多
营地酒店都有参观马赛村落的活
动。通常收费 20-25 美元，营
地就会派专车送你去马赛村落参
观。

马赛人的禁忌

马赛人有很多的禁忌，基本分为
三类：
首先是道德禁忌：
已婚女人怀孕时候不可以有性生
活——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不
可以和没有性经验的男孩发生性
关系——会被丈夫绑起来鞭打；
不可以与同一宗族或者部落的男
人发生性关系——惩罚只针对男
性，男人是唯一被指责者，而且
是非常严厉的。这名男性的牛可
能会被致残，他本人则有可能被
打死。
已婚男人不可以和没有性经验的
女孩发生性关系——惩罚措施由
这个女孩所在村庄的女性执行，
她们可能会伤害那个男人的牛。
一个女孩在进行割礼之前不可以
怀孕生小孩——惩罚是她会被逐
出部落。

其次是卫生禁忌：
牛奶和肉不可以在同一天食用；
如果一个已婚女性看见一只动物
被屠杀，屠宰者就不能食肉；
有些动物，例如斑马，是不可以
吃的。

最后是仪式禁忌，包括 :
女人禁止用摩擦方式生火；
死者的名字不应该被提及；
一个男人不应该直接告知别人自
己的姓名。

关于肯尼亚旅行

签证：
可以直接登陆肯尼亚官方
网址申请电子签证，网址：
www.ecitizen.go.ke。
签 证 加 服 务 费， 总 计
52.53 美元。网上支付签
证费，并打印电子签证随
身携带。

旅行季节：
每年的 12 月到第二年的
2 月和 6-9 月是肯尼亚的
旱季，而动物迁徙季节是
6-9 月，这也是全年最旺
季。
长雨季是每年的 3-5 月，
通常是淡季；短雨季则是
每年的 10-11 月。

气候：
肯尼亚虽然处在横跨赤道
的位置，但由于海拔高，
加之有风，体感很冷；且
一天之内气温会有很大变
化，强烈建议带上羊毛衫
和防风衣来御寒。高端营
地都有柔软的毯子和热水
袋来让游客保暖。

境内交通：
首先要搭乘国际航班到达
肯 尼 亚 首 都 内 罗 毕， 然
后 再 搭 乘 该 国 境 内 位 于
Wilson 机 场 的 小 飞 机，
飞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或者私人保护区。 
营地酒店一般不负责境内
机 票， 需 要 客 人 自 行 购
买， 往 返 票 价 约 350 美
元起。而且即便你一个行
程去草原上的两个营地，
也是从一个营地首先飞回
Wilson 机场，重新购票，
再飞到下一个营地。所以
在肯尼亚旅行并不便宜。
肯 尼 亚 境 内 小 飞 机 的
预 定 网 站 是： www.
flysafarilink.com 或 : 
www.airkenya.com

行李： 内罗毕 Wilson 机
场的行李限额是15公斤，
包括手提行李。此项限制
执行非常严格，且行李必
须是软包，大型硬壳旅行
箱不准许登机。

Tips

他们也会把鲜血和牛奶混合在一起饮用。Finch Hattons 营地的马赛保

安 Matthew Nkilisho 今年 32 岁了，但看上去还像未成年的 18 岁年纪一样，

Matthew 告诉我，马赛人普遍都显得比实际年龄小，而且都会活得很长，活到

100 多岁算是正常的。或许这和他们喜欢饮用鲜牛血、牛奶有关。

马赛人是一夫多妻制，Matthew 57 岁的哥哥有七个老婆，Mahali Mzuri 营

地的的马赛向导 Newton 的父亲也是七个老婆，而 Ol Donyo Lodge 营地的游猎

向导 Seki 有两个老婆。只有 23 岁的 Newton 还没有结婚，于是我问他希望将来

有几个老婆？因为目睹了父亲老婆之间的矛盾，Newton 说，他更向往简单的生

活，只会娶一个老婆。当然，如果他后面改主意，打算娶 3、4 个老婆，马赛也

并没有法律限制。

想要知道一个马赛男人有几个老婆，数一数他院子里的土屋就知道了。马

赛女性和丈夫结婚后，要自己动手盖房子。房子很简单，就是用泥巴和树干混

合搭起来的矮小土屋。直到今天，马赛人娶一个老婆，基本依然是用 20 头牛作

为代价的。所以牛在马赛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Ol Donyo Lodge

营地的向导 Seki，有 100 多头牛，营地员工都说他是当地的“土豪”。

马赛人的饮食十分特殊，他们喜

欢喝鲜牛血。通常的饮用办法是，从

牛群中选一头健壮的牛，然后用一支

极其锋利的小刀直接刺破它的颈部动

脉，用吸管直接插进牛的动脉血管饮

用献血。饮用完毕，用牛粪把牛身上

被刺破的创口堵上。

目的地Desti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