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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户外

NAMIBIA
Dride a bike

骑行纳米比亚
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单人骑车穿越了纳米比亚，回来之后他一直对当地
的风土人情赞不绝口。所以，去非洲骑行，成了我去纳米比亚旅行时一个
必须完成的梦想，但是作为“自行车菜鸟”，要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很大的

文 / 雨茶  图 / 小强 爵士冰 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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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能力超强的 Ally 折叠

艇装载着队员们的衣食住

行。（左图）只要敢坐，我

们就敢拉，沿路搭载了无

数藏族同胞。（上图）河边

的天然营地，面朝江河，

看日升日落。



8
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

9
January

  2014

我知道，无论我抱怨还是诅咒，我需要划的桨数一下也不会少，一下也不会多，如
果我要划到入海口，还要实实在在地划 20 多万桨，我也不再有什么憧憬，只希望别
再忽然吹来一阵大风，吹得船儿在原地不能前行。

运载能力超强的 Ally
折叠艇装载着队员们

的衣食住行。（左图）

只要敢坐，我们就敢

拉，沿路搭载了无数

藏族同胞。（上图）河

边的天然营地，面朝

江河，看日升日落。

能在纳米比亚骑车其实相当不易，领队安德

鲁最初并不愿意接受我报名，因为本次行程类似

于半订制线路，其他报名队员都是准职业高手，

我这种业余散客并不受欢迎。但是我一直死皮赖

脸地发邮件以“他的第一个亚洲客人”自居，他

在咨询其他队友之后最终给我亮了绿灯。搞定了

名额后又遇到了签证问题，纳米比亚签证倒是容

易搞定，但转机南非居然还需要过境签，而且手

续极其繁杂，之前没注意，最后不得不重买机票

转道法兰克福，赶在队伍出发当天早上抵达了纳

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安德鲁更是神通广大地派

助手阿瑟跑进了停机坪，安排我走特别通道（人

生第一次享受了外交礼遇，估计也是唯一的一次）

不用排队就盖了海关章出机场直接出发，一切安

排都严丝合缝。阿瑟是个子不高的“小白脸”，看

似弱不禁风，一见面就要和我侃中文，据说都是

他朋友教他的，不过都不是啥好话，不知道是哥

们把他忽悠了还是他把哥们我忽悠了⋯⋯

集合地点是在安德鲁的农场，离机场不远，

相当高大上，数座独栋别墅，各类大型农用机械，

连 KTM 摩托车都是一排，安德鲁也正在忙着最

后的准备工作 ：两辆四驱大吉普，后面挂着两辆

大拖车，所有山地车已经被装在了拖车上，一水

的碳纤维车架，所有组件都根据我们的身高和体

重调试好了，我的行李箱也被塞进了巨大的防水

袋里面，一切都整装待发！其余几个同行队友也

都陆续赶来，貌似都来头不小。伊恩是苏格兰人，

职业山地车手，专门过来踩线探路的。与伊恩一

起的阿什利来自英国，某自行车品牌的老板，估

计目的和伊恩也差不多。罗伯特、伯妮和卡梅隆

都来自美国 ：戴着草帽的罗伯特是某著名旅行电

视节目的制作人，这回是来拍片攒素材的 ；伯妮

异常强壮，绝对的女汉子，骑行发烧友兼自由撰

稿人 ；卡梅隆一身极客打扮，是知名的户外摄影

大咖。瑞典的尤瑞卡属于白富美，顶级装备全副

武装，貌似也是一把好手。伯恩则是很多饮料与

运动品牌在纳米比亚的代理商，这回是来当地陪

的。只有我是彻头彻尾的水货 ：最近两年只骑过

十多公里公路，现在还依然在云里雾里倒时差！

我的头盔是安德鲁给准备的，不过亚洲人头型是

左右宽前后短，因此细长型的欧版骑行头盔并不

适合我，即便安德鲁给了我最大号的头盔，我依

然就像戴了一顶高帽子一般，晃晃悠悠的。不过

暗地里给自己打气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就是骑

车吗？有啥可怕的，于是就自来熟地和各位侃起

了大山，一聊才知道 ：各位兄弟姐们已经知道有

一个中国哥们要来打酱油，而且居然是他们说服

安德鲁让我加入的——难得有一个爱好者积极参

与，为什么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之前还没啥感

觉，这个时候却真是有了那么一丝心虚，可千万

别丢了中国玩家的脸面。正式出发之前，安德鲁

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介绍了其它几名随行工作

人员 ：阿瑟是技师加司机，安德鲁的儿子杰夫负

责开车，詹姆斯则是杂工兼厨师。这一次骑行之

旅看来确实够奢侈 ：8 名队员而已，居然有 4 名向

导！

初来乍到，出师不利

第一天的行程似乎很简单，我们先搭车进入

纳米布沙漠 (Namib Desert) 边缘地带的霍马斯高

地 (Khomas Highlands)，然后在沙漠公路上骑行

60 公里，到达斯普瑞哥特帕斯地区 (Spreetshoogte 

Pass) 的 纳 米 布 格 伦 斯 营 地 ( Namib Grens 

Camping) 扎营。车行路上，我趁机抓紧时间眯着

眼睛倒时差，不过也迷糊间听了一些八卦 ：安德

鲁家族已经从德国移民纳米比亚两百多年，一直

在经营农场 ( 怪不得如此土豪 )，因此他是正宗的

纳米比亚人，年轻时他是职业公路自行车与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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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冰的地图大概是几年前更新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在
多出来的这 10 多公里路程里，大家都在畅想如何为黄河漂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车赛手（有 KTM 就不奇怪了），现在则是非洲最为

知名的骑行向导之一 ；杰夫在南非读大学，不过他

要求休学一年在家社会实践 ；詹姆斯家族之前是安

德鲁家的黑人奴工，不过两家相处很融洽，所以即

便詹姆斯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农场，他依然经常在农

闲时回来给安德鲁帮忙！而貌不惊人的阿瑟更是知

名的自行车耐力赛高手，拿过北非 300 公里不间断

骑行赛的第三名。

这边的路况非常不错，几乎都是柏油路面，车

流也并不密集，时常会有路牌出现提醒注意野生动

物穿行路面。疣猪、狒狒之类的小家伙不断在路边

出现，特别是狒狒，经常成群结队地在公路上散步，

或者整齐划一地蹲在隔离桩上，难道是闲着没事数

车吗？卡梅隆一边拿着撑杆支着 Gopro 摄像与拍照，

一边赞不绝口 ：“这一切太神奇了。”路面上的交通

工具也是千奇百怪——各种汽车与摩托自不必说，

骑马的、骑驴的、骑自行车的、开拖拉机的、驾马

车的、赶驴车的也都不少。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所有人都是那么友好，无论是会车还是超车，司机

都会挥手向对方打招呼问候。其中有一个赶着驴

车的人家特别热情，整车人都在向我们欢呼，安

德鲁于是专门把车停了下来，还给他们留下了一

些饮料和水果，我们的午餐也同时就地解决了。

午饭之后大概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逐渐进入

了沙地，一棵植物都看不到，安德鲁开始给我们

介绍 ：“今天主要是为了热身，几乎没有什么起

伏，但是路面非常松软，大家可能需要逐渐适应

一下，以后几天这种路况会很频繁。”又过了一

会，好不容易看见一棵枯树，安德鲁便停下了

车——这就是起点！

下车之后立马体会到了非洲太阳的毒辣，于

是伊恩带头领着我们往布满织巢鸟巢穴的枯树下

跑，安德鲁不经意间地说了一句 ：“响尾蛇特别

喜欢用那些废弃的鸟巢做窝。”我们立马被吓得

退了回来，不过罗伯特的机智反应起了作用：“好

像我只瞧过响尾蛇在地上跑，没看到过它们往树

上爬啊！”安德鲁依然一脸严肃 ：“那是沙漠里

面的响尾蛇吧？你想一下沙漠里面有树吗？”这

一个解释似乎非常靠谱，于是大家都乖乖地回在

路边，整理行头出发。安德鲁又最后重申了一点：

“两辆后援车会一前一后，你们谁要是不想骑了

随时可以上车，千万别勉强，今天只是刚开始，

重头戏在后面几天呢！”

伊恩、伯妮、卡梅隆和阿什利率先出发，我

担心被落在最后，所以赶快跟着一起。实在没想

到路面如此之软，根本就蹬不动，连车把都被带

偏了，想加速根本就不可能。不过其他人似乎并

没有受到啥影响，一溜烟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把

我远远抛在了身后。就连尤瑞卡和安德鲁随后也

都超了我的车绝尘而去，就剩下我孤零零地落在

后面。最开始，我还乐在其中，这种天地独一人

的感觉非常棒，心灵被彻底放空，没有压力，不

必多想，无需深究，想骑就骑，想停就停……连

身边的景致到底是怎么样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了。不过时间久了，身体的疲惫感越发明显，稍

微一恍惚，我就直接连人带车摔在了路

面上，还好反应够快，我纵身一跃没被

压在车下，不过两只手已经在不停地打

颤，连车都扶不起来了。各种挫败感与

失落感随之袭来 ：我不远万里来到这就

是为了受罪吗！为什么这么快就累趴下

了？不过还得坚持，于是休息片刻咬紧

牙关继续上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切

实体会到了那一位千里走单骑的朋友的

厉害之处，我自己还真没有那么强大，

暗自庆幸自己只是骑上那么小小一段，

而且还有后援团。就这样孤独地骑了两

个多小时，心里十分纳闷，为啥搭车时

看见动物无数，骑车却啥都碰不到，连

鸟都没一只，要知道纳米比亚可是观鸟

圣地啊！不过转念一想，最好还是别遇

到啥动物了，要真遇到了一群狒狒，个

头比我都大，说不定把车都给我直接

“没收”了。俯身看了一下 GPS 记录仪，

居然只骑了不到 25 公里，速度也太慢

了，看来我确实需要被收容了。我隐约

记得后援车都已经开走了，但是怀着那

么一份侥幸心理回头望了一眼 ：远处有

一辆吉普车正在龟速行驶着，不会是后

援车吧？就算不是后援车，我也得求搭

顺风车，当地人民这么友好，肯定不会

“见死不救”。于是开始拼命挥手，等车

开近了一看，差点激动地叫出来，确实

是后援车，司机是阿瑟，罗伯特也坐在

车里。阿瑟先开了口 ：“需要补充给养

吗？你可以慢慢骑，我会一直跟在你后

面，你摔倒遇到问题了，我这也有急救

药品。”罗伯特随后接上了话茬 ：“哥们，

我今天根本就没骑，你也上来吧，第一

天犯不着这么拼命，不丢人！”早知道

有罗伯特垫底，我早就求援了！毕竟我

介绍 纳米比亚 于 1990 年摆脱南非统治独

立，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目

前它已经被公认为非洲最为富足与安全的

国家之一，近些年来旅游业发展异常迅猛，

不过亚洲游客还相对较少，我在纳米比亚

呆了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一个东方游客。

物价 纳米比亚的人均 GDP 比中国高，而

且几乎所有工业制作民生用均需要进口，

所以日常消费的物价不算低，一罐可乐要

卖 6 元人民币。但是与旅游相关的消费却

相对便宜，一辆轿车的租车费只需要 350
元，国家公园的豪华酒店含早餐只要 600
块。

交通 飞往纳米比亚最为便捷的方式是转机

约翰内斯堡飞往温得和克，不过你将需要

一份南非过境签证（不过从纳米比亚回程

转机约翰内斯堡并不需要过境签证），否则

就只能转机法兰克福。

“不用急，慢慢来”（No Worry,No Hurry）

运载能力超强的 Ally
折叠艇装载着队员们

的衣食住行。（左图）

只要敢坐，我们就敢

拉，沿路搭载了无数

藏族同胞。（上图）河

边的天然营地，面朝

江河，看日升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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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批入队的，不能一开始就掉链子啦！

搭车就是快，没坐多久就遇到了另外一辆救

援车在露营地门口等我们，尤瑞卡也坐在车里，

因为脖子没抹防晒霜给晒伤了。营地同样够奢侈 ：

露天大游泳池，独立的厨房、烧烤围灶和抽水马

桶卫生间，专门的淋浴房居然有热水，淋浴房的

蓄水池里面加满了水，准备好了柴火，蓄水池正

下方是一个灶炕 , 只等烧柴火就可以热水洗澡了。

安营扎寨的时候，我又一次被震住了，非洲人民

太实在了——帐篷重得要命，一只手都拎不动，

帐篷杆是铁管，帐篷布是厚实的强化塑料布（后

来才明白这样隔热效果反而更好）；防潮垫完全就

是大学时的体育垫，用来当跳高垫都够用了 ；餐

桌铺上了桌布；每人都有一把扶手躺椅，南非红酒、

德国甜酒、纳米比亚啤酒应有尽有……原来“豪华”

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啊。

安德鲁他们忙着做晚饭的时候，伊恩和阿什

利专门来找我聊天，他们都想到中国骑山地车却

找不到地方，于是我就向他们推荐了贡嘎和四姑

娘。这个话题的讨论由此被延展到了餐桌上，成

为了晚餐会的主题，最后大家一致结论来年组一个

队到中国骑车，我来当向导。不过这事情想着真

不靠谱，一个菜鸟给一群高手当领队，真是反了

天了……晚饭是正宗的法餐流程，相当丰盛可口，

只是我都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就光惦记着怎么给

大家当领队了，连晚上睡觉都在琢磨这个话题。

百转千回，顺利通关

第二天的行程强度稍微大了一些，早起先在

纳米布格伦斯营地的丘陵地带中骑行热身，早餐

后沿着诺克路福特 (Naukluft) 山脉一路骑车下山，

午餐之后可选择骑行或者搭车前往乔彻伯河营地

(Tsauchab River Camp) 露营。

天还没亮就要出发，我把两条速干裤都套上了

也还觉得冷，不过其他几个老外依然一身短打，身

体素质显然不一样，看来我骑不过他们是应当的。

营地里的小路不宽，却异常瓷实，骑起来舒坦多了，

我也总算跟得上大部队的“轮伐”了。卡梅隆背着

一个摄影包，肩带上挂着一个单反，头盔和车把上

还各装了一个 Gopro，始终冲在最前面给大家拍照，

看来户外摄影师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而伯妮则时

不时带着大家到处飞车留影，还好坡不算陡，我勉

强能应付，毕竟鄙人是“技术流”，不擅长体力活。

伊恩手把手地给我讲解各类细节动作，突然才发现

原来骑车的学问这么大 ；罗伯特则是拿着机器自问

自答自拍，怪不得他老当独行侠，原来是创作需要。

路上时不时出现的小山丘非常适合当背景，谋杀了

我们不少胶卷，伊恩和伯恩还自告奋勇地表演了骑

行攀石的花式技巧。

早餐之后正式出发，安德鲁提醒我最好先搭一

段救援车，只骑行最为经典的下山路段，因为本次

活动的精华是山地骑行，而重头戏在明天！罗伯特

照旧会搭车拍片。尤瑞卡也会搭车，因为她昨晚睡

觉落枕了，脖子直不起来！有了两个难兄难妹陪同，

我当然不会拒绝这一番好意。安德鲁带着骑行的队

友们先走，我们几个帮着收拾东西之后再出发。果

运载能力超强的 Ally
折叠艇装载着队员们

的衣食住行。（左图）

只要敢坐，我们就敢

拉，沿路搭载了无数

藏族同胞。（上图）河

边的天然营地，面朝

江河，看日升日落。

运载能力超强的 Ally
折叠艇装载着队员们

的衣食住行。（左图）

只要敢坐，我们就敢

拉，沿路搭载了无数

藏族同胞。（上图）河

边的天然营地，面朝

江河，看日升日落。

爵士冰的地图大概是几年前更新的，这个意
想不到的插曲，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在多出
来的这 10 多公里路程里，大家都在畅想如
何为黄河漂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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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都是软塌塌的沙地，暗自庆幸搭了车。其他队

友的速度很快，车开到下山路段时他们都已经下山

了。安德鲁很负责地留在起点等我们，这是一段超

过十公里的下山公路，急转弯颇多，路面情况复杂

多样，是知名的骑行下山圣地。安德鲁负责在前面

开路，我和罗伯特尾随。柏油路面的下坡冲起来最

爽，但是我始终不敢放速度，把刹车压得死紧，而

罗伯特反而还在加速骑行，我们对于速度的感觉确

实太不一样了 ；还有那么几段是砂石路面，手臂力

量偏弱的我骑起来依然很费力，怎么都找不到那种

“绝尘而去”的感觉 ；几个连续转弯的陡坡则被铺

上了方砖，速度一快起来就颠得不行，估计这是为

了限速设计的，因为几个弯道确实太急了，速度快

了根本不可能转得过来。从观景角度而言，这一段

山路是本次活动之中最值得骑行的，我们能够从诺

克路福特山脉向下俯视整个平原地区，再加上蓝天

白云的衬托，视野非常广阔，惹得我们不时停下来

瞧上那么几眼，怎么都看不够。

下了山我们都知趣地继续搭车，而安德鲁则是

快马加鞭地追赶前队去了，今天的太阳更大了，我

们坐在车里都嫌热，真为这些还在拼命蹬车的朋友

们捏了一把汗。不一会就超了他们的车，在中午赶

到了午餐点索利泰尔（Solitaire），它是一个位于

荒漠中心的中转小站，为过往来客提供各种服务，

类似于《无人区》里的黑店，只不过这里除了工作

人员是黑的，其它都不黑。Solitaire 原意是单人跳

棋，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它的地位 ：方圆上百公里

之内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就像无垠荒漠之中的一

个孤独棋子。入口招牌上记录着索利泰尔的常居人

口数量变化 ：最初是 51, 接着是 72，然后是 81，

现在是 92——看来哪都阻挡不了人类的生存与扩

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索利泰尔还有一大

片老爷车展示区，虽然都是些老古董，而且早就破

旧不堪甚至七零八落，但是往荒漠上一摆就别具风

格了，而且主人显然是花了心思的，看似不经意，

却很值得细细品味。路边还有一个提示牌 ：最低限

速，松鼠过马路，车辆慢行。非洲人民的冷幽默真

是无处不在，再荒凉的地方也磨灭不了他们的创造

力。午饭味道相当不错，不过得小心，经常会有小

鸟俯冲攻击下来啄上一口。不少飞车党也在这吃饭，

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来骑行纳米比亚的，只不过

工具是摩托车而已。飞车党的个头都极其魁梧，而

且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很有那种“荒野大镖客”

的范儿，很好奇这么热他们怎么扛得住？

一上午的下山骑行把大家都折腾得够呛，特别

是火辣辣的阳光，就连伊恩与伯恩这样的真汉子都

扛不住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下午的

骑行计划，直接搭车前往营地。拥有上百年历史的

乔彻伯河营地是纳米比亚最为知名的营地之一，从

入口处开始便陈列着利用汽车零件焊接制作的各类

雕塑作品。我们的营地位于乔彻伯河旁边的一棵巨

大无花果树下 ：帐篷与餐桌都可以搭在树下 ；淋浴

房建在一棵巨树中间，树干由于过于巨大分开长成

了几部分，中间留出的几个空挡被因地制宜地改成

了淋浴间与洗手池 ；半开放的卫生间可以蹲着马桶

看山景 ；去往卫生间和淋浴房的小道上还被贴心地

摆上了小油灯，晚上也不必担心摸黑。晚饭依然丰

盛，但这不是重点，因为大家都惦记着晚上数星星。

这一块地方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五大黄金级黑暗星

空保护区之一，著名延时摄影记录片《纳米比亚的

星空》的主要取景地，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营地

看到最为美丽与纯净的星空！这几年曾经见过许多

次震撼人心的星空。在冬季小五台的夜里爬出帐篷

突然看见漫天的星光，如同透明的碗里盛满了水晶，

零下二十多度的冷空气依然阻止不了我抬头凝视的

冲动。在美国拱石国家公园里，和朋友一起在拱石

下坐等星光浮现，如同在外星球上从另外一个角度

观察银河。而纳米比亚的星空却完全不同，它更像

爵士冰的地图大概是几年前更新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在多出来的
这 10 多公里路程里，大家都在畅想如何为黄河漂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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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艇装载着队员们

的衣食住行。（左图）

只要敢坐，我们就敢

拉，沿路搭载了无数

藏族同胞。（上图）河

边的天然营地，面朝

江河，看日升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