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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醉人之海岸
除了夏灣拿古城 ,古 巴的海岸同樣值得探究 ,可先前往

古巴南海海岸席恩浮格斯 (C｜ en下uΘ 9o9。 抵步後 ,稍事休息 ,

看看當地樂團接風迎蘣 然後登上 Cha〢 ottΘ 下raVΘ 安排的豪

華雙體中凡船 Pan○ rama｜ ,準備開始遨遊卡納雷奧斯群島 。

翌 日早上 ,由 席恩浮格斯往 自然生態保護區豬灣 (Bay

ofP咆s),雖然大家知道豬灣上世絕的
「
豬灣事件」,﹁ 9引 年

古美斷交後 ,美 國為流亡當地的古巴一車事組織提供訓練 ,中

情局協助他們登陸豬灣 (Bay0下 P｜9S),企 圖推翻卡斯特羅

政權 ,卻最後敗 1車 。從此豬灠只局部開放予遊客到訪 ,直到

20﹁ 冷年 ,古 美再度融合 ,方再受世人矚 目 ,唯前往方法非

常困難 ,只能坐船較舒適 。

在豬灣 ,你 看至心昔 曰一車事要塞重要 ,在博 物館有古 巴

戰機和戰 ,更會與曾歷豬灣事件的居民 ,從他們角度看事件

末 。豬灣在半島 ZapataPΘ n｜ nsu｜a,有 一個國家 ㄙ́̀園 Zapata

SvvampNat｜ on刉 Park,有著世界最稀有品種鳥類 ,如 身型

最細小的蜜蜂蜂鳥 ,及古巴國鳥咬鵑 (下ro9on),更 看拉薩才各

拉的 目yc趾ChΘ r,古 巴綠色啄木鳥 。在園內與雀鳥專菌會見 ,

親 自解述為何豬灣這個沼澤是一個雀鳥最佳棲息地 。

如想體驗豬灣海底世界 ,也 可在灣在游泳和浮 潛 ,如

有潛水執照 ,更可玩水肺潛水 。 至於位處加勒 比海西北部

的 Cayo└ar9o,一直被歐洲和加拿大人選為世界十大悠 閒

小島 ,有長長 白沙灘 ,海洋生態豐盛 ,早上會先到訪當地醫

院 ,與醫生和護士交談研究古巴小島的醫療體制 。而在海龜

養殖中心 ,更可認識古巴如何照顧瀕危絕種海龜許 你還可

游泳和浮潛親 自接解北美洲海龜 。

20﹁ 冷年 ,美國正式宣佈解除對古巴的十二種禁令 ,

古巴開始 了一系列 Peop｜ et○ PΘ op︳ΘPro9ram,透 過旅

行 ,與 當地 人交流 ,相互影響 ,把 民主 自由帶至j古 巴 ,

遊客亦學習到古巴人友善 、開朗 、樂觀和奮發精神 。

要認識夏灣拿 ,就得從世界文化遺產 的夏灣拿古城

出發 ,穿 過各幢歷史殖民風格建築 ,走到古巴藝術和文

化重地 ,在 廣場上與古巴人交談 ,互相認識 ,了 解當地

人對保留傳統和建築的態度 。之後沿建於 ﹁90﹁ 年的海濱

大道 M刉 ec。n駛
「
口1市 中心海邊地 ,綿 延九公里 ,一 旁是

高樓大廈 ,另 一旁是水泥長堤 ,時常看到數文高浪花磻、ll

過海堤濺到路面上 。

夏灣拿 ,曾 是北美洲主要藝術 文化交匯地 ,不 少

文豪雅士也曾至U此 一遊 。我們會至U村落 日ncaVi9〡 a,看

看海 明威 留下足跡 ;也 見至心自卡斯特羅 革俞 後建 立 的

城市歷史博物館 ,更會參觀雪茄工廠 ,是生產 Cohib介

Montecㄇ St○ 和 日0meoyJU︳ iΘta三 大品牌地方 ,了 解古

巴人創立的
「
u∩dadδ nAnto∩ ON●再ΘZU︳ m台nez,旨在喚

醒如何減少石皮壞環境和文化下 ,發展經濟 。最後還去看

看古巴人如何循環再用美國舊款汽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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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建築與自然環境共融
千里達 ,建於 ﹁5﹁ 4年 ,已 歹1入世界文化遺產 ,也 是

古巴眾城之中 ,把殖民建築保存得最好的地方 ,站在翠綠

山崗上 ,放眼就是加勒比海 。慢步在千里達 ,腳下是石

春路 ,前有大廣場 ,後有集合小地方 ,人人過看 閒息生

活 ,不徐不疾 ,前方路人全是一個個活動歷史資料片反 ,隨

時可對千里達一切侃侃而談 。 早上 ,閒 逛千里達 ,穿梭

小徑和村落 ,看 不同歷史建築 ,更會探訪當地藝術家 。少

不了到博物館 ,登上鐘樓 ,以鳥的角度看千里達 !

下午 ,參觀糖胼 專人介紹如千里達如何成為美洲糖

的王國 ,和 如何提煉 。 或者 ,你可以跟另一專家前往艾

斯坎伯瑞山 (巨ScambrayMount』 ns)的 科朗特 自然國家

ㄙ́̀園 (下○peSdeCo｜｜antΘs司 atUr剷 Park),欣 賞千里達 自

然歷史 ,慢步其中 ,經過 9同 穴 、河流 、瀑布 、峽谷和清澈

見底的天然池塘 、超過 冷0多種的蘭花原生種和 ﹁00種 的

蕨類才直物等珍奇異草等等 ,下 午則探訪民區 ,認識居民 。

與國家地理專家認識古巴
Chaㄇ○ttΘ 下r斜d精心 安排 的海上巡遊 ,國 家地理雜

誌的專家和攝影師分享以往數天在古巴的所見所聞 ,更會

教授攝影 ,如 何呈現古巴最美一面 。我們首先登陸古巴

第二大島 一 青年島 (自adeaduventUd)’ 它原名松樹

島 (sbdΘ Pnos),也是南海岸最大島 ,面積 2,冷﹁927

平方公里 〕人 口 86,臥玓 〕是昔 日政治犯監獄 ,如 卡斯特

羅兄弟 ,到 了 ﹁978年 ,因 世界各地及古巴各地青年至心島

上學習勞動 ,因 而命名
「
青年島」。

今 日 ,青 年島搖身一變成悠間消蓮地 ,雙體帆船會泊

在 S9UanΘ aBay,距 離 市 中心 N╰levaGerona約 四十分

鐘車程 。

先至心當地婦產醫院 ,看 看古巴在育嬰和婦女保健制

度 ,再到中央廣場參觀藝術學校 ,然後走入大道看看地道

小店 ,觀看民族文化表演 。 午餐後 ,前往建於 ﹁928年

的模範監獄 (Pre白 dbModΘ｜○),在草原上共有五個圓形

建集合一起 ,有看全景監視設計 ,關 押過卡斯特羅兄第在

內多達二千名革命者 。當卡斯特羅成為領導人後 〕也用此

監禁異見人士 、反革命者 、同性戀者和政敵 ,如今政成博

物館 。

返 回 帆 船 前 ,先 到 建 ﹁958年 的 酒 店 〢ote日

Co陷ny,前身是由著 名希兩頓集團管理 ,據說建酒店費

用 ,全 由意大利黑手黨包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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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〢°甘eTraVe︳ 《與國歌地理隊遨遊古巴》可﹁天之旅
三天胃�﹁彭u禿取碎,﹁ 00(約 HK$575,227)起
★不包括所有國際及兩陸航空費用、私人使費、司機和導遊小
費 、其他沒有歹1入行程和住宿飲食費用等 、旅遊保險 。

杳詢 :www.cha〢°ttetrave︳ .com.hkˊ info@cha〢 ottetraVe︳ .com.hk

南部明珠西思富戈新
﹁494年 〕哥倫布進行第二次發現新世界時找到古巴南

部城市西恩富戈斯 (CenfUe9os),及後變成海盜和走私者

天堂 。﹁引 9年 ,法國人殖民了西恩富戈斯 ,將城市變得優

雅和宜居 ,吸 弓｜大量古巴人移居於此 。

早上 ,在老城區慢步 ,十九世紀早期是古巴海岸南部城

市 ,是主要港 口之一 ,更是砂糖 、咖啡和煙草的貿易 中心 ,

於 2005年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拉丁美洲殖 民拓展第 一個 、

也是最傑 出的北美洲城市 ,體現現代化都市計畫!、 衛生和秩

序新觀← 街區以矩形布局 ,道路寬敞 ,建有宮殿 、燅區和

住一毛
,有許多古典主義風格建築 ,著 名建築物有市政廳 、康

塞普西翁 大教堂 、巴列宮等 。除遊覽城區 ,更會走入學校 ,

與師生交流 ,看其文化藝術表演 。

午餐於當地餐廳 ,後至心製糖小村 Pep忙o孔y,會合當地

歷史學家 ,認識北美製糖工作和工人事蹟 。

傍 晚 至j當 地 仕 族 故 居 ,建 於 ﹁97﹁ 年 的 P刉adode

\/ae,坐在露台 ,邊看 日落 ,邊欣賞由小孩表演的古巴民族

劇 Cucarach㏄aMa礎｜na,以歌舞和小孩角度看古巴 。最後 ,

返回中凡船 參與歡別晚宴 ,為古巴之旅畫心上完美句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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