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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慎（1488 -1559） 

 
 

秘鲁，一个南美洲的知名国家。 雄伟的安迪斯山脉，传说中的黄金之国， 神秘的朝圣之路，迷失的天

空古城，世界最高的导航湖...这些一直是我心所向之地。 可是十几年来由于学习的任务和工作的繁

忙，梦想一直未能成行。 就在今年春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并飞向了人生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

方。 

成行之前，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找旅游团便是我首当其冲的任务。 虽然听说如果到了秘鲁后再找团会

便宜很多，但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旅行。  在对当地的语言，环境和习俗都不熟悉的

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多付些钱，和秘鲁地方的旅游团提早决定行程，这样相对来讲比较安心。   经过

几个月的网上查询，我决定和一所名叫 “大地母亲的探索者” （英文 Pachamama  Explorers)旅行社合

作。  虽然在秘鲁，这只是一家小型的旅行社，但是它在网上却得到了世界各地旅游爱好者的一致好

评。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和这家旅行社所交流的电子信件不下百篇。  他们的工作人员迅速并耐心

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其中包括高原反应的建议，旅馆，火车和机票的预定， 当然，还有我最想尝

试的印加古道。 既然这家旅行社能这么热心，那么我也就在他们身上赌上一把，希望这次旅行能够顺

利。  



初来乍到 - 印加古都库斯科和神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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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是公元1200年左右至1533年的南美洲古老帝國。其王朝从曼科卡帕克-印加到阿塔瓦帕-印加
一共经历了13代君王。 在1400-1500年左右，印加国土曾经扩涨至现在南美洲的秘魯、哥伦比亚，厄
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换句话讲， 当时这强大的王朝基本统治了整个南美洲的安地斯山
脈。印加帝国的首都设于中央的库斯科。库斯科用凯丘瓦语言的意思是世界的中心。 她位于海拔3400
米，目前居住人口为一百二十万左右， 是个典型的高原古城。  

 

如此壮观的帝国，到底是何原因会使它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从强盛走向灭亡呢？ 我们就走入这印加
古都库斯科来揭开这个谜团吧。  

走入库斯科，您一定不会错过市中心广场的雄伟雕像。 只要你问起，当地人一定会自豪地告诉你他就

是印加帝国的第九代国王帕查库特克。  用凯丘瓦语言翻译，那名字的意思就是改变世界者。 名如其

实，他被公认为是印加历史上的最伟大国王。 他精通数学，天文，建筑，农业等知识。  有了他，印

加从一个简朴的部落发展至一个有能力向四面八方扩张的帝国。 很多印加帝国的知名景点，比如萨克

塞华曼堡垒，欧里阳泰坡，马丘比丘等都是帕查库特克亲自设计并下令督造的。  

 



 

刚来库斯科，我在旅馆放完行李后就在广场附近走了一会儿。  可是没几步路，我就感到头昏脑胀并
且口干舌燥， 但身边的水又喝完了。 哎，看样子高原反应不可小看！ 特别是库斯科的街道，到处都
是上下坡，才刚到就要爬上爬下， 这简直是受罪！ 虽然我在到达库斯科前我已服用了抗高原反应的
药， 可是好像目前还没起到作用。 情急之下只好冲进广场附近的一家小卖部，向柜台上丢了10索
币，就打开一旁的矿泉水瓶狂饮。 喝了半瓶水，狂喘了几口气，突然感到舒服了很多。 “一定要多喝
水，多喝当地的古柯茶。 高原会使你身体脱水，一旦严重脱水，那么就是再好的抗高原反应药都救不
了你。” 我家庭医生的忠告果然没错，毕竟他也去过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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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小时的大睡使我的精神恢复了很多，好像高原反应也有所缓解。 可是头还是感到隐约疼痛。  于
是我连喝了三杯当地的古柯茶并服下止痛药后就慢慢爬上了旅馆的顶楼阳台呼吸库斯科早晨的空气。
不一会儿，高原的空气就驱散了我的睡意。 从旅馆阳台向远处望去，马上可以看见山峰上刻着的几行
字 "Viva El Peru". 那意思就是永生的秘鲁。 多好听的名字啊，希望我对这次旅行也会带给我永生的记
忆。  

 

 

 

下午，我加入了当地旅行团组织的库斯科半日游。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  

 

 



黄金之屋：  

它位于广场附近。 要是你想了解强盛的印加帝国是如何被西班牙人征服的,这就是第一站。 时间回到
1525年左右。  当时的印加国王卡帕克把国土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阿塔瓦帕和瓦斯卡尔。   可惜一山
不容二虎。  在 卡帕克死后不久，兄弟两人便反目成仇并互相残杀来夺取印加王位。最后，阿塔瓦帕
击败了弟弟瓦斯卡尔并取得的王位。 可是，内战使得印加帝国四分五裂，这成为了西班牙人能攻下印
加帝国的有利条件之一。  

指挥攻取印加帝国的并非西班牙王室的上将或元帅，而是一为名叫法兰西斯克-皮萨罗的探险家。他没
有受过教育，也不会读书写字。 但他却拥有常人没有的冒险精神和军事头脑。皮萨罗在1528年就发现
了秘鲁的印加帝国。可他当时身边人数只有不到100人，要攻取印加帝国根本不可能。 于是，趁着印
加帝国在发生内战，皮萨罗下令部下友善对待当地土人并取得人心。 1532年，皮萨罗终于获得机会和
当时已取得内战胜利的阿塔瓦帕国王会面。 时机终于来了。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阿塔瓦帕根本没有
把皮萨罗放在眼里并只带了少数随从就进入库斯科的中央广场与皮萨罗见面。 结果不难想象，上百名
早已在城中埋伏的皮萨罗部下在毫无死伤的情况下俘虏了阿塔瓦帕。   

阿塔瓦帕同意用装满一屋子的黄金和两屋子的白银来赎回自己的自由和王位。 说实在的，黄金和白银
在当时的印加帝国根本没有贸易价值。 印加人民平时买卖用的实物交易制度。   所以黄金和白银最大
的作用就是用来装饰皇宫，神殿或雕像。  可是，对于皮萨罗来讲，这么多的黄金和白银简直就是意
外之财。在当时的西班牙，黄金和白银是可以用来买取爵位的。 这意味着皮萨罗家族日后的荣华富贵
将不再是梦。  听到这消息后，皮萨罗立刻同意了阿塔瓦帕的条件。  

于是，阿塔瓦帕立刻下令属下聚集黄金白银并全部放进了下图的储存室内。 这地方就被后人命名为黄
金之殿。 可是，在确定拿到黄金后，皮萨罗却下令秘密处死阿塔瓦帕。 可怜的阿塔瓦帕可能到被绞死
前才刚明白对于强盗或侵略者是不能讲道德信义的， 但是一切太迟了。  

 

 



 

萨克塞华曼堡垒：  

虽然这名字很奇怪， 但她却超好记。 英文发音，她就是 “Sex Woman”-性感的女人。 论建筑，我看不
出她有啥性感的地方。 哼，她不会是在印加时期用来关押性感女人的吧？  哈哈。。说正经的了。导
游让大家仔细观察下萨克塞华曼堡垒的建筑结构。 在和西班牙的较量中，论兵器，盔甲， 战略，印加
人民的确远远不如西班牙人。 但是，唯一让我们吃惊的是印加文明对于房屋和围墙建筑的构造。 请看
下图，这些巨石大小不一，但却紧紧相连，就连一张薄纸都插不进去。 当时印加人民没有我们现代的
磨石工具或机械， 所以为完成这项工程而花费的人力简直是难以想象。至于印加人民是如何把这些石
头运至当地并如何计算每块石头之间的摩擦和配合，那恐怕将是个永远的谜。 有人认为这些石头本来
就在当地，也有人认为印加人民是得到了外星人的帮助才完成了如此壮举。  

 

 

在完全攻占了印加帝国后，西班牙人把萨克塞华曼堡垒看成是恶魔撒旦的杰作并下令将其摧毁。  所以



如今我们见到的城墙只剩下了当时的20%-25%。 其余的城墙已被拆去并用于其他的建设了。     如果你
有兴趣的话，就顺着楼梯爬上这残剩的堡垒吧，站在堡垒上方便可遥望整个库斯科城。 但是爬上去的
前提是你基本适应了当地的高山反应。 毕竟萨克塞华曼堡垒位于海拔3700米，比库斯科城市还要高上
300米。  

 

广场大教堂：  

大教堂原本是一座印加皇宫。 16世纪中，法兰西斯克-皮萨罗攻下印加帝国后下令拆除其皇宫并在原
址上建立了这座大教堂。  

 



西班牙人知道虽然他们在武力上攻占了印加帝国，但是要让印加人民心服口服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
的事。 的确，要让一个原本只相信天地和大自然的民族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需要时间。  

 于是，当时西班牙教廷下令宽松对他们当时殖民地的镇压程度。 也就是说只要印加人民不明显反对西
班牙人的统治和圣经的内容 ，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 讲到这，请大家注意一下大教堂内的这幅画 

（画非本人亲自拍下）：  

 

我想每一个天主或基督教徒对这幅画恐怕都不会陌生。 不错，这就是“最后的晚餐”。 但是这幅画的亮
点就在餐桌上的主菜：天竺鼠。 但为啥主菜不是传统的羊肉或鱼肉呢？ 因为天竺鼠是当时印加帝国
民间的贵重佳肴。 这显示了在印加帝国被攻克后的岁月里，天主教在当地得以传播。 在今天的秘鲁，
天主教也已成为秘鲁人民的主要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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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适应，我的高原反应已无大碍。 加上今明两天所去景点的海拔相对不是很高（2700米至
3500米），我应该没有问题。为了适应两天后的印加古道徒步，我立下规矩这两天6点一定要起床， 

即使当天行程在九点才开始。 这样其实不错，逼得我晚上在9点前就上床歇息了。 今天在被清晨的阳
光照醒后我又登上旅馆的阳台边呼吸一早的新鲜空气边品尝着可口的古柯茶 。哇，看样子应该又是一
个大晴天！ 

今明两天所去的地方叫神圣谷。  它是印加首都库斯科周围的一片富饶土地。  他曾经是印加帝国的最
大农业基地。那里的乌鲁班玛河被称为是当地的神圣河， 那么沿河的这片土地自然也就被称做为神圣
谷了。为了保护首都库斯科和这些农业基地， 印加帝国在神圣谷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堡垒。  今天
我们要参观的就有皮萨克和欧里阳泰坡。  

 



皮萨克梯田： 

一早巴士离开库斯科并沿着山路爬行，一小时左右，我们就到了山顶上这个美丽的印加遗址。首先映
入眼帘的不是堡垒，而是这美丽的梯田。梯田最初造于印加时代，但皮萨罗占领了印加帝国后下令将
这梯田埋没并把附近的城堡摧毁。图下见到的是被重新挖掘和修整后得梯田。据导游所讲，印加时期
或印加时期前的漂亮遗址绝对不止我们未来两星期内看到的那些。 还有很多遗址被埋没在秘鲁的亚马
孙森林中。 目前要挖掘并保护那些遗产的代价太高，所以至今为止当地政府没有下令去揭开那些更有
趣的秘密。 把我们带到了山顶上的这个美丽的印加遗址。胡里欧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让我们进去任
意逛， 

 

虽说梯田附近的城堡已遭到西班牙人的强烈破坏， 但仍然有不少人冲上城堡的顶端俯视梯田的美景。  

 



皮萨克集市：  

它位于皮萨克梯田的 下方。味道有些像我小时候逛的集市一样。 不过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全面。 帽

子，手套，拖鞋，玩具，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应有尽有。 物品的价格也可以讨价还价。 看样子旅游业

的确改变了秘鲁的经济， 在市场购买物品的也基本上都是游客。  虽然看不出当地得小贩们受过多好

的教育，但他们都能用英语和游客们沟通。 临走前，导游还嘱咐我买齐两天后走印加古道需要用的物

品， 因为价格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   

 

欧里阳泰坡堡垒：  

吃过午饭后，巴士继续向下一个景点，欧里阳泰坡堡垒， 出发。 欧里阳泰坡堡垒造于印加国王帕查

库特克时代。 当时印加帝国在帕查库特克的带领下迅速向外扩张。在攻下欧里阳泰坡后，帕查库

特克下令改建当地的农业并在当地建造下图的军事堡垒以防国土被外邦人偷袭。  

 



1533 年，皮萨罗在处死未代印加国王阿塔瓦帕后又任命了一位傀儡印加国王：19 岁的曼科印加尤潘

基。皮萨罗希望这样能暂时稳定当时混乱的局势。 一开始一切到还妥当，曼科也乐意和西班牙人合

作。 可是不久，皮萨罗为了继续探险南美洲而离开了库斯科。  皮萨罗把库斯科交给了他的弟弟们管

理。 可皮萨罗的弟弟们根本就不把这位傀儡印加国王当一回事。 他们更企图把曼科的皇后克拉占为

己有。 终于，曼科冲冠一怒为红颜，他逃离了库斯克，召集了 20 万的印加旧部。曼科的军队以欧里

阳泰坡堡垒和萨克塞华曼堡垒做为基地并向库斯科城市发动攻击。虽然刚开始战局对印加军队有利，

但随后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瘟疫给了印加军队致命的打击。 多数印加士兵因没有对天花疾病的免疫力

而相继病死。 无奈之下，曼科只能带领残兵撤回欧里阳泰坡并依靠堡垒的坚固城墙死守西班牙人的反

扑。 坚固的欧里阳泰坡堡垒帮助了曼科打了几次成功的防守反击战。 但是最后因为粮草短缺，曼科放

弃了抵抗并撤退至亚马孙森林内。  

现在的我正站在堡垒上欣赏着城下的风景。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一阵怪风把我早上刚买的太阳帽吹得

不知去向。 在我感到懊悔并叹息时，导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不要担心，这顶帽子就是你对

于那些阵亡印加勇士的祭奠礼物。 有了他们的保佑，你一定能在后面的几天内成功走完印加古道。” 

哈，幽默的导游有时真让人哭笑不得。  

 

 

今晚的住处就在欧里阳泰坡堡垒附近，还是一家当地小有名气的花园旅馆。 旅馆的前门正对当地的神

圣河-乌鲁班玛河。 在这里，我要和我的巴士团告别了。 他们明天将坐火车直接去马丘比丘古城。 而

我还会在神圣谷再玩一天，并且后天开始四天三夜的印加古道徒步。 失落之城马丘比丘，但愿我五天

后能通过考验并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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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就被鸟啼声吵醒。 出门一看，哇，两只草泥马在旅馆花园内吃草。 于是赶紧掏出照相机拍下了这

温馨的一幕。  

 

今天的行程比较特殊。 不错，今天是我走印加古道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而且还是场私人热身赛。 

啥意思？ 换句话讲今天我有自己的私人导游和司机。 他们会带我去几个巴士团不去的地方。  其中还

有更好的事，我今天的私人导游就是我后面四天三夜走印加古道的导游。 这样一来，他可以提前一天

熟悉我的脚力并对我提出好的建议。 不过说起导游，我刚见到他时还真的有些不敢相信。他也只是一

个年轻并较瘦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叫杰森。 后来在和杰森的谈话中，我还发现他才 27 岁 (比我还

小）。 但是杰森在他 21 岁时已考取了秘鲁旅游业的执照   。  在过去的 6 年内，他曾带领不同的团队

多次穿梭于印加古道中。 如今的他早以对当地的山路了如指掌，并且能回答外来者的任何问题。  

亩磊 （Moray) 圆型梯田和附近田园： 

离开旅馆慢慢开车一小时就到了神圣谷著名的亩磊 圆型梯田。 “我们先在附近的农场走一圈再去参观

梯田吧。顺便也让我观察一下你的脚力”导游跟我说。 哈，私人导游就是不错，至少他喜欢步行。 跟

着导游在农田里走了 15 分钟后终于开始了第一个上坡，本以为我对高山反应已经适应，但是才没几

步路，我的信心就掉了一大半。 不一会儿，我的脚步再也跟不上导游，于是就停在一旁呼呼大喘。 

“不要急，慢慢走，我等你！”导游在坡顶向我叫到。 休息了一分钟，调整了脚步，我终于慢慢走到了

坡顶。 “哇，好美！”我一边看着附近的美景一边向导游赞叹着。  “哈，你还没走古道呢，今天只是大

餐前的点心！ 记住，高原登山是场乌龟比赛，不要理会别人的快慢，永远保持自己的节奏。”导游对

我说道。  

如此空旷的农场，只有我和导游两个人在慢慢的行走并欣赏着附近的美景。  



 

 

再来一张遥望远处的维罗妮卡雪山 （海拔 5750 米）。  

 

 

“那里就是 Moray 梯田的入口了，快拿出门票，我在前面等你。”导游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并把我从那迷

人的田园景色中拉了回来。 在入口处给了门票后我向前走了几步。 “啊？兄弟，这就是 Moray 梯田？ 

为啥设计成这样？ 为啥看上去像一个环形的剧场（球场）？”我疑惑的问道。  



 

这一问给了杰森向我授课的机会。 Moray 位于海拔 3500 米。 它是印加时期的农业实验室。 在高原种

植食物比平原要困难，当时印加农民必须掌握不同种子在不同气候中的种植规律。 图上照片里的梯田

有大约 30 米左右的深度。 据说根据太阳和风向的规律，梯田的每一层都 可以调剂成不同的温度。 当

时印加农民就是靠这来模拟不同的高原气候。 最后他们根据模拟的结果来推断每年不同气候时应播种

的种子。 这样可以确保每年都会有好的收成。  另外，杰森补充道，这梯田和我前两天看到的其它印

加建筑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有着良好的防震设计。 在 15 到 20 世纪中，秘鲁经历了多次毁灭性

的大地震。 在地震中，多数西班牙人督造的建筑物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倒塌。 但是印加建筑物却

丝毫无损。 就拿着这梯田来讲，它那种由外向内倾斜的造型就是抗震的基本原因。  

在西班牙攻占印加帝国后的 100 多年内，这样的梯田也遭到他们的破坏。 图上的梯田曾被西班牙人填

埋。 在 19-20 世纪它才被地理学家们发现 ，掘出并修复。  图下还有一张，可惜它还没被完全修复。  

 



Salinas 古盐田    

午餐后小歇片刻后杰森就把我带到了神圣谷著名的古盐田内。 “你来得也是时候，如果提前两个月，

你就见不到这些雪白的盐了。” 杰森笑着向我说道。 这古盐田用的是自然的提盐方式。 据说附近山上

有一个含盐的山泉，泉水由高向低流入山谷。 当地的农民们在这山谷间建立了下图的盐池。 当盐水

流满盐池后，他们会把盐池的入水口堵上。 池内的盐水在太阳光的照耀加上凉风的吹波下会蒸发。 

之后地上剩下的自然就是亮晶晶的盐。之后农民们只要把那些剩下的盐刮走就行了。  当然，如此提

盐方法只能用在当地的旱季（4 月到 10 月）。 在秘鲁的雨季 （11 月到 3 月），盐地内是看不到白盐

的。   

 

这些盐是农民取来自己用的吗？ 不是。 比起神圣谷的这块古盐田，邻国玻利维亚的盐地面积要远远大

过其几十倍。所以对于神圣谷的农民来讲，最实惠的方法就是进口玻利维亚的盐做为自己日常生活的

必用品， 然后把自己提炼的盐出口转卖给其它国家。  

 



 

“如此体力劳动真的是很辛苦啊！”我深深地叹息。 “是啊，这就是当地学校下午一点就放学了的原因，

那些孩子回家后还要帮家人干活呢！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杰森用手指向了下图在盐田工作的农民

们。  

 

 

傍晚，在返回旅馆的路途上，杰森跟我讲了一下后面几天走印加古道要注意的事项和每天要走的路

程。  当然，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护照。他三番两次提醒我明天一定要带好护照， 因为印加古道入口处

的检查是很严格的。总体来讲，杰森对我今天的脚力感到比较满意。 “好好休息，性感的羊驼，明天

九点在旅馆门前见！别忘了带护照！”下车道别时杰森没忘记再次幽默一下。 说实在的，“性感的羊驼-

Sexy Llama”，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这称呼。  但是在后面印加古道的几天内， 这样称呼却能每天多次听到

杰森提起。 “Sexy Llama Team"- 这便成了我们印加古道健行小组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