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棒钓鱼场

马尔代夫
区绍熙/文及摄影

如果你想要一个无拘无束又浪漫的假期，就到马尔代
夫吧。再安排一个黄昏荒岛派对，和爱人享受一个原始生
态的夜晚，保证你们终生难忘，爱情愈加甜蜜。
年初，我飞越印度大洋，投向那梦想的天堂──马尔
代夫（Maldives），寻找灿烂的阳光及蔚蓝的海洋。
香港的生活原来就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感觉，高楼大
厦密布，空气混浊，更要命的是嘈吵不堪。当我躺在马尔

村的外貌均大同小异，不论平贵，都享有同样的大自然资
源──阳光与海滩。我下榻的Anantara Resort，是当地最
新开的度假村，去年九月刚开业。泰国式建筑设计，加上
马尔代夫的环境，是不是有种Fusion度假的感觉？

代夫的海滩之上，看着碧海蓝天，紧张的神经系统不由得
松弛下来，恒生指数、地王拍卖，统统假期后再说吧。

仙境的感觉

马尔代夫是一个由几千个岛屿、沙洲组成的国家，一

由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 Male ）乘船抵达 Anantara

个小岛一家度假酒店。如果从天空中俯视下来，每家度假

Resort ，已是半夜时分。入住沿海建成的摩登豪华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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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时很荒诞 比如海上钓鱼，对于钓鱼者来说是一种刺激的游戏，对于鱼来说，则是生死之搏。

屋，第一个感觉就是宁静。这夜，我睡得特别香甜，梦中
隐约听到海浪的声音，若有若无，仿如置身于波涛之中。

Game Fishing
要来点刺激的活动，莫如 Game Fishing （钓鱼），

一觉醒来，推窗外望，满海金光，仿如蟒龙遨游碧

马尔代夫亦是以此知名。一行数人，乘船半小时出海，

海。我二话不说，马上从露台往海里跳。小岛岸边的海床

喝啤酒谈天说地，好等鱼儿上钩。说时迟那时快，鱼杆

水浅，鱼儿多不胜数。Anantara Resort对面为另一小岛，

一动，那就是好戏上场。我拿着鱼杆与鱼儿角力，一收

有一家意大利度假村。退潮的时候，游人可踏水而行半小

一放，十分钟之后，一条“鬼头刀”就手到擒来。现

时，到达彼岸；水最深之处，才及腰间。这真是一个有趣

在想想看，《老人与海》一书中描述渔夫与大鱼搏斗的

的晨运活动！

情境，是何等的壮烈啊！如果你交上了好运，钓到了剑

千里迢迢跑到马尔代夫，数天的假期其实是不需要什

鱼，那就是精彩的“生死格斗”了。可惜的是，我们此

么行程。活动就是晒太阳、游泳、钓鱼、风帆、潜水、独

行，只远远地看见剑鱼矫健地跃出水面飞舞，它始终不

木舟，一句话──无所事事，逍遥快活。

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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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我多说了

这就是马尔代夫的美景。

与海豚共舞
黄昏的最佳
活动，莫如出海
看日落。马尔代
夫的夕阳，并不
会比泰国及马来
西亚来得漂亮，
太阳总是公平地
对待这世上每一
个地方，但马尔
代夫精彩之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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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配菜。

像老外那样晒太阳
作为城市人，即使身在马尔代
夫，我也没有放下心情，这是中
国旅人的通病。第二天，我摘下
手表，不再看时间，懒洋洋躺在
沙滩上，睡了一个午觉。

残阳如血，黑暗降
临之前，马尔代夫的海
面之上，却上演了一场
大自然的奇妙舞曲。当
小船破浪前进，引擎的
声音，引来了上百的海
豚，紧贴着船儿畅泳，
像音符跳动地跃出水
面，集体飞舞作乐，仿
如演奏一曲生命的乐

Baan Huraa建于水中，在珊瑚礁内海的另一端，虽
有小桥相连，仍需乘驳艇前往。餐厅为泰式设计，大厨
亦为泰国人，所供应的食物，口味十分正宗。最精彩之
处，是餐厅临海，惊涛拍岸，疾风劲吹之下，仿如万马
奔腾。于此进餐，别有风味。
环境设计，我给Baan Huraa满分。

Terrazzo意大利餐厅则建于小岛之上，邻为大游泳池，
吸引人之处是餐酒水平高，藏量丰富；芝士选择多。

马累漫步
马尔代夫的假期，除了吃喝、游泳、晒太阳之外，
也可以到首都—马累（Male）走走。很多朋友到过马
尔代夫，经过马累，因为它是机场所在地，但从没有在
此停留。这个国家到底如何？都没有一点概念。
马尔代夫的度假小岛，度假酒店都是人工建成的，
大同小异。在马累，则可以真真正正地感受到当地人的
生活与文化。
小岛虽小，但充满渔村风情。于此漫步，可看回教
寺、博物馆、渔人市场、本地市集。小岛民风淳朴，建
筑物古旧，仿如时光倒流，回到过去。风采与别处不
同，是拍照的好地方。

城市人的迷茫
我很幸运，居住于 Anantara Resort 的四天，阳光
灿烂，骄阳灸热，晒得满身古铜色。度假村的服务员
告诉我，之前的两个星期，天天下雨，没有一个晴
天。
我好奇地问：“天天下雨，那客人干什么呢？”
经理回答说：“很多韩国及日本的客人都是来此享
受蜜月假期，他们喜欢二人世界。下雨天，就躲在客房
卿卿我我吧。北欧的访客，冬季时，他们的老家都下大
雪，冷得要命。马尔代夫即使下雨，也比他们家乡暖和
多了。他们就随意休息，也无所谓。”
我感到一点茫然。是的，作为一个城市人，即使
章，蔚为奇观。
这一刻，我感到世界的奇妙，慨叹造物主的伟大。
至今，这景象仍难以忘怀。

身在马尔代夫，我也没有放下心情，精神状态还是那样紧
张。每天都要查一下电邮，看看是否有什么邮件要处理。
活动嘛，总是排得满满的，上午不是潜水，就是独木舟，
下午来个钓鱼。午餐应该试一试这家餐厅，不尝遍所有的

Anantara Resort的美食
小岛迷人，Anantara Resort的华美建筑固然十分浪
漫，但最精彩之处却是它的美酒佳肴。

餐馆不罢休。这是香港旅人的通病。
第二天，我摘下了手表，不再看时间，懒洋洋躺在沙
滩之上，睡了一个午觉，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

数年前，我到访过马尔代夫另一家度假村，假期
虽然精彩，但餐饮却乏善可陈。Anantara Resort共有五
家餐厅，其中又以泰国餐厅 Baan Huraa 及意大利餐厅

Terrazzo值得推荐。

现代桃花源
离开Anantara Resort度假村之后，我住进了马尔代夫最
高档次的酒店—Soneva Gili Resort and Spa。它属于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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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s 集团，是马尔代夫最具特色的度假村之一。容许

修，现代化设备齐全。别墅之内，有楼梯直通海面，要

我这样形容—它是一个现代桃花源，仿似不食人间烟

游泳的话，可马上从屋里跳进水中，牛得可以！

火，是“叹世界”的最佳选择。

这是最佳的蜜月地点！如果你已使君有妇，那它就变

到访 Soneva Gili Resort and Spa ，你将置身于一个

成了你的最豪华爱情胜地！

寂静而无拘无束的空间。这个小岛只有 44 间别墅，入住

现代桃花源虽是人工建成，但无论建材及设计，均是

者非富即贵。在此，你不用担心世俗人的眼光，也不用

采取天然物料，感觉非常舒服。食物也是以有机蔬果为

害怕记者偷拍。你可以懒洋洋地脱光衣服晒太阳，又或

主，既健康又清甜。

者裸着身子游泳，四周尽是汪洋一片，了无人烟。偶尔
遇见金发美人，她要不是好来坞影星，也必定是富豪千
金。走运的话，千里姻缘就此一线牵！

最佳避世海滩
不喜欢住在水上度假屋，要热闹一点的话，可以选择

到访马尔代夫，如果你没有入住过Soneva Gili

Six Senses旗下另一间酒店— Soneva Fushi Resort and

Resort and Spa，那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富豪式度

Spa 。它同样是大名鼎鼎，但设计风格则完全与 Soneva

假生活”。Soneva Gili

Gili迥异。2002年，此度假

Resort and Spa 于 2001 年

小岛被英国杂志《 Harpers

开业，为马尔代夫首间设
有海中度假别墅的度假
村。它特别之处，是有七
座建筑于海上、四面环水
的别墅。这七座别墅，出
入均要有小艇接送，生活
于其中，仿如置身于一个
“水世界”。
别小看别墅外貌仿如茅

直接跳进大海
别看别墅外貌仿如茅屋，里
面可是五星级装修，现代化
设备齐全。别墅有楼梯直通
海面，要游泳的话，可马上
从屋里跳进水中。

屋，它里面可是五星级装
这是最佳的蜜月地点！ 如果你已使君有妇，那它就变成了你的最豪华爱情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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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Harper Abroad》
选为最佳避世海滩。

Soneva Fushi的理念，
是要客人享受一个“无拘
无束但又豪华的假期”。
一踏进度假村，Soneva

Fushi 职员就要求客人除去
鞋子，开始一个“赤脚的
五星级之旅”，直至离开
度假村为止。

赤脚的五星级之旅 前往Soneva Fushi，需乘坐水上飞机，一踏进度假村，服务员就要求客人除去鞋子，直至离开。

仙子远离凡尘俗
世，要到访仙境，
也颇费周折。前往

Soneva Fushi ，需乘
坐水上飞机。这个过
程及体验，其实也十
分有趣。或许你在电
视节目及电影之中，
看过水上飞机的雄

“豪华度假生活”。

坐飞机与行业本质
飞机降落在海面上，再由豪华游
艇接载，收费虽不便宜，但你知
道旅游业的本质是什么吗？那就
是给你与平时不一样的体验。

姿，但真真正正体验

到 访 S o n e v a

Fushi ，别错过一个充
满特色的活动— 黄
昏荒野派对。 Soveva

Fushi 对面海面，有一
个小小的沙岛，度假
村每星期均会在那里
安排一次黄昏派对。
度假村客人有专船

乘坐小型飞机降落在海面之上，再由豪华游艇接载，前往

接送到小沙岛上喝鸡尾酒，感觉非常独特。愿意花钱的

“占士邦”式的小岛度假的乐趣，那又是两码事。

话，你也可以要求度假村职员，为你和爱侣在小沙岛上

小型飞机专程接载，收费虽不便宜，但“人生得意须
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当新贵大款而又不懂得花钱，

办一个二人烛光晚餐，然后露宿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回
到文明世界。

那就变成了“土包子”或“守财奴”！

Soneva Fushi四周被珊瑚礁所围绕，小岛上只有65个
豪华套房。度假村为客人提供各种休闲活动，但最聪明的
旅客，就是什么都不干，舒舒服服休息几天。
两者比较，Soneva Fushi面积较Soneva Gili为大，客
人亦较多，比较热闹。如果假期较长，时间许可的话，我
会建议旅客于两家度假村各住几天，感受一下不同风格的

最后的乐土
根据世界气象研究中心的报告，马尔代夫将在未来

50 年内，被海水淹没。那时，马尔代夫将成为历史上的
“桃花源”，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享受现代的桃花源，
还是趁现在吧！■
酒店资料：www.anantara.com

www.sixsens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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