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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之路 - 印加古道至马丘比丘 

4/25/2013 

马丘比丘，用当地语言翻译就是古老的山。失落之城马丘比丘是目前为止保持得最好的印加遗迹。

2007年，马丘比丘被当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想拜访这座失落之城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在神圣谷

乘坐火车。 另外一条更经典的就是从神圣谷徒步印加古道。 如今徒步的印加古道只是原来的一小部

分。  传说中马丘比丘是印加古人的朝圣之地。  古人们为了表示虔诚，他们通常从库斯科出发并连走

七天七夜到达马丘比丘进行朝拜。 而如今的印加古道全长仅 46公里，基本上分四天走完。 为了保护

这条古道，十年前开始秘鲁政府规定游客必须跟有注册的旅行社和导游才能成行。 而且古道上每天只

允许有 500人。 这 500人还包括导游，厨师，挑夫。 所以每天古道上真正的游客只有 200多名而已。  

我的旅行社 “大地母亲之探索者-Pachamama Explorers” 是当地有名的小型旅游社。 通常小组内的游客

人数在 2-6人之内。 这次我的小组连本人在内的游客共 5人。 所以旅行社给我们配备了导游杰森，2

名厨师和 6名挑夫。其中五名挑夫分别负责背我们的帐篷，餐桌，椅子，食物，睡袋和睡垫。 这第 6

名挑夫就是我雇用的私人挑夫。 他会帮我分担 7公斤的个人用品。 

在车上，我认识了后面四天我们“性感羊驼小组”的伙伴们。 其中威廉和杰西是一对夫妻。莎拉和凯西

是在美国邮局工作的同事。他们都是一早六点从库斯科出发赶到这的。而我的旅馆离古道最近，所以

一早还可以睡晚些。  

。 

在 KM82 (印加古道的起点），我们遇到了小组的挑夫和厨师们。 别看他们矮瘦的身材，走起路来却有

凌波微步的功夫。真不知是天生还是被生活所逼。  

 



一过检查关并在护照内盖上印加古道起点的图章后，这四天三夜的徒步就算正式开始了。按照老

规矩，进入古道的游客过桥后必须在起点拍集体照留念。 过了这奈何桥，就没有回头路了。大家

勇往直前吧！    

                

今天的路比较平稳。上了一个小坡后就来到了这印加古道上的第一个遗迹。它被命名为 “Patallaqta”，

用当地语言讲就是高原的基地。  

 

听杰森讲完课后已是午餐时间。说起饭菜，我的确要佩服我们的厨师和挑夫。每天一早，他们都比我

们早起。在烧好热水和早饭后他们叫醒我们。我们吃饱上路后，他们要拆除帐篷，把我们的东西打

包， 然后飞奔过我们赶到下一个营地为我们准备好午餐。  这样的旅行真好！游客们除了走路之外不

必有任何后顾之忧。在 3000 米以上的地方行山还能吃到佳肴，是不是有些奢侈？     虽然在高原我经

历过头痛，无力，疲困等症状，但是唯一不减的就是食欲。 今天就更不例外了。 哈，烧得真香！  

 

今天的行程只是一个暖身。 明天才是印加古道健行中最难的一天。 晚餐一过大家都自觉进入了自己

的帐篷。 虽然我在露营时常睡不好觉，但是能躺上 10 个小时左右也应该恢复不少体力吧。 



 

4/26/2013 

“古柯茶！” 挑夫们把我从梦中叫醒。拉开帐篷，一碗热呼呼古柯茶和一盆温水已放在了我的帐篷前。  

出发前，杰森发给了我们一大包零食。 今天要 到晚上住的宿营地才开饭， 在这之前饿了只能用零食

充饥。 “检查口一过就开始一路上坡。 路程是从现在的海拔 3000 米翻过海拔 4200 米的亡妇人山崖 

(Dead Woman Pass)，然后下到海拔 3600 米 的营地。”杰森指着路旁的地图向我们再次讲解了今天的行

程。 1200 米的爬坡，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时间再次倒退至 1536 年 ，曼科国王放弃 抵抗西班牙大军并撤退至亚马孙森林。 在撤退前他下令摧毁

了印加古道上的各个要塞。  这样做使得朝圣之城马丘比丘在今后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一直未被西班牙人

发现。  曼科死后，虽然他的后嗣也曾试图抗击西班牙军队，但都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 1572 年，最

后的印加领袖图帕克-阿马鲁兵败被杀， 印加王朝也正式宣告灭亡。  曾经跨越大半南美洲的强大帝国，

到最后却落得个如此下场，这结局是不是太凄惨了？  

如今，我正走在通往亡妇崖的山径上。  茂盛的树林，无尽的台阶，急促的呼吸，沉重的脚步，到底啥

时才能结束？  昨天还一直走在我前面的的莎拉和凯西到今天也是没走几步台阶就得停下呼呼喘气“印

加古人到底是不是都是疯子？ 把台阶造得这么高有啥用？昨晚又没睡好，走不动了。凯西，你背包里

还后水吗？” 真是睡不好，困死；背包沉，压死；取水不易，渴死；路走不完，累死。   

 



就这样除了上坡还是上坡！唯一感谢的是这些 3800 米以下的上坡都在树荫下， 至少还阴凉。 在平原

上，这些上坡难不倒我，但是这是我第一次高原行山，所以我不敢大意。 即使我可以超过莎拉和凯

西，我也宁愿慢随她们其后并保存自己体力。 “用之字形来对付这些上坡！”我回头一看，原来杰森已

带领威廉和杰西赶了上来。 杰西的状况不是很好。 虽然走古道前杰西在库斯科待了 3 天，但是高原

反应还是在困扰着她。我还记得昨晚杰西连晚饭都没吃几口就钻进帐篷睡了。 唉，不吃东西如何应付

这么耗体力的爬山啊。 作为丈夫，威廉不仅自己背了大包，上坡时还提着杰西的小包并走在最后。  

图下为印加古道的最后一个小卖部。  杰森告诉大家要买饮料或零食的就趁现在。 过了这一站团队就

要自己取山水喝了。  休息 20 分钟后，我们就要真正冲顶了。 这离亡妇人山顶还要走一小时半左右。  

 

最后一段路我反而感觉不错。 反倒是莎拉和凯西的脚步越来越慢。 她们都抱怨附近氧气的稀薄。 走

了 15 分钟，我们就看到了亡妇人山崖 （左下图凹下去的地方）。 上面好像已有很多人成功登顶。

虽然看上去近在咫尺，但是山路弯曲，要像感到永远走不完。一直到顶前一刻 还是这么多的台阶 

（右下图）。  走完印加古道后， 我有一段时间不想再爬楼梯了。冲顶前 5 分钟我终于使出储存已久

的力气，并撇开莎拉和凯西率先登顶。 

     

成功攻顶后的心情极为复杂。 毕竟这辈子第一次来高原就爬了当地有名的安地斯山脉。  以前对于呼

吸困难，食欲下降，睡眠不深等高原反应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现在总算是亲自体验到了。 总体来讲虽

然有些头痛，但情况没这么糟糕。  



 

在这 4200 米的山顶，我仍可以看到少数在如此环境中开放的花朵。 “谁言严寒里花朵不能鲜艳，顽强
的生命照样闪烁灿烂。谁说内流河无力掀起波澜，你看岁月的轨迹浪花闪闪。”我在网上读到过这首描
写高原的诗。 的确，如此翻山越林的到达马丘比丘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可能就因为这样，所以
印加古人才把朝圣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吧。 那么当时曼科国王不顾一切地拆除古道并誓卫马丘比

丘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的岁月虽然无情，但是其浪花留下的轨迹却让我们回味无穷。  

“朋友，发啥呆啊！”不知不觉中，莎拉和凯西已来到了我身旁。 15 分钟后，威廉，杰西也在杰森的带

领下先后 站立于亡妇人崖的山顶上。从一早营地出发到现在一共六小时，我们 “Sexy Llama Team" 

终于全部顺利攻顶。 在这华丽的峰顶，我和队友导游一个个击掌庆祝。 以前， 我们只是在网上看到

亡妇人山崖照片。 但如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已成为了现实。来！大家拍张集体照作为永远的纪念

吧。  

 

4/27/2013 

昨晚是在古道上最冷的一晚，在 3600 米处的高度露营，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幸亏有着旅行社提

供的零度鸭绒睡袋加上四季帐篷，晚上睡得特别暖和。  要是用我自己的露营装备， 恐怕一晚下来早

就被冻成僵尸了。  

虽说今天路程没有像昨天这么难，但是却是四天中最长也是最美的一天。 我们要走大约 16 公里(10 英

里）才到今晚的露营地。 一开始我们一路上升 300 米到达海拔 3900 米的 Runkuraqay 关口。 好



像是昨天消耗的体力还没恢复，这坡爬得我特别累。 爬到一半时回头再见昨天下来的亡妇人山崖。 

是不是真的有点像一个躺着的女人？她是不是在爬坡时累死了，然后化作这座山？  

 

在 3900 米处的关口向外望去，山下都被白云笼罩着。 白云上方就是连绵无尽的雪山。好像真的到

了仙境。可惜本人不会仙术。要是失足踏空，那就不是腾云驾雾了，而是飞坠直下 3000 米，疑是天

蓬戏嫦娥了。   

      

常听说古道的天气变化无穷。但是今天我总算体验到了。 虽然 3900 米的关口上是晴空万里，但是

下了关口并走了不到一小时，印加古道马上进入了热带丛林阶段。大雾的笼罩加上不停的毛毛细雨更

为这密林带来了神奇的色彩。  

    

雨林中奇怪得植物因应有尽有。 下图那些花粉可以磨成补肾，补腰的草药。当地的挑夫们每天都要

为游客们背超过 50 磅的重物上下山地。 长年累月的劳累致使大多挑夫们在中年时就染上了肾病和



腰病。因为没有经济条件医治，这些黄色的花粉就成了他们平日里养生的最好草药。 听杰森讲到

这，我的心里也酸酸的，好像我们这几天都在剥削他们的劳动力。 “当地的植物何其多，为何当地人

都能区别和善用它们？ 这是因为从印加祖先起我们就认识大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的上帝。生了病

或受了伤，抗菌素往往是很多发达国家的最佳疗法。但是我们不信这些，只要了解大自然，那才是有

效治疗的最好方法。”杰森解释了当地人的传统。这好像和古代的中医理论有点相似。 要是我们发达

国家的疗法能和当地土人疗法结合，那世界的医术岂不更上一层楼？  

 

午饭前又来到了一个很大的遗迹，不过因为下雨，无法看到整个造型。它的名字叫 Sayacmarca. 翻译

成中文就是无法到达的城镇。整个遗迹被陡峭的山岭包围。 唯一能通往城镇的就是左图下那陡峭的

楼梯。很明显的，这又是古道上的一个军事要塞。靠着如此天险，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是

当时曼科国王能有充分的补给并利用古道的防守和西班牙人打持久战，那最后鹿死谁手可还真难说。  

    

如果大家还在对刚才的那些遗址赞叹不已，那么今晚到达营地之前那最后的遗迹还会更让我们大吃一

惊。 Winay Wayna（永远的年轻）是一个从山底的乌鲁班马湖一直建造到山顶的遗迹。 大家想一

想，把庞大工程建立在如此险要的山口。 这工程花费了印加古人多少的时间，汗水，热血甚至生

命？ 到底是啥动力使得古人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建造这些工程呢？ 为了宗教的信仰？还是为了显示

他们扩张领土的决心？ 这些恐怕又会成为我们饭后闲聊的话题。   



                             

今晚我们就要向这几天来为我们服务的厨师和挑夫们说声再见了。 平时，我为人不是很大方。 但

是，这次给导游，厨师和挑夫的小费我付得心甘情愿。没有他们，我走不完古道。没有他们，我不能

在四天内了解这么多印加历史。 没有他们，我的旅途不会在劳累之余却充满了开怀的欢笑。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达几天来的向往之地－失落之城马丘比丘。 导游，厨师，挑夫和队友们，咱

们为这几天来的友谊干杯！   

4/28/2013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刚过检查站就下起了大雨。这几天一直没有用上的雨衣终于派上了用场。雨越下

越大，我也只低头顾着自己的脚步。 如果是晴天，我们可以从太阳门第一眼望到马丘比丘。但是在

雨天，我们只能稍作休息并继续前进了。 对于我的队友来讲，下雨的确是件让人沮丧的事。毕竟他

们今天就要搭火车回库斯科城。不过一切对我还没结束。我在安排行程时就预订当晚入住马丘比丘附

近的热水镇。明天如果天气变晴，我还是有机会看到日出时的失落之城。  

马丘比丘古城是第九代印加国王帕查库蒂（Pachacuti）设计并开始督造的。 可惜，一直到印加帝国
被西班牙人征服时，这座失落之城都没有完工。 根据历史推断，马丘比丘并非一座普通的城市，它
是一座只有印加贵族才能享用的朝圣之地。 城市中建有庞大的宫殿，供奉印加神祇的庙宇，以及其
它神职人员居住的房子。按城市的规模估算，当时在此城居住的人数应不超过 1000 人。 印加帝国
灭亡后，西班牙人破坏了几乎所有当地的遗迹。西班牙人也曾到达过马丘比丘山下的热水镇。但是，
就差一步之遥，他们没有发现这座建立在高山上的云端之城。这才使得马丘比丘城得到了完好的保
护。1911 年，美国的地理学家哈林姆-斌海姆在探险中发现了这座被遗忘的古城。 他把这城取名为
马丘比丘，意思是古老的城。 

    



马丘比丘城的建筑拥有着印加传统风格。 墙上石块和石块之间的缝隙连一张纸都无法插进去。   

     

左下图是古城中有名的太阳庙。 它是印加古人祈祭太阳的场所。 每年的夏至那天的第一道阳光就

会从左下图太阳庙的窗户射入并照射在右下图的太阳石上。  

         

今天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好好参观这座古城吧。 说起帕查库蒂，他耗费如此人力和财力建造古城，但

却在临死前都没有见到自己的作品完工，这样做值得吗？ 想明白了，只能说“担当生前事，合计身后

评＂。 这大概就是自古英雄共有的特点吧。  

    

午餐过后就是和我队友们道别的时候了。 这几天来，我们虽然萍水相逢，但却能同甘共苦。在碰到

困难时我们互相打气，没人抱怨。面对成功的喜悦，我们共同举杯欢笑庆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这是唐朝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诗句。 的确，虽然本人离开家乡单独旅行，却莫愁

前路无知己。 只要有着相同的目的，大家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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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云雾中的月亮，看样子今天可以看到朝阳中的马丘比丘市。于是马上收拾东

西后就退房。到达马丘比丘入口处还不到六点。 太阳门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从印加古道走过来的游

客。 可惜太阳门下雾气迟迟不散，马丘比丘市也像一个羞愧的少女深藏在云层里不肯露面。 

     

就这样坐在太阳门傻等着。“快看！马丘比丘！”我听到一声尖叫后向云中望去。原来大雾正在迅速地

散去，马丘比丘市也渐渐向我们展示她的芳容。 我赶紧掏出相机并拍下了这一幕。 从大雾弥漫到

云开雾散，前后不过一分钟左右。  

       



下山时拍下了更清晰的照片。下图高起的山峰就是我今天要爬的瓦纳比丘山（Wayna Picchu), 中文翻

译为年轻的山。  

            

瓦纳比丘虽然只有三百米高，但是其山路比印加古到的任何一段都要陡峭。“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脚步，

有可能上山得花上一小时，但一不小心你几秒钟就摔到山底了！”我还记得杰森的叮嘱。 接近山顶时

的阶梯的确很可怕。 有一部分的阶梯只有不到半英尺的宽度。 换句话来讲，我们只能侧着身子上

山。 

     

在山顶终于见到了马丘比丘的真正形状。 不错，那是一只大雕。 大雕是印加帝国的国鸟。 传说

雕有 120 年左右的生命。他们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 如果伴侣突然死亡，那另一伴也会殉情而亡。 

如果双方都活到 120 岁，也就是生命的尽头，他们会相约飞向高空，最后直至力尽双双坠地而亡。问

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雕神勇无比却重情重义，这恐怕就是印加古人把他们奉为神鸟的原

因。 图下为瓦纳比丘山顶角度拍摄的马丘比丘城。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

众壑殊 。”想不到我在马丘比丘体会到了这首唐朝诗人王维描写终南山的诗。在不同角度欣赏马丘比

丘的确有着不同的感受。  



                     

去了瓦纳比丘，别忘了到后山那个隐秘的月亮庙宇转一圈。 神秘的石头建造在黑暗的山洞里。 虽

然第一眼看上去有些阴森恐怖，但是一想也蛮有意思的。印加古人把太阳庙造在庞大的马丘比丘市

内，这代表着白天和光明。他们把月亮庙造在这不起眼的山洞里，那应该代表着黑夜和漆暗。光明和

黑暗，这不是完美的对比吗？   

             

到达瓦纳比丘的门口是已是下午两点了。 从出口处的签名簿上看，我好像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最后

一个出门也有好处，那就是回程的路上已没有其他游客，整条山路都是我自己的了。 回到热水镇的

那一刻，我才感到好累。 当时决定在马丘比丘待上两天是正确的选择。 要不然的确会忽略了很多

值得拍照纪念的景色。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闭上了双眼却睡不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很快，火车驶过了 KM82（印

加古道的起点），这又让我想起了在这五天内走过的路，睡过的营地和迷人的景色。 其中令我难以

忘怀的除了古道的美景外就是我的导游，厨师，挑夫和队友们。 说到底，我没把握这辈子还能再来

马丘比丘或还能见到这批伙伴们，但是印加古道的经历已注定成为了我一生记忆中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