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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与贫民

参观王宫是柬埔寨之旅的经典
项目! 绕过独立纪念碑"汽车行驶不
久就到了王宫参观点的入口处! 在
这里" 我看到三五个身穿袈桬的僧
侣说笑着从王宫的墙外走过! 这些
僧侣很大方" 他们并不回避我们的
镜头"相反还冲着我们招手微笑! 柬
埔寨是个佛教国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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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口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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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年
轻的僧侣在街道上微笑地走过 "橙
色和深红色的袈桬在城市里飘来飘
去"是这个城市最独特的风景!

王宫就在眼前"抬头望去"高高
的尖顶和飞翘的屋檐让我们立即感
受到了柬埔寨王宫建筑的形式美 !

柬埔寨王宫是诺罗敦国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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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造的" 其建筑集中反映了
高棉民族传统的建筑风格" 同时又
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宫殿均有尖
塔"代表着繁荣#殿身涂以黄$白两
色"黄色代表佛教"白色代表婆罗门
教! 王宫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银殿!

在进入银殿之前" 我们被告知必须
脱鞋并且在殿内不许拍照" 这让我
们多少感觉有些紧张和神秘! 银殿"

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珠光宝气$金碧
辉煌&! 银殿因地面铺有

%###

块银
砖而得名"是王宫里最辉煌$最独特
的建筑! 这里的陈设除了反映柬埔
寨的历史文化之外" 更多地反映了
柬埔寨的王宫生活和宗教生活 "比
如这里贡奉着柬埔寨西索瓦国王的
金制塑像" 这尊塑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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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上
面镶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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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钻石"最重的一颗
甚至达到了

,%

克拉!

从王宫出来" 我们前往塔山参
观! 塔山又名塔仔山"是金边的发祥
地! 作为金边著名的公园和参观景
点"塔山显得十分简陋! 路面铺有石
头"但依旧凸凹不平! 公园里种植了
一些绿草" 但由于缺乏管理而显得
十分稀疏! 更让人感觉不适的是"从
上山到下山的全程" 都有一些残疾
人或是孩子在乞讨! 残疾人瘫在某
个角落向游人磕头" 孩子则尾随游
人做往嘴里送食物状!

这天的参观" 尤其是王宫与贫
民之间强烈的反差" 令我一整天都
郁郁寡欢! 我想起"我所参观过的王
宫"没有一个不是极尽奢华的"看来
所有的统治者在营造自己宫殿的问
题上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 也从来
不缺乏金钱" 至于是否能治理好国
家"能否让他的子民快乐幸福"或许

并不是他们最最看重的事情!

这个%发现&让我沮丧 "同时也
让我振奋! 沮丧是因为我看到了人
性的弱点" 振奋是让我看到了体制
的力量! 我很庆幸人类的理智创造
出一种叫做%共和&的制度"它最大
限度地遏制了人性的弱点" 最大程
度地保障了公民的权利!

历史的谜团

吴哥是柬埔寨历史上一个著名
的王朝! 吴哥王朝的历代国王均定
都吴哥并大兴土木" 建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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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处王城及庙宇"散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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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 吴哥始建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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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完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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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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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岁月里"先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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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棉国王
参与了吴哥的建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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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邻
国暹罗'今泰国(攻占了吴哥"吴哥
遭到严重破坏" 吴哥王朝被迫迁都
金边" 吴哥从此在世上销声匿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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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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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一位叫做亨
利)穆奥的法国植物学家在茫茫林
海中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吴哥! 经
过他的大力推介" 吴哥才撩开了它
神秘的面纱" 重新向世人展露它神
奇的容颜!

吴哥著名的景点有巴戎寺 $塔
普伦寺$小吴哥$女王宫$巴肯山等!

在吴哥城里徜徉"我好像游走在历史
与现实$梦幻与真实之间"做梦的感
觉始终挥之不去!我还被一个巨大的
历史谜团所疑惑" 为什么在漫长的
+##

年间" 吴哥不仅不为外人所知"

就连柬埔寨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
曾经创造过如此辉煌的文明*柬埔寨
的史书上难道没有记载* 柬埔寨人
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我问过导游" 也查阅了相关资
料"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不过"

我从印度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发现
了蛛丝马迹" 这些蛛丝马迹为我的
猜想提供了旁证" 也为我理解柬埔
寨提供了线索和方向! 印度人信仰
佛教和印度教"无论是哪一种宗教"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都有着一致
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死亡是肉体的
断灭"也是灵魂的新生"人没有生死"

人一直在不断的轮回中创造新的生
活! 印度人的这种生死观"导致他们
对时间和历史的漠视"表现在对人的
态度上"就是忽略记载重要历史人物
的生死时间"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
上" 就是忽略记载王朝的兴衰及重
要历史事件的精确过程!

柬埔寨深受印度文化影响 "在

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相信与印度有许
多地方不谋而合"因此"吴哥在柬埔
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也是可以
理解的了!

或许" 正是这种巨大的历史谜
团"才铸造了人们心中永远的吴哥!

高棉的微笑

我从来没有对一张男人的脸思
绪万千!

这张脸就是坐落于巴戎寺被称
之为%高棉的微笑&的著名石像!

巴戎寺是吴哥古迹通王城中著
名的寺庙"由苏耶跋摩七世修建! 苏
耶跋摩七世是柬埔寨历史上一个伟
大的君王"他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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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 "柬埔
寨再次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 !

这座寺庙地基为边长
$#

平米的正
方形" 中央的主塔离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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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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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次第高低不等的巨塔组成! 每
座塔的顶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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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巨大的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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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站在寺庙遗址上的任何
一个地方" 都会感觉佛如炬的目光
由四周射向自己" 让人不由得产生
对宗教的崇仰和敬畏!

巴戎寺里的佛像大多高大雄
伟" 人们必须仰视才能看清他们的
尊容! 古代柬埔寨人把它们雕塑成
这个样子" 其实只是想表达神灵的
崇高$ 众生的渺小以及人们甘愿匍
匐在它脚下顶礼膜拜的虔诚态度 !

而%高棉的微笑&则全然不同"他以
与游人几乎相同的高度" 伫立在众
多的佛像之间"我们能够近距离地$

平等地与他沟通"跟他交流!

%高棉的微笑&作为可与法国卢
浮宫中%蒙娜丽莎&相媲美的%东方
神秘的微笑&"有着无穷的魅力! 它
是简约的"作为一尊雕塑"它没有细
致入微$毫发毕现的刻画"但仍然具
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它由几块石头
拼组而成" 石头的缝隙在他的脸上
还清晰可见! 低垂的眼帘"扁平的鼻
子"宽厚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 "

表达了他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他的
颈脖处雕有花纹" 更为他平添了几
分温文尔雅的气质! 据说"%高棉的
微笑&是一尊佛像"它将佛教的慈$

悲$善$静的四大境界表现在一张脸
上! 也有人说"那其实就是苏耶跋摩
七世的脸" 因为这个伟大的国王相
信自己就是佛" 具有佛的法力和仁
慈! 而我宁愿相信后者"因为我在这
张脸上不仅读到了作为神的静穆与
崇高" 更读到了作为人的高雅的气
质"宽厚的仁慈以及平静的包容!

%高棉的微笑&是沧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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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的岁月" 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
印迹! 他的脸由于风雨的侵蚀"已变
成了深黑色" 青苔在他的脸上肆意
生长"使得他看上去有点斑驳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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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他就这么平静地伫立在热
带暴烈的阳光下"笑看岁月的更替$

朝代的变换还有人间无数的悲欢离
合! 驰骋疆场"雄姿英发的身影刚刚
从眼前掠过"两军对垒"杀声震天的
声音似在耳边回响" 而由他创造的
辉煌转眼间已化为了瓦砾和废墟 "

化为了消散的清烟和茫茫的雨林 !

当宏伟的建筑被森林淹没" 当叱咤
风云的人物从此死一般地沉寂 "这
是怎样的一种哀伤与痛楚+ 面对一
个王朝渐行渐远的背影"他惊悚"他
愕然"但他依然微笑!

不知为何" 我突然想起了明朝
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 在李自成的
农民军即将攻克北京城的时候 "他
在留下一封%罪己诏&之后以我们都

熟知的方式选择了死亡! 我还想起
了李后主"想起了他%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的凄凉感叹! 这两个人"都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故国的忠诚
和怀念"一个回避"一个哀叹! 而我
觉得"他们都缺乏%高棉的微笑&中
的苏耶跋摩七世对待现实的通达态
度! 当然"历史中真实的人物与作为
雕塑作品的%高棉的微笑&也许没有
可比性"但我还是认为"面对现实"

人们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历史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 "

我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 看不见
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即人性是相通的"所以我理解
历史中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可以与
之对视"与之交流"甚至突然间产生
了一种想哭的冲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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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一个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

国# 在我心目中$

她遥远而又神秘#

当我千里迢迢奔赴

柬埔寨$在热带炽

热的阳光下寻访神

秘的吴哥文明时$

心灵被一次次地震

撼# 在我看来$柬

埔寨之行$既是一

次亲近高棉古老文

明的探寻之旅$更

是一次洗涤灵魂%

启迪智慧的心灵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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