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柬埔寨

高中第卄二屆 黄玉勤

前記：我與柬埔寨有一份情：1955 年秋季初中一時,我剛搬入知用母校宿舍的幾個星期,
每到黃昏與周末,我常常有想家之愁。 還好我認識了宿舍床頭左右兩位從柬埔寨金邊市來
的學長, 他倆 對我很好；把我當作小弟弟般看待,每次看到我想家不樂的時候,其中一位跑
過來 與我聊天,讓我暫時忘了離家之愁 . 1956 年夏天放暑假前, 我沒把他倆的名字和地址
抄下來 （ 那時我年幼無知, 我一直為我的疏忽大意而感到抱 歉）。 1956 年秋季我回知
用母校上課, 在校園裏再也沒有看到他倆的影子 (當時知用母校的校規是: 凡是從外地到堤
岸求學的初中三與高中 男生們都要在校外住宿) 。
2004 年至 2006 年秋天前, 內人與我住在南加州長沙灘（Long Beach), 那裡有很多柬埔
寨人, 我和內人常去柬埔寨人或柬埔寨華人開的餐廳點了金邊河粉或金邊麵湯。 用餐時偶
爾也和柬埔寨人或柬埔寨華人服務生閒談。
我的小學同學林君去柬埔寨後,那不幸年份後他與在越南的家人就失去了聯絡......
我腦海裏,永遠忘不了這倆位從柬埔寨到母校求學的學長和我在小時候一起長大的林君：
我誠懇地祈禱神賜給他們三人七倍 加強的祝福；希望他們三位能夠帶給他們的家人好消
息。 這次是我和家人的高棉金邊首行, 我有太多的感觸：只好班門弄斧地獻醜寫稿,但願
這兩位學長和林君看到本文：乃是來柬埔寨的大收穫也 .......

我輕輕的來到柬埔寨 （註明 1）
第一次看到古國高棉
如同無知幼稚園學生
第一次上課見到師友
接觸不同的事物都很新鮮
別人來柬埔寨忙著參觀吳哥窟古蹟
或是去西哈努克(Sihanoukville) （註明 2）
那裡有漂亮的沙灘
我來是要尋找失了的東西

我一而再
再而三來到洞里萨河
河畔就是遊客响往的金邊皇宮 （註明 3）
清晨/午前/黃昏徘徊或靜坐，在河邊
我往東南方向遠望洞里萨河、湄公河、巴沙河
交汇而形成的四臂湾
我在尋找又尋找那失了的東西
金邊皇宮不是我尋找的對象
我沒找到失了的東西
靜靜地離開柬埔寨
帶著依依不捨之情緒
沒有帶走天上的雲彩
有日我將再來柬埔寨
繼續尋找那失了的東西
順便走馬觀花地參觀吳哥窟古蹟
但願能夠深入 PHUM DAUNG（註明 4）
詳看倍我長大西貢河的源頭地
［脫稿於柬埔寨金邊城 12/12/2015: 柬埔寨行三文之二］

（註明 1）：
柬埔寨 （參考：百科百度）
柬埔寨全名柬埔寨王国（Kingdom of Cambodia），通称柬埔寨，旧称高棉，
位于中南半岛，西部及西北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
部与越南毗邻，南部则面向暹罗湾。柬埔寨领土为碟状盆地，三面被丘陵与
山脉环绕，中部为广阔而富庶的平原，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以上。境内有湄
公河和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萨湖（又称金边湖），首都金边。

柬埔寨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 1 世纪建立了统一的王国。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柬经历了长期的战争。1993 年，随着柬国家权力机构相继
成立和民族和解的实现，柬埔寨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註明 2）：
西哈努克市（參考：Wikipedia）
西哈努克市（高棉文：ក្រុងក្រះសីហនុ，罗马化：Krong Preah Sihanouk），原名磅逊
（Kampong Som），是柬埔寨的一个港口城市；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繁忙
的海岸港口，华人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同时此市也是柬埔寨国内比较重要
的旅游城市，有大量的饭店及旅馆。
Sihanoukville (Khmer: ក្រុងក្រះសីហនុ, Krong Preah Sihanouk), also known as 'Kompong
Som' (Khmer: រំរង់សោម), is a coastal city in Cambodia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Sihanoukville Province, located at the tip of an elevated peninsula in the
country's south-west at the Gulf of Thailand. The city is flanked by an almost
uninterrupted string of beaches along its entire coastline and coastal marshlands
bordering the Ream National Park in the East. A number of thinly inhabited islands
- under Sihanoukville's administration - are in the city's proximity, where in recent
years moderate development has helped to attract a sizable portion of Asia's
individual travelers, young students and back-packers.

（註明 3）：
金邊皇宮（Royal Palace & Silver Pagoda) （參考：Wikipedia）
金邊王宮（高棉語：ក្រះបរមរាជាវំងននក្រះរាជាណាចក្ររមពជាុ ）位於柬埔寨金邊，坐落於金邊東
面，面对湄公河、洞里萨河、巴沙河交汇而形成的四臂湾。金邊王宮是綜合
的建築群，當中包括舉行加冕儀式或王室活動的即位廳、舉行王室佛教儀式
的佛教寺院「銀塔」及供柬埔寨君主的居住的宮殿等。1863 年，柬埔寨與法
國簽訂保護條約，成為法屬柬埔寨，當時的首都位於烏棟。1866 年，國王諾
羅敦·安·吳哥金邊重新建造一座新的王宮，並決定將首都由烏棟搬回金邊，
法國亦有份協助建造的工程，因此建築風格上主體雖然是高棉的建築風格，

但不少都具有歐式建築的特式，其中法國贈送的拿破崙亭頗為特別，隨後的
十數年，建築群內的其他建築物都陸陸續續建成，包括即位廳和王家法院
等，不過亦有不時建築物同時被拆卸重建。1910 年代，西索瓦在位期間，他
又為王宮帶來多項重要的貢獻，他重置了即位廳等，令建築物更富高棉及東
南亞的特色。往後數十載，多位的國王，如諾羅敦·施漢諾及西索瓦·莫尼旺
等，都分別為王宮修建了不同的地方。

（註明 4）：
西貢河 （參考：Wikipedia）
西貢河 The Saigon River (Vietnamese: Sông Sài Gòn) is a river located in
southern Vietnam that rises near Phum Daung in southeastern Cambodia, flows
south and south-southeast for about 230 kilometres (140 mi) and empties into
the Nhà Bè River, which in its turn empties into the East Sea some 20 kilometres
(12 miles) north-east of the Mekong Delta.
Sông Sài Gòn （參考：Wikipedia）
Sông Sài Gòn bắt nguồn từ khu vực Lộc Ninh (Biên giới Việt Nam - Campuchia),
tỉnh Bình Phước chảy qua địa phận hai tỉnh Tây Ninh và Bình Dương,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rồi đổ vào sông Đồng Nai ở mũi Đèn Đỏ thuộc huyện Nhà Bè và gọi
là sông Nhà Bè (tức là dòng hợp lưu của hai sông Đồng Nai và Sài Gòn).
［根據 Wikipedia：西貢河源頭之地是 在柬國與越南邊界的附近（Wikipedia
英文版説是柬埔寨的 Phum Daung 。Wikipedia 的越文版説是越南的 Lộc
Ninh）.
筆者認為：西貢河始源于柬埔寨東南部的 PHUM DAUNG 附近.南流經過西
寧市的東部, 平陽省油丁市的西部, 再經過 西貢市, 南流入湄公河三角洲,下游
三角洲注入東海. 全長約有 230 公里. (参考: 維基百書百科全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