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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哥梦回 千年一叹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吴哥，意为“圣洁的城市”，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并称为东方

四大奇迹，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是历代吴哥王朝统治者供奉神祗的圣地，虽然绝大部分壁画和雕

塑在偷盗者的破坏下已经残缺不全，只能从暹粒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一窥究竟，但依然能不费吹

灰之力地震撼你的心灵。

你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吴哥感兴趣的？是“古墓丽影”，还是“花样年华”？又或许，只

是一个梦？

那里的一寺一庙，一石一花，都浸润在东南亚充满水分的空气里，闪烁于丛林掩盖的巨石光影下

，沉浸在神秘的高棉微笑中。那一片片壮大震撼的遗迹群，是吴哥时代最后一缕昙花一现的辉煌

，是众神的天空乐园。精美繁复的壁画和气势雄伟的规模，把高棉建筑艺术发挥到极致，将高棉

文明推上了吴哥的顶峰，在柬埔寨的历史长河中褶褶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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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青苔洗却了它曾经的金碧辉煌，悠悠岁月抹平了它的傲气棱角，而如今斑驳的面容更赋予了

它神秘的面纱。不论你来自哪里，抱着何等心态来此一游，站在这片废墟前，你都该庆幸自己能

站在这里，和这神祗零距离接触，感知它过往的辉煌，倾听它千年风霜化作无言的低吟，这是上

天给你的恩赐。

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吴哥之旅，追寻这片失落的高棉文明，重新回到众神的乐园。 

暹粒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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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暹粒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整体来说旱季的11-次年4月为首选，而12-2月则为最佳旅游时间。

旱季是11-次年4月，此时空气湿度小，早晚凉爽。但中午的阳光非常强烈，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交通方面，路上的灰尘比较大，但不会有太大影响。4月最热，切记带高指数防晒霜和强力驱蚊

水，以及痱子粉。

雨季是5-10月（5、6月一般每天只下雷阵雨，7、8才是洪流泛滥季节），此时众多水池蓄满了水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此时可以拍摄出色泽和质感最棒的照片。但雨季天气闷热，通常在中午或

者下午会下暴雨，时间较短，其他时间仍要注意防晒。交通方面，道路会非常泥泞难行。此时游

客也更少，许多旅馆会降价。

这里可以查询实时气温和降雨指数：http://www.wunderground.com/global/stations/48966.html

   

2、地理方位

世界文化遗产吴哥古迹群坐落于小城暹粒的郊外，而暹粒距离首都金边6小时车程。

暹粒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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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的主要道路为Suvatha Blvd大道，从暹粒河往西走约500米，是一条南北向道路。在这条道路旁

，有饭店、民宿、餐厅、银行等建筑物。The Red Piano餐厅前的三角空地四周，从傍晚开始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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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炒饭和面以及果汁摊贩。从那里往南约200米处，也有从白天就开始营业的地边摊一字排开，很

受背包客的喜爱。再继续往南走，经过鳄鱼公园后抵达洞里萨湖。

旧市场附近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地区，就位于城市的南边。每天早上六点就人声鼎沸，聚集

着各式各样的土产店，在旧市场的四周，还保留不少法国殖民时期的洋房，迎合外国人的时髦餐

厅和咖啡馆接二连三的开张。尤其是酒吧街四周，是暹粒最热门的地区，游客可以在这一代随性

的购物或边吃边逛。

吴哥窟古迹群基本可以划分三个区域： 

                                             10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11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吴哥古迹群地图

中心区域：是吴哥窟古迹群中景点最为集中、也是游客光顾率最高的区域，它包含了吴哥寺（也

叫吴哥窟、小吴哥）、通王城（也叫吴哥城、大吴哥），以及通王城东边的塔布笼寺、塔逊寺、

圣剑寺、茶胶寺、比粒寺等景点。

东南区域：有一些吴哥窟的早期建筑和寺庙，如：罗洛士群的巴空寺和神牛寺等。那里曾经是国

王陀罗跋摩一世的首都。

东北区域：东北区域远离吴哥窟的中心地区，但是只要给你的摩托司机多支付几十美元，你就可

以进入女王宫和高布斯滨，女王宫以稀有的红色砂岩雕刻精致浮雕，被认为是吴哥雕刻艺术最高

水平作品。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到在美丽的东南亚丛林中穿梭的乐趣。

   

3、签证

中国公民前往柬埔寨有4种方式办理签证：大使馆办理30天旅游签证，网上申请E-Visa，落地签和

泰柬一体签证。

1、大使馆30天旅游签证：

所需材料：签证申请表1份；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两寸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有效期：签发日起3个月有效，逗留期30天

服务费（含签证费）：350元（含护照回邮费）

办理时间：3天（不含邮寄时间）

受理范围：全国各地

备注：如需加急服务，另收250元加急费（以柬埔寨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例）

柬埔寨使领馆信息：

柬埔寨王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东直门外大街9号

电话：010-65321889

领区：全国

柬埔寨王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12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264号水晶国际8楼804-805房

电话：023-63113666

领区：重庆、湖北、湖南、陕西

柬埔寨王国驻昆明总领事馆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新迎小区新迎路172号官房大酒店4楼

电话：0871-3317320

领区：云南、四川、贵州

柬埔寨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酒店东楼804－808室510064

电话：020－83338999－808

领区：广东、福建、海南

 柬埔寨王国驻南宁总领事馆

地址：南宁市中国-东盟商务区桂花路16-6号

电话：0771-5672358，5672352

领区：广西

柬埔寨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天目中路267号蓝宝石大厦12楼A座

电话：021-51015850

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柬埔寨签证申请表（点击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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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上申请E-Visa

入境类型：仅限单次入境

费用：20美元+5美元（手续费）

有效期：3个月（自签发之日起）

停留时间：30日(更多信息)

处理时间：3个工作日

要求：护照（入境时剩余有效期达6个月以上），一张护照照片大小的数码近照（jpeg或者png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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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张有效的信用卡(visa/万事通卡/美国运通卡/发现卡)。

签证豁免国：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thailand，indonesia

不适用的国家：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斯里兰

卡，苏丹（请您向最近的大使馆或者在到达时向各个主要查验点申请签证）

在线申请地址：http://www.mfaic.gov.kh/evisa/ContactInformation.aspx?lang=ChiS

如果不能显示网页请登录http://www.mfaic.gov.kh/evisa/

在最上面行万国旗中选择中国国旗就会跳转到中文页面。

电子相片要求：JPEG或PNG格式的近照，文件小于1MB。

e-visa入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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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地签：

落地签其实很简单，持有效护照，入境表格（机场领取），20美金。交表，交钱等签证官盖章放

人你就可以进入柬埔寨啦。但是，如果你没有其它国签证拿一本空护照是无法出中国海关的，所

以落地签实际上不适合单程“中国－柬埔寨”的行程。

4、泰柬一体签证

泰国与柬埔寨单一签证协议2012年12月27日开始生效。根据单一签证协议，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

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向泰国和柬埔寨任意一国获得签证，便可在两国各逗留60天。

在柬埔寨使领馆申请泰柬一体签证（以柬埔寨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例）：

所需材料：签证申请表1份；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原件；两寸照片2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有效期：签发日起3个月有效，每个国家逗留期30天

服务费（含签证费）：650元（含护照回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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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间：3天（不含邮寄时间）

受理范围：全国各地

备注：如需加急服务，另收250元加急费（不适用于台湾护照）

旅人提示：

泰柬一体签证由于两国使领馆均有拒签可能不建议单程“中国－柬埔寨”行程安排，风险较大。

上述价格及时间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4、行李装备

证件财物

：美金现金（小额的，最好是一叠一块美金的纸钞）、护照（及复印件2份）、机票及复印件2份

、签字笔（填出入境表用）、攻略、笔记本（不管是记心得，记账，还是讨价还价用，有着会方

便多）、一寸大头照三张，可省去吴哥门票排队照相时间

数码类：电子词典、相机、记忆卡等摄影器材

，三腳架（日出日落，吴哥寺夜景），数码伴侣、220 V 电压充电器，电池

护理：防蚊液，樟脑油，电蚊香，蚊香片，花露水，防尘口罩

化妆品：强力防晒乳液，面膜，日用化妆品，帽子，太阳眼镜，当地还可买头巾

洗漱用品

：牙膏、牙刷、毛巾、洗发水、沐浴露、谅衣绳/架，洗衣粉（洗衣液）、少许餐巾纸、手绢，湿

纸巾（非常重要，旱季尘土大，任何季节爬陡峭寺庙台阶都会汗流浃背），卫生棉

药物：人丹（中暑），藿香正气，痱子粉，头痛片，止泻剂，晕车药，创可贴，胃肠药，奎宁

衣物

：好穿的运动鞋/拖鞋，（人字拖爬陡峭的台阶非常危险），适合爬上爬下的长裤，看日出要用外

套

其它

：塑料袋、手电筒（看完日落的时候用的，还有就是崩密列和塔布隆的黑洞中用来照明）、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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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车上吃，另景点内东西贵，而且点少，备点总好的）、小礼物（文具，旧衣服等，不建

议给糖果，尤其是直接给钱）、望远镜（坐热气球时用）、杯子

   

5、货币与小费

货币： 

在柬埔寨，美元和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一样普遍，在许多地方甚至还收泰铢。大多数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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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和商店都以美元标价。小额交易则通常是用瑞尔，如摩的费、小吃、打发乞丐及其他小采购

。

瑞尔纸币有50、100、200、500、1000、5000、10000、50000和100000这几种面值，但最常用的是鲜

红色的500元瑞尔币。

换兑：

汇率目前1 USD美元≈4000 KHR瑞尔，在暹粒银行、旅店、街头换兑摊位都提供货币换兑。一般

在街头小摊换兑，旅店换兑率会降低5%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当收到钱后请仔细检查。瑞尔如有破

损仍可以用来使用，但美国大钞如有破损则一文不值。

银联卡：

柬埔寨境内CANADIA BANK（加华银行）的ATM机可使用银联卡提取美元现金。

信用卡：

信用卡及旅游支票在这里使用情况一般，大多数商店和酒店可以用Master/visa卡，但不接受的也很

多。美元旅游支票比任何一种其他种类旅游支票都更容易兑现。

小费：

在吴哥接受服务通常要付2000元瑞尔的小费。

旅人提示：

1、旅店、门票和租车大都只收美元。

2、人民币兑换当地货币不容易，因此不要携带过多人民币。

3、旅行结束前尽量将柬埔寨货币使用完，因为在柬埔寨以外地区你无法将其对换成其他货币。

   

6、通讯网络

电话拨打方式：

给国内手机打电话：00+86+国内手机号码

给国内座机打电话：00+86+区号+座机号码

国内拨打柬埔寨手机方法：00855+号码，如果是使用ip电话打的，就是ip号+00855+号码。柬埔寨

国际区号：00855

ip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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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ip电话非常普及，很多网吧都能打ip电话，打回国内话费每分钟0.25-0.5美元，可以多问几

家。一定要问好价格再打电话，以免被宰。有些ip电话通话质量不好，会有延迟。

柬埔寨sim卡：

国内手机可以使用柬埔寨的sim卡的gsm网络。在柬埔寨有三个移动电话服务供应商：samart(t)011

，mobitel(t)012以及shinawatra(t)015&016。买的时候说明要能给中国发信息和打电话，店员就会推

荐合适的卡给你。注意，买sim卡时可能需要护照和照片，最好随身带上护照的复印件。

beeline卡

beeline卡的手机信号在柬埔寨算比较好的，sim卡每张5美元，其中包含一定时间的国际和国内通

话时间。用完了可以买充值卡再充值。目前的价格打回中国是每分钟0.06美元。beeline余额低于2

美金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

smartsim卡

每张卡1.5美元，其中含有1美元话费。打回中国每分钟0.07美元。信号不错，但在离城市较远的地

方，比如高布斯滨，会没信号。

metfonesim卡

每张卡5美元，里面还有3美元的话费，可以打国际长途，资费和其他公司差不多。在柬埔寨这家

公司的信号覆盖最广，即使是偏远乡村，信号也很好。

网络：

许多酒店和guesthouse都有免费wifi或网络接口，有些还会在大堂放置几台公用电脑供住客上网。

一些餐厅也提供免费wifi。暹粒的网吧很多，老市场区域最为集中。上网收费一般是每小时0.5-1美

元，速度不快。通常是英文windows系统，不一定有中文输入法，但可以浏览中文网页。多数装有

msn，qq则很少见。

邮政：

在暹粒有较好的邮政服务，但也比较混乱，贵重物品最好通过快递公司。明信片寄望中国需要150

0~2100瑞尔，1美金一张明信片。

上述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7、电压与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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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柬埔寨电压230V，频率50HZ，插头以圆头为主，也有扁式的，

和国内的可以通用。但如果有三脚电器需要电源转换器了，若没有也可以在饭店柜台借万能插座

。

时差：

柬埔寨的时间比中国慢一小时。

   

8、语言帮助

暹粒的官方语言为高棉语，但作为旅游城市，英语普及率高达70％；此外，法语和中文也很流行

。如下是一些高棉语的常用语：

日常对话：

Sues dei-你好 Soum-请 Aw khun-谢谢 Baaht/jaa-是（男用/女用） Ot te 不 Soum doh-对不起 Leah sen

heuy-再见 Chouay！-救命！

文字标识：

Wat-寺庙 Phnom-山 Psar-市场 Poh polih-警察局 Apsara-天女 Khmer-高棉 Naga-纳迦（即蛇神）

Shiva-湿婆（毁灭之神） Hanuman-神猴哈努曼 Brahma-梵天（即四面佛） Vishnu-毗湿奴

   

9、出入境须知

入境须填写入、出境卡、海关申报单。入境卡由口岸存留，出境卡交旅客保存，待出境时查验。

入境时柬移民局在出境卡上盖有停留期的印章，请注意查看，以免签证过期被罚款。柬移民局规

定，签证过期每天罚款5美元。海关申报单交给海关，携带美元入境无数额限制，如数额太大必须

报关，否则再带出境时就会遇到麻烦。

柬埔寨机场建设费未含在机票价格内，请于境外当场支付出境机建费为25美金/人，国内机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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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美金/人。不过现在有些航空公司的机票中已经包含了离境税，例如亚航的机票包括离境税。

所以离境时需要问清楚自己是否还需要交25美元。

进出柬埔寨时海关索贿很普遍，其实都是中国人给惯的，只会向中国人索要。请摆明立场或装作

听不懂，坚决不要给钱，但要看清边检人员是否将盖好章的护照、出境卡等如数归还给你。如果

边检为索贿把护照放在一边不给你，就僵持，一般都会放的。

飞机上空姐会发柬埔寨的出入境表格和海关申报单(入境问题不明白可以咨询空姐)，Arrive和Depa

rture两张都要填，过关时Arrival那张会被收去，Departure那张会被钉在签证旁边。

柬埔寨海关出入境及机场安检规定：

1、携带摄像机、可拆装镜头的照相机、手提电脑等物品应向海关申报，每位旅客可免税携带1升

酒类、250克烟草或200支香烟或50只雪茄；

2、携带吴哥王朝时期的古代石雕出境属于违法行为。

   

10、紧急救援

常用电话：

急救：119

匪警：117

火警：118

暹粒旅游警察：012-969991

柬埔寨旅游部：023426877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金边）

地址：金边市毛泽东大道156号

办公室电话：023-720920

证件咨询电话：023-217086、12-901937（工作日上午8:30-11:30 下午2:30-5:00接听）

领事保护热线电话：12-901923（24小时接听）

值班电话：00855-12-810928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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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周一至周五08:00-15:30，周六08:00-11:30

营业场所和商店：周一至周六08:00-18:00，大多数周日也营业

餐馆：当地06:30-21:00；国际07:00-22:00

医疗：

暹粒的医院、诊所和药房在6号公路、S大道和酒吧街附近都有，其中也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医院，

就诊可以用中文交流，药房里可以购买药品。总体来说柬埔寨医疗水平有限，而且在国外看病花

费很高，建议自备常用药物，并购买相应的保险。

注意事项：

1）安全：吴哥的许多建筑都很高，而且楼梯又陡又窄又滑，要注意安全，别逞强，一双合脚的鞋

也是必要的。骑自行车或电动车游玩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看日出、日落时早出晚归，郊外公

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最好带上手电或头灯，让来往的汽车能看到你。

2）导游：包车司机一般都经验丰富，可以兼做导游，讲述每个神殿庙宇的特色和历史，还可带你

去一些有特色的拍摄点。也可以请专业导游，英语导游一般15美元/天，汉语导游要25美元/天。不

过导游的行程和时间都有严格安排（上午07:30-12:00,下午14:30-18:30），没那么自由。

3）防暑：吴哥中午十分炎热，最好在阴凉的神庙里或回旅馆休息，如果要争取时间，可以游览一

些丛林里的景点，比如是塔普伦哥寺，圣剑寺，塔逊寺等，当然，要带足够的水和食物。

4）避免纠缠：在吴哥会遇到全柬埔寨最精明的孩子，或是兜售纪念品，或是主动充当“导游“，

如果无意购买就不要搭讪，不需要导游一开始就要拒绝，以免发生误会和麻烦。

5）景点有人叫你拜佛或者带你看什么东西千万不要去，给手上系红绳或者给护身符也要谢绝，否

则会面临索要小费的情况。

6）目前柬埔寨仍然有许多地方埋有地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偏离有明显标记的道路。在许多景

点附近都会见到因地雷而致残的受害者在乞讨，不妨给予他们一点零钱。

7）当地的饮料普遍加冰，不过冷食的卫生难以保证，请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是否饮用，并且

建议随身带上肠胃药。

8）在吴哥各个景区里，经常会碰到很多孩子向游客推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价格可能比市场低不

少。建议尽量不要从儿童手里买任何东西，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1、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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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长城、泰姬陵齐名的吴哥窟，如果你不做任何功课，事前不了解其历史，那么整个行程会

玩的不知所云。以下书籍和电影将会对你的吴哥朝圣之旅起到重要作用。 

书籍：

《Ancient Angkor》：驴友们倍加推崇的一本书，拿着这本书可以畅游吴哥。它对每个寺庙从历史

、文化、建筑、宗教等多角度进行了详细描述，对雕刻和浅浮雕的解说比其他任何资料都要详细

。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吴哥各大景点门口有卖，中文版似乎已经绝版。

《柬埔寨和吴哥寺》（走遍全球系列）：整本书以极细致的描写和大量图片对吴哥景区的各个寺

庙及各种吃、住、行信息进行了详尽描述。尽管个别内容有错误，但对于深度了解各个景点的可

看之处还是非常有用的。唯一的缺陷就是很多地图、名称等全部翻译成了中文，缺乏中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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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使用上会存在一定困难。

《柬埔寨》（Lonely Planet系列）：中文版，侧重一些实用信息的介绍，景点介绍内容有限，建议

和《柬埔寨与吴哥寺》对照使用。

《五月盛放》：这本书被很多驴友所不齿，被冠以空洞无物的帽子。这不是一本攻略或是旅游手

册性质的书，适合到各景点后，坐在那里慢慢的看，发呆，感慨等用，是小资MM必备资粮。对

于自助游来说，还是需要补充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俭游天下丛书之《柬埔寨》：除了小细节上的不太负责任，这本书整体上还是有保证的，基本上

按着书可以完成吴哥的旅行。

《吴哥窟之美》：讲座，有在线视频，全四讲，每一讲3小时左右。行前听一遍有助于从美学角度

理解吴哥，但是涉及到的寺庙比较少，对于浮雕的讲解不怎么详细。如果你准备时间不足，到了

暹粒也只够时间走马观花一下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讲座里涉及到的很多照片、地图都可以在《

Ancient Angkor》里看到。

《Angkor

Guide》：登陆www.theangkorguide.com

下载黑白PDF，其中关于建筑元素演变的内容，比如门楣和柱子的变化很有用，图片很清晰。比

《Ancient Angkor》更容易懂，唯一的缺点是只有英文版。

《Siem Reap Angkor Vistors

Guide》：当地可领取到的旅游资料之一，可以有所判断的选择，实用性很强。

《Siem Reap Drinking & Dining》：在一些场所能免费获取的小手册，主要是一些饮食和保健的信

息，同时也有暹粒和吴哥的3D地图，这个小册子的内容是3个月一更新。

电影：

吴哥寺庙特有的质感加上高棉文化的融合，让吴哥窟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所以也有很多影视作

品曾在这里取景。

《古墓丽影》在吴哥的取景地很多，从吴哥王城的巴戎寺到塔布茏寺都在镜头前出现过。给人印

象最深的还是塔布笼寺的榕树，古墓的入口就是在这里取景。

《花样年华》是在吴哥寺取的景，电影中梁朝伟将无法对人倾诉，甚至自己都无法面对的一段情

感秘密讲给吴哥窟的一个石洞听，再把它盖上，此时，悠扬的大提琴声响起，让发生在花样年华

的故事从此留在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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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浮雕与建筑

吴哥是以宏伟的建筑与细致的浮雕而闻名于世的寺庙群。 

(图片由网友 @轩儿来了 提供)

建筑：

吴哥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用巨石筑成，而且几乎每块石头上都有雕刻，成为古代东南亚最大的也是

最富艺术性的石建筑群；另外在单体建筑、主体建筑上基本呈锥形、塔状，有单塔、三塔或多塔

，一层层台基上有一道道回廊环绕。吴哥建筑不仅反映了古代柬埔寨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面貌，

而且反映出当时柬埔寨人的宗教观念、审美观念乃至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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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的微笑：

来吴哥的人都会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高棉的微笑，这样就一定不能错过巴戎寺。从外观上看，

巴戎寺似乎与小吴哥很相似，但这个并不是吴哥王宫的所在，而是寺院，所以它的整体构成是以

传说中佛教最高境界的须弥山为样本的。巴戎寺中除了有196张微笑的面容，每一张的表情都不尽

相同，这其中有一个笑的最温柔，所以也被称为“最美的高棉笑容“。

重要的建筑形式：

须弥山：又名“曼陀罗”，在婆罗门教经典中，指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四周有咸海、铁围山围绕

，海上有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是人间世界，上层有三十三天及很多层的各种“天”，是各路天

神的住所，最中心、最高的须弥山顶（帝释天）就住着湿婆。佛教沿用了这一概念，认为须弥山

是一小世界的中心，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合成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为一个中千世界，一

千个中千世界合为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种原始的宇宙无限思想。为了模拟神的居所，比较省事

的办法是将寺庙建在山顶上，如吴哥早期的荔枝山、巴肯山。但后期寺庙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

大，山顶显然无法容纳，于是在平地建造的寺庙也努力做成高大的人造山，并以池塘、平台、尖

塔模拟须弥山和周围的地理环境。吴哥寺、巴戎寺都是典型代表。此外，寺庙建筑的各种数据如

边长、高度、塔的数量等等都与经典相吻合。

金刚宝座塔：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塔群建造方式，先建造平台，在平台四方各建一座小塔，中

央建一座高塔。在佛教寺庙中，主要是密教采用这种布局方式，五塔分别象征着中大日如来、东

阿閦佛、南宝生佛、西阿弥陀佛、北不空成就佛。吴哥寺的顶层即金刚宝座塔形式。

浮雕：

古代高棉的浮雕技艺继承了印度文明，但随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高棉雕塑都是将石块精

雕细刻出来的，许多作品都刻画了如Shiva,Vishnu,Brahmans等印度诸神，象神

Ganesha以及许多其它的神仙，同时也刻画了如蛇怪Naga, 魔鬼Kala, 巨人Makara等怪物和传说中的

狮子。有些大型浮雕甚至刻画了注入Mahabharata和Ramayana的印度神话史诗。

旅人提示：

建议提前了解一下印度教两大经典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很多浮雕描

述的故事都出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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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吴哥最棒的体验

黄昏时分，阳光静静地照射在吴哥窟回廊上那一幅幅美仑美奂的石刻浮雕上，仿佛时间已凝固在

千余年前9世纪的吴哥是何等的辉煌。岁月无情，四面佛已遭风雨剥蚀，但仍然不动声色的微笑着

⋯⋯

   

1、吴哥窟 诉说不能说的秘密

吴哥古迹(图片由网友 @Sweet。彩虹 提供)

电影《花样年华》的最后一个镜头：梁朝伟将心底的秘密藏在了吴哥窟。据说，从此以后，不会

有人包括他自己，能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吴哥窟是个让秘密沉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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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是个时间曾经忘掉的地方，它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盛，一个国家的

没落。当你站在吴哥窟面前时，那种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唯有透过寺前的一池塘水的倒

影，缓缓的平抚心中的悸动。

漫步在吴哥的古迹中，一眼便是千年。

   

2、巴肯山看日落？你out了

巴肯山的日落(图片由网友 @下水道的脏猫 提供)

巴肯山观日落是吴哥游的保留节目。无论团队或散客必到此一观，但旺季很难攀顶找个落脚地，

看日落变成了看人头看肩膀。其实比粒寺(Pre Rup)和荣寺(Phnom Krom)等小众路线这两个地方是

不错的选择。比粒寺下是大片森林，罗格姆山被水田包围，是看夕阳倒影的佳处。但这两处游人

很少，返程距离远，最好包车有司机载你回暹粒，不要独自走夜道。日落后周围较黑（古迹中没

有路灯），要携带手电，小心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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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玩一把真人版古墓丽影

塔布隆寺(图片由网友 @Sweet。彩虹 提供)

无论是游戏还是电影，《古墓丽影》里，朱莉的烈焰红唇穿梭于神秘的庙宇和参天的古树之中给

人以强烈的震毁。它的拍摄地——被古树缠身的塔布隆寺和吴哥其他建筑一样，有着残破的美，

由于年代的久远，很多建筑都已经残破不堪，巨树在庙宇的各个空隙间盘根错节生长，也许正是

这古怪嶙峋的样子才正符合好莱坞导演对于神秘奇幻的要求。

暹粒中央市场北侧的Red

Piano餐厅是古墓丽影剧组拍摄时就餐的地方，餐厅还特别推出了一款古墓丽影鸡尾酒。

   

4、洞里萨湖水上村 看最原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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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萨湖水上人家(图片由网友 @Sweet。彩虹 提供)

想到过湖面上会建有水上学校、水上餐厅、水上加油站甚至水上猪圈等设施吗？在洞里萨湖，就

能看到这样的场面：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在湖面上进行。

洞里萨湖上的水上人家多不胜数，顺流而下几乎每隔几里地就会有一个小型的人员聚集地，零零

散散的建上几所小屋子。其中有三个最为著名的浮村，分别为空尼水上村庄、磅克良、空邦鲁，

在这里能看到最原始，最淳朴的越南水上村庄的景象。

黄昏的洞里萨湖是最美的，日落时分，夕阳映红了半边天，也映红了水上人家。出外一天捕鱼的

人们回来，准备夜渔的人出航，村子小小的水道显得分外繁忙。

   

5、当优雅的spa遇到强劲的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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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暹粒的按摩馆和spa中心随处可见，高档如星级酒店、度假村的按摩中

心，房间装修有品位，环境优雅又舒适，SPA师精通人体穴位，力量适中，注重细节，一切都在

轻柔的帷幔和温馨的烛光下变得浪漫细腻；平价如老市场的按摩摊，师傅们也大多精通泰式按摩

。丰富的项目、低廉的价格、热情的服务，抱着享乐的心态游荡在暹粒，总是能让人很轻松地就

过上皇帝般享受的日子。 

暹粒的spa和按摩馆(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6、在吴哥 把“杀人狂”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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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K与AMOK餐厅(图片由网友 @下水道的脏猫 提供)

吃掉“杀人狂”，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可在吴哥，就能轻轻松松的做到，因为“杀人狂”AMOK

几乎可以称为柬埔寨的国菜，主料一般可以选择鸡肉或者鱼肉，当然最地道的还是选择鱼，鱼出

自洞里萨湖，味道极其鲜美，加上椰汁蒸煮出来，好吃到爆。AMOK一般都会用椰子壳做盛菜的

容器，很有本地特征。

在暹粒，只要走进老市场附近的小巷里，就会发现里面全都是餐厅和酒吧。AMOK餐厅也在其中

一个小巷中，从2004年起就被LP推荐，虽然外表看不出什么特别，但内部装饰却让人惊艳，招牌

菜AMOK的味道更是极美，被称为暹粒最出名的情调游客餐厅之一。

暹粒做AMOK很地道的餐厅有很多，Khmer Kitchen、Arun

Restaurant也是游客常常光顾的两家餐厅。

   

7、舞动间邂逅吴哥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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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舞蹈(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吴哥的微笑，是高棉舞蹈的精华，人间跳舞艺术的杰作。

高棉舞蹈最初来源于印度宫廷舞。据婆罗门教的说法，舞蹈是由湿婆发明的，所以跳舞本身也是

一种宗教活动。其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当属天女之舞，也就是阿卜娑罗的舞蹈。舞者都是美丽的

少女，身穿华丽的高棉宫廷服装，姿态极其优雅。由于舞蹈动作缓慢，讲究以静态表现出平衡之

美，所以对拍照者来说是一大福音，暹粒有很多餐厅和剧场都可以看到传统的高棉舞蹈演出。

吴哥数百年与世隔绝，但当音乐响起，天女们和她们的舞蹈似乎不曾有过时空隔阂，倏忽来到我

们眼前，也许你听不懂他们唱的高棉语，但这绝不会妨碍你痴迷于高棉舞蹈的优雅、温婉和神秘

。

   

8、小心！此处有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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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下水道的脏猫 提供)

暹粒是一个经历了动乱的地方，在1975年红色高棉和越南在1979年占领暹粒期间，这里饱受战争

的蹂躏。几十年的冲突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未爆地雷，在城里的许多无腿的乞丐就是这一危险物

的见证。

柬埔寨地雷博物馆由一名前红色高棉儿童兵建立，其父母被红色高棉杀害，之后他成为一名孤儿

和地雷的受害者。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曾经在战争中夺去了无数人性命的地雷，你可以看见地雷不

断变化的过程，在这里历史会让你震撼，战争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暹粒还有一个军事射击场，军事射击场位于前往女王宫的路上，子弹9发要15美金，你还可以玩玩

AK-47甚至还可以投手榴弹。如果你够胆也够金，那就玩玩苏联制造的火箭发射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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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ose你尽情地摆，快门你无情地按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吴哥精美的石雕，繁茂的森林，历史的尘埃和四面佛的微笑，一切都是入镜的绝佳对象。去拍婚

纱，拍写真，拿回来更是无人能比。需要注意的是。吴哥的太阳白天很毒，造成的光影反差对比

非常的大，所以比较好的拍摄时间是在日出后大约8点到10点半左右的时间内，下午则是在4点以

后。女王宫中间的部分建筑是用绳子拦住的，所以要长焦才能拍到精美的雕刻细节。三脚架在拍

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很有用。吴哥窟正门是朝西的，所以下午去拍比较好看。暹粒有不少照相馆，

正负片和一次性相机均有售。旱季尘土较大，相机要注意防尘。

   

10、多重体验 给你一个立体的暹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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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鸟瞰的方式纵览吴哥遗迹，这么难得的经历你体会过吗？巨大的热气球腾空飞起后，可以以全

视野的方式高空全览吴哥窟与巴肯山。特别是黄昏时，热气球与巴肯山对望，让人惊觉，即使从

高空远眺，吴哥窟仍像是一个巨人城堡，呢喃地诉说着千年万载的伟大历史。幸运的话，可以看

到火红的吴哥落日以稳健的脚步消失在云雾彩霞间。底下繁茂的绿林间，一格格的田地与纵横交

错的道路，加上穿行着脚踏车、摩托车、弥漫着袅袅炊烟的高脚屋人家，一派田园风情。当然，

如果你觉得连接你和地面的那根绳索不够坚固，也可以加入直升飞机空中游览团去半空中观览寺

院、古迹、湖泊、山峦、河流和小溪。 

图为暹粒热气球及自行车(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陆地上也可以以全新的方式了解暹粒，小清新派的可以骑自行车穿行在城市中、乡村里，参观当

地鱼市，触摸古老的寺庙遗迹。这里没有工业化的旅游大部队，只有处处古老的参天大树和巍巍

的石头相伴途中。刺激派的可以选择暹粒人气排名第一第二的四轮越野摩托和吴哥快乐骑马，越

野摩托挑战所有困难的地形，是喜爱刺激休闲运动者最佳活动的选择，能尽情体验纵横山野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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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快乐骑马可以让你一边骑马一边观赏四周的寺庙及原野，从日出到日落，策马穿越普通游客

无法体验到的绚丽多彩的乡村美景、郁郁葱葱的田野风光和散落在无人角落的寺庙遗址。

   

11、住高脚楼听雷雨摇滚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柬埔寨传统民居和傣族的高脚楼类似。房屋以竹篾、棕榈、木头等建成，一层架空房间从二层开

始。不把房子直接建到地上，是因为当地的气温常年都非常高，高脚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隔

热防潮，楼下还可以圈养牲畜或者堆放杂物之类的，人就住在楼上。

暹粒很多客栈有仿传统高脚楼式客房，既能体验民居乐趣又有舒适保证，价格在十几至几十美元

不等。也有真正草根民居开辟的客房，没有单独卫生间和淋浴，屋内甚至除了床铺空无一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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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只要区区3美元。若雨季住在这样的竹篾小屋里，风从竹篾墙的缝里透进来吹散一天的暑热，听

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铁皮屋顶上，节奏由缓到急，声势了得。想低碳想省钱想与众不同？来住高

脚楼。详情参见实用信息住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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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哥景点详述

整个吴哥古迹群的门票分为1天、3天及7天三种票价，1天20美元/人，3天40美元/人和7天60美元/

人，持票可参观除崩密列、荔枝山以外的所有吴哥古迹。下午5点以后买票可以免费进入景区，票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计时。

开放时间：05:00-19:00

   

1、吴哥寺（小吴哥） Angkor Wat

吴哥寺位于暹粒以北约6公里处，长1.5公里，宽1.3公里，因占地面积比吴哥通王城小得多，俗称

小吴哥。这是吴哥时代艺术鼎盛时期的代表建筑，它创立于12世纪中期，是吴哥古迹中最大而且

保存得最好的建筑，因此“吴哥窟”也被作为整个古迹群的总称，并作为柬埔寨国旗图案。

吴哥寺由东南西北四廊（每廊又分两翼），它结合了高棉寺庙建筑学的两个基本的布局：祭坛和

回廊。祭坛由三层长方形有回廊环绕须弥台组成，一层比一层高，象征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

的须弥山。在祭坛顶部矗立着按五点梅花式排列的五座宝塔，象征须弥山的五座山峰，象征环绕

须弥山的咸海笔直耸立的尖塔顶部殿堂据说代表“天堂”。寺庙外围环绕一道护城河。

吴哥寺装饰浮雕丰富多彩，刻于回廊的墙壁及廊柱、窗楣、基石、栏杆之上的，令人目不暇接。

最常见到的是整墙的仙女浮雕，面带微笑，头戴花饰，端庄秀丽。浮雕题材主要取自印度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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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如果你是壁画、雕塑控，留一天时间在这里绝不为过。 

吴哥寺平面示意图

参观路线：

沿着石板桥跨过190米宽的护城河，由西门（正门）进入吴哥寺。外院墙西面的中段为一条200多

米长的长廊，虽然是外围建筑，但同样装饰着浮雕。正中的门楼内有一座3米多高的毗湿奴雕像，

未婚夫妇们经常来这里祈求好运。

外院与内院的正门间有一条宽阔的青石板路相连，石板路的两侧有半人高的石栏杆，走到尽头时

你会发现这是七头神蛇纳迦（Naga）的身体。道路两侧广阔的空地上曾经布满了平民居住的草木

房屋，现在已经毫无踪迹可寻了，只剩下两座对称分布的藏经楼和两个方形水池。人们喜欢在北

侧的荷花池前看日出，因为南侧的通常没有水。

进入内院，就来到吴哥窟建筑的主体部分，眼前是三层的平台。

第一层：最下面一层平台周遭长800米的回廊布满讲述宗教故事的浮雕。从西门入口开始逆时针行

进，看到的分别是：

（西）决战俱卢之野-黑天举起牛增山-猴王波林之死

（南）苏利耶跋摩二世军队-阎摩审判

（东）搅拌乳海-（大象门）-毗湿奴战胜群魔

（北）黑天与魔王班那-神魔之战

（西）楞枷之战

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以千佛廊连接，以前曾经供奉着几百尊佛像，但盗毁严重，剩下的也有很多

都残缺了。

第二层：第二层平台比第一层高7米，周长约430米。这一层的浮雕与第一层相比较多装饰意味，

如仙女Apasara雕像、莲花蓓蕾等形象。

第三层：呈正方形，边长75米。这是神庙的最高层，四座小塔拱卫中央主塔，象征着诸神居住的

圣地须弥山。通向主塔的台阶被称为“天堂阶梯”，高13米，几乎与地面垂直，攀登时必须手脚

并用，信徒以此体会天堂之路的艰辛，表达无限虔诚。

最后从西门出。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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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吴哥是离暹粒最近的景点，约6公里。出暹粒往北沿最宽最好的柏油路一直走3公里遇到检票

中心，再往北3公里遇到河水左转（一路有提示牌）。乘Tuk-Tuk、摩托车15分钟到达。骑自行车4

0分钟左右到达。

旅人提示

：1）寺内台阶普遍比较陡而且光滑，攀爬有一定危险，最好沿扶手上下，穿合脚、防滑的鞋子。

第三层目前正在修缮，不允许攀爬。

2）入口处路对面的停车场边和院内北侧有不少餐厅和大排档，菜谱上价格较高，非高峰时期可侃

价至半价或原价的1/3。

3）大排档中间杂着纪念品店，出售当地布料、T恤、拓片等，价格较高且暹粒市场都可找到类似

商品。

4）护城河边蚊虫较多。

   

2、通王城（大吴哥） Angkor 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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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王城景点分布图

大吴哥城是真腊王国吴哥王朝的国都，鼎盛时人口达上百万。多次毁于战火，后几经重修，最终

在1426年被废弃。城呈正方形，由城墙和护城河保护，城墙高8米，整个城市有5道城门，除了东

西南北四个正方向处各开有城门外，在东门的北面还开了一座胜利之门，城门都是塔形结构，每

个塔身上都有面向四方的四面佛像，以慈悲的眼神检阅进入城内的每一个人；城墙外就是护城河

，城门外各有架有一座桥，连接城里城外，每座桥采用印度教的神话故事，为修罗与阿修罗合力

搅拌乳海获取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两侧各有27座雕像，高2.2米，跪坐姿，合力报持巨蟒用力拉扯

。观察雕像的面容可以分辨他的身份：眼睛细长、表情含蓄的是修罗（天神），怒眼圆睁、表情

凶恶的是阿修罗（魔鬼）。

吴哥城中自南向北中轴线两边主要遗迹分别是巴戎寺、巴方寺、古皇宫和空中宫殿、赖王平台、

战象平台、南北仓和天牢。还有众多小神庙和塔散落其间大多没有标牌。

巴戎寺 Bayon

                                             43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巴戎寺建于12世纪，是吴哥城中最重要、最宏伟的建筑。著名的高棉微笑在这里有216张脸。

主要看点：佛面塔、回廊壁画。

四面佛像即高棉微笑，四张脸面露安详的微笑，是吴哥古迹的标志之一。方面、大耳、宽鼻、厚

唇、细目、浓眉，据说是建造巴戎寺的神王阇耶跋摩七世的面容。 

巴戎寺地图

巴戎寺的回廊壁画也十分丰富，1200米长的浮雕长廊令人惊叹的刻画了11000个人物。浮雕包括两

个画廊，内画廊所雕的是印度神话，外画廊所雕的则有日常生活，诸如街市情景、打鱼、节日庆

祝，有斗鸡、玩魔术等，现在所残存的浮雕，与其它吴哥古迹有很大的不同。外画廊描述当时人

的日常生活，如送礼、生产、杂耍、建筑、拜神、煮饭（也有中国人）等种种生活故事的描述。

也有历史性场面，描述各场战役的经过。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只参观底层浮雕。

巴戎寺坐落于吴哥通王城之中心点，其回廊东西长160公尺、南北长140公尺；回廊上方原有木造

屋顶，但年代久远目前只剩下断垣残壁及巨大之石柱供后人凭吊。巴戎寺混合了佛教和婆罗门教

的风格——阇耶跋摩七世本人信奉佛教，但是国民多信婆罗门教，因此主体架构采用婆罗门教寺

庙的三层结构，但是用四面佛取代了通常婆罗门教寺庙的高塔。中央拔尖、磊磊环堆如同玉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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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高塔，代表须弥山；四面城墙象征喜马拉雅山；城墙与第二层建筑之间的环沟空地，代表大

海。从南门沿主路步行十多分钟即到巴戎寺。

巴方寺 Baphuon

建造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略早于巴戎寺，曾经是旧王城的中心，是座单独的神山式圣塔坐落

在高的基座上，基座是神秘的梅卢神山的象征。 

巴方寺地图

巴方寺的特色是：由三排短圆柱支撑东面一条200米长的桥，该桥可到达记寺，桥染的中间是一座

十字形的亭，该桥现已修复。

原来的中央建筑已经坍塌，从西边楼梯爬上去，可以看到巴方寺闻名于世的浅浮雕，瓷砖，浮雕

的主题或取材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又或是描绘高棉人的日常，有不少原始

森林里的狩猎场景，在入口的左边和右边，可以看到生动的动物，欢乐的音乐家和神秘秘的怪兽

，巴方寺的浅浮雕与其它的有所不同，因为装饰图案是雕塑在寺庙墙壁类似瓷砖的小石头上，但

是因为该寺严重坍塌，很多图案已经看不清。

虽然巴方寺现在维修中且大部分坍塌，但从周围散落的浮雕动物图案中还是能看出它与巴方寺、

吴哥寺的不同风格。维修入口和第一层基座上分别有复原图和旧照（英文），不妨花点时间一读

，一探巴方寺往日辉煌。巴戎寺西北方向步行5分钟到达巴方寺。

古皇宫和皇家宫殿 Royal Palace and Phimeanakas

空中宫殿原名金角山最初是真腊国王罗因陀罗跋摩二世（Rājendravarman II）在位时（941年-968

年），虽然名为宫殿，实际上并非王宫。王宫在空中宫殿东北约二百米处，因为是木建筑，现已

不存。空中宫殿现保存不全，但它是高棉建筑艺术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吴哥寺的

前身，它包含著吴哥窟建筑艺术中几项原素，须弥山，中心宝塔，画廊，庙门阁。宫殿外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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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池，传说中国王和蛇后交欢的地方。顶层天台上可以看到旁边的巴芳寺。 

空中宫殿地图

癞王平台 Terrace of the Leper King

这是当时的皇家火葬场所在地，因平台顶端一座一位染上麻风病的苏里亚华尔曼四世国王而得名

。原雕像已送往金边国家博物馆收藏，现在的是复制品。石台外侧大小佛像密密麻麻，看得目不

暇接。

战象平台 Terrace of the Elephants

战象平台建于十二世纪末，也是贾耶跋摩七世的年代。在吴哥时代，战象平台是斗狮子、老虎、

大象的地方。每逢节庆期间，这里都有各种斗兽、竞技、歌舞等娱乐，招待各国使节。古代的吴

哥国王，站在战象平台上作检阅，举行各种公共仪式，马队、车队、象队，鱼贯在广场上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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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长度超过三百米，共有三个平台。南部的梯级以三头饰的大象为柱，象鼻卷著莲花。平台的

墙壁则雕上狮子神鸟和巨幅大象打斗场景。

战象平台在南边主路西侧，据城中心的巴戎寺步行10分钟路程。 

战象平台地图

南北仓和天牢 Khleang and Prasat Suor Prat

沿着中央广场的东侧有两组建筑物，北仓库和南仓库可能曾经是皇宫。沿中心广场在两个仓库的

前面是12座红色石料建成的宝塔，10座排成一排，其余两座与直线形成直角。面对胜利大道的是

天牢，也叫走钢丝人的寺庙，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宝塔的兴建象征性地护卫着中央广场。

交通

：吴哥城距暹粒10公里处，过吴哥寺后公路会一直把你带到城门前。城内东西南北主要要道为柏

油路，林间众多便道也可供自行车摩托车通过。

旅人提示

：1）除了游人集中的几处景点，其它大部分地方还保持着原始森林的原貌，有猴子、蝙蝠、鹿、

蛇等各种野生动物出没。吴哥城南门至巴戎寺沿路；各偏僻小径有猴子群会来和你分享手里的食

物。

2）巴戎寺有佛像香火旺盛，穿鲜艳民族服装的高棉人和着橙色僧袍的僧侣朝拜是拍照的好机会。

上午寺庙东边光线较好，下午则相反，西边采光拍照为佳。吴哥城南门至巴戎寺沿路是猴子聚集

地。寺内有众多狭小通道迂回盘旋而上，不要玩缩骨术进入黑暗窄小空间，那里往往有蝙蝠栖居

。

   

3、巴肯山 Phnom Bak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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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肯山地图

巴肯山是吴哥主要遗迹群内的一座小山丘，高67米，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山的西边是开阔的西

池（West Baray），东南方丛林中是吴哥窟。是看日出日落的绝佳地。

登巴肯山可沿略为陡峭的山路走约10 - 15分钟，或沿坡度较平缓的良好小路走，路途稍远。去巴

肯山的游人众多，四面八方早已踩出数条小径，条条通顶，不用担心迷路。此外也可乘大象上山

。

巴肯寺

是耶输跋摩一世（Yasovarman I）开始以大吴哥城附近地区为首都后的第一座国庙，奠下来吴哥建

筑的基础格局，体现了当时高棉人对山的崇拜。这座象征着整个宇宙的建筑，设计上充满象征符

号：7层平台：代表七重天，最上层的高塔代表宇宙中心；108塔：除中央高塔外，下面六层共有1

08座小塔，代表四个月相的108天；33塔：从每一面的中轴线上看巴肯寺，都只能看到33座塔，代

表须弥山上的33位神祗。

交通：吴哥窟西北1.5公里处。

旅人提示

：1）巴肯寺台阶陡峭，小心攀爬，特别是落日后光线极暗，最好携带手电下山注意安全。

2）每天到巴肯山看日落的游客很多，人如果太多，工作人员为了确保安全，下午5点后主殿上就

不让上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要尽早到，第一天没赶上，第二天还可以来，下午3点半是最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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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定可以上去。

   

4、周萨神庙 Chao Say Tevoda

 (图片由网友 @摇滚看世界 提供)

周萨神庙建于公元12世纪初期索亚娃曼二世统治时期。与其北边相距170 米的托玛侬寺神庙为同一

时期建造，其建筑布局、结构形式完全一样。庙是供奉周萨神（ChauSay），故将其命名为周萨神

庙。

周萨神庙主体建筑中的西塔门、中央圣殿、东塔门与高架甬路、十字平台、神路贯穿于一条东西

向的中轴线上，其他建筑物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同时在围墙以内的主体建筑又以象征须弥山

的中央圣殿主塔为中心，统帅全局。

2000年中国施工队进行维修前，周萨神庙几乎是一片废墟，建筑群的四周堆积着大约4000余件过

去从各个建筑物上塌落下来的石构件，维修工程将构件归安复位，经过五年的努力，如今这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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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恢复的当年的原貌，但是建筑主体上，仍能看到修复填补的痕迹。一些建筑结构遗失了，所以

只能用新的石块和水泥来代替。还有些雕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复制修补上去的。

交通

：出吴哥城东门（胜利门）沿公路向东300米看到的第一座小型遗址，路北为托玛侬寺，路南为周

萨神庙。路上无明显路标且树木繁茂注意不要错过。

   

5、托玛侬神庙 Thommanon

托玛侬神庙地图

托玛侬神庙规模不大，却是“缩写了的吴哥寺”，其主殿外壁上雍容华贵的女神雕塑，给人以气

度非凡的感觉。女神雕刻得质感健壮，端庄而立，那厚厚的嘴唇间不经意中露出的微笑，很是栩

栩如生。托玛侬遗址正是由于这些精美的雕塑，又被人们称为“吴哥艺术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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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茶胶寺 Ta Keo

 茶胶寺地图

寺庙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醛耶跋摩五世国王(Jayavarman V) 至苏耶跋摩一世国王时期建成，

供奉湿婆（印度教），为Kleang建筑风格。这座雄伟的神殿山，是第一座完全以砂岩石材为建材

，没有过多的装饰，简单的线条反使神殿外观更为清晰壮观。

茶胶寺的版图呈方形，象征着须弥山。五座石塔像骰子上的五点一样排列在顶台上，高12 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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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三层叠塔。第二层平台有铺彻好的红土地基，上面是四座沙岩入口石塔，四边各一座。周围

是一条沙岩长廊，长廊上开有窗户，光线可以照到里面。长廊完全包围着这层平台，四边都有开

口。东边有两间长厅，还有两间朝西的藏经阁。中央区域顶层呈方形，建造在叠塔基底上，各边

都有石阶。

交通

：位于吴哥城东部1公里处。出吴哥东门（胜利门）沿公路路过周萨神庙和托玛侬神庙后200米穿

过石桥继续走2公里左右路北即是。

   

7、塔内寺 Ta Nei

塔内寺建于12世纪末，座落在丛林和巨树中间，面积不大，大部分区域都被青苔和根系所覆盖，

到处是倒蹋的巨大石柱，游人罕至的地方，也极少在旅游书籍中被介绍。在茶胶寺北边丛林里。

交通

：茶胶寺北不远的丛林里，偏离主要公路。车辆不能进入寺内，从大门口需要步行走过1条土路，

有小岔路路且无指路牌，程单程大概需要20分钟。旱季路比较好，如果是雨季那就是泥浆满地。

最好结伴而行或找导游带路。在转弯处用手绢、手头等作标记以免迷路。取道路上车辙脚印多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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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谦 提供)

   

8、塔布笼寺 Ta Pr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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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摇滚看世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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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布笼寺地图

塔布笼寺是吴哥窟建筑群中最大的建筑之一，12世纪初高棉国王Jayavarman祭祀他的母亲修建带有

古典巴戎风格寺庙，是吴哥最具艺术气氛的遗迹。它几乎被丛林所吞噬，巨树在庙的空隙间盘根

错节生长，树根深入建筑的石缝中向四方扩散，巨根抓紧破庙，这也见证了吴哥文明的衰亡败落

的时光。《古墓丽影》里，安吉丽娜�茱莉来到神遥远的东方，寻找宝藏就取景这里。

这里的树分作两种，较大棵的是木棉树，较粗大且呈淡褐色，而且有多疖的树根。较小棵的则是

绞杀榕，树根呈灰色也比较细，但是四处纠结缠绕。这给修复古建筑的各国的专家们出了大难题

：如果坐视不管，古树会完全吞没整座寺庙，强行分开它们，依靠古树支撑的寺庙也会坍塌。

庙内的各种浮雕也极为精采：佛陀的事迹，大地女神普黛维手握发瓣的形象等。

塔布笼寺另一独特之处是敲心塔。最初是特别为国王设立的建言室。特殊的椎状建筑设计使两旁

回音大中间回音小。若站在塔里背靠在墙拍打自己的胸膛，整个塔内就会发出宏亮的回音。

交通：茶胶寺沿公路往南1.5公里处。团队和散客必到此一游，不用担心找不到。

旅人提示

：1）塔布笼寺目前还有部分在维修，且树木还在不停生长，许多墙体内部松动，多处立有危险建

筑提示牌，通过脚手架或散落石块地带要特别小心。

2）游人众多且考虑的树木生长带来的危险，寺内主要部分铺了木板栈道和护栏，想拍摄古树残塔

站在稍高位置可避免护栏入境。

3）塔布隆寺为热门景点，要想人少要赶早，8点不到第一个旅行团就来了。建议下午参观，上午

的话，几个最经典的点都是逆光。

4）门口入寺处路边地雷受害者演奏传统乐器且售自制光盘。

   

9、斑黛喀蒂 Banteay K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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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黛喀蒂地图

斑黛喀蒂就坐落在皇家浴池的对面（西侧），据说这里也是皇上和皇后游泳后休息的地方。这是

一座建造于12世纪末的佛教寺院。据称最初也是作为印度教寺院而建的，后来改建佛教寺院。规

模比塔布笼寺略小，城墙东安西北有和吴哥城一样的西面佛塔门。

从东门进去穿过小四面佛的门洞，是一条长长的土路通向舞女之台，有很多雕刻的跳舞仙女出现

在前后左右。再进去是十字形回廊环绕的内部结构，回廊结构复杂，一层一层进去至少有七到八

层。由于挨着名声大噪的塔布笼寺，这里游人不多，幽深宁静。

交通：塔布隆寺沿公路东南2公里处，皇家浴池西面。

   

10、皇家浴池 Srah S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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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许钰儿 提供)

皇家浴池建于十二世纪末是一个大湖700X300米，环绕有大规模的优美平台。浴池现在看起来更像

一个池塘，内一直都有蓄水，周围绿叶环绕。皇家浴池是吴哥窟看日出的最佳地点之一，在这里

看日出的人不多，而可供作为前景陪衬的水面比吴哥寺大多了。

交通：皇家浴池位于斑黛喀蒂寺东入口的马路对面。可以从这条路上进出皇家浴池。

   

11、豆蔻寺 Prasat Kravan

豆蔻寺建于921年，它并不是用石头而是用红砖建造而成，用来祭祀批湿奴（Vishnu）。每个塔楼

里都可以看到跟批湿奴和他太太，拉克希米（Lakshmi）的神话故事。

豆蔻寺不大，共分三座塔，中央塔内的红砖浮雕刻有仳思奴大型砖雕，头戴宝冠骑神鸟加鲁达上

、四只手臂各持法器，下身短裙，裙带飘扬配合渡海的优美动态。砖头的纹理映着从塔中央透进

来的阳光，泛着淡红色的古朴质地，是超凡入圣的美神吉祥天女的神圣宝地。浮雕精细繁复，华

丽而又崇高，有戏剧性活泼生动的人物肢体动态，又能呈现细腻的心理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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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皇家浴池向南沿公路1公里处。

   

12、比粒寺 Pre Rup

比粒寺建于10世纪，据说是古代皇族火化变身为神之神殿，又称变身塔。可以看到烧焦过的痕迹

。比粒寺是进行火葬仪式的地方。坚德拉跋晚年修建了比粒寺以及女王宫（Banteay

Srei），但没有完工他就驾鹤西去。 

比粒寺平面图

比粒寺是一座金字塔式建筑，同东梅奔建造在同一时期，但规模比其巨大。基座上建造砖塔，它

的结构与塔逊寺很相似，因属红砖结构，在夕阳照耀下泛着暖暖的红。

3层红土平台上并列建了5座祠堂，它们都设置了衍射做的假门，不能入内。西侧殿堂中的雕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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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野猪女神，由为珍贵。

比粒寺是除巴肯山外另一处欣赏日落的好地方。登上高塔，西方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森林，石塔在

其间若隐若现，景色苍茫壮阔。

交通：比粒寺位于东梅奔的南侧沿公路约1.5公里，皇家浴池东1公里的地方。

   

13、东湖和东梅奔 East Mebon

东梅奔的建造时间和比粒寺接近，建筑结构也非常相似。都是罗真陀罗跋摩二世（Rajendravarman

II）时期的印度教建筑，两座寺庙的主建筑风格也非常相似，只不过东梅奔寺更小些罢了。东梅

奔寺原位于东湖的湖心岛上，池水干涸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了。第一、二层台阶的四角分别有

四座与真象同样大小的大象雕塑，源于四巨象支撑宇宙的古印度神话。

   

14、塔逊寺 Ta 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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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逊寺平面地图

同样是阇耶跋摩七世在12世纪末修建的，据说是国王为表彰立下战功的大将军所建。塔逊寺不大

，四周被无花果树包围着。大门上与其它巴戎风格的寺庙一样，也耸立着神秘的人头像，向游人

露出灿烂的高棉微笑。进入院内，是一地乱石。寺庙中央是巨佛殿，通向各个方向的门廊纵横交

错，狭窄而幽深。

它的东门完全被一棵巨大的树包裹，好像一个树洞一般，寺门与树融为一体，与门后的四面佛塔

相互陪伴千年之久。

交通：龙蟠水池东沿路2公里处。

   

15、龙蟠水池 Neak 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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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k Pean意为缠绕的巨蛇，缘于水池中小岛上依照须弥山而建造的石塔上，有一个两条蛇神Naga

缠绕在一起的雕像。

龙蟠水池原为医治美人的寺庙疗养所，中间的大水池四方各连有一个小型水池，大水池的水通过

四个方面的雕塑的喷口流入小水池，北方为象，代表水；东方为人，代表土；南方为狮，代表火

；西方为马，代表风。当时在大水池的池底种满有医疗作用的草药，待雨季到来，池内水涨，药

水就会流入小水池中，而人们认为四个池中的药水疗效不同，所以根据每个人病情的不同，再把

病人安排到不同的水池里。

在大水池的东面有一匹马踏水而来，传说海上商人遇难，菩萨化身为马，把遇难者从水中救起。

这尊飞马救难石雕，经历了800年岁月，如今以是残缺不齐，但是，马的两侧及前后还可以清晰的

看到，获救的人们攀附在马旁，双腿弯曲腾空，从水面升起，飞马奔向圆坛。

交通：圣剑寺东沿路3公里处。

旅人提示：龙蟠水池游人稀少，水池边石缝里有蛇。

   

16、圣剑寺 Preah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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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剑寺平面地图

圣剑寺建于12世纪，曾是国王的行宫，阇耶跋摩七世重建吴哥城时曾在此居住。这里曾经是高棉

人最重视的寺庙之一，最重要的节日典礼都在这里举行，数千人供养和维护着这座寺庙，直至今

日仍然香火旺盛。

圣剑寺规模宏大，其长方形的围墙长800米、宽700米。整个建筑呈十字型，中心是中央圣堂，周

边是由拱顶长廊连着的东、南、西、北四扇大门，门外则是漫长的甬道。再往里去就是中央圣堂

。在寺庙的门口立着数尊手拿长蛇搅动乳海的修罗与阿修罗，在东西两边，有一列长的砂岩石莲

花墙，而莲花上曾经有佛像，但在湿婆派主持时，他们被毁坏。

在圣剑寺东边入口有一座两层建筑物，相传这座房子是用来存放圣剑的，它的圆形支柱很像地中

海建筑风格，也说是藏书阁，是当时非常稀有的两层建筑。

圣剑寺中央圣堂的石壁上布满圆形孔洞，据说当年镶嵌满了各种宝石，可以想见当年的金碧辉煌

。

从外围进入一层一层塔门会发现一层门比一层门高大，走到中心回望，层层大小不同的门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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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透视线。这是为了让所有来参见国王的人都不得不低头哈腰，以示尊敬。

寺中到处可以看见佛祖雕像和苦行僧雕像被人为凿去后留下的痕迹。这是推崇佛教的国王去世后

，各宗教纷争时被信访印度教的信徒破坏的。

看点

：珠宝镶嵌的塔、男性的象征物石器，层层石门、仙女雕塑、二层藏经阁、与塔布笼寺类似的根

包塔。

交通：通王城北门外约2公里。 

 (图片由网友 @摇滚看世界 提供)

旅人提示

：1）除了各国参观游客，柬埔寨人和东南亚其它信徒仍来此朝拜，跟着他们往往能看到藏在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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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块下面不易被发现的被供奉的神像。

2）寺中有闲散的柬埔寨人靠过来为你讲解，并引路带你去看容易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隐蔽角落里的

神像。他们是以此谋生的附近村民，大都英语流利，态度温和并极有耐心。如果你不想陪同，只

需客气地说明，如果一路接受他们的指引和讲解，最后要付一定报酬，这一点他们开始并不说明

，你最好开始就问明意图谈好价钱。

3）圣剑寺庞大沧桑，有百年榕树包裹坍塌的墙体，相对布局紧凑且名胜大噪的塔布隆寺，这里更

容易拍照。

   

17、西池和西梅奔 Western Mebon

在公元九至十二世纪，吴哥大兴水利，建成了以东池，西池，北池，罗来池，皇家浴池和吴哥寺

护城河，建构数千小水池和管道相连通的宏大水利系统。根据当地一年旱雨两季分明的气候条件

，合理调度，先将河水汇集，再分流到农田中进行灌溉，同时兼顾城市和神庙的用水，排水，防

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需要。

西池(West

baray)长八公里，宽2.3公里，为吴哥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人工水池。

日落前到西池南堤，那里有个码头，这里来得人不多，来这里游玩的多数是当地人，他们在沙滩

上嬉戏，算是当地人的休闲场地吧。

西梅奔 West Mebon

西梅奔在西池的中央小岛上，寺中曾供奉着一尊表现毗湿奴在宇宙之水中休憩的铜像。现铜像移

置于金边的国家博物馆中。不论东美蓬或是西梅奔，以前都是一个大水库中间的建筑物，只是东

梅奔周围的水已经干涸了，而西梅奔仍在水中央的岛上，但西梅奔的可看性，只剩下一段墙，但

有和巴方寺同样风格的美妙雕刻。

交通：

通王城西门外，西池中央，暹粒西北约11公里。去西梅奔要从西湖南边的码头坐船过去，每人15

美元（价格仅供参考），人多可优惠。码头西边有游泳渔场，可租救生圈和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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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哥周边景点

   

1、罗洛士群 Roluos Group

罗洛士群寺庙位置图

被认为是高棉艺术开端的罗洛士遗址群在公元9世纪的吴哥王朝时期建成，分为三处遗迹，分别由

巴空寺（Bakong）、罗雷寺（Lolai）和神牛寺（Preah Ko）三地组成。

巴空寺是罗洛士遗址群中规模最大并且是最重要的庙宇，曾经是城市中心的大型庙宇，其建筑风

格传承了印尼的婆罗浮屠特色影响，霸气当道，主要用来供奉林迦；

洛雷寺是阇耶跋摩二世迁都吴哥前的最后一个主要庙宇，里面供奉的是湿婆林迦，建在高棉历史

上第一个人工池中央的一个小岛上，现水池已干涸，成为稻田；

神牛寺又名普利哥寺，是罗洛士遗址群中第二大的建筑物，从庙宇底部开始的高台基上，筑起6卒

                                             65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刻有梵文的高塔，用来供奉湿婆和国王的祖先，成为这里最显著的特色。

交通：位于暹粒市东南方沿6号公路走约12公里的地方。

   

2、女王宫 Banteay S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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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宫平面示意图

看点：

材料

：与大部分吴哥古迹所使用的青砂岩不同，女王宫采用高棉特有的红土建造，色彩极为艳丽。含

有大量水分的红土既便于运输、建筑，也利于雕刻复杂细腻的图案。而建筑建成后，经过风干，

就变得异常坚硬，千年不坏。

浮雕

：女王宫的墙壁、立柱、门楣等建筑表面几乎完全被浮雕覆盖，没有一点空隙。女王宫浮雕刀工

流畅细腻，造型繁复圆润，线条纤巧柔美，色彩鲜艳妩媚，在所有吴哥浮雕中首屈一指，被誉为

“吴哥艺术之钻”。其中的阿卜娑罗姿态优雅，与吴哥寺的阿卜娑罗浮雕齐名。

女王宫是吴哥古迹中最重要的建筑群之一，它的建筑以小巧玲珑、精致剔透、富丽堂皇而著名于

世，有“吴哥古迹明珠”和“吴哥艺术之钻”的美誉。建于967年的罗真陀罗跋摩（Rajendravarma

n）王朝，而于1002年的闇耶跋摩五世（Jayavarman V）王朝完成。

结构

：大门的山形墙女王宫和多数高棉庙宇一样面朝东方。踏入最东边的瞿布罗（拱门，Gopura），

便可见一条67米长的铺道一直通向女王宫的主建筑群。主建筑群由三层院落（Enclosure）围成。

神庙在最内层的院落内，神庙的东北方和东南方有两座通常称为图书馆的小型建筑。

第三层（最外层）院落

：第三层院落东西长110米、南北宽95米，由铁矾土建成，东西轴的两端分别开了两道瞿布罗。两

道瞿布罗的山形墙均已不在原位。西瞿布罗的山形墙现由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描绘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阿修罗孙陀（Sunda）和乌普孙陀（Upasunda）两兄弟争夺飞天

提络塔玛（Tilottama）的故事。东瞿布罗的山形墙散落在地上，描绘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

恶魔掠走罗摩的妻子悉达的故事。院落内的壕沟被铺道沿东西轴切为南北两半，环绕着第二层院

落。

第二层院落

：第二层院落的外围是一道东西长42米、南北宽38米的铁矾土围墙，内围是一道边长24米的正方

形砖墙，外围墙的东西轴开有两道瞿布罗。外墙西瞿布罗的山形墙上雕刻着罗摩帮助猴王须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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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杀死其兄波林的故事。内墙已经坍塌，仅剩东边的瞿布罗和西边的一座砖砌神殿；东边瞿布罗

山形墙上外侧（朝东一面）雕刻着舞蹈的湿婆，内侧则是杜尔嘎。院落里又有一圈铁矾土的走廊

，现在已经断续地坍塌。走廊的其中一片浮雕描绘了狮面人那罗希摩撕开魔王希兰亚卡西普胸膛

的场景。

交通：吴哥城东北部25公里处。

旅人提示：

鉴于其极其鲜艳的色彩，女王宫最佳拍摄时间是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5点两个时段。但上午

的最佳时段总是挤满了旅行团，如果上午去提前1小时左右到达。晴朗的中午应该避开这里，在毫

无遮蔽的红色砂岩建筑中穿行会感觉像在碳火上烤一样炎热。

女王宫西门（后面）出去右转沿土路往东走路边有大片芦苇水塘，可看到成群水牛、白鹭。半路

有木台，可拍到女王宫全景。

   

3、崩密列 Beng Mea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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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密列平面示意图

崩密列是一座小吴哥窟式的寺庙，名字的意思是“荷花池”，它还是吴哥建筑群第一座完全用沙

石建筑的庙。崩密列的护城河长1.2公里，宽0.9公里，它和吴哥寺几乎一样大的规模，但依然被丛

林严密包裹着。由于比较荒僻，所以很多浮雕和塑像已被掠夺，但寺庙的神秘气氛仍旧在森林深

处弥漫，号称吴哥最神秘的寺庙之一。

交通：距离吴哥古迹群以东40公里，从暹粒一路驶向崩密列要过一条private

highway，在此留下买路钱5美元（进出各付2.5），仅供参考以实际费用。

旅人提示：

1、古迹位于森林深处，行走空间有限，没有向导靠个人几乎是无法走完崩密列的，常常要在有苔

藓的屋顶上或没有光线的长廊里行走。体力弱者慎行。

2、不要走城墙外的非常规路线，周围的地雷拆除工作正在进行中。

3、在崩密列的门口可以雇到当地人作为向导，雨季2美元就可以，旱季却会涨到5美元。崩密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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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也有专业向导可以雇，他们大多在胸前别了牌子，但是他们会带游客走“安全”的道路，并不

会深入遗迹内部。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支出为准。

   

4、高布斯滨 Kbal Spean

高布斯滨又名“林迦”雕塑，建在山上，是典型的生殖崇拜遗迹。建于11世纪至13世纪的罗贞陀

罗跋摩二世（Rajendravarma Ⅱ）和阇耶跋摩五世朝代。

从山脚穿过原始森林去到该雕刻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继续向前，可以看到河道上的雕塑，有罗摩

、拉克什米和哈努曼的形象。在雕刻下面还有一个小瀑布，每年的7-12月的丰水季节是前往的最

好时节。

在河的源头雕有1000个林迦，寓有给河水“开光”的意义，按照婆罗门教的理念，经林迦上流出

来的水就是“圣水”了，圣水能洗掉晦气、罪恶、净化灵魂，同时得到神的保佑。在遗迹下面雕

凿的那座“澡池”，不是一般的澡池，应是教徒沐浴圣水的地方，属宗教活动场所。

交通：距离暹粒市北40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车程。

旅人提示：

1、沿途的树干都上有红色的油漆，指引正确的途径；随处也都有管理人员，可以询问相关的信息

。

2、遇到雨季时山路有流水而下，道路湿滑行走不便。途中林木茂盛，藤蔓飞挂可当秋千。

3、最佳时间，是早上7：00到下午4：00，这段时间日照充足，能避免危险的发生；因为山上仍然

住有一些毒蛇、或是野生动物。

   

5、荔枝山 Phnom Kulen

荔枝山海拔480多米，是高棉人的圣地之一，公元802年阇耶跋摩二世在这里登基，宣告脱离爪哇

，今天的柬埔寨王国从此诞生。坐落在驰名世界的吴哥寺东北30公里处，离扁担山约95公里。从

远处眺望荔枝山，它就像一头巨狮静静地伏卧在暹粒省中部的莽原。荔枝山被高棉人视为柬埔寨

最神圣的山脉，每逢周末和节日都有大批人来此朝圣。在荔枝山山顶有一座小寺庙，寺内有一尊

大卧佛，旁边有一条漂亮的大瀑布。瀑水流过平台，到了一垛落差约30米高的绝崖峭壁上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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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冲出峭崖，砰然跌落，又形成宽达100米的瀑布，响声雷鸣，水花四溅，景色极为壮观。平

台上分布着16个深浅不同的天然石洞，洞底有一层薄薄的黄沙，游人可以在洞中用瀑水洗澡。

旅人提示：

1、上山时收取每人20美元过路费。

2、山上还有没完全清除的地雷，不要走人迹罕至的小路。

   

6、地雷博物馆 Landmine Museum

馆内展品丰富，有各种地雷、迫击炮、枪支以及内战时期的各种武器，深得游客欢心。展览全方

面展示了柬埔寨的除雷过程。博物馆所得收入用于各种帮助人们提高地雷防范意识的活动，以及

用来资助就地创办的孤儿院、康复中心兼培训机构。

门票：3美元（12岁以下儿童免门票）

地址：25 km north of Siem R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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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5515674163

开放时间：07:30-17:30

官方网站：www.cambodialandminemuseum.com

   

7、暹粒荣寺 Phnom Krom

荣寺高踞洞里萨湖边上的一座小山上，是此处难得的一个至高点，可俯瞰着着洞里萨湖。寺庙有

三座宝塔，分别供奉着毗湿奴、湿婆神和梵天，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会来这里的人又少之又少

，可以体会难得的静谧，是一个宁静的所在，非常适合观赏日落。

交通：距离市区约12公里需包车前往

   

8、洞里萨湖 Tonle sap lake

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境内北部，呈长形位于柬埔寨的心脏地带，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泊。湖滨

平原平坦、广阔，长500千米、宽110多千米，西北到东南，横穿柬埔寨，在金边市与贯穿柬埔寨

的湄公河交汇。它像一块巨大碧绿的翡翠，镶嵌在柬埔寨大地之上，为高棉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提

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是柬埔寨人民的“生命之湖”。

前往洞里萨湖游玩，不容错过的便是位于湖上的3个湖村“空尼、磅克良、空邦鲁”在湖村可以租

船游湖欣赏湖上风景也可了解湖村渔民的水上生活。

位置：位于暹粒市区以南约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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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吴哥美食：高棉的盛宴

吴哥的美食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徜徉在吴哥这种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形容的美中，当地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暹粒的餐厅大多集

中在老市场一带，这里既有地道柬式的饭菜，也有西式的牛排，既有高档的餐厅也有令人咋舌的

小吃摊（卫生条件不佳），相信肯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1、吴哥特色美食

柬埔寨菜接近泰国菜，但酸辣不强，甜味较浓，以河鲜海鲜为主，牛肉、鸡等也有，以大米为主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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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吴哥美味 (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AMOK

柬埔寨国菜，传统的柬国美食，可以选择鸡肉、鱼或者其他主料。做法是用椰浆加入香料，然后

加入主料烹制而成，很美味。一般都用椰子壳做盛菜的容器，很有当地特色。中文被译为“杀人

狂”，不知为何如此恐怖。

 大排档

暹粒老市场的大排档非常便宜，一般的炒粉、炒饭1~2美元，3~4美元就荤素搭配有吃有喝了。炸

蜘蛛、炸蟋蟀以及带着即将孵化的鸟仔蛋也是随处可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卫生条件一般。

Hot Pot 柬式火锅

类似我们的小火锅，一小锅汤，一盘牛肉，一盘鲜菜，一盘透明的小圆饼，一碟蘸料。将肉片放

入火锅，将2张小圆饼转圈蘸水后放在空盘上，这时肉也熟了，放在饼上，再放上鲜菜，这时饼也

软了，卷起来，蘸调料。

Fresh Spring Roll 柬式春卷

类似我们的卷煎饼，新鲜的蔬菜卷在薄薄的煎饼里蘸着调料吃，还有一种春卷是Deep Fried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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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 才是我们的炸春卷，各家的馅料、蘸料都不一样，味道也很好。

酸味汤

最受欢迎的柬埔寨美食之一。城市人把这道菜作为健康菜肴享用，以取代煎香蕉和煎鱼。人们意

识到了新鲜鱼类和绿色菜汤对健康很有帮助，而这两种成分正是柬埔寨酸味汤的主要成分。

AngKor Beer

饮料不得不提到的是AngKor Beer，口感清冽纯正，一定要试，AngKor

Beer还得到过澳大利亚的啤酒大奖。

柬式水果刨冰

这里的柬式水果刨冰不容错过，做法是将你选择的热带水果、冰块、炼乳、香味剂放在一起打碎

搅拌呈奶昔状，非常好喝，旅馆和旧市场都有卖。

   

2、柬式餐厅：捕获你的胃

 吴哥棕榈 Angkor Palm

电话：0085563761436

地址：Hospital Street, Siem Reap（酒吧街附近）

推荐理由：这家餐厅的装修混合了法国和柬埔寨的特色，由一位土生华人创办，服务员也有会讲

中文的，交流没有障碍。这家店最特别食物，是一份柬埔寨美食拼盘，可以足够2个人一次享用6

种特色高棉菜，对自由行的旅客而言简直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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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棕榈餐厅 (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Soup Dragon

地址：#369 Group 6 Mondol 1, Svay Dangkum,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格局上是一家酒吧，店内亦有酒水供应，但最特别是吧内竟然有咖哩、Pizza，甚至过

分到有火锅！或许这就是 Soup Dragon 的特色，餐厅内有越柬泰三地的菜式，亦因为受过外国统

治的关系，店内有西餐提供。由于这里的菜式和服务都很有水准，而且环境舒服，因此已成为暹

粒市的地标。

蝴蝶夫人 Madame Butterfly

电话：0085516909607

地址：National Road 6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装修奢华，传统的柬埔寨布幔、竹帘混搭了法式的棋盘格地板和落地百叶窗。这里的

菜肴美味，用餐环境更是优雅，最适合寻找浪漫气氛的情侣了。

巴戎1  Bayon 1

电话：008556396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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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No.98, Wat Bo Street,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一家非常著名的本地餐厅，主要经营柬式菜，夜间有皮影戏演出（19:00-20:30），如

果到得晚找不到好的座位观看索性去一楼大堂，在这里仰视毫无遮拦。

高棉厨房 Khmer Kitchen

电话：0085563964154

地址：Down an alley just north of the old market, Around Town,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在Old Market，是西方人在暹粒经营的餐厅，两个人用餐基本上在10美元（最基本的两

个菜带两碗白饭），异域风格，环境不错，在燥热的中午坐在二楼靠窗的桌子，喝着冰冰的AngK

or Beer，看着心爱的小说，等待炎热过去。

高棉厨房餐厅 (图片由网友 @左岸右转 提供)

Amok Restruant

电话：0085563965407

地址：Le Passage & Old Market, Siem Reap 855,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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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Amok与Knmer Kithchen在同一条巷子里，Amok地方不大，却个性十足。特色就是高

棉菜肴，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其名称就是柬埔寨名菜。

 Arun Restaurant

电话：0085512890396

地址：0063 Group 2 Slorkram

推荐理由：如果要吃好吃的amok，推荐来这家餐厅，味道相当地醇厚，椰奶味道很重，amok里面

可以选配鸡和鱼，推荐选鱼，amok配鱼，味道一级棒。

   

3、想吃中餐的往这里看

很多人可能到了异地，是吃不惯当地的菜品的，在暹粒也有几家值得推荐的华人餐厅，主要集中

在Old Market和Sivatha Blvd之间，Royal Hotel

附近有很多家中国餐馆，包括北京饺子馆，木房子等等。

木房子中餐厅

地址： Sivatha Road,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木房子里的中国菜在暹粒算是最正宗的，但是价格比较高（三个菜是6美元，吴哥啤酒

是1元8）。推荐饺子（10个1美元）好吃到不行，不沾酱就好吃。老板是三位山东人（若没记错）

合伙开设，附免费冰茶，花生等。

 北京饺子馆

地址：No 014,St Sivatha,Mondol 1,Quarter 2,Siem Reap Angkor,Cambodia

电话：0085512418668

推荐理由：一家当地有名的中餐馆，开店的是一位北京老板，因其菜式丰富、分量充足和合理的

价格而深受节约旅行者的喜爱。推荐饺子、煎饺、咾咕肉、铁板牛肉等，多数皆1至1.5美元价位

，饭、水果、茶水免费，很划算，最重要的是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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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餐厅：享受混搭的乐趣

泰国菜、西餐在暹粒也有很多餐馆，很多西餐厅都混合了高棉菜和其他地方菜色，价格绝对比北

京上海一类的大城市便宜。

红钢琴 The Red Piano

电话：0085563964750

地址：341 Street 8 ,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因为安吉利娜朱莉在拍摄《古墓丽影》时光临，而名声大噪。现在店里面还陈列着电

影的巨幅海报和朱莉用餐时的倩影，店里面更有以电影命名的主打鸡尾酒，价格和食物的质量都

还不错。现在这里有一个居高临下的阳台，可以俯瞰热闹的Bar St.街景，这座经翻新的优雅的殖民

时期建筑内有足够的空间供客人放松休闲。菜单混合了高棉菜和其他地方的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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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钢琴餐厅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FCC Angkor

电话：0085563760283

地址：Pokambor Ave., next to the Royal Residence,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这栋醒目的建筑吸引了大批河边的人，因为它有一个游泳池，火炬照明的用餐区和一

个花园酒吧。在餐馆里面躺椅和开放式厨房延续着殖民地时期的优雅别致，供应各种亚洲菜和国

际美食。

 il forno（意大利菜）

电话：0085592238914

地址：Paris Alley, 16 The-Lane, Siemreab 63000

推荐理由：暹粒本地最受欢迎的意大利餐馆，地中海式的装修风格，干净的蓝白两色是主基调。

店堂内有一个巨大的烤炉，现烤披萨可堂吃或外卖。另外Pastas、葡萄酒和甜品也是特色。超过10

美元提供外送服务。

 Dead Fish Tower（泰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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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ivatha Road, Siem Reap, Cambodia

推荐理由：Coke-crate的古董装饰灯、树干式的餐桌、舒适的靠垫、可口的泰国菜、大的可以吸一

颗葡萄的吸管，还有一个鳄鱼农场，所有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地聚集在这一座多层建筑内。老板甚

至吹牛说“我们不提供狗肉、猫肉、老鼠肉或虫子”。

Dead Fish Tower (图片由网友 @七秒记忆 提供)

 Au Comptoir d’Asie（法国菜）

地址：No.170 Pir Thnou Street

电话：0085592964790

推荐理由：位于老市场地区，位置相对较偏，午间优惠套餐6美元。喜欢清静的人可以在下午选择

在此作为休憩的场所，它从装修到菜色的法国风味最为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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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食地带：Old Market

暹粒老市场（Old Market）

暹粒最大的市场Old Market，能吃到当地最地道的食物，当地人称之为 Psar

Chaa，从小食档到高档餐厅，在这里都能找到，需要注意的是柬语菜单与英语菜单截然不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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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暹粒享乐那些事儿

因为举世闻名的吴哥窟，暹粒市区这块方圆仅仅几平方公里的区域每年迎接着数百万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豪华酒店、咖啡馆、酒吧街以及按摩、spa等娱乐项目也就应运而生。暹粒的夜生活异

常丰富，通常这里大多都是爱凑热闹的旅游者。暹粒有着各式各样的酒吧及俱乐部，尤其是老市

场区域，其中一条街甚至被称做Pub St，在这片区域里，充满异域风情的酒吧、咖啡馆以及兼具酒

吧、咖啡馆功能的小餐厅比比皆是。

而如果你想了解当地文化，可以尝试观看一些传统的表演。暹粒的歌舞是世界艺术舞台上的一支

奇葩，具有浓厚的民族颜色，由于民族宗教的关系，舞蹈本身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舞姿美妙

，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伸展自如，每一个动作看似随意，往往又另有一番含义，向人们展示暹

粒文明的万种风情。高级餐厅或酒店大多数都有柬埔寨传统舞蹈表演，若是想看到石雕上的阿卜

娑罗活动起来的优美姿态，去看一场“天女舞”就好。

又或者，像当地人一样放空自己，纯粹享乐。钱包鼓的话可以去高档度假酒店享受spa，囊中羞涩

的话，老市场及周边区域满是极具性价比的按摩店，马杀鸡做的很地道。这种乐在暹粒的生活，

快乐悠闲、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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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享乐 (图片由网友 @懒得穿越 提供)

   

1、手舞足蹈的暹粒

柬埔寨的舞蹈亦称为高棉舞蹈，分为民间舞蹈与古典舞蹈两大类。高棉民间舞蹈大多与柬埔寨人

的日常生活有关，自由轻松、种类繁多、风格各异；高棉古典舞蹈又称宫廷舞蹈，主要表现古代

印度神话故事，讴歌神、国王和英雄为主，再现史诗般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宫廷舞蹈像中国的

京剧一样，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特定的服装和道具。演员身着精美华丽的服装，动作缓慢而优雅的

手势和体态，配合悠扬的高棉弹拨音乐翩翩起舞，强调眼神、手和脚的动作，把身体重心放在单

脚上，不同的手型代表莲花不同的形态，而其眼神与手足之间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配合十分细腻，

令人叹为观止。 

高棉舞蹈 (图片由网友 @彩色的小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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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棉舞蹈演出的剧场：

天女舞剧院：

精致典雅的柬式建筑，讲究席地而坐。晚餐提供高棉风味套餐，舞台演出和食物质量都比较高，

总体水平介于4星到5星之间，值得一看。

地址：Across from the Angkor Village Hotel, Wat Bo Road

电话：0085563963561

表演时间：20:00-21:30

Smile of Angkor

大型舞台美轮美奂，是高水准的专业表演。整个演出过程全面展示了古代高棉王朝到现代生活的

建筑、艺术、文化、信仰，能够更好的理解白天在吴哥窟里看到的一切。地点离市区较远，需坐

Tuktuk前往，包含自助晚餐。

地址：Siem Reap Exhibition Center AngkorCOEX

电话：0085577316160

开放时间：晚餐17:30，演出19:15-20:25

Traditional Khmer Dance at ACODO Orphanage

ACODO是"Assisting Cambodian Orphans and the Disabled Organization"的缩写，即：“协助柬埔寨孤

儿和残疾人组织”。这里在每天的下午6:30左右开始有传统舞蹈的表演。表演者是孤儿院的孤儿

们，时间为一小时左右。观看表演免费，但会鼓励大家为孤儿院捐款。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当志

愿者，在下午来这里教孩子们英语。

地址：Tonle Sap Road (Phnom Kom) | Watsvay Village,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362262

演出时间：每天18:30开始

有高棉舞蹈表演的餐厅：

Temple Balcony

Temple Balcony和Temple

Club同属一个公司，在酒吧街上紧挨着，前者是餐厅，演出在二楼；后者是酒吧。在Temple Balco

ny看演出无需门票，晚餐随意自点。如果对演出质量没有要求的话，这里无疑能给你带来很多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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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ub Street,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17999927

营业时间：11:00-23:00

Koulen 2 Restaurant

晚餐有柬埔寨歌舞表演和自助餐提供，食物品种还算多，不过大多以素菜为主。里面的米粉味道

蛮好，厨师还会即兴表演。

地址：Sivatha Street,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4324

营业时间：10:00-22:00

Jasmine Angkor

早上五点开始销售粥和面，午餐从十一点开始，有套餐也可以单点，晚餐是有多达五十种菜的自

助餐，并有阿卜娑罗舞表演，晚九点之后开始有烤肉出售，是暹粒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馆。

地址：Taphul Village

电话：0085512365888

营业时间：全天

Tonle Sap

拥有大约250个座位，是暹粒最高档的餐馆，早餐是柬埔寨的单点菜，午餐六美元，晚餐有泰式火

锅，均为柬埔寨、泰国、中国菜的简餐，晚餐时有阿卜娑罗舞表演。

地址：N° 117, National Road No 6A, Sala Kanseng Village, Svay Dangkum Commune,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3388

营业时间：早上06:00-10:00

中午11:00-14:00

晚上18:00-22:00

Angkor Mondial

拥有约500个座位的大型餐馆，在众多的柬埔寨传统风格餐馆中，该餐馆以其雅致的环境和精美的

装饰而与其他餐馆区别开来，销售柬埔寨菜、中国菜和泰国菜。早餐只可单点，中餐有5美元的套

餐，晚间也举行阿卜娑罗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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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amdech Tep Vong St, Siemréab

电话：0085563760875

营业时间：早上06:00-10:00

中午11:00-14:00

晚上18:00-22:00

Tonle Mekong Restaurant

暹粒为数不多的带歌舞表演的餐厅，自助餐每位12$，地方很大，环境有点嘈杂。菜品种类很多，

水果最新鲜，烧烤中里脊肉不错，椰汁西米露可以自己加各种椰果、酱、仙草和龟苓膏，乖乖很

香甜，米饭配带汤汁的蔬菜吃是当地的特色。需要排队是日料和猪肘子等肉类，越式火车头很正

宗很好吃，汤本身清清爽爽的，就着红辣椒圈，很有味。7点开始民族表演秀，基本是罗摩衍那的

段落，可以简单观赏下，最后还会和观众拍照留念。

地址：No. 110, Street No. 6, Phum Grous, Khum Svay Dangkum, Siem Reap 855,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4667

营业时间：17:00-23:00

   

2、舒筋活骨的暹粒

几条大街，几十上百家按摩店、spa馆，沿街上千张休闲椅，这就是暹粒的按摩特色，在暹粒，不

管市区的街头，还是郊区的度假村，按摩店和spa中心随处可见，盲人按摩、泰式马杀鸡、精油sp

a应有尽有，手法专业。如果当天玩得累了，不妨找一家试试，身体可以恢复的更快。不过师傅的

手脚真得很重，记得跟他们说要轻一点。

推荐spa中心：

Raffles Amrita Spa

Raffles Amrita Spa被《Travel & Leisure》杂志评选为亚洲十大最佳酒店水疗中心之一，其Body and So

ul水疗体验以到访当地寺庙接受僧侣祝福的仪式掀开序幕，随后可以返回酒店静修冥想，待心灵

恢复平静后，只需要悠然享受舒适的Angkor Escape星级护理啦，这家spa中心所在的吴哥莱佛士酒

店座落于占地15英亩的私人热带园林之中，距离宏伟壮观的吴哥寺庙群仅有短距离的车程，绝对

是感受难忘的柬埔寨水疗体验，让身心灵合一的完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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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Raffles Grand D‘Angkor Siem Reap

电话：0085563963888

Frangipani Spa

这家spa中心所在的The Frangipani Green Garden Hotel & Spa酒店外观是典型的高棉建筑风格，住在

这里足以让人享受一个安静的度假氛围。客房虽然简单却极其舒适，拥有温暖的灯光，可以尽情

享受舒适的按摩服务。

地址：No 617/615 Hup Guan Street -Mondol 1 | Svay Dangkim Commune,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12982062

Shintamani Spa

Shintamani度假酒店位于城镇小山的制高点，是亚洲一家较为高端的连锁酒店集团，这里所有的房

间都依山而建，形成了山顶的一个小别墅群，因为地势很好，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宽阔的视野。2家

餐厅、咖啡厅、山顶大型露天泳池、健身房、SPA应有尽有。

地址：Junction of Oum Khun and 14th Street,, Siem Reap 1528, Cambodia

电话：0085563761998

CoolSense Spa

工作人员很周到，开朗，尽管服务人员的英语是不完美的，但他们会从客户的需求出发进行服务

。价格虽然不是暹粒最低的，但绝对是值得的。

地址：Sivutha Road | In Front of Vattanak Bank, Siem Reap 855, Cambodia

电话：008557667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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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的spa中心和按摩馆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推荐按摩馆：

Body Tune Massage

用一个词来形容踏进这家SPA店的第一感受的话，就是——“禅意”。银灰色的基调，水晶大吊

灯，完全摈弃了东南亚的温柔女性之风，以大气、豪华充满设计感取而代之。

地址：Pokambor Ave, Siemréab

电话：0085563764141

Chai Massage

位于老市场的路旁，有免费接送。虽然房间里面的环境不太好，感觉像小县城的民居，还没热水

冲凉，但特色是会特别照顾腿部和脚，去小吴哥走了一天之后去按一按还是比较舒服的。

地址：吴哥窟到老市场的路旁

电话：008556338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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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杯盏中的暹粒

大抵是空气清新的缘故，坐在暹粒的街边喝咖啡着实是一种享受，除了咖啡美味、可以看各国的

游人外，桌椅板凳都非常干净，没有一点灰尘，体表的舒适感也是享受的来源之一吧。柬埔寨的

冻咖啡里习惯放入很多甜甜的炼乳，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不过各家咖啡馆的水平都不一样，花

时间找到一家好的馆子，悠闲倚着栏杆，一边喝着美味的冻咖啡，一边欣赏来来往往的行人，品

读人性百态，要多自在有多自在。

推荐咖啡馆：

cafe de la Paix

这是一家酒店内部的甜品店，有无线网络，自制冰激凌和咖啡很不错，还有自制的三明治，装潢

的现代简约，很安静舒适。

地址：Sivutha Blvd. | Hotel de la Paix,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6000

Le Grand Cafe

Le Grand Cafe坐落在老市场和酒吧街旁边一座改建过的法式房子里。菜品包括法国菜，亚洲菜和

柬菜。门口有菜单让你过目，觉得感兴趣，价格也可以接受的话，就可以进去就坐。酒吧街的饭

店全是敞开式的，没有空调，到处都是老式吊扇。

地址：On the corner (front of Phsar Chas),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12847419

Moloppor Cafe

位于河东的一幢两层小楼，一楼是咖啡吧，墙上公告栏有许多展览、演出和特色体验游的实用信

息；二楼用竹子和茅草装饰，非常有洞里萨湖高脚屋的感觉。难得的是这家店提供的柬式、日式

和西式餐都非常地道。腰果奶昔是推荐的第一名品，1.25美元，腰果橄榄披萨是很正宗的意式薄

皮，2.5美元。“Lok Lak”是一道柬式牛排，肉嫩而多汁，3美元。这里提供免费无线上网，另外

还有传统蒸汽桑拿，上午10:00到下午6:30接待女宾，下午6:30到晚上10:00为男宾服务。

地址：暹粒河东岸

营业时间：10: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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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有名的酒吧和咖啡馆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在暹粒，不去酒吧街就对不起自己。暹粒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就是酒吧街。每到下午六七点钟

时，人就三三两两多了起来。长约1公里的酒吧街上，两旁各式各样的小楼都亮着红色或紫色的灯

。各家酒吧装饰别致，风格不同，有的神秘，有的浪漫，有的张狂、有的自然，有的安谧宁静，

有的歌声飞扬。楼上楼下都坐满了各色皮肤的游客，有的蜷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半睁半眯着眼

，消除旅游的劳累；有的在电风扇下吹着凉风聊天；有的挑了当地的特色食品，吃得津津有味。

推荐酒吧：

Elephant Bar

位于Grand Hotel D'Angkor酒店内，由印度神话中战神所乘骑的3头大象装饰，装修也带点异国情

调，其招牌鸡尾酒亦以大象的名字Airavata来命名。这里的鸡尾酒很有名，容器也独特，就是一个

大象形的器皿，一根甘蔗插在里面，还有鲜花作装饰。

地址：1 Vithei Charles de Gaulle, Khum Svay Dang 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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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5563963888

Nest Angkor Cafe Bar

这家暹粒市区的咖啡厅酒吧地理位置优越，气氛浪漫，有跨国风格。提供各种鸡尾酒、本地食物

和西式菜品，牛排很不错。

地址：Sivutha Blvd.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6381

Angkor What？

慷慨的“欢乐时光”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8点，US$5一桶的湄公河威士忌、可乐或红牛，以及US$3

一大瓶的Anchor啤酒，足以活络一下你的神经，为随后很酷的节奏和疯狂的派对做好准备。这里

的部分收益捐给当地一家医院，所以这在这里喝酒也就是在救别人的肝脏，虽然不是你的。

地址：Pub Street, Siem Reap, Cambodia

Le Tigre de Papier

Le Tigre De Papier中文译为“纸老虎”，是暹粒最好的餐馆，提供免费WIFI，速度可以。饭菜谈不

上可口，但的确地道，AMOK香料味够足，春卷看着就有食欲，另外晚上的酒味道不错，气氛也

很好。

地址：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12659770

Linga Bar

这是暹粒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同性恋酒吧，不过对所有人也都敞开大门，慵懒的沙发吧，一级棒

的鸡尾酒和强烈的劲舞节奏，使得这里远近闻名。

地址：Near the Old Market, Siem Reap Town,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12246912

Abacus Restaurant, Garden & Bar

海鲜类菜肴味道很棒，羊腿和鸭子质量也属上乘。餐厅整体气氛轻松又安静，是一栋花园洋房，

没有什么花哨的装饰，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酒馆，总体价格合理。

地址：National Route 6 (Airport Road), Siemréab

电话：0085512644286

营业时间：中午11:00-14:00

                                             93 / 116



�������

吴哥：高棉微笑
晚上17:00-22:00

The Red Piano

因为安吉利娜朱莉在拍摄《古墓丽影》时光临，这家酒吧名声大噪，现在店里面还陈列着电影的

巨幅海报和朱莉用餐时的倩影，店里面更有以电影命名的主打鸡尾酒，价格和食物的质量都还不

错。现在这里有一个居高临下的阳台，可以俯瞰热闹的Bar St.街景，这座经翻新的优雅的殖民时期

建筑内有足够的空间供客人放松休闲。菜单混合了高棉菜和其他地方的菜色。

地址：341 Street 8 , Siem Reap, Cambodia

电话：0085563964750

营业时间：10: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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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暹粒购物 古都的礼赠

暹粒市区不大，所以想购买暹粒特产的话最好去市中心一带，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去老市场区域，

不论购物、餐饮还是酒吧、娱乐等活动这里都相对成熟。

暹粒老市场位于市中心，所有的生活用品和旅游纪念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这里商品十分丰富，

包括油画、木雕、仿吴哥建筑的泥塑工艺品、布织围巾、手绣的真丝披肩、银饰品、筷子、熏香

等等，店主都会讲基本的英语，商品总体品质不高，也没有包装，而且同样的东西价格比金边贵

，要尽量砍价，砍掉50%左右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如果你打算经金边出境，那还不如到金边再采

购纪念品。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临街摊位的工艺品价格反而比里面摊位的低。

老市场中间的酒吧街以及暹粒主干道上也有一些店铺，品质和包装比老市场好很多，有老市场没

有的精致的香料、花茶、大型的佛像还有精美的丝巾、服装，但价格会比较贵。建议多做比较，

有些东西两处都有，但价格差别很大。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和所有发达的旅游城市一样，暹粒城中心也会有一些较高档的旅游纪念品店，但同样质量的产品

放在精美的展示架和柜台上价格就会高出很多，而且不能还价，不推荐，不如发挥淘宝的本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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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市场细细翻检来得有意思。

另外，在热门的景区，小贩（大多是儿童）近身推销小纪念品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他们人数众多

而且不太好打发，不过希望你能对他们和善一点，柬埔寨的孩子们生活环境并不安逸，边读书边

赚钱贴补家用的行动是很值得钦佩的。而且据说老市场和夜市的价格现在已经水涨船高了，想用

便宜的价格买纪念品最好是从这些孩子们手里买，比如明信片、冰箱贴、围巾、带开瓶器的指甲

钳、棉麻的裙子和裤子、拼色布包等等，开价就很便宜，建议看中了就下手，但是一定要还价，

最起码还掉一半。

如果你有足够的善心，又抱着“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心态的话，推荐你去那些为支持柬埔寨

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商店购物，比如暹粒老市场对面的RehabCraft，也称为Made in Cambodia

（柬埔寨制造），这里出售高品质的丝绸产品，如钱包、手提包、相册等，店铺所得的利润用于

培训和雇佣残疾群体；还有酒吧街上的Rajana，这里出售奇异的木器和金属制品、设计精美的银

质首饰和手工卡片、本地产的香料如柠檬草、胡椒和咖啡，这家店倡导公平交易和为柬埔寨人提

供公平的就业机会，还有收益用来建造房屋和钻井的商店，赞助穷困的年轻人学习祖先的传统制

作艺术的商店等等，在暹粒当地这类商店不在少数。 

推荐购买的东西：

1、色彩鲜艳的纺织品和编制包类；

2、三角形组成的靠垫，可以叠起来当靠垫，也可以平铺在地上当褥子，不过很不好带，买一个塞

进包里，就没有太多空间了，但放在家里绝对很有东南亚风味，关键是很实用！强烈推荐；

3、柬埔寨本地香料，当地菜市场有很多，几乎随处可见；

4、银制柬式筷子、银咖啡勺等等；

5、砂岩石雕（有高棉的微笑、女王宫的仙女等样式，老市场以及一些暹粒主干道的精品店有卖）

；

6、木雕制品：挂丝巾的木雕板很特别，老市场内很多，用来陈列各式丝巾，有乌黑和深红两色，

视大小不同在6-10美金左右；还有木雕摆件、挂件也不错，不过要注意木头的质量，有否裂纹，

价钱与其大小、木质、手工有关）；

7、棕糖是柬埔寨的特产，还有榴莲、山竹、红牡丹、蕃石榴、菠萝蜜、香蕉、柑桔、芒果、菠萝

等热带水果；

8、柬埔寨还盛产红宝石，购买时应特别注意色泽和质地，谨防上当。

旅人提示：

每笔“生意”都必须事先谈好价钱，讨价还价时别口软，对于蜂涌而至的或是纠缠不放的兜售者

尽管大胆地杀一半价。当对方举起一只手指头时，可要弄清楚是指$1还是1000瑞尔。与当地人谈

条件、谈价钱时，对方会频频点头，说“Yes”、“好”，但也许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听懂，只是一

种应答、拉客的方式，所以之后交钱时会有些出入，他们会缠着多要一两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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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暹粒住宿推荐

拥有百年历史的暹粒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吴哥古迹的门户，来到吴哥的多数游客都会选择在这里

停留住宿。不论是充满古典风情的欧式建筑，还是极具当地风韵的高棉竹楼，又或是充满家庭气

息的柬式宾馆，都让人游玩之余饱享安逸。无论你喜欢闹世的风华还是郊外的宁静，这里都能让

你选择到最合适、最倾心的一款住宿之所。 

   

1、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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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暹粒最不缺乏的就是酒店了！这里的星级酒店有很多，极富地域特色的酒店装潢及服务项目赢

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四星、五星、豪华五星级酒店，这里应有尽有。这些酒店大多包含早餐，

可刷卡，需另加10服务费。

金庙酒店

金庙酒店（Golden Temple Hotel）距离老市场区仅有5分钟步行路程，对于短途游客来说非常理想

。这里正宗的柬式菜肴和国际美食，让无数吃货为之动容。酒店装修风格颇具东南亚风情，不论

是硬件设计还是服务，都非常贴心。

地址：Angkor High School road

电话：0085512756655

邮箱：reservation@goldentemplehotel.com

推荐理由：

1、典型的柬埔寨风格装潢，让你轻松体验真正的东南亚风情！

2、让吃货动容的地道柬式菜肴。

3、免费的按摩和早餐外加步行5分钟即到的老市场，怎一个方便了得！

特别注意：暹粒有三个名为金庙的酒店，这里所说的是位于暹粒中心地区的金庙酒店。游客在前

往的过程中，要和突突车司机讲清楚。

吴哥王子酒店

 吴哥王子酒店（Princed'AngkorHotel&Spa）坐落在暹粒的旧法国区，是暹粒的历史、文化、购物

以及商业中心。传统的柬埔寨式装饰风格，优雅的客房，高标准的服务态度以及距世界文化遗迹

吴哥窟仅10分钟的车程，怎么能让你不心动呢？

地址：Vithei Charles De Gaulle Slorkram Village, Slorkram Commune

电话：0085563963333

邮箱：res@princedangkor.com

推荐理由：地理位置赞，散着步就能到老市场和酒吧街；各类项目齐全，传统马杀鸡十刀就能体

验。

阳光吴哥皇宫度假村

阳光吴哥皇宫度假村（Grand Soluxe Angkor Palace Resort & Spa）位于暹粒的历史、文化中心，是游

客探秘吴哥的理想下榻之处。具有高棉风格的soriya餐厅，提供地道的柬埔寨美食和其它亚洲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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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餐饮。酒店不在闹市区域，对于喜欢安静的人来说是个性价比不错的酒店。

地址：Khum Svay Dang Khum, Siem Reap, Kingdom of Cambodia

电话：0085563760511  

邮箱：siemreap@grandsoluxeangkor.com

推荐理由：大花园式的环境，漂亮的大泳池，免费接送的摆渡巴士，流利顺畅的大堂中文服务，

很是适合喜静的旅客。

特别注意：离酒吧街有一定距离，但好在有摆渡车（晚上7点到11点），提前预约就OK啦！非常

适合喜欢安静典雅住宿的客人，不建议“懒人”居住。

暹粒斯东酒店

暹粒斯东酒店（Steung Siemreap Hotel）紧邻热闹的酒吧街，其内部设计装潢体现了传统的法国殖

民特色。酒店设有一座室外游泳池、桑拿浴室和健身房休闲设施，抛光的木地板、华丽的家具，

让人仿佛进入了童话的世界。

地址：Street 9, Mondul 1,Sangkat Svaydangkum，Siem Reap，17000

电话：0085512543059

邮箱：resv@steungsiemreaphotel.com

推荐理由：酒店位置极好，就在老市场旁边。附近有很多LP推荐的酒吧、餐厅，吃货或者购物狂

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2、青年旅舍和家庭宾馆

如果上面的那些星级酒店的价位超出了你的预算，那么下面这些经济实惠的青年旅舍和宾馆将是

你的不二之选。能挣会花，才是王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Guesthouse的房间，会因是否有冷

气、热水、电视而价位不同。在选择住宿的时候，最好与店方沟通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流行宾馆

流行宾馆(Popular Guest House) ，旅馆坐落在老市场区，距离热闹的酒吧街仅有200米，设有一个

旅游咨询台、一间餐厅和24小时前台，提供设有连接浴室的简单住宿。这里房间干净，还有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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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屋顶餐厅。

地址：No 033, Vihear Chen Village, Svay Dangkum Commune, Siem Reap District, Siem Reap

推荐理由：背包族旅馆，屋顶餐厅很是有趣。

花园村宾馆

花园村宾馆（Garden Village Guesthouse）位于暹粒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花园村宾馆是暹粒短

途游的理想出发点。离市中心仅有0.2km，游客可以尽情领略市区内的迷人风景。由于靠近吴哥夜

市，吴哥工匠德，暹粒夜市等景点，游客非常喜欢入住这家酒店。

地址：434, Group 4, Steng Thmey village, Svaydongkum commune,Siem Reap

电话：0085512217373

邮箱：gardenvillage@asia.com

推荐理由：家庭式经济旅馆，最贴心的地方在于会在大堂公告板上发布实时的旅游信息，让志同

道合的人可以结伴而行。

妈妈的客栈

妈妈的客栈（Mom's Guesthouse）位于暹粒的娱乐夜生活，观光，文化古迹区，是商务和休闲的

热门之选。这家酒店由于靠近儿童商场，吴哥市场，皇室行宫等景点，游客非常喜欢入住。

地址：Wat Bo Rd, Siemréab 17000

电话：0085512630170

邮箱：info@momguesthouse.com

推荐理由：地理位置好，价位划算，非常适合低预算的背包客。

   

3、特色住宿

爱热闹、爱宁静，区分太简单，对于寻找个性的你来说是不是远远不够你的“重口味”？那么探

寻幽巷中的特色小旅馆，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在暹粒，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异国住宿。

Red Lodge Guesthouse

RedLodge隐藏在后街尽头，是个颇有DIY精神的家庭旅馆。高而明亮的房间，阴凉的休息区，还

有免费的小食品、自行车等等，这些都让人感到无比温馨而舒适。

地址：Sok San Street,Svay Dangkum,Siem Reap. Old market Pub Stre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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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5512963795

推荐理由：自己动手制作的免费早餐，让你体会到什么才是“宾至如归”。

母亲之家旅馆

母亲之家旅馆（Motherhome Inn）距离暹粒热门的中央市集有10分钟步行路程，服务周到，有会

中文的员工，有自己的包车服务。就餐环境也是轻松愉悦，传统的高棉餐点和国际菜肴在这里都

可以找到。

地址：Tapul Village, Sangkat Svay Dangkum

电话：0085512963438

邮箱：kemleang@yahoo.com (英文) ；Cheng_yong_an@yahoo.com (中文)

推荐理由：进门便能享受到的冰毛巾，会中文的帅哥，正规便捷的包车服务等等让你体会到真正

贴心的服务。

                                           101 / 116

mailto:kemleang@yahoo.com
mailto:Cheng_yong_an@yahoo.com


�������

吴哥：高棉微笑
  

十、暹粒交通

   

1、航空

暹粒市区到机场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IATA代号REP）位于暹粒市西北，距离市中心约7公里，距离吴哥窟约5公里

。暹粒机场很小，但却是柬埔寨的第二大机场。

目前国内飞往暹粒的直飞航班很少（南航有从广州出发直飞暹粒的航班，东航有从昆明直飞暹粒

的航班），其余城市几乎都需要中转。香港、胡志明、新加坡，吉隆坡、万象，曼谷等均有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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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的航班。

柬埔寨国内航班：一天有数架航班来往于金边与暹粒，55~60美金。也有来往于其他重要城市的航

班。

从暹粒机场到市中心约15分钟，出租车5美元左右，Tuktuk车4美元左右，摩的2美元左右。如果定

好了旅馆或者包车司机，建议联系接机。

柬埔寨所有航班都需要缴纳离境税25美金。

   

2、公路

暹粒长途汽车站位于市区东郊六号国道旁边，距离老市场5公里左右。车站内有来往其他大城市的

汽车，由多个汽车公司经营，价格档次不等。

金边到暹粒：

车程5-6小时，空调巴士的车况大部分不错，有的还有免费餐（仅限面包和水之类的）。票价视公

司、车况、季节的不同而有所浮动，最高的10美元，最低的只有4美元。大多数车票可在你所住旅

馆预订，也可自行到中央车站订票，价格所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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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大巴时刻表

曼谷考山路-暹粒直通大巴：

票价250泰铢，边境换车，车程12-15小时。

从车站到市区：

一般各个酒店都会提供免费接车服务，建议定好旅馆的驴友提前联系接车。

暹粒车站到市区摩托车0.5美元（2000R）。不要相信车站里工作人员的推荐坐他们1－2美元的摩

托或突突车。出车站大门有无数拉活司机等在那里开价1美元，你只要咬定2000R不一会就有人愿

意拉你。

   

3、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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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暹粒

金边和暹粒之间可以走水路，船票38美元左右（含酒店接客服务），航程6小时。旅馆也出售船票

，通常包括前往城南11公里处的phnom

krom码头的交通费用，否则你需要自己前往那个码头，摩的价格大约1美元。

乘坐轮船大部分时间是安全的，但偶尔也会出现搁浅、沉船等事故。最好选择6-11月丰水期乘船

，因为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坐上比较舒服的大船，而旱季水位低，只能乘坐小型船，搁浅的几率也

就相对较高。如果水位太低，所有船都只会停运。出发时看清楚自己所预定的船公司再上船。途

中可以坐上船顶欣赏水上风光，记得做好防晒。建议提前联系酒店或者包车司机来接，如果没有

订车，码头外面也有不少Tuktuk车。

马德望-暹粒

暹粒前往马德望的快艇，航程3-8小时，价格是15美元，这条路线可以说是柬埔寨风景最秀丽的水

路，而且经过普列托尔鸟类保护区（prek toal bird sanctuary）。旱季的时候水位很低，只有小型的

快艇运营，不过往往会陷入泥潭，所以有时候会花费很长时间。

暹粒码头（SIEM REAP PIER）

地址：荣寺(Phnom Krom)附近，具体地址在Chong Khneas，距市区约15公里

   

4、吴哥内部交通

自行车

暹粒很多Guesthouse都提供租用自行车的服务，在老市场东边的河边也有租车点。普通自行车1-2

美元/天，稍好的山地车3美元/天。骑自行车适合在暹粒市内游览，去往吴哥窟景区稍有些远，在

炎热的暹粒，还真的需要有一定的体力保证。去往吴哥窟景区的路上机动车会比较多，要注意安

全。

在一些景点门口会有小贩提供看车服务，费用是1美元；也有些小贩愿意免费看车，但是你要买他

卖的东西才行，比如瓶装水。景点之间的交通基本都是柏油路，路况良好。骑车出行注意看沿途

路标，一般不会迷路。不要把背包和贵重物品放在车筐里，以防被抢或丢失。还有，骑车走夜路

的时候开打手电，让其他路上的车辆可以看到你。

机动车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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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把两轮摩托叫Moto，三轮的（有凉棚遮阳，可坐两个人的）叫Tuktuk。一般Moto的价格是

5-8美元一天，Tuktuk是10-15美元一天，小轿车是20美元一天，面包车是25美元一天。去女王宫和

崩密列路比较远，可能加30美元左右。如果单去女王宫加10美元既可。另外需要跟司机说清楚以

上费用是包括每天看日出的，否则会被多加其他费用。

下面着重介绍一下Tuktuk。

暹粒满大街都是Tuktuk车，所以也不必花太大的精力在行前联系司机，如果觉得哪位司机还不错

的话就可以与其谈后面的包车计划，价格大致就是网上的通价，不会相差太大。所有的司机对路

线都非常熟悉，你只要告诉他想去的点，就可以由他来安排。

如果提前联系Tuktuk司机，不一定非要找会中文的，许多英文司机都很不错，可能还比中文司机

便宜，只要你的英文可以应付简单日常交流就能与司机沟通。现在也有个别名气大的司机基本不

亲自接待游客，而是类似于中介向其他司机倒卖游客，服务质量不能保证。另外需要注意，有一

些司机不愿意接待住在Golden Temple Villa和Golden Temple Hotel的游客，所以如果选择这家酒店

的一定要提前和司机沟通好。除了这两家，其它酒店应该都没问题。

租用tuktuk有很多种方法，一种是提前看别人的攻略，记下司机的联系方式，出发前提前联系；

还有就是到了现找，下了大巴车就会有很多司机围过来拉生意。这些司机里面分两种，建议选择

挂靠在大巴车公司的tuktuk司机，他们的信誉比较可靠，一旦有问题还可以找大巴车公司投诉，

都穿统一的工作服，上面有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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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tuktuk(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摩的

每天$6-8的价格就可以雇一个摩托司机带你周游吴哥，当然如果旅程还包括较远的寺庙，价格就

会高一点儿。有的摩托司机可以充当导游的角色。喜欢耍浪漫的可以选择remoreque-moto，这是

一种拖带车厢的摩托车，两人乘坐刚好。视目的地的不同，价格每天$10-12不等，按瑞尔算的话

，500瑞尔到2000瑞尔不等，一般在1000瑞尔上下，晚上加倍。最好上车之前淡好价格，如果你不

想被司机认为你很大方的话，另外，路上要警醒着点，如果你给司机一种你认识路的印象，再不

懂英文，那问题就严重了，你很有可能被一个和你一样困惑迷糊的司机拉着一路直奔曼谷或胡志

明市。

下车的时候，从左侧下，切记，排气管本来就很烫，更何况是炎热地区的排气管。

人力三轮车

像越南和老挝一样，乘坐人力三轮车是在当地游玩很经济的方式，而且你还有充分的时间轻松欣

赏风景。价格完全依靠你的砍价能力，但和摩托车的价格差不多。

出租车&皮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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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每公里约1美金，包车15-25美金一天；皮卡车就是我们常见的小型无顶棚货车，前边是空

调驾驶室，后边是露天的放货区。抢不到有空调的驾驶室的话，就享受阳光和风尘仆仆的感觉吧

。自己联系的皮卡和出租车司机会便宜一些，旅行社和旅馆的会稍高点。

以上所有价格仅供参考，实际时间、票价等信息请详见当地具体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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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1、吴哥线路综述

大小圈概念

“大圈”和“小圈”是在吴哥窟旅行中的两个“专业术语”，是指两条常规的游览线路。绝大部

分主要遗迹散布于这两圈道路，沿着它们走是最少重复、最省时间的，而且恰好可以各在一天时

间内完成。

小圈

：吴哥寺-吴哥通王城（巴戎寺、巴方寺、空中宫殿、战象平台、癞王平台）-周萨神庙-茶胶寺-塔

布茏寺-斑黛喀蒂-巴肯山。

大圈：圣剑寺-龙蟠水池-塔逊寺-东人工湖和东梅奔-比粒寺-皇家浴池-豆蔻寺。

小圈与大圈的作用：

节省规划行程的精力。如果你抛弃这条经典线路自行规划，最终多半会发现你的设计更不合理。

在租车时就可以省去讨论线路的麻烦，因为当地的司机对线路上每个点的位置都一清二楚。你只

需就线上选择停留的点和停留时间进行谈判。

小圈与大圈也是旅行团的标准线路，了解了这一点，对避开人潮大有好处，例如反方向逆时针走

。

大小圈混合。如果你更喜欢偏远的自然遗址（如西湖）或求精不求量，也可把大小圈混合起来，

舍弃一些景点，而在另一些地方大把浪费光阴。

吴哥门票分为1天，3天和7天。

如果你有：

一天：太遗憾了，你一定流连忘返后悔莫及，因为一天对吴哥远远不够。

只能抓住主要精华：吴哥寺-吴哥通王城。

三天：可以大概一窥吴哥全貌，但是象崩密裂、西湖等较远景点很难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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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吴哥寺（日出）-吴哥通王城－巴肯寺（日落）。

第二天：皇家池塘（日出）－逆时针小圈－圣剑寺-龙蟠水池-塔逊-东梅奔-比粒寺－塔布 茏寺。

第三天：女王宫—崩密列或高布斯滨选其一。

七天：悠哉游哉。但要想囊括全部遗址还是行程满满。

可以把以上三天的行程分为四天进行，这样没有早起晚归的辛苦和爬上爬下的酸腿，还可以避免

审美疲劳。

接下来的三天可以分别去人迹罕至的西湖、崩密列或高布斯滨选其一以及罗洛士群。

   

2、吴哥经典线路之小圈

线路设计：

吴哥寺→巴肯山→通王城（包括巴戎寺→巴方寺→空中宫殿→癞王平台→战象平台→南北仓→天

牢）→周萨神庙→托玛侬神庙→茶胶寺→塔布笼寺→巴肯山日落

线路特色：

小圈是吴哥的常规线路之一，它可以让你最大的节约时间，少走重复路。以吴哥寺日出为起始，

巴肯山日落为结尾，中间串起部分主要遗迹，一天时间一窥吴哥的神秘与魅力。

行程安排：

无论是大圈还是小圈，都需要包车或者租自行车前往。

早起观吴哥寺

的日出。想避开躲人的话，日出后继续游览吴哥寺，不回去吃早餐。观赏浅浮雕的话从西边开始

，按逆时针顺序行进，并且保证浅浮雕在你的左侧，那么你观看的先后顺序就与故事情节一致了

。或者直接前往巴戎寺也可以避开人流。

吴哥寺出来后，从吴哥通王城

南门进入大吴哥。南门上方为巨大的四面佛像，面露安详的微笑，是吴哥古迹的标志之一，游览1

5分钟。

巴戎寺

在南门以北1.5公里，四面皆可进出，游览1.5小时。著名的高棉微笑就在这里，建议早点去，8：0

0之前到，空气、光线好，不热，心情也会更好点。要避开人流的话，下午或一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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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方寺距巴戎寺西北方200米，东门进出，南梯上下，游览1小时。

空中宫殿

是古皇宫中的神庙，城中最高的建筑，用西梯登顶，登上寺庙的第二层和第三层能够更好的欣赏

巴方寺的美景。

癞王平台

是当时的皇家火葬场所在地，因平台顶端一座没有性别的“癞王”雕像得名，游览时间15分钟。

战象平台

是当时国王的检阅台，举行庆典仪式和斗象大会的地点，尚存巨象石雕，游览时间15分钟。

南北仓位于战象平台的对面，是矩形砂岩的建筑，从西面进出，游览半小时。

天牢

也即十二塔庙，位于中央大道东面，往胜利门主干道南北各6各，从中央大道进出，游览半小时。

从吴哥王城胜利门出，先到周萨神庙

。这是一座印度教寺庙，是吴哥古迹中一座较小的寺庙。从北面进出，游览15分钟。

托玛侬神庙

位于周萨神庙的北侧，从南面进出。虽然它很独特，但也只不过是对周萨神庙的补充而已，游览1

5分钟。

茶胶寺

在托玛农神庙东，吴哥王城胜利门以东300米，东面进出，登上寺顶可俯瞰吴哥王城全貌，游览半

小时。

塔布隆寺

在茶胶寺东南，东面进，西面出。即使正午时分，也建议携带手电和指南针，找个小孩子作向导

，他可以带你走遍角角落落，中午的光线合适拍照，游览1.5小时。要避开人流的话，下午参观。

这里是《古墓丽影》的外景拍摄地。

巴肯山

在吴哥寺与西池之间，日落时镀金的吴哥寺、燃烧的西池尽收眼底。非日落时间，人很少。可以

乘大象上山，建议提前预约，走象道徒步上山约需15-20分钟，游览1小时。每天来巴肯山看日落

的人很多，有时候工作人员为了确保安全，下午5点后主殿就不让上了，因此建议下午3点半左右

上山最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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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哥经典线路之大圈

线路设计：

圣剑寺→龙蟠水池→塔逊寺→东湖和东梅奔→比粒寺→皇家浴池→斑黛喀蒂→豆蔻寺→比粒寺或

吴哥寺

线路特色：

大圈是小圈的延伸，小圈从东门出吴哥王城，大圈从北门出，以圣剑寺为始，比粒寺为尾。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逆时针走，以皇家浴池日出为起始，比粒寺日落为结尾，避开人潮。

行程安排：

无论是大圈还是小圈，都需要全天包车前往。

圣剑寺

位于吴哥王城北门外约2公里，西门进，东门出，游览2小时。通往圣剑寺的主要入口位于东方，

这与绝大多数吴哥寺庙相同，但实际上人们都是从主路附近的西门进入寺庙的。于是你需要穿过

整座寺庙来到东门，然后返回中央圣殿，从东门离开，司机一般都等在东门外。在西门你几乎看

不到什么自然的奇迹，然而在东门外侧的护墙处却张着两棵古树，东门内还有一座奇特的希腊式

两层建筑。

龙蟠水池

在圣剑寺以东300米，北面进出，游览半小时。在中央水池的中心有一座圆形的小岛，小岛周围盘

着两条七头蛇，他们的尾部互相缠绕，这正是寺庙名字的由来。

塔逊寺

位于龙蟠水池的东侧，西面进出，游览半小时。塔萨寺是《古墓丽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也是

吴哥地区最适合拍照的景点之一，比较清静。

东湖和东梅奔

从东面进出，游览45分钟。是比粒寺的小型版本，位于比粒寺的南侧。寺庙的底部各角雕刻着身

披甲胄的大象，许多画面至今仍然保持完好。

比粒寺

从东面进出，使用东梯，游览45分钟。距离东梅奔以南约1公里，这座宝塔的门楣上还有许多精细

的雕刻。它是吴哥周边最适合观赏日落的景点之一，在夕阳的映衬下，东人工湖周围的稻田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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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迷人。

皇家浴池

在比粒寺以西，游览15分钟。凌晨4：30左右，可以赶往皇家浴池看日出，这里看日出的人很少，

还可以看到2个太阳，A SUN IN SKY AND A SUN IN LAKE。

斑黛喀蒂

在皇家浴池对面，从东面进出，游览45分钟。四面同心墙，与附近的塔布笼寺相比，这里非常清

净，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值得一看。

豆蔻寺

在斑黛喀蒂以南，吴哥寺南端向东北行，路东侧，游览半小时。上午去比较合适拍照，豆蔻寺的

浮雕都是红色的。

最后返回到比粒寺观赏日落，也可以直接回到吴哥寺看日落。

   

4、吴哥经典线路之外圈

线路设计：

D1：班提色玛寺→女王宫→高布斯滨→崩密列→罗洛士群→天女舞剧院

D2：沃波寺→吴哥国家博物馆→空邦鲁

线路特色：

游览吴哥外圈可在女王宫欣赏浮雕，穿越高布斯滨感受雨林气息，探访神秘古寺崩密列。此外，

也可多花一天时间到暹粒最古老的沃波寺欣赏高棉壁画，前往空邦鲁体验水上村庄生活。

行程安排：

D1：第一天包车前往全天各景点。

首先前往班提色玛寺

，这座寺庙要算是吴哥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建筑了，在它高高的围墙内拥有众多精美的石雕

很值得细细品味。

之后去女王宫

，它的外墙布满极为精美的雕刻，浮雕刀工流畅细腻，造型繁复圆润，线条纤巧柔美，在所有吴

哥窟浮雕中首屈一指，被誉为“吴哥艺术之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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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前去高布斯滨

，以山、水、雨林及古印度教的石刻最为出名，被誉为高棉人的发源地。如果来吴哥的时间不是

雨季又可承受20美元的过路费也可选择去荔枝山，那里热带雨林的气息更浓一些。

从高布斯滨后前往崩密列

，它是一座完全隐藏于密林之中的寺庙，同时也是吴哥最为神秘的寺庙之一，随处可见断裂的立

柱，坍塌的墙壁和散落的浮雕石块。

紧接着前往罗洛士群

，罗洛士群是高棉人修建的最早的大型寺庙之一，标志着高棉古典艺术时代的开始。

最后回到市区，玩了一天晚上可以在天女舞剧院

点一份高棉风味套餐饱餐一顿，之后欣赏柬埔寨在原有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印度文化而形成的

高棉舞蹈。

D2：

早上前往沃波寺

，它是暹粒全市最古老的寺庙，拥有保存完好的高棉王朝时期壁画，壁画描述了“罗摩传”中的

情形。

接着步行前往吴哥国家博物馆

，馆内藏有高棉王朝各时期的艺术珍品，可让游人从多方面了解高棉文化。此外，暹粒战争博物

馆也在附近，对战争感兴趣的你可以前往游览。

午后包车前往空邦鲁。空邦鲁

是隐匿在洞里萨湖深处的一个小小的世外桃园，在乘船游湖的同时也能了解浮村居民的生活。此

外，洞里萨湖上的日落更是美不胜收。除了空邦鲁外，磅克良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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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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