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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侯赛因国王访华趣谈
时 延 春
随着时光流逝，许多往事在我记忆中逐渐变得

１９５２ 年，年仅 １７ 岁的侯赛因接替患病的父王，

模糊起来，但我与侯赛因国王的多次交往、他和努
尔王后的很多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成为
值得回味的往事。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访华，我
作为译员参加了接待工作。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风

就任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同年 ９ 月，他乘坐约旦
空军指挥官费希尔中校驾驶的飞机到耶路撒冷视
察部队，归途中萌生驾机念头，便向费希尔中校提
出了许多有关驾机的问题，并要亲自试开一下，两
天后，当费希尔送他去马弗拉克时，再次提出与他

和日丽的下午，北京机场做好了迎接侯赛因国王夫
妇座机降落的一切准备工作。当一架银灰色客机出
现在湛蓝色的机场上空时，机场工作人员通知说，
侯赛因国王的专机到了。中方接待人员依次走向停
机坪，欢迎这位来自西亚的阿拉伯贵宾。一会儿，

一起驾驶飞机。这一秘密传到王太后扎茵耳朵，太
后及王室要员公开反对他学习开飞机。侯赛因不甘
屈服，顶住来自家庭、王宫和政府的压力，发誓一
定要学会开飞机。最后，他的家庭总算勉强同意了
他的要求，但坚持绝对不许他单独飞行。１９５３ 年 ６

国王的座机沿着机场跑道滑行过来，我一眼就看
出，坐在驾驶舱内、握着操纵杆的飞行员不是别人，
正是在媒体上常见到的那张熟悉的面孔，我不禁高
声说：“快看，是侯赛因国王亲自驾驶飞机！”
过去，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侯赛因国王驾机的传

月，侯赛因开始上第一次飞行课，在整整一个小时
的课程中，教练带着他做了各种盘旋、转弯、翻跟
头等高难度动作，课程结束时，他虽反应强烈，头
晕脑胀，踉跄地走下飞机，但他仍表现出顽强好胜
的性格和拼搏精神。那年夏天，侯赛因每周学习飞

说，有的文章介绍了他学习飞行技术的详细过程；
有的媒体称他为能进行花样飞行表演的驾机高手；
有的杂志和书籍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进行低空
飞行的一些神奇经历；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他为一
些访约的国家元首亲自驾机去亚喀巴参观访问的

行技术多达 ５ 天，有时 ６ 天。由于他刻苦，一月后，
熟悉了飞机的仪表设备，掌握了飞行技术，便想单
独飞行，但遭到拒绝。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一天，
机场发生了事故，人们都忙于调查和处理，侯赛因
国王趁乱悄然爬上他的鸽式飞机，发动引擎，向跑

消息。但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我亲眼看到他坐在驾
驶舱内的正驾驶位置，穿着一身引人注目的飞行
服。在侯赛因国王访华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听他谈
论飞行，他喜欢驾机和欣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的实
际操作。从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途中，侯赛因国王

道尽头滑去，直刺蓝天。这时，机场的所有人员都
吓得惊慌失措，纷纷跑到指挥塔，眼巴巴地望着他
在空中飞行。从此他赢得了单飞权。后来，他学会
了驾驶喷气式飞机，１９５８ 年，又学会驾驶直升机。
侯赛因国王执意学习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曾多次走进专机驾驶舱，坐在飞行员身旁，一边观
看操作，一边同机组人员亲切交谈，由于他对飞机
性能和飞行技术都非常内行，且平易近人，大家都
不感到拘束。侯赛因国王是怎样成为一位技术高超
的业余飞行员的呢？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到自己

“怀有填补约旦航空真空的强烈责任感”。他继承
王位时，约旦既无空军，也无民航事业，这种状况
使他忧心忡忡，强烈意识到，对处于中东战略要地
的约旦来说，建立一支拥有实力的空军十分重要。
他认为，约旦之所以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的领土，

学习驾机的初衷和过程，小时他有两个爱好，一是
摄影，二是驾驶飞机和汽车，他曾收集各种各样的
飞机图片，如歼击机、轰炸机及各种客机……把这
些图片放在一个大照相簿里。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在祖国遭受袭
击时，只能依靠外国空军的援助，对约旦这样一个
独立国家来说，必须开创、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
血气方刚的侯赛因国王执意学习飞行的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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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希望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行使王权，过自己
喜欢的生活，充分体现自己的人格。作为一国之君，
他日理万机，工作繁忙，有时，他觉得有些工作单
调乏味或遇到形势危急时，就夜以继日地工作，在

他俩握手，有的要求他俩签名留念，有的把自己的
旅游服送给他俩作纪念。国王和王后边走边观看景
色，不时停下让摄影师摄下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参观
活动。令人难忘的是，努尔王后是背着刚满周岁的

这种情况下，他迫切希望从现实世界中超脱出来，
哪怕一小时也好，于是，飞行就成了他实现这个目
标的最佳手段。对他来说，在万里长空驾机飞行是
最好的运动、独特的休息和享受。他曾说：“每当
我走进飞机，总要长长地出一口气，感谢真主，在

伊蔓小公主攀登长城，坚持爬上八达岭供游人攀登
的最高一个烽火台，然后又背着她走下来。她不时
地掏出手帕擦汗，或逗小公主，有时，侯赛因国王
也走过去，抚摸着小公主的脸蛋，逗她玩，保姆几
次要把公主接过去，均被努尔王后拒绝，她说，如

这时我才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高高的天空飞
行，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他一有空余
时间，便驱车奔向机场，跳进机舱，发动引擎，飞
上蓝天翱翔。他风趣地说，在蓝天上兜几个圈子，
翻几个跟头之后，忙乱、劳累、困难就会顿时消失，

果说尼克松、田中、穆巴拉克等世界名人是只身登
上长城的，那她则是背着女儿登上长城的，在这方
面她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此外，她是要让伊蔓小
公主永远记住，是她把她背上长城的。我们问王后
累不累，她摇摇头，连声说不累，并一再表示游兴

独自一人腾飞，心情会变得非常舒畅。
在侯赛因国王的熏陶和影响下，他的胞弟哈桑
也学会了驾驶各种飞机，还学会了跳伞；在他的同
意和鼓励下，长子阿卜杜拉亲王也成了一名驾机和
跳伞能手；次子费萨尔亲王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

未尽，想继续游览。侯赛因国夫妇面对雄伟壮丽的
长城，对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壮举赞叹不已，说，
长城不愧为地球上的一大奇迹。侯赛因国王说，毛
泽东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我们登上
了长城，成了好汉了。

院，攻读的主科是军事飞行，回国后，在约旦空军
任中尉飞行员；阿依莎公主则拜哥哥阿卜杜拉为教
练，１９８５ 年也穿上军装，成为约旦第一位女兵。这
位金发碧眼的窈窕淑女经过艰苦训练后，成功地飞
上了蓝天，不仅驾驶飞机，还学会了跳伞，是约旦

侯赛因国王王后以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和热情
好客著称，在接待过程中，我对他们的这些高贵品
质深有感触。我们陪国王和王后结束了在北京的访
问后，又陪同他俩到达古都西安。抵西安后，国王
夫妇说中午要在下榻的丈八沟宾馆宴请两位客人，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跳伞姑娘，曾获金翼跳伞奖章；
努尔王后受她父亲的影响，本来就熟悉飞机，因此
人们都说，侯赛因国王一家乃是飞行世家。
侯赛因国王夫妇对中国进行了为期 １０ 天的访
问，我与他们也相处了整整 １０ 天。国王与王后参

客人姓名暂时保密，到中午时才公布。上午的参观
活动结束后，我们刚回到宾馆，我和另一位英文译
员就被通知立即前往国王夫妇下榻处。我俩火速赶
到那里，宾馆服务员却把我们领进国王夫妇用餐的
餐厅。我一进餐厅，便发现国王夫妇已提前到达，

观游览了北京、西安、桂林、上海的名胜古迹，对
中国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秀丽
山川和伟大成就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珍视与
中国人民的友谊，对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表示钦佩
和赞赏。

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与我们握手微笑着说：“今
天中午我们请的客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二位。你
们作为译员十分辛苦，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我们对你们的翻译工作感到满意。今天中午，我们
特意请二位与我们一道用餐，以表谢意。”在用餐

在京期间，侯赛因国王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
谈和会见。努尔王后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和卫生、
儿童、公益设施和单位。国王夫妇游览长城的活动
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那天，金秋的北京气候
宜人，长城内外风景壮观，八达岭一带长城游人如

过程中，国王夫妇谈笑风生，不时给我们加菜，显
得非常亲切。
国王和王后结束了对西安的参观访问后，乘专
机到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桂林游览。９ 月的北京已
是金秋送爽季节，而处在北回归线上的桂林气温仍

织。国王夫妇身着旅游便装，兴致勃勃地登上长城。
一路上，许多中外游客看到国王夫妇，纷纷上前同

较高，白天还有炎热之感。国王夫妇抵桂林后，不
顾旅途劳累和太阳余威，身着旅游便服去攀登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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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据导游介绍说，叠彩山位于桂林市北，是市内
一大胜景，每天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前往游玩观景。
叠彩山山色秀丽、山势横断、重叠而婀娜多姿，恰
如叠着的彩缎，故此得名。山上一片苍翠，绿得让

的石鼓及石琴。尽管这些景、物都是毫无生气的固
态静物，但看上去却静中有动，宛如神话世界，耐
人玩赏。这些景色吸引着远方来的贵客，使他们看
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人心醉。国王和王后踏上绿树葱茏的登山古道，向
峰顶攀登。途中，他俩虽有些气喘吁吁，汗流涔涔，
但游兴甚浓，到达山顶后，兴致更高。贵宾们迎着
和煦的微风，俯瞰山下，桂林全城、远处漓江景色、
近处群山风光尽收眼底，整个轮廓分外清晰。国王

侯赛因国王和王后对这些多姿多彩、壮丽神奇
的景色赞不绝口，努尔王后说，桂林山水是世界绝
无仅有的秀丽风光，这次到此一游，的确不虚此行。
侯赛因国王则幽默地说，他来自多事的中东地区，
到了桂林就如进入天堂，心情十分愉快，也似乎年

和王后边欣赏边交口称赞：“实在太美了！”
漓江是桂林山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桂
林至阳朔 ４０ 公里间的千姿百态，处处充满诗情画
意。人们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此间人们却
说“阳朔山水甲桂林”。侯赛因国王和王后以极大

轻了许多。令人如醉的桂林山水画卷已深深镌刻在
侯赛因国王夫妇的脑海。
在北京和西安，努尔王后到处都见到龙、凤图
像，因此她多次询问起龙、凤的含意和来历。我们
告诉她，在中国历史上，龙是皇帝的象征，凤是皇

兴趣乘船游览了漓江。那天，正好是风和日丽的好
天气，游人如织，当国王夫妇到达江边时，聚集在
那里的许多中外游客和小摊贩纷纷向他们招手致
意。国王和王后也向他们频频挥手表示问候。努尔
王后对具有桂林特色的纪念品很感兴趣，便选购了

后的象征。她对此很感兴趣，了解了凤和龙的中文
意思后，不止一次幽默地对我说，侯赛因国王是龙，
她就是凤。国王夫妇从桂林飞抵上海后，努尔王后
在上海锦江饭店下榻处一眼就看到有龙、凤图样的
大床罩，她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便特意买了不少

几件，其中一件是别具风味的草帽，她买好后就戴
在了头上，与国王一行登上游艇。漓江风景分外迷
人，韩愈曾在这里写下“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的绝句。江两岸群山峭拔，叠翠层峦；山间秀水潆
洄，清澈见底，青山倒映在浮水之中，浮水衬托出

有龙、凤图案的纪念品。
一次，努尔王后问我，在中文里，王、后两字
各作何解释。我给她直译了这两个字的含意，她听
后诙谐地说：“在西方总是说‘女士优先’，但在
中国，我必须走在侯赛因国王的后面，因为他是王，

青山之美。游艇一路向前，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导
游向国王和王后详细介绍了象鼻山、牛郎织女山、
玉女梳妆台等胜景。国王和王后一直陶醉在这如画
的风景中，时而专心听导游讲解，时而与中国陪同
人员合影留念，或让陪同他俩访华的约旦电视摄影

我是后，这两字的排列顺序是王在前，后在后，况
且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访问期间，努尔王
后学会了“王、后”两字的中文读法。
侯赛因国王和王后很想在中国多参观一些地
方，多了解一些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在京期间，按

记者拍下这“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和“甲桂林”的
阳朔风光，或同小公主共赏美景。
侯赛因国王夫妇在游览漓江后，又来到被称为
“大自然艺术之宫”的芦笛岩。岩洞深达 ２４０ 米，
内有许多奇特钟乳石、石笋、石花、石幔，构成一

日程安排他俩要去天坛游览，但因日程安排太紧，
其他节目所占时间又多，最后把游览天坛的节目挤
掉了。努尔王后感到非常遗憾，国王安慰她说，中
国太吸引人了，值得参观的地方又多，一次访问是
不够的，游览天坛及其他名胜古迹留待下次访问时

幅巧夺天工的画卷。这些景色雄奇瑰丽，蜿蜒曲折，
由大量钟乳石组成。导游向国王和王后详细介绍了
芦笛岩组画，如锦绣田园、飞流瀑布、狮岭朝霞、
石乳石帐、原始森林、神宫仙府、云台揽胜、盘龙
宝塔、帘外云山、远望山城、名花异草、珍禽奇兽

再作安排吧。
１０ 天的访问很快结束了，我们到机场为侯赛因
国王和努尔王后送行。话别后，国王径直走进专机
驾驶舱，头带耳机，手握操纵杆，架着银灰色的波
音飞机飞上了万里蓝天。

等。此外，还有幽处听笛和敲击可发出鼓、琴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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