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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LLEE  PPEETTIITT  PPRRIINNCCEE

 [法] 圣德克旭贝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献给列翁.维尔特

我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这个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另一个理由 这个大人他什么都能懂

甚至给孩子们写的书他也能懂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 这个大人住在法国 他在那里挨饿

受冻 他很需要安慰 如果这些理由还不够的话 那么我愿意把这本书献给儿童时代的

这个大人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

可惜 只有很少的一些大人记得这一点 因此 我就把献词改为

  

献给还是小男孩时的列翁.维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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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11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当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 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 真实的故事 的书中 看到

了一副精彩的插画 画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 页头上就是那副画的摹本

这本书中写道 这些蟒蛇把它们的猎获物不加咀嚼地囫囵吞下 尔后就不能再动

弹了 它们就在长长的六个月的睡眠中消化这些食物

当时 我对丛林中的奇遇想得很多 于是 我也用彩色铅笔画出了我的第一副图画

我的第一号作品 它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这副杰作拿给大人看 我问他们我的画是不是叫他们害怕

他们回答我说 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画的不是帽子 是一条巨蟒在消化着一头大象 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

了出来 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 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 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大人们劝我把这些画着开着肚皮的 或闭上肚皮的蟒蛇的图画放在一边 还是把兴

趣放在地理 历史 算术 语法上 就这样 在六岁的那年 我就放弃了当画家这一美

好的职业 我的第一号 第二号作品的不成功 使我泄了气 这些大人们 靠他们自己

什么也弄不懂 还得老是不断地给他们作解释 这真叫孩子们腻味

后来 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 我学会了开飞机 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飞到过

的确 地理学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里桑那 要是夜里迷失了航

向 这是很有用的

这样 在我的生活中 我跟许多严肃的人有过很多的接触 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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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 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 但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们的看法有多大的改变

当我遇到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 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我那第一号作品

来测试测试他 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 可是 得到的回答总是 这是顶帽

子 我就不和他谈巨蟒呀 原始森林呀 或者星星之类的事 我只得迁就他们的水平

和他们谈些桥牌呀 高尔夫球呀 政治呀 领带呀这些 于是大人们就十分高兴能认识

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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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我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 没有一个能真正谈得来的人 一直到六年前在撒哈拉沙漠

上发生了那次故障 我的发动机里有个东西损坏了 当时由于我既没有带机械师也没有

带旅客 我就试图独自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我随

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星期

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

的大沙漠上 我比大海中伏在小木排上的遇

难者还要孤独得多 而在第二天拂晓 当一

个奇怪的小声音叫醒我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

见我当时是多么吃惊 这小小的声音说道

请你给我画一只羊 好吗

啊

给我画一只羊

我象是受到惊雷轰击一般 一下子就

站立起来 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仔细地看

了看 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严肃地

朝我凝眸望着 这是后来我给他画出来的最

好的一副画像 可是 我的画当然要比他本人的模样逊色得多 这不是我的过错 六岁

时 大人们使我对我的画家生涯失去了勇气 除了画过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蟒蛇 后

来再没有学过画

我惊奇地睁大着眼睛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小家伙 你们不要忘记 我当时处在远离人

烟千里之外的地方 而这个小家伙给我的印象是 他既不象迷了路的样子 也没有半点

疲乏 饥渴 惧怕的神情 他丝毫不象是一个迷失在旷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的孩子 当我

在惊讶之中终于又能说出话来的时候 对他说道

唉 你在这儿干什么

可是他却不慌不忙地好象有一件重要的事一般 对我重复地说道

请 给我画一只羊

当一种神秘的东西把你镇住的时候 你是不敢不听从它的支配的 在这旷无人烟的

沙漠上 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情况下 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 我还是掏出了

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这时我却又记起 我只学过地理 历史 算术和语法 就有点不大

高兴地对小家伙说我不会画画 他回答我说

没有关系 给我画一只羊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 我就给他重画我所仅仅会画的两副画中的那副闭着肚皮的

巨蟒

不 不 我不要蟒蛇 它肚子里还有一头象

我听了他的话 简直目瞪口呆 他接着说 巨蟒这东西太危险 大象又太占地方

我住的地方非常小 我需要一只羊 给我画一只羊吧

我就给他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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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心地看着 随后又说 我不要 这只羊已经病得很重了 给我重新画一只

我又画了起来

我的这位朋友天真可爱地笑了 并且客气地拒绝道 你看 你画的不是小羊 是

头公羊 还有犄角呢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这副画同前几副一样又被拒绝了

这一只太老了 我想要一只能活得长的羊

我不耐烦了 因为我急于要检修发动机 于是就草草画了这张画 并且匆匆地对他

说道

这是一只箱子 你要的羊就在里面

这时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我的这位小评判员喜笑颜开 他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说这只羊需要很多草吗

为什么问这个呢

因为我那里地方非常小

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 地方小也够喂养它的

他把脑袋靠近这张画

并不象你说的那么小 瞧 它睡着了

就这样 我认识了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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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 小王子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 可是 对

我提出的问题 他好象压根没有听见似的 他无意中吐露的一些话逐渐使我搞清了他的

来历 例如 当他第一次瞅见我的飞机时 我就不画出我的飞机了 因为这种图画对我

来说太复杂 他问我道

这是个啥玩艺

这不是 玩艺儿 它能飞 这是飞机 是我的飞机

我当时很骄傲地告诉他我能飞 于是他惊奇地说道

怎么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的 我谦逊地答道

啊 这真滑稽

此时小王子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 这使我很不高兴 我要求别人严肃地对待我的不

幸 然后 他又说道

那么 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 你是哪个星球上的

即刻 对于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我隐约发现到了一点线索 于是 我就突然问

道

你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吗

可是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他一面看着我的飞机 一面微微地点点头 接着说道

可不是么 乘坐这玩艺儿 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说到这里 他就长时间地陷入沉思之中 然后 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画的小羊 看着

他的宝贝入了神

你们可以想见这种关于 别的星球 的若明若暗的话语使我心里多么好奇 因此我

竭力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奥秘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小家伙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你要把我的小羊带到哪里

去

他沉思了一会 然后回答我说

好在有你给我的那只箱子 夜晚可以给小羊当房子用

那当然 如果你听话的话 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 白天可以栓住它 再加上一根

扦杆

我的建议看来有点使小王子反感

栓住它 多么奇怪的主意

如果你不栓住它 它就到处跑 那么它会跑丢的

我的这位朋友又笑出了声

你想要它跑到哪里去呀

不管什么地方 它一直往前跑

 这时 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

这没有什么关系 我那里很小很小

接着 他略带伤感地又补充了一句

一直朝前走 也不会走出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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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了解到另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他老家所在的那个星球比一座房子大不了多少

这倒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奇怪 我知道除地球 木星 火星 金星这几个有名称的大

行星以外 还有成百个别的星球 它们有

的小得很 就是用望远镜也很难看见 当

一个天文学者发现了其中一个星星 他就

给它编上一个号码 例如把它称作 325小

行星

我有重要的根据认为小王子所来自的那个

星球是小行星B612 这颗小行星仅仅在1909年

被一个土耳其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见过一次

当时他曾经在一次国际天文学家代表大会

上对他的发现作了重要的论证 但由于他所穿

衣服的缘故 那时没有人相信他 那些大人们

就是这样

幸好 土耳其的一个独裁者 为了小行星

B612的声誉 迫使他的人民都要穿欧式服装

否则就处以死刑 1920年 这位天文学家穿了

一身非常漂亮的服装 重新作了一次论证 这

一次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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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B612的这些细节 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 这是由于这些大

人的缘故 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 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 他们从来不

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 他们从来不讲 他说话声音如何啊 他喜爱什么样的游戏啊

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呀 他们却问你 他多大年纪呀 弟兄几个呀 体重多少呀

他父亲挣多少钱呀 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 我看到一幢

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 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 屋顶上还有鸽子 他们怎么

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 必须对他们说 我看见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

那么他们就惊叫道 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要是你对他们说 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 他笑着 想要一只羊 他

想要一只小羊 这就证明他的存在 他们一定会耸耸肩膀 把你当作孩子看待 但是

如果你对他们说 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B612 那么他们就十分信服 他们

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 他们就是这样的 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

不要埋怨他们

当然 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 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 我真愿意象讲神话那

样来开始这个故事 我真想这样说

从前呀 有一个小王子 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 他希望有一个

朋友 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 这样说就显得真实

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 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 我的朋友

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六年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他描写出来 就是为了不要忘记

他 忘记一个朋友 这太叫人悲伤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 再说 我也可

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 只对数字感兴趣 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

铅笔 象我这样年纪的人 而且除了六岁时画过闭着肚皮的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 别的

什么也没有尝试过 现在 重新再来画画 真费劲啊 当然 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地

画得逼真 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一张画得还可以 另一张就不象了 还有身材大小

我画得有点不准确 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些 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些 对

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 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 画个大概齐 我很可能

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 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 因为我的这个朋友 从来也不加

说明解释 他认为我同他一样 可是 很遗憾 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 我大概有

点和大人们差不多 我一定是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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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 他的出走和旅行等事情 这些都是偶然从

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 就这样 第三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

这一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 突然小王子好象是非常担心地问我道

羊吃小灌木 这是真的吗

是的 是真的

啊 我真高兴

我不明白羊吃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 可小王子又说道

因此 它们也吃猴面包树罗

我对小王子说 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

而是象教堂那么大的大树 即便是带回一群大

象 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

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

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

来

他很有见识地说

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 开始也是小小

的

不错 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

小猴面包树呢

他回答我道 唉 这还用说 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

劲才能弄懂这个问题

原来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象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 有好草和坏草 因此 也就有

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 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 它们沉睡在泥土里 直到其中的一粒

忽然想要苏醒过来 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 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棵秀丽可爱的小

嫩苗 如果是小萝卜或是玫瑰的嫩苗 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 如果是一棵坏苗 一旦被

辨认出来 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 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 这就

是猴面包树的种子 在那里的泥土里 这种种子多得成灾 而一棵猴面包树苗 假如你

拔得太迟 就再也无法把它清除掉 它就会盘踞整个星球 它的树根能把星球钻透 如

果星球很小 而猴面包树很多 它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

这是个纪律问题 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道 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 必须仔

细地给星球梳洗 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 这种树苗小的时候与玫瑰苗差

不多 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 就要把它拔掉 这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 但很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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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 他劝我用心地画一副漂亮的图画 好叫我家乡的孩子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

刻的印象 他还对我说 如果将来有一天他们出外旅行 这对他们是很有用的 有时

候 人们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 并没有什么妨害 但要遇到拔猴面包树苗这种事

那就非造成大灾难不可 我遇到过一个星球 上面住着一个懒家伙 他放过了三棵小树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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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根据小王子的说

明 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

我从来不大愿意以道学家的口

吻来说话 可是猴面包树的危

险 大家都不大了解 对迷失

在小行星上的人来说 危险性

非常之大 因此这一回 我贸

然打破了我的这种不喜欢教训

人的惯例 我说 孩子们

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呀 为

了叫我的朋友们警惕这种危险

他们同我一样长期以来和

这种危险接触 却没有意识到

它的危险性 我花了很大的

功夫画了这副画 我提出的这

个教训意义是很重大的 花点

功夫是很值得的 你们也许要

问 为什么这本书中别的画都

没有这副画那么壮观呢 回答

很简单 别的画我也曾经试图

画得好些 却没成功 而当我

画猴面包树时 有一种急切的

心情在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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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小王子 就这样 我逐渐懂得了你那忧郁的生活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唯一

的乐趣就是观赏那夕阳西下的温柔晚景 这个新的细节 是我在第四天早晨知道的 你

当时对我说道

 "我喜欢看日落 我们去看一回日落吧 "

 "可是得等着..."

 "等什么 "

 "等太阳落山 "

开始 你显得很惊奇的样子 随后你笑自己的糊涂 你对我说 "我总以为是在我的

家乡呢 "

确实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是正午时分 在法国 正夕阳西下 只要在一分钟内赶

到法国就可看到日落 可惜法国是那么的遥远 而在你那样的小行星上 你只要把你的

椅子挪动几步就行了 这样 你便可随时看到你想看的夕阳余辉...

 "有一天 我看见过四十三次日落 "

过一会儿 你又说 "你知道 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时 总是喜欢日落的 "

 "一天四十三次 你怎么会这么苦闷 "

小王子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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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还是羊的事 把小王子的生活秘密向我揭开了 好象默默地思索了很长时

间以后 得出了什么结果一样 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  "羊 要是吃小灌木 它也要

吃花罗 "

 "它碰到什么吃什么 "

 "连有刺的花也吃吗 "

 "有刺的也吃 "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会儿我正忙着要从发动机上卸下一颗拧得太紧的螺丝 我

发现机器故障似乎很严重 饮水也快完了 担心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 心里很着急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

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 从来不会放过 这个该死的螺丝使我很恼火 我于是就随

便回答了他一句 "刺么 什么用都没有 这纯粹是花的恶劣表现 "

 "噢 "

可是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怀着不满的心情冲我说  "我不信 花是弱小的 淳朴

的 它们总是设法保护自己 以为有了刺就可以显出自己的厉害..."

我默不作声 我当时想的 如果这个螺丝再和我作对 我就一锤子敲掉它

小王子又来打搅我的思绪了 "你却认为花..."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什么也不认为 我是随便回答你的 我可有正经事要做 "

他惊讶地看着我  "正经事 "

他瞅着我手拿锤子,手指沾满了油污,伏在一个在他看来丑不可言的机件上

"你说话就和那些大人一样 "这话使我有点难堪 可是他又尖刻无情地说道 "你什

么都分不清...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 "他着实非常恼火 摇动着脑袋 金黄色的头发随

风颤动着  "我到过一个星球 上面住着一个红脸先生 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 他从来

没有看过一颗星星 他什么人也没有喜欢过 除了算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整天

同你一样老是说 '我有正经事 我是个严肃的人' 这使他傲气十足 他简直不象是个

人 他是个蘑菇 "

 "是个什么 "

 "是个蘑菇 "

小王子当时气得脸色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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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万年以来花儿都在制造着刺 几百万年以来羊仍然在吃花 要搞清楚为什么花

儿费那么大劲给自己制造没有什么用的刺 这难道不是正经事 难道羊和花之间的战争

不重要 这难道不比那个大胖子红脸先生的帐目更重要 如果我认识一朵人世间唯一的

花 只有我的星球上有它 别的地方都不存在 而一只小羊胡里胡涂就这样把它一下子

毁掉了 这难道不重要 "

他的脸气得发红 然后又接着说道 "如果有人

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 当他看

着这些星星的时候 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 他可以

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

上...' 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 对他来说 好象

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 这难道也不重要

吗 "

他无法再说下去了 突然泣不成声 夜幕已经

降临 我放下手中的工具 我把锤子 螺钉 饥渴

死亡 全都抛在脑后 在一颗星球上 在一颗行星上

在我的行星上 在地球上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 我

把他抱在怀里 我摇着他 对他说 "你爱的那朵花

没有危险...我给你的小羊画一个罩子...我给你的花

画一副盔甲...我..."我也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

觉得自己太笨拙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

怎样才能再进入他的境界...唉 泪水的世界是多么神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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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进一步了解了这朵花儿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

一层花瓣的很简单的花 这些花非常小 一点也不占地方 从来也不会去打搅任何人

她们早晨在草丛中开放 晚上就凋谢了 不知从哪里来

了一颗种子,忽然一天这种子发了芽 小王子特别仔细

地监视着这棵与众不同的小苗 这玩艺说不定是一种新

的猴面包树 但是 这小苗不久就不再长了 而且开始

孕育着一个花朵 看到在这棵苗上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

的花蕾 小王子感觉到从这个花苞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

迹 然而这朵花藏在它那绿茵茵的房间中用了很长的时

间来打扮自己 她精心选择着她将来的颜色 慢慢腾腾

地妆饰着 一片片地搭配着她的花瓣 她不愿象虞美人

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纹 她要让自己带着光艳夺目的丽

姿来到世间 是的 她是非常爱俏的 她用好些好些日

子天仙般地梳妆打扮 然后 在一天的早晨 恰好在太

阳升起的时候 她开放了

她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工作 却打着哈

欠说道

我刚刚睡醒 真对不起 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

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

你是多么美丽啊

花儿悠然自得地说

是吧 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

小王子看出了这花儿不太谦虚 可是她确实丽姿动人

她随后又说道 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 请

你也想着给我准备一点

小王子很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就拿着喷壶 打来了

一壶清清的凉水 浇灌着花儿

 于是 就这样 这朵花儿就以她那有点敏感多疑

的虚荣心折磨着小王子 例如 有一天 她向小王子讲

起她身上长的四根刺

老虎 让它张着爪子来吧

小王子顶了她一句: 在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而

且,老虎是不会吃草的

花儿轻声说道 我并不是草

真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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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怕什么老虎 可我讨厌穿堂风 你没有屏风

小王子思忖着 讨厌穿堂风 这对一株植物来说 真

不走运 这朵花儿真不大好伺候

晚上您得把我保护好 你这地方太冷 在这里住得不

好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

但她没有说下去 她来的时候是粒种子 她哪

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 她叫人发现她是在凑一个如

此不太高明的谎话 她有点羞怒 咳嗽了两三声

她的这一招是要小王子处于有过失的地位 她说

道

屏风呢

我这就去拿 可你刚才说的是

于是花儿放开嗓门咳嗽了几声 依然要使小王

子后悔自己的过失

尽管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 可

是 这一来 却使他马上对她产生了怀疑 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太认真 结

果使自己很苦恼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 我不该听信她的话 绝不该听信那些花儿的话 看看花 闻

闻它就得了 我的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 可我不会享受它 关于老虎爪子的事

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 却反而使我恼火

他还告诉我说

我那时什么也不懂 我应该根据她的行为 而不是根据她的话来判断她 她使我

的生活芬芳多彩 我真不该离开她跑出来 我本应该猜出在她那令人爱怜的花招后面所

隐藏的温情 花是多么自相矛盾 我当时太年青,还不懂得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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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跑出来

的 在他出发的那天早上,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

齐 把它上头的活火山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有两个

活火山 早上热早点很方便 他还有一座死火山 他也

把它打扫干净 他想 说不定它还会活动呢 打扫干净

了 它们就可以慢慢地有规律地燃烧 而不会突然爆发

火山爆发就象烟囱里的火焰一样 当然 在我们地球上

我们人太小 不能打扫火山 所以火山给我们带来很多

很多麻烦

小王子还把剩下的最后几颗猴面包树苗全拔了 他

有点忧伤 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天 这些家常

活使他感到特别亲切 当他最后一次浇花时 准备把她

好好珍藏起来 他发觉自己要哭出来

再见了 他对花儿说道

可是花儿没有回答他

再见了 他又说了一遍

花儿咳嗽了一阵 但并不是由于感冒

她终于对他说道 我方才真蠢 请你原谅我 希望你能幸福

花儿对他毫不抱怨 他感到很惊讶 他举着罩子 不知所措地伫立在那里 他不明

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恬静

的确 我爱你 花儿对他说道 但由于我的过错 你一点也没有理会 这丝

毫不重要 不过 你也和我一样的蠢 希望你今后能幸福 把罩子放在一边吧 我用不

着它了

要是风来了怎么办

我的感冒并不那么重 夜晚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 我是一朵花

要是有虫子野兽呢

我要是想认识蝴蝶 经不起两三只尺蠖是不行的 据说这是很美的 不然还有谁

来看我呢 你就要到远处去了 至于说大动物 我并不怕 我有爪子

于是 她天真地显露出她那四根刺 随后又说道

别这么磨蹭了 真烦人 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 那么 快走吧

她是怕小王子看见她在哭 她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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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的宇宙中 还有 325 326 327 328 329 330等几颗小行星 他就开始访

问这几颗星球 想在那里找点事干 并且学习学习

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 国王穿着

用紫红色和白底黑花的毛皮做成的大礼服

坐在一个很简单却又十分威严的宝座上

当他看见小王子时 喊了起来

啊 来了一个臣民

小王子思量着 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

怎么会认识我呢

他哪里知道 在那些国王的眼里 世界

是非常简单的 所有的人都是臣民

国王十分骄傲 因为他终于成了某个人

的国王 他对小王子说道 靠近些 好让

我好好看看你

小王子看看四周 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可是整个星球被国王华丽的白底黑花皮袍占

满了 他只好站在那里 但是因为疲倦了

他打起哈欠来

君王对他说 在一个国王面前打哈欠

是违反礼节的 我禁止你打哈欠

小王子羞愧地说道: 我实在忍不住,我

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还没有睡觉呢

国王说 那好吧 我命令你打哈欠 好些年来我没有看见过任何人打哈欠

对我来说 打哈欠倒是新奇的事 来吧 再打个哈欠 这是命令

这倒叫我有点紧张 我打不出哈欠来了 小王子红着脸说

嗯 嗯 国王回答道 那么我 命令你忽而打哈欠 忽而

他嘟嘟囔囔 显出有点恼怒 因为国王所要求的主要是保持他的威严受到尊敬 他

不能容忍不听他的命令

他是一位绝对的君主 可是 他却很善良 他下的命令都是有理智的 他常常说

如果我叫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 而这位将军不服从我的命令 那么这就不是将军的

过错 而是我的过错

小王子腼腆地试探道 我可以坐下吗

我命令你坐下 国王一边回答 一边庄重地把他那白底黑花皮袍大襟挪动了一

下

可是小王子感到很奇怪 这么小的行星 国王他对什么进行统治呢

 他对国王说 陛下 请原谅 我想问您

国王急忙抢着说道 我命令你问我

陛下 你统治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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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非常简单明了地说 我统治一切

一切

国王轻轻地用手指着他的行星和其他的行星 以及所有的星星

小王子说 统治这一切

统治这一切

原来他不仅是一个绝对的君主 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君主

那么 星星都服从您吗

那当然 国王对他说 它们立即就得服从 我是不允许无纪律的

这样的权力使小王子惊叹不已 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权力 那么 他一天就不只是看

到四十三次日落 而可以看到七十二次 甚至一百次 或是二百次日落 也不必要去挪

动椅子了 由于他想起了他那被遗弃的小星球 心里有点难过 他大胆地向国王提出了

一个请求

我想看日落 请求您 命令太阳落山吧

国王说道 如果我命令一个将军象一只蝴蝶那样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 或者命令

他写作一个悲剧剧本或者变一只海鸟 而如果这位将军接到命令不执行的话 那么 是

他不对还是我不对呢

那当然是您的不对 小王子肯定地回答

一点也不错 国王接着说 向每个人提出的要求应该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权

威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如果命令你的老百姓去投海 他们非起来革命不可

我的命令是合理的 所以我有权要别人服从

那么我提出的日落呢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 他是不会忘记这个问题的

日落么 你会看到的 我一定要太阳落山 不过按照我的统治科学 我得等到条

件成熟的时候

小王子问道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国王在回答之前,首先翻阅了一本厚厚的日历,嘴里慢慢说道 嗯 嗯 日落大约

大约 在今晚七时四十分的时候 你将看到我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的

小王子又打起哈欠来了 他遗憾没有看到日落 他有点厌烦了 他对国王说

我没有必要再呆在这儿了 我要走了

这位因为刚刚有了一个臣民而十分骄傲自得的国王说道

别走 别走 我任命你当大臣

什么大臣

嗯 司法大臣

可是 这儿没有一个要审判的人

很难说呀 国王说道 我很老了 我这地方又小 没有放銮驾的地方 另外

一走路我就累 因此我还没有巡视过我的王国呢

噢 可是我已经看过了 小王子说道 并探身朝星球的那一侧看了看 那边也

没有一个人

那么你就审判你自己呀 国王回答他说 这可是最难的了 审判自己

比审判别人要难得多啊 你要是能审判好自己 你就是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

我吗 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审度自己 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国王又说 嗯 嗯 我想 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 夜里 我听见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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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审判它 不时地判处它死刑 因此它的生命取决于你的判决 可是,你要有节制地

使用这只耗子,每次判刑后都要赦免它,因为只有这一只耗子

可是我不愿判死刑 我想我还是应该走 小王子回答道

不行 国王说

但是小王子 准备完毕之后 不想使老君主难过 说道

如果国王陛下想要不折不扣地得到服从 你可以给我下一个合理的命令 比如说

你可以命令我 一分钟之内必须离开 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成熟的

国王什么也没有回答 起初 小王子有些犹疑不决 随后叹了口气 就离开了

我派你当我的大使 国王匆忙地喊道

国王显出非常有权威的样子

小王子在旅途中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大人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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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行星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喔唷 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了 这个爱虚荣的人一见到小王子 老远就叫喊

起来

在那些爱虚荣的人眼里 别人都成了他们的崇拜者

你好 小王子说道 你的帽子很奇怪

这是为了向人致意用的 爱虚荣的人回答道,

当人们向我欢呼的时候 我就用帽子向他们致意

可惜 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

小王子不解其意 说道 啊 是吗

爱虚荣的人向小王子建议道 你用一只手去拍

另一只手

小王子就拍起巴掌来 这位爱虚荣者就谦逊地举

起帽子向小王子致意

小王子心想 这比访问那位国王有趣 于是

他又拍起巴掌来 爱虚荣者又举起帽子来向他致意

小王子这样做了五分钟 之后对这种单调的把戏

有点厌倦了 说道

要想叫你的帽子掉下来 该怎么做呢

可这回爱虚荣者听不进他的话 因为凡是爱虚荣

的人只听得进赞美的话

他问小王子道 你真的钦佩我吗

钦佩是什么意思

钦佩么 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最美的人 服饰

最好的人 最富有的人 最聪明的人

可您是您的星球上唯一的人呀

让我高兴吧 请你还是来钦佩我吧

小王子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说道 我钦佩你

可是 这有什么能使你这样感兴趣的

于是小王子就走开了

小王子在路上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这些大人 肯定是十分古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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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所访问的下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 访问时间非常短 可是它却使小王子

非常忧伤

你在干什么 小王子问酒鬼 这个酒鬼默默地坐在那里 面前有一堆酒瓶子

有的装着酒 有的是空的

我喝酒 他阴沉忧郁地回答道

你为什么喝酒 小王子问道

为了忘却 酒鬼回答

小王子已经有些可怜酒鬼 他问道 忘却什么呢

酒鬼垂下脑袋坦白道 为了忘却我的羞愧

你羞愧什么呢 小王子很想救助他

我羞愧我喝酒 酒鬼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开口了

小王子迷惑不解地离开了

在旅途中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些大人确实真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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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行星是一个实业家的星球 这个人忙得不可开交 小王子到来的时候 他甚

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小王子对他说 您好 您的烟卷灭了

三加二等于五 五加七等于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你好 十五加七 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 二十八 没有时间去再点着它 二十六加五 三十一 哎哟 一共是五亿

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亿什么呀

嗯 你还待在这儿那 五亿一百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我的工作很多 我是

很严肃的 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功夫去闲聊 二加五得七

五亿一百万什么呀 小王子重复问道 一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从来也不会

放弃的

这位实业家抬起头 说 我住在这个星球上五十四年以来 只被打搅过三次 第

一次是二十二年前 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只金龟子来打搅我 它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

使我在一笔帐目中出了四个差错 第二次 在十一年前 是风湿病发作 因为我缺乏锻

炼所致 我没有功夫闲逛 我可是个严肃的人 现在 这是第三次 我计算的结果是五

亿一百万

几百万什么

这位实业家知道要想安宁是无望的了 就说道

几百万个小东西 这些小东西有时出现在天空中

苍蝇吗

不是 是些闪闪发亮的小东西

是蜜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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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是金黄色的小东西 这些小东西叫那些懒汉们胡思乱想 我是个严肃的人

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啊 是星星吗

对了 就是星星

你要拿这五亿星星做什么

五亿一百六十二万七百三十一颗星星 我是严肃的人 我是非常精确的

你拿这些星星做什么

我要它做什么

是呀

什么也不做 它们都是属于我的

星星是属于你的

是的

可是我已经见到过一个国王 他

国王并不占有 他们只是进行 统治 这不是一码事

你拥有这许多星星有什么用

富了就可以去买别的星星 如果有人发现了别的星星的话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人想问题有点象那个酒鬼一样

可是他又提了一些问题

你怎么能占有星星呢

那么你说星星是谁的呀 实业家不高兴地顶了小王子一句

我不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那么 它们就是我的 因为是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件事情的

这就行了吗

那当然 如果你发现了一颗没有主人的钻石 那么这颗钻石就是属于你的 当你

发现一个岛是没有主的 那么这个岛就是你的 当你首先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就去领一

个专利证 这个办法就是属于你的 既然在我之前不曾有任何人想到要占有这些星星

那我就占有这些星星

这倒也是 可是你用它们来干什么 小王子说

我经营管理这些星星 我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它们的数目 这是一件困难的事 但

我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

小王子仍然还不满足 他说

对我来说 如果我有一条围巾 我可以用它来围着我的脖子 并且能带走它 我

有一朵花的话 我就可以摘下我的花 并且把它带走 可你却不能摘下这些星星呀

我不能摘 但我可以把它们存在银行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我把星星的数目写在一片小纸头上 然后把这片纸头锁在一个抽屉里

这就算完事了吗

这样就行了

小王子想道 真好玩 这倒蛮有诗意 可是 并不算是了不起的正经事

关于什么是正经事 小王子的看法与大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 他接着又说

我有一朵花 我每天都给她浇水 我还有三座火山 我每星期把它们全都打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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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连死火山也打扫 谁知道它会不会再复活 我拥有火山和花 这对我的火山有益处

对我的花也有益处 但是你对星星并没有用处

实业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小王子就走了

在旅途中 小王子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这些大人们真是奇怪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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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颗行星非常奇怪 是这些星星中最小的一颗 行星上刚好能容得下一盏路灯和

一个点路灯的人 小王子怎么也解释不通 这个坐落在天空某一角落 既没有房屋又没

有居民的行星上 要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的人做什么用

但他自己猜想 可能这个人思想不正常 但他比起国王 比起那个爱虚荣的人

那个实业家和酒鬼 却要好些 至少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当他点着了他的路灯时 就

象他增添了一颗星星 或是一朵花 当他熄灭了路灯时 就象让星星或花朵睡着了似的

这差事真美妙 就是真正有用的了

小王子一到了这个行星上 就很尊敬地向点

路灯的人打招呼

早上好 你刚才为什么把路灯灭了

呢

早上好 这是命令 点灯的回答道

命令是什么

就是熄掉我的路灯 晚上好

于是他又点燃了路灯

那么为什么你又把它点着了呢

这是命令 点灯的人回答道

我不明白 小王子说

没什么要明白的 命令就是命令 点灯

的回答说 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 然后他拿一块有红方格子的手绢擦着额头

我干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 以前还说得过去 早上熄灯 晚上点灯 剩下时间

白天我就休息 夜晚我就睡觉

那么 后来命令改变了 是吗

点灯的人说 命令没有改 惨就惨在这里了 这颗行星一年比一年转得更快 而

命令却没有改

结果呢 小王子问

结果现在每分钟转一圈 我连一秒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每分钟我就要点一次

灯 熄一次灯

真有趣 你这里每天只有一分钟长

一点趣味也没有 点灯的说 我们俩在一块说话就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一个月

对 三十分钟 三十天 晚上好

于是他又点着了了他的路灯

小王子瞅着他 他喜欢这个点灯人如此忠守命令 这时 他想起了他自己从前挪动

椅子寻找日落的事 他很想帮助他的这位朋友

告诉你 我知道一种能使你休息的办法 你要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

我老是想休息 点灯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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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忠实的 又是懒惰的

小王子接着说

你的这颗行星这样小 你三步就可以绕它一圈 你只要慢慢地走 就可以一直在

太阳的照耀下 你想休息的时候 你就这样走 那么 你要白天又多长它就有多长

这办法帮不了我多打忙 生活中我喜欢的就是睡觉 点灯人说

真不走运 小王子说

真不走运 点灯人说 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灭了路灯

小王子在他继续往前旅行的途中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人一定会被其他那些人 国王呀 爱虚荣的呀 酒鬼呀 实业家呀 所瞧不

起 可是唯有他不使我感到荒唐可笑 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关心的是别的事 而不是他自

己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 并且又对自己说道

本来这是我唯一可以和他交成朋友的人 可是他的星球确实太小了 住不下两个

人

小王子没有勇气承认的是 他留恋这颗令人赞美的星星 特别是因为在那里每二十

四小时就有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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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颗行星则要大十倍 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 他在写作大部头的书

瞧 来了一位探险家 老先生看到小王子时 叫了起来

小王子在桌旁坐下 有点气喘吁吁 他跑了多少路啊

你从哪里来的呀 老先生问小王子

这一大本是什么书 你在这里干什么 小王子问道

我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答道

什么是地理学家

地理学家,就是一种学者,他知道哪里有海洋 哪里有江河 城市 山脉 沙漠

这倒挺有意思 小王子说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行当 他朝四周围看了看这

位地理学家的星球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如此壮观的行星

您的星球真美呀 上面有海洋吗

这我没法知道 地理学家说

啊 小王子大失所望 那么 山脉呢

这 我没法知道 地理学家说

那么 有城市 河流 沙漠吗

这 我也没法知道 地理学家说

可您还是地理学家呢

一点不错 地理学家说 但是我不是探察家 我手下一个探察家都没有 地

理学家是不去计算城市 河流 山脉 海洋 沙漠的 地理学家很重要 不能到处跑

他不能离开他的办公室 但他可以在办公室里接见探察家 他询问探察家,把他们的回忆

记录下来 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个探察家的回忆是有意思的 那么地理学家就对这个探察

家的品德做一番调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说假话的探察家会给地理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同样 一个太爱喝酒的

探察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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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什么 小王子说

因为喝醉了酒的人把一个看成两个 那么 地理学家就会把只有一座山的地方写

成两座山

我认识一个人 他要是搞探察的话 就很可能是个不好的探察员 小王子说

这是可能的 因此 如果探察家的品德不错 就对他的发现进行调查

去看一看吗

不 那太复杂了 但是要求探察家提出证据来 例如 假使他发现了一座大山

就要求他带来一些大石头

地理学家忽然忙乱起来

正好 你是从老远来的么 你是个探察家 你来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星球吧

于是 已经打开登记簿的地理学家 削起他的铅笔来 他首先是用铅笔记下探察家

的叙述 等到探察家提出了证据以后再用墨水笔记下来

怎么样 地理学家询问道

啊 我那里 小王子说道 没

有多大意思 那儿很小 我有三座火山

两座是活的 一座是熄灭了的 但是也很

难说

很难说 地理学家说道

我还有一朵花

我们是不记载花卉的 地理学

家说

这是为什么 花是最美丽的东

西

因为花卉是短暂的

什么叫短暂

地理学书籍是所有书中最严肃的

书 地理学家说道 这类书是从不会

过时的 很少会发生一座山变换了位置

很少会出现一个海洋干涸的现象 我们要

写永恒的东西

但是熄灭的火山也可能会再复苏

的 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家 什么叫

短暂

火山是熄灭了的也好 苏醒的也好 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都是一回事 地理学

家说 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山 山是不会变换位置的

但是 短暂 是什么意思 小王子再三地问道 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是从不

放过的

意思就是 有很快就会消失的危险

我的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吗

那当然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花是短暂的 而且她只有四根刺来防御外侮 可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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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独自留在家里

这是他第一次产生了后悔 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您是否能建议我去看些什么 小王子问道

地球这颗行星 地理学家回答他说 它的名望很高

于是小王子就走了 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他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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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行星 于是就是地球了

地球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行星 它上面有一百一十一个国王 当然 没有漏掉黑人国

王 七千个地理学家 九十万个实业家 七百五十万个酒鬼 三亿一千一百万个爱虚

荣的人 也就是说 大约有二十亿的大人

为了使你们对地球的大小有一个概念 我想要告诉你们 在发明电之前 在六大洲

上 为了点路灯 需要维持一支为数四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的真正大军 从稍远的

地方看过去 它给人以一种壮丽辉煌的印象 这支军队的行动就象歌剧院的芭蕾舞动作

一样 那么有条不紊 首先出现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 点着了灯 随后他们

就去睡觉了 于是就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走上舞台 随后 他们也藏到幕布后

面去了 于是就又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了 然后就是非洲和欧洲的 接着是南美

的 再就是北美的 他们从来也不会搞错他们上场的次序 真了不起

北极仅有一盏路灯 南极也只有一盏 唯独北极的点灯人和他南极的同行 过着闲

逸 懒散的生活 他们每年只工作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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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想们想要说得俏皮些的时候 说话就可能会不大实在 在给你们讲点灯人的

时候 我就不那么忠实 很可能给不了解我们这个星球的人们造成一个错误的概念 在

地球上 人们所占的位置非常小 如果住在地球上的二十亿居民全站着 并且象开大会

一样靠得紧些 那么就可以从容地站在一个二十海里见方的广场上 也就是说可以把整

个人类集中在太平洋中一个最小的岛屿上

当然 大人们是不会相信你们的 他们自以为要占很大地方 他们把自己看得象猴

面包树那样大得了不起 你们可以建议他们计算一下 这样会使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们

非常喜欢数目字 可是你们无须浪费时间去做这种乏味的连篇累牍的演算 这没有必要

你们可以完全相信我

小王子到了地球上感到非常奇怪 他一个

人也没有看到 他正担心自己跑错了星球 这时

在沙地上有一个月光色的圆环在蠕动

小王子毫无把握地随便说了声 晚安

晚安 蛇说道

我落在什么行星上 小王子问道

在地球上 在非洲 蛇回答道

啊 怎么 难道说地球上没有人吗

这里是沙漠 沙漠中没有人 地球是很

大的 蛇说

小王子坐在一块石头上 抬眼望着天空

说道

我捉摸这些星星闪闪发亮是否为了让每

个人将来有一天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星球 看

我那颗行星 它恰好在我们头顶上 可是 它离

我们好远哟

它很美 蛇说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呢

我和一朵花闹了别扭 小王子说

啊 蛇说道

于是他们都沉默下来

人在什么地方 小王子终于又开了腔 在沙漠上 真有点孤独

到了有人的地方 也一样孤独 蛇说

小王子长时间地看着蛇

你是个奇怪的动物 细得象个手指头 小王子终于说道

但我比一个国王的手指更有威力 蛇说道

小王子微笑着说

你并不那么有威力 你连脚都没有 你甚至都不能旅行

我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比一只船能去的地方还要远 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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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就盘结在小王子的脚腕子上 象一只金镯子

被我碰触的人 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 蛇还说 可是你是纯洁的 而且是从

另一个星球上来的

小王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在这个花岗石的地球上 你这么弱小 我很可怜你 如果你非常怀念你的星球

那时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

啊 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小王子说 但是你为什么说话总是象让人猜谜语似

的

这些谜语我都能解开的 蛇说

于是他们又都沉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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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穿过沙漠 他只见过一朵花 一个有着三枚花瓣的花朵 一朵很不起眼的小

花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花说

人在什么地方 小王子有

礼貌地问道

有一天 花曾看见一支骆驼商

队走过

人吗 我想大约有六七个

人 几年前 我瞅见过他们 可是

从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

风吹着他们到处跑 他们没有根

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方便的

再见了 小王子说

再见 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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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1199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小王子爬上一座高山 过去他所见过的山就是那三座只有他膝盖那么高的火山 并

且他把那座熄灭了的火山就当作凳子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从这么高的山上 我

一眼可以看到整个星球 以及所有的人 可是 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非常锋利的悬崖

峭壁

你好 小王子试探地问道

你好 你好 你好 回音在回答道

你们是什么人 小王子问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

人 回音又回答道

请你们做我的朋友吧 我很孤独 他说

我很孤独 我很孤独 我很孤独 回音又回

答着

小王子想道 这颗行星真奇怪 它上面全是干

巴巴的,而且又尖利又咸涩 人们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对他们说的话 在我的家乡 我有

一朵花 她总是自己先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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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00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在沙漠 岩石 雪地上行走了很长的时间以后,小王子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 所有的

大路都是通往人住的地方的

你们好 小王子说

这是一个玫瑰盛开的花园

你好 玫瑰花说道

小王子瞅着这些花 它们全都和他的那朵花一样

你们是什么花 小王子惊奇地问

我们是玫瑰花 花儿们说道

啊 小王子说

他感到自己非常不幸 他的那朵花曾对他说她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花 可

是 仅在这一座花园里就有五千朵完全一样的这种花朵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她看到这些 她是一定会很恼火 她会咳嗽得更厉害

并且为避免让人耻笑 她会佯装死去 那么 我还得装着去护理她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

话 她为了使我难堪 她可能会真的死去

接着他又说道 我还以为我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呢 我有的仅是一朵普通的花

这朵花 再加上三座只有我膝盖那么高的火山 而且其中一座还可能是永远熄灭了的

这一切不会使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 于是 他躺在草丛中哭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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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11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就在这当儿 跑来了一只狐狸

你好 狐狸说

你好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道 他转过身来 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在这儿 在苹果树下 那声音说

你是谁 小王子说 你很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 狐狸说

来和我一起玩吧 小王子建议道 我很苦恼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 狐狸说 我还没有被驯服呢

啊 真对不起 小王子说

思索了一会儿 他又说道

什么叫 驯服 呀

你不是此地人 狐狸说 你来寻找什么

我来找人 小王子说 什么叫 驯服 呢

人 狐狸说 他们有枪 他们还打猎 这真碍事 他们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

他们也养鸡 你是来寻找鸡的吗

不 小王子说 我是来找朋友的 什么叫 驯服 呢

这是已经早就被人遗忘了的事情 狐狸说 它的意思就是 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

一点不错 狐狸说 对我来说 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 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

孩一样 我不需要你 你也同样用不着我 对你来说 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 和其他千

万只狐狸一样 但是 如果你驯服了我 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 对我来说 你就是世

界上唯一的了 我对你来说 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我有点明白了 小王子说 有一朵花 我想 她把我驯服了

这是可能的 狐狸说 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

啊 这不是在地球上的事 小王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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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感到十分蹊跷

在另一个星球上

是的

在那个星球上 有猎人吗

没有

这很有意思 那么 有鸡吗

没有

没有十全十美的 狐狸叹息地说道

可是 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

我的生活很单调 我捕捉鸡 而人又捕捉我 所有的鸡全都一样 所有的人也全

都一样 因此 我感到有些厌烦了 但是 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 我的生活就一定会是

欢快的 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 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 而你的

脚步声就会象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 再说 你看 你看到那边的麦田没有 我不

吃面包 麦子对我来说 一点用也没有 我对麦田无动于衷 而这 真使人扫兴 但是

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 那么 一旦你驯服了我 这就会十分美妙 麦子 是金黄色的

它就会使我想起你 而且 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

狐狸沉默不语 久久地看着小王子

请你驯服我吧 他说

我是很愿意的 小王子回答道 可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还要去寻找朋友 还

有许多事物要了解

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 才会被了解

狐狸说 人不会再有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的

他们总是到商人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 因为

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 所以人也就没

有朋友 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 那就驯服我

吧

那么应当做些什么呢 小王子说

应当非常耐心 狐狸回答道 开

始你就这样坐在草丛中 坐得离我稍微远些

我用眼角瞅着你 你什么也不要说 话语是误

会的根源 但是 每天 你坐得靠我更近些

第二天 小王子又来了

最好还是在原来的那个时间来 狐

狸说道 比如说 你下午四点钟来 那么从

三点钟起 我就开始感到幸福 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感到幸福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 但是

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 应当有一定的仪

式

仪式是什么 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一种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 狐狸说 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比如说 我的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 他们每星期四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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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 于是 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

如果猎人们什么时候都跳舞 天天又全都一样 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

就这样 小王子驯服了狐狸 当出发的时刻就快要来到时

啊 狐狸说 我一定会哭的

这是你的过错 小王子说 我本来并不想给你任何痛苦 可你却要我驯服你

是这样的 狐狸说

你可就要哭了 小王子说

当然罗 狐狸说

那么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由于麦子颜色的缘故 我还是得到了好处 狐狸说

然后 他又接着说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 你一定会明白 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 你

回来和我告别时 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

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们一点也不象我的那朵玫瑰 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 小王子对她们说 没

有人驯服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象我的狐狸过去那样 它那时只是

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 但是 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了我的朋友 于是它现

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这时 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

你们很美 但你们是空虚的 小王子仍然在对她们说 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

当然罗 我的那朵玫瑰花 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 可是 她单独一朵就

比你们全体更重要 因为她是我浇灌的 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因为她是我用屏风

保护起来的 因为她身上的毛虫 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 是我除灭的 因为

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 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 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他又回到了狐狸身边

再见了 小王子说道

再见 狐狸说 喏 这就是我的秘密 很简单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 实质

性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实质性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 以便能把它记在心

间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 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 小王子又重复着 要使自己记住这些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 "狐狸说 "可是 你不应该忘记它 你现在要对你驯

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 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

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 小王子又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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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22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你好 "小王子说道

 "你好 "扳道工说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小王子问

 "我一包包地分选旅客 按每千人一包 "扳道工说 "我打发这些运载旅客的列车

一会儿发往右方 一会儿发往左方 "

这时 一列灯火明亮的快车 雷鸣般地响着 把扳道房震得颤颤悠悠

 "他们真匆忙呀 "小王子说 "他们要寻找什么 "

 "开机车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扳道工说道

于是 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地开过去

 "他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小王子问道

 "他们不是原来那些人了 "扳道工说 "这是一次对开列车 "

 "他们不满意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吗 " "人们是从来也不会满意自己所在的地方

的 " 扳道工说

此时 第三趟灯火明亮的快车又隆隆而过

 "他们是在追随第一批旅客吗 "小王子问道

 "他们什么也不追随 "扳道工说 "他们在里面睡觉 或是在打哈欠 只有孩子们

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 "

 "只有孩子知道他们自己在寻找什么 "小王子说 "他们为一个布娃娃花费不少时

间 这个布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有人夺走的他们的布娃娃 他们就哭泣..."

 "他们真幸运 "扳道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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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33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商人说道

 这是一位贩卖能够止渴的精制药丸的商人 每周吞服一丸就不会感觉口渴

 "你为什么卖这玩艺儿 "小王子说

 "这就大大地节约了时间 "商人说 "专家们计算过 这样 每周可以节约五十三

分钟 "

 "那么 用这五十三分钟做什么用 "

 "随便怎么用都行 ..."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我如果有五十三分钟可支配 我就悠哉游哉地向水泉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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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44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这是我在沙漠上出了事故的第八天 我听着有关这个商人的故事 喝完了我所备用

的最后一滴水

啊 我对小王子说 你回忆的这些故事真美 可是 我还没有修好我的飞机

我没有喝的了 假如我能悠哉游哉地走到水泉边去 我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小王子对我说 我的朋友狐狸

我的小家伙 现在还说什么狐狸

为什么

因为这就要渴死人了

他不理解我的思路 他回答我道

即使快要死了 有过一个朋友也好么 我就为我有过一个狐狸朋友而感到很高

兴

他不顾危险 我自己思量着 他从来不知道饥渴 只要有点阳光 他就满足

了

他看着我 答复着我的思想

我也渴了 我们去找一口井吧

我显出厌烦的样子 在茫茫的大沙漠上盲目地去找水井 真荒唐 然而我们还是开

始去寻找了

当我们默默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 天黑了下来 星星开始发出光亮 由于渴我有

点发烧 我看着这些星星 象是在做梦一样 小王子的话在我的脑海中跳来跳去

 你也渴吗 我问他

他却不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对我说

 水对心也是有益处的

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我也不做声 我知道不应该去问他 他累了 他坐下

来 我在他身旁坐下 沉默了一会 他又说道

星星是很美的 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

我回答道 当然 而我默默地看着月光下沙漠的褶皱

沙漠是美的 他又说道

确实如此 我一直很喜欢沙漠 坐在一个沙丘上 什么也看不见 听不见 但是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默默地放着光芒

使沙漠更加美丽的 就是在某个角落里 藏着一口井

我很惊讶 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沙漠放着光芒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住在

一座古老的房子里 而且传说 这个房子里埋藏着一个宝贝 当然 从来没有任何人能

发现这个宝贝 可能 甚至也没有人去寻找过 但是 这个宝贝使整个房子着了魔似的

我家的房子在它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

我对小王子说道 是的 无论是房子 星星 或是沙漠 使它们美丽的东西是看

不见的

我真高兴 你和我的狐狸的看法一样 小王子说

小王子睡觉了 我就把他抱在怀里 又重新上路了 我很激动 就好象抱着一个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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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宝贝 就好象在地球上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 我借着月光看着这惨白的面额 这双

紧闭的眼睛 这随风飘动的绺绺头发 这时我对自己说道 我所看到的仅仅是外表

最重要的是看不见的

由于看到他稍稍张开的嘴唇露出一丝微笑 我又自言自语地说 在这个熟睡了的

小王子身上 使我非常感动的 是他对他那朵花的忠诚 是在他心中闪烁的那朵玫瑰花

的形象 这朵玫瑰花 即使在小王子睡着了的时候 也象一盏灯的火焰一样在他身上闪

耀着光辉 这时,我就感觉到他更加脆弱 应该保护灯焰:一阵风就可能把它吹灭

于是 就这样走着 我在黎明时发现了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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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2255  章章章章章章章章

那些人们 他们往快车里拥挤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要寻找什么 于是 他们就忙

忙碌碌 来回转圈子 小王子说道

他接着又说 这没有必要

我们终于找到的这口井 不同于撒哈拉的那些井 撒哈拉的井只是沙漠中挖的洞

这口井则很象村子中的井 可是 那里又没有任何村庄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

真怪 我对小王子说 一切

都是现成的 辘轳 水桶 绳子

他笑了 拿着绳子 转动着辘轳

辘轳就象是一个长期没有风来吹动的旧

风标一样 吱吱作响

你听 小王子说 我们唤醒

了这口井 它现在唱起歌来了 我不

愿让他费劲 我对他说

让我来干吧 这活对你太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栏上 我把

它稳稳地放在那里 我的耳朵里还响着

辘轳的歌声 依然还在晃荡的水面上

我看见太阳的影子在跳动

我正需要喝这种水 小王子说

给我喝点

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所要寻找的是什么

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边 他闭着眼睛喝水 就象节日一般舒适愉快 这水远不只是

一种饮料 它是披星戴月走了许多路才找到的 是在辘轳的歌声中 经过我双臂的努力

得来的 它象是一件礼品慰藉着心田 在我小的时候 圣诞树的灯光 午夜的弥撒的音

乐 甜蜜的微笑 这一切都使圣诞节时我收到的礼品辉映着

幸福的光彩

你这里的人在同一个花园中种植着五千朵玫瑰 小王子说 可是 他们却不

能从中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

他们是找不到的 我回答道

然而 他们所寻找的东西却是可以从一朵玫瑰花或一点儿水中找到的

一点不错 我回答道

小王子又加了一句

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了水 我痛快地呼吸着空气 沙漠在晨曦中泛出蜂蜜的光泽 这蜂蜜般的光泽

也使我感到幸福 为什么我要难过

小王子又重新在我的身边坐下 他温柔地对我说 你应该实践你的诺言

什么诺言

你知道 给我的小羊一个嘴套子 我要对我的花负责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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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口袋中拿出我的画稿 小王子瞅见了 笑着说

你画的猴面包树 有点象白菜

啊

我还为我画的猴面包树感到骄傲呢

你画的狐狸 它那双耳朵 有点象犄角 而且又太长了

这时 他又笑了

小家伙 你太不公正了 我过去只会画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巨蟒

啊 这就行了 他说 孩子们认得出来

我就用铅笔勾画了一个嘴套 当我把它递给小王子时 我心里很难受

你的打算 我一点也不知道

但是 他不回答我 他对我说

你知道 我落在地球上 到明天就一周年了

接着 沉默了一会儿 他又说道

我就落在这附近

此时 他的面颊绯红

我不知为什么 又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酸 这时 我产生了一个问题

一星期以前 我认识你的那天早上 你单独一个人在这旷无人烟的地方走着 这

么说 这并不是偶然的了 你是要回到你降落的地方去是吗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我犹豫不定地又说了一句

可能是因为周年纪念吧

小王子脸又红了 他从来也不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脸红,就等于说 是的 是吧

啊 我对他说 我有点怕

但他却回答我说

你现在该工作了 你应该回到你的机器那里去 我在这里等你 你明天晚上再来..."

但是 我放心不下 我想起了狐狸的话 如果被人驯服了 就可能会要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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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旁边有一堵残缺的石墙 第二天晚上我工作回来的时候 我远远地看见了小王

子耷拉着双腿坐在墙上 我听见他在说话

你怎么不记得了呢 他说 绝不是在这儿

大概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回答他 因为他答着腔说道

没错 没错 日子是对的 但地点不是这里

我继续朝墙走去 我还是看不到,也听不见任何别人 可是小王子又回答道

那当然 你会在沙上看到我的脚印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你在那里等着我就行

了 今天夜里我去那里

我离墙约有二十米远 可我依然什么也没有看见

小王子沉默了一会又说

你的毒液管用吗 你保证不会使我长时间地痛苦吗

我焦虑地赶上前去 但我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你去吧 我要下来了 小王子说

于是 我也朝墙脚下看去 我吓了一跳 就在那里 一条黄蛇直起身子冲着小王子

这种黄蛇半分钟就能结果你的性命 我一面赶紧掏口袋 拔出手枪 一面跑过去 可是

一听到我的脚步声 蛇却象一股干涸了的水柱一样 慢慢钻进沙里去 它不慌不忙地在

石头的缝隙中钻动着 发出轻轻的金属般的响声

我到达墙边的时候 正好把我的这位小王子接在我的怀抱中 他的脸色雪一样惨白

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你怎么竟然和蛇也谈起心来了 我解开了他一直带着的金



�������������	�

��

黄色的围脖 我用水渍湿了他的太阳穴 让他喝了点水 这时 我什么也不敢再问他

他严肃地看着我 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 我感到他的心就象一只被枪弹击中而濒于死亡

的鸟的心脏一样在跳动着 他对我说

我很高兴 你找到了你的机器所缺少的东西 你不久就可以回家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是来告诉他 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我成功地完成了修理工作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却接着说道 "我也一样 今天 要回家去了..."

然后 他忧伤地说 "我回家要远得多...要难得多..."

我清楚地感到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事 我把他当作小孩一样紧紧抱在怀里 可是我

感觉到他径直地向着一个无底深渊沉陷下去 我想法拉住他 却怎么也办不到

他的眼神很严肃 望着遥远的地方

我有你画的羊 羊的箱子和羊的嘴套子

他带着忧伤的神情微笑了

我等了很长时间 才觉得他身子渐渐暖和起来

小家伙 你受惊了

他害怕了 这是无疑的 他却温柔地笑着说

今天晚上 我会怕得更厉害

我再度意识到要发生一件不可弥补的事 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这时我才明

白 一想到再也不能听到这笑声 我就不能忍受 这笑声对我来说 就好象是沙漠中的

甘泉一样

小家伙 我还想听你笑

但他对我说

到今天夜里 正好是一年了 我的星球将正好处于我去年降落的那个地方的上

空

小家伙 这蛇的事 约会的事 还有星星 这全是一场噩梦吧

 但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他对我说

重要的事 是看不见的

当然

这就象花一样 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 那么夜间 你看着天

空就感到甜蜜愉快 所有的星星上都好象开着花

当然

这也就象水一样 由于那辘轳和绳子的缘故 你给我喝的井水好象音乐一样 你

记得吗 这水非常好喝

当然

夜晚 你抬头望着星星 我的那颗太小了 我无法给你指出我的那颗星星是在哪

里 这样倒更好 你可以认为我的那颗星星就在这些星星之中 那么 所有的星星 你

都会喜欢看的 这些星星都将成为你的朋友 而且 我还要给你一件礼物

他又笑了

啊 小家伙 小家伙 我喜欢听你这笑声

 这正好是我给你的礼物 这就好象水那样

你说的是什么



�������������	�

��

人们眼里的星星并不都一样 对旅行的人来说 星星是向导 对别的人来说 星

星只是些小亮光 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 星星就是他们探讨的学问 对我所遇见的那个

实业家来说 星星是金钱 但是,所有这些星星都不会说话 你呢 你的那些星星将是任

何人都不曾有过的

你说的是什么

夜晚 当你望着天空的时候 既然我就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 既然我在其中一颗

星星上笑着 那么对你来说 就好象所有的星星都在笑 那么你将看到的星星就是会笑

的星星

这时 他又笑了

那么 在你得到了安慰之后 人们总是会自我安慰的 你就会因为认识了我而感

到高兴 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 你就会想要同我一起笑 有时 你会为了快乐而不知不

觉地打开窗户 你的朋友们会奇怪地看着你笑着仰望天空 那时 你就可以对他们说

是的 星星总是引我欢笑 他们会以为你发疯了 我的恶作剧将使你难堪

这时 他又笑了

这就好象我并没有给你星星 而是给你一大堆会笑出声来的小铃铛

他仍然笑着 随后他变得严肃起来

今天夜里 你知道 不要来了

我不离开你

我将会象是很痛苦的样子 我有点象要死去似的 就是这么回事 你就别来看这

些了 没有必要

我不离开你

可是他担心起来

我对你说这些 这也是因为蛇的缘故 别让它咬了你 蛇是很坏的 它随意咬

人

我不离开你

这时 他似乎有点放心了

对了 它咬第二口的时候就没有毒液了

这天夜里,我没有看到他起程 他不声不响地跑了 当我终于赶上他的时候 他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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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快步走着 他只是对我说道

啊 你在这儿

于是他拉着我的手 但是他仍然很担心

你不该这样 你会难受的 我会象是死去的样子 但这不会是真的

我默默无言

你明白 路很远 我不能带着这付身躯走 它太重了

我依然沉默不语

但是 这就好象剥落的旧树皮一样 旧树皮 并没有什么可悲的

我还是沉默不语

他有些泄气了 但是他又振作起来

这将是蛮好的 你知道 我也一定会看星星的 所有的星星都将是带有生了锈的

辘轳的井 所有的星星都会倒水给我喝

我还是沉默不语

这将是多么好玩啊 你将有五亿个铃铛 我将有五亿口水井

这时 他也沉默了 因为他在哭

就是这儿 让我自个儿走一步吧

他这时坐下来 因为他害怕了 他却仍然说道

你知道 我的花 我是要对她负责的 而她又是那么弱小 她又是那么天真 她

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 保护自己 抵抗外敌

我也坐了下来 因为我再也站立不住了 他说道

就是这些 全都说啦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站起来 他迈出了一步 而我却动弹不得

在他的脚踝子骨附近 一道黄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他一动也不动了 他没有叫喊

他轻轻地象一棵树一样倒在地上 大概由于沙地的缘故 连一点响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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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 一点不错 已经有六年了 我还从未讲过这个故事 同伴们重新见到了我

都为能看见我活着回来而高兴 我却很悲伤 我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疲劳的缘故

现在 我稍微得到了些安慰 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 可我知道他已经回到

了他的星球上 因为那天黎明 我没有再见到他的身躯 他的身躯并不那么重 从此

我就喜欢在夜间倾听着星星 好象是倾听着五亿个铃铛

可是 现在却又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我给小王子画的羊嘴套上 忘了画皮带 他再

也不可能把它套在羊嘴上 于是 我思忖着 他的星球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概小羊

把花吃掉了吧

有时我又对自己说 绝对不会的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 而

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想到这里 我就非常高兴 这时 所有的星星都在柔情地轻声

笑着

忽而我又对自己说 人们有时总免不了会疏忽的 那就够戗 某一天晚上他忘了

玻璃罩子 或者小羊夜里不声不响地跑出来 想到这里 小铃铛都变成泪珠了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对你们这些喜欢小王子的人来说 就象对于我来说一样

无论什么地方 凡是某处 如果一只羊 尽管我们并不认识它 吃了一朵玫瑰花 或

是没有吃掉一朵玫瑰花 那么宇宙的面貌就全然不同

你们望着天空 你们想一想 羊究竟是吃了还是没有吃掉花 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

切都变了样

任何一个大人将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问题竟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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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 这是世界上最美也是最凄凉的地方 它与前一页画的是同一个地方 我

再一次将它画出来 为的是好让你们看清楚 就是在这里 小王子出现在地球上 后来

也正是在这里消失了的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个地方 以便你们有一天去非洲沙漠上旅行

的时候 能够准确地辨认出这个地方 如果 你们有机会经过这个地方 我请求你们不

要匆匆而过 请你们就在那颗星星底下等一等 如果这时 有个小孩子向你走来 如果

他笑着 他有金黄色的头发 如果当你问他问题时他不回答 你一定会猜得出他是谁

那就请你们帮个忙 不要让我这么忧伤 赶快写信告诉我

他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