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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PETIT PRINCE 

                             小 王 子 

                       [法] 聖﹒德克旭貝里 

（此劇本由簡體中文版轉錄而來） 

********************************************************************* 

 

                        獻給列翁﹒維爾特 

 

    我請孩子們原諒我把這本書獻給了一個大人。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這個 

大人是我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還有另一個理由：這個大人他什么都能懂，甚 

至給孩子們寫的書他也能懂。我的第三個理由是：這個大人住在法國，他在那里 

挨餓、受凍。他很需要安慰。如果這些理由還不夠的話，那么我愿意把這本書獻 

給兒童時代的這個大人。所有的大人都曾經是孩子。（可惜，只有很少的一些大 

人記得這一點。）因此，我就把獻詞改為： 

 

                  獻給還是小男孩時的列翁﹒維爾特 

 

********************************************************************* 

 

                         LE PETIT PRINCE 

                             小 王 子 

 

                                I 

 

    當我還只有六歲的時候，在一本描寫原始森林的名叫《真實的故事》的書中，

看到了一副精彩的插畫，畫的是一條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獸。頁頭上就是那副

畫的摹本。 

    這本書中寫道：“這些蟒蛇把它們的獵獲物不加咀嚼地囫圇吞下，爾后就不

能再動彈了﹔它們就在長長的六個月的睡眠中消化這些食物。” 

  當時，我對叢林中的奇遇想得很多，于是，我也用彩色鉛筆畫出了我的第一

副圖畫。我的第一號作品。它是這樣的： 

   

  我把我的這副杰作拿給大人看，我問他們我的畫是不是叫他們害怕。 

    他們回答我說：“一頂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畫的不是帽子，是一條巨蟒在消化著一頭大象。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

情況畫了出來，以便讓大人們能夠看懂。這些大人總是需要解釋。我的第二號作

品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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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們勸我把這些畫著開著肚皮的，或閉上肚皮的蟒蛇的圖畫放在一邊，還

是把興趣放在地理、歷史、算朮、語法上。就這樣，在六歲的那年，我就放棄了

當畫家這一美好的職業。我的第一號、第二號作品的不成功，使我泄了氣。這些

大人們，靠他們自己什么也弄不懂，還得老是不斷地給他們作解釋。這真叫孩子

們膩味。 

  後來，我只好選擇了另外一個職業，我學會了開飛機，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飛

到過。的確，地理學幫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國和亞里桑那。要是

夜里迷失了航向，這是很有用的。 

  這樣，在我的生活中，我跟許多嚴肅的人有過很多的接觸。我在大人們中間

生活過很長時間。我仔細地觀察過他們，但這并沒有使我對他們的看法有多大的

改變。 

  當我遇到一個頭腦看來稍微清楚的大人時，我就拿出一直保存著的我那第一

號作品來測試測試他。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可是，得到的回答總是：

“這是頂帽子。”我就不和他談巨蟒呀，原始森林呀，或者星星之類的事。我只

得遷就他們的水平，和他們談些橋牌呀，高爾夫球呀，政治呀，領帶呀這些。于

是大人們就十分高興能認識我這樣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II 

 

    我就這樣孤獨地生活著，沒有一個能真正談得來的人，一直到六年前在撒哈

拉沙漠上發生了那次故障。我的發動機里有個東西損壞了。當時由于我既沒有帶

機械師也沒有帶旅客，我就試圖獨自完成這個困難的維修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個

生與死的問題。我隨身帶的水只夠飲用一星期。 

  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這遠離人間煙火的大沙漠上。我比大海中伏在小木排上

的遇難者還要孤獨得多。而在第二天拂曉，當一個奇怪的小聲音叫醒我的時候，

你們可以想見我當時是多么吃驚。這小小的聲音說道： 

 

    “請你給我畫一只羊，好嗎？” 

 

    “啊！” 

 

    “給我畫一只羊…” 

 

    我像是受到驚雷轟擊一般，一下子就站立起來。我使勁地揉了揉眼睛，仔細

地看了看。我看見一個十分奇怪的小家伙嚴肅地朝我凝眸望著。這是後來我給他

畫出來的最好的一副畫像。可是，我的畫當然要比他本人的模樣遜色得多。這不

是我的過錯。六歲時，大人們使我對我的畫家生涯失去了勇氣，除了畫過開著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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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閉著肚皮的蟒蛇，後來再沒有學過畫。 

 

    我驚奇地睜大著眼睛看著這突然出現的小傢伙。你們不要忘記，我當時處在

遠離人煙千里之外的地方。而這個小家伙給我的印象是，他既不像迷了路的樣

子，也沒有半點疲乏、飢渴、懼怕的神情。他絲毫不像是一個迷失在曠無人煙的

大沙漠中的孩子。當我在驚訝之中終于又能說出話來的時候，對他說道： 

 

    “唉，你在這兒干什么？” 

 

    可是他卻不慌不忙地好象有一件重要的事一般，對我重復地說道： 

 

    “請…給我畫一只羊…” 

 

    當一種神秘的東西把你鎮住的時候，你是不敢不聽從它的支配的，在這曠無

人煙的沙漠上，面臨死亡的危險的情況下，盡管這樣的舉動使我感到十分荒誕，

我還是掏出了一張紙和一支鋼筆。這時我卻又記起，我只學過地理、歷史、算朮

和語法，就有點不大高興地對小家伙說我不會畫畫。他回答我說： 

 

    “沒有關系，給我畫一只羊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畫過羊，我就給他重畫我所僅僅會畫的兩副畫中的那副閉著 

肚皮的巨蟒。 

 

    “不，不！我不要蟒蛇，它肚子里還有一頭象。” 

 

    我聽了他的話，簡直目瞪口呆。他接著說：“巨蟒這東西太危險，大象又太 

占地方。我住的地方非常小，我需要一只羊。給我畫一只羊吧。” 

 

    我就給他畫了。 

 

    他專心地看著，隨后又說： 

 

    “我不要，這只羊已經病得很重了。給我重新畫一只。” 

 

    我又畫了起來。 

 

    我的這位朋友天真可愛地笑了，并且客氣地拒絕道：“你看，你畫的不是小 

羊，是頭公羊，還有犄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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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又重新畫了一張。 

  這副畫同前几副一樣又被拒絕了。 

 

    “這一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能活得長的羊。” 

 

    我不耐煩了。因為我急于要檢修發動機，于是就草草畫了這張畫，并且匆匆 

地對他說道： 

 

    “這是一只箱子，你要的羊就在里面。” 

 

    這時我十分驚奇地看到我的這位小評判員喜笑顏開。他說： 

 

    “這正是我想要的，…你說這只羊需要很多草嗎？” 

 

    “為什么問這個呢？” 

 

    “因為我那里地方非常小…” 

 

    “我給你畫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地方小也夠喂養它的。” 

 

    他把腦袋靠近這張畫。 

 

    “并不象你說的那么小…瞧！它睡著了…” 

 

    就這樣，我認識了小王子。 

 

 

                                III 

 

    我費了好長時間才弄清楚他是從哪里來的。小王子向我提出了很多問題，可 

是，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好象壓根沒有聽見似的。他無意中吐露的一些話逐漸使 

我搞清了他的來歷。例如，當他第一次瞅見我的飛機時（我就不畫出我的飛機了， 

因為這種圖畫對我來說太復雜），他問我道： 

 

    “這是個啥玩藝？” 

 

    “這不是‘玩藝兒’。它能飛。這是飛機。是我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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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很驕傲地告訴他我能飛。于是他驚奇地說道： 

 

    “怎么？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是的”。我謙遜地答道。 

 

    “啊？這真滑稽。” 

 

    此時小王子發出一陣清脆的笑聲。這使我很不高興。我要求別人嚴肅地對待 

我的不幸。然后，他又說道： 

 

    “那么，你也是從天上來的了！你是哪個星球上的？” 

 

    即刻，對于他是從哪里來的這個秘密我隱約發現到了一點線索﹔于是，我就 

突然問道： 

 

    “你是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嗎？” 

 

    可是他不回答我的問題。他一面看著我的飛機，一面微微地點點頭，接著說 

道： 

 

    “可不是么，乘坐這玩藝兒，你不可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說到這里，他就長時間地陷入沉思之中。然后，從口袋里掏出了我畫的小羊， 

看著他的寶貝入了神。 

  你們可以想見這種關于“別的星球”的若明若暗的話語使我心里多么好奇。 

因此我竭力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奧秘。 

 

    “你是從哪里來的，我的小家伙？你的家在什么地方？你要把我的小羊帶到 

哪里去？” 

 

    他沉思了一會，然后回答我說： 

 

    “好在有你給我的那只箱子，夜晚可以給小羊當房子用。” 

 

    “那當然。如果你聽話的話，我再給你畫一根繩子，白天可以栓住它。再加 

上一根扦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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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建議看來有點使小王子反感。 

 

    “栓住它，多么奇怪的主意。” 

 

    “如果你不栓住它，它就到處跑，那么它會跑丟的。” 

 

    我的這位朋友又笑出了聲： 

 

    “你想要它跑到哪里去呀？” 

 

    “不管什么地方。它一直往前跑…” 

 

    這時，小王子鄭重其事地說： 

 

    “這沒有什么關系，我那里很小很小。” 

 

    接著，他略帶傷感地又補充了一句： 

 

    “一直朝前走，也不會走出多遠…” 

 

                                IV 

 

    我還了解到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老家所在的那個星球比一座房子大不了 

多少。 

  這倒并沒有使我感到太奇怪。我知道除地球、木星、火星、金星這几個有名 

稱的大行星以外，還有成百個別的星球，它們有的小得很，就是用望遠鏡也很難 

看見。當一個天文學者發現了其中一個星星，他就給它編上一個號碼，例如把它 

稱作“325 小行星”。 

   

  我有重要的根據認為小王子所來自的那個星球是小行星 B612。這顆小行星

僅僅在 1909 年被一個土耳其天文學家用望遠鏡看見過一次。 

  當時他曾經在一次國際天文學家代表大會上對他的發現作了重要的論証。但 

由于他所穿衣服的緣故，那時沒有人相信他。那些大人們就是這樣。 

  幸好，土耳其的一個獨裁者，為了小行星 B612 的聲譽，迫使他的人民都要

穿歐式服裝，否則就處以死刑。1920 年，這位天文學家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服

裝，重新作了一次論証。這一次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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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們講關于小行星 B612 的這些細節，并且告訴你們它的編號，這是由

于這些大人的緣故。這些大人們就愛數目字。當你對大人們講起你的一個新朋友

時，他們從來不向你提出實質性的問題。他們從來不講：“他說話聲音如何啊？

他喜愛什么樣的游戲啊？他是否收集蝴蝶標本呀？”他們卻問你：“他多大年紀

呀？弟兄几個呀？體重多少呀？他父親掙多少錢呀？”他們以為這樣才算了解

朋友。如果你對大人們說：“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磚蓋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

窗戶上有天竺葵，屋頂上還有鴿子…”他們怎么也想象不出這種房子有多么好。

必須對他們說：“我看見了一幢價值十萬法郎的房子。”那么他們就驚叫道：“多

么漂亮的房子啊！” 

 

    要是你對他們說：“小王子存在的証據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著，想要一只 

羊。他想要一只小羊，這就証明他的存在。”他們一定會聳聳肩膀，把你當作孩 

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對他們說：“小王子來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那

么他們就十分信服，他們就不會提出一大堆問題來和你糾纏。他們就是這樣的。

小孩子們對大人們應該寬厚些，不要埋怨他們。 

 

    當然，對我們懂得生活的人來說，我們才不在乎那些編號呢！我真愿意象講 

神話那樣來開始這個故事，我真想這樣說： 

 

    “從前呀，有一個小王子，他住在一個和他身體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 

有一個朋友…”對懂得生活的人來說，這樣說就顯得真實。 

 

    我可不喜歡人們輕率地讀我的書。我在講述這些往事時心情是很難過的。我 

的朋友帶著他的小羊已經離去六年了。我之所以在這里盡力把他描寫出來，就是 

為了不要忘記他。忘記一個朋友，這太叫人悲傷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過一個 

朋友。再說，我也可能變成那些大人那樣，只對數字感興趣。也正是為了這個緣 

故，我買了一盒顏料和一些鉛筆。象我這樣年紀的人，而且除了六歲時畫過閉著 

肚皮的和開著肚皮的巨蟒外，別的什么也沒有嘗試過，現在，重新再來畫畫，真 

費勁啊！當然，我一定要把這些畫盡量地畫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沒有把握。一張 

畫得還可以，另一張就不象了。還有身材大小，我畫得有點不准確。在這個地方 

小王子畫得太大了些，另一個地方又畫得太小了些。對他衣服的顏色我也拿不准。 

于是我就摸索著這么試試那么改改，畫個大概齊。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細節上 

畫錯了。這就得請大家原諒我了。因為我的這個朋友，從來也不加說明解釋。他 

認為我同他一樣。可是，很遺憾，我卻不能透過盒子看見小羊。我大概有點和大 

人們差不多。我一定是變老了。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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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關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等事情。這些都是 

偶然從各種反應中慢慢得到的。就這樣，第三天我就了解到關于猴面包樹的悲劇。 

 

    這一次又是因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象是非常擔心地問我道： 

 

    “羊吃小灌木，這是真的嗎？” 

 

    “是的，是真的。” 

 

    “啊，我真高興。” 

 

    我不明白羊吃小灌木這件事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說道： 

 

    “因此，它們也吃猴面包樹羅？” 

 

    我對小王子說，猴面包樹可不是小灌木，而是象教堂那么大的大樹﹔即便是 

帶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樹。 

 

    一群大象這種想法使小王子發笑： 

 

    “那可得把這些大象一只疊一只地壘起來。” 

 

    他很有見識地說： 

 

    “猴面包樹在長大之前，開始也是小小的。” 

 

    “不錯。可是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樹呢？” 

 

    他回答我道：“唉！這還用說！”似乎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自己要費很 

大的心勁才能弄懂這個問題。 

 

    原來，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象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樣，有好草和壞草﹔因此， 

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見的。它們沉睡在泥土里，直 

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蘇醒過來…于是它就伸展開身子，開始□腆地朝著太陽長 

出一棵秀麗可愛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蘿卜或是玫瑰的嫩苗，就讓它去自由地生長。 

如果是一棵壞苗，一旦被辨認出來，就應該馬上把它拔掉。因為在小王子的星球 

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種子…這就是猴面包樹的種子。在那里的泥土里，這種種子 

多得成災。而一棵猴面包樹苗，假如你拔得太遲，就再也無法把它清除掉。它就 



 9 

會盤踞整個星球。它的樹根能把星球鑽透，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樹很多，它 

就把整個星球搞得支離破碎。 

 

    “這是個紀律問題。”小王子后來向我解釋道。“當你早上梳洗完畢以后， 

必須仔細地給星球梳洗，必須規定自己按時去拔掉猴面包樹苗。這種樹苗小的時 

候與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們區別開的時候，就要把它拔掉。這是一件非 

常乏味的工作，但很容易。” 

  有一天，他勸我用心地畫一副漂亮的圖畫，好叫我家鄉的孩子們對這件事有 

一個深刻的印象。他還對我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他們出外旅行，這對他們是很 

有用的。有時候，人們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去做，并沒有什么妨害，但要遇到 

拔猴面包樹苗這種事，那就非造成大災難不可。我遇到過一個星球，上面住著一 

個懶家伙，他放過了三棵小樹苗…” 

  于是，根據小王子的說明，我把這個星球畫了下來。我從來不大愿意以道學 

家的口吻來說話，可是猴面包樹的危險，大家都不大了解，對迷失在小行星上的 

人來說，危險性非常之大，因此這一回，我貿然打破了我的這種不喜歡教訓人的 

慣例。我說：“孩子們，要當心那些猴面包樹呀！”為了叫我的朋友們警惕這種 

危險──他們同我一樣長期以來和這種危險接觸，卻沒有意識到它的危險性── 

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畫了這副畫。我提出的這個教訓意義是很重大的，花點功夫是 

很值得的。你們也許要問，為什么這本書中別的畫都沒有這副畫那么壯觀呢？回 

答很簡單：別的畫我也曾經試圖畫得好些，卻沒成功。而當我畫猴面包樹時，有 

一種急切的心情在激勵著我。 

 

                                VI 

 

    啊！小王子，就這樣，我逐漸懂得了你那憂郁的生活。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 

你唯一的樂趣就是觀賞那夕陽西下的溫柔晚景。這個新的細節，是我在第四天早 

晨知道的。你當時對我說道： 

 

    “我喜歡看日落。我們去看一回日落吧！” 

 

    “可是得等著…” 

 

    “等什么？” 

 

    “等太陽落山。” 

 

    開始，你顯得很驚奇的樣子，隨后你笑自己的糊涂。你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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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以為是在我的家鄉呢！” 

 

    確實，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是正午時分，在法國，正夕陽西下，只要在一分 

鐘內趕到法國就可看到日落。可惜法國是那么的遙遠。而在你那樣的小行星上， 

你只要把你的椅子挪動几步就行了。這樣，你便可隨時看到你想看的夕陽余輝… 

 

    “一天，我看見過四十三次日落。” 

 

    過一會兒，你又說： 

 

    “你知道，當人們感到非常苦悶時，總是喜歡日落的。” 

 

    “一天四十三次，你怎么會這么苦悶？” 

 

    小王子沒有回答。 

 

 

 

                                VII 

 

    第五天，還是羊的事，把小王子的生活秘密向我揭開了。好象默默地思索了 

很長時間以后，得出了什么結果一樣，他突然沒頭沒腦地問我： 

 

    “羊，要是吃小灌木，它也要吃花羅？” 

 

    “它碰到什么吃什么。” 

 

    “連有刺的花也吃嗎？” 

 

    “有刺的也吃！”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那會兒我正忙著要從發動機上卸下一顆擰得太緊的螺 

絲。我發現機器故障似乎很嚴重，飲水也快完了，擔心可能發生最壞的情況，心 

里很著急。 

 

    “那么刺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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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一旦提出了問題，從來不會放過。這個該死的螺絲使我很惱火，我于 

是就隨便回答了他一句： 

 

    “刺么，什么用都沒有，這純粹是花的惡劣表現。” 

 

    “噢！” 

 

    可是他沉默了一會兒之后，懷著不滿的心情沖我說： 

 

    “我不信！花是弱小的、淳朴的，它們總是設法保護自己，以為有了刺就可 

以顯出自己的厲害…” 

 

    我默不作聲。我當時想的，如果這個螺絲再和我作對，我就一錘子敲掉它。 

小王子又來打攪我的思緒了： 

 

    “你卻認為花…” 

 

    “算了吧，算了吧！我什么也不認為！我是隨便回答你的。我可有正經事要 

做。” 

 

    他驚訝地看著我。 

 

    “正經事？” 

 

    他瞅著我手拿錘子，手指沾滿了油污，伏在一個在他看來丑不可言的機件上。 

 

    “你說話就和那些大人一樣！” 

 

    這話使我有點難堪。可是他又尖刻無情地說道： 

 

    “你什么都分不清…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 

 

    他著實非常惱火。搖動著腦袋，金黃色的頭發隨風顫動著。 

 

    “我到過一個星球，上面住著一個紅臉先生。他從來沒聞過一朵花。他從來 

沒有看過一顆星星。他什么人也沒有喜歡過。除了算帳以外，他什么也沒有做過。 

他整天同你一樣老是說：‘我有正經事，我是個嚴肅的人’。這使他傲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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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簡直不象是個人，他是個蘑菇。” 

 

    “是個什么？” 

 

    “是個蘑菇！” 

 

    小王子當時氣得臉色發白。 

 

    “几百萬年以來花兒都在制造著刺，几百萬年以來羊仍然在吃花。要搞清楚 

為什么花兒費那么大勁給自己制造沒有什么用的刺，這難道不是正經事？難道羊 

和花之間的戰爭不重要？這難道不比那個大胖子紅臉先生的帳目更重要？如果

我 

認識一朵人世間唯一的花，只有我的星球上有它，別的地方都不存在，而一只小 

羊胡里胡涂就這樣把它一下子毀掉了，這難道不重要？” 

 

    他的臉氣得發紅，然后又接著說道： 

 

    “如果有人愛上了在這億萬顆星星中獨一無二的一株花，當他看著這些星星 

的時候，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他可以自言自語地說：‘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 

的一顆星星上…’，但是如果羊吃掉了這朵花，對他來說，好象所有的星星一下 

子全都熄滅了一樣！這難道也不重要嗎？！” 

 

    他無法再說下去了，突然泣不成聲。夜幕已經降臨。我放下手中的工具。我 

把錘子、螺釘、飢渴、死亡，全都拋在腦后。在一顆星球上，在一顆行星上，在 

我的行星上，在地球上有一個小王子需要安慰！我把他抱在懷里。我搖著他，對 

他說：“你愛的那朵花沒有危險…我給你的小羊畫一個罩子…我給你的花畫一副 

盔甲…我…”我也不太知道該說些什么。我覺得自己太笨拙。我不知道怎樣才能 

達到他的境界，怎樣才能再進入他的境界…唉，淚水的世界是多么神秘啊！ 

 

 

                               VIII 

 

    很快我就進一步了解了這朵花兒。在小王子的星球上，過去一直都生長著一 

些只有一層花瓣的很簡單的花。這些花非常小，一點也不占地方，從來也不會去 

打攪任何人。她們早晨在草叢中開放，晚上就凋謝了。不知從哪里來了一顆種子， 

忽然一天這種子發了芽。小王子特別仔細地監視著這棵與眾不同的小苗：這玩藝 

說不定是一種新的猴面包樹。但是，這小苗不久就不再長了，而且開始孕育著一 

個花朵。看到在這棵苗上長出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花蕾，小王子感覺到從這個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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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定會出現一個奇跡。然而這朵花藏在它那綠茵茵的房間中用了很長的時間來 

打扮自己。她精心選擇著她將來的顏色，慢慢騰騰地妝飾著，一片片地搭配著她 

的花瓣，她不愿象虞美人那樣一出世就滿臉皺紋。她要讓自己帶著光艷奪目的麗 

姿來到世間。是的，她是非常愛俏的。她用好些好些日子天仙般地梳妝打扮。然 

后，在一天的早晨，恰好在太陽升起的時候，她開放了。 

 

    她已經精細地做了那么長的准備工作，卻打著哈欠說道： 

 

    “我剛剛睡醒，真對不起，瞧我的頭發還是亂蓬蓬的…” 

 

    小王子這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愛慕心情： 

 

    “你是多么美麗啊！” 

 

    花兒悠然自得地說： 

 

    “是吧，我是與太陽同時出生的…” 

 

    小王子看出了這花兒不太謙虛，可是她確實麗姿動人。 

 

    她隨后又說道：“現在該是吃早點的時候了吧，請你也想著給我准備一

點…” 

 

    小王子很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拿著噴壺，打來了一壺清清的涼水，澆灌著 

花兒。 

 

    于是，就這樣，這朵花兒就以她那有點敏感多疑的虛榮心折磨著小王子。例 

如，有一天，她向小王子講起她身上長的四根刺： 

 

    “老虎，讓它張著爪子來吧！” 

 

    小王子頂了她一句：“在我這個星球上沒有老虎，而且，老虎是不會吃草

的”。 

 

    花兒輕聲說道：“我并不是草。” 

 

    “真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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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怕什么老虎，可我討厭穿堂風。你沒有屏風？” 

 

    小王子思忖著：“討厭穿堂風…這對一株植物來說，真不走運，這朵花兒真 

不大好伺候…” 

 

    “晚上您得把我保護好。你這地方太冷。在這里住得不好，我原來住的那個 

地方…” 

 

    但她沒有說下去。她來的時候是粒種子。她哪里見過什么別的世界。她叫人 

發現她是在湊一個如此不太高明的謊話，她有點羞怒，咳嗽了兩三聲。她的這一 

招是要小王子處于有過失的地位，她說道： 

 

    “屏風呢？” 

 

    “我這就去拿。可你剛才說的是…” 

 

    于是花兒放開嗓門咳嗽了几聲，依然要使小王子后悔自己的過失。 

 

    盡管小王子本來誠心誠意地喜歡這朵花，可是，這一來，卻使他馬上對她產 

生了懷疑。小王子對一些無關緊要的話看得太認真，結果使自己很苦惱。 

 

    有一天他告訴我說：“我不該聽信她的話，絕不該聽信那些花兒的話，看看 

花，聞聞它就得了。我的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可我不會享受它。關于老 

虎爪子的事，本應該使我產生同情，卻反而使我惱火…” 

 

    他還告訴我說： 

 

    “我那時什么也不懂！我應該根據她的行為，而不是根據她的話來判斷她。 

她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我真不該離開她跑出來。我本應該猜出在她那令人愛憐 

的花招后面所隱藏的溫情。花是多么自相矛盾！我當時太年青，還不懂得愛她。” 

 

 

                                IX 

 

    我想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鳥遷徙的機會跑出來的。在他出發的那天早

上， 

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齊齊，把它上頭的活火山打掃得干干淨淨。──他有兩 

個活火山，早上熱早點很方便。他還有一座死火山，他也把它打掃干淨。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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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定它還會活動呢！打掃干淨了，它們就可以慢慢地有規律地燃燒，而不會突 

然爆發。火山爆發就象煙囪里的火焰一樣。當然，在我們地球上我們人太小，不 

能打掃火山，所以火山給我們帶來很多很多麻煩。 

 

    小王子還把剩下的最后几顆猴面包樹苗全拔了。他有點憂傷。他以為他再也 

不會回來了。這天，這些家常活使他感到特別親切。當他最后一次澆花時，准備 

把她好好珍藏起來。他發覺自己要哭出來。 

 

    “再見了。”他對花兒說道。 

 

    可是花兒沒有回答他。 

 

    “再見了。”他又說了一遍。 

 

    花兒咳嗽了一陣。但并不是由于感冒。 

 

    她終于對他說道：“我方才真蠢。請你原諒我。希望你能幸福。” 

 

    花兒對他毫不抱怨，他感到很驚訝。他舉著罩子，不知所措地佇立在那里。 

他不明白她為什么會這樣溫柔恬靜。 

 

    “的確，我愛你。”花兒對他說道：“但由于我的過錯，你一點也沒有理會。 

這絲毫不重要。不過，你也和我一樣的蠢。希望你今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一邊 

吧，我用不著它了。” 

 

    “要是風來了怎么辦？” 

 

    “我的感冒并不那么重…夜晚的涼風對我倒有好處。我是一朵花。” 

 

    “要是有虫子野獸呢？…” 

 

    “我要是想認識蝴蝶，經不起兩三只尺蠖是不行的。據說這是很美的。不然 

還有誰來看我呢？你就要到遠處去了。至于說大動物，我并不怕，我有爪子。” 

 

    于是，她天真地顯露出她那四根刺，隨后又說道： 

 

    “別這么磨蹭了。真煩人！你既然決定離開這兒，那么，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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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怕小王子看見她在哭。她是一朵非常驕傲的花… 

 

 

 

                                X 

 

    在附近的宇宙中，還有 325、326、327、328、329、330 等几顆小行星。他 

就開始訪問這几顆星球，想在那里找點事干，并且學習學習。 

 

    第一顆星球上住著一個國王。國王穿著用紫紅色和白底黑花的毛皮做成的大 

禮服，坐在一個很簡單卻又十分威嚴的寶座上。 

 

    當他看見小王子時，喊了起來： 

 

    “啊，來了一個臣民。” 

 

    小王子思量著：“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我，怎么會認識我呢？” 

 

    他哪里知道，在那些國王的眼里，世界是非常簡單的：所有的人都是臣民。 

 

    國王十分驕傲，因為他終于成了某個人的國王，他對小王子說道：“靠近些， 

好讓我好好看看你。” 

 

    小王子看看四周，想找個地方坐下來，可是整個星球被國王華麗的白底黑花 

皮袍占滿了。他只好站在那里，但是因為疲倦了，他打起哈欠來。 

 

    君王對他說：“在一個國王面前打哈欠是違反禮節的。我禁止你打哈欠。” 

 

    小王子羞愧地說道：“我實在忍不住，我長途跋涉來到這里，還沒有睡覺

呢。” 

 

    國王說：“那好吧，我命令你打哈欠。好些年來我沒有看見過任何人打哈欠。 

對我來說，打哈欠倒是新奇的事。來吧，再打個哈欠！這是命令。” 

 

    “這倒叫我有點緊張…我打不出哈欠來了…”小王子紅著臉說。 

 

    “嗯！嗯！”國王回答道：“那么我…命令你忽而打哈欠，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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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嘟嘟囔囔，顯出有點惱怒。 

 

    因為國王所要求的主要是保持他的威嚴受到尊敬。他不能容忍不聽他的命

令。 

他是一位絕對的君主。可是，他卻很善良，他下的命令都是有理智的。 

 

    他常常說：“如果我叫一位將軍變成一只海鳥，而這位將軍不服從我的命令， 

那么這就不是將軍的過錯，而是我的過錯。” 

 

    小王子□腆地試探道：“我可以坐下嗎？” 

 

    “我命令你坐下。”國王一邊回答，一邊庄重地把他那白底黑花皮袍大襟挪 

動了一下。 

 

    可是小王子感到很奇怪。這么小的行星，國王他對什么進行統治呢？ 

 

    他對國王說：“陛下…請原諒，我想問您…” 

 

    國王急忙搶著說道：“我命令你問我。” 

 

    “陛下…你統治什么呢？” 

 

    國王非常簡單明了地說：“我統治一切。” 

 

    “一切？” 

 

    國王輕輕地用手指著他的行星和其他的行星，以及所有的星星。 

 

    小王子說：“統治這一切？” 

 

    “統治這一切。” 

 

    原來他不僅是一個絕對的君主，而且是整個宇宙的君主。 

 

    “那么，星星都服從您嗎？” 

 

    “那當然！”國王對他說，“它們立即就得服從。我是不允許無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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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權力使小王子驚嘆不已。如果掌握了這樣的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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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必要去挪動椅子了！由于他想起了他那被遺棄的小星球，心里有點難過，他 

大膽地向國王提出了一個請求： 

 

    “我想看日落，請求您…命令太陽落山吧…” 

 

    國王說道：“如果我命令一個將軍象一只蝴蝶那樣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或 

者命令他寫作一個悲劇劇本或者變一只海鳥，而如果這位將軍接到命令不執行的 

話，那么，是他不對還是我不對呢？” 

 

    “那當然是您的不對。”小王子肯定地回答。 

 

    “一點也不錯，”國王接著說，“向每個人提出的要求應該是他們所能做到 

的。權威首先應該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如果命令你的老百姓去投海，他們非起 

來革命不可。我的命令是合理的，所以我有權要別人服從。” 

 

    “那么我提出的日落呢？”小王子一旦提出一個問題，他是不會忘記這個問 

題的。 

 

    “日落么，你會看到的。我一定要太陽落山，不過按照我的統治科學，我得 

等到條件成熟的時候。” 

 

    小王子問道：“這要等到什么時候呢？” 

 

    國王在回答之前，首先翻閱了一本厚厚的日歷，嘴里慢慢說道：“嗯！嗯！ 

日落大約…大約…在今晚七時四十分的時候！你將看到我的命令一定會被服從

的。” 

 

    小王子又打起哈欠來了。他遺憾沒有看到日落。他有點厭煩了，他對國王說： 

“我沒有必要再呆在這兒了。我要走了。” 

 

    這位因為剛剛有了一個臣民而十分驕傲自得的國王說道： 

 

    “別走，別走。我任命你當大臣。” 

 

    “什么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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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司法大臣！” 

 

    “可是，這兒沒有一個要審判的人。” 

 

    “很難說呀，”國王說道。“我很老了，我這地方又小，沒有放鑾駕的地方， 

另外，一走路我就累。因此我還沒有巡視過我的王國呢！” 

 

    “噢！可是我已經看過了。”小王子說道，并探身朝星球的那一側看了看。 

那邊也沒有一個人… 

 

    “那么你就審判你自己呀！”國王回答他說。“這可是最難的了。審判自己 

比審判別人要難得多啊！你要是能審判好自己，你就是一個真正有才智的人。” 

 

    “我嗎，隨便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審度自己。我沒有必要留在這里。” 

 

    國王又說：“嗯…嗯…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夜里，我聽見它 

的聲音。你可以審判它，不時地判處它死刑。因此它的生命取決于你的判決。可 

是，你要有節制地使用這只耗子，每次判刑后都要赦免它，因為只有這一只耗

子。” 

 

    “可是我不愿判死刑，我想我還是應該走。”小王子回答道。 

 

    “不行。”國王說。 

 

    但是小王子，准備完畢之后，不想使老君主難過，說道： 

 

    “如果國王陛下想要不折不扣地得到服從，你可以給我下一個合理的命令。 

比如說，你可以命令我，一分鐘之內必須離開。我認為這個條件是成熟的…” 

 

    國王什么也沒有回答。起初，小王子有些猶疑不決，隨后嘆了口氣，就離開 

了… 

 

    “我派你當我的大使。”國王匆忙地喊道。 

 

    國王顯出非常有權威的樣子。 

 

    小王子在旅途中自言自語地說：“這些大人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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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第二個行星上住著一個愛虛榮的人。 

 

    “喔唷！一個崇拜我的人來拜訪了！”這個愛虛榮的人一見到小王子，老遠 

就叫喊起來。 

 

    在那些愛虛榮的人眼里，別人都成了他們的崇拜者。 

 

    “你好！”小王子說道。“你的帽子很奇怪。” 

 

    “這是為了向人致意用的。”愛虛榮的人回答道，“當人們向我歡呼的時候， 

我就用帽子向他們致意。可惜，沒有一個人經過這里。” 

 

    小王子不解其意。說道：“啊？是嗎？” 

 

    愛虛榮的人向小王子建議道：“你用一只手去拍另一只手。” 

 

    小王子就拍起巴掌來。這位愛虛榮者就謙遜地舉起帽子向小王子致意。 

 

    小王子心想：“這比訪問那位國王有趣。”于是他又拍起巴掌來。愛虛榮者 

又舉起帽子來向他致意。 

 

    小王子這樣做了五分鐘，之后對這種單調的把戲有點厭倦了，說道： 

 

    “要想叫你的帽子掉下來，該怎么做呢？” 

 

    可這回愛虛榮者聽不進他的話，因為凡是愛虛榮的人只聽得進贊美的話。 

 

    他問小王子道：“你真的欽佩我嗎？” 

 

    “欽佩是什么意思？” 

 

    “欽佩么，就是承認我是星球上最美的人，服飾最好的人，最富有的人，最 

聰明的人。” 

 

    “可您是您的星球上唯一的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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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高興吧，請你還是來欽佩我吧！” 

 

    小王子輕輕地聳了聳肩膀，說道：“我欽佩你，可是，這有什么能使你這樣 

感興趣的？” 

 

    于是小王子就走開了。 

 

    小王子在路上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這些大人，肯定是十分古怪的。” 

 

 

                                XII 

 

    小王子所訪問的下一個星球上住著一個酒鬼。訪問時間非常短，可是它卻使 

小王子非常憂傷。 

 

    “你在干什么？”小王子問酒鬼，這個酒鬼默默地坐在那里，面前有一堆酒 

瓶子，有的裝著酒，有的是空的。 

 

    “我喝酒。”他陰沉憂郁地回答道。 

 

    “你為什么喝酒？”小王子問道。 

 

    “為了忘卻。”酒鬼回答。 

 

    小王子已經有些可憐酒鬼。他問道：“忘卻什么呢？” 

 

    酒鬼垂下腦袋坦白道：“為了忘卻我的羞愧。” 

 

    “你羞愧什么呢？”小王子很想救助他。 

 

    “我羞愧我喝酒。”酒鬼說完以后就再也不開口了。 

 

    小王子迷惑不解地離開了。 

 

    在旅途中，他自言自語地說道：“這些大人確實真叫怪。” 

 

 



 22

                               XIII 

 

    第四個行星是一個實業家的星球。這個人忙得不可開交，小王子到來的時候， 

他甚至連頭都沒有抬一下。 

 

    小王子對他說：“您好。您的煙卷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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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去再點著它。二十六加五，三十一。哎 

喲！一共是五億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億什么呀？” 

 

    “嗯？你還待在這兒那？五億一百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我的工作很

多… 

我是很嚴肅的，我可是從來也沒有功夫去閑聊！二加五得七…” 

 

    “五億一百萬什么呀？”小王子重復問道。一旦他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從來 

也不會放棄的。 

 

    這位實業家抬起頭，說： 

 

    “我住在這個星球上五十四年以來，只被打攪過三次。第一次是二十二年前， 

不知從哪里跑來了一只金龜子來打攪我。它發出一種可怕的噪音，使我在一筆帳 

目中出了四個差錯。第二次，在十一年前，是風濕病發作，因為我缺乏鍛煉所致。 

我沒有功夫閑逛。我可是個嚴肅的人。現在…這是第三次！我計算的結果是五億 

一百萬…” 

 

    “几百萬什么？” 

 

    這位實業家知道要想安寧是無望的了，就說道： 

 

    “几百萬個小東西，這些小東西有時出現在天空中。” 

 

    “蒼蠅嗎？” 

 

    “不是，是些閃閃發亮的小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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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蜜蜂嗎？” 

 

    “不是，是金黃色的小東西，這些小東西叫那些懶漢們胡思亂想。我是個嚴 

肅的人。我沒有時間胡思亂想。” 

 

    “啊，是星星嗎？” 

 

    “對了，就是星星。” 

 

    “你要拿這五億星星做什么？” 

 

    “五億一百六十二萬七百三十一顆星星。我是嚴肅的人，我是非常精確的。” 

 

    “你拿這些星星做什么？” 

 

    “我要它做什么？” 

 

    “是呀。” 

 

    “什么也不做。它們都是屬于我的。” 

 

    “星星是屬于你的？” 

 

    “是的。” 

 

    “可是我已經見到過一個國王，他…” 

 

    “國王并不占有，他們只是進行‘統治’。這不是一碼事。” 

 

    “你擁有這許多星星有什么用？” 

 

    “富了就可以去買別的星星，如果有人發現了別的星星的話。” 

 

    小王子自言自語地說：“這個人想問題有點象那個酒鬼一樣。” 

 

    可是他又提了一些問題： 

 

    “你怎么能占有星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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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說星星是誰的呀？”實業家不高興地頂了小王子一句。 

 

    “我不知道，不屬于任何人。” 

 

    “那么，它們就是我的，因為是我第一個想到了這件事情的。” 

 

    “這就行了嗎？” 

 

    “那當然。如果你發現了一顆沒有主人的鑽石，那么這顆鑽石就是屬于你的。 

當你發現一個島是沒有主的，那么這個島就是你的。當你首先想出了一個辦法， 

你就去領一個專利証，這個辦法就是屬于你的。既然在我之前不曾有任何人想到 

要占有這些星星，那我就占有這些星星。” 

 

    “這倒也是。可是你用它們來干什么？”小王子說。 

 

    “我經營管理這些星星。我一遍又一遍地計算它們的數目。這是一件困難的 

事。但我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 

 

    小王子仍然還不滿足，他說： 

 

    “對我來說，如果我有一條圍巾，我可以用它來圍著我的脖子，并且能帶走 

它。我有一朵花的話，我就可以摘下我的花，并且把它帶走。可你卻不能摘下這 

些星星呀！” 

 

    “我不能摘，但我可以把它們存在銀行里。” 

 

    “這是什么意思呢？” 

 

    “這就是說，我把星星的數目寫在一片小紙頭上，然后把這片紙頭鎖在一個 

抽屜里。” 

 

    “這就算完事了嗎？” 

 

    “這樣就行了。” 

 

    小王子想道：“真好玩。這倒蠻有詩意，可是，并不算是了不起的正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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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什么是正經事，小王子的看法與大人們的看法非常不同。他接著又說： 

 

    “我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給她澆水。我還有三座火山，我每星期把它們全都 

打掃一遍。連死火山也打掃。誰知道它會不會再復活。我擁有火山和花，這對我 

的火山有益處，對我的花也有益處。但是你對星星并沒有用處…” 

 

    實業家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于是小王子就走了。 

 

    在旅途中，小王子只是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這些大人們真是奇怪極了。” 

 

 

                                XIV 

 

    第五顆行星非常奇怪，是這些星星中最小的一顆。行星上剛好能容得下一盞 

路燈和一個點路燈的人。小王子怎么也解釋不通：這個坐落在天空某一角落，既 

沒有房屋又沒有居民的行星上，要一盞路燈和一個點燈的人做什么用。 

 

    但他自己猜想：“可能這個人思想不正常。但他比起國王，比起那個愛虛榮 

的人，那個實業家和酒鬼，卻要好些。至少他的工作還有點意義。當他點著了他 

的路燈時，就象他增添了一顆星星，或是一朵花。當他熄滅了路燈時，就象讓星 

星或花朵睡著了似的。這差事真美妙，就是真正有用的了。” 

 

    小王子一到了這個行星上，就很尊敬地向點路燈的人打招呼： 

 

    “早上好。──你剛才為什么把路燈滅了呢？” 

 

    “早上好。──這是命令。”點燈的回答道。 

 

    “命令是什么？” 

 

    “就是熄掉我的路燈。──晚上好。” 

 

    于是他又點燃了路燈。 

 

    “那么為什么你又把它點著了呢？” 

 

    “這是命令。”點燈的人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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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小王子說。 

 

    “沒什么要明白的。命令就是命令。”點燈的回答說。“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滅了路燈。 

 

    然后他拿一塊有紅方格子的手絹擦著額頭。 

 

    “我干的是一種可怕的職業。以前還說得過去，早上熄燈，晚上點燈，剩下 

時間，白天我就休息，夜晚我就睡覺…” 

 

    “那么，后來命令改變了，是嗎？” 

 

    點燈的人說：“命令沒有改，慘就慘在這里了！這顆行星一年比一年轉得更 

快，而命令卻沒有改。” 

 

    “結果呢？”小王子問。 

 

    “結果現在每分鐘轉一圈，我連一秒鐘的休息時間都沒有了。每分鐘我就要 

點一次燈，熄一次燈！” 

 

    “真有趣，你這里每天只有一分鐘長？” 

 

    “一點趣味也沒有，”點燈的說，“我們倆在一塊說話就已經有一個月的時 

間了。” 

 

    “一個月？” 

 

    “對。三十分鐘。三十天！──晚上好。” 

 

    于是他又點著了了他的路燈。 

 

    小王子瞅著他，他喜歡這個點燈人如此忠守命令。這時，他想起了他自己從 

前挪動椅子尋找日落的事。他很想幫助他的這位朋友。 

 

    “告訴你，我知道一種能使你休息的辦法，你要什么時候休息都可以。” 

 

    “我老是想休息。”點燈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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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忠實的，又是懶惰的。 

 

    小王子接著說： 

 

    “你的這顆行星這樣小，你三步就可以繞它一圈。你只要慢慢地走，就可以 

一直在太陽的照耀下，你想休息的時候，你就這樣走…那么，你要白天又多長它 

就有多長。” 

 

    “這辦法幫不了我多打忙，生活中我喜歡的就是睡覺。”點燈人說。 

 

    “真不走運。”小王子說。 

 

    “真不走運。”點燈人說。“早上好。” 

 

    于是他又熄滅了路燈。 

 

    小王子在他繼續往前旅行的途中，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個人一定會被其他那些人，國王呀，愛虛榮的呀，酒鬼呀，實業家呀， 

所瞧不起。可是唯有他不使我感到荒唐可笑。這可能是因為他所關心的是別的事， 

而不是他自己。” 

 

    他惋惜地嘆了口氣，并且又對自己說道： 

 

    “本來這是我唯一可以和他交成朋友的人。可是他的星球確實太小了，住不 

下兩個人…” 

 

    小王子沒有勇氣承認的是：他留戀這顆令人贊美的星星，特別是因為在那里 

每二十四小時就有一千四百四十次日落！ 

 

 

                                XV 

 

    第六顆行星則要大十倍。上面住著一位老先生，他在寫作大部頭的書。 

 

    “瞧！來了一位探險家。”老先生看到小王子時，叫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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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在桌旁坐下，有點氣喘吁吁。他跑了多少路啊！ 

 

    “你從哪里來的呀？”老先生問小王子。 

 

    “這一大本是什么書？你在這里干什么？”小王子問道。 

 

    “我是地理學家。”老先生答道。 

 

    “什么是地理學家？” 

 

    “地理學家，就是一種學者，他知道哪里有海洋，哪里有江河、城市、山脈、 

沙漠。” 

 

    “這倒挺有意思。”小王子說。“這才是一種真正的行當。”他朝四周圍看 

了看這位地理學家的星球。他還從來沒有見過一顆如此壯觀的行星。 

 

    “您的星球真美呀。上面有海洋嗎？” 

 

    “這我沒法知道。”地理學家說。 

 

    “啊！”小王子大失所望。“那么，山脈呢？” 

 

    “這，我沒法知道。”地理學家說。 

 

    “那么，有城市、河流、沙漠嗎？” 

 

    “這，我也沒法知道。”地理學家說。 

 

    “可您還是地理學家呢！” 

 

    “一點不錯，”地理學家說，“但是我不是探察家。我手下一個探察家都沒 

有。地理學家是不去計算城市、河流、山脈、海洋、沙漠的。地理學家很重要， 

不能到處跑。他不能離開他的辦公室。但他可以在辦公室里接見探察家。他詢問 

探察家，把他們的回憶記錄下來。如果他認為其中有個探察家的回憶是有意思的， 

那么地理學家就對這個探察家的品德做一番調查。” 

 

    “這是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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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個說假話的探察家會給地理書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同樣，一個太愛 

喝酒的探察家也是如此。” 

 

    “這又是為什么？”小王子說。 

 

    “因為喝醉了酒的人把一個看成兩個，那么，地理學家就會把只有一座山的 

地方寫成兩座山。” 

 

    “我認識一個人，他要是搞探察的話，就很可能是個不好的探察員。”小王 

子說。 

 

    “這是可能的。因此，如果探察家的品德不錯，就對他的發現進行調查。” 

 

    “去看一看嗎？” 

 

    “不。那太復雜了。但是要求探察家提出証據來。例如，假使他發現了一座 

大山，就要求他帶來一些大石頭。” 

 

    地理學家忽然忙亂起來。 

 

    “正好，你是從老遠來的么！你是個探察家！你來給我介紹一下你的星球

吧！” 

 

    于是，已經打開登記簿的地理學家，削起他的鉛筆來。他首先是用鉛筆記下 

探察家的敘述，等到探察家提出了証據以后再用墨水筆記下來。 

 

    “怎么樣？”地理學家詢問道。 

 

    “啊！我那里，”小王子說道，“沒有多大意思，那兒很小。我有三座火山， 

兩座是活的，一座是熄滅了的。但是也很難說。” 

 

    “很難說。”地理學家說道。 

 

    “我還有一朵花。” 

 

    “我們是不記載花卉的。”地理學家說。 

 

    “這是為什么？花是最美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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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花卉是短暫的。” 

 

    “什么叫短暫？” 

 

    “地理學書籍是所有書中最嚴肅的書。”地理學家說道，“這類書是從不會 

過時的。很少會發生一座山變換了位置，很少會出現一個海洋干涸的現象。我們 

要寫永恆的東西。” 

 

    “但是熄滅的火山也可能會再復蘇的。”小王子打斷了地理學家。“什么叫 

短暫？” 

 

    “火山是熄滅了的也好，蘇醒的也好，這對我們這些人來講都是一回事。” 

地理學家說，“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山。山是不會變換位置的。” 

 

    “但是，‘短暫’是什么意思？”小王子再三地問道。他一旦提出一個問題 

是從不放過的。 

 

    “意思就是：有很快就會消失的危險。” 

 

    “我的花是很快就會消失的嗎？” 

 

    “那當然。” 

 

    小王子自言自語地說：“我的花是短暫的，而且她只有四根刺來防御外侮！ 

可我還把她獨自留在家里！” 

 

    這是他第一次產生了后悔，但他又重新振作起來： 

 

    “您是否能建議我去看些什么？”小王子問道。 

 

    “地球這顆行星，”地理學家回答他說，“它的名望很高…” 

 

    于是小王子就走了，他一邊走一邊想著他的花。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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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個行星，于是就是地球了。 

 

    地球可不是一顆普通的行星！它上面有一百一十一個國王（當然，沒有漏掉 

黑人國王），七千個地理學家，九十萬個實業家，七百五十萬個酒鬼，三億一千 

一百萬個愛虛榮的人，也就是說，大約有二十億的大人。 

 

    為了使你們對地球的大小有一個概念，我想要告訴你們：在發明電之前，在 

六的大洲上，為了點路燈，需要維持一支為數四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一人的真正 

大軍。 

 

    從稍遠的地方看過去，它給人以一種壯麗輝煌的印象。這支軍隊的行動就象 

歌劇院的芭蕾舞動作一樣，那么有條不紊。首先出現的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點 

燈人。點著了燈，隨后他們就去睡覺了。于是就輪到中國和西伯利亞的點燈人走 

上舞台。隨后，他們也藏到幕布后面去了。于是就又輪到俄羅斯和印度的點燈人 

了。然后就是非洲和歐洲的。接著是南美的，再就是北美的。他們從來也不會搞 

錯他們上場的次序。真了不起。 

 

    北極僅有一盞路燈，南極也只有一盞﹔唯獨北極的點燈人和他南極的同行， 

過著閑逸、懶散的生活：他們每年只工作兩次。 

 

 

                               XVII 

 

    當人們想要說得俏皮些的時候，說話就可能會不大實在。在給你們講點燈人 

的時候，我就不那么忠實，很可能給不了解我們這個星球的人們造成一個錯誤的 

概念。在地球上，人們所占的位置非常小。如果住在地球上的二十億居民全站著， 

并且象開大會一樣靠得緊些，那么就可以從容地站在一個二十海里見方的廣場

上。 

也就是說可以把整個人類集中在太平洋中一個最小的島嶼上。 

 

    當然，大人們是不會相信你們的。他們自以為要占很大地方，他們把自己看 

得象猴面包樹那樣大得了不起。你們可以建議他們計算一下。這樣會使他們很高 

興，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數目字。可是你們無須浪費時間去做這種乏味的連篇累牘 

的演算。這沒有必要。你們可以完全相信我。 

 

    小王子到了地球上感到非常奇怪，他一個人也沒有看到，他正擔心自己跑錯 

了星球。這時，在沙地上有一個月光色的圓環在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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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毫無把握地隨便說了聲：“晚安。” 

 

    “晚安。”蛇說道。 

 

    “我落在什么行星上？”小王子問道。 

 

    “在地球上，在非洲。”蛇回答道。 

 

    “啊！…怎么，難道說地球上沒有人嗎？” 

 

    “這里是沙漠，沙漠中沒有人。地球是很大的。”蛇說。 

 

    小王子坐在一塊石頭上，抬眼望著天空，說道： 

 

    “我捉摸這些星星閃閃發亮是否為了讓每個人將來有一天都能重新找到自

己 

的星球。看，我那顆行星。它恰好在我們頭頂上…可是，它離我們好遠喲！” 

 

    “它很美。”蛇說，“你到這里來干什么呢？” 

 

    “我和一朵花鬧了別扭。”小王子說。 

 

    “啊！”蛇說道。 

 

    于是他們都沉默下來。 

 

    “人在什么地方？”小王子終于又開了腔。“在沙漠上，真有點孤獨…” 

 

    “到了有人的地方，也一樣孤獨。”蛇說。 

 

    小王子長時間地看著蛇。 

 

    “你是個奇怪的動物，細得象個手指頭…。”小王子終于說道。 

 

    “但我比一個國王的手指更有威力。”蛇說道。 

 

    小王子微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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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不那么有威力……你連腳都沒有……你甚至都不能旅行…” 

 

    “我可以把你帶到很遠的地方去，比一只船能去的地方還要遠。”蛇說道。 

 

    蛇就盤結在小王子的腳腕子上，象一只金鐲子。 

 

    “被我碰觸的人，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蛇還說，“可是你是純潔的，而 

且是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 

 

    小王子什么也沒有回答。 

 

    “在這個花崗石的地球上，你這么弱小，我很可憐你。如果你非常懷念你的 

星球，那時我可以幫助你。我可以…” 

 

    “啊！我很明白你的意思。”小王子說，“但是你為什么說話總是象讓人猜 

謎語似的？” 

 

    “這些謎語我都能解開的。”蛇說。 

 

    于是他們又都沉默起來。 

 

 

                              XVIII 

 

    小王子穿過沙漠。他只見過一朵花，一個有著三枚花瓣的花朵，一朵很不起 

眼的小花… 

 

    “你好。”小王子說。 

 

    “你好。”花說。 

 

    “人在什么地方？”小王子有禮貌地問道。 

 

    有一天，花曾看見一支駱駝商隊走過： 

 

    “人嗎？我想大約有六七個人，几年前，我瞅見過他們。可是，從來不知道 

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們。風吹著他們到處跑。他們沒有根，這對他們來說是很不方 

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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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了。”小王子說。 

 

    “再見。”花說。 

 

 

                                XIX 

 

    小王子爬上一座高山。過去他所見過的山就是那三座只有他膝蓋那么高的火 

山，并且他把那座熄滅了的火山就當作凳子。小王子自言自語地說道：“從這么 

高的山上，我一眼可以看到整個星球，以及所有的人。”可是，他所看到的只是 

一些非常鋒利的懸崖峭壁。 

 

    “你好。”小王子試探地問道。 

 

    “你好…你好…你好…”回音在回答道。 

 

    “你們是什么人？”小王子問。 

 

    “你們是什么人…你們是什么人…你們是什么人…”回音又回答道。 

 

    “請你們做我的朋友吧，我很孤獨。”他說。 

 

    “我很孤獨…我很孤獨…我很孤獨…”回音又回答著。 

 

    小王子想道：“這顆行星真奇怪！它上面全是干巴巴的，而且又尖利又咸澀， 

人們一點想象力都沒有。他們只是重復別人對他們說的話…在我的家鄉，我有一 

朵花。她總是自己先說話…” 

 

 

                                XX 

 

    在沙漠、岩石、雪地上行走了很長的時間以后，小王子終于發現了一條大路。 

所有的大路都是通往人住的地方的。 

 

    “你們好。”小王子說。 

 

    這是一個玫瑰盛開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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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玫瑰花說道。 

 

    小王子瞅著這些花，它們全都和他的那朵花一樣。 

 

    “你們是什么花？”小王子驚奇地問。 

 

    “我們是玫瑰花。”花兒們說道。 

 

    “啊！”小王子說…。 

 

    他感到自己非常不幸。他的那朵花曾對他說她是整個宇宙中獨一無二的一種 

花。可是，僅在這一座花園里就有五千朵完全一樣的這種花朵！ 

 

    小王子自言自語地說：“如果她看到這些，她是一定會很惱火…她會咳嗽得 

更厲害，并且為避免讓人恥笑，她會佯裝死去。那么，我還得裝著去護理她，因 

為如果不這樣的話，她為了使我難堪，她可能會真的死去…” 

 

    接著他又說道：“我還以為我有一朵獨一無二的花呢，我有的僅是一朵普通 

的花。這朵花，再加上三座只有我膝蓋那么高的火山，而且其中一座還可能是永 

遠熄滅了的，這一切不會使我成為一個了不起的王子…”于是，他躺在草叢中哭 

泣起來。 

 

 

                                XXI 

 

    就在這當兒，跑來了一只狐狸。 

 

    “你好。”狐狸說。 

 

    “你好。”小王子很有禮貌地回答道。他轉過身來，但什么也沒有看到。 

 

    “我在這兒，在蘋果樹下。”那聲音說。 

 

    “你是誰？”小王子說，“你很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狐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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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和我一起玩吧，”小王子建議道，“我很苦惱…”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說，“我還沒有被馴服呢。” 

 

    “啊！真對不起。”小王子說。 

 

    思索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什么叫‘馴服’呀？” 

 

    “你不是此地人。”狐狸說，“你來尋找什么？” 

 

    “我來找人。”小王子說，“什么叫‘馴服’呢？” 

 

    “人，”狐狸說，“他們有槍，他們還打獵，這真礙事！他們唯一的可取之 

處就是他們也養雞，你是來尋找雞的嗎？” 

 

    “不，”小王子說，“我是來找朋友的。什么叫‘馴服’呢？” 

 

    “這是已經早就被人遺忘了的事情，”狐狸說，“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聯

系’。” 

 

    “建立聯系？” 

 

    “一點不錯，”狐狸說。“對我來說，你還只是一個小男孩，就像其他千萬 

個小男孩一樣。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樣用不著我。對你來說，我也不過是一只狐 

狸，和其他千萬只狐狸一樣。但是，如果你馴服了我，我們就互相不可缺少了。 

對我來說，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對你來說，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我有點明白了。”小王子說，“有一朵花…，我想，她把我馴服了…” 

 

    “這是可能的。”狐狸說，“世界上什么樣的事都可能看到…” 

 

    “啊，這不是在地球上的事。”小王子說。 

 

    狐狸感到十分蹊蹺。 

 

    “在另一個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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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在那個星球上，有獵人嗎？” 

 

    “沒有。” 

 

    “這很有意思。那么，有雞嗎？” 

 

    “沒有。” 

 

    “沒有十全十美的。”狐狸嘆息地說道。 

 

    可是，狐狸又把話題拉回來： 

 

    “我的生活很單調。我捕捉雞，而人又捕捉我。所有的雞全都一樣，所有的 

人也全都一樣。因此，我感到有些厭煩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馴服了我，我的生 

活就一定會是歡快的。我會辨認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腳步聲。其他的腳步聲會使我 

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腳步聲就會象音樂一樣讓我從洞里走出來。再說，你看！你 

看到那邊的麥田沒有？我不吃面包，麥子對我來說，一點用也沒有。我對麥田無 

動于衷。而這，真使人掃興。但是，你有著金黃色的頭發。那么，一旦你馴服了 

我，這就會十分美妙。麥子，是金黃色的，它就會使我想起你。而且，我甚至會 

喜歡那風吹麥浪的聲音…” 

 

    狐狸沉默不語，久久地看著小王子。 

 

    “請你馴服我吧！”他說。 

 

    “我是很愿意的。”小王子回答道，“可我的時間不多了。我還要去尋找朋 

友，還有許多事物要了解。” 

 

    “只有被馴服了的事物，才會被了解。”狐狸說，“人不會再有時間去了解 

任何東西的。他們總是到商人那里去購買現成的東西。因為世界上還沒有購買朋 

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沒有朋友。如果你想要一個朋友，那就馴服我吧！” 

 

    “那么應當做些什么呢？”小王子說。 

 

    “應當非常耐心。”狐狸回答道，“開始你就這樣坐在草叢中，坐得離我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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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遠些。我用眼角瞅著你，你什么也不要說。話語是誤會的根源。但是，每天， 

你坐得靠我更近些…” 

 

    第二天，小王子又來了。 

 

    “最好還是在原來的那個時間來。”狐狸說道，“比如說，你下午四點鐘來， 

那么從三點鐘起，我就開始感到幸福。時間越臨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點 

鐘的時候，我就會坐立不安﹔我就會發現幸福的代價。但是，如果你隨便什么時 

候來，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時候該准備好我的心情…應當有一定的儀式。” 

 

    “儀式是什么？”小王子問道。 

 

    “這也是一種早已被人忘卻了的事。”狐狸說，“它就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 

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他時刻不同。比如說，我的那些獵人就有一種儀式。他 

們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們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個美好的日子！我可 

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園去。如果獵人們什么時候都跳舞，天天又全都一樣，那么我 

也就沒有假日了。” 

 

    就這樣，小王子馴服了狐狸。當出發的時刻就快要來到時： 

 

    “啊！”狐狸說，“我一定會哭的。” 

 

    “這是你的過錯，”小王子說，“我本來并不想給你任何痛苦，可你卻要我

馴 

服你…” 

 

    “是這樣的。”狐狸說。 

 

    “你可就要哭了！”小王子說。 

 

    “當然羅。”狐狸說。 

 

    “那么你什么好處也沒得到。” 

 

    “由于麥子顏色的緣故，我還是得到了好處。”狐狸說。 

 

    然后，他又接著說。 

 



 39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會明白，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玫 

瑰。你回來和我告別時，我再贈送給你一個秘密。” 

 

    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 

 

    “你們一點也不象我的那朵玫瑰，你們還什么都不是呢！”小王子對她們

說。 

“沒有人馴服過你們，你們也沒有馴服過任何人。你們就象我的狐狸過去那樣， 

它那時只是和千萬只別的狐狸一樣的一只狐狸。但是，我現在已經把它當成了我 

的朋友，于是它現在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了。” 

 

    這時，那些玫瑰花顯得十分難堪。 

 

    “你們很美，但你們是空虛的。”小王子仍然在對她們說，“沒有人能為你 

們去死。當然羅，我的那朵玫瑰花，一個普通的過路人以為她和你們一樣。可是， 

她單獨一朵就比你們全體更重要，因為她是我澆灌的。因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因為她是我用屏風保護起來的。因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兩三只為了變蝴蝶 

而外）是我除滅的。因為我傾聽過她的怨艾和自詡，甚至有時我聆聽著她的沉默。 

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他又回到了狐狸身邊。 

 

    “再見了。”小王子說道。 

 

    “再見。”狐狸說。“喏，這就是我的秘密。很簡單：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 

實質性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實質性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小王子重復著這句話，以便能把它 

記在心間。 

 

    “正因為你為你的玫瑰花費了時間，這才使你的玫瑰變得如此重要。” 

 

    “正因為你為你的玫瑰花費了時間…”小王子又重復著，要使自己記住這

些。 

 

    “人們已經忘記了這個道理，”狐狸說，“可是，你不應該忘記它。你現在 

要對你馴服過的一切負責到底。你要對你的玫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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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對我的玫瑰負責…”小王子又重復著…… 

 

 

                               XXII 

 

    “你好。”小王子說道。 

 

    “你好。”扳道工說道。 

 

    “你在這里做什么？”小王子問。 

 

    “我一包包地分選旅客，按每千人一包。”扳道工說，“我打發這些運載旅 

客的列車，一會兒發往右方，一會兒發往左方。” 

 

    這時，一列燈火明亮的快車，雷鳴般地響著，把扳道房震得顫顫悠悠。 

 

    “他們真匆忙呀，”小王子說，“他們要尋找什么？” 

 

    “開機車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扳道工說道。 

 

    于是，第二列燈火通明的快車又朝著相反的方向轟隆轟隆地開過去。 

 

    “他們怎么又回來了呢？”小王子問道。 

 

    “他們不是原來那些人了。”扳道工說，“這是一次對開列車。” 

 

    “他們不滿意他們原來所住的地方嗎？” 

 

    “人們是從來也不會滿意自己所在的地方的。”扳道工說。 

 

    此時，第三趟燈火明亮的快車又隆隆而過。 

 

    “他們是在追隨第一批旅客嗎？”小王子問道。 

 

    “他們什么也不追隨。”扳道工說，“他們在里面睡覺，或是在打哈欠。只 

有孩子們把鼻子貼在玻璃窗上往外看。” 

 

    “只有孩子知道他們自己在尋找什么。”小王子說，“他們為一個布娃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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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少時間，這個布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東西，如果有人奪走的他們的布娃娃， 

他們就哭泣…” 

 

    “他們真幸運。”扳道工說。 

 

 

                               XXIII 

 

    “你好。”小王子說。 

 

    “你好。”商人說道。 

 

    這是一位販賣能夠止渴的精制藥丸的商人。每周吞服一丸就不會感覺口渴。 

 

    “你為什么賣這玩藝兒？”小王子說。 

 

    “這就大大地節約了時間。”商人說，“專家們計算過，這樣，每周可以節 

約五十三分鐘。” 

 

    “那么，用這五十三分鐘做什么用？” 

 

    “隨便怎么用都行。…” 

 

    小王子自言自語地說：“我如果有五十三分鐘可支配，我就悠哉游哉地向水 

泉走去…” 

 

 

                               XXIV 

 

    這是我在沙漠上出了事故的第八天。我聽著有關這個商人的故事，喝完了我 

所備用的最后一滴水。 

 

    “啊！”我對小王子說，“你回憶的這些故事真美。可是，我還沒有修好我 

的飛機。我沒有喝的了，假如我能悠哉游哉地走到水泉邊去，我一定也會很高興 

的！” 

 

    小王子對我說：“我的朋友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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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家伙，現在還說什么狐狸！” 

 

    “為什么？” 

 

    “因為這就要渴死人了。” 

 

    他不理解我的思路，他回答我道： 

 

    “即使快要死了，有過一個朋友也好么！我就為我有過一個狐狸朋友而感到 

很高興…” 

 

    “他不顧危險。”我自己思量著，“他從來不知道飢渴。只要有點陽光，他 

就滿足了…” 

 

    他看著我，答復著我的思想： 

 

    “我也渴了…我們去找一口井吧…” 

 

    我顯出厭煩的樣子：在茫茫的大沙漠上盲目地去找水井，真荒唐。然而我們 

還是開始去尋找了。 

 

    當我們默默地走了好几個小時以后，天黑了下來，星星開始發出光亮。由于 

渴我有點發燒，我看著這些星星，象是在做夢一樣。小王子的話在我的腦海中跳 

來跳去。 

 

    “你也渴嗎？”我問他。 

 

    他卻不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對我說： 

 

    “水對心也是有益處的…” 

 

    我不懂他的話是什么意思，可我也不做聲…我知道不應該去問他。 

 

    他累了，他坐下來。我在他身旁坐下。沉默了一會，他又說道： 

 

    “星星是很美的，因為有一朵人們看不到的花…” 

 

    我回答道：“當然。”而我默默地看著月光下沙漠的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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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是美的。”他又說道。 

 

    確實如此。我一直很喜歡沙漠。坐在一個沙丘上，什么也看不見、聽不見。 

但是，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在默默地放著光芒… 

 

    “使沙漠更加美麗的，就是在某個角落里，藏著一口井…” 

 

    我很驚訝，突然明白了為什么沙漠放著光芒。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 

我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而且傳說，這個房子里埋藏著一個寶貝。當然，從來 

沒有任何人能發現這個寶貝，可能，甚至也沒有人去尋找過。但是，這個寶貝使 

整個房子著了魔似的。我家的房子在它的心靈深處隱藏著一個秘密… 

 

    我對小王子說道：“是的，無論是房子，星星，或是沙漠，使它們美麗的東 

西是看不見的！” 

 

    “我真高興，你和我的狐狸的看法一樣。”小王子說。 

 

    小王子睡覺了，我就把他抱在懷里，又重新上路了。我很激動。就好象抱著 

一個脆弱的寶貝。就好象在地球上沒有比這更脆弱的了。我借著月光看著這慘白 

的面額，這雙緊閉的眼睛，這隨風飄動的綹綹頭發，這時我對自己說道：“我所 

看到的僅僅是外表。最重要的是看不見的…” 

 

    由于看到他稍稍張開的嘴唇露出一絲微笑，我又自言自語地說：“在這個熟 

睡了的小王子身上，使我非常感動的，是他對他那朵花的忠誠，是在他心中閃爍 

的那朵玫瑰花的形象。這朵玫瑰花，即使在小王子睡著了的時候，也象一盞燈的 

火焰一樣在他身上閃耀著光輝…”這時，我就感覺到他更加脆弱。應該保護燈焰： 

一陣風就可能把它吹滅… 

 

    于是，就這樣走著，我在黎明時發現了水井。 

 

 

                                XXV 

 

    “那些人們，他們往快車里擁擠，但是他們卻不知道要尋找什么。于是，他 

們就忙忙碌碌，來回轉圈子…”小王子說道。 

 

    他接著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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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必要…” 

 

    我們終于找到的這口井，不同于撒哈拉的那些井。撒哈拉的井只是沙漠中挖 

的洞。這口井則很象村子中的井。可是，那里又沒有任何村庄，我還以為是在做 

夢呢。 

 

    “真怪，”我對小王子說：“一切都是現成的：轆轤、水桶、繩子…” 

 

    他笑了，拿著繩子，轉動著轆轤。轆轤就象是一個長期沒有風來吹動的舊風 

標一樣，吱吱作響。 

 

    “你聽，”小王子說：“我們喚醒了這口井，它現在唱起歌來了…”我不愿 

讓他費勁。我對他說： 

 

    “讓我來干吧。這活對你太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欄上。我把它穩穩地放在那里。我的耳朵里還響著轆 

轤的歌聲。依然還在晃蕩的水面上，我看見太陽的影子在跳動。 

 

    “我正需要喝這種水。”小王子說：“給我喝點…” 

 

    這時我才明白了他所要尋找的是什么！ 

 

    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邊。他閉著眼睛喝水。就象節日一般舒適愉快。這水遠 

不只是一種飲料，它是披星戴月走了許多路才找到的，是在轆轤的歌聲中，經過 

我雙臂的努力得來的。它象是一件禮品慰藉著心田。在我小的時候，聖誕樹的燈 

光，午夜的彌撒的音樂，甜蜜的微笑，這一切都使聖誕節時我收到的禮品輝映著 

幸福的光彩。 

 

    “你這里的人在同一個花園中種植著五千朵玫瑰。”小王子說：“可是，他 

們卻不能從中找到自己所要尋找的東西…” 

 

    “他們是找不到的。”我回答道。 

 

    “然而，他們所尋找的東西卻是可以從一朵玫瑰花或一點兒水中找到的…” 

 

    “一點不錯。”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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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又加了一句： 

 

    “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見的。應該用心去尋找。” 

 

    我喝了水。我痛快地呼吸著空氣。沙漠在晨曦中泛出蜂蜜的光澤。這蜂蜜般 

的光澤也使我感到幸福。為什么我要難過… 

 

    小王子又重新在我的身邊坐下。他溫柔地對我說：“你應該實踐你的諾言。” 

 

    “什么諾言？” 

 

    “你知道…給我的小羊一個嘴套子…我要對我的花負責的呀！” 

 

    我從口袋中拿出我的畫稿。小王子瞅見了，笑著說： 

 

    “你畫的猴面包樹，有點象白菜…” 

 

    “啊！” 

 

    我還為我畫的猴面包樹感到驕傲呢！ 

 

    “你畫的狐狸…它那雙耳朵…有點象犄角…而且又太長了！” 

 

    這時，他又笑了。 

 

    “小家伙，你太不公正了。我過去只會畫開著肚皮和閉著肚皮的巨蟒。” 

 

    “啊！這就行了。”他說：“孩子們認得出來。” 

 

    我就用鉛筆勾畫了一個嘴套。當我把它遞給小王子時，我心里很難受： 

 

    “你的打算，我一點也不知道…” 

 

    但是，他不回答我，他對我說： 

 

    “你知道，我落在地球上…到明天就一周年了…” 

 



 46

    接著，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我就落在這附近…” 

 

    此時，他的面頰緋紅。 

 

    我不知為什么，又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心酸。這時，我產生了一個問題： 

 

    “一星期以前，我認識你的那天早上，你單獨一個人在這曠無人煙的地方走 

著﹔這么說，這并不是偶然的了？你是要回到你降落的地方去是嗎！” 

 

    小王子的臉又紅了。 

 

    我猶豫不定地又說了一句： 

 

    “可能是因為周年紀念吧？…” 

 

    小王子臉又紅了。他從來也不回答這些問題，但是，臉紅，就等于說“是的”， 

是吧？ 

 

    “啊！”我對他說：“我有點怕…” 

 

    但他卻回答我說： 

 

    “你現在該工作了。你應該回到你的機器那里去。我在這里等你。你明天晚 

上再來…” 

 

    但是，我放心不下。我想起了狐狸的話。如果被人馴服了，就可能會要哭的… 

 

 

                               XXVI 

 

    在井旁邊有一堵殘缺的石牆。第二天晚上我工作回來的時候，我遠遠地看見 

了小王子耷拉著雙腿坐在牆上。我聽見他在說話： 

 

    “你怎么不記得了呢？”他說，“絕不是在這兒。” 

 

    大概還有另一個聲音在回答他，因為他答著腔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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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沒錯，日子是對的﹔但地點不是這里…” 

 

    我繼續朝牆走去。我還是看不到，也聽不見任何別人。可是小王子又回答道： 

 

    “…那當然。你會在沙上看到我的腳印是從什么地方開始的。你在那里等著 

我就行了。今天夜里我去那里。” 

 

    我離牆約有二十米遠，可我依然什么也沒有看見。 

 

    小王子沉默了一會又說： 

 

    “你的毒液管用嗎？你保証不會使我長時間地痛苦嗎？” 

 

    我焦慮地趕上前去，但我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現在你去吧，我要下來了！…”小王子說。 

 

    于是，我也朝牆腳下看去，我嚇了一跳。就在那里，一條黃蛇直起身子沖著 

小王子。這種黃蛇半分鐘就能結果你的性命。我一面趕緊掏口袋，拔出手槍，一 

面跑過去。可是一聽到我的腳步聲，蛇卻象一股干涸了的水柱一樣，慢慢鑽進沙 

里去。它不慌不忙地在石頭的縫隙中鑽動著，發出輕輕的金屬般的響聲。 

 

    我到達牆邊的時候，正好把我的這位小王子接在我的懷抱中。他的臉色雪一 

樣慘白。 

 

    “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怎么竟然和蛇也談起心來了！”我解開了他一直

帶 

著的金黃色的圍脖。我用水漬濕了他的太陽穴，讓他喝了點水。這時，我什么也 

不敢再問他。他嚴肅地看著我，用雙臂摟著我的脖子。我感到他的心就象一只被 

槍彈擊中而瀕于死亡的鳥的心臟一樣在跳動著。他對我說： 

 

    “我很高興，你找到了你的機器所缺少的東西。你不久就可以回家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是來告訴他，在沒有任何希望的情況下，我成功地完成了修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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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卻接著說道： 

 

    “我也一樣，今天，要回家去了…” 

 

    然后，他憂傷地說： 

 

    “我回家要遠得多…要難得多…” 

 

    我清楚地感到發生了某種不尋常的事。我把他當作小孩一樣緊緊抱在懷里， 

可是我感覺到他徑直地向著一個無底深淵沉陷下去，我想法拉住他，卻怎么也辦 

不到… 

 

    他的眼神很嚴肅，望著遙遠的地方。 

 

    “我有你畫的羊，羊的箱子和羊的嘴套子…” 

 

    他帶著憂傷的神情微笑了。 

 

    我等了很長時間，才覺得他身子漸漸暖和起來。 

 

    “小家伙，你受驚了…” 

 

    他害怕了，這是無疑的！他卻溫柔地笑著說： 

 

    “今天晚上，我會怕得更厲害…” 

 

    我再度意識到要發生一件不可彌補的事。我覺得我的心一下子就涼了。這時 

我才明白：一想到再也不能聽到這笑聲，我就不能忍受。這笑聲對我來說，就好 

象是沙漠中的甘泉一樣。 

 

    “小家伙，我還想聽你笑…” 

 

    但他對我說： 

 

    “到今天夜里，正好是一年了。我的星球將正好處于我去年降落的那個地方 

的上空…” 

 

    “小家伙，這蛇的事，約會的事，還有星星，這全是一場噩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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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并不回答我的問題。他對我說： 

 

    “重要的事，是看不見的…” 

 

    “當然…” 

 

    “這就象花一樣。如果你愛上了一朵生長在一顆星星上的花，那么夜間，你 

看著天空就感到甜蜜愉快。所有的星星上都好象開著花。” 

 

    “當然…” 

 

    “這也就象水一樣，由于那轆轤和繩子的緣故，你給我喝的井水好象音樂一 

樣…你記得嗎？…這水非常好喝…” 

 

    “當然…” 

 

    “夜晚，你抬頭望著星星，我的那顆太小了，我無法給你指出我的那顆星星 

是在哪里。這樣倒更好。你可以認為我的那顆星星就在這些星星之中。那么，所 

有的星星，你都會喜歡看的…這些星星都將成為你的朋友。而且，我還要給你一 

件禮物…” 

 

    他又笑了。 

 

    “啊！小家伙，小家伙，我喜歡聽你這笑聲！” 

 

    “這正好是我給你的禮物，…這就好象水那樣。” 

 

    “你說的是什么？” 

 

    “人們眼里的星星并不都一樣。對旅行的人來說，星星是向導。對別的人來 

說，星星只是些小亮光。對另外一些學者來說，星星就是他們探討的學問。對我 

所遇見的那個實業家來說，星星是金錢。但是，所有這些星星都不會說話。你呢， 

你的那些星星將是任何人都不曾有過的…” 

 

    “你說的是什么？” 

 

    “夜晚，當你望著天空的時候，既然我就住在其中一顆星星上，既然我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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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顆星星上笑著，那么對你來說，就好象所有的星星都在笑，那么你將看到的 

星星就是會笑的星星！” 

 

    這時，他又笑了。 

 

    “那么，在你得到了安慰之后（人們總是會自我安慰的）你就會因為認識了 

我而感到高興。你將永遠是我的朋友。你就會想要同我一起笑。有時，你會為了 

快樂而不知不覺地打開窗戶。你的朋友們會奇怪地看著你笑著仰望天空。那時， 

你就可以對他們說：‘是的，星星總是引我歡笑！’他們會以為你發瘋了。我的 

惡作劇將使你難堪…” 

 

    這時，他又笑了。 

 

    “這就好象我并沒有給你星星，而是給你一大堆會笑出聲來的小鈴鐺…” 

 

    他仍然笑著。隨后他變得嚴肅起來： 

 

    “今天夜里…你知道…不要來了。” 

 

    “我不離開你。” 

 

    “我將會象是很痛苦的樣子…我有點象要死去似的。就是這么回事，你就別 

來看這些了，沒有必要。” 

 

    “我不離開你。” 

 

    可是他擔心起來。 

 

    “我對你說這些…這也是因為蛇的緣故。別讓它咬了你…蛇是很壞的，它隨 

意咬人…” 

 

    “我不離開你。” 

 

    這時，他似乎有點放心了： 

 

    “對了，它咬第二口的時候就沒有毒液了…” 

 

    這天夜里，我沒有看到他起程。他不聲不響地跑了。當我終于趕上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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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堅定地快步走著。他只是對我說道： 

 

    “啊，你在這兒…” 

 

    于是他拉著我的手。但是他仍然很擔心： 

 

    “你不該這樣。你會難受的。我會象是死去的樣子，但這不會是真的…” 

 

    我默默無言。 

 

    “你明白，路很遠。我不能帶著這付身軀走。它太重了。” 

 

    我依然沉默不語。 

 

    “但是，這就好象剝落的舊樹皮一樣。舊樹皮，并沒有什么可悲的。” 

 

    我還是沉默不語。 

 

    他有些泄氣了。但是他又振作起來： 

 

    “這將是蠻好的，你知道。我也一定會看星星的。所有的星星都將是帶有生 

了鏽的轆轤的井。所有的星星都會倒水給我喝…” 

 

    我還是沉默不語。 

 

    “這將是多么好玩啊！你將有五億個鈴鐺，我將有五億口水井…” 

 

    這時，他也沉默了，因為他在哭。 

 

    “就是這兒。讓我自個兒走一步吧。” 

 

    他這時坐下來，因為他害怕了。他卻仍然說道： 

 

    “你知道…我的花…我是要對她負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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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自己，抵抗外敵…” 

 

    我也坐了下來，因為我再也站立不住了。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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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全都說啦…” 

 

    他猶豫了一下，然后站起來。他邁出了一步。而我卻動彈不得。 

 

    在他的腳踝子骨附近，一道黃光閃了一下。剎那間他一動也不動了。他沒有 

叫喊。他輕輕地象一棵樹一樣倒在地上，大概由于沙地的緣故，連一點響聲都沒 

有。 

 

 

                               XXVII 

 

    到現在，一點不錯，已經有六年了…我還從未講過這個故事。同伴們重新見 

到了我，都為能看見我活著回來而高興。我卻很悲傷。我告訴他們：“這是因為 

疲勞的緣故…” 

 

    現在，我稍微得到了些安慰。就是說…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可我知道他已 

經回到了他的星球上。因為那天黎明，我沒有再見到他的身軀。他的身軀并不那 

么重…從此，我就喜歡在夜間傾聽著星星，好象是傾聽著五億個鈴鐺… 

 

    可是，現在卻又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我給小王子畫的羊嘴套上，忘了畫皮帶！ 

他再也不可能把它套在羊嘴上。于是，我思忖著：“他的星球上發生了什么事呢？ 

大概小羊把花吃掉了吧…” 

 

    有時我又對自己說，“絕對不會的！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 

花，而且他會把羊看管好的…”想到這里，我就非常高興。這時，所有的星星都 

在柔情地輕聲笑著。 

 

    忽而我又對自己說：“人們有時總免不了會疏忽的，那就夠戧！某一天晚上 

他忘了玻璃罩子，或者小羊夜里不聲不響地跑出來…”想到這里，小鈴鐺都變成 

淚珠了！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奧秘。對你們這些喜歡小王子的人來說，就象對于我來說 

一樣，無論什么地方，凡是某處，如果一只羊（盡管我們并不認識它），吃了一 

朵玫瑰花，或是沒有吃掉一朵玫瑰花，那么宇宙的面貌就全然不同。 

 

    你們望著天空。你們想一想：羊究竟是吃了還是沒有吃掉花？那么你們就會 

看到一切都變了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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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大人將永遠不會明白這個問題竟如此重要！ 

 

 

◇◇◇◇◇◇◇◇◇◇◇◇◇◇◇◇◇◇◇◇◇◇◇◇◇◇◇◇◇◇◇◇◇◇

◇ 

 

 

    對我來說，這是世界上最美也是最淒涼的地方。它與前一頁畫的是同一個地 

方。我再一次將它畫出來，為的是好讓你們看清楚。就是在這里，小王子出現在 

地球上，后來，也正是在這里消失了的。請你們仔細看看這個地方，以便你們有 

一天去非洲沙漠上旅行的時候，能夠准確地辨認出這個地方。如果，你們有機會 

經過這個地方，我請求你們不要匆匆而過，請你們就在那顆星星底下等一等！如 

果這時，有個小孩子向你走來，如果他笑著，他有金黃色的頭發，如果當你問他 

問題時他不回答，你一定會猜得出他是誰。那就請你們幫個忙，不要讓我這么憂 

傷：趕快寫信告訴我，他又回來了… 

 

 

                                                  「全文完」 

 

 

                       關于《小王子》的作者 

 

    聖﹒德克旭貝里（Antoine de Saiot-Exupery），1900 年出生于法國里昂， 

1921-1923 年在法國空軍中服役，曾是后備飛行員，后來又成為民用航空駕駛員， 

參加了開辟 法國──非洲──南美 國際航線的工作，其間他還從事文學寫作， 

作品有《南線班機》（1930），《夜航》（1931）等等。 

 

    1939 年德國法西斯入侵法國，鑒于聖﹒德克旭貝里曾多次受傷，醫生認為

他 

不能再入伍參戰﹔但經他堅決要求，參加了抗德戰爭，被編入 2/33 空軍偵察大 

隊。1940 年法國在戰爭中潰敗，他所在的部隊損失慘重，該部被調往阿爾及爾， 

隨后即被復員，他只身流亡美國。在美國期間，他繼續從事寫作，1940 年發表

了 

《戰斗飛行員》，1943 年發表了《給一個人質的信》以及《小王子》。 

 

    1943 年，在他的強烈要求下，他回到法國在北非的抗戰基地阿爾及爾。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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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考慮到他的身體和年齡狀況，只同意他執行五次飛行任務，他卻要求到八次， 

1944 年 7 月 31 日上午，他出航執行第八次任務，從此再也沒有回來，犧牲時，

年 

僅 44 歲。 

 

『PS. 我在 1993 年的一份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簡訊，在歐洲某地的一個 

湖中，發現了聖﹒德克旭貝里的飛機殘骸。這次搜索是經過對他最后一次出航的 

線路和德軍當時的空軍記錄研究以后進行的，經過認証確認是那架失蹤了半個世 

紀的偵察機。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戰士和文學家，當地決定為這架飛機的殘骸建 

立一個博物館，以他的名字命名，陳列他的作品和遺物。原文我曾經剪下來保存， 

但是目前不在身邊，上面是憑記憶寫的。如有出入，請多包涵。 Loking 注。』 

 

◎◎◎◎◎◎◎◎◎◎◎◎◎◎◎◎◎◎◎◎◎◎◎◎◎◎◎◎◎◎◎◎◎◎

◎ 

 

                          錄  入  后  記 

 

    這篇文字是錄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本法漢對照的《小王子》的中文部分。 

個別字句有所改動，原文中有大量精美的插圖，可是商務版只有几副。如果有插 

圖，可以制作一份 WWW 版的《小王子》主頁，那就更好了。 

 

    《小王子》是他作品中比較獨特的一篇，也是最著名的一篇。是一本“為大 

人們寫的童話故事”。我很喜歡它，從小學看到大學。確實，它給大人們看的， 

理解它必須是“大人”才行。可是，我多么希望我還是一個小王子一樣的孩子… 

 

                                       Loking 錄入于 3.15.199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