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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比和坎贝尔住在苏格兰美丽的罗蒙湖边。7岁大的姐姐达比

有些调皮，常常带着自己的小弟弟坎贝尔惹出一些麻烦来。

一天雨后，他俩到户外去玩。“我们来做泥饼吧！”达比说。

两个孩子便玩起泥巴来，他们假装自己是面包师，把泥巴团起来，

揉啊，捏啊，然后做成蛋糕和饼的形状。在玩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拿手到衣

服上去蹭，结果把泥巴搞得满身都是。最后当他们简直成了泥人时，两个

孩子都满脸笑容，咯咯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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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看到他们时，她没有笑。“看看你们！你们就像个泥饼，”她

大喊道，“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得给你们洗澡！”

两个孩子洗过澡后，妈妈看着那一堆脏衣服，自言自语道：“我根本

没办法把这些脏衣服洗干净。”

这时，有人敲前门。是孩子们的爷爷来了。当达比和坎贝尔冲过去拥

抱爷爷时，爷爷笑了，说：“好像有人在前院开泥饼店。”两个孩子咯咯

笑了。

“他们的衣服好像也毁了。”妈妈说。

“那太糟糕了，”爷爷说，“不过，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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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那请给我们讲讲。”达比恳求道，边说边拉着爷爷坐到沙发上。

等两个孩子坐好后，爷爷开始讲了起来。

——  ——

很久以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一天晚上，村民们往村

子里的大教堂涌去。教堂里很暗，只有一些蜡烛摇曳着，把教堂里物件的

影子投在高高的墙上。



 7



一个名叫约拿单的年轻人正摊开双手躺在地上，把身体摆成十

字架的形状。一个伟大的主教正在为他祷告。这个晚上对于约拿

单来说非常重要，从此他将成为一名牧师。

仪式快要结束时，主教把一套特别的衣服给了约拿单。首先，

主教给了约拿单一件带有白色兜帽的蓝色长袍，并帮他把长袍穿

在他那件粗糙毛料做的棕色长袍外面。然后，主教把一条白色带

子系在了他的腰上。现在，约拿单就是一名牧师了。

第二周，约拿单就被邀请去王宫。他将要对着国王和他身边

的人讲他的第一篇道。约拿单很认真地准备讲章，他希望这篇道

能够体现他的最高水准。







 11

约拿单去王宫的那天到了，可是天却在下雨。

约拿单不希望他的新衣服被弄湿，但他无计可施。他把新衣服上的兜

帽戴到头上就出发了。

当约拿单骑着马往王宫赶的时候，泥泞的路变得越来越滑。突然，马

滑了一跤，跌倒了。约拿单也从马上摔了下来。

约拿单没有受伤，但摔了一身泥。他的脸上和鞋上都是泥，他的新衣

服上也全是泥，腰上的白色带子也不再是白色的了。约拿单非常难过。

约拿单竭尽全力想把全身上下弄干净，但是他根本没办法既能弄干净

衣服又能按时赶到王宫。他有点想回去，他不想穿着那样一身脏衣服在国

王面前讲道。“国王一定会理解的。”后来他想。于是他继续前进，最后

来到了王宫。



他急急忙忙走了进去，先找了个地方想把自己弄干净一点。可是，王

宫的钟声敲响了，他讲道的时间到了。约拿单不得不慢慢地走到他应该站

的地方，打开了《圣经》。

大家一看到约拿单的脏衣服，便小声嘀咕起来。国王看到牧师穿着这

样一身沾满泥的衣服也大吃一惊。但是国王是一个和蔼仁慈的统治者，他

注意到约拿单面有愧色。他知道约拿单这样来到王宫一定是有原因的。

就在这时，宫廷魔法师马吕斯站了起来，大声喊道：“等一下，牧

师！你不能穿着这样一身脏衣服在国王面前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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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吕斯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人。他恨所有的牧师。他甚至恨衣服很干净

的牧师。但因为他很有权势并且很卑鄙，大家都怕他。马吕斯既然公开反

对约拿单，其他人也就随声附和，说约拿单的不是。

国王为约拿单感到有些难过。他不喜欢马吕斯这样做。他担心马吕斯

会怂恿一些人去伤害约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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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站了起来，对大家说：“请大家肃静，不要再说话了，我会处理

好这件事情。”大家安静了下来，连马吕斯也不说话了。
 

接着国王请约拿单到他面前去。当约拿单走到他面前，国王说：“你

为什么穿着脏衣服来这儿？”
 

约拿单解释了一下所发生的事。国王点点头，说：“我能理解。发生这

样的意外，我为你感到难过。今天你不能穿着这样一身脏衣服在这里讲道了，

但是你还有机会。你可以下个星期再来，但是你必须穿着干净衣服来。
 

“谢谢您，陛下，”约拿单说，“很抱歉我弄成这样，我保证下个星

期会干干净净站在这里。” 
 

约拿单马上离开了王宫。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洗干净他的

衣服。但是，衣服弄得太脏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那些脏印子非常明显。

到最后，衣服越洗越难看，它们依然很脏，就像他那件旧的粗糙毛料做的

棕色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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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约拿单带着他那套特别的衣服去找镇上的漂洗工。这个漂洗

工是专门为人们洗脏衣服的。他有特殊的肥皂，能把衣服上的脏印子洗掉。

漂洗工看着约拿单的衣服说：“你这些衣服太脏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洗

干净，但我会竭尽全力。你明天再过来吧。”

当第二天约拿单再去找漂洗工时，漂洗工对他说：“恐怕我洗不干净

你的衣服了，它们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现在你只能去找一套新衣服来穿

上了。”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新衣服？”约拿单说，“这套衣服是主教给我

的，他只给了我一套。”
 

“真不好意思，”漂洗工说，“我已经尽力了。你应该去拜访一下主

教，也许他能给你一套新的，这样你就能在国王面前讲道了。”
 

约拿单觉得主教不会给他一套新衣服，但是无论如何他得先去问问。

所以他就直接来到了主教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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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耐心地听着约拿单讲他的遭遇，然后他说：“发生这样的事确实

让人感到难过，约拿单。可是我也帮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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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单很是伤心。“难道我不可以做点什么以得到一套干净的新衣服

吗？”约拿单问，“求求你，让我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来赚取一套新衣服吧！”
 

主教面带愁容。“不行，约拿单，”他说，“按照规定，这样做是不

可以的。你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赚取一套新的衣服。只有一个人能帮你，

那就是王子，也许你应该去找他。”
 

接着，主教告诉约拿单到王子的宫殿该怎么走。 

约拿单照着主教说的来到了王子的宫殿。他请求一个守卫准许自己去

见王子。这个守卫带着约拿单来到了大厅，当时，王子正坐在他的王座上。
 

约拿单见到王子时，他惊呆了。王子穿着一件镶嵌有珠宝的紫色长

袍。他的腰带是纯金做的，上面镶有钻石。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约拿

单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王子用关切的眼神看着约拿单，用柔和亲切的声音问道：“你来这儿

有什么事吗？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



20



 21

约拿单说：“王子殿下，我是一个新牧师。我要在国王面前讲一篇

道。但是我弄脏了我的衣服，而没有干净的衣服我无法站在国王面前。没

有人能帮我把衣服洗干净。你有能力帮助我吗？”

接着约拿单告诉了王子自己的衣服是怎么弄脏的。王子安静地听着，

然后他对约拿单说：“我知道你遇到的问题了，我能帮你。”

“你会给我一套干净的衣服吗？”约拿单问道。

“约拿单，很快你就会看到我会怎么帮你，”王子回答道，“但是你

得先和我一起到壁炉面前去。”

约拿单跟着王子走到房间的一个角上，壁炉就在那里，里面有小火正

在燃烧。王子用手指着火边上的一根柴。这根柴有一部分已经烧掉了，但

它现在是凉的。王子让约拿单捡起这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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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单俯下身去把那根柴捡了起来。他握着它仔细看着。它烧焦

了，呈现黑色。王子让约拿单把它放回去，约拿单便把它放了回去。

约拿单往下一看，看见自己的手变成了黑色。是刚才握着的那根

柴把他的手弄黑的。

“约拿单，”王子说，“你就像这根从火里抽出来的柴，你没有一个

地方是干净的。但我说的不是你的衣服，而是你的心。脏东西在你心里。

罪，也就是你做的坏事使得你的心很脏。没有肥皂能把它洗干净。”

王子接着说：“约拿单，我可以帮你。下个星期你只管去王宫，做好

讲道的准备就行。只管穿着你的脏衣服去，剩下的事情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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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单感到难过并且有些忧虑。“但是王子殿下，”他说，“国王说

我不能穿着脏衣服站在他面前。另外，如果我穿着这身脏衣服去王宫，那

个邪恶的宫廷魔法师，马吕斯，会卑鄙地为难我。”

王子露出了笑容，说：“是的，约拿单，我很清楚马吕斯和他的卑鄙，

我也很了解国王，因为国王是我的父亲。”

约拿单问：“那你怎样把我的衣服洗干净呢？”

王子回答道：“我向你保证我自有办法，我绝不会食言的，我一向说到

做到。现在你回家准备讲章去吧。有我呢，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当国王约定的时间到来时，约拿单既兴奋又有点担心。他甚至想干脆

别去算了。但他还记得王子向他所做的承诺。“我相信王子会兑现承诺，

我要去王宫。”他自言自语道。



于是，约拿单骑着马上路了。这次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天

空中一点乌云都没有。约拿单很顺利就到达了王宫。

当他到达王宫时，他看到一大群人正往王宫里走。约拿单咬

紧牙关进去，他来到他要站着讲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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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一站到那儿，马吕斯就站起来喊道：“牧师，你还是穿着你的

脏衣服！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国王看着约拿单，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你还是穿着脏衣服来这

里？”国王问道，“我跟你说过，你不能这个样子站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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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单很是羞愧，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人们开始嘀咕起来。一些人大声喊道：“回去吧！”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个人穿着一件粗糙毛料做的棕色长

袍——就和 约拿单穿在里面的那件衣服一样。他还抱着一件礼物。

最初，没有人认出他来。然后，有人喊道：“是王子！”

马吕斯很是困惑。他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出现在这儿？为

什么穿这样一件衣服？”

王子没有回答。他笑着走到前面，站到约拿单旁边。然后王子把礼物

递给约拿单，让他打开。

当约拿单小心翼翼地打开王子给的那件礼物时，大家都看着他。约拿

单一看到那件礼物便睁大了眼睛，那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礼物。那是王子

自己的衣服。

王子笑着对约拿单说：“这是我保证过会让你穿上的干净衣服。它们

永远是你的了。它们是永远穿不破的。在它们上面找不到一点污渍，并且

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们弄脏。你穿着它们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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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继续对约拿单说：“把你的脏衣服脱下，把它们给我。”约拿

单便脱下脏衣服递给王子，然后王子把脏衣服给穿上了。接着王子说

道：“穿上我的衣服讲道吧。”当约拿单去穿王子的漂亮衣服时，他的手

有些发抖。

约拿单穿好那套衣服后，王子对国王说：“爸爸，约拿单现在可以站

在你面前了吗？他是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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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很高兴。他对王子说：“当然可以，孩子。只要他穿着你的衣

服，他就可以站在我面前。”

约拿单满心欢喜，他对王子说：“你对我这么好，叫我怎么谢你

呢？”王子回答道：“如果你真的感谢我，如果你想表明你爱我，那就好

好遵守我给你的一切命令吧。”

“我会的，”约拿单说，“我想做一个足够良善的人，好配得上你的

这套衣服。”

“但是你不可能成为一个足够良善的人，约拿单。你穿上我的衣服之

后，你必须靠着我的良善来过你的一生。”

那天，约拿单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后来他讲了一生的道，他讲道的

内容都是关于那个伟大的王子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那以后，他每

天都穿着王子给他的那套完美无瑕的衣服，直到死的那天。

——  ——

爷爷转向达比和坎贝尔，说道：“我的故事讲完了，你们喜欢吗？”

“喜欢，”孩子们回答道，“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位伟大的王子，你认

为他也会给我们一套干净的衣服吗？”

“会的，”爷爷说，“只要是信他的人，他都给他们一套干净的衣服。

但是他所赐的衣服不像你们今天毁掉的衣服。这位伟大的王子要给我们的

新衣服是穿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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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衣服上的脏东西有时能洗掉。但是，我们有比衣服脏了更大的问

题。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无法

站在上帝面前。为了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需要把我们心里的脏东西

洗掉。这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事。”

“我们把衣服弄脏了，我很难过。但是听到这位伟大王子的故事，我真

的很高兴。”达比说。 

妈妈拥抱了她一下，说：“是的，我们都应该听听这个故事，不仅如

此，我们还得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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