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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早晨，在一个小镇的一套舒适的房子里，有

个小姑娘病了。她名叫埃拉·路得，但她的家人都只管

她叫埃拉。

埃拉肚子疼得很厉害，所以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埃拉的爸爸

把一些药倒在一个勺子里让她喝。但埃拉一看到那药就皱眉头。她

说：“爸，这药看起来很恶心，我真的必须吃吗？”

爸爸笑了，说：“是的，孩子。如果你想好的话，就必须吃这

药。”

于是埃拉鼓起勇气把药给喝下了。但她接着问道：“爸，为什

么好药一般都很苦？”

“噢，”爸爸说，“这样的问题你应该去问爷爷。他总是能回

答你提出的难题。他今天下午会来看我们。你好好休息，这样他来

的时候你就会更有精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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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小睡了一会儿，爷爷一到她就醒了。爷爷抱着埃拉，问她

感觉怎么样。埃拉告诉爷爷自己好多了。然后埃拉抬头看着爷爷，

说：“爷爷，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爷爷点点头，回答道：“当然可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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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为什么好药总是难以下咽？”埃拉问。

爷爷若有所思。“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埃拉，”他说，

“有些东西看起来，或者尝起来，或者闻起来很好，但其实是很有

害的。而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可怕，但其实却很有益。我还记得一个

故事，里面这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你想听吗？”

“当然想听！”埃拉说。她喜欢爷爷讲的故事，它们能让她明

白一些道理。爷爷坐了下来，埃拉紧紧依偎着他。接着，爷爷便讲

起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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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位伟大的国王。他被称为生命之王，因为他有创造

之能，他甚至能创造生物，像植物、动物和人。这个国王造了一个

美丽的园子，里面满是树木、小溪、湖泊、草地。每天他都到园子

来，他来是来看望他所造的人——他的百姓。当他们一起走在美丽

的园子里时，他们都很开心。

国王在园子的中央安设了一个喷泉。从喷泉里喷出美丽的水

花，它们清凉又甘甜。但是，国王对他的百姓说：“这个园子里所

有溪流里的水你们都可以喝，但唯独不可喝这喷泉里的水。这水会

毒害你们。一定不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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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国王的百姓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以至于他

们甚至压根儿不靠近那个喷泉。他们爱国王，渴望让国王高兴。但

是渐渐地，他们变得好奇起来。他们想知道国王为什么不希望他们

喝喷泉里的水。那水看上去清澈透明，清爽宜人。

一天，一个穿着黑色披风的陌生人来到了园子里。百姓都不认

识他，但是这个陌生人其实是国王的大敌。他告诉百姓们喷泉里的

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如果他们尝尝那水，就会有奇妙的事情

发生，他们会变得和国王一样伟大。

现在百姓们对这水充满了好奇。国王不让他们喝这水似乎很不

公平。于是，他们决定尝一尝。那个陌生人从喷泉里盛了一杯水递

给百姓，他们就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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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一喝下那水，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的心变

成了石头。从那以后，他们对国王一点爱都没有了。他们甚至不想

再和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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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再去那个园子和国王待在一起，反而搬到一个离园子很

远的旷野居住。他们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城，他们称之为“人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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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听他的话，生命之王很是生气。因为百姓违背了他的命

令，他有充分的理由毁掉他们的城。但是他仍然爱他的百姓，他为

他们感到难过和痛心。

国王有着难以测透的智慧，其实他早就知道百姓会喝喷泉里的

水，所以他早已定了一个计划帮助他们。他去找他的儿子，也就是

王子，对他说：“我希望你帮我医治我们的百姓。”

故事讲到这儿，埃拉打断了爷爷的话，问道：“国王想让王子

去做什么？”

“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爷爷说，“国王给了王子一个金

杯，要他去人之城。在那儿，在那个城市的中心广场，王子将发现

另一个喷泉。但是，这个喷泉的水全都是可怕的毒水，它们看上去

一点都不甜美。这些毒水就是国王对百姓的悖逆所生的愤怒。一滴

这样的毒水就能让一个强壮的人丧命。但是国王却让王子用金杯到

这个喷泉接一满杯毒水喝下去。他说，如果王子照着做了，他的百

姓就可以得到医治，就可以回到那个园子里去。”

王子爱他的父亲和他的百姓，即使这项任务听起来非常艰巨，

他还是决定去完成它。于是，他踏上了去往人之城的旅程。有几个

朋友和他一起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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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的路上，王子和他的朋友在一个池塘边停了下来。王子凝

视着池塘里的水，这是一潭静水，蓝蓝的，很美。但是当王子继续

盯着池水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一个盛

满黑色浑浊液体的杯子。他知道这就是父亲要他喝的那杯毒水。

王子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好把这个画面从脑海中摇去。过了

一会儿，他想到了回去。但是他还记得国王的吩咐。他必须去人之

城。他知道那是毒水所在之地。

当王子和朋友们到达人之城时，他们看到那是一个非常可怕

的地方。在那里，街上很黑暗，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许多家庭破

碎，人们彼此作对，互不信任。有人认出了王子，知道他是生命之

王的儿子。因为不再爱国王，百姓开始恶待王子。他们大声咒骂

他，朝他吐唾沫，还嘲弄他。有人甚至拿大石头打他，或者在他经

过时打他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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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因为害怕而有些发抖，冷汗都冒了出来。他爱他的父亲，

但是他禁不住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救那些百姓。他想知道自己

是否真的必须喝那毒水。他想起了带在身上的金杯，仿佛看到它盛

满了毒水，便自言自语道：“真希望我不必喝下这杯水。”

王子正在挣扎时，他记起了父亲的话：“你必须喝那毒水。

这是医治我们百姓的唯一办法。”王子最想做的事就是讨父亲的喜

悦。所以，他立刻决定绝不回去，而是要照着父亲所要求的去喝那

毒水，不管那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和伤害。

当百姓中间愤怒的暴徒在他们身边越聚越多时，王子的朋友也

非常害怕，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开了。很快就只剩下王子独自一人

面对愤怒的百姓，但是他不管别的，只一心去寻找那个充满毒水的

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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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子来到一个大广场。在广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泉。一个

穿着黑色披风的人站在喷泉旁。它就是国王的大敌，曾经诱惑百姓

喝园子里的喷泉水的那个家伙。

王子走近喷泉。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拿出父亲给他的那个金

杯交给了那个人。那个人狰狞地笑了，他把杯子盛满了喷泉里的毒

水递给王子。城里那些愤怒的百姓都聚集在喷泉周围，想看看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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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看着杯子里满溢的毒水。那水黑而且浑浊，还散发出臭

味。它让王子既感到恐惧又感到恶心。他知道这水会让他丧命。但

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那些愤怒百姓的脸时，他想起如果他喝下这

水，百姓的石头心就会得到医治。

他把嘴唇放到杯子的边缘开始喝了起来。毒水味道很苦。他想

把这水给倒了。但是他答应过父亲要把它喝光。毒水像火一样烧着

他的喉咙，但他继续往下咽。最后，他把整杯水都喝完了，一滴都

没有剩下。

毒水喝光后，王子垂下头，闭上眼睛，死了。他倒在了喷泉旁

的人行道上。当他倒下时，穿着黑披风的那个人高兴地笑了，因为

他认为国王的儿子已经死了，围着的百姓也都欢呼起来，像打了胜

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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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另一个人来到了广场。这个人穿着一件洁白放光的

披风，它是如此耀眼以致没有人能够直视。他走路的时候，地都抖

动。他朝喷泉走去。看到他走来，那个穿黑色披风的人不再笑了。

他很沮丧，在眼睛上方手搭凉棚，设法挡住新来者的披风所发出的

光，但是那无济于事。他逃跑起来，边跑边尖叫：“生命之王来

了！快逃命吧。”所有的百姓都逃跑了，都在广场周边的巷道和门

廊里藏了起来。

国王在王子的身边停了下来。他跪了下来，摸了摸他的儿子。

他一摸，王子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又活过来了。生命之王把王子从

死亡里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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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时，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液体也变了。它不再是黑的浑

浊的毒水，而是变成了清澈宜人的甜水。喷泉池里的毒水迅速地干

涸，而新喷出的甜水填满了整个池子。甜水不断地喷涌而出，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当它落下的时候，发出愉悦的声音。那水不断喷出

又落下，它那清新甜美的气息充满了整个广场。那水似乎有生命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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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站了起来，找到了那个金杯。他走到喷泉旁，把杯子放

到喷泉下接满了水。然后他转向百姓，把杯子举起来。“若有人渴

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大声喊道。似乎有风把他的声音吹遍

了整个广场，所有躲在阴影里的百姓也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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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百姓的心开始发生变化，变得

像从前一样柔软而温暖。有一些人的心还是那样刚硬、冷漠，但是

所有走到广场上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男孩还是女孩，老人

还是小孩，富人还是穷人，都改变了。

慢慢地，那些心发生变化的人开始颤抖着靠近喷泉。他们一

直对毒泉避而远之，但是现在王子和他所供应的水都是如此荣光四

射，他们无法不走上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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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小男孩靠近王子，怯怯地接过他手中的杯。他抿了

一小口，咽了下去。百姓紧张地看着他，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相反，这个男孩只是抬头充满感恩和爱意地看着国王和王子。他曾

经被教导憎恨他俩，但现在他的仇恨消失了。

看到那个男孩喝了那水之后什么事都没发生，许多百姓马上学

起他来。他们不再逃避国王，而是前来喝那杯里的水。所有喝了那

水的人都得到了医治，便赞美起国王和王子来。他们发现，王子喝

过的毒水，如今变成了他们的灵丹妙药。虽然那毒水让王子难以下

咽，并且让他死了，但是现在它却医治了他们的石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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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百姓开始再一次高兴欢喜地来到那个园子，在那

儿，他们非常高兴地与生命之王以及救了他们的王子同行。

爷爷弯腰就近埃拉，说道：“埃拉，我希望你记住，我们因为

犯了罪，所以都会生病。正因为此，好药通常都很难看，并且都很

苦。但是王子必须喝下那比一般的药苦千倍万倍的毒水，才能医治

百姓因为悖逆国王而得的疾病。每次你不得不吃药时，我希望你能

记住《王子的毒杯》这个故事。”

“我会的，爷爷。”埃拉回答道，“对了，你知道吗？我知道

还有一个王子为他的百姓死了。”

“真的？”爷爷眼睛一亮，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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