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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品脱"餐馆相遇之前#芬兰
人维克斯通和叙利亚人哈里德的生
活是两条完全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维克斯通是一家制衣工厂的老
板#他早已厌倦了自己的生活#把钥
匙和结婚戒指交给妻子后# 沉默地
离开了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低价
抛售了囤积在车库里的几千件衬
衣#有人问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他
说自己想进军餐饮业$ !好主意#开
餐馆能赚钱# 人们时运不济时爱喝
酒#日子好过了更爱喝酒$ "朋友不
无调侃地说$

怀揣着收到的货款# 维克斯通
走进赌场#这一晚他牌运亨通#几乎
赢走了台面上所有的筹码$ 天亮时
他带着一大笔钱走进中介公司 #房
产经纪人巧舌如簧地向他推荐位于
街角的!金品脱"餐馆#!这店名让人
一看就想喝一杯#生意兴隆#整天人
流不断"$

维克斯通随他走进 !金品脱"#

那里的装潢过时落伍# 一共只有三
个雇员%油嘴滑舌的领班梅拉汀#迷
迷糊糊的厨师努希仁# 还在实习期
的女招待莫佳$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维克斯通最终以两万五千元的价格
盘下了!金品脱"$ 很快#他就发现店
里的生意并不如房产经纪人说的那
么好#平庸的食物吸引不了顾客#完
全靠在夜间卖啤酒才能维持营业
额$ 三个雇员也时不时给他出点难
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前预支工资#

后来又先斩后奏# 收留了一条流浪
狗#给它取名斯塔科恩$

几天前# 一艘来自波兰的货船
入港#晚上#矮小的哈里德从船上的
煤堆里钻了出来# 带着一个小包裹
离开$ 第二天#他去警局自首#在等
待时# 他结识了来自伊拉克的难民

马兹达克$ 不久两人同时被送进了
难民接待中心$

在与工作人员交谈时# 哈里德
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在叙利亚#他曾
经是个机修工# 未婚妻在战争初期
就遇难了$ 不久前#他的家被导弹击
中#除了他和外出的妹妹米莉亚姆#

其余的家人全部死亡$ 未婚妻的父
亲拿出所有积蓄# 让兄妹俩赶紧离
开$ 他们辗转到欧洲各地#结果在匈
牙利边境走散$ 这也是他不愿意申
请居留证的原因# 因为这样他才能
在各个国家的难民营穿梭# 寻找米
莉亚姆$ 而他来到这里纯属偶然#在
波兰的一个港口# 他被一群种族主
义者殴打#慌乱中跑上一艘货船#好
心的船员把他藏进煤堆# 给他水和
食物#就这样他来到了芬兰$ 他最大
的心愿就是找到米莉亚姆$

哈里德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
是什么样的结局# 他借用马兹达克
的手机给表亲哈桑打电话# 让他帮
忙打听妹妹的下落$ 热心的马兹达
克告诉他# 自己在伊拉克曾经是个
护工#在这里却什么都干不了#只能
辗转于不同的难民接待中心#!想要
留下来# 你要装出很满足很愉快的
样子#悲伤的人都被送回去了"$

几天后#哈里德收到判决#他将
被遣送回叙利亚$他绝望又平静地接
受了这个结果$ 回到难民接待中心#

他和马兹达克告别# 在对方的要求
下#他拿起中东民族乐器弹了一首伤
感的曲子#人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人
说话$ 第二天#押送哈里德去机场的
警车到达#一位同情哈里德的工作人
员伸出援手#拖住了警察#哈里德趁
机带着行囊逃离了接待中心$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维克斯通
在!金品脱"的垃圾桶边看见了正在

睡觉的哈里德# 两人没说几句话就
吵起来#甚至动了手$

不打不相识# 维克斯通把又累
又饿的哈里德带进餐馆# 一边看着
他狼吞虎咽地吃东西# 一边听他讲
述自己的遭遇$ 很快#他决定留下哈
里德在餐馆打杂# 并安排他住进位
于车库的货仓$ 生活暂时安定了下
来# 可哈里德还是心心念念想要寻
找妹妹#此外#他也成了一伙种族主
义者的目标# 常常遭到骚扰甚至殴
打#有一次他逃上公共汽车#还有一
次是一群流浪汉保护了他$

有时# 各种部门会突击检查餐
馆# 维克斯通和三个雇员总是若无
其事地把哈里德和小狗斯塔科恩藏
进洗手间#然后插科打诨蒙混过关$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维克斯通
委托梅拉汀找来电脑黑客# 花了一
千元为哈里德制作假证件$ !现在#

你和过去一刀两断$ "黑客得意地炫
耀自己的作品$

!金品脱"生意萧条#梅拉汀和努
希仁出主意让维克斯通把餐馆的主
营项目改成日本寿司$维克斯通买了
一大堆相关书籍临时抱佛脚$ 很快#

!金品脱" 挂上了寿司的招牌和日式
灯笼#大家都穿上和服#按图索骥捏
起寿司$ 不料#他们的首单生意竟然
是一个日本旅行团#而且努希仁并没
有准备足够的新鲜食材# 他急中生
智# 拎出一桶腌制了几个月的鲱鱼$

腥臭的鲱鱼吓跑了客人#!金品脱"不
得不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又过了一阵#马兹达克找到哈里
德# 告诉他自己接到哈桑的电话#他
们在立陶宛的难民中心里找到了米
莉亚姆$ 哈里德又惊又喜#立刻向维
克斯通辞行$ 维克斯通却表示#贸然
前往会坏事# 要找个更稳妥的方法$

他找到一个货车司机#请他带着哈里
德的信和米莉亚姆的照片#以送货为
由去一趟立陶宛$

经过几天焦急的等待# 司机有
惊无险地把米莉亚姆带到芬兰 #哈
里德与妹妹紧紧相拥$ 好心的司机
谢绝了维克斯通的酬劳$

兄妹俩互诉分别后的遭遇 #哈
里德说自己日夜为妹妹提心吊胆 #

米莉亚姆说%!你不用担心我# 死多
容易#可我想活着$ "哈里德发现妹
妹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许多# 他告
诉米莉亚姆# 可以找人帮她做假证
件# 但米莉亚姆却说她不愿意放弃
自己的过去# 希望通过正当途径留
在这里$

哈里德把妹妹托付给莫佳 #请
她第二天带米莉亚姆去警察局$ 回
到车库#他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偷袭#

肋部被捅了一刀$

此时#维克斯通找到妻子#妻子
说自从他走后#自己已经滴酒不沾#

还开了一家杂货店$ 维克斯通说自
己经营的餐馆生意不错# 需要一个
经理#两人相视而笑$

维克斯通把车开进车库# 却发
现哈里德住的仓库大门敞开# 他下
车查看#哈里德的行李已经不见了#

地上有几滴血$

第二天# 莫佳载着米莉亚姆准
时来到警察局# 哈里德捂着伤口在
僻静处等着她$ 兴奋的米莉亚姆并
未发现哥哥的异常$ 哈里德反复叮
嘱妹妹注意事项# 然后目送着她走
进警察局$

哈里德离开了# 他躺在河边的
一棵树下#静静注视着对岸的厂房#

小狗斯塔科恩不知何时跑到他身
边#轻轻嗅着他的脸#哈里德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笑容$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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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禾泽都林杯"

%%%&城市'建筑与文化(诗歌散文大赛征稿启事

建筑是物化的记忆$ 是人类沧桑历史和多样文化的积淀% 站在一座

穿越时间的古建筑前$ 人们得到的不仅是美学的满足$ 还能穿透时间的

迷雾看见历史的痕迹$ 人类的憧憬% 果戈理说& '建筑是世界的年鉴$ 当

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 它还依旧诉说($ 没有哪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像建筑

这样$ 超越时间和媒介的限制$ 如此长久直接地震撼人类的心灵% 一个地

区) 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幸福与悲痛$ 都通过建筑记忆起来* 组织 '禾泽

都林杯( +++'城市, 建筑与文化( 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 旨在通过

文学的样式阐释城市建筑文化的丰富性) 多元性与时代性$ 以及宣传城市

建筑文化的先进设计理念$ 为弘扬中国文化) 构建和谐环境) 创建美好城

市作出贡献-

一'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学报社&'上海文化(

杂志社
二'承办单位!

禾泽都林建筑与城市研究院&上海市作协
华语文学网
三'征文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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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时间%自即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

!+

征稿对象%海内外诗人&散文家及诗歌&散文爱
好者$

,%

征稿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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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作协创联室#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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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注明!禾泽都林杯"字样$

.+

参赛网站%华语文学网
///+0123413+560

*%

征稿邮箱%

(""78139/:9;3:%560

-%

每人限寄作品
(<!

篇#每篇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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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为宜)来
稿发电子邮件#也可用打印稿或方格纸稿抄写$ 附百字
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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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项设置"诗歌散文奖金含税)

-

一等奖
!

名 各
!""""

元及!禾泽都林杯"奖杯)

二等奖
.

名 各
*"""

元)

三等奖
("

名 各
!"""

元)

优秀奖
!"

名 各
*""

元$

五'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 文学编辑组成评
委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复评和隐名终评$ 得奖
作品将汇集出版*不另发稿酬+$ 颁奖事宜将另行通知$

阿基!考里斯马基
89:;

年出生于芬兰"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

8<=>

年首次担任导演"执导电影处女作$罪与罚%# 考里斯马基是各
大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8<<?

年的$火柴厂女工%&

@<<A

年的$波西米亚
人生%和

@<<<

年的$爱是生死相许%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三次夺奖"关
注非法移民问题的电影$勒阿弗尔%亦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

考里斯马基是世界影坛的异类"他的电影个人风格鲜明"有着
丰富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文化入侵等问
题的关注与思考#他的故事大多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却能以
'冷幽默(的喜剧性方式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 他的电影语言简洁
有力"冷暖交织"有着强烈的形式感"追求冷峻&疏离&感伤的旨趣"

体现了作者极端的电影风格#

$希望的另一面%是考里斯马基的最新作品"获第
B;

届柏林
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影片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手法"极简的风
格"舞台化的布景"细腻工整"冷峻的叙事手法和温情的故事内核
形成了有趣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