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文身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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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一向以
揭发企业丑闻为已任! 却突然因一篇报道而
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不得不辞去亲
手创办的" 千禧年#杂志发行人一职$此时!一
位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开出
不可思议的天价! 请布隆维斯特花费一年的
时间为他撰写传记! 同时私下偷偷调查一起
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

失业且面临财务危机的布隆维斯特接受
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请托$最终!他发现了隐藏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
然的秘密$在调查过程中!布隆维斯特认识了
矮小瘦弱的莎兰德!她貌似问题少女!却是个
顶尖级的骇客!有了她的协助!布隆维斯特如
虎添翼! 然而这个龙文身的女孩的身世和内
心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
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
期五上午

!"

点宣布! 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
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

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
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
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 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
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
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
们瞧瞧&&" 瑞典晚报( )* 瑞典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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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是哪儿的&&喔 !* 每日新
闻( $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
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 一如往常地
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

&'

岁!刚开始记者工作
的第一个夏天! 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
成功抢劫了

(

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
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以
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
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 依警方的逻

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 唐老鸭党+的称号$报
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 熊党+!听起来较邪
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
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

! ! ! !

他们第六次出动是在假期旺季! 目标是
东约特兰的一家银行! 当时刚好有个当地广
播电台的记者在现场$劫匪一离开!他立刻找
公共电话以直播方式口述事发经过$

那时布隆维斯特正与女友在她父母位于
卡特琳娜霍尔姆的避暑小屋度假$ 他究竟如
何产生联想!就连对警方他也无从解释!只不
过当他听到新闻报道! 便想起在同一条路上
几百米外的避暑小屋里那四名男子$ 他看过
他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 四名健壮灵活的金
发男子穿着短裤)光着上身$他们显然都锻炼
过肌肉! 而且散发出某种特质让他多看了一
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以
一种他认为火力十足的劲道打球吧.

其实没有合理的原因怀疑他们是银行劫
匪!但他还是爬到小丘上观察他们的小屋$屋
里似乎没人$约莫

%"

分钟后!一辆沃尔沃开进
院子停下!那些年轻人匆匆下车!每个人各拿
着一个运动提袋!很可能只是刚游泳回来$但
其中一人又回到车旁! 从后备箱拿出一样东
西并很快用夹克遮住$ 尽管布隆维斯特距离
颇远!仍看得出那是一把旧式

)*%

步枪---他
当兵那年这曾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

他打电话报警!随即对小屋展开为期三天
的包围!一面有媒体作地毯式的报道!而布隆
维斯特就坐在第一排!还从一家晚报拿到令人
满意的丰厚报酬$警方则将一截活动房屋拖进
布隆维斯特住的小屋院子里!当作总部$

' 熊党+的落网使他一炮而红!也开启了
他的记者生涯$但成名的负面效应是!另一家
晚报忍不住下了这样的标题

+

' 小侦探卡莱%布
隆维斯特破案记+$写这篇讽刺报道的是一个
年纪较长的专栏女作家! 文中提到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书中那个小侦探$更糟的是!报上

还刊登了他嘴巴微张) 伸出食指指着方向的
模糊照片$

$

! ! ! !

尽管布隆维斯特一辈子没用过卡莱这个
名字!却惊愕地发现从那时起!同僚们都昵称
他为' 小侦探+---一个带着嘲弄与挑衅的绰
号!虽无恶意却也不全然友善$尽管他很敬重
林格伦!也爱看她的书!却很讨厌这个外号$

他花了几年时间! 在新闻界有了许多更重要
的成就后!这个绰号才逐渐被人淡忘!但每当
再次听见仍不免生厌$

此时!他勉强保持镇静!微笑着对那名晚
报记者说,' 算了吧!自己想点东西写$这对你
是家常便饭$+

他口气中并无不快$他们多少认识!那天
上午布隆维斯特还没说出最恶毒的批评呢.

现场有个记者曾与他共事过$ 而几年前在某
个宴会上!他还差点钓上

#$%

电视台'
,-.

+节
目的那名女记者$

' 你今天在里头真是言词激烈!+* 每日新
闻(的记者说道!显然是个兼职的年轻人$' 感
觉如何/+

虽然气氛严肃! 布隆维斯特和较年长的
记者们却都忍俊不禁$他和

#$%

的记者互瞄几
眼$感觉如何/笨头笨脑的体育记者就这么将
麦克风推到刚跑过终点线) 气喘吁吁的运动
员面前$

' 我只能说很遗憾法院没有作出不同的
判决$+他略显愠怒地说$

' 坐三个月的牢加上
!(

万克朗的损害赔
偿!判得可不轻$+

#$%

的女记者说$

法院刚刚才判定布隆维斯特诽谤及毁损
资本家汉斯

/

艾瑞克%温纳斯壮的名誉$ 审理
已终结!他并不打算上诉$那么假如他在法院
阶梯上重申自己的主张!会有何结果/布隆维
斯特决定不去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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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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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米亚一心奔京城!她总觉得只
有北京才是中国艺术家栖身之地! 只有站在
首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离校没几天! 她小包一夹带几套换洗的
衣服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北京! 去了之后才
想到自己身上只有

!"""

块钱$ 人头攒动的火
车站! 第一次来北京的赵米亚感觉自己瞬间
变成了一只蚂蚁! 那种怀揣着艺术家之梦的
昂扬斗志!瞬间就被打落了一半$她只好挺了
挺胸!对自己大喊一声,米亚!你就要红了.然
后大踏步继续向前走了出去$

不愧是首都!以前觉得吃顿
*01

都是特别
败家可耻的事儿! 到了首都才知道这是最便
宜的消费之一!住了几天

("

块一床的小旅店!

啃了几天奢侈的汉堡! 她的身体终于从云上
落到了地上! 哐当一声砸醒了自己那虚无缥
缈的艺术家之梦$

就她身上这点钱!连地下室都住不起!现
实的处境是!她再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养
活梦想的工作!就得再买张坐票滚回老家!接
受父母早就安排好的相亲会! 搞不好自己的
后半生就要嫁个土财主! 再生几个小土财主
出来.

赵米亚站在西单街头! 脑海里浮现出这
样一幅画面,土财主左手拿着大烟袋!右手摸
着跪在地上正为他捶腿的自己! 屋前四五个
孩子正在追逐着跑来跑去! 而自己肚子里的
那个已经有

(

个月大了&&

啊.

她崩溃地大喊起来! 周围的时尚男女见
怪不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叫季晴! 几年前还是
自己的胯下之物! 现在却已坐上了新星经纪
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最近这两年选秀节目跟着了火一样!一
股脑地往外涌!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借钱砸!

为了冲进前几名被包装成时代新宠! 什么招
都用上了!高层打点完!全国各地想尽办法拉
选票!就连粉丝团也得按天支付佣金!漏掉哪
一环都不行$

季晴当年一脸青涩! 跟苏俊上完床之后
小声贴在他耳边问!能不能帮自己找份差事!

只要能留在北京干什么都行$

苏俊那时正春风得意!眼皮都没抬一下!

拍拍季晴的裸露在外的香肩! 顺势将她压到
身底下! 没过几天就把她安排进了新星做明
星助理$没想到这小妮子够心狠手辣!踩着无
数男人的身体当跳板! 苏俊心想真是人不可
貌相!海水也好凉$

他将一只方方正正的布包推过去! 又冲
着季晴谄媚地笑了笑!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知
道自己在赌!拿

&"

万换一个新人!值不值就看
自己的造化了$

()*+

保安室里! 两个看起来
&"

岁出头的男孩
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坐在边上的那位开口说!哎!你说咱们谭
经理什么狗屁品位! 赵米亚那种姿色的他也
留!挤吧挤吧能有个

2

罩杯/脸大腿粗!一看就
是芙蓉阿姨她家亲戚$

站在他面前的男孩哈哈笑了两声! 随即
道,你丫说话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口德!不知
道现在放眼全世界!' 纯平+是主流吗/个个胸
前顶俩大球!看久了都审美疲劳了!这是在调
剂口味呢! 听说人家可是正规舞蹈专业出来
的!那下腰练的!有两下子$

你懂个屁.这是有内幕的!我听小郭说赵
米亚是苏总亲点的! 我看啊不是苏总家亲戚
就是苏总的小三$

天!这苏总的品味也太雷人了吧!看他相
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0

李纯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的那张字条!顿
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房间里关于穆小白的一切全都清零!他
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了自己的世界$

阿夏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没回寝室!也不
在家!不在他们两个人平时去的每一个地方!李
纯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整整两天!

%3

个小
时!一点关于穆小白的线索都没有$他好像断了
线的风筝!任凭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

李纯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公司! 一进门
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李纯!

事假!半天!罚款
("

元$

她真恨自己没有摇滚歌手的天资! 如果
她能成为某个当红摇滚歌手! 只需要用两句
话就能表达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我

4

这
资本家.我

4

这破企业.

12$3

苏俊平时来烟色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候
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 自从精心培养的艺人
发生不幸之后!苏俊沉了大半年时间!既不出
门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只把自己关在家里!

天天与伏特加为伍$

直到前段时间在那档选秀比赛上看到基乐
乐的身影!他为之一震!从比赛开始就详细调查
了她的全部资料,基乐乐!

&&

岁!现就读于北京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因外型中性!比赛全程亲自
吹萨克斯伴奏!有萨克斯王子之称!老家湖南!

家境虽普通但愿意付出全部孤注一掷$

从基乐乐参加比赛到夺得季军! 光是支
付给新星的费用就已经高达

'"

万! 新星承诺
将在三年内主推她!先开展大陆市场!时机成
熟后会安排她到日本)法国培训发展$

苏俊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选秀活
动是季晴公司一手操办的! 如果没有他也不
可能有季晴的一切!就算不看在他的面子上!

这个小狐狸也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加盟新星!

成为基乐乐的经纪人! 是苏俊为自己设计的
崭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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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身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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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一向以
揭发企业丑闻为已任! 却突然因一篇报道而
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不得不辞去亲
手创办的* 千禧年(杂志发行人一职$此时!一
位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开出
不可思议的天价! 请布隆维斯特花费一年的
时间为他撰写传记! 同时私下偷偷调查一起
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

失业且面临财务危机的布隆维斯特接受
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请托$最终!他发现了隐藏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
然的秘密$在调查过程中!布隆维斯特认识了
矮小瘦弱的莎兰德!她貌似问题少女!却是个
顶尖级的骇客!有了她的协助!布隆维斯特如
虎添翼! 然而这个龙文身的女孩的身世和内
心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
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
期五上午

!"

点宣布! 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
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

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
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
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 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
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
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
们瞧瞧&&* 瑞典晚报( )* 瑞典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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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是哪儿的&&喔 !* 每日新
闻( $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
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 一如往常地
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

&'

岁!刚开始记者工作
的第一个夏天! 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
成功抢劫了

(

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
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以
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
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 依警方的逻

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 唐老鸭党+的称号$报
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 熊党+!听起来较邪
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
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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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六次出动是在假期旺季! 目标是
东约特兰的一家银行! 当时刚好有个当地广
播电台的记者在现场$劫匪一离开!他立刻找
公共电话以直播方式口述事发经过$

那时布隆维斯特正与女友在她父母位于
卡特琳娜霍尔姆的避暑小屋度假$ 他究竟如
何产生联想!就连对警方他也无从解释!只不
过当他听到新闻报道! 便想起在同一条路上
几百米外的避暑小屋里那四名男子$ 他看过
他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 四名健壮灵活的金
发男子穿着短裤)光着上身$他们显然都锻炼
过肌肉! 而且散发出某种特质让他多看了一
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以
一种他认为火力十足的劲道打球吧.

其实没有合理的原因怀疑他们是银行劫
匪!但他还是爬到小丘上观察他们的小屋$屋
里似乎没人$约莫

%"

分钟后!一辆沃尔沃开进
院子停下!那些年轻人匆匆下车!每个人各拿
着一个运动提袋!很可能只是刚游泳回来$但
其中一人又回到车旁! 从后备箱拿出一样东
西并很快用夹克遮住$ 尽管布隆维斯特距离
颇远!仍看得出那是一把旧式

)*%

步枪---他
当兵那年这曾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

他打电话报警!随即对小屋展开为期三天
的包围!一面有媒体作地毯式的报道!而布隆
维斯特就坐在第一排!还从一家晚报拿到令人
满意的丰厚报酬$警方则将一截活动房屋拖进
布隆维斯特住的小屋院子里!当作总部$

' 熊党+的落网使他一炮而红!也开启了
他的记者生涯$但成名的负面效应是!另一家
晚报忍不住下了这样的标题

+

' 小侦探卡莱%布
隆维斯特破案记+$写这篇讽刺报道的是一个
年纪较长的专栏女作家! 文中提到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书中那个小侦探$更糟的是!报上

还刊登了他嘴巴微张) 伸出食指指着方向的
模糊照片$

$

! ! ! !

尽管布隆维斯特一辈子没用过卡莱这个
名字!却惊愕地发现从那时起!同僚们都昵称
他为' 小侦探+---一个带着嘲弄与挑衅的绰
号!虽无恶意却也不全然友善$尽管他很敬重
林格伦!也爱看她的书!却很讨厌这个外号$

他花了几年时间! 在新闻界有了许多更重要
的成就后!这个绰号才逐渐被人淡忘!但每当
再次听见仍不免生厌$

此时!他勉强保持镇静!微笑着对那名晚
报记者说,' 算了吧!自己想点东西写$这对你
是家常便饭$+

他口气中并无不快$他们多少认识!那天
上午布隆维斯特还没说出最恶毒的批评呢.

现场有个记者曾与他共事过$ 而几年前在某
个宴会上!他还差点钓上

#$%

电视台'
,-.

+节
目的那名女记者$

' 你今天在里头真是言词激烈!+* 每日新
闻(的记者说道!显然是个兼职的年轻人$' 感
觉如何/+

虽然气氛严肃! 布隆维斯特和较年长的
记者们却都忍俊不禁$他和

#$%

的记者互瞄几
眼$感觉如何/笨头笨脑的体育记者就这么将
麦克风推到刚跑过终点线) 气喘吁吁的运动
员面前$

' 我只能说很遗憾法院没有作出不同的
判决$+他略显愠怒地说$

' 坐三个月的牢加上
!(

万克朗的损害赔
偿!判得可不轻$+

#$%

的女记者说$

法院刚刚才判定布隆维斯特诽谤及毁损
资本家汉斯

/

艾瑞克%温纳斯壮的名誉$ 审理
已终结!他并不打算上诉$那么假如他在法院
阶梯上重申自己的主张!会有何结果/布隆维
斯特决定不去找出答案$

摘自!龙文身的女孩"#瑞典$斯蒂格%拉

森
&

著&颜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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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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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米亚一心奔京城!她总觉得只
有北京才是中国艺术家栖身之地! 只有站在
首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离校没几天! 她小包一夹带几套换洗的
衣服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北京! 去了之后才
想到自己身上只有

!"""

块钱$ 人头攒动的火
车站! 第一次来北京的赵米亚感觉自己瞬间
变成了一只蚂蚁! 那种怀揣着艺术家之梦的
昂扬斗志!瞬间就被打落了一半$她只好挺了
挺胸!对自己大喊一声,米亚!你就要红了.然
后大踏步继续向前走了出去$

不愧是首都!以前觉得吃顿
*01

都是特别
败家可耻的事儿! 到了首都才知道这是最便
宜的消费之一!住了几天

("

块一床的小旅店!

啃了几天奢侈的汉堡! 她的身体终于从云上
落到了地上! 哐当一声砸醒了自己那虚无缥
缈的艺术家之梦$

就她身上这点钱!连地下室都住不起!现
实的处境是!她再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养
活梦想的工作!就得再买张坐票滚回老家!接
受父母早就安排好的相亲会! 搞不好自己的
后半生就要嫁个土财主! 再生几个小土财主
出来.

赵米亚站在西单街头! 脑海里浮现出这
样一幅画面,土财主左手拿着大烟袋!右手摸
着跪在地上正为他捶腿的自己! 屋前四五个
孩子正在追逐着跑来跑去! 而自己肚子里的
那个已经有

(

个月大了&&

啊.

她崩溃地大喊起来! 周围的时尚男女见
怪不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叫季晴! 几年前还是
自己的胯下之物! 现在却已坐上了新星经纪
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最近这两年选秀节目跟着了火一样!一
股脑地往外涌!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借钱砸!

为了冲进前几名被包装成时代新宠! 什么招
都用上了!高层打点完!全国各地想尽办法拉
选票!就连粉丝团也得按天支付佣金!漏掉哪
一环都不行$

季晴当年一脸青涩! 跟苏俊上完床之后
小声贴在他耳边问!能不能帮自己找份差事!

只要能留在北京干什么都行$

苏俊那时正春风得意!眼皮都没抬一下!

拍拍季晴的裸露在外的香肩! 顺势将她压到
身底下! 没过几天就把她安排进了新星做明
星助理$没想到这小妮子够心狠手辣!踩着无
数男人的身体当跳板! 苏俊心想真是人不可
貌相!海水也好凉$

他将一只方方正正的布包推过去! 又冲
着季晴谄媚地笑了笑!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知
道自己在赌!拿

&"

万换一个新人!值不值就看
自己的造化了$

()*+

保安室里! 两个看起来
&"

岁出头的男孩
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坐在边上的那位开口说!哎!你说咱们谭
经理什么狗屁品位! 赵米亚那种姿色的他也
留!挤吧挤吧能有个

2

罩杯/脸大腿粗!一看就
是芙蓉阿姨她家亲戚$

站在他面前的男孩哈哈笑了两声! 随即
道,你丫说话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口德!不知
道现在放眼全世界!' 纯平+是主流吗/个个胸
前顶俩大球!看久了都审美疲劳了!这是在调
剂口味呢! 听说人家可是正规舞蹈专业出来
的!那下腰练的!有两下子$

你懂个屁.这是有内幕的!我听小郭说赵
米亚是苏总亲点的! 我看啊不是苏总家亲戚
就是苏总的小三$

天!这苏总的品味也太雷人了吧!看他相
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0

李纯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的那张字条!顿
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房间里关于穆小白的一切全都清零!他
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了自己的世界$

阿夏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没回寝室!也不
在家!不在他们两个人平时去的每一个地方!李
纯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整整两天!

%3

个小
时!一点关于穆小白的线索都没有$他好像断了
线的风筝!任凭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

李纯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公司! 一进门
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李纯!

事假!半天!罚款
("

元$

她真恨自己没有摇滚歌手的天资! 如果
她能成为某个当红摇滚歌手! 只需要用两句
话就能表达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我

4

这
资本家.我

4

这破企业.

12$3

苏俊平时来烟色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候
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 自从精心培养的艺人
发生不幸之后!苏俊沉了大半年时间!既不出
门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只把自己关在家里!

天天与伏特加为伍$

直到前段时间在那档选秀比赛上看到基乐
乐的身影!他为之一震!从比赛开始就详细调查
了她的全部资料,基乐乐!

&&

岁!现就读于北京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因外型中性!比赛全程亲自
吹萨克斯伴奏!有萨克斯王子之称!老家湖南!

家境虽普通但愿意付出全部孤注一掷$

从基乐乐参加比赛到夺得季军! 光是支
付给新星的费用就已经高达

'"

万! 新星承诺
将在三年内主推她!先开展大陆市场!时机成
熟后会安排她到日本)法国培训发展$

苏俊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选秀活
动是季晴公司一手操办的! 如果没有他也不
可能有季晴的一切!就算不看在他的面子上!

这个小狐狸也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加盟新星!

成为基乐乐的经纪人! 是苏俊为自己设计的
崭新之路$

摘自!城市杯具"&黑夜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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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身的女孩

!"

! ! ! !

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一向以
揭发企业丑闻为已任! 却突然因一篇报道而
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不得不辞去亲
手创办的* 千禧年(杂志发行人一职$此时!一
位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开出
不可思议的天价! 请布隆维斯特花费一年的
时间为他撰写传记! 同时私下偷偷调查一起
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

失业且面临财务危机的布隆维斯特接受
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请托$最终!他发现了隐藏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
然的秘密$在调查过程中!布隆维斯特认识了
矮小瘦弱的莎兰德!她貌似问题少女!却是个
顶尖级的骇客!有了她的协助!布隆维斯特如
虎添翼! 然而这个龙文身的女孩的身世和内
心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
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
期五上午

!"

点宣布! 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
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

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
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
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 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
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
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
们瞧瞧&&* 瑞典晚报( )* 瑞典快报( )

##

通讯
社 )

#$%

和&&你是哪儿的&&喔 !* 每日新
闻( $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
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 一如往常地
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

&'

岁!刚开始记者工作
的第一个夏天! 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
成功抢劫了

(

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
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以
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
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 依警方的逻

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 唐老鸭党+的称号$报
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 熊党+!听起来较邪
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
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

! ! ! !

他们第六次出动是在假期旺季! 目标是
东约特兰的一家银行! 当时刚好有个当地广
播电台的记者在现场$劫匪一离开!他立刻找
公共电话以直播方式口述事发经过$

那时布隆维斯特正与女友在她父母位于
卡特琳娜霍尔姆的避暑小屋度假$ 他究竟如
何产生联想!就连对警方他也无从解释!只不
过当他听到新闻报道! 便想起在同一条路上
几百米外的避暑小屋里那四名男子$ 他看过
他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 四名健壮灵活的金
发男子穿着短裤)光着上身$他们显然都锻炼
过肌肉! 而且散发出某种特质让他多看了一
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以
一种他认为火力十足的劲道打球吧.

其实没有合理的原因怀疑他们是银行劫
匪!但他还是爬到小丘上观察他们的小屋$屋
里似乎没人$约莫

%"

分钟后!一辆沃尔沃开进
院子停下!那些年轻人匆匆下车!每个人各拿
着一个运动提袋!很可能只是刚游泳回来$但
其中一人又回到车旁! 从后备箱拿出一样东
西并很快用夹克遮住$ 尽管布隆维斯特距离
颇远!仍看得出那是一把旧式

)*%

步枪---他
当兵那年这曾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

他打电话报警!随即对小屋展开为期三天
的包围!一面有媒体作地毯式的报道!而布隆
维斯特就坐在第一排!还从一家晚报拿到令人
满意的丰厚报酬$警方则将一截活动房屋拖进
布隆维斯特住的小屋院子里!当作总部$

' 熊党+的落网使他一炮而红!也开启了
他的记者生涯$但成名的负面效应是!另一家
晚报忍不住下了这样的标题

+

' 小侦探卡莱%布
隆维斯特破案记+$写这篇讽刺报道的是一个
年纪较长的专栏女作家! 文中提到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书中那个小侦探$更糟的是!报上

还刊登了他嘴巴微张) 伸出食指指着方向的
模糊照片$

$

! ! ! !

尽管布隆维斯特一辈子没用过卡莱这个
名字!却惊愕地发现从那时起!同僚们都昵称
他为' 小侦探+---一个带着嘲弄与挑衅的绰
号!虽无恶意却也不全然友善$尽管他很敬重
林格伦!也爱看她的书!却很讨厌这个外号$

他花了几年时间! 在新闻界有了许多更重要
的成就后!这个绰号才逐渐被人淡忘!但每当
再次听见仍不免生厌$

此时!他勉强保持镇静!微笑着对那名晚
报记者说,' 算了吧!自己想点东西写$这对你
是家常便饭$+

他口气中并无不快$他们多少认识!那天
上午布隆维斯特还没说出最恶毒的批评呢.

现场有个记者曾与他共事过$ 而几年前在某
个宴会上!他还差点钓上

#$%

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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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目的那名女记者$

' 你今天在里头真是言词激烈!+* 每日新
闻(的记者说道!显然是个兼职的年轻人$' 感
觉如何/+

虽然气氛严肃! 布隆维斯特和较年长的
记者们却都忍俊不禁$他和

#$%

的记者互瞄几
眼$感觉如何/笨头笨脑的体育记者就这么将
麦克风推到刚跑过终点线) 气喘吁吁的运动
员面前$

' 我只能说很遗憾法院没有作出不同的
判决$+他略显愠怒地说$

' 坐三个月的牢加上
!(

万克朗的损害赔
偿!判得可不轻$+

#$%

的女记者说$

法院刚刚才判定布隆维斯特诽谤及毁损
资本家汉斯

/

艾瑞克%温纳斯壮的名誉$ 审理
已终结!他并不打算上诉$那么假如他在法院
阶梯上重申自己的主张!会有何结果/布隆维
斯特决定不去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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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米亚一心奔京城!她总觉得只
有北京才是中国艺术家栖身之地! 只有站在
首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离校没几天! 她小包一夹带几套换洗的
衣服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北京! 去了之后才
想到自己身上只有

!"""

块钱$ 人头攒动的火
车站! 第一次来北京的赵米亚感觉自己瞬间
变成了一只蚂蚁! 那种怀揣着艺术家之梦的
昂扬斗志!瞬间就被打落了一半$她只好挺了
挺胸!对自己大喊一声,米亚!你就要红了.然
后大踏步继续向前走了出去$

不愧是首都!以前觉得吃顿
*01

都是特别
败家可耻的事儿! 到了首都才知道这是最便
宜的消费之一!住了几天

("

块一床的小旅店!

啃了几天奢侈的汉堡! 她的身体终于从云上
落到了地上! 哐当一声砸醒了自己那虚无缥
缈的艺术家之梦$

就她身上这点钱!连地下室都住不起!现
实的处境是!她再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养
活梦想的工作!就得再买张坐票滚回老家!接
受父母早就安排好的相亲会! 搞不好自己的
后半生就要嫁个土财主! 再生几个小土财主
出来.

赵米亚站在西单街头! 脑海里浮现出这
样一幅画面,土财主左手拿着大烟袋!右手摸
着跪在地上正为他捶腿的自己! 屋前四五个
孩子正在追逐着跑来跑去! 而自己肚子里的
那个已经有

(

个月大了&&

啊.

她崩溃地大喊起来! 周围的时尚男女见
怪不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叫季晴! 几年前还是
自己的胯下之物! 现在却已坐上了新星经纪
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最近这两年选秀节目跟着了火一样!一
股脑地往外涌!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借钱砸!

为了冲进前几名被包装成时代新宠! 什么招
都用上了!高层打点完!全国各地想尽办法拉
选票!就连粉丝团也得按天支付佣金!漏掉哪
一环都不行$

季晴当年一脸青涩! 跟苏俊上完床之后
小声贴在他耳边问!能不能帮自己找份差事!

只要能留在北京干什么都行$

苏俊那时正春风得意!眼皮都没抬一下!

拍拍季晴的裸露在外的香肩! 顺势将她压到
身底下! 没过几天就把她安排进了新星做明
星助理$没想到这小妮子够心狠手辣!踩着无
数男人的身体当跳板! 苏俊心想真是人不可
貌相!海水也好凉$

他将一只方方正正的布包推过去! 又冲
着季晴谄媚地笑了笑!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知
道自己在赌!拿

&"

万换一个新人!值不值就看
自己的造化了$

()*+

保安室里! 两个看起来
&"

岁出头的男孩
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坐在边上的那位开口说!哎!你说咱们谭
经理什么狗屁品位! 赵米亚那种姿色的他也
留!挤吧挤吧能有个

2

罩杯/脸大腿粗!一看就
是芙蓉阿姨她家亲戚$

站在他面前的男孩哈哈笑了两声! 随即
道,你丫说话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口德!不知
道现在放眼全世界!' 纯平+是主流吗/个个胸
前顶俩大球!看久了都审美疲劳了!这是在调
剂口味呢! 听说人家可是正规舞蹈专业出来
的!那下腰练的!有两下子$

你懂个屁.这是有内幕的!我听小郭说赵
米亚是苏总亲点的! 我看啊不是苏总家亲戚
就是苏总的小三$

天!这苏总的品味也太雷人了吧!看他相
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0

李纯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的那张字条!顿
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房间里关于穆小白的一切全都清零!他
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了自己的世界$

阿夏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没回寝室!也不
在家!不在他们两个人平时去的每一个地方!李
纯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整整两天!

%3

个小
时!一点关于穆小白的线索都没有$他好像断了
线的风筝!任凭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

李纯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公司! 一进门
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李纯!

事假!半天!罚款
("

元$

她真恨自己没有摇滚歌手的天资! 如果
她能成为某个当红摇滚歌手! 只需要用两句
话就能表达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我

4

这
资本家.我

4

这破企业.

12$3

苏俊平时来烟色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候
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 自从精心培养的艺人
发生不幸之后!苏俊沉了大半年时间!既不出
门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只把自己关在家里!

天天与伏特加为伍$

直到前段时间在那档选秀比赛上看到基乐
乐的身影!他为之一震!从比赛开始就详细调查
了她的全部资料,基乐乐!

&&

岁!现就读于北京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因外型中性!比赛全程亲自
吹萨克斯伴奏!有萨克斯王子之称!老家湖南!

家境虽普通但愿意付出全部孤注一掷$

从基乐乐参加比赛到夺得季军! 光是支
付给新星的费用就已经高达

'"

万! 新星承诺
将在三年内主推她!先开展大陆市场!时机成
熟后会安排她到日本)法国培训发展$

苏俊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选秀活
动是季晴公司一手操办的! 如果没有他也不
可能有季晴的一切!就算不看在他的面子上!

这个小狐狸也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加盟新星!

成为基乐乐的经纪人! 是苏俊为自己设计的
崭新之路$

摘自!城市杯具"&黑夜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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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身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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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备受尊重的金融记者布隆维斯特一向以
揭发企业丑闻为已任! 却突然因一篇报道而
获诽谤罪!职业生涯跌入谷底!不得不辞去亲
手创办的* 千禧年(杂志发行人一职$此时!一
位大企业家亨利%范耶尔突然找上门来!开出
不可思议的天价! 请布隆维斯特花费一年的
时间为他撰写传记! 同时私下偷偷调查一起
沉寂多年的少女失踪案$

失业且面临财务危机的布隆维斯特接受
了这一令人不安的请托$最终!他发现了隐藏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显赫家族背后令人毛骨悚
然的秘密$在调查过程中!布隆维斯特认识了
矮小瘦弱的莎兰德!她貌似问题少女!却是个
顶尖级的骇客!有了她的协助!布隆维斯特如
虎添翼! 然而这个龙文身的女孩的身世和内
心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
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
期五上午

!"

点宣布! 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
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

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
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
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 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
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
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
们瞧瞧&&* 瑞典晚报( )* 瑞典快报( )

##

通讯
社 )

#$%

和&&你是哪儿的&&喔 !* 每日新
闻( $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
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 一如往常地
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

&'

岁!刚开始记者工作
的第一个夏天! 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
成功抢劫了

(

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
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以
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
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 依警方的逻

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 唐老鸭党+的称号$报
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 熊党+!听起来较邪
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
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

! ! ! !

他们第六次出动是在假期旺季! 目标是
东约特兰的一家银行! 当时刚好有个当地广
播电台的记者在现场$劫匪一离开!他立刻找
公共电话以直播方式口述事发经过$

那时布隆维斯特正与女友在她父母位于
卡特琳娜霍尔姆的避暑小屋度假$ 他究竟如
何产生联想!就连对警方他也无从解释!只不
过当他听到新闻报道! 便想起在同一条路上
几百米外的避暑小屋里那四名男子$ 他看过
他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 四名健壮灵活的金
发男子穿着短裤)光着上身$他们显然都锻炼
过肌肉! 而且散发出某种特质让他多看了一
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炽热的阳光下!以
一种他认为火力十足的劲道打球吧.

其实没有合理的原因怀疑他们是银行劫
匪!但他还是爬到小丘上观察他们的小屋$屋
里似乎没人$约莫

%"

分钟后!一辆沃尔沃开进
院子停下!那些年轻人匆匆下车!每个人各拿
着一个运动提袋!很可能只是刚游泳回来$但
其中一人又回到车旁! 从后备箱拿出一样东
西并很快用夹克遮住$ 尽管布隆维斯特距离
颇远!仍看得出那是一把旧式

)*%

步枪---他
当兵那年这曾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

他打电话报警!随即对小屋展开为期三天
的包围!一面有媒体作地毯式的报道!而布隆
维斯特就坐在第一排!还从一家晚报拿到令人
满意的丰厚报酬$警方则将一截活动房屋拖进
布隆维斯特住的小屋院子里!当作总部$

' 熊党+的落网使他一炮而红!也开启了
他的记者生涯$但成名的负面效应是!另一家
晚报忍不住下了这样的标题

+

' 小侦探卡莱%布
隆维斯特破案记+$写这篇讽刺报道的是一个
年纪较长的专栏女作家! 文中提到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书中那个小侦探$更糟的是!报上

还刊登了他嘴巴微张) 伸出食指指着方向的
模糊照片$

$

! ! ! !

尽管布隆维斯特一辈子没用过卡莱这个
名字!却惊愕地发现从那时起!同僚们都昵称
他为' 小侦探+---一个带着嘲弄与挑衅的绰
号!虽无恶意却也不全然友善$尽管他很敬重
林格伦!也爱看她的书!却很讨厌这个外号$

他花了几年时间! 在新闻界有了许多更重要
的成就后!这个绰号才逐渐被人淡忘!但每当
再次听见仍不免生厌$

此时!他勉强保持镇静!微笑着对那名晚
报记者说,' 算了吧!自己想点东西写$这对你
是家常便饭$+

他口气中并无不快$他们多少认识!那天
上午布隆维斯特还没说出最恶毒的批评呢.

现场有个记者曾与他共事过$ 而几年前在某
个宴会上!他还差点钓上

#$%

电视台'
,-.

+节
目的那名女记者$

' 你今天在里头真是言词激烈!+* 每日新
闻(的记者说道!显然是个兼职的年轻人$' 感
觉如何/+

虽然气氛严肃! 布隆维斯特和较年长的
记者们却都忍俊不禁$他和

#$%

的记者互瞄几
眼$感觉如何/笨头笨脑的体育记者就这么将
麦克风推到刚跑过终点线) 气喘吁吁的运动
员面前$

' 我只能说很遗憾法院没有作出不同的
判决$+他略显愠怒地说$

' 坐三个月的牢加上
!(

万克朗的损害赔
偿!判得可不轻$+

#$%

的女记者说$

法院刚刚才判定布隆维斯特诽谤及毁损
资本家汉斯

/

艾瑞克%温纳斯壮的名誉$ 审理
已终结!他并不打算上诉$那么假如他在法院
阶梯上重申自己的主张!会有何结果/布隆维
斯特决定不去找出答案$

摘自!龙文身的女孩"#瑞典$斯蒂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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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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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米亚一心奔京城!她总觉得只
有北京才是中国艺术家栖身之地! 只有站在
首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离校没几天! 她小包一夹带几套换洗的
衣服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北京! 去了之后才
想到自己身上只有

!"""

块钱$ 人头攒动的火
车站! 第一次来北京的赵米亚感觉自己瞬间
变成了一只蚂蚁! 那种怀揣着艺术家之梦的
昂扬斗志!瞬间就被打落了一半$她只好挺了
挺胸!对自己大喊一声,米亚!你就要红了.然
后大踏步继续向前走了出去$

不愧是首都!以前觉得吃顿
*01

都是特别
败家可耻的事儿! 到了首都才知道这是最便
宜的消费之一!住了几天

("

块一床的小旅店!

啃了几天奢侈的汉堡! 她的身体终于从云上
落到了地上! 哐当一声砸醒了自己那虚无缥
缈的艺术家之梦$

就她身上这点钱!连地下室都住不起!现
实的处境是!她再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养
活梦想的工作!就得再买张坐票滚回老家!接
受父母早就安排好的相亲会! 搞不好自己的
后半生就要嫁个土财主! 再生几个小土财主
出来.

赵米亚站在西单街头! 脑海里浮现出这
样一幅画面,土财主左手拿着大烟袋!右手摸
着跪在地上正为他捶腿的自己! 屋前四五个
孩子正在追逐着跑来跑去! 而自己肚子里的
那个已经有

(

个月大了&&

啊.

她崩溃地大喊起来! 周围的时尚男女见
怪不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叫季晴! 几年前还是
自己的胯下之物! 现在却已坐上了新星经纪
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最近这两年选秀节目跟着了火一样!一
股脑地往外涌!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借钱砸!

为了冲进前几名被包装成时代新宠! 什么招
都用上了!高层打点完!全国各地想尽办法拉
选票!就连粉丝团也得按天支付佣金!漏掉哪
一环都不行$

季晴当年一脸青涩! 跟苏俊上完床之后
小声贴在他耳边问!能不能帮自己找份差事!

只要能留在北京干什么都行$

苏俊那时正春风得意!眼皮都没抬一下!

拍拍季晴的裸露在外的香肩! 顺势将她压到
身底下! 没过几天就把她安排进了新星做明
星助理$没想到这小妮子够心狠手辣!踩着无
数男人的身体当跳板! 苏俊心想真是人不可
貌相!海水也好凉$

他将一只方方正正的布包推过去! 又冲
着季晴谄媚地笑了笑!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知
道自己在赌!拿

&"

万换一个新人!值不值就看
自己的造化了$

()*+

保安室里! 两个看起来
&"

岁出头的男孩
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坐在边上的那位开口说!哎!你说咱们谭
经理什么狗屁品位! 赵米亚那种姿色的他也
留!挤吧挤吧能有个

2

罩杯/脸大腿粗!一看就
是芙蓉阿姨她家亲戚$

站在他面前的男孩哈哈笑了两声! 随即
道,你丫说话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口德!不知
道现在放眼全世界!' 纯平+是主流吗/个个胸
前顶俩大球!看久了都审美疲劳了!这是在调
剂口味呢! 听说人家可是正规舞蹈专业出来
的!那下腰练的!有两下子$

你懂个屁.这是有内幕的!我听小郭说赵
米亚是苏总亲点的! 我看啊不是苏总家亲戚
就是苏总的小三$

天!这苏总的品味也太雷人了吧!看他相
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0

李纯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的那张字条!顿
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房间里关于穆小白的一切全都清零!他
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 悄无声息地离开
了自己的世界$

阿夏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没回寝室!也不
在家!不在他们两个人平时去的每一个地方!李
纯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整整两天!

%3

个小
时!一点关于穆小白的线索都没有$他好像断了
线的风筝!任凭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

李纯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公司! 一进门
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李纯!

事假!半天!罚款
("

元$

她真恨自己没有摇滚歌手的天资! 如果
她能成为某个当红摇滚歌手! 只需要用两句
话就能表达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我

4

这
资本家.我

4

这破企业.

12$3

苏俊平时来烟色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候
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 自从精心培养的艺人
发生不幸之后!苏俊沉了大半年时间!既不出
门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只把自己关在家里!

天天与伏特加为伍$

直到前段时间在那档选秀比赛上看到基乐
乐的身影!他为之一震!从比赛开始就详细调查
了她的全部资料,基乐乐!

&&

岁!现就读于北京
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因外型中性!比赛全程亲自
吹萨克斯伴奏!有萨克斯王子之称!老家湖南!

家境虽普通但愿意付出全部孤注一掷$

从基乐乐参加比赛到夺得季军! 光是支
付给新星的费用就已经高达

'"

万! 新星承诺
将在三年内主推她!先开展大陆市场!时机成
熟后会安排她到日本)法国培训发展$

苏俊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选秀活
动是季晴公司一手操办的! 如果没有他也不
可能有季晴的一切!就算不看在他的面子上!

这个小狐狸也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加盟新星!

成为基乐乐的经纪人! 是苏俊为自己设计的
崭新之路$

摘自!城市杯具"&黑夜温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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