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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我有一個童年結義大哥，30年代聽他

說過，父親也是在甘瑪做廢鐡店，鈔坑人，

名蔡善。幫打聽一下。

下 個 星 期 天 一 早 ， 來 了 一 輛 載 客 集

車，滿載大小十五個蘿蔔頭。他儍眼了。

許本推著大個子司機。

這世界說大也不大，許本與蔡善從前

居然是對面鄰居，那街多是開廢鐡店的，很

多年前，他們就認識了。

「阿獅，你看這是誰？」

「 賢 弟 ， 等 這 兩 小 白 兔 生 夠 了 二 百

隻，我就回來帶你去呂宋，咱就住那了，再

也不回來。」

大個子司機先把雙手搭在他肩上晃，

嘣出接頭暗語。

他重新從頭到腳打量了大個子。小大

人的聲音，外型都沒有了。倒是那樂呵呵滿

嘴牙花子還是老樣子，從前自己每看到都心

情大好。今天更好。倆大叔一個大熊抱，重

溫夢中的童年未了情。

「好啦，你們慢慢騸情。我去炒麵線

啦。」

二、

都說「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我是車

頭，（司機）不想兒子跟我一樣沒出息。這

三個大的你留下遣用，跟著我以後祇能打

洞。

「梯級九個吔，累死我了。」

「多子多孫多福氣，我羨慕都來不及

呢。」

好啦，你不心疼我苛刻就行。我可聽

不慣你像托孤噢。

「來，張開大口，笑一個，保你心情

好，很靈的。」

他把童年善大哥的話一字不差奉回。

一下子，二個故人帶來了六個人力大

禮物，興許訓練後會成人才呢。倆故友也太

抬舉了，每家送來的都有一個是大學商科畢

業生。

兩 個 到 集 市 新 店 拌 蝦 皮 ， 聽 露 絲 指

令，四個在鮭廠拌魚，抽露，入罐。三個月

後再憑能力、耐勞分工。

故人信任自己，情義所在。幾個孩子

在二位故人家居長，自然是全家之所望。要

做種子的，一定要曬得特別乾。

他得掄大鎚把他們鎚成好鋼。

假以時日，這班「媽寶兵」，一定能

脫下胎毛，分擔他們老爹與獅叔擔子。他們

也會像從新店帶過來的敏尼，五人現在在鮭

廠、二手鐵罐廠、米倉，都是一把好手。

三、

那句俗語，善大哥少說了上截。其實

應說「龍生龍，鳯生鳯」。五個小子都和他

們兩個老爹一樣機靈、耐磨。

受訓期畢業了，一個留在新店，兩個

幫阿相負責仙朝峨收稻穀業務。另外仨就留

在鮭廠，訓練保產品質量手藝，手指沾汁往

舌頭一啜，要能立時知道汁有幾度鹹，幾度

蛋白。

善大哥那個來時就滿手繭子的半工讀

商科生路易，就跟著他到漁港買魚。

五更初把魚運回廠，在工頭指揮、督

導下。一袋鹽配多少魚盆的魚，都有紀錄。

工人們風一樣翻動鏟子伴魚，鏟入醃池了。

路易覺得不難，這跟伴小蝦皮差不多。還不

如自己跟老爸開車還更有挑戰性。

路易很快就羞愧了。

看著、詭異著璧叔那手掌半摀口的竟

價，有時候雙方手探入袖中溝通。他有點喪

氣，這一招沒頭沒腦，沒個依據，怎麼開口

竟價？

「學會入微觀察，分折今日漁來量，

周邊這些人頭湧動的竟拍人都是誰家。自然

就能測出買賣方最合理的價位。」

路易連忙攝住飛思，璧叔深邃的眼神

正對著他。就在這一瞬間，他立下志向，要

跟著璧叔，練就一對這樣寫滿了東西的眼

睛。

「你行的，別急。」

路易沒有驚慄被一眼看穿，他花癡般

地崇拜偶像。

四、

各級員工訓練有素。許獅深深體會質

量是製造業的靈魂，食品入嘴反應比彈跳接

球還快，用戶不會給廠家時間糾正，一下子

就把這種品牌拉入騙錢那群。

純真的賓人認為會騙人一次，一定會

騙第二次。

拜託，消費者祇是純真，不是無知。

質量的監控，許獅把它列為鮭廠的重

中之重。

本叔的長子「東尼」是大學畢業生，

看得出他母親很能幹，仨兒子在家裡張口吃

飯丶手伸出來都嫩皮細肉的。要不是仨兒子

受他老子身教，有意無意透露不想上學，像

老爸做伙長，不也挺好？這是老媽的軟肋，

兩夫婦一輩子爭吵的就是老頭子做了伙長不

挪窩。

全家人「餓袂死，漲袂肥」（袂是關

音配字，意不會）。

做什麼都好，兒子就是不能也一輩子

圍著鍋台轉。夫妻難得一次的共識，把兒子

們送到朋友處，讓有本事的人領上光明的前

程。

獅叔注意到東尼常在工友前炫耀大學

學歷，明示自己的優越感。這次難倒了獅老

闆，得想法子滅了他這優越感，謙卑才能溶

入工友群。

辦法還是想到了，得下猛藥。

東 尼 ， 我 連 孔 子 門 都 沒 進 過 ， 信 不

信我放話就可以招聘到大學生替我提「夜

壺』？

東尼的臉一陣青，一會兒轉紅。

「孩子，你很聰明又有商科專業，會

比沒進大學的人多很多機會。」

他又意味深長的打磨，百尺高樓，由

地蓋起。咱們先學習謀生基本功，先懂得與

人相處。

「那句話怎麼說，藝多不壓身。」

這一帖猛藥還真管用，後來，雄獅身

邊多了一個，文武兼備的會計師與質檢師

傅。四個在眼皮下嚴加敲打過的熊孩子，已

然是雄獅旗下能獨當一面的肱股。

【第二十二章 風雨米黍道】
一、

許獅穿梭在推銷鷹王路上。

他 真 的 如 他 初 衷 ， 出 了 門 變 成 小 鳥

兒，睜開明亮小眼睛骨碌碌到處望。初次

來，他看上人家的稻田，這一回，他盯上的

是人家的稻米道。

他開通了稻米商道。租了倉庫，便讓

阿相坐鎮「仙朝峨」，收購稻穀。輾成大

米，租十輪貨運車（ten-wheel trucking）全

年緩緩運回岷市銷售。

所有人力都是露絲的顧客介紹，與當

噢示挑來的，她與一伯訓練考察後替代了新

店員工。把用過的舊員工供鮭廠、米倉，二

手鐵罐廠作為骨幹。

岷市米倉租在咐近倉庫區，米黍牌照

掛一伯名下，由他主持銷售。兩個左右臂膀

都有乾股。二手鐵罐廠與鮭廠同綫，就附在

鮭廠。

水牢被強制剌青令他厭惡與菲政府人

員打照面，他的辦法是力求不必相見。

最好再也不見。

雄獅有自己的考量，覺得寄居人家國

度，應該㚒著尾巴做人。張掦就是豬長胖

了，想吃肉的都排隊等著呢。

二、

他關注到國會一直以來醖釀「零售」

與「米黍」菲化。
事實上，在二戰後的1945年，菲國會

就已通過了較為溫和的「零售菲化。」其後
數年，國會續有大同小異的菲化相關提案。
但都沒有通過，一直到1954年，競選總統的
麥塞塞（Ramon Magsaysay）打著「菲人第
一」的政綱，成功出任總統。

雄獅聞到了熗鼻排華味道。他因此查
閱了許多菲政府的菲化原始動機。

稻米與玉蜀黍都是本土人民的主要食
糧。本來菲稻米一年三熟，自供自給綽綽有
餘。

美治時期政府提倡增加種植經濟作物

甘蔗，椰子，煙葉，麻。糧食農田大幅減

少，菲從糧食輸出地淪為入口國。政府有時

調度不當，便出現了糧荒。

華人自西治以來即掌握了本土米黍收

購，糧荒時總有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商

家抬哄米價，囤積居奇。畢竟一樣米能養出

一百模樣的人。

菲民眾於是把糧荒全部歸罪於華人。

民間施壓列「零售、米黍菲化」為重點議

題。各華人商會緊密合作，艱難與菲國會抗

爭。希望阻止菲化簽署成法。幾番努力。還

是功敗垂成。

價錢波動取決於收成。民眾習慣了認

定是華人造成。

三、

菲眾、參議會積極、強烈的言論給總

統施壓，力圖通過菲化案。許獅感米黍真正

的已在風口浪尖，不是前二年看到的「還有

許多變數、轉緩。」

這一波強勢「菲化」，把外僑經營的

『米黍』打進夕陽行業，前景祇有滅亡。這

是人家的地盤，還不是愛呆不呆，不呆滾

蛋，一句話的事。

他開始考慮取消稻米商道。反正收、

賣二貨倉都是租用，停止收穀，賣掉碾米機

器設備即可全身抽退。

惹不起，但躲得起。

阿相與一伯是菲人，立場大異於他們

的友友。

「是我倆正宗菲人在做買賣吔。」

「有你這外僑啥事？」

「老弟，你領路，別的事你就甭多想

了。」

華人商會不是還在與賈西亞總統抗爭

嗎？三、二年內，估計也不可能馬上立法。

立了法也得給二，三年緩衝期，像政府給

「菲化零售業」不也是如此？

他看著倆同伴不捨的模樣，提議他們

自己經營。

「不行，我們沒了領頭羊，連踏步都

亂了。」

「你祇在暗中操作，有誰知道是外僑

的生意？」

他搖了搖頭，這叫「傀儡」，抓到了

要坐牢、遣配的。是遣往台灣，不是我的故

鄉。説到這，倆同伴立刻軟了。

許獅提議，趁著賈斯亞總統好像聽取

商會的抗爭，一直沒有批準，他已經坐任快

二年了，剩下一半任期，說不上會不會為了

爭取連任，迎合大部分選民通過議題？就算

不連任，目下參、衆二院的議論對總統重磅

施壓。

總統雖然口頭承諾商會不通過。畢竟

華人在菲是少數民族，祇佔二成人口，無論

如何，目下的聲音還是很微弱。

<卅八>

一跪就是三千年
三星堆石人究竟是何身份？

6月13日上午，「考古中國」重要項

目——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階段性工

作進展及主要成果通氣會在三星堆博物館舉

行吸引了大批媒體前往。

各坑的埋藏堆積，除了5號和6號坑在填

土堆積之下只有一層埋藏文物外，其餘幾個

大坑以7號坑相對簡單，直接在填土之下掩埋

象牙和薄片狀為主的金器、銅器和玉石器，3

號和4號坑在象牙堆積和填土堆積之間均有一

層灰燼。

6個新發現的祭祀坑中，以8號坑的堆積

最為複雜：先是埋藏眾多大小不一、質地各

異的銅器等，之後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後于

南、北兩側填充夾雜紅燒土塊的黃褐色粉沙

土，之後鋪滿整坑灰燼，再之上填充夾雜大

塊紅燒土和「石磬」碎塊的黃褐色粉沙土，

最後填土掩埋，可謂層層疊疊。在這一年半

以來的發掘工作中，6座坑共計出土編號文物

近13000件，其中相對完整的文物3155件。

三星堆的這些新發現，
帶來了哪些古蜀文明的新信息？
從2020年開始，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

6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工作，被納入「考古

中國」重大項目。為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聯合了國內39家科研機構、大學院校以

及科技公司，共同開展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

掘、文物保護與多學科研究等工作，並取得

了階段性的重要成果。

這些重要成果，給我們帶來了哪些關于

3000多年前神秘古蜀文明的新信息呢？

首先，本輪科學考古發掘，進一步確認

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通過對近200個樣品

進行碳14測年，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

年-公元前1012年，精確到零頭。

此外，三星堆此次新出土的陶尖底盞、

陶高領罐、陶斂口甕等，與金沙遺址蘭苑地

點同類器物形制近似，由此可知，除了存在

打破關係的5號坑和6號坑年代稍晚之外，其

餘幾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為商代晚期，距

今約3200年至3000年，解決了過去三十年來

關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提取青銅

大面具

本次發掘發現了青銅大面具、扭頭跪坐

人像、神壇、玉刀等之前未見的器物，豐富

了三星堆遺址的銅器類別；研究認為三星堆

的銅器鑄造工藝為范鑄法和分鑄法相結合，

採用了鉚接、芯骨等技術。

尤其令人激動的一個新發現，是通過顯

微觀察和絲蛋白分析，在多個坑中發現了絲

綢，填補了西南地區夏商時期無絲綢實物的

空白。絲綢殘留物

本次發掘的若干新器物，顯示出三星

堆遺址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的密切文化聯

繫——比如3號坑和8號坑發現的銅尊、銅

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3號坑

和4號坑發現的玉琮來自甘青地區齊家文化；

3號坑、7號坑和8號坑發現的有領玉璧、玉

璋、玉戈等，在河南、陝西、山東以及廣大

的華南地區都有發現。而各坑都有大量發現

的金器，則與半月形地帶自古有之的金器使

用傳統相符。

此外，神樹、頂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龍

形象器物的發現，則表明三星堆遺址的使用

者在自身認同、禮儀宗教以及對于天地自然

的認識與國內其他地區人群相近，無疑確切

表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

的重要一員。

三星堆出土中分髮型人物，
金沙遺址也有類似的！「他」究竟是

誰？
6月12日，在緊鄰考古大棚的位置，三星

堆再曝新發現。考古人員初步確認一處80多

平米的房屋遺跡，並且接連發現留著中分髮

型的人像及石虎、象牙等器物。專家判斷，

附近可能還存在小型祭祀坑。

此外，包括三星堆、金沙遺址在內的古

蜀文明遺址中，曾出土多種髮型人物雕像，

包括辮發、笄發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孫華教授曾在研究中發現，髮型可能與統治

階層的族群密切相關，那麼，此次三星堆遺

址發掘的中分髮型雕像，究竟是什麼身份？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

與三星堆遺址一脈相承的金沙遺址，曾

出土了12件石跪坐人，其髮型中分，與此次

三星堆遺址發現的石跪坐人形態類似。

金沙遺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裸體，赤

足，雙手被繩索反綁，呈跪坐姿態。頭頂梳

著中分，四角高翹，像一本翻開的書籍。腦

後的兩股辮發並列下垂，尾端被反綁的雙手

遮住。身體微微前傾，眼睛、嘴巴和頂部的

頭髮都以陰線刻劃，部分位置有彩繪。耳垂

處鑽孔，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耳洞。金沙遺

址曾出土了多件石跪坐人像

這類形象在三星堆遺址、成都方池街遺

址曾有過發現，卻不見于中國其他地區，應

該是古蜀王國特有的一種藝術造像。

一跪就是三千年，石人是何身份？
在金沙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立人，

象徵著古蜀王國身份特殊、掌管國家權力的

上層貴族。它們都是站立于高高的插座或方

座之上，而石人卻是雙膝下跪、雙手被反綁

的形象。

一跪一站，兩者姿態形成鮮明對比。有

學者認為，這可能意味著石人與青銅立人的

身份迥然不同，表現的應該是奴隸、戰俘或

犯人這樣的下層人物。在舉行祭祀儀式時，

它們和其他祭品一起被集中掩埋，獻祭給神

靈。但根據石跪坐人像的「跪姿」，也有學

者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仔細觀察可以看

到，石人雖然雙膝跪地，但臀部放在腳後跟

上，大腿和身軀並沒有直立。

據文獻記載，古人兩膝著地伸直腰股

為跪，兩膝著地臀部貼于腳跟上為坐。而

「坐」，是一種古老的禮儀習俗。既然石人

像的姿態並非是帶有懲罰性質的跪姿，反而

是帶有禮儀色彩的坐姿，那麼他的身份自然

也就不是低微的奴隸或者戰俘。金沙遺址出

土的石跪坐人像（正面）

文獻記載也呼應了這樣的猜測。根據

《呂氏春秋‧順民篇》的描述，商湯王滅夏

之後掌管天下，遇大旱五年顆粒無收。于是

湯剪斷自己的頭髮，以木壓十指而縛之，將

自己的身體作為祭品，向天帝求福。百姓愉

悅，天降大雨。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

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于是剪其發，

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

甚說，雨乃大至」。

這樣看來，石人像與文獻中「桑林祈

雨」的湯王相似，是主動獻身祭祀的上層人

士，在古蜀社會可能像征著當時掌管宗教權

力的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