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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三個人腦仁橫衝直撞研究方案，獅老

闆還是覺得「兩害相權取其輕」，現在就找

買家頂出倉房和機器，效楊儀「徐徐退回漢

中」為良策。

等頌佈後才無條件放棄倉庫，殘價拋

售機器。那就象壁虎或老鼠，在遇到危急時

刻，才自斷尾巴逃生。

那得多疼？

1960年8月2日米黍業菲化案簽署成法。

距離他徐步賣完存貨，完滿把倉庫、

機器用理想的價位頂出

，已經過去了半年。

兩菲友友懊腦不已，好像殺掉了一隻

生金蛋的母雞。

獅老闆卻似脫手一個燙手烤紅薯。

他覺得「東方不亮西方亮。人挪活，

樹挪死。」

四、

雄獅的商業花花腸子從不停止蠕動。

從他踏進當澳示漁村，他就一直關注本地海

岸線，觀望海產動向。

隨 著 日 益 加 深 對 本 地 政 治 環 境 的 瞭

解。他加緊腳步籌備，「蝦醬」罐頭廠。

他早已琢磨過，魚鮭，鮭汁要六個月

成熟期，蝦醤從新店拉回來就可以上生產

鏈。蒸汽鍋爐也比醃池投資少。更何況自己

琢磨、試驗了這些年的「化蝦殼」枝術，已

經用「玻璃瓶裝」在新店試銷了一年多，市

場反應熱烈。

他市埸調查了一下，有吃芒果的地方

就迷蝦醬，出了國的菲僑，蝦醬就是他們的

鄉愁。可以找菲僑國外銷售。已經有回鄉的

菲僑在新店打聽了。

他開始計劃租下新店鄰地，添置小蝦

船。

他亦開始熱心關注後鄰的1.6公頃青草

地。凖備廠的預後擴充能租用。

一伯看見友友最近川字眉舒開，那喜

顏是從心底湧上來的。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看

到，友友笑容中沒有那抹憂鬱。

「知道嗎？我大姨子來香港了，也就

是說我家娘仨也可以出國。」

不等一伯開口，他已不及待的分享了

這一喜訊。

 最近，他眯著眼睛入睡前，老看到他

的娘仨就在前面不遠處，恍惚手再伸長一點

點，就可以擁入懷中。

第二十三章【天算】
    一.

   天文台男声報音員用丹田之力，震聾

耳朵急躁的宣說，超級風姨今晩掠過大岷

區，將會帶來驟雨。那種爆裂的聲音隔100

米都能聽見。

 「啪」的一聲，一伯伸手關掉收音

機。

   都聾啦？不能開小聲？要説幾次？嚴

禁破鑼聲傳到老闆住宅！

   他嗔斥着洗空罐的女工 們。

 友友太累了，帶著路易七晝夜走遍

「米骨區」视察市場。帮隔鄰Sonia魚鲑厰

那個十指尖尖不沾陽春水；白大掛女醫生老

板。

   一伯臉上的摺子都皺成一堆，友友自

偷渡過番，「颱風劫難」給他留下聴不得強

烈呼嘯、沙沙風雨聲的後遺症。醫生説過，

這是心理病，再有這樣一次經歷就痊癒了。

   去你的黃綠醫生（庸醫），友友再遇

一次我準先死，心疼死的。

   每次颱風過境，他看見友友躲在房中

用被子蒙着頭。風姨去向海龍王繳旨後，他

仍足有二天不用餐。一伯在心疼中摸索，悟

出能讓友友心不驚胆不顫，雲淡風輕跨越暴

風驟雨好招式。

   十五级強風今夜零晨登陸大岷！

一伯急急推算著潮汐時間。暴雨遇潮

汎，天龍碰地虎。

   不好，今晚13:05 正逢最高潮。當澳

示漁村岸上潮高1.2米 ！

   他倒不擔心蝦鮭店，員工們都是海龍

王老鄰居。村裡幾代人在牠門口討生活。

   現在他衹擔心友友這隻旱鴨子、老搭

擋、親家人。他盤算著如何讓他睡到明日中

午，幸福的自然醒。一伯用飯匙鏟喚醒了友

友半咪眼，誆他和著麥片吞下二片安眠藥。

   他接著強制躺在客㕔裡半閉神仙眼的

路易坐起來。

   年輕人，等我出去轉一圏回來才死

目（睡覺）。快起來喝麥片，盯著你Uncle 

piakpiak 動靜。 (幾個年輕侄辈對獅老闆的

暱稱。)

   我沒睡，祗是眼皮合上回放Uncle 

piakpiak 這幾天的精彩。我不費心也不勞

力。這一天天的，啥都不擔誤，飯照吃、覺

照睡，我Uncle piakpiak才累。他夜謀計不成

眠，日間與疑似客戶磨嘴皮子。眼睛乾澀、

疲勞又口乾。幸好你調教得好，讓我帶上

Sustagen （一種補胃營養奶粉）。

   你都不知道，我Uncle Piakpiak跟他們

說的是正版米骨話吔。我現在正愧生愧死，

愧為土生土長，一句也沒聽懂。我那睡得

著?

   不對呀，Uncle Piakpiak不會憑空帶我

出門七天觀光米骨。路易越想越有壓力。

   一伯本來就是友友的過命兄弟，這十

來年與他水濃於血。夫婦倆二肋插刀跟著兄

弟謀幸福。獅老板在不是兄嫂卻勝過兄嫂的

面前，也從沒把自己當外人。

      二.

   艋舺小船泊满了當澳示海岸，村子裡

的鬥雞比老百姓第一優先被抱上了樓。

   露丝穿家走户，本著重要的事情説三

遍，她嘴巴不停的重複、三申五令。連環绑

固艋胛哈，拼老命保住咱的飯碗！

   她太了解渔村各家大老爺們，關健時

刻常㑹掉鏈子。

   露絲，甲長任期快结束，妳這麽吃

力，在為自己竟位造勢呀。村甲長的老婆看

著露丝這麼拼命奔走，廣而告之。這個衹會

管丈夫的潑婆娘酸意四溢。

   哼，沒閑工夫跟妳捉蝨母。（漁村各

家婆娘興用手互為對方捉蝨子，咀像雞母屁

股飛快攝動，二麪三刀說是非。）

   她衹關心艋舺；村民的飯碗。要是小

船有差錯，店裡總不能讓他家餓著肚子繼續

交艋舺貸款。

「我們蝦鮭店不得虧死！」

   嫂子指揮著讓鹽先開路上二樓，再搬

運成品蝦鮭。她臉上的汗珠與扛著鹽包的小

伙子一樣多，心 跳一樣急。

   一伯召集那沓廠骨幹，紋路清晰，鼓

足中氣宣布，三輛貨車開往鷹標車庫，那沓

厰員工暫住鷹標工人宿舍。那沓廠光棍留宿

新建蝦醬廠房。

   馬將軍阿廣安排二匹寵馬、馬車，與

二頭澳州牛暫住進新廠房。

   鷹標員工兄弟們聽好，今日起生產线

暫停產，各員工留宿護厰。依獅老闆平時訓

練，帆布嚴密伏蓋六個醃池。

   「都散啦，抓緊執行。」

   一伯簡短鏗鏘宣告，那沓員工們鷄飛

狗跳一整天。集箱著工棚一堆堆洗好空沓，

那些婆婆媽媽追趕著放養的雞，硬是要帶在

身邊。

   一伯沉思著各細節。沒有友友在綫指

示，他總覺尚有不周全，似乎安排還有漏

洞。他重復回放自己的決策。

   新廠房。這裡水泥牆穩當。空間大，

祗有一套準備上生產线的火鼎和蒸鍋。

   鷹標廠與宿舍地勢較高，水泥墻壁。

   拿沓員工住宿安全。

   倆經uncle piakpiak「魔鬼訓練」過的

新鋭小子。正配合阿相在伊莎貝拉收帳款，

拿客戶訂單。

   各就各位。好像沒毛病。

   友友今夜、每一夜都可以睡得噴噴

香。

   一伯鬆了一口氣。

      三.

   「sus mar-yosep ！」(菲語，天主教三

聖齊現身，表示極度驚訝)

   當半根2x2 木柱子射入木門，一伯的

心一顫。緊接著先後二聲「轟隆」，震動腳

下的地如波浪急剧下降又升起。

   路易從沙發上一個翻身站立，抓住了

一伯這根救命稻草。

   Innay!（菲語_娘）

   蠟燭滅了，四周黑濛濛，祗有呼呼的

風聲伴著樹木斷折音，暴雨象無數條鞭子抽

打著屋蓋，抽打著落地玻璃窗，破洞進水

了。

   天塌啦

   一伯一個趔趄，撞上後面一堵肉墙。

   許獅鐵鉗大手，一旁一胳膊抓住他

俩。

   突然，一道耀眼的電光把天空和大地

照得通亮。他仨很清楚地看見了對面二座厰

房象扒在地面的王八，他們甚至看到鋅片在

空中象魔毡飛著，白色利劍如壇花一現，天

地又連成一體，被無邊無際的黑暗吞沒了。

   「沒什麼好看，咱回去睡覺。」

   許獅知道焦雷即刻會跟著閃電轟炸。

   跟著摸索到了房間，二人儍眼互望。

   愣著幹啥，泡咖啡，吃麵包。

   他一邊啜著熱Sustagen，一邊大口吃

著麵包。

   一伯滿臉疑惑，手中的麵包始終懸在

半空，忘了放入口中。

   獅老闆自顧自的吃好，喝好，自言自

語。也不管二個風雨故人聽不聽得懂，

   千算萬算毋（不）值天一劃。

   月光遍天下（都一樣遭遇，不是祗咱

一家倒楣）。

   這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比喻必

然发生、无法阻挡的事情，不以他人的意志

与想法为转移）

  「你倆吃呀，先把肚子飽歪了好睡

覺。」 

  獅老闆一付不吃白不吃的吃相，好像

霹靂、水傾屋頂，聲聲入耳不關他啥事。 

   屋外呼嘯的狂風，破窗洞射進客廳的

水；因著獅老闆這根定海神針沒有了兇狠。

小房間昏黃的蠟燭光撫慰了他仨片刻安寧。

   二過命兄弟安靜的躺下各想心事。

   友友這一反常不會是多年前的驚慄；

加上心疼二座廠房坍塌了？

   那個被自己喑地裡駡成黃緑醫生的話

難道是真的？

      四.

   許獅聆聽著外面動靜；似乎仍在海難

那船艙，他下意識的蹬了蹬腳，確定腳下沒

有水，自己不是在海上飄流。

  （他心裡踏實了。 

   陸地上沒啥可怕的，風雨再大，腳總

有落地處。茫茫大海才可怕，上不著天，腳

不著地。   聽著老哥滙报，员工與货車全部

撤離。他一點也不意外，老哥哥是誰？土生

土長的渔村人，在這全世界最多颱風的千島

之國，每年歴練二十多個颱風暴雨，他那百

鍊成金的手指更神，一掐就知道潮汛。

<卅九>

向女生杯中投放牛磺酸泡騰片
會獲刑嗎？

近日，上海外國語大學一名21歲男生向

同校女生咖啡杯中投放不明物，引發關注。

6月13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通

報稱，初步調查證實，該男生在女生咖啡杯

中投放了半片牛磺酸泡騰片，該泡騰片系從

網上購買。目前，物證檢驗和調查工作還在

進一步調查中。

6月15日，澎湃新聞記者從上海外國語

大學獲悉，因尹某某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惡

劣，校方于6月14日按程序給以尹某某開除學

籍處分。同時，根據黨規黨紀，取消其預備

黨員資格。事發後，不少網友搜索發現，多

個電商平台上，牛磺酸泡騰片被商家宣傳為

「提升性慾或催情的產品」。但不少醫生和

專家表示，牛磺酸並無這一功能。

在法律人士看來，該案的關鍵點在于牛

磺酸泡騰片到底是食物還是藥物，以及男生

尹某某購買牛磺酸泡騰片時，主觀上是否誤

認為牛磺酸泡騰片具備催情功效，並希望通

過投入女生杯中行為達到催情之目的。

1
牛磺酸泡騰片是什麼？
網傳截圖中，被投異物女生表示，她在

圖書館的咖啡被一名男生投放不明物。她與

這名男生認識，但沒有任何過節，「從上周

就發現他在我附近自習。他下了東西之後，

還在我斜後方觀察喝沒喝，去衛生間倒掉他

還跟著」。

事發後，這位女生報警，並到醫院做了

檢查。她稱，身體暫無異常，但很難說不會

留下心理陰影，「不論他買的藥是否有催情

效果，他都已經有這個主觀意圖。」當晚，

上海外國語大學對外通報，學校高度重視此

事件，已成立工作專班負責協助公安機關調

查，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6月13日，上海市松江區警方通報，投放

的不明物是牛磺酸泡騰片。經初步調查，該

校21歲學生尹某某在學校圖書館內，趁該女

生離開座位之際，向其咖啡杯中投放異物。

警方稱，女生喝了一口後，察覺咖啡異

樣，將剩餘咖啡倒掉，並向學校保衛部門報

告。經醫院檢查，未發現該女生身體異常。

警方隨後找到尹某某，其承認在女生咖啡杯

中投放了半片牛磺酸泡騰片，該泡騰片系從

網上購買。目前，分局已將相關物證送市局

專業技術部門檢驗，相關調查工作在進一步

開展中。

在電商平台上，售賣牛磺酸泡騰片的

商家不在少數。值得關注的是，它被打上了

「女性專用」「乖乖飲料」等誘導性標籤，

還有商家介紹，該產品是針對女性所研製的

提升性慾或催情的產品，並強調保密發貨。

不過，在上海外國語此事發生後，大部

分與「牛磺酸」有關且帶有一些性暗示的商

品已被下架，目前只顯示牛磺酸有關飲料或

相關營養產品。

牛磺酸泡騰片究竟是什麼？資料顯示，

牛磺酸作為一種內源性氨基酸，具有一定的

中樞抑製作用，能夠調節神經組織的興奮性

與體溫，具有解熱、鎮靜、陣痛、抗炎、抗

風濕等作用，還可以提高機體非特異性免疫

功能。多個醫生及營養師則表示，牛磺酸泡

騰片並無商家宣傳的所謂「催情」功效。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藥事部

劉治軍也科普解釋，牛磺酸本質上是一種含

硫的氨基酸，廣泛存在于人和動物的多種組

織器官中，沒有增強性慾的作用。因此牛磺

酸做成的泡騰片並不是性藥。事實上，很多

功能飲料中也含有一定量的牛磺酸。當然，

也有不良廠家直接把牛磺酸制劑包裝為「增

強性功能的保健品」虛假宣傳銷售。

國內某三甲醫院的一名藥師則明確表

示，目前不存在對人類生效的催情藥物。

「專業的藥理學書籍當中，沒有催情藥這一

說。」

劉治軍分析，案件中該男生投放的「××

牛磺酸泡騰片」應該是包含牛磺酸和其它成

分的泡騰片，這些泡騰片產品目前沒有被藥

監部門批准為藥品，而是作為可以相對寬鬆

管理的保健品（特殊食品），可以隨意在網

上購買。

2
律師：按泡騰片屬性及男生目的來定罪
在為讀者科普的同時，醫生和營養師

也表示，專業分析不能成為投放者開脫罪責

的證據。如果投放者是看了這樣的宣傳去買

的泡騰片，主觀上就有犯罪意圖。陝西恆達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公益律師趙良善認

為，該案的關鍵點在于牛磺酸泡騰片到底是

食物還是藥物，以及男生尹某某購買牛磺酸

泡騰片時，主觀上是否誤認為牛磺酸泡騰片

具備催情功效，並希望通過投入女生杯中行

為達到催情之目的。如果其以催情為目的購

買牛磺酸泡騰片並實施下藥行為，主觀上就

具備犯罪意圖和故意，那麼尹某某應承擔法

律責任。

他說，產品本身雖不具備催情功效，

但若尹某某誤以為具備催情功效並實施，只

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未得逞，屬於未遂，

根據其主觀上下藥最終想達到的目的定罪定

責，例如，如他誤以為牛磺酸泡騰片能夠催

情，下牛磺酸泡騰片是為了強姦做準備，則

主觀上屬於強姦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犯罪準

備行為，僅是因為牛磺酸泡騰片不具備對應

功效且女子發現被下藥導致未得逞，屬於強

姦犯罪未遂，仍然承擔強姦罪未遂的對應責

任。

趙良善指出，如果該男子不具備上述

主觀意圖，而牛磺酸泡騰片本身也不具備任

何催情作用，男子僅是惡作劇或者其他，那

麼其在公共場所往她人杯中投放不明物品之

行為，或涉嫌尋釁滋事，將根據治安處罰法

之規定，情節輕微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

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

一千元以下罰款。

趙良善強調，如果男子主觀上確實將

牛磺酸泡騰片理解為催情藥物並實施投放行

為，其犯罪準備工作其實已經完成，不因投

放物是否具有催情作用而改變，都屬於未

遂，投放物不具備催情作用以及女子發現異

樣都屬於其意志以外的因素，所以，都屬於

未遂的原因，這時候，原則上按照犯罪未遂

量刑處理，不再額外減輕處罰，因為未遂相

對于既遂來說，已經屬於從寬情況。

值得關注的是，兩年前曾發生過一起類

似案件。2020年7月，廣東深圳一家自助餐廳

內，一名男子趙某在趁女伴離桌期間，在她

的水杯中下藥，幸好被餐廳店員發現。店員

以幫忙續杯為由把杯子收走，並收到後廚作

為證據保留。事情被曝光後，趙某多次向女

孩道歉，但對方不予接受。他在回應媒體採

訪時稱，「本意確實是惡作劇」。

深圳福田警方通報稱，嫌疑人趙某涉

嫌強姦被刑拘。他向女孩飲用的水杯內投放

白色粉末，是試圖讓其飲用，尋求刺激。後

續，檢方以證據不足，對嫌疑人趙某某作出

不批准逮捕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