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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老哥哥辨事獅子放一百個心。

   明天風姨一走，該幹嘛還幹嘛。不如

養足精神，明早送走風姨，暴雨沒有了撐

腰，也会慢慢柔顺。俗語説呂宋地易乾易

濕。雨水很快就會退盡。

   大家還是妥妥的繼續安居樂業。活的

好好地。錢沒了可以再掙。

   掉到海裏才可怕，讓魚蝦水卒吃了，

魂魄都不剩。

   「你就知足吧，許獅。人總有個三災

六難。」他用手指 了 自己的大腿。

   他九轉迴腸，自彈自唱。一忽兒想起

自已山一程水一程的過來路，一忽𠒇又感到

幸運，劫後總有餘生。

   獅老闆預算了員工們五天量食糧，

她們都是「幫幫牙省」（Pampanga 菲地

名），二、三個鄰近村子的大熟人、或遠

親。他尋思著包下二輛大巴，讓她們能在最

近他們村子的集市下車。每個回家的員工發

二個月工資。宣布復工時再去召集。

   沒有家眷的十四名單身漢留下，盡速

柝除坍塌二座廠房。

   風姨掠過後第二天，鷹標就宣布復工

了。坍塌厰房立馬開工拆除。一伯看見友友

打著赤腳在工地蹓躂。腳上的拖鞋都忘記掉

在何處， 他意識到友友的不在乎其實是在

安慰同伴，這樣的當頭一棍子，友友其實是

憂在心裡。

   第一次看到雄獅這般失落。友友可不

能憂愁，那會吃不下飯。胃痛再犯。

   一伯又有了新的顧慮。

      五.

   昨晚新廠房滿地大小禽畜亦均安，風

雨還送來了八喜 。

   想不到威利兄弟，昨夜將放養的雞、

火雞趕進新廠房，还将阿相由「伊莎貝拉」

買回来；要给那沓廠加菜的本土黑猪亦帶

進。

   二聲轟隆，地皮有力的彈跳了黑猪躺

著的肚子。威利哥倆趁着微弱的蠋光，轻柔

给猪撓痒痒，他倆担心猪会見到這些人站起

來再狂奔。原來它一直都在逃窜。似乎知道

抓到就會沒命。威利兄弟收集各家殘余飯

菜、水，偷偷送到草地。這俩羅蔔頭昨晚救

了咱這一大群放養的雞。

   果然獅老闆聽了大悅。一伯更是笑逐

顏開，喑暗赞二小子随自己的高才。自己這

老油條想漏了的事他俩都知道。

   獅老闆交代老哥跟他父母說，讓這二

小朋友留下照顾這些离畜。看得出他倆是真

的善待它們，別人是沒辨法帶它們進廠房

的。

   十五歲、十二歲不小了，窮人孩子早

當家。

   二小子不是吃乾飯的，爱畜成痴，聪

慧過人，不久後還訓練了信鴿，令蝦鮭店與

那沓厰可以隨時通音信。這是後話。

   二戰後最潑辣的風婆在制造了滿目蒼

夷後，終於拍拍屁股滾蛋了。

   這一夜留下百孔千瘡，

   這一夜令罕見的人畜無害，友好抱圑

取暖渡過驚悚。

   這一夜準備宰殺的黑猪誕生了八喜，

給新廠房狼狽的人畜帶來了溫馨和喜悦。

      六.

   路易帶回來憂喜參半的消息。

   Uncle PiakPiak，蝦鮭店平安無損，鹽

與蛙都在二樓，她們都宅在三樓。

   露絲説，她已去數過艋舺，完數無

缺。一伯嬸 說，潮水正在退，遲些時水位

肯定會更降。

   好消息說完，再説酸心的事。

  我顺道靠近渔村，村子的平房都已沒

幾個露出屋蓋。救援的起重車正釣起二個在

脖子用麻縄圈著的人，倆屍體直挺挺在半空

晃。 

   獅子的胃一陣痙挛。

   我逃也似的回来，艋胛祗能到大橋

頭，我跨上橋面才搭上馬車，早上去時橋還

是沒頂的。

   路易帶來的木匠摆好姿势，正要拔除

射入木門的二根2 x 2 的木柱。狮老板立刻

制止，建議把木柱鋸斷，锯與木門的麫平。

這種時候只請究效率。

   「我要去𠒇鮭店看看。」

   一伯嚇了一跳，漁村一定還在搜救，

想起二村民吊死貓情景，他得想法子讓友友

打消現在就去𠒇鮭店的念頭，去了肯定會拐

去漁村，友友被之前的海难吓破了胆，他再

不宜看不該看的場景。

   你回來四天還沒能抽空向Dra.（稱女

性醫生）滙報。救兵如救火，你還是下午約

她來吧。明天才去店裡。

   好，叫她方便的時間過來。

   一伯不以為然，你忙，她才不忙。你

去米骨這一星期，她來了二次，磨嘰了老半

天。打聽的都是唐山弟妹和俩孩子的事，最

奇葩的是打聽你在菲有沒有女人。

   「沒啥不能說的，我家娘子和二孩兒

都上得枱麪，不丟人。」

   留腳成功。一伯翹起大拇哥恨恨鑿了

一下自己肚皮。任務完成步伐輕。

   獅老闆給Dra.分折了米骨區的市場，

Sonia魚露是老牌子，本來可以穩定銷售。

今年忽然滯銷，那是因為有魚露在貨架上瓶

子爆裂。壞事傳千里，得到消息的買家都把

存貨下架，也沒有信心再購買。

   出事的是煮餸用的二等魚露。

   他建議先檢查魚露質量，把廠裡之前

老標準「度數」保持。

   其次，把合格的魚露讓銷售員換下那

批次貨。

   Dra. 眉頭緊蹙，換下倒是容易，祗是

保持質量太難了。

   路易，把咱從米骨帶回的二瓶Sonia 

魚露拿給Dra.，你過去看看她廠的QC（質檢

人員）怎麼測試的，發現問題告訴我。

   聽説妳們廠有枝術的老員工都是令雙

親留下的。别急，應該很快就能查岀問题。

   其實我一早就過來，在前面網墻外看

到了，災情慘重。不敢進來添亂。

   你能幫助同行業務，人品值得信賴、

尊重。我是賓女，說話直接到重點，別的我

也幫不上，祗有不差錢，有需要請打聲招

呼。

   獅子存謝了。現在可以説略有基础，

他連大老板卡畢円夫婦都不說。自己堅信能

跨過這個坎。

   樂觀歸樂觀，所有的「天算」都擺明

眼前。唐山剛買了房，沒有預計的蓋廠房，

滿滿二倉房運出去就是錢的空沓，至少須

三、四個月才能開工的那沓廠，漁村有三分

之二是靠供應店裡的蝦皮過日子，救援是迫

在眉睫的事。

   似乎满地雞毛。

   獅老闆一時覺得大勢已去，三耳棄二

耳，（損失大）

   又一轉念，憑吊不如養足精神再拼。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不該為亂我

今日之日再煩憂。」

   那沓廠會開工，蝦鲑罐頭廠也會開工

的。比原定遲些而已。三耳才棄了一耳。

   满地雞毛飛走了。

      七.

   越明日，獅老闆趁了阿廣馬車到蝦鲑

店，店口已能踄水而進。

   房東掏出他退伍帶回的寶貝望遠鏡，

獅老闆從三樓後座窗一望，當澳示漁村還有

約半腰深浸水。

   他與大嫂，露絲估計店裡水退盡時

間。估計復業的日子；估計撤往「達甲

達甲円」社大教堂的居民幾時可以回渔

村。（Dagatdagatan位於鄰社較高地，不漲

水。）

   祗要店可作業，各艋舺的男將便可以

先回來捕蝦皮，有收入。

   明天一伯會回來協助妳們準備漁村每

戶發放救災款，七位不幸遇難的老村民家

屬，要另備慰問金協助喪葬。

   「昨天已經用艋舺運出海灣海葬了。

等不了，屍體已經關在他們家漲水房間三

天，皮都泡爛了。甲長說怕會瘟疫。」

   涙珠滾下雄獅的眼眶。

   有沒協助送老人一程？

   全店男工都去了，連Tsinoy 也去送出

海。

   馬車啲嗒喲嗒往回走，一路上，漁村

的災難像馬蹄一下又一下踩中他心臟。

   獅子用筆在紙上畫拉。今後難保沒有

十五級以上颱風撲正大岷區。即使預算短

缺，員工住處和廠房都要打地基，築水泥

墻。 

   蝦醬罐頭廠衹能再等下回分解。 

救濟渔村列在日程表上最優先。自己

是從當澳示漁村老哥哥、嫂子的家走出來，

自己也算是半個漁村人。必

須讓村人覺得有依靠，才能徹底恢復

安寧生活。

   有老板親自参加勞動，效率很高，十

天工夫，鋅片全撬完，整齊叠放在墻邊。工

人正用竹蘿把壓扁的那沓裝上車，二個司機

三輛車不停對開川運往癈鐡廠。

   那沓的二盤買主「詹順」這時候才大

蛇出洞，剛跨進大門，遠遠的高呼，哭北，

（閩語意壤事了）我拿什麽去交客户？

   我之前屢屢告诉你，訂購的空沓要按

時拉走，我的货倉一人要應付眾人。寡不敵

眾呀。現在好啦，都壓成癈料。

   我不菅，咱人（中國人）做生意，牙

齒當金使，我今天一定得出货，我的客户今

天要用。

   好，好，好，都是天和我的錯，害你

不守信。我保证開工後優先通知你。

   你最好抓緊時間向你的客户借借看，

眼前先拆東牆補西牆，然後到别家那沓厰找

貨源。

   獅老板長長呵了一口氣，自家要是不

趕快開工，也會像詹顺。

      八.

   Soria解决了質檢，換货。客户渐渐回

頭。白大褂高興壞了。衷心感谢獅老闆。

   她知道獅老板忙，天天鹰標、廠房工

場二地跑，獅子正在與時間賽跑，二座廠房

同時趕工建造。

   白大褂蘇菲（Sophia）像在獅老闆

處上班，天天不定點出現在他麪前。請問

些Sonia廠問题，侄子大衞（David）在鹰標

「打工」受訓。蘇菲認為常過來看看他是應

該的，無不妥。與獅老闆總能巧合碰上也不

奇怪。不知什麽時候，蘇菲變得衣著親民，

沒有了高踭鞋，红指甲，臉上也沒有了脂

粉。竟然還與大衞搬回厰邊她家那不寬敞老

屋。

  她發覺自己一天不見獅老闆那對明

亮、有擔當的雙眼，就好像對自家的鲑廠

沒那麼有信心。 即便他忙得看不見自已。

她祗要在背後看見他大踏步，腰笔直，脚生

風，昂首挺胸，一步一腳印，自己也就覺得

心裡踏實，Sonia鲑厰有靠山。

<四十>

美國最大水庫驚現湖底藏屍
還有多少屍體藏在隱秘的角落？
一場天災，將多年前的秘密人禍暴露了

出來。

美國西部地區今年遭遇了大旱，導致全

美最大的水庫之一米德湖水位急劇下降。令

人毛骨悚然的是，湖水退去後，人們竟在湖

底發現了多具人體屍骨。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5月1日，

官員們在水庫岸邊發現了一個金屬桶，裡面

裝著一具三四十年前的男屍，他的頭上還帶

著明顯的槍傷。

幾天後，來自拉斯維加斯郊區亨德森

市的一對姐妹，在湖上划船時，也發現了人

的骨頭。國家公園管理局的護林員接到電話

後，找到了這些遺骸。

米德湖位于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交界

處，距離「賭城」拉斯維加斯40多公里。湖

底藏屍被發現後，人們不免將其與拉斯維加

斯早年間的黑幫聯想到一起——後者一直流

傳著殺人後棄屍湖底的傳聞。

隨著湖裡的水逐漸消退，一些隱藏多年

的秘密也許將重見天日。

1
「黑幫」猜想
5月7日下午，林賽·梅爾文（Lindsey 

Melvin）和萊內特·梅爾文（Lynette Melvin）

正在米德湖上划船——水太淺了，已經沒辦

法潛水。水位比以往低了很多，沙洲也露出

了水面。

2點左右，姐妹倆發現了一具人類遺骸。

起初，她們還以為那是一隻大角羊的骨

頭，直到看到下顎骨和牙齒，才發現這是一

副人骨。30歲的萊內特被眼前這一幕嚇了一

跳。隨後，她們向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護

林員報告了這個驚人的發現。克拉克縣的法

醫收集了這些遺骸，試圖確認此人的身份和

死因。而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的警員表

示，屍體上尚未發現謀殺的跡象。

無論如何，屍沉湖底都會讓人感到蹊

蹺。更何況，這已經是米德湖一周內，第二

次發現人體遺骸了。

此前5月1日，一名遊客在湖邊發現了一

具桶中藏屍。這具屍體雖然腐爛得很嚴重，

但身上還粘著一件襯衫、皮帶和鞋子。偵探

們推測，他的Kmart牌上衣，是在20世紀70年

代中後期購買的。因此，這具屍體的死亡時

間可能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

此外，頭部有明顯的中彈痕跡，所以警

方判斷，該男子死于槍殺。

拉斯維加斯黑幫博物館的展覽和項目副

總裁杰夫·舒馬赫（Geoff Schumacher）指出，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黑幫在拉斯維加斯是

一個突出問題：來自芝加哥、密爾沃基和堪

薩斯城等中西部城市的黑幫分子，在拉斯維

加斯周邊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當時的拉斯維加斯發生了很多謀殺案，

還有很多人失蹤，沙漠中也發現過屍體。

「如果（他）是黑幫暴力的受害者，我覺得

沒什麼好驚訝的。」舒馬赫說。

在拉斯維加斯長大的梅爾文姐妹，也

曾聽說過黑手黨殺手在湖中拋屍的傳聞。這

些屍體的曝光（尤其是5月1日被發現的桶中

藏屍），讓這些流言再次傳了起來。舒馬赫

表示，將屍體裝進桶裡拋屍是黑幫的常用手

段，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這些屍體或被埋

在地下，或被扔進湖裡。

芝加哥的黑幫老大約翰尼·羅塞利就是其

中一個有名的例子。他幫助黑幫控制好萊塢

和拉斯維加斯大道。1975年，羅塞利在美國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就涉嫌密謀刺殺約翰·肯尼

迪總統作證後失蹤。

2
桶中藏屍是誰？
屍體被發現後，整個拉斯維加斯都在談

論這件事。退休警官、社交媒體人大衛·科爾

梅爾（David Kohlmeier）甚至出資5000美元，

用以懸賞在米德湖發現其他遺骸的潛水員。

人們開始猜測，如果這個案件是黑幫的

手筆，那麼受害者是誰？他做了什麼「傷天

害理」的事讓別人動了殺心，甚至費這麼大

勁，被拋屍到深不見底的湖裡？

根據黑幫博物館官網6月1日發佈的文

章，按照謀殺案的時間估計，這具屍體的身

份，可能與阿根特公司（Argent Corporation）

有一些關聯：該公司擁有Stardust、Hacienda、

Marina和Fremont四個賭場，上世紀70年代，

黑幫分子偷偷將這些賭場的錢轉移到芝加

哥、堪薩斯城、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的犯罪

家族手裡。

大家想到的第一個人，是杰伊·范德馬克

（Jay Vandermark）——20世紀70年代的一個

老虎機賭場經理。范德馬克從阿根特賭場的

老虎機中盜取了700萬至1500萬美元。為了躲

避芝加哥犯罪集團和內華達州博彩業監管機

構的追捕，他在1976年消失了。

舒馬赫說：「范德馬克知道很多關于偷

竊的事情。他在這個時候失蹤，很可能是被

黑幫襲擊了。因為他如果被警察抓住，可能

會暴露一些事情。」

不過，2007年的一份法庭證詞表明，范

德馬克已在鳳凰城被殺，並被埋在附近的沙

漠中，但至今仍未找到屍體。舒馬赫不太相

信桶中的屍體是他。

第 二 個 可 能 的 對 象 是 威 廉 · 克 雷 斯 波

（William Crespo）。他是一個可卡因毒販，

後來翻身做了美國政府的線人和證人。1983

年，他在指證一名前阿根特公司高管和其他

6人之前失蹤了。結果可想而知，沒有他的

證詞，案件被撤銷了，高管等人也被無罪釋

放。

約翰尼·帕帕斯（Johnny Pappas）則是

一名與黑幫有來往的賭場僱員，也是阿根特

公司在米德湖一個度假村的前經理。失蹤前

夕，他正準備出售停在湖邊的一艘船。

湖水的水位還在下降，人們覺得肯定會

有更多的屍體浮出水面——但也未必是被謀

殺的受害者。多年來，該湖發生過多起溺水

事件，但屍體都沒有被打撈起來。

3
理想謀殺地
除了湖底以外，森林也是犯罪分子理想

的拋屍地點。早在1995年，《洛杉磯時報》

就發表了一篇文章，盤點上世紀70-90年代在

1000平方英里的洛杉磯國家森林中發現的屍

體——數量不算驚人，但也足夠震撼：幼至3

歲的佩拉·瓦倫西亞，老至73歲的詹姆斯·楊。

當年，警方在森林中發現了8具屍體，其

中還不包括無法識別的骸骨；1994年也發現

了另外3具屍體。當局表示，無法確定有多少

屍體被留在森林裡。

一些受害者可能將永遠沉睡在森林深

處。即便屍體被找到，也可能已經因過于腐

爛，而無從辨認。

毀屍滅跡無疑是完美犯罪的最佳手段之

一，而人跡罕至的湖底和森林，則是埋藏秘

密的絕佳地點——當然，如果能逃過法律的

雙眼，倒也不必如此「大費周折」。

美國的安全問題一直為人所詬病。2020

年，美國的謀殺率暴漲了近30%，達到該國

現代歷史上的最高記錄。2021年，殺人率再

次上升了5%。謀殺似乎成了美國的一個「特

色」問題。

與此同時，據2015年美國國家公共廣播

電台的報道，美國有1/3的謀殺案懸而未決。

犯罪學家估計，自1960年代以來，至少有20

萬起謀殺案仍未水落石出。

以字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