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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她二個手掌都塗上血泥。

她叫囝仔時，臉特別柔和，眼尾、咀

角都藏著友愛的笑。

倆小大人最後的駭怕一下子飛了。

姐弟倆凝視著她閉了眼的大花臉，稀

奇地看著她口一吹，吐出一個響雷。

「小弟，瘋女人不瘋，她是好人。」

倆姐弟爬到離她較近地壟邊。覺得她

的響雷一定會嚇走邊上的地鼠，蟲蟲。

幸好有她留在地裡，一直打呼嚕陪著

縮成一團的倆孩子，守護已捆好的豆。

五、

剛合上眼，姐弟聽到豬的慘叫聲，兩

眼睜圓，哪有睡意。原來瘋女人劈中了豬，

惹怒了的豬一聲嚎叫，比水桶還粗的肚皮一

扭，居然滿腔苦大仇深地折返，嗷嗷嗷對著

瘋女人咆嘯衝鋒。

她揚起扁擔，精淮出擊，正中豬頭，

劇痛的豬腦顯然忘了來時路。它要命的跨躍

死門，搶渡池塘邊壟頭逃生。

「依……」

豬絕望叫著，骨碌碌滾下池塘。

瘋女人一手叉腰，一手握著扁擔在地

上狠狠一鑿。

動靜很大，許砍揚著一支拐杖，瘋女

人揮著扁擔。

許砍胸口積鬱，今天終於找到了噴

口。

姐姐抓著弟弟的手，「別緊張，瘋女

人一定會贏。」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

兩人站上地裡的矮壠岸，眼睛都捨不

得眨，手掌使勁的拍；給瘋女人助威。

書上說邪不勝正，這瘸子太壞了，菩

薩是專派孫悟空來收拾他的。

奇怪的是他娘和寡嫂面無表情站著看

熱鬧。比起那些熱情觀戰的鄰居們地冷笑、

不屑地笑，怪笑。他的二個家人好像連皮笑

肉不笑都沒有。

許砍挨瘋子背後一扁擔，立時口中噴

出鮮血。

二支拐杖都斷了。

他信了，這女人是真的會劈死他。

他拼命向家裡爬，他不甘心死，心裡

的憋屈還沒有宣洩完。

幸好瘋女人的兄弟來強制拖她回家。

瘋女人腳是半被拖的，她回頭嘶聲喊

叫「囡仔。」

小姐弟眼眶紅紅，倆人低聲商量，天

亮了，咱送發粿去給她吃。

六、

明明是兄弟田，共用一水潭。

上田許捷堵死了他們的水道不放水下

田。丈夫在家的時候，那是二話不說的事，

丈夫兩鋤頭掘開上岸堵口，水就潺潺流在下

家的田溝裡，一個時辰就灌夠了。

妮英早已耳聞許捷惡行，要不，他大

嫂也不會賣掉這下田。

「得業者輸，不跟失敗者致氣，水就

留著他自己灌腸、灌肚吧。」

在水田另一邊二人多深的小溪，本來

就有一個水井，祇是被小溪流經的沙填滿

了，半岸壁上留下的踏石完好，井岸上的石

柱亦堅實，妮英尋思著，只要裝上吊槔，井

裡的沙挖走，就算天旱，上田的水潭乾枯，

這麼深的井也會泊泊出泉水。

「天公疼戇人，袂餓死乞丐。」（袂

是閩語，意不會）

妮英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倆姐弟望著井邊吊槔（桔槔）歡呼。

井邊一根豎立的柱上，一根粗竹橫桿

以石柱子為支點。後面竹頭橫桿末端壓著一

塊大石，水井對上橫桿尾懸掛適手握的竹篙

木水桶。一起一落，汲水可以省力。

妮英告訴一對兒女，你們聽著，要是

聽見我按下井的竹篙，有「嘭」一聲，你們

倆就一齊用力，把手中的繩子往下壓，幫我

抬起竹篙，滿著水的木桶就提上來了。

二小傢夥看了看頭頂上，橫杆上面有

塊大石頭，小心眼有點緊縮，石頭會掉下來

嗎？

「小弟，不怕，媽媽站在井壁上的小

踏石都不怕掉井裡，咱也不怕。」

桶底剛抵井面，妮英彎腰握緊繫著桶

的竹篙，晃動木桶，水還沒進桶，不意倆小

蘿蔔頭用力一壓，手抓繩子，二姐弟身子離

地懸空。已經用他們的體重把竹篙猛升。

妮英的腳離開了踏石，她四肢捲縮在

竹篙上，懸在空中。

驚慄的眼睛睜得好大。

倆姐弟把拉繩壓早了。

母子三人這一嚇，抱團坐在田壟，半

天都沒緩過氣來。

七、

妮英被吊在空中不上不下，英雄虎膽

嚇成了熊膽。

尋思著，水稻不能種，水稻離不開

水。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水稻就站在水裡，

一缺水它就蔫了。

以後就種蕃薯，省點水。用肩膀一擔

一擔從井裡挑上來，兩天挑不足夠，就挑四

天，反正有聽說過嚇死的，沒聽說過流汗會

流死人。

蕃薯葉豔綠得可眼，綠得可親。墨綠

的葉子足有巴掌大，小姐弟在田畦溝幫媽媽

翻藤，彎下腰，藤葉把他倆的身子都掩沒

了。

收穫期到了，上田許捷老婆耐不住眼

饞，厚著臉皮向妮英請教。

「沒啥秘訣，就是缺水長成這模

樣。」

妮英傻眼了，嘴才高調一下下，現眼

報也太「現」了，她發現地底連小藤薯也不

長半個，拔了幾棵，地底下長的只有粗根。

八、

亞攀像鬥敗了的公雞，足不出大門。

他病厭厭的斜靠在床上。那一天在麼兒的鼓

動下，到田裏看看。他在田埂摔了一跤，摔

斷了大腿骨。

這都是鐵掃帚長媳禍害的。大夫來

過，說老人精神太差，好像不願意動，交代

家裡人注意。

土改的洪流正轟轟烈烈奔泄在各鄉各

村土地上。

亞攀家田地是多了幾畝，已到富農線

上，但都是父子，家中老少自耕自耘，家中

從沒顧傭長工，工作組評估為中農。

土地不必改出。

老爹往妮英家，從來都是行色匆匆走

大路，那日心情好，罕得拐小路繞經鈔坑長

女惜英家報告評「中農」喜訊。

誰也不曾想惜英家早被鐵掃帚長媳盯

上，她長居娘家，弟蔡擔是鄉裡土改工作隊

副隊長，帶工作組在惜英家門口截捕了亞

攀。

蔡擔在她家門口土埕打起銅鑼，召集

開群眾大會。

題目是批判前廊村土改工作不徹底，

亞攀家中多良田，不是地主也得是富農。

到會的都是土地公廟周圍人家。

大家都認識是惜英老爹，紛紛議論。

九、

惜英慌忙派兩個兒子搬救兵。

妮英帶著倆兒女喘著大氣來到現場。

小姐弟看外公低著頭，站在那裡，嘴唇一個

勁地哆嗦。

大家都在聽那個穿鞋子的，一個人在

口沫亂飛，他還用戴手錶的手，指著外公的

頭，說什麼地主富農的。

姐弟掙脫了妮英的手，像脫了韁的野

馬，奔向外公。兩隻初生牛犢緊緊抱著外

公。

「外公不怕，有我們在。」

「你睜開眼睛看我們外公的手。」

兩隻小牛犢不懂株連九族，他們把外

公的手掌伸出張開，全是厚厚的老繭。

「看看我們外公的農民腳。」

「誰看見地主老財穿草鞋？」

再指著那拿廣播筒的手喊：

「地主老財的手都是嫩嫩的，戴手

錶。」

不知是誰不怕死，帶頭鼓起了掌。

場面失控了。

「我外公是農民。」

「看看我們的手，我倆是小農民，我

們一家都是農民！」

姐弟驕傲得像兩隻小公雞，翻開手掌

舉過頭頂。正是之前拔黃豆留下的水泡變成

繭。

兩小傢夥是妮英的秤鉈，土改大會一

次也沒落下，道理一套一套的溜溜轉，看過

鬥地主、惡霸，槍斃。膽子練得比他們的娘

都肥。

蔡鑽有幹部老弟撐腰，又扙著是在自

己地盤，悍婦惡向膽邊生，跑前揪住妮英。

「這倆狼嵬子是大人教嗖的，你們快

來抓破壞土改的地主婆！」

姑嫂拉拉扯扯。

小姐弟相互使了一個眼色，二人很有

默契的撲上，同時死命咬住悍婦二隻手腕。

甲魚一樣，甩也甩不脫。

小姐弟莊嚴的宣佈：「誰要欺侮外

公，媽媽，都不行。」

媒人婆陳素已經忍了半天，這時候她

跳到場中，使出她做媒人的舌燦蓮花。

「我要檢舉！」

蔡擔以為陳素要揭發黑材料，連忙把

手中的廣播筒遞給她。還鼓勵說，不要怯

場，把知道的都揭發出來。

亞攀父女三家，我是知根知底的。蔡

擔同志與蔡鑽姐弟是咱角落人，大家比我還

熟悉。

不久前，當時為蔡鑽介紹婆家的媒人

來找我，說是蔡鑽長居娘家，土改一開始，

她就要她當年那媒人陪她回夫家，索要這幾

年住娘家、加上交通斷，滯留娘家五年的米

糧。今後要按月送來供給。

惜英家鄰居反響很大，都說一粒米都

不能給，誰知道她這幾年躲在娘家，養什麼

親密緻意的人？

「亞攀，不能立下這壞範例呀。」

你不在意番客兒子戴綠帽，鄰裡各家

都有番客嬸媳婦，老人家們很在意。

聽了這番話，圍著的人群走了大半。

惜英帶來了娘家弟弟夫婦與他們村土

改工作組幹部。

兩村幹相互沒說上幾句話，蔡擔輕巧

宣佈：「保護革命成果，人人有責，各村必

須共同提高警惕。既然老人是革命的「中

農」兄弟。群眾揭發大會結束。」

「放他娘的狗屁，自己的悍姐先管

好。」

群眾散了，亞攀二腿還在顫動，挪不

開步。緊抿的唇一鬆，箭般飛射出一口鮮

血。

蔡鑽利用蔡擔，假公濟私，設局讓家

翁出醜，出一口憤怒。

丈夫拜堂後便下痢，半個月了還半死

不活。拖著命也情願匆促返菲。

<四十二>

「科學無國界」神話被打破
美國正試圖在全球形成「聯盟閉環」

英國倫敦的一家微軟專賣店。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

球政治、經濟格局加速重構與演變，科技創

新呈現新的趨勢，對此，我們應密切關注，

積極做好相關應對。

趨勢一：
科技創新受政治裹挾現象更加普遍。
近年來，全球科技創新發展受政治因

素牽制的事情時有發生，比如美國反覆修改

能源政策及在《巴黎協定》上出爾反爾，導

致科技發展方向搖擺不定，又如部分發達國

家通過限制在科學研究、技術研發、人員交

流、市場應用等方面的合作，來對本國領先

技術進行保護，同時達到遏制他國科技發展

的目標。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下，民族利益優

先、本國利益至上的情緒進一步在全球蔓

延，對外關閉或有條件地開放國內市場的事

件時有發生，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明

顯增強。俄烏衝突爆發後，科技創新受政治

裹挾的現象更加普遍，一方面，「科學無國

界」的神話被打破，制裁引起的科研封閉趨

勢持續醞釀和傳播，未來，科學研究受政治

脅迫可能成為一種新的世界現象；另一方

面，「政治正確」更大範圍地波及科技發

展，高科技企業、技術壟斷型企業已成為戰

時國家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發揮戰略

性作用，未來只要有需要，這些企業都會成

為美西方用作戰爭的工具。

趨勢二：
大國競爭加速技術變遷和躍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世界供應鏈被打

亂，國際科技與產業合作水平明顯降低。在

疫情衝擊下，世界主要國家經濟增長陷入停

滯，全球步入「存量博弈」，大國競爭更加

激烈。各國都尋求「科技突圍」，把科技放

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頻繁制定科技發展政

策和行動計劃，加大科技研發投入，試圖尋

求下一個增長點。

今年2月以來，俄烏衝突引發世界各國尋

求自身的新定位。可以預見，未來相當長的

時期，相關國家在技術投入、軍事研發、政

府採購、高端製造、科學家培養等方面，會

進一步擴張規模，國家間技術優勢變遷和人

類整體技術躍升速度將被加快。

趨勢三：
場景驅動加速科技應用和迭代升級。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

類對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體驗要求更高，

以科技體驗再建美好生活成為人們的基本訴

求，讓各種「場景」有了更大市場空間。比

如今年北京舉辦的冬奧會、冬殘奧會，有200

多項科技成果得到應用，涉及綠色能源、5G

共享、智能餐廳、自助售賣、科學防疫、智

慧觀賽等幾乎所有與賽事有關的場景。圍繞

這些場景應用，全國500多家單位、超過萬名

科研人員形成協同研發和創新，大大提高了

技術的集聚和應用擴散。

除冬奧會外，近年興起的「元宇宙」概

念也屬於典型的場景驅動，在虛實融合和時

空重構的場景構建中，區塊鏈加密、數字孿

生、空間計算、全息投影等技術得到加速應

用和迭代升級。

近期俄烏衝突加速「星鏈」、AI識別、

無人機技術等應用，本質上也是一種場景驅

動。出于戰爭的需要，技術能夠更快地投放

戰時場景；從長期來看，科技上的專業分工

和協同合作系統受到威脅，會促使相關國家

加大科技獨立研發進度，從而促進高科技產

品和系統服務加速誕生，這在未來若干年會

成為一種新趨勢。

趨勢四：科技支撐經濟社會轉型的壓力
進一步增大。

近年來，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

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蓬

勃發展，並加速向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滲

透、持續擴張，不斷重塑經濟社會新格局，

同時引起管理組織、商業形態、社會制度等

方面的變革，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成為越來

越明顯的趨勢。隨著數字化浪潮的推進，各

國在數字化技術領域加大投入，相關新型基

礎設施建設掀起新一輪高潮。

疫情發生後，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速度

進一步加快，在疫情壓力下，公共部門和私

人部門均加快數字化改造，具有網絡化、平

台化、分佈式等特點的創新組織模式不斷湧

現，人類社會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做出持續

改變。

同時，在全球氣候異常化、極端天氣頻

發的情況下，各國更加認識到經濟綠色低碳

轉型的重要性，紛紛加快制定和落實綠色減

排方案，綠色化成為全球未來發展的硬性需

求。在能源安全的約束下，科技創新在支撐

節能減排和新能源開發中發揮的作用更加凸

顯，經濟社會轉型向科技索要答案的壓力進

一步加大。

趨勢五：
科研範式和科研組織方式進一步變革。
人類正在步入新的科研範式變革週期，

數據密集型科研範式變得越來越重要，研發

活動向網絡化、生態化方向發展，開源開

放、知識共享成為新趨勢，應用導向、場景

驅動為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提供新方向；技

術集成成為創新常用形式，越來越多科技問

題通過集成現有技術而得以解決，創新活動

地域、組織與技術邊界不斷延伸、融合，多

主體協同創新趨勢更加明顯；科技研發與應

用結合更加緊密，創新活動不斷向下游延

伸，「生產」成為繼「研究」「發展」後的

第三創新環節；「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商

業化應用」距離日益縮短，「市場需求—技

術需求—科學突破」的反向互動更加明顯；

研發範式不再單純遵循線性模式，而更多走

向多向發力，科技創新的社會屬性日益凸

顯，科技向善成為研發應用越來越重要的導

向。

在科研組織方式上，舉國體制正在被越

來越多的國家採納，國家主導大科學研究和

技術攻關的趨勢更為明顯，國家戰略科技力

量中的企業因素更加重要，科技領軍企業在

保障國家安全中的作用更為凸顯，平戰結合

式科技研發甚至成為提升科技引領能力的重

要推手。

趨勢六：
技術科學成為引領新科技革命急先鋒。
科學革命催生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引

發產業變革（工業革命），這是歷史發展規

律。當前世界正處于第五次技術革命向第六

次技術革命轉變的時期，整體上仍處在第二

次科學革命週期內。科學研究進入報酬遞減

期，純基礎研究投入產出的邊際科學收益降

低，大的科學發現日益稀少，更多科學家將

科學研究重心向下游應用端移動，應用科學

研究十分活躍，競爭異常激烈，就連諾貝爾

科學獎也越來越像應用科學獎或技術科學

獎，這在全球是普遍現象。

在此形勢下，應用科學研究尤其是技術

科學的研究，將成為引領新的技術革命甚至

科學革命的重要力量。由于理論科學研究中

可摘的「果子」越來越少，純科學研究日益

呈現「擁擠的高端」，為了產生「增量」，

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技術科學領域進行競爭，

試圖通過技術引發的科學原理研究來獲取新

發現，同時開闢新市場，通過技術來尋求科

學突破，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長期趨勢，未來

三十年可能引發新的技術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