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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兩跟班到底法力有限，沒能耐把屁兜

回代表的褲襠。他倆明白，搜不到銅臉盆她

是不會鳴鼓收兵。這可不符她趕盡殺絕的獨

特風格。

誰不知道許獅家那個祖傳銅臉盆？抓

壯丁時，保甲長要僱人頂名額換他的銅臉盆

他都不幹。蔡偏的另一毒就是專幹這種揪人

心肺，刨人祖墳的失德事。

巴掌大房間就這連櫃，哪兒還能藏？

眼皮一翻，不等眼白轉青，肚子裡的壞水沖

上嗓門，憑著自己的常勝經歷，她直奔床

巷。

妮英強按心鼓，冷汗滴滴答答的從下

巴掉下來。大禍臨頭，誰也拉不走這牛鬼蛇

神，祇有觀音菩薩慈悲顯神通。你倆閉上眼

睛，專心跟我一起默念菩薩聖名：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

蔡偏一掀床巷布簾，兩個黑忽忽的馬

桶前後站隊。矮的是盆滿缽滿，濃湯燉香

腸，不加蓋，座落高馬桶後面，一目了糞，

代表捏著鼻子走近掀開高馬桶。不怕髒；不

怕臭。說到底，這都是他娘的屁話，她的目

標是革妮英的命，誰叫他男人壞了代表的情

事。

關於馬桶巷乾坤，代表是做賊知賊

情，戰無不勝的常勝將軍。當年許本在自己

床上，碰上兒子敲門急，都是拿著衣鞋、光

著屁股躲進床巷的。後來還特意多放一個新

馬桶裝茶壼，點心。專應付小兒子不識時務

留連房中，她捨不得餓壞了床巷裡的「親哥

哥」。

兩跟班本來就是同胞兄弟，一鼻孔出

氣，穿同一褲子。他倆已商量好，一定要搭

救妮英。報答當年她給要跳井自殺的娘親，

那五元錢救命大恩，還了上門迫父親還賭債

的惡棍，救了他們一家。

那不是小數目，莊稼人忙死忙活了一

整年也攢不下這錢。這等於救了一個家。

「偏代表，今天妳看錯秤星，折花朵

的紙不是金元卷，是畫上顏料的美工紙。」

另一個說，鐵拐李，呂洞賓，藍釆和

與張果老桌上擺的是方砣（長石塊），他們

在擺八卦陣，

「有這一說嗎？我怎麼見到的是金元

卷和麻將？」

「那是代表的革命警惕性高，才會

『擔』看作『斗籠』。」

「我說金元卷它就是金元卷，拿來我

再瞧。」

兩滑頭又唱和上了，毀啦。

我們得防著有人大舌頭啊。我倆四隻

賊目看得真切，不是金元卷。那花盆是陪

嫁，她娘家和咱親堂肯定都看過妮英嫁妝，

都知道是美工紙。

而今而後咱忘了這鳥事吧。

「這通敵得深挖，把這兩疊僑批帶

走。」

「代表家裡沒有僑批？」

「妮英成份、行為都有通敵嫌疑。」

「國民黨特務很狡猾，要提高警惕，

查清海外的來信。」

四、

聽慣了代表的樣板戲，倆兄弟幾本上

也能接著續唱。最優美的那一段是唱完了還

加上快板，把馬屁拍得劈力叭啦響。聽著實

惠，一板一眼的敲入代表的窩心。暖暖的，

癢癢的。

「我說啊，咱代表就是有官型，官威

重，這家子以後三代想到咱代表都得屁滾尿

流。」

蔡偏要的就是這個意思。

倆個滑頭一彈一唱，四兩撥千斤，把

剛剛的政治硝煙拐下了宮口塘。

搜不到銅臉盆，破婊臉容漆黑。臨走

賊目一閃。

「把這個鐘拿走，鐘擺和裡面都是銅

鐵。」

修賢掙開了媽媽的手，向前一撲，推

開了破婊。

「誰敢拿走這鐘！」

修端也同時雙手像大鵬展翅，沖前靠

著連櫃桌，護著時鐘。

「反啦，破壞全民大煉鋼鐵，違反毛

主席的偉大指示。」

有一個跟班咬了咬破婊耳根子。

「不能拿，支部書記說過不能拿時

鐘。」

「代表，滿載勝利的果實，咱走了

吔。」

倆跟班終於把黑臉李逵用馬屁硬是拍

走了。

當天晚上，妮英母子仨合力移開連櫃

桌，撬開了十二塊地磚，用木飯匙挖坑，把

銅臉盆放進小瓦缸，缸口封上姐弟二件雨

衣，深深的埋下，不著痕跡的鋪回地磚。

五、

妮英又在校對時鐘了。

女兒知道，媽媽是在想念番幫的爸

爸，小時候，那鐘每天都快了三個字（十五

分鐘），她每晚都看見爸媽一起在校對那

鐘。

鐘擺滴答滴答的走過了日日夜夜，漫

長的十三年，它的時針走累了，二臂好像天

使折了翅，低垂在「六」字，一天祇有二次

報准了時間。

報時的聲音還是一樣遼亮，用手在左

下方那根針上一觸，它就會不快不慢敲出時

間的聲音。

媽媽深夜裡撥動的鐘聲，像搖籃那樣

有節奏的把倆姐弟搖入夢鄉。

這一次，兩姐弟沒有想到。媽媽不是

如繼往的心心念念；盼望爸爸回來。她口中

唸叨的是菩薩保佑，孩他爸概有幸離開這人

為災難，那就平平安安在番幫，先別念想著

回來。

小弟，破婊已經惦記上咱鐘，遲早會

再來搶劫。

姐放心去學校，我不是地獄好鬼。

這鐘是媽媽對爸爸的牽掛，她要再來

強搶。看我不跺了她的紅燒豬蹄！

姐弟琢磨了又琢磨，最終統一意見，

把鐘包上衣服，爬上床頂上的床網罩。藏在

頂上最穩蔽內角處，站在地板看不到。

六、

一九五八年，受二條鎖鍊蛇（閩語七

步蛇，攻擊性甚強常有咬住獵物不放的習

性）借政治運動欺壓的僑眷不祇妮英一家。

去年，安安樂樂八十七歲的婆母硬是

被許春和幾個拿著大鐵錘，鐵枝的小年輕當

場急怒攻心背了氣。

那一日，番客嬸「何月」天蒙亮就帶

著臉盆與妮英，隨同伴一路急行軍到村十七

裡路遠的惠湖洗鐵沙。這次的任務是三天後

回村。婆母和十歲兒子祇能老幼相依，留守

家園。

不知為什麼，何月心神特別不安寧，

曾提出要求留村燒炭。

「誰家沒老幼？都像妳，那有鐵沙餵

高爐？這是破壞毛主席的指示。」

許春的口沫星子足飛出一尺多遠。

許老太太才不關心今夕是何期，管它

外面浪濤濤，海茫茫。天變地轉乾坤移。活

到這個歲數，該受的前世業也受完了，該有

的福報也有了。什麼時候閻君一招手，就脫

下鞋子拍拍，不帶走世間一絲麈埃，立馬跟

著走。

她的一雙眼珠子祇跟著金孫轉，孩子

上學了，她就柱著拐杖各房間蹓躂，巡視門

戶，她就愛拔開門閂，依呀一聲把木門打

開，舉起拐杖把最外層鐵門敲得叮叮噹當，

近前撫摸、把完了一會鐵枝，銅鎖，這才關

回木門，美美的繼續她每天的功課。

等篤篤篤的拐杖聲陪她相看兩不厭了

七個前後門，邊門，金孫也放學到公社食堂

取來了共產主義餐。

下午，老太太在大門內太師椅上「獨

坐敬亭山」，看的是石埕，石風窗埕圍；眼

晴瞟得最勤的是埕角圍牆大鐵閘門。

窗戶，深井都有鐵枝罩，強貢（強

盜）入不了厝，世代子孫都安坐將軍帳，老

人家想的是君王萬萬歲。

也難怪她心肝生命大厝，愛不釋手，

特別門戶鐵枝，巴不得一日看三回。原來她

丈夫就是被踢開木大門的強貢，頭上一棍丟

命的。這是老人家永遠的傷痛，也是支撐老

人家活下去的動力。她要修建一座有鐵枝門

戶的宅子。

人算不如天算，許春領著狼虎隊員進

了老太太固若金湯的家，不聲不響就上了二

樓輪起大鐵錘敲打屋椽石灰。反正打招呼也

是白打，就算媳婦何月在家，也不敢不同意

砸。這是國家需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個

人利益算那根大頭蔥？

「你們這幫強盜，不能毀我的大

厝！」

老太太嘶聲哀嚎，手軟腳抖站也站不

起來。

我們只敲下鐵深井罩，支持大煉鋼

鐵，誰吃蕃薯撐了才有閒工夫毀你的大厝。

老太太渾身直打哆嗦，鐵青著臉軟癱

在太師椅上。一手拍揉著胸口；她張著大口

呼嚕呼嚕直喘粗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深井罩「嘭」落地。

我苦，沒天沒地。

她老人家再也沒有緩過氣來。

何月聽到同村別角落的議論，要拆深

井罩煉鐵指示，她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她不能

留村燒炭。

她哐噹把磄磁臉盆扔了，回頭狂奔，

這一輩子從沒有走過這樣漫長不到頭的路。

任跑都望不到村；任跑都回不到家門，她恍

惚跑了一百年。

進大門看見石埕橫七八豎的堆了鐵

枝，鐵門。何月知道大禍臨頭。這房子是婆

母的命呀。

安娘！

她淚水滂沱，把婆母圓睜的雙眼合

上，囑咐已哭得聲嘶的兒子跪著。

何月瘋了；眼珠子噴著凶光，檢起鐵

枝跳到石埕，見人就追打。

「打死你們這幫吃人不吐骨的雜

種！」

「不關我們事，是主任叫敲的。」

「都給我放下！哪個敢搬動，我就敲

斷他的狗腿。」

何月眼睛像鬥紅了眼的公雞，左手叉

腰，右手攥著鐵枝。

「豎櫥頭歹命娼，害死人做縮頭烏龜

啦？」「什麼雜種主任？和土匪強盜一窩，

換湯沒換藥！」

眾嘍囉眼都傻了，平日裡這些僑眷在

主任面前不都是老實得連屁都怕放出聲，今

天幾然在閻王唇上揪鬍鬚。天變地變，等著

蹲祠堂管制吧。

「老土地真的掛了！主任剛才還罵人

家老人是落後，老頑固，假死。」

<四十六>

我在西安造芯片
張靜

開完晨會，張曉雷穿上無塵服進入集成

電路生產線。晶圓廠裡的產線24小時有人守

著，他要查看前一天夜裡遺留下來的問題，

和團隊一起處理異常。一切解決妥當，設備

恢復運行，監控沒問題後，產線正常運轉、

繼續生產。

在半導體領域摸爬滾打近20年，如今的

張曉雷是西安一家光電芯片創業公司奇芯光

電的Fab（晶圓廠）運營總監。奇芯光電專門

從事光電芯片、模塊、子系統和模設備的研

究、開發、製造，他在裡面負責晶圓工藝開

發和維護。

看著行業起起伏伏，半導體的熱度在

2019年是質的飛躍，半導體人的薪資待遇逐

漸提高，他認識的同行中，百分之七八十選

擇回到國內發展，「東南亞Fab的一大批工程

師回流。」

張曉雷說，像他這樣負責工藝的崗位也

是個枯燥的行當，身邊的同行有去有留。當

下半導體的火熱就像20年前的計算機，但每

個行業都有波峰和波谷，即使這個行業過幾

年或許不熱了，他也希望熱愛這個行業的人

能堅持下來。

半導體行業薪資高，工程師回流國內
80後張曉雷是吉林人，在半導體行業工

作快20年。2004年本科畢業于長春，學的是

電氣工程及自動化。當時寧波一家半導體公
司到吉林招聘，他專業也對口，投了簡歷、
過了面試，于是跑到南方，做了這家企業的
設備工程師。一入行，自己也沒想到，看著
行業起起伏伏，「一幹就干了將近20年。」

2008年，他跳槽到西安，進入到一家
研究所剛成立的集成電路生產線。後來又在
西安交通大學念了研究生。2016年，他加入
西安光電芯片創業公司奇芯光電科技有限公
司。

在這裡，他負責晶圓製程工藝開發，滿
足單項工藝需求，解決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遇
到的各種各樣的工藝問題，保證產品產出良
率。回想起剛畢業參加工作時，他身邊的芯
片工程師大多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海外流
動，「因為那邊的薪水比較高。」近幾年國
內半導體行業火熱，張曉雷最明顯的感受是
薪資待遇逐漸提高，「國內的薪資待遇現在
明顯要比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那邊高。」

這也促成海外芯片人才回流，「東南亞
fab的一大批工程師」回到國內。張曉雷說，
他認識的同行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選擇

回到國內發展了。」回到國內，「不管是職
位還是薪資待遇都有很明顯的提升。」

張曉雷說，工程師之所以身價高，是因
為處理異常的經驗是值錢的。「你見了很多
不同的異常，怎麼去解決，在這個解決過程
中是怎麼思考的，後面是怎麼去預防的，這
是比較值錢的。」

半導體的熱度在2019年迎來質的飛躍，
「就感覺突然一夜之間資本的資金都找到了
半導體，都想做半導體這一行，大家都嗅到
了味道。」在張曉雷眼裡，行業火熱、人才
短缺的另一個直觀表現是，早前，國外企業
對國內芯片工程師的要求高，例如要求必須
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面試也嚴格。「新加坡
招人必須有5年經驗，少于5年你就老老實實
地提升自己。」

但當芯片人才缺口逐漸增大時，他發
現，「招聘的標準越來越低，從5年工作經驗
到3年，最後變到一年，只要你有一年經驗就
可以去。」

工藝崗位挑戰大，西安造芯有優勢
國內半導體人才短缺，一方面是半導

體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芯片人才供不
應求。另一方面，張曉雷說，像他這樣負
責工藝的崗位也是個枯燥的行當，他的圈
子裡「大概40%的人後來選擇離開了半導體
行業」，「有的離開得早，幹了一兩年就
走了，有的離開得晚一點，七八年也會離
開。」「面對設備、面對程序、面對機器，
每天要在Fab裡穿著無塵服，戴著口罩、戴
著手套，裡面沒有座位，一待可能就要待
個七八個小時，出來的時候手都被汗浸得
發白。」晶圓廠裡的產線需要24小時有人守
著。「很多工程師剛來的時候挑戰比較大，
他需要倒夜班，兩個月或三個月就要倒一次
夜班，倒一次就要上一個月夜班。」

半導體產業有波峰，也有波谷。2011
年，國內半導體行業蕭條，有企業大裁員。
張曉雷記得很清楚，一家企業裡將近20個
人，十七八個都被裁員後流失到其他行業。

直到2014年、2015年，中國半導體行業
迎來復甦，人才被招了回去，「因為他們本
身就有經驗。」

西安一直以來是全國半導體領域科研、

教育和生產製造基地之一。

這裡誕生過我國第一台極小規模集成電

路微型計算機、第一塊16位微處理器，西安

微電子技術研究所也曾代表著國內最先進的

半導體科研水平。這裡已形成從半導體設備

和材料的研製與生產，到集成電路設計、製

造、封裝測試及系統應用的較完整產業鏈。

相對于「北上廣深」以及蘇州、無錫

等城市，不可否認的是，有經驗的半導體人

才更願意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流動，張

曉雷說，在西安招聘這些半導體人才優勢較

小，但這裡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安交通

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等眾多高

校，如果企業對人才培養有計劃，那麼在西

安招聘應屆畢業生就是優勢。

「做半導體這一行，比如招聘設備工程

師，那麼機械、自動化、電氣專業的學生相

對來說對口一些。工藝工程師相對來說需要

招集成電路、微電子、物理、化學專業的畢

業生。」

已經走上管理崗的張曉雷也更喜歡用

有多年經驗的工程師或管理人員。「35歲焦

慮」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但張曉

雷說，半導體行業裡目前沒有這樣的壓力，

「35歲在這個行業非常吃香，他的經驗、他

的心智，各方面都趨于頂峰狀態。」

沉下心學習，希望熱愛行業的人能堅守
2014年奇芯光電創辦時，它的創始人

49歲。這家企業將材料與半導體光電芯片融

合，將芯片設計和流片工藝融合。

如今，奇芯光電已建立起光電芯片設計

和製造平台、光電集成器件封裝平台、高速

光器件和光模塊綜合測試平台，具備從光電

芯片到光器件、光模塊、子系統全系列產品

的垂直整合能力。

在奇芯光電的晶圓廠，張曉雷仍然需要

到一線瞭解工藝設備和產品情況，和團隊一

起解決工藝開發過程中的難點，而不是只坐

在辦公室裡聽匯報，在他眼裡，這是技術型

管理的一個大忌。

張曉雷說，當下半導體的火熱就像20年

前的計算機。但每個行業都有波峰和波谷，

即使這個行業過幾年或許不熱了，也希望熱

愛這個行業的人能堅持下來。

「每個人選擇不同，其實真正能堅持下

來的，還是一些真的熱愛這個行業的人，另

外就是真的想為國家或為這個行業多做一點

貢獻的人，順便提升自己。」就像他身邊，

40%的人最後選擇離開這個行業，但留下的

60%，他們仍然在跟著半導體行業走。

張曉雷說，半導體行業的工藝崗位是枯

燥的，「要沉下心，充實自己去學習，才能

得到提升。」大廠有先進製程，工程師在大

廠接觸到的先進工藝、先進技術是小廠比不

了的。小廠的工作崗位、職責、要求能讓工

程師負責更多的領域，水平自然就會提升。

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學習。「大廠把模

塊分得很細，每個人只負責一小部分。自我

學習能力並不是很強的人，每天沉浸在自己

負責的這一小塊裡，不去接觸其他東西，眼

界會很小。」當下的環境，跳槽可以獲得高

薪，人心更容易浮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