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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廈岷海路，客輪行程五晝夜。

這回為了節省另五天行程，「許所」

捨棄了過往乘搭價錢便宜很多的雙桅船。

他坐在小床位，感覺這船駛得太慢

了。他的歸心何止似箭，恨不得自己變成閃

電，憑空一閃，轉瞬落在家中。

「許所」望向鄰床的老伯；口角流

涎，彌勒佛臉頰往鬢邊拉，就差沒「嘻嘻」

樂出聲來，準是夢裡百花正盛開。

老伯夢已回到了那令遊子神往的棲息

港灣。

許所側身踮著腳尖走，在床位間看似

飄著去開了房門。昨晚老伯興致高昂，說了

一個晚上他廈門的家人、鄉事。當小視窗變

成魚肚白，老人才直了腰板仰頭打著哈欠，

舒心躺下。背剛沾床板，呼嚕聲就跟著響

了。

許所走到甲板上，此時此刻他心有

千千結。看著船頭犁開碧波，分開的水路激

起層層碧波，銀白色的浪花掠過船舷。

他痴望着這朶朵把自己推近家門的

浪花。

二、

自從接到唐山孩她娘打來電報，他立

即向老闆告假，反正是自家堂叔。他放心先

回鄉，返菲後才結帳。

十年蔗園農工升職為管工，練就了他

一雙慧眼。甘蔗還在地裡長著，天濛濛亮，

他繞著蔗園走，邊走邊關注，明察秋毫蔗株

的色澤、高矮、密度。花二天繞地一環走回

來，他就能告訴老闆，估計今年可以出產多

少糖。

老闆為收下這位三代單傳的堂侄，暗

暗慶幸。

寡嬤（守寡的祖母）拉拔大的小子，

比別人吃苦耐勞，個頭高壯。生來悶葫蘆，

只知不言不語幹活，讓老闆放一百個心。他

每年歲末結薪的錢都存在櫃上，等著存夠回

唐山置宅子。

老闆親胞兄特嘀咕、不待見許所。於

理要先拉拔自家侄兒，那有親侄放任為別人

打工，留堂侄在身邊栽培之理。有聽說，侄

如親兒，未聽說這已隔了四代的「堂堂堂」

侄，與自家有毛線親？就這麼個言語都沒有

屁多的「戇大龜」（大儍子），他能比得過

自家親侄靈光？

這估計糖產，老闆白眨巴了半輩子鬥

雞眼，硬是學不來、看不透。人家許所遠在

收穫期前就能神預測；一語道破天機。五年

來許所為老闆能不受糖廠訛詐，多掙了半付

家當，胞兄時翻衛生眼，陰陽不定嘮叨。老

闆總是老神定定，聽到的穿耳過。

老闆在意的是那些個能給自己鼓錢袋

子的員工。

四年前，風聞同途業者加薪撬牆角，

老闆趕緊開出福利，建議許所存櫃上歷年薪

酬，置買十八輛牛拖車包幹私活，川行這一

大片蔗園。這重碼福利令許所最近三年，得

以年年返梓享天倫之樂。亦換來了阿嬤一生

的願望，兒孫開枝散葉。

今回，妻子的電報揪著他的心。他步

伐急急加忙忙，但眼前事總得先妥善安排。

牛拖工人多是本地鄰鄉菲人，三年來

每次回唐山前，他都要巡迴探望他們家老

小。妥善幫他們安排這個月內可能發生的大

事，每次都信誓旦旦答應他們一個月內必

歸。

三、

許所頻頻走進走出，徘徊倉房與甲板

之間，更多時，他盯著海連天的那條線。似

乎得盯緊了，這船才會如快馬加上一鞭的

駛向廈門。算算日子，孩兒娘應該是快臨

盆了，如果沒有意外，絕不會忽電文「速

歸」。本來，已約好的是待甘蔗收完即歸。

他的思潮隨海面波浪，一起一落。此次返家

要為次女招娣完婚。自己和她娘同齡，十四

歲那年成親。她都十五了。

她大姐註娣長她二年，都有一個和獅

兒同齡三歲女和新生一個多月的男丁了。幸

好嫁妝早早陸續已備齊。

十月的海風在天濛濛亮的清晨已經有

點刺骨。他打了一哆嗦，細數著日期，知道

快近鄉了，三天後晚上，船該可以進廈門港

岸了。他裹著綿被坐在床上，眼睛不忘從船

窗注視，遠處海連天那條線。雙眼似撐了兩

根牙籤，畢竟已幾天折騰，又有鄰床老伯的

鼾聲催眠，眼皮終於沉重了。

四、

夢中，他回到童年。阿嬤一手扶拐

杖，顫著小腳，走十來步就另一手按搭著自

己的肩膀停下，緩了一會兒才繼續走，好半

響才走到山腳村老舅公家。

老舅婆剛見祖孫倆入門：

「我苦，失德，這囝仔才七歲，啥時

姑才是個頭。」

老舅公恨恨剮了老伴一眼，快去廚房

先盛中午剩下的蕃薯湯，趕快再煮薯籤粥。

老舅公再三再四的勸說，所兒娘已過

對年祀辰，等他爹有訊息來，妳祖孫才回

去。看在所兒這五代獨苗份上，一定得留

下。囝仔一年大一歲，我日日田園多掘二、

三鋤，多收成，妳祖孫一餐兩塊蕃薯吃不

完。等待所兒過幾年長大成家，咱才回家。

阿嬤在懷中抱緊孫兒，豆大淚水叭嗒

叭嗒滴在他臉上。又有番客來說，所兒他爸

好像在呂宋蒸發了。鄉鄰海尋，就是無蹤

影，這種時候，阿嬤把所兒抱擁得更緊了，

她要把孫兒鑲嵌在自己心肝。

親人一個個遠飛，飛到再也回不來的

遠方。自己捨命也要把這唯一心肝寶貝摟

緊。

五、

一忽兒，怎麼施兀妻娘的肚子這麼

大？歪向一邊躺在床上呼天喊疼？自己的腿

像灌了鉛，任憑出多大力也抬不起邁過門檻

進房，三歲獅兒撲在床沿他二姐懷中哇哇大

慟。

他張大口卻喊不出聲，手足無措地乾

著急。

喂喂，醒醒。你依依呀呀喊啥？怎這

麼燙手。

老伯連忙撕開兩包退熱散餵許所喝

下。阿彌陀佛，幸好帶有五打退熱藥散，算

算日期，幸好再有三日水路就到廈門港，也

幸好這藥好用，病人不時的冒大汗。

老伯不明白，吃了這麼多退熱散，也

流這麼多汗，怎麼熱就是降不下來，怎麼發

個熱就不愛開腔說話。

我滴個娘吔，牙齦都出血了，內火這

麼熾。

上船後大家吃的都一樣，怎就他一直

乾嘔，昏睡中還拉稀？老伯輕手把氈子底下

的床巾抽起，打成四折幫病人墊著臀部。

二天過去，床巾折了幾折，目下必須

卷成一團才能吸乾。

老伯見的世面多，他關緊了小房間

門。等到半夜裡，偷偷的把房門開一小縫，

把握外面無人，他頭伸出，吸了一大口氣。

人命關天，他立即縮回。

他不相信船上洋大夫會醫人，他從前

只聽說過，船在海上，把病重的人草蓆一裹

丟下海。

洋大夫興開口、閉口講究「傳染」。

同走就是同命。他一定得把「所呀」

送到家。

船靠岸了，所呀，你得強睜著眼睛，

撐著走下船。

他用力捏著病人滾燙手心手背，走過

船守衛裝優雅，慢慢步下船。老伯巴不得快

快遠離守衛視綫，但病人的腳步是強撐挪動

的，身子分分鐘似要倒塌。

老伯一見兩個弟弟和兒子都來接船。

就像天上忽然掉下月亮，眼前一片亮堂。滿

腹憂慮卟通一聲掉落地。這下好了，人多好

辦事，兩人的行李亦有望下船。所呀亦能儘

快到家。

這心氣一鬆，老伯腳忽像踩在綿絮

上，差點跪下。

六、

三人把病人從轎上架下，到家一挨床

框便臉朝天重重的仰倒在床上。妻子施兀千

恩萬謝送走了老伯和他倆家人。她口念觀音

菩薩，大慈大悲要保佑老伯這家好人，長命

百歲、掙大錢。

病人只覺得眼珠冒煙，昏昏沉沉，不

知道已經回了家。請來的郎中說是路上偶染

風寒，煎完這六包中藥，休息三、二天就

好。施兀母女這才稍為安下心來。病人倒是

不喚頭疼了，偶而說全身骨關節痛。整夜多

是安靜昏睡，但自進門來，熱不曾退，還越

來越燙手。

母女終於盼來晨曦，急差人再往郎中

處請教。

郎中安慰來人說，三日中藥煎完再加

減，病來如猛虎，病去如抽絲，又不是仙

草，那有隨喝隨好？

夜裡，病人忽然全身發抖，牙齒打

叩，一直喊冷。這黑天暗地，寒風颼颼，打

狗狗都不出門，郎中自然不會出診。在女兒

幫忙下，施兀給丈夫添了一床十二斤的厚棉

胎。

期盼的病人汗水沒有冒出。天濛濛

亮，病人才停下打擺，安安靜靜昏睡了。郎

中再來時看見病人身上紅斑點點。

郎中的眼晴一暗，無奈搖頭。宣佈這

病沒藥醫，看似是在番幫已染的瘟病，準備

後事吧。

施兀這時反而清醒了，喚舅公快找三

乘轎子，咱上廈門大醫館、找最出名大夫。

舅公看著心愛的所兒日夜昏睡，回來

仰天摔躺在床後，火爐般燙的身子不曾降溫

些少，滴水不咽，還不停乾嘔。滴出小便，

色澤如血。老人心裡似有尖刀挖剜。

老人家明白最後時日到了，所兒不能

再出門。

七、

住大房小廳，同曾太公一脈的堂嫂吳

益，平日暗地裡攀比，心口就似卡一根剌

兒，憑啥自己貌美年輕，祇因沒紮腳，要嫁

大二十歲老頭做繼室，憑啥施兀扙著一雙俊

金蓮，住一間破護廊也能出丁，年年尪婿回

來隨身邊。自家老頭在外交番婆，讓我長年

守空房？女兒杏花今年已十三歲，尚未見過

她父親。今見許所坐轎，三壯漢護駕保鏢，

後隨兩驢馱洋貨。

她把抱窩的母雞捅一棍子，看著母雞

豎著毛憤怒追著滿院子雞群啄，咯咯亂叫聲

才似乎吐出了她心中那團火。

吳益聽說護廊裡的番客入門躺床，直

淩淩的二隻尖耳朵二十四小時豎著，巴不得

貼在番客家竹門簾上偷聽。她太閑了，閑得

屁股疼，坐也坐不住。每天跨進跨出房間門

檻數十回，就盼別人過得衰，過得不如己，

這才順心暢自己意。

五天後，護廊裡半夜傳出大慟。

好像是忽遭電擊，屋裡親人的五臟六

腑都破碎了，妻子兩眼一黑，就倒在丈夫身

上。

<五>

買賣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不犯罪了
野外的動物該害怕了？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察院聯合公佈《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

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

《解釋》）。

其中，《解釋》第十三條針對人工繁

育野生動物做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新規定：涉

案動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對所涉案件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需要追究

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從寬處理：（一）列

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

（二）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作為

寵物買賣、運輸的。

《解釋》的出台，不僅令近年來社會各

界廣泛關注的「鸚鵡案」「陸龜案」「蟾蜍

案」有了新的定罪量刑標準，更令有著合法

養殖繁育資質的商戶不再擔驚受怕。

很快，一個新問題被暴露出來。

如何界定「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在

《解釋》出台後，盜獵等非法來源的野生動

物通過合法養殖企業「洗白」後，最終流入

市場的情況是否會增加？這樣的情況又當如

何解決？

這並不是一個《解釋》能夠完全「解

釋」的問題。

皆大歡喜？
一個月間，據各地公開信息可知，已

有多起相關案件因《解釋》的出台而出現轉

機。4月18日，此前因在網上購買並養殖人

工繁育赫爾曼陸龜的王磊，收到山東省德州

市禹城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禹城檢方

以法律發生變化為由，決定撤回對王磊的起

訴，法院予以准許。

4月19日，烏魯木齊鐵路運輸檢察院召開

對康某某等3人涉嫌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

罪擬作絕對不起訴決定的公開聽證會。

4月20日，山東省德州市陵城區人民法院

作出刑事裁定，准許檢方撤回對兩名收購、

出售人工繁育鸚鵡等動物的被告人段吉國、

王妹蘭的起訴。

此前因「深圳鸚鵡案」被業內廣泛關注

的涉案人王鵬已經出獄4年，雖然新的司法解

釋對已經審結的案子沒有法律效力，但其仍

然對媒體表示，「最近陸續看到很多同類案

件撤訴或改判無罪，感到特別欣慰。」

同樣感到欣慰的還有一些鸚鵡養殖戶

們。河南商丘作為全國最大的觀賞鸚鵡繁育

基地，近年來頻受「鸚鵡案」波及，養殖戶

經濟損失慘重甚至有人因涉案而被追責。

公開資料顯示，商丘是目前全國最大的

觀賞鸚鵡繁育基地，據2021年年初統計，全

市具有一定規模的鸚鵡養殖場近千戶，存欄

量在100萬隻以上，全國70%以上的小型觀賞

鸚鵡來自商丘，形成了從養殖到銷售，從籠

具、飼料到防疫等完整的產業鏈。

商丘某鸚鵡養殖場負責人周女士對表

示，《解釋》出台後鸚鵡的交易量大增，短

短一個月間的銷售量甚至要超過去年半年的

銷售數據。「比起銷量，更重要的是不會再

擔驚受怕了。」周女士說。

和周女士感受相同的還有部分販賣人工

繁殖龜類的賣家，「曾經都是小心翼翼地交

易，現在終于可以大大方方賣了。」

與此同時，部分業內人士表達了自己

的擔憂，《解釋》出台後，是否會出現一些

來自自然環境中非法來源的野生動物及其製

品，冒充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及其製品銷售，

從而導致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違法犯罪現

象的增加？

對此問題，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副教授、

國家林草局瀕危野生動植物犯罪研究所副所

長姜南對表示，「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

涉及此類情況的違法犯罪情況增加，但解釋

才出台一個月，這種擔憂缺乏相關數據支

撐，無法判斷非法來源野生動物通過人工繁

育環節洗白現象的增加幅度。」

「但從長期來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及

其製品進入市場，將改變野生動物市場的供

需關係和價格走勢，從而壓縮非法獵捕、非

法貿易、走私珍貴動物等危害珍貴瀕危野生

動物違法犯罪的利潤空間。」

《解釋》最終將改變野生動物犯罪的低

風險、高利潤的特性。

「洗白」盜獵的動物
我國野生動物交易管理制度比較嚴格，

非法來源的野生動物想要上市交易非常困

難。

但據新華社報道，部分地區仍然出現了

一些「洗白」野生動物進行非法交易的黑色

產業鏈條。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出售野生動物

必須由林草部門審批。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

物需要國家林草局審批；二級保護動物需要

省級林草部門審批。成為實驗動物還需要從

科技管理部門申請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和實

驗動物使用許可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安先生對

表示，「無論公立還是私營動物園，首先取

得《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才能合法

養殖規定範圍內的各項野生動物。如果涉及

野生動物交易，每一次交易都需要取得相應

的批文，種類、數量、性別都需要登記。」

「有十類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需要國家

林草局批准、其它一級保護動物和所有二級

保護動物、三有動物需要省級主管單位批

准。」安先生說。

但在警方破獲的多起涉嫌野生動物非法

交易的案件中，中間都有具有合法繁殖野生

動物資質的企業或動物園參與，他們將違法

購買的盜捕野生動物通過手中各類資質為動

物辦理合法身份。

2020年「12·3」案中轉賣川金絲猴的銅

陵動物園負責人沈某利用名下的苗木花卉公

司，以虛假的「根雕、花卉交易」來為違法

購買川金絲猴「平賬」。同時，該動物園利

用自身具備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野

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打著動物園「自身

繁育」的幌子，為轉手出售這批川金絲猴辦

理了合法手續，成功「洗白」。

在姜南看來，如果野生動物主管部門、

市場監管部門等在日常管理中嚴格依法辦

事，就能夠及時發現企圖流入合法人工繁育

場所、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製品加工行業中的

非法來源的珍貴野生動物、珍貴野生動物製

品；相反，如果非法來源的珍貴動物、珍貴

動物製品流入合法的人工繁育場所、加工或

銷售行業後，警方發現這些違法犯罪現象、

收集證據的執法成本很高。

即便是專業人士，也很難通過肉眼判斷

同一種類的動物，哪個個體是人工繁育的，

哪個個體是野外捕捉的。

「我們就拿金絲猴來舉例子，按照科

學界內認知，金絲猴的天性謹慎、敏感，易

發生應激反應，但是從野外觀測來看，也有

野生金絲猴個體不怕人，甚至攔路討要吃食

的情況，也有在動物園裡繁育好幾代的個體

很敏感很膽小的，如何判斷人工繁育？很

難。」安先生說。商丘的周女士則並不擔心

這樣的問題，「我所繁殖銷售的費氏牡丹鸚

鵡，早已被證實非原產自我國本土，在中國

野外無食物鏈，無生存能力，無野外種群，

我就是把它們都放了，他們在野外也無法生

存和繁殖。」

保護和利用
野生動物包含文化、藥用、動物製品等

多個維度的商業價值。

從野生動物利用的歷史看，捕獵是早期

人類社會利用野生動物的主要來源。捕獵活

動是一種高強度的社會經濟活動；一旦捕獵

活動的經濟收益與其他社會經濟活動相比呈

現降低、而風險增高趨勢，社會經濟發展就

會遏制捕獵活動。不同國家的野生動物出現

盜獵活動也遵循著這樣的商業價值規律，如

果盜獵活動具有高利潤、低風險，則數量會

增多；相反，如果盜獵活動利潤降低、風險

增加，則盜獵犯罪數量會減少。

對于此類情況，通過多年研究後姜南認

為，在國際範圍內有一個規律，隨著國民收

入的提高，非法獵捕型犯罪的非法收入與其

他合法行業收入的差距縮小，甚至出現倒掛

時，非法獵捕型犯罪就會受到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