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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三、

雞剛啼過二遍，獅兒提著一瓦罐的水

就出門了。他邊走邊啃發粿，一個接一個，

一口也不剩，咋晚一到家只想躺下一會兒直

直腰，才起來煮吃的，沒曾想竟然上了直班

車，一路大睡小死。等習慣的時間醒來，肚

子咕咕叫才叫返了他的魂。還好昨天中午老

佛爺給他捎來四個香甜大發粿。

今天，他得笨鳥先飛，趕個最早。

田園上已經很熱鬧。這種時節，家家

戶戶的勞力都傾出巢了。踏著露水連走帶

跑，還是遲了，石頭叔已經掛好犁，準備犁

昨天剛拔完的麥地。另外三個也已經彎著腰

開工了。沾著露水的麥杆抓住有點澀手，拔

起來更輕鬆。太陽出來之前，都是好時光，

四人像競賽，還真覺得前面有什麼大獎品，

先到者可得。

獅兒轉了轉脖子，彎下腰身，一忽兒

功夫，他把三老農摔後了。他們約好了似

的，不緊不慢跟在後面。保持著原先的距

離。

這就嚴峻了，後面的迫著他使勁。遠

路沒輕擔，要不，怎麼都說「路頭燈芯，路

尾秤錘。」他齜牙咧嘴，娘胎帶來的力都使

了。頭上頂著太陽，麥地裡也有一個太陽，

熱是從地上冒出來的。另外一個他最難受的

是小腰，酸漲得利害，直起身子難受，彎著

身子也難受。

阿木真是善解人意，一聲喝水了。獅

兒一隻手肘支著膝蓋才緩緩站起來。獅兒有

點痛定思痛，是不是不能憑一時騷勁，這馬

力要走得遙才練就的？

拼了十五天農忙。獅兒全身骨關節一

動，就喀喀響，膀子、胳臂、手指、腰膝，

每一彈響，他都覺得骨骼鬆動一下，感覺每

一下，身高憑空伸長了一節。

他的身體被陽光、汗水漬成焦糖色。

油光發亮。手掌上的手泡也結成繭，小獅子

稚嫩的臉躊遲滿志，似已歷盡千帆。

四、

獅兒卷起的褲腳放下，這麼一轉眼，

已經懸在小腿上。衫亦不經意短到肚臍下。

見自己又向成年跨上一步，他陶醉在這一偉

大的發現。遙望宮口塘岸上石塔嘻嘻傻笑。

笑著笑著，眼眶裡沁出淚水。

他想哥哥，自己十八般武藝學得差不

多了，從拔麥、拔豆、揚場、脫粒、收、栽

蕃薯，樣樣不落。要是哥哥也在，這好日子

就全了。

哥哥曾說過，等長大了，他們的小木

牛也已養成大黃牛。

老佛爺家農地寬廣，季季收穫豐盛，

老少三餐無憂。

自己雖說一人吃飯，全家都飽。

就那九分地，九月份收成的蕃薯乾自

己一年的口糧都不夠。

太嬤、阿爸的念想怎麼辦？

他開始憂國憂民了。

空手變不來糧食，莊稼人靠的是地，

地才能長出五穀，五穀多了，才能拿到鎮上

賣錢。錢才能換木材、買瓦，先修理埕頭

間。再攢錢蓋宅頭地宅子。

五、

他 向 漆 嬸 婆 要 了 二 大 捆 稻 草 ， 噴 了

水，放在太陽下曬了二天，才開始劈麻絲搓

成繩，麻繩繞成五條經線，二隻腳拇指勾四

條繩，一條繫在自己腰間，雙手搓著稻草，

手快捷的左右穿梭，一會兒工夫，一隻草鞋

就編成了。

這一手絕活還是在老佛爺厝場，那些

惠安打石匠教的。當時打了幾十雙才出師。

據他們說，他們家鄉男人都是打石匠，常年

在外地打工，家中女人包了全年農話，都是

天腳，說出來你不相信，自由生長的腳板足

有神主牌大，挑著二大籃穀子咯吱咯吱跑，

走得又快又穩。

他們那鮮有人過番，錢根緊，老少全

年都穿草鞋。有一說，熟能生巧，惠安女紮

草鞋的功夫特結實，成了一絕；聞名鄰縣，

穿到腳跟磨穿了都不散。

農閒時，她們把草鞋挑了十幾裡地到

晉江地界趕集，販賣。來回三十裡地，腳上

的草鞋都不散。這要是搓點舊布條，更耐磨

了。獅兒把草鞋連成一串，掛在龍眼樹幹的

一個大釘子上，他凖備給阿木他們各打二

雙。中午時份，那些深滬過來的驢駝客又經

過龍眼樹陰了，坐在路邊石頭上歇腳。

有人看了看腳下的爛草鞋，開腔了：

「小兄弟，你這草鞋多少錢一雙？」

「不用買，拿一雙去換吧。」

「不行，我就用平時的買價給吧。」

「沒事，給出門人行腳應一下急，應

該的。我這還有一串呢。」

驢隊小聲的議論著，這個陌生大男孩

舉止、言語，大異於向來在這裡禧鬧的小

子。哦，莫非他就是那位傳說中，那位龍眼

樹下老阿嬤，剛回來的後代子孫？

他們拿了所有的成品草鞋，又強行留

下錢。過了一天，驢隊又經過龍眼樹下，他

們低頭看看腳下的草鞋，不像從前，才走一

趟來回，到了龍眼樹下，已經開始鬆散了，

走到村子地界就不跟腳，赤足回了家門。

他們下定了，每天十二雙。

獅兒覺得賣品應該更結實，要是混有

碎布條子編，就更耐磨了。他踩著月光跑到

大姐家，取來惠安打石師傅給他特做的，釘

有四個小木栓條凳，還有三叉木壓勺。有這

玩意就更適手，編得更快捷了。不久，訂貨

一路飆升，一天三十雙，再後來，有多少都

要，多多益善。「龍眼樹草鞋」結實耐穿的

口碑載道，別村驢隊到深滬的都爭相訂購。

六、

龍眼樹下本來就是相公房男將飯點的

閒聊地，托著一大碗公，大碗下夾一甌仔，

放二、三塊菜瓜脯。先來的坐石板，後到的

就靠牆邊𥖁著。

這兩天吃完了就指著不上道的半大不

小兒子罵。幾個大叔在家不好開口，一開

口，家裡的婆娘那醃尖缺口就沒完沒了，最

難招架的是：

「得怪你家風水不濟，怨誰呢？又不

是我袂生。」

罵自己不要緊，扯上父親與祖宗，老

娘聽見了又得滴淚老半天。家裡開不得口，

盼兒子能成器，必須在外面敲打敲打。

「人家阿獅屙出的屎，你們都不夠格

吃。想出息就學著點。」

一家罵兒，各家十三、四歲的孩都聽

到了。照理那句老話應該管用：

「頂厝人教子，下厝囝仔也會乖。」

各家兒子們出身不同，有人就特別不

受用，像是幾根刺兒紮他們耳。頂廳軟姆三

個孫氣得眼睛都綠了。二家仗著老父每年寄

回的線丸（家費）讓他們母子腳不用沾泥。

平日在龍眼樹下逍遙，不管是天王老子，他

仨不順眼，開口就「三字經，」問候人家的

娘。

這兩家的孩子名取得倒是書香門第，

許忠、許義。人家父輩喝過海水，出門見過

世面。另外那一位他們伯父的孩子最大，都

十五歲了，二個姐姐才有了這個帶把兒的繼

承香火。偏偏二個姐姐一個也沒活成，父母

的心就怵了。田裡的活都捨不得他幹，把他

摜得整天跟著二個堂弟混。

聽說母親出身大戶，給了他一個秀氣

的名—-許淑，說是女孩子的名好養。他也

不想想自己的老父是泥腿子。跟著二個有呂

宋銀的堂弟屁股後面轉，能轉出一枝牛屎

花？倒是轉出一個遊手好閒。

這一天，樹下就獅兒低頭在忙活，三

個逍遙子見四周無人，在背後大喝一聲：

「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放下買

路錢！」兩個不上道痞子還真動手脫大釘上

掛的草鞋。獅兒一腿跨上，用木叉勺，大大

的不客氣，償他們摸在釘子和按住草鞋的手

背各敲一大勺。

滾！獅兒高舉著木叉勺。

「 樹 是 我 太 嬤 種 ， 地 是 我 太 嬤 的

地。」

一聲獅子吼。倒是有幾天不見那三不

上道的痞子再來眼前晃。獅兒倒覺得有點過

意不去，家家屋裡的地都窄小，男將們每天

都靠這樹下透透氣。

七、

房裡昏暗的煤油燈下，他手如雙蝶翻

飛。一雙一雙草鞋擲地彈跳般結實。

夜深人靜，稻草隨著雙手亦在翻飛。

他想起帳房夫子教自己的：

「 三 更 燈 火 五 更 雞 。 正 是 男 兒 讀 書

時。」

自 己 手 不 棒 書 ， 緊 握 稻 草 ， 此 情 此

景，怎麼會這麼像呢？他眼皮有點發黏。

大公雞喔喔的啼了，他知道已經過了

半夜。噗的一聲吹滅了燈。

獅兒剛閉上眼睛，竹門簾似有響動，

過一會兒又似有人掀動。不尋常，這後落的

護廊，另二間是放柴火的草間，就自己一個

人氣，白天都鮮有人經過，這黑洞洞半夜，

誰？頭皮有點發麻，他躡手躡腳爬上連櫃

桌，眼睛穿過小氣窗向外窺視，就這一眼，

咕嗵一聲，他從桌上仰摔下鋪有稻草的地

上。背脊拔涼，他強行爬上櫃床，用被子緊

緊地裹著縮成蝦子的身體。全身毛孔豎起，

脊背好象有隻冰涼的蛇在爬行。他兩眼發

直，連連自語，緊抱著雙腿像篩糠似的亂顫

起來。

這一刻，他只是十二歲小孩。

剛 才 在 微 弱 的 星 光 下 ， 他 瞅 見 的 外

面，影影綽綽，一個向前平抬著二手臂，一

跳一跳，臉上慘白、長舌頭掛到脖子，還戴

著高尖的白帽子。另一個衣帽全黑，似乎要

闖進來。這是地獄裡來的黑白無常？獅兒合

十雙掌，哆哆嗦嗦請完觀音菩薩，請阿彌陀

佛，請天公，還請了阿爸、安娘。

外面陰陰的重複著：

許……獅……出……來……

奉……閻……羅……王……令……

捉……拿……下……地……獄……

驚懼中，獅兒又請了土地公救命。

八、

他忽然靈光一現，不對呀，鬼不是可

以穿牆嗎？要抓我，進來拘走便是，幹嘛要

我出去？他驚慌的心定了。

這才發覺褲襠冰涼涼。

尿了好，都說鬼怕尿。他掀開頭上包

緊的被子，尖著耳朵聽外面動靜。鬼叫了幾

遍，大概以為房裏人睡死了才沒再動靜。

房門被「督、督、督，」有規律的敲

了幾聲。獅兒抓了那梱麻繩塞在二邊褲袋，

又塞了幾塊破布粹在褲腰，抄著木叉，攝手

攝腳，猛一拉開房門，木叉勺火速的用力敲

了二隻楞了神的鬼頭，看到還有一黑衣鬼正

開後門門栓。

「哪裡跑？」

獅兒沖前也賞了他一大木叉勺。公平

公正，每鬼頭上平均一敲。趁著他們暈眩躺

在地上，他用麻繩結結實實把「仨鬼」反剪

綁了，推進了隔壁柴火草間，腳也綁了，嘴

巴塞著編草鞋的破布。

<十三>

生物世紀真的來了！
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

景目標綱要在「構築產業體系新支柱」中提

出「做大做強生物經濟」；2022年5月10日，

國家發展改革委向社會發佈《「十四五」生

物經濟發展規劃》，描繪未來5年生物經濟發

展「路線圖」……

一問：究竟什麼是生物經濟？

以生物科技革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
命乃至產業革命已經到來。

1998年，美國未來學家、Biote-chonomy 
LLC公司董事長胡安·恩裡克斯發文表示：基
因組學等新的發現與應用，將導致分子—基
因革命，使醫藥、健康、農業、食品、營
養、能源、環境等產業發生重組和融合。

以克林頓第13134號總統令——《開發和
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為標誌，1999
年美國政府提出「以生物為基礎的經濟」概
念。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發佈《促進生物
經濟革命：基於生物的產品和生物能源》報
告。

中國專家也較早關注到生物經濟。中國
生物技術發展中心原主任王宏廣在2000年提
出「生物技術將取代信息技術引領新科技革
命」。中國農業大學生物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鄧心安教授2002年發表文章提出「生物
經濟是以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為基礎的、建立在生物技術產品和產業之上
的經濟。」2020年4月21日，海南勝嶸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石斛育種培養室內，工作人員查
看石斛種苗的生長情況 郭程攝 / 本刊

今天，在王宏廣看來，生物經濟是以現
代生物技術及生物資源為基礎，以生物產品
與服務的研發、生產、流通、消費、貿易為
基礎的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數
字經濟之後的第四個經濟形態，也稱第四次
浪潮。生物經濟主要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
業、生物製造、生物能源、生物資源、生物
安全、生態環境、生物服務、生物信息等領
域。

曾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1%項目的華大
集團董事長、聯合創始人汪建在即將出版的
《生物經濟——一個革命性時代的到來》一
書中提出，人類進入的不僅僅是生物經濟時
代，而應該叫「生命時代」。生命時代是一
個以生命的健康、價值、意義作為未來主要
發展方向的時代。

二問：究竟什麼驅動了生物經濟時代的

到來？

生命體是迄今已知最為複雜的物質系

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科技委主任

賀福初院士說，從基因組到蛋白質組、轉錄

組等，組學的發展引領了20世紀末至今的生

命科學大發現時代，一系列重大發現噴薄而

出，生命科學呈現爆發式成長乃至革命性突

變的態勢。

而隨著現代生命科學快速發展，以及

生物技術與信息、材料、能源等技術加速融

合，高通量測序、基因組編輯和生物信息分

析等現代生物技術突破與產業化快速演進，

生物經濟正加速成為繼信息經濟後新的經濟

形態。眾所周知，隨著基因測序技術革命性

的進展，全基因組測序已成為常見的科研、

診斷手段，基因檢測成本「超摩爾定律」般

的快速下降，使更多的臨床和醫學應用成為

可能，也為個體化診療技術和產業發展提供

了關鍵的技術支持。

「生物經濟時代，引發科技產業重大革

命的基本因子就是基因。基因科技的發展，

是推動生物經濟眾多領域快速發展的重大革

命原動力，是生物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鄧心安說。

生物科技革命乃至產業革命的背後，是

工具的進步。華大基因歷時多年通過併購、

消化、再吸收，推出系列高通量測序儀，並

且大規模商業化，使中國成為繼美國後全球

第二個大規模商業化高通量測序儀的國家。

「可以設想，利用國產高通量儀器和大

平台，我們可以低成本地減少相當一部分出

生缺陷新生兒。」掌握自主工具後的汪建更

有底氣，「我們能不能在全世界出生缺陷疾

病控制上作出更多貢獻？」

三問：目前處於生物經濟時代的哪個階

段？

生物醫藥、生物材料、生物育種……

一系列生物產業近年來獲得迅猛發展。中科

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戰略情報部主任陳方判

斷，當生物產業集群在國民經濟中逐漸發揮

主導帶動作用，與其相關的經濟活動越發廣

泛和繁榮，有望推動產業革命和社會經濟結

構調整時，就有理由推測其可能引領經濟形

態的新一輪更替。

人類究竟處於生物經濟的哪個階段？

鄧心安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人的共識——以

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為標誌，生物

經濟進入孕育階段；2000年人類基因組草圖

的破譯完成，標誌著生物經濟進入成長階

段。大約到21世紀30年代初，生物基及生物

科技產品將得以廉價且普遍使用，預計那個

時候生物經濟發展會進入成熟階段。

專家們認為，肆虐兩年多的新冠肺炎

疫情加速了生物產業的發展，加速了生物經

濟時代的到來。在生物經濟時代，基因重塑

世界，以革命性的手段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

活方式，生物、信息、物質跨界大融合，世

界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從「萬物互聯」轉向

「萬物共生」。

四問：多少國家、國際組織制定了生物

經濟政策、戰略？

進入21世紀，一些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

開始密集制定、實施生物經濟戰略。

2009年5月，經合組織發佈《2030年生

物經濟：制定政策議程》報告，對生物技術

潛在影響最大的農業、衛生和工業三個部門

的未來發展進行了全面分析，認為到2030年

生物技術對全球GDP的貢獻率將達到2.7%以

上。

2010年到2012年，歐盟連續3年發佈《基

於知識的歐洲生物經濟：成就與挑戰》戰

略、政策白皮書《2030年的歐洲生物經濟：

應對巨大社會挑戰實現可持續增長》和《為

可持續增長創新：歐洲生物經濟》戰略。

在美國，2012年白宮發佈《國家生物

經濟藍圖》：「幾十年來的生命科學研究以

及日益強大的生物信息獲取和利用工具的開

發使得人們更加接近以前無法想像的未來之

門：用CO2直接生產的液體燃料，用可再生

生物質而不是石油生產的可降解塑料……」

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已有數十個國家、

地區及國際組織制定了生物經濟戰略或生物

經濟政策，從國家安全、經濟、產業、科

研、創新以及可持續發展等不同方面佈局生

物經濟的發展。

五問：為什麼說生物經濟時代是「一個

革命性時代」？

約20年前，理查德·W.奧利弗在《即將到

來的生物科技時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質時代

的新經濟法則》一書中就曾經預言，生物物

質經濟將以爆炸性的態勢在短時間內為全球

經濟帶來革命性的發展，它會像基因一樣從

內部展開從而帶來根本的改變，其力量已經

相當明顯。
基因編輯、合成生命、DNA存儲……

21世紀的今天，一系列人們難以想像的新技
術、新變化，不斷湧現、迅速發展，給經濟
社會、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尤其是給生命本身
帶來巨大變化。

中糧營養健康研究院院長郝小明說，
未來，以基因測序、合成生物技術、液體活
檢、細胞免疫治療、生物大數據、生物仿製
藥等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將推動新一輪產業變
革。生物經濟給醫學領域帶來的變化將是革
命性的。可注射膠原心肌再生支架引導心肌
再生、可注射智能生物支架結合干細胞修復
早衰卵巢……伴隨多個臨床研究取得成功，
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再生醫學研
究中心主任戴建武已成為國際著名的生物醫
用材料與再生醫學領域領軍科學家，「生物
經濟時代是『已經到來的未來』。」

步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人類將不僅

能準確預測疾病風險、開展精準治療，還有

望能通過基因編輯技術治癒一些重大疾病或

消除一些遺傳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