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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他把門關上，門搭扣了。

「哼，愛做鬼先遊十八地獄！」

照理一整天的累活，還抓了仨鬼，他

應該好睡好眠。不知為什麼，他一點也沒有

報復後的心情爽快。

五更天，雞啼了，他估摸著這仨兄弟

今晚的苦痛經歷，該已銘刻腦袋，可以把他

仨放了。

仨鬼夜裡足足在地上滾了二個時辰。

才被放生。

滾！

以後橋歸橋，路歸路，再也不要在我

面前晃。

那麼大的碩鼠爭著爬上身撓癢癢，還

啃他們的腳趾，蚊子嗡嗡群咬。再沒記性的

黑白無常、鬼差，都會刻在腦子上了。

【第六章 平和的日子】
一、

他房間櫃床底，地磚下盛著銅元、銅

錢，那二個瓦罐是獅兒日夜手不停，拼命織

草鞋的動力。他所期待的長大成人絕對不是

這樣子。每年相同的二次拼死拼活「雙搶」

（搶收搶種），他希望生活裡至少要有那麼

一點驚喜。

比喻說，有空去嚮往的閑間聽故事，

自己要有那麼三畝田地，每季換種著花生、

大豆、麥子，還有水田的稻穀。

地是莊稼人的衣食父母，是命。

有了地，才有五穀豐登，衣食豐盛。

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有三畝地？

二、

昨天，阿木興沖沖的告訴他，你村烏

門角許樂，有一畝地要賣，位於咱們兩村交

界處，鄰近老佛爺家的地。老佛爺說你存有

近三年工錢在她處，要你買下。她叫我明天

下午帶許樂去她處交割地契和收錢。

他被這意外驚喜憾得手腳不知放那

兒。一下子站起來，一下子坐下。頂廳那三

隻懶蟲在邊上石板上嗡嗡叫，他都不生厭。

眼中此時無旁人。

大清早來龍眼地開工，想到下午要來

的美事，身子像渡伯擺渡，一前一後晃動，

他學著厝場聽來的無頭曲。

搖來吔

深山出好茶

東海產龍蝦

江中出渡伯啊⋯⋯

嗨呀嗨囉嗦，嗨囉嗦

搖船載人客

老漢楊福才

搖船作生涯

因我年紀已老

人人叫我老渡伯

我老是老

只是鬚眉老

身體也還康健

看此時天未明

還無過渡人客

我要將船搖去柳樹下

養神一番

他口上哼著，心裡的盤珠子上下辟里

啪啦。等許樂霜降之前收了紅薯。這地就姓

「獅」了。自己接著種小麥。二岸壟邊設置

半邊畦，種上白蘿蔔。

想著想著，明年鍋裡的麥疙瘩，麥

煎、發粿，都溢出香味了。三月初春就有炒

白蘿蔔絲吃。接著種胡蘿蔔，這樣利用二個

壟邊二條的半畦地套種，自己孤家寡人一雙

筷，不用天天鹹瓜脯，鹹豆豉了。

小日子越想越有盼頭，哈喇子都從嘴

角流下。

三、

還沒有樂上三天。聽到了阿木的提

醒，莊稼是鐵，肥料是鋼。光靠草木灰肯定

不行，要有茅坑裡的人畜糞便，與青草發酵

成有機肥，才能保證這一畝二分地豐收。

書上說，人無近憂，必有遠慮。

他寧可有近憂，看得分明，不要遠

慮，現在看不到，說不定是大麻煩。

心情一下開朗了。

夜裡，他悄悄挖起了那四個瓦罐，把

銅元、銅錢分開，包在麵粉袋裡，分放二個

籃底，上面鋪上乾蕃薯皮。一早趁上露水，

挑著疾步往鎮上趕。

他耳聽四方，頭後長眼。不讓後頭路

人超越，前面他追上別人，自己自覺閃到路

中走，一路上，心提在手上，捏得緊緊。

他後悔沒有約阿木伴行，好不容易到

了「複成號」，他才鬆了一口大氣。

換了三個銀元。

還剩下幾個銅元銅板，他大氣的善待

了一下自己。在複成布莊扯了三套分別為

藍、咖啡，深灰粗布衣褲。

他嘴角微上拉，有點自嘲。餐餐三大

碗蕃薯，該長的「長進」沒有長，個子倒是

瘋長了，衣褲好像天天都見短。自己足比同

齡許淑高出一個半頭。

他身上帶有全副身家，那敢在鎮上多

停留？挑著籃底薯皮仍然直奔、尖著兩眼注

意前後左右、恨不得閃電似的趕路，來回這

十二裡地，不到半天就到家。

整個下午，他凸起的胸脯裡有只小母

雞在打鳴，善大哥說的，鎮上歹人多。

這一後怕，他真長記性了。

四、

阿木、石頭叔在漆嬸婆的指點下，在

延龍眼地邊，那隔了一道五梯級小道，銜接

的三角形地動土了。那也屬龍眼地，祇不過

隔開石級，面積小，又呈三角形。所以只被

挖了兩個淺坑，漆嬸婆家，和老金頭家各占

一坑倒垃圾。

漆嬸婆說，現在是地歸原主，，地盡

其用。

阿木計畫了，開一個壆廁（茅廁）旁

邊還剩一個垃圾淺坑位。再徹一個有頂蓋的

草木灰囤。

獅兒有種久旱遇甘露的喜悅，有了肥

料，收成有保障，五穀充足，小日子可就奔

上了小康。

你還是織你的草鞋，煮餐。地兒小，

只容一個人鑿坑。

獅兒傻哈哈聽阿木指揮。阿木先去買

石料，灰土。剩下石頭叔一人，他一鏟一鏟

把茅坑土揚上垃圾淺坑。

軟姆碎步擺著金蓮，直奔龍眼地。

「停、停，死小子。」

地上的小石頭拌了她一個趔趄，撲了

她一個狗吃屎。

人未到，聲勢先到。學的是佘老太君

掛帥。

獅兒莞爾一笑。

世道不變定律，鳥為食亡，人為小便

宜死。

「噯，老太太，看這藍天白雲；鳥語

花香，誰捨得死呢。」

她嚷著嚷著，走近檢起地上小石子，

斷瓦片扔向石頭叔。石頭叔作勢要把鏟中泥

揚向她。老太太似乎記起冤有頭，債有主，

風勢一轉，她找正主說理。

「呣（不）知天高地厚，死爸死母沒

人管的「六無鎚」（孓然一身，啥都沒有的

人），愈來愈敢死，老娘的地也敢挖坑？」

她斜眼剜著滿滿不屑。

獅兒腦海瞬間連想那個掘園頭岸的婁

阿鼠（崑劇市井無頼人物），虎姑婆與這老

太婆是一家子。

「好呀，殺不盡的奸臣賊子；這老太

婆壞得很。」

阿獅竟然唱出一句京劇。

她氣得晃頭搖腦，白茅髮髻溜下脖

子，沒有門牙的嘴唇罵得直哆嗦。軟姆家死

去的當家軟伯；子孫輩的能耐都不怎地。看

起來，對外發動戰爭就靠這老太君掛帥。

不知為什麼，獅兒滿腹據理力爭，忽

然瀉得一空二白。

他在想，太嬤要有這氣魄，她帶大孫

子的日子就不會那麼艱難。安娘要有這勇

神，吳益哪敢追上門行兇？大姐的妯娌自然

也不敢冷言冷語。

他竟然沒有一點火氣，甚至有點贊

同，佩服老太婆。

五、

他頭也不抬，雙手飛舞地織他的草

鞋。

心裡卻默默數著數：

「1、2、3、4、5……30」

果然，只數到30，老太婆一屁股坐在

石板上。

折騰不起了。

獅兒嘿嘿戇笑。

石頭叔以為阿獅嚇儍了，趕緊請來了

老土地漆嬸婆。

「老不羞又唱老曲頭，要占龍眼地

啦。」

「那三角地和石級道是我家的。」

人要是沒皮沒臉，啥都敢佔。石級道

還不是你們頂廳，欺侮人家寡嬤孫幼，強行

從人家地中挖穿的？

「我婆婆臨死交代，那三角地底，我

們祖上埋了傳家寶。」

「吃老呣死，今天竟然聽說沙會變

米。」

倆老人知已知彼，句句精彩。漆嬸婆

來時幾然提了茶壼和杯子。看起來，準備長

期抗戰。為阿獅開壆保鴐擭航。

獅兒嘿嘿一笑，事主變旁觀者。

「這樣吧，妳盯著，我們正在挖，要

是沒有挖出寶，這地不是妳家的。」

漆嬸婆挑戰軟姆到公媽廳插香。

薑還是老的辣，漆嬸婆準確的捏住了

虎姑婆七寸。

「上香向列祖列宗賭咒，誰要說謊，

死後下拔舌地獄！」

軟姆有點心氣衰，她最害怕死後下地

獄。路見不平，氣死閒人。漆嬸婆越說越來

氣

只有焦雷閃電，不見雨點。人家該掘

照掘，該織草鞋的手一刻也不停，軟姆七竅

生煙，抓起沙子揚向阿獅。

老太婆忽被那三個整天閑得找螞蟻穴

尿尿的孫子腳架離了地。

「我滴個阿嬤，妳懂點事好不好？這

隻笑臉獅不能惹。」

「他不是人，人哪來那麼大的臭

力？」仨諢小子自從那晚叫不了天，喊不了

地，像粽子一樣在地上滾了大半夜。

心裡還在發毛。

現在他們看到阿獅笑，臉上的皮都收

緊了，風獅爺不能笑，笑就是在叫大黑鼠們

招他仨做上門女婿。

想起來脊樑上就流下一股股的冷汗。

那顧得上阿嬤嘶聲「放我下來，歹後

裔。」急急把老婆子飛也似的架回家。

六、

烏門角許林倆堂兄弟，自從地與許獅

鄰接，三人相見恨晚。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侃天侃地捉皇帝。他們眼見剛發生的全本鬧

劇。

<十四>

古人催婚催育  關鍵在這12個字
自古以來，多生多育、多子多福的觀念

根植于中國人心中。子嗣的綿延關係著血脈

傳承和家族的興旺，維繫著古代社會運轉、

推動農耕文明的發展。因此，在歷史上的大

多數朝代，官方都不遺餘力地鼓勵生育，以

充足的勞動力勸課農桑。

如今，適齡婚育、優生優育的現代婚育

觀念深入人心，但歷史上促進生育的傳統仍

可為我們提供經驗和啟發。

施民以惠的鼓勵政策：
生育獎勵與賦役減免
先秦時期，崇尚「地大國富，人眾兵

強，此霸王之本也」。官方已有婚配、生

育、養育的鼓勵政策。

西漢初年，秦末戰亂使得人口凋零，

嚴重影響經濟恢復和社會穩定，百姓的徭役

負擔沉重，如不服役，則需折錢交官。漢高

祖針對這種狀況，規定生一個孩子可免徭役

2年，這項政策激發了人民生養子女的積極

性，大大促進了漢初的人口恢復，也有利于

分擔徭役。兩漢交替間，人戶幾乎減半。

東漢章帝詔令產子者免除三年徭役，

並賜予「胎養谷」三斛，免除其丈夫一年徭

役。此外，孤兒和父母無力撫養的嬰兒，由

國家供養。這對經歷西漢末年動盪後，東漢

王朝的人口增殖和經濟恢復，起到積極作

用。

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人民頻

死。西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規定「以將

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即一家

生育五個女孩可免除徭役。

北魏、北周亦有寬徭薄賦，以減輕百

姓負擔，促進人口增長、地區安定的認識和

政策，即所謂「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

矣」。唐代，沿承和堅持鼓勵婚配、優待生

育的政策，始終如一。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詔：「宜

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之男女無室家

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對于家境

貧困、婚配困難之人，要求「親近及鄉里富

有之家」幫扶，「資送以濟」。唐太宗還鼓

勵「鰥夫續娶」，寡婦再嫁，但並非強制政

策，目的重在促進生育、增殖人口，對這一

時期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起到積極作用。

宋代，民間溺嬰之風盛行，南宋政府為

此多次詔令為生育的家庭提供補助。對于貧

困而無力撫育後代的家庭，官府還創設舉子

倉以幫扶，「官給之米，而使舉其子，所全

活甚眾」，或者採取「沒官田產免行出鬻，

官收其課，以給助民間舉子之費」，興辦舉

子倉的做法在江南地區逐步流傳。

明代，官府重點抓大齡男女婚配問題，

鼓勵「各處民間男女三十以上、無力備禮婚

者，依洪武年間教民榜例，省令裡老人等于

各該得過人戶內勸諭賑給，量出所有，互相

自助以成婚配」。官府還對生育多胞胎的家

庭予以獎勵。

洪武七年（13 7 4年），「應天府上

元縣民史廣妻李氏一產三男，事聞，給賜

錢六千，俾求乳母養之」；洪武二十六年

（1393年），「河南衛軍王狗兒妻周氏一

產三男，事聞，遣行人給賜鈔十錠，米五

石」。自此，「命給衣鈔」「鈔米如例」，

成為明代獎勵生育多胞胎家庭的定制。

清初，鑒于賦役制度繁雜混亂，弊端叢

生。康熙五十年（1711年）決定，「盛世滋

丁，永不加賦」，將丁稅按地畝徵收。雍正

年間將「攤丁入畝」推行全國。賦役制度的

改革，廢除了通行千年的人頭稅，減輕了無

地、少地農民的生育負擔，使清代人口出現

了快速增長，推動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奠

定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基礎。

治民以罰的措施：
強制「催婚嫁」「促生育」
通觀中國古代社會，歷朝歷代政府對古

已有之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思想多持肯定

態度，既有鼓勵政策，也有在一定歷史時期

強制「催婚嫁」與「促生育」的措施。

先秦時期，墨子有謂「丈夫年二十，不

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

王之法也」。按照墨子的主張，如果婚後三

年生一子，早婚十年便可多生三個孩子，實

行早婚可使人口倍增。由于古代醫療水平的

限制，嬰幼兒夭折率很高，加上自然災害、

戰爭與疫病的影響，早婚早育對人口生育率

的提高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生產力低下的

古代，大量增加勞動人口，是補足生產力欠

缺的重要手段。

因此，多數朝代都有著強制早婚、限制

及懲處晚婚的法令和政策。春秋末年，越王

勾踐為了復仇大業，需越國快速增殖人口，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還規定「壯者無取老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

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的強

制性措施。

秦漢時期堅持這種強制政策。西漢政府

鑒于秦末戰亂造成的人口凋敝，規定不分男

女，年齡超過15歲，需繳納人頭稅，每人每

年120錢，稱「算賦」；若女子15歲仍未出

嫁，需加倍繳算賦，每超過5年加征一級；若

女子30歲還未嫁，每年就需繳算賦600錢。惠

帝時更嚴格規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

不嫁，五算」，即按5倍罰徵人頭稅。一般的

家庭無法承受算賦加征帶來的沉重負擔，只

得早早將女兒嫁出去。

西晉時期，官府急于解決東漢末年以來

戰亂導致的人口銳減問題，強制早婚的措施

簡單粗暴。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詔令

「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即地方長官對超過17歲而未出嫁的女子強行

婚配。南北朝時期，強制早婚的措施依然嚴

苛。北齊武平七年（576年），「括雜戶女年

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

長處死刑」，以重刑迫使年輕女子早婚。

唐太宗時力圖改變前代簡單粗暴的強

制婚育政策，規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

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這也是在既

面臨人口增殖壓力又不敢粗暴施政的情況下

的一種政策調整，州縣出面干涉，難免強制

之意。唐玄宗時，則變通為降低婚育年齡，

「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齡。

宋代的婚齡也沿襲了唐玄宗時的規定。

按照古人的觀念，「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

十四而化」，方才具備生育能力。這一時期

的法定婚齡提前至尚不具備生育能力的年

齡，說明官方希望用強制的辦法盡早實現婚

育。明清時期，婚育年齡又恢復到遵循傳統

的「凡庶人娶婦，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

上，並聽婚娶」。不過，超過成婚年齡而未

婚有違禮法，民間女子的實際初婚年齡一般

早于14歲。

在中國古代的一些歷史時期，限制僧

尼、嚴禁私閹，也是增加育齡人口、促進生

育的強制性舉措。南北朝佛教流行，僧尼眾

多而不能生育。北魏肅宗熙平二年（517年）

令：「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

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

唐代佛教興盛，寺院膨脹，「天下僧

尼，數盈十萬」，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

入與人口的增長。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年），傅奕疏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

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

國」。唐武宗時掀起滅佛運動，強制「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

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增加了大批育齡人口。明代，禁止

育齡婦女出家。洪武六年（1373年）規定：

「以民家多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

上者聽，未及者不許」。

五代時期曾盛行權貴蓄養宦者的惡習。

北宋針對這種私閹男童為宦的惡狀，詔令

「人臣家不得私養宦者，……士庶敢有閹男

童者不赦免」。元代，養宦之風再盛，明朝

建立後，洪武五年（1372年）規定「毋閹人

子為宦者，犯者抵罪」。

明清時期，還出現為求進宮而自閹的

現象。從明世宗開始就詔令「錦衣衛緝事衙

門巡城御史嚴加訪拏究問。今後各處軍民敢

有私自淨身者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

煙瘴地面充軍，兩鄰並歇家不舉首者俱治以

罪」。儘管對自閹的處罰很嚴厲，但因少數

宦官地位顯赫，仍有平民為求生路或求富

貴，鋌而走險，明清兩代未能禁絕。

中國古代生育政策的核心
大力促進婚育、增加人戶，以利于經濟

發展和社會穩定，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

歷朝歷代官方生育政策大致包含兩種：一是

鼓勵性措施，包括鼓勵適齡男女婚配，給予

剛生育或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以物質獎勵並減

免賦役，對無力撫養子女的家庭提供一定補

助；二是強制性措施，包括強制早婚，限制

和懲罰晚婚、僧尼出家，打擊私閹等不利于

生育的現象。

縱觀中國歷史上有效的生育政策的核

心，主要在于：

賞罰兼施。中國古代農耕文明，使得歷

朝歷代的生育政策以增殖人口、充足勞動力

為目標。歷代統治者均明白這是治國的重要

方面，「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

因此中國古代的生育政策，既有獎勵措施又

有強制措施。戶口增減也是多數朝代考核官

員政績的重要標準。唐代把戶口增減放在地

方官考績的第一位，宋代也規定「縣令考

課，以戶口增減為黜陟」。賞罰兼施，雙管

齊下，以達到政策目標。

婚育並重。家庭是人類繁衍的基本單

位，婚配與生育是人口生產的兩大環節，也

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歷代官方往往

二者並重，從強化婚配著手，通過物質獎勵

與賦役減免，促使民眾多生多育，以達到增

加人口、恢復和發展經濟、穩固政權的目

的。與民休息。減輕百姓負擔，生育政策才

能有效發揮作用。歷代王朝多採用獎勵生

育、減免賦役的政策，實質是輕徭薄賦，配

合人口增殖，快速恢復生產、穩定社會，才

能從根本上減輕人民負擔，休養生息，方能

政權穩固。否則，百姓負擔過重，即使國家

有鼓勵生育的措施，仍是治標不治本，難以

發揮有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