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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
肖洪湖

                 說冰雪只是過客
                 說村莊越發安靜
                 我假裝從農具裡
                 抽出細雨
                 把鳥的啁啾
                 置於屋簷之上

                 踩過空曠的田壟
                 草木齊刷刷地抬頭
                 每行一步皆有回應
                 他們用卑微的身軀
                 告訴我春山可望

河水流過抱書橋
顏玉柱

裕溪河，古稱濡須河。它是有巢氏帶
來人類群居活動，所開始創造古今燦爛文化
底蘊的巢湖流域的一條悠長的河，由西蜿蜒
向東，河水日夜流淌，悠悠數千年從未停歇
過，滋潤著巢湖、含山和無為三地人們的生
活節奏，涓涓細流通湖達江奔向大海，奔往
遠方的遠方。在它兩岸，水草豐茂、花紅柳
綠、良田密佈、車水馬龍、高樓鱗次櫛比，
萬家燈火閃爍城市鄉村一派現代化繁榮景
象。

去年五六月間，樹木蔥蔥，我應聘巢
東這河以南一家企業，每天上班，從東風路
最西頭，乘23路公交都要經過「抱書橋」，
方知，裕溪河上有這麼一座橋。而且，這是
有著歷史淵源的有故事的橋。橋的名字，聽
起來就有一股文人氣息所縈繞的魂魄，便使
我開始產生了「抱書橋」印象，並引發對它
歲月鉤沉的興趣。 

抱書橋，最初，只是一座簡易的木結
構橋，後經三番五次地修建成單孔石橋、三

孔石橋和現在的混凝土橋。它，歷經三個朝
代風雨，古今都是一座遠近聞名的橋。可
它，既沒有洨河上趙州橋建築的美學和早期
的力學原理，又沒有西湖上斷橋的白蛇傳，
也沒有周莊雙橋的別緻，而是建造技術和工
藝極其簡單，怎麼會久經修繕而不易其名又
千古流芳傳頌百世呢？這得隨橋下流水沿河
上溯900年，從北宋時說起，探究它原委。

據《巢縣志》記載，我在網上也查閱
了一番，這「抱書橋」名出有因，雖說從外
形及建造極為普通，但還真是不同于一般意
義上的橋。

早在北宋時期，巢縣東郊裕溪河北岸
有一個名叫呂士元的秀才，家境貧寒，卻勤
學上進。那年，他滿懷信心地赴京趕考。當
行至東山橋時，就是現在的抱書橋，一輪明
月升起，頓覺眼前豁然開朗，他對妻子發
誓：「此番在京考中，定像這輪明月，一掃
滿天陰霾，把清輝留給人間。」到了開封會
試，他打開試卷發現此次會試與往屆不同，
除了必考的典籍註解，聖人辭句，更有治國
策疏。呂士元深知民間疾苦，又常以天下為
己任，考場上不假思索，落筆如飛，言辭鋒
利，意氣慷慨，起承轉合，圓潤自如，字句
暢達，切中時弊，不禁微微自得，躊躇滿
志。

本次會試，呂士元理應榜上有名，但
因他針砭時弊盡吐胸意，籲請皇上「為民除
害、為國除奸。」觸怒了時任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左丞相）的蔡確，把他試卷當作廢
紙，結果落榜。後來，他連年參試七次，都
因在應試卷中屢次上疏朝廷，建議實行「稅
負漸進法」和列舉當朝頒布的「科舉士法」
的弊病，提出了切中時弊的見解。但是，均
名落孫山。

當他已衰老，才知朝中奸人當權，妒
賢嫉能，一顆火熱的報國之心也冷了。在最
後一次落考歸來，賢妻告訴他：災年家家欠
收，戶戶針黹驟減，家中生活入不敷出，陪
嫁變賣殆盡，要不是鄉親們相互關照，早已
斷炊待斃了。

呂士元憤氣添膺，昂天長歎「當今國
害未除，民生日艱，吾無才醫濟時弊，無能
為民請命，無力養家餬口，何生而為人！」
說罷，抱起歷年寫下的上疏底稿和所讀的
書，來到東山橋下，投水而去。

其妻聞訊趕來，痛哭不已。眾多鄉鄰
下水打撈遺體。待屍首出水後，但見他面色
如生，似在沉睡之中，懷裡仍緊抱書卷不
放，眾人皆悲。于是，大家連人帶書把呂士
元葬于橋旁，墓前立「憤士塚」碑，墓旁建
「抱書廟」，橋也改名為「抱書橋」。

這河水，帶走了他遠大抱負和理想；
帶走了他憤世嫉俗和惆悵；帶走了他的悲切
和憂傷；帶走了一個秀才滿腹詩書和政治主
張。至今，河水仍靜靜地緩緩地，不願帶走
屬於他靈魂那一部分與所有，流不盡沉默，
流不盡世事滄桑，流不盡憂鬱，流不盡念
想。

這河水，流過這橋，流過這座城市和
鄉村，流過人們記憶，繼續向大海、向遠
方。但這淙淙流水聲，卻還縈繞在這片大地
上總是揮之不去。

我從秀才呂子抱書投河之死，想到詩
人屈原抱石投江之死，他們身處古代，雖相
距一千多年，但思想卻一脈相承，懷揣赤子
之心，為了憂國憂民，用生命激憤相爭自己
政治主張，臆想喚醒沉睡的黑夜，去迎接新
的黎明。

斯 人 ， 抱 住 自 己 滿 腔 熱 血 和 激 憤 遠
去，這抱書橋，是呂士元的橋，承載他生命
的橋。猶如，那汨羅江是屈原的江；那蘭亭
是王羲之的蘭亭；那敬亭山是李白的山。來
來往往的人匆匆忙忙，都是過客。

早晨，太陽照在橋上，清澈的河水，
緩緩向東流…….

夜晚，星月照在橋上，清澈的河水，
謐謐向東流去。

石板縫裡的綠色夢
陳希瑞

一到冬天，我們就忙著趕集賣對聯。小本生意，雖說掙不了
多少銀兩，但熟悉的買賣難跳行，只能好好用心經營了。

天寒地凍的日子，我們四處奔波著，趕了南村趕北村，走
了東鄉去西鄉。每日裡望著路邊鉛色的樹枝在冷硬的風中瑟瑟抖
動，枯黃的蘆葦隨風飄蕩，餓急了眼的麻雀四處覓食，除了田野
裡的麥苗，哪裡還有一點點綠色的影子？  

那天，天色已晚，我們趕集回家，渾身疲憊地剛想歇口氣，
忽聽妻子說，你快看，這是什麼？我尋聲望去，只見水泥牆角縫
隙裡，正有一兩團深綠色的植物，緊緊貼伏地面，在夕陽的餘暉
中，頗有幾分靜美的樣子。看起來，它其貌不揚，葉片長橢圓
形，葉面有明顯的深皺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癩蛤蟆一身麻眼的
模樣。

每日裡，我們早出晚歸，忙得疲憊不堪，怎會想到，在這漫
漫寒冬裡，竟然還有這樣一種綠意盎然的植物頑強地生存下來，
實在是奇跡，這使我想起許多事情。

妻子頸椎不好，胸悶氣短，咽喉炎症，這都是長年累月的田
間勞作所致的病根。

這都跟田野上的離離野草一樣，風霜欺過，雨雪壓過，趴下
了，再爬起來，始終高昂起不屈的頭顱。妻子也是這樣，靠藥物
料理著身子，長年累月跟我一起四處奔波操勞著。聽說一種叫蛤
蟆草的野生植物對治療咽喉炎有療效，妻子就到野地裡尋覓到幾

棵，回家細心地栽在花盆裡，同時也學到了不少關于蛤蟆草的知
識。

蟾蜍草也叫地膽頭、白貫草、豬耳草或七星草，是一種比較
稀少的中草藥，可以有效預防和治療感冒、慢性腸炎等疾病，對
治療咳嗽及支氣管炎有顯著的效果。它夏秋兩季花開、穗綠時，
采收曬乾或鮮用，可移栽到農家房前屋後，以備不時之需，還可
收穫種子秋天進行種植。

 一天天過去了，蛤蟆草盡情享受著陽光雨露的滋潤，自由
地伸展著它的枝葉，拓展著它的空間。待到秋來，果然開出一些
淡紫色的小花，成熟的花萼裡，籽粒飽滿。被風一吹，不小心，
細小的籽粒就會遺落在地，落進水泥地縫隙裡。即使身處絕境，
也要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路綻放出自己的芳華。

我默默注視著眼前的蛤蟆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它不爭豐腴，甘于寂寞，甚至於石板縫隙中，即使身處絕

境，也絕不輕言放棄。只要有陽光雨露的滋潤，就可以堅韌不拔
地活潑潑生長下去。

它沒有菊花大朵大朵的燦爛，更沒有牡丹的雍容華貴，沒有
玫瑰的醉人情調，一生低調，從不張揚，不炫耀。

它不畏天寒地凍的欺凌，也要學那傲雪的冬梅，笑對嚴霜的
青松，依然綠意盎然，一生富有生機。

它不惜自己的生命，無怨無悔地將小小身軀全部奉獻出來，
祛除人類之疾苦。

小小蛤蟆草，讓我悟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同時讓我想起
鄭板橋的《竹石》，跟可敬的蛤蟆草何其相似呢：咬定青山不放
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聖公會中學舉辦網路霸淩線上研討會
聖公會中學訊：網路的發達為人類生活

的各個層面都帶來了革命性地改變。從獲取
訊息，到人際互動、投資購物，都是我們所
經歷的轉變。然而，近來也越來越多人注意
到網路的負面影響，網路霸淩也成為備受關
注的議題之一。2020年，因網路霸淩而輕生
的有28歲的南韓網紅博主樸素恩，日本30歲
的知名演員三浦春馬，因著網路霸淩越來越
多人結束寶貴的生命，繼而網路霸淩在社會
上引起了廣泛討論。聖公會中學是一所以耶
穌基督為明燈的基督教學校，營運長陳梅梅
女士更是走在時代的前列，意識到網路霸淩
在青少年族群中的嚴重性，因此特邀資深專
家蔡雲微博士舉辦以網路霸淩為主題線上研
討會。

研討會由教牧助理許月兒女士做開始禱
告，隨即全體肅立奏菲律賓國歌，從而拉開
了此次線上研討會的序幕，學校營運長陳梅
梅女士致開幕詞，陳女士強調如今網路霸淩
對青少年的危害以及可能帶來學業或心理影
響，提醒家長們重視網路霸淩，希望通過此
次研討會能讓家長老師們知道如何處理網路
霸淩事件、如何對待正在被網路霸淩的孩子
們。同時也特別感恩蔡博士百忙之中為聖公
會中學做此次網路霸淩研討會。接下來由學
校發展部貝頓主任介紹聖公會中學的一些活
動安排，2月9日幼稚園線上歡樂日活動，主
要由營運長陳梅梅女士為小朋友們講英文故
事，貝頓主任教小朋友們唱英文歌，還有一
些手工製作之類的活動。2月27日，聖公會中
學將在YOUTUBE上直播傳統音樂晚會，其中
囊括了中、英、菲三國著名的傳統民歌。

聖公會中學中文部總主任李偉有博士
向大家隆重介紹蔡雲微博士，蔡博士在亞洲
神學院主修臨床基督徒輔導專業並獲得教育
博士學位，在新加坡神學院主修聖經研究並
獲得碩士學位。蔡博士也在遠東廣播公司的
DZAS702“HEARTLINE”的廣播節目中作為
婚姻和家庭問題的廣播輔導員，是菲律賓廣
播電台協會（KBP)的認可廣播員以及會員、
帶有OMF文學Hiyas出版“蜜蜂系列”童書的
著名作家。另外蔡博士還是一名生活教練，
主日學師資培訓師、家庭事務和育兒、愛與
關係為主題的講師；在菲律賓聖經學院及亞
洲神學院兼任講師和《返回聖經》的輔導
員。

蔡博士首先用一些具體實例開始了研討
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2019
年對於網路霸淩進行了民意調查，大概有
一百六十個國家一百萬的15至24歲年輕人接
受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七成以上的年輕人發
生過或正在被網路霸淩。此數字讓人觸目驚

心，何為網路霸淩？網路霸
淩（英文：Cyberbullying）,
又稱網路暴力，是指一種在
網路上發生的欺淩事件，屬
於電腦犯罪的一種，乃是網
路時代的新興產物。蔡博士
分享給大家常見的網路霸淩
方式有：重複並不斷地對其
他同學使用言語暴力；模仿
某個同學外表或行為特徵加
以羞辱；把某個同學的個人
資料公開；把某個同學的進
行“P圖”或在相片旁加誹
謗性文字；重複並不斷發一
些言語使某個同學被孤立，
稱為關係霸淩；還有匿名誹
謗等等。網路霸淩對青少年
產生很多負面影響，受到網
路霸淩和學業表現下降具有
相關性；網路霸淩也可能出
現社交焦慮、外在敵意、以
及 對 社 會 或 他 人 產 生 疏 離
感，甚至出現犯罪行為。在
心裡健康方面，受到網路霸
淩常見的反應包括沮喪、自
尊心下降、焦慮感或自殺意
圖等。蔡博士分享如今在大
流行期間，社群媒體是人們
最常用的溝通媒介，青少年
在社群媒體上受到霸淩的機
率最高。上網時間及臉書使
用時間和遭受網路霸淩並無
關聯，但通訊軟體使用時間
越長青少年越可能成為網路
霸淩的受害者。公開的網路
平臺（如臉書）可能比較不
會讓青少年遭受網路霸淩，
而較為私下、封閉式的溝通
管道（如LINE 或Messenger 
等通訊軟體），可能增加青
少年收到網路霸淩的機會。
此外，蔡博士還提及線上遊
戲也可能成為網路霸淩的溫
床。

為了遏止網路霸淩的發
生，或是降低其負面影響，
蔡博士提出幾個要點：加強資訊倫理，讓青
少年擁有法制觀念，學校老師家長教導學生
隱私權或網路交友安全等知識，營造一個比
較安全的環境；其次面對網路霸淩，不能只
當作一種網路現象，應回到青少年現實的人
際網絡，瞭解霸淩發生的背後原因；最後父

母對孩子的網路使用行為要把關，父母對子
女的網路使用採取禁止的態度，則大大降低
網路霸淩的機會。蔡博士強調每個孩子都是
上帝的獨一創造，每個孩子也是上帝的最
愛，如今網路霸淩在青少年族群中變得越來
越普遍，學校和家長更應重視其危害，並且
更好的合作，網路法治觀念及禮儀、父母的

角色，在網路霸淩的相應環節中發揮著重要
作用。

蔡博士的網路霸淩主題分享結束後，
回答了家長們的諸多問題，使得很多家長更
加瞭解網路霸淩，並提高了意識。研討會以
聖公會中學小學英文部恩多主任禱告圓滿結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