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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7年在临沂卫校毕业
后，分配到沂南县砖埠公社医院
工作。自此，我在这个乡镇医院度
过了9个春秋。

砖埠医院坐落在岭顶之上，
四周是一片农田，西侧是一条小
溪。在这里，春天到处是绿油油的
麦苗；夏天可以看到一块块苞米
方阵，碧绿的叶子和绿中微红的

苞米须丝在风中抖动；而在秋收
季节，随时可见刨地瓜和花生的
村民。砖埠虽是个小地方，但也人
杰地灵。这里曾是古代的阳都故
城，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
事家诸葛亮的故里，也是唐代大
书法家颜真卿的祖居地。就砖埠
医院来说，是沂南县分院，在周围
也颇有名气。医院里有个苏老先
生，他的中医医术远近闻名。还有
个孙兰修女外科医生，年轻时曾
跟随德国修女学医，人称“洋姑
娘”。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冒着枪
林弹雨到前沿阵地抢救八路军伤
员，经她救治的八路军伤员达120

多人。孙兰修医生终生未嫁，但医
术高明，擅治疮疡肿疖，求她治病
的人络绎不绝，被誉为“沂蒙山区
的林巧稚”。后来，院里还分来几
位大学生，可谓人才济济。

我分配到砖埠医院时，正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医院
分工不细，工作不够固定。我学的
是护理专业，根据医院需要我干
过司药、收款及小手术室、注射室
的工作。同我一起分到医院的有7

个学生，来自青岛、济南、莱阳、临
沂等医校。那时，我们刚刚走出校
门，上班时工作热情高涨，闲暇时
间分外热闹。我们一起学唱样板
戏《沙家浜》，一起说宣传计划生
育的“三句半”，有时还到附近的
中学去打篮球，生活可谓丰富多
彩。

刚到砖埠医院，就有人给我
介绍对象。也许因为我从小受到
沂蒙精神的熏陶，对解放军一直
有着特殊的感情。在砖埠医院工
作期间，县里征兵时常抽我去帮
助体检。能为部队工作，我感到很
高兴。在我的心目中，军人总是和
保卫祖国连在一起，因而喜欢军
人，也喜欢那绿色的军营。那时，
同事刘福英的爱人在北京卫戍区
警卫第1师工作，正巧家里给我介
绍的对象在警卫第2师的团里当
参谋。这在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我
也要嫁给军人。然而在那个年代，
军人似乎并不怎么吃香，据说军
官也得复员回家。尽管在这种情
况下，我还是毅然接受了这门亲
事。

1972年我怀孕时，院里派我
到沂水中心医院学习针灸麻醉1

年，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经历了
“十月怀胎”的艰辛。临近生孩子
时，我很想爱人能回家陪我一段
时间，但他那时正在首都机场执
行尼克松、田中访华的有关警卫
任务，直到孩子出生也未能回家，
是母亲和妹妹陪我度过了那段困
难时光。当时在砖埠医院工作很
忙。因为不分班，什么时间有病号
就什么时候干，因而孩子喂奶就
成了问题。有时一忙起来，孩子半
天吃不上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母亲就有些着急，常说：“人家谁
不上班，上班就不管孩子了吗？”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砖
埠”二字始终萦绕心中。现在想
来，砖埠医院之所以令我难忘，不
仅因为那里有感情真挚的同事，
周围有淳朴的乡亲，它是我工作
和走向社会的起点，还在于我在
那里收获了爱情，建立了家庭，也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对我来
说，砖埠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19年，黄纲存出生在夏津
县城西郑保屯。1937年黄纲存替
其多病的三叔应征入伍，被编入
国民党某部工兵二团一营三连，
任上等传达兵，从此踏上军旅生
涯。在军中他报考飞行员，从300

名考生中脱颖而出，靠自学考入
空军航空学校。从1944年起，先后
去印度、美国学习飞行技术，两
年后毕业回国。

黄纲存的大哥在八路军医
院工作，受其影响，他平日里流
露出一些不满内战的情绪，因此
被调离空军作战部队，到杭州笕
桥航空飞行学校担任飞行教官。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溃
败，黄纲存与妻儿随空军撤至台
湾。在台湾，黄纲存凭借自己出色
的工作，成为台湾空军军官学校里
一名飞行教官，生活条件也很优
越。然而，他依旧十分关注家乡，牵
挂大陆。有一次，他悄悄地在广播
中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发出的“革命
不分先后，欢迎回家建设祖国”的
号召，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开始寻找机会返回大陆。

1956年8月15日一大早，他来

到台湾岗山机场带学员进行试
飞训练。这时，一位学员说机舱
出现故障，飞机不能正常起飞。
黄纲存检查了一下飞机，并要求
地面机械师给飞机加满油，要到
空中试飞。当时他的学员也要求
一起上机试飞，他巧妙地拒绝了
学员的要求。当他踏上飞机的那
一刻，他意识到机会来了，感到
了一股归心似箭的冲动。他来不
及多想，驾驶着那架美制AT—6

型高级教练机，越过海峡向着大

陆的方向飞去。一个小时后，飞
机稳稳地迫降在福建省某地。人
们看到美国的飞机降落下来，开
始是一阵骚动，以为是国民党开
始空袭。当黄纲存说明自己是从
台湾飞过来，是驾机起义，是飞
回来报效祖国的，人们顿时一片
欢腾。他也成了祖国解放后又一
个从台湾驾机归来的飞行员。

黄纲存从台湾驾机起义的消
息，很快传到了首都北京，党和国
家领导人对这位青年才俊的归来

十分欣喜，专门为他召开了盛大
的欢迎大会，首都各界代表900多
人参加。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
了他，邓颖超亲自为他拍照留念。
听说黄纲存回来了，远在夏津县
家乡的老父亲和弟弟也专程赶到
北京看他。时隔多年后父子再次
相见，两人抱头痛哭。黄纲存把美
国人的飞机开了回来，这一消息
振奋人心。国家奖励给他黄金，他
却拒绝了，只收下了8000元的安家
费。在他眼中，能够受到这样高规
格的礼遇，是他没有想到的。

黄纲存回到大陆，恰逢四川
空军十四航空学校组建。组织上
考虑到他的特长，把他分到了那
里任副团长，负责培训新学员，
为他们传授国外的飞行新技术。

1978年，黄纲存调回山东任山
东民航局副局长。1980年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的黄纲存还有一个心
愿，就是台湾回归祖国。虽然他驾
机从台湾归来，但他一直在等待
和自己台湾家人重逢的时刻。然
而，1986年正月初三，他突发心肌
梗塞，经抢救无效，带着深深的遗
憾离开了人世。

□周冰

黄纲存：驾机回归大陆的台湾空军少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国民党空军飞
行人员冲破严密的控制，
先后有40多架各种类型
的飞机、100多人次驾机
或随机起义归来，黄纲存
即其中一员。1956年，时
任台湾空军少校飞行教
官的黄纲存怀着满腔热
血，毅然驾机从台湾飞回
祖国大陆。

隋炀帝下令修建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是唐宋时期连接经济中心(江南地区)与政治中
心(北方洛阳、开封)，并进一步辐射到整个中国的交通大动脉。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诗歌发
展史上诗词创作的繁荣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必然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反映、
描写运河的作品，也必然会有受到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的文学现象的发生。

【忆海拾珠】

难忘的
砖埠医院

【口述城事】

□卢中华

唐宋诗词与大运河
□苗菁

评价运河功与过

唐宋诗歌对运河开凿与运
行功过很早就给予了关注。运河
开凿的主要决策者是隋炀帝。作
为一个曾既强盛、统一又很短命
的王朝，隋朝的灭亡与隋炀帝开
凿运河有很大关系。因此，反思
运河开凿的历史，就不能不联系
到隋炀帝。最早出现的这类诗歌
作品是白居易的《隋堤柳》。在这
首作品中，白居易对隋炀帝开凿
运河持彻底否定态度。他认为，
正是因为隋炀帝开凿汴河 (运
河)而用之“南幸江都恣佚游”，
才使得“海内财力此时竭”，最终

“上荒下困势不久”，导致个人身
丧江都 (扬州 )，隋朝亡国的结
局。在白居易同时及前后，写这
类题材的诗人逐渐增多，出现了
张祜的《隋堤怀古》、李商隐的

《隋宫》、胡曾的《汴水》、罗隐的
《汴河》等代表作，这些作品对隋
炀帝的开河都持否定态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
来越感受到运河的开通对南北
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对全国的统
一和中央集权的维护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与出行带来巨大的便利。至晚
唐，开始有了一分为二的认识与
评价。代表作品是皮日休的《汴
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
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
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歌认
为，如果没有“水殿龙舟”的荒唐
与奢靡，单就开凿运河而言，隋
炀帝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这实
际上是指出，运河开凿不为过，
荒唐嬉游才是过。

随着对运河开凿的认识与评
价越来越一分为二，在思考这个
问题时，人们也就愈来愈能辩证
地看待。于是，晚唐还出现了一首
更为别致的讨论运河开通功过的
诗歌作品，即李敬方的《汴河直进
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
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
膏是此河。”作品认为，运河通航
对朝廷是利，对百姓却是害，因为
东南地区的“民脂民膏”都是通过
这条河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廷
的。这种对运河功过利弊的分析
更进了一层，也更加全面。

北宋时，运河的作用比唐代
更为重要，它是南粮北运的最主
要水道。在谈到运河时，宋代诗
人就不再只是着眼于写运河本
身的功与过，而是完全着眼于现
实，就北宋运河的畅通及治理等
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诗篇
中有的主张停罢漕运，如石介的

《汴渠》；有的主张不能罢漕运，
但朝廷要节俭开支，如梅尧臣的

《汴渠》；有的主张另外疏凿秦汉
时期通往关中的旧渠，如郑獬的

《汴河曲》。

运河上演离别情愁

大运河和唐宋时期人们的日
常生活有密切关系，人们的仕宦、
游历都离不开这条水系。从某种
意义上说，运河是唐宋人的一条
生命之河，在其上不断展示着唐
宋人为生计，为前程，为理想而奔
波、奋斗的心理脉动，也不断上演
着他们送亲别友的离别图像。

这是条能牵动思乡之愁的
河流。如崔颢《晚入汴水》：“昨晚
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几
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
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
潮波。”作为开封人的崔颢，一进
入运河，离家乡愈近，人的情绪
也就愉悦起来，连景色都让人感
觉到惬意。这是条引发客愁的河
流。如欧阳修的《自河北贬滁州
初入汴河闻雁》：“阳城淀里新来
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
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这是条能给人以精神追求
的河流。如孟云卿的《汴河阻
风》：“清晨自云牛马形，梁宋挂
席之楚荆。出浦风渐恶，傍滩舟
欲横。大河喷东注，群动皆窅冥。
白雾鱼龙气，苍茫迷所适，危安
惧暂宁。信此天地内，孰为身命
轻。丈夫苟未达，所向须存诚。前
路舍舟去，东南仍晓晴。”面对着
这滔滔流水，有人会有惆怅与失

意，但也有人会如孟云卿那样，
虽已有多次的不如意，但仍能坚
定信心，矢志不渝地追求下去。
在孟云卿看来，人生和自然界一
样，有阴就有晴，狂风过后将是
风平浪静的美好前程。

这也是条不断消逝、消磨人
生命的河流。如王安石的《汴
水》：“汴水无情日夜流，不肯为
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
知今日到何州。州州人物不相
似，处处蝉鸣令客愁。可怜南北
意不就，二十起家今白头。”数百
年来，这条河上有无法计数的人
走过，其中许多人应是多次往
返。无论是中唐的白居易，晚唐
的杜牧，还是宋代的王安石，他
们的感觉是相通的。

这更是一条送别的河流。在
这条河上，唐代就曾上演过无数
次送亲别友的剧目，也留下大量
写离别之情的作品。北宋时期，以
许多送别与离别都是发生在开封
城外或沿途的运河(主要是汴河)

上。如柳永那首著名的离别词《雨
霖铃》，词中所写的送别地点是在
汴京都门外的汴河畔，其“执手相
看泪眼”的送别场合是在汴河上，
其“念去去”而登舟远行的路程是
延伸向漫漫“楚天”的汴河水。

地名成文化符号

因开河而形成的运河水系

中的一些河名、地名及相关景点
成了唐宋人在创作诗词时常用
的文化符号。特别是隋堤、汴水，
成了唐宋诗词中经常提到和描
写到的景象或意象。在宋代，“隋
堤”不仅是代称隋朝遗迹，最能
代表隋朝特征的文化符号之一，
成为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的一
个聚焦点，“隋堤柳”也不仅仅是
一种亡国的象征，更成了人们心
目中能展示汴京繁盛景象的重
要组成部分。进而，“隋柳”、“隋
堤柳”、“隋堤絮”在唐宋人那里，
逐渐成了泛指“柳树”与“柳絮”
的代名词。

汴水(汴河)更是诗词中经
常使用的景象。写到运河沿岸
的城市，汴水 (汴河 )往往成了
诗人描写该地景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描写和这些城市有关
的历史遗迹或人物事件时，汴
水(汴河)也多成了重要的抒情
元素；写到沿运河南归与北上
的情景时，汴水 (汴河 )也成了
人们必然要提到的景象。到了
南宋，汴水 (汴河 )更成了沦陷
金人之手的汴京故都的象征，
如朱敦儒的《浪淘沙》：“北客
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无酒
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
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
咽东流。”在朱敦儒的心中，东
流不尽的汴水是他对故都最
难忘怀的典型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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