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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故事

1943年夏，上级党委为了适应当时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济阳县和齐河县合并，
成立齐济县。同年，国民党为了控制笼络青年知识分子，决定在回河建立伪中学，作
为国民党在济阳县活动的据点，因未被日伪上级机关批准建立正式的中学，就起名叫
回河中学补习班。补习班的办学地点是附设在回河完小。这样，国民党济阳县政府
就利用补习班这个合法基地进行反共宣传，在补习班内组织发展三青团员，诱骗补习
班的青年学员结业后到安徽省阜阳县上中学，实际上到阜阳后投奔山东省国民党副
总司令李仙洲的国民党部队去当兵打内战。我党为了及时的搞日伪情报，了解敌人
的增兵情况，以利备战，进行“反扫荡”，力争夺取青年知识分子，就派孙耿区杓子李村
人在霍家小学当老师的王嗣贵和霍家村人在本村当老师的唐振盛俩同志考入回河中
学补习班，因这二名同志都是我党地下党员，在报考时，王嗣贵化名杨兴，唐振盛化名
唐国新，两人考入补习班后，他俩很快就发展了进步学生邵文林（周洪甫）为党员，这
三名党员在补习班内建立了党的地下小组，组长是王嗣贵（杨兴）。

回河中学补习班的校长叫何辑五，任课的教师有何道全、何天民、柏润东（柏永
济）等人，这伙人都是极端反动的地主劣绅、日伪特务，伪校长何辑五与国民党济阳县
党部宣传部长高惠清（垛石区的杨店村人）串通一气，经常进行造谣破坏、污蔑共产
党，公共叫嚷：“要抗战必须依靠国民党的中央军，要救国就要投靠国民党”等反动言
论，借补习班这个基地向学生们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教育。

党小组成立后，三人都积极开展工作，使工作进展很快，三人密切配合，党小组王
嗣贵（杨兴）稳健仔细、唐振盛（唐国新）大胆泼辣、邵文林（周洪甫）积极配合。为了更
好地发展和教育学员一致抗日，党小组在补习班内秘密组织抗日青年联合会。先后
动员了杨文轩、杨化安、苏云发、谢凤通、孙道阳、刘春兰、张善海、崔满珍、刘清林、刘
宝珍等二十多名参加县政府举办的短期训练班，结业后，均安排到党政机关和各武装
部门工作。

为了针锋
相对地和敌人
争 夺 青 年 学
员，党小组利
用晚自习的时
间组织同学们
学习，讨论革
命书籍里的革
命道理和时事
政治。有一次
晚上，党小组
正组织同学们
学习，有一个
姓郭的体育教
师来查自习，
不幸被他发觉
了，为此，还和
郭老师发生了
口角，结果，同
学们气愤地把

姓郭的体育老师打了一顿。事情发生后，何道全和柏润东老师出面干涉，并要求校长
把学生王道德开除出校，同学们听后都很气愤，一致举行罢课反对，最后，何辑五校长
在同学们的压力下只好收回成命，没敢开除王道德同学。

随后，鬼子进驻了补习班。有一天夜里，忽然听到鬼子在校园内哇哇乱叫，同学
们一打听，原来是唐振盛在院子内打了鬼子，因此，鬼子满院到处找他，为了唐振盛的
安全，同学们帮他从墙上爬出校园逃走了，才没有引起大祸。

党小组从刘贯一的侄子抗日青年联合会成员刘清林口中得知，补习班内有三青
团员，因此，党小组在同学中注意反共言论，很快就发现有几名同学在散布反共和国
民党消极抗战理论。这样，当时在学员中就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潮，反面思潮的代表人
物是支持三青团反共宣传的柏润东老师，所以，支持抗日的同学们就把矛头集中指向
了柏润东老师，形成了自1943年冬延续到1944年春的“反柏运动”。最后，支持抗日
的同学们胜利了。

1944年，伪回河中学补习班就停办解散了，王嗣贵（杨兴）先是调到县委举办的知
识青年学习班任指导员，1945年冬又被任命为垛石桥区委副书记，唐振盛改名唐贯华
先调到县委举办的知识青年训练班工作，后又调到县委组织部任干事，邵文林改名周
洪甫调县委宣传部任干事，抗日青年联合会成员刘清林、孟庆繁到耀南中学去接受青
年训练，其他抗日青年联合会成员也都陆续参加革命工作，原来打算去安徽阜阳的艾
铭鑑等同学也都留下来了。

回河中学补习班的地下党小组通过在补习班的这段斗争，不但为革命培养了一
批革命干部，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对济阳县党的发展建设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抗战时期
伪回河中学补习班
党的地下活动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
下，穿越崇山峻岭与幽壑深
谷，破龙门而出，浩浩荡荡奔
向中原大地。黄河含有大量
泥沙，具有淤、决、徙等显著
特点，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
的大量泥沙，经过亿万年的
冲刷淤积，最终形成了包括
济阳在内的华北平原。同
时，黄河进入中原和华北平
原后，水流减缓，所携带泥沙
常常造成河道淤积，形成地
上河。伴随而生的黄河文化
是一种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
型文明，具有内聚力和容纳
性的显著特点，相对于草原、
山岳、海洋型自然环境，河谷
平原型自然环境更适宜于农耕。黄河母亲的甘甜
乳汁，滋养了济阳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

济阳旧志记载，黄河流经境域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唐至宋初，大约公元 600 年—公元

1000 年左右。《济阳县志》（清·乾隆）记载，“黄河

故道：《通志》以今舆地言之，……南接滑台、开州、
濮州、范县、阳谷、茌平、平阴、长清、齐河、济
阳，…… 诸州、县界中，皆唐历五代，以及宋初黄
河之所行也。”唐至宋初黄河流经济阳北部。到了
宋初这段时间，黄河决口次数很多，造成河道於塞
而改道的情况不少，但基本上没有偏离东汉王景
用“墕流法”治理的河道，过澶州以后的基本走向
为：濮州—郓州一齐州—淄州—棣州—滨州，大致
与今天的徒骇河一致。因流经东京汴梁（今开封）
东部地方行政区“京东路”，北宋也称这条河道为

“京东故道”。此时济阳尚未建置，舆地属京东路
齐州，黄河“京东故道”经过济阳境域北部。此后
不久，从公元 1048 年开始黄河偏离“京东故道”，
暂离济阳区域，向北、向东两股奔流，分别从天津、
无棣入海。

另外，《济阳县志》（清·乾隆）还载，“临邑故城
在县西南境 ，宋武帝于隰阴县地侨置临邑县 ，隋
唐因之。《隋志》：临邑有鹊山 ，有隰阴城。唐《元
和志》：黄河在临邑北七十里 ，是临邑在鹊山之
北 ，而古黄河之南。县本析临邑县地所置 ，故城
在其境内。”意思是说，隋唐时期临邑故城在鹊山
以北、古黄河之南，离黄河有七十里。临邑故城
（漯阴县）在今孙耿街道西 1，黄河北七十里正是新
市镇北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隋唐时期黄河在济
阳境域北部。关于这条故道，清代著名地理学家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也有记载，“河水故道……
即今临邑南商河南济阳北惠民南也”“大河入平原
郡后，其县城惟著县差近，余皆去河数十里或百许
里。”“归化县故城在西北五十里今新市城。……
归化城在（黄河）北岸，今新市城正其地。”意思是
说，宋初以前黄河流经济阳之北临邑商河惠民之
南，离曲堤街道办（著县）最近，新市镇在黄河北
岸。

第二次是金章宗明昌五年，即宋光宗绍熙五
年（1194）。《济阳县志》（清·乾隆）记载，“金章宗明
昌五年，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邱、垣、兰阳、
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 ，至寿张
注梁山泺分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
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
东、惠民、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
黄河在河南阳武（今原阳）决口，由封丘东经东明、
菏泽，在梁山、东平一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经东
阿、平阴、长清、济南、济阳、利津北上入渤海，南派
经嘉祥、鱼台到江苏经淮河入黄海。

第三次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流经济阳。《济
阳县志》（民国）记载，“黄河，即旧志大清河，自咸
丰五年，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趋，入汇大清河，
入济故道。由历城县界任家岸入境，又北径沟杨
庄，又东北径县城南，又东北径葛家店、直河庄、鄢

家渡，至桑家渡入武定府惠民县界。”自此，
济阳历史上著名景点“济水澄波”荡然无
存，“惟黄河挟沙重浊，此淤彼决，沿河居民
屡遭昏垫之虞，非复向日济水澄波之形胜
矣。”同时，济阳人民盼望黄河安澜，兴利避

害 ，“ 今 后 科 学 昌
明，倘能利水灌田，
黄 河 之 险 固 不 足
忧，水利之兴当亦
靡涯乎 ！”

黄河在历史上
容易改道，山东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王青认为主要有
两个原因：一是黄
河出三门峡之后，
进入平原地区，正
对以泰山为最高峰
的泰沂山系阻挡，
黄河无路可走，只
能南北摇摆入海。
二 是 黄 河 含 沙 量
高，进入平原地区
之后，流速减慢，河
沙沉积，当河道淤
垫抬高之后，河水

只能从旁外溢。历史资料表明，黄河在
1841、1842、1843、1851 年发生了 4 次大溃
决。4 次大溃决中，除 1843 年洪水被认为
是有历史调查以来的最大洪水外，下游河
道淤垫是主要原因。除了上述，黄河容易
改道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一是黄河流域大
部分地区的气候比较干燥，全年降雨量的
70% 集中在夏、秋两季，容易造成山洪爆
发，河流猛涨。二是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
的大本营。陕、晋两省黄河峡谷两岸约十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是黄河粗沙的主要出产地。三是黄
河中游地区的植被不断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
重，沟壑不断蔓延。四是人为影响。南宋建炎二
年（1128），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
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道，向东南夺淮河
入黄海（济阳与黄河暂时分离）。1938 年，为
阻止日军西侵，蒋介石命令扒开郑州花园口
黄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军，黄河又向南
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济阳与黄河
又暂时分离）。直到 1947 年国民党堵复花园
口后，共产党领导济阳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

“反蒋治黄”，黄河又回归北道，经济阳自垦利
县入渤海。

北宋末年至金初，由于黄河主流不在济
阳境内流过，这里开始变得水草丰美、人烟稠
密，北宋渤海知县周沆曾这样描绘：“滨、棣、
德、博与齐州（辖济阳），素号丰饶，河北一路
财用所仰。”证明济阳“富裕”的最重要证据是
行政建置，1129 年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降金，
济南府遂为金国地，这年 11 月 20 日，割章
丘、临邑二县各一部分境域置一新县，因县境
地处济水之北，故命名为济阳县（属济南
府）。就治理黄河而言，金朝也是苦命的朝
廷，黄河在中原大地屡屡决口，黄水横流，漫
溢四方。当时所谓的清河、南清河、北清河、
济水、泗水、济水故道等，都被后人说成黄
河。在一段时间内，都是黄河支流，也都不是
今天的黄河。蒙古人占据中原之时，饱受黄
河之苦，其覆亡的导火索也是黄河，“莫道石
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过，对于济
阳百姓来说，此时这里离黄
河太遥远。明代，黄河依旧
常决口，水淹中州大地，主
流向南汇合泗水、淮水入
海。仅就治理黄河而言，明
朝依旧苦命，直到灭亡，还
在治河。清代，黄河主流仍
然向南，似乎与济阳隔着万
水千山。不过，藕断丝连，
很快，咸丰五年（1855）黄河
在铜瓦厢决口，穿运河，冲
入大清河。隆隆的洪水，震
天动地向济阳奔来，济阳与
黄河扯不断、理不清的情缘
又开始了新阶段。

黄河与济阳的情愫，符
合辩证法。通俗地说，就是
不在这里，也在这里。放在
一个较长的历史时空里，50

年没有不代表百年没有。宋代、元代、明代、
清代，黄河主流不长期、长流在济阳境内，但
并不说明黄河支流不通过济阳。每逢黄河
在北岸决口，常冲进大清河，过济阳入海。
北宋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
濮阳）决口，滔滔黄河水舍弃北流河道，冲入
梁山脚下，形成一望无际的大水泊，史称“梁
山泊”，然后一支北流入北清河，由于黄河水
势大，大清河被胁迫北移，在济南附近决口，
脱离了原有的济水河道，冲入到漯水之中，
占据了漯水河道经济阳境域入海 2。元至正
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
平地水深二丈许，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洪
水北侵安山（今山东梁山境内）入会通河夺
大清河入海，漫衍至济南（辖济阳）、河间两
路。《清史稿·黄河志》载，“顺治七年（1650）八
月，决荆隆朱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
由大清河入海”，此时黄河又由大清河道经
济阳入海。有史以来，黄河决口泛滥达
1593 次，大的改道就有 26 次，河道变迁的范
围可谓惊人，向北曾经改道经海河，出天津
大沽入海，向南曾经夺淮河入海，最南处是
注入长江入海。对此，清乾隆元年（1736）《山
东通志》“黄运卫三河交脉图”载，“黄河故道
自北而南，为禹迹、为北流、为东流、为北清
河、为南清河，其入脉俱在原武（县）与获嘉
（县）之间。”在黄河南北“驰骋纵横”历史进
程中，多次过境济阳，与济阳结下了千年之
缘！

注释：1、《山东历史地图集》：漯阴（又名
犁丘，隰），周齐邑，（都）邑遗址方位在孙耿
镇西；漯阴县（又名湿阴县），秦置，至曹魏因
之，西晋省，治所遗址方位在孙耿镇西；南北
朝时期，南朝宋侨置临邑县，治所遗址方位
在孙耿镇西，至此漯阴县改成临邑县。
2、在载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流经济

阳时，《济阳县志》（民国）简略提及了此次决口改
道，“河汇梁山泺分二派 ，入南北清河 ，自宋熙宁
十年始 ，寻经塞治 ，至是复行其道。”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济
阳
与
黄
河
的
历
史
缘
分

◎孙厚德

黄河济阳葛店段黄河济阳葛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