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提起“雨神”，年龄小的粉丝们首
先想到的大概是萧敬腾，但在泉城更多人心目
中，恐怕会和周华健联系起来。周华健曾经多
次来济南演出，每次都遭遇风雨，但他总是风
雨无阻。

周华健的济南首秀是十六年前，时至今日
还常被人说起。这是因为那场演出在泉城具有
里程碑意义，是泉城首场成功商业运作的大型
歌星演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出是在风雨
中进行的，数万人冒着风雨，在露天的省体育
中心体育场听周华健唱歌，那风雨无阻万众狂
欢的场面至今想来还让人激动。

记得那是1999年8月，我作为特邀记者全
程跟踪报道周华健济南演唱会。当时济南演出
市场特别冷清，很久没有大型明星演唱会演
出，因为此前有过几场明星演出都遭遇了“滑
铁卢”，赔得一塌糊涂。周华健这时候来济南
演出，是继续赔钱赚吆喝，还是开启济南商业
演出市场新路子？这些疑问特别引人关注。

周华健到达济南的当天，我随主办方去机
场接机，并商量好找机会做专访，周华健一下
飞机就被乘客和记者们认出来，大家争相围

观、拍照、握手，周华健来者不拒，在出口引
起拥堵，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只好出面把他隔
开，并簇拥着他快步走上接待车。我和主办方
协商好，已提前等在车上，周华健一上车，我
就迎着他打招呼：“周先生您好！”周华健微
笑着说：“你好，不用叫周先生，叫华健或者
大哥就行。”我改口道：“华健大哥好！”周
华健点点头：“好！好！”我感觉我们之间的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采访就这样见缝插针在
机场到酒店的途中完成了，因为周华健那天日
程安排很紧，中午到达酒店，简单午餐，接着
去现场走台，走台后就要化妆，准备演出。

演出头一天门票已经销售一空，但天公却
不作美，演出当天下午一直阴云密布，雷声隆
隆。演出即将开始时，下起了大雨，但场内已
经坐满冒雨而来的观众。我穿着临时从小贩那
儿买来的简易雨披，在后台和内场穿梭采访，
现场所有人员最关心一个问题：演出还能进行
吗？大约30分钟后，雨渐渐小了，一直冒雨静
静等待的观众鼓起掌来，现场灯光暗下来，音
乐声起，周华健打着雨伞大步登上舞台，伴着
大家熟悉的乐曲，在雨中开始演唱《朋友》、
《让我欢喜让我忧》等。当周华健唱到《风雨
无阻》时，观众和他一起高唱、呐喊，整个体
育场成了万众狂欢的歌海。周华健就这样顶风
冒雨唱了整整150分钟，演出结束时已近深
夜，观众仍意犹未尽，周华健多次返场、加
唱，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如果说周华健的济南首秀让我见证了一个
明星的实力与魅力，后来我参与策划组织的周
华健其他演出则让我认识了一个极具亲和力的
老朋友。

2007年10月27日，我受命负责举办齐鲁晚
报创刊20周年大型明星演唱会，我首先想到并
邀请签约的歌星就是周华健。周华健那时正忙
一个国际巡演，演出日程已经排满。我通过经
纪人找到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做了介绍，说起
1999年的济南那场雨中演出，说起齐鲁晚报读
者希望报庆时听他这位老朋友的歌，周华健和
经纪人认真商量，修改了档期，答应来济南。

演出当天上午，周华健和其他应邀参加演
出的歌星先后抵济。下午走台时其他歌星大都
是助理代替，周华健却亲临现场排练。现场化
妆间只有一间较大的贵宾厅，其他都是普通
间，两位年轻歌星的助理为争用贵宾厅互不相
让，周华健到场后直接进了普通间，年轻歌星
的助理们见状就不再争吵了。合乐排练时我问
周华健：每首歌都完整地排练一遍吗？他说：
都要唱一遍。他一边唱，一边告诉音响师调
音，每首歌都一丝不苟。

说来也巧，这场演出又一次遭遇风雨。排
练时天一直阴沉沉的，风雨欲来。排练结束
后，在送周华健回酒店时，我说：“可能要下
雨，华健大哥每次来济南都有风雨相伴。”周
华健说：“真是巧合呀，不过不会影响我的演
唱，这种露天的演出遇到下雨也是常见。”

晚8点，演出准时开始。歌星们陆续登台
在风雨中放歌，周华健最后一个登场，但他提
前30分钟就冒雨来到舞台下候场。我劝他：
“雨大风凉，先回化妆间休息吧！快到时我们
叫你。”他笑笑说：“我先感受一会儿。”他
看着排在前面的蔡依林唱完最后一首歌，在主
持人和观众的共同呼唤声中，脱掉黑风衣，身
着白色晚礼服，打着一把红雨伞，大踏步登上
舞台，全场立时响起潮水般的掌声。只见周华
健扔掉雨伞，高举双手打起节拍，和大家共同
引吭高歌，把演唱会推向最后的高潮。由于他
的精彩演出，一场普通的庆典晚会演化成歌者
和观众共同的心灵与激情的交响，一场恶劣天
气中的露天演出成了年内省城最大规模的文化
盛宴。

山东走出的百岁圣裔和她的“百岁体”

【名家印象】

寒风中的雕像【心香一瓣】

□刘恒杰

一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

每年冬天总要患一场感
冒。在上小学二年级的那
年元旦前，因体育课上出
了一身汗，风一吹，又感冒
了。放学回家后，母亲将她
的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
烫得很。她赶忙请来村里
那位姓张的先生，一量体
温，接近40℃。吃了几天的
阿司匹林药片，打了几天
的庆大霉素，体温就是降
不下来。母亲不停地向炕
边的火盆里续着柴火，并
给我盖上三床棉被，还冲
上温瓶，可我还是冷得浑
身发颤。姓张的先生说：

“要赶紧托人去公社医院
买青霉素，要不体温降不
下来。”

父亲和队里的社员都
在长埠岭上造大寨田，请
不下假来。母亲就把我锁
在家里，去公社医院找一
位远房亲戚买药。

我躺在炕上，听见北
风在屋外呼呼地吼叫着，
风打在窗子上，就像是外
面有人在用拳头猛烈地击
打着窗棂。公社医院离我
们村有十五里地，而且要
跨过嬴水河，河上没有
桥，母亲怎么过去？夏天
时我们曾在老师的带领
下，去公社驻地参加过批
斗会，河里的水没到膝
盖。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
见母亲在轻轻地叫我：
“宏儿，醒醒。”

我努力睁开眼睛，看
见那位姓张的医生又来

了。我听见医生问母亲：
“大婶子，你两条裤腿上
怎么全是土呀？”

母亲说：“从嬴水河
面上走，没想到一下子掉
进冰窟窿里了，两条腿全
陷在了里面，我爬上来，
棉裤都湿透了。我从麦地
里岔过去的，路近，尘土
都粘在裤腿上了。”

我不住地哽咽着。母
亲以为我是害怕打试验针
的疼痛，抚摸着我的头
说：“别怕，你大哥打针
一点也不痛。”
二

透过教室窗子上的玻
璃，我看到北风裹挟着鹅
毛般的雪花在空中旋舞，
杨树的光秃秃的枝条也在
狂风中来来回回不停地摇
动。教我们数学的一位女
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轴对
称图形”。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
外面轻轻敲打教室的门。
那声音很小，但还是使教
室里一下子变得更加寂
静。同学们都抬头向教室
门口的方向看去。女老师
放下手中的三角板，走下
讲台，拿开顶住屋门的扫
帚，打开门。风卷着雪花
一下子涌进教室门口，我
们都打了一个冷战。教室
门口外面站着一个人———
咦，怎么是我的母亲？她
来干什么？

我听见母亲说：“老
师，我 儿 子是在 这 个 班
吗？”

数学老师问清了姓名
以后，说：“是。您有什么事

吗？”
母亲说：“麻烦你把这

书给他。今早他走得急忘
了带，别误了用。”

说着，母亲从她棉袄
的大衣襟里抽出一本书来
递给了老师。母亲对老师
说了声“麻烦你了”，就转
身走进漫天狂舞的风雪中
去了。老师关好教室的门，
走到我的身边，把书轻轻
放在我的课桌上。

那是恢复大中专招生
考试的第二年。而今，近四
十年过去了，那个寒冷的
冬天里母亲留在那本书上
的体温，却一直温暖着我。
三

师范毕业那年，我被
分配到了莱芜市北部山区
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小
山村离家有九十多里路，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冬
天，办公室用来取暖的是
用砖坯支起来的土灶，烧
的是无烟煤。

那年冬天的一个周
末，吃了午饭以后，我就
要回学校去。我推着自行
车走出了家门，下了一个
土坡，便骑上自行车沿着
麦田间的道路向北走去。
那一天的风可真大啊，我
用力地蹬着自行车，可那
自行车就好像有人在后面
用力拽住并向后拉一样。
那一天的风可真凉啊，吹
在我的脸上就像用刀子割
一样。我骑一会儿又推一
会儿，艰难地向前走着。
挂在自行车车把上的提包
里，装着母亲为我炒的一
瓶咸菜和十几个馒头，风

一吹，那提包就直向我的
膝盖上碰。我下了车，想
将提包系在自行车的后座
上。可是，就在我下了车
不经意地回过头向村口的
方向望去时，突然看见从
村口跑出一个人来。那个
人看见我，就一边跑一边
挥动起了胳膊。那个人是
在向我打招呼吗？空旷的
田野上看不见一个人。那
是谁？我一边系着提包，
一边不时地侧过头去看看
那个向我跑来的身影。那
身影怎么像母亲呢？待我
终于看清是母亲的时候，
我急忙掉转自行车，迎向
母亲骑去。

到了母亲跟前，我说：
“这么冷的天，你跑出来，
啥事？”

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
说：“你办公室里的炉子烧
的是渣炭子（我们那里对
无烟煤的称呼），晚上睡觉
可千万敞开一扇窗子。”

我怔怔地看着母亲，
在心里埋怨着她：你迎着
这么大的寒风跑来追赶你
的儿子，就是告诉他这一
句话吗？如果不是我不经
意地那么一回头，你会迎
着这寒冷的北风一路去追
赶我吗？

母亲看着我，站在那
里一动不动。寒风吹在她
的脸上，她的长发向后飞
扬着。我看见刚过五十岁
的母亲，头上竟有了那么
多的白发。

多少年来，母亲那尊
寒风中的雕像，一直伫立
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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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第一季度，
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两
次踏入一位山东籍百岁老
人的家中。

老人居住在北京甘家
口商场增光路北沙沟的一
幢普通居民楼内。与京城
其他拔地而起的座座高楼
相比，这幢楼房显得有些
老旧。这座楼显然属于老
式居民楼，但可以肯定，几
十年前，能够住进如此楼
房，也算“贵族”了。

其实，这位老人乃昔
日名副其实的贵族，她便
是孔子第77代嫡裔、第76

代衍圣公孔令贻的二女
儿——— 孔德懋老人。孔老
于1917年生于山东曲阜，
今年正好虚岁一百岁。

孔令贻共有三位子
女，按年龄排序为：长女孔
德齐、次女孔德懋、独子孔
德成。孔德齐去世很早，孔
德成于1949年随蒋介石去
了台湾，从此再未曾踏上
大陆。所以在中国大陆，孔
德懋老人便成了极具象征
意义的孔氏嫡裔。

孔老一生经历坎坷，
早年婚姻并不如意，还经
历过各种政治风浪和社会
运动，据她回忆，她还曾干
过挖防空洞、从火车上卸
石灰、在砖窑烧砖、扫马
路、为他人洗衣服等杂活
累活，为了养育子女、维持
生计，历尽苦难。著名作家
李木生先生评价孔老的话
很中肯：“圣裔的血管里流
淌着的，早已不再是纯粹
血统意义上的传承，而是
混合着贵族与平民生活、
杂糅着家庭与民族命运的
血脉。”

孔老早年生活在孔府
之中，尽管国运衰颓，但依

旧能享受贵族的生活待
遇。曾经，孔府作为“天下
第一家族”的嫡脉府邸，受
到历代君王眷顾垂青，不
断受到赏赐，可谓皇宫之
外的一个聚宝盆，财宝简
直不计其数。据记载，孔府
里有一座长年闲置的后堂
楼，因无人居住而成了野
鸽子的栖身之地，地上堆
满鸽子粪便。孔德齐出嫁
几年后，一次仆人打开了
后堂楼，竟意外发现在鸽
子粪便中散落着许多金银
珠宝！孔府富裕，由此可见
一斑。

“文革”之后，对孔子
及传统文化的拨乱反正工
作也逐渐展开，孔老渐渐
为政府所重视。她也利用
自己的独特身份，为孔子
文化事业的发扬光大而不
断鼓与呼。孔老在儒学界
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
且她为人热情、儒雅温和，
颇有传统君子之风。孔老
是全国少有的终身制政协
委员，据说这还是当年邓
小平特批的。

孔老还是中国孔子基
金会创立和发展的见证
人，目前担任中国孔子基
金会荣誉会长一职。她对
山东感情特别深，尤其期
待山东的客人造访。之前
她曾多次为孔子基金会题
词，2014年，为庆贺基金会
创会三十周年，她特意题
写“厚德尚道，三十而立”，
如今这幅字悬挂在笔者办
公室的墙上，抬头便能望
见，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
我，同样是一份激励与劝
勉。

在探望中，听到老人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太老了，什么都做不了
了，大家还这么想着我！”
中国孔子基金会王大千理
事长安慰道：“您健康就是
工作，就是最大的贡献！”

这一次，她再次为中
国孔子基金会题字———

“再接再厉，弘毅道远”。单
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
或许孔老的字已说不上
美。在著名语言学家周有
光先生106岁时，笔者也曾

专访他，之后请他题字，老
人写下了他常说的那句
话———“从世界看国家，不
要从国家看世界”。比对孔
老和周老的题字，再联想
季羡林先生近百岁高龄的
一系列题字，不难发现，他
们的书法已经很难再归入
哪一种标准字体了，似行
似草，却难以归入行草，不
妨将百岁学人的字统统归
为“百岁体”。

“百岁体”，这是一种
靠整个生命来书写的字
体，一种由道德与担当所
支撑的字体，一种饱含着
关爱与期待的字体。这种
字体，已远远超越了艺术
上的美与丑、雅与俗，是对
民族文化的最高礼敬和对
后继之人的最好嘱托！

古语曰：人活七十古
来稀。在生活和医疗水平
远超传统社会的当代，寿
命至九旬仍属难得，若能
像孔老这样思维清晰，由
人搀扶仍能缓步而行，则
更为难得！最令人惊奇的
是，孔老至今头发乌黑，整
体气色全然不像百岁老
人。难怪有人说，孔老的高
寿，为“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做了最好的说明。人人
都期盼长寿，羡慕子孙满
堂，但这绝非易事，长寿其
实就是一个人一生中一切
优势的交集。生命中哪一
方面出了特别严重的问
题，也不可能换来长寿。

孔氏后裔中是不是还
有百岁老人或许我们很难
知晓，但其嫡传后代中，孔
德懋老人却是唯一的一
位。返途中我默默祈祷：希
望孔老可以不断破自己的
纪录，为后世留下更多的

“百岁体”！

【明星那些事】

周华健：

风雨无阻唱老友
□闫循华

□常强

“ 百 岁
体”，这是一
种靠整个生
命来书写的
字 体 ，一 种
由道德与担
当所支撑的
字 体 ，一 种
饱含着关爱
与期待的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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