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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第一次来济南，住
在一家宾馆，觉得自己来到大济南，
变得很洋气。第一次遇到老外，他饶
有兴趣地热情打招呼，我则呆呆盯
着他呜哩哇啦了一分钟，号哭着狂
奔回房间。

二十三年前举家迁来济南，
两个大卡车车厢里装满了我们的
家具。我和姐姐坐在后排，路上惊
讶地望着从泰安延伸至济南的连
绵山脉，暂时淡化了离愁别绪。我
们的老家有湖有荷，唯独没有山。
巧得很，这些年在济南，一直依山
而居，最近的距离只有几米，可以
清楚分辨山崖壁上的爬山虎，风
起时哪一片叶子调皮得没有随波
逐流，而是将头别转过去。

做了妈妈后，开始重新发现
这个城市。今年夏天我们家的新
项目是原味济南——— 珍珠泉捞
虾，卫巷吃饭，黑虎泉、五龙潭玩
水，王府池子看游泳。这种原味济
南的生活乐趣多多，最好是在傍
晚，身心都灵透沁爽起来，孩子再
酸酸地起舞吟唱：“常记溪亭日
暮，沉醉不知归路……”当孩子弓
腰或坐在水里，掬捧泉水想找出
一只小虾时，那种认真纯然的快
乐，很完美。这些年很少去过的黑
虎泉，都在孩子的陪伴下弥补回
来，给我惊喜。已经移民的朋友看
了我们泉边的照片对我说，“泉水
边的小妮杠恣来。”

大家常开玩笑，说大济南呀，
泉城路商圈、西客站，高级住宅、
豪车满街转，烤串扎啤风景线，还
要修建大地铁，很高端。许是这个
城市的大，不造作，让人很是舒
坦。记忆中的文化西路不复存在，
但在济南呆过的朋友，一看路边
树的照片，就能辨出地标，能怅然
出很多飘逸着烤地瓜香味的爱
恋。在济南生活，总保留着温暖和
传统的片段，也正是这些亲和踏
实的血脉，才让人在最密集的高
层建筑片区中没有钢筋丛林之
感。

我有时觉得济南的氛围有些有
趣的分裂，马路牙子上马扎一坐，N

年不变，快意生活；独处时思绪万马
奔腾，纠结着是否固步自封。随性当
然很好，思想却不能空。

据说济南也有自己的“ 7 9 8”
艺术区了，年轻的朋友奔走相告。
我还没去看过，很是好奇，自然也
有很多的期待。我所理解的城市
文化氛围，除了最基本的善待发
扬传统，还应该这般大刀阔斧地
积极实践创新。每次去逛文化市
场，穿梭在一个又一个逼仄饱满
的书本空间，那种快活难以形容。
可转头想起济南那几家有风格品
位的书店已经没落，又很是难过。

很多人说济南平庸，缺乏个
性。我却认为济南很有个性，用济
南话说就是“很杠”。平淡中的安
谧闲定，躁动时的张扬欢庆，济南
人动辄冰火两重天。简约但不简
单，是多少设计师追求的品格。其
实这话来形容济南人的性情，也
颇为生动。

说济南是二线城市，我不以为
然。一线二线三线，又不是画五线
谱，咱们这儿的人没那么多计较，也
没有那么强的虚荣心。可是老实讲，
自家趣味不代表生活品质。在杭州，
冬季淋着江南小雨，呼朋引伴围着
西湖骑行时；在深圳，顶着大太阳蓝
天白云下，突如其来的乌云带来一
分钟的暴雨，沿着海滨栈道骑行时，
我都在想，什么时候咱们济南也这
样便利，有免费的自行车提供给大
家，百米一个租还点，可以让外地人
和本地人都能不疾不徐、方便惬意
地体验这个城市。

诚然，对泉文化的保护和发
扬，现在做得很好；国际一线品
牌，咱们济南也有很多了。但是还
是期待，会有更多的文化形态冲
进济南来。有山有泉有历史积淀，
有气场，还得有范儿。想起上次和
几个朋友在五龙潭，泉水铁壶煮
茶的乐趣。当日有事，匆匆走了。
可是那茶，却泡出了作为济南人
很切实的幸福感。

纯然济南

曲水亭街北起大明湖南门，南接西更道
街，北头有座不小的水池，名叫百花洲。从珍
珠泉和王府池子流过来的泉水汇成河，曲曲
折折，流到百花洲，然后入了大明湖。

一进街口，首先看到的，是这条河。有
湖不算稀罕，在城市内部，有河的不多，有
这么多条河穿城而过的，我们没怎么听说
过。像这样温文尔雅的河在北方简直就是
独一无二的了，是它让济南一时恍惚变身
成了江南水乡。

它就是曲水，济南少不得的曲水。半
个街道被曲水占着，街随水走，水伴街行，
街是水的身体，水是街的灵魂。过去少不
得它，如今就更是如此。

曲水是从宋词里逃出来的一条河，它
美得应该吐口责备不写诗的人。

这条河到底有多美呢？据说一位从这
里长大的姑娘嫁到西郊去，因为想念这条
河而日夜不安。终于有一天，附近一户人
家由于孩子上学之类的缘故，提出来跟她
换房，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从楼房换回
与曲水比邻而居的平房。无关乎爱，只因
为这条河；全关乎爱，只因为这条河。

河里水草很多，长长的，厚得可以用
来编织了，水流不断涌过来，冲得它们翻
卷不息，像在跳草裙舞，与水波相拥吻，撞
击出美丽的声音，漫上来，再渐渐消散，终
至于无。

看着那水流，就没有了心事，让自己
随着它流淌，也让愉悦像飞出天边已经很
远的云彩一样，静静飘浮。这个时候，没有

什么比守着一条河更重要的事了。
曲水流觞，将一只盛满酒的木杯子搁

在河道里，顺水漂流，诗人们散在河道两
岸，杯子漂到谁那里停下，谁就饮酒、作诗
一首。其实，它不用这样的传说，就已经醉
人了，只用一些杨柳枝，在两岸摇摇摆摆，
就已经醉人了——— 你再不会在任何一个
城市见到这么多、这么美的垂柳！它们形
制婉转，语调动听，在岸边，本身就是两句
对仗工整、平仄和谐的诗句。

河边天天都有洗衣的男女，没断过。
洗完了，会两人合作，一人一头儿，扭被单
里的水。偶尔用棒槌，槌击的声音闷闷的，
节奏缓，平静而安详。

荫凉下，老阿姨摆着茶水摊。这些年，喝
茶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也看不出她变得更
老。几张木桌椅，十来只玻璃杯，上面盖片儿
玻璃挡灰，里面茶叶翠色漾漾，音乐一样悠
悠起，缓缓落，起伏不定。风吹过来，柳枝拍
到脸上，痒痒的，捉也捉不住。旁边卖泥塑小
玩具的大嫂，不管有没有顾客，她手里总在
捏着一个圆圆的花篮、两头尖尖的船、眼睛
深凹的猴子、精精神神的老虎……花花绿
绿，都是叫人喜悦的色彩。

那座小桥，用笨拙的石头造成，不知
道历经了多少代，就是这么一座桥，横跨
在曲水上。孩子从上面走过，老人从上面
走过，恋人从上面走过，夫妻从上面走过，
每个曲水亭街人都从上面走过。

有人在河边的老房子里出生，又在这
里有了孙子，房顶补了又补，院子里弓腰

驼背的石榴树也用木条撑了又撑，眼看挨
不到花开照眼的小夏天了，也还没想过搬
家。好像天下之大，只知道有这么巴掌大
的一块地方可以住人；好像无论沧海桑田
如何变化，这条河都能将一切轻轻放回原
处。他(她)带不走这条河，就不想着美在别
处。

还会有两岸的老街坊，将没铺地板砖
的土地上一点点的浮土，从靠近河边处扫
起，一直扫到自家门口，小心用簸箕撮好，
搁在门边，压上笤帚，再顺着石阶下到河
里，用脸盆舀了，撩着，洒一地的水，地很
快将水吃进去，凉意四散。接着，再舀一盆
上来，浇花浇树，浇瓜棚豆架，叶子扑棱棱
激灵长身的声音清晰可闻。第三盆兜头浇
下，冲澡以后，带着一身肥皂香，趿着拖
鞋，摇着大蒲扇，搬了马扎，抱着膝盖，疏
星朗月的，用地道的乡音对面坐了聊天。
他们多年邻居成兄弟，早熟悉得不分你
我，手里拿着一根烟卷不用看，也能精准
地丢到对面老友的手里。旁边，一锅绿豆
汤凉了，还没顾上喝，竹席上的孙子睡着
了，要轻手轻脚抱进去……脚下曲水，一
切照旧——— 也清亮，也俗世，也偶尔彷徨。

对于从这里走出去，走到纽约、巴黎、新
加坡的游子，这条河是他们美好记忆的源
头，是他们心中的圣地麦加。不管在哪里，不
管年纪变得多大，他们都觉得自己仍是属于
曲水亭街的小孩。没准儿，跟那位嫁出去的
姑娘一样，有人还会为了这条河，在彻底老
去之前，折转回到这条街。

一条河的曲水亭街
□简墨

济南泉水天下无，那泉水边摇曳生情
的柳树更是奇绝，而把一座城市的市树、
市花凝聚为建筑语言的“东荷西柳”更是
巧夺天工。

“东荷西柳”位于济南东部新区，已经
成为济南市标志性建筑。它占地81公顷，
是一组象征济南文明、展示现代风貌的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建筑群。

奥体中心东面是荷花形体育馆，两侧
的游泳馆和网球馆，对称环抱中心体育
馆。体育馆占地面积3 . 1公顷，建筑面积5 . 9

万平方米，巨大的三层“索支穹顶”，是世
界上最大跨度的弦支穹顶结构，最大直径
122米。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朵荷花。
13000个坐席的主馆由36片自下而上形成
的银色花瓣覆盖包裹，旁边两片银色的荷
叶是南北两座各约4000平方米的训练馆
及室外篮球训练场。设计师没有把荷叶设
计为圆形，而是设计为弯月形，两枚弯如
新月的叶子，衬托荷花造型的主体育馆；
而两个月字放在一起不就是朋友的“朋”
字吗？

东荷体育馆更多地熔铸了儒家风范，
将泉城人的情感、希望和寄托凝为一脉：

“有朋自远方来共圆精彩”。
奥体中心西面是主体育场，设计者以

轻柔飘逸的柳叶为创意，70米宽的单片柳
叶，主脊挺拔，叶面向内回折成V字型，那

是拥抱的姿态、祝福的语言；330米长的柳
叶深深地弯下腰身，90度垂直，从高处俯
瞰，又是一个V字！

“东荷西柳”的建筑，不仅仅是形式、
更是内容和思想。

体育场占地面积6 . 6公顷，建筑面积
13 . 1万平方米，6万个坐席，同时配套田径
训练场、足球训练场。

再一次站在“西柳”体育场，我脑海边
回响十一届全运会主题歌《共圆精彩》的
旋律。那一天，2009年10月17日，济南奥体
中心体育场灯火璀璨。远远地，我们看到
柳叶造型的体育场闪烁迷人的光泽，我们
一边走一边拍照，在渐入佳境中感受奥体
中心体育场的雄伟壮阔。

为了体现柳叶造型薄、细、精、巧、透
等特性，体育场钢罩采用航空铝板这种
轻盈材料，加之穿孔技术，达到半透明效
果。

明亮的灯光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柳叶
自上而下变化的线孔，叶片上部突出，叶
弯处的体积孔率实而小，叶片下部孔率虚
而大，这样产生的视觉效果更趋完美化。
造型柳叶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脚尖立地，那
样的身姿卓绝；收似临渊之劲松、放同满
弓之箭发、曲如惊鸿之展翅，锋若霄汉之
掣电……我体会到现代建筑工艺的精湛，
更体会到柳树内在的骨韵、骨风和骨气。

从这以后，我更加热爱我们的泉城济

南，更加热爱泉城的柳树。“西柳”体育场
凝聚“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泉城风
貌，把济南人对柳树的深刻情感，提炼突
显出来。

在“东荷西柳”场馆周围，布满了金丝
柳、五角枫，这把”东荷西柳“突显得更加
伟岸。树下的绿色草坪与林荫空间，使整
个奥体中心通透、起伏变化。

现在，“东荷西柳”更是一种文化现
象，是泉城的象征。以“东荷西柳”命名的
商场、房地产、咖啡店生意兴隆，每逢节假
日，奥体中心更是成了济南人游玩、赏景
的好去处。

奥体中心观景平台，将东西一场三馆
连接起来。孩子们快乐地穿梭于树林草
地、灌木绿篱林中；更有双双对对的情侣
在夜色中牵手，在月光洒落的“西柳”光影
丛中漫步，透过柳叶的阵阵微风，缠绵的
爱情在浪漫中多了一份坚定；更多的摄影
爱好者登上西面的转山,在远处和高处，透
过松枝拍摄周围美景。

据说奥体中心游泳馆的水处理系统
堪比水立方。在这里游泳消夏，不仅仅是
年轻人的专利，更是孩子们和老人们的特
权。即使不会游泳的人，也喜欢多在这里
呆一会儿。站在那里，你会感觉到沁人肺
腑的清香，似乎只等一阵风吹来，那柳叶
就会随风摆动，那花瓣就会自然打开，吐
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蕾。

诗意的建筑风情———“东荷西柳”

素描作品“济南东荷西柳”，作者安铭。

□康桥

□李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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