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上高中的女儿这两天兴奋地和朋
友们谈论下个礼拜学校的home coming舞
会，并且对我进行了扫盲性质的科普教育，
也让我明白了这个舞会和prom的异同。女
儿同时疑惑地向我询问30年前新中国少年儿
童的类似课余生活。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
艳⋯⋯”这是我们小学跳的第一个集体舞曲
子。当时11、2岁的男花朵女花朵之间一般
是不愿意交往的，或者是不好意思交往的。
于是在老师们的压力下，花朵们完成了人生
的第一次半推半就。当时的舞会场地叫灯
光球场，虽然晚上灯光不绚丽，但是女同学
的俏颜却依稀可辨，当暗自喜欢的同学向我
舞来的时候，我觉得她身上都闪着光芒。可
她却在最后一个舞步突然伸手拉走我旁边的
男同学，那种伤不起的心情立刻弥漫在身体
里，可悲催的是我还得继续为他们一边摇晃
身体一边鼓掌，因为这是集体舞的规定动
作。

初中毕业前最后一个新年的联欢会是以
跳集体舞的形式推向高潮的，那个年纪的少
男少女已经羞羞涩涩的了。班主任问大家跳
得怎么样的时候，有男同学回答说，特别
好，我们的手都跳香了。这种对生活细致入
微的观察力一度让我十分景仰，因为我悄悄
闻了闻自己的手，的确因为不断更换地握着
女同学的手而沁人肺腑。

高中时期的集体舞“阿细跳跃” 已经
如同隔靴搔痒，不能满足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们了，挥霍不掉的能量在身体里蠢蠢欲动。
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决定搞个大事情，不知道
她如何成功地说服（蒙骗）了校领导，校方
领导居然同意在食堂举办了一次多年罕见的
交谊舞会。因为前两年有同学因为在校外跳
了5分钟交谊舞被举报，校方教育说不要羡
慕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为了参加这个舞
会，同宿舍的几个男同学兴奋地临阵磨枪，
准备在舞会上合法搂抱女同学。球球同学先
去舞场侦察，他向我们描述了女神同学木木
的着装有多挠人，又称赞另外一位把马尾辫
放开成披肩发的高个女生是多“飒”，我们
立刻边擦鼻血边跑下楼，冲入食堂。然而残
酷的是，居然有一些从附近大学来的男生，
迈着娴熟的舞步，拥着我们不敢奢望的女同
学们在食堂粘粘的水泥地上出溜着。我们这
些舞技羞涩而脸皮更羞涩的中学男生，只剩
咬牙切齿了。瞬间明白了狼多肉少和技不如
人的残酷。

后来上大学了觉得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参加舞会了，但是现实再一次破碎了肆无忌

惮跳动的梦想。我们大学的舞会上，当在舞
曲刚响起的一瞬间，我们还在艰难地辨别是
三步还是四步的时候，女生们已经被纷纷请
下舞池，几个没有被请下去的，基本都会拒
绝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们整场舞会就那么站
着看，自嘲是“壁画”。我们倒是理解了中
学那次舞会，为什么几个大学男生如狼似虎
了，因为在我们面前，他们破壁而生了。面
对此种严峻的形势，我辈杰出泡妞人才金同
学的策略是，每次跳舞不管是什么曲子，抢
过一个女生就跳，哪怕在华尔兹的音乐声中
走成平四也面不改色。不被规则束缚而寻觅
生存之道的性格使这位仁兄志在千里，蓬勃
的事业方兴未艾。而平庸的我们只好去开辟
新的跳舞战场，实践中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北
医女生（现在可能是女医生）了，真有救死
扶伤的好品格，从来不拒绝我们在舞场的邀
请，结束了我们“壁画”生涯，开始享受巧
取豪夺的快感。而更好的女生出现在北外，
不仅不拒绝和我们跳舞，还耐心地教我们这
些菜鸟男生。因为我的红颜在北外的缘故，
我去的次数比较多。两年以后有个北外同学
指着我对我红颜说，他好像现在和刚来咱这
里跳舞的时候水平差不多；我红颜说，应该
说和他初二的时候水平差不多。红颜对我的
夸赞永远是这样的不吝惜恶毒的词语。其实
我的全部舞艺是中学一位同学的哥哥教的，
我学了三板斧，招摇撞骗一辈子。

来美国以后基本没再跳过交谊舞，当年
的舞伴们想必逐步进入《最炫民族风》和《
小苹果》的行列了。而留在我脑海中的那些
舞曲音符，跳动的是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朦
胧，一点温馨和一丝可以挂在嘴角的微笑。

新和谐是印第安纳州西南角的一个小
镇，坐落在Wabash河边，这个具有历史一
样的小镇是在19世纪初期和谐主义者在美
国建立乌托邦社区的第二个尝试。和谐主

义者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在路德新
教和符腾堡政府的排斥下于十九世纪初迁
往美国。这些怀抱着理想开拓梦想中的理
想家园的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落脚，
建立了第一个和谐社区Harmonie。后来在
他们的领袖Johann Georg Rapp的带领下，
选择了开拓印第安纳州边缘的这片土地，
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园。而如今，这里成
为了充满历史人文研究价值的宝地。

印州这片土地能成为这些分离主义者
的和谐社区，仰赖于Robert Owen。Owen
先生是一位实业家和社会学者，他购置这
片土地并交给它的实际建设者更多是出于
一种社会实验的心态，有趣的是，这个实
验称得上是相当成功的。社区的主旨立于
斯瓦比安思想（Swabian）和本笃会修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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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跳舞的上半生
作者 余强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新和谐镇
·New Harmony

文 赵乔   

新和谐镇（New Harmony， IN）是印
第安纳州西南角的一个历史小镇。人口不到
1000人。

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沿IN-37向南继续由
I-69向南，再沿着I-64向西，从4号出口下
I-64后，沿着IN-69 向南。全程3个小时左
右。

没有房顶的教堂

想（Benedictine）的混合，斯瓦比安的社
会哲学是：工作，工作，工作，节俭，节
俭，节俭，而本笃会修士思想则是：祈祷
并工作。在这两个思想的混合指导下，产
生了一种异样高效的社会体系。其经济上
的成就被称为“西方的奇迹”（the wonder 
of the west）。

在印第安纳发展的时期称得上是和谐
社会的黄金时期，工业绽放性的发展，农
业和手工业产品像各大美国城市乃至海外
输送。镇子本身的花园建筑和整洁的林荫
道是当时被广为称道的美景，小镇基本不
依靠外界物资供应。Owen先生的野望比你
想象的更先进，他希望通过免费的教育，
废除社会阶级及私人财富创建一个完美社

会，听上去耳熟吗？是的，这就是共产主
义，乌托邦这些哲学思想的最终理想境
界。在当时，世界知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在
新和谐镇落脚，并进行了教育方面的改
革，可见此地的历史先进性和如今的历史
人文研究价值了。

此镇可以称得上是度假者的梦想之地，
研究者的天堂。此地有12栋十九世纪初的
建筑，20座十九世纪中期的建筑，有图书
馆，博物馆，展览馆和剧院。新和谐旅馆
及其会议中心在同时期的建筑里堪称一
绝，以村舍提供和城市一样的生活标准。

除此之外，这里的景色别具一格，有机
会去度假一次肯定不虚此行。

别有特色的
迷宫。

今天是我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上岸两周年
的日子。
在我上岸后，我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他们
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
一个挑战。虽然大部分人对我做的事情表示钦
佩，但是也会有人对我的冒险表示不理解，认
为我太自我。
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不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更多的人可能会对我如何完成这
样的挑战的细节感兴趣。
事实上，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到你如何做
到这样事，问问题的角度不同，而观念之间的
距离却是一个几十年的差距。
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物质上的进步可谓神
速，然而精神上的追求却似乎陷入了迷茫和困
惑。
2013年5月10日，正在美国旧金山参加美洲
杯帆船赛训练的瑞典船队阿特米斯号意外倾
覆，船上北京奥运会帆船星级赛冠军英国人安
德鲁-辛普森不幸身亡。36岁的辛普森是两枚
奥运奖牌得主，除北京奥运金牌外，他还在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银牌。国际
奥委会主席罗格当年曾代表比利时参加过奥运
会帆船比赛，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普森是
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帆船运动员和奥运选手，他
是在对帆船运动的激情的追求中离世的。”
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始终是我追求的一
个境界。
从我的履历看，我与常人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

同：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控制专业硕
士学位，我有自己的学术追求；考取北大光华
管理学院，我也有向职业经理人跃升的职业规
划。如果不是因为帆船，或许在我接下来的个
人简历上，会写上某某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
官之类的头衔。
然而，突然有一天，这种单调的生活让我厌
倦，我开始拼命拓展生命的外延，因此我去学
开滑翔机、学习潜水、学习滑雪⋯⋯用一切可
能的方式挑战自我的极限，用常人难以想象的
意志力和“与年龄不符”的热情疯狂填充自己
生命中的空白。
应该说，是帆船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感谢帆
船，让我自由的灵魂得以释放，而我放荡不羁
的内心也找到了皈依的地方。十五年来的帆船
生活，让我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思考，但这一切
都要基于一个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有人说中国人传统，习惯沿着父母或者社会铺
就或者认可的人生轨迹前行，在与内心深处那
个真实的自我纠结多年之后,我没有选择背叛
梦想，背叛个性。在这个传统的循规蹈矩的社
会，我的所做所为更像是个另类：放弃富足的
生活和成功的事业，投身于自己热衷的充满风
险和挑战的高危竞技活动，而这一切，除了帆
船的魅力，就是因为忠实于自我的勇气。
我在法国训练的这几年，生活非常简单。每天
吃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我的团队到法国来看
我的训练，非常吃惊。而我却感觉不到是在吃
苦。因为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这种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全情投入的感觉。
有人说中国人保守，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
我已过不惑之年，似乎应该循规蹈矩。但是在
我看来，人生不应是一条由窄变宽、由急变缓
的河流，更应该像一条在崇山峻岭间奔腾的小
溪，时而近乎枯竭，时而一泻千里，总之你
不会知道在下一个弯口会出现怎样的景致和故
事，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
我也想对所有心怀梦想的人说：我今年50岁，
十年前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要想改变，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内心保留住真实的自
我，保留住那份对生活的执着。
茫茫大海，漫无边际，在长达数月的航行中，
我需要忍受着孤独、抑郁和恐惧的煎熬，我的
冒险行为，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疯子”。而我
和别人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些执着。所谓执着，
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前面是未知还要把它当做
追求的目标。我认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
执着，我成就了我的梦想。
好奇与冒险本来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是
人类进步的优良基因，我不过遵从了这种本性
的召唤，回归真实的自我。
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进步会像
物质上的增长速度一样快，也希望我的所作所
能激励更多的中国人，走向海洋，勇于冒险，
不要轻易被安逸的生活所困，让我们共同努
力，重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来源 weibo.com )

执着的人是幸福的
作者 郭川

 郭川船长失联牵挂着越来越多的
人，但恐怕大多数国人不太能理
解，一个已经完成单人环球航海
航行，并创造无数个第一的中国
人，为什么仍要不断挑战极限，
在帆船航海上越走越远。去年4
月，也就是郭川完成环球航海航
行两周年的日子，他写下一篇文
章，表露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