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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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是遵从了这种本性的召唤，回归真实
的自我……

——— 郭川

郭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怎样
成为一名职业帆船赛手的？

郭川不像欧美国家的运动员那样，从
小就在海水里扑腾、迎着浪喝着风长大，而
是半路出家，一步步从业余爱好，走上职业
航海生涯的。算起来，他真正从事这项运动
时，早已过了而立，接近不惑之年了……
是的，36岁之前的郭川，与当下的大部

分人一样，上学，读书，工作。只不过从小特
殊的家庭经历，养成了他“敏于行而讷于
言”、思维独立爱冒险的性格。郭川原籍青
岛，生于1965年，上有姐姐下有妹妹。爸爸妈
妈早年在西南地质勘察队工作，条件艰苦，
只好常把几个孩子放在老人身边。

小小年纪，远离父母之爱，或许是一个
人童年的不幸，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缺少
管束的日子，加之隔辈老人的疼爱，也会给
男孩子的天性发展以更大的空间。小郭川
从记事起就爱满世界跑，爬树上房掏鸟蛋，
下海玩水摸蛤蜊。快上小学了，父母把他接
到了身边读书。地质勘察队不是固定在一
个地方，哪里有矿苗就到哪里去，家属孩子
跟着，几乎成了以大篷车为家的“吉普赛
人”。或许从那时候起，郭川幼小的心灵里
就有了“流动”的意识。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电影放映队到各
个乡镇去放露天电影。当时有一部片子叫

《海霞》，讲述了南海女民兵守海岛的故事。
可能是从电影里看到了久别的大海，又是
当时少有的彩色影片，郭川看了还想看。有
一天放学后，听说几十里外的村子要放映，
他便带着戴健、唐矿田几个小伙伴连家也
没回，背着书包徒步追着看去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辰，还没见他们的踪
影，家长找到学校才发现早已放学，问谁都
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便满世界地寻找：“小
川哟，郭川！你在哪里啊？快回来吧！”“小健
子、小健，回家吃饭了……”天完全黑了下
来，仍然毫无消息，几位孩子父母只得报告
了勘探队领导。

“孩子丢了，这还了得？找，赶快找！”

队长一声令下，兵分几路，派出了汽车
到周边乡镇去找孩子。一直忙活到半夜，终
于在一条村路上找到了。几个小学生累得
满头大汗，还没走到放电影的村庄呢！不用
说，领头的小郭川屁股上挨了爸爸几巴掌。

两年后，郭川被送回家乡，进入了青
岛第一中学学习。也许是接受了小学的教
训，他变得腼腆起来，加之个子不高身子
骨也不壮，说话文文静静，跟个女孩似的，
在班上很不起眼。唯独天资聪颖，他的学
习成绩很好，稳定在班级里的前三名。家
乡濒临黄海，蓝色的波涛一望无际，少年
郭川常常站在大海边，久久地凝望，飞舞
的海鸥、飘荡的帆船、苍翠的小岛，令他心
醉神迷。几十年后，郭川曾经老实地讲：

“那时并没有将来航海的想法，也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帆船比赛，只是出于好奇、看
不透，看不透就越想看……”

这样的中学生，典型的求知欲旺盛的
“理工男”，高考一定不在话下。果然，郭川
一路考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在那里
读到了硕士。不过在同学们眼里，他从来不

是那种光知道埋头用功“死读书”的学生，
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天性好动的人。

顺利拿到了北航飞行器控制专业
硕士学位，郭川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攻读MBA，毕业后被航天部
某公司引进，一路顺风，几年便做到了
副司级的部门经理。如果沿着这条现成
的大路走下去，他的人生履历便会如期
写上“某某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之
类的头衔。可是，他那“不安分儿”的细
胞一直在活跃着。正如后来他自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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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骨子里有一颗自由的灵魂，甚至用诗
一样的语言，形容那种离开固有的束缚和羁
绊，奔向自己喜爱的广阔天地的心情：“从空
中飞下来，沐浴着夕阳温暖的光线，像自由
的鸟儿一样，在秋天金黄的树梢之上飞来飞

去，你想想那有多美！我被这种纯粹自然的
美所吸引，常常在空中流连忘返……”

从此郭川的人生之旅拐了一个弯。2001
年，他不顾器重他、关心他的领导们一再挽
留，不顾父母亲朋、好友同事不理解的诧异
目光，放弃了一套即将分配到手的住房，毅
然决然办理了辞职手续，奔向广阔的梦想
天地。

对于这个举动，有不少人是不理解不
赞同的：“郭川，你疯了吗？公职、房子都不
要了？去玩什么户外探险？简直不可思议！”

不过，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辞了职或
到国外留学、或去下海经商，而是痛痛快快
地去追逐早年的梦想。郭川有计划地去练
习滑雪、驾滑翔伞、下潜海底等等，从事各
种各样的户外运动、极限挑战。这些既磨炼
了身体意志，又掌握了面对艰苦环境的知
识技能。当然如同宿命一样，少年时的海边
眺望有了答案，最终他迷上了帆船航海。

那是在2001年，郭川有想了解航海的兴
趣，得知在国家体委任中国帆船帆板领队
的曲春，是青岛老乡也是行家，便去向他请
教。曲春比他大两岁，从小爱好水上运动，
一路沿着市队省队专业队员的道路走上
来，上世纪九十年代调到北京工作。曲春看
到这位老乡十分真诚，便详尽为郭川介绍
了有关知识，最后说：“烟台要举办一次全
国帆板锦标赛，你想去看看吗？”

“想，当然想去了。”郭川兴致勃勃。
在曲领队的介绍下，郭川来到距家乡

青岛不远的烟台，观看全国帆板赛事，与
同时进行的帆船表演。利用比赛间隙，郭
川上船体验了一把，这是他第一次摸到了
帆船，第一次站上去有了在海面飘飞的感
觉，迎风踏浪，驰骋海天，一下子便着魔似
的爱上了它。仿佛苦苦寻找了多年的雪莲
花，突然盛开在灿烂的阳光下，他张开双
臂敞开胸怀去拥抱。

事后，郭川感慨地对朋友说：“我玩了
很多体育项目，都觉得不太过瘾。这次到
了帆船上，我突然发现航海就是我的梦
想，就是我这辈子的生命，以前玩的那些
东西，跟航海比起来都无足轻重了！”说这
话时，他的两眼炯炯发光。其实这一点也
不奇怪：一直蛰伏在他心底的崇尚自由、
追求极致的放飞意识找到了喷发点，不可
遏止地怒放了！

一个男人的海洋
——— 航海家郭川的故事

□许晨

【新作速递】

春日，阳光充沛，万物拔节，好
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人的精神也大
振起来。可突然到访的牙疼，打翻
了这美好的时光，我疼得火急火
燎，吃不下、睡不着，无所适从。持
续半个月，整个人瘦了一圈。

母亲心疼不已，让我多吃水
果，我望着削好的苹果发呆，咬不
动。硬的不敢吃，只能吃软的。那
日，母亲买来圣女果，洗净，装盘，
颗颗红果，圆润透亮，沾着水珠，可
心可人。我一口气吃下半盘，终于
找到对口的水果了。

圣女果，果型小，似樱桃，属于
樱桃番茄栽培，也叫“珍珠小番茄”

“小金果”“爱情之果”等，有些人爱
称“小柿子”，以此与西红柿区分。
或许是娇小、通红的缘故，这种水
果很讨人喜爱，老少皆宜，吃起来
酸甜可口，搁在桌上欣赏，悦目悦
心，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这让
我想到一个词语：软红可爱。软红
是一种状态，可爱是一种情感；软
红是一种品性，可爱是一种精神；
软红是一种内美，可爱是一种境
界。

我常常想起一句话：“多识草木，
少识人。”草木比人懂事，正直，永恒；
由此拓展，多识果蔬，少识人，这也是
美好的态度。果蔬比人简单，纯粹，优
雅。人们享受口福之余，还会拥有诸
多意外的惊喜。比如，圣女果、小草
莓、小樱桃、桑葚果、杨梅等等，我钟
爱它们的红衣，红透红透的，充盈着

成熟的气息，缱绻着眼睛，还有心灵，
那是怎样的喜悦啊？轻轻咬一口，汁
液便急不可耐地溢出来，几乎是爆流
出来，使你措手不及。尤其是孩童，吮
得小嘴上、衣服上都是红印痕，大人
半是嗔怒半是疼惜，眼神中却流转出
拳拳的爱意。爱美的女子，会多加小
心，若是白裙子被弄上果汁，会不住
自责，一阵擦抹揉搓，伴着些许尴尬，
红印仍旧顽固地存在，可视为果蔬温
婉而动人的留言。

记得上学时，每年春天，学校
组织校外集体劳动，打扫花坛、清
理垃圾。枯燥的劳动，不一会儿就
厌烦了。然而，有同学发现花坛里
面有一丛草莓，还有小红果，一窝
蜂地围上去。这草莓是花匠随手种
下的吧，还是一阵大风从远处刮过
来的，不知道；有的半青半红，有的
全部红了，还有的都是青的。眼疾
手快的男生摘了两个草莓，旁若无
人地吃起来，紧接着，剩余的几个
草莓，也被疯抢一空。旁边的小红
果，没人敢吃，“野果子，有毒！”

此后，我经常去花坛里转转，
惦记着那里的草莓，但都被人摘走
了，望着歪歪斜斜的脚印叹息，非
常扫兴。只有一次，那天刚刚下过
一场春雨，放学的时候，一阵嬉闹，
我的小黄帽被同学扔到花坛里了，
我赶忙钻进去找帽子。无意中一
瞥，发现了草莓，这不是同学之前
发现的那丛，而是另外一丛。我一
脸惊喜，上前七手八脚摘了个干

净，十多个呢，用小黄帽兜着带回
家，洗干净，一口气吃完。

后来，阅读美国诗人狄金森的
《野草莓花》，我不禁想起花坛里的
草莓，虽然没有见到草莓花，但我
从中参悟到草莓的内涵：谦卑、忠
贞、向上、执着，而它的柔中带刚，
是精神的高贵。

现在，种植与栽培技术发展迅
猛，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时令水果，
有些时候，会让人犯起迷糊，抹煞
节气的规律。可见，跟着节气的步
伐，选择果蔬，显得难能可贵，或者
说是一种坚守。我欣赏这种坚守，
无所谓好与坏，无所谓守旧与前
沿，只是关乎内心的独宠。像我邂
逅圣女红果一样，那种美妙的缘分
无需解释。

我愈发觉得，漫长的下午，一
本古书，一盘圣女果，独处的时光，
也是极为奢侈的，独宠于内心的一
片静寂。安静地阅读，眯着眼睛写
作，独享一个人的空间，我认为，这
也称得上“可爱的有为的寂静”。而
有了圣女果的点缀，这份寂静平添
了几分诗意与浪漫，令人沉醉其
中。

大好的春日，因为一场牙疼，
让我拥有意外的体悟：独宠于世间
的寂静，无论是书籍给予我的，还
是圣女果赐予我的，抑或是自然赏
赐的，都是满满的恩典。“独爱春日
一点红，圣女红果抒真情”，这个春
天，总是多情的，叫人难忘，流连。

独爱春日一点红□雪樱

【雪泥留痕】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
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
未了文学“壹点号”的
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
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
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
写作交流。

荼 有一种沉恹的靡丽的气息——— 不仅
是说它的花朵，还有它的读音……“开到荼 花
事了”，院子里的荼 开了，春天也就将尽了。

“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 外烟丝醉
软”——— 这是《游园惊梦》里杜丽娘的唱词，晚
春的花园像一面陆离的镜子，让杜丽娘照见
了自己美丽的身影，感受到人生中第一次的
惊悸和眩晕……还有元人的曲子：“梦回昼长
帘半卷，门掩荼 院”——— 午后闲庭的寂静
里，有人的身影、寂寞和遐思。

荼 花色白而香气馥郁，尤其是它的芳
香，惹得诗人们一再称引：“长忆故山寒食夜，
野荼 发暗香来”(苏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
见荼 压架开”(陆游)；“白玉梢头千点韵……
放上松梢分外佳”(杨万里)；“一点芳心无托处，
荼 架上月迟迟，惆怅有谁知”(张先)。连女诗
人朱淑真也称赞它：白玉体轻蟾魄莹。最特别
的要算是黄庭坚的两句诗：“露湿何郎试汤饼，
日烘荀令炷炉香”，以史籍中两位有名的美男
子比喻其洁白和芬芳，殊为少见。

“半池红菡萏，一架白荼 ”，这是旧时的
一副对联，真是美丽如画。

荼
【落英缤纷】

□段梅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许晨的报告文学《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航
海家郭川的故事》，刊发于最新一期的《北京文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全景刻
画了郭川的航海之路，本报经作者授权，摘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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