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舞为媒，与这个城市的特别互动

对这个故事的最初兴趣，源于农民工
和华尔兹这个乍看似乎不协调的搭配。采
访中，我试图发掘抓取“农民工”、“华尔兹”
两个不同元素间的矛盾与冲突。

不过，我失望了。多年舞蹈的雅美滋
润， 彭治玮身上有一种始终如一的冲淡
平和气质，不管是在危险的钢架上，简陋
的板房宿舍，还是在嘈杂的舞厅，这种气
质让一切都变得自然了。 民工跳华尔兹
并不突兀也不奇怪。

我不禁问自己： 为什么农民工跳华
尔兹会成为一个问题， 会引来媒体追逐
呢？因为它稀缺，它显得不正常。在社会的
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里， 华尔兹是高雅的
艺术， 似乎天然属于所谓“有钱有闲有气
质”的人们；而站在“高富帅”对立面的农民
工，好像应该与这样的高雅优美绝缘。

但是，民工跳华尔兹真的不正常吗？
彭治玮回答我，农民工并不是只能弯

着腰低着头走， 农民工也可以抬头挺胸昂
首阔步，也可以培养自己的气质和内在。一
个人有爱好和梦想，追求美和艺术，是件自
然不过的事。高于生活的梦想和追求，从来
就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 农民工为什么不
能有爱好，不能跳华尔兹呢？

原来，真正有问题的，是我的固有偏
见。有偏见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自以
为是里一偏到底， 放弃与不同群体不同
个体的交流沟通， 放弃去深入发现客观
认识的努力，看不到他们的生活和梦想，
继续固执地傲慢。

你看，破除世俗的偏见和傲慢，在只
看舞技和人品的圈子里， 民工彭治玮与
都市人以舞会友、平等相交相知，自信而
受人尊重信任。

彭治玮最打动我的， 是他不屈从现
实和社会偏见的勇气， 是在不宽裕的物
质条件里主动追求精神享受与涵养成长
的智慧。

然而， 彭治玮与华尔兹的美丽故事
却不能也无法掩盖一个现实：全国2.4亿
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贫
乏， 他们难以享受到充分的文化艺术权
益。尽管“长沙农民工幸福指数排名全国
第3”，但在这个城市，老贺想在工地打上篮
球的小小心愿依然是空想， 绝大多数民工
的娱乐生活限于玩纸牌和在街上漫逛。什
么时候农民工跳华尔兹， 不会作为新闻引
起媒体追逐， 而只是他们业余生活的一种
自信选择？ 什么时候农民工不再是都市人
眼中想当然的文艺被救济群体， 而成为主
动的文艺参与者甚至创作者？ 这考验着一
座城市打破身份壁垒人人享受平等权益
的现代素质，也考验着文化艺术的容量、
活力和普及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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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真实的工地和民工生活

闷热的空气里， 两三只
苍蝇在飞。 粘蝇板上还粘着
几只。

活动板房里只有床，凌
乱的被子。没有衣柜，衣服挂
在床头， 洗发水等日用品搁
在床底， 与一两个空啤酒瓶
为伴。连续天雨，离家近的人
回家了， 只有彭治玮和工友
老贺留守。没有电视。隔壁收
音机的声音飘进这间小屋，勾
连起这个简陋工地小屋与外
界的微弱联系。

这就是真实的工地。条件

有点苦吧？ 老彭问了一句，似
乎怕怠慢记者。

彭治玮是江西宜春人，父
母在老家， 妻子在浏阳打工，
儿子在东莞做事， 一家人分
居四地。两年前，17岁的儿子要
辍学打工。为了磨练儿子，让他
知道读书的好处， 老彭把儿子
带来工地干活， 一个月后感觉
“很累很辛苦”的儿子带着两脚
被钉子钉的伤痕离开了， 不过
依然不愿回到学校。

在工地干活，老彭最大的
心愿是能顺利如数地拿到工

钱。2007年做完一个工程结
账时，本该拿到的约260元一
天的工钱， 被包工头扣减成
210元一天，一下损失了好几
千元。跟着小包工头干活，没
有签合同，没有保障，遇到这
种事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希
望能找个舒适点的工作，担
心“卖力气也卖不动了”。

42岁的老贺当建筑工人
七八年了， 他在工地上的业
余活动主要是打牌， 在有民
工学校的工地， 还可以看看
电视，隔市区近时，则上街逛

逛。 工地上即使有民工学校，
里面也只有一台电视机和为
数不多的与建筑业相关的书。
老贺喜欢打篮球，他的心愿是
闲暇时可以打场篮球和乒乓
球。如果有人组织活动，老贺
表示“肯定愿意参加”。老彭则
希望能有一些健康、安全知识
讲座，和农民工相关的法律知
识培训。相对于民工讨薪、受
伤等方面， 民工群体的业余
生活和学习培训并没有受到
足够的关注。

Part5

对于彭治玮，跳舞不仅是
枯燥工地生活的补充，更是他
建立和展示自信的方式。“跳
舞时，音乐、身体和舞蹈融合
在一起，身体是语言，展示自
己的美和自信。”在舞友群里，
他把QQ名从飘渺的“风”改为
锋利的“锋”，“跳舞就是要有
锋利的气质， 舍我其谁的自
信”。 他说跳舞重要的不止是
技术，更有自信和气势。

跳舞时， 彭治玮经常碰
到一些意趣相投的舞友，看

彼此舞跳得不错， 就一起交
流，切磋舞艺，相邀加入舞友
QQ群。在3个摩登舞的QQ群
里，老彭既是“活跃分子”，也
是群管理员。每隔段时间，会
有唱歌、 跳舞或出游的群活
动， 老彭常被推为组织者，组
织活动、安排行程、管理钱物，
深得大家信任。

老彭的舞友有老师、公务
员，也有大学教授、公司老板
等，搭档“嫦娥”就是一位老
师。“大家在一起，只看舞技和

人品，不论身份贫富，一起跳
跳舞，聊聊天，就各自回家。从
来不会像查户口一样，甚至不
问名字，只称呼网名。”

舞友“微微”（化名）称彭治
玮是“开心果”，“他很开朗，是
个能让朋友没有拘束、 快乐的
人”。在“微微”眼里，彭治玮是
个热爱舞蹈的人，“一个个动作
去学、抠，把每个动作跳得更优
美”。 跟彭治玮搭档备战国标
舞锦标赛的“嫦娥”，在记者采
访前并不知道他的职业，但她

很肯定“他是个热爱生活的
人。练舞时，将自己完全投入
在音乐里。” 他们的交往是搭
档练舞，曲终即人散。以舞蹈
为媒介，民工彭治玮与都市人
进行着君子般的独特互动。

“很多人会认为民工没情
趣， 言谈举止很粗俗。 可是你
看，我也可以跳华尔兹，跳得很
好。”彭治玮说尽管自己是农民
工，也可以提升修养和气质，一
样可以爱好美和艺术， 追求梦
想，至少该有这种决心。

对话

“跳舞让我有了寄托。”“跳舞是我一天的最后一场劳动。”
“我没有很多钱，但我有自信和自己的气质，这也是幸福”

都市周末：舞蹈对于你有
怎样的意义？

彭治玮：它提升了我的生
活品质。工友们在一起，要么
就打牌，或者赌钱，要么出去
逛。跳舞让我有了寄托。跳舞
时， 我是充满激情和信心的，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同。生
活中也有更乐观平和的心态。

跳舞是我一天的最后一
场劳动。曲终谢幕，就可以安
心休息了。 如果实在不能出
门， 心里像有事情没做一样，
没有着落。不管怎样，不能隔
着两天不去练舞。

都市周末： 跳了这么久，
有怎样的感受？

彭治玮：别人说，这种东

西是富贵人家玩的，你一个农
民工怎么玩得起啊？我并不这
样认为。富贵的人也是两个肩
膀扛一个脑袋，也是和我们一
样吃饭，为什么说只有有钱人
能跳，而我不能跳？虽然我没
那么有钱有精力能投入，我只
能去4块钱一张门票的舞厅，
穿不到100元的服装，我请不
起专业老师上课， 但我有毅
力、有耐力，我相信自己可以
跳，并且可以跳好。我是农民
工，一样可以追求我的生活和
梦想。

都市周末：为什么想参加
湖南省国标舞锦标赛？

彭治玮： 没想过名次。跳
了那么久，去参一次赛，就像

读了几年书，想考一次试，看看
自己到底是什么水平。 如果成
绩不好，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
这个来吃饭，只是业余爱好。

都市周末：你想专攻展现
气质的华尔兹等舞蹈。也许会
有这种问题， 作为一个农民
工，你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的
气质？

彭治玮： 这是一个修养
和思想观念上的事。 并不是
说我是农民工， 就只能弯着
腰低着头走， 我可以抬头挺
胸地走， 我可以培养自己的
气质和内在， 可以活得很精
彩。我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
需要靠别人。我没有很多钱，
但我有自信和自己的气质，

这样也是幸福。

都市周末：在长沙参与建
设了这么多楼，会想要在这里
拥有自己的房子吗？这个城市
能给你归属感吗？

彭治玮： 长沙我很熟，但
是没有归属感。跳舞让我对这
个城市有蛮深的亲近感，但城
市毕竟不是属于我们的，在这
里生活什么都需要钱。我是要
回到老家那个小镇去的。

（感谢王国光先生为采访
提供帮助）

农民工跳华尔兹，
真的很奇怪？

趁着雨歇，老彭“见缝插针”上工地干活。 从工地到车站已走了半小时， 老彭还要坐差不多20分钟公
交车，才能到达舞厅练舞。

因为天又下雨， 老彭只能早早收
工。不过，乐观的他，给了随行的镜头一
个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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