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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梆
12 年前，王梆漂泊在伦敦，

身兼“穷人”“移民工”和“外来女”

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中文杂志

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新装

发布会、泰特美术馆或英国国家

芭蕾舞团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

民区，是摄政王大街古董表店专

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

天上门服务的瑜伽老师。

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

塑造了王梆这 12 年里最关心的

问题：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物质生活的贫瘠很快过去，

王梆延展了提问：人如何有尊严

地变老？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没有

因为过起英式生活而消失。为了

对抗“空心”的焦虑感，她以居住

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 30 英里

的圆，耕作土地、拜访乡里、参与

社团，如蜗牛般一点点丈量“附

近”的全貌。

尊严与在地造乡都被王梆记

录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该书

于 2022 年春出版后备受好评，截

至 9月已加印 4次。她以“英国观

察”为切入点，记录了贫穷与制

度、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等一

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贫穷的质

感》出版三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

了王梆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

贡》。

生锈

检查结果显示，王梆的免疫

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治疗

效果颇佳，但她比过往更容易感

到疲惫，比如每日的跑步里程从

10 公里变成 5公里；比如曾经热

爱的挖土———在一块如篮球场大

小的廉租自耕地上播种、收

获———被迫搁置。

最早出现的病征是皮疹，王

梆去年秋天休息了三个月。“我怀

疑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身体才

变得糟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每

天都做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时

间表，就像练琴一样。但如果你停

下来，你身体就会各种生锈，变成

被废弃的机器。”王梆说。

她解释，自己加入民间互助

组织，是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做点

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你不能把

我放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自主

权的环境中，那我就成了废铁，所

有的心气和能力都会被磨掉。”

如果不离开故土，王梆的人

生或许会生锈。正是从幼年开始，

父母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

女儿身上。王梆所做的，就是脱掉

“顺从”，穿上更适合自己的衣服。

尽管这是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

但仍然会让人感到痛苦。

14 岁时，王梆离家出走，偷了

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和母亲的几件

漂亮衣裳。她幻想自己是孤儿，坐

大船南下广州，在街上晃荡数日，

藏在女厕所过夜。

记忆里也留下了母亲的质

问：“为什么？我们哪一点亏待你

了？你竟要离家出走？走时还偷了

我的衣服？”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父权和厌

女的环境中，一个极度家长式的

家庭。父母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

就是服从，如果你违反了父母的

规划，就被认为是无药可救、冥顽

不化。我成为今天的我，唯一的可

能性就是把原来那套体系抛在后

面。”王梆说。

漂泊

2010 年，王梆前往伦敦，加入

她的制片人的工作室。是年，她 36

岁，在“三十而立”的围剿中反复

闪躲。“想到回国可能又要面对自

己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些问

题，于是便起了留在英国的念

头。”

去伦敦前，她做过记者，也是

自由撰稿人、编剧和纪录片导演。

她出版过小说集和随笔集，也得

过一些奖。她居住在广州自购的

一间小公寓里，有许多喜爱文化

艺术的朋友。可在伦敦待半年后，

她拿着仅有的一千欧元———一个

德国电影节给予导演的放映酬

劳，开始寻找住所。

王梆与制片人产生巨大分

歧。浸淫在独立电影中的青春期

塑造了她的原则：导演必须直面

与商业世界的冲突，忠于自己的

叙事。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

在好心朋友的沙发上睡了几宿，

开始想要租房。她当时所能负担

的，仅有伦敦贫民区里一个如厕

所那样狭小的单间，每周房租近

一百英镑。睡觉时双腿无法伸

直，闭上眼睛，脑中就跳出奥威

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描

述的那张“要抱着膝盖”才能“把

自己安置进去”的矿工的单人

床。

她吃 3.25 英镑一大袋，每袋

能下 20 碗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

酱和学生榨菜；在慈善店淘 3.29

英镑的裙子和 4.99 英镑的外套；

去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享用免费

的甜点酒水。

她仍以写作为主业———即使

稿费与伦敦的物价相比显得微薄

且寒酸，有时也接些听起来不太

靠谱的活儿填牙缝：为犹太商人

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第四频

道的纪录片翻译日常对话，或是

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

课———王梆确实有瑜伽教师资格

证书。

“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这

是个老问题。时不时会有人对王梆

说，在广州，她不至于如此窘迫。只

是，倘若如此，她就要向自己怀疑

的一切低头。王梆说，“既然我和爹

妈说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我当

时想这条路能有多难？”

异乡

关于贫穷的细节，王梆能说

的还有很多。在书籍中，她准确

地记录了商品折后价，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但苦难就是苦

难，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借用王

小波的话就是：“吃苦必须有收

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无非就是物质上苦一点，

但内心很饱满。”王梆说。

只需要 5英镑，一碗唐人街

牛肉面的价格，她就能在国王

学院侧门的一个小酒吧听独白

剧，在拉法加广场不远处的一

个环形广场观赏莎士比亚的悲

剧。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

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

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她曾钻

入一块黑布中，经过密密麻麻

的人群，找到一个洞眼，从洞眼

探出脑袋看《麦克白》，双眼被

舞台烟幕喷得血红。

在伦敦，36 岁的王梆常被

称为“Young lady”。她结识了几

位伦敦女友，都是大龄未婚女

青年，每个人自有困扰，但都与

婚嫁无关。

远离大家族，身处一个对女

性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王梆是

自由的，如同一颗灵活的种子，

慢慢地游走于英国，被宽容滋

养着，生根发芽。

在旧时的故土，王梆的母亲

亦是厌女与父权文化的受害

者。1980 年代初返城运动前夕，

母亲用蓝粗布给自己缝了一条

裙子，坐在家门口对着晒谷场

练吉他，被父亲斥责抢风头、搞

修正主义。离婚时，父亲在一周

内找到了年龄

相仿的再婚对

象，40 岁出头的

母亲净身出户，

因已育两孩，相

亲经历大多是

六旬老人找贴

身护工。

与许多母

女关系一样，母

亲的经历与选

择烙印在王梆

身上，并最终以

反叛的形式表

现出来：“生为

女性，我很自

豪；爱穿什么就

穿什么，管它什

么风向；年龄、

体形和外貌，以

至婚姻，通通不

是检验一个女

人幸福的标尺，

思想才是。”

异乡将“自由”从书中的词

语变成了具体的氛围，内心深

处的自我认同与当下生活重合

起来，脑海中的意识不断被唤

醒。“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像是

空气一样，你每天都能呼吸

到。”王梆说。

她探访了妇女研究机构，一

个有着百年历史、像钩织花布

那样遍布并连接社区的妇女组

织。每个月，大家坐在一起或讨

论或投决公共议题，然后联谊：

这个月分享自制蛋糕，选出社

区蛋糕女王，下个月展示彼此

的手工布偶，选出社区布偶女

王。

王梆也目睹了资本主义的

残酷：英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

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

2017 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跌

至 2007 年的水平。不仅如此，一

股卷土重来的右翼风暴席卷全

球，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理想

世界的期待被过往的阴暗与诡

异再次覆盖。特朗普鼓吹的保

守主义复兴特权阶级价值观；

弗吉尼亚州的极右组织重举纳

粹旗帜……

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2015 年，杰里米·科尔宾高

票当选工党党魁，成为当时保

守党右翼政府的一股强大阻

力。科尔宾主张增加富人税，减

少军费开支，支持移民，支持更

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

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

器。”好奇心使然，王梆像所有

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左派

一样，决定加入工党。面对结构

性的不公与不平，她从一个观

察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还当

选了自己所在选区的 BAME 工

党发言人。

从历史来看，政治行为会分

裂人群，鲜少真正地促进团结。

对王梆来说，她希望人们能够

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在真实的日常中，意识形态

与政治立场常常被具体的生活

遮蔽、甚至消解。新书出版后，

王梆最常被问到的是：你在英

国有没有被歧视？

“我没有被人面对面地歧视

过，但英国社会中的结构性歧

视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脱欧

过程中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

但这不是显性的，是非常隐蔽

的敌意。虽然我没有在现实生

活中遇到因为我的肤色、长相

就把我赶出去的人，但遭遇网

络暴力是常有的事，人们进入

虚拟社会后，就立刻变成了键

盘党，口诛笔伐，无所顾忌。在

集会、游行中，也能经常看到赤

裸裸的歧视，歧视变成政治口

号，一些极右主义者会与移民

产生肢体冲突。”

离开工党后，王梆花了近两

年时间走访民间社团、撰写《英

国民间观察》。对于民间社团，

她并不陌生，早在 2014 年初到

2015 年初，她就是“老年英国”

的义工，每周定期上门看望孤

寡老人；2018 到 2021 年，她是

食物银行的义工，为有需要的

人士发配救济食品；俄乌冲突

爆发后，她加入了当地的难民

救助机构……参与社区活动为

王梆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

转机：结交了不少朋友，不再因

为外来者的身份而备感孤独。

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具体生活

能够创造人与人的连接，能够

帮助异乡人创造故乡。

在伦敦，王梆因一次线上诗

歌朗读论坛与一位英国诗人相

爱。两人结婚后，一起搬去了英

国乡村居住。尽管她融入了丈

夫的英国家庭，但仍随时会被

焦虑与孤独侵袭，“我的焦虑是

一种异乡人的焦虑，是海德格

尔笔下那种‘无乡’的焦虑。”王

梆说。

民间社团就像微创手术，在

巨大的混沌和黑暗里，年复一

年，缓慢而和平地，修复着一小

块乾坤。参与者通过细小而具

体的行动，团结在一起，获得一

种全新的社会认同。王梆在书

中总结。对王梆来说，加入工党

的经历和民间社团的经历，就

是陌生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

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

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

汇合的过程。

（杨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她并非身无所长。尽管挣钱

很费力，但王梆能挣到钱。她是

一个专栏作者，还兼职做小工：

一对一的瑜伽课每小时能赚 15

英镑，一对一的推拿一次能赚

40 到 45 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