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投无路的女人们

桑布鲁和周边其他部落有着相近的
语言和文化，通常每5~10个家庭聚居在一
起，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在这些部落里，
父系制度根深蒂固，商议大事时，男人们
围成一圈高谈阔论，女人们坐在圈外安静
旁听，偶尔被允许发表意见。

乌莫加，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独一
无二”。乌莫加村的创始人丽贝卡·罗勒索
丽是个高大健壮的女人。这个只有妇孺的
村庄，最初的15名居民都来自桑布鲁，是
英国驻当地士兵性侵事件的受害者。33岁
的萨米·卡尼亚告诉英国《卫报》，女性一
旦被强奸就成了“不干净的人”，在父系文
化里，性侵、家庭暴力、包办婚姻，相当常
见，这使得乌莫加逐渐变成了受害妇女的
庇护所。

38岁的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
多，她腿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那是她被
侵犯时留下的，当时她正在给夫家放羊、
拾柴。事后，她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任
何人，谎称这伤是因为生病。她患上了抑
郁症，婆家给她吃了些药，但毫无起色。当
她终于忍不住向丈夫坦白时，得到的回应
是一顿毒打。塞塔有同样的遭遇。她听村
里人谈起乌莫加，就来到了这里。乌莫加
的人给她水喝，还给了她一只羊，让她感
受到安全和温暖。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因为她毫无文化。

包办婚姻是促使乌莫加发展壮大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年仅11岁的梅姆
希加入了乌莫加。那年，父亲把她卖给一
个57岁的男人，以换取几头牛，婚后第一
天她就逃走了。朱迪雅也是童婚受害者，
她是13岁那年从家里逃出来的。“现在，我
每天醒来都会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在这
里我得到了关爱和支持，再也不用担心被
卖给谁了。”朱迪雅说。

生活简朴但满足

在乌莫加，妇女们的生活十分简朴。
所有事情都由她们自己完成，包括曾经由
男人承担的工作。她们把木头、牛粪和草
料混合在一起，建造遮风挡雨的住所。一
张睡垫、一只火炉和一袋豆子往往就是一
个女人的全部家当。尽管如此，她们仍对
如今的生活感到满足。

除了传统的放牧等工作，乌莫加的收
入主要来源于旅游业。她们在离村庄一公
里处经营着一座露营地，接待来打猎的旅
游团。很多游客经过村庄，会顺便来小有
名气的乌莫加看看。村民们会向游客收取
少许门票，并兜售她们制作的手工艺品。

“在这里，我学会了做过去不被允许
做的事。我能自己挣钱，当游客买下我做
的珠串时，我很有成就感。”纳格斯说。

洛图克是少数被允许进入乌莫加的
男人之一。他白天过来为村子放羊，日落
之前离开，每天如此。他说：“在这里，女人
们照顾孩子、拾柴、做饭，男人照看牲畜。”

目前，乌莫加有47名妇女和200个儿
童，其中已有她们的孙辈。一名年轻妇女
笑称，村里不允许男人常驻，但她们需要
孩子。另一名妇女表示，她来到乌莫加后
生了好几个孩子，因为在她们的文化里，
未婚生子是不太好，但膝下无子更糟。“没
有孩子，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从家庭暴力中逃出来的简坦言，她毫

无再婚打算，希望一直待在乌莫加挣钱，供
子女读书。“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婚姻自
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与谁共度一生。”

通过旅游业赚了些钱的乌莫加，建起
了一座学校，不仅培养自己村里的孩子，
还从其他村子招生。她们深信，教育是唯
一的出路。

女性村庄接连出现

继乌莫加后，女性村庄在桑布鲁周边
接连出现。它们成立的目的和职能不尽相
同，但有一点共通：把女性从压迫中解放
出来，让她们拥有和男人同等的话语权。

2015年7月2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肯尼亚的一次演讲中谈道：“世界范
围内，女孩们绝不应遭受割礼这种非人折
磨，文明社会也绝不能容忍儿童包办婚姻
的存在。这些陋习或许延续了很多个世
纪，但21世纪绝无容身之地。”事实上，割
礼已被肯尼亚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很多地
方仍然延续。此外，据BBC报道，肯尼亚
2014年通过了“一夫多妻”法案，允许男人
不经妻子同意迎娶多个女人。

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男人自然把乌莫
加视为眼中钉。罗勒索丽说，桑布鲁部落
中的女人毫无地位可言，被视为男人的所
有物，丈夫对妻子拥有生杀大权。当她提
出要为女性建立一个避难所时，男人们把
她打了一顿。乌莫加成立后，男人们更是
大为光火，扬言要杀了她们。在她们刚开
始做生意时，一些男人会来抢劫。

一位男性气呼呼地说他恨透了乌莫
加，家里应该由男人说了算，女人就得听
男人的话。过去他和妻子吵架，妻子跑回
娘家后，每次她父母都会把她送回来，让
他们用“传统方式”解决。如今她跑进乌莫
加，再也不回来了。他可以再娶一个老婆，
但他“一点儿都不开心”。

另一位男性表示，他受过教育，但认
为在肯尼亚废除割礼不现实；这一传统迟
早会彻底消失，只是还需要很久。他的母
亲和姐妹都接受了割礼，不过他不打算让
自己的女儿经历这种“酷刑”。

罗勒索丽说，希拉里·克林顿也来过
乌莫加，她要像希拉里一样，成为“越来越
坚强的人”。 （文/胡文莉 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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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渣渣//没没//救救】】

拔腿就跑

今天在火车站遇到一挺漂亮的姑娘，
羞涩地拉着我的衣角说自己是某大学学
生，钱包被偷了，要我帮帮忙给她两块钱坐
车回家，还拿出学生证给我看。我望着她楚
楚动人的眼神正要掏钱，突然灵光一闪问：

“sin30度是多少？”她，竟然拔腿就跑！

输得彻底

有一次英语考试，我只考了16分。试
卷发下来后，老师点名了：“有个人，居然
连自己的年龄都没考过……”

悲惨往事

讲段悲惨的往事：高中时我化学奇
差，考试成绩没上过10分。有次试卷发下
来，居然得了15分，正暗自窃喜，就听到化
学老师在讲台上说：“最后一道大题出错
了，15分，都给你们了……”

用得着吗

考试前，学生们来我店里买文具，听
到他们讨论：“考场发演算纸吗？”另一个
答：“发，但是用得着吗？题都不会做。”

似懂非懂

晚上儿子和侄女聊天，俩孩子讨论起
家庭作业，侄女说：“还是数学难，每次上
数学课，我都要很认真很认真才行！”上幼
儿园的儿子听着他姐的话似懂非懂，侄女
又开口道：“稍不注意，我就睡着了……”

最佳室友

早上选修课起不来床，在被窝里收到
室友发来的微信：“老师上课点名了，我帮
你跟老师说了。”我随手回了他一条：“爱
你！你怎么说的？”他回：“说你旷课了。”

不想再说

上初中时开家长会，老师总让我妈
来，我很纳闷儿地找到老师：“我爸来难道

不行吗？”老师慢慢摘掉眼镜：“不行，你爸
初中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说他了。

故意作对

小时候，我同桌调皮捣蛋，有次老师
叫他去窗台边罚站。他没脸见人，用窗帘
把自己遮住，只露出一双球鞋。过了一会，
老师气消了，叫他回座位，他还是站着不
动……老师大怒：“故意和我作对是不
是！”过去一撩窗帘，结果发现只剩一双球
鞋在窗帘底下……

【【学学//霸霸//横横//行行】】
试题太难

学霸室友考完英语趴在那儿抽泣，说
试卷太难了，不会的太多，这次肯定考砸
了！我疑惑地问：“今天的试题难吗？”室友
大惊：“连你都不觉得难吗？！”说完他哭得
更大声了。嘿，我一个只看得懂字母的学
渣，我怎么知道试题难不难？

最远距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
是老师在讲第四章，学霸在看第八章，而
我还在看书皮……

作弊可耻

期末考试时，我一直斜眼偷窥学霸的
答案。出考场后，我问他：“为啥你少写一
个，是不是最后一题不会？”学霸淡淡地回
道：“不是，我是第一题不会。”

入乡随俗

今天遇到一个在深圳工作了二十年
的东北人，她说孩子上小学时，她特意跟
孩子说，要入乡随俗，多和同学们学学当
地话。然后，她孩子全班小朋友都变成了
东北口音……

完全一样

我教育小侄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的成绩……”小侄子：“没关系的，叔叔。对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老师教的东西是完全
一样的。”

不用都好

我们班一女生暗恋班上一男生，男生
数学好，女生数学不行。有一天，女生鼓起
勇气问男生：“你帮我补数学好不好？”男
生悠悠地看了她一眼，淡淡道：“一个家
里，不用两个人数学都好。”

不会还手

今天，八岁的儿子从武术训练班回
家，拿出一张奖状给我看，他说：“爸爸，我
得了第一名！”我说：“才学了一年武术，你
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吗？”儿子猝不及
防地说：“爸爸，您放心，以后我调皮时您
打我，我是不会还手的！”

讲个笑话

刚看到同学发了条朋友圈：我决定从
下学期开始，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
业，上课再也不睡觉，努力锻炼身体，不打
游戏，不耍手机，成为一名学霸！但如果没
有做到，你们就当我讲了个笑话好了。

精于计算

我订了外卖，没一会儿，外卖大哥就
到了，边递外卖边小声说：“妹子，我是第
一次送外卖。我就不明白了，饭店就在你
隔壁，这么近，你干嘛不过去吃？”我回答：

“我去饭店，这一菜一饭要25块。外卖的
话，我是会员，再加上其他各种优惠券，才
18块……”

睡眠不足

学霸就是每次考试都排前几名且从
未失手的那一类人。他们也总是难以超
越，因为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不能阻
止他们学习。你肯定想知道如何能成为一
个学霸？其实只要把别人用来睡觉的时
间，都用来学习就行了。这也难怪学渣总
是睡眠不足，毕竟时间都被学霸偷走了。

学霸定律

所谓的学霸，就是每次考完试后，大
家都在争论选A选B还是选C，却只有他一
个人选了D……而且最后还就他对了。

【【课课//堂堂//内内//外外】】
梦想成真

初中时，我见同桌愁眉不展，便安慰
她：“开心点！要不咱们把心里想的写在纸
上，交给对方。”她点头。写完后，我打开她
的纸条：“我梦到期末挂了好几科，好害
怕。”结果我在纸条上写的是：“祝你梦想
成真。”从此她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

多此一举

记得大学的时候，寝室一哥们一到月
底了没钱，每次打饭就总要先点红烧肉，
然后又马上说不要了，最后只点一份土豆
丝加米饭。我问他：“你这不是多此一举
吗？”他说：“打饭的勺子就一把，这样可以
沾点红烧肉的汤汁。”

意味深长

初三时，班里有人和低年级学生闹了
别扭，拉我一块去找那人的班主任，我至
今仍记得，那位班主任意味深长地说：“你
们要是初二的就算了，初三学生，被初二
的欺负了居然还打小报告？”

痴痴地看

今天我问表弟，班里有没有女孩暗恋
他，表弟答，“既然是暗恋，那我咋知道？”
听起来很有道理，我只好换了提问的方式
再问：“那有没有哪个人天天痴痴地看着
你？”他想了一下：“有啊。”“谁啊？”“我们
班主任。”

实验器材

儿子第一天上学，看着大门旁几个大
字：××实验小学，一脸惊恐地问我：“爸
爸，你是要拿我进去做实验吗？”

亲身示范

老婆在教儿子学成语，这时哥们来电
话了，我连忙走进房间关上门接听免得打
扰他们母子。谁知门被立即推开了，老婆
指着我对儿子说：“鬼鬼祟祟形容的就是
这个样子。”

伤及无辜

太狗血了！儿子语文考了个41分回
来，老婆晚饭也不煮了，定心把他打了一
顿。打完检查试卷，一看试卷名字不是儿
子的，是他同桌的。现在儿子哄不住了，哭
得根本停不下来。

很有道理

小侄子今年上幼儿园大班，前几天被
请家长了。老师反映他上课老睡觉，下课
就出去玩……我嫂子就问小侄子：“老师
说你最近上课经常睡觉，到底是什么原
因？”侄子停顿了5秒钟，说：“因为下课太
吵了我睡不着。”

自己留点

小时候学校要交5块钱，我回家和家
里人说要交10块，我外婆出门遇到我同班
同学的妈，顺便问了下要交多少，阿姨说
她孩子说交15块，外婆回来后说：“学校说
要交多少你就说交多少啊，你自己那点零
花钱自己留着。”

我自学能力非常强——
这能力来自于不好意思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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