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a的故事
     michelle liu 帮忙采访，一同撰写

Anna 喜爱有关电影的一切。她以
前是工厂工人，现在是病人，家人
又要在前线全职工作，因此从疫情
开始，她就把看电影作为最主要的
对付恐惧和焦虑的方法。Anna称
看电影是她的终极减压大法。“省
下很多看心理治疗师的钱。” 她回
想起二十多岁在广西生活时，和朋
友们一起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无数个
夜晚和周末。香港、台湾、荷里活
和越南电影--所有能找到的电影，
他们都看得乐此不疲。她爷爷是越
南华侨，一家三代在越南生活多年
的广西人，越南也是她出生和成长
的地方，直到12岁才离开。

1978年，中越战争暴发的一年前 
，父亲已因病过世。 Anna 跟着妈
妈，姐姐和弟弟四人在混乱的情况
下穿越越南东北边境，希望逃到到
妈妈老家--中国广西省防城，逃离
一场无法控制的危险、暴力和混乱
的国际冲突。然而，他们被发配到
了广西崇左市的其中一个小镇，在
那里，他们是陌生人，没有祖先或
家人。这是Anna第一次以难民身
份离开家乡。第二次是在香港还是
英属殖民地时期。原本，移民香港
是在中国的越南人很普遍的移民
方式。然而英港府修改入境条例，
把这些人定义为非法难民。Anna

也因此再次变成难民。第三次离
家，Anna 移民到多伦多定居生

活。

电影中的对话、曲折的情节和
让人羡慕的浪漫的剧情，让
花很多时间吸收它们的Anna
轻易地满足了她学习语言的
爱好。越南语是她的母语。
是电影、移民和社群教会了

她粤语、普通话、一点英语和
模糊地想起的壮语。被驱逐出

香港后，Anna回到广西，在本地
一家麻布工厂做针线活。一方面由
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出自个人兴
趣，Anna自学成了裁缝并学会制
衣。她和朋友们花很长的时间认真
地研究、设计和重新制作她们在电
影里看到的最新款的各种裙子，并
且骄傲地穿在身上。

在Anna 20岁左右的时候，她决定
离开广西去香港，之后去英国。
几年之前，她的叔叔和其他亲戚
就已经这么做了，只是没有带上
她。为了帮家里还
债，Anna 18岁就
早出晚归地向一间
间 水 果 罐 头 厂 推
销 自 家 生 产 的 水
果，把这些从自己
家分配到的地中种
出的水果，批发给
它们。两年之后，
她就成功地赚取了
第一桶金。她想工
作、看看世界，并且拥有她离乡的
亲戚所描述的更好的经济条件。她
把存款的一部分留给了妈妈和姐
弟，与朋友一起带着剩下的积蓄向
广东省出发，踏上了很多越南移民
和难民在越战和文革时曾走过的
路。

穿梭于不同国家，特别是重复的找
地方安顿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
Anna的世界观和她在加拿大的生
活。边界是一个既有创伤又有可
能性的地方。它是无以名状，却
又反反复复无形中提醒着人们的
一道槛。中国南海的水上边界就

是Anna差点送命的地方。当时她
乘船过香港，船上十分拥挤而且混
乱。她因此掉下了船，差点淹死。
现在，Anna说起这段恐怖且让人
精神紧张的经历，已经是很平铺直
叙了。她记得每天都要为生存而焦
虑，以及频繁的晕眩、头痛和长时
间的饥饿。这些动荡的经历持续地
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她，让她更想有一个家，并且
有尽可能多的积蓄。

在那时，越南难民在香港面临严
重的歧视， 禁闭 ，以及警方的暴
力。Anna在深水埔的越南移民集
中营被关押了3 个月，之后被转移
到屯门。在营中的一年多，她等待
官方决定让她去西方国家定居，还
是被遣返回广西。由于政治难民和
经济难民之分及， 她不能自由出
入，不能离开看她想象到的花花世
界，也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在香港工
作。

Anna 说她在营中没有经历过暴

力， 而且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
包括警察和其他管理人员。在集中
营里，Anna定期帮助其他越南移
民翻译越南语和粤语，代表他们与
警察沟通。同时她也有在营里教小
朋友唱歌跳舞。在被关押了一年半
之后，她被遣返到广西，回到麻布
料场工作。

独自再次离开广西之后，Anna来
到加拿大投奔跟她在一起五年的
男友和他的家人，并结了婚。像
Anna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爱情
就是不经意地一见钟情。他是在同
一间工厂工作的朋友的朋友。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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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地說，Anna是一名
生病並且帶傷的移民工人。
她的身體健康被數十年的低
收入、超時和不穩定的基本
工作而傷害了”

Anna为受伤工人，从前在工厂里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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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是镇上的基础设施，里面有超
过2000名几乎都是年轻人的工人，
但他们却没有见过面。她在麻布料
的生产线上，而他是修理机器的技
工。他父母居住加拿大的申请被批
准后，他随父母去了加拿大，并承
诺会与Anna再续前缘。

一到加拿大，Anna的移民生活就
因孤独感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有些复
杂。她不认识任何人；亲人朋友也
不在身边，并且她也只会一点从荷
里活电影中学来的英文。作为一个
有语言天分的人，她对自己无法明
确表达自己
感到无奈，
并且感觉自
己因语言障
碍而显得无
能。她不希
望被告知她
不能工作。
她想要拥有
那种与所有
她爱的人在
一 起 的 温
暖。她先生
一路都支持
她。她下定决心要想办法让家人来
多伦多。Anna需要在学习英语和
尽力工作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
只有努力工作，她才能支付担保广
西的家人来加拿大的费用。

有两件事情支持着Anna走下去：
为将来不可预知的风险存钱，以及
让家人团聚。两者都与她的迁徙的
经历有关。身为难民，存不下钱；
要摆脱不安和贫穷的压力；与家人
朋友分离以及不确定能在一个地方
呆多久。她必须为工作付出劳动，
又要花掉几乎所有的时间去工作，
这也阻碍着她实现为自己和家人建
立起一个家的愿望总是因精力和时
间的无法协调而受阻。两者都需要
时间，却会顾此失彼。接下来的几
十年，Anna和她的丈夫一间工厂
接着一间工厂地工作，错开时间做
很多轮班。她常年超时工作。有段
时间，她一周工作七天，周一至周
五在两间工厂做两轮班，每天一共
工作十六小时，还要接送孩子上学
放学。周末做收银员。她尽可能多
地上班。从布料到照明灯具、录像
带、地毯、窗户和糕点，她在生产

线上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数以千
计地制造将人们的家塞满的东西。

通过临时工仲介找到的工作，是需
求量最大却最辛苦的工作。那种工
作环境，会对Anna的健康造成影
响，理应被视为工伤，却不会被
工作安全及保险理事会（WSIB)所
承认。Anna最喜欢也最擅长的工
作是做录像带生产厂的质检工人。
她在那里工作了十年，直到工厂倒
闭。这是她与曾经全神贯注地观看
的电影和故事的联结。这些都是临
时工仲介大规模兴起之前的事了。

自 从 到 了 加 拿
大，看电影这件
对 A n n a 和 他 丈
夫来说，曾经是
年轻相爱时最喜
欢的事情，也不
经常做了。她感
到遗憾的事情之
一，是失去了几
年 学 英 语 的 时
间。学英语本可
以让她获得更多
工作机会，却因

为要工作而没空学英语。虽然她有
时惋惜无法获得的经历和失去的机
会，却因自己工作多年而自豪，并
对自己拥有安稳的家感到满意。“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说，因为这
些年来她成功地担保了五位家庭成
员来多伦多，包括她妈妈、姐姐、
弟弟和侄子，并且大家都住在她附
近。

现在，Anna遭受着晕眩、头痛、
哮喘、无力、嗜睡、健忘和一些其
他健康问题。有些可能来自漂泊不
定时的艰苦经历，另一些则是长期
的疲惫、动荡、超时工作和紧张有
害的工作条件造成的。在地毯工厂
灰尘四起的生产线上，她患上了慢
性过敏、哮喘和呼吸道疾病。这使
她现在更易感染新冠病毒。当人没
有家的安定，必须不停迁徙以求生
存，身体所担负的代价就会是惨重
的。

虽然对Anna来说，这个代价是生
命中的事实，是进退两难时的权
衡。即便一开始的困境似乎已经过
去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所导致

的人的脆弱，还是可能使人再变得
脆弱。去年一月，就在疫情侵袭加
拿大前不久，Anna的临时工仲介
公司Nuleader突然倒闭了。这使得
几百名本来薪水已经很少的拿着最
低工资的工人失去了几个星期的工
资。当时正在一间烘焙品工厂做签
约工人的Anna也是其中一员。现
在，她和她的工友们正在努力讨回
被拖欠的工资。确切地说，Anna
是一名生病并且带伤的移民工人。
她的身体健康被数十年的低收入、
超时和不稳定的基本工作而伤害
了。身为工薪阶层的移民，要生
存，不应该遭受职业伤害。然而很
多工薪阶层的移民仍在重复经历着
多种风险，在身体里埋下了病根。

今年一月，Anna和她丈夫同时在
密西沙加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感染了
新冠病毒。他们的二儿子都在那里
工作。他们五口之家的其他成员还
包括他们最大的儿子，本来是餐厅
管理人，疫情中是在家工作的摄像
师和编辑 ；以及在工厂工作的小
儿子。Anna的丈夫是第一个出现
症状的人，恢复期间他在家呆了三
个星期。同时工厂也关了门，以控
制疫情。Anna去年三月已经停止
工作，此时她的症状比丈夫更加严
重。四个月之后，她仍遭受着病毒
造成的衰弱和延长的后遗症。例如
上楼梯时呼吸困难、肺部乏力和紧
张。由于她潜在的病情，家里的每
个人都很焦虑和害怕，担心最坏的
事情会发生。

幸运的是，在她和丈夫都病得最重
的时候，他们的儿子们打点着其
他所有的事情。做饭、清洁，并且
把饭送到他们分开隔离的房间门
口。Anna自己已经不在前线工作
了，但她与家人都还是易受感染
的。一年多以来，她都努力呆在家
里，谨慎且认真地关注公共卫生措
施--她完全了解如果自己感染了新
冠病毒，会有什么风险。如此个体
化的措施，却没能保护住她。全家
有五个人，Anna和她丈夫还有几
年才退休，为了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并不是一个
好选择。他必须去上班，他们的儿
子们也是。

现在，Anna最担心的就是生病。

“在地毯工廠灰塵四
起的生產線上，她患
上了慢性過敏、哮喘
和呼吸道疾病。這使
她現在更易感染新冠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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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她安慰的是，丈夫仍在工作。

但是，她每天仍在担心丈夫或儿
子会不会携带回病毒回家。世界
各地都有朋友和亲戚被新冠病毒夺
去了生命，使得他们更能直接地感
受到病毒的危险。在疫情期间，因
为持续担心可能患上重病和遭受损
失，Anna活得步步惊心。与沉重
和担忧相伴的，还有悲伤。Anna
和丈夫都害怕他们会再次感染新冠
病毒，那样的话，会对Anna产生
更严重的后果。

每一天，Anna都在想，自己的身
体允不允许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她
的病，现在因得过新冠而更严重
了，这让她比以前更容易被感染。
今年，几十年来第一次，Anna可
以休息下来看电影了。她说，能看
电影，是这次疫情带来的意料之外
的好事，也是愈疗。电影仿佛是一
辆车，带她逃离禁闭和病情带来的
无趣和恐惧。在好的日子里，她能
赶上看电影，能赶上与在美国、英
国、澳洲、瑞典、加拿大、中国和
越南的朋友互相支持。当身体状况
允许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花园中散
步。如何再找到工作，是她的另一
个压力。

四月底，Anna刚刚打了第一针疫
苗。她希望加拿大政府可以迅速且
高效地执行疫苗的注射，因为她相
信，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每个人的
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包括像她
一样有潜在健康问题的工薪阶级。
这对她来说，意味着确保每个人都
能打上疫苗，无论他们是什么移民
身份，并且他们的个人信息应该受
到尊重，不被分享给警方。她强调
说疫苗计划应该保护每个人，因为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处于危
险中的人们安全了，那大家就都安
全了。“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打到
疫苗，那疫苗就没什么用了。”她
补充道“如果打疫苗要冒着被驱逐
或逮捕的危险，那这些人就不会冒
险去打疫苗。保护每个人，也是保
护加拿大的一种方法。移民和难民
从世界各地来到加拿大。这些人中
不仅仅有华人。他们也都需要被照
料。”
 

身為工薪階層的移
民，要生存，不應
該遭受職業傷害。
然而很多工薪階層
的移民仍在重複經
歷著多種風險，在
身體裡埋下了病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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