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活著像人一樣

愛與寬恕的故事
一個北韓難民說：

「我在世界上奔走幾萬公里，目的無他，

我希望活著像人一樣，我錯了嗎？」

文／愚庵  圖／編輯部

2015年 9月初，一張死於沙灘上的小難民

照片，牽動了全世界對難民問題的關注，國際

難民存在已久，但是就像美國女星安潔莉娜裘

莉 (Angelina Jolie)所說的：「只要這個世界戰

爭不停，難民就不會減少」，這張照片中的男

孩名叫艾倫（Aylan Kurdi），他 3歲，來自敘

利亞的庫德族人，父親帶著艾倫和哥哥搭上偷

渡的小船，離開內戰山區的村落，奔上其他難

民所走的自由之路，企圖跨越地中海，

前往歐洲的途中，遇到暴風

雨，小船翻覆了，艾倫沉

入海底後幾天，屍體

被沖到靠近土耳其的地中海邊，他趴在沙灘

上，身上穿的紅白間格襯衫鮮明可愛，艾倫

死了，但是姿勢就如同睡著一般，於是，網

友見到這張照片，把沙灘畫成床鋪，艾倫睡

得很甜，也因為網民這樣的創意，勾動了人

類的同情心，也引爆歐洲的難民風暴，難民

蜂擁而來，在歐洲流竄，有些是假難民真移

民，突然增加的人口，不只是環境負擔，也

是人道負擔，許多國家陷入是否開放，或關

閉邊界的兩難。

2015年，註定是災難的一年，極端氣

候引起的天災，和人類政治上製造的戰爭

人禍，這一場伊斯蘭國 (The Islamic State)

在伊拉克 (Iraq)到敘利亞 (Syrian)周邊國

家，所製造的戰亂，已經使 500萬人流離

失所，於是跨國境出走的災民，勝過以前的

數字，根據 2015年聯合國難民總署 (The 

UN Refugee Agency)的統計，全世界難民

人口已經超過 5,500萬人，今年從中東逃

避戰爭，湧入歐洲的災民超過 200萬人，

三分之一是 IS在敘利亞內戰和利比亞的戰

爭受難者，歐盟的報告說；向歐盟提出救援

的人，高達 50萬人，還有 150萬人不願受

政府保護，也不願進駐難民中心，選擇在歐

洲各城市流闖，其中還有不少人是恐怖份

子，假裝成難民的潛伏者，面對這些湧入歐

洲的難民，歐洲國家開始顯得慌亂起來，最

早慌亂的是希臘 (Greece)，希臘本身已經

為了債務危機，面臨破產，但是地理上處於

難民入歐的門戶，希臘只能向聯合國求助，

而難民也知道希臘的生存環境惡劣，只能進

入南歐後再前進到中歐，甚至是更遙遠的

英國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難民沿著英法海底隧道

的鐵軌前進，一不小心就成為高速列車行

駛下的亡魂，難民北上的路徑上，匈牙利

(Hungary)首當其衝，匈牙利是天主教國家，

對回教徒有歷史情結，對難民粗魯看待，而

斯洛伐克（Slovensko）則公開表示：「可

以協助難民，但是不願意幫助回教徒」，如

果歐洲基督教國家，以宗教仇恨為理由，拒

絕回教徒，最後可能導致難民的人道危機，

歐盟只好跳出來喊話了，希望歐洲國家以每

一個國家 12萬配額制度，收容難民，解除

危機，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Dorot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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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el)是首先表態的人，被難民視為救世

主，尤其是小艾倫的照片公開之後，德國

(Germany)對難民伸出友誼之手，也的確令

人感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德國本身

面臨人口老化後的缺工問題，難民入境至少

是一件好事，可以一舉兩得。但是其他國家

情況可能不大一樣。

僅次於德國的難民收容國家是瑞典

(Sweden)，今年起已經有 5萬名難民在瑞

典接受庇護，瑞典在人道救援工作上，一

直是世界的典範，所以有人道立國之稱，

各種國際人權組織在瑞典最為發達，瑞典

是維京海盜的後代，但是從 11世紀接受

基督教的感召，成為一個落實人道關懷的

公義基督教國家，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總部也設在瑞典，瑞典對於

受到迫害的難民張開雙手，30年前早已展

開，一直到現在，瑞典還流傳這一個 12點

差 5分的感人故事；

1986年，非洲厄利垂亞

(The State of Eritrea)發生內

戰，數 10萬難民湧入歐洲，其中有一半在

瑞典落地生根，接受瑞典的語文訓練，技藝

訓練，住屋補助，其中有一個北方小鎮荷倫

桑接納了不少難民，1989年 9月，小鎮發

生了一件凶案，一位名叫莎娜的女孩和她的

朋友慘死刀下，小鎮的警方循線很快逮捕了

凶手薩米，這位凶手是來自厄利垂亞的小難

民，凶手供出殺人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

莎娜長期對來自異國的黑人難民親切照顧，

而薩米卻以為這樣的照顧是一種愛情，但是

莎娜還有另外的男朋友，所以薩米開始吃醋

了，認為莎娜不應該劈腿，因為不同文化的

衝突，導致這場悲劇，凶案發生後，小鎮的

人群起激憤，認為黑人恩將仇報，不知感

恩，許多黑人擔心瑞典人報復行為，只好跑

到被害者莎娜的家中，希望獲得莎娜父親的

保護，最後莎娜的父親出現在小鎮的廣場，

發表一場演說；他說：「莎娜死了，但是莎

娜絕對不希望他的死，會使更多人因他而受

傷害」，這句話終於平息了鎮民的怒火，事

後，薩米被判無期徒刑，莎娜的母親也經常

寫信給獄中的薩米，並且原諒凶手，小莎娜

生前曾在學校曾經發起一個「12點差 5分

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意義就是要告訴人

們；距離 12點還有 5分鐘，我們還來的及，

為受苦的難民做一些工作，從此以後，小鎮

每年在莎娜死亡那一天，會在中午 11點 55

分聚集到廣場，悼念莎娜，而這個運動也在

瑞典許多鄉鎮流傳，瑞典人相信只要有愛，

凡事都不會太遲。基督教國家接受回教信仰

的難民，必定為社會帶來文化衝突，治安問

題，但是瑞典人並沒有因此降低愛心，和無

私的關懷行動。

除了戰爭受害者以外，逃離威權政權

迫害的難民人數更多，包括新疆維吾爾族人

(Uyghur)，西藏宗教人士，緬甸的克倫族

(Karen)，北朝鮮的脫北者 ( 탈북자 )，目前，

被緬甸軍政府迫害的克倫族難民，數 10萬

人流亡在海上，成為「難民」，逃亡山區的

難民，比較幸運被收容在泰北邊界的 13個

難民區，但是生活溫飽和醫療都是問題，山

區人數超過 30萬人，中南半島的難民，喜

歡進入泰國 (Thailand)，最重要的原因是高

山叢林容易躲藏，而且回教徒從泰國南下，

就可以進入回教的馬來西亞 (Malaysia)，這

條路線是新疆維吾爾難民逃亡，前往土耳其

(Turky)的路線，今年泰國政府在中國壓力

下，遣返了數百位新疆難民，引起東突獨立

組織對泰國政府的不滿，一般推測；9月剛

發生的曼谷爆炸案，恐怕和遣返新疆難民事

件有關，還有被人忽略的北韓「脫北者」，

也喜歡從中國境內偷渡進入泰國，因為中國

對北韓政治難民並不友善，只要發現難民，

必定遣返北韓，而泰國是中南半島國家中，

唯一願意給予北韓「脫北者」政治庇護的國

家，今年 8月，引發朝鮮邊界緊張的原因，

表面是邊界的心戰喊話，其實真正的原因就

是「脫北者」難民。

根據專門協助「脫北者」的南韓二合一

基督教會（Durihana Mission）的統計：「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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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北韓的所謂『脫北者』超過 30萬人」，

但是真正被南韓接納的脫北者，也不過 3萬

人，因為南韓政府對脫北者的審查，相當嚴

格，脫北者想要取得南韓的居留證，並不容

易，所以不少「脫北者」，一但逃離北韓，

就選擇留在第三國，第二個原因是；南韓由

於韓戰陰影，或民族性的關係，對北韓來的

人，並不歡迎，許多住在南韓的脫北者表示：

「在南韓的生活受到歧視對待。」

戰後分離的朝鮮，又經過韓戰交火，一

個民族分裂成兩國，雙邊相互仇恨的種子，

大過企圖統一的感情，許多南韓的新生代，

對北韓也很陌生，談到民族統一問題，80%

表示反對，南韓新生代對北韓國家不懷好

感，更缺乏感情，而北韓則是對南韓不懷好

意，甚至仇恨南韓，這當然是威權國家長期

洗腦教育的結果。

金正恩 ( 김정은 )討厭南韓對北韓人民

的心戰喊話，或宣傳戰略，因為喊話內容，

已經危及獨裁威權統治的基礎，並且製造越

來越多的逃亡者，本來兩韓從 2004年，簽

訂開城工業區的合作開發協定後，兩邊的心

戰喊話就停止了，開城工業區就在 38度線

邊界，南韓把次級產業，需要人力的工作，

移到開城工業區，一方面也等於協助北韓民

生工業發展，其中以紡織最多，臺灣人喜歡

韓流，搭班機到南韓的東大街買衣服，這些

產品其實都是北韓製造，但是卻由南韓所設

計的潮流衣服，所以要真實觀察兩韓是否會

打戰，只要看開城工業區是否關閉，就知道

了，這一次兩韓砲擊危機，雙方邊打邊談，

開城工業區並沒有關閉，南韓人都知道小打

小鬧包準沒事，所以酒照喝，舞照跳，股票

也沒有大跌，並非南韓人神經大條，而是早

就習以為常，但是卻急壞世界上看戲的人，

本來兩韓的心戰喊話，已經停了 6年，但

是 2010年，北韓開始搞飛彈和核彈危機，

心戰喊話才又恢復了，喊了幾年下來，大家

都累了，最近地雷事件才又觸怒了金正恩的

敏感神經，今年，金正恩本來安排訪問俄羅

斯，卻因為莫斯科傳來「脫北者」打算要暗

殺金正恩的消息，所以金正恩才取消訪問行

程，對這些脫北者更是火大，找到機會向南

韓開砲，談了 2天，南韓放軟，終於把心戰

喊話停掉。

問題在於南韓可以停掉擴音器廣播，

卻停不了北韓人民的耳朵，也停不了越來越

多的通訊科技，北韓內部只有國內網路，沒

有國際互聯網，老外進入北韓，不能使用手

機，但是，從新義州利用走私管道，進口的

手機還是可以買到，更可以接上衛星上網，

北韓獨裁者以外的世界，還是可以傳播進

來，所以，脫北者偷渡事件，一直沒有停過，

接鄰北韓的俄羅斯和中國，三國同樣是威權

主義國家，都拒絕給予脫北者政治庇護，所

以許多脫北者，越過圖們江或鴨綠江後，只

能在中國境內短暫停留，然後依靠教會安

排，到達北京，搭上火車南下到昆明，進入

寮國後再渡過湄公河，抵達泰國，這是 1萬

公里以上的通往自由之路，但是一但被中

國公安逮捕，命運就是遣返北韓，回到集中

營，失去生命，但是就算如此，賭命的人還

是不絕於途。

女性脫北者命運比較淒涼，這些女性脫

北者，並非基於政治上的不滿，而是在北韓

沒辦法活下去，所以賣掉自己，把身體交給

人蛇集團，然後偷渡進入中國，這些女性來

到中國後，人蛇集團會安排嫁給東北偏鄉的

中國農民，一個北韓女性賣身的價碼是台幣

3萬元，約南韓元 100萬，通常賣身者用這

些錢，可以支持北韓家庭活上 3年，北韓幣

遭受經濟制裁後，境外基本上不使用，所以

脫北者就算賣身，也以南韓幣計算，可以換

取人民幣，嫁給中國農民的北韓女性，沒有

身分證，就是典型的黑戶，依照中國政府規

定，這些女性就算在中國生下孩子，也不能

接受國民教育，中國政府也知道這種狀況，

但是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據二一教會

最近的調查；目前 3歲以下的脫北者女性後

代約有 2萬人，可見賣身到中國的北韓女

性，人口應該不少，有些女性不賣身，從北

韓偷渡到邊界的朝鮮自治區城市；丹東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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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生活樂陶陶

他名叫阿明，是一位基層公務員，家境

清寒，可是，他每天都過得很如意喜樂，並

沒有因為貧苦而喪志頹廢！他家中有一位母

親，由於母親年紀很大，很多家事都是他自

己來，不敢讓母親來做，幸好，母親還健健

康康，腳健手健，能走能吃，不需要他人來

照顧！

他從小就過慣了這種簡單樸素的生活，

只要肚子能添飽，三餐能延續，他不在乎這

種貧困節約的日子。吃對他來說，從來不要

求大魚大肉，他除了公家的聚餐，到過餐廳

外，他個人從來就沒有，私自到過餐廳去吃

文／游福生  圖／編輯部

吉色情場所，北韓女性靠肉體賺錢的人也不

少，但是必須躲避中國公安的查緝。

前頭說過；俄羅斯 (Russia)境內是北

韓脫北者最多的國家，估計超過 10萬人，

這些脫北者都屬於合法出境，1958年開

始，俄羅斯和北韓簽訂「俄羅斯伐木加工協

議」，每年冬天，北韓派遣 3,000到 5,000

人力，進入俄羅斯境內伐木，俄羅斯北方

森林有不少冷杉、雪杉、寒帶林木，冬天

利用山坡雪地，把木材運下山，可以節省

人力，這些伐木工作的代價，是北韓收入

的 100倍，雖然沒有現金可以拿，但是伐

木工的家裡，可以收到政府發放購物票，換

取食物，這些伐木工利用時間，逃出伐木營

區，進入巴夫洛夫斯克（Па́вловск）、伯

力（Хабаровск）、莫斯科（Москва），

變成建築工地的黑工，這些脫北者人口增

多，成為俄羅斯治安的隱憂，並且組成暗殺

集團，接受美國

的幫助，多次傳

出偷渡進入北韓，企圖暗殺

金正恩的消息。

南韓記者李學俊 ( 리학준 )，10幾年來

持續關心「脫北者」難民的生活，他最近完

成一本報導文學；書名就是「我想活得像個

人 ( 사림으로살고싶었다 )」。李學俊說：「北

韓對脫北者的背叛行為，採取嚴酷的對待，

只要被遣送回國，不但接受刑求毒打，最後

就是死亡一途」，在威權獨裁底下，北韓人

民失去做人的尊嚴，幾 10年被洗腦的人民，

外表看似天真無知，卻如同行屍走肉，但是

還有不少拒絕靈魂淪亡的北韓脫北者，歷盡

千辛萬苦，逃離故鄉。

「我想活得像個人」，可能是脫北者及

國際難民們最卑微的希望，甚麼時候可以實

現，只能向天發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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