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什么？ 

您读到的这个教育⼯具是基于平权会多伦多分会和世代同⾏世代同⾏會联合

召开的第⼀次研讨会研讨结果⽽完成的。该研讨会涉及的主题为加拿⼤的殖

⺠主义和原住⺠历史。

在此资源中，您将发现关于华⼈和原住⺠之间的关系，关于定居者殖⺠主

义，以及当前原住⺠社区⾯对的问题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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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加微信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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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加拿⼤》

许多华⼈新移⺠通过⼀本为新移

⺠准备⼊籍考试的书《发现加拿

⼤》了解原住⺠历史。 这本书却没有讲述原住⺠社区经

历的殖⺠历史，种族灭绝和迄今

仍然存在的问题。

此处是书中

截图翻译版

我们是谁

加拿⼤以强⼤和⾃由的国家⽽举世闻名。加拿⼤⼈以⾃⼰独特的⾝份⽽⾃豪。我

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古⽼且持续存在的宪法传统。我们是北美唯⼀的君主⽴宪制国

家。我们的机构坚持对“和平，秩序和良好政府”的承诺，这是1876年在英属北美
法案中，加拿⼤最初宪法⽂件中的关键词句。对有序⾃由、进取⼼、努⼒⼯作和

公平竞争的信念使加拿⼤⼈能够在从⼤西洋沿岸到太平洋和北极圈的崎岖环境中

建⽴⼀个繁荣的社会——以⾄于诗⼈和词曲作者将加拿⼤誉为“ 伟⼤的统治”。
要了解成为加拿⼤⼈意味着什么，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的三个创始⺠族——原住
⺠、法国⼈和英国⼈。

原住⺠

原住⺠的祖先被认为是数千年前从亚洲迁徙⽽来。早在欧洲探险家⾸次来到北美之前，

它们早已经在这⾥建⽴了安稳的⽣活。多样性与充满活⼒的原住⺠⽂化根植于他们与造

物主之间关系的宗教信仰。⽽寄宿学校则未得到⾜够的政府投⼊，学⽣⽣活困难，⼀些

学⽣还遭受了⾝体虐待。原住⺠语⾔和⽂化习俗⼤多被禁⽌。2008年， 渥太华正式向这
些曾经的寄宿学⽣道歉。

如今的加拿⼤，原住⺠已重新获得⾃豪感和信⼼

华⼈与原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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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采

早期到达加拿⼤西部地区的华⼈劳

⼯被加拿⼤政府系统性地歧视。

在建设加拿⼤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华⼈⼯⼈拿的⼯资仅仅是⽩⼈⼯⼈

的⼀半，⼲的活却是最危险的。

华⼈与原住⺠之间的关系

数百名华⼈劳⼯死于修建铁路时发

⽣的事故，寒冷的冬天，疾病和营

养不良。

原住⺠社区，例如⽴顿原住⺠，在

加拿⼤太平洋铁路建设过程中招待

了在危险⼯作条件下的华⼈劳⼯，

为他们提供了⻝物和住所。

作为在⼀个殖⺠地国家定居的华⼈，我们必须牢记原住⺠

曾经对华⼈的帮助，并声援他们，就像他们过去帮助我们

时⼀样。

对于华⼈和原住⺠来说，温哥华的唐⼈街都是⼀个避⻛港，因为其他地区排挤

有⾊⼈种去居住和购买房产。

2



什么是殖⺠主义? 

殖⺠主义是指获得对本国之外的

某⼀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政治控

制，并由后来定居者占领该国领

⼟的政策或做法。

殖⺠主义通常意味着资源掠夺和

经济剥削。

 殖⺠主义在亚洲

亚洲在历史上曾被不同势⼒殖

⺠过，例如⽇本帝国对中国、

韩国和菲律宾的殖⺠，以及法

国对东南亚的殖⺠。

 
殖⺠主义 

殖⺠主义对我们的

社区有什么影响?

对于很多亚洲社区来说，

他们原来国家的被殖⺠历

史是⼀种根植在他们⼼中

的创伤和痛苦。

由于亚洲殖⺠化所造成的

动荡和⽣存艰难导致很多

亚洲社群移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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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殖⺠主义例证

通过寄宿学校和寄养到别的家

庭操作系统，将原住⺠⼉童从

他们的原⽣家庭，⽂化及语⾔

中移除。
将整个原住⺠社区移居到保留地。 

切断原住⺠⻝物系统（例如⽔⽜

和野⽣三⽂⻥）。  

以原住⺠⼉童为医学实验标本进⾏

医学测试（例如结核病”医院“）。 

通过警察实施暴⼒和忽视（例如逮捕，

因为种族被怀疑犯罪，谋杀等）。 

 
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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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主义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请阅读平权会多伦多分会发布的

《我们的⽣命是不可或缺的：新冠

病毒期间，华裔前线⼯⼈处境报

告》来了解更多关于华裔⼯⼈在新

冠流⾏期间⼯作不稳定的状况。

华⼈移⺠⼯⼈社区仍然⾯临各种

局限，⽐如只有有限的权利，没

有权利，或者没有健康保障。

尽管拥有更多资历，和⽩⼈同

⾏⽐起来，很多华⼈移⺠不得

不拿更少的⼯资，并且经常在

更不稳定和更危险的就业领域

⼯作。

 
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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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定居者殖⺠主义？

定居者殖⺠主义是⼀种殖⺠主义

形式，旨在⽤新的定居者社会取

代被殖⺠领⼟上的原始⼈⼝。

直到今天，殖⺠主义还在系统地

运作并影响着海⻳岛上的原住

⺠，例如，通过条约、法律、建

筑油⽓管道夺⾛属于原住⺠的⼟

地和权利。

⽽原住⺠社区却缺乏各级政府认

可他们⾃⼰拥有的服务、餐馆和

⽣意。

中国⽂化中⼼、农历新年游⾏、唐⼈

街的建⽴。

政府官⽅语⾔是英语和法语，学校⾥

也教其他语⾔，但不教原住⺠语⾔。

华裔加拿⼤⼈争取选举权⼏经周折，

并在 1947 年获得（恢复）选举权，但
原住⺠直到 1962 年才能投票。

定居者特权

定居者拥有⼟地、权利和特权：

相⽐于原住⺠，定居者的⽂化、

语⾔、舒适度被优先考虑。

华⼈社区也参与了定居者殖⺠主

义，因为我们受益于从原住⺠社

区夺⾛的⼟地。

定居者特权例证

定居者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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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殖⺠主义经常把⾃⼰伪装

成投资资源来“提⾼，熏陶和教
育”原住⺠社区。
例如，原住⺠被描绘为“落后”。

定居者殖⺠主义

1876年，⼀名印第安事务部官员对⼀群原住⺠听众说：

“很多年前，你们在⿊暗之中⾃相残杀，制造奴⾪是你们的职业。⼟地对你们
毫⽆价值。树对你们毫⽆价值。煤炭对你们毫⽆价值。⽩⼈来了，他改善了⼟

地，你们可以以他为榜样——他砍树并付钱让你们帮忙。他把煤炭从地下挖出
并付你们钱让你们帮助他——因为他，你们进步很快。政府保护你们，你们富
了——你们安居乐业，拥有你想要的⼀切。”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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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与殖⺠地国家

及其原住⺠

波多黎各:泰诺⼈
夏威夷: 卡那卡、⽑利(夏威夷
原住⺠)
关岛

萨摩亚

加拿⼤：萨利希海岸、克⾥、⽶

克⻢克、阿尼西纳⻉、海达、因

纽特、夸⽡卡⽡夫。

美国：切罗基、乔克托、杜⽡⽶

什、特林吉特、海达、丘⻢什

澳⼤利亚：恩古纳⽡尔、劳克坎

、伍拉宾达

新西兰：⽑利

台湾：泰雅、排湾、鲁凯

⽇本：冲绳(琉球)，阿伊努

墨西哥：尤卡泰克(玛雅)、萨普特
克、⽶斯特克、纳华

例如，⼋国联军（德国、⽇本、俄

罗斯、英国、法国、美国、意⼤利

以及奥匈帝国都侵略过中国。

下图是1750年欧洲强国声称拥有的美
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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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影响原住⺠的问题

寄宿学校创伤

寄宿学校是⼀种旨在消灭原住⺠

的⽂化灭绝的系统⽅法。

最后⼀所寄宿学校直到1997年才
关闭。

原住⺠的孩⼦被政府，警察和社

会⼯作者强⾏从家中带⾛，被迫

上这些学校。很多孩⼦在寄宿学

校⾥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性虐待，

⾝体虐待，精神虐待和暴⼒对

待。

⼤部分寄宿学校由英国圣公会和

天主教会开办，并由政府进⼀步

赞助。

原住⺠社区正在委托调查并揭露

过去发⽣事情的真相。

到⽬前为⽌，已经发现了1000多
名⼉童遗体，且这个数字还在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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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加拿⼤的寄养是⼀种现代版的寄

宿学校。

在加拿⼤，原住⺠家⻓和监护⼈

⽐其他任何种族都更多地受到特

别针对和监视。

当前影响原住⺠的问题

52.2%的寄养⼉童是原住⺠，⽽原
住⺠⼉童占加拿⼤总⼈⼝⽐例为

7.7%。

这意味着寄养在私⼈家庭的28，
665名15岁以下⼉童中，有14，
970名是原住⺠。

数据来源：2016 ⼈⼝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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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率⾼，因为种族被

警察怀疑犯罪⼏率和暴

⼒对待率⾼

原住⺠在监狱系统中⽐例过⾼。

在2017/18年度，29-30%的被拘留
者是原住⺠成年⼈，⽽他们在加

拿⼤总⼈⼝中占⽐仅仅是4%。

当前影响原住⺠的问题

“星光之旅”:

警察及加拿⼤皇家骑警会接⾛

（⽆家可归的和/或醉酒的）原住
⺠，把他们带到偏远或未公开地

点，并将他们留在那⾥。这种事

经常发⽣在冬天，⼈们要么会被

冻死，要么需要在零下的天⽓⾥

找到安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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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采

定居者从偷窃来的原住⺠⼟地和

资源上赚取巨额利润，⽽原住⺠

只能获得利润的⼀⼩部分。当原

住⺠族⻓或世袭酋⻓不同意在其

领⼟上进⾏资源开采项⽬时，原

住⺠的传统⾃治也得不到尊重。

当前影响原住⺠的问题

整个海⻳岛原住⺠⼟地保卫抗争

⼀直持续活跃（⽐如DAPL, 1492 夺
回⼟地路，维特苏为特恩）。 

下图⽂字：夺回⼟地、为⻙津
夸全⼒以赴

12



资料来源

Government of Canada. "Indigenous Overrepresentation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ustFact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https://www.justice.gc.ca/eng/rp-pr/jr/jf-pf/2019/may01.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Reducing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Children
in Care." Social Programs, Indigenous Services Canada, 2020.
https://www.sac-isc.gc.ca/eng/1541187352297/1541187392851

Manoukian, Marina. "The Messed Up Truth of Canada's Starlight Tours."
Grunge, 2021. https://www.grunge.com/308625/the-messed-up-
truth-of-canadas-starlight-tours/

Weisberger, Mindy. "Remains of More than 1,000 Indigenous Children
fFund at Former Residential Schools in Canada." LiveScience News,
2021. https://www.livescience.com/childrens-graves-residential-
schools-canada.html

13

https://www.justice.gc.ca/eng/rp-pr/jr/jf-pf/2019/may01.html
https://www.sac-isc.gc.ca/eng/1541187352297/1541187392851
https://www.grunge.com/308625/the-messed-up-truth-of-canadas-starlight-tours/
https://www.livescience.com/author/mindy-weisberger
https://www.livescience.com/childrens-graves-residential-schools-canad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