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经常想到奴隶制，比如在加勒比地区，

美国和巴西，种植园里的 奴隶，你知道的，经

济上的奴隶。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种植园，

所以大多数奴隶都住在别人家里，”黑人历史

学家阿里·恩迪亚耶说。

加拿大的奴隶制



加拿大的奴隶制

历史学家记录了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

初，大约200年间，居住在魁北克的

4000多名奴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是来自于美国中西部的原住民。被奴

役的黑人最初来自于非洲，许多人来

自于北美十三州，或是通过加勒比海

的港口过渡过来的。



- 北温哥华是靠着奴隶主家庭的透過奴隸買賣贸易的利润建立起来的

- 著名的道路和地标是以那些在18世纪通过海上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贩运而

赚取数百万美元的家庭命名的

- 北温哥华市是1907年从更大的北温哥华区划出，其边界主要围绕

Lonsdale Estates 和北温哥华土地改良公司的土地

加拿大反黑人的历史



- 哈利法克斯市成立于1749年，当时被奴役的黑人挖出道路并建造了大部分城市。

一些证据表明，这个早期黑人社区居住在城市以北几公里处的贝德福德盆地南

岸——这地区后来变成了非洲城。

- 这个非裔加拿大村庄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海滨社区，在1960年代被哈利法

克斯市拆毁，许多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行为。哈利法克斯市市长在2010
年为这一行为道歉。

加拿大反黑人的历史



- 1910年移民法：该法案赋予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控制谁可以进入该国以及

谁可以被驱逐。它还赋予了“总督理事会”制定命令和法规的能力，禁止“属于任

何被认为不适合加拿大气候或要求的种族的移民”。

- 1911年，一项议会试图禁止黑人移民到加拿大

加拿大反黑人移民政策



加拿大经常被看作是比美国更进步的对手（例如，地下铁路是19世
纪早期到中期在美国建立的一个由秘密路线和安全屋组成的网络，

被努力的黑人主要利用它来逃往自由的州和加拿大）。



然而，加拿大的反黑人种族主义和压迫的历史悠久，一直持续到今天。

- 在俄克拉荷马州，由于受到严重的歧视，几名美国黑人寻求移民加拿大。当时，

加拿大政府向欧洲人和美国白人免费提供土地。

- 在1908到1911年间，有超过1000名美国黑人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在阿尔伯塔省和

萨斯喀彻温省。

- 这些满怀期望的移民在边境这一边也面临着种族主义，加拿大反对他们的到来。

移民官试图通过宣传活动和对他们进行细致的医疗检查来限制他们入境。



- The proportion of street checks (ie. profiling and carding) targeting Black people in 
Vancouver rose in 2019 to more than 5x their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in 2020

- 2019 年，针对温哥华黑人的街道检查（即針對以及查證）的比例上升到 2020 年他们在人口中所占份
额的 5 倍以上

-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ctual crime. This is the creation of crime by putting beat 
officers in low-income neighbourhoods, by having them approach people unnecessarily 
and creating a climate of fear, intimidation and profiling.” -activist Harsha Walia

- “这与实际犯罪无关。这是通过将殴打警察安置在低收入社区，让他们不必要地接近人们并营造一种
恐惧、恐吓和定性的气氛而造成過多的犯罪。” -社運家哈沙瓦利亚

- Vancouver’s city council voted unanimously to ask the Vancouver Police Board to end 
street checks over the summer, but Vancouver Police Board voted to wait until a 
number of statistical reviews were complete.

- 温哥华市议会一致投票要求温哥华警察局在夏季结束街头检查，但温哥华警察局投票决定等到一些
统计审查完成。

Police Profiling 警察針對性



我的黑色
肤色不等于

有罪



黑人男性在历史上和当今都过多比例地呈现在被警察定性，警察暴行，

和加拿大监狱系统中。

- 新的基于种族的数据让我们难得地了解了加拿大黑人不成比例的监禁率：这个比率

直接源于普遍存在的历史上的不平等。

- 根据发表在《种族与正义》杂志上的公开数据，安大略省每15名年轻黑人男性中就有

近1人经历过入狱，相比之下，年轻白人男性这一比例约为1/70。年龄在18到34岁的

年轻黑人男性在监狱服刑的比例最高——每10万人中有7千人，而同一年龄段的白

人男性每10万人中只有1千4百人。

加拿大的警察和监狱



原著民和黑人人口

及联邦监禁统计数据

黑人仅占加拿大人口比例的3%，却在联邦

监狱人数中占比达到10%

原著民在加拿大人口中占比约为5%，却在

联邦监狱人数中占比30.4%

加拿大人口

联邦监狱人数



- Black men overall are 5x as likely as white men to be incarcerated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low-income neighbourhoods in Ontario. This is because of systemic 
inequality and anti-blacknes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fault of Black folks as painted by 
racist media and wider Canadian society. 

- 总体而言，黑人男性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男性的 5 倍，并且更有可能生活在安大略省的低收入
社区。这是因为系统性的不平等和反黑人，而不是种族主义媒体和更广泛的加拿大社会所描绘的
黑人个人的错误。

- Black men spent more days behind bars than white men too (over the exact same 
crimes/charges), experiencing higher rates of being transferred from a provincial to a 
federal institution.

- 黑人在狱中的时间也比白人多（在完全相同的罪行/指控上），从省级机构转移到联邦机构的比率更
高。

- 78% of Black people think that anti-Blackness is a serious issue in Canada
- 78% 的黑人认为反黑人在加拿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https://www.crrf-fcrr.ca/en/component/flexicontent/item/27387-blackness-in-canada-report-reveals-78-per-cent-of-black-people-believe-racism-is-a-severe-problem-in-canada


Because of the insidious and prevalent 
nature of anti-Black racism, “urban 
renewal” and gentrification has often 
negatively impacted Black communities 
through government sanctioned & 
legislated displacement

由于反黑人种族主义的阴险和普遍性质，“城市换新”和城市绅

士化经常通过政府批准和立法的流离失所对黑人社区产生负

面影响

“Urban Renewal” & Displacement of Black 
Communities “城市换新” 以及 “黑人社区流离失所”



“Urban Renewal” & Displacement of Black 
Communities “城市换新” 以及 “黑人社区流离失所”

Hogan’s Alley (Vancouver): considered 
home to Vancouver’s 1st Black 
neighbourhood, it was destroyed in 
1970 to make way for an overpass. 
Black people who lived there were 
dispersed.

霍根小巷 （温哥华）：
被认为是温哥华第一个黑人社区，它在1970
年时被摧毁，来为了给立交桥让路。住在那
里的黑人居民们都被分散到各地。



“城市换新” 以及 “黑人社区流离失所”

小牙买加（多伦多）: 

城市“绅士化” 和新的跨区公交线路被认为是造
成小牙买加数十家企业和居民损失的罪魁祸首
，小牙买加位于Eglinton Ave West上，是
Allen高速公路和Keele大街交界处。

- 自70年代鼎盛时期以来，从Bloor St 
West到Dupont 大道的 Bathurst 街周
边社区的黑人企业和黑人业主数量都有
所下降。

 



“Urban Renewal” & Displacement of Black 
Communities “城市换新” 以及 “黑人社区流离失所”

Africville (Halifax): residents 
paid taxes to the City of Halifax 
& rallied for years, but were not 
provided paved roads, running 
water, or sewers

亚非维尔 （哈利法克斯）：
当地居民向哈利法克斯纳税并抗
议多年，但政府并没有提供铺好
的道路，自来水或下水道。



What is medical racism?
- the racism in our society that makes Black people less healthy
- the inequity in health insurance by race
- the biases held by healthcare workers against Black people in their care, 

making Black people less inclined to seek medical help

什么是医疗种族歧视？
- 让我们社会里的黑人变得更不健康 
- 不同种族的医疗保险不平等
- 医护人员在照顾黑人时对黑人的偏见，使黑人不太愿意寻求医疗帮助

Medical Racism
医疗种族歧视



- Black women are made less healthy by increased levels of homelessness, or unsafe 
housing. Similarly, environmental racism means that Black people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develop health conditions like asthma, due to the prevalence of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in and near Black neighborhoods. 
无家可归以及不安全的住房条件的增加使得黑人 妇女的健康状况降低。同样，环境种族主义
意味着黑人更有可能换上哮喘等健康状况，因为黑人社区和附近地区普遍存在高污染工业。

- even when Black people do have access to healthcare, they’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the 
doctor’s office. For decades, white healthcare workers have disbelieved Black women when 
they express their medical needs.

- Black women have far higher rates of death during childbirth than non-Black 
women

- 即使黑人确实可以获得医疗保健，但是他们在医生那里还是会遭受歧视。几十年来，白人医
护人员对于黑人女性表达自己的医疗需求时表示普遍不信任。
        -     黑人女性在分娩时的死亡率远高于非黑人女性

Medical Racism
医疗歧视

https://www.ywcaworks.org/blogs/firesteel/tue-04302019-0907/how-white-consumption-pollutes-black-communities


✅ Black (capital “B”)/黑人（大写字母“B”）
● Differentiates the color from the race/people group who have 

ancestors from Africa: all other ethnicities are capitalized
● Not all Black people identify as “African”/非洲人

● 用颜色把祖先从非洲来的族裔/人群区别开来：所有其他种族都大写

● 并不是所有黑人都自认为是“非洲的”/非洲人

❌ 黑鬼 (“Black devil”)
● Derogatory & dehumanizing 贬义且不人道

Vocabulary Review 词汇回顾



我们（东亚人）固有的带有歧视想法认为黑人是
危险的罪犯

- 在2014年警察Peter Liang 杀害Akai 
Gurley 

- 韩国店主Soon Ja Du 以盗窃指控杀害

15岁的Latasha Harlins ( 1991年）

- 警官Daniel Holtzclaw 滥用职权对至少

8名不同的黑人女性进行性侵犯 
（2013-2014）

非黑人种族群体如何维护反黑人主义和白人至上

主义？



- Erasure of mixed Black Asians
- Not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Asian or that they exist
- Discriminating against Black Asians because of their skin color, hair texture, 

body type, and overall appearance and/or ancestry
- Not including Black Asians in discourse around anti-Asian racism when they 

face both anti-Blackness and anti-Asian sentiment

- 消除混血非裔亚洲人的存在
- 不相信他们是亚洲人或不相信他们存在

- 由于肤色，头发质地，体型，整体外观和/或血统而歧视非裔亚洲人

- 当他们面临反黑人和反亚裔情绪时，把非裔亚洲人排除之外

How do non-Black POC uphold anti-Blackness & 
white supremacy? 非黑人种族群体如何维护反黑人主

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