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

"⼀种信念或学说，认为各种⼈
类种族之间的固有差异决定了

⽂化或个⼈的成就，通常涉及

到某个种族是优越并有权统治

其他种族的" 2

 Merriam-Webster. (n.d.). Racism

 Dictionary.com. (n.d.). Racism.

1.

2.

认为种族从根本上

决定了 "⼈类的特
征和能⼒，种族差

异产⽣了特定种族

的内在优越性" 1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种族是⼀个社会构
建的类别 

种族差异反⽽更反映了⽂化和社会的理

解，"基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
会和⽂化因素，以及⾝体特征" 5

3. York University, 2006
4. Ibid
5. Nicol & Osazuwa, 2022
6. Smedley & Smedley, 2005
as cited in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Aboriginal Health (NCCIH),
2013

 种族分类的使⽤继
续维持并建⽴了资

源和权⼒分配的巨

⼤不平衡
6

3

缺乏事实依据，以 "先天的和不可改
变的"（⾃然的和不变的）⾝体特征
和⽣物差异为基础对⼈进⾏分类 

这些类别不只是种族，⽽是与⾃然的

"道德、智⼒和其他⾮物理属性 "以及
缺陷有关，⽽这些都是没有真实依据

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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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化

种族化的过程给少数群体贴上了

标签，他们有了⼀个所谓的基于

种族的⾃然且不可改变的⾝份

通过种族化，多数派的群体能够

建⽴统治，从⽽导致经济、政

治、社会和⽂化压迫

以种族为基础定义某些群体的社

会过程

“种族化 "⼀词已被越来越多地⽤来
表⽰种族是⼀种强加于⼈的社会建

制，⽽不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术语摆脱了种族单纯是⼀种⽣物或⾃然类别的

想法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在⼤多数应⽤和调查中，种族类别

仍然被使⽤。政府也在⼈⼝普查中

收集种族数据

在加拿⼤收集种族数据的⽬的是为

了促进机会平等，证明种族类别是

由不平等的形式构成的

7. Omni, 2001, p. 254 as cited in NCCIH, 2013
8. Nicol & Osazuwa, 2022

种族类别的使⽤已经具有社会和⽂化意

义，⽽其意义只会增加这些类别的使⽤

和增强其普遍性

“种族的概念及其作为社会类别的持续
性，只有在由不平等形式--经济、政治
和⽂化--构成的社会秩序中才被赋予意
义，⽽这些不平等形式在很⼤程度上是

由种族构成的” 7

种族类别使不同的群体

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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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

在加拿⼤，政府使⽤了 "少数族裔 "⼀
词。虽然它本⾝并不是指种族，却⽤

来概括⼀些⾮⽩⼈族裔

南亚⼈、华⼈、⿊⼈、菲律宾⼈、阿

拉伯⼈、拉丁美洲⼈、东南亚⼈、西

亚⼈、韩国⼈和⽇本⼈

政府继续收集关于加拿⼤少数族裔⼈

⼝的数据，以促进对于所有⼈来说都

更平等的机会。然⽽，这⼀分类过程

往往将不同种族类别、不同历史、处

于不同不利地位的⼈混为⼀谈，只提

供⼀个笼统的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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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或⽇常

种族主义
⼈际种族主义发⽣在⼈与⼈之

间的互动中，并影响⼈们的遭

遇。这是我们通常更关注的种

族主义形式

当⼀个⼈对另⼀个⼈的态度受到基于种

族的错误信息和成⻅影响时，就会发⽣

⼈际间的种族主义

公开的（公开的和不加掩饰的）

⼈际种族主义⾏为包括骚扰、排

斥、歧视、边缘化、攻击等

这些公开的⾏为往往是我们所指出的种族主

义的实例

然⽽，⼈际种族主义并不总是那么明显，也可能

包括微妙的、隐蔽的和⽆意的歧视和微观攻击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结构性种族主义

被种族化的群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活中受

到不同和不平等的待遇

作为影响之⼀，种族化过程有物质上影响，⽽我们

可以归因于结构性种族主义

9. McGibbon, Waldren, & Jackson, In press as cited in NCCIH, 2013

"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和社会进
程，以及⽀撑它们的道德和⽂化体

系" 9

结构性种族主义继续产⽣不平等，因为

权⼒动态不断地（重新）产⽣，造成进

⼀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

结构性种族主义影响着我们的学校、⼯

作场所、监狱系统、医疗保健系统等的

运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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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为了建⽴对原住⺠的统治，加拿⼤的

政策试图通过寄宿学校、六⼗年代的

Scoop (将原住⺠孩⼦从家中强制带
⾛）以及对原住⺠⽂化和精神活动的

禁⽌来推动强制同化

对于⿊⼈来说，加拿⼤政府利⽤奴役⿊⼈来建⽴

⽩⼈的统治。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以⾮洲⼈

为主的社区Africville被拆除，温哥华作为许多⿊
⼈的家园Hogan's Alley被毁，这些都是种族主义
和歧视继续存在的证据

此外，由于⿊⼈、棕⾊⼈种和原住⺠在监禁系统中

的⽐例过⾼，并且不成⽐例地遭受警察的暴⼒和搜

⾝，更加证明监禁系统中的⽩⼈统治仍在继续

对于华⼈来说，诸如《排华法案》等⽴法被⽤来确⽴

⽩⼈的统治地位

通过实际控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加拿

⼤从过去到现在的统治历史以不同的⽅

式影响了不同的种族化社区。加拿⼤的

统治在历史上被⽤来宣传⽩⼈优于其他

种族群体的观念



其中⼀些不平等现象在COVID-19⼤流
⾏期间得到了证明，⽐如

⼀线⼯⼈往往是种族化和/或低收⼊
的⼈

当感染COVID-19时，少数族裔和/
或低收⼊的⼈往往遭受更糟糕的健

康后果

更多的不平等现

象体现:

在医疗保健中，⿊⼈、

原住⺠和其他种族化的

病⼈往往没有得到与⽩

⼈病⼈相同的护理或尊

重，导致更糟糕的健康

结果
10

10. NCCI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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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和多元

⽂化主义

所谓不分肤⾊的⾔论，认为我们都是⼀个

种族（⼈类），继续抬⾼和掩盖系统性的

种族主义

我们不能假装我们都是⼀样的，因为这将

继续延续不平等

是的，我们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然⽽，多样性并不总是在我们社会

的各个层⾯得到重视

但是，我的孩⼦是加拿⼤⼈

CCNCTO和合作伙伴在与亚裔⽗⺟的焦点
⼩组中发现，许多移⺠到加拿⼤的⽗⺟认为

他们的孩⼦不会经历种族主义，因为他们在

加拿⼤⻓⼤，说流利的英语。然⽽，情况并

不⼀定如此。种族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并继

续以各种⽅式体现出来，包括在学校!

相反，我们需要公平的⽅式来解决⼈们的差异，包括

种族、性取向、性别认同、⽣理能⼒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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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种族主义

通过微信与CCNCTO保持联系，或在
Instagram上关注我们 @CCNCTO
查看我们最新的2021年反亚裔种族主义报告和
我们的⼀线⼯⼈⼤流⾏报告

填写这个表格，加⼊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你可

以⽀持我们的各种组织、反种族主义和公平⼯

作

在你的社交圈⼦⾥与其他⼈谈论种族主义问题 
认识并指出所有层次的种族主义

与他⼈分享这些信息

与当地社区成员和组织接触，倡导变⾰  

种族主义是⼀个系统性的问

题，需要个⼈、机构和各级

政府在所有部⻔采取⻓期、

坚定的⾏动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歧视、种族主义、暴⼒和仇恨

伤害了我们的社区

我还能做什么？

https://www.ccnctoronto.ca/_files/ugd/29e1b6_c711bcc82ac24b5e8f30f0b3ec20164f.pdf
https://www.ccnctoronto.ca/frontline-report
https://forms.gle/YJJQMPQ9kfAfKxU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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