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指出各种各样的具体
的种族主义⾏为和歧视现象，
由此我们才可以承认这个问题
的存在，进⽽才可以分析和处
理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
解决⽅案和⽅法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什么是反亚裔种
族主义？

“对亚裔抱有或表现出
强烈的厌恶，或以粗暴
和不公平的⽅式对待他
们。” 1

包括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Cambridge Dictionary. n.d.1.



结构性的反亚裔种族
主义根植于社会机
构、制度和程序之中

这种结构性种族主义对亚裔造成
的不平等现象⻓期存在于加拿⼤
的历史中

内容警告：以下章节包括了对亚裔的暴⼒⾏
径和歧视⾏为的讨论

我们不能只关注⼈与⼈间的和公开
且不加掩饰的反亚裔种族主义⾏
为。我们更应该要思考和审视结构
性的反亚裔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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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在制定种
族主义和排他性
法律⽅⾯有着悠
久的历史

这些法律被故意⽤于阻⽌⾮⽩
⼈进⼊加拿⼤

这些法律还切断了⾮⽩⼈与加拿
⼤形象的关联

加拿⼤：反亚裔种
族主义的悠久历史

这些法律还将⽩⼈移⺠和加拿⼤⽩⼈描述为“好
⼈”，把亚裔移⺠和亚裔加拿⼤⼈描述为“坏
⼈”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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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通过强迫华⼈移⺠缴纳⼈头
税（固定费⽤）来阻⽌华⼈移⺠

1885 年华⼈移⺠法

全⾯禁⽌华⼈移⺠加拿⼤

1923 年华⼈移⺠法，也被称为排华法案

种族主义和排他性
法律：

加拿⼤也对⽇裔和南亚裔⼈实施了
类似的移⺠管控

在没有法律管辖的情况下，很多社会限制和规
范也是具有歧视性的

加拿⼤专⻔针对亚裔实施各种歧视性的投票、住房
和就业法。这其中包括许多华裔、⽇裔和南亚裔⼈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许多⽇裔加拿⼤⼈在加
拿⼤出⽣

⼆战和⽇裔囚禁

政府将他们的种族主义伪装成对“国家
安全”的担忧，利⽤《战争措施法》将
90% 的⽇裔加拿⼤⼈送往拘留营 2

2. Yao, 2022
3. Ibid.

与此同时，政府偷窃并出售⽇裔加
拿⼤⼈的财产，还强迫许多⼈（甚
⾄是在加拿⼤出⽣的⼈）在战后返
回⽇本 3

(194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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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亚裔社区都受到了反亚裔种族主
义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在加拿⼤遭受反亚
裔种族主义和排斥的历史各不相同，他们
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植根于这段历史中，反亚裔种族主义⾄今仍在
继续

由于加拿⼤有反亚裔种族
主义的历史，亚裔经常被
视为⼀种威胁，并被描述
为是⽐加拿⼤⽩⼈低劣的
⼈种

如今的反亚裔种族
主义

4.  Zheng, 2021

在911事件（2001年9⽉11⽇）之后，锡克
教徒、穆斯林、阿拉伯⼈、南亚和西亚⼈
也⾯临着越来越多来⾃政府的暴⼒、歧视
和监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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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会收集了有关反亚裔歧视、
骚扰和攻击的数据，发现 2021
年加拿⼤共报告了 943 起种族主
义事件 5

在全球疫情中，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裔
成为仇恨和骚扰的⽬标。他们被描绘
为肮脏和低劣的⼈，并遭受到越来越
多的暴⼒和歧视

COVID-19

 与2020 年相⽐增⻓了 47%

5. CCNCTO & Project 1907, 2022
6. Ibid
7. Yao 2022

来⾃18岁以下的⻘少年和⼉童的反亚
裔种族主义事件报告增加了286%，其
中许多事件发⽣在学校中

6

与 2019 年统计数据相⽐，2020 年针对东亚和东
南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 301% 7

亚裔团结对

抗种族主义

及仇恨



Daoyou Feng, 44
Delaina Ashley Yaun, 33

Hyun Jung Grant, 51
Paul Andre Michels, 54
Soon Chung Park, 74

Suncha Kim, 69
Xiaojie Tan, 49

Yong Ae Yue, 63

2021 年亚特兰⼤
按摩院枪击案

这起骇⼈听闻的事件证明了反亚裔
种族主义在当今社会具有性别化和
暴⼒化的倾向。

受害者名单:

6名亚裔⼥性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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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也让我们更加团结⼀致，
并争取到更多的盟友 —— 然⽽，
不平等仍然存在

我们的现状如何？

⾃ COVID-19 ⼤流⾏以来的3年，
⼈们似乎更加认同反亚裔种族主
义是⼀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8. Zheng, 2021                    
9. Ibid.

许多亚裔仍要⾯临⼯作场所中的歧视现
象。包括在招聘、解雇和晋升⽅⾯的微
歧视、骚扰和歧视

8

由于存在语⾔障碍和在没有医保的⾮正规
就业⾏业⼈数过多，许多亚裔也难以获得
享有医保的机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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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社区来说，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针对
未来的问题、需求或变化⽽采取⾏动），⽽不是
被动出击（事后应对）

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经历也受到
阶级、性别、公⺠⾝份、教育
等⽅⾯的影响

成为盟友

不同的亚裔社区对反亚裔种族主义
的体验是不同的

认识到加拿⼤亚裔和其他亚裔⼈的多
样性是很重要的

亚裔社区与其他被种族化和边缘化的社区开
展合作也很重要

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并提⾼对彼此困难
的认识，并了解我们如何能够相互⽀持，促进
属于所有⼈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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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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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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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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微信与CCNCTO保持联
系，或在Instagram上关注我
们 @CCNCTO

我还能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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