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迫(名词) - 我们社会中的程序、系统和机
构的结构允许⼀个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

价来维持对权⼒、影响和资源的更多控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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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些群体⽐其他群体优越和好的想法⽽

建⽴的

"经常性地严重歧视⼀些群体，⽽对其他群
体有利" 3

审视压迫和交叉性

 The Icarus Project, 2015, p. 6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n.d.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 Culture, 2021

1.
2.
3.

什么是压迫？

个社会如何具有压迫性？

压迫性 (形容词) - 描述残酷、不公平和不
公正的待遇

2

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残障歧视这些名词描述了某

些种族群体（⽩⼈）、性别⾝份（男性和顺性别）和⾝体

（健全⼈⼠）如何⽐其他⼈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这转化为经济、社会、⽂化和政治上的不平

等，包括 "限制、不利条件或不认可"

通过利益分配，⼀些群体能够保持对其他

⼈的权⼒和特权

4

即使多年来我们社会的法律发

⽣了变化，但由于我们不公正

的社会结构，不平等现象仍然

持续存在

压迫就像 "⾝处⼀条河⾥，总是遭遇逆流，但
当我试图向其他⼈描述所遭遇的困境时，他

们经常告诉我，他们不仅没有感觉到它，还

质疑它是否可能是真的。压迫是看不⻅的，

在表⾯之下，但却塑造了我们的海岸线和我

们游泳的⾝体" 5

例如，加拿⼤作为⼀个国家是建⽴在殖⺠主义之上

的。历史上对原住⺠进⾏种族灭绝的企图，以及今天

的定居殖⺠主义和不平等，继续影响着原住⺠和其社

区并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4. Ibid.
5. The Icarus Project, 2015,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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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ylor, B., 2019

什么是交叉性？

 交叉性 (名词) - 解释各种社会类别或⾝
份，如种族、性取向、阶级、性别等，

是如何重叠和联系起来，形成不利或压

迫的体系的

因为我们独特的⾝份进⼀步影响了我们的

被压迫经历，所以交叉性⼀词更好地解释

了压迫（和解决压迫）是多么复杂

社会类别/⾝份的例⼦
种族

阶级

移⺠⾝份 

性别

残疾状况

性取向

⼀个⼈的⽣活经验是由其⾝份的多个⽅⾯形成和影响

的。哪怕是在加拿⼤华⼈社区中，每个⼈的经历并不都

⼀样

例如，在加拿⼤出⽣的华裔加拿⼤⼈、技术

移⺠、持有祖⽗⺟超级签证的⻓者和难⺠所

获得的机会和资源有很⼤的不同

解释了所有的压迫是如何被社会类

别联系起来，并构成了我们⾝分的

⼀部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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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术语描述了⿊⼈妇⼥如何
在美国社会⾯临更多的困境，

因为她们属于多个受压迫的社

会类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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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代表了社会类别和压

迫的复杂性，并且更⼴泛地⽤于去进⼀步

审视其他的社会困境，但对我们⽽⾔重要

的是记住这个词的根源，以及不断提醒在

打击不公正时彼此团结的重要性

这个术语是由⿊⼈妇⼥和法律学者⾦

伯利.克伦肖在1989年命名的

与其单独为正义⽽战，重要的是这两个学⽣都

能振作起来，并肩作战

交叉性表明，⼀个出⽣在加拿⼤的中国学⽣和⼀

个出⽣在加拿⼤的⿊⼈学⽣都可能因为他们的种

族⽽⾯临歧视和压迫，但也承认这两个学⽣所⾯

临的困境和压迫是独特的

7.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 Culture, 2021



"压迫没有等级之分"

- 奧德雷·洛德，⿊⼈、⼥同性恋
者、⺟亲、战⼠和诗⼈

理解和研究压迫的⽬的不是为了决定

或⽐较哪种压迫⽐其他压迫更糟糕

相反，我们应该把交叉性作为⼀种

⼯具，使不同的压迫系统，如性别

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变得

清晰可⻅

我们可以通过在分析政策、预算、研究等⽅

⾯应⽤交叉性来做到这⼀点

例如，在审查各种劳动法保护时，重要的是要

考虑到诸如种族、阶级、语⾔能⼒和移⺠⾝份

等社会类别如何影响⼀个⼈获得公平、安全和

可维持⽣计的就业机会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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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hierarchy of oppression”

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创造⼀

个对每⼀个⼈都更公正的社会

即使我们没有经历来⾃我们社会⾝份

的某⼀部分的压迫，例如我们的性

别，也必须审查社会类别是如何影响

其他⼈的

通过认识到压迫系

为什么要考虑这

些事情？

基于⼈们的不同⾝份⽽影响他们

可以重叠和连接，形成更复杂的

压迫⽹络

在思考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时，

从交叉性的⻆度去分析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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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男性每赚⼀美元，⼥
性赚83美分"
然⽽，当考虑到种族因素时，就

会发现"⽩⼈男⼦每赚⼀美元，
⿊⼈妇⼥赚64美分"

8

9

例如，在研究⼯资差距（不同⼈

群之间的平均⼯资差异）时，可

以清楚地看到，⼯资差异可能因

性别和种族（以及其他社会⾝

份）⽽不同

如果我们继续应⽤交叉性的视

⻆，我们还可以基于健全程

度、英语⽔平、移⺠⾝份等⻆

度去分析薪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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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许多中国⻓者以⽗⺟或祖⽗⺟的超级

签证留在加拿⼤，因为他们的家⼈往往从事

最低⼯资或不稳定的⼯作，所以这些家庭⽆

法达到申请家庭团聚担保计划的经济标准。
⼤出⽣并拥有公⺠⾝份的⼈不同，⻓者往往在加拿⼤停

留多年，却⽆法获得任何社会安全⽹和健康保险

 与在加拿

压迫基于我们各⾃独特的⾝份⽽有所不

同，因此要考虑不同的⾝份（如种族、阶

级、移⺠⾝份、健全程度、性别认同、英

语⽔平等）如何导致不同的复杂困境

利⽤交叉性研究加拿⼤

亚裔⾯临的压迫问题

这些⻓者照顾他们的孙⼦，⽽社会却不断地

将照顾孩⼦的责任转移给个⼈家庭或昂贵的

私⼈托⼉服务。同时，由于缺乏移⺠⾝份，

这些⻓者⽆法获得基本收⼊或医疗保健计

划。为了⽀撑他们在加拿⼤的逗留和与家⼈

团聚的机会，他们中的⼀些⼈在剥削性的条

件下⼯作，遇到⼯资⼩偷、⼯伤和不安全的

⼯作条件，同时获得基本收⼊和医疗保健计

划的机会有限



7继续教育⾃⼰

想⼀想你所拥有的特权和权⼒

这个教育过程包括倾听并向他⼈学

习，同时也要主动利⽤⾃⼰的时间⾥

扩充知识

加⼊争取正义的社会运动

通过认识和承认压迫可以维护⼀

些⼈的权⼒和特权⽽使其他⼈处

于不利地位，我们可以努⼒创造

变⾰和带来正义

解决我们社区

中的压迫问题

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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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在社会上拥有更多特权和

权⼒的⼈，那么就要冒险去声援⽀持他

⼈

反抗在⽇常⽣活中的不平等和歧视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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