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貎相与暴力
你有在商店內被保安跟着你吗?
你有被服务員忽略或不接受吗?
你有因为你不是西方的姓名而被差别对待？
你有经常在安全检查暂受反倒“随机”的搜索吗?
你有因为你的肤色被警方伤害和拘留吗？

这是种族归纳。种族归纳是指种族身份和基于种族团体，肤色，种族，宗教，国籍和非西方的做法
的控制权。种族归纳互动与我们的身份的其他部分，如所有性别，性行为，年龄，阶级，语言和国
籍。种族归纳针对特定种族化的个人和团体使他们可疑的犯罪活动。不同的种族化的个人和团体体
验种族归纳不同,有些会经历的更多。

种族归纳的第一种形式是通过殖民暴力。在加拿大，第一批人体验种族归纳和暴力是加拿大土著人
民（第一民族，原住民，当地人,因纽特人，梅蒂斯）。加拿大是一个白人定居社会。白人定居社
会是一个由欧洲人占主导地位的非欧洲土壤确立。它是基于盗窃和清除土地和资源，土著人口由欧
洲人征服附近的种族灭绝。它创建基于种族等级制度和白人主导地位的社会。此外，这将产生白人
是第一个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以及他们对开发土地负主要责任的信念。1

白人的统治地位依赖于不断的监视和种族化机构的控制权。如果没有种族归纳，白人的主导地位将
不会有权力和持续发生这种情况。白人被看作是不危险的，并没有可疑，而不是因为作为规范和无
辜的人们- 因为这是看不见的。白人成为种族归纳在白人定居社会的合法正当的管理者（即法官，
警察，或者话事人）。种族归纳保留和奖励的理解和社会进行白化。

种族归纳出现在众多不同的场所：教室/学校，商场（例如:一元店） ，工作场所，宗教场所，一
边开车，走在街上，在机场，公共交通，和/或其他地点。一旦个人和/或社区被确定为可疑或危险，
他们就会由以下两者中受到控制和监管：
（ 1 ）国家（警察，军队，边境安全）
（ 2 ）日常社会活动的成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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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归纳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行动和信念歧视种族群体的成员



机构：组织和政府内的法律，政策和做法，针对种族化社区和个人



系统：种族主义态度，价值观，规范和标准化成为社会中的社会实践。

这三种形式的种族归纳互相影响，产生不同的社区多重冲击与影响。
情況：

史蒂夫，白人，中年男性，在温哥华乘坐＃99 公交车，因为一整天的工作而感到疲倦。唯
一的座位是在马克的旁边，是一个正在使用耳机听音乐的年轻黑人男子。史蒂夫选择站在
了马克旁边，因为他不希望在一个黑人青年旁边坐下。史蒂夫因为唯一的座位是在马克的
旁边而恼火，而且他的音乐声大得坐在一旁的其他人都听得到。史蒂夫粗鲁地要求他把音
乐停下来。马克没有听到他的话，然后史蒂夫便重复了他的要求。所以两人之间产生了冲
突。公交车司机听到了，停下了公交车，并要求马克离开否则他会叫警察。
在上述情况下，史蒂夫的个人行为被贴上了歧视种族的标签，因为他不愿意坐在旁边马克的座位
上，他粗鲁无礼，而且他还觉得马克讨厌。这导致机构种族归纳，因为这两个史蒂夫和公交车司机
成为这个空间的“合法”管理者- 公共交通工具上。这些白人“管理者”共同维持治安，并从公交
车上赶下了这个年轻的黑人男子，并撤回了他使用公共交通的权利。最后，这是系统性的种族归纳，
因为没有其他乘客质疑或中断使马克离开巴士的这个决定。这也是系统性的种族归纳，因为我们接
受了空间的“管理者”不应该被质疑的观点。这也是因为我们对黑人从奴隶制和殖民时代的控制习
以为常。
个人，机构和系统种族归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说白人在种族和道德上高人一等，这就是所谓的白
人至上主义者的思想。这种形式的土著人民和有色人种所经历的这种种族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生
物/科学种族主义的历史和目前的想法做法。这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支持的信念是某些种族天生
卓越和其他的自然逊色一些。它创建和标签种族化的人的那些都是不合理，不合法，不文明，恐
怖和离经叛道的。在現在這個特别時間在歷史上，一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必須認識到現時穆斯林和阿
拉伯社區受到種族貌相是增加。伊斯蘭恐懼症是仇恨，恐懼和敵視基於感覺“穆斯林/伊斯蘭威脅
”根植於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思維和權力結構的后果。

当国家利用其警察或当我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控制运动的人，这造成了对某些社区（种族归
纳）的过度监管，而较少监管其他人。它是一种被认为不合理，没有公认的权利和/或悬浮于国家
安全的利益的一种形式的管理方式（如巴士上的马克）。例如个人的合法权益被去除，并不受任何
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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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和暴力对这个社会的后果
有对个人和社区的许多生理，心理和象征性的影响正在被种族异形。据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2种族
归纳，那些经历种族归纳的人更倾向于：低自尊和信心;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有负面的心理影响; 儿
童的犯罪经验;从就业和/或退学。
有些看不見的數字包括：使用種族辱罵和評論在種族貎相過程 上,事件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尊嚴。其
它的報告有直接財務費用，如律師費或失去工作收入.分析種族貎相的結果。父母，尤其是描述所
經歷的事件是從他們孩子. 这对他們情緒或心理的影響特别顯著。很多報告堤及許多人会感覺这應
3
歸咎於社會問題或正在覺得自己像一個罪犯，只是因為種族，膚色，民族，宗教或血統。

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種族貌相還探討了一些種族貌相的物理效果，其中有來自政府基於種族，膚
色，血統，種族，籍貫的人或宗教的多個物理或積極的回應。例如，一些與會者講述了被脫衣搜身
或抄身。許多其他的例子在種族貌相的事件中, 由干過度使用武力的結果,有很多涉及人有身体受
傷。
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等影响特别影响到妇女包括：抑郁症;羞耻感;丧失了自主权;创伤后应激障碍;
进食障碍;滥用药物;不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自杀的比率较高;增加监禁和拘留;暴力死亡事
件增加;性侵犯，强奸和谋杀率较高（失踪和被谋杀的土著妇女）。4
有一个显著缺乏相关通知的资源和支持，对于那些一直异形种族的和整个土著和颜色社区的人。此
外，由于来自不同的服务提供商，种族化的个人，包括那些没有法律地位获得了消极对待，避免访
问理所当然的主流社会而采取的服务。种族归纳造成不信任和缺乏公众信心各院校的 - 刑事司法
系统，执法，海关和边境控制，以及教育系统 - 特别是青年和成年人。纵观历史，某些群体被异
5
形种族和政策，导致他们在监狱和拘留中心的比例过高。
统计种族归纳
来自卑诗省公民自由协会（BCCLA）种族归纳6


1994 年：安大略省委员会全身种族主义在大都会多伦多地区采访了 1300 居民。结果表明，黑
人的两倍，可能是白人或者亚洲人被警察拦了单一的时间和四倍更有可能被停止多次。新民主
党进行了电话采访谁认定为黑（417），中国（405），和白色（435）1257 人。研究表明，男
性黑人居民的 43％已经在过去两年停止了多伦多警察，而不是只有 25％的白人男性居民。



2003：加拿大人的 48％报告说，他们通过分析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此外，一项全国性调查（Ipsos
Reid）于 2005 年发现，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是最有可能小组，种族主义的目标，在 38％-a 发现，
主要是由于后遗症 9/11 事件。



2005 年：数据显示，警察在安大略省金斯敦，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城市，分别为 3.7 倍更有可能
停止黑色个人和 1.4 倍更有可能停止土著人比白人的个体。



加拿大的研究数据显示，黑人青年群体的四倍更有可能被停止，六次更容易被搜索比情况类似
的白衣青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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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加拿大社区联盟种族归纳概况＃1

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在 1993 年的调查 150 青年发现：


有色人种诉 50％白人谁曾接触警方说，他们的经验是负的 71％。几个声称，他们在讯问过
程都经过了种族主义辱骂的人员。

Scot Wortley 博士，通常犯罪嫌疑人：种族，警察拦截和刑事的不公平感，1994 年:


非洲加拿大人的 28.1％表示自己路过的警察，比 18.2％的白人和 14.6％的中国人



11.7％的非裔加拿大人据称因前两年路过的警察“不公平”，相比于 2.1％的白人和 2.2％
的中国人



42.7％的非洲加拿大男子据称因前两年路过的警察，比 22.1％的白人和亚洲人。

Philip C. Stenning 博士，加拿大中心警察，种族关系，1994 年，发现非裔加拿大人的样本中，
他的研究：


非洲加拿大人分别为：（38.3％为白人和其他 43.6％58.8％V）和邮件主题宣誓在更多的时
候被警察以种族辱骂更频繁以及（31.4％V 的其他 5％）



在回答“轻微罪行”，警方提请他们的武器对非裔加拿大人的频率高于其他群体（25％对
6.7％的白人和其他 6.7％）。
资源和链接

如果警察拦住，你要知道你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和警察之间的互动将根据不同的肤色，
口音，语调，礼服，姓名，国籍，或/你为什么被停止的原因，你可能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无论您
的权利是否将得到警方的维护。您可能会发现以下有用的资源：

逮捕手册：指南您的权利由卑诗省公民自由协会
https://noii-van.resist.ca/wp-content/uploads/2007/05/arrest-handbook.pdf
没有人是非法的（NOII）：拘留和驱逐
https://noii-van.resist.ca/?page_id=98
卑诗公民自由协会（BCCLA）在种族归纳
https://bccla.org/wp-content/uploads/2012/03/2007-BCCLA-Report-Racial-Profiling.pdf

非洲加拿大社区联盟种族归纳情况说明
http://crr.ca/divers-files/en/onGoing/racProf/rep/eRacProfRepRacProfFctSh.pdf

4

没有一个人是非法的 - 了解真相
https://noii-van.resist.ca/?page_id=11

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对种族归纳
http://www.ohrc.on.ca/en/what-racial-profiling-fact-sheet

一些过去，现在和法律提案和活动上的种族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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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殖民地的联系 - 至今：越来越多失踪的人数和被谋杀的土著妇女。



1876 年 - 印第安法


旨在消除土著文化和窃取的土地和资源



定义，脱臼，不具有投票权 和同化土著人民，同时消除土著人民权利自决



定义谁是状态和非状态印地安人基于男性世系



禁止一些传统的土著仪式（Potlatch & Sundance)。



1910 年 - 加拿大移民法上的“首选”创建首选和非首选国家，英国和欧洲白人移民名单。



1914 年 - 战争措施法


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逮捕，拘留和驱逐种族化的个人和征用土地的原



用于关押日本裔加拿大人，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收他们的财产。



1923 年 - 中国排华法案 - 中国禁令从移民到加拿大，直到 1947 年。



1927 年 - 印第安法的修订使其犯罪行为，可判处监禁，募集资金按土地索赔。



1942 年至 1949 年 - 日本加拿大人被拘留和送到拘留营。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由加拿大政
府出售。



1967 年 - 移民法引入了点系统号称创造一个更公平的选拔过程。然而，它选择通过殖民
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分制“适用于”移民。



1970 年 - 环境黑色种族主义


Africville - 哈利法克斯附近的黑结算，新斯科舍省被迫搬迁（不含居民的同意）。
他们的贫困和健康风险，他们生活经验包括：人类垃圾处理坑，传染性疾病，医院，
屠宰场，开放的城市垃圾场，煤处理设施，制革厂，鞋厂，所有这些白人殖民者没
希望在他们由于环境种族主义和阶级偏见后院。



温哥华市议会破坏 Hogan 的胡同，温哥华的黑人社区，与格鲁吉亚街高架桥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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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 移民及难民保护法（IRPA）取代 1976 年的移民法。


2002 年-反恐怖主义法 - 使警察部队非凡的调查和监视权，授权没有逮捕令和预防
性拘留审讯仅仅是怀疑的基础上。恐怖活动的加拿大的定义是模糊的，不准确和过
度膨胀。
o 加拿大使用的反恐任务，消除一切形式的反对，或批评，权力与限制言论自
由的权利证明，和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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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安全证书重新推出（首先在 1978 年推出，并积极为 1991 年）

o 一个机制，拘留和删除被认为是安全威胁的非加拿大公民，不收取任何费
用，包括无限期拘留。逮捕是基于所谓的链接为“恐怖组织”，而不是实际
的证据
o 一个机制，拘留和删除被认为是安全威胁的非加拿大公民，不收取任何费
用，包括无限期拘留。逮捕是基于所谓的链接为“恐怖组织”，而不是实际
的证据
o 侵害正当程序和公正和无辜的，直到被证明有罪的基本原则的原则。它违反
了禁止无限期拘留。


10

“双罚制”下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

o 强制非公民谁犯了罪失去永久居留权，并根据他们的罪行（不确定）的严重
性驱逐出境，后被处罚的刑事司法系统。


安全街道和社区法 2011-內 IRPA 修订11
o 拒绝任何外国公民工作许可证，如果这个人是被利用“风险” - 惩罚受害
者，而不是滥用加拿大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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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 反恐怖主义法案 C-51


固有的“恐怖主义”一词的模糊性给执法和秘密机构的巨大力量刑事犯罪任何不必
要的活动，如土著自决权，环境权，农民的权利，以及其他违反社会的社会公正问
题的抗议正义。这将允许:
13

o 搜索和癫痫发作无令状

o 拘留 3〜7 天延长未经指控
o 新的“禁飞”在那些被视为“高风险”
o 法院诉讼程序的限制密封
6

o 法官可能对人的条件，包括交出护照，电子监控/禁止离开管辖权和
o 可能判处最长为 5 年刑期的监禁。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将有更多的力量：
o 更自由地分享整个政府机构的私人信息
o 降低门槛逮捕：执法机构可以逮捕人,如果他们认为恐怖主义行为“可进
行”
o 去网上挑战发送给那些涉嫌变得“激进”的网络通信。
o 搜索和充公不須授令状。



2015 年 – 零容忍的野蠻文化實行法（草案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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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誰實行或據稱實行一夫多妻制的人移民和進入加拿大,和可以刪除他們永久居

民身份, 如証實他们已經在加拿大實行一夫多妻制
 用刑事犯罪行為來看待某些早婚和強迫結婚儀式，包括去除一個來自加拿大的孩子
這樣的結婚為目的的行為。對很多支持婦女反對暴力行為的群體，該法創造了邊緣
15
化那些社區群體報告暴力和接受支持反對暴力的另一種制度障礙。
2015 年 - 加強加拿大國籍法案（法案 C-24）
 允許加拿大政府撤消誰被定罪為恐怖主義者，叛國罪和其他罪行的雙重公民的國
 果你是出生於加拿大或不在加拿大出生，並具有其他國籍或有資格獲得另一國籍，
16
你現在就有二等公民地位，你的國籍可能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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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种族归纳和暴力！
--------------------------------------------

由特设委员会对种族归纳和种族暴力
海岸萨利希地区（温哥华，加拿大）
更改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

如須複製這文章，請您通知原作者。
我们的聚会和关系发生在海岸萨利希人民的传统领土。
我们承认原住民主权和自决的权利。
我们要求结束占领和种族暴力/分析土著居民的土地，社区和海龟岛的人。

這個重要的資信來源是可以用多種語言
在以下網站: www.vs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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