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期间国内中文媒体有关种族歧视报道案例分析

一、背景介绍

    2018年 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的14-17次国家报告和履
约情况进行审议，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七条“缔约国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尤其
在讲授、教育、文化及新闻方面以打击导致种族歧视之偏见，并增进国家间及种族或民族团体间的谅解、
容恕与睦谊，同时宣扬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及
本公约”内容，通过文化及新闻方面打击导致种族歧视是缔约国需要履行的义务。

    2018年 2-4月期间，我们曾经就《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部分第二条“（寅）缔约
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
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
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内容，根据目前全国范围内
和地方基于民族和宗教歧视的立法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有关民族和宗教管理
的立法情况。

    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是否履行和落实了
《公约》的第七条内容。我们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中国政府国家报告正式审议前，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种族歧视方面的动态进行整理，并试图根据我们采集的信息进行归纳和评估目前
国内新闻媒介对种族歧视报道的概况。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媒体往往受到宣传部门的严格审
查，即使国内媒体报道了不少涉及基于种族歧视的案例，但是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国内有关种族歧视情况，
我们分析出现这种原因不仅仅与媒体非独立性相关联，甚至与中国政府利用人权议题对其它国家进行交
锋、中国政府强调的“民族复兴”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兴起有关。

二、统计方法说明

    本文的案例统计于2018年 4月 5月期间，我们利用中国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www.baidu.com）
进行数据采集，文章选择的标准包括：1. 必须是国内主流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涉及种族
歧视案件的报道；2.所有文章的阅读不需要借助绕过互联网审查 GFW工具即可阅读，即所有选择案例国
内网友均可以在线获得；3.所有案例的报道时间跨度是2017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5月1日；4.对于同一
案件不同媒体的报道，我们仅仅采用其中一家媒体的报道信息。经过我们长达 15天时间的统计，我们总
共发现了多达 76个涉及种族歧视的中文报道案例。

三、中文媒体报道中有关种族歧视案件报道的具体分析

1. 中文媒体报道中种族歧视案件国家和地区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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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统计的76个有关种族歧视报道案件中，发生在美国的种族歧视案例达到25个，英国以11个
种族歧视案件位居其次；有关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案例达6个；意大利的种族歧视案件有4个；西班牙的种
族歧视案件有 3个；法国、加拿大的种族歧视案例均为2例；其它国家包括德国、俄罗斯、巴西、塞尔维
亚、比利时、瑞士、瑞典、印度和泰国的种族歧视中文报道均为1例。

    根据我们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1月 1日到2018年 5月1日期间，中国国内媒体在涉及种族歧视报
道个案时，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是媒体主要关注题材，达到25个；英国的种族歧视案件位居其后，澳大
利亚的种族歧视问题在中国的主流媒体有关报道中位居第三。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问题
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媒体最优先考虑有关种族歧视报道的选材国家。

    中国国内有关种族歧视的报道有 3个案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18年 2月 22日对
国外媒体批评中国春晚小品用涂脸的方式扮演黑人涉嫌种族歧视进行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此归纳
为西方媒体试图以种族歧视问题挑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种族歧视问题报道是在
2017年 9-10月湖北武汉举行的摄影作品展览中，主办方将非洲黑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比较的图片引发了外
媒的抗议，而展览主办方称展览属于公益性质，无任何歧视动机和行为。另一桩中国国内涉嫌种族歧视
的案例发生在2017年 1月，中国国内软件“美图秀秀”其功能“磨皮、削尖下巴、放大眼睛”的功能，
无论黑色、棕色或者白色皮肤的人，最终在美图秀秀处理后，都变成了黄色人种的特点。美图秀秀立即
遭到到涉及种族歧视的指控，并被理解为对其它文化的不解。

    其它国家的种族歧视中，印度种族歧视案件被指 2017年 3月印度发生了针对非洲尼日利亚外籍人士
的群殴，警方称至少有 600人卷入了针对非洲人士的群殴案件。有关种族歧视案件报道的数量，瑞士
2017年间27所种族歧视受害者咨询中心中共处理了 301起歧视案件，2016年瑞士全年只有199起有关种
族歧视案件投诉。瑞士当地的媒体称，种族歧视案件上升并非坏的兆头，反而说明了瑞士全社会抵制歧
视的社会意识更强。因此本研究中，我们也认为，在媒体言论自由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种族歧视案件的
报道越多，一方面认为当地种族歧视案件较多，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当地社会对种族歧视的零容忍
态度。而种族歧视报道越少的国家，可能由于媒体自由程度，国内在针对种族歧视的态度、种族歧视受
害者是否有寻求帮助的机会等不同而降低了种族歧视的能见度。因此，我们认为种族歧视案件报道越少
的国家，并不一定认为该地区或者国家的种族歧视问题越少。

2.中文媒体报道中种族歧视受害者群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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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月 1日到2018年 5月1日期间，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中亚裔成为中文种族歧视新闻报道中的
最大群体，总共有29个案例涉及到亚裔被种族歧视案件，其中19个亚裔种族歧视案件受害者是华裔/华
人。其它亚裔遭受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案例报道中，其中菲律宾裔 1人、巴基斯坦裔 1人、印度裔 2人、韩
国人 3人、伊朗裔 1人。

    
    黑人/非洲裔是我们统计种族歧视案件中的又一大受害群体，在76个案例中，总共有25个种族歧视
案件涉及到黑人/非洲裔。这些黑人/非洲裔遭到歧视的国家分布分别是：美国10例、意大利 4例、西班
牙 2例、英国4例、俄罗斯、瑞典、澳大利亚、巴西各一例，中国国内被指控种族歧视的案例其中2个案
例的受害者也是黑人/非洲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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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图表显示美国成为黑人/非洲裔种族歧视案例曝光主要国家，而英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英国、
意大利、西班牙的黑人/非洲裔种族受害者案例主要发生在足球运动他中，俄罗斯的一例种族歧视案例也
是发生在体育运动足球比赛中。瑞典被指控种族歧视案例主要原因是总部位于瑞典的时装公司H&M在一
款T恤商品中将一名黑色肤色的孩子上面印刷着“丛林里最酷的猴子”字样。

    在 76个种族歧视案件的中文报道中，有两个案例的目标群体针对西裔。而其他少数群族群体的案例
有 3个，包括2例针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一例针对土著/原住民的歧视案例。因此在2017年 1月至
2018年 5月的国内中文媒体报道有关种族歧视案例中，针对亚裔和非裔的歧视占据有种族歧视案例的大
部分，分别是29个和23个。

3.华裔/华人遭遇种族歧视的主要类型

    华裔/华人遭遇种族歧视问题是国内媒体的关于种族歧视报道的主要题材，在我们统计的19个有关
华裔/华人遭到种族歧视案例中，有 9例发生在美国，3例发生在澳大利亚，2例发生在加拿大。这也体现
了一个趋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作为中国移民主要选择地或者求学地，是近年来中国移民主要选
择目标地。遭遇的种族歧视案件增多也通常体现了华裔/华人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它国家，西班
牙、英国、法国、新西兰都出现了至少一例华裔遭到种族歧视的案子。

    华裔/华人在19个案例中遭到种族歧视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语言侮辱、拒绝提供服务、嘲笑口音、
身体特征、难以获得同等的机会、因为血统问题被排斥、不能获得平等的晋升或者工作机会、学业中遭
到歧视、历史上存在制度性排华政策等。我们在统计中发现华裔/华人在遭遇种族歧视时，同一个案例中
可能存在多方面的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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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2018年 5月，一名浙江的女留学生在西班牙遭到种族歧视案例中，她不仅仅被一群当地学生进行
口音上的模仿，还遭到他们的暴力袭击。对身体特征的嘲笑是华裔/华人遭到种族歧视的主要类型，如多
达6个案例中都有对华人生理特征的取笑和讥讽，在 NBA的华裔球员林书豪也遭到种族歧视的问题。
“Chink”用于嘲讽华人眼睛小的特征在种族歧视案例中被经常提及，包括在2018年春节期间 NBA球员雷
迪克（效力于费城 76人队）也曾用 Chink这一词语遭到华人的抗议。

    2017年 12月 30日，法国当地一家媒体爆出法国一家幼儿园在教学中使用一首针对华人种族歧视的
歌曲。这首名为《张，我的矮个中国人》中描述“张坐着吃米饭，他的眼睛真小，小得好可怜”；“坐
在摇晃的小船中，脑袋晃荡如乒乓球砰砰响”。华裔/华人的种族特征被冠以“小眼睛、小个子”的身体
特征成为种族歧视中被嘲笑的内容，在另外一例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案件中，种族歧视攻击者甚至嘲笑
华人的“性能力”问题。

    针对华裔/华人的暴力袭击在19个案例中仅有2例。除了中国女留学生在西班牙遭到肢体暴力袭击外。
2017年 11月 13日，旧金山湾区当地一地铁中，一名白人男子对一名亚裔男子进行辱骂后，并殴打该乘
客。同时用大叫“我要把你打到座位底下”、“中国黑鬼”、“我恨你！你这些‘中国蠢货’！”、
“你竟然以为我会怕你”。

    学业中遭遇歧视和历史中存留的制度性排华法案案例都有 3个。学业中遭到歧视包括在海外求学的
中国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洛杉矶一个华人博士生遭到前导师的种族歧视，其导师在培训过程中
讽刺陈博士的英语口语能力，还贬低他是“脑梗死”，并丧失了继续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该种族歧视受
害者后来向UCLA学校提起诉讼。2017年 2月，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的门牌号码被撕掉也被指为属于种
族歧视范畴。2017年 4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也出现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恶意传单事件，传
单上嘲笑中国学生打嗝、放屁，并影射中国学生在学术上抄袭，在学历、求职中造假等，这也被列入种
族歧视范畴。

    因为华裔/华人血统问题遭到社会的排斥和不认同至少有 3个案例。如澳大利亚华裔模特利献灵
(Fernanda Ly)在 Vogue杂志撰文强调，在白人模特为主流的时尚领域，她作为华人血统经常遭到当地人
质疑。而好莱坞华裔女演员汪可盈改名一事也被广泛讨论。汪可盈原名叫Chloe Wang，但是这个亚裔姓
氏让她在好莱坞演出机会很少，她不得已改姓为 Chloe Bennet，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她甚至改掉姓名
中明显带有亚裔血统的姓氏也体现了华裔/华人在获得平等机会方面存在问题。

    有关制度性的排华问题，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制订的第一部针对特定群族
的限制移民法。1943年12月 17日通过了《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或称排华法案废除案，从
而废除所有排华法案。该法案允许已经在美居住的华人成为已归化公民。随着淘金热的兴起，华工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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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开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但就在他们用勤劳的汗水创造财富的同时，澳大利亚白人及其政府却
用极其不公正的方式野蛮剥夺华工权益，1901年通过的《移民限制条例》更是将广大华人和其他有色人
种隔绝于澳大利亚之外。华人及其他有色族裔团体的抗争迫使澳政府反思其种族歧视政策，并最终在
1975年出台了《反种族歧视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确保了全体澳大利亚人不分种族、肤色与
信仰，一律平等。该法律弥补了澳大利亚宪法和权利法案相关保护内容的缺失，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提升
了澳各族裔间彼此的信赖感。

    2018年 4月 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府、市议会在华埠就历史上排华政策和歧视政策公开道歉。19世
纪后期，先后有1.57万名华工参与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因为工作条件艰险，4000多人客死异乡。铁
路建成后，所有进入加拿大的华人都被征收人头税，以阻扰华人移民。而人头税的金额也从开始的 50加
元，之后猛增到 500加元，相当于当时一位华工两年的工资。据统计，从 1885到1923年，加拿大政府共
向华人征收总计 2300多万加元的人头税。192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排华法案》，终于使移民的大
门彻底对华人关闭。1886年至 1947年间，温哥华实施多项涉嫌歧视华人的政策，例如：剥夺华人的投票
权及公民权利、限制华人移民、限制华人在若干领域的谋生机会，在房屋及公共场所实施针对华人的隔
离政策等。1947年，加拿大正式废除《排华法案》，并宣布停止种族歧视政策，批准华人获得完全的公
民权。

    
4.种族歧视案例的分布领域简析

    在 2017年 1月-2018年 5月的76个有关种族歧视案件中，我们对种族歧视所分布的领域进行了统计。
令人吃惊的是，发生在体育界的种族歧视案例达到了21例，文娱界的种族歧视案例有7个，商业活动中
的种族歧视案例有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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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1个体育运动的种族歧视案例中，发生在篮球运动的种族歧视案例有 5个。发生在足球运动领域
的种族歧视案件有14个，发生在电竞领域的种族歧视案例有2个。篮球运动领域中的种族歧视均发生在
NBA，其中针对亚裔的歧视有 3例，针对非裔运动员歧视的有2例。亚裔遭遇歧视的案例有两例与华裔球
员林书豪在 NBA的遭遇有关，另外一例与76人球员雷迪克在春节贺词中使用“Chink”有关。两例针对非
裔运动员的歧视一例是雷霆队的威斯布鲁克在比赛中遭遇现场直播解说员使用“Cotton-pikcing”有关，
即该词源于美国南北战争中前种植园主对黑人奴隶的称呼。

    足球领域的种族歧视案例达到惊人的14例子，我们发现这14例中其中有 3例针对亚裔球员的歧视，
其余 11个例子中均是针对非裔球员的歧视。电竞领域的2个种族歧视案例均针对非裔人士，其中
《CS:GO》职业解说Matthew Trivett因为在 Twitch直播期间说了种族歧视的言语已经被停职，Trivett
嘲讽一个朋友，并说了 N开头单词（Nigger黑鬼）。《守望先锋》职业选手、费城融合队的职业选手
Corona在直播中开玩笑说自己是个“韩国人”，之后直播观众在评论区中指出这样是不对的，还纠正了
他的几个错误，于是 Corona用手指拉起了自己的眼角，这通常被表明是歧视亚洲人的举动。因此这也是
一桩针对亚裔的歧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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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根据2017年 1-2018年 5月中文报道体育运动中种族歧视发生的国家分布发现，美国在这期间媒
体报道至少有7例种族歧视案件；英国、意大利均发生了至少4例在足球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件；俄罗斯
发生了2例种族歧视案件；韩国、日本、西班牙、法国、塞尔维亚均发生了至少一例的种族歧视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 11月韩国与哥伦比亚的足球友谊赛期间，哥伦比亚球员卡尔多纳对韩国队长奇诚庸
做出了疑似种族歧视的动作，令韩国球迷和媒体极为不满。韩国足协向哥伦比亚足协提出抗议，并表示
希望哥伦比亚足协尽快采取措施，这个种族歧视案例的受害者是韩国人。

    2017年 11月的亚冠赛程中，浦和红钻官网发文称球队外援拉斐尔-席尔瓦和毛里西奥的社交平台账
号收到了含有种族歧视的消息。有不少人在拉斐尔-席尔瓦和毛里西奥的 INS留言板上发了含有种族歧视
意义的猴子、香蕉、黑色足迹等图案，这些人被认为是西亚阿尔希拉尔球迷。这个案例表明了足球亚冠
赛事的种族歧视现象的存在。在即将接近的俄罗斯世界杯前夕，不少足球运动员称在俄罗斯遭到种族歧
视对待的现象也让俄罗斯球迷的种族歧视行为曝光。

    有关文娱界的种族歧视案例我们总共统计了7例，其中包括 3例亚裔演员在文艺界认为遭到不公平对
待的例子。如 2018“比利时小姐”（Miss Belgium）选美大赛落幕，22岁的菲律宾裔女孩安吉丽娜
（Angeline Flor Pua）胜出。没想到，她却因为亚洲面孔而遭受种族歧视，有网民甚至在网上嘲讽她是
人妖。2017年，章子怡谈到了中国演员在好莱坞拍戏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控诉好莱坞对亚洲演员
的不待见和压榨。2017年 8月 31日，曾经在《神盾局特工》中出演角色的美国华裔女演员汪可盈，在回
应有人质疑其改名动机时现身说法，称好莱坞中存在“种族歧视”问题，这些都是亚裔在娱乐圈遭到歧
视的案子。

    在文娱活动中，部分明星或者戏剧的扮演者在作品中对其他族裔的涂脸扮演行为也是被指为种族歧
视的案例范畴之一。2017年圣诞节，模特索菲-阿普尔加思（Sophie Applegarth）和朱莉-艾欧温妮蒂
（Julie Iovenitti）就在圣诞晚会上将自己完全打扮成黑人，装成了网球传奇威氏姐妹。她们把照片发
到了网上，不料却引来了一位评论员在社交媒体上的（ABC）抨击。2017年 3月，韩国组合 MAMAMOO在首
尔一连 3天举办个人演唱会，4人为录制串场 VCR，将脸化黑扮成知名歌手 Bruno Mars与 Mark Ronson，
模仿歌曲《Uptown Funk》MV。然而，她们将脸化成黑色遭指“种族歧视”，引起海外粉丝失望，要求她
们道歉。超模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在2017年初的自拍视频中因为眯眼模仿亚洲族裔的特点也被
指控为种族歧视。

    2017年初，英国伦敦一家戏剧院因为上演《逝去的爱情深渊》的戏中，涉嫌“黄脸戏”做法被指为
种族歧视。批评者在该戏院的社交媒体上留言称“在过去，黄脸戏即指非东亚族裔的演员通过化妆把皮
肤涂黄而扮演东亚人的做法。而现在黄脸戏的意思是非东亚裔演员扮演东亚人角色。”文艺界的的涂脸
或者模仿行为的受害者不止是黑人，也包括了亚裔和东亚的族裔。2018年中国春节联欢晚会的作品中，
小品导演的由黄色人种将皮肤涂黑饰演非洲人的做法也饱受批评。

    商业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我们统计了4例子。除了瑞典H&M拍了一个黑人小孩穿“森林最酷猴子”
卫衣的广告被指控种族歧视外。2018年喜力啤酒发布了一条为低卡淡啤酒设计的促销广告，却被指带有
“明显的种族歧视”的双关语。在网友铺天盖地的议论中，广告很快被撤下，喜力官方也公开道了歉。
2017年 10月，全球著名品牌"多芬"（Dove）日前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一名黑人女性
在使用多芬的产品后突然变成白人，该广告被认为涉“种族歧视”，引发大量抗议。随后多芬为此发文
道歉。

    商业活动中亚裔也往往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2017年 9月，美国纽约梅西百货公司前雇员指出，
该公司在过去一段时期，曾经不合理地将亚裔，特别是华人顾客列在禁售名单之内，阻止销售人员将香
水、化妆品等卖给华裔顾客，而且还解雇了那些反对公司政策的销售人员。经理们不止一次指导该店的
销售人员不要将香水和化妆品卖给“操亚洲口音的顾客”，理由是他们很有可能是水货客，或者是黑市
商人。2017年 4月，旅行房屋租赁平台Airbnb表示，一位房东在得知租客的“亚洲人”身份之后单方面
取消了住宿预约，现已永久停止与该涉事房东合作。而这两宗商业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都体现了因为
群族的身份问题被拒绝提供服务的现象也存在于种族歧视案件中。

四、中文媒体报道中种族歧视案例分析所带来的思考

1.中文媒体有关种族歧视报道案例缺乏来自中国国内案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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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7年 1月-2018年 5月的76个涉及种族歧视报道案例中，我们发现国内媒体的报道大多数是批
评和曝光国外的种族歧视案例。有关中国境内的种族歧视问题很少提及，在仅有的 3个涉及国内的种族
歧视案件中，都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对中国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的反驳，并用“非恶意”的原因对国内存在
的对黑人种族歧视现象的回应。如中国外交部以“挑拨中非关系”回应2018年春晚小品中涉嫌种族歧视
内容。湖北博物馆的展览中将黑人和动物对应的境况被中国国内媒体以“公益展览活动”，并无恶意的
展览进行回应。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快，现在每年到中国短暂居住、经商、学习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中国
官方统计的数据是2015年已经达到85万人。同时中国国内尤其是广东广州居住了很多非裔人士，并且在
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是接近 60万外籍人士在华居住的情形下，广东外籍
人士超过 31万，而广州的非裔人士约占外籍人士的1/2。1同时，我们在不同场合了解到这些在华非裔人
士所面临的融入问题和歧视性对外问题，但是在国内的主流媒体中，这些有关种族歧视案例均不能得到
曝光。

    同时，中国由于少数民族群族在最近几年的“打击暴恐专项行动”、“去极端化”、“打击分裂主
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中成为主要目标群体。随着国内的暴力事件过去几年的发生，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
污名化、标签化所带来的歧视性问题并没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出声音。因此，我们相信正如瑞士媒体在对
待 2016-2017年瑞士种族歧视案件问题态度时强调，种族歧视案例曝光案件数量上升不仅不是坏兆头，
而且反倒说明了瑞士抵制歧视的社会意识更强。中国国内媒体没有对国内的种族歧视案件进行曝光，并
不意味中中国境内不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反而可以暗示国内对反对种族歧视的意识有待提高。

    同时，中国境内的媒体主要受到中共下属的中宣部管理，各个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候需要强调意
识形态宣传，符合舆论引导与政治需要结合的特点也限制了国内的媒体在种族歧视报道中进行客观发声。
因此，即使国内有着众多与种族歧视相关联的案例，也很难在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下得到曝光，严格的
媒体审查制度进而掩盖了国内有关种族歧视的问题。

2.中文媒体有关种族歧视报道案例成为中国政府攻击西方人权问题的工具

     2018年 4月 20日，美国政府国务院发布了2017年人权报告，在中国部分，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人
权状况给予了全方位的批评。长达 133页的有关中国国部分内容分别记载了中国政府在对人权律师、少
数民族、1989年天安门事件受难者家属、法轮功练习者、基督教地下教会等群体所面临的人权问题。2

    作为对美国政府人权报告的回应，2018年 4月 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
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遭
受严重侵犯、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会撕裂、美式民主存在严重弊端、贫富分化现象持续恶化、特定群
体遭受歧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人权等部分，约1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共计9000余字。3

    同日，作为亲官方的人权机构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现状》报告。4报告指出，美
国所有少数种族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却无意亦无力解决本国存在
的严重种族歧视问题。报告指出，美国执法领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少数种族的基本人权被肆
意践踏。

    所以我们注意到种族歧视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在回击美国政府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有力武器。由于中
国国内媒体的报道受到中国政府广电部门、宣传部门的严格审查和控制。在针对美国政府每年发布与中
国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收集美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缺陷。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多群族、多元文化特点背景下所暴露的部分种族歧视问题则成为中国政府抓住的“小辫子”。从中国与
美国在人权领域的互撕的特点，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媒体如此热衷于报道美国政府所面临的种族歧
视问题。

1.南方都市报:广州已成 洲最大非洲人聚集地亚 ,http://news.163.com/14/0829/09/A4Q9GDT00001124J.html. 
2. U.S. State Department: 2017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includes Tibet, Hong Kong, and 
Macau),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17/eap/277073.htm. 
3.新 社华 : 新 文揭露美 侵犯人国 办发 国 权状况,http://news.sina.com.cn/o/2018-04-24/doc-ifzqvvsa6422305.shtml. 
4.央 新 客 端视 闻 户 :中 人 究 布《美 族歧 》 告国 权研 会发 国种 视问题现状 报 ,
http://www.humanrights.cn/html/2018/2_0424/35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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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解释也符合中国媒体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种族歧视报道热衷程度。这些西方国
家作为传统关注中国人权的主要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评判。英国外交部每年也
在发布人权与民主报告，其中也会覆盖中国的人权内容。5面对诸类针对中国人权议题的评批，中国政府
背景下的官方媒体大量有选择性地报道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议题，也体现了种族歧视议题在中文媒体报
道中的存现人权领域的互相批判的特点。

3.中文媒体有关种族歧视的报道中有宣扬民族主义和对海外华人/华裔统战的倾向

    在我们收集的76个有关种族歧视案例中，涉及亚裔遭到歧视的案例有29个，其中华裔/华人遭到歧
视的案例多达 19个。我们认为国内中文媒体有关华裔/华人种族歧视报道比例偏大包含多方面的因素，
华裔/华人在中文媒体报道的比率偏高并不能客观代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歧视中受害者的比重情况。

    华人/华裔被广泛报道后面有多方面背景，一方面这些种族歧视的案例很多是目前仍然持有中国国籍
的公民，比如在西方国家求学中所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作为中国人面对本国人士在境外遭到不公平对
待的案例，媒体也自然从支持本国或者本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报道。这是中文媒体在报道中侧重报道有关
华人/华裔遭到种族歧视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政府正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梦想，民族主义在政府的引导下被广泛提及。
过去 100年来，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移民所遭遇到诸多不公平的对待，尤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国家，早期的华人移民在白人至上的权力体系下，常常不能获得公平的机会。例如美国在1882年通过
了《排华法案》，澳大利亚在1901年通过的《移民限制条例》，加拿大在1923年颁布的《排华法案》都
让早期的华人在西方社会成为被排斥的群体，同时成为被标签化、污名化以及种族歧视的目标群体之一。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从建立以来，一直在推行积极的与华侨的紧密联系政策，早期鼓励华侨返
回国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积极鼓励海外华商道大陆投资。利用华人社会的群族认同感也是
中国统战部门在制定对西方华人社群的政策之一，即利用同宗同族的认同，利用海外华人/华裔在西方社
会所持有的资源，为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民族复兴”政策服务。所以，在中国的统战和民族主义兴起的
背景下，强调回归群族和民族重新崛起的论调，海外华人/华裔成为中国政府积极和重点争取的对象。

    这种全面推崇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国内中文媒体中对海外华裔/华人在种族歧视中的报道更加具有统
战中的味道。因此，我们即使全面整理了2017年 1月到2018年 5月中有关中文媒体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但是由于中国媒体的不独立和受政治力量的掌控，不排除种族歧视议题的报道成为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
在人权议题争端、宣扬民族主义、积极对海外华人/华裔进行统战策略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些整理的数
据并不能客观代表目前全球范围内种族歧视的趋势和情况。

附件：2017年 1月 1日-2018年 5月1日期间国内中文媒体报道中有关种族歧视新闻76个案例

1.女留学生被辱骂 遭遇种族歧视被西班牙少年羞辱

时间：2018年 5月1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据西班牙旅游新闻网（Tournews）5月1日报道，一名来自浙江嘉兴的女留学生在西班牙乘坐地铁时遭到
种族歧视，甚至被西班牙少年攻击、拍录像。这名女生名叫张丹彤（音译：Dantong Zhang），2017年
10月到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留学。事发后，她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的自己遭遇，引发了网友的关注。4
月29日上午 6点 10分左右，她从马拉加 Fuengirola火车站上车，一群 15岁左右的西班牙学生也在车上。
他们在车厢中大声唱歌、抽烟、模仿亚洲人说话、并对她进行辱骂。虽然张丹彤并没有理会他们，但突
然有人从后排打了她的头。目前已经有的证据是，其中一人就读于马拉加一所私立英语学校。被她拍下
照片的男生于当天6点 26分在 Arroyo de la Miel火车站下车。在她的脸书下，有网民对她的遭遇表示

5.FCO: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Report 2016,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uman-rights-and-
democracy-repor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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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希望她不要带着对西班牙的负面印象回国，因为西班牙还有很多友好的人。在接受采访旅游新闻
网采访时，张丹彤表示这种种族主义行为让人难以接受，自己必须要站出来反抗。

观察者网：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80504/32377107.html   

2.英醉酒女子因种族歧视言论被判处 16周监禁

时间：2018年 4月 25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23日报道，在英国西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镇中心，一名女子醉晚上酒后出言不
逊，破口大骂一名巴基斯坦裔英国人，最终因种族歧视言论和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处 16周监禁。据悉，
这位名叫切尔西 薇妮• (Chelsea Wany)的女子今年26岁。事情发生在2017年 6月16日晚上。当时，醉酒
的切尔西坐在门栏上，对着一名出生在英国，却有着巴基斯坦血统的21岁男子破口大骂。切尔西叫嚣道：
“这是在我的国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是种族主义者吗？因为你的种族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而被侮
辱的男子表示当时他才结束穆斯林的斋戒，走在路上时突然就遭到了切尔西的辱骂。　事后，路人将拍
摄的视频上传至网络，为了确认切尔西的身份，当地一家电视台更是转播了此视频。

环球网：http://news.sina.com.cn/o/2018-04-26/doc-ifztkpin2157465.shtml 

3.埃克塞特学生因种族歧视被开除！这几件事在英国千万不能做 

时间：2018年 5月2日

性质：英国种族歧视案例报道

今年 3月，埃克塞特大学法律社团的群聊中，几名学生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不料被人在 Facebook上曝出。
丑闻刚爆出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的学生已经拿到一家律所的管培生offer。此事传出律所当即立断，撤
回他的 offer。而校方则表示要调查之后再做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内部调查”后，学校通过邮件向全
校师生通报调查结果和处罚措施：涉事学生被分别处以留校察看，开除等其他惩罚。其实，英国学生也
知道“种族歧视”的事件有多严重，公开场合他们绝对不敢使用任何歧视性语言，但私下里就未必了。
这次丑闻能被发现，也是因为群里的其他人将聊天截图发到了 Facebook上。事件发生后，其中一名学生
还公开道歉，表示“我无意为自己的言行开脱，那些言论是不可饶恕，绝对错误的。”

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30190518_100147587 

4.加拿大温哥华就排华史道歉 将宣传反种族歧视知识

时间：2018年 4月 23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据加媒报道，当地时间4月22日，加拿大温哥华市议会在温哥华华埠举行特别会议，市长罗品信
(GregorRobertson)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在温哥华的早期历史时期，
对加拿大华人居民的偏见与歧视无处不在。”罗品信在道歉声明中称，“我对这些侮辱温哥华华人社区、
极不人性的行为进行正式承认与批判。”道歉仪式结束后，罗品信及温哥华市议员雷健华(Raymond 
Louie)回答了媒体的提问。在被媒体问到，道歉仪式是否可以帮助那些包括华裔在内，仍然在面对种族
歧视的人群时，雷建华表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3月21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帮助温哥华市民
认识并了解当地社区民众对抗偏见与种族歧视的斗争。

中新网：http://news.sina.com.cn/o/2018-04-23/doc-ifzqvvrz73631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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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星巴克涉嫌种族歧视遭抗议

时间：2018年 4月 20日

性质：美国种族歧视案例报道

本月12号，两名非洲裔男子纳尔逊和鲁滨逊在当地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借用卫生间遭到拒绝，之后在他
们安静地在咖啡店等朋友的时候却被警察逮捕。事件引发针对星巴克和警方的抗议活动。18号，一度无
故被捕的纳尔逊和鲁滨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事发时的一些细节。他们说，希望这样的事不要再发
生在其他人身上。17号，星巴克方面称全美超过8000家门店将于５月29日下午停业，进行反种族歧视
培训。

央视新闻：http://news.sina.com.cn/w/2018-04-20/doc-ifznefkf6703478.shtml 

6.中国人权研究会：美国所有少数种族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

时间：2018年 4月 24日

性质：美国种族歧视案例报道

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发布《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现状》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所有少数种族都面临不同程
度的种族歧视，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却无意亦无力解决本国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问题。报告指
出，美国执法领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少数种族的基本人权被肆意践踏。最为引人关注的是警
察滥用职权枪杀非洲裔事件频繁发生。美国联邦统计数据分析显示，非洲裔青年男性被警察射杀的风险
比白人青年男性要高出21倍。报告指出，在经济领域，少数种族在就业、职业发展、工资收入、经济状
况等方面处于全方位的劣势地位。此外，美国政府还曾对穆斯林群体大肆进行监控活动，穆斯林群体遭
遇日趋严重的歧视。

央视新闻客户端：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94211 

7.解说员对维斯说出种族歧视言论 遭雷霆禁赛一场

时间：2018年 4月 14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ESPN记者 Royce Young今日报道，雷霆解说员布莱恩-戴维斯已经受到雷霆方面的处罚，他将无法解说雷
霆对阵爵士的第一场比赛。在此前雷霆的常规赛收官战比赛中，当维斯布鲁克献出一记妙传之后，戴维
斯这样描述维斯的表现“维斯布鲁克疯狂了（Westbrook is out of his cotton-picking 
mind）”。“cotton-picking”起源于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奴隶的称呼。当时，黑人奴隶主
要工作就是帮助庄园主们采摘棉花。因此，这带着非常强烈的贬义。据悉，马特-平托将会替代戴维斯解
说雷霆季后赛首轮的第一场比赛。戴维斯是雷霆的老牌解说员，从西雅图超音速时期就一直在解说比赛
了。NBA对于种族歧视的管制比较严格。此前，快船前老板斯特林就因涉嫌种族歧视，随后他遭到联盟调
查，被终生禁赛。斯特林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售快船。

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8/0414/08/DFBBUPGE0005877U.html 

8.瑞士种族歧视案增长 瑞媒：说明抵制歧视意识更强

时间：2018年 4月 10日

性质：欧盟境内种族歧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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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统计在册的、在瑞士境内以种族、肤色或宗教为由发生的歧视案例数量，比 2016年增长了
50%。瑞士资讯 4月 9日报道称，这不仅不是坏兆头，而且反倒说明了瑞士抵制歧视的社会意识更强，相
关咨询服务也正在蓬勃兴起。　2017年，瑞士 27所种族歧视受害者咨询中心共处理了 301起歧视事件，
相比 2016年的199起，数量大幅攀升。瑞士某维权网站及瑞士反对种族主义委员会4月 9日公布了相关
报告。　据报道，排外主义是歧视案例的最主要动因。至于对歧视的表达，排挤孤立是最常见的行为，
其次是辱骂、诽谤诋毁及暴力行为。 

环球网：http://news.sina.com.cn/w/2018-04-10/doc-ifyuwqez8006668.shtml 

9.K·J·阿帕加盟新片《你的敌意》 聚焦种族歧视

时间：2018年 4月 4日

性质：文学或艺术中有关种族歧视案例

北京时间4月4日消息，K·J·阿帕（《一条狗的使命》《河谷镇》）加盟福斯新片《你的敌意》（The 
Hate U Give），替换原定主演凯恩·罗利，后者此前因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被片方开除。基于 Angela 
Thomas所著同名小说，聚焦种族问题和警察暴行。16岁黑人女主角Starr Carter某天晚上去参加派对，
遇到了儿时最好的朋友 Khalil，派对之后后者载她回家，两人在路上被一个警察拦下，Khalil被迫下车，
随后警察朝徒手的 Khalil开枪。此事很快成为全国头条，Khalil被描述为“暴徒、毒贩”，而警察似乎
并没有多大兴趣展开调查。 一群抗议者走上街头，将 Starr居住的街区变为了战区，大家都尝试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 Starr，她做了很多采访试图还 Khalil清白，她说的话将决定
警察是进监狱还是被宣告。

新浪娱乐：http://ent.sina.com.cn/m/f/2018-04-04/doc-ifysuuya5487248.shtml   

10.因“种族歧视”举动：《守望先锋》职业选手或遭处罚

时间：2018年 4月 3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守望先锋》职业选手、费城融合队的职业选手 Corona在直播中开玩笑说自己是个“韩国人”，之后直
播观众在评论区中指出这样是不对的，还纠正了他的几个错误，于是 Corona用手指拉起了自己的眼角。
这通常被表明是歧视亚洲人的举动。随后网友向官方和俱乐部进行了举报，现在融合队并未对此事做出
评论，不过战队的总裁 Tucker Roberts表示俱乐部将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同时决定是否给 Corona惩罚，
而 Corona也已经正式道歉。

IT之家：https://www.ithome.com/html/game/353727.htm 

11.因言语带种族歧视 国外《CS：GO》职业解说被官方停职

时间：2018年 4月 2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CS:GO》职业解说Matthew Trivett已经被停职，原因是他在 Twitch直播期间说了种族歧视的言语，还
让另一名社区玩家自杀，情节非常严重。在上周五晚的直播中，Trivett嘲讽一个朋友，并说了 N开头单
词（Nigger黑鬼），要知道，这个词在美国是非常禁忌的，而且他是在直播期间说的，反响非常恶劣。
现在完整直播内容已经没法观看，不过语言歧视实锤片段还是可以在社交网络上找到。在随后的直播里，
Trivett还让CSGO社区玩家 Don Haci去自杀。“XXX，自己滚出 CSGO社区，”他说。“你最好在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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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上一个皮带，然后跳崖勒死自己。那样对大家都好。”Trivett近些年主要从事《CS：GO》比赛解说，
从他Twitch被封结果来看，联赛主办方估计也会炒他鱿鱼。

游迅网：http://www.yxdown.com/news/201804/393954.html   

12.曼联大将战俄罗斯遭遇种族歧视 FIFA已开始调查

时间：2018年 3月29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根据英格兰著名媒体天空体育的报道，此前法国 vs俄罗斯的友谊赛中疑似出现种族歧视现象，目前国际
足联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天空体育表示，在比赛中，一名场边的摄影师听到有人喊法国球员为“猴
子”。而在博格巴打进第二个进球的时候，电视转播中也隐约能够听到类似的词语。而反种族歧视组织
的人士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表示：“如果摄影师听到了类似的声音，那其他观众肯定也会
听到，但目前国际足联并没有做出相对应的措施。”

新浪体育：http://sports.sina.com.cn/g/pl/2018-03-29/doc-ifysqfni2263683.shtml 

13.喜力用黑人拍广告被指广告词种族歧视 内容说了啥

时间：2018年 3月28日

性质：商品广告中涉嫌的种族歧视案例

还记得年初 H&M拍了一个黑人小孩穿“森林最酷猴子”卫衣的广告，被消费者声讨种族歧视吗？近日，
喜力啤酒也摊上事了。他们发布了一条为低卡淡啤酒设计的促销广告，却被指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的双关语。在网友铺天盖地的议论中，广告很快被撤下，喜力官方也公开道了歉。据了解，引发这场争
议的，是美国说唱歌手 Chance the Rapper的一条推文。3月25日，Chance the Rapper首先在推特上
“点名”批评了喜力啤酒，称其最新发布的广告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观察者网：http://news.163.com/18/0328/02/DDUVL74S0001875O.html 

14.政治正确无处不在 Twitch下架涉嫌种族歧视的肯德基表情

时间：2018年 3月28日

性质：商品广告中涉嫌的种族歧视案例

几周前肯德基联合《绝地求生》以及海外知名游戏直播网站 Twitch推出了一个新的像素表情，外形像是
一个装满吮指原味鸡的全家桶，在上周末举行的活动中，Twitch用户只要在特定几位主播成功吃鸡后发
送这个表情，就有可能被系统抽中并获得由肯德基提供的优惠券。几周前肯德基联合《绝地求生》以及
海外知名游戏直播网站 Twitch推出了一个新的像素表情，外形像是一个装满吮指原味鸡的全家桶，在上
周末举行的活动中，Twitch用户只要在特定几位主播成功吃鸡后发送这个表情，就有可能被系统抽中并
获得由肯德基提供的优惠券。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相关背景。在美国因为历史原因，有两种食物被公认为
是歧视黑人的符号，一是西瓜，第二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炸鸡块，所以将一个黑人头像和一个“全家
桶”摆在一起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网易网站：http://play.163.com/18/0328/09/DDVOTQM300313MMN.html 

15.拒绝种族歧视 英格兰世界杯团队将加入黑人教练

时间：2018年 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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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据英格兰媒体《镜报》报道，英足总将在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团队中加入一名黑人教练，以应对可能发生
的种族主义问题。报道称，加雷斯-索斯盖特被职责“玩忽职守”，因为他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工
作人员中没有任何黑人教练，这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认为在世界杯期间，将很有可能出现种族歧视问
题。《镜报》在报道中称，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黑人球员在世界杯比赛中受到种族歧视，英足总不允
许他们离开球场。他们将遵循一套规则，包括通知裁判、再由裁判与第四官员进行交流。英足总相信，
有不同背景的资深职业球员，球员们将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镜报》还提到，英足总正在准
备强制所有英格兰球队都有黑人、亚洲人和少数民族的教练员，但这要到世界杯之后才能实现。这一举
动也引发了激烈地讨论，具体地说，他引起了人们对潜在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的足够的关切。

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8/0321/22/DDF43BHF00058781.html 

16.澳华裔名模谈种族歧视:“从小在东西方身份间挣扎”

时间：2018年 3月21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据澳洲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华裔名模利献灵(Fernanda Ly)拥有中国血统，近日，她在 Vogue杂志上撰
文，谈到种族身份认同的困难以及她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的。利献灵来自悉尼西南郊区，16岁时与母亲
逛街时意外被星探发掘，从此走上时尚 T台，以一头漂染成粉红色的长发而闻名。　尽管如此，在传统
上一直是白人模特天下的时尚界里，利献灵依然是众多苦苦争取业界认可的亚洲模特之一。在澳大利亚
Vogue杂志 4月刊上，她分享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困境。她说，当她试图描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总
会感到一种“奇怪的隔阂”，特别是当有人问她，“你到底是哪里人？”　利献灵拥有澳大利亚、中国
和越南的三重文化背景。她的外貌特征是中国人，但是她的家庭是从西贡移居澳大利亚的。“我是否永
远得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加上一句‘可是……’？我是否永远得在名字后加个括号写上“在澳大利亚出生
的华人”？为什么我不能只说自己是个‘澳大利亚人’”？

中国侨网：https://news.dahe.cn/2018/03-21/285693.html 

17.白人乘客种族歧视言论惹怒空姐 被赶下飞机 

时间：2018年 3月19日

性质：欧盟境内种族歧视案例

据台媒 3月18日消息，事发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北部机场，加那利航空公司（Binter Canarias）一班淮备
前往拉帕马岛的客机上，一名白人男子搭飞机时涉嫌种族歧视，声称不想身边有黑人，机舱内的黑人空
姐听到不爽，呛他“收好行李、下机”，后来连机长看不下去，召来保安人员赶走这名男乘客。有乘客
拍到当时片段并上传网络。目击者表示，这名白人男子年约70岁，一登机时就有种族歧视言论不屑表示：
我不想有黑人在我身边。加那利航空事后也在推特上发文力挺空姐，无法接受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与言
论，“我们坚决反对，并对我们努力为乘客提供最好服务的员工，表达全力支持。”

观察者网：http://news.163.com/air/18/0319/10/DD8L5TU8000181O6.html 

18.法拉赫自曝遭种族歧视 直播机场安保粗暴行径

时间：2018年 3月7日

性质：欧盟境内种族歧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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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英国奥运冠军、长跑之王莫-法拉赫，在德国慕尼黑机场遭遇了一段不快的经历，他将其中的过
程直播发到社交媒体上，引发更多人的关注。法拉赫声称，自己在慕尼黑机场遭遇种族骚扰，在这段公
开的视频中，他面对镜头表示自己经历了令人不愉快的安检，特别是全身上下的身体接触，让人感觉被
骚扰。这段画面正在拍摄时，慕尼黑机场的一位安保人员走了过来，并开始将法拉赫请出门外。法拉赫
不畏对方身材上的魁梧，一再坚称“不要碰我”，并描述自己在此的待遇简直荒谬。据悉，本次法拉赫
在慕尼黑机场转机，是准备前往埃塞俄比亚的训练营。这段 47秒的视频在法拉赫的 Instagram账户上进
行了直播，然后上传到他的 Twitter账户中，标题为：“在这个时代，看到种族歧视感到难过。”

腾迅体育：http://sports.qq.com/a/20180307/023121.htm 

19.骑士球迷被终身禁赛！种族歧视的话真不能乱说

时间：2018年 2月 28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北京时间2月28日，据美媒体报道，近日骑士主场负于马刺的比赛中，一位骑士球迷用带有种族歧视的
语言侮辱马刺队的澳大利亚控卫帕蒂-米尔斯。现在，骑士队已经找到了那名球迷，并且无限期禁止他进
入快贷球馆看比赛。　本周一，骑士在主场以 94-110负于马刺。那场比赛中，当马刺的控卫米尔斯站上
罚球线的时候，一位靠近场边的骑士球迷骂米尔斯是“牙买加狗”。赛后，米尔斯通过推特进行了回应，
而骑士队方面表示他们正在努力锁定那名球迷。根据最新的消息，骑士队已经找到了那名辱骂米尔斯的
球迷，并对他做出了处罚，那就是无限期被禁止进入快贷球馆。

新浪体育：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nba/2018-02-28/doc-ifyrwsqk0773384.shtml 

20.多特大将欧联遭遇种族歧视 对手高层公开道歉

时间：2018年 2月 24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据 Football-Italia报道，亚特兰大主席佩尔卡西向在比赛中遭到种族歧视的巴舒亚伊表达了歉意。在
北京时间2月23日凌晨的欧联杯比赛中，多特蒙德客场 1-1战平亚特兰大，以4-3的总比分晋级 1/8决
赛。赛后，多特前锋巴舒亚伊在个人推特上表示，自己遭到了种族歧视。巴舒亚伊写道：“这都 2018年
了，看台上居然还有种族歧视者学猴子的声音。希望在我们晋级了之后，你们还能继续在电视机前享受
欧联的比赛。”佩尔卡西在接受意大利天空体育的采访时被告知了这一消息。他说：“老实说，我没有
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难过，我向巴舒亚伊道歉。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对
亚特兰大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在上个月被罚空场一次，因为他们的球迷对那不勒斯后卫库利
巴利有种族歧视的行为。

新浪体育：http://sports.sina.com.cn/global/germany/2018-02-24/doc-ifyrvspi1377040.shtml   

21.外交部回应春晚节目涉嫌种族歧视：借机发挥挑拨中非关系注定是徒劳

时间：2018年 2月 22日

性质：中国境内涉及的有关种族歧视报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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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２２日就春晚节目涉嫌种族歧视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
的种族歧视，如果有人试图借机发挥，挑拨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注定是徒劳的。在２０１８狗年春
晚节目中，一则有关非洲的小品引起关注，包括英国ＢＢＣ、《每日电讯报》、《太阳报》、美国《时
代周刊》等著名国际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认为小品中中国知名导演娄乃鸣脸部涂黑扮演非洲人是赤裸裸
的种族歧视。对此，耿爽表示，“这里我要说，如果有人试图借机发挥，挑拨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注定是徒劳的。中非友谊历经风雨，牢不可破；中非合作互利共赢，成果丰硕。中非关系怎么样，中非
合作好不好，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心里是有数的！”

国际在线：http://news.163.com/18/0222/17/DB92GKVJ00018AOQ.html 

22.美国又见种族歧视 印裔女子遭白人怒吼:你不够白

时间：2018年 2月 7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印度裔女子阿迪亚（Aditya Sastry）在网上发文，称自己与波多黎各裔的朋友乔伊（Joey Velez）在西
雅图遭一名白人女子当街辱骂，只因他们的肤色不是纯正的白人血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
时间4日，阿迪亚两名朋友在西雅图的街道上排队购买比萨饼，却突然遭到一名白人女子的辱骂，阿迪
亚拍下当时的视频，并上传至脸书，引发网友讨论。阿迪亚透露，该名白人女子突然无故对他们一行人
进行威胁和攻击。从视频中可见，白人女子甩掉了阿迪亚手中的手机，并打碎。阿迪亚很快就意识到，
是自己和朋友的肤色激怒了白人女子。据了解，阿迪亚是印度裔，而乔伊属波多黎各的黑人血统。　视
频中，白人女子不断向阿迪亚一行人辱骂，并大喊：“你从哪来？你不是白人，你不够白！”阿迪亚在
脸书上抱怨，这是他第二次在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我出生在这个国家，但我越来越觉得我并不受这
个地方欢迎，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news.sina.com.cn/w/zx/2018-02-07/doc-ifyrkzqq9209593.shtml 

23.林书豪回应种族歧视言论：这么称呼亚裔并不酷

时间：2018年 2月 5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北京时间2月 5日，篮网球员林书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回应了一位将他称为“chink(注：小眼睛，这是一
个侮辱亚裔的词汇)”的网友。“哦，别这么做。亚洲人也一直在追求平等，我们可不是 doormats（注：
门垫，这儿是指忍气吞声的人），”林书豪回复道。很多人为书豪的这句回复点赞，并支持和转发他的
这番话。没过多久，也许是自觉理亏，那位挑衅的网友删除了那条推特。一位名叫Alex的网友在评论区
回复林书豪：“别给那种人刷关注度，兄弟。”林书豪也回复了 Alex：“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不过，
我也想让他和全世界知道随随便便管亚裔的朋友叫‘chink’并不酷。”这不是林书豪第一次针对种族歧
视的言论发声。在2016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克洛斯-洛克自以为幽默地拿三位亚裔儿童开玩
笑，引起轩然大波。身为在美国打拼的亚裔代表之一，林书豪被激怒了，他当时也严厉地谴责克洛斯-洛
克歧视亚裔的行为。

腾讯体育：http://sports.qq.com/a/20180205/019526.htm 

24.亚裔姑娘当选比利时小姐却遭种族歧视：她是人妖吧？

时间：2018年 1月 19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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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8“比利时小姐”（Miss Belgium）选美大赛落幕，22岁的菲律宾裔女孩安吉丽娜（Angeline 
Flor Pua）胜出。没想到，她却因为亚洲面孔而遭受种族歧视，有网民甚至在网上嘲讽她是人妖。18日，
BBC发布对安吉丽娜的采访视频，她在视频中表示，遭受这些令她非常伤心。她对所有遭受种族歧视的人
说，不要因此而羞愧，而应为自己是谁、从何而来感到自豪。安吉丽娜表示，从小到大，她从未遭受过
这样的对待，身边的同学和同事，从来没有因为她的血统而排斥过她。所以刚看到网上的这些言论时，
她感到很震惊。安吉丽娜在视频结尾对所有和她一样遭遇种族歧视的人说：“种族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比
利时，这是整个世界都面临的问题，我个人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如果你不幸遭受了种族歧视，
不要因此而羞愧，因为，你就是你，你应该为你是谁、你从哪儿来而感到骄傲。”

观察者网：http://news.ifeng.com/a/20180119/55282235_0.shtml 

25.广告词涉嫌种族歧视 南非多家 H&M门店遭人打砸

时间：2018年 1月 15日

性质：商品广告中涉嫌的种族歧视案例

　瑞典时装公司亨内斯—毛里茨公司(H&M)最近在南非“摊上事了”。因公司网站上一款童装的广告词有
种族歧视之嫌，南非多家 H&M门店 13日遭人打砸。警方说，打砸店铺的闹事者来自一个极左翼团体。前
不久，H&M网站上出现一张童装广告，广告显示一名黑肤色小男孩身着一件绿色帽衫，帽衫上印着“丛林
里最酷的猴子”字样。这则广告在南非社交媒体上招致广泛批评。不少网友认为，广告词涉嫌种族歧视，
最起码说明H&M对种族歧视缺乏敏感性。发现事态不妙后，H&M删除那则广告，并下架了那款童装。公司
随后发表声明，为它“对产品和广告形象的糟糕判断”而道歉，并强调H&M不接受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
在南非极左翼团体“经济自由战士”看来，H&M的补救措施“太迟，太少”。这一团体的发言人姆布伊森
尼·恩多尔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留言：“那种为种族主义行为道歉(就可以了事)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必须让反黑人的种族主义者接受教训，句号！”

中国新闻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18-01-15/doc-ifyqqciz7109994.shtml 

26.没事了？主裁判称没听到菲米种族歧视对手

时间：2018年 1月 10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每日邮报》报道，在利物浦对埃弗顿的足总杯比赛中，主裁判马德利并没有听到菲尔米诺种族辱骂对
方球员霍尔盖特。 这场比赛的赛后，霍尔盖特称菲尔米诺种族歧视他。不过主裁判马德利在比赛报告中
称，他没有听见菲尔米诺使用种族性的词语辱骂霍尔盖特。当时马德利就在两人中间，他的报告非常重
要。如果菲尔米诺反驳霍尔盖特，他肯定会强调当时马德利就在两人中间，试图把两人分开，而且没有
采取措施。霍尔盖特曾在2012和 2013年发表了反同性恋的推特，足总正调查此事，他有可能因此被禁赛。
 

搜狐体育：http://www.sohu.com/a/215706552_515187 

27.闭嘴!孙兴慜霸气回击种族歧视 垃圾话逼出最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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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 1月 6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昨日热刺对阵西汉姆联的比赛中，韩国天王孙兴慜轰出了一脚逆天的世界波，帮助球队在最后时刻扳平
了比分，拿到关键的1分。进球后，孙兴慜做出了一个闭嘴的手势，这让人很是不解。今日，孙兴慜亲
自对外解释了这个动作。2017年 11月份，孙兴慜遭遇一件尴尬的事情。当他把车停在路边的时候，一位
西汉姆联的球迷对他大喊：“嗨，你能为我搞一个盗版的光碟吗？对的，你就是卖DVD的，你们最擅长
盗版了。”（早些年，英国伦敦东部地区曾有大量的亚洲人在这里靠贩卖DVD为生，英国人看不起这些
亚洲人，他们多次用 DVD来作为亚洲人的代称）。当时，孙兴慜并没有发火，他用微笑回应了这种不雅
行为。

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8/0106/11/D7FDNEUF00058781.html 

28.雷迪克辱华视频中用的“chink”到底有多“种族歧视”？

时间：2018年 2月 19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很多 NBA球星都在中国新年期间以各种方式向华人送出新年祝福，但76人球星雷迪克的一段拜年视频却
引起轩然大波。雷迪克在这次祝福中的原话为：“I wish all of the NBA chink fans of China……”
这次的重点词汇就是“chink”，估计大多数球迷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都不知道 chink这个词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 chink这个词辱华程度到底有多深，下面来一起看一下chink这个词的前世今生，你就知道这个
词的“种族歧视”程度了。官方词典中 chink这个词和中国人有关的释义通常会被中性的翻译为“中国
佬”或者“中国人”，但 chink这个词原意是指窄眼、小缝隙，有一种说法是，由于这个词与“清”的
发音比较接近，且中国人当年给西方人的印象就是小眼睛，所以渐渐成了指代中国人或者东亚人的蔑称。
特别是从 19世纪末开始，中国移民被视为对北美白人的威胁，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后，chink一词作
为中国人的蔑称开始流行。再后来，种族主义者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性用语就开始大范围使用chink，这
在很多种族恶性案件或者辱华电影中也经常见到。在把种族平等视作最高政治正确的美国，chink一词的
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程度和 nigger一词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程度几乎相同，ESPN曾在某次林书豪的比赛结束
后使用了“chink in the armor”而受到美国国内的巨大舆论压力。

东方网：http://sports.eastday.com/a/180219161125876000000.html 

29.法国叫停幼儿园教唱辱华儿歌：种族歧视偏见不可忍 

时间：2018年 1月 2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法国一家幼儿园教孩子唱辱华歌曲的视频近日在法国社交网上引起震惊和如潮批评。《费加罗报》称，
法国教育部已要求当地学校管理部门，立即停止该歌曲教学，并澄清说，这首歌曲并非教育部指定的教
学内容。　据法国《20分钟报》2017年 12月 30日报道，这一歌曲名为《张，我的矮个中国人》，歌词
中充满侮辱华人的内容，包括“张坐着吃米饭，他的眼睛真小，小得好可怜”“坐在摇晃的小船中，脑
袋晃荡如乒乓球砰砰响”。《费加罗报》称，巴黎郊区欧贝赫维利耶市一家幼儿园教授孩子们吟唱该歌
曲超过10年，一些震惊的亚裔家长近日将它上传到社交网上才引发舆论关注。当地官员和反种族歧视组
织纷纷表态反对。欧贝赫维利耶市市长德卡维表示，儿歌表达的种族歧视偏见不可容忍。法国反种族歧
视机构 SOS Racisme组织主席索伯称，这首歌用极卑劣的手法，将中国人及亚裔群体的外貌简化为“小
个子、眯缝眼”等几个特征，这在21世纪的法国简直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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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02/c_129780545.htm  

30.美女模特全身涂棕色扮大小威 被批涉嫌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12月 31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在圣诞晚会上，人们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各种角色。模特索菲-阿普尔加思（Sophie Applegarth）和朱
莉-艾欧温妮蒂（Julie Iovenitti）就在前不久的圣诞晚会上将自己完全打扮成黑人，装成了网球传奇
威氏姐妹。她们把照片发到了网上，不料却引来了一位评论员在社交媒体上的（ABC）抨击。为此，艾欧
温妮蒂为她们“涉嫌种族主义的装扮”辩护说：“支持[你]最喜欢的体育明星无关种族主义。”“去学
校，学学种族主义的真正含义吧！”她补充说。她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穿着网球装、全身涂成棕色的照片。
她们的一位朋友萨利-科伯恩（Sally Coburn）也分享了一张她们的照片，而她自己则是装扮成了篮球巨
星科比-布莱恩特的样子。此前，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球星安东尼-格里兹曼就曾因扮作黑人，以篮球运
动员的身份参加哈林篮球队的派对而饱受批评。

新浪体育：http://sports.sina.com.cn/tennis/wta/2017-12-31/doc-ifyqcwaq6451759.shtml 

31.美学生向黑人扔西瓜涉种族歧视 华人入境应问俗

时间：2017年 12月 19日

性质：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案例

中新网 12月 19日电 综合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西瓜也会牵涉种族歧视？而且还进法院打官司。五名
美国学生曾因向非裔丢西瓜，其中一人被控涉嫌种族歧视而遭停学。在此提醒华裔新移民在美国必须要
入境问俗，同时也要留心种族之间的禁忌。美国橙县拉古纳滩(Laguna Beach)联合学区官员针对橙县高
等法院要求，学区撤销对一名涉及种族歧视学生的停学记录判决，向橙县高等法院上诉。学区认为法官
此决定在法律上是错的。该学生 2016年12月在一名非裔学生家中丢掷西瓜，涉及种族有关言论被起诉。
西瓜是种美味廉价的水果。在美国内战和非洲裔争取自由期间，奴隶主会将这种水果作为赏赐，给棉花
田里工作的黑奴吃，作为消暑佳品。因此，非洲裔被贴上了爱吃西瓜(以及炸鸡)的刻板印象标签。南北
战争期间，很多种族主义者甚至将西瓜和非洲裔联系在一起，刻意营造出西瓜是懒惰、堕落的象征。美
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原本美味的西瓜，就变成了给非洲裔贴标签的象征，因此，通常极少有人会
问一个非洲裔“喜不喜欢吃西瓜”。而这五个高中生向非洲裔学生丢西瓜的行为，也因此有了种族歧视
的含义。此外，还发生过中国人不懂西瓜的含义而差点酿祸的事件。知名篮球运动员德怀恩·韦德
(Dwyane Tyrone Wade Jr.)的妻子 Gabrielle Union 有一年到中国工作，期间应邀去 KTV玩，而中国的
KTV包厢的果盘，都有大量的西瓜。一行人进入包厢后立刻傻眼，经过解释后消除了误会，她还将此经历
在艾伦秀(Ellen DeGeneres Show)上道出经过。

中国新闻网：http://news.163.com/17/1219/10/D60SIIFQ00018AOQ.html 

32.联合国严批澳洲种族歧视现象 媒体、政治领域增多

时间：2017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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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针对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案例

12月 11日电 澳洲新快网于近日刊发文章称，日前，联合国在日内瓦发布了一份有关澳大利亚种族主义
的严厉批评报告。报告警告称，澳洲政治和媒体等领域发生的种族歧视现象正“逐渐增多”。该定期评
审报告中记录了16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澳洲原住民、寻求避难者和移民工人的福利和地位。为应对
种族主义问题，联合国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修改《反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2017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曾试图修改 18C条款一些用词，但提议遭到参议院驳回。联合国
官员还担心，由于成本和举证负担太重，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不敢上诉。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在报告中称，澳洲公共领域、政治辩论
和媒体等领域发生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正“逐渐加剧”。这些结论主要基于非政府组织、
社区和澳大利亚政府提交的意见书和证词。不过，澳大利亚政府的多元文化事务部长瑟希利亚(Zed 
Seselja)不认同这份报告，并严正反驳。他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完全否决这种怪异的批评”，澳洲是
一个容纳多元文化的国家。 

中国新闻网：http://news.163.com/17/1211/13/D5CMPRSV00018AOQ.html 

33.吕迪格：并非因种族歧视离开意甲，而是为了梦想来英超 

时间：2017年 12月 25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德国国脚吕迪格感觉自己现在在英超切尔西非常得心应手：“能这样来到英超，我是很幸运的，对我来
说这非常非常重要。”蓝军中卫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道：“这里的足球跟意大利完全不同，我想我目
前为止做得很好。”谈到英超的硬度，吕迪格表示这并不是问题：“每个人都了解英超联赛，英超的足
球对身体的要求是另一种高度，而我的比赛风格也要依靠身体，所以这很适合我。”在意大利时，吕迪
格经常成为种族攻击的受害者，不过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才离开意大利：“我不是在逃离什
么，而是因为我想实现自己踢英超的梦想才离开的。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意大利过得很舒服，我尊重
那个国家和那些人民，我在罗马过得也非常舒服。”“我也要在此说清楚，不是每个意大利人都是种族
主义者，白痴在哪都有，他们的存在是很遗憾的事情。不过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做得更好。” 

虎扑网：https://voice.hupu.com/soccer/2242126.html 

34.哥伦比亚足协就种族歧视道歉 肇事球员:我被误解了

时间：2017年 11月 11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昨晚结束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韩国2-1战胜哥伦比亚。比赛中，哥伦比亚球员卡尔多纳对韩国队
长奇诚庸做出了疑似种族歧视的动作，令韩国球迷和媒体极为不满。韩国足协向哥伦比亚足协提出抗议，
并表示希望哥伦比亚足协尽快采取措施。事件发生后，哥伦比亚足协迅速采取行动，当事人卡尔多纳通
过哥伦比亚足协的官方推特向韩国队道歉。“我感到很抱歉，我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我并没有任
何针对韩国队的意思，也无意对不同种族之间进行比较。”卡尔多纳在视频中表示。“我很感激韩国人
的热情好客，我不想歧视其他种族，很遗憾我比赛中的行为被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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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7/1111/17/D2VQADME00058781.html 

35.纪念历史，澳大利亚拒绝种族歧视重演

时间：2017年 11月 4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日前迎来《反种族歧视法》通过42周年纪念日。数百名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来到位于悉尼西部郊
区的六福公墓，怀着沉重的心情祭奠 19世纪华人淘金死难者。随着淘金热的兴起，华工于19世纪中期开
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但就在他们用勤劳的汗水创造财富的同时，澳大利亚白人及其政府却用极其不公
正的方式野蛮剥夺华工权益，1901年通过的《移民限制条例》更是将广大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隔绝于澳
大利亚之外。面对困境，在澳华人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白澳政策”。据《澳大利亚华人年鉴》记载，
这场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并在二战后走向高潮。华人及其他有色族裔团体的抗争迫使澳政府反思其种
族歧视政策，并最终在1975年出台了《反种族歧视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确保了全体澳大利
亚人不分种族、肤色与信仰，一律平等。该法律弥补了澳大利亚宪法和权利法案相关保护内容的缺失，
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提升了澳各族裔间彼此的信赖感。

人民日报：http://news.163.com/17/1104/04/D2CCCJ6G00018AOP.html 

36.美国白人地铁上无下限种族歧视！ 亚裔男子全程儒雅冷静

时间：2017年 11月 17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11月 13日晚 10点左右，旧金山市湾区的地铁内，一名 60岁左右的白人男子在车厢无端辱骂掌掴亚裔乘
客，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视频中，一名白人男子突然在车厢内，指着座位上一名看似是亚裔的男乘客用
侮辱性的言语大叫“我要把你打到座位底下”、“中国黑鬼”、“我恨你！你这些‘中国蠢货’！”、
“你竟然以为我会怕你”，并向他骂脏话，之后更掌掴那位男乘客。视频发出后引发媒体热议，国内外
网友也气炸锅，迅速转发、分享。

上观新闻：http://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71311 

37.特斯拉再陷丑闻：种族歧视、性骚扰严重，三名非裔员工已上诉

时间：2017年 10月 18日

性质：美国种族歧视案例

美国《水星新闻报》（The Mercury News）报道称，三名非裔美国工人提起了一项诉讼，称他们在加州
弗里蒙特（Fremont）的特斯拉工厂工作时经历了种族歧视和骚扰。报道称，这些工人说特斯拉主管使用
了种族歧视称谓，并在纸板箱上画了种族歧视的涂鸦。一名员工表示，自己 2015年8月至 2016年10月
在弗里蒙特工厂工作，当时种族歧视在特斯拉很常见。他还称自己向相关主管提出投诉后，遭到了解雇。
特斯拉的一名代表则表示，这些人在工厂工作时从未对种族歧视进行过投诉，并指出，也没有向平等就
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或公平就业和住房部门（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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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提出过申诉。今年8月，美国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对特斯拉发起诉讼，称特斯拉侵犯员工权利，包括性骚扰以及强迫签订“范围过广”
的保密条款。

36氪：http://tech.ifeng.com/a/20171018/44720575_0.shtml 

38.美教师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学生走出教室以示抗议

时间：2017年 10月 17日

性质：美国种族歧视案例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 15日报道，在美国新泽西州崖边公园中学的一堂数学课上，学生们用西班牙语
私下交谈，教师喝止未果后出言不逊，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该视频在 Snapchat上流传，转发量超 2万
次。目击这一幕的学生表示，该名教师曾试图阻止学生用西班牙语窃窃私语，阻止未果后才发表不正当
言论。视频中，该教师称“人们在努力地做斗争，为的是让你们讲美国话而不是西班牙语。”一名学生
曾反驳该教师，“你这是种族歧视，我会说英语!”一些被激怒的学生当场走出了教室。据悉，此次事件
发生在一所多元文化融合和具有大量西语人口的学校。该校一名高年级学生卡门 贝尼特斯• (Carmen 
Benitez)表示，“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这里的很多老师都很尊重我们。”一
些人也站出来为教师发声，称其为“伟大的人”、“优秀的老师”。然而讽刺的是，视频中该教师却误
把“讲英语”说成了“讲美国话”。

环球网：http://news.163.com/17/1017/07/D0UDPL37000187V9.html 

39.巴西外援遭遇种族歧视，浦和红钻官方：已上报亚足联 

时间：2017年 11月 21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涉及的种族歧视案例

浦和红钻官网今日发文，称球队外援拉斐尔-席尔瓦和毛里西奥的社交平台账号收到了含有种族歧视的消
息。浦和红钻官方表示，已将此事上报到亚足联，他们要保护队员不受种族歧视行为的伤害。根据日本
媒体的报道，有不少人在拉斐尔-席尔瓦和毛里西奥的 INS留言板上发了含有种族歧视意义的猴子、香蕉、
黑色足迹等图案，这些人被认为是阿尔希拉尔球迷。浦和红钻官网表示：对于此事，浦和红钻已经上报
到亚足联，我们将努力保护我们的球员以及他们家人不受到歧视。浦和红钻俱乐部从 2014年起就开始了
对种族歧视行为“零容忍”的计划。希望足球界和世界不要再有歧视行为，我们会为此而努力。

虎扑网：https://voice.hupu.com/china/2227783.html 

40.黑人使用后变白人 多芬为涉种族歧视广告道歉 

时间：2017年 10月 9日

性质：商业广告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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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在线 10月 9日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消息，全球著名品牌"多芬"（Dove）日前在社交媒体“脸
书”上发布的广告显示，一名黑人女性在使用多芬的产品后突然变成白人，该广告被认为涉“种族歧
视”，引发大量抗议。随后多芬为此发文道歉。多芬发表声明称：“我们为广告引发的冒犯深感后
悔。”多芬表示，为了推广多芬沐浴露，他们在“脸书”页面上发布了一个三秒钟的视频。“我们已经
撤掉了发布的视频，也没有发布过其他任何与其相关的内容。”而对于多芬的道歉，网友们似乎并不买
账，纷纷表示再也不买多芬的产品了。据悉，两年前，多芬就曾因其一款防晒产品涉种族歧视遭到批评。
报道称，该防晒产品针对“正常到深色皮肤”人群，这就意味着拥有“较深肤色”的消费者不“正常”。
此外，在2011年，多芬的一则广告图片中，黑人、亚洲人和白人女性分别被标为“使用前”和“使用
后”，意在表现使用其产品后最终会变成肤色最白的女性。而这一事件也被网友在近日事件的评论中旧
事重提。

观察者网：http://news.ifeng.com/a/20171009/52530227_0.shtml 

41.书豪礼貌回应昔状元种族歧视论 获美网友点赞

时间：2017年 10月 6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北京时间10月 6日，据美媒体报道，2000年 NBA状元肯扬-马丁近日用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语言评论林
书豪的脏辫发型，而书豪随后却用极为得体礼貌的方式回应马丁，从而引得美国网友们的纷纷点赞。我
需要提醒这个男孩，他的姓是林？”肯扬-马丁在视频里如此评论林书豪的脏辫造型，“拜托，他头上那
胡扯的（脏辫）肯定无法待在我们的球队里。我觉得有人需要提醒他：‘哥们，我们明白，你想成为黑
人。’但是你姓林。”马丁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然而书豪听到之后却做了以下回应：“嘿，
哥们，你不喜欢我的发型，那没有问题，你也有权发表你的意见。事实上，我很感谢你分享你的看法。
但最终，我很欣赏我梳着脏辫，而你的身上有中文的纹身，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尊重。我认为作为
少数族裔，如果我们越欣赏其他文化，我们就能对主流社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感谢你为篮网队和篮球所
做的一切。小时候，我家里的墙上贴着你的海报。”

新浪体育：http://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nba/2017-10-06/doc-ifymrqmp9456729.shtml 

42.英航一空姐嘲笑尼日利亚人英语涉嫌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9月27日

性质：英国的种族歧视案例

据英国《每日邮报》9月25日报道，近日，一段具有争议性的视频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视频中一位身穿英国航空公司制服的空姐口出狂言，话语中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据悉，这段视频
是在她的车里录制的，后来迅速流传开来，震惊的工作人员将此事报告给英国航空公司。视频中，这位
女子抱怨尼日利亚人的要求，还嘲笑他们的英语口音。这一行为被认为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意味。

环球时报：http://news.163.com/17/0927/08/CVAVKRHR000187V9.html 

43.曝皇马铁卫涉嫌种族歧视 大骂黑人球员：他 X的臭猴子

时间：2017年 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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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腾讯体育 9月15日讯 西班牙《世界体育报》消息，在皇马对阵莱万特的比赛里，卡瓦哈尔涉嫌用种族歧
视语言辱骂对方球员莱尔马，而在本泽马和科瓦契奇相继受伤后，皇马又惹上了麻烦。皇马战平莱万特
一战，卡瓦哈尔和莱尔马曾经在下半场有过一次相撞，当时裁判吹罚皇马后卫犯规，而当时卡瓦哈尔非
常的气愤，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根本没有碰到他！混蛋！他 X的臭猴子。”当时卡瓦哈尔的这番话
没有被莱万特球员听到，否则的话，肯定会引发争执，不过如今《世界体育报》曝光了卡瓦哈尔的言论，
或许也会让皇马球星卷入争议中。如果西班牙足协对卡瓦哈尔采取纪律措施，那么皇马将蒙受损失。在
谈到西甲赛场的种族歧视事件时，巴西后卫阿尔维斯曾经对此评价道，“西班牙确实有针对外国人的种
族主义行为，他们自认自己是第一世界的公民，事实上就这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观念实在是非常落
后。”

腾讯体育：http://sports.qq.com/a/20170915/036778.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44.美国梅西百货公司涉种族歧视 禁止售货给中国人

时间：2017年 9月15日

性质：商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美国纽约梅西百货公司前雇员指出，该公司在过去一段时期，曾经不合理地将亚裔，特别是华人顾客列
在禁售名单之内，阻止销售人员将香水、化妆品等卖给华裔顾客，而且还解雇了那些反对公司政策的销
售人员。据香港东网消息，曾任职于曼哈顿梅西旗舰店的4名化妆品部职员表示，经理们不止一次指导
该店的销售人员不要将香水和化妆品卖给“操亚洲口音的顾客”，理由是他们很有可能是水货客，或者
是黑市商人。报道称，梅西百货经理曾说过，“别把东西卖给中国人”，经理还曾质问销售人员“为什
么要卖东西给这些人？”但梅西百货方面则声称，这样的指控毫无根据。据悉，梅西百货并非首次因歧
视行为被起诉，该公司 2014年被指非法禁锢非洲裔顾客，纽约州总检察长最终裁定其支付 65万美元的赔
款。据悉，事件起因是非洲裔购物者在梅西百货购买昂贵的物品后被扣留。该事件当时在纽约市民中引
起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http://money.163.com/17/0910/08/CTV804FN002581PQ.html 

45.澳大利亚 10处地名涉种族歧视 将重新命名

时间：2017年 8月 30日

性质：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案例

据法国媒体8月29日报道，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于当地时间8月29日表示，该地区有10处地名中
包含歧视深色皮肤人种的字眼“nigger”(黑鬼)，将被重新命名。29日，昆士兰州自然资源与矿业厅表
示，例如该州北部地区的“黑鬼跳”(Niggers Bounce)之称，已在 5月份从所有资料库中移除。自然资
源厅随后检阅资料库发现，还有其他9处地名含有相同词汇，包括“黑鬼山”(Mount Nigger)和“黑鬼
头”(Nigger Head)，以及其他 7处以“黑鬼溪”(Nigger Creek)为名的地点，也同样不再继续沿用。但
这些地点尚未被赋予新地名，旧地名仍会出现于过去的地图、计划与记录中。反诽谤联盟主席阿布拉莫
维奇(Dvir Abramovich)告诉记者，他们对移除这些地名表示欢迎，因为这个 N开头的字无疑是种族歧视
的污辱用语，也是奴隶制度、白人至上主义与暴力的有力象征。报道称，澳大利亚最近为殖民时期雕像
爆发论战，批评家呼吁应更加承认原住民在澳洲历史所扮演的角色。澳洲原住民文化可追溯至数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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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欧洲早期移民者更早。虽然“nigger”在澳洲的语意并不像在美国那么重，但仍对这里的原住民和非
裔少数民族极具冒犯和贬损之意。 

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8/11194220.html 

46.好莱坞有种族歧视!美华裔女演员：改了名就有角色

时间：2017年 9月1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此前，一段章子怡接受采访谈好莱坞对亚洲演员存在偏见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章子怡谈到了
中国演员在好莱坞拍戏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控诉好莱坞对亚洲演员的不待见和压榨。31日，曾经
在《神盾局特工》中出演角色的美国华裔女演员汪可盈，在回应有人质疑其改名动机时现身说法，称好
莱坞中存在“种族歧视”问题。汪可盈原名叫Chloe Wang，但是这个亚裔姓氏让她在好莱坞演出机会很
少，她不得已改姓为 Chloe Bennet，明明是同一个人，改姓后她的机会就来了，之后在《神盾局特工》
担任角色。　日前，有粉丝质疑其改名动机，汪可盈在脸书上作出回应，主要原因是好莱坞“种族歧
视”。英国《电讯报》8月 31日报道称，汪可盈称，改名这件事情并不会更改我身体中流淌着中国人的
血液这一事实，也不能改变我在中国生活过、讲普通话以及在中美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事实。

环球网：http://ent.sina.com.cn/m/f/2017-09-01/doc-ifykqmrv6555492.shtml 

47.这家中国大型博物馆竟公然“种族歧视”黑人？真相令人无语…

时间：2017年 10月 13日

性质：中国境内的种族歧视案例

昨天，一则 " 中国博物馆公然种族歧视黑人引起众怒 " 的文章，在多个境外的网站流传。根据这些网
站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一位黑人在中国武汉旅游时，在当地一家 " 首都博物馆 " 看到了一组组把非
洲黑人和动物放在一起做比较的图片，于是他认为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曝光了此
事，进而引起了。甚至有外国人在得知此事后，宣称中国才是世界上对黑人最歧视的国家。这个展览的
名字叫《这就是非洲》，是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喻惠平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 -10 月 17 日举办
的个人摄影作品公益展，其主旨是为了宣传非洲，增强中非人民的友谊，增进中非文化交流，提升人们
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喻惠平还将作品义卖募集到的 510 万元善款全部捐给了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用于帮助贫困青少年健康成长。而其中引起主要争议的那组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比较的展品，则出现在
一个名为 " 相由心生 · 面孔 " 的单元。根据展览方的介绍，这样的对比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歧视这些
非洲人的意思，而是想探索生活在同一空间、同一片草原的人和动物，彼此间相同的表情是否代表着人
与动物的内心也有着同样的情感表达，希望从哲学、佛学、心里学等方面给人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环球网：http://www.haijiangzx.com/2017/1013/1928771.shtml 

48.印度裔男子假扮黑人入学：我为反美国种族歧视而战

时间：2017年 8月 19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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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说出自己假装成黑人成功进入美国医学院而引发热议的印度裔小哥吗？ 这位小哥名叫维贾伊
（Vijay Chokal-Ingam），从小在美国波士顿长大，是一位印度移民。维贾伊的经历在媒体和社交网站
上引发了巨大关注，有人感到惊讶，也有人质疑他造假。1998年 10月，他假扮黑人申请医学院，1999年
3月，他收到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录取信，两年后，他说出了真相。2015年，美国媒体曾报道此事，当时
他打算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最近这本书出版了。近日，维贾伊接受了红星新闻采访。他表示，除
了种族之外，自己其他所有申请信息都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出这段经历，是为了表达自己反对美国“平
权法案”种族歧视的立场。他认为，这摧毁了不少亚裔美国人的教育梦想，“我正在为反对种族主义而
战，这样我的子孙后辈和其他亚裔美国人就不必继续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族歧视。”

环球网：http://www.haijiangzx.com/2017/1013/1928771.shtml  

50.新西兰少数族裔调查 中小学生常遇种族歧视

时间：2018年 1月 31日

性质：亚太地区种族歧视案例

近日，新西兰儿童专员办公室和学校受托人协会进行了一项涉及近 1700名学生的调查，很多受访学生都
表示，经历过“因为不同文化背景而被不公平地对待”的现象。一份名为《Education matters to me》
的报告指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校里的同学，都可能让少数族裔学生有被歧视的感觉，这对于教育行业
来说是“一个重大且令人不安的现象”。即使学生在某些领域很有天赋，有时也无法改变老师的固有观
念。一名来自另类教育机构的毛利学生就表示，“我的数学很好，可数学老师始终把我当蠢货，除了批
评，从不愿意与我多说话，他对班上白人学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觉得他们很好。”一名来自太平洋岛
国的学生也指责自己的几位老师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直接断言你未来会一事无成，这十分伤人自尊，
让我非常生气，我们气愤之下就会做些蠢事，然后再被他们批评”。

中国新闻网：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801/t20180131_16991070.htm 

51.加一小径以华裔教师命名 纪念其消除种族歧视贡献

时间：2017年 12月 5日

性质：北美地区种族歧视案例

据香港东网5日报道，加拿大温哥华城市资产命名委员会日前向市议会提交报告，就西端 8条后巷及一个
新的临时市政广场命名，建议把其中一条街命名为 Jung Lane，以纪念温哥华学校局聘用的首名华裔钟姓
女教师(Vivian Jung，音译)，对消除种族歧视贡献良多。据报道，温哥华市议会今年 3月投票通过市府
“150+命名计划”，其中包括将一些尚未命名的市府资产正式命名，并借此反映社区的多元性及肯定曾
为温哥华做贡献的人。针对8条后巷的建议中，委员会建议将由哈活街(Harwood St.)至沙滩路(Beach 
Ave.)与太平洋大道(Pacific Blvd.)之间的小径，命名为 Jung Lane以纪念钟老师。温哥华市议会其后
投票一致通过，接纳委员会的建议。钟老师除了是获温哥华学校局聘用的首名华裔教师以外，她本身亦
致力消除当地对华人的歧视，包括发起抗争行动，结束当地唯一的公共泳池所制定的歧视华人政策。她
执教 35年，退休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于2014年逝世，享年89岁。

中国新闻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2/11424073.html   

52.被贬脑梗死 美华人博士告其导师涉种族歧视案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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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 1月 23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洛杉矶县居民华人陈博士于2015年10月起诉 UCLA校务委员会及其前任导师佩尔基(Jennifer Pelkey)涉
嫌种族歧视。根据法庭起诉文件显示，陈博士 12岁从中国移民至美国。他在2014年进入 UCLA病理学和
实验室医学部的博士后奖学金项目，佩尔基成为了他的项目导师。控方质疑佩尔基在培训过程中讽刺陈
博士的英语口语能力，还贬低他是“脑梗死”。陈博士随后要求换导师，但是在更换了导师后，佩尔基
依然继续在部门内对其他人评价陈博士，向外作出他“非常无条理”等的评论。最终，陈博士的博士后
奖学金项目资格在2015年也被停止更新。陈博士希望通过起诉 UCLA校务委员会及其前任项目导师，得到
50万美元的财产和精神损失赔偿。

中国侨网：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801/t20180123_16955196.htm 

53.FIFA主席：世界杯若出现种族歧视 裁判可中止比赛

时间：2017年 11月 28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近年来，亚亚-图雷和浩克等大牌球员都曾表示自己在俄罗斯遭到了种族歧视攻击，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
接近，如何处理歧视问题也成为了国际足联必须面对的一个难关。近在一个 Youtube视频中，因凡蒂诺
表示国际足联会对种族主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称如果必要的话，裁判甚至可以中止比赛，但他相信
这次世界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道：“和全世界一样，反歧视工作在国际足联中的优先级非常高，
我们会确保这样的意外不会在世界杯中发生。”“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我们将第一次在世界
杯中采用所谓的三步程序，如果球场发生了歧视性种族主义事件，那么主裁判可以暂停甚至中止比
赛。”“种族主义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我们这一立场非常非常坚定，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俄罗斯会有一
届公平的世界杯。”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71129/53701317_0.shtml 

54.美一警局涉种族歧视 华裔：从警路不应被乌云笼罩

时间：2017年 11月 24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洛杉矶圣盖博警局日前爆出的歧视亚裔警员案震惊小区，也让有意从警
的青年心生忌惮。洛杉矶市警局(LAPD)现职华裔警官表示，市警局对待歧视和不公从来都是“零容忍”，
警局内有许多部门、多渠道保护警员和职员的权益，从警“圆梦”路不应被乌云笼罩。目前在洛市警局
危机管理部门(Risk Management)任职的女性华裔队长(Captain)陈锦雯(Jennifer Thomas)表示，有近
150年历史的洛市警局，对于所有族裔的警员及雇员都一视同仁，目前高阶警官中不乏亚裔身影。她说，
为了杜绝任何一名警员或雇员遭受不公平对待，警局内部有许多部门可以让警员直接反映情况，比如自
己所在的危机管理部门，平日负责的是警局人事、组织和财政方面的危机处理，而其中人事危机处理就
包括帮助警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维护。另外，警局各部
门设立督导(Supervisor)制度，方便警员随时将工作中的困难及时反映。另外内务处(Internal 

                                                             28

http://news.ifeng.com/a/20171129/53701317_0.shtml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801/t20180123_16955196.htm


Affairs)、督察长办公室( Inspector General office)、雇员关系协调办公室(Ombuds)等部门，也都能
处理人事关系和矛盾，且严肃处理不公对待与歧视案件。据报道，在洛杉矶圣盖博市警局的五名亚裔警
员，于当地时间11月 21日联名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告的诉状中，细述圣市警局长官与同僚经常辱骂歧视
亚裔警员，故意操亚裔口音，还喜欢对亚裔警员身体外表品头论足，言谈之间充满了鄙视。

中国新闻网：http://news.163.com/17/1124/10/D40J8GKC00018AOQ.html 

55.“上什么学啊 反正迟早都要出来卖”意大利种族歧视又抬头啦？

时间：2017年 11月 24日

性质：欧盟境内的种族歧视案例

近日，都灵一名年仅 15岁的黑人女孩在上学路上，仅仅因为肤色原因，遭到了一名意大利男子的种族歧
视，讽刺其上学没用，“上什么学啊，反正迟早都要出来站街卖淫。”该男子除恶意羞辱该女生外，还
直接让这女孩“滚回你的国家。”据都灵媒体报道，11月 10日早上 8点左右，在都灵 63路公车上一名
中老年男士公然羞辱一名年轻黑人女学生Giulia。Giulia今年15岁，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非洲裔。
虽说Giulia拥有意大利国籍，身份证，税号，是一名合法的意大利公民，并且是篮球冠军队的成员。但
是仅仅因为肤色关系，无辜的她遭到了意大利种族歧视者的公开侮辱。“你去上什么学啊？根本就屁用
都没有。反正不管怎么样，到最后你的归宿都是站街卖淫，快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吧！”一开始，又气
又惊的 Giulia假装戴耳机听歌，不想理会这么男子，但是该男子不依不饶，口中一直念念有词，继续嘟
囔并言语侮辱 Giulia。大概是出于害怕，Giulia并没有直接对该男子的种族歧视言语给予回应。下车后，
Giulia立即给妈妈打电话。女孩的妈妈则打电话向篮球队主席求助该如何处理此事。在接受采访时，篮
球队主席表示决定对该种族歧视行为进行起诉声讨，“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找到这名种族歧视者，但
是无论如何，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都灵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本不应该存在任何歧视，对一个年轻
女孩来说，经历这种遭遇实在太糟糕了，我感到很抱歉。”

搜狐网：https://m.sohu.com/a/203917419_542480 

56.澳议员酒吧遭种族歧视 被喊“滚回老家”　

时间：2017年 11月 10日

性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案例

澳大利亚工党的伊朗裔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９日说，他前一天晚上在墨尔本市一家酒吧消遣时，遭遇
一伙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方不仅用种族主义语言谩骂他，还叫他“滚回老家”。酒吧里有人用手机录下
现场情况并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几名白人侮辱达斯蒂亚里的宗教信仰，称他“猴子”、
“恐怖分子”，让他“滚回伊朗”。酒吧老板金相井（音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达斯蒂亚里没有理会
这伙人，喝完啤酒就离开了，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这名反对党议员事后告诉澳大利亚第九频道网：
“他们正是这个国家白人民粹主义的代表，这令人震惊。现实是，我们的政治正在朝一个非常非常丑陋
的地方走。”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当天回应说，澳大利亚对类似的种族歧视“零容忍”，
“种族辱骂和中伤在澳大利亚没有位置”。

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1/10/c_129737075.htm 

57.巴西种族歧视仍严重 黑人女性更易遭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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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 12月 15日

性质：南美洲种族歧视案例

12月 15日电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巴西国家青年保护协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进行的巴西青少年
暴力脆弱性指数报告中指出，巴西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易被谋杀。据报道，调查指出，在15到29岁的
巴西民众中，黑人女性被谋杀的概率明显高于白人女性，甚至达到被谋杀的白人女性概率的2.2倍。除
巴拉那州外的巴西 26个联邦地区中，里奥格兰德州的黑人女性受到谋杀的概率甚至达到白人女性的8.11
倍。“我们对巴西国内 304个城市的10万名居民进行了调查，并从青年暴力、上学和就业情况、不平等
以及贫困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今年的数据特别突出了性别上面的差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西
临时代表马尔洛娃 诺莱托• (Marlova Noleto)说道。巴西青少年暴力脆弱性指数报告还表明，在过去两年
中，针对巴西黑人青年的暴力行为愈加恶化。2015年，15到29岁的巴西黑人青年受害死亡率是白人的
2.5倍，现在这个数字扩大到2.7倍。巴西国家青年保护协会秘书弗朗西斯科 德 阿西斯 科斯塔 菲略• • • •
(Francisco de Assis Costa Filho)指出，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帮助巴西政府实施减少性别歧视、打击
种族主义的行动。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12-15/8401461.shtml 

58.德尚正式起诉坎通纳，控告对方关于自己“种族歧视”的言论  　

时间：2017年 11月 29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据《费加罗报》的消息，法国队主帅德尚近日正式起诉坎通纳，状告后者在去年欧洲杯期间对自己的名
誉造成了“诽谤”。去年欧洲杯前，坎通纳曾就本泽马和本阿尔法无法入选法国队的事件，对法国队主
帅德尚进行了批评。曼联“国王”认为德尚不召本泽马和本阿尔法入队的原因，是两人都拥有北非血统，
并称德尚选人时存在种族歧视。而此后德尚曾回击坎通纳，称自己完全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并坚称
自己受到了“恶意诽谤”。“诽谤中伤我的行为，我绝对饶不了他。”德尚说。他在欧洲杯前也表态，
将让律师接手此事，并将正式起诉坎通纳。“这件事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的家门上甚
至被有些人直接喷上‘种族歧视’字样。”德尚当时这样说。而根据最新消息，德尚已经委托律师，于
近日正式起诉坎通纳。“当一个人被其他人污蔑为‘种族歧视’时，这通常意味着会有司法行为出
现。”德尚的律师说。

虎扑网：https://voice.hupu.com/soccer/2231082.html 

59.Airbnb再曝种族歧视问题：房东拒接亚洲客  　

时间：2017年 4月 7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北京时间4月7日晚间消息，旅行房屋租赁平台Airbnb日前表示，一位房东在得知租客的“亚洲人”身
份之后单方面取消了住宿预约，现已永久停止与该涉事房东合作。这位女租客在视频中描述了事件原委。
她说：“大约一个月前，我们在 Airbnb上进行了预订。我当时问女房东，是否可以再加两个人，女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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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以，只要我们肯加钱。”女住客接着说：“我们计划去大熊湖滑雪。住宿问题解决后，我们认为一
切就绪，于是准备驱车去大熊湖。随后，我再次向女房东确认，我带了两位朋友一起住宿，是用现金支
付吗？”没想到对方突然改变态度说：“不行，我们算了吧。”然后挂了电话，并单方面取消了订单。
于是，女租客用短信告知房东，将向Airbnb举报她的行为。而女房东则回复称：“去吧，就算地球上只
剩你一个人，我也不会租给你。”然后说出拒客原因：“一句话，因为你是亚洲人。”　早在2015年12
月，Airbnb就曾曝出种族歧视问题。当时，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租客的名字听起来像黑
人，在 Airbnb上租到房子的概率就会降低。

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i/2017-04-07/doc-ifyeceza1469830.shtml 

60.澳洲酒吧服务生穿旗袍扮“上海妓女” 被批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4月 7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澳大利亚悉尼沙利山(Surry Hills)一家鸡尾酒吧上月开幕。店内的众多女服务生穿著旗袍，然而，她们
却以二战前“性感的上海应召女郎”为噱头招倈顾客。台湾东森新闻云 3月 30日报道称，这个主题引发
华人侧目，指控它涉及种族、性别及文化歧视，更美化了中国在抗战时期的苦难。该酒吧日前声称，无
意冒犯任何人，只是想经营一个以亚洲美食为核心的休闲场所。当地媒体报道，这家名为 Suey Sins的
酒吧安排一些以白人为主的女服务生穿上旗袍，墙上挂著一幅裸女大壁画、以及美国已故华裔女星黄柳
霜的肖像画。黄柳霜生前在好莱坞发展时，一直饱受种族歧视。25岁的酒吧女老板魏斯特(Eli West)受
访时辩称，酒吧名称源自一位“著名的上海应召女郎”，她说：“我喜欢这位性感迷人的女子，她拥有
旧世界的魅力及风采，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甚么，以及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但事后她承认 Suey 
Sins只是虚构人物。该酒吧引发争议后，不少人在酒吧的网页上留言，抗议它的主题涉嫌歧视亚洲女性。
更有网友指责该酒吧美化了中国的苦难历史，指当时有很多中国女性卖淫是被逼的。

环球网：http://news.ifeng.com/a/20170330/50864726_0.shtml 

61.国际职业球员联盟声援因抗议种族歧视而吃牌的蒙塔里 　

时间：2017年 5月 3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国际职业球员联盟 2日敦促意甲官方撤销对加纳籍球员蒙塔里的黄牌处罚。在4月 30日佩斯卡拉队与卡
利亚里的比赛中,蒙塔里因受到卡利亚里球迷种族歧视言语的攻击愤然离场,为此被主裁判出示黄牌。今
年 32岁的蒙塔里称他实在受不了主队球迷的种族主义攻击,在离场过程中他指着自己的胳膊向卡利亚里
球迷喊道:“我受够了!这就是我的颜色!这就是我的颜色!”随后裁判员对蒙塔里出示黄牌,由于蒙塔里本
场比赛已吃到一张黄牌,因此裁判又对他出示了红牌,赛后他也被意甲纪律委员会禁赛一场。卡利亚里俱
乐部没有受到处罚。总部在荷兰的国际职业球员联盟 2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蒙塔里的黄牌应该被撤
销。蒙塔里有权利第一时间跟裁判汇报情况让对方知道他的痛苦,并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意甲方面应该倾
听蒙塔里对这一事件的声音并展开调查,以实际行动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2013年,当蒙塔里还在 AC
米兰踢球时,他的队友博阿滕曾因球迷的种族歧视行为在一场友谊赛中愤然离场。博阿滕此后得到了社交
媒体的支持,国际足联也称赞了他的举动,但同时也表示不经允许直接离场的行为是不应该的。

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5/10585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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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喀麦隆国门谈种族歧视:他们再扔香蕉 我就吃掉 　

时间：2017年 3月22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根据《世界体育报》报道，对于足球场上的种族歧视行为，马拉加门将卡梅尼近日表示：“如果他们再
向我丢香蕉的话，我就吃掉，有很多小孩子因为饥饿而死亡，我们不该乱丢食物。尤文图斯后卫阿尔维
斯之前在为巴萨效力时也曾遭受种族歧视，当时有球迷向准备开角球的阿尔维斯扔香蕉，而巴西人对此
的回应方式便是捡起香蕉并剥皮吃掉，此举之后也受到了各界的支持。对于西甲赛场上的种族歧视行为，
现效力马拉加的喀麦隆门将卡梅尼表示：“那只是一小部分人，我们不能说西班牙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
国家。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弄脏了西班牙人的身份。卡梅尼之后补充道：“我最糟
糕的时刻是之前在萨拉戈萨的球场中，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因为当时的情况非常恐怖，两
周之后这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埃托奥身上，他们对着他跳猴子舞。如果他们再向我丢香蕉的话，我会吃
掉的，现在有很多孩子都因为饥饿而死去，我们不该乱丢食物。”

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7/0322/20/CG5L13I000058781.html 

63.女华裔在新西兰广告中任女主遭种族歧视 淡定回应　

时间：2017年 3月20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

有信用卡公司早前在新西兰推出广告，并找来在当地经营“曲奇牛奶巴士”生意的华裔女子为主角。岂
料广告推出后，有人在信用卡公司的社交网专页留言，批评为何亚裔在新西兰的广告担任主角。广告主
角对此不以为然，发文回应这种无理歧视。香港东网3月19日报道称，广告女主角是26岁的迪恩娜·杨
(Deanna Yang，音译)，她是新加坡华人后代，在新西兰出生。过去 4年来，她在一辆翻新的旧巴士经营
一间曲奇牛奶吧，并做得有声有色，正适合信用卡公司推广手机支付服务。不过，广告出街后，令迪恩
娜·杨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网民看过广告后，在信用卡公司的社交网留言，称：“亚裔竟然出现
在新西兰的广告上，愿主保佑我们。”迪恩娜·杨对此一笑置之，留言回应说：“是的，我在新西兰的
广告上，我今晚会代你向上帝祈祷，让衪使你知道我出现在这个新西兰广告上。”迪恩娜·杨表示，虽
然她是在奥克兰土生土长，但她经常在街上被人以粗言辱骂叫她滚，又或是刻意以奇怪口音，模仿华人
口音以普通话调侃，她对此亦已经习以为常。信用卡公司也有回应事件，表达对迪恩娜·杨的支持。

环球时报：http://news.163.com/17/0320/08/CFV6831Q000187V9.html 

64.孙兴慜遭球迷种族歧视:你是个卖盘的 3张才赚 5镑

时间：2017年 3月13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在昨晚结束的一场足总杯的比赛中，热刺在白鹿巷球场以 6-0这样的比分酣畅淋漓的战胜了英甲球队米
尔沃尔。比赛中，韩国前锋孙兴慜发挥得可谓异常的出色，并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了帽子戏法。然而在
这场比赛中，却发现了不和谐的一幕，在白鹿巷球场孙兴慜却遭到了米尔沃尔球迷的种族歧视。在这场

                                                             32

http://news.163.com/17/0320/08/CFV6831Q000187V9.html
http://sports.163.com/17/0322/20/CG5L13I000058781.html


足总杯的比赛进行途中，只要孙兴慜一拿球，米尔沃尔球迷就开始冲着这位韩国前锋大唱：“他就是个
卖DVD的，他卖 3张能赚 5英镑。”这句歌词初听起来似乎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但实际上它由来已久且
源远流长，“DVD”是米尔沃尔球迷经常拿来侮辱对手的字眼之一，原因就是在很久之前，在伦敦的某些
地区，有着大量的亚洲面孔以出售DVD谋生。不过孙兴慜显然没有被米尔沃尔球迷的侮辱影响，本场比
赛，孙兴慜上演帽子戏法，为热刺在主场取得了一场 6-0的大胜。而在这场比赛之后，英足总宣布开始
对米尔沃德的种族歧视行为展开正式调查。据悉，英足总将配合当地警方就两个俱乐部和两支球队的球
迷之间展开调查，从而根据调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对米尔沃尔进行相关处罚。有意思的是，米尔沃尔的主
帅哈里斯也谴责了球迷的行为：“讨论这件事情真是让我丢脸，我希望他们能遭到严厉的惩处，这不仅
不该出现在足球中，也不该出现在社会中。”与此同时，哈里斯也相信有关部门将会调查客场球迷的种
族歧视性质的歌曲，因为很显然这是直接针对韩国前锋孙兴慜的。在12年前，韩国前锋薛琦铉也曾遭到
过类似的种族歧视。

网易体育：http://sports.163.com/17/0313/12/CFDJRJ2C00058781.html 

65.韩女团短片脸涂黑色被批种族歧视 公司出面道歉

时间：2017年 3月4日

性质：文娱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女团 MAMAMOO由颂乐、玟星、辉人及华莎组成，凭借着吃CD般的 Live实力，打
开知名度。她们近日在首尔一连 3天举办个人演唱会，怎料，3月 3日却传出她们为演唱会录制的 VCR涉
及“种族歧视”，引起海外各国粉丝不满。MAMAMOO近日在首尔一连 3天举办个人演唱会，4人为录制串
场 VCR，将脸化黑扮成知名歌手 Bruno Mars与 Mark Ronson，模仿歌曲《Uptown Funk》MV。然而，她们
将脸化成黑色遭指“种族歧视”，引起海外粉丝失望，要求她们道歉。种族歧视争议曝出后，MAMAMOO经
纪公司 4日出面道歉，“只是想通过全世界都很有名歌曲《Uptown Funk》MV，展现出 MAMAMOO不同的面
貌，会将争议部分删除，很抱歉，未来也会引以为戒，更加小心。”

新浪娱乐：http://ent.sina.com.cn/y/yrihan/2017-03-04/doc-ifycaafp1869803.shtml 

66.前南曝种族歧视引冲突 球员赛后委屈落泪离场

时间：2017年 2月 23日

性质：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最新报道，塞尔维亚球队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主帅马尔科-尼克里奇明确表示，本
队球员埃韦顿-路易斯在遭到种族歧视攻击之后含泪离场，并且向球迷做出了下流手势，他的这种回应方
式，也应该遭到处罚。在上周末进行的一场塞尔维亚国内赛事中，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中场埃韦顿-路易斯
遭到对方球迷近乎疯狂的种族歧视攻击，当时球场内充斥着恶意的猴子叫声。忍无可忍之下，埃韦顿-路
易斯含泪下场，他一边向场边走，一边对着对方球迷做出了一个下流的手势。埃韦顿-路易斯这一回应种
族歧视攻击的方式，令该队主教练马尔科-尼克里奇非常不满，他在赛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道：“埃
韦顿-路易斯根本不应该做出那种方式的回应。当然，这名球员之所以会情绪失控，肯定是有原因的，相
信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在我看来，当事双方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足球比赛中，种族歧视现象时
有发生，我认为相关的主管机构必须对此做出强硬的制裁。”值得关注的是，马尔科-尼克里奇本人便是
一位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教练员。之前，尼克里奇的身份是斯洛文尼亚球队卢布尔雅那奥林匹亚的主教
练，由于该队尼日利亚前锋布莱辛-埃雷克在庆祝进球时用掉了过多的时间，尼克里奇公开批评其为“黑
皮肤的白痴（black idiot）”，他也因此而被斯洛文尼亚足协处以禁赛 7场的处罚，理由是“公然发布
种族歧视言论”。随后，卢布尔雅那奥林匹亚俱乐部主席米兰-曼达里奇果断解雇了尼克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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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体育：http://sports.qq.com/a/20170223/017199.htm 

67.“哥大撕门牌”背后，隐藏的不只是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2月 15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案例

 就读于哥大社会学专业的大二学生闫呼和说：“之前也发生过门牌被撕的事情，但并未察觉到是针对中
国人的，也不知道是有组织的，所以并未做出过回应。但从这次的事件中可以看到明显的针对性。因为
被撕的门牌上出现的是全拼音名，比如 Huhe Yan；如果一半是拼音一半是英文，就没有被撕，比如 Jack
Yan。”事件发酵后，校方也作出了相应回应。学校的多文化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首先作出回应，向哥大相关学生组织发出慰问邮件并承诺进行调查。邮件发出几小时内在学生
之间发酵开来，包括中国学生社和亚裔学生联盟在内的学生组织也发表了联署声明，谴责这一歧视行为。
这次“撕门牌”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限制移民行政令之后的一周，哥伦比亚大学多
元文化事务管理办公室本科部副主任马琳达·阿基诺认为这项禁令已经影响到了在校的国际学生。她的
邮件中说：“日趋扩散的排外氛围加深了本次事件的影响并造成了很多学生的不安。”

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weinxingonghao/2017-02/10136466.html 

68.嫩模吉吉眯眼模仿佛像 网友怒批: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2月 08日

性质：文娱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超模吉吉-哈迪德（Gigi Hadid）又惹祸了！因为在与朋友聚会中眯眼模仿佛像，她被网友怒批“种族
歧视”，并被挖出众多此前涉嫌种族歧视的行为。其男友泽恩-马利克（Zayn Malik）随后发文维护女友，
也被指责“无知”。据报道，事情的起因源于贝拉-哈迪德上传的一段视频。吉吉在该视频中摆弄动作、
眯着眼模仿佛像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多数人认为这是对其他种族信仰的亵渎。尽管贝拉很快就
删除了这一视频，但是这段视频已经流传开来。这段非常简短的视频显示，吉吉当时正在跟朋友们一起
吃饭，期间还有人在唱生日快乐歌。吉吉手持一个佛像模样的饼干，然后眯起眼睛来模仿其神态和表情。
有网友留言：这是清醒的巴勒斯坦女王吗？吉吉在这里嘲笑亚洲人，我想说她还没能开始就已经被踢出
去了。其他网友纷纷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她已经“出局”了，她在嘲笑亚洲人，而且做了很多
种族歧视的事情，只不过是没人注意罢了。甚至有人直接向泽恩“发难”：作为一个亚洲人的后裔，当
你的女友拿亚洲人开玩笑的时候，你心情如何？

新浪娱乐：http://ent.sina.com.cn/s/u/2017-02-08/doc-ifyafenm3042176.shtml 

69.波兰一女子在英国商场购物时遭种族歧视引不满

时间：2017年 1月 29日

性质：英国的种族歧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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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英国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Stevanage)镇的一家阿尔迪连锁超市
(Aldi)内发生一起种族歧视者出言攻击一名波兰女子的事件，引起当地波兰群众的不满。这名来自波兰
的女子名为玛尔塔(Marta)，当时带着孩子在逛商场时遭到种族歧视者的辱骂。她在逛商场时被一名陌生
的中年白人男子搭讪。在她用母语与好友对话时，这名男子突然跳出来要求她“讲英语”，并且态度恶
劣。该男子还多次警告她让她“滚回波兰”。甚至当着她和两个孩子的面，对其进行言语攻击。玛尔塔
受到惊吓，但慌乱之际不忘用手机拍下受攻击的过程，作为自己遭受言语攻击的证据。之后，她找来商
场经理并报警，男子才停止对其进行言语攻击。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此番言语攻击令其他当地的波兰
群众震惊不已，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协会会员波兰籍人士彼得?马莱茨基(Piotr Malecki)对此
事忿忿不平，称“整件事就是一起针对波兰人的无端挑衅，一起种族言论攻击，尤其是对两个未成年儿
童来说!我们(波兰社区)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仇视性犯罪。我们将用行动证明种族歧视在现
代社会无容身之处。”

环球网：http://news.163.com/17/0129/07/CBUA9NJC000187V9.html 

70.美图在美被指种族歧视：黑人白人都变成了黄皮肤

时间：2017年 1月 24日

性质：其它类型的种族歧视案例

美图秀秀又被指责存在种族歧视。美图秀秀主打一键美颜，核心功能就是磨皮、削下巴、以及放大眼睛。
然而很多网友纷纷在推特上抱怨，不管是黑色皮肤、棕色皮肤还是白色皮肤，经过美图秀秀处理后的照
片都会成为亚洲人的黄皮肤。不过，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种族歧视指控：因为有人觉得美图秀秀的效果很
“卡哇伊”。由于卡哇伊是日本词汇，而美图秀秀是一款中国软件，有人认为这也是一种歧视。不过，
这并不是孤例。此前，美国的聊天应用 Snapchat曾推出过一款“黄脸”滤镜，这个滤镜能你的眉毛向上
扬起、眼睛会缩小、脸颊会鼓大、门牙变成龅牙……然后被大量用户投诉，被认为是对黄种人的刻板印
象和种族歧视。Snapchat很快公开道歉并下架这款滤镜。所谓风水轮流转，既然美图秀秀走出了国门，
要想在当地扎根，还是得跨越种种水土不服的障碍。

网易科技：http://tech.163.com/17/0124/15/CBIBLPPM00097U7R.html 

71.伦敦一剧院白人演中国戏被批“种族歧视”

时间：2017年 1月 22日

性质：文娱活动中的种族歧视案例

英媒称，抗议者19日聚集在一家伦敦戏院附近，批评其新戏的演员人选有“种族歧视”。据英国《每日
电讯报》网站 1月 20日报道，霍华德·巴克的这部戏名叫《逝去的爱情深渊》，故事发生在设想中的中
国古代，讲述了一名流放诗人守护无底深井的浪漫传奇。但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参演者全部是白人，因而
受到该戏是“黄脸戏”的批评。抗议者致信戏院的赞助者，希望她撤资以对这种安排表示谴责。报道称，
约有 50多人聚集在诺丁山的“打印室”剧场外进行抗议，其中一人举着一块牌子，上写“这是种族主义
者的作品”，其他人则在观众离场时大喊“可耻”。抗议者在脸书网站上发文解释说：“在过去，黄脸
戏即指非东亚族裔的演员通过化妆把皮肤涂黄而扮演东亚人的做法。而现在黄脸戏的意思是非东亚裔演
员扮演东亚人角色。”该剧场发布声明为“所造成的任何冒犯”道歉，并坚称“打印室剧场一直是伦敦
多元文化和艺术多样性的引领者”，但剧场称这部作品是“英式”的。两名学术人士阿曼达·罗杰斯博
士和阿什利·索普博士痛批“打印室”剧场的解释，剧场称这部戏的场景设定“不应囿于字面意思”，
他们则表示：“这部戏的人物是中国名字，剧本中涉及了鞠躬、茶道和丝绸等等。这部戏的背景完全是

                                                             35

http://tech.163.com/17/0124/15/CBIBLPPM00097U7R.html
http://news.163.com/17/0129/07/CBUA9NJC000187V9.html


设置在古代中国。”“然而，戏中没有一名东亚裔演员……‘打印室’剧场根本没有找过东亚裔演员试
镜。因此这部戏就是‘黄脸戏’。”

参考消息：http://news.163.com/17/0122/15/CBD46J1T00018AOQ_all.html 

72.奥巴马告别演讲抨击种族歧视 坚决反对歧视穆斯林

时间：2017年 1月 11日

性质：其它类型有关种族歧视报道

据外媒消息，当地时间1月10日晚 10点（北京时间1月11日上午 10点），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了告别
演讲。在演讲中，他猛烈批评了在美国逐步抬头的种族主义，并称坚决反对歧视穆斯林的行为。“我反
对歧视穆斯林裔美国人，”奥巴马在演讲中坚定的表示，引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奥巴马称：
“许多人曾经认为，在我的任期结束以后，种族主义会不再成为美国的问题。这种景象，无论怎样努力，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与10年、20年、30年前相比，我们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确实减少了很多。
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我们的年轻人对待不同种族朋友的态度就能看到。但是，需要我
们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果每一个经济议题都被扭曲成‘努力工作的白人工薪阶级’和‘未能得
到合理报酬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你的肤色如何，你的工资都会被那些
真正掌握财富的人榨干。”除此之外，奥巴马在演讲中还承诺，将与下届总统特朗普实现“平稳过渡”。

国际在线：http://news.sohu.com/20170111/n478390845.shtml 

73.黑人音乐家花了 37年 改变了200多位种族歧视者

时间：2017年 1月 3日

性质：其它类型有关种族歧视报道

据台湾 TEEPR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三 K党( Ku Klux Klan )起源于1865年，是一群奉行“白人至上主
义”的成员，为了摧残那些与他们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所组成的仇恨团体。但有一位黑人居然可以靠着
自己的力量，说服 200多位三 K党成员脱离组织。58岁的戴露·戴维斯( Daryl Davis )，就是这位传奇
人物。他将自己感化三 K党的种种故事纪录在书中《Klan-destine Relationships: A Black Man’s 
Odyssey in the Ku Klux Klan》，预计明年将会重新出版。来自于芝加哥的戴维斯，其实在 R&B与蓝调
音乐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与杰瑞·李·刘易斯( Jerry Lee Lewis )及查克·贝里( Chuck 
Berry )一同演出，甚至曾为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表演过。而他就是靠音乐的力量感化了不少充满种族歧视
的人们。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70103/50514692_0.shtml 

74.印度数百人追打非洲学生 印媒哀叹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时间：2017年 3月 31日

性质：亚太地区的种族歧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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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英国《卫报》29日报道，本周一，印度发生数起民众围殴当地非洲学生事件，在印度北方邦大诺伊达
区，有约 9名尼日利亚学生被印度民众殴打。起初，一名 17岁印度男性疑似过量服用毒品死亡，他的 5
位尼日利亚邻居被怀疑向他提供了毒品，警方随后逮捕了涉嫌贩毒的尼日利亚学生，但因缺乏证据之后
又将他们释放。上周日，当地非洲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同时，当地印度民众也发起反对游行，举行烛光
集会悼念死者并呼唤正义，要求起诉涉嫌贩毒的尼日利亚学生。 到了本周一，事态升级，转变为暴力事
件。至少4名尼日利亚学生被人群殴打，他们逃到附近的商场后，被十几名印度人发现，他们用各种器
具殴打他们，还将视频传到了网上。 警方称，有约 600人参与了这次的暴力事件，目前警方已经抓住了
部分暴徒。在印度求学的非洲学生成千上万。《印度教徒报》援引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印度留学的
外国学生中，前几位分别是尼泊尔（21.3%）、阿富汗（10.3%）、不丹（6.6%）、苏丹（4.8%）、尼日
利亚（4.7%），除去三个南亚合作区域联盟（SAARC）国家，尼日利亚是印度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多
数到印度求学的学生多希望可以在这里接受到相对廉价的英语教学。 

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3_31_401551.shtml 

75.西方“辱华”行为大起底，不只是种族歧视的痼疾

时间：2017年 4月 6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案例

本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以下简称 UT）出现了不少针对
华人学生的恶意传单。
该校一名学生在推特上指出，工学楼里到处张贴着辱华传单。　传单题头写着“给中国学生上一堂道德
伦理课”（Ethical Lessons to Chinese）。正文则嘲笑中国学生打嗝、放屁，并影射中国学生在学术
上抄袭，在学历、求职中造假等。文末还附上一串电子邮箱。
德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下简称 UTCSSA）指出校园的楼梯上也有同样的传单。

中青在线：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06/content_15891038.htm 

76.教授 BBC直播遭熊孩子乱入 竟引发种族歧视争议

时间：2017年 3月17日

性质：亚裔/华裔境外遭遇种族歧视案例

近日，一则 BBC直播视频爆红网络。视频中，BBC新闻台主持人邀请任职于釜山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凯利
就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一事发表看法……正当教授与主持人严肃地讨论着政治问题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了：先是教授的女儿跳着欢脱的舞蹈闯入了“直播室”。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凯利教授充分发挥了职
业精神，强行保持镇定。　事实上，大家以为是保姆的亚裔女性其实是凯利教授的韩裔妻子金京雅
（Jung-a Kim）。2008年，凯利移居韩国，与金京雅结婚。金京雅曾是一名瑜伽老师，现在是照顾两个
孩子的家庭主妇。一些韩国家庭的确雇佣保姆，尤其是那些夫妻二人工作较忙的家庭。但是很多人认为
金女士是帮佣而不是孩子的母亲，是出于潜在的对亚裔妇女的种族偏见。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这种偏
见有时的确存在。

东方网：http://news.eastday.com/w/20170317/u1a12816584.html 

                                                             37

http://news.eastday.com/w/20170317/u1a12816584.html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4/06/content_15891038.htm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3_31_40155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