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Session 1）: 
Understanding Anti-Chinese 

Racism in the US
了解美国对华人的歧视

[10/23/2020]
[Facilitator 主持: 黃柏曦 (Matthew)]



第一节 - Understanding Anti-Chinese Racism in 
the US - 了解美国对华人的歧视 (10/23/2020)

第二节 - Raising Children in a Diverse City - 
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养育孩子 (10/30/2020)

第三节 - Coping with Immigration Stress and 
Trauma - 如何应对移民压力和创伤 (11/6/2020)



自我介绍 Introductions

名 (Name)

儿童年龄 Age of child(ren)



本节目标 Session Goals
1. 分享孩子面对歧视的经历 （Share our 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racism） 
2. 反思歧视怎样影响我们及孩子 （Reflect on how racial 

discrimination negatively impacts us and our children）
3. 查看不同策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Examine ways to reduce 

these negative effects）
4. 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策略 （Commit to using some of 

these strategies）



以下议程 Agenda

1. 介绍/方针  Introduction and Guidelines
2. 讨论  Discussion
3. 演讲  Presentation
4. 总结+反馈    Feedback



讨论规则 Discussion Guidelines

1. 充分参与  (Be fully present)
2. 诚实，不怕分享(Be honest and don’t be afraid to share）
3. 分享内容不离这里，只在心中带出 （What is shared here 

stays here; what is learned here leaves here）



如何实施丰富Zoom的讨论方式 （How to Have Helpful 
Zoom Discussions）

1. 静音，直至别人已结束演讲

2. 打开相机，尤其是在小组讨论

3. 随时使用Zoom聊天窗口

4. 如有技术问题，请通知



讨论 Discussion （10分钟）小组+整体

1. 你或孩子有什么被歧视的经历？

2. 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你们和孩子

们？

3. 您如何回应这些经历？



种族/文化歧视对儿童的影响

➔ 科学根据： 受歧视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可能影响孩子的身心

健康
◆ 增加患哮喘，脑和神经损伤，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

◆ 抑郁，焦虑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更高

◆ 更有可能感到孤立，退缩，自尊心降低

◆ 种族歧视对儿童的健康影响极为持久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9)



种族/文化歧视对家长的影响

➔ 家长被歧视的经历也可能对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 
➔ 研究表明，受种族/文化歧视的母亲更有可能使用更严厉

的纪律，而且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这对孩子的社交和情

感适应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Multigenerational 
Trauma: 多代创伤）。

➔ 当歧视制度化 -- 成为特权种族主义 --- 政府政策和制度

导带来不良健康状况，世代相传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9; Becares et al, 2015; Simon et al., 2002)



讨论

种族/文化歧视及主义会带来重

大的影响 - 对自己，孩子及与

孩子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父母，能怎样减少负面影

响？



父母能做什么

➔ 早期帮孩子建立文化认

同
◆ 带来正面的文化价值观和文

化遗产 --- 有历史意义的传

统、语言、等

➔ 帮孩子建立正面文化认同

感

➔ 与他们谈论种族文化差异

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好感的孩子更有

可能认识偏见，并知道他们不能接受

到歧视

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好感的孩子

经常不会受到同伴压力

- Erica Lee (心理学家)



幼儿园程度: 孩子开始注意到周围人与人的差

异。 如果他们对某人的肤色发表评论，可以讲

：“每个人都长的不同，实在太好了！” 

甚至可以将手臂靠在他们的手臂上，以显示家

人中肤色和面貌的差异。

小学程度: 与孩子坦白谈探讨种族歧视，多元

化社会及种族主义。 向孩子发出信号，让他们

知道能向您提出问题及坦白讨论。 开始指出

我们对电视，新闻等媒体的偏见

如果孩子面对种族歧视:
1. 承认(recognize)他们

体验的感受
2. 帮助他们说出情况
3. 鼓励他们用健康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感受
4. 加强文化认同身份的

正面信息



父母能做什么？

➔ 帮孩子建立正面文化认同感

➔ 与他们谈论种族文化差异

➔ 为孩子做榜样，当他们跟不同文化的人社交来往时，怎样面

对

➔ 面对自己的偏见

➔ 向孩子建设适当语言来谈论他们的经历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9; Becares et al, 2015; Simon et al., 2002)



定义种族歧视及种族主义

1）种族歧视 = 因不同种族

的文化/面貌而被排斥

2）种族主义 = 制度特权，

将有色人种分为二等公民，

并煽动有色人种互相对抗 
（在美国，白人特权）



定义种族歧视及种族主义

1）种族歧视 = 因不同种族

的文化/面貌而被排斥

2）种族主义 = 制度特权，

将有色人种分为二等公民，

并煽动有色人种互相对抗 
（在美国，白人特权）

个人种族歧视: 根据一个人的身体特征

（肤色，头发类型，面部）进行歧视，将特

征定型

比如：

你是武汉人，你一定有肺炎

你是印度人，你一定用手抆屎

你是黑人，你一定白食白住



定义种族歧视及种族主义

1）种族歧视 = 因不同种族

的文化/面貌而被排斥

2）种族主义 = 制度特权，

将有色人种分为二等公民，

并煽动有色人种互相对抗 
（在美国，白人特权）

美国种族主义制度: 有利于白人和压迫

有色人种的制度

比如：

美国禁止中国人移民 

白人社区和机构拒绝华人，黑人，拉丁

人家庭白人孩子一起上学的权利

黑人不能投票 (华人至1943；黑人至60
年代）



个人歧视或制度主义?

1. 与有色学生相比，一位老师对白人学生的关注更多。

2. 白人数目较多的学校比主要教育移民学生的学校获得更多

的政府资金

3. 房东拒绝将单位租给移民家庭，因为家庭对英语不熟



终结讨论

理解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跟帮助孩子

发展文化认同一样重要

种族歧视及种族主义对社会的影响庞大

1/你们现在如何支持孩子身份认同发展和文

化认同感？

2/ 今天的课程结束后，您将如何与孩子互

动？

3/ 忧虑？



结论 - 下礼拜

10/30/2020

6-8pm / Zoom

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养育孩子

如有问题，请留下





第二节 （Session 2）: 
Raising Children in a 

Diverse City
在多元化的城市中养育家庭

[10/30/2020]
[Facilitator 主持: 黃柏曦 (Matthew Wong Foreman)]



自我介绍 Introductions

名 Name

你在哪里长大/度过了童

年？

跟芝加哥有什么不同？



上礼拜

- 理解种族歧视对我们的影响

- 个人歧视和制度主义的分别

- 发展文化认同的重要

- 制度怎样不公平



父母能做什么？

➔ 帮孩子建立正面文化认同感

➔ 与他们谈论种族文化差异

➔ 为孩子做榜样，当他们跟不同文化的人社交来往时，怎样面

对

➔ 面对自己的偏见

➔ 向孩子建设适当语言来谈论他们的经历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9; Becares et al, 2015; Simon et al., 2002)



本节目标 Session Goals

1. 放宽我们对芝加哥市内多元化的理解

2. 探讨为何美国制度这么不公平

3. 讨论如何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互相支持而尊重多样化社会

4. 探讨如何为自己及孩子适应多元化但不平等的环境



以下议程 Agenda

1. 讨论规则 Community agreements
2. 演讲 Presentation
3. 实例研究探讨 Case study discussion
4. 反思 Feedback



讨论规则 Discussion Guidelines

1. 充分参与  (Be fully present)
2. 诚实，不怕分享(Be honest and don’t be afraid to share）
3. 分享内容不离这里，只在心中带走 （What is shared here 

stays here; what is learned here leaves here）



演讲：15 分钟美国简史 

社会为何如此不平等？
- 1619 - 非洲黑人奴隶被运

来; 弗吉尼亚州

- 1661 - 反异族通婚法;  
1960- 还有21州；2000 亚拉

巴马州废除

- 1776- 建立美帝国 - 美国独

立宣言 “人人生而平等” 
- 政府实施种族隔离



演讲：15 分钟美国简史 

- 美国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s)
- 1830 《印第安人迁移法案》 - 是迫使美国印第安人从美

国东南部的家乡迁往密西西比河西岸印第安领地的一

系列强制性人口迁移  / (血泪之路) --
- 1840  加州屠杀不愿走的印第安人 --16000 --  2019 加

州州长 Gavin Newsom 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向本土人道

歉

- 拉丁人 - 都受种族分离 -- 美国居民驱逐出境



演讲：15 分钟美国简史 

- 美国华人

- 1848 加利福尼亚淘金潮

- 提取金属和矿物，建设庞大的铁路网络，开垦沼泽地，

建立灌溉系统，以农民工的身份工作，发展捕鱼业以及

经营竞争激烈的制造业。

- 经济竞争 - 1882 美国排华法案 --- 1943 
- 二等公民； 种族隔离； 华埠



- 政治民权

- 教育隔离

怎样改变？

制度种族主义: 制度整体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富人 （大
多数白人），而针对处境不利的

穷人和非白人，尤其是是黑人

和土著人民 （美国奴隶历史）。

奴隶制度

在边境拘留和隔离拉丁美洲家

庭

种族隔离

美国种族主义制度: 有利于

白人和压迫有色人种的制度

比如：

美国禁止中国人移民 

白人社区和机构拒绝华人，

黑人，拉丁人家庭白人孩子

一起上学的权利

黑人不能投票 (华人至

1943；黑人至60年代）



美国华人与教育机会

● 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华人从60年代民权运动中受庞大利益

益
○ 最早的华人移民不能拿美国国籍

○ 像黑人一样，美国华人至60年代都在种族隔离学校上学，直到民权运动为

止



美国华人与教育机会

● 60年代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变美国

华人的社会流动
○ 华人，黑人，拉丁人和别民族的民权活动

家为移民政策改革而斗争，这为许多新移

民打开了大门

○ 这些新移民中的许多人都是富人或高技能

人士，他们带来的资源有助于美国少数民

族社区

○ 反对工作歧视，消除妇女和有色人种高薪

工作的障碍

○ 反对住房歧视和别的种族歧视



实例探讨

1. 独自阅读故事

2. 小组讨论
a. 这名学生经历哪些挑战？

b. 学生有哪些支持？

c. 这个学生的经历与您孩子在学校的经历相比

如何？

3. 选一名小组成员分享您的小组评论



CPS 英語學習者的百分比 CPS 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百分比

特殊教育學生比例 無家可歸學生的百分比



教育的不公平

经过多代受到制度的种族排斥， 美国学生的教育经历就非

常不平等 



为何现在还是不公平？

有时，在种族主义制度内的政策会给有色群体有限的优势 （比如

祛除种族隔离）。 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某些群体有利，但不会改

变不公正的条件，而以后可能会再次歧视这些群体。 

这会导致有色人种互相争夺他们认为稀缺的资源。(比如入中学

，上大学等）

至争取平等而不争取公道 = 治标不治本；永远停留在群众分裂



平等够吗？

所有父母都希望为自己孩子提供最好的机会。 但有些家庭的障

碍比较多。 我们应该为所有人消除障碍，而不只帮我们“自己

人。”



平等
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受相同的情况

中受益

公平
每个人都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支
持。 （这是“平权行动”的理由)

  公道
由于解决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
不需要支持。  社会制度不公平的
机制被去除。



多样性社会的好处

孩子将与不同背景的同学一起上学。 与不同人一起工作和生活

，是好事。

● 提高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

● 促进创造力

● 在社会工作做好准备

● 鼓励公民参与



公平的多样性社会：我们能做什么?

面对自己和别人偏见

● 接触其他种族群体的正面形象

● 建立跨小组的友谊

● 培养跨群体的友谊

● 明确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对我们的影响

● 对抗自己的偏见



结论

想法？忧虑？能實施

哪些策略？



结论 - 下礼拜

06/11/2020

6-8pm / Zoom

如何应对移民压力和创伤

如有问题，请留下







第三节 (Session 3): 
如何应对移民压力和创伤

（Coping with Immigration Stress and Trauma）

[11/6/2020]
[Facilitator 主持: 黃柏曦 (Matthew)]



请预备笔和白纸
Please have a pen and 

paper to write with today.



Introductions

名 (Name)

来美国的原因 （Reasons 
for coming to the US）









出生于香港

在港生活
20年

住英国1年21岁出国读
书

22岁往美国
工作

在这个过程
中有什么：

● 过程中的困难 
● 有什么感激 
● 在美国对孩子

有什么希望

 

在美住5+
年



讨论 Discuss (10 分钟)

请分享您的移民过程，然后

讨论：

● 过程中的困难 
● 有什么感激 
● 在美国对孩子有什么希望



一起反映 Discuss (5 分钟)

● 共同困难及机遇

● 对孩子有什么共同的希

望？



本节目标及以下议程 Session Goals and Agenda
1. 了解移民的壓力和創傷

2. 如何應對這種創傷和壓力?

以下议程

1. 演示 Presentation

2. 實例学习+分組討論      Case studies + group discussion （30分钟）

3. 总结+反馈           Conclusion + feedback （10分钟）



移民压力和创伤

● 当离开我们的国家并重新定居

到新的国家，可能会感到压力

和创伤

● 创伤事件总会带来压力，但压

力并非一定带来创伤

● 创伤事件的示例：重大事故，

战争，袭击，自然灾害，使人处

于受到严重伤害/杀害的危险

中

压力：紧张感； 可能来自任何使您

感到沮丧，愤怒或紧张的事件/想法

● 可能来自一次性或短期发生的事

情，也可能来自长期性的情况

● 每个人都有经验

● 如果严重或积聚会影响身心健康

创伤：经历一次令人深感痛苦的事

件的结果

● 改变我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方式

● 需要支持和恢复时间



后

● 恶劣的生活条件

● 沟通困难

● 种族传统

● 寻找工作，住房

● 满足基本需求

● 隔离，建立新的网络

● 社会地位的变化

● 移民状况

● 仇外心理

前

● 饥饿

● 暴力

● 贫穷

● 政治危机

● 环境危机

中

● 身体，情感和财务压

力

● 潜在的创伤事件

● 悲伤和损失

(Hoyos, 2017)



讨论

移居美国最困难的部

分是什么？



父母压力和创伤对儿童的影响

● 压力和创伤加在一起会对我们以

及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产生负面影

响
○ 父母可能会忽视他们的孩子，或者无法

与他们结成健康纽带

○ 产妇抑郁症会对幼儿的认知，情感和行

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跨代创伤: 当孩子受到父母和其

他家庭成员所遭受的创伤的影响

历史创伤：当孩子受到周围社区

成员遭受的创伤的影响（即使他

们自己的家人没有受到直接影

响）

(Park and Katsiaficas, 2019)



适应：平衡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美国

主流文化的过程

适应性压力：在试图适应新的文化

环境时对家庭的压力或压力

适应与压力

● 父母可以减少压力和创伤对孩

子的影响

● 成年来到美国移民中，承受压

力是很常见的

● 产生负面影响

● 成人的心理健康

● 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和学业成

就 (Lu & Anh Do, 2018)



同化:

是指移民在放弃其文化遗产的同
时参与并采用主流文化

分离化:

是指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不采用主流文
化。 这可能是由于个人选择，或者是
因为该人认为主流社会不接受其背景

边缘化:

是指移民不采用主流文化也不保留
原本文化。  这可能是由于个人选择，
或者是因为该人感到被两个文化社
区排斥



● 采取双文化（或综合）身份的孩子

通常有

○ 自尊心高

○ 与同伴的关系更好

○ 更好的社会意识

○ 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加坚固

○ 更好的心理健康，因为冲突减

少

○ 更高的自我效能

(Iwamasa et al., 2013; Lu & Anh Do, 2018)

融合:

是指移民采用主流文化并保留文化 传统



重点提示

● 注意世代和文化差异

● 说明您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也要倾听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

● 承认他们努力学习或了解文化传统，历史或语言

● 确认他们在语言翻译方面的帮助

● 愿意尝试不同的育儿技巧

(Iwamasa et al., 2013; Lu & Anh Do, 2018)



案例研究讨论

1. 独自阅读故事

2. 讨论
a. 家庭遭受什么压力？

b. 孩子如何受到影响？ 父母如何受到影响？

c. 同意父母的反应？父母应该有什么反应反应？

3. 提名一位成员分享您组的评论



结论反思

想法？忧虑？能實施

哪些策略？



Thank you!



第四节:
消除刻板的种族偏见

 (第一部分)
[2/1/2021]

[Facilitator 主持: 黃柏曦 (Matthew)]



请预备笔和白纸
Please have a pen and 

paper to write with today.



会议目标

1. 更加注意我们可能对其他人有的刻板印象

2. 识别其他人可能对我们有的刻板印象

3. 认清刻板印象带来的伤害

4. 努力消除我们自身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



讨论规则

1. 先静音，您想讲话的时候才开麦克风
a. 先让其他人说完再开始讲话

2. 如果可以的话，请打开摄像头（特别是

在分组讨论的时候）

3. 随时欢迎使用聊天功能 
4. 如果看到投票问题，请回答

5. 如果有技术问题，请让我知道



自我介绍

1） 姓名

自上次研讨会后，你和孩子
在沟通上的一个改变

今年你希望跟你孩子有的关
系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请在一张纸上记下下面这些名字

先去掉一个，留下六个

Ali Patrick Jamie David Adriana Hannah Delroy



再去掉一个，留下五个 

Ali 

Abdul

Patrick 

Murphy

Jamie 

Rodriguez

David 

Campbell

Adriana 

Carboni

Hannah 

Li

Delroy 

Jackson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再去掉一个，留下四个 

Ali 

Abdul

Patrick 

Murphy

Jamie 

Rodriguez

David 

Campbell

Adriana 

Carboni

Hannah Li Delroy 

Jackson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再去掉一个，留下三个 

Ali 

Abdul

Patrick 

Murphy

Jamie 

Rodriguez

David 

Campbell

Adriana 

Carboni

Hannah Li Delroy 

Jackson

异性恋 异性恋 异性恋 异性恋 异性恋同性恋
女同性

恋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再去掉一个，留下两个

Ali 

Abdul

Patrick 

Murphy

Jamie 

Rodriguez

David 

Campbell

Adriana 

Carboni

Hannah Li Delroy 

Jackson

身体健康

但是戴眼

镜

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身体残疾，

心理健康

身心健康 怀孕，身心健

康

身体健康但

有焦虑症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再去掉一个，只留下一个

Ali 

Abdul

Patrick 

Murphy

Jamie 

Rodriguez

David 

Campbell

Adriana 

Carboni

Hannah Li Delroy 

Jackson

退役军人 企业家/商人 消防员 工程博士 工程和项目

经理

信息科技专

员

工程毕业生

活动：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雇佣谁？



你选择雇佣了谁？

1. 在不同阶段里，你的雇佣选择是怎么改变的？有什么影响

到你每一轮的决定？ 



你选择雇佣了谁？

1. 在不同阶段，你的雇佣选择是怎么改变的？

2.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认为人们这样会评价我们吗？

3. 如果在不了解他人的情况下就先下判断，那会有什么后

果？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认为某一组中所有成员都是一样的，虽然实际是不

同的；在认识他们之前就以外表或者他们所属的团体来判断他

人。

比如说：所有女孩做菜都比男孩子好。

              所有男孩子很杂乱。

              穿帽衫的都是暴徒。

              所有黑人都很会跳舞。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你对此图有何反应？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Billy Elliot 是一个喜欢芭蕾并且很有天分的男孩。但是由于芭蕾是“女生” 跳的，

他不被允许加入练习。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热情并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芭蕾舞表

演者，在芭蕾舞剧天鹅湖中舞蹈。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这是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例子，或者对于性别常有的错误

想法。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种族刻板印象，或者基于所属人种

而对人有的想法。

刻板印象有时候是基于传统观念（比如女人应该在家不出去工

作）或者对一类人的错误观念一直被重复提起，导致大家都信

以为真。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对于华裔/亚裔的刻板印象

永久的外國人( Perpetual 
foreigners)

● 无论在哪里出生，在美国待了多
久，贡献了多少，和美国文化同化
了多少，他们永远都是“外国人”

华人不是美国人，不属于这里，他们
是不文明的。



对于华裔/亚裔的刻板印象

黄祸論(Yellow Peril)

● 宣揚黃種人是美国境内的
敌人

● 是对白人文化和社会的威
胁

● 是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华人很脏，会传播疾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A7%8D%E4%BA%BA/17713




对于华裔/亚裔的刻板印象

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群体比是成功的，但还是没

白人那么成功
● 不曾经历种族歧视或者成功的障碍

“你的数学一定很好”

“亚裔过得很好，不需要帮助”



讨论

你或者你的孩子有经历过这些

偏见吗？

发生什么事呢？

那件事怎么影响你或者你的孩

子？

永遠的外國人

黄祸論

模範少數族裔



对于黑人的刻板印象

● 危险的

● 没受过教育的

● 懒惰，靠施舍生活/利用

社会福利

● 吵闹



对于拉丁裔的刻板印象

● 罪犯

● 非法

● 外国人

● 威胁

● 不配得到福利的



刻板印象会怎样影响孩子？

● 助长不公平待遇，歧视，边缘化甚至暴力行为

● 致儿童需要寻求帮助和机会时被忽视

● 影响对下一代政策和资源分配



讨论案例

1. 阅读自己拿到的案例

2. 讨论
a. 看见哪些刻板印象？  
b. 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c.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应如何支持子女？

3. 派出一个小组成员来分享你们小组的观点



重点

● 刻板印象和偏见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

● 亚洲人所遭受到的刻板印象与其他群组所受的刻板印象不

同，但所有刻板印象都会导致不公平对待，排斥，甚至暴力



作业

请观看这部Youtube视频并回

答这个文件上的问题



下次会议

[Date]日期 2/15/2021

[Time] 时间 7:00pm



Thank you!



第五节：
消除种族刻板印象 

（第二部分）
[2/15/2021]

[Facilitator 主持: 黃柏曦 (Matthew)]



自我介绍

姓名

从作业中学到的一点知识或

者对作业有的一个问题



会议目标

1. 更加注意我们可能对其他人有的刻板印象

2. 辩别其他人可能对我们有的刻板印象

3. 认清刻板印象带来的伤害

4. 积极努力消除我们自身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



对于华裔/亚裔的刻板印象

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更成功，但不
如白人； 没有障碍

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
无论您在哪里出生/来美国多久了都
还被看作外国人；不属于这里

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对国家和白人文化是一种威
胁；肮脏、恶心



讨论案例

1. 阅读自己拿到的案例

2. 讨论
a. 看见哪些刻板印象？  
b. 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c.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应如何支持子女？

3. 派出一个小组成员来分享你们小组的观点



聊天/打开麦克风

● 您什么时候看到华人说过或做过符合这些

刻板印象的事情？

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更成功
，但不如白人； 没有障碍

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
无论您在哪里出生/来美国
多久了都还被看作外国人；
不属于这里

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对国家和白人文化是
一种威胁；肮脏、恶心



聊天/打开麦克风

● 您什么时候看到华人说过或做过符合这些

刻板印象的事情？

● 您认为华人相信这些刻板印象吗？

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更成功
，但不如白人； 没有障碍

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
无论您在哪里出生/来美国
多久了都还被看作外国人；
不属于这里

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对国家和白人文化是
一种威胁；肮脏、恶心



聊天/打开麦克风

● 您什么时候看到华人说过或做过符合这些

刻板印象的事情？

● 您认为华人相信这些刻板印象吗？

● 您觉得华人还遭遇过其他刻板印象吗？

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更成功
，但不如白人； 没有障碍

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
无论您在哪里出生/来美国
多久了都还被看作外国人；
不属于这里

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对国家和白人文化是
一种威胁；肮脏、恶心



聊天/打开麦克风

● 您什么时候看到华人说过或做过符合这些

刻板印象的事情？

● 您认为华人相信这些刻板印象吗？

● 您觉得华人还遭遇过其他刻板印象吗？

● 我们个人或者作为一个社区群体，能对这

些刻板印象做什么改变？

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
和其他少数族裔相比更成功
，但不如白人； 没有障碍

永远的外国人(Perpetual 
Foreigner)：
无论您在哪里出生/来美国
多久了都还被看作外国人；
不属于这里

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对国家和白人文化是
一种威胁；肮脏、恶心



刻板印象很早就开始影响孩子

● 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很早就会影响到儿童
○ 孩子才三岁就开始认为黑人面孔看起来比白人面孔更生气

○ 女孩到六岁时就比男孩更少认为自己的性别“非常非常聪明”，并且更少选择

参加那些“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才会参加的活动



0-1 year
不同种族的面孔對剛出
生的婴儿來説是一樣
的。 在3个月大后，婴儿
会多看护人的种族一樣
的面孔。

2 years
從2岁開始， 孩子會用
种族来理解他人的行
为。

2-5 years
到30个月时，大多数的
孩子都会使用种族来选
择玩伴。

4-5 years
通常在4岁和5岁时， 小
孩會表达最多种族偏见
的言論。

5 years
黑人和拉丁裔孩子在这
个年龄没有特別偏爱他
们自己的群体，可是同
齡的白人孩子在这个年
龄就會强烈偏爱白人。

5 years
在幼儿园时，孩子们對
种族的态度基本上与成
年人相同。 他们已经学
会某些群体的地位高于
其他群体。

5-7 years
跟5至7岁的孩子明确教
導和討論關於异族友谊
，可以在短短一周内显
着改善他们對种族的态
度。



刻板印象很早就开始影响孩子

● 刻板印象伴随着孩子，并暗示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性别/种族

来假设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 即使孩子们还不理解它们，刻板印象是有问题的

○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听到“穆斯林是恐怖分子”，即使他们不知道“穆斯林”或
“恐怖分子”是什么，这句话仍然会影响他们。 这句话使孩子们认为，仅仅通

过了解某人是否是穆斯林就可以对那人作出假设。



家长能如何帮助

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偏见

● 让他们接触其他种族群体的正面形象

● 帮助他们建立跨群体的友谊

● 自己也培养跨群体的友谊

● 明确地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影响 
● 对抗自己的偏见



● 可能家长以为我们应该：

○ 停止说刻板印象的说法，例如：
■ 男孩更擅长运动

■ 女孩应该照顾家庭

○ 并改为宣传正面/中立的讯息，例如：
■ 女孩能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 男孩可以做家务

对抗刻板印象



对抗刻板印象

● 父母实际上应该：

X 概括而论    ✓用准确的语言

rrr

不要说 应该说

拉美裔的 都住在Pilsen 她家是拉美裔，而她 住在Pilsen

亚洲人的 数学都很好 那些学生 数学很好



对抗刻板印象

● 父母实际上应该做这些来防止孩子形成刻板印象
○ 让他们从个人而非群体的角度思考

孩子：黑人都擅长运动。

家长：你想的是谁？ 你看谁运动了？

孩子：我们和Jimmy的哥哥一起看篮球比赛。 他说勒布朗·詹姆斯和斯蒂芬·库里

是最好的球员。 





对抗刻板印象

● 通过故事，书籍和电影呈现

来自他们自己种族以及其

他种族的人们的正面，反刻

板印象的形象



教导孩子如何应对刻板印象

● 自己反对偏见-您的孩子会学习您的榜样
○ “我不认为那好笑”
○ “那很伤人”

● 适当时候质疑偏见
○  “为什么你要说那样的话？”
○ “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  “你想以此来说明什么？”
○ “那为什么会伤害到其他人？”



讨论案例

1. 阅读自己拿到的案例

2. 讨论
a. 哪些刻板印象被永久保留？  
b. 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c.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应如何支持子女？他们

该说什么？

3. 派出一个小组成员来分享你们小组的观点



重点

● 比起概括而论一整个群体，家长应该使用更明确的描述

● 让孩子说出他们在想的人，并讨论任何他们想起的具体事

件

● 展现来自他们自己以及其他种族人们的正面，反刻板印象

的形象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節！

● 会议结束后請填写反馈表

● 我们将联系您去获取更多

改进的意見

● Tammy會继续跟你分享一

些一般的育儿资源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