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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儿童心理学家，我从孩子和家长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需求。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们应该
如何相处，世界为什么如此运转，什么才是公平的，以及如何理解自己。坦率地说，大家的许多重大问题，
都涉及种族。

这些都是我在多年的实践中，从看护人那里听到的问题。我经常听到家长、老师和行业相关人士都在说自
己需要帮助，需要来自专家的帮助，这些专家应该了解儿童，并曾经有过相关的经验。大家还想了解这个
议题对孩子和各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本指南是新手爸妈的资源，虽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与种族有关的问题，但对于希望小孩能看到世界更公正、
更美好的家长来说，这是一本实用指南。本指南以儿童的故事、问题和经历为核心，也考虑到了家长所面临的
困境、问题和冲突。

本指南的内容经过充分研究，并得到许多了解儿童需求专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本指南提供一个机会，
让我们真正倾听小孩的心声，与之交谈，并鼓励我们作为家长，与小孩一起成长和学习。

当我们与小孩一起玩耍、聆听和学习时，本指南可以协助我们。我相信在这些对话和指导中，家长会提出更多
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学到新的东西，并感到获得了支持。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有了本指南的帮助，
这段旅程可以变得美好、有趣且有益。

面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以及许多不断变化的感受和意见，我们作为家长的工作似乎很难进行。
.

家长经常询问或告诉我如下内容：

“关于种族问题，我应该怎么跟小孩说？”
“我不希望小孩以我的经历来了解种族问题。”

“对于小孩来说为之尚早的种族问题，我应该怎样保护小孩不受其扰？" 

抚养小孩并不容易，但是也很美好、有趣且有益——同时也颇具挑战性。家长和看护人往往迫切需要支持、
建议和具体的方式来回答小朋友提出的大问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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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编写本指南？

本指南的受众有哪些人？

小孩会注意到种族问题并开始提问，但对于许多家长和看护人来说，种族问题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太舒服的
话题。研究表明，近年来，家长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呈指数级增长，许多家长和看护人仍在寻找“正确”
的方式来解释种族问题、回答小孩的提问、为小孩生活在这个多元的世界做好准备。

本指南是社会和情感的一种学习工具，家长、老师和看护人可以利用本指南，就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
与两岁至六岁的儿童进行相关对话。

本指南的编写，与来自多个种族群体的个人进行过相关讨论，这些人士包括家长、教育工作者、
科学家和儿童发展专家，专门研究儿童应该如何了解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本指南由值得信赖的儿童媒体
公司呈现：Sparkler Learning和OK Play，并与Noggin合作。

重要的是，本指南是在Nickelodeon Consumer Insights、Noggin和OK Play的原始研究中出现的明确需求。
我们采访并分析了来自不同种族和地区五十多对亲子的对话。这些采访表明大家很需要这样一份指南，
并告知我们指南应该包含的内容。

本指南的核心是适合小孩的快速图片练习，以带来开放、有意义的对话，还附有问句指引，以帮助大人对
小孩进行引导。本指南还提供解决日常生活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的实用建议。

这是一本社会和情感学习指南，供家长、看护人和老师与来自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小孩一起使用。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谈论种族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背景的人都有与种族相关的经历、想法和评论。
在编写本指南时，我们努力使之具有包容性。

使用本指南无需特殊培训或准备！我们希望任何照顾小孩的成年人，都能利用本指南来激发有益的对话
和学习。

我们认识到，除了种族之外，身份还有许多组成部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经济地位、能力地位、移民身份、
体型、年龄、性别、性取向、文化、宗教和族裔身份，以及一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身份形式。
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的许多身份相互作用，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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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小孩谈论种族问题？

所有的小孩都会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这是小孩成长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研究表明，
个人早在婴儿期就会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种族差异（Kelly, et al., 2005）；到了学步期，
小孩经常会根据种族来选择玩伴（Katz & Kofkin, 1997）。研究还表明，成年人会推迟有关种族的谈话，
因为低估了小孩对这个复杂话题的理解能力（Sullivan & Wilton, 2020）。

与小孩谈论种族问题为什么很重要？我们确定了五个核心原因：

作为成年人，我们有机会帮助和引导小孩。通过倾听小孩的观察和一起谈论种族问题，
我们可以让小孩理解和尊重差异。

与小孩 讨论 种族问题 分步练习指南

虽然本指南侧重于促进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对话，但我们认为，关于人们交叉身份的讨论是重要且
必要的。我们与专家合作，将其中一些身份纳入本指南，所纳入的问题和练习类型，也可以扩展到了解和
尊重各种差异和身份。一旦大人学会了这一方法，并根据本指南进行了练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
一方法，比如去当地游乐场、阅读新书、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希望本指南能引发有意义的对话和学习，但并不期待能回答所有问题。 

我们一直都很感谢大家的意见，并欢迎提供反馈。若有问题或事件想分享，比如小孩观察到一些现象或提了
一个问题，而大人不确定如何回答——请发邮件联系我们，我们会在官网刊登专题或请专家解答。
请通过support@playsparkler.org来联系Sparkler，Sparkler是编辑和出版本指南的非营利组织。

1

当我们与小孩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时——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
我们都是在帮助小孩学会尊重和善待构成课堂、社区、国家和世界的所有不同的人。

2

早期关于种族的对话，有助于小孩与不同背景的人和睦相处。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共同协作，
一起解决问题将有利于儿童的成长。

3

  谈论差异有助于小孩发现人们因种族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
  并用自己的声音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

4

有关种族和肤色的正面对话，可以增强不同肤色小孩的自尊心和自豪感。5



为什么种族和肤色很重要？ 

有些人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小孩，种族和肤色并不重要，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
谈论种族似乎会进一步分化大家。

这种方法（有时称为"色盲"法），植根于现在研究表明的“善意的误解”。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无论肤色如何都能得到平等对待的世界里，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而研究告诉我们，小孩也会注意到这一点（Winkler, 2007）。

如果避免谈论种族问题，也会让经历过肤色歧视事件的小孩感到困惑（Lingras, 2021）。
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避免对话，我们可能会错过了一个关键机会，
这个关键机会是让小孩在遇到种族主义的情况时，能够意识到，并对此采取行动。

归根结底，避免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小孩确实会看到不同肤色的人。
注意到差异并不是问题，当我们没有帮助小孩理解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时，问题才会出现。
我们可以鼓励小孩注意和尊重差异，就像我们处理大家的相似之处那样。

本指南将帮助大家教会小孩如何思考、谈论和反对种族主义。

5与小孩 讨论 种族问题 分步练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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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种族问题：与小孩对话的建议

6

从“身份”开始，再回到“身份”上来

以下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家长、老师和看护人以适合儿童成长的方式，
与小孩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

帮助小孩了解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很特别：即小孩的超能力是什么？我们的肤色、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热爱什么、我们擅长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身份的组成部分！了解自己，
有助于帮助自己融入这个多元化的世界。

注重赞美不同之处，也强调相似之处

一旦小孩对自己有了很好的了解，就把注意力放到他人身上，并尊重那些让社区和世界变得美好的种种差异。
教小孩识别并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肤色、发质、体型、年龄、性别、信仰、兴趣、能力等。
尊重那些让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的方方面面，大人可以跟小孩这么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这不是很有趣吗？" 大人也可以找出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强调相似之处。

使用相关词汇

在与小孩的对话中，加入特定的词汇和短语，包括本指南末尾的关键术语列表中的词汇和短语，
就给了小孩表达所见所想的能力。这有助于小孩理解、讨论和学习各种见闻。

以身作则

即使是在开始说话之前，小孩就已经在观察和聆听大人说话了。通过语言和行动表现出对差异的赞美：
即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倾听来自不同背景、种族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对不同的人感同身受，
就是在示范如何尊重和拥抱差异和多样性。

调整步调

大人可能急于与小孩讨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请记住，这不是一次性的谈话。随着时间的推移，
循序渐进地与小孩进行简短多次的对话更有效。其中一些对话可以由小孩主导，因为他们想分享自己的见闻，
而另一些对话可以由大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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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小孩，他们并不孤单

根据生活经历和之前的谈话，小孩可能第一次意识到某些事情是不公平或不正确的，
他们可能会开始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应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不一致，这可能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认识，
并引起巨大的情绪反应。承认这一现实，同时也提醒小孩，纠正错误不只是他们的责任
——这是每个人的工作！当大家一起努力，就能做出积极的改变。

积极倾听小孩的心声

如果小孩分享了一个不准确或不符合大人价值观的想法或观察，首先请小孩解释他们的意思。
大人可以说："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或 "你能说说细节吗？" 当倾听小孩的观点时，要更好地理解其想法，
这样就能以一种令人共鸣的方式纠正他们。大人也可以暂停一下，考虑是否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如何回应，
稍后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承认小孩的感受，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感受

涉及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对话和情况，可能会给大人和小孩带来巨大的情绪反应。
大人要帮助小孩识别自己的感受以及表达的方式。一定要让小孩知道，任何感受都是可以的！此外，
花点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关爱。要知道，与小孩分享大人的感受也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帮助小孩向大人表达他们的感受。

与小孩 讨论 种族问题 分步练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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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小孩一起读绘本书或看电视节目时，甚至在家附近散步时，都可以进行这项练习。

8

所学：

建议：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让我们变得独一无二！但我们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无论是外表，还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开启对话的图片练习

在公园里: 发现相似之处，尊重不同之处  

练习：利用这张插图与小孩展开对话，赞美人们外表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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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让小孩加入练习

一起观察插图。选择两个小朋友或一组小朋友，鼓励小孩找出所看到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大人可以为小孩示范如何谈论相似性和差异。以下是可能的问答示例： 

现在已经熟悉了插图，假设小孩也在插图中。邀请小孩将自己与图中的小朋友进行比较。

"他们有哪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可能的回答：他们都是小朋友；他们都喜欢玩橄榄球；他们脸上都有笑容。

我们来看看公园里的所有人！指出谁和你一样。你们有哪些地方一样？

"他们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可能的回答：肤色不同（例如，这个小朋友的皮肤是浅桃色的，
而这个小朋友的皮肤是深棕色的）；戴帽子的小朋友有一条义肢
（如果人们的胳膊、腿、手或脚不一样或有缺失，可能会装戴义肢）；
一个小朋友是棕色的卷发，另一个是金色卷发。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使我们独一无二！你能指出这些小朋友和你不
一样的地方吗，无论是长相还是正在做的事？我们来说说你观察到了什么。

你能找到棕色皮肤的小朋友吗？你能找到棕褐色或浅桃色皮肤的小朋友吗？
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你能找出正在玩橄榄球两个小朋友吗？他们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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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可以对小孩说：

你觉得这个小朋友的家长或兄弟姐妹是谁？你在图中看到他们了吗？如果不在图中，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个世界有各种类型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不一定都长得很像。所有类型的家庭都是特别的、美丽的！

应对假设

联想和归纳是儿童成长的正常部分。因此，小孩会根据看到某个家庭中的
一个成员就对整个家庭的种族或族裔做出假设，这并不罕见。以下是一些提问，
以应对这些假设，并解释为何有不同类型的家庭。

试着指着图中不同的小朋友，一次一个，并提出以下问题：

你知道一个人的肤色是由什么决定的吗？”（等待小孩的回应）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种叫做黑色素（melanin）的东西。黑色素给我们的头发、
皮肤和眼睛带来了颜色。人体内的黑色素越多，头发、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就越深。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颜色。

讨论黑色素

当谈论肤色的差异时，大人可以借此机会从科学角度来解释黑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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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堆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绿色眼睛、浅色皮肤，另一个是棕色眼睛、深色皮肤。
他们看起来像是在玩耍/打架/分享。你觉得他们玩得开心吗？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长辫子的女孩喜欢玩卡车。她去哪里都要带着玩具卡车！你觉得她玩得开心吗？
她看起来孤单吗？你想和她一起玩吗？为什么想？或者，为什么不想？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不是很神奇吗？
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就太无聊了。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讲故事

挑选公园里成对的小朋友，让小孩来讲故事！这可以帮助小孩“认识”
其他可能与自己相似或不同的人。大人可以带头讲故事，鼓励孩子往下接，或者轮流讲故事。
当大人讲故事时，可以很自然地融入人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包括肤色。
这里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大人开始：

启示

与小孩 讨论 种族问题 分步练习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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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人和小孩一起读绘本或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日常谈论朋友和邻居的时候，
 就可以谈论不同类型的家庭。

建议：

12

所学：

家庭的构成方式有很多！有些家庭可能有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有些家庭可能有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
或是单亲家庭。有些家庭没有兄弟姐妹，有些家庭有很多兄弟姐妹。有些家庭有祖父祖母、姑姑、
叔叔或堂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我们朋友的家庭可能与我们的不同。就像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独一无二的，每个家庭也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 

全家福照片：构成家庭的多种方式

 
练习：利用这组全家福照片来激发关于不同家庭结构的对话。
对于那些看起来与自己不同的家庭，看看小孩是否有任何疑问或假设，并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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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孩加入练习

13

开始

请小孩看看这些照片，并描述所看到的画面。大人可以利用以下问句来开启对话：

大人可以说："跟我说说这个家庭的情况。你觉得他们是哪里人？"

请小孩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或看看自己的全家福照片，与其他照片上的人物进行比较。

 "你和这家人有什么不同？" 

 "我们家和这家人有什么不同？" 

 "仔细看看这几个人！指出谁像你。你和这个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让我们与众不同！你能告诉我你和这些人有哪些不同吗？"

"你想和照片上的小孩做朋友吗？为什么想或为什么不想？你能做些什么来和这些小孩交朋友？"

大人指着每个人说，"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大人可以说，"说说这些人的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你看到了哪些颜色？" 

大人还可以这样引导以谈论家庭内部的不同之处："一家人不一定都长得很像！ 
这些家庭成员之间有哪些地方很像？哪些地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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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情绪是小孩需要练习的一项重要技能。当大人和小孩一起进行这项练习时，
提醒小孩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时我们甚至会同时拥有两种感受。

建议：

14

所学：

 无论我们的长相如何，我们都有想法和情感——所有人都一样！“想人所想”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激发同理心，这样就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友善的世界。

在诊所: 用同理心进行引导
 

练习：大人可以用这张插图来展开对话，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
无论对方长相如何、来自哪里、说哪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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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仔细看插图，鼓励小孩说说自己注意到了什么。大人可以询问以下问题：

 你觉得这些小朋友在哪里？

我发现

该练习的目的，是帮助小孩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而不仅仅停留在表象。
大人可以用以下问句来开启对话，帮助小孩体会别人的感受，并产生共鸣。鼓励小孩成为主人翁，
并提出自己的"我发现"见解，让大人评断。

我发现……小朋友们在玩玩具。你能找到他们吗？

 来看看小朋友的脸和身体。你觉得他们感觉怎么样？（指着每个小朋友，请小孩分享）

 你有时也会去诊所看医生吧？在诊所时，你感觉怎么样？

 当你感到紧张/开心/难过/生气......时，你的脸和身体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小朋友们的感觉怎么样？"

"你曾经和刚认识的新朋友马上一起玩吗？那种感觉怎么样？"

"你玩玩具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这些小朋友在去诊所之前就互相认识吗？为什么认识或为什么不认识？"

我发现……小朋友们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到了哪些不同的感受？"

"当你受伤或生病时，什么能让你感觉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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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人为小孩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分享他们对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察、感受和疑问时，
就是在创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可以让小孩理解为什么种族主义行为是错的。最后，小孩可能会问：
“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如何提供帮助？” 教小孩成为“挺身而出者”（upstander），为他人发声，
为对的事挺身而出，永远都不会为时过早。

建议：

16

所学：

当看到某些不友好或不公平的事情时，大声说出来是很重要的。
小孩也可以让那些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人知道，对方有像你这样关心他们的朋友！

探讨排斥问题： 为对的事情发声

 
练习：大人可以用这幅插图来讨论种族主义行为
（有人因为肤色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表明就算是小孩，也可以为别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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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与小孩一起仔细看看这幅插图，问问小孩注意到了什么。大人可以询问以下问题：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你觉得小女孩怎么了？ (指着被冷落的小女孩) 为什么会这样？

看看这四个小朋友手中的娃娃。你注意到了什么？

娃娃是什么肤色的？小朋友是什么肤色的？

小女孩手中的娃娃肤色有什么不同？(指着被冷落的小女孩）

看来因为小女孩的肤色或娃娃的肤色跟其他小朋友的不一样，这导致其他小朋友不想跟小女孩玩。
(由大人决定是否要提及小女孩的肤色、娃娃的肤色，或者不说）

如果因为你或你的玩具跟他们的不一样，就有人说不想跟你一起玩，你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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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理解

18

采取分步行动

即使其他小朋友跟你不一样，包容对方，并与这些小朋友一起玩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你有朋友在某些方面跟你不同吗？但是否也有和你一样的地方？怎么说？

有人说过不想跟你一起玩吗？你觉得对方为什么会这么说？这让你怎么想？ 

因为自己的肤色和娃娃的肤色都比其他小朋友的深，所以说小女孩与其他小朋友有点不一样。
那么，小女孩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吗？

当然，小孩可能会有合理的理由选择不和某人玩，比如那个人不友善或伤害人。

如果小孩以前就受到过排斥，花点时间谈谈事情背后的原因，讨论这件事是否不公平或可以理解。
例如，大人可以说："他们不和你玩，这实在是很伤人。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很难过的。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大人也可以提供建议，告诉小孩如果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况该怎么做。例如，
小孩可以向大人寻求帮助、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或者自己玩一些更好玩的东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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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公园里看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

你会对那些不跟小女孩一起玩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吗？

你会对没人一起玩的小女孩说什么？

我们能在家里做些什么来表明大家可以一起玩？

如果会："你会说什么？

如果不会："你为什么不说？（了解小孩进行干预的潜在障碍可以促进有意义的讨论和学习，
例如，小孩不明白这是不公平的，或不敢发声）。

创造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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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体验不同的文化！

  
练习：让小孩接触不同的文化和庆祝活动，从而更广泛地了解这个世界和世界
上不同的人。利用这个练习，与小孩分享一个特别的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
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节日。如果端午节对小孩来说很新鲜，那么这个练习就可以
帮助小孩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庆方式，并了解大家都一样的地方：
大家都会欢庆节日！大家都会享用美食！大家都喜欢音乐和体育！

如果是华人家庭，已经知道端午节，这个练习可以加深小孩对自己文化的理解，
因为小孩可以观察到人们庆祝同一个节日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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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你觉得这张图是关于什么的？

这些人在庆祝什么？

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以前从未见过或做过的？

有什么东西你看起来很熟悉，或者你以前见过或做过？

你想尝试一下图中人物正在做的事情吗？

图片里的人正在欢庆端午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许多华人缅怀中国历史上的人物。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选手们在击鼓声中赛舟。有些人相信，
获胜船队的队员来年会有好运气。

迎合小孩天生的好奇心。如果有人正在庆祝对小孩来说很新鲜的节日，并且小孩很感兴趣，
那么此时可以鼓励小孩以一种尊重对方的方式提问："我没见过这种庆祝活动。你们在庆祝什么？
" 大人还可以找一些书籍、电视节目和在线游戏，让小孩体验不同的庆祝活动。

建议：

21

所学：

每种文化都有许多不同的节日和庆祝活动。即使我们过不同的节日，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庆祝同一个节日，
我们都会欢庆节日这一事实，就让我们都一样。

与小孩一起仔细看插图，问问小孩注意到了什么。

解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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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中，你想做哪些事？

图中是否有你想一起玩的人？为什么？

你想吃图中的什么东西？

我们有哪些庆祝节日的方式？

端午节是否让你想起了我们家的某些庆祝活动或节日？

22

你觉得它的味道如何？

你想和谁一起吃？

让小孩加入练习

我们都庆祝哪些节日？

在我们喜欢的节日里，我们都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

端午节和我们庆祝的节日有什么不同？

端午节和我们庆祝的节日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如果家里没有庆祝端午节的传统：

 我们家庆祝端午节的方式和图片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庆祝端午节时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我们和谁一起庆祝？

如果家里有庆祝端午节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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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讲故事

挑选图片中的人物，让小孩来讲故事！这可以帮助小孩“认识”
其他可能与自己相似或不同的人。大人可以带头讲故事，鼓励孩子往下接，
或者轮流讲故事。当大人讲故事时，可以很自然地融入人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这里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大人开始：

在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和奶奶来到公园里，欢庆端午节......

小男孩和朋友们登上了龙舟。一个小朋友学会了划龙舟，另一个小朋友学会了打鼓。

你想在龙舟上先学什么？你觉得划龙舟好玩吗？那打鼓呢？

一个小男孩在端午节吃了粽（广东话发音）或粽子（普通话发音）。
这是中国的传统美食。另一个小朋友在吃热狗。热狗是美国的食品。
那个吃热狗的小朋友也想尝尝粽子的味道。

你以前尝试过其他美食吗？是什么味道的

想想在龙舟上，小朋友们可以怎样互相帮助？

这个粽子看起来有糯米、猪肉、咸蛋黄。你觉得粽子是什么味道的？你以前吃过热狗吗？
你觉得热狗是什么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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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说？”——给家长和看护人的实用建议：

年幼的孩子既善于观察，又非常诚实。这种组合可能会在公共场合导致一些尴尬和难堪的局面，
比如当小孩看到某人并询问（或指出）对方的不同之处时。
许多家长和看护人可能会试图让小孩闭嘴，或提醒小孩要有礼貌。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首先，重点是要思考为什么小孩会有这种（成长预期）行为。当试图理解周围的世界时，
小孩指出事物并将外观相似或不同的事物归类在一起，这对他们是好的。
小孩几乎总是带着天真的好奇心进行观察和提问。这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成年人可能认为，有关别人肤色（或口音、眼睛形状、传统服饰等）的好奇或观察，
保持沉默是礼貌的做法，但这可能会向小孩发出错误的信号，会让小孩觉得自己的提问或观察是
不好的或负面的。因此，这会让小孩对于种族和差异感到不安。

当我们回答小孩的提问并认可他们的观察时，能够促进小孩对周围的人和世界的好奇心。
这也可以帮助小孩接受和尊重那些长相不同、传统不同或说话方式不同的个人和家庭。

注意这位家长是如何认可小孩的观察，并教育小孩说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肤色，
并强调每个人都有黑色素。

如果小孩的评论是负面的，而且对方听到了，大人可以向对方致歉。这是以身作则的一个重要方式。
然后大人可以向小孩解释说，每个人都是独特与不同的，不能因为别人跟我们不一样，
就去伤害别人的感情。

这种方法在现实中如何？想象一下，大人和小孩在公共场合，小孩评论身旁的人：

引导和回应小孩对种族的观察

家长："是的，人们有不同的肤色，这取决于皮肤中的黑色素含量。
每个人都有黑色素，黑色素越多的人皮肤颜色就越深！黑色素是人体内一种神奇的东西，
有助于保护皮肤不受阳光的伤害，就像防晒霜一样。"

小孩："妈妈，那个人的肤色看起来不一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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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小孩（任何肤色）询问某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当注意到相似点和不同点时，
小孩可能会试图把这些特征进行简单的归类（例如，黑人或白人）。
我们可以跟小孩分享许多细微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造就了我们。

在这一点上，大人可以通过解释自己的种族，以及该种族的一些身体特质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小孩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些人肤色比其他人浅，却被认为是黑人，
而深色皮肤的反而不是黑人。小孩的观察力真是很敏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大人可以参考本指南中的一些图片，举例说明不同的种族和身体特征以及肤色的深浅；
也可以解释肤色以外的一些差异，比如头发的颜色和触感。

若想详细说明，可以重新定义种族：

家长："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很多东西决定了我们是谁，比如我们的种族！
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长相，而肤色就是种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小孩："爸爸，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家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家长："种族是我们身份的一个部分。种族意味着很多东西，但通常是关于人的长相，
例如，肤色、头发的触感和外观、鼻子和眼睛的不同形状。我们看起来都不一样，
有时这是因为我们的种族。"

小孩："那个人来自中国！" （看到亚裔美国人或太平洋岛民时）

家长："哦！你注意到那个人的眼睛形状了？有些中国人的眼睛确实和他们长得很像，
但那个人可能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包括这里。唯一能确定的方法就是问问他们。
你想去问吗？"

小孩："因为他们眼睛的样子。"

当小孩开始了解不同的种族和族裔时，大人可以温和地进行提醒，
我们不该对某人的种族或族裔做出假设。例如：

或者

避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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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某个人的背景，也无法根据对方的样子而知道他们所属的群体。
要想真正了解对方，我们可以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以及属于或认同什么种族和族裔。
请记住。有时可能不止一个种族和族裔！对方可能会说，'其实，我爸是越南人，
我妈是黑人。所以我是越南黑人。"

小孩："那个人是白人/黑人/亚洲人/西班牙人吗？她看起来像是。"

家长："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那你是怎么想的？(停顿一下，等待回应）
你的长相或肤色并不能决定你在任何事情上的好坏。任何人都可以很聪明，擅长打篮球，
或者努力成为成绩好的人！无论长什么样子，我们都有不同的兴趣，有擅长的事情，
有正在努力的目标。"

小孩："我的朋友说黑人小孩篮球打得好" 或 "我的朋友说亚洲人更聪明" 
或 "我的朋友说[插入种族群体]的孩子不善于读书。" 

"过去几个月，我的小孩一直在说，幼儿园的某些孩子不愿跟他玩，
说是因为他的皮肤是棕色的，而其他小孩的皮肤是白色的。" 

不同背景的小孩都可能在网上、学校或日常生活中，无意中听到或看到关于某个种族的负面消息。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可能会引起不安。对于小孩的所见所闻，大人可以开启谈话，
提醒小孩，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

大人可以使用本指南的练习来谈论相似点和不同点。另一个方法是，列出一些不同背景、
具有不同成就的亲戚朋友。大人也可以把这次对话作为一个跳板，教小孩说，
当有人说的话不公平或不友善时，小孩应该告诉大人或要为不公平的事发声。

应对发生种族主义的情况

来自棕色皮肤四岁小孩家长的实例：

这种情况真是既令人心碎又令人愤怒。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小孩肯定是在家里学的”
或“这些小孩是种族主义者”。虽然小孩确实可能会从身边的人那里学到这种行为，
但也有可能小孩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接触不同种族群体的程度不同。

应对肤色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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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看护人和老师可以帮助小孩避免刻板印象和过度归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与小孩交谈，
并与老师交谈。大人可以利用本指南来促进与小孩的对话，
这样小孩就能更好地告诉大人发生的事情，并准备好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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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他们这样说，你有什么感觉？" 和/或  "你觉得棕色皮肤的人听到这样的话会有
什么感觉？"

小孩："我们今天玩医生病人的游戏，我的朋友说，棕色皮肤的小朋友不能玩这个游戏。"

家长："不管什么肤色，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难过。下次，确保大家可以一起玩。你可以说，
‘这样不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玩。’或者，你可以邀请这个小朋友和你一起玩另一个游戏。
而且，你也可以向老师寻求帮助。"

小孩："我不喜欢这样" 和/或 "我觉得他们会很难过"。

如果小孩（任何肤色）注意到了针对自己或针对他人的排斥行为，以下是一种潜在的回应方式：

幼儿的行为，甚至是有偏见的行为，都可能出现在成长过程中。幼儿经常会根据
一条信息对群体进行过度概括或假设。幼儿也是具象思考者，即幼儿可能会认为深色皮肤是脏的或
“喝了太多巧克力牛奶”的结果（著名心理学家Dr. Beverly Daniel Tatum就这么认为）。
这些来自幼儿的想法是童年好奇心和认知发展的一个标志，
这也为倾听和纠正误解或错误观念提供了机会。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人可以使用本指南的图片练习，帮助小孩观察其他小朋友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以及每个小朋友是如何积极参与游戏，并将自己的感受、兴趣和个性带入游戏的！

大人也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比如小孩提出的问题或观察到的现象
——来教小孩如何为自己或他人挺身而出。在谈论这种时刻之后，大人可以邀请小孩画出当时的情景，
并练习要对那个排斥他人的小朋友说的话。 

当小孩观察到不公平发生在自己或别人身上时，可能感受会很复杂，比如愤怒、难过、惊讶或困惑。
重点是要承认小孩的情绪，帮助小孩识别和表达这些感受。请记住：小孩有任何
一种感受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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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为小孩定义身份、种族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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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义身份：

在向小孩解释一个复杂的概念时，有时很难确定应该使用哪些词汇。但重点是让小孩知道，
虽然大家的长相不一样，但这些差异让我们变得特别。同样重要的是让小孩知道，
人们有时会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这是不对的。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概念，
谈论这些概念会带来更深入的理解，让小孩能够尊重差异，并在需要时为他人挺身而出。

以下是与小孩谈论这些核心术语的建议。大人可以将这些术语，与本指南的练习或日常生活的实例结合来使用。

身份是“让我成为我，让你成为你”的元素。利用“烹饪”或“烘焙”作类比，可以帮助小孩理解“身份”。
大人可以说，“巧克力曲奇中的所有特殊成分，都使之与众不同！就像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样。
让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的成分，就构成了我们的身份。”
 然后大人可以邀请小孩写下或画出自己身份的不同方面，比如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长相、
家庭和文化背景，以及家庭传统。大人可以使用《My Big Heart: An All About Me Coloring Book》
（心胸宽广的我：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上色书）等工具来帮助小孩理解身份。大人帮助小孩理解自己的身份，
有助于小孩了解种族只是定义自己的其中一个因素。

然后，定义种族：

大人可以这么说："种族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种族意味着很多东西，但通常指的是长相，比如肤色、
头发的触感和外观，以及鼻子和眼睛的不同形状。我们看起来都不一样，有时这是因为我们的种族。”
 大人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种族，以及不同种族的朋友或某个故事中的人物，从而帮助小孩理解“种族”
这个概念。

界定种族主义：

大人可以先例举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即使与种族无关），比如，两个小朋友没有得到相同数量的冰淇淋。
然后大人可以说："有时人们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不管怎样，
这都让人不好受。" 然后大人可以解释说，有时人们会因为肤色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就是“种族主义”。
让小孩明白，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无论其种族、宗教、
族裔或其他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孩会成为一个挺身而出者（upstander），
为自己或其他面临偏见或种族主义的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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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本指南或与小孩进行有关身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日常对话时，对于正在讨论的词汇和概念，
请务必进行定义。通常，复杂的术语缺乏共同的定义；这种缺乏共同语言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误解。
当以明确的方式定义词汇和概念时，有助于确保大人和小孩都有共同的理解。
这是任何关键对话的重要基础！

请记住，小孩可能无法理解（或记住）所有这些定义。不过没关系，这不是测验；
学习然后理解这些术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保持对话，
在大人与小孩之间始终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以下是使用关键术语的建议：

首先，看一看加粗的词汇。

你会怎么定义？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定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定义是否发生了变化？

然后，阅读所提供的定义。

你对这个定义有什么看法？

你会如何向小孩解释这个词汇、缩写词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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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亚裔美国人是具有亚洲血统的美国人（例如，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的人）。这个词是由美国历史学家市冈裕次（Yuji Ichioka）及其同学艾玛·朱（Emma Gee）
于1968年创造的，旨在统一亚洲族裔群体。太平洋岛民是指起源于波利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或密克罗尼西亚的人（例如，夏威夷原住民、萨摩亚人、汤加人、关岛人、斐济人）。

盟友/挺身而出者（Ally/Upstander）

为支持他人而发声、挺身而出或采取行动的人。

BIPOC

BIPOC是黑人（Black）、原住民（Indigenous）、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的英文缩写。

黑人/非裔美国人（Black/African American）

这是对种族的一种分类，通常用来描述皮肤黝黑或具有非洲血统的人。“黑人”（Black）
群体由许多来自不同社区、肤色、历史和祖先背景的人组成

文化（Culture）

社会或社区的独特风俗、价值观、信仰、知识、艺术和语言。这些价值观和概念往往代代相传，
是日常行为和实践的基础。

歧视（Discrimination）

歧视是指对某一群体的不公平、负面的待遇。这可能涉及因种族、族裔、语言、年龄、
原籍国或其他身份方面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族裔（Ethnicity）

族裔是指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一群人，通常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分享传统、历史、宗教、
语言以及类似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

西班牙裔（Hispanic）

西班牙裔是指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人，包括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如萨尔瓦多。

原住民（Indigenous）

原住民是指源自（土生土长）于某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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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Latino/a/x/e）

拉美裔指的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人。一些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古巴。
并非所有来自拉丁美洲的人都讲西班牙语，有些人可能讲葡萄牙语或克丘亚语等本土语言。
Latinx或Latine是一个包含性别的术语，是对Latino（男性拉美人）或Latina（女性拉美人）的一种替代。
来自非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的人，则视为西班牙裔，而不是拉美裔。

黑色素（Melanin） 

黑色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色素，当体内的黑色素较多时，人的头发、皮肤和眼睛的颜色较深，
而当体内的黑色素较少时，人的头发、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则较浅。

偏见（Prejudice）

偏见是基于有限的信息或不具有信息，对某一群体不公平的负面看法。
偏见是指人们在不了解整个群体的情况下对其抱有想法，或当我们因为某人是某一群体的
一部分而觉得对方会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

种族/种族群体（Race/Racial Group）

种族群体（racial group）是根据人们的外貌（肤色、头发类型、面部特征）来划分的，
这些社会层面定义的类别具有重要的意义。种族（race）不应与族裔（ethnicity）相混淆；
种族是由外表决定的，而族裔则取决于所属的社会和文化群体。

种族主义（Racism）

种族主义是指认为某些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理论，
以及让某些种族受惠或给予某些种族利益而不顾其他种族的社会制度和模式。

刻板印象（Stereotype）

刻板印象是指对于来自同一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人，
觉得对方会以相同的方式行事或应该具有相同的特征。刻板印象可以是对某个群体的正面或负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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