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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被铭记的女性
新版10元加币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格伦·戈特斯里格
1946 年，一位事业成功的黑人女商人因拒绝

选择和设计流程进行了审查。其结果是，央行就

离开仅限白人进入的电影院而被囚禁、定罪并处

新版钞票的主题、主旨和图案在全加拿大展开更

以罚款。当地浸礼会领袖介入此事，
为其提供帮助。 加公开和广泛的咨询。
他们向法院提出上诉，但最终败诉。60 年后，政

2018 年 11 月，印有戴斯蒙德肖像的新版 10

府对此进行道歉并给予当事人死后赦免，试图纠

加元纸币正式发行。加拿大央行行长斯蒂芬·波

正错误。

罗兹（Stephen Poloz）在描述这一新流程的初期阶

这是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事吗？不。

段时说道 ：
“财政部长比尔·莫诺（Bill Morneau）

虽然这让我们联想到那些发生在 19 世纪早

和我都认为加拿大一直有在日常流通货币上印上

期更遥远南方的事，不过这件事确是发生在加拿

加拿大标志性女性肖像的传统。因此，我们向公

大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

众发出邀请，让他们来告诉我们应该用哪位女士

维奥拉·戴斯蒙德（Viola Desmond）和她的

的肖像。最终，获得提名的女性超过了 2.5 万人。
”

案子成为全加拿大追求种

在这些被提名人选中有 461 名符合资格的候

族平等的启蒙。如今她的

选人。一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将这一名单删减至

肖像出现在 10 加元钞票上， 12 人，并展开民意调查，以将加拿大民众的意见
以见证这个在加拿大历史上

纳入其中。90% 的受访者对这 12 位女性都无异议。

曾被忽略但却值得铭记的

随后，历史学家帮助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包含 5 名

时刻。

候选人的短名单，并通过焦点小组（focus group）

作为加拿大的首个竖

的形式获得普通加拿大人对这 5 名候选人的意见。

版钞票，新版的 10 加元钞

该名单获得了批准并提交给央行，央行行长就此

票增加了防伪功能，不仅

与财政部长进行沟通和磋商。根据《加拿大银行

，由财政部长做出最终的决定。
易于检查，而且难以伪造， 法案》
包括 ：
• 鹰羽可变色，从金色
变为绿色 ；

波罗兹说 ：
“钞票不仅是加拿大人可以放心使
用的一种安全的支付手段，它还展现了我们国家
的历史。如今，每当我们使用这一新的竖版 10 加

• 多处图案凸起 ；

元钞票时，它都在提醒我们要在加拿大继续追求

• 巨大透明窗户内和四

人权和社会正义。
”

周有细致的金属图案，包
括国会图书馆的拱形穹顶

是时候改变了

天花板、枫叶以及加拿大
照片: BANK OF CANADA

国旗和国徽。

1946 年的一天，戴斯蒙德来到电影院买电影
票，售票员卖给她的是位于楼上的通常提供给有

独特的流程
新版 10 加元钞票是加拿大发行的首个竖版钞票，
其上印有杰出人物维奥拉·戴斯蒙德的肖像，这与
之前发行的塑料钞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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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种的座位票。由于近视，并且没有留意到这
个规定，
戴斯蒙德来到正厅坐下，
以便更靠近银幕。

2014 年，加拿大央行

检票员发现她的票是楼上的座位票，于是她返回

对其塑料钞票图案元素的

售票处，想要买一张正厅座位票，但是售票员拒

绝了她。当意识到自己是由于种族的原因而被拒
floor
section to be closer to the screen. A ticket
绝的时候，戴斯蒙德毅然决然地来到正厅坐下。
taker
noted her ticket was for upstairs seating,
so
she
returned to the ticket将她强行带出电影院。
counter to purchase
随后，有人报警叫来了警察，
a floor seat. Denied the purchase and realizing
在此过程中，她的臀部受伤，之后被监禁了
小
that
her request was refused because of her12
race,
she
decided to sit on
the main floor anyway. The
时，并且还支付了
20 加元的罚款。
police虽然当时新斯科舍省没有法律要求强制实行
were called, and she was forcibly removed
from the theater, injuring her hip, before she spent
种族隔离，但是法院也并未对酒店、影院和餐馆
12
hours in jail and paid the $20 fine.
While
no laws existed in Nova Scotia to enforce
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给出裁决。由于一张
segregation at the time, no court in the province
价值 20 分的楼厅电影票的税是 2 分，而一张价
had ruled on the legality of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值 hotels,
40 分的正厅电影票的税是
3 分，最终戴斯蒙
in
theaters, or restaurants.
The tax on the
balcony
price
of
20
cents
was
2
cents;
the tax on
德被裁定逃税 1 分。
the floor price of 40 cents was 3 cents. In the end,
“1946was
年维奥拉
·戴of斯蒙德勇于对
Desmond
convicted
depriving the 抗不公
govern正的行为推动了加拿大的平等和
社会公正运
ment
of a penny in tax.
“In
1946, Viola Desmond·奥康奈尔
took a courageous
动。
”财政部政务次官詹妮弗
（Jennifer
stand against injustice that helped inspire a moveO’Connell）在新版
加元钞票发布会这样说
ment
for equality and10social
justice in Canada,”
said
Jennifer
O’Connell,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道，
“70
多年过去了
，她是第一位出现在日常流通

10
The加元钞票背面的图案
back of the $10 banknote
包括全世界第一个人权博
features images and symbols
—加拿大人权博物
物馆
that represent
Canada’s ongoing
馆，代表加拿大一直在追
pursuit of rights and freedoms,
求权利与自由。

including the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the first
museum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货币上的加拿大女性，我们以此来纪念她，希望

to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who spoke at the $10

她的事迹能够激励下一代加拿大人继续追随她的
banknote event. “More than 70 years later, we

honor”her as the first Canadian woman to appear
脚步。

on a [regularly circulating] banknote and hope her
story inspire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anadians to
follow
her戈
footsteps.”
格in
伦·
特 斯 里 格（GLENN GOTTSE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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