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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谷歌公司（Google）对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
（GLAAD）全球倡导项目的慷慨资助，以使“紫色纪念日”资源
手册得以被翻译为多种语言。

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感谢拉拉风向标和上海骄傲节，将“紫
色纪念日”资源手册翻译成中文。

Global Spirit Day resource 
kits are 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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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纪念日” 简介
10月20日2016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公民将在这一天身着紫色服饰一同支持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
和跨性别者(LGBT)等性少数群体，反对针对其性别和性倾向的欺凌和暴力行为。为了培养盟友，进一步缩小对男女同
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等多元性别和性倾向人群的法律保护和社会接纳度之间的差距，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
（GLAAD）再一次举办“紫色纪念日”活动，并希望个人、名人、企业、商家、媒体、学校、社区和国家建筑地标能够
一同参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的骄傲月宣言当中曾表示，“对于无数年轻人来说，仅仅只是简单地用言语告诉他们‘一切
会更好的’并不足够，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在“紫色纪念日”这一天，我们，参与者们能通过一次简单的“紫色活
动” ——穿着紫色衣服，在当地社区中向人们讲述消除欺凌和暴力的重要性，以此来支持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
性别者儿童、青少年及青年人。

这份手册将为你提供信息和知识帮助你鼓励更多人，包括你的朋友、同事、当地媒体和政府官员参与“紫色纪念日”活
动。通过传播“紫色纪念日”，你将会改变身边的人，使他们和你一起共同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反对
针对其的欺凌和暴力行为。

如何参与？

1. 承诺参与：请登陆指定网站 http://glaad.org/spiritday 登记参与，并在10月20日穿着紫色反对欺凌。还请鼓励你身
边的小伙伴们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噢。

2. 线上参与：将你的微信、微博、QQ等社交网站／软件的头像换上紫色图片。或者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自拍照片，#紫
色纪念日#，#SpiritDay#, 并转发http://glaad.org/spiritday 上的信息。建议推文模版：10月20日，请和我一起穿上
紫色衣服，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青少年，反对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紫色纪念日，#SpiritDay，
加入请点击：http://glaad.org/spiritday

3. 款支持“紫色纪念日”基金：通过捐赠5美金或任意你想支持的金额，你将会帮助GLAAD的全年项目，更有效地打
击欺凌，保护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并且帮助“紫色纪念日”扩大其影响力。欲了解如何捐款，请点
击：https://glaad.nationbuilder.com/donate 

如何鼓励社区参与？

1. 在你的工作场所、校园、社区或所在城市里身穿紫色衣服，告诉人们你为什么要穿着紫色，分享关于“紫色纪念
日”的历史和信息，并且鼓励他们穿戴紫色服饰，一同参与反对欺凌。

2. 联系当地企业和机构，鼓励他们在工作场合和社交媒体上展示紫色以支持“紫色纪念日”和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
别青少年人群。鼓励当地媒体报道“紫色纪念日”活动，或发表相关故事让人们了解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青少
年正在面临的欺凌及其他议题。

3. 在你所在的社区中心、大学校园或者其他公共区域举办一场“紫色纪念日”活动。

4. 鼓励活动参加者穿着紫色衣服，并且将活动的议题重点放在当地社区中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所面临的欺
凌或其他问题上。

“紫色纪念日”的由来

每年，无数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唤醒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
纪念因遭受网络欺凌而自杀的泰勒·金文泰（Tyler Clementi），2010年，美国高中生布列塔尼·麦克米伦（Brittany 
McMillan）创立“紫色纪念日”。通过“紫色纪念日”，麦克米伦希望能够创造充满认知、包容和爱的一天，以防止此
类悲剧继续上演。在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LAAD）的帮助下，包括教师、普通职员、媒体工作者、学生在内的数
以百万计的人们穿上彩虹旗中象征“精神／灵魂”的紫色服饰，共同团结支持性少数青少年。

如今，“紫色纪念日”演变成了一场团结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的国际性活动。 自2010年以来，在十月份
的第三个星期四，上百万人穿上紫色衣服、站出来反对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群的欺凌行
为，提高人们对于多元性别和性倾向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接纳度。 在去年的“紫色纪念日”当天，Laverne Cox（
美国著名的艺人、跨性别者）为帝国大厦点燃紫色的灯光，并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她说：“我想要让全国的同性
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知道他们是美丽的存在，是上帝神圣的创造物，他们的生命是重要的。”

这一切，都从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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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定义(StopBullying.gov)， 欺凌行为是“由真实或感知上的权力失衡而引起的对学龄儿童有
害的攻击行为”。欺凌包括言语骚扰、肢体伤害、社会排斥以及网络威胁。欺凌行为是可重复的、有针对性的、并会造
成长期持久的不良后果。

自1999年以来，通过进行全美校园环境调查，美国直同教育网络(GLSEN)对初中和高中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
学生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估。2013年第八次全美校园环境调查两年期报告对美国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多达7898名13至
21岁的青少年学生进行了评估，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学生的调查发现：

!

在校园感觉不安全的LGBT学生

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

曾遭受言语骚扰的LGBT学生

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

曾遭受肢体骚扰的LGBT学生

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

曾被殴打的LGBT学生

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

b

a

55.5%

b

a

38.7%

b

a

74.1%

b

a

55.2%

b

a

36.2%

b

a

22.7%

b

a

16.5%

b

a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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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56.7%

的LGBT学生曾遭
受欺凌却选择沉
默，因为他们不
确定会得到公正
的干预

b

a

61.6%
的LGBT学生曾汇
报遭受欺凌，而
学校工作人员没
有提供任何帮助

曾经遭受老师或学校工作人员的
恐同言论的LGBT学生

因为他们的性倾向 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

b

a

51.4%

b

a

55.5%

b

a

49%
的LGBT学生曾遭
受网络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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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你的学校参与

1. 邀请你所就读的学校或大学参与“紫色纪念日”，鼓励同学们在10月20日这一天穿着紫色服饰以支持反对欺凌

2. 如果你的学校或学区有微博账户，请直接@他们，并请你的朋友@他们，邀请他们参与，指导他们登陆http://glaad.
org/spiritday了解信息

3. 复制并粘贴下面的几段文字，并将这封信寄给你所在学校的校长、院长或学生管理部门。

 [日期] 

尊敬的 [学校或者大学的联系人]: 

10月20日2016年，全世界数百万人将会身着紫色服饰一同支持反对欺凌，以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
和跨性别（LGBT）青少年、儿童。

您可以加入10月20日的“紫色纪念日”活动，共同支持急需帮助的LGBT学生吗？

2010年，为了纪念那些因为遭受欺凌而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LGBT青少年，美国一名高中
学生创立了“紫色纪念日”。如今，“紫色纪念日”成为了一个团结支持LGBT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
的全球化行动。 

今天，八成LGBT学生在校园中遭受骚扰。通过邀请学生、学校管理员和教师参与“紫色纪念日”，我
们可以向[学校名称]的所有LGBT和支持LGBT同学的学生发出一个强有力的讯息，以坚定的立场反对欺
凌。作为[学校名称]的一名学生，我关心这个议题，我也希望我的学校能成为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安全
的场所。

以下有多种参与方式：

· 在glaad.org/spiritday 网站上注册我们的学校，承诺参与“紫色纪念日”，反对欺凌，支持LGBT
青少年

· 教育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关于“紫色纪念日”的讯息，并鼓励他们在2015年10月15日穿上紫色
衣服

· 通过学校的网站或通讯向社区传播“紫色纪念日”的信息
· 10月20日2016年当天在学校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关于“紫色纪念日”的信息
· 在10月20日2016年之前和20日当天的的所有每日公告上宣传有关“紫色纪念日”的讯息

2015年，全世界众多学校和大学以及学生都参与或举办了“紫色纪念日”活动。在美国，明星艺人尼
克·乔纳斯、拉文妮·考克斯和吉米·坎摩尔；早安美国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主持人们；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维亚康姆集团、黑人娱乐电视台等媒体巨头；脸书、百事可乐公司、达美航空
公司等企业；以及美国的著名建筑地标，如时报广场、帝国大厦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加入了“紫色纪念
日”活动。

今年，“紫色纪念日”有望比以往有更大更好的影响，有数百名人和机构首次签署加入，包括学生俱乐
部、大学和整个校园社区。

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却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去年，在比例畸高的LGBT学生遭受欺凌的案例中，仅有
少于一半的受害者向他们的学校求救。“紫色纪念日”将告诉这些LGBT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校园
就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他们可以从中寻求帮助和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包括更多参与人员和机构的名单，请登陆网站 glaad.org/spiritday。 此外，通
过登陆 glaad.org/spiritday/parents-educators，您将可以下载更多针对家长和教师的讯息资源。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名字]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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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政府官员参与

1. 邀请你当地的政府官员参与“紫色纪念日”活动，包括穿着紫色服装，将他们的社交媒体换上紫色颜色和充分利用
公共平台，以此呼吁人们关注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等多元性别和性倾向青少年儿童和他们所遭受的欺凌。

2. 复制并粘贴以下文字，将信件寄送给你当地的政府官员。请登陆你所在省或市的相关政府部门网站，查询你所需联
系名单。

[日期] 

尊敬的[政府官员的姓名]: 

10月20日2016年，全世界数百万人将会身着紫色服饰一同支持反对欺凌，以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
和跨性别（LGBT）青少年、儿童。

2010年，为了纪念那些因为遭受欺凌而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LGBT青少年，美国一名高中
学生创立了“紫色纪念日”。如今，“紫色纪念日”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名人、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
企业、团体、学校和社区的支持，甚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譬如美国白宫都积极参与。

2015年，不同政党的政府官员都参与了 “紫色纪念日”活动。在美国，明星艺人玛丽亚·凯莉、尼
克·乔纳斯、拉文妮·考克斯、瑞奇·马丁和吉米·坎摩尔；早安美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和
观点节目的主持人们；音乐电视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维亚康姆集团和黑人娱乐电视台等媒体巨
头；脸书、百事可乐公司、推特和达美航空公司等企业；以及美国的著名建筑地标，如时报广场、帝国
大厦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都加入了“紫色纪念日”活动。

今年，“紫色纪念日”有望比以往有更大更好的影响，有数百位名人首次签署加入。您愿意加入10月
20日的“紫色纪念日”活动，和我们一同向全世界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少年儿童发出强而有
力的讯息，预防任何欺凌行为的发生吗？ 

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但它的影响却无比巨大。

您可以在您的官方微博、微信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紫色纪念日”和反对针对LGBT人群的欺凌
行为的讯息；或者将您的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上紫色照片；或者邀请您的同事和其他民众在10月15日
穿上紫色衣服。 

今天，约八成的LGBT学生在校园遭受骚扰。去年，在比例畸高的的LGBT学生遭受欺凌的案例中，仅有
少于一半的受害者向他们的学校求救，即使是一些学生向学校举报了遭受欺凌的信息，校领导也基本不
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处理。“紫色纪念日”将告诉这些LGBT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校园就是一个安全
的空间，他们可以从中寻求帮助和支持。

加入“紫色纪念日”，您将会与全世界数百万人民一起提高对于多元性别和性倾向年轻人的接纳度，并
且让无数年轻人知道您和您的政府／办公室在支持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反对欺凌。作为一名公民，我在
乎这个社会议题，我希望看到学校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安全的场所。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讯息，包括其他参与者的相关情况，请登录网站 glaad.org/spiritday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名字]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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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当地电视和广播媒体参与

· 当地的新闻广播媒体通常报道符合人们利益（人们感
兴趣）的新闻，因此分享一个独特的故事，譬如关于
你个人反对欺凌的立场，或关于你所在社区为所有民
众创造包容和支持性的环境所做的工作，都将可能引
起记者的关注。

· 用能够吸引媒体注意的方式来描述你的故事，这将有
助于他们理解为什么你的故事有新闻价值。你可以将
故事重点放在你将要举办的“紫色纪念日”活动上及
它的意义，或者将“紫色纪念日”的包容意义和社区
某个关乎当地利益的议题联系在一起以引起当地媒体
的关注。

· 如何讲故事：你向新闻媒体推广的故事必须是内容丰
富、有趣和简短的。记者们每天都在赶各种各样的新
闻稿件，请确保你向他们提供的故事讯息是完善的，
并且附上你有效的联系方式。

· 一旦你有一个很好的故事，请选择你想要联系的电视
或广播媒体。如何选择媒体：你可以通过研究、观看
一些特定的节目了解他们之前是否报道过关于欺凌或
者LGBT社区的议题，并了解他们的报道方式；或者
寻找曾经报道过上述议题的媒体。调查某一媒体是否
报道过“紫色纪念日”。通常，拥有较好口碑，具有
公正、准确和包容新闻立场的媒体是非常值得联系的
选择。 

· 接下来，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你所选择的媒体机构。
你可以联系总制作人、分部门制作人、新闻制片人或
编辑，值得注意的是，你可能需要尝试联系不同的部
门之后才找到能够报道“紫色纪念日”的记者。如果
你知道哪些记者曾经报道过“紫色纪念日”或LGBT议
题，请联系他们，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进一步报道“紫
色纪念日”。理论上，你的故事将在“紫色纪念日”
当天或前夕播出，所以你应该尽早提前联系新闻节目
组，让他们有充分的新闻／节目制作时间。通常，你
可以在新闻媒体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 如果你或者你所推荐的故事当事人将接受访问，请准
备好直接和简洁的回答，譬如“紫色纪念日”的历
史，它的意义，为什么你要参加，以及其他人可以通
过哪些方式加入反对欺凌。记住，媒体是你将信息传
播给更多人的麦克风，所以你的回答应该是针对大
众，而不是访问者。 例如，你可以在访问中说，“我
穿紫色衣服参加‘紫色纪念日’是为了反对欺凌，以
及表达我对所有青少年朋友的支持。”

· 对于电视新闻来说，视觉效果很重要。请尽可能得穿
戴各种紫色的衣物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譬如说，穿
紫色的衣服、戴紫色的头饰，或举着紫色的标示等
等。

· 你的故事播出之后，请跟进联系记者和制片人，感谢
他们帮助你向大众分享“紫色纪念日“的重要讯息。
你的专业和谢意将为将来更多关注LGBT议题的媒体报
道敞开大门。

· 最后，请不要忘记联系 GLAAD，分享新闻报道的链
接，我们可以一起与世界分享这个好消息。

你可以联系当地的新闻电视台，让记者们了解为什么全世界上百万的公民将在10月20日举办“紫色纪念日”活动。你可
以撰写一个故事，将它投到当地广播电台，并确保“紫色纪念日”活动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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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当地的报纸和网络媒体

· 报纸、杂志和在线媒体往往倾向于报道更详尽、更深
入性的文章，因此你需要考虑怎样可以将更多有关“
紫色纪念日”的相关信息一一呈现在你的故事当中。
这可能意味着，你将需要描述为什么“紫色纪念日”
对于社会各个不同层面有重要的影响，或为不同的个
人和机构详细介绍不同的参与方式，等等。

· 如果你提交的是一份专栏，或嘉宾特邀稿件，请遵循
新闻媒体提供的指南（通常可以在其官方网站上找
到）。通常，专栏的字数要求是500-800字，评论当
前热门话题或被忽视的议题，并且包含个人的独到见
解。文章需要描述相关的事实，避免冷漠或危言耸听
的语调。这是讨论欺凌和LGBT青少年需求的一个重要
机会，需要引起关注。

· 在向记者或编辑推荐故事时，必须要简洁、内容丰富
和引入入胜。自信地告诉对方“紫色纪念日”的重要
性及其新闻价值。如果你想要纸媒或在线媒体报道一
个“紫色纪念日”的活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物、
事件、时间、地点和起因”上，请不要提供无关紧要
的信息。（请参考第 页的样稿）

· 当你计划联系某些家媒体时，请参考他们过去对于“
紫色纪念日”、LGBT议题或青少年和欺凌事件的报
道。他们所报道的新闻是否公正、准确和具有包容
性？如果是，联系他们会是很好的选择和开始。尽可
能的联系曾经对这些议题进行报道的记者，或者责任
编辑和编辑部编辑。规模小的社区报纸业务可能会较
为繁忙，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尽可能的为他
们提供帮助。

· 尊重稿件的截止日期，请在适当的时间联系媒体。对
于日报来说，在早上截稿前联系记者，你将会在第二
天的报纸上看到新闻刊登。通常，尽早的在一天或一
周开始之前联系记者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周报来说，
它有更多可预测的制作周期。所以你只需要做好研
究，并且提前联系，以确保它们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刊
登你的故事。

· 如果你将接受报纸媒体的采访，请事先准备好你的回
答，并且以简洁有力的方式，分要点说明什么是“紫
色纪念日”，你为什么参加，以何种方式参加，以及
其他人要如何参与，等等。尽可能得将“紫色纪念
日”和当地社区中关于LGBT青少年或欺凌的议题联系
起来。虽然是文字新闻，你必须把信息浓缩，直截了
当，让读者更容易消化和记住。

· 你的故事／作品刊登之后，请与记者和编辑保持进一
步联系，并感谢他们将“紫色纪念日”的讯息传递给
更多读者。你的专业和谢意将为将来更多关注LGBT议
题的媒体报道敞开大门。

· · 一如既往的，请向GLAAD发送文章链接，以便我
们和更多人一同分享。

你可以联系当地的新闻电视台，让记者们了解为什么全世界上百万的公民将在10月20日举办“紫色纪念日”活动。你可
以撰写一个故事，将它投到当地广播电台，并确保“紫色纪念日”活动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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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模板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模版联系当地的报纸和广播电视媒体。请注意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的修改，比如说在当地社区中
将会参加“紫色纪念日”的人员名单。

主题：10月20日，和百万人群一同“紫色”反欺凌

亲爱的[姓名]

10月20日2016年，全世界数百万人将参与“紫色纪念日”，身着紫色服饰一同支持反对欺凌，以支持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青少年、儿童。“紫色纪念日”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受瞩目的
反对针对LGBT青少年的欺凌行为的活动，而GLAAD是美国领先的LGBT权利媒体倡导机构，让许多青年
人参与到活动倡导中来。

 [媒体机构的名称]是否愿意加入到将在2015年10月15日进行的“紫色纪念日”的活动中来，向世界传
播反对针对LGBT青少年的欺凌行为的信息？

2015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参与了 “紫色纪念日”活动。在美国，明星艺人玛丽亚·凯莉、尼
克·乔纳斯、拉文妮·考克斯、瑞奇·马丁和吉米·坎摩尔；早安美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和
观点节目的主持人们；音乐电视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维亚康姆集团和黑人娱乐电视台等媒体巨
头；脸书、百事可乐公司、推特和达美航空公司等企业；以及美国的著名建筑地标，如时报广场、帝国
大厦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都加入了“紫色纪念日”活动。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
· 发表关于“紫色纪念日”的文章，或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介绍关于当地参与人员的情况（附上人

员名单）
· 请新闻节目主播在直播中穿上紫色衣服，并且向观众说明为什么你们的节目支持“紫色纪念日”
· 将您的网站logo换成紫色图片，或者将您的微博或微信账号照片也换成紫色 （你可以在glaad.org/

spiritday 下载相关工具）
·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受众分享“紫色纪念日”的信息

今年，“紫色纪念日”有望比以往获得更大更好的影响力和效果，将会有更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参与其
中。此外，预计今年数百名人将会再次参加到“紫色纪念日”中来。

今天，约八成的LGBT学生在校园遭受骚扰。去年，在比例畸高的LGBT学生遭受欺凌的案例中，仅有少
于一半的受害者向他们的学校求救，即使是一些学生向学校举报了遭受欺凌的信息，校领导也基本不采
取任何措施进行处理。“紫色纪念日”将告诉这些LGBT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人，校园是一个安全的空
间，他们可以从中或向他人寻求帮助和支持。

请登陆http://glaad.org/spiritday了解参与方式及参与者名单。

[你的名字]



请在＃10月20日 “紫色纪念日”，采取行动，反
对欺凌并＃穿戴紫色服饰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
性别（LGBT）青少年 http://glaad.org/spiritday

社交媒体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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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LAAD提高了人
们对于LGBT人群的包容性。作为一个具有
活力的媒体力量，GLAAD通过解决困难议
题改变了人们的认识，通过促进对话引发
了文化变革。GLAAD致力于保护已取得的
成果，并且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每个

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

glaa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