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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千⼈⽹上⻬击⿎ 创健⼒⼠世界纪录
加拿⼤都市⽹ 2021年7⽉1⽇ 20:13

热⻔⽂章
24⼩时热⻔⽂章

⼀周热⻔⽂章

约克区疫苗中⼼⼤量位置！七⽉只打
Moderna︖现场⼯作⼈员回应！
这个安省⼩镇最适合买房 比全国平均价格便
宜47%
最新⼀周华⼈超市FLYER出炉！
（近千⼈通过⽹路参与国庆⽇击⿎活动。⽹络截图）

逾27万加拿⼤⼈可能无法进⾏欧洲旅⾏

【加拿⼤都市⽹】来⾃148个加拿⼤城市以及26个海外城市的逾千⼈，于7⽉1⽇共同参与第五届年

66岁林青霞近照曝光 瘦身11公⽄坦⾔不惧⽼

度“加拿⼤国庆⽇全国同时击⿎⽹上庆祝”活动，庆祝加拿⼤154周年国庆。他们还创下新的“最多⼈

丑
安省周五新增200例确诊 昨⽇新增284例

同时⽹上击⿎”的健⼒⼠世界纪录。

41岁“比特币毒⽗”意外溺⽔身亡 20亿美元数

由于新冠疫情，第五届年度“加拿⼤国庆⽇全国同时击⿎庆祝”活动，仍然通过⽹络平台举⾏。这次
活动除加拿⼤的148个城市参与外，更有来⾃美国、英国、澳洲、印度、坦桑尼亚、台湾、⾹港、
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26个海外城市参与。

字资产何去何从
都市报：90后⽩领“不消费” 每⽉伙食费仅20
元
【组图】王⼦兄弟暂弃嫌隙 为亡母戴安娜雕
像揭幕
卫⽣部更新新冠疫苗标签 警⽰疫苗副作⽤
夏季酷热 这些东西最好不要留在车内！

周四上午10时15分，活动主持⼈宣布参与者先默哀⼀分钟，纪念原住⺠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逾千

快报！杜鲁多接种第⼆剂新冠疫苗

名原住⺠亡灵。随后，共有近千⼈通过⽹络参与击⿎活动，成功创下“最多⼈同时⽹上击⿎”的健⼒

洛杉矶潮流辣鸡店 明⽇央街开业

⼠世界纪录。温哥华夏令时中午12时，来⾃世界各地的⺠众共同击⿎6分钟，庆祝加拿⼤国庆⽇。
活动主办负责⼈、加拿⼤150周年庆祝全国总会主席⻩国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庆⽇击

癌症患者打2剂mRNA疫苗 会有强烈抗体反应
路边采黄花狂闻 女⼦现“被鬼压”等各种不适

⿎活动由5年前的仅8个城市参加，到现在有近180个城市参与，取得了极⼤的进步。此次的“最多
⼈同时⽹上击⿎”健⼒⼠世界纪录也是他们第⼀次创造⽽产⽣。
他说，过去的⼀年多时间，全世界经历了太多的天灾⼈祸，击⿎活动旨在以⿎作为媒介，建⽴跨⽂
化的理解。本次活动还提供了⼀个机会，以感谢前线医疗和基要⼯作⼈员在整个疫情期间做出⽆私
的努⼒。 在2020年，通过集体努⼒，该活动为前线基⾦The Frontline Fund筹集了超过23,000
元的捐款，以帮助全国各地的医院提供物资、⽀持和研究，以对抗新冠。

编辑推荐
最舒服休闲鞋！ECCO季末清仓 低⾄3.5折！
最新⼀周华⼈超市FLYER出炉！
美国⼤楼倒塌 ⾖腐渣⼯程背后是个加拿⼤
Coach Outlet精选⼿袋低⾄3折+额外8折！
舒适⾼级！Vince鞋履低⾄3.5折+额外8折！
Michael Kors低⾄4折+额外9折！夏季新款⾸
6⽉30⽇多伦多流动疫苗诊所清单地址
安省今天解封，Yorkdale等各⼤商场准备好
家⾥⽑⼱抹布总是臭臭的！如何将湿⽑⼱去除
Coach潮鞋CitySole低⾄$60（国内售价

健⼒⼠世界纪录公证⼈员宣布该活动创下新的“最多⼈同时⽹上击⿎”的健⼒⼠世界纪录。⽹络截图

⻩国裕表示击⿎活动旨在促进跨⽂化理解与和谐。⽹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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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拿⼤国庆⽇庆祝活动逐步取消 原因是...
2021年06⽉28⽇ 20:16

【加拿⼤都市⽹】在全国各地的寄宿学校发现数百个⽆名墓地后，有⼈推动取消加拿⼤⽇的庆祝活
动，多伦多已经开始取消他们计划的庆祝活动。
据blogTo报道，多伦多市已经取消了计划中的加拿⼤⽇烟花表演，但仍允许私⼈烟花表演。然⽽，
这种取消并不是对抗议的回应，⽽是COVID预防措施的延伸。

blogTO
@blogTO

Calls for Canada Day to be cancelled intensify after latest
residential school discovery ow.ly/b2bV50Fi3R9 #Toronto
#CanadaDay #215Children

Calls for Canada Day to be cancelled intensify after latest residential s…
Cancel or boycott Canada Day seems to be the themed of 2021. While
July 1 is often a day for celebration and patriotism, events of this past …
year
h...
blogto.com
下午3:40 · 2021年6⽉24⽇
92

19

分享这条推⽂

尽管如此，市政府已经宣布承诺采取进⼀步⾏动，⽀持真相、正义与和解。
东约克加拿⼤⽇委员会也宣布，他们将取消所有先前计划的活动，取⽽代之的是 “呼吁我们的社区
利⽤这⼀天进⾏深思熟虑的反思，并对成为加拿⼤⼈的意义进⾏个⼈审视”。

Sammy Hudes
@SammyHudes

Should Ontario have major Canada Day celebrations this
year? Here’s where Premier Doug Ford stands:
"I think it’s time for Ontarians to reflect on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 in the past,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It’s an absolute tragedy."
#onpoli

上午11:18 · 2021年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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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城市已经开始取消加拿⼤⽇活动，包括不列颠哥伦⽐亚省和新不伦瑞克省。
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哥伦⽐亚省维多利亚市议会举⾏了全票表决，将其加拿⼤⽇节⽬的计划改
为今年夏天晚些时候播出的⼴播节⽬，该节⽬由Lekwungen⼈指导并由当地艺术家表演，探讨了
作为加拿⼤⼈的意义。
离7⽉1⽇只有⼏天时间了，多伦多市是否会紧随其后发布任何重⼤公告，还有待观察。
虽然⼈们在被封锁⼀年后肯定会寻找其他理由来庆祝，但保持反思也很重要。
编译：森森
图源：Toronto Star

New Watch for Canada
Seniors
Fits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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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仅14%国⺠⽀持取消国庆 ⾮⽩⼈更爱
国旗飘扬
2021年06⽉28⽇ 19:12

【加拿⼤都市⽹】最新⺠调显示，即使在原住⺠学校事件阴霾的笼罩下，⼤部分国⺠仍然⽀持在今
年7⽉1⽇庆祝国庆⽇，⽽且⾮⽩⼈⽐⽩⼈更喜欢看⻅枫叶旗四处飘扬，原住⺠⽐⾮原住⺠对加国更
有感情。
传媒集团Postmedia委托⺠调机构Leger于6⽉18⾄20⽇期间，访问了涵盖全国不同地区、年龄及
政治倾向的1,542名国⺠，发现只有14%的⼈⽀持取消庆祝国庆⽇。Leger的副⾏政总裁恩斯
(Andrew Enns)指出，⺠调结果与社交媒体上的主流看法有出⼊，并⾮罕⻅。
在受访者中，有69%表示希望看到加拿⼤国旗在“更多的地⽅更经常地”展示；只有11%的⼈担⼼
这样做会冒犯到“边缘群体”。事实上，⾮⽩⼈国⺠对国旗的热爱更为明显，他们当中有70%表示希
望能在城市和社区内多些⻅到枫叶旗。恩斯分析，“不少⾮⽩⼈是选择前来加国开展新⽣活的，他们
也可能来⾃⼀些更常展示国家象征的国家。”然⽽，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8%的⼈表示⾃⼰会在国
庆⽇悬挂本国国旗；在魁省，这⽐率更只得14%。
调查中，有67%受访者认同加国⽴国的历史值得庆祝，尤以⻓者及保守党⽀持者最为明显，但在
18⾄34岁的年轻群组中，亦有56%持有此⼀意⻅。调查⼜指，有三分之⼀的国⺠表示，他们的爱
国情怀较5年前减退，但这并不⼀定与近期的原住⺠学校事件有关。
本⽉较早前，另⼀机构Environics Institute的调查发现，有58%的原住⺠表示对加国有⼀些感
情，⾼于⾮原住⺠的52%。⽽在普罗⼈⼝的受访者中，有多达40%表示，对原住⺠寄宿学校制度
⼀⽆所知或知得很少。
由原住⺠团体发起的“不再⽆作为”(#IdleNoMore)运动，正号召取消庆祝国庆⽇。包括卑诗省的维
多利亚及本拿⽐在内，本国多个市级政府近⽇公布了取消今年的国庆活动，以反思近期的原住⺠学
校发现遗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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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章
为什么⽹上掀起了取消加拿⼤国庆⽇的热潮？
Canada Day多伦多哪⾥开⻔哪⾥关？
加拿⼤国庆⽇ 连续第⼆年在⽹上举⾏
卑诗省维多利亚市取消加拿⼤国庆⽇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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