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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  ı   德雷斯顿IHK 教育中心   ı   Mügelner大街40号, 01237 德雷斯顿

对话中的女性* :
在萨克森州的参与度和前景展望

组织者：

和其他人员*：

ein Projekt des FMGZ MEDEA e.V.



更多问题请联系：
info@genderkomptenz-sachsen.de
电话 0351 – 310 52 75

请在 2021 年 8 月 20 日之前使用我们网站上的注册表进行注册： 
www.genderkompetenz-sachsen.de

所有女性*、跨性别*、无性别*和非二元人都可以注册。

参会费用：60欧元/优惠价10欧元（收入较低的个人/组织可根据自

身条件支付费用）

Genderkompetenzzentrum 萨克森
FrauenBildungsHaus Dresden e.V.
Oskarstrasse 1, 01219 德雷斯顿

女性*如何参与到萨克森州的政治、行政和公民社会结构？她们在

做什么？对于有难民和移民史以及有色人种，女性*采取什么观

点？什么使她们也能够参与到后移民社会中来？

我们诚挚邀请所有具有在不同职位、特权、资源和经验的代表*和

活跃女性*参与本次活动。所有女性*、跨性别者、无性别和非二元

性人士都可以登记。

活动将以不同形式进行（如团体讨论、演讲、互动画廊、工作坊、

音乐、运动和放松活动），我们希望开辟空间，人们相互之间增加

了解、分享经验、传递知识、建立网络、加强彼此和合作，我们也

不会忽视差异。

整个活动将根据需要配备不同语言的口译员*，包括手语在内。我们

尽量努力满足进一步的需求。提供儿童托管服务。

* 为说明性别身份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我们使用 * 表示。 星号旨在表明

所有性别身份都包含在此处，并非“非女性即男性”，我们理解和思考

性别的多样性。

对话中的女性* :
在萨克森州的参与度和前景展望

mailto:info%40genderkompetenz-sachsen.de?subject=Frauen%2A%20Dialog
https://www.genderkompetenz-sachsen.de/bildung-beratung-und-vernetzung-fuer-die-arbeit-mit-gefluechteten-frauen/anmeldung-frauen-im-dialog-partizipation-und-perspektiven-in-sachen/


周五 9月17日 10.30 – 20.00 Uhr 

10.30  由组织者团队*和Latinxx Leipzig致欢迎辞和问候

11.45 认识和交流
 Camila Febres和 Katja Demnitz主持 (萨克森LAG 

女生＊和年轻女性* )

13.00 午餐

14.15 充电: 与 Una Shamaa 一起跳舞

14.30 微演讲和团体讨论：有色人种女性＊和有移民
历史的女性＊的参与度

 来自政治、行政单位和协会的代表*：
 Petra Cagalj Sejdi（萨克森州议会议员）、
 Nelma Batista dos Santos Hahne（莱比锡移民咨询

委员会和莱比锡国际妇女组织）、
 Luciana Cristina Marinho Schollmeier（社会教育家

和反歧视官员） SPD）、NN（DaMigra，莱比
锡）和 NN（Bon Courage，Borna）

 主持人 Anne-Christin Tannhäuser

16.30 下午茶

17.00 在“速配”中认识组织
 Internationale Frauen Leipzig, Latinxx Leipzig, 

 Internationales Begegnungszentrum Pirna, Lady-
kracher - Bon Courage Borna, Kolibri Dresden

18.00 晚餐

19.00 晚间节目： 由 PMS 朗读“后移民的失调”、城
市游览和音乐

20.00 结束第一天

项
目

进
程

周六，2021年9月18日 10－17点

10.00 欢迎并与 Ciboulette 一起热身 

10.45 研讨会 第一部分

12.30  午餐

13.30 研讨会 第二部分（重复）

15.15 茶歇

15.30 审查和反馈活动，并由萨克森社会事务和社会
融合部长佩特拉·科平（Petra Köpping）（应
邀）和国家司法部和欧洲平权国会秘书  
Gesine Märtens 发表闭幕词

17.00 活动结束

 全天主持人： Anne-Christin Tannhäuser



1.) 移民自由组织和赋权——
     一个只适合我们的地方？
由 Thi Thu Trang Nguyen组织

这个研讨会是为有移民和/或由种族主义经历的女性*和
非二元性人的保留的。

互相联合起来会使我们能够创造让我们被听到和看到的
地方。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经历可以在自由组织中得
以表达，甚至转化为政治行动。 自我肯定和自由组织可
以加强我们之间共同共享资源、刺激创伤愈合过程、让
人们变得积极参与政治以及总体上扩展我们与他人生活
的可能性。

在这个有趣的研讨会中，我们将处理以下问题：
萨克森州已经存在哪些移民自由组织，它们是如何运作
的？
我们需要谁和/或什么来组织自己？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更
强？
我们对一个成功的自由组织的愿景是什么？

研讨会
10.45 – 12.30  UND 13.30  – 15.15 

2.) 怎样成为一个Ally
由Anna Gold – Glokal e.V.组织

那你呢？ 那我们呢？ 它是如何工作的？
关于Ally组织、特权、职位以及我们如何谈论和采取行
动的对话。

3.) 种族主义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 * 
由Lugain Khalifah博士  

种族主义会导致自卑、生活满意度降低、恐惧和绝望
感。 因此，它会导致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创伤后应
激障碍和心身疾病）以及教育成功、家庭关系和社会化
的障碍。

· 对于受影响的女性*，可能的预防策略和处理措施是
什么？

· 对于受影响的女性*周围的人如何支持她们？

4.) 如何生活在交叉性中？
由N.N.- Antidiskriminierungsbüro Sachsen e.V.组织

交叉性是一个听起来很学术的词。 通过实践，我们可
以举出不同的例子，解释什么是交叉性。我们可以反
思这个词对人们的影响和潜移默化。 这也是一个反思
我们的立场和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机会。 我们的研讨会
将对此加以解释，并提供交互练习，用于帮助我们理
解和反思该主题。

5.) (不）可见的有移民历史的同性恋女性*
由 Zoia Kashafutdinova

您个人认识一个有移民历史的同性恋女性吗？ 如果您在
这里回答是，我会感到惊讶。 您自己也许就是这个女性*
？ 您对这些特别称谓和其他特称（例如黑人和难民）有
什么感觉？ 平时您是一名合格的专家，一位游泳运动员*
，亲爱的妈妈，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等等。 但是你的
同性恋特征和你的移民史将被突显，虽然您自己根本不
想提及，在其他地方您得到的只是习惯性误解或者选择
性“遗忘”，您必须制定应对策略。 您的故事也将在本
次活动中得到重视。

6.) 反种族主义的女权主义不是在公园里散步 
Maren Jung, Büro für konstruktive Störung组织

这个研讨会一起探索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经历相关联
的地方、物体或场景。 我们会就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的
挑战和策略进行交流，并给予自我肯定。

7.) 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日常经历
由Behnaz Sultanzadah, Fatemeh Hosseinzadeh, Olga Sperling, 
Frauentreff des Ausländerrats Dresden e.V.组织

种族主义和歧视的经历是萨克森州许多女性*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我们想和你谈谈。 但我们也想谈谈怎么样让你
变得更加坚强,充满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