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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对 儿 童 的 承 诺
一项为儿童的千年议程

数百万儿童在贫困、被遗弃、无法接受教

概 述
观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千年宣言》中更广泛的目标能拯救数百万儿
童的生命。他们可以远离疾病和早期死亡，摆脱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获得安

育、营养不良、遭受歧视、被忽视和脆弱中生

全饮用水和良好卫生设施并完成小学教育。尽管有一些地区和国家在实现目标

活。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每天为生存而挣

上滞后，这些目标仍然可以实现。

扎。不管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还是农村，他们

联合国各成员国都承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团结在一些重要的倡议的周

都面临错过他们童年的危险—被排斥在如医院

围以加快其实现（见后）。将这些倡议付诸实施将要求对千年议程再次做出承

和学校等的基础服务之外，家庭和社区缺乏保

诺并追加资源投入。它也需要重点关注顾及那些目前被排斥在基础服务之外和

护，往往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一个成长、学

被剥夺受保护和参与权的儿童。除非能顾及到更多这样的儿童，否则一些千年
发展目标—特别是实现人人享有基础教育的目标—就无法按时或充分实现。

习、玩乐和安全的童年对于这些儿童来说实际
上是没有含义的。

那些服务难以顾及的儿童包括：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和社区和一国内受到
剥夺的社区的儿童和因性别、种族、残疾或因属于土著居民而受歧视的儿童；
在武装冲突中被俘或被艾滋病感染的儿童；没有正常身份登记的儿童。这些儿

我们这些成年人没有实现保证每一个儿
童享有他们的童年的责任，这一事实难以避

童和使他们被排斥和被忽视的原因，及那些对他们的利益负有责任的人应采取
的保护性和包容性行动，是２００６年《世界儿童状况》的重点。

免。自１９２４年通过《儿童权利日内瓦宣言》
以来，国际社会为保证儿童实现生存、卫生、
教育、保护和参与等权利做出了一系列庄严的
承诺。

行动：为实现针对儿童的千年发展目标而顾及那些被排斥和被忽视的儿
童，需要做出以下努力：

•

需要大力帮助那些目前被遗忘的儿童和家庭，使他们能更好地获得基础

服务。这包括快速干预—被称为“快速影响行动”—它可以为人的发展和减
轻贫困提供重要的开端。

这些承诺中影响最深远和最全面的一个是
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
目前已经有１９２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作为有
史以来最为广泛签署的人权条约，《儿童权
利公约》及其两份任择议定书为政府对儿童

•

需要扩大或与快速干预同时开展基于人权发展的长期行动—有许多已在

实施之中—以帮助快速干预更有效。从长期看，通过受援国和地方政府领导
的战略加强能力建设是保证这些行动持续下去的最好途径。

•

需要采取更加关注最脆弱人群的更深入的步骤。这需要政府通过立法、

预算、研究和方案，与捐款国、国际机构、民间社会和媒体一道参与，去接
近那面临被排除在千年议程之外的儿童。

的法律责任提出了具体条款。儿童的生存、保
护和发展再也不仅仅是慈善事业，而是长期和
法律义务。各国政府在保护儿童领域的工作要
对“儿童权利委员会”负责，并同意定期向该
我们对儿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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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报告。

果文件。这两个文件相互补充，合起来构成同
一个战略—千年议程—一项始于２１世纪初的保

近年来，各国领导人不仅重申的扩展了

护儿童的努力。

这些承诺，并且还为实现这些目标制定出具
体时间框架。最近的一次承诺是在２０００年９月

今年，《世界儿童状况》重点关注数百万

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做出的。该会议的成果

更好生活这一承诺尚未实现的那些儿童。这份

是《千年宣言》和随后制定的“千年发展目

报告评估了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并

标”。２００２年５月“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联

阐述这些努力对儿童生活及后代会带来的显著

大”也发布了题为“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成

影响。它也说明那些被边际化社区的儿童如何

千年发展目标是千年议程的重点内容
目

标 				

１、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01 5 年 目 标

将每天收入少于１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

２、普及初等教育

确保所有儿童完成小学教育

３、促进两性平等

到２００５年实现小学和初中男女童入学机会平等

     和增强妇女能力

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全部男女入学机会平等

４、降低儿童死亡率

将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５、改善孕产妇保健

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

６、阻止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遏止并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疟疾和其他疾病

遏止并扭转疟疾和其他疾病的流行

７、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将无法得到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减少一半
到２０２０年使１亿农村人口获得卫生设施
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规划；扭转环境资源流失

８、建立全球发展伙伴

进一步发展基于规则的、可预测的和非歧视性的开放性贸易和金融体制。
包括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承诺善治、发展和减轻贫困
满足最不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内陆和小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
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来全面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使债务可以
长期可持续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为青年创造体面的生产就业机会
通过与制药公司合作，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
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使人们获得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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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无法获得如卫生保健、教育和保护等基

《千年宣言》是一份有远见和实用的文

础服务的危险，而千年发展目标集中关注一国

件。它的愿景是和平、平等、宽容、安全、自

的平均水平。它指出那些被剥夺获得正常身份

由、团结、尊重环境和对脆弱人群特别是儿童

权利的儿童、受到违反儿童权利和面临早婚、

承担的责任。它的实用性存在于它的核心承诺

武装冲突和危险劳动的儿童都最可能被排斥在

之中：人的发展和消除贫困是社会进步的先决

千年议程之外。

条件，实现它们最好的方法是制定出具体和有
时限的目标，这样各国政府就无法他们的责任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不仅惠及富裕的儿

转移到下一届政府和下一代人。议程的核心是

童，也应惠及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儿童。这些

一系列具体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５年

儿童的权利最易受到侵犯或低估，他们被排斥

要实现的发展关注有：儿童生存、贫困、饥

在服务之外，在社会和国家中被边际化并不受

饿、教育、性别平等和增强能力、妇幼健康、

保护。这份报告关注这些儿童和将他们纳入千

安全饮水、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年议程的方式。
许多这些目标类似于１９９０年“世界儿童首
千年议程和儿童
通过实现目标，争取促进人的进步

脑会议”制定的那些目标，每一个千年发展目
标都事关儿童的福祉—从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到为后代而保护环境。同时，千年发展目标将
国际社会团结在一些共同的发展目标上，这为
我们对儿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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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儿童生存创造了一个珍贵的机会。这些儿
童占到发展中国家人口的４０％，最不发达国家
人口的１／２。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将会改善百万儿童的生活
和未来

“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继承了《千年宣
言》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所有抱负。它强调为儿
童的最大利益而采取行动十分重要，应确保儿
童优先、每一个儿童都要得到关注和每个儿童
都不掉队，因此该文件更加丰富了千年发展议
程。它的内容基于四个轴心。第一、第二和第
四项分别致力于促进健康的生活、提供高质量
教育和阻止艾滋病。事实上，他们更明确地表
达了在儿童领域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次级
目标和行动。第三个轴心致力于保护儿童免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尽管不是医治儿童疾病
的万能药，但是肯定是为儿童建立更美好世界
的一大步。简单地说，假如后，千年发展目标
能在今后１０年实现，数百万儿童将会免于疾
病、死亡、极度贫困或营养不良，并能享受优
质教育，获得安全饮用水和良好的卫生设施（
见数字１．１）。

错过千年发展目标会给儿童带来严重后果

受冲突和一切形式的虐待、剥削和暴力。这
份报告证明，缺少这些保护不仅威胁他们的
福祉，而且会增加他们被排斥于基础服务之
外的危险。

错过千年发展目标会给今天的儿童和他
们今后的成人生活带来毁灭性灾难。例如，
按照目前的进展率，到２０１５年仍有８７０万五岁
以下儿童会死亡。如果实现了目标，当年会

数据1．1：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将会在未来1０年改变数百万儿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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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2：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全球进展
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本目标将在３０年以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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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仅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见第132页。
来源：儿童基金会关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预计基于统计表1和本报告的101页。关于方法的注释见参考资料第89页。

有３８０万儿童能存活。针对其他千年发展目标

将会影响他们一生。在生命的头几年时就受到

可以采用类似的计算方（见数字１．３）。实现

忽视或虐待的儿童永远无法从这些伤害中恢

这些目标事关数百万儿童的生与死、或发展

复，这可能阻碍他们在大儿童、青少年和成

与倒退。它对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也发挥着关

人时期实现他们的潜能。营养不良不仅削弱

键作用。

儿童的体能，而且伤害他们的学习能力。那些
没有完成小学教育的儿童，在成人后也不大可

错过这些目标对人的代际影响也很严重。

能具有识字、认数和其他认知能力，通过获得

儿童在幼年时期特别脆弱：这一时期遭受剥夺

体面的收入来改善他们的前景。艾滋病致孤儿

数据1．3：若以目前的速度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数百万本可被顾及的儿童将被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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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同时面临辍学和推动家庭保护的危险，而家

助快速干预更有效。从长期看，通过受援国和

庭是他们发展的最基本条件。那些易受暴力、

地方政府领导的战略加强能力建设是保证这些

虐待和剥削的人们将遭受终生影响他们生活的

行动持续下去的最好途径

心理伤害。
但它们仅仅是第一步。需要扩大或与快速
遭受苦难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儿童。在那些

干预行动同期开展基于人权发展方法的长期行

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他们的国民生长在营养不

动—有许多已在实施之中。这将保证快速干预

良、教育匮乏和疾病蔓延的环境中。这些因素

行动达到尽可能好的效果。经验证明，自上而

将导致贫困和低生产力，并可能造成国家政局

下、由设备供应主导的发展方法，尽管在中短

不稳甚至上升至暴力和武装冲突。儿童的健康

期可以增加基础服务和物品的可得性，但无法

发展不仅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是未来和

长期持续。如果政府能力建设不能被建立起

平、繁荣和安全的保证。这些是千年议程的

来，政府和社区不能主导方案的过程，这些干

核心抱负。

预即使能够成功启动，一旦国际援助停止或政
治优先转移，也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千年发展目标能够实现—但需采取紧急行动
千年议程：一个开始，而非终点
尽管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目
标的进展有所减慢，但人们一致认为如果有进

千年议程是实现二十一世纪对儿童承诺的关
键步骤

一步必要的政治承诺和行动，目标还是可以如
期和全部实现。

采纳快速干预行动和长期行动会增加
２０１５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机会。但尽管

在２００５年，联合国各成员国团结在一些重

这些战略具有综合性质，数百万儿童可能还

要的倡议周围，以加快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及

无法受惠于这些行动。这些儿童目前处于法

确保其成果可持续和不可逆转。这些建议形成

律、预算、方案、研究、政府、致力于兑现

了两个战略。第一，对需要基础服务的儿童和

其承诺的组织和个人的范围之外。这些儿童

家庭加大服务力度。这些快速干预措施—被称

不仅仅面临被排斥在基础健康服务、教育、

为“快速影响倡议”—在联合国秘书长推荐的

安全饮用水和良好卫生设施之外，还可能面

“千年项目”２００５年年度报告中有详细论述，

临成年后受排斥而无法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危

这个倡议并在２００５年首脑峰会上获得通过。如

险。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保护侵犯，这加深了

果得以实施，将为人的发展和减贫提供一个重

他们受排斥的风险并使他们事实上受到忽视。

要开端。

正如本报告所称，只有采取更深入儿童发展方
法以给最脆弱的儿童以特别关注，我们才能够

需要扩大或与快速干预同时开展基于人权
发展的长期行动—有许多已在实施之中—以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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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儿童的承诺并确保千年发展目标惠及最
贫困的儿童。

将这些儿童或任何儿童排斥在他们在权利
上应享有的服务、保护和机遇之外将是无法令

儿童受排斥与被忽视的定义

人接受的。那些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千
年宣言》和“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的基础的

出于本报告的目的，在下列情况下儿童被认为相对其他儿童受到排

普遍性和非歧视性原则，必须成为我们为儿童

斥：他们被遗漏保护他们免于暴力、虐待以及剥削的环境之外，或者无

和青少年工作的框架。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
不应只将对儿童的承诺停留在口头上而对一些

法获取必需的服务和物品并危及他们将来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儿
童有可能受到家庭、社区、政府、公民社会、媒体、私人企业以及其他
儿童的排斥。

儿童遭受饥饿和疾病、无法接受教育和保护的
现象保持缄默。通过批准这些有约束力的国际

本报告描述的排斥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密切相关。就像贫穷一样，目前
对社会排斥还没有形成普遍同意的看法，尽管这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现象。

文件，各国政府—及支持其努力的国际机构、

政府、研究机构、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对排斥的看法各异，由此形成了一

民间社会组织—就在道德和法律上承担了义

些丰富但有时令人混淆的观点。然而，在关于如何定义排斥的学术讨论

务，保证没有一个儿童掉队。

中，已就排斥的主要因素和表现方面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人们普遍同意排斥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社会、性别、文化以及

因此，千年议程必须被视为是使所有儿
童能获得基础服务、保护和参与的一个推动
力量，而２０１５年被视为一块落脚石。因此，那

政治等权利的剥夺，这使得排斥比物质贫穷的概念广泛得多。排斥的概
念包括一些不断强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社会内部歧视
和弱势的基础。需要强烈关注剥夺的过程及其背后的一些机构，以确保
包容性和机会平等。

些在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宣言》确立的更广
泛目标和“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主张的保护
价值上落后的国家，应该在捐助国和国际机构
的充分支持下，加倍努力去实现上述目标。同
样，那些能够实现部分或全部千年发展目标的
国家，不应自满而应继续努力超额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的期限目标，消除儿童在卫生、教育和

在这些主要原则之外，人们对排斥的各个方面的认识相当不一致。但
人们广泛认为以下三个普遍要素是其核心，即相对性、机构、动态性。

•

相对性：只有在给定的地点和时间比较某些个体、人群、团社区相

对于其他人的情况，才可以判断排斥是否存在。

•

机构：人们被某些机构的行为排斥。对于机构的关注可以帮助发现

排斥的原因和找到解决办法。

•

动态性：排斥有可能基于未来的黯淡前景，而不仅仅是现有情景。

获得基础服务上的差距。
在如充足的食物、健康保健和学校教育等这些必需服务及商品方面受
到排斥，会明显影响到儿童在现阶段和未来参与社区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本年度《世界儿童状况》其余的章节将着

然而也存在着对其他权利的侵犯—尤其是侵犯儿童保护以及国家对在家庭

重讨论那些世界在关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时可

环境外生活儿童的忽略—这都限制了儿童的自由和行动，限制了他们作为

能遗忘的儿童的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
些儿童正是那些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最贫困

一个享有特殊权利的儿童应有的代表性或身份。正如排斥具有多个方面，
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叠纠缠，每个因素都会加剧下个因素直至直到出现极
端现象，即一部份被排斥的儿童因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他们的权利

和最脆弱的，被剥削和被虐待的儿童。在世界

被剥夺，身体从社区中消失，无法上学，并因未被列入统计、政策和方案

继续在政治、方案和资金上采取措施实现《千

而淡出官方的视野。

年宣言》的愿景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些被排
斥、被边际化和被忽视的儿童。

我们对儿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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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等：全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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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之二”号召每个男童和女童都完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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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它是唯一一个全球范围的目标。它以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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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世界社会必须明确地关注那些目前被排斥在课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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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

在最不发达国家、在最贫困社区和最简陋的家里生活
的儿童不大可能入学或正常上学，在农村地区的儿童、有
残疾和在武装冲突中生活的儿童也是如此。少数民族或持
少数人语言的儿童面临着额外的障碍，因为他们要努力学
习授课语言。把儿童送入学校仅仅是一个开始，保证他们
正常上学、完成学业并掌握可使他们未来成功的技能，才
是最终目的。

许多国家的女童比男童的入学率低，特别是在较高的阶
段。在所有教育阶段实现性别平等，是千年发展目标之三的
目的。它是改变性别不平等关系、确保为男、女童实现其潜
能提供同样机会的基本因素。在２００５年，发现有５４个国家需
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支持他们开展这些
行动，以便２０１５年前能实现教育平等。

保证每个儿童都接受小学教育需要有额外资金，但这一
目标不能被看作是可选的或者不可实现的。把世界上每个儿
童送到良好质量小学里每年需要花费７０亿至１７０亿美元，相
对于政府的其他支出这是一个较小的数字。对于今天以及
未来儿童的身体健康、生产力和社会福利来说，这种投资
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的进步：性别平等和基础教育报告（第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纽约，2005年6月
联合国千年项目，教育和性别平等工作组，实现全球基础教育：投资、奖励、机构，
Earthscan，London，200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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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教 育

实现全民教育
适龄儿童在校生比例：小学净入学比例
Less than 40%
40% - 59%
60% - 79%
80% - 89%
90% or more
No data
来源：ᐎՋڍஓመጷጺፑߥᬒḼ

为实现性别平等目标需要继续做
出额外努力的国家
来源：ᐎՋڍЇቧ۲᧚͗Ḽ˝ЇቧᄉᤈࡘṊবѾࣰኍ֖۲ᆨஓᐱḸኃ̃ḹ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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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被 排 斥 的 根 本 原 因
在实施“千年议程”和《儿童权利公约》

2

概 述

权利过程中所有国家、社会和社区中都存在着
最可能被遗漏的儿童。一名被排斥的儿童可能

问题：所有国家、社会和社区都存在忽视儿童的现象。在国家层面，
儿童被排斥的根源是贫困、治理软弱、武装冲突和艾滋病。对千年目标中

是生活在委内瑞拉城市贫民窟的某个女孩，照

有关儿童健康和教育指标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发展水平最低、受艾滋病

顾着她的四个兄弟姐妹；可能是喀麦隆的某个

影响最严重，及遭受冲突、政府软弱或爱滋病肆虐的国家中，其儿童健

女孩，由于她妈妈外出打工，她只得与她兄弟

康和教育指标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因素不仅降低了

们住在一起；可能是约旦的某个少年，因为他

这些儿童从千年目标受惠的机会，还增加了儿童失去快乐童年并在成人
后继续遭受排斥的危险。

需要工作养家糊口，而无法与伙伴们玩耍；可
能是博茨瓦纳的某个孤儿，他妈妈由于艾滋病

由于千年目标的评估是基于一国的平均水平，同一国家内可促成或导
致遭受排斥的不平等现象无法显示出来。全国统计和家庭调查的分类数据

去世了；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某个残疾儿

表明，健康保健与教育因家庭收入和地理位置不同而差异巨大。在儿童健

童，他没有机会上学；也可能是尼泊尔某个做

康、存活率和入学及毕业上的不平等也随性别、种族或残疾等而变化。出

家庭仆人的年轻男孩。

现这些不平等可能是由于儿童与其监护人直接被排斥在服务之外，或由于
他们生活的地区更贫穷和服务条件更差。或由于获得必需基础服务的成本
过高，或由于诸如语言、种族歧视或被玷辱等的文件障碍。

初步看来，这些儿童的生活显得很不一
行动：解决这些因素需要在以下四个主要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样：他们每一个人面临的处境不同，要努力
克服的困难各异。但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即
他们几乎都被排斥在必需的物品和服务之外，
这包括疫苗、微量营养素、学校、卫生保健设
施，水和环境卫生等。同时他们被剥夺了能免
予剥削、暴力、虐待和忽视的保护和全面参与
社会的能力，而这些都是他们的权利。

•

贫困和不平等：调整减贫战略，在社会投资上增加预算或重新分配

社会资源将帮助最贫困国家和社区的数百万儿童。

•

武装冲突和“脆弱”国家：国际社会必须努力防止和解决武装冲

突，并软弱政策／机构框架的国家一道保护妇女儿童并提供必需的服务。
向陷入冲突中的儿童提供的紧急措施应包括教育、儿童保护和预防艾滋
病病毒传播等服务。

•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儿童：大力重视艾滋病给儿童和成人造成的后

果，及如何防止他们受到感染和被排斥。“儿童与艾滋病全球行动”将在

受排斥在许多层面伤害儿童

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
在国家一级，儿童被排斥在享受必需服务
的基本权利之外这一情况往往是宏观因素的产

歧视：政府和社会必须公开正地视歧视问题，引入并实施制止歧视

的法律，并采取行动解决妇女和儿童、本国少数民族及残疾人受到排斥
的问题。

物，比如大面积贫困、治理软弱、主要疾病如
艾滋病的传播未得到遏制及武装冲突等。在次
儿 童 被 排 斥 的 根 本 原 因 11

儿童受到排斥的宏观原因

图2．1：最不发达国家的儿童数量最多

贫困、武装冲突和艾滋病是目前儿童面临
21%

的几项最大威胁。１ 他们也是在区域和国家级

发达国家
6%

为儿童实现千年议程的最主要障碍。对千年
37%

目标中有关儿童健康和教育指标—五岁以下婴

发展中国家
11%

幼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小学入学率等—的统
计分析表明，在发展水平最低、受艾滋病影响

49%

最不发达国家

最严重，及遭受冲突、政府软弱或爱滋病肆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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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中，其儿童健康和教育指标与其它发展
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若不集中加以努力，
未来十年，这些国家的儿童将更加处于被忽视
的境地。

国家一级，即在那些脆弱和边缘化人群中，受

最不发达国家的儿童错过享受权利的风险最

排斥也由于因收入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造成的

大

服务可得性上的差别，和针对性别、种族或残
疾的明显歧视。

儿童在穷人中的比例极不协调，因为最不
发达国家往往有着最年轻的人口，同时贫困的

违反儿童受保护权利的行为—包括缺失或

家庭往往比比富裕家庭有更多的孩子。贫困儿

缺少正式身份，国家缺乏对无家可归儿童的

童更有可能从事体力劳动，这意味着他们不得

保护，对儿童的剥削和过早背负起成人的重

不辍学，因此也可能错过今后能获得一份体

担—也使单个儿童易于遭受排斥。

面收入的一个机会。２ 被剥夺了良好标准的生
活、教育、信息和重要生活技能，他们就容易

本章重点关注在国家和次国家一级导致儿

受到虐待和剥削。

童被排斥在各种必需服务—主要是健康保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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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外的因素。这些障碍往往长期存在并

减贫是千年议程的一个核心目标，它明确

且根深蒂固，它们是经济、社会、性别和文化

地体现在八个目标中的两个方面（千年发展目

进程的产物，是可以解决并且必须改变的。尽

标之一和千年发展目标之二），也是影响其它

管它们仍然顽固，但我们对儿童的坚定承诺促

六个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千年发展目标之一

使我们采取必要的行动去抵消它们的影响。（

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将日收入不足１美元的人

许多因素剥夺了儿童权利的保护，并使他们从

口降低一半来减少收入贫困；千年发展目标

社会和社区中的视野中消失。这一问题将在第

之八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

３章中讨论）。

的特殊需求。

为何最不发达国家的儿童面临着被忽略的风险
最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世界

生存状况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１，０００活产儿，２００４年）
婴儿死亡率（每１，０００活产儿，２００４年）

营养
五岁以下中度或重度低体重儿童的比例（百分
比，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五岁以下中度或重度发育不良儿童的比例
（百分比，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免疫
一岁儿童接种白百破混合疫苗的比例
（百分比，２００４年）
一岁儿童接种过三剂乙肝疫苗的比例（百分比，２００４年）

健康保健
五岁以下患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送至医疗机构接受
治疗的比例（百分比，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ａ）
五岁以下患腹泻儿童接受口服补液盐并持续喂食儿童的比例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艾滋病
成人感染率（１５－４９岁，截至２００３年）
成人和儿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数（０－４９岁，千人，２００３年）

教育和性别比
达到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百分比（行政管理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ａ）
男童小学净在校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女童小学净在校率（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４年ａ）
男童中学学净在校率（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女童中学净在校率（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４年ａ）

人口统计
出生时预期寿命（单位：年，２００４年）
城市人口比例（百分比，２００４年）

妇女
成人识字性别比（女性占男性的百分比，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产前保健覆盖率（百分比，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分娩时享有专业医护人员护理的比例（百分比，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ａ）
孕产妇死亡的寿命风险，２０００年（个）
a 以上数据为指定时期可获得的最近一年的数据
b 不包括中国
来源：有关编辑本表所用的所有数据的完整清单，详见统计表格1-10，95-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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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收入是减贫战略的一

图2．2：在最贫困国家的儿童错过上小学和中学的风险最高

个基本成分，并自１９９０年以来特别是在亚洲非
92

女童中学净入学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常成功。３但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解决造成儿

49**
26

童物质贫困的原因，即对服务和实物的剥夺。

91

男童中学净入学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这种剥夺的程度是令人震惊的：有１０亿多儿童

50**
30
96

女童小学净入学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施、健康保健服务、住房、教育以及信息方面

83

65

95

男童小学净入学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在充足的营养、安全饮用水、良好的卫生设

遭受到一种或更多形式的剥削。４

88
71
0

20

发达国家

40
60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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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不发达国家生活的儿童可能面临严重
的剥夺，因而他们最可能被千年议程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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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贫困状况的统计，尤其是关于儿童和
妇女发展与福利方面的统计已敲响了警钟。（

ʿӉહ˖ڍ

见方框：为什么最不发达国家的儿童容易被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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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最不发达国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远远
落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图2．3：，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在五岁以下死亡的国家		
多数自1999年经历过大规模武装冲突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初级教育完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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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和治理无方增大儿童被排斥的风险

武装冲突使得儿童在很多方面错过了他
们的童年生活。被征入伍的儿童没有机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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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和保护，并往往无法获得必需的健康保

图2．4：“脆弱国家”＊在最贫困国家之列

健服务。那些无家可归、难民与家人分离的儿
童也面临类似的剥削。冲突增加了儿童受到虐

35,000
32,232

器—的风险。７ 即使那些能够与他们的家人一
起呆在自己家里的儿童，也容易受到排斥，这
是因为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健康保健和教育体
系、人员和供应紧张，及由于武装冲突或如地
雷和未引爆的炸弹等遗留问题造成的越来越严
重的人身安全问题。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２００４年）

待、暴力和剥削—性暴力经常被用作战争的武

武装冲突对儿童受到排斥的影响方面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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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有力的证据，部分是由于在研究和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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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陷入冲突儿童的数量上存在差距。然

512

最不发达国家

1,524
“脆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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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存在的联系已揭示了受排斥的程度，
并值得警惕。在１２个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超过
２０％的国家中，有９个在过去五年曾经历过大规
模武装冲突（见图２．３：每５个儿童中就有１个在
五岁之前死亡的国家多数自１９９９年经历过大规
模武装冲突）。在这２０个国家中，五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增长最快的１１个国家自１９９０年以来都

ૈХᣃिஊንౝಳᄉࠑڍǌԟᏥᠪኃ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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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个有效率的公共管理系统的充足资源。
１０

由于政府通常没有能力向其公民提供基础服

务，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或缓慢
或剧烈地恶化。

经历过大规模武装冲突。武装冲突对于儿童小
学入学和就读会造成毁灭性的作用。例如，
在９个每５个儿童中就有１个在五岁之前死亡的
国家中，其男童小学平均净就读率为５１％，女
童为４４％，分别低于整个最不发达国家６０％和
５５％的平均水平。８

可悲的是，这种治理失败使得儿童更加被
排斥在必需服务之外。在那些无法实施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国家战略的国家中生活的儿童，将
可能无法享受千年议程给他们带来的任何益
处。比如海地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多数指标
表明它是美洲最穷的国家，在近年大部分时

伴随着武装冲突、公共管理和基础设施破
坏的往往是治理的崩溃，它是导致五岁以下儿
童高死亡率和低入学和就学率的主要原因。但
是武装冲突不只是国家失败的唯一形式。“脆
弱国家”的特点是：机构瘫痪，腐败严重，政

间里还为政治暴力所困扰。该国儿童的福利
在过去两年的政治骚乱中又进一步恶化。儿
童教育因为学校收费的激增而受影响，６０％的
农村家庭依然面临长期的食物不足，２０％的家
庭生活极为脆弱。

治动荡以及法治薄弱。９ 这样的国家往往缺乏
儿 童 被 排 斥 的 根 本 原 因 15

保证儿童的权利得到保护，他们的需求得到满
图2．5： 儿童在艾滋病携带者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足。这样做的简单道理就是儿童无法等到改
善治理之时—长时间的耽误会使他们错过的

发达国家 26

73

中东欧／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 34

1
6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 38
东亚及太平洋国家

27

1

60
72

南亚国家 30

童年时代。

67

2

在艾滋病最肆虐的国家，它正对儿童带来一

2

场大浩劫

3

阻止艾滋病是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核心目
中东及北非国家

51

45

4

中西非国家 53

39

8

53

40

7

东南非国家

2003ࣱᓩ໌ჀࣛᏧӳ̠ԯඊΒ
ཛཇ˄15-49ቕ˅

⬋Ҏ˄15-49ቕ˅

ܓス˄0-14ቕ˅

ၿ̅ٽᒻ̊ЙḼஜߙ˧֖Ժᑞʿҁǌ
来源： ᐎՋڍЇቧ۲᧚͗۲̅ᐎՋڍᓩ໌ჀѲᎷᄉஜߙᤈᛠᄉኪḼ
ࣱǑКီᓩ໌Ⴠึᛠ࿃хઐնǒǌ

标，这特别体现在在千年发展目标之六上。携
带或罹患艾滋病的儿童、及那些在艾滋病高发
国家生活的儿童被排斥在必需服务、照顾和保
护之外的风险极高，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老
师、健康工作者和其他基础服务的提供者可能
因此患病并最终死去。这个传染病正在撕裂家
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而家庭是保护儿

另一个脆弱国家的例子是索马里。这个

童免于被排除在必需服务之外，及避免伤害的

国家一直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由于该国自

第一道防线。一千五百万儿童已经因艾滋病失

１９９１年来就缺少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级行政机

去了单亲或双亲。由于艾滋病病毒使得家庭、

构，人的发展进步又进一步受到限制。在过去

社区、省份甚至最严重时整个国家的健康和教

１４年中随着各个敌对武装派别宣称对各自控制

育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另有数百万的儿童

区拥有统治权，该国在人的发展上的进步很稀

也已成为弱势群体。在所有艾滋病导致的孤儿

少。其后果在教育上十分明显：小学净就学率

中，有１２１０万（即８０％）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

低于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最近的估算显示男孩

南的非洲。这不仅反映了艾滋病感染在该地区

只有１２％，女孩只有１０％。近来在许多社区在

的异常高发，也反映了艾滋病在该地区的传播

国际机构支持下的学校重建工作是一个值得欢

已经相对成熟。

迎的发展；但多年来的投资匮乏已使索马里的
教育状况落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父母和其它亲人一旦罹患艾滋病，其迁
延的病期和最终的死亡给儿童带来了巨大的

16 世 界 儿 童 状 况 ２ ０ ０ ６

许多人认为，在脆弱国家加强治理是实现

压力。他们不得不在医治、照顾和支持方面

千年议程目标的先决条件，他们这样做是有道

担负起成人的角色；而幸存下来的儿童在社

理的。捐助国和国际机构可能对向脆弱国家政

区和社会中也会遭到玷辱和歧视，可能遭受

府增加非人道主义援助持谨慎态度，但是他们

更多暴力、虐待和剥削的威胁，并且会因各

对儿童的承诺必须促使其与这些国家合作，以

种原因辍学。

除了成为孤儿、失去亲人、缺少必需服务
５

以及更多地错过接受教育的机会之外，艾滋病
还威胁着儿童和年轻人的生存。每天都有约
１，８００名１５岁以下儿童感染艾滋病。１４ １５岁以
下儿童占每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的
１３％，占每年艾滋病死亡人数的１７％。在许多
病情最严重国家，这种传染病已经将儿童生存
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化为泡影，且大大缩短了这
些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的平均寿命。１６

随着这种传染病传播到更的国家和人群，
它还会给儿童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据估算，
２００４年几乎５００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是
该疾病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发现该病以来感染人数
最多的一年。目前１５至２４岁的年轻人几乎占全

要求开展国家级和国家级资助的调查项目；在

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的三分之一。１７考虑

千年议程的主要指标上，国际机构也编辑国家

到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普及，从艾滋病发

级的综合数字。国家级政府也是儿童问题国际

病率降低到死亡率降低需花费数年时间，死于

承诺的文件签署者及保证其实施的主体。

艾滋病的人数将继续增加，因此会有更多儿童
成为孤儿。在那些艾滋病已达到流行水平的国

然而，仅基于国家级综合数字对儿童状况

家，阻止艾滋病不仅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

开展的评估有其局限性。实际上，全国平均水

六很紧迫，对扭转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近来上

平能最清晰地描述多数人的状况；因此它们无

升趋势—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尤其如此—和对降

法提供全貌。为更完整地了解某些儿童在本国

低孤儿和其他弱势儿童免遭教育和家庭环境保

受到排斥的状况，需要来自国家级统计或家庭

护方面的排斥也都很迫切。

调查的分类指标。按地域—及按性别、种族或
其它方面—分类的数据是找出儿童受排斥风险

导致儿童被排斥的次国家级因素
一国的整体情况不能反映儿童受排斥的全貌

的关键，且被广泛作方案设计的工具。在平均
指标显示按目前趋势可以部分或全部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的某些国家里，分类数据对于宣传和
政策制定的格外重要。

通常对儿童状况指标的分析是在国家级开
展。这样做有很多原因：国家级是全国统计分

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能获得针对儿童福利

析的基础单元；对国家整体数字的估算通常比

的国家级分类统计或家庭调查的数据。但是现

任何次国家级分组更容易获得；统计标准通常

有的基于“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群体
儿 童 被 排 斥 的 根 本 原 因 17

调查”的证据已相当全面，且清楚地表明了一

的战略被忽视。当某个国家为其大多数儿童提

个结果：不同的国家，其儿童福利及发展状况

供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仅刚刚达到千年目标的最

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别。

低要求时，上述情况尤其如此。在上述情况
下，享有最多特权的儿童与被剥夺必需服务的

这种差别是对儿童间的福利状况进行的量
化分析，相对地反映了儿童被排斥的情况。例

儿童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将导致他们的进一步边
缘化，其自身就是歧视的一个根源。

如，小学入学率和就学率较高的国家中，也可
能由于某些特定人群被边缘化而存在着较大的

收入的不平等威胁着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内部差异。委内瑞拉就是这一个例子。人口与
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群体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

在每个可获得按家庭收入分类数据的发

尽管其小学净就学率接近９４％，但是，相对于

展中国家中，１８在２０％最贫穷家庭中生活的儿

不到２％富有的五分之一人群来说，几乎１５％的

童五岁以前死亡的可能要大大超过２０％最富裕

小学适龄儿童因为生活在２０％最贫困的家庭中

的家庭。

而错过了初级教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家庭收入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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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一个最大的风险是，由于千年发展

程度在本地区发展中国家中最高；其儿童死亡

目标是基于国家的平均数，这种存在于国家内

率的不平等程度也是如此。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部的不平等可能会被掩盖。这种差异的程度可

率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是秘鲁，在２０％最贫

能很大，而且在制定和实施基于千年发展目标

穷家庭中生活的儿童在五岁前死亡的可能是

２０％最富裕家庭的５倍。

来自６０％最贫穷的家庭；这一差别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８４％），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

尽管其他区域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差别

（８０％）更加显著。１９

没有如此强烈，它们仍仍然比较明显。平均地
看，在２０％最贫穷家庭出生的儿童比２０％最富

在农村和城市贫困人群中生活的儿童被排斥

裕家庭更易死亡的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

风险较高

区是３倍；中东和北非是２．５倍；在南亚和中东
欧／独联体是２倍。虽然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在

与城市相比，农村通常更贫穷且更难得到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四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

健康保健服务和教育。因此，在几乎所有能获

是那些最贫穷的儿童在五岁前死亡的可能两倍

得儿童死亡率等家庭数据的国家中，农村儿童

于那些最富裕的儿童（参见方框：收入不平等

比他们的城市同伙更可能在五岁前死亡。目前

与儿童生存，第２０页）。

发展中国家中大约有３０％的农村儿童辍学，城
市中的儿童只有１８％；有８０％的小学辍学儿童

在一国内部，低收入是小学入学的主要阻

生活在农村。阻碍他们上学的因素可能包括

碍。在发展中国家，２０％最贫穷家庭小学年龄

距离，其父母可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或者不重

儿童比２０％最富裕家庭儿童更易辍学的可能达

视正式教育，以及政府无法吸引优秀的教师到

３．２倍。此外，发展中国家中７７％的辍学儿童

农村工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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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别与儿童生存
在那些可获得通过如人口和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群体
在２００４年，估计有一千零五十万儿童在五岁前死亡，

调查等获得家庭数据的国家中，已明确发现在２０％最贫

ａ

多数死于可预防的疾病。战胜这些不必要的死亡并实现千

穷家庭生活的儿童比在２０％最富裕家庭更可能在儿童时

年发展目标之四——在１９９０至２０１５之间将儿童死亡率降低

期死亡。ｂ

三分之二——将成为这些为实现千年儿童日程承诺而工作
最不发达的国家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在儿童生存上通常

的人们的重点工作。

有着较低的不平等，最富裕家庭的儿童死亡率也很高。例
解决国家内部不平等和差异必须成为一切旨在降低儿
童死亡率的活动与政策的组成部分。

如，与贫困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国家在儿童死亡率上的不平等程度较低。
收入差异通常会转
化为儿童营养状况的不

与富裕儿童相比，一个贫困儿童有多大可能罹患低体重？

平等。每年有超过五百
五十万五岁以下儿童死

斯威士兰
肯尼亚
卢旺达
莱索托
蒙古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圭亚那
塞内加尔
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
越南
苏里南
冈比亚
赞比亚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缅甸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苏丹（北部）
阿塞拜疆
中非共和国
布隆迪
安哥拉
科摩罗
塞拉利昂
乍得
尼日尔
赤道几内亚
伊拉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于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原
因。 ｃ 营养不良不仅导致
饥饿，而且当维生素Ａ缺
乏时还会削弱免疫系统的
功能，这时儿童既不饿也
没有低体重。即使营养不
良没有造成死亡，但也会
对儿童的健康和发展造成
终身伤害。
可采用疫苗预防的疾
病每年造成超过二百万例
死亡，其中约有一百四十
万例为未满五岁的儿童。
ｄ

尽管全球在提高疫苗普

及率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
展，但是仍有改进空间。
不幸的是，当论及免疫时
最贫穷的儿童通常也是最
不利的儿童。在阿塞拜
同样可能

２倍可能

３倍可能

４倍可能

疆、中非共和国、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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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丹北部，最富裕的儿
童有二倍于最贫穷的２０％

与富裕儿童相比，贫困儿童有

６倍可能

多大可能在五岁前死亡？

５倍可能

秘鲁

４倍可能

南非
印度尼西亚

３倍可能

埃及
* 每个区域中单独的线条代表一个被普查
的国家
数据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人口统
计和健康普查”和“多指标群体调查”的数
据所作的计算。

儿童的机率接受麻疹接种。

２倍可能
没有差别

印度
土耳其

柬埔寨
东亚和太平洋

约旦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区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南亚

海地

中东部和
北部非洲

乍得

南非

ＣＥ

与贫困儿童相比，富裕儿童有多大可能获得麻疹免疫接种？

如果不能解决收入差异问题，即使实
现了国家级目标，最贫困的儿童也会继续
在儿童死亡数据中占到不成比例的比重。
总体而言，有５６个国家开展了按收入分类
的家庭调查，在其中的２６个国家更穷的儿
童有超过２倍的可能在五岁前死亡。这些
国家中有些在实现国家级目标上取得了
进展而另一些失败了。

见参考资料，第90-91页

中非共和国
尼日尔
苏丹（北部）
刚果民主共和国
阿塞拜疆
乍得
喀麦隆
多哥
越南
安哥拉
赤道几内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塞拉利昂
科特迪瓦
几内亚
伊拉克
科摩罗
肯尼亚
委内瑞拉
斯威士兰
马达加斯加
赞比亚
布隆迪
莱索托
塔吉克斯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波利维亚
缅甸
圭亚那
蒙古
乌兹别克斯坦
卢旺达
同样可能

２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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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与城市社区间的地域鸿沟相生相伴的

针对女孩的歧视使她们被排斥在教育之外

是收入不平等。在世界的许多城市，最贫穷的
市民居住在贫民窟、廉价公寓和棚屋区里，这

千年发展目标之三是专门针对性别歧视

些区域在地理上远离富人区。超过９亿的人居

的，它倡导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能力，并制定

住在贫民窟；许多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改

了消除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目标。

良的卫生设施、足够的居住空间和有居住保障
和像样的住房。21在这些社区居住的儿童受到

教育向女童（和男童）提供了机会，使他

的排斥——通常是严重缺乏必需服务和政府保

们在获得对达到社会平等地位所需的知识、技

护——有时会达到农村的水平。22

能、态度和价值观时，获得更多权利和自信。
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指每当有１００个小学辍学的

22 世 界 儿 童 状 况 ２ ０ ０ ６

儿童之间在健康、生存率、就学和毕业方

男童时总伴有１１７个女童也错过基础教育。２３虽

面的不平等与性别、种族或伤残密切相关。当

然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小学教育的性别鸿沟已稳步缩

儿童和他们的监护人因为生活在贫困或服务水

小，但是很多国家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

平差的地区，或因为诸如语言、种族歧视或玷

三，即在２００５年实现基础教育的性别平等。如

辱等文化性限制阻碍着他们接受所需的服务

果要把实现性别平等作为在２０１５年普及小学教

时，他们会直接被排斥在服务之外，这时候就

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则那些存在最大性别差距

会出现上述不平等。

的地区将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学教育的性别差距更大：在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调查的７５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２２个国
家有望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之三中实现中学性别
平等的目标，而有２５个国家与这一目标相距
甚远。24在教育方面女童比男童更受排斥－－尤
其在南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部和
北部非洲－－它是最明显的性别歧视统计指标
之一。

然而性别歧视比入学性别平等统计要微妙
和普遍得多。性别对决定哪些儿童最后被排斥
在必需服务之外从而最易错过千年议程目标起
主要作用。本报告中，造成许多儿童群体被排
除在国际发展的努力之外的原因并非并非仅仅
是性别，然而性别对她们的脆弱无助确实起着
重要的作用。性别歧视同样限制获得妇女对
基本健康保健服务，这增加了母亲和婴儿死
亡的机会。

妇女权利被漠视导致了她们的孩子受到排
斥。母亲一般是儿童的第一个关爱者。在她们

当一个儿童由于种族面临歧视时，在必需服务

被剥夺获得基础服务、必需资源或信息的情

和保护上受排斥的危险也会陡然加大。

况和背景下，最大程度遭受排斥的是儿童。
阻碍反对性别歧视的因素包括缺乏按性别分

全世界大约有５０００多个少数民族群体，

类的优质数据、在国际和国家级缺乏针对妇

２００多个国家有重要的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

女方案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及在政治领域

许多国家——大约三分之二——有不只一个

缺乏代表。２５

占全部人口比例超过１０％的宗教或少数民族
群体。26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已跨越国界——例

基于种族的歧视十分普遍

如，罗马人遍布于中部和东部欧洲或者中国
人的后裔居住于东南亚地区。他们中的一些

种族性是各种特性的集合——文化、社

人数较少，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会、宗教和语言——它们构成了一个社区人群

有些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比重很大，但由于与

共同享有的一种特性。种族是人类多元化、及

世隔绝或较深的历史弱势，而在社会中拥有很

人类家庭中力量、适应力的丰富的源泉。然而

少的权力。27
儿 童 被 排 斥 的 根 本 原 因 23

罗马人及其孩子的社会边缘化
罗马人约有７００万至９００万人，他们构成了

一个罗马人被正规行业雇佣。ｄ许多罗马儿童去

多数被安排在特殊教育试验班里，但他们可以

欧洲最大和最脆弱的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上

专设的学校上学或者在主流学校时被分隔开。

达到主流课程的要求。ｈ

就没有故乡，大约有７０％的罗马人居住在中东

在为罗马人专设的学校中教室相当拥挤，这是

欧以及前苏联各国。约８０％的罗马人生活在于

地理和社会经济分隔造成的。ｅ

２００４年加入欧盟或正在磋商成为欧盟成员国的

虽然令人不安，但这种排斥现象远远没有
结束。例如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全国教育统计

在中东欧，高达７５％的罗马儿童被安排在为

并不总是包括那些最受排斥的儿童。在罗马尼

智力有障碍者开设的学校上学， 但不是真正出

亚居住着数目最多的罗马人，其人口达１００万至

各方面的排斥——社会、政治、经济或地

于健康原因。这种做法很普遍，且与特殊教育

２００万，但影响罗马女童的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

理——已经影响了罗马人数个世纪并成为公开

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关。在一些中东欧国家，

决。此外，波斯尼亚和黑山只有罗马儿童上学的

的种族歧视形式。面对着被认为是劣等和危险

被送到智力障碍者学校的儿童可以得到伙食补

情景很稀少，而且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参加小学高

的人群这些一些偏见和恐惧，罗马人选择居住

助、教材、交通、住房以及食宿。罗马父母通

年级和中学的学习。

在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文明社会，甚至被禁止

常在没有充分认识到长期后果的情况下就同意

到进入餐馆和其他公共设施。

把儿童送到特殊学校，即使他们认识到，有些

国家中。ａ

ｆ

ｂ

罗马人是中东欧最贫困的文化群体之一。研

家庭成员会认为他们别无选择。ｇ

并非只有教育体系让罗马儿童失望。在
罗马尼亚，超过半数被遗弃在医疗机构的儿
童——５７％——来自罗马人。由于通常缺乏医

究表明，８４％的保加利亚罗马人和８８％的罗马尼

一项由私人捐助基金“公开社会协会”（

疗保险登记所需的合适身份证明和出生证明，

亚罗马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匈牙利的罗马

布达佩斯）在２００１年进行的研究发现，６４％在

罗马社区和他们的儿童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健

人贫困程度更高，约９１％的人群生活在国家贫困

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

康保健服务，并且严重依赖国家福利和其他转

线之下。 由于接受教育有限、技术水平低以及

特殊学校上二年级的罗马人孩子被认为“智力

移支付。在罗马尼亚，罗马男性和女性不太可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在一些罗马人聚居地没有

上受到挑战”。尽管在两年内这些学生中的大

能像其他罗马尼亚居民那样享有健康保险，和

ｃ

对于少数民族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它们通

偏见将限制种族群体成员的机遇。就职业选

常面临着相当程度的社会边缘化和歧视。有

择和发展，进入政府部门或社区领导部门，少

约９亿人属于那些因身份而处于弱势的群体，

数民族成员通常在社会参与上受到限制——即

其中的３．５９亿面临着针对它们宗教的限制。在

使法律禁止对他们的偏见和排斥的地方也是如

全世界，约有３．３４亿人面临与其语言有关的限

此。基于种族的排斥会导致武装冲突甚至民族

制或歧视。例如，在３０多个撒哈拉以南的非

暴力——有２００３年以来在苏丹发生的达尔福尔

洲国家中（包含该区域８０％比例的人口），官

的种族暴行为证。

方语言与当地通用的语言不一致，该区域只

24 世 界 儿 童 状 况 ２ ０ ０ ６

有１３％的儿童在小学接受用他们母语讲授的

原住民儿童可能面对阻碍其完全参与社会活

教育。２８

动的多重阻碍

基于种族的歧视会侵蚀儿童的自尊和自

原住民与少数种族有着很多的共同特征和

信，并会剥夺他们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削弱

经历，但是他们之间有着截然的不同。与少数

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社区和制度层的

民族相比，原住民人群通常更忠实于一种与居

利、厄瓜多尔、印度、日本和委内瑞拉生活的
原住民儿童的特别状况表示了担忧。３２许多原
享受家庭医生服务。
目前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罗马教育行
动”是“公开社会协会”的一个项目，它通过

住民儿童至今仍然被剥夺《儿童权利条约》所
规定的权利，尤其是出生登记、获得教育和健
康保健服务的权利。

和“纽约儿童和青年方案”开展合作，正试图消除
中东欧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歧视——包括将罗马儿童
从特殊学校重新纳入到正规学校，并使他们能够与

有关原住民儿童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被剥

他们的同伴一样完成学业。——通过在２００２年启

夺的生存、健康保健服务和教育权利的信息非

动的一项三年计划。 ｉ斯洛伐克政府最近已设计出

常有限。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表明，原住民群

一套专门承认和解决罗马少数民族问题的战略。此

体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相对于国家人口更高。

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罗马尼亚代表处在２００４年
通过与“罗马尼亚儿童保护问题非政府组织行动联

例如，在柬埔寨的山区省份Ｒａｔａｎａｋｉｒｉ，婴儿死

盟”的合作，开展了一项“不遗漏一个儿童”的运

亡率是国家平均水平的２倍多，而澳大利亚原

动，旨在消除对罗马儿童的歧视问题并使他们获得

住民的婴儿死亡率是总体水平的３倍。33造成了

接受教育的途径。迄今为止，该运动已惠及全国约

这些不平等的因素很多，包括环境状况、歧视

６５％的罗马人口。

和贫困。健康保健服务——包括可通过接种而
预防的疾病——在原住民居住区域通常匮乏。

见参考资料，第91页

例如在墨西哥，全国范围内每１０万人可以拥有
约９６．３名医生，但在占据全国人口总数４０％多
的原住民居住区域只有１３．８名医生。34
地历史相关联的独特文化。通常他们拥有自己
的、与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主流不同的语言、文
化和社会组织。他们更愿意自称并被别人称
为原住民，其他群体也这样定义他们。２９在一
些国家，例如波利维亚、丹麦（格陵兰岛）
和危地马拉，他们占总人口的多数。在７０多
个国家中居住着大约３亿原住民，其中有一半
在亚洲。３０

原住民儿童在出生时不太可能得到登记，
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母语不含有关此事的信息。
这导致了儿童出生登记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例
如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流域，只有２１％的五岁
以下儿童拥有出生证明，而全国平均水平是
８９％。３５离最近登记站的路程距离以及申请证
明的成本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阻碍。国家立
法禁止原住民以原住民的名字给他们的孩子

原住民儿童可能遭受文化歧视和经济和政
治的边缘化。他们不太可能在出生时得到登
记，更易于罹患健康不良，受教育程度低，
并易于受到虐待、暴力和剥削。３１“儿童权利
委员会”对在澳大利亚、孟加拉、布隆迪、智

登记也是阻碍获得出生登记的重要原因；例
如在摩洛哥，Ａｍａｚｉｇｈ人必须以认可的阿拉伯
名字为他们的儿童登记３６（为进一步探讨被排
斥在出生登记之外的危险，第三章：被忽视
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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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残疾生活
作者： 贝桑尼 斯蒂文斯

我在德国不来梅港一个美军基地的新生儿重症护理部
度过了我生命的头两个礼拜。在我刚来到人世之时，一个
年轻的军官告诉我父亲我患有一种，这种病会致使全世界
多数人宁愿将我放置并抛弃在一个山顶。
这个情况是一种罕见的叫做“骨生成不全”的先天
性骨质疾病，它在全世界的患病率为０．００８％。 ａ这种病
使骨头易碎而导致骨折，严重时可致死。我患有中度水
平的骨生成不全，且只有过５５次骨折。我接受过１２次外
科手术，目的是在我的骨髓里插入金属棒来强化我的大
腿；我还经历过一次手术，它试图将骨头置于弯曲处来
避免今后的脊柱弯曲。
除了手术和骨折造成的生理痛苦外，我一直忍受着因
为社会对残疾的玷辱带来的屈辱和自卑。这是我作为一
名２４岁的法律学生至今要继续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儿
童，我当时并未认识到作为残疾人的社会现实有多么严
重，我认为自己只是有生理限制的正常儿童。然而，随
时骨折的可能对我母亲和我来说都很吓人和令人紧张。
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认为我可能在玩耍中骨折，因此
她禁止我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我计算出我的一生中有７年
因为各种各样的受伤和养病而独处——这个还不包括我
入学以前独处的时间。
我的第一次教育经历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我开
始参加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专门为残疾儿童开设的学
前班。我原先以为和小伙伴们相处会非常愉快，但是我
们之间的交流由于他们更严重的残疾状况受到限制。几
年以后我们搬到了加里福尼亚，我在那里作为唯一的一
个残疾儿童进入一所都是体健儿童的小学学习。我热爱

的东西。那是一段有意思的精神空隙，但是我很高兴并感到
庆幸自己只在那里待了一年。
我回到了在加里福尼亚山上的一所规模小的小学，并
非常满意可以同有相似智力能力的人相处。我开始建立友
谊关系，但是不得不又离开学校一年接受脊柱熔接手术。
在康复过程中，有一个家庭学校教师每天教我一个小时的
课。再一次，我经历了一次精神激励的空虚。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我在学校里享受了几年没有医
疗困扰的生活。但当我进入青春期后——我和所有同龄儿
童一样——我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并经历了对他人
的生理吸引，情况变得更糟了。我和我的同伴一样产生了
性的吸引，但是经历了拥有这些感觉和能够表达他们的巨
大短暂差异。我感觉自己的迷失、空虚，并对自己和整个
世界怨恨。
我把这种对自己身体的憎恨深藏在心底，现在我意识
到这种感觉来自媒体倡导的正常审美标准的形象，及来自
社会玷辱。反映残疾人群人性的正面形象无处可循——我
们被描述成乞求可怜和怜悯的人。我的自尊步骤然下垂，
我感觉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绝望的情绪。这种强烈的
情绪被一个事实激化了，那就是我必须离开我的好朋友去
小镇另一边的一所学校上学，因为我的朋友们将要去的学
校不接收残疾学生。
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我搬到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而
突然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这种情绪更严重了。
我从１１岁到１６岁一直憎恨自己；当我照镜子时我会战战兢
兢。现在那段时光仍与我共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些经
历带给我的创伤。

学校，因为它给了我必要的机会与他人交流。但我有时

当我进入佛罗里达大学后，我的人生目标开始清晰。

仍然能够感到由残疾带来的社会隔阂，尤其当社会交流

作为一个学生，我产生了一种残疾人激进主义的热情。通

超出了我们学校的界限之后。

过辩论残疾的的平等、美与尊严，我接受了这些观念并产

当我８岁的时候，我被送到一家儿童特殊学校，在那
里重新在我的大腿插入金属棒并接受了最高质量的理疗。
尽管我在那里接受了出色的理疗，但是那里的教育最多只
是弥补性的。我在那里又学了一次以前第一年在学校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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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为残疾人促成积极变化的愿望。我很荣幸两次代表美
国参加了在挪威举行的残疾人权利国际会议，通过联合国
和“国际康复组织”出版了报告，并组织了反映各个知名
残疾人士的大型校园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我开始认识到这种与残疾有关的玷辱怎

贝桑尼 斯蒂文斯是佛罗里达州大学的一名法律学

样在全球造成社会和经济压迫。现实情况是多数人，仅在美

生，在过去五年里她一直是一名残疾积极分子。斯蒂

国就约有８０％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会变成残疾。我的

文斯女士领导了一项运动和请愿过程，并促成在佛罗

专业抱负是建立一个国家级游说机构。它将在现有的法律体

里达大学成立了一个设备周全的残疾学生检测中心。

系内并通过直接行动，对个人、立法者和公司开展工作以重

她是残疾学生联盟的主席，Ｄｅｌｔａ Ｓｉｇｍａ Ｏｍｉｃｒｏｎ的创

新构建社会对残疾人的认可。

始人。她最近还领导了在佛罗里达大学召开“建立残

针对对残疾人的积极社会改良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影

疾运动”大会。

响残疾人问题的信息可以被纳入公共学校教程内；可以规定大
型企业须开展培训，以提高对这些问题意识，这类似关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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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骚扰问题的培训。政府应该将残疾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人
们通常由于缺乏意识和知识而对其他人群持有负面观点。
在体健人和残疾人中，对认知的改革有两方面的需求。
在太多的时候我们将对我们残疾的玷辱内化为自己的观点，
因为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美。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唯
一一名我知道的残疾人。我发现，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在美学
观上不同的人并仍然觉得美，这真的很困难。我们需要感觉
到一种内在的骄傲，社会也应该认可我们的能力和财富。这
种认识激起了我的愿望，想编一本有关残疾中的美丽的书，
其中会收录一些反映出名的和普通残疾人的采访和照片。这
本书将献给所有努力寻找他们的美丽的残疾人，有如我多年
以来的努力一样。
经过多年来克服困扰着我的儿童和早年成人期的不完美
和耻辱的感觉，我现在相信做一个残疾人对我而言是最好的
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残疾，我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我经历的
那些良好机遇。那些机遇和自身尊严的发展与我１６岁搬到父
亲家里住一事息息相关。父亲认识到我的人性并鼓励它涌现
出来；他教我开车并支持我找工作。父亲给了我母亲可能永
远都不会给的自由，正是随着它我形成了我所喜爱的性格。
最终能爱自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其他残疾儿童的父母应
该允许他们的孩子获得一种独立感，因为这对实现自我满足
很有必要。我希望我可以象我父亲曾经帮助我一样去帮助社
区里的残疾人，这样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不再把对残疾的羞耻
内化成他们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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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被排斥的现实中。发展中世界的绝大多
数残疾儿童不能享受康复健康保健或支持性服
务，很多人也无法获得正规教育。３８很多情况
下，残疾儿童干脆不参与社区生活；即使他们
没有受到回避或受到虐待，他们通常还是不能
得到充足的照顾。在制定了针对残疾儿童的特
别条款的地方，这个条款总是涉及将他们隔离
在某些机构内——例如，在自从政治转型以来
的中东欧国家中，在公共机构生活的残疾儿童
比例有所增加。３９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残疾人是由于特别是
在儿童早期被直接剥夺了必需物品和服务而导
致的。产前护理的缺乏增加了致残风险，而营
养不良会导致发育不良或对疾病的抵抗力降
低。由营养不良或缺乏疫苗所致的残疾可以
通过共同行动或捐助国的支持获得解决。全
球抗击脊髓灰质炎行动——过去造成生理残疾
的主要原因——使该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从
１９８８年“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行动”开展时的
３５万例减少至２００４年底的１２５５例。40虽然该疾
在多数国家，原住民儿童的入学率很低。

病在几个国家又有重新传播，但目前只限于

教育设施匮乏、政府无法吸引合格的教师赴有

六个国家——阿富汗、埃及、印度、尼日尔、

许多原住民生活的偏远地区工作、及许多学校

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有病例。尽管这一进

的教程与当地社区显然无关——这些都妨碍了

展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并非每一个孩子被顾及

入学。在入学后，原住民儿童与其他儿童相

到；除非每个儿童都获得了接种，否则仍有复

比常常处于弱势，因为他们对老师讲课的语

发的风险。

言不熟悉。研究表明原住民儿童的理解能力
至少要到三年级才能与其他使用主流语言的
儿童相当。３７

每年有２５万到５０万的儿童由于缺乏维生
素Ａ而致盲，而这种症状可通过口服仅值几分
钱的药品就能预防（每４－６个月服用一次）。

忽略和玷辱可能会造成残疾儿童受到排斥

４１从事危险工作或被征募入伍的儿童面对着
生理致残的更大危险。地雷和爆炸性战争残留

全世界估计有１．５亿残疾儿童，其中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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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继续在不再有冲突的国家里使儿童致残。在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发生地雷伤亡事件的６５个国家

降低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需要在五个主要

中，有几乎三分之二的国家在那一时期并没有

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国家发展战略、官方发

经历活跃的冲突。42

展援助、全面债务减免、公平贸易和捐助国加
强技术援助。４３在２００５年７月的八国首脑会议和

无论原因或者他们生活的地点，残疾儿童

９月的世界首脑会议上确定的措施将进一步增

都需要特殊的关注。由于残疾儿童面临着被排

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并减少其

斥在学校、社会、社区甚至家庭之外的较高风

外债负担。为了发展战略能够真正地产生效果

险，他们容易被侧重于全国总数统计目标的发

并可持续，它们需要更加关注儿童，因为儿童

展行动所遗忘。

占这些国家约一半的人口。就像第四章将会表
明的那样，需要重新调整减贫进程，尤其是预

解决遭受排斥的根源

算以扩大或重新分配社会发展资源以减少最不
发达国家数百万儿童所面对的受剥削现象。此

“联合国千年项目”的报告和秘书长报告

外，在官方发展援助、减债和公平贸易方面需

中包含的实现千年日程的战略涉及了本章提及

要采取更大胆的举措，以确保全球最贫穷的国

的许多因素，并号召政府、捐助国和国际机构

家实现千年日程。

一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文件并没有强调
预防儿童遭受排斥的特定措施，儿童遭受排斥

需要开展争端解决和预防以保护儿童和妇女

的原因是极端贫困、武装冲突、软弱治理、艾
滋病和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如果国际

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是千年日程中有关和

社会作了不懈努力，但这些因素在今后十年中

平和安全目标的核心目标，这在千年宣言里有

仍然存在时的措施。

详细的描述。由于儿童和妇女面临着武装冲突
的高风险——占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死于武装冲突的

生活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儿童需要特别关注

所有平民的８０％44——冲突预防和解决对确保对
妇女和儿童的保护和获得必需服务极为重要。

近年来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特殊的——和

在发生冲突的地方，紧急反应不仅应包括提供

急迫的——需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优

必需服务和物品，也应预防家庭成员的分离并

先目标。联合国大会于２００１年５月通过了《布

帮助他们团聚、启动学校复课、组织儿童保护

鲁塞尔宣言和最不发达国家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行动

和预防艾滋病。45

纲领》。该计划的进展与其雄心相比并不相
配。尽管有些最不发达国家已在该计划的单个

一定不要忘记在“脆弱”国家生活的儿童

目标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他
们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上只取得了有
限的进展。

“脆弱”国家需要特别关注，因为一个无
法正常履行职能的政府可能使执行任何政策或
获得任何非人道主义发展援助的努力变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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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和艾滋病行动
通过推广和鼓励适合于青年人和对性别敏感的预防信
每一分钟就有一个１５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
疾病。ａ每一分钟就有另一个儿童呈艾滋病病毒阳性。每一分
钟就有四个１５－２４岁的年轻人染上艾滋病。ｂ

息、生活技能和服务的使用，减少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危险
和易感性。

预防艾滋病病毒的母婴传播

这些残酷的事实突出地反映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给儿童
和青年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儿童经

增加能负担起的和有效的服务，以帮助艾滋病病毒阳性的

受的打击最严重；但除非艾滋病的传播被遏制和扭转，到

怀孕女孩和妇女避免将病毒传播给她们的儿童。对被艾滋病病

２０１０亚洲艾滋病感染者的绝对人数将最多。 ｃ数百万已沦为

毒感染的儿童和孕妇优先提供保健、支持和治疗方案。

孤儿、脆弱人群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儿童和青年人，急需
关爱和保护。尽管已经扩大了预防和治疗方案，但如果艾滋

提供儿科治疗

病毒感染率以及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继续上升，这个危机将
会持续数十年。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正在剥夺数百万儿童的童年。这一
疾病恶化了那些使儿童遭受排斥的因素，包括贫困、营养不

提供能负担起的儿科艾滋病毒药物，诸如复方新诺明，
以预防机会性感染。

保护和支持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儿童

良、不能得到基本社会服务、歧视和玷辱、性别不平等，及
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剥削。
确保更高比例的贫困儿童能够接受优质的家庭、社区和
在２００１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特别会议》
发表的《承诺宣言》中，各国政府承诺他们将解决艾滋病病

政府支持，包括教育、健康健康、出生登记、营养和心理支
持。

毒／艾滋病对儿童造成的影响。但进展很缓慢。在起草艾滋病
病毒／艾滋病战略、制定政策和分配预算时，儿童往往受到忽
略。在２００５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世界领导人宣誓将通过
预防、保健、治疗、支持和动员额外资源等方式来加强针对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应对措施。

“全球儿童和艾滋病行动”涉及全球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
伙伴。它旨在团结尽可能多的人、组织和机构开展行动。该行
动自一开始就置于协调之中，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捐
助者和民间社会认可的“三个‘一’”原则；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旨在为３百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持续

“全球儿童和艾滋病行动——为儿童团结起来，团结起

治疗的“三个‘五’”行动；以及国家减贫战略。

来抗击艾滋病”——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启动，是一项共同努力，
以确保儿童和青年人不仅被纳入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战略，
而且也是它们的核心关注。该行动的一个重大目标是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之六，即到２０１５年遏制并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
病的传播。该行动目标的实现也将对其他千年发展目标产生

通过伙伴关系，政府和机构、活动家和科学家、公司和
社区工作者，以及尽可能多的人员共同工作，通过这一行动
来确保这些儿童将是忍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痛苦负担的最后
一代人。

积极的影响。
尽管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行动，但它会特别关注受害最甚
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世界艾滋病流行程度最高的２５个国
家中有２４个在那里。这个行动试图围绕国家方案，在四个主要
领域（简称为“四个Ｐ”）提供一个以儿童为重点的框架：

预防青少年和青年人之间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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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考资料，91页

杂。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及在这些国

府、民间社会和媒体通常不愿正视它们。但是

家拥有实质权利的那些人——的继续参与，对

如果他们想要实现对于儿童的承诺，那么他们

保护在这些国家中生活的儿童免受排斥十分重

就必须面对这些因素。为解决妇女和女童、少

要。儿童不应该由于他们国家的失败而被国际

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和残疾人遭受排斥，需要

社会遗忘。

开展有目标的行动，设立禁止歧视的法律，和
开展更多关于这些人群需求和福利的研究。但

减轻艾滋病对儿童影响的全球行动正在进行

如何仅仅采取这些措施，他们只能减少歧视而

中

不能解决它的根源。要使这些行动带来持续变
化，要同时针对那些鼓励或容忍歧视的社会观
国际社会正在开展一系列行动以加强阻止

念开展有勇气的、态度鲜明的讨论——应邀请

艾滋病的努力。这些努力对于遏制艾滋病的流

媒体和民间社会参与。那些遭歧视而易受到排

行和确保其治疗可广泛地获得很重要。然而，

斥儿童的将来取决于这样的恶勇气的行为。

对艾滋病的传播对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在女孩的
影响，和保护他们免受感染和排斥，还需给予

需要有快速和果断的行动

更多的关注。鉴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
作伙伴已经启动了一项有关儿童和艾滋病的全
球行动（见第３０页方框内容）。

我们无法等到极端贫困被根除、武装冲突
停息、艾滋病流行的减退，或者政府和社会公
开地挑战庇护保护歧视和不平等的观念的那一

政府和社会必须态度鲜明地解决歧视问题

天，才去享有一个童年。童年一旦逝去就不可
能再来。对于数百万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童年

解决歧视问题需要用各方面的方法。歧视
的很多因素扎根于长期形成的社会观点，而政

和将来都取决于现在为解决这些威胁而采取
的、快速而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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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与相对贫困：遭受排斥的先兆

千年发展目标之一致力于到２０１５年将极端
贫困人数减少一半。虽然说明贫困最常用的指
标是每天收入低于１美元的人的比例，但贫困
有着多种定义，并以多种方式影响着儿童。
儿童经受极端贫困的经历与成年人不一样：
儿童贫困不能仅仅通过家庭收入来理解，所
采取的措施必须将儿童的经历考虑在内。对
于儿童而言，贫困意味着在物质和发展方面
遭受剥夺。＊因贫困遭受的排斥可能带来终生

10%

的影响。
21%
45%

16%

儿童不是必须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才能感

7%

31%

到受排斥。研究表明，如果儿童认为他们家庭

4%
14%
8%

的物质条件没有接近社区认可的“正常”水
18%

平，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贫困的影响。＊＊这种
相对的遭受剥夺是基于一种观念，人们通过与

18%

其他人相比较来评定他们是富足的还是遭受剥
夺——他们应该得到或期望什么。通过比较社

8%
14%

会最富裕和最贫穷的部分可获得的资源上的差

16%

别，来比较财富在一个国家或区域中的分配，
是一种确定不平等的简单方法。
3%

除非我们采取鼓励平等和社会流动的特定
措施，包括教育资源分配、健康保健和其他干

按地区划分的生活在每
天低于１美元的人口比例

预，以确保每一个儿童的权利都获得保障，即

55%

使最终实现了为百万人消除极端贫困这一目

33%

38%

东部和南部
南亚

标，但是相对的遭受剥夺——不平等及儿童和

14%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他们的家庭遭受排斥——还将继续下去。

4% 中部和东部欧洲
3% 中东部和北部非洲
22%

发展中国家

41%
21%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5年《世界儿童状况》，纽约，2004年，第16页
**见，如基督教儿童基金会，《贫困中的儿童：儿童的声音》，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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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

3%

22%

27%

3%

5%
12%

13%

17%
7%

17%

4%
39%

13%
3%
35%

26%
22%

72%

36%

61%

26%

16%

16%

45%
70%

11%

54%

17%

57%
36%

23%

67%
85%

45%

52%
55%

23%

34%

8%

49%
42%

64%
56%
35%

8%

38%

31%

61%

8%
1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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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忽 视 的 儿 童
如果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不能实现，儿童就可

概 述

能会受忽视
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儿童可能变得不为人们所看见，即在现实中他
们从家庭、社区和社会内部的视线中消失，也不为政府、捐助者、民间团

遭受排斥的根本原因—极度贫困、治理软

体、媒体甚至其他儿童所见。对数百万儿童来说，他们受忽视的主要原因

弱、武装冲突、艾滋病、不平等和歧视—除了

是其受保护的权利被侵害。虽然显示其受侵犯程度的有力证据很难获得，

使儿童被排斥在基本服务之外，还将造成严重

但以下几个因素似乎是增加儿童被忽视的危险的核心原因：缺乏或缺少正

后果。这些因素也增加了儿童被剥削、忽视、

式的身份证明；国家对失去父母照顾的儿童提供的保护不足；拐卖和强制
劳动造成的儿童剥削；儿童过早进入如婚姻、危险劳动和战争等的成人角

拐卖和虐待的危险。例如，战争导致的法治崩

色。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儿童包括出生时未获登记的儿童、难民和失去家园

溃可使儿童面临性侵害和剥削。受艾滋病影响

的儿童、孤儿、街头儿童、被拘留的儿童、早婚儿童、从事危险劳动和战

的儿童不仅更易失学，还面临着社区的玷辱和

争的儿童及被拐卖和奴役的儿童。

忽视。那些拐卖儿童的人不是在城郊富人区而
是在贫民窟里寻找他们的受害者。

行动：使儿童显现出来要求为他们创造一个保护性的环境，其关键
因素包括：

•
通过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政府承诺保
护儿童免受伤害、虐待、剥削、暴力和忽视。
然而，对于数百万儿童而言，对这项权利的侵
犯是导致他们受到排斥的主要原因。他们中的
许多人本可以成为本章所讨论的那些俱乐部的
会员。例如，许多从事强迫的、危险的和剥削
性的劳动的儿童是被拐卖的，而那些儿童中有
很大比例在出生时没有获得登记。受保护权
利被侵犯的儿童被边缘化和受到排斥，他们

加强家庭和社区看护和保护儿童的能力；

• 向大多数被排斥和受忽视的儿童提供预算支持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政
府承诺；
•

在国家级和国际一级，批准并实施有关儿童权利和保护的立法，；

•

起诉那些侵害儿童权利的罪犯，并避免使受害儿童走向犯罪；

• 在民间团体中和媒体上公开讨论有关促进和导致儿童虐待的态度、
歧视、理念和习俗；
• 确保儿童了解他们的权利，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获取重
要的生活技能和信息以保护自己免受虐待和剥削；
•

无歧视地向所有儿童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

针对虐待和剥削情况的监测及透明的报告和监督制度

与成人经历的最邪恶成分（从卖淫到危险劳

营造保护性环境的关键是责任：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为确保儿童不从视

动）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儿童时期保留的

野消失而出力。家庭和国家在保护儿童方面肩负着基本责任，个人和各机

仅有部分也是使他们更脆弱和更易受剥削的

构在各个层面上开展的短期和长期的努力对阻止虐待也很关键。

那些因素。

当儿童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并获得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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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保护时，他们就处于他们的家庭、社区

政府的责任。没有正式的出生登记和身份证明

和社会的视线内。然而，当他们失去父母之爱

文件，儿童可能被排斥在重要的服务之外，如

或者面临家庭内部的暴力或虐待时，他们的可

教育、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对那些因自然灾

见度就降低了。当他们无法上学、被关封闭在

害、失去家园或如拐卖等其他剥削造成的离散

工作场所中或遭受其他剥削、承受家庭环境以

家庭，当他们重新团聚时，缺少正式的身份文

外的暴力和虐待，或者仅仅没有被当成儿童看

件往往使这一过程变得很复杂。尽管有许多儿

待时，他们在社区或社会内部被可见度也会降

童因为缺少身份文件而受到排斥，但没有出生

低。如果他们的存在和身份没有获得法律承认

登记和失去家园或与家人分离的儿童是风险最

和正式官方登记，或者常常被统计调查、政策

大的两个群体。

和方案遗漏时，儿童实际上在官方的视野中消
失了。但是即使他们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也可

没有出生登记，儿童无法出现在官方统计中

能对他们的困境视而不见，如街头儿童即是一
个例子。所有这些儿童毫无例外地需要某种程

在２００３年，有４８００万儿童因没有出生登

度的保护，而事实证明直到现在世界还无法提

记，这个数字占当年新生儿总数的３６％。他

供这些保护。

们在生命开始时就受到了排斥。《儿童权利
公约》第七章规定，儿童身份受到正式认可

在极端的情况下儿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变

和登记是一项基本人权。登记可使孩子获得

得不为人看见—即从社区和社会的视线中消

出生证明，这是政府在法律上认可儿童成为

失。虽然显示其受侵犯程度的有力证据很难获

社会一名成员的最显著证据。出生证明也用

得，但以下几个因素似乎是增加儿童被忽视危

来证明儿童与父母的基本关系，并通常可用

险的核心原因：缺乏或缺少正式的身份证明；

来确定国籍。

国家对失去父母儿童的保护不足；拐卖和强制
劳动造成的儿童剥削；儿童过早进入如婚姻、

在今后需要如在校上学和去医院看病等项

危险劳动和战争等的成人角色。虽然这些因素

服务时，也需要出示出生证明。如果不能确定

不是使儿童受忽视的仅有原因，它们一定是最

实际年龄，即使怀疑年龄不足，也难以起诉童

重要的因素，其后果往往延续到儿童时期之后

婚案例。没有出生证明的儿童也无法获得保

的很多年。

护，使他们不会在成人前被征入伍，或在他
们犯罪时免于遭受成人般的处罚。他们长大

缺乏正式的身份证明或文件
每一个孩子都有权获得正式的身份证明，
包括出生登记、有权取得国籍及有权知道父母

后可能无法得到工作机会或申请护照、在银
行开户、结婚或者参加选举。在获得社会保
障、家庭补助、信用和退休金时也需要出示
出生证明。

并他们的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第七和第八
章明确表明，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尊重并实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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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数国家有出生登记的机制，但由于

表3．1：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登记
100

92

Percentage of urban and rural annual births
registered by region, 1999-2004

Urban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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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ub-Saharan
Africa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South Asia

East Asia
and Pacific
(excl.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cl. China)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出生登记：在调查时登记的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指标上的数字包括两部分：调查者亲自见到出生证的孩子；孩子母亲或看护人称已登记的孩子
地区平均数：这些总数不包括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然而，有超过目标人口50％以上的大量数据来计算这些地区的平均数。东亚地区、太平洋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不包括中国。
数据范围：数据指特定时间段内最近几年的有效数据。
来源：多指标群体调查(MICS), 人口和健康调查(DHS) 和其他全国性调查

各国基础设施、管理能力、资金、数据管理技

的距离等。

术不同，实际登记的出生数目也不相同。出生
登记是使每个人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他们的权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的预测，发

利得到保护和确保防止权利被侵犯时无人关注

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平均每年有超过半

的重要手段；由于对此一直缺乏认识，出生登

数—５５％—的新生儿未获登记，在撒哈拉非

记的价值常常受到忽视。

洲则高达６２％。南亚的比例也很高，大约为
７０％。世界上几乎半数被剥夺出生时得到法

整个社会、被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政府、

律认可这一权利的儿童生活在该地区：在孟

被陷入战争的国家或被每天在生存线上挣扎的

加拉，只有７％的儿童出生时得到登记。各国

家庭，可能还没有认识到登记的重要性。它常

出生登记的水平相差很大，从巴勒斯坦被占领

常被认为不过是一个法律形式，与儿童的发

土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４年的登记

展、教育、卫生及保护无关。影响出生登记

率实际达１００％，到阿富汗、乌干达和坦桑尼

水平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是否存在足够的法律

亚—登记率不足７％。

框架，现行关于出生登记法律的实施，是否有
足够的供出生登记的基础设施及家庭在登记时

未登记新出生儿童数可以成为反映另一

面临的一些困难，如费用和距最近的登记中心

种形式社会边缘化和国家或地区间差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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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人数高达约２５００万。

由于他们周围暴力和不确定的环境，难
民和本国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儿童面临很多
危险。他们可能和家人分离，失去家庭住所
并生活在危及他们的卫生和教育条件的贫困
之中。

无家可归使出生登记和颁发旅行证件变得
复杂，因此危及了无家可归人群获得身份认同
的权利。难民和国内无家可归的人可能被迫在
没有合适证件的情况下背井离乡，这使得他们
很难获得身份认同。他们因此也难以证明有权
获得教育和健康保健等社会服务，或者在其他
地方工作。

难民或无家可归儿童失去了家庭的保护，
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需要和挑
战，这些都使他们面临着被军队招募入伍或遭
受虐待及性剥削的巨大危险。女童在被诱拐、
拐卖、性暴力（包括把强奸作为战争武器）的
个指标。未登记新出生儿童更可能出生在穷

风险更大。

人家庭：根据２００３年的家庭调查，坦桑尼亚最
富２０％家庭的新出生儿童登记率比最穷的２０％

在长期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如果受影响的

高出１０倍以上。地域也是出生登记的一个重要

儿童有着与新环境不同的种族及语言背景，儿

限制因素：农村儿童的未登记率比城市约高出

童可能遭到歧视并因此无法上学。当他们返乡

１．７倍。其他促使新生儿登记率不同的因素包括

时，无论是国内无家可归者还是难民都可能发

母亲的教育程度、父母双亡、宗教和种族。８

现家园或土地已被别人包括当地政权所占据，
且无法证明他们对财产的所有权。由于别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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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妇女在避难地里可

发生危机或者暴力时坚持而他们逃离了，这些

见度较低

人也可能遭到自己社区的排斥。

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全世界大约４８％的难民是

政府对难民和无家可归的儿童负有首要责

儿童。同年由冲突和侵犯人权而在本国无家可

任。但联合国难民署也会帮助和保护难民，同

时当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国内暴力的时候，国

无论从目前还是长远的角度看，缺乏家庭

际红十字会也将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然

保护的儿童并不是国家机构承诺要提供特别

而，与难民不同，国内无家可归者不受国际

照顾和关注的唯一群体。《儿童权利公约》

公约保护，而仅仅受到一套道德而非法律的

第２０和４０条要求，国家应保护在它管辖范围

原则的约束。

内，如收容所或拘留所里的儿童。在后者，政
府还有责任保护触犯法律儿童的尊严和财产。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制定了一套
国际规范、政策和原则来加强对难民妇女和儿

同时，目前的证据表明，拘留所里的儿童容易
受到政府的虐待。

童的保护和照顾。不过，由于财力和人力资源
的限制，及国际社会中和各机构有不同的优先

本部分考察了三个可能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领域和责任，实践中在这些机构援助的确定和

的群体：孤儿，街头儿童和被拘留的儿童，他

实施上仍然存在着差距。当政府（既包括捐助

们需要政府提供特别帮助且往往缺乏保护。

国也包括有国内无家可归者或接受难民的那些
国家）和合作的国际援助不能为无家可归的妇

失去父母可能使儿童容易“消失”并难以得

女与儿童分配资源并实施有效干预时，这些群

到保护

体可能在避难地遭受排斥并从视野中消失。
越来越多的儿童因为失去父母或其中一
国家向失去父母照顾的儿童提供的保护不足
在照顾和保护儿童方面，家庭负有主要责

方，被迫对他自己和年幼的兄弟姐妹担负起
责任，这往往给他们的权利和发展带来悲剧
性后果。

任。但是由于很多原因—父母双亡、无家可
归、家庭暴力和虐待，极度贫困等—许多儿童

在２００３年底，据估计有１．４３亿１８岁以下的

丧失了充满关心爱护的家庭环境。《儿童权利

孤儿 １５分布在９３个发展中国家 １６。仅２００３年就

公约》第２０和２２条要求，当儿童无论因何种原

有１６００万儿童成为孤儿。出现这一警钟般数字

因失去了家庭的保护时，国家机构就向儿童提

的主要原因是艾滋病的传播。如果没有这个因

供特别保护和帮助。

素，全世界孤儿的数量可能会减少。

国家无法对失去父母照顾的儿童提供保护将
使他们变得脆弱且经常“消失”

教育常常是孤儿经历的第一个损失。由于
家庭负担过重，或由于社区或家庭新的监护人
难以承担教育的费用，儿童可能会辍学。如果

太多的儿童无法获得这种帮助。相反，

辍学，他们也更容易失去其他服务，包括有关

他们必须在成人世界中照顾自己。这样，他

卫生、营养和生活技能的重要信息，如如何保

们容易被排斥在必需服务之外及被剥削也就

护自己免受暴力和剥削。

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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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撒哈拉以南地区、亚洲地区、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18岁以下的儿童

Total orphans as a percentage of all children under 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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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部孤儿只那些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的18岁以下儿童。2010年的数据是预测的。
来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美国国际发展署, 《边缘上的儿童》2004

孤儿在其保护受侵犯时的脆弱性要大得
多。父母一方去世后如果没有足够的替代照顾

见”的人，因此卫生和教育等重要服务最难接
近他们，他们也最难受到保护。

体系，就会形成一个保护鸿沟。自己生活的儿
童遭受虐待和剥削的风险要大得多。国际劳工

“街头儿童”这个词是一个成问题的称

组织的评估发现，孤儿比非孤儿更可能在商业

呼，因为它有玷辱的含义。这样的儿童面临

化农业里做工、做街头小贩、做家庭服务以及

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他们被主流社会妖魔化为

进行性交易。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一种威胁和犯罪行为的来源。但许多在街头生

贝巴，在一项对做家庭服务儿童的研究进行的

活或工作的儿童喜欢这个词，认为它给了他们

调查中，２８％都是孤儿。在赞比亚进行的一项

一个身份和归属感。伞状描述是一个简便的办

针对儿童工作—很多在娼妓业—的调查发现，

法，但是它不应该遮掩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

三分之一是单亲或者孤儿。

在街头生活和工作的儿童通过很多方式和各种
原因这样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自

尽管可以被人们看见，但街头儿童往往被忽

己的观点。

视、躲避和排斥
无法获得街头儿童的精确数字，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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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儿童在世界各城的马路和广场上生活

在世界范围内的数目肯定达数千万之多。随着

和做工，在所有儿童中他们是最容易被人们看

全球人口的增加及城市化过程的加快：２００５年

到的。但矛盾的是，他们也容易成为“看不

每１０个城市居民中就有６个在１８岁以下，这个

数字可能还会增长。的确，世界上每个城市
都有街头儿童，包括工业化国家那些最大和
最富裕的城市。

多数流浪儿童并不是孤儿。他们中有许多
人和家庭还有联系并通过做工来增加家庭收
入。其他的许多人往往因为心理上、身体上
或者性方面的剥削而离家出走。他们多数是男
童，因为女童似乎能在被虐待和剥削的情景下
忍耐更久（虽然一旦她们离开家庭，她们常常
更不可能回去）。

一旦在街头流浪，儿童就很容易受到各种
形式的剥削和虐待，他们的每日生活状况可能

计因触犯法律而被拘禁的儿童数目超过了

远离《儿童权利公约》所设想的理想环境。有

１００万。在这一领域没有借口说缺少信息。不

时候，受委托去保护他们的人反而成了对他们

像本报告里提到的许多其他孩子，在大多数国

犯罪的人。街头儿童经经常与警察和政府当局

家，儿童在被拘禁时都曾被法庭传唤过，并遭

发生对抗并遭骚扰或殴打。有时他们被收容到

受官方审查。

一起并被驱逐出城市边界。他们还可能被治安
队员以“清理城市”的名义杀害，而地方当局
往往是同谋或者得到默许。

然而，被拘禁的儿童遭到暴力虐待是一个
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３７次会议就巴西和其他国家被置于司法体系的

被拘禁的儿童最容易被国家当局“看到”，

儿童的程序和保护问题提出了一些关注，包括

但是他们往往不被当作儿童对待

虐待和在监狱中非法谋杀。

从逻辑上讲，扣押在司法系统里的儿童是

被拘禁的儿童在审讯前后都易遭受暴力。

最容易被“看到”的，他们易于获得健康保

这包括遭受成年同监、看守、警察或其他青少

健、教育和保护方面的干预。但常常是儿童触

年罪犯在身体和性方面的暴力。这个矫正系统

犯法律后就不再被当作儿童看待。他们在被查

本身往往存在太多的暴力，包括长期拘留、长

觉犯罪后就被排除在儿童保护之外，完全像成

时间禁闭或者与成年罪犯在拥挤和不卫生的环

年罪犯一样被对待，在更糟的情况下成为儿童

境中共处。在少数国家，还有可能对青少年犯

虐待的牺牲品。

适用死刑。被拘禁儿童遭受暴力的情况在“联
合国秘书长关于对儿童的暴力的研究”有所提

很少有被拘禁的儿童的数据，但是据估

及，该报告将在２００６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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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儿童
—Elena Poniatowska

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到他们，但是

“Ｅｓｔｕｄｉｏ ｄｅ Ｎｉｎｏｓ Ｃａｌｌｅｊｅｒｏｓ”—
— 一份关于流浪儿童的官方研究表明，
世界最大的城市墨西哥中有１１，１７２个流

只当他们不存在。警察也一样。所有一
切都孤立他们、谴责他们。

很了不起，我可以养活自己。”
时间对这些孩子没有意义。他们不
关心今天是什么日子，提到星期几会让他

浪儿童。这些孩子擦洗汽车、公交车，当

校园会给这些孩子们带来更大的痛

们犯晕，谈到小时会勾起他们对灾难的记

役童或者搬饮料。男孩子们厌恶成为装货

苦，即使是对那些最无辜的儿童。他们

忆。他们只知道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雨

的人。他们最后不是脊椎受伤就是被汽车

很难记住教给他们的东西：因为无法集

季（从６月到９月）不太好，因为下午街

撞伤。除了暴力、社会分离和环境污染以

中注意力。另外他们也不想呆在有墙有

面上的活动就不能开展了。当然也不能

外，更是烟雾、交通阻塞和极度贫穷。吸

屋顶的地方，那种生活怎么能跟街头比

踢球，这是他们很喜爱的一件事。

毒和不良行为也普遍发生。

呢？呆在街头可以成瘾。

在街头，孩子们擦洗挡风玻璃和表

在街头混，一切事情那么粗犷：现

演吞火．几乎所有的行人对他们面部和手

实、食物、目光、团结。没有什么需要

上的戏法都漠不关心。他们将指示牌拿

精心雕琢。他们喜欢乱起外号、放肆的

在手里等待顾客，或者用大头针钉在暗

大笑、抢劫、鄙视、奚落别人，永远无

处一些闪光的设备上，或者钉在自己闪

法愈合的伤痕，行为粗鲁。

变魔术。他们总是闯红灯。表演要持续
到凌晨三四点钟，尤其在周五、周六，
给散步的情侣们创造点浪漫气氛会得到
更多的赏赐。

教授。出生于巴黎，在墨西哥长大。她
发表过多篇著作，并获得过多个奖项和
荣誉，包括由墨西哥文化艺术国家委员
会授予的荣誉奖——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奖和

光的宽边帽沿上。他们弹吉他，拉小提
街头才是他们的天地。只有这里才

琴，吹喇叭，说书，玩戏法，当小丑，

Ｅｌｅｎａ Ｐｏｎｉａｔｏｗｓｋａ：作家、记者、

为记者设置的墨西哥国家奖。

能安慰他们孤独、被拒绝、缺乏关爱的
心灵。混迹街头对他们有诱惑。能给他
们钱而但家里不能。这里给了他们生活
的旋律、节奏和立即实现的报偿。“我

作为该研究的一个部分，一组国际专家在
２００５年４月聚集在一起，指出了司法体系中可
能导致对儿童的暴力的几个问题：

• 对那些对儿童的暴力负责的司法机构或人
员没有处罚或者缺乏问责。

系。
• 缺少合适的青少年司法体系，包括合适的
设施以及与成人分离的手段。
• 缺少对监狱的外部控制措施，包括有效的
独立申诉和调查程序，及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独
立监测和评估。

• 过度使用拘留措施，特别是审前拘留，包
括对非犯罪者的拘留。

• 社会对暴力的“接受”导致了在各个层面
上—家庭、学校和社区—对暴力的容忍。

• 缺少基于社区的、正式司法体系的另类
方式和拘留的另类方式，包括照顾和保护体

• 执法和青少年司法人员缺乏培训和同情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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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惩治”的政策，对街头儿童和社会

成人角色往往容易给儿童的身体和心智带

经济不利条件下的其他儿童的负面媒体宣传和

来伤害，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尤其如此：战争、

歧视性描述。

婚姻和危险性工作。在这些情况下儿童不仅无

政府对保护被拘禁的儿童免受虐待和伤害
负有明确的责任。但是它们也必须考虑儿童是

法享受童年，而且可能会死亡或者受到有终身
影响到的严重伤害。

否应该被关入监狱。拘禁永远应该是一个最后
的手段：许多案例中拘禁被当作对付儿童或青

妨碍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会的可能导致他们

少年反社会或破坏性行的直接手段，似乎把他

受到孤立

们从视线或思想中移开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
一个无意的结果。

数十万儿童在武装冲突中被武装人员或集
团征征募为战士、通信员、搬运工、厨师或性
奴隶。有些是被诱拐或强行召募的；其他一些

过早进入成人角色

应征则是由于贫困、受虐待、遭受歧视或对

童年应该与成人时期分离开，是一个供儿

自身及家庭所施的暴力进行报复。在军事集

童成长和玩耍、休息和学习的时期。这个区别

团控制期间，这些儿童被排斥在必需服务或

体现了《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即将专门属

保护之外。

于儿童权利与成人的权利分开。
停止召募儿童士兵并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家
承担了成人角色的儿童常常就不再被当作儿

庭和社区显然是他们融入社会并使他们的权利

童看待

免受进一步侵害的前提。裁军、遣散和重新融
入（ＤＤＲ）方案采取重返学校到心理支持等多

《儿童权利公约》在其导言中认为儿童的

种干预措施。当重新融入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

身体和心智都不像成人那样成熟；因此，对成

开展工作时，会减少玷辱的发生。但尽管有这

人合适的角色对儿童未必如此。承担成人角色

些行动，在儿童士兵完全重新融入社会方面仍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儿童错过童年，并因此面临

有许多障碍。

受排斥与受忽视的风险。
女童从裁军、遣散和重新融入方案中获得
儿童特别是女童常常承担一些成人的角

的益得较少。“拯救儿童组织“报告说，自从

色，如照顾家庭成员（一般是弟妹），或者做

该机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针对那些与军事

工来增加家庭收入。成为孤儿以及极度贫困是

集团有联系的儿童的工作以来，进入他们方

儿童除了适应成人的角色外别无选择的两个明

案和临时照顾中心的儿童中只有不到２％是女

显事例。这些儿童有被排斥在保护必需服务之

童，而他们估计卷入武装集团的儿童中有４０％

外的危险。

是女性。塞拉利昂的情况类似，只有不到５％
的女性儿童士兵可以从裁军、遣散和重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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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剥夺了女童的童年

入方案中获益。

女性儿童士兵的数量常常被低估，因为女

每年，数百万女孩踏入早婚—即在１８岁以

童主要从事非战斗性工作，她们通常也不被认

前正式结婚或在习惯及法律上认为是结婚。女

为是真正的战士。结果是她们常常是在没有正

童一旦结婚，就会结束童年并进入妇女的角

规的帮助或者咨询的情况下返回社区，她们的

色，立即开始承担包括性、养育儿女以及传统

许多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

上由妻子承担的各种家务。

被诱拐或者强制入伍的女孩如果带着在军营里
生下的孩子回来，她们可能会遭到家庭及社

尽管早婚有时也波及男童，但女童早婚的

区的排斥，因为她们蒙受着被强奸及生下所

人数要大得多。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２００５年

谓“战争婴儿”或“强奸婴儿”的污名。对

在４９个国家的一项家庭调查，南亚１５－２４岁的

陷入冲突或军事的这些女童来说，被裁军、

女性中有４８％在不满１８岁时就结婚。（根据《

遣散和重新融入方案边缘化意味她们又一次

儿童权利公约》，除了在一些多数人的年龄较

受到忽视。

低的国家外，１８岁女孩还应被视为儿童。）

在尼日尼亚拘留所的青少年与儿童
她强忍着眼泪，不让即将流出的眼

１９７１天。“和其他那些在尼日尼亚被

青年人，尤其是女孩也是各种犯罪

泪弄脏了整洁的工作服。但当她谈起过

拘禁的青少年和儿童一样，他们被遗忘

活动的牺牲品，例如家庭暴力、强奸、

去五年半在监狱中点点滴滴的生活时，

了”，来自位于Ａｎａｍｂｒａ的“女性律师

性剥削或拐卖等。然而，由于司法管理部

她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如洪水般夺眶

国际联合会”的Ｎｋｏｌｉｋａ Ｅｂｅｄｅ如是说。

门特别是在审判前的调查取证过程中的过

而出。Ｎｋｅｉｒｕｋａ未婚先孕，这在当时她

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一个项目

失和延误，这些儿童受害者却已经关进了

所在的尼日尼亚ｌｇｂｏ社区是一项禁忌。

里，帮助解救这些孩子。

监狱。他们父母看望他们的权利被拒绝，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岁的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在家里
独自产下了孩 子 ， 孩 子 死 了 并 发 症 。
Ｎｋｅｉｒｕｋａ的叔叔控告她杀害了自己的新生
儿，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和她的母亲Ｍｏｎｉｃａ为此受
到拘捕并送入了Ａｎａｍｂｒａ 州监狱。如今
刚刚２１岁，可是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却前途未卜：
在狱中，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也没有掌
握什么生活技能，她不知道当他们回到家

尼日尼亚有超过６０００名儿童和
青少年被关进监狱或少年拘留中心，
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中间大约
有７０％是初犯 ，通常都是因为行为不端
而被逮捕，如流浪、小偷小摸、逃学或
仅仅在街上游荡。另外一部分是在父母
或监护人的要求下被拘留的，他们说这

他们更被剥夺了应有的审判程序，被拘留
在条件恶劣的监狱里，和成年囚犯关在一
起，随时存在身体或性受到侵害的危险，
并且经常被拒绝保释。警察为了能像成年
人那样起诉儿童，强迫许多儿童承认比实
际大的年纪，或者警察在拘捕令上擅自改
动孩子的年龄。

些孩子无法管教。许多孩子都来自于破

尼日尼亚监狱提供很少的教育机

碎家庭和人口众多的贫困家庭，或者是

会、职业训练和休闲娱乐设施。曾经一

从没有进行过适当的调查，没有发

孤儿。来自位于Ｅｎｕｇｕ的“女囚福利联

段时间Ｎｋｅｉｒｕｋａ被教怎样做汤和缝纫，

现所谓罪行的 任 何 证 据 ， 原 始 档 案 也

合会”的Ｕｃｈｅ Ｎｗｏｋｏｃｈａ介绍说，一些

但是，她说这些课程２００３年突然停了。

不翼而飞。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和她的母亲在拥挤

儿童—有些仍然相当年轻—已经由警察

这些被拘禁的孩子不能或只能接触到有

的监狱里与另外３７的女囚一起渡过了

代替父母来监护。

限的咨询服务。拘留期间，９０％的儿童

后社区和家族将怎样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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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２９个非洲国家和８个拉美国家的相应数字分

时期的独立意识若出现在妇女则被视为不受欢

别为４２％和２９％。这个数字因各国和各洲的

迎的品质，因为社会要求她们屈从：早婚是一

不同而差异很大：例如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

个方便的工具，因为它能取消青少年时期，浇

的调查中，尼日尔２０－２４岁妇女中１８岁以前

灭自主的火种并扼杀自我发展的意识。

结婚者的比例最高（７７％）；南非的该比例
只有８％。３２

贫困是导致早婚的另一个原因。婚姻可以
被视为一个女孩的生存战略—特别是当她嫁给

有一些女童是被强迫早婚，另外一些人接

了一个年纪较大且富有的丈夫时。例如在西

受早婚可能因为她们实在太小，不理解婚姻的

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的一项研究揭示

含意或不能参与选择伴侣。在实行早婚的地方

了经济困境和早婚比例上升之间的关联，即使

常常会有一个长期形成的传统，使你的反抗不

在那些不经常实行早婚的人群中也是如此。来

仅困难而且几乎不可能。早婚确保妇女在男性

自东非的报告称，由于艾滋病致孤女童越来越

的牢牢控制之下，和丈夫家人生活在一起以阻

多地被她们的看护人领入早婚，原因是难以维

止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在许多社会中，青少年

持她们的生活。

得不到好的饮食、睡眠和厕所和洗浴设

会驻尼日利亚代表处一直在协助推动改

这个项目使被拘禁的儿童和青少年

施，这使他们易于患病。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和她

善少年犯的待遇和法律援助。作为“少

的数量大大减少。官员培训使对因小过

母亲幸运地同女囚们住在一起。许多女

年司法管理项目”—与“全国人权委员

失而拘禁青少年的做法更加慎重。警察

性犯人被安排在男女混居牢房，增加了

会”、“尼日尼亚律师联合会”及当地

目前对犯小过失青少年也慎用警房关押

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危险。

非政府组织合作成立—的一部分，引进了

的做法，而是将他们立即交给法庭处

一项无偿服务，并在那些向联合会更换执

理。由于它的成功，这个项目将在尼日

照的律师中形成了制度。联合国儿童基金

尼亚警察局的大力合作下在全国另外９个

会帮助支持为少年司法机构中文职官员、

州进行实施。

由于没有少年法庭，儿童和青年人
在成人法庭接受审判。由于没有可靠的
法律陈述途径和保释办法，孩子们经常
要被迫在监狱里呆很长一段时间。监狱
里的少年经常被断绝了与家庭和朋友们的
接触，这是因为出于根深蒂固的恐惧和对

警察、狱吏、律师和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培
训，这大大增强了儿童、年青人和妇女无
偿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能力。

警察与司法系统的不信任，人们对与与法

在尼日尼亚南部三个州，实施了一

律沾边的人都回避三舍，无论是罪犯还是

项旨在减少被拘禁儿童数量的试点项目。

受害者。社会玷辱和排斥对这些孩子重回

到２００５年年中，这些地区将近６００个儿童

社会的影响很大。在这５年半的拘禁生活

从这个项目中受益。有的从监狱或拘留中

中，Ｎｋｅｉｒｕｋａ只在她刑满前的那个星期接

心释放，有的得到保释，有的案子被撤

受了一次亲属探监。

销，有的在法庭外得到解决，有的被监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

外执行，有的接受法律咨询，还有的将
案件交由这个项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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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发展中国家的早婚
Percentage of women 20-24 who were married by age 18,
1986-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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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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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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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 China)

Lat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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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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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 China)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早婚：20－24岁妇女中在18岁以前结婚，或在法律上、风俗习惯上被认为已经结婚的女性比例
地区平均数：这些总数不包括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然而，有超过目标人口50％以上的大量数据来计算这些地区的平均数。东亚地区、太平洋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不包括中国。
数据范围：数据指特定时间段内最近几年的有效数据。
来源：多指标群体调查(MICS), 人口和健康调查(DHS) 和其他全国性调查

无论是什么原因，早婚对儿童或青少年的
权利会造成危害。对婚姻享有自由及完全同意

第一年死亡的机会，比母亲在１９岁以上的要
高出６０％。

的权利受到《人权普遍宣言》的承认，而《消
除对妇女各种歧视公约》第１６条也规定“儿

儿童从事危险劳动使他们易于受到严重伤害

童的婚约和婚姻没有法律效力……”３５。早婚

并常常错过教育机会

会结束儿童的全部教育和发展机会。在太多
情况下早婚沦为通往终生家庭服务和性服从
的通道。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调查，５－
１７岁的童工估计有２．４６亿。这些人中，有７０％
或者说１．７１亿儿童在危险环境或条件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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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对女童的生理也有影响。突出的是过

如煤矿、使用化学制品和农用杀虫剂或使用危

早怀孕和生育，它往往会大大增加孕产妇和新

险机器。大约有７３００万童工还不足１０岁。他们

生儿死亡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与怀孕有关

由于身体不成熟而比成人更易遭受与职业有关

的死亡是１５－１９岁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与她

疾病的威胁和伤害，而且他们对职业和工作埸

们是否结婚无关。１５岁以下女童的死亡率比

地危险的认识也不足。疾病和工伤包括刺伤、

２０多岁的妇女高出５倍以上，她们孩子存活的

身体一部分受损或者完全丧失，灼伤和皮肤

可能性也更小：那些母亲不足１８岁的婴儿在

病，视力和听力受损，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

早婚与产瘘
小，危险性越高。１５岁以下孕妇死于分

每个参与这项运动的国家都要经历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有两百万年轻

娩的机会约是二十多岁孕妇的５倍。很

三个步骤。首先，进行国家需求评估以

妇女遭受着因产瘘带来的痛苦、羞恶和

多在难产分娩中侥幸活下来的孕妇患了

判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所需资源。其次，

其他创伤。产瘘由于分娩并发症造成的，

产瘘。因此，延迟女性第一次怀孕年龄

在需求确认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应对战略。

通常的原因是年轻母亲的骨盆太小或者孩

是降低产瘘和孕妇死亡的关键性战略，

最后，实施专注预防、治疗和病愈后融入

子太大或者胎位不正。它是一个连接着女

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社区的方案。

人阴道和膀胱或直肠的通道，或者同时
产瘘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可以通过

都连通，造成尿液或粪便持续泄漏。有
产瘘痛苦的女孩和年青妇女被社会所排
斥，经常被家庭所抛弃，很多成为街头
绝望的乞讨者。

（见参考资料，第９２页）

外科手术治愈的，其费用不到３００美元。
联合国人口基金（ＵＮＦＰＡ）于２００３年
发起了一次“全球消除产瘘运动”，以
回应产瘘给妇女的生命带来的破坏性影

在欧洲和美国，产瘘也曾一度较为

响。这场运动联合了许多合作伙伴，目

普遍。但在２０世纪早期，它就为现代医

前在３０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部分

学所根除。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疾病还

阿拉伯国家中实施。其长期目标是使发

普遍发生着。在这些地区，很容易由于

展中国家产瘘的发生象今天的工业化国

营养不良、身体发育不良造成难产；或

家里那样稀少。

由于风俗习惯和贫穷导致早婚早育；或
这项运动的目的是阻止产瘘发生，

对大多数人来说健康保健没有保障或极
其有限。

治愈已经患病的女性，并且帮助这些女性
治愈后重新融入社区。在尼日尔，６００多

年轻妇女经常在婚后被迫很快受

家社区医疗诊所接受了产瘘预防的基础训

孕，他们在获得避孕服务上也困难重重。

练。在尼日尼亚，５４５为妇女接受了手

尽管在很多国家法律禁止早婚，但是仍

术，几十名医护人员进行了产瘘治疗的

然有８２００万女孩在１８岁以前结婚。世界

培训。在乍得，几百名术后妇女学会了

范围内，每年有１４００万１５－１９岁的女性

新技能，并且通过一个创入项目接受了

分娩。十几岁怀孕是很冒险的，年纪越

一些小额赠款。

工厂或工地的过热环境引起的发烧和头疼等。

但是儿童从事危险性劳动不仅仅需要冒因

尽管目前农业领域—雇佣的童工占总数的三分

工受伤、生病和死亡的危险。他们经常错过接

之二—的童工发生疾病和工伤的数目最多，但

受教育，而这是他们将来成人后从事危险较小

在建筑业和采矿业领域，童工受伤的发生率最

工作的基础。正如表３．４表明的，消除童工—无

高。在建筑业，每四个男孩或超过三个女孩中

论其职业是否有危险—所带来的净收益远远超

就有一个因工作受伤或生病；在采矿业，约每

过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损失。

六个男孩或每五个女孩中有一个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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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０００－2０2０期间消除童工的全部经济成本与收益

童工这种不良现象的规模使它成为千年议
程一个迫切的议题，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除

US$ billion,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conomic costs
Ed u cat i o n su p p l y
Tr an sf er i m p l em en t at i o n
In t er v en t i o n s
Op p o r t u n i t y co st s
Tot al Cost s
Economic benefits
Ed u cat i o n
Heal t h
Tot al benefit s

493.4
10.7
9.4
246.8
760.3
5,078.4
28.0
5,106.4

Net economic benefit (total benefits – total costs) 4,346.1
Tr an sf er p ay m en t s
213.6
N et financial benefit
4,132.5
(net economic benefit – transfer payments)
来源：国际劳动组织，《对于每个儿童的调查：一项关于消除童工的成本与收益的经济研究》，关于消除童
工的国际项目，ILO, Geneva, 2004

非覆盖目前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数百万儿童，
否则就无法实现全民小学教育（千年发展目标
之二）和实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性别平等（千
年发展目标之三的一项关键指标）。关键的一
个起点是象《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１８２条规
定的那样，加大努力以立即消除童工这一不良
现象。安全、易获得以及高质量的教育是鼓励
家庭送儿童去上学和避免儿童从事危险性劳动
的最好办法。

对儿童的剥削
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印度洋海啸之后，人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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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儿童特别是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儿童面临
被拐卖和剥削的危险。国际机构和当地政府

表3．5：强迫性商业化性剥削情况

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防止对儿童的虐待。尽
2%

管如此，还是有儿童受到剥削事例的报道，
包括雇佣儿童士兵现象的增长。这些事例说

98%

明，当儿童失去家庭保护时，他们面对剥削

Women and girls

时会更加脆弱。

Men and boys

防止对儿童的剥削以及将罪犯绳之以法是
当前非常迫切的一项国际议程，也是一项没有

来源：国际劳动组织，“全球联合抵制强制性劳动”，ILO, Geneva, 2004

引起足够关注的议程。特别是拐卖儿童—这些
儿童常常被迫从事商业化的性工作、危险工作

员，且无法得到可获取服务的公民权。

和家庭服务—是一个这个问题中较普遍的一个
方面，值得引起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特别注

被拐卖的儿童也无法出现在统计部门的视

意。受到剥削的儿童最容易不为人所见，因为

野里。收集这些儿童的数据十分困难。尽管无

虐待他们的人会阻止他们获得任何服务，即使

法汇总可靠的全球统计数据，据估计每年被拐

这些服务对他们开放。

卖的儿童大约有１２０万。

拐卖构成对儿童权利的多种侵犯

儿童拐卖有多种形式。有些被强迫拐走，
有些是被蒙骗，还有些受到可以赚钱的许诺任
自己被拐卖，却不知道自己在被拐卖后受剥削
的程度。拐卖总是要经过一段路程，可能在国
内—例如从农村到旅游度假区—或者跨越国
境。最终，被拐卖的儿童成为地下非法世界的
一部分，他们实际上消失在其中。

被拐卖到异地使儿童远离家庭、社区和支
持网络，使他们孤立无助并易受剥削。有时他
们甚至被拐卖到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地方，他们
更加难以求助或逃脱，他们的权利更加无法保
证。因为他们在那里是非法居留，也没有任何
身份文件，他们可能觉得也不能信任警察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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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贫穷的驱使以及本区域更富裕

表3．6：发展中国家的童工

国家的拉动所致。女童常常被征作“邮递新

Sub-Saharan
Africa

34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29

娘”或者做家庭服务。

37

• 在南亚，拐卖已成为次大陆严重的童工问

34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41
41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7

题的一个部分，它往往同债务联系在一起；
儿童实质上被“出售”以偿还债务，而通常

9

East Asia and
Pacific (excl. China)

这种债务是被剥削者事先策划的。此外，还

Female

15
14

South Asia

Male

有很大数目的儿童因为其他原因被拐卖，包

10
11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8

括被拐到妓院、地毯和服装厂、建筑工地以
及去乞讨。

11

Developing countries
(excl. China)

17
18

• 在欧洲，儿童主要是被从东部拐卖到西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26
0

5

10

15

20

25

部，反映了本地区富裕国家对廉价劳动力和雏

29

30

35

40

45

50

Percentage of children aged 5-14 involved
in child labour activities, 1999-2004
童工：童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a）5－11岁儿童在此次调查前一周内从事至少1小时有收入的工作或至少
28个小时家务劳动的；（b）12－14岁儿童在此次调查前一周内从事至少13小时有收入的工作或家务劳动与有
收入工作时间总和至少42小时的
地区平均数：这些总数不包括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然而，有超过目标人口50％以上的大量数据来计算这些
地区的平均数。东亚地区、太平洋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不包括中国。
数据范围：数据指特定时间段内最近几年的有效数据。
来源：多指标群体调查(MICS), 人口和健康调查(DHS) 和其他全国性调查

妓的需求。这里存在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通过
开放的边境把儿童拐去充当不熟练的工人、以
及在娱乐业和妓院工作。
• 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许多可见的儿童
拐卖是受旅游业驱动，并集中在海边的度假
胜地，这也是为满足对雏妓和易剥削劳动力
的需求。有报道说跨境贩毒的罪犯也在卷入

虽然拐卖儿童是一个暗中操作的行为，也
没有特别的规律和可预测的顺序，但还是能总
结出一些明显的地区性特点：

• 在中西非，最常见的拐卖形式是一种传
统做法的延伸—常常是一种生存战略—即把
儿童“安置”在其他家庭中，居次要地位。
这种做法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剥削儿童在家庭

人口拐卖。
儿童常常被拐去做一种劳动，然后又被卖
去从事另一种劳动。如尼泊尔农村的女童可能
先被召聘去地毯厂或者城里的饭店做工，继而
又被拐到边境外的印度从事性工作。几乎在所
有国家，性交易都是针对被拐卖儿童的主要
剥削形式，这会造成全面的、长期的身体和
情感虐待。

内和家庭外的劳动。儿童也常常被拐卖到种
植园和矿井。在一些动乱国家他们可能被军
队直接劫持。

被强制劳动和做家庭服务的儿童也在最易被
忽视之列

•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尽管也有儿童被拐
去做工或务农，但是大部分都被拐去做雏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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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有８４０万儿童在令人恐怖的环境中工

作：他们被强迫纳入债务约束或者成为其他形
式的奴隶，进入妓院和色情场所或者参与武装

表3．7：从事极端恶劣工种的童工和被剥削的儿童情况

冲突及其他违法活动。
Trafficking
1,200

国际劳工组织称：“强制劳动目前存在于
所有地区和各种经济体中……强制劳动的犯罪
行为很少被惩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既没

Illicit activities
600
Prostitution and
pornography
1,800

Forced and
bonded labour
5,700

有官方的关于强制劳动的数据，整个社会也普
遍没有意识到强制劳动是一个问题。它是当今
时代隐藏最深的问题之一。”

Armed conflict
300
极端恶劣条件的童工工种：这些工种与国际劳动组织宪章第182项第3条描述的相一致。

无论债务来源怎样，债务约束都将儿童置

来源：国际劳动组织，《每个儿童都重要:关于童工的新的全球估算》，消除童工的国际项目，ILO，
Statistical Informational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 on Child Labour, April, 2002

于地主、企业主或者放贷者的完全控制下，这

此外，从事家庭服务的儿童还特别容易受

与奴隶几乎没有差别。他们可能在拉美加工岩

到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许多人要承担与他们

石或者在南亚制砖，或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采

的年龄以及体力完全不相称的任务。他们的食

矿。４５这些工作往往危险且对儿童过于沉重，

物常常也是营养不足，比雇主家的食物差很

工作条件与人权的各个方面和原则都相违背，

多。例如，在海地，１５岁的家务工人比同一

姑且不提儿童这一概念。

地区不从事这种劳动的同龄人身高平均矮４厘
米，体重平均轻４０磅。儿童还经常因为某项工

从事家庭服务的儿童也是一种最容易受到

作未达到要求而遭受身体虐待，有时虐待仅仅

忽视的童工。他们在单个家庭内部工作，在公

是一种让其屈服的常规手段。他们也有遭受性

共审查范围之外，工作和生活条件完全取决于

剥削的危险。在萨尔瓦多开展的一项快速评估

雇主的安排。由于这种工作的隐蔽性，全世界

研究发现，６６％从事家务劳动的女孩子曾经受

从事家庭服务儿童的数目无法统计，但是肯定

到生理或心理上的虐待，很多是性方面的，来

数以百万计。他们之中许多是女童，在许多国

自雇主的性侵犯也曾出现。

家里，家庭服务被视为年轻女孩就业的唯一渠
道，尽管在尼泊尔和南非等国家，从事家庭服
务的男童比女童更多。在家庭服务中遭受剥削

通过创造保护性的环境使儿童不被忽视

的儿童通常除了食物和住宿外几乎没有任何报

所有的儿童都有权在保护性环境中成长，

酬。很多人被禁止参加课程学习或者在上学方

这种环境中所有的因素都能单独或者一起发挥

面设置种种限制以至于无法入学。家庭服务常

作用，确保儿童远离暴力、虐待和忽视，也不

常是一份２４小时的工作，要求儿童总是作好准

受剥削和歧视。没有这个环境，儿童就有被

备并应付所有家庭成员的各种要求。

排斥或被忽视的危险。不仅如此，对儿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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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环境
立法和执法：政府应该执行法律保
保护性环境由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

护儿童免受虐待、剥削和暴力，全力不

构成，这些因素单独或共同发挥作用来

懈地将惩处侵害儿童的罪犯并避免将受

保护儿童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尽管创

害儿童当成罪犯。

建保护性环境的主要责任由政府承担，但
其他社会成员也负有责任。保护性环境的
关键因素包括：

地获得必需服务。
监测、报告和监督：对虐待和剥削
应该有监测制度、有透明度的报告制度和
监督制度。构建保护性环境的关键因素是

态度和习俗：政府应当挑战导致虐
待的态度、偏见和信念。它们应该承诺

责任：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对保护儿童免
受暴力、虐待和剥削做出贡献。

维护儿童的尊严并动员公众担负起他们

家庭和社区能力：所有和儿童相联系
的人—父母、教师和宗教领袖—都应该
关注保护性的抚养方法并应该具备相应
知识，技能，意愿和支持，以识别和应
对剥削和虐待。
政府承诺和能力：政府应该给儿童
保护提供预算支持，采取适当的社会福
利政策来保护儿童权利，并尽可能少或
者无保留地批准关于儿童权利和保护的
国际公约。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两
个任择议定书是保护儿童免于军事冲突
和剥削的重要承诺。

保护儿童的责任。
民间团体和媒体的开放讨论：社会
应当通过媒体和民间社会团体公开反对
剥削、虐待和暴力。
儿童的生活技能，知识和参与：社
会应当确保儿童知晓他们的权利—并鼓
励和使他们能够表达出来这些权利—并
给他们保护自己免受虐待和剥削所需的
关键信息和技能。
必需服务：应该给被虐待的受害者
提供服务，以满足他们在信心和尊严方
面的需求；所有的儿童都应该不受歧视

护的侵犯也危害到千年发展目标的每一个具

在一个理想社会中，针对儿童的各种暴

体项目（见专栏：儿童保护和千年发展目标

力、虐待和剥削都将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且

的关系）。

习惯和传统也尊重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因此
儿童可以受到很好的保护。然而，在大多数

在保证儿童权利不受侵害方面尚存在很多

国家和社会中，这个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障碍。传统习俗、国家缺少实施计划的能力（

《消除针对妇女各种歧视公约》第５条要求所

即使对那些有条件接受服务的儿童也如此）和

有的缔约国采取措施改变有关男性和女性的

法治缺失是阻碍儿童保护的三个例子。需要有

社会和文化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不平等和陈

广泛和系统的保护战略以防止虐待的出现并解

规陋习上的偏见和习惯。《儿童权利公约》的

决过去的失败。

建议也强调了为保护儿童权利而改变社会习惯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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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护和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千年发展目标

儿童保护的考虑

之一：消除绝对

童工浪费了一国的人力资本

贫困和饥饿

武装冲突耗尽了一国物质、经济和人力资源并导致人口失去家园
精确和完整的出生登记信息是所有经济计划中应对贫困和饥饿问题的一个前提
贫困和排斥都导致了弃婴和过度使用正式和非正式的寄养安排或者机构性照料，不利儿童发展
不考虑儿童年龄的法律系统和未能促使违法儿童融入社会增加了他们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可能性

之二

武装冲突使教育中断
童工使儿童无法上学
暴力危害了安全和保护性的学习环境
童婚使女童无法上学
没有父母关爱的儿童必须被置于一个合适的家庭环境中以增加他们接受教育的可能

之三

女童过多从事家务劳动影响了他们的学业
童婚使女孩无法上学，进一步剥夺了她们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权利
学校的暴力和骚扰是教育性别平等的障碍。性暴力，剥削和虐待影响了增强妇女和女童能力的努力

之四

对儿童的暴力导致儿童死亡
童婚和早孕增加了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风险
过早和母亲分离，特别是长期待在慈善机构里的儿童有更大的夭折风险

之五

童婚危及母婴健康
性暴力导致非意愿性怀孕并使妇女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女性外阴切除增加了孕产妇分娩期间的死亡率以及并发症

之六

许多使用童工的最坏形式是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和结果
性剥削、虐待和暴力导致女童和儿童感染
生活在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中的儿童尤其可能失去家庭的照顾和保护
由于监狱中的高传染率，拘禁中的儿童易于感染艾滋病病毒

之七

武装冲突导致人口失去家园和对环境资源的潜在过度利用
环境灾难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并增加了童工、性剥削和童婚的潜在可能

之八

儿童保护要求在国家和国际级开展部门合作，为儿童创造一个保护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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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那些歧视性做法的国家中，已经取

危险。健康工作者、教师、警察、社会工作

得了显著成果。例如在索马里，超过一万名儿

者以及其他从事儿童工作的人应该有意愿、

童和成人参加了一项针对儿童保护的敏感问题

技能和权威去发现针对儿童的虐待并做出反

的研究。研究开展后，已经在Ｂａｒｉ，Ｎｕｇａｌ，

映。需向父母和社区提供工具和能力以保护

Ｂｅｎａｄｉｒ，Ｌｏｗｅｒ Ｓｈａｂｅｌｌｅ和Ｈｉｒａｎ地区建立儿童保

他们的儿童。

护协调网络，包括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的其他地区也正在
开展类似活动。这些网络有一致的重点工作领

也需要一个记录违反儿童保护事件和性

域，例如街头儿童的生存环境，加大消除女性

质、及采取知情的战略干预的监测系统。这

割礼的努力以及保护国内失去家园的儿童。

样的系统若是参与式的并在当地设立，将会
最有效。贝宁就提供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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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童知道他们有权利并了解可使自己

建立了阻止拐卖儿童的村民委员会，第一个委

免遭暴力的手段时，他们可以减轻受剥削的

员会于１９９９年在拐卖最猖獗的南部地区设立，

现在总数已超过了１７０个。他们的工作包括在

个人和组织在不同层面开展持续努力，这包括

父母、儿童和一般人群中提高儿童保护的意

从家庭到那些操纵全球经济的最大跨国公司。

识，报告虐待和失踪的案例，当被拐卖的儿童

尽管家庭和政府对确保儿童可获得基本服务并

返乡时监测他们的重新融入情况。委员会调查

免受伤害负有首要责任，他们也需要其他方

儿童何时离开村庄并向”青少年保护队”发出

面—民间团体，捐助者，国际机构，媒体和私

预警，以阻止儿童被贩运到邻近国家。以这种

营部门—的支持来正视和消除虐待，挑战偏见

方式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

态度并监测和评估剥削程度。正如第四章中讨

加强了对儿童的保护。

论的，他们的作用对于保证所有儿童不止是在
官方统计数字、预算、计划和立法中，也在社

摩尔多瓦提供了一个用基于证据的危险因

会和社区中不受忽视非常重要。

素来指导工作的另一个例子。在那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支持开展一项针对生活在领养机构的

政府签署人权协定和通过进步的法律非常

儿童的生命技能培训项目。研究表明，生活在

重要，但这只是第一步。要真正保护所有儿童

这些机构的儿童被拐卖的风险比其他儿童高出

免受暴力、剥削和虐待，就必须改变贬低儿童

几倍。项目采用参与的方式和以生命技能为基

价值的态度和行为。必须建立社会不同层面的

础的方法来提高儿童对被拐卖危险的意识，并

伙伴关系来确保实现每个儿童拥有享受一个保

且增强他们理解和实现自己权利的能力。

护性环境的权利，去挑战虐待儿童却不受惩
罚的做法，确保每个儿童都有机会实现他或

创造一个保护儿童的环境需要国际社会的

她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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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漏掉一个孩子

证明年龄和国籍是保障儿童权利的关键。
《儿童权利公约》第７条规定每个儿童都享有
获得姓名和国籍的权利，规定男童和女童都
要在出生时应立即登记。然而在许多国家，
针对大多数人口的出生登记难以开展也承受
不起。

一个正式的年龄记录有助于保护儿童时代
的权利。被强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战士或
者结婚的儿童承担着成人的角色。没有出生登
记的儿童无法证明年龄，他们自己和那些试图
帮助他们的人常常发现难以主张他们作为儿童
的权利或者证明这些权利受到侵犯。

出生登记保证了他们可以被官方统计计算
在内并被确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对贫困或被
边缘化家庭的儿童来说，这也增加了他们被纳
入国家规划和决策的机会。对一个特定社区、
村庄或地区中儿童数字的精确统计，为针对实
现儿童权利开展资源分配和按比例获得基础服
务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那些没有出生登记的
人可能也是被排斥在基本服务之外的人，全民
出生登记是顾及所有儿童的第一步。

农村地区的女童和城市同龄人
相比更可能在１８岁以下结婚。

越南
南非
多哥
埃及
印尼
布基纳法索
加纳
印度
坦桑尼亚共和国
2 times as
likely

3 times as
likely

Sourc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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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的 保 护

２０－２４岁女性中，在１８岁
以前就结婚的比例

15% or less
16% - 30%
31% - 50%
50% or more
Sourc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as reported in Statistical Table 9, pp. 130-131.

５岁以下儿童登记的比例

Less than 40%
40% - 69%
70% - 79%
80% - 89%
90% or more
No data

该图不反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任何国家或地区或任
何边界界定的法律状态问题上的观点。加点的线大致
代表了经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的Ｊａｍｍｕ和克什米尔
地区控制线。Ｊａｍｍｕ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尚未确
定。

Sources: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and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s, as reported in Statistical Table 9, pp.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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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 容 儿 童
普遍性和非歧视性的原则必须指导针对儿童

概 述

的干预措施
问题：我们对儿童的承诺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但是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生活在阴影下的儿童？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他们享

基于人权的发展模式要求采取一切努力顾

受到基础服务并免受伤害、虐待和暴力，以及鼓励他们参与社会事务？

及所有的儿童而不应有例外。作为所有人权条

以下有三个结论：

约基础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儿童权利公约》

• 了解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的困境和他们被边缘化的原因，然后
针对这些儿童开展行动。这必须成为一国儿童权利和发展战略的一个组
成部分。

第２款规定的相关（基于种族、颜色、性别、
语言、观点、出身、残疾、出生或任何其它特
征的）非歧视原则，应适用于所有支持、保护
和关爱儿童的行动。

我们怎样顾及那些最脆弱的儿童，以保
证将他们纳入基本服务体系并保护他们免受
伤害、剥削、虐待和忽视呢？我们怎样才能
确定我们将能够对儿童有足够了解从而保证
他们的权利呢？

“过去常规式”的 服务永远无法顾及被排斥
与被忽视的儿童

• 必须直接解决这些儿童被排斥的根本原因和被忽视的主要因素。如
果造成贫困、武装冲突、软弱的治理、艾滋病传播失控、不平等和歧视
的总体原因无法解决，针对不利家庭和儿童的行动，即使资金充足和目
标良好也可能失败。
• 社会各部门必须再次承诺他们对儿童的责任，包括为他们创造一个
强有力的保护环境。
行动：政府承担着向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提供帮助的首要责任，并
且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快他们的努力：
研究：强有力的研究对于有效制定方案十分必要，但是关于这些儿童
方面的可靠数据目前很缺乏。
立法：本国立法必须符合对儿童的国际承诺。对于袒护歧视的立法
必须进行修正或废止。
资金和能力建设：有关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的立法和研究必须由针
对儿童的预算和机构建设来补充。
方案：为消除为被忽视儿童提供服务的壁垒，就要对服务体系进行改
革，许多国家和社区对此都有迫切的需要。由于能够在边远或教育缺乏的
地区使用卫星和移动电话，包装服务能够增强获得服务的可能性。

第一个答案是永远无法用“过去常规
式”的服务顾及这些儿童。常规的发展行动着

其他的机构也可发挥作用。捐助者和国际组织必须通过在援助、贸
易和债务减免制定有进取心和良好的政策来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民间社

眼于一般人群，目标是覆盖尽可能多的儿童，

会必须认可其对儿童的责任并参与问题的解决。私营部门也必须采纳保

但可能失之于无法顾及那些被排斥与被忽视的

证没有伤害或剥削儿童的公司伦理和行为，并也因此成为促进人的发展

儿童。了解他们的困境和被边缘化的原因，然

的伙伴。媒体必须准确提供关于儿童被排斥与被忽视的信息，仔细观察

后采取针对这些儿童的行动，必须成为关于儿
童权利、发展、福利的国家战略、及实现“千

和挑战伤害儿童的行为和态度、偏见和做法，以此增强人们的认识。最
后，儿童本身应该能够在保护自己以及同伴，增强自身及同伴能力方面
发挥积极的作用。

年目标”的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基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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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家庭收入、地理区域和其它因素的分类

免和贸易政策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将最

指标可用来评估歧视和不平等的情况，因此对

贫困和最受忽视的国家、社区和群体包含进

制定最弱势儿童的政策和方案也很重要。

来。各类公民社会都必须承认其对儿童的责任
并为之努力。私营部门也应采纳保证没有伤害

第二，应解决这些儿童未被顾及的根本原

或剥削儿童，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并也因此成

因和被忽视的主要因素。要消除使儿童被忽视

为促进人的发展的伙伴。媒体必须准确提供有

的背景条件，在消除极端贫困、战胜艾滋病病

关儿童被排斥与被忽视的信息，审视和挑战对

毒／艾滋病、促进武装冲突的解决、为冲突中的

儿童造成伤害的行为、态度、偏见和做法，并

儿童提供特殊帮助和保护、保持对脆弱国家中

以此增强人们的认识。最后，儿童本身应该能

儿童的帮助、消除基于种族、性别或残疾的歧

够在保护自己以及同伴，增强自身及同伴能力

视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一个要求就是所有责任人再次承诺确

研究

保没有一个儿童被忽视，及所有儿童都能受到
保护并都在视野之内。首要责任必然落在本国

强有力的研究对有效制定方案非常必要

政府的肩上，因为他们担负着为其公民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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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法定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的所有部门和国

为未被纳入和不在视野内的儿童制定适当

家内的各个选区也承担着一份责任。捐助国和

措施的第一步是对能力、脆弱性和需求开展评

国际机构必须通过公正的援助、发展、债务减

估。然而，由于在数据收集方面存在巨大的实

监测儿童千年议程的统计工具
启用备选表格；每个家庭的反馈为计划者、方案规划者和决
效果和进程的测量对确保方案和政策实现预期效果十
分关键。通过补充全国性的官方数据，家庭调查提供关于
妇女和儿童个人状况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信息，这有利于

策者提供了重要信息。

调查结果

针对各个社会分层因素的监测。因此，国际组织、研究人
员和各国政府常使用如“人口与健康调查”调查这样的家

调查结果包括国家报告、成套表格标准和微观层数据标

庭调查方式，通过半小时到一小时的问卷表来收集信息。

准等；在调查完成和结果整理后将广泛公布调查结果。绝大

有一个家庭调查工具被称为“多指标群体调查”，它最初

多数国家的调查结果将在２００６年初完成，并将通过“发展

用来测量１９９０年“世界儿童首脑会议”所确立目标的进

信息（ＤｅｖＩｎｆｏ）”对外公布。“发展信息（ＤｅｖＩｎｆｏ）”是

展。１９９５年在６０多个国家开展了第一轮多指标群体调查，

为监测千年发展目标进程而设计的统计数据库。“发展信

五年后进行了第二轮调查。

息”有助于在表格、插图和地图中表示数据来说明哪里存在

２００５年，在５０多个国家开展了第三轮多指标群体调查
调查。在４８个千年目标指标中，第三轮多指标群体调查收
集了２０个指标的信息，它是监测千年目标工作中最大的单
一数据来源。另外，目前开展的这一轮多指标群体调查还

着差异，从而揭示造成儿童被排斥的因素和展示出他们的存
在。在当地也能获得这些数据，这有助于改善当地政府和民
间组织评估儿童状况的能力；数据库还能按区域和全球进行
编辑以开展国家间的比较。

为衡量“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的效果提供一个测量工

按地理区域绘制数据趋势是揭示区域差异的一个十分有

具，也成为其它主要的国际承诺如“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

用的工具。例如，一张地图能够表明在首都登记的儿童数目

别会议”目标和关于疟疾的“阿布亚目标”的测量工具。

与其他省份的儿童数目的差别，或对几个不同省的在校女童
数量进行对比，以明确还需在哪里做进一步的努力。结合数

问卷表

据收集、分析和绘图技术可让研究人员为方案规划者建立一
个实证基础，以最有效率和最有效地实施方案，并确保那些

家庭调查是基于问卷调查表，而问卷调查表很容易按

最需要的人能被发现。

某国的要求而定制。例如，多指标群体调查由一份针对
１５—４９岁妇女问卷表和一份针对五岁以下儿童的调查表

见第93页参考资料。

（由母亲或其他看护人来完成）组成。调查包含了许多与
儿童被排斥和被忽视的原因和其后果直接相关的问题和指
标，如出生登记、孤儿和脆弱儿童、儿童残疾、婚姻年龄
和与健康、教育、住房、水和卫生、艾滋病和早期儿童发
展。每项调查需花约一个小时就可完成，这取决于是否需

际困难，这方面的可靠数据往往无法获得。这

基于个人直接材料的研究尤其有价值。应将其

必将使基于事实的干预行动更加复杂。

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本地情况（包括使儿童
受到忽视的原因和一些加重其困境的、违反儿

关于这些儿童的困境、其根本和直接原因

童保护的事实）相结合，以制定最有效的对应

的详细情况分析，是对统计信息的重要补充。

措施。还需要开展监测和评估，以确保最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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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儿童正在获得帮助，并随着他们情况的

危险因素。应该继续加强调查的设计以确保其

改变而进行调整。

有尽可能广的覆盖范围和包容量。

针对被忽视儿童收集准确数据和进行高质

将家庭调查数据与有关该国情况和儿童生

量的研究显然是开展评估的基础。在全面研究

活条件的定性信息相结合，将能够更加完整地

刚刚开展的地区，收集可比较数据和信息的第

说明儿童被排斥的情况。定量分析往往能指向

一步是确定定义。例如，２０００年巴勒莫条约针

那些需要更多详细和定性调查的议题和地区。

对拐卖的定义达成的共识为不同背景的研究人

在这一点上，对小部分被排斥与被忽视儿童的

员、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和项目规划者提供了

初步研究和社区主导的调查及咨询能极大地有

一个共同的基础。１

助于理解难以顾及的儿童的困境。

人口普查和家庭调查对判别增加被排斥的风
险程度的因素非常有用

数据收集和定性分析之间存在的许多鸿沟
急需获得解决。主要的例子包括儿童拐卖、童
工和武装冲突中的儿童。

人口普查或反映国家一般情况的家庭调查
如人口统计、健康调查以及多类指标群体调查

• 儿童拐卖：尽管西非经济联盟（ＥＣＯＷ－

（ＭＩＣＳ）正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用，以更

ＡＳ）所制定的反拐行动专门包括数据收集和分

清晰地反映国内的差异如何影响儿童的生活质

享，但是在儿童拐卖领域仍然没有一种普遍使

量。而像多因素分析这样的统计工具则能帮助

用和可靠的研究方法。３

揭示究竟哪些重要因素造成了某种特别的物质

• 童工：由国际劳工组织实施的“国际消除

剥夺或违反儿童保护的现象，如出生没有获得
登记。这些统计工具正更多地被用于找出导致
儿童被忽视的原因，和提示在哪里实施干预活
动可能最有效。例如，这些分析已表明，缺乏
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极大地决定一个女孩

童工计划（ＩＰＥＣ）”已成功地使用快速评估方
法并获得了当地的注意，但在不同地区间不容
易进行比较。实际上，信息来自不同的来源，
而方案的规模往往很小。４
• 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自Ｇｒａｃａ Ｍａｃｈｅｌ于

是否在１８岁以前结婚，和一个母亲的孩子是否
入学读书。２

１９９６年就此问题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
合国报告后，国际社会对儿童士兵和武装冲

尽管家庭调查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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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的其他儿童的关注程度就得到了提高。

有局限性，一些极度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和

５

但是很难获得有关儿童士兵数量的准确估

家庭会被遗漏，如没有固定住所的游牧部落，

算。联合国武装冲突儿童问题特别代表ＯＬＡＲＡ

离开家庭生活的儿童和国内移动人口等。虽然

ＯＴＵＮＮＵ向２００５年２月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儿

有这些限制因素，但是调查仍然可以提示一个

童和武装冲突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所公布的最

儿童特别易被排斥在基础服务之外的一些主要

新估计表明，目前有超过２５０，０００名儿童正在

图4．1：主要国际条约的批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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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第
１８２号公约《关于
禁止和立即行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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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儿童士兵。６

执行、监测、评估和后续行动可确保立

缺乏可靠的量化数据不应是政策制定者不作

法、方案和预算方面的努力能有效地顾及目标

为的辩辞

人群。由于目前缺乏关于如何让最受排斥与忽
视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获得高质量基础服务的

数据收集和分析当然重要，但在仍然缺乏

资料，很有必要认真的评估和记录任何来自实

量化数据的地区，采取明智的和基于人权原则

践的经验教训。由于多数针对这样的人群的战

的行动也十分必要。比如说，缺乏对武装冲突

略需要付出超常规的特别努力，需要开展严格

中儿童的数量进行最新估算不应成为延误制定

的监测来确保服务已延伸到目标人群。

解决那些儿童需求的方案和能力建设的理由，
也不应是政府不签署并批准《儿童权利公约》

立法

中涉及武装冲突中儿童的非强制性协定的理
由。对他们的生活状况的量化研究和深入和细

本国法律必须符合对儿童的国际承诺

致的定性评估，使我们能更多地得知被忽视儿
童的情况。这样的努力必须同时开展。

《儿童权利公约》使政府承诺保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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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权利。单纯批准该国际公约、其非强

来越多的国家法律规定最低结婚年龄为１８岁，

制性的协定及其它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国际

这个年龄也与“反对歧视妇女委员会”和“联

法的意义不太，除非它们的原则被纳入到该

合国向妇女行使暴力特别报告人”的建议一

国的法律之中。为满足《儿童权利公约》的

致。然而，大多数国家——包括许多工业化

标准而修改本国的法律对于让更多的儿童进

国家——都允许更低的结婚年龄。一些国家

入视野很重要。

的法律允许女孩有比男孩更低的结婚年龄尤
其具有歧视性。

例如，在拉丁美洲，《儿童权利公约》的
批准已改变了占主流地位的“非常规情景”的

在其它方面，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以确保

法律理论，该理论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在

男孩和女孩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例如，在

整个大陆被纳入法典。在这个制度下，儿童会

２００４年底，孟加拉国通过了《出生和死亡登记

仅仅因为没有物资生活来源而被控“反社会行

法》，这标志着该国第一次将出生证书视为判

为”或被定罪，然后被法官以“保护他们”的

断年龄的合法证明。由于仅有７％的孟加拉国儿

理由剥夺自由。这种理论明显不符合构成《儿

童在出生时有登记，该法律若要达到预期的效

童权利公约》基础的普遍性和非歧视性原则。

果，就必须同时开展能力建设、社会动员和为

消除这种针对儿童的法律手段的法制改革已经

资助儿童登记分配预算。该法律的益处是为别

开始了。这样的变化目前仍然在进行，这对于

的要求证明年龄的法律，如发行护照、婚姻登

司法公正、社会保护以及让儿童保持在我们的

记和选民名单准备等法律的实施提供便利。另

视野之内有着潜在的深远意义。

外，为了确保新法律给儿童带来正面的结果，
还需要审评其它的法律，如教育、婚姻和劳动

２００３年，菲律宾通过了一项反对拐卖人口

法，以保证它们的内容没有冲突。

的法律，该法律将《关于预防、禁止和惩罚拐
卖人口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协定》纳入国内法

改革法律对挑战受到袒护的偏见十分重要

中，该协定是对联合国《反对跨国组织罪犯公
约》的补充。该项法律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正面事例说明了立法如

规定了严厉的制裁措施，也包括有关被拐卖人

何能够改善弱势儿童和成人的地位。例如，工

权利的条款，要求政府在受害人寻找、康复和

业化国家有关残疾人权利的立法近年来已改变

与家人团聚方面提供适当的社会服务。

了许多公共设施的入口设计，并使促使学校采
取更具包含性的措施。反歧视立法加强了妇

必须改变或废除袒护或鼓励歧视的法律

女和儿童的权利。但是颁布一项反歧视的法
律—无论其基础是什么—仅是一个开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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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存的国家法律袒护和鼓励对儿童的

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需要通过严格的

忽视。规定结婚的法定年龄的法律为其中之

监测、实施和代表遭受歧视的社区开展积极

一。为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一致，越

的宣传来巩固。

一些传统行为尽管不受法律保护，也可能
对儿童造成伤害。这需要国家级面的立法才能
解决。女性外阴切除（ＦＧＭ／Ｃ）就是一个这样

表4．2：1991—2００1年赞比亚为儿童享有保护和发展的权利＊做出
的预算

府也开始有力地领导公共教育运动，指出这种

已有所减少。同样，自上而下的立法必须由民
间社会的积极推动来获得支持，并得到草根阶
层的响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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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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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0.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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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

例如，布基纳法索政府在过去１３年中的有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力领导现在看来获得一些结果。上世纪９０年代

儿童事务和福利的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份额

中期，布基纳法索开始了反对女性外阴切割的

已批准儿童事务和福利预算中的实际使用百分比

已批准儿童事务和福利预
算中的实际使用百分比

行为给健康带来的可怕风险，这种行为的发生

儿童事务和福利的预算在
国家预算中的份额

的例子。在一些女性外除切割盛行国家里，政

0

大规模公共教育行动，并于１９９６年正式宣布其
非法。而在此之前，大约三分之二的女孩受到
了该行为的伤害。法律现在规定，任何实施女
性外阴切除的人都可能被判三年徒刑，如果受
害人死于切除手术，刑期则增至１０年。为此还

ᤇ௦ʶ˓፫ՋஂѢᮖ۪ḼၿʶጆѴథСЇቧᄉᮔኪழጷḼ๗ԢౝࠑऐᄉЇቧǋ
ڙᛣܿၶา֖ࢹͺᄉЇቧǋЇቧͳᐱ֖ˬޠǋቧࢹ࣯ᮔ̾Ԣ᧪ࠪЇቧᄢએ̠֖ྗආᄉђ᠑ழǌ
来源：Ӯ᭣þඞ˞ᆐቂᬒÿ֖။Цþ઼ஐЇቧጷጺÿḼǑࣱᡁඊ̍Їቧ֖ᮔኪǒ

资助

建立了全国电话热线，当有发现违反该法律的

必须在预算分配、机构建设和改革方面支持

行为，或者有女孩受外阴切除的威胁时，人们

立法和研究

可以匿名举报。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
估计，有力的宣传和明确的立法行动已成功地
使女性外阴切除的发生率降至３２％。

针对被忽视和视野外儿童的有力的立法和
更好、更广泛的研究的意义不大，除非为履行
对他们的承诺而实施和执行新法律和政策的财

国内法律改革十分必要，也需要社会政策

政资源得到了落实。目前只有很少的国家把对

的支持，机构变化和预算分配需要真正有效地

儿童权利的考虑纳入到预算过程中，也很少有

延展到被忽视和视野外的儿童。改变立法并不

捐助国在与受援国一起制定减贫战略和类似的

停止法律改革的进程，还应注意确保机构建设

政策框架时提出这样的要求。资金不足可能是

和实施能力的建设。应使责任人意识到法律的

由于整体资源不足，缺少该领域财政资源需求

存在，人们应该知晓他们的权利，同时需要建

的知识和信息，预算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或缺乏

立实施和贯彻这些法律和权利的机制。

政治意愿。如在赞比亚，在２００１年前的十年中
虽然分配给儿童的国家预算呈稳定增长，但
是这些资金的实际使用率却有所下降（见图
４．２）。这表明了儿童方案实施能力的缺乏。儿
包 容 儿 童 65

南非实现儿童权利预算效果的监测
在儿童的专项社会服务和援助上开展额外的投资。尽管有改进
监测政府预算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经验表明这种分析能

但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目前还不清楚预算中为扩大福利服务

显示是否有充足的资源用于实现儿童权利和这些资源的使用是

分配的额外资金是否足以解决被排斥的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需

否有效。南非的“南非民主研究院（ＩＤＡＳＡ）儿童预算研究所

要。特别是没有给非政府组织分配新的资金，这使省级预算在

（ＣＢＵ）”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该机构是一个致力于可持续民

弥补缺口上造成更大的压力；该预算也也没能将儿童支持补助

主的独立公共权益机构，它着重开展政府预算调查并与发布其

扩大到１４－１８岁的儿童，或明确南非政府承担为儿童提供所有

研究成果。

法定的服务的义务。

在南非实现民主的第一个阶段，儿童预算研究所跟踪政府

这样的分析在向政府叙述儿童权利，及在急需更多行动和

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和《非洲儿童权利宪章》的情况。此后

财政资源的方面促进儿童权利上极其有效。但是有效的预算分

重点就转移到了解政府实现这些权利的情况。在该国民主进

析需要专门的技巧和知识。在承担政府预算研究任务的同时，

程的头一个十年，儿童预算研究所发现南非在对为弱势儿童提

儿童预算研究所还在预算分析方面开展能力建设。通过与四个

供服务的方案提供资助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包括一项向年满

南非青年组织开展合作，该研究所正在教育和帮助各行业的年

１４岁且通过创收能力测试的儿童提供资助的方案；旨在改善儿

轻人加强能力建设，以监测当地和省级预算、提高南非儿童改

童营养的小学饮食计划；一项为年幼儿童和孕妇提供免费基础

善自己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能力。

健康服务的方案；在开展生活状况调查后为所有儿童提供健康
保健；及一项发现和帮助艾滋病弱势儿童项目。

见93页参考资料。

儿童预算研究所还发现了一些需要开展大量工作的关键领
域，例如向脆弱儿童提供重要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不足；需
扩大儿童资助补贴范围以覆盖１５－１８岁儿童；明确政府资助全部
法定服务的义务；及早期儿童发展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儿童预算研究所还评估了２００５年预算情况，指出它认为
取得进展的领域和仍然存在挑战的领域。该预算一个积极的方
面是它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ＣＢＵ指出这将通过增加脆弱家庭
收入来帮助儿童。这份预算还在社会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援
助上开展更多的直接投资，以解决单个家庭的贫困和脆弱；并

童由于在政治上缺少发言权，在对国家预算过

趣。在多数情况下，这不意味着为儿童的预

程中施加压力的能力很有限。

算从政府规划的主要财政方案中分列出来。相
反，它需要对主要的预算措施开展详细和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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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针对儿童的预算正在吸引越来越

的分析，以了解它们对儿童的具体影响，并提

多的兴趣

出更准确和有效地分配预算的方法。１０

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更乐观的信息，在世界

针对儿童的目标预算必然地要依赖于收集

范围针对儿童的预算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兴

和处理准确的信息。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３年间一项

针对秘鲁儿童的社会公共支出情况的深入调

顾及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要求更多的和目

查，得出了一项结论。该调查发现在预算过

标更明确的资金，用于开展支持他们的服务

程中儿童基本上不在视野之内。结果是不足
２５％的公共预算分配给了儿童，而若根据儿童

主要是由于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所面临

所占的人口比例，则应为４５％。另外，所分配

的障碍，包容这些儿童可能会导致儿童人均花

的资金无法到达极度贫困人群，也无法抵达

费的增高，由于带有更有限且更具体目标的方

在社会和地理方面边缘化的人群，比如住在乡

案需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项目设计，其花费必

村山区和丛林中的儿童。在高风险下生活的儿

然高于一般的倡议。要扩大现有的倡议去满足

童，街头儿童或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儿童实际

这些儿童的特殊需求，其成本也很高。但为将

上也不在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内。研究小组为

服务扩展到这些儿童而投入较高单元成本是合

此设计出了一个“使儿童显现”的研究方法，

理的，因为与其他儿童相比，这些儿童从以前

该方法的出发点不仅是有效地收集数据，而且

花费在基础服务上的公共开支中受益较少。这

随后还处理指标。该方法涉及增强信息技术的

一推论已为纳米比亚政府接受，它的结论是：

使用和在相关机构培训工作人员。１１

边缘化儿童有权享有他们在教育预算中的份
额。由于以前他们的教育权利受到剥夺，为包

人们也对儿童参与预算过程产生越来越多

含他们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必须得到认可。１３

的兴趣。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即是巴西城市
ＢＡＲＲＡ ＭＡＮＳＡ的儿童预算。该城市有一个由

顾及被排斥与被忽视儿童所需的资源还由

１８名男孩和１８名女孩参与的预算委员会，他们

于将公共资金更好地集中在儿童的优先需求和

负责确保市政委员会能解决儿童的需求和优先

权利上，即利用同样数量的金钱但更具成本—

领域。这些代表们是经他们邻里的同伴们和地

效益比。如在南非，一项花费不菲的《儿童正

区大会选举产生的。该委员会决定如何将一部

义法》的实施就其对不同政府部门产生的影响

分市政预算—约每年１２５，０００美元—花费在解

进行了预测，表明该法案的实施能产生节余（

决儿童的优先领域，儿童委员们还参加政府的

这是由于受审讯儿童的数量降低会减少法律代

其它事务。这些选举出来的儿童学习怎样在民

表的成本），以及这些节余如何被重新分配来

主体系中代表他们的同伴，怎样在可获得资源

确保尊重那些与法律相抵触的儿童的权利。通

的基础上采取优先行动，怎样在市政复杂和缓

过把儿童转置于含有恢复性的司法程序和有更

慢的政治和官僚程序中开发项目。随着它的成

多判决选择如避免入狱等的方案中，该法律扩

功越来越为人所知，拉丁美洲的其它城市正受

大了法律机制以避免在受审前被拘禁。

到鼓舞，准备效仿ＢＡＲＲＡ ＭＡＮＳＡ 的范例。世
界范围内，正在试验儿童参与式预算的其它城

预算活动也能帮助提高公众对歧视的意

市有西班牙的ＣＯＲＤＯＢＡ市，德国的ＥＳＳＥＮ市和

识。印度ＧＵＪＡＲＡＴ一个名为“社会和人类发展

菲律宾的ＴＵＧＵＥＧＡＲＡＯ 市。

行动”的部落和森林工人组织，研究了部门法
律、方案和规划在国家级预算中的编码，分析
包 容 儿 童 67

了最贫困地区相对其它地区的社会开支水平。

洲，原住居民正更多地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参

此分析表明这些地区正在受到忽视，其研究结

与到代表他们自身利益，保护自身权利的活

果以当地语言散发，并分发给立法机构成员、

动中。如在委瑞内拉，２００３年８月在亚马逊省

新闻界、反对党和公共事业宣传人员。政府被

召开了“原住美洲青年第四次全国会议”，

鼓励去解决分析中的部落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

这个国家的原住居民儿童和年轻人正在发挥日

支出问题。该项分析导致在随后的预算中增加

益重要的作用。“Ｅｎｃｕｅｎｔｒｏ”会议包括了来自

了分配和支出。１５

１７个不同原住部落的６２个年轻人，他们重点关
注文化特征，总结各个原住部落生活的重要特

能力建设

点，并选举“原住美洲居民青年全国网络”新
一届董事会成员。

能力建设增强了边缘化儿童、家庭和社区的
能力

本地能力建设对确保促进儿童权利的倡议
的成功至关重要。社区在鉴别他们之中的最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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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的群体在政治体系中通常被排斥在

弱人群，和将物质和服务传递到他们方面发挥

权力之外。因此，排除障碍和加强他们参与

着重要作用。在有互相帮助的传统的社会，如

政治的能力是将包容他们的要求。在拉丁美

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村民能够在

几乎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帮助孤儿和其他脆

方文件。在一些历史上和当前仍存在压迫的国

弱儿童。如在斯威斯兰，一些志愿者组织起来

家中，边缘化居民不愿和政府相关的团体接

提供保护、感情和物质上的帮助。在儿童受到

触。缺乏知识或信任和文化差距也可能使人们

剥削和性侵犯，他们出面干预，向受害者提供

不知道存在某种服务，其益处是什么，是否免

安抚，和其亲戚商量，有时和施虐者交涉，或

费或有能力支付。消除这些障碍可能是顾及和

者报警。

包容边缘化儿童和家庭的一个有效战略，这已
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在２００１年取消须出示儿

方案
方案干预无法代替解决造成边缘化和歧视

童出生证才能入学的决定这一事例反映出来。
可开展社会运动来宣传有关的服务和其益处，
这样能传播备选服务项目的准确信息。

的根本原因和创造有力的保护环境。然而，有
许多战略有利于延伸到那些可能被排斥或其保

成套服务更易获得

护受到侵犯的儿童，应采取临时措施解决这些
侵犯。这些战略将对他们的近期需求做出反

使服务对用户更友好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将

应，也为将来在多个领域采取行动铺平道路，

它们打包成套，并在同一个地点提供各种服

以减少他们在许多方面受到排斥的现象。

务。例如在苏丹南部，儿童免疫方案已经与
预防牛瘟活动相结合。由于孩子们通常生活在

这些战略其中之一是向边缘化社区和家庭

牲口圈中，且这两种不同的疫苗的冷藏方式相

提供减免和补贴，包括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相

似，这种结合尤其成功。同样，将供水点放在

应调整服务标准。向单个孩子和家庭提供直接

学校会使学校成为社区的中心，这不但减少了

补贴或助学金以鼓励儿童上学，而不是去工

女童取水所需的额外行走距离，也有助于促使

作。例如在巴西，“消除童工全国项目”向家

这些女童上学。

庭里每个上学的孩子每月提供８美元助学金。
学校午餐方案也是另一个将难以覆盖的儿童纳

卫星和流动服务向偏远或贫困地点的儿童提

入教育体系的常用方法。

供服务

消除基本服务的入门障碍将促进其使用

在一些地方，在能够提供全面服务之前，
需要卫星服务作为一种权益之计。在马来西亚

为排除基本服务的入门障碍常常需要进行

的撒拉瓦可，由于远离大陆，开办永久性的卫

改革。这些障碍可能包括无法用当地语言提供

生所的成本目前过于昂贵。该岛的卫生服务由

服务，成员间的歧视，申请服务时需要出示身

服务延伸和基于社区的服务共同解决。由于道

份证明或地址证明。例如，８５％生活在偏僻农

路网络的状况差，流动医疗队通常只沿着河流

村原住居民区的玻利维亚人没有允许他们继承

提供服务，或以“飞行医生”的方式乘飞机提

土地、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注册、或投票的官

供服务；而乡村医生提供辅助服务，这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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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指数：评估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儿童权利

在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关注
儿童和青少年的国家级观测站正
在工作，以确保在实践中满足儿
童权利。在这两个国家，各类民

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儿童权利指数”采用的儿童早期生存、健
康、教育权利的评估参数

间社会机构已经参与到达成全面

权利

实现儿童权利的全国共识之中。

政策优先

早期儿童（１－５岁）

在２００１年，厄瓜多尔的“儿
童和青少年权利观察台”致力于
设立“儿童权利指数”，用于测

指标

五岁儿童死亡率
生存权

量儿童和青少年不同阶段的生

由怀孕和生育相关原因导致
的妇女死亡率

确保所有人可获得妇幼健康，包括
孕前护理和生育中护理

存、健康、充足营养和教育权利
的实现程度，并已迈出成功的第

低体重率

一步，“观测站”最近开展了一
项活动，使当地的民选政府承诺

健康安全发展权

居室、清洁用水和消毒
确保所有人可获得良好的营养，包

采取行动，提高他们社区的“儿
童权利指数”。

确保健康的居住环境，包括体面的

营养不良致死率

括对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开展营养教
育，以及替代性喂养方案

在墨西哥，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墨西哥代表处的咨询委员会由
来自包括商界、学术界、政坛、
媒体和娱乐界等社会各行业的名

未参加学前班比率
智力情感发展和受教育权 母亲受教育程度
１５岁以上妇女文盲率

确保所有人可获得早期教育和启
发，包括信息服务和帮助父母

人组成。通过建立和发布“儿童
权利指数”，该机构已是聚集公
共意见，动员社会关注儿童权利
问题的一个重要组织。这个咨询
委员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墨西
哥代表处、及非政府组织“儿
童、青少年和家庭政策公民观察
台”一道，于２００４年设立了这
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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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是根据墨西哥“儿童权利指标”和厄瓜多尔“儿童权利指数”涉及早期儿童的指标编制而成
来源：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儿童权利指数”

由于儿童在身体、情感和智力发展上面临的挑战随年
龄而改变，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指数考虑到了儿童的不同
生长阶段。因为儿童权利的优先领域随年龄而不同，这
项指数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早期儿童（０－
５岁）、学龄儿童（６－１２岁）和青少年（１３－１８岁）。
这些指数监测一国实现儿童和青少年生存、健康和教育权
利的程度，也协助揭示那些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阻碍儿
童权利的实施。它们监测那些儿童福利对社会开支和干预

动实现这些目标动员社会各行业的支持。
在厄瓜多尔的卡奇省，一个本地援助方案实施
后，“儿童权利指数”从２．８上升到了３．９。５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有所下降，一年级基础教育入学率有所提高。
原计划该方案停止，但得益于其对儿童现状的积极作用
和“观察台”的适时干预，政府决定给予这类活动长期
预算支持。

的变化敏感，并将大量的信息化为能提供整体情况的单一
指标。在对来自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整理后，该指数所有

见第93页参考资料。

的指标转化为０－１０的维度，０代表指数的最低值，１０代表
所有儿童都完成实现了他们的权利。每项权利都有一个简
单平均数，最终结果为各值的平均数。
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指数为社会长期监测和跟踪有关
进展提供了一个工具。他们也可用于在各自国家内发现儿
童福利上的差异。根据“墨西哥儿童权利指数”，该国儿
童权利总体实现程度逐步提高。１９９８年的指数为４．６８，
２０００年为５．２５，２００３年为５．７１，且多数州都在进步。指
标也显示各州之间的差异巨大，并指出儿童权利实现程度
最低的州也是原住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州。同样，在厄瓜多
尔，原住民人口最多省的分值也很低。指数显示，在贫穷
的克托帕克西省和奇穆博拉佐省，儿童权利无法实现的可
能性九倍于分值最高的伽拉帕格斯省。指标也表明市区和
郊区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总体上看，厄瓜多尔早期儿童
指数从２００２年的３．４提高到了２００３年的３．６。
通过收集、分析和传播这些官方数据信息，这个指数
向家庭和社区展示对他们的孩子的权利实现程度的评估。
目的是公众能够监测指数的进展，并支持致力于全面确保
这些权利的公共政策。
为了提高指数的分值，政府必须和家庭社区、民间社
团组织、媒体和私营部门一起，采取迅速和坚定的行动。
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确保减少可避免的儿童死亡、降低营养
不良和保证接受学前教育等公共政策的长期实施。已经有
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种合作关系正在形成。在墨西
哥的米乔阿坎和扎坎特卡斯省，政府已经发起了一场“为
儿童的社会对话”活动，为了建立基础广泛的共识，其目
标是实现儿童权利（包括提高指数分值）、为采取坚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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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接受过急救、健康宣传、疾病预防、治疗
护理和社区发展、尤其是婴儿和儿童健康方面
的培训。政府通过证书认可、后勤支持和深造
机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鼓励。

卫星和流动设施对将服务延伸至贫穷家庭
和在偏远地区生活的人们常常非常重要，他们
中的许多人目前都享受不到基本的服务。离服
务点距离过远往往是妇女在家中生育、孩子无
法注册、无法被带去看病或获得免疫的原因。
延伸服务的努力和门到门运动是免疫工作的有
效战略，这样的战略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塞尔维亚卫生部和
公共卫生学院一道，派流动人员到不同地方，
找到并为那些尚未注册的儿童注册，然后给
他们注射针对主要致命疾病开展免疫，包括
肺结核、白喉、破伤风、百日咳、麻疹、脊
髓灰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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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的参与有助于扩大干预的范围

“民间社会组织”指一个范围广泛的机构
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基于社区的组织，非政
府组织，智囊机构，社会活动团体，宗教组
织，妇女权利运动团体，草根和原住民团体，
志愿者组织等。联合国已承认在治理和发展中
纳入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并已使之成为其改革
进程的一个部分。在２００２年的联大报告中，联
合国秘书长强调了这个重要性，在其后的一年
中他还组织了一个专家组，起草了一份有关联
合国如何改善与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议会关
系的实用方案。从此在联合国的日程中民间社
会的参与有了显著地位。

国际非政府间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
他们可以向政府和全球社会提交问题，并可提

供大规模的方案和项目。例如，“国际计划组

女们组成的社区准律师委员会，通过协助提供

织”一直负责一个全球运动，它号召政府确保

事故报告来监控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

所有孩子在出生时能得到注册。他们在全球
４０多个国家里与合作伙伴一起开展活动，提高

宗教领袖和组织的参与对解决涉及儿童的敏

儿童注册的比例，并取得了一些大的成功。例

感问题至关重要

如在柬埔寨，“国际计划组织”的“流动注册
项目”和政府和联合国的志愿者一起，最近在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宗教在社会和文化生

２个月里注册了１５０万人口。它的目标是在明年

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宗教领袖和基于信仰的

注册该国全部的１３００万人口。在印度，“国际

组织受到极大尊敬，他们说的话人们也愿意

计划组织”仅在奥瑞沙一个州就成功地注册了

听。他们在提高人们的意识、影响人们行为方

３２０万儿童。

面有很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宗教领袖和组织
正努力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消除贫困，制止如

当地民间社会组织能促使许多人帮助被排斥

女性外阴切除等有害的传统。他们也宣传儿童

与被忽视的儿童

权利，如所有儿童都接受教育的权利。

由当地社区成员组成的民间社会组织最适

他们在社区里谈论这些有时很敏感或禁忌

合为他们的社区制定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专门
针对那些最难顾及的儿童。在包容这些儿童问
题上他们能提供多种帮助，包括形势分析和公

表4．3：基于信仰的组织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为孤儿和脆弱儿童
开展的主要活动

众动员、政策设计和按扩大服务范围、监测和
评估以及筹资等。此外，民间社会组织在提高

推动领养

社区意识、挑战社会禁忌、推动就重要问题

社区学校

的公开讨论并最终改变公众的行为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

13
27
41

宗教教育

54

日托服务

95

创收

150

医疗护理

专业协会是民间社会组织一直积极促进儿
童权利问题的一个领域。喀土穆的一个称为

艾滋病预防

Ｍｕｔａｗｉｎａｔ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公司的女性律师非政府组

学校援助

织，多年来一直给妇女和儿童提供免费法律服

物质支持

务，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本国失去家园并生活在
极度贫困中的人们。它帮助关心服狱妇女的境

162

咨询

195

家庭访问

257
315
371
19

街道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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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她们的孩子往往也在一起―对法官和警察
开展关于《儿童权利公约》含义的教育。在尼
泊尔的乡村地区一个类似的活动中，主要由妇

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乌干达
来源：ˆႌࣰ֖ஓܷ͗ḼᐎՋڍЇቧ۲᧚͗Ḽ۲̅ζ̓ᄉጷጺࠪߣЇ֖ᑠिЇቧᄉ
ԥᯟᄉᆐቂḼࣱ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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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来开展工作。不同地区间的跨宗教会议

国性的合作伙伴基于优先需求提交援款申请。

为讨论和创造行动框架提供了一个论坛。哪里

一旦申请获得批准，这些合作伙伴就会监督方

有宗教领袖参与阻止艾滋病传播工作，尤其是

案的实施。

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哪里在防止艾
滋病传播和减轻艾滋病患者痛苦方面就有显著

鼓励儿童参与也将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能力

的成功。
儿童不是被动地接受我们的慈善和保护，
在过去２１年中，在巴西和１４个其他拉美和

而是有权参与他们的社区和社会的积极公民。

非洲国家中的最贫穷社区中开展了“儿童田

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政治声音或代表，儿童很

园”项目，以减少儿童死亡和饥饿，这项目

容易被排除在公共政策讨论之外。政策制定者

依靠２４万志愿者才得以开展，在天主教、联合

应该确保听取并考虑所有的儿童的观点，尤其

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的组织的支持下，这个活

是那些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的观点。包容边

动于２００５年１月荣获西班牙国王“一级人权奖

缘化儿童的最完全的方式是他们参与，他们呈

章”，以赞赏其在代表儿童权利方面的努力。

现在我们视野中。儿童的参与应与相关儿童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展了类似的项目。例如在

能力发展同步进行。

泰国，Ｓａｎｇｈａ Ｍｅｔｔａ 项目已培训了３０００多名佛教
僧人，尼姑和学徒，使他们能同社区一道，在

“全球儿童行动”认为促进儿童权利和促

预防ＨＩＶ传染，向家庭提供支持和防止偏见和

进他们的参与密不可分。作为２００２年联合国儿

歧视方面开展工作。这些努力对消除源自艾

童特别联大的后续活动，它的参与者包括国际

滋病的侮辱和歧视产生了巨大效果，使那些

组织和本地儿童团体。在２００５年８国首脑峰会

ＨＩＶ阳性的妇女和儿童重新融入他们以前被排

前夕，“全球行动”的代表们公布了一份报

斥的群体和学校中，使儿童回到携带ＨＩＶ或艾

告，向这些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提醒他

滋病的母亲身边。

们对结束儿童贫困做出的承诺。他们强调这
是现实的和能够实现的目标，在经济和道德

民间团体组织可以帮助寻找和确定优先领

上都是必要的。

域和社区，设计有效的实施战略，确立全国和
当地的优先需求，和使妇女和儿童参与这些战

另外，在“全球行动”下，数千来自１３个

略的设计和执行。由于掌握着关于当地的需

非洲国家的儿童―平时的职业从家务劳动到擦

求和困难的第一手信息，他们能为政策辩论

皮鞋―在２００５年发表了的首份儿童权利进步调

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被排斥的儿童和他们的

查结果。这份报告称，尽管在有些地区教育和

家庭往往依靠基层组织使政策人员了解他们

儿童参与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贫穷依然存在。

的关切。“全球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

它建议全球儿童携手工作，确保各国政府对他

金”提供了一种民间团体参与政策设计的模

们做出的承诺负责。

式。该基金号召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在内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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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通过青年论
坛和议会参与政策辩论。例如埃塞而比亚青年
论坛已经就诸多问题召开了数次会议，内容涉
及流浪儿童、减贫和青年和艾滋病。最近一次
是关于女童教育。在２００４年，论坛开展了针对
失学儿童的儿童对儿童调查，并动员这些儿童
重返学校。

在有些国家，儿童对儿童调查显示儿童能
成为本地发展过程中的有效参与者―这在找出
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方面尤其有效。例如在
印度，项目请儿童画出他们村子和街道的地
图，并标明有没上学儿童的房子和女童和男童
的数目。这张地图向当地计划人员提供了重要
信息，也使社区意识到本地的不足和教育的重
要性。这个过程中儿童处于中心位置，这提高
了他们的能力意识和教育意识。

媒体
媒体在增强意识和监测对儿童承诺的进展方
面有独特和关键的作用

媒体专业人士―记者，作家，广播员和节
目制作人－是社会的眼睛、耳朵和喉舌，极大
地影响着描绘和展示儿童的方式。他们也有助
于将儿童权利问题适当地放在新闻和媒体的工
作日程中，吸引大众和舆论导向者对侵犯这些
权利情况的关注，并利用他们的工作使政府对
此负责。作为公共守门人，媒体在确保儿童权
利受到尊敬和将违法者绳之以法方面发挥着独
特作用。媒体监督对政府在就实现对儿童承诺
的进展开展公共和独立的监测。媒体专业人士
通过他们的工作来引导公众舆论和影响行为。
他们能鼓励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做出改
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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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报道中的伦理原则和指南》
在报道儿童和青年时存在一些特殊挑战。在有些案例中，关
于儿童的报道可能使这些儿童或其他儿童招致报复或者玷辱。

３．
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制定出原则，帮助记者报道一些对儿童
产生的问题。儿童基金会相信，在报道关于儿童的事件时，这些

４．

目的是支持那些有道德的记者抱有的最良好的意愿：在不牺牲儿
童权利的前提下为公共利益服务。

《原则》

确保孩子或其监护人知道他们正在同一名记者交谈。

告知采访的目的和用途。

原则可以被用作指南，以帮助媒体以适合年龄和情感的方式开展
报道，尊重儿童在《儿童权利公约》中享有的权利。《指南》的

不要演戏——不要让儿童讲述或做他们没有经历的

５．

一切采访、录像或记录照片都需要征得儿童或他们的

监护人的许可，在可能且合适的条件下，应该取得书面许可。
许可必须是在确保儿童和其监护人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
下获得，他们知道他们将会出现在一部可能在当地或全球发行
的故事中。通常只能当这种许可以儿童的母语提供，且与获得
这名儿童信任的成年人商量后，才有可能。

１．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每个儿童的尊严和权利；

２．

在与儿童面谈和开展报道时，需要特别关注每个儿童

的隐私权、保密权、使观其观点得到聆听的权利、参与对他们
带来影响的决定的权利，免于受到伤害和报复的事实或危险的
权利。
３．

注意儿童在哪里和如何接受采访。限制采访人和摄像

员的数目。努力确保儿童感觉良好，在没有外界压力、包括采访
人压力的情况下讲述故事。在电影、录像和收音机采访中，应考
虑视觉和音乐背景的选择对儿童的生活和所述事件的暗示。确保
儿童不会因为展示其家庭、社区和周围环境而处于危险或受到负
面影响。

保护每个儿童的最大利益应该优先于任何其他考虑，

包括优先于宣传儿童问题及推动儿童权利。
４．

６．

《儿童报道指南》

当试图决定什么是一个儿童的最大利益时，需根据儿

童的年龄和成熟度，权重如何尊重该儿童要求其观点被采纳的权
力。

１．

不可对任何儿童进一步造成玷辱，避免会导致儿童遭

受负面报复的分类和描述——包括额外的生理和心理伤害——或
导致终身侵犯，或被他们的当地社区歧视或排斥。

５．

评估某报告可能会造成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时，

应咨询与儿童情景最密切的并有能力进行判断的人。
６．

不发表任何可能置儿童、其亲属或同伴于危险境地的

报道或照片，即使其身份被改变、模糊或隐瞒。

《采访儿童指南》

１．

不对任何儿童造成伤害；避免使用判断性的、对漠视

文化价值、置儿童于危险的、给儿童造成侮辱的或重新唤起儿童
对创伤性事件的痛苦或哀伤的问题、态度和评论。
２．

在选择采访对象时，不因性别、种族、年龄、宗教、

身份、教育背景和体能而有歧视。

76 世 界 儿 童 状 况 ２ ０ ０ ６

２．

始终提供关于儿童的故事或影像的准确背景。

３．

任何儿童若被认为属以下情况，报道时一定要改变儿

童的姓名并模糊儿童的视觉特征：

•

性侵害或性剥削的受害者；

•

暴力或性侵犯的施暴者；

•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除非在完全知晓情况下
征得儿童，父母或监护人同意；
•

罪犯嫌疑人或罪犯；
４．

任何儿童若被认为属于以下情况，当存在伤害和报复

或可能风险的特定情况时，需更改儿童的姓名并模糊儿童的视

儿童问题的报道必须持同情和理解立场

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常被用来制造骇人

觉特征：

的新闻故事―从街头儿童到儿童士兵―媒体在

•

现在或曾经是儿童士兵；

•

寻求庇护者、难民或本国离家难民；

创造一个要求包容这些儿童的社会氛围方面有
巨大的潜力。但在描述这些儿童时，并不是所

５．

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儿童的身份如他们的

姓名或可辨认的图像，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这时，
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并免于伤害、玷辱和报复。

有媒体人士都注意持尊敬和理解的立场，尽管
他们应该这么做。媒体有时可能会加重儿童受
剥削的程度―例如把他们刻画成遭受虐待、冲

上述特殊案例发生在如下情况下：当儿童主动和
记者联系，希望行使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希望他
的意见得到聆听。

•

罪犯或是迷人的无辜者。这些有限的描述和耸
人听闻效应结合，有可能使遭受侵权的孩子受到

参与可持续的活动或社会动员方案，希望为他

人所认识。

•

突、犯罪和贫穷的软弱受害者，把他们描绘成

剥削―例如，例如这会提供一些特征细节或未
能挖掘儿童的能力和力量。应遵循诸如支持

当参加心理活动方案时，表明他们的姓名和身

份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儿童权利公约》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像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报道中的伦理原则》等

６．

向其他儿童或者成人（最好两者兼有）确

认儿童述内容的准确性。

框架，以确保儿童权利得到促进和尊敬。在
所有的案例中，首要的关切应当是儿童的最

７．

当无法确认某个儿童是否处于危险时，无

大的利益。

论该新闻多么有价值，坚持就儿童的整体情况而非
单个儿童的情况发布报道。

从整体上改进儿童报道质量的一个好的事
见第93页参考资料。

例是“巴西儿童权利新闻社（ＡＮＤＩ）”３４。该
机构的记者们监测媒体，用发布表格的方法显
示哪家媒体以最负面的方式报道儿童。这种方
式促使各媒体为在表格中排更好的位置而逐步
改变宣传的基调。除监测工作外，“巴西儿童
权利新闻社（ＡＮＤＩ）”也向记者提供新闻指
南和培训，扩大对服务于儿童的社会项目的宣
传。“儿童的朋友记者”因为通过增加对儿童
的接触从而激励开展敏感报道而得到嘉奖。拉
美的其他８个国家正在模仿这种模式。

改进媒体对儿童的报道和通过讲述自已的
故事而增强儿童能力的一种方式是，鼓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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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和公司社会责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宜家公司反对雇佣童工项目
印度５至１４岁的儿童中约有１４％从事童工活动，通常包括

西邦实施这些行为准则。在２０００年，儿童基金会设计了巴

参与便宜商品的生产，而这些商品都被大的跨国公司直接用于

尔阿迪卡－宜家倡议的第一个阶段，它覆盖宜家公司现在采

出口。多数这样的儿童在非正规的经济部门工作，如常在个人

购地毯的２００个村庄。乌塔帕拉德西州的工作儿童占全印度

家里做分包工作，远远不在机构监督所及的范围内。

的１５％。这些儿童多数在非正式的行业工作，通常在家庭

对公司和他们间接雇佣的童工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跨国公司就开始将反对童工的政策纳入他
们公司的行为准则中。宜家集团是一家设计、制造和销售家

中工作。巴尔阿迪卡的地毯业占印度地毯出口的８５％而且
分布非常分散，位于边缘的农村家庭机构了从事编织劳动的
一大部分。

居用品的跨国公司。它展示了私营部门如何能够利用《儿童

这个项目现在已扩大到５００个村庄。它基于这样一种信

权利公约》的框架，在发展中国家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开展

仰，即无法靠将某个孩子从工作名单上除名、或终止某个跨

商业活动，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国公司供应商的合同去消除童工，因为这些孩子会立刻为其

为确保供应链的任何一层都没有雇佣儿童，宜家公司专
门设计了“宜家公司阻止童工的方式”，一个对其所有供应
商都适用的行为准则。该准则要求所有的承包商都承认《儿

他雇主工作。相反，通过解决童工问题的根源，如边缘化社
区的负债、成人失业问题、贫穷和儿童高质量基础教育的权
利，童工问题就可获得解决。

童权利公约》。而且，为确保准则得到遵守，宜家公司经常

为此，宜家公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用了两方面的战

派雇员实地检查工厂里是否雇佣儿童。每年还至少请独立审

略，同时涉及童工和他们的家庭。社区的妇女，尤其是母亲

计师进行一次不事先通知的实地。结果是，当地希望获得订

们承担创立妇女自助团队的任务。在第一阶段的村庄，由

单的供应商不得不遵守该项公司准则，而准则是基于儿童和

５６００个妇女组成的４３０个这样的团队每个月节省３７００美元。

最低工作年龄的当地和国内法律而制定的。

这使妇女得以摆脱当地放贷人的剥削性利率。这些家庭自己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宜家公司携手在印度的乌塔帕拉德

了资金后，在支付医药费、儿童学费、婚礼或想做自己的生意

以节目开发人员和演播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在

各个方面。媒体专业人士和组织需要开展自

阿尔巴尼亚，少年们关于一座孤儿院状况的报

我教育，以了解负责任地报道儿童和儿童权

道最终使其管理得到改进３６。这表明如果运用

利的方法。

适当，媒体本身可以成为帮助儿童保护自己的
一个强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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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合作能增强活动的效果

需要开展一场建设性的支持性的辩论来讨

媒体可将信息直接传达到个人，因此也能

论媒体中的儿童形象问题。媒体组织应考虑指

在特定问题上教育公众。在大多数社会里，电

定专门的儿童问题记者，负责报道儿童生活的

视和收音机被用来传播信息和教育听众。媒体

时，就不再被迫寻求厚颜无耻的放贷者的帮助。在家庭从债务
中解脱后，他们就不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工作了。
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也由学校入学运动和“替代学习中
心“加以解决。经过数年的努力，一项入户调查找出了约
７５０００个６至１２岁失学儿童，并将他们送入正常的学校系

宜家公司的“附加常规免疫倡议”已经实现了对生活在
加泊区７个街区１１２６个村庄的全部适龄人口的免疫覆盖，包
括５２５５８名婴儿和５６４０７个孕妇。由于邦政府向“附加常规
免疫倡议”提供支持，预计其余的１４个区将在４年项目周期
中分阶段得以覆盖。

统。
见94页参考资料，

“替代学习中心”是一个特定的，有时间限制的战略，
旨在顾及被排斥的儿童，尤其是８至１３岁的儿童。在第一阶
段村庄里开设了１０３个“替代学习中心”，目的是最终将这
些儿童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自开办以来约有６３００个儿童
从中受益；截止２００５年６月，其中的４９８０个儿童从中毕业进
入正规教育体系。另外有３００个村庄也在努力建立“替代学
习中心”。
在２００２年的年中，宜家公司完成了在乌塔帕拉德西邦东
部加泊区的两个街区开展的巴尔阿迪卡－宜家童工活动的支
持。它又开始接受了到达和保护加泊区所有２１个街区的婴儿
和孕妇的挑战。其目标是到２００７年在这个地区实现８０％的免
疫率，同时当外部支持结束后能持续下去。

与教育结成的合作关系增加了该领域活动的效

互联网资源正在被本国机构和国际机构、

果。“全球媒体艾滋病倡议”作为联合国、联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用来强调被忽视儿童的

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恺撒家庭基金会”的一

状况，并用来促进为实现他们的权利而形成的

项倡议，它通过将这种疾病的信息纳入或短或

伙伴关系和行动。“艾滋病媒体中心”是其中

长的播报中，试图将传媒公司纳入与艾滋病的

的一个，它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媒体人员

斗争之中。有超过２０家全球主要传媒公司的高

资源中心，它包含一些便于专业人士间对话的

级管理人员加入了此倡议，并承诺他们所在的

多媒体材料如受到禁止的材料、联系方式背

公司将扩大公众对艾滋病的知识和了解。

景文件等。“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信托公
司”成立的“最佳实践媒体资源中心和数据
包 容 儿 童 79

电影制作人给被排斥与被忽视儿童的生活带来阳光

在将公众的目光吸引到被排斥和被忽视儿童的境况上，电影

“作为个人，我只能为这些孩子做这些。”她说“通过电影

制作人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一些世界最有名的导演们近来

揭示这些问题，让他们说出这些故事，我希望也能影响其他人帮

已意识到为没有发言权的儿童说话的必要。他们和联合国儿童基

助他们。事实上，制作这样主题的电影是帮助他们的非常实用的

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意大利政府合作，在第６２届维纳斯电影

方法…有时候人们会问我，我是怎样拍摄这些儿童的生活中最严

节制作了名为《被忽视的儿童》的７个电影短片。该项目旨在提高

酷的部分。事实是这些问题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不了解

关于保护儿童权利的全球承诺的意识。

这些事实，一个人怎么能真正知道他们感受的悲剧，而被感动并
去帮助他们呢。”

《被忽视的儿童》中的８位导演描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的
生活。Ｍｅｈｄｉ Ｃｈａｒｅｆ刻画了布基纳法索的情况；Ｅｍｉｒ Ｋｕｓｔｕｒｉｃａ在

虽然接触莫斯科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非常困难，对于Ｐｏｌａｋ来

塞尔维亚和黑山；Ｓｐｉｋｅ Ｌｅｅ在美国；Ｋａｔｉａ Ｌｕｎｄ在巴西；Ｓｔｅｆａｎｏ

说，制作这样的影片颇有收获，而且还带来了长久的友谊。她的投

Ｖｅｎｅｒｕｓｏ在意大利；吴宇森在中国。每个短片都关注因贫穷、暴

资是长期的，她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为“积极儿童救助”，

力、武装冲突、边缘化或艾滋病而被忽视的儿童。

这个基金会利用这部记录片和其他方式筹集来的资金去帮助数百
个生活在大街上的儿童。

街头儿童的世界是其中３个影片的主题。在Ｌｕｎｄ的短片里，
姐弟俩在圣保罗的街头拾硬纸板和废铁糊口度日。在Ｖｅｎｅｒｕｓｏ

对Ｐｏｌａｋ来说，最大的回报是向她电影里的儿童展示不同的生

和Ｋｕｓｔｕｒｉｃａ的影片分别描述了在那不勒斯和塞尔维亚的农村，

活是可能的：“真是太好了，能看到孩子们意识到他们还有其他的

孩子们无助地靠偷窃为生。Ｌｅｅ的电影描述了布鲁克林的少年因

选择，意识到他们不是注定要在大街上生活。”

为携带艾滋病毒而面临来自同伴的折磨和玷侮的悲惨故事。在
Ｊｏｒｄａｎ和Ｒｉｄｌｅｙ Ｓｃｏｔｔ的影片中，一个战争摄影师沉思回忆自己的
儿童时代，逃避可怕的记忆。Ｃｈａｒｅｆ的短版向我们介绍了儿童士
兵的生活，这些孩子能熟练操作机关枪，但极度缺乏爱和教育。
这部影片以吴的短篇结束，他的片子展示了一个富裕女孩和一个
贫穷女孩在中国反差强烈的生活。
《被忽视的儿童》中的人物们代表了他们屏幕外数百万计的
无声同伴：数千万流浪儿童，几十万陷入冲突中的儿童，超过
２００万的１５岁以下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数百万的因为这样或那样
的原因而缺乏关注的被排斥与被忽视的儿童。Ｓｐｉｋｅ Ｌｅｅ 说“全
世界都有儿童被侵害和被遗忘，我希望这部影片能承认他们所
处的困境。”
导演Ｈａｎｎａ Ｐｏｌａｋ与Ｌｅｅ一样，希望唤起对被遗忘儿童的关
注。她的一部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记录片“列宁格勒的孩子”，
揭示了莫斯科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生活。在莫斯科有２５０００到
３００００孩子生活在大街上。这些孩子很容易受到酒精或毒品的诱
惑、遭身体或性的侵害、感染艾滋病和受到暴力和剥削。Ｐｏｌａｋ相
信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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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提供关于艾滋病的媒体材料和培训。

的拐卖儿童（ＥＣＰＡＴ）联盟”是致力于消除儿

英国广播公司是为数不多的在网站上专门开

童商业性剥削的组织的一个联盟，在联合国经

辟有并经常更新一个有关儿童权利栏目的国

社理事会中享有特别咨询地位。《守则》使酒

际性传媒公司。

店和旅游业承诺制定反对儿童商业性剥削的公
司论理政策，在儿童遭受性剥削的国家培训人

私营部门

员，及向旅客提供有关儿童性剥削的信息。

私营部门组织，包括贸易组织、商会和商

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亚太反对拐卖妇

界的其他成员，在包容儿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

女联盟”利用多种教育工具去改变一些男孩和

作用。他们能确保其行动不让儿童受伤害或受

男人的性观念和做法，而这些观念和做法导致

剥削，从而成为为儿童营建一个保护性环境的

了在以色情业出名的社区中，妇女和儿童遭受

伙伴。其中私营部门能提供的最有效的方式之

性剥削。

一就是通过建立和遵照行为守则、增强意识和
培训员工来承担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必须确保他们的活动不会促使儿童受到
忽视

前面的路
带领被忽视的儿童走出阴影和创造一个包
容性的社会需要全世界的所有人―无论其职
业―齐心协力确保没有一个儿童被遗忘。国际

近来，许多公司已经开始认可一些公司社

机构、捐款国，政府，民间社会，媒体和私营

会责任：如为了实现经济领域和社会及环境领

部门都必须承担接纳和保护儿童的责任。《儿

域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需对他们经营和活动中

童权利公约》的原则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

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已发布的公司社会责

建议必须更坚定地融入发展战略中。

任报告使雇佣童工的事件曝光，并号召消费者
协助结束这种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应该继续保

政府必须确保他们的法律能促进儿童的权

持压力来确保杜绝危险的童工、遵守公平的工

利，确保他们为保证下一代公民的生活质量，

作条件，公司不利用外包来逃避其对那些为他

尤其是为那些迄今未能获得社会福利和服务的

们带来利润的人所担负的责任。

儿童，分配了足够的资源。民间社会组织能提
供一个平台，让那些被直接影响的人群的声音

在２００４年４月公布的《保护儿童在旅游工

得到倾听。私营部门在有关儿童的公司社会责

业中免遭性剥削的行为守则》是全球儿童保

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尽管还需要

护的一个重要步骤。该《行为守则》是“结束

继续工作和保持关注。在把受忽视的儿童带入

儿童性服务，儿童色情和因性目的拐卖儿童（

视野并使所有人都行动方面，媒体发挥着重大

ＥＣＰＡＴ）联盟”与旅游行业的私营团体合作的

作用。在家庭，学校和机构中要提倡尊重儿童

结果。“结束儿童性服务，儿童色情和因性目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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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挑战

全世界人口中有３８％在１８岁以下。
５０个最不发达国家有一半的人口是儿童。
从现在到２０１５年，９１个国家中的１８岁以下
居民的比例会上升，而２０１５年是实现多
个“千年反展目标”的最后期限。

人口构成的变化提出了政策性挑
战。为满足各地日益增多的儿童需求而
分配资源十分重要。个人的需求随着其
生命周期而变化，早期在下一代投资对
于任何扶贫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发展中国家，更多儿童聚集在大
城市中，因此城市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虽然人口比率在降低，城市人口规模的日
益增长需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以确保城
市贫民的儿童不会被遗漏在基本服务和保
护之外。同时也必须注意解决和扭转偏远
地区儿童的不平等状况。

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战略，和
旨在改善目前儿童长大成人后的生活质
量而采纳的前瞻性行动，都需要考虑这
些人口发展趋势。儿童构成了一个大的人
口群体，他们在政府决策中声音微弱，没
有选举权。所以，迫切需要确保在立法、
政策、方案、尤其是资源分配中优先考虑
他们的需求。

１０个儿童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城市人口比例
16% 埃塞尔比亚
25%

国孟加拉

28%

印度

34%
40%

巴基斯坦
中国

47%

印度尼西亚

48%

尼日利亚

76%
80%

国

84%
Source: Derived from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as reported in Statistical Table 6, pp.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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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的未来

１８岁以下人口比例

10% - 19%
20% - 29%
30% - 49%
50% or more
No data
来源：ԨᒬᐎՋ̠ڍԯܪḼࣱፑᛪಪḼኃḽᮅ
ࣱґ̠ԯ͗ܘҪᄉࠑڍ

Countries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of
children will be larger in 2015
来源：ᒬᐎՋ̠ڍԯܪ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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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工 作
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概 述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全世界作了

问题：创造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看起来似乎是遥远得不可想象，但是
实现它却是如此简单：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恪守我们对儿童的承诺。这些

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儿童获得必要的服务和

承诺清晰而不含糊。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明确，承诺一种是负有道义和实践

保护，而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家庭收入

双重义务的誓言。从道义上讲，承诺表明了一种责任的关系，在实践中，

是多少，是什么性别、种族或地域。各国作出

承诺则要求承诺者将其变成一系列行动。这一点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已明确

了努力，向最后５％或１０％ 被忽视的过去及现在
服务仍难以抵达的那些儿童提供服务。每一个
孩子都在学校了学习，并免受虐待。每个儿童
都获得针对主要致命的疾病的免疫接种。能受
益于现在看来非常昂贵而无法向所有人提供的

地确定了下。在《千年宣言》中，这些美妙的词语和高尚的愿望被翻译成
设有时限的发展目标——世界各国首脑都开展对照并承担责任，这就使得
这些目标变得是可测量和可依靠的。
行动：《千年议程》中为儿童设立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在所
必需的就是在未来１０年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坚定和决定性的行动。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２００５年９月的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

新疫苗１。没有婴儿因为缺少几包简单、便宜的

重申了他们对在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口服补液盐而夭折。没有儿童被排斥在这个世

一定是实现让所有儿童获得必要的服务、保护和参与的第一步。那些在

界之外，在奴隶制般的工厂条件下劳动。

实施目标的进程中落后了的国家必须得加倍努力，而那些正在实施的国
家则必须努力超越千年目标，克服困难，消除儿童健康、教育和发展中
的不平衡。

这样一个世界的益处不仅惠及儿童，而且
惠及整个人类。

早

触及曾被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对儿童的承诺要求我们触及那些最需要
关心和保护的儿童——那些最穷、最弱势、受剥削和受虐待的儿童。我们

熟和伤害身体的疾病不会再阻碍向前发展的动

必须面对令人不开心的事实：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和社区内乃至国际社会

力。极度贫困造成的绝望和冲突带来的破坏显

中，被边缘外的儿童遭受着许多不平等和虐待，并且努力去消除它。

著减少了。随着劳动力变得更健康和更熟练，

共同努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意愿或意图良好的战

经济发展也受益，更能适应技术和现代化的挑

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或组织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这些目标；没

战。随着更多有文化的和有学识的选民们要求

有有效的、有创造性的和协调的伙伴关系，千年议程就不能实现。我们所

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并要求制

有人不仅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还应当准备代表儿童共同努力。我们必
须成为他们的伙伴——我们要致力于接纳他们，保护他们，还要增强他们

止腐败和独裁，民主体系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和

的能力，使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千年宣言的原景，即一个和平、平等、宽

更能持续。最重要的是，儿童与年轻人的活力

容、安全、自由、尊重环境和共同负担责任的世界，取决于确保没有一个

和创新能力能运用于他们的自身发展及全面活

儿童受到忽视。这个世界的儿童，尤其是那些经常失去成长和发展机会的

跃的社会参与中，而不是消耗在令人绝望的生

儿童，正在期待着我们。

存挣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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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的确是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它

组织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这些目标；没有有

看起来似乎是遥远得不可想象，但是实现它却

效的、有创造性的和协调的伙伴关系，千年议

是如此简单：我们必须尽我们一切努力，恪守

程就不能实现。结成伙伴意味着，不只是在理

我们对儿童的承诺。这些承诺清晰而不含糊。

论上，而且是在行动中一起开展工作。根据联

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明确，承诺一种是负有道义

合国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所有相关伙伴关

和实践双重义务的誓言。在道义上，承诺表明

系的报告的要求：“各方应同意在自愿和协作

了一种责任关系，在实践中，承诺则要求承诺

的关系中一起工作，实现共同目标或承担某项

者将其变成一系列行动。这一点在千年首脑会

具体任务并分享风险、责任、资源、能力和收

议上已明确地被确定了下。在《千年宣言》

益。”３

中，这些美妙的词语和高尚的愿望被翻译成设
有时限的发展目标。世界各国首脑承诺，就这
些目标开展对照并承担责任。

世界防卫有许多人和组织代表儿童在工
作，他们各有其关注点、优势和方向。但是越
来越多的机构正团结在《儿童权利公约》、《

政治总是被描绘成一种表达可能性的艺

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和“一个适合

术。而千年议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政治家和

儿童的世界”这几个文件周围。我们只有把力

国际组织共同宣誓使它成为可能。到２００５年，

量汇集到一起，才能以一个全球的声音和政治

世界上的每一个儿童将能完成初级教育，儿童

份量开展一项运动，来反映这些承诺的深度和

死亡率将降低三分之二，孕产妇死亡率将降低

广度。世界儿童，尤其是那些经常错过成长和

四分之三，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它主

发展机会的儿童，那些被忽视的儿童，正在期

要疾病，不仅得到遏制，而且还扭转其蔓延趋

待着我们。

势。在一个拥有总值达６０万亿美元２全球经济的
世界中，所有这些目标和千年议程里的其它目

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十

标都显然是可以实现的。在人类不断突破知识

分重要，该机构的发展历史有力地说明了人们

的界限，科学也日新月异地发展的同时——从

和组织是如何通过一起工作，分享资源，吸收

人类基因组排序到揭开宇宙起源之谜——难道

对方观点而形成协同和配合，从而产生出更

真的不可能在未来１０年的时间里消除儿童饥

大、更有效的成果。在联合国大会关于成立

饿或是防止儿童死于诸如腹泻这样极易预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决议中４，要求联合国儿

的疾病吗？

童基金会与救助和儿童福利组织合作，这种
关系有助于信息共享、筹资和为制定惠及世

把帮助之手伸向所有的儿童，要依靠创造性

界各地儿童的政策做贡献。成立联合国儿童基

的和有效的伙伴关系

金会国家委员会就是为了与民间社会发展伙伴
关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儿

86 世 界 儿 童 状 况 ２ ０ ０ ６

使这些成为可能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意愿或

童基金会有关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教育和营养

意愿良好的战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或

方面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在７０年代，正是联合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ＵＮＧＥＩ）：实现教育中的性别平等目标
１．１５亿失学儿童中的大部分是女童。可持续发展和消除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的女童教育行动计划包括多种干

贫困只有通过为男童和女童提供同样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实

预活动及行动，使政府与当地伙伴参与规划、实施、监测

现。若要在２０１５年实现普及初级教育和教育中性别平等的目

和评估。

标，就不应当选择采用常规的措施。因为女童面临着更大的
障碍，所以要保障她们入学和完成学业，就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例如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就是其中之一。

要使国家战略能够缩小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并确保所有
儿童获得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的权利，需要从以下两个主
要方面开展工作：目标干预和系统干预。

２００４年４月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全民教育论坛上
发起的女童教育全球行动，这个全球范围的行动在各个级别
将利益相关人和有关人员结成一体的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
这项行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而且汇集了很多有共同
志向的伙伴，如政府、联合国机构、捐助国、发展机构、非
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团体、私营部门、宗教团体、父母、教
师、社区和学生组织。

•

目标干预通常是小规模的，它针对于教育体系中的特

殊人群、地理区域或特殊地区。目标干预通常由国内民间组
织以单机或合作资助的机制试运行。目标干预也可以通过大
项目的形式在该国全国性地或跨地区地实施。

•

系统干预通常在规模上更大，它被用来影响教育体系

并为大多数人服务。系统干预经常由捐助机构和政府联合国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的工作原则不是创立一些分散、独

开展，并通常在乡村地区或在地方实施。

立的机制和方案，而是建立在协调、整合资源和战略联盟的

实现教育中的性别平等的首要条件是合作伙伴。

基础之上，以便形成使女童教育干预行动产生最大效果的合

ＵＮＧＥＩ的伙伴们应该共同努力，通过目标干预和系统干预，

力。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开展宣

以实现国家能力建设的目标，而不是仅仅创立一些平行的框

传工作，使决策和投资能保证国家教育政策、规划与计划中

架结构。合作伙伴应努力开诚布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自己

的性别公正与平等。这种伙伴关系为项目、国别方案和针对

的比较优势。每个伙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自身能力与资

教育体系的大规模行动动员资源。这种努力补充并被纳入到

源的基础上，能为该项行动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现有的发展构架中（如减贫战略、部门工作和联合国发展援
助框架）。

见参考资料，94页

使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在国家级发挥作用

为在国家一级加强女童教育，需要在部门工作中结成有
力的伙伴关系并促进有效的参与。这一过程开始于一国联合
国女童教育倡议工作组创建之初，以明确证明教育中的性别
平等项目和方案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国儿童基金会的民间伙伴推动发起了国际儿童

作为联合国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儿童基金

年——该想法导致提出《儿童权利公约》的建

会参与了联合国改革进程，改革将重新确定使

议。随着儿童权利的稳固确立，联合国儿童基

联合国各机构在各个工作层面一起工作的方

金会在与慈善团体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更进了

式，以提高该机构的效益与效率。这反映了全

一步，寻求把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作为伙伴及权

世界正在逐步发展的一种新的和不断增强的认

利拥有人，通过对他们的能力和弱点开展宣传

识，即只有各级成员的广泛参与，发展才能成

和做工作来提高他们的地位。

为真正有效及可持续。加强现有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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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创造新的问责机制需要勇

的联系就能得到加强。这些伙伴可能是设立财

气和速度。时不我待，不仅因为离千年发展目

政预算的政府领导或为在贫民窟里开展工作的

标的期限只剩十年，还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

志愿者机构，是将社会关注点引向关爱儿童的

动，今天上百万儿童可能会错过童年时代。

社区的媒体，是为儿童们履行社会责任，让他
们的天赋与能量得以释放的企业。

被忽视儿童生活状况的改变有赖我们现在采
取的行动

一个苦涩的反讽现象是，那些被虐待和忽
视的儿童在全球反贫困、疾病、文盲和剥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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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伙伴关系将为实现千年目标提供基

运动中极有可能被忽略。现在是帮助他们的时

础，即显著地改善成百上千万儿童的生活，进

候——不仅仅是那些已经生活在边缘上的儿

一步接近我们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创造一个让

童，还有未来几代人。我们必须成为他们的伙

每位儿童都能享受其童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

伴——不仅要努力地接纳和保护他们，还要增

受到父母、家庭和社区的保护和关爱。只有在

强他们们的能力——应认识到，要实现《千年

各国与全球伙伴共同努力，确保儿童的需求和

宣言》中描绘的蓝图，即一个和平、平等、宽

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满足和保护，这一理

容、安全、自由、尊重环境和共同负担责任的

想才能实现。当每个伙伴都应对挑战，伙伴间

世界，取决于确保没有一个儿童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