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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男女平等与和平与安全息息相关”。

安瓦尔·乔杜里大使， 

全球研究高级别咨询小组，联合国妇女署视频访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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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理会于2000年10月通过第1325号决议

以来，世界已有所不同。某些地区的冲突发生

了质变；我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内涵定义在逐步演

变；我们对司法的理解也已转变。这一不断变化

和不断发展的现实使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

及其后的各项决议的四大核心任务——预防、参

与、保护和建设和平与恢复——陷入重重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全球研究报告着手审查

第1325号决议十五年的落实情况，报告审视了

需要填补的空白和必须回顾的一些基本假设。

冲突的本质已经改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冲突的实际数量和受

冲突影响的平民人数大幅减少。而公众却感到，世

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冲突和危机之中。

造成这种观感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媒体和先进通讯

技术已将现有冲突的严峻现实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与工作之中，因而提高了人们对破坏程度和平民伤

亡及痛苦的意识。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冲

突看起来极具毁灭性，而且永无止境。 

其次，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冲突也更为旷日

持久。这样的局势下，对于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平

民而言，暴力已经常态化，军阀成为榜样，经济

不受控管、调节，国家长期脆弱不堪。这些旷日

持久的冲突摧毁了平民的生活。刑事诉讼随着贩

毒、人口贩卖、走私和腐败开始主宰公共生活而

变得稀松平常。通过原材料贪婪敛财的行业也竞

相出现。往往从主要叛军编队分裂出来的私营保

安公司、准军事组织和其它神秘的武装团体开始

涌现。这种不安全状况使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变

得艰难，而生存成为每个人的当务之急。 

第三，自2001年以来，世界某些特定地区的

冲突在本质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事实上，本全

球研究在民间社会组织中开展的调查显示，84%的

受访者表示其关注的新问题是暴力极端主义和反

恐怖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战争发

生在非洲，尤其是在那些军阀割据的脆弱国家。

今天，新型冲突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将平民

卷入其中。 

虽然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在很久以前就很常

见，自2001年以来其性质、规模、以及破坏性却

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自杀式爆炸和针对平民

目标的爆炸似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达到了

高峰。这些行为的野蛮残暴在使国际社会感到震

惊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异常团结。 

如今，世界某些地区的战争更加趋向于不

对称，即持有简陋武器和爆炸物的叛乱团体对抗

着拥有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大国军队、国际联盟。

正如冲突地区的一位妇女对我们说的那样：“多

国部队控制天空，叛乱分子控制社区。”由于参

与这些战争的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战士大多来自

这些妇女所在的社区——许多人还是她们的孩

子——她们往往感觉自己深陷两难之境，一方面

需要保护自己的社区和孩子，另一方面又需要抵

制极端主义及其对妇女权利造成的诸多负面影

响。许多妇女受革命或救世话语的蛊惑，也开始

大量作为战士加入极端主义团体，而不再仅仅是

作为母亲、女儿或姐妹被卷入冲突。

各国已作出未必有效却着实强势的反应，

试图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现象。其国内和国外战

略已加大监视和武力的强度。先前利用警力对付 

“恐怖行为”，如今则称之为“反恐战争”。这种

对警察管辖范围内的人权和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



21

义法的模糊区别已导致国际法和行政做法出现病态

征兆。定点击杀、在内部非“武装冲突”局势下使

用空中轰炸，以及为监视和拘禁活动采取的非常规

立法和行政措施正在制造新的人权困境。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安全感，而且可

能会有效阻止攻击，但也导致了更严重的分化和

激进，以及团体和个人的抵制行为。在这个过程

中，许多妇女看着她们的社区被四分五裂或被敌

对双方的势力分区而治，始终受困于矛盾心理。

她们往往不喜欢极端分子的战术，却也不想与攻

击她们的儿子、丈夫或家庭或歧视她们的部队站

在同一边。这种矛盾心理被纯粹的反恐怖主义者

视为同谋，被狂热的叛乱分子视为决心不足。

自200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改

变战争本质的技术创新。尽管技术已大量用于保

护人口和辅助人道主义行动，但这些积极作用远

不及冲突中所用武器技术的毁灭性。无人操纵的

空战武器、新型飞机和新型地对地武器已将生活

在战区的妇女陷入不可预见的新困境。在这十年

中，活生生砍下人头的残暴行径和针对地区及个

人的冷酷无情的军事打击并存。这些事件导致的

伤亡中，妇女只是所谓“附带损害”中的数字而

已。于是，在本世纪,在一片大陆上，妇女可能惨

遭轮奸和肢解，幸存者们急需一对一的援助；在

另一片大陆上，这些妇女却仅仅被视为一个个无

名无姓的客观数字。 

今天的战争，无论是传统内战还是不对称

战争，均已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量最多的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导致了可怕的人道主义

后果。令局势更为严峻的一个事实是，神圣的人

道主义空间和人道主义行为体的中立性并不总是

受到尊重。这导致平民的处境岌岌可危——除了

成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几乎毫无幸存的可

能。在这种情况下，年长的妇女经常自告奋勇担

任和平建设者和人道主义者，因为她们往往是唯

一具备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所需合法性、唯一能取

得各方信任的人群。

作出以上批判时，人们不能无视暴力极端主

义团体所带来的某些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团体

来自不承认异议、民主或妇女权利的不同种族和

宗教群体。然而，生活在那些地区的妇女以及女

性人道主义援助者的压倒性意见是，单靠武力并

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更加注重冲突的预防，在尊

重妇女和平建设者自主性的同时更多地增强其权

能，并投入更多资源使预防策略切实可行。必须

预防冲突，即便有些冲突本身不可避免，也必须

避免泯灭人性的行径再次发生。

根源的本质已改变

在世界某些地区，战争实践已然改变，人们所

意识到的冲突“根源”大多也已改变。紧随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的战争是民族独立战争或基于意识形

态的政治渗透、代理战争，而当今许多战争的根源

却来自宗教或种族分歧。这些分歧所导致的战争完

全属于认同政治的范畴，并以其最极端的方式，非

常保守和反动地对待妇女及其权利。 

2000年第1325号决议通过时，妇女在冲突

局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性暴力、因冲突而失去

孩子或亲人、被迫或自愿成为战斗人员，和/或由

于失去个人财产而成为弱势群体：难民或国内流

离失所者。今天，所有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但除

此之外，在某些战争中，这些妇女们担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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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严峻。同时，战争侵入了她们的私人空

间，威胁着她们从家庭和社区中获得的认同感和

安全感。在上述每一种新局势下，妇女面临着严

峻、艰难的选择，因此，她们往往一直处于缺乏

保障和矛盾摇摆的状态。

虽然认同政治已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从

各类歧视到气候变化等其它根源仍然存在，并且

是需要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的顽固问题。

围绕“项目”的捐助方案只是治标不治本，有时

还会阻碍社会用富有远见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关系到妇女的问题将需要数十载兢兢业业、

坚持不懈的改革实践。国际社会应以更系统的方

式用心解决这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多边进程备受压力

2000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325号决议时，世

界在历经波斯尼亚战争和卢旺达战争之后团结一

致，尤其是在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儿童和武装

冲突等问题上。这项决议在国际、国家和地区各

级引发了大量讨论和实践活动。妇女以及成员国

受到了激励，纷纷行动起来。最终得出了可以借

鉴的通用标准并归纳了最佳做法，这使跨国、跨

文化的对话和沟通成为可能。然而，自那以后，

尽管国际社会在消除性暴力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

展，当年易于达成共识的融洽氛围已明显改变。

无论是安全理事会内部或外部，政治分化和对立

日益显著，决策速度由于不信任和对外交黑幕的

担忧变得异常缓慢。 

这种分化和不信任已经对妇女、和平与安全

议程以及安理会议程中其它专项造成不利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诸如第1325号这样的决议，

其背后的积极势头正在放缓，相互掣肘终将导致

最小公分母，且往往受制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

及政治交易与谈判，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这个原

因，利益攸关方普遍认为，未来十年的妇女、和

平与安全议程不仅应积极巩固安全理事会内部取

得的成效，还应开始寻找其它论坛、机构作为磋

商平台或合作伙伴，一起向前推进有关事务。

在这方面，人们发现，不仅其它与联合国关

联的多边论坛，一些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也同

样可以协助确保第1325号决议的落实。安理会还

呼吁各国政府成为第1325号决议的主要驱动力，

并呼吁在社区层面给予妇女组织充分的资助，以

确保能够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此外还吁请联合

国各机构提高相关问题的可见度，并在总部和各

地方建立相关机制，确保国际规范与具体落实之

间没有落差。

国家的脆弱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

虽然主权原则因最近国际事态的发展而获得

了新的活力，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础也

备受压力。全球化和全球网络影响着几乎每一个

国家的主权决策，更不用说区域、政治、经济和

社会联系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了。在国家内部，无

论是跨国采掘业还是控制大片领土的武装团体，

非国家行为体有时握有巨大权力。在某些情况

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平

民，暴力已经常态化，军

阀成为榜样，经济不受管

制，国家长期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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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占领”，即不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可的、

以类似于国家的实体形式存在的这种状况，既难

以实现当地平民的最大利益，也阻碍了平民受国

际法和国际人权的全面保护。 

区域组织的兴起不仅使妇女、和平与安全议

程获得了更专注的精力和方向，也为相关问题的

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均已

开始在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中发挥积极

作用。加强这些积极发展的需求不能被夸大，我

们希望有关倡议能传播至其它地区。

然而，区域组织自身也造成了一些妇女、和

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并以全新而独特的方式

挑战、动摇着国家主权。中东磋商、核心小组会

议和南亚地区妇女显示出对区域组织的不情愿和

戒心，尤其是对其认为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

的区域组织。与此相反，在大多数国家实力相当

的非洲和欧洲，人们对区域倡议有极大的信任和

依赖。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时，以上那些因素

也应考虑在内。

在脆弱国家中，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势不容小

觑。纵观全球，非国家行为体的主要类型自然是

武装团体。这类团体控制领土并执掌平行政府，

强迫推行税制和地方级法规的。对于在其控制下

的平民来说，非国家行为体其实在国际法中没有

明确地位。贝拉斯克斯原则强制要求各国进行尽

职、周全的调查，以确保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符

合国际标准。然而，如果国家的令状无法传入非

国家行为体控制的地区，那么该如何确保非国家

行为体符合国际标准？又该如何衡量进展？

许多国家禁止联合国机构与被视为犯罪团伙

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进行任何接触。然而，重要

的是要找到一种被认可和接受的方式，使人道主

义者能够进入非国家行为体控制的领土，并带动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有关保护包括妇女在内的平民

的问题。依据日内瓦公约和当今的罗马规约以及

有关监督和报告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犯下战争罪

行或反人类罪行的非国家行为体应负直接责任。

以上这些方面都需要得到加强，以使非国家行为

体也感受到法律的充分效力和处罚的威慑力。 

另一种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是跨国公司实体。

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薄弱的监管框架使贪婪敛财的

公司，尤其是从事采掘业的公司，得以进行大量投

资。这些行业使人们流离失所，它们拥有自己的侵

入式安全系统，造成腐败猖獗，对各级政府影响巨

大。许多妇女和妇女组织对被迫流离失所和未获补

偿或补偿极少颇有怨言。她们还承受着隶属于这些

行业的私营安全部队的暴力。

多样性

在本全球研究的磋商过程中，我们明显地感

受到世界的多样性。对联合国规范和价值观的通

用性的理解必须考虑到这一背景因素。承认多样

今天的战争，无论是传统

内战还是不对称战争，都

已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最大数量的国内流离

失所者和难民，导致了可

怕的人道主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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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求缔造和平的过程具有包容性，使妇女和其

它边缘化群体成为任何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它还

包括承认多元化的司法体系和世界各地存在的和

解途径。在建设和平方面，承认多样性要求我们

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政策，而且在落实方案之前，

我们必须在特定地区调查了解当地妇女的需求、

她们已经具备以及想要学习的技能。

承认多样性还意味着了解妇女的多样性，以及

各个类别的妇女在各种背景下面临的不同问题。它

还意味着，随着妇女的参与，和平进程应反映出妇

女的多样性，并且任何正式进程中的妇女代表不应

是象征性的或仅仅反映多数人的意愿。

“和平”的本质已改变

几十年来，和平主要是指枪声沉寂，以及

作为统治方式的正式政治活动的恢复。停火和复

员是和平进程的两大重点。然而，如今人们认识

到，和平远不止是“无暴力”。和平已日益成为

一项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对战后人权的一种

承诺、处理司法与和解问题的一种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表明，仅当缔造和平

具有包容性时——正如本全球研究对妇女问题所

明确论证的那样——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和平。此

前的研究还表明，除了妇女参与，司法与和解也

是实现可持续和平、使各项方案有效运行的积极

因素。因此，包容性和司法均依托于将人权作为

战后架构核心要素的冲突后进程。

“安全”的本质已改变

同样，在较早时代，人们对安全的认识也

仅限于“无暴力”。如今，人们对安全的认识远

比从前更为全面，而不仅仅限于遏制身体暴力。

安全还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性。它既关系到

公众，又关系到个人。它不仅意味着没有恐惧，

还意味着没有贫困。它还意味着允许您积极的参

“我们对和平与安全的

认识完全忽略了一半的

人口，所以，我们随后

惊讶地发现和平无法持

续【...】。而使之可持

续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

本土化，使之成为一场

文化变革。”

阿拉·穆拉比特，全球研究高级别咨询小

组，联合国妇女署视频访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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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号称代表了您的利益的决策。虽然陈旧范

式的安全与确保个人生存相关联，但近年来却被

赋予了更广的寓意，即确保个人及其社区的幸福

安乐。尽管在先前的安全定义中，妇女并非主要

因素，但当前方式——包括家庭安全与社区安

全——使妇女成为主要行为者和利益攸关方。

司法转变

几个世纪以来，司法一直被视为处罚对受害

者犯下罪行的施害者的一种方式。作为世界各地

大多数法律的依据，殖民地法律制度也强调司法

的惩罚性概念。鉴于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罪

恶本质，司法不能完全摆脱惩罚性概念，因为这

将意味着接受有罪不罚的现象。对于性暴力，国

际社会已公开明确地作出一致表态。然而，近年

来，通过对赔偿与和解（包括共同寻求真相和保

留记忆）的呼吁，司法的惩罚性已得到扩增。在

内战中，这种方式被视为社区恢复和司法在恢复

进程中发挥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手段。

联合国已改变 

2000年的时候，联合国被视为一个发展援助

组织，开发署尤其被视为联合国在基层第一线的主

要工具。今天，拥有九十亿美元预算的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似乎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核心任务，尽管有

些人仍然抵制这一改变。投身于积极主动的和平行

动令联合国措手不及。其对冲突、危机的应对往往

是临时性的，毫无系统性的规划。与本全球研究同

时开展的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已详尽地探讨了这些

问题。在联合国的重视下，妇女已受到这一改变的

影响。她们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的任职人数，

无论是在总部或实地，都有极大的上升空间。维持

和平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性虐待问题仍有待

联合国采取有效和强有力的行动。最后，联合国在

保护包括妇女在内的平民方面的作用，现已成为成

员国和舆论最关注的问题。

已被维持和平行动占据庞大份额的资源竞

争也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妇女，尤其是那些没有生

活在冲突局势下的妇女。发展和社会及经济权

利——妇女日常生活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主要

的工作重点，这意味着在需要国际支持的国家，

这些优先事项要么得不到资助，要么得到的资助

少于其应得资助。

注重预防和“反对”军事化 

实际上，单靠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

这本身就可能导致和延续暴力循环。这正是世界各

地的妇女重申应谨慎使用军事手段的原因。正如之

前所述，她们认为国际体系应更加重视通过非暴力

方式进行预防和保护，而且应投入更多资源专门用

于这项工作。如要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保护平

民，也必须清晰透明并有明确、可实现的目标。 

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的理解也必须考

虑到特定冲突局势下妇女的需求和担忧。我们的分

析必须明确地将“地方性”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各大洲的妇女异口同声地向安理会传达了

一个重要讯息：在愈演愈烈的冲突循环中，联合国

必须带头阻止自2001年开始的军事化和军国主义

进程。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暴力常态化必须停

止。妇女和平建设者与和平缔造者的网络必须发扬

光大，并得到支助，走到台前。我们如要推动世界

向联合国的最初愿景发展，即各国“铸剑为犁”并

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讨论防止战争，这些

妇女工作者的团结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