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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

能够防弹的武器贸易条约
刻不容缓！



封面图片
抗议者展示手上的弹壳，他说这是反对埃及总统穆尔西
的示威队伍朝解放广场前进途中，在Qasr Al Nil大桥上遭镇
暴警察开火的证据，2013年1月27日。

够了！
一份简要的行动指南，说明如何促使《武器贸易条约》在
3月通过。请加入我们的行动！第4页

告别失落的一代
罗马尼亚行动者解释他们在欧洲反对歧视的抗争，AI即
将为此发动一项新的全球行动。第8 – 9页

灯光…开麦拉…行动！
Art for Amnesty与全世界演员、艺术家和音乐家合作推广AI
人权运动，成就斐然。第10页

反抗暴政引爆全面冲突
回顾叙利亚自人民起义以来两年的乱局，与可怕的人命损
失。第14页

「我不敢相信他已不在人世了」
Lubou Kavalyoua的儿子遭到白俄罗斯政府不公平审判后被
处决了，连埋葬在哪里也不让家属知道。她向本刊谈到她
的人生，以及她为了废除死刑的奋斗。第18页

更多内容：
人权行事历、火线传
真(第2 – 3页)，揭开欧
洲秘密引渡真相(第7
页)，美国入侵伊拉克
10年后(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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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在義大利Lampedusa島上的快閃行動。
參與行動者呼籲歐盟當局，對擠在小船裡來到
這個島上的移民和尋求庇護者提供保護，不應
予以遺棄，任他們死在歐洲的門口。他們手上
的標語牌寫著：「義大利和利比亞的交易＝可
恥」，批評義大利政府與利比亞聯手抵制移民。 

詳見網站：whenyoudontexist.eu

你的一封信，足以改变世界
「我简直被信件和卡片淹没了。」2012「为人权而写」活动破

纪录，声援对象感谢参与的每个人。第24页

历久弥坚的写信运动
写信如何成为AI推动改革最有力的方式。第21页

全球声援
写一封信，改变一个
生命──看更多资
讯，为遭人权侵犯危
机的个人采取行动。
第22页

欢迎阅读WIRE三/四月号！
WIRE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通讯，报导全球320万AI
支持者关心的重大议题。目前，我们正在推动通过
有效的《武器贸易条约》（第4页）；帮助罗姆族儿童
脱离种族隔离教育和贫困的生活（第8页）。我们介
绍Art for Amnesty与著名艺术家的卓越贡献（第10页）；
以及2012「为人权而写」马拉松活动的破纪录成果 

（第24页）。并且回顾叙利亚冲突的悲剧（第14页） 
请加入我们，立刻为人权采取行动── 你可以从寄
一封支持「全球声援」个案的信开始（第22页）。

「穆尔西，请停止以暴力镇压示威者！」

埃及总统访问柏林，与德国总理梅克尔会

谈时，场外的AI行动者发出抗议。 

2013年1月30日。

详情请浏览：amnesty.de/aegypten



人权教育工作坊
2012年12月，来自中东和北非

的一群年轻人权运动者，参加了由
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人权教育中心

（IHREC）在摩洛哥举办的工作坊。 
国际特赦组织的摩洛哥分会和位于
贝鲁特的区域办公室也共同协办本
次活动，以便了解这些年轻人在各地
进行的人权工作，并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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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行事历
人权行事历

火线传真
永不忘记：

重返南苏丹

我们上次访问南苏丹的伊
达（Yida）难民营，已是9个月
前（见本刊2012年7/8月号）。
现在难民营扩大为原来的3
倍，从2012年4月收容难民约
20,000人，到2013年1月增
加到近60,000人。正逢暴雨

季节结束，每天新增的难民人数再度攀升，每周约增加
1,000人次。

这个地方变了很多，市场熙来攘往，四处都在兴建房
屋，不仅有简陋的茅草屋，还有些坚固的砖造房，气氛也
比以前平静多了。但是有些事情依旧没变。几位难民告
诉我们的故事，和去年听到的一样悲惨。

人们依旧为躲避南科多方省（Southern Kordofan）
境内苏丹政府军（SAF）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北方局

（SPLA-N）之间的冲突而跨越边界。 
苏丹政府军仍然持续无差别轰炸攻击，人们都可以

说出被炸身亡者或重伤的家人和邻居的名字，连一岁大
的婴儿也无法幸免于难。 

每个人也都提到可怕的饥荒。炸弹摧毁了粮仓、破坏
了田地，使作物无法成长，农民也不敢下田耕种。

联合国难民署（UNHCR）担心，伊达营区距离边界
和一条战略道路太近。去年他们曾在南方两小时路程的
尼伊尔（Nyeel）搭建容纳9,000人的帐篷，但因当地在
雨季常犯洪汛，加上其他原因，难民们仍选择留在伊达。

许多难民再次坚持绝不迁走。他们觉得已经在伊达
安顿下来，而且担忧新营区离苏丹军队太近。一位女性
难民说：「难民怎么会想搬到更接近敌人的地

方？」其他人则告诉我们，他们宁愿回老家也不想再
搬家了，这项方案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来函

希望WIRE 
刊出你的意
见或评论？
欢迎
写信到：

yourwire@
amnesty.org

「我儿子走了，跟其他年轻人
一样。」Samia Zouaoui的儿子
Mehrez El Kilani去年由突尼西
亚乘船前往欧洲，途中因船难
丧生，得年22岁。他的遭遇反映
出，欧洲各国的政策造成移民
不得不采取危险途径赴欧。

Alex Neve和  
Khairunissa Dhala

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区域的最新人权讯息

《No》
巡回英国特映

Pablo Larraín导演获奥斯卡提
名的新片《No》今年2月在全英国巡
回特映，该片描述一位广告制作人
被雇用协助1988年的政治运动，并
击败智利独裁者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国际特赦组织的志工在
特映活动会场散发文宣、招收新会
员。片中主角Gael Garcia Bernal在
今年1月造访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
并接受《观察家报（The Observer）》
专访，他谈到这部电影，以及他为何
支持国际特赦组织。

Hard Rock Café 
U2摇滚潮T挺人权

摇滚天团U2与Hard Rock Café、 
Edun Live合作推出人权潮T。这款

「U2签名系列30号」限量T恤销售收
益的15﹪将捐给国际特赦组织。

罗姆族相关数据 声援罗姆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澳洲分会去年12月

访问罗马尼亚，声援当地NGO一项持
续两天的行动，反对强拆Cluj-Napoca
罗姆人社区。共有76家庭，绝大多数
是罗姆人，于2010年12月遭到强迫
拆迁，离开他们位居市中心Coastei街
上的家园。后来，其中40户家庭被市
政府安置在不适合居住的房屋，距离
市区约10公里，并且与垃圾掩埋场为
邻。其余家户则在原地搭营度日。他
们都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 

「艺术行动」
呼吁终结女性割礼

国际特赦组织「艺术行动（Art 
for Action）」发起的终结女性割礼

（FGM）运动，2月27日在布鲁塞尔
开始其欧洲巡回演出行程。这项运
动由国际特赦组织爱尔兰分会主办，
邀集全球艺术家和设计师参与，目的
在提升公众意识，影响欧盟关于女
性割礼的政策。

超过42,000艺术家已响应这项
运动，在纸玫瑰花瓣上签名，并有
8,000纸花瓣被做成艺术或设计作品，
将在欧洲各大城市展出。

寻求庇护者的待遇 
仍未改善

澳洲政府于2012年决定恢复将
寻求庇护者拘留在境外审查的制度，
因此，国际特赦组织澳洲分会去年
11月派员访视诺鲁岛（Nauru Island），
评估寻求庇护者在当地受到的待遇。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发现，当地
的拘留设施过于简陋，帐篷内过度拥

AI参加
Coldplay巡演 

国际特赦组织澳洲分会、纽西兰
分会的工作人员与志工去年11月加
入英伦摇滚天团Coldplay（酷玩乐团）
的「Mylo Xyloto」巡回演唱会，共有
7,940位乐迷参加我们的「为人权而
写」活动，支持言论自由。酷玩乐团
并且透过Twitter号召他们的950万粉
丝支持AI人权运动。 

「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有这么多
人和我们站在一起，争取正义。」

Claudia Linda Greta， 
罗马尼亚Cluj-Napoca 
地区的罗姆族运动者

（详见第8页）

挤还会漏水，令被拘留在此的男性
身心具疲。下一次访视计划于今年3
月前往马努斯岛（Manus Island），检
视被拘留的家庭和儿童于拘留所中
的待遇。

我的身体，我的权利
行动开跑

能够对你的身体和生命做出自
主的决定，是基本人权的一环。虽然
世界各国早在20年前的「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上许下承诺，但全球18
亿青少年至今仍在争取他们所需要
的资讯、性教育以及性与生殖的健
康服务。 

国际特赦组织已发动新的行动，
呼吁各国领袖，为了下一代，立刻落
实对性与生殖权利的保护。

更多照片和行动讯息，请浏览：

whenyoudontexist.eu

详见网址：www.amnesty.org.uk/chile

上网买一件给自己：bit.ly/U2-t-shirt

采取行动，声援罗姆族社群，网址：

bit.ly/cluj-roma

更多关于国际人权教育中心和本次工作

坊的资讯，详见：www.amnesty.no/ihrec

详见网站：endfgm.eu

 了解更多并采取行动： 
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加入推特对话：#mybodymyrights

更多艺文界支持AI的活动讯息，详见：

facebook.com/ArtforAmnesty 

本文摘自部落格文章〈走与不走，同样危险（Dangerous to stay, 
dangerous to move）〉，了解更多：livewire.amnesty.org

了解更多：bit.ly/asylum-nauru
并参与国际特赦组织澳洲分会呼吁公平

对待寻求庇护者的连署活动：

bit.ly/nauru-petition

作者： 
Alex Neve 

（AI加拿大分会秘书长）
Khairunissa Dhala 

（南苏丹研究员

大约

1千万到1千2百万
罗姆族人住在欧洲 

欧盟境内的罗姆族人，

10人中有9人
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资料来源：欧盟基本权利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2年对欧盟11个会员国所作之调查。）

世界银行（World Bank）说， 
罗曼族儿童被分配就读「特殊学校」
的人数，比上个世代增加了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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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有力的《武器贸易条约》
	 	 	 	 	 	 	刻不容缓

让武器脱离暴君之手

够了!

 一次搞懂
《武器贸易条约》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尚未通过的条约──联合国3月开会的目
的就在此。我们将推动制定一个强而有力并涵盖
全球的条约，以管制所有武器、弹药和其他军警
装备。它应该能适用于国际武器贸易，以及政府
之间的武器转移，包括武器的仲介、运送和贷款。

它为何重要？
因为它将有助于保护人们远离人权侵害。不负责
任的武器交易，每年造成数百万人遭到杀戮、性
侵、伤害或被迫离开家园。我们希望这个条约纳
入一项「黄金规则（Golden Rule）」，禁止各国
将武器运送给任何可能将它用于严重人权侵犯的
国家。

它是怎么来的？
今天的现况是我们累积行动的具体成果！20年
来，我们和其他伙伴不断努力追求这个目标。世
界各地千千万万人贡献出时间、精力和创意，试
图改变全球武器（包括枪械、战斗机和弹药）贸
易的规则。我们举办了无数的座谈、会议，发表
数千页的书面报告，以事实和数据说服各国政府
支持我们的诉求，并且用尽浑身解数向世人大声
宣扬，制定一份全球武器贸易条约将有助于保护
所有人类。

我能怎样协助让它成真？
加入我们！我们将在3月11 – 18日发动全球行动周。我
们将写信给各国政府、美国驻各国使馆和欧巴马总统，
透过惊人行动和社交媒体制造压力，促使各国通过一份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条约。请注意AI各国分会网站的讯息，
或浏览：bit.ly/control-arms

1 在1989到2010年之间，全球总共延续

或发生了131次武装冲突。

3 估计每年平均有

200,000人直接因武装

冲突致死。

4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冲突发生在（

依直接致死人数排序）阿富汗（21年）

、衣索比亚（21年）、厄利垂亚（6年）、

伊拉克（16年）、斯里兰卡（19年）、安哥拉

（21年）、苏丹（22年）。这些国家死亡人数的

总和，占前项估计1,115,000人

次的54﹪。

左图：行动者呼吁制定《武器贸易条约》，印度，2008。

左图：难民女性手上拿着描绘民兵攻撃情景的图画，查德东
部，2007年8月。

国际特赦组织在2012年7月联合国武器贸易会议
期间，于会场外设置墓碑，突显毫无管制的武
器交易所造成的恶果。

全球行动者正摩拳擦掌，准备创造历史！今年3月，联合国《武器贸
易条约》最终谈判在美国纽约登场，我们将在会中推动签订一个真正
有效的条约，防止武器落入暴君之手，保护平民生命不再任人蹂躏。
本文简介行动内容，邀请你帮助我们一同创造历史。

52011年，在至少14个国家中，参与武装冲

突的团体曾使用儿童作为童兵，杀害、重伤儿童，

并且性侵或以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对待儿童。

62010年底，全球约有

43,300,000人 

因武装冲突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

7全球凶杀案中，估计有42﹪是个人或帮

派使用枪枝犯案。

9只有35个国家公布传统武器国际转移情

形的报告，其中只有25国提供实际运交

的数据。

102010年，全球传统武器国际交易金额，

根据各国统计资料估算，约达720
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UN）、TransArms、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

gram、日内瓦宣言组织（Geneva Declaration）

全球武器贸易的十大杀人事实

武器贸易条约

2在这131次武装冲突中，直接因战事死

亡的人数介于 

794,000到

1,115,000人之间。

8个人或帮派以枪枝杀人的案件比例以南美洲

最高，其次依序是加勒比海、中美洲、北美

洲、东南亚、南欧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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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估计占有全球传统武器交易的3%。

主要买主
大多是人权纪录恶劣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尔及
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
亚、埃及、印尼、伊朗、伊拉克、约旦、肯亚、
利比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丹和辛
巴威。

不负责任的武器转移
运送轻武器弹药给苏丹，供应达佛地区安全部队
和民兵使用。运送火箭和反装甲地雷给利比亚的
格达费政权。供应辛巴威弹药、火箭推进榴弹、
迫击炮弹和迫击炮。

法国
法国传统武器出口价值排名全球第3，仅次于美国
和俄罗斯。

主要买主
新加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希腊、北约盟国、
中东、北非和其他法语系国家。法国和俄罗斯最
近开始国防上的合作，并进行海军装备交易。

不负责任的武器转移
原则上支持对武器转移设立严格标准，但曾提供
武器给可能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包括利比亚格

达费政权、埃及、查德和2005到2009年间的叙
利亚。

俄罗斯
以出口总值计算，俄国是世界第2大武器输出国，
也是《武器贸易条约》谈判中的关键角色。

主要买主
印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缅甸、委内瑞拉、
苏丹和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在关键技术上逐渐落
后，正寻找技术合作对象和新市场。

不负责任的武器转移
俄国武器出口中，据信有1成流向叙利亚，使其成
为叙利亚的最大武器供应者。输出的项目包括反
坦克飞弹和米格战斗机。俄罗斯供应直升机炮艇
给苏丹，用来攻击达佛和南科多方省的平民。

英国
英国传统武器出口总值稳定地居于世界第3到第
5位。

主要买主
美国、印度、沙乌地阿拉伯、南非、北约盟国、
中东其他国家、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负责任的武器转移
英国原则上支持对武器转移设立严格标准，但曾
提供武器给有较高风险会侵犯人权的国家，包括

斯里兰卡。由于有证据显示英国曾供应轻武器、
弹药、军品和装甲载具给利比亚格达费政权，并
曾将轻武器交给巴林、将警察镇暴装备交给叶门，
英国正在重新检讨国内相关法律。

美国
美国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武器交易国，出口总值
约占全球传统武器交易的3成。因此它对《武器贸
易条约》的立场非常关键。

主要买主
美国供应武器给170多国。它限制武器运送到缅
甸、中国、斯里兰卡和辛巴威，以及其他遭联合
国禁运武器的国家。然而，它曾供应武器给斯里
兰卡、巴林、埃及和叶门等国，这些武器很可能
被用于严重的人权侵犯。

不负责任的武器转移
美国是埃及的最大军火供应商，交易项目包括轻
武器、弹药和镇暴用的化学品，即使明知会被用
于暴力镇压示威民众。它也供应叶门轻武器、化
学品和装甲车，供应巴林轻武器。它为哥伦比亚
安全部队提供武器、军事援助和训练，虽然后者
的人权纪录一向恶劣。

左：裝甲車上的彈孔，可能是法軍空襲時留下的，

攝於馬利（Mali）最近被伊斯蘭叛軍解放的Diabaly

市，2013年1月24日。

上：AI墨西哥分會的行動者在美國大使館前放置自製
的黃色坦克車模型，針對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
談判，向美國政府施壓，2012年7月。

全球前五大
军火贩子 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协助推动一件针对马其顿与美国，串通绑架并

刑求恐怖主义嫌犯的历史性判决。

揭开
欧洲秘密 

引渡的真相

Khaled El-Masri自2003年起开始了他离谱又痛苦
的人生旅程。当年12月，他以德国公民身分赴马

其顿旅游时遭到逮捕，被武装人员拘留了23天， 
期间被反覆侦讯，并且不许他和妻子、家人或律师
联络。

然后他被移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
情局），送往位于阿富汗的秘密拘留所。被送出马其
顿之前，他在斯科普里（Skopje）机场遭到殴打。他
们把他身上的衣服割破，塞了一个东西在他的肛门里，
然后强迫他穿上失禁垫（成人尿布）。

到了阿富汗，他们马上开始刑求他，把他关在
不人道状况的牢房中长达4个多月，与他人完全隔
离。直到2004年5月28日，他们终于把他送到阿尔
巴尼亚，在那里无罪释放。他的辩护律师Manfred 
Gnjidic形容，他此后变得「心神不宁、灰心丧志、备
感羞辱与痛苦」。

惊人的事实 
Khaled El-Masri的遭遇并非特例，美国在2002

到2006年间逮捕了数百名恐怖主义嫌犯，将他们
空运到第3国拘留审问，这种做法被称为「特殊引渡

（extraordinary rendition）」。
这种骇人的引渡行为引起世界各地人权运动者

的公愤，开始不眠不休地为Khaled El-Masri和其他
特殊引渡受害者争取公道。国际特赦组织和伙伴团
体代表他走上欧洲人权法院，向美国和欧洲各国提
出控诉。

重大突破
这项行动在2012年12月获得历史性的突破。欧

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对于Khaled El-Masri在马其
顿境内遭到非法拘押、刑求虐待、强迫失踪并任由
他被送往其他地点继续遭受迫害，马其顿政府负有
责任。

这是欧洲人权法院在美国引渡和秘密拘押案
件上，首度判决欧洲国家败诉。Khaled El-Masri的
首席律师、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司法倡
议部执行主任James A. Goldston说：「这个判决是
Khaled El-Masri个人的胜利。9年来，美国和欧洲各
国对他的遭遇一直不闻不问。」

「这项判决也是由世界主要人权法庭所做出的，
在可能范围内最明确的一项控诉，指出中情局在911
后对抗盖达组织（al-Qa’ida）的手段构成非法侵害，
而欧洲是这种人权侵害的共犯，」他说。

国际特赦组织「释放真相 （Unlock the Truth）
」行动的另一次胜利，则是欧洲议会最近正式谴责
欧洲许多国家未能适当调查本国政府在中情局秘
密引渡和拘押中担任的角色。我们为此努力了好几
年，不断游说欧洲议会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强烈讯
号。2012年9月，我们向欧洲议会主席递交了一份
8,000人签名的连署书。

我们还举办一场座谈会，请到曾被监禁在关达
那摩的Murat Kurnaz，他谈到自己遭受酷刑的痛苦
经验：「他们用铁链把我吊起来长达5天，每隔一两

个小时，就有侦讯人员来问话。他们电击我，把我的
头塞进装满水的桶子里，然后打我的肚子，使我不得
不把水吸进肺里。」

立下重要先例 
这些近期的发展，是全球人权运动者所赢得的

重大胜利。这也为追究各国责任树立了重要先例。正
如国际特赦组织反恐问题专家Julia Hall所说：「马
其顿不是独一无二的个案。许多其他欧洲政府也和
美国共谋，在引渡过程中犯下绑架、转送、强迫失踪、
刑求虐待等罪行。要追究整个欧洲的责任，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更多关于国际特赦组织针对秘密引渡问题的工作，
详见：unlockthetruth.org

详情请参阅我们3月12日发表的最新报告 
《Major Powers Fuelling Atrocities（列强暴行）》 

网址：bit.ly/control-arms

武器贸易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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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隔离教育： 
「你们带给我们力量」

Peter和 Marcela住在斯洛伐克的Levoča。由
于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他们最近成功抵制政府
将他们的孩子转入只有罗姆人的学校，但是政府
仍未放弃这种教育隔离政策。

Peter：「我觉得自己是斯洛伐克人，但其实我
是罗姆人。我不喜欢被贴上罗姆族或吉普赛人的
标签，我和我的孩子都想要融入社会，孩子的前途
才会更好。他们在种族混合的班级念书，可以有更
多机会，教学方式也不一样，因此我希望现在的情
况能改变，种族隔离的班级应该完全废除。我希
望人们读到我的故事，如果你不去讨论它，问题就
不会改变或解决，所以我很乐意和国际特赦组织
合作，因为我们真的改变了Levoča还有其他一些
地方。」

Marcela：「我一直在战斗，不只是为了我的孩
子，而是为所有孩子。如果教育部能全面废除种族
隔离学校和班级，那就太棒了。我希望其他家长一
起来抵制，就像我们夫妇一样。与国际特赦组织一
起工作使我得到很大的力量和动力，如果不是你
们的支持，我根本不知该从何做起。与你们工作对
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经验，你们带给我们力量，让我
们可以奋战到底。」

前页图：孩子们在罗马尼亚Cluj Napoca的罗姆人贫民窟Pata Rat
空地上玩耍。居民在2010年由另一个安置地点遭强迫拆迁后，
到此地重建家园。

停止歧视欧洲各国的罗姆人

4月4日，国际特赦组织发起一项
新的全球行动，阻止欧洲各国
对罗姆人的歧视。我们将于4月
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
前，布置一间隔离教室和一间罗
姆人收容所，要求欧洲联盟及其
全体会员国履行他们的责任。同
时，本刊访谈了4位罗姆族运动
者，了解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如
何毁掉他们的人生，迫使他们为
自己的人权而战。

抵抗强迫拆迁： 
「我不能放弃」

Claudia Creta和她的邻居们2010年12月被强
迫离开罗马尼亚Cluj-Napoca的老家，搬到郊区市
立垃圾场旁边。他们被列为2012年「为人权而写」
的声援个案之一。Claudia和其他人权运动者现在
和国际特赦组织并肩作战，要求搬回市区并搬进
适合居住的房屋。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家被拆除的那一天，那
天以后，我们决心让大家了解，我们也应该享有和
每个人同等的法律权利。我希望让全世界知道，我
们绝不会放弃，即使我们的肤色天生比别人黑，但
那不重要，我们一样都是人类。我不要我孩子的童
年在地狱中度过。 

「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送
孩子上学，我们工作，我们的孩子也上幼稚园，我
们和其他族群过着同样正常的生活，我们也是人。

「和国际特赦组织一起到华沙陈情，对我有很
大的影响。一个10岁的孩子给我看他为我们写的
声援信。此行让我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每一封信
都在告诉我们，还有很多人陪我们一同奋斗。当我
看到那么多鼓励的来信，我心想，我不能放弃，就
算失去生命也不能阻止我，还是会有人站在我的
位置上继续抗争下去。

「当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时，它代表全国所有族
群，不分罗姆人、匈牙利人或犹太人。所以包括我
们也都是欧盟的一分子。如果欧盟看到我们的国
家还存在歧视，欧盟应该采取行动。」

反对歧视： 
「我生气了」

Rita Izsák是生于匈牙利的罗姆族女性。她现
在是联合国关于少数族群问题的独立专家。 

「我母亲名叫Orsós，这是个传统的罗姆名字。
从小到大，每当我必须在官方文件上填写母亲的姓
名，就等于表明我属于罗姆族群的身分。

「我在念书时曾去打工，担任兼职的活动企划，
但是突然无故被解雇。听说我的老板发现了我母亲
是罗姆人，而他无法接受让一个罗姆人来代表他的
公司。即使我念的是法学院，我可以说两种流利的
语言，是个衣着整洁、有礼貌的女孩，对他来说，唯

一重要的却是我有个罗姆族妈妈。
「我生气了。于是我加入欧洲罗姆权利中心，成

为一个罗姆人权运动者。我被迫面对这个可怕的事
实，然而这个事实让我成为一个斗士。

「我看到一些很好的征兆──例如我的组织刚
刚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罗姆妇女具乐部，我发现那
里有好多非常优秀、高学历、年轻有才华的罗姆女
性，为她们的社区工作。 

「我认为在罗姆权利运动上真正缺少的部分，
是用清楚的语言说出整个故事。我们应该有更多坦
诚的讨论，允许人们有机会消化正在发生的一切。
政治人物通常忌讳说出『隔离』、『暴力』或『杀害
罗姆人』这类的字眼，大家都只会保持沉默。 

「在西欧，仇恨的言论和情绪不断攀升，不仅针
对罗姆人，也针对其他族群，例如犹太人和穆斯林。
但罗姆族尤其严重，因为几乎在所有罗姆人居住的
国家，我们都受到攻击。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缺少
对政治、经济或媒体的影响力，所以最重要的是寻
求与其他人团结合作的平台。在每个不同社区，总
会找到某种跨越藩篱的方式。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避免另一个罗姆人世代
成为『失落的一代』，落入无法翻身的贫穷与歧视，
并且还遭到排斥。」

罗姆民族 欧洲

加入我们的声援行列

上网看更多 amnesty.org/roma

让下个世代 
不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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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开麦拉…行动！

Art for Amnesty与全世界演员、
艺术家和音乐家合作，推广AI人
权运动。倡议专员JO METCALF
和LUCY MACNAMARA在本文
中介绍它的工作与成就。

ART FOR AMNESTY

ART FOR AMNESTY的闪亮成就
Art for Amnesty办公室的电话经常响个不停。

前一分钟，你在忙着敲定墨西哥影星Gael 

García Bernal的摄影通告，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在

某乐团巡回演唱会的现场露出；下一分钟，你要安

排英国女星Sophie Okonedo为AI拍片，并且回覆

伦敦Old Vic Theatre的合作邀约。

我们用电话与经纪人、制片、导演、摄影师和艺

人反覆联系，他们每个人都行程满档，每项活动的

流程都非常繁琐，但所有为我们贡献时间的艺术家，

都和我们一样希望达成一个目标：对人权产生正面

影响，终结世界各地的人权迫害。

艺术的力量 
艺术家与国际特赦组织有共识进而合作，一点

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他们自己也常为了艺术创

作遭到政府压迫。而且国际特赦组织多年来一直在

声援被监禁的作家、导演、诗人、乐手和其他艺术

家，例如缅甸喜剧演员Zarganar、中国前卫艺术家

艾未未、俄罗斯庞克乐团暴动小猫（Pussy Riot）。

艺术的巨大能量，触动人们的心灵与智慧，激

发他们透过行动对抗不义，且能触及成千上万原先

可能不常参与人权活动的人。

我们的废除死刑短片，与曾获英国金像奖（BAFTA）

的Sherbet动画工作室合作拍摄；英国著名演员

Paul Bettany在片中饰演伊朗律师Mohammad 
Mostafaei，这位律师曾发起拯救少年死刑犯的行

动。还有埃及开罗街头的涂鸦艺术，以及我们绝不

会忘记的AI标志：一盏穿透监狱的铁丝网而发亮

的烛光。

影响力无远弗届
Art for Amnesty（简称A4A）由AI支持者Bill 

Shipsey创立于2002年，早期活动之一是「良心大

使奖（Ambassador of Conscience Award）」，获

奖者包括曼德拉和翁山苏姬。 

后来，A4A的工作逐渐扩展，经常随着U2
、Coldplay等乐团巡回全球，支持A4A行动的艺术

家从英籍创作歌手Paloma Faith到美籍女演员

Anjelica Houston、从奈及利亚诗人Ben Okri 到
纽约时尚设计师Vivienne Westwood、从美国男星

Kevin Spacey到非洲音乐家Femi Kuti。A4A提升

大众对人权的关注，其影响力有目共睹。A4A透过

与艺术家合作，让AI得以接触到成千上万潜在的行

动者和支持者。

「奈莱坞」（Nollywood，指奈及利亚电影业）

明星Omotola Jalade Ekeinde在2011年拍摄影

片，呼吁壳牌（Shell）石油公司清除尼日河三角洲

的漏油污染。这支影片上网后，获得一百多万人点

阅，使我们的行动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获得更多

关注。艺术家声援AI废除死刑运动也广获大众媒

体报导，并透过社交网站传给上百万人。插画名家

Shepard Fairey为A4A设计的蝴蝶图形，成为性与

生殖权利运动的象征，印成海报和各种义卖品在世界

各地使用，2011年9月，在尼加拉瓜街头，有数千人

游行要求女性人工流产的权利。而最近英籍视觉艺

术家David Shrigley手绘的粉红面罩则成为全球AI

行动者声援「暴动小猫」行动的主视觉。

从2010年8月到2011年6月，摇滚乐团U2的

「360°」世界巡演期间，国际特赦组织随着他们登

上22个国家的66场演唱会，向现场500万乐迷推广

我们的「尊严运动（Demand Dignity）」，其中超过

20万人采取行动支持我们。在演唱会中，主唱波诺

（Bono）常常直接号召台下乐迷加入AI。 

各国AI分会秘书处和AI小组也经常利用A4A，在

本地宣传各项行动。「让消失者现身（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是德国街景艺术家团体Men-
talgassi和英国创意沟通团队Wieden + Kennedy 
London合作的计划，在欧洲6大城市中的24个地点

展出。别出心裁的篱笆海报，以6位人权受害者的照

片拼贴，从特定角度才能看见他们的脸孔。海报两边

各有一张看板，呼吁路过民众为海报中的人物采取行

动。在展览结束后A4A制作的纪录片，高达70,000
多人点阅，并获得国际媒体报导。

我们最近与剪刀姐妹（Scissor Sisters）主唱

Ana Matronic合作，拍摄一支关于恐同仇恨暴力的

影片。片中提到Noxolo Nogwaza的命案，这位南非

女性因为身为同志而惨遭杀害。这支短片在网路上吸

引许多人次观看，请见连结：bit.ly/Noxolo-justice，

并请参阅第22 – 23页「全球声援」，写信关切

Noxolo的案件。

艺术爱好者改变世界
所有这些创意合作的成功，都要仰赖彼此互相

信任，我们与这些人发展的关系，都必须基于双方

共同的目标。我们合作的对象，必须是真心诚意支

持人权的艺术家，而我们有责任确保他们贡献的时

间和心血得到有效的运用。

2013年，A4A将持续发展新计划，与更多艺

术家合作。1月，我们与Gael García Bernal重逢，

他曾经帮AI拍摄影片《Invisibles》，纪录为追求更

好生活而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的中美洲移民。而他

也正在宣传他的新片《No》，新片描绘1988年智

利公投让独裁者皮诺契特下台的故事。AI志工们一

次又一次入镜，我们2月时举办特别预告首演，也是

为了寻找更多艺术爱好者加入我们改变世界。

图：结合艺术与行动的力量。下左起：墨西哥男星Gael 
García Bernal；「让消失者现身」在德国柏林街头展
出；AI巴西分会在U2乐团「360°」圣保罗演唱会现场宣
传原住民权利；美国女星Anjelica Huston；尼加拉瓜行
动者高举Shepard Fairey设计的蝴蝶图；David Shrigley
为暴动小猫设计的图像；在澳洲柏斯，AI志工邀请U2
乐迷签名声援肯亚贫民；奈及利亚艺人Omotola Jalade 
Ekeinde。

用脸书追踪Art for Amnesty: facebook.com/ArtforAmnesty
推特：twitter.com/art4amnesty



够了！我们必须力挽狂澜，制定《武器贸易条约》
请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 bit.ly/control-arms

武器交易已经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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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暴政引爆全面冲突

叙利亚
动荡不安的两年

在整个「阿拉伯之春」起义浪潮中，没有一个地方像叙利亚付
出这么惨重的人命代价。WIRE专访AI研究员CILINA NASSER和资深
危机顾问DONATELLA ROVERA，谈冲突至今的情况。

「平民无疑付出了最大代价。他们失
去生命、家人、肢体、家园、生计
和财产。」

在大马士革巷战中，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的战士在
坦克炮击下寻找掩护，2013年1月30日。

受到突尼西亚和埃及压迫政权被推翻的鼓
舞，叙利亚反对派自2011年初开始采取行

动。他们的起义迅速获得社交媒体和街头群众
的响应，并在3月间于叙利亚各地成立地方协调
委员会（Lo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简称
LCCs）。他们组织各地抗争，将讯息传递给其
他运动者以及国内外新闻媒体。

突破藩篱
几个月之前，这样的活动在叙利亚是不可能

想像的。「任何人那怕只是做点小规模的事，都
要冒着被失踪的风险，」国际特赦组织叙利亚研
究员Cilina Nasser说。

同时，改革派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愤怒
日（Days of Rage）」的公开抗争出乎意料的不
断发生，许多示威者素昧平生，却透过社交媒
体相约在清真寺碰面──那是唯一允许群众聚集
的地方。

2011年3月18日，大约30人聚集在荷姆斯
（Homs）的清真寺，当地位于首都大马士革北

方150公里处。周五祈祷结束时，人群正要散去，
他们开始齐声呐喊「阿拉、叙利亚、自由」。有
些旁观者大惊失色，很多人一辈子没看过示威抗
议，更别说参与了，也有人合力推挤安全部队，
让示威者从容逃逸，免于被捕。

墙上的涂鸦
2011年4月17日，叙利亚独立纪念日当

天，荷姆斯再度发生静坐示威，吸引比上次更多
的群众加入。示威者身上没有武器，但勇气十
足，他们高喊口号，期盼总统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权垮台」。当天下午，安全部队
向荷姆斯示威民众开火，根据报导，总共有9个
人遭到杀害。

然而这只是众多同样模式的行动之中的一
项。荷姆斯的示威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声援南方
德瑞阿（Dera’a）的人民，与他们站在一起，因
为引爆德瑞阿起义的开端，就是一个小孩在墙上
涂写反政府口号而被逮捕刑求。

把讯息传出去
类似场景直到2011年中为止都一再重演，叙

利亚仍然对外国记者和国际人权组织封锁边界。
「进不去这个国家，造成工作上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难以了解所联系的人权工作者有何计
划，」Cilina说。 

国际特赦组织对任何一点消息都必须严加查
证，而这个工作日益困难，且非常耗费时间。

「我在2011年5月到6月前往黎巴嫩北部，进
行调查。大部分可信的目击者证言都能互相引
证，」Cilina继续说。「但也会有谣言和不正确

的讯息。我们必须小心分辨哪些说法有凭有据，
哪些没有。」

在仔细检验所有讯息后，国际特赦组织获
得结论，叙利亚确实有人犯下危害人类的罪行。
我们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要求采取行动
终结迫害。 

我们同时不断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将叙利亚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以确保所
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加害者都受到调查和
起诉。

冲突全面爆发
当叙利亚安全部队日益滥用武力对付大多

为非暴力的示威者时，武装的反对派也渐渐形
成。自从2011年底，某些反政府势力开始对政
府军进行报复性的杀戮和武装攻击。 

当反对派组织逐渐攻占大城市和农村地区
后，他们的攻势愈发凌厉，政府军则报以更大
规模、更血腥的镇压，甚至使用重型武器和炮
兵对反对派控制区发动总攻击。

2012年4月，资深危机顾问Donatella 
Rovera成功进入叙利亚北部调查人权侵犯状
况，此后并曾数度返回当地。「政府军仍然掌
握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反政府武装团体则在
许多乡村地区和次要道路取得实际控制权，」
她一边解释。

「政府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打击武力，但他
们无法同时攻击多个反对派阵地。他们一再对
某些村落发动短促、猛烈且残暴的攻击，然后
又转向下一个攻击目标。」 

反对派武装团体很快就学会围绕政府军 
「迂回骚扰」的战术。这种惩罚性攻击持续数
月，导致平民承受严峻的战争后果。当士兵找
不到神出鬼没的敌人时，就拿当地居民来出气，
法外处决、任意拘留、刑求和失踪等问题四处
泛滥，他们还随意破坏居民的房屋和财物。

「我在每个村落都看到被士兵焚毁的家屋和
店铺，」Donatella说。

虽然许多地区的武装冲突日益频繁，仍然
有些地方持续进行和平的抗争。「2012年5月

叙利亚 叙利亚

Donatella Ro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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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叙国最大的城市阿勒坡（Aleppo），我亲
眼看到政府军及他们所支持的夏比哈民兵组织

（shabiha）向和平示威群众发射实弹，每天都有 
示威者和旁观者因此伤亡。阿勒坡当地的运动者 
也遭到逮捕和刑求，有时甚至丧生或从此失踪」 
她继续说。

死亡的气息
叙利亚军方接着从8月开始发动持续至今的残

酷空袭，连人口密集的住宅区也不放过，常常将
整条街、甚至整个社区一夕夷平。

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和失踪的人数直线上升，
「原本疏散到小镇和村庄避难的民众，一下子

全跑光了，」Donatella说。数十万人逃往黎巴嫩、
土耳其和约旦等邻国

空袭经常以群聚的平民为目标，包括粮食补
给不足时排队领面包的民众，或在医院外等候看
病的民众。「阿勒坡的锡法（Shifa）医院被轰 
炸了好几次，最后只好废弃这间医院，」Dona-
tella说。

在叙利亚冲突过程中，无法取得医疗照护一
直是严重的问题，根据Donatella的描述，安全部
队把所有到医院治疗枪伤的人都当做「恐怖分
子」，把他们抓起来刑求逼供，不论是和平示威
者或武装反对势力，都被政府称为「恐怖分子」。

许多人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攻击，只好到反政
府运动者所设立的野战医院或移动救护站去求医，
医护人员和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别人，许多人
被逮捕刑求，甚至杀害。

Donatella还在好几个地区收集到使用集束炸
弹的证据，这种武器早已被国际禁用，使用集束
炸弹的情况在2012年底突然加剧，许多未爆弹现
在还散布在叙利亚大片地区中，将来很多年都难
以清除。

各方均涉暴行 
随着冲突蔓延，叙利亚政府军和（政府支持

的）民兵团体并非唯一侵犯人权者。
 反政府武装团体也犯下许多严重罪行，包括

就地格杀或刑求被俘的安全部队、民兵成员和涉
嫌通风报信者，国际特赦组织持续收集冲突各方
可能涉及战争罪的事证。

「平民们无疑付出了最大代价，他们失去生
命、家人、肢体、家园、生计和财产，」Dona-
tella说。「暴力冲突看不到尽头，宗派、族群、
意识形态和不同信仰之间日益针锋相对，在这种
氛围下，人权侵犯当然愈来愈频繁。」

她在叙利亚访谈的人们对于国际社会无法
以一致行动阻止暴行感到沮丧和困惑，相较来说，
其它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所得到的回应就很迅速，
利比亚的人权情势在2011年2月首次示威爆发2周
后，就被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但叙利亚已在无情

上图起顺时针：阿勒坡遭激烈轰炸后，居民走进一片废墟，2012年10月；一名国
内流离失所儿童，Idlib省Kafranbel镇，2013年1月；政府军空袭后，一位屋主抢救
残余的家具，Maraat al-Numan，2012年11月；Banias市民在示威活动中高举薄饼，
声援Dera’a市民，2011年5月3日。

冲突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已逾6万人。 

超过70万难民逃向邻国约旦、黎巴嫩、

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其他北非国家。

至少2百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

在逃到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的叙利亚难

民中，超过一半是儿童，而五分之一的

难民家庭以女性为户长。

的杀戮和迫害中度过了2年，国际社会却迟迟无法同意将其情
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特赦组织持续施压，并要求立刻停止在叙利亚全国各
地反覆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并呼吁具有
影响力的各国和我们采取一致行动，阻止可怕的人权侵害，我
们也呼吁各国同时向反对派武装团体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迫害
行为，」Cilina说。

在叙利亚冲突不断的同时，很不幸地，国际社会的不作为
已透露出追究战争罪行并非当务之急的讯息，这样的讯息非
常危险。国际特赦组织将持续施压，促使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
动，阻止当地的人权侵犯，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更多关于我们在叙利亚的工作，请浏览：amnesty.org

叙利亚冲突 2 年后的数据：

2011年4月到2012年10月之间，将近23,500
名叙利亚国民向欧盟申请政治庇护，申请者中有

15,000人暂时居留在德国和瑞典。

以上数字根据联合国2013年1月的估计。

叙利亚 叙利亚



 
 

© Lubou Kavalyoua

白俄罗斯

Lubou Kavalyoua在2012年3月17日收到白俄罗斯最高
法院的公函，说她的儿子Uladzslau Kavalyou已被处决，
而她在事前并没有得到通知。她向WIRE谈到她的儿子、
她如何寻找儿子的坟地、以及她在白俄罗斯反对死刑的
抗争。

「我看着Ulad的照片，他满脸挂着微笑，那么可爱，
我不敢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好希望家门突然打开，
他走进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所以我都不想出门，

总是呆在家里，等着，等着，一直等着…」
Lubou Kavalyoua 

Lubou Kavalyou母子的家庭相簿。照片中她的孩子Uladzslau 
Kavalyou遭不公平审判而被处决，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Lubou Kavalyoua的儿子Uladzslau 

Kavalyou，绰号Ulad，2011年4月因涉及一椿

炸弹攻击而被捕，经过不公平的审判，他在2011

年11月被宣判死刑。23岁的Ulad在被捕后只见到

律师3次，他被强迫认罪，后来他在法庭上撤回自

白，而且没有任何法医证据能证明他和爆炸案有

关，他的判决由白俄罗斯最高法院通过后，就再也

没有继续上诉的机会。

你儿子是怎样的人？
Ulad是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孩，很害羞，他热

爱音乐，总是手不释卷。他对心理学很有兴趣，
这让他在监狱里比较好过，否则那里实在很难
熬。Ulad对人很好，友谊都很长久，他的朋友们
现在还会来看我们，虽然不能经常来，但他们总
是想办法给我们支持，每当和他们在一起，我的
心情就好多了。

请告诉我们他发生什么事？
有一天晚上，警察带着搜索票上门，我才知

道他已经被抓走了，他们没有说明为何要搜索我
们家，或为何逮捕Ulad。有个邻居询问来搜索的
警察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个警员回答说Ulad在不
对的时间出现在不对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什
么都不说。

的孩子，以获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现在又用这种
酷刑折磨我。

你为何发起反对死刑运动？
一开始只是因为害怕。我看过他们怎么刑求

逼供，然后又把这种不管怎么取得的口供拿到
法庭上当做证据。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成功，但我相信只要
得到社会、人民的支持就是可能的。我们有可能
修改法律，最终废除死刑。

过去20年来，白俄罗斯处决了超过400人，
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从来没有人为此说一句话，
那些死刑犯就默默被枪决了，每个人都应该要
知道这件事才对。

「我不敢相信
他已不在人世了」

死刑

审理期间，人们每天都去法院旁听，但对于
所看到的情形都感到很失望，这些人至今还是
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我当时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当法官宣读判决后，我什
么都不记得了，我甚至记不得Ulad有没有跟我说
什么，不过大家后来告诉我，他向我比手势说：

「妈妈别哭。」

你怎么知道他被处决了？
3月13、14和15号，Ulad的律师申请与他会

面，都没有获准。当然，那时候我心里一点也没
有预感说他已经走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当我收到最高法院的来信时，我就明白了。

你如何寻找他被埋葬的地方？ 
我们曾经写信给卢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白俄罗斯总统），要求他下令将死
刑犯遗体交还家属，或至少提供他们葬身地点
的资料。不把遗体还给家属，或者隐瞒下葬地点
实在没什么道理，卢卡申科至少可以告诉我们
Ulad’s的坟墓在何处。

我们也曾要求政府有关当局解释原因，但他
们说不出来。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晓得「不把遗
体交还家属且不通知埋葬地点」的法源何在，这
是对一位母亲的折磨，他们不但用酷刑折磨我

白俄罗斯是欧洲和中亚唯一仍然执行死刑

的国家。

囚犯面临被刑求取得「自白」的风险。

死刑犯无法寻求有效的司法上诉。

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朝死刑犯的后脑开枪。

囚犯被处决前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前才被

告知。

死刑犯的遗体不会交还给家属下葬，家属

也不会被告知埋葬地点。

白俄罗斯的死刑实况：

国际特赦组织今年度的全球死刑报告将在4月10日发表，
内容请浏览：amnesty.org/death-penalty

立即行动
请写信给白俄罗斯总统Alyaksandr Lukashenka，呼吁他废
除死刑，并修改相关法律，让被处决的囚犯家属得以
知道亲人被葬在哪里。

信件请寄：
President Alyaksandr Lukashenka
Administratsia Prezidenta Respubliki 
ul.Karla Marxa 38
220016 Minsk
Belarus



伊拉克

3月19日是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攻
击的十周年，从那时开始，已有数万平民

遭到武装团体、民兵、联军和伊拉克军队杀害，
数十万人逃离家园躲避战祸。

伊拉克人民每天都要担忧自身安全，平民
和安全部队每天都遭到攻击，这种状况在中央
地区更为严重。在这种不安全的环境下，经常
传出囚犯遭到虐待的消息，许多人经过不公平
的审判被判刑，有些甚至被判死刑。

虐囚问题严重 
国际特赦组织最近访问巴格达和库德族地

区，调查被拘留者所受到的待遇。囚犯家属、
律师和社运人士告诉我们很多囚犯遭到残酷迫
害的可怕故事。

2012年在拉玛迪（Ramadi）和法鲁
加（Fallujah）被捕的4个人的遭遇，只是
许多遭迫害囚犯的缩影。当Nabhan ‘Adel 
Hamdi、Mu’ad Muhammad ‘Abed、‘Amer 
Ahmad Kassar和 Shakir Mahmoud ‘Anad被单
独隔离监禁在拉玛迪的反犯罪指挥部（Direc-
torate of Counter-Crime）期间，据报曾遭酷刑，
以逼迫他们「自白」承认犯下谋杀案（详见本
刊第24 – 25页「全球声援」）。出庭受审前，
当地电视台播出了他们「自白」的录影带。

他们当庭向法官表示，自白是出于刑求，
照片显示，他们身上有十字形的大片瘀青与烧
伤痕迹，经过医师检验，可能是刑求所致。但
法官仍在2012年12月3日宣判他们死刑，至于
他们是否遭到刑求，似乎未予任何调查。 

他们只是2004年重启死刑以来被判处极刑
的3,000多人之中的4人，还有许多死刑犯都说
他们被刑求招供，但已有447人遭到处决。

伊拉克：
活在恐惧中

国际特赦组织在伊拉克的最新
调查发现，海珊暴政垮台十年后，
人权迫害仍十分普遍。

全球声援

写信救人
历久弥坚

国际特赦组织在会员通讯上刊登个案救援
讯息呼吁声援，自第一则「本月良心犯」刊
登至今已超过50年。

自从50年前国际特赦组织首度发出会员通讯，号
召为救援个案请愿以来，我们历久不衰的写信策
略，仍然广受支持且非常有效。

国际特赦组织，在本质上，是
一个由希望改善他人生活的

人们所组成的运动。1961年成立之
初，我们发布了第一波6位救援个
案的名单。1963年，我们首次利用
会员通讯呼吁大家采取行动。 

第一位「本月良心犯（Prison-
er of the Month）」是葡萄牙诗人
Mario Pedroso Goncalves，他被秘
密警察（“the dreaded PIDE”）怀
疑是共产党员而加以逮捕。Mario当
时已在铁窗中度过将近5年，他在
狱中与未婚妻成婚，却不知何时才
能重获自由。AI会员通讯中写道：
「最后他的狱友们发动绝食抗议，
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哀嚎。
」结尾呼吁读者加入AI的行动，帮
助像Mario这样的良心犯。

好消息使我们保持热忱
1964年会员通讯中的一篇文章

坦言，写信给政府是一种「极度吃
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为了给
行动者们加油打气，随时提供好消
息和回响就非常重要，一位马尔他
的AI会员说：「鼓舞人心的故事使
我们不会失去热忱。」 

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到：「唯有
秉持耐心、不断呼吁，才可能最终
获得成功。」而事实的确如此，在
我们最初发布的好消息中，罗马尼
亚的Maria Ruja修女，她被指控「
疑似利用儿童泄露情报」而被判20
年徒刑，在1963年，伦敦切斯特
（Chester）的一个AI小组认养了她
的案件，同年12月她就获释了。

写信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行动
方法，一位前良心犯，多明尼加工
会领袖Julio de Peña Valdez，曾在
1975年被剥光衣服关进地下室： 
「当我收到第一批两百封信时，狱
方把衣服还给了我；当我又收到第

民众示威抗议
2012年11月，国会曾就女性囚犯遭到虐

待问题进行辩论。12月，数万伊拉克民众开
始和平的示威活动，谴责当局虐待囚犯。他
们持续数周每天上街示威，呼吁尊重正当法
律程序、推动立法改革，包括制定特赦法、
检讨反恐法规。后来，在1月底数名示威者在
法鲁加被军队枪杀后，官员宣布将会调查。

自从2011年底美军撤出后，政治僵局导
致像是特赦法一类的改革措施停滞不前。政
党之间的关系由于族群和宗派分歧等因素而
日益紧张，使改革更加迟滞。 

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表报告，要求伊拉
克当局停止隔离监禁、刑求和强迫「自白」，
以确保公平审判标准，同时，也应停止使用
死刑。人权侵犯的加害者，包括外国驻军成
员，都必须经过公平审判给予法律制裁，但
不应判处死刑。

阅读我们今年3月发表的最新报告，网址： 
         bit.ly/Iraq-10-years-on

立即行动
敦促伊拉克有关当局不要处决Nabhan ‘Adel Hamdi、 
Mu’ad Muhammad ‘Abed、‘Amer Ahmad Kassar 和 Shakir 
Mahmoud ‘Anad，见本刊第24-25页「全球声援」。

二批200封信时，监狱长亲自来看
我；当下一批信件抵达时，监狱长跟
他的上层联系；当信件仍不断如雪片
飞来，多达3,000封时，有人告知总
统；当我还是不断收到国外信件时，
总统终于打电话给监狱，叫他们放
了我。」

好消息 
「本月良心犯」到了1992年

改名为「全球声援（Worldwide 
Appeals）」在1998年的好消息更
新中，有一则Aurora Nazario Arrieta
的案件，她是一位墨西哥妇女，于
1995年11月遭到3名警察轮暴。这项
消息说：「州检察长收到几百封声援
信之后，决定对涉案警察进行调查，
性侵Aurora的警察最后受到法律制
裁，使得更多墨西哥妇女有勇气站出
来控诉警察暴行。」

2001年，WIRE（国际特赦组织
通讯）创刊，我们关注的内容也扩及
到强迫拆迁、医疗服务短缺等问题
所造成的人权迫害案件。罗马尼亚
Coastei街上的一个罗姆族社区，被
市政府强制迁离家园后，成为WIRE
全球声援的对象，并成为2012年 
「写信马拉松」的案件之一。其中一
位居民告诉我们：「得到世界各地这
么多人的支持，使我们能坚持下去，
并且怀抱希望。」

「全球声援」至今一直是WIRE
以及AI人权行动的重要内容。你可以
在接下来的两页找到6个声援案件，
并且在第26页找到「好消息／新发
展」，请利用这些资料采取行动保护
人权，我们50年来的经验证明，写
信其实并非吃力不讨好，而是真的可
以改变人们的生命。



 

His Excellency Mohammad Shayaa 
al-Sudani
Minister of Human Rights
Ministry of Human Rights, Baghdad, Iraq
Email: shakawa@humanrights.gov.iq and
minister1@humanrights.gov.iq

President Alyaksandr Lukashenka
ul. Karla Marxa 38
220016 Minsk, BELARUS
Fax: +375 172 26 0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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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新发展

高智晟今年1月获准在新疆沙
雅监狱会见亲人，这是9个月来第

一次。这位受人敬重的人权律师是
我们2012年12月「为人权而写」
的声援对象之一，因为从事人权工
作而长期受到迫害。 

这次会见时间只有半小时，而
且受到严密监控，不过他外表看
来大致健康、神智清楚。国际特
赦组织仍持续呼吁不得对他施加
酷刑，并应立即释放。

中国：
高智晟获准会见访客 美国：

超重戒护监狱关闭

奈及利亚：
Ibrahim Umar获释

Ibrahim Umar在得到国际
特赦组织声援后，已于2013年
1月3日获释，离开首都阿布贾

（Abuja）被称为「屠场」的特
种反抢劫分队（Special Anti-
Robbery Squad, SARS）总部。
他被羁押了将近一年，没有被控
告或审判，虽然最后是由法院下
令将他释放。我们仍在呼吁奈及
利亚释放或起诉其他数百名类似
情况的囚犯。

伊利诺州坦姆斯（Tamms）
的超重度戒护监狱在运作15年后
正式关闭。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
团体自2009年即呼吁将这座监狱
关闭。这项行动由倡议组织「坦
姆斯第十年（Tamms Year Ten）
」带头，抗议监狱当局每天将囚
犯单独隔离监禁23到24小时的不
人道待遇。「坦姆斯第十年」的
Laurie-Jo Reynolds表示：「国际
特赦组织的公开声明说明了坦姆
斯监狱为何是一个人权灾难，他
们的调查结果正是我们这项行动
所要传达的基本讯息。」

国际特赦组织为面临危险或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发布

「全球声援」。每一个声援案件都包含你在要求改变

或表达支持时所需要的一切资讯。

全球声援

伊拉克
4人被判死刑

天主教传教士Fray Tomás González是墨

西哥特诺西奎（Tenosique）「La 72」移民庇

护站的负责人。他也是「乌苏马辛塔人权

中心（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del Usumac-
inta，简称CDHU）」的创办人及主席。由于

从事保障移民权利的工作，Fray Tomás和庇

护站同仁经常遭到骚扰、威胁和恐吓。 

帮派成员最近一次在2012年12月对

「La 72」的工作人员和移民发出威胁，而

2013年初，就又发生中美洲新移民遭到攻

击的事件，这些移民原定经特诺西奎前

往美国。 

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因这些人权侵

犯行为受到法律追究，使庇护站持续面临

被攻击的危险。政府当局原先提供的保护

措施就已经不多，相关措施却仍在2012年

10月取消。目前庇护站正在要求政府采取

行动，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并阻止对移民

的攻击行为。

人权捍卫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遭受威

胁恐吓，移民权利的工作者特别容易面临

这样的风险，因为他们的工作揭露了政府

官员和黑道帮派对移民的迫害。 

「La 72」和CDHU都设在靠近瓜地马

拉边界的特诺西奎。这座庇护站专为向北

迁徙的移民提供各方面的人道援助，包括

袴田岩从1968年至今仍在待决死囚的

名单上，在不公平的审判之下，他被判定谋

杀雇主夫妇及其两名孩子。袴田岩是在被

警方侦讯20天后「自白」认罪。初审时，他

撤回自白，并且向法庭申诉警察每天对他

进行超过12小时的疲劳侦讯，且他在侦讯

期间受到殴打和恐吓，然而他仍被认定有

罪，并判处死刑。 

奥西胜则是在1969年被判死刑，罪名

是谋杀5名女性。他也是在警方连续5天的

疲劳侦讯后「自白」认罪。一审出庭时，

他撤回自白，并声称是受到胁迫才做出证

词，法院以证据不足将他释放。然而，二审

法院推翻原判决，将他判处死刑。

奥西胜和袴田岩是日本坐牢最久的

死刑犯，两人在警察侦讯期间都被剥夺律

师在场的权利，两人的律师都一再声请重

审，但几乎一律遭到驳回。奥西胜曾一度

在2005年得到法院重审，虽然律师提出了

可能证明他无辜的新事证，但重审却因检

方抗议而中止，两人的判决现在都因为出

现新的法医鉴定而产生疑义。

日本执行处决的方式是绞刑，且通常

是秘密进行，死刑犯在执行当天早上才会

得到通知。

2011年4月24日凌晨，24岁的Noxolo 
Nogwaza与友人夜游回家途中被杀身亡。

她遭到攻击者（人数不明）性侵、反覆殴

打，并用刀刺伤她，并将她的尸体弃于水

沟中，只因为她是女同性恋。2年过去了，

她的命案侦办毫无进展，凶手（们）仍逍

遥法外。 

Noxolo生前居住在约翰尼斯堡东边的

小镇瓜提马（KwaThema），她是当地「伊库

尔胡兰尼同志骄傲组织委员会（Ekurhuleni 
Pride Organising Committee）」的活跃成员，

该组织致力捍卫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和双性人（LGBTI）的权利。 

身为LGBTI运动者，Noxolo很清楚公开

女同志身分的风险，恐同情节与针对LGBTI
的仇恨犯罪在南非相当普遍，乡下地区更

是如此。过去6年中，全国各地的乡镇至

少发生过11件针对女同志的奸杀案。

南非警方对这类案件的漠视态度也

并不让人意外，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恐同心

态同样存在于警界。LGBTI族群一旦遭遇

攻击而向警方或医疗机构求助时，经常受

到二度伤害。Noxolo命案发生后，负责侦

办的察卡内镇（Tsakane）警局显然没有积

极搜查关键证据，警方的失职导致仇恨

犯罪的加害者逃脱法律究责，也使LGBTI
族群的处境更不安全。

美国德克萨斯州（简称德州）死刑处

决人数，自1982年恢复这种司法杀人制度

以来，已接近第500人，自从1976年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认定各州死刑新法合宪以来，

德州处决人数已占全美三分之一以上。 

其次7个最常使用死刑的州是：维吉

尼亚州、奥克拉荷马州、佛罗里达州、密

苏里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和俄亥

俄州，这些州总共处决了超过500名的死

刑犯。 

自2007年至今，美国已有4个州──

纽泽西州、新墨西哥州、伊利诺州和康乃

狄克州──立法废除死刑。但在此同时，

德州仍毫不留情地处决囚犯，超过250人

死在2000年12月上任的现任州长瑞克．佩

利（Rick Perry）之手，在他之前的州长老

布希（George W. Bush），则在5年中处决了

152人。 

过去30年来，德州经常为了执行死

刑，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处决罪行尚

有疑点者、严重精神障碍者、被剥夺律师

辩护者或外国人被剥夺领事协助权者。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5年禁止处决犯罪

时未满18岁的罪犯，与2002年禁止处决 

Zmitser Dashkevich是著名社运人

士，以及青年民主运动组织「年轻人

阵线（Young Front）」的领袖。他被控在

2010年12月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使

用暴力，因此在2011年3月24日被判处

劳役两年。原本他应在2012年12月刑

满出狱，却又在2012年8月被控违反监

所规定而加刑1年。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他是良心犯。

我们相信对他的指控纯属编造，目的

是阻止他参与反对选举舞弊的抗争

行动。

与Zmitser Dashkevich同案入狱的

还有Eduard Lobau，他也是「年轻人阵

线」的活跃成员，二人皆坚称是安全

部队故意挑衅，才使他们被捕。另一

位社运人士则看到有4个人向Zmitser 和 

Eduard问路时突然出拳攻击他们，警察

在几分钟内迅速赶到，将他们2人和2
名攻击者逮捕。后来，法庭根据攻击

者的证词将Zmitser和Eduard判刑。 

从2011年3月判刑入狱至

今，Zmitser Dashkevich被关进「惩戒室

（punishment cell）」至少8次，这种牢

房里的囚犯即使在冬天也没有床铺被

褥，而且不能会见访客或对外通信。 

采取行动救援
面临危险的人

Nabhan ‘Anad触犯伊拉克2005年反

恐怖主义法而于2012年12月3日被判

死刑，这4个人在2012年3月底到4月初

之间陆续被捕后，被收押禁见在安巴

尔（Anbar）省拉马迪（Ramadi）市的犯

罪防治总部，时间长达数周，他们还

被刑求。后来，当地电视台播出了他

们的「自白」。

初审开庭时，他们向安巴尔刑事

法庭的法官表示，自白是被刑求的结

果。法庭也看到医学证据，显示其中

一人身上的瘀青和烫伤符合他所陈

述的刑求情节。然而，就外界所知，

官方并未针对刑求指控进行任何调

查。2013年初，他们还在等候上诉法

院审核他们的死刑判决。 

最近几年，数以百计伊拉克被囚

禁的嫌犯被迫上电视公开「自白」，

承认自己触犯反恐怖主义相关罪行，

虽然这些自白通常是透过刑求或虐

待取得，却经常获得法庭采信为判

决依据。

请写信给伊拉克人权部长，请求伊拉克有
关当局不要处决Nabhan ‘Adel Hamdi、Mu’ad 
Muhammad ‘Abed、‘Amer Ahmad Kassar和 
Shakir Mahmoud ‘Anad。请关心这4人没有得
到公平审判的情况，并呼吁在该案后续
审判程序中，恪守公平审判的国际标准，
且不要动用死刑。同时也呼吁尽速将他们
提出的刑求指控交由独立机构进行彻底、
公正的调查，将应负责任者绳之以法。另
外，请敦促政府当局宣布已废除死刑为目
标先暂停执行死刑，并立即对所有死刑犯
减刑，以徒刑替代。信件请寄：

称谓：部长阁下

白俄罗斯
良心犯

2011年9月，Zmitser Dashkevich拒绝

政府提出的条件，以认罪交换总统赦

免，他曾数次被转监，最近一次是2012
年11月，他被移送到待遇特别严酷的 

格罗德诺（Hrodna）监狱。

称谓：总统阁下

请写信给白俄罗斯总统，呼吁立即无条件释
放Zmitser Dashkevich，以及所有因参加2010年
12月选举后的示威活动而被捕的囚犯。敦促
白俄罗斯有关当局，对于直接或间接促进和
捍卫人权的社运人士，别再加以妨碍、骚扰
和恐吓。信件请寄：

墨西哥
保护移民的传教士面临危险

安全保护、食物、饮水、衣物、谘询和其

他协助。

Miguel Ángel Osorio Chong
Minister of Interior
Secretario de Gobernación
Abraham González No.48
Col. Juárez, Del. Cuauhtémoc
México, D.F, C. P. 06600
Mexico
Fax: +52 55 50933414 (a voice will 
ask for the extension: dial 32356)
Email: secretario@segob.gob.mx
称谓：部长阁下／Sr. Secretario

日本
袴田岩、奥西胜死刑审判不公

美国
德州处决近500人

「心智障碍」罪犯之前，德州所处决的这

两类罪犯人数都超过其他任何一州。

相关研究一致显示：种族──尤其是

被害人的种族──在美国死刑判决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德州死刑犯中，有70%的被害

人是白人，只有13﹪的被害人是黑人。而被

处决者中，其案件被害人是黑人的白人死

刑犯只有3名，被害人为白人的黑人死刑犯

却有100名。 

称谓：州长阁下

请写信给佩利州长，敦促他推动废除死
刑，并与德州赦免及假释委员会共同努力
预防将个案处以死刑。寄信地址：

请写信给墨西哥内政部长，呼吁该国政府公
开肯定并支持Fray Tomás及其他「La 72」庇护
站的人权工作者。敦促政府当局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为他们提供保护，并且查办人权侵
犯者，以确保他们能安全地继续工作。

南非
Noxolo Nogwaza

称谓：Phiyega警察总监阁下

请写信给日本法务大臣，关切袴田岩和奥
西胜两人只凭着不当取得的自白就被判刑的
案件。也请敦促日本政府延迟执行两人的处
决，并采纳暂停执行死刑的政策。另外，
呼吁当局确保两人不受检方阻挡得以声请重
审，并改善死刑犯的待遇，包括不再予以单
独隔离监禁。信件请寄：

法务大臣
谷垣祯一 様

Minister of Justice 1-1-1 Kasumigaseki,
Chiyoda-ku, Tokyo 100-8977, Japan
Fax: +81 3 5511 7200
称谓：法务大臣阁下

请写信给南非全国警察总监，请求南非政府
重申谴责针对LGBTI的暴力犯罪，呼吁南非警
方彻底且公正地调查所有因仇恨引发的暴力
犯罪，包括察卡内（Tsakane）警局所负责的
Noxolo Nogwaza命案，并且要求每一位警察派
出所的员警都接受适当的训练，了解如何以
有效、不带偏见的方式，侦办因偏见而引起
的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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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NEWS右图：2012「为人权而
写」马拉松活动在全
球80多国举行。

2012年的「为人权而写（Write for Rights）」──AI
著名的全球写信马拉松活动──打破了所有
纪录，总共寄出超过180万封信，为全世界人权
发声。  

圣诞节对Rosa Franco来说是个难过的日子，
因为每当这一天逼近，就使她忆起2001的圣

诞节，她女儿María Isabel的尸体被丢弃在瓜地马
拉市的路旁。 

虽然Rosa极力争取充分调查，而且在过程中
不断受到威胁，案情仍毫无进展。警方搜集证据草
率，使谋杀María Isabel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权团体一直协助Rosa
为女儿María Isabel争取正义，在2012年12月「为
人权而写」10周年的写信马拉松活动中，我们将
她列为12个声援对象之一。数以千计的AI支持者
透过信件、手机简讯和签名连署等方式，要求政府
当局采取措施，并且向人权受害者及其家属传达支
持之意。

「我正在家里，一边布置圣诞树、一边做饭，
然后我听见有人按门铃，原来是邮差。他手上拿着
一个装满信件的箱子，这让我知道有这么多人在支
持我，使我再度充满力量！」Rosa说。

而且信件还继续涌来。
「我的家人和我感到非常惊讶，世界各地有这

么多人关注María Isabel，而我们自己的社会却对
妇女被杀习以为常，」Rosa说。她现在决定要到美
洲人权法院去为女儿的命案作证。

一天收到5 0 0封信
2012年12月，在白俄罗一座监狱的牢房里

面，Ales Bialiatski吓了一跳，他收到将近500封声
援信，来自世界各个角落。 

「我简直被信件和明信片淹没了，我非常感激
写信给我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在
一份声明中说。

Ales是维阿斯纳（Viasna）人权中心的主席，
因为在白俄罗斯从事人权工作，而在2011年11月
24日被判刑4年半。 

1,800,000

你的一封信， 
足以改变世界

「这些人不仅是在支持我个人，而且是在抗议
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这个行动给所有白俄罗斯人传
来了简单而清楚的讯息，」他说。

跑遍全球的马拉松
「为人权而写」开始于2001年，由一群波兰

AI小组成员发起，如今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权活
动，去年12月有80多个国家参与。

在日本东京市中心，民众亲手制作1,000多个
灯笼，发出「希望之光」。在巴拉圭，行动者举办
了一场自行车比赛，同时收集签名连署。在加拿
大，世界第5高楼「西恩塔（CN Tower）」为12月
10日人权日发光。 

即使在巴基斯坦和奈及利亚，虽然人权和政治
环境非常不稳定，行动者们仍努力争取亲朋好友、
同学、同事和社会大众的支持。

巴基斯坦的Waseem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没办
法公开宣传这个活动，但他透过脸书号召，结果有
20个人参加了他的写信活动。

Rosa Franco说，来自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的
卡片和信件，使她获得希望和勇气，继续为女儿
María Isabel抗争。「我想在门口旁边的墙上做一
个壁画，让每个经过我房子的人都能看见这些卡
片，」她告诉我们。

1月9日，瓜地马拉副总统Roxana Baldetti向全
世界为María Isabel写信给她的1,000人致谢，她同

观赏「为人权而写10周年」写信马拉松

活动的纪录影片：
bit.ly/write-for-rights2012

声援信已寄出

为人权而写

时承诺将「大幅改善」瓜地马拉人
民的处境，尤其是妇女和女童。

这再次证明了，单单凭着写
信，我们真的可能改变世界。

谢谢您！



「谁说
 一次杀害几千人，
 比日复一日、
 一个接一个杀害
几千人更坏？」

OSCAR ARIAS，诺贝尔和平奖得
主，前哥斯大黎加总统。他是
推动《武器贸易条约》首轮谈
判的关键推手。详见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