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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2015年6月，一名移徙者在墨西哥的
恰帕斯州追赶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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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比亚获  
 释者 

在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 
(Yahya Jammeh)	接受在该国12月的总
统大选中落败的结果几天后，数十名
良心犯获得保释，包括反对派领袖乌赛
努•达博	(Ousainou Darboe)	。国际特
赦组织欢迎这些人士获释，并呼吁该国
释放其他良心犯。当选总统的阿达马•
巴罗	(Adama Barrow)	承诺释放所有政
治犯，废除压制性的法律，并重新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我们的
杂志付印之际，总统叶海亚•贾梅推翻
接受选举结果的决定，使该国陷入不稳
和镇压的危机。
 http://bit.ly/2goJ0zT 

 良心犯  
 获释 

 活动人士的好消  
 息 

10名反奴役活动人士得到好消息。
在法院于11月作出裁决后，他们从毛
里塔尼亚的狱中获释。这为那些争取制
止该国残酷镇压维权人士的人带来了希
望，但法院裁决仍然无视这些活动人士
遭受酷刑的指称，而且其他一些活动人
士仍在狱中。
 http://bit.ly/2gct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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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希  
 望 

3名妇女获释的消息为数百名在墨
西哥遭受不公监禁的人带来一线希望。
她们曾遭海军陆战队员施以酷刑， 
并被监禁了	5 年多。11月，一名法官
宣布丹妮斯•洛瓦托	(Denise Lovato)	、
科莉纳•乌特莱拉	(Korina Urtrera)	和温
蒂•迪亚兹 (Wendy Díaz) 无罪，并下令
释放她们。几个月前，国际特赦组织一
项针对该国酷刑和性暴力情况的突破性
调查讲述了她们的遭遇。
 http://bit.ly/2g2Qoky 

11月，良心犯及反对派领袖罗斯米
特•曼提拉	(Rosmit Mantilla)	在委内瑞
拉获释。他因人权工作而遭不公监禁，
本来根本不应入狱。国际特赦组织欢迎
这一好消息，并呼吁政府在此基础上释
放所有因表达意见而遭监禁的人。
 http://bit.ly/2gnht6n 

 2016年 
 “为人权而写” 

 从拘押中  
 获释 

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伊米•
乌梅罗夫 (Ilmi Umerov) 在精神病院被
强制拘押	3 周后，于	9 月获释。然而，
他仍因以和平活动的方式反对俄罗斯吞
并克里米亚而受到刑事调查。在他被关
押期间，国际特赦组织的紧急行动网络
为他采取了行动。
 http://bit.ly/2gtJ031 

每年	12 月，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
各地的支持者为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
人撰写数百万封信。这是国际特赦组织
的全球写信运动“为人权而写”的一部
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活动之一。
仅仅是波兰的民众就写了超过	322,000 
封信，另外，一位在几内亚的人士则为
这项运动征集了约一万个签名。国际特
赦组织荷兰分会 (见图) 举办了数百个
活动。
 http://bit.ly/1Onu0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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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5万人要求实现  
 正义 

65 岁的良心犯和著名人类学教授霍
玛.胡德法	(Homa Hoodfar)	在去年	9 月
获释。她具有加拿大、爱尔兰和伊朗国
籍，此前曾在伊朗遭任意羁押数月。  
国际特赦组织为此案动员了其成员， 
5 万人为使她获释而在请愿信上签名。
她的被捕与她对女权问题的研究有关。
 http://bit.ly/2fvHk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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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犯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Ahmed Abdullah)	在未经审判的情况
下被羁押了4个多月，其后于9月获得
保释。他认为自己被捕是因为在强迫
失踪方面和有关朱利奥•雷杰尼	(Giulio 
Regeni)	案件的工作。去年	2 月， 
意大利学生雷杰尼满是被折磨痕迹的尸
体在开罗郊区被发现。
 http://bit.ly/2gHgaze

“即使我在托拉 (Tora) 
监狱被单独关在黑暗
的牢房中，我也从未
感到孤单或被遗忘。
我知道国际特赦组织
成员在外面为我发
声，这让我感到安
全。” 

 决不孤单或被  
 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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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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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团队

偏向正义
美国总统选战为全球带来翻天覆地的震荡。唐纳德•

约翰•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鼓吹仇恨、厌恶女性和仇
外心理，并威胁抛弃人权。
他的竞选运动反映了恐惧和愤怒情绪。正如历史表明，

煽动分裂的火焰会引向一条丑陋的道路，异议声音被入罪，
弱势者受到骚扰、歧视和暴力。
对那些权利饱受剥夺以致其政治言论包含愤怒抨击他

人，而其担忧又有合理原因的人，全球人权运动必须寻求
与他们的共同点。领导者可以通过确保人人享有平等和尊
严的政策，帮助弥合分歧。
总统奥巴马的言论经常遮盖美国国内外的侵犯人权行

为。我们尚不知道当选总统的特朗普将如何对全球人权产
生影响，但他的胜利可能会令其他国家的领袖更加大胆地
制造恐慌。
如果他的言论成为政策，他的政府可能会动摇美国在

禁止酷刑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在妇女、移徙者和少数群体
权利的议题上开倒车。他的反穆斯林言论可能加剧袭击和
歧视，并被武装团体利用作为征募工具。
但恐惧和仇恨并非必定胜利，它们也可以促成变革。

几十年来，尽管面临逆境，但坚定的人权运动仍然取得重
大进展；而且美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支持平等、尊严和
自由。
正如牧师马丁•路德•金所说：“道德宇宙的弧线漫

长，但最终走向正义。”

秘书长萨利尔•赛迪 (Salil Shetty) 
@SalilShetty

45%
的棕榈油来自印度尼西亚

3百万人
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棕榈油行业

8岁
一些在棕榈种植园从事危险和艰苦体力
劳动之儿童的年龄

2.50美元
一些工人的每日工资

25公斤
幼童搬运之沉重棕榈果袋子的重量

了解更多
欲了解有关“你的购物篮中的人权侵
犯”之专题故事，见第16页。

1月

25日
2011 年，埃及开始

发生抗议，这是 
“阿拉伯之春” 

的一部分。

1月

28日
中国农历新年

2月

6日
残割女性生殖器 

零容忍国际日

2月

11日
1990 年，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在南非获释。

2月

22日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
2016/17 年度报告

3月

1日
国际废除死刑 

纪念日

3月

8日
国际妇女节

3月

15日
2011 年， 

叙利亚冲突开始。

3月

21日
国际消除种族

3月

21日
2006 年，第一条推

文被发送。

3月

24日
1976 年，阿根廷发

生军事政变。

3月

24日
2016 年， 

前波黑塞族领袖拉
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žić) 
被判犯有种族灭 

绝罪和其他罪行。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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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探秘
解码者

2016 年证实是我们卫星图像工作
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仅公布了一份
关于达尔富尔的重要新报告	(该报告高
度依赖卫星图像并揭露了持续发生的反
人道罪行)	，更通过我们的解码者项目
作出呼吁，要求全球的数字志愿者帮助
我们在卫星图像上筛选达尔富尔的大片
地区，寻找刚被袭击的村庄。
解码者项目让任何可上互联网的人

能够在人权分析方面发挥作用。
我认为这一如	10	年前的“注视达

尔富尔”项目一样具有突破性。

了解更多
 成为国际特赦组织的解码者：
 https://decoders.amnesty.org/ 

10 年前，作为“危机应对”项目
的新实习生，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帮
助国际特赦组织开展“注视达尔富尔”
项目。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突破性的工
作，利用卫星来监察探索一处无法进入
的冲突地区。
自此以后，卫星图像成为国际特赦

组织进行研究的一项标准工具，不论是
调查叙利亚或尼日利亚的危机，还是窥
探朝鲜秘密集中营大墙之后的状况。随
着微卫星和无人机的问世，卫星或空中
图像的使用只会增加。

幕后札记

高级分析员克里斯托夫•克
特尔	(Christoph Koettl)	利用
卫星图像来揭露人权危机。 

国际特赦组织公民证据实
验室的创建者和编辑克里
斯托夫•克特尔在核实关
于尼日利亚侵犯人权行为

的视频。

歧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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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难民

热点意大利—— 
对难民和移徙者的虐待

成千上万人持续横渡地中海，逃离
迫害、冲突和贫困，前往欧洲寻求庇护
与体面生活。	

2015 年，欧洲对意大利等难民及移
徙者的主要抵埠国制定了被称为“热点
入口”的接收策略，旨在更快地为所有
新抵达者进行身份认定、审查及筛选。
然而，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表明，在意
大利，某些情况下所谓的“认定、审查
及筛选”实则更多为“虐待、误导及驱
逐”。
国际特赦组织收到一致描述，指意

大利警方采取殴打、电击及性羞辱等强
制手段采集指纹。	
在未提供恰当建议或信息的情况下

仓促审查那些方才下船的人，可能会令
他们丧失其本应合法享有的庇护和保护。	
欧洲强调将更多人驱逐出境，甚至

不惜与众所周知侵犯人权的政府如苏丹
等签订协议，这一政策重心导致人们被
遣返回其面临酷刑或其他严重人权侵犯
危险的地区。	

为采指纹施加虐待 
指纹采集是欧洲对抵埠之人进行身

份认定的关键步骤。欧洲的《都柏林公
约》	(Dublin Regulation)	规定，一国政
府有权将寻求庇护者遣送至其最初抵达
的欧盟国家，该规定正是依靠指纹采集
确认何人抵达何处。
许多抵达意大利的人企图在还没有

进行身份认定的情况下穿越国境，以便
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直至	2015 年年
中，对于那些表示拒绝之人，意大利在
采集他们的指纹方面都不甚成功，这令
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感到失望。
欧盟为此推行了一项新策略，并对

意大利施加	100% 的指纹采集指标，其中
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建议。
欧洲诸国本已达成协议，将部分抵

埠的寻求庇护者转移至其他欧盟国家，
以减轻意大利的压力。但迄今为止，	
它们却并未遵循承诺，仅仅重新安置了
少量寻求庇护者。
在这一指标的压力下，意大利当局

之所做作为不仅已达国际人权法所允许
之下限，亦已违反国际人权法。
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6 年收到大量

报告，称警察在采集指纹的过程中对难
民和移徙者过度使用武力。一些人指称
他们遭酷刑，包括被殴打、电击、性羞
辱及折磨生殖器。	

“他们用棍子电击我好多次……	
我浑身无力，无法反抗……	
他们抓起我的双手，按在了机器上。”

“我无法描述那有多痛苦…… 
我从未想到在意大利，他们会那
样对我。”
27 岁来自达尔富尔的亚当

16 岁来自苏丹的多卡 (Djoka)  

2016年6月，难民在
利比亚海岸获救后，
于海外移民援助站
及搜救船“托巴兹
响应者号”(Topaz 
Responder)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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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呼吁当局不要在寻求庇护者
抵埠后立即对其进行任何审查；而首先
应向他们提供有关该程序必需之帮助、
信息及建议。
任何驱逐行动均应建立在公平、知

情的审查及个体评估基础上，并且，	
有关部门不应将任何人遣返至其面临严
重人权侵犯危险的国家。
热点入口增加而非减轻了位居前线

的国家的负担，这一策略导致了人权侵
犯，意大利当局对此应负直接责任，	
而欧盟领导人亦有政治责任。	

2015年2月，兰佩杜
萨的临时永久中心
入口。

2015年9月，在意大
利东部的奥古斯塔
港，来自尼日利亚、
加纳、塞内加尔和塞
拉利昂的难民和移徙
者从一艘德国海军护
卫舰上下船。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我一	
直在哭……	我看见那么多警察，我很害怕……	
他们询问我的名字、姓氏、国籍……	但我的脑
子一片空白，连父母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29 岁来自尼日利亚的艾达 (Ada) 

新审查，更少保障
试想一下：在利比亚境内拘押、	

绑架、酷刑及强奸肆虐数月后，你逃离
家园，或许已跟亲友分离并于恶劣条件
下开启危险而疲惫的旅程，继而冒着生
命危险穿越险恶重洋。而在这一切终于
结束的那一刻，你被要求作出即将影响
终生的重要决定，可你却并不完全明白
这些要求意味着什么。	
这是难民及移徙者一经抵达意大利

即会面临的境况。无论昼夜，他们前脚
刚刚下船，便需立刻接受这一审查。	
许多人对警察感到恐惧，并处于震惊或
极度虚弱中，而他们就庇护申请程序获
取的信息却十分有限。

不惜任何代价驱逐出境 
这个有缺陷的审查制度令一些人

被归类为“非正规移徙者”并被勒令
离境，哪怕他们其实可能有理由申请
庇护。
在欧盟的鼓励下，意大利愈发频繁

地与第	3 国签订危险的双边协议，协议
内容为将这些人遣返回他们可能面临严
重人权侵犯危险的地区。

欧洲各国必须分担保护难民的责
任，绝不应将其转嫁至诸如意大利的接
收国；至于各欧洲机构与国家则必须促
进及保护而非削弱人权。

2016 年	8月，意大利及苏丹警方共
同签署了一份新协议，加深两国在移民
流动及边境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驱回
非正规的苏丹移徙者。
尽管协议不允许遣返已在意大利提

出庇护申请之人，但身份认定程序却相
当粗糙，可能导致还未来得及提出申请
之人被迅速遣返回苏丹，无视他们将在
该地面临严重的人权侵犯。如此协议必
须废止。

“我们被戴上手铐，身旁是意大
利警察……	我们抵达喀土穆机
场……	被逐一查问。现在，我担心
安全部门的人是否正在搜寻我。”
23岁来自苏丹达富尔的雅各布 (Yaqoub)

停止对难民和移徙者的虐待
国际特赦组织敦促意大利当局确保

难民及移徙者在指纹采集及其他相关操作
过程中，不会遭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
施以酷刑或其他虐待，以及任意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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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为难民的权利发声：
参与我们的“我欢迎”运动
pledge http://bit.ly/1UBZs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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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阿拉斯的生活忙碌。他刚新婚不久，育有一个
孩子。他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	(Carleton University)	修读人
权课程，但日程被各式各样的医疗预约占满了，因为他在巴
林监狱恶劣的条件下遭受酷刑、其他虐待而要接受治疗，	
而且还有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并准备进行心脏和肺移植。
他阅读，并活跃于社交媒体，更与维权人士网络保持联系。
纳赛尔在电动轮椅上进行这些活动，并一直需要吸氧来

减轻呼吸困难。
但每当我联系他，邀请他参加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	

或让他知道渥太华人权界发生的一些事时，他的回答总是：	
“你不需要问，告诉我地点就行。我总会来的。”
他确实来了，每次都会来。

真实和个人
他在新闻发布会和加拿大国会山的集会上发言。他坐着

轮椅进入下议院的接待大厅，分享他的经历并请求大家采取
行动杜绝酷刑。他与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亲身或以在线方
式进行对话，不管其人数有多少。他总会来，而且总会打动
人心并开启思维。
他向大家展示侵害人权的代价是非常真实和个人的，	

而且向大家保证，当我们一同行动时，我们才会实现变革。	
当我终于在2012年亲自见到他时，他用如此震撼的方式

向我表达了这个信息。那是在他回到加拿大后，而且此前曾
在巴林遭受了监禁、酷刑和不公审判。
纳赛尔讲到自己在躲藏数月后，第2次向巴林当局自首。

他明知自己会被再次关押，但出发时“面带微笑”，因为他
知道这次他不会单独面对监狱看守和施刑者，而是有“国际
特赦组织与我一起进去”。结果，他第2次被关押的时间只维
持了短短数天。
接着就是纳赛尔•阿拉斯的爱情故事。纳赛尔和扎伊纳

布	(Zainab)	之间的爱在巴林于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	
这场振奋人心但危险重重的抗议运动期间萌芽。

致敬

怀念纳赛尔•阿拉斯
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的秘书长亚历克斯·尼夫	(Alex Neve)	向勇敢的维权人
士纳赛尔•阿拉斯	(Naser al-Raas)	致敬，纳赛尔在去年9月于多伦多去世。

2012年2月，纳赛
尔•阿拉斯在巴林的
穆格沙 (Muqsha) 的一
场抗议活动中。

他们之间产生了既强烈又紧密的羁绊。在纳赛尔被捕且
无声无息地消失于巴林监狱的一个月时间里，扎伊纳坚持不
懈，为他的自由大声疾呼。据我所知，她直到纳赛尔数月后
安全地离开巴林时才能入睡；而无论我在何时向她发送问题
或最新情况，我总是立即收到回复。
看着他们开始一起在渥太华生活是如此富有感染力，	

当他们可爱的儿子哈桑出生后更是如此。看着纳赛尔对哈桑
的愛，看到哈桑如此深切地热爱他的父亲，让我们知道这是
对我们最珍视的人显示真情的最佳体现。

遗产
我与纳赛尔接触的经验，就如同每一位有幸分享其人生

历程的人一样。我们都讲到同样的特质：鼓舞人心、勇气和
执着，而且都有那么灿烂的微笑！
我们都希望纳赛尔为准备移植而前赴多伦多做检查的行

程会顺利。我们都假设会那样，因为他是纳赛尔，但他离开
了我们，我们都觉得无比悲伤。最后，他那颗壮丽和宽宏的
心无法再继续下去，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讽刺。
他留下无可比拟的遗产，将会通过世界各地决心坚定的

行动而得到传承。
我感到高兴的是，去年5月于国会山的活动上，他和我们

在一起，并作了如此亲切和动人的讲话。那次活动旨在向加拿
大政府施压，要求他们签署2002年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酷刑
公约任择议定书》。当外交部长斯特凡•迪翁	(Stéphane Dion)	
宣布加拿大会采取该步骤时，纳赛尔坐在前排，这是多么美好
的事啊！
但纳赛尔为自己在巴林遭受酷刑和侵害而寻求正义的目

标仍未实现，在巴林没有得到司法公正，在加拿大也尚无任
何进展。他4年前向加拿大警察提出刑事申诉，要求他们调查
并指控那些对他遭受酷刑负责的人。这是我们真正继承他的
遗产的一种方式	——	继续他为正义进行的斗争。
我会非常思念纳赛尔，包括在我的推文得到@NaserAlRaas

转发和点赞的那些时刻。那总让我觉得他在注视和赞赏，即使
在他经常住院期间。
所以，最后的话可能是用少于120字来表达：. 

@NaserAlRaas，你的维权触动心弦并开启思维。你#制止酷
刑	(#StopTorture)	的工作将#永存	(#ShineOn) 。

 #OurLivesAreRicher #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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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你的私人照片和网上信息不落入外人手中，	
并防范身份盗用和金融诈骗的问题。

6个真正可行的做法
保护你的网上隐私

请注意！如果你是一名记者或活动
人士，或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成为
电子监视目标，就应征询数字安全
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仅依赖任何一
种应用程序来保护你的信息。

更新你的应用程序、电脑和
手机
当你的电子装置收到更新软件的通

知时，立即更新。更新包括安全补丁，
可修复程序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可以使
人轻易侵入你的软件，然后存取你手机
或电脑上的一切信息。	最佳做法是开启
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上的自动更新功能。

1.
2.

3.

4.

5.

6.

使用强大的密码 
大量数据泄露事件不时发生，	

因此，如果你的密码被盗，并且你使用的
是同一个密码，你的所有其他帐户就都有
风险。以下是几条简易诀窍：	
• 混合大小写字符，并加入数字和符号。
• 使用只对你有意义的短语，	
例如“pigeons	go	2	school	every	
day!!”。

• 使用密码管理器来生成强密码并为你存
储密码。

• 为主电子邮件选择非常强的密码，	
因为它通常在你忘记密码时用于找回其
他帐户。 

设置双因素验证
这是你登录帐户的额外步骤，例

如，输入密码后，你的手机可以收到一
条6位数代码的短信。这使得访问你的
帐户困难得多，因为即使有人设法窃取
了您的密码，他们也需要有你的手机。
许多受欢迎的服务都有双重身份验证，
包括Gmail、脸书和推特。 

使用HTTPS
你的浏览器地址栏中的链接

以“http”或“https”的方式打开，前者意
味着连接是开放状态，任何人若接入你
的网络都可以看到你在写或浏览的一
切。你一般可以通过地址栏中的锁定图
标来判断你是否在安全的https网站上。	
(如果锁上有一个交叉，即表示你的连
接可能不受保护。)	一些网站并没有
https，如果你最爱的网站没有，写信给
他们，问他们还在等什么。	你还可以下
载HTTPS Everywhere，这是一个浏览器
的扩展，有助于给你的网络浏览加密。

用信号聊天
信号私人信使	(Signal Private 

Messenger)	已被称为即时通讯软件的	
“黄金标准”，其加密技术是	
“最好的”。它由非营利组织开发，	
是一个开源项目，这意味着安全专家可
以测试它是否有“后门”。信号协议		
(这是进行加密的部分)	的评价极佳，	
以致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和
Google Duo都使用它进行端到端加密。

在JiTSi MeeT上会面
Jitsi Meet是一种易于使用的视频会议

服务，可在浏览器中运行。它也是端到端
加密的，你可以用它进行视频会议。	
它具备所有常规功能，如屏幕共享、	
聊天和一个与电话会议中所有人共享笔记
的记事本。

深入了解：网上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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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研究了这些应用程序是否利用端到端加密	——	一种

除了你和聊天对象之外，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你的照片、视频
和聊天的方式。	(我们没有就应用程序在其他隐私权方面或其
整体安全性作出评估。)	
我们发现，这些科技公司包括拥有Snapchat和Skype的微

软在内，都没有对其即时通讯服务采取基本的隐私保护措施，
从而使用户的人权面临风险。

你最爱的通讯应用程序
有多私密？

我们拣选了11家拥有世界上最受欢迎通
讯应用程序的公司，根据它们在多大程度
上利用加密技术来保护你的网上隐私来进
行排名。

术语解读 
何谓加密？
加密有助于我们的短信、电子邮

件、电话和视频聊天不被我们之外的
任何人看到。在加密状态下，拦截互
联网通讯的人只会看到一长串随机
字符。

何谓端到端加密？
当通讯被加密时，我们便需要密

钥才能破译文本。这个密钥通常掌握
在提供电邮或网站托管等服务的公司
手中。但是在端到端加密的状态下，	
只有你才拥有这把密钥，所以你和聊
天对象之间的通讯保持在私密状态。	

端到端加密为何重要？
端到端加密意味着，即使是提供

服务的公司也无法解密你的邮件或看
到内容。最近爆出雅虎	(Yahoo)	公司
允许美国情报官员扫描数亿个雅虎邮
件帐户，如果不启用端到端加密，	
这种事也可轻易发生在即时通讯应用
程序上。

我们当中许多人信任这些应用程序，在上面存放我们个
人生活的私密细节，但那些公司没有采取基本步骤来保护我
们的通信，由此辜负了这份信任。因此，我们呼吁这些公司
默认启用端到端加密，并明确通知用户应用于其通讯服务的
加密级别。

 深入了解：网上隐私

Facebook 
whatsapp 

Microsoft  
Skype 

Apple 
imessage

Snapchat

Google Duo Viber 腾讯 
QQ

黑莓  
Messenger

Apple 
Facetime

Google  
Hangouts

Line 腾讯  
微信

Kakao Talk

Facebook 
Messenger

Google Allo

Telegram 
Messenger

默认启用端到端加密： 有端到端加密，但没有将其设
置为默认状态： 

没有端到端加密： 

©
 iS

to
ck

了解更多
http://amn.st/60078yGdx



2017年1-3月16 2017年1-3月 17

在丰益国际 (Wilmar) 一
个供应商所拥有的种植园
内，喷洒化学品的工人在
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工
作。他们用未稀释的化学
品填满瓶子，然后让没有
戴手套或护目镜的工人提
着。 (出于安全原因不便
透露公司名称) 

在数以千计使用棕榈油的流行品牌中，班杰利、高露
洁、德芙、潘婷和奇巧巧克力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棕榈油其
实从哪里来？
棕榈油是一种需求殷切的商品，用于冰淇淋、巧克力、	

洗发剂和牙膏等一系列基本产品中。
大多数公司会告诉你，他们所使用的是“可持续”	

棕榈油。这意味着它是环保的，而且工人得到公平对待。

你购物篮中的人
权侵害行为
你购物篮内的产品有不少含有棕榈油，这些棕榈油
可能大部分受到人权侵害的玷污，哪怕产品标签上
标明它是“可持续”的。

“这是困难的工作，因为指
标高得可怕……	做完工作
后我的脚疼，我的手疼，我
的背也疼。”

但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显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包
括高露洁、雀巢和联合利华在内，正助长棕榈种植园内的童
工现象和其他工人的恶劣条件。
在被认证为“可持续”的公司经营的种植园内也发生侵

害行为。这意味着你购买的品牌即使标示为“可持续”	
或“经认证棕榈油”，它们也可能受到人权侵害的玷污。

©
 A

m
ne

st
y 

In
te

rn
at

io
na

l/W
at

ch
do

c

焦点：棕榈油与人权



2017年1-3月18 2017年1-3月 19

要求公司采取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追踪丰益国际的印尼产业出口的棕榈油

到世界9大公司。虽然这些公司承认从丰益国际获得棕榈
油，但只有两家讲出棕榈油用于什么产品。
这些公司告诉他们的消费者所使用的是“可持续的”

棕榈油，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不向丰益国际施加更大压力，
要求该公司给予其工人更好的待遇？在9家公司中，没有
一家说他们曾采取行动，处理丰益国际在营运中侵犯劳工
权利的问题。
现在这些公司必须增加透明性，表明其中一些最受

欢迎品牌中的原料为何，并在这些产品包含侵犯人权的
果实时采取行动。

急切需求：全球棕榈油产业
棕榈油的代价
全球对棕榈油的需求使其成为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	

但这是以工人所承受的苦难为代价。国际特赦组织调查了为
世界上最大棕榈油贸易商丰益国际供货的印度尼西亚棕榈种
植园，发现存在强迫劳动、低工资、人员接触有毒化学品和
歧视女性的情况。这些妇女作为临时工受雇，没有养老金和
医疗保险。
食品和家用品行业渴求一种可用于生产任何物品的廉价

多功能作物，而为了满足这需要，工人在压力和威胁下越来
越长时间工作，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例如从20米高的树上
人手割下果实。

为了赚取收入，工人需要剪割、搬运、喷洒并收集大量
棕榈果，以达到高得荒谬的指标，结果可能会令他们的身体
遭受巨大痛苦，而且承担一系列的处罚，如没有捡起地上的
棕榈果和采摘未熟的果实时。

年仅8岁
在棕榈种植园内，年仅8岁的儿童从事危险和艰苦劳动，

这是因为棕榈油工人为了赚取足够的钱来过日子，必须达到
非常艰巨的指标，以致许多人带着家人前来帮忙。
大多数儿童在下午、放学后、周末和节假日帮助他们的

父母；但有些人则已辍学来帮助父母，并整天工作，采摘和
搬运棕榈果。
这些儿童工作时没有任何安全装备，工作环境充满危

险，包括被坠下的树枝击中和接触危险化学物。
这种体力要求高和劳累的工作会伤害幼儿。他们搬运的

袋子装有棕榈果，重量可达12到25公斤。他们将满载棕榈果
的独轮车推过狭窄的小桥。

如果棕榈油工人为打理果树而接触有毒杀虫剂和化肥，	
他们的生活就可能更趨恶化。
喷洒有毒化学品的工人出现呕吐、胃痛和手指指甲脱落

的症状。更糟的是，他们使用出故障的设备，这意味着他们
的手和背部有机会经常被化学品溅到，导致严重的伤害。	
工人约哈娜	(Yohanna)	在试图将一个喷雾罐装上自行车

时，被有毒化肥溅在脸上。事故造成她的神经永久性受损，
一只眼睛失明，而且出现头晕和头痛。
这些化肥和杀虫剂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害，是因为它

们含有百草枯，这是一种在欧盟被禁用的有毒化学物。丰益
国际称在2012年起逐步停用百草枯，但种植园的工人仍在使
用它，结果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了解更多
http://bit.ly/2gJcKYs

2015年9月，在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占
碑省的皮特贾亚  
(Peat Jaya)	，一名工
人在棕榈种植园卸载
棕榈果。

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
工人必须达到艰巨
的指标

“我不上学，我自己搬运装着松散果
实的袋子……	很难提着它，袋子很
重……	我的手疼，我的身体也疼。”
缀学来帮助他父亲的10岁男孩

50%
的食品和消费品中含有棕榈油

6,100

34 亿欧元
世界第2大棕榈油入口方欧盟在
2014年的进口价值

万吨
2015年消耗的棕榈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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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并非像你想
的那般糟糕

而且，在充满变数的一年中，我们发现一件能够确信的
事情，就是仅有愤怒是不够的，改变的发生源于我们共同的
行动。
以下是你们于2016年在世界各地协助改写生命的众多实

例之几个。

似乎无论放眼何地，2016年对人们来说都是糟糕的一
年。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美国的阿尔伯特•伍德福克斯
(ALBerT wOODFOX)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所监狱中

被单独囚禁43年10个月后，阿尔伯特终
于在2016年2月重获自由。他说：“我无
法用语言描述收到人们从世界各地寄来
的信件有多重要。这让我感到自己的价
值，它给了我力量，令我坚信自己所做
的事情是正确的。”

埃及的穆罕默德•侯赛因
(MAHMOUD HUSSeiN) 
于3月获释。这名20岁的学生因穿着

写有反酷刑标语的T恤衫，而在18岁被拘
捕，自此在狱中度过逾两年的时间。在
我们的“终止酷刑”运动中，世界各地
有145,000人为他的获释采取了行动。

成效
缅甸的翁斐斐 
(PHYOe PHYOe AUNG) 

于2016年4月获释。在“为人权而
写”运动中，国际特赦组织在世界各地
的支持者为她写了超过394,000封信、
邮件和推文等。她同许多学生抗议者一
道被当局释放。在最近一封写给支持者
的信中，她表示“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
人，这不仅是因为你们争取让我获释，
而且还因为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希望和信
念。”

无可否认，2016年有很多挫折逆境，然而，因为有你们，
我们亦发现了许多对2016年作出肯定评价的理由。
今年，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令逾600人从不公且常常

遭受虐待的监禁中获释，这一数字意味着，几乎每天都有两
人重获自由。我们促成40个国家修改法律，令体育管理机构
就不同事情负责，更让犯下战争罪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很感谢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人士开展行动
来支持我……	那让我保持希望，而且感到大
家的支持，就好像自己即使被关起来远离人
群，在墓地里生活，但仍然活在其他人的脑
海里。”
他在10月给国际特赦组织发的电邮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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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及丹麦：在跨性别者的权
利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

6月，挪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	
令跨性别者可以通过快捷、容易理解及
透明的程序获得法律上的性别认同。这
项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个人对性别
享有自决权，并由此废除了挪威一直以
来并不光彩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具
有歧视性并违反了一系列人权。5月，	
丹麦议会通过决议，终止将跨性别身份
认同归类为精神障碍。

波兰：女性推动废止堕胎禁
令提案

10月，空前数量的妇女及女童如潮
水般涌上街头，抗议一项对波兰本已十
分严苛的堕胎法施加更多禁令的提案。
妇女用罢工集体表达对这些提案的愤
怒，成千上万包括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
在内的人向她们传达了与其并肩抗争的
讯息。最终，政府作出了让步，这对波
兰的女权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胜利。

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在压力下作
出回应

3月，我们披露卡塔尔在为2022年
世界杯足球赛修建运动场馆的过程中存
在剥削外来工人的问题。国际特赦组织
支持者所开展的活动加上我们的调查，
引发了卡塔尔当局、施工企业以及国际
足联	(世界足球的管理机构)	作出回应。
两家企业退还了工人的护照；一家涉及
事件的关键企业被禁止参与世界杯工程
6个月。国际田径联合会	(将在2019年举
办的世界锦标赛中使用卡塔尔的体育设
施)	尽管并非我们的报告所针对的对象，
亦表示将会考虑报告所揭示的问题。	
国际足联表示将设立独立委员会监管有
关2022年世界杯场馆修建的情况。

乍得的战犯被定罪
5月30日，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	

(Hissène Habré)	因于1982至1990年间在
乍得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及酷刑被判
处终身监禁，这一判决对国际司法具有
里程碑意义。在控方所提出的证据中，
包含国际特赦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
这一事件的多份报道，此外，控方的一
名专家证人也是国际特赦组织的前员工。

伊朗少年未被处决
在全球高声谴责伊朗准备将阿里

礼萨•塔吉克	(Alireza Tajiki)	处死的呼声
下，他从绞刑架上被解救了下来。按计
划，他本应于2016年5月15日被绞死，
但在国际特赦组织员工的尽力游说及活
动人士在推特上向当局呼吁#挽救阿里
礼萨	(#SaveAlireza)	的行动影响下，行刑
被取消。但阿里礼萨尚未安全，目前，
我们正呼吁伊朗当局撤销其死刑判决。

马拉维：新法保护白化病患
超过225,000人联署了我们呼吁马

拉维当局杜绝白化病患者被杀害的请愿
书。多亏了这样的国际压力，马拉维在
9月修改了两项法律，有助于保护患有
白化病的人不受暴力及谋杀。现在，	
任何被发现持有白化病患者骨骼或身体
部位的人将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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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墨西哥。背上沉重的背包，我蹒
跚走过一条分隔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混凝土大桥。
当我穿过边境时，一个衬衫解开到肚子、胸口滴下汗水

的男子接过我的护照，看了不到两秒，然后微笑着在上面盖
章，并高兴地对我喊：“欢迎来到墨西哥。”
我进入墨西哥再容易不过，因为我来自澳大利亚，不需

要签证。但是，对于数十万名从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逃离暴
力并穿过墨西哥南部边境的男女、儿童和家庭而言，这是一
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他们不单没有被人面带微笑欢迎，反而面临没有根据的

怀疑、恐惧、偏见，甚至仇恨。
许多人明知有可能被拒绝入境，不愿面临被驱逐出境到

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些如战场般充满惊栗和暴力的地方，	
他们实际被迫秘密进入墨西哥。

人道危机
在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过境点10年后，我作为国际观察团

的一员重临此地，并遇到几十个生活被彻底打乱的人。
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乘坐被称为“野兽”的货运列车进入

墨西哥。我们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子交谈，他因为从货运列
车上掉下来而失去双腿。他被带到墨西哥的一家医院，然后
被转交墨西哥移民当局。他告诉我们，移民当局不理会他提
出庇护申请的要求，并立即将他遣返洪都拉斯。他说他在那
里只呆了4天，期间担心生命安全，然后马上回到墨西哥。	
由于害怕被羁押，他仍然无法提出庇护申请。
据估计，每年约有40万人越过墨西哥的南部边境，其中

许多需要国际保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呼吁该区域政
府，承认影响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
人道危机。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之间的过河点。拥有签证的
人过桥，至于没有签证的人 (包括逃离中美洲暴
力的人) 则不得不乘坐简陋的轮胎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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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中美洲 
难民的  

眼睛

运动：难民

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研究员马德琳•彭曼 (Madeleine 
Penman) 表示，对于逃离世界上一些最致命的地方的人
们来说，墨西哥传统以来的好客精神和怜悯之心已被羁

押和驱逐出境这两种行径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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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致命的地方
我们自己进行的研究显示，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地普

遍发生暴力，这也使两国处于地球上最致命的地方之列。
我和一个来自萨尔瓦多的年轻渔民交谈，他和30多名

家人逃离了国家，因为犯罪团伙在家乡对他们进行敲诈和强
加战争税	——	在萨尔瓦多强加给整个行业以便它们可以运作	
——	这使得人们无法生活在那里。但假若对帮派	(“maras”)	
说“不”，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墨西哥过去一直接受那些逃离暴力的人，并向需要保护

的人显示团结和好客精神。在1980年代，数万名危地马拉人
逃离内战，去到墨西哥成为难民。然而30年后，墨西哥似乎
忘记了这张欢迎的面孔。

羁押和驱逐出境
检查站和安全措施的增加，导致中美洲人被拘押并从墨

西哥驱逐出境，在许多情况下致使他们回国遭受威胁、袭击
甚至杀害。
在我经过的所有检查站中，其中一个尤其引人注意。	

那是一个特殊的海关控制中心，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机
场或监狱一样盘踞在高速公路。内里有联邦警察、军队营房、
海关，强光灯、瞭望塔和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基础设施。
这种做法以拘押、执法、安全和驱逐出境为重点，但问

题是，许多面临危险并应被确认为难民的人没有被墨西哥移
民部门人员识别为难民。
根据国际法和墨西哥国内法，移民部门人员有义务将任

何表示害怕返回本国的人移交给墨西哥的难民机构墨西哥援
助难民委员会	(Comisión Mexicana de Ayuda a Refugiados)。	
然而，大多数人被拘押并遣返回国，他们的恐惧也被忽视。

在执行任务期间	——	在我们越过边界进入墨西哥领土后，	
在恰帕斯州	(Chiapas)	南部海岸只有200公里长的地带	——	我们
经过了7个流动检查站，检查站驻有军事人员、联邦警察和许
多移民部门人员，准备拘押任何没有证件的人。
近年来，墨西哥在其南部边境执法和安全方面投入大

量资源。这些资金部分来自美国政府的梅里达计划	(Mérida 

Initiative)，此为一项包含多方面的安全协助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当局真的认为那些饱受创伤并逃离本国
的人是这么大的威胁？当局是否听到他们的故事？
我遇到的一名妇女告诉我，在洪都拉斯，作为一名女

性，她不能穿裙子或紧身裤，也不能染发，而且几乎不能在
不受帮派威胁的情况下做任何事。她在路边与我交谈，没有
钱，正等待往找可以带她到一个更安全地方的交通工具。其
他来自萨尔瓦多的人则告诉我，在该国仅仅是从一个地区到
另一个地区都有危险，因为帮派会怀疑你可能是敌人。
我们生活在出现极度仇恨和恐惧的时期。除非我们聆听

别人的故事并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的社会和政策将继续树立偏
见，而不是保护和正义的桥梁。在这次沿着墨西哥南部边境的
行程过后，我发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发自内心和在我的社
会里欢迎难民。我希望你也能直视他们的眼睛，并欢迎他们。

采取行动
为难民的权利发声：
http://bit.ly/1UBZs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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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
为通过墨西哥而被迫
使用的路线之一，是
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这
些货运列车的顶部。

恰帕斯州维斯特拉
(Huixtla)	的边境检
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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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LGBTi 
中的i

    60秒人物专访

作为双性人意味着什么？
双性人为一个总称，是指一个范围广泛的人群，其性别

特征在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常态”之外，这可包括生殖器、
生殖系统和性染色体等主要特征，又或是在青春期变得明显
的次要特征。双性是关于生物特征，而无关性别身份本身，
也与性取向无关。

你何时发现自己是双性人？
我当时13岁，发现时吓坏了。作为双性人，会有很多与

保密和污名相关的问题，我却一直没有正视它。但是几年后
当我的双性人表亲出生后，我的家人没有再保守这个秘密，
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愈合的过程。在19岁时，我开
始多说一些；现在它就是我的一部分。

双性人面临什么人权问题？
为了使双性人“正常化”，以便他们反映传统的男性或

女性外观，人们对一些非常年幼的儿童进行医学干预，而且
过程发生在儿童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前。这主要是出于外
观或社会因素，使他们的生殖器显得正常。一般来说，医学

干预是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提供给父母的信息通
常未必准确，而且治疗可能对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儿童应有
权对自己的身体自行作出重要抉择。

你希望看到什么变化？
终止所有基于外观或社会因素而在医学上对儿童所作的

不必要干预；通过教育和培养意识来去除污名，并对父母提
供更多的心理支援，让双性儿童不再感到孤立。问题根本不
在于双性儿童，而是期待他们符合其理想的社会。虽然在这
方面出现一些积极进展，但仍需作出努力。

我们中许多人都熟悉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这些术语，但双性人又是什
么意思？许多人无法回答，也不能说出双性人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双性人活动人士基蒂• 

安德森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LGBTI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		
中I	(双性人)	的含义。

2016年10月， 
基蒂•安德森在伦敦。

2016年11月，在伦敦
拍摄脸书现场直播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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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仇外情绪和仇恨犯罪有所增加的时期，
但这些“有毒的”观点并非普遍。因为当我们与自己的同胞
面对面时，我们许多人都会尽很大努力帮助他们。
这就是国际特赦组织2016年11月独有的社会实验“我欢

迎”的内涵：深入从个人角度看待全球难民危机，并连系那
些需要声援的人。

难民

与一个陌生人互相对视时，
你看到了什么？

一项社会理论称，4分钟的眼神交流可以令两个陌生人之
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基于这项理论，在一场现场直播中，来
自叙利亚、洪都拉斯、索马里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难民盯着悉
尼、内罗毕、伦敦和墨西哥城一些当地人的眼睛看。
在这项试验进行之前，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会和波兰广

告公司DDB&Tribal制作了“目光超越边界”的视频		
(见http://bit.ly/1YVNoa4)	并取得成功，自去年5月推出以来已
被观看了2亿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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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fqYKF3



“在黑暗的牢房
里，我从未感到孤
单或被遗忘。 
我知道国际特赦
组织的成员正为
我发声。”
埃及获释良心犯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Ahmed Abdull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