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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2017年2月，22岁来自布隆迪的阿布巴卡尔•鲁加穆巴•卡布拉
（Abubakar Rugamba Kabura）住在肯尼亚的卡库玛（Kakuma） 

难民营内。 
© 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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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年后  
 获释 

国际特赦组织
全球动态

7 9
16

125

乌兹别克斯坦记者穆哈迈德•贝克
扎诺夫(Muhammad Bekzhanov)在2月
22日获释，他也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
长的记者之一。他因做出批判性报道和
参与政治反对派活动，而在1999年一次
不公审判中被判刑，此后服刑17年。他
在押期间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我们的
2015年“为人权而写”和“停止酷刑”运动
包含了穆哈迈德的个案。
http://bit.ly/Uzbkst17

 死刑犯  
 获救 

 了解  
 难民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提供无限与免费的名
额让人们参与在线课程“人权：难民的
权利”。所有可以上网的人都可报名，
不论你是在学校还是在大学，或者想在
空闲时间自行学习。你会学到如何为
难民争取权利，并连系全球活动人士
社区。为期3周的课程将持续到2017年
11月19日，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教授。

在此报名
 http://bit.ly/onlrefcls 

在我们为马来西亚死刑犯沙鲁尔•
依扎尼•本•苏帕曼（Shahrul Izani Bin 
Suparman）向当局争取宽大处理两年
后，他在2016年12月得到赦免，其家人
在2月接到通知。你们所发出的10,505份
请愿书和信使他的案件受到应得的全球
关注。他已被单独监禁了7年，现已不在
被单独关押，并预定在2030年获释。
 http://bit.ly/padn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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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发生的  
 危害人类罪 

12月，我们发布了一份关于缅甸若
开邦北部暴力事件的报告，讲述保安部
队对那里的罗兴亚社区使用暴力，有可
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报告还突显了逃到
孟加拉的罗兴亚人遭遇的困境，以及他
们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若开邦北部难
以到达，而且政府也阻止外人前往该地
区。我们用卫星图像、照片和视频分析
来帮助揭露那里发生的事件，并施压要
求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和军方停
止侵犯人权并进行调查。
 http://bit.ly/Nrak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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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年  
 徒刑获减 

在任期结束前几天的1月17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一等兵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减刑。曼宁在2010年
通过维基解密发布信息，指出美军可能
犯下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和侵犯人权行
为，此后被判处35年徒刑，并在一所最
高安全级别监狱中服刑。
http://bit.ly/35MaCh

 为阿勒颇  
 采取的行动 

近30万人在国际特赦组织网站 
amnesty.org 采取行动，要求在12月于叙
利亚阿勒颇东部实现安全疏散。网页一
天之内的访问量达284,439人次，行动
和倡导工作对一些关键国家政府和联合
国安理会施加了压力，我们希望这有助
于疏散在安全的情况下完成，以及促成
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部署联合国观察员
的决定。
 http://bit.ly/act4Ale 

 为斯诺登采取了  
 100万次行动 

2017年1月13日，我们的合作伙伴“赦
免斯诺登”运动向美国白宫递交110多万
份签名，呼吁时任总统奥巴马对爱德华•
斯诺登（Edward Snowden）使用总统赦免
权。全球110个国家的国际特赦组织支持
者为斯诺登挺身而出，这也是我们的“为
人权而写”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发推文、写
信并签署我们的请愿书; 成千上万的人还
写了声援信息。这场抗争尚未结束，我们
仍需要继续施压。
 http://bit.ly/act4edSn

 向棕榈油  
 贸易商施压 

在我们公布关于印度尼西亚棕榈油
种植园侵犯劳工权利的报告之后，当中
提到的棕榈油贸易商丰益（Wilmar）起初
公开回应称将研究我们的调查结果。 
然而，我们了解到丰益正采用恐吓工人
的手段，试图令人怀疑我们的发现不可
采信。没有一家从丰益进行采购的大型
消费品和食品公司显示他们有采取任何
行动，处理其供应链中的侵犯人权行为。
我们将加大力度，在5月初针对一些消费
品牌开展行动周。我们的行动将继续下
去，直到丰益为所有雇用的棕榈油生产
工人改善条件为止。
 http://bit.ly/Hrin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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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终止对少年犯  
 的处决 

好消息！2月，伊朗当局通知哈米
德•阿马迪（Hamid Ahmadi）的家人， 
他们已停止所有处决他的计划。此前，
他因在年仅17岁时犯下的罪行，而即将
面临被处决的危险。这一进展是国际特
赦组织牵头的大规模公共宣传和私下倡
议工作的直接成果。
 http://bit.ly/JuvOff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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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数字 

《国际特赦组织年度报告》聚焦于“我
们与他们势不两立”这种有毒的政治言
论，有关言论在世界各地激增，同时也
反映在法国的局势发展中。

我们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
处的同事合作，组织了我在国际特赦组
织工作近10年来见过的最大型新闻发
布会，从而让报告在法国得到如此大的
回响。70多名法国主要媒体的记者和外
国记者出席发布会。这次活动是一个令
人兴奋的经历。

了解更多 
国际特赦组织年度报告 
http://bit.ly/Airep16

“你是否同意国际特赦组织年度报
告所述的人权状况分析？”报告刚刚发表
后，几位法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就在主
要的电视节目辩论中被问到该问题。对
我来说，就媒体工作而言，这是显示国际
特赦组织成就的最佳指标之一。消息不
仅广泛流传，更成为当今热门话题，而且
决策者被要求对此作出回应。

在法国发表报告是一个战略性和
象征性选择，因为该国在5月举行大选，
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几百年来，人权
观念已深深融入法国的国家价值观， 
但这些来之不易的自由如今被用来换取
安全。法国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已成
为新常态，并踏入第二年。今年的 

国际特赦组织 
2016/17
年度报告 

幕后札记

2月，国际特赦组织法国分会新闻官奥雷莉 
•夏特拉（Aurélie Chatelard）在巴黎发表国
际特赦组织2016/17年度报告。 

 1,032人 
2016年全球记录到的处决人数

 37% 
2016年对比2015年被处决人数减少 
的百分比

 2个 
国家在2016年对所有犯罪废除 
死刑（贝宁和瑙鲁）

 3,117人 
在2016年于55个国家被判处死刑

 104个
国家全面废除死刑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萨利尔·谢蒂（Salil Shetty）

在活动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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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权日志与重要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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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人权捍卫人权
5月16日，国际特赦组织发起新的全球运动，旨在促进

对维权人士的保障，并保护他们日益缩小的活动空间。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挺身捍卫那些被排挤、
逮捕、关押、恐吓、遗忘甚至被杀害的人。我们必须协助驱
走分裂的言辞和对他人的诬蔑。

人权捍卫者可能因为揭露不公并为他人采取行动而身
处前线，致使自己也面临侵害。今日，这种侵害行为正日益
增加，成为一种让他们噤声的手段。

但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勇气汲取力量，都可以担当人
权捍卫者。这可以是通过签署请愿书，就人权问题联系当
选的代表，或参加示威。我们都需要多发声，多采取行动，
保护和促进作为自由和公正社会基石的人权。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一位从阿曼流亡的人权捍卫者
进行了交流，并听到一些争取女权的勇敢妇女的故事。 
我们还报道了难民直接回答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交媒体信息
时所发生的事，信息发送者对国际社会就全球难民危机缺
乏回应的情况表示愤慨，难民则请这些人将他们的愤慨推
进一步，为他们采取行动。我们也讲述了一名犯人在叙利亚
其中一所臭名昭著的酷刑监狱苦度时光的历程，那里曾有
数千名囚犯遇害。像这样的故事，这些关于人们遭受可怕酷
刑的故事，更显示了人权捍卫者的工作为何如斯重要。 

5月

1日 
国际劳动节

5月

3日 
世界新闻自由日

5月

15日 
国际良心拒服 

兵役日 

5月

16日 
国际特赦组织 

发起关于人权捍卫 
者的全球运动

5月

17日 
国际不再恐同日

5月

27日 
国际特赦组织

良心大使奖

6月

4日
受侵略

戕害无辜儿童国
际日

6月

12日
世界无童工日

6月

13日
国际白化病宣传日 

6月

19日
消除冲突中 

性暴力行为国际日

6月

20日 
世界难民日

6月

26日 
支援酷刑受害者 

国际日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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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

妇女并非在等待
她们的权利 —— 
她们现在就要得到权利 

3月8日，世界各地的人参加了“女性大罢工”，展示“一天
没有女人”在家里或在办公室工作的后果。她们对全球妇女权
利日益倒退的趋势共同表达了不满。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性别收入的差距要在169年后才会消
失。但这只是众多令人震惊的数字之一，显示我们在妇女和
女童实现平等前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有多长。

在全球各地，约2.25亿妇女无法选择是否或何时生育。
由于不安全的堕胎，每年约有4万7千名妇女死亡，另有500
万人致残。据估计，世界上有35％的妇女曾遭遇肢体或性暴
力。此外，全球有超过3,200万名女童未上小学，相比之下，
男童未上小学的数字则较低，约有2,900万。另外，目前有7
亿妇女在18岁之前就已嫁人。

既然尚有这么多的权利有待争取，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
童都说，我们已经受够了。这里有5名妇女站在前线上争取权
利，并拒绝面对不公消极等待。她们不会等待，我们也不会。

2017年3月8日，国际特赦组织会
员与支持者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庆祝国际妇女节。

“我希望，父母不会为找寻失踪的
孩子感到绝望。身为公民社会的
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帮助这些父
母与自己的孩子重聚。政府亦应
对我们的努力给予更多支持，而
非阻碍我们的工作！”
苏昌兰
她致力于争取…… 
让每一名娃娃新娘与父母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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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并非在等待
她们的权利 —— 
她们现在就要得到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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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非从事医生工作的特拉冷•莫冯肯（Tlaleng 
Mofokeng）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不仅是尽忠职守的医学
专业人士，更作为电台主播勇敢地从事性健康的倡导工作， 
将自己的呼声传播到四面八方。

她说：“除非女性的堕胎权受到尊重，并能安全地进行堕
胎，否则我不会停下来。在南非，每年都有妇女死于不安全堕
胎，但政客却认为他们可以将女性的生育权当作政治工具。”

特拉冷亦向强奸文化提出挑战，并致力于使健康护理人员
不带歧视地尊重病患。她和本文讲述的所有女性一样，是一名
真正的人权捍卫者。

康妮•格雷耶斯（Connie Greyeyes）是一位“意外的”活动
人士。居住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康妮是一名克
里族（Cree）土著妇女，她意识到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数目惊
人的土著妇女失踪或被谋杀。她开始组织对这些妇女的家人
提供声援，并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呼吁针对这些事件展开国
家调查。官方数据显示，过去30年，加拿大有逾一千名土著妇
女失踪或被谋杀。康妮同加拿大各地许多其他原住民妇女的
努力已见成效，2016年，政府终于宣布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特拉冷•莫冯肯医生 

当女性仍被剥夺堕胎
权时，她不愿袖手旁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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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团结一致时，便会如此
强大。哪怕是在发现挚爱被杀
后，也依然能够微笑。你怎能
不被那些为自己的孩子到地狱
走了一遭而且历经劫难的女性
所鼓舞？你知道，那是抗争， 
并尽力伸张正义。”
康妮•格雷耶斯 
面对失踪的土著姐妹，她不愿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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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对
女性如何对待自己的阴道和子
宫指手画脚。女性的健康似乎
成了任何人都能随意发表意见
的问题。”

“我会获胜。胜利
不会马上到来，
但一定会来。”

特拉冷•莫冯肯医生

卢加因•哈斯洛尔 
她致力于争取……女性驾车的权利。

前任教师苏昌兰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她的一位密友表
示，这样的故事亦发生在中国许多女性身上。当听闻女童被贩
卖成为童养媳，或有家长的孩子失踪时，她无法袖手旁观。 
她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与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她的行动亦
延伸至土地维权及声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她深知，自己
或许会在此之中牺牲自由。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发
生。3月24日，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直到最近，珍娜•约翰•索斯塔•芮摩（Jeanette John 
Solstad Remø）都仍是约翰•珍娜，这个名字象征她在挪威每
天都得被迫接受的双重身份。尽管这位前潜艇指挥官感到自
己的将来只能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但挪威的法律却不允许她
在接受强制性的“真实性别转换”（real sex conversion）之前更
改自己的法律性别，而这一程序包括切除生殖器官及接受精
神诊断。她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程序，因此，她的驾照、护照、
医疗处方，甚至是图书证上都依然将她的性别标注为男性。 
她针对挪威的侵权法律开展了艰苦的倡导运动，而与包括国际
特赦组织在内的支持者所开展的行动取得了巨大胜利。2016
年，挪威最终通过了有关法律性别认定的新法律，允许跨性别
人士选择自己的性别。在国际妇女节当日，为了彰显这一里程
碑式的胜利，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珍娜•约翰。

卢加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是一名勇敢且令
人钦佩的女性，曾反抗沙特阿拉伯不许女性驾车的禁令，并承
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2014年11月，她因在推特（twitter）上直
播自己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驾车前往沙特阿拉伯的过程被拘
押73天。在2015年2月获释后，她继续为参与当年11月举行的
选举而奋斗，那也是该国首次允许女性投票并参选。然而， 
虽然她的参选资格终获承认，但她的名字却从未被写进选票
中。今天，为使同胞拥有更好的未来，使女性在自己的国家内
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她继续自己的抗争。

了解更多  
http://bit.ly/inwoD17

©
 P

ri
va

te



10 2017年4-6月

“那是一所
人肉屠场” 

 焦点：叙利亚监狱 

叙利亚政府通过在临近大马士革的赛德纳亚军事监狱实施集
体绞刑，有意为之地进行法外处决的行动。我们在2017年2月
发表的报告中揭露了这些惨痛的事件，结果全球各地超过18万
人采取行动。他们签署请愿书，要求俄罗斯与美国确保独立观
察员能进入叙利亚这些残暴待人的监狱进行调查。

从“叙利亚：人肉屠场”的视频中截
取的画面。 

http://bit.ly/2vidSad  
凯撒•达沃利奥（Cesare Davolio）制
作的动画描绘了囚犯如何在赛德纳

亚监狱内被吊死。 
http://bit.ly/2vidSa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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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不是监狱，是屠场。
所有这些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批评阿
萨德和他的追随者。

我只是参加了几场示威活动……我
们许多人也有去……和平地参与。 
我太饿了，距离我最后一次吃东西
已经至少3天了。

我被转移到一所平民监狱。
所有的一切都要比在赛德纳亚好。 

看守在这里。
而且他们在大声叫出名
字……也包括我的。

赛德纳亚，赛德纳亚……
这个可怕的名字，与其让我在那个 
地方烂掉，我倒希望他们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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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是离开？
为什么我们被带到单独囚禁的囚室？

那里如此狭窄。没关系的，我们
很快就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们又在动。

我不能再承受百般毒打，感觉从未如此
糟糕。我们真的被转移到别处了吗？ 
或者这是我们要忍受的最后惩罚？

我们停下来了，为什么？
我们在另一座建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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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德纳亚，每周都有人从牢房里被带走并绞死，这通常
每周发生两次，每次最多50人。这些绞刑均在半夜、在完全秘
密的情况下进行。在2011至2015年间，多达1万3千人在赛德纳
亚被吊死。

我们也发现叙利亚政府将囚犯囚禁在不人道的环境中，
导致大量在囚人员死亡。在押者由于反复遭受酷刑，并被有系
统地剥夺食物、水、药物和医疗照顾而死去。这些可怕的环境
见于叙利亚各地的羁押设施中，结果在2011年3月至2015年12
月间导致至少17,723人被政府关押期间死亡。随着叙利亚危机

踏入第7个年头，逾25万平民被杀，受害者及其家人理应得到真
相、公义和赔偿；至于来自冲突各方的作恶者则须被追究责任。

这些影像让我们知道关押在赛德纳亚的囚犯的故事。

现在就支持我们为叙利亚人民争取公义 
http://bit.ly/2JustSyr

所有插图 @ Cesare Davolio/Amnesty International

他们抓着我的手指。
他们在套取我的指纹。

我根本没有做错事。

他们说我被转移……我应
被转移……哦！天啊！保 
佑我的家人。

什么！我真不敢相
信，他们告诉我我已
被判处死刑，并问我 
是否有遗愿。

自2011年以来有多达13,000人在
赛德纳亚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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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独特崭新的社交媒体运动中，难民用推特发出实时
视频讯息，敦促全世界的人将愤怒转化为行动。

仅有愤怒
是不够的

运动：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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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肯尼亚
卡库马难民营中的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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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araBashiri发推文称美国对难民问题的回应缺乏公
信力时，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几乎立即收到难民营内一名年
轻人非常个人的视频回复，但这正正是她所收到的。

在2017年2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后，22岁来自
布隆迪的阿布（Abu，见本期的封面）向她推送了这条讯息： 
“我真的很感激你没有忘记我们，”他说。“但是发推文还不够。”

“要有未来，我需要接受教育，”阿布说。“但我可能不得不
辍学，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温饱或买适当药物所需的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请你采取行动。请到amnesty.org网站登
记，施压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为我这样的难民分担责任，而不
是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来独力应对。”阿布给萨拉的信息在结
尾写着，“请现在就做，谢谢。” 

萨拉惊讶的回应很快就来了：“非常感谢国际特赦组织！
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她的推文说。“我会采取适当步骤， 
以采取行动帮助像阿布那样的人！”

在国际特赦组织“愤慨是不够的”项目中，人们所采取的行
动为国际特赦组织发起的“我欢迎难民”全球运动做出贡献，
于2016/17期间在全世界共征集了80多万个签名。2017年2月 
6日，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蒂向联合国新任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递交了这些签名。

了解更多 
http://bit.ly/OutrNoten 

所有图像 © 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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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该难民营设于肯
尼亚西北部，临近 
乌干达和南苏丹
边境。

介绍：位于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

2017年2月，人们在卡
库马难民营踢足球。

2017年1月，一个男童
在卡库马的垃圾场。

2017年2月，22岁的
阿布巴卡•鲁加穆巴•
卡布拉（Abubakar 
Rugamba Kabura）住
在卡库马。卡库马和
黎巴嫩贝鲁特的夏蒂
拉（Shatila）难民营有
8名难民参与了国际
特赦组织的“愤慨是
不够的”项目，阿布是
其中之一。该项目是
与奥美伦敦（Ogilvy 
London）和马格南
图片社（Magnum 
Photos）合作进行。 
利用@amnesty和推特
上的标签#TakeAction
观看他们的视频讯息

陷入困境  
难民只有在政府
许可的情况下才能
离开营地，使许多
人觉得被困和受
到孤立，而且无法
学习或寻找工作。

20万 
住在卡库马的大致
人数 

 19国  
住在难民营内不
同区域的人至少
来自19个国籍， 
营内的规划方式
像一座小城市。

南苏丹与索
马里 
为难民营内大多数
人所来自的国家。
其中许多人在卡库
马生活了数十年，
甚至一辈子。

50万 
据估计生活在肯
尼亚的难民最低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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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的 
 人民挺身而出” 

阿曼维权人士和难民纳布汉•阿尔哈纳希（Nabhan al-Hanashi）是阿
曼人权中心（Om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的创始人，他与国际特
赦组织国际秘书处研究员德鲁利•戴克（Drewery Dyke）谈论其作为
一名流亡活动人士的经历。

你是如何成为维权人士的？
我一直在写博客，更在2011年开始从事人权活动。我有关于自由、人权和自主的想

法 —— 但那一年，我和其他人组织了一场和平抗议，要求享有更多言论自由、集会与
和平抗议权利和政治改革。后来在同一年，由于一些朋友在一场和平集会中被捕， 
我也变得活跃起来。

这（行动主义）不是你想做的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念头。你想行使自己的权
利，但却发现有人或法律禁止你这样做，这时你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光是想有自己
的意见，而且想说出来。这是我的权利。你不会想到它（行动主义），直到他们做出违
背你意志的事；直到你被捕，然后它会让你全情投入。

你曾两次被捕，那你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我感到危险吗？当然，但我受得了监狱生涯。看，这里涉及到的是人权原则， 

对我来说比宗教更重要。我相信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我做的事情，像兴趣爱好，也许
来帮助一些朋友或者我甚至不认识的人。不是，当我为他们挺身而出，我是为自己和
我的家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人民站出来。如果你想有一个好的国家，有良好的政策，
这就是你必须做的。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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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阿曼湾

沙特阿拉伯

也门

伊朗

巴基斯坦

阿联酋

卡塔尔

人权活动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
我现在拥有自由，我发现通过我能够做的，我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我在做有

意义的事。这经历了艰难的4年。我在2012年12月离开阿曼，当时处境糟糕：没有工
作，没有未来，对未来一无所知。我在黎巴嫩呆了一年，期间被跟踪和骚扰。也许最
简单的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吗？我准备做任何你想让我做的
事情。”这是唯一可以安全生活的方式。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别人。我决心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那里国家尊重你，我可以从事权利工作，以便帮助他人，协助改善困难的境况……
当然当中会有障碍。没有工作，没有人为它（行动主义）而真的付钱给你。我知道。 
但即使我找到有薪水的工作，我可以忘记这个[行动主义]吗？ 没门。这是给你的行动
赋予意义的东西。

你现在情况如何？下一步是什么？
我现在以难民身份在英国，并再次活跃起来。我和其他来自阿曼的活动人士 

（可悲的是他们现在大多数都在国外）以及另外一些来自海湾国家的人保持联系。 
我们尝试尽量互相帮助。我只想在言论、结社和集会方面看到我们所有人都有自由。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但我们需要你们（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援和国际支持。我们需要
培训，也需要资金。我们的声音补充你们的声音，我们可以一起使阿曼和所有国家的
政府都更注意他们的行为、声誉和正义，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在世人眼中。

我遇到挫折。当有记者或活动人士被监禁时，我感到很糟糕，有罪恶感……我想
做更多，但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当他们被释放或者判刑没有被执行时……我感到兴
奋。而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感到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个人权捍卫者。

采取行动
为一名人权捍卫者采取紧急行动
http://bit.ly/HrDsOm

介绍：阿曼
人口：  
470万

国家元首：  
苏丹卡布斯（自1970年）

该国禁止批评统治者

当局使用宽泛的条文，包括刑法和 
《网络犯罪法》中的规定，限制言论自

由与和平集会。

纳布汉•阿尔哈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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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证了
 喜悦的眼泪”

主要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工作的国际特赦组织西非研究员萨布里
纳•马赫达尼（Sabrina Mahtani）谈及今年初在冈比亚首都班珠
尔的政治动荡中监督人权状况。
 

 深入了解：冈比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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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6日，我在班珠尔机场的边检排队等候，想知
道自己是否会被遣返回达喀尔。 

几名和我同一班机的记者已在当天被送回去。国际媒体
正争相返回班珠尔，因为总统叶海亚•贾梅（Yahya Jammeh）
起初在12月接受选举失败的结果，但其后改变立场并拒绝
下台，令到该国局势日益紧张。独立的广播电台已被关闭，军
队接管了独立选举委员会，当选总统的阿达马•巴罗（Adama 
Barrow）已出于安全理由被带到邻国塞内加尔，成千上万名害
怕出现暴力的冈比亚人也正逃离该国。幸运的是，我没有被送
回去， 
能够实地监督人权状况，并支援人权捍卫者。

就在几个星期前，在2016年12月，我离开了一个截然不同
的冈比亚，当时人权变化似乎就近在咫尺。那时，成千上万的
冈比亚人出来，支持已组成联盟预备在12月1日举行的选举中
竞逐的反对党。在一个言论自由被压制了22年的国家，他们这
样做冒着巨大的风险，酷刑和强迫失踪等侵犯人权行为在当
地司空见惯。在投票日之前，互联网和国际电话线被封堵， 
让我们难以向达喀尔办事处报告，只能通过线路不稳定的卫
星电话进行媒体采访。 

2017年1月，当隶属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
塞内加尔士兵抵达冈
比亚班珠尔的总统府
时，人们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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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无比勇气的冈比亚选举观察员经过了整夜数票， 
而在12月2日这气氛紧张的早上，结果却出人意表地显示贾梅
败走。尽管我们受到恐吓，但在选举委员会主席在国家电视
台宣布选举结果时，我们都屏息呼吸。我们见证了喜悦的眼
泪，看到人们打电话告诉流亡的亲人回家，高呼“我们自由了”
和“新冈比亚”，也见到人们在班珠尔的街头举行庆祝活动。

几天后，我们坐在一个挤满人的法庭，看着几名无畏无惧
的律师继续为4月和5月的和平抗议中被捕的政治犯辩护，如反
对派联合民主党的负责人乌赛努•达博(Ousainou Darboe)。 
我们已经将这些案件记录在案，并且是第一批使世界关注案件
的组织之一。我们目睹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所拥护的良心犯
获释，这些囚犯已遭羁押数月，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和他们及其
家人举行庆祝活动。

但欢乐的气氛很快破灭，12月9日，贾梅在电视上称拒绝
接受选举结果。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局势紧张，冈比亚的前路
不明。回到达喀尔后，我们多日来花时间去观察人权局势变
化，并在社交媒体这个相对安全的信息分享渠道上与人权捍
卫者联系。 

我们在1月回到冈比亚，与人权观察组织进行联合行动。
当地的年轻人已开展了一个名为“冈比亚已决定”的社会运
动，敦促贾梅根据选举结果下台。我们记录到几起人们因为
出售显示该口号的T恤衫而被捕的案件，另外还有被怀疑忠于
总统当选者的军人在无法联系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被关押的
案件。当世界把焦点放在政治事件之际，突显侵犯人权行为
并声援冈比亚的人权活动人士极其重要。“至少我们知道， 
如果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不会被忽视，”一名活动人

2017年1月21日，人们
听到冈比亚前领导人
叶海亚•贾梅已确认
离任后，在班珠尔街
头庆祝。 

2017年1月，冈比亚总
统阿达马•巴罗从达
喀尔抵达冈比亚班珠
尔后，向他的支持者
致意。

©
 C

ar
l d

e 
S

ou
za

/A
FP

/G
et

ty
 I

m
ag

es



2017年4-6月 23

士告诉我，“这是某种形式的保护。”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推动扩大谈判，而且民间社会运

动也不断壮大敦促贾梅放弃权力后，他终于在1月21日同意下
台并离开冈比亚前往赤道几内亚。多年来，人权捍卫者在提
请国际关注冈比亚侵犯人权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公

民有勇气继续要求权利得到维护。
新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积极步骤：冈比亚已重新加入国

际刑事法院，国家情报局的前任官员正因被控谋杀一个主要
的反对派领导人而受审，政治犯已被释放。新内阁包括乌赛
努•达博和阿玛杜•萨内（Amadou Sanneh）这两名政治
犯，二人皆是国际特赦组织曾支援的前良心犯。

了解更多 
http://bit.ly/2oY6F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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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达尔富
尔学生在苏丹举行
抗议。

在2003至2016年期间，至少有13名达尔富尔学生被非法
杀害。这些学生被杀害的事件未受调查，行凶者也未受惩罚。
在苏丹各地的大学，超过一万名达尔富尔人被捕并遭受酷刑或
虐待。

27岁的达尔富尔学生活动人士和达尔富尔女生协会成员
萨尔玛（Salma）在2011至2014年期间被捕4次。她因为针对

苏丹的
达尔富尔学生
处境艰难
对于许多来自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并在苏丹的大学入学的学生
来说，其处境与埋头学习、自由参与辩论和规划未来职业生涯的学
生生活相差甚远。相反，他们面临暴力、歧视和人权侵犯。

达尔富尔女学生被强迫迁出喀土穆的宿舍而开展活动，结果
在2014年3月被国家情报与安全局（NISS）的官员拘捕。在被
捕和审问期间，她受到辱骂，被人用警棍、枪托、水管和棍棒
殴打。她还被电击，髋关节更在殴打中脱臼。

2014年10月5日，萨尔玛再次被捕。她被蒙住眼睛，戴上
镣铐，然后被带到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在喀土穆北部的办公室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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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学生在苏丹
举行游行示威

2016年2月，警察在
恩图曼伊斯兰大学
(Omdurman Islamic 

University)外。

问。官员拖着她，并脱掉她的传统苏丹服饰。萨尔玛被药物迷
昏，醒来后，官员向她显示了4名官员强奸她的视频。

“我……醒来，发现自己赤裸裸躺在床上。4名安全官员全
看着我……其中一人向我展示了他们强奸我的视频……4名警
官轮奸了我。”

被拘押一个月后，萨尔玛于2014年11月获释。她在2015
年离开苏丹，到另一国家寻求庇护。

达尔富尔学生遭受酷刑、拘捕和非法羁押时，正值达尔富
尔的武装冲突仍持续发生之际，该地的冲突起始于2003年，
期间苏丹政府一直进行镇压和迫害达尔富尔人民的行动。 

达尔富尔学生站在前沿，通过在大学抗议并传播关于冲突
的信息，呼吁大家关注达尔富尔局势。为了让他们噤声，政府保
安部队正打压达尔富尔学生的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在几所
大学，由达尔富尔学生组织的公共论坛遭到暴力驱散和关闭。
一些学生被大学停课、开除，或无法得到毕业证书，理由 

是他们组织政治活动或没有缴付学费（尽管他们已被豁免学费）
。由于此类迫害，一些达尔富尔学生逃离苏丹，促使人才流失。

2016年1月，隶属于执政党的保安部队和学生 配备刀、铁
棒和机关枪，打断并暴力驱散达尔富尔学生在朱奈纳大学举
行的和平集会。当时学生被殴打，四年级经济学学生萨拉赫•
阿尔丁•卡玛（Salah Al Din Qamar）因遭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官
员打伤而死亡。此外，还有约27名学生被捕。警方对萨拉赫死
亡的事件结束调查，称他的死亡原因或情况不明。

采取行动和发推文
#Sudan（苏丹）政府，在大学促进人权。允许 

#DarfuriStudents （达尔富尔学生）就影响自己的问题自由进行
讨论和抗议。

“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而在达尔富尔，我们的
家人已经流离失所，变得无家可归。喀土穆这里的
学生不了解达尔富尔在发生什么，当我们试图向他
们解释时，政府的支持者袭击我们，他们不希望人
们知道达尔富尔在发生什么事。” 
达尔富尔学生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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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就是双性的人比你可能想到的要多，这些人的性别特征处于典型
的男性或女性“常态”之外。由于早期（通常是医学上不必要的）进行性
别“正常化”干预措施的做法仍然不受质疑，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保
护他们的权利。

 焦点：双性人权利

刀口下
的人权

观改变为看起来像大家所接受的“典型”男性生殖器。在这9年
期间，手术进行的次数每年增加或保持稳定。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儿时经历的
手术不是为保障他们的生命或健康，在医学上并没必要。与此
相反，这些手术的进行是要让他们符合女孩或男孩看似“应该”
有的标准常态。然而，接受这种手术的后果不应被轻视。许多
与国际特赦组织交谈的人提到他们的健康、性生活、心理健康
和性别身份遭受持久的负面影响。 

在没有知情的同意或适当信息的情况下，这些手术侵犯了
人们在身体完整性方面的权利，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权以及性
权利和生殖权利造成长期影响，特别是因为手术可能严重阻
碍生育。 

我们现在对性和性别有更详细的了解，知道人们并不总
是符合男女两性的特点。为了让儿童成为男性或女性，而使他
们经受痛苦且往往具伤害性的手术，这种医疗做法不能继续
延续下去。

了解更多
http://bit.ly/2gndchall 

“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常常是人们在婴儿出生后问父母
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假设世界分为男性和女性
两组人，而每个人的生物和遗传特征如性器官、染色体和荷尔
蒙等整齐地纳入这两个类别之一。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那么不符合两个生物性别标准的
人会怎样呢？据估计，全球每年有1.7％的儿童出生时的性别
特征发生变异。这些变异各不相同，例如，一些儿童的生殖器
不符合男孩或女孩的标准规范，而其他儿童则有女性化的身
体，但又具有男性XY染色体，又或有男性化的身体和XX女性
染色体。

在国际特赦组织最近进行研究的德国和丹麦，许多此类
孩子在婴幼儿时期接受手术。在这个年龄，婴幼儿没有能力同
意这种医疗干预，故而决定这些孩子是否接受手术的责任落
在父母身上，但他们往往没有获提供适当信息来作出知情的
决定。 

近期在德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05至2014年期
间，该国每年平均进行99次“女性化”手术，主要是外阴、阴
道、阴蒂或会阴部被改变以便看上去更接近大家所认为的 
“典型”女性生殖器。在同一时期，该国每年平均对10岁以下的
儿童进行1,630次“男性化”手术，即将阴囊、睾丸和阴茎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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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1.7%
的儿童出生时
性别特征发生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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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国际特赦
组织代表特雷西•乌
尔特维特-莫尔（Tracy 

Ulltveit-Moe）和奈杰
尔•罗德利在危地马
拉采访一位女士， 
询问她的丈夫失踪的
情况。 

国际特赦组织向1月去世的前同事奈杰尔•罗德利（Nigel Rodley）爵士致
敬。他的巨大遗产遍布人权世界，更于数十年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敬意

怀念 
奈杰尔•罗德利(1941-2017)

正如所有工作人员所熟知的，奈杰尔在1973年加入国际
特赦组织，成为第一位法律顾问。之后，他开始为反对酷刑运
动制定长期计划，这也是国际特赦组织迄今为止一直开展的
核心活动之一。他的计划被提交给日内瓦在1975年举行的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该会议拟定了《保护人人不受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其后 

《宣言》于1975年12月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
9年后，在1984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联合国大会通 

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为《宣言》提供了法律效力。该《公约》于1987年6月
生效，目前有超过160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在以法律办公室主任的身份离开国际特赦组织后，奈杰尔
在1993至2001年担任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并在2001至
2016年出任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作为埃塞克斯（Essex）大学
人权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教导和启发学生成为人权捍卫者。

除了拥有广博的知识和人道精神外，所有认识奈杰尔的人
还记得他是一个善良、谦虚和极为热情的同事和朋友，他喜欢
跳舞，并且经常在年底举行的员工哑剧中担任主角。他将在许
多层面上被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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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推动这项倡议并非易事。朝鲜……
经常被媒体大字标题称为‘人间地狱’，以及种种有关该国进行核
试验或具备核武器攻击危险的报道，”她说。

“音讯隔绝”这项倡导运动强调朝鲜的言论自由权。钟明丽
表示，“我们相信与外界联系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因此任何人
都不应被剥夺与其所爱之人及外界联系这一基本人权。”

联合国官方文件中新增的这些文字为国际特赦组织希望
达到的一些成果迈出实质性一步，包括促使国际社会有效应
对，并向国际社会施压，追究朝鲜当局侵犯人权的责任。

了解更多 
http://bit.ly/4NKcnect

人权倡导者的生活有着不少跌宕起伏，进展来之不易， 
挫折常有发生，朝鲜的情况尤其如此。国际社会要向朝鲜政府
施以影响，从而带来实质而在地的改变，这方面可以做的实在
有限。不过，正如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倡议统筹钟明丽在12月
发现，即使身为一名关注朝鲜人权的倡导者也依然会有欢欣
鼓舞的一天。

在她所撰写的一篇博文中，她写到得知联合国大会第三
委员会已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决议草
案的激动心情。在该决议草案内，她所开展的倡导运动中重点
描述的一些人权侵犯行为被纳入其中。

朝鲜平壤一名妇女用
手机通话

成效

迈向连接朝鲜的第一步

“我们相信与外界联系是每个
人的基本需求，因此任何人
都不应被剥夺与其所爱
之人及外界联系这一
基本人权。”
国际特赦组织
东亚区倡议统筹
钟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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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放弃自
身权力的方式， 
就是认为自己没有
任何力量。”
爱丽丝•沃克  
非裔美国作家和活动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