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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人权捍卫者莎奇莉亚•杰克逊 
(Shackelia Jackson)。我们今年的“为人权而
写”活动介绍了莎奇莉亚，请参阅第13页以了
解更多关于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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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界人士  
 获释 

 奥马•卡德  
 获得赔偿  国际特赦组织

全球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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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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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绑架后  
 获释 

 被判  
 无罪 

6月14日，反对派政界人士亚当
姆•阿兹姆（Adam Azim）在马尔代夫
首都马累被羁押近一周后获释。他在6
月8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批评了政府，
之后被捕并面临莫须有的指控。亚当
姆•阿兹姆是马尔代夫著名的民主倡议
者，还是马尔代夫反对派联盟的影子
部长。
http://bit.ly/2vO88wv

7月，加拿大政府就其在该国公民
奥马•卡德（Omar Khadr）遭受逾13年
虐待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对他道歉和
作出赔偿。美军2002年在阿富汗抓获了
他，当时他是一名15岁的童兵。他在阿
富汗和关塔那摩被美国关押时遭受了酷
刑、任意监禁和不公审判。根据2010年
的辩诉协议，他在2012年被移交加拿大
关押，然后因其就关塔那摩定罪的上诉
待决而在2015年获准保释。至今为止，
加拿大政府拒绝挺身维护他的权利，但
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从未放弃他，
数以千计的国际特赦组织会员为他采取
了行动。 
http://bit.ly/2f5fJvZ

21

 4

6月1日，东帝汶首都帝力的
一家法院宣判，针对记者莱蒙都
斯•奥吉（Raimundos Oki）和洛
伦科•文森特•马丁斯（Lourenco 
Vicente Martins）的刑事诽谤罪名不
成立。2016年1月22日，总理鲁伊•
马里亚•德•阿劳若（Rui Maria de 
Araújo）对他们提出了刑事指控。二人
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一个
政府信息技术项目招标过程中的违规
行为。 
http://bit.ly/2j6zNTi

在利比亚，大学教授塞勒姆•穆罕
默德•贝特玛博士（Salem Mohamed 
Beitelmal）在6月6日获释。4月20日，
他在前往工作的路上被绑架，此后一直
被当地民兵关押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西部郊区。他现在已回到家中与家人团
聚。贝特玛博士的一名近亲说：“我们
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行动。我们认为是动
员和行动保全了塞勒姆•贝特玛博士的
性命。” 
http://bit.ly/2xQmHwe

©
 R

ud
y 

C
hi

di
ac

/A
m

ne
st

y 
In

te
rn

at
io

na
l

©
 G

et
ty

 I
m

ag
es

©
 P

ri
va

te

16
7



2017年10-12月 3

 劳工活动人士  
 获得保释 

6月28日，华海峰、李招和苏恒在
中国江西省赣州市获准保释。他们在调
查华坚集团鞋厂的劳动条件时受到刑事
拘留，这些鞋厂的业务之一包括为伊万
卡•特朗普的品牌生产鞋子。这3人在
接下来的12个月仍将受到警方的密切监
察，我们会继续关注情况。 
http://bit.ly/2vOAuGe

 行动后  
  获释 

8

 牧师、传教士和  

 针对非政府组  
 织负责人的案  

后获得释放。此前，彼得•杰泽克被判处
无期徒刑，而另外两人则被判处12年徒
刑。3人在2015年12月被捕，他们当时正
援助一名学生的治疗。2013年12月在苏丹
首都喀土穆的一场学生暴力冲突中，这名
来自达尔富尔的学生被汽油弹击中。 
http://bit.ly/2wJjzen

乍得活动人士纳德乔•凯纳（Nadjo 
Kaina）和贝特朗•索洛（Bertrand 
Sollo）分别是乍得公民运动IYINA（“我
们受够了”）的发言人和报告员。4月
27日，他们在被判6个月的缓期徒刑后获
释。作为我们紧急行动的一部分，你们向
乍得安全部长发了大量电子邮件并拨打无
数电话，要求释放这两人。4月，他们因
准备一场抗议活动而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
被分别拘捕，其中一人被与外界隔绝地关
押了18天，另一人则被拘押了9天。
http://bit.ly/2vNACX0

65

“是你们的支持让
我的家人更加坚
定！谢谢你们！”
华海峰

 活动人士获释 
在苏丹，捷克记者及传教士彼得•

杰泽克（Petr Jezek）在2月获释，随
后回到捷克共和国。传教士及苏丹基
督教会秘书长哈桑•科迪（Hassan A. 
Kodi）和活动人士阿卜杜莫奈姆•阿卜
杜毛拉（Abdulmonem Abdumawla）在
5月11日获释。这3人在得到总统赦免

 件终结 
6月19日，针对俄罗斯人权捍卫

者瓦伦蒂娜•车仁瓦申科（Valentina 
Cherevatenko）的刑事案终结，但她并
未接到通知，而是在一个月后才意外得
知该决定。瓦伦蒂娜本来可能是第一名
根据“外国代理人”法律被起诉的人。
我们将继续关注她的案件，因为该案有
可能被重启。瓦伦蒂娜对你们所有采取
行动的人说：“谢谢你们！这是我们共
同的胜利！”
http://bit.ly/2xruc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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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酷刑 

Architecture) 合作，制作了两个拘留点
的三维模型，一个是萨莱克（Salak）
的军事基地，另一个则是弗托科尔镇
（Fotokol）由学校改建而成的军事基
地。我们能确认美军人员在萨莱克军事
基地活动。 

了解更多
http://bit.ly/2CamrTor

我们记录了101起人们被保安部队
指控支持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
案件，然而这些指控往往没有什么证据
佐证。受害者在至少20处主要由军方
和情报部门运营的设施遭受秘密关押和
酷刑。

通过使用受害者的陈述、素描和显
示酷刑伤痕的照片，我们记录到24种
实施酷刑的手法。我们与信息技术和法
医专家以及在评估数字证据方面受过培
训的全球学生网络合作，分析了视频、
卫星图像和受害者绘制的拘留点地图，
这样我们确定了拘留点和实施酷刑的位
置。我们与团体“法医建筑”(Forensic 

幕后札记

国际特赦组织中非团队使用不同形式的证据，证明喀
麦隆国内的非法拘留点广泛使用酷刑，此外，该国高
级指挥官和美国军事人员可能对这种做法知情。 
我们在喀麦隆完成了5次调查任务，采访了200人，出席了20次审判，并
审阅了法院文件。

©
 A

m
ne

st
y 

In
te

rn
at

io
na

l 

2,250万
难民目前在全球各地 

18岁
所有难民中逾半为18岁以下

84%
的难民被发展中国家收容

73%
全球各地的年青人欢迎难民到他们的
国家

170万
难民需要在2017年获得安置

280万
以上
的难民被土耳其（其中一个最大的收容
国）收容

关于难民的数字  

2017年9月16日，中非研究员
伊莱莉亚•阿莱格劳兹（Ilaria 
Allegrozzi）在喀麦隆雅温得的

报告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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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权日志与重要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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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 
在全球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和不明朗的情况下，再加上

人为和自然灾害，一个人很容易觉得不知所措和无能为
力。

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团结起来采取行动，表明我们
相信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是可能的，这远比以往来得重要。
在过去的15年，来自全球各地的普罗民众每年12月联合起
来。作为国际特赦组织全球写信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拿起
笔写信和明信片，签署请愿书，发送电子邮件并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

我们用人类数千年以来使用的赋权工具 (亦即文字) 来
声援人权捍卫者。历史告诉暴君和独裁者，文字是强大的;
它具有权威性并能持之以恒，这正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分
享的特质，以实现每个人的人权都受尊重的世界。我们需
要一起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世界，要求正义和变革，一直
坚持到我们实现这两个目标为止。

ediTOriAl 

10月

24日
世界发展宣传日

11月

2日
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

受惩罚现象国际日 

11月

10日
1995年尼日利亚处
决卡山伟华（Ken 

Saro-Wiwa）及另外8

名环保活动人士的周
年纪念

11月

16日
国际宽容日 

11月

25日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国际日

11月

29日
国际特赦组织的 
“为人权而写” 

全球写信运动展开

12月

1日
世界艾滋病日

12月

2日
废除奴隶国际日

12月

3日
国际残疾人日

12月

10日
人权日

12月

18日
国际移徙者日

12月

20日
国际人类团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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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尼加拉瓜

一条将一国一分

尼加拉瓜政府已签订秘密协议，在有可能是当今世上最大规模的工程
项目中兴建一条运河。该跨洋大运河将破坏环境，危害民众的生计。
至今为止，运河项目的构思与落实方式侵犯了受运河影响社区的人
权。不少人奋起还击，以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但这样做非常危
险，因为当局会起诉任何胆敢出声反对协议的人。

为二的运河 

2016年6月5日，尼
加拉瓜湖近里瓦斯

（Rivas）的沿岸地区，
远处可看见奥梅特佩
岛（Ometepe Island）
上的双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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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将一国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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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洋大运河的开发可能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运
河预计长275公里，会将尼加拉瓜一分为二，并跨越尼加拉瓜
湖这个中美洲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同时连接大西洋及太平洋。

由于法律框架模糊不清，导致当局在项目规划时并未征询
所有受影响社区的意见，此举违反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内
与国际标准，更有机会令数以百计的家庭被强行逐出家园。

2013年6月13日，尼加拉瓜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为运
河及一批与之相关的子项目的开发开绿灯，当中包括一个
机场、两个港口、一条输油管、一条铁轨以及两个自由贸易
区。该法亦同时为未来的开发项目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运河的规模庞大，因此将会对尼加拉瓜的民众及土
地带来巨大影响。当地公民社会组织估计，受运河以及相关
建设项目影响的人数接近12万。运河会令社区居民的家园、
生计、获取食物的机会、社交网络以及基本生存受到威胁。
在受影响地区生活的社区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政府没有
真正咨询民众的意见，也没有就开发计划适当地通知他们或
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少人表示，他们仅在外国人于
警察及军方人员陪同下到来测量他们的土地，才知悉有关项
目，而且在测量进行前也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亦投诉
当局没有就安置或赔偿方式提供任何信息。 

“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
人以土地为生，耕田种
地，饲养牲畜，我们也
只会种地。因此，我们
宁愿死在这里。如果去
了城里，我们要做什么
呢？”

在其中一个受影响社区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成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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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梅特佩岛上的农民
播种种植芝麻。

弗朗西丝卡•拉米
雷斯（Francisca 
Ramirez）是圣胡安河
省埃尔罗夫莱德（El 
Roble）农民领袖与人
权捍卫者，正聚集当
地农民解释尼加拉瓜
运河带来的影响。

很多人无法忍受这种待遇以及政府的宏大计划。近年
来，在全国各地至少出现了90起反运河开发的抗议活动。然
而，那些发声的人往往被针对。致力于突显运河所带来之负
面影响的人权活动人士谈到被当局骚扰和威胁。 

在受开发项目影响的社区中，其中一名成员对国际特赦
组织说，“我跟我的孩子告别，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
回家。”

有关尼加拉瓜跨洋大运河的数字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尼加拉瓜政府停止将商业利益置于国家
与人民的未来之上。唯一能够终止项目的进行，并消除这个项
目所带来之破坏与强制拆迁的办法，是废止支持开发项目的法
律，并将一切推倒重来。所有可能受影响者的权利必须受到保
护，也必须有权就自己的未来说话。 

了解更多
http://bit.ly/2gMPONe

约275.5公里
运河的长度

约24,100个 
家庭受影响 

105公里
尼加拉瓜湖被运河跨越的面积 

约119,200人 
受影响

400平方公里 
可能被淹没以建造所谓的“亚特兰大
湖” 

2,900平方公里 
的土地获准征用以进行运河相关的
工程

500亿美元 
开发运河的预计投资额

90起
或以上的抗议活动在受影响社区的组
织下举行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湖

建议的运河航线

5公里的运河航线缓冲带
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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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将向10位人权捍卫者和捍卫人权的团体发
送我们的声援信息。他们来自孟加拉、乍得、中国、埃及、
芬兰、洪都拉斯、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牙买加、马
达加斯加和土耳其，分布于世界各地，正在为不同的目标而
抗争，但他们都有一个理想，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更公平更
自由的世界，而且他们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务求将它变成现
实。他们对当局大声疾呼，捍卫住房权和环境，为失踪者开
展运动，支持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人
权利，另外还致力于其他问题。他们都因从事这项工作而面
临危险，大多数人每日受到骚扰，面对公开的敌意，遭到殴
打、拘押和监禁; 有时甚至被谋杀。

今年，你可以用多种不同方式声援人权捍卫者 —— 你可
以写信，发送请愿书、电子邮件、推文、脸书帖子、照片和
明信片。你的一言一语真的可以改写生命。请加入我们的行
列！ 

运动：为人权而写 

你的一言一语
承载力量

有时，一封信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为
人权而写”的缘起，国际特赦组织这一全球写
信活动已进入第15个年头。每年12月，国际
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地的支持者都会为那些基本
人权遭受侵犯的人写数以百万计的信。他们是
像你这样的人，在延续一个长期的传统，通过
参与世界上最大的人权活动之一，纠正这个世
界上一些最不公正之事。“为人权而写”即将
开始，请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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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维护人权  
而遭监禁

如今，10名在土耳其全心全意维护记者、活动人士与其
他异议声音之人权的人士正身处险境，当中包括国际特赦组
织土耳其分会主任艾德尔•伊瑟（Idil Eser）以及Avaaz和公
民大会的厄兹莱姆•达尔克兰（Özlem Dalkıran）。被称为“
伊斯坦布尔10人”的他们与国际特赦组织的泰纳•齐李克
（Taner Kiliç）被指涉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而受到调查，至于
当局这次荒谬之举实为扼杀他们的人权行动。 

土耳其人权捍卫者“伊斯坦布尔10人”



12 2017年10-12月

“在土耳其，作为一名人权捍卫者从来不是易事。多年来，处理各种来自各方
的压力已是活动人士的常态。但对国际特赦组织来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前所未有
的。一个国际特赦组织分会的主席和主任在同一国家同时被监禁，这还是首次。

6月6日，我们的主席泰纳•齐李克被捕。不到一个月后，我们的主任艾德尔•
伊瑟和另外9名来自不同非政府组织的人权捍卫者一同被拘押，当局此举震惊世
界。我在写这些话时，我的同事仍遭监禁。  

艾德尔一生致力于捍卫人权，但对我们来说，她不仅仅是我们的主任，更是
我和土耳其团队所有成员的挚友，也是我们所有人深爱的人。她是一个亲密和可
信任的朋友，具有优秀的人性素质，是我倾听心事的知己，也是我多次仰赖的人。  

所有对艾德尔的指控毫无根据，都是指她为国际特赦组织而做的合法工作，这
令我感到震惊。最具辛辣讽刺意味的是，她被拘押的事情实际上证明了为什么我们
的工作如此重要，而且我们多么需要人权捍卫者。

我们都非常想念艾德尔。一个心胸如此宽阔的女人面对侵害和毫无根据的指
控，这使我们非常难过，但也给了我们很大力量。我们争取人权的决心和我们如此
行动的信念只会变得越来越强。 

我们希望很快能和我们被拘押的朋友和同事再度并肩工作，实现一个人人都能
享有权利和自由的世界。在他们获得自由前，我们不会停止 行动。 

我想感谢所有曾经采取行动要求他们获释的人，以及所有宝贵支持，这对他们
和我们来说都意义重大。” 

献上无尽爱意和支持
鲁哈特•塞纳•阿克森纳（Ruhat Sena Akşener） 
运动和倡议主任  
国际特赦组织土耳其分会

一封来自土耳其的信 

他们被拘押使我们更
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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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让杀人 
警察逍遥法外
 牙买加人权捍卫者 
莎奇莉亚•杰克逊

莎奇莉亚•杰克逊（Shackelia 
Jackson）不会放弃。在她的兄弟纳奇亚
（Nakiea）被警察枪杀后，她在该国运作
缓慢的法院体系中奋力抗争，无畏地为被
杀的他争取正义。通过这样的行动，她聚
集了数十个有亲人以类似方式被杀害的家
庭。虽然警察多次突击搜查并骚扰她的社
区作为回应，但莎奇莉亚拒绝保持沉默。

因一段脸书视
频而面临无期
徒刑

他是一名网上活动人士，同时也是
7个孩子的父亲。2016年9  月，被称为
马哈丁（Mahadine）的塔加迪因•马
哈马特•巴布里（Tadjadine Mahamat 
Babouri）在脸书上发布了视频批评乍得
政府。他几天内就在街头被抓走，几个
星期以来一直遭到殴打和铁链锁着。面
临终身监禁的他在狱中染上结核病后病
情严重，需要紧急医疗照顾。他不应因
为勇于表达意见而失去自由。

乍得人权捍卫者马哈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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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维斯•拉扎菲马拉拉（Clovis 
Razafimalala）正竭尽所能，保护马达加斯加
逐渐消失的雨林。林中的珍贵资源红木树备受
威胁，买卖这种树木已然成为一门数以十亿元
计的非法生意，而腐化的走私者网络一心只想
进行买卖赚钱。克劳维斯努力保护这种稀有、
宝石红色的树木，但此举为他带来不必要的注
意。他已经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定罪，随时有可
能被监禁。

因保护濒危雨林 
而被定罪
马达加斯加人权捍卫者 
克劳维斯•拉扎菲马拉拉

为找寻失踪丈夫而
面临指控
埃及人权捍卫者哈南•巴德尔•艾尔丁

当哈南•巴德尔•艾尔丁（Hanan Badr el-Din）
的丈夫失踪时，她的人生从此改变。在坚持不懈寻找
丈夫的过程中，她遇到其他有亲人也被埃及安全部队
带走的人。现在，她是揭发埃及有无数人失踪之行动
的主要发声者。最近，她就丈夫的下落搜寻消息，结
果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有可能被处以5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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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权而写” 运动如何运作

乌兹别克斯坦记者重获自由
穆哈迈德•贝克扎诺夫（Muhammad 
Bekzhanov）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长
的记者之一，在监狱度过了17年后，于
2017年2月获释。全球有数十万人曾为
他的自由而写信。

你的一言一语已改变生命
秘鲁农民的指控被撤销 
2017年5月，当局撤销了对农民麦克西
玛•阿库纳（Máxima Acuña）的刑事
指控，她正挺身对抗全球最大的黄金采
矿公司之一。超过15万人向她发出声援
信息。 

美国告密者获释
在离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缩短了其35年刑
期后，告密者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在2017年5月获释。超过25
万人曾为她获释而写信。

加入我们
写一封信、签一封请愿书、发一条推文……
无论你为“为人权而写”做什么，你的一言一语皆具有力
量，让世界各地的人免遭人权侵犯。

超过200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参与各种
各样的写信活动

他们支持写数以百
万计的信、电邮、
推文及请愿书

声援那些遭受酷
刑、申请庇护被拒
以及因敢言而被关
押的人

向政府、领导人和
决策者施压

向其他人及他们
的家人展示爱与
支持

并协助带来改变 
—— 活动人士获
释、施行酷刑者被
定罪，并修改侵害
权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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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监狱时，收
到你们的信真的使我
欣慰。谢谢你们！”

“继续支持和帮助，不
仅是对我，好吗？”

“我希望我有时间和能
力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封信和卡都给
我带来一点喜悦。”

立即行动
前往 http://bit.ly/2xnmme8
所有活动将于11月29日展开

插图: © Rebecca Hen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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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伊拉克 

这是人做的事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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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做的事 
吗？”

超过60万平民在伊拉克摩苏尔西部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
在战斗中丧生。伊拉克部队在美国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自称
为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那里夺回了该市这部分的地区。上述各
方都违反了国际法，战斗对平民造成了严重伤害。身为母亲和
祖母的阿莉亚（Alia）是逃离摩苏尔西部冲突的人之一，现在
住在一个收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国际特赦组织伊拉克倡
议人员拉祖•萨利赫（Razaw Salihy）在那里与她交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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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伊拉
克摩苏尔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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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亚挥手赶走了一只苍蝇，并把手放在她健康的那条
腿上。她的左腿有一些细金属管直接从腿上伸出来，所有管
子连接在一起来将骨骼固定到位。在她和3个女儿与外孙逃离
摩苏尔西部几天前，她的左腿上清走了一大块弹片，她逃离
时手术伤口还包着绷带。

她告诉我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在3月底的一个早晨，当阿
莉亚和她一些已成为孤儿的外孙一起吃饭时，空袭开始了。 
“一切都在眨眼间发生。前门被击中，然后是灰土飞扬，到
处是灰尘。我尖声喊叫孩子们，但当我转身起来找他们时，
我的左腿在我身下晃动着。我往下看，只看到鲜血。”

阿莉亚被紧急送到医院，在那里得到急救人员的帮助，
但随后炸弹击中了医院，使她在走廊上被困5个多小时。空
袭一停止，她就被急忙带回家。“我在医院的院子里看到尸
体，战斗人员、平民、非常年轻的男子。回家的路上都是尸
体、尸体、尸体。”

阿莉亚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失去了很多。她
已被丈夫抛弃，在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于摩苏尔的两
年多统治下，她难以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孙儿。 

我看着她的手腕，看到一个男人名字的纹身。“这是我丈
夫的名字，我本来打算会用激光手术去除它，但你知道……他
们（伊斯兰国）来了，没有什么再是正常的。”她对这个想法
听起来如何报以微笑。“你知道我们曾有正常的生活。那时生
活困难，我们没有多少东西，但那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惨况。”

她盯着帐篷外延绵往外伸展的营地：“只有上帝知道我
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回到什么地方？”收容国内流离失所
者的哈马姆阿利勒营地位于摩苏尔以南约22公里，看起来绵
绵不尽，阿莉亚的帐篷是其最新建的部分。在超过80万仍流
离失所的平民中，该营地如今收容了数以万计来自摩苏尔及
其周边地方的人。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成员支持下，伊拉克军队开展军事行
动从伊斯兰国手下夺回摩苏尔西部，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
平民失去了大量甚至全部他们所熟知和拥有的，阿莉亚就是
其中之一。3月和5月，国际特赦组织伊拉克团队前往伊拉克
北部，与151名逃离摩苏尔西部的平民以及医生、医务工作者
和当地及国际人道组织工作人员谈过话。国际特赦组织7月发
表的报告《不惜一切代价：摩苏尔西部的平民灾难》披露，
在摩苏尔西部的战斗中，冲突各方都犯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其中一些构成战争罪。 

平民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权利遭
受操纵和侵犯的方式在现代战争中看来近乎前所未有。

从2016年10月开始，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有系统地将平民
迁移到摩苏尔西部的战斗地区，在他们的领土缩小时迫使平民
与他们一起撤退。结果，越来越多平民拥挤在其仍然控制的地
区内。之后，伊斯兰国将这些平民用作人盾，并通过使用诱杀
装置将他们困在家中，或将他们的门焊接封死，或故意杀死他
们来恐吓那些试图逃离的人等手段，阻止他们逃到安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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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平民逃
离伊拉克摩苏尔。 

2017年5月，在伊拉
克摩苏尔郊区收容流
离失所者的营地。 

过度拥挤，在凄惨的条件下生活。因此，最重要的是国际社
会急需增加对这些平民的人道援助资金，特别是美国领导的
盟军成员。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伊拉克当局和美国领导的盟军成员公开
承认摩苏尔西部的战斗中平民死亡惨重，并强调受害者获得补
偿的诉求。 

了解更多
http://bit.ly/2xr92pg

伊拉克和盟军部队没有就平民面对的可怕处境作出适当
调整，反而发动了一系列不区分目标且过度的袭击，对平民
造成了难以言传的伤害。伊拉克部队一直部署具有大范围影
响的爆炸性武器，例如简易火箭助推弹药（Improvised Rocket 
Assisted Munitions）。这些武器完全不适合在有大量平民的摩
苏尔西部地区使用。 

与该市数以千计丧生的人和至今仍被埋在废墟下的无数
尸体相比，阿莉亚和其他受伤及身上嵌有弹片的平民算是幸
运的一群。

像阿莉亚一样的男女儿童成为爆炸性和不精确武器的受
害者，对未来几乎没有希望。许多摩苏尔居民到达的营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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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难民 

加拿大欢迎难民的 
双赢解决方案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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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黛比•里克斯（Debbie Rix）看到3岁的叙利亚难民艾
伦•库尔迪（Alan Kurdi）毫无生命迹象地躺卧在土耳其一个
海滩上的悲惨影像时，就决定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我的商店，全国性报纸的头版上方有那张照片。人们不断
走进来，把报纸翻过来，说‘我不想看到那个。

“我不断把报纸翻回来并说：‘我们要看这个 —— 我们
不能视而不见’。”

第二天，黛比在脸书发出一项呼吁，使许多朋友和朋友
的朋友产生共鸣，他们都被艾伦的死和对难民困境的冷漠态
度所造成的人命代价所震撼。

一个月后，他们的担保小组人数达到50人。到2016年8
月，他们已经筹集了数千加元，并通过了繁杂的官僚程序，
迎来一个来自叙利亚南部的家庭：艾哈迈德（Ahmed）、他
的妻子拉赞（Razan）、他们的孩子7岁的阿亚（Aya）、5岁
的莱德（Raed），以及艾哈迈德的姐妹霍达（Hoda）、她 
17岁的儿子鲁艾（Louai）、13岁的儿子维尔（Wael）和奶奶
卡迪娅（Khadija）。 

随着加拿大各地涌现一波援助浪潮，越来越多人前来支
持难民。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底，超过1万4千名叙利亚
人在像黛比这样的社区团体担保下抵达该国。

“令人惊奇的是这实际上成了选举议题，”国际特赦组
织加拿大分会难民问题协调员格洛丽亚•纳兹菲格（Gloria 
Nazfiger）说。“难民问题在加拿大从来不是选举议题。” 

她解释说：“但加拿大人有如此强烈的诉求要应对危
机。我们现政府（由首相贾斯汀•特鲁多领导）当选的部分
原因是他向加拿大人民承诺对这一诉求做出回应。”

担保人必须筹集约2万7千加元（2万美元），以安排一
个四口之家来到该国，这数目与加拿大的社会援助费大致相

有什么可驱使人帮助完全陌生的人
在他们的社区定居？接下去会发生
什么？ 

4岁的沙姆•埃尔夫提（Sham Alftih）（中间穿
白色服装者）与加拿大彼得伯勒的埃德米森高
地（Edmison Heights）小学的学生一起。逃离
叙利亚后，沙姆及其家人得到当地人担保，于
2016年来到加拿大。他们在2017年6月到访了
学校，感谢孩子们筹款帮助沙姆的姨妈和家人
来与他们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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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们还承诺帮助该家庭在第一年融入加拿大的新生活。
这些社区团体采取行动和自己实现改变的决心前所未

有，但却是一个轻易可在其他地方复制的模式。
加拿大曾实行严格的移民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才引进担保制度，以回应美国越战后逃离东南亚的所谓“
船民”问题。从那时起，超过28万8千名所谓的“新来者”
或“新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受到数以十万计加拿
大人的援助。 

该制度为新来的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网络，可以让他们
依靠而得到支持，甚至是友谊。“通过私人担保前来的人很
容易适应新生活，”艾哈迈德说。“我们已经有了朋友。”

一些团体集中精力支持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难民。
在多伦多市政厅工作的凯瑟琳•勒布朗 - 米勒（Catherine 
LeBlanc-Miller）说：“例如，我们得知来自非洲的难民受媒
体报道较少，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得到担保。”

凯瑟琳的团体担保了3名20多岁的非洲男子，其中两
人来自苏丹，1人来自索马里。其中一人穆罕默德•法拉赫
（Mohamed Farah）最近通过他的担保人网络，在一家卫
生诊所找到工作。穆罕默德说：“我刚在这里待了两个月就

找到工作。我认为如果没有大家支持我，这会是无法实现的
事。”

他认为其他国家应仿效加拿大的担保制度：“这是一个
成功的计划，”他说。“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的文化中
有一句谚语，说人们进入敞开的心，而不是敞开的门。如果
你看到一道敞开的门，你不会进去，但如果那里的人有一颗
开放的心，你就会进去。我认为一颗伟大的心是鼓励人担保
别人的首要东西。“ 

担保人的支持不仅为有需要的家庭立即提供了慰藉，还
帮助建立强大和更有活力的社区，增加了加拿大的多样性。

但这个过程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在某些个案中，有些

2017年6月，黛比•
里克斯和7岁的阿亚
及其5岁的弟弟莱德
在这家人位于多伦多
的新房子外玩她最喜
爱的扑克牌游戏“钓
鱼”。 

“通过私人担保前来的人
很容易适应新生活。”

社区担保的叙利亚难民艾哈迈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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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不会说英文，甚至不能读写。况且，一个新的国家和新
的文化也可能构成艰巨挑战。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坎祖•阿卜戴拉（Kenzu 
Abdella）说。他本身来自埃塞俄比亚，现在是多伦多以东城
镇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担保人。“但同时这又不是
一件难事。如果你的心和那些正遭受苦难的人在一起，根据
我的经验，就总会奏效。与我谈话的每个人，这里的加拿大
人，都感到非常幸运能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能看到未来，以
及这能为国家做到什么。”

坎祖最近决定与一个受担保的叙利亚家庭兰达（Randa）
和穆罕默德•埃尔夫提（Mohammed Alftih）合作经商：“这
是双赢，”他说。“你带我过来帮助我，我在这里成为一个
好公民，为社会做出贡献。即使在这个企业中，我受益，这
家人也受益。” 

回到多伦多，在艾哈迈德和他的家人抵达近一年后，定居
在一个安静的郊区，有整齐的前花园，家里的车停在车道上。 

成人在学习英语，孩子们在学校，而艾哈迈德和鲁艾在

丽思卡尔顿酒店修读一个有关接待的培训课程。对艾哈迈德
来说，这是一条回到战争改变一切前他所知道的生活之路。
他曾经营一间拥有300个座位的餐厅，那里游客众多，直到
轰炸迫使他逃离。

“我未来的目标是开设自己的叙利亚餐厅，”他说。“
多伦多已经有很多叙利亚和阿拉伯餐馆，但我的会是最好
的。”

在加拿大的担保至少持续12个月，但往往超出该期限。
黛比说：“我知道他们看着我想：‘等等，一年后我们不会
再看见你了？’”

“我必须让他们放心，不，不是那样的。这是一个非常
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是他们家庭的一部分，这不会结束。幸
运的是，我们还有足够的钱来额外支持他们6个月，所以到年
底时我们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不会终结关系。我期待被邀请出
席阿亚的婚礼 —— 我最好被请到！对于我和群体中其他几个
人来说，这是终生的关系。我们的生活都因此更加丰富。”

2017年6月，在加拿
大的多伦多，来自索
马里的穆罕默德•法
拉赫和来自苏丹的
亚哈•亚当（Yayha 
Adam）与他们的担保
人之一凯瑟琳•勒布
朗•米勒在一起

了解更多
黛比和其他人在《担保101课程》上提供更多见解
https://youtu.be/_lhliacKF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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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此一生，刘晓波都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要向当权
者说出真相，亦完全了解自己可能要为此付出的代价。 

1989年是刘晓波政治活动的转折点。当时他从美国返
回北京，在民主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却因此而入狱两年。
正如他后来所说：“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
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
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在1996至
1999年期间，他再度失去自由，这次是在劳教所。此后，他
一直在北京家中被公安监视。

然而，他一直没有被当局吓倒，继续执笔撰写文章严厉
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人权纪录，文笔尖刻，且充满批判
性。由于担心当局不让他回国，因此谢绝了所有出国的机
会。

2008年底，刘晓波应朋友的邀请，参与起草现名为《零
八宪章》的宣言，呼吁中国推行政治改革。《宪章》的首批
签署者包括著名学者与退休官员，但这触动了中国政府的神
经。当年夏天，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当时中国政府承诺
改善人权。当局决定重罚刘晓波，以儆效尤，认为此举不会
招致国际社会太多批评。

刘晓波于2008年12月最后一次被羁押，在庭审前被关了
一年，并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判刑是
当时法院就该罪名判处的最重刑罚。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当局不但没有
把握机会纠正自己造成的严重不公，反而全力对他的案件实
施信息封锁。

怀念 
刘晓波
7月，下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兼人权倡议
者、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在关押期间去世，他也
是中国政府的眼中刺。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本身是一名诗人及活动人士，受到当
局软禁。中国政府也禁止刘晓波的律师采取任何行动，以让
他获释，并拒绝所有外交官与国际观察员提出到监狱探访他
的要求；更在受严厉审查的互联网上删去一切与他有关的信
息。

然而，直至他因罹患晚期肝癌被转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政府才展现真正的残酷本色与报复心。通过不准他前往
海外接受治疗，当局实际上加促他步向死亡。两名外国专家
曾于7月初获准短暂探访他并为他诊断，认为他可以而且应
该被容许出国，但当局无视二人的意见。 

在他去世后，当局继续表演残酷的把戏。刘晓波的哥哥被
推到世界媒体前，对政府为家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刘晓波曾经写道：“在这颗平常心的审视下，监狱的铁
门成为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虽然刘晓波永远不会再享有
那样的自由，却鼓舞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争取人权，
这样他们和其他人就能行使一项基本自由：畅所欲言的自由
和对掌权者问责的权利。

正是这些活动人士将继续抗争，并继承刘晓波的愿望，
也就是“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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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回想自己被捕的那一刻，你能告
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当时我正要去农场，一辆货车开过来停
下，里面有3名警察。他们拘捕了我，
说我杀了人。我只是在走路，带着我的
砍刀去农地上工作，那时我是一个农
夫。我被他们带到伏尔塔（Volta）地区
的何欧（Ho）警察局，在那里的监狱
里花了5年时间等待审判。之后，我在
恩萨瓦姆（Nsawam）监狱当了13年死
囚。因为一件我一无所知的事，一项不
是我犯下的罪行，我在监狱总共被关了
18年。

审判期间发生了什么？
在审判期间，我没有律师，他们在没有
律师的情况下就审理我的案子。他们只
是说我犯了罪。那时候我什么也做不
了。当我被判死刑时无法上诉，因为我
没有钱支付律师的费用。

运动：死刑 

从死囚到自由人：一个关于
希望和坚韧的故事

2000年，加纳的塞法斯•科姆拉•德萨（Cephas Komla Dzah）因1995年
在该国首都阿克拉谋杀一名尼日利亚公民而被定罪，并被判处绞刑。2015
年，当时77岁的塞法斯被时任总统赦免。他被捕以来一直坚称自己无辜。
国际特赦组织死刑工作团队的萨布里纳•图奇（Sabrina Tucci）在阿克拉
与塞法斯谈到他身为死囚的经历。

第一个星期天，我去教堂感恩。我的家
人在等我，那里的人知道我的到来，他
们准备好了。我感到受欢迎，我在教堂
里跳舞。你看，当我回来的时候，大多
数我所认识的老人家已经不在了，所以
我担起了村里长者的责任，人们非常尊
重我，征询我的建议。我很难来这里见
你，因为社区里的人担心会有事情发生
在我身上（放声大笑），他们会再次失
去我。

你如何看待死刑？
哦，死刑不好，应该被废除。你看，作
为一个人，如果你犯了罪，上帝会宽恕
你。如果上帝能宽恕人，为什么人们不
能相互宽恕对方？为什么？我知道上帝
与我同在，永远同在。政府应当废除死
刑，并以其他形式的惩罚代替……请继
续争取使我的人民获释。愿主保佑你。

当你被判处死刑时，脑里在想什么？
我感到迷惘，但我知道上帝是仁慈的，
他会放我走。我知道自己没有犯罪。

你如何在狱中过日子？
我曾经给人们提供生活建议，因为监狱
不是一个好地方，那不是一个为人打造
的地方。在那里，我曾经写过关于生活
的事，自己对生活的想法，关于我所经
历的事情，我写了这一切。这些文章现
在放在我家里。在监狱里，我也学会制
作海绵和笔盒……监狱不是人呆的地
方，从来不是，如果你去那里很可能就
出不来了，很可能你会死。

你重获自由的第一周感觉如何？自那以
后你怎么让自己适应？
哦，我很高兴。在家里太好了。有很长
一段时间，我亲近的人害怕我会死在狱
中，所以那天充满欢乐。在我获释后的

2016年12月7日，民
众在加纳首都阿克拉
的投票站等候选举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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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的死刑
截至今年6月，加纳共有148名死刑
犯，全部人均因谋杀罪被判死刑。虽
然上一次处决发生在1993年，但法
院仍继续判处人们死刑，让他们成为
死囚遭受折磨。国际特赦组织对加纳
死囚所处的恶劣监狱条件，以及定
罪审判的公正性表示严重关切。在其
2017年名为《遭到监禁和遗忘》的
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加纳当局
对所有死囚的死刑减刑，并针对所有
罪行废除死刑。

了解更多 
点击阅读报告 http://bit.ly/2f6kbut
有关国际特赦组织反死刑运动的信息
请点击 http://bit.ly/2pctde 

国际特赦组织40年来一直致力于废除死刑
塞法斯的经历是一个关于坚韧和希望的故事。听到他的经历，包括他所讲的缺乏

公正审判权，处于遭处决的边缘，以及他目前在自己的社区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种
都是一个深刻的情感体验。这加强了我的信念，亦即死刑是不对的，应被废除。

今年是国际特赦组织开展反死刑运动40周年。40年来，针对所有罪行废除死
刑的国家已从1977年的16个增加到今天的105个，包括19个非洲国家。我相信死
刑最终将仅存于历史书中，这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如此，世界各地每天仍然有人被处决和判处死刑。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记
录，2016年至少发生1,032起处决，3,117人被判处死刑，但还有更多的案件未被
报告。

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死刑比监禁刑更能阻吓犯罪。同时，死刑是不可逆转
的，让罪犯没有任何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如果司法系统出错，就无可挽回。只要
司法系统依然有可能出错，无辜者被处决的风险就不可能消除。

死刑往往具歧视性，被过度适用于贫困者和少数群体。被处决的人也往往不是
那些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而是穷得无力聘请有经验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的人。他
们还往往面对特别严厉的检察官或法官。

末了，死刑侵犯了每个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是最为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的处罚。
 
由国际特赦组织死刑工作团队的萨布里纳•图奇执笔撰写

2017年7月，前死囚塞
法斯•科姆拉•德萨在
加纳的阿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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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人物专访

5月，台湾的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让台湾成为亚洲先
驱，承认同性婚姻。国际特赦组织来自40多个国家的支持者通过发送声援
信息加入“台湾，你会说好吗？”的运动。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的志愿
者赵容分享了她对该则新闻的想法。

说服他人做出改变  
什么使你想争取婚姻平权？
我有很多属于LGBTI社区的朋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被合法
承认为一对夫妇，并对他们的关系有信心，这对我来说是非
常痛苦的事。台湾媒体也经常报道LGBTI青年被欺负并自杀
的事件。我认为没有人应因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爱谁而受到
歧视，所以我加入了运动，希望能够推动改变。 

你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时感觉如何？ 
这令人非常鼓舞。台湾是一个国际承认度不高的小地方。我
们没有期望在全世界受到关注，所以我的同事和我对自己收
到数以千计的信息感到惊讶和感动。我们得知自己并不孤立
无援，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运动，这使我们
获得了力量。

你认为台湾的下一步是什么？
如果看到人们对LGBTI群体的态度更为友善，我们会很高兴。
如同亚洲其他地区，台湾的老一辈对LGBTI社区的接受度往往
较低。我们希望立法机关能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尽快让同性
婚姻合法。 

你想对亚洲其他LGBTI活动人士说什么？
在台湾发生的事真是太神奇了，我高兴极了，因为我的朋友
终于可以庆祝他们的关系，并合法结婚了。在亚洲，LGBTI社
区普遍蒙受社会的污名。要说服别人改变想法需要时间，但
我相信只要你一直大声疾呼，改变最终会到来，而且永远不
要忘记你拥有世界各地盟友的支持。

了解更多 
http://bit.ly/2yTw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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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9日，在台湾首
都台北，旗手在年度骄傲游

行中持同性恋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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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艺术家里奇•李•高登（Ricky Lee 
Gordon）（右）与人权捍卫者萨克里斯•库皮
拉(Sakris Kupila)（左）在挪威斯塔万格市的努
阿特节（Nuart）。里奇•李•高登画了这幅巨
大的壁画，以表扬我们今年“为人权而写”运
动中介绍的跨性别活动人士萨克里斯。萨克里
斯一直勇敢地争取改变其祖国芬兰的法律，希
望被合法地承认为一名男子。芬兰目前的性别
确认程序要求他接受强制绝育，此举侵犯了跨
性别人士的权利。 

了解更多 
http://bit.ly/2xmjb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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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就像X光， 
使用得当能穿透一切。
你一读就被穿透了。”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

（1894–196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