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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欢迎辞
各位代表：

展信佳！
欢迎来到 2022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场。
为实现永久和平，各国人民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从《论永久和平》到《联合国宪章》，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1945 年签
订的《联合国宪章》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并以维护和平
及安全为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之一。然而，纵观当代国际局势，局部冲突时有发生，民族和
解遥遥无期，硝烟四起、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观之令人垂泪。

武装冲突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武装冲突地区儿童的遭遇尤为令人唏嘘。联
合国发布的报告《童年遭受剥夺和需要修复的未来：武装冲突中女孩和男孩的脆弱性因新冠
大流行而加剧》显示，至少有 19300 名儿童因战争影响成为了严重侵权行为的受害者。每
年都有数千名儿童被绑架作为人质或被招募成为童子军；针对幼童的强奸、致残乃至杀害行
为依旧频发；冲突中校舍和医院常常受到炸弹袭击，儿童难以得到恰当的医疗服务和教育；
冲突地区儿童的饮用水和食品安全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相关医疗机
构志愿者和专家难以与当地儿童直接接触，在日益紧张的疫情与冲突局势作用的交织下，大
量社会问题不断凸显，也给冲突地区的儿童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此外，儿童是舆论场上的
弱势群体，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急需的帮助难以直接表达，这加大了相关问题解决的难度。综
上，对于冲突地区儿童的外部保护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立于 1946 年，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隶属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其最初目标在于满足二战之后欧洲和中国儿童的紧急需求。在迄今长达 76 年的运
作实践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儿童教育、克服贫困、促进性别平等、疫苗接种、传染病防
治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可以预见，儿童基金会未来将在冲突地区继续发挥其作用。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命运与共，奋楫前行”。我们希望与会代表在参会中通过对于冲突
地区儿童权利保护的讨论，深刻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学习、理解和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儿童承载着人类对未来的理想和希望，
冲突地区儿童的健康成长将影响该地区冲突问题的未来走向，乃至影响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
发展。值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 76 周年之际，望各位代表携手努力，为冲突地区儿童创
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顺颂时祺。
2022 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场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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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员会介绍及席位设置

（一）基本情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是联合国主管儿童问题的

专门机构，于 1946 年 12 月 11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成立，总部设于美国纽约，在全世界 19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使命是：倡导保护儿童权利、满足儿童的基
本需求，并为他们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调动政府的积极性、提供物资支持来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实现“儿童优先”的目标，并帮助它们提升制定相应政策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以满足儿
童及其家庭的需求。基金会的工作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致力于将“促进和维护儿
童权利”确立为持久的道德准则和国际标准。基金会承诺为最弱势的儿童提供特别保护。基
金会通过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协作，利用其在快速响应方面的资源，为合作伙
伴提供支持，以减轻突发事件对儿童及其家庭造成的影响。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密切合作，通过统筹项目和资金安排，实现
优势互补，推动减贫、气候变化、青少年和孕产妇健康以及性别平等方面工作的进展。1

（二）基金会组织架构
执行局是儿童基金会的理事机构，其根据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总体政策指

导，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来自政府的支持和监督。执行局成员共 36 名，由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选举产生，每个成员任期三年，每年改选部分成员。36 个成员代表联合国会
员国的五个区域集团，其工作由主席团协调。主席团由主席和四名副主席组成，每位主席团
成员分别代表五个区域集团中的一个。执行局的主要工作是审查儿童基金会的活动并审批其
政策、预算和国家方案 (Country Programme Document)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机构是秘书处，秘书处在执行主任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执行
主任任期 5 年。基金会总部有多个下属的司和办公室。基金会在全球还有多个区域办事处。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伙伴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s://www.unicef.org/partnerships/public，登录时间：
2021 年 7 月 5 日。
2　 国家方案的内容包括某一国家儿童的基本情况、基金会在该国开展工作的现有成果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基金会在该国的
工作规划。基金会为几乎所有其开展工作的国家制定国家方案，其中包括阿富汗、黎巴嫩、伊拉克等长期饱受武装冲突破
坏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方案都会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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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方案司，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供应司，财务和行政
管理司，信息和通信技术司，传播司，公共伙伴关系司，私
营部门筹资和伙伴关系司，人力资源司

办公室 执行主任办公室，创新办公室，全球洞察和政策办公室，紧
急方案办公室，道德操守办公室，保护办公室，评价办公室，
内部审计和调查办公室

区 域 办 事
处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办事处，欧洲和中亚区域办事处，东亚和
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东非和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中东和北
非区域办事处，南亚区域办事处，西部和中部非洲区域办事
处

研究中心 因诺琴蒂研究中心
表 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下属的司、办公室和区域办事处 3

主席团在此介绍联合国儿基会部分和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4 代
表若希望了解其他职能部门的情况可以选择自行查找资料。

• 紧急方案办公室：该办公室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各个成员国的办事处准备和应对人
道主义危机提供战略支持，并与区域办事处合作，确保它们有适当的能力有效落实“人道主
义行动造福儿童的核心承诺”；该办公室负责与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及其他联合国安保管理
实体密切协商，协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安保活动，监测和评估全球威胁和风险，向儿
基会提供安全风险管理指导；该办公室还负责协调人道主义群组的合作，建立机构间人道主
义伙伴关系，制定人道主义政策，并提供业务支持和能力建设，以便及时以可预测的方式应
对地区冲突。

• 方案司：方案司为全球儿童权利保护提供方案指导，以便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战略
计划》的总体框架内造福冲突地区的儿童。该司协助各国履行国际人权条约和文书规定的涉
及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承诺和义务，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和全球伙伴合作制定基金会的行动方
案和愿景。该司还负责向各国提供儿童权利保护方案指导，支持利用数据、伙伴关系和创新
办法，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推广。

• 数据、分析、规划和监测司：指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分析、战略规划、监测和
报告活动，基金会可以根据冲突地区儿童状况相关的数据，采用基于儿童权利和成果导向型
的管理办法来更好的开展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

• 供应司：为冲突地区儿童的健康、营养、教育、水和个人卫生等方面提供物资，努力
为每个冲突地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平等获得基本用品和服务的机会。

• 保护办公室：此办公室于 2022 年作为单独的办公室成立，其职能为持续开展冲突地
区儿童保护和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相关工作。

3　 整理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2-2025 年年度预算（https://www.unicef.org/executiveboard/media/6696/file/2021-
ABL6-Integrated_budget-2022-2025-CH-ODS.pdf）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网。
4　 整理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2-2025 年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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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席位设置
考虑到本议题与众多在冲突地区开展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相关，本次会议还

将设置少量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席位。本次会议中，除无权针对主动议进行表决外，
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席位的代表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均与国家代表相同。各国和国际组织
代表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一平台携手推进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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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装冲突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一）重要概念介绍

1���冲突地区
目前，学界并没有对“冲突地区”一词的明确定义。在本委员会，冲突地区指的是正在

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武装冲突指的是两个及以上的政府或非政府武装团体针对彼此使用敌
对性的武装力量，以消灭敌对武装团体，扩大或者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冲突地区包括经正
式宣战的战争地区或未经正式宣战、尚未构成国际法意义上战争状态的武装敌对地区。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冲突地区有：阿富汗（阿富汗战争）、克什米尔（印巴领土争端）、
叙利亚（叙利亚内战）等。非洲、西亚、拉丁美洲是当今世界武装冲突较为多发的地区。

2���儿童权利
儿童权利，又称儿童人权。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的早期。那

时儿童常常和成人一起工作却几乎没有办法获得薪水。随着人权保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的不
断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儿童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同时，其生存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他人。因此，儿童除了应享有与成年人同等的基本权利外，同时还应享有为保障其生存成
长所需要的特定权利。本会场所讨论的儿童权利，既包括所有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如生命
权、健康权、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等），也包括专门由儿童所享有的权利（如和父母联系的
权利、被收养的权利等）。

关于儿童权利的分类，国际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方式。目前权威性较强、得到普遍应
用的分类方式是将儿童权利划分为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这种分类方式基于
两份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的国际文件——《儿童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此分类方
式在多国涉及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均有所体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 生存权：指所有儿童都有存活的权利。各方应最大限度的保障儿童的存活。具体内容
包括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可行的最高标准的医疗保健服务；儿童有权享有食物、饮用水等最
基本的生活保障。

• 发展权：指儿童拥有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各方应当尽最大努力为儿童
提供物质保障，以确保儿童的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得到充分的发展。具体而言，发展权
的具体内容包括：接受教育的权利；娱乐、休闲和游戏的权利；通过大众传媒获得有利于其
身心健康发展的信息的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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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保护权：指儿童有权接受适当的照料与保护。儿童不应被歧视、剥削、酷刑、虐待、
遗弃或疏忽照料。受保护权是儿童相较于成年人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受保护权的具体内容包
括：确保儿童避免因宗教、种族、性别等原因遭受歧视和虐待；保护儿童和家庭团聚，禁止
强迫儿童和家庭分离；禁止拐卖儿童；保护儿童隐私权等方面的内容。

• 参与权：指儿童有权独立自主地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儿童不应被简单地视为
仅仅需要被他人照顾的弱小者。儿童需要且应当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其他成年人尊重。儿童的
意见应当被其他成年人倾听。儿童参与权的具体内容包括：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
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等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参与权并非是冲突地区儿童最迫切需要得到保护
的权利，儿童参与权也并非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冲突地区开展儿童权利保护的重点工作领
域。因此，本份背景文件中将不对儿童参与权的保护进行详细阐述。代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
以自行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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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装冲突对儿童生存权造成的影响
毫无疑问，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儿童只有在冲突地区中得以生存，才有可能享有其

它儿童应当享有的权利。然而，儿童一旦深陷武装冲突，其生存权往往难以得到保障。本节
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武装冲突对儿童生存权造成的影响：

1���在武装冲突中因袭击致死或者致残
对于绝大多数冲突地区的普通人来说，武装袭击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伤害平民作为

一项普遍的交战规则在冲突地区难以被武装团体切实遵守。相较于成人，儿童更缺乏保护自
己的能力，大量儿童在战争中不幸身亡或因武装冲突而致残。儿童在武装冲突中致死或致残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误入交战区域、武装团体屠杀战俘、武装分子发动针对医院和学校
的袭击、触发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作为雇佣兵在冲突中死亡或致残等。非政府武装团体
常常是冲突地区儿童因袭击致死或致残的责任方。

据报告，2020 年全球有 2674 名儿童因空袭、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对平民密集地区的不加
选择的袭击而丧生，有 5748 名儿童在冲突中致残。5 儿童在武装冲突中因袭击致死或致残事
件有近四分之一发生在阿富汗。该国有 2619 名儿童被杀害（760 人）和致残（1859 人）。6

2���缺少食物和饮用水
1）缺少食物

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冲突地区死于武装袭击，但更多冲突地区的儿童死于武装冲突
造成的营养不良。许多儿童由于食物摄取量严重减少引发急性营养不良而死，另一些儿童则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无法抵抗常见的传染病。武装冲突往往导致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被迫中止。
大量农业劳动力自愿或被迫加入武装团体，农民无法获得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种子和肥料，
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农田、农业器械和储备粮食被武装团体占有或故意毁坏……这些都
导致食物在冲突地区的供应被迫中断。正在身体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无法得到满足其生存和成
长所必需的营养来源（如日常饮食中缺乏水果和蔬菜使得冲突地区儿童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
入量过低）。许多冲突地区的儿童长期饱受饥饿带来的困扰。五岁以下且严重营养不良的儿
童最为脆弱。

2）缺少饮用水
缺乏饮用水也是导致武装冲突地区儿童生存权遭受威胁的重要原因。武装冲突中，武装

团体为了破坏地方控制区域的稳定，常常破坏当地用水系统（如袭击水坝和净水厂、破坏供
水管道、污染地下水源使其无法被饮用、切断维持用水系统运转的电力等）。这些对用水系
统的破坏会直接影响到儿童。当清洁用水被切断，儿童就不得不依赖不安全的水源，这使得
儿童患上伤寒、痢疾等烈性疾病的风险大幅度提升。生活在冲突中的 15 岁以下儿童因缺乏

5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A/75/873，2021 年 5 月 6 日，第 2 页。
6　 同上，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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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水和环境卫生设施所引起的相关疾病而死亡的可能性是因直接暴力致死的近三倍；对
于年龄更小的儿童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因直接暴力致死的逾 20 倍。7

3���缺乏医疗服务
在绝大多数武装冲突地区，儿童往往难以得到医疗保障。在武装冲突地区，医院等提供

医疗服务的保健设施及其工作人员在冲突地区常常遭遇袭击。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20 年
全球共有 300 多起在冲突地区针对医院和医院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其中阿富汗（90 起）、
刚果民主共和国（44 起）和叙利亚（29 起）是 2020 年全球发生针对医院和医务人员袭击
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三国袭击数量之和超过袭击事件总数的一半。8 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情
况下，武装团体可能迫使统治区域内的医院转为军事用途。医院把主要的医疗资源投入到医
治军人中去。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儿童的医疗需求被忽略。此外，频繁的袭击导致大量
有经验的医生与护理人员逃离冲突地区。在冲突地区具有儿科相关从医资质的医生的数量本
就十分稀少，大量医护人员的流失使得儿童在冲突地区难以得到妥善的医疗服务。

以疫苗接种为例，大约四成未接种疫苗或接种疫苗不足的儿童生活在部分或全部受到冲
突影响的国家。9 关键卫生保健服务的中断（有时甚至是对卫生保健服务的蓄意破坏）致使
冲突地区的儿童常错过基本的免疫接种。这些儿童常生活在难民营、贫民窟等人员密度高的
区域中，传染病在这些区域传播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因此，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儿童
往往最容易受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暴发的威胁，这些疾病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

（三）冲突地区对儿童受保护权造成的影响

1���大量冲突地区儿童流离失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照料
武装冲突历来会造成民众的迁徙。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估计全球流离失所者中有

40% 是儿童 10。相较于成为难民的儿童，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儿童的处境往往更加危险，因
为他们可能无法得到任何帮助。以中非共和国为例。据估计，由于持续的暴力和不安全，该
国目前有 738000 人流离失所，其中一半是儿童。11 迁徙的过程中，幼小的儿童很有可能和
家人走失。父母或者其他照顾儿童的家人是儿童情感和身体安全的重要源泉。12 因此，儿童
和家庭的分离对儿童的身体安全和心理状况来说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冲突地区的儿童一
旦走失，就容易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难以和家人团聚，遭遇强制征募、酷刑、强奸、拐卖
的风险增加。由于儿童常常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再加上冲突地区的局势复杂多变，儿童救

7　 “Fast facts: WASH in conflict”,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stories/fast-facts-water-sanitation-hygiene-
conflict, log-in time: 2021-07-03. 
8　 整理自联合国报告《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A/75/873，2021 年 5 月 6 日。
9　 “Immunization and conflict”,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immunization/immunization-and-conflict, log-in time: 
2021-07-03.
10　《 数 据 一 览 》， 联 合 国 难 民 署， https://www.unhcr.org/cn/%e6%95%b0%e6%8d%ae%e4%b8%80%e8
%a7%88，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11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Nearly 370,000 children now internally displaced amidst ongoing violence – highest 
number since 2014”,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central-african-republic-nearly-370000-children-
now-internally-displaced-amidst, log-in time: 2021-07-03.
12　 《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联合国，A/51/306，1996 年 8 月 26 日，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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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机构很难了解这些儿童的具体情况并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即便儿童和家人待在一
起，家庭中的成年人也大多在武装冲突中疲于奔命，疏忽对子女的保护和照料。

2���针对儿童的犯罪高发
在冲突地区，由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针对儿童的犯罪呈现高发态势。2020 年，经联

合国核实的绑架和性暴力侵害儿童案件分别增加了 90% 和 70%。132021 年第一季度，经核
实的绑架和性暴力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了 50% 和 10% 以上。14 绑架儿童的行为往
往和其他针对儿童的犯罪密切联系。一些武装人员或者犯罪组织会绑架儿童以谋取利益。在
武装冲突地区，绑架儿童的目的主要有：招募儿童兵、索要赎金、进行性暴力犯罪、人口贩
卖等。

针对男童的最主要犯罪是强征儿童兵。使用儿童雇佣兵是 2020 年最为严重的儿童人权
侵害行为，共有 8521 名儿童被招募加入武装团体，其中 85% 是男童。15 他们中的大多数加
入了非政府武装组织，如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等。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或致残。武装团体青睐儿童兵的原因在于他们心智尚未成
熟，更容易服从命令，因此相较于成年人更加容易被控制。很多武装组织通过袭击学校的方
式来绑架儿童（以男童为主）并迫使其成为儿童兵。在成为士兵后，儿童除了手持武器在前
线作战之外，还执行扫雷、自杀性任务，充当搬运工、间谍、传令员和哨兵。16 此外，需要
指出的是，除被强迫成为儿童兵之外，一些儿童由于生活所迫（饥饿、贫困、自我保护等）
会选择报名登记兵役以获取必要的物资和安全保护，甚至社会地位。

性暴力犯罪（如强奸、强迫卖淫、强迫婚姻等）则是冲突地区针对女童的最主要犯罪。
由于污名化、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实际发生的性暴力犯罪数量可能是统计数字的数倍。一
些犯罪组织会将冲突地区的女童贩卖至其他国家进行卖淫活动。一些女童被迫向他人提供性
服务以换取食物、水、居所或保护。一些武装组织甚至会将女童掳走以充当随军的性奴隶。
毫无疑问，遭受性暴力犯罪会对女童的身心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有害且不安全的性行为
会导致女童感染性病或者艾滋病毒；一旦女童被迫怀孕，冲突地区的医疗条件难以确保其足
月妊娠，在生产过程中女童会面临比成年女性更大的生命危险；在遭遇性犯罪后，女童往往
承受着极端的羞辱和痛苦，常担心被那些侵犯他们的人报复或是被亲友厌恶，甚至因所承受
的羞辱而自杀。

3���儿童被拘留
在武装冲突中，儿童常被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团体所拘留，尤其是那些与武装团体有明确

关联的儿童。2020 年，全球共有 3243 名儿童因实际或据称与武装团体 ( 包括被联合国指认
的恐怖团体 ) 有关联或以国家安全为由而被拘留。17 需要强调的是，在部分地区（如尼日利亚），

13　 《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A/75/873，第 2 页。
14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 冲 突 中 严 重 侵 犯 儿 童 权 利 行 为 有 增 无 减 》， 联 合 国，https://news.un.org/zh/
story/2021/12/1096862，2021 年 12 月 30 日，登录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15　 《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第 2 页。
16　 吴芳：《论武装冲突中对儿童的保护》，硕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4 年 4 月，第 2 页。
17　 《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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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调查人员无法进入拘留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因此实际被拘留的儿童可能会更多。大部
分儿童在拘留的过程中被迫和家人分离，缺乏必要的食物、水和医疗服务。绝大多数儿童在
拘留的过程中未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一些儿童在拘留中遭遇身体虐待。一些拘留者常试图
招募或迫使儿童充当己方在敌方部队中的线人，甚至强迫儿童成为战斗人员参与武装冲突。

（四）武装冲突对儿童发展权造成的影响

1���教育权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生活在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的 15 到 24 岁年

轻人中，近三成（约 5900 万人）不识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18

在冲突地区，教育系统往往十分脆弱：在基础设施（校舍）方面，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2020 年全球各冲突地区针对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比去年有所增加。2020 年，全球
共有 500 多起冲突地区学校及其工作人员遭遇袭击事件。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有 101
起学校及其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数量位居全球第一；阿富汗、叙利亚、布基纳法索等
国针对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袭击数量也位居全球前列。192020 年，全球共有 270 多起干涉
学校正常活动的事件，如不允许师生通过检查站前往学校、在学校发射催泪瓦斯等，其中近
三分之一（89 起）是以色列安全部队所为。20 一些武装团体还选择将学校用作军事用途。由
于学校儿童聚集，武装团体往往会将学校变为儿童兵招募点。如果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兵源，
武装团体甚至会直接绑架学生。在师资方面，冲突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农村）的教师因
其突出的社会地位往往成为绑架和杀害的目标。卢旺达危机期间，三分之二的教师不是出逃
就是被杀害 21；在资金方面，处在武装冲突中的国家往往会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提升自身军力
中，对于教育的投资会显著下滑。以上因素都导致冲突地区对儿童的教育质量不高且难以持
续，长期的冲突难以创造适合儿童学习的气氛，进而严重损害儿童的受教育权。儿童是一个
国家、地区复兴的基石，也是地区矛盾未来根本解决的主体力量。冲突后的重建需要高水准
的人才进行支撑，而儿童教育的缺乏将给重建带来巨大的难题。

2���心理健康
武装冲突对于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武装冲突颠覆了儿童所赖以生存

的一切。儿童目睹亲人的痛苦、担心自己和家人随时可能失去生命，这对心智尚不成熟的儿
童来说过于沉重。1995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卢旺达针对 3000 多名儿童进行了调查，结
果显示近 80% 的儿童丧失了直系亲属，近三分之一的儿童目睹自己的直系亲属遭遇屠杀。22

18　 “3 in 10 young people in conflict or disaster-stricken countries are illiterate”,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
press-releases/3-10-young-people-conflict-or-disaster-stricken-countries-are-illiterate-unicef, log-in time: 2021-07-
03.
19　 数据整理自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
20　 《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A/75/873，第 13 页。
21　 《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A/51/306，第 64 页。
22　 同上，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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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武装冲突给儿童带来的压力将成为他们终生的心理阴影。不同儿童由于年龄、
性格、成长经历的不同，武装冲突所带来的压力给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人
们对长期战乱给儿童成长过程中心理状况带来影响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在年龄稍小的儿童中，
武装冲突给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焦虑症、性格孤僻等；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武装冲突
给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攻击性强、抑郁等症状。不断接触暴力的儿童（如儿童兵）几
乎都会遭遇严重的精神创伤，这会导致儿童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不会主动向他人寻求帮助，
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绝望，因而选择与社会相隔绝或出于报复心理进行犯罪活动，在最极
端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武装冲突的极端性会对儿童的价值观产生
深远影响，进而塑造儿童的精神状态。精神创伤和极端性思想的代际传递将使得冲突地区的
下一代之间更容易爆发冲突和对抗，为冲突地区的重建和复苏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12

四、现有对冲突地区儿童的权利保护措施

（一）现有法律机制

1��《儿童权利公约》
在世界人权发展的进程中，儿童权利作为其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环，一直备受联合国关注。

自《世界人权宣言》至《儿童权利宣言》，联合国一直在为儿童权利而不断努力。《儿童权
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 1989 年在联合国通过，1990 年在世界范围内生效，是第
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公约》对于儿童的权利以及如何落实保障
儿童权利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与说明，其中明确了以儿童四大基本权利，即儿童的生存
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与参与权为主体而展开的儿童权利体系。此后的有关儿童权利的保护
相关工作也大多围绕此公约展开。美国是目前唯一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对于冲突地区中儿童权利的保护在《公约》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第 38 条明确规定在武
装冲突中未满 15 岁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冲突中尽可能保护和照料受武装冲突
影响的儿童。而其他部分也直接或间接为冲突地区保护儿童权利提供了相应指导，如第 22
条中对于难民儿童的保护和援助以及第 39 条中对遭受侵害儿童重返社会的指导；第 34 条
明确规定各国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剥削和性侵犯等。

为了确保《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所有缔约国都能切实履行公约中的内容，
公约中专门要求设立了儿童权利委员会以配合落实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中的相关内容。对公
约的履行起到帮助和监管作用。同时，为了使各个缔约国在不同条件下能更好的履行公约中
的内容，保护其国家内的儿童权利，《公约》要求各个缔约国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来确保公
约中的条目得到履行，并对全国公民进行有关《公约》内容的宣传来提高人民保护儿童权利
的意识。除此之外《公约》同样鼓励并支持各个缔约国与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大
会等其他联合国组织进行合作，国与国之间通过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合作等手段来确保公约内
容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施行。

2��《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于 2000 年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取得了国

际社会的巨大反响，有关冲突地区儿童保护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突出。考虑到冲突
地区的复杂状况，各国签订该任择议定书以谋求进一步落实并完善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保障。

该任择议定书对《儿童权利公约》中有关冲突地区的相关条款做出了补充与完善，其中
对于儿童参与武装冲突成为儿童兵的问题以及儿童应召入伍的年龄都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与
解释。相较于《儿童权利公约》，该任择议定书将保护儿童的年龄范围由 15 岁提高到了 18 岁。
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不满 18 岁的儿童不得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不被强制招募入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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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任择议定书对于不满 18 岁的儿童自愿入伍的流程和相关制度进行了完善，细化了对于儿
童自愿加入冲突的要求，为武装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保障提供了指导。

3���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 《日内瓦公约》体系
《日内瓦公约》于 1950 年生效，其中涉及儿童权利保护的主要是《日内瓦第四公约》

以及其相关的第一、第二议定书。
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旨在保护处于战争过程中的平

民以及规定平民应收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其中主要体现了对于 15 岁以下儿童在冲突地区中
的各项权利应该如何得到落实以及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应于必要时在占领地内设立安全地带、
医院与处所，保护 15 岁以下的儿童免受战争影响，并且不得阻碍涉及 15 岁以下儿童关于教
育、食品、宗教、收养等措施的执行等。23

而于 1977 年通过的第一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更多是关于第四公约的补充，两个议定书
对于第四公约中未涉及的 15 至 18 岁的儿童应享有并收到的待遇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并
对于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更进一步可操作的指导。24。

其中第一议定书，即《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中对
于战斗员和平民的区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议定书将平民与战斗员、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进
行划分，规定了只允许对被划定为军事领域的人和物发起攻击，更好地避免了儿童直接卷入
冲突之中，同时侧面保护了儿童生存与成长的外界环境。第一议定书还规定了 15 岁以下儿
童不得参与直接敌对行动，招募者应在 15-18 岁之间的儿童应召入伍时优先考虑年龄更长的
儿童。不同于第四公约中对于分配物资时儿童的优先地位仅局限的体现在食物这一方面，在
冲突地区进行其他援助物资分配时妇女和儿童的优先地位也在该议定书中被肯定，而这种地
位的适用年龄也从 15 岁提高到了 18 岁。25

第二议定书，即《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禁止了
15 岁以下的儿童参与所有类型的敌对行动，除直接的敌对行动外还禁止了 15 岁以下儿童参
与任何间接的敌对行动。对于战争冲突地区儿童所受的教育等相关内容也做出了更详细的阐
释，其中强调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并规定了儿童收到的教育应包括宗教以及道德教育，力
图保障儿童的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23　 李梦婵：《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硕士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8 年，第 11 页。
24　 参见《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4 条。
25　 参见《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48 条、第 7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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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为了对人权进行进一步精细化的规定，联合国大会

1977 年表决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中对于儿童的家庭、所受的
教育、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和童工问题等做出了相应规定，且所有内容同样适用于冲突地区。

该公约主要阐释了儿童应该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旨在确保儿童基本的身心健康以及成
长发展，保护儿童免受经济和社会的剥削。其中第 10 条规定不得非法雇佣童工或强迫儿童
从事有害其健康成长的劳动。第 12 条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做出了相应规定。第 13 条规定了
儿童教育的原则与基本制度，并对进行教育的主体进行了划分，确保儿童能正常接受教育。

• 《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
1974 年，为进一步保障日内瓦公约以及世界人权的落实得到保障，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在

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该宣言对于保护冲突地区的相对弱势群体即
妇女和儿童做出了额外规定，例如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或轰炸、给予妇女和儿童优先权利等，
并要求全体联合国成员对其进行遵守。该宣言旨在确保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条约可以在冲突地
区真正得到落实以及实现，并对冲突地区儿童应享有的基本生存权以及受保护权进行了符合
人道主义的相关规定。

（二）资金来源

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所需资金大多来源于对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组织的捐助。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例，作为世界性的保障儿童权利的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不同主
体（主要是主权国家）的捐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于资金的使用有详细的规划。由于基金会长期处于资金紧张状态，
在将资金应用于冲突地区之前通常会对所需资金和可投入资金作出评估，力图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避免无意义的资金投入。儿基会通常会通过谈判等方式降低所需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时
用于保障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物质的价格，力图达到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以下节选自 2020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收入和支出报告 26：

26　 UNICEF, Responding to COVID-19: UNICEF Annual Report 2020, 2021,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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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报告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主要来源于各个国家的捐赠。来
源于各个国家的资金收入约 51 亿美元，占全部收入 75 亿美元的约 86%。从支出报告中可
以看出儿基会在包括儿童健康、儿童教育等多个领域均有行动。基金会根据不同领域所需的
资金数目以及实现程度进行预算规划，并通过大宗购买和交易透明化等方式来影响市场，以
确保资金的流动的有序性以及有效性，如 2020 年儿基会在采购儿童用疫苗和其他物资方面
就通过大宗采购节约了 1.73 亿美元。27 就冲突地区的专项资金而言，2020 年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对于冲突地区的资金计划包括用于叙利亚难民的 9.09 亿美元，用于叙利亚内部危机的
3.34 亿美元，用于也门相应工作的 4.84 亿美元等。28

除儿基会外，其他保护儿童权利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有各自的资金来源，儿基会可以通过
与不同组织与机构的合作来获取额外的资金来源以应用于保障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其他企
业与个人也是冲突地区用于保障儿童权利的资金的重要来源。尽管企业与个人并非稳定且固
定的资金来源，但通常可以在冲突地区面临的状况较为复杂与困难、出现相应危急状况时起
到关键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缓解资金压力。

综上，儿基会较为有序的资金结构，对于各个领域项目内容的预算与计划，都为其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进一步保护冲突地区儿童权利提供了巨大帮助。

（三）不同主体及其合作

1���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 43 条规定而设立，主要通过审核和讨论各国

政府报告来监督各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落实状况，确保儿童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29 此外，

27　 UNICEF, Responding to COVID-19: UNICEF Annual Report 2020, 2021, p.12-22.
28　 "UNICEF launches US$9.4 billion emergency funding appeal for children affected by conflict, the climate crisis and 
COVID-19",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unicef-launches-us94-billion-emergency-funding-appeal-
children-affected-conflict, log-in time: 2022-02-13.
29　 陈佳乐：《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硕士论文，外交学院，2020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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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协调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保护儿童权利，并处理有关儿
童权利的相关问题。从诸如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的责任划分、冲突过程中保护儿童权利的
具体措施、冲突后地区中受害儿童重返社会等多个角度积极推进保障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进
程。对涉及儿童权利的各个话题与问题进行讨论，提供可能的解决方向与措施。

由于冲突地区的复杂性，儿童权利保护在冲突地区的落实一直是儿童权利委员会的重点
关注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于冲突地区伤害儿童权利的事件和行为做出的相关谴责有助于
保护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并通过监督使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能更好的落实。2021 年，儿
童权利委员会就曾强烈谴责缅甸军政府违反《儿童权利公约》的行为。缅甸作为《儿童权利
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爆发武装冲突后未保护好国内儿童的权利。部分
未成年人被军政府和警察直接杀害，大量教育设施被毁导致儿童无法正常接受教育，对于儿
童的物资供给和医疗援助也严重不足。委员会表示在目前缅甸的环境下，整整一代儿童都将
受到严重的危害，希望缅甸立刻采取行动缓解现状，维护公约内容并保护儿童的权利。30

2���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红十字会）设立于 1863 年。该组织主要致力于在处于战争状

态下的冲突地区进行救助与医疗相关工作，进行人道主义行动。红十字会在战争和冲突地区
中所拥有的以中立的身份参与救助和保护受难者的权利是《日内瓦公约》所赋予的，许多红
十字会人道主义行动也是在《日内瓦公约》的指导之下进行。

在冲突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保护受难者的角色，对于儿童也有着特殊的关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局限于为冲突地区的儿童提供医疗救助与保护，同时还致力于从多个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保护受战争和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各项权利（包括儿童的身心健康、
教育权等），如通过建立网站 www.FamilyLinks.icrc.org 等来帮助因冲突而与家庭离散的
儿童找回亲人 31、通过派出工程师修建储水囊或维修现有水利工程来确保儿童的洁净水资源、
定期发放婴儿护理包来保证新生儿受到基本的照顾等。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援助由国
家红会提供的、为受武装冲突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的项目，以此来达到抚慰儿童在冲突过程中
造成的心理创伤的目的。

3���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设立的、对个人提起诉讼、具有刑事

管辖权的法院，可以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实行管辖权，其判决一定程度上
可以保护处于在战争和冲突过程中的儿童权利。国际刑事法院曾提出诸如将招募 15 岁以下
儿童入伍视作战争罪、属于犯罪行为等条款。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还可以针对在冲突地区
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开展调查。2003 年，乌干达总统曾向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其国内武装游
击叛军英灵抵抗军在与政府军的冲突过程中侵犯了人权。为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 2007
年 7 月展开调查，并根据《罗马规约》对 5 名英灵抵抗军的高层领导人以反人类罪、战争罪
和征募和使用 15 岁以下儿童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罪名于 2005 年 10 月发出了逮捕令。32

30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危机或将危害整整一代儿童》，联合国，2021 年 7 月 16 日， https://news.un.org/zh/
story/2021/07/1088202，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3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资料汇编——项目与行动 2015》，2015 年，第 9 页。
32　 刘子瑜：《武装冲突中儿童兵国际法问题研究》，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19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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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其他主体的合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联合国的常驻机构，为保护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同时，儿基会也在通过不断和其他主体合作，力求为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其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保持着紧密

合作，曾共同发起呼吁号召全世界关注并保护儿童权利。儿基会与红十字会曾多次就冲突地
区保障儿童基本生命安全、保护儿童人身自由、避免儿童直接参与冲突之中、维护儿童家庭
以确保儿童身心健康、维护儿童受教育权、帮助受害儿童重返社会等多方面展开合作。这些
国际组织共同积极为处于冲突地区的儿童提供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物资、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等，极大程度的保护了儿童，规避掉了许多可能的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曾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在南苏丹发起“反饥饿行动”，提供了多
项措施以解决当地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曾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
为全球 45％以下的 5 岁儿童提供疫苗 33，其中包括武装冲突地区的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同时与各国政府进行着长久的充分合作，力图使不同冲突地区的儿
童权利能够得到保障，进而解决诸如儿童兵问题、儿童流离失所以及儿童面临的教育缺失等
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 • 策鲁圭
发起了“儿童不是士兵”的运动，呼吁公众提高对儿童兵问题的认识。目前已有索马里、也门、
哥伦比亚等国的政府和其他武装团体签订了协议，同意并承诺不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

（四）为保护冲突地区儿童权利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1���针对生活物资的人道主义援助
频繁爆发的武装冲突使得冲突地区的社会常常处于无序状态下。在冲突地区，平民尤其

是儿童正常生活所需的物资往往很难得到保障。基于此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其他多个
国际组织致力于为冲突地区的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但不限于饮用水、食物、医疗物
资与服务等：提供干净且不被污染的水源，并在冲突地区建立供水系统以确保儿童饮用水；
提供健康且营养的食物，缓解冲突地区儿童面临的营养不良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诸
如药物、疫苗等，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避免儿童因为冲突导致的医疗条件差而染病，或出
现得病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2018 年，通过修复公共供水系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为长期处于冲突中的也门当地 460 万人提供了安全用水，同时为 8 万名患有严重营养不良
的 5 岁以下儿童进行了诊断治疗，为近 50 万儿童提供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2���基础设施建设
战争或武装冲突导致的区域性基础设施损坏在冲突地区是十分常见的。这些基础设施的

损害往往使得儿童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帮助冲突地区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供水供

33　 “UNICEF’s immunization Programme”,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immunization, log-in time: 202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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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系统、临时医疗站、开辟道路等可以有效缓解由于武装冲突造成的种种困难，努力维护儿
童生存和成长的环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在伊拉克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投
资，升级了当地的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在当地的污水处理厂新修了水泵，提升了水场运力，
极大程度解决了当地的用水困难。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计划为当地供水系统提供一批机
械部件，以保证当地的自来水供应。

3���保护儿童免受违法犯罪行为侵犯
处于冲突地区的儿童，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有极大可能被冲突各方利用，以获得在冲突

中的优势。在国际法层面，《儿童权利公约》等多个国际法文件中规定了各国在多个领域需
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免受犯罪行为侵害。前文已经提及，在此不做赘述。

儿童在冲突地区所面临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受到多方国际组织的重视。各个国际组织
都对冲突地区进行监督来避免发生对儿童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并通过宣传提高冲突地区各
方的法律意识。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通过演出戏剧、张贴海报、散发传单等方式提高
各地人民对于性暴力的认识程度，强调其造成的严重恶劣后果，以此来达到预防冲突地区对
儿童的性暴力侵害的目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出台了一系列预防性剥削与性虐待的措施：
要求对容易发生性侵害事件的场所加强监管；采取性剥削性虐待案件 24 小时之内强制报告
的规定；为团队培训与儿童进行友好面谈的技巧；借助技术革新，利用手机和网络提高对于
性侵害案件的处理效率，使社区和受害者能更安全、更迅速、更保密的上报相关案件。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曾参与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儿童，避免大规模儿童
兵问题的爆发与出现。儿基会在冲突地区严格保护儿童免受胁迫成为儿童兵或遭受性侵害或
色情剥削。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4���儿童的发展权
相比于儿童的其他权利，儿童的发展权在冲突地区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由于冲突地区确

保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尚且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之上的发展权自然容易被轻
视 , 但儿童的发展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冲突地区儿童的未来。

冲突地区儿童常常无法受到应有的、基本的教育。多个国际组织致力于对于处于冲突中
的儿童提供基本的教育以确保其正常成长。具体方式包括培养并派遣教师为冲突地区的儿童
提供初等教育、通过监督等手段确保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对儿童进行基本的素质教育、为冲
突地区儿童提供能支持其学习和接受教育的相应物资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曾在乌克兰提供纸张和打印机、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采购电子设
备并购买线上课程、为南苏丹提供纸张与校园清洁用品等等，力图确保冲突地区儿童的受教
育权。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致力于在冲突过程中和冲突结束后为其提供相应教育以帮
助受到侵害的儿童重返社会，以保障儿童的发展权。在菲律宾爆发武装冲突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还曾与菲律宾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为当地学校和避难所的临时学习中心提供帐篷
以及学习和娱乐用品；同时培训志愿者为当地受侵害的儿童提供心理急救，例如通过开展适
龄的、带有文化特色的娱乐活动来帮助儿童度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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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的问题与挑战
由上文可知，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主体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出发，为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

工作做出了诸多突出贡献，使得冲突地区儿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然
而，当前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一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节将从“相关机制”和“具体工作落实”两个不同层面向代表阐释这些问题与挑战。

（一）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机制亟待完善

1���资金短缺，且分配方式需进一步优化
资金短缺是目前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面临的最大困扰。目前，尽管全球针对人道主义

的援助资金不断上涨，但难以满足扩张更加迅猛的人道主义需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报告《2022 年人道主义活动展望》，全球针对儿童的人道主义行动（Humanitarian Action 
for Children，HAC）在 2021 年初提出了 64 亿美元的资金需求，到了 2021 年 11 月，这
一数字就增长到了 71.6 亿美元，这些资金需求最终仅有 49% 得到满足。34 针对不同冲突地
区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普遍存在短缺。绝大多数的针对冲突地区儿童的紧急响应方案
（Emergency Appeal）存在 50% 以上的资金缺口。一些武装冲突频发的地区（如叙利亚、
也门等）的资金缺口在 70% 左右。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2021 年，该国针对儿童的人道
主义援助资金需求只有十分之一落实到位。35 资金短缺对当地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带来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2021 年，该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前儿童兵能获得重返社会一揽子计划的支持。36

除了保护冲突地区儿童权利资金的普遍性短缺之外，不同援助组织之间的资金分配也存
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特别是位于冲突地区当地的行为体获得的资金过少。在冲突地区，外
部援助者往往很难进入冲突地区开展援助。因此，在冲突地区开展儿童权利保护工作很大程
度上要依靠当地行为体来开展。这些当地行为体熟悉当地的文化以及冲突局势、规模小、更
加灵活，因而在危机发生时其工作人员往往能够快速抵达现场开展工作，进而为开展冲突地
区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持。因此，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红十字会等许多
联合国机构和大型跨国非政府组织都选择和当地行为体开展合作，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派
遣少量本组织成员为当地行为体开展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尽管这些当地行为体能够在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资金分
配问题上它们往往处于劣势地位。2021 年，在全球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中，只有 3.1% 被直
接分配给了当地行为体，这其中仅 14% 被直接分配给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37 落实到冲突地

34　 《2022 年人道主义活动展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P14。
35　 同上，P18。
36　 “Inter-Agency Coordinated Appeals: Consequences of Underfunding”, OCHA, https://gho.unocha.org/appeals/
inter-agency-coordinated-appeals-consequences-underfunding, log-in time: 2021-12-31.
37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21,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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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儿童权利保护的资金比例将比以上的数字更为有限。一些当地的行为体可以通过与联合国
机构和大型跨国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来从这些组织中间接获取资金，但获取这些资金往往需要
层层审批，获取速度较慢，并且当地行为体需要将获取到的资金用于指定用途。因此，即便
当地行为体能够得到联合国机构和大型跨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它们所掌握的资源仍不
足以应对冲突地区的复杂多变局势。

2���相关国际法机制存在缺陷
二战后至今，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与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与公约。这些

文件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开展针对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保障工作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
据。然而，目前的国际法机制在付诸实践时仍有诸多缺陷。

首先，当前保护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国际法规在表达上大多是一般性叙述，而非对各类
特定事件所作的具体规定。以性暴力为例，现有国际法规并无明确的性暴力罪，其在诉状内
往往被称为“虐待”、“不尊重家庭名誉”等行为。因此，尽管性暴力行为仍然大量出现在
武装冲突之中，但给施暴者定罪的难度仍然很大。在保护冲突地区儿童发展权的问题上更是
如此。和儿童生命权保障，特别是禁止招募儿童武装部队问题相比，与儿童发展权保护工作
相关的国际法条款内容较为空泛。例如在《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
中就规定：“不得剥夺其（妇女儿童）住房、粮食、医药援助和其他不容剥夺的权利。”其
中儿童的发展权只由“其他不容剥夺的权利”一笔带过。诚然，这种相对空泛的表述给不同
地区的儿童发展权保护工作留下了更大的可操作空间，以便相关行为主体能够因地制宜地开
展工作，但也导致冲突地区儿童发展权保护工作在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指导方针。

此外，针对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不同国际法文件就同一问题的部分规定存在差异。
尽管这些规定之间存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际法在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不断
发展与完善，但这些差异也会导致这些法律文件在落实的过程中导致分歧。就禁止招募儿童
进入武装部队这一问题而言，《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 15 岁及以
下作为禁止招募儿童进入武装部队的标准，而《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以 18 岁及以下作为禁止招募儿童进入武装部队的的标准。此外，
除了《日内瓦公约第二议定书》禁止 15 岁以下的儿童直接或间接参与敌对行动以外，大多
数公约都只禁止儿童直接参与敌对行为。38 然而，关于如何界定儿童是直接或是间接参与敌
对行动的问题，国际法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

最后，上述国际法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尽管各主权国家表示接受国际法的约束，
但冲突各方往往不能落实条约要求，甚至规避、拒绝遵守条约。冲突地区的行政和司法机关
难以对侵犯儿童的行为施以有效的惩戒。冲突地区的儿童乃至成年人对相关法规缺乏了解，
缺乏督促冲突各方切实履约的社会力量。此外，在国际刑事法庭根据相关法规条例进行管辖
时，往往需要冲突地区国家自愿让渡部分权利，部分国家会因此反对与漠视判决结果。

38　 李梦婵：《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硕士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8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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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国际组织的功效有待提升
相较主权国家，涉及冲突地区儿童保护的主要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并不具备强

有力的组织能力，在和主权国家及地方武装组织进行谈判和合作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往往
难以就每一具体事项与众多国家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面对数量巨大且持续增加的冲突地
区儿童人数，各个国际组织往往只能尽最大可能将现有资源投入到力所能及的救助工作中，
而无法真正改变某些国家不配合其工作的现实情况。

虽然目前人道主义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但各组织间缺乏有效、紧密的合作。这也就意味
着对具体冲突地区的儿童进行援助时，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
协调。在缺乏高效沟通机制的背景下，这类谈判协商的成效往往不佳。2014 年 3 月，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美慈组织、救助儿童会和世界宣明会五大国际组织就叙
利亚难民儿童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然而，声明发表后五大组织之间的具体合作行动少之又少。

受资金状况、人员水平、自身价值观念影响，各国际组织的主要行动目标和关注重点不
完全一致。目标上的不一致为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带来了障碍。从资金上看，各个国际
组织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且许多为定向捐助，并不具有长期投入问题解决的能力。从组织
上看，解决冲突地区的儿童权益保护问题需要协调各方，这导致它们对冲突地区儿童保护工
作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支持力度存在差异。

对于难以开展工作的冲突地区，很多大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常寻求第三
方地区性组织开展合作，但这些地区组织可能存在组织机构不完善的问题，因此很难为国际
组织提供人力、信息和沟通上的帮助。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组织的援助并不能解决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冲突才是其
问题的直接来源。也应当明白，相关组织一方面需要遵守国际法，受到主权原则的限制；另
一方面，其本身也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与足够的能力来根本解决相关问题。因此，各位代表应
当从合理分配资源的角度，思考国际组织在冲突地区儿童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儿童权利保护工作在落实中存在诸多问题

1���冲突各方为援助工作设置障碍
在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工作中，冲突各方拒绝遵守人道主义准则是一大障碍。其具体

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关押拘禁和虐待儿童；使儿童参与军事行动；袭击学校、医院等对儿童
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阻挠人道主义工作正常开展。其中，大多数表现已在背景
文件第三章中阐释，在此不再赘述。本节将对冲突各方阻挠人道主义工作进行详细论述。

在某些情况下，为实现军事上的局部胜利，冲突各方会选择围困村庄和城市，轰炸医院
与学校等基础设施，切断或限制粮食、水、燃料、药品和电力供给，严格限制被困地区道路，
阻断人道主义救援从官方路线进入的可能，以达到“让生存条件变得难以承受，逼迫平民逃
离”的目的。39 除明确拒绝人道组织进入外，武装冲突的参与方还可能间接地阻止人道主义
39　 《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问 题 独 立 国 际 调 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联 合 国，2013 年，https://www.un.org/zh/focus/
northafrica/A-HRC-24-46.pdf，登录时间：202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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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譬如通过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故意拖延来阻碍人道行动。冲突各方还可能以对主权构成
威胁为由，拒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叙利亚为例，在该国境内有 15 处居民社区遭遇围城
之困，导致 40 多万人受到影响。2014 年，联合国送出的救援物资能送达占当地居民总数约
5% 的人手中；不过，这一数字目前已经降至不到 1%。40 又以中部非洲地区为例，由于局势
动荡，自 2020 年 12 月中旬以来，从喀麦隆到中非共和国的主要供应路线上，500 辆装有
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在边境被阻拦。武装分子们还有可能袭击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队伍或者
物资储存点，以掠夺开展武装活动所需的资源。一些武装分子还会绑架援助人员以换取赎金。
2020 年，共有 475 名援助人员遭到攻击，其中 108 人死亡，242 人受伤，125 人被绑架。41

冲突各方还有可能会限制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动，使得他们难以获得对儿童权利保护工作进
行规划所需的数据，进而降低其工作效率，为冲突地区儿童保护工作制造障碍。从实际出发，
我们也应当理解造成其困境的深层原因，从增加信任等角度思考其解决之路的深层逻辑。

2���物资分配结果和儿童需求不匹配
在物资分配方面，为保证分配公平与高效，援助者需要在物资发放前对儿童的需求进行

评估，也需要在发放后对需求满足度进行反馈性的数据收集，确保已派发的物资类型符合需
求、质量有所保障，并确认原计划派发给儿童的援助物资不被冲突地区势力没收或重新定向
使用。这些工作都也需要援助者到达现场进行监督确认。然而，如果援助者不能从陆地进入
援助区域，这些工作将会十分困难。一些援助机构会采用远程调查、社区会议、第三方监督
等监督手段，但由于冲突地区局势的混乱，这些间接的监督手段往往发挥不了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不合理、不恰当、无秩序的物资分配容易产生混乱。如 2020 年 2
月 17 日，尼日尔东南部迪法省举行一场援助物资分发活动时由于管理秩序的失当不幸发生
踩踏事故，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10 多人受伤，死者包括 15 名妇女和 5 名儿童。42 混乱将
会为冲突创造土壤，更加不利于人道救援的开展和地区矛盾的解决。此外，我们还应注意，
在对儿童进行特定物资发放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成年人冒领给儿童提供的专门物资的情况。
由于动荡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武装冲突地区往往资源紧缺，儿童权
利保护的专项工作很难确保物资全部发放至儿童手中，也难以确认发放至儿童手中的物资完
全地、充分地被用于保障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3���物资难以被运输到儿童手中
一般而言，陆路运输方式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输的最优选。地面途径可以运输种类更

为丰富的援助物资，也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物资运抵目标发放地点、送入难民手中。同时有
助于人道主义工作者进行需求评估和去向确认。同时，地面准入的人道援助还能提供极大的

40　 《 中 东 悲 歌： 父 母 喂 食 孩 子 安 眠 药 抗 击 饥 饿 》， 人 民 网，2016 年 2 月 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
n1/2016/0204/c1002-28111716.html，登录时间：2021 年 7 月 15 日。
41　 《2021 年 世 界 人 道 主 义 日 主 题：# 为 人 道 竞 速 #》， 联 合 国 官 网，2021 年 8 月 19 日，https://www.un.org/zh/
observances/humanitarian-day，登录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42　 《 尼 日 尔 难 民 哄 抢 救 援 物 资， 不 幸 发 生 踩 踏 事 故 致 23 人 死 亡》， 海 外 网，2020 年 2 月 18 日，http://news.
haiwainet.cn/n/2020/0218/c3541093-31721040.html，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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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给予冲突地区平民以希望。但受地区局势和当地相关政策的影响，地面准入往往
被极大限制乃至完全禁止，一些运输车队还有可能被冲突分子袭击或劫持。

在人道准入面临各种阻碍的情况下，援助组织有时会采取空投物资的方式。空投援助在
以下情况下具有特别优势：基础设施薄弱或根本缺乏，恶劣天气隔绝当地与外界的联系，或
人道工作者由于不安全的局势无法抵及当地。人道空投挽救生命的成功案例有很多，比如
2012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给中非共和国北部瓦卡加地区的流离失所者空投 345 吨食品，还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南苏丹空投援助物资。43 然而，空投也有颇多弊端。空投所能提供的物
资种类受限，易破损、易腐烂、质量大的物品（如食用油、器械设备等）无法进行空投。同
时，人道空投成本高、技术难度大，需要专业飞行人员。即使条件具备，也很难保障物资安
全抵达。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地区开展的空投中，全部人道援助物资都
没有抵及原计划援助的民众。21 箱援助物资要么损坏，要么落在目标区域外，要么无法找到。
此外，突然的空投行动有可能引发骚乱，援助者需要到现场控制“投放区域”以避免不必要
的人员受伤，并确保援助物资通过有序的、非暴力的方式派发。44

4���援助工作者匮乏
在冲突地区开展活动的国际组织都会长期招收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来开展人道主义工

作，但其工作人员数量仍然严重不足，原因在于相关援助工作当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要求很
高：首先，他们需要愿意并能够在艰苦工作条件下或紧急情况下提供服务；其次，他们需要
具备适当的技能、素质和专门知识，以便在日益复杂的业务环境中执行人道主义任务。这些
要求有赖于完善的经验传授与工作交接机制以及充足的运转资金支持。

联合国难民署官网显示，该组织在全球仅拥有不到 1.7 万名工作人员 45；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官网显示，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仅拥有近 2 万名员工 46。具体到冲突地区一线开展儿童
权利保护的工作人员就更是少之又少。雪上加霜的是，国际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冲突地区
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保障也面临冲突地区不断变化局势的威胁。再加上文化差异的影响，
这些工作人员往往难以发挥其最大作用。由此可见，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冲突地区儿童而言，
目前从事冲突地区儿童保护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数量显得捉襟见肘，这些工作人员真正
能在冲突地区儿童保护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

43　 《关于人道空投，你需要知道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6 年 6 月 3 日，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
everything-you-need-know-about-humanitarian-airdrops，登录时间：2021 年 7 月 3 日。
44　 同上。
45　 《数据一览》，联合国难民署，https://www.unhcr.org/cn/%e6%95%b0%e6%8d%ae%e4%b8%80%e8%a7%88#，登
录时间：2022 年 2 月 8 日。
46　 《工作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https://www.icrc.org/zh/where-we-work，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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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援助活动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缺失
1）中立性：援助活动和政治、军事活动的界限被模糊

中立性指救援参与方应尽力避免其救援行为给冲突任一方带来超过其他方的军事或政治
优势。47 换言之，派发援助必须一视同仁。在冲突地区，各类协助物资输送、数据采集、难
民安置及儿童教育等具体工作的援助组织（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因其灵活的工作方式得以深
度参与到儿童保护活动中。在此过程中，由于资金来源不同、意识形态及政治态度的偏好，
相关组织活动与政治、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容易模糊乃至重合。如果援助者无法尽其所能做
到中立，将引发对其真实意图的质疑，导致某些武装冲突参与方限制其活动，甚至使人道工
作者被攻击。援助组织有时会寻求其他武装团体的保护，但这往往以相关武装团体要求优先
获得援助物资为代价，这同样会加剧当地政府、武装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对援助组织的不信任。

例如，2014 年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建立三个过境点，由联合国监督执行跨境人道救援机制，
向叙利亚运送援助物资。部分同情和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非政府团体，将许多国际社会
的救助物资集中送到反政府军手中，造成援助物资不平等分配的情况。一些敌视叙利亚政府
的国家甚至通过跨境人道救援机制，将武器装备夹杂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中，送至反政府武
装手中。这使得人道主义救援机制政治化，干涉了叙利亚局势。

2）公正性：“非歧视原则”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公正性要求人道主义援助方不加歧视地按照需求决定救援优先级。48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

第二条的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儿童享受其应有的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
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
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然而，在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落实的过程中，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及其他潜在的歧视仍然存在。

就性别歧视而言。许多冲突地区的父母认为男童的未来收入潜力大于女童。一些宗教或
传统价值观强调女孩在家中提供支持的作用，部分冲突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童婚早孕等陋习。
这些地区可能存在许多基于妇女角色及性别陈旧观念的歧视性做法，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女童
接受充分的人道主义援助会受到阻碍。在女性权利无法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文化背景下，
人们的性别固有观念使得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无法充分、平等地落实到每一位儿童。以受教育
机会为例，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女孩辍学的可能性是男孩的 2.5 倍。尽管近年来女孩接受
教育的机会受到更多关注，但难民女孩入读中学的可能性仍然只有男孩的一半。49

与性别歧视类似，种族歧视在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保护中也产生了相应影响。在难民儿
童权利保护工作中，虽然救援工作者尽量保持公平正义、非歧视的原则，但对于不同种族人
群的歧视性行为仍然可能发生。这种歧视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察觉，且更多反映在每个具体的
工作人员身上。譬如在对冲突地区儿童的援助中，部分非洲裔儿童时常遭受到区别对待。

47　 Guttieri: Humanitarian Space in Insecure Environments: A Shifting Paradigm, 8 January 2007.
48　 Ibid.
49　 《千年发展目标：2011 年报告》，联合国，2011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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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冠疫情带来新挑战
儿童权利保护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局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肆虐全

球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冲突地区的儿童权利保护迎来了新的难题与挑战。
• 冲突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本就不够完善，医疗资源十分有限，而冲突带来的资源消

耗以及全球新冠疫情又令其雪上加霜。冲突地区没有疫苗及足够的卫生用品的生产能力，儿
童也并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抗疫及正常的医疗物资。此外，由于疫情防控与冲突局势的现状，
物流运输与人员流动面临巨大难题，甚至有的疫情严重的地区同时出现了封城、禁飞等措施，
导致了前线非战斗资源中人员与物资等方面投入的急速减少，同时还使得新冠疫苗、麻疹疫
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冲突地区儿童亟需的疫苗无法及时提供。这对冲突地区儿童的身体健
康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

• 基于新冠疫情而产生的隔离、交通限制等措施进一步阻碍了正常的交通运输，增加了
运输等领域的成本，加重了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提高。与此同时，疫情
和武装冲突引发的严重经济问题也导致儿童的饮食健康受影响。调查数据显示，新冠疫情爆
发期间，至少有 5,000 万儿童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超过 3 亿的儿童没有办法满足日常维生
素的摄取。50

• 疫情与冲突等因素导致学校长时间停课，儿童的教育日程被严重打乱，在家办公也影
响了学校的组织与教学活动。学龄前儿童难以通过网络教学实现高质量学前教育，许多困难
地区的儿童在缺少计算机资源的情况下也难以通过网课正常学习。

50　 李一平：《新冠疫情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保护研究》，硕士论文，外交学院，2021 年 6 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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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完善儿童人权保护的国际机制

1���资金机制
2020 年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最多的十个主体中，有八个是国家政府主体。51 由于基

金会的资金筹措绝大部分来源于捐赠，儿基会和主要捐助者的关系以及基金会的公共形象将
会对其筹措资金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儿基会需要深化和主要捐助者关系、提升其公共形
象。可能的措施包括：强化儿童基金会内部的监督机制和纪律意识；同媒体保持更加良好的
关系，并定期举办社会活动以作筹款用途；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使儿基会的项目运行嵌
入所在国政府的规划之中，并派出相关技术人员和专家帮助所在国政府更高效、更专业地利
用资金来运行项目；防范基金会政治化的风险，确保基金会运作的独立性；妥善利用儿基会
在各地的办事处，通过在其所在地区举办慈善晚宴等形式筹措更多资金供本地区项目使用。

在财政支出方面，儿童基金会的项目支出最多，达 56.81 亿美元；行政管理支出次多，
达 3.85 亿美元。如前文所述，儿童基金会存在着比较大的资金缺口，优化其财政支出方式
将有利于填补缺口。首先，儿童基金会的财政支出中管理类支出占比较大，这与其庞大的分
支机构数量不无关系；若继续精简机构和人员，则可以节省下更多资金用于其项目的运营。
其次，优化项目支出的结构和效益，强调儿基会的资金应用于改善儿童的生存状况，而非大
水漫灌式的直接利用；更审慎地评估和选择项目、利用有限的资金探索新模式并同所在国国
家项目相结合，将有效提高儿基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图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 年支出和资金捐款最多的十个主体 52

51　 UNICEF, Responding to COVID-19: UNICEF Annual Report 2020, 2021, p.12.
52　 Ibid,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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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既接受内部审查，也接受外部监督。在儿童基金会
内部，其资金管理系统能够监测驻各国办事处的资金流动和财政收支；其定期的内部审计则
由特设的内部审计办公室执行。在外部监督方面，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有权对其资金使用进行
监管；联合国大会也会指定任意会员国审计机构对儿基会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监督。在资金
监督问题上，儿基会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包括：定期向社会公布基金会更加详细的财务状
况（其年度报告中图片多而报表少，宣传性大于报告性）；将其财务报告置于官网更加明显
的位置，以接受监督；儿基会本身应对其项目合作伙伴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措施，如要求其
定期提供财务资金报表、在定期审查合格后后再发放下一阶段资金等。

2���法律机制
目前，完善冲突地区儿童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立法的细化。这既需要在国内层

次完善立法，也需要国际间的交流和协作。
其一，应当明确在武装冲突中利用意识形态控制等手段煽动儿童加入武装组织从而侵犯

儿童权益是一项违法行为。对于儿童的意识形态控制行为往往披上了传统信仰和传统习俗的
外衣，又与当地盘根错节的传统势力相勾连，使得对当地儿童的保护受到阻碍。如乌干达的
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部队“上帝军”大量吸收儿童进入军队，甚至安排童军对童军的
战争；上帝军中，近九成士兵为未成年人，最小的仅有 8 岁。53 其二，有些宗教国家的政府
以宗教信仰为外衣，拒绝遵守相关领域人道主义法和国际规约，以规避国际制裁。其三，性
暴力在冲突地区发生之普遍和频繁、对儿童伤害之深，但是目前只是笼统地将其作为侵犯人
权的一个方面并以强奸罪定罪（狎戏男童等行为尚不能以强奸罪定罪）因此不足遏制这一现
象。这就要求各类立法主体细化立法，以求在事前震慑潜在的性暴力实施者，并在事后及时
追责，减少有罪不罚的现象。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上在立法层面进行协商与交流，以填补以上相关领域的立法漏
洞，在实践中也需要合理利用国际机制规范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如应呼吁各国间通过定期
会议加强沟通，确保该领域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相关概念的互通；还应组织专家对该领域进行
研究，以求形成对这些行为定性的法律共识。在实践中，应当完善国际刑事法庭的执行机制，
但也应当充分理解当地的文化、法律。有关方面应合理适用国内法与国际法，在实践中将法
理与社会影响结合考虑，以求达到良好的社会影响与预防效果。

3���协作交流机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决议中明确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儿基会应当利用融资加速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为此，儿基会与其他相关方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必不可少，这些合作伙伴包括
联合国发展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等等。儿基会应当以建立战略变革伙伴关系为重
要手段，加强与企业、社区的接触与合作。54 这一合作既体现在资金筹集上，也体现在行动

53　 张佐参：《武装冲突中儿童权利的国际法保护》，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4 年，第 14 页
54　 ECOSOC, UNICEF Strategic Plan 2022-2025, January 2022,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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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上。在资金筹集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的资金来源有相当比例来自于私人部门，在
2020 年，私人部门捐款累计数额最多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和日本的国家委员会。55 在行动执行方面，儿基会同这些合作伙伴开展的工作整体上是高效
的和良性的，但在冲突地区的相对混乱情况下，和这些合作伙伴的交流协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在冲突地区更好地开展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并处理同合作伙伴的关系，儿基会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 避免民族对立和意识形态冲突。在某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地区，对当地儿童权利的
保护要更侧重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在初期减少干涉当地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并尽量使
用当地、本民族雇员，以求减少当地政权的敌意。

• 一切行动应尽可能知会当地冲突各方。应知会当地政府或冲突各方儿基会运输物资的
路线和进行救济的地点，尽量保证各方的知情权，以求保证工作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 同当地的地方机构和公民社区保持比较畅通的联系，利用当地已有（虽然可能比较薄弱）
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当地儿童加以救助，而不是试图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

• 同当地的救济组织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组织上、技术上的指导，以开展儿童救助工作；
但也应特别注意甄别这些组织的性质，尽量选择没有政治和宗教背景的组织开展工作，也要
警惕这些组织内部运行的贪污、低效现象。

（二）为儿童提供援助以保障其生存权
对于冲突地区的儿童而言，生存权所受到的威胁最为紧迫，保障生存权意味着为这些儿

童提供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保障他们的饮食健康与安全、为他们提供必需的医疗服务
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为儿童提供的援助物资来实现。

1���食物和水
保障冲突地区儿童的食品安全和用水安全，是保障儿童饮食健康和安全的根本路径。而

冲突地区大多本身经济基础条件不佳，又面临局势动荡带来的经济崩溃风险。因此，遭受饥
饿和缺少安全用水的儿童和孕妇数量规模比一般贫困地区更加庞大。基金会可以采取的措施
包括以下几点：

• 采购新型营养食品，满足特殊情况下的营养供给。针对冲突地区资源不足、运输困难
等情况，发放营养冲剂、压缩食品等便于携带运输储存的营养品，降低运输难度。

• 多方位保障用水安全。首先通过钻井、泵送和运输饮用水等方式获取更多清洁水资源；
投资建造无障碍卫生措施，改善儿童厕所的可用性、安全性和无障碍性，减少疾病通过排泄
物传播的可能；提供净水片、卫生用品包等物资，保障儿童安全用水；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儿
童和监护人对卫生用水的认识。

• 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等方式充分了解冲突地区儿童和孕妇的饮食与营养摄入情况。针
对严重消瘦的儿童提供即食治疗食品（RUTF）；为产妇提供其必要的营养药品、食物，保
障产妇与婴儿的健康发育；制定合理的营养计划，为冲突地区儿童提供维生素等必要补剂；
开设特供食堂或在学校提供营养餐，为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营养来源。

55　 UNICEF, Humanitarian Action for Children 2021 Overview, December 2020,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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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采购的质量，在采购过程中严格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审查，
并由专家组进行抽样检测。对于由各国政府或组织自行采购的物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
制定一份经检验合格的供应商清单，指导采购的完成。

2���医疗物资与服务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冲突地区的儿童由于经济社会崩溃、物资匮乏、战乱不断，面

临着更大的感染威胁。这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儿童健康：
• 扩大疫苗的接种。为了确保可持续的、有质量保证的供应，需要在疫苗采购中注意以

下三点：预测，即估计所需的疫苗、设备和设备数量，这是规划及时、充足的免疫接种用品
的第一步；融资，即规划和调动资金，以便在正确的时间用于挽救生命的免疫接种；承包，
即承诺长期采购，以保证疫苗生产不会中断或供应不可预测。56

• 投资助力医院重建与医疗设施采购。在战乱中，大量医院与医疗设施损毁，导致医疗
服务缺少必要的场地与物质基础。保障儿童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首先要提供医疗场地。对于
现存的医院要呼吁各方进行保护；对已损毁的医院进行重建；可安装集装箱板房、搭建帐篷
等作为临时医疗服务场所。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需要优先为一线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并
提供个人防护设备（PPE），以确保其工作的顺利开展。

• 保障药品与疫苗的供应。首先要加强物资战略储备，以确保冲突地区突发情况下的医
疗药品供给。其次要加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卫组织等其他组织的合作，促进儿童专用药
的开发与供给。要因地制宜，针对当地流行病提供充足的相关药物，并且发放常用药包，以
帮助应对腹泻、发炎等常见病症。

• 提供定期基础检查。在完善当地医疗基础设施并组建医疗团队后，为当地儿童提供无
偿的身体检，并定期组织流行病、常见病的筛查，以及时发现、治疗儿童的疾病。

3���援助物资的运输、储存与分配
在冲突地区，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往往会面临巨大挑战。由于冲突地区经济崩溃、社会动

荡，社会原有的大量物资和设施遭到破坏，物流运输受阻，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难以送达儿童
手中。经济社会的崩溃也使家庭难以为儿童提供应有的物质支持。为处理这些情况，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 为供应链工作人员提供防护措施并在团队中配备安保力量，以最大限度保障供应工作
的安全开展。供应链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是物资供应环节的一大挑战。应为工作人
员配备防弹衣、防弹头盔等必要保护装备，并为运输队配备安保人员以保障物资供应工作的
安全开展。安保团队的人员组成可包括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地人和来自他国的安全保障人员，
必要时安保团队可向当地维和部队寻求帮助。

56　 《疫苗供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s://www.unicef.org/supply/vaccines，登录时间：202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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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移动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确保即使在最难以到达的地方也能将物资送到儿
童手中。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无人机事先对运输路线进行考察，以保障运输队伍安全。某些交
通线路受损、车辆难以进入的地方，可利用直升飞机乃至无人机进行紧急物品的投送。

• 保障现代化且规范的运输和储存环境。在运输过程中避免高温、雨水、灰尘等外部条
件造成的食物变质或污染，并在分发前再一次检查物资状态；储存人道主义物资的仓库需要
进行不定期抽检，并进行分销、贴标签，保证物品来源可追溯，在入库、出库时进行检测，
并在存储过程中进行抽查，以确保产品质量；每一份物资都要贴上标签条码，登记采购来源、
保质期、存储条件等信息；强化对冷链物流的支持力度，在运送过程中将疫苗等需要特殊运
输和储存条件的物资物资保持在合适的温度。

• 严格监督物资分配是否公平并记录备案，避免性别、种族歧视，避免成年人冒领。这
需要在分配过程中进一步落实登记备案政策，确保物资被公平、及时地送到每个孩子手中。

4���人员募集与培训
当前，帮助冲突地区儿童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数量严重短缺，这不仅意味着儿基会内部缺

少足够合格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也意味着第三方合作机构内部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此外，现
有工作人员的能力存在诸多短板，以至于影响了人道主义工作的完成质量。

为培养更加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以保障冲突地区儿童的基本权利，更好地在当地开展
儿童权利保护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对当地情况的认知程度，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安
全性。尽量选择当地的志愿者，或在执行任务前对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帮助其了解当地
局势、风土人情、可能存在的威胁等，提高工作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仿效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等组织，完善更加详细的人员入职和移交程序，对于新加入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员，前任人
道主义工作者将递交详细的工作情况报告。57

• 由于在冲突地区设立固定救助点需要大量人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常常需要在当地聘
请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能受到当地文化习惯影响而在性别或者种族问题上表现出歧视。这
要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强对于工作人员的选拔和筛查，并在正式上岗前对其进行培训；开
始工作后，要安排和组织定期的巡查，并畅通信息搜集和儿童反馈渠道。

• 组建医疗团队。通过经济扶持、政策鼓励，激励当地的医护人员重新投入到医疗服务中；
与红十字会等组织紧密合作，号召世界各地的医生、志愿者参与冲突地区儿童的救助。

（三）打击针对儿童的暴力和犯罪，保护儿童免于暴力
如前文所述，在冲突地区，由于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儿童受到严重侵害的风险

较高，对儿童的犯罪和侵害率居高不下。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对儿童的保护面临着新的困难：
新冠疫情阻碍了这些儿童获得医疗、食物和基本教育，使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更加薄弱；
阻碍了这些儿童的地区流动，使得儿童受到伤害的概率更大。在这些触目惊心的问题背后，
是冲突地区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崩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需要循序渐进。以下方法
或有助于打击针对儿童的暴力和犯罪：

57　 UNICEF, The Humanitarian Review: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January 2022, p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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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各国健全出生登记和人口管理系统。儿童基金会 2018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有超
过一百个国家仍没有健全的出生登记系统。58 出生信息的详细登记是保护儿童、统计针对儿
童犯罪的基础所在，人口登记的漏洞将会助长人口贩卖、肆意杀害和人为的性别筛选等犯罪
行为；由于无法确定年龄，还可能造成童婚、童工等社会问题。儿基会可以通过全球倡议使
各国认识到该系统的重要作用，通过派出技术人员、提供专业设备和软件支持等方法帮助冲
突地区政府健全出生登记和人口管理系统。

• 加强宣传教育，深化同各国政府间的宣传合作。针对这一问题的舆论宣传工作分为两
个方面：首先是对儿童的教育宣传，应使冲突地区儿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强化他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并告知他们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利用何种渠道发声；其次是
针对当地民众的教育，明确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有哪些，并言明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
这些工作不能仅靠儿基会工作人员的走访和宣传完成，还需要儿基会同当地政府和媒体合作。
这在和平地区有成功的先例：尼加拉瓜政府领导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反性暴力运动参与人数
达到 300 万人，占该国人口的近一半，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其配套平台。这样的机制和平台首先是针对儿童的，即告知儿童
可能存在的受侵害风险。在冲突地区和冲突国家，还需要告知儿童因战争行为受到侵害的风
险，如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 370 万儿童提供了残存地雷爆炸物风险
信息，使得他们免于战争残留的武器的伤害。这样的机制和平台同时也应当是针对犯罪行为
的，对于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如招募和使用儿童参与战争等行为）进行实时的监测和通报。
2018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导的国家监测报告特别工作组在 20 多个国家记录了 13000
多起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 对于实施侵害的组织和个人建立负面清单制度，联合国秘书长每年所作的关于儿童与
武装冲突的报告的附件中有向全社会公布的实施侵害的主体名单，但仅列明主体，未列明其
侵害行为，也无配套的实效措施。建立一个实时反馈的负面清单制度将有助于从舆论层面打
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这一黑名单也可作为上文所述对这些主体实施惩罚的依据。

•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儿基会还应同各地区政权合作，在冲突地区开展定
期的走访调查活动，并在居民聚居区设立相应机构进行犯罪行为的预防和监测（这项工作可
同防疫工作和疫苗接种一起进行），尽量减少或及时上报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

（四）杜绝歧视和不平等
造成歧视与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群自身条件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来源多种多样，对

于儿童这一群体，宗教信仰和种族差异所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并不显著，因此并非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消除歧视和不平等问题的工作重点。相比之下，性别差异是针对儿童这一群体
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来源，因此也成为了儿基会长期的重点工作领域。在《儿基会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书》中明确指出：“儿基会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其不让任何儿
童掉队工作的关键支柱。”

58　 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A/75/873，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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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歧视和不平等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对女童的压迫，因为男童和女
童均不同程度上地属于性别歧视问题的受害者，其差别在于男童和女童权利受到侵害的形式
有所不同。在战争中，被招募和使用的儿童中，85% 是男童。而 98% 的性暴力受害者是女童。

针对性别歧视问题，由于对于男童和女童的儿童权利侵害形式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应当
分性别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对儿童的保护过程中，也可能因性别不同产生不平等
现象。针对以上由于性别差异所产生的不同现状，可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包括：

• 加强宣传引导。由于冲突地区的宗教习俗和动乱状况，童婚往往成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东的部分地区，割礼也会对女童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这些问题并非政治性的，但
植根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之中。这使得针对以上问题的治理相对更加困难。儿基会
可通过教育引导和开展普遍的宣讲活动，经过较长时间的影响改变这一现象。

• 发挥基金会分支机构和地区办事处的数量优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绝大多数国家都
设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能够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切实地收集性别平
等方面的信息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有的区域办事处都设有性
别顾问；代表可考虑在目前 27 名性别顾问的基础上聘用更多的专家，并在人员安排上向冲
突地区适当倾斜。

• 在关爱女童的同时也应关爱男童的身心健康。在冲突地区，出于生产和战争活动的需要，
男童常被迫参与更繁重和更具伤害性的体力劳动；一些对男童的性暴力行为也常缺乏重视。
儿基会应对此给予更多关注，了解男童的生活状况，防范对男童的剥削和虐待。

• 更加重视对援助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此部分已在上文阐释，在此不做赘述。

（五）安顿流离失所的儿童
武装冲突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儿童被迫流离失所，无法得到应有的

照护和关怀。仅在孟加拉国、喀麦隆、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等十一国，就有 224 万儿童流
离失所而成为难民。59 针对流离失所儿童的安顿问题，儿基会可采取如下措施：

• 加强人道主义设施的建设。儿基会已在世界各地设立难民营和“儿童友好之家”，为
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基本的住所、饮食、医疗服务和基础教育；儿童的监护人也可在此得到
和庇护。代表可考虑增加这些设施的数量和完善它们的硬件，使其能容纳更多儿童。

• 重视原生家庭在儿童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在流离失所儿童的保护过程中，应注重原生
家庭保护和家乡安置，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在战乱中，许多
儿童被迫和父母分离，而这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极为危险。基金会可设立必要的临时庇护设施，
建立信息共享和信息的即时传递机制，尽量保持儿童原生家庭的团聚。另外，也应通过全球
倡议呼吁各国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减少儿童和父母分离现象的出现。

• 实行异地安顿和有序移民。2020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制定了《联
合行动蓝图》，在卫生、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行动。如因国家政策原因难以实现移民，则可以
在环境比较和平安定的区域建立收容所或难民营。在安顿过程中，还需格外注意饮食、医疗
和教育设施的配套。

59　 UNHCR, Blueprint for Joint Action 2020,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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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儿童发展权

1���保护儿童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关乎儿童未来的发展与成长。在冲突地区，动荡的环境和支

离破碎的家庭使绝大多数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将受冲突地区儿童带回安全环境
的关键。这种环境会给儿童带来一种正常感和安全感。教育还可以培养儿童放下仇恨、尊重
法治的理念，培育儿童健康的三观。儿基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

• 为儿童提供学习用品。冲突地区的大部分家庭处于经济贫困、物资匮乏的状态，社会
上的生产也受到严重阻碍。许多孩子无法拥有电脑、书籍、文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
助中，应包含这些学习用具，比如多种教育工具包，可以支持所有年龄段的儿童。这些工具
包通常根据不同年龄组的需求和儿童的当地语言量身定制。

• 帮助组建教师团队。冲突地区许多教师在动荡中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可以通过经济激励、政策扶持等方式帮助当地教师重返教育岗位，为儿童授课。也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开展支教志愿者招募活动，鼓励各地爱心人士投入到失学儿童的教育中。

• 提供可从事教育活动的场地。冲突地区的基础设施在战乱中被大量破坏，许多学校已
无法正常开展教学。联合国可以提供资金援助，寻找新的场所或对原有学校进行修复。可以
搭建供儿童学习的临时建筑，还可以发放“盒子里的学校”，即把必要的学习材料和用具放
到物资盒里，可以随时打开形成一个教室，满足冲突地区儿童的学习需求。60

• 充分寻求国际力量保障学校和教师、学生的安全。《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冲突方
应对由于武装冲突而成为孤儿或者被迫和亲人分离的 15 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基本的教育权利。
对于被拘留的儿童也使他们有权利接受教育，并将他们的教育任务交给与儿童或儿童父母有
相似文化背景和传统的人。公约还要求占领国应为被占领地区的儿童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提
供便利，不应有意攻击属于非军事目标的教育建筑物。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儿童重回校
园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法的保护，并与联合国安理会等相关组织合作，寻求对
学校和教师、学生的保护。

2���冲突地区儿童的心理干预
儿童处于心智未定的心理敏感期，冲突地区的动荡、饥饿乃至死亡等都会给儿童带来极

大的心理创伤，导致儿童自杀率屡屡上升。被迫失学、难以与同龄人共度童年时光也使儿童
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而冲突地区的动荡和家庭的支离破碎也使儿童的心理健康经常被忽视。
以下这些措施有助于进一步保护儿童心理健康：

60　 《拆箱学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s://www.unicef.org/supply/unboxing-school-box，登录时间 ：2021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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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普及心理干预的常识。针对老师、父母等最常接触儿童的人
进行必要的心理常识科普，让他们能尽可能地多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并加以积极的引导，
并在必要时向专业人员求助。

• 增加医疗团队中心理医生的数量。鼓励各国把更多的心理专业人士派往冲突地区，并
鼓励这些专业人士投身到心理干预的志愿活动中，为冲突地区的儿童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

• 由儿基会派遣专家组前往冲突地区进行儿童心理普查，把握冲突地区儿童心理状态，
针对常见的心理问题对当地的心理治疗团队、医护人员等进行培训，提高心理干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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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例分析：阿富汗

（一）阿富汗安全局势�
2001 年，与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战后的阿

富汗政府架构中，许多武装阵营被忽视。各地的军阀通过与美军的合作攫取更多地方势力范
围，而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喀布尔。塔利班在丢失全国政权后，依旧控制
着边境地区和南部地带，这些地区的许多平民更亲近塔利班，对阿富汗政府军与外国驻军持
不合作态度。再加上美军过度注重短期稳定以及反恐战争，诸多原因使得阿富汗中央政府以
及多国联军对阿富汗局势掌控能力低下，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战争或武装冲突。

联合国监管机构称，自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 2020 年 9 月在卡塔尔启动和平谈判以来，
针对平民的枪支和炸弹袭击次数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此类冲突造成 444 名救援人员死
亡。61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战争迫使 270 万阿富汗民众逃往国外，其中大部分逃往邻国
伊朗、巴基斯坦和欧洲，另有 400 万民众流离失所。

塔利班去年上台之后，面临的恐怖组织压力愈发严峻。2021 年，在阿富汗共有至少
334 起袭击事件应归咎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恐怖组织。相比之下，2020 年可以确认为
该恐怖组织发起的袭击则为 60 起。62 该恐怖组织长期以什叶派社区为重要目标并展开行动，
这进一步恶化了当地儿童、特别是属于少数族裔及少数宗教群体的儿童的安全状况。

（二）阿富汗儿童现状

1���生命权
1）公共卫生状况

阿富汗儿童的高死亡率与医疗卫生资源的极度短缺密切相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阿
富汗每千人的病床数量仅为 0.39 张，每千人的医师数量仅为 0.278 人 63，每千人中的护士或
助产士仅有 0.4 人 64。2018 年，每 10 名阿富汗儿童中就有 4 名在满一周岁之前死亡 65。这
一数据意味着阿富汗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婴幼儿死亡中的大多数可
以通过及时和充分的护理和治疗加以预防，但这些护理和治疗严重缺位。2018 年，阿富汗
儿童主要疫苗的接种率相比于 2008 年并无明显变化。1-4 岁的阿富汗儿童仅有 40.6% 接受
了完整的免疫接种，42.4% 的该年龄段儿童未完全接受免疫接种，17% 的 1-4 岁儿童完全

61　 《阿富汗真实一幕》，澎湃新闻，2021 年 8 月 27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82059，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62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ov. 2021,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21-11/
afghanistan-14.php, log-in time: 2022-02-10.
63　 Physicians per 1000 people Afghanistan, World Bank, 2016,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MED.PHYS.
ZS?locations=AF,log-in time: 2022-02-10.
64　 Nurses and midwives, World Bank,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MED.NUMW.P3
65　 Health,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afghanistan/health,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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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接种。66 青少年在满足性生殖健康需求方面亦面临巨大挑战。2019 年，每千名 15-19 岁
的阿富汗女性中有 69 人生育 67，鉴于 18 岁及以下年龄的人群被视为儿童，儿童怀孕率也不
容忽视。2018 年，阿富汗产前护理率低下以及缺乏必要的生殖健康服务是导致阿富汗产妇
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每 100000 名阿富汗产妇中就有 638 名产妇死亡。

疾病流行加剧了阿富汗公共卫生压力，恶化了儿童生存条件。随着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
继续恶化，致命疾病的爆发使儿童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2021 年，截至止 11 月底，阿富汗
已报告儿童麻疹病例超过 66000 例。除此之外，阿富汗还爆发了儿童急性水样腹泻、疟疾
和登革热疫情，1 型脊髓灰质炎（WPV-1）亦有病例报告。阿富汗冬季天气条件恶劣，许多
家庭由于贫困难以获得足够的供暖，这使得儿童肺炎和急性呼吸道疾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生活在阿富汗高海拔山区的儿童尤其容易染病。阿富汗五岁以下儿童中约有 25-30% 死于呼
吸道感染，其中 90% 死于肺炎。 

严重的饥饿与营养不良亦恶化了儿童生存的公共卫生环境。2021 年以来，阿富汗的粮
食危机继续恶化。截至 2021 年底，约 2440 万阿富汗人（其中包括 1290 万儿童）需要人
道主义援助。阿富汗的最新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报告指出，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阿富汗 55% 的人口将面临粮食危机，这一比例同比增加了 35%。世界粮食计
划署在 12 月 14 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据估计，有 98% 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不足的危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到 2022 年，由于粮食危机以及难以获得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
每 2 名五岁以下儿童中就有 1 名将面临严重营养不良。68

2）战争与武装冲突导致的儿童残疾与死亡
阿富汗的战争与武装冲突持续造成儿童伤亡。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曾表示，2001

年以来，近 3.3 万名阿富汗儿童被杀害或致残，且这一数字不包括因饥饿、贫困和疾病死亡
的儿童。69 塔利班武装和阿富汗前政府都应对在无差别的迫击炮和火箭袭击中造成的儿童伤
亡负责。2021 年上半年前政府军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比 2020 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战
争的危害也以其他形式出现。2018 年，927 名儿童因阿富汗的武装冲突而死亡 70。与普通民
众一样，儿童也因使用贫铀弹和炮弹的空中和地面袭击而受到危险辐射。类似食品容器的集
束炸弹也会造成儿童受伤。

66　 Vaccination status of children aged 1-4 years in Afghanista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201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026033/,log-in time: 2022-02-10.
67　 Adolescent fertility rate in Afghanistan,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ado.tfrt,log-in time: 
2022-02-10.
68　 Rising health risks for children across Afghanistan, UNICEF, 2021, https://www.unicef.org/rosa/press-releases/
rising-health-risks-children-across-afghanistan-disruption-health-and-nutrition, log-in time: 2022-02-10.
69　 《外媒：美国入侵阿富汗 20 年间，3 万余名儿童死亡或致残》，环球网，2021 年 9 月 1 日，https://world.huanqiu.
com/article/44arJvSkerN，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3 日。
70　 CIVILIAN DEATHS FROM AFGHAN CONFLICT IN 2018 AT HIGHEST RECORDED LEVEL – UN REPORT, UNAMA, 
2019, HTTPS://UNAMA.UNMISSIONS.ORG/CIVILIAN-DEATHS-AFGHAN-CONFLICT-2018-HIGHEST-RECORDED-LEVEL-
%E2%80%93-UN-REPORT, 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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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保护权
1）对女童受保护权的侵犯

根据《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阿富汗在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中排名第 169 位，是
世界上性别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性别平等状况在塔利班接管政权后进一步恶化。

性别暴力在阿富汗的风险正在增加。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12 月 6 日发表的研究报告，自
塔利班接管以来，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幸存者的关键服务已大幅减少。为性别暴力幸存者和参
与提供保护服务的人员，包括妇女收容所工作人员，面临暴力和死亡的风险。国际特赦组织
敦促塔利班支持并重新开放庇护所，并确保服务提供者能够在安全的状况下工作。它还呼吁
国际社会为保护服务提供资金，并敦促塔利班履行其对妇女和女童的义务。

阿富汗的许多女童事实上难以接受教育。阿富汗 370 万失学儿童中，60% 是女童。塔
利班上台后下令中学只对男生重新开放。一部分女子中学随后在一些省份重新开放，但截至
10 月，绝大多数相关学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同时，由于阿富汗女教师的缺乏，再加上男
教师普遍缺乏为女性授课的意愿，许多女孩和妇女很可能事实上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此外，女童也是呈上升趋势的童婚的受害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当地的合作伙伴仅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就登记了 183 起童婚和 10 起卖童案件。这些儿童年龄在 6 个月至 17 岁
之间。据估计，28% 的 15-49 岁的阿富汗妇女在 18 岁之前结婚，17% 的女童在 15 岁之前
结婚。童婚除了侵害女童受教育权、使其更易遭受家庭暴力以及虐待之外，也更容易使被害
女童受到怀孕和分娩并发症的影响。

2）童工问题
童工问题在阿富汗普遍存在。尽管阿富汗的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为 18 岁，同时

禁止 14 岁以下的儿童工作。但由于该国劳动法的形同虚设以及阿富汗政府缺乏监管工作场
所的能力，该国仍有四分之一的 5 至 14 岁儿童承受着从事有害其健康的工作。其中，许多
儿童从事高危工作，例如金属工人，锡匠，焊工，矿工等 71。童工问题部分是由于该国教育
的落后。该国大约 370 万 7 至 17 岁的儿童没有上学。由于贫困无法支付学费、战争摧毁教
育设施等原因，许多未入学儿童不得不参加体力劳动以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

3）��童军问题
阿富汗的童军问题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当时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成立了民主青年

组织 (DYO)，招募 10 至 15 岁的儿童担任军队的士兵和间谍。从 1979 年到 1986 年，大约
30,000 名阿富汗青年被送往苏联进行“教育”。阿富汗战争后，童军现象在阿富汗继续存在。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联合国核实了 196 名男童被招募和使用的情况，这些男童被塔利班 (172
人 )、阿富汗国家警察 (5 人 )、阿富汗国民军地方部队 (4 人 )、亲政府民兵 (7 人 ) 以及阿富

71　 10 Facts about child labor in Afghanistan, Borgenproject, 2019, https://borgenproject.org/10-facts-about-
child-labor-in-afghanistan/#:~:text=Child%20labor%20is%20prevalent%20in,its%20government%20and%20the%20
Taliban.&text=Children%20work%20long%20hours%20and,conditions%20and%20minimal%20social%20opportunities, 
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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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地方警察联合亲政府民兵 (8 人 ) 招募和使用，主要发生在阿富汗北部 (124 人 ) 和东北部
（51 人）地区。儿童被用于战斗 ( 包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袭击 )、收集情报、把守检查站。

他们还遭受了性暴力。9 名男童在战斗中丧生或受伤 72。许多武装团体乃至阿富汗政府以某
种方式使用儿童，以在阿富汗及其周边的许多地区开展活动。例如，塔利班利用伊斯兰宗教
学校从小训练儿童。他们通常在 6 岁时开始学习塔利班老师教授的宗教科目，并在 13 岁左
右学习军事技能 7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孩子通常不会被强行带走。阿富汗政府也使用儿童
作为检查站的警卫或厨师等后勤人员。让自己的孩子为政府工作或加入塔利班，对贫困家庭
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些组织能够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衣服。

4）�儿童身份登记
身份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国籍等要素，拥有身份是基本人权之一。74 通过身份

的登记和确认，个体才能享有与其身份对应的权利。在阿富汗，由于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以
及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势等原因，只有 6% 的新生儿有官方记录。绝大多数阿富汗儿童既没有
正式身份，也没有国籍。这使得阿富汗社会更容易忽视他们的状况。身份权的缺失对阿富汗
难民儿童来说尤为棘手。在位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中，阿富汗儿童难民的人数可能高
达 150 万。75 由于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他们获取难民的相关权益也更加困难。

5）针对相关人士的迫害或限制
针对儿童权益保护人士的袭击，进一步削弱了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措施落实的可能性，加

大了阿富汗儿童权益保护的难度。针对女性教育工作者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限制，进一步
恶化了儿童尤其是女童的权益。塔利班取得政权后，在一些地区，曾在六年级以上的班级教
男生或在大学混合班教男生的妇女被解雇。在阿富汗的许多地方，塔利班官员禁止或限制女
性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活动，此举可能会恶化女童获得医疗保健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塔利
班还解雇了几乎所有女性政府雇员。9 月，塔利班取消了妇女事务部，并将其大楼改名为传
播美德和预防恶习部。同时，为逃离暴力的妇女建立的收容所已经关闭，住在其中的一些妇
女（部分是女童）已被转移到女子监狱。这些针对妇女权利的限制将会影响女童权益的实现。

72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SC, 2021,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
doc.asp?symbol=S/2021/437&Lang=E, log-in time: 2022-02-10.
73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using child soldiers in Afghanistan, Borgenproject, 2018, https://borgenproject.org/
addressing-the-issue-of-using-child-soldiers-in-afghanistan/, log-in time: 2022-02-10.
74　The right to identity, Humanium, https://www.humanium.org/en/identity/#:~:text=Having%20an%20identity%20
is%20a,and%20nationality%20of%20the%20individual, log-in time: 2022-02-10.
75　 Afghanistan, Humanum, www.humanium.org/en/afghanistan, 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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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权
多年的持续冲突使阿富汗的教育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尽管最近在提高入学率方面取得了

进展，但对该国许多儿童来说，完成小学教育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
女孩。据估计，阿富汗有 370 万儿童失学，其中 60% 是女孩 76。女童入学率低的主要原因
是不安全以及与女童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有关的传统规范和做法。此外，女教师的缺乏也
是女童入学率低的原因之一，农村学校女性教师的缺乏尤为严重。阿富汗只有 16% 的学校
是女子学校，其中许多学校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这进一步妨碍了儿童接受教育。某些社会
文化因素和传统信仰也破坏女童教育。例如，女孩仍过早结婚，有 17％的女童在 15 岁之前
结婚。

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学校短缺和交通不足是教育的主要障碍——上学要走很长的路，
意味着上学的孩子更少。地理屏障，特别是山区的屏障，也使儿童难以到达学校。即便儿童
成功接受了教育，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也往往较低。只有 48% 的阿富汗教师具有执教所
需的最低学历（相当于副学士学位）。此外，阿富汗面临的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严重影
响脆弱的教育制度。洪水、地震和滑坡等自然灾害加剧了所有儿童的处境。这些因素使父母
担心孩子的安全，并可能阻止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77

4���少数族裔儿童的权利
少数族裔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儿童面临比其他儿童更为严峻的安全问题。例如，许多恐

怖袭击都针对阿富汗的哈扎拉什叶派社区。2021 年 5 月 8 日，喀布尔赛义德·舒哈达（Sayed 
al-Shuhada）学校发生三起爆炸，造成至少 58 名平民死亡 78，其中绝大多数遇害者来自哈
扎拉少数族裔（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塔利班在昆都士、坎大哈等地强行将一些哈扎拉人
赶出家园，这被认为是对居民支持前政府行为的报复。在 9 月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中，来自
乌鲁兹甘省吉萨布区和戴昆迪省邻近地区的数百个哈扎拉家庭被迫放弃家园并逃离。这样的
行动人为制造了更多儿童难民，进一步威胁了儿童的基本权利。

76　 Education,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afghanistan/education, log-in time: 2022-02-10.
77　 Ibid.
78　 《阿富汗一学校附近发生爆炸已致 58 死 死伤者大部分是女学生》，凤凰网，2021 年 5 月 9 日，https://news.ifeng.
com/c/8661x3O3Apr，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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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富汗儿童权利保护工作的成果
近 20 年来，阿富汗儿童权利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果。阿富汗儿童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

阿富汗每千名儿童的死亡人数已经从 2003 年的 82.3 人降低至 2020 年的 45 人 79。这得益于
以下措施：首先，阿富汗战争后，几种孕产妇保健干预措施的覆盖面有所增加——例如，产
前保健（从 2003 年的 16.1% 提升至 2018 年的 65%80）、熟练助产士（从 2015 年每千人
仅有 0.13 名助产士或护士提高到 2018 年的 0.446 名 81）和健康分娩设施（从 13% 提高至 
39%）。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新生儿的健康状况。目前，在阿富汗，每年有近 120 万名一岁
以下儿童接种救生疫苗。每年有 600 万名孕妇接种疫苗，预防 9 种疾病。2020 年，50364
名孕妇和 79362 名儿童通过流动医疗队接受了基本医疗服务。

许多国际组织参与了阿富汗的卫生建设。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例，2021 年 11 月，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一千多家医疗机构的 1 万多名一线卫生工作者提供了 11 月份的工资，并
为 1000 多家医疗机构提供了医疗用品和冬季取暖材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通过医疗机构
和流动医疗和营养团队，提供了包括免疫接种在内的关键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为近 10.5 万名年龄在 6 个月至 5 岁之间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一项全国性的脊髓灰
质炎运动惠及了 850 万名儿童，其中包括生活在以前无法进入地区的 200 多万儿童。同月，
儿童基金会为 37000 多名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了治疗。为 22000 多人提供了
安全用水，包括通过运水卡车运输；并向贫困率最高、冬季条件最恶劣的省份发放现金，以
及冬季服装。82 

阿富汗儿童的受教育权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间，阿富
汗在校学生总数从约 100 万增加到 1000 万；教师人数增加了 58%；女性识字率几乎翻了一番，
从 17% 增至 30%。女性入学率方面的进展尤其突出：小学女生人数从 2001 年的几乎为零
增加到 2018 年的 250 万。2021 年，小学阶段学生中有 4 成是女生。高校女生人数从 2001
年的约 5 千增加到 2018 年的约 9 万。83

为了改善儿童尤其是更为弱势的女童的受教育条件，国际社会亦提供了许多帮助。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一个项目为希望成为教师的高中女学生提供培训课程。2018 年，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了 5300 所社区学校和速成学习中心，让孩子们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以及
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技能。150000 名学生（其中一半以上是女孩）从该组织的福利中受益 84。

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得到了一定关注。2021 年 9 月塔利班夺取政权前，阿富汗政府
曾设立庇护所，以帮助躲避家庭暴力的女性（部分是女童）。亦有针对难民儿童以及前童军
成员的救助所被创办，并为相关儿童提供心理救援等服务。

79　 Mortality rate of infant(per 1000 live births)-Afghanistan, World Bank Data,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SP.DYN.IMRT.IN, log-in time: 2022-02-10.
80　 Pregnant women receiving prenatal care-Afghanistan, World Bank Data,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SH.STA.ANVC.ZS?locations=AF, log-in time: 2022-02-10.
81　 Nurses and midwives (per 1000 people)-Afghanistan, World Bank Data,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SH.MED.NUMW.P3?locations=AF, log-in time: 2022-02-10.
82　 Health,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afghanistan/health, log-in time: 2022-02-10.
83　 The right to education: what’s at stake in Afghanistan, UNESDOC, 202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
pf0000378911, log-in time: 2022-02-10.
84　 Education of Afghanistan, UNICEF, https://www.unicef.org/afghanistan/education, 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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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富汗儿童权利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

1���阿富汗社会观念
阿富汗在宗教信仰上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在社会结构上则以部落制为传统特征。阿

富汗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种种复杂问题。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结构被打破，传
统的神职人员与部落酋长丧失了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传统的神职人员和部落酋长常常
对与传统观念相违背的议题（例如女童权益保护）上持反对态度。同时，即便是塔利班之前
的阿富汗世俗政府，也并没有完全实现政教分离，宗教信仰对政治决策仍起到较为显著的影
响。在塔利班掌权后，塔利班更表示要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在阿富汗，传统的伊斯兰学
校在基础教育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宗教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尤其是
其他信仰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在阿富汗的工作。部分人道主义工作者甚至被视为“基督教入侵”
的象征而遭袭。

2���援助能力受限
1）人道主义救援巨大的资金缺口

由于相关制裁措施，国外汇往阿富汗的资金与货物极度受限，这限制了在阿富汗的人道
主义工作者开展工作的资金来源以及可以动用的粮食储备，也使得阿富汗政府有关部门以及
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薪资支付更加困难。塔利班夺取政权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冻
结了向阿富汗的援助资金，拜登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为弥补巨大的资金与物资缺口，
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得不通过借款弥补部分在阿富汗的资金缺口，并从邻近国家筹措粮油。阿
富汗国内银行的大面积关闭亦扩大了资金缺口。查克瓦拉克医院的一名医生称，由于银行关
闭以及无法从国外获取资金，该医院的设备和雇员薪资支付已无法维持。

2）人道主义救援的中立性以及武装团体干扰人道主义行动
中立性指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方应尽可能避免其行动使冲突方的任何一方获得超过其他

方的政治或军事优势。85 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在阿富汗受到挑战。一部分人道主义援助政
治或军事色彩明显，受到广泛批评。例如，截至 2009 年，国际援助部队共在阿富汗建立省
级重建队 26 个，其中 12 个由美军指挥，14 个由相应省份驻防的其他国家军队指挥。省级
重建队以军事人员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甚至存在以人道主义援助获取军事情报的情况，政治
军事色彩较为突出，危害了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阿富汗武装冲突中的一部分团体强行征
用或利用人道主义救援团体的物资乃至人员，亦有一部分武装团体将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救
援者视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对其人道主义工作加以阻挠。862003 年 3 月，红十字国

85　  Guttieri: Humanitarian Space in Insecure Environments: A Shifting Paradigm, 8 January 2007. 
86　 Fiona Ter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Afghanistan: reasserting the neutrality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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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委员会水务工程师里卡多·蒙吉亚从坎大哈前往蒂林科特 (Tirin Kot) 时被蓄意杀害。尽管
凶手及其指使者均接受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例如他们的腿上都戴着红十字会标志的假肢，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杀死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被视作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的西
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国际红十字会不得不质疑，在其他地区的各种冲突中，红十字会是否可
以作为一个完全中立的组织开展活动。

人道主义行动亦受到恐怖组织的巨大威胁。“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恐怖组织声称对
2021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在楠格哈尔杀死九名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员负责。6 月 9 日，枪手
在巴格兰杀害了 10 名人道主义排雷人员。“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声称对此负责 87。

3）阿富汗政府难以或不愿提供协助
由于阿富汗境内武装派系众多，在许多阿富汗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区，人道主义工作

者往往无法得到政府的协助。同时，阿富汗境内地理条件复杂，某些区域地理条件恶劣，通
达度低。以瓦罕走廊为例，该地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每年除 6 至 8 月外，其余时间均
大雪封山，几乎无法进入。在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困难而危险，亦难以得到政府协助。
同时，由于阿富汗政府与其国内的武装派系的矛盾，人道主义援助团体为在受武装团体控制
地区开展救援而不得不与武装团体进行的商谈，可能会被阿富汗政府视为对其主权的挑衅或
是对叛军的支持。同时，人道主义救援往往秉持“按需求援助”的原则，而阿富汗政府的决
策往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有可能与政府要求产生矛盾。因而，阿富汗
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愿为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协助。

87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Security Council, 2021,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21-11/
afghanistan-14.php, log-in time: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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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需要代表思考的问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冲突地区儿童权利的保护中起到了那些作用？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如何和其他主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武装团体）加强协调
以更好地保护冲突地区儿童人权？
3.  人道主义援助有时会被某些地区以“干涉国家内政”为由拒之门外，应该如何处理
这种问题？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4.  对冲突地区儿童的处置是否局限在就地安置的层面？有没有将某些儿童带离当地的
可能？引导他国人民对孤儿的领养是可行的吗？
5.  如何确保针对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真正被送到儿童手中而不是被成人所使用？
6.  儿童基金会如何避免开展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时针对不同群体可能产生的不平等现
象？
7.  是否存在建立稳定的冲突地区儿童救济机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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