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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
2022 年报告
的儿童友好版本

亲爱的孩子们，亲爱的朋友们。
我希望
这份报告可以成为你们用来宣传和倡
议一部分的有用的工具。
你将能够了
解我们做得好的地方，还有你认为我
们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我
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对我们来说，你
们是引领变革之路的关键合作伙伴和
参与者。

纳贾特·马拉·姆吉德

遇见纳贾特·马拉·姆吉
德：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
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什么是联合国

“联合国”是包含世界
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组
织，它旨在解决冲突、促
进发展和帮助各国履行
人权承诺。

联合国的首脑，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是“
秘书长”。
他挑选人来解决特定问题。
其
中一位是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
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
她的职责是倡导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
侵害儿童行为，在所有情况下，始终将
儿童放在首位。

她向世界各国政府汇报她所做的工作。
现在是时候向像你这样的也在采取行
动制止各地的暴力行为的孩子汇报了。

向儿童汇报
一个双向的沟通渠道
我 们 需 要 做 更多

不幸的是，情况变得更糟糕
了。
两年的2019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以及气候变化、冲
突和其他紧急情况造成的
危机，影响了针对儿童的暴
力行为：暴力事件更多，但
我们看到的更少。

本报告是她向人权理事会提
交的报告的儿童友好版本，旨
在传达三个主要的关键信息：

儿童 是 变 革 的 推 动 者

我们 需 要 投 资 于 儿 童

各国迫切需要对儿童进
行投资，并在这样做的同
时让他们参与其中。

世界各地像你这样的孩子
正在成为结束暴力的解决
方案的一部分。
你们需要被
视为关键合作伙伴。

本报告邀请你思考你能如何帮助制止针
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你的角色是什么？你
如何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暴力侵害儿童问题

还有更多，但我们看到的更少

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两年之后
家庭、社区和网络中
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越来越多。

情况更为糟糕
世界本来就不平等，
疫情使情况更加恶化，
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
人的影响远比其他
人更大。

我们看到更多针对
女孩的暴力行为。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全球有超过
130 万儿童在一年内
失去了至少一位父母
或监护人。

童工、儿童性剥削、
贩卖儿童、走私、童
婚以及儿童被卷入
犯罪和武装团体的
风险更大。

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学
龄儿童在家中无法访问
互联网，并在封锁期间
无法访问在线教育，数
字鸿沟变得更加明显。

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人道主义危
机、气候变化和贫困等因素，越来
越多的儿童在流动并寻找更美
好的未来：到 2020 年底，全球
有超过 3300 万儿童流离失
所，其中许多儿童无法
获得服务，与家人分
离并被拘留。

“你的声音比你所想的重要得多。
提高
它，有人会听。
继续提高它，很多人都会
听。
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力量在于你。
相信
你的力量，使用你的声音。
”
Ojaswi - 17,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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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回顾
我们去年在这么
多地方做了这么
多事情！以下是
一些例子。

我们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密
切合作，通过访问帮助热线、
保护系统和同伴支持小组，来
更好地了解儿童如何使用互
联网来变得更安全。
“无论作为一个年轻人为变革
而奋斗的感有觉多么困难，你、
你的想法和你的倡导对于那些
受到我们所抗争问题影响的人
来说都非常重要。
相信自己，永
远不要忘记，有朝一日，即使是
最小的一步也会给世界带来巨
大的变化”。
Carolina, 17,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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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童子军 (WOSM) 签署
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全球范
围内推动更强有力的行动，以
确保儿童的安全并支持他们
表达自己的声音。

哥伦比亚

特别代表纳贾特会见
了第一夫人，以支持
该国结束针对儿童的
暴力行为的努力。

尼日利亚

No r t h

Amer ica
Caribbean

La t in

Amer ica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我们支持了“Zoom
a tus derechos”
，这一
区域竞赛，它鼓励儿童
提交就解决种族和种族
歧视问题的音乐视频。
在2021 年 10 月，我们
还参与了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观察站的启
动，该观察站收集有关 我们支持了今年的
该地区针对女孩的暴力 African Girls Summit（
行为的信息。
非洲女孩峰会）
，该峰
会旨在加速消除童婚和
针对女孩的有害传统
习俗。

我们为促成《欧洲联
盟儿童权利战略》的
磋商做出了贡献，该
战略于 2021 年 3 月
定稿并发布。

纳贾特作为主讲人参加
了在瑞典举行的第三届
世界反欺凌论坛。
欺凌
的新定义正在被提出，
其中包括数字维度以及
文化和规范的作用。

约旦和黎
巴嫩

我们访问了约旦和黎巴
嫩并会见了难民儿童，
同时支持这些国家解决
移民儿童权利的问题。

教育仍然是儿童的优先
事项。
我们与 Arigatou
International 合作，
并支持了“Wear My
Shoes”
（穿上我的鞋）
运动，以动员儿童和成
人支持儿童安全返校。

Europe
As i a

2021 年阿拉伯可持续
发展论坛：纳贾特强烈
鼓励阿拉伯国家采取更
多措施来结束针对儿
童的暴力行为，并继续
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密切
合作。

Afr ic a

Oceania

乍得和
尼日尔

纳米比亚

我们会见了大约 30 名
儿童议员，并了解他们
是如何帮助解决暴力和
纳贾特会见了总统、议 其他问题的。
员、组织以及儿童们。

菲律宾

我们的团队帮助评估了
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的国家行动计划的进展
我们参与了结束暴力 情况。
侵害儿童行为的政策
对话。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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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
几年前，世界就可持续发展议
程达成一致，因此到 2030 年，
世界各国将实现多项目标，包
括目标 16.2——结束一切形式
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以及
其他目标，如消除饥饿和应对
气候变化。
这些被称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它们都会影响针对
儿童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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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我们会见了 38 个国家（在
联合国我们称之为会员国）
，来鼓励
他们报告儿童的状况，并将像你这样
的儿童纳入其自愿国别评估（各国政
府提交的报告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
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的文件）。

团队 ：
的
她
特和

帮助各国指导他们如何使用其自愿
国别评估流程来报告解决暴力侵害
儿童行为的方法，并将像你这样的儿
童纳入其审查流程（如在线民意调
查、面对面会议和在线焦点小组）。

“你不是一个人，只要你尝试，你就可以改变任何事
情，但在你改变主意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在你决定忽
略之前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我知道让人们倾听有
多么困难，但如果你接触到合适的人，他们就会倾听
并与你一起行动，所以不要放弃！
”
Nomundari- 16,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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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作为变革推动者

结束对儿童的暴力行为是每个人的责任：
政府、民间社会组织、企业、联合国、社区和
家庭，以及像你这样的孩子。
像你这样的孩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你已
经向我们展示了你正在采取行动来解决暴
力问题，并且你正在领导这些行动，支持你
的同伴和社区，与决策者建立联系，并接触
其他儿童。

像你这样的孩子也在指导他人：第二年，纳贾
特和她的团队继续支持 CovidUnder19，这
是一项由 30 多个全球合作伙伴牵头
的民间社会倡议，在该倡议中，
儿童带头并培养同龄人的
能力，以便他们也能在
国家层面应对挑战并
创造变革。

！
像 你 这 样的孩子 正 在 领 路

墨西哥

由青春期女孩领导
的“Tremendas”墨西哥
网络专注于通过从小对
在校女生进行教育和赋
权来解决针对女孩的暴
力和童工问题。

加纳

在加纳，儿童们正在利
用戏剧、诗歌和舞蹈来
唤起人们对许多生活在
街头的儿童所面临的贫
困和虐待的认识。

但是，即使你在行动并带头，许多孩子仍然面
临参与的障碍，例如不得不工作、无法上学或
者被迫结婚。
有时，儿童因积极行动
而直接遭受暴力。

数百万无法上网的儿
童以及来自贫困和边
缘化群体的儿童仍然
缺乏表达自我和参与
制止暴力行动的机会。

印度

在印度，民间社会组织
“Terre des Hommes”支持
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开发基
于艺术的项目，以解决虐待
儿童、童工、童婚、不安全的
移民和性别不平等问题。

柬埔寨

在柬埔寨，街头儿童、童工和
父母移居的儿童与其他年轻
人和地方当局联系，以帮助
减少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
然后，这些孩子同样教育他
们社区中的其他孩子。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不仅仅
是未来。
你们就是现在，你
应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
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来消除儿童参与的这些障
碍，确保你的安全，并让你
成为积极变革的推动者。

暴力有着可怕的代价
对于儿童、家庭和社会。

作为积极实现变革的儿童，你知道暴力侵
犯了你的权利。
暴力永远是不可接受的，它
是可以被制止的，一切形式的暴力都是可
以预防的，我们知道如何去做。
此外，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代价高昂

有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当儿童成为暴力
的受害者时——这种事情绝不应该发生——
这也会让他们的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一定是一个有力量的年
轻一代，一个敢说敢做的年
轻一代。
你必须相信你可以
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如果
我们不扮演这个角色，谁会
呢？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保护
儿童发声！
”
Indy,18, 印度尼西亚

每当儿童成为暴力受害者时，政府
都不得不花钱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
来应对暴力造成的后果。
例如：
儿童可能需要去
医院（政府为公共
卫生系统提供资
金支持）

他们可能不得不错
过学校（学校仍然
运作并且正在获得
资助）

暴力可能导致心
理健康伤害（政
府资助公共心理
健康服务）

如果对儿童的伤害
很严重，他们可能无
法在成年后过上幸
福、充实和富有成效
的生活。

儿童可能需要社会
工作者甚至警察等
专业人士的支持（
这些也是由政府资
助的）

我们需要对儿童进行更多投资：在预防
暴力、儿童参与和更好的服务方面。

我们需要一种以儿童为中心、
以你为中心的新方法。
6

展望未来
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会阻碍像你这样的孩子学习、健
康、玩耍、发展潜力和许多其他权利：这需要被制止。
政府需要为预防暴力投资，并将
所有服务联系起来并以儿童为
中心。
如果他们今天投资，他们
将为未来节省资金。
他们需要把
钱投资在像你这样的孩子身上。

儿童不只是未来，他们就是现
在。
他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也是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我们必
须投资于增强他们的权能以制
止暴力。

结束对儿童的暴力行
为已经刻不容缓，我
们距离实现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
后期限仅剩 8 年。
自
从COVID-19以来，我
们看到了许多效果不
佳的事情，我们有机
会重建社会的许多方
面。
要结束针对儿童的暴
力行为，每个人都要
发挥作用：政府、民间
社会、联合国、企业、
社区、家庭、学生、儿
童，包括你在内的所
有人。
要结束针对儿童的暴
力行为，你可以发挥
作用：作为变革的推
动者，你可以帮助世
界走向正确的方向。
与你一起，我们可以
兑现在任何地方终止
一切形式的针对儿童
的暴力行为的承诺。
您有机会帮助世界在
COVID-19之后重建得更好。
你将如何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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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给世界其他儿童的信息

“你的声音很重要，它一直都
有，而且永远都是。
尽管你似乎
无法自己做出改变，并且你的
声音会在所有混乱中迷失，但
你的一小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
影响。
还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孩
子，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
敢说话或没有权利说。
你应该
得到更好的，不要满足于给予
你的东西。
所以不要犹豫，用你
的声音，为所有的孩子争取更
美好的未来。
它总要从一个人
开始，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
Farah, 17, 埃及

暴力无处可去。
你可以加入我们
的事业，而不是战斗，你可以帮助
预防暴力。
Amadou, 14, 尼日尔

让我们继
续对话
UNviolenceagainstchildren

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
srsg-vac@un.org
@UN_End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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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_violenceagainst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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