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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反

对拐卖人口项目是一个由多个联

合国机构、政府、非政府等共同

参与的项目，项目简称 UNIAP，

项目区域管理办公室设在曼谷。

参与国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

泰国、越南和中国等六国，各国

都设有项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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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仪要求切实解决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Wu Yi Calls for Practical Solutions to Prominent Women's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Problems

      4 月 11 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四届二次全体会

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妇儿工委主任吴仪出席会议并讲话，吴仪要求深入实

施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切实解决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的

突出问题，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吴仪说，国务院妇儿工委四届一次全会以来，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实施妇女儿童

发展纲要这一中心任务，着眼于解决妇女儿童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权益问题，做了大量有影响、有创新、有实效的工作。

通过两纲中期评估和督导来看，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总体

进展较好。妇女发展纲要六个领域中可量化的 45 项指标，有

28 项已达到 2010 年目标；儿童发展纲要四个领域中可量化的

50 项指标，有 30 项已达到 2010 年目标。同时，国际交流与

合作不断加强，各级妇儿工委自身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吴仪指出，2007 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一年，

也是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后期的开启之年。各地区、各部

门要继续围绕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这个中心，把握全局，

突出重点，切实解决妇女儿童工作以及两纲中期评估中发现

的问题，全面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对实施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组织领导，认真落实目标责任制，不断

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并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达标难度大的工

作任务上，放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力求在解

决妇儿卫生保健、

妇女就业、生育保

险、出生缺陷率、

出生人口性别比、

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儿童安全、未

成年人犯罪和学前

教育等重点难点问

题上有新的突破。

下转第 12 页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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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反拐项目”（UNIAP）中国办

公室组织的反对拐卖人口座谈会于 2007 年 4 月 12 日在京举办，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公安部刑侦局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的有关领导、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会议议题涉及到：

中国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国际与国内拐卖定义、UNIAP 第三阶

段主要策略和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COMMIT）以及 2007

年 12 月将在中国举办的湄公河次区域反对拐卖人口部长级磋商会和高官会等问题。

   与会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交换了意见，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富有

成效，各方都表示会后将积极行动，落实各自的任务。并表示将在中国举办的湄公河次区域反对拐卖

人口部长级磋商会和高官会将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UNIAP 中国办公室供稿）

“反对拐卖人口”座谈会在京举行

Anti-Trafficking in Persons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

   联 合

国机构间

湄公河次

区域反对

拐卖人口

区域办公

室总代表

樊 麦 修

(Matthew Friedman) 于 2007 年 3 月 4 日 -9 日对

中国进行了正式工作访问。

   访问期间分别会见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苏凤杰，副主任万燕；公

安部刑侦局何挺局长等；外交部国际合作司沈永

祥副司长等，会见了国家反拐核心组部委成员。

   会见时樊麦修介绍了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

区域反对拐卖人口项目第三阶段主要任务和策略

并听取了建议。双方还就 2007 年在中国举办的

湄公河次区域第二次部长级磋商会和第五次高官

会相关事宜进行商讨。

   会见和商讨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何挺局

长表示：公安部门十分重视人口拐卖事件，2006

年全年立案 2500 多起（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

破获 2100 多起，解救了 2700 多名妇女和儿童。

中国警方与越南、缅甸警方在反拐方面有密切、

有效的合作。何局长还多次表示公安部十分重视

将在中国举办的湄公河次区域第二次部长级磋商

会和第五次高官会，目前筹备组已开始工作。

   外交部国际合作司沈永祥副司长在接见时表

示：中国政府历来十分关注拐卖人口问题，积极

参与国际合作，并希望此项湄公河次区域的反拐

合作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并表示将积极配合公安

部准备好湄

公河次区域

第二次部长

级磋商会和

第五次高官

会， 希 望

本次的区域

会议取得成

功。

 

（UNIAP 中国办公室供稿）

樊麦修访问中国        Mr Matthew Friedman Visits China

何挺局长会见樊麦修

沈永祥副司长会见樊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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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预防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简称：CP-TING）项

目省级儿童论坛规划研讨培训班 "（简称：研训班）于 2007 年 4 月 3-6 日在天津全国妇联人才开发

培训中心举办。

   代表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广东五省儿童论坛的组织者、专家和成人协助者。研训

班邀请了救助儿童会广西和新疆自治区合作伙伴参加。研训班的课程得到了救助儿童会的技术支持。

在研训班上，专家介绍了：（1）拐卖国际、国内定义；（2）国家级儿童论坛相关知识、信息；（3）儿

童权利与儿童参与；（4）与儿童交流的技巧；（5）云南、广西及第一次全国儿童论坛的概况和经验；（6）

儿童在社区中采集信息、分析问题、反应风险人群需求的方法、操作技能和指标体系。研训班还对省

级儿童论坛指导手册进行了讨论、修改。在本次研训班上各省完成了省儿童论坛实施方案。

(CP-TING 国家项目办公室供稿 )

中国预防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女童和青年妇女
（CP-TING）项目国家级儿童论坛进程正式启动

Preventing Trafficking in Girls and Young Women for Labour Exploitation within China (CP-TING) 
National Children's Forum is in the Process of Officially Commencing

    全国妇联与国际劳工组织实施组织开发的《初中生生活技

能培训教材》，包括《教师手册》和《学生读本》是针对农村

初中女生的生活技能教育课本。

   这套教材针对预防人口拐卖，很多内容和教育部前段时间

下发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吻合，是一套丰富多

彩，实用性很强的材料。目前，这套教材经过教育部下属的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的审评，在河南试点学校中进行了预试

验，征求了来自河南和湖南 20 位骨干教师的意见，并且也征

求了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

了 5 轮修改，又经过安徽，河南以及湖南骨干教师的师资培训

后确定了试用本的内容。在 2007 年新学年，按照制定的教学

计划，在试点县选定的乡镇中学中正式开展了初中生“预防拐

卖，生活技能”培训。

   这套教材将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经验，不断改善，以期更

符合农村的实际。            (CP-TING 国家项目办公室供稿 )

“初中生参与式生活技能”培训教材发布

Training Material Concerni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Life Skills" is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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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常州、镇江三市
防拐直接援助计划启动呈现良好态势

Three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Wuxi, Changzhou, Zhenjiang
Preventing Trafficking Directly Supports Plan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为使预防拐卖人口各项干预措施更具计划性、

连续性、实效性，让面临拐卖风险的 10-24 岁流

动女童和青年妇女获得更多的援助和服务，无锡、

常州、镇江三市妇联在江苏省妇联、省防拐项目

办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分别制定了为期一年的

防拐综合行动计划。目前，三市综合行动计划已

全部启动并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1、科学制定行动计划：三市认真总结以往

干预措施实施中的经验教训，围绕逻辑框架中“通

过制定实施和监测统一而有效的战略和活动，减

少并最终消除对妇女儿童的劳动剥削”的总目标

积极探讨，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任务、

机构框架、援助类型、实施步骤、监测指标等，

分别形成了为期一年的由市妇联牵头，劳动、教

育、文化、雇主、流动女童和青年妇女共同参与

的各市防拐综合行动计划。

     2、精心动员部署：无锡、常州、镇江三市

妇联、教育、劳动等部门在省举办的综合行动计

划参与式监测培训后，迅速分别向部门领导汇报

培训内容、要求，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召开

了相关部门工作协调会议，进一步明确各级、各

部门工作重点和主要职责。

    3、组建队伍网络：一是建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保证项目有成效、有特色地顺利推进，无锡、

常州、镇江均建立了由市妇联牵头，人大内务司

法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文化局、司法局、

市流动人口办公室、公安局、工商局个私办、试

点街道、志愿者协会等为协作机构的工作领导小

组，专门负责各市综合行动计划的实施。二是建

立防拐宣传队。在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市

成立了由专职演员、文艺骨干、文艺爱好者及社

区流动女童和青年妇女组成的防拐宣传队，编撰

防拐宣传材料，运用小品、说唱、歌舞、戏剧、

猜谜等寓教于乐，群众喜闻乐见等形式，对目标

社区进行宣传，帮助目标人群提高防拐意识。三

是建立志愿者队伍。发挥志愿者优势开展防拐宣

传是防拐项目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之一。各市妇

联在高校、社区广泛招募具有一定文化功底、了

解目标人群、有较强宣传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和

奉献精神的人组成志愿者队伍，在对她们进行防

拐知识培训的基础上，提高她们参与防拐行动、

向目标人群宣传防拐知识的自觉意识和服务能

力。

   4、创立有效载体：各市在实践中重视工作的

实效性，力求抓准关键环节，建立有效载体。目前，

无锡、常州、镇江三个项目试点市在有关部门大

力支持下，分别选取了目标人群集中居住、工作

的 6 个社区挂牌成立了“流动妇女之家”，添置

了必备的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制定了活动计划，

定期开展宣传活动。在 06 年第十九个“世界艾

滋病日”到来之际，常州市各级妇联与计生、卫

生部门联手，以“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为主题，

借助“流动妇女之家”，通过讲座、表演及“换

水实验”等形式，积极开展防艾宣传活动，让防

艾知识走进流动妇女、走进社区。“流动妇女之家” 

给流动妇女儿童提供了一个培训、娱乐、服务和

交流的平台，使她们获得了更直接、更全面、更

规范的就业政策、就业信息、就业渠道和就业机

会等直接援助和服务。 

 （江苏省妇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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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儿童会湄公河次区域跨境反对拐卖和剥

削流动及脆弱儿童项目第三阶段第二次项目管理

工作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5-8 日在河

内召开。来自中国、越南、缅甸、老

挝、柬埔寨和泰国的救助儿童会项目

工作者以及项目在各国的政府及非

政府合作伙伴共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分别汇报了本国拐卖人口的

形势，分析了前一段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

在“促进安全流动”和建设“综合儿童保护机制”

方面的进展和成果。在各国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

助下，各国代表还制订了本国下一年工作计划。

　　中国全国妇联代表高度赞扬了救助儿童会在

中国的工作，认为救助儿童会在保护儿童权益、

发动社区工作、提升社会意识、推动儿童参与等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此次会议，各国合作

伙伴对湄公河次区域的反拐工作有了更全面系统

的了解，也更了解了救助儿童会在

区域管理架构和未来工作思路和布

局中的作用，并在制定本年度工作

计划上提出了宝贵意见。

　　随着离开原住地寻求工作机会

和贸易、文化交流的不断快速增加，拐卖人口作

为一种严重侵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犯罪在湄公河

次区域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成为与社会现象伴

生的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权益造成严重威胁的罪恶

形式。救助儿童会中国办公室将与各级政府在防

止反对拐卖人口工作上不断加强合作，持续推动

中国反拐工作的新发展。

（救助儿童会北京办公室供稿）

救助儿童会湄公河次区域跨境反拐卖项目
第三阶段项目管理工作会议在河内召开

Save the Children's Mekong Sub-Region's Cross-Border Anti-Trafficking Project
The Management Working Committee was Held in Hanoi in Phase III 

   中国妇女报 2007-02-07 讯：近日，在昆明举

行的云南省反对拐卖儿童论坛上，60 名来自云南

省昆明、西双版纳、思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的儿童代表与国

家、省级政府相关方面的官员坦诚对话，发出自

己的心声。孩子们踊跃提出的问题涉及与儿童拐

卖相关的教育、就业、健康、安全等方面，来自

人大、妇联、共青团、公检法司、民政、社会保

障等机构的领导和孩子们共聚一堂，认真倾听孩

子们的声音，并回答了孩子们的提问。

   在乡村一级，政府能否设置帮助农村富余劳

力就业的正规渠道从而预防拐卖的发生？曾经被

拐卖的儿童是否能对他们的经历给予保密并消除

记录，以保证他们的未来生活不受影响？

针对孩子们关心的安全问题，来自省人大立法委

员会以及公安、教育部门的代表做了认真的解答：

云南省人大正在起草“云南省学校安全管理条

例”，将校园内外学生的安全问题列入了今年的

立法计划，可望明年出台执行。

   就拐卖儿童问题，救助儿童会项目官员何叶

女士说，由于拐卖儿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倾听儿童的声音尤为重要。因而举办了本次论坛，

希望通过儿童、非政府机构、合作伙伴的团结协

作，倡导通过一个帮助和保护儿童避免拐卖的行

动计划作为论坛的前奏，六个国家将分别举办儿

童论坛。（资料来自：http://www.china-woman.com/rp/）

一群孩子“唱”主角 
连珠炮似的发问令在座官员应接不暇

At an Anti-Trafficking Forum a group of Children Asked the "Protagonist" Questions in Rapid 
Succession, Officials Could Not Believe Thei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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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别主流

化在台湾”的考察

交流会于 2007 年 1

月 26 日下午在云

南省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报

告厅举行。参加交流会的人员主要来自：云南妇

联系统，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

药物依赖研究所等大专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学

者和研究人员，戴托普社区康复中心、云南生物

多样性研究会、云南 GAD 小组等 NGO 组织的成

员及云南主流媒体记者。

交流内容主要包括：

   一、相关背景：应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

中心妇女与性别研究室邀请，2006 年 12 月 10—

23 日 15 名大陆研究人员到台湾考察、交流“社

会性别主流化 / 政策立法实践”事宜。大陆研究

人员包括：中央党校及地方党校教师、社会科学

院公共政策与法律研究人员、高校法律教学与研

究人员、媒体及推进该领域的 NGO 人员；考察

内容主要包括：台湾社会性别主流化状况及机制；

民间组织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中的作用与策略

等。考察了：(1) 大学和研究机构：台湾大学人

口与性别研究中心妇女与性别研究组，世新大学

性别与传播研究所，实践大学社会工作系，高雄

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高雄国立师范大学性别教

育研究所；(2)NPO 组织（财团法人）：台北妇女

新知基金会、妇女权益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

彭婉如文教基金会、高雄妇女新知基金会、现代

妇女基金会、主妇联盟、励馨基金会；NPO 组织

（社团法人）：台湾妇女团体联合会、晚晴协会、

日日春互助关怀协会、高雄南洋姐妹会、埔里爱

乡关怀协会；(3) 其他机构：高雄县社会局妇幼青

少年馆、埔里仙鹿一号布工坊、台北阳光厨房。

   二、台湾社会性别主流化状况及机制：关于

对性别主流化的推动：一方面是成立行政院及各

县市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行政院各部会建立性

别联络人制度，妇

女知识精英与妇女

运动网络的进驻，

通过委员提案、各

部会专案会议、妇权会大会等与行政权直接互动；

另一方面，台湾民间妇女运动的推动，通过一系

列妇运议题与妇女组织的参与和倡导，国会游说

等与立法权互动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三、性别主流化的实践：(1) 妇女团体从生命

经验出发的修法运动及成果（修法 1 部、立法 6

部）：修正“民法亲属编”、立了“两性工作平等法”、

“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性骚扰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

别平等教育法”。即将出台一部：“儿童照顾法”。

(2) 改革制度：民间妇女团体与行政权互动，推动

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会成立，各部会联络人建立，

各县市政府妇权会的全面建立，教育部两性平等

教育委员会成立，性别专责机构的推动，总统府

成立性别主流化顾问小组等，使妇女参政从保障

名额到性别比原则等。(3) 进行性别分析与预算：

分析性别问题或议题，并提出具有社会性别观点

的政策，透过预算分配，检验政府对性别平等和

妇女人权承诺的机制。(4) 执行监督立法、政策

组织：“婆婆妈妈立法院游说团”、“婆婆妈妈法

院观察团”，“防暴三法联盟”、“妇女预算联合监

督小组”和“中央性别事务专责单位”等监督立

法、政策的执行，推动性别主流化在公共单位落

实。(5) 开展性别研究、性别教育和性别公民运动：

台湾的一些社会性别研究机构都设在各个大学，

她们与妇女团体联合，运用生活化教材 / 社会事

件、生活现象、相关影片等；参与性讨论；教习

剧场、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等方式在校园开展性

别研究、性别教育并支持社区开展性别公民培力

的种子教育与培训活动。

   四、台湾民间妇女团体修法与改革制度的策

略：(1) 由生命经验出发到女性意识觉醒，从批判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台湾” 

Social Gender has Become Mainstrea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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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抓住典型案例着手修改法律；(2) 掌握本土性别

问题资料，了解和学习国际社会及不同国家的立

法经验；(3) 推进立法路径、方法和策略；(4) 游

说与施压并举，争取不同党派支持，用试验效果、

国外经验、召开听证会 / 公听会或记者会、媒体

造势；(5) 民间团体结盟与立法委员互动；(6) 性

别研究、性别教育和性别公民运动 /培力结合等。

台湾以妇女为主体的立法实践，是女性创造历史

的写照，是女性参政、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成

功案例。女性参政、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极富

创造性的过程，妇女的民主参与，需要不断走向

权力参与，两种力量要更主动地配合；民间妇女

团体是妇女参政的重要组织形式和载体，妇女团

体间的合作能力是决定妇女参政效能的重要变

量。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进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参

与、持久的性别平等公民教育。

   参会者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

讨论。大家对云南 GAD 小组举行的交流分享会

给予了高度评价，都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交流、

分享与合作。省妇联的几位部长还建议，此次交

流的内容应在更大的范围、尤其是决策者范围内

进行，她们回去后拟向省妇联领导和省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报告，争取组织更大范围、更

广泛的交流与分享，以利于推动云南省的社会性

别主流化。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童吉渝、杨晶供稿）

社区防拐的实践与反思（摘要）

The Community's Practices of and Reflection on Preventing Trafficking (Summary)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认为：“通

过理论视角、实践视角和它们之间深刻差异进行

的理论反思，导致了实践理论的变化，这一变化

并非纯属臆想：伴随着这一变化发生的，乃是经

验研究中实践操作的重大变化，并带来了相当实

质性的科学收益。”

    防拐——社会治理问题

   受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人口流动、

信息流、贸易流都在加速。人口流动频繁已成为

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湍急的“人流”底层，

始终暗暗地流淌着一股污泥浊水——拐卖妇女儿

童现象。拐卖人口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发生

在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的

权利，玷污了人的尊严和现代社会的文明，是全

世界共同的耻辱。对此，从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

组织，到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都有所行动，或

结成联盟倡导区域间统一行动，或联合制定具有

法律效力的公约，或各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打击、遏制拐卖人口的犯罪。中国政府在这方

面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然

而，仅靠职能部门的打拐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拐

卖的发生，拐卖犯罪在局部地区仍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在当代社会仍存在妇女儿童被拐卖现象

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机制，它与现存的的民族、社

会阶层、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相关的意识、

制度、社会控制体系等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   

   一、 理论视角：善治与赋权的主要概念及框

架

     1、 治理与善治

   自 1989 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

一词，并于 1992 年将其年度报告称为《治理与

发展》后，治理与善治便被广泛用于政治、社

会、管理等研究中，特别是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

的政治发展状况。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

“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全球治理》杂

志。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其代表

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 世纪的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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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 i。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 1995 年发表的《我们的全

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提出关于治理的定义：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

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

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持续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

制度安排。它们有四个特征：(1) 治理不是一套规

则、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 治理过程的基

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3)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4) 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

而是持续的互动 ii。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

程，是有效、良好的治理。其本质特征在于：善

治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

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1) 合法性，指社会秩序

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2) 透明

性，指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 责任性，指人们应

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4) 法治，指依法规范公民

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护正常生活秩序，维护

公民权利；(5) 回应，公共管理机构、人员必须对

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 效率，管

理机构设置合理，程序科学，活动灵活，最大限

度降低管理成本 iii。

    2、赋权与妇女赋权

   赋权，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空间重新

获得权力的过程。这一理念在 70 年代后期的国

际扶贫和发展项目中提出，赋权就是要增加贫困

人口和目标人群影响与其生活相关的决策权力，

从而真正受益。所以，赋权不仅是一个理念，也

是一个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把促进赋

权视为三大扶贫战略之一 iv。

   妇女赋权，于 70 年代由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研

究和妇女运动提出。妇女赋权，就是使妇女获得

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发展过程，从而与

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控制各种资源和社会活动空

间。要实现妇女赋权，就需要寻求通过自下而上

的妇女组织与其他志同道合组织的合作与努力，

包括法律变革，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和教育群众，

促进妇女独立并拥有权力，改变社会性别机制和

妇女地位。90 年代初，在非洲长期从事社会性别

与发展工作的萨拉 • 郎维在《社会性别意识：第

三世界发展项目中缺乏的要素》一文中提出，在

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不同层面的平等的存在

程度，决定着妇女赋权的程度，并详细阐述了“福

利、资源使用、觉悟、参与、资源支配”五个不

同层面的平等概念及显示出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赋

权的程度 v。这一理论框架又被称为妇女赋权（朗

维）框架。它帮助社会性别与发展工作者探究妇

女赋权与平等在项目中的意义，分析发展组织对

妇女平等与赋权的投入程度。

   二、 实践的视角——社区防拐自组织网络的

构建与运作

   如何将善治与赋权的理论转化为实践上可行

的操作，并在实施中“校正”和本土化？反思笔

者参与的社区防拐文山州广南县龙乜村项目点近

3 年多的实践，在操作层面上，主要是着眼于社

区自组织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1、 自上而下，下为基础，构建社区防拐自治

组织网络

首先，自上而下构建法治与责任的防拐合作网络。

导致拐卖的因素是复杂的，拐卖的社会问题本质

决定了，要在防拐领域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没

有一个机构或组织具有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所

有知识、信息、资源和能力，没有一个机构或部

门有充分的行动潜力能单独主导并有效遏制拐卖

的发生。治理拐卖，既要考虑该问题的动态性、

复杂性和多样性，还要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尤

其是相关部门、社区的力量，运用参与、互动的

理念，在信任、合作的基础上，用法治的权威和

行政权力去引导、规范公民的行为，以最大限度 

专
家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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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防拐自治组织网络。社区防拐治理能力的本

质在于干预，即有目的、直接的社会互动形式。

在自治组织网络的结构层次和行动层次，政府及

其相关职能部门是社会多元互动中重要方面，但

不是惟一，也不是中心。妇联、非政府组织（救

助儿童会等）、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男女公民等

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行动者。

   2、 社区防拐自治组织网络的运作及面临的挑

战

   首先，从自治组织网络的运作机制看。在实

践层面，自治组织网络的构建以合作各方的平等

地位替代了科层制与市场的等级制，以信任和

合作为核心机制，其运作的语境是“对话和参

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群团组

织、社区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在“对话”和

“参与”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资源，既对社会需

求、社区防拐作出反应，又承担干预的责任并为

干预负责，在防拐互动的结构、行动和个人层面

产生了各种张力；其次，从社区防拐自治组织网

络的运作过程来看，合作各方的互动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应需求，进行能力建设的过

程。最后，从社区防拐自治组织网络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来看。主要有：其一，防拐自治组织网络

的运作，在造就积极公民和社会稳定方面有其特

别的功能，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又存在

合作各方界线和责任的模糊之点，或者说“弹性”。

这种“弹性”一方面在各合作方的职责之间建立

了开放的渠道，拓展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另一方

面，也带来在不同时间、空间和跨越不同社会力

量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过大的问题。其二，自治

组织网络管理的困难在于，要面对永远存在的不

确定性，要求不同的机构、组织把各自的资源整

合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努力。而自治组织网络

里，谁都没有主权地位，政府也不例外。各部门

利益、局部利益，怎样服从并满足社会公众的最

大利益？怎样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保证协调、效率

和目标的实现？政府与非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

用、责任和功能究竟是什么？不再充当统治者

/主权人，政府在治理中的任务又是什么？

   在没有项目支持和物质资源等机会的情况下，

客观存在拐卖治理危机，但主观上没有意识 / 确

认反拐、防拐治理需求的情况下，社区反、防拐

网络可以 / 能够构建和运作吗？该由谁来催化、

粘合？对谁负责？现在的社区防拐项目点已有的

自治组织网络，今后如果没有了项目的支持，是

否可以持续、良性地运作并继续产生各种张力，

避免失效？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开展社区反拐、防拐——善治与赋权，有效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建立一种新的公共秩

序和公共权威，既是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

求，也是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壮大公民社会新

的现实形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童吉渝供稿）

i 参见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第 5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21 世纪的治理》，《全球治理》，1995 创刊号。

ii 参见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23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iii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第 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iv 世界银行《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第 6-7 页，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年。

v 坎迪达 .马奇等著《社会性别分析框架指南》，第 13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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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Need Further Improvement
    

    新华网海口 3 月 28 日电：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乃坤 28 日指出，目前，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有

待进一步完善，法律赋予妇女的权利尚未完全成为现实，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和保护妇女人权的法律意识、普及

社会性别意识仍需时日。

　　王乃坤特别指出：“农村失地妇女、进城务工妇女、下岗失业妇女、单亲特困妇女、老龄妇女以及留守流动

儿童、流浪未成年人、孤残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需要给予特别关切。”“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不断

加强妇女人权保障的各级国家机制，进一步发挥现有维权机制的作用，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壮大维权工作合

力。”王乃坤说，同时，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

   据了解，2001 年底，全国妇联发起成立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协调组，2004 年底，协调组成员单位增至

19 家。截至目前，全国 29 个身份和大部分地市都建立了维权协调组或联席会议，县级以上维权协调机构达到

2600 多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纵向维权协调体系。      （资料来自：http://www.zibosky.com/guonei/2007-3-28/NA525012.htm）

国务院妇儿工委 :我国女性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The National Working Committe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China has Improve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新华网 2007 年 03 月 07 日讯 :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 ,目前我国促进男女

平等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女性的劳动权益、人身权益等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2001 年审议并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首次将有关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写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 ,2005 年 ,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 , 使法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增

强 ,更加有利于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此外 ,“十五”期间 ,司法等部门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使妇女的人身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目前 ,以女

性为主要侵害对象的拐卖人口犯罪在国内部分地区得到有效控制 , 全国拐卖人口案件的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2005 年 , 全国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女性比 2004 年下降 2.8%。             ( 资料来自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

袁敬华代表：修改刑法严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Delegate Yuan Jinghua: Amend the Criminal Law so that it Can Seriously Combat Crimes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法制网北京 3月 13 日讯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现象目前仍不容忽视，要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应该在量刑等方面加大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力度”。袁敬华代表为此提出，修改刑法严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袁敬华说，虽经公安机关多年打击，但此类犯罪仍然猖獗。她认为要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关键是要从

重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同时要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知识。

   为此，袁敬华代表建议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资料来自：http://www.legal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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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开展清理整顿劳务市场的专项行动

Throughout China a Specialised Project has been Launched to Straighten out and Reorganise Job Markets

   UNIAP 中国办公室 2007 年 3 月 23 日讯 : 在中国春节后是招工高峰期，一些犯罪分子经常活动在各地的劳

务市场 ,以职业介绍为名，坑骗求职者财物、拐卖妇女或未成年人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3 月以来，中国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了清理整顿劳务市场的专项行动，规范劳务市场的管理，坚决打击发

布虚假信息、欺骗、拐骗求职者的犯罪行为。各地媒体报道如下：天津市开始清查“黑职介” 求职远离坑蒙拐骗；

招工高峰期至 福建开始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海南省三部门联合打击黑职介；浙江省今起开展“春雷行动”整

顿劳动力市场秩序；安徽省合肥市四部门联合发文 重拳清理劳动力市场；山西省四部门将联合专项清理整顿劳

动力市场；湖南省开展整顿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江西将全面开展整顿劳动力市场专项行动；河南

省鹤壁市四部门联合开展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河北省开展劳动力市场专项治理；山东省平邑县

整顿劳动力市场。                                                       ( 资料来自 :http://uniap.law.pku.edu.cn/)

农工党中央 :立法保障“留守儿童”平等教育权

The Central Labour Party: Legislation Ensures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Stay in their Hometowns Have Equal Rights to 
Education

   北京日报 2007 年 03 月 12 日讯：“目前，我国农村有 1.5 亿农民外出务工，且以每年 500 万人的

速度递增。据统计，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约占外出务工人口的 77％，其子女正处在基础教育阶段。”

据农工党中央妇委会调查资料显示，“留守儿童”中幼儿园和小学年龄段的孩子所占比例最大，年龄

越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可这些“留守儿童”多数由祖辈或是亲戚朋友看管，有的甚至

独立面对学习和生活。有些孩子甚至因为成绩不好最终辍学，缺少父母的关爱与保护，不但导致了很

多“留守儿童”人格发展不健全，还给这些孩子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被拐卖、受侵害事件时有发

生 ......”

   “留守儿童”的问题短期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如何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权利就成了

关键。为此委员们建议，正在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应增加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和家长

对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保障内容。此外，国务院应尽快出台政策，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

育、考试制度，中考、高考资格审定等问题上消除不平等待遇。            （资料来自 :http://news.tom.com）

最高法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The Supreme Court Investig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to Help Victims of Crime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 年 01 月 08 日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

司法人文关怀。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7日在部署 2007 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

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救助制度提上日程：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介绍，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

救助和诉讼中救助。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

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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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

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

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坚持“宽严相济”保障人权：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依法严惩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惩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犯罪，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犯

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犯罪，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资料来自：http://news.cctv.com/law/20070108/102474.shtml）

中缅举行边境地区合作打击垮国犯罪部长级会议

China and Myanmar Hold a Ministerial Meeting on Cooperating in Combating Crimes of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in the Border Area 

　　中新网 4 月 4 日电据中国公安部消息 ,4 月 2 日下午 , 公安部和缅甸内政部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

中缅边境地区合作打击垮国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部长级会议。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与缅甸内政部副部

长蓬瑞共同主持了会议。 

　　会上双方高度评价 2005 年 1 月首次中缅边境会议以来两国公安、内政部门合作取得的成绩。张

新枫说 ,两年多来 ,中缅双方加强了在禁毒执法等领域的合作 ,加大了打击非法越境、拐卖妇女儿童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 维护了中缅边境地区的治安稳定。他表示双方应进一步完善边境会议机制 ,

严厉打击贩毒、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越境等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 

　　蓬瑞感谢中方在人员培训和警务援助领域给予缅方的帮助 ,表示缅甸内政部将继续巩固和加强与

中方的协作 , 打击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双方就下一步合作的具体措施达成共识 ,

并签署了会议纪要。                                          （资料来自 :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

要加强和改进实施妇女儿童纲要的统计监测工作，加大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监测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广泛宣传

实施妇女儿童纲要的重要意义和成功经验，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为进一步推进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 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 资料来自：http://www.gov.cn/ldhd/2007-04/11/content_579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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