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止
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的

行动呼吁



原创文章：解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个关于柳叶刀系列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行动呼吁，(2014) Claudia Garcia-Moreno, Cathy 
Zimmerman, Alison Morris-Gehring, Lori Heise, Avni Amin, Naeemah Abrahams, Oswaldo Montoya, Padma Bhate-Deosthali, Nduku 

Kilonzo, Charlotte Watts著。 

查看《柳叶刀》相关的文章：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4)61830-4

大众版：A Call to Act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4) by Lori Michau, Jean Kemitare, Jessica Horn著。 

设计：Samson Mwaka



我们有正义的力量 
创造很多声音、很多行动，

让每一个女孩 和 妇女可以脱离暴力

自由地生活。



从个人到

全球关注

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是全球性的——存在于每
一个国家、文化、社会经济群体、每一种宗教、每一
个时代。

这种暴力侵害通常是隐蔽的，所以经常被忽略，而且
它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 。

转动头部、闭上眼睛、耸了耸肩时，估计全球每三个
女人中就有一个女人 在她的一生会经受过伴侣施加的
身体暴力和/或性暴力，或伴侣以外的人施加的性暴
力。1

暴力事件的严重程度甚至更大，多形式的侵犯时刻在
发生，而且这些侵犯通常无法统计、无法调查 。 

妇女和女孩可能会遇到暴力侵害，这是由于性别不平
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造成的，如种族、阶级、社会等
级、性别、种族、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或残疾。所有
这一切都是通过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容忍甚至鼓
励暴力的规范产生的。



国际最新的估计数值表明，
年龄在20-24岁的女性在

18岁前结婚的人超过 6000
万。大约有一半的早婚女孩

生活在南亚。。

强迫婚姻/早婚 

在全球范围内，曾经有
过婚姻关系的女性中有
30%的人受到了来自于
她们亲密伴侣的身体暴

力和/或性暴力。  

亲密伴侣
暴力

以维护荣誉的名义
杀害

从2004年到2007
年，在巴基斯坦共
发生了1957起荣誉

杀人事件。大约有20%的女性
和5-10%的男性的
受访者遭受过儿童

性侵犯。

儿童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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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9个非洲国家和中
东FGM/C（女性生殖
器故意伤害或切割）聚
集区，超过125000000
名妇女和女孩的生殖器

被活活地切断。 

女性生殖器故意伤害
或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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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某些地区的数
据情况下，据估计全球
有7%的女性自15岁开始
遭受过伴侣以外的人的

性侵犯。

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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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万人

贩卖妇女和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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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和妇女在 

各年龄段及人生阶段遭受的暴力影响

一些常见的暴力类型



侵犯
妇女和女孩的
暴力行为是 

全身性的

无论是冲突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不管在家里、
学校和社会上， 女孩和妇女经常生活在恐惧之
中。 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也是不公正的。

暴力从来不是什么好事情。 

男人和男孩也会遭受暴力，特别是在有冲突的时
候和在家庭以外的时候。这些暴力有时来自于是
女性，但主要是来自于其他男人。

由女孩和妇女对男孩和男人进行暴力侵犯的原因
和动力是与由男孩和男人对女孩和妇女进行暴力
侵犯的原因和动力不同的。

侵犯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是全身性的。这是因
为在世界各地、社会上塑造的宗法规范让男性比
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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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民间社会组织、基金会和政府——无论在南半球还
是北半球都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提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的

议程。 

我们仍然需要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层。 

跟我们一起创造活力—— 我们必须要求资源，明确和具体化投资
和政治意愿，以消除妇女和女孩生活中的暴力。



该行动呼吁 
拥有一个共同的人权议程，统一我们的愿景、明确我们的要求。

有了这些，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声音 

大声说出来，一贯支持
的证据和经验，使用我们的行动之外的其他人的权力来 

说服、激励和挑战
他们。

这是变革的战略要求。



侵害

妇女和女孩
的暴力行为造成
的影响是什么?

阻碍了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

加强了其他形式
的歧视，包括残
疾、年龄、种族、
性别、艾滋病病毒
感染状况、阶级和
社会阶层

代价昂贵，
——对家庭、
社会和国家

每一个个人、社
会和政治层面阻
止女孩和妇女平
等参与

伤害女孩和妇
女的身体、思想
和心灵

侵犯妇女和女孩
的暴力行为是性
别不平等和社
会不公正的深刻
象征

侵犯妇女和女孩
的暴力行为……

基本论点



家庭暴力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估计，占巴西和坦桑尼亚国
内生产总值的1.2%，占智利GDP的2%。10,11 

因亲密伴侣暴力造成世界经济每年损失八万多亿美元；2003年在美国
造成的损失是58亿美元；2004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229亿英镑；南非
284亿兰特；澳大利亚45亿英镑。12-15  



采取行动     
实现女性健康生活、免遭暴力的目标，不仅需要良好的愿望，

更需要国际机构、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社区非常协调的资助策略。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领导这一变革。

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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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家和全球的
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
承诺 展现领导力。

将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定性为侵
犯人权的行为和一种阻碍健康和发展的
行为。反对暴力，并分配了必要的资源
以预防和应对暴力。 

改革规范。

投资于暴力预防规划、促进妇女赋权、
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非暴力行为、对
暴力幸存者进行有效的非污名化反应。

投资于研究和规划。

支持研究和规划学习如何更好地预防和
应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告知政策并
监测进展。

营造平等。

制定并实施国家层面的法律、落实政
策，并加强机构的能力用以针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并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

行业挑战。

加强部门的作用（健康、
安全、教育、司法），通
过整合培训、分配预算、
制定政策、实施识别和支
持幸存者的系统，作为协
调多部门反应的一部分。

项行动5



将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
行为定性为侵犯人权行
为和一种阻碍健康和发
展的行为。反对暴力，
并分配了必要的资源以
预防和应对暴力。 

发挥
领导作用

1



• 通过公开谴责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和倡导性别平等来发挥领导作用。

• 包括在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上的性别平等独立的目标，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
目标；

• 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或加强现有计划，其中包括每个部门的具体操作措施、预算和可衡量的
目标。这应该是多部门，涵盖卫生、社会福利、警方、司法、教育和性别等方面，还包括能
力建设、强化系统策略和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和应对。这应该是公开可用的，并监测其
执行情况。

• 建立全国统筹机制，有足够的权力和预算制定执行和监督，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 确保资源可用于支持国家计划的实施，各相关部委的计划实施和妇女运动/妇女组织的参与。



制定并实施国家层面的法
律、落实政策，并加强机
构的能力用以针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并促进男女之
间的平等。 制定并实施
国家层面的法律、落实政
策，并加强机构的能力用
以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并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   

营造
平等

2



• 加强和执行法律政策，禁止一切形式的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 确保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在各部门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对妇女的歧视，
包括多重歧视。习惯和宗教法律制度的原则和做法也应进行审查，并一致支持妇女权利，性
别平等和脱离暴力的自由。

• 通过立法和部门的具体战略支持妇女平等，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收入和安全的就业机会。

• 支持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性态度和行为的挑战，包括暴力对他们的显性和隐性的个人和机构
的认可；男子控制女子的行为；鼓励男人的暴力阳刚之气构想 。

• 支持促进人际关系平等的社会政策，比如在医疗、教育、保育等方面。



投资于暴力预防规划、促
进妇女赋权、性别平等的
社会规范、非暴力行为、
对暴力幸存者进行有效的
非污名化反应。 改革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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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持社区反对促进歧视的社会规范的规划，反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显性和隐性审
批，包括反对因占主导地位的阳刚之气和被动的女性气质结构造成的男性暴力行为。

• 支持干预用以改变两性不平等、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社会规范的社区工作，优先介入促进妇
女和男人、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合作。

• 倡导基金项目支持暴力的幸存者，包括宣传和辅导项目。

• 针对个人的风险因素，如儿童时期遭受暴力侵害，酒精和其他物质的使用问题，还有妇女和女
孩面临与性别、阶级、社会阶层、种族、能力、无能力和性取向等交汇的多重歧视。

• 寻求各部门的投资协同效应（微型金融，农业，水/卫生等），用以应对各种暴力形式，特别是
对妇女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和对侵害儿童的暴力行为。



加强部门的作用（健康、
安全、教育、司法），通
过整合培训、分配预算、
制定政策、实施识别和支
持幸存者的系统，作为协
调多部门反应的一部分。

行业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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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大学生和在职水平上，对针对于妇女和女孩暴力相关课程进行整合培训，用以改变污名化
态度和确保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暴力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适当地回应。这种训练的保持和支持需
要持续的监督和指导。

• 为健康、安全、教育营造有利的政策和专业的环境，司法专业人员适当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
力行为作出回应。

• 确保有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相关举措，包括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社区治安，家事法
庭，全国中小学课程，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艾滋病预防项目，心理健康，酗酒/吸毒的
预防和治疗方案等等。

• 解决暴力问题所面临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自于部门工作人员的暴力和歧视的延续，通过建
立性骚扰的政策和个人行为的政策，对受害者的虐待和不敬。

• 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促进部门间的协调和合作的支持机制，为暴力幸存者改善服务。

• 支持起草“以加强卫生系统内在国家多部门反应中的作用，以解决人际暴力特别是对妇女和女
孩以及针对儿童的暴力，建立在现有的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上的全球行动计划”，建议在世界
卫生大会67.15决议。



支持研究和规划学习
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应
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告知政策并监测
进展。

5
投资于
研究和规划



• 每五年实施一次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的以国家人口为基础的调查，衡量对妇女暴力的
幅度、风险因素和后果。

• 支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创新和实施方案，有效地预防和应对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

• 支持解决关键的知识空白的研究。这包括对健康、亲密伴侣其他后果和性暴力等的纵向研
究；以更好地了解研究一些较少的暴力形式，包括贩卖人口、强奸、在冲突中各种形式的针
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研究了解多重歧视是如何影响不同社区的女性的。

• 投资规划和研究预防暴力方面，包括以何种方式解决暴力事件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如性别不
平等和纵容某些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社会规范。这样的研究需要支持的研究人员和民
间组织之间有效的伙伴关系，进而制定和实施相关规范，包括干预成本可扩展性和复制方面
的考虑。

• 支持评估和实施的研究，包括预防的有效模式、卫生部门的干预、扩大干预规模。

• 对投资能力建设进行调研，实施针对妇女和女孩暴力行为的有效规划，尤其是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



总之，我们呼吁

更多的行动，

并明确承诺消除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从今天开始

专注于你或你的团队
做的最好

组织起来

通过记录和评估自己
的方法，随时了解新
的实践、研究、方法

和捐助

跟其他人一起
工作

呼吁大家采取行
动，以防止和应对
针对妇女和女孩的

暴力行为

需要明确的

和战略上的

对不作为没有时间
或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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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抵制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行动!

加入成千上万的正致力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 

加入我们： 

http://www.thelancet.com/series/violence-against-women-
and-girls



查看《柳叶刀》系列相关的文章：http://www.thelancet.com/series/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