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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已作为 A / HRC / 40/72 号文件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这号文件已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提供。 
附件未经正式编辑，原文照发。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35/28号决议，2018年10月1日至3日在日内瓦举

行了社会论坛。与会者审议了利用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所有人

的人权并加强对人权的普遍尊重的可能性。本报告扼要载录了该论

坛的讨论情况、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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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35/28号决议中重申，社会

论坛是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包括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

在内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互动对话的独特平台。1

2. 2018年社会论坛于10月1日至3日在日内瓦举

行。该论坛主要讨论利用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

所有人的人权并加强对人权的普遍尊重的可能性。

理事会主席任命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A. L. 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担任

论坛主席兼报告员。

3. 在主席兼报告员的指导下编写了工作方案，吸

取了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包括联合国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体育管理机构。本报告扼要载录了论坛

的议事情况、结论和建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报告

附件。

1 有关社会论坛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www.ohchr.org/EN/
issues/poverty/sforum/pages/ sforumindex.aspx。

二.	社会论坛开幕

4. 在2018年论坛开幕时，主席兼报告员强调，社

会论坛是各利益攸关方就人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各

方面进行对话的独特平台。在多边主义受到挑战之

时，这样的平台尤为重要。他介绍了小组讨论的主

题，并指出体育可以使人们超越竞争，团结一致，

以实现共同目标，包括实现人权。主席兼报告员以

斯里兰卡为例，阐述体育如何促进人权和理解。他

赞赏与会者的广泛多样性，最后呼吁进行建设性

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讨论。

5. 人权理事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指出，社会

论坛为会员国、人权机制、国际组织、体育管理机

构、非政府组织、大学、基层组织和运动员，特别

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方，提供了机会，就促进人

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对话。广泛的参与使理事会工作

的影响力和效率成倍增加，并加强了理事会与实地

工作人员的联系。他回顾了理事会的决议及其咨询

委员会的一项关于体育与人权的研究。本届论坛的

主题使理事会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受众。主席欢迎本

届论坛包含了电影和文化活动。

6.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强

调，体育与人权有着共同的基础，包括公平、不歧

视和机会平等。体育是多元文化，促进移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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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弱势群体的赋权、合作和融合。体育可能会产生

有害于人权的结果，例如歧视、虐待、强迫驱逐，

参与大型体育赛事设施建设的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

以及暴力侵害记者与和平抗议者。她指出为促进

2018年国际足球协会联合会(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不歧

视遗产所做的努力、与2022年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

杯有关的举措以及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残

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作。《工商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是衡量和问责的基准框架。她呼吁所有人在

每项体育运动中捍卫人权，并协助制定战略，通过

体育促进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三.	会议纪要

A.	体育、奥林匹克理想和“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

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世界人权宣言》70周
年

7.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帕森

斯解释了体育和人权如何共同协作促使这个世界变

得更美好、更包容。距离首届国际轮椅比赛已有七

十年，残奥会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包容的世界主要体

育赛事，有数千名运动员参赛，数十亿电视观众观

看。残奥会运动项目提供流动性，为残疾人赋权，

使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挑战了陈规定型

观念。残奥会的基础设施改善了无障碍环境。通过

促进包容的社区，体育构建了和谐与和平，例如通

过运动员来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的团队。残疾人仍被剥夺基本人权。他们面临障

碍，导致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水平较低，贫困率

高于普通人口。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合作

伙伴合作，协助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体

育改变生活并改变世界。

8.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纳瓦勒·穆塔瓦基勒回

顾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即通过体育建设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世界人权宣言》和《奥林匹克宪章》

都禁止基于肤色、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

或其他原因的歧视。奥委会的新版主办城市合同进

一步嵌入了这些原则，承诺根据人权条约和标准，

在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加强对人权若干方面的尊

重，并鼓励组委会实现这些目标。奥委会与所有利

益攸关方合作，通过促进可持续性、性别平等、青

年教育和赋权、体育促进融合与社区建设，以及解

决体育中的骚扰和虐待问题，信守其对人民权利和

福祉的承诺。穆塔瓦基勒女士欢迎与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合作，支持为保护、

促进和尊重人权而作出的努力，并呼吁在各自的作

用和责任方面并在整个影响范围内，加强与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对话和集体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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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年卡塔尔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交付与遗产最

高委员会秘书长哈森·艾利·塔哈瓦迪回顾，有34亿人

观看了国际足联世界杯。无论人们身处何地、有何

种文化或信仰，足球是一项触及人类精神的全球性

项目。最高委员会利用世界杯的力量，通过建立一

个面向新兴行业年轻专业人员的卓越中心，通过落

实年轻企业家的理念，并通过加强公民参与和领导

技能，为阿拉伯青年打造更美好的未来。世界杯加

快改善了卡塔尔的劳动条件，这是与国际劳工组织

和工会合作完成的。2022年世界杯的主要遗产将是

打破成见，使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举办社会论坛

并制定《喀山行动计划》表明联合国承认大型体育

赛事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艾利·塔哈瓦迪

先生敦促利益攸关方协同工作，利用大型体育赛事

的潜力，促进世界变得更美好。

10. 罗丝·纳西克·洛孔延是2016年难民奥林匹克运

动队的田径运动员，她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她

来自南苏丹的一个村庄，在遭遇一次袭击后逃了出

来。15岁时，她在难民营的一所学校参加了10公里

长跑。她表现出色，赢得了参加肯尼亚专业训练营

的机会。体育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激励他人的

一种方式。奥运会和体育为她提供了培养才能和分

享经验的机会。难民参加体育运动激励了世界各地

数百万被迫流离失所的青年。体育保护难民女童免

受有害做法的伤害，并防止年轻人吸毒。体育、教

育、行动自由和礼拜自由是难民的重要人权。洛孔

延女士呼吁所有人继续保护难民和其他渴望和平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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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体育、人类团结和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

13. 2016年奥林匹克桂冠奖杯获得者、肯尼亚国

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基普乔盖·凯诺认为，参加体

育运动的权利是运动员(包括妇女、青年、残疾人和

难民)最重要的人权。对奥运会的政治抵制损害了这

项权利。服用兴奋剂则剥夺了运动员在公平竞争范

围内参赛的机会。行动自由权应确保运动员能够参

加国外的比赛。国家应该投资于基础设施，改善所

有体育项目的训练方式，让运动员能够以高水平参

赛。奥林匹克运动可以促进世界各地青年的团结以

及全人类的团结。凯诺先生承认人权机制、体育管

理机构、运动员、教练、家长和民间社会的作用。

他设立的基普凯诺儿童之家致力于保护环境，并帮

助最需要者和最不发达地区的人获得食物、水、住

所和教育。

14.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艾玛·
特勒认为，体育有助于提升女童的自信，有利于她

们融入团体。体育是一种通用语言，为最弱势群体

带来希望、机会和生活技能。从体育中受益可能最

大的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门槛很高。各组织、政

府、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应确保每

个人都有权参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支持这一目

标，例如其举措包括促进难民奥林匹克运动队，并

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性别平等的

承诺。1924年，女性仅占参与者的4.3%，但在2020
年奥运会上，女性将占48%。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青年奥运会中男女运动员数量均等。增加曲棍球等

11. 主席兼报告员播放了一个纪录短片，主题是关

于斯里兰卡的体育、人权、和平、和解与团结。随

后，白俄罗斯、巴西、法国、希腊、日本、卡塔尔

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作了一般性发言。其他

发言者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由教

科文组织协调的青年和体育工作队、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未来工作全球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

克委员会、世界土著国家运动国际、教皇约翰二十

三世社区协会、平等联盟(巴基斯坦)、桥梁协会、世

界运动员总会(也代表体育和权利联盟)、体育大学(
匈牙利)和西开普大学体育科学与发展跨学科中心(南
非)的代表。代表们提及大会和人权理事会关于通过

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的决议，并承认《喀

山行动计划》发挥的作用。人权和奥林匹克运动创

始文件中的基本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促进团结、透

明、公平和不歧视。体育为弘扬多样性、打击种族

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健康权创造了

机会。体育赛事和活动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促进

社会包容，尊重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并促进可

持续发展和推广可持续城市。参加体育运动是一项

人权。体育还通过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谅解、信

任与和解来促进和平，也促进多边主义。在移民危

机之际，难民奥林匹克运动队提供了机会，使人们

进一步认识到流离失所者面临的挑战。代表们建议

将人权纳入体育赛事的主流，采取特别措施，以促

进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环境，让男女平等参与，并

促进少数群体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

双性者等特定群体的权利。其他与会者强调体育在

实现青年和儿童、妇女和女童以及土著人民的人权

方面的作用。他们还强调了运动员工会和体育赛事

相关工人工会的作用。

12. 对此，帕森斯先生强调，必须收集数据，以评

估大型体育赛事在人权和无障碍方面的遗产。体育

教育是价值导向型教育的组成部分。穆塔瓦基勒女

士强调了体育和大型体育赛事在支持各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具有变革力量。她提到为促进妇女和青

年参与体育及各级管理所作的努力。艾利·塔哈瓦迪

先生说，体育赛事具有创造性，可以以新的方式促

进人权，包括土著人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权。洛孔

延女士谈到体育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平与希望以及

赋予难民发言权方面的作用。

Kipchoge Ke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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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运动中的女子队数量，为许多其他妇女和女童

开启机会，促使她们发展和提高自尊。

15. 据世界土著国家运动国际的代表威利·利特尔蔡

尔德称，2015年在巴西以及2017年在加拿大举行的

世界土著运动会肯定了土著人民通过体育和文化实

现的自决。自1977年以来，利特尔蔡尔德先生一直

倡导从土著角度看待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直接和

有意义的参与对土著人民参与体育运动至关重要，

但这种权利往往被剥夺。传统的培训和比赛促进了

人们对生命中的身体、心理、文化和精神元素的尊

重。奥林匹克标志的五环代表后一种元素。利特尔

蔡尔德先生建议体育活动应包括土著人民的参与和

传统的协议。他呼吁落实土著人民的文化表现权，

包括体育和传统比赛，并呼吁教科文组织更新其关

于传统比赛和体育的章程，以准确提及土著人民。

体育有治愈能力，能促进和平与和解。

16.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胡安·巴勃罗·
萨拉萨尔回顾说，体育是变革的工具。例如，1968
年史密斯和卡洛斯在领奖台致敬对民权运动产生了

影响。萨拉萨尔先生提出了关于体育对人权影响的

三步议程。第一步，协调利益攸关方的政治意愿。

第二步，收集体育与人权之间相互关联的数据。

第三步，通过行动计划、预算、法规和投资促进变

革。弥合残疾人人权与残奥会之间的差距是一项重

大挑战。在运动员、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权活动人

士之间建立网络是重要的第一步。在全球范围内，

教科文组织和英联邦秘书处领导了类似的工作。萨

拉萨尔先生强调，必须在《残疾人权利公约》活动

人士和残奥会运动员之间建立网络。

17. 在互动对话期间，古巴、桥梁协会、土著人民

和民族联盟、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部落间

委员会、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欧洲足联)、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以及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

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前任特别报告员发

了言。与会者谴责体育运动中的种族主义言论以及

对土著人民、残疾人、妇女、儿童和当地居民的结

构性不公正待遇。他们支持以人权为中心的视角，

促进对话与和平。向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涉及：运

动员成为活动人士的动机、确保平等参与比赛以及

在不平等社会实现包容的方式、通过体育促进历史

不公正后的和解、调和运动员权利与当地居民权利

的方式，以及如何通过体育促进儿童权利和土著人

民自决。

18. 萨拉萨尔先生在答复时表示，运动员应该成为

活动人士，因为受歧视者(残疾人、妇女以及男女同

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应该起带头作用，而且

他们应该更了解各自受影响群体的动机。运动员很

高的知名度，便于宣传有助于和解和人权的理念与

信息。在哥伦比亚，良好的残奥会就反映在包容性

上。特勒女士认为体育应该为运动员提供一个发声

的平台，但如果运动员选择不发表意见，也应得到

尊重。利特尔蔡尔德先生指出，自1990年以来，北

美土著运动会有一项强制性政策，要求50%的妇女参

与，对虐待采取零容忍。成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权

利是儿童玩耍权利的延续，可以促进团结。凯诺先

生谈及非洲国家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他说这一事

件打击了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他坚持认为

政治不应否认这一权利。

C.	体育与“男女权利平等”？

19. 芬兰残奥委员会主席米娜·莫杰希迪分享了她的

经历，她从小身体残疾，无法参加体育运动，直到

她开始练习轮椅赛跑。她是芬兰唯一参加了精英级

比赛的残疾女性。她在赛跑和篮球项目中与男子竞

争。直到后来在残疾人运动中工作，她才遗憾地意

识到残疾妇女被视为“残疾人”，而作为妇女的需求未

得到承认。在妇女和体育运动中，人们对残疾妇女

面临的挑战缺乏了解。有必要认识到残疾女童和残

疾男童以及残疾妇女和残疾男子的不同需求，调整

方案以促进最边缘化群体的参与。为了赋予后一代

权能，必须鼓励残疾妇女成为榜样，例如做教练和

领导者。

Noreena Shams

©
 S

ou
nd

cl
ou

d



9

20. 诺琳娜·沙姆斯是巴基斯坦平等联盟的成员，也

是多项目运动员，她解释说，因为她名字的含义是“
不再要女孩”，所以她总问她的家人为什么不再想要

女孩。从小，她就和男孩一起玩板球。因频频发生

骚扰，她的母亲曾阻止她加入女子组。一位教练建

议她女扮男装，这样可以在男校里打球。在男校，

她打得跟男生一样好。她后来加入了一个壁球队，

但仍面临骚扰和抵制。沙姆斯女士是成功的年轻女

运动员，她在联合国分享她的经验，她认为自己成

为榜样，正在产生影响力。她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妇

女和女童可以成为精英运动员，可以很优秀，让她

们的国家为之感到骄傲。

21. 高级登山向导巴达姆加拉夫·冈加马是第一位

成功登上七座高峰的蒙古妇女，她解释说，蒙古社

会对妇女参与大部分体育运动持开放态度，但由于

传统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界限。攀登神圣山脉的

高峰曾经是超出女性限度的运动。但是，重要的是

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推开这些界限。要在体育运动

中取得成功，需要艰苦的训练和坚定的决心，还要

有完全的自由。她认为人人都应该有权参加体育运

动，不论性别。国际团结和友谊是克服与贫困和自

然灾害有关的全球挑战的唯一途径。七高峰征服者

计划联手合作，拯救“地球母亲”，维护子孙后代的福

祉，并促进性别平等。为此，他们将于2020年在蒙

古举行一次由联合国赞助的会议。

22. 在互动对话期间，人权观察、体育科学与发

展跨学科中心、部落间委员会、桥梁协会、巴基斯

坦、沙特阿拉伯和世界土著国家运动国际的代表以

及教科文组织教席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的一名职业拳击手发了言。代表们分享了关于促进

有残疾或无残疾的年轻和年老妇女参与体育和体育

治理的最佳做法。措施包括激励大众参与体育活动

和精英体育，以及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与会者强

调了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榜样、故事和集体行动。

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障碍包括传统限制、男性监护

以及缺乏经济和道德方面的激励。妇女在体育运动

中遇到的障碍包括腐败、骚扰、暴力、无家可归和

难民地位。与会者询问如何挑战针对女运动员的侮

辱性语言、男子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以及如

何将国际和基层运动联系起来，包括在土著领地。

23. 莫杰希迪女士对评论和问题进行回复，她希

望“我也是”运动能够发展壮大，以解决体育运动中也

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参加体育运动是一项权利，

也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工具。人权机制应更加重视体

育运动。莫杰希迪女士对讲故事和基于事实的叙述

表示欢迎。沙姆斯女士说，在世界许多地方，由于

传统影响以及缺乏财政支持，妇女很难离开家从事

体育活动，赞助者的选择性也加重了这种情况。她

建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思考如何解决每个国家妇

女在体育运动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她提到了“女性

胜利”倡议，该倡议建议训练世界各地妇女的叙事能

力，以使她们成为榜样。冈加马女士呼吁所有与会

者(特别是运动员)团结起来在所有国家保护人权。

D.	弘扬多样性：体育中的包容性、平等和不歧

视――以足球为例

24. KickIn的负责人！德国国家足球包容咨询中心

的丹妮拉·乌布斯区分了融合与包容，融合是指个人

适应社会，而包容是指社会调整其结构和服务以适

应人群的多样性。她呼吁在足球运动方面加强包容

性。人权论点不足以说服俱乐部，因为俱乐部认为

包容是一种成本，而且没有回报。因此，必须要让

体育运动中的包容具有商业理由。德国足球联赛是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联赛。调查显示，这是因为其门

票价格公道，体育场有无障碍设施，俱乐部的民主

治理使球迷感受到了所有权，而且该俱乐部支持反

歧视。尽管如此，在改进包容性方面仍有空间。尽

管国际足联世界杯是一项商业活动，但其日益支持

创造关于包容和反歧视政策的遗产。

25. CSKA反种族歧视球迷组织的创始人、欧洲

足球支持者执行委员会委员罗伯特·乌斯蒂安解释

说，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使俄罗斯人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人们建立个人联系和信任。与主流媒体的常

见失实报道和官员的说法不一样，在奥运会期间俄

罗斯人和外国人之间直接接触，对彼此的印象有所

改善。如果基层、政府和体育管理机构继续参与，

世界杯的积极经验将不会消失，并将继续作为遗

产。这也需要进行诚实、艰难和公开的讨论来解决

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仇视同性恋和仇外心理等

许多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利用足球的潜力促

进社会的积极变化。

26. 俄罗斯足球联盟反歧视和反种族主义官员、俄

罗斯国家足球队前队长阿列克谢·斯梅廷认为，足球

绝不仅仅是一场90分钟的比赛。它还包括了对球迷

和广大公众产生的影响，创造了思考团队建设和社

区建设的机会。世界杯放大了这一潜力。为了举办

2018年世界杯，俄罗斯联邦建立了防止歧视行为的

监测系统，与球迷举办提高认识研讨会，并在大学

内举办了课程。这些行动确保歧视事件减少。行为

的改变是渐进的，需要对年轻一代进行倡导。世界

杯是一项集体赛事，数百万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全

球性庆祝活动，可以促进社会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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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爱尔兰足球协会跨文化足球国家协调员德斯·汤
姆林森认为，包容性、平等和反种族主义是相辅相

成的。欧洲联盟认为体育是促进包容和反种族主义

的工具，可以用体育来对抗针对移民和难民的两极

分化的观点。为此，伙伴关系至关重要，例如爱尔

兰足球协会和司法部在反对种族主义国家行动计划

和相关融合战略框架内建立的伙伴关系。这一合作

旨在通过欧洲足联支持的跨文化足球战略，促进参

与并挑战种族主义。人权高专办支持的与球迷俱乐

部和社交媒体一起开展的运动鼓励球迷捍卫人权。

这为改变行为和政策创造了势头。在爱尔兰，指

导、培训、调查和审计旨在解决包括基层在内的各

级足球运动中的歧视问题。足球也有助于促进语言

技能以及与难民和移民的文化交流。

28. 在互动对话期间，伊朗－日内瓦库尔德斯坦人

权协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协会、英联邦秘书处、

平等联盟、平等网、人权观察、桥梁协会、俄罗斯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体育联合会、教科

文组织教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发了

言。发言者谈到各种挑战，例如将妇女和其他群体

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体育运动中的心理健康，以

及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多样性和尊

重。与会者询问了如何更好地促进体育的多样性。

一些人强调，对平等和包容的投资和承诺可以让企

业受益，例如通过吸引更多的球迷到体育场。一些

与会者分享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良好做法，例如赞

比亚街头儿童西塞德科洛项目，该项目利用足球来

促进包容。

29. 乌布斯女士在回复时呼吁歧视的受害人设立

独立的联络点来保护和支持受害人的身份。与逐案

解决方案相比，采用具有总括规则的结构性方式预

防事故发生更为可取。她主张为妇女提供一个平

台，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包括让妇女进入体育场。

乌斯蒂安先生指出必须让歧视的受害人表达意见。

然而，他也警告说存在将重大体育赛事政治化的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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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变革必须来自社会内部。他呼吁制定可持续的

国家方案，监测当局及其反歧视政策的执行情况，

并呼吁通过体育开展人权教育。斯梅廷先生说，俄

罗斯足球联盟支持包容性，并正在制定反歧视政

策。他指出该国有大量女童在踢足球，妇女也参与

了国际足联。汤姆林森先生指出，必须将足球与更

广泛的政府战略相关联。这证实了体育是一种实现

非歧视待遇和平等的社会干预措施。

E.	体育和工作时的权利

30. 世界运动员总会的执行主任布兰登·施瓦布强调

了体育生涯的不稳定性和短期性。该机构努力让运

动员发表意见，并促进人权、劳工组织和教科文组

织文书所载运动员权利。违规行为包括：不支付薪

酬、不公正的合同终止和性虐待。许多体育管理组

织仍未将人权纳入活动，而且不愿意与运动员协会

接触。2017年，世界运动员总会发起了《全球运动

员权利宣言》，该宣言分为四个支柱：参加体育运

动、对劳工权利的根本尊重、个人权利和法律权

利，还宣布每个运动员都有尊重其他运动员权利的

基本义务。施瓦布先生最后说，如果体育界支持关

于运动员权利的真正对话，那么体育可以作为一种

成功的商业和文化力量。

31.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丹卡·
巴特科娃解释了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还提及国际

人权标准启发而来的首份《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员权

利和责任宣言》。运动员及其代表以协商和自下而

上的方式牵头起草了该文件，由奥林匹克运动的运

动员代表指导委员会提供指导。该举措包括广泛的

全球协商进程，对来自190个国家的数千名运动员进

Brendan Schw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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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大多数运动员没有受雇

于体育组织。《运动员宣言》的内容涉及所有运动

员的权利和责任，但也考虑了职业运动员的情况。

《宣言》包含了在公平、干净和无歧视的环境中竞

争的权利，支持身心健康和职业过渡的权利和言论

自由的权利，以及在管理机构中有代表权和正当程

序权。巴特科娃女士强调，《宣言》是一份有生命

的文件，将会有更新和修订，以确保与时俱进。

32. 建筑工人和木工国际联合会的国际妇女委员会

主席丽塔·希阿维介绍了联合会10多年来参与体育相

关运动的情况。联合会组织工人讨论诸多议题，例

如改善安全和健康条件、与大型体育机构进行谈判

以达成集体谈判协议以及落实申诉机制等。卡塔尔

世界杯面临具体挑战，因为大部分工人都是移民，

不属于任何工会。为了促进他们的权利，建筑工人

和木工国际联合会开展了媒体宣传活动，进行了检

查，并使多利益攸关方施加压力。这些努力取得了

成果，最终通过了关于工资、工会和工人权利的新

政策，适用于为该世界杯赛事工作的人以及卡塔尔

的所有工人。

33. 国际雇主组织的代表彼得·霍尔解释说，该组

织赞成对大型体育赛事和人权采取整体办法，承认

在不同赛事和背景下有不同的需求。他强调必须将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纳入体育管理机构和赛

事。该组织加入了体育与人权中心的咨询理事会。

该中心促进集体行动，以应对多种问题并强调交

叉性。霍尔先生介绍了赞助赛事时他在该中心的商

业尽职调查工作队所做的工作。该中心提供了一种

预防性方法并为不同利益攸关方提供相互学习的机

会。

34. 在互动对话期间，平等联盟、人权高专办、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适当住房问题前特别报告

员的代表发了言。与会者质疑男女运动员之间的不

平等、男女体育的不平等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体育

的不平等。与会者讨论了对侵犯工人和运动员人权

的行为提供补救的手段，特别提到卡塔尔政府改善

工人处境的承诺。一名代表举例说明了打击体育方

面歧视的国内政策和参与管理的权利。他质疑新的

国际体制框架能否加强体育的能力以促进更公正和

公平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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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回答评论和问题时，施瓦布先生指出，运动

员工资的提高和性别平等往往是运动员组成工会争

取权利的结果。尊重运动员的利益也改善了企业的

状况。管理机构应解决结构性性别歧视问题。《工

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有助于防止无意识偏见并纠

正有意识的偏见。希阿维女士解释说，建筑工人和

木工国际联合会与卡塔尔合作，解决了工资拖欠和

工人生活条件问题，特别是缩短了从住房到劳动现

场的距离并限制了每单位住所的工人人数。巴特科

娃女士强调，《奥林匹克宪章》将明确提及《运动

员宣言》，表明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她重申，奥林匹克运动承诺在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和

非体育职业生涯中给予支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运动员委员会致力于鼓励运动员群体之间的持续对

话以及与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持续对话，

以确保该文件的持续相关性和有效性。霍尔先生认

为，除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之外，不需要

其他关于体育与人权的国际文书。他解释说，体育

与人权中心正在汇编经验教训，以制定执行战略。

F.	体育、可持续城市和适足生活水准权

36. 日内瓦大学研究员拉斐尔·朗基隆－奥塞尔对发

展是线性的理论提出质疑，主张建立一种模式，将

《发展权利宣言》所载公平利益分配纳入其中。城

市规划意味着经济增长，而城市发展则意味着福祉

的改善。他举例说明了与奥运相关的项目，质疑对

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改善影响的可持续性，以及对

住房和就业市场的间接负面影响。尽管在基础设施

和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项目往往导致失业

以及当地人口被迫流离失所。这损害了人民的发展

权和他们的“城市权”。后一项权利包括城市的无障碍

设施、政治参与以及经济和社会参与。发展权的相

应责任由国家和国际社会承担，城市权相应责任由

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承担。奥林匹克运动在选择主

办城市时应该考虑这些权利。

37.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主管米歇尔·
勒迈特尔介绍了委员会的“2020年奥林匹克议程”战略

路线图。其建议4和5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

匹克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提出了具体的可持续性

要求。为此，委员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

作为一个组织、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有者以及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者这三个方面的责任。为

了补充该战略，委员会还制定了新的战略遗产办法

和一套“新规范”改革。后者旨在使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成本更加可负担，更加有利于主办城市，更加可

持续。为了让主办城市有效利用大型体育赛事，政

府和地方当局应该将它们视为长期发展计划的一部

分，而不是一次性事件。该委员会与城市合作，利

用奥运会带来的益处，并使这些益处适应城市的长

期愿景和需求。委员会只能通过加强伙伴关系和协

作来实现其可持续性目标并解决紧迫问题。

38. 适当住房问题前特别报告员、普遍定期审议信

息网主席米隆·科塔里介绍了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

英联邦运动会期间流离失所的相关数据。许多大型

体育赛事会导致贫困加剧、失业和人口贩运，流离

失所者得不到信息、参与、协商和赔偿。这些影响

侵犯了对生命、健康、体面工作、适足生活水准和

行动自由的人权，所以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和

人权文书。运动会通常会使城市的社会结构发生永

久性改变，特别是在投机动机和中产阶级化方面。

科塔里先生建议体育管理机构将尊重人权条约、宣

言和指导原则作为申办流程的要求，包括涉及驱逐

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他还建议管理机构在就

大型体育赛事做出决定之前进行社会影响评估。

39. 在互动对话期间，主席兼报告员以及安哥拉、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平等联盟、人权观

察、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黑山、人权高专

办和东京组织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教科文组织教席发

了言。一名代表提到，即使在未举办大型体育赛事

的国家，奖牌对促进发展和包容性也有积极影响。

另一名代表提问，如何调和人权与体育政治化的风

险。与会者列举了可为可持续城市提供指导并为人

权影响评估提供信息的国际文书和框架，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大会(人居三)的《新城市议程》、《残疾人权利公

约》、《发展权利宣言》、人权机制的报告和指导

以及《奥林匹克宪章》。有人强调，必须要让人们

参与比赛和申办，以及公平分配大型体育赛事带来

的财富。一名与会者提问，管理机构是否应该评估

候选国家或主办城市的人权记录，会不会在人权方

面追求难以实现的完美。他认为，如果将人权作为

选择场地的先决条件，将导致只有少数场地更适合

举办体育赛事，而牺牲了多样性。

40. 朗基隆－奥塞尔先生强调必须确保大型体育

赛事规划中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机会，包括通

过人权影响评估来实现。他提到东京奥运会产生的

积极影响是代际对话和无障碍环境。科塔里先生认

为，大型体育赛事的财政负担是一种负面遗产。一

些城市因举办运动会而负债，然后采取增税和削减

社会项目作为应对措施。他对安全强制行动产生的

负面影响表示遗憾，特别是忽视人们的需求时。申

办过程中的人权门槛应该是国家的国际义务门槛。

他建议体育管理机构与人权机制合作，评估申办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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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分享体育收益的集体行动的力量：通过大型体育

赛事周期保护和促进人权

41. 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基·沃登讨论了如何

利用体育的潜力解决侵犯人权的问题，特别是在主

办国。这需要受害人和民间社会公开发声。需要应

对的挑战包括修建体育场的苦役、对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歧视、阻碍妇女和

女童参赛或观看赛事的障碍、缺乏针对残疾人的无

障碍设施，以及对人权维护者和环境保护者的迫

害和恐吓。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

言》、《奥林匹克宪章》和主办城市签署的承诺。

专制政府将大型体育赛事视为获得软实力的机会。

大型体育赛事可作为催化剂，迫使这些政府改善人

权记录。人权观察记录了侵犯人权行为，并主张改

革体育管理机构，包括通过《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

则》。人权观察加入了促进体育与人权融合的几个

联盟。集体行动对解决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

要。

42. 东京组织委员会可持续发展规划项目总监杉本

信行表示，2020年奥运会旨在通过三个理念进行全

球改革：每个人拿出自己最佳状态、多样性和协调

性以及面向未来的继承。东京2020年可持续发展计

划符合《2030年议程》。该计划包括环境和人权相

关目标。一个目标涉及整个供应链中的人权、劳工

和正当商业行为(弘扬多样性)。运动会的组织按照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进行，并促进包容性社

会。通过透明的多利益攸关方协商进程，制定可持

续采购准则并设立了申诉机制。组织者希望在日本

以外产生影响并带来更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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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人类安全司高级顾问雷

米·弗里德曼确认，瑞士坚定致力于就复杂的专题

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并将继续参与这些工作。他介

绍了该国参与集体讨论的情况，讨论如何应对与体

育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以及体育如何成为一股正义

力量。这些努力促成了体育与人权中心的成立，该

中心旨在分享知识、建设能力和加强问责制。通

过集体行动创建关键里程碑和指标，以便将人权纳

入大型体育赛事申办过程、赛事的生命周期和主办

方合同中。各国政府、组织委员会、民间社会、体

育迷、公众、运动员、受影响的社区和消费者正在

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在体育和其他领域推进人权议

程。

44. 部落间委员会委员泰利·特伦纳介绍了在巴西举

行世界土著人民运动会的情况及其与人权的关系。

自1996年以来，巴西主办了两次国际性的、若干次

国家和地方性的土著运动会。这些活动包含了体

育、文化、传统和精神。这些运动会借鉴了祖先祈

福的仪式，并使用了自然环境中的传统材料。运动

会项目包括足球以及所有或部分土著人民玩的传统

运动。期间举办了文化演讲、研讨会、讲习班以及

传统艺术和农业活动。土著人民发现可以在体育运

动中谈论自己的权利、得到倾听并使土著和非土著

人民团结起来。土著运动会使土著青年以他们的遗

产为荣，也拯救了他们的传统。联合国、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各国政府和其他方面应该合作并投资

于人类价值，促进福祉(美好生活)。特伦纳女士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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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女、土著人民、残疾人和其他群体举办不同的

体育赛事。重要的是宣扬具有特色的生活、特性和

文化。

45. 在互动对话期间，巴西、体育与人

权中心、CSKA反种族歧视球迷组织、日

本、Mountain2Mountain组织、世界土著国家运动

国际和适当住房问题前特别报告员发了言。一名代

表询问将人权和可持续性纳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

流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需采取的具体步骤。另一位代

表询问土著运动会如何在土著人民之间建立联系。

与会者讨论了土著运动会及其为老年人和青年带来

的价值，以及这些运动会有关气候变化与和平的重

要辩论。一名与会者提问，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

足联赛事是否可以吸收土著运动会所表达的团结精

神。另一名与会者提问如何施加集体压力，以确保

妇女更广泛的参与。有人呼吁开展更多咨询并考虑

体育迷的视角，并邀请所有人在社会论坛之后参与

关于体育与人权的其他对话，如体育机会论坛。

46. 特伦纳女士在答复时列举了赛后合作的一个

例子，加拿大土著人民代表团前往新西兰了解传统

体育活动。土著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可以就政治

动员方面的良好做法进行交流。土著运动会提倡了

尊重环境的具体方式。弗里德曼先生表示，体育与

人权中心将提供一个平台，使妇女和体育迷能够

发声。杉本信行先生说，继续与2020年奥运会所有

利益攸关方对话，讨论了实际困难。他呼吁大家帮

助宣传2020年东京申诉机制，特别是对那些奥运会

供应链中的海外人员。沃登女士说，多年来，受影

响的群体没有受到重视，但最近的趋势是积极的。

已成功制定关于体育的新规则，但尚未得到适当执

行。东京实施的办法可作为未来赛事的榜样。

H.	与时间赛跑：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

47. 胡安·桑切斯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年轻变革

者+”倡议的参与者，介绍了他在哥伦比亚的项目，

该项目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建的。鉴于2016年
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全民投票失败，桑切斯先生认为

体育是克服社会两极分化以及促进和平态度的工

具。该项目包括向社会边缘化社区宣传在哥伦比亚

不流行的国际体育赛事。通过开展各种运动，可以

学到不同的技能和价值观，包括团队建设与和平建

设。他强调了青年在发起一个项目时面临的挑战，

他说委员会的支持提高了他执行项目的信心。他鼓

励为青年计划提供支持，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48. 南非西开普大学体育科学与发展跨学科中心主

任玛丽安·凯姆认为，通过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需要

评估现实，包括通过摸底进行评估。和平和暴力与

收入、教育、区域一体化、透明度和腐败相关联。

北半球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而南半球面临很多挑

战，包括健康、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挑战。体育应有

助于弥合南北差距，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

为此，基层投资必不可少。凯姆女士鼓励在学校课

程中纳入基于价值观的体育教育，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与和平，同时考虑到普世价值观、奥林匹克价值

观和残奥会价值观。为避免对某些群体产生不利影

响，应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通过喀山行动计划和

定期国际对话将体育、和平与发展联系起来。最

后，凯姆女士呼吁进行能力建设、青年网络建设和

政策监督。

49. 人权与工商业研究所的外联经理圭多·巴蒂利亚

解释说，该研究所设有体育与人权中心，这是一项

多利益攸关方举措，旨在分享知识、建设申办能力

和加强问责制。该中心2018年的一份报告阐述了贫

困地区伙伴关系按照人权原则来实施体育促进发展

与和平的项目的情况。很少有方案承认《工商业与

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尽职调查。整合人权尽职调

查将有助于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可预防、

减轻、识别和补救不利影响，并利用体育项目的积

极影响。方案应符合不歧视、参与、法治、同意、

问责和良好治理的原则。巴蒂利亚先生提及一种良

好做法，即教科文组织和英联邦秘书处之间的合

作，以使《喀山行动计划》的执行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保持一致。体育与人权中心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促进采取集体行动，通过体育促进人权。

50. 香农·加尔宾是一位作家、活动人士以及非营

利组织Mountain2Mountain的创始人，她分享了在阿

富汗作为妇女权利活动人士的10年经历。她初到这

个国家时，妇女体育运动刚萌芽，但是妇女骑自行

车仍然是禁忌。骑自行车上学和去医院都很方便，

并降低了性别暴力发生率。加尔宾女士帮助一群女

自行车选手在该国获得了骑自行车的权利，并推动

建立了第一支女子国家队。该女子队吸引了媒体的

广泛关注和高层的参与，甚至被提名获诺贝尔和平

奖，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这有助于使阿富汗妇

女骑自行车的行为正常化。因此，自行车不仅成为

了发展的工具，也是实现持续和平与社会正义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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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互动对话期间，主席兼报告员以及英联邦秘

书处、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肯尼亚国家奥

林匹克委员会、桥梁协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和世界土著国家运动国际的代表发了言。一名代

表询问小组成员如何促进国际合作、技术转让和集

体行动，以便根据《发展权利宣言》促进青年的人

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促进社会正义。另一位与

会者认为，《发展权利宣言》是促进和平、发展和

人权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工具，可以推进所有这些

方面。与会者就指标提出了建议，包括对指标采取

基于人权的方式，将人权指标与体育领域的可持续

发展相结合，并在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过程中

制定指标来评估适应性体育的影响。其他人的建议

包括通过体育寻求和解，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建设和

平的议程，将气候和环境行动纳入项目，并促进全

世界青年之间的团结。

52. 巴蒂利亚先生在回答问题时说，体育与人权中

心正在与合作伙伴一起建设能力，采取公益行动，

以便为体育界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建议框架，包括

关于发展与和平的建议。凯姆女士强调必须采用指

标、建设能力并促进基于人身价值的发展援助。她

强调了关于建立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7的重

要性。加尔宾女士说，体育可发挥关键作用，让冲

突地区和冲突后地区的青年建立联系。桑切斯先生

表示，体育投资的回报并不总是明确的，各项指标

有助于证明体育是一项可行的发展工具。他呼吁支

持促进政策和人权的基层举措。

I.	青年、儿童和子孙后代

53. 青年体育网络根据一个问答比赛组织了这个议

程项目。小组成员包括：英联邦青年体育促进发展

与和平网络副主席理查德·罗特、教科文组织协调的

青年和体育工作队的代表詹妮弗·马卡帕加尔、欧洲

非政府体育组织(ENGSO)青年团代表内韦纳·武卡伊

诺维奇、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

员米基·马西森以及卡塔尔田径运动员穆塔兹·埃萨·巴
尔希姆。

54. 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的最

大障碍是什么。马西森女士认为，身体、经济和社

会因素是残疾人面临的主要障碍。她表示关切，基

础设施有限，政策执行不力，以及父母对残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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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保护。巴尔希姆先生指出，教育是克服障碍的

关键，因为教育可以让儿童知道他们有权参加体育

运动。武卡伊诺维奇女士认为，体育应该为无家可

归者提供安全空间和庇护所，作为土著人民的遗产

并作为聚会场所。获取信息的权利对参加体育运动

至关重要。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和宗教不容忍是体育

的主要障碍。马卡帕加尔女士强调指出，社会经济

地位、快速又无规划的城市化以及公共空间质量差

是青年参与体育活动的障碍。数据表明，由于缺乏

体育活动而导致的非传染性疾病是亚太地区的一大

死因。可以提高基层青年人对体育锻炼的认识。

55.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利益攸关方应该更

多地参与通过体育保护人权的活动。马西森女士介

绍了残奥会运动与教育部之间的合作，通过体育促

进残疾人权利和包容性社会。巴尔希姆先生说，政

府和公众领导人应该通过体育运动来提高对人权的

认识，并举卡塔尔为例，卡塔尔公共假日可以激励

青年参与体育运动。罗特先生强调，集体行动对于

实现政策一致性和运作效率至关重要。他提到体育

与人权中心就是良好做法的典范，并主张设定可实

现的里程碑。武卡伊诺维奇女士呼吁采取跨部门办

法和集体责任制。企业应与人道主义行为体和青年

合作，提供知识和其他投入。《联合国全球契约》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联盟是朝着集体责任制迈出

的良好一步。

56. 与会者接着审议了哪些创新有助于通过体育促

进和保护人权。马卡帕加尔女士强调了“安全空间”
及其不同的维度。重要的是要确保有受保护的环境

和优质设施，以便人们参与。体育不会造成情感伤

害，而是会给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带来归属感和幸福

感。马西森女士强调了新的体育运动以及技术的融

入。例如，她建议承认“电子体育”的地位，这是残疾

人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的体育项目。巴尔希

姆先生也强调了电子体育，强调电子体育促进了全

球范围的沟通和技能。他提及阿斯拜尔运动精英学

院为例，该学院融合了教育和体育。罗特先生谈到

利用新兴体育带来的机会，举例说明电子体育代表

了最大的机会，但也顺便提到新兴的替代性体育运

动，例如世界障碍追逐赛、魁地奇球赛和无人机竞

速。

57.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桥梁协会、人权

高专办、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世界土著国家

运动国际发言作了评论。分享的经验涉及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国家法律框架、哥伦比亚残疾人

的体育教育、赞比亚街头儿童团体体育运动以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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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合作将人权价值观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嵌入电子游

戏。一名代表询问国际团结、可持续发展和打击不

平等的原则如何有助于通过体育促进人权。一名与

会者解释说，土著体育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可应对

土著青年特别是残疾土著青年面临的社会挑战，使

他们重拾自尊。

58. 武卡伊诺维奇女士在回答问题时强调必须确保

儿童的数字“安全空间”。马卡帕加尔女士说，年轻

人基于证据的建议和倡议可以使他们的话语更有分

量。她强调必须在青年之间开展跨大陆合作，以及

推广对社会负责的电子游戏。巴尔希姆先生提到国

际合作的良好做法，例如卡塔尔采取一项举措，在

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中推动体育运动。罗特先

生强调，电子体育可以促进公平竞争环境和发展目

标，在制定体育结构的当下，必须将最佳做法融入

新兴体育。马西森女士提到如何通过应用程序帮助

人们认识所涉及的挑战。

59. 小组成员最后审议了如何在体育和人权决策中

考虑并加强被收容青年的声音。武卡伊诺维奇女士

认为，这需要具体的授权、议程、多样性、选举进

程和预算。这方面最佳做法的例子是ENGSO青年组

织和欧洲田径青年领袖社区。巴尔希姆先生倡导青

年成为决策者，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具和环境，

使他们具有创造力。马卡帕加尔女士建议让青年参

与活动的规划以反映他们的需求，并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马西森女士呼吁为年轻一代提供包容和基于

人权的教育。罗特先生要求让青年参与合法和真正

的决策，让青年释放活力、主导活力并享受活力，

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摆脱不公正。

J.	前进方向

60. 教科文组织日内瓦联络处主任阿卜杜勒阿齐

兹·阿尔穆扎尼解释说，教科文组织是负责制定体育

政策的联合国机构，所有成员都通过了《国际体育

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该文件确认了

每个人参与体育的权利。保护和促进体育运动中的

人权是《喀山行动计划》的核心。这是可以促进变

革、分享知识以及扩大体育和人权领域良好做法的

工具。

61. 教科文组织教席“通过体育教育、运动、娱

乐和健身改变残疾人及其家庭和社区的生活”的项

目管理人凯瑟琳·卡蒂介绍了教科文组织、教科文

组织教席、英联邦秘书处、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

员会、体育实验室力量、特殊奥林匹克国际以及残

疾儿童全球伙伴关系体育工作队提出的以下集体建

议：(a) 执行《喀山行动计划》，并承认其范围包括

协调国家和国际政策；(b) 能够向国际机制以及国家

和机构政策和投资战略进行关于体育和人权的尽职

报告；(c) 在《喀山行动计划》和联合国体育促进发

展与和平行动计划的主持下，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

制定关于体育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d) 将体育

相关指标纳入人权高专办制定的统计指标；(e) 将残

疾情况纳入《奥林匹克宪章》所禁止的歧视；(f) 在
2019年社会论坛设立关于包容性体育教育和学校体

育运动的小组；(g) 提高体育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人权

工具的地位；(h) 考虑创立“体育条约”以协调体育教

育、体育活动和运动中的报告和责任。

62. 世界运动员总会联合创始人和劳工组织未来

工作全球委员会成员菲利普·詹宁斯认为，体育运动

中仍然存在断层线。为了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应

该认真考虑运动员和参赛者的意见。他们的基本人

权，包括劳工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应将尊重国际人权和劳工权利作为一项运作

原则。运动员有组织的斗争有助于解决剥削问题，

促进人权和平等。民间社会和工会有能力和经验为

解决问题做出贡献。让他们参与将增强体育的力

量。詹宁斯先生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推迟通过

其《运动员权利和责任宣言》，因为该草案不符合

国际人权标准。

63. 水球项目的奥运奖牌获得者、国际奥林匹克

委员会市场营销委员会委员、希腊奥林匹克获胜者

协会主席斯塔夫鲁拉·科祖姆波利表示，体育是普世

通用的，没有语言和障碍。体育促进对多样性、团

队精神和共同看法的尊重，以防止冲突并使人民团

结一致。所有运动员都应该反对种族主义和成见，

促进性别平等，并包容残疾人、难民和其他弱势人

群。科祖姆波利女士介绍了她在希腊领导的两项举

措。第一项举措是为难民女童组建足球队，使她们

找回了尊严，提升了自尊。第二项举措是让奥运会



19

和残奥会运动员一起访问小学，促进对多样性的包

容以及对其他文化和人权的尊重。运动员是积极行

为、人权和团结的最佳榜样，因为他们经历了极端

的挑战并取得了成功。

64.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人权观察、平等

联盟、桥梁协会、体育与权利联盟和世界土著国家

运动国际的代表作了总结发言。与会者对与体育相

关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遗憾，例如将男女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刑事定罪，阻碍妇女参

加比赛，宣扬体育运动中的好战言辞，以及削减预

算从而减弱体育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潜力。与会者呼

吁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并让妇女、青年和土著人民

等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名与会者认为大型

体育赛事是实现发展权的试金石，因为只有遵守其

原则，会员国才能实现其他人权。另一名与会者提

醒不要单方面不合作，这会有侵犯人权的危险。良

好做法包括决定在国际壁球比赛中给予男女运动员

同等报酬，以及通过体育增强街头儿童的权能。

65. 卡蒂女士就此评论认为数据和叙事的力量至关

重要，不管是关于好的经历还是坏的经历。她强调

呼吁改变体育并通过体育实现改变，并支持参与式

决策。喀山后续框架可作为解决这些要求的一种手

段。詹宁斯先生呼吁承认工会的作用，并呼吁结社

自由和集体谈判。体育运动也不能免除这些基本权

利。科祖姆波利女士提倡开展更多关于教育和团结

的方案和行动，利用创新手段促进社会平等和保护

人权。重要的是从理论走向实践，以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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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和建议

66. 2018年社会论坛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67. 社会论坛强调人权与体育和大型体育赛事之

间的相互联系，强调《奥林匹克宪章》、理想和价

值观与人权文书所载人权原则之间的趋同性。体育

触及许多人权方面，并且是促进人权的催化剂。强

调各级支持体育、支持人权政策和人权做法的重要

性。

68. 大型体育赛事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赛

事，也是一个绝佳平台，有可能成为促进人权的加

速器。职业运动员、奥运会运动员和残奥会运动员

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成为数十亿人的榜样和精神动

力。最新的体育运动和新技术也将提供机会，将人

权纳入主流并触及新的受众和支持者。

69. 体育和体育赛事可以促进运动员和其他从事体

育活动的人、体育迷和体育迷俱乐部、当地居民以

及从事体育、体育设备和设施相关工作的工人的权

利，也可能对他们的权利产生负面影响。一些特别

令人关切的群体包括残疾人、妇女、儿童和青年、

老年人、土著人民、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难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

性别者和双性者以及生活贫困者。保护人权和纠正

侵犯人权行为的手段仍然面临挑战。

70. 职业运动员工会通过了《全球运动员权利宣

言》，奥林匹克运动将通过《运动员权利和责任宣

言》。体育领域其他工作者的权利也得到了承认，

包括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建筑工人。

71. 主办大型体育赛事是促进城市更可持续发展

的机会，在这样的城市，由于有更多更好的体育设

施、交通一体化以及住房和规划，公民可以更健康

地生活。然而，由于腐败、公共债务增加、强迫流

离失所、失去工作和生计以及中产阶级化的潜在负

面影响，这些赛事往往影响发展权和其他人权。缺

乏发展也影响了数十亿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

72. 与会者举例介绍了体育管理机构、政府和国际

组织通过的人权政策和其他文书。然而，体育与人

权之间关系所涉及的复杂挑战和机遇不能单方面解

决。在这方面，体育与人权中心的设立为有效的集

体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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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通过体育传播的价值观和技能为促进和平、和

解、理解和团结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体育也是赋予

落后群体权能并促使他们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挑

战成见和禁忌的手段。体育和人权支持了各个国家

和国际社会实现《2030年议程》的努力。

74. 人们对体育与人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种调查

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可作为进一步行动的基准。

B.	建议

75. 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尊

重、保护和考虑体育方面的所有人权，其行动应以

《世界人权宣言》、核心人权条约、《发展权利宣

言》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以及《奥林匹

克宪章》、《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国际体

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等文书为指

导。此外，《2030年议程》、《喀山行动计划》和

后续机制以及《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

划》有助于为这一进程提供信息。

76. 各国应利用体育促进人权保护，并通过与包括

体育界、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和企业在内的所有利

益攸关方合作，实现2030年议程。

77. 体育和大型体育赛事应成为一个平台，以促进

人权和更加和平、包容、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秩序和

国际秩序。应该鼓励运动员作为榜样捍卫人权。体

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应具有包容性，并立

足于人权价值观。应该在新兴体育项目和新技术中

特意纳入人权。

78. 体育和大型体育活动应尊重和考虑特别受影

响的群体、人口和人民的人权。体育政策和赛事的

规划、执行和后续行动应依赖透明的程序，包括人

权影响评估和尽职调查，并为可能的侵犯人权行为

提供有效的申诉机制。应时刻考虑到受影响者的意

见。决策机构应确保多样性，包括通过促进性别平

等。应该鼓励某些群体的特殊体育活动，例如土著

人民、妇女、青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者和双性者以及其他群体，以此拓展机会，突出他

们面临的具体挑战。

79. 运动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应享有代表权，并有

权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应在体育运动中尊重

和促进移民的结社自由和劳工权利包括无证移民。

80. 体育政策和赛事应基于各级多利益攸关方的

集体行动。联合国相关组织，特别是人权高专办和

教科文组织，应继续提供关于体育与人权方面的指

导，并积极与各国政府、体育运动、体育与人权中

心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接触。

81. 体育与人权中心应考虑规划各项举措，传播通

过体育促进和解、和平与理解的良好做法，特别是

在冲突中和冲突后情况下。

82. 与体育有关的报告应该对数据采取基于人权

的方法，人权指标应该包括与体育有关的指标。人

权机制应继续在其报告和建议中考虑体育和体育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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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List of participants

STATES MEMBER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gola, Belgium, Brazil, Chile, China, Côte 
d’Ivoire, Cuba, Egypt, Iraq, Japan, Mexico, 
Mongolia, Nepal, Pakistan, Peru, Qatar, Saudi 
Arabia, Slovenia, South Africa, Spain, Switzerland,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bania, Algeria, Argentina, Azerbaijan, Bahrain, 
Belarus, Brunei Darussalam, Colombia, Costa 
Rica, France, Greece, Honduras, India, Iran, Italy, 
Kuwait, Monaco, Mongolia, Montenegro, Morocco, 
Norway,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Sri Lanka, 
Thailand.

NON-MEMBER STATES REPRESENTED BY OBSERVERS

Holy See, State of Palestin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Inter-American Bank of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Scott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PORT GOVERNING BODIE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 Kenya, 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 Supreme Committee for Delivery & 
Legacy of the 2022 Qatar FIFA World Cup, The 
Tokyo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World Indigenous Nations 
(WIN) Sport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 (UEFA), United World 
Wrestling (UWW),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orld Indigenous Peoples’ Games (Brazi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S

African Association of Central Finland, Association 
Bharathi Centre Culturel Franco-tamoul,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Kurdistan of Iran-Geneva, 
Association Le Pont, Associazione comunità Papa 
Giovanni XXIII (APGXXIII), BBAG eV - KickIn! 
Advisory Center for Inclusion in Football, Building 
and Wood Workers’ International (BWI), Centre 
pour la Gouvernance Démocratique (Burkina Faso),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CSKA Fans Against Racism, Département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formation et de la 
jeunesse / République et canton de Genève, 
Donna-Fit, Equality league organization (Pakistan), 
European Gay and Lesbian Sport Federation, 
European Non-Governmental Sports Organisation 
Youth (ENGSO Youth), Fare Network, Foundation 
for Sport, Development and Peace, Geneva Brass 
Quintet, Global Partnership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 Taskforce, 
Hellenic Olympic Winners Association, Home Box 
Office (HBO), Human Rights Watch,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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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and Nations Coalition Indigenous Peoples’ 
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Innocence In Dange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ter-Tribal 
Committee on Indigenous Science and Memory 
(Brazil), Kipkeino Foundation,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Minority Concern of Pakistan, Mongolia 
Expeditions, Mountain2Mountain, NGO Kulsport, 
Oak Foundation, ONG Conseil Suisse, Operasjon 
Skiglede, Peaceful & Active Center for Humanity 
(PEACH), Power of Sport Lab, PULSE! International 
Sports Film Showcase, Refugee Olympic Team 
2016,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DOCIP), Russian 
LGBT Sport Federation, Samagra Vikas Sansthan, 
SchweryCade, Servic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 
et du sport/ Canton de Vaud, Service des sports 
de la Ville de Genève, Seven Eyes, Sports and 
Rights Alliance, Sseninde Foundation, Taekwondo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The Out Reach Story, 
Inc., Together Films, Tourner La Page, UNESCO 
coordinated Youth and Sport Task Force, UNI 
Global Union, World Bicycle Relief, World 
Economic Forum, World Players Association, 
UPR – Info.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 
du sport (AISTS), ETH Zu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Zurich), Federal University 
of Uberlandia (Brazil),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HEID), 
Haute École d’Arts Appliqués Genève (HEAD), 
Haute école de travail social de Fribourg (HETS-FR), 
Haute école de travail social de Genève (HETS-GE), 
Haute école spécialisée de Suisse occidentale (HES-
SO), Interdisciplinary Centre for Sport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Science Po Grenoble,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ESCO Chai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alee (Ireland),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 (Brazil), University of Geneva 
(UNIGE), University of Lincoln (United Kingdom),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Budapest 
(Hungary),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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