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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青少年成为
联合国妇女署青年性别平等培训师
� � 1 月 30 日，泰国曼谷，联合
国亚太区总部。

39 名来自中国多个省份的
青少年，从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
区合作伙伴关系专员、对华关系
负责人 Maria Guimaraes 手中接
过了“创建和谐性别关系青年领
导力”项目培训师证书。 这一证
书由联合国妇女署和北京王府
公益基金会联合颁发。

拿到证书的 39 名青少年将
带着自己设计的推动性别平等
的项目回到国内。“我们基金会
和联合国妇女署将为他们开展
性别平等活动提供包括资金在
内的支持。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
会副秘书长刘颖表示，他们还有
机会以培训师身份参与联合国
妇女署、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2019 年相关公益项目。

那么这些青少年是如何成
为“创建和谐性别关系青年领导
力”项目培训师的呢？ 其他青少
年有哪些途径加入呢？

从一所学校到面向社会

2015 年 3 月，联合国妇女署
携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王府学
校共同开展了“创建和谐性别关
系青年领导力”项目，该项目是
一个“促进性别平等，预防性别
暴力”的试点项目。

项目对处于 13~18 岁的青
春期的男孩和女孩提供恋爱暴
力、校园欺凌等方面的心理教育
和预防， 以期达到促进性别平
等、尊重性别多元、预防性别暴
力、共建健康关系的目的。

项目运用同伴教育小组的方
式共培训出 218 名青年同伴教育
者。据刘颖介绍，这其中的优秀者
在学习之后不仅在校内发起了一
些很有影响力的活动， 还走出了
校门，甚至走出了国门。

其中一位同伴教育者受邀
参加了 2018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第六届青年论坛，向世界阐述
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另一位同伴教育者则把性
别平等教育和健康教育带到了
河北和山西的农村学校，做性别
平等支教，还和同学们一起开发
了适用于 5 到 8 岁小朋友的性
别平等教育儿童图画书。

为了把项目经验推广出去，
从而让项目的影响力最大化，
2018 年底，联合国妇女署和北京
王府公益基金会达成了合作，进
一步推进“创建和谐性别关系青
年领导力”项目。

“我们希望加大投入，让项
目在质和量上都有一个飞跃，把
项目变成一个社会化的项目。 ”
刘颖表示。

该项目将通过广泛开展同
伴教育培训，培养青少年性别平
等培训师，打破传统课堂教育的
限制，在青春期、同伴关系、性别
身份、性别表达、预防性别歧视

和校园暴力等重要青少年发展
议题上，实现青少年之间的信息
传递和能力建设。

同时开展教师培训，通过工
作坊等形式输出性别平等培训
师课程，并完成教师培训手册的
开发。

去曼谷举办青少年领袖特
训营

“我们看到用学生去影响学
生的方法是有效的。 ”刘颖表示，
因此，基金会希望先培养一批同
伴教育的“种子”，2019 年项目推
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
学校、社区组织性别平等活动。

于是，基金会和妇女署联合
发起了“推动性别平等·培养国
际理解力”2019 青少年领袖特训
营，面向社会选拔青少年去联合
会亚太区总部所在的泰国曼谷
实地探访调研、接受联合国官员
授课。

通过全部课程考核且表现
优秀的青少年，将获得由联合国
妇女署、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联
合颁发的联合国妇女署青年性
别平等培训师认证证书，有机会
以培训师身份参与联合国妇女
署、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2019
年相关公益项目。

据刘颖介绍，特训营收到了
200 多份报名申请， 申请材料包
括英文自我介绍、讲述自己对于
性别平等或国际理解力的看法
的小文章、简历等。

由基金会、妇女署等各方组
成的评审组对报名材料进行了
审核，经过笔试面试，最终 39 名
初高中生加入了特训营。 他们既
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
大城市的， 也有来自内蒙古、甘
肃等偏远地区的。

1 月 24 日，特训营在联合国
亚太区总部正式开营。 联合国妇
女署亚太区域倡导和活动高级
协调员 Aijamal Duishebaeva 对学
员们表示，希望他们能在性别平
等议题上持续观察、探索、行动，
并影响周围的青少年。

“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我们
需要成年培训师，但是更需要青
少年去以身作则影响同龄人。 ”
刘颖也表示。

来自妇女署的专业培训

来自妇女署的项目官员采
用工作坊的形式，为特训营的青
少年进行了性别平等专题课程
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背景知识、
性别的力量、针对妇女的歧视与
暴力、积极的性别关系、开展行
动、如何进行项目设计等。

在背景知识讲座中，培训师
展示的诸如全球遭受暴力的女
性的比例的数据， 以及抢婚、认
为月经不洁等案例让青少年们
认识到世界原来并不只是自己

身边的样子。
通过白板上分别写下社会

认为的男性和女性是什么样的，
学员们认识到刻板印象已经深
入人心，但并不一定正确。

通过角色扮演回答不同角
色是否可以完成学业、是否不需
要担心温饱、是否由空闲时自由
选择和谁在一起等问题，拥有不
同权力的人在社会上的差距会
越来越大的残酷事实展现在学
员们眼前。

“感觉不对”成为学员们口
中的高频词。 他们开始变换角度
看待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很多事
物与言论。

在针对妇女的歧视与暴力
培训模块，培训师通过情景化游
戏扮演让学员们认识到是社会
上不同角色的人的不作为与错
误观点加剧了受家暴妇女的悲
剧， 施加暴力只需要一个人，而
阻止暴力的发生却需要全社会。

认识到自身责任的学员们
在培训师的带领下分组找出美
国、非洲、欧洲、中国发生的不同
类型的家暴故事并进行了分析。

如何改变成为学员们的共
同思考的课题。

培训师将性别不平等的男女
关系关键词交给学员们， 学员们
通过小组情景剧的设计与演出不
仅展示了种种不堪， 还进行了反
转，演绎出健康的权利关系。

在此基础上，培训师引导学
员们通过问题树的方式从权力、
社会、无知和政治四个方面去分
析问题进而找到解决办法。

走进社区感受真实世界

除了工作坊，基金会还特别
设计了在泰国当地的社区调研
项目。“我们希望让学员们去了
解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让他们知
道女性的社会地位究竟是什么
样的，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
文化、宗教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究
竟是什么样的。 ”刘颖强调，只有
拥有国际理解力，才能真正解决
社会问题。

学员们走访了善地阿索，这
是一个以佛教为精神底蕴的社
区，强调环保、可持续发展。 这里
的循环经济和义工文化给学员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志愿者们回收旧物，进行分
类、整理，从而二次利用；垃圾会
进行彻底的分类，其中厨余垃圾
会被送往农场作为肥料，而农作
物将被运回善地阿索进行售卖。
商业活动的收益则会被投入到
社区的公共服务中。

学员们还被安排到泰国底
层居民区 Khlong Toei“体验泰
国妇女的一天”。 作为贫民区，这
里的人们居住在连片的木头棚
屋里，空间狭小，污水横流。

在这里，学员们见到了靠卖
饭团为生的大妈、88 岁拾荒的老

婆婆、从事缝纫工作辛苦养育儿
女的单亲妈妈、以穿花环为主要
收入来源的妇女、住在围着电线
杆搭建的屋子里的老奶奶……

考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们纷纷表示：

“我这辈子第一次来这种地
方，以前不知道这种的存在。 ”

“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
面。 ”

“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
到的，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

接受考核成为培训师

当学员们问 Khlong Toei 社
区负责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的时候，他对学员们说：“首先要
明白了解她们，回家以后分享让
其他人能够了解，而不是可怜她
们。 其次你们的鼓励和欣赏也很
重要，是对她们最好的支持。 第
三就是你回去不要忘记，要去想
想可以做什么，对世界有什么影
响，不一定是直接帮忙她们。 ”

可以做什么？ 这恰恰是特训
营最重要的一环。

除了在培训中反复强调不
仅要投入培训，还要观察有哪些
知识点和培训技巧，特训营还特
别安排了项目工作坊。 联合国妇
女署青年项目官员李硕给学员
们系统介绍了妇女署项目设计
模式以及如何设计一个项目。

“你们要注意思考怎么能够
把这些活动变得更有趣，变得更
好玩， 变得让同龄人能够听得
懂。 你们之间是没有代沟的，你
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方式，把我们
跟大家讲的这些观念和行动，去
推广给同龄人。 ”李硕对学员们
强调。 学员们被分成七组，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性别平等项目设
计，并接受考核。

据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李睿
恒介绍， 评分总共有六个维度，
分别是公益性、创新性、可持续
性、影响力、创新性和协作性。

考核并不因为是针对青少
年而大幅降低要求，“六个维度
当中，除了团队协作以外的都是
基于民政部提出开展针对公益

机构的公益项目进行评审的标
准，并结合妇女署和相关评委的
意见统一而成。 ”李睿恒表示。

学员们按照小组进行了项目
路演。 他们设计的项目涵盖了在
青少年中预防性暴力、 推广生理
性别和社会性别理念、反家暴、在
青少年当中推广性别平等议题。

项目设计需要回答以下问
题： 为什么选择这一议题的原
因；在三年内希望实现的大目标
和小目标；第一年（2019 年）的产
出，计划开展的活动，以及第一
年的活动时间表； 活动的创新
性、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具体需
求；项目如何利用过去几天的培
训内容，以及培训手册里的相关
内容；团队内部如何分工；第一
年的项目预算表……

完成培训和项目展示考核
的学员们最终获颁“创建和谐性
别关系青年领导力”项目培训师
证书。

更加本土化的未来？

特训营结束了，但青少年性
别平等工作并没有结束。

李硕表示：“大家回到国内
之后，妇女署会为大家提供进一
步的技术支持，我们会把工具包
发给大家， 我们有更多的海报、
视频、数据可以供大家拿来用。 ”

“我们会在线上做更多的培
训师培训，以及在线上鼓励大家
去多开分享会，把在曼谷学到的
知识，分享给更多的身边人。 分
享会的组织和成本，北京王府公
益基金会和妇女署会去承担。 ”
李硕强调。

“我们还需要反思培训及项
目操作中哪些是好的，还有哪些
不足。 ”刘颖表示。

更加本土化或许会成为下
一步努力的方向：怎样让更多的
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其中？ 怎样让
培训课程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
怎样让培训更贴近青少年的现
实生活？ 怎样让青少年的学习更
加专注学习成效更高？ 怎样让青
少年在培训之后持续做一名行
动者、创变者……

营员们在联合国亚太区总部接受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