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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教室，守护
和平的希望”视频

“重建战地爱心
    课堂”项目 

南森难民奖设立于 1954 年，其前身是南森奖章，为纪念挪威北极探险家弗里特约夫·南森而设立。南森难民奖每年颁发给对难民工
作有卓越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以此唤起公众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并鼓励国际社会对难民施以援助之手。 

2021 年 10 月 4 日，联合国难民署通过线上颁奖仪式公布并颁发了今年南森难民奖的全球获奖者也门吉尔·阿尔贝纳人道主义发展
协会和五名区域获奖者。

成立于 2017 年的吉尔·阿尔贝纳人道主义发展协会，挽救了数以万计因也门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生命。他们为荷台达省和哈杰
省没有正式居所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约 18000 处紧急避难所，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帮助流离失所的妇女实现经济独立。他们
翻修学校，为孩童提供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让流离失所者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在亚洲地区，作为五名区域获奖者之一，萨利玛·雷曼医生也十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分享了切身体会。雷曼医生现年 29 岁，是阿
富汗籍难民，目前在巴基斯坦为当地社区及难民服务。“获得教育对我们一生来说都举足轻重。对妇女教育的扶持就是对整个下一
代的投资。”雷曼在颁奖仪式上说道。

越来越多的难民意识到教育的意义，但如何才能满足全球数以百万计难民孩童对教育的渴望与诉求？据 2021 年 8 月联合国难民署
数据显示，难民儿童基础教育入学率仅有 68%，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青少年可获得的教育机会均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给更多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联合国难民署长期都
将教育问题纳入工作重点。从 2012 年起，联合国难民署通过全球教育项
目，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多个国家帮助流离失所儿童。截至 2019 年年底，
该项目已成功帮助 120 万名儿童就学。但冲突从未停止，流离失所儿童数
量不断增加，我们的援助之路道阻且长。为了让战地儿童走入学校，2020
年至 2022 年，联合国难民署开展重建战地爱心课堂计划，我们希望携手
全球合作伙伴，帮助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儿童获得基础教育，建立更多安
全教室，为下一代的未来带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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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局势
EMERGENCY SITUATION

过去四十年，阿富汗长期处于动荡的局势中。截至 2021 年 10 月，累计 350 万阿富汗
人被迫在其国内流离失所，还有 222 万人为逃离冲突前往巴基斯坦、伊朗等邻国避难。
2021 年新增的被迫流离失所者中，有 80% 以上是妇女和儿童。当下迅速演变的阿富
汗危机，已具有人道主义灾难特征。这意味着妇女和儿童此刻正高度曝露在暴力、外伤、
疾病、饥饿、物资匮乏等风险中。

四十年来的不稳定局势使得阿富汗境内的应对机制十分薄弱。自 2021 年 6 月以来，
叠加第三波新冠疫情的侵袭，阿富汗境内极度贫困的家庭数量大幅上升。据估计，阿
富汗只有不到 4% 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卫生系统已经不堪重负，初级保健也因其
他疾病患者受到干扰。目前临近冬季，阿境内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 12 摄氏度，造成呼
吸道疾病高发。阿富汗民众的生存境况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 

在阿富汗，除了医疗资源，其他生命所需的资源也严重短缺。对于战争和冲突，很多
难民家庭不得不在仓促间被迫远离家园，除了身上的衣物，根本无法携带更多行李。
他们在逃亡的道路上忍饥受冻，还要面临动荡时局中的冲突和风险。凛冬将至，在极
度贫困的条件下，资源匮乏的阿富汗难民家庭将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联合国难民署对阿富汗境内普遍存在
的人道主义需求十分关切，但目前
人道主义援助资源仍严重短缺。目
前，作为阿富汗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
重要成员，联合国难民署在阿富汗境
内参与主导人道主义响应工作。截至
2021 年 10 月，联合国难民署已累计
为位于 34 个省的约 45 万名新增境内
流离失所者提供了挽救生命的援助。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阿富汗境内向
超过 22 万人发放了核心救济物资；
提供了 1.29 万个家庭使用的庇护帐
篷。此外，为应对凛冬到来，联合国
难民署正在阿富汗境内持续分发睡
毯、便携取暖设备、睡垫等物资守护
流离失所家庭的越冬生命线。就在 11
月初，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通
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阿富汗提供的
部分援助物资抵达喀布尔，目前已进
入联合国难民署喀布尔仓库，为阿富
汗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带来温暖。

联合国难民署开始向
喀布尔空运援助物资

中国援助
抵达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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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联合国难民署计划投入 3.51 亿美元，在地区层面缓解阿富汗局势，并惠及在阿富汗境内、以及邻国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避难的阿富汗家庭。希望有更多合作伙伴加入到驰援阿富汗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行动中来，多一份支
持，我们将汇聚更大的力量及时送上更多临时庇护所和核心救济物资。坚守阿富汗四十载后，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从多种渠道帮助和支持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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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40CZMR4jm2AhkzQ4MLmN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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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TER & INNOVATIVE ACTIONS
庇护所建设与创新行动 聚焦

FOCUS

避难与安置支持是最基础的人道主义应
急支持。在全球，联合国难民署为数以
千万计难民提供庇护所。作为一个有遮蔽
的可居住空间，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
健康的生活环境，守护流离失所者的隐
私和尊严。这让难民群体有独立的空间
来居住、储存物品、免于恶劣环境的冲击，
也让他们得以保护隐私并获得相对舒适
的生存条件和情感依靠。

庇护所提供的居住空间是决定生活条件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非依靠单一元素
满足流离失所者的所有需要。联合国难
民署提供的庇护所实际上是一种安全生
存空间，涵盖一系列选择，包括直接现
金援助、特殊房租支持、简易建筑材料、
过渡性庇护所、庇护所套件、塑料床单、
庇护帐篷等。

虽然在大多数紧急情况下，难民对庇护所的基本需求是相似的，但在所需庇护所的种类、
庇护所的设计以及使用何种材料修建、由谁建造以及必须使用多长时间等方面则大不
相同。因此，联合国难民署根据当地环境和气候、文化习俗和习惯、当地技能和可用
建筑材料，调整庇护所应对措施，做到环境友好，因地制宜。 

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在探索和尝试以创新的方式为难民修建和提供庇护所。阿尔及利亚
西南部偏远沙漠中的 Awserd 难民营是廷杜夫周边地区五个难民营之一，接纳 40 多年
前在西撒哈拉战争中逃离的撒哈拉难民。由于沙漠地带天气恶劣，沙尘暴、暴雨、高
温等天气对 Awserd 难民营造成了严重损害。为了建造能更好地抵御恶劣气候的庇护
所，联合国难民署开始使用水泥强化砖来搭建庇护所，而后又尝试使用填砂塑料瓶，
不断创新修建方式。

“土坯房可能会被大雨或长时间的降雨摧毁，使用填满沙子的塑料瓶代替泥砖将创
造出更耐用的结构。我们还采用了圆形房屋设计，因为它符合空气动力学，能够更
有效地抵御风暴。”难民署驻廷杜夫高级实地协调员朱丽叶·穆雷凯伊索尼 (Juliette 
Murekeyisoni) 说。 

这种用塑料瓶建造的房屋不仅能抵御恶劣天气，还有助于塑料废品的回收再利用，这
也符合联合国难民署一直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同区域为
不同的流离失所者提供生存空间，也持续不断地对现有方法进行创新，庇护所的设计
不只是单纯地建造房屋，而是考虑到气候、地形、当地资源和环境风险等因素后的最
佳选择。

秉承在适应气候条件的同时，设计有尊严的、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庇护所理念，联
合国难民署坚持为孵化创新解决方案创造有利环境，利用结构化创新来应对最紧迫的
挑战。因此，当 11 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再次为
人们敲响警钟时，联合国难民署向中国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共同启动“创新、环境和
复原力基金”，支持建设和改造定居点、庇护所，改善水、卫生和健康环境，以及推
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合作邀请 | 创新、环境与
复原力基金等你启动

© UNHCR

© UNHCR

© UN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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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合作伙伴关系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

9 月 12 日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南南合作指的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就知识、经验、政策、技术和资
源等发展方案进行分享交流的合作机制。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直高度重视南南合作，倡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共走繁荣之路。为支持其他发展中
国家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联合国的机构、基金和各计划
署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密切协作，高效、可持续地推出大批人道主义和发展项目。 为此，在今年
的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联合国难民署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此基金，向阿富汗、安哥拉、伊拉克、刚果共和国、肯尼亚、南
苏丹、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数十万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东道社区提供了援助。 
感谢中国援助！

视频：南南合作
感谢中国援助！

在南南合作的大背景下，联合国难民署寻求与中国政府和企业伙伴的深度合作。10
月 18 日下午，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绿色能源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办，
联合国难民署代理驻华代表陈蔚云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每年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导
致超过 2100 万人流离失所，而清洁能源对减缓气候变化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在气
候行动方面的领导地位与联合国难民署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工作高度一致。”联合国
难民署在论坛上介绍了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开展的清洁能源项目案例，并呼吁
更多中国领导者和企业的加入，将创新的绿色解决方案充分应用在人道主义环境中。 

© UNHCR

10 月底，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合作持
续落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大使馆与联
合国难民署驻布隆迪代表处开展合作，宣布正式启动
青年难民职业培训合作项目。项目将向 30 位青年难民
提供职业培训课程和起步工具包。联合国难民署持续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鼓励、支持青年难民学习谋生技能，
点亮新希望，助力可持续未来。 

11 月 2 日，驻利比里亚大使任义生出席在中国使馆举行的援利
难民人道主义抗疫物资交接仪式，代表驻利使馆和顶新公益基
金会向利难民遣返与安置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署驻利机构捐
赠了一批教学、生活用品和抗疫物资。任大使在致辞中赞赏难
民委和难民署为安置与保护在利难民所做努力。联合国难民署
驻利代表欧克若感谢中方支持联合国有关工作的坚定立场以及
中国驻利使馆和顶新公益基金会在新冠疫情下为帮扶在利难民，
特别是为儿童难民所提供的慷慨援助，表示愿继续深化与中方
在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利各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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