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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任何有效的反恐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防止恐怖行为的发生，2006 年《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

合国反恐战略》）及其附件《行动计划》（大会第 60/288号决议）便是如此，本教学模块系列正是

围绕这些文件设计的。该《战略》的四个支柱都可以发挥预防作用。与本模块尤为相关的是支柱一

（该支柱涉及“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特别是它与支柱四“确保人权和法治”的关

系。违反法治行为，包括各国在其反恐工作过程中违反法治的行为，是当前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些主

要驱动因素。因此，模块 1 向学生介绍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并回顾了其历史，包括它可能呈现的一些

不同形式，而本模块则建立在模块 1 的基础上，主要目标是确立一些关键的总主题，供在教学模块

系列的其余部分（模块 3-14）进行更详细的探讨。特别是，将围绕当前旨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更

有效地防止/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际努力和话语对支柱一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学习成果 

 

• 了解“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尤其关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 确定并解释与当前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相关的一些挑战。 

• 研究和比较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些主要的联合国、区域和多边办法。 

• 思考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些主要驱动因素，以及目前的应对举措。 

• 探讨“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与遵守/违反法治之间的关系。 

• 确定并分析关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一些跨学科视角。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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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暴力极端主义蔓延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例如，据估计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30,000 名外国

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选择前往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也门等地，加入在这些国家参与冲

突的恐怖团体。许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将在某个时候返回原籍国，或前往其他潜在的冲突地

区，把他们获得的战术知识和意识形态观点带到这些地方（大会报告 A/70/674，第 3 段）。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国际社会正努力进一步了解这一现象，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予以应对，并

提出了一些属于联合国职权范围内，包括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

权力范围内的重大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例如，数百万人逃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团体控制的领

土，这种大规模移徙导致区域严重不稳定（大会报告 A/70/674，第 2 段），还可能破坏其他需要优

先开展的全球性工作，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报告 A/70/674，第 16 段）。联合国秘书长在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报告 A/70/674，第 16 段）（本模块将详细讨论）中指出，在制

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 

 

会员国告诫说，暴力极端主义有可能使最近数十年取得的大部分发展进展功亏一篑。暴力

极端主义利用不平等、贫困和治理不善等发展难题，进一步加重这些难题引发的问题，形

成一个尤其影响到边际群体的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 

 

本模块采用了与其他模块一致的方法，围绕《联合国反恐战略》，特别是围绕支柱一和支柱四的目

标、框架和举措进行设计。讨论围绕《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包括确定的暴力极端主义

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针对这些因素的建议对策——展开，因为这有助于实现与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

《反恐战略》目标。《行动计划》承认： 

 

需要采用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不仅要有现行的保障安全的基本反恐措施，而且要有预防

措施，有步骤地直接消除促成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因为它们是出现新的危害更大的团体

的原因。（第 6 段）。 

 

此外，本模块还考虑到了一些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努力。 

 

首先要考虑的是术语问题，特别是因为语言的不正确使用本身可能进一步助长暴力极端主义，或者

至少阻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我们在下文将看到，人们可能对关键概念的涵义缺乏理解和

（或）对其有许多争议。在政府、区域或多边各级或民间社会内部，既没有一致的方法，也没有普

遍认可的术语，包括在为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目的开发的法律和体制工具和框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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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化”与“暴力极端主义” 

和“恐怖主义”概念一样，“暴力极端主义”一词也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实际上，这些术语有时

可以互换使用，这令人有些困惑。然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已经界定了一些定义。最近关于

保护和增进人权工作在促进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的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报告探讨了各国在治理“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方面的现行做法（大会，人权理事

会报告 A/HRC/33/29）。该报告表明各国的做法非常不同（第 17段），其中一些载于下文的“兴趣

框”中。该报告的调查结果还揭示了与界定这一现象相关的挑战，即“在其他情况下，所采用的定

义没有充分明确‘暴力极端主义’是否意指暴力行为或煽动暴力行为，或是否还将通常不会导致刑

法制裁的程度较低的行为方式包括在内。”（第 17 段）。总体而言，定义方法的多样性显示出一

定的一致性，即“暴力极端主义”现象被认为比恐怖主义现象更广泛。《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也反映了这一点，秘书长在该计划中指出，相较于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有更多的表现形

式”，因为它包括不构成恐怖主义行为的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暴力形式（大会报告 A/70/674，第 4

段）。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博科圣地等恐怖团体散布仇恨和暴力以及

宗教、文化和社会不容忍信息，它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多样性。

在此过程中，参与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团体往往歪曲和利用宗教信仰、族裔差异和政治意识形态来

使其行动合法化，并招募和留住追随者。 

 

部分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可能会受到某些隐患的严重影响，这些隐患包括将暴力极端主

义现象过于简单化，特别是将其与任何具体的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助

长而不是阻碍暴力极端主义阴谋。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在其 2016 年《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

略》中承认了这种多样性，指出“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因个人、社群和区域而异”（美国国务

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2016 年，第 3 页）。尽管美国重点关注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但其

认识与《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的内容类似，该《备忘录》认识到需要就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

义采取单独的做法。例如，《备忘录》中的良好做法 16 和 19 建议各国利用考虑到各种因素的个别

风险评估工具，评估工作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监督（全球反恐论坛，(A)，第 8 页)。《备忘录》

增编强化了这一点，建议由“对激进化的许多方面以及当地和文化背景有充分了解”的专家使用个

别风险评估工具（全球反恐论坛，(B)，第 4 页)。 

 

各国以及评论人员有时将“激进化”概念过于简单化，这一概念引起了众多关注（和相关争议），

包括对反恐预防话语和努力的关注。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指出： 

 

[一些国家]通常使用“激进化”这一概念来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人通过某一过程接受

一套日趋极端的信念和愿望。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为了推进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其他

目标的实现而纵容、支持、便利或使用暴力的意愿。（A/HRC/33/29 号报告，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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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人员认为，可以将“激进化”理解为个人接受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些意识形

态可能导致他们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可能使他们更容易被恐怖组织招募（Romaniuk，2015

年，第 7-8 页）。 

 

 

 

 

 

 

 

 

 

 

 

 

 

 

 

 

 

 

 

正如许多评论人员和政府/政府间实体目前认识到的那样，从历史上来看，人们过于强调以宗教为

中心的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Kundnani，2015 年，第 10-11 页），而往往忽视或未充分

重视到其他关键的深层因素。在批判这种有局限性的方法的运动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 Botha 的批

判。他提请注意个人心理作为促成转向极端主义（包括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的重要性，并得出结

论称，为了进一步防止恐怖主义，必须深入了解是什么促使个人转向恐怖主义（Botha，2015 年，

第 3 页）。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报告《通往非洲极端主义之路》（开发署报告）

（2017年）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 51%的受访者称其出于宗教原因加入暴力极端团体，但也有高

达 57%的受访者承认对宗教经文的理解有限或根本不理解。 

 

上文提到的 Botha 的研究对这一点起到了补充作用——该研究确定，宗教绝不是激进化的关键因

素，激进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个人对政客和政治制度失去信心。重要的是，Botha 的研究显示，

人们通常因国家代理人在保护现任官员中发挥的作用而对其感到愤怒；考虑到以下方面，就可以看

出这一点的影响：“[国家代理人的镇压办法]没能达到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受

其影响的年轻人——甚至其他家庭成员——[变得]激进”（Botha，2015 年，第 13 页）。当然，人

们日益认识到，过度强调激进化可能导致对激进化（导致极端主义思想）与暴力极端主义行为之间

的因果联系得出过于简单化的结论。这可能导致通过“消除宗教教条影响”来应对暴力极端主义，

招募模式 

招募方式多种多样。有人提出，可以依据以下模式来对这些招募方式进行分类和批判：* 

 

a) “网络”：暴力极端分子和恐怖团体向被认为是同类和容易接受宣传的目标人群传播无

差别的宣传，如视频片段或信息； 

b) “漏斗”：需要一种渐进的方法，针对被认为已经准备好被招募的特定个人，使用心理

手段来加强此人对恐怖组织的承诺和奉献。即使是不愿彻底成为恐怖组织一员的目标儿

童也可能对该组织的活动产生积极的看法； 

c) “感染”：当难以接触到目标人群时，可以安插一名“代理人”通过个人的直接呼吁来

从内部进行招募。通过激发不满情绪（比如被边缘化或对在社会上的挫败感），招募者

和招募目标之间的社会纽带会得到强化。 

 

*Gerwehr, Scott 和 Sara A. Daly（2006 年）。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选拔和招募。加利福尼亚州

圣塔莫妮卡，兰德公司。第 76-80 页。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引用（2017 年）。《恐怖主

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招募和利用儿童问题手册：司法系统的作用》，维也纳，第 13 页。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HB%20Children/Handbook_on_Children_Recruited_and_Exploited_by_Terrorist_and_Violent_Extremist_Groups_the_Role_of_the_Justice_System.E.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HB%20Children/Handbook_on_Children_Recruited_and_Exploited_by_Terrorist_and_Violent_Extremist_Groups_the_Role_of_the_Justice_System.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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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充分研究引导人们走向暴力的其他途径，如下一节所讨论的社会经济因素。当然，本模块分析

所围绕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采取的方法反映了增进了解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方面，学术研究有时领先于政

府和政府间机构。例如，Martha Crenshaw 在 1988 年写道，“恐怖组织的行动基于对世界的主观解

释，而不是客观现实”，并认为，它们对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感知经过了自己的信念和态度的过滤

（Crenshaw，1988 年，第 2 页）。如今，人们日益认识到，激进化过程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一个

统一途径，而且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A/HRC/31/65，第 15段）。学者

们利用信念、情感和行为方面的社会心理差异来分解激进化过程。那些诉诸恐怖行动的人只构成了

更大的恐怖行动支持者群体金字塔的顶端，这些支持者会分享他们的信念和感受（McCauley 和

Moskalenko，2008 年；大会报告 A/70/674，第 32 段）。 

 

在研究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时，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术语，以避免被不正确和（或）未经质疑

的相关假设所误导。因此，一些实体审查了其定义和概念方法，例如欧洲刑警组织最近提议将“激

进化”一词改为“暴力极端主义社会趋势”（欧洲刑警组织，2016 年）。 

 

必须从一开始就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反恐话语和努力的关键不在于个人是否持有“激进”或

“极端主义”观点（这些术语可能是相对主观的，因此容易产生误解），而在于此类观点是否被

转化为暴力行为（这是例外情况，并非常态）。数百万来自不同社会、族裔、文化、宗教或地理

背景的人可能有会被一些其他人认为是“激进”或“极端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相较于他们自己

的观点而言），但并没有实施暴力或恐怖行为。事实上，甚至连“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这

两个术语的定义也会因使用的方法和方法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实

证主义理解不同于运用“微观叙事”或收集生活故事的方法获得的理解。对于更好地理解或解决

暴力极端主义的更多当地驱动因素而言，微观叙事确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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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极端主义”的定义 

 

有许多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概念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 

 

政府的定义 

 

澳大利亚（1*）：“暴力极端主义是支持或使用暴力以实现意识形态、宗教或政治目标的

人的信念和行动。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和族群暴力。” 

加拿大（2**）：“暴力极端主义”是指“主要受极端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观点驱使”的

犯罪行为。一些定义明确指出，激进的观点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当这些观点转化为暴力行

动时，它们就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3*）：联邦调查局将暴力极端主义定义为“鼓励、纵容、支持实施暴力行为或为实

施暴力行为辩护，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社会或经济目标”，而美国国际开发署

将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定义为“倡导、参与、准备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或正

当理由的暴力行为，以推进社会、经济或政治目标的实现”。 

挪威（4*）：暴力极端主义是指愿意使用暴力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目标的个人和

团体开展的活动。 

瑞典（5*）：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指“屡次被认为表现出不仅接受使用暴力，而且支持或

实施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暴力以促成某事” 的人。 

英国（6*）：极端主义是指口头或积极反对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不同信仰和信念间相

互尊重和容忍等基本价值观，以及呼吁英国武装部队在国内外死亡。 

政府间组织的定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7*）：“宣扬可煽动暴力以传播特定信念并助长可能

导致族群间暴力的仇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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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概念一样，对于究竟什么是“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或它们应该具

有什么样的形式并没有普遍的共识（McCants 和 Watts，2012 年）。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关键要素往往包括“使用非强制性手段来劝阻个人或团体被动员采取暴力行

动，并减少非国家行为体为推进政治目标的实现而招募恐怖分子、支持、协助或参与出于意识形态

动机的恐怖主义活动”（Khan，2015 年）。正如评论员 Peter Neumann 所说，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及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8*） 

虽然认识到没有国际上一致认可的定义，但教科文组织在《通过教育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政

策制定者指南》文件中指出，该指南采用的对该术语最普遍的理解是“指支持或使用暴力以

实现意识形态、宗教或政治目标的人的信念和行动”。这可包括“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出

于政治动机的暴力”。 

 

1* 澳大利亚议会（2015 年）。“澳大利亚政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快速指南” 。2

月。 

2*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2009 年）。“评估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的风险”。《研究总结》，第

14 卷，第 4 期。 

3* 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年）。“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和叛乱的发展措施：将原则付诸实

践”。《美国国际开发署政策》，2011年9月。第2页。 

4* 挪威司法和公安部（2014 年）。“针对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第 7 页。 

5* 瑞典政府办公室（2011 年）。“瑞典保障民主反对暴力助长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

《2011/12:44 政府通报》，第 3.2 点。 

6* 英国政府（2015 年）。《打击极端主义战略》。伦敦，内政部，反极端主义办公室。第

1 段。另见英国政府（2011 年）。《预防战略》。诺威奇文书局。附件 A。注意到 2013 年

英国打击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特别工作组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作出了定义。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2016 年）。《发援会高级别会

议，2016 年 2 月 19 日公报》。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年）。《通过教育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政策制定者指南》。法国

巴黎。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1415/Quick_Guides/Extremism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ssng-xtrms/index-en.aspx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70/VEI_Policy_Final.pdf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70/VEI_Policy_Final.pdf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Action-plan-against-Radicalisation-and-Violent-Extremism/id762413/
http://www.government.se/49b75d/contentassets/b94f163a3c5941aebaeb78174ea27a29/action-plan-to-safeguard-democracy-against-violence-promoting-extremism-skr.-20111244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70088/51859_Cm9148_Accessible.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976/prevent-strategy-review.pdf
https://www.oecd.org/dac/DAC-HLM-Communique-2016.pdf
https://www.oecd.org/dac/DAC-HLM-Communique-2016.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77/24776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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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活动的范围“可能没有限制”。其中可能包括政府和其他实体开展广泛的活动来防止激进

化，通常包括通过各种传统渠道和社交媒体渠道传递信息；通过一切可用的手段，如圆桌会议或咨

询理事会讨论，让各社群参与进来，并为各社群提供帮助；能力建设，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能力建

设，以及其他社群发展、安全和保护举措；对社群领袖和执法官员等广泛的利益攸关方进行教育和

培训（Neumann，2011 年，第 18 页）。 

 

“暴力极端主义”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缺乏普遍认可的定义，这有时会存在问题，包括在确保

相关战略、政策、做法等保持一致和连贯方面。关于“暴力极端主义”，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

的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总结道，“暴力极端主义存在语义和概念上的模糊，仍有碍深入审视打击暴

力极端主义的战略和政策对人权的影响及其减少恐怖主义威胁的效力”（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A/HRC/31/65，第 55 段）。 

 

关键术语缺乏一致的定义导致“一些计划相互冲突或适得其反”且更难评估（McCants 和 Watts，

2012 年，第 1 页）。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就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范围普遍达成一致，它

就可能演变成一个“缺乏精确性和重点的包罗万象的类别；反映出关于助长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的

假设存在问题；且[不]……能够清晰地区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案与其他成熟领域的方案，如发展

和减贫、治理和民主化以及教育”（Heydemann，2014 年，第 1-4 页）。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一词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定义的复杂性，这一概念已迅速“成为国际社会优

先考虑的事项”（Frank和 Reva，2016年，第 2页）。例如，联合国大会在 2015年强调了防止暴力

极端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必须通过灌输“尊重生命”的观念和推广“非暴力、温和、对话与合作的

做法”来开展教育和提倡宽容（第 70/109号决议）。此后不久，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了《防止暴力极

端主义行动计划》供其审议，大会随后建议会员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其对《反恐战略》每两年一

次的审查中反映其对该计划的审议情况（第 70/291 号决议，第 40 段）。秘书长在该《行动计划》

中表示，“需要采取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不仅要有现行的保障安全的基本反恐措施，而且要有预

防措施，有步骤地直接消除促成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大会报告 A/70/674，第 6 段）。在应对确

定的主要驱动因素（见下文）时，各国应采取行动，解决“发展、善治、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

同时还应加强“法治，废除歧视性法律，执行消除歧视、边缘化和排斥的政策和法律”（大会报告

A/70/674，第 41 段）。 

 

为了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国家似乎需要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进行更深入的评估，解决其主要驱动

因素，即采取更加关注“上游”问题的办法。尽管如此，《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确实指

出，“应制定国家计划……列入打击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从而表明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

区别。（报告 A/70/674，第 44 段）。同样，该《行动计划》“呼吁采取全面的方法，不仅要有保

障安全的基本反恐措施，而且要有预防措施，有步骤地消除促成个人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因

素”（反恐执行工作队，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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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联合国系统内目前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是围绕“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这一总概念

展开的，其中包含了“打击”要素。尽管如此，“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这一术语在联合国文件中仍

然很常见，特别是在 2015 年通过《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之前发布的文件，其中同样包括

“防止”要素。 

 

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 

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对暴力极端主义采取保障安全的对策时，也应注重预防性工作。目前这种想法

反映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其中秘书长非常重视暴力极端主义的背景和驱动因素

（ “推动”和“拉动”因素），以及激进化过程。一般来说，“驱动因素”一词的使用与暴力极端

主义有关；而 “途径”这一术语的使用与个人激进化相关。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区分

了两大类驱动因素（大会报告 A/70/674，第 23段和第 32-37段；联合国，瑞士联邦，2016 年，第 4

页）： 

 

• “推动因素”：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及其产生的结构背景。其中包括：缺乏社会经

济机会；边缘化和歧视；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未获解决的长期冲突；在监狱

中走向激进化。 

• “拉动因素”：个人动机和过程，这些在将想法和不满转化为暴力极端主义行动的过程中

起到关键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背景和动机；因统治、压迫、征服或者外国干预而产生

的集体不满和受害；歪曲和滥用信仰、政治意识形态和族裔文化差异；领导力和社交网

络。 

 

换句话说，“推动因素”指的是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而“拉动因素”指的是会使个人更容易采

取暴力极端主义行为的心理因素（Nanes 和 Lau，2018 年）。 

 

更具体地说，该《行动计划》确定了五个被认为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驱动因素，即： 

(1) 缺少社会经济机遇； 

(2) 边缘化和歧视； 

(3) 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 

真实案例： 

某社区组织的项目为来自贫困地区的青年提供了参加为期 12 周的免费课程的机会。通过该课

程，正常情况下不会聚在一起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培养了沟通和愤怒管理等软技能。该课程

还为年轻人提供了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并使其获得了相关资格，从而改善了他们

的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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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获解决的长期冲突； 

(5) 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 

 

本模块将对它们逐一加以分析。首先，必须强调，不应孤立地考虑这些可能导致人们走向暴力的途

径，特别是因为走向暴力通常会涉及多种因素。此外，还必须结合当地及国家和国际问题的具体情

况来考虑这些可能导致人们走向暴力的途径。 

 

其中一个问题对反恐怖主义教学模块系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涉及从事“安全化研究”（构成

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的人员所谓的“安全化”。安全化是指各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包括其

公民在内的所有问题。它被描述为“一种极端的政治化，使得非同寻常的手段能够以安全的名义得

到使用”（Buzan、Wæver 和 de Wilde，1998 年，第 25 页）。这可能会导致在尚未完全达到法律标

准时宣布（或维持）紧急状态（详见模块 7），或实施具有类似效力的戒严法；或使有可能违反既

定法治和国际法规范的非常措施正当合理；以及此类特别措施的受害者无法就相关侵犯人权行为请

本国法院为其伸张正义并获得满意的赔偿（详见模块 14）。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问题，

反恐中注意保护人权问题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指出： 

 

一国或国际社会笼统地使人权、国际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教育、社区融入、性别或任何

其他议程“安全化”的做法，必须避免。国家必须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个人的人权，无

论年龄、性别、族裔或宗教所属，不带歧视，不将该义务纳入任何大议程的框架，包括防

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议程。在打算在防止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开辟新的活动领域

时，必须妥善分析牵涉其中的所有施动者和受众所受的影响。对政府举措的任何参与都必

须在稳妥和自愿基础上进行。（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A/HRC/31/65，第 56(d)段）。 

 

缺少社会经济机遇 

 

缺少社会经济机遇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2017 年开发署报告的一项关键“明确”发现是，经

济因素可能是重要的驱动因素，经济排斥、失业和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有限会导致被社会疏远或

产生挫败感，这可能导致激进化，进而发展为暴力极端主义（开发署，2017 年，第 5 页）。还应该

记住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呼吁促进持久、包容的经济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失业，倍感受挫，这可能会加剧人们的不

满和被剥夺公民权的感觉。在对没有从事有意义职业的年轻人进行评估时，Marke 确定他们更有可

能参与一些活动以引起政治精英对其困境的关注（Marke，2007 年，第 7 页），这一论点支撑了

Ikejiaku 的立场。Ikejiaku 认为，当年轻人不再能够解决其基本需求缺乏的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作

出的反应是从事暴力极端主义行为（Ikejiaki，2009 年，第 22 页）。事实上，统计数据表明暴力和

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Dixon，2009 年）。失业为暴力极端组织的招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这

些组织可以提供一条脱贫之路，让人们可以获得无法通过更合法的手段轻易得到的经济机会。例

如，据报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可以每月支付（或至少表示愿意支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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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 500 美元，这对未受过教育、无技能的农村失业男女诱惑极大（开发署，2016 年），尽管实际

上新成员收到的报酬往往要低得多（开发署，2017 年，第 5 页）。除了这一事实外，基本的前提是

经济贫困是导致人们走向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拉动因素。 

 

世界银行在其 2016 年研究报告《通过经济和社会包容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中基于经济学分析了暴

力极端主义分子的供应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揭示了经济机会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

的关系（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区域，中东和北非区域经济观察，2016 年，第 11 页）。这项研究似

乎是以 Sandler 和 Enders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他们利用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个体会理性行事，并在权

衡了采取暴力极端主义行动的代价和好处后决定是否参与相关活动（Sandler 和 Enders，2004 年，

第 301 页）。在这方面，世界银行还表示，据经济排斥指标预测，由于采取暴力极端主义行为的机

会成本较低，激进化率会更高，那些被排斥的人可能会对国家产生更多不满。然而，与此类观点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Gries、Krieger 和 Meierrieks 的发现，他们在研究七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恐怖

主义比率之间的相关性时得出结论称，只有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才存在明确的

因果联系（Gries、Krieger 和 Meierrieks，2011 年，第 493 和 496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暴力极端主义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最多

只能产生并不明确的影响（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区域，中东和北非区域经济观察，2016 年，第 18

页）。例如，世界银行认识到，居住在离叙利亚较远地区的人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前往目的地，因

此，这需要事先进行经济方面的往来（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区域，中东和北非区域经济观察，2016

年，第 18 页）。因此，尽管有统计数据表明暴力和缺少经济机会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但应

该非常谨慎，不要轻易得出并不成熟的结论。正如 Chingle、Mancha 和 Gukas 观察到的那样，关于

经济增长对冲突（包括与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冲突）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当少（Chingle、Mancha 

和 Gukas，2015 年，第 3 页）。的确，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不平等及与此相关的挫败感并不总是暴

力的主要驱动因素。2017 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便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百万富翁

Stephen Paddock 在没有任何明确动机的情况下杀害了 58 人，致 800 多人受伤（《卫报》，2018 年

1 月 21 日）。 

 

应当同样谨慎的是，不要忽视缺少经济机会与极端主义暴力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开发署报告指

出，“如果一个人正在学习或工作，他或她成为极端组织成员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于那些被暴

力极端组织招募的人来说，就业是最常提及的“迫在眉睫的问题”（2017 年，第 5 页）。值得注意

的是，2016 年，教科文组织反恐倡议代表兼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工作组联合主席指出，

教育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中确实可以发挥作用，但不仅要关注教育的内容，也要关注“如何提供教

育”（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第一倡议）。因此，与经济因素一样，教育机会不足与暴力极端主义

之间的任何联系往往比最初可能显现的更为复杂。 

 

此外，认为缺乏教育或就业机会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或认为总是存在这些因素是不正确的。除了基

地组织前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本人之外，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恐怖袭击也是由受过高等教育（如

大学学位课程毕业生和（或）（高级）职业培训）的个人实施的，例如实施“9·11”袭击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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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飞行员。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吸毒成瘾）也可能在年轻人激进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最终导致他们被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暴力极端团体招募，正如在马尔代夫发生的情况一样（孟

加拉国和平观察站，2017 年）。 

 

边缘化和歧视 

 

边缘化和歧视可以基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呈现多种形式，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种

族、宗教或与地位（例如移民）有关的因素。在了解边缘化和歧视如何可能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驱

动因素之前，应当提及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要求会员国“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

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大会第 70/1号决议，目

标 16）。因此，减少歧视并落实目标 16 不仅会有助于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的推动和拉动因素，而且

还会促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目标，即确保创建一个“公平、容忍、开放、有社

会包容性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世界”（大会第 70/1 号决议，第 8 段）。 

 

边缘化和歧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北爱尔兰出

现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Bonner，1992 年，第 173 页）。通常，正如 Silke 在此背景下所指

出的那样，一个人在准备参与暴力活动之前，他/她首先必须属于一个自认为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

的一部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此类边缘化群体受到歧视，那么“在此类社群中，总会有一些人愿

意接受激进的意识形态”（Silke，2003 年，第 39 页）。关键在于，边缘化可能会使个人在维护该

社群时失去既得利益，从而导致这种边缘化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 

 

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或者不会）成为极端主义暴力的驱动因素？这个问题的答案千差万别。

伊黎伊斯兰国的两个貌似主要的新成员营地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营地的成员有着极为消极的

个人经历，例如，目睹过战争、饱受流离之苦或生活在污秽环境中。另一个营地似乎由外国恐怖主

义作战人员组成（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2017 年，第 3 页），这些人员通常是通过朋友、家人

或者“寻找有意义的人生道路的旅伴”被招募的（Downey，2015 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

家观察到，大多数被暴力极端团体招募的外国志愿者和支持者的动机都处于“正态分布”的全距中

点，即受到同理心、同情心、理想主义等心理属性驱使，并且主要是想帮助而非伤害他人

（Downey，2015 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开发署报告的一项关键发现是，招募速度很快且随之

会带来归属感： 

 

48%的受访者在与有关组织首次接触后不到一个月内加入，而 80%的受访者则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内加入。这种招募速度表明这些人员非常容易受到这些组织的影响。在这些被招募

的人员中，“希望/兴奋”和“参与大事”的情绪很高，这表明暴力极端主义带来了彻底变

革和反抗现状的机会。（2017 年，第 6 页）。 

 

联合国秘书长在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将性别不平等、边缘化、疏远和歧视确定为

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多样性本身并不会使各国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受到暴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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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义的影响，但当一个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来独占对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控制权时，这可

能会导致族群间紧张关系加剧、性别不平等、边缘化、疏远和歧视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以不同

的形式呈现，例如，限制获取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以及阻碍区域发展和宗教自由，这可能会在

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利益被剥夺等其他驱动因素造成的任何现有挫败感之外，进一步助长

怨恨情绪（大会报告 A/70/674，第 26 段）。 

 

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互联的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本身会引起恐惧和愤怒情绪，例如，由于

持续的移民危机等因素，以前发放给特定群体或社群的福利现在要分配给更大的群体，随之而来的

可能是可以获得的福利相较于之前有所减少。当一些人感到多样性威胁到其利益或安全时，可能会

引起族群间关系紧张，从而导致他们拒绝而不是接受多样性。一些人认为，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

什么欧洲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会在持续的移民危机中崛起（Steinmayr，2017 年，第 24 页）。 

 

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些人普遍感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公民权被剥夺，以及他们的一些情绪会因政治包容

缺失、言论自由受限和公民空间缩小等因素进一加重。缺乏经验的欠发达公民社会，例如“转型期

国家”（例如摆脱冲突或多个独裁政权的国家）的公民社会，往往无法将人们的挫败感充分转化为

应对这些挫败感的建设性沟通。即使在拥有强大公民社会的国家，特定群体的疏离感也可能导致个

人拒绝借助可用的开放平台（“安全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而选择与之“志同道合”

（受挫）的人一起在其他场所生活，或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发署，2016 年，第 20-21 页）。

随之而来的对权利和公民权被剥夺的认知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走向暴力极端主义，而当这些认知随着

时间推移不断发展时尤其会这样。（开发署，2016 年，第 21 页）。 

 

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擅长利用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以及源自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

公正感。他们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反击对自由市场、民主和文化多样性的宣传（即宣称可以

赋权、维持秩序和安全），并以暴力为工具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更广泛的社会（开发署，2016 年，第

21 页）。尽管如此，可能仍然不能就剥夺公民权对这些团体招募的影响得出“硬性”或固定的结

论。例如，正如缅甸和印度的暴力极端主义案件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案件通常是由多数派社群实施

的，而他们通常不会受到这种被剥夺公民权的情绪困扰（McPherson，2016 年）。 

 

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 

 

在全球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在国家、区域或全球一级开展反恐工作的过程中，普遍出现

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的问题，这又可能不利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以下讨论了一

些主要相关问题。 

 

虽然非国家行为体确实以诸如实施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等核心国际罪行的形式严重违反了人权

法，且往往没有受到惩罚（大会报告 A/70/674，第 18-20 段）（详见模块 14），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国家行为体同样严重地破坏法治、侵犯人权。此外，有时是在各国努力在激进化的早期阶段对

可能演变成暴力的极端主义进行干预时发生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的行为。然而，其中一些努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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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一些国家借助定序的方法，将维持安全摆放在保护人权之上……为尽可能早地捕捉走向恐怖

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迹象，或将需要编织巨大的安全网络，导致人权保护形同虚设”（大会，人

权理事会报告 A/HRC/33/29，第 12 段）。 

 

出于这些原因，联合国秘书长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指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确

保会员国消除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尊重法治，符合国际法为其规定的义务和酌情遵守国际人道主义

法”（大会报告 A/70/674，第 20 段）。《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认识到破坏法治和暴力极

端主义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并进一步指出： 

 

暴力极端主义往往在治理不力、缺乏民主、腐败盛行和国家或国家代理人的非法行为得不

到惩处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在治理不力的同时采用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的压制政策和做法

往往会增加暴力极端主义的吸引力……暴力极端主义还积极利用国家的镇压和其他不平之

事来反对国家。（第 27 段）。 

 

开发署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呼吁紧急反思“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同时加强有效监

督，以确保这些基本义务得到履行，并在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问责机制（开发署，2017

年，第 5 页）。在这方面，该报告的一项发现特别发人深省： 

 

《通往非洲极端主义之路》的资料证实确实存在一个转变性触发因素会致使个人果断地从

“很可能加入极端组织”过渡到实际加入极端组织。高达 71%的受访者指出，政府逮捕或

杀害其家人或朋友等行为导致他们决定加入极端组织。这些调查结果格外突出了政府在危

险环境中如何在人权和正当程序方面履行反恐职能和更广泛的安全职能这一问题。调查表

明，国家安全行为体的行为是极端组织招募的重要加速器而非减速器。（2017 年，第 5

页）。 

 

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强化了确保“反恐不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方面”的重要性（开发署，

2017 年，第 5 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认识并强

化现有的负面说法，例如已经特别容易被暴力极端主义招募所影响地区关于“邪恶的权力结构”的

说法（开发署，2017 年，第 5 页）。 

 

特别令人关切的一个问题与前面提到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定义难题有关，特别是有些国家使用模糊的

政策或法律定义，这些定义不仅缺乏法律确定性，而且实际上可能助长侵犯人权或更广泛的破坏法

治行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显示： 

 

一些国内法和政策在处理“极端主义”现象时，未冠之以“暴力”。它们将“极端主义”

定义为“口头或积极反对”各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和相

互尊重，以及容忍不同信仰和信念”等价值观。根据一些定义，“极端主义”是指无论其

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理念特征如何，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与民主或人权原则、国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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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良好运作或法治的其他基本原则相背离的种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威权

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概念和目标。一些法律和政策更进一步，将极端主义描述为包含非暴力

行为，包括据认为损害国家荣誉或触犯民族尊严的行为，或蓄意传播对联邦或地方官员的

诬陷的行为，例如指控他们以官方身份从事违法或罪恶勾当。（A/HRC/33/29，第 18

段。） 

 

关于这些主题，秘书长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强调，国内立法方式需要符合国际人权

法规定的各国义务（大会报告 A/70/674，第 5 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五条规定被判犯有刑事罪的任何人在法律上必须具有确定性。而“恐怖主义”与“暴力极

端主义”的混用等做法不利于满足这一确定性要求（Nasser-Eddine等，2011年）。联合国人权高专

办的报告进一步指出： 

 

法律或政策框架如不能明确定义其所要处理的现象，不仅可能导致相关措施无效，还可能

产生有害后果。“暴力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或“激进化”一类模糊概念听凭人们解

释，很容易被滥用。尤其是，它们可能涵盖国际人权法认定合法的表现或行为。

（A/HRC/33/29，第 20 段。） 

 

特别令人关切的一个方面是，国家不仅会滥用这种模糊词汇去镇压暴力行为，还会压制只是持有不

同观点或信念的人，而这些观点和信念是国际人权法和许多国家宪法所允许和保护的（大会，人权

理事会报告 A/HRC/33/29，第 18 段）。进而会导致国家拒绝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提供“安全空

间”，这可能进一步增强已经被剥夺公民权的个人的挫败感。正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报告所强调

的，“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是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个人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表达自己政治见解

的机会，有助于就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开展对话”（大会，人权理事会报告 A/HRC/33/29，第

5 段）。（详见模块 13）。 

 

更一般地说，不良的治理结构也可能是挫败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结构包括与挫败感息息相关的

“缺乏民主、腐败盛行和有罪不罚的文化”（大会报告 A/70/674，第 3 段）。例如，发展成果不足

可能会使公民更加不信任其政府的合法性；而这又可能使国家机构在出现暴力极端主义时所采取对

策的效力进一步减弱（大会报告 A/70/674，第 25 段）。开发署报告中明显论述了这些主题，该报

告显示，后来招募的人员对政府高度不满和不信任。主要指标包括： 

 

认为政府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对政府机关信任度低；以及有行贿经历或愿意举报行贿经

历。对安全行为体以及政客的不满尤其明显，平均有 78%的人对警察、政客和军方的信任

度较低。那些最容易被招募的人表示，他们对民主制度可能会带来进步或有意义变革的信

心明显较低。（2017 年，第 5 页）。 

 

开发署发现了若干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治理不力问题。例如，“政治暴力与不公正、腐败和

系统性歧视的经历或观念”可能密切相关（开发署，2016 年，第 21 页）。这种相关性可能比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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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与暴力极端主义的相关性更强，因为“人们不会因为贫穷而拿起武器，但会因

愤怒和受挫而拿起武器”（开发署，2016 年，第 21 页）。Wentling 令人信服地写道，“只要政治

精英和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任何形式的法律制裁，那么广大穷人和少数富人之间的巨大差

距就会越来越大”（Wentling，2002 年，第 4 页）。因此，可以理解为何腐败会让人们越发感到不

公正，进而引起集体不满。当普遍存在不公正、腐败和虐待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时，这种情况更加

严重，进而强化这样的观点：当暴力行动旨在纠正由其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时便是正当合理的。 

 

其他驱动因素可能是“在公共场所和安全检查站以不顾及他人感受的方式执行警务或对他人定性，

以及对少数群体的社会或文化特殊性缺乏认识，这些因素共用作用会造成一种被迫害感”（联合国

计划开发署，2016 年，第 21 页）。关于此类问题，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张，“各国应确

保在反恐斗争中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蓄意或实际上基于种族、肤色、血统、民族或族裔进行歧视，不

以种族或族裔定性或陈规定型观念对待非公民”（2002 年，第 10 段）。当然，任何对选定的目标

社会群体定性的政府政策都可能导致疏远感加剧，这又可能进一步助长不满情绪和恐怖分子的招募

阴谋（例如，见 Aziz，2017 年，第 263 页）。 

 

未获解决的长期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确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第四个主要驱动因素与未获解决的长期冲突有关，而促进和平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形式的冲突与上文提到的其他驱动

因素互相关联。例如，《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没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因

此，解决冲突显然对确保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机会等至关重要。此外，建设和平在缓解暴力极端主

义的其他驱动因素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它是创建公正、包容的社会的基础（大会第 70/1号决

议，第 35 段）。 

 

此外，这一驱动因素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这些形式的冲突不仅可能造成人类苦难和治理不力，

而且还会助推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阴谋。例如，当冲突削弱国家体制时，缺乏有效的国家管控可为

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运作提供可乘之机，使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地宣传其极端主义言论

和活动（美国国际开发署，2009 年，第 42 页）。这些团体也可能利用此类情况来推进他们的阴

谋，通常是通过夺取领土、资源和控制权等活动。也应当认识到，武装冲突可成为煽动因素，鼓动

其他人走上暴力极端主义道路（美国国际开发署，2009 年，第 42 页）。针对这些挑战，联合国秘

书长呼吁迅速采取措施来解决长期冲突，借此削弱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宣传的影响，同时指出，“如

果无法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那么实现持久和平和消除暴力极端主义的最佳战略是寻求包容各方的政

治解决和进行问责”（大会报告 A/70/674，第 30 段）。 

 

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 

 

另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它涉及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对



19 

推进暴力极端主义阴谋的影响。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监狱提供了一个独特环境，在此个人

可以传播极端和暴力意识形态（Speckhard、Shajkovci 和 Esngul，2017 年）；其次，监狱内的条件

可能会引起敌意或者激化已经存在的敌意。现有研究也确实表明，“羁押设施中的恶劣待遇可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让许多人应招参加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组织”（大会报告 A/70/674，第 31

段），从而强化羁押国遵守人权的重要性。监狱条件恶劣、虐待囚犯、机构腐败和犯罪活动等因素

都可能鼓动被羁押者寻求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援助和保护。对此，除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外，

急需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以防止宣扬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或至少降低当前的宣扬程度（大会报

告 A/70/674，第 31 段）。 

 

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规定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例如，这些举措除了可

以减少那些容易开展暴力活动的人员的“推动”因素外，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要求。尽管《可持续发展议程》没有具体提及囚犯待遇，但其首要原则之一是必须确保人人平

等，而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旨在减少一切形式的暴力，同时加大维护和增强法治的力度。正如比利

时的《防止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的行动计划》所述： 

 

防止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的最有力武器无疑是尊重被羁押者的基本权利并坚持不懈地致力

于其改造和重返社会的人道羁押政策。因此，监禁判决或措施必须在尊重人的尊严的社会

心理、身体和物质条件下执行，必须确保被羁押者的自尊可以得到维护或提升，并且必须

呼吁他们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比利时联邦公共服务司法部，2015 年，第 4 和 6 页）。 

 

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国际办法  

联合国框架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支柱一涉及“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其中部分条件已在

上一节中讨论过。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自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

问题一直是国际议程上的重要议题，许多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实体对这些问题的参与度反映了这一

点（例如，见反恐执行工作队成员实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已成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高度优先事项。安全

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是安理会早先的一项重要决议，该决议涉及通过依国家法开展预防和刑

事定罪工作来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第 1 段），以及在反恐的各个方面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尤

其是拒绝向从事此类煽动活动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第 1 和 2 段）。此外，安全理事会吁请所有国

家继续在国际上作出努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增进它们之间的了解，以解决日益严重的

不容忍现象，因为不容忍和极端主义从根本上助长煽动恐怖行为。（第 3 段）。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un-global-counter-terrorism-strategy#poa1
https://www.un.org/counterterrorism/ctitf/en/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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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参与，包括媒体、民间社会、宗教界、商

界和教育机构（序言）。可以说明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所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实例是，通过诸如

Facebook、微软、推特和 YouTube 在 2017 年 6 月成立了全球互联网反恐论坛等举措，特别支持政

府、政府间和私营部门旨在“让其托管的消费者服务可以抵御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攻击” 的

举措（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2017 年）。该论坛最初将侧重于改进技术解决方案，开展

有利于迅速清除恐怖主义内容的研究，并与各个合作伙伴分享相关知识（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

委员会，2017年）。此论坛是这四大互联网企业为促进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2354(2017)号决议与联合

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和“信通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倡议

（techagainstterrorism.org）所建立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2178(2014)号决议，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

组织等恐怖团体的现象，并决心消除这一威胁。该决议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定义是：“为

实施、策划、筹备或参与恐怖行为或提供或接受恐怖主义训练，包括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训练，前

往其居住国或国籍国以外国家的个人”（序言）。与暴力极端主义以及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的努力特别相关的一点是，认识到需要通过以下方式从多个层面全面消除外国作战人员这一现象

及其根源： 

 

防止激进化演变为恐怖主义，阻止招募，禁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旅行，中断对外国恐

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财政支助，打击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打击煽动基于极端

主义或不容忍的恐怖行为，促进政治和宗教容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结

束和解决武装冲突，并帮助重返社会和改造。（序言）。 

 

该决议认识到之后被列入 2016 年《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一些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因素，

并强调必须进行一些反暴力极端主义宣传，特别是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非暴力手段方面的宣传。

（第 19 段）。因此，该决议在第 1624(2005)号决议确定的关键主题和问题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

化。 

 

第 2178 号决议还特别关注让妇女和青年参与进来并赋予他们权能的重要性，包括让妇女参与制定

反恐及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例如第 16 段）。此类主题于次年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深化：

安全理事会第 2242(2015)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确保妇女和妇女组织参加和领导反恐战

略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战略的制定工作”（第 13 段）；而安全理事会第 2250(2015)号决议促请各国

“考虑如何以包容方式让更多青年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和机制

（包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机构和机制）的各级决策”（第 1 段）。这方面关注度的提高部分涉及

对以往错误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挑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参与恐怖活动。

当然，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这类观念与现实不符，例如在尼日利亚，“涉及妇女和女童的

自杀式袭击的频率和强度在 2015 年急剧上升，而青年党曾公开呼吁家长送自己的未婚女儿与男性

武装分子一道作战”（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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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安全理事会外，联合国大会也作了不少努力。大会一般是在《联合国反恐战略》及其每两年一

次的审查报告中提及暴力极端主义以及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相关主题（例如大会第 70/291

号决议）。关于增进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和了解的重要性等一些相关主题也反映在其

他决议的内容中，例如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年度决议（最近的第 72/123 号决议）

以及关于恐怖主义对享有人权的影响等主题的决议（例如第 72/246 号决议）。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一直积极参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通过推出《防止

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参与其中。该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推动和鼓励制定“全面的方法，不

仅要有现行的保障安全的基本反恐措施，而且要有预防措施，有步骤地直接消除促成暴力极端主

义的因素，因为它们是出现新的危害更大的团体的原因”（大会报告 A/70/674，第 6 段）。为此，

该计划就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向会员国提出了 70 多项建议，包括采用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方式

制定反映更多地方和区域背景因素和重点事项的国家计划和（次）区域计划。本模块前文已探讨

确定的暴力极端主义主要驱动因素。 

 

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和多边方法  

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制定之前以及其推进过程中，次区域和区域组织都参与了一系

列旨在最终更有效地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活动。下文简要介绍了部分区域和多边方法。 

 

非洲区域 

 

恐怖主义相关事件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崛起一直是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根源。暴力极

端主义事件在整个非洲大陆范围内都有发生。例如，突尼斯发生过一系列致命袭击事件，突尼斯政

府将其归咎于伊黎伊斯兰国（打击极端主义项目）；而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已对成千上

万人的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Maclean，2018 年）；索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国的青年党经常开

展残忍的活动，这种活动有时会延伸到肯尼亚和乌干达等邻国（Ramdeen，2017 年）。对此，作为

“非洲联盟会员国就和平与安全问题表达其外交政策关切的平台”，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已

采取行动强烈谴责“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活动，并认识到这些现象在最终实施恐怖主义行

为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另见安全问题研究所，2017 年）。因此，该理事会强调必须打击极

端主义，并敦促会员国“尽最大的努力，以便有效处理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条

件”（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A)）。 

 

非洲联盟的一项核心关切是如何有效应对暴力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为此，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已集中主要精力解决这一问题。例如，2017 年 10 月，该理事会召开了第 728 次会议，以讨论

“妇女在防止和打击非洲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B)），这呼

应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该理事会在其讨论文件的序言部分

重申，暴力极端主义对和平与安全事务以及实现“非洲大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均构成重大威胁，

https://au.int/en/organs/p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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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影响重大（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B)）。该理事会进一步承认，妇女在打击暴力极端主

义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此，非洲联盟应继续促进妇女权利，因为这方面的工作是“防止和打

击暴力极端主义祸害的成功因素”之一（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B)）。该理事会继而强

调，“必须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所有国家政策和方案并使其制度化，还必须促进和确保妇女有效参

与决策，尤其是参与落实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议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B)）。 

 

同样，非洲联盟青年司也认识到，必须就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加强与非洲青年的联系，以

此作为更为全面的区域方法的一部分。青年司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上的宗旨是，利用“宗教和对话

的软实力”推广“对同一信仰、宗教和文化内部的价值观以及不同信仰、宗教和文化的价值观给予

宽容、相互尊重并增进理解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一体化与和平的核心原则”，以期鼓励社群和

个人在行为上作出改变（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B)）。例如，尼日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办公

室已采用这种“软方法”（反恐执行局，国际反恐中心，2015 年，第 8 页）。 

 

显然，为确保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非洲区域一改以往处理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相

关事项的做法，寻求与民间社会开展更多对话，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加强联系，这表明该区域正转

向采取更全面的战略而不是只关注于把相关问题安全化。综上所述，尽管除其他事项外，该和平与

安全理事会继续强调需要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中与广泛的行为者建立联系，包括让妇

女、宗教团体领袖、社群领袖、教育机构和青年更多地参与进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C)），但它迄今为止也没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指导来说明妇女或其他关键利益攸关方在实践中如何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亚洲区域 

 

虽然对亚洲区域而言，暴力极端主义的存在和影响并不新鲜，但相关活动在该区域呈上升趋势，尤

其是在过去十年里。为此，该区域致力于通过获得区域组织的支持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承认，其必须“共同努力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东

盟，2017 年）；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强调需要通过、最终确定并执行《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的全面公约》（见模块 4）。此外，上合组织与东盟一样，认识到必须确保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

合作，以便打击与招募和训练可能从事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员有关的个人和实体的活动，同时，

上合组织还强调成员国必须“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练”（《阿斯塔纳宣言》，2017 年，第 5 页）。

如模块 4 所述，上合组织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它针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制定了一部反恐文

书。 

 

值得注意的是，Gregory Rose 和 Diana Nestorovska 在对比各区域反恐条约时发现，此类宣言一般缺

乏任何明确的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机制（Rose和 Nestorovska，2006年，第 157-185页）。他们

发现，相关文书和协定的措辞往往含糊不清，其中规定的义务也不明确，他们认为，大多数旨在防

止暴力极端主义和开展情报合作的措施均无实质性意义。 

 

http://asean.org/
http://eng.sect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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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区域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方式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阿斯塔纳宣言》文件中，上合组织几乎未直接提到针对这些问题的非安全化对策。即便如此，总体

而言，上合组织确实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各国应采取行动发挥自身的经济潜力，这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抑制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然而，许多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

家一级的提议主要关注安全问题，这表明一些相关挑战依然存在（Almuttaqi，2015 年）。 

 

在采取“较为温和”的预防措施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应对暴力极端主义

的首份蓝图虽然仍坚定地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执法方法，但同时也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温和的规劝性方

法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因素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印度尼西亚的蓝图指出了若干需要特

别关注的因素：贫困，政治分歧，教育落后，社会、文化和心理状况，以及技术（国家反恐局，

2014 年）。这些因素与联合国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 

 

与非洲区域一样，亚洲区域似乎也日益意识到妇女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可以且应该发挥

的重要作用。例如，专注于亚太区域的研究机构东亚论坛发现，妇女可以在帮助防止原教旨主义意

识形态传播方面发挥多种作用。同样，莫纳什大学性别、和平与安全中心的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妇女

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并在其论文《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性别视角和妇女的作

用》中认识到，“妇女可以通过非常多的方式单独和集体”参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该小组还明确

表示，妇女在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其在家庭中的角色”（True 和

Eddyono，2017年，第7页），各国应支持妇女在社区内的工作和担任领袖（True和Eddyono，2017

年，第 15 页）。除了认识到女性的作用外，莫纳什大学该小组的研究还重点关注将促进性别平等

作为“对抗宗教极端主义解读的最有力话语”的重要性（True 和 Eddyono，2017 年，第 15-16

页）。 

 

欧洲区域 

 

欧洲区域也受到了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严重影响。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于 2017 年

发布的一份报告所述： 

 

事实上，欧安组织内没有一个国家不受暴力极端主义影响。2016 年，欧安组织参与国遭受

的恐怖袭击造成 1,000 多人死亡，摧毁了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财产和基础设施，破坏了人们对

政府和各机构的信心，并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社群的成员之间制造了恐惧和猜疑。暴力极端

分子不仅造成死亡和破坏，他们还用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毒害社会，阻碍和平发展、对话

与合作。欧安组织参与国早已认识到这一挑战。（Neumann，2017 年，第 2 页）。 

 

欧安组织的成员国包括欧洲区域以外的国家，该组织围绕“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

进化”来制定其行动，其中涉及《2012 年反恐怖主义合并框架》（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2012

年）以及 2015 年（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5 年）和 2016 年（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6

年）通过的两项《部长宣言》的内容。《2012年反恐怖主义合并框架》将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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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确定为其八大“战略重点领域”之一（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2012 年，第 14-

17 段）。其确定的驱动因素包括“负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侵犯人权、歧视和不容忍，以及暴力冲

突。 

 

2015 年的《部长宣言》认识到，需要采取多层面的办法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还需要解决根本原

因，例如，“可能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招募和赢得支持创造条件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因

素”。（序言）。该 2015 年《宣言》的首要重点在于加强国际合作，包括通过交流最佳做法和理

念开展合作。（序言）。此外，虽然《宣言》认识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主要责任在于

各国，但也强调了迫切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其中，特别是“青年，家庭，妇女，恐怖主义

受害者，宗教、文化和教育领袖，民间社会，以及媒体”。（序言）。2016年《宣言》的总主题是

重申遵守法治的重要性，包括遵守《联合国反恐战略》所依据的关键原则（例如第 4 和 6 段）。同

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 和 2016 年《宣言》均明确提及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的努力，从而再次表明了前面讨论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为实现这些目标，欧安组织提出了多

种不同的举措，包括高级别大会和会议以及基层举措（Neumann，2017 年，第 33-38 页）。 

 

在 2017 年的这份《报告》中，作者 Peter Neumann 得出结论称，尽管欧安组织在努力打击暴力极端

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面临多重复杂性和挑战，但该组织为某些特定方面增加了价值：(1)“其在预

防和解决冲突、促进人权和维护少数族裔权利方面的作用……”；(2)“其在地方上具有强大影响

力，特别是在中亚和西巴尔干地区……”；(3)“其多样化的成员结构与召集力……”（Neumann，

2017年，第 2 页）。Neumann指出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关键利益攸关方往往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

对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深层因素和后果的理解不一致（Neumann，2017 年，第 2-3 页）。 

 

同样地，欧洲联盟（欧盟）积极参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的事宜，自通过欧盟《打击激进

行为和招募恐怖分子活动战略》以来尤其如此，该战略于 2005 年首次颁布（欧洲联盟，欧洲理事

会，2005 年）并定期更新。“防止”概念是支撑《欧洲联盟反恐战略》（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

2005 年）的四大支柱之一。因此，防止激进化是欧盟区域反恐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2015 年

通过的《欧洲安全议程》（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2015 年）也反映了这一点。2016 年的欧盟委

员会通报表示支持《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并指出，“暴力激进化并非新现象；然而，其

最新表现、规模以及其对新通讯工具的使用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采取一种办法来同时应对激进化

对安全的直接影响及其根本原因，并团结全社会所有相关行为体。”（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

2016 年）。虽然欧盟认为应对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但其力求在以下活动中

支持各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i)为研究、收集证据、监测和交流联络提供支持；(ii)打击网上的恐怖主义宣传和仇恨言

论；(iii)解决监狱中的激进化问题；(iv)推广全纳教育和欧盟的共同价值观；(v)建设包容、

开放和有抵御力的社会，并帮扶年轻人；(vi)在安全层面应对激进化；(vii)国际层面的活

动。（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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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这份通报确定了关键的“激进化推动因素”，包括： 

 

强烈的个人或文化疏离感，感知到由社会边缘化加剧的不公正或羞辱，仇外与歧视，有限

的教育或就业机会，犯罪行为，政治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和宗教因素，紊乱的家庭关系，个

人心理创伤和其他心理问题。（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2016 年）。 

 

特别是，其明确了招募人对社交媒体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促成作用，社交媒体“将人们联系起来、

使人们可以虚拟方式参与相关活动，还为相似的极端观点提供了交流的圈子”，并使激进化可以在

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到目前为止，估计有 4,000 名欧盟公民加入了“外国作战人员”行列。（欧洲

联盟，欧盟委员会，2016 年）。 

 

欧盟还直接或间接地针对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工作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例如欧盟《视听媒体

服务指令》，该指令要求成员国确保电视广播和视频点播服务等视听媒体服务不包含任何煽动基于

种族、性别、宗教或国籍的仇恨的材料（欧洲联盟，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0 年）。欧盟还力求解

决监狱中的激进化问题，加强与青年的交流，以及帮助第三国（即非欧盟国家）应对激进化的深层

因素。（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2016 年）。 

 

为了保证完整性，在此简要提及同样参与了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的欧洲委员会。该机构关

注的重点领域是在青年激进化问题的背景下（例如，通过举办次区域会议）和在监狱中（例如，通

过制定手册和其他指南来确保缔约方履行《欧洲人权公约》规定其应承担的义务）打击暴力极端主

义，更多细节载于下面的“工具”框中。 

 

美洲区域 

 

美洲也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是“9·11”袭击，此后，该区域对恐怖主义

和暴力极端主义相关事件的关注显著提升。例如，在“9·11”袭击发生后不久，美洲国家组织于

2002 年通过了《美洲国家反恐怖主义公约》（详见模块 5）。该《公约》反映了其通过时的区域性

优先事项，其文本主要关注的是通过刑事司法措施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并强调务必切断恐怖组织

支持恐怖活动所需的资金来源。该《公约》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协同努力来“加强和建立新形式的

区域合作”，以根除暴力极端主义行为。截至 2018 年 6 月，美洲国家组织的 33 个成员国中已有 24

个批准了该《公约》。无论是在北美洲发生过的“独狼”式袭击（2017 年，BBC 新闻；Bajekal，

2014 年），还是南美洲暴力极端主义行为体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或融合式袭击（Fowler，

2016 年），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仍对整个区域构成重大挑战和安全威胁。 

 

尽管如此，防止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直接措施，至少美洲国家组织支持的此类措施，似乎还相对

较少。除了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偶尔就恐怖主义相关问题通过的决议或文书外，最积极参与反恐怖主

义活动的实体是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美洲反恐委）。该委员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发展成

员国之间的合作，以“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可以明显看出，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和文件

http://www.oas.org/en/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66.html
http://www.oas.org/en/sms/cicte/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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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和美洲反恐委的决议和文件）等的核心重点仍然是加强美洲国家组织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恐怖主义优先问题上的合作，以及针对“恐怖主义与非法贩毒、非法武器

贩运、洗钱和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可能被用于支持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非法活动

之间”的关联开展的合作（美洲反恐委员，OEA/Ser.L/X.2.11. CICTE/DEC.1/11）。 

 

显然，这些合作活动中至少有一部分完全以安全为重点，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一

项主要成果——2008年《宣言：重申西半球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就表明了这一点。该《宣言》

认识到“成员国安全部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这方面，充分的能力建设、培训

和装备是应对这一威胁所必需的，且需要加强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美洲反恐委，

OEA/Ser.L/X.2.8）。合作措施的另一个核心重点是强化刑事司法机制（另见《美洲反恐怖主义公

约》序言）。美洲反恐委的最新工作计划说明了这一点，该计划在介绍“致力于加强合作以防止、

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内容时，称其重点关注“信息、最佳做法和专门知识的相互交流，更好地

获取体制建设所需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等措施（美洲反恐委，OEA/Ser.L/X.2.11. CICTE/DEC.1/11，

第 5 段）以及“立法援助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等其他活动（美洲反恐委，OEA/Ser.L/X.2.11. 

CICTE/DEC.1/11，第 10 段）。 

 

因此，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成果（包括 2002 年的反恐怖主义公约在内）并没有明确提及激进化、

防止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属于“防止、打击和消除”这些概念的更宽泛范围

内。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整个美洲区域范围内存在哪些优先事项，也不清楚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落

实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议程，包括推进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同样显而易

见的是，当前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优先事项仍然是网络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执行安全理事会关

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落入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手中的第 1540(2004)号决议，以及打击资助恐

怖主义，而非解决导致此类活动的恐怖主义动机的根本原因（详见美洲反恐委文件）。这种情况今

后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反映出其成员国各自采取的办法，例如，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制

定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联合战略》，该战略包含了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容。 

 

中东和海湾区域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成员国所覆盖的地理区域——包括但不限

于中东和海湾区域——也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严重影响。 

 

虽然阿盟的一项主要重点工作是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该组织也对进一步加

剧区域不稳定性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因素表示关切。阿盟于 2015年 2月召开的“阿拉伯区域的区域安

全与面临的挑战”会议取得的关键成果体现了这一点。除了继续重点关注“硬”措施外，特别是军

事和立法（包括刑事司法）方面的措施，阿盟还承认需要同时采取“较为温和”且“多层面的办

法”。例如，阿盟认识到“阿拉伯国家需要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来解决该区域内的冲突，特别是叙利

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以及正在经历国内冲突的其他国家的冲突。同时，应努力重点

打击恐怖主义，以消除恐怖主义，并通过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和耗尽极端分子的资源来应对

http://www.oas.org/en/sms/cicte/documents.asp
http://www.lasportal.org/en/aboutlas/Pages/HistoricalOverView.aspx
https://www.oic-o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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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通过了若干关于今后步骤的具体提议，包括： 

 

•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努力削弱恐怖组织的有形力量（军事和财政实力）及其

影响舆论和吸引青年的能力； 

• 强调需要制定广泛的社会政策，使恐怖组织丧失任何为其提供保护和庇护的温床； 

• 与会者要求阿拉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与研究中心（及）战略研究机构合作，制定涵盖多层

面的全面战略来战胜恐怖主义。这些战略应采取措施扩大政治参与，从而创建一个实现全

面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民主体系，并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打击暴力和极端主义； 

• 作为对此类机制的补充，应开展活动打击使仇恨与暴力持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在推动表达

自由的同时，应开展媒体宣传活动以谴责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对宗教、教派、族裔和区域仇

恨的宣扬。此外，需要改革教育系统和课程，以确保建立坚实的基础，从而防止出现作为

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极端主义思想。 

• 与会者重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爱资哈尔·阿尔-沙里夫（Al-Azhar Al-Sharif）和其他宗

教机构为驳斥对伊斯兰教的错误解读所作的努力。这些机构在纠正极端组织鼓吹的错误观

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实体、制定强调伊斯兰教宽

容性的宗教话语，以及对错误意识形态作出回应，可以建立有望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 

• 与会者认为，总秘书处应该成立一个包括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委员会，以

促进区域安全，应对阿拉伯区域的挑战……” 

 

与阿盟一样，伊合组织也主要是从安全和军事角度来应对极端主义暴力构成的威胁。最近在外交部

长理事会第 44 届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举行）期间通过的“关于在萨赫勒-撒哈拉区域

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第 21/44-POL 号决议说明了这一点。该决议“鼓励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场斗

争的框架内，尤其通过加强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能力来为萨赫勒区域特别是萨赫勒五国集团的国家提

供支持，并请联合国赋予马里稳定团强有力的职权，使其能够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帮助萨赫勒五国

集团的国家建立快速反应部队。”（第 2 段）。从这项决议中可以明显看出，该区域的优先事项是

解决“导致赎金成为恐怖团体活动资金主要来源的贩毒、贩运人口和人质劫持问题”（第 1 段）—

—即直接威胁和问题，而非解决引起此类活动的根本原因。 

 

虽然伊合组织的确有提及极端主义，但其往往是在对伊斯兰教信仰被曲解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表示关切时提及的（例如，见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2016 年，第 99 和 110

段）。在这方面，伊合组织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施。例如，在 2016 年第 13 届伊斯

兰国家首脑会议期间，该组织注意到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德拉尔成立了萨赫勒国家伊斯兰教神学

家、传教士和伊玛目联盟，并表示其……支持他们在打击威胁该区域稳定与安全的宗教极端主义方

面的作用和行动，还支持他们传播倡导宽容和对话的伊斯兰价值观”。（第 110 段）。 

 

更一般地说，伊合组织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可能不像其他区域组织采取的举措那样显

著。例如，该组合的一些核心成果中没有提及此类问题，如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由伊合组织国家

元首组成）于 2016 年通过的《关于团结一致促进正义与和平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各国元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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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成果是伊合组织当前优先事项的重要指标。 

 

即便如此，伊合组织确实正在进行一些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举措。例如，防止青年激

进化的必要性问题是《伊合组织青年联合战略》的部分内容，该战略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在阿塞拜

疆巴库举行的第四届伊斯兰青年和体育部长会议期间得到批准。该战略确定了被（暴力）极端主义

吸引的四类青年：寻求复仇者、寻求身份认同者、寻求地位者与寻求刺激者（伊斯兰会议对话与合

作论坛，伊斯兰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6 年，第 18 和 19 页）。该《战略》草案承认有必要： 

 

“阻止达伊沙和库尔德工人党等恐怖团体将颠覆性意识形态强加给年轻一代，从而推动教

派间和社群间对话。在这方面，支持建立一个全伊合组织青年媒体平台，让青年有机会建

设性地自我表达；增强积极公民意识，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打

击破坏性的暴力意识形态，并帮助受极端主义宣传影响者改过自新”（第 31-32 页）。 

 

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战略》指出，“至关重要的是，在政府和非政府两级为非正规教育、提

升社会地位的新机会，以及体育、艺术、创意和娱乐这些领域制定具体的方案，以阻止激进团体利

用那些青年群体”（第 19 页）。此类建议反映出伊合组织总体上承认有必要关注“社会的未来，

以及如何让青年成为国家建设与实现和平的有力推动者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伊合

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2017 年）。为此需要解决与教育、社会经济和性别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如

上所述，所有这些不平等问题都可能是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6 年（伊合组织，2006 年）以来，伊合组织更多地参与了有关增强妇女

权能的事务。最近，这一势头似乎有所增强，或许反映出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和举措，包括联合国系

统支持的举措。例如，2016 年通过的伊合组织《提高妇女地位行动计划》（伊合组织，2006 年）

承认： 

 

为应对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必须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处境，让她

们能够有效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和平、繁荣与福

祉。（第 8 段）。 

 

因此，伊合组织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根据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的伊斯兰价值观”来减少性别不

平等，并确保社会公正。（第 5 段）。尽管这一新《行动计划》未具体提及暴力极端主义的激进

化，但在更广义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可能属于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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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全球反恐论坛） 

 

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全球反恐论坛）是一个成立于 2011 年的政府间机构，由 29 个成员国和欧盟

组成。它作为一个政策论坛，汇聚专家和从业者，就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办法分享专门

知识和经验。该机构通过其工作组制定并推广不具约束力的《良好做法备忘录》，供成员国和非成

员国使用。该备忘录的若干内容涉及通过刑事司法措施防止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相关问题。此处

列举了全球反恐论坛相关备忘录的部分内容。 

 

  

关于有效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良好做法的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 

 

针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日益猖獗的现象，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全球反恐论坛）于 2014

年通过一系列专家会议制定了这份良好做法备忘录。作为一项软性法律文书，该备忘录在商

定共同的应对办法和促进更有效的相关国际合作等方面是有用的基准。安全理事会第 2178号

决议（序言）也“注意到”了这些良好做法。 

 

良好做法： 

A. 发现和干预暴力极端主义 

良好做法 1–致力于与易被恐怖组织招募的社群建立长期的互信关系，并考虑到影响该社群

的更广泛的问题和关切。 

良好做法 2–设计一系列先发制人且正面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宣传内容，以及其他反对暴力极

端主义的活动，以其他非暴力的有效方式帮助有需要的人，并帮助人们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

下疏导不满、愤怒和担忧情绪。 

良好做法 3–汇聚社交媒体、分析专家和技术创新者一同设计和制作有说服力的反对暴力极

端主义的宣传内容。 

良好做法 4–赋予青年、家庭、妇女和民间社会等最能影响变革者以权能，使他们能够主动

设计和传播反对暴力极端主义阴谋的正面宣传内容。 

良好做法 5–防止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或暴力极端主义与任何宗教、文化、族群、

国籍或种族联系起来。 

https://www.thegc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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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防止、发现和干预恐怖组织的招募活动和协助恐怖活动的行为 

 

良好做法 6–主动帮助各社群提高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威胁的认识，并增强其抵御暴力

极端主义信息的能力。 

良好做法 7–收集并汇总政府机构、一线工作者、各社群和社交媒体提供的详细信息，以发

现恐怖组织的招募活动和协助恐怖活动的行为，同时尊重法治和人权。 

良好做法 8–汇集资源，共享信息，并与私营部门协作，遏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网上

招募活动。 

良好做法 9–根据特定的煽动性因素和目标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

应对激进化和恐怖组织的招募活动。 

C. 发现和干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旅行和战斗 

良好做法 10–通过双边关系和多边论坛，加强当地公共、执法和情报信息的共享和对其的

分析以及相应的最佳做法，以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旅行。 

良好做法 11–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程序，以便有效起诉和减轻外国恐怖主义

作战人员带来的风险。 

良好做法 12–采用适当的筛查措施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旅行，特别关注其乘飞机旅

行的情况。 

良好做法 13–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为旅行而不当使用旅行证

件。 

良好做法 14–提高各国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跨境旅行的能力，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策划或筹备在国内或国外实施恐怖行为。 

D. 发现和干预回返者 

良好做法 15–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各种信息来源预测和发现回返者。 

良好做法 16–为回返者建立并使用循证的个人风险评估框架，评估他们的状况，并相应地

制定适当方法来与他们接触。 

良好做法 17–在适当的情况下，通过改进信息共享和证据收集，加强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

人员的调查和起诉。 

良好做法 18–由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具备实施其恐怖行为所需的特殊技能，因此

要针对这类恐怖行为进行准备和演练。 

良好做法 19–为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制定全面的重返社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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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案例研究  

本节提供了建议使用的课上或课前练习，而关于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的建议则

在另外一节单独提出。 

 

本节中的练习最适合 50 人以下的班级，在这种班级中，学生很容易组成小组来讨论案例或开展活

动，然后由小组代表向全班反馈结果。虽然在由几百名学生组成的大班中也可以有相同的小组结

构，但较难进行小组活动，在授课过程中不妨调整相关引导技巧，以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小

组讨论，并向全班反馈结果。要解决大班的小组讨论需求，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学生和周围的四五个

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如果时间有限，就无法让所有小组都有机会在每次练习中提供反馈。建议授课

教师随机选择小组，并尽量确保所有小组在课程期间至少有一次机会提供反馈。如果时间允许，授

课教师可以在每个小组提供反馈后引导全体同学讨论。 

 

本节中的所有练习都适用于研究生和本科生。然而，由于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先验知识和接触程度差

异很大，在确定这些练习是否适合他们时，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 

 

练习 1：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简介 

 

观看第一个视频和至少一个其他视频。 

• 欧安组织，“我们可以防止，我们可以打击”（2016 年 6 月 23 日）。 

• 欧洲委员会，“播客：Tahir Abbas教授——圣战恐怖分子的诞生过程”（2015年 7月

1 日）。 

• 欧洲委员会，“采访 Vivian Geiran；防止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的指南”（2016 年 2 月

12 日）。 

然后根据人数，将全班分成几个小组，讨论提出的部分问题： 

• 比较和对比至少两个视频中的不同宣传内容。 

• 真正吸引到学生注意力的问题是什么？ 

• 根据讨论的主题，学生们认为什么方法可以最有效地遏制暴力极端主义蔓延？ 

 

练习 2：画廊漫步（见教学指南） 

 

例如，创建 3-5 个站点（取决于班级规模），每个站点确定一个极端主义的主要驱动因

*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2014）。打击“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倡议，《关于有效应对外

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良好做法的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 

http://www.osce.org/secretariat/248276
http://www.humanrightseurope.org/2015/07/podcast-professor-tahir-abbas-the-making-of-a-jihadi-terrorist/?utm_source=twitterfeed&utm%20_medium=twitter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guidelines-to-prevent-radicalisation-in-prisons
https://www.thegctf.org/documents/10162/140201/14Sept19_The+Hague-Marrakech+FTF+Memorandum.pdf
https://www.thegctf.org/documents/10162/140201/14Sept19_The+Hague-Marrakech+FTF+Memorand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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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联合国秘书长 2015 年提出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就是围绕这些驱动因素制定

的： 

 

(1) 缺少社会经济机遇 

(2) 边缘化和歧视 

(3) 治理不力、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 

(4) 未获解决的长期冲突 

(5) 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 

 

要求每个站点从其确定的特定驱动因素（例如，缺少社会经济机遇）的角度来探讨两个问

题： 

(1) 找出与这一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因素有关的一些具体例子。 

(2)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这一驱动因素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案例研究 1：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据悉，你所在国家的一名女性国民曾前往冲突地区。从她的社交媒体账户和网上足迹获得

的情报显示，她嫁给了一名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但没有证据表明她直接参与了恐怖活动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战斗。在对其近亲进行采访后，已经排除了他们与恐怖活动有牵连，而

且，他们普遍觉得“震惊和沮丧”，没想到一位聪明、善良、热情、前途光明的年轻女子

竟然走了这样一条路。 

 

不到一年前，这名女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现在她已经身怀二胎三个月了。这名女子的丈

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名为“武装斗争童子军”，照片中他们刚出生的儿子站在自

动武器旁边。 

 

最近，据证实，这名女子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战斗中丧生。自此以后，这名女子与

其家人重新取得联系，并表示她想“回家”，她“以前被困住了”，“无法逃脱，还非常

害怕，但却没有出路”。她说曾看到有些试图逃脱的妇女被杀害。她表示愿意与主管机关

谈话。 

 

在思考应对上述情况的适当措施时，以下问题会有助于设计出和（或）实施防止和打击暴

力极端主义的战略和计划： 

 

a. 这两个孩子的国籍是什么？ 

b. 他们在回返方面有哪些选择？ 

c. 如果她回到原籍国，你如何得知？ 

d. 这会不会因她采用的交通方式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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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她到达原籍国后会立马发生什么事？ 

f. 幼儿会被保护性拘押吗？ 

g. 这名女子可能犯有什么罪？ 

h. 需要提供哪些资源或支持？ 

i. 谁需要立即知道她回返的消息？还有谁最终肯定会知道？ 

 

案例研究 2： 

 

一名女孩通过在网上与恐怖分子招募人员联系而变得激进，她在一个已知的恐怖活动区附

近的边境被主管机构拦截，并被送回原籍国。该案例涉及的一些“推动”因素包括对其施

虐的家人，她不想回到他们身边。 

• 主管机关应该如何处理该女孩返回原籍国的问题？ 

•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她和她的家人（例如，寻找其他住所，作出特殊安排以

便她能够与亲密的家人和朋友进行沟通和会面，不让虐待她的家人知道这些安

排） 

•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机关在作决策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可采用的课程结构 

本节提供了建议采用的教学顺序和时间安排，旨在让学生通过三个小时的课程取得学习成果。授课

教师不妨忽略或缩短以下部分以便留出更多时间介绍其他内容：导言、活跃气氛的话、结束语或休

息时间。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课程时长不同，也可以调整这种结构，以适用于时间更短或更长的课

程。 

 

• 0-10 分钟  简要介绍专题和课程学习成果，并概述课程结构。 

• 10-50 分钟  讨论关键概念。进行练习 1：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简介 

• 50-55 分钟   休息。 

• 55-95 分钟   讨论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观看视频 1：恐怖组织招募中的诱导因素和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后幻想破灭和（或）视频 2：防止在监狱中走向激进

化。 

• 95-110 分钟  讨论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框架。 

• 110-115 分钟  休息。 

• 115-145 分钟  选择一些区域性暴力极端主义应对办法进行讨论（例如，在地理上与本地

最接近且具有可比性的办法）。 

• 145-175 分钟  进行练习 2：画廊漫步。 

• 175-180 分钟  如有需要，介绍评估题目以及相关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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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材料 

本节列出了可以公开获取的材料，授课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基于本模块的课程之前阅读。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6年）。《通过包容性发展、宽容和尊重多样性防止暴力

极端主义：通过发展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方法》。纽约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6年）。《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报告》。4月29日。A/HRC/31/65。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6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恐怖主义对享

受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不利影响》。12 月 30 日。A/HRC/34/30。 

• 联合国大会（2015 年）《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秘书长的报告》。12 月 24 日。

A/70/674。 

• 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2015 年）《反恐委员会特别会议：防止恐怖分子利用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招募恐怖分子和煽动恐怖行为，同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12 月 16 日至 17

日。 

• 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全球反恐论坛）。《针对从激进化到暴力的演变周期的举措》。大量

相关文件。 

• 全球反恐论坛。《针对从激进化到暴力的演变周期的举措：<关于有效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

战人员现象良好做法的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增编，重点关注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

员》。 

• Kundnani, Arun（2015 年）。《失去的十年：重新思考极端主义和激进化》。伦敦， 

Claystone 出版社。 

• Romaniuk, Peter（2015 年）。《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有用吗？从全球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

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印第安纳州戈申，全球合作安全中心。 

• Ikejiaku, Brian-Vincent（2009 年）。“贫穷、冲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杂

志》，第 2 卷，第 1 期。 

 

高级阅读材料 

本节为欲详细探讨本模块主题的学生和本模块的授课教师推荐了高级阅读材料。 

 

•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2017年）。《增进对叙利亚境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的了

解》。7月。 

• 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15年）。《人权理事会2015年10月2日通过的决议：人权与防

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10月12日。A/HRC/RES/30/15。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管理暴力极端主义囚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norway/undp-ogc/documents/Discussion%20Paper%20-%20Preventing%20Violent%20Extremism%20by%20Promoting%20Inclusive%20%20Development.pdf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norway/undp-ogc/documents/Discussion%20Paper%20-%20Preventing%20Violent%20Extremism%20by%20Promoting%20Inclusive%20%20Development.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088/68/PDF/G160886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088/68/PDF/G160886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444/16/PDF/G164441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444/16/PDF/G1644416.pdf?OpenElement
https://undocs.org/en/A/70/674
https://www.un.org/sc/ctc/news/2015/11/19/special-meeting-of-the-counter-terrorism-committee-and-technical-sessions-of-the-counter-terrorism-committee-executive-directorate-on-preventing-and-combating-abuse-of-ict-for-terrorist-purposes-new/
https://www.un.org/sc/ctc/news/2015/11/19/special-meeting-of-the-counter-terrorism-committee-and-technical-sessions-of-the-counter-terrorism-committee-executive-directorate-on-preventing-and-combating-abuse-of-ict-for-terrorist-purposes-new/
https://www.thegctf.org/Cross-Cutting-Initiatives/%20Life-Cycle-of-Radicalization
https://www.thegctf.org/Portals/1/Documents/Toolkit-documents/English-Addendum-to-The-Hague-Marrakech-Memorandum.pdf
https://www.thegctf.org/Portals/1/Documents/Toolkit-documents/English-Addendum-to-The-Hague-Marrakech-Memorandum.pdf
https://www.thegctf.org/Portals/1/Documents/Toolkit-documents/English-Addendum-to-The-Hague-Marrakech-Memorandum.pdf
http://www.glob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Does-CVE-Work_2015.pdf
http://www.glob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Does-CVE-Work_2015.pdf
http://www.glob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Does-CVE-Work_2015.pdf
http://www.globa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Does-CVE-Work_2015.pdf
http://www.un.org/en/counterterrorism/assets/img/Report_Final_20170727.pdf
http://www.un.org/en/counterterrorism/assets/img/Report_Final_20170727.pdf
https://undocs.org/zh/A/HRC/RES/30/15
https://undocs.org/zh/A/HRC/RES/30/15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6/444/16/PDF/G1644416.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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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手册》。刑事司法系列手册。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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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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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sh, James P。（2017 年）。“故意制造道德恐慌：以恐怖主义为例”。《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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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的全球会议”。寻求共同点组织和青年与建设和平机构间工作组联合主席所作的介

绍，2016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挪威奥斯陆。 

 

学生评估 

本节就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理解情况的课后作业提出建议。练习部分还就课前或课上作业提出了建

议。 

 

为评估学生对本模块的理解情况，建议安排以下课后作业： 

 

评估题目 

 

• 解释“激进化之路”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之间的主要区别，以及为什么将它们

区分开来对于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很重要。 

•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所确定的五个暴力极端主义驱动因素

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重要，为什么？ 

• 批判性地分析联合国秘书长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所确定的五个驱动因素中的

至少一个因素，从其根本因素以及在你所在国家和（或）区域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

努力来分析。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RethinkingRadicalization.pdf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RethinkingRadicalization.pdf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038038512444811
http://www.searcct.gov.my/publications/our-publications?id=48
http://www.searcct.gov.my/publications/our-publications?id=48
https://www.aclu.org/files/assets/141218_cve_coalition_letter_2.pdf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13571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norway/nro/documents/docs/pve-2016-power-points/Saji%20PVE%20and%20UNDP%20Strategy.pptx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norway/nro/documents/docs/pve-2016-power-points/Saji%20PVE%20and%20UNDP%20Strategy.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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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和对比区域性组织处理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不同方法。应如何解释不同区

域的优先事项和做法？ 

• 批判性地评价当前与青年有关的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国际、地区和（或）国

家努力），包括其优点和缺点。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这种努力？ 

• 解释为什么必须采取对性别有敏感认识的方法来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妇女在这

方面可以发挥哪些独特作用。 

• 分析为什么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对于当前的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努力

来说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其他教学工具 

本节提供了相关教学辅助工具的链接，例如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视频材料、案例研究和其他资

源，可以帮助授课教师讲授本模块涵盖的问题。授课教师可自行修改幻灯片和其他资源的内容。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 模块 2 演示文稿：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视频材料 

 

• 1：恐怖组织招募中的诱导因素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后幻想破

灭 

诱导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因素可能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同样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作战人员中，有许多人对他们进入的新环境的现实情况感到失

望，等到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效但具有误导性的恐怖分子招募宣传机器的受害者时，

往往为时已晚。见：联合国新闻。叙利亚：联合国一项研究发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

人员因对其所加入组织“幻想破灭”而回返。（2017 年 8 月 4 日）。 

 

观看以下部分或全部短视频，了解它们看问题的不同视角。 

•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洲频道，“深入了解伊斯兰国：2015 年‘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与被俘武装分子的对话”（2015 年 6 月 8 日）。 

• 第 4 频道新闻，“英国妇女加入叙利亚圣战”（2013 年 7 月 23 日）。 

 

• 2：防止在监狱中走向激进化 

• 欧洲委员会，“采访 Vivian Geiran；防止监狱中激进化的指南”（2016 年 2 月 12

日）。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7312#.WYgvvojyuUk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7312#.WYgvvojyu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6llpCGQl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6llpCGQl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6llpCGQlM
https://www.coe.int/en/web/portal/-/guidelines-to-prevent-radicalisation-in-prisons


38 

工具 

 

 

 

 

 

 

 

 

 

 

 

 

 

 

 

 

防止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虽然恐怖主义风险（包括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和表现形式）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和因

素，但不同（次）区域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一定不要采用“一刀切”办法，而

是要确保因地制宜地运用一些通用原则、因素等。在这方面，有一个工具很有帮助，即关

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要求执行情况的《全球执行情况调查》，其中概述了非

洲、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次）地理区域内的主要威胁、趋势等。 

非洲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打击恐怖主义的政治宣言和共同立场。 

•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上次更新时间为 2017年 11月 21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第 728 次会议：主题为ó妇女在防止和打击非洲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ô的公开会

议”。 

•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上次更新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4 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第 749 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公报，主题为‘采取全面办法打击非洲的跨国恐怖

主义威胁’”。 

•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上次更新时间为 2017年 2月 2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650 次会议公报：非洲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对国际反恐斗争的最新动态及其对非洲的影

响的介绍”。 

https://www.un.org/sc/ctc/focus-areas/regional/
https://www.un.org/sc/ctc/focus-areas/regional/
http://www.edup.ecowas.int/key-resources/ecowas-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the-728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open-session-on-the-theme-the-role-of-women-in-preventing-and-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the-728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open-session-on-the-theme-the-role-of-women-in-preventing-and-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the-728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open-session-on-the-theme-the-role-of-women-in-preventing-and-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749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at-the-level-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n-the-theme-towards-a-comprehensive-approach-to-combatting-the-transnational-threat-of-terror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749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at-the-level-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n-the-theme-towards-a-comprehensive-approach-to-combatting-the-transnational-threat-of-terror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749th-meeting-of-the-au-peace-and-security-council-at-the-level-of-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n-the-theme-towards-a-comprehensive-approach-to-combatting-the-transnational-threat-of-terrorism-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650th-meeting-of-the-psc-briefing-by-cissa-on-the-recent-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in-the-fight-against-terrorism-and-its-impact-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650th-meeting-of-the-psc-briefing-by-cissa-on-the-recent-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in-the-fight-against-terrorism-and-its-impact-in-africa
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650th-meeting-of-the-psc-briefing-by-cissa-on-the-recent-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in-the-fight-against-terrorism-and-its-impact-in-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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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 

 

• 上合组织（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6月9日，阿斯塔

纳。 

• Yakovenko, Alexander（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设定打击极端主义的标准。今日俄罗

斯，9月7日。 

• 上合组织（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成果新闻稿。6月9日。 

• 上合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于2001年6月15日通

过）。 

• 东盟秘书处（2015年）。东盟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兴起问题特别部长会议，2015年10

月2日，马来西亚吉隆坡。《2015年东盟文件丛编》。 

• 东亚首脑会议（2015年）。《东亚首脑会议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声明》。11月21日 

• 东盟（2017年）。《东盟国防部长关于携手变革、融入世界的联合宣言》。10月23日。 

• 外交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15 年）。中亚和南亚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区域会议。 

• 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2012 年）。《青年与恐怖主义：文章选集》。吉隆坡。 

• Samuel, Thomas, K（2011）。诱惑青年参与恐怖活动。载于《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文章

选集》，第 2 卷。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吉隆坡。 

美洲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 

 

迄今为止，美洲国家组织似乎没有通过旨在防止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具体文书或举措，不

过，此类举措可能是在“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更大框架下来开展的，这方面的工

作构成了该组织大会和美洲反恐委一些文件的基础，例如： 

 

• 美洲反恐委（2008年）。《宣言：重申西半球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在 2008年 3月

7 日举行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3 月 7 日。OEA/Ser.L/X.2.8。第 5 段。 

• 美洲反恐委（2011 年）。《关于西半球再次承诺加强合作以防止、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

的宣言》（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3 月 21 日。

OEA/Ser.L/X.2.11. CICTE/DEC.1/11。 

 

由国家采取的举措包括： 

 

• 美国国务院和美援署（2016 年）。《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联合战略》。 

• 美国国务院、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局的“任务是牵头制定在国外打击恐怖主义的协

调性战略和方法以及确保国际伙伴开展反恐合作，从而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点击此

处，可查看更多资料。 

http://scochina.mfa.gov.cn/eng/zywj/t1495634.htm
https://www.rt.com/op-edge/402349-sco-standards-countering-extremism/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609/289274.html
https://eurasiangroup.org/files/uploads/files/International_legal_documents/Conventions/The_20Shanghai_20Convention.pdf
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2015/November/10th-EAS-Outcome/EAS%20Statement%20on%20CVE%20-%20FINAL%2021%20November%202015.pdf
https://asean.org/storage/2017/10/11th-ADMM-Joint-Declaration-as-of-23-Oct-20172
http://www.mfa.kz/en/content-view/central-and-south-asia-regional-conference-on-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cve-summary-report
http://www.searcct.gov.my/images/PDF_My/publication/youth_and_terrorism.pdf
http://www.searcct.gov.my/research-and-publication/our-publications/?id=55
https://2009-2017.state.gov/p/wha/rls/102303.htm
https://www.state.gov/p/wha/rls/221497.htm
https://www.state.gov/p/wha/rls/221497.htm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BAAE503.pdf
https://www.state.gov/j/ct/
https://www.state.gov/j/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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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海湾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 

 

•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2015 年）。“阿拉伯区域的区域安全和面临的挑战”大会

于 2015 年 2 月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举行。 

• 伊合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2017 年）。外交部长理事会第 44 届会议报告（关于团结

世界中的青年、和平与发展的会议）。7 月 10 日至 11 日。科特迪瓦共和国阿比让。

OIC/44-CFM/2017/REPORT/FINAL。 

• 伊斯兰会议对话与合作论坛，伊斯兰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6 年）。伊合组织青

年联合战略。草案。ICYF-DC/ICYSM-3/2016/01/Rev.1。 

• 伊合组织（2016 年）。《提高妇女地位行动计划》。在关于妇女在伊合组织成员国发

展中作用的部长级会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11 月 1 日至 3 日。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

尔。 

[由于阿盟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文件只有阿拉伯文版本，所以不可能考虑到这方面的全

部文件。可能还存在其他举措和文件。] 

欧洲区域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举措 

 

 

 

• 欧安组织（2015 年）。《与青年携手，为青年服务：防止青年走向激进化》，9 月 3

日。贝尔格莱德。 

• Neumann, Peter, R.，欧安组织（2017 年）。《打击导致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

激进化：欧安组织区域的理念、建议和良好做法》。欧安组织。该报告包含以下相

关方案涉及领域的 22 个良好做法案例研究：国家行动计划、监狱、警务工作、青

年、教育、宗教、互联网、妇女、难民、干预措施和回返者。 

• 欧安组织（2017 年）。概况介绍：跨国威胁司：反恐行动股。反恐行动股。 

• 欧安组织（2017 年）。欧安组织联合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联合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运

动。欧安组织宣传册。 

• 欧安组织，欧安组织秘书处（2017 年）。青年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关于西巴尔干

区域观点的讲习班。4 月 23 日至 25 日。萨拉热窝。 

•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2015 年）。《部长级理事会关于防止和打击导致恐怖主义

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宣言》。12 月 4 日。MC.DOC/4/15。 

• 欧安组织，民主人权办（2013 年）。《妇女与恐怖主义激进化：最终报告》。维也

纳。 

 

 

 

http://www.acsis.org/NF/research-and-publications/item/44-league-of-arab-states
http://www.acsis.org/NF/research-and-publications/item/44-league-of-arab-states
https://www.oic-oci.org/subweb/cfm/44/en/docs/final/44cfm_rep_en.pdf
https://www.oic-oci.org/subweb/cfm/44/en/docs/final/44cfm_rep_en.pdf
https://www.oic-oci.org/subweb/icmys/3/en/docs/3icysm_joint_strat_en.pdf
https://www.oic-oci.org/subweb/icmys/3/en/docs/3icysm_joint_strat_en.pdf
https://www.oic-oci.org/subweb/woman/6/en/docs/final/6wom_opaaw_en.pdf
http://www.osce.org/cio/177886
https://www.osce.org/chairmanship/346841?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hairmanship/346841?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resources/factsheets/action-against-terrorism-unit?download=%20true
https://www.osce.org/secretariat/204751?%20download=true%202017
https://www.osce.org/secretariat/204751?%20download=true%202017
https://www.osce.org/secretariat/310416
https://www.osce.org/secretariat/310416
https://www.osce.org/cio/208216?%20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cio/208216?%20download=true
https://www.osce.org/atu/99919?download=true


41 

 

 

 

欧洲委员会 

 

• 欧洲委员会（2016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监狱和缓刑事

务手册》。PC-CP (2016) 2 rev 4。 

• 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2017 年）。“反对暴力激进化的青年工作”大会。11 月 28

日至 30 日。马耳他。 

• 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青年伙伴关系。 

• 欧洲委员会南北中心青年合作方案。见欧洲委员会（2018 年）。新闻编辑室：在速

度和发展问题上与青年携手、为青年服务。2 月 5 日。 

https://rm.coe.int/16806f9aa9
https://rm.coe.int/16806f9aa9
https://www.salto-youth.net/tools/european-training-calendar/training/youth-work-against-violent-radicalisation.6558/
https://pjp-eu.coe.int/en/web/youth-partnership/home
https://www.coe.int/en/web/north-south-centre/newsroom/-/asset_publisher/aaEYSP2FbYvn/content/working-with-and-for-the-youth-on-issues-of-peace-and-development?_101_INSTANCE_aaEYSP2FbYvn_%20viewMode=view/.
https://www.coe.int/en/web/north-south-centre/newsroom/-/asset_publisher/aaEYSP2FbYvn/content/working-with-and-for-the-youth-on-issues-of-peace-and-development?_101_INSTANCE_aaEYSP2FbYvn_%20viewMod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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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2017 年）。《欧盟打击激进行为和恐怖分子招募活动战略

指南修订草案》。5 月 24 日。布鲁塞尔。9646/17。 

• 欧洲联盟，欧洲议会（2016年）。《欧洲议会 2016年 1月 19日关于跨文化对话、文

化多样性和教育在促进欧盟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的决议》。1 月 19 日。

2015/2139(INI)。 

• 欧洲联盟，欧盟委员会（2015 年）。委员会致欧洲议会、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

委员会以及区域委员会的信函：欧洲安全议程。4 月 28 日。斯特拉斯堡。COM 

(2015) 185 final。 

• 欧洲联盟，欧洲议会（2015 年）。《欧洲议会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关于防止恐怖组织

激进化和招募欧洲公民的决议》。11 月 25 日。2015/2063(INI)。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2015 年）。理事会会议结果：关于外交事务的第 3367 次理

事会会议。2 月 9 日。布鲁塞尔。打击恐怖主义。 

• 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委员会（2014 年）。《委员会致欧洲议会、理事会、欧洲经济

和社会委员会以及区域委员会的信函：防止激进化演变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

义：加强欧盟的应对措施》。1 月 15 日。COM (2013) 941 final。 

• 欧洲联盟（2010 年）。委员会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信函：欧盟内部安全战略在行

动：五步迈向更安全的欧洲。11 月 22 日。COM (2010) 673 final。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2005 年）。《欧洲联盟反恐怖主义战略》。11 月 30 日

14469/4/05 Rev. 4。 

• 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2000年）。“确立就业和职业平等待遇总框架的 2000年 11

月 27 日第 2000/78/EC 号理事会指令”。12 月 2 日《欧洲共同体公报》 ，L 303/16。

关于就业和职业平等待遇的第 2000/78 号指令有助于打击歧视，其中包括通过提高利

益攸关方、民间社会和社会合作伙伴对歧视的认识。 

• “青年保障”方案和“青年就业”举措，《解决长期失业问题的建议》和近期通过

的“技能议程”。见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委员会（2016 年）。《委员会致欧洲议

会、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区域委员会的信函：欧洲新“技能议

程”：共同强化人力资本、就业能力和竞争力》。6月 10日。COM (2016) 381 final。 

• 认识激进化网络卓越中心，根据欧洲联盟内部安全战略建立。 

https://www.oic-oci.org/subweb/icmys/3/en/docs/3icysm_joint_strat_en.pdf
https://www.oic-oci.org/subweb/icmys/3/en/docs/3icysm_joint_strat_en.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8-TA-2016-0005+0+DOC+XML+V0/EN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TEXT+TA+P8-TA-2016-0005+0+DOC+XML+V0/EN
https://www.cepol.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ropean-agenda-security.pdf
https://www.cepol.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ropean-agenda-security.pdf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8-2015-0410_EN.html?redirec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8-2015-0410_EN.html?redirec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365/outcome-of-the-council-meeting_fac_150209.pdf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3365/outcome-of-the-council-meeting_fac_150209.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com/com_com(2013)0941_/com_com(2013)0941_en.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com/com_com(2013)0941_/com_com(2013)0941_en.pdf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com/com_com(2013)0941_/com_com(2013)0941_en.pdf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0DC0673&%20from=E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0DC0673&%20from=EN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ST%2014469%202005%20REV%204
http://www.varuh-rs.si/fileadmin/user_upload/pdf/pravni_dokumenti/direktiva_enakost_zaposlovanje.pdf
http://www.varuh-rs.si/fileadmin/user_upload/pdf/pravni_dokumenti/direktiva_enakost_zaposlovanje.pdf
http://www.varuh-rs.si/fileadmin/user_upload/pdf/pravni_dokumenti/direktiva_enakost_zaposlovanje.pdf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6/EN/1-2016-381-EN-F1-1.PDF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6/EN/1-2016-381-EN-F1-1.PDF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6/EN/1-2016-381-EN-F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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