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on Ground Meeting Summary Page 1 

 

PCB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共同立场”会议报告 

2010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阿姆斯特丹 

 
 

概述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PCB）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团在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资助
下，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网络或代表妇女、同性恋、男男性接触者、性工作者（男性，
女性和跨性别）、跨性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群的活动人士，召开会议讨论建立合作的共同
基础。举行“愈合会议”的主意来自 2009 年非政府组织代表认识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理事会
会议在讨论性别意义时的紧张局面。本次会议的目的是找出活动人士在以下多种界别选区开展
政策和方案工作的共同点：多样性和不同经历的妇女和女孩、同性恋、男男性接触者、跨性别
人、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工作者。该会议后来被称为“共同立场”，旨在通过提供空
间让大家讨论一些关键问题，以及就在审议年度和下一年如何推动普遍获得目标上相互支持的
领域达成共识。 

 

与会者在工作的共同的原则，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策略性时刻的一些关键的信息的认识上，成功
地达成了共识。具体的信息和每个选区的基础性的“要求”在会上提出来，但没有完全展开讨
论。参会者确定了一些今后可以开展这些工作的共享空间的领域。但是普遍的共识认为，与会
者现在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合作，以及通过会后立即制定一个共同的名单，来更详细地解决比
较困难的问题。基于对会议讨论和会后评估，学员满意这次会议机会，并期待着继续共同努
力。最重要的是，与会者同意在人权和社会正义框架内呼吁和支持彼此的工作议题。与会者还
同意与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分享这些会议讨论，把会议讨论回馈给他们的组织和网络，努力累计
本次会议的正面效应继续开展合作。本报告旨在总结会议讨论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讨论焦点 
会议第一天与会者就共同原则达成共识，该原则确定了在会议期间和会后该小组如何合作。共
享原则在附件一中详细列举。几个关键主题在小组讨论时被多次提到：问题现状，哪些是'共同
立场'领域，哪些领域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以便让小组成员之间能在关键信息和倡导上进行合
作。 
 
利用人权框架 

所有与会者支持人权是基本的工作概念。共同原则中规定了，该框架意用于指导个人和集体的
工作。对人的尊严的概念和积极的健康、尊严和预防进行了讨论，并重点就个人的尊严的保护
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识到，人权框架尚没有被普遍接受，似乎还不断受到攻击，因此小组承
诺致力于大力支持每个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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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基本和固有的人权没有分歧，但是多次讨论涉及了区分人权和公共卫生方法的政策和方
案。基于小组对于两种方法的兼容性的不同认识，讨论触及到生物医学/流行病学方法与人权
框架方法兼容的困难程度如何。 
 
认识到人权概念跟个体身份经验相关，增强了相似点和并能巩固倡导，与会者被要求谈谈人权
的框架如果可以整合他们的工作。与会者多次谈到了人权是认可他们工作的社区的基本权利和
尊严的方法，无论是女性，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LGBT），男男性接触
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轻人，吸毒者，性工作者或与其他界别的人士。 
 

跨性别社区获得医疗服务、法律信息、就业和教育的人权挑战在会上被提出来。同时，对精神
病理化及其不利影响的问题也被着重指出。 
 

与会者普遍赞成人权的方法关注所有人的人权，包括跨性别人与性工作者的权利；推动尊重和
促进性别平等；关注赋权，参与和优先关注最脆弱群体的需求可以有力支撑该小组的工作。 
 

与会者指出，在一些地方，例如加勒比地区，几乎不存在任何基于人权的方法来挑战惩罚同性
关系的法律框架。同样，世界许多地方的法律框架也不保证妇女、同性恋、男男性接触者，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年轻人、吸毒者或性工作者获得司法救助。 
 

该小组致力于倡导推动一个保证所有权利的人权框架，包括：获得法律服务、司法、公共服务
的权利；保护隐私，免遭歧视，并有权作出关于自己的身体的知情决定；以及健康、就业和结
社权等；在对去定罪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谈到了这个目标，而其他人谈到使用人权框架侧重
保护人权不受侵犯，并指出，惩罚性的法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其他法律虽然没有直接定罪，
但可能在定罪中被援引。与会者围绕共同的目标找到了有共同立场的领域：同性关系去罪化，
非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吸食毒品，并确保妇女获得全面的生殖健康服务支持，帮助妇女对他
们的身体状况做决定。与会者还支持性工作去罪化以及剥离贩运与性工作的联系，但需要对整
个性产业的去罪化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讨论。 
 
与会者指出，人权框架和人权基本原则是一个强有力的共同立场领域，包括：获得司法公正，
认可所有人的人权，维护所有个人的尊严，这意味不仅要认识到不同的人受到的具体侵犯，也
要颁布法律、政策和方案保证对他们的保护。 
 

我们现行制度的范围 
与会者讨论了当前的社会政治体制问题和并就追求社会正义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他们谈到了
需要转变地缘政治话语框架，并确保本小组和选区通过维护和促进人权框架形成话语权。 
 

发言具体讲述父权制和异性恋如何主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父权制被界定为一个异性恋男
人具有特权和主宰的体系，异性恋男性特权和主宰凌驾于女性、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跨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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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其他不符合传统的性别规范的人群之上。与会者认为，他们必须要对抗这一框架，才能
推动他们的工作，使方案真正赋权社群，并避免侵犯人权被合理化。 
 
在这次讨论中，与会者讨论了各种信仰的原教旨主义宗教领袖如何就道德和性推动危险的话

语，声称不符合性别角色与自然背道而驰。某些原教旨主义团体已经积累的权力、影响和联盟

（即与选定的媒体）看起来已经相当可怕。在谈到关键利益相关者时，许多与会者认识到宗教

领袖在维持现状和压迫妇女、LGBT 人群和其他任何不符合保守派关于“自然家庭”标准的人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会者承认，因此有必要逐步让支持和促进人权的宗教领袖参与到他们的

工作中去。 

该小组还讨论了证据的限制，尤其是当一个父权文化，或根据优势或多数群体的需求而发展的

框架之中。此外，目前的应对艾滋病病毒的流行病学的方法可能加强筒仓效应，因为只观察最

危险人群的集中流行，缺忽略了大的图景，并且完全遗漏了妇女和年轻人。反思我们现行的制

度，衡量行为、文化、态度和对服务和项目需求的增加的指标是不够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

不恰当的。到底由谁来决定什么样的证据是合适的，控制方向和资源，并决定如何进行监测和

评估呢？ 

与会者找到了以下共同点：社会正义的共同框架；性别平等；需要社群参与设计和实施方案;

以及需要通过突出具体人群来避免对 “性别”一词分裂的辩论。会议讨论并一致认为，对于弱势
群体的分类过于僵化，因为人们不能简单地被放置在一个单独的类别。因此，正如本小组同意
具体指出妇女、男同性恋者和其他男男性接触者、跨性别社区而不是使用性别这个词，小组也
同意要谨慎，在探讨最高危和弱势人群时，不要简单地把人群“分类”为一个单一类别。与会者
还同意提供预防综合性教育是预防艾滋病毒传播和促进性健康和生殖权利的关键工具，与会者
还同意倡导提供综合性教育和生殖健康和权利信息包。 
 
关于 GIPA 原则和代表性的挣扎 

小组多次讨论了 GIPA 原则，并指出，虽然这本来是一个团结的原则，促进受影响群体的自决

和参与，但是它的滥用导致分裂，导致别人开始考虑这一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评估。与会者讨论

了现有的关于 GIPA 原则是指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还是只有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的争论。大家一致认为，GIPA 原则尚未得到有意义的履行，但想知道如何确保对的

新兴社区的包容性。 

会议还讨论了代表性的困难;举的例子包括认为或期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代表所有艾滋病毒
感染者说话，或者说一名妇女会代表所有妇女。然而，与会者认识到，现行制度强求这种代表
性。与会者问到他们如何为自己和为他人说话，知道两种情况相去甚远。小组用”空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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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空间里的人是我们要代表的人，并提问问题如：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空间、拓
展空间并确保更多有意义的参与同时又不限制其他人的参与？ 
 
联盟使个人不仅代表自己的群体 - 我们不一定要来自某个特定的社群才能站出来主张他们的权
利或者在联盟中为另一个社群进行倡导。联合工作有优势和劣势，也具有挑战性。与会者对能
够进行传递彼此的消息的能力持积极态度，并指出女同性恋团体和妇女团体支持男同性恋和男
同性恋议题的例子。讨论也谈到现实问题，包括联合工作中的困难以及许多人担心离开会场面
对那些没有参与本次会议的社群成员的时候，如何坚持这一关于共同立场的承诺可能很难。 
 

羞辱和歧视普遍发生 

感觉到的或者是被边缘化的群体确认的歧视是整个会议期间反复出现的主题。与会者谈到了日

常信息耻辱存在的普遍性，包括音乐、某些宗教信息、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歧视、政府的支

持。歧视，甚至是定罪往往与被边缘群体相关或者被认为与其相关，并导致恐惧、沉默和有限

的技术和资金。免于歧视的权利是人权讨论的最前面的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议题是共

同共同立场领域，包括免于耻辱和歧视（包括在服务机构内部）的自由，特别是在推进普遍可

及时地非歧视原则。 

与会者讨论了具体社群的歧视问题，如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的“旅行禁
令”，在吸毒人群中间的预防艾滋病的减低伤害服务缺乏；针对妇女、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和
男男性接触者和其他跨性别人群的暴力行为。所有这些都是达成共识需要努力结束旅行禁令和
支持减少危害服务的领域，小组还一致认为，必须消除警察对妇女、性工作者、男男性接触
者、吸毒者何跨性别人群的暴力行为；并确保为经历过暴力伤害的妇女、性工作者、男男性接
触者、吸毒者和跨性别人群提供综合服务，包括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和保障人权 
 

资源和资金可以分裂我们 

作为社群紧张关系的潜在原因，与会者探讨了资金和资金的竞争。事实上，资金和组织如何管
理资金竞争是一个被指定将在今后进行讨论的议题，因为大家感觉这个题目没有得到足够的时
间来讨论。讨论的重点不仅包括平等地获得资源，而且还有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与会者还谈到
如果资源没有很好的跟踪，看钱到底怎么花了，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的'共
同立场'包括：需要对资源分布和额外资金需求，尤其是农村社群工作的资金需求进行共同分
析。 

 

与会者谈到了资助方选择性的支持一些组织和社群。资助方常常使用道义上的灵感文字来限制

资助，甚至以前被认为对某一关键问题敏感的一些资助方因为领导更换也站在相反的立场。讨

论认为钱是权力变换的一部分有可能让所有的社群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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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 
与会者讨论了未来一年进行联合宣传几个战略机遇，包括艾滋病规划署理事会（特别是在 12
月委会会议），全球基金理事会，普遍获得高级别会议，关于艾滋病毒和法律的全球委员会， 

2012 年世界艾滋病大会。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跟进和制定关键共享信息进行更进一步讨
论。小组讨论的一些关键的要求，包括 
 
12 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理事会会议： 

•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履行职责，特别是围绕实施妇女、女孩、性别平等和艾滋病毒议程。 
 
6 月的普遍可及会议： 

•推动政府重申他们对普遍可及的承诺 

•把妇女和青年人纳入预防的重点 

•谈论人权问题和我们的共同立场议题 

•审查的最新指标，以确保所有群体都有代表参加 
 
全球基金： 

•监督全球基金关于其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和性别平等的战略的进程和审议，并确保他
们纳入议程 

•获取资源用来发展女女性行为者的数据库 

 

行动要点： 

 确定今后行动要点如下所示： 
•     所有参与者将会与他们选区/网络分享报告，并开展内部和外部对话了解效果。 
•     所有参与者致力于在公共领域相互支持，把共同商定的工作原则作为工作指导。 
•     所有参与者将积极主动地贡献服务清单并分享信息和策略。 

 与会者个人致力于分享我们的讨论并保持联系。服务清单是一个能够继续并且更广泛地交流、
继 续 工 作 之 处 。 了 解 更 多 关 于 服 务 清 单 的 信 息 ， 请 联 系 ： Alexandra Garita

（ agarita@iwhc.org ） ， Robert Carr （ robertc@icaso.org ） ， Vince Crisostomo

（vince@7sist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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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共享原则 

 
该组的每个人都应遵守如下所示的指导会议本身以及我们共同开展工作的共享原则。 我们的
共同之处： 

1 互相认可与尊重。我们互相认同每个个体并认同共同合作，包括接纳和尊重彼此过去的
经历，付出与理念。 

2 意愿和开放性。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学习不同的运动，并赞同以一种开放的相互学习的
方式的新观点。 

3 挑战现状。我们知道所有的参与者都面临边缘化，并正在通过挑战现行制度实现改变我
们的社区。 

4 将我们置身于人权当中。我们赞同各个层面的人权框架。个体承认并在人类尊严的基础
上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并探讨潜在的紧张局势与分歧。以‘健康是一种人权运动’来看待
艾滋病运动，我们所说的人权是所有人的人权。这需要大家集体行动包括把维护权利
作为该运动的核心并且在应对疾病的具体方法中推动人权议程。 

5 既谈被边缘化的经验也谈特权。我们认识到，我们为不在这里的人讲话，必须认识到我
们一起工作时需要包含不同的经验与平衡不同的期待。 

因此我们认识到： 

6 在人权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紧张局面下，重要的是不要错误地将两者一分为二从而互相脱
离。我们必须批判地回应使得我们能为社群工作共同合同并促成积极的成果；我们必
须维护医学方法与以权力为基础的方法之间的平衡； 

7 经常存在不止一个“正确答案”，有时根本没有“正确答案”； 

8 身份既重要又不重要。意思是，我们的团队身份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享有
人权的个体，因此我们需要平衡选区的具体需要的同时，支持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人
权； 

9 我们的选区和社群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仔细概括和假设； 

10  应对艾滋病病毒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健康领域，我们需要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 

此外，我们赞同： 

11  为此次合作的其他群体发言。这意味着我们将“承认、加强、支持和补充”。当为合作的
其他人发言时，我们要尽力在我们的发言中加强和支持的信息，在合作中包容其他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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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共同立场： 

在艾滋病病毒流行背景下 
妇女、性工作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努力实现社会公正 

阿姆斯特丹 201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 
 

  参与者 机构 

Rathi 
Ramanathan 

亚太性工作者网络 (APNSW) 

Sitthiphan (HUA) 
Boonyapisomparn

亚太跨性别网络 (APTN) 
亚洲 

Vince Crisostomo 亚太艾滋病联盟(7 Sisters) 

Felicita Hikuam 南非艾滋病权利联盟 (ARASA) 

Lillian Mworeko 妇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国际社区 (ICW) 

Joel Nana 南非男性性与健康权利 (AMSHeR) 

非洲 

Ian Swartz 南非开放社会行动 (OSISA) 

Mabel Bianco Fundacion para Estudio e Investigacion de la Mujer (FEIM) 
Eugenia Lopez Balance Promoción para el Desarrollo y Juventud A.C 
Ian McKnight 加勒比海脆弱人群联合会 (CV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Robert Carr 国际艾滋病服务组织理事会(ICASO) 

Sophie Dilmitis 世界青年妇女艾滋病联合会 

Moono Nyambe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全球网络 (GNP+) 欧洲 

Rhon Reynolds 国际艾滋病病毒疫苗行动 (IAVI) 

欧洲艾滋病治疗组织 (EATG) 

Alex Garita 国际妇女健康联合会 (IWHC) 

Cynthia 
Rothschild 

社会性别、性、艾滋病和人权顾问 

Amanda Lugg 非洲服务委员会 

北美 

George Ayala 男男性接触者和艾滋病病毒全球论坛(MSMGF) 

 
协调 

Claudia Ahumada, 世界艾滋病运动 
Andy Seale, 全球基金 

 
联络 

Sara Simon, PCB 非政府组织代表团通讯部门 

Natalie Siniora, 世界艾滋病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