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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孙后代：塑造未来

40. 1945年时，作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承
诺。今天若作出类似承诺，必然将是针对更为广泛
的威胁，甚至包括人类在地球上能否继续生存的
问题。然而，这一承诺还远未实现。在当代青年看
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未来面临多重损害。我们
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造
成的影响，地球遭遇的这三重危机未来只会更具
破坏性，甚至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许多青年对现
有机构和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关切缺乏
信心。COVID-19则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任何
重续的社会契约都必须包含大力加强代际团结的
内容。需要让青年相信，他们与社会休戚相关，有
可行的未来。还需要让青年看到，社会对他们充满
信心，并对他们进行投资。  

41. 在重铸代际团结的这项努力中，不仅应考虑当
代人的利益，还应顾及子孙后代。人类面临一系列
长期挑战：全球变暖和环境退化、对人工智能和基
因编辑等新技术的管理、人口日趋老龄化、城市化
以及社会福利供给的演变，这些挑战将跨越几代人
的时间不断嬗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
们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关键的变革时刻之一。人们
未来的生活、工作、饮食和互动方式可能与现在迥
然不同。然而，占主导的政治和经济诱因仍极度趋
向急功近利和维持现状，只重眼前利益，不惜牺牲
人类和地球的长远福祉。今日作出的决策将影响未
来几个世纪地球上的发展轨迹。我们需要扩充对 
《联合国宪章》中“我联合国人民”的理解，不仅
要保护二十一世纪所有民众的利益，还要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 

代际团结

今日作出的决策将决定当代青年和后世后代的
未来。

与当代青年和衷共济

发声和参与

优质教育

可持续就业

与后世后代团结一心

长远思维

代表子孙后代

保障未来

健康地球

强大机构

健康、社会保障

教育、工作

充分准备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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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论我们起而行动，还是无所作为，当代青年及
后世后代必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当代青年有别
于后世后代。不过，现在亟需设法更加重视他们的
集体利益，并使我们的制度发挥作用，保障他们的
未来。本报告中提出的其他行动都包含一项关键要
素——重铸代际团结，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尽管社
会契约旨在塑造未来，可是设计者将都是在有生之
年看不到实现之日的人。

A.	与当代青年和衷共济

43. 当今世界的青年人口为历史之最，共计18亿，
其中近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受教育程
度和互联网使用率均处于历来最高水平，但是他
们仍然面临重大障碍，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约
2.67亿青年(15至24岁)既未读书，也未工作或参加
培训，其中三分之二为女性，造成这一比例失衡的
原因是，对承担无酬家务工作及从事非正规就业存
在性别化预期。这场疫情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疫情
还暴露了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在青年网民人数
方面的悬殊差异，而能否使用互联网尤其影响到青
年在学校关闭期间继续接受远程教育的能力。青年
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系统不但没有切实倾听他们的
心声，而且目光短浅，对于他们的关切漠然置之。 

44. 落实青年提出的优先事项并让青年切实参与决
策进程属于投资，不仅会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而
且能积累人力资本、构筑社会凝聚力，有长远之效。
在就我们的共同议程和联合国七十五周年华诞举
行的协商期间，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下列
行动将对其予以回应。 

拥有发言权

45. 一些国家通过青年理事会、议会和部委等渠道
创造机会，让当代青年在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中获
得发言权。但是，这些解决方案有时流于形式，往
往处在核心政治进程的边缘。对当今政治阶层的
极度不信任，以及对适当参与决策的渴望，往往是
青年人领导的抗议运动的驱动因素。然而，一些政
府当局却镇压和平抗议，认为青年毫无经验而置之
不理，将青年当作蒙其恩惠者，甚至当作威胁者，而
非平等的伙伴。在全球层面，青年已被正式认可为
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和人道
主义行动等政府间框架内的关键行为体。但即使
在这一领域，青年有时仍然无法切实参与，地域、
性别、收入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46. 会员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
中承诺，将听取青年的意见并与青年合作。在此敦
促各国政府按照这一承诺，提高青年、包括女青年
和女童的政治代表性。为此，可能需要降低投票年
龄，放宽民选职位参选人的年龄要求，并加强青年
参与型机构。支持各类青年参与政治可能意味着
挑战社会规范和成见，特别是与性别和其他边缘
化形式有关的规范和成见。在此也敦促青年把握
面前的机遇，包括行使投票权。我将与一流研究
人员和学术机构携手努力，探索采用“青年参政”
指数，用于跟踪世界各国开放政治空间(当代青年
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的进展，以及青年对这些进
程的参与情况。

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737648/lang--en/index.htm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UNFPA-FoundationsForTheFutureReport-LowRes.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https://www.un.org/zh/un75
https://ourfutureagenda.org/report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youth/youth-web-english.pdf
https://undocs.org/zh/A/RES/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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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联合国系统内，可通过定期联络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与青年的密切关系，承认青年的多样性，同
时帮助被边缘化的青年。还将加紧努力，通过帮助
地方青年网络和青年领导的组织提高能力等途径，
让青年进一步参与我们对选举进程的支持工作和
建设和平努力。在历任青年问题特使的努力下，青
年问题已在本组织内倍受关注，但联合国若要履
行承诺，就必须为这项工作奠定更加可持续的基
础。我提议在秘书处设立专门的联合国青年问题
办公室，办公室将整合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开展的
活动，继续领导高级别宣传工作，同时作为联合国
系统的中枢，在我们的和平、可持续发展、人道主
义问题和人权工作中协调青年事务，并对此进行
问责。同时，我的青年问题特使将就推动青年更切
实、多样化、有效地参与联合国的审议和决策进程
提出建议，供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及其各自附属机构审议。将与全世界的青年开展协
商，并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
协调，共同开展这项工作。 

学习

48. 优质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促
进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是让青年有能力
行使发言权并为社会契约作出贡献的先决条件，而
且是容忍、和平、人权和可持续性的基石。然而，教
育工作目前陷于混乱。COVID-19对教育系统造成了
史无前例的破坏，全世界90%以上的儿童被迫中断
教育。对许多学生、尤其是女童和女青年而言，这一
中断可能变成长期的，并有可能对其权利、平等以
及后代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COVID-19暴发
以前，传统的教育系统依然无法覆盖全世界约2.58
亿儿童和青年，甚至无法为许多学生提供阅读和数
学等基本的基础技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

生都表示，他们在离开教育系统时，仍未掌握适应
瞬息万变的世界并大有作为所需的工具，包括数字
素养、全球公民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大多数
国家，对于个人和全社会都至关重要的幼儿教育和
终身学习仍然只是奢望，这更使情况雪上加霜。 

49. 我们应优先帮助儿童和青年补上疫情期间耽误
的学习，同时变革教育系统，使学生充分开发潜能。
我将倡导全民终身学习，并在2022年召开教育变
革峰会，力求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进展。
峰会将在“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即将开展的工
作以及其他近期进展(包括向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基
金注资和建立全球教育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勾勒共
同的教育愿景。我们需要制定一份路线图，旨在帮
助所有儿童学会读写，并掌握基础数学和其他核心
技能。需要使教育系统现代化并接入互联网，使学
习过程更加以学生为本，并且更具活力、包容性与
协作性。为成功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重视全世
界的教师，与他们携手努力，共同变革学校、学院和
大学。峰会将努力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促进
公平、消除女童和女青年在教育方面遇到的障碍、
从校园向就业市场过渡，以及推动终身学习和掌握
新技能。峰会还将设法解决国家教育变革工作面临
的资金不足问题，包括落实国际教育融资机制，并
动员其他国内和国际资源。峰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数字包容，为此将立足于这方面的现有努力，例如
旨在确保所有学校到2030年接入互联网的千兆倡
议。峰会还可以探讨对教育部门进行更广泛的投
资，包括投资于下一代教师和开源数字教育工具。
在峰会筹备工作中，将与各国政府、学生、教师和联
合国的牵头实体，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国际
电信联盟(国际电联)开展协作。还将借助私营部门

https://5d962978-9e17-4b96-91be-93983605fae8.filesusr.com/ugd/b1d674_9f63445fc59a41b6bb50cbd4f800922b.pdf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8/sg_policy_brief_covid-19_and_education_august_2020.pdf
http://uis.unesco.org/en/topic/out-school-children-and-youth
https://zh.unesco.org/futuresofeducation/duliguojiweiyuanhui
https://gigaconnect.org
https://gigaconn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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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危机

来源：教科文组织，����年

基础技能
超过半数（��%）的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时
仍然不具阅读能力或熟练掌握数学。

资金缺口
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优质教育)
所需的资金额相比，低、中收入国家的
年度教育资金缺口高达� ���亿美元。

��%

来源：教科文组织，����年

年度教育资金需求总额：� ���亿美元

资金缺口达��%
� ���亿美元

�� ��� ��� ��� ���美元

COVID-��
COVID-��导致学校关闭，超过��亿名
学生失学，他们可能因此在整个职业
生涯期间损失��万亿美元收入。

数字包容
重新构想教育意味着投资于提升数字
素养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以期消除
数字鸿沟。

使用互联网的儿童和青年比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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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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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收入

��%
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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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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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来源：世界银行，����年

来源：国际电联，����年

COVID-19
COVID-19导致学校关闭，超过10亿
名 学生失学，他们可能因此在整个
职业 生涯期间损失10万亿美元收入。

基础技能
超过半数（56%）的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时 
 仍然不具阅读能力或熟练掌握数学。

数字包容
重新构想教育意味着投资于提升
数字 素养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以期
消除 数字鸿沟。

资金缺口
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  
所需的资金额相比，低、中收入国家的  
年度教育资金缺口高达1 480亿美元。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publication/simulating-potential-impacts-of-covid-19-school-closures-learning-outcomes-a-set-of-global-estimates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6-more-than-half-children-not-learning-en-2017.pdf
https://www.itu.int/zh/myitu/Publications/2020/12/01/14/23/How-Many-Children-and-Youth-Have-Internet-Access-at-Hom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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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型技术公司的力量，以期共同推动教育系统实
现数字化转型。

繁荣发展

50. 青年提出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获得可持续的
体面工作和经济机会。COVID-19大流行对青年劳
动者和准备踏入就业市场的人、特别是女青年产
生了严重影响。太多人无奈之下进入非正规部门工
作，或从事岗位要求低于本人能力且报酬过低的工
作，由此一来，他们既不能实现抱负，也无法充分施
展潜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则因此长期陷于不
发达状况且缺乏税收收入。需要重点协助青年学习
(新)技能及提升现有技能，同时牵线搭桥，帮助走出

校园的青年顺利获得就业和创业机会。青年能否获
得体面工作还紧密系于他们未来的可持续性，包括
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努力。 

COVID-19对教育的影响

 y 在COVID-19大流行暴发一年后，全世界仍有
一半学生受到学校关闭的影响，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童婚和童工现象增加。

© 联合国照片/Rick Bajornas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s46-more-than-half-children-not-learning-en-2017.pdf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163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publication/simulating-potential-impacts-of-covid-19-school-closures-learning-outcomes-a-set-of-global-estimates
https://www.itu.int/en/myitu/Publications/2020/12/01/14/23/How-Many-Children-and-Youth-Have-Internet-Access-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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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敦促会员国在摆脱疫情的过程中，参照“不读
书不工作不受培训的人员”(“三无”人员)指标，考
虑为青年提供劳动保障，并实施宏观经济和产业
政策以提升劳动力需求。可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
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青年劳动者；减少跻身高等教
育和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包括因性别歧视或其他形
式歧视造成的障碍；扩大学徒方案以及技术和职业
培训；以及在社会对话和决策过程中听取青年的意
见。青年尤其要求促进创业，包括提供启动资金以
及商业、数字及核心的创业软技能方面的培训。为
支持各国开展努力，并推进正在实施的为青年创造
体面工作机会全球倡议，联合国将与国际金融机构
携手推出复苏晴雨表，用于跟踪从现在起到2025
年乃至以后的青年职业发展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结
果，作为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年工作
的一部分。此外，若齐心协力采用新技术，并投资
于绿色经济，到2030年就可新增2 400万个“未来
的工作岗位”。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可能办法是建
立一个目标高远的联盟，力求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
经济部门创造就业，应让未来十年中劳动力市场和

劳动力人口增长最快的20国相关部长(财政、规划、
劳工和教育部长)、青年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参
加这一联盟，并强调使妇女和女童平等获得这些
就业机会，同时促进从非正规向正规部门过渡。

B.		与后世后代团结一心

52. 投资于青年将为当代人带来重要回报，但是我
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逐渐发展。
当下针对气候、技术和发展等问题作出的决策将深
刻改变预计在本世纪末前出生的109亿人的生计，
这些人口将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53. 代际公平原则确认了对后代承担的责任，这一
原则深深植根于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并载入 
《联合国宪章》。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
年指出，当代人的“挥霍无度”正在“迅速剥夺后
代的选择权”，并呼吁采取坚决行动保护后代。此
后，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各份国际文件以及教

COVID-19对青年就业的影响

 y 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率下滑8.7%，相比
之下，年长成人的就业率下滑3.7%。

© 联合国照片/Mark Garte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24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cabine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62410.pdf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42/427&Lang=C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954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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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文组织《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宣言》均对后代
的福祉予以承认。尽管这点得到确认，但国家或多
边体系却未必采取切实措施顾及后代利益。短期考
量继续主导着决策。 

54. 本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将推动建立造福后代、
利在长远的做法。此外，我邀请各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考虑采取具体措施，在国家和全球决策中顾
及后代利益。国家一级采用何种方式由各国自行
决定，不过下文为此提出了一些方案。为了顾及后
代利益，需要作出两项调整：一是加强我们理解
和评估未来的能力，在重要政策和决策中树立长
期思维；二是构建特定论坛，并订立专门文书，力
求在各级治理工作中保护后代利益。

树立长期代际思维

55. 短期思维的诱惑力如地心引力般强大而且日益
增强。我们身处一个不断加速、瞬息万变的时代，市
场形势大起大落、政治格局风云变幻、技术发展驱
动创新，为此需要快速反应并迅速见效。与此同时，
我们进行长期思维的能力空前强大。技术、气候和
人口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实证研究的情景，可预
测直至21世纪末乃至更久以后的情况。例如我们
已经知道，若按照当前的碳排放速度，所导致的
全球温度变化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影响到地球上的
每一个人。需要用这种知识来催化行动。现在是
将长期分析、规划和思维方式置于国家治理和多
边体系的中心位置之时了。必须让我们的思维和
机构具有长期观。 

56. 联合国将审查本组织的工作，力求加强这种能
力。为此，将评估重大政策和方案对未来的影响，
召集整个联合国系统及其多边伙伴的预见和规划
专家开会商议，定期报告重大趋势和灾难性风险(

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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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同时与政府、学术界、民间社会、私营部
门、慈善机构和其他行为体等各方各界开展合作，
携手增强战略预见性、进一步防范灾难性风险，并
推动制定重视而非漠视未来的前瞻性决策。上述
工作成果将汇集于一个“未来实验室”，用于支持
各国、国家以下各级当局和其他合作伙伴增强能力
及交流良好做法，从而加强长期思维、促进前瞻行
动并提高适应能力。

代表后代利益

57. 顾名思义，后世后代无法在当前决策进程中得
到代表，也不能表明自己的需要。为将代际公平原
则付诸实践，不妨考虑设立代表子孙后代的论坛
作为其受托人，并制订文书进一步保护后世后代
的利益。 

58. 在国家一级，一些国家已经设立未来问题委员
会或任命后代问题专员，他们负责就当前决定对未
来民众的影响向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其
他国家不妨借鉴这些良好做法，建立类似的机制。
在多边层面，越来越多的会员国和倡导者提出了各

种方案，以使子孙后代在联合国系统内得到代表，
包括任命后代问题专员或监察员、设立全球未来守
护者委员会、或重新确立托管理事会的使命。我建
议在我的前任2013年提议的基础上，任命一名子孙
后代问题特使，负责协助探讨上述方案及其他方案
的可行性。特使可负责代表将在今后一百年出生的
人的利益。特使还可以支持多边体系在加强长期思
维和预见能力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过上文提到的未
来实验室开展这项努力。作为一项首要任务，特使
可与会员国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托管理事会赋予子孙
后代发言权(第五章)。

59. 会员国还不妨考虑在其宪法和国家立法框架中
体现对后代承担的义务，已有多个国家采取这项
措施。各国法院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当代青年和
后世后代的利益，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案件
中。在国际层面，不妨通过一份子孙后代问题宣言
来加强上述努力。这份宣言可以基于上文提到的教
科文组织宣言，明确规定对子孙后代承担的义务，
同时建立机制分享良好做法，并监测治理系统如何
应对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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