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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新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1 

 

各位阁下、尊敬的来宾，朋友们， 

很荣幸与大家一起纪念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杰出的全球领袖、倡导

者和楷模。 

我感谢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给我这个机会，并赞扬基金会努力使

曼德拉的愿景长存。我对津姬·曼德拉大使本周早些时候英年早逝，向

曼德拉家人以及南非政府和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愿逝者安息。 

我有幸与纳尔逊·曼德拉见过几次面。他的一言一行皆体现了他的

智慧、意志和同情，令我永世难忘。 

                                                        
1 本文是作者 2020 年 7 月 18 日在曼德拉国际日的致辞。（https://www.un.org/sg/zh/content/ 

sg/statement/2020-07-18/secretary-generals-nelson-mandela-lecture-%E2%80%9Ctackling-

the-inequality-pandemic-new-social-contract-for-new-era%E2%80%9D-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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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我拜访了罗本岛囚禁曼德拉（马迪巴）的牢房。我

站在那里，透过牢房铁栏向外望去，再次被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无法估

量的勇气所折服。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 27 年，其中 18 年在

罗本岛。但他从未让这段经历束缚自己的境界或人生。 

纳尔逊·曼德拉超越了羁押他的禁锢者，解放了数百万南非人，成

为全世界的精神源泉和现代偶像。 

他毕生致力于与不平等作斗争，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

达到危机程度，对我们的未来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今天，值此马迪巴诞辰日之际，我要谈一谈如何在不平等现象许多

相互强化的链条和层级摧毁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前消除它们。 
 

亲爱的朋友们，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将这种不公正现象置于聚光灯下。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经济状况急遽恶化。 

我们已被微小的病毒击倒。 

这场大流行病疫情暴露了当今社会的脆弱性。 

它暴露了我们几十年来忽视的风险：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社会保障

欠缺，结构性不平等，环境退化乃至气候危机。 

各个地区在消除贫困和缩小不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仅在短短几个

月内就倒退了好几年。 

病毒对最弱势群体 — 贫困者、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和既有疾病患者

— 构成的风险最大。 

一线医疗工作者首当其冲，仅在南非就有四千多人感染。我向他们

表示敬意。 

一些国家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被放大，私立医院、企业乃至个人都在

囤积大家迫切需要的宝贵物资。一个不平等的悲剧性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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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殃及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中小型

企业及负责照顾他人的护理人员（主要是女性）。 

我们遭遇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以及自

1870 年以来最广泛的收入崩盘。 

也许还会有一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我们还可能看到史无前例的饥

荒。 

COVID~19 像是一张 X 光片，它使我们所建立的社会脆弱框架中

的裂痕一览无遗。 

它揭露了无处不在的谬误和谎言： 

自由市场可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健的谎言； 

无偿护理不是工作的虚构； 

我们生活在后种族主义世界的错觉； 

我们大家同舟共济的神话。 

因为虽然我们都漂浮在同一片海洋上，但很明显，一些人乘坐着超

级游艇，而另一些人则紧紧抓住漂移的残骸。 
 

亲爱的朋友们， 

不平等是当今时代的典型特征。 

超过 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收入和财富日趋不平等的环境中。世

界上最富有的 26 个人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财富。 

但收入、薪酬和财富并不是衡量不平等的唯一标准。人们的生存机

会取决于他们的性别、家庭和族裔背景、种族、残疾状况和其他因素。 

世世代代的多种不平等现象相互交织、彼此加强。数百万人出生时

的环境基本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和期望。 

因此，不平等现象有悖于人类发展 — 对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利。我

们都要承受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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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与经济不稳定、腐败、金融危机、犯罪率上升和

身心健康状况不佳相互关联。 

歧视、虐待和缺乏机会诉诸司法是许多人特别是土著人民、移民、

难民和各类少数民族遭遇不平等的典型特征。这种不平等是对人权的直

接践踏。 

因此，纵观历史，消除不平等一直是促进社会正义、劳工权利和性

别平等的推动力。 

联合国的愿景和承诺是，食品、医疗保健、水和卫生、教育、体面

工作和社会保障不是卖给有负担能力者的商品，而是人人有权享有的基

本人权。 

我们无时无处不在致力于减少不平等。 

这一愿景在今天与 75 年前同等重要。 

这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要素，也是我们商定的共

同蓝图，即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所体现的在一个健康地球上实现和平与繁荣。 
 

亲爱的朋友们， 

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世界各地许多人已经知道，不平等

正在断送他们的生存机会和机遇。 

他们看到了一个失衡的世界。 

他们感到被抛在后面。 

他们看到经济政策将资源输送到少数特权阶层手中。 

各大洲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 

居高不下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就是一个共同肇因。 

为最近两场社会运动推波助澜的愤怒情绪表明人们对现状的极度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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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妇女都呼吁终止性别不平等的最严重范例之一：即有权势

男性对仅尝试做好工作的妇女实施暴力。 

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反种族主义运动从美国蔓延到世界各地也

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受够了： 

受够了以肤色判断是否犯罪的不平等和歧视； 

受够了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和系统性不公正。 

这些运动直击当今世界不平等的两个历史根源：殖民主义和父权

制。 

几百年来，全球北方特别是我们欧洲大陆，通过暴力和胁迫，对全

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实施了殖民统治。 

殖民主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造成严重不平等，包括邪恶的跨大

西洋奴隶贸易和南非这里的种族隔离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是在平等和人类尊严的新全球共识基础

上创建。 

非殖民化浪潮席卷全球。 

但我们不要蒙骗自己。 

殖民主义的遗毒仍在回荡。 

我们可从经济和社会不公正以及愈演愈烈的仇恨犯罪和仇外心理，

以及持续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中窥见一斑。 

我们可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看到这种情况。殖民化经济体面临更大风

险，有可能陷入原材料和低技术产品生产的困境，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

义形式。 

我们还可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看到这一点。 

非洲是一个双重受害者。其一，非洲成了殖民计划的目标。其二，

非洲国家在国际机构中没有得到充分代表权，这些机构都是在第二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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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战后成立的，当时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获得独立。 

70 年前名列前茅的国家拒绝考虑进行必要的改革，改变国际机构

中的权力关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各理事会的组成和

投票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平等始于顶层：即全球机构。消除不平等必须首先改革全球机构。 

我们绝不能忘记当今世界不平等的另一个重大渊源：几千年的父权

制。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男性主导、充斥大男子主义文化的世界中。 

妇女仅仅因为是女性，其境况无论在哪里都比男性差。不平等和歧

视现象比比皆是。暴力侵害妇女包括杀害妇女行为与大流行病疫情一样

无处不在。 

在全球范围内，妇女仍然被排除在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职位之

外。妇女占世界领导人的人数比还不到十分之一。 

性别不平等殃及每个人，因为它使我们无法从全人类的智慧和经验

中获益。 

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一名自豪的女权主义者，已将性别平等作为首

要任务，联合国最高职位目前已实现性别均等。我敦促各类领导人也这

样做。 

我很高兴地宣布，南非的西亚·科利希是我们联合国聚光灯倡议

的新的全球倡导者，该倡议致力于让其他男子参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的全球祸害。 
 

亲爱的朋友们，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和趋势。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确推动了收入和繁荣的巨大增长。 

十多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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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扩大也造成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所未有的改变。 

1980 年至 2016 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 1％人口占据了累计总收入

增长的 27％。 

低技能工人受到新技术、自动化、制造业离岸外包和工会组织消亡

的冲击。 

减税、避税和逃税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企业税率有所下降。 

这使得投资于能够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各类服务（即社会保障、教育、

医疗保健）的资源数额出现下滑。 

新一代不平等现象超越了收入和财富范畴，涵盖了在当今世界成功

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深层差距在婴儿诞生前就有端倪，并界定了生存和早亡。 

在人类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50％以上的 20 多岁年轻人都能接受

高等教育。而在人类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一数字仅为 3％。 

更令人震惊的是，20 年前出生在人类发展水平偏低国家的儿童中，

大约 17％的人已不在人世。 
 

亲爱的朋友们， 

展望未来，两个巨大的转变将对 21 世纪产生极大的影响：气候危

机和数字转型。两者都可能进一步扩大不平等。 

当今技术和创新中心的一些动态令人极度担忧。 

这一极为偏重于由男性主导的技术产业不仅没有利用世界上另一

半的专长和视角，还在使用可能进一步加深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算

法。 

数字鸿沟扩大了从识字到医疗保健、从城市到农村、从幼儿园到大

学等社会和经济鸿沟。 

2019 年，使用互联网的人在发达国家约占 87％，而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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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19％。 

我们恐将处于一个双速发展的世界中。 

与此同时，到 2050 年，加速的气候变化将通过营养不良、疟疾和

其他疾病、移民和极端天气事件而影响到数百万人。 

这对代际平等和公正构成严重威胁。今天的年轻的气候问题抗议者

站在与不平等作斗争的前线。 

受气候破坏影响最大的国家对全球变热的作用最小。 

绿色经济将成为繁荣和就业的新源泉。但有些人会失去工作，当今

世界后工业铁锈带的情况尤为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呼吁采取气候行动，而且呼吁伸张气候公

正。 

政治领导人必须抱有更大志向，企业必须拓宽视野，各地的人民则

必须发出更大声音。 

眼前有一条更好的路，而我们必须走这条路。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不平等的程度具有腐蚀性，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有时被告知，经济增长的浪潮可以使所有船只水涨船高。 

但实际上，不平等的汹涌波涛会让所有船只折戟沉沙，葬身海底。 

人们对体制和领导人的信心正在消退。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全球

平均投票率下降了 10％。 

感觉被边缘化的人们很容易接受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的观点，

特别是那些外表或行为与众不同的人的论点。 

但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寻找替罪羊的

行为，只会在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以及在国家之间、族裔之间、宗教之

间制造新的不平等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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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是一场人间悲剧。但它也创造了一代人的机遇。 

这是一个重建更加平等和更可持续的世界的机会。 

应对这场大流行病以及之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举措，必须建立

在为所有人创造平等机会并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新社会契约”

和“全球新政”的基础上。 

这是我们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和《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各项目标的唯一途径，这些协定要解决的问题

恰恰是这场大流行病所暴露和利用的问题。 

各个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契约”将使年轻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将

确保妇女拥有与男子同等的前景和机会，并将保护病者、弱势群体和所

有少数族裔。 

教育和数字技术必须成为两个重大的推动者和均衡者。 

正如曼德拉所说，权且让我来引述他的话：“教育是我们可以用来

改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一如既往，纳尔逊·曼德拉最先这么说。 

各国政府必须优先提供从早期学习到终身教育的平等机会。 

神经科学使我们了解到，学龄前教育能够改变个人生活，给社区和

社会带来巨大效益。 

因此，当最富有的孩子接受学龄前教育的概率是最贫穷的孩子的七

倍时，出现代际不平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为全民提供优质教育，我们需要到 2030 年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教育支出增加一倍以上，达到每年三万亿美元。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所有儿童都可获得各

级优质教育。 

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只需要决定去做即可。 

随着技术改变我们的世界，仅仅掌握事实和学习技能是不够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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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需要优先投资于建设数字素养和基础设施。 

学习如何学习、适应和掌握新技能至关重要。 

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性质以及工作、休闲和其他活动之

间的关系，有些变化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2020 年 6 月在联合国启动的“数字合作路线图”彰显包容、可持

续数字未来的愿景，即到 2030 年将为其余 40 亿人联通互联网。 

联合国还启动了“Giga”项目，这是一个目标远大的项目，即让世

界上每一所学校都能够上网。 

技术可以为摆脱 COVID~19、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超级能量。 
 

亲爱的朋友们， 

人民、体制和领导人之间日益扩大的信任差距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人们希望社会和经济体系有利于每个人。人们希望自己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得到尊重。人们想要在影响其生活的决定中拥有话语权。 

政府、人民、民间社会、企业等诸方面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必须

在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基础上，将就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

结合起来。 

劳动力市场政策与雇主和劳工代表之间的建设性对话相结合，能够

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劳工代表权对于应对技术和结构转型、包括向绿色经济过渡给就业

带来的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 

劳工运动有着与不平等作斗争并争取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光荣

历史。 

将非正规经济部门逐步纳入社会保障框架至关重要。 

不断变化的世界要求制定新一代社会保障政策，并建立新的安全

网，包括全民健康覆盖和有可能实现普遍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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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并扭转包括教育、医疗和互联网接入在内

的公共服务方面长期投资不足的局面，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还不足以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 

我们需要制定平权行动方案以及解决问题和提供补救的精准政策，

以解决历史上经过社会规范强化的性别、种族或族裔不平等。 

税收也在“新社会契约”中发挥作用，包括个人和公司在内的每个

个体，都必须为此做份内之事。 

在一些国家，在税收中承认富人和有良好关系网者从国家及其公民

同胞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各国政府也应该将税收负担从工资转移到碳排放上。 

向碳排放征税而不是向人征税，将增加产出和就业，同时减少排放。 

我们必须打破腐败的恶性循环，腐败既是不平等的原因，也是不平

等的结果。腐败减少和浪费社会保障的可用资金，削弱了社会规范和法

治。 

打击腐败有赖于问责制。问责制的最大保证是构建充满活力的公民

社会，包括自由、独立的媒体和鼓励良性辩论的负责任的社交媒体平台。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没有提供重要的全球公益

物：公共卫生、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与和平。 

COVID~19 大流行让人们认识到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不幸脱节，

并认识到治理结构和道德框架中的巨大差距。 

为了缩小这些差距，并使“新社会契约”得以实现，我们需要一个

“全球新政”，以确保在国际上更广泛和公平地分享权力、财富和机会。 

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充分、包容和平等参与全球机构的基

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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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将面对更大的不平等和不团结，就像我们今天在全球应

对 COVID~19 大流行的支离破碎的策略中看到的那样。 

面对这场大流行病，发达国家为自己的生存大力投资。但它们未能

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这种危险时期所需的支持。 

以公平的全球化、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考虑

子孙后代的权利以及以人而不是以经济标准衡量的成功作为基础的“全

球新政”，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 

围绕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开展的全球协商进程清楚地表明，人们希

望有一个为其提供服务的全球治理体系。 

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全球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多边贸易体系，使发展中国家能

够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 

必须防止非法资金流动、洗钱和逃税。达成终止避税乐园的全球共

识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金融决策。在使资源从

棕色和灰色经济流向绿色、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方面，金融市场必须成

为我们全面的合作伙伴。 

对债务结构和获得负担得起的信贷渠道的改革必须创造财政空间，

使投资朝着同一方向进行。 
 

亲爱的朋友们， 

纳尔逊·曼德拉曾说：“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重

新向我们的人民传播人类团结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其存在于这个世界

要彼此提携，由于他人并与他人而存在。” 

COVID~19 大流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强化了这一信息。 

我们属于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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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么并肩而立，要么分崩离析。 

今天，在争取种族平等的示威活动中，……在反对仇恨言论的运动

中，……在人们争取权利和为子孙后代挺身而出的斗争中，……我们看

到了一场新运动的开始。 

这场运动反对不平等和分裂，并将年轻人、民间社会、私营部门、

城市、各地区和其他人团结在和平、我们的地球、正义和所有人的人权

等政策之下。这场运动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现在，全球领导人需要决定： 

我们会否屈服于混乱、分裂和不平等？ 

抑或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共同前进？ 

我们正处在局面崩溃的边缘。但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哪一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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