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亿青少年的力量和未来的转型

青少年至关重要。他们很重要，因为当前共有

18亿青少年生活在这个世界，其数量规模空前。他

们很重要，因为青少年是全球未来的塑造者和领导

者。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享有与生俱来的人权，

且必须充分实现。

然而，在成年人所关注的世界中，青少年常

常被忽视。这一趋势不仅危及青少年，还会使经济

和社会陷入危险，迫切要求我们立即做出修正。有

人或许会不恰当地将青少年的庞大数量看作是一项

巨大的挑战或是对稀缺资源的消

耗，也有人会正确地将其视为人

类福祉的潜在创造者，为我们带

来历史性转变。

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

全球青少年的数量规模已达

到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将

对我们共同未来的各个方面产生

深远影响，他们也能为所有人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将产

生非常积极的效果，前提是青少

年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有机会

接受教育和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在

内的卫生服务，可以通过体面就

业等途径把握机遇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未来若干年内青少

年的数量都将不断增长并突破历史新高。如果一个

国家能够致力于满足青少年的需求，提高人们的受

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培养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

促进经济增长和生育率下降，那么在本世纪后半叶

应对该挑战或将相对更容易一些。在对青少年缺乏

关注的国家，其生育率可能将逐渐上升，青少年人

口及受抚养人口的比重将会更大。业已捉襟见肘的

教育和卫生服务将面临更多的需求压力。劳动力熟

练程度较低将导致经济受困于低价值活动及增长疲

软。性别歧视还会让所有这些问题对年轻女性和少

女来讲变得更加棘手。

威胁这一代人的各种障碍

尽管有证据表明，政府更

加重视青少年问题并成功地发起

相关公共政策倡议，但青少年整

体仍面临着许多障碍，不利于他

们安全地过渡至成年阶段并进入

劳动力市场。数千万青少年没能

上学，或者即便现在能够上学，

他们也错过了最基本的学习。就

业前景令人沮丧，加之工作机会

的匮乏或就业质量较差，导致全

球青年失业危机不断恶化。发展

中地区多达60％的青少年没有工

作或未能上学，或仅是非正规就

业。

5亿多青少年挣扎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

用不到2美元的，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永远无法摆脱

赤贫。数字鸿沟使贫穷国家的青少年无法接触到现

代经济运行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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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最好地满足青少年需求的决策过程却将青

少年的参与排除在外。例如，尽管青少年面临着较

高的贫困风险，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其国家减贫战略

和发展规划的编制完全没有青少年的参与。充分享

受所有人权仍是数百万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对人权

的严重侵犯对于许多人竟成为了常态。全球每天有

39000名18岁以下的女孩成为儿童新娘。

青少年要想充分实现其全部潜力，性与生殖

健康及生殖权利极为关键。然而，由于信息和服务

方面存在的巨大缺口，青年无法享受相应服务及权

利。尤其是青少年的机会更少，无法获取避孕及艾

滋病毒检测、咨询和护理等服务。

性别规范剥夺了年轻女性在教育、就业和医疗

保健方面的平等机会，使她们的人权更容易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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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管理

贸易开放

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

良好的治理

死亡率降低                 高生育率 死亡率降低                 低生育率

人口红利是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增加而实现的经济增长

潜力。

当一国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过渡至

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将出现年轻的

劳动年龄人口并推动经济进步。

转型早期 转型后期 人口红利的实现

基于：

青少年健康，受过教育，能

够抓住机遇；

更多的资源可用于生产性投

资；

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得以提

高；

贫困的减少。

关键投资 关键投资

以降低儿童死亡率，
通过

以增强女童赋权并给予
其选择，通过

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扩大
青少年的就业，通过

获得性与生殖健康信
息、服务和用品，包
括避孕药具

当儿童死亡率较高，生育率也往往较高，导致年
龄结构非常年轻。

当更多的孩子得以存活，家长会选择少生孩子。
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同时受抚养的青少年口
比例缩小。



犯。所谓“真男人”的规范可导致男孩发生破坏性

行为。总体来看，社会压力也是一个强大的障碍，

例如鼓励年轻的夫妇尽快怀孕生育。

国际社会已就青少年的权利达成一致承诺，但

在大多数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尚未与之保持一

致，或是赶不上青少年生活的实际变化。例如，许

多国家禁止未婚未成年人获得避孕服务。

立即行动，确保人口红利

上述障碍可能较为复杂，但都可以克服。无论

处于何等发展阶段，各国都承担着维护青少年权利

并帮助他们建立生活基础的责任，包括为他们提供

相关优质教育以及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各方面在内的

综合保健服务。青年需要有机会来谋生，并参与那

些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各个社会普遍存在不均等

问题，因此特别需要从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多个角

度展开工作，帮助边缘化群体。

对青少年进行上述投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它

也是一项明智之举，基于很多原因。例如，投资于

青少年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人口红利，有助于减

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

当前，青少年占比最大的许多国家都属于世界

上最贫穷的国家，但他们也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拐

点，有望收获可观的人口红利。一旦生育率和死亡

率下降，受扶养者数量减少，人口结构就会开始转

型，劳动力人口将成为占比较大的群体。届时，人

口红利将释放经济发展的资源，带动对更高质量的

医疗和教育服务的人均支出增长。经济增长开始腾

飞，良性循环自此开始，能力和机会将持续得到拓

展。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要想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

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人口结构转型之前或其过

程中，即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过渡至低死亡率和

低生育率的阶段内，展开适当的公共政策和投资。

然而，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截然不同，因此也不存

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

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人口结构转型阶段。

一般来讲，对于那些人口结构转型尚未开始的

国家，应逐步通过更好的健康、卫生、干净饮用水

和儿童免疫接种等方案及举措，降低儿童死亡率。

当儿童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家长将不再急于生育

更多的孩子，这通常将带动生育率的下降。对于人

口结构开始转型的国家，其死亡率逐渐下降但生育

率依然较高，应重视利用投资促进全面的性与生殖

健康服务，并通过卫生和教育增强年轻女性和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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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在人口结构转型的后期阶段，应重点促进经

济快速和包容性增长，并确保人们有机会获得就

业、信贷、金融服务和其他经济要素。由于农村地

区和城市地区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等原因，一个国

家内部也有可能同时面临人口结构转型的不同阶

段，这也强调了精心规划政策和投资的重要性。

2013年，一项针对176个联合国会员国和7个地

区的全球性调查为我们了解不同国家与人口结构转

型提供了独特视角。例如，调查发现，处于转型初

期阶段的国家，往往实施了在这一阶段极为关键的

相关政策，且尤为关注年轻女性和少女赋权。这些

国家也更加重视青少年的就业问题，甚至早在青少

年的基本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就已预作规划。但

对于没有完成学业或健康状况欠佳的青少年，就业

机会的意义不大。

这项调查也反映了许多层面上的进步，包括将

青少年列为首要政策议程，这也是朝向更多地关注

这个长期被忽视的人群所迈出的关键一步。然而，

这些成绩却落后于承诺水平。很多政策和战略因缺

乏充足的资金或无法实施而失败。无论对于青少年

还是对于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仅有承诺是不

够的。

推动后2015年发展议程为青少年发挥重要作用

自201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延续之前

的千年发展目标，它将为弥补执行差距、追求远大

目标及协助所有国家更快地实现更大福祉提供了机

遇。青少年的的需求、期望和潜力必须成为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中心，以及未来15年为实现这些目标的

所有国际和国家层面行动的核心关注。

国际社会已一致同意将尊重人权、平等和可持

续性作为后2015年议程的基础。没有青少年，上述

原则将无法实现。尤其应将青少年的关注纳入旨在

消除贫困的各项目标；确保青少年在各方面均达到

良好的健康水平；提供高质量和高度相关的教育；

扩大体面就业和生计。性别平等及妇女和少女赋权

必须作为最优先的目标。

2015年一名10岁的少年将在2030年成为一名

25岁的成人，而2030年也是实现下一代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截止时间。那些今天就已设下宏伟目标的政

府，将会使青少年的未来更加光明，让他们能够充

分地享受权利、履行承诺并实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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