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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表

STOP! 女性割礼! 

引言 1 

•	首先由教师带领学生，阅读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沙漠
之花》其中的一部分，之后通过提问的方式展开讨论。引导学
生们一起共享对女性割礼方面的背景知识，以及对割礼之痛的
看法。

•	钝刀刃上传来一阵阵切割皮肉的声音。现在想来，我简直不敢
这件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好像一直在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那种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种痛苦，彷佛就像有人在
切割大腿上的肉或砍掉胳膊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切割的是整
个身体当中最敏感的部分（省略）当我清醒过来时，本以为一
切都结束了，没想到还有最可怕的部分。随着眼罩被摘下，在
我这个痛不欲生的女人面前，呈现的是一堆槐树尖锐的刺。她
们用槐树刺在伤口的肉上扎了几个洞，用白色而结实的线将伤
口缝合。我的整条腿已经没有了知觉。	 两腿之间的剧痛让人痛
不欲生，当时有一种瞬间忘记痛苦，飘浮在空中的感觉。那种
悬浮在空中，俯瞰下面世界的感觉。那个女人在缝补我的身体
的时候，可怜的妈妈用双臂抱着我。那一瞬间，我重新找回了
内心的平静。	

•	这个故事描述了什么样的场景?	
•	如果你是故事中的“我”，	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	对于这个故事里描述的现象，你有过一些相关的其他了解吗?
•	你听说过女性割礼（FGM）吗?	

引言 2

•	向学生展示非洲国家女性割礼比例的地图后，和学生一起分享
互相的想法和感受。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认识到女性割礼
问题的严重性。

•	地图上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点?	
•	地图上的数字代表什么?
•	地图上国家中占比最高的是哪个国家?听说过这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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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割礼是什么? 

•	 女性生殖器损害：女性割礼是指非医疗目的，因宗教或文化习
惯而切除部分女性部分生殖器并造成损害的所有行为。世界卫
生组织（WHO）规定的正式名称是“女性生殖器切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通称为首字母	‘FGM’。

•	 不卫生且伴有严重疼痛和出血的多种手术：仅切除女性生殖器
官阴蒂表皮的手术／去除所有表皮，阴蒂，小阴唇和大阴唇的
手术／去除生殖器的全部或部分后，只留下狭窄缝隙进行缝合
的手术等多种方式。女性割礼手术伴有严重的疼痛和出血。	

•	“割礼“是无视个人身体健康，安全和身体稳定权的行为。这
是一种接近酷刑的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侵犯生
命权的行为。”－世界卫生组织（WHO）	

2. 女性割礼是如何产生的? 

•	 4000年以来的传统：女性割礼在非洲民间代代相传数千年。确
切起源尚不清楚，目前有几种推测。	

•	 关于起源的三点推测：
①疾病预防，为婚后性生活的和睦和卫生。
②作为供奉生育之神的祭品
③标志成为一个部落的正式成员或标志成年的一种仪式。	

	+ 埃及尼罗河起源说：埃及曾经向尼罗河沿岸的自然之神献祭，
对生育之神的献祭则是切割女性生殖器并将其埋在地下或扔进
尼罗河。因此，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收获季或尼罗河发洪水期
间会进行女性割礼，当时的女性每月都会前往尼罗河。

3. 为什么要进行女性割礼? 

•	 标志成年的仪式：一些社会将女性生殖道的阴蒂看作是男人残
留在女性体内的痕迹，通过女性割礼将其去除后，就可以重生
为完整的女性。	

•	 保障婚前贞操的手段：一些社会认为，女孩接受女性割礼的
话，更有可能保持婚前贞操，即使结婚后，她们也可以作为一
个安静的女人在家里尽心尽力。从这一点来看，没有接受割礼
手术的女性是无法信赖、不成熟的。

•	 加强一夫多妻制的手段：女性割礼主要在一夫多妻制比较普
遍的非洲或伊斯兰文化圈内进行，据分析，由于在一夫多妻制
下，一个丈夫很难同时顾及多个妻子，因此从管理妻子的角度
出发，实行了女性割礼。	



SUNHAK PEACE PRIZE

3

4. 女性割礼是如何进行的呢?

•	讲述女性割礼经历	-埃及女新闻记者拉巴斯－阿吉姆
•	至今也无法忘记13岁时还是中学生时所遭受的割礼之痛，在开

罗西北部梅诺菲亚的爷爷家过暑假的某一天，婶婶对她说“去
参加婚礼，先洗个澡吧”。之后我和小2岁的妹妹一起坐上了
车，到了一家民间诊所。没有任何事前说明解释，就被领进了
只有手术台和桌子的小房间。我躺在手术台上，叔叔和婶婶等4
人抓住手脚让我动弹不得。虽然我哭闹并反抗了30分钟左右，
但我和妹妹，两表姐等4人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手术。最后爷爷
亲吻着我说“祝贺你”。

•	 做这个手术的人主要是村里的产婆：在城市虽然也有医院的专
科医生进行手术，但大部分都是由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担任。

•	 接受手术的对象是4~15岁的女孩们：女孩们从小进行割礼是作
为女性生活必需的礼仪教育，但大多是某一天突然莫名其妙地
被迫接受手术。

•	 工具主要是剃须刀、剪刀、碎玻璃、锋利的石头：一般女性割
礼没有专业医疗设备，也没有消毒，在不卫生的环境下进行，
更没有麻醉。部分地区还将采用民间疗法，利用动物的排泄物
对患处进行消毒。仪式大都在黎明前举行，这样大多数人不会
听到女孩们的尖叫。

•	 手术后：手术后，女孩们在单独安排的房间里接受治疗或休
息。但由于在此过程中不能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很多人都饱
受手术后遗症和并发症的折磨。在实行女性割礼的大部分国
家，人们认为这本身就是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为庆祝割
礼举行大规模的乡村庆典，并给接受割礼的少女们送去华丽的
衣服和礼物。	

5. 全世界有多少次女性进行了割礼手术?

•	 2亿人：全世界约有2亿女性经历了割礼（联合国2019年数据）。	
•	 每9秒1人，每天9800人：每年仍有3600万人被割礼（联合国

2019年数据）。
•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实施割礼：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资料，在非洲，
•	中东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仍然在进行女性割礼。最近移居到欧

洲、美国、南美洲等地的
•	女性割礼文化圈民族根据他们的传统也在进行割礼，因此可以

说女性割礼已经传入到欧洲
•	和美洲国家。按国家划分，索马里98%的妇女，几内亚的97%,	

塞拉利昂的90%,	埃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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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厄立特里亚的83%,	 埃塞俄比亚的74%,	 尼日利亚的25%,	
也门的19%,	伊拉克的

•	 8%接受了割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3年数据）。	
	+ 索马里女性的98%：201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15~49岁女性中有过割礼经历的占98%,	 另外对15岁以下
年龄的女孩实施割礼的现象也频频发生。尽管政府通过了《禁
止女性割礼法》，	 但在索马里保守团体和宗教团体的庇护下，
非法割礼手术仍在持续进行。目前，不断有报道在接受割礼手
术的过程中，因出血过多而死亡的事故。

•	 到2050年：全球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一出生在实施女性割礼的30
个国家。

•	这意味着5亿多名女性将面临割礼的危险。特别是，女性割礼比
例较高的索马里，

•	 2050年女性人口将比2017年增加2倍，因此，受害女性人数可
能会进一步增加。	

6. 女性割礼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	 伴随终身的各种后遗症和并发症：女性割礼手术伴随着严重疼
痛和出血，大部分的手术都是没有任何麻醉和消毒，不卫生的
情况下进行，因此后期会引发很多并发症。①大量出血导致死
亡②	伤口严重肿胀并引起炎症	③导致慢性贫血④小便延迟30分
钟或更长时间的不适⑤月经期间血液排泄不畅导致全身感染的
风险	⑥由于缺乏消毒而导致败血症和破伤风的风险

•	⑦因手术后免疫力下降而引起的各种细菌，病毒感染的危
险。⑧性行为时的痛苦与不孕问题。⑨分娩时产妇和婴儿死亡
的风险增加。

•	 精神上的后遗症：由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有麻醉进行的手
术，女性会因极度的疼痛发生休克。手术结束后，这些痛苦将
成为精神创伤，一辈子都要背负羞耻心、失落感、忧虑、失望
等情绪不安的问题。	

7. 为逃避割礼而成为难民的女性群体

•	 逃避割礼的女性：为摆脱女性割礼带来的痛苦和后遗症带来的
恐惧，逃离家园的女性正在增加。来自实行女性割礼的国家，
在欧洲申请难民的女性及女婴达25855人，其中71%	 (18500人)
因女性割礼而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UNHCR,	 2014年数据）。
主要是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几内亚、埃塞俄比亚
等国，这些国家的女性割礼比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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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礼能否成为申请难民的理由?：难民是指“因是种族、宗教、
国籍、政治意见或特定社会集团的成员而有受到迫害的危险，
须离开自己国家越过国境的人”。女性割礼是威胁生命的迫
害，因此属于难民条件，这些女性应该受到保护。但是，目前
为躲避割礼而离开家乡的女性获得难民资格并非易事。因为，
大部分难民相关人士认为“割礼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不会成
为问题”，他们认为“十几岁的少女和年轻女性已经成熟到可
以避免割礼的程度”。	

8. 废除女性割礼的努力：提高认识

•	 割礼是美好的传统?：	数千年以来，随着女性割礼的肆虐，女性
自身往往也没有意识到割礼的不合理性。甚至很多人认为，女
性割礼是纠正性知识的美好传统，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真正成
为社会的一员。	

•	 改变女性自我意识的教育：“女性割礼不是一个美好的传统，
而是残酷，不人道的暴力行为。如果不提高妇女自身的意识，
就很难打破长久以来的传统惯例。

•	 改变共同体认识的教育：实施割礼的国家的共同体认为，未经
割礼的女性是邪恶的，会向其他社会成员传播疾病。在这样的
共同体内生活的女性们不可避免地只能选择割礼。应该广泛宣
传割礼的危害，教育人们停止错误的习惯。

8. 废除女性割礼的努力：人权组织 

•	 上世纪90年代，女性割礼的暴力性才为世人所知：直到1997
年，举世闻名的时装模特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	 (出身索马
里，有割礼经历)向西方社会揭露割礼的残酷暴力之前，女性割
礼一直被认为是非洲的一种传统。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	从
1997年至2003年担任联合国消除女性割礼的特别宣传大使，强
调女性割礼是压制全世界妇女人权的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国
际问题。	

•	 全球性的废除割礼活动：通过世界性媒体报道和割礼受害者的
讲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性割礼，并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在这种趋势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沙漠之花基金
会、托斯坦等国际人权团体展开了各种根除割礼的倡议运动。	
这些人权团体站在了法律禁止割礼的前沿，提高了大多数人群
对女性割礼的认识，“不是应该遵守的传统，而是一种反人权
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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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废除女性割礼的努力：国际社会 

•	 2月6日是废除女性割礼的日子：2003年联合国将2月6日指定
为“世界女性割礼废除日”

•	 非洲联盟在法律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女性割礼：2003年7月，非
洲联盟国家政府的代表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举行会议，通过了
有关人权的《马普托议定书》，其中第5项明确规定，法律禁止
一切形式的女性割礼。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 3：“可持续发展目标”17项中的第5
个目标“实现性别平等和增进所有女性和女童的权利”的第三
个细则目标是“杜绝一切有害习俗，包括童婚、早婚、强迫婚
姻和女性割礼等。”“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5.	3”正在展开
各种活动，旨在在2030年为止废除女性割礼。	

•	 但是割礼仍然盛行：2000年以后，许多国家制定了禁止女性割
礼的法案，以共同体和领导人为中心的废除割礼宣言也从未停
止过。但仍未能完全废除女性割礼，女性割礼导致死亡的新闻
依然层出不穷。

9. 为废除女性割礼而斗争的人们

•	 华莉丝·迪里的介绍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S68O-sePk

•	 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出生于索马里的超模，曾任联合
国特别人权大使，致力于废止女性割礼。早年她离开了98%女
性都要遭受割礼的索马里，后定居在英格兰，一次偶然的机会
成为了模特。她以超模身份出现在广告和电影中，一时之间声
名鹊起，她在1997年接受《玛丽·克莱尔》	 (Marie	 Claire)	杂志
的采访时坦言，自己从小就经历过女性割礼。此后，从1997年
到2003年，她担任联合国废止女性割礼的特别宣传大使，向全
世界宣传持续数干年的女性割礼暴力性，并带头制定旨在根除
该恶习的国际法，拯救了处于割礼危机中的数亿名年轻女孩，
并于2019年荣获第三届善学和平奖。

•	“自从我开展废除女性割礼运动后，索马里的女性割礼比率从
98%下降到8%,	在整个非洲，比例从70%下降到7%.但问题是，
这一恶习仍在继续，未能根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US68O-se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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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废除女性割礼的努力：人权活动家

•	 莫莉·梅尔钦（Molly Melching）：美国人权活动家。自1974
年以来，她居住在西非塞内加尔，并组织了一个非政府组
织”TOSTAN”旨在废止女性割礼。之后，塞内加尔的许多村
庄社区都宣布终止了女性割礼。

•	“当她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她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任
何资源和帮助。当时只是迫切希望给无法上学的人提供教育机
会，并希望能够改善当地300名居民的生活。从未想象到现在这
个成就。塞内加尔近3500个村庄宣布结束女性割礼。冈比亚的
58个村庄，几内亚比绍的43个村庄，几内亚的332个村庄，马
里的7个村庄和索马里的34个村庄也加入了宣言。”	

•	拯救处于女性割礼危机的数百万非洲少女的人权运动家莫莉·
梅尔钦，在她的著作《不管黑夜有多长》一书中记载了她的故
事。	

10.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消除女性割礼? 

•	 需要所有人的关注：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各个种族和文化
为了共同生存，需要进行积极交流，女性割礼是一个全球性问
题。生活在21世纪，我们必须一起共同努力，消除威胁生命的
残酷性女性割礼。

•	 采取行动，消除女性割礼：可以与更多的人分享女性割礼的事
实和危害，并通过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努力援助女性割礼的
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