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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序言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为今后15年确定了新颖大胆的发展合作框架。《2030
年议程》希望保证所有人共享繁荣与幸福，同时保护地球，

夯实和平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迄今为止最普遍、最宏

大、最全面的议程，誓言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这种模式上的转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采用新的行为

方式。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关联，综合性办法、伙伴关

系、政策与行动的对接因此倍受重视。征途漫漫，《2030年

议程》必须建立在国家自主权的基础上，并且依托在国家、

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有效行动和切实调动资源。

包容性、融合性和普遍性，是这部新议程的独特印记；

软实力是实现议程的必备因素。

这正是教科文组织普遍任务的意义所在——“通过教

育、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促进建设和平、消除贫穷、

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间对话”。人权和人类尊严是本组织一切

行动的出发点，同时也是评估工作成果的标准，重点是最弱

势群体和最受排斥群体以及最落后的国家和社会阶层。教科

文组织将针对青年、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

边缘化社会和族裔群体（包括土著民众和当地社区）的具体

干预措施作为主流工作，同时将推动性别平等和支持非洲国

家列为所有计划的总体优先事项。本组织还格外重视深陷冲

突和危机的国家以及受灾国家，助其增强复原能力。

教科文组织正在尽其所能，采用创新、统筹的新方法，

支持各国实现既定目标——促进包容的全民优质教育，提倡

水资源综合管理，维护海洋的可持续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推动建设可持续城市，深化社会融合，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文化清洗”，捍卫表达自由和支

持媒体发展。

数据对于这一切至关重要。本组织负责收集并传播关于

全球指标和专题指标的数据。要审查其中多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并开展后续行动，这些指标必不可少。教科文组织着力关

注直接涉及本组织使命的9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本组织的

行动将普遍影响到各项新目标。

为支持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计划和预算，同

时也为支持后续行动和审查工作，教科文组织正在全面行动

起来。首先是在本组织的各职能领域，根据需求提供注重实

证的规范和政策咨询，并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包括在数据收

集和分析方面。此外还建立了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支持

南南合作以及北-南-南合作。我创设了2030年议程专职工作

队，在各国努力推进、落实和审查新议程的过程中，负责开

展精准、有效、协调的行动。

无论从人权、发展、还是从和平的角度来看，加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势在必行，这事关落实联合国、各国的政府

和广大公众作出的要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未来的集体承诺。

如今我们有责任不负众望，竭尽所能，履行诺言。这是教科

文组织为今天和今后若干年立下的誓言。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教科文组织
正在尽其所能，采
用创新、统筹的新
方法，支持各国实
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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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教科文组织秉承人文主义使命，动员所有合作伙伴

和利益攸关方，积极推动制定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通过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部民有、民拟和民享

的议程，着重突出了人类能力、技能和知识对于适应和应

对当前及今后种种挑战和机遇的重要意义，这其中还包含

诸多未知的挑战和机遇。议程将国家自主权和国家层面

提供的支持作为确保顺利实施的基石，在千年发展目标

（MDG）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争取完成其未

竟的事业。

《2030年议程》是一份全球路线图，从战略角度与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为所有人建设可持续城市

和人类住区基多宣言》联系起来。

《2030年议程》为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

面开展的行动注入了新的动力，将各级优质包容教育作出

的重要贡献以及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重要性（可持续

发展目标4）放在最显著的位置。

《2030年议程》实现了新的突破，承认科学、技术和

创新（STI）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可持续发展

目标9）。议程在淡水（目标6）、生物多样性（目标15）

、海洋（目标14）和气候变化（目标13）等领域提出了一

系列远大目标，而这些正是本组织的主要优先事项。议程

认识到公众获取信息和记者安全问题在加速推动发展机会

以及促进良好治理与法治方面起到的作用（目标16）。议

程提出，文化是借助遗产和创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议程承认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

续城市的重要性，并且为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目标 

11）以及追回和返还被盗资产（目标16）设立了具体目

标，这其中就包括非法走私的文物。议程决心建设公正、

和平、平等、包容的社会，承认知识、遗产和多样性的价

值，提倡人权，并且极为重视性别平等（目标5）。

教科文组织正在改变工作方式，以期有效地支持会员

国落实《2030年议程》，具体方法包括：扩大多利益攸关

方伙伴关系；向着“有序融资对话”过渡，支持在筹资优

先事项和融资需求问题上开展综合统筹的参与性规划；在

落实《2030年议程》方面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密切合作；协

助公众更好地获取关于本组织各项工作的优质数据，以此

作为承诺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总干事

设立的2030年议程专职工作队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确保

教科文组织开展敏锐、有效和协调的行动，支持各国实施

和审查这部议程。

教科文组织秉承人文主义使命，动员所有合作伙伴和
利益攸关方，积极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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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的原则

《2030年议程》为今后15年确定
了新的发展合作框架，是未来所有国
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的参照点。议
程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意义重大，其
中也包括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
构。本组织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全
系统工作，力争在联合国系统内部保
持步调一致，促进协调配合。

本组织还将在全球层面并酌情在
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后续工作和审查进
程中继续起到积极作用。

教科文组织正在将《2030年议程》
的各项原则纳入其所有计划当中：

 › 可持续发展：《2030年议程》的第
一要旨是改变我们的世界，让世界走上
可持续、有复原力的道路。教科文组织
正在开展工作支持各国实现这一转折，
确保所有学习者都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
识，以便：成为负责任、保护环境的全
球公民；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制定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以及其他全球挑战；扩大信息通信技
术的获取，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确保
将文化纳入相关、有效和因地制宜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

 › 普遍性和相互依存：《2030年议
程》是一项普遍议程，反映出一个不
断变化的世界以及人们对于各种发展
挑战的新认识，这些挑战超越了国
界，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
需要用统筹、协调和连贯一致的方式

加以应对；议程强调，假如发展中国
家不能取得相应的进步，发达国家便
无法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

 › 包容（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2030年议程》坚定地致力于实现包容
（“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包括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以及在各国减少贫
困；议程要求各方高度重视支持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处于冲突和其他特殊发展境
况的国家。

 › 尊重权利：《2030年议程》是一
项尊重权利的议程，致力于在所有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中实现
所有人的人权、将性别平等主流化、
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议程重视为
政策和规范工作提供支持，以实现
《2030年议程》。

 › 消除不平等：《2030年议程》认
识到，务必要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
等问题。教科文组织通过开展以下工
作，支持各国应对不平等问题：推广
优质、包容的全民教育；缩小各国之
间以及国内的科学和知识差距；消除
技术鸿沟；制定包容的公共政策，促
进社会融合和文化间对话。教科文组
织统计研究所（UIS）还收集并传播关
于本组织专业知识领域的按性别分列
数据。

 › 国家自主权：《2030年议程》率
先提出，各国对应纳入国家规划、政
策和战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享有自主

权。支持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
主权，将是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重要任
务。为此，教科文组织将针对会员国
的多样化具体需求提供支持，同时考
虑到会员国、特别是新兴中等收入国
家（MIC）的能力差异日益增大。

 › 一体化和相互关联：《2030年
议程》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应以
统筹方式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复杂挑
战。教科文组织正在利用其多学科专
门知识和跨部门任务，采用统筹方式
在所有职能领域（教育、自然科学、
社会及人文科学、文化、传播和信 
息）着手落实《2030年议程》。本组织
还将规范工作与国家层面的业务工作
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各种工作方式
中采用统筹工作方法，并支持联合国
工作的各支柱部门加深一体化建设，
包括近期为加强人道主义—发展之间
的联系所作的努力。

 › 和平、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全
球公民：对于教科文组织至关重要的
是，《2030 年议程》认识到“没有和
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
并承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相互
尊重，确立“全球公民道德和责任共
担”。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致力于促进
国际社会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推动
建设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没有
恐惧与暴力，各级机构都能做到负责
和包容。

 › 应对危机、冲突和灾害：《2030 
年议程》强调，需要倍加关注陷于冲
突和危机局势的国家的特殊需求（在
当今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这类国家
占 33 个，人口近 9 亿），而且在众多
人道主义危机和受冲突影响情况下，
还需要应对危机的长期性，增强穷人
和处境脆弱者的抵御能力，减少他们
遭遇由气候造成的极端事件的风险。
议程还致力于弥补人道主义事业与发
展之间的鸿沟。

 › 和平、知识、科学、技术和创新
（STI）：《2030年议程》认识到以下
问题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科技和创新
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提高人们的能力，培养人们掌
握技能和知识，方法之一是为全民提
供优质终身学习机会；科技和创新；
获取信息；提供关于各项目标的优质
数据。

 ›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2030 
年议程》明确高度重视伙伴关系以及
一体化和统筹工作方法。教科文组织
作为支持《2030年议程》的多利益攸
关方伙伴关系的召集方、中间方、推
动方和实施方，将在各个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并将支持南南合作与北南南
合作，共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此
外，教科文组织正在筹备开展有序的
融资对话，这也将有助于确定多伙伴
工作方法。

教科文组织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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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的两项总体优先事项

性别平等 

推动实现关于性别平等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5

教科文组织将性别平等以及

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作为本组

织的两大总体优先事项之一。本

组织正在各项计划中实现性别平

等问题主流化，以支持落实《2030
年议程》。这些计划内容包括：

推动女童和妇女的教育；提倡妇

女从事科学事业，特别是进入决策层以及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促进女童和妇

女以安全方式获取饮用水和充足的卫生设施；促进妇女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

者；促进妇女充分参与文化生活；借助信息通信技术的力量，提倡妇女参与

媒体和增强妇女权能。教科文组织努力打击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包括校园性别暴力和紧急情况下的性别暴力。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助于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5。教科文组织还支持各国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各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主流工作，方法之一是收集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教科文组织还提供

指导意见，说明在其各个职能领域内如何推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为

此，教科文组织正在强化与其他联合国实体以及国家和地方合作伙伴（包括

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建立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支持落实

《2030年议程》。 

非洲

教科文组织《非洲优先业务战略》 

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保持

一致，同时充分吸收了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的内容。此外，教

科文组织《非洲优先业务战略》

还符合非洲对于《2030年议程》所

持的官方立场——非洲共同立场

（CAP），后者着重关注的六大支

柱均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

（i）结构性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

长；（ii）科学、技术和创新；（iii）
发展以人为本；（iv）环境可持续性、自然资

源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v）和平与安全；

（vi）融资和伙伴关系。

这项战略对接将使教科文组织可以扩大在非

洲境内以及有利于非洲的行动范围，提高各个部

门、机构和专门网络的敬业精神，进一步调动战略和融资合作伙伴等外

部行为者。非洲是教科文组织的总体优先事项，在落实教育、科学、文

化、传播和信息等相关计划（见下文详述）时，将重点关注非洲国家。

教科文组织与非洲各界利益攸关方携手合作的能力，可以在地区及国际

层面促进南南合作与北南南合作，将是推动实施《2030年议程》的一项

重要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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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before has inequality been so high on the agenda 
of policy-makers worldwide, or such a hot topic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ore journal articles are being 
published on the topic of in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This Report draws on the insights of over 100 social 
scientists and other thought lead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cross various disciplines, to emphasize 
transformative responses to inequality at all levels, from 
the grass roots to global governance. It concludes that: 

•  Unchecked inequality could jeopard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communities;

•  Inequalities should not just be understood and tackled 
in terms of income and wealth. They involve economics, 
politics,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al, spatial and 
knowledge-related issues;

•  The links and intersections between inequalities need 
to be better understood to create fairer societies;

•  A step change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that is 
interdisciplinary, multiscale and globally inclusive 
is needed to inform pathways toward greater equality.

In short, too many countries are investing too little 
in research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communities. Unless we address this urgently, inequalities 
will make the cross-cutting ambi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o ‘leave no one behind’ 
by 2030 an empty slogan.

The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6 was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and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and 
is co-published with UNESCO. 

The Report is available as an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at: 

www.worldsocialscience.org
en.unesco.org/wss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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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Report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 (WWAP) is hosted and 

led by UNESCO. WWAP brings together the work of 31 UN-Water Members as well 

as 38 Partners to publish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WWDR) series. 

The annual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s focus on strategic water issues. 

UN-Water Members and Partners — all experts in their fields — contribute with 

latest findings on a specific theme.

This edition of the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focuses on ‘Water and Jobs’ 

and seeks to inform decision-mak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ater community,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ter and jobs nexus fo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countries, rich and poor.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for jobs’ across economies is such that this report could 

be subtitled ‘No water - No jobs’. Indeed, a great majority of jobs are dependent 

upon water, and therefore increasingly at risk under conditions of water scarcity. This 

report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for countries to have sufficient and an adequately 

trained water-related workforce in order to seiz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maximize benefit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address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the water and jobs nexus, this 

report further reveals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water, jobs and development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pertaining to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water, employment 

polic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is publication is financ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and Regione Umbria

9 789231 001468

UNDESA, UNECE, 
UNECLAC, UNESCAP, 
UNESCW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教科文组织支持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革命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统计研究所

为支持《2030年议程》呼吁的数据革命，为确保可

持续发展计划和政策能够惠及最贫困者，教科文组织通

过统计研究所（UIS）以及各个计划部门，从概念和能

力建设两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参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

SDG）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参与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4、5、8、9、11、12、13、14、16和17的相关指标，从而

推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统计研究所还

为各方围绕专题指标达成共识以及制定和实施专题指标

作出贡献，重点是保持标准，确保国际可比性。迄今为

止，统计研究所就以下专题指标牵头开展了国际可比部

门审查：教育（通过技术合作小组和全球学习联盟）；

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通过发展统计工作伙伴关系）；

公众获取信息。此外，统计研究所正在着手制定关于科

技和创新以及文化遗产的专题指标，以及教育、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性别平等专题指标。

公平和平等问题的衡量标准格外受到关注，以期支持制

定、落实和监测旨在减少不平等和消除各种形式歧视的

相关政策。

今后，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将继续收集关

于本组织专业知识领域的按性别分列数据，并在制定、

收集和分析国际可比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能力建设和政策

发展方面提供专业知识。《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教

科文组织科学报告》、《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政府

间海洋学委员会《全球海洋科学报告》、《文化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全球报告》、《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全球

报告》、《宽带报告》和《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等教科

文组织全球监测报告将一如既往地提供分列数据，并分

析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具体目标的进展情况。

为实现关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具体目标 

6.5，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IHP）制定了跨境合作

监测方法（指标6.5.2），并支持会员国在联合国水机制

全球水监测扩展倡议（GEMI）背景下试行这些方法；国

际水文计划水资源信息网络建设系统（WINS）将为地方

和跨境决策提供支持。此外，教科文组织世界水资源评

估计划（WWAP）将配合联合国水机制工作队，合作编

写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综合报告，其中将概述所有相

关监测工作的成果，并为会员国提供政策建议，以期在

《2030年议程》的大背景下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

55
教科文组织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教科文组织为九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直接贡献

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摸底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发挥以下

重要作用，为九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显著贡献：国际

公认的全球或共同领导作用和协调作用；监测和制定基

准；开展全球宣传，维系政治承诺；领导或共同领导全球

多利益攸关方同盟；履行规范职责，提供上游政策支持和

能力建设。本组织与联合国实体以及公私部门的伙伴密切

合作，共同发挥上述作用。

如教科文组织使命宣言所述，本组织还通过开展以下

工作，促进实现关于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促进

优质教育和技能培养，协助人们实现体面就业；利用科技

扶贫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倡以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

动力；支持媒体发展和获取信息；增强复原能力，抵御气

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冲突造成的影响。

教科文组织还致力于通过开展以下工作，减少不平等

现象（可持续发展目标10）：确保所有学习者都可以获得

各级优质教育；缩小各国之间以及国内的科学和知识差

距；消除数字鸿沟；确保所有发展政策都做到包容，并尊

重文化多样性。

教科文组织提倡采用统筹方法来实现这九项可持续发

展目标，并重点关注目标17提出的以下执行手段：从多渠

道筹集额外财政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本组织的各个职

能领域支持南南合作与北南南合作；促进科学、技术和创

新方面的国际合作及其获取，包括通过支持技术促进机制

和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开展有效、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

工作，包括在数据收集和监测方面；促进政策和体制的一

致性；建立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正如本书所述，教科文组织认识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相互关联，教科文组织的行动还将促进实现其他多

项目标。

教科文组织采用统筹方法，借助其各个专业知识领域，并
与联合国实体以及公私部门的伙伴密切合作，为九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出了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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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教育系统，促进包容的优质教育，倡导全民终身学习。

教科文组织通过教育、科学、文化、 

传播和信息，促进建设和平、消除贫困、 

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间对话。

支持女童和妇女教育，支持妇女
参与科学、媒体和文化并增强她
们的权能，消除各种形式的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

通过开展水资源研究、
水 资 源 管 理 、 教 育 、
能 力 建 设 、 宣 传 和 全
球监测工作，改善供水 
保障。

通过开办全民优质教育、保护文化遗产、创新和创
意、提高环境可持续性、增强对于气候变化、灾害
和冲突的抵御能力，促进建设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

提供气候相关服务，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
着重关注（合作）创造和传播知识、政策咨询、教育、
提高公众认识和能力建设。

推广海洋科学知识，开展能力
建设，以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海洋。

培养和平与非暴力文化，防止暴力极端
主义；支持自由、独立和多元的媒体，
确保记者安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强化文化治理系统，巩固基本自由。

强化科学、技术和创新体系
及政策。

通过教科文组织园区（世界
遗产、生物圈保护区和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支
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支持管理自然资源。

通过开办全民优质教育，减少
不平等；缩小各国之间以及国
内的科学技术差距；消除技术
鸿沟；制定包容的公共政策，
其中包含文化为促进可持续发
展作出的贡献。

开展能力建设、加强多利益攸关
方伙伴关系、支持数据监测和报
告工作，从而加强执行手段。

通过以下方式增强人员能力，提
高生产力，从而消除贫困：开办
优质教育和培养技能；科学、技
术和创新；获取信息通信技术和
媒体；可持续管理陆地和海洋资
源；保护和宣传文化遗产以及文
化表现形式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7



8

包容的优质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

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牵头开展关于 

可持续发展目标4—2030年教育的 

协调和审查/监测工作， 

在国家层面支持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4— 

2030年教育

获得安全、包容和有利于健康的学习环境以及全面的性教育。

加强国家教育系统，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包
容、优质的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培
养青年和成人掌握实现就业、找到
体面工作和创业的必要技能。

通过女童和妇女教育全球伙伴关系以及
消除性别暴力等方式，支持女童和妇女
教育。

总体优先事项

传播知识和技能，以促进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并通过可持续
发展议程全球教育，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

确保包容、优质的教育和终身学习成为城市规划政策的一项
内容，以促进包容、可持续的城市建设。

气候变化教育可以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
决定，提高社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能力，增强人们的权能，使其能够采用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通过开展全球公民教育（GCED），包
括和平教育与人权教育，并在紧急情
况下开办教育，支持建设和平与包容
的社会。

借助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教育指
导委员会和地区伙伴关系机制，提供
数据，开展能力建设、监测和报告工
作，从而调动强大的全球多利益攸关
方合作。

包容、优质的全民教育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驱动力。



教科文组织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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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在2030年教育议程的制定工作中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其中内容经过提炼，单独列为关于教育问

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根据世界教育论坛（2015年5月，

大韩民国，仁川）的决定，本组织受命通过《2030年教育

行动框架》（FfA），1   牵头开展并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4—2030年教育议程的落实工作。

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计划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4及其具

体目标保持一致，重点是：（a）在国家层面支持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4—2030年教育；（b）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牵

头开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4—2030年教育的协调和监测

工作。

在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4—2030年教育时，将遵

守公平、质量、包容和性别平等原则，同时提倡创意和批

判思维。教科文组织将继续推动会员国致力于落实教育权

和终身学习概念，作为综合性全部门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

原则，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新生的社会经济挑战。这项工作

将由需求来驱动，注重成果，直接支持会员国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4以及与教育有关的其他具体目标。教科文组织

还将关注其作为专门机构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可以发

挥独特作用的其他领域。

1 2015年11月，全球教育界在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2030年教育行动框
架》。这项行动框架是由教科文组织牵头开展的一次前无古人的磋商进程得出的
成果，为各国如何落实关于教育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及其相关具体目标提出了
指导意见，并就实施、协调、监测2030年教育以及为其融资的各种方法提出了建
议，以期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包容、优质的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行动框架内容可查
阅：http://unesdoc.unesco.org/ images/0024/002456/245656E.pdf。

教科文组织将利用自身的召集能力，集中全球、地

区和国家利益攸关方，共同指导2030年教育议程的实施工

作。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调框架内，教科文组

织将起到教育问题协调中心的作用。教科文组织将召集可

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教育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多利益

攸关方伙伴关系，是协调全球教育工作的重要机构。指导

委员会的任务是向会员国提供战略指导、政策咨询和能力

建设，提出催化行动建议，倡导提供充足资金，并通过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EM）监测2030年教育目标的进

展情况。这其中包括支持会员国落实议程，引导关于可持

续发展目标4的全球宣传工作，审查和监测进展情况，协

助南南合作以及北南南合作，召开高级别的全球及地区会

议，推进2030年议程。将利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收集

和传播的数据，通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开展关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4及其各项具体目标的全球监测工作。

教科文组织认识到，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关

联，而教育是支撑各项目标的基础；教科文组织在教育

领域的工作将有助于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

以下目标：消除贫困（目标1）；健康和福祉（目标3）；

性别平等（目标5）；体面工作（目标8）；减少不平等 

（目标10）；可持续的城市（目标11）；负责任的消费和生

产（目标12）；气候行动（目标13）；和平（目标16）；伙

伴关系（目标17）。

教科文组织正在通过以

下途径支持各国落实可

持续发展目标4—2030
年教育议程：召集由

多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2030
年教育指导委员会，为

会员国提供战略指导、

政策咨询和能力建设，

提出催化行动建议，倡

导提供充足资金，借助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GEM）监测2030年教
育目标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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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科学、技术、创新和知识

通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与促进性
别平等（SAGA）项目等方式，推动妇女更
多地参与科技和创新。

通过科技和创新系统等方式，改善获取
清洁能源的机会。

加强机构和人员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方
面的能力，促进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科技和创新差
距，确保科技进步和创新全面惠及所有国家。

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生物圈保护区和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是负责任的
消费和生产方式的观察站。

借助海洋、岛屿和沿海生物圈保护区，实现海洋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支持获取科技和创新，开展有针对性
的能力建设，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
系，支持数据监测和报告工作。 

利用科技和创新，克服与贫困有关的挑
战，例如获取清洁能源、农业、卫生和
水资源服务。

围绕生命科学、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水质问
题开展研究和培训。

围绕生命科学、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水质问题开展研究和培训。 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ESD）
纳入优质教育。

总体优先事项

通过管理跨境水资源以及跨境的生物圈保护区
和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方式，促进国际
科学合作与和平建设工作。

支持包容的科学、技术和
创新（STI）系统， 加强
会员国监测和客观评估科
技和创新
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
能力。

教科文组织认定的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和 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作 为 了

解生物多样性和可
持续管理自然资源
的学习场所。

通过开展水资源研究、水
资源管理、教育、能力建
设和监测工作，改善供水

保障。

建设可持续的城市，
让供水有
保障，保
护生态系
统，并且
能够抵御
气候变化
和自然
灾害。

提供科学数据和气
候信息服务，增强
抵御气候变化和自
然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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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将缩小会员国之间在科

技和创新方面的差距，确保关于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

技进步和创新惠及所有国家，从而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可

持续发展目标10）。本组织参与技术促进机制（TFM）和

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旨在消除科技和创新方面的差距，

改善知识共享，为获取和利用重要技术打下必要的科学知

识基础（可持续发展目标9）。

《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以及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

政策工具观察站国家报告利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收集

并传播的数据，监测并评估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科技创新和工程学发展趋势。统计研究所是具体目标

9.5的相关指标的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制定一系列专题指

标，内容涵盖科技和创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 

贡献。

教科文组织着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4、5、9和17，

支持会员国为实施综合性科技和创新系统及政策营造有利

环境，提高机构和人员能力，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培养创业能力和青年就业能力。

另一方面，科技和创新必须解决具体的难题，例如气

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管理有限的淡水和矿产资源、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生态系统服务。

国际水文计划（IHP）、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以

及国际地质科学和地质公园计划（IGGP）将在以下领域重

点关注科技和创新具体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11、13
和15：淡水；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科学用于减少灾害风

险（DRR）和气候变化行动。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

（WWAP）通过出版《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WWDR），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进展情况及其与其他各项目标的关

联。

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等可持续发

展专项园区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全球网络，将支持会员国建

设有复原能力的社会，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自然资源。专注

于跨界水资源管理和教科文组织认定园区跨界管理的国际

科学合作，也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标16）。

有充分的实证证据表

明，符合伦理标准的科

技和创新是促进发展的

核心因素，但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

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国际社会才首次在全球

范围内明确承认科技和

创新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动力。这一点普

遍适用于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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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海洋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支持能力建设和 
海洋技术转让；提供关于所有海洋 
可持续性问题的规范支持和科学 

政策咨询， 其中包括污染、 
酸化、渔业和沿海生计。

   
 

在海洋科学、减少灾害风险（包括海啸）、
与海洋有关的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等领域实现
性别平等。

总体优先事项

   
 

缩小各国之间以及国内的海洋科学和知识差距，增强
各国可持续管理海洋的能力。

国际科学合作支持将海洋与气候联系起来，协助制
定减缓和适应战略。

   
 

支持海洋研究和创新，支持新兴的可持
续海洋行业。

   
 

可持续利用海洋，维护渔业、能源、旅
游业和交通运输的经济效益。

制定战略，确保可持续的海洋/陆地衔接和
保护沿海民众生计。

有的放矢地开展能力建设，加强多利
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支持数据监测和
报告工作。

   
 

开展优质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促进全球海洋监管。可持续管理海洋，维护重要的营养源。

可持续管理海洋，让海洋继续支持民众生计。

针对海洋灾害（包括海啸）发布有效预警，增强沿海城市抵御能力。通过优质教育和媒体渠道，推广以负责任的方式消费海洋资源。

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深入了解海洋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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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设立了关于海洋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其中认识到海洋科学和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的标准制定工作，对于应对与海洋可持续性有关

的所有难题或其各个方面（例如污染、海洋酸化、渔业、

沿海生计），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将在

这一认可的基础上履行其作为促进全球海洋科学合作的联

合国牵头机构的职责。除可持续发展目标14之外，还有多

项目标也有赖于海洋，特别是目标1（消除贫困）、目标

2（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目标3（人类健康）、目标8
（经济增长和生产性就业）、目标9（可持续的工业和创

新）、目标11（有抵御能力的可持续城市）、目标12（负

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变化）、目标15（生

物多样性）和目标17（伙伴关系）。要实现海洋可持续

性，离不开专业知识和普及海洋知识，因而也取决于关

于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可持续

发展目标14相关活动的社会内容对于性别平等有着重要影

响，因而也离不开目标5。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在海洋研究能力建设方面开展的工作将有助于缩小各

国之间以及国内的知识差距，从而推动实现关于消除不平

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0。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作出的贡献

将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 能力建设，特别是在海洋研究和海洋技术转让方面；

 ›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作为具体目标14.3（海洋酸

化）和14.a（能力建设）的监管机构以及作为具体目标

14.1和14.2的促进机构发挥的作用，就落实关于海洋问

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监测和报告进展情况，为各国

提供规范及有科学依据的政策咨询和支持；

 › 利用海洋观测、海洋科学和海洋服务，促进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将利用其召集能力，加强对于

2030年新海洋发展议程的支持力度，通过地区及其他附属

机构，巩固并拓展与非政府组织、地区科学组织、从业

者以及广大公众的联系。在关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

2017年联合国会议框架内，委员会将通过关于海洋事项的

联合国机构间机制开展工作，制定“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活动，以便为会员国提供技术资源，包括能力

建设以及接触供资机构的便利方法。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3的框架内，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将协调国际科学合作，确保由最佳科学知识引领人们正确

认识气候变化，并制定以海洋为基础的适应和减缓战略

来消除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委员会将通过地区网络，协

调预警工作和持续的海洋服务，以保护沿海及海上人员生

命、健康和财产；委员会将强化针对沿海社区的灾害风险

教育和筹备计划，加强科学评估，以支持环境和气候政策

及行动。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以下成果：会员国

为实现《2030年议程》，制定并落实有科学依据的政策，以

降低对于海洋危害来袭的脆弱性，全面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海洋与海洋资源，增强对于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和适应能

力，同时特别重视确保所有会员国都能够实现各自的目标。

单独设立了关于海洋

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14，其中认识到海
洋科学和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的标准制定工

作对于应对与海洋可持

续性有关的所有难题或

其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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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社会变革，建设和平、包容和尊重权利的社会

通过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国际联盟 
（ICCAR），支持参与式、不歧视、 

统筹的人类住区规划。

加强研究、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衔接，以支持 
机构和民间社会以有效、可问责和透明的 

方式参与各个层面的政策对话，包括 
通过文化和睦与青年赋权。

确保将气候变化涉及到的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纳入减缓和适应战略。

总体优先事项

通过开展研究、能力建设、政策咨询、
合作框架和宣传工作，支持性别平等以
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根据跨学科研究成果以及科学与政策
的对接，强调从基层民众到全球治理
的各个层面针对不平等问题采取具有
转型意义的应对措施。

开展能力建设，加强多利益攸关
方伙伴关系，支持数据监测和报告 
工作。

在正规及非正规教育中促进和传播有利于对话、非暴
力、文化和睦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

搭建思想论坛，着手制定标准，提供咨询意见，开展
能力建设，以应对科学进步给社会、文化、法律和道
德伦理造成的影响，包括在卫生领域。

通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对
话，调动相关知识和价值观，推
动社会了解其面临的挑战并作出
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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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议程》的社会
内容和关于社会包容、

消除极端贫困、减少不

平等、包容的城市政策

以及包容性和参与性决

策的具体目标，直接关

系到教科文组织承担的

支持会员国管理当代社

会变革的使命。

文化间对话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变革、认识人类相互交

流和相互依存的新层次与新形式以及确保社会安宁至关重

要。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取决于研究人员、决策

者、从业者和利益攸关方对于作为行动目标的社会和社

区，能否获取并分享准确的相关信息，并取决于是否建立

了协调一致的思想框架。

在会员国参与知识生产的同时，以基于人权及伦理原

则的普遍价值观和原则为指导，通过加强研究与政策的

对接来有效利用研究，可以改善注重实证的公共政策，

提升公共服务，提高公共辩论的水平。《2030年议程》及

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性，要求加强国家、地区和

国际政策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进一步拉近社会科学研究

和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来作到这一点，包括编制全

球可比数据，用于监测发展趋势、确定优先事项、评估

计划和政策。

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计划的工作重点是政

策咨询和能力建设，为支持会员国实现以下可持续发展

目标作出直接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16（具体目标16.6和

16.7）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11（具体目标11.3）。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计划还将支持会员国实现其他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多项相关具体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3、4、5、10、13和17。

图中包含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重点关

注的六个专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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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和促进者

   
 

增强妇女和女童作为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
的创造者和提供者的能力，支持她们参与
保护文化遗产和参与文化生活，从而催生
具有转型意义的社会变革。

总体优先事项

关于自然、文化、水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科文组
织文化公约支持保护环境、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沿海
地区、海洋和水产业，促进负责任的旅游业。

文化将经济和社会层面结合起来，投资发展贸易援
助，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文化和创意产业、文化旅

游业、保护遗产，是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实现创新和就业的重要动力。

   
 

文化增加了教育机会，确保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更加贴
近当地现实。优质教育应培养人们理解文化多样性，并
培养青年掌握在创意产业部门获得体面工作和实现创业
的必备知识和技能。

文化多样性和传统知识是有助于实现粮食保障和可持续耕
作的重要因素。

开展能力建设，加强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
系，支持数据收集、监测和报告工作。

文化将经济和社会层面结合起来，投资发展贸易援助，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 
文化和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保护遗产，是消除贫困、 

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创新和就业的重要动力。

在顾及文化背景的同时分享知识和技能，管理健康风险。 
采用传统卫生做法，促进民众福祉，提升优质的卫生保健。

保护和推广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 
从而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能力和 

可持续的城市。

落实各项文化公约，从而打击非法贩运文物，
保护和推广文化及自然遗产，支持文化和 

创意产业，强化基本自由和参与性 
文化治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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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助于人类发展和

社会经济发展、优质教

育、社会融合、可持续

城市、环境可持续性和

建设和平社会，因而是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和

促进者，是落实《2030
年议程》的必要因素。

响应国家和地方利益攸关方的强烈呼吁，《2030年议

程》首次将文化的作用列入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认文

化可以通过文化遗产和创意的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教科文组织文化计划直接推动实现关于建设可持续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1，特别是其中关于保护文化和自然

遗产的具体目标11.4，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支持制定相

关指标。此外，教科文组织涉及各项规范性文书（关于文

化遗产和创意问题的六部文化公约）的横向工作还支持落

实可持续发展目标2、3、4、5、6、8、10、12、13、14、 

15、16和17等其他多项目标。保护文化遗产和鼓励创造，

对于全球各地积极参与实现各项目标的社区来说至关重

要。教科文组织在紧急情况下保护文化，包括在冲突局势

下和灾后，同样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旨在

增强复原能力和促进建设和平与包容社会的目标16。

文化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倡议、世界遗产教育计划、教

科文组织遗产路线项目、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业计划和海

洋计划等旗舰业务行动和计划提供了框架和重要建议，支

持会员国将文化纳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战略和政

策。各项全球报告，特别是《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全球报

告》，提供了监测上述战略取得成效的重要信息和数据，

并用证据证明了文化通过投资创意和创新以及民间社会的

参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教科文组织文

化公约还为缔约国提出了指导方针，说明公约的落实工作

将如何惠及可持续发展，特别是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与北南南合作，提

倡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优惠待遇措施，增强国家和地方能

力，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提供政策咨询，借助广

泛的全球网络促进创新和交流，从而支持会员国落实

《2030年议程》。教科文组织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网络 

（包括世界遗产和城市）以及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UCCN）为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11搭

建起了综合平台。

如下图所示，教科文组织文化公约及其业务活动表明

了文化如何通过以下方式，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

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这是认同、创意和创

新的源泉；

• 确保教育系统适应当地需求，利用社区文化遗产，增

强实现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的相关技能，从而

促进优质教育；

• 拉近社区与建筑环境之间的联系，维持活跃的文化生

活和优质的城市环境，从而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 促进环境可持续性，这是自然环境的内在要素，有助

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无害生态的发展；

• 强化基本自由，加强参与性文化治理系统，尊重文化

多样性，

• 促进性别平等，从而建设和平社会，促进社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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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放获取计划，编写免费获取的 
教育资料，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 
课堂教学，确保通过包容性方式 

获得负担得起的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通过开放式解
决 方 案 等 方
式，支持普遍
获取信息，特
别是通过更多
地获取信息通
信技术，直接促进建设有复原
能力的基础设施和促进创新。

营 造 有 利 的 环
境 ， 确 保 公 众
获 取 信 息 和 享
有 基 本 自 由 。
确 保 媒 体 多 元
化 ， 保 障 记 者

安全，保护文献遗产，延续集
体记忆。

   
 

促进以负担得起的方式公平获取信息。
保护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支持普遍获取
数字资源和数字服务。建设多元文化知
识社会。

   
 

改善妇女的信息获取情况，为妇女赋权创造机会。在媒体机构内促
进性别平等，消除媒体内容中的性别成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增强
青年妇女的权能。

总体优先事项

通过开放式解决方案，支持青年创意
和创新，在多个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和
提出解决方案。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跨境交流，改进气候信息
交流工作，从而采取快速适应和减缓措施。

营造有利的环境，支持公众获取信息和
享有基本自由，确保媒体观点和媒体类
型的多样性，保障记者安全，增强公民
批判性评判信息的能力。保护文献遗
产，延续集体记忆。

普遍获取信息是推动公民积极谋求自身发展的工具。

支持众多利益攸关方通过开放获取和信息通信技术，开展双边及多边科学知识交流，利
用传感器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让公民了解重要的城市环境问题和风险。

表达自由和普遍获取信息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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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媒体是促进可持

续发展和推动民主的核

心力量。表达自由权是

建设自由、多元、包

容、独立的媒体环境和

实现信息自由的基础。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

播和世界各地相互连接的加强，在加快人类进步、消除数字鸿

沟和创建知识社会方面潜力巨大。”

教科文组织正在通过传播和信息（CI）计划，消除传播和

信息领域当前及新兴的全球挑战，促进创建包容性知识社会。

教科文组织强化表达自由，促进媒体发展，推动借助信息通信

技术获取信息和技术，从而支持会员国建设和平，促进基本

权利和自由，由此直接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5、8、9、 

10、11、13、16和17。

传播和媒体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推动民主的核心力量。表

达自由权和信息自由是创造自由、多元媒体环境的基础。这是

民主和良政赖以实现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公众获取信息、记

者安全问题、青年赋权、在媒体中以及借助媒体的力量促进性

别平等、媒体和信息素养、媒体多元化和多样性、获取信息和

知识以及记者职业标准都得到了促进和提高。这使得记者能够

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独立的贡献。

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有关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

的行动计划》的协调机构发挥牵头作用，与各界伙伴广泛合

作，协助确保拿出充足的应对措施保护记者，打击有罪不罚

现象。特别重视保障女记者的安全。教科文组织作出贡献的

另一种方式是普遍定期监测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核准的各项

指标，本组织是负责跟踪指标16.10.1全球进展情况的协助机

构以及普遍报告指标16.10.2的监管机构。教科文组织将为宽

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出积极贡献，促进制定政策和能力建

设，从而加强以低廉的价格普遍实现因特网接入（可持续发

展目标9，具体目标9.c）。

 教科文组织还通过落实ROAM原则，提倡关于普及因特网

的概念框架，这项原则支持具有以下特点的因特网治理活动：

立足人权；开放；人人可及；在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得到扶

植。知识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促进

学习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必要因

素，这就需要通过公平和包容的方式获取优质教育，促进终身

学习，就连边缘化程度最深的社会群体也不例外。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彼此关联的知识社会强调务必

应确保通过“开放式解决方案”促进创意和创新，增强所有人

的权能并促使其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为进一步促进青年实现

社会和经济融合，传播和信息计划将增强世界各地青年、特别

是青年妇女的权能，培养青年掌握高端技能并帮助他们树立自

信，以开发、推广和销售可以解决当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移动

应用程序（APP），并在移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提供切实可靠

的自主就业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10，具体目标10.2）。

教科文组织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支持会员国减少未就业

和未受教育或培训的青年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8，具体目标

8.6）。

教科文组织还加强了宣传和知识管理活动，确保气候变

化减缓决策方面的透明和问责（可持续发展目标13，具体目标

13.3，以及《巴黎协定》）。这项工作借助了参与式公众科学

应用，并得到了自由、独立、多元和多样化媒体的支持，媒体

报道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

最后一点，教科文组织传播和信息部门支持会员国保护世

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目标11，具体目标11.4），重点是通

过世界记忆计划保护文献遗产。传播和信息部门大力宣传保

护、传播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重要意义，文

献遗产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承载着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丰富

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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