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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行动进退两难：

融入还是独立？

安东尼奥·多尼尼*著／尹文娟**译

·······
·······

摘  要

本文就阿富汗危机期间原则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考察，确切地

说，是考察人道机构在何等程度上能够避免自身及其活动被公然用于实现党派

的政治目的。在简要介绍历史背景后，本文集中探讨了“协调一致”问题所引

发的紧张局面。“协调一致”是人道行动融入更广泛的政治方案的代称，此类

政治方案是由联合国以及根据联合国授权从2001年末开始在阿富汗开展行动的

联军制定的。本文的结尾就人道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阿富汗对人道行动的未来

“意味着”什么，提出了一些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国际社会应对阿富汗危机的行动长达30年，经历了冷战的结束，中亚和南

亚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混乱和改组，以及围绕全球化和证券化所确立的

霸权秩序的短暂出现（和现在可能的衰退）。30年来，失败的干预、内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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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而废的国家建设，使阿富汗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动荡，这场看不到

尽头的危机现已蔓延至周边地区。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袭后领导的干预行动

曾使人们对和平和稳定满怀希望，然而这种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普遍的沮丧和幻灭，美国式和平的幻梦很可能化为泡影。

在阿富汗动荡纷乱的近代史上，人道行动始终如一。当然，冲突性质的结

构性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应对冲突和危机的方式的普遍发展，都对人道行动产生

了影响。随着当地和国际政治背景的变迁，人道行动由盛而衰。其间既有过人

道行动极度政治化并受到人为操纵的时期，也有过相对比较易于坚持人道原则

的时期。引发危机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变动又造成大规模的人道需求。国际社会

应对此类援助和保护需求的方式，以及应对行动的变化发展，都受到通常与人

道目标相悖的政治意图的严重影响。当面临最为复杂的紧急态势时，人道行动

的空间从一开始就是由政治决定的。这种政治上的侵扰，从相对温和的做法，

到出于党派目的公然操控人道行动，不一而足。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对两个重要的教训加以反思。这两

个教训虽然一目了然，却常常受到漠视。第一个教训就是：超级大国的直接介

入与人道机构以相对坚持原则的方式处理危机的能力之间有消极关系。在阿富

汗，与政治的“高潮”（冷战及9/11之后的干预）相对应的是原则的“低潮”。

相反，超级大国对阿富汗危机的漠不关心，比如对1992年至1998年间自相残杀

式的冲突所持的态度，却使原则问题的回旋余地更大，也使联合国及其他外部

参与方有可能对其在危机国家的工作方式进行重大变革。这一定律的必然结果

就是：一旦涉及大国的主要利益，掌握政策和决策权（包括人道和人权问题的

决策权）的就不再是那些通常更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人道工作人员，取而代之

的是捐助方和联合国机关中的政客。

第二个教训是，将人道援助“手段化”以获取政治利益的这种行为本身就

违反人道原则，而且很少能够行得通。使人道原则服从于所谓的现实政治的迫

切需要，也许在短期内能有所得，但长远看来，总有一天要自食恶果。在阿富

汗，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活动和对人道援助的人为操控所造成的恶果，时至今

日依然存在。

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将应对阿富汗危机的人道行动分为四个不同阶段：

1. 从苏联入侵到纳吉布拉倒台（1979年－1992年），或者说冷战及冷战刚

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就人道活动而言，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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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非政府组织越境联合的阶段，在此期间，联合国人道机构只在必要

情况下在邻国开展行动；在第二个阶段，联合国机构进入阿富汗并第一

次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人道协调机制，虽然其在同一时期为促

成和平而进行的斡旋沿用了刻板陈旧的冷战思维。

2. 内战及军阀统治的胜利（1992年－1996年）：阿富汗的动荡局势（包括

公共机构彻底瘫痪）使提供援助的活动受阻，援助界开始进行深刻的

自我反省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在为战争推波助澜吗？)，与此同

时，他们对日渐沦为“正式谈判前的预备会议”的联合国和平进程越来

越失望。

3. 塔利班时期（1996年－2001年9月10日）：塔利班政权的崛起再次激发了

人们对人道原则的关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再次试图对国际应对行动

中的援助、人权、政治等方面的活动进行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统筹安

排（至少是在理论上）。

4. 9/11之后——从“简易建国”1到重新陷入混乱：2001年以来，阿富汗重

获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危机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仍

然表现为“原则屈服于政治”以求实现持久和平，但却徒劳无功。这一

时期由一个上升阶段和一个下降（直至陷入混乱？）阶段组成，前者充

斥着后冲突时代的花言巧语，对人道行动的需求置之不理；后者在许多

方面与苏联占领时期相似，在这一阶段，原则很难重新得到广泛认可。

上述的每个阶段都对应着一次转变：从软弱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分裂国

家；从分裂国家到失败国家；从失败国家到流氓国家；从流氓国家到贪污腐

败、四分五裂的“受保护”国。2 

阿富汗的人道行动始终被用于实现政治目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到晚期，美国及其盟友将人道援助作为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工

具，试图让苏联也打一场“越南战争”。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公然操纵人道

援助的行为司空见惯。一开始，联合国人道机构只能帮助逃到国外的难民；随

着1988年《日内瓦协议》的订立和苏联的最终撤军，联合国人道机构才终于进

1 Michael Ignatieff, ‘Nation-building lite’, in New York Times, 28 July 2002.
2 甚至可能是“自相残杀”的国家？ See Kevin Meredith, Sergio Villarreal, and Mitchel Wilkinson, ‘Afghanistan: The 
de-evolution of insurgency’, in Small Wars Journal, Octo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smallwarsjournal.com/blog/2010/10/
afghanistan-the-deevolution-of/ (last visited 8 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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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阿富汗，此时等待他们的是难以应付的局面——大量美国和其他西方政府资

助的非政府组织在向“圣战者”（抵抗运动战斗者）的指挥官提供所谓的人道

援助。3无能之人往往与无耻之徒纠缠在一起：现金的慷慨相赠，与贪得无厌的

指挥官达成的妥协，都使非政府组织难以脱身。并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不称

职或漠视原则。一些组织开展了出色的技术性工作，特别是那些医疗方面的非

政府组织。但总体而言，所有非政府组织都采取了支持“圣战者”的立场。4尽

管有些组织对违背公正原则感到担忧，但团结一致还是战胜了中立。当时，在

非政府组织的圈子里，中立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尽管困难重重，联合国还是试图引入一种更有原则的工作方式，并试图改

善援助工作中偏袒一方的局面。联合国特别协调员萨德鲁丁·阿迦·汗与冲突各

方及所有邻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人道一致”。为了表现得更加不偏不倚，并减

少驻巴基斯坦的机构（及其在三军情报局中的帮手）对援助活动的束缚，联合

国先后在伊朗、当时的苏联以及喀布尔和其它阿富汗城市设立办公室，开展援

助活动。5这样一来，联合国的活动就能跨越国境和前线，从政府控制的城市到

“圣战者”控制的区域。非政府组织基本上仍以白沙瓦（还有基达）为基地，

他们对在喀布尔设办公室的想法深恶痛绝。6捐助方若无其事地将自己的政治意

图强加于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还想这样对待联合国。在这段时期，钱来得容

易，也不用承担责任，虽然开展了行动，但对结果却是听天由命。7 

3 关于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的作用的学术分析文章在冷战期间及其后都很少见。一个例外是：Helga Baitenmann, 
NGOs and the Afghan war: the politici�zation of humanitarian aid,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1, January 1990, 
pp. 62–85. 在 1990 年至 2002 年间，只有两篇文章探讨这一问题，虽然只是约略触及：Antonio Donini, The Policies 
of Mercy: UN Coordination in Afghanistan, Mozambique, and Rwanda, Thomas J.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vidence, RI, Occasional Paper No. 22, 1996; and Nigel Nicholds with John Borton, The Changing Role of NGOs in the 
Provision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Case Study 1 – Afghanistan/Pakista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Working Paper 74, 1994. Fiona Terryʼ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Paradox of Humanitarian A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2002) 中有一个章节描述了围绕阿富汗难民问题的人为操纵及其对人道主义的影

响，该书还简要分析了非政府组织的越境“联合”时期。
4 即便是如今在实践“坚持原则的人道主义”方面已成为典范之一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并未因自己支持一方而心

存疑虑。See F. Terry, above note 3, p. 73.
5 A. Donini, above note 3, p. 35.
6 在纳吉布拉掌权的时代，没有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控制的领土上开展活动 ( 除了一个基于宗教信仰的医疗组

织——国际援助救济会 )。乐施会是第一个在喀布尔开设代表处 (1991 年末 ) 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整个战争年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只在苏联占领阿富汗初期曾中断过一段时间。
7 See Antonio Donini, ‘Principles, politics, and pragmat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Afghan crisis’, in Antonio 
Donini, Norah Niland, and Karin Wermester (eds), Nation-building Unraveled? Aid, Peace and Justice in Afghanistan, 
Kumarian Press, Bloomfield, CN, 2004, pp.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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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恶果

下面是笔者关于暴力威胁战术的个人经历：1989年秋，由贾拉勒丁·哈

卡尼率领的部队包围了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特。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要求

联合国阿富汗人道援助协调办公室先行把粮食运到城外，将平民百姓“引出

城”，这样“圣战者”就能够采取进一步攻势。大使宣称国内流离失所者纷

纷逃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并要求援助。虽不情愿，联合国还是同意对

局势进行评估。我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同事（以及一名三军情报

局的陪同人员）一道开车前往边界，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哈卡尼和他的“圣

战者”游击队员。接着我们去了他在霍斯特附近山里的基地，他从那里用火

箭弹攻城。我们提出与几个流离失所的家庭面谈，但那里并没有这样的家

庭。我们询问了一些往巴基斯坦走私木材的库奇人（游牧部落），他们也没

有见到任何流离失所者。哈卡尼向我们展示了他计划用来储存粮食的地窖，

还拿出了刚按上手印的预期受益人的名单。当时我们拒绝提供帮助，但其后

联合国却同意送几卡车小麦到哈卡尼的基地。正如一位联合国同事对此所做

的解释：“这是我们为了让美国和三军情报局高兴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

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将封锁我们进入阿富汗境内的通道”。20年后，哈卡

尼仍在活动，据说他仍得到三军情报局的慷慨捐赠。这些捐赠用以支持哈卡

尼和他的儿子们领导的“哈卡尼网络”，这个以残忍著称的组织在阿富汗东

部以及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策划实施了大量叛乱活动。

1992年4月纳吉布拉政权倒台时，阿富汗不再为公众所关注。再也没有什

么意识形态战要打了。阿富汗成了冷战的遗孤，曾经支持非政府组织跨境开展

小规模活动的政治主顾们突然对此失去了兴趣。指挥官们风光不再，成了“军

阀”。一些更加靠不住的人物，例如那些擅长利用援助活动收集情报的人，也

从阿富汗销声匿迹。说来似乎很矛盾，对联合国和从事人道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而言，提倡更有原则的工作方式反倒比以前容易了。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主流

国际机构开始在阿富汗开展活动，他们在跨境活动时期曾有意避免进入阿富

汗。如上所言，阿富汗的情况证实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当超级大国的利益牵涉

其中时，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就会受到损害。相反，当超级大国对事态不再关

注时，原则就可能得到更好地维护。还应注意到，“综合行动”作为一种应对

复杂危机的行动模式，在冷战时期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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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行动的初次尝试

随着反共斗争被时常变换盟友的激烈派别斗争所取代，援助机构开始对一

些难题进行反思。

1992年至1994年，整个人道界都开始深刻反省。援助工作的总体成果如

何？是它使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吗？援助机构是问题的成因之一，还是有助于问

题的解决？联合国总部逐渐开始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和平纲领》中阐明的“协

调一致的方式”，对联合国面临棘手危机时的整体表现加以改进，此举有助于

各方根据实地情况探索如何开展更有效、更有原则的人道行动。由于一线机构

对这场似乎没完没了的战争的挫败感（人道活动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受到

质疑），以及联合国总部对联合国应对复杂危机行动的高度关切（认为此类行

动应更加协调一致并调动整个系统的力量），《阿富汗战略框架》于1998年应

运而生。其基本设想是：通过改善联合国行动中政治、援助、人权等支柱活动

各自为政的局面，和平战略也许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这是该《战略框架》

的优点所在，但最终也因此受到谴责。

《战略框架》的目标是使人道和人权方面的关切比联合国的政治性动议更

有发言权，或者至少不相上下。援助界（包括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就开展共

同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达成了一致，其运作方式与现今的“集群系统”非

常相似。实地活动间的协调大大增强，在与塔利班就准入和接受问题进行艰苦

谈判时，援助系统组成相对统一战线的能力也大有提高。因此，综合行动或协

调一致主要发生在援助界内部。捐助方对阿富汗问题的参与仅限于提供人道援

助，这也有助于综合行动的开展：涉及塔利班公共机构能力建设的活动被明令

禁止，以免使其政权合法化。人道系统实际上通过创建自己的平行组织来应对

不断深化的危机，在这方面不仅资源匮乏，还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发展政策

并非塔利班的优先事项，他们一心要赢得战争和国际承认。

《战略框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称该文件将联合国的政治议程置于

人道和人权关切之上。一些组织，特别是人道组织中较为极端的“杜南派” (指

力图严格遵循红十字运动创始原则的那些组织)，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

《战略协议》损害了人道行为，因为该文件用一个单一的架构来指挥联合国阿

富汗行动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人道和人权。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至

少在1999年至2001年中期的这段时间是如此：因为《战略框架》包含了一套清



101

晰的原则和目标，它们得到联合国全体部门及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认同，因

此人道方面的呼声更有可能引起重视。当然，这种情形还得益于下列事实：主

要大国在阿富汗没有战略上的政治利害关系；人道行动是联合国在当地主要的

介入方式；和平进程几乎已经沦为“正式谈判前的预备会议”，交战方之间并

未进行实质性谈判。

《战略框架》有助于援助界寻求统一的工作方式来应对塔利班的限制性政

策，以及进行谈判以获准接触弱势群体（特别是“国内受困者”）。就阿富汗

的情况而言，可以说正是由于人道援助界的统一程度相对较高，以及《战略框

架》使人道机构在联合国政治部门及捐助方面前有发言权，有关原则和权利的

问题才引起各方的注意。8最终，《战略框架》的援助和政治这两个支柱活动之

间并没有什么整合。尽管《战略框架》的确是建立在“援助行动应当‘促进和

平’”这一假设之上，但由于塔利班遭到排斥，而和平进程又停滞不前，由援

助活动带来的安定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虚幻的假象。

被掩盖的原则

9/11事件之后，这一切完全变了样。无论《战略框架》曾如何促成整个援

助和保护工作在阿富汗的协调统一，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和军事风暴彻底摧毁

了。人道和人权方面的关切被弃之不顾，束之高阁。

首先，美国领导的干预从根本上改变了危机的性质。《波恩协定》及支持

该文件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使联合国及援助界开始偏袒一方。虽然对

那些获得捐助方突如其来的慷慨捐赠的援助机构而言，这种做法的影响一开始

并不明显，但对“破坏者”和“失败者”——暂时转入地下并已开始策划卷土

重来的塔利班残余力量及其他团体而言，其影响立竿见影。在阿富汗开展工作

多年并已得到冲突各方普遍接受的人道参与方，现在即便不被“失败者”当作

战时的合法攻击目标，也至少受到他们的怀疑。这是因为沉浸在波恩和平协定

8 关于《战略框架》的具体分析，见 A. Donini，前注 7，第 126-130 页，以及其中提供的参考文献。see A. 
Donini, above note 7, pp. 126–130, and the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provided therein. See also, Mark Duffield, Patricia 
Gossman, and Nicholas Leader, Review of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Islamabad,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areu.org.af/index.php?searchword=Strategic+Framework& option=com_
search&Itemid=112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On negotiations with the Taliban, see Antonio Donini, ‘Negotiating 
with the Taliban’, in Larry Minear and Hazel Smith (ed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Practitioners and their Craft,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oky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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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高涨情绪中的人道机构接受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不再需要与塔利班——

他们从前的对话者——保持对话。卡尔扎伊政府被西方支持者合法化，而捐助

方又敦促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与该政府合作。说句公道话，没有谁用得着提

醒。这种做法继而打破了接受人道活动的社会契约，通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契

约，人道机构才能在动荡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更糟糕的是，除了少数分析家之

外，所有人都接受一种对局势的判定，即阿富汗已进入“后冲突”时代，因此

不再需要人道应对。9当然，人道需求并没有消失；只不过由于对局势的定性使

得无法进行准确的分析。于是，联合国只得就这样草率放弃其直到9·11之前还在

该国拥有的强大人道能力。

其次，综合行动的重心从人道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而前者越来越从属于

后者。当时建立的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是到那时为止最具综合性的联合国特派

团。10联合国的政治、援助和人权部门全都归一名官员领导。特派团的行动体

系围绕两个密切相关的宗旨——“支持该国政府”和“任何事情都绝不能干扰

和平进程”。换句话说，政治（在这里指的是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主宰一切。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这些特点对人道行动产生了一系列影响。由于联合国的

援助部门（其中整合了原先的人道援助协调架构）缺乏决断，加上援助机构被

突如其来的资金所吸引，像淘金热一般蜂拥而至，协调实际上成了空谈。捐助

方在喀布尔开设代表处，并对己方的双边渠道和实施机构给予优待。这种局面

不仅对多边政策造成损害，还使任何试图在援助领域进行协调的努力都徒劳无

功。非政府组织之所以与联合国保持距离，或者因为他们不信任已经政治化的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或者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资金。新近涉足该领域的大量信

誉或好或坏的参与方，对联合国援助团根本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政治部门看来，塔利班时代曾作为

推动力量和协调手段的联合国人道工作却是在与建设和平的计划作对，主要是

因为人道机构力图采取一种坚持原则的工作方式，拒绝将人道行动政治化。因

此，在援助团内部及援助团之外提出保护方面的问题变得难上加难。2002年冬

天和春天，在阿富汗北部发生了大规模暴力事件，包括针对那些被认为亲塔利

9 2002 年初，一位阿富汗分析家说：“塔利班就像碎玻璃一样。你看不见它们，但一踩上去就会受伤。”（个人消

息来源）
10 这一事实得益于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被任命为秘书长特别代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卜拉希米报告》是联合国综

合特派团的规则手册。See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UN Report A/55/305 – S/2000/809 
of 21 Augus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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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社区的报复、强迫迁徙、强征入伍，以及杀害和强奸援助人员。但联合国

和联军方面既没有什么兴趣或动力承认此类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不打算是采取

行动加以制止。11 

这样做的后果现在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人道界尚存的部分，乃至更

广泛的援助界，在塔利班及其他叛乱团体看来，都是“西方阴谋”的支持者，

是贪污腐败的喀布尔政权的后盾；与此同时，喀布尔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

质疑，在首都之外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仍然非常有限。总而言之，联合国实施的

综合行动计划 (1) 使人道行动被边缘化，使其服从党派的政治意图，(2) 使援助

机构与易受伤害群体的接触变得更加困难，(3) 使援助人员面临生命危险。究其

原因，也许可以宽容地说是因为联合国的主要领导人、西方捐助者及援助机构

被9/11之后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和平似乎触手可及。但从过去到现在，无论仅就

联合国而言，还是将范围扩大到北约联军同其民事附属机构间相互协调的工作

方式，我们都有充分理由对这种综合一致的行动计划持怀疑态度。

问题接踵而至

如果我们快进到2010年，就会发现人道主义在阿富汗岌岌可危。2002年时

援助界内外洋溢的乐观情绪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即便不是不祥的预感，至

少也是越来越深的沮丧。西方集团中有不少人认为，就算不能在阿富汗试验新

的国际治理方案，至少也可以试验新的冲突解决方案。科索沃及后来的伊拉克

战争之后，一些人甚至充满激情地谈起了仁慈的新帝国主义。12在过去的9年

里，阿富汗成了“相互协调的”、“全面的”或协调一致的冲突解决方案的试

验场。我们将简要地考察联合国及联军现在各自开展的“协调一致”活动及其

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尽管联合国在2002年初就派遣了综合特派团，但联军对其各项行动的整合 

(将政治、军事及民事活动整合为单一战略) 却要晚一些。阿富汗和伊拉克 (以及

现在的肯尼亚和索马里) 成了美国及其伙伴试验各类军事、政治、援助混合模式

11 See Norah Niland, ‘Justice postpone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Afghanistan’, in A. Donini et al., above note 
7, pp. 61–83. 
12 Michael Ignatieff, Empire Lite: Nation-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fghanistan, Vintage, London, 2004.



104

人道行动进退两难：融入还是独立？

的地方。13这些活动都可以叫做“稳定”行动，开展这些行动的方式多种多样，

从军队以相对间接的方式介入 (由在一定程度上军事化的“省级重建队”负责开

展援助平民的活动) 到军队直接参与援助活动。14下面方框中所描述的军队直接

开展“人道援助”的情形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证。

“人道”染上恶名

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一份新闻稿写道：“人道行动有助于阿富汗人民

和联军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根据一项被称为‘信息行动’的战略，联军派驻阿富

汗区域安全综合司令部（北部）的顾问正在制定人道项目，这些项目的覆盖范围

甚至包括兴都库什山脉中最偏远的村庄。最近在法利亚布省和巴德吉斯省的行

动中，阿富汗国民军和联军的顾问一道……为阿富汗人民发放救济物资……阿

富汗国民军要求老人们协助其追捕反政府力量，作为对其慷慨相助的报答。”15 
“稳定行动，是军队在美国之外，同其它联邦机构、盟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合作，在处于冲突前、冲突中或冲突后的国家、灾害地区或欠发达国家开展的

人道救济行动。此类行动可包括重建安全环境和重要部门，提供援助，运送人

员，为人们提供直接的卫生保健服务，指导驻在国的军事医务人员及帮助这些

国家重建卫生基础设施。改善当地医务能力能够反过来促进政府的稳定，保障

人民的健康。新政策将军队在稳定行动中提供卫生支持的活动 (称为‘医务稳

定行动’) 升格为美国国防部的优先事项，其重要性不亚于作战行动”。16 

13 将救济及其它形式的援助纳入军事行动的做法并不少见。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曾积极参与此类行

动。大多数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在越南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都来自美国）与美国政府密切配合，他们（如

果不是有意如此的话）在无意间使自己成了美国政策在该地区的实际延伸。关于政治意图对人道活动的渗透，对

四个主要非政府组织的经验考察颇具启发性，这四个非政府组织是：Vietnam Christian Service, CARE, 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s, and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See George C. Herring,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Vietnam War’, in Peace & Change, Vol. 27, No. 2, April 2002, pp. 162–164.
14 省级重建队的构成并无单一模式。其中一些省级重建队的军事化程度较低，或像荷兰在乌鲁兹甘省的省级重建

队那样接受文职部门领导。理论上，这就意味着援助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与军事目标分离。其它一些省级重建队的

军事化程度更高、更具综合性。总的说来，省级重建队的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决策层中文职人员就越减少。

See Sippi Azarbaijani-Moghaddam, Mirwais Wardak, Idrees Zaman, and Annabel Taylor, Afghan Hearts, Afghan Minds: 
Exploring Afghan Perception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British Agencies Afghanistan Group and European Network of 
NGOs in Afghanistan, London, 2008. For a critique of the British approach, see Stuart Gordon, ‘The United Kingdom’s 
stabilisation model and Afghanistan: the impact on humanitarian actors’, in Disasters, Vol. 34, (Supplement S3), 2010, pp. 
S368–S387.
15 ‘ARSIC-N and ANA travel outside boundaries to deliver ai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Press Release, 23 December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reliefweb.int/rw/rwb.nsf/db900SID/ PANA-
7A7FC7?OpenDocument&RSS20=18-P (last visited 25 November 2010).
16 ‘New DoD policy outlines military health support in global stability missions’, Press Release, 24 Ma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health.mil/News_And_Multimedia/Releases/detail/10-05-24/New_ DoD_Policy_Outlines_Military_Health_
Support_in_Global_Stability_Missions.aspx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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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军队的话说，稳定的目标就是“建立制度、清除障碍、控制局势、重建

国家”。17实际上，这些活动指的是在那些从塔利班手中收复的或可能以其它

方式再落入其手的“摇摆不定的”或“关键性的”地区开展的一整套协调一致

的行动。理论上，一旦控制了该地区，联合国及其机构、该国政府、非政府组

织就会进入那里，他们首先开展能够快速见效的项目，然后进行更为长远的计

划，将保障人身安全的目标转变为创建更加持久的安全环境。这种工作方式建

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赢得“民心”的活动及其它援助活动能够“实现”持久

安全。这一假设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18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打包的政府”。2010年3月，联军在马尔杰 (赫尔

曼德省) 发动攻势，并在之后尝试了这种模式，却几乎以失败告终。不难理解，

各类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长期在阿富汗开展活动的组织，尽管面临

来自捐助方的强大压力，也不愿随大流参与稳定行动。援助方面的新手 (私营承

包商或营利性的“准非政府组织”，如DAI19) 则更愿意并能够冒险一试。

在阿富汗，主要捐助方（除了瑞士和印度）全都是交战国。这是前所未

有的情形。援助的军事化及其被纳入政治议程的程度达到闻所未闻的地步也就

不足为奇了。这种“协调一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由于国际社会在2002年就宣

布阿富汗进入了“后冲突状态”，双边捐助方对人道活动的兴趣和资金支持一

直非常有限。直到最近，各方还极力否认是日益加剧的危机引发了人道需求。

2010年初，除欧洲委员会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下设的相对坚持原则的分支机构 (欧

洲委员会人道援助部以及美国对外灾害援助办公室) 之外，捐助国驻喀布尔的使

馆均未设置主管人道事务的官员。20  

17 Anthony H. Cordesman, Shape, Clear, Hold, and Build: ‘The Uncertain Lessons of the Afghan & Iraq Wars’,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csis.org/publication/shape-clear-hold-and-build-
uncertain-lessons-afghan-iraq-wars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18 This is the subject of an ongoing research project co-ordinated by Andrew Wilder at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FIC): 
see Andrew Wilder, ‘A “weapons system” based on wishful thinking’, Opinion editorial, in The Boston Globe, 16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boston.com/bos¬tonglobe/editorial_opinion/oped/articles/2009/09/16/a_weapons_system_
based_on_wishful_thinking/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See also ‘Conference report: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in 
Afghanistan: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ment aid in COIN oper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ikis.uit.tufts.edu/
confluence/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34085650 (last visited 26 November 2010)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Tufts/FIC 
study on hearts and minds.
19 现在简称为 DAI 的“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c”是一家负责实施美国国际开发署多个项目的营利性公司。See 
http://www.dai.com/about/index.php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其工作方式虽与非政府组织类似，但通常都由武

装护送，这种做法模糊了非政府性的援助与军事化的援助之间的界限。
20 个人观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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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人道行动：失败的授权

考虑到捐助方同时是积极的交战国，其支持协调行动、漠视人道原则的态

度多少可以理解，但联合国的态度就令人费解了。在处理阿富汗问题时，联合

国并未以正直的中间人身份与另一方“商讨和平”，而是在政治上完全站在一

众交战国一边。联合国在处理其它的复杂紧张局势时从未如此。还有一种只出

现在阿富汗的情形，那就是联合国人道部门（人道事务协调厅）及更广泛的人

道界并未积极就准入问题与另一方进行磋商21，或公开呼吁冲突各方遵守人道原

则。这既是授权的失败22，也是领导能力的失败。23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员还兼

任主管援助事务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及联合国驻地协调员。从人道角度来看，

这种身兼数职的情形凸显了综合行动的后果：对同一个人而言，既要作为人道

原则和公正的人道行动的倡导者，同时又要作为政府及联合部队在重建和发展

问题上的主要对话者，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政府（以及主

要捐助方和联合部队本身）并不热衷于承认与冲突有关的人道危机的严重程

度，因为这样做会使那些后冲突时代国家建设的言辞更显苍白。他们也并不鼓

励联合国舍弃在政府控制的城市中享受的相对安逸，转而对实地的人道形势进

行评估。直到2010年初，人道事务协调厅和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几乎没有与另一

方进行接触。不同于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所有交战方发展关系。它是

唯一能与另一方建立些许信任的人道机构，以至于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

需要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才能开展免疫接种活动。无国界医生组织自

2009年重返阿富汗以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工作方式。24  

联合国偏袒一方的态度源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建立

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并支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及持久自由行动。这些决议

21 公平地说，还是进行了一些初步接触，但尚未取得明显成果。
22 1991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建立了人道事务部（现在的“人道事务协调厅”），该决

议特别赋予人道事务协调厅如下职责：“通过包括在必要时进行谈判等办法，积极帮助业务组织进入发生紧急情

况的地区，以便在有关各方的同意下，通过诸如在必要时建立临时救济走廊和安宁期及安宁区等其他形式，迅速

提供紧急援助。”（附件第 35 段第 4 项）。
23 关于人道领导能力（或领导能力的缺乏）的更多论述，see Antonio Donini, NGOs and Humanitarian Reform: 
Mapping Study Afghanistan Report, NGO Humanitarian Reform Consortium,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reliefweb.int/
rw/rwb.nsf/db900sid/SNAA-7WC45P?OpenDocument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24 Michiel Hofman and Sophie Delaunay, Afghanistan: A Return to Humanitarian Action, MSF, Geneva, Switzerland, 
March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publications/reports/ 2010/MSF-Return-to-Humanitarian-
Action_4311.pdf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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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提及“相互配合”，及加强联合国特别代表、外国军队及卡尔扎伊政府之

间的合作与协调。25频繁提及美国大量增派文职和军事人员的举动同联合国阿富

汗援助团的活动之间的联系，也会加深一种印象，即联合国与国际军事干预行

动及卡尔扎伊政府关系密切。此外，联合国机关上下在公开场合的表态都极不

中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都在公开场合反复

对增派部队和战争的进行表示欢迎。26经常可以见到秘书长特别代表与国际安全

援助部队的指挥官、来访的交战国部长及各种政要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2009

年10月发生了导致5名联合国工作人员遇难的巴赫塔宾馆袭击事件，联合国秘书

长却在之后对新闻界表达了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赞赏”，在许多援助人员 

(无论是来自联合国还是非政府组织) 看来，这种做法极度麻木不仁。27此类发言

成了武装反对派强调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公正性的口实，他们声称联合国

不仅未能“按照其职责和能力，发挥其作为全球性机构的作用”，还“在美国

的领导下助纣为虐”。28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此类表态严重损害了普通阿富汗人

对联合国的信任。29 

在最后的几年间，联合国在保护平民和遵守人道原则的问题上，以及在

如实反映战争对平民的影响方面，的确变得更加直言不讳。联合国还开始更加

公开地承认需要就人道准入问题进行协商，这种协商意味着要与叛乱分子进

行谈判。“和解”作为和平谈判的代名词，现已提上议事日程。但联合国的

姿态——一个支持政府、与联军结盟、安坐于政府控制的市镇里的综合特派

团——和信誉仍然很成问题。鉴于正式谈判前的预备会议，甚至是和平谈判，

现在都已经提上日程，联合国要摆脱缺乏中立、对交战方未能一视同仁而造成

的遗留影响将会非常困难。

25 See, e.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68 of 23 March 2009, S/RES/1868 (2009), para. 4(b), extending UNAMA; 
Resolution 1917 of 22 March 2010, S/RES/1917 (2010), para. 5(b), extending UNAMA; Resolution 1890 of 8 October 
2009, S/RES/1890 (2009), para. 5, extending ISAF.  
26 See, e.g., Xion Tong (ed.), ‘UN Afghanistan envoy backs call for more NATO troops’, in Xinhua, 23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10/23/content_12309531.htm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27“我对所有联合国男女同仁、志愿人道工作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包括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内的国际社会其他成

员的献身精神和忠诚不渝表示赞赏。”2009 年 11 月 2 日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Available at: http://unama.
unmissions.org/Default.aspx?tabid=1761&ctl= Details &mid=1892&ItemID=6374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28 Statement of 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5 Nov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
php?t=11606 (last visited 25 November 2010). 该发言继而哀叹：“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安理会决议提到善意、宽

容和无私”。3 月 22 日对联合国“偏袒一方的立场”发表的类似批评，see http://www.alqimmah.net/archive/index.
php/t-15269.html (last visited 25 November 2010).
29 2010 年 1 月在喀布尔对阿富汗分析家、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访问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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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道的角度看，2002年初就过早地宣布阿富汗进入“后冲突状态”并削

减联合国的人道能力，其后果现在已经显露无遗。尽管2009年初重新建立了单

独的人道协调机制（稍微脱离了综合特派团），但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工作能力

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其与有关各方谈判人道活动的准入和接受的能力也有待

考验。更糟糕的是，缺乏有关人道活动深度和广度的可靠数据和分析，而这项

工作通常由人道事务协调厅承担。如果不能全面可靠地了解在政府控制之外的

大片国土上战争对开展卫生及其它必要服务的影响，后果将极为严重——捐助

方将以此为由不愿承认有必要采取有力的人道应对行动。30更广泛的说，普通阿

富汗人（更不用说武装反对派了）难以区分人道工作者和其它援助方及政治参

与方，这种困惑使整个援助界受损。再加上援助机构只出现在政府控制的市镇

的事实，阿富汗人当然会更加认定他们偏袒一方。

因此，人道界对冲突环境下人道机构应遵循的基本行动要求并没有达成

一致看法，人道需求也不明确，环境又极其政治化，以至于援助机构迫于压力

不得不支持联军及政府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因此，塔利班及其它叛乱者既不了

解也不尊重人道原则，还将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污蔑为占领者。此外，联合部

队、主要捐助方及联合国政治部门对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充其量不过稍有兴

趣，或只是给予有限的支持，他们关心的重点是将援助活动纳入旗下并将其军

事化，如果做不到，就通过营利性实体取而代之。

在令人担忧的喀布尔市区及其它主要城市，联合国驻地和联军或私营安

全公司的驻地之间几乎没有分别；这使人们更加认定联合国与外国军队均为一

项共同计划的组成部分。身处困境的援助界隐蔽在似乎越来越高的防爆墙的后

面，31他们正在切断与阿富汗人民的联系，而后者本来是他们意欲援助的对象。

对联合国来说尤其如此。联合国的国际雇员在出行上面临极其严格的限制，外

30 这种信息真空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援助机构躲在掩体里、越来越不愿承担风险、对在不安全地区开展

的项目缺乏监督、遥控式管理等等。对援助人员的袭击已经使援助机构望而却步。除少数例外情况之外，在与武

装反对派进行接触和建立联系方面的勉强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因素。近来的信息似乎表明：对非政府组织的

活动，特别是在卫生领域的活动，塔利班并非都充满敌意，尽管他们对外国人在场可能会抱有敌意；see Leonard 
S. Rubinstein, Humanitarian Space Shrinking for Health Program Deliver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Peace Brief No. 
59, U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usip.org/resources/ humanitarian-space-
shrinking-health-program-delivery-in-afghanistan-and-pakistan (last visited 24 November 2010). 
31 这一趋势并不仅适用于阿富汗，Mark Duffield 对此进行了分析，描述了市区内的国际“封闭式社区”，设防

的援助机构驻地，以及将这些安全地点组合成国际援助“群岛”的专用运输方式。Mark Duffield, ‘The fortified 
aid compound: architecture and security in post-interventionary society’, in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 building 
(forthcomi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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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必须乘坐装甲车（除了该国中部和北部少数局势较为稳定的地区之外）；对

非政府组织而言也是一样，行动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建立

的长期关系由于高级工作人员无法探视项目活动而逐渐受损。遥控管理和监督

上的困难影响了项目的质量。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当地工作人员，但许多人并

不准备冒险与政府或联军扯上关系，这一点不难理解。简言之，援助机构偏袒

一方的态度，不论事实如此还是被看作如此，都会影响其工作的范围和质量。

毫无疑问，各方并没有设法解决亟需关注的极度脆弱群体的问题。除了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和少数其它组织，声称负有人道职责的主流国际机构（联合国和

非政府组织都是如此）变得更加不愿冒险，不愿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方法。结

果，决定他们职责范围的变成了政治和安全考虑，而非迫切的需求和拯救并保

护生命的人道需要。

结  论

在阿富汗动荡不安的近代史上，试图利用人道行动实现政治或军事目标，

或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将人道行动纳入宏大的政治计划，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

题。虽然这种综合性的或协调一致的工作方式在联合国及多数西方政府中似乎

已成为正统做法，但这种方式是否适当仍存在极大争议。当然，其效果及长远

影响是另一回事。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两个问题：人道行动是否应当与综合性的或协

调一致的冲突解决方式相联系或被纳入其中？即便没有被纳入其中，这类工作

方式对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会有何影响？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人道工

作者不应偏袒一方。他们不应对战争正义与否发表任何看法，因为这样做将有

损他们与易受伤害群体进行接触并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那么他们显然不应卷入

政治性的争议，更不用说与交战方一同行动了。中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满

足人道需要的一种手段。如果并非基于需求，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意图在稳定

活动中使用“人道”一词，这种做法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人道援助人员如被视

为与交战方有关联，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在实践中，如今在阿富汗只有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和少数“杜南派”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紧急情况救助协

会、团结组织）有资格被称为坚持原则的人道工作者。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身兼

多职，他们承担一系列救济和/或发展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交战国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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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即便不是为省级重建队那样的军事/援助混合机构工作，也会配合政府实

施各项政策活动。至于联合国机构，他们在人们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和公

正的形象，更不用说中立了。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更为复杂，牵涉到开展实地行动的军事、政治、援

助实体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中的政治经济学。联合国支持（并被视为如此）美

国领导的联军的干预行动；不问是非地支持卡尔扎伊政府，在对待交战方的态

度上无中立可言。因此，联合国的人道行动能力非常有限，而其与综合特派团

的关联又进一步削弱了它的人道能力。如上所述，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

实施各项方案，或者至少是被视为支持政府的国际势力的一部分。与其它冲突

局势不同的是，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取得了人道方面的成就。至于双边

捐助方，他们将“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当作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强力推进

器。因此，稳定行动间接地影响了人道主义，因为稳定行动是资金的来源，非

政府组织不得不在坚持原则和机构的生存之间进行权衡。这是“饭碗”问题：

如果非政府组织拒绝听命于稳定行动的捐助方，有关工作将会由私营承包商或

军队自己承担。

因此，即便人道机构没有参与稳定活动，这些活动也有可能对人道工作

人员的中立和公正形象造成危害。这有可能使有关人道活动空间的谈判更为艰

难，而开展这样的谈判必须取得所有交战方最低限度的接受和信任。到目前为

止，只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就准入和接受问题与塔利班开展持续对话。鉴

于联合国在综合特派团之外设有单独的人道事务协调厅（其传统职能是代表更

广泛的人道界与所有交战方就准入问题进行谈判），联合国在开展更为积极、

更有原则的人道活动方面具有一定潜力。然而，联合国很难重新确立自己在人

道领域的诚信，因为这样做必然会使联合国人道部门与联军及联合国政治部门

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如果后者继续主张人道工作者在支持政府及其政治外联活

动方面与他们“同舟共济”的话。

简言之，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与综合特派团的活动或稳

定活动分离或隔绝开来。理论上更有力的一项论据就是：这种将人道行动纳入

“协调一致”计划的做法存在缺陷。人道行动的合法性源于《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及国际人道法的普遍原则。此类原则往往与安全理事会的政

治妥协方案不完全一致；原则不一定贯穿于政治这一“可能性的艺术”之中。

将一项合法性源于《联合国宪章》（或《世界人权宣言》）的职能纳入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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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理会的政治妥协所建立的管理架构，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而且阿富汗

的情况已经表明这种做法的效果事与愿违。

关于将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与政治和稳定方面的工作方式更好地隔离开来 

(如果做不到彻底分离的话) 的问题，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人道议程上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杜南派”人道组织对综合行

动即便不是充满敌意，至少仍持审慎态度。某些人道组织 (如：无国界医生组

织) 现已正式退出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的人道协调机构，原因正是由于坚持原则

的人道行动与政治活动被视为一体。总的说来，综合行动计划或协调一致的计

划并未促进人道主义：这种做法模糊了界限，损害了各方对人道活动的接受，

使人道机构与易受伤害群体的接触更加困难，并使援助人员身处险境。32 

32 费恩斯坦国际中心就当地对援助机构工作的看法进行了考察，在题为“人道议程 2015”的研究项目中记录

了 “协调一致”问题在 13 个国家的情况。All the studies are available at fic.tufts.edu. The final report, A. Donini et 
al.,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arian Enterprise, 2008, is available at: https://wikis.uit.tufts.edu/confluence/display/FIC/
Humanitarian+Agenda+2015+–+The+ State+of+the+Humanitarian+Enterprise (last visited 8 December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