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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最近阿富汗的冲突中，中立——作为人道行动的指导原则——遭到了大
多数行动参与者的彻底摒弃。冲突一方强征援助和救援组织参与镇压叛乱的行
动，而另一方则将西方援助组织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2003年，水利工
程师里卡多·蒙吉亚因为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而惨遭杀害，这不禁让人
怀疑，在这个极端对立的环境中，ICRC是否会被看做一个中立的组织。然而，
与其摒弃中立立场，ICRC倒不如像许多其他援助组织那样，通过一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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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是冒险的举措，设法向双方展示在冲突中有个中立调停人的好处。今
天，ICRC继续为更多急需人道援助的阿富汗人提供帮助。
今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赫尔曼德省展开军事行动，一名年轻的阿
富汗人穆什塔拉克大腿中枪后来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设在马尔杰的急救
站。在简单处理伤口后，他被当地出租车送往最近的医院。出租车行驶在因布
满简易爆炸装置而满是坑洞的路上——在ICRC的请求下，这些装置被暂时解除
了引爆，最终停在了城镇入口的一处检查站前。当出租车司机与安全部队就将
病人送往审讯中心还是医院的问题争论不休时，时间已一分一秒地过去。一名
ICRC代表用手机给检查站打电话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安全考虑，但是请让病
人先接受治疗，你们可以之后再进行讯问”。最终出租司机被放行，并将病人
送至医院。尽管ICRC在阿富汗的行动与150年前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在
索尔费利诺战场上包扎伤员时设想的有所不同，但是ICRC使他的设想更加切合
于阿富汗战争的现实，想必也会得到他的认可。
ICRC有责任援助冲突受难者而无论其属于哪一方，为了获得冲突各方对此
职责的尊重，这一调整是其多年努力的巅峰之举。在搭乘出租车去医院这一事
件背后其实是功过并存的：成功之处在于说服叛军对沿途的炸弹解除引爆（尽
管只是暂时的），以及说服政府安全部队先救治、后审讯；但失败之处在于让
当地的出租车承担起首先应由军队、其次应由ICRC或阿富汗红新月会承担的职
责。ICRC的车辆因为害怕受到攻击而无法在这条路上行驶，这也证明了阿富汗
某些武装团体对于ICRC的工作以及它所代表的东西并不完全认同。
本文探讨了其中的部分成与败：自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以来ICRC所面
临的挑战，以及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第一部分分析了ICRC工作组在设法接触
该国受冲突影响地区急需援助的阿富汗人时所面临的危险，主要是因 “反恐战
争”/“反伊斯兰战争”以及反对受西方支持的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的叛军而出
现的极端对立。第二部分探讨了ICRC设法扩展在阿富汗人道空间的改革方法，
以及这样做需要承担的风险。最后一部分分析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比如国
际安全力量逐渐缩减其行动，并准备将该国交还到被指称贪污腐败、用人唯亲
的政府手中，一直不断壮大的叛军从南方迫近，北方的军阀重新获得合法地
位，以及作为其退出泥潭战略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组建、资助并装备了一支令
人印象深刻的民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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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极端之间：人道援助的工具化与彻底摒弃
2003年3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水利工程师里卡多·蒙吉亚在从坎大哈前往
提林库特途中被故意杀害，这一事件彻底震惊了ICRC。里卡多的死除了是其家
人和同僚的一场个人悲剧之外，也粉碎了ICRC长期以来的臆断——过去30年间
ICRC在阿富汗的中立地位和有效工作可以保护其代表免遭攻击。无论是下达处
死命令的人还是执行处死令的人对ICRC的工作都不陌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条
ICRC为其装配的假肢。然而，这并没能阻止他们杀害里卡多，因为他象征着被
他们认为发动了反伊斯兰战争的西方帝国主义。突然间一个沉默的协定——一
个关于了解与尊重ICRC之间关系的不成文规则——被打破了，该组织不得不质
疑：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发生的这类新型冲突里，对中立的看法是否还
能得到维持？

援助的工具化
一个不错的主意是将里卡多的死归咎于国际军事力量，齐声指责军队利用
援助作为其部分镇压叛乱战略，“模糊了”军人和人道工作者间的“界限”。
在战争中，国际军事力量毫无疑问从事了一些无原则的活动，例如穿着平民服
装并驾驶着白色汽车将自己伪装成援助工作者，在阿富汗南部散发传单，告诉
当地居民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得到“人道”援助的话，就要提供有关塔利班和基
地组织的情报，并普遍将援助作为手段以赢得阿富汗人民的民心。一名省级重
建队队员在南部地区向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发放毯子时解释说，许多军事人员
的逻辑很简单：“他们越是努力帮我们找到坏人，就能得到越多好东西”。 1平
民为援助工具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叛军对接受此类援助的村庄进行攻击，以
报复“通敌”行为；而北约军队则根据所收集的情报对那些被认为藏匿了叛军
士兵的村庄进行轰炸或突袭，同时少量发放“好东西”。合法援助组织也受到
怀疑——有好几次，在ICRC工作人员探访该地区后不久即发生了逮捕、轰炸或
销毁罂粟事件，于是，ICRC就被指责给联军报信。虽然，从本质上讲，军队参
与援助行动也无可厚非，但是援助工具化却已玷污了“人道”援助的形象，并
且变成了一种战争武器。
1
Kim Sengupta, ‘Aid workers feel the fatal chill of new Cold War’, in The Independent, London, 10 May 2004. 省级重建
队 (PRTs) 将民事与军事资源结合起来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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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援助
但是杀害里卡多并不属于“界限模糊”和认错人的情况。塔利班指挥官毛
拉·达杜拉完全没有搞错，他的确是下令对一名平民人道工作者而不是一名士
兵、军事承包商或间谍行刑。 2里卡多的遇害预示着一个更严重、更潜在的威
胁——如果彻底摒弃了普遍的人道规则以及对其拥护者的尊重，那么再怎么与
军队撇清关系也无济于事。在塔利班时代（1996-2001年），尽管困难重重，但
ICRC已设法为其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开展工作谈判了一个可接受的最低条件，
而且也没有成为袭击的目标。然而，正是“反恐战争”让一代本不至形成极端
穆斯林思想的穆斯林人变得十分激进。入侵伊拉克；在阿富汗、伊拉克、古巴
和其他地方的关押场所侮辱穆斯林教徒；巴勒斯坦人持久的困境；造成平民伤
亡、残疾的空袭；以及当地人对阿富汗政府与驻阿联军行为的不满，所有这些
都授伊斯兰教主义者以口实，并导致反对西方世界的情绪高涨。
这种激进情绪已经逐渐改变了无论从文化、政治还是经济上在西方世界都
已根深蒂固的主流援助组织的形象——它们已从温和的异教徒变成了西方帝国
主义的代理人，正在传播着与传统伊斯兰思想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西方援助组
织对歧视妇女与民族、宗教的少数群体等问题必定持不同意见，尽管这已不是
个新问题，但它们却要对近来观念向不利于它们的方向转变承担责任，它们中
绝大多数都摒弃了将中立作为其人道行动的指导原则，而是根据“合法”一方
的政治与军事目标提供援助。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那个令人情绪高涨的时期，
它们不加批判的接受了“后冲突”和“稳定性”的论调，声称已不需要人道援
助，因而也不再需要相关的指导原则。绝大多数组织都欣然承担起“冲突后”
的重建和发展工作，并且参加了政治计划，使政府在全国更具合法性。中立的
方法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过时的”，甚至在这些新型冲突中，从道德上
都是有争议的；而一种建设国家的政治—军事—“人道”的综合方法则被认为
是未来的出路。 3ICRC的工作与主流论调相悖，并强调继续需要名副其实的人道
援助，但这些努力并未得到重视。的确，正如在2008年4月，联合国阿富汗援助

2

尽管从未得到确认，但是普遍认为下令对里卡多行刑的是在卫星电话另一端的毛拉·达杜拉。达杜拉是塔利班军队
中一个特别残忍的前线指挥官，也是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组建的领导理事会成员，他以奎达作为活动中心，在南
部开展行动。他于 2007 年 5 月被北约部队击毙。
3
See, e.g., Peter J. Hoffman and Thomas G. Weiss, Sword & Salve: Confronting New Wars and Humanitarian Crises,
Row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D and Oxford, 2006, p. 99; Paul O’Brien, ‘Politicized humanitarianism: a response to
Nicolas de Torrente’, in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 17, 2004, pp.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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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高级官员还提醒ICRC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说他在喀布尔的一次公开发
言中所表示出的对人道局势和冲突烈度的担忧，听上去“太过消极”。4
然而，9年来，许多组织已经不再那么乐观，它们发现，在腐败蔓生、各个
层面有罪不罚盛行、制裁增加、平民伤亡、犯罪攀升以及给塔利班和其他反对
团体提供支持完全丧失合法性的种种现象中，它们曾热切支持的政府与国际和
平建设进程已是困难重重。日益严重的不安全局势导致援助机构缩减行动或撤
离，先是从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现在甚至从西部和北部，这些机构终止了许多
活动，放弃了它们所贯彻的中立立场。就在人道需求最为迫切的时候，援助组
织却无力应对：坎大哈医院的儿科病房源源不断地从南部农村地区接收营养不
良的儿童，而援助组织却远在天边。例如，早在2010年4月，联合国几乎所有的
外国雇员都已离开坎大哈及整个南部地区 。
ICRC反复斟酌了在这种两极分化地区开展工作的方法。里卡多死后，它
立即停止了在南部冲突地区的行动，但继续探视被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关押在该
国各拘留场所的可疑塔利班分子和其他战士，建议根据国际法给予他们人道待
遇。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针对ICRC的袭击已证明，
中立不再可行，要做的是应设法更好地了解现行规则，ICRC对此并不苟同。通
过下文中进一步讨论的许多革新措施，ICRC开始向各方证明了在冲突中进行中
立调解的益处。它花费了3年时间与塔利班恢复了足够的相互信任，从而使ICRC
能够再次进出坎大哈，并开始应对叛乱与镇压叛乱行动中受害者的人道需求。
此后4年，当其他援助组织减少或被迫终止其活动时，ICRC却继续扩展其在阿富
汗的行动。
然而，正如引言中所示，冲突主要各方承认ICRC的工作，并不必然导致在
东南部农村地区活动的各小组得到安全保证。早在2003年9月，ICRC就收到了一
封塔利班的来信，信上说：“我们可以区分真正同情阿富汗人的组织和那些充
当美国傀儡的组织”，5塔利班运动已经释放了在不同场合逮捕的ICRC和反饥饿
行动组织的国际雇员，并已向这两个组织致歉。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成为安
全进入许多地区的绊脚石，也迫使须对提供补给和服务采取必要的替代手段，
例如使用当地出租车后送伤员。

4
5

ICRC 内部文件，2008 年 4 月 29 日。
内部保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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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战士
排在第一位、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潜在危险是外国战士：那些为驱除外国
“十字军”而来到阿富汗的巴基斯坦、阿拉伯和乌兹别克伊斯兰圣战者。他们
的真正人数是有争议的；举出较高的数字是为了强调不稳定的阿富汗给全球造
成的威胁，而较低的数字则是为了给出相反的印象。普遍认为靠近与巴基斯坦
交界的地区，外国人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一名塔利班教士认为，2008年3
月在赫尔曼德省的加姆塞尔区，有40%的战士是外国人，而当时一名英国官员估
计，2007年10月在整个赫尔曼德省，外国战士的比例为25-33%。 6外国战士给援
助组织造成的威胁比阿富汗叛军还要大，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无论是家庭、
部落还是宗族——都不在阿富汗，他们不需要对谁负责，也没人需要照顾。他
们唯一的目的是要与北约、政府军以及与之合作者作战。相比之下，塔利班却
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希望改善支持或想支持他们的人所面临的困境。例如，
今年年初在法里亚布省，武装反对团体出现在一些诊所，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
摧毁它们，或威胁诊所的工作人员，而是宣布他们控制了该地区，并支持这些
诊所继续工作。此外，塔利班始终在寻求国际合法性，特别是想争取阿富汗在
联合国的代表席位，而伊斯兰圣战组织并不想获得地方和国际的认可，他们只
是竭力破坏政府稳定并制造事端。因此，援助组织想请求外国战士不要攻击它
们都无从下手。就连取得联系都并非易事，就像在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基
地组织”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前，这些外国战士出现在训练营里时，也是来
无影去无踪。

不可靠的安全保证
其次，尽管塔利班无疑具有领导机构和由大多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高层成
员组成的舒拉（理事会）， 7但不清楚的是，哪些基层人员听从舒拉的指挥，
因此，也无法确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高层所提供的安全保证。指挥链的不透
明让援助组织甚至很难知道应向谁寻求“保证”。此外，作战的战士可能对家
庭、宗族、村庄、部落和商业利益有着复杂的考虑，这些都将影响到个体的行
为。正如一名塔利班成员所解释的那样：
See Tom Coghlan,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Antonio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Insights
from the Afghan Field,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9, p. 133.
7
Graeme Smith, ‘What Kandahar’s Taliban say’, in A. Giustozzi, above note 6, p. 193.
6

118

奎达和阿富汗高层塔利班成员对ICRC深表欢迎，但问题在于现场的指挥
官……（沿路上）每100米就有一名塔利班指挥官，他们中很多人彼此都不喜欢
对方。这是我们文化上的问题。如果其中一个人喜欢ICRC，那么其他人就不喜
欢，而且会制造麻烦……根本没有中央管控。8
2007年5月的事件就是安全“保证”问题的例证，当时在塔利班的一再要求
下，ICRC同意探访拉什卡尔加的一所医院，意大利非政府组织——“紧急情况
救助协会”——因与该国政府的摩擦，早在几个月前就撤出了该医院。坎大哈
办公室从塔利班相关部门获得了此次评估活动的安全保证，几周前，同样也是
这个部门允许ICRC在迈万德区从扣押者手从接收2名获释的法国人质。于是，那
次行动标志着ICRC自里卡多被杀后，第一次由公路前往坎大哈之外的地方，从
而也使其乐观的认为对拉什卡尔加的评估之行是一个更为宏伟计划的开端，从
此可以向南部受冲突影响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就在到达人质释放现场的
时候，评估组受到了火力攻击，子弹打穿了两辆汽车。神奇的是居然没有人受
伤，但是，ICRC对于塔利班与其战士沟通并对其加以控制的能力已彻底丧失了
信心。从那时起，任何关于在一线接管医院或拓展行动的想法都不复存在了。
其后，反对力量的四分五裂只是让事态更为恶化，部分原因是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在几次夜间突袭中成功暗杀了一些塔利班中层指挥官。而涌现出的新指
挥官较之旧指挥官而言，对于ICRC更是知之甚少，而且有些人表现得更为激
进。 9沿路设置更多简易爆炸装置也加大了公路出行的危险——ICRC无论驾车
去哪里，特别是为接送员工和物资从坎大哈到机场的30公里路，它都会严格遵
守其通知给所有相关联络人的紧凑时间安排。在这1小时的车程中，最好别老是
担心这样的问题，例如：炸弹埋设者的组织和技术能力如何，他们之间如何沟
通，以及谁来命令启动或关闭这些简易爆炸装置。

犯罪行为
第三重威胁来自犯罪因素：毒贩、准军阀、绑匪或地方黑手党，他们对于
一个国际援助组织在或不在某一城镇或地区开展工作是有利害关系的。鸦片种

8
9

在坎大哈进行的采访，2008 年 11 月 25 日。
G. Smith, above note 7,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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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者可能会通过制造“事故”阻碍国际援助组织出现在某些地区，而其他人可
能会决定抢劫援助机构的车辆或通讯设备，或者绑架人员换取赎金。提供免费
的医疗或其他服务可能会损害城镇中某些行业的利益，这些也会成为安全隐患
的其他动机和潜在渊源。在大量案件（甚至是最严重的罪行）中，人们都不完
全了解犯罪者是谁以及犯罪的根本原因，例如2004年在巴德吉斯省，5名无国界
医生组织的工作人员被杀一案。塔利班声称对他们的死负责，尽管证据指向当
地政府军指挥官，且动机尚不明确。 10涉及私人安保公司的事件通常也不很清
楚，有时甚至牵涉到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例如2009年7月在瓦尔达克
省，一所医院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与枪击，致使数名阿富汗人受伤。不久前，
还发生了一次令人更为费解的事件，两辆ICRC的车辆在从喀布尔到加兹尼的路
上超过了一个静止的车队，结果驶入了一个私人安保公司和未知对手的交火阵
地，但就在5分钟前，武装反对团体才保证过这条路是安全的。所做的调查也没
能弄清对方到底是塔利班、另一个武装反对团体、作为竞争对手的安保公司/民
兵，还是根本就是这家公司自己策划的袭击，目的只是证明其收取的高昂费用
物有所值。11
不安全状况极大束缚了ICRC和其他援助组织的能力，它们甚至都无法了解
在阿富汗的许多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更别说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
了。尽管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使许多援助机构被迫撤离，但ICRC的外籍员工还
能在该国北部绝大部分地区通行并开展工作。但进入南部则更加困难。关于生
活在那里的阿富汗人的境况也只能通过二手消息来源获得，包括：到诸如医院
和假肢装配中心等ICRC提供支持的医疗机构就诊的病人，ICRC卫生站的阿富汗
员工，ICRC所探视及交换了家信的被关押者的家属，以及阿富汗红新月会的志
愿者，他们在帮助与当地交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ICRC在那里
应对援助需求的能力极为有限。要想提供援助只能通过“远程控制”，通常是
通过阿富汗红新月会志愿者，将相当大的责任赋予各方都能接受的本地联系人
和当地雇员，这样有望免遭攻击。
MSF in Afghanistan, MSF leaves country following staff killings and threats,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news/country.cfm?id=2269 (last visited 2 December 2010).
11
例如，美国政府为支援美国在阿富汗供给链，签订了一份价值 21.6 亿美元的合同，一名阿富汗指挥官签订了
其中一份分包合同，在喀布尔和坎大哈间，收取每辆卡车 1500 美元的保护费。他每月保卫大约 3500 辆卡车，每
月收入约 520 万美元。See the June 2010 report by the Majority Staff of the US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 John F. Tierney (Chair), Warlord, Inc: Extortion and Corruption Along the US Supply Chain in Afghanistan,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2010, p.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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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人道空间
从远程开展援助活动远非理想情况。没人喜欢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
且在援助机构无法监督物资发放及其效果时，援助的最终用途就会出现问题。
这不仅是一个是否信任个人及其道德的问题，还是一个是否信任其有能力承受
当地压力的问题，外派员工未必遇到过这样的压力。ICRC在6个省的后送系统、
院前急救、转诊和将战伤患者送往医院都是以这种方式运行的：将伤员从沿主
要公路设置的一系列卫生站，通过经过急救培训且由ICRC付费的出租车司机网
络送往医院。冲突各方都会获知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和他们的车牌号，他们随身
携带身份证及一封信件，信上表明他们在将伤员运往医院时是在为ICRC工作。
尽管这个方案还远不够完美，但它确实为在战争中受伤的人提供了一线生机，
否则，无论是战斗员还是平民，他们都很可能遭受痛苦，乃至当场死亡。从许
多方面来看，这项举措将ICRC“带回到最实质的问题”——带回到亨利·杜南在
战场上拯救伤员而不论其为谁而战的设想。但是，即便是想做到这一点，ICRC
所必须克服的挑战也绝非易事。

恢复对双方的援助
在里卡多死后，一项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与再度出现的武装反对团体展开对
话，找到ICRC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并恢复各方对于ICRC作为一个有效的、纯
人道组织的信任。ICRC一直以来都认为，要想为某个团体所接受，光有口号和
承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做实事。但是，令人左右为难的困境是只有开展有效
的行动才能获得安全保障，而想开展行动又要依靠安全保障——如何才能解决
这一问题呢？ICRC必须要明确在其使命之内的哪些行动能够满足真正的需求，
能够安全开展，还能为建立良好的关系铺平道路。在巴基斯坦，ICRC增设了寻
找家人服务，在被关押者及其亲属间传递红十字通信，为截肢患者安装义肢，
以及为瓦齐里斯坦冲突中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该组织的
形象。慢慢地，但也是毫无疑问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ICRC在白沙瓦和奎达的
办公室，ICRC得以解释它的作用、中立性以及面向广大群众开展工作的方式。
2006年初，ICRC得到了在阿富汗反对派控制地区重新开展援助的机会。
ICRC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探视的一名被关押者的亲人找到ICRC，想给赫尔曼
德省受伤的人找一些医疗物资。每当政府医疗服务撤退到安全地区时，南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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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战斗都会导致平民和战斗员的医疗需求激增，这就促使ICRC尝试将有限的
医疗物资交付给居住在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少数几名受过医疗培训之人手中。由
于镇压叛乱行动的步伐加大，伤亡人数攀升，坎大哈办公室接到的请求也在增
加，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救护车服务、急救站、甚至是一所野战医院。鉴于
监督物资使用情况的可能性很小，也几乎不可能在各个联络人间进行协调（因
为出于安全原因，没有人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ICRC倾向于只在一定程
度上提供支持。
该方案的风险相当大。如果一名反对派联络人在离开ICRC办公室后被捕，
ICRC可能就会被指责传递了情报；或者，也有可能ICRC因某个联络人未按约定
使用物资而终止与其的关系，从而招致此联络人的报复：ICRC在坎大哈的办公
室很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有6个ICRC的长期联络人支持其更有力控制援
助的工作，并组建了一个卫生咨询委员会，委派了4名省级卫生官员接收物资，
促进并简化ICRC与反对派的联系。2007年初，ICRC开始为支持反对团体或居住
在反对团体控制地区的人开设急救课程——正如它在全世界冲突地区所做的那
样。这不仅使ICRC更多地出现在这些团体的视野中，而且也使它传递了需遵守
国际人道法并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这一要旨。根据ICRC的要求，卫生咨询委员
会也在为卫生部派遣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队前往不安全地区获得安全保证的
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举标志着政府承认ICRC与反对派武装接触的
第一缕曙光。卡尔扎伊总统亲自授权卫生部向ICRC代表处寻求帮助，请它帮忙
就接种疫苗活动联系叛军。

对中立的看法
对于ICRC而言，其所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让人们了解其在援助冲突所
有各方受难者时的中立角色；而上文提及的政府承认——尽管只是关起门来承
认——正是克服这一挑战的重要进展。当时在阿富汗，普遍的说法是“恐怖分
子无权被视为战斗员”，这反映了布什政府拒绝对“敌方战斗员”适用《日内
瓦公约》的决定。反对派武装被视为“恐怖分子”，从而几乎不享有任何权
利，即便有的话，如果ICRC试图维护他们的权利也被认为是站在了敌人一边。
2008年7月，一个ICRC工作组进入坎大哈附近的一处一线关押场所，一名未着
制服的西方官员一上来就对该小组说：“我们知道你们支持塔利班”，然后将
该小组里里外外查了个遍。平民阶层也拒绝承认ICRC传统的中立角色：“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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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合法一方和应受谴责一方之间保持中立”，一位联合国资深代表在喀
布尔告诉我。12与为受害者——无论他们恰好在哪里——扩大人道空间的需求相
比，他更加关注的是塔利班可能通过与ICRC接触而被赋予合法性的问题。该组
织于几次人质释放行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解救2007年被抓的23
名韩国传教士以及解救许多国际和阿富汗援助工作者的行动。但即便如此，喀
布尔的“国际社会”也依然不愿承认中立调停人在冲突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各个部门从初期就看到了ICRC与武装反对团体交涉
的显著利益。如上所述，ICRC已经有好几年都为代表公共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
织的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组获得了安全通行的保证。2009年8月，ICRC还在武装
反对团体和美国部队间协商停火，以使政府和ICRC医务人员能够从坎大哈省的
沙瓦利库特区安全治疗和后送霍乱患者。与塔利班的联系还使从战区找回警察
和政府安全部门官员的遗体成为可能，同样也可以从医院停尸房找回塔利班战
士的遗体，以便交还给他们的家人按照伊斯兰习俗进行适当安葬。这些行动所
树立的信心使2009年后期有了突破性进展，当时ICRC第一次获准探视被武装反
对团体抓捕和关押的人，并将他们的下落带给他们的亲人。
坎大哈地方当局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提供给反对派控制地区生活之人的
医疗援助，并且也勉强予以承认。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人说：“我不干预”。
尽管有评论说他个人曾反对救敌人的性命，但是他也承认这种交涉有它的好
处：“ICRC从战区带回了我方的尸体，可以适当埋葬，要是他们能带回一些活
着的人就更好了”。 13警察部队的人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一线伤亡中首当其冲，
但却没有进行后送或治疗的辅助医疗服务，ICRC为他们提供的急救培训也有助
于使所有普通警员意识到，对双方进行的此类培训并不等于介入冲突。ICRC讲
授了简单包扎处理伤员，并让他们保持生命体征的基本程序；这对于战争的影
响微乎其微，但是在减轻受伤平民、警察和叛军的痛苦方面却有着重要的人道
影响。这也使双方更加理解，ICRC保护陷入战争之人生命与尊严的责任并不能
使病人对所犯的罪行免遭逮捕和起诉。逮捕是允许的，但是武装部队有义务对
病人的伤势给予及时治疗。
过去两年，国际军事力量内部已逐渐消除了对于ICRC是在“援助敌人”的
看法，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但最主要还是因为承认了钳制对叛军
12
13

采访秘书长阿富汗事物副特别代表，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公寓，喀布尔，2008 年 11 月 18 日。
采访 Abdul Qayum，国家安全理事会会长，坎大哈，2008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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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援助这一军事战略是失败的，也承认了改变策略的必要。根据联军最高统
帅（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麦克·马伦和英国驻阿富汗大使谢拉
德·考珀—科尔斯爵士）在2008年后期提出的“协商解决问题”的建议，或许是
向前迈进的最好办法，预示着禁止提及与“敌人”对话的坚冰初现裂痕。 14在接
下来的数月中，与ICRC的合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指挥官
越来越能听取、讨论和调查ICRC提出的有关部队在其敌对行动中的行为问题。
在几起因医务人员被怀疑医治叛军而受到军队威胁恐吓的事件发生后，出现了
一些重要的变化，包括关于空袭中减少平民伤亡的新战术指示，以及进入及在
医疗机构中使用武力的新指示。自从2009年10月前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指挥官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签发了这些指示以来，就鲜有攻击卫生工作者及卫生机构的
事件发生了。
还有一个显著改变是对ICRC为受伤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认可：2008年10
月，当加拿大部队在阿富汗南部一处武器藏匿处发现了标有ICRC标志的医疗物
资时，他们认为那是偷来的；但当（从ICRC口中得知）那是它们给塔利班的
时，他们十分震惊。 15相反，几个月前，当另一名记者“曝光”ICRC为塔利班
提供急救培训时， 16激起了部分公众的愤慨，但在军事人员中却几乎没有引起
任何反响。一名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在揣摩了以赫尔曼德省为基地执行前线任务
的海军陆战队员对这篇报道的反应后，似乎十分困惑，与他交谈的人并没有对
ICRC的行动感到吃惊，也没有被其激怒。 17他们反而解释说，根据《日内瓦公
约》规定的义务，他们也治疗塔利班伤员，甚至用救伤直升机后送伤员。

促进遵守《日内瓦公约》
ICRC认为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努力让塔利班及其他反对派团体在作战
中遵守这些公约。在公开场合的自杀式爆炸以及毫无管制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而对军事目标与平民不加区分，这是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的。ICRC在给塔利班
Julian Borger, ‘Our man in Kabul says US strategy is failing’, in The Guardian, 2 October 2008.
See Tom Blackwell, ‘A big morale booster: Canadian, Afghan troops uncover arms, medical supplies in farmer’s field’,
in National Post, 11 October 2008, and his subsequent article, ‘We don’t pick sides in war, Red Cross says: agency equips
Taliban with first-aid supplies’, in National Post, 14 October 2008.
16
来自《卫报》的 Jon Boone 在 ICRC 的实事通讯中获悉了此次活动，却将其撰写的稿件称之为《卫报》“独家报
道”，且没有提及此类培训已开展多年。Jon Boone, ‘Red Cross gives first aid lessons to Taliban’, in The Guardian, 25
May 2010.
17
See http://video.foxnews.com/v/4214695/red-cross-teaching-taliban-first-aid/ (last visited 23 December 2010).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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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和哈卡尼网络的信件以及与它们的讨论中都提到了具体事件的细节和造
成平民伤亡的数字，明确表达了对这些战术的反对。但是这些做法的影响却难
以评估。塔利班已经在书面上予以接受，具体做法是在其为战斗员制定的2009
年《行为守则》18中增加了比2006年版更多的国际人道法条款，这也反映了它设
法赢得地方支持的战略决策。其第59条规定：
圣战者有义务善待人民，应尽力赢得正常伊斯兰教徒的民心。一名圣战者
的良好行为可以有效代表整个“伊斯兰酋长国”。所有伙伴国家的人民都会欢
迎这样的圣战者，并准备帮助他，与他合作。
同样，第46条指示塔利班应避免平民伤亡：
各省和区政府，团体领导及所有其他圣战者应最大限度采取措施，避免平
民伤亡以及车辆和其他财产的损失。如因疏忽造成，每个人都应根据其行为和
职位承担相应责任，并根据其不当行为的性质而受到惩罚。
在第41条第3款中甚至有一条关于计划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尽管对于如何实
施没有更为详细的建议：“在殉难式攻击中，应更加注意防止平民伤亡”。
但即便有这些指示，造成平民伤亡以及将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作为攻击目
标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由于这一领域的状况缺乏改善，致使ICRC于2010年
初公开谴责反对派武装在赫尔曼德省进行的摩什塔拉克行动中安放简易爆炸装
置，强调了这些装置给伤病员和卫生工作者自由通行造成的障碍。19被谴责方绝
不可能对公开谴责感到满意，而且这样做的风险可能是令重要对话人不满，结
果影响到该组织的行动能力。但对ICRC而言，重要的是表明塔利班运动通过与
ICRC接触获得合法性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中包括必须要在所提出的一些最重要
的问题上有所进步。正如塔利班不会相信没有行动的承诺，ICRC也不希望对话
没有结果。毕竟，只有在防止出现受害者的努力失败后，才会有挽救受害者的
需求。

18
19

Islamic Emirate Afghanistan, Code of Conduct of the Mujahideen, Quetta, May 2009.
‘Afghanistan: mines prevent resumption of normal life in Marjah’, ICRC News Release 10/34, 5 Marc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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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阿富汗的境况引发了ICRC所遇到过的最艰难的挑战，挑战主要不是源自
捐助国政府将援助工具化——不幸地是，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而是源
自在“反恐战争”/“反伊斯兰战争”中冲突双方对于中立立场的摒弃。故意袭
击被认为象征西方的目标，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中立是否还是接触急需帮
助者的适当方法，但是，通过树立信心和与所有各方透明对话这样一个缓慢的
进程，ICRC已再次努力维护了那些西方和反西方阵营都拒绝承认的价值。多年
来，ICRC都认为自己是孤立无助的，在诸多援助组织中，独自捍卫着那些违反
国际人道法者的权利，使其继续获得它所提供的保护与援助。在一篇文章中，
即便是国际法律专家肯尼思·安德森都认为，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达成协议的任
何主张都是“严重错误的”，声称“在援助组织与系统违反战争法的恐怖分子
或团体之间达成的私下和平，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在
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当然，除此之外，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20
不过，作为ICRC的一名代表处主任，雷托·施托克尔对一名认为发现了
ICRC确与塔利班达成“私下和平”证据的加拿大记者说：“如果我们已经屈服
于所谓好人、坏人这些字眼的话，恐怕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不得不离开阿富
汗了”。21阿富汗的情况表明，与安德森的观点相反，如果希望挽救冲突受害者
的生命，而自己又不变成攻击的目标，那么拒绝与这些团体接触在政治上才是
不明智的。尽管ICRC距离能够在阿富汗所有受冲突影响地区自由通行还有漫漫
长路，但是在打开人道对话的途径，提供人道援助以及影响行为等方面的谨慎
坚持已经逐步得到了回报，ICRC得以继续拓展其开展行动的区域。而这种“和
平”也不再隐秘，因为ICRC正在利用其与塔利班和其他团体的特有对话，来扩
展其他人道组织也可利用的人道空间，例如，它于2009年帮助无国界医生组织
重返阿富汗，还对其他几个设法为双方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协助。
过去20年，阿富汗已经成为一个舞台，人们打着“战略框架”、“一致
议程”、“综合行动”等各种旗号，试图将人道行动纳入一个旨在实现国际公
认和平的更广泛的政治进程。而现在，此类战略的负面后果比以往更为清晰。
Kenneth Anderson, ‘Humanitarian inviolability in crisis: the meaning of impartiality and neutrality for U.N. and NGO
agencies following the 2003–2004 Afghanistan and Iraq conflicts’, in Harvard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17, 2004, p. 63.
21
In T. Blackwell, ‘We don’t pick sides’, above note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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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后果说明人道行动必须保持独立，而且，如果想接触冲突各方急需帮助者
的话，就要争取保持一个尽可能中立的形象。任何战争的未来进程都难以预
测——尽管阿富汗的历史本应至少警告人们，不要过分相信外力有能力镇压本
国及其邻国内部的诸多派系。然而，援助组织因支持可能看似合法的一方，而
玷污了其在反对派眼中的形象，这不仅会危及它在冲突地区帮助平民的机会，
而且会使其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甚至是在“安全”地区。
现在，人道援助组织的责任是尽量让自己处在不同的位置上：与反对派展
开对话并使自己远离冲突各方的过激行为。援助组织已不是第一次发现，它们
已不再欣赏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无论是其意识形态还是处事方式。在后苏联时
期对国家的瓜分中，大名鼎鼎的抗击苏联入侵者的圣战“勇士”，一旦调转枪
口指向彼此，就成了“军阀”，这让那些已经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局势的
非政府组织惊愕不已。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不是道德立场问题，而只是迄今为止
能够找到的最有效的、可以让急需帮助者获得人道援助的谈判基础，而不论他
们身在何处。因缺乏共同基础而难以接近的侨居国外的伊斯兰圣战者，给人道
行动造成了最大的挑战，但也只能通过想办法与其接触，并对其意识形态和领
导人产生影响，逐渐取得进展。
不幸的是，武装团体的分裂以及新兴的“村民防御委员会”和其他“民兵
组织”大大增加了ICRC和其他援助组织必须要应对的参与者的数量。普遍的担
心是，一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阿富汗，该国将回归内战，主要还是部落与
民族之争。如果根据过去的经验，阿富汗悲剧历史中的下一篇章甚至可能比现
在更为血腥：应该清醒地记得，在共产主义政府倒台后，曾经在打击苏联扶植
的纳吉布拉政权中的同盟给喀布尔造成的破坏比这座城市在整个苏联统治时期
所受的破坏还要大。 22如果政府安全部队、塔利班及其他反对团体、当前和曾经
的军阀、地方民兵、 私人安保公司，为了在后北约时期获得权力与资源而把枪
口转向彼此，那么已在水深火热中的阿富汗人民的处境将更为艰难，则需要更
多的人道援助保障来改善他们的困境。
在我们进入阿富汗历史的下一阶段前，援助组织和捐助国政府的明智之
举是，基于对导致目前状况进行假设与判断时所犯的错误，进行长远考虑。美
国政府和塔利班都承认，给急需帮助的人提供物品与服务有助于赢得当地人民

22

See William Maley, The Afghanistan Wars,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9, pp. 16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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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心，并营造有助于和平与和解的环境。但是如果将提供援助作为政治或军
事战略的一部分，或者被这样认为，那么当村民因接受援助而受到“惩罚”或
者援助组织被当作敌方行动计划的代理人而受到袭击时，这项政策就会事与愿
违。了解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援助组织十分有益。一名资深ICRC代表问一位他
1987年就曾在阿富汗深山中初遇的反政府部族首领，ICRC是否能在他控制的地
区安全通行，这名代表得到的回答是：
今天，就像20年前那样，一个政府及其国际盟友正试图强加给我们一个充
斥着现代化、重建、发展和西方价值观的社会模式。今天，就像20年前那样，
我不同意，所以我们都在流血。今天，就像20年前那样，你们来到这里，努力
并且确保被关押者得到善待，伤员得到医治，我们的家人不遭轰炸、不挨饿、
不受羞辱。对此我们深表敬意。现在，我提醒你们：我们不指望你们支持我们
的宗教、社会和政治观点及行 动，正因如此，我们希望你们也不要以任何方式
支持我们敌人的观点和行动。当所谓的人道行动已成为一柄利剑或一剂毒药
时，那么就此打住吧。23
今天，阿富汗人普遍无法清楚表达到底什么是“人道”行动。许多人会说
它是帮助赢得战争的工具。还有些人会说它是借以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之新型社
会的媒介。大部分人会指责它是用几百万美元收买前军阀忠心的幌子，让政客的
家人中饱私囊，在质量很差的项目上实现捐款预算的资金消耗率，而最糟的是指
责它是获取钱财的捷径，这些钱本是承诺捐给阿富汗的，却最终进了某些人及捐
款国承包商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如果乐观的话，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说，人道行动
是为了帮助战争受害者，而无论他们是谁——如此而已。而只有当人道行动是、
且始终是中立且独立于所有外界干扰时，这种观念才会得以推行。

23

Jacques de Maio,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Octo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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