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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就重大危机的日益复杂及其对受灾群众的影
响，和当人道领域试图应对时，其内部产生的变化两方面而言，对人道行动均
构成了深远的挑战。本文阐明了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现今及未来人道行
动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该机构如何在遵循公正、中立、独立基本原则的基础
下，应对这些挑战。

背 景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起长期的事件，这类事件综合了海啸的规模、海地地
震的破坏性、和中东局势的复杂性”。这是一位资深人道行动官员在描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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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毁灭性洪水之后巴基斯坦局势时所说的。这次灾难最终影响了全国1/3地区的
18万人。1
事实上，巴基斯坦人道危机的复杂性一直是非常严峻的。当洪水来袭时，
数百万因巴基斯坦西北部2008年爆发中的武装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是最脆弱
的。自那时以来持续的战斗造成了连续的流亡，使数百万穷困的居民无法获得
基本服务。战斗的余波使卡拉奇和拉合尔等大城市的宗派和种族政治暴力事件
恶化，那里的生活条件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与此同时，俾路支省的西南部继
续受到邻国阿富汗武装冲突的影响，许多伤亡人员跨境寻求医疗服务。
巴基斯坦政府在应对一个复杂危机的同时，其应对洪水所具备的资源和行
动能力与洪水造成的损害规模相比是相形见绌的。全面的国际人道应对未能补
缺，引来了各方面的批评。政治、军事和人道议程界限模糊，领导不力和缓
慢、混乱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竞争的人道组织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行动的
不及时和灾后数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2 大部分的批评声与针对2010年海地
地震的应对相似，即国际人道界的能力已经捉襟见肘。
巴基斯坦在连续数年中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最大、最复杂的行动
开展地之一。洪水来袭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在其受暴力影响的地区设有
重要的代表处。事实上，在这里的行动也许最有代表性地囊括了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世界各地不同环境中将愈加面临的挑战，它需要来适应这些挑战。此
外，由于全球环境中多个针对弱势人群的变化和人道组织在试图应对时产生的
架构变化的影响，在巴基斯坦盛行的挑战类型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增加。
红十字国际委员的核心利益是在公正、中立、独立原则下开展人道应对。3
这些原则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原则可以使其尽可能
的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接受，从而更加安全地接近需要保护和援助的人群。
相关性、有效性以及最终的对人道行动的看法是获得这一接受的关键。

1
2

3

Jane Cocking, Director of Oxfam, quoted among others in BBC news, ‘Pakistan: Senior UN figure criticises response’.
http://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11054958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UK Parlia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Seventh Report: The Humanitarian Response to the
Pakistan Floods, 10 May 2011,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012/cmselect/cmintdev/615/61502.
htm#evidence.
红十字红新月会运动的人道行动基于7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本
文中“基本 (人道) 原则”的参考基于此定义。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misc/fundamentalprinciples-commentary-010179.htm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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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少部分人道行动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新的。国家的作用、援助的
政治化、人道机构的工具化和后者无原则或非专业的执行能力，导致了人道行
动几十年来受到严历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的比夫拉战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身
陷争议，其行动的中立性受到严重挑战)，4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卢旺达大屠杀
和戈马难民营的崩溃，在许多情况下国际人道行动暴露了自身的不足。2001年
9月11日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后来被称为“全球反恐战争”，标志着一个新的
转折点。西方捐助国政府越来越模糊的政治、军事和人道目标——以及人道组
织涉嫌勾结这些政府——促使一些作家和学者宣称，公正的人道行动不只是陷
入危机了，事实上已经死去了。5
这夸大了问题。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人道行动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在未
来几年将继续发展。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角度来看，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根据不
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相应地调整，在未来也是如此。尽管一些全球变化——或至少
是变化和趋势的总和——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会对未来的人道行动产
生重要影响，但这巩固了而非削弱了公正、中立、独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对
于援助和接近受影响人群而言，坚持和展现这种价值将变得更加关键。
尽管人道实践者可以根据分析和对工作环境的了解，针对未来的人道工作
如何运作做出一些大概的预测，若要一下子计划和制定未来几年的应对行动策
略是不现实且无用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变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很难预测。毕
竟，人道世界中，谁能真正预测到并为北非和中东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做好准
备呢？暴力骚乱的速度和范围是出其不意的，最终的后果仍有待观察。还有一
个原因是尽管许多危机有漫长性，尽管有呼吁希望通过及早的复员重建和更好
的备灾来与发展建立更好的衔接，但是人道融资和应对计划本质上是短期的且
经常是被动的。
就救援易受伤害人群的全球趋势和人道系统的变化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认为人道行动在现在和未来面对的一些主要挑战是什么？该组织将怎样应对
这些挑战——尤其通过其2011-2014机构战略——将人民的需求作为工作的重
心，将完成其使命建立在帮助人们增强恢复力上面？
4
5

David P. Forsythe, ‘The ICRC: a unique humanitarian protagonist’,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9,
No. 865, March 2007, p. 69.
David Rieff, A Bed for the Night: Humanitarianism in Crisis,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02; Kurt Mills, ‘Neohumanitarianism: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onflict’, in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1, No. 2,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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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章节将谈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行动中观察到的当代危机中的
一些主要挑战，主要是关于它们如何影响到该组织力图保护和援助的人群。下
一章节将谈到人道系统自身的一些压力和改变，6 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基于基本
原则所展开的援助行动的。第三章节将阐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略及其如何
力图来解决所面临的广泛的挑战。最后，文章将重申一些人道行动者未来将面
临的主要挑战和制约。

当代危机的挑战
全球危机汇总
近些年，“全球危机”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涵盖一切的术语，用于指称食
物、燃料和金融危机的汇总及其影响。危机继续呈多样化和大规模状态，对一
些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脆弱性、需求和恢复力形成着巨大影响。许多国家的失
业率日趋升高，人们负担不起营养的食物，各社区在试图解决问题时，他们之
间的紧张局势居高不下。海外家庭成员汇款的减少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在许多
地方，因政治动荡、暴力事件和环境压力等，这些挑战不断恶化。有言论称气
候变化——通过重新勾画水资源可利用量、粮食安全、疾病传播和海岸线的蓝
图——将导致食物和饮用水减少，移民活动增加，紧张局势升级，还有可能会
引发新的冲突。7 同时，人口增长、迁移人口和较新出现的“环境难民”的数量
将在2050年达到1.5亿。 8 当这些情况同时汇总出现，尤其是在那些深受武装冲
突、自然灾害或环境问题影响的国家，其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
2011年，索马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粮食危机急剧恶化情况就是一个突出的
例子。恶劣的气候条件，包括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导致严重的农作物歉收

6

7
8

John Borton在如下著作中提及过该内容，see: Future of the Humanitarian System: Impacts of Internal Changes,
Feinstein Center, Nov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humanitarianfutures.org/sites/default/files/internal.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人道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缺乏其所包含内容和界限的明确性。没有普遍定义：一
些作家在此术语前添加“国际的”以将其与一些受影响国家的国家和地方要素区分。另一些人拒绝使用“体
系”一词，原因在于这意味着行动者是为了共同目标而行动的。博顿使用一个惯用定义即“国际、国家、地
方组织多样性来配置财政、物资、人力为受到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提供援助和保护，旨在拯救生命、
减少痛苦、帮助恢复”(第5页)。
See 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WBGU), Climate Change as a Security Risk: Flagship Report 2007,
Ma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wbgu.de/en/flagship-reports/fr-2007-security/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Rajesh Chhabara, ‘Climate change refugees seek a new international deal’, in Climate Change Corp, 27, December,
2008. www.climatechangecorp.com/content.asp?ContentID=5871(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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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牲畜损失，使食品价格再次上升。 9 结合长期的不安全感和战争以及非常有
限的人道援助，这种情况使针对陷入困境人口的应对机制已经毫无用处了。此
外，索马里地区的外溢效应在其邻国局势也不容小觑。在肯尼亚的军事干预
后，紧张局势再次加剧，仅仅只是其中一个例子。10 事实上，在如此复杂的危机
中，后果绝不仅仅只在一个国家内，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国家。
索马里仍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最大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行动地区之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索马里红新月会合作，主要通过显著扩大其食疗中心和医
疗设施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扩大一个规模已经很大的救援行动。然而，众所
周知，由于安全问题，在一些冲突地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导致人道组织在该
国根本无法开展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也受到制约。在索马里中南部
的一些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能通过和索马里红新月会和当地人员一起工
作才能开展行动。
由于多层危机继续在世界各地显露，穷人和弱势群体已越来越多地被强迫
适应长期的困苦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长期恢复和应对能力已经被削
弱，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急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不
同场合中，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海地、孟加拉，“全球经济复
苏”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转化为现实。
现今，大多数武装冲突是长期的，通常是关于重要资源的获得，由多种参
与者的不同利益组成。在20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十分之九的最大行动所在
国与前两年一样 (就初步预算而言)——包括阿富汗、伊拉克、苏丹、索马里、
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几乎都经历着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武装暴力的本质在改变
显然，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武装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极大改变。1945年
后，传统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数量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多方面的内部或
9

10

See ICRC News Release 11/49, ‘Somalia: malnutrition brings children to the brink of death’, 13 July 2011, http://www.
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news-release/2011/somalia-news-2011-07-13.htm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2).
Chris Niles, ‘Amidst the region’s worst drought in decades, Somali refugees crowd camps in Kenya’, UNICEF, 11
July 2011. 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kenya_59174.html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2). UNHCR ‘Somalia:
malnutrition brings children to the brink of death’ http://www.unhcr.org/pages/4e1ff4b06.html (last visited March 2012).
有关此干预的详细讨论，se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Keny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omalia, Africa
Report No. 184, 15 Februar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frica/horn-of-africa/
kenya/184%20-%20The%20Kenyan%20Military%20Intervention%20in%20Somalia.pdf (last visited Marc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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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的对抗，以及在复杂的情况下，众多的行动者出于贪婪或不满对平民构成
相当大的威胁。战士和平民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11
除了武装冲突，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其他暴力事件的范围和人道后果将会
显著上升。在拉丁美洲，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就
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暴力骚乱的热潮继续席卷北非和中东。世界其他地区预计
也将受到更多的影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长是两个关键的加重因素。
例如，巴基斯坦现有人口1.85亿，预计到2050年人口数将达到3.15亿，12 主要集
中在大城市如卡拉奇，这里的领土多年来已经成为政治和种族反对派之间的长
期战场。
据一份报告估算，每年约75万人死于与暴力相关的武装冲突和不同规模的犯
罪行为。13 大多数死亡——约三分之二——发生在战区以外。除此之外，还有无
数身体或心理受到伤害的暴力受害者。此外，估计在非冲突环境下的武装暴力的
经济代价是巨大的，这仅就因暴力死亡而导致的生产力损失而言。这只会进一步
加剧本已复杂的“全球危机”对社会上最贫穷的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影响。

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人道法已经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而进行了调
整。一个例子是1977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中的规定，它
们建立了有关敌对行为和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对人们的影响的规定。另外一
个例子是具体规定禁止或控制武器的使用，例如杀伤人员地雷以及最近出现的
集束弹药等。
9/11的创伤性事件及其结果给国际人道法设置了新的挑战。国际关系的两极
化和“全球反恐战争”的人道后果，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恐怖、战争、以
及管辖它们的相应法律框架的界限模糊，严重破坏了国际人道法的构成，并且

11

12
13

见ICRC：《国际人道法和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第31次国际大会报告，2011年11月
28日－12月1日，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31int-conference-ihl-challenges-report-11-5-1-2-en.pdf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数据见：http://esa.un.org/unpd/wpp/Multiple-Figures/multiple-figures_1.htm
Geneva Declaration on Armed Violence and Development,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Geneva,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genevadeclaration.org/measurability/global-burden-of-armedviolence/global-burden-of-armedviolence-2008.html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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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恐怖”一词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被利用时，又造成了特殊的问题。新
的参与者的增加，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战争不断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以及国
际人道法的实施机制的薄弱，对国际人道法造成了进一步的挑战。14
至今国际人道法作为一个保护遭受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的法律框架，以其完整
性、充分性和适应性应对了这些挑战。然而，武装冲突的本质、起因和后果将继
续发展，因此国际人道法随之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显而易见，某些问题需要
澄清，在某些领域需要制定条约法。为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强对武装冲突
受害者的法律保护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在2010年及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与其他国家和重要利益方就这个研究的结论展开讨论。15 如文章后面篇章中详细
的描述，研究的结论和后续协商形成了关于“加强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法律保护”
决议的基础。2011年12月于日内瓦举行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第31届国际大会
上，这一决议得到通过，从而有效地为今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战争方法和手段的发展
在未来，就风险和机会而言，人道行动因新技术的发展，将发生进一步改
变。最近的冲突已经使用越来越多的远程控制武器或武器系统，包括所谓的
“无人驾驶飞机”和自动武器。16 有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武器系统可能变得完
全自动化，这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武器使用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至少他们应
有能力区分战士和平民。关于责任和赔偿问题还需要仔细推敲。另一个风险是
网络战，它有潜在的巨大人道后果。例如，网络攻击机场控制中心、医院、交
通系统、大坝、核电站，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可能导致深远的基础设施破
坏和大量平民伤亡和损害。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
迅速发展，并研究国际人道法条例的实际运用 (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十
年来已经在各种论坛上进行了此类研究和讨论)。

14
15

16

见ICRC，同前注11，第48－52页。
See ICRC, ‘Strengthen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第31次国际大
会报告，2011年11月28日－12月1日，see: 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31-int-conference-strengthening-legal-protection-11-5-1-1-en.pdf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另见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的发言：“加强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法律保护——各国的磋商及
未来工作”，2011年5月，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statement/ihl-developmentstatement-2011-05-12.htm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见ICRC，同前注11，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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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应对系统在变化
正如以原则为基础的人道行动正在受到全球环境下多种变化的挑战，正在
改变人道需求的本质，人道系统也在受到自身压力和变化的挑战。

对援助的接受和看法
援助组织经常被指责为更大的政治策略服务，或者是外国利益群体非官方
的桥头堡。自20世纪90年代，但更多的是自2001年和“全球反恐战争”发起以
来，援助组织有时被牵连进发展和反恐之间的邪恶联盟，坚持认为贫困是导致
恐怖的原因。有些国家现在通过宣传援助来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仅旨在保
护他们的军队，而且促进稳定性战略。
更普遍的是，随着国际环境向新的多极秩序发展，“西方”的影响逐渐减
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逐渐增强对国际社会勒令的抵制 (且发现这样做在
国内受到欢迎)。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时被认为是“西方”的机构，他们也往往是
这种变化的观点的矛头指向。他们的人道作用不再被常规接受，并且要受到严
格的政治和安全审查。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在他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
突？》17中提出冷战后的冲突频繁和剧烈地发生是因为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
歧，这一概念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观念过于简单、武断，
错误地试图为西方对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文化的侵略正名。这反过来又质疑了支
持现代人道主义的根本观念，即启蒙思想和19世纪基督教思想。越来越多的国
家或政治实体拒绝援助干预或项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危
险的“进口”价值观念。激进的穆斯林思想家也寻求把穆斯林世界的困难归咎
于“西方”道德颓废的有害影响。人道世界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紧张和分裂的
辩论的一部分。
人道行动的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是有人挑战其某些核心价值观的“普遍
性”被认为是进口的概念。然而，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立和独立是确保
所有有需要的团体获得帮助的主要工具，而公正和人道则是人道哲学的本质，
无从妥协。例如，一些援助行动者会受到引导为符合特定标准的种族或宗教团
17

Samuel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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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服务，故意忽略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团体。这不能被归类为人道行动。然而，
一些援助组织试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和普遍公认的人道原则之间的桥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参与重新谈判或重新定义普遍原则和价值观的讨论是
非常必要的。

独断国家
目前复苏的国家主权的主张是显著影响人道应对的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
东道主国家积极阻止、限制或控制在其领土上的人道行动。 18 有些可能是假借
“反恐”或“内部治安”的幌子。人道机构有时在内部政治斗争中被当作一颗
棋子，或者替罪羊。或者政府可能会坚持自己对“人道援助”的定义和理解。
例如，限制其行动范围仅限于紧急救援，或在一些争议地区施加官僚障碍以限
制适当的人道援助仅限于国内有争议之地区。许多国家甚至把中立和独立的做
法当作对其本国在领土上管理冲突或灾害的权力的一种侵犯。
无论如何，非西方的东道主国家越来越想被视为自己处理自己的政治和人
道危机——这部分与他们的责任相符；部分则是因为他们对国际人道社会的有
效性和意图持怀疑态度。尽管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公正、中立、独立的
原则，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它免于受这种趋势影响——例如其艰难地获准进入
利比亚、叙利亚和中东其他一些危机重重的地区开展行动——但仍然会受到影
响。斯里兰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10年年底，其政府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只能从科伦坡开展其行动。19

援助政治化
各捐助国和东道主国家显然希望人道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对自己国家利益的
有所贡献。由此产生的旨在协调政治、军事和人道目标的增强“一致性”的动
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道行动无法发生在政治真空中——但它确实就维护
人道原则创造出多种挑战。这也许在国际武装冲突的情况中得到了最好的阐

18

19

最近的研究显示，东道主政府对人道原则的尊重全面下降。See 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 (ALNAP),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arian System, 2010, see: http://www.alnap.
org/pool/files/alnap-sohs-final.pdf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ICRC News Release 11/68, ‘Sri Lanka: ICRC closes its offices in the north’, 25 March 2011, see: http://www.alnap.
org/pool/files/alnap-soh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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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例如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利比亚，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参与者和其不
同的目标。
在阿富汗，人道援助已经公然成为冲突管理和反叛乱战略及通过官方“赢
得人心”的军事战术的工具。例如省级重建工作组本质上与人道基本原则相违
背。其结果是，所有人道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都面临被视为持有政治意图
的风险。事实上，肩负多重使命、开展解决冲突的人道行动和长期发展活动的
非政府组织被指控使这种“模糊”恶化。20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其工作的公正、中立和独立对实现与冲突各
方对话并获得人道援助准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阿富汗的局势是非常复杂
的，冲突蔓延到以前安定的区域，武装团体继续分裂。这就要求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越来越多地通过当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阿富汗红新月会开展工作，以使
其使命和行动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接受，从而能够对最弱势群体进行援助。21
最近，针对利比亚局势，联合国安理会在2011年3月授权了军事干预以保护
受威胁的平民，在公共眼中，国际行动者的政治、军事和主要的人道议程是很
难区分的。这种模糊的角色，最终使对冲突双方人民的公正人道准入复杂化或
受到妨碍。为了保护平民而万不得已地使用武力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会
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构建，旨在削弱国家主权的概念，并由此可能导致所有形式
的人道干预都受到拒绝。22
利比亚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国际武装冲突，人道组织获得援助准入通常来
说是非常不确定的，特别是在的黎波里和政府控制的部分地区，只有极少数能
够有效地开展行动，并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在几
天之内派遣小组到达班加西东部的城镇——这里2月爆发了暴力骚乱——并随
后在的黎波里开设办事处，并在利比亚西部扩大了业务，获得这样的援助准入
实属是来之不易。通过严格遵守公正、中立和独立的原则来获得冲突各方的信

20

21
22

无国界医生称阿富汗的人道社会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人道援助是必需的。See Michael
Hofmanand Sophie Delauney, ‘Special report – Afghanistan: a return to humanitarian action’, March 2010, see http://
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publications/article.cfm?id=4311&cat=special-report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Fiona Ter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Afghanistan: reasserting the neutrality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1, March 2011, pp. 173–188.
欲了解利比亚局势的讨论和“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发展，see Bruno Pommier, ‘The use of force to protect
civilians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The case of Libya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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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接受对援助有需要的人们和保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员工的安全是至关重要
的。当地牢固的伙伴关系，包括与利比亚红新月会，对全面了解各个群体的情
况和需求、扩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服务范围是非常关键的。

新参与者的增殖和多样化
阿富汗和利比亚也很好地印证了目前的另一个趋势，即新参与者的增
加——包括卷入武装冲突和应对冲突的行动者，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
一方面，许多新的非国家团体不断涌现，无论是在国家还是跨国层面，其影响
力将会继续增强并最终决定人道组织的议程。这些行动者的范围非常广泛，他
们有不同的身份、动机和不同程度的意愿和能力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国际法
准则。某些有组织的武装团体、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跨国公司、城市黑帮、
民兵以及种类繁多的跨国犯罪实体——包括“恐怖分子”团伙和海盗——在这
方面都需要对它们详细审查。
另一方面，人道应对本身越来越多成为新参与者的职权范围，包括私营部
门、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军事力量，他们经常使用与传统方法不同的方式，
并且不严格遵守人道原则。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人道行动者的附加价值
以及他们现有的协调机制产生质疑。阿富汗冲突证明了这一点，武装冲突的其
他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人道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已导致人道原则受到一些妥协
以获得名声和资源。因此，坚持中立、独立、公正原则的传统人道参与者可能
会被边缘化，他们的安全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例如海
地的灾害，传统的人道参与者有可能被新兴参与者边缘化，例如武装部队和民
防部队，因为他们在金融、物流和专业知识方面更具有优势。
捐助者也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非传统”或“新兴”国家捐助者在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之外运作，独立于良好人道捐助倡
议23之外。非 (DAC) 捐助国政府的流行趋势是通过东道国，而不是通过人道组织
输送资金，他们常常倾向于向邻国提供支持。大额的人道资金也越来越多由非
政府捐助者提供，但往往没有系统的报告或没有通过财务跟踪机制进行核对。

23

欲了解“良好的人道捐助”倡议，see: http://www.goodhumanitariandonorship.org/or Andrea Binder and Claudia
Meier, ‘Opportunity knocks: why non-Western donors enter humanitarianism and how to make the bes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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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包括来自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本身 (通过公众捐款和其他来源) 的资
金、与人道活动有关的军事经费，以及海外侨民汇款的资金。24
显然，对于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人道组织，与新兴的、更加多样化
的人道参与者联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正确了解他们是非常关
键的。

协调难题
通过观察人们一致认为，人道协调对于人道组织、捐助者、联合国机构和
人道“专家”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自2005年以来，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
室一直在为塑造一个更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有
时协调结果不尽一致。有时由于协调不善，出现了援助策略上的矛盾，有时则
引起了救助物资发放中的问题。
这一点在2010年1月的海地地震以及十个月后的托马斯飓风事件之后的国际
应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位美国记者将其形容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人道
危机中的人道主义危机”。25 130万穷困的海地居民竟要到2010年底才能有屋可
居，而软弱的领导和无力的协调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26“这就是所
谓的是人道主义吗?”这位记者问道。这个疑问呼应了公众的普遍质疑，并预测
了一个黯淡的未来。
这样的一个判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例如像海地这样一个无比贫
穷，又随时可能受到政治动荡、内部暴力以及自然灾害困扰的国家，人道需求
深刻的复杂性使已经苦苦挣扎的国际人道系统受到了更加严格的考验。
然而，虽然大多数机构一致认同该系统必须得到改善，但如何改善却无法得
到共识。27 极少有机构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解决方案。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并
不情愿支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协调框架而因此妥协本机构的使命和工作方法。

24
25

26
27

See Peter Walker and Kevin Pepper, ‘The state of humanitarian funding’, in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No. 29, 2007,
pp. 33–35.
Jane Regan, ‘Haiti: humanitarian crisis or crisis of humanitarianism?’ in Huffington Post, 5 Decem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ane-regan/haiti---humanitarian-cris_b_779503.html (last visited 12 December
2011).
Ibid.
Wolf-Dieter Eberwein, ‘Quelfutur de l’actionhumanitaire?’, in Grotius International, 3 January 201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grotius.fr/quel-futur-de-l%E2%80%99action-humani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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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是一个现实。援助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就
其参与者而言，这个“市场”越来越拥挤。许多组织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他们吸
引媒体、筹集资金以及对政治人物施加影响的能力。应急组织必须向他们的选
区和捐助者证明自己能够迅速地干预并且到达受影响的社区。倡导专家、交流
者，以及计划撰稿人，往往在一个应对危机的人道行动中起到先锋的作用。
2005年1月，无国界医生组织大胆地决定中断为海啸受害者的筹款活动，转
而为那些被遗忘的危机提供更多支持。这一行为令一些组织深深失望。28 在某个
特定的危机中缺席可能会使一些组织蒙受严重损失，他们甚至可能被迫离开“人
道市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技术不足又能力有限的组织，虽
然对人道解决方案贡献微薄甚至会加剧混乱，还是选择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同时
强加一个捆绑机制也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的机构都想维持自己的空间。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救援现场往往更加微妙。合作确实存在，因为志同道
合的组织及部门的专家们发展出一种互补性，并运用一个专业的通用语来评估
情况并据此安排适当的回应。在这种背景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目标——同
样也是许多其它组织的目标——是超越一般的有关协调机制的辩论，在在场
的、积极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以一线为导向的协调机制，确保那些有需要的人得
到最好的保护和帮助。

新技术和人道行动
新技术虽然会在变化中的战争手段和方法上带来一些风险，但它同样提供
机会，即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道行动者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关于信息的收集和分
享。比方说在需求评估领域，网络新技术的日益容易获得意味着受益人自己进
行“自动评估”变得更加现实，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需求识别和制定
适当应对的过程中来。而与此同时，这可能会使援助组织的优先事项受到挑
战，并最终威胁到援助组织的权威。
在海地，新的媒体和通讯技术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其复原。其中
一个例子是“众包”——由Ushahidi (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证词”) 及其他公司

28

La Liberté, 6 January and 23 May 2005. See also Paul Barbagallo, ‘Healing ways’, March 2005, available at: http://
www.fundraisingsuccessmag.com/article/though-misunderstood-first-doctors-without-bordersbold-decision-stopaccepting-tsunami-relief-donation-could-help-revive-public-trust-nonprofits-32313/1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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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向社区和个人提供开源软件工具，用短信、电子邮件、推特和网络来
共享实时信息。29 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实时更新、互动式的地图让那些急需帮助
的人们获得了帮助。
然而，网络信息的免费获得，包括那些通过揭发内幕的网站例如“维基解
密”，会给人道组织造成其他挑战。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与所有各方进
行保密对话是一个关键工具，用来与所有利益相关者 (他们有权力改善局势、通
过信任关系推进交流和正面变化) 处理那些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保密不
是无条件的——在特殊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能会做公开谴责——泄露的
信息可能会最终伤害到那些红十字国际委员旨在保护和协助的人。例如，政府
可能决定禁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特定的人群或地方，这就使该组织无法帮
助他们。于是重建信任和重获访问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人道融资和应对缺口
由于人道援助如何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融资，人道融资问题在人
道应对不断演变的背景下显得至关重要。确保获得足够的未特别指定用途的资
金及时有效地运用到对冲突和灾难受害者的人道援助中——这是每一个人道组
织无法回避的挑战。融资压力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为它
们对其工作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会抑制其他人道组织的出现)。

全球的财政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里，外来援助不断扩大，这在来自不同的参与者——包括国
家、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不断增加的捐助中可见一斑，他们不仅提供了
发展援助，也提供了人道援助。从2000年到2009年，发展援助从840亿美元增至
1290亿美元；而各国每年给予的人道援助从67亿美元增至124亿美元。
2010年，全球人道资金 (由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财务跟踪服务系
统记录， 30 包括联合呼吁，自然灾害应对，双边援助，以及所有其他报告的资
金)，达到史无前例的157亿美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地和巴基斯坦的自然灾害

29
30

对于该问题的深入探讨，see Patrick Meier,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in this issue.
Financial Tracking Service, available at: http://fts.unocha.org/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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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的。同时，联合呼吁过程只获得了要求的113亿美元中的64%——为六年来
最低——这可能是许多捐助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金融制约导致的。
超过一半的全球财政支持经由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这一通道，并且大部分
是经由联合国管理的多边融资机制，这一机制诞生于2005年《人道援助评论》31
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然而，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红新月运动实施了大多数的
人道援助，32 而且他们通常是第一个针对紧急情况采取行动的组织。

发展重心
在从事人道应对的不同行动者中间——不论是捐助者还是接受者，私营部
门还是民间社会，抑或是多边行动者，人道援助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联系不断
加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诸如海地和巴基斯坦这样的重大危机中，自然灾
害的频发性、严重性以及各种国际性挑战，增强了国际人道应对的能力。为了
增强这种应对的有效性，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地关注结构性问题。现在，预计可
筹集到的资金数量及其是否足以应对救灾准备，以及救灾和重建之间的过渡，
正得到更多的关注。33 为了在更大更协调的发展计划的框架中实现短期和长期目
标，这种趋势可能会使援助行动范围扩大。
虽然通常情况下捐赠国和接受国都同意人道援助和发展援助需要建立联
系，但他们同意的理由却是不同的。捐助国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有效地使用他们
的资源并且让他们援助的影响最大化，而接受国则更关注于获得更大的援助
“所有权”，进而将援助用于其首选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旨在实现
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满足民间社会的意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目标并没有那么明确。
最近有一个能够体现这一明显趋势的例子，就是非洲之角的食品安全危
机。2011年捐助国政府和联合国人道系统明确指出，紧急援助应该有一个发展

31

32
33

《人道应对评论》于2005年8月由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创刊并发行，内容包括旨在改革协调应对的关键推
荐：即提高人道协调员的地位和作用并强化选拔过程，以及用清晰指责的分配领导组织的部门级别。一个结
果就是“集群系统”的发展；另一个是新的融资机制。See Humanitarian Response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
oneresponse.info/Coordination/ClusterApproach/Documents/Humanitarian%20Response%20Review.pdf (last visited
12 December 2011).
人道财务状况的综合分析，见全球人道援助网站：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这一问题还在对欧盟专员Kristalina Georgieva和ICRC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的联合采访《人道行动未来的挑
战是什么？》中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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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并且进而被导入对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中。在一个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
过渡联邦政府几乎无法在冲突和灾难中运转，这种方法也就不再可靠。这也分
散了人们对于另一个关键问题的注意力，即许多人道组织在遇到突发情况或旷
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时，没有能力获得冲突关键地区的访问权。

确保公正有效的应对所面临的障碍
很多人在讨论当前国际人道系统的能力不足，促使政府、捐助者和人道系
统一起建立一个的新援助结构，在这个机构中当地所有权和领导阶层将是基
石，现有的捐助行为通常不偏向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地方行动者。非政府组
织目前根本无法使用一些联合国管理的资金机制。那些能够获得资金的非政府
组织抱怨他们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官僚要求，以及更多的审查和报告，并在许多
情况下没有收到营业间接成本或应急基金，使其在困难甚至危险的环境下——
如索马里和也门——的工作过分繁重甚至无法操作。国家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在
通过这些机制获取资金时甚至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
公正地满足实际人道需求的挑战被两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一是援助仍然高
度集中，无论是在环境还是部门中 (食品援助挂钩代表了绝大多数)，二是在任
何给定的情景下都很少能连贯、准确地测量人道需要。缺乏数据和精确性，人
道组织之间互相竞争，其需求评估基于各自使命且未经互相协调，都是部分原
因。捐助者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支持不间断的努力，以得到更加连贯、准
确、可靠的需求评估，并以此作为最好的手段来确保资源的分配严格按照实际
的人道需求进行。强调非联合国组织和当地行动者的重要性、资金的灵活性和
多样性也很重要。

信用差距
所有这些因素，至少会部分地造成人道参与者承诺要做的和他们实际能做
的之间会产生差距——也就是言行之间的信用差距。激烈的资源竞争——体现
在人道组织如何 (以及如何诚实地) 对外介绍他们的活动 (比如从受益人数、访问
权和对合作伙伴的依赖方面来说)——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许多
人道行动者日益增长的外包应对工作和风险的趋势。当资金从捐献者手里移交
到一个联合国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当地实施伙伴，或者最终以某种形式移
交至受益人时，由于每个行动者在该链条上应付出的成本不够明确，而且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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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何种程度也不明确，那么谁能最终负责如何高效、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呢？
一个援助组织可否以确保多样性和地方授权为理由一味地暴露其国家员工？如
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那么对于人道行动及其意义的认识和接受度
仍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弥补人道应对不足所做的努力
2005年出版的《人道援助评论》旨在解决人道援助工作已经显现出来的弱
点，特别是在协调合作、领导力和资金筹集方面。5年后研究表明，在一些特定
领域内，人道援助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包括需求评估、优先化和及时
性三方面。34 最新的群聚评估结果好坏参半。虽然它总结认为，在一些地区差距
和重复减少，有更好的覆盖范围因此产生更高的效率，而且使用群聚方式的好
处远远高于其成本，但它的确指出也存在持续的局限性，包括群聚管理薄弱以
及人到行动未能建立在地方能力之上 (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削弱了它)。35
2012年12月，在认识到了人道体系的一些顽固的弱点后，联合国人道事
务协调办公室当前负责人瓦莱丽·阿莫斯 (Valerie Amos)，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的主持下，将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代表
们汇聚一堂。其目的是为人道援助打造一个“新商业模式”。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受IASC的邀请，支持并参与这一举措，并展现出它想象就一系列有关其使命
的法律和政策问题进行人道辩论的雄心。
虽然这个项目最终缩小为由联合国主导来加强现有国际人道救助的“模
式”，但联合国本身公开承认有一些问题需要优先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进一步
加强和改善各领域的人道领导以及业务协调；通过更加紧密地团结地方和国家
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地方行动者，提高能力建设；最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
通过更好的沟通和参与机制并且利用新技术确保对当地居民实行问责制。

认证和问责制
当前人道组织认证和人道工作者的‘专业化’的驱动力，意在通过确保遵
守标准、提高救援质量及应对之间的一致性和增加问责制，来弥补一些人道系
34
35

ALNAP，同前注18，第7页。
Julia Steetset al., Cluster Approach Evaluation 2 – Synthesis Report, URD and GPPi, April 2010, see: http://www.
humanita rianinfo.org/iasc/downloaddoc.aspx?docID=5269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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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弱点和表现不佳之处。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支持拥有一个共同行动方法
的这一总体思路，但是，比如，基于记载于1994年《红十字会与非政府组织行
为准则》中的根本人道原则，对于任何形式的准则或基准可以实现什么很显然
是有限的。对人道组织进行评价的标准的选择和客观性，由谁来提供认证，如
何对这些进行监督和执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的，是非常
有争议的。
主要标准无疑应是行动效率，因为如果不能客观地进行衡量，那么坚持人
道原则将是很难的，并且可能会引起政治纷争。然而，只注重人道行动的技术
层面的问题也是会带来风险的，这可能会忽视了更为困难和敏感的人道行动的
保护层面的问题。其它问题包括认证可能会降低人道行动的创新和适应力，尤
其是那些通过非传统行动者实施的行动。例如，2010年海地地震时，关于全球
标准36是否可以实现，甚至是否适当37有很多争论。
认证和个人证书系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在海地灾难中严重凸显出来的救
援缺陷提供一些补救措施，但它充其量只是局部的。甚至在没有这些系统时，
一些主要捐助者就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实际认证或者“排名”系统，测量和比较
各个人道组织的表现，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而最终决定他们是否“物有
所值”。在这方面，2011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发布的多边援助审查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38 此后其他捐助者也开始效仿。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略
面对这些人道行动的广泛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制定战略以解决不同
程度的危机中受害者的需求和脆弱性？如何不动摇地将他们置于工作的中心，以
帮助加强并建立他们的恢复能力？如何同时强化其自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6
37
38

The Sphere Project: Humanitarian Charter and Minimum Standards in Disaster Response (1997年由一组人道非政府
组织和红十字会或红新月运动发起)，http://www.sphereproject.org/.
IRIN, ‘Haiti: humanitarian best practice – dignity, not just digits’, April 2010, see: http://irinnews.org/Report.
aspx?ReportId=88752 (last visited 12 December 2011).
See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Multilateral aid review’, November 21, 2011, see: http://
www.dfid.gov.uk/what-we-do/how-uk-aid-is-spent/a-new-direction-for-uk-aid/multilateral-aid-review/(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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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则为本的人道行动
针对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1至2014年机构战略成为了
其行动指南，这其中记载了在这段时间内将如何应对人道需求，同时增强其专
业知识，并与其他人道机构协调一致，发展与各国红十字会的合作。39 在此框架
内，某些关键问题需要得到特别关注。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在武装冲突和国内暴力
局势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行动应是公正、中立和独立的——这是其任务
的基础、其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40 当然，许多其他人道行动者也声称遵守人道
的基本原则，那么区别在哪里？尽管人们对于人道行动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普
遍的共识，但是将其如何阐释并付诸实践，无疑还存在着巨大的可变性。
虽然《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中立性质的人道空间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国际人道法并没有规定援助必须被限定在平民行动者的职权范围内。由
于是当局或占领国负责提供确保人口生存的物资，因此要排除军事行动者是很
难的——虽然它不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平民的人道行动者，但是在任何时候都
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明确区别。人道行动者的援助领域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包
括平民和军队，这两者在遵守基本原则方面不会有一致表现。然而，凭借其使
命和《公约》缔约国的意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其人道行
动拥有一个特定身份，该身份是由中立且独立来定义的。
法律赋予的使命是一回事，但把人道、中立、独立和公正付诸实践，无疑
是另一回事。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这在本质上需要一种基于需求的方
法：要接近受益人，并且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要参与其中——从而获得尽可能多
的接受和尊重，并由此获得尽可能广泛的人道访问权限， 41 这也有助于确保工
作人员的安全。在最近的危机中，无论是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比如科特
迪瓦、利比亚和叙利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成功地以这种方式获得访问权
限，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它都是在重复同样的方式来获得这个来之不易的成
果。在许多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唯一能够争取到在地面上进行实地救援

39
40

41

ICRC, ‘ICRC Strategy 2011–2014’, 见：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050.htm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由ICRC和Institut d’Etudes de Sécurité (EU) 举办的研讨会的报告：‘Humanitarian endeavour and armed conflict: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2010年6月，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report/belgiumreport-2011-07-06.htm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See F. Terry, above note 21,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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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人道援助组织，这一局势就确保全面保护和大量受害者的需求得到满足
而言，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况。

国际人道法的参照组织
尽管瞬息万变的环境和各种现有及新兴的挑战在未来几年中会影响人道行
动，但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将仍然将一如既往是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使命，无论是在其使用的业务术语方面，还是在法律和
政策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信不断发展的人道行动背景是在重申，而不是
在削弱国际人道法在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生命和尊严行动中的相关性和重要
性，尽管存在——或者不如说因为存在——冲突各方对国际人道法的公然违
反。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开展广泛的举措以阐明和发展国际人道
法的某些方面。
其中一项举措是一项有关加强法律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深入研究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2010年开始和缔约国以及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开始讨论该研究得出
的结论，虽然研究证实国际人道法从整体来说仍然是规范武装冲突各方行为的
合适的框架，但是研究也指出国际人道法应加强为四个领域中特殊情况的受害
者提供更好的保护。这四个领域包括：对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保护、监督遵守国
际人道法和赔偿受侵犯者的国际机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对国内流离失所者
的保护。虽然所有这些举措仍然有效，但与各国磋商的第一轮结果是应优先考
虑解决法律的弱点，加强和确保监督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机制的有效性。
第31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于2011年11月至12月在日内瓦举
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此问题的强有力的决议，提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研究结果，以及其与各国后续的协商过程。这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人道法在保护
武装冲突中被剥夺自由的人和监督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国际机制这两方面的工作
提供了基础。会议还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并确定一系列解决人道问题的
方法和建议——通过进一步阐明来重申现有规则，甚至是发展现有规则。此
外，会议还采纳了一个为期4年的国际人道法实施计划，该计划制定了一系列措
施以敦促各国在重点领域采取措施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其中包括平民在
武装冲突中如何获得人道援助和给予某些特定类别的人的具体保护。

222

150年人道行动

危机的多样性和应对的灵活性
人道危机不断变化的性质已经说明，在日益多样化和意外层出的情况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随时待命、快速应对复杂的人道需求。
紧随在科特迪瓦的一个主要救灾行动后，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暴力骚乱
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又一次迅速响应，为阿比让和西部地区因选举后迅速升
级的暴力事件而受害的人民提供了重要援助。同年3月，当这些国家沦为完全的
武装冲突地时，日本正遭遇海啸和严重核事故。此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
救援，并为日本红十字会提供详细的专业知识 (包括重建家庭联系，监测并提供
有关其核武器、放射性、生物和化学事件应对能力的建议和法医专业技术)。鉴
于这次灾难的规模，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也加强了应对影响数以十万计
人口的危急情况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开展的国际行动的信誉和能力。
这些事件都是在2011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完成年度预算——已超过一亿瑞
士法郎创历史新高——后发生的，并且使该机构的行动规划面临严重考验。这
些事件还再次确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快速部署和应对能力——这也是该机
构的主要优势之一——在未来几年仍然处于优先重要地位。

对变化中的武装暴力形式的应对
2011年，一波以席卷北非和中东为开始，范围从突尼斯和埃及扩展到也门和
叙利亚的暴力骚乱，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应对武装冲突以外的其
他暴力局势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人道后果的行动方法。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局势引
起并加剧了经济和社会分化，并且这些现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有所增加。
如何在暴力犯罪团伙、目无法纪和极端贫困充斥的城市中发挥最大效力这
一挑战不可低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用极其务实的态度来平衡行动、政治
和法律方面的考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开展过不同的活动，
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包括医疗及急救、与羁押相关的活动和支持国家红会。然
而，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暴力事件的规模及其后果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一领
域内进行更系统、更有效的干预的催化剂。这也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好地
将其有关各部门法的知识——如人权法——加以调整，去适应某些特定领域的
预期行动需求 (例如逮捕、拘留和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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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评估
海地和巴基斯坦近期经验显示，在危机初期往往存在信息裂缝。捐助者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在没有获得及时、准确或统筹的信息时就开始实施救助行
动。人道系统正通过一系列需求评估工具和机制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例如，联
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人道的“仪表盘”和联合国的“全球脉搏”，都是
以科技为基础的新资源。42
在这一系列潜在混乱的不同举措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运动的合作伙伴需要就其如何精确评估人道需求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主张。受
益者本身必须更好地参与需求识别和制定适当的应对中，这是清楚无疑的。快速
发展的网络技术证明这已经成为现实，上述Ushahidi平台就是一个例子。

及早恢复
随着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事件的增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现阶段以及未来
几年里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及早恢复”。尽管紧急救济和地区发展之间仍存在一
段灰色地带，没有固定时间跨度以及僵化标准，“及早恢复”的主要目的在于
(或者说应该在于) 促进恢复能力和自力更生。通过帮助个人以及社区制定、发展
长期的应对机制，这个项目的目的还在于向人们提供一种单单是食物救济或其他
紧急救助方式无法做到的——在帮助人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人格尊严。
联合国给“及早恢复”下的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定义是，它发源于人道背
景，并积极寻求通过救援努力来催化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然而，这个术语已经
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与恢复有关的概念和方法了，包括人道援助、发展、稳
定、和平建设和国家建设等。这些概念往往是叠加甚至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43
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在平衡长期发展的方法——它可能会变得
政治化——和及时、救人之命的短期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挑战。捐助者可
以使用发展援助手段来促成变革，并最终促成他们自己的目标的实现——同时
强加条件——这往往与人道行动的根本原则不相兼容。人道组织在冲突发生后
的短时间内毫无疑问发挥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往往是社会最脆弱的部

42
43

见“全球脉动”网站，available at: http://www.unglobalpulse.org (last visited 10 December 2011).
See, for example, ‘Untangling early recovery’, Policy Brief No. 38,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di.org.uk/resources/docs/5309.pdf (last visited December 2011).

224

150年人道行动

分，比如说被拘留者、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妇女、孩子需要得到保护和帮助来
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
实践中，很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在从事于“及早恢复”活动，这些
活动的范围已经超出仅仅帮助人们满足他们的短期需求了 (尽管这个词本身是添
加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术语中的相对较新的一个概念。它替代了“过渡时期
的行动”这个术语)。44 2011年6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次内部讨论中，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及早恢复工作定
义为：
旨在恢复和构建受武装冲突或其他组织性的暴力活动影响的人们的生理和
心理的自我恢复能力。这个项目侧重于帮助受影响者恢复自治能力并且在行动
上帮他们解决由此引起的冲击和创伤。在敌对行动停止之后该组织开展及早恢
复活动以配合其他紧急人道行动,且这些活动应适应农村和城市环境的各方面的
现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的主要指导性问题是怎样使这个机构最有效地帮
助和保护受武装冲突、其他暴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长期遗留结果影响的人们
(前文所提的问题包括失踪人员问题、战争期间的爆炸残留物的长期影响等)。
而活动类型由受灾群众的特殊要求和愿望所决定。活动的侧重点则在于经济安
全、水和住房或医疗服务等方面。
在达尔富尔的农村地区的能力建设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南部帮助建立了将近二十年的米尔韦斯医院。这个医院早先
只治疗战争中的伤员，但如今它的施救范围已广泛扩大到受冲突间接影响的大
量人群了。为了全线提升医疗水平 (妇科/产科、儿科等等)，现阶段医院所重视
的不仅仅是能力建设和医护人员的培训。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伊拉克，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在伊拉克所需的地方都提供了紧急救助，但同时也通过微观经济
举措向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提供了帮助。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阶段最大的项
目中，有十分之七都是在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局势中开展的。这一事实再一次
表明了在人道背景下为及早恢复寻求机会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及早恢复”项目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可能不是什么新
事物，但它现在的很明确的雄心是要用一种更为坚定的、层次分明的并且更为
44

Marion Harroff-Tavel, ‘Do wars ever end?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when the guns
fall silent’,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5, No. 851, September 2003, pp. 46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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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仔细咨询发展组织以制定进入和退出策略，同
时在受政治驱动的发展流程保持一个审慎的距离。

接受的重要性
为了应对前文所述的人们在对人道援助的接受和感知方面的挑战，近些年
来 (尤其是自2003年联合国在巴格达的分部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办事处遭受
爆炸事件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在遵循一个各方协调一致的策略旨在加
强人们对中立、独立的人道行动的理解和认同。与此同时，它继续 (以各方的接
受而非被动的安全措施为基础) 下放安全管理以及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与合
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目标在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在语义方面证明
它的中立、独立的办事方式的附加值以及国际人道法的价值。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需要通过与更多样化的利益相
关者，尤其是当地的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红会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等建立一个
更为宽广的支持平台。如果不这样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会面临着被国家、
军队、民间组织或宗教团体边缘化的风险。缺乏接受也会对一线员工的安全产
生负面影响。
概括地说，为了得到更多的法律、行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财政的支持，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正致力于通过与特定的新兴国家参与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将
传统的支持基础多样化。相应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更好地了解特定国家
对人道行动的观点和看法，进而将总结出的经验纳入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各项活动和行动的方式中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略目标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特征就是必须进一步加强
和发展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很多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
国家红会就已经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了。在如此艰难的
运营环境中，比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以及利比亚这些地区，与国家
红会的相互合作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想要着手处理现
如今所面临的人道需求错综复杂的局面，人道运动中的合作精神 (重申于第31届
国际大会) 是至关重要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13,000名员工是其成功与外界建立合作关系以及获得支
持，从而确保被接受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这13000名员工还保障了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各方面的战略优势。不管他们是国际或是当地聘请的，为了在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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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里能实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目标和任务，将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经验和
技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在业绩和问责方面确保最高标准的专业化也非常重
要。正在定义和实施新的人力资源策略以支持该组织的机构战略中提出的行动
目标——尤其是那些与优化其形象相关的目标。这些策略都是与新的信息管理
以及筹资战略相辅相成的 (后者倾向于增加私营部门的筹款)。

结 论
本文为目前和将来几年人道行动面临之广泛挑战提供了一个描述性的分
析，同时分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总之，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和其他人道行动者在前进的路上需要经历一些改变中的人道蓝图的关键
“里程碑”或特征，其要点总结如下。
面对全球趋势和变化，人道“体系”自身有可能变得更加分裂。可能将会
有越来越多不同形式援助的共存，比如私营部门的自发的举措、调用军事资
产、双边国家援助、联合国综合计划行动和中立公正的人道行动。西方国家最
终将会失去他们在人道资金方面的垄断，新来者将会提议或强加他们自己的议
程。原来的援助接受者将会在支持人道援助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在过去的十年里，军队干预已经不足以促进稳定和和平了。经济
分裂至少是冲突的产生原因之一，这已是普遍的共识。作为政治危机管理的渠
道之一，控制和指挥人道援助使其成为政治危机管理的工具，这一压力不太可
能消失。
有时候人道援助会被理解为一种殖民形式，它导致社区和援助部门代表间
不对称的关系。国际力量的变换平衡必然会危害综合策略的可接受性，例如国
家建设这些基于不一定由各方分享的原则和价值的策略。实际上，职员的多样
性则不会为如何避免依赖、如何帮助社区这些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提供更多的
持久性解决方案。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普遍”原则和技术解决方案的强加将会
遭到越来越多的顽强抵抗。需要有与当地政府和被影响社区的更好的对话，以
及促进有原则但非标准化的解决方案。
近来人道领域的发展一直提醒大家人道行动不是发生在政治真空中的。在
一个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即国家通常避免明确宣告他们的战略兴趣和民族雄心
壮志，而是推广进步、稳定和发展的观念，“纯粹的人道”的概念处于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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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尴尬的位置。一方面，没有更大战略目的、避免追究危机根源、其大部分伦
理来源于医学领域的人道行动， 45 客观来说，对一些国家少有吸引力。另一方
面，一些国家对人道干预被用作强加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的挡箭牌越来越警
惕。在不排除出现政治和经济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重新建立客观的人道行动，
使之畅通无阻、及时地援助那些受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是当前的艰巨
任务。
在巴基斯坦和海地发生的危机刚好为国际人道“体系”中一些最明显的劣
势提供了两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包括需要提高领导力；通过有效的当地参与和
适当的合作协调机制提高能力建设；需要改进问责制，特别是针对当地居民。
海地救援的整体失败 (这是绝非一个特例)，甚至促使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当时
宣布，全球人道系统是“不利于实现其目的的”。46
包括集群体系在内，近期人道改革的成功在补救这些弱点方面仍存在局限
性，至少部分因为单个机构仍将自己的使命和利益放在首位。组织间的竞争，
包括联合国内部，阻碍了真正包容性的框架的发展——无论是协调或需求评估
的框架，其中单个组织担心失去其核心使命的地位和资源。这些都是基本的问
题，然而，就算是更精致的结构和机制都没有办法补救这个问题。
现在是时候向前进了。人道行动的快速进化背景为自满或沉迷于过去的失
败不留余地。所有人道行动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兼
容的原则建立共同的语言和工作方式。
所有的人道行动者都应该准备好，诚实的回答那些棘手的问题：他们应对
紧急情况时真正的能力如何？这些紧急情况是否包括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是
否有一些人道措施实际上助长了暴力？哪些地方行动者们有人道访问权，哪些
地方又没有？他们会向合作伙伴委派活动到什么程度，而他们怎样有效监督合
作伙伴的活动？他们与那些在地方活跃的行动者们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合作到什
么程度？人道行动者是否会在看似方便的情况下使原则让位于实用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仅仅是－个不断发展的、充斥着新成员的领域中的一
员，他们都声称开展保护工作。名誉和可接受度必须通过行动争取而来——从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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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要通过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
的工作方法增加人道行动的重要性和可信性，与此领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和相
关行动伙伴协调，来确保为受危机影响群众的需求提供最有效的应对。那些人
不是别人而是被动的受害者，正如最近在中东的事件强烈地加以了证明。人道
行动者和那些它们致力于保护和协助的人——建立他们的恢复力和他们强大的
应对机制——的互动一定要继续提高。
其他人道行动者——包括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他们面临各
自特定的压力和约束——每个组织在确保透明度、问责制和人道行动的影响力
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目标必须是要确保资源和应对的优先化，
并且根据人道的实际需求来分配，而不是根据任何其他目的。换言之，所有形
状和形式的人道行动的最小公分母必须是公正这一原则。
人道世界中，有很多专业性强、才华横溢、坚定不移的个人和许多值得称
赞的人道组织。不幸的是，现在，其整体效果并没有匹配其各部分的总和，这
在海地和最近别的一些危机中是十分明显的。在能够自信地说人道行动的未来
能够或应该达到其目的之前，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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