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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人道行动

非人境地中的

人道关怀与点滴小事

·······
·······

保罗·布维耶*著 / 尹文娟**译

关键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行动；人道价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

表；拘留探视；访谈；虐待；人格尊严；保密性；创伤；复原；关怀。

人道行动究竟是什么？

虽然不过是一块面包

但却温暖了我的身躯

并依旧在我心头燃烧

恰似一席丰美的馔肴。

乔治·布哈桑，《致奥弗涅人之歌》

* 保罗·布维耶 (Paul Bouvier)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位于瑞士日内瓦) 的儿科和公共卫生问题高级医学顾问。他

侧重的领域包括暴力受害者的易受伤害性、创伤及复原。1979年以来，他以医生的身份探视了位于各大洲的

各种拘留场所并曾在其中工作。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的活动是应对人道行动中的卫生和伦理问题，并

就如何应对危机及武装冲突中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于2012年7月4日在

日内瓦举行的社会精神病学欧洲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发表。

**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曾任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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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记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一杯咖啡，印着花朵、动物

和风景的图片，或是一点香水。的确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在

关于一线行动的报告、记述和媒体文章里提到这些事情。然而这类小事有时却

代表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线工作人员在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的活动的一个

实质性部分，并可能是一个最有意义的部分。

我曾以医生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学代表的身份探视位于各大洲的各种拘

留场所。在探视拘留场所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公正、独立、中立的

组织，在与被拘留者的私下保密访谈的框架中开展工作，以及与拘留当局进行

保密对话。1 访谈的保密性对保护被拘留者以及建立信任关系而言至关重要。与

当局进行的保密对话的内容是基于探视期间观察到的情况及被拘留者反映的问

题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和建议，但对信息来源保密。探视的目的是改善拘留条

件和被拘留者的待遇，防范或制止虐待情形的发生，并推动拘留设施给予人道

待遇，改善相互关系。20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了97个国家和地区的54

万名被拘留者，并对其中26000多人进行了私下访谈。很多时候，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代表是被拘留者唯一能够见到的外来访客。

这些记述侧重于探视被拘留者的活动。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活动的保密

性，文中涉及的场所、时间及姓名均未予披露。但读者可以想象得到，类似的

问题在很多不同环境中都会出现。

一杯咖啡有什么意义？

这一反思源自同事们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令人困惑、难以回答的问题。

然而，这两个问题不仅触及暴力局势中的人道行动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还涉及

人道关怀和伦理的实质。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积极心理学与复原方面的一位知名专家提出的一个请

求。他想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几年前的一个研究报告，因为他记得其中提到，

获得救助的人曾说起对他们最有帮助、最让他们感到慰藉的事。他记得这些人

强调的往往都是很普通的事情，某种善意的姿态，比如一杯咖啡。

1 ICRC, Visiting detainees, ICRC,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what-we-do/visiting-detainees/ (last visited 22 
June 2013). See also the leaflet: Ensuring respect for the life and dignity of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ICRC, Geneva,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543.htm (last visited February 2013).

非人境地中的人道关怀与点滴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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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当然能够理解一杯咖啡的意义；也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

前来探视并同被拘留者进行私下交谈，聆听他们的倾诉，一起喝茶、咖啡、橙

汁或吃点饼干，有时对被拘留者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人们

还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奋力求生，有时还会遭受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极

端暴力的时候，探讨积极的经验和复原会令我感到难堪。大部分情况下，在拘

留探视时进行的私下交谈都是关于拘留生活、无法与所爱的人相见、艰苦的条

件、可怕的经历、悲伤、不幸和痛苦；因为我是医生，我们的对话常会涉及健

康不佳、肉体疾患、慢性病以及往往与监禁相关的社会心理及精神障碍。

这种时候，他们当然会因为一杯咖啡而不胜感激；但我认为不宜过高估计

其价值，从而无视被拘留者的不幸以及可能遭受的精神创伤。在这种情况下，

探视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亲切地递上一杯咖啡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吗？

戈雅的伟大作品“战争的灾难”系列雕刻中描绘了1810年西班牙独立战争

中发生在马德里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场景：一位老妇人给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端来

一碗汤。2 一个彰显人性的场面。然而，戈雅却将这幅作品命名为“一杯有什么

意义？”，表明他对这种有限的、微不足道的善举能有多大意义心存怀疑。

这是人道行动吗？拘留探视的无能无力

另一个问题是几个月后一位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道在拘留所开展工作的

医生提出来的。这位同事刚从冲突地区回来，酷刑在那里早已司空见惯。被拘

留者反复遭受毒打和可怕的酷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这些拘留场所，与被

拘留者交谈，收集表明被拘留者遭到虐待的证据并报告有关当局，以改善被拘

留者的处境。然而，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代表们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严重的虐待行为大范围地、反复地出现。我们这位同事目睹了虐待造成的毁

灭性后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始向获释的被拘留者提供社会心理方面的支

持，必要时还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心理医疗保健。然而我们面临的是巨大的需

求；这种干预可以使很多人受益，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务。

这对那些未被纳入这一计划的人来说公平吗？随之产生的是其它更为核心的问

2 Paul Bouvier, ‘“Yo lo vi” - Goya witnessing the disasters of war: an appeal to the sentiment of humanity’,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4, December 2011, pp. 110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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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应当继续进行这种探视吗？如果酷刑和虐待情形依然

如故，这种探视有何价值？这样做有意义吗？“这是人道行动吗？”他问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拘留探视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道及对被拘留者尊

严的尊重，改善他们的处境并减轻他们的痛苦。以往的经验使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认识到，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只有通过与当局长期开展以事实为依据并恪守

人道价值的保密对话，事情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有意义的探视必须能对拘留条

件产生影响，同拘留当局的对话也必须富有建设性。如果未能满足这些条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许会停止探视活动，并最终对相关局势进行公开谴责。3 做

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意味着被拘留者再也见不

到任何来自外界的探视者，从而陷入更加孤立无援、脆弱无依的境地。

人性共通的时刻

在几年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作的一部电影里，4 一些获释的被拘留者谈到

了他们的拘留生活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影片只展现了他们回想起艰

难的拘留岁月时的苦痛，他们脸上的愁苦、悲伤和泪水。一些人想说明那种孤

立的处境、所受的虐待，但又突然陷入沉默。不知该说些什么。即便已经是几

年前的事情，却仍难以诉诸言语。

电影中一些获释的被拘留者回想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探视时说，这

些探视对他们很重要。这让我想起与被拘留者进行保密谈话的情形，当时手边

有茶、咖啡、橙汁和饼干。有时候探视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我们会谈到

各自的生活和家庭，谈到自然、艺术和文化，信念和希望，但更多的时候谈的

不过是一些小事，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有时说到好笑的地方，会出人意料地迸

发出欢快的笑声，尽管现实环境是如此残酷。探视中有气氛紧张的时刻；也有

人性共通的时刻。

3 ICRC, ‘Respect for the life and dignity of the detainees’, Overview,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what-
we-do/visiting-detainees/overview-visiting-detainees.htm (last visited 22 June 2013).

4 ICRC, ‘Remembering the silence’, ICRC, Geneva, 1993, DVD, 3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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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希望的图片

几年前，在探视一个条件极其艰苦的拘留场所时，我曾遇到过类似的充满

人情味的会面。尽管被拘留者的基本物质需求 (如：食物、水、住所或医疗服

务) 是能够保障的，但他们要忍受与外界隔绝、没有活动、个人财产被剥夺、

与看守关系紧张以及前途未卜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对他们的身心及心理社会健

康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在很多其它拘留场所一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项重

要活动就是分发和收集红十字通信，通过这种形式，被拘留者可以得到家人的

消息，也可以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情况。5 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还开展了另一

项极为特别的活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被拘留者分发印有风景、

动物或花朵的图片。在探视期间，我们会看到被拘留者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

表带来的一堆图片中进行挑选。这一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次探视每个

人平均可以得到20张图片。这些印制的图片内容十分丰富，有花鸟、野兽、城

市、宗教建筑，还有广袤背景下壮丽的落日景象。

被拘留者用这些图片做什么呢？首先，很多人把图片挂在囚室的墙上，好让

自己记得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事物：美丽的花朵、强壮的动物、自由飞翔的鸟

儿、繁华的都市、祈祷的场所和宗教生活以及壮丽的落日。其次，许多人把图片

寄给他们的亲人，却不说什么，似乎无需多说，又似乎因为他们的感受无法用语

言表达；他们像在对自己的亲人说：“我在这儿，和你们一起看着这张图片；向

你们展示自然和城市之美；落日之美令我心潮起伏。我是活生生的人”。

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这些被拘留者表达了他们的人性。他们经历了战

争，忍受着虐待、分离、隔绝和艰苦的拘留条件。他们受到非人的对待，不被

当做人看待。这些图片只不过表现了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也许还表明他们仍然

是人。而把这些美好的图片作为礼物给自己的亲人则表达了爱和共通的人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其活动颇具人情味的方面有着特殊的

建立关系的技巧和感知力。例如，探视小组中的女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她们策划这一活动，从网上挑选图片，打印成明信片的式样并组织分发。红十

5 红十字通信是仅包含家庭或私人消息的公开信函，由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志愿者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亲自收集和递送。红十字通信包含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和完整地址，在拘留场所收集的红十字通

信在递送之前要经过当局查阅。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建联系”，http://familylinks.icrc.org/en/Pages/
HowWeWork/restoring-contact.aspx (2013年6月22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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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他们把这些图片带给

被拘留者，帮他们挑选最美的图片寄回家，和他们谈论所选的图片及某张图片

的含义。这种时刻对他们而言非常可贵。

小礼物与相互承认

一些被拘留者还将这些打印的图片用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从自己保存的图

片中挑出一张，借着私下谈话的机会送给前来探视的代表。在这样一个被拘留

者只能保有极少数物品的地方，这份小礼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对于生活在极为

艰苦的拘留条件下的被拘留者而言，将图片作为礼物送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

表的举动展现了他或她的人性，使他或她重拾自尊；这份来自一个极度脆弱、

贫苦之人的没有来由的小小礼物，体现了作为人的相互认同感，是对我们共通

的人性的承认。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人员收到被拘留者礼物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其含

义可能不尽相同。如果可能，被拘留者会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喝茶、冷

饮或吃点东西。这一简单的举动确立了被拘留者和探视者之间的宾主关系，探

视者被当做客人，从而使被拘留者与人道参与者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对称和对等

关系。许多经验丰富的代表实际上将自己看做被拘留者的访客，他们对被拘留

者表现出的礼貌和尊重正是他们希望到自己家拜访的客人应当具有的态度。一

起喝饮料或吃东西的邀请其实是在邀请探视者进行一次真正的接触，共享一段

充满人情味的时光。

另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一些被拘留者送给探视者一幅画、一首诗或一件手工

作品。这种举动与其说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 (为了回报我们的探视)，还不

如说他们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谢意，并要求我们将他们视为有着自身个性和历史

的人，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情感、苦痛和才能。

6 Paul Ricœur, ‘L’échange des dons et la reconnaissance mutuelle’, in Parcours de la reconnaissance, Stock, Paris, 2004, 
pp. 342 and 352 ; Paul Ricœur, The Course of Recogn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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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阿富汗当局关押的人。2009年3月。© CICR/VII/NACHTWEY, James

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高地的白苏 (Baisu) 监狱。铁窗外的风景。2012年5月4日。

© CICR/KOKIC, Mar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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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琼布拉的姆坪巴 (Mpimba) 监狱。探视并书写红十字通信。2001年5月7日。

© CICR/GASSMANN, Thierry

柬埔寨金边的T3监狱。探视监狱并访问被拘留者。1993年9月。© CICR/CORRIERAS, Serge

非人境地中的人道关怀与点滴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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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寻人局金沙萨办事处。书写一封红十字通信。2000年8月7日。

© CICR/DI SILVESTRO, Jean-Patrick

利马高度戒备的克里洛斯 (Chorrillos) 女子拘留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囚室内与一名患病

的被拘留者交谈。2007年5月。© CICR/HEGER, B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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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香水，几许尊严

一天，一位担任代表的女同事在探视一所监狱时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

求。一名被拘留者问她能否找一天再来看他并给他带点香水。由于这一请求的

性质以及安全方面的规定，这位代表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当晚，她从一位男同

事那里要了香水，并于次日再次探视这名被拘留者，给了他一点香水。这名被

拘留者开心地使劲朝自己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喷着香水。他的脸上放出光

彩，他坐直了身子，抬头望着这位代表，感激地说：“今天是我到这里以来第

一次不再难闻；我现在才觉得自己是个人”。

接着他到院子里看他的同伴，告诉他们自己有多高兴，还把自己的衣服在他

们身上蹭蹭，好让他们也有香味。那天晚些时候再见到他们时，他们走过来愉快

地、自豪地让我们闻闻他们的香气。一点香水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

人道关怀，从创伤到复原

上文提到的这些小活动和小事反映了人道关怀的一些方面及其对于条件艰

苦的拘留场所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一些人性荡然无存的地方，人道关怀

能够带来些许人的情感。对于虐待和极端暴力的受害者而言，卫生专业人员在

确认与暴力、不人道的条件及待遇相关的精神痛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

使外界认识到被拘留者遭受社会心理创伤的现实及其后果。但在认识和承认武

装冲突、极端暴力、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酷刑对受害者的健康和尊严造

成的深层伤害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寻求可能的方式帮助被拘留者复

原并重新开始有意义的、积极的人生方面，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与遭遇不幸

的人们的人道会面能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在暴力和非人的环境下？在就这一

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之前，我们必须保持审慎和克制。

否认暴力和虐待事实及其后果的情形很常见，这种状况可能对无数身陷武

装冲突之人的命运产生持久的影响。极端暴力使人性丧失殆尽。它对人性造成

彻底破坏。它摧毁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所应具有的人性。对人道专业人员而

言，与极端暴力受害者会面并聆听他或她的倾诉可能是令人痛苦的过程。关于

极端暴力和酷刑的叙述使这些专业人员深受震动。为帮助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他们要付出情感上的代价。曾接触过大量酷刑受害者的理查德·莫利卡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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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者的痛苦”。根据他的经验，“暴力见证者受到伤害的程度可能不亚于

实际遭受暴力的人”。7 这种间接创伤，或“替代创伤”，是“长期接触精神受

到创伤的救助对象的结果，表现在专业人员在情绪、认知模式、记忆、自尊、

安全感方面受到困扰”。8 救助受创者工作的这一特殊后果最初出现在精神治疗

师的记述中，而近来则见于战俘的家人9、为酷刑受害者担当翻译的人10、以及

与犯罪环境打交道的刑事案件律师11。

与极端暴力受害者有关的工作可能会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受到一定影

响。他们也许还会看到一些受害者的抵抗力，他们努力令自己不至于因为非人

的经历而失去人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活动在增强受害者的抵抗力和承

受力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种探视是否至少有助于促进受害者的复原？

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如果探视能够成为真正的交流，如果那一刻人的情感能够

互通。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培训课上讨论这些问题。一名曾在一处酷刑长期普遍存

在的拘留场所担任医生的女同事说，发生在那里的情形有所不同。拘留场所的

工作的确可能使专业人员深受影响，但这项工作并非简单地探视被拘留者并增

强他们的复原能力。她描述了一次和一组被拘留者私下会谈的情形。他们讲了

自己可怕的经历、酷刑、不幸和痛苦。她深受震动，哭了起来。这些被拘留者

亲切和蔼地跟她说话。向她说明他们是怎样团结起来共同战胜苦难的。他们相

互扶持，并在那一刻给予前来探视的代表安慰和鼓励。

从这件事上我们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首先，这位代表是一名优秀的人道

工作和卫生专业人员；她在听到被拘留者讲述非人经历时落泪恰恰表现出她的

同情心和人道情怀，也表明她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使她对苦难麻木不仁。其次，

对被拘留者而言，这表明同他们会面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意识到自己

能够给她鼓励和劝告，并进一步让她了解他们的经历。

7 Richard F. Mollica, Healing invisible wounds: Paths to hope and recovery in a violent world, Harcourt Inc., Orlando, 
2006, p. 31.

8 Pilar Hernandez, David Gangsei, and David Engstrom. ‘Vicarious resilience, a new concept in work with those who 
survive trauma’, in Family Process, Vol. 46, No. 2, June 2007, p. 231.

9 Rachel Dekel and Zahava Solomon, ‘Secondary traumatization among wives of Israeli POWs: the role of POWs’ 
distress’, in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y Epidemiology, Vol. 41, No. 1, 2006, pp. 27–33.

10 David W. Engstrom, Tova Roth, and Jennie Hollis, ‘The Use of Interpreters by Torture Treatment Providers’, in Journal 
of Ethnic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Vol. 19, No. 1, January-March 2010, pp. 54–72.

11 Lila Petar Vrklevski and John Franklin, ‘Vicarious Trauma: The Impact on Solicitors of Exposure to Traumatic 
Material’, in Traumatology, Vol. 14, No. 1, March 2008, pp. 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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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从患者那里学习如何克服逆境的积极过程被称为“替代复原”，12 

对应的是与极端暴力受害者接触的专业人员所说的替代创伤。替代复原的定义

是：“受助者的复原对专业人员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13 就我们对创伤和复原

的认识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一发现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关怀关

系是一个主观意识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人道关怀的核心因素也许就在于专业人

员和被探视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即，他们的会面成了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交流。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会面，每个参与者都有着自己的身份、历史、才能和

脆弱之处。遭受极端暴力之后的复原能力的建设也许就是一个互相将对方作为

真正的人来看待的过程。

面临攻击的人道关怀

上面这些小故事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人道专业人员和被拘留者之间

的关系有可能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拘留

所的活动有时却面临抵制或攻击。还可能受到侮辱、谩骂，甚至恐吓，或遇到

被拘留者用体液进行攻击的情形。这种局面可能令人容忍和面对，这或许是人

道专业人员精神遭受创伤的另一个原因。

很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都遭遇过类似情形。有时，被拘留者在获释后

会到办事处拜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他们向代表致歉，请求谅解，说他们

只能通过那种方式表达愤怒。他们说，侮辱和攻击行为并非针对个人，不过是

一种沟通的方式罢了。一位同事说，获释的被拘留者很感激她在受到侮辱时的

态度，因为她并没有视之为对她本人的人身攻击。他们说这种态度有助于他们

面对苦难。

针对他人或自身的攻击行为往往是拘留期间的极端沟通方式。在1975年举

行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曾在苏联的拘留营被关押了七年的持不同政见作

家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提到了某些“单独关押情况下的极端沟通方式”。14 他

12 Pilar Hernandez et al., above note 8, p. 230.
13 Pilar Hernández, David Engstrom, and David Gangsei,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rauma on Therapists: Vicarious 

Resilience and Related Concepts in Training’, in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 Vol. 29, No. 1, 2010, p. 73.
14 André Siniavski, ‘«MOI» ET «EUX». Sur quelques formes extrêmes de la communication dans des conditions de 

solitude’, in Solitude et Communication, 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 - Tome XXV, É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 
Neuchâtel, 1975, pp. 13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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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当一个人处于极度封闭的环境下时”，会以反常、怪异、或许令人震惊

的举动作为他与外界的沟通手段。“在无法通过语言沟通，沟通的需求无法得

到满足时，生命本身也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他说道。15 在极端隔绝的情

况下，拒绝或冷漠、自虐、绝食、自残或其它针对自身的暴力行为，都应视为

“特殊的沟通手段”。16 

这些行为通过“一种完全负面的沟通方式，一种沟通的决裂”来表达最激

烈的抗议。17 近来对这类环境中的极端沟通行为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18 攻击行为，如：侮辱谩骂、向探视者抛洒体液、在囚室墙壁上涂抹

排泄物、绝食或自残，都应首先理解为沟通行为。这是他们在无法通过其它方

式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发出的抗议或表现出的绝望，是对尊严和承认的渴求。

探视拘留设施的人道人员需要为应付这类局面做好准备，以免将攻击行为

看做针对自己，或做出过于正式的反应。恢复“与”被拘留者的语言沟通非常

重要：关键并不在于“与”之交谈或倾听，而在于重启对话，并找到一种能够

体现相互承认的方法，即，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有才能、有尊严的人。这种对话

也许有助于探视者理解攻击行为的含义、原因和目的，从而共同反思如何与相

关人员或当局进行沟通。

人道探视者与当局就设法促进拘留设施内的积极沟通进行对话时面临着类

似的过程。比如，应对绝食抗议的人性化举措可以是举行拘留当局和被拘留者

或其代表之间的定期会议。这些会议使双方有机会讨论重要的问题并探讨解决

方案。沟通的改善会大大影响拘留机构内被拘留者与拘留方之间关系的性质，

从而减少暴力行为的出现，并使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点滴小事，重现人性

暴力和武装冲突会给个人、家庭、社会以及人性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拘留

场所的实例表明人道行动要做的是关怀照顾被拘留者，给这些非人的环境带来

15 同上，第138页。

16 同上，第145页。

17 同上，第145页。

18 Lionel Wee, ‘Extreme communicative acts and the boosting of illocutionary force’, in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36, 
No. 12, December 2004, pp. 2161–2178; Lionel Wee, ‘The Hunger Strike as a Communicative Act: Intention without 
Responsibility’, in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Vol. 17, No. 1, June 2007, pp. 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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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温暖。这一工作往往需要抱着极为谦恭的态度，并深信人与人之间即使

在武装冲突当中也能够摒弃暴力，建立相互尊重的富于建设性的关系。这一工

作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道行动的效果也许不会立刻显现。其效果很可

能数年之后才能看到，那时已经获得自由的被拘留者会回忆起一杯咖啡，印有

花朵、野兽或落日的图片，一点香水，纯粹的人性共通的时刻——那些使他们

重拾尊严的小事，因为那一刻他们被当作人来看待。

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令人震撼的著作《人性》分析了人性灭失的各种面

貌。19 他在研究过程中只遇到了几个显示人性的例子。似乎只有少数人敢于冒

险，敢于做出“人的反应”，即，表现出尊重和同情。20 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对

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或柏林的犹太人来说，“即便只是友善的表情都会使情

况有所不同”。21 

格洛弗以作家、哲学家让·艾梅希为例，后者仍记得那些关于香烟的故事。

在布伦东克集中营遭受酷刑之后，一个士兵从铁窗外塞给他一根点着的香烟。

之后，在奥斯威辛—莫诺威辛集中营，但泽来的残疾士兵赫伯特·凯普把自己的

最后一根烟分给他抽。艾梅希记得其他几个表现出人情味的人，包括来自埃森

的天主教工作人员维利·施奈德，对方“用他自己都已经忘记的名字来称呼他，

还给了他面包”。22 但格洛弗强调：“让·艾梅希并没有忽略一点，那就是这样

的事情是何其难得”。艾梅希在他的书里写道，“这些勇敢的同伴的力量还不

够”，一旦他们不是在他面前，“而是消失在他们自己人中间”：23 对他来说，

少数几个人的善意举动无法抵消如此之多的人以同谋、同意及协作的方式实施

的难以计数的恶行。艾梅希说明了自己心存忿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不可能原

谅过去的恶行。酷刑和灭绝集中营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认为自己“精神

上受到创伤”，相反，他写道：“他已被剥夺了人性”。24 

玛格达·霍兰德－拉芳在叙述中也回忆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残酷、恐怖的环

境中遇到的微不足道的人性之举25： 在去奥斯威辛的运牲畜的火车上，有人给

19 Jonathan Glover, 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London, 1999.
20 同上，第22-23页。

21 同上，第383页。

22 同上，第383页。

23 Jean A méry, Par-delà le crime et le châtiment – Essai pour surmonter l’insurmontable, Actes Sud, Arles, 1995 
(translated from German), p. 159 (English translation: At the Mind’s Limits).

24 同上，第172页和第208页。

25 Magda Hollander-Lafon, Quatre petits bouts de pain – des ténèbres à la joie, Albin-Michel, Pari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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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片香肠，她和妈妈还有妹妹分着吃了26；不知名的同伴在她渴得不省人事时

给她喝了一点点水，救了她的命27；“长相丑陋、语气刻薄的看守”给她一双木

屐，还在她干活时予以照顾28；一个同伴关于博爱、友情和勇气的话语给了她活

下去的力量29；一个垂死的女人给她小小的四片面包使她得以生存并见证了发生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恶行30。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使玛格达·霍兰德－拉芳能够不畏

困苦，以自己的方式使人性得以留存。

关于极端暴力幸存者经历的叙述有很多。每一个彰显人性的经历都是独一

无二、不可取代的。同样，人道关怀的方式也没有现成的做法。请探视者带来

一点香水的要求是两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场所会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提出的。这

一点点香水令被拘留者感到自己被当作人来看待。但换一种情况，同样的液体

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会使对方觉得受到冒犯。从事人道行动的人员要找到

自己的人道关怀方式。他们将自己的人道情怀、身份、历史、才能和脆弱之处

融入工作当中。人道专业人员往往要面对其行动的局限性以及面对现状时的无

力感，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及其它暴力局势中更是如此。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

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他们给予关怀的能力，以尊重和同情的态度开展工作的

能力，以及他们的创造性，将有助于使他们与受影响的个人 (被拘留者、平民、

伤者或病者) 的会面变成真正的交流，成为人性共通的一刻。这种基于人道关怀

的关系才是人道行动的核心所在。

26 同上，第90页。

27 同上，第34页。

28 同上，第45页。

29 同上，第51页。

30 同上，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