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道的追求—
国际人道法及
150年人道行动回顾
·······
·······

150年前，预示着国际团结新时代的新思想萌发了。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 (ICRC) 的创建以及次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的通过，标志着现代国际人道法
及人道行动的诞生。ICRC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运动) 中的合作伙伴一道，致
力于为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从叙利亚到阿富汗，从
刚果民主共和国到哥伦比亚均是如此。ICRC有超过1万3千名员工活跃在世界各
地的80多个国家，这为该组织在法律、宣传、工程、战伤外科、卫生设施和物
流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ICRC致力于提供人道援助与保护，不仅在那些众所周知的危机中开展工
作，也活跃在许多被人们遗忘的危机中。尽管现在仍在遵循那些历经时间考验
的原则与方法，但该机构将继续开发新的、更务实的应对机制，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战争与暴力局势。
除运动外，经过150年的逐步发展，数以百计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得到
了公共和私人捐助者的支持，形成了今天的人道界。人道领域正在从纯粹的西
方产业向更加多样化和多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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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50年中，ICRC在最恶劣环境——现代社会的所有暴力地区中——
仍然独立而不屈不挠地生存着。人们不得不惊叹于其生命力：该组织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原因是什么？在人道事业发展中的工作动力是什么？国际社会的主要
成员如何评价该组织所发挥的作用？ICRC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
做好准备？这些问题为我们编写这本《红十字国际评论》周年纪念特刊提供了
指导。
让我们首先来看ICRC和运动初创时的世界状况。我们需要了解创始人的
计划是如何具有前瞻性的，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如何使得整个组织在这些年来得
到持续发展、调整，并一直坚持贯彻同一个核心理念。最后，我们将探讨一些
ICRC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ICRC创建时的世界
“如果战争的杀伤力得到提升，人们的慈悲心肠也应该有相应的提升”。1
正如两位ICRC的创始人早年间说的这句话中提到的，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世界正
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同时也在形成新的风险，因此，预测和管理新的
风险是很必要的。

科技进步的加速
尽管19世纪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比现在困难且不稳定。但这段时间
似乎也是科学和社会加速进步的时期，从一个长期不变的旧秩序向快速变化的
新时代的转换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突破性的发现在各个领域不断发生，开启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在1863年，世界的范围和界限在相当程度上尚未完全划定：在同一年，探
险家斯皮克和格兰特发现了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最终证明后者是尼罗河
的发源地。1859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并指
出：人类本身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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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Guerre et la Charité, Appia and Moynier, cited in Dunant’s dream, Caroline Moorehead,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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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快速发展，世界似乎越来越小：1863年，
工业革命已经从英国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伦敦地铁的第一期于同年开
通，国际电报联盟2即将落成；在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刚刚开始。3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19世纪中叶，医疗、卫生、教育的发展和几十年的
国际稳定，使欧洲人的平均寿命持续上升，达到19世纪60年代的40岁左右。

思想的演变
这段时间，也是有关社会组织、权利和教育等新思想不断涌现并可获得压
倒性支持的时期。在历史上似乎是第一次，这些新思想可能会通过新的社会和
政治结构变为现实。
当然，社会阶层、宗教团体或男女性别之间的隔阂和不平等——其中许多
至今依然存在——仍然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中，并受到法律的维护和支持。在
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为人类社会的秩序提供了全球性
的视野。其中一些意识形态意欲塑造下一世纪的历史，有的已造成了最惨痛的
后果。
在1864年，美国继许多其他国家后，正式废除了奴隶制4。尽管有这样的进
步，殖民扩张才刚刚开始。“人道”仅仅是狭义地用在所谓“文明”世界居民
身上的一个概念，尽管后来“慈善”成了证明殖民行为正当性的借口，也改变
不了其本质。直到今天，西方帝国主义还是常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人道行动。
然而，受法国大革命人人平等思想的启发，争取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
斗争已经开始，新型工业中心的工人就是斗争的先锋。5

一个不稳定的多极化世界
亨利·杜南生活的世界仍然视战争为“英雄”的事业，是君主和国家解决国
际争端的完全合法的方式。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不稳定和冲突频发的时期，首

2
3
4
5

现在被称为国际电信联盟，一个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它最终将在1869年完成。
1864年4月8日，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于次年废除了奴隶制，
例如，直到1864年5月法国才不再将罢工和结盟定为刑事犯罪，真正允许工会成立。 Loi Olivier of 25 May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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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年)。在ICRC初创时期，美国南北战争 (1861－
1865年) 仍在激烈进行，法国则正在墨西哥进行殖民战争。欧洲仍然处在圈定自
己势力范围的进程中，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瓜分新兴国家领土。使德国最终
走向统一的1866年的普奥战争及1870年的普法战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被称为
“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正在走向衰落，其他欧洲列强正在争夺战利品。80
多年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联合国宪章》中才出现了在国际关系
中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新冲突时代的前夕
在18世纪末，各类技术创新的综合运用在战场上已开始产生致命后果，伤
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趋势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首先，所
有主要的欧洲国家都开始实施法国革命期间发明的征兵制度，由此产生了庞大
的兵源，士兵的生命被看作是随意摆布的商品。其次，弹道学和爆炸物的发展
使得工业化生产的步枪和机枪更精确、威力更大。最后，铁路使得部队的集结
和转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在19世纪，战争已变成了大规模灾害性事件，数以万计的士兵可能会在几
小时内受伤或死亡。与此同时，战斗仍局限于一个地理范畴的“战场”。平民
相对来讲不受战争直接后果的影响。例如，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仅仅
三天，就有4万6千人在战斗中失去战斗力 (阵亡、受伤、失踪或被俘)，而只有
一名平民被打死。但这种局面很快改变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平民已造成了
破坏性影响。

国际人道行动和人道法的诞生
几年之前，许多受伤的士兵在索尔费里诺战斗结束后忍受了极度痛苦最后
因失血过多而死。他们的悲惨命运震惊了享利·杜南。军事医疗服务是远远不够
的，即使当时最伟大的军队也不重视这种细节，单兵的命运根本无人关注。杜
南随即采取了临时措施，组织抢救和护理作战双方的伤员。
出于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杜南产生了创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及国际人
道法的最初设想。这些设想体现他的一本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索尔费里诺回忆
录》中。在这一开创性的著作出版之前，组织救援和制定约束性原则以限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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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的全面暴力等想法已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开始实施。各种宗教团体以及以南
丁格尔和克拉拉·巴顿为代表的著名慈善家们也开始自发组织战伤医疗服务和
救助伤员的工作，南丁格尔还提倡强化军事医疗服务。所有这些都在呼唤着新
的、超出特定慈善活动范畴的人道应对机制。
亨利·杜南和红十字会的其他创始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首先争取国际
支持，以创建一种新型的具有持久能力、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机制，一视同仁地
帮助受伤的士兵。其次，他们还计划制订国际性的准则，以约束各国在对待其
受伤的敌人、民用佣工和医疗人员或平民助手方面的义务。
除了在和平时期组织救援团体来帮助在战时受伤的士兵这一明确和相对
单一的项目外，杜南和运动的其他创始人有更宏大的抱负，即“将战争人道
化”。虽然不及和平主义，这个抱负听起来仍然是很理想化的。然而，其实际
执行采用的是重点突出且务实的方式：创建独立而目标一致的国家救援组织网
络，以及进行国际法编纂。
ICRC和第一批国家红会的创建以及一年后《日内瓦第一公约》的通过，标
志着国际人道行动和国际人道法的诞生。6

在150年的冲突中发展、适应和施救的能力
许多在今天看来具有典型现代特征的概念、方法和举措，都已经出现在
ICRC创始人初始的思路和方法中。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诠释了运动随着时间推
移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学习和借鉴过去的经验并作出相应调整，在极端情况下
工作并进行改革创新。我们将着重介绍他们中的五个人。

对话、说服和人道外交
首先，红十字会的创建证明了公民社会是促进国际团结的有生力量这样一
个现代理念。《索尔费利诺回忆录》一书的出版，以及由公民个人组成的委员
会于1863年10月在省辖市召开的国际会议，是一场真正的人道宣传活动，也促

6

在1863年10月的首个国际会议上确立运动后，该委员会召集各国再次在日内瓦会面，并通过了第一个保护战
伤士兵、确立医务人员之中立地位的国际条约。(1864年8月22日原版《日内瓦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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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运动的诞生。这也证明了现代公民群体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
影响国家制度和有关议程，还能对环保、经济或社会问题等领域的国际政治议
程施加影响。ICRC及其运动中的合作伙伴在“人道外交”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
经验。7
亨利·杜南充分利用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人际网络来传播他的思想，取得当权
者的支持。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如电报的发明，国际团结随之迅速发展。8
由于有直接的战场经验，亨利·杜南可以令人信服地与当时的政治领袖接
洽。ICRC的行动及其与那些需要帮助之人的深入接触使得该组织成为暴力受害
者的合法代言人。这也是该组织在人道行动或法律发展方面有能力进行创新的
前提条件。
虽然应公众呼吁而创立，但多年来，ICRC选择了开展直接和保密的对话作
为其特有的工作方法。作为ICRC身份的核心，这种做法一直受到质疑，特别
是在对透明度要求日益提高的国际环境中更是如此。然而，从人道的角度看，
双边和保密的对话已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是ICRC得以获准帮助和保护
需要帮助之人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无条件的和确定的。在与当
局的对话中，ICRC确保会根据正在取得的进展和参与对话的质量来调整其工
作方法。9

保护并援助需要帮助之人的基本方法
1864年《日内瓦公约》首次确立了中立原则以及对伤兵、一线医务人员以
及专门人道机构的保护。1948年，二战刚刚结束，受冷战环境的影响，ICRC在
让·皮克泰的领导下确立了统一的愿景和基本原则，为机构和运动的各种活动提
供了依据。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的正式版本于1965年在维也纳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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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arion Harroff-Tavel, ‘The humanitarian diplo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Afric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06, pp. 1-16.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article/other/humanitarian-diplomacy-articles-040310.htm
1867年，路易·阿皮亚和古斯塔夫·莫尼耶描述了公众已经认识到需要规范战争：“通讯工具的即时性以及越来
越快的速度令人们更加意识到需要规制战争。因为通过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我们与军队之间的距离比之前要
近得多。”实质上，如果说这句话出自一位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也毫不为过。La Guerre et la Charité, Appia and
Moynier, cited in Dunant’s dream, Caroline Moorehead, p. 519.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s (ICRC’s) confidential approach, IRRC, Volume 94 Number 887
Autum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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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第2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通过10。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的原
则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人道界。
ICRC努力使冲突各方明白：它独立于政治压力 (归功于其资金来源的多样
性和管理层的单一国籍化—只由瑞士公民组成)，不偏袒任何一方，只致力于一
视同仁地保护和援助那些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这些是该组织获
准援助受害者的重要因素。正如菲奥娜·特里所提到的：“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不
是一个道德立场，而是目前接触到需要帮助的人并向他们提供人道援助的最有
效的方法，无论他们是在哪里。”11
如果中立和独立是确保接触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群的工具，那么公正和人道
就代表了人道理念的精髓，是不容质疑的。
自诞生以来，ICRC一直坚定地认为，为了在武装冲突期间援助急需帮助的
人，需要有原则的人道行动。这些原则阐释了把运动各部分集合在一起的核心
价值，但也有实际操作层面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则为解决人道行
动的两难困境问题以及应对援助政治工具化的持续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

法律的力量
迄今为止，国际人道法及其实施机制不断完善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
突。到目前为止，向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援助，并不断强调和发
展在这些情况下适用的法律，仍然是ICRC主要的特种工作之一。
自从《日内瓦第一公约》通过以来，尽管规制武装冲突的法律正在逐步持
续发展，但这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事项。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主权、安全与
政治因素之间持续存在摩擦，另一方面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因而出现了发展与
停滞交替的现象，甚至有时连以往取得的成就也受到质疑。
鉴于战争和武器的不断变化，必须时刻保持警醒，以确保法律和新的法律
保护机制的完善发展。我们可以数一数ICRC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是单独
发起还是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参与者一起：从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

10

11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fundamental-principles-movement-1986-10-31.htm.让·皮克泰随后于1979年在随附的评述中对基本原则
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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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o., 881, March 2011,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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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议定书》，到更多最近通过的公约，如1998年的《渥太华条约》或2008年的
《集束弹药公约》等。
还应该提及的是，ICRC于2006年出版了《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还建立
了一个《习惯国际人道法》在线数据库，由ICRC与英国红十字会定期更新。12 同
样值得注意的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评注的更新计划目前正
在进行中。13
ICRC的创始人已意识到，科技进步具有两面性，既能为人类创造机会又充
满风险。所以ICRC和《评论》对此一直保持着警惕性，这一点在我们最近出版
的以“新技术与战争” 14为主题的一期《评论》中已作了说明。但确保法律的
完善发展也是为了避免挫折和维护已取得的还不稳固的成果。比如在1868年，
ICRC就不得不拒绝他人对于完全重新谈判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建议！15 每
当有人对现行法律的合法性或相关性提出疑问时，ICRC都需要重申法律。在
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的十年中，美国的《反恐战争宣言》引发了对法律的
新一轮质疑。ICRC就关塔那摩监狱羁押人员的待遇等问题与美国进行了艰难的
谈判，在谈判中保持了坚定的立场。16

人道的力量
杜南的梦想释放出了“人道的力量”。17 ICRC创始人的主要目的是在每个国
家协助建立一个国家机制，它将独立于政府部门，以维持其公正地提供援助的能
力。因此1863年不仅标志着ICRC的诞生，也标志着今天众所周知的“运动”的
诞生：国家红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联合会) 以及ICRC。18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扎根地方，以及其工作在187个国家
的9700万志愿者、会员和员工的承诺与奉献 19。这种多元化的成员组成不仅能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2

The databas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Home
See Jean-Marie Henckaerts, xx in this issue of the Re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ume 94, N°886, Summer 2012.
Cited in Moorhead, op. cit. p. 58
见此期中约翰·贝林格的观点
“人道的力量”在1999年5月被选为红十字与红新月全世界活动的口号。http://w3.ifrc.org/what/values/power.asp
第一个国家红会于1863年成立于符腾堡。See Stefanie Haumer, ‘1863: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the Movement’ in this issue.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于1919年创立。
See the Federation website: http://www.ifrc.org/en/who-we-are/the-movement/ The Movement has also its own
website: http://www.redcross.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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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与受害者没有距离，而且也提高了评估他们需求的效率。今天，联合国机
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国际人道工作者都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寻找当地的合作伙
伴并增强当地的危机应对能力。这种能力在运动中一直存在，是当今多极世界
上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国家红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动
员，ICRC将无法开展工作。此外，运动准备充分，可以为当今复杂而持久的危
机提供多方面的应对措施。
当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时，或有时作为国际人道综合应对机制的一部分
时，运动需要围绕基本原则保持其凝聚力。如果ICRC要处理其今天面临的复杂
人道需求，保持和发展运动内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与150多年前相比，当今社会有更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团
结、发展与人道工作，但能够在冲突地区开展工作的人道组织还为数不多。
ICRC认为，严格遵守基本原则，以及通过完善的和定期更新的内部政策 (“准
则”) 提供稳定支持，仍是援助需要帮助之人的关键所在。

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定期审视和总结自己的历史和当前的工作是一项有益的活动，对于开放性
不强的组织尤其如此。一个组织的优势可以变成他们的弱点：一个清晰的指令
可以使行动重点突出，但其狭隘的解读也可能导致失去人道行动的最终目标。
例如，提醒大家法律可能存在局限并不意味着ICRC可以不竭尽全力地援助所有
的冲突受害者。类似事件在过去已经发生过了。就像ICRC主席彼得·毛雷尔说过
的，当ICR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尽可能地保护犹太人和纳粹迫害的其他
平民受害者时，ICRC就已“失去了其道德准则 ”。
这次150周年纪念使我们有机会回顾和反思过去的经历。红十字的历史是如
此丰富，一些应对现代挑战的最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也可以从过去的经验教训
中发现。
ICRC需要合理利用近几十年来不断的发展。随着捐助者的要求以及组织和
人道行业的普遍发展，人道工作越来越多受到公众的监督，因而有向专业化发
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必须适应人道使命的要求，因为专业化最终不是以是否能
够促进组织的活动来衡量的，而在于提升履行人道使命的效率和创新性。

13

编者按：人道的追求—国际人道法及150年人道行动回顾

今天面临的挑战
在150周年之际，ICRC面临着一个与其设想差不多的世界。就像在19世纪
60年代，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无论是在科技进步、社会关系上，还是在
新的地区性大国崛起或暴力与冲突性质的改变20等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同
时，人道问题反复发生，冲突继续不断变化，ICRC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人道危机的频繁性和复杂性
新的挑战不断出现，对于人道危机来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其不可确定
性！做好快速应对的准备，不断适应新的人道挑战，从错误中学习，坚持不懈
地和批判性地质疑自己的理念和做法，所有这些在人道界的历史中都是一贯必
须的。亨利·杜南在1862年曾经说过：
……既然突发事件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战争不能以最突然和
最意外的方式出现么？难道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构成采取措施预防突发事件的足
够理由么？21
越来越多的危机以及受影响人群需求的日益复杂性也许是人道工作者所面
临的最大的新型挑战：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频繁的大规模灾害，城市地区的人
口比过去密集，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将继续催生非正义和暴力，国家压迫将导致
更多的内部危机和暴力。在受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经济、政治和
环境危机的迭加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间人道行业在不断发展，但需求和人道工作者的救援能
力之间的差距似乎从未像今天这么大，无论是在可利用的资源方面还是接触到
需要帮助之人群方面都是如此。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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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reading of the humanitarian challenges by the ICRC, see Claudia McGoldrick
‘The future of humanitarian action: an ICRC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 884,
December 2011, pp. 965 – 991.
Henry Dunant, ‘A Memory of Solfe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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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进入与得到认可
虽然需求在上升，如何在冲突和暴力地区接触到受害者仍是一个重大挑
战。一方面，我们继续观察使国际人道行动服务于军事及政治目的的尝试以及
国家对人道服务不断增强的控制态势。另一方面，人道工作者需要与非国家武
装团体进行互动。这些团体在最近的冲突中变得更加四分五裂，这使他们变得
更加无法预测也更加危险。
在当前的后殖民时期以及宗教激进化的背景下，人道核心价值观的普遍适
用性不仅受到政府和武装团体的质疑，也受到大众的质疑。这些价值观被视为
外部输入的概念并受到排斥。为了使人们接受这些价值观，ICRC作为大家首选
的合作伙伴需要取得信任。正像克劳迪娅·麦戈德里克写的：
由西方学术界编制的“通用”则和技术解决方案将会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
抗。有必要与当地政府和受影响人群加强对话，推动依照人道原则确立的而不
是刻板统一的解决方案。22
面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无法获准进入之间的矛盾，最令人道工作者沮丧的
与19世纪情况正相反，现在的医疗或技术解决方案可以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
援助，只不过政治问题要得到解决。目前在全球治理缺失的情况下，可填补空
白的新型地区性大国仍未出现，遏制冲突成为一种趋势，而不是预防或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由于缺乏可信的政治解决方案，人道行动引起了过多关注，这也
使得人道工作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
不可否认，法律保障工具和执法机制在不断进步。但我们观察到，在很多
情况下还存在公然无视国际人道法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ICRC最近使世人警
觉地看到，医务人员、医疗设施和医疗车辆普遍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对受影响
人群造成了悲惨的后果。23 令人遗憾的是，就像在索尔费里诺一样，对伤病员的
基本保护和照料再一次成为人道和法律问题的核心。《评论》将在下期讨论这
一问题。

22
23

Claudia Mc Goldrick, op. cit. p. 990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 ICRC website: http://www.icrc.org/eng/what-we-do/safeguarding-health-care/index.
jsp?cpn=h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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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今天的主要工作领域之一是法律的发展，包括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
害者的保护、遵守法规的挑战、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适用性，以及在战争
中引进新技术的问题等。24
ICRC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并支持将其纳入国内立法、军事训练和公民教
育中。在这个过程中，ICRC所发挥的独立而关键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
有必要。25 它特别要求在对交战国的行为产生有效影响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和工作。新技术能增加军事能力，也促进国际人道法相关的预防活动产生质的
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线培训以及军事虚拟现实模拟器将有可能极大地
改善教育和培训的效果。
鉴于目前大多数冲突都是非国际性的，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接洽将仍旧是
必不可少的。ICRC得益于长期与冲突各方开展对话，在处理与非国家武装团体
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挥这种优势对继续确保接触武装暴力的
受害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红十字国际评论》特刊
本期《评论》也是一个对这本期刊起源的纪念。最早《评论》被称为《红
十字会国际公报》，是由ICRC应古斯塔夫·莫尼耶的倡议于1869年出版的。几十
年来，《评论》是国家红会和ICRC重要关注议题的真实反映，发表了大量有关
其活动的信息。其档案是运动发展与人道行动的独特见证。《评论》全集已数
字化，在网上可以查到，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6发行。
《评论》首先就组织未来的愿景采访了ICRC新任主席彼得·毛雷尔。然后，
我们邀请该组织当代工作的十个特别见证人就本次150周年纪念的意义发表自
己的观点。他们就组织和人道行动所面临的当代挑战给出了坦诚的、建设性的
评估意见。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背景：平民、军人、捐助者、运动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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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armed conflicts’, Official working document
of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Geneva, 28 November to 1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report/31-international-conference-ihl-challengesreport-2011-10-31.htm
Se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preventio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1, N°
874, June 2009, pp. 415-430.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SpecialPage?pageId=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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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成员、政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等。他们曾直接受到武装冲突影响或与ICRC
处于相同的工作环境中。《评论》还有幸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如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盟国际合作、人道援助和危机应对专员克里斯塔莉娜·格奥
尔基耶娃，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以及北约欧州盟军最高司
令、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我们希望，本期《评论》不仅能就ICRC多
年来的工作进行评估，还能推动对人道事业整体未来的批判性思考。
这次期刊的第二部分是研究组织历史上的关键时间点，多个历史学家对此
都做出了贡献：
丹尼尔·帕尔梅里首先对组织的历史进行概述，并解释了其经久不衰的原
因，弗朗索瓦·比尼翁继而回顾了组织的初创阶段。塞巴斯蒂安·法赫对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组织对纳粹受害者的援助行动进行了评价。玛丽-卢斯·德格朗尚
阐述了比夫拉战争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该组织的后续发展。最后，瓦莱丽·戈兰
用一组有代表性的照片向大家介绍了ICRC独特而又丰富的视听档案库。
《评论》随后转向目前的做法与挑战，邀请ICRC工作人员来举例说明一些
在羁押、寻人或应对如在北爱尔兰发生的新型暴力等领域存在的当代挑战与工
作方法。
自1967年以来，ICRC就一直在以色列及其被占领土上开展工作。针对三大
核心占领政策 (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建立定居点和西岸隔离墙的通行限制) 缺乏
对话的情况，ICRC决定展开这些问题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由ICRC的主席彼
得·毛雷尔在本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开始，并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前法律顾
问艾伦·贝克大使的响应。
***
除了组织的历史外，本次150周年纪念也是一个思考当代仍必须应对的人道
挑战的机会。人道组织仍然在进行历久不衰的斗争，以确保安全地获准接近受
害者，使战争法得到遵守。在21世纪的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就像在19世纪
的战场上一样，如何保护战俘问题仍然至关重要。除了本期之外，评论已开展
了一系列的活动和讨论，如网络研讨会和会议，以反思不断发展的人道挑战。27

27

For regular updates visit the Review webpages on ICRC. org or subscribe to its Newsletter, see: http://www.icrc.org/
eng/resources/international-revie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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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往一样，冲突和暴力的人力成本在今天仍然是不可接受的。ICRC将继
续为人道事业而努力。因此，由于安全风险和缺乏准入许可，许多急需帮助的
人仍然无法得到满足。除了人道行动，避免伤害平民并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政治
意愿也是至关重要的。
周年纪念的意义何在？“至于我，我认为，ICRC是在我了解它的那一天诞生
的”，萨米·埃尔哈吉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他指的是ICRC的代表在关塔那摩监
狱访问他的那一天。在过去的150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也像他一样，在ICRC来
监狱看望他们时，在帮助他们与亲人团聚时，在给他们带来急需物品、家人的消
息、食品，临时住房、水或医疗照顾时，ICRC就在他们心中诞生。今天，ICRC
的核心使命仍然与150年前一样：尊重法律，拯救生命，恢复人的尊严。
樊尚·贝尔纳 主编
(胡超逸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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