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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以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定》为标志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取得了成

功，但仍然存在着因暴力而产生的严重人道后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的

评估显示出其介入的必要性后，就在贝尔法斯特设立了办公室。尽管在北爱尔

兰的主要监狱中已持续两年之久的“秽物抗议”最近已得到解决，但准军事组

织仍然法外施刑并且触犯刑法，其行为从殴打到强制流放甚至执行死刑。本文

考查了现代人道主义在武装冲突之外的表现及其困境，并分析了ICRC为何要在

北爱尔兰的局势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北爱尔兰；北爱尔兰动乱；耶稣受难日；过渡；遗产；惩罚性殴

打；秽物抗议

* 杰夫·洛阿内 (Geoff Loane) 是ICRC英国和爱尔兰任务团团长，负责处理与政府、军队以及重要的人道民间团体

之间的关系。他此前担任ICRC驻华盛顿地区代表处主任5年，并在ICRC工作了近30年。本文文责自负，并不

必然反映ICRC的观点。

** 李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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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北爱尔兰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的

终结。这场冲突造成近4000人死亡，更多的人遭受身体和精神创伤，而有一条

线索贯穿于整个动荡且暴力的骚乱期间。在所有交战方实际终止使用武力的14

年后，那个时代的痕迹仍然令人担忧，而且产生了重大的人道问题。这些问题

包括：准军事团体不断使用惩罚性殴打、未经统计的失踪人员、所谓的异见分

子长期使用武力、不断以“恐怖分子”类型的罪名拘留有关人员并将其分别关

押在相互隔离的牢房中，以及带有教派性质的和针对安全部队的街头暴力。

由于北爱尔兰不存在武装冲突，ICRC无法依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在

那里开展工作；ICRC的应对是基于其人道“倡议权”。1 这些应对措施出于与

ICRC的附加价值相关的考虑，即作为一个中立且独立的国际组织，它与各种各

样的团体和政府合作，从而为有需要的人创造更好的人道结果。

在最近的整个北爱尔兰暴乱2期间，国家当局、地方社区及其领导人以及从

事暴力活动的准军事团体都采取了应对这种暴力所产生之人道后果的措施。国

际人道社会未在现场或监督当时的情境，而且缺乏诸如“人道危机”这样的标

签，因而也强化了国家的责任大过由国际志愿组织主导的应对措施。在20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人们已从观察者侧重的各个侧面看到了这种暴力活动的

井喷 (在仅有的100多万人口中就造成3600多人死亡3)——但人道危机不在其中。

然而，有时根据平民的宗教族裔背景而将其作为攻击目标、使用致命武力以及

实地部署包括多达26000人军队的安全力量，4 事后在大多数观察者的眼中，都

引发了有关该局势中人道后果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北爱尔兰直至今天仍

1 “四个《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赋予ICRC在发生国际性武装冲突时采取行动的特定权限。特别

是，ICRC有权探视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公约还赋予ICRC广泛的倡议权。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ICRC享
有国际社会承认并规定于四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人道倡议权。在发生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以及其他

任何需要人道行动的局势时，ICRC也享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所认可的倡议权。因此，即使在

国际人道法不适用的地方，ICRC也可以在不构成干涉相关国家内部事务的情况下向各国政府提供服务。”See 
ICRC’s mandate and mission,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who-we-are/mandate/overview-icrc-mandate-mission.
htm.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网络参考资料均最后访问于11月份。

2 从1968年到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定》签署的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北爱尔兰动乱”，这个术语本身没有

任何法律意义，也遭到某些参与暴力活动的团体的抵制。为了本文的目的，针对使用暴力而援引该术语是为

了反映当时的背景。

3 例如，见‘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 profile – the Troubles in Northern Ireland’, in Insight on Conflict, available at: 
www.insightonconflict.org/conflicts/northern-ireland/conflict-profile/. 

4 关于军人的数量，见‘Table NI-SEC-03: British Army personnel (number) in Northern Ireland, 1969 to 2005’, 
compiled in Fionnuala McKenna, Brendan Lynn, and Martin Melaug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Northern Ireland 
Society: Security and Defence, available at: http://cain.ulst.ac.uk/ni/secu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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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深蒂固的教派社会，教派之间裂痕很深；仅贝尔法斯特就有99座“和平

墙”用来分隔各个社区，而且每周都面临持异见的爱尔兰共和分子暴力活动的

威胁。5 主要监狱是持续了近两年的秽物 (或不清洗) 抗议的主战场，而每年的游

行季也产生了零星的街头暴力。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针对贝尔法斯特市政

厅撤除英国国旗行为的持续抗议以及针对剥夺游行权的暴力抗议已导致暴力、

侵害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内和国际关切。

在北爱尔兰局势中，和平进程是国内和国际叙事的主流，并且已经成为可

供出口的商品，譬如，前战斗员可以针对新型易产生冲突的紧急情况提供建

议。但是，感觉没有享受到和平红利，而且/或者主要悬而未决的问题仍旧是开

放流畅政治制度的那些被边缘化、激进且失意的社区情况是怎样呢？又是什么

驱动这些团体不断使用武力、抗议、炸弹甚至是杀戮呢？ICRC在这些情境中又

能带来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具体到北爱尔兰局势呢？

国内动乱和紧张局势在地方层面造成了苦难、伤害、恐惧、分裂，而且武

装团体还设法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施加煽动性影响，从人道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并

做出应对存在非常现实的困难，此间充满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

在监狱中进行秽物抗议的青年人、被所谓“惩罚性殴打”致伤和/或流放

的受害人、因连番的空袭警报而被疏散的家庭、以及在高度不信任感下成长的

“对方”儿童，这些都是北爱尔兰工薪阶层太过寻常而又未被公开承认的特

征——也是电视机镜头关注任何一个不公平事件时重复捕捉到的画面。

在这种情况下，ICRC不仅在方法和分析方面提供了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视

角，而且它还是能够自由跨越政治和阶层界线并在保密的情况下与社会各阶层

对话的少数组织之一。这使ICRC成为向那些受暴力、抗议和攻击影响的人提供

人道干预的唯一的考虑。

本文将讨论北爱尔兰在过去几十年以及现今的暴力活动期间的状况，然后

着眼于现有的需求以及ICRC做出的应对。本文还将审视人道行动者面临的某些

挑战和困境，并讨论ICRC能够带来的附加价值。而本文的结论部分将更一般性

地着眼于过渡时期的遗留问题。

5 Sean O’Hagan, ‘Belfast, divided in the name of peace’, in The Guardian, 22 January 2012, available at: www.guardian.
co.uk/uk/2012/jan/22/peace-walls-troubles-belfast-feature. 



142

北爱尔兰：背景

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长期共同的历史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并不罕见的部族

忠诚与领土掠夺的模式。在那时，不列颠不仅要主导二者的相互关系，还要成

为整个世界的主宰，而吞并爱尔兰形成一个国家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的同时，

爱尔兰与伦敦当局的关系仍然是不明确的，相互之间的暴力活动也偶有发生，

尤其是围绕着政治和物质资源的分配。为了获得独立，总体上断断续续且低烈

度的斗争，伴随着一些明显的武装对抗，偶尔也会得到来自大不列颠的敌人的

援助，最终导致了军事叛乱运动，6 从而促成1921年12月6日《英爱条约》的诞

生。事后才知道，随后爆发的近乎不可避免的内战 (1921-1923)，将大部分精力

都集中于处理社区和家庭分裂的惨状，而非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最终

将同一个岛屿划分为两个管辖权区域。当这起冲突最终导致爱尔兰国家形成，

暂时性的分裂得以保留，并且成为这片岛屿的政治特色。

遍布岛内外的传统爱尔兰共和激进分子，很难接受对该岛这种政治上的分

离，尽管这是当时居住在该岛各自部分的居民之主流意愿的反映。这再一次引

发了断断续续的暴力运动，声称武力是保卫完全与合法独立地位之唯一手段。7

不列颠及其在北爱尔兰忠诚的公民一直将其视为恐怖主义和触犯刑法的行为。

武装和暴力团体 (被取缔) 与英国当局之间的冲突被这些团体视为合法的政治斗

争，而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则将其视为应受起诉的犯罪行为。

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持续至90年代末的长期暴力活动 (北爱尔兰动乱) 

之前，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活动就已通过40年代 (1942-1944) 的“北方运动”8 

和50年代 (1956-1962) 的“边界运动”9 再度出现。

6 众所周知，独立战争从1919年1月21日持续至1921年7月11日。这场战争导致爱尔兰岛的部分独立和分割。

7 爱尔兰共和派武装有相当长的历史：见Dr Fearghal McGarry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The Easter Rising’, 
in Irish History Live, available at: www.qub.ac.uk/sites/irishhistorylive/IrishHistoryResources/ArticlesandLectures/
TheEasterRising/, 该文探讨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影响——它“使许多民族主义分子相信，使用武力要比数

十年耐心的宪法活动强得多”。在晚近的历史上，这种策略被《北爱尔兰动乱时期爱尔兰共和军绿皮书》

(Troubles-era Irish Republican Army Green Book) 所援引；见 Irish Republican Army ‘Green Book’ (Books I and II), 
available at: http://cain.ulst.ac.uk/othelem/organ/ira/ira_green_book.htm. 

8 “北方运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军计划在1942年9月至1944年12月间攻击北爱尔兰的英国

部队。

9 “边界运动”，又被称为“收获行动”，是指1956-1962年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发起的一系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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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针对特定团体践踏人权和经济排斥行为的应对，激进分子

的民权运动也在北爱尔兰兴起，再加之20世纪60年代晚期同时出现且与之相关

的共和派好战分子 (与保皇派好战分子)，导致了长达40余年的暴力活动和人类

悲剧，其规模在北爱尔兰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很少有)。这一时

期见证了数以千计的死亡、爆炸、炸弹警报、明显的军事部署以及临时引入未

审判即拘留的权力，10 而这正是透过安全透镜观察到的日常生活。这类暴力活动

很大程度上由爱尔兰共和军中北爱尔兰人主导的派别所领导，也就是众所周知

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相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而言，后者虽持续

运作但活动程度较低)。北爱尔兰的保皇派分子也通过一系列准军事组织把自己

武装起来，实际上于1966年，即在爱尔兰共和军开展行动之前，发起了武装行

动。11 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队 (警察、军队、预备役部队) 出现

在街头，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暴力活动，这逐渐成为该部分英国领土的象征。

1998年，在断断续续的暴力活动持续了近40年之后，大多数派别公开回到

谈判桌前 (尽管不在一起)，在爱尔兰政府 (他们长期坚持爱尔兰政府要为全岛

负责的宪法观点12) 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这也得到了美国政

府的强烈支持，后者不久就通过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干预而介入谈判进程。《耶

稣受难日协定》(通常也被称为《贝尔法斯特协定》) 笼罩在“建设性的模棱两

可”中，而与此同时它也使所有当事方都认为自己是事实上的“赢家”，但随

后不久就出现了短暂的异议。

就在同年，造成29人丧生的奥马爆炸案发生，该事件源于武装反对派抵制

和平协定。13 这种剥夺生命的暴行激起的愤怒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给当时处于萌

10 1979年8月9日，不经审判的拘留被引入《特别权力法案》。See ‘1971: NI activates internment law’, in 
BBC News, ‘On this day–9 August 1971’,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august/9/
newsid_4071000/4071849.stm. 

11 “1966年5月7日，阿尔斯特志愿军针对天主教徒拥有的汽车和贝尔法斯特尚基尔大街 (Shankill Road) 地区的

上沙勒维尔街 (Upper Charleville Street) 上的酒水商店实施了汽油弹袭击”。See Brendan Lynn, ‘A chronology of 
key events in Irish history: 1800 to 1967’, available at: http://cain.ulst.ac.uk/othelem/chron/ch1800-1967.htm. 

12 “以和谐友好的方式，团结爱尔兰领土上的所有人民，这是爱尔兰民族的坚定信念”——《爱尔兰宪法》第3
条，1937年7月1日制定，同年12月29日正式实施。

13 ‘Bomb atrocity rocks Northern Ireland’, in BBC News, 16 August 1988,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1/hi/
northern_ireland/151985.stm. See more recently, John Hall, ‘Two men found responsible for Omagh bombing after 
landmark civil action’, in The Independent, 20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crime/
two-men-found-responsible-for-omagh-bombing-after-landmark-civil- action-8542702 (last visited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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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状态的异见运动蒙上了阴影。持异见的共和派分子的观点仍旧顽固地坚持两

种政治主张：第一，《耶稣受难日协定》未能使整个爱尔兰岛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第二，只有通过几代人的异议和武力才能赢取政治上的成就。14 

ICRC重新介入

在暴力活动结束且大量安全基础设施从北爱尔兰移除的同时，共和派分子

和保皇派分子就政治体制的未来仍存有分歧。这是一种分裂和政治隔离，以致

贝尔法斯特出现90多座分隔各个社区的所谓“和平墙”；(伦敦) 德里见证着经

常性的暴力活动和对共和派异见分子支持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有限；安全

部队长期处于应对准军事组织攻击威胁的戒备状态。爆炸恐吓与暴力威胁频繁

发生，而在城市中心区域 (一个新兴且共用的中产阶级和商业区域) 以外，分裂

的程度堪比北爱尔兰动乱最严重的时期。主要监狱再一次成为持异见的共和派

分子举行“秽物抗议”15 的主战场，而主要准军事团体已解除武装，同时其架构

与领导层仍被广泛认为是完整的。正是这种延续上的关联性，以致许多准军事

组织领导人直接以其政治组织的名义或通过该组织现身，他们的角色到底是支

持者还是破坏者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2010年，ICRC决定与北爱尔兰事务办公室 (后来其部分职责被移交给位于

贝尔法斯特的律政司) 一道，回顾关于ICRC在北爱尔兰存在已久的探视被关押

者的协定。16 最后一次监狱探视于1999年进行，然后从那时起对话就终止了。这

一对话需要各类民间社团机构一段时间的介入，这使ICRC越发意识到几个需要

额外加以关注的人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持续的监狱抗议活动、侵犯监狱及

其工作人员的尊严、由小型异见团体实施的烈度虽低但十分明显的暴力活动以

及准军事团体长期使用刑罚措施。经常以矫正反社会行为为由，通过爆炸、骚

乱或不断进行惩罚性殴打等持续暴力活动，以及所谓的准军事人员实施身体上

14 统一共和网最近发表一篇论文抵制《耶稣受难日协定》，参见网址：www.scribd.com/doc/112236562/RNU-
Standing-outside-the-Peace-Process (译者注：该文已被删除)。就暴力而言，坚持这种信念的团体经常宣称下一

次爆炸或袭击：例如，见‘ONH claims rocket attack’, in Irish Republican News, 3 August 2012, available at: http:// 
republican-news.org/current/news/2012/08/onh_claims_rocket_attack.html.

15 这起恶名远扬的事件发生在1981年，在近5年的秽物抗议 (被拘留者拒绝穿戴囚服并把粪便涂抹在牢房的墙壁

上) 后，10名被拘留的共和派分子因长期绝食死亡。

16 在整个相关期间内，ICRC以谅解备忘录、换文和口头协定的形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有助于ICRC探视北爱

尔兰的拘留场所。至少有一次，ICRC还探视了爱尔兰一座关押 (爱尔兰共和军) 政治犯的监狱。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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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驱逐或杀戮，是北爱尔兰动乱的后遗症，在1998年和平协定签署后一

直持续。17 

在评估北爱尔兰的这些变数时，很明显在某些阶层，宗派主义的程度丝毫

没有降低，事实上反而上升了。面对这种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暴力和人道问

题，ICRC可以很好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冲突双方提供中立服务，努力缓解这些

人道问题。ICRC特有的独立性使它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

并因拥有单一的目标而被接受，即向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

在2010年至今的这段期间内，ICRC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寻求与北爱尔兰事

务办公室、位于贝尔法斯特的律政司、政治党派、警察和英国相关政府机构进

行广泛磋商，以确保ICRC的分析、行动或活动与当局预期并认可的支持之间不

致产生分歧。严格来说，ICRC正是通过这种支持和介入才能采取相关措施。这

种认可总是唾手可得，还提供了重要且有价值的见解。

ICRC做出应对

ICRC确定任何应对措施都需要有条不紊地澄清介入的标准以及行动方面的

附加价值。附加价值通过两种形式来体现：其一，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处理类似

现象的组织所拥有的经验；其二，组织的价值，该组织的有效性是以对特定局

势的实际人道贡献为依据来认识与衡量的。

介入的标准是基于对一系列人道后果或暴力影响的清楚认知，这些人道后

果或暴力影响中有一些由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而产生。在北爱尔兰，尽管暴

力背后隐藏着某些动机，但这些暴力仍然触犯了刑法典并被当局视为犯罪。

ICRC本身的作用并非赋予那些推动或从事暴力的人以战斗员身份，18 其条约也

不是使暴力违法合法化，而是与利益攸关方一道，推动人道原则的概念深入人

17 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其中一些暴力活动，见Jamie Smyth, ‘Northern Ireland: a peace to protect’, in The 
Financial Times, 14 August 2012, available at: www.ft.com/cms/s/0/0e11edd8-da2a-11e1-b03b-00144feab49a. 
html#axzz2BeAIU2AL.

18 国际人道法中的战斗员身份赋予那些不享有赋予平民的免受攻击保护的人 (更多的信息见ICRC关于习惯法研

究中的第3项规则：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pp. 11–14.)。这一身份并不因存在ICRC
的行动而被自动赋予。ICRC的行动或监督职能主要基于如下分析，即像ICRC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够提供服务以

应对因使用暴力而产生的可能的人道后果，而其行动和监督职能尤其与法律保护和人道援助有关。关于冲突

定性以及战斗员身份归属的任何法律考量都要分别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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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9 在行动方面，ICRC与英国红十字会之间紧密的工作伙伴关系被视为这种

介入的潜在关键要素。ICRC此前在行动方面对北爱尔兰的熟悉程度仅限于零散

的监狱探视活动，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ICRC于2010年重新介入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方法论吸取了从其他局势以及

北爱尔兰自身局势中得到的某些教训。这些因素总体上反映出应对人道局势的

措施且仅适用于北爱尔兰局势，还包含某些基本的考虑。代表处从一开始就假

定，对话以及对话的透明度是ICRC任何实质性介入的关键。因此，它把精力集

中于尽可能广泛地与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建立联系。首要的一点是，这种对话要

在一切情况下都尊重英国的优先性，但也要考虑《耶稣受难日协定》履约保证

国——美国和爱尔兰——的作用。ICRC还有必要与那些反对和平进程的人以及

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和民间社团保持接触。

对ICRC而言，北爱尔兰与该组织介入的其他局势之间一个显著的区别是，

前者尚未确定其明确的人道需求，因此无法依据与道德、经济安全、卫生保健

以及饮用水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相关可用指标来确定标准程序的应对措施。在分

析北爱尔兰局势时，由于人道问题与更微妙的暴力效应有关联，所以这类直接

的指标没什么意义。因此，所采用的方法不得不调整为可能不做出关于需求的

假定。就其本身来说，迄今为止ICRC的工作方法主要基于一种倾听模式——基

于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人际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这种模式反过来又使得

ICRC清楚地认识到，在针对具体的人道后果做出应对时一个独立的人道组织能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有这种作用的话)。社区和组织在确认暴力的使用并承

认其人道后果的过程中，倾听模式事实上是一直被使用的方法。

在与暴行实施者和受害者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一直是对保密性

的保证。作为ICRC长期的行动模式，在确立有助于游说的信任度方面，这一点

连同下文即将讨论的其他一些因素已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在任何地方

进行人道投入时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至于核心的实质问题，即对人道需求的衡量，出发点在于个人的脆弱性以

及对他们的保护。假设使用武力的情况在不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时就发生了，

因而给人们带来伤害和痛苦。在这方面，北爱尔兰局势已被证明非常具有挑战

19 北爱尔兰的局势并不符合武装冲突的法律标准，除国家授权以外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都必须因触犯刑法典

而受到起诉。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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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以政治、犯罪和社区司法 (社区召集准军事人员执行简易司法) 的名义

实施，而且在每个这样的过程产生人道后果时，来自国家、民间团体和国际组

织的适当应对就需要以透明及符合该机构原则、价值和信条的方式加以确立。

因此，国家需要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与其他优先方面之间求取平衡，而ICRC

则只关注人道局势。

至于这些通过行动来挑衅国家的有组织团体，进一步的阐释是有益的。它

们被归类为非法组织，因为它们针对国家推动并使用武力，这意味着各国既不

会承认它们也不会与之交战，而是诉诸安全行动和诉讼。作为一个人道组织的

ICRC，有着为了人道目的而与这类团体对话并质疑它们的既定实践。20 这一

实践被广泛接受，但遵循一个条件，即在该实践中介入必须是透明的。因此说

ICRC与恐怖分子谈判并不准确，准确地说，ICRC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与那些参

加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的当事方展开对话。这种对话及其保密性不仅需要

各国的明确认可，也需要其他行为体的认可。

ICRC在北爱尔兰的行动范围和类型

我们来看看ICRC在北爱尔兰的实质性介入/项目活动。行动分为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都已进入实施阶段。下文将分别加以讨论。

与监狱当局对话

自2004年至今，马哈贝里监狱以安全需要为由，已重新对共和派分子和保

皇派分子实施单独羁押。21 北爱尔兰的监狱长期被各种团体用作制定和适用种种

旨在阻挠或吸引政治注意之策略的场所，抑或旨在动员监狱之外支持己方的行

动。2010年的复活节，被关押的共和派分子发起针对监狱制度的抗议，他们破

坏牢房中的设施，一些人还将粪便涂抹在牢房的墙壁上。这次长达19个月的抗

议造成被关押者自由、机会和社会化的缩减，导致监狱团体与狱政当局之间的

紧张局势加剧。被关押者团体、狱政人员、他们的家人以及社区，都表达了对

20 在最近一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的专题中，这种介入已经得到探讨。See the issues on ‘Engaging armed groups’ 
(Vol. 93, No. 883, 2011) and ‘Understanding armed groups’ (Vol. 93, No. 882, 2011).

21 详细信息，见House of Commons, Northern Ireland Affairs Committee, ‘The separation of paramilitary prisoners at 
HMP Maghaberry’, Second Report of Session 2003–04, Vol. I, 3 February 2004, available at: www.parliament.the-
stationery-office.co.uk/pa/cm200304/cmselect/cmniaf/302/3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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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议之影响的严重关切，而2012年12月末一位持有异见的狱警被杀害更是

加剧了这种关切。抗议所导致的尊严丧失，以及构成抗议之基础的紧张局势和

对抗行为，都属于人道关切的事项。与司法部一道确立的ICRC的行动角色，是

收集并分析来自各个团体、家庭、重要人物、狱政人员和官员的看法，以便对

当前的监狱环境做出自己独立的评估，这将构成提交给有关当局的保密报告的

基础。ICRC希望这些报告有助于在拘留待遇和条件方面酌情产生更加积极的

结果。

向致力于减少社区间暴力的基层组织提供支持

ICRC行动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遍布社区的基层组织的支持，后者在准军

事组织通常因青年人所谓的反社会行为或所谓的内部纪律而威胁并实施“惩罚

性殴打”时提供有关服务。一般来说，惩罚的方式从警告和威胁一直到身体上

的殴打、枪击、流放甚至杀戮。“惩罚性殴打”的做法由来已久，原因是有些

社区难以抵及，警力覆盖非常有限。它可以由社区居民动员起来，这基于他们

对反社会行为实施者和刑罚执行者的了解，因为他们都来自相同的社区。惩罚

性殴打在大多数准军事组织活跃的地区均被使用，以期维护精心制定的社区纪

律。这种方式也经常受到社区本身的赞赏，因为这些社区的许多成员日渐支持

针对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简易与快速司法。22 ICRC支持的社区组织提供

了一系列干预措施以限制或处理这种做法。这些干预措施包括：核实假定的威

胁、为受害者提供咨询服务，并组织能够暂时或永久取代惩罚的活动。与此相

关的是，ICRC向致力于降低不同社区交接地区23暴力发生率的组织提供支持，

后者旨在为青年人提供宗派暴力以外的另一些选择。

致力于寻找失踪人员

第三个领域属于ICRC行动的惯常做法，即围绕因冲突导致的失踪人员而产

生的悬而未决的人道问题——这也是所有冲突的遗留问题。这也是可由刑法调

整的问题，警察可以进行调查。然而，从人道角度看，失踪人员的家人有权 (且

22 基于与ICRC合作伙伴的讨论。

23 两个社区的交叉点被称为交接地区，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的社区之间经常上演紧张和冲突的场面。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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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知道他们深爱之人的命运及其下落，24 而且国家有义务协助归还遗体。25 

在北爱尔兰，相关的组织 (如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民族解放军)，都承认他们

有此义务并已准备向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建立的寻找受害者遗体独立委员会提供

信息。在合作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以及家庭支持组织愈加完善的同时，如果无

法通过搜寻并埋葬遗体来结束这些死亡悲剧，它将像梦魇一样沉重地压在受害

者的家人身上。ICRC的职责专门关注利用其联系网和接触范围尽可能有力地推

动一切信息的共享，最终彻底解决北爱尔兰动乱中的这部分难题。

挑  战

正常来说援助似乎不会有争议，然而，人道援助正在诸多方面面临挑战。

它可能会被视为干涉，甚或是搜集情报的幌子。26 援助也经常受到批评，因为通

过赋予不同团体在支配、管理、提供或阻止援助方面的职责，无意中使这些团

体的权力合法化或者强化了这种权力。27 进入21世纪后，援助已经变成各种各样

国家干涉的同义语，成为政府应对措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8 尽管如此，人

道项目仍然得到一种普遍认可，而且事实证明难以拒绝。它甚至作为无疆界的

普世价值而超越了项目本身，因为它基于人类的价值——全球人道。29 

24 包括人权法规定的禁止酷刑、保护隐私和家庭生活权以及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见《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

第8条和第13条。在国际人道法方面，《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2条规定了家庭了解其亲属命运的权利。另见

ICRC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中第117项规则的规定：“冲突各方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查明因武装冲

突而被报告失踪之人的下落，并须向其家人提供任何与其下落有关的信息。”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hereafter ICRC Customary Law Study], p.421.

25 根据人权法，例如，见晚近的判例：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Moiwana Village V. Suriname, 
Judgment of 15 June 2005, (Ser. C), No. 124, 2005;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Maskhadova and others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18071/05), and Sabanchiyeva and other vs. Russia, (application 38450/05). 根据国际人道法，

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7条第3款、《日内瓦第二公约》第2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0条第6款、《日

内瓦第四公约》第130条第2款、《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4条、ICRC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第114项规

则：“冲突各方须在死者本国请求下或在其近亲属请求下，尽量为送还死者的尸体提供便利。它们须返还死

者和个人用品。”(同上，第411页)。
26 ‘Save the Children foreign staff ordered out of Pakistan’, in BBC News, 6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www.bbc.

co.uk/news/world-asia-19500103. 
27 关于这个主题有着丰富的著述。See Shyam Nath and Sanjeev K. Sobhee, ‘Aid motivation and donor 

behavior’, in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1, pp. 1–13, available at: www.arpejournal.com/
ARPEvolume5number1/nath-sobhee.pdf. 

28 Sarah Collinson, Samir Elhawary, and Robert Muggah, ‘States of fragility: stabilis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umanitarian action’, in Disasters, 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www.ncbi.nlm.nih.gov/pubmed/20846346. 

29 关于此点的一个象征就是，全球有187个国家建立了红十字和红新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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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的人道行动品牌既是更广泛概念的起源，又是干涉的特殊形式。它的

介入依赖于一整套普遍性国际条约——《日内瓦公约》授权诸如ICRC这样公正

的人道组织来提供服务30——以及一整套构成大部分地区人道行动之基础的原

则。这些原则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人道、独立、中立和公正原则。ICRC自身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以及未达到武装冲突法律门槛的局势中对这些原则进行着诠

释和应用。31 

在实践方面，ICRC考虑到其介入应支持那些需要得到保护和援助的人，出

于其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原因，再加上要公正地提供支持，ICRC依赖与冲突

各方建立对话，因此它一般与可被称之为“无法接触的群体”合作。这类群体

通常毗邻暴力地区或在监狱中，对参与为接触他们而进行的政治对话和外交有

着共同的需要。在所有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和暴乱地区，这类人群都是相当敏感

的，因此经常需要在较长的期间内开展广泛协商，以帮助ICRC获得所有交战方

或群体必要的信任，从而有效地开展提供保护和援助的工作。在着眼于ICRC行

动的有效性时，核心的共同点是它只把精力集中于人道问题，而这些人道问题

又基于对政治环境的理解和分析。这种分析不仅对确定潜在的或现实的人道问

题非常重要，而且对区分政治因素与人道因素也同样重要，而后者正是ICRC行

动的关键要素。

ICRC在北爱尔兰的工作正处于实施的初期阶段。它以关键的行动支柱为前

提：包括与不同管辖区域内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开展透明且保密的对话；知晓并

借鉴一个在国外类似局势中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国际组织的品质。它依赖于捐助

方的外交、道义和财政支持，同时在ICRC的行动值得支持的基础上提供非专项

资金。

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工作也造成了大量困境和挑战。其中有一些

是北爱尔兰局势中特有的情况，其他的则是与其他局势共有的情况，如与失踪

人员有关的问题。研究这些挑战及其处理过程可以深入了解类似的地区。特别

是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犯罪行为产生了可与武装冲突比肩甚至较之更为严重的

人道问题，但武装冲突法却不适用，这可以作为上述行动方法一个有用的参

30 这一点可见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更进一步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有规定，例如《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70条。

31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假如达到上述武装冲突的门槛的话，如果低于这个门槛，人

权法和国内法就会适用。无论如何，人道原则都指导着决策和人道行动。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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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如果在这类环境中工作，持续介入时的重点必然在于民间团体或国家机构

的支持，并完全基于缓解痛苦的标准。这一点与更为传统的人道应对措施形成

对比，它们自己替代国家机构并代行其职能提供服务，譬如通过平行的人道机

构进行食品供应或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设计介入项目时需要本着独立且中立的

中介所具有的独特附加价值，而项目中的应对措施则需要喜欢隐藏在幕后的团

体的广泛接受。

与行动有关的接触和可接受性

任何人道介入的中心都是接触和接受这两个核心概念。现在已然证明，仅

仅识别人道需求并不足以确保接触到受害者和获得领导人的接受。政治上的、

安全上的以及其他潜在的障碍都需要在保护和援助抵达暴力受害者之前加以协

商。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公开的抵制并不常见——然而从来也不能排

除——但政府和其它团体总能找到方法限制外国人进入敏感地区或接触那里的

人。全面满足需求之行动的追求以保证这类活动被接受为前提。这些保证必须

是明确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它们高度依赖于这样一种认知，即该组

织提供的服务确实且仅仅是人道方面的。在政治环境中——北爱尔兰也不例

外——这些保证需要反复获取；一次从来就不够。局势是变化的，领导层和战

略也会改变，人道组织需要经常确认它们自身被接受的程度。

因此，尽管出于人道原因很想开展行动解决因需求引发的紧急状况，但项

目的实施必须始终考虑到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惩罚性殴打的情况需要与

各类有关当局不断地进行讨论，尤其是警察以及基于社区的或其他地方团体，

它们无论作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对一个组织动机的任何

疑虑都会直接影响领导人对它的接受度，进而影响其接触相关群体的能力。社

区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较能接受那些将自身限于人道问题且不会涉足任何政治事

务的机构。

和平记述对人道需求

与在所有的过渡局势中一样，在北爱尔兰也需要针对对话和关系加以调整，

以便在承认领导人背景的同时，识别其在不同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所承

担的正在改变和新兴的职责。然而，对周围的所有信息和内容仍需保持政治嗅觉

的尖锐与敏感，信息中任何超出严格人道意义的内容都会被仔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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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记述中表现优秀的国家仍然是英国政府，它在爱尔兰和美国的支持

下主持签订了《耶稣受难日协定》并且十分致力于该协定的履行。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北爱尔兰成立了一个权力下放和共享的执行机构来负责推动和平进

程。为此，主流的政治言论和记述都在描述和平进程的成功。如果和平被理解

为没有暴力，那么自协定签署至今的数年就必然是一段成功的时期：与过去相

比，安全事件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稀少。32 然而，如果和平被理解为一种分析并

逐步解决最先导致冲突之分歧的过程，那么未来的路还很遥远。与此同时，双

方社区的人民还在遭受着出于政治动机的不必要的武力，例如炸弹、威胁、惩

罚和抗议等低烈度冲突。

在提供因暴力而迫切需要的援助和保护时，ICRC挺身而出迎接挑战。作为

一个组织，ICRC必须评估、识别并分享其关于人道需求的分析结果，尽管事实

表明，北爱尔兰的局势与ICRC经常开展行动的大范围武装冲突环境相比，需求

似乎没那么大。ICRC理应与所有相关各方分享这些研究结果，不管他们是实施

者、受害者、政治机构还是其他，尽力引起人们既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又注意

到对这些问题接受度较差。需要解决的困境在于其如何掌握平衡：在依其授权

为人员和机构提供附加价值时，不会给某些争论增添实证，因为那些争论主张

把这种附加价值的提供视为一种正在出现或日益加剧的武装冲突的征兆。简言

之，基于ICRC与分裂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社区进行合作的能力，它以

何种方式带来益处？这毕竟是它的基本实力之一。

北爱尔兰制度经验的缺乏对类似局势中的相关经验

在许多方面，缺乏特定制度知识会成为重大挑战，现在情况则更是如此，

因为目前许多联络点都是北爱尔兰动乱期间建立的，人们失望或好奇于ICRC在

不同时期均有不在场的情形。除此之外是详细审查，在诸如北爱尔兰这样的局

势中，任何像ICRC这样新的人道行动者，都必然受到一个管理严格且拥挤的环

境的制约，在那里，职责、责任和空间被清楚地划分并加以管理。ICRC花费了

大量时间来识别并建立可看清需优先考虑和关注之问题的信任关系。实际上在

32 北爱尔兰警察部门2011年一共记录了127起安全事件，而 (例如) 在1975年，这个数量是2438起。See ‘Security-
related incidents: 1969–29 February 2012’, available at: www.psni.police.uk/security_related_incidents_cy.pdf.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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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环境中，这种起始阶段的行动与阿拉伯之春这样的突发紧急情况有一

定相似性，区别在于，后者的环境中人道需求比较容易识别，应对措施也很明

显。无论如何，管理的责任就是即使是刚进入某一环境不久，也要确保当地领

导人、其社区以及受害者愿意识别并接受这些可能的支持。这种接受从来都不

是说给就给，而且对ICRC有实际的支持与勉强的默许之间有着巨大不同，因为

有时候一个团体之所以可能接受ICRC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在面对其自身有

限的资源时——它别无选择。

ICRC在其他地方的经验 (即在摆脱了冲突的国家工作) 弥补了驻北爱尔兰

的机构对当地情况的陌生。在这类局势中，所有的民间团体都面临着相似的挑

战：复员的战斗员/被关押者、工作机会匮乏、失踪人员、缺乏长期的制度、余

恨未消以及刑事犯罪。在这些典型的过渡时期的挑战中，处理失踪人员与被拘

留者问题的政策体现出ICRC在北爱尔兰行动的特点；新的干预措施非常精确地

集中在那些受到与惩罚有关的持续暴力之侵害的人身上。同时，现有的政策虽

体现出ICRC每个项目方法的特点，但该方法也已调整以便符合北爱尔兰的需

求。譬如就失踪人员来说，ICRC就辨别遗体的下落与暴行实施者以及其他人接

触，鼓励、劝说他们并与之合作。

就现有的问题而言，北爱尔兰局势不断给ICRC带来挑战，而ICRC正是要

在其中发挥作用并提供标准化的人道应对措施。机构及其支持者还有当局可能

更满意调节好的和已接受的限制，包括医疗卫生需求、食品援助、避难所、后

勤以及整个人道体系。北爱尔兰不需要那些投入，但仍受到直接的人道挑战的

困扰，各机构以及其他部门理应清楚地表明如何最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ICRC

做出的行动选择应对了实际需求，但并非基于已有的一整套内部应对标准。致

力于被拘留者问题的同时又无法探视被拘留者以及限制准军事机构通过惩罚给

其造成身体或其他伤害，这都是新的挑战，需要一套不同于现有标准的行动范

围，尽管现有标准的许多政策和程序被人熟知并经过验证。

现有人道需求对接受度的缺乏

如果行动上的挑战仍然是平衡现场需求以及政策、方针和实践，那么仅仅

因为行动自身得到无条件支持就假定人道介入已被接受则是非常危险的。人道

行动必须表现出一种说服那些负有责任之人的能力，即总要为处理那些遭受不

必要或不适当痛苦之人的需求保留一定的空间，纵然是在惩罚性殴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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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那些造成伤害的人也就是控制接触和影响的人。因此，有必要说服暴行的

实施者让人道特权优先，而不管他们自身确立的优先考虑事项为何。

不言而喻，由于在诸如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样的局势中存在明显且数量庞大

的受害者，已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人道支持，而埃及和突尼斯受到的关注就相

对较少。为了让ICRC处理像过渡时期的北爱尔兰这样的局势，就需要对这种情

况形成谅解和接受，即对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甚至是犯罪性的暴力导致的后果

需要第一时间做出应对；国家机构可能无法充分适当地做出应对；一个主要经

验就是在冲突中工作的组织是处理这些特定需求的最佳选择。

有效行动的关键在于以受暴力影响人群的需求为目标设计项目，无论他们

是举行抗议而被拘留者的家人、遭受威胁的狱警，抑或是遭受流放威胁的青年

人的母亲。这些群体的人道需求非常明确，因此所提供的保护和支持的努力就

必须直接处理其经历带来的威胁，以期被视为合法、适合且有意义。

假定该项目确实有实际意义，受益人也确信其有实际意义，最终所需的外

部接受就来自当地的社区领导人。这类人都拥有多重动机，也有意识地经营与

他们所要争取施加影响的法定或其他当局的关系。他们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阻

碍接触的能力是巨大的。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接受，总是基于谨慎的协商，表现出对特定局势的

人道考虑。从内部来说，它必须反映出核心价值与优先性，譬如保护和援助，

而从外部来说，需要开发的项目必须直接满足可见的需求，同时还必须绝对是

人道性质的。带有附加动机的任何建议都会削弱可接受性的程度，进而当然削

弱人道影响。

人道需求对ICRC的重要价值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再次回顾人道行动的指导原则，而一个时常被忽略

的原则就是，采取人道应对措施的首要责任属于国家当局。

北爱尔兰呈现的是令人好奇的案例，因为从1998年至今提供给民间团体的

和平资源高达数十亿欧元。33 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国家实体，包括英国、美国、

33 仅欧盟就分几次进行了支付：see Peace III EU Programme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7–2013,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Border Region of Ireland – Operational Programme, available at: www.dfpni.gov.uk/peace_iii_
operational_programme.pdf.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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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爱尔兰，不过美国的私人慈善机构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怎样才能最

好地评估这些资源对缓解北爱尔兰问题产生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令人印象深

刻的市政工程和活跃的民间团体就是提供和使用这些支持的见证，但普通的

工薪阶层，恰恰也是最容易参与暴力并受暴力影响的群体，则反映出那个层次

上资源和机会的匮乏。确实，在一些群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沮丧情绪。他们指

出，某些阶层享受着明显的和平红利，而其他一些阶层则在工作、服务及受益

于和平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因此，狱警并未受益于警察机构通过“彭定康委员

会”对其实施的职权改革；城市的重建虽有益于公共住房供应，却没有创造大

量的就业机会；只有数量相当有限的获释囚犯和施行暴力的人员获益于重新融

入社会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则仍饱受社会心理创伤之苦，包括酗酒、抑郁、婚

姻破裂、贫穷和隔阂。

正是在后一种群体中，暴行的实施者与受害者并存。青年人发现他们自己

陷入了犯罪或政治对抗的逻辑，只是发觉这种活动会让他们面临刑事指控 (有时

要面临监禁或监视居住)，甚或是基于法外的更任意的制度。这种沮丧情绪接下

来就会反映到抗议、暴力、宗派主义和疏离中，导致对除了街头领导以外的任

何事物都缺乏信任。把国家服务扩展到这些难以接近的群体及其家人是非常具

有挑战性的，尽管已可以使用重要的资源。具有讽刺性的是，最近保皇派分子

在贝尔法斯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抗议活动的结束方式经常是以暴力对抗他们

强烈认同的国家安全部门，这反映出这种对现状的沮丧情绪。

更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已超出了国际人道组织的职权范围，但对那些受暴

力、沮丧情绪和隔阂感影响的人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建立与草根社区组织的联

系，这些组织的领导依据原则施加影响，支持当地领导层面对那些使用暴力表

达自我的人。这种支持需要明确理解中央和地方的架构，而这些组织在提供这

种支持方面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一切行动都一样，需要依据某种标准做出决定，而且这些决定必须是明确

的。ICRC因其职权范围已慎重选择向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并致力于解决监狱

问题。这些选择体现的应对是基于该组织有求必应的操守。ICRC没有试图针对

所有需求做出应对；相反，它旨在接触那些可能需要ICRC所提供的最好帮助的

人，并鼓励其他人或机构担负起适当的角色和责任，无论他们处于地方、国家还

是国际层面。正在显现的困境是在何种基础上选择放手或者将工作移交他人。这

个问题从起始就伴随着任何人道行动，其中某些因素将在下文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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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方所理解的，援助的现象和特性经常是专注且专业的专家们勇敢地

抵达冲突现场并以各种形式将援助提供给最需要之人。确实，这幅场景我们都

很熟悉且与之相关。尽管这样的应对是机构所需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

质询一个国际机构的价值以证明与国际部署有关之可观支出的合理性，尤其是

在专家团队随时待命的局势中。

在这方面，北爱尔兰局势呈现出一组不寻常的特点：一个复杂的社会，拥

有能提供各种形式支持且技能高超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道需求的任何

努力都必须考虑资源动员所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拥有外国职员的国际组织，

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花时间来理解当前局势，那么该组织的价值是什么？这类机

构的力量和价值恰恰来自于他们与当前局势的疏离；除了产生的需求之外，他

们对于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没有偏见。他们不依赖感情、情绪、或真正

希望的结果来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并因此获益。简言之，他们的意愿就是缓

解人道影响。

地方组织同样拥有一套国际组织无法比及的技能及专业知识。它们了解当地

的居民，它们所及的范围虽常限于其选民，但在那个层次上总是近乎完美。它们

享有高度的信心和信任心，而且对其社区的承诺远不止提供年度工作预算。

地方领导人本身还经常拥有多重身份，因此知道他们用哪个身份说话总是

有用的。譬如，涉足青年运动的一个社区工作者也可能正为遣散异见分子而奔

走，而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角色。因此，在一个地区从事的活动可能在另一个

地区起到杠杆作用，从而调和了社会性质的优先性 (青年) 和政治性质的优先性 

(遣散)。如果不谨慎地加以管理，这种相似的目标就会被误读。一个独立的纯人

道机构要尽可能减少关注多重事项的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平进程同时也导致了这样一种局势，地方机构和人

民被期待为1998年《耶稣受难日协定》所带来的可恢复和可持续的和平承担起

责任。进行和平谈判的政客与社区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后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因为任何被视为破坏和平协定的行为 (抗议、暴乱、暴力和炸弹袭击) 都可被视

为当地社区未能践行和平。作为国际行为体，像ICRC这样的组织做到旁观者清

是有可能的，因为它们的责任只面向人而非行为。从担负着多重授权的地方组

织的角度看，这种面向人民福祉的单一授权方式可以是一种可贵的支持。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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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行动对可持续和平

提供不同于治标不治本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依然是存在于一切有人道需求

的局势中的行动挑战。久而久之，促进恢复成为关键，因其给予社区继续解决

强加于他们的需求的空间和手段。人道行为体要在多大范围内负责修正直接问

题并维持生命，又在多大范围内负责处理更广泛的制度变革框架？在有时不分

皂白使用暴力的背景下，人道工作能以什么方式为可持续的和平做出贡献？就

此事项而言，这些组织需要拥有什么技能来发挥长期作用？

简单的回答是，在有迫切行动需求的情况下，人道行动优先于长期方案，

保护并帮助人的生命这一价值是人道行动的优先目标。国际社会赋予ICRC处理

保护和援助需求的清晰授权为其行动提供了方向。不过，在实施项目及采取行

动时，ICRC还必须确保不会规避其维护恢复之社区利益的责任，使其能经受住

必然随异议而来的压力。这样做会使ICRC认识到其工作可能的意外后果的风

险，还要以尽可能减轻这些后果为目标。

就北爱尔兰局势而言，行动紧紧围绕着迫切的人道需求——那些需要一个

具有中立且独立身份的国际组织来处理的需求。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ICRC目

前任何一个行动，我们就会发现深层的问题颇具挑战性。在社区层面，“惩罚

性殴打”的做法可能被认为有助于构建更安全的邻里关系，实施者们声称为了

公共利益并索取支持。在这两种情况下，事实上拒绝了警察履行其职责。这种

在司法外寻求正义的形式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直接和明显的人道影响。ICRC的

作用就是寻求并支持地方机制找到使用准军事程度的暴力和驱逐以外的替代性

解决方案。只要社区排斥警察的接近且准军事团体继续施加刑罚，就需要外部

介入以限制其带给个人、其家人及社区的人道后果。

在北爱尔兰局势中，与ICRC进行合作的许多团体和个人不仅深深地致力于

和平，而且他们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地位去说服那些从事暴力的人重新考虑

其方法，进而通过现有的政治机制找到替代性的途径。数十年暴力的记忆成为

尝试限制暴力的重要动力，尽管尚未将其彻底根除。

ICRC的角色严格限于在可能的地方提供保护和支持的义务。这并非主张

ICRC要回避与和平进程相关的政治问题；ICRC应就和平协定带来的威胁与机遇

同所有相关各方进行充分讨论，但其行动必须且只能集中于处理人道关切。

这当然回避了与撤出有关的问题。如果不再需要ICRC的服务或其附加价

值，它将在何时准备好从北爱尔兰的行动中撤出？尽管人们普遍且正确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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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即只要存在暴力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在东道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机构

提供的持续支持下，ICRC就会留在一线并积极做出应对，但作为行动性事务，

ICRC一般逐年确定预算，因此很少做出长期承诺。

ICRC的义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做出贡献，即允许地方性的、可持续的和可

恢复的可选方案的开发——换言之，一旦开始任何行动都要做好撤出的准备。

这包括鼓励其他组织发挥同样的或补充性的作用——譬如同样以中立且公正的

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当地国家红十字会——以便继续对人道需求做出应对；创设

一种加强所有人的尊重和尊严观念的拘留制度；通过辨认受害者的遗体来解决

失踪人员问题；更有效地进入难以抵达的地区。

合作对比ICRC的直接行动

围绕合作及ICRC行动的决定可适用于不同的标准。高于一切的行动标准涉

及尊重且被视为尊重人道行动的基本原则。在政治问题已引发或可能引发使用

暴力的任何局势中，当地组织也会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被人审视。ICRC的行动合

作要求合作伙伴只能把精力集中在向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中立且独立的支持上。

辨别一个拥有一套自身价值、原则和行动标准 (经常比ICRC的狭义解释更加宽

泛) 的组织并与之合作是一个重大挑战。ICRC应该要求一种价值上的转变吗？

这些组织能以何种方式适应这种标准呢？

第二个挑战涉及社区层面的项目实施。当地社区更愿意与他们自己的组织

合作而无需一个中立的媒介，而且当地组织最适合应对需求并以可持续且积极

的方式经营其相互关系。最后，当地组织可能比国际组织拥有多得多的可用资

源，而后者不可能也不会如此细致地调配如此程度的必要资源以在现场管理其

行动。在这种情况下，ICRC在项目实施方面就只能发挥支持其他组织的作用。

这种支持采取如下形式：在分析上进行合作、在其拥有专业技能的领域提供指

导以及提供资金支持。确定这种安排形式的条件需要密切监督，因为需要尊重

各自的机构利益以保证有效性。对ICRC而言，这些利益就是行动必须被认为完

全属于人道、独立且中立性质的：这种挑战在集权政治社会更为严峻。

传统的形式是与国家红十字会合作。ICRC与英国红十字会有着亲密的机构

间伙伴关系，这以共同的价值与方法、一致的目的与目标以及促进各自机构的

发展为基础。ICRC在北爱尔兰行动角色的启动给这种伙伴关系带来挑战，因为

它在其国内开辟了一块行动区域。作为在这一背景下选择的合作伙伴，ICRC与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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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红十字会 (后者在北爱尔兰的行动利益倾向于其他专业领域) 进行协作，包

括横跨健康与个人社会服务部门的协作以及与紧急救援人员的合作，从而处理

来自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紧急需求。久而久之——伴随着对各自任务和权限范

围的清晰理解——对当地需求日渐共享的评估为审视和推动某些领域提供了一

个有用的框架，在这些领域中，无论在地理方面还是在主题方面，都能够发展

出合作的方法或经过改善的英国红十字会的方法。在这方面，挑战就是把国家

红十字会与ICRC团结起来，前者重点强调其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法定角色，后

者则是中立且独立的组织。因此，在准军事团体、社区组织、个人、警察和安

全部门以及国家当局之间协商时隐含的价值需要具备一套不同的技能和能力。

这些技能和能力需要加以分析、考虑并最终加以引进。

最终，当地组织，无论是国家红十字会还是社区组织，都可以经久不衰。

只要不再需要一个中立且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它们应对其居民需求的作用就会

更强大而且更有效。这种补充性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不断加以评估和调整。

遗留问题

任何过渡时期经久不衰的特征总是与社会如何处置其遗留问题有关。暴力

的悲剧可以通过个人及其家庭的悲剧以及失去的机会加以衡量，久而久之，这

一特征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群体要学会在信任和发展中共存。那

些造成痛苦和苦难的人也不得不承受那些记忆，并且要找到方式解释并明确到

底发生了什么。暴力的后果是严重的：家庭破碎、酗酒、吸毒随处可见，抑郁

症和自杀率也总是处于高出和平社会的水平。

更宽泛地说，社会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并结束长期的巨大哀伤与

悲痛。以前的敌手可能会互相面对并找到认同，即各有各的作用可发挥，无论是

什么作用。司法制度、家庭、社区甚至是国家都需要找到对待过去的方式。

在北爱尔兰，ICRC可以证实，伤痛和苦难甚至浮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表面，

而ICRC也拥有聆听和参与许多讨论的特权。观点多种多样，对话真诚且真实。

对某些人来说，通过亲人遗骸的归还就将结束这一切；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

要诉诸现代的起诉制度；还有一部分人，对他们来说宽恕的感觉可以让他们的生

活得以继续。但对许多人来说，结束这一切则毫无可能。此外，目前受政治关切

所驱动的暴力活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并且微微搅动着那已沉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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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对北爱尔兰的贡献有多种形式。在行动方面，ICRC能够与国家组织很

难与之沟通的人员进行对话，并强调人道因素的优先性。它可以通过为基层组

织提供行动支持来向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直接援助，还鼓励并激励其他机构为单

独的活动提供资金。它在冲突后社会的工作经验以及与暴力且分裂的社区进行

合作的经验，使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免受其他任何考虑的干扰，并在需求

的基础上提供资源和支持。作为一个组织，关于其中立性的认知深入人心并广

为流传，这使它可以拥有特权来处理暴力问题而无需顾忌其根源，并且对社会

各阶层一视同仁。它所提供的关于监狱条件看法的反馈旨在支持行动以及决策

方面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旨在确保改善被拘留者的待遇和条件。

对ICRC来说，在北爱尔兰的工作给该组织、其权限范围及其任务带来了

什么呢？就许多行动机构而言，现场的经验在提供信息或者有助于政策和学理

讨论方面大有作为。在北爱尔兰最初的工作表明了显著的开放性以及经历过暴

力和仍在忍受某种程度暴力的人们非常显著的需求，以探究这对他们意味着什

么以及他们的首要需求是什么。那些受暴力影响的人很容易发现讨论这些问题

不仅可能而且确实很重要，并与一个国际组织分享这些感受如何强化关键的理

念。在看待其他暴力局势以及ICRC的介入时，对暴力伴生之感觉的深度理解、

延续数十年的创伤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信任的价值和重要性可能都是需要进一步

且持续工作的领域。毫无疑问，国家红十字会的作用也十分关键，它们在自己

熟悉的局势中接触自己的人民更加具有挑战性。

新挑战抑或新角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爱尔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