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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说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这一仍在开展活动的最古老的国际
人道组织何以能够存续150年之久。通过分析ICRC历史上的若干关键时刻，并审
示该组织的内部工作及其长期以来的运行环境，本文发现ICRC的两个特点有助
于解释其为何能长久存续，那就是它独一无二的特性以及它的创新能力。
ICRC诞生于5名日内瓦公民对未来的赌博。这五个人在1863年2月17日会
面，考虑其中一人提出的建议，并同时成立一个“常设国际委员会”。1 虽然这
一故事广为人知，但促使杜南及其同事得出其工作必然具有永久性这一看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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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 17 February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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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则不那么为人所知。特别是，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使得ICRC经受住了150年
来的波折起伏，即便如下文所述，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可能将其毁于
一旦。
用一篇文章总结最古老的人道组织150年来的活动并非易事，必然需要做出
取舍。取舍意味着主观性，而笔者在该组织多年的工作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
主观性。因此，读者当能理解，本文仅仅反映作者的个人观点。另一个挑战是
为这段历史找到一条逻辑主线，避免记流水账。笔者采取的方法是只选取ICRC
历史中的一些关键时刻，试图通过对这些转折点、断裂带和巩固阶段的分析，
理解该组织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演变，从而解释其何以能够长久存续。

1863－1864：起点
要想理解ICRC的长寿，必须先了解它的诞生。不仅如此，ICRC得以创设并
获得国际承认的那至关重要的两年，还凸显出贯穿该机构整个历史的两个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的因素：该机构的内部工作和运行环境。
ICRC在1863年2月17日诞生时采取了协会的形式。换言之，它把几个志同
道合的人聚在了一起。它所选择的这种形式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当时欧洲和北
美的私人组织最常用的架构。2 宗教界、职业圈和商界对协会早就颇为熟稔，而
中产阶级则是在19世纪初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发现了这种形式。因此，ICRC是建
立在既有模式的基础之上。但该组织的普遍性则是这5位日内瓦公民的创新。3
这种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其他协会都是本地协会，或者充其量是国内
协会；与此不同，ICRC的志向超越国界，明显具有国际性，正如战争——该组
织想要进行之活动的基础——本身一样。其次，ICRC还赋予“国际性”这一概
念新的内涵，因为它不再参与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调整私人公民团体与
国家及其赋予合法性的代表 (例如日后的各国红会代表) 之间的关系。这一打算
本身就有可能让ICRC胎死腹中，因为国家权力并不是为听取个人倡议而设，特
别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相当边缘化的国家公民所提出的倡议。此外，ICRC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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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Desfrane, Histoire des associations françaises, L’Harmattan, Paris, 2004.
不过，对此应当有正确的看法，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初只打算就欧洲的战争行事。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Commission spéciale de la Société. . ., 17 February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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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国际性还容易招致批评，因为当时它的委员只来自一个瑞士小州——日
内瓦。4
但奇怪的是，ICRC的成功恰恰缘自其独特的构成方式。ICRC不仅因为采用
协会架构——这一架构直至1907年12月《民法典》制定才在瑞士受到监管——
而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5 还受益于其5位创始人来自同一城市、属于同一阶
层和同一宗教这一事实。6 他们有着共同的世界观，为同样的信念所驱动，7 形
成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团体。与此同时，这5位人物还成功制订了ICRC的活动计
划。由于其将一名律师〔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一名不知疲倦
的“宣传家”〔亨利·杜南 (Henry Dunant)〕、两名外科医生〔泰奥多尔·莫努瓦
(Theodore Maunoir) 和路易·阿皮亚 (Louis Appia)〕8 和一名曾经参加过战役的军
人〔纪尧姆-亨利·杜福尔 (Guillaume-Henri Dufour)〕9 汇聚一堂，ICRC得以基于
真实经历讨论战争的不同方面。此外，ICRC从一开始就受益于委员们的人际网
络，既包括先前的关系，10 也包括之后不久 (特别是杜南访问欧洲数国政府期间)
形成的关系。这些因素都强化了ICRC的地位。
最后，在欧洲民族主义复兴时期，尤其是在1870年战争之后，ICRC委员的
瑞士国籍及其所具有的中立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尽管对此存在争议。
19世纪后半叶为与战争相联系的慈善观念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武器的
“进步”，尤其是火炮和弹药的“进步”，11 造成了更多更严重的伤害。这些
新武器技术的出现与欧洲异常致命冲突的回归相一致。克里米亚战争 (1853—
1856) 与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 (1859) 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伤亡。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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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单一国籍在其头一个世纪中经常遭到批评。See François Bugnion, “La composi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hereafter, RICR], No. 814, July–
August 1995, pp. 473–493; in English see, “The Composition of the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hereafter, IRRC], No. 307, August 1995, pp. 427–446.
《瑞士民法典》于1912年1月1日生效。
Diego Fiscalini, Des élites au service d’une cause humanitaire: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mémoire de
licence, Faculté des Lettres, Département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Genève, two volumes, April 1985.
包括政治信念。See Daniel Palmieri, “Post Tenebras Lux.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d Cross”, in
Wolfgang U. Eckart and Philipp Osten (eds), Schlachtschrecken, Konventionen. Das Rote Kreuz und die Erfindung der
Menschlichkeit im Kriege, Freiburg, 2011, pp. 17–26.
阿皮亚有护理战争伤员的经验。See Roger Boppe, L’homme et la guerre. Le DocteurLouis Appia et les débuts de la
Croix-Rouge, Muhlethaler, Geneva, 1959, pp. 30 ff.
1847年，杜福尔将军在瑞士最后一场内战——独立联盟战争——中指挥联邦军队。
杜南本人与拿破仑三世熟识。
Richard Holmes (ed.), Atlas historique de la Guerre. Les armes et les batailles qui ont changé le cours del’histoire,
France Loisirs, Paris, 1991, pp. 108–110; in English see, The World Atlas of Warfare: MilitaryInnovations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Mitchell Beazley, New York,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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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865) 中的大规模杀戮表明战争并非旧大陆所独有，而是对应着作战方
式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未为人知的暴力推动了公众舆论，尤其是发现军中
医疗队在应对战争伤害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后更是如此。由此，有了通过第三方
介入来救助伤病员的空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来自英国的弗洛伦斯·南丁格
尔、与其同时代的俄国人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女大公以及之后美国的克拉拉·巴顿
都证明了第三方医疗介入的好处，使得中产阶级对于她们的事业感同身受。业
已受这些女性慈善偶像的触动而意识到救助伤兵必要性的欧洲中产阶级，迅速
将目光聚焦在ICRC及其相关计划上。
公众的兴趣与欧洲领导人的兴趣融合在一起，12 这些领导人中很多已经见过
亨利·杜南。召开1863年国际专家大会以及次年的外交大会的道路已经铺平。如
我们所知，该会议导致了1864年8月22日首个《日内瓦公约》的诞生。
由12个国家通过的这一文本 (第一个现代国际人道法)，提高了ICRC及其创
始人的声誉，并在欧洲舞台上给予其道德力量，也许还有政治力量。事实上，
我们今天称之为民间社会的成员不但第一次有了普适性的观念，而且最重要的
是他们见证了它的发展历程，包括创始者们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两次国际外交大
会。13 除了有利于战场慈善倡议的舆论环境外，因此项工作所获得的认可，以及
这些事情出现在一个军事中立国这一偶然的时机，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
ICRC何以能够赢下它的第一场赌博，亦即在最初的激情逝去和鼓舞人心的领袖
杜南辞世之后很久，依然能够确保其活动得以延续。以各国红十字会以及之后
的红新月会为枢纽的联络网的建立，以及ICRC在各个不同协会之间所扮演的管
道角色，都强化了ICRC的地位，至少在1914年之前是如此。

1914－1923：转形
ICRC静悄悄地度过了诞生之初的50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委员人数从
1863年的5人微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9人，但以志愿参与为基础的架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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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的是，政府参加这些会议的动机并不限于“人道”目标，也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See Daniel
Palmieri, “De la persuasion àl’autopersuasion: le CICR et le droit humanitaire”, in Revue Suisse d’Histoire, Vol. 61,
No. 1, 2011, p. 58.
这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日后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司法保护方面也能看到。见Blaise Wilfert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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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不变。在前途命运方面它经历了许多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点也是事实。
俄国政府在15年时间里3次在红十字国际大会上攻击ICRC的构成方式，14 旨在将
其真正国际化。但圣彼得堡的建议没有获得国际大会其他参会者的批准。1874
年俄国的另一个倡议危及到了《日内瓦公约》的自主性，旨在将其变成关于战
时法律和习惯的一套更为广泛标准中的一个单独条款。ICRC向各国红会所做的
辩护，以及瑞士联邦理事会对于ICRC的支持，成功捍卫了1864年公约的完整
性，15 并表明ICRC意在大力进行自我保护。
除在普法战争期间 (1870—1871) 通过设在巴塞尔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开
展工作外，在这段将近50年的时间里ICRC的活动主要包括同各国红会通信往来
这样的“文字”工作，以及关于战争时期救助事宜的理论思考。这一点可以从
ICRC在此期间的会议记录中得到证实。1875年，在东方危机期间，ICRC向武装
冲突区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处理冲突附带损害受害者事宜。16 这是其首次派出代
表团。但这是一次短暂的经历，在1914年8月的战事爆发之前再未有过。17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改变了ICRC的面貌，将其现代化到了一个若非
如此也许永远无法企及的程度。这个小慈善协会的转型是空前的。战事爆发后
不到两个月内，ICRC的委员人数就增加到原来的12倍。18 1914年年底，大约有
1200人在国际战俘局为其工作，其中一些甚至是带薪雇员。其结果是，尽管志
愿者仍然是主体，但却为带薪雇员建立了特殊的架构以及工作和管理方法。然
而，如其1915年11月的第一份章程所述，ICRC认为其自身在法律层面仍然是
一个继续受《瑞士民法典》调整的社团。19 事实上，其运行等同于一个组织。
此外，章程仅涉及该委员会的委员，亦即亲自签署了章程的机构领导者们。但
ICRC当时主要体现为国际战俘局，而后者受其他规则调整；这些规则起初是不
成文的默契，后来才被纳入书面协定。20 决定并发布报告的是国际战俘局。21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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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在1884年、1887年和1897年。
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22 June 1874 and 9 September 1874.
主要是对从黑塞哥维那逃往门第内哥罗寻求庇护的难民进行救助。See ICRC ARCHIVES, A AF, 21-12,
Montenegro and Herzegovina, 1875–76.
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玛瓦尔医生前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巴尔干战场，但此行的使命实质上是对交
战各方的医疗体系进行评估。See ICRC ARCHIVES, A AF, 25-8, Report by Marval.
ICRC Archives A PV, AIPG, Minutes, 30 September 1914. 在此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12人增加到120人。
ICRC Archives B CR 92/1, 1-00, ICRC Statutes, 15 November 1915.
ICRC Archives C G1 A 01.
ICRC Archives C G1 A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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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战俘局在战争期间定期派出代表团探视战俘营，22 并在冲突结束时负责遣返战
俘。这些使命要求ICRC在数个国家同定居海外的合作者 (其中一些是非瑞士籍
代表)23建立起永久性关系：第一批代表处就此诞生！这些代表处业已雇用“本
地”职员。24 正是国际战俘局使得ICRC获得了能力和操作经验，并使其在战争
受害者中广为人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ICRC都直接为他们提供帮助，包括此
前ICRC尚未涉足的大陆，如非洲和亚洲。
尽管ICRC本质上仍是一个思考型社团，但这主要是指它的“大脑”(委员
会)，而它的“躯干”(国际战俘局) 此刻已是一个行动组织。这一两分法源起于
1914年的冲突，后来转化为“总部”与“一线”之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是ICRC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仅赋予其地理
意义上的国际性，还使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将特定活动加入其行动领域之
中。1914年之前ICRC只是反思战争，在那之后则成为战争中的行动者之一。
但变化并未止步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社会剧变，包括女性替代
已经奔赴前线的男性。这一点也体现在ICRC这里：在国际战俘局雇用的大约
3000人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女性雇员主要受雇于向妇女开放的新职业之一：
打字。但这一女性化过程也延伸到ICRC的最高层。1918年11月，勒妮-玛格丽
特·克拉梅尔 (Renée-Marguerite Cramer) 加入委员会，成为加入委员会的首位女
性。ICRC充分意识到了此项任命的创新意义，即“在国际机构中尚属首次”。
尽管部分委员并不情愿，但ICRC断定这一创举是“这场战争所凸显和强调的男
女完全平等”的必然结果。在这件事情上，大气候导致了ICRC内部对女性态度
的转变。ICRC的一线行动中也有一些女性。尽管只占ICRC全部代表的一小部
分，但毕竟创造了一个先例。
另一个主要转变与受害者和冲突有关，二者都将成为ICRC的工作重心。接
踵而至的战后时期标志着与延续了50年的传统的决裂。自成立以来，ICRC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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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至1919年12月，大约40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对战俘营进行了524次探视，大部分在欧洲，还有
一些在亚洲和北美。
尽管经常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创新，但非瑞士籍代表的传统实际上可以追溯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诞
生之时。See Brigitte Troyon and Daniel Palmieri, “The ICRC delegate: an exceptional player?”, in IRRC, No. 865,
March 2007, pp. 102–105。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只要海外瑞士人似乎是在马克斯·胡贝尔担任主席期间，同瑞
士联邦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有关。这一政策在冷战期间获得了充分理由，并随冷战的结
束而告终结。
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续的莫斯科代表团。当193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关闭该代表团时，其职员中
有15名当地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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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其活动范围限定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大型冲突”的框架之内，尽管为
了实现其关于普遍性的誓言，“后来，在积累了几年经验之后”，它并未对其
他类型的冲突和其他的大陆关上大门。关于活动受益者也有类似限制，如首个
《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限于在战地受伤的军事人员。诚然，ICRC在1914年
之前偶尔也会对其他受影响群体产生兴趣 (1875—1876年间的平民难民、1870—
1871年间的战俘、海战中受伤的士兵和水手)，但这些接触都是短暂乃至完全
理论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迫使ICRC应对新的作战方式 (使用毒
气)、新的暴力环境 (内战、革命、叛乱)，以及新的受害者类别 (政治犯、被占
领土上的平民、人质、失踪人员、儿童、难民)。为满足这些人的人道需求，该
组织开发了新的活动，特别是在药品和食品援助方面。这些活动既有单独开展
的，也有同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一些该机构参与创办的组织，例如救助儿童
国际联盟——合作开展的。这些活动引发了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反思，即应当如
何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以确保这些“新”的受害者——例如战俘和落入敌军
手中的平民居民——受到法律保护。尽管ICRC为军人战俘所做的努力引致了
1929年公约的签署，但如我们所知，其为平民所做的外交呼吁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之前一直石沉大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对战俘问题产生兴趣之
前，ICRC关注的焦点就是平民。
最后，在1918年之后的时期ICRC险些消失。威胁来自该机构之前打造的
“杰作”。1919年2月，在强有力的美国红十字会领导下，成立了红十字会联
盟。这个名字具有误导性，因为该联盟只包括5个主要战胜国 (美国、英国、法
国、日本和意大利) 的红十字会，而不愿意接纳战败国的红十字会。在协约国
(以英国和美国为首) 和国际联盟——它们想要成为红十字会联盟在人道领域的
对应机构——的支持下，并顺应“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之后的普遍和平主义
浪潮，红十字会联盟打算通过和平时期的社会活动和预防性卫生保健，使红十
字会的工作加速发展并实现现代化。鉴于这些新目标，ICRC不再具有积极作
用，因为红十字会联盟打算接手它的很多技能和职责。因此，ICRC注定成为一
件“老古董”。这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红十字战争”，让日内瓦的大卫和盎格
鲁撒克逊的歌利亚陷入争斗，并以前者的胜利告终。尽管ICRC在这场“战斗”
中得益于对其有利的外部环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兴高采烈的预测相
反，战争本身仍将继续存在——但它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内部因素，特别是委员
会的构成。它的委员不但都是日内瓦新教徒，而且都属于当地的中产阶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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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1870年以来，他们就经由密切的家族纽带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选举制度
进一步强化这种联系。从1910年起担任ICRC主席的古斯塔夫·阿多尔 (Gustave
Ador)，与5位在世或已故的ICRC委员沾亲带故。这些关系使得委员会的委员
们在危机时期拥有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纪律性。而红十字会联盟由于其多国架
构，并无如此紧密的联系。此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ICRC招募了海外人
员以供代表团之用。尽管这些人员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个人关系
或者委员会委员的推荐而招募的。精英主义的遴选标准使得ICRC的内部结合更
为紧密，并强化了委员会同其代表团所来自的瑞士社会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
常重要，因为红十字会联盟与ICRC之间的对抗将会导致后者与瑞士联盟重归于
好，包括在财政支持方面。这一和解的主要结果是，在1923年任命了第一位不
是来自日内瓦的委员。

1936－1946：巩固
经过20世纪20年代初的增长之后，ICRC的活动在20年代末有所减少。该
机构以自我为中心收缩的原因在于：疲弱的财务状况限制了这个跨国机构的抱
负；新任主席 25更倾向于理论教条和法律思考，而不是行动；回归了更为传统
的、集中于国际冲突的活动；最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国家之间的
战争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国内武装斗争，而对此ICRC相比以前更不愿意介入。
20世纪30年代，死灰复燃的大型国际冲突改变了上述情形。1932年，在日
本帝国军队占领上海后，ICRC让一名派往日本的代表在这个中国城市经停，以
报告当地局势。1933年和1934年，ICRC向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格兰查科边
界战争派出代表团，这是向南美大陆派出的首个代表团。代表们开展了在今天
看来是ICRC的传统活动，即探视营地、协助通信以及遣返战俘 (无论其国籍如
何)。26 1935年，ICRC对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做出回应，首次介入撒哈拉以

25
26

38

在古斯塔夫·阿多尔去世后，马克斯·胡贝尔于1928年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Cécile Aubert, Les premiers pas du CICR en Amérique latine. La guerre du Chaco, mémoire de licence, Département
d’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Université de Genève, 2001; Daniel Palmieri, “Mission humanitaire ou
voyage d’étude? Le CICR et la guerre du Chaco”, in Nicolas Richard, LucCapdevilla and Capucine Boidin (eds), Les
guerres du Paraguay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CoLibris, Paris, 2007, pp.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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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洲。当然，该组织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体会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
本质：全民战争和极权战争。27
埃塞俄比亚的经历之后是西班牙内战 (1936—1939)，其间的暴行——弗朗
哥阵营和共和国阵营两边都有——持久地提醒和警告着ICRC，平民在武装冲突
中面临怎样的危险。西班牙内战还标志着ICRC历史上的两个里程碑。首先，这
是ICRC首次在如此规模的兄弟阋墙之战中参与援助受害者。俄国革命和内战
的先例不具有可比性，因为当时ICRC的角色是“外交性的”。尽管对俄国受害
者进行了援助，但那是因为该国可怕的饥荒，而不是因为所发生的武装冲突。
ICRC介入其中的其他少量内战——1919年的“苏维埃”匈牙利和1923年的爱
尔兰——在规模和时间上都不及伊比利亚冲突。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从1936
年开始，代表们的角色被职业化，在ICRC，人道主义者成为一个真正的“职
业”。此外，当时参与其中的人员在1939年至1945年间再度活跃起来。28 这一点
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ICRC已经拥有了一小批相对年
轻且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他们对于该组织及其行动已经颇为了解。
对于ICRC而言，1939年至1945年时期是1914年至1918年时期的翻版，但却
具有空前的规模。关于该机构战时工作的长达1700页的“摘要”报告清楚地说
明了这一点。29
同1914年一样，ICRC的职员人数在短短几个月内急剧增加。截至1936年12
月底，有360名雇员在日内瓦为ICRC工作，主要就职于中央战俘局。1年后雇员
人数增加到1300人，1945年12月进一步增加到将近2000人。另有76个代表处在全
世界进行一线工作，代表和副代表人数从1939年的3人增加到6年后的179人。30
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瑞士和国外雇用的“下级”职员。31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27

28
29

30
31

意大利飞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众目睽睽之下故意轰炸了红十字设施，并且委员会还有证据证明意大利军队
使用了毒气 (芥子气)。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毒气，意大利于1928年批准了该公约。See Rainer
Baudendistel, “La force contre le droit: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guerre chimique dans le conflit
italo-éthiopien, 1935–1936”, in RICR, No. 829, March 1998, pp. 85–110; in English see, “Force versus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Italo-Ethiopian war 1935–1936”, in IRRC, No.
322, March 1998.
B. Troyon and D. Palmieri, above note 26, p. 99; Daniel Palmieri, “Une neutralité sous influence? Le CICR, Franco et
les victimes”, in Revue suisse d’Histoire, Vol. 59, No. 3, 2009, pp. 279–297.
Rapport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1er
septembre 1939–30 juin 1947), three vols., Geneva, May 1948; in English, see, Report of the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ree vols. and anannex, ICRC, Geneva, 1948.
Ibid., Rapport, Vol. I, p. 58.
在瑞士，1940—1947年间，职员们 (同上，报告第1卷，第58页) 在中央战俘局遍布全国的33个附属部门工作。
除代表本身，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外代表处工作的瑞士人和外国人的人数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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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雇员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ICRC工作的人员多数是带薪职员。32 他
们中的许多人在ICRC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方方面面的活动都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录，包括探视营地的次数
(11000多次)、派发的援助品，33 以及中央战俘局建立的个人档案数。34 这些活动
也反映了ICRC为履行其人道职责而耗费的巨量财务资源。例如，ICRC斥资购买
了首批舰队，之后还购买了卡车以及步入现代化的装备。但现代化并未止步于
此，中央战俘局还使用最早的“计算机”来快速处理个人卷宗。35
ICRC所面临的大量且多样的工作导致其行动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决策主要由国际战俘局负责，偶尔才由委员会做出。与此不同，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得到讨论。诚然，在两
次世界大战期间ICRC就得力于内设的专门委员会 (各自负责某个特定问题，如
战争活动委员会、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委员会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专
门委员会的数量激增。1939年ICRC有7个特设机构，包括委员会和“委员办公
室”(后者由委员会的委员组成)。1940年有11个特设机构，1941年有14个，1942
年有15个，1943年至1945年间有17个，1946年有18个。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另一个特点是，这些不同机构的成员不再仅限于委员会的委员，还包括合格的
“下级”雇员，后者通过这种方式也得以参与决策过程。饶有趣味的是，ICRC
在战争期间开始提供被称为“一般服务”的服务，包括在1943年成为独立部门
的新闻与信息服务，为借助视听媒体而日益密集化的人道“传播”37的发展铺平
了道路。38
ICRC受到战争恐怖的直接影响。苏联军队攻占柏林后劫持了ICRC柏林代
表处的成员，拘留在一个苏联营地中达数月之久。这是该组织为人所知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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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ort, above note 43, Vol. I, p. 9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估计其派发的援助物品的价值以现行币值计算超过30亿瑞士法郎。
总共有3500万份卷宗，大约超出1914年至1918年期间7倍之多。见前引43，报告第2卷，第340页。
即霍尔瑞斯计算器，使用打孔卡片，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提供。See Monique Katz, “Quand des machines
travaillaient pour laCroix-Rouge? ”, in RICR, No. 453, September 1956, pp. 507–511. 关于IMB打孔卡片，See http://
www-03.ibm.com/ibm/history/ibm100/fr/fr/icons/punchcard/ (最后访问于2012年7月12日)。
内部委员会的数量从1947年起迅速减少，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9个减少到6个，在5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则进一
步减少到4个。这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主席理事会开始掌控时事。
不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是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传播其活动的。1869年开始出版的《红十字会公
告》(《红十字国际评论》的前身) 说明了这一点。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批电影是在1921年。See Enrico Natale, “Quand l’humanitaire commençait à faire son
cinéma: les films du CICR des années 1920”, in RICR, Vol. 86, No. 854, June 2004, pp. 415–437; for English abstract,
se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enter the world of cinema: ICRC films in the 1920s”, in the sam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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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质劫持事件。更糟糕的是，许多雇员死于暴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理查
德·埃德尔 (Richard Heider)，ICRC护卫，在一艘向希腊运送援助物品的货船沉没
时溺亡；约翰·约万诺维奇 (Johann Jovanovitz)，驻德国医疗代表，被哨兵杀害；
马特斯·菲舍尔 (Matthaeus Vischer)，驻婆罗洲代表，被指控为间谍，在即决审判
后同妻子一起被处决；康拉德·奥托·安德雷 (Konrad Otto Anderegg)，巴达维亚代
表处秘书，于1946年“被当地人杀害”。
最后一起死亡事件关乎ICRC为之动员了数十年的一种新的冲突形式：去殖
民化战争。ICRC在其人道关切中完全忽略了殖民战争，尽管ICRC的创立与19世
纪后三分之一段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发生在同一时期。对于土著人民在白人枷
锁下的困厄或者殖民屠杀，该机构不为所动。更有甚者，来自西方世界的ICRC
间接支持了欧洲在“黑暗之心”的“文明使命”。1945年以后，去殖民化在国
际关系中成为比殖民主义现象本身更为重要的问题，ICRC聚焦于殖民地反抗殖
民者的斗争，并就此提供自己的服务，正如其此前在 (前) 荷属东印度所做的重
要但却久被遗忘的努力一样。ICRC的介入并非毫无困难，因为这在后来导致其
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关系紧张，因为后者开始陷入自身的“去殖民化”冲突。
20世纪40年代还标志着一般公众和武装冲突中的行动者对于ICRC的感知
的转折点。该机构不再只听到溢美之词，而是开始遭到批评。尽管对ICRC反
唇相讥并非前所未有——例如，1919年波兰就指控ICRC总代表爱德华·弗里克
(Edward Frick)“从事与波兰国家利益相悖的政治活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
者”——但现在，指责不再只是零星个案。诚然，ICRC的一些个人继续成为批
评对象，39 但最严重的控诉却是指向机构本身、它的活动以及它的原则。战后，
ICRC被指控未对“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实施的违反诸公约的行
为”进行谴责，40 还被控出具虚假旅行文件帮助战争罪犯脱逃。41 它因为在被俘
游击队员、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以及大屠杀等问题上无所作为而受到批评。更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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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被控充当德国间谍或者经营劫掠物品。See Division de presse du CICR, “L’action du
CICR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in RICR, No. 821,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606–611。1997年4月，
弗朗索瓦·比尼翁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档案以及瑞士联邦档案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完善了这篇文章，见于
http://www.icrc.org/fre/resources/documents/misc/5fzgcb.htm，最后访问于2012年7月12日。
这些指控是南斯拉夫红十字会提出的，但被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仿效。See Catherine Rey-Schyrr,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945–1955), De Yalta à Dien Bien Phu (1945–1955), Georg, Geneva, 2007, p. 71.
Gerald Steinacher, Nazis on the Run. How Hitler’s Henchmen Fled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1. For
a critique of this thesis, see Irène Herrmann and Daniel Palmieri, “‘Refugees on the Run’: The ICRC travel document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Contemporanea, rivista di storiadell’800 e del’900, 1, 2013,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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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说，它为帮助战败者特别是德国人而进行的救济活动遭到质疑，并引发了
误解和不信任。
与此同时，交战方对人道法提出质疑，实质上这是对ICRC的质疑。这一
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以拒绝的形式出现，事关落入敌方手中的战斗员。例
如，德国人在1943年9月8日休战后俘虏了意大利士兵；盟军在德国和日本军队
无条件投降后俘虏了两军士兵，并拒绝给予其战俘地位。42
除了对ICRC职员的侵犯外，上述因素还表明人道行动并非总能成功，因此
难免出错。诚然，很难证明这种后验的分析是该组织当时所做的分析。但ICRC
在公开谈论中给人的印象是否认这种解释。前述1700页的活动报告证明，ICRC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时间里已竭尽所能。它出版的关于其为关押在纳粹集中
营的受害者所开展的活动的报告也是如此。43 然而，丰富的细节，以及该机构关
于德国集中营的文件出版之迅速 (第一版于1946年1月面世)，有利于证实ICRC充
分意识到其工作遭受了部分失败，但仍试图在关于其为德国集中营中的平民被
拘留者所做工作的报告中对批评做出回应。在报告出版后，它将这些事件压抑
在它的集体记忆中长达40余年。44
关于这一时期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正如在1918年之后一样，战争的结束意
味着ICRC的完整性和永久性受到威胁。委员会的单一国籍及其与红十字会联
盟的关系再度成为焦点。有人提出增加红十字会联盟的权力，削减ICRC的权
力，甚至有人建议将二者合并。最尖锐的批评再次来自于红十字运动内部。委
员会的国际化问题——一个自1867年首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召开以来反复出现的
话题——由瑞典红十字会提出，这是一个ICRC在战争期间与之艰难对抗的“伙
伴”。最终，现状得以延续。在被拖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后，红十字会认为
有必要维系ICRC的角色，也有必要保持其瑞士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中立性。因
此，冷战的爆发挽救了ICRC。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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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ort, above note 43, Vol. I, pp. 558–566.
L’activité du CICR en faveur des civils détenus dans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en Allemagne (1939–1945), Geneva,
1946; in English se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for the benefit of
civilian detainees in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between 1939 and 1945, ICRC,Geneva, 1975, 125 pp.
Jean-Claude Favez’s work (Une mission impossible? Le CICR, les déportations et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nazis, Nadir Payot, Lausanne, 1988; in English see, The Red Cross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是关于这一主题的首个科学研究。关于白皮书，法布里斯·卡昂认为其“意在内部定调，目
的是将全体职员凝聚在官方防御线周围”。See Fabrice Cahe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Shoah. Une controverse entre histoire et mémoire, mémoire de maîtrise d’histoire, Université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1999,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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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74：重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ICRC已是一个虚弱的组织。财政方面，1946年
ICRC处于“破产边缘”，面临“清盘”威胁。45 这一艰难处境持续了多年。随
着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陆续投降，ICRC无法收回提供给这些政府、用以帮助其
国民的财政援助。上述资金被同盟国冻结，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陆续解冻。
这些战败国无力再向ICRC提供财政支持，尽管其公民是ICRC战后时期工作的
主要受益者，且这项工作只能依靠该机构的自有资源来资助。与此同时，ICRC
介入了一系列新的国内或国际冲突 (希腊、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支那、
印度尼西亚)，这也用掉了它的很多常规预算。46 对于ICRC的捐赠呼吁，应者寥
寥。47 尽管如此，该机构仍然必须负担自己的开销，因此入不敷出成为常态。这
一状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得以扭转。
财政问题影响到了职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 (1945年3月)，ICRC有
3700名合作者，其中一半是带薪雇员。 48 但自那以后，随着中央战俘局活动缩
减，以及财政持续困难，职员人数开始减少。1947年6月，ICRC的总部和一线
工作人员加起来只有722人，49 1949年1月更是减少到420人。在整个20世纪50年
代，职员人数进一步减少。据估计，六分之五的雇员离开了该机构。50
除了现实危机，还有道德危机。ICRC一度面临治理“真空”。1944年12
月，年迈病累的马克斯·胡贝尔 (Max Huber) 主席让位给他的“左膀右臂”卡
尔·雅各布·布尔克哈特 (Carl Jacob Burckhardt)。但布尔克哈特甫经任命——他于
1945年1月1日就职——就被联邦理事会选中担任驻巴黎的瑞士部长 (大使)。 51
1945年2月，胡贝尔再度以临时主席身份接掌ICRC领导权——他希望是临时接
掌。然而，他的临时主席任期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联合副主席马丁·博德默尔
(Martin Bodmer) 和欧内斯特·格洛尔 (Ernest Gloor) 就职。但布尔哈克特仍然是
ICRC主席，尽管处于休假中。52 该机构领导层这种不明朗、不稳定的状况持续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Ibid., p. 38.
Jacques Freymond (ed.),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Georg, Geneva, 1984, p. 66; tablep. 71.
同上，第85页。只有巴勒斯坦 (1948) 或者匈牙利 (1956) 这样极其严重的危机除外。
同上，第134页。
Rapport, above note 43, Vol. I, p. 58; J. Freymond,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above note69, p. 139.
J. Freymond,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ibid., p. 134.
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Committee, 24 February 1945.
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closed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29 January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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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年多，直到1948年保罗·吕埃格尔 (Paul Ruegger) 上任为止。53 在ICRC及其附
属机构“理事办公室”54之外，ICRC设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管理行政和日常
事务，但指导委员会直接依附于“理事办公室”，没有真正的自主性。55 因此，
指导委员会无法自主决策，不能对ICRC上层的弱点起到平衡作用。领导层缺乏
强力人物，这一因素在危机四伏的战后岁月里削弱了该机构。
在讨论20年后影响了ICRC的“革命”之前，在逝去的这20年中，ICRC见证
了若干重要时刻：1949年8月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签署，标志着漫长的反思和
谈判过程终告结束。在行动层面，ICRC也并非无所作为。从德国到巴勒斯坦，
再到朝鲜、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刚果和也门——仅仅列举这少数几个冲突地
点——ICRC出现在所有大陆上的所有主要危机中，并且往往是深度介入。ICRC
活动的地域扩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随着非洲 (索尔兹伯里和达喀尔)、
中东 (贝鲁特) 和亚洲 (金边) 总代表处的开设而扎根于一线。20世纪70年代初，
随着地区代表处 (代表们由此向周边国家辐射，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 的
开设，56 ICRC的全球化再度加强。但该机构并未改变习惯的工作方式，充其量
只是重拾起一些一度放弃掉的工作领域，例如医疗工作。
真正转折点的到来是在1967年，ICRC同时介入了两场大型武装冲突：六日
战争和比夫拉战争。这两个事件以其各自的方式，给ICRC的内部行动及其对世
界的感知带来了重大改变。
第三次阿以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10日) 引起了该机构行为方式的根本转
变，亦即预先准备可能的干预行动。正如1967年年报所强调的：“意识到远东
地区在1967年上半年日益紧张的局势，ICRC在冲突爆发前10天就采取了预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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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57 这显示出ICRC对待武装冲突态度的转变：它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从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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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吕埃格尔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一位天主教主席。他于1948年2月当选 (显然是经由特别程序)，并于1948
年7月就职。
“理事办公室”成立于1943年3月，承担了先前中央委员会的职责；中央委员会于1940年11月变为协调委员
会。“理事办公室”总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所有活动，并负责管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所有其他委员会。
注意不要将这个“理事办公室”同此前提到的“委员办公室”相混淆。
指导委员会不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他自治机构 (理事办公室、委员会等) 那样编辑自己的专门会议记要就可
说明这一点。
第一批地区代表处开设于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和委内瑞拉。
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1967, p. 5，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所引的该报告所有页码均为法文版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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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采取事后反应，到在危机爆发前就为采取具体行动做好准备。58 这一新的政
策，加上ICRC一线行动的地理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几场冲突的同时介入，意
味着需要招募更多的代表。ICRC1950年至1960年的资金状况不允许长期保持大
量代表，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该机构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其承诺的工
作。在ICRC主席的倡议下，1963年成立了国际任务组，旨在为该机构提供“一
个优质代表库，59 接受过详尽的理论培训”60，能够“随叫随到”，接到通知可
即刻动身。61 然而，基于种种原因，ICRC对国际任务组的使用浅尝辄止。62 因
此，1967年冲突迫使ICRC反思其招募和职员培训政策。这一进程持续了10年，
直至制定出总体而言至今有效的政策。
从六日战争开始，ICRC被永久性地动员进入武装冲突，这使得对于“可外
派”人力资源的反思更加迫切。这种介入并非中东所独有，随着时间推移，其
他大洲 (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 也被包括在内。ICRC在这些紧张局势地区的长
期介入，本身就要求始终有代表在场。因此，ICRC外派职员的比例持续增长。
一线代表在ICRC职员中所占比例，1971年12月为27%，10年后则为66%。63
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战争改变了ICRC本身的职责。在紧急救援 (无论是
援助还是医疗) 之外，旨在改善冲突中居民生活条件的活动 (例如保证用水和卫
生)，或者旨在给予人们“正常感”的活动 (例如派发用于耕作土地的种子或者
进行整形复原活动) 也逐渐开展起来。
战争一线代表人数的日益增多，以及任务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人道援
助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一点在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 (1967年7月至1970年1月)
中被凸显出来。尽管此次冲突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但ICRC工作和动员所占的
比例却是史无前例，其此次行动也是战后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1968年和1969
年，ICRC的大部分预算都用在了这场血腥内战上。 64 派发援助物品的数量激
58

59
60
61
62
63
64

1938年9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慕尼黑危机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战争工作委员会，
负责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生“欧洲大灾难”时的活动做好准备 (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Committee,
emergency session 15 September 1938)。该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9月。不过，六日战争期间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准备工作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将要发生对抗的一线部署人员。到1967年5月底，代表们业已在未来交
战国的首都各就各位。
国际任务组的成员从瑞士的大学、军队和行政机关招募。他们拥有非常熟练的技能，尤其是在医疗和通讯领
域，并可连续执行两个月的任务。
ICRC Archives, A PV, closed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2 July 1964.
On the GMI, see J. Freymond, above note 69, p. 137; table p. 140.
Ibid., p. 137.
Calculations derived from J. Freymond, above note 69, table p. 140.
Ibid., p. 61,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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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从此再未降低至1967年之前的水平。ICRC在尼日利亚和比夫拉协调开展的
救援活动最终花费了6.63亿瑞士法郎。ICRC还谨慎地解释说，这个数字“只是
统计信息，不是对开销的准确估算”！65
这一切促使ICRC重新定义其筹资方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介入远远超出其
财力和能力范围的行动，该机构认为有必要尽可能提前进行预估：“从尼日利
亚—比夫拉战争这样的情形来看，持续数年之久的救援活动……不能再被看作
紧急救援，并因此应在常规预算之外筹措资金。”66 ICRC由此将这些开销整合
进常规预算，放在临时活动项下 (此外还有长期活动和特别活动)。不久以后就
只剩下两项：常规活动 (既包括长期的也包括临时的，不论是在总部还是在一
线) 和特别活动 (现今表现为“资金需求”这种形式)。这些会计“改革”旨在为
捐赠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鉴于往往是非常巨大的资金数额，“光有信任还不
够，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有能力妥善管理托付给我们的资金”。67 从尼日利亚—比
夫拉行动开始，筹集资金对于人道行动的开展变得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认识
到这一点，才创设了“1974年筹资部”。68 此外ICRC还通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瑞士政府签署协议对该组织提供常规援助，从而寻求并获得了政治上的财政
资助。69 ICRC现在打算使自己获得“政策收入”，而不是像其自二战结束以来
一以贯之的那样“适用其收入政策”。
但ICRC在六日战争和比夫拉战争期间的“成长的烦恼”(如蒂埃里·亨奇所
言) 对于该机构内部而言还有其他含义，因为这些冲突严厉地暴露出ICRC行动
的缺陷，尤其是在开展一线行动方面。在日内瓦没有一个真正的项目经理来管
理尼日利亚危机，导致行动实施因为缺乏“关键管理系统”而陷入困难。70 对于
这场经历以及向世界各地延伸的ICRC活动所进行的内部反思，导致了结构方面
的变化，特别是1970年地域行动区的创设 (受总部行动部的领导)。行动部还把
在该机构之外参加活动的辅助服务机构 (紧急服务、医疗服务、中央寻人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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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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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1970, p. 133.
J. Freymond, above note 69, p. 63.
Ibid., p. 68.
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1974, p. 96.
J. Freymond, above note 69, p. 86.
Thierry Hentsch, Face au blocus. 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dans le Nigeria en guerre (1967–1970),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Geneva, 1973,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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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一起。此外还有其他结构性变化，其结果要么是创设新的部门，71 要么是
加强既有部门 (例如财务、人力) 的自治性。换言之，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行政
管理系统，根据ICRC业已增多的活动，对于内部职能进行日益鲜明的划分。从
1974年开始，ICRC的管理由一个作为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进行，而委员会继续
行使“法定”权力。72 这些根本性变化直接源于1967年至1974年期间的变化。
ICRC此时已被视为重要的人道组织，因此必须对其活动进行管理。73

1991－2011：扩张
比夫拉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方法，导致ICRC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患上
了“人道巨人症”。74 考虑到这两个10年内的冲突的一大特征是冲突持续时间与
所造成的人道后果成反比，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例如，尽管1971年12月的印
巴战争只进行了13天，但ICRC为之动员起来的战俘遣返工作却持续了近两年半
时间。其他冲突中的行动时间甚至比这更长 (例如葡萄牙殖民地去殖民化运动引
发的内战、两伊战争等)，长期牵扯了ICRC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然而，管理这些
行动并非没有后果。特别是，这些年的活动所带来的“真正”问题是，“如何
管理这种增长及其后果，亦即官僚体系的迅速膨胀以及ICRC……决定介入的领
域的不断增多”。75
关于国际人道法及其与20世纪70年代冲突的相关性也产生了问题。尽管由
于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签署，ICRC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但这些调整国家
间战争的公约是直接从19世纪继承而来，对于内战——例如在安哥拉、莫桑比
克、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内战——而言似乎过时了，而ICRC在这些内战中却
都开展了大规模行动。此外，对于发生在非洲 (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厄立特
里亚等) 和亚洲 (东帝汶)、以游击战这一特殊战斗方式为标志的民族解放斗争又
该怎么办？尽管ICRC深信“人道法的根本原则可以也应当在所有情况下适用于
所有人，即使是在游击战争中”，但却没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来将这种一厢情愿
71
72
73
74
75

设立了一个直接附属于主席的新闻与信息部。显然，设立这一新部门是缘于“传播”的重要性和比夫拉冲突
期间对其的运用，以及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态度。
J. Freymond, above note 69, p. 128.
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1970, pp. 132–134.
Expression used by Simone Delorenzi in Face aux impasses de l’action humanitaire internationale. La politique du
CICR depuis la fin de la guerre froide, ICRC, Geneva, 1997.100 Ibid., p. 30.
Ibid.,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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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真正付诸实施。不过，1977年6月8日签署了两个《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
书》，其中第二个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1979年，基于一些理论问题，ICRC请求一位独立历史学家分析该机构面对
纳粹死亡集中营时的态度。76 该研究出版于1988年，但委员会却未必欣赏，77 不
过它至少为该组织提供了一个科学而非情绪化的观点，用以回答在其历史上对
这段悲剧性插曲的质疑和批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该组织就此收到
的质疑与批评从未间断。而且，由于该研究的出版——但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内
部讨论——ICRC于1996年决定向公众开放部分档案，包括1939年至1945年间的
档案。2004年，该组织将这一1996年的决定又延长了15年。这使得ICRC得以逃
避有关其过往经历的争议，因为利害关系方可以直接查阅相关文件，从而相对
缓和其对于该组织自身历史的态度。78
在机构层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标志性特征是行政部门接手了委员
会和主席的部分职能。ICRC连续几任主席〔萨缪尔·戈纳尔 (Samuel Gonard)、
马塞尔·纳维尔 (Marcel Naville) 和埃里克·马丁 (Eric Martin)〕都任期短暂 (平均4
年)，并未真正树立领导者的权威，从而导致了这种角色“颠倒”。与此同时，
委员会自身变得更加年轻。1970年，41%的委员在该组织中的工作年限不超过
5年。1980年，50%的委员的工作年限不超过5年。到了1990年，几乎有三分之
二的委员属于这一类。委员们的地理位置 (他们大部分住在日内瓦以外) 及其本
职工作限制了他们参与ICRC活动的时间。例如，1960年委员会有15名委员，其
中9名是日内瓦人或者在日内瓦定居，将近一半的人已经退休或者有独立生活
来源。那个时候，委员们参与ICRC的时间比30年以后更多。20世纪60年代末
见证了一大批年轻代表的到来。他们承诺满足由于中东和北非冲突而产生的工
作需求，其中一些在系统内升迁到了行政管理部门的关键岗位 (综合管理、行
动等)。无论是在总部还是一线，是这个熟练的职员群体——这些经验和职责让
他们如虎添翼——在指引着活动的大方向，至少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是如
此。1987年科尔内里奥·索马鲁加 (Cornelio Sommaruga) 就任ICRC主席使得情况

76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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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蒙·德洛伦齐与该问题的纯粹历史意义一起提出的假设。基于所得到的结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得以
决定在面临类似情形时应当采取何种姿态。See S. Delorenzi，前引99，第24页。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让-克劳德·法韦的著作第一版 (前引65) 所写的编后记。
2011年，委员会决定不予新增解密一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文件，尽管关于档案阅读权的规则是同一委员会于
1996年制定的。是否开放新一批档案，将留待晚些时候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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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然逆转。79 他的任命确认了已经由其前任启动的、向长任期制的回归，80 志在
重塑ICRC。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91年5月，此前单独议事的指导委员会被并入
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今后者的成员包括委员会委员和行政部门成员。81 如果
可以认为这一新架构意味着主席 (或者说委员会) 对董事会的接管，那么同样可
以认为，通过将“双权”合一，红十字国际委员强化了应对后冷战时期诸多挑
战的能力。
从1991年开始，ICRC不得不同时应付一场国际联合战争 (第二次海湾战
争)、一场在没有政府的国家进行的内战 (索马里)、一场由内战演变而来的国际
战争 (前南斯拉夫) 以及更多的传统武装冲突 (如安哥拉)，再加上发生在非洲和
前苏联帝国的“新型冲突”或者说“无政府主义冲突”(ICRC用语)。20世纪90
年代标志着ICRC进入新的地理区域82 (例如前苏联国家，ICRC自1938年其驻莫
斯科代表处关闭以来就再未在这些国家进行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战争暴力史无
前例的时代。1991年以来，已有30余名ICRC职员在执行人道任务过程中死于暴
力。83 此外还发生了数十计 (如果不是数百计) 其他安全事故——这是一个影响
到所有人道行动者的负面趋势。这一悲剧性境遇催生了该机构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新的工作方法，例如在索马里使用武装护卫队。索马里还见证了社区厨房在
1992年的诞生。这一模式后来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帮助避免了食物的储存和失
窃问题，以及对援助受益人的敲诈勒索问题。84
除了 (过于) 现实的暴力之外，ICRC还必须应付潜在的战争暴力。1991年1
月17日，联军开始空袭伊拉克。面对非常现实的威胁，ICRC在一次口头照会中
明确警告交战各方不要使用原子武器。85
1994年，ICRC在卢旺达直接经历了一场种族灭绝，并且因为其回应有
限——特别是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而面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的困境。

79
80
81
82

83
84
85

西蒙·德洛伦齐甚至以他同前任们的“决裂”来形容。See S. Delorenzi，前引99，第31页。
亚历山大·海，1976年至1987年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1991年5月之前，作为“理事办公室”和主席理事会继承者的执行理事会同其前身一样，只由委员会委员组
成。这一新体系持续到1998年，被一个自主的指导委员会取而代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线 (代表处、地区代表处、代表团) 的代表人数从1991年的50人左右增加到20年后的80
多人，亦即增加了近60%。不过，应当将增长置于1990年以来新国家诞生 (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帝国解
体之后) 的背景下来看待。
不幸的是，这一基于内部文件的估计并不完全。
S. Delorenzi, above note 99, p. 46.
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1991,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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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91年以来最为显著的特征还是该机构在职员人数 (特别是一线职员) 以
及预算和财务支出方面非同寻常的增长。尽管这一增长始于1970年，但从1991
年开始变成了指数级。虽然鉴于会计方法上的差异不太容易进行比较，但1990
年一年的支出就超过1970年至1979年10年的总和。86 1991年标志着又一个转折
点，因为ICRC当年的支出比前一年增加了160%。自那以后，筹资达到了该机构
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过去20年中，年度支出从未低于6亿瑞士法郎，而且自2007
年以来，年度支出均超过10亿法郎。当然，伴随这一激增的是ICRC活动的持续
显著增加，以及由此而来的受益者人数的增加。想要证据的话，只需比较一下
这一时期两端 (1991年和2011年) 的年报：后者大约有500页，是前者的两倍厚。
然而，这一增长对ICRC自身产生了影响，让其面貌全新。在过去10年中，
ICRC从一个人道组织变成了一个人道企业，尽管要承认这一点仍有困难。尽管
其目标理所当然地与营利性公司截然不同，但ICRC已经吸收了一些以前只存
在于私人部门的特征，例如语言和术语。这一点并非无足挂齿，因为它表明了
态度的转变。该机构的一般词汇表中近年来反复使用直接来自于营销 (目标人
群)、经济 (效率、基于结果的管理) 和贸易 (战略锚) 的术语，这一点引人注目。
在该机构的公众传播中，可以看到对于可量化结果 (往往是四舍五入到最接近
的单位) 的特别重视。ICRC近期的活动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指标、统计
和数字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2011年年度报告中关于ICRC内罗毕地
区代表处所开展活动的那一章里，统计图表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正文中
也因此有46处援引统计数据。还是在这份年报中，纯财务部分有72页图表 (法文
版第423—495页，占整个文件的14%)，几乎是上年年度报告中除具体行动以外
的ICRC所有活动所占篇幅之和 (第6—76页)。当然，ICRC对于那些向它融资的
人负有证明义务 (问责性)，为此必须提供非常详尽的工作报告。该机构还负有
经常调整其分析工具的义务，因此1999年在传统会计方法之外引入了成本会计
法。现如今，一切事情似乎都可以这样进行：通过对数字的广泛使用，不需要
任何会计框架，数据本身就可以总结出人道需求的程度，以及ICRC在武装冲突
受害者工作方面应当做出的回应。
ICRC的企业性质也反映在董事会上。自其1998年再度成为自主决策机构以
来，董事会不仅对ICRC的日常管理拥有控制权，多年来还在确定该机构的战略

86

50

这一计算是基于1970年至1979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

150年人道行动

和指南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独立地表达了使ICRC的运作“最优化”(又
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意愿。 87 从私人部门召唤职员——有些人之前并无人道或
社会行动方面的职业经验，但非常适合承担该机构内部的重要的行政管理职
责——也是这一以效率为目标的政策的一部分，正如那些为了策划和监测活动
及项目而开发的 (很多) 机构或者特别计划一样。如ICRC的信条所示，总体政策
目标是取得第一流的结果 (基于结果的管理)。预测未来，并且制定愿景和战略
来实现预期目标和结果，同样是企业的主要特征。88
此外，ICRC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但将主要决策中心保持在日内瓦，并
且出于财务原因将部分服务机构“迁移”到国外，这些都使其在某种意义上符
合跨国公司的一般定义，89 尽管其根本目标与跨国公司截然不同。ICRC的国际
化加强了这一现象。1990年以来，该机构的外派职员多于总部职员。90 而且，过
去10年来，外国职员91的数量显著多于瑞士职员。
但是，这些变化并非ICRC所独有，而是标志着一个可于不同程度上在人道
界看到的趋势。这一演变凸显出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形：即，一个行动领域
的首要经济考虑是应从经济规则和标准中总结而来，还是我们应承认人道行动
也要遵循——也许是始终遵循——市场规律，因为它也需要供给 (人道需求和
手段) 和需求 (第三方融资) 相匹配。然而，在2000年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危机的
疲软宏观经济环境下，我们能够理解人道组织何以也表现出——当然是无意识
的——市场主体的特定行为方式。在一个财务资源收缩的世界里，人道组织之
间的“自然”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如果说金钱是战争的肌肉，那么它
同样是人道主义者的肌肉。真正的问题是，ICRC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结 论
当1863年ICRC的创始人们选择同战争受害者打交道时，他们完全没有想过
这个机构的发展壮大能够持续多久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的活动 (恰恰) 是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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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 the ICRC’s performance”, Annual Report, ICRC, Geneva, 2011, p. 51.
See http://fr.wikipedia.org/wiki/Entrepreneuriat (last visited 20 July 2012); for the English, see http://en.wikipedia.org/
wiki/Entrepreneurship
See Charles-Albert Michalet, Le capitalisme mondi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8.
此处不考虑本地雇用的职员。
B. Troyon and D. Palmieri, above note 26,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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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基础的。当然，ICRC随即依靠不会隔夜即逝的“商誉”，将昙花一现的风险
降到了最低限度。此外，这5位日内瓦公民所希望的是“将战争人道化”，92 而不
是试图废止战争，这也使得他们未来的行动领域“完整无缺”，甚至达到了招
致和平主义者的误解和批评的程度。93 然而，这些并不足以解释ICRC何以能够
经久不衰，因为其他类似的创举——有些甚至是与其同时代的——并未成功。94
仅仅是对战争及其造成的苦难感兴趣，并引起其他人的兴趣，并不足以让追求
跨越世纪。
事实上，纵观整个历史，ICRC的持久存续无疑有偶然性因素，特别是在它
还是个小不点的初期阶段。如此看来，当ICRC (担任主席的正是这个杜福尔) 请
求法国——这个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其组织召开1864年的国
际会议时，杜福尔将军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未来的拿破仑三世) 流放瑞士期间
就与其建立了联系这一事实，就是对ICRC有所帮助的偶然事件之一，法国的威
望也对五人委员会产生了影响。95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的作用在减
少，ICRC经年累月获得的经验使其能够应对挑战。
提到杜福尔将军，还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伟大人物对于该机构未
来发展的影响。要不是古斯塔夫·穆瓦尼耶 (第一位“真正的”主席)96的坚韧和
辛劳，ICRC恐怕会徒有其名，只是个在外省小镇上单调度日的小协会。而该机
构20世纪20年代初之所以能够在与红十字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玛格丽特 (弗里克) ·克拉梅尔和古斯塔夫·阿多尔的战斗精神和能力。
在保罗·吕埃格尔的领导下，ICRC应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东欧集团和瑞
典红十字会的联合进攻。反过来，一些“大人物”不顾一切地想要毁掉它。例
如，威廉·拉帕德 (William Rappard) 虽然是委员会委员，却捍卫红十字会联盟的
利益；卡尔·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则与希特勒德国关系暧昧。97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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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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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ouis Appia, Rapport sur ma mission au Schleswig [Report on my mission to Schleswig], 1864, quoted by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ICRC, Geneva, 1978, p. 160;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se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From Sarajevo to Hiroshima,
ICRC, Geneva, 1984.
André Durand, “Gustave Moynier et les sociétés de la paix”, in RICR, No. 821,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588.
For the example of Henri Arrault, see Véronique Harouel, Genève-Paris, 1863–1918. Le droit humanitaireen
construction, Société Henry Dunant/CICR/Croix-Rouge Française, Geneva, 2003, pp. 105–110.
Ibid., pp. 80 ff.. 关于这一事件，韦罗妮可·阿鲁埃尔甚至以“在‘法国保护’下举行的会议”来形容。
正式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是杜福尔将军 (ICRC Archives, A PV, Minutes, Commissionspéciale de
la Société, 17 February 1863)，但他的任期非常短暂，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Paul Stauffer, Sechs furchtbare Jahr: Auf den Spuren Carl J. Burckhardts durch den Zweiten Weltkrieg, NZZ Verl.,
Zuric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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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部事件对于确保该机构的永久性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要不是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ICRC恐怕不会经受火的洗
礼，从小规模的“作坊式”架构转型成为开展跨国活动的真正的国际组织。同
样，如果没有东西方对峙，该机构作为分裂世界中的中立人道行动者这一角色
的真正价值就不会得到公认。
ICRC在其间演变的环境也威胁到它的未来。法国总参谋部 (法国陆军被认
为是欧洲大陆上最好的) 不愿支持杜南的计划，加上法国代表在1863年会议上起
初的消极反应，都足以让ICRC胎死腹中。但吊诡的是，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其最
熟悉 (因为ICRC亲手创建了它) 的机构：红十字会。ICRC最终发现，最危险的
对手恰恰存在于“盟友”之中——从19世纪后期的俄国红十字会到1945年后的
瑞典红十字会，再到红十字会联盟的创设。所有这些来自内部的“敌人”都对
ICRC委员的单一瑞士国籍进行攻击，但这个自成一格的特点，恰恰是该机构与
外部抗衡的力量源泉。
不过，ICRC能够活跃150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 (如果不是主要的话) 还缘
于其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一点绝非不证自明，而是通过两个主要方面揭示出来
的。首先，ICRC长期以来一直以同质性结构运作，在头60年里采取了日内瓦
家族团体的形式。1923年，该机构的管理层向附近的 (瑞士) 外国人开放，但这
几乎没有改变其构成，因为新来者的遴选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和社会标准，以易
于融入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对从事一线工作的职员的遴选是基于类似标准，
直接或间接地由ICRC最高权力机构进行。这意味着该机构的基层和首脑协调运
作。尽管有人说ICRC的运作是精英主义的——过去确实如此——但这使得该机
构在危机时刻成功保持了目标的团结一致。在此情况下，该机构相对较小的规
模尽管可能被看做不利因素，但却被事实证明是又一股凝聚力，正如单一瑞士
国籍标准一样。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ICRC招募
了大量职员从事国外行动，委员会也从该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抽身，留交行
政部门进行。但那时有一整“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代表，他们确保了ICRC的同
质性和同一性，及其依然具有的准家族特征。在高层的精英主义之外，加入了
来自基层的精英主义。
其次是ICRC及其职员的创新能力。事实上，该机构往往是凭借个人的主
动性而进入新的活动领域，并服务于之前并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新一类受害
者。先例来自顶层，最早开辟新的人道行动领域的是委员会。雷德里克·费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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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c Ferrière) 医生及其在国际战俘营平民部 (他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部门)
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创新能力还出现在战争一线，在那里，ICRC代表
们面对受害者的需求，尽力减轻他们的苦难。最好的例子发生在1919年的匈牙
利。代表鲁道夫·哈库伊斯 (Rodolphe Haccius) 在任何既有法律框架之外，自愿
接受革命当局的邀请，对政治犯进行了首次探视。这一先例在两年后得到了批
准，第十次红十字国际大会承认ICRC有权介入内战或者革命引起的混乱局势。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表们主动向人们 (意大利的南斯拉夫战俘、罗马
尼亚的犹太居民等) 发放“旅行证”，为其返回家园或者移民出境提供便利。
这些活动在战后上升到机构层面进行，从而产生了现今依然有效的ICRC旅行文
件。在ICRC的历史上，长久以来人道行动始终先于法典编撰。这些“提前行
动”既为外部事件所需 (要求代表们立即做出反应，没有时间请示日内瓦)，也
为ICRC的基层所喜，因为这给了职员们更多的行动自由和主动性，即使他们在
总部事后获悉情况后遭到批评！。
这一特殊的双重功用难道不是ICRC在其150年的历史中得以克服诸多危机的
最终原因吗？当它的规模、构成和管理，它的日益受到密切监督的工作方法，
以及它看待和展现自己的方式本身都代表着同其过往历史的空前决裂的时候，
关于它的未来，ICRC是否也应当反躬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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