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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人面对面到人机面对面：不安全环境中人道行动的远程管理、效力及问责

摘  要

本文尝试对围绕在不安全环境下的远程管理实践及其应用发展的一系列

复杂命题进行了首次分析。文中回顾了已发表及灰色文献中对远程管理及相

关实践的定义及评论，试图将远程管理置于对冷战后冲突与危机应对策略这

一不断演变的背景之下。本文基于对典型救援工作者、资深总部政策管理人

员、捐助者及研究机构的访谈，对当前远程管理实践做出了评估，其中尤其

关注了阿富汗及索马里的案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远程管理对未来人道行

动的影响。

关键词：远程管理；人道行为；阿富汗；索马里；效力；问责；冲突

在不安全和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当国际工作人员不能或不被准许进入现

场时，人道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借助远程程序及远程管理来保证援助的顺利进

行。这些措施通常包括：机构将其国际工作人员、甚至本国资深员工从现场

撤离，并采取一系列的替代措施：远程控制、远程监护、远程管理、及 (或) 

将工作转包给当地的合作伙伴。

远程管理是指为应对不安全及拒绝进入的情况，将国际及本国人道管理

人员从提供援助的地点或其他人道行动现场撤离的做法。远程管理本身并非

“常规”程序。它不同于分权程式或地方机构及社区能力建设这些应对发展

及人道局势时采取的常规措施。相反，远程控制是一种不尽人意调整——从

质量及效力极有可能会受损这点来说——以应对机构认为过高而无法接受的

风险。远程管理是除暂停行动之外一种典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1。

远程管理通常旨在短期内使用，但也可会持续很长时间。

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远程管理措施是为应对人道事业实际运作中一

系列不为人所理解且研究匮乏的发展，包括：感知到援助工作危险增加，准

入难度加大；主流援助机构因而日益呈现规避风险的态度；准入谈判措施在

系统范围内全面崩溃；引入的反恐立法机制禁止机构与特定团体联络或为其

1 Abby Stoddard, Adele Harmer and Jean S. Renouf, Once Removed: Lessons and Challenges in Remote 
Management of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for Insecure Areas, Humanitarian Outcomes, New Yor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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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物资支持；联合国综合特派团及其他“联合”措施的出现，使援助并入

到了政治或军事议程之中；以及必须满足保险核保人、安全经理、员工实施

风险规避条例的要求。远程管理的增长也与大量远程技术的发展及普遍化相

关，这类远程技术包括手机及视频设备、遥感制图、众包、“大数据”的应

用及使用无人机收集数据等。

远程管理在不安全环境下的普遍使用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过

去20年间人道事业有了飞速发展；而另一方面，从社交、智力、情感及地理

上来说，国际救援工作人员与其工作的社会和社区间的联系却不断退步，疏

离感反而不断增加。2援助人员受保护带门禁的碉堡防守式做法以及远程管

理就是这种亲近缺失的两个例子。

大部分情况下，国际或国家机构会从其工作地区撤回或减少国际或资深

管理人员，并将提供援助的职责更多地交给本国普通员工、当地的合作机构

或承包商。远程管理的重要优势在于保证了一些援助活动得以继续，但它同

时也有很多风险和劣势。

其中可能包括救援质量及效率有所降低、政策及策略方向维系困难、腐

败及其他职权滥用的风险、以及问责制度方面的担忧。同样的，在遵循人道

原则、避免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歧视行为、以及抵挡来自铁腕人物操纵及实权

派职权滥用压力等方面，也会更加困难。虽然远程管理可以保证物资援助项

目持续进行，但更应关注的是对危险中个人和社区之保护的影响。

此外，在安全风险转移问题上，远程管理也在伦理方面引发了严重质

疑。在远程管理中，安全风险从国际员工转移到了本国人员及社区上来。而

后者往往更为弱势，缺乏安全资源和培训，也很难找到其他报酬丰厚工作。

最后，远程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道关系的本质，使其从一种接近的方

式转变为一种远程的方式。“人人面对面”的方式在过去数十年间都是非政

府组织志愿活动的核心，如今它已被虚拟关系或“人机面对面”的关系所取

代。而这种远程关系，在地理、社交及情感方面都加大了国际救援人员 (或

驻首都的国内资深救援人员) 与现场处于危险中的个人及社区之间的距离。

2	 Mark	Duffiel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Danger,	Resilience	and	the	Aid	Industry’,	in	Security Dialogue, 
Vol. 43, No. 5, 2012, pp. 47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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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管理的定义

“远程管理”这一概念已被广泛用于描述人道机构在开展工作时与身处

危难之人之间缺乏直接接触或接触有限的情况。对一些机构而言，远程管理

仅仅代表管理上分权行为，他们可能已获准进入但却选择通过与当地合作机

构运作的情况下，也可利用远程管理的方式。许多机构认为远程管理这一概

念是指国际工作人员未能执行评估、项目设计，及 (或) 监管等关键工作。另

一些机构则认为，远程管理意味着由于政治限制或安全风险，援助机构无法

实地到场开展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各机构对“准入”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一些认为准入是指在当地员工不间断的陪同下，高级员工对特定地区进行的

临时性短期到访；另一些则认为准入也指机构与受影响人群间并无直接接触

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当地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 (人道协调厅) 对远程管理的定义是：“为应对

不安全情况，撤离国际 (或其他有危险的) 员工，同时将更多的项目职责转交

给当地员工或当地合作机构的行为。”3人道协调厅认为，在有人身危险的

环境中，并且人道组织有助于促成调停时，远程管理应被视为一种可行的策

略，即便出于对员工安全风险及其它准入限制的考虑，所有的项目步骤都需

要外包出去。

本文对远程管理也采用类似的定义：远程管理是对不安全局势的应对及

一种非“常规”的运作方式，指将高级国际或国内人道管理人员从提供援助

或其他人道行动的地点撤离。

类似定义也为许多非政府组织所采纳。4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

远程控制管理为“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员工在应对环节 (评估、实施、

监控、评价) 的缺席，由第三方完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或目标的行

3	 Jan	Egeland,	Adele	Harmer	and	Abby	Stoddard,	To Stay and Deliver: Good Practice for Humanitarians in 
Complex Security Environments,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New	York,	2011,	p.	
xv.

4 See for example A. Stoddard et al.,	above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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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有趣的是，笔者在与各援助机构 (包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的采访中

发现各机构对远程管理看法有所转变：由“不得以而为之的最后手段”转变

为“众多之一”的可能的操作模式。

远程管理尤其适用于以下情形：不安全或政治壁垒造成了准入受限；国

际或高级本国项目工作人员无需实际到场，取而代之的是将责任移交给当地

工作人员或承包方，或是使用远程技术 (如手机远程监控、通过交易商或市

场机制等代理方式接触身处危难之人)。有时，远程管理也包含对需求的远

程评估。这种评估的实现借助了众多技术手段，包括手机、卫星影像、卫星

制图，以及在可能条件下人道无人机的使用。6甚至有传言预测，无人机将

会被用于下一个技术步骤，可能是远程运输。 

由此而论，远程管理与稳定环境下的决策分权或能力建设不应相互混

淆。远程管理 (理想情况下) 是对项目管理的临时改变。在项目管理中，机构

工作人员会实地到场进行决策、提供指导以及监管质量落实情况。换言之，

远程管理通常情况下只是一种应对方案，而非计划方案，是一种非常规操作

程序，包括常规项目管理临时暂停，也包括持续或永久性的撤离。如下文将

要探讨的，某些情况下，在安全、政治、保险及职责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远程管理已成为众援助机构中的一项默认措施，甚至是一项新的常规措施。

现有文献综述7 

远程管理——或称之为国际机构通过代理向那些根本无法接触或过于危

险难以接触的群体提供援助的方法——有着长远的历史。冷战时期的严苛规

定禁止援助机构在战地开展工作，反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只能得到团结组织

从外部给予的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按照常规方式 (目前仍是) 通过红十字

5 与ICRC的交流。

6	 See	Kristin	Bergtora	Sandvik	 and	Kjersti	Lohne,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Disaster	Drones”’,	 in	
Humanitarian Exchange Magazine,	No.	58,	July	2013,	available	at:	www.odihpn.org/humanitarian-exchange-
magazine/issue-58/the-promise-and-perils-of-disaster-drones.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were	accessed	in	May	
2014.

7 我们非常感谢希瑟·斯托鲍	(Heather	Stobaugh)	对此部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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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红新月会开展工作；在厄立特里亚、苏丹、柬埔寨，国际援助只能通过

交战各方或其所设立的“人道”分支、当地团结组织或是宗教机构运送。在

后冷战时期人道事业迅速发展和机构化之前，远程管理在人道领域中并非一

个热点话题。

远程管理的起源

虽然以前的论文著作曾在其他更为宏观的问题 (例如安全) 上8讨论过远

程管理周边的问题，但是直到2008年，随着长期采用远程管理的实践不断增

多，远程管理才因自身原因引发了广泛讨论，讨论集中于其在政策及指导方

针方面的需求上。虽然如此，但是直到大概2010年由于索马里与阿富汗的准

入受限严重，多数的具体讨论才相应出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干预

失败后，人道机构开始将其国家办事处从索马里撤出。但是由于高级管理人

员驻扎地点偏远 (内罗毕)，他们大致仍能前往援助地点。讨论大概始于2005

年在伊拉克，紧随美国主导的干预以及针对援助人员的大规模袭击之后。但

这些讨论并未扩大至援助机构总部或国际论坛之中。9在阿富汗，随着人道

准入情况的不断恶化，以及人们对人道机构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结盟这一

看法的不断强化，远程管理已成为机构讨论的重要话题。

近年来，一些文章和论文针对远程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然而罕

有机构曾就其设计及应用发展制定出清晰的指导方针。10基于在远程管理实

践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一些在索马里运作的机构已就此展开工作。而在阿富

汗，讨论最初更多的关注在不安全地区中准入和需求评估的运作模式，而非

远程管理自身 (部分原因是因为救援团体默认局势正在改善。) 

8	 See	Abby	Stoddard,	Adele	Harmer	and	Katherine	Haver,	Providing Aid in Insecure Environments: Trends in 
Policy and Operations,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HPG)	Report	No.	2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06.

9	 Greg	Hansen,	‘Operational	Modalities	in	Iraq’,	Briefing	Paper	No.	2,	NGO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	Iraq,	
Baghdad,	2008.

10	 See	J.	Egeland	et al.,	above	note	3,	pp.	2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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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管理与“人道空间”

人道空间是否确实正在缩小，还是因为几个特例带来错觉，关于这个问

题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11一方面，人道机构目前正试图在曾经被认为是过

于危险或不稳定的局势中提供援助。这导致有越来越多的暴力袭击援助工作

这事件，但这并非由于他们援助工作者的身份，而仅因为他们身处这种不安

全环境之中。从关注“何时撤”的安全计划转变为关注“怎样留”的安全管

理策略，这些转变——其中也包括类似远程管理的一些转变——反映了在冲

突地区开展工作的观念变化。12另一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政治化的不断加

强已削弱了其对人道、中立、公正的人道基本原则的遵循，损害了其过去为

人道工作者带来的保护，同时也使援助的提供变得更为困难。13 

然而，这场讨论中双方都一致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伊拉克、

阿富汗、达尔富尔以及索马里中南地区——坚持人道原则并不能保证人道机

构的安全准入。这类事例有一些共同点：冲突不对称且包括众多非国家参与

方；没有合法政府；911事件后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或反叛乱行动的全球

安全动态使局势趋于两极化。虽然在其他局势中对援助工作者的袭击已经趋

于平稳，然而在这些特定局势中袭击的水平仍非常高，甚至影响到了整体趋

势。14例如在索马里，袭击援助工作者似乎并非因为某个机构与西方政府合

作或与西方政策有所联系，而是因为整个人道努力都被认为是西方政策的工

具，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合法攻击目标。在阿富汗，可

11 See Antonio Donini et al., Humanitarian Agenda 2015: Final Report: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arian 
Enterprise,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2008,	available	at:	www.alnap.	
org/resource/8761;	Vicky	Tennant,	Bernie	Doyle	and	Raouf	Mazou,	Safeguarding Humanitarian Space: A 
Review of Key Challenges for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Service,	Geneva,	2010;	Sara	Pantuliano	et al.,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Tensions, Impact and Ways Forward,	HPG	Policy	Brief	No.	4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11;	Bryony	Norman,	Monitoring and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for Remotely Managed Projects Implemented 
in Volatile Operating Environments,	Humanitarian	Innovation	Fund,	Tearfund,	London,	2012;	Sarah	Collinson	
and	Samir	Elhawary,	Humanitarian Space: A Review of Trends and Issues,	HPG	Report	No.	32,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12.

12	 J.	Egeland	et al.,	above	note	3,	p	8
13 A. Donini et al.,	above	note	11,	pp.	23–25.
14	 J.	Egeland	et al.,	above	note	3,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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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以下几个关键因素来解释袭击援助工作者的现象：联合国和援助机构

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干涉和国家建设议程间存在的联盟；有观点认为援助所支

持的是反叛团体及部分民众眼中的腐败且不合法的政府。15自2011年起，针

对援助工作者的袭击似乎所减少，部分因为道路工作中 (尤其是) 国际员工的

数量大大减少，部分因为塔利班 (其他组织则不一定) 似乎已转变政策，不袭

击直接与社区工作的外国援助组织。然而，最近在2013年针对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及外国人的袭击表明此项政策可能已发生变化，这对援助工作者来说可

能会更加不利。

政治化

由于联合国在这类局势中必须扮演的政治及人道双重角色，坚守公正和

中立的原则对于联合国各机构来说尤为困难。16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联阿援

助团) 即为一例。在这个联合国综合特派团中，人道关注服从于政治议程，

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在这种局势中，倡导人道原则越来越困难，甚至考

虑与塔利班及其他叛乱组织谈判准入的问题都越来越难。

除此类限制之外，索马里中南地区的准入限制则有其相对特殊的现实情

况。这不仅因为员工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也因为自2009年以来，如果有意

或不小心向被禁团体提供援助，则有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自美国最高法院

侯德诉人道法项目案例起，人道机构可以并且会因 (直接或间接) 向在册团体

或个人提供援助而以违反反恐法的罪名被起诉。17在冲突地区的工作，通常

15 Antonio Donini, Afghanistan: Humanitarianism Unraveled?,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2010;	Prisca	Benelli,	Antonio	Donini	and	Norah	Niland,	Afghanistan: Humanitarianism 
in Uncertain Times,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2012;	Samuel	Hall,	
Redefin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Afghanistan: A Contextual Analysis,	Samuel	Hall	Consulting,	Kabul,	
2012.

16 Mark Bradbury, State-building, Counterterrorism, and Licensing Humanitarianism in Somalia,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2010;	V.	Tennant	et al.,	above	note	11;	J.	Egeland	et al., 
above	note	3.

17 US Supreme Court, Holder v. Humanitarian Law Project,	130	S.	Ct.	2705,	2010.	For	a	discussion,	see	Naz	K.	
Modirzadeh,	Dustin	A.	Lewis	and	Claude	Bruderlein,	‘Humanitarian	Engagement	under	Counter-terrorism:	A	
Conflict	of	Norms	and	the	Emerging	Policy	Landscape’,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3,	2011,	pp.	6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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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交战各国谈判获得准入，尤当其所控制地区人群急需援助时。18在谈

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控制该地区的当局很可能——无意识地但却带来严

重影响——想要牟取利益，不论是在物质上的还是合法性或政治上。很多情

况下，正如布拉德伯里 (Bradbury) 所指出的，一般来说这对人道谈判来说是

一种“有用的实战技巧”和务实方法。然而，在索马里，与众多国内或国际

反恐机制之下“在册”或是“禁止”的团体进行类似谈判，则使人道工作成

为违法行为，让人道机构无立足之地。19虽然理论上来说，在阿富汗与被禁

团体间的谈判也受同类接触规则的约束，但当地援助机构却并不如此担心违

反反恐法。这或许是因为目前各方对与塔利班进行谈判非常感兴趣，美国当

局也是如此。联合国遵循“不询问，不告知”的方式，但多数观察者认为，

政治性接触马上就要发生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无国界医生对于涉及准入

和接受问题的谈判一直都对外公开，那些仍能在农村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则依旧通过社区领袖和村中长老来与某一特定区域的负责人进行谈判。20 

远程管理及其他远程策略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它们使人道活动在禁止

条件下得以持续进行。远程管理降低了国际工作人员的安全风险，一些能力

建设可由本国员工及 (或) 当地组织实施，在条件改善后国际工作人员也更

容易重新返回，因为一线一直在开展相应的工作。然而有时其劣势远远大于

优势：例如本国员工的风险、压力以及对其的期望有所增加，而这些员工可

能并不具备承担这类额外职责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可能增加转移及诈骗的风

险，加大商品及项目资源运输上的后勤困难等等。

泪水基金 (Tearfund) 的研究发现，虽然通过更改项目设计及采用不断增

加的“最佳实践”可以减少很多缺陷，但调查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受访人仍认

18 Humanitarian Practice Network, Good Practice Review: Oper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in Violent 
Environments,	No.	8	(New	Editi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December	2010,	p.	60,	available	
at:	www.odihpn.org/hpn-resources/good-practice-reviews/operational-security-management-in-violent-
environments-revised-edition;	M.	Bradbury,	above	note	16;	S.	Pantuliano	et al.,	above	note	11.

19	 M.	Bradbury,	above	note	16,	p.	17;	S.	Pantuliano	et al.,	above	note	11,	pp.	6–7.
20 例如，见	Joel	Alas,	‘Five	Years	After	Slayings: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Returns	to	Afghanistan’,	in	Spiegel 

Online,	12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five-years-after-slayings-doctors-
without-borders-returns-to-afghanistan-a-654702.html;	Baba	Umar,	‘Even	the	Taliban	Respects	Us	for	Our	
Work	in	Afghanistan’,	in	Tehelka.com,	24	May	2013,	available	at:	www.tehelka.com/even-the-taliban-respects-
us-for-our-work-in-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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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用远程管理。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改进能够弥补项目

质量降低及问责削弱的两项关键问题，也没有改进将风险转移至可能无法对

其作出应对的个人所带来的伦理问题。21其他的观察者也注意到，远程项目

可能会带来一些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一旦出现，便很难从实践中根除。

远程管理经验

以下为来自阿富汗及索马里地区的个案研究，展示了在不稳定环境中在

远程管理益处及风险上的主要发现。

阿富汗：远程管理的兴衰沉浮 (1988-2013) 
在阿富汗，远程管理历史悠久，最晚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

前的许多讨论当时就已出现。在苏联占领时期，美国及其他捐助方在阿富汗

内部圣战组织控制区域资助了大量的“人道”活动。美国公民禁止 (由里根

政府下令) 进入阿富汗地区，因此，援助活动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巴基斯坦

设立的一系列有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工作人员的代理机构来实施，例如阿富

汗建设及后勤股	 (Afghanistan	Construction	and	Logistics	Unit)	负责提供一系

列服务，诸如食物援助、小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及非杀伤性军用设备 (医疗用

品、衣服、用于运输的田纳西骡子等)，同时也负责监督项目活动。总部在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救援委员会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或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也提供了各项援助，但他们也不得不

通过阿富汗的中间方及看门人运作并监控各项目。非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

国际工作人员能够进入阿富汗，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阿富汗内部的安全问

题、巴基斯坦当局对入境的控制以及对谁人能进的精挑细选，多数机构也只

能依赖类似的代理方。而且，众多的圣战组织及党派很快意识到，通过创立

自己的非政府组织渗透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团结组织中，他们可以轻松谋得

金钱及对其所控地区的援助。由于局势政治化的性质——西方国家支援阿富

21	 B.	Norman,	above	note	11,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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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的“自由斗士”——篡改操纵泛滥，项目监控也形同虚设。许多项目只是

纸上空文，指挥官利用团伙策略威胁控制非政府组织，拒绝其进入其他团体

控制的区域，大量资源也被转用支持战争。当然，许多声誉良好的非政府组

织也设立了很多成功有效的项目，然而整体的大环境却是这种随波逐流式的

操作主义。从长远来看，这也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

1988年日内瓦协议之后22，联合国参与进来以期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当

时，远程管理及监控的情况有所改善。基于与喀布尔政府、圣战团体及各邻

国 (巴基斯坦、伊朗及苏联) 达成的“人道共识”，联合国开始在阿富汗境内

开展各项工作。这项“共识”允许联合国工作人员进入阿富汗并可以跨国或

跨交火线的开展各项活动。最初，联合国机构也只能依赖于圣战组织及某些

地区有着“良好人脉”的非政府组织所推荐的中间方、看门人及代理机构。

联合国也鼓励在阿富汗成立非政府组织，并对其进行培养及经济资助，但最

后结果也是喜忧参半。由于跨境援助的政治经济背景，要想摆脱圣战组织中

的铁腕人物及其巴基斯坦支持者——他们控制援助方向及数量的——的控制

是异常困难的。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联合国得以成立了一些“专用非政府组织”，

能够实施较大规模的项目，例如排雷行动及道路建设。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

的国际工作人员准入条件也有所改善，远程设置和管理逐渐减少，转变回到

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到现场开展工作或监督项目实施这一更为传统的形式。

阿富汗境内雇佣国际援助工作者的办事处也逐渐增多，监管力度也有可观

改善。在跨境时期及随后的内战时期之间 (1992-1996)，甚至在塔利班时期 

(1996-2001)，联合国创立的6个阿富汗排雷行动非政府组织23——当时是世界

上最大的人道排雷行动项目——也得以在安全或是相对动荡的地区较高效地

跨境、跨交火线开展工作。直至2002年移入喀布尔，此项目基本上是通过从

伊斯兰堡的远程控制进行管理，在阿富汗境内仅有少量国际顾问长期部署。

22 编辑注：日内瓦协议于1988年4月14日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签署，美国、苏联作为担保，旨在协调阿富

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并为苏联从阿富汗撤兵提供时间表。

23 例如阿富汗技术顾问	 (Afghan	Technical	Consultants)、排雷和阿富汗恢复组织	 (Organisation	 for	Mine	
Clearance	and	Afghan	Rehabilitation)、及排雷规划机构	(Mine	Clearance	Planning	Agency)。 这些 (及其他) 
非政府组织都在联合国排雷行动项目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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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这一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将排雷与防雷活动从任务分配及监督上的

分离，后者由另一个专用非政府组织负责。之所以提及上述经验是因为其表

明在战争及动荡忧虑的环境中，相对大规模的人道项目也能通过远程管理

实现，因为 (a) 有来自社区及其领导的明显支持；(b)该活动不会引起双方争

议，对冲突没有利害关系；(c) 经费及管理框架透明；(d) 实施与监管分离，

评估也提供了一定的问责制；(e) 机构国际员工在现场开展工作可以直接进

行监控和质量控制。

虽然当地的铁腕人物会试图利用在现场开展工作的援助机构牟利，但基

本上来说，准入及安全都不成问题。例如，在塔利班时期，联合国、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及许多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在包括喀布尔的6-8个区域中心都

设有办事处。虽然与塔利班当局关系很紧张，但人道工作者相对而言很少有

安全风险。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非政府组织得到了来自几乎所有民

众的积极支持，因为这些机构是当时唯一的外部援助来源。除了少数冲突激

烈地区之外，路上交通也基本不成问题。

如果快进到后911时期的阿富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时期是联

合国、非政府组织及捐助机构在一线扩大发展的时期——直到2006年。救援

机构及其捐助机构都接受了传统模式，认为阿富汗已经进入冲突后模式。救

援组织自然而然地涌入喀布尔，在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准入与接受都不成问

题，远程管理也已基本上从议程中撤出，取而代之的是以下几种方式：与当

地社区团体及本国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常规分包管理，以及本国大规模的医疗

及社区建设 (国家团结计划)。这些建设部分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国内非政府

组织实施 (另外的部分由国家自身或私人承包商实施)。然而，在有争议的环

境下，塔利班及其他反政府分子并未忘记这些安排是旨在扩大政府职权的的

这些安排对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他们开始逐渐将整个救援力量说成是占

领者。同样的引人注目的是，虽有几项例外，非政府组织群体呼吁支持国际

群体呼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安援部队) 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却在随

后被仅仅局限于喀布尔。

随后便是紧缩及碉堡防守时期，目前仍处于这一阶段。随着针对援助工

作者的袭击越来越多，国际工作人到一线开展工作变得愈发艰难，救援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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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艰难决策，尤其是对同时兼有救援工作并参与政府国家建设项目的复

合任务机构来说。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看做——不仅是被塔利班——喀布尔政

府及其国际军事支持者的同盟。国际工作人员甚国际甚至是本国高级员工前

往项目地点的旅途也变得愈发困难，很多时候甚至无法前往。24少数非政府

组织拥有格外牢固或长久的社区支持，他们能够依靠信任与接纳来继续开展

活动，甚至可以进行项目视察。但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来说 (联合国更是如

此)，除了通过空路进入主要城市外，他们的准入空间正急速缩减。国际工

作人员及国内工作人员的视察愈发艰难危险，与之相应地，远程管理成为了

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实际采用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情此景让人不免

让人联想起苏联占领时的情形。

2012年与2013年在喀布尔与援助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表明，喀布尔办事

处与农村项目间的直接联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远程管理所取代，有时项目

已中止。25某些情况中下，当驻扎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撤回时，项目仍

然能够在当地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下得以继续运作。而另一些情况中，机构

会从当地社区或从其他已撤离此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中招募新员工。另外也有

一种试验性做法，将之前的员工重新聘为负责特定服务支援的短期顾问，使

其承担通常本应由正式员工负责的工作，这样一来，这些员工就不会在机构

中登记入册。很多情况下，即使该非政府组织已在某地工作数十年之久，实

现监督访问也非常困难，或毫无可能。针对员工及其活动的政治威胁及犯罪

威胁大大增加，包括在过去认为相对安全的区域中。

国际员工准入减少，对本国员工的威胁增加，这导致一线的关系也受到

影响：项目效力符合收益递减规律。本由国际工作人员负责的监督工作越来

越多地由国内工作人员代替，之后又由初级员工代替。前往项目地点考察旅

程必须在雷达监控之下，并且使用当地的交通工具而非机构自有的车辆。由

于手机经常在塔利班所设的关卡处被检查，这类以及任何其他与机构关联的

可见线索都不能携带。当地工作人员的处境尤其危险 (“仅仅是你来参观我

24 See P. Benelli et al.,	above	note	15,	pp.	28–29.
25 以下段落采用本文作者之一所做的面谈及网络访谈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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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项目，这一举动对我们而言就很危险”，这是实地考察后当地人常说的

话) 在某些地区，甚至在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也不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区，不

论是考察项目还是探望家人 (“我可以去我的村庄，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会被

拦下，被暴打，或者更糟”)。在喀布尔接受采访的非政府组织高级本国员

工哀伤地讲道他们再也不能与其机构工作多年的社区进行互动，也相应地失

去了社区的信任与支持。正如一位资深受访人所说：“当社区有问题时，我

会去帮助解决问题。我曾因说服两个团体停止战斗而被当做和平使者。而现

在我却再也不能去了，我的白胡子如今毫无分量。”26

机构经常强调接纳即代表社区的支持。社区长老与塔利班指挥官谈判的

例子很多，这些谈判使那些对社区明显有利的项目得以获准继续开展下去。塔

利班本身曾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并不反对有益于人群的活动。27然而，实际上，冲

突的善变特性、地方塔利班的指挥与控制不断变化、对活动是否支持政府的

看法等都使这类地方协议不堪一击。协议需要漫长的谈判，受参与方个性影

响，常常难以保持到最后。在阿富汗乡村地区，地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塔利

班与其他叛乱组织的内部分裂使得项目的维系及效力的保证更为复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因其单一的

人道主义属性—能够就其在一线开展工作及活动与塔利班领导及其他组

织谈判，并达成了更为全面的协议。即便如此，他们的活动也逐渐只能通过

从城市枢纽管理的远程方式实现，在这些枢纽城市设有他们的医疗设施。例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出租车服务将战伤人员送达其支持的医院，或者

将战斗员的遗体送给还家人。28虽然机构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但是其国际员工

也无法冒险进入非政府控制的城镇。对他们所支持的医疗站进行物资补充以

及员工的基本训练都由当地代理机构、短期顾问所承担，或者在能够接受他

们的地区由阿富汗红新月会承担。29而且，就在2014年大部分外国军队撤离的

26 2012年在喀布尔与某国际非政府组织高级国内员工的访谈。

27 Antonio Donini, Afghanistan: Humanitarianism Unraveled?,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	2010;	P.	Benelli	et al.,	above	note	15,	p.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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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pp.	173–188.

29 2012年和2013年在喀布尔进行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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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无国界医生组织都已认识到，他们与塔利班及

其他组织在中央层面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已经变得更加脆弱。(2013年5月在贾

拉拉巴德针对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办事处进行的袭击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美国资助的一个主流非政府组织在过去20年中致力于支持赫尔曼德省

及坎大哈省农业生计项目，这一机构的经历也可以说明情况的变化。至2011

年，该机构与这些省内约80个农村社区或团体合作，这些省几乎是阿富汗内

最不安全的地区。项目得以实现是因为机构一贯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稳定活

动，也拒绝做阿富汗政府的分包商。与社区长期保持的关系是准入与接纳的

最佳保证。然而，直到2011年，情况发生了改变。该非政府组织被迫减少开

支，并且无奈地开始更多地运用远程管理方式。用其阿富汗主管的话来说：

“相当数量的发展议程及相关资源现都被用于反对叛乱及国家建设策略，一

些利益相关者开始将非政府组织看做站在敌方一边。”30因冲突升级和激进

化，阿富汗内的准入及接纳已严重受损。31这也使主流机构的形象发生了转

变：“已从温和的异教徒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32在某些地区，人

道活动仍可进行，然而整体而言，管理者与其项目间的距离已大大增加。

与索马里不同的是阿富汗没有发生饥荒，而且，虽然有人道危机，但危

机是四下逐渐蔓延开来的，而非限制于一个方位。这场危机主要是指是无法

获取服务 (尤其是医疗服务) 以及30年战争所加重的长期粮食安全问题。33另

外，不同于索马里，阿富汗没有拒绝决粮食救援的案例。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政府都能够派车队运送食物 (在某些地区有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武装护送)。并

且，很多食物是通过私营商人运输，他们有自己的办法通过不安全区域，将

食物送至非政府组织及其当地合作伙伴指定的目标团体那里。然而，持续的

不安全局势已经严重影响了援助系统进行深入需求评估的能力。这种情况导

致了这种自证预言：捐助方索要证据，因为他们不想承认有人道危机发生，

30	 Nigel	Pont,	 ‘Southern	Afghanistan:	Acceptance	Still	Works’,	 in	Humanitarian Exchange Magazine, No. 
49,	February	2011,	 available	at:	www.odihpn.org/humanitarian-exchange-magazine/issue-49/southern-	
afghanistan-acceptance-still-works.

31	 A.	Donini,	above	note	27,	p.	6;	P.	Benelli	et al.,	above	note	15,	pp.	28–29.
32	 F.	Terry,	above	note	28,	p.	176.
33	 ICRC,	‘Insufficient	Access	to	Health	Care	Exacerbates	Humanitarian	Crisis’,	press	release,	25	Jul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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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冲突后的话语权。机构在阿富汗内的自由活动不断受限，

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规避风险及碉堡式防守措施。因此，需求难以量化，也

无法满足。34 

在阿富汗，远程安排、管理及监控等产业都在发展迅速，但其投入的成

效却在缩减。在几个地区——中部高地，东北部分地区——国际工作人员仍

能通过飞机飞入飞出进行援助活动的考察与监督。而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

区，这样做则太过危险，而国内工作人员却被留下承担额外职责与不安全的

风险 (很多这类相关情况都未经报道)。非政府组织现在意识到，如果被认作

与某一方结盟会造成危险后果。在2014年多数国外驻军撤离这一背景下，许

多机构已提前预感到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他们不得不试图恢复或重塑其作

为公正、独立参与方的信誉，而这种信誉在过去已严重受损，这项任务似乎

异常艰难。结盟问题并非当地的地区性问题，而已成为了整个系统的问题。

迄今为止，就此也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及非政府组织试

图就与塔利班及其他组织协商准入及接受的方法达成一致，但这一努力已失

败，因为联合国——其综合特派团被认为过于偏袒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及政

府间的结盟——与非政府组织间缺乏信任，也由于难以在反政府组织中找到

可靠的谈判代表，在未来几个月内，这一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

会继续恶化。对大多说的非政府组织来说，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远程管理仍

是默认的运作模式。

很多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在无法入内的地点开展工

作，因此他们会停止活动，而非转而采用远程管理措施。也有一个主要捐助

方——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 (欧共体人道处) 有一项政策规定不能援助

无法由国际工作人员进行监控的活动。鉴于当时的普遍情况，该组织近期对

此规定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然而仍有一些活动被暂停。而且，多数

非政府组织预期在2014年及之后，可用资源会进一步减少，因此一线活动也

会相应缩减。根据我们的采访显示，由于在最不安全的地区进行远程管理活

动的效果逐渐下降，这些活动极有可能最先被砍掉。这一点，以及与塔利班

34	 F.	Terry,	above	note	28,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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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反叛组织在谈判准入方面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 (更不必说捐助方) 间方

法不一致，这对阿富汗那些处于危险中的弱势群体并非好兆头。

2011-2012年索马里饥荒的人道应对35 

对于遵循人道原则提供人道援助来说，索马里中南部有着着世界上最

为复杂环境。362011年中期，当需求达到饥荒程度时，在索马里工作的人道

社区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需要迅速扩大对饥荒受灾人口的救援规模，另一

方面该区域的准入却受到巨大限制，操作方式因此以远程管理为主。2010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撤离及随后的禁令使这项挑战更为严峻。2011年底青年党 

(Al-Shabaab) 禁止17个组织在其控制所有区域内开展工作，这进一步加大了

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扩大运作规模，各机构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暗地里

都不得不在忍受增加的风险，其中也包括援助被滥用及转移风险。然而对这

些风险的考虑，必须首先以受灾民众能否及时获得援助作为关键前提。各机

构希望能够通过他们采用的援助分配策略，以及对援助分发的监控和核实来

降低这些风险。下文将简要列举其中的部分策略。37  

2011-2012饥荒期间及之前，各组织都单独就准入问题与青年党进行过

谈判，但在提供人道援助方面却没有整体统一的方法。因为无法进入当地，

许多组织难以对情况进行评估、谨慎挑选合作伙伴及合约商以及高效实施、

监管、评估其工作。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挑战意味着需要采用成本更高、更

为复杂却不一定更有效的管理结构及合作策略，同时，决策失误、援助被滥

用或转移的可能性也有所加大。此外，其他挑战也包括：缺乏与受影响社区

及当地领导者的接触，因而无法获得其接受及相互信任；高级管理人员由于

无法前往一线，常常只能借助不可靠信息来评估局势，这反过来也使得远程

管理面临难以被替代的风险。

35 我们非常感谢梅里·菲茨帕特里克	(Merry	Fitzpatrick)，汉娜·苏莱曼 (Hannan Sulieman) 和吉纳维芙·布坦 
(Genevieve	Boutin)	就此案例分析早期未发表版本给予的深刻见解及做出的巨大贡献。

36	 Laura	Hammond	and	Hannah	Vaughan-Lee,	Humanitarian Space in Somalia: A Scarce Commodity, HPG 
Working	Paper,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April	2012.

37 很多机构不愿意公开他们所有的实践活动。这一点情有可原。因此这只是一系列的说明型实践，而非

探究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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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准入受限的地区提供援助还是对项目的远程管理，这人道应对

中都已不是新现象。然而，在当前的人道环境下，准入与远程管理方面却呈

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包括几个索马里所特有的现象。38很大程度上来说，

借助远程管理做出的决策只是一种临时回应，因此无论是在机构内部还是整

个人道系统内，就此都少有正式的政策或指导方针。39然而，随着越来越多

机构对远程管理依赖的加强，一些普遍做法也应运而生。

依赖远程管理机构数量的增加反映了针对人道机构员工不安全因素的

增长、青年党本身所设立的障碍越来越多，同时捐助方为避免援助物资落

入青年党手中也设立了更多障碍。青年党方面认为所有非伊斯兰人道机构都

从属于“西方”政治议程，这种看法使情况更加复杂。无论是否认为“人道

空间”正在缩小都应能清楚看到如索马里这样的局势为人道行动带来重重困

难。根据布拉德伯里 (Bradbury) 的说法，1995年在索马里中南部实地开展工

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大概有40个，到1997年数量已减至26个。而到2012年，

饥荒不断升级，而在索马里中南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却撤回了几乎所有驻外

人员，几乎仅通过远程管理开展工作。当时，即使可能有驻外人员留下，其

机动性及执行力都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40

 

饥荒之前索马里地区的远程管理

虽然在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眼中索马里仍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对于在

当地开展工作的机构来说，索马里在很多方面都有完全不同的三种程式 (及

管理) 局势。对远程管理最极端的挑战来自索马里中南部，这些地方要么被

青年党控制，要么被过渡联邦政府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控制。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及21世纪早期，获得准入的方法是与多方谈判。虽然

2006年至2009年的安全情况日益恶化，国内及国际工作人员仍可以继续进入

38 V. Tennant et al.,	above	note	11,	pp.	1–3.
39 Abby Stoddard, Adele Harmer and Victoria DiDomenico, Providing Aid in Insecure Environments: 2009 

Update. Trends in Violence Against Aid Workers and the Operational Response, HPG Policy Brief No. 34,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April	2009;	A.	Stoddard	et	al.,	above	note	1.

40	 M.	Bradbury,	above	note	16,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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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党控制的区域。然而在2009年的下半年，青年党已禁止外国公民进入其

中的大部分区域。2011年早期，一些国际机构在索马里中南部有本国员工及

办事处，却没有国际员工。2011年11月，青年党全面禁止了16个机构在其所

控区域开展工作。

截止至2011年，各机构都已积累了一定远程管理实践经验。其中最主要

的实践是运用第三方进行监督考察来获得对项目的独立看法。在其控制的特

定地区内，青年党当局基本不允许数据收集，被发现参与数据收集的个人极

可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其他罪名，并因此遭受处罚 (例如监禁或其他更

为严厉的处罚)。第三方报告虽然能定期开展，但由于其监督的重点在于援

助提供方面，在诸如保护等项目结果方面提供的信息却很少。

随着2011年局势的恶化，许多机构进一步发展了风险管理程序，其中包

括合作关系复审、在维系准入及履行捐助方规定方面进行能力评估、后续跟

进现有的监督信息、及对员工进行风险管理培训。联合国成立的风险管理部

门主要为联合国机构进行风险评估、推荐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并进行直接监

督。当然，风险管理部门也同样受限于各种准入约束。

2011年的上半年，与青年党的谈判升级到了关于员工流动及准入的问题

上来。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准入都遭到了拒绝。随后，随着危机程度变得

十分明显，青年党在7月初宣布了新政策，声明任何团体，不论是“穆斯林

还是非穆斯林”，只要没有“隐藏动机”都可以提供紧急援助。41在宣布全

面进入饥荒后，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他们同样可以获准回归开展工作，便开

始为行动做大规模的准备。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在摩加

迪沙发新闻稿宣布该组织正在“加大工作力度，在之前无法进入的国家南部

地区为另外220万人提供援助。”42然而青年党却随即发表声明说对如世界粮

食计划署等机构的禁令并未解除，同时强调虽然干旱确实是个问题，但宣布

41	 See	‘Somalia	Islamists	Lift	Ban	on	Aid	to	Drought	Victims’,	in	BBC News Africa,	6	July	2011,	available	at:	
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4046267.

42 201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访问摩加迪沙时发表的声明，available	at:	www.wfp.org/
news/news-release/statement-wfp-executive-director-josette-sheeran-visit-mogadishu-so-malia.



20

从人人面对面到人机面对面：不安全环境中人道行动的远程管理、效力及问责

饥荒却是“一派胡言，百分之百毫无根据，纯属政治宣传。”43在这之后，

青年党与人道机构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饥荒期间的远程管理

随着与青年党的关系逐渐恶化，准入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行动受

限，机构员工准入的机会也十分有限。有些机构的国内员工偶尔能够进入一

些地区。饥荒最严重的地区 (拜州巴科勒地区，中、下谢贝利州) 除了极少的

几家机构外少有人能进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进入这些区域，并得以在

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为120万人分发了食物。然而即使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

后来也被迫暂停活动，并最终被青年党完全禁止。44这促使一些机构迅速决

定采用哪些替代方法——同样也是在无法前往一线开展活动的情况下。各机

构为应对远程管理的各项挑战而设计了各种措施。

一些机构设立了“呼叫中心”，利用索马里运转良好的手机网络，工

作人员被委派通过电话与合作伙伴及一线设施保持联络。其次，促进了对

当地的合作组织工作人员的升级。在一些情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会将训练

有素、经验丰富的索马里员工借调给当地合作伙伴。另一些情况中，为包含

当地合作伙伴工作人员支持成本，在管理费用支出上也所增加。通过这些措

施，报告的及时性和透明度有所改善，不同报告之间或同一报告中的矛盾信

息也有所减少。即便如此，需要诉诸于远程管理措施的压力本质也限制了对

远程管理真正效力的评估。

是否采用现金转移是一项重要决定，也是初期争论比较大的议题。由于

除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外，所有机构都无法提供食物援助，现金转移因

此是唯一可行的替代方式。索马里具备必要的资金转移及市场基础设施，但

对很多机构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包涵很大的风险。通过远程管理这

一应对活动导致很难确保最为弱势的群体 (换言之少数群体) 能够真正获益。

43	 ‘Somali	Islamists	Maintain	Aid	Ban	and	Deny	Famine’,	in	BBC News Africa,	22	July	2011,	available	at:	www.
bbc.co.uk/news/world-africa-14246764.

44	 ICRC,	‘ICRC	Temporarily	Suspends	Distributions	of	Food	and	Seed’,	press	release,	12	January	2012;	ICRC,	
‘ICRC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Helping	Somalis’,	press	release,	2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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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必须加大投入设立多重监控系统，包括覆盖几个非政府组织工作

的独立监督机制、市场监控、第三方核实，以及申诉机制。最终现金及凭证

监督小组	(Cash	and	Voucher	Monitoring	Group)	成立，该小组收集了大量监控

数据，并且最终也可以进行实质性评估。45 

应对麻疹疫情威胁的免疫接种项目是规模扩大的另一领域。由于准入受

限，少有提高意识的宣传活动，与地方政府共同开展的工作也少之又少。在

青年党控制领地内，免疫接种活动从未被允许开展，但在医院等医疗机构可

以进行个人疫苗接种。而对于这小范围获准的免疫工作来说，远程管理的方

式也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而政治局势使得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处的限制以及

其他优先于饥荒的反恐限制导致捐助方怀疑在青年党控制地区提供人道援助

完全行不通。联合国安理会第1916号决议——主要内容为关于对索马里和厄

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也对人道应对也产生了影响。特殊的“例外”政策

使人道援助无需满足决议的一些要求，但这一政策也要求联合国人道协调员

每120天必须向安理会汇报人道行动及风险管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可

能会使联合国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从而会进一步危害到与青年

党关于准入问题的协商。然而，“例外”政策却为捐助方提供了更多空间，

能够为人道应对提供了资金支持。饥荒公布后，美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人

道例外政策，放宽了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处的相关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约束，但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仍担心有承担刑事责任

的潜在风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由于更具独立性、更加坚守人道原

则，并且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因此能够更长时间地在当地开展工作。无国

界医生不通过合作伙伴而直接开展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与其在索马里

45	 Catherine	Longley,	Mike	Brewin	and	Sophia	Dunn,	CVMG,	Final Monitoring Report of the Somalia Cash 
and Voucher Transfer Programme Phase 1: September 2011–March 2012,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12;	Kerren	Hedlund,	Nisar	Majid,	Dan	Maxwell	 and	Nigel	Nicholson,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Unconditional Cash and Voucher Response to the 2011–12 Crisis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Somalia, 
Humanitarian Outcomes,  Lond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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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新月会合作伙伴一同开展工作。但即使是对这两个组织而言，准入也越

来越困难：2012年初，在其开展的工作数处被封锁、青年党随后撤消了工作

许可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暂停了各项工作。462013年，在几名员工惨遭杀

害之后，无国界医生组织也退出了索马里。47这些事件凸显出索马里环境中

存在一些“红线”，即使对于最有原则机构来说也无法逾越。

远程管理的风险

远程管理中伴有许多风险。正如斯蒂茨 (Steets) 等指出的，“远程操作

中，评估的质量不总能得到保障，转为远程模式也可能会降低项目的复杂性

及质量。因此，远程管理应该仅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48由于不良或不

充分信息导致的错误决策会带来潜在巨大的风险，例如挪用、贪污、定位不

明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饥荒期间，在索马里最常讨论的风险包括：

信息管理及报告的可信度

所有接受采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指出，与来自国际

机构高级员工的报告相比，对于来自当地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报告，捐助

方的信任程度明显有所降低。虽然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早在2011年就警告过

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因为他们的警告是基于地方合作伙伴的，所以在协

调会议上没有被予以与由国际机构一手资料撰写而成的报告相同的信任。他

们指出，每次只有在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股的报告出来后联合呼吁程序中的

呼吁才有所增加，这是证据。有些受访机构认为这一点也部分地导致了应对

活动的延迟。

46	 ICRC	press	releases,	above	note	44.
47	 MSF,	‘MSF	Forced	to	Close	All	Medical	Programmes	in	Somalia’,	press	release,	14	August	2013.
48	 Julia	Steets,	Urban	Reichhold	and	Elias	Sagmeister,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Humanitarian Access Strategies 

in DG-ECHO Funded Interventions,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Berl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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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与中立

所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都属于某种特定的种族、政治或其他团

体，当需要帮助的民众所属帮派或团体与其不同时，得到的服务水平很可能

也不尽相同。由于索马里局势敏感，那些依靠当地员工或合作伙伴进行关键

性决策的机构可能会损害其作为一个中立、公正的机构的形象。虽然迄今为

止，仍无法确定饥荒期间是否有类似情况发生。

项目质量

远程管理通常意味着，缺乏经验与技能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几乎没有经验

丰富员工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当需要特定指导或必须由高级工作人

员进行决策时，从另一个地点获取这些帮助会导致计划实施有所延迟。另外

也可能会导致错过某些的敏感时间截点 (例如在种子派发中)。此外，项目的

技术方面、实施的质量及人道原则等也可能会相应受到损害。

合作关系及风险转移的道德标准

将风险从高级工作人员 (基本上为非索马里本国人) 那里转移到索马里当

地工作人员身上，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在于认为当地工作人员所面临的风险水

平较低，然而是否如此却值得商榷。虽然他们可能不会被看做重要的政治目

标，却面临着来自社区领袖和人际关系上的压力，外国员工并无这类压力。

此外，在工作中对本国员工的保护水平也相对更低。随着饥荒期间需求的增

加，满足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通过远程管理的方式几乎不可能准确地了

解工作人员所承受的真实压力。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并不总是愿

意诉说他们处理困难的方式。自身不在现场也很难了解员工采取的这些解决

方案能否为机构及捐助方所接收。

税收

缴税，或必须向当局付钱以获得准入的风险可以称得上是危机中“公开

的秘密”。由于可能带来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家机构会承认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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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某种程度这个现象存在。宣布进入饥荒后，外国

资产控制处发放许可豁免了某些机构的负债，这一行为大受欢迎。但同时，

因其它理由被起诉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资金欺诈及挪用的风险都很大，想

要分辨出挪用与税收也十分困难。并且，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本国工作人

员得以在现场工作，他们往往最先遭受压力与冲击。49这些情况迫使各机构

按照自身的最佳判断行动，并就此保持沉默——机构之间不会团结起来反对

援助税收，也会无可厚非地对此话题三缄其口。

捐助方及风险

许多接受采访的机构表示，在饥荒前一段时间内，捐助方在远程管理的

风险及优势两者之间难以做出选择，认为其固有的缺陷远超过其可能带来的

好处。捐助方尤其在意的是缺乏某些具体结果的报告，他们认为造成此问题

部分是由于实施方式导致的。运作机构需要提供详尽的论证和报告来说服捐

助方支持项目远程管理。与青年党关系上的限制使得困难进一步加大，也在

问责制和法律责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降低远程控制的风险

在2011年援助索马里南部饥荒的过程中，为降低上述各项风险，人道组

织在实践中采用了很多方法和策略，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经验。本部分旨在从

索马里、阿富汗及其他局势中总结对政策和实践更为普遍的影响。

信息管理

在索马里，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股仍然是食品安全、营养、生计等方面信

息的主要来源。其独立性保证了分析的中立与客观。在复杂的政治和人道环境

中，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持毫不妥协的立场。然而不幸的是，2011年11月，青年党

禁止粮食安全和营养分析股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开展工作，完全切断了这个关

49 K. Hedlund et al.,	above	note	45,	pp.	6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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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索马里中南部最重要、最连贯的信息来源。对所有组织来说，这一情况使远

程援助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化的信息来源—不仅要包括一线情况，还要

包括干预措施带来的影响—是管理风险的关键所在。主要参与方之间保持

信息共享也很重要。由于缺乏信任，在阿富汗内的需求评估和谈判准入的方

法没有实现共享。在其他环境中同样如此，例如在叙利亚，从土耳其进行跨境

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愿共享信息或相互协调，生怕其工作地点信息会因此

被反馈给大马士革或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信息通过非正式方式或是“按照严

格的查塔姆大厦规则”进行共享。在这种情况下，协调也变得更加困难。

伙伴关系

在索马里中南部的大多数组织传统上会利用当地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实现

项目运作。然而，伙伴关系也需要维护和互动。准入限制——以及伴随而来

的问题，如无法提供培训和直接技术监督、无法直接互动以实现技术咨询、

集思广益及信息共享等——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项目质量。组织内员工几乎不

可能前往分发地点进行实地考察，类似的直接监督和/或监视不再能够得到

保证。在阿富汗及其他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远程管理也将安全风险转移给

了当地合作伙伴。

监控监管

除了惯例方式 (即合作伙伴报告、现场考察等) 之外，在索马里开展工

作的机构引进了一些其他方法来确保实施质量、监控进度及干预措施的影

响力。第三方监督需要合作伙伴提供社区层面的多方信息，例如来自社区长

老、社会团体、重要的知情人及可视化档案的信息。此外，监控方也会调查

流入当地市场的人道物资。对伙伴关系的审查也日益严格，通常采用的方法

是对主要合作伙伴及承包商进行定期背景调查，以此剔除潜在的不当附属机

构。如前文所述，一些机构建立了呼叫中心，通过呼叫每一个社会服务机构

来查看员工是否在岗、物资的存储、以及设施是否在运转中。但是当然各组

织无法监督索马里中南部的所有问题，尤其在人权和保护方面最难监督，例

如招募儿童兵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在阿富汗，一些远程监控仍然能够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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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援助活动报告，但在索马里，由于一线缺乏国际工作人员或国内高级工

作人员，对地方非国家参与方的保护和虐待以及犯罪元素的报道质量都难以

保证。在这种环境下，风险管理等信息的跨组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决策

在任何项目管理中，每天都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信息或情况对行动进行决

策。在索马里中南部进行远程管理时，一些层面上的决策制定需依赖一线工作

人员，其他层面上的决策仍由身处远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制定。高级工作人员所负

责的决策经常由于交流上的额外步骤而有所延迟。现场的谈判也一般委托给一

线工作人员。地方当局常常试图影响援助提供给谁，进而导致谈判一再拖延，而

各组织通常认为无法妥协，并继续等待谈判产生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代

表组织进行谈判的本国人员来说，这一现象会对其安全产生切实的影响。

虽然在2012年与2013年间索马里一线的人道局势有所改善，但是涉及准

入及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却大致没有改变。这一状况随时间推移逐步演变，一

个更强有力的政府接管了摩加迪沙，新政府及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非

索特派团) 联军将索马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收归中央政府的控制。然而，一

线这一不断演化的军事情况却没有改变对远程管理策略的依赖。联合国最先

将国家办事处搬回索马里，但是在2013年6月19日针对联合国驻摩加迪沙办

事处的炸弹袭击，以及最近发生在内罗毕的恐怖袭击事件一定程度上使得这

些计划不得不被搁置。即使在摩加迪沙确实设有国家办事处，但一线准入仍

将面临相同的约束。

远程管理无疑将继续成为索马里中南部地区长时间使用的工作方式，也

无疑将继续成为阿富汗及其他地区人道应对的重要特点。叙利亚可以提供关

于与大量激进组织远程交涉的重要经验，其中一些激进组织曾公开威胁国际

机构。50人道团体应反思和整合2011-2012年期间索马里及阿富汗和其他地区

的实践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

50 在日内瓦与在叙利亚内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访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在叙利亚动荡不安环境中远

程管理的新问题，例如缺乏准入谈判合作，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工作人员受到威胁 (有时国内工作人员可

获准开展工作)，以及在当地很难找到有人道经验又可靠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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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准入极端受限的情况下，需要在对受影响人群的人道关注及关

心以及人道组织减少各种与提供援助相关的风险 (安全及其他风险) 之间取得

平衡。因此，援助的提供通常需要获得国家的同意或许可。然而，在索马里

情况中，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安理会第1916号决议也部分扮演了这一角色，这

一决议可被理解为是对远程运作造成人道资源滥用之指控的回应。51该决议

为捐助者提供了足够的信用保证，使资金得以进入索马里，但从人道视角来

看却有很大问题，因为这种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联合国的政治与人道任务之间

的界限。从此意义上来说，基于人道系统本身的人道约束可能为有益。

远程管理已日益普遍，这一现象表明机构通常认为其优势大于风险。

当然，正是这些风险引发了争议，因此也更为经常地被讨论。接受本文采访

的机构工作人员列举了很多优势，其中最普遍的有：促使援助可以进入原本

无法进入的地区 (在索马里饥荒期间尤为如此)；当地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

主人翁意识有所增强，并且常常因承担了更大的管理职责而开发出新的解决

方案；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机构对合作伙伴能力建设的与投资的意识有所增

强。而通常情况下，照常规组织方式运作的机构不会考虑与当地合作伙伴合

作。另外，其他优势也包括：受益人向当地合作伙伴的反馈更坦诚；国内工

作人员和合作伙伴使工作的范围扩大到了外国人无法进入的区域；另外长期

关系有所发展，当国际机构的准入条件改善后，这可作为机构在该地区与那

些合作伙伴继续开展长期合作在切入点。

上述讨论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在准入高度受限的情况下，人道管理决

策中的“尽职”应包含哪些方面？从根本上说，“尽职”是基于“合理性”

的标准，即询问特定参与方为了在特定环境中行动 (如避免或补救问题) 而需

要知道些什么。尽职同时也应考虑不决策和不行动可能会导致人道援助无法

抵达受影响人群的风险。

51 See SC Res. 1916, 19 March 2010, which established inter alia a humanitarian exception to the Somalia 
sanctions	regime.	See	in	particular	paras.	4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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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原则的核心是基于具体局势的“合理性”标准。尽职要求各机构

根据特定局势中其义务或责任来采用合理的“关照标准”。此标准可能会与 

(带有特定要求的) 合同义务相关，但在某些情况中，其含义更为普遍，并基

于参与方者对其角色在广义上的理解。

人道机构遵守尽职原则的步骤应包括以下几步：

•	 积极考察活动开展地区的具体情况，尤其应注意到具体的挑战；

•	 评估所提议行动的潜在及真实影响——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潜在影响；

•	 判断行动及后勤关系是否存在不合理现象，会潜在导致对人道援助的

滥用、侵吞或政治化；

•	 在与武装团体进行谈判之前，决定什么是“合理”程度上的损失或

税收；

•	 根据在特定局势中的合理标准来采取补充措施对运作及供应链进行

监控；

•	 确定“外包”风险的范围，了解其中所包含的照顾员工的责任，尤其

是在依赖短期合同安排使合同方责任减少的情况下；

•	 考虑远程管理对项目质量和工作人员安全的长期影响，尤其当作为最

后手段的“临时”安排已变成“常规”运作方式时。

值得注意的是，尽职原则规定人道团体只需证明其在避免滥用、挪用及

政治化方面做出了合理的努力即可，并不需要提供完美的援助分发记录。这

也反过来表明在远程管理中，人道团体对尽职达成共识应大有好处，说明最

低标准和红线。考虑到不同机构做法的不同及其他问题，实现这种共识并非

易事，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带来无穷价值。

由于2011-2012年索马里饥荒期间与受影响人群的接触极其有限，各机

构被迫远离一线实情做出项目决策。其中很多项目已实施了一段时间，但考

虑到危机的严重性，这些项目亟需强化。

饥荒期间，从索马里中南部人道参与方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尽职概念的重

要性，它使参与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并且做出自己的选择，接受更高的风险，

以便在高风险环境中继续提供援助。主要的实践包括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信

息管理和第三方监控，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谈判获得的准入限制程度。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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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践有助于在饥荒时期做出重要应对，但却在风险增加、员工工作时间

和财务义务等方面的耗费了大量成本。

另外一个复杂因素源于杜南派和威尔逊派机构在接受和准入等问题方面

的矛盾，尤其是在阿富汗。对于前者，最重要的是保持独立性并与区域控制

者 (无论是谁) 进行谈判。而后者则必须在其人道活动以及与政府 (甚至是省

级重建队) 间的关系之间寻求平衡，52他们为政府开展长期重建或国家建设工

作。复合任务机构常被非国家参与方以及部分人群看做是外国军队的结盟，

维护其独立形象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虽然远程管理使得一些援助及重要服务得以抵达弱势群体，但同样应当

注意的是，远程管理并非一种理想的运作模式。项目的远程管理很有可能成

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实地到场则是更有成效的措施，不仅对人道项目的质量

和人道行动中的决策来说，对保护也是如此。经验表明，实地到场开展工作

有助于与人群和当局联系，促使他们更好的“接纳”人道组织，并且更好的

接纳也对当地人口带来更好的保护。

传统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参与保护工作的其他机构依靠国际工作

人员到场来查证违规行为或者监督保护活动，尤其当涉及到对威胁及滥用

方式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时，如果让本地员工负责，会为其带来较大的困难

与危险。面对不断严峻的准入限制或禁止情况，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

的很多组织都必须变得更为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特别是建立起了信任中间人

网络，以便获取可靠的信息。例如，联阿援助团减少阿富汗平民伤亡的工作

就得益于之前建立的非正式网络，网络中包括当地民间社会团体参与方、政

府工作人员、与武装反对派有关联的个人或社区。联阿援助团能定期收到来

自可信来源的可靠消息，其中包括偏远地区涉及人员伤亡事件的手机录像片

段。然而，局势却最为关键的：在阿富汗，这些网络通常是援助机构在一线

52 编辑注：目前在安援部队监督下的省级重建队 (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s) 整合军民框架，由参

与安援部队的国家派遣员工并进行支持，在阿富汗省级层面上行动。见ISAF,	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 (PRT) Handbook,	4th	ed.,	March	2009,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intelligence.net/isaf-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team-prt-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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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多年公正的人道项目而建立的。在索马里或在叙利亚，像这样的网络确

非常脆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想要从头建立会一直困难重重。

在国际工作人员或高级国内工作人员不在现场的条件下，保护活动可以

进行的程度当然取决于具体局势。在某些情况下，良好的安排可以弥补高级

工作人员不在现场的情况 (例如合理的营地布局或为妇女提供木柴，可以有

效降低基于性别的暴力风险)。然而，对于合规或增强对平民受保护状态的

尊重这类活动实施起来却充满了困难。很多情况下，将风险转移给当地工作

人员 (他们的家属也常在现场) 不利于参与保护工作，并且也不利于分析影响

平民安全和福祉的伤害模式。

当人员完全无法前往一线时，具备远程管理危机的能力便十分重要。对

不同局势中的实践进行更广泛更系统的评估对人道团体非常有益。如果准入

问题仅是暂时的，则短期内采用远程管理便是非常好的做法。然而，如上文

所述，两例个案研究及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远程管理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

相应的指导和手册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但远程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的风险在

于保证人群能够获得援助的制度成为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其直接参与其

中，机构很可能决定仅仅通过远程的方式来管理危机，以降低安全风险。类

似的决策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

远程管理——虽然有时是必要手段——的效果不如亲自到场。它应继续

作为例外手段实施，而非转为常规规则。否则，远程管理及对其他远程技术

的追求将彻底改变机构看待冲突和危机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将从

根本上改变人道关系的本质。

展望未来：远程管理和人道行动的未来

在前面几页中，我们论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适应转变，这些转变旨在使

人道机构得以在他们认为不安全或直接准入被拒绝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工作。

远程管理作为更宽泛的类别，其中包括几种子类型：远程安排、远程控制、

远程支持、远程监控、远程合作伙伴等。与远程管理相关的数字地图及其他

网络技术也可以替代工作人员亲自到一线开展工作。这些方法的共同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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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项目管理、决策与目标受益人分离开来，而且两者间的距离不断增

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表现为飞机空投援助和现金、或完全虚拟化的援

助形式，例如，由无人机或卫星图像进行需求评估，使用信用卡或手机实现

转账，以及其他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援助机构与弱势群体直接接触的技术。

不少分析家53已经注意到了主流 (西方) 援助机构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

技术；(西方) 武装部队也在使用无人机等技术来避免或替代近距离作战，这

两个现象在同时进行。两种情况中，因为无法接受 (军事) 伤亡，并且认为

针对 (平民) 救援工作者袭击数量有所增加，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选择规避

风险、碉堡式防卫，以及减少甚至避免与当地居民的直接接触。在喀布尔、

摩加迪沙或巴格达这些十分危险的城市中，无论是军事基地还是联合国、私

营保安公司、民间承包商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外都设有防爆墙和铁丝

网，这让人们难以将两者区别开来。当地民众及反政府分子也注意到了这一

点。援助机构躲在这些类似军事基地的水泥防御工事之后只会强化人们对他

们联盟关系的看法。即使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外国援助工作者往往也聚居

在封闭式社区、娱乐设施和餐馆中，这些地方一般有准入限制，当地人常常

不受欢迎。大量的外派人员在相同的地方工作生活，很少走出防护铁丝网，

更不用说离开首都。他们外出乘坐装甲车，在保护岛之间移动：总而言之，

他们实际上只是生活在虚拟的阿富汗、索马里或达尔富尔。

针对不安全情况做出的改变与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管理密切相关，并且

可能相辅相成，这使远程管理在很多情况中已成为一种默认方案。采纳远程

管理方式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促使机构优先考虑远程管理的“远程管理陷阱”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需就此进行更多的研究。

反恐立法、保险、法律责任、以及对援助工作者在不安全环境中的安全

培训都交织在远程问题之中。54许多重点被放在保护援助工作者不去与地方

团体交流，而不是放在建立信任之上。因此，原本人道工作者对于人生存条

53	 For	example,	M.	Duffield,	above	note	2,	p.	276.	See	also	Sarah	Collinson,	Mark	Duffield	et al., Paradoxes 
of Presence: Risk Management and Aid Culture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HPG,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March	2013.

54	 M.	Duffield,	above	note	2,	p.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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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认识一直以来都基于感同身受、交谈、喝茶、讨论政治文化，或是社区

中生活，而现在他们对人生存条件的了解已越来越多地来自技术代理和计算

机屏幕。由于对远程管理和远程技术依赖度增加，援助工作者面临风险将自

己从其想要帮助的群体所面临的实际生存条件中隔离了出来。

总而言之，目前看来，远程管理往往与近十年来国际援助工作者——尤

其是那些在战乱或脆弱国家工作的人员——躲入戒备森严的援助大楼相连。

此类碉堡式防守显然是为了减少接触现在被认为是不明朗、不可控因素多、

甚至充满敌意的援助环境。对于寻求支持、救济或仅仅是寻求信息的受助者

而言，进入机构也因而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实现。完全将当地人阻隔在

人道行动之外的极端例子发生在海地地震之后。当时，协调会议在位于机场

的美国军队基地中召开，体现了援助机构与弱势群体间在距离上的疏离，以

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55 

远程管理的目的是减少因与一线距离遥远而产生的问题。最基本的，

采取防御方式 (或风险规避) 的国际援助管理人员目前经常可以很好地在受

影响地区以外通过中间人来工作，这样可以不受严格制约国际和高级国内工

作人员的安全限定因素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分包和风险转移的安排通常使

用当地工作人员、当地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私人承包商，并且在某些情

况中，如在阿富汗，甚至也使用军事参与方。经常使用中间人增加了组织层

级，使得政策、评估、方案制定与项目一线实施分离开来。如何独立地核实

并评估援助的效果现在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评估保护和活动的效果更加

艰巨。

在脆弱国家开展援助似乎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在了解当地情

况方面，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人类学式方法已被地理远程数据采集技术、

“大数据”前景及其阐释算法所取代。56在达尔富尔，联合国已使用卫星图

像用来追踪人口流动、评估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性水资源。据报道联合国

55	 Mark	Schuller,	ve	note	2,	p.	278.d	Culture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HPG,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March	2013.	cxnd	Independe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	pp.	179	hallenging	Environments,	
HPG,	Overseas	De.

56 OCHA, Humanitarianism in the Network Ag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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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使用过“人道无人机”。人道协调厅对当前

网络时代的人道做出了一项十分乐观的报告。在越来越多推崇网络人道的文

献中，这是最新的事例，基于人道协调厅在海地及最近紧急事件中得到的经

验。很多现象表明，很可能会彻底转向对远程技术的使用，而非仅在准入被

拒绝或普遍不安全的情况之中采纳。远程管理及其他远程技术作为常规方式

而使用，而非作为最后手段的现象对于人道努力的本质来说有着潜在的巨大

风险。

这些发展对人道行动的未来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毫无疑问，人道工

作者可以积极利用这些远程技术，对繁琐、耗时的步骤进行简化加速。远程

技术也使弱势群体自发形成的社区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监督机构的活动，

并在有关键问题或项目无效时传达信息，经常能够绕过国家甚至是成熟的主

流机构 (例如在海地的情况)。这些措施也可用于记录人权侵犯行为 (如在达

尔富尔) 或平民伤亡 (如在阿富汗)。它们可以用作人道机构民主化及知识库

的工具。然而同时，也应注意，许多新型网络技术开发的最初目的是用于军

事及情报收集，他们容易遭到出于监控或政治目的的数据挖掘；其携带信息

很可能会被操纵或在瞬间被抹去。另外，这些措施的使用也可能会加强而非

减弱人道行动的政治工具化，并因此使援助机构与其服务社区间的信任进一

步降低。

对成熟的人道机构来说，“大数据”的支持者表示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发

挥作用，就必须适应网络时代，尤其需要对公私伙伴关系保持开放的姿态。

人道协调厅，以及从开源紧急报警平台 (Ushahidi) 57到国际非政府组织下的

创新机构等一系列非盈利或盈利实体都非常欢迎这一改变。58显然，远程技

57	 On	Ushahidi,	 see	Patrick	Meier,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Humanitarian	
Sector’,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4,	December	2011,	pp.	1239–1263.

58	 See,	among	many	others,	Save	 the	Children’s	 radio	and	SMS	 initiative;	CARE	International	partnering	
with	 telecom	providers	on	 the	 ‘Digital	Early	Warning	Systems’	project	 (summary	available	 at:	www.	
humanitarianinnovation.org/projects/large-grants/care-international);	 the	‘Random	Hacks	of	Kindness’	 joint	
initiative	between	Microsoft,	Google,	Yahoo,	Hewlett-Packard,	NASA	and	the	World	Bank	(available	at:	www.
rhok.org);	see	also	Gaelle	Sundelin,	‘Iris-Scanning	Technology	Streamlines	Refugee	Registration	Process	—	
UNHCR’,	in	The Jordan Times,	21	July	2013,	available	at:	http://jordantimes.com/iris-	scanning-technology-
streamlines-refugee-registration-process----unh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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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会被保留下来。然而，想要在未来取得进步，就必须使其去军事化，接受

更为民主的管理方式。更重要的是，网络人道存在明显风险通过使中间人链

条不断延长和技术化而深化援助组织中的分离及权力差异，这些中间人包括

捐助者、机构决策者、一线援助工作者及弱势群体。人道关系已因施予方和

接收方间缺乏互惠而受到损害。权利深深烙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关系中，在人

道关系中也经常能感到这种主导式的话语权。对远程管理和其他远程技术不

加判断地使用，将会加剧这些问题。

传统人道方法的优势在于接近及感同身受之情，这些是关系的核心。即

使这种关系并不平等，但却突出了参与者所共有的人性。作为一项富有同情

心的努力，人道行动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平衡技术上的前景及一线

人们的现实生活。如果不到一线开展工作、不能感同身受或不团结，人道努

力会面临丧失其意义的风险。

未来的研究领域

作为首次尝试，本文介绍了一系列复杂且研究较少的问题，文中提出的

问题也多于答案。理想情况下，希望未来会就此进行更多更加深入的循证研

究。其中的许多关键问题需要通过以专题和国别为基础的研究加以分析，才

能在何种方法可行、何种不可行以及远程管理对未来人道行动的影响等问题

上获得更好、更全面的认识。

最后，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以供在未来的研究中回答：

•	 远程管理仅仅是将风险外包给合作伙伴或当地组织的一种手段吗？对

这些组织来说有何成本代价？

•	 通过联合人道谈判，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普遍方法，可以至少在部分

上解决不安全环境中的远程管理利弊问题？

•	 远程管理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方式？在那些

长期使用远程管理的地区 (如索马里和阿富汗)，它是否已实际上成为

了一种“新的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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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对“大数据”的依赖以及其他远程技术是否部分推动了人道管

理中趋于远程的趋势？还是说这类技术的发展仅仅是为了应对安全和

准入不断恶化的情况？

•	 能否记录远程管理和远程技术对人道原则的遵守，特别是保护高危人

群的效果？

•	 对于远程管理，“杜南式”组织与“威尔逊式”复合任务机构所采用的

方法是否不同？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是否某一方使用的方法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