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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使命越来越多地吸纳了稳定与执行和平的元

素ꎮ 这意味着支持联合国或在联合国支持下的国家、地区或多国联盟等

“非联合国”合作伙伴作为“代理人”经常会主动使用武力ꎮ 本文分析了

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和平行动”所引发的法律、政策和认知 / 安全方面的

影响ꎬ以及此类行动给人道行动带来的额外挑战ꎮ 文中建议采取一些缓

和措施ꎬ其中包括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所提供的机会ꎬ以寻求更加协调

一致的保护平民的方法ꎮ 同时ꎮ 本文也承认了由联合国单独主导的人

道行动的某些局限性ꎮ
关键词:联合国ꎻ维持和平ꎻ执行和平ꎻ稳定ꎻ人道行动ꎻ人道原则ꎻ关

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ꎻ保护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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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成立了

一个由 １２ ６００ 多人组成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

定团)ꎬ同时授权法国部队干预以支持该特派团ꎮ 马里外交部长所做的

声明阐明了未来任务的复杂性ꎮ 他欢迎维和特派团ꎬ认为其是“在阻止

恐怖分子和叛乱团体活动的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ꎮ 他还补充说:
“该特派团尤其专注于稳定北部市中心ꎬ恢复国家权力保护平

民ꎬ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人道援助ꎮ”〔 １ 〕

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体现了维和作为冲突管理工具所面临的诸多

挑战ꎮ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ꎬ维和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有所提

升ꎮ 联合国维和最初多为在两国停火分界线上部署的小型非武装军事

观察团ꎬ现已发展演变为“多层面维和”以及“稳定”行动ꎮ 这些行动主

体包括大量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ꎮ 维和特派团现在经常被赋予多方面

的职责ꎬ其中包括保护受到迫切威胁的平民以及为人道援助提供安全保

障ꎮ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职责也越来越多地包含加强稳定与执行和平

等元素ꎮ 这意味着支持联合国或在联合国支持下的国家、地区或多国联

盟等“非联合国”合作伙伴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更强势且

主动地使用武力ꎮ 当代联合国授权的和平行动较之过去肯定更为强势ꎬ
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诉诸作为“代理人”的合作伙伴来履行进攻方面的

职责ꎮ
维和与人道行动之间的矛盾并不新鲜ꎬ而联合国介入人道事务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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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ꎬ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５ / ｕｓ － ｍａｌｉ － ｃｒｉｓｉｓ － ｕｎ －
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３Ｏ０Ｒ４２０１３０４２５ 所有网络资料均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ꎮ



处和风险也已争论了多年ꎮ〔 ２ 〕 然而ꎬ包含维稳任务在内的联合国维和

行动越来越多ꎬ并且联合国维和工作也逐渐倾向于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

合作ꎮ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复杂的关系ꎮ

本文第一部分对近年来出现的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和平行动”进行

了归类ꎬ并提供了其发展背景ꎮ 这些合作采取联合国一道参与或支持非

联合国区域性部队以及支持东道国国家安全部队的形式ꎮ 本文第二部

分分析了不同伙伴关系可能引发的法律、政策和认知 /安全影响ꎬ以及它

们给人道行动带来的额外挑战ꎮ 本文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缓解因维和

行动的发展而给人道行动造成的紧张态势ꎮ 本部分关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

布的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ꎮ 该政

策可能成为联合国为保护平民而采取更为一致之方法的依据ꎮ 但本部

分也承认ꎬ由于联合国这个全球机构的高度政治性ꎬ它单独领导的人道

行动也具有某些局限ꎮ

　 　 日益增多的由代理人参与的联合国维和类型

　 　 联合国维和中使用武力的原则及不断发展的实践

虽然«联合国宪章»并未提到维和ꎬ但维和已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

冲突解决手段之一ꎮ 除了该组织的普遍性以外ꎬ联合国维和与其他双边

或多边和平行动的区别就在于以下三项法定基本原则:(１)东道国政府

和 /或冲突各方之同意ꎻ(２)公正ꎻ(３)除非出于自卫和履行职责ꎬ否则不

使用武力ꎮ〔 ３ 〕 联合国维和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其多层面的方

４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Ｅｓｐｅｎ Ｂａｒｔｈ ＥｉｄｅꎬＡｎｊａ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Ｋａｓｐｅｒｓｅｎꎬ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Ｎ ＥＣＨＡ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ꎬＭａｙ ２００５ꎻ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ｆｆ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ꎬ Ｕ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维和部 / 外勤支助部)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原则和准则»(“拱顶石理论”)ꎬ２００８ 年ꎮ



法———让军人与文职人员合作并履行涵盖政治、安全、保护、法治和人权

等日益复杂的职责ꎮ〔 ４ 〕

虽然这些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合法性、

信誉与安全以及行动全面成功的基础ꎬ但不断发展的实践也给这些原则

带来了挑战ꎮ 联合国维和人员被部署到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场所ꎮ 在

这些地方ꎬ不仅冲突各方的同意相当脆弱ꎬ局势很容易逆转ꎬ而且维和人

员还被期待针对“破坏者”——— 广义上他们被定义为不参与(或离开)

和平进程ꎬ并对国家和 /或平民居民造成威胁的非法武装分子 〔 ５ 〕 ꎬ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或保护处于急迫威胁之下的平民ꎮ 尽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维和行动失败后出现的“强势维和”并非一个新概念ꎬ而且在«卜拉希

米报告»〔 ６ 〕 中就被首次提出ꎬ但直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间才再次回到讨论

的前沿ꎮ〔 ７ 〕 现在ꎬ部队派遣国通常更喜欢“有效”维和一词ꎬ其中许多国

家总体上不愿意采用“强势”一词ꎬ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维和人员丧失

生命 〔 ８ 〕 ꎮ 使用武力与尊重联合国维和原则之间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安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授权部署了一个联合

国干预旅ꎬ开启了这一辩论的新篇章ꎮ 该部队被允许采取进攻行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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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安理会在第 ２０８６ 号决议中正式认可了维和的这种多层面方法ꎬ
并列举了维和特派团可执行的 １０ 项广泛任务ꎬ“吁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ꎬ加强联合国的

实地安全安排ꎬ加强所有军事特遣队、警察、军事观察员ꎬ特别是非武装人员的安全保障”ꎮ
例如ꎬ一个次区域组织———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ＩＣＧＬＲ)ꎬ把武装团体“解放卢旺

达民主力量”(ＦＤＬＲ)和“３ 月 ２３ 日运动”(Ｍ２３)称之为“消极因素”ꎬ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使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针对这些武装团体开展的联合军事行动合法化ꎮ Ｓｅｅ ＩＣＧＬＲꎬ“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４ｔｈ ＩＣＧＬＲ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ＤＲＣ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Ｋａｍｐａｌａ”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ｇｌｒ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９８ － ｍｅｄｉａ － 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３１ － ４ｔｈ －
ｉｃｇｌｒ －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 ｓｕｍｍｉｔ － ｏｎ － ｄｒｃ － ｔｏ － ｔａｋｅ － ｐｌａｃｅ － ｉｎ － ｋａｍｐａｌａ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卜拉希米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３０５ － Ｓ /
２０００ / ８０９ꎬ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ꎮ

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ꎬ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０

不愿采用的国家一般都是传统的部队派遣国ꎬ如巴基斯坦和危地马拉最初都反对在

联刚稳定团内建立干预旅ꎬ但也包括西方的部队派遣国ꎬ它们有强大的干预能力ꎬ但十分在意

公众对维和行动中服役的军队所遭受之损失的反应ꎮ



“解除”刚果叛乱团体的“作战能力和武装”ꎬ〔 ９ 〕 尤其是叛乱团体“３ 月

２３ 日运动”(Ｍ２３)ꎬ他们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暂时接管了省会城市戈马ꎬ

尽管当时那里还部署有约 １５００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ꎮ〔１０〕 干预旅由来自

坦桑尼亚、南非和马拉维的 ３０００ 名士兵组成ꎬ部署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内ꎬ为期一年ꎮ 但联合国秘

书处的许多人员以及很多成员国仍不愿意走这条路ꎮ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

决议“作为一个例外ꎬ在不产生先例或损害维和商定原则的情况下”得

以通过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ꎮ 同样ꎬ随后建立马里稳定团的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在其序言中也明确重申了上述维和基本原则ꎬ包括除非出于自卫

和履行职责ꎬ否则不得使用武力ꎮ〔１１〕 这样做是为了清楚地区分联合国

维和(即便被称为“稳定特派团”)与执行和平及进攻性军事行动ꎮ 而国

家、地区或多国部队可能更愿意且更适合采取后者ꎮ

干预旅确实是这股趋势中的一个例外ꎬ而且联合国维和人员也不太

可能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和执行和平行动的方式ꎮ 相反ꎬ由于行动的环

境既复杂又危险ꎬ同时还有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压力(如牵制叛军)ꎬ所以

联合国自身越来越多地开始开展所谓的“代理人和平行动”即联合国维

和人员与国家或地区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ꎬ并由后者开展进攻性军

事行动ꎮ 这种伙伴关系彼此并不排斥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１)支持联

合国部队的非联合国部队ꎻ(２)向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的联合国维和

人员ꎮ

　 　 支持联合国维和人员的非联合国部队

维和伙伴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非联合国部队以较为正式的方式支

持联合国部队ꎮ 例如ꎬ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规定:

６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９ 〕
〔１０〕

〔１１〕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Ｓｅ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ꎬ “ Ｗｉｌｌ ＭＯＮＵＳＣＯ ｆ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Ｇｏｍ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３９４ － ｗｉｌｌ － ｍｏｎｕｓｃｏ －
ｆａｌｌ － ｗｉｔｈ － ｇｏｍａ ｈｔｍｌ

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ꎮ



授权法国部队从马里稳定团开始活动起直到本决议批准的任

务结束ꎬ在其能力范围内在部署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ꎮ 在马里稳定

团人员随时受到严重威胁时根据秘书长的要求进行干预ꎬ以为其提

供支持ꎮ〔１２〕

鉴于恐怖分子及其附属团体带来的安全威胁ꎬ尽管很多人欢迎这

１０００ 人的法国部队与联合国特派团一道部署ꎬ但也有人担忧这会与反

叛乱类型的军事行动联系过于紧密ꎬ担心这会导致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

来自人道机构的工作人员遭到报复ꎮ 不过ꎬ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乍得再

到科特迪瓦的局势来看ꎬ这也反映出一个总体趋势ꎬ即所谓的联合国与

来自(强势)国家或地区(如欧盟)的非联合国部队“平行”部署ꎮ〔１３〕

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在巴尔干半岛和阿富汗部署了

更大规模的和平行动———后者的规模目前正在缩减ꎬ但这些行动也获得

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并期待两个组织能够 “合作、协调与相互支

持”ꎮ〔１４〕 但上述“平行”部队仍与之不同ꎬ其规模更小ꎬ且不会开展大规

模作战行动ꎮ 虽然这类部队的部署可能是与东道国政府缔结双边协定

的结果ꎬ但也希望它们能与现场的联合国特派团协调并向其提供某些支

持(大多与安全有关)ꎬ以及报告此类活动ꎮ〔１５〕 不过ꎬ这些“平行”部队

７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第 １８ 段ꎮ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一道部署的法国“独角兽”部队ꎬ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大选后危机的最后几天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在此之前ꎬ联合国曾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请求向刚果民主

共和国派遣一支由法国领导的欧盟临时紧急多国部队 ( ＩＥＭＦ)即“阿耳特弥斯行动”ꎬ来重新

恢复布尼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根据安理会第 １４８４ 号决议授权)ꎮ 临时紧急多国部队被授

权在 ３ 个月内为部署更大规模且更强有力的联合国“伊图里旅”(配备有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运

兵车)铺平道路ꎮ 尽管通常被视为一个“桥梁特派团”ꎬ但欧盟部队为期一年的授权以支持首次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多层面特派团(中乍特派团)ꎬ也可被理解为平行部署的一种情况(安
理会第 １７７８ 号决议ꎬ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见安理会第 １５２８(２００４)号决议部署的首次联科行动ꎬ其授权进驻科特迪瓦的法国

独角兽部队“按照联科行动同法国当局达成的协定ꎬ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支持联科行动ꎬ特别是

以下几方面: 协助维持国际部队活动地区的总体安全ꎻ应联科行动的请求进行干预ꎬ支援安全

可能受到威胁的联科行动成员ꎻ如果安全情况有此需要ꎬ则在联科行动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进

行干预ꎬ制止交战行动ꎻ帮助保护其各单位部署地区内的平民ꎻ请法国继续定期向安理会报告

其在科特迪瓦的任务的各方面情况”ꎮ



不同于混合行动如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

动)ꎬ因为前者保留了自己的指挥链和交战规则(他们不用服从联合国

部队指挥官的命令)ꎬ以“尽最大可能保持行动自主权ꎬ即便其与联合国

之间的合作极为紧密”ꎮ〔１６〕

在开发联合评估与计划制定程序、更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与诸如欧

盟等非联合国组织的协作能力方面ꎬ尽管联合国做得越来越好ꎬ但拥有

不同指挥链及交战规则的多个组织在现场同时开展行动会不断带来巨

大的挑战ꎮ 此外ꎬ联合国与非联合国部队的这种“平行”部署经常无法

保证联合国一直追求的公正性ꎬ尤其是当这些部队联合执勤并被“安
排”在某些相同地点时ꎮ 如果联合国正在向这些参与作战行动的地区或

国家的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就更成问题了ꎮ 实践中ꎬ这种情况也日渐

增多ꎮ

　 　 联合国向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见证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演变ꎬ给联合国维和带来

重大影响ꎮ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联合国日益倾向于“通过代理人开展和

平行动”ꎮ 第一ꎬ大多数联合国维和已从在中东地区国家间冲突中监督

停火这种多半很小的特派团转变为大量处置非洲国内冲突和内战的多

层面特派团ꎮ 第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

体)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进行了短暂的非洲区域性自主执行和平的尝

试后ꎬ非洲的区域性维和在 ２００３ 年非洲联盟 (非盟)创建后再次出

现ꎮ〔１７〕

第一次转变是目前约 ８０％ 的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于非洲的原因ꎬ
也使联合国特派团日益关注作为(早期)建设和平与稳定工作一部分的

８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６〕

〔１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ｗ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ｋ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ꎬ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ｕ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ＺＩ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ｐ ２

迄今为止ꎬ非盟已部署了 ３ 个主要的维和特派团ꎬ分别在布隆迪(非洲布隆迪特派

团ꎬ２００３ 年)、苏丹 / 达尔富尔(非苏特派团ꎬ２００４ 年)以及索马里(非索特派团ꎬ２００７ 年)ꎬ还有

其他小型的选举观察团和支助特派团ꎮ



国家和制度建设ꎮ〔１８〕 “国家权力的延伸”已成为维和的核心功能ꎮ〔１９〕

此类授权通常意味着对东道国国家安全部队———军队和警察的发展与

改革ꎮ 这作为撤出联合国特派团的重要指标ꎬ使维和人员能够移交安全

责任ꎮ 在一些情况下ꎬ联合国会向东道国部队开展的国内军事行动提供

援助ꎮ 例如ꎬ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 /联刚稳定

团)〔２０〕向开展反叛乱行动的刚果军队提供燃料、口粮、交通工具和战术

支持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空运南苏丹士兵并向苏丹

人民解放军提供直升机燃料ꎮ〔２１〕 不过ꎬ这也带来双重挑战ꎮ 不仅因为

这些国家的部队可能会侵犯人权ꎬ还因为这可能会在总体上影响人们对

联合国维和人员公正性的认知ꎮ 本文随后会予以讨论ꎮ 联合国特派团

被授权支持国家制度的发展ꎬ它的持续部署也取决于东道国的同意ꎮ 但

当负有保护其人民的首要责任却又经常欠缺相应手段的国家当局向它

寻求此种支持时ꎬ联合国特派团可能就会发现自身处于一个艰难的

境地ꎮ

第二次转变以及非盟作为非洲大陆主要维和角色的出现是因为人

们意识到如下事实:没有任何一个单独主体能有效负担起非洲的全部维

和任务ꎬ而且在某些非洲局势中非盟较之联合国也拥有一定的比较优

势ꎮ 一方面ꎬ非盟和非洲部队可以为和平行动增加政治合法性与影响

力ꎬ特别是在东道国政府不欢迎联合国存在时ꎮ 譬如ꎬ喀土穆最初反对

９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００９ 年ꎬ联合国维和部 / 外勤支助部的非正式文件«新伙伴关系议程» (新地平线)
首次将维和人员称为“早期和平建设者”ꎮ 随后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 / 外勤

支助部又提出了“早期建设和平战略”ꎬ旨在为联合国维和人员就早期建设和平的关键任务(广
义上被定义为“那些推进和平进程与特派团的政治目标、确保安全和 / 或为长期制度建设奠定

基础的任务”)设定优先级、排定次序和制定计划时提供指南ꎮ
Ｊａｋ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ꎬ“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ꎬ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ｐ １２
联刚稳定团由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第 １９２５ 号决议创建以接替联刚特

派团ꎬ并且扩充了“稳定”的职责ꎮ
Ｊｏｒｔ Ｈｅｍｍｅｒꎬ“Ｗｅ ａｒ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ｏｕｒ ｏｗ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ＣＲ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２５ꎬ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联合国部队部署于达尔富尔ꎬ最终取而代之的是部署了非盟 /联合国的

混合特派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ꎮ 另一方面ꎬ非盟表现出更强烈的意

愿去承担执行和平任务ꎬ而联合国及其部队派遣国基于联合国维和基本

原则恰恰不愿承担此类任务ꎮ 人们还有一种感觉ꎬ联合国及其部队派遣

国无法在政治上承受非盟部队在索马里蒙受的那种牺牲ꎮ〔２２〕 然而ꎬ由
于非盟的资金和后勤能力有限ꎬ联合国及其他伙伴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一

些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全面的后勤与资金支持ꎮ 获得此类支持最

多的是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非索特派团)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年末至今ꎬ联合国

维和预算承担了该特派团的大部分后勤与装备开销ꎬ同时欧盟还继续给

非盟部队发放津贴ꎮ〔２３〕

总而言之ꎬ联合国维和最近承担稳定职责的趋势导致了以下三种随

之而来的发展演变:(１)联合国维和人员本身参与更为强势的维和(如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干预旅)仍然属于例外情况ꎻ(２)非联合国部队支

持联合国维和人员开展行动(如在马里)ꎻ(３)联合国向非联合国部队提

供支持(如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ꎮ 尽管这三种类型均对维和任务

的公正原则提出了疑问ꎬ但取决于不同环境、伙伴关系的性质(联合国支

持非联合国部队ꎬ反之亦然)以及处于危险之中的地区与国家的安全部

队ꎬ它们产生的影响也迥然不同ꎮ

　 　 联合国支持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开展人道行动的影响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ꎬ联合国维和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联合国实体不断

０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２〕

〔２３〕

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 Ｊａｎ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２０１３ 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ꎬ近
几年来有 ３０００ 名非盟维和人员在索马里遇害ꎮ Ｓｅ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ｅａｕꎬ“Ｕｐ ｔｏ ３ꎬ００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ꎬ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０９ / ｕｓ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 ｄｅａｔｈｓ － 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４８１２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９ 与此相反ꎬ
在联合国维和的背景下ꎬ即便只是十几个人的伤亡也可能会启动调查ꎬ并导致对该任务的重新

评估ꎮ
Ｓｅ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介入人道行动ꎬ包括发挥重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 〔２４〕 ꎬ还伴随着维和职

责在安理会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地包含平民保护ꎮ 本部分将从法律责任、
政策一致性以及认知与安全方面分析“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对人

道行动的影响ꎮ

　 　 法律影响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国际人道法(以
下简称人道法)适用于参与和平行动的多国部队ꎬ〔２５〕无论它们是在联合

国的主持下还是在联合国的指挥与控制下ꎬ〔２６〕 但这一立场很长时间以

来都被无视了ꎮ 反对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人主张ꎬ后者不能被视为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意义上的冲突之“一方”ꎮ 确实可以说ꎬ考虑到国

际社会授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及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ꎬ多国部

队不能被视作人道法所理解的“交战方”ꎮ 然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维和人

员前所未有地参与“强势”作战行动不仅真正地引发了辩论ꎬ还导致

１９９９ 年«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告»的通过ꎮ〔２７〕

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前首席法律顾问的话来说ꎬ该公告“终结了针对国

１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１９９１ 年ꎬ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赋予这个世界性组织促进人道行动一致性与

协调性的任务ꎬ创建了人道主义事务部(１９９８ 年改称人道协调厅)以及紧急救济协调员这个职

位ꎮ ２００５ 年ꎬ随着创建“组群”系统以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加强联合国人道协调的作用ꎬ这
项“人道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联合国的领导与协调作用ꎮ

ＩＣＲＣ 前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明确表示:“ ＩＣＲＣ 自始至终

认为ꎬ在符合可适用性的条件时ꎬ维和部队必须遵守人道法ꎮ” Ｓｅｅ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ꎬ“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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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的部队通常被称为“蓝盔部队”ꎬ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或执行

和平行动的框架内运作ꎮ 与之相反ꎬ“联合国主持下”的多国行动由安理会授权ꎬ但由国家或区

域性组织来指挥ꎮ 后者的例子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条决议授权的由法国领导

的马里“薮猫行动”以及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安理会第 １２８６ 号决议授权的由北约领导的阿富汗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ＳＴ / ＳＧＢ / １９９９ / １３ꎬ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ꎮ



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原则的争论”ꎮ〔２８〕 尽管对人道法

适用的门槛及其适用范围仍有不同意见〔２９〕 ꎬ但如今普遍承认联合国维

和人员如果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就构成冲突之一方ꎬ进而受人道法的约

束ꎮ〔３０〕 例如ꎬ当 ２０１２ 年联刚稳定团的直升机为支援刚果武装部队攻击

了属于“３ 月 ２３ 日运动”的叛乱分子时ꎬ这一点就适用ꎮ〔３１〕

但是ꎬ如果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实施了违反人道法的具体行为ꎬ而维

和特派团向其提供了行政、后勤甚至战术支持但本身并未实施具体的违

法行为ꎬ那么联合国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呢? 首先ꎬ«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 ３ 款表明ꎬ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增进

并激励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ꎮ 向违反人道法或侵犯人权

的国家或区域性部队提供支持与此宗旨相悖ꎮ 其次ꎬ这种支持可以说会

让联合国共谋违反国际法并可能承担国际组织的责任ꎮ 国际法委员会

确实认为ꎬ一个国际组织应对其援助或协助的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
包括像非盟或北约这样的区域性组织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ꎬ如
果存在“该组织这样做时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ꎬ而且该行为若由

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形ꎮ〔３２〕 就后一项条件而言ꎬ现在

普遍认为违反人道法———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ꎬ联合国维和人员直接

参加敌对行动时受该法约束ꎬ可被视为导致国际组织承担责任的国际不

２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Ｄａｐｈｎａ Ｓｈｒａｇａꎬ “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ｂｙ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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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５７

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的其他文章对此问题有详细的分析ꎮ
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 该文作者在探讨人道法的适用门槛和范围时认可该论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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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ꎮ〔３３〕 不过ꎬ前一项条件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已知道该国际不法行

为的情况ꎮ 这是一项本质上要依情况而定的要素ꎬ取决于联合国与非联

合国安全部队之间关系的性质ꎮ 尽管国际法委员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ꎬ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联合国自己在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早期

版本的评论中曾把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特派团(后来的联刚特派团)
向该国武装部队提供支持的行为称为援助或协助实施不法行为的可能

情况ꎮ〔３４〕 因此ꎬ虽然联合国是否要为法国部队在马里实施的不法行为

承担责任还有争议———尽管被授权支持马里稳定团ꎬ但法国部队在马里

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开展军事行动的ꎬ但主张联合国要为其直接支持的部

队(如非索特派团)所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也不是毫无道理ꎮ
尽管有理由说联合国支持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

该组织承担国际法律责任ꎬ但由于缺乏执行机制和司法救济措施ꎬ这一

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理论层面ꎮ 的确ꎬ在实践中与非联合国安全部

队的这种联系所产生的政策影响以及在认知和安全方面的影响ꎬ在联合

国这方面新政策的成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政策影响

在政策方面ꎬ联合国在开展和平行动时越来越多地依赖并支持非联

合国安全部队的趋势对保护平民以及一般基于公正、独立和中立原则的

人道行动产生了影响ꎮ
就保护平民而言ꎬ自 １９９９ 年至今该要素越来越多地被包含在联合

３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３３〕

〔３４〕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７ 条所涵盖的情形ꎬ前注 ３２ꎮ 本条涉及“交由国际组

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ꎮ 这要求该组织对有关行为行使

有效控制ꎮ
Ｓｅｅ Ｕ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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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维和特派团的职责中 〔３５〕 ꎮ 当联合国支持安全部队应为广泛虐待平

民直接负责时ꎬ联合国特派团的规定职责及其实施之间的矛盾就会相当

明显ꎮ ２００９ 年就存在这种情况ꎮ 当时ꎬ联刚特派团向刚果武装部队提

供支持并与之开展联合行动 〔３６〕 ꎬ在索马里、在较小范围内也是如此ꎬ联
合国支持的非索特派团部队不分皂白地炮轰城市地区进行报复性攻击

并在实质上危及到平民ꎮ〔３７〕

除了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直接行为相关的后果外ꎬ还有与联合国

支持非联合国部队的核心目标相关的更微妙的政策影响ꎮ 正如前文所

讨论的那样ꎬ这一日渐增长的趋势伴随着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介入“稳
定”行动ꎮ 支持这种方式的人主张ꎬ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稳定目标ꎬ都是

通过直接的人身保护以及通过更好的治理、法治和持久和平构建一个有

利于平民获得尊重的环境来保护平民的ꎮ 这一点在联刚稳定团的平民

保护战略中十分明确ꎮ 该战略的整个支柱基于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的稳定战略ꎬ旨在将国家权力延伸至该国的不稳定地区ꎬ包括向

政府的安全部队提供支持ꎮ〔３８〕 然而ꎬ当涉及保护平民时ꎬ它预先假定参

与作战行动的上述安全部队会严格遵守人道法并尽最大努力在敌对行

为中保护平民ꎮ 联刚稳定团的平民保护战略指明了这一风险ꎬ提醒特派

团“可能需要根据刚果武装部队的行为及对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尊重情况

来调整其对后者的支持”ꎮ〔３９〕

４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安理会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通过的主席声明(Ｓ / ＰＲＳＴ / １９９９ / ６)中首次承认武装冲

突中保护平民与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之间存在联系 ꎬ随后就通过了首个关于平民保

护的主题决议(安理会第 １２６５ 号决议ꎬ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关于安理会在保护平民方面之作

用的更多信息ꎬＳｅ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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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ꎬ这种旨在通过支持一国的安全部队来延伸国家权力从

而带来稳定并保护平民的方法会引入偏见ꎬ明显与人道工作者根据广受

尊重的、由 ＩＣＲＣ 制定的«保护工作职业标准»所规定的必须具备的公正

性相抵触ꎮ〔４０〕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索马里ꎬ从阿富汗到马里ꎬ一些学者

注意到“联合国公然放弃了任何中立或公正借口ꎬ即便其缺少必要的资

源和体制来发挥全面或清晰的战略稳定作用”ꎮ〔４１〕 换言之ꎬ稳定职责让

联合国放弃了保护工作者所期待的公正性ꎮ 然而在保护平民方面ꎬ它经

常无法获得人们所期待的成功稳定努力所带来的积极结果ꎬ因为它缺少

必要的资源和体制ꎮ
被授权支持参与冲突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联合国特派团缺失了

中立性与公正性ꎮ 这也对广义上的人道行动产生了明显的政策影响ꎮ
通常来说ꎬ这种支持是一种倾向于把人道行动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的

稳定模式ꎮ 就联合国综合特派团而言ꎬ它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政治领导

下开展联合国所有不同领域的活动ꎬ并且从联合国秘书长第 ２００８ / ２４ 号

决定以来一直是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常态ꎮ〔４２〕 这让人道关切成为政

治私利的牺牲品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ꎮ 当

时ꎬ一大批从事保护活动的人道机构的“保护集群”正式向秘书长特别

代表阿兰多斯提出申诉ꎬ称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关于联刚特派团的最

新报告“没有准确描述该国的人道状况”ꎮ〔４３〕 几乎同一时间在索马里也

报告了类似的担忧ꎮ 那里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艾哈迈杜乌尔德 － 阿卜

５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ＩＣＲＣ 的«保护工作职业标准»第 １９ 项标准规定:“在提及或要求尊重适用于武装冲

突各当事方的相关法律的规定或精神时ꎬ保护工作者必须始终如一并保持公正ꎮ” ＩＣＲＣ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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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想让人道援助通过过渡联邦政府输送以使其合法化ꎬ〔４４〕 并为马里

的联合国综合稳定特派团铺平道路ꎮ 这些例子表明ꎬ人道行动与政治需

要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ꎮ 通过展示和平行动立竿见影的实际影响ꎬ人道

行动不时地服务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ꎬ正如在索马里的情形ꎮ 反之ꎬ它

也可能与主流政治话语相抵触ꎬ后者意图呈现出有利于和平行动部署的

环境ꎬ譬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形ꎮ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ꎬ让人道行动

服从于政治目标都有偏离人道原则的风险ꎬ即基于对需求的客观评估来

拯救生命和减轻痛苦ꎮ 除了可能对行动决定和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外ꎬ

在部署了联合国综合特派团的背景下ꎬ让人道援助服从于更广泛的政治

目标也可能在居民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对人道工作者的认知方面产生非

常严重的影响ꎬ无论是联合国还是非联合国机构ꎬ正如下文即将讨论的

那样ꎬ从而严重影响人道工作人员的安全ꎮ

　 　 认知与安全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人道工作者必须公正 〔４５〕 ꎬ而且

要让人们感受到这一点ꎬ以便让联合国特派团保有斡旋和调停的能力ꎬ

也让人道工作者无论身在何处ꎬ哪怕是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ꎬ都

能够接触到处于困境的人ꎮ 反之ꎬ如果冲突之一方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

或某些人道组织偏袒且不公正ꎬ就会有破坏其完成各自任务之能力的危

险ꎬ而且还可能危及其各自人员的安全ꎮ 然而在这里可以说ꎬ如果武装

团体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不公正ꎬ不仅会危及维和特派团本身的工作人

６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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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在这里被理解为不偏不倚ꎬ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ꎮ 不过ꎬ对人道工作者来说ꎬ
公正更具体地意味着仅以需求为基础且不加歧视地提供援助ꎮ 公正原则为中立原则所补充ꎬ
后者要求在敌对行动中不偏袒任何一方ꎬ不介入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议ꎮ



员———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ꎬ还会危及人道组织的工作人员ꎬ无论这些

组织是否直接附属于联合国ꎮ

例如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ꎬ叛乱团体“３ 月 ２３ 日运动”过去曾把保护

平民一语用作其沟通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４６〕 声称有平民在联合国

的直升机攻击中遇害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威胁在新的联刚稳定团干预旅

攻击时予以“还击”ꎮ〔４７〕 这清楚地表明ꎬ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在他

们确实或被认为缺乏公正性时ꎬ可能带来这种安全影响ꎮ 在联合国安理

会讨论组建干预旅期间ꎬ一些部队派遣国担心ꎬ这样一支干预旅可能会

威胁整个维和部队的安全ꎮ 而其他国家则争辩说ꎬ这真的不是新生事

物ꎬ因为联刚稳定团已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项下的权限被授权采

取进攻行动(它确实也这么做了)ꎬ其交战规则授权除了自卫之外也可

以使用武力ꎮ〔４８〕

这种进攻性授权在对维和人员(无论军人还是文职)产生认知和安

全影响的同时ꎬ还可能会影响附属于联合国或非联合国的人道工作

者ꎮ〔４９〕 正如联合国统筹指导小组委托获取的一份研究中所指出的那

样ꎬ“很明显ꎬ人们对联合国人道工作者的看法受人们看待联合国政治机

关或维和部队之方式的影响”ꎮ〔５０〕 在目前联合国领导的人道协调系统

中ꎬ这一论断可以说不仅适用于联合国人道工作者ꎬ而且从更广泛的意

７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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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还适用于所有与现有在联合国人道协调员全面领导下的“集群”

系统有关的人道援助机构ꎮ〔５１〕 当地社区、国家和地方当局以及冲突各方

如何看待人道机构对人道接触及确保援助人员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ꎮ

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委托的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ꎬ在

高度不安全的环境中ꎬ最成功的人道机构是那些把下列事项视为第一要

务的机构ꎬ即通过持续的人道对话并严格尊重公正、独立且中立的人道原

则从而获得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认可ꎮ〔５２〕

就像联合国维和人员直接参与战斗一样ꎬ联合国与作为冲突当事方

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联合国政治机关与维和部队

的观感ꎬ继而影响人们怎样看待人道工作者ꎮ ２０１２ 年年末ꎬ在讨论组建由

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的模式期间ꎬ联合国秘书长就

明确表达了这一点ꎮ 在其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的报告中ꎬ秘书长汲取了此前非索

特派团的经验ꎬ告诫说“非盟请安全理事会授权联合国为进攻性军事行动

提供一揽子支助ꎬ这涉及严重问题”ꎬ并补充说“必须仔细权衡对联合国形

象的影响ꎬ以及对该地区的联合国人员安全保障的影响”ꎮ〔５３〕 安理会

最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授权部署马里支助团ꎬ但随后否认该支助团像非索特

派团那样享有联合国提供的那种一揽子后勤与资金支助ꎬ而是选择成立

一个由成员国自愿捐助的信托基金ꎬ从而回应了秘书长的担忧ꎮ〔５４〕

８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组群”系统作为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主导的“人道改革”的一部分而被创建ꎬ旨在“通过提

高具体应对领域(‘组群’)中外勤层面的战略协调与优化ꎬ把领导和协调这些问题的责任落在主

管行动机构身上”来加强人道应对能力和效率ꎮ 实际上ꎬ在外勤层面ꎬ这些“组群”就是诸如保护、
粮食安全、医疗或后勤等不同活动领域的援助机构间协调的平台ꎮ “组群”通常在一个联合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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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平而言ꎬ人们应当意识到ꎬ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联合国支持国家或

地区的安全部队不一定会对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ꎬ反过

来说ꎬ仅仅是“平行地”开展行动可能也不足以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作战

部队剥离开———至少在某些冲突当事方看来是这样ꎬ比如在阿富汗的情

形ꎮ〔５５〕 如果向普遍认为合法且受到广大居民支持的安全部队提供支助ꎬ
就可能为该组织的形象带来正面影响ꎬ前提是它至少在安全方面达到了

人们的某些预期ꎮ 但即便在这种理想的情况下ꎬ从严格的人道视角来看ꎬ
这种支持也必然只是提供给冲突的某一方ꎬ而冲突的另一方或其他几个

当事方(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则得不到ꎮ 这违背了上文所强

调的人道工作者应公正且中立的要求ꎮ 因此ꎬ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ꎬ如
果联合国向人们普遍接受且合法的部队提供支持ꎬ也可能会影响反对派

武装团体及其支持者们的看法ꎮ 后者可能会认为联合国人道机构以及与

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是不公正的、对他们不利ꎬ进而危及这些组织的工作

人员和人道接触ꎮ

　 　 缓解措施与人道行动的未来发展方向

意识到上文强调的与非联合国部队的不同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和

风险后ꎬ联合国就采取了一些政策ꎮ 虽然这些政策最初被认为是要撇清

该组织的任何法律责任ꎬ但如果能够全系统地坚持实施ꎬ就有可能满足对

联合国保护平民之方法的一致性的需求ꎮ 同时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也制定了一些政策ꎬ旨在减轻下面这种看法所带来的某些影响ꎬ即联

合国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代理人介入有关事务ꎮ 但这些政策没有解决有原

则的人道行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ꎬ即这个世界性组织根深蒂固的政治性ꎮ

９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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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制约”到“尽职”

联合国为它所支持的安全部队实施的不法行为可能承担法律责任ꎬ

对此真正的担忧首次出现于刚果民主共和国ꎬ即出现在上述刚果武装部

队在联刚特派团的支持下于 ２００９ 年开展的打击叛乱团体的军事行动

中ꎮ〔５６〕 与其说改善了平民的安全状况ꎬ不如说这次行动导致了人道局势

的恶化ꎬ叛乱分子和刚果武装部队均广泛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ꎮ〔５７〕 很快ꎬ

人们开始担忧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士兵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有共谋会产

生法律风险ꎬ并且此类担忧正式出现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提供的一系列

法律建议中ꎮ 在其中一条建议中ꎬ法律事务厅表示“如果刚果武装部队在

行动过程中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人权法或难民法ꎬ联刚特派团必须立即出

面进行斡旋以说服相关部队不要继续实施此类违法行为”ꎮ〔５８〕 法律

事务厅还补充说ꎬ如果在做出这些努力后广泛且严重的违法行为仍继续

发生ꎬ那么“联刚特派团必须整体上停止参加该行动”ꎮ〔５９〕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联合国秘书长政策委员会批准了该项法律建议ꎬ敦促联刚特派团官员制

定相关政策ꎬ即联合国对刚果武装部队的支持应以尊重国际法为条件ꎮ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制约政策”ꎬ最终被安理会第 １９０６ 号决议所认

可ꎬ并进一步请秘书长“建立适当机制ꎬ定期评估上述政策的执行情

况”ꎮ〔６０〕

安理会加的这句话导致联合国总部于 ２０１０ 年春季派出了一个审查

０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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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ꎮ 根据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说法ꎬ该审查团与处于该国的其他人道和人

权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磋商ꎮ〔６１〕 尽管上述政策受到了某些观察家的批

评ꎬ认为它是刚果武装部队持续实施暴力行为的一片方便的遮羞布 〔６２〕 ꎬ
但这些磋商仍使联合国下定决心将“制约政策”延伸至其他联合国特派

团ꎮ 这进一步加剧了对非索特派团如何在索马里开展敌对行动的日益

增长的担忧ꎮ 进而ꎬ该政策不仅应约束维和特派团ꎬ还应约束所有牵涉

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联合国实体ꎮ ２０１０ 年年末ꎬ联合国政策委员会决

定应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系统地适用“制约政策”ꎬ并发起一个由维持和

平行动部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领导的内部机构间程序以制定新

的政策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

职政策»(以下简称«人权尽职政策»)作为一项适用于所有联合国特派

团、办事处、机构、基金会和计划署的内部政策正式通过ꎮ〔６３〕 该政策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正式发布ꎮ〔６４〕

　 　 升级“保护工具箱”:尽职以及接触非联合国安全部队

«人权尽职政策»的目的是确保联合国不会重蹈覆辙ꎬ不再向严重

侵犯人权或违反人道法的安全部队提供支持ꎮ 该政策建立了一个尽职

框架ꎬ适用于所有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联合国实体ꎬ其中包

括以下三个关键要素:(１)对有关安全部队违反国际法的可能性进行风

１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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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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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ꎬ为给予支持的决定以及授权的起草提供知情建议ꎻ〔６５〕 (２)尽早

与有关当局进行透明的沟通ꎬ包括由联合国驻该国最高的领导层出

面ꎻ〔６６〕 (３)有效落实规定ꎬ有必要时监测、报告并干预有关当局之程序和

机制的框架ꎮ〔６７〕

«人权尽职政策»在字面上给人的印象是ꎬ根据“制约政策”的精神ꎬ
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联合国因其所支持的安全部队的行为而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ꎮ 它提到“维护联合国的合法性、信誉和公众形象”的重要性ꎬ〔６８〕

并证明了“如继续支持会使本组织卷入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人权和难民

法时撤销支持的正当性”ꎮ〔６９〕 除了该政策的“防御”性质ꎬ真正让它引

人注目的是它创造了积极主动地接触联合国支持的安全部队以保护平

民的机会ꎮ 在这方面ꎬ如果坚持适用ꎬ«人权尽职政策»将提供一个框

架ꎬ能就非联合国部队开展敌对行动时(包括在部署了稳定特派团的背

景下)保护平民的问题有系统地与其接触ꎬ从而为联合国的“保护工具

箱”增添一种工具ꎮ 早期的风险评估也可以让安理会在维和授权的起草

阶段更好地考虑这种伙伴关系内在的风险ꎬ缓解并稳定与平民保护之目

标间的政策矛盾ꎮ 有意思的是ꎬ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创建马里稳定团的安理会

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就这样做了ꎬ要求:
马里稳定团在同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联合采取行动执行

规定的任务时ꎬ应充分考虑到需要保护平民和减轻对平民ꎬ尤其是

妇女、儿童和流离失所者和平民目标的威胁ꎬ严格遵守«人权尽职

政策»ꎮ〔７０〕

虽然«人权尽职政策»自身的文本使用了相对保守的语言ꎬ但在联

合国系统内ꎬ它日益被视为且作为处理人权和人道法问题的积极手段ꎮ

２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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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密切参与落实«人权尽职政策»的联合国官员的说法ꎬ该政策本身

的最终目的并非停止支持———这样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ꎬ而是积极地影

响安全部队的行为ꎬ让他们遵守国际法ꎬ包括更多地尊重平民ꎮ〔７１〕

至于非索特派团在索马里的情况ꎬ非盟通过重申其遵守人道法的承

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人权尽职政策»通过以前)在非盟委员会内部成立

保护平民问题工作组ꎬ回应了关于其部队不良人权记录的批评ꎮ ２０１２ 年

中期ꎬ非盟还颁布了一项新的“间接开火政策”ꎬ纳入修订后的非索特派团

交战规则“就迫击炮和火炮的使用以及‘停火区’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更为

严格的指挥链”ꎮ〔７２〕 虽然这些积极的政策制定不能直接归功于«人权尽

职政策»ꎬ但如果坚持适用该政策ꎬ这种改善就当然在情理之中了ꎮ
该框架旨在就平民保护问题更稳定地接触非联合国安全部队ꎮ 如

果能让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在开展作战行动时保护平民的记录得以改善ꎬ
就可以缓解之前提到的维和人员与人道机构间的某些矛盾ꎮ 不过ꎬ这要

求维和人员以身作则ꎬ并被赋予有效监督这些行动的能力和手段ꎮ 确

实ꎬ«人权尽职政策»无法解决上文所强调的更为根深蒂固的矛盾ꎬ即联

合国维和人员在涉及更宽泛的执行和平或稳定行动时会丧失公正性ꎮ

　 　 跳出整合框架进行思考

联合国维和人员与旨在稳定一个地区的国家或地区安全部队合作

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一种联合国不公正甚至已成为冲突之一方的印象ꎬ正
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形ꎮ〔７３〕 在此背景下ꎬ大多数人道工作者都非

常担心联合国特派团日益朝综合化这一势不可挡的趋势发展ꎮ 他们认

为这是把人道行动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目标ꎮ〔７４〕 他们更担心的是联合国

３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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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事实上在支持冲突之一方ꎬ非政府组织这一群体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联合国索马里综合特派团的建立反应强烈就说明了这一点ꎮ〔７５〕 人道机

构与政治角色的联系“在联合国特派团正执行冲突一方或多方所反对或

抗议的政治授权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中是相当有问题的”ꎬ〔７６〕如果联合国

支持冲突之一方的安全部队就必然是这种情况ꎬ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或马里的情形ꎮ

意识到联合国综合特派团与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之间的矛

盾后ꎬ人道协调厅制定了一项政策ꎬ提议在实地部署的联合国特派团的

体制内部ꎬ联合国对人道事务的领导与协调要有不同的一体化程度ꎮ〔７７〕

该政策旨在减轻对人道行动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影响ꎬ并根据不同的背景

情况设计了以下三种体制性一体化模式:(１)人道协调厅和人道协调员

与联合国维和或政治特派团的体制从物理上完全分离(“双脚在外”)ꎻ
(２)完全的体制性一体化(“双脚在内”)ꎻ(３)默认选项是有一个单独的

人道协调厅ꎬ但人道协调员与联合国特派团一体化(“一脚在内ꎬ一脚在

外”)ꎮ〔７８〕

４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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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当联合国特派团与冲突一方有关时ꎬ这些不同的安排是否真

有差别仍然值得怀疑ꎮ 首先ꎬ本身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的人道协调厅在

多大程度上能把它所支持的结构整合强加给联合国领导层仍不清楚ꎮ

就此而言ꎬ趋势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ꎬ即决定特派团内体制性安排

的联合国立法机关更大程度地混合ꎮ 安理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２０９３

号决议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ꎬ它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ꎬ即指令人道

协调员并入政治特派团的体制ꎮ 这几乎没有为人道协调厅从联合国更

广泛的任务中分离出人道事务留下什么空间ꎮ〔７９〕 其次ꎬ这种微妙的表

层体制安排是否真的可以影响平民居民和反对派武装团体对联合国机

构的整体看法还是有疑问的ꎮ 一些相对先进的武装团体可能会乐意区

分人道和发展机构车辆上的“蓝色联合国”标志与维和及政治特派团的

“黑色联合国”标志ꎬ正如在阿富汗报道的情况ꎮ〔８０〕 不过ꎬ这些不同类型

的安排能否澄清多重且有时还是冲突的联合国授权所造成的根本上的

模糊性仍值得怀疑ꎮ 随着联合国向更高的一体化程度前进ꎬ这种模糊性

还会加剧ꎮ 如果一个武装团体出于战略或战术原因想要攻击联合国时

尤其如此ꎬ因为该武装团体可能决定攻击联合国的“软”目标而非维和

人员ꎮ 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索马里青年党在摩加迪沙攻击

联合国人道机构使用的所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住宅区”ꎬ而非戒备森

严的机场地区ꎬ后者防护着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和非索特派团ꎮ〔８１〕

如果联合国与冲突之一方发展伙伴关系或直接提供支持并因此丧

失公正性ꎬ在这种背景下ꎬ联合国很有可能影响到人道工作者ꎬ因为后者

与现场的联合国特派团有关联ꎮ 如果联合国仍然保持双轨制ꎬ一方面特

５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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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日趋一体化ꎬ旨在通过代理人来执行和平ꎬ另一方面还渴求领导和

协调人道行动ꎬ人道原则的困境就会变得更加严重ꎮ 在这些具体的背景

下ꎬ似乎可以合理地主张ꎬ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现有联合国主导的协调系

统也许必须考虑脱离战区ꎬ重点进行战略层面上的协调和信息共

享”ꎬ〔８２〕而不是进行具体的行动协调ꎮ

人道领域的日益多元化以及不属于联合国主导的主流人道系统且

有不同运作模式的救济机构出现在国际舞台ꎬ尤其是穆斯林捐助国及伊

斯兰慈善机构ꎬ都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２０１１ 年在影响整个索马

里的饥荒期间ꎬ十几个阿拉伯或穆斯林援助机构在那些传统的(大多数

是西方的)人道工作者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开展行动的地区开展工作ꎮ 伊

斯兰合作组织设立了一个协调办公室ꎬ将 ２７ 个多数情况下与联合国主

导的协调系统平行运作的组织聚集在一起ꎬ据说要“填补联合国留下的

空白ꎬ即禁止联合国的国际工作人员进入从而使援助无法抵达的索马里

的某些地区”ꎮ〔８３〕 虽然国际人道系统中的这些结构性转变使应对措施

更加碎片化并且带来大量挑战如不一致的行动标准以及日益增多的竞

争和重复的风险ꎬ但在联合国参与“代理人和平行动”而损害了其在人

道事务方面的公正、中立和独立时ꎬ这些变化也可能为人道行动创造新

的机遇ꎮ

　 　 结论

联合国通过代理人参与维和伴随着大量风险ꎬ因为在一场特定的冲

突中联合国放弃了其公正性而选择支持其中一方ꎮ 这又为维和与人道

行动之间本就已十分复杂的关系带来了额外的挑战ꎮ 不过ꎬ联合国与参

６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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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战行动的国家和地区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这种合作代表着一种

日益增长的而且可能会持续下去的趋势ꎮ 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维和

手段的发展与局限、冲突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性质不断变化、维
和的稳定职责日益重要ꎬ以及支持东道国为平民提供保护ꎮ

这些发展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ꎮ 因此ꎬ我们必

须承认这些发展演变ꎬ承认它们给维和人员自身以及人道行动带来的法

律、政策、认知和安全方面的影响ꎮ 明显政治性的维和任务与人道原则

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ꎬ但通过代理人参与维和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也

显示出人道工作者采取了务实而非刻板的方法ꎮ
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可以降低ꎬ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也为联合国

主动接触这些非联合国伙伴并进一步提高联合国保护平民方法的一致

性提供了真正的机遇ꎬ在这方面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发挥了作

用ꎮ 不过ꎬ接触到所有弱势人口的需求促使人道工作者日益与维和人员

保持距离ꎮ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ꎬ甚至与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本身

保持距离ꎮ 尽管一些机构可以做到这一点ꎬ如 ＩＣＲＣ 或无国界医生组织

就决定把自身排除在联合国协调系统之外ꎬ但并非所有的机构都能够或

愿意这样做ꎬ尤其是因为现有的人道资金支持都与这一协调机制紧密相

连ꎮ 这些变化可能需要联合国跳出整合框架进行思考ꎬ甚至在公正性受

到损害时考虑脱离具体行动的协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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