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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地缘政治巨变、对人类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胁、新型暴力及技术革命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为标志的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当中，要提高人们对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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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并确保交战各方遵守这套法律，并不是一项

轻而易举的任务。本文回顾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以下简称“ICRC”) 自1864

年至今在推广国际人道法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将这段历史与国际关系中的重

要事件及该组织的 (有时是遭受创伤的) 经验教训相结合，这些经验教训最终

促成了具有革新意义的行动方案的诞生。本文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围绕

某些问题的激烈辩论，例如：道德观念在国际人道法推广工作中的位置、用

于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各种手段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对青年问题上应给予多

大关注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结论中，作者在过去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就未来如何最有效地推广国际人道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国际人道法；历史；传播；推广；融入；实施；教育；预防；

文化；道德观念

ICRC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它在武装冲突环境中的功能和独特作用，尽

管其职责范围并非仅限于这种暴力局势。ICRC真正的力量在于构成该组织

基础的镜像效应：1ICRC在冲突局势中为身陷危难之人提供帮助的工作源自

国际人道法，一套它鼓励交战各方加以遵守的法律；这套法律又通过该组织

在战区的观察所得而发展壮大。这一镜像效应使ICRC在人道领域有着与众

不同的地位。

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ICRC自19世纪以来在推广国际人道法方面的独特

经验，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参考。国际刑事司法出现之后，媒体常常会援引国

际人道法，多数情况是涉及严重违反该法的情形。各国政府会同政府间组织

及非政府组织根据该法来评估战斗员的行为并呼吁战斗员遵守国际人道法。

交战各方的军事领导人承认其军队未接受国际人道法教育这件事本身就会带

来风险；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会面临法院的追责，他们将国际人道法

的教育问题作为重点工作。正因为如此，ICRC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推广的

这套法律现已更加广为人知并得到其他实体的维护。在这样一个国际人道法

1 这一镜像引自弗朗索瓦·比尼翁所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ar Victims) 》，第二版，ICRC，日内瓦，2000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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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受到轻视、其存在的意义本身都受到质疑的世界里，这当然是一个积极

的进步。

要说明ICRC在推广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作用，首先必须对这个题目本身

加以界定，然后决定以何种方式予以逐步阐述。

本文仅涉及ICRC在国际人道法的推广2、实施3及融入4国内法方面的工

作，不涉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的传播，5也未谈及各国红十

字会及红新月会或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

要用几十页的篇幅概括总结150多年来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工作是不可能

的，因此，本文将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次序，对作者基于自己职业生涯所积

累的知识和经验认为最重要的一些项目和动议进行探讨。从国际人道法推广

工作的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推进与那些对ICRC产生影响并促成新

的动议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确认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动议并将其与具体背景

相结合，这一过程当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但本文的分析仍可作为开

展进一步学术研究的有益的开端，毕竟本文仅仅是基于对资料文件、访谈、

著作及文章所做的快速、有限的考察。

2 “推广”国际人道法过去指的是为鼓励各国批准其所签署的条约或加入这些条约而开展的工作；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含义变得更为宽泛。有人用这个词来替换现在看来有些过时的“传播”一

词。在本文中，推广国际人道法指的是任何旨在鼓励人们熟悉、理解并尊重这些规则及其精神的行

动。Marion Harroff-Tavel,“Promoting Norms to Limit Violence in Crisis Situations: Challenges, Strategies 
and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322, March 1998.

3 作为各国的法律义务，实施国际人道法包括在国际法不能直接在国内适用的情况下将国际人道法转化

为国内法，或就违法行为规定刑事处罚措施。这一工作可能涉及不止一个政府部委。

4 国际人道法的融入是指建立相关机制并提出实际措施，以确保将该法列入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培训

内容，并对民间社会某些组成部分 (如青年、学术界) 开展相关教育。仅仅知道有这样一套法律并不会

自动带来行为和态度的转变，因此必须制定实际的指导方针以使该法得以付诸实践。这一术语从出现

到现在不过20年。它对ICRC而言具有特定含义，最初多用于向军队和警察提供法律支持的情形。直到

最近，这类以民间社会为对象的工作才纳入“传播”一词的范畴。

5 “传播指的是普及国际人道法的知识及运动的原则和理想，使之得到人们的理解、接受和尊重；并努

力促进人道工作。”国际人道法的传播对象既包括武器携带者，也包括民间社会。它是各国的一项

法律义务，并得到其他实体的支持 (主要是ICRC、各国红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它们

各自的章程均包含传播工作，但程度有所不同)。See ICRC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推广国际

人道法及运动的原则和理想：传播——90年代工作指导方针”，第26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预备

文件，《红十字国际评论》转载，第32卷第287期，1992年，第175页。这届大会被无限期推迟，see 
Yves Sandoz,“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yth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5, No. 30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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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论中基于其在各种不同的冲突局势 (如：哥伦比亚、达尔富

尔、卢旺达、乌干达、波黑、科索沃、车臣、阿布哈兹、纳尔戈诺—卡拉巴

赫、塔吉克斯坦) 中获得的经验，对国际人道法推广工作的未来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从186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公众知晓伤兵和医务人员的中立性的任务可以追溯到1863年2月17日

举行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ICRC的前身) 第一次会议。泰奥多尔·莫努瓦博

士这样说道：“委员会的‘持续鼓动’ (如果允许我用这种表述) 将有助于

我们的理念为所有人接受，不论其身份高低，是欧洲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百

姓。”61864年8月22日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体现

了亨利·杜南的理念，即患病和受伤的士兵应当得到帮助，无论其效忠哪个

国家，但该公约并未要求缔约国确保其军队了解公约的内容。1869年在柏林

举行的第2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修正了这一疏失，确认各国必须“尽可能广泛

地普及《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特别是在士兵当中。”7

同样是在1869年，ICRC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公约的主要起草者，古

斯塔夫·穆瓦尼耶开始出版《红十字国际公报》；1919年开始，《红十字国

际评论》对其予以补充并最终取而代之。这些出版物不仅向人们提供信息，

介绍新的观念，还成为各国红会之间的纽带。时至今日，《评论》仍是推广

国际人道法的重要载体。

6 法语原文为：“Il serait bon que le Comité entretînt une agitation, si l’on peut s’exprimer ainsi, pour faire 
adopter nos vues par tout le monde, en haut et en bas, chez les souverains de l’Europe, comme dans les 
populations.”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文字记录，1863年2月17日。英译文发表于1963
年2月第23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第63-65页。法语原文可见于“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Secours aux 
Blessés, Commission spéciale de la Société en faveur des Militaires blessés durant les guerres, Séance de la 
Commission du 17 février 1863”, 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863–1914, ed. Jean-François Pitteloud,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Caroline Barnes and Françoise Dubosson, 
Société Henry Dunant and ICRC, Geneva, 1999, p. 18.

7 ICRC译文。法语原文为：“répandre autant que possible, spécialement parmi les soldats, la connaissance 
des articles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Relativement à la guerre sur terre”, Resolution I, point 15, 
I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gouvernements signataires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et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et malades, Berlin, 22–27 April 1869,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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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瓦尼耶为使人们认识到《日内瓦公约》的存在做了大量工作，8然

而，到1870-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该公约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在这次

冲突中公约多次遭到违反，往往是由于士兵和平民都不了解公约的内容。批

评该公约的人认为没有必要用一项国际条约来保证医务人员的中立，通过国

内规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国际委员会拒绝遵从这种思路。1872年，穆瓦尼耶发表了“关于创

设一个旨在防止及起诉违反《日内瓦公约》行为的国际司法机构的备忘

录”。9他在备忘录中提出，鉴于公开的谴责并不足以防止违反公约的情

形，因此有必要通过处罚措施来保障该公约真正得到适用。尽管该提议并

未立即引发相应行动，但它的确预示着1945年纽伦堡审判的举行和后来的

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

ICRC的努力最终开始有了回报：1877年，不仅俄罗斯在与奥斯曼帝国

的战争当中命令其部队遵守《日内瓦公约》，俄罗斯红十字会还印制了该公

约的《评注》，这被皮埃尔·布瓦西耶认为是“模范之举”。10他表示，所取

得的成果很有说服力：受伤的土耳其士兵得到了与俄罗斯士兵一样的照顾。

1880年，穆瓦尼耶采取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他意识到当时缺乏现成

的军事规定，于是决定在由他本人和其他法律专家共同创立的国际法研究院

11的主持下起草一部供士兵使用的陆战法规手册。在这个他具有支配地位并

能够维护《日内瓦公约》的地方，他重新提出了制定国内法规的主张。他号

召各国起草自己的军事手册并予以实施，而这部简明扼要地列出了指导士兵

行为的各项原则的手册正可作为范本。手册再次提及起诉违约行为的问题，

8 为使《日内瓦公约》的内容更容易理解，古斯塔夫·穆瓦尼耶撰写了该公约的评注：Droit des Gens 
– Etude sur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pour l’amélioration du sort des militaires blessés dans les armées en 
campagne (1864 et 1868), Librairie de Joël Cherbuliez, Paris, 1870.

9 ICRC译文。法语原文为：Gustave Moynier,“Note sur la création d’une institution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propre à prévenir et à réprimer les infractions à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Vol. 3, No. 11, 1872.

10 Pierre Boissier,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From Solferino to Tsushima, 
Henry Dunant Institute, Geneva, 1985, p. 307. 俄罗斯红十字会于1867年由王室建立，最初名为“伤病士

兵救助会”。

11 国际法研究院创建于1873年，它通过确立适用于该学科的一般原则，在国际法的持续发展方面及这些

原则的逐步编纂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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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行为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12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政府都收到了《陆战法

规》或称《牛津手册》。13手册被译成几种文字 (包括中文)，许多国家从中

受到启发，开始制定本国的军事手册，各种专业杂志发表了法律专家和军队

官员对该手册的评论。尽管如此，仍需使《牛津手册》中的规则广为人知，

穆瓦尼耶意识到了这一点。手册的序言在这方面非常明确：“主权国家仅仅

颁行新法是不够的。使所有民众了解这些法律也十分必要”。14

《牛津手册》发表7年之后，1887年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第4届红十字国

际大会鼓励各国红会“在国内普及对《日内瓦公约》的认识”。15

世纪之交的数年见证了红十字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时期的技术革命，如

电报的发明、铁路的普及，也许可与计算机时代的来临相提并论。ICRC在

1906年举行的修订《日内瓦公约》的外交大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会议

首次将这样一项义务载入国际人道法：政府应教育其部队 (特别是应受保护

的人员) 熟悉该公约的规定，并须使广大民众周知。16ICRC克服了妨碍其工

作的各种不利因素；在数次冲突中经受了考验，最终证明《日内瓦公约》并

不妨碍军事行动，而且确实能够减少人员伤亡。

各国红会极大地扩展了其在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活动。当时各国红会纷纷

积极提出各种动议，而穆瓦尼耶于1889年3月15日寄给各国红会的题为《红

十字的宗旨和常规组织》的备忘录无疑是在鼓励各国红会保持更大程度的一

12 在施加处罚之前，必须对违法行为加以界定并将同样的规定纳入该国的刑法典，以便士兵了解违反该

法所面临的风险；这是古斯塔夫·穆瓦尼耶的论点。P. Boissier，上文脚注10，第480页。

13 国际法研究院于1880年9月9日在牛津通过了《陆战法规 (牛津手册) 》。See Dietrich Schindler and Jiri 
Toman (eds),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s: A Collection of Conventions, Resolutions and Other Documents, 
Martinus Nijhoff, Boston, MA, and Leiden, 2004, pp. 35–48.

14 同上，第35页。

15 ICRC译文。法语原文为：“répandre la connaissance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en leur sein ”.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Point VIII,“Mesures prises par les Sociétés pour répandre la 
connaissance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dans l’armée, dans les cercles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és à son 
exécution et dans le grand public”, Karlsruhe, September 1887.

16 1906年7月6日《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和病者境遇的公约》第26条。1907年10月18日在海牙签署

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 第1条只要求缔约国向“本国陆军发出训令，务必

遵守本公约附件《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的规定”。同于1907年10月18日在海牙签署、以1906
年公约为范本的《关于1906年7月6日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 (1907年海牙第十公约) 在第

20条中做出了更为限制性的规定，要求签署国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全体海军特别是享受豁免的人员

了解本公约的规定，并公布于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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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和连贯性，同时避免伤及它们的开拓精神或自主性。1930年，这一文件

被重新命名为《国际红十字手册》，并成为从过去到现在几代负责国际人道

法推广工作的代表在前往战场或与外交部接触时随身携带的文本。

从186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了时至今日仍在指导国际人道法推广

工作的基础，包括：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士兵和普通民众中普及国际人道法；

需使国际人道法易于理解，需鼓励各国在国内法律法规中规定推广国际人道

法的责任并规定惩罚措施；各国红会有责任在国内及公共论坛传播国际人道

法的内容。

从一战到二战

ICRC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关切是使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其工作。具体就国

际人道法而言，ICRC试图确保其在战争期间得到适当地适用，并进一步加

强这套法律。1914年9月21日，ICRC号召所有交战国向其军队指挥官发出明

确指示，以确保1906年《日内瓦公约》的“人道规定”得到遵守。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ICRC面临的是各国国内的暴力局势。事实

上，各国在战后数年间饱受内乱之苦：始于1917年的俄罗斯内战、1918年德

意志帝国的灭亡、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因此，在1921年于日内瓦举行的第

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红十字向内战受害者提供援助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被纳入议程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大会为红十字在国内冲突中开展工作做好

了准备，与会者希望各国红会和ICRC “开展密集的宣传活动，以便在所有

国家制造一种开明的舆论氛围，并使之认识到红十字是完全公正的”。18这

将是“防止在内战中发生任何违反红十字各项原则之行为的可能的最有效措

17 André Durand,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From Sarajevo to Hiroshima, Henry 
Dunant Institute, Geneva, 1984, p. 49.

18 ICRC译文。法语原文为：“s’engagent à faire une propagande intense pour créer dans tous les pays une 
opinion publique éclairée, connaissant la pleine impartialité de la Croix-Rouge”. “内战” (第10届国际大会

第14号决议，日内瓦，1921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手册》，第14版，ICRC，日内瓦，2008
年，第1139-1141页。1930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4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决议9中也请各国红会“加强

宣传活动 (intensifier leur propagande)”。193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5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决议7中明确了

联盟在这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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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一届国际大会鼓励ICRC“继续进行监督以确保对《日内瓦公约》

的遵守，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确使其原则得到适用”。

战后时期另一个重要发展是ICRC开始涉足大学教育领域。一所国际法

学院在巴黎建立并于1922年请保罗·德斯·古特在那里开设关于红十字的课

程。这是ICRC第一次收到来自法学院的邀请。1925年和1927年海牙国际法

学院也开设了红十字法课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ICRC才开始

请各法学院将此类课程纳入其教学内容。19

ICRC在学术领域开展活动并不令人意外。20世纪20年代，在持续数年

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修订1906年公约的想法予以热烈响应。1929年7月

27日《日内瓦公约》第27条专门提到了推广国际人道法的问题，重申缔约国

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教育其部队，特别是受保护的人员以了解本公约

的规定并使平民周知”。2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举行的两届红十字国际大会 (1934年在东京和

1938年在伦敦) 对于运动来说是一个契机——以危机及对另一场全球冲突的

预期为背景21申明三个核心信念。第一个信念是年青人应当熟悉构成《日内

瓦公约》和红十字基础的那些原则。22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大会要求ICRC和红

十字会联盟起草一部以10到14岁之间的儿童为对象的手册；在伦敦举行的国

际大会则对它们为年青人编订的阅读资料集表示祝贺。23第二个信念与各国

承担的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国内立法的责任有关，ICRC整理了一个合集作

为各国履行该义务的基础。各国红会应为此“研究本国法律，比较其他国家

19 A. Durand，上文脚注17，第132-133页。这一时期与学术界的联系只是偶尔的、临时的。1997年，

ICRC任命了第一个专职负责与学术界开展合作的代表。

20 受保护的人员应理解为“医务、行政、运输人员以及随军牧师”，他们必须遵守公约以便享有公约

赋予的特权与豁免。Paul Des Gouttes, Commentaire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du 27 juillet 1929, ICRC, 
Geneva, 1930, p. 193.

21 这个背景包括：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查科战争 (1932-35年)、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935-36年)、西班牙内战 (1936-39年)、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1939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1938年)。
1938年，ICRC在财政方面遇到严重问题。

22 “Enseignement à la jeunesse des principes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et de la Croix-Rouge”, Resolution 
IX,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Tokyo, 1934.

23 “Children’s History of the Red Cross”, Resolution XXIII,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London,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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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法，以便提请本国政府关注其法律中的任何缺失” 。24第三个信念是

一项决议中提到的红十字在教学方面的作用，这项工作既有实际意义，也有

道德的成分。25

从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些年里，我们都学到了哪些重要的东西？除了发生

重大冲突的时期，ICRC就规模和资金而言仍属于一般水平，而且要依靠志

愿者的服务。它的工作重点是使人们了解其工作，为此，它扩大了传播工作

针对的“目标群体”的范围。1945年4月17日，ICRC设立了由让·皮克泰领导

的法律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ICRC的精力主要用于中央战俘局、探视战俘和

平民拘禁营以及开展救济工作。26尽管如此，ICRC并未忽略传播工作。在战

争快结束时，ICRC设立了信息处，负责制作影片、宣传册、发布新闻稿、

举办展览、制作广播节目。1946年，由于资源短缺，该处的工作人员被大幅

削减了80%，但ICRC还是能够在伦敦大会10年之后发行了五种语言的《枪炮

下的善行》宣传册，27制作了一部关于这一主题的影片，出版了让-乔治·卢西

耶所著的《团结一致：红十字的道德意义》一书，28并出版了《评论》的英

文增刊。ICRC同联盟一道将新的公约收入《国际红十字手册》并重新出版

了该手册，还出版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对于一个在1948年时只有34个代

24 ICRC 译文。法语原文为：“à l’étude de la législation de leur pays, comparée avec les autres législations 
nationales, aux fins d’attirer l’attention de leurs Gouvernements respectifs sur les lacunes éventuelles de leur 
législation”. “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application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Resolution XL,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Tokyo, 1934.

25 “La Croix-Rouge éducatrice”, Resolution XXVI,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London, 
1938.

26 这里应当提到ICRC的一项活动：向受到刑事处罚的战俘提供法律援助，以确保他们至少获得《1929年
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最低程度的权利。在对违反该法的行为进行起诉时，ICRC希望确保此举不是出于

报复的目的。

27 Frédéric Siordet, Inter Arma Caritas: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Geneva, ICRC, 1973.

28 Jean-Georges Lossier, Fellowship: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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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处、75名代表 (他们当中超过半数是志愿者) 的组织来说，这些工作相当可

观 (与之相比，ICRC现在有大约13400名代表派驻在80多个国家)。
现在再来看看修订和编纂国际人道法的繁重任务。ICRC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尽管那时它正在奋力“求生”并 
“处于破产边缘”。291949年《日内瓦公约》对1906年公约和1929年公约的

某些方面作了澄清，并增加了一项义务：要求缔约国不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应

“在其军事计划，并如可能时在公民教育计划中”尽可能广泛地传播1949
年公约。30关于这些条款的《评注》指出这是一项“一般性的、绝对的”义

务，“如可能时”的表述并不代表该义务是选择性的。31之所以采用这种表

述是由于公民教育在一些国家并不属于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

各国还必须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管理措施以确保《日内瓦公约》得

到遵守。各国必须“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所列之严重破坏本公约之

行为之人”规定“有效之刑事制裁”。32这是一项重大进步。33

冷战与非殖民化

除了上述编纂活动，ICRC在冷战和非殖民化时期在推广国际人道法方

面还开展了哪些工作？这方面的讨论必须结合具体的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

29 ICRC 译文。法语原文为：“pour sa survie”and“au bord de la banqueroute”. Catherine Rey- Schyrr, De 
Yalta à Dien Bien Phu: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945–1955, Georg, Geneva, 2007, 
Foreword by François Bugnion, pp. 7–9.

30 1949年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75 UNTS 31 (1950年10月21日生效)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7条；1949年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

约》，75 UNTS 85 (1950年10月21日生效) (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48条；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

遇的日内瓦公约》，75 UNTS 135 (1950年10月21日生效)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7条；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75 UNTS 287 (1950年10月21日生效)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4
条。这四个条款的措辞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7条增加了如下内容：“在战时负

责战俘事宜之任何军事或其他当局必须备有本公约之约文，并须对其各项规定受有特别之教导”。关

于这一条的评注提到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团体：各国红会、媒体以及法学院。《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4
条也提到向“在战时担任有关被保护人之责任”的警察部队传播该公约。关于这一条的评注认为红十

字应在这一传播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31 Jean Pictet (ed.),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Geneva Convention I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Commentary, with contributions by 
Frédéric Siordet (collab.) et al., ICRC, Geneva, 1952, pp. 348–349.

32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9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9条；《日内瓦第

四公约》第146条。

33 F Bugnion, 上文脚注1，第1081–1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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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ICRC面临着内战的挑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挑战则来自

于独立战争。这些独立战争包括：印度支那战争、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

的斗争、英属印度分治之后的战争、中东和北非的英法托管领土的非殖民

化。ICRC的行动区域从欧洲转向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以重

新确认本国的条约承诺的方式加入了《日内瓦公约》。1948年《世界人权宣

言》通过之后，人权法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之后又在1966年通过了

两个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34在军备竞赛不断加强的两极化世界里，意

识形态上的敌意几乎达到了顶峰。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认为国际人道法是一种

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上层建筑。我们不知道那段时期苏联在对其军队进行有

关《日内瓦公约》的教育时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基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学说不承认中立和公正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苏联的暴行所造

成的创伤是一个敏感话题，而ICRC也因未能保护被德国关押的苏联战俘而

受到普遍怀疑。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推广国际人道法是相当困难的。

战后时期：除传播国际人道法之外的其它优先事项

冷战之初，普及国际人道法的工作似乎并非优先考虑的重点。首先，

美国和苏联都对仰赖其支持的卫星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超级大

国之间的对抗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中也有所呈现。ICRC希望美国利用这种影

响对交战情况进行监督。苏联及其盟友则援引它们对1949年《日内瓦第三

公约》所做的保留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该项保留称：被判犯有战争罪

或反人类罪的战俘可被排除在该公约赋予的保护之外。35这种做法使该公约

的某些方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至少这些国家仍然引用国际人道法。于

是ICRC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强化国际人道法和保护平民方面。有限的的财政

资源仍使该组织的活动受到牵制，而它的法律工作人员正忙于准备《日内

瓦公约》的评注。

34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

35 F. Bugnion, above note 1, pp. 719–724; Claude Pilloud, “Reservations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16, No. 180, 1976,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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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1957年：以青年为对象的教育工作日益受到关注

也许是鉴于发生敌对行动的地区的人口结构以及冷战导致的东西方关系

趋冷，1957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鼓励ICRC更多地关注

当今的年青人。大会提出了几项旨在“教育年青一代了解《日内瓦公约》精

神”的措施。36其中包括将《日内瓦公约》核心原则引入学校课程；联盟在

ICRC的支持下推动将“学校与宣传《日内瓦公约》”的议题纳入即将举行

的关于公共教育的大会的议程，该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局共

同举办；制作以青年为对象的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影片。大会认为有必要

向年青人灌输“和平的理想及对他人予以尊重的理念”，并认为“《日内瓦

公约》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坚实基础”。37

20世纪60年代初：一项传播计划，一种新的态势

20世纪60年代，ICRC调整了工作重点。它开始着手履行其章程所规定

的职责，即致力于“《日内瓦公约》的不断改进和传播”，38这时公约的缔

约国已囊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冷战和军备竞赛给

人类带来的威胁，也因此变得更愿意听取ICRC所传递的信息。战争再次成

为可以谈论的话题。但ICRC还是对其工作进行了重新规划，因为根据让·皮

克泰的说法，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真正开展了传播公约的工作。

作为第一步，ICRC于1959年3月5日通过了一项传播《日内瓦公约》的

计划。该计划确认了三个目标团体：军队、医务部队、公众。并将后者进一

步分成三类：青年、大学生、一般民众 (各国红会及民防组织的官员、警察

部队、所有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将要适用该公约的政府官员)。该计划包括大

量活动，根据目标团体的不同，既有标准活动 (书籍、授课、指导手册、影

片、广播节目、培训课程) ，也有更为新颖独创的活动 (包括卡通漫画、虚

构的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一家人的故事、受到公约保护的人们的真实故

36 “Young People and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XXIX,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New Delhi, 1957.

37 “Practical Means of Spreading Knowledge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mong Young People”, Resolution 
XXX,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New Delhi, 1957.

38 1952年7-8月在多伦多举行的第18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国际红十字章程》第6条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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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雅克·弗雷蒙教授提出了另一种想法：在日内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讲授

四节关于《日内瓦公约》的课程。39ICRC还承认有必要改善与媒体的关系，

在后者看来ICRC沉默寡言，不愿与媒体多谈。

刚果、比夫拉、也门：改变对国际人道法一无所知的局面

尽管在其它大洲开展了一些有限的活动，但ICRC意识到自己对欧洲之外

的国家仍然缺乏了解。它认识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年之后仍坚持

一种在战争环境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组织结构”。40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58年至1962年，非洲的非殖民化及ICRC在非洲各种冲突局势中 (包括

在刚果) 的工作清楚地说明了两件事：ICRC对这些国家几乎一无所知；那里

的人们对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实际上全无概念。41因此，ICRC采取了两项行

动。首先，设立了覆盖非洲亚赤道地区的总代表处，其职能之一就是普及

国际人道法。其次，开始培训非洲的实习人员、与日内瓦的非洲人群体建立

联系、在非洲艺术家的帮助下从文化的角度对《日内瓦公约》宣传册进行修

改并重新发行。促使ICRC做出这些决定的是一些当时盛行的原则：下放工

作、开展人道外交、理解文化多样性。

北也门内战 (1962-1970年) 的最后几年与尼日利亚-比夫拉冲突在时间

上重叠，这有助于ICRC引入这种行动模式的转变。也门处于完全封闭的状

态，当地人对《日内瓦公约》毫无概念。当地的某些传统 (如：惩罚性残伤

肢体) 属于国际人道法禁止的行为。42这一冲突使ICRC直面由于对现有规则

的无知而导致的后果，在该组织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ICRC必须有

所行动了。

39 教授该课程的任务由日内瓦国际人道法与人权学院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承担，该学院由国际与发展高级研究院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及日内瓦大学共同管理。

40 ICRC 译文。法语原文为：“huit ans après la fin du deuxième conflit mondial, il vivait encore selon une 
optique et avec une organisation qui lui avaient été imposés par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guerre ”. ICRC, 
“Rapport du groupe de travail No. I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plénière du CICR”, 11 March 1954, Archiv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Microfilms, procès-verbaux, C 03.

41 Françoise Perret and François Bugnion, De Budapest à Saigon: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1956–1965, ICRC and Georg, Geneva, 2009, pp. 319–320.

42 同上，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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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依其行动目标进行重组

ICRC在随后的数年中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举例而言，ICRC继续以传

播国际人道法为目的制作各种出版物。它还改组了内部架构以实现其行动目

标：加强了新闻媒体处，并于1970年设立了负责外部成长的部门及传播处。

在对总部进行重组的同时，ICRC于7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设立

了地区代表处。它还参与了各国红会的传播工作，43并提请各国政府履行其

所承担的责任。44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联合国越来越关注提高部队对《日内瓦公

约》原则与精神的认识，红十字国际大会则在维也纳 (1965年)、伊斯坦布尔

(1969年) 和德黑兰 (1973年) 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与传播有关的决议。45两个

开展培训的研究机构将为这些工作提供进一步支持，它们是：1970年在圣雷

莫成立的人道法国际研究所，以及1976年在圣·托马斯·阿奎纳大学和哥伦比

亚红十字会的支持下在波哥大成立的美洲国际人道法研究所。ICRC还有赖

于日内瓦的亨利·杜南研究院的支持，这个研究院是ICRC与红十字会联盟及

瑞士红十字会于1965年共同创立的。

1975年《坦斯利报告》：传播是保护工作的要素之一

20世纪60年代是ICRC为传播工作奠定基础的时期，而70年代则是传播

工作的扩大与内部的各种质疑并存的时期。这些质疑最终形成了1975年的

《坦斯利报告》。ICRC中断其在尼日利亚-比夫拉冲突中的工作引发的争议

43 1970年8月26日，ICRC向各国红会发出了关于传播工作的首个通告，建议他们加入一项全球范围的传

播活动，并与ICRC分享它们的经验。1971年1月，ICRC向各国红会发出了关于传播工作的首个报告，

并于1971年3月30日向各国红会及大学发出了关于国际人道法在大学教育中的状况的调查问卷。1972
年，ICRC向各国红会提供了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大学课程和传播行动计划，并将传播问题系统地纳入了

《红十字国际评论》。1976年10月，亨利·杜南研究院开设了第一个面向各国红会官员的国际人道法培

训课程。

44 1972年8月15日，ICRC向各国政府提交了第一个关于传播工作的备忘录。

45 “Implem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XXI,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Vienna, 1965; “Dissemin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IX,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Istanbul, 1969; “Implem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XII,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Tehra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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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组织产生了深刻影响；46在开展重大救助行动的同时，它开始意识到上

百个由官方及私人开展的人道行动也在同时进行。ICRC和联盟与各国红会

一道委托唐纳德·坦斯利 (Donald Tansley) 及其率领的研究小组对红十字的作

用进行研究。47这个研究小组对45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并撰写了一系列报告。

该研究报告关于传播的部分概括如下：“《日内瓦公约》的传播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但即便如此，在这方面还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48坦斯利做出了

一个对任何了解ICRC内部态势的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评论，他认为传

播是间接保护的一种形式：“ICRC对红十字所提供的保护的解释不仅仅指

最狭义的防止身体受到伤害，有时还包括最广义的发展个体作为人的品质。

这正是ICRC为教育方案提供支持的原因。”49《坦斯利报告》在结论中提出

了一系列建议，其中一些与推广国际人道法有关：

• 加强红十字的国际关系网，作为向各国政府施压的团体，这是它的主

要资本之一；

• 更多地依靠联盟及各国红会来帮助人们理解这套法律的实用性，并就

某些问题 (包括暴力模式、拘留条件、使用武器) 提供进一步信息；

• “简化这套法律，如果不是从法律角度，那就从提供信息的角 

度”，因为“毕竟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现有的条文”；50

• 采取区域性的工作方式来传达信息，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考虑到文化

价值观及实践，并将红十字价值观更直接地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价值

观联系起来”。51

同一年，雅克·莫雷永接任理论与法律部主任。他致力于实施一项传播

政策并将大量资源用于这方面的工作，这一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坦斯利

46 Simone Delorenzi, Contending with the Impass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ction: ICRC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CRC, Geneva, 1999, pp. 22–23.

47 1968年，唐纳德·坦斯利被任命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副署长。1973-1975年，他对国际红十字的作用进行

了考察。

48 Donald D. Tansley, Final Report: An Agenda for Red Cross – Re-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Red Cross, Henry 
Dunant Institute, Geneva, 1975, p. 23.

49 David P. Forsythe, Re-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Red Cross, No. 1: Present Role of the Red Cross in 
Protection, ed.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Re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Red Cross, Henry Dunant Institute, 
Geneva, 1975, p. 49.

50 D. D. Tansley，上文脚注48，第69页。

51 同上，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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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于该报告，ICRC最终将做出反应。52他还推动进一步制定ICRC

的官方政策和开展历史性研究，这些工作都有助于强化该组织的特性，它的

职责就是推广国际人道法。

1977年：从外交大会到华沙研讨会

从许多方面来看，1977年对于传播国际人道法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

两个《附加议定书》获得通过，这两个文件重申并扩展了各国传播国际人道

法的义务；53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外交大会在其

《决议二十一》中列出了一项行动计划草案；54在华沙和雅温得首次举行了

分别面向欧洲和非洲的区域研讨会；第23届红十字国际大会 (在布加勒斯特

举行) 重申了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外交大会：扩大义务

《附加议定书》扩大了缔约国的义务，要求各国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日

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言，这一规定无疑是

个进步，因为《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并没有提到这种义务。适用于国

际性武装冲突的《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对武装部队进行关于《日内瓦公

约》的教育，并鼓励平民了解这些公约的内容 (和1949年公约的情况一样，

考虑到联邦制国家教育系统的分权制度，议定书需要采取灵活的措辞) 。议

定书规定：“缔约方和冲突各方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履行其依据

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义务。”55《第一附加议定书》还规定了具体的措施：

52 ICRC，《ICRC、联盟及“重新评估红十字作用的报告”》，日内瓦，1979年，这个单行本对《红十

字国际评论》1978年6月第204期到1979年2月第208期的内容进行了重新分类。

53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
1125 UNTS 3，1977年6月8日 (1978年12月7日生效)，第83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125 UNTS 609，1977年6月8日 (1978年12月7日生效)，第

19条。

54 Draft Resolution CDDH/438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plicable in Armed Conflict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the Reaffi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plicable in Armed Conflicts, Geneva (1974–1977), 55th 
plenary meeting, 7 June 1977, Vol. 7, p. 181.

55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0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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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必须在各国红会的协助下训练合格人员，以便利各公约和议定书

的实施；必须保证配备法律顾问，以协助武装部队实施国际人道法和对部队

进行培训；司令官必须保证其统率人员了解其依据各公约及议定书应负的义

务；缔约国必须尽速通知彼此为实施议定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56如今，为

军事指挥官配备法律顾问、培训武装部队以及对平民进行国际人道法教育，

都已被视为习惯法规则，同时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57

外交大会还宣称传播工作处于“紧急状态 (“un état d’urgence”)”58——

这一呼吁引起了当时的ICRC国际人道法事务负责人雅克·莫雷永的关注。他

提出的动议将成为国际人道法推广工作取得新进展的基础。《决议二十一》

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包括培训合格人员、将国际人道法引入大学课程、在

中学教授人道法原则。决议鼓励ICRC出版相关资料、共享有关信息、组织国

际人道法研讨会和课程，并号召各国红会在这些方面为各自政府提供支持。

波兰：将推广国际人道法作为东西方对话的载体

1969-1974年举行的几次专家会议及1974-1977年的外交大会成为东西方

对话的契机，为《附加议定书》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使ICRC产生了一个

想法：继续保持铁幕两侧的这种对话和合作，并将其导向国际人道法的传

播方面。有一个国家尤其可以作为开展这种对话的平台，那就是波兰。波

兰见证了ICRC在赔偿纳粹集中营伪医学实验受害者过程中的工作并心怀感

激，而且渴望与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进行联系。波兰红十字会享有相

对独立的地位。ICRC的法律专家与波兰学术界的重要人士在长达8年的谈判

和磋商过程中建立了友谊。因此，第一个关于传播《日内瓦公约》的欧洲

研讨会于1977年在华沙举行。此次会议达成了三项一般性结论：传播工作

主要是国家的责任；传播工作不应仅限于《日内瓦公约》，还应包括“个

56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6条、第82条、第87条和第84条。

57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1: Ru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Rules 141–143, pp. 500–508.

58 Sylvie-Stoyanka Junod,“La diffus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in Christophe Swinarski (ed.), 
Studies and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d Cross Principles in Honour of Jean Pictet, 
ICRC and Martinus Nijhoff, Geneva, 1984, p.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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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对于他人的责任这个一般概念所体现的”基本原则；传播不能脱离对

和平精神的鼓励。59

传播是促进和平的要素之一？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和平问题。各方的观点分成两派：苏联阵营国家 (当
时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据有利地位，但西方拥有核优势) 支持的一派认为红十

字应积极参与当前问题 (如：裁军、新武器的发展、谴责侵略者) 的辩论，

而另一派则试图避免红十字因和平问题而被政治化。传播问题也引发了争

议：这一工作是否有利于促进和平？197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红十字国际大会

上，联盟理事会主席若泽·巴罗佐强调：“在我看来，应将《日内瓦公约》

作为一项和平的要素加以传播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这些公约只涉及

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对此让·皮克泰的回应是：“我认为，只要人们同

意在战争期间不相互残杀，答应照顾彼此、保护彼此，那么他们就是做出了

和平之举。”60与此同时，在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大会表示“深信在这

个饱受暴力摧残的世界，急需广泛传播《日内瓦公约》并开展相关教育，这

种做法体现了基本的红十字原则，并因此成为和平的要素之一。”61布加勒

斯特大会确认了这一观点，强调传播工作绝不应“使战争看上去‘可以接

受’”。62在那些其当局拒绝承认处于冲突局势的国家以及那些想要摆脱战

争创痛的社会，这种主张受到了欢迎。

这一规范性工作的实际范围：ICRC在实施军事管制的波兰

在这里难以一一详述ICRC在随后数年中的多项承诺和大量活动。如果

想了解这些标准、决议、研讨会及行动计划的实际影响，那么ICRC的一项

59 ICRC 译文。法语原文为：“dans le concept général des responsabilités de l’individu vis-à-vis de 
ses semblables”.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Bucharest,“European Seminar o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f Geneva Conventions, Warsaw, 21–30 March 1977”, report presented by the 
ICRC and the Polish Red Cross, June 1977, p. 6-V.

60 Report of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Tehran, 8–15 November 1973, p. 71.
61 “Implem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XII,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Tehran, 1973.
62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pplicable in Armed Conflicts and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Red Cross”, Resolution VII,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Bucharest,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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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成就值得一提。1981年底，波兰政府下令实施军事管制并逮捕了团结工

会的领导人。波兰与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割断，恐怖的谣言四处蔓延。在这种

紧张局势下，ICRC的代表能够进入波兰境内，越过重重障碍，探视“被拘

禁者”。而且波兰政府并没有为难国家红会的官员。这一成就被归功于之前

数年在该国开展的传播工作。ICRC的对话方无需再三考虑，因为他们非常

清楚该组织的目的，也很清楚他们具有建设性的反应会产生的结果。

1978年到1990年：尼亚马罗帕惨案后传播工作的加强

1978年发生的尼亚马罗帕惨案促使ICRC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传播攻势，

其范围远远超出非洲大陆。3名ICRC代表在罗德西亚惨遭杀害——因为人们

的无知——当时他们驾驶的车辆上清楚地展示了红十字标志。此事令ICRC
深受震动。其对策是：采取若干措施来鼓励交战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减少这

类罪行再次重演的可能。

在罗德西亚开展的信息宣传活动

在征求了社会学家、大学教授、记者及民间社会其他人士的意见之后，

行动部及媒体与信息处在罗德西亚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信息宣传活动。他们

得到的建议是发挥非洲当地交流专家的才干，向政治领导人、游击队领袖、

在难民营和乡村生活的难民 (包括儿童) 发出内容简单但意义明确的信息。

ICRC在罗德西亚、博茨瓦纳及赞比亚分别建立了交流小组。他们采用了多

种交流渠道和手段，包括电视、广播、海报和漫画。在那之后，再没有哪

个派别对ICRC表现出任何敌意。由于这次宣传活动大获成功，ICRC在菲律

宾、安哥拉和萨尔瓦多复制了这种行动模式。63在出现危机局势时派专职代

表的原则成了标准做法。产生了现场传播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将很快成为

ICRC所有重大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该组织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募款请

求中也将特别提及。

63 Jenny Griswold, “A Communication Campaign Designed to Solve a Critical Humanitarian Problem”, Case 
Study No. 1726, PR News, ISSN 0033-3697; ICRC, Red Cross Information in Areas of Conflict: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Campaign in Southern Africa 1978–1980, Recommendations for Similar Activities in Africa in 
the Future, Genev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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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通过重新调整，这两种工作方式——现场传播与战场外的传

播——合二为一。这为传播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传播工作与代表

的职能及其工作性质的关联 (一些人将其视为ICRC代表的“人寿保险单”) 

已与传播工作对于国际人道法核心原则及保护非战斗员的意义不相上下。

然而，负责传播和交流工作的代表在一线的任务并非总是轻而易举，他们

的工作常常被视为ICRC重大行动中无关紧要的内容，而非全面保护战略的

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研讨会：以南非为例

从1977年开始以及整个80年代，在雅克·莫雷永的推动和参与下，ICRC

在东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多次举办以传播为目的的研讨会。

ICRC在南美洲普及国际人道法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南美洲对ICRC来说

是一个试验场。当时，军事独裁政府对人权极为警惕，认为人权捍卫者是危

险的左倾激进分子。尽管如此，ICRC却能够说服阿根廷和智利军方成员参加

关于“人权、国际人道法和国家安全”主题的研讨会 (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和哥

伦比亚举行的研讨会) ，还同意在本国举办此类活动 (例如在阿根廷和智利举

办此类研讨会) 。64虽然ICRC并不反对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按照军方惯用的说

法) 意味着对人权的限制这种说法，但它坚决主张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得违反共同第3条所设定的底线，即便是在不适用人道法的情况下。

行动计划：确定“目标群体”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ICRC确认有必要明确传播工作的战略方针并和运

动的合作伙伴一道将其变为具体目标。1978年至1990年间，65ICRC和联盟在

征求各国红会的意见之后制定了3个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有3个主要目标：鼓

励各国加入《附加议定书》，开展更深层的研究并发表研究结果，继续推广

64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由ICRC和美洲人权研究所共同组织的关于国家安全、人权

和国际人道法的美洲地区研讨会。来自美洲各国的军队代表、各国红会的代表以及专门从事人权研究

的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ICRC还参加了在玻利维亚、乌拉圭、秘鲁、智利和委内瑞拉举办的研讨会。

65 1978-1981年行动计划、1982-1985年行动计划、1986-1990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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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和基本原则。66这些目标均已实现：在这段时间里，ICRC主席5
次呼吁各国政府加入或批准议定书，并出于同样目的派遣了170多个代表团

做各国政府的工作。法律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撰写《附加议定书》评注，67这

只是ICRC、联盟和亨利·杜南研究院在1975-1990年间发表的关于国际人道法

和/或基本原则的223部著作之一。传播项目以6个特定群体为目标：各国红

会、武装部队、各国政府、68大学、69卫生保健人员、70大众传媒。

1986年《章程》规定的为各国红会提供支持

ICRC专门拨出资源用于与各国红会的协作活动。它鼓励各国红会设置

专人负责传播工作，并向许多红会提供了教材、资金及培训方面的支持。

ICRC还培训了自己的传播代表来支持各国红会的工作；1983年底，ICRC在4

个地区代表处派驻了这种代表。在各国红会当中，摩洛哥红新月会于1987年

率先组织了6个面向运动行动计划所确定的“目标群体”的研讨会。

1986年通过的 (现仍有效) 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明确了各

实体的职能：71

• 各国红会“传播并帮助政府传播国际人道法；在这方面各国红会应积

极主动”；

•  ICRC的职能包括“维护并宣传本运动的基本原则”，并“为了解和

传播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知识而努力工作”，这一职能在

1952年《章程》中已有规定，只是措辞较为简单；

• 联盟将“帮助国际委员会促进和发展国际人道法，并与其合作，在各

国红会中宣传国际人道法和本运动的基本原则。”

66 关于90年代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包含了80年代开展的活动的细节。

67 ICRC,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of 8 June 1977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1949, 
Geneva, 1987.

68 这方面工作的重点是在世界各地以公务员和外交人员为对象 (包括在日内瓦和纽约以派驻联合国的外交

人员为对象) 组织培训性质的研讨会。

69 ICRC和波兰红十字会于1981年开始举办国际人道法华沙暑期班；ICRC和斯特拉斯堡的国际人权研究

所从1982年开始举办国际人道法研讨会。ICRC还举办各种会议和制做出版物。

70 ICRC制作了专门的出版物；医务处与日内瓦大学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从1986年开始举办英文的“密集

人群卫生应急”培训班；在一线，对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汗难民进行了急救培训。

71 1997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各组成部分国际活动组织协议 (塞维利亚协议) 》第9.3条确认了

ICRC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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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针对武装部队的综合性的、分散式的培训机制

20世纪80年代初，ICRC通过 (ICRC内部称之为)《穆利嫩手册》72的形式

为在圣雷莫开设的课程提供支持，以帮助各国履行其在武装部队中进行国际

人道法教育的义务。ICRC希望这些经过培训的军官能将国际人道法课程引

入本国军事院校和高校，在此过程中该国可根据自身需要和国情对课程内容

进行调整。大多数相关国家都要求ICRC提供财政援助 (以拨款的形式)，这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84年，ICRC改变了战略。在圣雷莫听课的人员主要是职业生涯即将

结束的官员，而各代表处的主任一直在极力推动驻在国同意ICRC在该国的

军事院校和高校开设此类课程。这样做的目标是培训那些与军方高层直接接

触的官员。73参加这些课程的学员最终将担任司令员并负责培训其统率的部

队。1984年，ICRC参考圣雷莫课程的模式在苏丹首次开办了这种类型的课

程。3名ICRC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代表编订了简明培训教程，内容更侧重于

行动方面而非法律方面，对于负责培训作战部队的军官而言，这样的教程更

符合他们的需要。ICRC的目的是开设一门“综合性”课程，而非国际人道

法理论课。最终目标是使士兵本能地按照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使用武器和执行

任务；军官们必须能够依据各自职衔将国际人道法及其行动方面的要求融入

战术和战略决策过程。74在一线开设的课程最初是由总部人员临时前往实地

进行授课。

外交前线

1978年至1990年发生的多个冲突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有谁会忘记越

南对柬埔寨的干预、两伊战争、南大西洋战争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72 弗莱德里克·德穆利嫩，《武装部队战争法手册》，ICRC，日内瓦，1987年。

73 军方高层可以是国防部部长、军事训练负责人、参谋长或大型军事建制 (即：旅或师) 的司令员。

74 1975-1990年间，ICRC组织了88个面向武装部队的国家一级或区域一级的研讨会，并参与了20个在圣

雷莫举办的这类课程；还为教材的制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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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安哥拉的战火？75随着冲突的消息不断登上报纸的头版，各界对国际人

道法的关注与日俱增。下面是几个例子。

1980年，各国同意在战时及和平时期传播《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

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特

别要在军事训练课程中包括这方面的学习，以便使武装部队均知悉各该文

书”。761869年柏林大会上提出的这种思路能够一直保持下来，这是一件相

当了不起的事情。

仅在两届国际大会 (1981年在马尼拉和1986年在日内瓦) 上就通过了5项

关于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决议。77马尼拉大会呼吁各国政府成立由政府各部委

和国家红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日内瓦大会则鼓励ICRC定期举办面向

武装部队的关于冲突局势适用法律的国际课程。

最后，ICR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商定将国际人道法纳入人权课程。在

圣雷莫，ICRC解释了它的观点：

这两套法律并不冲突……它们涉及同样的人员……在学术界，这两套法

律很可能由同一个人授课…… (而且) 为开设关于这两套法律的课程而提供的

财政资源往往也来自同一个地方。78

从1970年开始，ICRC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美洲国家组

织、阿拉伯国家联盟进行了接触，鼓励它们帮助传播国际人道法。1979年，

在ICRC主席对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访问期间，这两个组

织决定建立经常性的联系。1981年7月，联合国训练研究所首次请ICRC参与

75 ICRC, Quinze ans d’activités opérationnelles du CICR en faveur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et des conflits 
armés, 1970–1985, internal document, 7 November 1985.

76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日内瓦，1980年
10月10日，第6条。

77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of the Red Cross Principles and Ideals”, 
Resolution X,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Manila, 1981.“The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solution II;“Disse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Principles and 
Ideals of the Movement in the Service of Peace”, Resolution IV;“National Measures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solution V;“International Courses on Law Applicable in Armed Conflicts”, 
Resolution VI,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1986.

78 Jean-Jacques Surbeck, Co-ordination Among Intereste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the Field of Promotion, 
Dissem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6th Round Table on Current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d Cross Symposium, San Remo, 5–8 September 1979,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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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海牙开设的国际法课程。到了1989年，这个在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 

(柏林墙被拆除、铁幕不复存在)，ICRC已经习惯于发展关系网，但它并没有

忘记在与那些对政治考虑较为敏感的政府间组织进行合作时的限度。

20世纪90年代：革新、反思与争论

柏林墙的倒塌开启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时期，过去的两极世界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出现。尽管中美洲、东南亚和南部非洲的冲突已

经结束，但世界各地仍在爆发各种暴力局势。79而苏联的解体也带来了根本性

的变革：70年来ICRC都无法涉足、国际人道法和基本原则都未能取得任何明

显进展的一块大陆突然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高加索地区和塔吉克斯坦爆发

了新的冲突。非洲则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失败国家面临政府的瘫痪、无人

管束的民兵组织不断增加、失去超级大国支持的冲突各方为满足资金需求而四

处劫掠。违反国际人道法对平民居民进行威胁恐吓成了战斗员的目的，而他们

的行动常常是在暗中进行的。代表们的安全变得越来越难以保证。

ICRC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当中继续与运动的合作伙伴一道开展推广

国际人道法的工作。它通过开展试点项目来确定使其教育活动适应各种迥异

文化背景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段进行交流。ICRC还

对影响人在交战环境下的行为举止的心理机制感兴趣。对此问题ICRC重新

进行了深入反思。然而，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1996年3名代表在布隆

迪遇害及6名代表在车臣遇害等事件对传播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因此对传播工作的用处表示怀疑。80

79 第二次海湾战争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抗暴行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尼泊尔的国内冲突，巴尔干半

岛和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和发生在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的冲突，

墨西哥的洽帕斯起义，厄瓜多尔与秘鲁的边界冲突。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清单很长。

80 在罗德西亚发生尼亚马罗帕惨案之后，ICRC在非洲开展了大规模的传播活动。但布隆迪和车臣悲剧发

生之后，一些ICRC官员对传播工作的作用表示怀疑，就好像仅凭传播活动就能保证代表们的安全。尽

管如此，传播工作仍继续得到科内利奥·索马鲁加主席及政府方面对话方的全力支持，他们鼓励ICRC继
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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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成就

1989-90年，运动开展了一项由135个国家红会参与的、旨在保护战争受

难者的全球范围的宣传活动。81在那之后，ICRC和联盟起草了90年代传播工

作的指导方针。821995年和199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通过了一些相对标准化的与传播工作有关的承诺。83

正是在这种前途一片光明的背景下，ICRC于1994年10月通过了一项计

划，旨在支持其与传播有关的活动及与各国红会的合作，基于：

•  除传统意义上向武装部队、跨国武装部队 (北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停火监督团) 及联合国部队提供与传播相关的支持外，与游击队及

其它无系统组织的武装团体进行临时接触；

• 将青年作为重点工作对象，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在校学生，还 (第一次) 
涵盖了街头青年，目的是与那些教育系统所疏忽、可能受准军事团体

影响的年青人进行接触。工作的重点将是城市里的年青人 (将乡间年

青人也纳入工作范围未免目标过高)，而在教育领域则侧重于大学及

培养外交官和高级公务员的学院。针对教育领域及各国红会的战略是

培训三个不同阶段的教员：提高认识、鼓励参与、培养自主性；

• 帮助媒体更好地了解国际人道法，以使之远离战争宣传。米勒·科林

斯电台那些充满恶意的指责谩骂在卢旺达所煽动的强烈情绪，仍然令

人倍感痛心。

尊重文化多样性并通过艺术手段使工作更有成效

一部由纳尔逊·曼德拉作序、名为《来吧非洲！——战地乐声》的杰作

记录了由5名非洲重量级音乐家共同参与的一项传播行动所取得的成果。

81 ICRC and League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of the Principles and Ideals of the Movement: Results of the World Campaign for the Protection of Victims of 
War, preparatory document for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CD 5/2, 
C.I/5.1/1, Geneva, 1991. 此次大会被无限期推迟。

82 ICRC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上文脚注5。
83 但我们将注意到1995年大会通过了《1993年9月1日保护战争受难者国际大会最后宣言》，该宣言鼓励

各方制定实际措施，以便在政府机制瘫痪的国家推广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从法律到行动。关

于保护战争受难者国际大会后续行动的报告”，决议1，第26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日内瓦，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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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他们远赴利比里亚、安哥拉、苏丹边界及夸祖鲁-纳塔尔省，通过他们的

歌声向非洲年青人传达国际人道法的精神，其中一些歌曲成了排行榜的冠

军。在危地马拉，为了找到有效的传播手段，并同饱受“暴力时期”摧残

的社会建立联系，马雅人的代表试图找到国际人道法与马雅道德观念之间

的相通之处。85在布隆迪爆发了被称为“种族间暴力”的局势之后，ICRC

在这个行政管理系统四分五裂的社会里，围绕“共同的人道标准”在布隆

迪人当中及布隆迪人和ICRC之间开展对话。ICRC的思路是：首先，基于

这种对话的成果起草《关于人道行为各项标准的宣言》，“随后，进入更

侧重教育性的阶段，相关工作由当地领导人负责；最后，在一个附加的、

更为强制性的层面上通过该宣言”。86这里谈到的只是一些事例，反映了那

些负责传播工作的人员所秉持的信念，即：本着尼亚马罗帕惨案之后激励

ICRC的那种精神，我们需要开创新的思路，利用艺术手段使国际人道法的

主旨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之中，并依靠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当地交流专

家的专业技能。

尽管如此，ICRC内部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以优素·恩杜尔演唱的歌

曲为例，他在歌中唱到：“泪水啊，我的泪在流！非洲啊，非洲将歌唱——

为什么？你心中的太阳就是你的笑容——为什么？来吧，让我们呼唤和

平——为什么？”，一些人担心人们会因此 (尽管这首歌不是ICRC唱的) 将

ICRC与和平主义联系起来，却不明白艺术家们在传达关于战争限度的信息

时加上了个人对和平的呼吁，不过是希望传达更加丰富的内容。最后，是否

应探寻国际人道法与当地道德观念的相通之处，同时承认这种方式固有的风

险，还是只需在交流手段中注入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就够了？在背离传统的

84 Kole Omotoso, with Foreword by Nelson Mandela, Woza Africa! Music Goes to War, J. Ball, Johannesburg, 
1997.

85 Claudia F. Dar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y el ordén juridico maya: Una perspectiva historico 
cultural, FLACSO, Guatemala, 1997.

86 Édith Baeriswyl and Alain Aeschlimann, “Reflections on a Dissemination Operation in Burundi – Declaration 
for Standards of Humanitarian Conduct: Appeal for a Minimum of Humanity in a Situation of Internal 
Viol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9, 1997, p.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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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传播方式时，ICRC是否迷失了方向？对此ICRC进行了一项内部

调研。87这一争议仍没有定论。

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青年接触

在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车臣、塔吉克斯坦的冲突中出现了

大量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形，而这里的人们对国际人道法一无所知，正是在

这些地区，ICRC以青年为对象的传播工作真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工

作是一系列疑问的结果。在这类通常基于总体战思想开展军事训练的国家，

只对武装部队进行国际人道法教育就够了吗？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随着新的国家宣告独立，难道没有必要也在更广泛的青少年和学生 (未来的

公民) 当中以及士兵和 (某些情况下) 决策者中提高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吗？

尽管在当前冲突中就是否遵守国际人道法做出决定的人并非都上过大学，但

在未来一定还是这样吗？我们应当把握机遇，与当地及国内的教育体系建立

合作关系，他们的支持是成功的关键之一。作为中学文学课的一部分，俄罗

斯联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于1996年采用了ICRC编订了中学课程，亚美

尼亚于1997年也开设了这一课程。其目的在于鼓励年青人在连续几年当中对

冲突局势中 (无论处于邻近冲突的环境还是置身战火当中) 的适当行为进行思

考，并参考该地区主要作家的著作。该项目被称为MINEDUC，其优势在于

ICRC的角色不像个宣扬善道的传教士。相反，通过与该国教育体系合作，

该方案围绕该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文学来规划。ICRC为该项目设定了远

大目标。2001年ICRC向俄罗斯联邦89个地区的6万5千所学校运送了250万

本手册，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ICRC的雄心壮志。随后，ICRC在塔吉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新颖的方式开展了这一项目 (通过与作

87 G. Chaves, ‘L’ Approche interculturelle’ pour la promo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au CICR, ICRC internal 
study, 1998–1999. See also M. Harroff-Tavel, above note 2, pp. 5–20; Marion Harroff-Tave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Challenges it Poses for Humanitarian Practitioners”, Afric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07; Marie-José Domestici-Met,“Cent ans après la Haye, cinquante ans après Genèv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au temps de la guerre civil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o. 
834, June 1999, pp. 27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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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体进行对话、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公民教育课程以及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

的准军事课程)。88

1998年ICRC对MINEDUC项目进行了内部评估，并于2001年完成了对该

项目的外部独立评估。与没有参加该项目的人相比，全程参加的青少年对国

际人道法和人权有了更多的认识，尽管他们更容易谈起的是人的价值，而非

具体的国际人道法主题。这项评估还将人们态度的转变归功于MINEDUC项

目。学生们提到了这一颇具启发性的项目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将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所产生的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但在ICRC内部，对这些教育方案的

复杂性和成本是有争议的。

在高校的传播：MINUNI计划及其后续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ICRC在高校中系统地开展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工作。

它制定的MINUNI计划在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 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

这些国家，ICRC设法使国际人道法融入大学的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

闻学院的课程；并编写了俄语教具、培训青年助教 (其中一些人会将这一工

作继续下去) 、推动俄罗斯高校与西方国家高校建立合作机制。由于ICRC的

努力，国际人道法成为俄罗斯联邦《联邦国家教育标准》的一部分。89与此

同时，ICRC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支持下，于1994

年和1995年在明斯克、塔什干、里加举行了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地区研讨

会 (被称为MEON)，并于1996年在巴库、埃里温、第比利斯举行了同样的研

讨会。这些努力促使东欧和中亚的15个国家在国内成立了部际委员会。随

后，在独联体国家经过大范围考验的MINUNI和MEON项目将被推广到其它

大洲。

ICRC开展高校工作的根本原则非常明确：提高当地的学术能力、适应

具体高校的程序和体系、开发实用的教学手段 (如：案例研究、利用互联

88 Marion Harroff-Tavel,“Les défis de l’ action humanitaire du CICR dans les conflits du Caucase et d’ Asie 
centrale (1993–1996)”,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No. 105, Spring 2001.

89 Stéphane Hankins,“Promot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319, 
July–August 1997, pp. 44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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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举办或协办模拟法庭竞赛) 及提供教学资料。1997年，ICRC在日内瓦决

定对案例研究进行整理汇编，其中将包括开设以实践为基础的国际人道法课

程所需的所有教学资料。90同年，ICRC在总部设置了负责处理与学术界关系

的代表职位。

在离总部较近的地方，ICRC于1995年参与筹备日内瓦大学关于人道行

动的跨院系方案 (后来重新定名为“人道行动教育与研究中心”) ，并于2002

年支持建立了大学国际人道法中心 (现在的名称是“日内瓦国际人道法与人

权学院”)，同样设在日内瓦。

在武器携带者中的传播：分散式部署及军官教员后备队伍

考虑到新兴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的形势，并凭借在复杂局势 (如：索马

里、前南斯拉夫) 中取得的经验，以武装部队为对象的传播工作在1993年和

1994年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首先，ICRC扩大了传播战略的范围，将“武

器携带者”纳入其中，并决定以一种分散部署的方式实施这一战略，最初

ICRC在内罗毕和曼谷派驻了代表。91其目标不仅仅是进行培训，还包括在

军事当局中宣传ICRC，以便该组织能够实现其行动方面的目标。其次，在

继续与圣雷莫的人道法国际研究所保持工作关系的同时，92ICRC决定建立

由各国军官教员组成的人才库 (这些人员已退伍并来自政治上“中立”的国

家) ，这些人员将可短期执行临时任务。这些教员在参加为代表开设的融入

课程 (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与军队文化大相径庭的“ICRC文化”) 之后将

被派驻ICRC各代表处。最后，ICRC聘请了一名瑞士军队退伍少将作为特别

顾问，他的作用是组织由外国将领参加的高级别研讨会，这些将领很可能

对本国武装部队的传播工作发挥重要影响。

90 Marco Sassòli, Antoine A. Bouvier and Anne Quintin, How Does Law Protect in War? Cases, Docum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rd ed., ICRC, Geneva, 
March 2011.

91 这个网络随后扩展到新德里、比勒陀利亚、哈拉雷、纽约、布鲁塞尔 (后两处的代表职位于21世纪初设

立)。现在这个网络由35名代表组成，他们负责与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及宪兵队开展合作。

92 负责这些分散式课程的ICRC代表大大扩展了圣雷莫研究所的关系网，吸纳了来自非洲 (乌干达、安哥

拉、埃塞俄比亚)、亚洲 (越南) 和拉丁美洲的军官 (以及一些之前的叛军指挥官)。自2008年以来，在瑞

士军队等其他合作伙伴的协助下，ICRC一直在为该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实现课程内容和教学

方法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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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传播对象：警察和安全部队

由于上文所述的冲突性质的变化，ICRC越来越多地 (特别是在拉丁美

洲) 在国内动乱局势中开展工作，这类局势不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而是由

人权法加以规范。这两套法律基于不同的逻辑原理。93ICRC看到武装部队和

警察都在国内暴力局势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警察有时也会卷入武装冲

突，却没有受过任何关于这类局势或国际人道法知识的培训。是否有必要将

警察纳入ICRC传播工作的范畴，并设法与之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便营

造一种信任的氛围？ICRC究竟打算在多大程度上诉诸人权？尽管内部存在

反对的声音，ICRC还是设立了武装部队与警察科，之后成为一个处。ICRC

采用注重实效的工作方式对警察进行培训，并聘请一名警察——塞斯·德·罗

维尔 (荷兰警校前副校长) 编订出版了用于培训警察部队的实用指导手册。 
94ICRC将在一些代表处派驻警官 (如：驻利马代表处)。

ICRC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

在ICRC的历史上，它关注的不仅是国际人道法条约的推广，还有这些

条约的实施。1988年至1991年，ICRC在各国及其红会当中开展了普查，了

解它们为将国际人道法融入国内法所采取的或打算采取的国内实施措施，这

些措施的目的包括保护特殊标志、起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等。在接下来

的数年间，南斯拉夫冲突造成的创伤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对违反国际人道

法行为的刑事诉讼。保护战争受难者大会 (1993年) 促成了1995年在日内瓦举

行的关于该问题的政府间专家小组会议。专家小组请ICRC准备一份关于适

用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的报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其中一些规则涉及到传播)。小组还建议：首先，成立国家委员会来帮

助政府实施和推广国际人道法；其次，共享那些可能对各国有用的信息。95

要求ICRC与各国共享其在提供咨询服务时从其他国家获得的信息的做法尤

93 例如，人权法上不存在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 (或民用物体) 的原则。这两套法律的确都有“比例性”的

概念，但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94 Cees de Rover, To Serve and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for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CRC, Geneva, 1998. 这一实用培训手册被译成多种语言。很多国家将其用作警察部队交战规则的范本。

95 第26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1995年在日内瓦举行) 通过了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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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明：因为各国并不希望出现某种系统使他们不得不定期说明其为适用国

际人道法所采取的行动，而一种具有同样效果但却不那么严格的方式就是通

过ICRC。因此这些年度报告与其说是一种传播手段，不如说是在分享良好

实践、鼓励各国采取行动、以及作为“间接”监督的一种形式。

为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ICRC在法律部内设置了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

处，负责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服务处于1996年初正式启动，其组织结

构是分散式的，其人员为驻在各代表处的法律专家，总部的一个小组将为该

处提供支持。法律部建立了专门的文献中心，向各国政府、各国红会、各种

组织和研究人员开放，96该中心后经整编成为ICRC图书馆。

“战争与人”项目

为纪念《日内瓦公约》通过50周年，ICRC启动了“战争与人”项目，

它在1998年10月到1999年9月期间对来自17个国家的2万多名平民和战斗员进

行了访问。97最后得出的报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相信战争应当有限

度，但这种信念最常见的来源是人格尊严的观念、宗教、传统或个人的道德

准则。在冲突地区，39%的受访者听说过《日内瓦公约》，但其中只有60%

的人能够准确描述其内容。不了解这些公约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拒绝给予

被俘战斗员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权利；他们也很难帮助那些受伤或放下武器的

战斗员，如果他们的亲友死于这个战斗员之手。98在穆斯林国家，人们在提

及法律的概念时很可能指的是伊斯兰法。这项研究的结果以及10年后的一项

后续调查99为ICRC与哈佛大学 (珍妮弗·利宁) 及日内瓦大学之间的协同合作

96 通过与各国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的密切合作，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开展了许多活动。它鼓励各国制

定能够助其履行义务的法律、规则及行政规定，如：起诉违纪行为、保护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标

明受保护场所。它组织召开研讨会，推动与部委、武装部队、国家红会、高校、民防实体等机构的联

系。随着这些研讨会的举办，咨询服务处向提出请求的国家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援助。咨询服务处还撰

写记录其进展的年度报告。关于这些义务及咨询服务处工作的更为全面的描述，见Paul Berman,“The 
ICRC’s Advisory Service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6, No. 312, 1996, pp. 338–347.

97 这一研究的结果发表在国别报告以及一份摘要文件内，Greenberg Research, Inc., The People on War 
Report: ICRC Worldwide Consultation on the Rules of War, ICRC, Geneva, 1999.

98 同上，第19页。

99 Ipsos and ICRC, Our World. Views from the Field. Summary Report: Afghanistan, Colombi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Georgia, Haiti, Lebanon, Liberia and the Philippines, Genev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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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准备。“战争与人”项目尽管引起了一些方法上的争议，但它仍代表

了ICRC的一项重大投入，而且带来了内容丰富的反馈信息。

20世纪90年代，ICRC内部围绕传播工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

论在指导委员会内尤为突出，一些委员不愿看到ICRC越来越深地卷入“预

防”工作并反对将资源用在这些方面。对开展这些工作的人员而言，无论

是以青年为重点的方案或教育领域的项目，还是为使ICRC传达的国际人道

法信息体现文化多样性而作的努力，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在ICRC内

部) 。因此，90年代科内利奥·索马鲁加主席、伊夫·桑多、弗朗索瓦·比尼翁

对国际人道法推广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些捐助方对这一工作的兴趣起到了

关键作用。致力于在其负责的地区开展MINEDUC、MINUNI和 MEON项目

的东欧和中亚地区总代表让·马克·博尔内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尼翁的大

量著作也有助于国际人道法的推广，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关于保护战争

受难者的权威著作了。100日内瓦国际人道法与人权学院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伊夫·桑多。

2000年及其后：国际人道法的融入与实施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袭击事件对西方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随

后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以及其后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

春”的剧变所带来的挑战，由于互联网使得全球范围内信息能够即时共享

而变得更为复杂。ICRC采取积极行动应对这些发展：它设置了交流主任一

职，训练行动方面的交流专家，101开始监测其在媒体的曝光情况，利用新的

技术 (如：社交媒体和博客)，并扩展其建立关系网的工作 (特别是在伊斯兰

世界)。内部的结构重组表明2001年至2010年间ICRC 日益重视与新闻媒体有

关的活动。

100 F. Bugnion，上文脚注1。这本书兼具理论与实践，采用了跨学科的手法 (融汇历史、法律与政治学)。关

于ICRC的工作与国际人道法的关系，书中汇集了各种经验教训。作者的结论在今天仍极具现实意义。

101 特别是达尔富尔的危急局势使ICRC重新关注现场传播工作，从2005年开始，它向一线派遣了4名讲阿

拉伯语、负责行动方面的交流工作的常驻代表。但在2010年随着一次内部重组，为行动方面的交流工

作提供支持的活动锐减，转而支持与媒体有关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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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同时，ICRC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对国际人

道法的教学、诉诸国际人道法以及在国内或通过国际性的法院对违反国际人

道法行为进行起诉等方面感兴趣的人士及组织越来越多。ICRC不再是就此

问题与武器携带者进行对话的唯一实体。在不同国家开设同样的课程已经不

够了。因此ICRC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活动，其工作重点重新调整为将国

际人道法融入中学、大学课程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培训内容，另一个重

点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日内瓦大学对战争中行为的根源进行的研究也促

使ICRC改变其工作重点。该组织通过了关于一些活动的指导方针，开展了

评估并对人们的观念和看法进行了调研。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方面进行更为

深入的考察。

鼓励年青人探索国际人道法并重点关注处境危险的儿童

1997年，ICRC参考MINEDUC项目 (该项目后于2010年结束) 并根据其在

几内亚、埃及、索马里、克罗地亚、南非、哥伦比亚获得的经验，委托位于

波士顿的教育发展中心制定一个以青年为对象的跨国教育方案。这个被称为

“探索人道法”的方案不像过去的课程那样附有大量参考资料，当然也并非

完全按照当地文化量身定做。其目标是使年青人了解暴力局势中适用的规则 

(特别是国际人道法) 以及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的异同。同时鼓励年青人对违

反国际人道法将导致的人道后果进行思考，并探索如何防止这类违法行为和

减少因此造成的苦难。

21世纪初期，ICRC开始实施“探索人道法”项目，目标是将其融入学

校课程并随后由教育当局和/或国家红会继续实施。2006年，该项目增加了

虚拟校园 (为教师而建的网站)，并于2007-08年更新了项目的内容。“探索

人道法”的构想是通过互动性的活动方案发展批判性思维，并使学生理解与

他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对话的重要意义。该项目取得了三个积极成

果：在一系列暴力局势 (包括发生在市区的暴力局势，如：在里约热内卢的

几处贫民窟) 中发展了与年青人及其朋友和家人在行动方面的交流；作为与

各个社区进行接触的跳板，基于ICRC与家庭和教师建立的联系，例如印度

尼西亚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有助于激发年青人对人道工作的兴趣。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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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探索人道法”项目处境艰难：ICRC不准备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

对该项目提供长期支持，不幸的是在ICRC停止支持后，一些国家的教育当

局便不再继续实施该项目。一些ICRC官员认为在冲突局势中，当人们屈从

于一种实施有组织暴行的集体制度时，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自由意志可言。这

种观点加速了该项目的寿终正寝。在他们看来，用于这类教育项目 (被认为

是一种出于对人类的信心而采取的行动) 的资源如果用在别的方面会更有成

效。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除了儿童受难者和 (武装部队、民兵团体

或黑帮中的) 儿童战斗员之外，还有新的一类处境危险的儿童：流落街头的

儿童以及从军队中遣散或逃离冲突的儿童。“处境危险的儿童”项目102是

ICRC根据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所作的观察提出的一项动议，其目

的在于防止青少年 (无论出于自愿还是强迫) 被武装团体招募。虽然这一概念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很可惜未能得到充分贯彻。尽管如此，ICRC还是在

尼日利亚与该国红会及当地一个名为AVP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在AVP开发的

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旨在防止青年暴力行为的课外活动方案。当

地社区也应邀参与这一活动。 

对战时行为的根源进行的“影响力研究”103

在日内瓦大学心理系和教育学系的支持下，ICRC对战争中人的行为的

根源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对武器携带者加以监督、下达关于适当

行为举止的严格指令、对违令者做出有效处罚，这些必要条件必须全部满

足，才有可能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好地遵守。”104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

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对武器携带者几乎没有影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形之所

以司空见惯是因为人们为这些违法行为赋予正当理由并指责敌人丧失人性，

102 Michele Poretti, “Preventing Children from Joining Armed Group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Vol. 27, No. 
4, 2008, pp. 123–141.

103 该研究项目是基于“战争中的人们”项目的研究结果、在4个ICRC开展行动的地区对战斗员进行的调

查、对大多数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代表及交流代表的问卷调查及对文献资料的审查。该研究及调查是

与日内瓦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

104 Jean-Jacques Frésard, The Roots of Behaviour in War: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CRC, Geneva, 2004,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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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这类行为脱离了道德上的评判。此外，从属于某个团体也可能会使武

器携带者做出在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的行为。因此，问题并不

在于对那些具有辨别能力、能够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理解道德方面的考虑

的、独立自主的个人加以影响，而是要对那些始终维持着某种组织架构的团

体施加影响，即便其组织架构并非一目了然。

质疑一个基于道德观念的论述是否有用、是否恰当，这是路线上的重

大逆转。一个世纪以来，ICRC对命令、指挥链及处罚措施的重要性深信不

疑。它明白团体有时凌驾于个人之上，但直到这项研究为止，它都认为自己

是人道主义普世道德观的持有者，这种道德观基于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构成国

际人道法基础的那些原则，能够激励人们采取人道行动、做出人道反应，因

此必须使其广为人知。105ICRC不遵循任何特定模式，也不认为自己被赋予一

种对人们进行教化的使命，它不惧怕谈论人的价值，国际人道法正是这种价

值的法律体现。而影响力研究的结果改变了这种工作方式和态度。

这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不幸对许多项目造成了严重打击。这一研究只涉

及武器携带者的行为，但当时普遍的观点却 (并非毫不武断地) 认为其结论

适用于其他领域。最终结果是ICRC将重点仅放在对战斗员进行实在法规则

的教育。几乎没什么人还有兴趣探寻国际人道法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观

念、传统及行为准则之间的联系，这些道德观念、传统及行为准则鼓励人们

无私利他、富于同情心，并在行为举止上尊重他人的尊严。106针对除武装部

队和政治精英之外的其他“目标团体” (如：在校青少年) 的预防性的、长期

的活动太过偏离影响力研究所建议的单一路线，因此不应在财政和人力资源

方面予以实际投入。

我们应对影响力研究的内容做出新的解读并更好地加以利用。随着时间

的推移，ICRC应当能够批判地分析当时得出的结论 (在ICRC之外已经开始

105 Jean-Luc Blondel,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umanitarian’ in Relation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29, No. 273, 1989. 该文章作

者认为，人道工作的驱动力来自一种主张开展对话的道德观。

106 但根据当时的一部心理学著作，所有的传统中都包含了人道和正义 (最可能的原因是它们对于物种生

存的重要意义) 。See Christopher Petersen and Martin E. P.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4, pp.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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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种分析)。107在ICRC内部，事态似乎正在转向相反的方向。在影响力

研究结果发表几年之后，ICRC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它通过了一项关于

其使命和工作的官方政策，将预防作为它的四个活动方案之一 (其它三个分

别是保护、援助、合作)，并承认必须普遍从中长期角度开展预防工作，以

便创造一种有利于国际人道法得到遵守的环境。108该政策还强调ICRC有意以

一种多学科的工作方式整合这些不同方案所涉及的活动；预防工作由此摆脱

孤立的境地。最近，ICRC的目标是约束针对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暴力，令人

想到医德作为影响行为的强有力工具的作用。109

实施：更加具体的指示

过去10年间举行的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2003年、2007年及2011

年) 均强调了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意义。这几次国际大会所作的承诺

有何不同之处？2007年，大会要求各国在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国内立法和实践

时强调：必需采取各项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涉及特殊标志的使用和保

护以及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还涉及 “保护文化财产、规范战

争手段和方法以及保护失踪人员及其家人的权利等内容”。1102011年举行的

国际大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为期4年的行动计划，111强调了在保

护妇女、儿童及记者方面应在国家层面采取的措施。大会鼓励各国通过相关

立法并做出相应安排，以准许家属参与法庭诉讼程序。各国还必须对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加以纠正，并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而ICRC将继续“在将

此类罪行纳入国内法方面提供技术援助”。最后，应对国际人道法在“法律

专业人员，包括检察官和法官”中的传播工作予以特别关注。

107 见本期《评论》中戴尔·斯蒂芬斯 (Dale Stephens) 对“影响力研究”结论的批评。

108 ICRC, The ICRC: Its Mission and Work, Geneva, March 2009, pp. 16–17.
109 Vivienne Nathanson, “Medical Ethics in Peacetime and Wartime: The Cas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5, No. 889, 2013.
110 “Reaffi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esolution 3, 3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Geneva, 26–30 November 2007.
111 “4-Year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esolution 2, 3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Genev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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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队与安全部队及警察：战略调整

ICRC通过了指导其以警察和宪兵队为对象的传播工作 (2007年) 及以武

器携带者为对象的传播工作 (2009年) 的一系列指令。ICRC承认它拥有一个

覆盖范围很广的关系网，112但它仍希望建立一个单一的框架，在该框架之内

确定其与所有各类武器携带者 (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 进行对话的方向，并

通过普及构成其工作基础的两个主要原则——公正与中立，将这种对话同

ICRC的保护活动联系起来。ICRC力图避免自己的工作受到削弱，并关注这

样一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较之于ICRC与非国家参与方的联系，它与政

府武装部队的联系要更为广泛。于是，ICRC对将与武器携带者建立的对话

的类型、应当开展这种对话的局势、ICRC卷入的程度、以及指导方针和各

自的责任 (鉴于这将是一种多学科的工作方式) 做出了界定。同样的工作方式

也适用于与警察和宪兵队的对话。鉴于他们的作用是在不违反人权的前提下

维持秩序，ICRC必须确认这些治安部队是否制造了受害者或他们自身成了

受害者；他们是否能够帮助和保护受害者；他们能否影响那些掌握受害者命

运的人；以及/或他们是否对ICRC的工作或对其工作人员的安全起到一定作

用。这一指导方针反映了警察和宪兵队职能的特殊性，他们能够阻止人们行

动、实施拘留并进行搜查，可以使用武力和枪支。这些战略调整对代表们来

说既是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教学工具。

建立关系网：伊斯兰世界

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ICRC就与伊斯兰世界的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密

切的联系。下面三项观察所得促使ICRC在几年后扩大了这种联系，并进一

步听取各种人士和机构的想法并与之对话。首先，尽管国际人道法已经得到

各国政府的普遍批准，但武装团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民间社会的力量 (由

于新的信息技术) 日益壮大，使ICRC必须与这些参与方打交道。其次，宗教

在人们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伊斯兰世界有一套非常

112 这个关系网包括武装部队、警察、武装团体、私人军事和安全公司，并可进一步分为制定政策者、下

达命令者、执行命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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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的法律来规范国家间的关系及战争中的行为 (如：保护人的尊严、尊重

妇女和儿童、保护文化财产)。最后，新的政权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新构想

的出现对国际人道法提出了挑战。就像看待《联合国宪章》及人权一样，一

些人将国际人道法视为西方的产物——西方国家自己有时也会违反自己制定

的法律。作为人的思维的产物，国际人道法现在要与其它基准体系竞争，例

如被其信众视为源于神授的伊斯兰教法。

于是，从1998年就开始与巴基斯坦的马德拉沙 (伊斯兰学院) 建立联系的

ICRC决定系统地与伊斯兰教所有派别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人道团体、宗

教要人及研究人员进行接触，就国际人道法及伊斯兰法中与之相似之处进行

讨论。这种对话不是取代ICRC与各国政府的关系，而是对这种关系的补充

和加强，从而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2004年，ICRC与伊斯兰堡大学共同举

办了首个关于伊斯兰教和国际人道法的大型会议，与会者包括巴基斯坦的乌

理玛 (伊斯兰教法学家) 以及来自阿富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学

者。2005年，也门红新月会和亚丁大学举办了关于伊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对

战争受难者的保护的研讨会。2006年11月，ICRC在伊朗的库姆举行了关于

同一主题的大会，约100名来自伊朗主要大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专家参加

了会议。随后，ICRC将北非 (摩洛哥、突尼斯)、萨赫勒地区 (马里) 及东非 

(乌干达) 的合作方纳入了这一对话的范围。2013年ICRC在蒙巴萨举办了首

个研习班，从国际人道法和伊斯兰教的角度讨论武装冲突中被剥夺自由者的

问题。一些中东国家 (约旦、伊拉克、埃及) 参加了这一对话。2013年6月，

ICRC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合作，

继续开展与伊斯兰世界约10年前就已开始的对话。ICRC还在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积极采取行动，在“探索人道法”项目的基础上，在伊斯兰寄宿学校启

动了试点项目。这里提到的只是用来说明ICRC所采取的路线的几个实例。

评估与认知调研

21世纪初，ICRC加强了对传播工作的评估，但对这方面的关切实际上

由来已久。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困境：既然没有发生暴行，怎么知道

是传播工作使暴行免于发生呢？对那些旨在使人们转变态度和行为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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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影响要如何衡量？ICRC于1993年做出了第一个指导性的说明，题

为“ICRC对传播活动的规划与评估”，主要将传播视作一种行动工具。在

过去的15年间，ICRC继续有系统地进行这种分析，具体做法是请外部顾问

对其若干行动进行评估，包括在斯里兰卡武装部队中的传播活动 (1998年)、

MINEDUC项目 (2001年) 以及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情况 (2008年)。2009年

在萨尔瓦多，ICRC与该国武装部队对在武装部队中开展的传播工作进行了

联合评估。

ICRC在交流领域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2003年至2010年，实地交流

工作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拉丁美洲和非洲角开展了认知方面的调研，以确

保行动方面的交流战略 (特别是当地和区域一级) 基于更为详实的资料。113

利用互联网

1990年至2000年之间的另一项重大变化是互联网的发展，它对ICRC的

全球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其对国际人道法传播工作的潜在影响仍有待充

分发掘，例如：通过可用电子手段获取的传播工具及国际人道法相关资料 

(如：电子书、在线学习)。

未来的挑战：平衡短期与长期目标并采用整体方法开展
预防工作

鉴于上述，下面三个挑战值得我们反思。首先是要在ICRC与其对话方

互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达到适度的平衡。ICRC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的第一个方

面由下列内容组成：推广国际人道法、提醒对话方关注其义务、使特定“目

标团体”对具体的法律问题有所了解、帮助人们转变态度和行为方式。推广

国际人道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全面构想的一部分，但必须审慎地将之

与实际背景相结合 (巴黎不同于比勒陀利亚，大马士革不同于塔什干)。推广

113 当时，ICRC通过了一项战略 (2006年-2010年) ，目的在于改善当地及派遣的负责交流工作的人员的聘

用、培训和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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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的工作人员会对ICRC的职能和国际人道法赋予该组织的任务加

以说明，但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国际人道法的实质内容。ICRC对外交往的第

二个方面是通过“烙印”的方式确认和阐明ICRC的特性。这对于下面这些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获准接触受害者，维护ICRC的声誉，就某些议题及冲

突局势确定自身的定位，对人道辩论施加影响，回应媒体关于ICRC在其中

开展工作的某个暴力局势现状的询问，以及提高ICRC筹集其行动所需财政

资源的能力。在发挥这一作用时，ICRC可以提及国际人道法的核心规则及

它在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的作用，但它真正要突出的是它在实地开展的工

作及采用的方法。

在设法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ICRC必须抗拒两方面的诱惑。首先是

注重短期目标，以牺牲长期目标为代价——现在ICRC对在年青人中推广国

际人道法的工作缺乏资源投入，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方面一个令人遗憾的例

子。其次是将ICRC工作的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合并 (鉴于它们互有重叠，这样

做并不困难)，却未能理解或尊重它们之间的差异。行动方面的交流的确可

以用来普及国际人道法，而且该法的实施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可能用

于行动目的的关系网，这诚然是好事。但这些功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需要

截然不同的组合技能。

第二个挑战是结构性的，与第一个挑战有关。当总部的不同部门负责

这两个职能时 (这种情况本身不是问题)，必须避开三个陷阱：偏重于使用某

个部门，而非所有部门 (取决于具体环境及要解决的人道问题)；部门之间缺

乏协调；工作人员更看重的是部门归属而非整个任务。在一线，不同代表处

情况各异。大多数代表处工作人员有限，因此他们必须同时胜任交流和传播

工作，而另一些代表处则即雇用全能型人才，也根据目标团体 (如：武装部

队、警察、高校) 的不同雇用相应领域的专家。组织协调这些完全不同的力

量有时并非易事，必须对专家工作的领域有充分的了解，即便只是为了确保

每个人都能高效地工作。让专家有更多机会担任行动监督的职位，将是向正

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第三个挑战是更为根本性的挑战，应在ICRC2015-2018年度的战略中有

所反映。ICRC必须决定如何落实其预防政策。该政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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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方式，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必须结合内部和外部的力量，通过多

维度的、结合具体背景的方式创造一种环境，既有利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

尊重，又有利于ICRC的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ICRC必须将工作重点放在

那些能对结构和体制 (包括立法、军事理论、处罚措施) 产生影响并能够帮助

解决已确认的人道问题的个人和实体上。预防政策包括参与的标准，并号召

该组织发展合作关系，整合其工作方式，114包括 (特别是) 说服
4 4

和动员
4 4

。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在一些冲突局势中，ICRC的行动覆盖面正在萎

缩；在这类情况下，无论是推动冲突各方履行义务并遵守国际人道法，还

是找到有影响的人士或实体来帮助ICRC完成这一工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在ICRC长期发挥作用的其它冲突局势中，与ICRC有合作的当地对话方

了解国际人道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拥护该法；ICRC通过秘密的双边对话

来说服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但冲突方却决定无视或违反他们所熟知的

义务。如果ICRC出于战略考虑决定继续在这类冲突局势中开展预防工作，

那么它能提供什么服务？鉴于ICRC在这类环境中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 (如：

可能获准在学术界推广国际人道法，但禁止在政府系统开展这一工作)，同

时其它组织也在援引《日内瓦公约》，在这种情况下ICRC的附加价值何

在？就方法或战术开展更为技术性的对话，如：拘捕之类的专业领域？提供

本该由当局提供的培训——一种ICRC不愿采取的工作方式？与各国红会和/

或国际联合会合作，将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工作与推广运动基本原则的工作相

协调？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结论：展望未来

为确保各国将所需的规则和法律落实到位并随着武装冲突性质的演变对

其进行更新，ICRC开展了大量工作。它通过创建各种实体和开展培训来支

持普及国际人道法的工作；通过开发各种方法和工具，在将国际人道法融入

本国法律、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及有效性评估等方面提供协助；通过与名牌大

114 ICRC的战略结合了各种类型的行动：提高对责任的认识 (说服、动员、谴责)、提供支持、取而代之 
(或直接提供服务)。ICRC，上文脚注108，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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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作研究，对其所选定的工作方式的相关性进行评估；从文化多样性的角

度将其工作与具体背景和环境相结合。ICRC对其推广国际人道法的工作进

行了调整，使之有助于实现该组织的行动目标，例如：加强与决策者和意见

领袖的联系，以及同那些优先适用传统伊斯兰法的社区之间的联系。

现在，ICRC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里将谈到其中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与暴力性质的改变有关。如果暴力的形式是采取集体行动的有组织各方 (国

家、武装团体) 之间的武装冲突，那么这种局势由国际人道法加以规范。但

在今天，世界各地多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低强度的暴力局势，这些局势并

非都构成武装冲突。其它地区则经历了混乱不堪的暴力局势，被煽动起来的

人群涌入街头，有些情况下是由社交媒体带头。这些毫无组织的人群受到颇

具感染力的演讲者的鼓动。在这类情况下，人权 (特别是那些不可侵犯的权

利) 提供了法律框架。在这类局势中推广国际人道法还有意义吗？有，只要

暴力局势有可能演变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确，在某些情况下，一国某处

发生的交火会被视为武装冲突，而该国另一处发生的战斗却被视为内部动

乱。尽管如此，就此类局势对所有代表进行人权法 (特别是关于使用武力和

枪支) 培训仍是可取的，虽然ICRC承认在行动中诉诸人权法有其限度。

第二个挑战涉及ICRC根据影响力研究的结果所做的选择，即：将其工

作重心放在各国军方及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高层指挥员，以便通过指挥链向武

器携带者下达相关指令。对于ICRC来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就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情况规定惩罚措施。但在当今的许多暴力局势中，越来越多武装团体的

领导者更愿意隐身幕后，尤其是当他们与犯罪分子有关系时。此外，一些团

体不具备指挥链，至少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有的团体甚至可能虽有领导人却

无法管束其下属。最糟糕的情形是该团体的战略就是恐吓百姓和/或侵夺其

财产，有意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如果法院采取了处罚措施，则可能导致

针对平民的报复行为。这是否意味着ICRC选择这种战略是错的呢？当然不

是。就制定该战略时旨在应对的那些局势而言，这一战略非常有效，但这还

不够：ICRC需要更加务实，追本溯源，改革创新。

首先来看务实的态度。从个体的利益入手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法律和

道德规范都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举止得当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此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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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指的是武器携带者，其利益所在很好理解。为此，采取两方面的行动可

能会有帮助：首先，与学术界及研究中心的专家一道，在影响力研究的基础

上，对特定冲突局势中造成违反国际人道法情形的因素进行分析。这样的分

析将使ICRC及其合作伙伴能够制定相应战略，预防暴力局势迅速失控并演

变为公开冲突，并将战略中包含的任务按照各自职能范围分派给各合作方。

同时也对这一领域投入资源。其次，进一步探讨有哪些实用的说法能够鼓励

人们在行为举止方面尊敬他人 (如：遵守国际人道法就可能免于刑罚及预防

报复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会导致共存的社区间的对抗，使冲突结束之后的

重建工作困难重重) 也会很有帮助。基于这些工作，ICRC能够为其代表开展

工作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手段，这一动议在过去已经启动，但未能坚持到底。

这类工具可以根据冲突态势的特征以及交战方的性质、目标和组织情况进行

调整，以适应具体的冲突局势。115

其次，回溯ICRC的本源。影响力研究带来的教训使ICRC变得非常不愿

谈论道德观念；只能谈法律。但这样做难道不是忽视了人道行动的普遍性以

及早在ICRC和国际人道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人道行动的事实？忽视了法

律和道德在一些社会 (特别是伊斯兰世界) 本就无法割裂的事实？一种选择

是强调人道主义信念，在所有文化当中这些信念都是实在法规则116生根的土

壤。当然，这些信念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表述，但正是通过对人格尊严

的共同核心的追寻——无论在某个村庄、还是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甚或全

世界——可能会有机会重建人们对他人的责任感。

最后谈谈创新。如果难以接触到武装团体的高层人员，或其行为方式并

未改变，何不通过建立女性的关系网 (她们的影响虽然并非总是那么明显，

但却是不可否认的) 来推广国际人道法？在那些由于文化上的障碍使其与成

年女性及少女的接触受到限制的地区，ICRC可以与该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

或妇女协会合作，在成年女性和少女中提高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这套法律

115 Olivier Bangerter,“Reasons Why Armed Groups Choose to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r 
No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2, 2011.

116 例如：尊重他人的尊严、接受差异、面对苦难的怜悯之心、不排外、危难中团结一致、在帮助人们减

轻最严重的伤害时保持公正，等等。并非所有个人或团体都赞同这些信念，但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

无损于这些信念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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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由男性策划和实施的冲突中为她们提供保护，正如其对男性平民提供

的保护。她们在鼓励人们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帮助将是极有价值的资产。

最后的挑战来自互联网带来的连通性。在网络空间里，任何人都能瞬

间找到信息和提供信息，无需通过第三方；并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新的工具 

(如：视频模拟) 了解国际人道法并创建支持平台。ICRC充分利用了这种连通

性：它开设了脸书和推特账号；ICRC主席、一些高级官员以及ICRC的公共

关系官员发送推特，提醒人们关注法律规则或寻求准入许可 (如：进入叙利

亚)；ICRC能够组建虚拟社区。在“战地救护面临危险”宣传活动中，ICRC

通过网络与认同其关切的特定人群和实体 (如：法律专家、医生、当局、医

学会、军事专家) 进行互动。ICRC与他们就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对话，这些

措施的目的在于加强对保护医务人员和基础设施 (如：医院和救护车) 的规则

的遵守。这些由来自多个国家的人员和实体组成的虚拟的同盟社区能够影响

舆论，并在多边论坛间接地对外交界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在获益于这种网

络连通性的同时，ICRC还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这种连通性使其处于易受攻

击的危险境地。武装暴力的战场已从现实世界延伸到了虚拟世界，因此这种

危险来自于各种谣言、宣传、泄密以及对信息的操控。

让我们期待ICRC能够坚定地、专注地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的目标非常明

确：“我们需要鼓励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对事件进行解读，在人们心中建立对

陷于危难之人的责任感，支持人们确立适中的目标并为之奋斗，而非屈服于

无力感。最终，我们需要赋予人们一种能力，使他们的决定更多地基于每个

人不可剥夺的尊严，而非基于经济上的标准。”117不多也不少，仅此而已。

117 ICRC 译文。法语原文为：“Il s’agit de susciter des réflexes humanitaires dans la lecture des événements, 
un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par rapport à la détresse de l’autre, la capacité de viser des objectifs à sa portée 
et de les atteindre, plutôt que de céder à un sentiment d’impuissance. Il s’agit, en fin de compte, de donner aux 
individus l’aptitude de se déterminer moins en fonction de critères économiques que par rapport à l’inaliénable 
dignité de l’être humain.” Marie-José Domestici-Met,“Cent ans après la Haye, cinquante ans après Genèv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au temps de la guerre civil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834, June 1999, p.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