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岛与长崎核爆七十周年：

对核爆炸后果的反思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日本红十字

会会长近卫忠辉。1 

在结束对广岛的访问后，彼得·毛雷尔主席和近卫忠辉主席接受了采

访，对核武器使人类付出的代价进行了反思，并介绍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

运动 (以下简称“运动”) 在奥斯陆、纳亚里特、墨西哥和维也纳举行的“核

武器的人道影响大会”上的观点，以及核裁军面临的挑战。

1 本次采访是由《红十字国际评论》总编辑文森特·伯纳德于2015年2月12日在东京进行的采访。毛雷尔

主席与忠辉主席于2015年2月11日对长岛进行了访问，忠辉主席亦于次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

表陪同，对长崎进行了访问。



2

广岛与长崎核爆七十周年：对核爆炸后果的反思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线代表马赛尔·朱诺博士是第一位到达广岛核爆现场的外国医生，如欲了解马赛

尔博士对其经历的描述，see Marcel Junod,“The Hiroshima Disast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22, No. 230, 1982; Marcel Junod,“The Hiroshima Disaster (II)”,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22, No. 231, 1982.

2015年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七十周年。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受到

过核打击，您刚刚去过的广岛是其中之一。运动一直积极呼吁彻底消除核

武器，近年来尤其如此。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彻底消除核武器为何变得如

此重要?

·······
·······

近卫忠辉：首先，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会携手

共同应对这一重要议题。广岛核爆甫一结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开始为那

些需要帮助的民众提供援助。2在随后的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红会也以

各种方式参与进来，包括对广岛进行访问。我们已将核裁军变为整个运动的

一项议题，并将继续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

今年，我们将纪念广岛长

崎核爆炸70周年。这是一个重

要的时刻；警醒世人铭记核武

器造成的人道后果的规模。核

攻击使我们认识到核武器爆炸

时释放的热量和爆炸力所具有

的毁灭性力量。时至今日，我

们还能看到核辐射对幸存者造

成的毁灭性的和长期的影响。

今天，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已接

近80岁，在今后的岁月中为他们提供照顾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可以借助

这个重要的周年纪念向全世界传达这一信息。

彼得•毛雷尔：距离广岛和长崎核爆炸已过去70年，核裁军的承诺依然

未能兑现。鉴于当今核武器储存量，寻找能够将这一承诺落实为具体行动的

彼得·毛雷尔和近卫忠辉向广岛核爆炸的遇难者致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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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注 (下述脚注均为编者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简称联合会)、
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 (国家红会) 共同发起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方法显得尤为迫切且重要。近年来，推进核裁军的机遇已然出现。我们一定

要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努力探寻能够切实将现有承诺转化为有意义的实际行

动的途径。

通过关注核武器的人道影响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影响，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和运动3强调了对核武器采取行动、加大力度禁止使用核武器并彻底消除

核武器的理由。我们清楚，完成这项工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鉴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共同见证的1945年核爆炸所带来的惨痛人道

后果以及核武器今后可能被再次使用的风险，对我们而言，推动所有国家共

同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运动将在一向被视为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核

裁军辩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近卫忠辉：核裁军辩论一向是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进行，但是这不应妨

碍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正如该运动一直强调的，我们更关心人道后果

而非政治影响。我们传

达的强而有力的人道信

息是核武器让人类付出

的惨痛代价以及我们对

能否充分救助核爆炸受

害者的担忧，这些至关

重要，而且有助于改变

决策者的理念。我们相

信这些信息应该可以使

决策者了解情况，从而

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运动必须继续关注使用核武器的人道后果。许多组织已

经从不同角度为实现全面裁军的目标努力，作为一项运动，我们可以扩大共

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彼得·毛雷尔和近卫忠辉听取广岛核爆炸幸存者山本定夫 
的证词。本证词和其他幸存者的证词可查阅本期《评论》

的“声音与观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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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运动决心努力彻底消除核武器。4那么，自2011年以来，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联合会以及国家红会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彼得•毛雷尔：在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举行的3次关于核武器人道

影响的会议上，国际社会曾展开一些关键性讨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参与

了讨论。在访问广岛期间，尤为触动我的是幸存者对于这一爆炸的描述。5

当仔细聆听他们的叙述时，会发现他们涉及到了在这些会议上讨论的核武器

带来的人道后果的各个方面。

使用核武器具有不分皂白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其对平民居民和军事

人员——妇女、儿童和士兵——的影响是相同的。正因我刚才提到的3次会

议，我们现在能更好地了解全球范围内的人道后果，特别是对食品生产和环

境的潜在影响。 这促使我们加紧努力，并在国际人道法框架内重新审视我

们对核武器的看法。

回到忠辉主席早些时候的发言，这些会议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会

能够把我们的观点纳入关于核裁军的辩论之中，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运动1945
年在日本开展的工作以及之后为应对核爆炸幸存者长期需求所开展的工作。

作为一个运动，我们所带来的信息和观点是不容忽视的。6鉴于过去几十年中

关于核裁军的讨论主要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这种人道视角为开展其他方面

的讨论创造了可能性。

2013年，运动通过了一项关于核武器的四年行动计划，在核裁军方面迈

出了重要一步。7该计划概述了国家红会可在其各自国家开展的、旨在加强

对核武器相关问题认识的活动。基于这一行动计划，国家红会将更加积极地

参与此项工作。许多国家红会已就核武器问题同各国政府、议会和新闻界展

4 Council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Resolution 1: Working 
Towards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26 November 2011,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resolution/council-delegates-resolution-1-2011.htm.

5 See the survivors’ testimony featured in the“Voices and Perspectives”section of this edition of the Review.
6 See, for example，ICRC, The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on Human Health, Information Note 1, ICRC, 

Geneva,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legal-fact-sheet/03-19- nuclear-
weapons-human-health-1-4132.htm; ICRC, Climate Effects of Nuclear War and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Food 
Production, Information Note 2, ICRC, Geneva, 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www.icrc. 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legal-fact-sheet/03-19-nuclear-weapons-global-food-production-2-4132.htm.

7 Council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Resolution: Working Towards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Four-Year Action Plan,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
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council-delegates-2013/cod13-r1-nuclear weaponsadopted-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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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对话，以期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可以通过人道影响加速核裁军讨论。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与国家红会紧密合作，支持他们在该领域的努力。  

近卫忠辉：我同意毛雷尔主席的观点，核武器具有不分皂白的性质，可

能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在爆炸后的几十年乃至几代人中持续造成死亡和苦

难，因而对于运动来说，核武器无疑是一个重要议题。

核武器的使用会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引发严重问题，但仍有人坚持认为

使用核武器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对此我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听了广岛

和长崎核爆炸幸存者和失去亲人的民众的回忆之后，看到仍有民众忍受着核

爆炸对其健康造成的痛苦之后，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很明显，核武器必须被

永久消除。很多人可能只是在理论上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有亲自到广岛和长

崎，聆听幸存者的讲述，或许才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正如四年行动计划中所指出的，联合会通过不同形式执行该项决议。首

先，联合会发挥一贯的协调作用，适当协助国家红会开展工作。联合会为国家

红会提供了参与多边会议的平台，例如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核武器人道后

果的会议，并确保各方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特别是在缺少足够能力或方案为

应对核爆炸提供人道援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此问题

继续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联合会还将大力支持国家红会的国际网络，该网络积

极推广了运动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此外，联合会还确保及时交换已采取的

和即将采取的行动信息，以及各种核武器专门机构的工作情况。

考虑到世界可能有一天不得不应对另一场核爆炸，若果真如此，在备

灾、灾后应对与恢复方面，运动在全球的作用是什么？

近卫忠辉：正如我刚才所说，即使是为应对一次核爆炸，相关准备工作

也很难做到充分周全。无论在灾后应对阶段采取何种努力，核爆炸瞬间都会

造成巨大的伤亡和损失，导致无法有效开展人道应对工作。大量基础设施会

遭到摧毁。爆炸附近的急救人员自身会受到危害，各种物资和设施也很可能

被破坏，而且核辐射使急救人员无法立即进入受污染地区。大多数国家以及

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道组织都无法应付这种情况。

彼得•毛雷尔：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在核爆

炸之后能否充分满足受害者需求表示严重怀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广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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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试图更好地了解国家红会、相关组织以及各

国当前在应对核灾难方面的准备程度。8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通过一系列

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以国际和大多数国家现有的能力，是无法充分应对使用

核武器后所可能发生的情况的。

有些人可能会对我们的评估提出质疑，或者认为应对这样的重大灾难总

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前提是核武器的使用规模非常有限。忠辉主席

和我本人都认为一旦使用核武器，其使

用规模不会是有限的。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一旦使用了一枚核弹，会有更多的

核弹投入使用。人们必须对人类能否应

付这一情况持严重怀疑态度。　

同样重要的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

应将应对核武器对人类的影响的责任转嫁

给人道组织，并说“我们的任务是做出战

略性的军事考虑，你们的任务是应付核武

器对人类的影响。”我们想提醒各国，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其破坏力和对健

康、粮食以及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将不可能通过事先的准备加以化解。

你已经听了幸存者的证言，而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均对

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应对工作提供了援助。根据你的经验和听取的证言，你

认为这场核爆让我们对受害者的需求有了什么样的了解？

彼得•毛雷尔：这些幸存者的证言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从宏观上谈到的问

题。每个幸存者都描述了核爆影响的一个侧面：高温、高压、辐射、以及寻

求援助的困难。特别是援助的能力严重受损，因为救援人员与其他人一样遇

难或受伤。未能有效予以应对的原因并非缺乏救援的意愿，而是缺乏救援

的能力。幸存者的回忆中也包含了一些极为形象的描述，比如人们冲向医院

8 See Robin Coupland and Dominique Loye,“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for Victims of Use of Nuclear, 
Radiological,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Time for a Reality Chec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1, No. 874,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zh/international-review/article/international-
assistance-victims-use-nuclear-radiological-biological



7

寻求治疗然而医院已经被毁坏，医生和护士已经死亡，药物也受到了辐射污

染。这些证言突出地体现了核炸弹的破坏性。

近卫忠辉：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在核爆炸发生之后很难立即提

供充分的医疗服务。在广岛，日本红十字会医院恰好离爆炸中心非常近，但

幸运的是该医院是少数几家未遭到摧毁的医院之一。幸存的医生和医务人员

都被动员起来。长崎的情况也是如此，许多由红十字会培训的护士很快就被

派往各个医院。他们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救助了许多人。后来，邻县的医疗

人员也加入了进来帮助挽救受害者。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暴露于高强度辐射中

的影响。他们开展工作时，即没有必要的防护设备和药品，也不了解应如何

对受害者进行治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并未对处理此类事件做好准

备。他们充满善意、动力十足，但能做的太有限了。

听广岛核弹爆炸幸存者的故事时，最令你惊讶的是什么？

近卫忠辉：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告诉我们，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内。但

对许多幸存的人来说，这几秒钟却影响了他们一生。事实上，由于严重的社

会歧视以及延续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的创伤，他们可能都不愿提及那段经

历，因而目前仍不清楚幸存者所有的长期需求究竟是什么。

今天早上有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是核爆炸的直接受害者，但

他们不想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说出了实情，他们的儿子

将难以找到结婚对象。因为核爆炸的受

害者可能受到辐射的严重影响，人们对

他们抱有一些偏见。

彼得•毛雷尔：这一点应当引起注

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只专注于核武

器对人身体造成的损害，因为这是最直

观的长期影响。在听取幸存者的经历时

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核武器造成的社会心

理影响——他们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心理创伤以及在之后的岁月所遭受的歧

视。这些是我们在更广泛的武装冲突背景下刚开始讨论的重要问题。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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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直关注战伤者的直接身体损害，但随着我与幸存者的接触越来越多，我

对战争创伤的另一个层面也愈加关注，即像核武器这样的特殊武器造成的社

会心理影响远未得有效解决。

在近期的会议和其他论坛上，许多国家对核武器的人道后果提出了关

切。各国为确保消除核武器而采取的什么具体行动是运动所乐见的？

彼得•毛雷尔：当今，各国可以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履行现有的义

务，并参与协商缔结一项或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使用同时实现

全面核裁军的协议。实现这一目标有多种不同方法，并且，若要务实一些的

话，该方法应尽可能地体现包容性。作为一项运动，我们不会就协议的具体

内容、达成协议的时间框架或者应改进的方面提出建议，因为这些是各国的

责任。但我们强调并将继续强调，任何此类文件都必须达到禁止使用核武器

并彻底消除这些武器的结果。

“全球零点”运动已不再是激进的呼吁。即使是联合国安理会也已经确

认其将致力于构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9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推进核裁

军，并开启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进程。现在各国应尽一切可能达成一个或一

系列协议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一个时间表。

在核武器被彻底消除之前，各国，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盟国，

必须为降低核武器爆炸的风险采取更多措施。他们必须为减少核武器在军事

计划、军事学说和军事政策上的重要性做出更大努力，这样就能减少处于高

度戒备状态的弹头数量。许多此类措施源于长期的政治承诺，特别是2010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行动计划，这些都应作为当务之急加以落实。

近卫忠辉：还有一些国家坚持认为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一种

“必要的恶”。但在我看来，在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是

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和生产必将违反法律的

核武器，而更好的办法就是努力消除这些武器。当然，运动在这方面发挥的

作用是鼓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考虑使用核武器的人类代价，并尽全力推动核

裁军，从而扩大无核国家网络。

9 见2009年9月24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887 (200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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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运动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

彼得•毛雷尔：回到刚才忠辉主席的发言，作为一项运动，我们希望将

关于核武器的人道影响的讨论纳入到具体的谈判之中。我们已经对这种影响

进行了研究，并将报告提交给了各国。现在应由各国接手，以我们和其他各

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通过谈判寻求一个解决办法。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可选

方案是：现有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双边核裁军协议。实现彻

底核裁军的目标不是一个单一措施可以实现的，而是通过将所有可能的方法

巧妙结合起来加以推进。在过去的三年中，已有150多个国家和许多民间组

织对“核武器的人道影响大会”做出贡献，有鉴于此，我们期望这些关切得

到认真对待，期望各国，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能够积极思考哪些措施

或者如何将措施结合起来能够推进禁止核武器和实现全面核裁军的进程。

当一些人在谈论核裁军的时候，而另外一些人却说核武器仍然是有用

的，这一进程就会陷入毫无成果的僵局，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至关重要，否则

我们将不能向前迈进。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彼此之间可能不易达成协

调一致乃天性使然，但在国际政治上，时机和努力总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对

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发生分歧时，可以随时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我们不打算毕

其功于一役。我们不应试图立即制定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应鼓励采取更

具体的行动，促进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的目标。

近卫忠辉：作为一项运动，我们通过决议和行动计划，呼吁决策者就

废除核武器达成协议。也许部分决策者还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正在

通过国家红会来影响决策者的决定。一些国家红会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过于

敏感，但这是整个运动所关注的问题，所有运动的组成部分都应为此做出努

力。有关核武器的人道影响的会议与其他相关论坛也是吸引国家红会和各国

政府兴趣和关注的好机会。

彼得•毛雷尔：很重要的是，认识到从具体的人道视角来看待核武器与

务实地讨论如何禁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之间并不矛盾。国家红会、联合会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认为我们的视角是唯一的，但作为人道组织，我们必

须关注人道方面的工作。遗憾的是，有人以安全问题为由反对消除核武器，

导致目前我们在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方面的工作受阻，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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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其他人还拥有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且恐怖分子可

能会获得这些武器等等。我尊重这些论点。这些是军方不得不提出的观点。

但我们已经做了研究，并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核武器人道影响的实际情

况。特别是鉴于在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新提出的信息和

研究报告，我期望世界各国领导人认真考虑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在法律和政

策上对这些武器进行重新评估；并采取具体举措推动核裁军进程。

近卫忠辉：一些国家仍然使用威慑效应这一论点来反对核裁军，这一论

点在冷战时期或许是成立的，因为当时双方都坚持认为需要用核武器进行自

卫。但如今，冷战已然结束，我们生活在一个核技术不断扩散的世界里，令

我们感到担忧的是，非国家参与方掌握核技术。因此，应当将禁止和消除核

武器作为国际事务的当务之急加以推动。我们的运动可以在强调人道方面发

挥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