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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人道倡议的起源和政治背景，它是在跨区域联合声明以及在挪

威、墨西哥和奥地利召开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次国际会议期间发展而来的。本

文探讨了从这一讨论中得出的重要实质性结论，评估了它们在全球核裁军和不

扩散机制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的结论是，根据这些事实和调查结果，迫切需

要重新评估核武器所谓的安全价值以及基于核威慑的稳定与安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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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爆炸会造成大规模破坏并带来可怕的人道后果，这几乎是一个争

论不休的问题。自70年前核武器在广岛和长崎的首次使用以来，这一点已众

所周知。

正是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才导致冷战时期核威慑理论的确立。任

何核攻击都可能给对手带来无法接受的大规模破坏和死亡，这种认知是“相

互保证毁灭”原则的基础，其英文缩写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的

含义是“疯狂”，用来形容这一原则恰如其分。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盟

国而言，这个概念仍然是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政策的支柱，该政策将

核威慑作为“最终安全保障”以及维持相互之间战略稳定的手段——但此种

稳定状态实际上充满不确定性。所有限制核武器扩散以及推动核裁军的国际

努力都是在维持核威慑战略和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战略稳定性概念的范畴内进

行的。

但在过去几年中，作为对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话语的补充，应对

核武器带来的人道影响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日益受到关注且越来越具有政治利

益。2010年以来，已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专门讨论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

国家签署跨区域声明，表达对核武器人道后果的担忧。曾为核裁军运动努力

争取支持的民间团体，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到核武器的讨论中，不

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议题。  

所谓的人道倡议的出现，可能是对核威慑这一正统观念最严峻的挑战。

许多国家对全球核裁军进展缓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切实推动无核武器世界

的政治意愿低迷的情况感到失望，人道倡议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出路。

但最重要的是，它通过深入研究核武器的效果，拥有核武器所带来的风险，

以及国际社会在应对核爆炸后果时会面临的挑战，对核武器、核威慑以及根

本上以大规模杀伤为基础的安全观念的可接受性和正当性提出了挑战。简言

之，在人道话语的背景下，不仅讨论旨在维护军事安全的核威慑概念，还会

对因核威慑失败或核事故导致的核武器爆炸的后果在其波及范围和损害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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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e.g., 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9 July 1955, available at: http://pugwash.org/1955/07/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were accessed in November 2015).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729 UNTS 10485，1968年7月1日通过 (1970年3月5日生效) ，序言，第1段。

3 Jakob Kellenberger, “Bringing the Era of Nuclear Weapons to an End”, statement, 20 April 2010,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statement/nuclear-weapons-statement-200410.htm. 本期《评论》

的“报告与文件”栏目也刊载了这份文件。

4 Ibid.

方面进行最新研究。本文旨在概述从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

到2015年审查会议期间人道倡议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核武器人道后果的跨区

域声明以及在挪威 (2013年3月)、墨西哥 (2014年2月) 和维也纳 (2014年12月) 

专门针对该议题召开的三次国际会议。最后，本文还将探讨人道倡议可能对

核武器话语产生持久影响的五个重要方面。

人道倡议的起源

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可以说已成为各方努力应对和控制此类武器的重要动

力，科学家们也对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多次发出严重警告。1《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序言第1段概括了这些后果，作为缔结条约的重要动因：

考虑到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

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2

然而，直到最近各种国际论坛上人们讨论最多的仍是核武器安全问题而

非人道问题。对于核武器人道方面的特别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2010年4月20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任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在瑞士日内瓦向各国外交使团

发表的一次演说。3他回顾了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作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国际人道组织的经验。他强调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对任何使用核武器会导致的人道紧急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及社

会破坏。考虑到人道后果，克伦贝格尔还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

很难想象存在任何使用核武器而又不违反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情况。”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其主席的这次演说旨

在成为并也最终成为2010年5月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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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这次会议的最后文件包含了经全体一致通过的“结论报告和后续行

动建议” (《行动计划》) 。5行动计划之前还列明了一套指导行动实施的原

则和目标，包括如下声明：

大会对任何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性人道后果深表担忧，并重申

各国应始终遵守可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法。 6

这里提到了核武器的人道后果，事实上这是自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及其序言第1段通过以来，在其共识文件中首次明确涉及人道方面的

考虑。

此外，审议大会还在2010年《行动计划》的“行动一”中确定，“所有

缔约国承诺奉行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这一目标完全

相符的政策”。7 “对任何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性人道后果深表担忧”

的表述以及“行动一”，被视为各国的一项事实上职责，即推行人道倡议作

为实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手段。 

鉴于随后出现的关于人道倡议的分歧，这最后一点很重要。2010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是在异常活跃的气氛下召开的，所有主要的利

益相关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共识。此前一年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8发表演讲，

清晰明确地阐述了无核武器世界的愿景，这对重新推动多边的“裁军共同

体”助益良多。当时，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刚刚缔结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9，国际社会十分关注核裁军取得的具体进展。因此，《行动计划》关

于裁军的部分在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受到了特别关注。

该部分的编排方式使其更易于对23个行动项目的进展进行衡量，从而增强了

实施方面的问责。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1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NPT/CONF.2010/50，第一卷，2010年，第19
页，网址：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NPT/CONF.2010/50%20(VOL.I)&referer=/
english/&Lang=C.

6 Ibid., p. 19.
7 Ibid., p. 20.
8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Prague as Delivered”, 5 April 2009, available at: 

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President-Barack-Obama-In-Prague-As-Delivered.
9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Measures for the Further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trategic Arms (New START), 8 April 2010 (entered into force 5 February 2011), 
available at: www.state.gov/t/avc/newstart/c44126.htm.



5

此外，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无核国

家在更多方面共同承担实施《行动计划》的责任。虽然有些核裁军行动项目

只有前者可以实施，包括削减核武器数量、改变核政策、降低风险以及透明

措施，但其他行动项目则是面向所有国家的。关注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并以此

作为推动核裁军和实现无核世界的手段，是无核国家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开

展的具体工作方面之一。因此，最重视采用人道方法的国家，认为该方法牢

牢扎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与他们自身努力促成一个强大可靠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标完全一致。10后来，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一些

盟国指责人道倡议偏离甚或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人道倡议的支

持者们认为这种定性极其挑衅和不公正，尤其是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负责的

行动项目进展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两条路径的出现

2012年4月和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为期两周的2015年《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第一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人道倡议在2010年达成的共

识的基础上朝着具体行动方面前进了一步，这时出现了两条平行的路径。一

方面，瑞士代表16个国家 (十六国集团) 发表了首个关于核裁军人道方面考

量的跨区域声明。11声明引用了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期间

达成的共识，并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克伦贝格尔两年前提出的主张为基

础。另一方面，挪威宣布计划在2013年春天召开一次会议，重点探讨核武器

的人道后果，包括使用核武器与国际人道法的不相符性。12

10 例如，见南非代表80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3年4月24日，网址：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prepcom13/statements/24April_ SouthAfrica.pdf. 该《联合声明》

中提到：“处理核武器的人道影响绝对有必要。人道后果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基础要素，

在本次审议大会期间及会后，将其纳入我们的工作和行动中至关重要。”

11 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第一筹备委员会，奥地利、智利、哥斯达黎加、丹麦、梵蒂

冈、埃及、印度尼西亚、爱尔兰、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菲律宾、南非和

瑞士作出的《联合声明》，2012年5月2日，网址：www.un.org/ disarmament/WMD/Nuclear/NPT2015/
PrepCom2012/statements/20120502/SwitzerlandOnBehalfOf.pdf.

12 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第一筹备委员会，挪威的声明，2012年4月30日，网址：www.
un.org/disarmament/WMD/Nuclear/NPT2015/PrepCom2012/statements/20120430/ PM/Norw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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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取得这两项外

交进展的同时，“预防核战争国际医师协会”也发布了关于规模有限的核战

争全球影响的一项研究。13这份报告建立在对使用核武器的气候影响进行的

最新研究的基础之上，它显示此前的研究严重低估了全球粮食产量的下降以

及面临大规模饥荒的人口数量。这项研究报告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陈述，并

在各国及民间团体的代表间得到广泛讨论。该研究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为外交文件和声明中关于核武器人道后果的普遍担忧提供了依据。此外，宣

布在挪威、墨西哥及奥地利举行的国际会议为发展、陈述及讨论在核武器人

道影响的不同方面所取得的更加具体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提供了指定的论坛。

五个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对这些发展的反应较为

消极。通过联合声明中强有力的内容以及十六国集团的构成——《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框架内最为积极的无核国家——可以明显看出，人们旨在使人道

倡议成为一项严肃的具有后续行动的倡议。事后看来，这似乎在《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中有核国家的意料之外 。他们虽然在2010年《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上，在核裁军文本谈判中作出一贯让步，同意提及人

道考量，但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无核国家会将其落实为强有力的跨区域声

明，随后还专门针对该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利用科学研究为其提供依据。

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尤其对声明侧重强调国际

人道法问题表示担忧，强调了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及其人道影响。这让他

们想起了过去两次外交进程的开端，这两次进程正是基于对武器系统人道

影响的考虑，最终形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14和集束

弹药15的公约。

13 Ira Helfand,“Nuclear Famine: Two Billion People at Risk? Global Impacts of Limited Nuclear War on 
Agriculture, Food Supplies, and Human Nutrition”, 2nd ed., briefing paper, IPPNW and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www.ippnw.org/nuclear-famine.html.

14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2056 UNTS 211，1997年
9月18日通过 (1999年3月1日生效)，网址：www.apminebanconvention.org.

15 《集束弹药公约》，2688 UNTS 39，2008年5月23日通过  (2010年8月1日生效)，网址：www.
clusterconven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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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人道声明

2012年至2015年间，十六国集团关注的重点在于扩大以及增加愿意签署

核武器人道后果声明后续版本的国家数量。民间团体也就此向各国政府开展

宣传活动。实际上，多边核裁军日程的重要会议上， (如后续的《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筹备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年度会议) 发布了类似的声

明，签署国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第一委员会会

议上，还有2013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筹备委员会以及2015年《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数量分别增至3416、

8017、12518、15519和15920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签署国数量显著增加，证

明人道方法已引发广泛关注。因此，类似于雪球效应，主张各国签署此项声

明的提议在政治上也日益具有吸引力。

从内容上看，声明并没有太多变化。些许改动也是为了让处于所谓的

美国“核保护伞”21下的国家更容易支持该声明。日本并没有签署前两个声

明，但日本国内公众就为何日本没有最积极地倡导人道关切展开了相当热烈

地讨论，日本也开始表现出加入2013年声明的强烈兴趣。22不过那时关于核武

器人道影响的奥斯陆会议已经召开了。最后，与日本关于声明的协商讨论主

要围绕着“在任何情况下，为了人类生存的利益，绝不再使用核武器”这一

主张进行。23日本建议删除“在任何情况下”这一表述，认为它从法律角度

上可以被理解得过于宽泛。负责协调十六国集团的南非认为，这一表述不应

16 瑞士代表34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2年10月22日，网址：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
documents/Disarmament-fora/1com/1com12/statements/22Oct_Switzerland.pdf.

17 南非代表80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10。
18 新西兰代表125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3年10月21日，网址：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1com/1com13/statements/21Oct_Joint.pdf.
19 新西兰代表155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4年10月20日，网址：http://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1com/1com14/statements/20Oct_NewZealand.pdf.
20 奥地利代表159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5年4月28日，网址：http://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revcon2015/statements/28April_Austria Humanitarian.pdf.
21 这指的是美国向无核武器的盟国提供的防卫保证，如日本、韩国、北约 (欧洲大部分国家、土耳其、加

拿大) 和澳大利亚。

22 See, e.g.,“Japan Finally Backs U.N. Statement again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sahi Shimbun, 22 
October 2013.

23 瑞士代表34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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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方式来解释，而应理解为不论对核武器本身及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有

什么不同的解释，不使用核武器可以说都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经过国内进一

步激烈的讨论，日本决定签署为2013年10月份召开的联大一委年度会议准备

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当时已有125个签字国，由新西兰负责协调，也包含了

“在任何情况下”的表述。24 

在日本作出声明几天后，澳大利亚提出了“另一项可供选择的”人道

声明方案。该方案的目的并不是与“原来的”人道声明相竞争，而主要是

给美国的盟国们一个发声的机会，他们想要在人道问题上发表意见，但“新

西兰声明”对他们而言过于激进。正如预期的那样，“澳大利亚声明”主张

采取所谓的“分步骤”的方法，“以务实、可持续的方式努力推动实现有效

裁军”。25它还指出，“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以建设性的方式实际参

与进来，没有认识到核武器讨论同时包含安全和人道两个层面，那么禁止

核武器本身并不会保证彻底消除核武器”。26这里的表述很有意思，因为没

有“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参与”而“禁止”这一概念，在原来的人道声明中从

未出现过。这表明许多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国家以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担

心，人道倡议可能发展成一项推动禁止核武器、但却可能没有拥有核武器国

家参与的外交进程。

最后，澳大利亚声明得到17个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的盟国、瑞典及

芬兰。通过新西兰和其他国家的推广工作，支持“原来的”声明的国家达到

125个。27尽管双方都认为这两个声明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很显然，新西

兰发布的声明被认为更具活力和前景，它也因此得到更广泛以及越来越多的

支持。对日本而言，澳大利亚的方案显然在其预料之外，但它最后对两个人

道声明都表示支持。

2014年秋，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会议上，在新一轮的人道声明

中，支持“新西兰声明”的国家数量增加到了155个，引人瞩目。“澳大利

24 新西兰代表125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18。
25 澳大利亚代表17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3年10月21日，网址：http://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1com/1com13/statements/21Oct_Australia2.pdf.
26 Ibid.
27 关于全部125个国家的名单，见新西兰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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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声明”得到了20个国家的支持，主要仍是美国的盟国。瑞典此时转而开始

支持“新西兰声明”。而芬兰也像日本一样，决定同时支持这两个人道文

本。在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奥地利外交部长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代表159个国家递交了最新版本的联合声明。28澳大利亚主导的人

道声明得到24个国家的支持。29不论这两个人道声明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

系，有一点非同寻常，那就是在三年内有超过180个国家在人道倡议势头的

推动下，重点关注了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并强调迫切需要在核裁军方面取得

进展以防止此类后果发生。这必须被视为在核武器和核裁军话语方面的一个

重要转变。

人道会议

奥斯陆，2013年3月4日至5日
2012年春，挪威宣布将针对核武器的人道影响问题召开首次会议，该会

议于2013年的3月4日至5日在奥斯陆正式召开。30这次会议采用专家组会议的

形式，包括专家发言环节。与会各方包括127个国家的代表、一些联合国人

道组织 (例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及民间团体。这次会议

重点关注核武器爆炸在人道和发展方面造成的直接后果和广泛影响，以及人

道紧急状况的防范与应对工作。挪威外长埃斯彭·巴尔特·艾德先生从发言及

讨论中总结出三项要点：

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可能都无法充分应对核武器爆炸直接引发的

人道紧急状况，无法为受影响的人提供充分的援助。而且，即使付出努

力，可能也无法发展出这种能力。

28 奥地利代表159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20。
29 澳大利亚代表24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2015年4月30日，网址：http://reachingcriticalwill.org/

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revcon2015/statements/30April_Australia. pdf.
30 Oslo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available at: www.regjeringen.no/en/topics/foreign-affairs/humanitarian-

efforts/humimpact_2013/id70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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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使用和试验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核武器爆炸所造成的极具

破坏性的直接和长期影响。虽然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但核武器的潜在

破坏性依然存在。

不论起因为何，核武器爆炸的影响都不受国界限制，会对地区及全

球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产生重大影响。31

挪威作为主办方，工作非常谨慎，力图确保奥斯陆会议始终在事实基础

上进行讨论，不作出过于政治性的结论，例如在核裁军方面应如何取得具体

进展。参加国明显也很重视这次机会，他们看到可以从符合其自身工作重点

的角度讨论核武器问题，而不一定必须采用传统裁军论坛上 (如《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和裁军会议) 的方式。专家们提出的证据，凸显了核爆炸发生时

人们必须面对的破坏规模以及挑战。所提出的事实和调查结果，显然给代表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那些长期致力于核武器问题的代表也是如此。奥斯陆

会议强调，从抽象安全政策概念的角度讨论核武器是一回事，而具体研究证

据，了解核爆炸会给人类与人类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此

外，该会议还给民间团体明确其活动范围提供了一个平台。国际废除核武器

运动在这次会议前还组织了一次民间团体论坛，召集了数百名活动人士。32

对许多参会人员而言，奥斯陆会议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氛围，令人感到此次会

议具有一定重要性。  

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集体抵制这次会议，但这

种行为却不经意间促成这种活跃氛围的形成。33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十分

不明智地展现出一种所谓的“五常一致”的立场，向挪威主办方表达了他

们的担忧，担心奥斯陆会议将导致“讨论偏离方向，不再关注为进一步削

减核武器创造条件的实际措施”。34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

约国未能建设性地参与讨论这个国际社会合理关切的问题，他们的缺席及其

31 Ibid.
32 ICAN Civil Society Forum,“Farewell Oslo ¡Hasta Mexico!”, report, 14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s://

goodbyenukes.wordpress.com/.
33 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但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这两个国家参加了奥斯陆会议。

34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关于不出席奥斯陆会议的联合说明照会，2013年，网址：www.
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oslo-2013/P5_Osl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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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缺席理由，实际上传达出一个不屑一顾的态度。特别是美国、英国和

法国缺席北约成员国组织的这次会议，让相当多的代表感到震惊。拥有核武

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据说在是否出席会议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

歧，俄国和法国强烈反对出席，而美国和英国则更倾向于参与。看起来，美

国最后决定站在俄国和法国这一边以保持“团结”，这也是考虑到“五常程

序”，即一个在2010年审议大会上建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定期协商交流机制。

是否出席会议的问题还凸显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拥有核武

器国家及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概念鸿沟。前者似乎认为，没有它

们的参与，关于核武器的讨论几乎必然是徒劳的。因此，确保终结此倡议的

一种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进行抵制。然而，对许多无核武器国家而言，“五

常抵制”几乎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人道方法是有效的，并且让人们能够以一

种在其他论坛无法实现的方式讨论核裁军问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屑一顾

的态度不但没有削弱人道方法，实际上反而为这个由无核武器国家推动的倡

议进一步提供了动力。在奥斯陆会议的闭幕式上，墨西哥宣布它将会主办后

续会议并发出邀请，又加强了这一势头。

纳亚里特，2014年2月14日至15日
第二次关于核武器人道影响的会议由墨西哥组织召开，形式建立在第一

次会议的基础上，但是讨论范围得到了扩大。35这次会议着重强调“核爆炸

幸存者 (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 ”的经历，并将会议其中

的一整个单元专门用于听取幸存者有力但令人痛心的证词。纳亚里特会议还

再次重申并强调了奥斯陆会议的关键调查结论和发言，进一步突出了核武器

对人类健康、气候、粮食安全和社会秩序极具破坏性长短期影响，以及应对

能力的不足。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曾提交一项研究的成果，涉及国际人道系统

35 See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 (Nayarit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presentations and selected statements, available at: http://en.sre.gob.mx/index.php/humanimpact-
nayari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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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核爆炸引起的紧急情况时所面临的挑战。36墨西哥还讨论了与核武器有

关的“风险”因素，例如事故或者人为操作失误或技术故障，成为会议议程

和人道话语的一项重要补充。

尽管人们大体上了解核爆炸的破坏性影响，但对于该影响的具体情况、

波及范围及严重程度仍认识不足，这使得公众和许多专家都认为出现有意或

无意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听到专家发言谈及核指挥和核控制

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与核武器相关的危险做法以及历史上险些发生的事故，

许多参会人员都有点大开眼界。英国的国际事务皇家研究所查塔姆宫发布了

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历史上16个“险些发生的核事故”案例。37美国的调

查记者埃里克·施洛瑟最近出版了他广受赞誉的著作《指挥和控制》，38该书

记述了位于阿肯色州乡村的一个核发射井内发生的一场近乎灾难的事故，他

也在会议期间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发言。美国前任核弹发射官布鲁斯·布莱

尔详细解释了核武器决策的实践和规则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例如目标的选择

以及核武器的警戒状态。39许多参会人员都是首次了解，原来在很大程度上

是运气而不是规划工作在过去多次让世界转危为安。因此，纳亚里特会议对

核武器人道影响话语作出的关键实质性贡献就是增进了人们对核武器不同风

险因素的了解。本次会议的墨西哥籍主席总结出如下这些因素：

由于核扩散、核指挥与核控制网络面对网络攻击和人为失误时的脆

弱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的潜在可能性，现今

在全球范围内核武器被使用的风险越来越高。

36 See John Borrie and Tim Caughley, An Illusion of Safety: Challenges of Nuclear Weapon Detonations for 
United Nations Humanitarian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e, UNIDIR, New York and Geneva, 2014, available at: 
www.unidir.org/illusionofsafety.

37 Patricia Lewis, Heather Williams, Benoît Pelopidas and Sasan Aghlani, Too Close for Comfort: Cases of Near 
Nuclear Use and Options for Policy,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il 2014, available at: www.
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home/chatham/public_html/sites/default/files/20140428TooClosefo
rComfortNuclearUseLewisWilliamsPelopidasAghlani.pdf.

38 Eric Schlosser, Command and Control: Nuclear Weapons, the Damascus Accident, and the Illusion of Safety,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13.

39 See also Global Zero Commission on Nuclear Risk Reduction, De-Alerting and Stabilizing the World’s Nuclear 
Force Postures,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www.globalzero.org/files/global_zero_commission_on_ nuclear_risk_
reduction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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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更多国家部署了更多较高级别战备状态的核武器，意外、误

判、未经授权或蓄意使用这些武器的风险显著增加。40

纳亚里特会议还在其他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奥斯陆会议。第一，奥地利

在纳亚里特会议伊始就宣布它将在2014年年底举办后续会议。41因此，很显

然在纳亚里特会议一开始，人道倡议就是以一种持续且快速的方式推进的。

奥地利的声明受到广泛欢迎，为纳亚里特会议的讨论提供了额外的动力。第

二，参加纳亚里特会议的人员数量相较于奥斯陆会议进一步增加，有146个

国家并且再次有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尽管在奥斯陆会议

时很少有代表团愿意发言，但在纳亚里特许多国家希望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核

武器人道影响的看法。因此，会议第二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被留出来进行一般

性讨论，有将近80个代表团发言。42

相较于奥斯陆会议，纳亚里特会议上的大量发言使其获得更多的政治维

度。大多数发言都突出了人道倡议的重要意义，强调该倡议应将进一步在政

治上推动多边核裁军努力，并呼吁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参与讨论。许多国家的发言还重点强调了核裁军的进展令人失望，提出了为

改变多边裁军论坛停滞不前的状况而应采取的步骤。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代

表团呼吁发展新动力、提出新倡议，推动核裁军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无核武

器世界，并将人道主张置于所有这些努力的中心位置。

尽管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继续抵制人道会议，43但

美国的大多数盟国都再次参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各自国家内的民间团体

日益关注该问题。这些国家表示支持以人道问题为关注点，但同时也煞费

苦心地将这种支持与它们作为“保护伞”国家的地位协调起来。在这些国家

的发言中，有一些强调核武器的“安全维度”，并强调对待有核武器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需要以“包容的方式”采取“现实的措施”向前推

40 Nayarit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above note 35.
41 Austrian Foreign Ministry,“Kurz: ‘Paradigm Shift in Nuclear Disarmament is Overdue’”, press release, 13 

February 2014,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en/the- ministry/press/announcements/2014/kurzparadigm-shift-
in-nuclear-disarmament-is-overdue/.

42 纳亚里特会议发言录像，网址： http://en.sre.gob.mx/index.php/humanimpact-nayarit-2014.
43 据说美国和英国曾严肃考虑过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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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44这些观点实际意味着他们一定程度上支持人道话语，前提是它不演变

成旨在禁止核武器的外交进程。在这方面，且恰逢纳亚里特会议，澳大利亚

外长朱莉·毕晓普曾发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与有核武器的国家接触但不要

激怒这些国家”的专栏文章。45但是，考虑到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缔约国受到了邀请却选择抵制会议，该文章令许多参会者十分愤怒。

经过热烈的一般性讨论，墨西哥在会议结束时宣读了一份会议主席作出

的总结报告，这是一份未经谈判而由墨西哥自行起草的文件。除了在专家组

发言中已经提出的实质要点之外，墨西哥总结了各代表团发言的要点并补充

了一些政治性结论：

我们需要考虑到，过去武器被非法化之后就会得到彻底消除。我们

相信，这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一条途径。

在我们看来，这符合我们在国际法下的义务，包括那些源于《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和《日内瓦公约》共同第1条的义务。对核武器的人道

影响所进行的广泛和全面的讨论，将会促使各国和民间团体致力于通过

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达成新的国际标准和规范。

大会主席认为，纳亚里特会议表明，是时候启动一项有助于实现

这一目标的外交进程了。我们认为，这项进程应当包含一个具体的时间

表、最适宜论坛的定义以及一个明确的实质性框架，使核武器的人道影

响成为核裁军努力的实质内容。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广岛和长崎核爆炸

70周年这一里程碑是实现我们目标的最佳时机。纳亚里特会议是一个转

折点。46

尽管会议主席总结报告的这些方面明显反映的是墨西哥对各代表团所

表达的普遍观点的看法，而非会议达成的的全部共识，但所谓的保护伞国家

随后仍对此进行了强烈批评，认为该总结没有充分反映他们的立场。另一方

44 纳亚里特会议发言录像，网址： http://en.sre.gob.mx/index.php/humanimpact-nayarit-2014.
45 Julie Bishop,“We Must Engage, not Enrage Nuclear Countries”, Sydney Morning Herald, 14 February 2014, 

available at: www.smh.com.au/comment/we-must-engage-not-enrage-nuclear-countries-20140213-32n1s.html.
46 Nayarit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above not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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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民间社会组织很高兴看到纳亚里特会议给以事实为基础的关于核武器的

后果及风险的讨论增加了政治维度。47

维也纳，2014年12月8日至9日
纳亚里特会议的主席总结报告为奥地利组织下次会议带来了一些政治挑

战。那些反对人道倡议的国家，即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和

保护伞国家，公开批评这种更具政治倾向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担心，人道会议

会“逐渐演变成”开启核武器公约或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的外交进程。保护伞

国家不断向维也纳发出外交照会，想了解维也纳会议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会议

的目标是否是达成外交/政治成果，同时强调他们不会支持此类方法。这些国

家要求确保任何成果性或总结性文件都会充分反映“他们的观点”，同时大力

鼓励奥地利与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保持接触。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以及民间团体强烈支持人道倡议，认为“以事实为

基础”的会议很可能已经完全无用了，有关核武器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的

事实与调查结果迫切要求采取核裁军行动。因此，下一次会议应当更密切关

注的问题是，人道话语将走向何方以及应当从中得出哪些政治和法律结论。

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坚持认为维也纳会议应当取得

重大进展，推动开启禁止核武器谈判的外交进程。48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对

究竟应得出何种结论仍未明确表态。

奥地利作为主办方决定以多种方式满足各方对维也纳会议的多种不同

期待。针对保护伞国家的怀疑态度，奥地利保证维也纳会议无意启动外交进

程，而且主席会尽力恰当地反映所有观点。另外，人道倡议和维也纳会议无

疑仍将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下进行，这一点在此前的会议中已经

显而易见。奥地利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一起，强调人道倡议起源于2010年《行

47 See, e.g., ICAN, Nayarit – A Point of No Return: Mexico Conference 2014, report, April 2014, p. 5, available 
at: www.icanw.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NayaritReport-email.pdf.

48 Ibid., p. 9. See also ICAN,“Nayarit Point of No Return: Mexico Conference Marks Turning Point Towards 
Nuclear Weapon Ban”, press release, 14 February 2014, available at: www.icanw.org/campaign-news/nayarit-
point-of-no-return-mexico-conference-marks-turning-point-towards-nuclear-weapon-b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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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并且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高度相关的实

质性内容。因此，维也纳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巩固在不同会议过程中发展

出的实质性要素，作为将于维也纳会议之后几个月召开的2015年《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内容。49维也纳会议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存在明

确的实质性联系，同时保护伞国家也得到关于该会议目标及预期结论的保

证，因此他们很难与人道倡议保持距离甚或不参加维也纳会议。

同时，奥地利向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特别是美

国，重点推介了维也纳会议。此举的基础一种推测，即美国已经意识到“抵

制政策”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敌视。考虑到奥巴马总统

在布拉格演讲中制定的目标，50认为关注核武器的人道后果“背离”了《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张显然已开始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此外，乌克兰

危机，俄罗斯拒绝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削减核武器的提议51以及俄美关系的全

面恶化，意味着美国不参加先前会议的关键原因之一——“五常一致”的立

场——已经有所动摇。因此，美国在纳亚里特会议后改变了其对人道后果倡

议的论调，强调这一人道话语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另外，美国国务院在

国内努力开展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优点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在过去核

试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从而为人道倡议提供了某些额外

的实质性切入点。因此，美国——或者至少是一些赞同美国采取更积极的裁

军方法的国家——似乎在寻找重回人道话语的途径。此外，美国华盛顿的智

库人士们也开始更加关注人道倡议，而在此之前由于美国和有核武器的《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未参与人道倡议，智库人士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

道倡议议题。52在维也纳会议前夕，奥地利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定期联络，与

49 例如，见包含维也纳会议所有发言和重要调查结论的会议报告，该报告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

会议而准备并在现场发放，“Vienna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 8–9 Dec. 
2014”, available at: www. hinw14vienna.at.

50 B. Obama, above note 8.
51 See Barack Obama,“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Brandenburg Gate – Berlin, Germany”, 19 June 

2013, available at: 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19/remarks-presidentobamabrandenburg- 
gate-berlin-germany.

52 See, e.g.,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Leading Nuclear Policy Experts and Organizations Call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arian Impacts of Nuclear Weapons”, 29 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www.armscontrol.org/pressroom/press-release/Groups-Urge- United-States-to-participate-
in-Vienna-humanitarian-impact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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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进展相结合，促使美国宣布参加维也纳会议。53由于有核武器的《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不再无理抵制人道会议，不出所料，英国也决定效

仿，参加会议。54剩下的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是

法国和俄国，他们强烈反对人道倡议的态度，显然将其置于核武器问题的新

一轮主流国际讨论之外，因为人道维度已被普遍视为该讨论中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一些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缔约国的参与，被认为是可喜的发展，这进一步证实了人道倡议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数量进一步增加，总共有158个国家、

多个国际组织、许多国家红会和数百个民间社会代表出席会议，参会人数将

近达到900人。55在政府间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天里，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主办

了一个民间团体论坛，还额外召集了数百名来自各个组织的裁军活动家。媒

体对该会议也愈加关注，这一方面归功于奥地利以及其他希望推动人道倡议

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主流媒体对美英两国参加会

议进行的大量报道。

维也纳会议的议程旨在重申前两次会议的关键调查结果，同时增加人道

倡议此前尚未涉及的方面。56除了核爆炸幸存者的发言，57会议还重点讨论

了以往核武器试验活动对健康、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澳大利

亚、马绍尔群岛和美国 (犹他州) 的受害者对此进行了感人肺腑的发言，同时

会议还概述了对核试验不同后果的研究结果。有两个发言概述了目前关于核

战争对大气、气候及粮食安全的中长期影响以及核爆炸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

究。后者还特别重点从性别的角度探讨了核辐射的影响，核辐射对女性的影

53 U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Will Attend the Vienna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 media note, 7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www.state.gov/r/pa/prs/ps/2014/11/233868.htm.

54 中国后来正式通知奥地利，将由一位前外交官以学者身份参加会议。因此，中国不是正式注册的参加国。

55 参会名单，见：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
HINW14_participants.pdf.

56 维也纳会议议程，见：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 politik/Abruestung/
HINW14vienna-Program.pdf.

57 Statements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en/european-foreign-policy/disarmament/weapons-of-
massdestruction/nuclear-weapons-and-nuclear-terrorism/vienna-conference-on- the-humanitarian-impact-
ofnuclear- weapons/statements/. Setsuko Thurlow, Opening Statement,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 
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HINW14_Speech_Setsuk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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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比男性更严重。58有一个发言根据北约在阿维亚诺军事基地的地理坐标 (那

里储存有美国的核武器)，计算出200千吨当量的核武器在意大利北部爆炸的

影响，强调了核武器爆炸的影响会跨越国界。59

会议主席将这些发言得出的重要结论总结如下：

不论起因为何，核武器爆炸的影响不受国界限制，可能产生地区性

甚至全球性的后果，造成破坏、死亡和流离失所，还会对环境、气候、

人类健康和福祉、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和长期的损害，甚

至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亡。

核武器爆炸引起的人道后果的范围、规模以及这些后果之间的相互

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比通常所理解的情况更为复杂。核爆炸会造成大

规模后果，而且可能无法逆转。

核武器的使用及核试验已经证实了其具有毁灭性的短期、中期和长

期影响。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核试验已经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了严重

后果。这些试验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不仅对妇女和儿童造成更为严重的影

响，它还污染了粮食供应源，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可在大气中测量到。60

在纳亚里特会议关于风险的讨论的基础上，维也纳会议还特别增加了关

于核政策、战争计划与核冲突、网络风险、核战争的风险计算和系统分析评

估核武器使用风险等方面的发言。此外，会议还详细阐释了不同的国家以及

联合国系统在应对核爆炸时面临的挑战。主席对有关风险的讨论进行总结并

得出以下结论：

58 维也纳会议上的所有发言，见：www.bmeia.gv.at/en/european-foreign-policy/disarmament/weapons-of-
mass-destruction/nuclear-weapons-and-nuclear-terrorism/vienna-conferenceon- the-humanitarian-impact-of-
nuclear-weapons/presentations/.

59 利用历史天气模式，模拟一枚200千吨当量的核武器爆炸的结果表明，放射性尘埃在几天内就会扩散

至欧洲的大部分地区。Matthew McKinzie,“Calculating the Effects of a Nuclear Explosion at a European 
Military Base”, pres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
Abruestung/HINW14/Presentations/HINW14_S1_Presentation_NRDC_ZAMG.pdf. For US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see Hans Kristensen,“Status of U.S. Nuclear Weapons in Europe 2010”,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10, available at: http://fas.org/programs/ssp/nukes/images/euronukes2010.pdf. This graph 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lso available in 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hew McKinzie,“The State of Nuclear Arsenals 
Today: Current Developments, Trends and Capabilities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is issue of the Review.

60 Vienna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
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HINW14_Chair_s_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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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存在核武器，就有核武器爆炸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很

低，但考虑到核武器爆炸的灾难性后果，核爆炸的风险是无法接受的。

由于核指挥与核控制网络面对人为失误和网络攻击时具有脆弱性，核武

库维持在高级别警戒状态，以及核武器的前沿部署及其现代化，因此意

外使用、误用、未经授权或蓄意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些

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获得核武

器及相关材料的危险依然存在。

鉴于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以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前的安全政策，

核武器可能在许多情形下投入使用。由于核威慑政策必然伴随着核战争

的准备工作，所以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必须现在就把握住

降低风险的机会，例如解除核武器的警戒状态、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

中的作用。将核武器的作用限于威慑作用并不会消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性，也无法解决意外使用带来的风险。避免核武器爆炸风险的唯一保证

就是完全消除核武器。

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能够充分应对核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爆炸

所引发的直接人道紧急状况或长期影响，他们也无法为那些受影响的人

提供足够的援助。这种能力可能从来就不存在。尽管如此，在减轻简易

核装置爆炸等恐怖事件的影响方面，协调一致的防范工作仍可以发挥作

用。会议上强调了预防工作的必要性，因为它是防止核武器引发人道后

果的唯一保证。61

维也纳会议还增加了国际法方面的讨论，前两次会议并没有涉及这一方

面。维也纳会议没有针对国际法院在1996年的“核武器咨询意见”62的解释

问题以及核武器本身的合法性交流意见进行老生常谈，而是研究了各方对现

有国际法有关核武器爆炸后果的规定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各专家小组根据新

的人道调查结果评估了国际环境规范、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和

国际人道法原则的适用性，以及在现有监管武器的国际法中对人道问题作出

了怎样的规定。

61 Ibid.
62 国际法院，《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7月8日，summary available at: 

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sum=498&code=unan&p1=3&p2=4&case=95&k=e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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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为人道话语增加的另一个新方面是探讨作为国际法基础的伦

理和道德原则及其与核武器问题的相关性。在法律专家小组会议上，来自奥

斯陆大学的林信夫主张对核武器的影响采取义务论的方法，并与酷刑的道德

评估进行比较，提出应考虑某种行为内在的道德状态而非该行为后果的道德

状态。63此外，教皇方济各也向维也纳会议传达了一个信息，该信息在维也

纳发表的梵蒂冈立场文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64从一个重要且全新的角度分

析对核威慑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梵蒂冈在该文

件中进一步阐述了它对核威慑的立场，尤其主张：

全面裁军未能取得进一步进展，实现切实持久和平的努力仍缺少具体措

施。有鉴于此，核武器体系已经失去了很多正当性。……由于核武器的目的

是实现大规模杀伤效果，而这一效果会造成广泛而持久的附带损害、不人道

的苦难以及局势升级的风险，因此不应再将核威慑体系视为一个道德上无可

指摘的政策。65

罗马教廷的立场文件最后强烈呼吁废除核武器，指出“抵制屈服于政治

现实主义所限定范围的必要性”。66

奥地利作为主席国对维也纳会议上法律和道德方面的讨论总结如下：

从诸多不同的法律视角看待核武器问题，很显然尚不存在全面的法

律规范来普遍禁止核武器的拥有、转让、生产和使用。国际环境法虽然并

不专门规范核武器，但它也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且与核武器相关。同样，

国际卫生条例也涵盖了核武器的影响。过去两年中出现的关于核武器人道

影响的新证据，令人进一步质疑了这些武器的使用究竟能否符合国际人道

法。和酷刑的情况一样 (酷刑违背人性，现在在所有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痛苦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需要进行道德评价。

63 Nobuo Hayashi, “The Fundamental Ethical and Moral Principles on which International Legal Regulations of 
Nuclear Weapons Are Based”, pres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
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Presentations/HINW14_S4_Presentation_Nobuo_Hayashi.pdf.

64 Holy See,“Nuclear Disarmament: Time for Abolition”, position paper,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
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HINW14_Holy_See_Contribution.pdf.

65 Ibid., p. 4.
66 Ibid.,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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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爆炸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只要核武器存在就会产生的风险所引

发的深刻伦理和道德问题，已经超越了法律讨论和解释的范畴。67

在第二天的一般性讨论中，许多发言都强调了人道倡议的价值，并对核

武器的后果及风险表示担忧。但是，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进行的100

次发言68中，均提出了从人道话语的实质性调查结果中应当得出什么政治结

论的问题。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利用人道结论作为论据，表示由于核武器具

有造成不可接受的灾难性后果的巨大风险，其存在就威胁着各国的安全，而

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这些后果的唯一保证，同时对人道问题的关注应该为

迫切需要的核裁军进展提供必要的动力。相较于纳亚里特会议，越来越多的

国家明确呼吁禁止核武器。同时，许多发言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究竟应

当遵循何种外交和法律程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不出所料，保护伞国家的发

言反对这些观点，用更谨慎的发言表达对人道话语的支持，但强调核武器在

它们的安全概念以及全球安全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与纳亚里特会议相似，它

们的发言本质上主张继续采用所谓的 “逐步”核裁军的方法，认为这样最

有效果。美国和英国遵循同样的思路。69

依照维也纳会议之前作出的保证，奥地利作为主办国所做的总结报告在

政治观点上同时反映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立场。这份反映多方观点但不可谈

判的文件也并未给推进人道倡议提供某种政治途径。奥地利因而决定发布一

份国家文件，即《奥地利承诺书》70，这份文件超出了总结报告的内容，并

对从人道证据中需要得出的不可忽视的结论，表达了奥地利的观点。该文件

特别声明奥地利

认为它有责任并且因此承诺要向所有相关论坛，特别是2015年《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和联合国框架下的论坛，提交维也纳会议中

67 Vienna Conference, Chair’s Summary, above note 60.
68 All statements are available at: www.bmeia.gv.at/en/european-foreign-policy/disarmament/weapons-ofmass-

destruction/nuclear-weapons-and-nuclear-terrorism/vienna-conference-on-the-humanitarian-impactof- nuclear-
weapons/statements/.

69 Ibid. 
70 《奥地利承诺书》，见：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Abruestung/

HINW14/HINW14_Austrian_Pledge.pdf.



22

关于核武器之人道影响的国际倡议：发展及其对核武器讨论的影响

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调查结果和强有力的证据，这是建立在此前奥斯

陆和纳亚里特会议基础之上的，因为这些内容应当成为与核裁军有关的

所有审议工作、义务和承诺的中心。……

奥地利呼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重申他们坚决和全

面地执行第6条项下既有义务的承诺，并为此寻求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填

补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方面的法律空白，奥地利也承诺与所有利益攸关方

合作以达成这个目标。……

鉴于核武器不可接受的人道后果和相关风险，奥地利承诺与所有相

关的利益攸关方、国家、国际组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国会议

员和民间团体开展合作，努力谴责、禁止和消除核武器。71

该文件没有指明应当采取何种外交和法律程序。但是，它确定有必要

“填补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方面的法律空白”，并且邀请各方“开展合作，

努力谴责、禁止和消除核武器”。在会议之后数月，奥地利又向各国进行推

广，说服它们考虑接受这个文件，在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召开前的数月里，已有70多个国家表示正式接受该文件。72

因此，维也纳会议通过两种途径在人道倡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一，

它将三次会议中的实质性讨论整合成一套关于核武器人道后果、与核武器有

关的风险以及这种武器的法律和道德维度的实质且有力的结论。第二，它通

过《奥地利承诺书》中包含的论证思路提出了一套从人道倡议中应当得出的

政治结论。尽管这些文件均未经过协商，因而并不具有约束力，但其中包含

的这些议题及问题却得以“公开”并且影响着核武器话语，尤其是在2015年

4月27日至5月22日于纽约召开的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前夕

和期间。73

71 Ibid.
72 由于许多国家签署了这份文件，因此《奥地利承诺书》是“国际化的”并在2015年5月《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审议会议期间重新命名为《人道承诺书》。认可该《人道承诺书》的国家名单 (截至2015年年

中有120个国家) 见：www.bmeia.gv.at/fileadmin/user_upload/Zentrale/Aussenpolitik/Abruestung/HINW14/
HINW14vienna_ update_pledge_support.pdf.

73 See the 2015 NPT Review Conference website, available at: www.un.org/en/conf/np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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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尽管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取得一致认可的结果74，

但它仍然清楚地表明，自2010年审议大会以来人道倡议已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发展。75除了两份分别包括159个和24个国家的跨区域声明之外76，还

有80多个代表团在其各自的国家声明中强调了关注核武器人道影响的重要

性。77此外，向审议大会提交的许多工作文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强调并

跟进人道倡议的不同方面。78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一个跨区域小组

提出的第30号工作文件，该小组由十六国集团中的大部分国家组成。79这

份文件包含了许多大会最后的成果文件应采纳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大量

吸收了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三次会议上得出的事实、调查结果和结

论，旨在将它们转化成承诺并呼吁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立即

采取核裁军行动。

但是，事实证明在审议大会期间进行核裁军谈判是极其困难的。尽管都

一边倒地支持人道倡议，但对于三次会议中提出的新事实和调查结果迫切要

求推进核裁军进程这一实质性人道结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尽管程度不

同——不愿意参与落实这一结论甚或对该结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尤其主张80，他们的核威慑政策是在充分了解核武器的人道后果的

74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代表团表示，由于中东问题，他们无法接受大会主席提交的最后文件草案。这份文

件后来成为第58号工作文件，见：www.un.org/en/ga/ search/view_doc.asp?symbol=NPT/CONF.2015/WP.58. 
The US closing statement is available at: www. 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
revcon2015/statements/22May_US.pdf. 英国在大会结束时的声明可见：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
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revcon2015/statements/22May_UK.pdf.

75 Final Document of the 2010 NPT Review Conference, above note 5.
76 奥地利代表159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同上注20；澳大利亚代表24个国家提交的《联合声明》，

同上注29。
77 See Ray Acheson,“Editorial: We the People”, NPT News in Review, Vol. 13, No. 2, 2015, available at: www.

reachingcriticalwill.org/disarmament-fora/npt/2015/nir/9732-4-may-2015-vol-13-no-2.
78 See, e.g., Working Papers No. 15, 16, 27, 29, 30, 40, 42, 44 and 52, as well as national reports, available at: www.

un.org/en/conf/npt/2015/documents.shtml.
79 见奥地利等国的《联合声明》，同上注11。挪威和丹麦决定不再共同倡议这份工作文件，但该文件得到

瑞典的支持，不过瑞典并非最初的十六国集团中的一员。第30号工作文件最终由奥地利、智利、哥斯达

黎加、埃及、梵蒂冈、印度尼西亚、爱尔兰、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菲律宾、南非、

瑞典和瑞士共同提出，见：www.un.org/en/conf/npt/2015/pdf/NPT%20CONF2015%20WP.30_E.pdf.
80 大部分裁军谈判都是在审议大会的下设机构内进行的，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讨论概要和发言选编可

见：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disarmament-fora/np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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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在核武器影响和风险方面并未出现新的相关信息，

这些国家强调——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核裁军措施。因

此，他们拒绝纳入一些建议，如第30号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建议。81

因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下设机构没有达成共识，裁军

谈判在大会的最后一周变为非正式的形式。大会主席陶乌斯·费鲁基大使邀

请一小部分最积极的代表团前往驻纽约的阿尔及利亚特派团，力图就大会

的核裁军方面制定协议。这些谈判——未能获取到有关记录——没有形成

任何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协议，其中可能争议最大的问题是，拥有核武器的

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对于人道倡议以及如何反映出人道倡议的重要性

和实质性结论存在不同看法。面对完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主席在会议

结束前两天停止了谈判，宣布她将自行起草一份最后文件，作为 “最后手

段——各国可选择接受或拒绝”，并将该文件提交给各缔约国，供其考量

或采用。82对许多国家而言，大会主席最后提交的文本就核裁军和人道倡

议的重要性而言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83但是，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美

国、英国和加拿大代表团因中东问题拒绝了这份文件，因此这份文件能否

得以通过变得无关紧要。84

尽管出现了这种消极结果，但在201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

会期间，可以说人道倡议仍获得了发展壮大。核武器的存在带来的人道影响

和风险成为整个审议大会讨论的焦点和关键创新因素，这清楚地表明，人道

倡议已在国际议程上拥有稳固地位，从而必定成为未来关于核武器的多边工

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外，人们也可以认为，人道倡议取得进展的原因

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普遍消极的态度以及在任何核裁军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

致的状况。核裁军谈判越具有争议性，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就越不会同意一份

包含强有力的核裁军承诺的文件，不过就会有更多人支持《人道承诺书》。

81 See Working Paper No. 30, above note 79.
82 主席提交的最后文件草稿，后来成为第58号工作文件，同上注74。
83 例如，见奥地利代表49个国家在2015年审议大会闭幕时作出的《联合声明》，2015年5月22日，见：

www.reachingcriticalwill.org/images/documents/Disarmamentfora/npt/revcon2015/statements/22May_Austria.pdf.
84 美国在大会闭幕时的发言，同上注74；英国在大会闭幕时的发言，同上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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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为期四周的会议中，支持上述文件的国家从70个增加到109个——事实

上，许多民间社团组织甚至将《人道承诺书》称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

议大会的真正成果。85

对核裁军讨论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倡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许多支持和关注。联

合声明和国际会议的双轨制在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成果文

件86仅得到简单提及，但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内，它已经发展为一项受到国

际社会四分之三以上国家明确支持的进程。这种强烈的反响让支持者和怀疑

论者都感到吃惊。但目前仍很难评估人道倡议能否长期推动在棘手的核裁军

讨论中取得切实进展。但是，若干有些方面似乎表明，这场讨论确实已经发

生巨大转变，人道倡议也成为一项全新的普遍共识，也是绝大多数国家今后

愿意开展核武器方面的多边工作的基础。

第一，人道倡议、联合声明和 (人道) 国际会议的主要吸引力在于该进程

的开放性。在人道倡议中，所有国家 (包括那些在多边裁军努力中作用小、

话语权少的国家) 都能参与进来，并能从人道视角而非传统的军事安全或以

核威慑为基础的视角作出实质贡献。与通常讨论核武器的多边框架和条约机

构不同，这一讨论无论在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不加以控制。

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负有开展多边裁军条约谈判的职责87，但由于只

有65个成员国，其民主合法性很有限。另外，其会议设置方式导致所有决

定——即使是极小的程序决定——都必须全体一致同意通过。因此，在某种

程度上，裁军谈判会议甚至都不能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这个机

构几乎有20年没进行过任何谈判了。纽约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88的成员

85 See, e.g., Ray Acheson,“2015 NPT Review Conference Outcome is the Humanitarian Pledge”, Peace and Health 
Blog, IPPNW, 23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peaceandhealthblog.com/2015/05/23/npt-outcomeis-pledge/.

86 Final Document of the 2010 NPT Review Conference, above note 5, p. 19.
87 关于裁军会议的更多信息，见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网站，网址：www.un.org/disarmament/HomePage/

DisarmamentCommission/UNDiscom.shtml.
88 关于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更多信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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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性，它也有职责为谈判提供一致建议，尤其是为裁军谈判会议就核

裁军问题提供建议。但自1999年至今，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也无法就任何

实质性建议达成共识。无核武器国家对于这一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感到越来

越失望，因为该机制赋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裁军话语在程序上的完全控制

权，使他们能否决任何他们不支持的发展。而人道倡议是一个让无核武器国

家能够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讨论、制定议程的框架，并且该议程可以得到贯彻

落实，不会因程序问题受阻，甚至至少在最初阶段无需拥有核武器的《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参与。

此外，虽然民间团体和学术界参加上述官方论坛的途径有限，但他们不

仅能参与到人道倡议中，而且还欢迎他们做出贡献，成为有关核武器的广泛

社会讨论中一个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一讨论还有外交裁军和军备控制

领域之外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这有助于在人道讨论的背景下形成一种活跃的

氛围，而与之相比，更传统的裁军论坛的程序则显得不合时宜和不民主。 

第二，人道倡议的发展及其日益增长的势头也应该结合近年来两种截然

相反的发展来看待。正如前文所述，核武器之人道倡议的起源与奥巴马总统

的布拉格演讲89以及由此重启的多边核裁军讨论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更为积

极的发展势头，以及对核裁军终于能够取得重大进展的高度期待，是2010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比较成功的直接原因。

2009年和2010年的期望很高，但随后的发展没有实现这些期望。在接下

来的几年里逐渐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尽管

程度不同——迫切实施2010年《行动计划》中具体行动的决心。恰恰相反，

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均正在落实或讨论与核武器及其基

础设施长期现代化有关的重要预算分配和计划。90这表明了继续长期持有核

武器而不是严肃地寻求核裁军的明确意图。上述趋势导致无核武器国家在某

种程度上日益不信任核裁军实际上是各方所共同迫切追求的目标。与1995年

89 B. Obama, above note 8.
90 See, e.g., Hans M. Kristensen,“Nuclear Weapons Modernization: A Threat to the NPT?”, Arms Control 

Today, 1 May 2015, available at: www.armscontrol.org/act/2014_05/Nuclear-Weapons-Modernization-
AThreat-to-the-NPT. See also H. M. Kristensen and M. McKinzie, above not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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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作出的裁军承诺相似91，2010年

《行动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可能也将无法实现。因此，人道倡议获得支

持也是因为无核武器国家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日益失去信任，将其作为表达

核裁军紧迫感的一个途径。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人道倡议过程中出现的实质性调查

结果给核威慑的正统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支持核威慑政策的理由基础是对

潜在敌人造成不可接受之破坏这一具有可信性的威胁，以此迫使各方保持克

制和理性。核武库多次核打击和核反击的能力维系着这种威胁的可信度。当

然，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仅靠威胁本身就能

实现目的，而无需动用核能力。但是，若使威胁具有可信度，就必须将核武

器的使用置于警戒状态。人道倡议的关键调查结果凸显出这个逻辑中的严重

缺陷。

正如在三次关于核武器人道影响的会议中所确认的，即使是“规模有限

的核战争”，也会直接引发人道紧急状况，而且它对大气、气候和粮食安全

造成的中长期影响也比之前理解的更为严重，很可能会波及全球。在这种情

况下，可靠的先发制人核打击和核反击能力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

要。按照对军事冲突中胜利这一概念的“传统”理解，“赢得”核冲突是不

可能的。因此，考虑到这个新的证据，核威慑的基础不仅是做好在全球范围

内造成大规模破坏和死亡的准备，而且还在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仍准备

好实施自我毁灭的行为。这并不符合核威慑的根本基础，即引导相关各方保

持理性。鉴于新证据的出现，具有可信度的威胁要求随时准备好实施自我毁

灭的行为，因此是完全不理性的；而理性的分析又不会得出冒险使用核武器

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威胁就不具有可信度。如果无论敌友，均会带来致

命危险，那么威胁本身就是不可信的，因为危机升级的威胁之大，令人难以

相信事态最后会发展到最糟糕的情况。但是，认为政府始终能够理性地处理

91 Final Document of the 1995 NPT Review and Extension Conference, available at: www.un.org/disarmament/
WMD/Nuclear/1995-NPT/1995NPT_OfficialDocs.shtml. The Final Document of the2000 NPT Review 
Conference is available at: www.un.org/disarmament/WMD/Nuclear/2000-NPT/pdf/FD-Part1and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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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威慑，而核威慑的作用又在于促使政府始终理性地行动，这一思路本身就

是一个危险的循环论证。92 

此外，为了避免引发这些自杀性后果，就要求
4 4

核威慑永远不能失败。但

是，在人道倡议过程中提出的关于风险的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要求

无法得到满足。具有可信度的核威慑要求，要始终表现出随时准备好使用核

武器的姿态，与保证永远不会因意外、人为或技术错误而使用核武器的需要

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93关于各种不同风险驱动因素的调查结果以及“险

些发生的事故”的实例，表明过去只是好运气阻止了可能导致核战争的核事

故或误判的发生，这一状况令人担忧。然而，降低核武器风险的必要措施是

对核武器使用的战备状况施以限制，从而削弱核威慑的基础。

因此，核威慑的支持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要么采取不负责的

行为，冒着给全球带来自我毁灭性后果的不可控的风险，要么降低这种风

险，但会从本质上削弱支持核威慑本身的理由。以外，核威慑一旦失败，

不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是无核武器的国家，抑或在国际层面，根本没有

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核爆炸的后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人道倡

议中得出的结论构成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论据，挑战着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中仍占主流的核武器安全方面的考量因素。根据这些结论，越来越多的国

家认为保留核武器的主张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安全观基础上的高风险且不

负责任的赌博行为。

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对人道倡议的担心之一是它

可能旨在使核武器在国际人道法下变成非法，或导致再次诉诸于国际法院。

但实际上，人道倡议的核心问题或关键结果不是核武器的合法性
4 4 4

问题，而是

核武器的正当性
4 4 4

以及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安全举措 ，这些方面得到关注

并受到极大挑战。核武器具有灾难性后果
4 4 4 4 4

，拥有核武器存在巨大风险
4 4

，使用

核武器是非法的
4 4 4

 (除少数假设中的情形外)。这些因素与实施大规模杀伤和破

92 See Alexander Kmentt,“Nuclear Deterrence as a Belief System”, Security Index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103, No. 2, 2013, available at: www.pircenter.org/en/security-index/160-security-index.

93 See Eric Schlosser,“The Most Dangerous Machines”, presentation given at Vienna Conference, available at: 
www.youtube.com/watch?v=MTzbIE69Q4U&index=3&list=PLOX6GHcKYM_vZ-oSBpe2KTzgJrMxlu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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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潜在战备状态结合一起，表明核武器是不道德的
4 4 4 4

。由于人道倡议，这些

结论在国际社会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因此，该倡议证明了仅仅是核武器存在

本身就会带来这些不可接受的威胁及风险，因而这些武器本身就应被视为不

负责任、不正当的。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应当以何种最佳方式在禁止并

消除核武器的法律框架内将核武器规定为非法。因此，遵循人道倡议，对于

应怎样达成这一目的以及能够取得怎样的进展，应该进行一场严肃、坚定且

迫切的讨论。无核武器国家的这种需求未来可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关于核武器的这一说法与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及其盟国所倡导的方法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人道倡议的第四个重要影响就

是，对于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方法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些武器带来的

挑战，国际社会出现了严重分歧。仍依赖核武器的国家继续主张采取一种逐

步的 (但很难让人信服的) 核裁军方法，其本质就是坚持核威慑。94一些国家

在宣称支持核裁军的同时，仍坚持认为需要核武器保障自身安全但其他任何

人不应拥有这些武器，但是人道倡议的出现，令该主张显得更为牵强。因

此，人道倡议不仅揭露了一个明显的双重标准，还使依赖核威慑与公开声称

支持核裁军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否并非相互排斥这一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拥有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这种裂痕已在核武

器人道影响的话语中得以具体化。如果不能弥合这一裂痕，核裁军和不扩散

机制的未来就会面临问题，但这需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及其盟国在政策上做

出明显转变。归根结底，他们需要认识到没有两全其美的做法。为了维持全

球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整个核裁军及不扩散机制的支持，需要提高核

裁军努力的可信度。否则，将会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带来不可弥补的损

害，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寻求发展核武器。

有些国家既是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又是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些国家及其盟国继续倡导的安全概念日益被绝大

94 例如，北约曾声称，“只要核武器存在，北约就会维持核联盟政策”。See NATO,“Active Engagement, 
Modern Defence: Strategic Concept for the Defence and Secu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adopted by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Lisbon”, 23 May 2012, available at: www.nato.
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685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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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视为不正当，很难想象如何长期维系对不扩散机制的支持。例如，

由五常加上德国主导的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

持。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一个讽刺性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国家在坚称其他

国家不能拥有核武器的同时，仍不断强调核武器对其自身安全的重要性。通

过自身的行动鼓吹核武器的概念和价值的同时又提倡核不扩散，会对整个核

裁军和不扩散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果能够坚定采取行动摆脱对核武器依

赖，那么所有不扩散努力的可信度都会大大提升。

这就产生了第五个也是人道倡议最后一个可能持续存在的影响：它推动

了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根据核武器的后果和相关风险，证明其不正当性，对

核裁军和不扩散来说都是有说服力的论据。因此，关注人道问题可能最有希

望巩固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支持、建立并维持强有力的核裁军及不扩

散机制以及最终完全消除核武器。这应该被视为一记警钟，以及一个使整个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摆脱核武器依赖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