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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公约通过大量规则十分准确地规定了国家的义务，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些规则的背

后，还存在一些贯穿所有公约的原则。对于这些原则，有时我们能在公约的直接陈述中找到它们，

有的则清晰地蕴涵在公约中，有的则源自于习惯法。 
 我们很熟悉《海牙公约》序文中著名的“马尔顿条款”。该条款提到“国际法的原则，因为这

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1949 年《日内瓦公约》的若干条款也提及这些原

则，它们对国际人道法与对其他法律领域一样重要。它们为无法预料的情况指明了方向，其作用如

骨骼之于人体，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纲领，通俗易懂，是宣传人道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现在所讨论的法律领域而言，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人道法的最低原则都是有效的，甚

至适用于可能尚不是公约成员国的国家，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的惯例，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联系人

道法的普遍性特点作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这些原则无论如何不会取代目前已有的公约规则。当涉及公约的具体适用时，法学家还

必须回到规则本身去。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形式主义和多言癖充斥国际会议的时代，因为正如军事指挥官使用

烟幕弹隐蔽战场一样，外交家们都尝到了烦琐和模糊文字游戏的甜头，这是掩盖基本问题的捷径，

但却酿成了这样的危险，即文字游戏会牺牲根本精神。因此，更有必要在这种冗长啰唆的迷雾中提

倡简明、清晰和精练的语言风格。 
 人道法原则于 1966 年被第一次概括了出来。1 当时依据的主要是 1949 年《日内瓦公约》。但

后来又制定了 1977 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和 1980 年 10 月 10 日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

具过分伤害力或滥伤滥杀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因此有必要根据这些法律文件作适当的调整。这

就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导言 
 

      在公约并未包括的情况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它们源自
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原则和公众良知的要求。 

 
 该条款是马尔顿先生才华的结晶。它自 1899 年问世以来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伟大价值。由于

这一条款已经成为《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以及 1980 年公约的一部分，我们相信，用它作人道

法原则的导言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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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法的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之法律地位。 
 
 上述准则反映了著名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实践证明，它用来结束关于非国

际性质的武装冲突是非常重要的。该准则向政府官员们保证，遵守人道法并不意味着因其敌对而承

认其交战方地位，交战对方也不得歪曲共同第 3 条的宗旨，并以此来达到人道目的以外的其他要

求。这样，这一条款能通过减轻政治压力发挥着“安全阀”的作用。2  
 众所周知，《第一议定书》加强了关于指定保护国方面的措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

管这一体制很重要，但出于政治的原因，交战方很少诉诸这一制度，都想方设法避免承认敌方的法

律地位。 
 为此，议定书规定：“为了适用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目的而指定和接受保护国，不应影响冲突

各方……的法律地位。”（第 8 条第 2 款） 
 议定书在一般性原则方面还规定：“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适用以及这些文件所规定的协定的订

立，均不影响冲突各方的法律地位。”（第 4 条）所以，这一条款就取得了更为广泛的适用效力。 
 
 一、基本原则 
 
 与其他法律分支一样，人道法也有一些基本原则。其他原则则是从这些基本原则派生而来的。 
 从一开始，人道法就没有要求消灭战争的祸害，而是将目标确定在尽可能减轻战争不必要的残

酷性这点上。交战方的相互利益也驱使他们在作战行动中遵守某些“游戏规则”。这就是战争法和

人道法的渊源。 
 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兴起。它要求一切其他事物都服从于意识形态目标实

现的需要，并为此不惜动用武力。同时，通过使用武力推翻现有政权的颠覆活动也有所增加。 
 因此我们越来越相信，不管在平时还是战时，国际法的一部分即包含武装冲突法和人权法两个

部分的人道法（human law），必须确保对所有人最低限度的保护及人道待遇。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人道法的原则： 
 

        军事需要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必须与尊重个人相一致。 
 
 克瑞翁（Creon）与安提戈涅（Antigone）之间的永恒冲突3可以较好地说明人道与（客观）需

要之间的根本对立。克瑞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维护公共秩序，而安提戈涅则遵守了高于书面协议

的习惯法，并肯定了个人的优先权利。 
 用现代的眼光看，敌对行动以及所有时代公共秩序的维持，并不一定要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底

线要求为代价。 
 从上述原则可以引申出人道法（或战争法）的原则： 
 

      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或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因此，交战各方对敌方的伤害不应与这一目
标的要求不相称。 
 

 战争截然不同于社会的通常状态即和平状态。只有客观需要才能证明其合理性，而战争不应以

自身为目的。 
 战争是某种极端的手段，某国以此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它包括为此目的向对方施加必要的

压力等。任何与此目的无关的暴力都是不必要的，那样做既残忍又愚蠢。 
 为实现这一目的，参与冲突的一国要以最小的代价摧毁或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该潜力包括两

个方面，即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 
                                                        
2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当一国政府接受共同第 3 条，它也就宣布了本国境内存在着武装冲突的事实，

因而必然存在着“冲突的另一方”，该方就成了人道法的主体之一。无论如何，这不应成为遵守该条款

的任何障碍。 
3 克瑞翁，即底比斯之王，曾将抗命的外甥女安提戈涅活埋。安提戈涅，不顾其舅父克瑞翁的禁令为死

去的哥哥营葬，最终被关入岩洞活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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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削弱敌方的人力潜力——包括直接构成战争力量的人员，交战一方可采取杀死、伤害或俘

虏等手段。就军事效益而言，这三种方法没有多大差别，因为它们都能达到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

的。 
 从人道角度来看情况则大为不同，三种方法之间也不再是对等的关系，因为根据人道的要求：

俘获要比伤害敌人好，而伤害总比杀死敌人要好；应尽可能地饶恕非战斗人员；造成的伤害应尽可

能轻一点，以便能得到处理和救治；伤害造成的疼痛应是最轻的；应尽可能采用俘获的办法。 
 正如实践已经证明的，军事指挥官能理解这种语言，因为谁也不要求他们放弃作为军人和爱国

者的基本职责。他们即使给敌人造成了较小的痛苦，也同样能实现既定的效果。从最现实的角度

讲，通过不给予照料或虐待，给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增加痛苦，都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正是从上述原则，才引申出了日内瓦法的以下原则： 
 

         对丧失战斗力或未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员应予以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 
       面对大家熟悉的、人类最恐怖的武力活动——战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用语言筑起了脆
弱的屏障，即所谓人道法。 

 
 日内瓦原则具体规定了对战争受难者的三种义务：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并给予他们以人道待

遇。这三种要求之间似乎很相近，但也存在细微差别，它们共同构成了协调一致的整体。假如要对

人道待遇作出十分详细的界定，那必然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任何定义都必然会滞后于坏人的想像

力。稍具常识和良知的人都清楚何谓人道待遇。应该说，它指的是能促使任何个人能活下去所必需

的最低待遇。 
 该人道法原则也促使产生了战争法（海牙法系）原则。 
 

         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 
 
 1907 年海牙《关于陆地作战的规则与惯例》指出：“交战者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

有无限制的权利。”（第 22 条）这一规则与上述所引日内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条款完全一致。 
 
 二、共同原则 
 
 如前所述，基本原则为其他原则之渊源，位于所有日内瓦法系和人权法共同原则之首。 
首当其冲的应是不可侵害原则： 
 

         应尊重个人对其生命、健全身心以及其他与个人人格不可分割的特性等的权利。  
 
 这条无可争辩的规定可由下列若干适用原则予以解释： 
 
 1．战斗中落入敌方的个人是不可侵害的：投降者的生命应予以饶恕。 
 
 显然，该原则只与战斗员有关。这是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即只可击毙在战场上作战的军人。 
 
 《第一议定书》肯定并发展了这种保护，并将其扩展到敌人的范围，即“明示投降意图”或

“因伤或病而失去知觉，或发生其他无能力的情形，因而不能自卫的人”。（第 41 条）同样，先

前只是承认为某种惯例的也被明确地规定在公约里：“从遇难飞机跳伞降落的任何人，在其降落

中，均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第 42 条）并用下列语言对“饶恕”予以阐释：“禁止下令杀无

赦，禁止以此威胁敌人，或在此基础上进行敌对行动。”（第 40 条）  
 
 2.禁止酷刑、降低身份或非人道惩罚。 
 
 在所有受谴责的行为中，通过酷刑来榨取情报的行为极其危险，尤应受到严责。对个人而言，

它会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也是对其人格的严重侵害，强迫他们做违心事和说违心话，迫使他背叛

自己的战友和家人，把他贬低到野蛮时代的奴隶水平或可以说将他贬低到“人兽”——即次于人的

状态。进一步说，它使那些实施酷刑者以及被施以酷刑的人的地位都统统遭到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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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8 世纪末以来，当司法酷刑在欧洲废除时，人们一度希望这种做法应予废止，起码在文明

国家中应普遍受到谴责。但这一天远远没有到来。不仅这种状况没有出现，而且我们看到还有不少

用秘密方式来实施酷刑以及某些卑鄙做法的广泛流传。酷刑在许多国家大规模存在，但由于科学方

法的完善却能常常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最恶劣的是，有一种说法认为酷刑合法，因为维护国家安

全需要这种手段。  
 酷刑已为法律所禁止，许多国家法律和国际法都予以禁止，日内瓦公约和人权法规更是明令禁

止。《第一议定书》新的、关键的第 75 条——即“基本保证”条款中规定，禁止“各种肉体和精

神上的酷刑……伤残肢体……对人身尊严的侵犯，特别是侮辱性和降低身份的待遇，强迫卖淫和任

何形式的非礼侵犯”等。 
 我们的目标不应只盯着起草新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还应该保证现存的法规得到落实。因而，应

大力加强控制手段和制裁体系。酷刑通常是在上级机关不知情的情况下施行的。上级机关对其部属

的劣行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为此，经瑞典提议将起草专为实现此目标的一部公约，目前该提议正在由联合国予以考虑。 
 
 3.应承认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人格。 
 
 仅仅保持一个人的健全身心是不够的。他们的法律地位应予以尊重，应确保他们能履行自己的

公民权，诸如打官司以及签订契约的权利等。《世界人权宣言》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这一权利。而

《日内瓦公约》对此有所保留：履行公民权利应以符合必要的条件为限。 
 
 4.每个人都有尊重自己荣誉、权利、宗教和习俗的权利。 
 
 人大凡对自己荣誉、自尊受到侵犯是十分敏感的，许多人甚至视这些高于自己的生命。这里不

必强调家庭纽带的重要性，但它的力量却为坏人提供了另一种伤害他人信仰的机会。通过威胁人们

内心深处的信念而达到攻击其心灵之目的，这或许是最恶劣和可鄙的行径了。 
 对任何人而言，哲学、政治和宗教信仰是其人格最基本的方面。如果这些东西受到剥夺侵害，

那么，他就不再是完整的个体。对人们的习俗也是如此。从那些原始群落被迫强加了某种死板的文

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一旦它们赖以创新的源泉即祖先文化的根基被割断了，其文

明很快就会走向衰落。 
 前面所引《第一议定书》第 75 条规定，国家“均应尊重所有人的人身、荣誉、信念和宗教仪

式”。 
 
 5.任何遭受痛苦的人应得到保护和许可的照顾。 
 
 1864 年缔结的《日内瓦公约》首先提出这一原则。与那时一样，今天它仍属于强制性要求。 
 尽管那时制定这一原则只是为战时军人们着想，但这一原则对平民也适用，并也用于和平时

期。就平时维护健康和防止疾病而言，它能更多地体现其积极的一面。 
 
 6.每个人都有权与自己的家人互通消息和接受救济。 
 
 没有什么能比对亲人的焦虑担忧更能摧毁人们的士气了。在战争条件下，四散的家人如果能互

通消息，那将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据《日内瓦公

约》建立中央查人局的缘由。 
 《第一议定书》承认“家庭了解其亲属命运的权利”（第 32 条），并详细规定了一系列寻找

失踪者和死者的办法措施（第 32~34 条）。《第二议定书》规定应准许被拘禁者与家人通信联系

（第 5 条）。 
 《第一议定书》还规定了国际组织在必要时的救济活动以及这些物资的运输和分配等，并规定

必须尊重被救济人员（第 69~71 条）。 
 
 7.不应任意剥夺个人财物。 
 
 应当说，在现代社会财物之于人的正常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把物质商品与相应的价值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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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不是没有道理。 
 在共同原则第 1 条即不可侵害原则之后，还有第 2 条，即不歧视原则，这里简要论述如下： 
 

     所有个人不得以种族、性别、语言、社会地位、财富、政治、信仰或宗教意见或任何其
他类似标准为依据而区别对待。 

 
 《1977 年议定书》，即《第一议定书》的序文和第 10 条、第 75 条以及《第二议定书》的第 2
条等，都有类似表述。 
 应当承认，该原则不能解释得过于绝对，因为假如区分是得体的和必要的，那么这样的区分就

是好事。在人道法看来，根据痛苦的程度、遇难和生理弱点等，区别某些对象是合法的。因而，对

待妇女必须充分考虑其性别。议定书还包括给予妇女儿童以特别保护的若干规定。至于对伤者和病

者的保护，它指出：“在这类人之中，不应以医疗以外的任何理由为依据而加以任何区别。”

（《第一议定书》第 10 条） 
 这样一来，为不歧视原则增补一条适用原则就比较合适： 
 

      为了抵消由于个人境况、特殊需要及其遇难方面的差别，那么，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
虑，应该给予他们以不同的待遇。 

 
 第三条共同原则是关于人身安全的原则，即： 
 

        每个人都享有个人安全的权利。 
 
 由此引申出两个适用原则，即： 
 
 1．任何人都不应为其未犯的过失负责。 
 2．禁止报复、集体惩罚和扣留人质。 
 
 后一原则直接源于前者。 
 《日内瓦公约》禁止对受保护人员进行报复，但作战行动中仍然允许进行报复。有的国家认

为，报复是迫使顽固不化的敌方履行其义务的唯一途径。但报复与法律的一般原则相矛盾，即不应

该因为罪犯的恶行而惩处无辜者。再者，报复一般会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往往难以实现其既定目

标。 
 《1977 年议定书》在禁止针对平民和通过空袭对平民实施报复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

长时间的争论，这一问题在外交会议上得到了解决，最后绝对禁止报复占了上风。那么，如果某交

战方无视该规定并实施报复，其法律地位又该如何呢？这时它就与自己的敌方一样，都是在违法犯

罪。 
 在关于“基本保证”的第 75 条，议定书确认了关于禁止扣留人质和集体惩罚的规定，即： 
 
 1. 每个人都应获得习惯性的法律保证。 
 
 第 75 条含有法律保证名副其实的准则，比较全面，人们随时可以援引。 
 
 2.任何人不得拒绝人道公约赋予的各种权利。 
 
 这条规定似乎有点怪，因为它保护冲突的受难者不受敌方的伤害。但事实证明，由于在敌方掌

控中的人员并不是处于某种独立和客观现实的状态，很难使他们能根据全面的事实作出符合其真实

利益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拘押机构向受保护人员提供了显然是很优厚的条件，但却

剥夺了公约赋予他们的权利。 
 
 三、关于冲突受难者的原则（日内瓦法） 
 
 首先是中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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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援助绝不介入武装冲突。 

 
 1864 年《日内瓦公约》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它超出对伤者的保护。因为它规定，即使对

敌方的援助也属合法行为，也不属侵犯中立的敌对行为。这一点在将医务人员置于冲突以外的规定

中有所体现。现行的《1949 年第一公约》第 27 条第 3 款关于中立性援助有明确的规定。再如，

《第一议定书》第 64 条第 1 款关于中立国的民防组织的条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行为不

应被视为对冲突的干涉。”议定书第 70 条即关于交战国平民居民的救济行动，则更有意义，它规

定，人道援助和公正救济行为“不应视为对武装冲突的干涉或视为不友好行为”。 
 显然，中立原则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常重要，它极大地便利了其援助行动。 
 下面我们探讨其适用原则： 
 
 1．为确保其豁免权，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任何敌对行动。 
 
 给予军医、红十字医务机构和医务人员以豁免权，意味着这些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敌对

行动，这样才符合上述原则的要求。 
 1977 年附加议定书又前进了一步，即平民医务人员与军队医务人员一样，也受同等条件的保

护。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公约》规定，只有平民医院的人员享有这种豁免权。1977 年附加议定书

则规定，为保护平民居民免遭空袭而采取各种行动的民防人员，在特定情况下也给予了类似保护。 
 
 2．给予医务人员以救治者的保护。 
 
 即使在战场上，也应确保医生和护士以相当的特权。这并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理由，而是因为

他们在救治受难者。受难者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即使以治疗者的身份被俘，医生以及协助医生的人

员也应予以保护，而且怎么保护他们也不为过。 
 《1977 年议定书》大大拓展了对医疗行动的保护，它规定：“除有医疗理由外，占领国不得

要求这类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优先治疗任何人。”（第 15 条第 3 款）“从事医疗活动的人，不应迫

使其从事或进行违反医疗道德规范的行为。”（第 16 条第 2 款） 
 
 3．从事医疗活动的人，如果认为有关情报的证明将有害于有关病人及其家属，即不应被迫提

供关于在自己照顾下的伤者和病者的情报。 
 
 这条原则见《第一议定书》第 16 条第 3 款，即比较棘手和长期探讨的保密问题。《第二议定

书》也有类似规定（第 40 条第 4 款）。不幸的是，外交会议对这两条提出了保留意见，使得它们

的适用服从国内法的要求，这两条规定随之也丧失其应有的效力。但它们作为原则的价值仍然存

在。 
 
 4．任何人不得因治疗伤者或病者而被侵扰或定罪。 
 
 这条规定见 1949 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18 条第 3 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刚结束

时，许多国家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饱受蹂躏，它为解决无数苦难的境况提供了答案。许多人因为救治

受伤游击队员、伞兵或因为在官方医疗单位或国际红十字会工作过而遭到杀害、囚禁或起诉。所有

这些做法都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和中立原则。 
 这一理念在 1977 年附加议定书得到了特别的确认和拓展：“在任何情况下，不问谁是受益

者，任何人不应因进行符合医疗道德的医疗活动而受惩罚。”（《第一议定书》第 16 条第 1 款）

“任何人不应因这种人道主义行为而受到伤害、起诉、判罪和惩罚。”（《第一议定书》第 17 条

第 1 款） 
 从中立原则引申出来的有正常原则，即： 
 

       受保护人员应尽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这一点源自于这样的普遍观念，即，要在人道精神与战争需要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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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一条适用原则： 
 

         战时囚禁并非一种惩罚，而只是使敌人不再处于伤害状态的手段。 
 
 任何超出这一目的的做法都毫无意义，并应受到严责。 
 战俘并不是奴隶。囚禁本身并不羞耻，也不意味着丧失地位。一旦囚禁的理由不再成立或战事

结束，就必须对战俘予以释放和遣返。 
 第三条原则是关于保护： 
 

        国家必须对落入自己手中的人员予以保护，包括本国和他国人员。 
 
 关于保护的适用原则是： 
 
 1.战俘在敌国的管辖之下，而不是在俘获他们的军队管辖之下。 
 2.敌国应负责所看守人员的条件，维护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服务。 
 3.冲突受难者一旦丧失其自然的保护者，应为其提供国际保护者。 
 
 前两条不需要解释就已经非常清楚。至于第 3 条，一般认为，自然的保护者即是该个人所属的

国家，而国际保护者即是保护国以及类似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它们负责对《日内瓦公

约》的适用进行中立性监督。战俘和平民拘留者有权向这些机构倾诉不满情绪，机构的代表有权探

访关押营，并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会见被关押者。 
 
 四、战争法原则 
 
 自 1907 年以后，在这一重要领域制定规则的行为实际上已被中止。1966 年，当识别人道法所

有原则时，该领域唯一可能做的事就是先提出一些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比较模糊，而且还有

点过时。但自 1977 年以来，我们拥有了大量名副其实的规则，极大地填补了这方面的严重空白，

尤其在保护平民居民免予空袭方面就更是如此。 
 近期的立法有力地印证了 1966 年提出的原则。通过增添新颖和受欢迎的观点，它还发展和补

充了这些原则。 
 如前所述，从战争法的基本原则，可以逻辑地推出其他三个一般性原则。第一个是针对人员

（ratione personae）的限制原则。 
 

         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受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 
 
 战争法以区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为基础。从性质上讲，战斗员是战争的对象，非战斗员则不应

卷入敌对行动，而且无权参与该行动。这种对平民居民的一般豁免源自于习惯法和一般原则，在实

在法中并没有直接陈述。现在终于有了，上述引文即是一字不差地来自 1977 年第一议定书第 51 条

第 1 款。  
 从这条一般原则，有必要引申出若干适用原则： 
 
 1．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

加以区别。 
 
 旨在确保对平民居民以有效法律保护，尤其使他们免予遭受空袭，这条基本规则的根据即是这

一区别，该区别是议定书第 48 条的主体。 
 
 2．平民居民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甚至报复的对象。 
 
 上述引自议定书第 51 条第 2 款、第 6 款。其创新之处在于绝对禁止对平民实施报复，包括以

空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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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以恐怖袭击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 
 
 1966 年，有人提议禁止对平民居民进行轰击，尤其禁止施以恐怖袭击。上述规定则来自议定

书第 51 条第 2 款的第二句。 
 
 4．冲突各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不损害平民居民或至少尽可能地将造成的附带伤害和

损害减到最小。 
 
 议定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预防措施”，它完整、详细地阐述了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

的保护（第 57 条和第 58 条），上述条文即是对此章规定的概括。 
 显然，直接处于作战地域或军事目标附近的平民必然要面临相当的危险。但正如维多利亚

（Victoria）指出的，如果无辜者被打死，最好永远是偶然的，而绝不是蓄意而为。 
 
 5．只有武装部队成员有权攻击和抵御敌人。 
 
 国家是为了其政治目的而发动战争的，并不是什么个人行为，由此自然就能推出这一原则。如

果非战斗人员被避免伤害，那是因为他们并未参与武装冲突。 
 上述是习惯性规则。那么判处游击队员的权利即源于此，议定书第 43 条第 2 款暗示了这一

点。 
 这里对“民众抵抗”(levee en masse)的例外情况有所保留——即大批居民同时起来抵抗入侵

者，其中有些平民居民公开携带武器并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就可被认为是交战方。 
 第二个是针对地点（ratione loci）的一般性限制原则。 
 

        攻击必须严格地限于针对军事目标。 
 
 议定书完全肯定了 1966 年提出的这条习惯性规则，并添加了关于军事目标的详细定义，包括

“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

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物体”。 
 有以下六条适用原则： 
 
 1．禁止攻击不设防地区。 
 
 这点与海牙《关于陆地作战的规则与惯例》第 21 条相呼应，它一直是关于常规战争法律的主

要支柱。当某些地区对敌缺乏任何抵抗力、敌方不费一枪一弹就可占领时，则不能再向该地区施以

无益的危险和毁坏。很久以来，作为一条惯例，宣布不属于军事性质的城镇为“开放城市”。 
 依据《海牙规则》，议定书第 59 条增加了一系列关于保护不设防地区和非军事区的规定。 
 
 2．禁止从事以构成各国人民文化或精神遗产的用于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历史纪念物、艺

术品或礼拜场所为对象的敌对行为。 
 
 议定书第 53 条的禁止，部分来自于海牙《关于陆地作战的规则与惯例》第 27 条，部分来自于

1954 年在联合国提议下缔结的《关于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虽然这一公约不属于普遍适用

的规则，但 1974~1977 年召开的外交会议仍然认为，有必要将有关内容包括到议定书中来。 
 保护军队和平民医院是 1949 年第一和第四公约所特别规定的议题。 
 
 3．禁止攻击可能释放危及平民居民的危险物质的工程和设施。 
 
 这里主要指水库、堤坝和核电站。 
 外交会议的创新令我们十分感激，因为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法律必须适应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在

进行调整。议定书关于陈述这一原则的第 56 条，还包含有详细的法规以及假如此类工程设施被用

于军事目的，则对保护的某些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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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平民居民不应被用作掩护军事目标的“盾牌”。 
 
 这是议定书的又一创新之处。这些法律条款不仅针对敌方人员制定，同时也是为居民所属国政

府而制定的。议定书在要求敌方尊重这些平民的同时，还规定不许交战方以欺诈目的滥用对平民的

保护，不许故意暴露己方居民。 
 不管这些规定显得多么的例外，它们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这是为平民利益采取的重要措

施，并且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条规则，不论是从人们个人权利还是从相对于个人的政府角度来

看，都顺应了现代发展的趋势。 
 上述规则是议定书第 51 条第 7 款的梗概。 
 
 5．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对象；禁止摧毁和转移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 
 
 通过直接拓宽“民用物体”的定义，将保护延伸到“所有不是军事目标的物体”，1974 年召

开的外交会议在这点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上述这一原则第一句引自议定书第 52 条第 1 款，它对禁

止报复尤为重要。 
 第二句引自第 54 条第 2 款。关于这一点，外交会议引入了崭新的、有意义的观念，即居民的

生存问题。我们在第 55 条第 1 款也能发现这一点。任何武装冲突总会或多或少地殃及居民的生

存，但这些破坏绝不能达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第 54 条第 2 款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6．禁止抢劫。 
 
 《海牙法规》第 28 条、第 47 条，第四公约第 33 条第 2 款都专门陈述了本原则。 
 下面我们将讨论关于条件方面的限制性原则： 
 

        禁止使用任何可引起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和作战方式。 
 
 此原则的性质稍有不同。它不仅要求不伤害没有参加战斗的人员，而且还要求战斗人员避免造

成比迫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所需的更大损失和更多痛苦。 
 这一点参见海牙《关于陆地作战的规则与惯例》第 23 条第 5 款“不必要痛苦”。 
 《第一议定书》也有类似条款第 35 条第 2 款。 
 问题是如何来确定这一界限？什么样的损失属于“不必要”？什么样的伤害又是属于“过

分”？什么样的痛苦又是属于“过多”？对每种武器的使用而言，都有必要权衡军事优势的程度与

人道要求。如果我们能俘虏某个士兵使其退出战斗，就不该采用伤害的办法；如果我们能采取使其

受伤达到效果，就不应杀害他。如果有两种可以获得同样军事优势的办法，我们就必须选择作恶较

少的办法。总之，要避免使用能引起超出人的忍耐极限的痛苦的武器和作战方法。 
 《海牙公约》和 1868 年《圣彼得堡宣言》禁止使用某些被认为特别残忍的武器，如带钩或有

毒的投射物、在人体内膨胀的爆炸性子弹或达姆弹等。 
 198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约，在其《第一议定书》中禁止使用其碎片在人体内用X射线无法

探测的投射物，《第二议定书》谴责使用设计用来引起不必要伤害和过分痛苦的武器，尤其像采用

外形无害物体的饵雷等诱杀装置，最为重要的是《第三议定书》，该议定书禁止和限制使用燃烧性

武器。4 即使在打击位于居民聚集区的军事目标、甚至空袭时，也不可以使用这类武器。 
 从前述原则可以推断，不仅要禁止使用引起不必要伤害的武器，而且要禁止使用滥伤滥杀的武

器以及全面作战的方法等。 
 由此提出以下在武装冲突中要适用的原则： 
 
 1.禁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 
 
 《1977 年议定书》第 51 条第 4 款，详细界定了应予禁止的这类攻击。其目的在于拒斥使用不

能较精确地区别军事目标与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以及其效果不能严格地限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

                                                        
4 关于 1980 年某些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还有“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1995 年关于激光制盲武器

的第四议定书以及 1996 年修正的第二议定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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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方法和武器。其中有些武器在《海牙公约》和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里已有相关的规定，

如关于浮雷、窒息性气体和细菌武器等。 
 
 2.如果某攻击预期的具体的、直接的军事优势可能会造成对平民的过分伤害和对民用物体的过

分损害，则该攻击应予禁止。 
  
 这一原则强调了比例性观念，见《1977 年议定书》第 4 章“预防措施”第 57 条第 2 款。

（p.76） 
 1980 年公约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该公约规定，禁止使用这类可能引起平民生命附

带受损失、民用物体受损害，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武器。这一

点主要指置放于军事区域以外的地雷。 
 
 3.战争中应注意保护自然环境。 
 
 仅仅谴责滥伤滥杀的武器是不够的；某些常规武器的使用对平民居民一样的危险。另外，特别

禁止使用某些被认为相当残忍的武器也不够，更重要的是禁止全面战争的方式，而这恰恰是

1974~1977 年外交会议的成就之一。 
 那么，议定书第 55 条所谓保护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规定应该是： 
 

      在作战中，应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不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这种保护包括禁止使用
旨在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这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式和手段。 

 
 1980 年公约还特别禁止使用燃烧性武器来毁坏森林或其他植被。 
 
 4.禁止把使平民陷于饥饿作为作战方式。 
 
 我们将此概括为适用原则之一，其新颖和重要的观点包含于议定书第 54 条第 1 款。追忆以往

战争，无疑这是人道的又一重大胜利。 
 
 5.禁止背信弃义的作战行为。 
 
 骑士时代以来，战争法要求战斗员遵守战争规则。这并不包括战争诈术，却禁止背信弃义。 
议定书用了较长的篇幅即第 37 条，专门论述背信弃义，包括一系列重要的定义。正如前文所述，

1980 年公约特别谴责使用以显然无害物体为外表的诱杀装置。 
 
 
 
 
 
 
 
 

朱文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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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道组织与国际法庭 
之间的合作 

 
 

凯特·麦金托什 （Kate Mackintosh）∗ / 卢有学
∗∗ 译 

 
 
 人道组织在观察战争期间人们的所作所为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或许除了“潜入”和通

过其他途径进入战区的战地记者以外，冲突地区以外的其他人一般都无法得知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

事情。那些针对平民的暴行的具体细节，往往通过人道医疗组织的医护工作而暴露在这些工作人员

面前；因此，所有在战争中开展人道救援工作的组织都可能成为战争残酷性的见证人。 
 
 所以，当设立了国际性或其他形式的法庭来审判战争期间罪行时，负责将罪犯送上审判席的起

诉方就求助于人道组织，希望这些组织能提供证据，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对于许多这样的组织及其

雇佣的、能够亲自见证暴行的人来说，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是否同意与起诉方进行合作。一方

面，许多组织及其雇员支持甚至推动战争罪法庭的成立、支持将战争罪罪犯送上法庭，如果他们已

经与这些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接触过，他们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更多地从组织

角度来考虑，担心这样做会危及其中立性、丧失以后接近被害人的机会、置他们自己及其他雇员于

危险之中。 
 
 本文将展示那些人道组织调整如何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法律制度，并就下面的问题进行讨

论。这些问题是：能够强迫人道组织作证吗？他们能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消息吗？如果他们要提交

证据，能够不向公众披露吗？ 
 
 是否可以强迫人道组织到国际刑事法庭作证？ 
 
 国际刑事法庭（以及混合性的法庭，如塞拉利昂特别法庭）都具有能强制证人到庭提供证据的

权力。这一权力被视为法庭为了能够审理案子必须有的权力，因此也被视为是法庭的“固有权

力”，它被明确地规定于法庭的《规约》和《证据与程序规则》里。1 不过，国际刑事特设法庭有

一个明显特征，即：它并不是国家通常意义上机构的一部分，因此没有警察力量来确保强迫他人出

庭的命令得以执行。因此，不同的法庭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7 章规定而建

立的，《联合国宪章》第 7 章授权安理会采取措施维护或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意味着，所有国

家都有义务与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并在诉讼所有阶段都必须对它们予以协助。这一点也体现在

刑事法庭的《规约》中，它规定各国“应不作任何不当延迟，遵从要求援助的请求或初审法庭发布

的命令”，2 因此，如果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或者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发出到庭传票或命令，他们就

可以要求这些人所属的国家执行该项命令。如果这些国家没能照办，法庭就可以将其不合作的情况

                                                        
∗
荷兰“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国际人道法顾问。 
∗∗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3 级博士研究生。 

1分别规定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Y）、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
的《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54 条，国际刑事法院（ICC）《规约》第 64 条第 6 款。 
2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9 条“合作与司法援助”规定：“1．各国应与国际法庭合作调查和起诉

被告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者。2．各国应不作任何不当延迟，遵从要求援助的请求或初审法庭

发布的命令，包括但不限于：（1）查人找人；（2）录取证词和提供证据；（3）送达文件；（4）逮捕

或者拘留；（5）将被告引渡或者让渡给国际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8 条也规定了同

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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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给安理会，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其审判过程中，法庭曾向驻扎在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北约“联合保护稳定部队”发出过命令，也曾向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
发出过命令，它们都是有关国家自己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执行的。不过，这些命令都是与逮捕嫌疑犯

和查封证据有关，而不是关于强制性地要求证人前来法庭作证。4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是以公约为基础而设立的机构，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批准它并受其条文的拘

束。因此，成员国自然就有义务根据法院的请求进行合作。然而，尽管它作为一般合作义务被规定

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5 但在随后列举的成员国必须执行的有关合作请求详细目录里，却没

有将要求证人出庭包括进去，而只是提到：“为有关人员作为证人或者鉴定人自愿到本法院出庭提

供便利。”6 因此，成员国执行一项命令时就要证明该命令并不违背证人的意愿，这在其是否履行

该合作义务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争论。 
 
 《规约》非缔约国没有义务执行法院的请求，尽管它们可能曾经同意合作而后来又食言了，法

庭可以将这些国家不予合作的事实提交给缔约国大会，如果是因为安理会提交情势而启动起诉机制

的话，则可以提交给安理会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7  
 
 由国内法官和国际法官组成的混合刑事法庭——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为例 
 
 由国内法官和国际法官组成的混合刑事法庭，如在东帝汶和塞拉利昂成立的特别法庭（不久也

将会在柬埔寨成立一个混合刑事法庭），它们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运作，但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或

者国际法与国内法混合起来的法律，其法官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它们可以被称为国际

化的国内法庭。这些法庭的强制力因各自的组织法规定不同而有区别，但是，主要的区别在于，法

庭命令的强制力在东道国国内与国外的效力不同。一般来说，东道国与国际化的法庭在处理这些问

题上会有合作方面的协议。 
 
 例如，在建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协议中， 塞拉利昂政府答应与特别法庭进行全方位的合

作，8 还要通过立法，规定特别法庭发布的命令与国内法院发布的命令具有同等的强制力和效力。9

                                                        
3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7 条（之二）“不履行义务”规定：

“（1）除了适用本《规则》第 11 条、第 13 条、第 59 条或者第 61 条的案件以外，如果初审法庭或者法

官确信一个国家没有履行根据《规约》第 29 条的规定与该法庭或者法官的任何诉讼活动有关的义务，

那么，该法庭或者法官可以建议庭长，庭长应当将该情况向安理会报告。（2）如果检察官能够使庭长

确信，检察官根据《规则》第 8 条、第 39 条或者第 40 条的规定请求一个国家合作，而该国没有履行根

据《规约》第 29 条规定的义务，那么，庭长也应当将该情况通告安理会。”也可参考前南国际刑事法

庭，“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案（IT-95-14-AR 108 bis），“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请求审查第二初审法

庭 1997 年 7 月 18 日、1997 年 10 月 29 日决定的判决”，第 33 段至第 37 段。 
4驻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北约“联合保护稳定部队”曾经在波黑地区至少逮捕了 24 个被告。例

如，纳塞尔·欧里奇（Naser Oric）（IT-03-68）、拉多万·斯坦科维奇（Radovan Stankovic）（IT-96-
23/2）、拉多米尔·科瓦奇（Radomir Kovac）（IT-96-23 & 23/1）。科索沃维和部队在 2003 年 2 月逮捕

了三名被告，即阿拉丁·巴拉（Haradin Bala）、艾萨克·穆斯里乌（Isak Musliu）和阿吉姆·穆尔特兹

（Agim Murtezi） （IT-03-066）。 
5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6 条，1998 年 7 月 17 日（以下简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6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93 条第 1 款第 5 项。 
7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87 条第 5 款规定：“（1）本法院可以邀请任何非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根

据特别安排、与该国达成的协议或任何其他适当的基础，按本编规定提供协助。（2）如果非本规约缔

约国的国家已同本法院达成特别安排或协议，但没有对根据任何这种安排或协议提出的请求给予合作，

本法院可以通知缔约国大会或在有关情势系由安全理事会提交本法院的情况下，通知安全理事会。” 
8 2002 年 1 月 16 日的《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关于建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协议》，第 17 条“与特别

法庭的合作”规定：“1．塞拉利昂政府应当与特别法庭的所有机构在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进行合作。

政府尤其应当在为检察官前往现场、会见与起诉有关的人员和得到与起诉有关的文件等方面提供便利条

件。2．塞拉利昂政府应当不作任何不当延迟执行特别法庭的协助请求或者审判庭发布的命令，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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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塞拉利昂的警察可能被要求将在其境内工作的人道组织成员滞留，以便将其

带到法庭作证。不过，这种权限明显不能及于在该国领域外的人道工作者。别的国家没有义务执行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命令；执行此类命令，需要特别法庭的书记官处与相关外国政府之间达成协

议，而所有国际化的特别法庭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虽然存在说服其他国家将嫌疑犯移交给这样

法庭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国家愿意拘禁一位证人尤其是来自某个人道组织证人的可能性很小。例

如，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即法国政府为了执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命令，逮捕“无国界医生组

织”的一位成员并将其移交给该法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特别法庭不大可能发布这样的命令。没

有哪一个法庭会显得如此荒唐。 
 
 但是，在法庭命令能否得到执行这个实践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个问题是：法庭是

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命令，即一个法庭是否可以命令一个人道组织的成员去作证呢？ 
 
 在 1999 年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案例中，就涉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出庭作证的问

题。由于《日内瓦公约》的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道组织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前南国际刑事

法庭确认它有一种权利，这就是在诉讼程序中不被披露其有关活动的权利。10 换句话说，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不能被命令出庭作证。这个原则也被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的起草者们普遍接

受，他们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雇员在其工作中所得到的信息界定为特权信息，这些信息根据《规

则》第 73 条而不予披露。11  
 
 其他人道组织的地位则有明显的不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曾对这些人道

组织的地位进行审议。上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规则尤其强调该组织的独特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奠

基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最严格的保密性这个“特点”之上。12 但不久前由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关于战地记者的一个判决，为国际刑事法庭在处理其他人道机构出庭作证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意见。13  
 
 2002 年 1 月，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初审庭向《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前记者乔纳森·兰德尔

                                                                                                                                                                             
不限于：（1）查人找人；（2）送达文件；（3）逮捕或者拘留；（4）向法庭移交被告人。” 
9 2002 年《特别法庭协议》第 20 条。 
10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西米奇等人”（IT-95-9），“1999 年 7 月 27 日根据《规则》第 73 条

关于证人作证规则的检察官动议的判决”（以下简称“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判决”），第 72~74
段。法庭认为，只有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其不到法庭作证惯例和权利时，其成员才可以免除作证的

义务。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促进和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方面的工作性质，以及《日内瓦公约》关

于其向武装冲突中受害者提供援助的规定，公约缔约国已经普遍承认了这个惯例等。《日内瓦公约》得

到国家批准的广泛性，加上多数国家都已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保密性，据此可以认为它们为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创设了根据习惯国际法而不作证的权利。关于对此判决的讨论，参见斯特凡·让内（Sté
phane Jeannet）：“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密规则惯例的承认”，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38 期，

2000 年 6 月，第 403~425 页；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地位，参见加博尔·罗娜（Gabor Rona）：“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作证的特权：行动的保密性”，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45 期，2002 年 3 月，第

207~219 页。 
11 《规则》第 73 条“保密通讯和资料”规定：“……（4）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

根据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履行其职责时或因履行其职责而得到的任何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本

法院应视其为保密材料，因此不得披露，包括不得通过任何红十字委员会现任或离任官员或雇员的证言

披露，除非：（a） 经根据分则（6）协商后，红十字委员会书面表示不反对作出披露或放弃保密权；或

（b）这些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载于红十字委员会的公开声明或文件。（5）分则（4）不影响从红十

字委员会及其官员或雇员以外来源取得的同一证据的可采性，但这一来源必须以独立于红十字委员会及

其官员或雇员的途径取得该证据。（6）本法院断定红十字委员会掌握的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对某一

案件具有重大意义时，应与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协商，以合作方式解决此事。为此应考虑案件的具体情

况、所需证据的相关性、是否可以从红十字委员会以外的来源取得该证据、司法公正的问题和被害人的

利益，及履行本法院和红十字委员会职能的需要。” 
12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判决”，第 73~74 段。 
13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布拉德亚宁及塔迪奇案”（IT-99-36-AR73.9），“关于中间上诉的判

决”，2002 年 12 月 11 日（以下简称“兰德尔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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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Randal）发出了一张传票，要求其到庭作证。兰德尔在战争期间曾经发表了一篇与一位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领导人的访谈，这位领导人在访谈中宣称，波斯尼亚塞族地区的非塞族居民

都要被迁居出去以便创建一个“民族纯净的空间”。这位领导人是拉迪斯拉夫·布尔贾宁

（Radislav Brdjanin），后来他以种族清洗的罪名被起诉，法庭的检察官希望兰德尔到庭证实其在

访谈中的细节，但兰德尔对传票表示异议，并提出上诉。 
 
 上诉庭撤销了传票。它首次认定在战地记者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一种公共利益，“因为战地记者

有力的调查和报道能让国际社会的民众接收到来自战区的重大信息”。14 法庭认为，强迫战地记者

到战争罪法庭作证，将给他们执行工作能力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可能被传唤作证

（即如果他们被看做未来审判潜在的控诉证人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人们就不愿意再与他们

交谈，他们将被拒绝进入武装冲突的地区，他们自己甚至可能成为敌方的打击目标。15 在战地记者

的工作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与法庭得到所有相关证据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上诉庭最后裁定，只有当战地记者能提供的证据对于认定案件的核心问题具有直接的、重要的价

值，并且该证据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地获取时，才可以传唤该记者。16  
 
 这些论点立即得到了人道机构的回应。如果存在着从战区获取信息的公共利益，那么，对冲突

的受害者来说则存在着更大的公共利益，因为受害者需要从人道工作者那里获取食物、帐篷以及医

疗。法庭认为，强制战地记者出庭作证将导致对其工作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正是人道机构所担忧

的，它们就是：中立性的丧失、难以进入更多的地方以及安全方面的威胁。人道机构必须至少能够

主张由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对战地记者确立的特权，即只有当他们能够提供的证据对案件至关

重要并且没有其他合理途径获取该证据时，才可以违背战地记者的意愿而强迫其到庭作证。 
 
 “兰德尔判决”并不涉及对保密资料的保护问题，因为访谈已经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了。

有意思的是，法庭认定其与案件不相关。这个判决对某些机构非常有用，它们可能曾经对在其工作

中所见证到的暴行有过公开的陈述，但却不愿意在法庭诉讼程序中重复该证词。法庭判决道： 
 “在访谈中将其得到的信息发表是一回事（……），但要将这个访谈作为证据来控诉被访谈人

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后一种情况对被访谈人来说，结果要糟得多，因为他们可能在战争罪审判中

被证明有罪并被剥夺自由。”17  
 
 也就是说，战地记者享有特权并不是因为他们可能被强迫披露那些本来应该保密的信息（如线

人的身份）这一事实，而是由于在审判时陈述这些信息可能损害其公认的中立性。法庭指出，“为

了确保其工作的有效性，战地记者必须被视为独立观察者．．．．．而不是起诉罪犯的潜在证人”。18 如果将

这种逻辑运用于人道机构，就可以根据中立性对该机构的重要性主张某种特权，相反的它不是因为

这个机构一般不会讲出其雇员曾经见证的事实而享有特权。19 简单地说，你可以发表一篇有关针对

平民暴行的新闻稿和报道，同时又无须牺牲拒绝在法庭证实该事件的权利（除非该证据是至关重要

的并且除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来源）。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的法官同时也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上诉庭法官，20 塞拉利昂特别

法庭也要受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法庭判决的影响，21 因此，兰德尔判决便成为这三个法庭明确的

法律渊源。此外，作为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唯一的国际刑事法庭判决，它很可能在国际刑事法院及

                                                        
14 “兰德尔判决”，第 38 段。 
15 “兰德尔判决”，第 42~43 段。 
16 “兰德尔判决”，第 50 段。 
17 “兰德尔判决”，第 43 段。 
18 “兰德尔判决”，第 42 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19这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判决不同，该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保密性的传统。 
20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3 条第 4 款。 
21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上诉庭的法官将受前南国际刑事

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判决的指导。在解释和适用塞拉利昂国内法律时，他们将受塞拉利昂

最高法院判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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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际刑事法庭或者国际性法庭适用案件时具有说服力。在国内管辖的案件中虽然已建立起新闻

特权，但是，如果特定案件在国内的层面上涉及战地记者的话，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关于兰德尔案件

的判决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想要获得的信息涉及隐私问题，如个人医疗资料，国际刑事法庭一般也会像国内管辖权那

样授予绝对的豁免特权。关于对这类职业豁免的承认，在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里面已

经存在了。根据规则的规定，一个人与其律师的通信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同时，“在某一种业务关

系中或者其他保密中的通信”也享有绝对豁免权，如果该通信： 
 “（a）……是在一种保密关系中作出的，因此有理由要求作为个人隐私，不予披露； 
 
 （b）该人与其信任者之间的关系，就其性质和类别而言，保密是必不可少的；和 
 
 （c）认可保密权有助于实现《规约》及本《规则》的宗旨。”22

  
 这条规则有助于让法庭承认一个人与其医生、精神病医师、心理医生、律师及神职人员之间的

通信为保密通信。 
 
 人道组织能够向法庭秘密提供证据吗？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都规定有向

法庭检察官秘密提供信息的规定（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该规则同样适用于辩护

方），并且规定：如果没有信息提供者的同意就不能向法庭提交证据。23 制定这条规则的目的，就

是鼓励国家与国际刑事法庭分享其调查结果，同时国家在如何利用这些调查结果方面又能实施某些

控制。人道机构也已经根据这些规则秘密地向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提

供了一些信息：它协助了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同时又无损于该机构的中立性形象。 
 
 这条规则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如果检察官能够对重要的信息进行保密，被告人获得

公正审判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如果某个信息将用作证据，

那么它应当根据同样的规则向辩护方披露。24 其次，如果该信息在性质上能够表明被告无罪因而有

利于辩护方准备辩护，那么，控诉方首要的义务就是向辩护方披露该信息。25 这个义务比起确保根

据《规则》第 70 条而给予信息提供者的保密措施来说，更加重要，因此，该规则对信息提供者提

供的保护，即使从提供者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美的。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这三个国际法庭的《程序与证

据规则》第 70 条，其行文都很相似。例如，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70 条以“不

得披露的事项”为题，其相关部分规定如下： 
 
 “（B）如果检察官拥有的信息是秘密提供给他的，且仅用于引导出新证据，则未经提供该信

息的人或者实体同意，检察官不应披露这些信息及其来源，且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披露给被告，不

应作为证据予以出示。 
 
 （C）在依本规则取得提供信息的人或者实体的同意之后，如果检察官选择所提供的任何证

                                                        
22 《规则》第 73 条，“保密通讯和资料”。 
23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70 条；《国际

刑事法院规约》第 54 条及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82 条。 
24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70 条第 2 款；国

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82 条第 4 款。 
25上述前三个法庭的《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68 条以“无罪证据披露”为题，规定检察官有义务披露下列

证据（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定的是“材料”）：“从各方面能够表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或者

影响控方证据可靠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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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件或者其他资料作为证据出示，尽管有《规则》第 98 条的规定，初审庭不能命令任何一方

出示从提供这些信息的人或者实体那里获得的附加证据，也不能为获取这些附加证据而传唤该人或

者该实体的代表作为证人或者命令他们出席法庭。初审庭不能使用它的权力命令证人出庭或者要求

出示文件以迫使出示这种附加证据。 
 
 （D）如果检察官传唤一位证人以便把按本规则提供的信息作为证据，而该证人以机密为由拒

绝回答，那么，初审庭不能强迫该证人回答有关该信息或者其来源的任何问题。 
（E）被告人反对检察官出示的这些证据的权利不受影响，只受本条规则第（C）、（D）两款的限

制。 
 
 （F）初审庭根据被告或者辩护律师的请求，为了司法利益，可以命令本规则的规定准用于被

告拥有的特别资料。 
 
 （G）如果保证公正审判的需要大大超过某个证据的证明价值，那么，上述（C）、（D）两

款的规定不影响初审庭依《规则》第 89 条第（D）款排除该证据的权力。”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规定还略有不同；其主要区别在于这两个法庭都没

有上述第（F）款的规定，即没有规定可以将该规则适用于向辩护方提供的保密信息。 
 
 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如果检察官或者收到信息的任何一方认为某个信息可以用来作为有用的

证据，那么，他可以请求信息提供者允许将该信息提交法庭作为证据。规则对此在采取进一步保护

措施方面作了如下规定：首先，法庭不能命令信息提供者提供更多的证据。这一点很重要，其原因

是，一旦辩护方得知某个人道机构在相关地区活动并掌握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他们很可能要申请

法庭发布命令，让该组织提供其他相关信息，或者让其提供某个特定的证人（如特定时期的国家领

导人）。《规则》第 70 条禁止法庭发布这样的命令。其次，如果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证人到法庭

作证，则该证人可以以保密为由拒绝回答某些问题。而这也由信息提供者决定什么是秘密。因此，

如果一个人道工作者正在描述他所看到的暴行，而辩护方开始询问其安全程序或者其他涉及该机构

希望保密的内部运行机制时，该证人可以拒绝回答这些问题。遇有这种情况，法庭通常会允许该机

构的一位代表出庭，对是否应回答此类问题提出建议。 
 
 在实践中，为了充分利用这条规则，还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明智的做法是，将根据《规

则》第 70 条而提供的信息明确地标注为“保密”信息，或者对根据保密原则而提供信息的事实予

以记录。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显示，尽管他们不会对保密证据进行进一步的提问，但他们都会

注意这些信息是否真的是根据保密原则而提供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曾作出判决：“此类提

问必须是很有限的；它仅仅只是为了验证信息是否实际上是根据保密原则而提供的（……）。而这

是一个客观的考查。”26  
 
 有个问题可能会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当一个信息根据客观标准来看明显不是机密的，是否仍

然可以根据保密原则来提供呢？例如，某个组织曾经发表一份报告，它是有关在武装冲突时期有人

拒绝使用粮食援助的报告，而这样的报告有助于检察官查清在当时那个特定区域内是谁在负责。尽

管该报告在其发表时已经是公开的，但是，该组织可能还是想根据《规则》第 70 条的规定来向检

察官提供信息，以避免被迫到法庭对报告的内容进行作证，以此来保护自己。前面所述案例表明，

如果在法庭上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法官将审查该报告在客观上看是否具有机密性，因为这是评价其

是否“在事实上根据保密原则而提出”的考虑因素，如果法官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则不能得到

《规则》第 70 条规定的保护权。 
 
 
 

                                                        
26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米洛舍维奇”（IT-02-54-AR108 bis ＆AR73），“关于解释与适用

《规则》第 70 条的秘密判决的公开译本”，2002 年 10 月 23 日（以下简称“米洛舍维奇判决”），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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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也有与《规则》第 70 条极为相似的规则；其部分内容被规定在《罗马规约》第

54 条，而在《程序与证据规则》第 82 条则有详细的规定。《罗马规约》第 54 条题为“检察官在调

查方面的义务与权力”，其第 3 款相关内容如下： 
 
 “（三）检察官可以：（……）（5）同意不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披露检察官在保密条件下取得

的、只用于产生新证据的文件或资料，除非提供这些资料的一方同意予以披露。” 
 
 同样，《规则》第 82 条题为“限制披露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予以保护的材料和资料”，它规

定： 
 
 “1.检察官所掌握或控制的材料或资料，根据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受到保护的，在事先未征

得材料或资料提供方的同意及事先未向被告人作出充分披露的情况下，检察官此后不得提出这些材

料或资料作为证据。 
 
 2.检察官提出根据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受到保护的材料或资料作为证据时，分庭不能命令提

出从首批材料或资料提供方所收到的其他证据，分庭也不能为取得这种进一步证据而传唤提供方或

提供方代理人为证人或命令他们出庭。 
 
 3.检察官传唤证人，以提出根据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受到保护的材料或资料作为证据时，如

果该证人基于保密理由拒绝回答有关该材料或资料或其来源的任何问题，分庭不能责令该人回答上

述问题。 
 
 4.除分则 2 和 3 的限制外，被告人对根据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受到保护的证据提出质疑的权利

不受影响。 
 
 5.审理有关事项的分庭可以根据辩护方的申请作出命令，规定为了实现公正，对根据第 54 条

第 3 款第 5 项所定同样条件提供被告人并为被告人所掌握，准备作为证据提出的材料或资料，比照

适用分则 1、2 和 3。” 
 
 综合起来看，这些条文对信息的保密，也规定了与《规则》第 70 条同样的保护，但是，能够

主张这种保护的信息的种类存在着重大差别。对想利用这些条文受到保护的组织来说，最重要的

是，对那些提交用作证据的信息来讲，似乎难以主张保护权。这些条文只是规定“检察官（或者在

可能情况下的辩护方27）在保密条件下取得的、只用于产生新证据的文件或者资料．．．．．．．．．．．．．．．”（引者为了强

调而将部分内容加了着重号）。28  
 
 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些规定只对起引导作用的材料有效。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要一个潜

在的证人出庭为控方作证，必须先征得证人给予证据的同意，即便当该证人提供证据时，他（或

她）可以根据保密原则拒绝进一步回答任何问题，该组织也不能被命令提供更多的证据；这种情况

与国际刑事法院似乎不同，因为如果涉及控方潜在证人的规定，那就表明不只是为了获取新证据，

它也还包括可能提供的证据本身。 
 
 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也曾出现过同样的讨论，即：如果某些证据不是为产生新证据所必要的，

则要求对这些证据拒绝给予保护，这是因为《规则》第 70 条的行文不是太明确。上诉庭曾经判

决，某个信息是否受《规则》第 70 条的保护，唯一的标准是，它必须基于保密的原则提出，并且

提供该信息的意图具有不相关性，29 在此判决之前已经存在一些判决，它们拒绝提供《规则》第 70

                                                        
27 《规则》第 82 条第 5 款。 
28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54 条第 3 款第 5 项。 
29 “米洛舍维奇判决”，第 20 段、第 25 段。正如上文已提到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的判决也是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法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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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给予的正式保护，但却运用法庭一般的权力给被害人和证人作证以相似的保护。30 对于人道组织

提供的不符合《规约》第 54 条标准的证据，国际刑事法院可以根据下面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它与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相仿，法院就可以根据提供信息的组织的请求，授予与《规则》第 82 条

相似的保护，尽管法院并没有义务这样做。 
 
 一旦审判已经开始进行，无论法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人道组织应该像它们在其他刑事法庭根

据《规则》第 70 条寻求保护所做的那样，谨慎地根据《规约》第 54 条和《规则》第 82 条寻求保

护。 
 
 人道组织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对公众保密？ 
 
 所有国际刑事法庭都有关于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规则。31 这些规则的措施包括：在作证时，可

以不透露那些能确定秘密证人之身份或者机构之情况的名字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不出现在审判公

开记录中、不在法庭上被当众说出；证人的脸也可以被遮住（如在法庭上使用屏风、在录像里使图

像扭曲）；以及证人的声音失真等。而在某些少数情况下，法庭也可以停止向公众传输证人作证的

全部或者部分信号或者秘密开庭并将整个记录对公众保密。 
 
 控辩双方都不能向证人允诺法庭将会采取这些措施。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只能由法官为了证人的

利益来决定，而且也只能由法官来决定。如果证人有正当异议，而支持该异议的证据表明，某种做

法将对某些公众产生不利的后果，那么，应当将这异议向法庭提出，由法庭来权衡证人异议与被告

人获得公平、公开审判的权利之间的孰轻孰重。32 不过，在实践中，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愿意作证

的人道组织提供了一些保护，其中有些是以假名的形式进行的。33  
 
 无论对证人采取什么样的保护，其身份与作证的内容都将传达给被告人，以便他们能够充分地

准备辩护。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早期曾有一个案例，它允许对证人进行完全保密，34 但这种做法后

来没有继续过。根据法庭制定的规则，理论上仍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如果要实施，那证人

可能受到的危险程度就要非常的高，以至于能压倒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在后来的所有案件中，它只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无论如何，在向被告人透露受保护者身份的问题上，是有限制的。通常的办法是，由法庭来发

出命令，禁止辩护方透露受保护者的身份超过其为辩护做准备的必要程度。尊重辩护权利可能给人

道组织带来麻烦，尤其是当审判进行时他们仍在该地工作。例如，被告人 A 被告知，一位世界粮食

计划署（WFP）的工作人员将要就 A 指挥的部队在 2002 年 3 月烧毁某个村庄并掠夺世界粮食计划

署发放中心的事实作证。那么，辩护方可以合法地调查，这位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在当时是否

真的在该地区工作，以及他（或她）根据其所观察到的什么事实能确定这支部队是由被告人 A 所指

挥的。辩护方可以询问该地区的部队，他们与这位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联络以及在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联络。辩护方可能不会提及要问这些问题的理由——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

将要作证进行保密——但也许会提及这个问题。这样一来，该地的军队就知道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

                                                        
30例如，参见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IT-95-14-T），1999 年 5 月 12 日和 13 日判

决。 
31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2 条、《规则》第 75 条；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1 条、《规

则》第 75 条；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64 条第 6 款第 5 项、《规则》第 87 条；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

约》第 16 条第 4 款、《规则》第 75 条。 
32根据国际人权法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公平、公开的审判，这个原则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第 67 条）、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1 条）、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0 条）和塞

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第 17 条）的确认。这也是反对误解、滥用司法系统的一种基本的保障措

施。隐瞒证人身份的那些办法是该原则的例外，因此必须适量地适用。 
33例如，参见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不公开开庭的判决，“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IT-95-14-T），1999 年 5
月 12 日和 13 日判决。 
34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塔迪奇”（IT-95-14-T），“关于请求对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措施的检察

官动议的判决”，1995 年 8 月 10 日。 



红十字国际评论 
 

作人员在法庭中作证指控他们的上级。不难想象，这将会给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带来某些困难。 
 
 简而言之，尽管可以不向公众披露人道组织提供的证据，但是，不可能对其进行完全的保密。 
 
 结论 
 
 对于人道组织来说，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是一个复杂问题。尽管多数这类组织的主要目的是

向急需的民众提供救生的援助，但是，如果这些平民遭受到了暴行，协助将施暴者送交审判也是有

价值的事情。不过，公开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将会降低这些组织向平民提供救生援助的能力。在决

定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时——即决定对被害人来说哪一种服务更加重要以及是否可能两者兼顾—

—人道组织应当清楚那些能够用以供其调整如何同法庭合作的法律方法，并且尽量降低可能出现的

负面影响。 
 
 现在，所有国际刑事法庭都有允许人道机构秘密向检察官提交信息的规定，在前南国际刑事法

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辩护方。只有在信息提供者同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才可

以发送给另一方或者在法庭中使用。决定作证或者提供其他证据的人道组织，虽然不能要求法官向

辩护方保密其身份，但总是可以要求法官不将其身份向公众披露，而迄今为止，这些法庭都愿意同

意这样的请求，原因就是考虑到公开作证会对其将来的工作带来危险。 
 
 从法律上说，“兰德尔判决”表明：人道工作者也可以避免违背其意志而被迫作证，除非他们

提供的证据对案件至关重要并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地获得。在兰德尔案的判决时，前南国际刑

事法庭不得不平衡某些考虑，它们与见证过暴行的人道工作者曾经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前南国际

刑事法庭上诉庭提出的标准，或许反映了人道组织本身考虑的值得在法庭去作证的那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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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法保护与 
国际人道法的关系 

 
 

汉斯-约阿希姆·海因策
∗
（Hans-Joachim Heintze）/ 林一 ∗∗译 

 
 
 目前，各国似乎不太愿意推动国际人道法的进一步制定工作，尤其是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机

制，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些与国际人道法相邻的法律中出现了新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是如

何影响国际人道法的。1 在与国际人道法相关的法律中，国际人权法是我们应当尤其关注的。因为

在今天，人权法已经是国际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任何国家，即使是在战时，都不会否认人

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产并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2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在各自的起源和适用的

条件方面是不同的，但这二者有共同的目标，即：在任何情形下保护和维护个人的利益。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关系 
 
 传统国际公法承认和平法与战争法之间的区别，根据国际关系的具体状况，来决定适用和平法

的法律规范或是适用战争法的规范。但是，1945 年《联合国宪章》及其后制定的一些主要的人权

文件，改变了这种看似清晰的区分。自此以后就出现了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都有效力的规则。

但是在每一次这样的创新后，由创新带来的发展并不是立即就为所有人接受。特别是那些支持所谓

“区分理论”的人们，他们反对在武装冲突中适用人权规则，因为他们认为人权规则与战争中的规

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认为两者是不能够同时适用的。3 这种观点令人觉得吃惊，因为在传统国际

公法中，人权因素基于自然法就应当被考虑其中。正是根据这一点，在 1872 年布伦奇利

（Bluntschli）就认为战争的宣告并不是废弃法律的秩序，“恰恰相反，而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去

承认在战争中也存在着基本人权，就像在和平时期也存在着基本人权一样……”4 另外，1907 年

《海牙陆战公约》中将公约的缔约方视为“是为基本人性利益而服务的，即使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形

下”。5 基于上述这些观点，我们对所谓的区分理论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然而，这种区分理论直到现在似乎仍然有支持者。例如，在著名的《人道法手册》中就没有涉

及武装冲突中的人权这一问题。6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可以说这本手册落后于目前的权威观点。目

前的权威观点体现于国际法院的“核武器咨询意见”7 及“法律后果咨询意见”8中。在这两个咨询

                                                        
∗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国际和平与武装冲突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作者对诺埃

尔·坎尼维特博士（Dr. Noelle Quenivet）对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和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这一想法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后来一个宣言中的立场相一致，该宣言中强调“应当加强人道法与人权

法之间的关系”。参见戴维·福赛思（David Forsythe）：“1949 和 1999：使《日内瓦公约》在冷战后

仍然有用”，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1 期，第 834 号，1999 年，第 271 页。 
2克里斯蒂安·托姆夏特（Christian Tomuschat）：“与国家意愿相背的义务”，课程实录（Recueil des 
Cous）,1993 年第 241 号第 4 卷，尼霍夫出版社，海牙，1994 年，第 195 页。 
3 See Otto Kimminich，Schutz der Menschen i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Beck, München, 1979，p.28. 
4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Das moderne Völkerrecht der Zivilisierten Staaten, 3rd ed.，Beck, Nöedlingen, 
1878，para.529. 
5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序言，1907 年 10 月 18 日在海牙签署。参见迪特里

希·辛德勒（Dietrich Schindler）和吉里·托曼(Jiri Toman)主编：《武装冲突法：公约、决议和其他文件

汇编》，第 4 版，尼霍夫出版社，莱顿，2004 年，第 55 页。 
6迪特尔·弗莱克(Dieter Fleck)主编：《武装冲突中的人道法手册》，牛津出版社，牛津，1995 年。 
7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载《国际法院报告》，1996 年，第 26 段。 
8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合法性的咨询意见》，2004 年 7 月 9 日，第 102~106 段，该判决

书的报告尚未出版但可见于国际法院的网站：http://www.icj-cij.org/icjwww/idocket/imwp/imwpframe.htm 
（最后登录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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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国际法院明确地反驳了认为 1966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只能适用于和平时期的观点。相关人权条约中的用语也支持了国际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实际

上，这些人权条约中都含有一些明确的规定，要求缔约国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权义务。例如，1950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15 条，规定了在一国国民的生命受到战争

或者其他公共危急情况的威胁情况下有关人权规则的适用。在上述情况下，相关缔约国是被允许

“采取一些背离公约义务的措施的”。但是，《欧洲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人权可能仅限于危急情形

所严格要求的范围。在该公约中明确提及的一些权利是不允许背离的（例如，生命权、信仰自由和

禁止酷刑）。这些人权被称为不可背离的人权，就是说这些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受到保护而不

存在例外。因此，传统上认为是泾渭分明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与和平法就产生了交叉重

叠。这种“界限上的交叉”在 1949 年 8 月 12 日通过的《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中得到了进一步

证实。在共同第 3 条中列举了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保护的权利。有意思的是，共同第 3 条

列举的权利包含了不可背离的人权。正是因为共同第 3 条的这种结构使得学者们起草了《图尔库宣

言》（Turku Declaration），9 该宣言号召通过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累加使用，来填补由于战争法

与和平法的区分而形成的法律“灰色区域”，进而保障最低的人道标准。10   
 
 《欧洲人权公约》不是唯一提及在战争中适用人权的法律文件。另一区域性的人权法律文件，

即 196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在其第 27 条中列举了在战时不得背离的权利。全

球性的人权条约也同样规定有不可背离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 4 条

中就有类似于区域人权公约中所规定的紧急情况条款。 
 
 所有这些人权文件表明人权是战争规则和其他紧急状态规则中固有的一部分。考虑到各国负有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不可背离的权利的义务，根据人权公约和 1968 年德黑兰第一次人权大会

最后文件，科纳在 1989 年得出结论说，国际公法已经“转化为人权法的一个分支并且应当被称为

武装冲突中的人权”。11  
 
 1989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在该公约中，国际人权保护和国际

人道法的实质性重叠表现得更加明显。公约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缔约国尊重并确保遵守关于儿童保

护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因此，一个通常适用于和平时期的人权条约就不仅包含了适用于武装冲突的

规定还包含了调整武装冲突的规定。公约第 38 条第 2~4 款使得这种规定更加具体，因为这几款重

复了《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第 77 条所规定的关于限制在武装冲突中雇佣儿童和让儿童参战的

标准。这一标准是在 1977 年通过的，该标准允许对 15 岁以上的儿童进行雇佣并让他们直接参加战

争。 
 
 毋庸置疑，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标准既背离了国际公法的法典

化进程，又与该公约的宗旨相违背。根据公约第 3 条，公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儿童的“最大利益”

得到保护（公约第 1 条中规定了儿童是指不满 18 周岁的人）。因此，允许 15 岁儿童参加武装冲突

是为了儿童的利益，这是绝对说不通的。 
 
 上述规定产生的矛盾在法律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儿童权利公约》没有作出超越

《第一议定书》第 77 条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是在《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通过后的 10 年

起草的，而且该公约标志着在个人保护的法典化进程中取得了进步。12 这个失误更令人觉得遗憾的

是，在公约的谈判阶段，反对提高相关儿童保护标准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伊朗和伊拉克）并没有

                                                        
9 UN Doc.E/CN.4/Sub.2/1991/55. 
10阿兰·罗萨斯和西奥多·莫龙(Allan Rossas and Theodor Meron)：“用最低人道标准与法律灰色区域的

无序作斗争”，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89 期，第 2 号，1995 年，第 215 页。 
11克里斯蒂纳·M.塞尔纳(Christina M.Cerna)：“武装冲突中的人权：通过区域人权机构实施国际人道法

规则”，载弗利兹·卡尔斯霍芬（Frits Kalshoven）和伊弗·桑多（Yves Sandoz）主编：《国际人道法

的实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1989 年，第 39 页。 
12汉斯-约阿希姆·海因策（Hans-Joachim Heintze）：“在国际人道法中儿童需要更多的保护——对国际

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构成挑战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38 条的最新发展”，载《国际人道法资料选

集》（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Informationsschriften） 第 8 期，第 3 号，1995 年，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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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法律依据。事实上，美国认为联合国和国际人权委员会都无权对现行的国际人

道法作出修改。13  
 
 但是，美国这种以前述所说的和平法和战争法的区分为基础的辩驳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

为《儿童权利公约》试图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条约而不是对国际人道法的修改或修正。而另一个理

由是，高于一般标准的义务本可以在新的公约中作出规定，这在条约法中也确实是可行的。由于许

多国家担心保护标准会降低，所以就不再讨论美国的争辩意见。后来，美国也放弃了它的立场（该

立场站不住脚）。在 1992 年，美国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

书》。该议定书根据 2000 年联合国大会的第 54/263 号决议获得通过。议定书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

可行的措施保证 18 周岁以下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武装冲突。该议定书于 2002 年 2 月 12 日生效，目

前已有 52 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这就是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对儿童的保护标准是高于

国际人道法中的标准的。14  
 
 《儿童权利公约》的例子不仅表明和平法与战争法有交叉，而且表明在考察武装冲突中国家负

有哪些义务时是不得不考虑国际人权法的。这种情况表明，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交叉重叠这种说

法要比仅仅说是“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中的人道原则的自然交叉重叠”要更加深刻。15 这里的交叉

是指在保护范围上的重叠。但是这两类法律的区别主要是在程序方面，这点也必须牢记于心。16 这
种重叠交叉又使得两类法律的累加适用成为可能。 
 
 人权法与人道法的累加适用 
 
 人权条约中规定的一些义务在武装冲突中仍然有效。这无疑是两类法律实质性交叉的结果。但

是，对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法律意见却有不同。有些学者反对将这两类法律合并的观点，而是主张

补充性理论。17 根据这一理论，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不是同一法律部门，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区别

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类法律确实存在交叉重叠。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过去曾谨慎地研究过这一问题，而现在它正致力于建立一种超越法律

上争论和区别的普遍价值。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结合的特

别评论专辑。18 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坚定的结合理论正在形成其影响。该理论超越了补充性，目

的在于通过两类法律的累加适用来最有效地保护人权。相关的例子就是，在不同体系框架下形成的

一个统一的人权综合体。19  
 
 对最近各国实践的考察表明，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这可以拿 1991 年在科威特及 2003~2004
年在伊拉克的情况来作例子。在科威特的武装冲突中，两类法律的累加适用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意

                                                        
13 Un Doc.E/CN.4/1989,p.55, Add.1.p.6.  
14该问题在马特·哈波尔德（Matthe Happold）写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

书”中并未提及。该文载于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主编：《国际人道法年鉴》，第 3 卷，

2000 年，埃塞尔出版社（Asser Press），海牙，2002 年，第 242 页。 
15达尔·斯蒂芬斯（Dale Stephens）：“人权与武装冲突：国际法院在核武器案中的咨询意见”，载

《耶鲁人权和发展法杂志》第 4 期，第 1 号，第 2 页。 
16莫尔沙·H.斯泊尔博（Melysa H. Sperber）、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和亚西尔·艾萨

姆·哈姆迪(Yaser Esam Hamdi)：“弥补适用于在海外战争中被俘的美国人的国际人道法的漏洞”，载

《美国刑法杂志》第 40 期，冬季号，2003 年，第 239 页。根据该文，人权法是由个人援引来控告国家

的。但在目前，个人不能援引人道法对抗国家。又见诺埃尔·坎尼维特（Noelle Quenivet）：“瓦尔瓦

文案：个人作为国际人道法主体的法律立场”，载《军事道德杂志》第 3 期，第 2 号，2004 年，第

181~187 页。 
17汉斯彼得·加塞尔（Hans Peter Gasser）：“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相互结合还

是互相排斥？”，载《德国国际法年鉴》，第 45 卷，邓科尔和翰布洛出版社（Duncker and 
Humblot），柏林，2002 年，第 162 页。 
18戴维·福赛思：同注释〔1〕，第 271 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分委员会也在其 1989 年的第 26 号决议

中使用了“结合”一词。 
19西奥多·莫龙：《国内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权保护》，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87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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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并且澄清了适用于科威特占领当局的结合理论的现实意义。20 而在 2003~2004 年的伊拉克

战争中也有类似的情形。2003 年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规定了对伊拉克占领和重建的基本原则，这

些基本原则要求相关各国应当履行他们的国际法义务，特别是日内瓦公约下的义务（决议的第 5
段），同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伊拉克特别代表应当为促进人权保护而努力（决议第 8 段g
款）。要履行这些义务无疑必须要靠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累加适用。关于累加适用，以下几点是

需要注意的： 
 
 （1） 对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必须同时考虑这两种法。例如，以其他方式来解释人权法中的“非

人道待遇”会比依据《日内瓦第三公约》进行解释要难得多，因为“非人道待遇”在该公约关于战

俘营的规定中有着特定的含义。此外，在刑事程序中考虑了被文明国家认为是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保

障后，如果不适用人权文件，那么《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第 1 款 C 项的要求就不可能得到履

行。 
 
 （2） 人权法通过对国家义务进行更为准确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例如，由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21 所以《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5 条所

规定的医疗保护的义务就应当得到遵守。而在区分强奸是一种战争中的罪行还是为国际人道法所禁

止的一种酷刑时，就有必要求助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人权法规定。22

 
 （3） 国际人道法通过对义务作出具体规定从而保证人权法的实施。例如，关于对失踪的人的

义务。尽管“强迫失踪”无疑是对人权法的严重违反，但是对此种情形下的国家义务的规定却很

少。在武装冲突中，根据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的规定，占领当局具有提供被扣押的人的相关信息

的义务，这义务包括关于被扣押人死亡及其可能的死亡原因的通知，对失踪人的寻找等。23

 
 在安理会所作的一篇题为《论武装冲突中平民保护》的报告中，24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要累加适

用保护个人的所有规则，而个人至少应包括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定义的公民。他建议

各国同等地批准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难民法的相关法律文件，因为这三类法是“在武装冲突

中给予平民法律保护的核心工具”。25  
  
 从实践的角度看，国际人权保护渊源的发展也是国内冲突不断增多的一个结果，而这种国内冲

突往往发生在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灰色区域”。国内冲突对冲突方的现实重要性已经在法律界被

明确指出。26  
 
 国际人道法应作为特别法 
 
 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累加运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

询意见案中就遇到了这一问题。27 因为声称使用核武器违法的一方认为使用核武器也违反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所规定的生命权。28 公约第 6 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

                                                        
20瓦尔特·卡林（Walter Kalin）：《占领中的人权：科威特案》，斯提普里（Stimpfli）出版社，柏林，

1994 年，第 27 页。 
21 《联合国条约集》，第 993 卷，第 3 页。 
22 《联合国条约集》，第 1465 卷，第 85 页。参见德博拉·布拉特（Deborah Blatt）：“强奸也是一种

酷刑”，载《纽约大学法律和社会变革评论》第 19 期，第 4 号，1994 年，第 821 页。 
23瓦尔特·卡林：同注释〔20〕，第 27 页。 
24联合国文件：UN Doc. S/ 1999/ 957。 
25同上注，第 36 段。 
26迪埃特·弗莱克：“对非国家行动者的人道保护”，载约亨·A.弗罗魏因（Jochen A. Frowein）等主

编：《为了和平而商谈》（Verhandeln für den Frieden）, Liber Amicorum Tono Eitel, Springer, Berlin，
2003 年，第 78 页。 
27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同注释〔7〕，第 26 页。 
28根据格林伍德（Greenwood），持该观点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所罗门和埃及。见克里斯托弗 J. 格林伍

德：“核武器咨询意见中的国家诉诸武力原则与作战方法及手段原则”，载洛朗斯·布瓦松（Laurence 
Boisson）和菲利普·桑斯(Philippe Sands)主编：《国际法，国际法院和核武器》，剑桥大学出版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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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确认该第 6 条是一项不可背离的权利，因此也同样适用于武装冲

突，即使在敌对情况下对他人生命的任意剥夺也是被禁止的。在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确认了在武

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相对于人权法的优越性，因此也就把前者视为特别法。所以，“任意”一词应

当根据国际人道法来定义。 
 
 2004 年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合法性的咨询意见案进一步表明在武装

冲突中的生命权只能根据国际人道法来解释。29 人权委员会在其所作的第 2 条的一般评论中也强

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适用于应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武装冲突的情形。但是，

人权委员会不如国际法院说得更加透彻，因为它避开谈及特别法的问题：“关于某些条约权利，国

际人道法的特别规则可能更能用于解释这些条约权利，这两类法律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

的。”30 国际人道法作为特别法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人权法不能适用，如一名

战斗员在战争中以合法的方式杀死了敌人，根据战争法他并没有犯罪。31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的论述受到了法学界的欢迎，尤其是它对为和平而发展出来的一些规则

的澄清，如人权法不能“以不适当的方式”适用于武装冲突。相反，人权需要以一种极其慎重的方

式被纳入国际人道法的框架中。32 而国际人道法的优先性也因此得到加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4 条规定的人权法规则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有效的，而且也是

非常重要的（其他类似的区域公约也有类似规定）。因此，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就支持把由国际

人道法和人权法提供的保护视为是一个整体，并支持使这两类法律规则和谐发展。 
 
 不可否认，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特别法优于普通法规则的违背。这可以通过马尔顿条

款来进行反驳。马尔顿条款是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所接受的，该条款强调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

律规则不能被认为是保护人权的最终规则，人权法所提供的保护应当可以用来补充这些规则。33 
1977 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2 条也证实了“国际武装冲突法的开放性”，34 因为该条约对处于敌

方控制下的人的待遇明确规定：“本部分的规定是为了补充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关于保护基本人权的

其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比，区域人权公约中用人权法对武装冲突中生命权的解释体

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明确规定：战争中的合法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不能

被认为是对公约第 2 条中所规定的生命权的侵犯。 
 
 人权法保护的实施机制 
 
 法学界认为：人权保护不仅与国际人道法有着共同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能用来弥补国际人道法

的缺陷。35 不发达的实施机制就是国际人道法一个大的缺陷，因为国际人道法的执行机制可以说几

乎没有什么效果。所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学术界多次试图运用联合国人权条约、裁军条约和环

境条约的实施机制作为可行的体制来确保国家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使这些机制为国家所接受，也就不

足为奇了。在这些实施机制中的关键是国家报告程序。36  

                                                                                                                                                                             
桥，1999 年，第 253 页。 
29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同注释〔8〕，第 101 段。 
30联合国文件： CCPR/C/74/CPR.4/Rev.6。 
31洛朗斯·布瓦松和菲利普·桑斯：同注释〔29〕，第 253 页。 
32迈克尔·J.马特森 （Michael J. Matheson）：《国际法院关于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案的意见》，载《美国

国际法杂志》第 91 期，第 3 号，1997 年，第 423 页。 
33海因里奇·B.雷曼（Heinrich B. Reimann）：Menschenrechtsstandard in bewaffneten Konflikten，载克里

斯托弗·隋纳启（Christophe Swinarski）主编：《为纪念让·皮克泰：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原则之研究

和论文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尼霍夫出版社，日内瓦和海牙，1984 年，第 773 页。 
34 Silja Vöneky： Die Fortgeltung des Umweltvölkerrechts in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Springer, 
Berlin, 2001, p.286. 
35朱迪思·加丹（Judith Gardam）：“国际法院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载《莱顿国际法杂志》第 14
期，第 2 号，2001 年，第 353 页。 
36克里斯托弗·德列维茨基（Krzysztof Drewicki）：“国际人道法报告机制的一种可行的方式：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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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主张建立新的报告机制并进而推广这种机制。这种建议是难以令人信

服的，因为单从数量上考虑，目前人权领域各种类似的报告程序已经使了解报告内容并避免无尽的

重复已变得非常困难。另外还应考虑到，许多政府不能够按时提交他们的阶段性报告，主要是因为

资源的严重匮乏。例如，苏里南拖欠人权委员会四份报告，拖欠反歧视委员会八份报告。有 44 个

成员国没有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每 5 年应提交一次的报告，而在提交的报告中又有 68 份是超过了 5
年的期限的。37 基于这种两难的情形，各国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收集加强国家报告程序的方法。在这

一背景情况下，2003 年初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和稳固报告程序的攻关会议。38  
 
 由于这些联合国报告程序中的问题，主张建立新的国际人道法的报告程序的建议看来是不可行

的。根据目前的情形，对现有机制的综合运用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权法保护与国际人道法有交

叉，那么这种综合运用应当是可行的。39 下文所列举的一些实践可以证实这一点。 
 
 公共紧急情形中的信息 
 
 众所周知，那些极其严重的违反人权行为或大规模屠杀特别容易在国民受到威胁的战争或其他

公共紧急情况下发生。40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对人权实施情况进行观察就尤为重要。这种在紧急情况

下的要求已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作出了规定。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3 款，宣告紧急

状态的缔约国有义务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该国所违背的人权义务及其违背的原因。人权委员会有

权审查紧急状态的条件是否存在，如果有必要就可以要求国家提交特别报告。早在 1981 年，委员

会就对第 4 条中国家义务的解释作出了一个“一般评论”。该评论强调了紧急状态法的特殊性和临

时性，要求国家在宣告紧急状态后立即提交报告并保证不可背离的权利会得到保护。41 委员会进一

步强调，可背离人权的利益只有因当时情况的绝对必要才能得以禁止。关于这一方面，《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采用了比例原则，该原则也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欧洲人权公约》也规定有通知的义务。根据公约第 15 条第 3 款，紧急措施必须通知欧洲理

事会的秘书长。该义务必须严格履行，因为个人可以因其权利受到侵害而向国家提出申请。如果国

家向秘书长通报了对有关义务的背离，个人可能不会再因这些可背离权利受侵害而提出申诉。成员

国在紧急状态宣告中所提供的信息由欧洲理事会统一公布。欧洲的这种程序被后来的《美洲人权公

约》所仿效。《美洲人权公约》第 27 条第 3 款也要求成员国通知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 
 
 通知的义务创造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用来确保国家同时遵守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目前为

止这两类法律有重叠）。这一点在最近一篇人权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被加以明确。该

报告中说“当面对武装冲突时，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国内的，都会使缔约国受公约的拘束，委员会必

然会审查这些国家是否履行了他们在公约下的义务”。42 这一程序的优点在于公约的缔约国必须对

其违背人权法的行为作出合法化的解释，其缺点在于人权委员会由于阶段报告的超负荷而没有时间

审查这些紧急措施的通知。总之，有效的监督不是通过建立新的程序而是应当通过更好地整合现有

程序来实现。 
 
 
 
 
                                                                                                                                                                             
的问题”，载迈克尔·博特（Michael Bothe）：《寻求国际人道法更好的实施方式》，瓦拉格

（Verlag）出版社，柏林，2001 年，第 73 页。 
37联合国文件： HRI/ ICM/ 2003/ 3, para. 15。 
38联合国文件： HRI/ ICM/ 2003/4。 
39汉普森（Hampson）早在 1992 年就提出这种方式。参见汉普森·弗朗索瓦：“运用国际人权机制来实

施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载《军事法和战争法杂志》第 31 期，第 1 号，1992 年，第 118 页。 
40薇拉·高兰-德巴斯（Vera Gowlland Debbas）：“生命权与种族灭绝：法院与国际公共政策”，载洛

朗斯·布瓦松和菲利普·桑斯主编：同注释〔28〕，第 324 页。 
41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论》，恩格尔（Engel）出

版社，科恩，1993 年，第 81 页。 
42联合国文件： A/ 57/ 40, para.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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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申诉程序 
 
 在国际层面上，没有一个个人因受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可以提起申诉的程序。这就再一

次证实了一个事实，正如多斯瓦尔德-贝克女士将它称之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国际法主要是调

整国家间关系的。43 但是，人权法中规定的国际申诉程序使得人权法确实给国家施加了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149 个缔约国中，有 104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的《任意议

定书》，该《任意议定书》允许人权受到侵害的个人在用尽当地救济后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之

后由人权委员会来审查申诉者的人权是否被侵害。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1 条，其中的人权仅限于

“公约所载的任何权利”，也就是说国际人道法不能直接适用。由于极为严重的对人权的违反会在

大多数紧急情况中被注意，这一程序在极为众多和严重的违反人权的情形下是很有用的。44 因此，

国际监督就非常重要了。此外，这种人权程序可以审查申诉人权利的削减是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 4 条中的规定相符合。45 程序的最后是由委员会给出意见，46 通过公开将其发布

来给违反人权法的国家施加压力（公共谴责效果）。在区域人权条约中，这种程序产生的压力就更

为强大，因为这些程序具有法院程序的效力。更有意思的是区域的申诉程序，因为它们是由人权法

院来审理并且法院的判决对违反区域人权条约的缔约国具有拘束力。所以，这些程序应当给予进一

步的考察。 
 
 但也有一个问题：人权法的程序能否弥补受到人权侵害的受害者没有可以适用的可申诉程序这

一缺陷呢？应当注意的是，国际人道法的累加和直接适用已经在这些区域人权公约的个人申诉程序

中得到承认。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的规定，紧急措施“不得与国家承担的其他国际法义

务相违背”。《美洲人权公约》第 27 条也有类似规定。从对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到其优点和缺陷。 
 
 美洲人权保护体系 
 
 最初，对于美洲人权机构在判定某些行为或措施的合法性时，是否可以适用国际人道法这一问

题是有争议的。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在“残疾人国际等诉美国”一案中就遇到了这一问题。该案是关

于美国在 1987 年出兵干涉格林纳达时对一个精神病诊所中 16 名患者造成了伤害。美国政府认为委

员会无权对不适当行为的申诉作出裁判。在美国看来，委员会无权考虑是否适用《日内瓦第四公

约》，因为委员会的授权仅限于“对《美洲人权利和义务宣言》所规定的权利的享有或背离进行审

查”。47 美国的立场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因为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应适用于军事行动。48  
 
 后来的实践证实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这一方面，应当尤为注意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关于塔布拉达

（Tablada）案的报告。该案是关于在 1997 年 10 月 30 日，142 名武装分子袭击在塔布拉达兵营的

阿根廷军队。在 30 个小时的战斗中，29 名攻击者和许多士兵被杀害。幸存的攻击者向委员会提出

申诉，指控阿根廷违反了美洲人权条约和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对其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进

行了审查并最终认定它有权这么做。学者们认为该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该决定表明：一个对保

护人权负有责任的国际机构可以直接对一个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适用国际人道法。49 委员会对其适用

                                                        
43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在未来战争中实施国际人道法”，载迈克尔·N.施密特（Michael N. 
Schmitt）和莱斯利·C.格林（Leslie C. Green）主编：“下个世纪的武装冲突法”，载《美国海军学

会》，新港，1998 年，第 52 页。 
44安娜-勒奈（Anna Lena）和斯文松·麦卡锡（Svensson McCarthy）：《国际人权法和例外的国家》，

科鲁威出版社，海牙，1998 年，第 392 页。 
45联合国文件： A/ 57/ 40, para. 31。 
46吕迪格·沃尔夫鲁姆（Rudiger Wolfrum）：“国际人权条约中的报告机制：从信息收集到一致协

助”，载迈克尔·博特主编：同注释〔36〕，第 25 页。 
47 http://www.wcl.American.edu/pub/humanright/digest/Inter-American/app9213.htm. (最后登录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 
48戴维·魏斯布罗特（David Weisbrodt）和博斯·安德鲁斯（Beth Andrus）：“武装冲突中的生命权：

残疾人国际诉美国”，载《哈佛国际法杂志》第 29 期，第 1 号，1988 年，第 59 页。 
49利博斯·塞哥菲尔德(Liesbeth Zegveld)：“美洲间人权委员会和国际人道法：评塔布拉达案”，《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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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作出了解释，委员会认为这是唯一一种能够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实现公正的方式。尽管

《美洲人权公约》形式上可以适用于武装冲突，但它并没有关于作战方式和方法的规定。为了能确

定在战争中什么行为是构成对生命的故意剥夺，委员会不得不求助于国际人道法。50  
 
 在这方面，委员会的论证是准确的：仅仅是《美洲人权公约》中的人权规定是不足以来确定谁

是被合法地允许参加战争并实施侵害行为的。但是另一方面，公约中没有要求委员会适用国际人道

法的规定。委员会对此所做的解释是： 
 
 （1）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适用范围的重叠：根据《美洲人权公约》，国家有义务履行《日内

瓦公约》共同第 3 条所规定的标准。 
 
 （2）第 29 条 b 款关于公约的解释，不允许对成员国根据有拘束力的另一条约而产生的权利的

享有和行使进行限制。 
 
 （3）第 25 条规定，人人都享有因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要求获得适当法律救济的权利。 
 
 （4）第 27 条规定，国家采取的违反公约义务的行为不得与其承担的其他国际法义务相违背。 
 
 （5）美洲人权法院的报告指出，委员会可以使用并非根据美洲间国家体系产生的条约。51  
 
 委员会所给出的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因而委员会直接适用了国际人道法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

解释条约的辅助工具。 
 
 美洲人权法院在洛斯·帕尔梅拉斯（Los Palmeras）案中并没有坚持美洲间人权委员会的立

场，52 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它无权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

法院认为《日内瓦公约》只能用来更好地解释人权公约。洛斯·帕尔梅拉斯案是关于哥伦比亚警方

对 6 个非武装平民执行死刑的案例。法院认为美洲人权公约“只是授权法院判定国家的行为和规定

是否与公约本身相符，而不是与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相符”。53 关于不能适用国际人道法的理

由，主要是由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哥伦比亚政府认为《美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只是接受了法院

对公约本身所规定的权利是否违反而享有管辖权。法院接受了哥伦比亚政府这一理由，由此否定了

委员会所认为的国际人道法可以作为国际习惯法或特别法直接适用的观点。 
 
 法院的判决引起了法律界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大量深刻的评论。马丁女士（Ms. Martin）研究了

法院的判决并作出结论，认为法院的判决“推翻”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立场。54 克勒夫纳(Kleffner)
和塞哥菲尔德(Zegveld)两人认为，法院的判决证实了委员会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既然法院

能否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是很有疑问的，那么就有必要设立违反人道法时的个人申诉程序。55 但是

在实践中无论这种程序是多么地需要，该程序能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为了加

强国际人道法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就有必要号召人权条约机构为之铺平道路，就像委员会在塔布拉

达案中所做的结论一样。兹瓦嫩布尔格（Zwanenburg）认为，法院可以间接运用国际人道法使其作

                                                                                                                                                                             
字国际评论》第 80 期，第 324 号，1998 年，第 505 页。 
50 “……委员会必须寻求并适用确定的标准和相关的人道法规则作为权威性的渊源，从而指导对违反美

洲人权公约提出的指控进行判决。”案号 11.137，美洲间人权委员会，第 55/97 号，第 161 段，1997
年。 
51咨询意见 OC—1/ 82, 1982 年 9 月 24 日。 
52美洲间人权法院，第 67 号，2000 年。 
53同注释〔52〕，第 33 段。 
54方尼·马丁（Fanny Martin）：“国际人道法在美洲人权法院的适用”，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3
期，第 844 号，2002 年，第 1066 页。 
55詹·K.克勒夫纳（Jann K.Kleffner）和利博斯·塞哥菲尔德：“建立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申诉程

序”，载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主编：《国际人道法年鉴》，第 3 卷，埃塞尔出版社，海

牙，2002 年，第 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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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人权规则的权威指导。56 即使在洛斯·帕尔梅拉斯案中，虽然法院不允许国际人道法直接适

用，但法院并没有排除这种间接适用的可能。另外，如果冲突双方同意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那么

美洲人权机构可以适用该法律。基于上述情况，建立新的程序是没有必要的，而是应当对目前可行

的机制加以传播普及。 
 
 美洲人权法院最近的实践是令人振奋的。巴马卡-贝拉斯克斯（the Bamaca-Velasquez case）一

案57 可以说正好反驳了上述柯来弗奈和塞哥菲尔德的批评论调。该案是关于一个游击队员在战争中

被危地马拉军队俘获后遭受酷刑并被谋害。在该案中国际人道法得到了适用，因为危地马拉和美洲

间人权委员会同意适用国际人道法并同意用《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来解释《美洲人权公约》中

所规定的义务。法院认为，为了避免对人权法造成不合法的限制并出于解释的目的，《人权公约》

第 29 条允许援引并采用危地马拉所参加的条约。法院明确指出，国内武装冲突存在的事实“给国

家施加了义务，要求国家尊重并保障人权，而不是相反地免除了国家的这些义务”。58 该判决确认

了人权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59  
 
 欧洲人权法院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对公约义务的背离只有在不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相抵触时才得

以允许。因此，《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应当得到遵守。在北爱尔兰60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

就对英国的背离行为是否违反了其承担的国际义务进行了调查。法院尤其审查了英国在北爱尔兰的

立法是否与《日内瓦公约》相一致。由于爱尔兰一方没有能够提供进一步的事实细节，因而调查结

果仅能确认《日内瓦公约》是能够适用的。61 这一案件就清楚地表明在欧洲人权公约中援用国际人

道法是可行的。 
 
 然而实践表明，欧洲人权公约机构不是太愿意对上述的观点保持一种清晰的立场。弗罗魏因

（Frowein）在塞浦路斯诉土耳其一案中就指出了这一问题。该案是第一起由国家提起的诉讼。在

该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同意适用 1949 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第三公约》，但认为适用的前提是

要对是否存在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违反的情形进行调查（第 5 条是关于自由和安全的权

利）。62 这种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可以在欧洲人权公约机构的许多判决中发现。63  
 
 在洛伊齐杜诉土耳其（Loizidou v. Turkey）案中，64 尽管该案是关于在军事占领中对人权的违

反，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适用国际人道法。由于 1974 年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使得该案的申诉

人洛伊齐杜女士无法使用其财产。1989 年，洛伊齐杜女士提起申诉，认为不允许她重新获得自己

的财产是对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第 1 条所规定的和平使用财产权的侵犯。该

案最后，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申诉人胜诉，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50 条在 1998 年 7 月 28 日作

出了给予补偿的判决。 

                                                        
56马丁·C.兹瓦嫩布尔格（Marten C.Zwanenberg）：《联合国与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国际

人道法责任》，Proefschrift，莱顿，2004 年，第 291 页。 
57美洲间人权法院，第 70 号，2000 年。 
58同上注，第 207 段。 
59参见理查德·J.威尔逊（Richard J.Wilson）和简·佩林(Jan Perlin)：“美洲间人权体系：从 2000 年末到

2002 年 10 月的活动”，载《美国大学国际法评论》第 18 期，第 3 号，2002 年，第 670 页。 
60 戴维·J.哈里斯（David J.Harris）、迈克尔·欧伯莱(Michael O'Boyle)和柯林·瓦布利克（Colin 
Warbrick）：《欧洲人权公约法》，布特沃斯出版社（Butterworth），伦敦，1995 年，第 489 段。 
61参见“巴尼干和麦克布里德诉英国”，欧洲人权法院，卷A 258 页B，1993 年 5 月 26 日，第 67~73
段。 
62约亨·A.弗罗魏因(Jochen A.Frowein)：“人权体制和敌对占领体制的关系”，载《以色列人权年鉴》

第 28 卷，尼霍夫出版社，海牙，1999 年，第 10 页。 
63艾斯林·雷德（Aisling Reidy）：“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对待国际人道法的方式”，载《红十字

国际评论》第 80 期，第 324 号，1998 年，第 519 页。 
64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案号：第 15318/89 号，1996 年 12 月 18 号判决，第 43 段，可登录：

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登录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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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的关键问题在于谁对北塞浦路斯享有主权，因为土耳其认为它不应当是被告，真正的被告

应当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该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应当对其行为承担国际法上的责

任。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 1 条中的管辖不仅仅限于一国的领土范围

内。主权问题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能同时在国家领土范围内和范围外产生影响。因此，一国可以通

过使用军事措施来对其领土范围外的另一“实体”实施有效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它自己的军队

还是通过从属于当地行政当局的武装力量就并不重要了。65 本案中申诉人不能使用其财产是由于土

耳其军队的占领，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1 条这些措施应属于土耳其管辖的事项。 
 
 但另一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尽力回避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认定为被占领

土，从而避免本应适用的国际人道法。但是，法院却仍然援用了联合国安理会 1984 年第S/550 号决

议，该决议中明确地将北塞浦路斯称为“塞浦路斯共和国被侵占的部分”。上述这种矛盾还是引起

了争议。66 裴第提（Pettiti）法官在其反对意见中表示，他不认为关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整个

情况没有被充分地澄清。他还特别指出对有关吞并和占领的问题以及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必要都未进

行充分的讨论。67  
 
 总之，在整个判决中，法官们都避免谈及“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特殊地位。尽管法院

指出在解释《欧洲人权公约》时，应当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以及该公

约第 31 条第 3 款C项所规定的“应当考虑适用当事国间关系的任何国际法规则”，68 但是法院在该

案中并没有适用国际人道法。法院只是对土耳其是否应当对洛伊齐杜女士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1 条所享有的在北塞浦路斯的财产权利的侵犯承担责任。申诉人申诉中的法律立场，也就是当地

的行政当局是否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在土耳其非法使用武力入侵后建立的，或者说在被保护国或其

他不独立的情形下这样做是否合法。这些问题法院都未作出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是与占领法有关

的。 
 
 法院认为，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建立的国家责任制度并不要求对军事入侵进行调查，同时法院仅

认为国际人权法保护是一个国际性关注的问题。因此，就有必要找到一个实用有效的澄清。同时，

应当考虑的另一问题是，如果适用国际人道法能否实现同样的结果。因为国际人道法当然也是一种

国际性关注的问题。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能够支持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因为北塞浦路斯是被占

领土，洛伊齐杜女士被驱逐出被占领土，而当时并没有迫切的安全或军事理由可以作为驱逐行为的

例外。所以这是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的规定的。该行为违反了要尊重被占领土平民财

产的义务。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法院并没有采用依据国际人道法的这种推理方式。 
 
 根据《日内瓦公约》，武装冲突中的双方对于其在自己领土范围外实施的行为仍应当受到公约

的拘束。根据法院在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中的判决，一国可以在其领土范围外行使管辖。但是令人

吃惊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班科维奇诉比利时（Banković v. Belgium）一案69中，并没有对“管辖”

一词作宽泛的解释。70 北约在轰炸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时，炸死了四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公

                                                        
65同上注，第 49 段。 
66 伊拉斯库诉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案，案号：第 48787/99 号，2004 年 7 月 8 日判决 ,可登录：

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6 日）。令人奇怪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

提到了占领。法院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能不得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管辖权，并认为“这种情形可

能会是武装军事占领的结果”。作为一个例子，法院提到了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注释〔64〕），第

312 段。 
67 《个人反对意见》，A卷，第 310 号，第 43~44 段。 
68同注释〔64〕，第 43 段。 
69 在班科维奇诉比利时案，案号：第 52207/99，2001 年 12 月 12 日，判决未通过，可登录

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6 日)。 
70本案的评论可参见弗朗西斯·F.马丁：“武装冲突法讨论：武力的统一使用和例外规则：统一使用武

力规则的扩大，根据格林教授和鲍斯教授的评论”，载《萨斯卡通法律评论》第 65 期，2002 年，第

462~467 页 。 Bernhard Schafer ： Der Fall Bankovic oder wie eine Lűcke geschaffen wird, 
Menschenrechtsmagazin, Vol.3, 2002, pp.14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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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于是他们的亲属对北约的几个成员国提起了申诉。他们指控对广播电台的攻击违反了欧洲人权

公约中规定的生命权、言论自由权和获得有效法律救济的权利。而且他们还认为这些国家违反了国

际人道法上的义务，因为一方面北约成员国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另一方面

这些公约中的一些规则具有习惯法的属性。但法院并没有考虑国际人道法这一依据，而是通过对

“管辖”的限制性定义来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的适用范围。法官们一致认为国际法上的管辖主要是地

域性的领土管辖，71 而其他管辖权应被认为是例外。这样，班科维奇的申诉就被认定为不可接受。

施尔顿认为法院对管辖作出的狭义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法院想要通过限制管辖权来排除对其缔

约国在本国领土外的军事行动的管辖权。72 但是，因为法院在洛伊齐杜案中对管辖的解释，上述这

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在伊拉斯库诉摩尔多瓦和俄罗斯（Ilascu v.Moldova and Russia）
一案的判决中，对问题的怀疑更加深了。该案中法院判定摩尔多瓦和俄罗斯都应对在特冉斯尼埃斯

特利亚（Transniestria）地区违反人权的行为承担责任。73  
 
 欧洲人权法院的其他一些判决也与国际人道法有很紧密的联系。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地区的军事

行动造成了无数平民的伤亡和巨大的物质损失，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的人权机构已经有许多针对这一

事件提出的申诉。上述的案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管辖的局限性，因为它只有在所有的国内救济

用尽后才能适用而且只能是对个人权利受到侵害作出赔偿。74 这些程序事实上不适合于对大规模地

违反人权提供有效保护。 
 
 但是，这些程序还是考虑到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厄吉诉土耳其(Ergi v.Turkey)一案，75 是关

于军事行动中对一名并未卷入冲突的妇女的误杀。在分析了案件事实后，法院确认了欧洲人权委员

会的认定，认为在计划和实施这种军事行动时，不仅应对计划攻击的目标，而且要特别对攻击附近

的平民区域给予充分的注意，以避免由此给平民造成人身和财产的损害。根据上述标准判断，委员

会认为该军事行动的计划在对防止平民造成损害和避免冲突扩大方面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 
 
 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决中认为，国家在选择军事行动的方式及方法以对抗另一国时应当从最大

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的立场出发采取一切可行的注意防范措施。76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分析对

指控的人权的违反，法院使用了国际人道法中的用语，如“平民的生命”、“意外的损失”等。这

一方面表明了两类法律用语的结合运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支持国际法院在其判决中将国际人道法

认为是特别法的观点，即在武装冲突中用来规范冲突双方行为的具有拘束力的规范。换句话说，正

像国际法院在审查核武器合法性问题时那样，欧洲人权法院不可能不通过同时适用国际人权法和国

际人道法来审查武器系统的一致性。法院也必须通过国际人道法来确定土耳其安全部队在库尔德人

地区采取的措施的合法性。在厄吉诉土耳其案中，法院直接求助于国际人道法，因为国际人道法解

释了目标的合法性、攻击的比例性以及对平民的可预见的损害是否与军事优势成比例。仅仅从上述

列出的需要考虑的几点来看，国际人道法是需要被考虑的，因为它对人权法的实施至关重要。 
 
 吉莱克诉土耳其（Gulec v. Turkey）一案77是坦克向游行示威者射击并导致其中一位示威者的

孩子受到严重伤害的案例。法院对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第 2 款进行了审查。

法院认为使用武力必须与其目的和实施的措施成比例。在该案中，军队明显没有从比例原则来考虑

当时的情况，尽管他们有适当的设备可以用来对抗游行者（如水枪、保护性盾牌、橡皮子弹或催泪

瓦斯），但他们都使用了战时的武器。更应谴责的是，游行发生的西纳克省（Sirnak Province）已

                                                        
71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同注释〔8〕，第 109 段。 
72迪纳·施尔顿（Dinah Shelton）：“欧洲人权管辖的界限”，载《杜克比较法和国际法杂志》第 95
期，第 1 号，2003 年，第 128 页。 
73同注释〔66〕。 
74艾斯林·雷德、汉普森·弗朗索瓦和凯文·伯莱（Kevin Boyle）：“对人权的大规模违反：在土耳其

一案中援引欧洲人权公约”，载《荷兰人权季刊》第 15 期，1997 年，第 161 页。 
75厄吉诉土耳其案，案号：第 23818/93，1998 年 7 月 28 号判决，可登录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登

录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 
76同上注，第 79 段。 
77吉莱克诉土耳其案，案号：第 21593/93，1998 年 7 月 27 号判决，可登录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

登录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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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宣告处于紧急状态，因而公共骚乱应当是可预见得到的。政府没有证据证明在游行者中存在着

恐怖分子。大规模地使用武力并不能被认为是符合第 2 条中所规定的具有使用武力的绝对必要。因

此，土耳其被认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的推理再一次表明有许多可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情形。起初的情况是，在相

关的地区已经宣布了处于紧急状态，因而公共骚乱是可能随时出现的。78 法院指出，上述这些情况

反映出军队士兵缺乏教育和缺少必要的设施，也体现出士兵对“交战规则”了解不够。最后，法院

认为在土耳其东南地区发生的大量伤亡应当可以归咎于那里的安全状况，法院同时强调，经常发生

的“武装暴力冲突”并不能免除国家履行《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的义务。79 上述这些案件表明，

在斯特拉斯堡人权机构的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交叉，特别是关于《日内瓦公

约》共同第 3 条中的义务及欧洲人权条约中的那些具有类似特征的不可背离的义务。需要强调的

是，在紧急状态或战争情况下，为了镇压混乱或暴动而有必要时，国家可以使用武力（根据第 2 条

第 2 款C项），因这种使用武力而导致死亡也是允许的。 除了该条款属于是“不太高兴地制定的”
80条款以外，还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允许使用武力。上述这些案件表明，在这一

方面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相比，对使用武力的限制要相对松些，在斯特拉斯堡的机构如果按照国际

人道法的标准，特别是，如比例原则和区分原则以及刑法中发展出的一些标准，就会发现更容易作

出裁判。而且，在武装冲突中很可能发生还没有确定的标准能够用来判断使用武力合法性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要考虑适用国际人道法。这就需要我们达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已经在一些文

章中提到过， 就是赞同欧洲人权法院能够“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方面具有有限的潜在可能性”。81  
 
 在恩格尔诉荷兰（the Engel v. The Netherlands case）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非常明确地直接适

用国际人道法，它表明直接适用国际人道法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82 该案是关于对不同军衔级别的

军官在纪律处罚上的不公平对待。学者们对法院援引《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8 条表示欢迎，因为

《日内瓦第一公约》已经“如此广泛地被各国接受”。83 从恩格尔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欧洲人权

法院从以前适用国际人道法到现在不适用国际人道法，其原因是由于政治因素。 
 
 结论 
 
 上面的调查研究表明，人权法提供的保护与国际人道法提供的保护存在着重叠。根据马尔顿条

款，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两类法律都能适用于武装冲突。而在这个适用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实践成果是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可能性。因为国际人道法实施机制不够健全，国家报告的制定和个

人申诉的程序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达到切实可行的，所以现有的人权程序在实践中就变得很重

要。那些个别的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判决已经表明：“总之，尽管如同本文中分析的那样，人权机构

适用人道法的实践很有限，但是这些实践为目前有限的促使武装冲突双方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国际措

施增添了一种很好的方式。”84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结合适用能够产生现实

而且有益的结果。 
朱文奇      校 

                                                        
78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敌对状况已经达到了共同第 3 条所要求的标准，该标准被认为是国际人道法最

低标准。因此，国际人道法规则应当适用。 
79同注释〔77〕，第 71 段。 
80约亨·弗罗魏因和沃夫干·普科特（Wolfgang Peukert）：EMRK Kommentar，Engel，Kehl，1996 年，

第 34 页。 
81安德鲁斯·劳森（Andreas Laursen）：“北约、科索沃战争和前南战犯法庭的调查”，载《美国大学

国际法评论》第 17 期，第 4 号，2002 年，第 804 页。 
82恩格尔诉荷兰案，案号：第 5370/72，1976 年 11 月 23 号判决，可登录http://cmiskp.echr.coe.int (最后登

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6 日)。 
83参见约翰·G.梅里尔斯（John G. Merrills）：《欧洲人权法院对国际法的发展》（第 2 版），曼彻斯特

大学出版社，曼彻斯特，1993 年，第 225 页。 
84弗利兹·凯尔社文、利博斯·塞哥菲尔德：《限制战争的发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1
年，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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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行为的根源： 
了解并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的 

行为的发生 
 
 
丹尼尔·穆尼奥斯-罗哈斯、让-雅克·弗雷萨尔

∗
（Daniel Muñoz-Rojas and Jean-Jacques Frésard）/ 

李淑臻
∗∗ 译 

 
 
 研究战争中的行为根源旨在致力于改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传播政策和策略，以使它们更有效

地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发生。该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1）任何特定情况下，能影响武器携带者的行为并使他们遵守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主要因素

是什么？ 
 （2）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的预防策略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给予适当的考虑？ 
 
 我们试图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原因进行分类。1 这些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犯罪属

于战争性质的一部分；（2）战争的目的；（3）机会方面的原因；（4）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最

后，（5）与个人有关的原因。当然，对这些原因的划分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本文研究主要集中在

社会心理因素上，这些因素在参加战争的武装战斗员部队中一般都有，如团体的影响，等级结构内

的一体化以及道德观念薄弱等，这些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活动最有可能取得效果的领域。 
 在最初考虑到了这一领域社会及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概念性框架的基础，设立了有关能改变

战斗员行为的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假设：（1）战斗员也是普通人，所以它们

像平民一样认可和具有人道的价值观念；（2）违反人道法的行为包含两种主要作用机制，即判断

行为是否正当和缺乏责任感带来的社会及个人道德的分化过程；（3）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责任

退位主要是由服从团体和服从命令造成的。 
 本报告概括了一些主要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一些调查结果提要式

的概括研究，该结果得自于对战争中人们行为在历史的、社会的、心理方面所从事的调查，另外三

个部分是对他们自己的权利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接受采访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回答了调查问卷，问卷

是为探求他们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及验证上述的假设而专门制作的，参与者给出的答案及对假设的

测试结果要经过多种统计分析。 
 研究的第一部分，被命名为“战争中的行为：文献研究”，该部分从这一研究领域中别的著作

进行了再考察为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找寻线索。 
 第二部分是和日内瓦大学合作进行的，被命名为“公众对国际人道法的态度”。2 该部分对来

自于“战争中的人们”这项调查的大量数据进行了比较不同文化的分析，该项调查是在 1999 年为

纪念《日内瓦公约》诞生 50 周年，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的，同时由格林伯格研究中心

（Greenberg Research Inc）负责进行。3 这是一项对包括 15，000 名平民和分布在 15 个战争区域的

战斗员在内所开展的大规模调查，目的在于查明他们对于武装冲突的看法以及这些规则经常被违反

的原因。 

                                                        
∗
丹尼尔·穆尼奥斯-罗哈斯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目前负责ICRC的研究工作。让-雅克·弗雷萨尔是

ICRC的一名代表，他以此身份完成了ICRC的多项使命。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更详细的资料请参见研究的第一部分：“战争中的行为：对有关著作的研究”。该报告可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网站上得到，网址为http:∥www.icrc.org。 
2该报告可以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查到。 
3林格伯格（Greenberg Research）研究中心制作了一篇名为“战争中的人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战

争规则的世界范围的磋商”的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1999）。在该报告中可以找到这次调

查的最初的结果。报告可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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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被命名为“四个战乱国的战斗员及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由在波西尼亚—黑塞哥维

尼亚、哥伦比亚、刚果共和国和车臣对武器携带者所进行的调查组成。每个国家都有大约一百名战

斗员和退出战斗的战斗员回答调查问卷，问题涉及武器携带者所掌握的关于国际人道法方面的知

识，他们对于这些规则的态度，以及他们宣称的遵守这些规则的意图。问卷也询问了他们的个人战

争经历以及他们采用何种方式证明违反国际人道法是正当。 
 最后一部分被命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和国际人道法的传播”。该部分是向在国际人

道法传播领域的绝大多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进行的调查问卷，这一问卷有助于了解委员们的精

确形象，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产生结果，他们对于武器携带者的印象以及后者遵守或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原因。问卷也同样征求了委员们在 ICRC 如何有效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这一问题上的

意见。 
 
 主要调查结果 
 
 在“战争中的行为根源”这一研究，尤其是与“战争中的人们”磋商框架内进行的调查记录了

生活在战乱国家的平民和战斗员的观点，以下的调查结果概述凸显了这两类人对国际人道法的态度

以及战斗员的具体特征。 
 
 平民及战斗员对国际人道法的态度 
 
 1．国际人道法的普遍性 
 

        国际人道法具有普遍性，经历过不同形式武装冲突的不同国家的平民及战斗员都承认并
坚持人道原则。 

 
 研究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国际人道法具有普遍性——不只是因为它希望被这样做，同时也

是因为在不同环境下接受采访的人都承认它的这种特性。然而，对这种论断须做出限制，人们承认

的不是它规则适用上的普遍性，而是将这些总的规则作为事实来承认，4 如关于某种行为在战时被

禁止或平民一定不能成为任意攻击的对象这样的事实。 
 然而，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在被研究的所有环境下，所有不同地区，人们普遍赞成人道原则的

重要性。当被要求解释为什么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时，人们提到了权威性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

植根于文化之中，从依靠宗教规则的社会与更多地依靠世俗传统的社会的区别中可以发现这种权威

性的道德。这种两极分化对涉及关于国际人道法的态度的问题不产生分歧。据此，我们得出结论，

就遵守国际人道法而言，从伊斯兰教中寻找原因与从人权中寻找原因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各个被调查的国家中，答案本身还含有不同的认可等级。例如，必须给予

战俘保护这一原则比必须区分平民和战斗员的原则很容易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使我们推断国际

人道法是普遍的——产生于对一般原则的信奉。然而，当问及具体情况时，接受访问的人包括平民

和战斗员都倾向于将国际人道法的义务相对化。 
 
 2．标准行为参照规则 
 

        被采访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认为法律规则或原则具有预防性的效果，它们能帮助
人们抗拒能使他们陷入武力的螺旋之中。法律规则是重要的象征性的东西，尽管它们不能保
证行为的合适性。 

 
 研究结果使我们能断定标准行为参照规则的存在确实重要。若没有这套原则，战争受害者就会

陷入复仇的循环之中以至于他们越来越不注意使用国际人道法；另一方面，若对这些原则的认可是

根深蒂固的，那么鼓励人们去从规则中寻求保护的看法就会渐居主导地位。 
 
                                                        
4当谈到对国际人道法承认时，我们是从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在记忆的帮助下能够记住某些东西

（了解有关知识）；接受和赞成某些东西（遵守某些东西）。同样，关于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我们不是

指人们确实遵守或确实已经遵守，它是指人们表达出的要遵守它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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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团体的脆弱性 
 

        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中的平民十分倾向于要求有效地适用国际人道法，这种要求的强烈程
度取决于人们可以承受的团体所遭受的脆弱（苦难）的程度，即武装冲突的时空范围和它产
生的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被访问者所显示出的不同更多的是与武装冲突的特点和受难者人数相联系，而不是与文化差异

相连。从这一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力行为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冲突的地理、时间和经济范围）以

及战争中受创伤的经历对于促使人们更有利地对待国际人道法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可以断定，团体遭受伤害的经历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因素，这一点对于平民来说尤其重要。

他们认识到人道主义规则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些人受到战争的直接伤害，而并不是因为个人亲自成

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已经确认的事实。 
 近距离观察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国家，要求适用规则的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声称自己了解这些规

则的人的数量。这意味着对平民来说，对战争应有某种限制的愿望远比他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一领域

现存规则的知识更为重要。武装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受害的人越多，要求遵守规则的平民也就越

多。 
 
 4．盲从的不利影响 
 

        不同的人追随不同的团体，这种盲从路线所带来的社会分裂就会很深，对一个或别个战
斗阵营自愿投入的盲从者越多，就越不利于遵守和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原则。 

 
 当被访问的平民认为他们属于一个或两个以上参加战斗团体的追随者时，他们就会持有一种观

点，这种观点包括违反人道规则的行为。但即便是违反，它对盲从者的战斗员来说则是正确的。简

单地说，卷入一场武装冲突中的人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显示出对于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容忍。 
 
 战斗员的特征 
 
 1．符合团体要求 
 

      战斗员符合团体要求的现象，如丧失个人化，没有独立性以及高度服从。在战斗队的团
体责任感就会明显，这种情况有利于稀释战斗员的个人责任。 

 
 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并不是杀人者，但团体则必然是杀人者。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在一般情

况下是由于团体的压力而非仇恨或恐惧在促动着战斗员采取行动。重要的是对同伴的尊重、对团体

荣誉的捍卫以及为团体胜利作贡献的迫切心情。战斗员不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个人，而是要受制于

团体的规则，受制于对领导的尊敬及服从。关于存在于一个团队中的内聚力的军事研究表明：使战

斗员彼此间相结合的关系强于使一对夫妇相结合的关系。在战斗团队中要对团体负责任的责任性，

会稀释战斗员的个人责任。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还有一些一般性的现象。处于一个团体中的个人“自然”都愿意强调自己

团体的价值，对其他的团队的价值就不怎么强调；而且愿意要为自己的团队增添光荣，这样的意愿

对其他的团队就要少得多。团队，严格来说会产生偏见，简单化及歧视。必须强调的是：当宣布另

一个团队为敌人时，这些倾向就会马上变得非常明显。因此，团队很容易从事犯罪行为，甚至可能

会促进和鼓励这种行为。 
 
 2．服从上级 
 

        战斗员们也经历着将由他们自己承担的个人责任转到对他们实施控制的上级身上的过
程。有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源自上级下达的命令，这些上级似乎也较为经常地作出一
些违反法律的命令或授权作出一些应予斥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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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会自愿服从上级命令，由于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所以这样做是合

法的。大多数人会按照上级的愿望从事，即使这样会有悖于他们的道德信念。这一原则被普通人充

分证实，但当它转换给处于军事等级中的战斗员时就更得到加强，因为军事等级相对民间职权等级

来说是一个更为严格的框架结构。通过军事训练，个人会变得愈加恭顺，为对付敌人进行的团体准

备通常会使人像遭受魔法一样丧失人性。 
 根据斯坦利·米尔格朗（Stanley Milgram）的观点，5 在目前个人责任感的缺失是服从上级带

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在服从上级的情况下，尽管个人的行为似乎违背良心，但不能就此推断他已丧

失了道德感。事实是：个人所关注的焦点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关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

而是关注如何显示自己没有辜负上级的期望。 
 战斗员的地位必须与那些受到外来力量压制的束缚被强迫服从的人区别开来。后者仅是在压制

状况持续期间或外部强制力足够强大时才遵守命令。另一方面，战斗员服从命令一般都是出于内心

动机而不是外部原因。人们倾向于接受合法权威机构所提供的关于行为的定义，换句话讲，尽管是

个人主体完成了行为，但他却让有关权威机构来决定自己行为的意义。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上的放弃

才构成了服从的认识基础。假如情况就像相关权威机构所定义的那样，那么某种特定类型的行为将

就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上级和下级的组合看做是上级通过武力强加给一个不情愿从属者

的命令的理由。事实是下属已接受上级对于情况所作的定义，并且自愿去满足上级对他的期望。 
 “服从”（obedience）和“符合”（conformity）之间明显的区别还发生在行动之后，即体现

在下级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上。他们引用服从而不是符合作为行为的动机。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两

种现象的相互作用（符合团体要求和服从上级）确保了战斗员对命令的高度服从（直接或间接

的）。 
 
 3．武力行为的螺旋结构 
 

       参加了敌对行动并遭受了羞辱和创伤的战斗员，如果从短期来看，容易从事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行为。 

 
 使用过暴力并且受到暴力行为影响的战斗员短时间内容易违反国际人道法。这些暴力情形涉及

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暴力的螺旋结构：（1）循环报复使一个受害的战斗员

（即他的财产、他所爱的人或他自己的人遭受暴力迫害）违反国际人道法。(2)随着人道原则一开始

就被破坏，会产生一个违法的螺旋结构。这些动力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要看到武装冲突中战斗员

受损害的高比率。 
 军队甚至是在自己内部相互之间都会发生极端的暴力行为。不同的资料显示，军队有时会对自

己的战友实施严重的暴力行为。谋杀的恐吓每年都会导致一些人死亡，使得不少年轻士兵自杀。另

外，还有更多的服役人员逃跑，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虐待。有件事我们非常清楚，如果在自己的军队

里受到恐吓、侮辱并成为各种野蛮行为的受害者，那这样的战斗员又如何能被期望在对待敌人的行

为中会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呢？ 
 
 4．反常行为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病态的、有虐待倾向的或非理性的个人所为。 
 
 战争从性质上讲会导致犯罪，非常小的一部分人利用环境的优势放纵自己，施行暴行并以此为

乐。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对战争的沉醉通常也会使很多战斗员失去自制力。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考

察不在目前的研究框架内，但不可否认它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因素。 
 
 战斗员对国际人道法的具体态度 
 
 1．认识、态度及行为之间的鸿沟 
 
                                                        
5斯坦利·米尔格朗（Stanley Milgram）：“服从上级：从实验中得到的观点”，载《一个实验的观

点》，哈泊（Harper），纽约，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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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员所具备的关于人道法规则的知识与在敌对行动中要遵守这些规则的意愿之间存在
着极大的不协调。 

 
 知识并不足以产生对规则的正确态度和执行这些规则的责任。甚至，对规则有利的看法——或

确实忠诚的信奉——也不意味着在真实情况下战斗员就会遵守这些规则。 
 存在于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信奉和战斗员的实际行为之间的鸿沟也同样存在于对这些规则的认

可和适用上，它也反映在该研究中所使用术语的意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需要认可的一般性

规则（如某种行为在战争中是被禁止的或者不能攻击平民），大家都表示同意；但关于这些规则如

何适用，则没有一致性的意见。当采访中要战斗员举例说他们有时所面临的困境的具体情况时（如

我们能否攻击帮助敌人的平民？），他们的回答就会显得比较困难。 
 
 2．道德分化 
 

       人道规则的认可和适用上的鸿沟来源于一系列的机制作用过程，这些过程导致战斗员道
德的丧失以及违反人道法的犯罪行为的发生。战斗员之所以丧失道德主要是因为：（1）对违
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辩护，和（2）要羞辱敌方人员。 

 
 成年人一般情况下会接受道德标准并避免违反这些标准行为的发生，这样，他们就不会自我谴

责，继而产生负罪感。但这些机制要运行，那它首先必须要被启动。然而，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妨碍

他们被启动。丧失道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法行为通常是个人、社会及环境影响相互作用的产

物。对于战斗员来说，前面所述的关于服从上级命令和符合团体要求的因素就是他们所处环境的重

要特征。对这些行为进行辩解的理由，有必要通过下表来进行描述和解释。 
 
 关于决定战斗员行为的主要因素：6  
 
                                                                           转移责任 
                                                                           稀释责任                  

   服从上级    服从团体 

 
                  犯罪者                                违法                         影响                       受难者 
 
 
 
  

犯罪者将自

己视为受害

者 

为违法行为辩护的理

由：“目的证明了手

段” 

影 响 被 否

认、忽视、

减小 

失去人性、

归责、距离

的作用  
 
 
实施不法行为人的辩解理由是，实施了该不法行为的人往往把他自己看做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

折磨他人的人。他在感觉上认定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相信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别人也告诉他，他是

一个受害者。而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他进行杀戮实施暴力的权利。他属于那些

被打败团体的一员，是个受侮辱、受诅咒、无依无靠的人，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等等。他

不仅仅已经是一个受害者，而且还被威胁有可能再次成为受害者。因此，在被敌人们杀死之前，他

必须首先行动杀死他的敌人。这种受害的地位以及不管是真实或想象的可能会再次成为受害者威胁

的理由，使得为寻求公平诉诸任何手段都成为合法的。 
 实施不法行为人的另外一个辩解理由，也是一个常被用来为没有遵守人道法进行辩护的理由，

就是一个正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部族、种族或国家没有能力去迎合人道考虑和遵守人道规则，这

对他们来说是奢望。因为这会损害他们正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目的可能用来

证明手段的性质。更明白地讲，“普通道德”常常会让位于“结果道德”。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人

们会认为某种行为违反道德伦理，但他们也会争辩说特殊情况使得实施该行为不仅是允许的，也是

必要的。 

                                                        
6 改编自艾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丧失人性的犯罪中的道德分化”，载《人性和社会学

评论》（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999 年，第 3 卷，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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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当然清楚什么行为属于不法行为，但有时又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从战斗员那儿能经

常听到的一个理由就是关于敌人的行为。假如敌人是有罪的或仅仅是被怀疑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

斗员就会争辩说如果自己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就是正当的。除了会引入激怒成分的纯粹性报复

以外，这种“相互性”的理由往往会用来为不法行为者进行辩护。 
 “词汇”也被用来为某种行为进行辩护。当提到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战争罪行时，借助于委婉法

表达是很平常的：人们会使用“事件”、“政治行动”、“清除行动”、“对付一个目标”、“外

部打击”等用语。 
 实施不法行为人的另外一个辩解理由，就是不把理由放在行为的本身，而是放在行为不利后果

方面，从而通过否认、忽视来减少这种后果的影响，并来为其进行辩解。现代化战争的手段使得遥

控杀伤成为可能，这更促进了人们要寻求此种辩护理由，尤其是关于媒体不能披露武装冲突发生事

实的地方。许多研究都已经指出，要在近距离范围内杀伤其他的人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就需要创造

克服这种困难的特殊条件。在借助先进技术的武装冲突中，远距离或通过电脑也能起到打伤人的作

用，它还阻止了能使杀伤行为变得困难的神经心理学机制来发挥作用。 
 实施不法行为人的另外一个辩解理由就是，敌人被与气氛相联系或直接被妖魔化，被当做害人

虫，而害人虫则必须被消灭。有时，敌人被比喻成必须要被彻底根除的疾病。一旦政治家、记者、

科学家、法官和知识分子将敌人等同于害人虫或病毒，战斗员攻击敌人不仅仅更容易被接受，而且

也会使最极端的行为变得合法化，战斗员在这样做的同时也确信是正当和必要的。 
 下一个理由就是关于距离作用的机制。我们刚才提到身体差别的影响，现在再来看心理差别的

影响。它通过将一些卑鄙的特性、意图及行为强加给敌人一方，从而达到拒绝承认敌方具有人性的

效果，如“我们是高等的，他们是劣等的”，“我们是为荣誉及公正的目标而战，他们则为其不应

获得的利益及应受谴责的目标而战”，在这种情况下去责备受害者本人也会成为可能，如“他们应

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同一行为分别从受难者的视角和从犯罪者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可能存在

差别的。因此，为理解犯罪者的心理就有必要远离受害者的视角。受害者从自己的道德判断出发用

黑和白去看待某种行为，而犯罪者看到的则恰恰相反。 
 
 3．逐渐丧失道德的过程 
 

       丧失道德不仅是一个渐进过程，同时也是为了决定将来行动、部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
过程。 

 
 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斯托布(Erwin Staub)7指出：团体规范是不断变化的，对待受害者的行为也

始终处于演化之中 ，对于一些昔日不可想象的行为，人们会逐渐接受它并慢慢地将这一行为变为

普遍化的行为。 
 “严重暴力及团体暴力经常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化。个人和团体由于其自身行为也在发生变

化。侵害他人、不加限制的暴力行为给行为者，该团体其他成员及整个体系都带来变化，这一体系

使得实行进一步更为有害的行为也变得可能。个人的特性﹑社会规则﹑惯例及文化在这一变化过程

中发生的变化又使得进一步采取严重暴力行为变得更为可能和更容易。”8

 这一变化不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部队需要决定将来行动而要从中吸取教训的过程。

个人所实行的每一行为都会对他的下一行为产生影响。要想改变行为是困难的，因为如果他不再采

取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他就必须承认在此之前行为都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影响那些已承认

自己犯错的人要比那些试图从寻找辩护理由中摆脱出来的人要容易的原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影响 
 
 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会对人道规则的认可产生影响，但它不会对人道规则的适用产生影

响。 
                                                        
7欧文·斯托布(Erwin Staub)：《罪恶的根源：种族屠杀和其他种族犯罪的起源》，剑桥大学出版社，剑

桥，1989 年。 
8欧文·斯托布：“罪恶的根源：社会条件、文化、个性及基本的人类需求”，载《人性和社会心理学评

论》第 3 卷，第 3 号，1999 年，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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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影响不能被低估，因为一方面它制定限制，另一方面，它则间接性地限制对战斗员
暴力行为起支配作用的螺旋机制发挥影响。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为有利于人道规则被广泛认可，但它对这些规则的适用只会产生间

接影响，而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战斗员真的将自己视为受害者，那么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人道规

则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要求使用这些规则。应该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提高人们对于国际人道

法认识的努力，不管它是通过传播工作还是通过具体的行为，都不是徒劳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

都可以肯定地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会尽力帮助战斗员避免进入暴力的螺旋机制中。 
 
 2.仅仅意识到国际人道法的存在或对其赞成的态度还不足以对战斗员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逐渐丧失道德机制存在的情况下，传播国际人道法的知识可能会产生反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与人道法有关知识的影响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

果：一方面，关于这一法律体系的知识能缓和暴力的螺旋机制发挥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预防战斗员

陷入报复的循环当中；另一方面，当战斗员有为自己的过当行为进行辩解时，国际人道法有关知识

就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能帮助战斗员增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只要在他们之间建立了工

作关系和个人信任。 
 
 研究表明，确信自己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建立信任关系的战斗员会更赞成适用国际人道法规

则。它本身也验证了这么一个事实，即：“行动是最好的传播手段。”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战

斗员所需建立的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任，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的因素，而不是团体的因素。同

时，这种信任的发展是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而不是仅仅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来实现的。 
 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因而需要指出：虽然在给战斗员行为下定义时，团体影响是一个主导因

素，但个人因素既不应被忽视，更不能被排除。 
 
 另外的重要研究结果 
 
 平民与战斗员之间的区分以及他们的相互性 
 
        研究突出了以下两个专家们意识到但可能尚未给予充分考虑的问题：(1)被访问的人们对于区分

平民与战斗员原则提出的异议，以及(2)经常以相互性作为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理由。 
 关于平民和战斗员之间的区分原则，是国际人道法原则的支柱之一，过去这一原则经常被模

糊。例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9在报道中认为，在越南，美军作战规则仅仅表示认

可及尊重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分原则。但在现实中，他们则创制了“忠诚”或“不忠诚”、 
“友好”或“敌对”的区分标准。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委员认为，平民和战斗员的区别通常

不是很清晰，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主要是因为故意攻击平民，而不是由要将平民与战斗员区分

开来的客观困难造成的。所以，这两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在某些情况下，平民的身份可以是不真

实的。因为不管是不是出于自愿，他们为战争一方确实作出了贡献。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人道法

上关于平民与战斗员的区分其实就被有罪与无辜来取代了。在另外的情况下，一些确定具有平民身

份的人，同时其身份也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平民却遭到了故意攻击。 
      在研究过程中还经常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将相互性作为辩解理由。尽管交战方的每一方都

承认要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认为应履行这一义务而不管敌方如何行为，但事实是，不管是个人还是

团体，他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通常都受“报复性法律”（lex talionis）的左右。本文并不打算为这

些问题提供答案，但需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9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基础卷），纽约，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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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国家武装团体 
 
        所有带有类似军事性质并有一定军事行动能力的武装团体，都是具有某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它

们有一个或好几个领导人，有自己的组织形式等，尽管这些组织会有所不同，但它们确实存在并需

要我们对其加以识别。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战略、社群、与犯罪的联系、财政源泉、行为准则等类

似的东西，上述的一些机制（如道德丧失、服从上级等）在这些武装团体也发挥作用。所以，人道

主义组织最好将“非正规冲突”一词从其字典中删除，至少是不能滥用这一词语。另外，还应探求

任何可以更好地了解这种组织及更能有效地与他们打交道的途径。 
 
 主要体会 
 
  法律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国际人道法是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我们需要将传播活动更多地集中在规则

方面，而不是规则的潜在价值方面。如果认为只要是携带武器的就一定具有道德，这样的想法也不

是很适当。 
 不能否认，个人具有根据其道德标准来行事的能力，但也要承认：一个普通人在成为战斗员以

后，他在某种情况下会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国际人道法具有普遍性。从宗教和

世俗方面看，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研究进一步表明，如果是从规范的视

角看待国际人道法，那就很少能容忍违法行为。换句话讲，为了避免战斗员陷入螺旋暴力之中，将

国际人道法看做是法律规则，会比承认它只是道德上的要求会更为有效。 
         如果要对战争受害者更容忍、更仁慈，这样的愿望不会有太大的效用。从最坏处看，它会得

出价值上的判断，并向道德权威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会抵消人道法规则原来要发挥的作用。前面

叙述里提到过的用来辩护的理由，它能使战斗员在非人道行为面前丧失负罪感，通过让这些行为合

理从而还歪曲地理解道德上的价值，但它们不能从法律上把这类行为合法化。人道法规则画出了一

道容易辨认的红线；而价值观则体现了一个较宽泛的范围，这一范围不太集中，相对性也更强一

些。 
 
 训练、命令和制裁的重要性 
 

        对武器携带者进行训练，对什么行为是允许的而下的命令以及在不能遵守这些命令时要
实施的制裁等，都是国际人道法能够得到尊重的先决条件。 

 
     关于战斗员的行为，主要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1)他们在团体中的位置，这位置将决定他们

按团体的期望行事；(2)他们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这位置将导致他们服从上级（因为他们认为上级

是合法、认为这本身就是制约自己的强制力或是这二者的结合）；(3)战争情势促进了道德丧失过

程，它授予用暴力对付敌人的权力。 
      所有这些都验证了一开始下的结论，即：对战斗员的训练、严格执行命令和有效制裁是使国际

人道法得到遵守的有效方式。 
      如果战斗员要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这些规则就应被转化到具体的机制中，同时还要以通过实

际的行为方式来遵守这些规则。换句话说，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即便是对非国家战斗团体的武器携

带者，都要采取将他们结合进来的方式。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包含军方政策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传授给

军官﹑士兵，将规则纳入执行和训练当中，而且还要将它们纳入到命令当中，并通过指挥链把命令

传递下去，使战斗员通过必要方式确保自己的行为确实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则。 
 不遵守命令就必须被制裁。制裁对于战斗员行为的导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采取不同的

方式，如通过纪律、刑罚、地位等。纪律或刑罚方式的制裁，是要以树立典型和预防为目的。重要

的是上级一定要采取行动，甚至对远不如战争罪严重中的一般违法行为也要进行制裁，以确保军队

纪律得以遵守，避免战斗员进入暴力的螺旋结构中，因为在螺旋结构中，违法行为会变得越来越严

重，与此同时，违法行为者也会越来越接受这种行为。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组织来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说服战斗员必须以一种不同的

方式行事或者来影响他们个人，而是要影响那些对战斗员有支配权力的人。这些人从鼓动犯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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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为的人算起，包括那些为部队丧失人性的行为提供政治、观念及道德根据的人。 
 
知识、态度及行为的区别 
 

        为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发生，至关重要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
是什么。它的目标是否就是传播知识、改变人的态度或影响他人的行为呢？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必须采取真正有效的预防策略。 

 
 平民和战斗员在对人道法的态度10和行为方面有很大不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知道和理解

这些不同之处，以便为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制定策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尤其要清楚自己的目标：

目标团体的人具有的知识、看法及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也不都是相同的。所以，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自己要相互协调，以便能达到其预防的策略。 
 
 决定武器携带者行为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对此必须要很好地理解，因为它将决定我们的策略。

这种策略并不试图说服个人一定采取与人道法一致的行动，而是要说服那些具有某种结构或阶层的

组织团体遵守这些规则。因此，团体成员的个人对规则完全信奉，不是非常必要。尽管基于个人自

愿采取的行为要比在被压制被迫所采取的行为效果会更持久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那些受道德

丧失机制和认为是应该服从上级指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执行命令，即便这些命令与他们的道

德价值观相冲突。 
 有必要注意这么一个事实，即：如果要战斗员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那么，影响他们的行为就

要比影响他们的态度更重要。一般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借助说服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交

流来改变具有某种自由决定权人的精神状态。被说服人的自主程度是与说服相对应的，而且是发挥

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还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携带武器者来说，说服在某些情况下是能

产生一定影响的合适方法。但影响战斗员行为的主要作用是来自于能将国际人道法规则纳入军事命

令、政策、指令中的一个不同的方法。 
 
 概述 
 
  战争中的行为根源：了解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及预防该行为的发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争中的行为根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了解在武装冲突中对战斗员行为

具有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以便来判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发生的政策是否

给予携带武器者以充分的考虑。这篇文章中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研究概述、

主要调查结果以及主要体会。 
 通过调查实践和对以往著作的再次考察，研究阐明和证实了三个关于战斗中战斗员行为的假

设：(1)遵守人道原则的普遍性；(2)对于战斗员来说，与上级、团体的从属关系以及经常容易对其

行为产生影响的暴力螺旋作用机制的重要性；(3)违反国际人道法规则时道德丧失机制的出现。另

外，研究还提供了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对战斗员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的信息。 
 研究的主要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必须努力从法律或政治，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传播

国际人道法，同时要把焦点放在制定的规则方面，而不是潜在的价值观念方面。如果认为战斗员自

然而然地会具有道德，就是错误的。(2)只有当携带武器者受过训练，只有对他们如何行动具有严格

的命令，并且在如果不执行命令时会对他们施以制裁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更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

(3)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须清楚它的目标。当它寻求促进国际人道法规则、预防不

法行为发生时，那它是否就是要传播知识、改变人的态度并影响人的行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

要制定真正旨在预防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发生的策略。 
 
 

朱文奇      校 
 
                                                        
10态度是一个人对某人或某事的倾向，这种倾向植根于三个因素：认识上的（我所积聚的知识）因素；

感情上的（我的情绪）因素；行为上的（意图及我打算实行的行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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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人道法上“赦免”的合法性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关于 
洛美赦免协定的裁决 

 
 

西蒙·M.迈森贝格
∗
（Simon M. Meisenberg）/ 陈彬彬

∗∗ 译 
 
 
 2004 年 3 月 13 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以下简称为“特别法庭”）作出了一个关于国际人道

法赦免合法性的重要裁定。1 特别法庭的上诉庭认为，塞拉利昂国内战争中的交战双方人员根据

《洛美和平协定》规定所获得的赦免，将不妨碍特别法庭对这些人员进行起诉。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毫不含糊地作出如此裁定，认为赦免并不构成在国际上或国外某一法院对国际罪行进行起诉的障

碍，这还是第一次。下面，本文将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个重要而又富争议性的裁定对国际人道法发展

的影响，同时对这一裁定最重要和关键的观点进行审查，在这之前，将先对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洛美和平协定》以及上诉庭裁定（以下简称为“洛美裁定”）的法律背景作一简要的概述。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法律背景 
 
 特别法庭是根据 2002 年 1 月 16 日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之间达成的协定而设立的。2 这个新

成立的特别刑事法庭被认为是属于一种新型的国际刑事法庭，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混

合型法庭，因为在《特别法庭规约》中包含有大量的国内性质的因素。3 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

1315 号决议，提请联合国秘书长与塞拉利昂进行协商，以设立一个独立的刑事法庭来对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罪行进行起诉。4《特别法庭协定》(以下简称《协定》)5和《特别法庭规约》（以下简

称《规约》）6 于 2002 年 3 月由塞拉利昂议会通过《批准法案》予以批准，它在其中明确规定：

“特别法庭将不属于塞拉利昂司法系统的一部分。”7 另外，特别法庭也不同于与联合国有联系的

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法庭。特别法庭是一个独立性质的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的属事管辖权包

括“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行为”、“其他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罪行”和塞拉利昂国内法中的罪行，如塞拉利昂国内法中所含有的严重虐待女童与肆意

毁损财产的行为。8 特别法庭的属时管辖权始于 1996 年 11 月 30 日，这是最早的停火协议——《阿

                                                        
∗
本文作者是德国波鸿和平与武装冲突国际法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and Armed 

Conflict）的一名合作研究员， 也是波鸿鲁尔大学国际法学的在读博士。作者于 2003 年在塞拉利昂特别

法庭工作。这里，作者感谢詹姆士·G.斯图尔特（James G. Stewart）以及马提奥·克里帕（Matteo 
Crippa）对本文的初稿所作的批评和指正。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检察官诉莫里斯·卡龙（Morris Kallon）和布里马·布济·卡马拉（Brima Buzzy Kamara），塞拉利昂

特别法庭，SCSL-2004-15-AR72(E) 以及SCSL-2004-16-AR72(E)，《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洛美大赦决

定》（上诉庭，2004 年 3 月 13 日）（以下简称《洛美裁定》）。 
2 《联合国和塞拉利昂政府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 见《秘书长关于设立塞拉利昂特

别法庭的报告》附件，联合国文献S/2000/915, 2000 年 10 月 4 日（以下简称《协定》）。 
3阿夫里尔·麦克唐纳（Avril McDonald）：“塞拉利昂的‘鞋带式’特别法庭”，载《红十字国际评

论》第 84 卷，2002 年，第 124 页；劳拉·A.狄瑾荪（Laura A. Dickinson）：“混合法庭的承诺”，载

《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7 期，2003 年 4 月，第 295 页。 
4联合国文献，S/Res/1315 (2000)，2000 年 8 月 14 日。 
5 《协定》，同注释〔2〕。 
6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见《秘书长关于设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报告》附件，联合国文献

S/2000/915, 2000 年 10 月 4 日（以下简称《规约》）。 
7 《特别法庭协定》第 11 条第 2 款，2002 年，《批准法案》，2002 年，《塞拉利昂公报》附录，第 130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 7 日（以下简称《批准法案》）。 
8 《规约》，第 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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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让协定》（the Abidjan Accord）签署的日期，这份协议中也含有关于赦免的规定。特别法庭的属

人管辖权则限于那些“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塞拉利昂法行为承担最大责任的人员”。9 在法庭

审判分庭和上诉庭的法官中，少数人由塞拉利昂政府任命，剩下的其他法官则由联合国秘书长任

命。10 鉴于这种人员结构的安排以及规约中包含国内法的罪行的情况，联合国秘书长将特别法庭描

述为“有着混合管辖权限和人员组成的自成一格的条约性法庭”。11  
 
 洛美赦免裁定的背景情况 
 
 1999 年 7 月 7 日，革命联合阵线（联合阵线）与塞拉利昂政府在多哥城市洛美签署了一个和

平协定（以下简称《洛美协定》12）。《洛美协定》的第 9 条对联合阵线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这一

条款除其他内容外，还特别规定要全面地赦免，以结束已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13 所有参加武装冲

突的人员都将无条件和无限制地获得大赦。14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特别代表对

该协定则发表了一项否认性的声明，他声明说：赦免条款并不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

争罪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的国际罪行。15《特别法庭规约》第 10 条也相应地规定：“特别法

庭对任何犯有违反本规约第 2 至 4 条行为的人，都具有法庭权管辖；这些人所享有的赦免不妨碍法

庭对其进行起诉。”16 所以，被告卡龙（Kallon）和卡马拉（Kamara）在审判开始前的动议中根据

《洛美和平协定》赦免条款来进行抗辩，就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其所提理由中，其中一个认

为：并不是所有大赦在国际法上都是不合法的，《洛美和平协定》是一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意

义上的国际条约，它对塞拉利昂政府具有约束力。17 他们认为，一个国际条约产生的义务，在没有

得到《洛美和平协定》其他缔约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被在这以后所订立的条约，即联合国与塞拉利

昂之间的协定所改变。因此，当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缔结协定时，它已经违反了其先前所承担的

国际义务。被告还更明确地认为，《洛美和平协定》要求塞拉利昂政府保证对联合阵线的成员以及

参加冲突的其他人员不采取任何“官方或司法行为”。18 这里所指的“行为”当然包括引渡的请求

或同意设立一个国际法庭的协定，因为这些措施都明显地属于“司法或者官方”行为。 
 
 对这一审前动议，并不是先由审判分庭作出初步裁定，而是由上诉庭直接作出决定，因为《塞

拉利昂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72 条 E 款规定，如果涉及法庭管辖权问题，审前动议将被移

送至上诉庭决定。 
 
 洛美赦免裁定 

 
 在裁定中，上诉庭在其说明的理由中采用三个重要的步骤和论点来进行分析。首先，它审查了

《洛美和平协定》的地位和叛乱团体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缔结条约能力以及法庭《规约》第 10 条

的法律效力；其次，上诉庭分析了自己是否具有对其《规约》进行审查的权力；再次，它审议了关

于赦免在国际法受限制的问题。此外，法官还审议了在《洛美和平协定》之前就进行起诉是否构成

程序滥用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上诉庭认为：如果联合国和其他一个第三国只是在《洛美和平协定》上签

                                                        
9同注释〔8〕，第 1 条。 
10同上注，第 12 条。 
11 《秘书长关于设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报告》附件，联合国文献：S/2000/915, 2000 年 10 月 4 日，第

9 页（以下简称《秘书长报告》）。 
12 1999 年 7 月 7 日《塞拉利昂政府与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的和平协定》，洛美，联合国文献

S/1999/777(以下简称《洛美协定》)，见附件。 
13 《洛美协定》，第 11 条。 
14同上注。 
15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的第七次报告”，联合国文献：S/1999/836，1999 年 7 月

30 日，第 7 页。 
16 《规约》，第 10 条。 
17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22~35 页。 
18同上注，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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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这并不一定就可以将这个协定归入国际条约的类别，从而对签字方都产生义务。19 法庭没有接

受科艾曼斯（Kooijmans）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果联合国通过维和部队

而被卷入武装冲突，并在和平谈判中扮演了积极的调停作用，2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国家政

治实体就对签订协定的另一方产生权利和义务，即政府和联合国。21 然而，法官认为：联合国和其

他第三国在这里只是起“道义上保证”的作用，目的是为了双方能善意地履行《洛美和平协定》。

这种道义上的保证并不等于法律义务。22 一项国际条约，从性质上讲是为了在缔约方之间创设权利

和义务，而《洛美和平协定》只是创设了恢复和平的实际情势，它并没有制定国际法所规范的权利

和义务。23  
 
 基于同样的思路，上诉庭还探讨了联合阵线是否具有国际法缔约能力的问题。上诉庭法官认

为，如果仅凭叛乱团体属于国际人道法的管辖范畴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其已具备国际法上的国际

人格的结论。24 塞拉利昂政府将联合阵线视为一个实体，并与它缔结协定，但只是因为这一事实就

得出联合阵线具有国际性的缔约能力的结论，还显得不够，理由是没有其他国家将其承认为国际法

上的实体。25 上诉庭认为，《洛美和平协定》的赦免决定在塞拉利昂国内法上的有效性对于其结论

而言并没有重要意义，因为特别法庭只是关注国际罪行以及赦免决定是否会阻碍法庭对这些罪行具

有管辖权问题。26

 
 关于第二个问题，上诉庭法官对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对《规约》或《协定》条约规定的

合法性具有固有审查权利进行了审议。27 上诉庭认为：它并没有得到可以宣布自己宪章内容不合法

的权力。如果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53 条或第 64 条规定或者如果根据习惯国际法，法庭宪

章规定是无效的，那么在这一情况下，上诉庭才有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力。28 然而，当事方都没有提

供能够适用上述规定的基础。29 上诉庭明确指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塔迪奇（Tadic＇）一

案中就管辖权问题所作的决定，30 在本案中不能被视为权威性的意见，因为两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形

并不相同。31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是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设立的，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

是通过订立条约而设立的法庭。32 塔迪奇一案的决定只是讨论了安理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权限范

围，它并不涉及条约规定的有效性问题。33 但尽管如此，法官承认，法庭如果通过正当程序设立，

并被要求对其权限作出决定，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34

 
 在最后一个问题方面，上诉庭讨论了国际法对赦免限制问题。35 围绕这一问题，法官主要是通

                                                        
19同注释〔1〕，第 37~42 页。 
20同上注，第 38 页。 
21彼得· H.科艾曼斯(Peter H. Kooijmans)：“作为冲突方的联合国安理会与非国家政治实体”，载卡

罗·韦伦斯（Karel Wellens）主编：《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纪念埃里克·瑟伊（Eric Suy）文集》，

M·奈霍夫出版社，海牙，1998 年，第 338 页。 
22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41 页。 
23同上注，第 42 页。 
24同上注，第 45 页。 
25同上注，第 47、48 页。 
26同上注，第 50 页。 
27同注释〔1〕，第 61~65 页。 
28同上注，第 61 页。 
29同上注。 
30检察官诉杜斯科·塔迪奇（Dusko Tadić），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T-94-I-AR72， 《关于管辖权审前动

议的裁定》， (上诉庭，1995 年 10 月 2 日)（以下简称《塔迪奇案裁定》）；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上诉庭

错误地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的裁定日期引为 1995 年 8 月 10 日，《洛美裁定》，第 57 页，参见

注释〔45〕。 
31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2 页。 
32同上注。 
33同上注。 
34同上注。 
35同上注，第 66~74 页。 



红十字国际评论 
 

过对普遍管辖原则的讨论来阐述他们的论点。尽管他们认为实施赦免属于一个国家行使其主权的

事，36 然而，如果管辖权属于普遍性质，那么一个国家就不能通过赦免方式来剥夺其他国家对违法

者进行起诉的权力。37 上诉庭认为：“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需要追究和铭记的违反国际法的罪

行，还不能湮没和遗忘。”38。上诉庭在对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利斯特及其他案（re List et al.）和艾

希曼案件（Eichmann Case）进行分析后认为，法庭《规约》第 2~4 条所列举的罪行属于国际罪

行，是可以根据普遍管辖原则进行起诉的罪行。39 保护人类尊严是一项强行法规范，它体现了对所

有人而言义务的本质的事实。40 因此，对国际法上的罪行进行大赦不仅是违反了国际法，“同时也

是对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违背”。41  但同时，上诉庭认为，禁止一个国家通

过赦免的法律还没有成为习惯法规则，它只是国际法上有往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42  
  
 对洛美赦免裁定的评论 
 
 洛美裁定对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作出决定，认为赦免并不构成

在国际或外国法院对国际罪行进行起诉的障碍，这还是第一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富伦季

亚一案（Furundžija）的判决中，曾讨论过国际法上赦免的有效性问题。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认为，

个人犯有酷刑罪，即使他已经成为赦免的对象，但仍然可以被国际刑事法庭、其他国家和本国后续

政权所起诉。43 不过，前南法庭的判决，只是局限在给予酷刑罪行赦免不合法的问题方面，没有得

出及于其他国际罪行的结论。所以，洛美裁定超越了一般的国际司法实践。上诉庭在这一问题上的

决定与国际人道法发展有关联，但决定本身也并不是说没有争议的。上诉庭不仅对实施赦免国家国

内法律体系有效性问题上没有进行审议，而且，它的一些结论还背离了其他国际刑事法庭已作出的

一些重要的司法决定。 
 
 上诉庭认为，由于塞拉利昂法庭是根据条约设立的，所以，它没有审议法庭规约内容不合法的

权力。44 只有在法庭设立时或者被授权审议其管辖权时，法官才有决定《规约》某一规定不合法的

权力。45 这个结论背离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在塔迪奇案中的管辖权裁定。塞拉利昂特

别法庭上诉庭的法官辩称，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

根据安理会的决议而直接成立的。当然，塔迪奇案决定当时产生了很大争议，但大多数人都认为：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审查法庭及其《规约》合法性问题上具有真诚的意愿。 46 奥德里克

（Aldrich）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采纳，他认为：“总而言之，我同意法庭的决定，因为它通过对其

规约规定和法庭成立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来强调作为被告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对一个刑事

法庭而言，如果法庭能确认其具有司法职能和管辖权限去审查其设立本身的合法性，并且视之为一

种固有的权力，它会使人感到安心。”47  由此看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则已背离了这种给予被告的

保障。此外，如果对照《规约》中的规定，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上诉庭的决定已超出了其权限范围。

《规约》第 14 条规定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在作必要修改的前提下被接受成

为特别法庭的规则。它规定：塞拉利昂法庭的法官只有“在可适用的规则未对某一特殊情况作出规

定或未充分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之进行修改。48 该规则第 72 条，也就是塞拉利昂上诉庭在作出

                                                        
36同上注，第 67 页。 
37同上注。 
38同注释〔1〕 
39同上注，第 68、70 页。 
40同上注，第 71 页。 
41同上注，第 73 页。 
42同上注，第 82 页。 
43检察官诉安托·富伦季亚（Anto Furundžija），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T-95-17/1-T，判决（审判分庭，

1998 年 12 月 10 日），第 155 页。 
44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2 页。 
45同上注。 
46乔治·H.奥德里克（George H. Aldrich）：“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载《美国国际法杂

志》第 90 卷，1996 年 1 月，第 65 页。 
47同上注。 
48 《规约》第 14 条。 



红十字国际评论 
 

裁定中应该遵照的，则明确规定了对管辖权的异议。49 这一规定在塔迪奇案的决定以及两个特别法

庭的其他决定中已被解释为赋予被告有质疑法庭设立和法庭有关规定合法性权利的规定。50 因此，

塞拉利昂法官认为他们没有被赋予审议规约规定不合法的权力的论点，不能让人信服；这一权力已

经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实践所认可，这一认可又通过它们各自

法庭规则的第 72 条得到了体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起草者也通过第 14 条再次对该问题做

了规定。另外，上诉庭法官的结论与他们自己作出的先例相互矛盾。在另一个裁定中，同样是这些

法官以及罗伯逊（Robertson）法官（他随后被取消了在所有联合阵线案件的裁定的资格），51 他们

在引用塔迪奇一案后认为，固有权力和管辖权限是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司法职能一个必要的构成部

分，“它们不需要在法庭宪章性文件中明确作出规定”。52

 
 在作出了上诉分析之后，上诉庭本来可以避免对国际法上大赦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因

为它已经声明自己没有审议《规约》第 10 条不合法的权力。然而，它在声明之后仍然继续讨论这

一问题。因此，我们就不能确定：上诉庭决定的其他部分是否只是附带意见，因而仅仅具有程序问

题上的价值；还是应被看成特别法庭通过习惯国际法来对该法庭规约的规定进行审查。由于裁决在

这个问题上并不清晰，所以，如果要对裁定作一个结论，我们就只能仅仅依靠推断。 
 
 上诉庭将洛美裁定建立在普遍管辖权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它认为：“当管辖权具有普遍性质

的时候，一个国家就不能以给予赦免的方式来剥夺其他国家对违法者进行起诉的权力。”53 这种观

点在学术界也被广泛地采纳。54 但是，上诉庭却没有证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是否也属

于普遍管辖权的范畴。普遍管辖权原则是适用于严重违反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

书》的行为，因而要求国家起诉或引渡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犯有以上罪行的人员。55 但在严重违反

《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及《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行为的起诉和引渡方面，则并不存在类似的

条约规定。因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不法行为在传统上并不认为是属于普遍管辖权的范畴。56 
在这一点上，上诉庭只是通过对艾希曼案57和人质案（Hostage case）58的分析，证明对国际罪行能

适用普遍管辖权原则。但在这些案例中，被告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有战

争罪行。国际法院在逮捕令一案（Arrest Warrant case）中也曾提及这些案例，但国际法院只是拿它

来说明国际刑事法庭的主权豁免问题，它没有对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问题发表意见。59 尽管上诉

                                                        
49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72 条B款i项。 
50检察官诉约瑟夫·坎亚巴施（Joseph Kanyabashi），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96-15-T，《关于管辖

权的审前动议的裁定》（审判分庭，1997 年 6 月 18 日）；检察官诉蒙西罗·克拉伊什尼克（Momcilo 
Krajisnik），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T-00-39-PT，《关于管辖权异议动议的裁定——附理由》（审

判分庭，2000 年 9 月 22 日）。 
51检察官诉伊萨·H.西塞（Issa H. Sesay），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2004-15-AR15，《对要求剥夺罗

伯逊法官在上诉庭的资格的审前动议的裁定》（上诉庭，2004 年 3 月 13 日）。 
52检察官诉萨姆·H.诺尔曼（Sam H. Norman）、莫里斯·卡龙（Morris Kallon）以及奥古斯汀·葛鲍

（Augustine Gbao），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2003-08-PT, SCSL-2003-07-PT, SCSL-2003-09-PT，《关

于中止程序的申请和上诉权力的否定的裁定》（上诉庭，2003 年 11 月 4 日），第 27 页。 
53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7 页。 
54安东尼奥·卡塞塞（Antonio Cassese）：《国际刑法》，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3 年，第 315
页；Gerhard Werle： Völkerstrafrecht， Mohr Siebeck， Tübingen，2003，para.191；国际法学会：《对公

然侵犯人权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最终报告》，第 69 次会议报告，伦敦，2000 年，第 417 页；普林斯

顿普遍管辖权计划主编：《普林斯顿普遍管辖权原则》，普林斯顿，2001 年；罗曼·伯德（Roman 
Boed）：“国内赦免对于他国起诉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人员的影响”，载《科内尔国际法杂志》，

第 33 卷，第 2 期，2000 年，第 297 页。 
55卢克·雷登斯（Luc Reydams）：《普遍管辖权》，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3 年，第 55 页。 
56丹尼斯·普拉特纳（Denise Plattner）：“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可适用的刑罚惩

治”，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0 卷，1990 年，第 414 页。 
57以色列政府总检察长诉艾希曼，36 ILR 18，（耶路撒冷地区法院 1961 年），5, 12。 
58 “诉里斯特及其他人”案（ In re List et al.），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1948 年 7 月 29 日判决，刊印于

《纽伦堡军事法庭基于〈管理委员会法〉第 10 条第 8 款对战争罪行的审判》，第 1242 页。 
59参见关于 2000 年 4 月 11 日逮捕令案件（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判决，2000 年国际法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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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声明说，“不是所有被视为国际罪行的行为都属于普遍管辖的范围之内”，60 但它的裁定却没有

根据个案分析的原则，来对其审理的案件的罪行，特别是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行是否具

有普遍管辖的效力来进行分析。在现今国际法发展方面，在要求将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行为纳入普遍管辖权范畴的罪行已具有强烈的呼声，如果将这一点考

虑进去，那么，洛美裁定没有对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罪行问题发表意见，就非常让人感到很可惜。61

 
     通过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阐述来解决赦免问题上的挑战，这还只是实际问题的一部分；特别法

庭的管辖权相当独特，它来源于塞拉利昂对其本国司法权力的让渡，而不是首先源于普遍管辖权原

则。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依据双边协定设立起来，其司法审判权主要是来源于塞拉利昂国家基于属地

和属人原则基础之上的管辖权。从国际法来讲，一个国家只有缔约条约才能将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

权限授予他方(nemo plus juris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t)，所以，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只是通过

这种转让权力的方式得到管辖权。因此，关于第三国有权起诉另一在其国内已被赦免的人的结论，

就不能一概地拿来套用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尽管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如果适用逮捕令一案（Arrest 
Warrant case）意见，属于“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但这也不能改变上述的国际法原则，因为国际法

院的附带意见只是为了说明如何在某些法庭能免予被起诉的问题。62

 
 当特别法庭上诉庭在通过普遍管辖权原则来论证洛美赦免条款不会对起诉构成障碍时，它忽略

了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运作需要依靠塞拉利昂政府司法协助的事实。上诉庭曲解了《洛美和平协

定》第 9 条第 2 款中所提的“官方或司法行为”的含义，因为它只是将这些措施的概念局限于对

《协定》和《规约》的批准方面。在所有涉及这些被告的案子里，将他们抓捕并移送至特别法庭的

拘留所等都是由塞拉利昂当局执行的。这是因为：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一样，它们都没有自己的警察机构。这些都可以从《协定》的第 17 条第 2 款

找到依据，它规定塞拉利昂政府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特别法庭提供协助的要求或者各分庭发布的命

令而行事”。63  塞拉利昂的上述行为，毫无疑问都具有司法和官方性质。由于特别法庭的上诉庭并

没有认为《洛美和平协定》第 9 条在塞拉利昂国内法体系上的不合法，64 国内当局所采取的这些措

施也就与协定相矛盾。基于此，特别法庭关于通过国际罪行方面的普遍管辖权原则来论证赦免的不

法性，从而达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作为一个条约性的刑事法庭能够进行起诉目的的观点，是缺乏说

服力的。 
 
 对于特别法庭上诉庭来说，核心问题应是：《洛美和平协定》的第 9 条是否在一般意义上违反

了国际法、是否所有的赦免都因此无效，从而今后也不为特别法庭所考虑。然而，特别法庭的上诉

庭只是把这个复杂问题与普遍管辖的原则联系起来，于是就把本质上非常关键的问题简单化，并将

其排除在外。法官没有探讨起诉是否对所有人而言是一项义务这一特殊问题。一方面他们采纳了卡

塞塞（Cassese）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这样（有关赦免）的法律，它并没有违反习惯

法规则。”65 但在另一方面，在洛美裁定的同一段落中却声明对国际罪行的起诉“是一项强行法，

它体现了对所有人而言义务的本质”。66 如果这项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国际法上的义务确实存在，那

它也应该适用于塞拉利昂的情势，因此，如果实施全面的赦免，就必将会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当

法官赞同法庭之友奥伦特里赫（Orentlicher）的意见，认为给予国际罪行以赦免“不仅与一国所承

                                                                                                                                                                             
第 61 页。 
60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68 页。 
61托马斯·格拉迪茨基（Thomas Graditzky）：“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刑事责

任”，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22 卷，1998 年，第 29~56 页；特奥多尔·梅隆（Theodor Meron）：

“国内暴行的国际犯罪化”，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89 卷，1995 年，第 554 页；国际法学会， 同注

释〔54〕，第 408~409 页。 
62  Simon M.Meisenberg:“Die Anklage und der Haftbefehl gegen Charles Ghankay Taylor durch den 
Sondergerichtshof für Sierra Leone”，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Vol.17, No.1, 2004, p.30. 
63 《协定》，第 17 条第 2 款。 
64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50 页。 
65 同上注，第 71 页。 
6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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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对整个国际社会义务相矛盾，而且还是对后者的一种违背”67时，这种矛盾就表现得更为明

显。上诉庭没有提供其得出结论的依据，它只是提及了法庭之友所提交的材料。除了这一事实之

外，上诉庭对于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很明确。例如，上诉庭并不认为一国政府不

能对严重罪行给予赦免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国际法规范，68 它只接受“这样一种规范正在国际法上得

到发展”的提法。69 此外，上诉庭还主张：“即使认为塞拉利昂给予赦免可能并没有违反习惯法规

则，本法庭仍然能够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基于这种大赦与习惯国际法发展的方向相背离以及与某

些旨在保护人类条约和公约相矛盾的事实而不予承认。”70 这一观点与卡塞塞在此之前所持的观点

相左，卡塞塞认为习惯法规则并没有形成，因而提倡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来进行起诉。71 应当承认，

现在国际法有放弃赦免的发展趋势，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洛美和平协定》附加的否认

声明所明确的。但是，一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规范能否足以构成习惯，这是有疑问的。即使正在

形成的习惯能够对国际法庭产生相当的影响，72 也尽管法官认为这一习惯还在发展当中，他们的观

点以及认为给予赦免少量或不予考虑的“自由裁量权”，使人对其适用法律渊源问题也产生了疑

问。 
 
 对所有人的全面赦免，在国际法里不应该有任何地位。许多国际公约里面都规定了对犯有国际

罪行的人要进行起诉或引渡。所以，无条件的赦免至少意味着与这些义务相对立。73 在这一点上，

上诉庭也援引了一些相关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如在《防止及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禁止酷刑公

约》以及四个《日内瓦四公约》里面所规定的义务。然而，所有这些条约是否适用于塞拉利昂特别

法庭的背景，这点还是令人怀疑的。上诉庭也没有就其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所下的结论

方面提供相应的根据，以支持其所下的结论。法庭案例所涉及的罪行，并不属于《日内瓦四公约》

的严重违反的范畴，这些罪行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共同第 3 条和《第二

附加议定书》的行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关于这些行为，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有或起诉或引渡的义

务。此外，《防止及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对于塞拉利昂内战的案件而言，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作

用，因为在塞拉利昂所发生的犯罪行为，一般不认为具有种族灭绝罪行的要求的“意图”这一因

素，这也是《规约》中没有列入种族灭绝罪的原因。74 另外，是否应该适用《禁止酷刑公约》这也

值得怀疑，因为该公约规范的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些应受谴责的行为。虽然人权条约和国际人道法意

义上的酷刑，它们在特征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明确指出，国际人道法

上关于酷刑的定义不包含人权法普遍适用的酷刑定义中的要件。75 上诉人（被告）卡龙和卡马拉在

《洛美和平协定》签订之前并没有在塞拉利昂或在其他地方为塞拉利昂正式担任什么官方职位。因

此，对于在特别法庭管辖权起始日之前的罪行和为什么要对上诉人指控这些罪行，上诉具有解释是

否存在一个条约性义务的责任。 
 
 上诉庭只是要假定：它对国际罪行具有起诉的特殊义务，但它没有认真地去确认这种义务。上

面提及的国际公约里并没有关于明令禁止赦免的明确规定。唯一例外的，就是《日内瓦公约第二附

加议定书》。该议定书第 6 条第 5 款规定：“在敌对行动结束时，当权当局对参加武装冲突的人或

基于有关武装冲突的原因而自由被剥夺的人，不论被拘禁或被拘留，应给以尽可能最广泛的赦

免。”在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一案中（AZAPO case），这一规定被援引，以证明附有条件赦免的合

                                                        
67同注释〔1〕，第 73 页。 
68同上注，第 82 页。 
69同上注。 
70同上注，第 84 页。 
71卡塞塞，同注释〔54〕，第 315 页。 
72参见E. Jéménez de Aréchaga：《国际法在过去的三分之一的世纪里》，159 Recueil des Cours（1978)，
第 20 页。 
73内奥米·罗特-阿里亚萨（Naomi Roht-Arriaza）：“起诉义务的难题：大赦减损、限制规则以及上级命

令”，载内奥米·罗特-阿里亚萨主编：《国际法和实践上的有罪不罚和人权问题》，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1995 年，第 57 页。 
74 《秘书长报告》，同注释〔11〕，第 13 页。 
75检察官诉德拉戈柳布·库纳拉茨及其他人（Dragoljup Kunarac et al.），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T-96-23-T
及IT-96-23/1-T，判决（审判分庭，2001 年 2 月 22 日），第 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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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并强调附有条件赦免是和解与和平过渡的需要。76 但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法庭上诉庭没有讨

论饱受战争之苦的社会对于和平过渡的渴望，它也没有与上述案件的背景进行任何比较。上诉庭只

是简单地声称，它的决定只是针对国内立法，因此对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这样的国际法庭没有可适用

性。77 由于特别法庭的法官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普遍管辖原则基础之上，这样一个结论倒是显得前

后一致。但它仍不免让人感到遗憾，因为特别法庭在塞拉利昂的和平过渡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即便特别法庭如此解释，但关于《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5 款，它基本都被

用来解释为：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严重罪行不能实施赦免，原因是这些罪行，正如上文所指

出的，属于习惯国际法上的国际罪行。78 第 6 条第 5 款只提及了在武装冲突中敌对行动合法性，79

但武装冲突中合法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就没有起诉的义务。 
 
 洛美裁定关于对赦免应无条件否定的失之偏颇的推理，是否会影响法庭自身运转的规定和国际

人道法的规则，引起了一些关注。就特别法庭运转的规定而言，特别法庭对在塞拉利昂境内发生的

罪行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具有可起诉的管辖权。80《规约》对“最小责任”者的忽视，准确地

说，并不是大赦，但实际效果则是一样，因为洛美裁定没有将赦免在塞拉利昂国内法律体系中宣布

为无效。81 这些将关注点集中在武装冲突中的鼓动者和领导人物的做法，是很实际的，因为如果不

这样做，就可能会危害到特别法庭的使命的实现。然而，实用主义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有罪不

罚的情况，这就正如前面所已经提到的那些条约性规定。有效的国际人道法立法应该将这些特殊情

况考虑在内。在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内，如何在有罪不罚和为和平过渡提供便利之间寻求一个

平衡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有限的和合理的赦免应被认真地考虑，而不应该被无条件的否

定。确实有必要为这种有限制的赦免划分一个具有国际效力的界限，以期作为最后诉诸的方法。82 
考虑到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必须处理的是无条件的赦免，它没有寻求这样一种更中立的办法也是可以

理解的。 
 
 结论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所作出的洛美裁定，与其说是国际人道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还不如

说是朝着废除给予暴行以赦免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法庭的上诉庭没有对塞拉利昂所应承担的调查

与起诉义务发表意见，它只是把裁定的基础建立在普遍管辖原则之上。考虑到特别法庭在国际法上

的特殊地位，这种方式难以令人信服；特别法庭没有自身的强制执行机制，所以塞拉利昂在法律上

具有将被告移送到庭的义务。特别法庭应该就塞拉利昂应起诉的所有罪行，其中尤其是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的罪行，明确地确认该国条约性的义务，而不是引入普遍管辖权的原则来裁定给予大赦

并不构成在国际或另一国法院对国际罪行起诉的障碍。 
 

朱文奇    校 
 

                                                        
76 参见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诉南非共和国总统，4 SA 653 （宪法法院， 1996 年），第 53 页。 
77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73 页。 
78 亚斯明·纳克维（Yasmin Naqvi）：“战争罪赦免：国际承认之范围界定”，载《红十字国际评论》

第 85 卷，第 851 期，2003 年 9 月，第 583~626 页；艾薇儿·麦克唐纳：“塞拉利昂易碎的和平：《洛

美和平协定》所给予的大赦和联合国的两难境地”，载 《国际人道法》（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第

13 卷，第 1 期，2000 年，第 19 页；罗特·阿里亚萨，同注释〔73〕，第 58~59 页；克里斯汀·图姆夏

特（Christian Tomuschat）：“起诉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的义务”，载汉斯·约瑟金·克里莫（Hans-
Joachim Cremer et al.）主编：《法律传统与全球化：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尔纪念文集》（Tradiuon und 
Weltoffenheit des Rechts: Festschrift für Helmu Steinberger），施普林格出版社，柏林，2002 年，第 348
页；杰西卡·嘉夫隆（Jessica Gavron）：“国际法发展与国际刑事法庭设立之下的大赦”，载《国际法

和比较法季刊》第 51 卷，2002 年 1 月，第 102~103 页。 
79 嘉夫隆，同上注。 
80 《规约》，第 1 条。 
81 《洛美裁定》，同注释〔1〕，第 50 页。 
82 纳克维，同注释〔78〕，第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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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期间对文化财产的 
法律保护的起源 

 
 

弗朗索瓦·比尼翁
∗
（François Bugnion）/何顺善

∗∗ 译 
 
 “战争在人类的理念中产生，而维护和平的理念也同样是在人类的理念中构造起来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这样认为。这个能够超越差异团结人类同时也能加强维护和平的事务的文化，不

幸的是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分歧。在这些情况下，战争对遗址、文化圣地以及艺术作品所造成的破

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些文化财产都曾是人类智慧最神圣的结晶。 
 
 一些破坏是偶然的。换言之，战斗员都会以军事必要的理由来为文化财产受到破坏作辩护。美国

就是以军事必要来解释发生在 1944 年 2 月的对蒙特卡西诺著名的修道院所进行的轰炸的事件，因为当

时德国的防御部署正是依靠这一修道院想阻止联军部队向罗马进军。1 
 
 但更多的情况是，这些破坏是故意的。通过对遗址、文化圣地以及艺术作品的破坏，为了消灭对

方产生的足迹直到他们的存在，以便达到对对方身份、历史、文化以及信仰的摧残。  
 
 “Delenda est Cartago”,“应当摧毁迦太基”，古代的凯顿（Caton）曾多次地重复。骄傲被摧

毁：所有的遗址、所有的庙宇、所有的陵墓都在劫难逃。根据传统的想法，人们会在废墟上撒盐，目

的是为了防止长出新的小草。今天，当我们在帝国古迹的废墟上漫步时，想到这些废墟曾统治过一大

半的地中海，并构成了罗马的对手，我们必然会被它被摧毁的程度所震惊，也不能忘记那些破坏的野

蛮行径。 
 
 华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结束时受到的毁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所有的遗址、所有的教堂以及所有

的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我们也可以举一些最近发生的例子。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武装冲突中，

无数的教堂、清真寺以及修道院甚至陵墓都遭到了破坏。我们记忆犹新的还有 2001 年春天发生在阿富

汗的对佛像的破坏。2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破坏针对的不仅仅是遗址，它主要针对的是人们的集体信

仰。 
 
 事实上，对这些遗址、文化圣地以及艺术作品的故意破坏是全面战争理论的一个表现，是另一种

形式的种族屠杀。3 

 
∗
弗朗索瓦·比尼翁在活动中担任国际法和合作的领导者。本文是在开罗为庆祝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

产的《海牙公约》诞生 50 周年而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的。本文纯属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立场。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5 级国际法博士研究生。 

1这个著名的修道院坐落在丽黑（Liri）和哈比渡（Rapido）两条河流的汇合点的悬崖峭壁上，由圣人本努

瓦·德·诺斯（Bennoît de Nursie）在 529 年建造。它位于德军为阻止盟军向罗马行进而构筑的防御力量中

心。1944 年 1 月 18 日以来，盟军为了能够继续行进而发起的多次进攻，都遭到了来自威尔马赫特

（Wehrmacht）的猛烈抵抗。得知德军是藏身于修道院之中，盟军决定轰炸修道院，2 月 15 日盟军飞机毁坏

了修道院。事实上，直到 1944 年 5 月 18 日盟军才得以摧毁修道院并通过该院。修道士在轰炸之前都已撤

退。至于那些珍贵的书籍和手稿，在轰炸前都已被藏好，因此得以保存下来。战争过后，在美国的帮助

下，修道院又得以重新修复。 
2自 1996 年 9 月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神权统治的精神领袖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hammad Omar）以

消除所有偶像崇拜为借口，于 2001 年 2 月 26 日颁布了一项赦令，命令毁坏所有的非伊斯兰教的雕像，甚

至包括巴米扬石灰的悬崖上所筑造的两尊佛像石柱雕像。尽管这一行为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但那两尊

雕像在 2001 年 3 月 18 日仍遭到了破坏。［凯星（Keesing）世界大事记，2001 年 2 月、3 月，第

44003~44053 页］。 
3纳粹德国在其占领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对犹太人的教堂、学校、文化中心、陵墓以及其他能证明犹太人存在

的遗址都实施了系统的毁坏。那些放在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犹太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也都遭到了破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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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自从最古老的时代开始，人们就为保护文化圣地以及艺术作品而采取措施。

在古希腊，希腊形式宏伟的神殿，如奥林匹克广场、代诺斯（Delos）、特尔斐（Delphes）、多多纳

（Dodone）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禁止在其周围进行暴力活动，在其周围避难的被击败的敌

人也被认为是难民。4 这也就是今天庇护原则的起源。在中世纪欧洲，骑士阶层都有对教堂和修道院

进行保护的规定。5 
 
 伊斯兰教也有许多保护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圣地以及清真寺的规定。我们可以引用第一位哈里

发阿布·巴克·埃瑟迪克（Abou Bakr Essedik）（公元 632~634 年）所说过的话，他也是预言家穆罕

默德（Prophète Mahomet）的岳父和第一个伙伴。当他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时，他就对士兵宣布：

“随着你们不断前进，你们会遇到一些生活在修道院里的宗教人员，这些宗教人员是为上帝服务的。

放过他们，不要杀戮他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要破坏他们的寺庙。”6 同样的，在《土地税圣书》中，

阿布·优素福·雅各布（Abou Yousof Yakoub）关于纳季兰（Najran）的基督教写道：“对上帝的保护

和对预言家穆罕默德的保护包括纳季兰（Najran）和周围地区，也包括他们的财产、他们的民众、他

们的文化、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圣地中，而这些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属于他们。”7 
 
 在人道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古印度的武装冲突法，也反映了这一思想。8 奥义教（Upanishads）教

导人们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造物主的作品，都是他的后代。9 古印度重视对军事目标和民事目标的区

分，只有军事目标才可以被攻击，民事目标则禁止被袭击。10 战争仅仅是战斗员之间的战争。乡村和

城市应当免遭破坏，虽然对方的军队在这些乡村和城市穿行，虽然在古印度传统的法律中并没有“文

化财产”这一术语，但是对文化财产的保护却是一直存在的。根据习惯和宗教文本，古印度尤其禁止

袭击或者毁坏寺庙、文化圣地等一些文化财产的代表地。11  同样，被称为阿尼·布哈纳（Agni 

 
有位于布拉格的教堂和犹太陵墓以及市政院幸存了下来，但能够幸存下来的理由是，纳粹为了能够建造一

个“灭绝的犹太种族博物馆”而保存了这些遗迹，想通过这些向世人展示在欧洲所实施的对犹太种族系统

的灭绝。 
4参见皮埃尔·杜克雷（Pierre Ducrey）：《古希腊战俘待遇，罗马武力的起源》，E 版（de Boccard），巴

黎，1968 年，第 295~300 页。 
5参见亨利·库斯业（Henry Coursier）：“人道法的构成研究”，载《国际红十字评论》第 33 卷，第 389
期，1951 年 12 月，第 370~389 页；第 391 期，1951 年 7 月，第 558~578 页；第 396 期，1951 年 12 月，第

937~968 页以及第 337 页和第 562 页。 
6最早的注解出自萨哈士（Sarakshi）评论，第 1 卷，A.A.Al-Munajjid 版，阿拉伯国家联盟，开罗，1971
年，第 43 页之后。 
7阿布·优素福·雅各布（Abou Yousof Yakoub）：《土地税圣书》，格纳（Geuthner），巴黎，第 74 页

［被阿姆赫·热马利（Ameur Zemmali）《国际人道法与伊斯兰法中的战斗员和战俘》一书中引用，A 版，

波道纳（Pedone）出版社，巴黎，1997 年，第 109 页］。在此非常感谢齐达内·莫黑布特（Zidane 
Meriboute）同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伊斯兰教保护文化财产的详尽注释。 
8有关古印度的武装冲突法的总体介绍，我们可以参考下列著作：H. S. 布哈提（Bhatia）：《古印度国际法

及其实践》，1977；伊哈拉·沙特吉（Hiralal Chatterjee）：《古印度的国际法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1958；V. S. 马尼（Mani）：“国际人道法： 印度—亚洲远景”，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3 卷，

第 841 期，2001 年 3 月，第 59~76 页；纳根得哈·塞（Nagendra Singh）：《印度同国际法》第 1 卷，1973
年；S.V.维瓦纳塔（Viswanatha）：《古印度国际法》，1925 年。我们同样可以参考《古印度战争》一书，

参见网站 www.atributetohinduism.com/War_in_Ancient-India.htm （第 104 页，2004 年 4 月 23 日) 。 
9拉克失密·R.伯纳（Lakshmi R. Penna）：“战争行为以及武装冲突期间受害者的待遇：古印度法中的成文

法和习惯法”，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71 卷，第 778 期，1989 年 7~8 月，第 346~363 页。奥义教是印度

法渊源之一。在吠陀梵文集里收集了 112 篇思辨的和神秘的著作。这篇文集非常著名，一方面是因为婆罗

门教义，意识和存在的纯粹的最终和全面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婆罗门教和自我教（深刻存在和灵

魂）之间达到平衡，人类超越了痛苦和欢乐，生与死，从转世的必要中彻底解脱。 
10希腊大使枚嘎带呐（Megasthenes）强调说：“当其他国家在发动战争习惯性地毁坏土地、不承认所有文

化时，而在印度的情况则是相反。在印度周边发生战争时，避免危及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他们认为农民

属于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一个阶级。当其他的人在其相互之间进行一场真实的杀戮时，农民可以继续在和

平的氛围中工作。此外，印度人都不会毁坏敌人的土地，也不可能焚烧树林。”转引自伯纳（Penna），同

注释〔9〕，第 352~353 页，《枚嘎带呐所描述的古印度》，1926 年，第 33 页。 
11参见塞·萨图（sei-satu）：《印度同国际法》，同注释〔8〕，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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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ana）的神话集和宗教箴言认为寺庙和其他的文化圣地应当在战争期间避免破坏和受到保护。12 许
多雕塑所装饰着的古代庙宇，也被认为是艺术作品。今天，它们中间的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历史性的遗

迹。13 
 
 在日本，封建贵族自 16 世纪开始就习惯性地宣布一些被称为“塞·萨图”（sei-satu）的指令，

禁止部队袭击寺庙或其他的圣地，以回报这些宗教建筑给人们所带来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之前，对这

些圣地或者寺庙的袭击是经常发生的，其原因或是为了掠夺富人的财产，或是为了驻扎军队要利用这

些地方作为军事基地。然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尊敬这些神像和佛像，尊敬这些庙宇和圣地，但这种

尊敬并没有必然地在法律规则中得以表达。14 
 
 我们可以引用其他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例子。因为对暴力活动的限制—— 也包括我们称之为战争

的这种暴力活动的组织形式——是文明的本质。 
 
 然而，这些来自宗教灵感的古老的法则，被分享同一种文化、崇拜同一些神灵的人们所遵守着。

所以当战争是在属于不同文化的人类之间发生时，这些法则则会经常被蔑视。上述所提到的破坏则在

圣战和宗教战争中频繁发生。 
 
 事实上，正是相对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才开始关注在国际法中引入战争期间保护文化财产这一规

则。 
 
 首先借助于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这一基本原则。正是让·雅克·卢梭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区

分原则： 
 “战争绝对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对不是

以人的资格，而是以公民的资格，才偶然地成为敌人的；他们绝对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

国家的保卫者。” 15 
 
 对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进行区分的原则，是所有战争法和习惯法，尤其是有关敌对行动规则的基

石。 
 
 因此，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公约》禁止“破坏或侵占敌方财产，除非这些破坏或侵占是战

争必要的”。16 “禁止采取任何方式攻击或轰炸没有任何防御措施的城市、村庄、住宅或者建筑

物。”17  “在对一座城市或地方发动攻击时，禁止洗劫一空。”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战的发展导致了 1922 年在华盛顿召开关于限制武器的会议。这次会议

委托一个法学家委员会制定旨在规范空战的规则。1922 年 12 月 11 日到 1923 年 2 月 19 日在海牙举行

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有关空战的规章，这些规章对轰炸以及军事目标做了界定，规定从空战只能对军事

目标实施轰炸。19 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文件没有被批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战争中，

 
12参见伯纳，同注释〔9〕，第 348~349 页。布哈纳是神话和宗教箴言的汇集，构成了印度法的另一个渊

源。 
13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拉克失密·R.伯纳（Lakshmi R. Penna）教授，他向我们提供了有

关古印度保护文化财产的法律的详尽的注解。 
14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日本星城大学的卡图君（Jun-ichi Kato）教授，他向我们转达了由肯塔图（Kentaro 
Nagazumi）先生提供的珍贵的信息。肯塔图先生是日本红十字会国际联系部合作和规划小组的主任助理。

我们对以上两位表示谢意。 
15参见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1 册，第 4 章，噶尼页（Garnier）版，巴黎，1962 年，第

240~241 页（第 1 版：1762 年）。 
16参见《陆战法规和惯例规则》第 23（g）条，该规则是 1907 年 10 月 18 日《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

约（四）》的附件（以下简称《海牙规则》）。 
17参见《海牙规则》第 25 条。 
18参见《海牙规则》第 28 条。 
19参见《关于在战争以及空战中控制无线电报的规则》，由负责研究战争法和对修改战争法作出报告的法学

家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在 1922 年 12 月 11 日至 1923 年 2 月 19 日在海牙召开会议，载《国际公法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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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仍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直到 1977 年 6 月 8 日通过的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日内瓦公约》

的附加议定书，才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该议定书对敌对行为进行了规范，并重新确定和发展了对

平民和民用财产的保护。20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战争行为的大部分条款都体现习惯

法，这点已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因此，该议定书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的交战方，不论它是否受到该附加

议定书的约束；同样，这些规则也被认为可适用于所有性质的武装冲突，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

性的武装冲突。21 
 
 作为民用财产，文化财产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这些规则的保护。禁止将其服务于军事目标，禁止

故意袭击文化财产；在攻击和防御时应当对文化财产给予足够的谨慎，避免使其处于危险状态；至

少，禁止掠夺文化财产。 
 
 然而，这些广泛意义上的保护主要适用于所有的民用财产，它还不足以确保对文化财产的保护，

而文化财产构成人们乃至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考虑到它们的特性以及这些财产代表着整个人

类，应当对它们制定专门保护的规定。 
 
 在 18 世纪，爱默·德·瓦戴（Emer de Vattel）提出了尊重圣地、陵墓以及其他文化建筑物的原

则。事实上，他在其巨著《适用于主权、国家事务和行为人的法律及自然法原则》认为： 
 “不论因为何种原因侵犯一个国家，都应当避免毁坏那些给人类带来荣耀的建筑物，那些不会使

敌人变得强大的建筑物：庙宇、陵墓、公共设施以及所有由于外观美丽而被尊重的作品。谁能通过毁

坏它们而取得胜利呢？那些毁坏这些艺术品、破坏欢乐心灵的是人类共同的敌人。”22 
 
 拿破仑战争之后，盟军修复了许多拿破仑军队在征服这些国家时被破坏的艺术品，并确立艺术品

在战争期间应避免被侵占和毁坏的原则。23 
 
 1874 年 8 月 27 日的《布鲁塞尔宣言》第 17 条规定，当袭击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或者一个被防御

村庄时，应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尽可能避免危害文化、艺术以及科学圣地。 
 
 同样，1907 年 10 月 18 日有关陆战法规和习惯的《海牙公约》（四）提出了文化财产在围攻或者

轰炸时豁免的原则： 
“在围攻和轰炸时，应当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地避免危害到文化、艺术以及科学圣地，避

免袭击历史博物馆、医院以及伤病员的聚集地，如果这些地方并没有被军事目的所利用。”24 
 
 在被占领土上，《海牙规则》禁止占领、毁坏和故意破坏所有属于这一国家的文化、艺术以及科

学圣地。25  
 

 不幸的是，这些规则并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文化财产所实施的大量破坏，也没能阻止第

 
论》第 30 卷，1923 年，第 1~9 页。 
20参见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35~67
条；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3~17
条。 
21保护战争受难者的非政府组织的专家组于 1995 年 1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建议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在代表着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司法体系的国际人道法专家的帮助下，应当被邀请准备有关适用于国际

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人道法的习惯法规则的报告。1995 年 12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26 届红十字和红新

月国际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有 50 位专家都对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战斗员的行为和国家的实

践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涉及了 48 个国家、39 起武装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目前正接近尾声。 
22参见爱默·德·瓦戴：《适用于主权以及国家事务和行为中的人法或自然法原则》，第 2 卷，第 3 部，第

9 章，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学院，日内瓦，1983 年，第 139 页（第 1 版：1758 年）。 
23参见斯达尼斯拉·爱德华·纳里克：《文化财产的保护》，选自《人道法的国际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波多纳（Pedone）出版社/亨利·杜南学院，巴黎/日内瓦，第 238~249 页，此外，第 238 页引用 G. F. de 
Martens，《条约汇集》，第 2 卷，第 632 页。 
24参见《海牙公约》第 27 条。 
25同注释〔24〕，第 5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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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实施的更为巨大的破坏。正是为了防止这些破坏的再现，许多国家认为有必要通过

一项专门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这就是制定 1954 年 5 月 4 日关于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

公约》的渊源，今年也是该公约诞生 50 周年。 
 
 由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受该公约的约束，1974 年至 1977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重新确立和发展

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的人道法的外交会议决定在《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中加入有关保护文

化财产的条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 53 条规定如下： 
 “在不妨害 1954 年 5 月 14 日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件

的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下列行为： 
 （1）对构成各国人民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历史博物馆、艺术作品以及文化圣地实施敌对行为； 
 （2）利用这些物体以支持军事力量； 
 （3）对这些物体进行报复行为。”26 
 
 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第 16 条也规定禁止对文化财产实施敌对行为，以及利用这些物体支持军事力

量。 
 
 这些规则普遍地被认为是反映了习惯法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对所有的交战方都有约束力，不

论他们是否受附加议定书的约束。 
 
 最终，1998 年 7 月 17 日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把下列行为定义为战争罪： 
 “……对宗教、教学、文化、科研场所以及历史博物馆（……）所故意实施的攻击行为，如果这

些场所并没有用来为军事目的所服务。”27  
 

*    *     * 
 

 通过上述对有关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条约的浏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关于保护的基础：文化财产之所以被保护，一方面是基于它的民事特性，另一方面因为它

是人类精神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因此，对文化财产的保护是双重的保护： 
 （1）一方面，它是作为文化财产被保护，所有关于保护民用财产和物体的条款都适用于保护文

化财产。 
 （2）另一方面，对文化财产的保护涉及在武装冲突期间对这些财产的特殊保护。 
 这两种保护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关于这种保护规则的渊源，一般认为是反映 1954 年 5 月 14 日《海牙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的

第 5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第 16 条。但在这些规则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冲突，《日内瓦公约》的附加

议定书同《海牙公约》之间是互相补充的。 
 
 关于这些原则，文化财产应当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以及它所附属的文化传统被尊重和保护着。对

这些财产的保护超越了不同的文化、国界和宗教。《海牙公约》的序言规定：“缔约国同意，对任何

文化财产的破坏都构成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破坏，不论这些文化财产属于哪个民族，因为任何民族都

对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这里还提出两个问题： 

 
26 该条款没有涉及禁止掠夺文化财产，但这不足为奇。事实上，附加议定书是用来补充《日内瓦公约》

的。1949 年 8 月 12 日有关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四）的第 33 条已经规定“禁止掠夺”。

这一规定适用于所有民用财产，其中也包括文化财产。 
27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年 7 月 17 日在意大利罗马通过，第 8（2）（b）（ix）和 8（2）（e）（iv）
条，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0 卷，第 832 期，1998 年 12 月，第 734~737 页。这一禁止性规定针对的不

仅仅是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所实施的行为，还有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所实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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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文化财产的保护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的一部分； 
 （2）红十字会以及红新月是否有义务从事保护文化财产的行动？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对文化财产的保护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的一部分？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

的。事实上，对文化财产的破坏并不仅仅只是破坏财产的问题；它实际上是通过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来

达到消灭敌方的目的。仅仅是一般财产不会激起敌对行为。 
 
 我们对文化财产的保护，要保护的并不仅仅是遗迹和物体，而是民族的记忆、民族的集体意识和

文化认同，还有构成这些民族的个人记忆、意识以及认同感。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孤立于我们的家庭

和我们所附属的社会实体以外而独立存在。 
 
 闭上眼睛，很难想象没有巴黎圣母院的巴黎，没有神庙的雅典，没有金字塔的吉萨，没有教士岩

庭院、没有阿克萨清真寺、没有哭墙的耶路撒冷，没有泰姬陵的印度，没有紫禁城的北京，没有自由

女神像的纽约。因此，对文化财产的保护难道不是一个与我们每个民族的个性和特点都有紧密联系的

问题吗？ 
 
 这些规则是属于国际人道法范畴，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此外，1954 年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

化财产公约同 1949 年《日内瓦公约》之间有太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公约就是源于一

个出处。最后，1954 年公约中所规定的基本义务又被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 5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

第 16 条所采纳。 
 
 接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红十字会和红新月是否有资格从事这种保护文化财产的行为？ 
 
 1954 年《海牙公约》要求负责保护交战方利益的保护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负责监督公约中

规则的实施。28 该公约并没有授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任何特别权力去监督实施公约所制定的规则。但

是毫无疑问，对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6 条的监督实施，却是属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范围以内的职责，因为监督遵守《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所有规定的任务都是属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与整个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运动有关，因

为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也正是基于此，2001 年 11 月代表团通过了关于保护文化财

产的重要决议。根据这个决议，代表团认为文化财产是认同一个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认为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在促进海牙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批准和实施方面发挥了

越来越大的作用；鼓励国家协会在他们为了促进、传播以及实施国际人道法所进行的活动中推广海牙

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并邀请那些还没有加入《海牙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的国家采取行动。29 
 
 基于以上所述的理由，对 1954 年公约的第一次研究理所当然地以《遗迹中的红十字》这一具有

启发性的题目发表。30 
 
 
 

朱文奇     校 
 

 
28参见 1954 年公约第 21、22 以及 23 条。保护国是指一个中立国家，交战方委托保护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以

及在敌对方控制中的他们国民的利益。 
29参见代表团，日内瓦，2001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武装冲突期间对文化财产的保护》，由英国红十字

会以及德国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联盟的帮助下，于 2001 年 9 月制定了该文

件。代表团，日内瓦，2001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第 11 号决议：《武装冲突期间对文化财产的保护》，

参见《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4 卷，第 845 期，2002 年 3 月，第 284~285 页。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运动的代

表团聚集了红十字和红新月国家协会的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联盟的代表。他

们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允许他们的成员讨论同该运动有关的问题。 
30赫内-让·威廉（Rene-Jean Wilhelm）：“遗迹中的红十字”，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6 卷，第 430
期，1954 年 10 月，第 793~8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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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54 年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 
文化财产海牙公约的识别标志 

来标明文化财产 
 
 

扬·赫拉迪克（Jan Hladik）∗ / 魏琰
∗∗ 译 

 
 
 这篇文章将对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 1954 年《海牙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17
条关于使用识别标志的一个有趣法律问题进行阐述，以作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 1999 年提出

的将被损文化遗址置以识别标志是否适当的问题的解答。本文第一部分是对将文化财产置以识别标

志的一般性介绍，第二部分主要从细节方面关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出的问题。 
 
 将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 
 
 关于使用识别标志的规定，主要是指《公约》的第 6 条、第 10 条、第 16 条和第 17 条以及

《公约实施条例》的第 20 条。 
 
 题为“文化财产的识别标志”的第 6 条，根据第 16 条的规定，文化财产可设置识别标志以便

予以识别。题为“公约的标志”的第 16 条，则规定公约的识别标志应为盾状，下端尖，蓝白色呈

X 型相间（盾的组成为，一纯蓝色本书中阴影部分代表原书的蓝色部分。——编者注正方形，其一

角作为盾尖，正方形之上为一蓝色三角形，两边的空间各为一白色三角形）。第 16 条第 2 款规

定，该标志应单独使用或在第 17 条规定的条件下呈三角形重复三次（下面有一盾）。 
 
 标识制度的要点被规定在第 17 条题为“标志的使用”当中。该条第 1
款具体规定了三个使用识别标志的情况。这些使用识别标志的三种情况分

别为：（ⅰ）受特别保护的不可移动文化财产；（ⅱ）受特别保护和在紧

急情形下的文化财产的运输；（ⅲ）依公约实施条例所规定条件的应急保

藏所。 
 
 该条第 2 款规定了四个可以单独使用识别标志的情况，它们分别是：

（ⅰ）不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ⅱ）根据公约实施条例负有管制职责

的人；（ⅲ）从事保护文化财产的人员；（ⅳ）公约实施条例所述身份证。 
 
 该条第 3 款禁止在前两款规定所述之外的任何情形下使用识别标志，以及为任何目的使用与识

别标志相近似的标记。最后，该条第 4 款规定，除非同时展示经缔约国主管当局正式注明日期并予

以签字的授权，否则识别标志不可置于任何不可移动文化财产。《公约实施条例》中第 20 条进一

步补充了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给予缔约国在决定识别标志的放置位置和可见度上更大的自由度。 
 
 总而言之，《公约》并不要求缔约国对受一般性保护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缔约

国对此有其自主选择权。但是，对于受特别保护的文化财产，受特别保护和在紧急情形下的文化财

产的运输以及应急保藏所，缔约国有义务保证为其置以识别标志。虽然所有这些情形都是和战时相

关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最好在和平时期就做好关于标识的准备工作。 
                                                        
∗
扬·赫拉迪克(Jan Hladik)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部国际标准处的程序专家。该作者负责了本文

事实材料以及各种观点的筛选和整理，这些观点并不一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也不代表该组

织。本文部分基于一篇题为“暂行日程第 8 点——将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教科文组织

文件CLT-99/206/INF.2 1999 年 9 月）的文件，该文件是为海牙公约第四次缔约国大会（1999 年 11 月 18
日，巴黎）准备的，也是由该作者起草的。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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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区分的原因，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公约制定和通过阶段的背景情况。大会主

席在 1953 年 2 月 5 日发出的传阅信件中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大会的公约草案，里面

就包含有关“公约的识别标志”的第 15 条（现第 16 条）和有关“识别标志的使用”的第 16 条

（现第 17 条）的两个条款草案。 
 
 草案第 15 条规定如下：“公约的识别标志应为白色圆圈背景下的实心淡蓝色等边三角形。”1  
该规定之后还附有如下评论： 
 
 “……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在和平时期就安置该识别标志还是仅仅在敌对行动开始时才安

置。对于封闭的保藏所尤其是为此目的建造的保藏所，这就没有什么疑问；识别标志在公约生效之

时就应安置。但是，对于其他的避难所（如一些古城堡或宫殿）或者位于大城市中心的重要纪念建

筑，情况就有所不同；如果在和平时期安置识别标志就有可能在其美观甚或心理上产生很多困难，

尤其是属于城市中心纪念建筑的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草案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做出规定。”2

 
 草案第 16 条规定如下： 
 
 “1. 识别标志只能用以标识:a)规定于第 8 条中的受特别保护的非移动文化财产；b)依第 12 条

和第 13 条所规定条件的文化财产的运输；c)根据公约实施条例负有管制职责的人；d)从事保护文化

财产的人员；e)公约实施条例所述身份证。 
 
   2.  在武装冲突过程中，应当禁止除本条第 1 款所述之外的任何情形下使用识别标志以及为任

何目的使用与识别标志相近似的标记。”3  
  
 有关该条的评论如下： 
 
 “第 16 条第 1 款将识别标志的使用范围限制在五种情形中。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识别标志的

使用还需经过授权阶段，以便保证标志的制作材料是武装冲突中专为保护文化财产目的而设计的。

但是，这样一来该标志的价值可能就会因为其材料的用量而减损，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材料都会放

置在与受特别保护的财产同样的地方，以便能够得到给予代表该财产的标志同样的保护……”4

 
 草案的这两个条款在第二工作小组的工作中都重新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最后以现在的形式得到

了通过。 
 
 可以看出初始的草案中的第 16 条（现第 17 条）主要规定的是受特别保护下的以及其他相关情

形下的文化财产上标志的使用。 
 
 现实中对于上述识别标志的使用并不是很普遍而且几乎只在秘书处关于公约执行的定期报告中

有所反映。托曼（Toman）教授在其对公约逐条的权威评论中认为： 
 
 “缔约国报告对此主题的关注非常少。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荷兰和瑞士对其已采

取的措施给予了细致的报告——臂章、身份证、不动财产的信息册、特殊邮票（瑞士）——以及关

于识别标志单独或多次的使用。有些国家，如瑞士，还对文化财产的保护、臂章以及身份证做了注

释。”5

                                                        
1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于 1954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14 日海牙会议记录，荷兰国立出版社,1961 年，

海牙，第 383 页。 
2同上注，第 312 页。 
3同上注，第 384 页。 
4同注释〔1〕，第 312 页。 
5吉里·托曼(Jiri Toman)：《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对在 1954 年 5 月 14 日于海牙签订的

“武装冲突情况下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评论，以及其他关于这类保护的国际人道法文件的评

论）,达特毛斯出版有限公司（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国际教科文组织，翰斯（Hants）/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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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在发表于 1995 年的关于公约执行的最后一期报告6中发表了与该主题相关情况的报告。

9 个国家（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匈牙利、马来西亚、马达加斯

加、斯洛文尼亚和瑞典）提供了关于为文化财产设置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的报告，埃及宣布这种设

置是预先安排好的。7 另外，德国、瑞士和在他们的国家报告中也提供了有关为文化财产设置识别

标志的简要报告。8 最后，克罗地亚还报告了一些关于对设置了识别标志的文化财产的有目的性的

攻击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军在 1991 年期间和在这之后实施攻击的情况。9

 
 在特定情况下对已设置识别标志的文化财产实施有目的性的攻击，就会构成对国际人道法的严

重违反。10 这种攻击的一个最为恶劣的后果在于可能会导致公约缔约国不再愿意将文化财产设置以

识别标志，因为他们担心设置以识别标志反倒为攻击者提供了一个“打击名单”，从而会给文化财

产带来潜在的危险，并会破坏国际人道法的基础——即交战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 
 
 秘书处在准备其 2003 年关于公约执行的定期报告时，11 要求各国除其他事项之外还得提供题

为识别标志的关于对第 5 章的执行情况。13 个缔约国（巴拉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芬兰、德

国、梵蒂冈、列支敦士登、挪威、波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土耳其）提供了有关

为文化财产设置识别标志的各方面情况，如在必要时为文化财产设置识别标志或选择性设置识别标

志的公约的接受情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关于将被损文化遗址置以识别标志适当性的疑问 
 
 在 1999 年年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文化财产受破坏问题提出之后，秘书处决定将此问题

提交给 1999 年 11 月 18 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缔约国大会讨论。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秘

书处对于公约的主要职责仅仅具有技术性的功能，如第 23 条关于技术协助条款，或是一些保管方

面的职责（如关于国家批准、加入和继承公约情况的公布和转发，对公约某些文本的准备工作

等）。所以，秘书处无权对公约进行解释。解释的责任只能由缔约国承担。第二，缔约国大会是各

国在这些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最佳场所，12 它可以使所有国家对公约解释达成一致的意见。 
 
 在其通知文件13中，秘书处提出两种解决办法：（ⅰ）将该问题交由各国国内当局研究，并由

国内当局向秘书处提出其评论意见；或者（ⅱ）在出现不同意见时，可以尝试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请求国际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给予咨询意见。咨询意见的做法是基于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

                                                                                                                                                                             
1996 年，第 187 页。 
6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 1954 年海牙公约执行情况》，1995 年评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

件，Ref. CLT-95/WS/13，1995 年 12 月，巴黎；可以参见作者另一篇文章以获取更多有关该公约的评

论，即“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 1954 年公约的评论体系”，载《国际红十字会评论》第 82
期，第 840 号，2000 年 12 月，第 1001~1016 页。 
7同注释〔6〕，第二文件，第 1006 页。 
8同上注，第一文件，第 24~25 页，第 44 页和第 48 页。 
9同注释〔6〕，第一文件，第 23 页。 
10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 85
条第 4 款d项关于“该议定书违反的遏制”的规定如下：第 4 款 除前款以及公约中规定的严重违反情况

外，以下对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故意违反也应视为严重违反：（……）（d）将构成人类文化或精神

遗产的以及受特别约定保护的，例如处于有权国际组织保护下，有明显标志的历史纪念馆、艺术品或者

宗教场所作为攻击对象造成严重毁灭，并无证据证明为第 53 条b项所指的相对方所为的，且该历史纪念

馆、艺术品以及宗教场所并非位于军事攻击目标附近的行为。 
11该报告还只是草案形式，在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之后将立即发布。 
12公约第 27 条第 2 款题为“会议”的规定如下：“在不对由现行公约或者其执行规则授予的功能造成影

响的基础上，会议应当以研究有关公约和执行规则的适用问题并对其提供建议为目标。”到目前为止，

公约缔约国大会已分别在 1962 年、1995 年、1997 年、1999 年和 2001 年召开过五次。 
13 《暂行日程第 8 点—将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教科文组织文件CLT-99/206/INF.2 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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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组织（1946）之间协议的第X（2）条，14 该条款授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活动范围内出现的

法律问题具有向法院请求咨询意见的权利。该协议的第X（3）条还规定“该请求可以由大会或者

执行委员会获得大会授权之后向法院提出”。15 从实践角度看，如果缔约国决定采用这种方式，他

们必须要求大会将该问题提交给法院并在大会的议程中列入这项内容，由此最终可以决定是否要通

过请求的建议。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缔约国大会并不赞成请法院来给予咨询意见。相反，大会决定应将此问题

交由各缔约国国内当局考虑，各国当局考虑之后再把意见传达给秘书处，进而由秘书处整理出一份

工作文件供第五次缔约国大会讨论。 
 
 秘书处在第五次缔约国大会（2001 年 11 月 5 日，巴黎）之前并没有收到来自于缔约国的意

见。但是为了解释公约和缔约国以后的实践，秘书处还是将该问题列入到了大会的日程。 
 
 在第五次缔约国大会与此有关的讨论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申了被损文化遗址应予保留

的重要性。但是考虑到其国内地区和解的政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表示不愿将该问题提交给国

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因此，该国请求将此问题从大会的议程中删除。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

陈述之后，会议进行了广泛讨论。讨论内容可以概括如下：阿根廷提出应当对部分受损的文化财产

也给予相关的考虑；德国主张从一开始就应将受损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标明出来，并

以已处于国家文化遗址申请地位的柏林威廉皇帝教堂遗址作为例证；波兰则提醒注意《公约》中给

予缔约国选择是否给予识别标志的文化遗产的自由。任大会主席的泰国阿伦·威千乍龙（Adul 
Wichiencharoen）教授在讨论之后提出仍将此问题列入下次缔约国大会的讨论议程。秘书处向各与

会国征询了他们实质性的意见，以便据此为下次会议准备一份工作文件。就在对本次讨论进行最后

总结时，秘书处收到了两个国家的反馈意见。其中一个国家赞成将受损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

的识别标志标明的提议；另一个国家考虑到受损文化财产的重建问题也对设置识别标志的问题给予

了重视。它同时还强调了防止滥用识别标志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出的关于给受损文化财产置以《公约》规定的识别标志

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大多数国际法学者不感兴趣的国际人道法的抽象问题。相反，该问题很有可能和

未来的武装冲突相关，缔约国对该问题的解释势必会使履行公约更为便利，它还会帮助避免未来交

战国之间的不信任。令人遗憾的是，第四次和第五次缔约国大会都没有接受关于请求国际法院给予

咨询意见的观点。要不，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肯定会对《公约》第 5 章关于识别标志的使用问题做

出明确解释，借此也可以方便在各缔约国之间达成对此问题的共同意见，同样也会使公约的含义更

加明确。 
 
 
 
 

朱文奇  校 
 

                                                        
14第X条第 2 款规定如下：“2 大会授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其活动范围内产生的法律问题而非该组织

和联合国或其他专业机构相互关系问题向国际法院请求咨询意见。”基础文本，2004 年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巴黎，2004 年，第 177 页。 
15同上注，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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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军事占领，同联合国一些活动之间的相似性，一直为学术所强调。1 这些

活动表明：国际武装力量在政治和军事不稳定领域里在某些方面开展活动。根据这种情况，国际武

装力量被赋予强大的指挥权力。考虑到这种相似性，本文计划研究有关占领的国际法在国际组织活

动中的适用，尤其是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中的适用。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中适用国际法是一个很有

兴趣的问题，因为临时国际行政管理的权力扩展到一个国家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在没有受到主权

国家的牵制下得到实施。2 在这方面 为成功的就是 1999 年 10 月至 2002 年 5 月的东帝汶案例以及

从 1999 年 6 月直到今天的科索沃案例。对这些案例中在被占领土上如何实施行政管理进行较深的

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尤其是发生在伊拉克领土内的情形。 
 
 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是在研究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的轮廓和内容很难界定。不论是占领的司法

定义还是对适用占领规则的确定方面，实际上都还在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在武装冲突领域国际法的

发展及其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尽可能地澄清适用于军事占领的法律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

能的。 
 
 一、武装冲突法中军事占领的法律制度及定义 
 
 （一）军事占领的定义 
                                                        
∗
本文作者负责在国际人道法学院中心教授选修课，并且负责规划反对酷刑的全球组织活动。本文采纳

了一些由国际人道法学院中心（CUDIH）的调查部门所进行的较大范围研究中所下的结论

（http://www.cudih.org/），并且受到了日内瓦国际学术网络（RUIG/GIAN）的资助（http://www.ruig
gian.org）。关于针对“适用于国际武装力量以及国际过渡行政管理的国际人道法以及人权法的陈述”的

研究尤其指出，国际人道法今后将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适用于国际组织的活动。该研究将于 2004 年出

版。本文作者在此感谢伯尔尼大学和诺切斯勒（Neuchatel）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卡博以及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法律顾问亚历山大·法特，感谢他们的宝贵建议。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5 级国际法博士研究生。 

1见迈克·J.凯利（Michael J.Kelly）：《在复杂的和平活动中维持和重建秩序》，科罗威（Kluwer）出版

社， 海牙，1999 年，第 14555 页。 
2关于过渡性国际行政管理有很多的研究。例如，参见迈克·博斯（Michel  Bothe）和题勒·马霍（Thile 
Marauhn）：“科索沃和东帝汶的联合国行政管理：概念、合法性以及安理会托管的限制”，收录在克

里斯汀·陶穆莎（Christian Tomuschat）：《科索沃和国际组织：一个合法的评论》，玛帝尼斯·尼哈夫

（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海牙，2002 年，第 217~242 页；蒂海·嘎斯亚（Thierry Garcia）：“联合

国在科索沃临时管理的任务”，载《国际公法总评论》第 104 卷，2000 年，第 60~71 页；陶比亚斯·H.
伊姆斯车（Tobias H. Irmscher）：“联合国在科索沃临时管理行为的法律框架：宪章、人权、占领

法”，载《德国国际法年刊》第 44 卷，2001 年，第 353~395 页；博瑞斯·克道斯（Boris Kondoch）：

“东帝汶联合国管理”，载《冲突和安全法评论》第 6 卷，2001 年，第 245~265 页；伊万琳·拉格航

（Evelyne LaGrange）：“联合国在科索沃的临时任务，在领土的直接管理的新尝试”，载《国际法法

国年刊》第 45 卷，1999 年，第 335~370 页；马迪亚斯·胡弗（Matthias Ruffert）：“国际组织对科索沃

和东帝汶的管理”，载《国际比较法季刊》第 3 卷，2001 年，第 613~631 页；卡斯特·斯塔（Carsten 
Stahn）：“科索沃及东帝汶的联合国过渡管理：第一分析”，载《马普联合国法律年刊》第 5 卷，2001
年，第 105~183 页；汉斯格·斯特梅耶（Hansjörg Strohmeyer）：“司法系统的倒塌和重建：联合国在

科索沃及东帝汶的使命”，载《美国国际法评论》第 95 卷，2001 年，第 46~63 页；哈夫·怀德（Ralph 
Wilde）：“从丹泽到东帝汶：国际领土管理的任务”，载《美国国际法评论》第 95 卷，2001 年，第

583~6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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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占领的法律制度在下列文件中得以界定：有关陆战法规和惯例的 1907 年《海牙公约》附

件（四）、3 关于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4以及有关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

间保护受害者的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5

 
 根据 1907 年《海牙规则》第 42 条的规定，“当一领土处在敌人武装力量下时，该领土被认为

被占领。只有当在这一领土内的武装力量被建立和被实施时，占领才得以成立”。6 同适用武装冲

突的国际法一般方式一样，有效性原则在这里占有主导地位。第 42 条的措辞很清楚，占领的定义

并不取决于有关作战方对形势的主观感觉，而是取决于客观的现状：领土以及居民对敌方武力事实

上的屈服。 
 
 随后在 1949 年通过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对这一定义规定得更加精确和广泛。7 尤其是如同该

公约第 2 条第 1 段指出，有效性原则意味着军事占领地的制度独立适用于战斗员对战争状态的认

可。即使在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外国实施占领，这一制度也同样适用。该条的第 2 段加

入这样一条规定：“公约同样适用于所有对缔约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占领的情形，即使这种占领并

没有遭到任何的军事抵抗。”所以，1949 年公约的第 2 条与 1907 年《海牙公约》第 42 条对占领所

下定义的范围不同。后者通过规定占领以“敌人武装统治”为特征，将这种状况同战争事实相联

系。8《日内瓦第四公约》致力于将适用于不同形式军事占领的法律规定都统一在隶属于军事结果

的范围之内。第 2 条第 1 段关于在两个或多个缔约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中引起的占

领，以及第 2 段关于没有遭到武装抵抗的占领，都将导致法律制度的适用，这正是《日内瓦第四公

约》所规定的。9  
 
 除了这些情形以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领土占领。例如，在国际托管撤销后得到同意或者被邀

请的占领（如 1966 年后的纳米比亚情形）。因此，就需要区分战争状态（交战、休战以及投降之

后）下的占领以及和平时期（经过同意）的占领。10 第一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适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公约中，而第二种情况可能通过类比借鉴这些公约，但并不是正式适用。在没有其他精确定义的情

况下，我们将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占领”这一术语来定义与第一种情况有关的情形。 
 
 关于军事占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 条第 2 段涉及占领的目的，并作了一个区分。既然军

事占领是武装冲突的结果，这一条款规定公约的适用将在“军事活动结束后的一年停止”。11 随
后，如果占领持续，只有一些特殊规定的定义适用这种情形。12 相反，第 6 条不适用于在没有军事

                                                        
3 《海牙第四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以及附件：《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规则》，海牙，1907 年 10 月

18 日，海牙和平国际第二会议，海牙 1907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8 日，文件和证明，海牙，1907 年，第

1 卷，第 626~637 页。 
4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参见 1949 年日内瓦外交会议文件，第 1
卷，伯尔尼，瑞士联邦政治部，第 294~335 页。 
5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有关国际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

1977 年 6 月 8 日，《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1977
年，第 3~89 页。 
6第 42 段，这一规定并不包括被占领土的定义，也包括关于区域的实质性限制，在这一区域内，占领方

能够要求追回管辖权。参见霍华德·S.勒韦（Howard S. Levie）《国际武装性冲突法规》第 2 卷，伦敦/
罗马/纽约，1986 年，第 714 页。 
7让·皮克泰（Jean Pictet）：《关于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评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1956 年，第 67 页；凯利：同注释〔1〕，第 147 页。 
8埃雅尔·本韦尼斯蒂（Eyal Benvenisti）：《占领的国际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33
年，第 4 页；凯利：同注释〔1〕，第 149 页。 
9皮克泰：同注释〔7〕，第 22 页；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什么是军事占领？”，载《国际

法英国年刊》第 55 卷，1984 年，第 253 页。 
10上述这些情况，参见注释〔9〕，第 260 页。 
11第 6 条，第 3 段。 
12同上注。这一规定存在的原因构成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占领）。一年之后，简单

地维持不再可能，占领地的情形需要占领法律。更为重要的是，运作应当被特许给占领者，被迫来实施

更为普遍的行政上职能。如果加上一个乐观的观点，根据“因为敌对行为的停止，关于居民的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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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情况下进行的占领。皮克泰（Pictet）认为，这种沉默可能是故意的。因为作者估计 1949 年会

议的代表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公约应当在占领期间长期适用。13 此外，这一结论同解释也相互吻

合，因为按照习惯法的规定，即便是同第 6 条第 2 段相抵触，也将有效：关于占领的规定应当始终

适用于占领这一事实。 
 
 这种规定上的不同，如果从它们要达到的目的来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在实践中的效果也

不能令人满意。而这种不同又被随后制定的 1977 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规定所冲淡。14 第一附加议

定书第 3(b)条规定公约和附加议定书在占领终止时停止适用，不论这种占领原来是如何产生的。对

于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来说，争论如何决定军事行动终止是毫无意义的。占领的终止将会导致事实

上或法律上的不同情形。这种情况可分为三类：敌对行为的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实施军事占领的

武装力量并没有对领土做到有效的控制；占领军在得到同意或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撤退；通过签

订一个协议来对占领的武装力量新形式的认可。15

 
 在军事占领的国际协定方面，国际实践也促进了有关军事占领定义的进一步成熟地制定和发

展。16 正如同罗伯茨（Roberts）所说，现在的定义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情形。17 然而作者认为，这

些不同情形相互之间存在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如果加以合并，就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四点： 
 “（1）这种军事力量的存在并没有被协议规范，或者他们的行动超出了有效协议所规定的同

军事占领地有关的范围之外； 
 （2）武装部队或者用自己的运作机制来代替占领地政府和公共机构来行使职能，或者展示出

明显的能力去替代它； 
 （3）当要居民与对其发生影响并施加压力的武装部队之间存在着国籍和利益的不同，而当地

居民并不顺从于实施占领的武装部队； 
 （4）在构成国内或国际法律秩序重要部分的框架不再发挥作用时，行政和公众生活则不得不

在某些法律基础上继续。为了减少由于占领方和居民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带来的危害，存在紧急制定

一系列规则的实际要求”。18  
 
 军事占领规则属于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当一支外国军事力量事实上控制了另一国领

土，这种控制又没有得到占领地主权当局的同意，这就构成了占领。这种情形表现为所占领土一方

以及人民的抵抗，从而引起了适应这一不稳定形势规则的适用。本韦尼斯蒂（Benvenisti）认为这

种占领构成了“一种权力（一个或多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一领土实质性的控制，

这种权力并没有主权的名义，也没有得到这一领土内主权的认同”。19  
 
 （二）军事占领的法律制度 
 
 如果在军事占领的法律制度方面不可能细致地分析出适用军事占领的规则，那么重要的是记住

                                                                                                                                                                             
不再适用”，缺少保护。在任何情况下，人道法的有关保护条款都应实施，也就是说，公约里关于对人

的待遇以及内容应得到落实。 
13皮克泰（Pictet）：同注释〔7〕，第 70 页。 
14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 1949 年会议受到了以前概念的影响，根据这一概念，战争占领仅仅是指短暂的

敌对行为，直到和平条约的签订。这一存在于 19 世纪的行为在 1945 年之后被证明已过时。自从 1960 年

开始，长时期的占领就开始出现，如 1967 年直到现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也正是这一原因，《日内瓦

第四公约》所规定的 1 年的时间的占领限制被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里的规定所代替。 
15详情参见罗伯茨：同注释〔9〕，第 257 页。也可以参见伊夫·桑多（Yves Sandoz）：《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的 1977 年 6 月 8 日附加议定书的评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1986 年，第

156 段。 
16关于这一演变的详细分析，参见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241 页。 
17罗伯茨：同注释〔9〕，第 248~305 页。 
18同注释〔17〕，第 300 页。 
19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3 页。类似的定义，参见艾瑞克·大卫（Eric David）：《武装冲突法

原则》，布黑郎（Bruylant）出版社，布鲁塞尔，2002 年，第 497 页“占领以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为前

提，表现为一个国家武装力量存在于另一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以及两国持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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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在大体上有两个基本原则，即尊重人的权利的义务以及维持占领地状态和法律的义务。20 
第一种原则可以具体化为一系列禁令，如禁止强迫迁移以及放逐、21强迫劳动、22对被占领地的殖

民化、23对动产和不动产的破坏，24等等。 
 
 第二种原则规定占领不能改变被占领土的地位，尤其是不能转移主权。25《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47 条规定“在占领地的被保护的人民都不得在任何情况以任何方式被剥夺被该公约保护的权

利，不得因为一些在占领地的机构或政府的占领的改变，或者不得通过在被占领地的当局和占领当

局之间达成的协议，或者不得甚至因为占领当局对占领地全部或部分的吞并而丧失这种权利”。这

一规定体现了被占领土内法律的不可更改性，而在被占领土的情形中针对敌方平民的压力的危险尤

其之大。 
 
 我们在立法方面将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这主要是关系到占领地现存法律秩序的延续。1907
年规则的第 43 条就是这方面的规定。该条要求占领当局尊重“在这一国家下的现行法律，除非有

绝对的障碍”。26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增加了一些内容来完善这一原则规定，该条

规定现行的刑事法律应当继续有效，只有当法律对占领方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或者成为实施国际人道

法障碍时，才能被修改。而且，被占领土法院仍然对违反地方法律的行为具有管辖权，只要法院不

反对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也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和正义。27 在更广泛意义上讲，第 64 条规定占领方

只有在证明是“必须”时才能够立法。28 修改当地法律被认为是一种例外的规定也逐渐成为一种原

则。尽管第 64 条的标题涉及“刑事立法”，但其规定是针对所有法律制度的。让·皮克泰曾经提

出：“如果外交会议仅仅明确规定要尊重刑事法律，那是由于在以前的武装冲突中刑事法律并没有

被充分遵守；但这并不表明占领方可以不遵守民事法律，甚至宪法原则。”29

 
 延续法律秩序原则的精确含义并没有明确确定。相反，这一含义已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直到今

天都没有解决。30 1907 年规则第 43 条规定，现行法律除非“绝对有障碍”不能得到实施，否则都

应得到遵守。该条规定非常严格，而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较大的

灵活性。该条款规定占领方为实现应该实现的一些目标，如实现人道法所规定的义务、占领地常规

的行政事务以及确保他们自身安全，就可以通过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这一改变符合《日内瓦

第四公约》谈判者的愿望，31 它给予了占领方在修改当地法律权力方面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然而，如果对以上两条规定作一更为细致的审查，就会改变上述观点。1907 年的《海牙规

                                                        
20罗伯特·科博（Robert Kolb）：《战争法，武装冲突国际法》，布黑郎（Bruylant）出版社，布鲁塞

尔，2003 年，第 187 页。 
21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 1~4 段。 
22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 
23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 6 段。 
24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3 条。 
25见奥斯曼公债一案，1925 年 4 月 18 日判决，选自《仲裁判决选编》，第 555 页，引自大卫，同注释

〔19〕，第 502 页。该原则也被安理会多次引用，尤其是在其 1967 年 11 月 22 日的 242 号决议中。这一

决议强调“不承认战争取得领土”，联合国文件，S/RES/242（1967）。 
26第 43 条：“如果立法权转移到占领方手中，占领方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及重新确定公共生活及秩

序，除非有绝对的障碍，都应当尊重国家现行的法律。”同时参见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7
页。 
27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第 1 段。 
28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第 2 段。更为详细地分析占领方的义务，参见大卫，同注释〔19〕，第

497 页。 
29皮克泰，同注释〔7〕，第 360 页。也可参见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100 页。作者认为这一范

围的扩大已经在第四公约第 64 条中有所体现，该条第 2 段规定“占领方可以为了能够履行公约所规定

的义务，为被占领土的平民制定一些必不可少的规定”。本韦尼斯蒂认为，在这一段的预备工作中，外

交会议代表有意在这段中漏掉“刑事”这一术语，是为了也能够修改其他方面的立法。 
30了解这一争论，参见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8 页。 
31同上注，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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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43 条是对 1899 年第一次海牙会议以及 1907 年第二次会议激烈的讨论的一种折中的体现，32

事实上这条规定如此宽泛以致于失去它原来价值的大部分。该条规定占领方应当采纳所有的措施，．．．．．．
为了重新建立以及确保公共生活及秩序．．．．．．．．．．．．．．．．．（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如果说公共秩序是一相对确定的法律概念，公共生活的概念则很难确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包

括当局者实施的所有行为。33 占领方权力和被占领主权权力的区别不会太突出。“安全”这一词，

当在英文中被用来解释“公共生活”时，在法文文本中的这一概念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除此之外，“重建或确保”公共生活以及秩序的义务在具体操作时有很大的空间。“重建”包

括目前能被实施的所有能够促进返回原来正常生活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武装冲突发生之前或者在没

有战争情况下外国实施占领之前占主导的生活方式。34 在这里，赋予占领方作决定的权力受到限

制。与此不同的是，“确保”公共秩序和生活的概念并没有要求必须返回到以前的状态。相反，占

领方可以实施它认为必要并可能引起当地立法转变的政治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第 43 条的措辞并

没有提供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判断这种转变的合法性。35 另外，这方面的实践也反映了一种模棱两可

的可能性：占领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法律概念上的不精确为其在大范围内所实施的权力作辩护，

同时也可用来缩小他们在占领期间的责任。36  
 
 因此，《日内瓦第四公约》应致力于制定更为精确的规则，来勾勒出占领方权力的轮廓。这一

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第 64 条第 1 段，该段规定仅仅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废除或中止当地的刑法，

这两种情况就是当要威胁占领方的安全以及保证人道法的实施。其他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导致刑事法

律的废除。正像国际红十字委员所说，“这两种例外也是严格限制的。占领方不能因为其他的原因

废止或中止刑法，尤其是不能仅仅因为希望被占领土的法律同自己的司法概念相一致而废除刑

法”。37 除此之外，只有那些真正阻止这两个目的的法律才能够被废止或中止。同刑法不相关的做

法不能在这一基础上得到辩护。 
 
 除此之外，这一规定中的逻辑对司法系统也同样适用。第 64 条第 1 段规定地方法庭继续有

效，除非该法庭被证明同国际人道法或者司法的有效管理不相容。在这两种例外情况以外，“占领

方不能够干涉刑事司法的管理，也不能以任何形式严厉惩罚那些实施他们自己国家法律的法官

们”。38

 
 公约在刑事方面明确而又详细规定了占领方的权力。但它在其他方面的规定则不是这样。第

64 条第 2 段规定占领方能够在三种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即为了根据国际人道法履行自己的职责、确

保占领地正常管理以及占领方自身的安全。但这如同 1907 年规则第 43 条规定一样，其规定的内容

如此宽泛，实际上授予了占领方类似于主权的权力。因为，促进“占领地正常的管理”的任务同

“确保公共秩序和生活”一样，事实上由于规定的不确定性给予行动以很大的操作空间，而行动方

面的限制似乎留给占领方自己去判断。39 需要强调的是：占领方被禁止采取属于主权方才能实施的

措施。占领方不能够决定改变被占领土的法律状态，如促进被占领土的独立。占领状态事实上不允

许向主权方面转变。 
 
 二、被占领土的国际行为化 
 
 （一）理论 
                                                        
32同上注，第 8 页。 
33迈赫·迈克杜格与弗劳行迪努·弗里斯亚努(Myres McDougal & Florentino Feliciano)：《法律与微型世

界公共秩序》，耶鲁大学出版社，新港口（New Haven），1961 年，第 746 页。 
34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11 页。 
35科博：同注释〔20〕，第 186 页。 
36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11 页。 
37皮克泰：同注释〔7〕，第 360 页。 
38同上注，第 361 页。 
39同注释〔37〕，第 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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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概念及在法律上的适用范围都已有一些讨论，目的是为能更好地明确如何将占领法适用于

一些国际性的组织活动，尤其是关于一些临时性行政管理活动。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组织部队，尤其

是联合国部队，能在实践中适用占领法。40 例如，本韦尼斯蒂（Benvenisti）认为占领可能被“一个

或多个国家或国家组织，如联合国”所实施。41 罗伯茨（Roberts）也同样认为，在被联合国组织实

施的占领（和平的）中也应当适用占领法。42  
 
 然而不同的意见也同样存在。43 有很多学者认为，国际性部队的占领与国际法一般意义上的占

领不同，法律制度的适用也因此不同。44 他们认为：在国际性部队与一般国家实施占领的武装部队

之间，尤其很难等同起来；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维护某个国家特殊利益，而是确保当地居民的安

全。除此之外，国际武装部队并不必然构成在这一领土缺乏主权的情况下唯一的权力渊源。施拉嘎

（Shraga）强调“占领方同被占领的关系的实质是利益的冲突，而联合国在占领地的行政管理则是

协调武装部队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利益”。45  
 
 然而，与其说这些论点是限制关于军事占领法律规则适用于国际组织，还不如说是为了使得一

些相关的因素能更加清晰。国际性武装部队的目的在原则上是为了要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然而，

当国际性部队也处在一种同一般意义上的占领在性质上相符时，这些国际性武装部队行为的合法性

并没有使得相关的规则也自然地予以适用。 
 
 军事占领法在适用国际法方面是放在为贯彻《联合国宪章》第 42 条内规定的和平使命而采取

的强制行动这一大范围来考虑的。46 在这一基础上实施武力，事实上是违背或者漠视占领地国家的

主权意愿。在这些部队以武力形式得以对领土实施有效控制时，就从实质上产生了适用 1899 年

《海牙规则》以及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情况。47 然而，如果被占领国以及国际组织在该

组织如何在被占领土上的存在方式及相关方面能达成协议，或者，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能在占

领地实施临时的国际性行政管理方面能达成协议，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相反，在维和行动中直接适用军事占领法则是不可取的。48 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是在受委托

的组织和被占领国家之间达成一个预先同意的协议之后开展的，而这些，至少在行为的开始，都排

除了占领法的适用。然而，这些协议或者很可能被中止，也有可能会因当地政府倒台而使国际性部

队被迫扩大他们行使权力的范围，并承担所有维护公共安全以及秩序的职能。在后一种情况下，由

                                                        
40戴克·W.布瓦特（Derek W. Bowett）：《联合国力量：联合国时间的法律研究》，斯蒂文家（Stevens 
and Sons），伦敦，1964 年，第 490 页；斐·斯耶斯德（Finn Seyersted）：《战争与和平法中的联合国

力量》，斯特夫（Sijthoff），雷登（Leiden），1966 年，第 281~283 页；罗伯茨：同注释〔9〕，第 290
页；克劳德 ·伊玛纽利（Claude Emanuelli）：《联合国军事行为与国际人道法》，Wilson et Lafleur Itee, 
蒙特利尔，1955 年，第 40 页；克里斯托夫· 格林伍德（Christopher Greenwood）：“国际人道法与联

合国军事行动”，载《国际人道法年刊》第 1 卷，1998 年，第 28 页；凯利： 同注释〔1〕，第 167 页。 
41本韦尼斯蒂：同注释〔8〕，第 3 页。 
42罗伯茨：同注释〔9〕，第 289~291 页。 
43科博：同注释〔20〕，第 75 页。 
44达法·施拉嘎（Daphna Shraga）：“受国际人道法约束的联合国”，选自《联合国与国际人道法》，

联合国 50 周年研讨会，波道纳出版社，巴黎，1966 年，第 326 页；迈克尔·博特：“维护和平”，载

《联合国宪章—评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600 页。 
45施拉嘎：同注释〔44〕，第 328 页。 
46布瓦特：同注释〔40〕，第 490 页；伊玛纽利：同注释〔40〕，第 40 页；格林伍德：同注释〔40〕，

第 28 页。 
47施拉嘎认为“联合国实施的符合海牙规则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取代合法主权以及管理领土的强

制性行动在理论上不应当被排除”，施拉嘎，同注释〔44〕，第 328 页。相反意见，参见大卫，同注释

〔19〕，第 500 页。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事先假设被占领国家接受国际组织武装部队在他们领土

上出现的事实。 
48布瓦特：同注释〔40〕，第 490 页；伊玛纽利，同注释〔40〕，第 40 页；大卫：同注释〔19〕，第

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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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来的主权政府已不复存在，国际性部队有可能担负占领方的作用。49  
 
 （二）关于维护或重建和平行为的实践 
 
 凯利（Kelly）认为，联合国部队适用军事占领法的情形在历史已经多次发生。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刚果，1991 年在柬埔寨，1993 年在索马里以及 1995 年在波斯尼亚等。50 在上述的任何

情形中，联合国都没有自己想在法律上适用某些规则。但正如在索马里所发生的情形中被承认的那

样，“在一个国家溃败的情况下，《日内瓦第四公约》在如何规范维和部队同当地居民之间关系方

面，能提供一些正确的参考性的规则。”51 相反参加国际性维持和平行动的一些国家在这一问题上

的表现非常大胆。例如，在索马里冲突中，澳大利亚政府就承认占领法适用“同盟干涉”52武装力

量占领的情况，因此应由军队来实施。53

 
 联合国的实践有利于占领法至少从法律角度看并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军事行为的观点。此外，

1999 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会议报告54似乎也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该会议并未提及这一法律制度。一些

规则体现在该报告的第 7 条（战争之外的居民和平民的待遇）、第 8 条（被拘禁人员的待遇）以及

第 9 条（对伤员、病员以及医护人员及救助人员的保护），它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有

用的规范性要素。然而，这些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属于普遍适用的规则，因此不能适用不管是属

于特别性质还是整体性质方式的占领情形。 
 
 （三）东道主国家同意实施临时性国际行政管理 
 
 谈到临时性国际行政管理问题，情况就变得较为明朗。从东帝汶到科索沃的例子，可以总结出

这样一个认识，如果以前的政权同意实施新的制度，就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占领，因为在以前的政

权和国际性部队之间并不存在冲突。55 因此为了保护平民，应当转而适用其他法律规范，尤其是国

际人权法的规则。 
 
 然而，关于有关领土主权国家是否同意的标准，的确并不总令人满意，因为在关于临时国际行

政管理方面还没有确定的性质，也没有适用所有不同情况的一个统一的方法。事实上这些组织可能

会违背或者没有考虑主权国家意愿。如果只是考虑是否有国家意愿这一个因素，那就应在这些情形

中适用占领法。然而，不管是在东帝汶还是在科索沃的情况下都没有适用占领法。不同的情形需要

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尤其是出于保护平民的考虑。 
 
 如果看一下在科索沃发生的情形，就会发现很难回避南斯拉夫当局同“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

                                                        
49罗伯茨：同注释〔9〕，第 291 页。 
50凯利：同注释〔1〕，第 178 页。 
51 《对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中所总结出的教训的综合报告》，1992 年 4 月至 1995 年 3 月，联合国维

和部，纽约，第 57 段。该报告可查阅http://www.un.org/Depts/dpko/lessons/UNOSOM.pdf。 
52 1994 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创立“联盟干涉”武装力量，授权该联盟“可以采取所有必要的措

施，以确保在索马里实施人道救济的安全”，［安理会第 794 号决议，1992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文件

S/RES/794(1992)，第 10 段］。该武装力量由不同国家组成，受美国指挥，它负责维护联合国在 1992 年

4 月在索马里所创建的和平。 
53凯利：同注释〔1〕，第 37 页。 
54  “联合国武装力量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1999 年 8 月 6 日的联合国秘书长会议，联合国

ST/SGB/1999/13 文件。正如该文件第 1 条所表达的，该文件公布了“发生武装冲突时，适用于参加武装

战斗的联合国武装力量”的“国际人道法基本的原则和规则”。 
55马克·萨索利（Marco Sassoli）：《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处于国际管理中的领土》；马克·汉热琳

（Marc Henzelin）与罗伯特·罗斯（Robert Roth）（版）；《经得起国际化考验的刑法》，

LGD/Bruylant/Georg，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2002 年，第 141 页。参见迈克·J.凯利，提莫斯·L.H.麦
克马克（Timothy L. H. McCormack）、保罗·马格里顿（Paul Muggleton）以及布鲁斯·M.奥斯瓦德

（Bruce M. Oswald）：《澳大利亚参与东帝汶国际武装力量的法律问题》，载《国际红十字评论》第

841 期，2001 年，第 113 页；大卫：同注释〔19〕，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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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当局特派团”（MINUK）56 以及“科索沃联合国维和部队”（KFOR）57 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这

一问题。根据 1999 年 6 月 3 日达成的协议，塞尔维亚国会以及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同意在科索沃的

国际军事部队以及民间组织那儿展开活动。但尽管如此，一些村庄仍然发生着爆炸事件。58 上述协

议随后又通过科索沃联合国维和部队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共和国在 1999 年 6 月 9
日达成的“军事技术协议”进一步得到确定。59 如果根据 1969 年有关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

52 条，60 学者们会很容易怀疑在强迫之下达成协议的有效性。如果占领地政府同意新政权的存在，

则占领地当局同意这一标准就可以；相反，如果当同意受到怀疑或者显然存不同意时，这一标准就

缺乏有效性。它以一种不可靠的方式在起作用，并会导致法律上的不平等。但这个关于临时国际行

政管理的法律标准正在往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形式本身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四）安理会在实施临时国际行政管理时的权力 
 
 在被占领土上实施权力基础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要求该决定中所涉及领土发生法律

秩序以及机构制度的转变，尤其是在安全及司法作用方面。在这种特定情形下，既然特殊的规则被

适用，所建立的系统当然也不受占领制度的局限。 
 
 根据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负责“组织和监督临时机构

有关自治管理以及民主的活动”，61 以便实现科索沃“真正意义上的自治”。62 在实践情况中，这

一目的促进了这一地区法律适用方面更深层次的转变，尤其是对现行刑法的革新以及在制定新的宪

法领域方面。在东帝汶例子中，国际性部队被赋予的任务超出了占领法规的局限，因为联合国在东

帝汶行政过渡机构63被要求承担“东帝汶行政方面的综合责任”，并且被赋予“实施立法和行政的

权力，包括司法行政权”64的资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快地方自治的进程。65

 
 如果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出，科索沃和东帝汶的例子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斯达（Stahn）将

这些特征看做是“《联合国宪章》第 7 章所规定的领土国际化”。66 这些特征是联合国在这些领土

上享有专有及广泛的权力，联合国带来的司法体制的并存造成被占领国法律的转变以及在领土上地

方机构国际化和国际司法个性化等。67  
 
 了解这些特征以后，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被安理会决议以及后来实践所确定的国际临时行政当

局的地位，实施了比占领地更为深刻的转变。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安理会的意图是安排一些机构。

根据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第 2 段的规定，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在“占领地进行常规行

政管理”。尽管这个规定可能会被解释为能够授权采取各种措施，但占领是否能促进占领地“实质

                                                        
56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查阅http://www.un.org/french/peace/kosovo/pages/kosovo1.htm。 
57科索沃联合国维和部队，该部队是由北约指挥下的多国部队组成，由安理会负责，目的是为了维护科

索沃地区的公共秩序及安全。 
58科索沃国际武装力量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及塞尔维亚共和国达成的军事技术协议，1999 年 6 月 9
日，载《国际公法总论》第 104 卷，2000 年，第 1127 页，第 1 条，第 1 段。 
59约翰·赛罗纳（John Cerone）：“注意裂口：勾勒KFOR在科索沃冲突中的责任”，载《国际法欧洲评

论》第 12 卷，2001 年，第 484 页。 
60有关条约法的公约，1969 年 5 月 23 日订立于维也纳，第 52 条（“以恐吓或以武力相威胁对一国实施

的强迫”）：“如果达成一协议是由于受到恐吓或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相威胁，

该条约则无效。” 
61第 1244 号决议，1999 年 6 月 10 日，联合国文件，S/RES/1244(1999)号，第 11c段。 
62同注释〔61〕，参见序言部分。 
63联合国东帝汶临时行政当局。 
64 1272 号决议，1999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文件，S/RES/1272(1999) 号，第 1 段。 
65同上注，第 2 段，b和e小段。更为详细地了解这些例子，参见罗伯特·科博、勒伯里·波罗特

（Gabriele Porretto）及西尔万·维特（Sylvain Vité）：《适用于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临时行政当局的国

际人道法以及人权法汇总》，2004 年版。 
66萨斯顿·斯达（Calsten Stahn）：“前南斯拉夫国际领土管理：起源、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载

《Max Planck国际法年刊》第 5 卷，2001 年，第 181 页。 
67同上注。 



红十字国际评论 
 

性的自治”或者“独立”还是令人怀疑的。 
 
 在刑法领域，正如科索沃的例子那样，临时行政当局的需要可能会导致立法上的改变，而这一

改变并不属于《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第 1 段规定的立法意图范围之内。当然，安理会的职责

能够授权改变司法体系，即使这一改变没有被证明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或者司法的有效管理中是必不

可少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由于在科索沃和东帝汶的国际组织同占领法的规定相违背，所以应当被禁

止？其实，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安理会应预见性地对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和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并

尽力制造一些情形，以避开占领国际法的实质适用范围，并因此达到特殊法律制度同一性68的效

果。 
 
 国际临时行政当局方面也会发生同样性质的变化。从实践中可以看到，国际性部队开展活动是

为了服务于国际组织利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平民利益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利益有共同之

处。相反，国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占领是同特殊的利益相对应的，即为了占领国自己的利益。所以，

占领国的占领在实质上是违背被占领土上人民以及被占领土当局的意愿。所以，上述两种不同情况

的占领所引发的法律制度也应截然不同。由于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安理会也应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

来适用临时管理的特征。临时管理的司法和机构的范围事实上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它有可能适应

占领法所不能够完全满足的需要。由国际行政当局确保的转变能够在数年内发生演变，并且要求深

层次的变革。而这样的情形则不会是成为占领法规则的基础。 
 
 如果关于国际临时行政管理没有被规定在占领法规则范围内，那么，安理会是否具有改变这一

法律实体权力的问题，不管是从习惯法还是从条约法来看，至少都不会从严格意义上被提出来。而

且，占领法对国家或对安理会是否具有强制性的问题也不会被提出。当然，对人或对事而言的特殊

制度的违反与求助于自治方法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不会对占领制度产生影响。 
 
 科索沃和东帝汶这两个例子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第 7 章赋予安理会权力在新的情况下的发展

趋势。尽管联合国大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能发挥作用，但安理会则是能够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

的唯一合法机构。只要发生有威胁和平、毁坏和平或构成其他侵略行为的情形，联合国安理会就能

作出决定，而这一决定不受占领法的局限。格林伍德（Greenwood）承认占领法在一些情况下适用

于国际武装力量所实施的行为，但他认为占领法“仅仅在安理会利用《联合国宪章》第 7 章所规定

的权力建立一个不同制度作为维护和平和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一部分时，才能被适用”。69

 
 换句话说，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决定，代替了在领土上实施主权权力的国家的

意愿。该国是否同意国际行政管理的介入也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使新制度

合法化，已经作出了要改变所涉及领土的机构和司法现状的决定。 
 
 由于占领法规则不适用于临时国际行政管理，所以有些学者70反对将“关于国家诉诸战争”原

则适用于“关于战争行为和方法”原则。根据这一观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基础上所做出的决定不能成为适用国际人道法的障碍。阻止在法律层面上适用占领法的决议并不

是说可以诉诸武力，而是为了有助于建立临时性质的行政管理。例如，在科索沃事件中，当严格意

义上的战争结束时，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第 1244 号决议。这一决议并没有提及“关于国家诉诸战

争”原则，而是提到国际行政管理的基础。除此之外，安理会在采纳这一决议时并没有强加任何与

现行法律制度相反的制度，而是创造了能与适用占领法相符合的一些情形。 
 

                                                        
68相反意见，参见迈克尔·H.霍夫曼（Michael H. Hoffman）：“强制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国际性武

装冲突规则”，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37 期，2000 年，第 3 页；伯纳·勒夫拉（Bernard Levrat）：

“东帝汶国际人道法：理论与实践”，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41 期，2001 年，第 95 页；赛罗纳：

同注释〔59〕，第 483 页。这些学者主张占领法在法律层面上适用于对国际临时行政管理。 
69格林伍德：同注释〔40〕，第 28 页。 
70赛罗纳：同注释〔59〕，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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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临时国际行政管理制度和军事占领法之间的联系 
 
 临时国际行政管理制度尽管算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制度，但也属于占领法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在

某些方面也适用于占领法。占领法有时被认为具有“人道公共秩序规范”的特征。71 尽管这些规范

中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平民而制定，而其他部分则被认为是占领当局特权的体现。前一种规范着眼于

这些规则的目的，如为了保护人类，所以形式上就接近“人道公共秩序”，这些规则值得被保留，

其中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占领法。这些规则适用时应强加给临时行政当局。而后一部分规则与上面的

规则相比，就不能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规则有利于占领方的特殊利益，因此远离公共秩序的要

求。国际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是强迫性质。将这些规则一分为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根据特殊法律

的规则，由特殊制度或者由联合国与被占领国家达成的协议或者由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来代替占领法

是可行的。72

 
 国际行动可能在第一阶段导致占领，这一占领将适用 1907 年《海牙规则》以及《日内瓦第四

公约》；在第二阶段，将根据安理会随后通过的决议导致临时性国际行政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占

领并不是因为外国军队的撤退，也不是因为被占领土当局的同意73而结束，而是因为安理会的法律

方面的行为。 
 
 这些都在东帝汶事件中有所体现。1999 年 9 月 15 日，安理会授权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

（INTERFET74）入驻东帝汶，该部队在澳大利亚指挥官领导下负责“重建东帝汶的和平和安全，

负责在执行任务时保护和支持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MINUTO75），   并且促进人道援助的实

施”。76  所以，占领法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在东帝汶直接适用，因为澳大利亚认为印度尼西亚已经

同意自己采取行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质疑是否真的同意，因为东帝汶主权既不被联合国承认，

也不被大多数的国家认可。77 尽管处于这种地位，澳大利亚武装力量认为当时的情形是“事实上的

占领”，并且以指导性原则的名义适用一些规则。78 仅仅是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自 1999 年 10 月 25
日始，安理会决定实施临时国际行政管理，并由国际性军队逐渐代替了东帝汶维和部队。79 所以，

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决议改变了东帝汶的性质，它创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并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独

立。 
 
 在科索沃，多国部队行动和临时行政管理方式同东帝汶的比较相似，它也从来没有发生占领法

在法律还是事实上适用的问题。在第 1244 号决议中，安理会成立了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并正式承认了科索沃维和部队的存在。 
 
 三、军事占领法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事实上的适用 
 
 （一）军事占领法事实上适用的原则 
 
 如果坚持认为占领法在法律上适用于临时国际行政管理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应当承认：占领法

至少提供了一些行政当局可以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尤其是在行政当局进行行政管理的初期。基

于这一情况，有些学者认为占领法或者“事实上”80适用，或者作为“实际解决方法的来源”81适

                                                        
71科博：同注释〔20〕，第 79 页。 
72同上注。 
73有关占领结束的情况，参见罗伯茨：同注释〔9〕，第 257 页。 
74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 
75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 
76 1264 号决议，1999 年 9 月 15 日，联合国文件，第S/RES/1246（1999）号，第 3 段。 
77勒夫拉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同意并不能用来否认占领法的适用。勒夫拉：同注释〔68〕，第 96 页。 
78凯利、麦克马克、马格里顿及奥斯瓦德：同注释〔55〕，第 115 页。 
79 1272 号决议，1999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文件，第S/RES/1272（1999）号。 
80凯利、麦克马克、马格里顿及奥斯瓦德：同注释〔55〕，第 115 页。 
81萨索利：同注释〔55〕，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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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者以“补充的名义”82适用。有关占领的相关规范的适用并不是通过正式适用的途径来实

施，而是根据 “原因一样，适用的法律也一样”的格言，通过类比的途径来实施。这些规范为维

护公共生活以及秩序提供了适当的规范范围，并且不论在他们领土内的外国武装力量的合法性，都

已被所有国家所接受。除此之外，这些规范也被国家的军队以及法学家们所认可，这样就更促进了

规范的适用。83

 
 这一方法从来没有被过渡性国际行政管理机构正式采纳。相反，它在某些时候却被一些国家在

国际行动中所使用。例如，这之前提到的澳大利亚的例子，在索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东帝汶

的维和部队等。 
 
 占领法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中事实上的适用应得到鼓励。然而，是否适用占领法仍取决于被占

领土内的部队的意愿，这点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占领部队可能会适用占领法，也可能仅仅适

用对他们有利的占领法中的一部分。同一行动中的不同部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会采纳不同的观点。

由于这些情况下，占领法就失去了可预见性，可能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安全性。 
 
 如果关于国际行政管理法律的适用问题能在行动统一实施开始时就能被确定下来，这是 好不

过的。为达到这一目的，联合国安理会在通过决议创设临时性国际行政管理机构时就应明确要适用

占领法，并规定其具体规定能根据以后情形的演变作适当的调整。安理会应当确定占领法的适用虽

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占领当局采纳的任何法规不论其适用时间有多长，都不应

当改变占领法的实质部分。占领法在行动开始后就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应当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

随着新的机构能开展活动，占领法将逐渐被取代。因此占领法是紧急情况下适用的法律，但那些不

能够立刻适用的领域是应当被规范的，如法律或者财产制度方面，科索沃的经验也已告诉了我们这

一点。应当在占领法的可预见性方面有所发展，并且保存法律一定的灵活性。在这种意义上，占领

法律既是强制性的又是补充性的。 
 
 （二）规范的内容 
 
 占领法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中的适用，不论是国家自由选择适用、还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

议适用，它同国际组织的特殊的作用相比，都表明了对每一种规范的正确性的评估。84 占领法，如

同武装冲突法一样，事实上是为了规范国家的行为而被制定。因此这些规范的某些部分很可能同国

际组织所具有的特殊结构不相符合。 
 
 但在这一方面，保护平民的规则将会毫无疑问地被继续适用，因为不管这些平民是处于国家还

是处于国际组织的权力之下，他们的地位并未改变。值得一提的是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 章中明确有关于“保护平民不受战争影响”的规定。这一方面还有该公约第 3 章的第 1 节和第 2
节，所有这些规定的内容都是关于保护那些在交战方领土内以及被占领土内的平民。这些规范中的

一部分，如同那些关于保护名誉的规范、家庭法、禁止肉体虐待或者禁止终身流放或者强迫性劳动

的规范一样，都将得到适用，不论国际组织所实施的行动具体目标是什么。 终，关于拘禁的法律

制度的第 3 章第 4 节的规定也同上述原则规定一样。 
 
 相反，《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其他条款规定却不太适用国际组织的活动。例如第 3 章第 2 节是

关于在交战一方领土内的外国人就不适用，因为国际组织并没有支配任何属于他们的领土。85 在保

护个人这一方面，关于占领方面的规范（第 47 条及以后）更为确切，因为国际行政管理如同占领

方一样，都是在被占领土内强行实施活动。 
 
 关于 1907 年《海牙规则》第 3 节，可以认为这些严格意义的人道法规则能直接适用于临时性

                                                        
82大卫：同注释〔19〕，第 501 页。 
83萨索利：同注释〔55〕，第 145 页。关于这篇论文，也可参见凯利：同注释〔1〕，第 311 页。 
84对这些规范的详细分析，参见伊玛纽利：同注释〔40〕，第 60 页。科博：同注释〔20〕，第 75~85
页。 
85伊玛纽利：同注释〔40〕，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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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行政管理。有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如强迫居民提供信息或者发誓、抢劫、强加集体刑罚， 
而尊重名誉、家庭以及私有财产等原则则应被倡导。86  相反其他规则都提出了问题。 有关征税方

面的第 48 条、第 49 条以及第 51 条规定， 如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特派团， 事实上不太容易被

适用。同样地，有关公共财产的征调和征用方面的第 52 条和第 53 条， 不太适合在国际行动中适

用。87  
 1954 年关于保护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的规定，则可以全部适用于临

时国际行政管理中。但如果这些条款的法律本意在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做些改动也是必要的。

第 4 条情况就是如此，该条规定缔约国应当尊重处于他们领土内的文化财产。国际组织没有自己可

支配他们的领土，所以，这一条款就应被理解为它适用于国际行政管理机构占领的领土。 
 
 后，所实施的制度应当同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则相衔接。国际人权法同武装冲突法在适用方面

事实上是相互促进的。88 这两个法律分支彼此都承认对方。《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58 条第 5 段确

定缔约方将通过“人道法”保持联系，而独立于他们的条约义务。然而，这里的“法律”应当理解

为至少包含同人权法相关的习惯法。89 同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必须

遵守法律、公约、规则或者习惯的义务，这些都对个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90 在武装冲突或占领情

形下，这些法律应当在武装冲突国际法中得以体现。 
 
 这两个领域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领域的规则为了适应不同情形而被制定，而它们所规定的

规则表现为特殊的规范性内容。除此之外，它们趋向于互为彼此的解释渊源。同人权法相关的禁止

非人道的待遇体现在《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中，它们是关于在被占领土或拘禁地方中的个人待遇

的规定。反过来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71 条及之后的条约中规定的遵守司法保证的义务，在

人权法的法律文本以及实践中都完整地有所体现。 
 
 四、结论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占领法正式适用于国际组织的活动是有所限制的。占领法之所以被适

用，是因为领土及立法事实上被控制。占领法对国际组织在一领土内实施有效控制的大部分活动不

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实上，采取国际行动主要是为帮助或导致机构性的改变。 
 
 如果占领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平民而制定，那么它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需要作些调整。在这

一方面，临时国际行政管理的实施表明，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根据《联合国宪

章》第 7 章所赋予安理会的权力，安理会应当一开始将占领法适用于这些行动以及通过制定规范逐

渐对一些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在国际行政管理下对平民的保护可以改变为更加适用于和平环境下规

定的情形，适用于国际人权法的法律规则。 
 
 这些思考并不局限于适用于国际组织所实施的临时行政管理的法律，它们也提到了司法范围方

面的问题，因为正是国家的集体干预引起了它们在除了领土以外体制上的改变，这一问题应当被明

确。不论这样的机构是否合法（合法性问题将会引起另一层面的分析），对于在这些情形下占领法

的适当性以及局限性的考察有它的紧迫性。本文中所提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朱文奇    校 

                                                        
86参见 1907 年《海牙规则》，第 44~47 条以及第 50 条。 
87有关这一点，参见科博：同注释〔20〕，第 79 页。 
88有关人权法同国际人道法相互促进的观点，参见得奥德·梅隆（Thedor  Meron）：《在国内冲突中的

人权：国际保护》，格老秀斯出版社，剑桥，1987 年，第 28 页；华特·凯林（Walter Kalin）：《占领

期间的人权：科威特事件》，LBE，伯尔尼，1994 年，第 26 页；西尔万·维特： 《在实施国际人道法

中建立事实的国际程序》，布里郎出版社，布鲁塞尔，第 49 页。关于在临时国际行政管理特殊范围下

的这一问题，参见科博、波哈特及维特：同注释〔65〕。 
89关于这一点，参见凯林：同上注，第 27 页。作者认为这一术语“在适用于武装冲突时，涉及的是人权

法的范围”。 
90参见该公约第 5 条，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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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应付安全 
问题挑战的解决方法 

 
——独立和中立人道行动的前景 

 
 

皮埃尔·克朗恩布尔（Pierre Krähenbühl）∗ / 吕昊
∗∗  译 

 
 
 千禧年的第一年，在人道救援行动实施方面无疑是比较困难且变化很大的一年。针对救援组织

及其工作人员故意实施的威胁和袭击，使得人们对这些组织是否有能力履行其职能产生了怀疑，并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人道行动前景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有不少问题是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命

运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评估这一情况以及如何准备处理其中一些最相关的问

题，试着阐述一些想法。 
 
 变化的环境 
 
 关于当今世界发生冲突的环境，其原因、性质和特点方面都与以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

国际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两极分化或激进化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两极分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呈现出

来，但是对冲突环境产生最为明显影响的是：现在在从事所谓“反恐战争”的许多国家与坚决反对

这些国家并准备诉诸非传统战争方法的一些激进组织之间，产生了一种对峙的局面。因此，就有了

针对平民和所谓“软目标”（如人道组织）的蓄意袭击。两极分化还明显表现在与贫穷、贸易条件

和资源的准入控制方面相联系的“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 
 “9·11”的袭击所产生的后果，在全球范围内都能继续感受得到。美国及其同盟在世界范围

内所实施的打击，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动用警察和安全部队。许多国家则以“打击恐

怖主义”为理由来增强对本国反对派或抵抗组织打击的能力。在不少情况中，这些行动对平民造成

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及在这两个国家驻有外国军队，都是在

这一背景情况下所发生的。 
 尽管许多个别情况与这些全球发展趋势有联系，但对为什么会爆发这些冲突或在世界某些地方

持续这些冲突的原因所作的一项评估表明，本地的原因仍然是起主要作用，它们除包含政治动机

外，通常是与经济和社会问题相联系的。在许多国家，从尼泊尔到布隆迪，从利比亚到缅甸，冲突

和暴力均源于国内原因并且导致了极大痛苦。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种族和部落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以

及伴随而来的大量人员伤亡和大规模人口失踪，今年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又重新发生了，但其形

式不再是对峙。目前，较为明显的形式是与“打击恐怖主义”相联系的战术，其中包括非国家实体

实施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动和有些国家执行镇压的政策。 
 
 对人道工作者的意义 
 
 在武装冲突或是国内暴乱的地带执行人道行动一直是项危险的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在

世界 79 个地方拥有超过 11，000 名的工作人员。每天、每一刻，他们前往武装冲突的地区，穿越

敌对派别之间的前线以便能接近他们要去保护和救援的人员。他们同在这些武装冲突中出现的武器

携带者进行会面、谈判或是缔结协定，他们会见的人从军事成员到警察，从准军事单位到反叛运

动，从儿童军到雇佣军。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保护自己人员的安全是一项重要责任。尽管存

在武装冲突和暴力的环境本身就是严峻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是想方设法寻求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危险的方法和途径。“典型的”对安全具有威胁的环境通常被描述为所谓“错误的时间在错误

                                                        
∗
作者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本文是根据作者于 2004 年 3 月 31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的“人

道行动挑战”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修改而成。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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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历显示，这种对安全具有威胁的环境

却是今天世界上较为普遍存在的环境。 
 尽管在寻求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危险的方法和途径，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03 年在阿富汗和伊

拉克受到了一系列蓄意发动的攻击，有 4 名工作人员丧生。15 名工作人员在巴格达的交火中丧生。

其他的几个组织，包括阿富汗红新月组织、联合国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都受到了类似的痛苦的

经历。 
 在三起蓄意袭击事件中，有两起，即 2003 年 3 月发生在坎大哈北部和 2003 年 7 月发生在巴格

达南部的袭击，似乎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相关国家进行救援，并与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和军

事活动联系的结果。这大概也是 2003 年 10 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巴格达的办公室受到汽车炸弹

袭击的原因。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攻击是否表明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这个问题必须回答。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以前也受到过蓄意的攻击。1996 年在布隆迪和车臣的蓄意袭击以及 2001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蓄意袭击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丧失了好几名工作人员。当然，其他组织也有工作人员丧生。 
 因而今天要问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新的？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角度来看，在当前环境下新

的全球性的威胁——一个地理上不必受限制的事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安全的概念通常是建立

在以背景为依据的基础之上。一个在战场环境中的代表团是在一连串现象基础上评估其安全环境。

例如，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活动的接受情况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今天，这些现象在特定的背景中可能仍然有用，但来自其他地方或只与当地人有松散联系的团

体和个人也有可能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实施袭击。 
 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同时也是事实，即要与可能会实施攻击团体的接触如果说不是不可能，

那也是极其困难的。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与涉及或影响某一冲突局势所有当事方进行对话是

其活动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没有这种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达不到被接受的水平，因而也就

没有可能去接近那些受害的人们，以执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护和救援行动。 
 
 在拒绝和被允许发挥作用之间 
 
 在两边明显对立的环境中，在战场上的任何人都被期待着要在对立方之间进行挑选：是朋友还

是对立者？是同盟还是敌人？不管选择是什么，但似乎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这对在独立和中立的原

则下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来说，要在敌对方之间工作就显得非常复杂。这种强

加的两边对立的情形使得人道活动合法性与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立和独立的印象变得越发的重

要。 
 这些情形会产生两种具体的风险：被拒绝或被允许发挥作用。从目前看来，任何能以某种方式

影响阿富汗或伊拉克稳定或过渡进程的人都有潜在的风险。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某种范围内被

认为是“西方的”，这主要是因为资金来源、标志以及其总部所在地等问题，所以它被误认为是在

这些国家中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样一种误解会导

致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独立和中立参与者的拒绝，并且还会导致拒绝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

近需要被救助的受害者。 
 不管这些袭击背后可能会有什么动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强烈谴责针对其工作人员的攻击，

因为它严重削弱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向需要的人提供保护和救助的能力。 
 被允许发挥作用也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是因为有些国家当局将人道行动纳入其打击恐怖

活动时可当做工具来使用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几个月在好几个方面呈现了出来。其中包括有些

国家将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力量描述为“主要是从事人道”的声明。阿富汗境内的省际重建

小组以及它们是由联军建立的则是另外一个例子。随之在作为政治和军事参与者的角色和目标为一

面、人道参与者为另一面之间产生的模糊界限，就对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在可操作层

面上的认知、接受和安全产生了严重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安全挑战的应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打算如何来处理这些最为紧迫的问题呢？这里，必须切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工作的优先性，即依据国际社会的授权和它自己的许诺，尽最大努力向受战争法保护的人员提供保

护和救助。当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安全，以便他们能够去接近那些战争受害者，



红十字国际评论 

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全管理的标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安全标准是建立在以下前提基础之上的： 
 （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管理是一个相当分散、从下到上的管理。这种管理同样也适应于安

全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信：它的工作人员越接近那些战争受害者，就能处于越有利的位置来

分析事件并计划要处理的策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将其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其工作地点人

们的安全截然区分开来。这样，在其操作时就具有接近援助对象的有利条件。 
 （2）为保持效率，关于安全问题的宽泛自治适用于在战地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

它包含一清楚的界定的制度框架：组织的职权、活动原则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据以行动的安全理

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安全管理的方法的基础，是行动管理者自身的责任。在安全管理和行动管

理之间并无区分。对风险和威胁进行评估，是对行动的界定和执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0 年前，当属于行动局的安全部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设立时，行动局的负责人就首先

提出：安全部门仍然具有安全管理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全部门就像是监督员，它主要关注

整体政策的发展、监视、支援和训练。 
 早在安全问题成为技术或身体保护之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已认为：它是一个该组织被接受

和认知的问题，是代表个人的行为问题，是倾听和交流的能力问题以及是对冲突局势中所有当事方

来说具有一致而又连贯组织形象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组织应是可预测的，并应被认为正在从事

遵守其答应过的事。 
 
 变化的环境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安全问题上一般做法的冲击 
  
 下一个问题是：环境变化是否已经对以及如何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整体做法产生冲击？这里

需要提四个方面的问题： 
 （1）诸如在 2003 年发生的那些悲剧会成为在总部进一步集中来决策的原因。但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认为必须保持分散的方法。 
 （2）根据目前的安全形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认识到，它必须考虑在其世界范围的活动中

可能会遇到的风险的全球性性质。以前，在评估当地风险只要确定组织的接受水平便足够了。今

天，处于世界范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还同时被要求去评估全球性威胁和误解可能对当地环

境的影响。安全管理概念应当包括能够引起注意的方法和对可能超出特定背景的界限并因而会产生

直接影响危险的应对方法。 
 （3）要求与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行动或发挥影响人进行交流的新方法。并需要注意与那些至

今仍可能误解或拒绝的组织建立富有成效的对话。 
 （4）最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坚定地坚持中立的和独立的人道活动的立场仍是很重要

的。这是新瓶装老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这样认为，它在挑战中仍坚持原来的原则性立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概也能够通过下述途径来提高其在应付这些挑战时的能力： 
 （1）需要在安全分析和评估方面改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员的成员方在执行中的一体化。同

样，就安全问题与国家或地区合作伙伴（如国家红十字或红新月组织等）的对话能够也应当得到加

强。 
 （2）需要增强意识，并发展同大众社会及已存在或正出现的非国家参与者——包括传统的、

经济的、宗教的和社会的领导人——的合作关系。需要更好地解释为公正和独立问题以及中立问题

的相关性。在武装冲突环境里，需要让人更好地理解其活动模式及其适当性的基本原则。 
 
 中立、公正、独立的人道行动的持续相关性 
 
 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人道行动的中立性、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了质疑。但通过其在

战地上的活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具体的事例证明：该组织活动不仅是有益处，而且在一个两极

分化的世界中还是必需的。 
 有时要清楚地解释究竟什么是“中立”，并不是太容易。中立立场通常被误认为就是不关心眼

前的形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不持中立态度。它将武装冲突作为既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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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来看待，并尽力保证所有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尊重人道法。因而，中立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

本身。它是用来保证在所有情势下接近战场，从而能实施具体行动的途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

与所有当事方进行和维持对话，没有一个对平民具有控制权的当事方会被从此种对话中排除。对话

并不构成对他们作为谈判者价值的一项承认，也不授予他们任何特别的地位。 
 公平意味着人道行动应不加歧视地使所有人都受益，不去考虑他们的出身、种族、性别和宗教

等因素，它意味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只是与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的需求相联系。换句话说，任

何人不能由于其信仰而被剥夺被救助和被保护的权利。救助和保护必须根据需要予以提供。 
 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意识到的，独立是指其人道活动需要同政治或军事利益区分开来或者

被认为是分了开来。独立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当事方都会倾向于拒绝他们怀疑

含有隐蔽政治目的的人道组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在人道领域工作的所有组织

在其身份、授权范围和活动方法方面所坚持的强硬立场。联合国和一些国家支持将政治、军事、重

建和人道结合起来的综合方法，但这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整个国际红十字以及红新月运动所理解

的独立原则相抵触。因而，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对有其他职权的组织十分有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

能也不会赞成它们。 
 
 人道活动和军事活动之间的必要区分 
 
 如果赞成人道活动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就要将人道活动与政治军事活动之间清晰地区分开来。

这并不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躲避军事力量；相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意并需要经常地同军事

力量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团体进行积极的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否认，当所有人员都感到没有

方法时，军事手段可能就是最后可诉诸的手段的环境。但人道活动不应被故意设计成为军事行动的

一部分，它也不应被作为促进或完成武装政权的更迭的工具。人道活动和政治或军事活动之间的这

一模糊界限，可能会妨碍以不歧视的方式向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救助，但这种情况

必须要予以避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阿富汗的省际重建小组产生了分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

愿意就省际重建小组为自己确定的军事和安全目标发表任何评论。但他们却将人道活动整合进整个

军事和安全概念之中，因此将对部分人口的需要的反应看做是可以打败对手或敌人的概括性战略的

一个组成部分。 
 也可能会存在为促进或为这一方法辩护的政治观点。但有必要强调：这样对人道活动的定义是

与支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活动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既不会赞成，也不会参与其

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这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印象，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热心于强调其“特

立独行”，以及世界情势变了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却仍坚持其原来的原则和战略。对所有这些批评

和意见，都会给予认真的考虑。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信它所采取的战略是最能符合其使命，也是

最能为其人道战略目标服务的。 
 
 清楚的身份和对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什么可自鸣得意，它应该热心地学习其他组织的经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具有与所有政治、军事和人道活动参与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真诚对话的决心。对话内容既包括

对具体冲突局势中的威胁进行分析和评估，也包括在各自对人道活动的解释中能够取得进步的、更

为概念性的辩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充分认识到，今天人道活动中存在有许多以前所采用定义以

外的其他定义，它不再主张所有其他参与者应该或只能同意它的定义和活动哲学。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重要的是让别人了解并理解自己的立场：有能力向人们传达它将参

与的行动，即对话、协商和必要时与他方的合作，并传达什么是它所不能接受的，即他方要求的配

合或整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决心维持现在仍在实施的、有原则的活动方法，它确信这一方法会

像过去一样有效和必要。 
 

朱文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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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在“人道”军事干涉 
时代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贝亚特·施魏策尔（Beat Schweizer）∗ / 李磊
∗∗ 译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愈来愈频繁地使用“人道主义”标签以使其新议程或有争议性的议程合法

化。将人道主义作为国际军事干涉合法化的理由，以及这些军事行动所涉及的政府通常同时也是人

道主义机构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这一事实，引起了国际人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关于人道主义行动的

道德原则的重新探讨。本文将探讨在人道组织（通常是不情愿的情况下）被作为政治和军事策略以

减少冲突、建立和平时，尤其是在出现“人道主义”军事干涉后，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道德困境。本

文将以近年来在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的国际行动为例证。 
 
 人道主义与道德 
 
 帮助弱者似乎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卢梭（Rousseau）把它归为一种“自然”感觉，而亚

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它是人性所固有的。1 此外，在世界几大主要宗教中，强者和富者有

道德上的义务来帮助弱者和需要帮助的人这一观点都普遍存在。因此，直到 19 世纪末，有组织的

慈善团体大多由宗教规则和组织所控制就不足为奇。 
 
 现今许多非宗教化的人道组织起源于亨利·杜南（Henry Dumant）关于红十字的构想，该著名

构想是杜南在 1859 年目睹了残酷的索尔弗利诺（Solferino）战役后提出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根

据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中亲见战争残酷后的提议而建立的，红十

字会的不懈努力促成了外交会议上最初的 1864 年《日内瓦公约》2的通过。该公约通过对战争界限

的定义，不仅规定了交战状态时的规则，而且通过授予志愿医疗服务队帮助战场上的伤病员的权

利，为志愿医疗服务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这一公约成为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受公约的启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由其发展

而来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所做的工作始终受到七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人道、公正、中立、独

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 
 
 尽管志愿服务、统一、普遍原则主要与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内部职责相关，人道、公正、中

立、独立原则仍为在总体上探讨人道行动的道德框架提供基础。 
 
 然而，尼古拉斯·利德（Nicholas Leader）并不认为这些人道原则是普遍道德准则的表述，因

为它们从历史上讲是军事政治需要和良知人权的规定之间的妥协。3 这一“交易”的结果便是交战

方在人道主义行动不干涉冲突本身的前提下接受人道工作人员的存在。而此“交易”的条件需要不

断地反复协商。 
 

                                                        
∗
本文作者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本文所表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立场无关。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戴维•利夫（David Rieff）：《夜宿之床：危机中的人道主义》，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社，纽约，

2002 年，第 57 页。 
2 《关于改善战场伤员状况的公约》，日内瓦，1864 年 8 月 22 日。 
3尼古拉斯·利德（Nicholas Leader）：《原则学说：实践中的人道行动原则》，人道政策小组报告第 2
号，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2000 年 3 月，载http://www.odi.org.uk/hpg/papers/hpgreport2.pdf（最后访问

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20 日），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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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强制 
 
 “人道强制”是大多数人道组织的道德基础，它表明无论何时何地有人需要帮助时，其都有无

条件给予援助的义务。然而，弗奥纳·泰瑞（Fiona Terry）正确地指出，确保公民安全主要是政府

的责任，而且“人道援助只有在政府或战斗员不愿或不能承担各自责任时才有必要。”4 根据这一

观点，人道组织从而并不能承受国家和政府没有承担的责任。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曾提出过这一根本性的道德困境，他不赞同亨

利·杜南关于人道志愿者的观点，认为这将免除国家参与战争所应承担的部分责任。5 再看看当前

关于“人道”军事干涉的探讨，确实很有必要提出疑问：如果没有诸多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随

时准备修复军事行动后的损害并重建已瓦解的市民社会，这些“人道”军事干涉还是否有存在的可

能？ 
 
 因为人道组织已经开始认识到，有时这一认识伴随着惨痛的代价，道德责任问题不能一味简单

地归于政府。人道行动的困境在 1994 年对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营的大量援助行动中体现殆尽。不

仅许多难民曾积极参与卢旺达大屠杀，而且他们的难民营成为继续在卢旺达杀伤抢掠的胡图军队的

避难营和招募中心。显然，扎伊尔政府或联合国有责任干涉，并要对难民营非军事化负责，这一点

人道工作者也已指出。另一方面，难民营若没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难以存续，至少有些组织认识

到了这一严重的道德责任。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内的一些组织决定撤退，但大部分组织还是选择

坚守并继续运作。卢旺达军队最终在 1996 年 10 月攻击了难民营，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流血事件。6

 
 与此类似，在战争爆发的国家里，人道主义行动无意中赋予了叛乱运动、当地军阀或其他有权

力的个人以合法性。首先，人道主义机构需要与某一区域的控制者协商进入该区域，因此也即默示

承认了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其次，诸如分发援救物品之类的人道主义行动可能会协助控制者更好地

控制该区域的人民，甚至会吸引其他地区的居民迁移。最后，控制者通过收取运输费用，征收进口

税及雇员所得税，收取仓库、办公室、居所的租金，从人道组织的运作中获得大量财政收益。 
 
 还有人指责人权援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战斗方及其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繁荣了战争经济

并延长了武装冲突的时间。在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安哥拉发生的冲突成为主要的例证。例如，爱德

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指责道，“非政府组织虽然对争端保持中立，但对冲突双方都提

供援助，从而阻碍了双方力量耗尽后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7 并得出结论，“尽管无法避免非

政府组织的干涉，可是它们至少不应得到正式的鼓励和财政资助”。8  
 
 大部分人道组织的确非常清楚其运作带来的道德困境和“人道强制”易犯的错误。然而，玛

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提醒道：“因为援助会造成伤害，就得出不提供援助就不会带来伤

害的结论在道德上和逻辑上都是个谬误。实际上，不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

果。”9 弗奥纳·泰瑞（Fiona Terry）依据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实用主义角度指出：“我们无法建

造一个最好的世界，使得我们的同情能够立即结束痛苦，但我们可以在仔细权衡需要与选择的基础

上，尽力建造一个较好的世界。”10  
 

                                                        
4弗奥纳·泰瑞（Fiona Terry）：《被指责的重复：人道主义行动的矛盾》，以特佳（Ithaca），康奈尔

大学出版社，纽约，2002 年，第 17 页。 
5凯洛林·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杜南的梦想：战争，瑞士和红十字的历史》，哈波柯林

斯出版社，伦敦，1998 年，第 29~32 页。 
6同上注，第 155~215 页。 
7爱德华·N.勒特韦克：“给战争一个机会”，载《外交事务》第 78 卷第 4 号，1999 年 7/8 月号，第 43
页。 
8同上注，第 44 页。 
9玛丽·B.安德森(Mary B. Anderson)：《不要伤害：援助如何支持和平——或战争》，林奈利奈尔出版

社，波德尔，1999 年，第 2 页。 
10弗奥纳·泰瑞，参见注释〔4〕，第 216~217 页。 



红十字国际评论 
 

 公正和独立 
 
 公正和独立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人道强制”和确信所有人都有平等的尊严的直接结果。公正

意味着对人的需要的评价不考虑其出身、种族、政治或宗教信仰、性别等因素。11 为了公正的行

动，在逻辑上人道组织就需要独立于政治、宗教或道德的影响。 
 
 尽管公正作为人道行动的基本道德原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却很少在国际人道行动中被付诸实

践。大部分人道组织、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政府的捐助资金，因而

这些国家所享有的优先权不仅仅受到人道因素的影响而成为合法的。尽管对于人道需求的衡量可能

是公正的，但人道组织行动却受到资金的限制，从而也就难以避免地受到捐助政府的政治考虑的影

响。例如，捐助政府在 1999 年联合国呼吁援助科索沃时承诺给每人 207 美元的资助，而与此同时

在塞拉利昂每个人只得到 16 美元，尽管后者对于援助的客观需求可能大得多。12 经验表明，依赖

公众来捐助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对某些人道危机能筹集更多的资金。 
 
 由于对人道组织施加的政治或安全限制，即使在特定环境中，所提供的援助也会有悬殊。这一

援助上的悬殊成为大批人口迁移的原因。 
 
 此外，宗教或国民主义非政府组织主要是向具有相同信仰、国籍或种族的人提供援助，这一现

象仍很普遍。在美国对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日益推崇，以及伊斯兰救助机构的产生，都可

能使对统一的人道的界定面临新的挑战。13  
 
 中立 
 
 亨利·杜南所提出的人道原则中，最为敏感和最有争议的就是中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人道

组织不得参与冲突，并不得采取任何可能为一方所利用的行动。在历史上，这也是红十字志愿者为

了在战场上被冲突双方的军队所接纳并享有受到保护、免予纷争的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使是

今天，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认为中立是接近需要帮助的人并与冲突各方保持对话的条件的

观点依然成立。 
 
 在诸如波斯尼亚种族清洗、卢旺达种族灭绝之类的恐怖犯罪面前，中立能否在道德上被接受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弗奥纳·泰瑞认为，如果不对孰是孰非进行判别，也就意味着在压迫者与

受害者之间存在道德上的平等。14  
 
  对于上述关于道德上无差别的批评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部门的分化， 包括贝尔纳·库什内

（Bernard Kouchner）在内的一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  对获准救助在尼日利亚战争

（1967~1970）中饥饿的比附拉人(Biafrans)而受到拖延颇为失望， 继而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

（MSF）。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受害者的救助应被置于国家主权和人道主义行动的中立性之

上。15 无国界医生组织作为政治上激进的人道主义的例证，随后被其他非政府组织所效仿，如英国

的乐施会（Oxfam）。不仅减轻痛苦，并且通过谴责压迫与不公正追溯其根基，进而为政治变革提

供动力的观点，确有其使人信服之处。 
 
 另一方面，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中立常意味着要以不得对痛苦场面谴责为代价，即秘

                                                        
11罗尼·布罗曼(Rony Braumann)：“国际人道救援” ，载莫尼克·冈托·斯派柏（Monique Canto
Sperber）主编：《道德哲学与政治字典》，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96 年，第 96 页。 
12  乐施会，简要报告：《被遗忘的紧急情况的终点？》，乐施会，牛津，2000 年 5 月，载

http://www.oxfam.org.uk/policy/papers/gemg/fgemgsum.htm，最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13乔安娜·麦克雷(Joanna Macrae)：“分析与综合”，载乔安娜·麦克雷编著：《新人道主义：对于全

球人道行动趋势的回顾》，人道政策小组报告第 11 号，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2002 年 4 月，载

http://www.odi.org.uk/hpg/papers/hpgreport2.pdf,最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第 17 页。 
14泰瑞(Terry)，参见注释〔4〕，第 22 页。 
15同上注，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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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而这反过来又剥夺了受害者受到援助和保护的可能性，从而可能造成更大的痛苦。无国界医

生组织的口号“照顾和作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是互为排斥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逐渐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大屠杀中应采取不同的行

动， 16 这表明其绝对中立原则已稍有变化。它将把“公开谴责对国际人道法的违背作为最后手

段”，17 并在得出人道援助所带来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时就撤出援助活动，如在扎里尔的卢旺达难民

营情况下。 
 
 然而，中立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道德困境依然是人道组织的难题。这两方面似乎互相排斥，

但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又是互为补充的。尽管两种主导思想为不同的组织所代表，但它们的同时存在

可能在实际上有利于受压迫和暴力迫害的受害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大赦国际组织在对罪犯监禁

状况的监督中的各自作用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道与国际政治 
 
 对于联合国难民事务公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所提到的“在人道问题不存在

人道解决方案”18的揭示有深远的影响。乔安娜·麦克雷（Joanna Macrae）得出结论：“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人道概念的转变，从一个用以减轻战争影响的独特但狭窄的框架，转变为多由西方国家

主导的对外关系的组织原则。”19 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惨痛教训引发了一系列尝试，这些

尝试主要由美国和欧盟做出，即在应对武装冲突时将人道援助并入政治体制。将人道援助作为政治

杠杆，这一尝试在塞尔维亚、南苏丹和最近的阿富汗都有进行。 
 
 联合国顺应了这一趋势。1999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即通常所称的卜拉希米

报告（Brahimi Report），建议人道行动和维和行动应相结合成立“特派团综合工作队”，20 并将其

作为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政治责任之一。这一观点为大多数联合国人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强烈反

对，后者称这样的综合会对其行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构成威胁。 
 
 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探讨与困境再次被无国界医生组织和贝尔纳·库什内明确阐释。

库什内的观点是人道应为国家服务：“国家的人道化远比人道的政治化更为重要。” 21 包括罗

尼·布罗曼（Rony Braumann）在内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其他共同创立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认

为政治独立是人道行动的一个重要道德原则。于是库什内离开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为实现其关于人

道行动的观点，于 1980 年创立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组织”（Médicins du Monde）。 
 
 新近出现的“人道”军事干涉趋势和人道组织在随后的建立和平行动中的实质性参与，重新引

发了这一讨论：将人道援助作为政治杠杆以促进冲突解决、政治和解和国家建设在道德上是否是合

法的？ 
 
 人道主义和“人道”军事干涉 
 
 以贝尔纳·库什内为首的一些人道激进分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得出结论：理论上由联合

国采取且在必要时可由大国单独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些人道危难唯一能采取的道德回应。22 诸
如旨在保护或援助受暴力侵害的受害者的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干涉趋势，大致始于 1991 年海

                                                        
16利夫， 同注释〔1〕，第 20 页。 
17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见问题”，载http://www.icrc.org/web/eng/siteengo.nsf/html/faq, 最后访问时间

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18利夫，同注释〔1〕，第 22 页。 
19麦克雷， 同注释〔13〕，第 7 页。 
20 联合国：“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联合国，纽约，1999 年，第 198~217 段，载

http://www.un.org/peace/reports/peace_operations，最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21利夫，同注释〔1〕，第 97 页。 
22同上注，第 66 页。 



红十字国际评论 
 

湾战争后为保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不受伊拉克政权的攻击而采取的行动。这一相对成功的行动之

后，随之而来的是 1992 年为索马里和波斯尼亚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提供军事保护，而这一尝

试注定是失败的。新近的国际干涉还包括北约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干涉，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国家

在东帝汶的干涉，这些干涉大多通过援引人道主义考虑而具有合法性。他们继而更进一步，成立了

暂时的国际保护关系以维持稳定、确保和平。 
 
 尽管在论证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涉的合法性时，人道和人权考虑可能仅处

于次要地位，但在干涉行动之后，人道问题至少在口头上处于重要地位。阿富汗的地方重建团体有

意将人道重建项目作为达到收集情报、赢得阿富汗民心的途径。在伊拉克，包括日本、泰国在内的

一些政府宣称其部队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军队只是“纯粹的人道主义”行动。 
 
 无论他们是否乐意接受“人道主义”军事干涉，面对这些行动，人道主义工作者处于新的道德

困境中，或者面临的可能是新伪装下的旧问题。给被战争摧毁的社会带来和平与繁荣作为表面上的

道德计划的一部分，远比大多数人道机构想象的要复杂。例如，戴维·利夫（David Rieff）认为：

“独立的人道主义的很多行动完成得很好，一些行动完成得不好，但是它现在所倡导的一些行动，

如帮助提升人权地位、协助阻止战争及促进社会公平等，都在其权限范围之外，即便它的初衷并非

如此。”23  
 
 军事行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人道援助之间界限的混淆已对人道工作者产生了严重后果。人道

组织被认为、至少被一些人认为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这一点已对其基本安全

构成了威胁，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很好的证明。 
 
 传统上人道组织通常负责冲突后重建工作中的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帮助武装冲突中的弱势群

体，如被迁移的居民、返回的难民、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及孩子等；二是修复受到破坏的医疗卫

生、供水、教育等社会服务设施，以维持其长期的可持续性。 
 
 很显然，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政治经济体制及国家可以提供的社会体制和基础设

施。在新近的国际干涉行动后，政治体制大多由干涉方或占领部队等外部组织来规划。而经济和社

会政策则深受捐助国或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 
 
 迈克尔·皮尤（Michael Pugh）指出，这一观点的基本问题在于“建立和平的有关理论中包含

了如下假设：外部主体通过掌控权力与道德上的主导地位以进行和平变革，而这一和平变革却无法

由内部主体实施”。24

 
 在战争摧毁的社会中，外部干涉能否促成重新和解并带来能够自我持续的和平的确值得怀疑。

在戴顿和约（Dayton Peace Agreement）签订后长达九年多的时间内，波斯尼亚仍需要强有力的国际

军事与非军事力量的存在，这明确地表明恢复和平比一些倡导者原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捐赠社会捐助了 1000 多亿美元用以帮助大约四十个国家从武装冲突中

恢复。25 给予这些国家的外部援助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人道救济和发展计划，从而为向经济增长

和共同管理的可持续转变打下基础。尽管这些干涉行动的背景情况各不相同，但与实施这些计划的

相关的人道组织所面临的难题却非常相像。 
 
 
 
 
                                                        
23同注释〔1〕，第 334 页。 
24迈克尔·皮尤：“概述：重建与和平建设的拥有”，载迈克尔·皮尤编著：《被战争摧毁的社会的重

建》，圣特·马丁出版社，纽约，2000 年，第 3 页。 
25史波德·弗曼(Shepard Forman)和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d Patrick)：“概述”，载史波德·弗曼和

斯图尔特·帕特里克编著：《善意，对冲突后的恢复的援助》，林奈利奈尔出版社，波德尔/伦敦，2000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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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 
 
 人道组织和发展组织在国际干涉行动或达成和约后首先遇到的现实挑战，是协调各组织之间以

及与军事、政治干涉力量之间的活动。尽管在武装冲突期间通常仅有少数几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但在冲突结束时这些组织的数量激增。人道机构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安全状况得到了改

善，并且可从捐助政府和公众处筹集更多的资金。对国际干涉行动的多角度媒体报道同样吸引了人

道组织，因为它使组织具备了其行动筹集资金所需要的“可见度”。 
 
 武装冲突后的政府的行政体制非常薄弱，通常受到诸多的如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独立主体等的影响。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注意到：“利

益、主旨和能力的混合体会妨碍集体行动和就分担任务达成协议、拖延捐助的尽快投入，并阻碍在

对成功举足轻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26 他说，缺乏协调的观念常会造成“不一致的策略、不相容

的计划、不情愿的行动、援助行动的不完备、不充分的考虑及最低限度的编制”。27

 
 在达成关于柬埔寨问题的 1991 年巴黎和约数月后，在柬埔寨工作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数量迅速增至上百个。1995 年戴顿和约后的波斯尼亚、1998 年军事干涉后的科索沃都发生过类似

情况。阿富汗 2001 年的年均人道援助额约 1.8 亿美元，28 而 2002 年在以美军为首的军事干涉之后

增至 20 亿美元。29

 
 由于许多人道组织常依靠其“可见度”来筹措资金，于是便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因为人道组织

之间存在争取资金的竞争的缘故，只能由提供资金的捐助国政府进行有效的协调。通常这些提供捐

助的西方国家在干涉行动中又面临着政治风险。因而，它们对于政治、军事和人道行动协调一致的

规划，是冒着将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转变为实施政治策略，甚至可能是帝国主义策略的风险，或

如戴维·利夫所说，冒着转变为“西方国家势力的工具和象征”。30 协调对于提高效率和责任性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代价却可能是有效的排除或至少减弱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而对于非政府组织

而言，政治上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是其道德根基和自我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捐助政府理所当然地倾向于为了其直接的自身利益而赞助人道行动。例如，在柬埔寨和波斯尼

亚的人道行动议程中，难民的迅速重返都是数年来的主要任务，这是西方捐助国家的首要利益。在

这些地区，对于重返故里的难民失衡的援助可能对被援助国造成潜在的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紧张局

面，从而成为难以达成和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军事干涉力量热衷于“赢得民心”并期望其参与人道救助的行为为公众所知这一事实，使

得在国际干涉行动中协调人道行动的任务变得格外复杂。在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力量设立的地方重建

团体与人道组织之间的难以协调就是一个例证。 
 
 紧急救助和可持续发展 
 
 在对救助的迫切需求与依靠地方能力规划、实施援助计划，从而确保计划的适用性和可持续性

的愿望之间，捐助者和武装冲突以后人道重建计划的实施者常无从选择。但是，从理论上讲，“当

地所有权”和参与对于任何社会性的或人道计划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这

一点上存在共识。 
 

                                                        
26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捐助社会和冲突后恢复的挑战”，载弗曼与帕特里克编著，同注释〔25〕，

第 36 页。 
27同上注，第 37 页。 
28利夫：同注释〔1〕，第 296 页。 

29 阿 富 汗 临 时 政 府 ： 《 对 阿 富 汗 地 区 援 助 的 分 析 》 ， 2003 年 3 月 ， 载

http://www.afghanistangov.org/resources/mof/cU-GoA-AidAnalysis.pdf，最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30利夫：同注释〔1〕，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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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冲突后常会出现地方行政管理和社会在总体上都较薄弱的情况，这时应由当地的哪一方来

参与人道计划的实施是个难题。是该国的政府部门还是地方政权？是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还是其他

诸如部落首领、地方团体、合作性组织，甚至私人团体之类的非国家主体呢？ 
 
 对于地方参与者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对于今后政治体制的选择，从而会面临许多困境。加强被救

助国政府的力量或许是协调、平衡观念的最佳保证，但这很可能会造成冗繁的官僚机构和援助分发

的延误，并有可能造成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危险。对于人道机构而言，给予一国政府由干

涉力量保证的、未必符合该国法律明确的政治支持，同样存在着问题。与地方政权的合作或许能加

速计划与批准程序，但存在政治状况恶化和国内种族分化的风险，并可能导致援助资源的分发不平

衡。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实施人道援助计划时具有重要作用，但其行动若缺少外部支持则不具有

长期的可持续性。依靠村镇长或地方社团或许会削弱国家的权威从而不为后者所接受。西方捐助者

和和平建立者常提倡的新自由观念使国家财产与服务过度私有化，这一观念可能会发展成为徇私或

“抢夺”，并导致冲突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面。 
 
 皮尤正确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参与者就会“在支持国家主权和支持反霸权的平民社会之

间、削弱国家责任和歧视非政府活动之间陷入困境。”31

 
 界定依靠当地自身力量建设应在何时展开以及如何展开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在长期的战乱之

后，国家在体制和基础设施上无疑都处于困境之中。在紧急救助的第一个阶段里，当地力量的介入

很少，救助行动主要由国际救助力量进行。尽管有时对于缓解痛苦、提供可见的和平利益而言，这

样的紧急救助是必要的，但这难以解决贫穷和武装冲突的根源。事实上，拖延的紧急救助会带来依

赖性、减弱自我救助能力，从而产生额外的困难。 
 
 从紧急救助向发展性救助方面转变通常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如果涉及不同的组织和程序时。斯

图尔特·帕特里克认为：“存在这样一项规则：救助和发展行动由不同的部门机构策划；通过不同

的渠道筹措资金；经过不同的程序表决；受到不同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各不相同的时间表；并由

不同的主体来实施。”32

 
 因此，拖延紧急救济行动就会阻碍长期的发展。持续分发食物无法促使受害人口从事农业复兴

计划；国际援助人员提供的复杂、昂贵的医疗服务是地方资源所无法长期解决的，对卫生和教育体

制进行配套建设则需要国家基础设施提供人员和资金。 
 
 从根本上转变原来的体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波和亚玛达（Peou and Yamada）指出，当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一些主要捐助国决定只支持柬埔寨的有地方机构参与的项目时，国际援助明显减

少，原因在于尽管几年中援助并未间断，但地方仍不具有相应的能力。33  
 
 合法性 
 
 尽管在和平条约中已确立或重新确立了政府的组织形式，但在地方实际情况中却不一定会反映

出来。在地方上，政治领导人和从政治战争经济中获利的军阀却仍处于原位。人道组织为实施其计

划，不得不与这些地方军阀及其权力体制配合，从而为和平进程中的潜在破坏者提供权力与合法

性。 
 
 1998 年美国组织的一项和平报告得出结论，在波斯尼亚：“在消除种族清洗的努力做出之

前，通过允许政治领导人向自己种族的难民分发救助，地方官员经手分发的数以万计的救济和重建

资金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种族之间的裂痕……政府和受歧视种族的代表利用援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

                                                        
31迈克尔·皮尤：“社会—平民尺度”，载皮尤编著，同注释〔24〕，第 116 页。 
32帕特里克，同注释〔26〕，第 39 页。 
33索庞·波(Sorpong Peou)和坎及·亚玛达(Kanji Yamada)：“柬埔寨”，载弗曼与帕特里克编著，同注释

〔25〕，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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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巩固己方力量并将援助资金支付给其所偏袒的当地供应商和缔约者。”34

 在现今的阿富汗至少在喀布尔以外的地区实施人道救助计划，意味着要与地方军阀及其权力体

制配合，从而便于这些行动具备合法性，至少在军阀控制下的人民眼中具备合法性。军阀还要对人

道援助征收进口税费，这些税费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35 对这些军阀的合法性的肯定必将

阻碍阿富汗长期的和平和稳定进程。 
 
 对地方机构只授予权力却缺少严格的责任还会导致腐败的产生。在柬埔寨，负责建设项目的政

府官员的腐败十分严重，这是他们低廉的薪水和捐助未能解决腐败问题的结果。36 各级政府官员的

腐败在波斯尼亚的重建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同样也是个问题。37  
 
 条件性 
 
 为了解决合法性问题，詹姆斯·博伊斯（James Boyce）和其他学者建议武装冲突后的援助，

特别是重建与发展工作，应该通过规定“和平前提条件”从而与和平进程相一致。例如，只有在地

方领导人遵守既存和约或接受某些具体条件的情况下，重建项目才得以实施。这些条件可以包括要

求积极参与和平进程的具体方面、交出战犯、使一些种族的人民成为国际援助的受益方的比例分配

或者实现性别平等，等等。38  
 
 这类条件为波斯尼亚的一些双边捐助者和联合国机构经常使用。对国际援助的控制帮助说服了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在 1996 年参与了集体领导制，并于 1997 年在波黑塞族共和国带来了政治上的

和解。39 联合国难民高级官员署在使战争中被驱逐的少数民族重返这些地区的条件下，对这些地区

提供援助。对不友善的地区则实行援助禁令，而对合作的市长赋予重建资金分配上的优先权。40

 
 对援助施加这样的“和平前提条件”是否确能与和平进程相一致并促成和解是很值得怀疑的。

波斯尼亚的经验表明，地方政权的配合通常是为了获得重建资金而作的口头承诺，而一旦一项具体

的工程完成后，这一承诺立即停止，甚至会变得完全相反。确保与条件相一致还要求一定程度的与

民主不相适应的权力控制，以及通常作为建立和平策略一部分的参与控权。在这种情况下，迈克

尔·皮尤总结道：“试图通过杠杆作用从制约条件点转至社会运作的界限。”41

 
 此外，皮尤指出：“外部主体制定前提性的条件，通过仅创设或授权承诺遵循外部制定目标的

地方机构，以促成地方参与，而这种条件可能会造成社会排斥。”42 进而导致少数民族的激进化，

并最终阻碍和平进程。 
 
 对于人道组织而言，将前提条件适用于其援助计划是与人道强制和公正原则相悖的。因而，大

多数人道组织对于将任何政治制约条件适用于其行动深感不安。原因之一是不合作地区的人民不应

因其领导人拒绝合作而受到惩罚，特别是在领导人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情况下。 
 
                                                        
34朱丽叶·戴米歇里斯(Julia Demichelis)：“波斯尼亚种族划分城市中的非政府组织和和平建设”，美国

和平研究所，华盛顿，1998 年 6 月，载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early/BosniaNGO.html，最

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35美国和平研究所：“阿富汗未完成的事业：军阀主义，重建和种族和谐”，美国和平研究所，华盛

顿，2003 年 4 月，载http://www.usip.org/pubs/specialreports/sr105.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8 月 10
日。 
36波与亚玛达，同注释〔33〕，第 96 页。 
37 兹拉特科·赫迪克 (Zlatko Hertic)、阿迈拉·萨帕卡宁 (Amela Sapacanin)、苏珊·伍德华 (Susan 
Woodward)：“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载弗曼与帕特里克编著，同注释〔25〕，第 350~353 页。 
38詹姆斯·博伊斯：“善意之外：外部援助与和平建设”，载弗曼与帕特里克编著，同注释〔25〕，第

377~379 页。 
39同上注，第 379 页。 
40戴米歇里斯，同注释〔34〕。 
41皮尤，同注释〔31〕，第 123 页。 
42同上注，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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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者认为，紧急救助应该是无条件的，而只有长期的重建与发展援助才可以受条件制约。

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现实，因为如此一来，这一区分所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有可能在整个紧急救

助中持续。 
 人道援助的“和平前提条件”将人道组织置于困境：是为当地人民的民族自决原则服务还是为

干涉力量的道德准则服务？在波斯尼亚支持民族自决可能会加速民族分裂。同样，民族自决可能导

致什叶派教士对伊拉克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教的统治。 
 
 结论 
 
 人道与国家之间原本达成的协议是：只要人道工作人员不干涉任何一方，即可在战场上被接

受。这样一来，就为独立的人道救援行动创造了空间。自从 1990 年以来，这一人道空间愈加失去

其独立性，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人道组织本质上是由政府资助的，而政府逐渐发现人道援助可以作为

对外政策工具的作用。人道援助应该是无条件的观点，在引入政治或人权条件后受到进一步挑战。

将人道行动纳入“人道”军事干涉的框架，以及随后的建设国家的实践加强了这一趋势。人道组织

及其支持者正与这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问题进行斗争。 
 
 这些困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轻易得到解决。问题不在于人道行动“会否”产生政治影响，问

题在于这些影响是“什么”。对于这些政治影响的公正的道德评判就是不应对人道组织及其资助者

抱有太大期望。独立的人道组织是检测、平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即使新形式的人道同样具有道德依据，为独立、中立、公正的人道行动和实施行动的组织保留

充足的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人道空间须与“人道”军事干涉严格区分开来。 
 
 

朱文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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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平民——军队关系面临的挑战： 

是补充还是对立 
 
 

拉杰·拉纳（Raj Rana） ∗/ 王倩倩 ∗∗译 
 
 
       “直接针对人道援助工作人员的侵犯已经发展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试图不断地利用人道援助以

对其军事和政治图谋的支持。 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斥责盟军通过人道援助并

且利用人道援助来“获得民心”的企图。由于盟军的行为，提供援助不再被视为一种公正和中立的

行为，相反它危害了人道志愿者的生命并破坏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援助。就在不久以前的 2004
年 5 月 12 日，无国界医生组织公开谴责盟军在阿富汗南部地区所实施的行为。盟军在该地区发放

传单并告知当地的居民，如果他们想要继续获得援助，就必须提供有关塔利班以及本·拉登基地组

织的信息（无边界医生组织发表的声明，2004 年 7 月 28 日）。1  
 
        “独立以及中立的人道援助手段的主张要求明确区分人道行为以及政治军事行为。这样做并不

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回避军队，相反，我们希望而且事实上我们经常与军队有积极的对话。这

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持有这类观点：即使当其他机构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时，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依

靠的 后力量。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避免目前出现的由于借用人道旗号实施、以获取‘民

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或重建行为所带来的混乱状况。在这一点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阿富汗地

区重建工作组之间存在分歧。分歧并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订立了严格的军事或安全目标。这不是我们

基于中立原则所希望评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关注它是因为他们把人道的行为融入了军事与安全概念

之中，并利用部分平民对援助的需要，将它转变成为击败反对者或敌人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4 年 3 月 31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言） 2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各国对武装冲突的治理与解决，政治与军事开始更紧密融合，而且出现

了多国部队充当人道援助工作角色并授予相关命令的趋势。在波斯尼亚—赫塞哥维纳以及索马里，

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危险是这一趋势将削弱交战者以及受保护者对所公认的公正、独立、中立的人道

行为概念与现实的认识。在这一趋势下，如果人道机构利用维和部队的后勤资源，而维和部队又已

成为维和部队本欲平息的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方，人道机构就难以保持中立与独立。 
 
        以前，军队依据其现有的理论原则与训练水平，不愿意或不能够处理在巴尔干或索马里出现的

对“人道”的挑战。但是 1999 年北约在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已表明，军队的“人道”行为开始

适应这种挑战。在他们本国政府不断要求“做好事”的压力下，北约军队迅速采取行动以解决人道

危机。他们如同人道机构一样给阿尔巴尼亚的难民分配食物，参与人道援助的合作并且试图把他们

的军事行为定位为“人道主义干预”。由于以北约为首的地面部队进入科索沃后所实施的人道行

为，人道行为与军事行为的区别已经达到了近乎模糊的地步。 
 
        依据近十年的经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01 年发布了一份有关平民与部队关系的指南。3  尽
                                                        
∗
作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下属的与武装安全部队关系部门工作，这篇文章反映其个人观点而并非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观点。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  “ 无 边 界 医 生 组 织 在 阿 富 汗 被 驱 逐 ” ， 无 国 界 医 生 组 织 , 2004 年 7 月 28 日 ， 载

http://www.msf.org/countries/page.cfm?articleid＝8851DF09-F62D-47D4-A8d3EB1E876A1E0D， 后一次

浏览时间为 2004 年 7 月 28 日。 
2 人道安全：“有关接受、认识以及行为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门主管主任在高层人

道论坛上的演讲，万国宫（Palais des Nations）, 日内瓦，2004 年 3 月 31 日。 
3 迈因拉德·施图德（Meinrad Studer）：“武装冲突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民事军事关系”，载

《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3 卷，第 842 期，2001 年，第 367~392 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采用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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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于一个在武装冲突中从事人道行为的组织而言，与军队有联系是十分自然的，但是确实有必要

对多层面的维和部队的行动复杂性以及将政治、军事、人道行为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南（见附件）论述了多国部队通过参与人道援助行为或以人道为名部署军事行

动而成为武装冲突积极参与者所带来的危险与威胁。 
 
       现今的局势，如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局势表明了早先提出的基本问题与关注的现实性与持久

性。4 其中一些基本问题显现了 近的一些发展： 
 

        正如从事作战一样，人道行为已经成为主流，军队也从事具有非战的职能维和行动或者
制定重建国家计划的行为。只要是援助平民，对人道或是重建产生影响的行为都被认为是
“附属于军事的行为”或“军事保护的手段”。5 除了要参与战后当地政府、国家民事机
构、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政治及重建行为之外，政治当局希望他们的军队增强改进
平民与军队关系的能力，以完成他们依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义务。 
       20 世纪 90 年代，军队从事人道行为的现象是一个新出现的、没有任何路标可以指引的不
断发展的课题，而且，人道机构存在挑战人道援助“军事化”概念的可能。现今，军事与政
治机构对他们应如何进行干涉更为明确，同时他们把每一个军事干涉行为都认定为用以检测
新的综合解决冲突方法的好机会。军队与政治机构会将未能调整以适应这些综合方法的人道
机构归因于没有灵活性或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在国内以及地区层面上，为了执行未来的军事干涉，存在着提高并融合国家能力与军事
能力的积极努力。军事能力是指军队能够在同一天、同一城市同时实施三种不同的职能，即
从发动战争到维和再到国际援助。非军事专家也将被卷入，以军队咨询人的身份甚至是人道
援助、重建以及与私人部门有关人士的身份出现，为维和、社会管理以及政治改革提供支
持。 

 
        随着来自无边界医生组织公开的引证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部门的阐释，人道工作环境的

缩小以及对人道救援人员安全关注的增多，部分应归因于多国部队的参与，因为其所发挥的作用远

远超过其承担安全保护或从事战斗的职责。 
 
       本文不仅会对当代人道主义环境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平民与军队关系问题进行论述，同

时也会对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采取的平民与军队关系政策进行反思。6  虽然 2001 年生效的指

南7未作任何修改，但是很明显有必要反思一下有关指南的解析框架，从 90 年代努力从事人道行为

开始，军队现在已经把这类人道性质的工作认定为军队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的主要的责任。 
 
                                                                                                                                                                             
事军事关系一词，用以描述人道机构以及多国部队特派团在武装冲突期间的具体关系。这是一个有意的

选择，目的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军队在提及军事原则与实践时的两个术语“民事军事合作”与“民

事事务”的不同理解以示区别。 
4 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多国部队在武装冲突期间合作的基本事项得到加强。这些事

项具体包括： 
 ——接近平民； 
 ——视察被多国部队监禁的人；     
 ——交换情报(安全，总体局势)；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从事军事训练和传播国际人道法使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患病者以及伤员提供支持以及援助。 
5 科琳·鲍威尔（Colin Powell）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伊拉克为我们提供军事人员（……），从而成为我们

参战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号召具有危险性。马丁·沃莱特（Martin·Woolaco），“人道人士必须避

免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监护人，2004 年 4 月 2 日。 
6 作者对本文全部内容承担责任，同时也尽可能地考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南。在这之前只是考虑在

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与多国军事特派团产生关联，并把这类事项放在一个更高的相互关联

层面予以考察，即对今后 10 年的人道工作进行思考。 
7  施图德,前引文(注释〔1〕)，第 387~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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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以新的思路来考虑武装冲突中多国部队与人道援助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的发展趋势以

及可能引起的后果。仅仅对有关人道机构以及多国部队如何合作或协调的问题进行论述是不够的。

人道救援工作人员有义务了解不断发展的非战理论，而且有义务了解共同与其分享工作环境的军队

的作战行动以及作战目的。 重要的是，平民和军队关系不可能再被认定为各自独立的事项。为了

理解在今天已产生的效应，尤其是今后 5 到 10 年要产生的效应，就必须在国内建设以及冲突管理

综合方式这一更广阔的发展趋势下，来理解军队对于他们在平民任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处理平民任

务的能力在认识上的演变。 
 
        本文在第一部分将论述军队如何看待其从事非军事任务的作用以及有关这一作用的理论问题。

它将引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有关军队从事非军事行动的例子；第二部分将论述在

多国武装干涉以及从事武装冲突行为的更广阔的发展趋势下军队非战行为的发展趋势；第三部分则

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武装军队是如何理解中立、独立的人道援助行为，并概括论述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在维持自己与它们之间关系中的重要性。 
 
        军队如何看待它的作用？ 
 
       有大量的文章论述了军事以及人道行为在武装冲突中的相互关系，8  这一论题包括从人道与政

治角度看待军事与人道行为的关系、人道与军事行动在文化领域的不同点以及在这一层面人道机构

与军事集团必须解决的一些始终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需要为了避免重复性工作而进行更多的

协调，交换安全情报的敏感性，或者为了克服分享同一工作环境的双方的保守态度所“迈出”的

初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很少有文章论述部队如何理解他们从事非军事任务的作用。但是，如果没

有进一步对军队如何认识其在人道行为中不断发挥作用的准确理解，那么人道机构就不会明白他们

在与何人打交道。另外，一个极其必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在复杂的军事等级以及头衔领域内了解军队

为了实施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是如何与人道机构进行协调的。因此，下文就开始论述一些有关非

战性质的军事行为的定义，包括军队对人道援助的规定以及对目前正在争论中的有关他们的重要性

的理解。9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非军事事务”是北约以及美国军队使用的术语，它们用以指代该军

队从事的具有非作战性质的行为，即处理非军事事务或从事通常由社会当局、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

人道机构从事的工作。为了避免与军事术语相混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意选择“平民—军队关

                                                        
8  一个有关民事军事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 萨拉·E.阿彻（Sarah E. Archer）：“复杂的人道行为中的民

事 与 军 事 合 作 ” ， 联 合 武 器 中 心 军 事 评 论 ， 2003 年 3 月 4 日 ， 载

http://www.leavenworth.army.mil/milrev/English/MarApro3/indexmao3.htm (提倡改进军队与人道机构在获取

终共同目的中的配合、合作以及协调)；“军队能成为人道救援工作人员吗？援助机构与参与人道援助

的军队之间合作的范围与限制”，德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政策协会（Verband Entwicklungspolitik Deutscher 
Nichtregierungs-Organizationen e.V.）, 2003 年 5 月，载http://venro.org/publikationen/atchiv/Posution%20 
Paper%20Armed%20Forces%20and%20Humanitarian%20A.PDF（ 后一次浏览在 2004 年 3 月 10 日）

（从军事以及人道援助发展趋势的角度对民事军事关系进行全面的审查）；简·巴利（Jane Barry）与安

娜·杰弗里（Anna Jefferys）：“遥远的桥梁：援助机构与做出人道行动的军队”，人道实践网，2004
年 5 月 6 日，载 http://www.odihpn.org/report.asp?ID=2398（澄清了争论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更多有

关政策与实践的讨论）；埃里克·詹姆士（Eric James）：“后退两步：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局势中得到的

人道—军事教训的再次回顾”，人道救援杂志，2003 年 10 月，载 http://www.jha.ac/articles/a125.htm(引
起对于人道机构以及军事机构关系和谐性的质疑，同时建议把这种不断增加的矛盾视为一种已经建立了

的“退让”的关系”）；戴梅安·莉莉（Damian Lily）： “从构建和平的角度审查复杂突发事件中的民

事军事关系：一个简报”，国际警报，2002 年 8 月，（加强军队与人道机构之间合作的支持者）；迈克

尔·皮尤（Michael Pugh）：“国际和平行动中民事军事关系面临的挑战”，《灾难》，第 25 卷，2001
年第 4 期，第 345~357 页（军队已经采纳的一项共同的方法以试图将民事军事关系制度化）；亚当·西

格（Adam Siegel）：“对民事军事结合的咨询：两者的结合能共存吗？”，特别战争，2002 年 12 月，

第 28~34 页，载 http://www.jha.ac/articles/a140.pdf (仅关注对民事对应方的看法)。 
9 鉴于北约与联合国军队对公共领域的介入，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联系性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武装冲突时期与武装部队合作的实际经验，选择北约与美国武装军队的原则作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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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作为描绘人道机构与多国部队在武装冲突下的关系。 
 
       有必要作这样的设想：武装部队提出这些理论，是为了增强他们的能力以履行其对于平民所负

有的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国际人道法没有明确论述平民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没有关于军队发送援

助物资的任何规定，也没有禁止武装冲突任何一方或占领方通过军队满足平民需求的规定。但具体

地讲，武装冲突双方以及/或占领方有义务确保在他们控制下的平民获得了充分的食物、药品、衣

物、被褥、居所以及其他生存的必需物资。10  按照国际人道法，关于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

的主要问题就在于： 基本的供应能否在没有区分原则的情况下公平地提供给平民。11  
 
       必须承认，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都不是一个以前从末有过的现象，它已成为 20 世纪

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部分。例如，2004 年在阿富汗成立的地区重建工作组就是根据美国军队在越

战中实施的哈姆雷特（Hamlet）计划而提出的。另一个例子是，特别军队的成员被部署包围参加以

提供发展援助为目的的民心运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12的平民代表，从而引发了一场反暴乱运动。在

“冷战”结束以后，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并发展成为军队的一项主要

职责。 
 
       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军事概念如下： 
 

       平民与军队合作是指为支持军事行动，北约指挥官与平民之间相互协调与相互合作，这
里的平民包括国内与当地政府、国际与国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与机构。13  
       平民事务是指那些体现军队与民事机构以及平民之间关系的、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事务。
平民事务包括平民—军队合作以及平民当局（……）平民事务包括军队指挥官在军队驻扎地
的友好、中立或敌对区域从事的建立并维持军队与社会机构、平民之间联系的行为。为了便
利军事行动的展开，指挥官计划并实施平民事务行为，帮助实现基于美国国内安全利益而制
定的政治军事目标。建立并维持部队—平民关系可能需要美国、多国以及当地安全部队与政
治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这也是指定给联合部队指挥所的任务之一。这些行为可能在其
他军事行动采取之前、同时或之后发生或仅仅独立存在。 14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原则之间存在适用范围上的不同。北约预测，平民与军队合作的

目的首先是改进相互之间的协调，并减少与民事组织及当局在工作上的重复交叉。只要这些计划是

支持军事行动的，该理论没有明确关于“从事”人道计划的要求，也没有对这类计划进行严格的禁

止。 
 
       对从事上述平民事务的方法很难进行分类。它旨在促进一种通过影响平民环境以支持其军队的

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努力收买民心为形式，或以采取策略破坏敌军士气或减少平民支持为形式，

只要这类行动符合指挥官针对平民的意图（目的），民事事务策划执行部都可以予以实施以替代社

                                                        
10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即 1977 年 6 月 8 日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日内

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69 条第 2 款（第一附加议定书）。 
11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69 条第 1 款。 
12美国国际开发署，灾难救援小组：联合国灾难救援组织是一个迅速反应的救援小组，由灾难救援专家

组成。这些专家从事评估，依需要的紧急程度做出优先顺序的区分，控制现场的救助活动，推荐反应行

为，并且与受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合作。在大规模的悲惨灾难发生之后，小组就进行部署。灾难救

援组织已经在世界各国都部署了分支机构，包括 近的冲突发生后在伊拉克展开的救援部署，在安哥拉

27 年的内战期间救援受战争影响的平民，向埃塞俄比亚受旱灾影响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国际开

发署，灾难救援小组在利比里亚的救援部署”，2003 年 8 月 6 日，载http://www.usaid.gov/press/releases/ 
2003/pro30806.html。 
13  “AJP-9:北约民事—军事合作（CIMIC）原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03 年 7 月，载

http://www.nato.int/ims/docu/AJP-9.pdf, 后一次浏览时间为 2004 年 6 月 24 日。  
14 联合国官员图书馆，2004 年 6 月 20 日，载http://www.dtic.mil/doctrine/， 后浏览时间为 2004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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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局与组织。平民事务人员以及策划执行部可以采取各种被认为是征服或赢得民心的技巧与方法

以对抗叛乱。 
 
       两种方式逐渐走向趋同或至少含有足够可以使其相互融合的共同点。认为平民与军队合作只是

起有限作用并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被称为“冷酷勇士”的北约官员正被另一些官员所取代。这些新的

官员在巴尔干、塞拉利昂、柬埔寨与阿富汗的复杂局势中曾经工作过。目前正在实施军事合作以及

平民事务的一届多国军事代表团认为一个作战军队积极从事人道行动或在其认为类似伊拉克的“人

道真空地带”履行人道责任，不存在任何争议之处。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不应被认为是一个单纯有益的军事任务或被认为与作战以及收集

情报无关。在近十年的军队改组中，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已经与被称为“情报战”的或与

指挥官用来发动战争的非战行动紧密相连。同时，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能对“媒体战”等

公共作用进行补充。“心理战”以及“电子战争”也通常用以收集情报。正因为如此，军事性的人

道行为与情报收集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这一趋势同样可以扩大适用到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

中。15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概念正不断地扩展。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他们不再是只属于由

少数专家组成的核心组织的专利。 特别是在美国军队中，作战部队在提供援助方面开始发挥积极

的作用。在亚洲，一些国家正规部队把平民与军队合作、平民事务、收集情报以及作战视为他们的

三项支柱。在非洲，平民与军队合作原则根据 90 年代和平行动的传统模式发展，但它不可避免地

会把采取“人道”行动作为一项补充军队执行安全与稳定职能的标准。 
 
        对人道机构而言，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可以作如下理解： 
 

       ▪ 它是促进军队与包括当地、国内或地区当局、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内的组织与平
民实体之间联系的方式； 
      ▪ 它在军队是为监督以及影响平民所面对的整体局势以及人道局势服务的； 
      ▪ 尽管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人员可以做出对战争有利的决策但他们不是行动策划
者，他们只是起人道外交的作用并依据指挥官的本意开展活动； 
      ▪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是广义上非作战工具的一部分，指挥官采用这些目的是掌
控其所面对的任何情况——媒体（国内、国际）、平民（支持军队、拒绝支持敌军）、情
报，并且用以支持更大的政治目的，如国内建设、统一计划等； 
      ▪ 目前由军队组织的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人道计划在履行中几乎与人道机构提供
的援助完全相同。16他们的工作通常包括估价，确定计划，获取资助（来自军队的或国内的
资助），寻找履行伙伴或承造者以及评价项目的影响。 

 
       下面的例子用以论述人道机构在今天的形势下必须正视的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行动。 
   
       阿富汗：地区重建工作组 
 
       美国国际开发署把地区重建工作组定义为：“平民军事联合性机构，它通过增进安全、便利重

建与发展的努力，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能力。”17

                                                        
15 这些例子包括控制报纸、无线电通信以及电视台的北约多国稳定部队与国际安全辅助部队。它们通过

控制这些设施，将“良好新闻”报道给广大公众，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政治意图来影响公众的观

点和行为。  
16 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国际安全辅助部队用总共 1.2 亿美元的预算资助了 10 个民事军事合作小

组。每一个民事军事合作小组在喀布尔省都依地域划分自己的责任；每一个小组负责找出可以资助的小

规模、短期项目，如向学校提供设备，重建门诊等。民事军事合作小组作为一个单位来致力于向政府组

织、非政府组织、国内机构以及地区当局进行地区重建小组的项目合作。 
17  2004 年 4 月，在喀布尔美国国际开发署使用幻灯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演讲。演讲详细论述了地



红十字国际评论 

 
        地区重建工作组可被视为与军队进行联系的平民军事连接点，而且从军事决策与政治目的出发

发挥国家建设的作用。他们同样受命于北约部队、联合国授权下的国际维和部队以及参与和平时期

建设的盟军。来自平民的国家与捐赠代表长期参与地区重建工作组，他们对项目与合作方法具有决

定权。 
 
        在 2004 年，10 个地区重建工作组获得超过 1.8 亿美元的资助金，因而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为民事代表选择项目起到类似安全平台作用的国际移民机构（管辖范围包括阿富汗北部）以及联合

国援助计划（管辖范围包括阿富汗南部）承担将这些项目落实的任务。总体而言，项目是以基础建

设为主，包括公路、办公场所以及学校的建设。只有小部分的资助用于直接向参战部队提供人道援

助。 
 
         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 (UNMIC)：快速见效的项目（QIP） 
 
         联合国驻扎在利比里亚蒙罗维亚（Voinjana）地区执行任务的巴基斯坦籍特派团指挥官认为：

“从人道援助出发，作为善意的举动来为当地的平民提供一些大米以及衣物以减轻他们的苦难，是

我们的一项工作”。 18

 
        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表明联合国任命的特派团把提供人道援助也同样作为一项必要的工

作。大量见效迅速但资助金额较小的项目可能是由军队来表现其善意姿态而实施的，也可能是由军

队与实施广义救助行为的其他人道机构共同完成的。19 另外，作为解除武装、遣送以及复员计划的

积极参与者，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的大量军事代表团已经开始实施食品、现金交换武器计划，

这一计划引起复杂的后果（例如，即将被遣散的士兵发动起义来保证平民安全）。 
 
        军队与人道机构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军事与人

道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的问题。其中一个例子是，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的一个军队单方面决定向

一家已经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的医院提供医药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了避免发生重复救济

的效果，于是选择放弃这一援助计划，而把这家平民医院留给联合国军队进行资助。20

 
        尽管联合国没有明确授权从事这类人道行为，但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机构有大约 100 万美元的资

金，以便联合国驻利比里亚军事特派团在当地从事人道援助项目。 
 

                                                                                                                                                                             
方重建小组的具体工作：“建设中的关系；监督与报告；向波昂进程提供安全支持；安全援助/情报分

享；调解；对重建与发展资源进行分配；执行援助项目；为 2004 年项目提供大约 1.25 亿美元资助。除

了国家援助以外，还通过美国空军管理下的防御规划部门向军方提供了 4000 万美元的资助。”  
         2004 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还列举这样一个例子：卡加普泰

（Cagaptay）先生说：“阿富汗局势使我们能够从实践中学到东西，地区重建小组已经发挥了作用而且

受到大多数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想法。民事军事小组是一个很成功的结合体。公共关系也

是如此，因为当你确实是以此为目的来从事援助项目建设，你可以说服人们，你是为他们来工作的，而

且我认为，如果北约不参与进来的话，人们将会喜欢看到这一构想在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被进一步实

施。”梅瑞狄斯·布尔（Meredith Buel）说，“欧洲北约峰会希望能对伊拉克与阿富汗局势予以关

注”，美国新闻之声，2004 年 6 月 2 日。 
18 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北部主要城市面临援助”，综合区域信息网（IRIN），2003 年 5 月 19 日，载

http://www.reliefweb.int/w/rwb.nsf/o/89a7aa1fc3d78085256e9900705551?OpenDocument。 
19 拉赫达尔（Brahimi）报告中明确提倡：“（……）联合国支持‘快速见效项目’维和行动的灵活性，

这使得在任务团组所在地居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
联合国维和行动小组报告，2000 年 8 月 21 日，联合国文件A/55/305（2000）。 
20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阿富汗库尔德居民区，在那里隶属于联合国多国维和部队的地区援助小组再次选择

支持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执行医疗计划援助对象的一家医院。为了避免重复援助，又为了降低人

道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军队相抵触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次选择撤出。但如果下一批国

际安全辅助部队认为该援助不再符合其目的，因而要取消资助时，红十字国际委员将不得不回来继续提

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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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平民与部队关系置于更广泛的趋势中 
 
        近十年来，人道机构以及多国军事特派团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置于一个狭义的范围内来理解，它

只是关注这两者在从事类似事务中的不同之处与补充之处。如今，则应该理解人道机构人员工作以

及附随危险的环境的复杂性。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平民事务和军事非战行动只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道环境更广阔发展趋

势中考察平民—部队关系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在即将进行的项目中，将对相互作用、职责以及命令

越来越模糊的未来武装冲突环境做一个概括性说明。今后，人道机构正是要在这样的武装冲突环境

下开展工作。 
 
       武装力量日趋复杂 
 
        “在某一个时间内，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向难民提供食物与衣物，即提供人道援助；在下一个

时间内，他们又正在把交战方努力地分开，即维护和平行动。但 后，他们又参加到一场激烈的战

斗之中。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同一天，而且就发生在城市的三个街区内。”21

 
       军队受到训练，以便能在克鲁拉克（Krulak） 将军所描述的复杂情况里作战。头衔低的指挥官

也必须不断地增强对维和、稳定行动以及人道援助重要性的认识。非作战的职能在包括武装冲突在

内的任何情况下，都被认为是一项核心任务。军队的媒体战（情报战）将控制公共区域，歪曲现

实、掩盖人员损失的事实从而达到他们进行人道与重建努力的目的。军队将继续利用他们通过援

助、重建所树立起的形象以获得当地、地区当局和本国的支持。本国的支持很重要。 
 
        尽管要努力加强军队专业化程度以便能胜任多国军事行动的挑战，但军队仍然要依靠平民专家

与军事机构的融合。平民将与从事人道、重建或政治事项提供咨询的国家平民顾问、支持战争的私

人合同商以及国内捐助者一起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跟上不断发展的武装冲突的新形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不得不去关注它作为更为广泛范

围的参与者要履行的国际人道法义务。仅仅与武装冲突中的成员国联系是不够的，它还要求与私人

性质的部队军队或安全机构、私人合同商、警察、训练方以及其他的参与者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把平民引入军事可能具有积极的作用。平民会引起军队对文化方面更大的敏感性，为了使其对

武装冲突后果产生更广泛的认识而进行游说、提供技术建设与政治建设，确保在战争发动期间对人

道需求与行为正确认识。将平民、专家以及资源相结合可能会强化国家履行国际人道法的义务，但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存在。 
 
         利用人道和重建援助 
 
        当军队以及政治决策者认为存在“人道真空地带”时，他们就试图填充或寻找短期解决方式来

达到军事目的。他们采用的方法很可能是根据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做出的。在阿富汗以及伊

拉克，人道机构由于缺少安全保障和符合他们性质的工作而不能发挥作用。因此，越来越多人相

信：人道援助可以作为一种工具而被利用，军方也会对此加以考虑。 
 
        当人道机构继续以公正的方式向受到战争影响的平民提供所需的援助时，军队则一直利用人道

援助来作为达到其军事目标的方式。军队很可能会给平民援助以换取情报或加强军队的保护，获取

民心，或者作为强制性或对合作进行奖励的方式。因此，在武装冲突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式共存

的危险。人道救援人员可能会被迫修改援助政策或者再次考虑从过于政治敏感的、过于不安全的以

至于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的地区撤出，从而把人道援助的工作留给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要

对不安全以及机构不公正的行为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责任。 
                                                        
21 查尔斯·C.克鲁拉克（Charles C. Krulak） （美国海军部队前任指挥官）：“三大战争阻碍：城市中

的战争”，国内新闻俱乐部讲话，华盛顿，1997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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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富汗从事自由持久战的美国军队司令巴诺（Barno）认为，从事援助的团体在除雷工以及控

井工受到故意攻击以后（……），应认识到他们无法保持中立。“他们可能已认识到或正在认识

到，他们现在正在一个与以前不同的世界里展开工作。” 22

 
        由于媒体都关注武装冲突，冲突双方将使用 有力的手段来影响媒体，他们将从事传统上由平

民机构实施的行为，而且与人道工作者保持一种“要么与我们一起、要么反对我们”的关系。 
 
         国家建设与冲突管理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法 
 
        英国政府提出要“……建立与外国联盟机构以及国防部紧密合作的战后重建机构。它将负责规

划以及执行策略，包括民事部署、制定战后重建以及军队向民事转化的策略，其中有招募、培训、

部署以及行动指导。引导组织高级官员来提供策略性政策以及执行指导。” 23

 
         多国军队的参与以及维和将逐渐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行动。正如在阿富汗的情况那样，多国

军队（国际维和部队以及联合军队）将同国内机构与联合国政治机构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合作可能

涉及协调情报到支持选举进程以及巩固新政府权威。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平民与当局的眼

中，平民代理人员与军事人员的区分将越来越不具有关联性。不论是否对中立或独立构成威胁，人

道机构及其人员将仅被融合到一个由国际社会发起的运动之中。 
 
        在人道机构与多国军事特派团的具体关系中，存在着政策与实践差距越来越大的风险。一些人

道机构由于政治与财政压力难以加入到更广泛的活动之中。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并不是中立的或独立

的，于是建议修改他们的工作惯例以适应现时情况。对于具有不同使命的人道机构的整体而言，集

体性以及建设性的平民与军队的对话可能会变得十分困难。 
 
        武装冲突中的任务的社会化 
 
        “两个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战后重建项目，即：罗雅·杰赫加（Loya Jirga）选举以及国家

外汇计划，是由一家代表联合国与美国以及阿富汗政府的“全球风险策略”公司来进行规划与执行

的。公司人员通过控制并利用大量的航空器、车辆、交通工具以及后勤设备，与 30 多个地方的国

家政府、当地政府与军队进行联络，从而确保这些重要性建设取得成功。” 24

 
        特别在伊拉克，由于安全问题导致人道成员缺少的事实巩固了一个军事认识，即人道组织没有

面对危险的意愿。一些大国，军队以及可能会参加进来的人道机构将尽可能利用非军事承包方从事

                                                        
22 “阿富汗策略总体规划的改变”，联合新闻，2003 年 12 月 20 日。 
23 “联合国，武装冲突与人道处主任”，英国国际开发局主页，英国国际发展部门，2004 年 7 月 6 日，

载http://www.dfid.gov.uk/Recruitment/files/jaextdirunchjobdescript.doc。同样见英国国防部，“公共服务协

议 ， 2005 年 6 月 到 2007 年 8 月 ” ， 2004 年 7 月 ， 载 http://www.mod.uk/linked_files/issues 
/finance/psatechnotes_2005-06 to 2007_08.pdf: 2.1（…）外国与联邦办公室（FCO）、国际发展部门

（DFID）以及国防部 (MOD)共同合作（而且如果合适，还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以达到改善政府

（HMG）在暴力冲突地区，或者在存在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紧张局势的地区的影响。同时要求他们在国际

社会寻求避免或结束暴力冲突努力的有效性方面进行改进。这项工作包括政府在不同冲突环节中在所有

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战后重建组织（PCRU）将在 2004 年建立，以协调外国与联邦办公室（FCO），国

际发展部门（DFID）以及国防部 (MOD)在战后重建中的工作，目的在于确保英国军队在部署到当地后

能更好地规划、执行以及管理英国对于战后局势的作用。战后重建组织主要包括来自三个部门的官员，

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吸收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这一机构将变得更具可操作性，并且预计在 2006 年初

其作用会得到充分的发挥。类似的计划在前述的拉赫达尔报告中也曾提到。即：“小组认为特派团综合

工作队（IMTF）应当成立，其成员来自于联合国附属机构，负责规划新的任务并帮助他们全面部署援

助，特别是加强司令部对这一领域提供的支持。现今，秘书处内部没有统一的规则或执行机构来负责政

府分析、军事行动、保护平民、支持选举、人权、从事人道援助、难民以及转移人员、公共信息、后

勤、资助以及招募的职责。”拉赫达尔，前引文(注释〔13〕)，执行摘要。 
24 “我们的经验”，全球风险政策，2004 年 6 月 30 日，载http://www.globalrs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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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行为与重建行为。从而，将风险、作用以及责任推向社会。 
 
        国家非军事机构（外交部的厅局单位，发展署等）同样也会赞成将他们的计划承包给私营部

门。这种方法可以在项目与平民选择方面实施更多的政治控制，并减少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人

道组织将会冒着成为与私营部门相对称机构的风险，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基础性的发展项目中以及当

这些项目仍处于武装冲突的环境时。 
 
        新世界的古老秘诀 
 
        “在这些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们 好将注意力放在人道方面的行为，而不是去抱怨。我们不应

因为有人反对我们而感到悲伤，相反地，我们应当计划并准备与他人之间建立同盟关系，通过说服

或者以智谋战胜我们的反对者。我们需要采用策略：在我们较强的领域获胜，而在我们较弱的领域

中可采用撤离策略。现在还没到像某些人提倡的那样，去参与大量无休止的论述以迎合抱怨者的需

求，或试图从基本原则方面重新给人道行为下定义。现今也不是建构一个防御性人道价值体系的时

候，因为它们还未达到严重威胁的程度。相反，现今是做出决定的时候，是判断我们在哪些领域应

采取行动而在哪些领域不应采取行动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应如何行动并进行创新的时候。现今应

当使人道机构更具有新意，而不是在痛苦中挣扎。”25

 
       雨果·斯里姆（Hugo Slim）已经指出人道机构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这样复杂的局势中所面临的挑

战，同时描述了一个重新参与的简单的救济措施。“趋利避害”的要求可能过于悲观地描述了这两

个国家局势中人道组织所必须承担的常规工作。26人道机构在选择工作环境或在探寻创造性解决传

统问题方法的可行性方面有相当的能力，但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制定出规则”以面对新的挑战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固有的限制。不论受难者具有何种国籍、种族、

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应不加区分地、公正地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

所以对于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哪里有武装冲突受难者，就得在哪里工作。因而，问题

很可能不是人道机构应当如何适应现实，而在于他们是否应当首当其冲。 
 
        后部分将论述军事人员在人道行为和环境发生变化时是如何评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特别

人道机构工作的。对于那些受过训练、能更好理解并将分配的所有使命中的政治、军事以及人道因

素合为一体的军事人士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对中立与独立的严格遵循都已过时了。 
 
        以下段落反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多国部队军事特派团之间的关系。它为了维护这一关系从

而主张： 
 

 ▪ 维护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独立性; 
 ▪ 在武装冲突时期，保持对于人道、政治、军事作用与任务的清晰的区分；而且 
 ▪ 不论多国军事特派团在武装冲突中的身份如何，随时保持与他们在各个层面的对话。 

 
 
       可以想象的是，基于平民与军队合作、非军事事务原则的发展以及维和行动与冲突管理的扩大

趋势，一些国家以及武装部队通常会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成是一个顽固抵制革新的机构或一个已

过时的机构。但不管他们如何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仍受到一些原则的制约，27 这些原则

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可能为了迎合战争或在多国部队干预中为了更大政治目标或发展的新趋势

                                                        
25  雨果·斯里姆：“号召救济：人道行动以及战争的艺术”，人道对话中心，2004 年 2 月，载

http://www.hdcentre.org/index.php?aid＝85， 后一次浏览是 2004 年 7 月 31 日。  
26 2003 年 4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名代表在阿富汗被杀，以强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幅减弱其在阿富汗

南部的活动。同样，2003 年 10 月在巴格达发生汽车爆炸案之后，在不能为保护行动与援助行为提供安

全保证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不减少其工作成员以及项目的数量。 
27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义其与军队关系的出发点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红新月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人

道法的相关规定。这都为这一关系的本质与范围提供了总体框架。施图德,前引文(注释〔1〕)，第 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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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取更紧密的合作方式或把自己置于他人的领导之下。当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排除对话与参

与的可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一个专门从事与武装以及安全部队保持联系的机构。这个机构由军事政治

专业人士组成，他们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武装部队、安全部队以及政治部队的联系来指导该组织

的行为。28 它一直从事具体性工作并促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全世界武装部队所了解，29 特别是被

那些在国外执行军事部署的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以及受到军事部门的政策以及培训影响的人士所了

解。 
 
       以西欧的情况为例，军队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普及教育工作的反应越来越积极。在很大程

度上，这可以归因于军队与人道机构之间不断增多的接触，以及大量个人经验——有积极作用也有

消极作用——之间协调的可能性以及军事行为与人道行为之间相互补充的情况的逐步增多。下面是

军队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些通常反应：  
 

        ▪ 当遇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严格适用中立与独立原则时，军队通常会十分惊奇。官员被
政治当局要求从事“三大任务”，即作战、维和以及进行人道援助，所以他们对还有非军事
组织居然乐意介入军队“同意”（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领域感到怀疑。一些有头脑的军人开
始对人道行动的本质感兴趣，并认为他们的军事任务以及作用同样是在中立、独立以及公正
的指导下进行的。 
         ▪ 不乐意接受的观点是：既然“我们”都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难道“我们”就不能一
同工作吗？30  部队通常认为，他们被要求完成军事使命总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如稳定、安
全、选举等。“联合综合方法”或者理解为努力建立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实力的联合体是军队
了解他们在综合建设国家的方法中所处地位的一种方式。有趣的是，他们通常把他们的政策

                                                        
28 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武装与安全部队部门的活动，见：“武装冲突法的融合”，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日内瓦，2003 年 5 月：“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权”。在 1977 年，国际社会授权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支持国家实施的国内计划，将国际人道法融入世界各国教育、培训、武装部队的原则与行动之

中。 
 两种并行的方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发展出对待军队的两项互不相同、但同时又相互补充的方

法。 
 ——传播行为，目的是获取各方对于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活动的理解以及接近被害人以保证其安

全。 
 ——融合行为，目的是让军队采取具体机制或措施以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原则，特别是保护个人、

财产，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采用的方式。 
 依据安全形势以及行动的需要，代表团可能对一个或另一个行为、甚至对它们同时予以优先考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雇佣来自世界各国的 27 个代表，以支持多达 100 个武装安全部队的培训。 
29典型的发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i）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权，以表明依据日内瓦公约其在战争

以及国内武装冲突局势下的特殊作用。（ii）叙述国际红十字以及红新月运动的结构，以解释不同的国

际红十字会、红新月实体出现在由多国军事特派团部署的特定地区的情况。（iii）对中立以及独立原则

的解释，论述并帮助解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军事、政治以及人道行为的区别的倡导。（iv）解释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惯例，以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可预见的人道组织，在全世界各地以同样的

方式进行运作并对其主要行为进行论述。（v）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民事军事关系中的地位的解释，

并且对本文中论述的发展趋势予以关注。提供给军队的一个主要信息是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在世界

各地武装冲突中积极活动的组织，其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是中立的。 
30 这类反应的一个例子是：“在我看来，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军事联盟以及国际安全辅助部队都有

共同的目标。因为不论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程度如何，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不论我们是否一同工作，我

们都将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没有人愿意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没有人愿意看到阿富

汗人民生活在现今的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希望见到稳定、繁荣的社会。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

标，我们就应该一同行进。不论非政府组织或军队的目标是什么。所有的参与方都在相互共处的情况下

关注一个共同目标，实施同一行为。他们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这十分有益。”阿富汗：“采访美国为首

的盟军的民事军事合作中心”，综合区域信息网（ IRIN），2004 年 4 月 9 日，载http://www. 
IRINN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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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及要取得的目的放在平民这边，即放在战争受难者一边。要解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
是在不懈地努力帮助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不太容易，尽管没有必要将人道行为与政治、军
事政策以及所有其他参与方的努力融合到一起。 

  
        核心问题可被概括为：“你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害怕我们（军队）为了收集情报而利用你们，

你们更希望我们远离人道事务，你们希望与一些以救助平民为共同目标的人从事这类援助行为，但

却不愿意与我们一起，那你们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是能够被理解的，当一个组织被认为可被询问每件事以及它的不足时，确实存在某

些不安。一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建立一个固定的关系，并且不论他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地位

如何，都愿意讨论有关他们的任何问题，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近战争受难者、探望被囚禁的人

员，等等。31 另一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担心，这类对该组织作用不清楚的认识会认为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支持武装冲突中的某一方，因而可能将机构本身以及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对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及其立场应如何被认识，没有一种方式能够阐明。32  
 
        发展中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中立与独立的概念不断地被误解或者被扭曲解释以适应其他的安排。未来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挑战是要提出一个概念以便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区分开来。以下是有关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与多国军事特派团关系的主要考虑，它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平民与军队关系之外所主张

的： 
 

        ▪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像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样的组织提供的中立与独立的人道
援助是十分必要的，它构成了对战争作战手段、战争人员伤亡以及使用武力的限制。 
        ▪ 在战争时期仍存在对中立和独立的人道援助行为的需求；中立是人道援助行为的一个
主要环节，而且是不可以随意抛弃或限制的。 
        ▪  将人道行为与带有政治目的的援助行为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 
        ▪ 尽管在战争时期，不同的参与者对于提供人道援助与重建援助的方法选择存在差异，
但是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明白，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所有在人道环境中工作的人。参与并进行
对话将成为主要的救济措施。 
        ▪ 获得所有成员方的接受与信任将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利于接近战争受难者从而提供保
护与援助。无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行为的旗号是否被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保
持中立以及独立，从而保证能保护与援助所有参加战斗或潜在的各方战斗员。 

 
结束语 
 
        要做的结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民和部队关系指南（见附件）中以多种方式进行了论述。尽

管环境一直发生变化，这一指南将继续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多国军事特派团在武装冲突中的关系

发挥指导作用。但仍有一些结论性的观点还是要予以进一步论述。 
                                                        
31 同注释〔9〕。 
32 早在 2001 年，所有其他参与方在同一领域发生的武装冲突时期内如何看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问

题，也被认为与民事军事关系有关。“万国主义”的概念被用于描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实用主义地位的

现状，而不是描述一个演进的民事军事关系：“万国主义”——我们期望的政策——成为了描绘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第三种方式。“万国主义”明显认识到军队与人道行动之间存在进一步合作的趋势，特别

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试图提供而非阻挠或忽视这类合作，因此形成了在“损害管理”与“参与建设”之

间的一条中间道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当接受其他方式，并抵制一种观点的诱惑，这种观点就是：

“只有人道政策是正确的。认识上的不同，将导致产生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概念上的挑战，

即决定什么是人道行为的本质以及依据所处的环境来决定什么才是实用主义。”施图德,前引文 (注释

〔1〕)，第 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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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感受到了人道救援工作范围正在缩小。部分原因是因为从

事非军事任务的多国部队的介入，在这两个国家，军队不断在平民居住地区积极活动。当军队被认

为是人道机构时、当平民被纳入军事结构时、当在综合的冲突解决方法中人道机构以及他们的人员

不单是一种工具的观念产生时，人道与政治及军事行为之间的区分就开始模糊了。 
 
       如果阿富汗与伊拉克被用以作为判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面对的来自平民与部队关系挑战的一

个新的基准时，应当注意的不是局势本身，人道机构在这种局势下面临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不

断地增多。政治与军事决策者吸取教训，而且打算更广泛地实施兼具政治、人道以及军事为一体的

行动。 
 
       平民与军队合作以及非军事事务，以及改进在他国干涉中军事与平民的共同协作将成为国家与

军队优先选择的问题，通过军队在国内、地区以及政府间采取“综合方式”的形式，未来作战的概

念将促使多国军队更接近平民。  
 
       今天平民与军队关系的挑战不能仅仅通过咨询人道机构与军事机构而得到解决，对于一个有影

响且担任好几个职务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策划者而言，被国家授权在武装冲突及在暴力情势下工作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果想要维持其作为一个主要人道机构的地位，那么采用更为全面的方式是十分

必要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采用“从 基本开始”方式来解释机构作用与地位，努力加强与政治团

体和军队的合作。如果没有任何一方能被说服采用“对方”的原则，那么，每一方必须认识并尊重

补充与区分的概念。 
 
 
  附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民与军队关系指南 
 
        总体框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定义其与军队关系时的出发点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红新月的基本原则以

及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定。这些原则与规则规定了这一关系的本质及其范围的总体框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独立于任何带有政治或军事性质的工作。他们不仅向武装冲突以及国

内战争的受难者提供援助，而且还基于人道法及其原则对受难者进行保护（这是根本性原则）。 
 
       下面三项原则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十分重要。这些原则不仅关注军事干涉与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人道机构援助行为之间的不同性质，而且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合作的可能性。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机构的目标不仅是要解决冲突，而且要保护人类尊严以及拯救
生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援助行为不能从属于某一政治与/或军事目的而进行。 
        ▪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多国军事特派团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建立并维护秩序及安
全，同时便利冲突广泛的解决。 
        ▪ 当与部署在同一地区的多国军事特派团紧密协商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维护其决
策与行为的独立性。这类协商应当在各个阶段进行，包括决策层面与军事层面。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红新月运动中，在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试图对民事—军事关

系做出决策以及军事方面的领导权。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仅为国内红十字会以及红新月运

动在“参与国内红十字会或红新月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如在外国为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或红新月运动做出贡献），而且为国内红十字会以及红新月团体与本国军队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明确的指导。就运动的基本原则而言，这类关系是否存在问题？ 依据运动规约以及塞维尔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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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3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会采用符合规定34的、合理的行为？ 
         
合作的实践 
 
        与政治、军事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试图建立并/或者维持与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话，这类集团会对在武装冲

突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出军事干涉的对策。特别是要对发展与联合国相关机构与部门、北约以及欧

盟之间的对话予以关注。这类对话的主要目标是传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人道行动的看法，并在必

要的时候培育并维护联系以促进合作，增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另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西方世界之外寻求这类对话，特别是在存在明显的意愿将维和行动

地域化的地区。 
 
        与维和部队的合作 
 
        特别是与军队在同一领域从事活动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以交换相关的情报为目的培

育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在必要的地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赋予一个人或多个人权力，使其与这一领

域的军事司令部以及有关的 高军事司令部进行联络。  
 
        同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会与相关的政治与军事当局保持联系，以促使当局对维和部队发布

的授权能符合人道定义，以避免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授权与作用产生模糊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试图确保军事行动没有侵害公正、中立以及独立的原则。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致力于确保

国际人道法得到国际军事特派团的尊重。 
 
        通常在没有为其活动（包括运送救济物资）提供军事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在特殊情况下被搁

置），为了给人道活动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欢迎来自国际军事特派团的任何帮

助。 
 
        通过武装部队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设备和设施 
 
        当这种保护不可或缺时（例如，犯罪泛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排除为其设备与设施提

供武装部队保护的可能。但是，这类安排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倡的中立以及公正观念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使用的军事或民事防御资源 
 
        总体而言，考虑到使用民事军事防御资源应当依据需要而不是依据其可获取性，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将十分谨慎地使用这类资源。在他们自己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不反对由其他人道机构使用这类设备与设施。 
 
        一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定使用这类资源（因为只要存在一个明显的好处或者当民事资源无法

获取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会使用这类资源），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使用行为并没有对中立与

公平构成任何威胁，而且与其活动的政策与原则也相一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培训的贡献 
 
        依据国际人道法以及指导人道行为的基本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试图影响或直接参与培训

参加外国军事行动的军事成员的训练。为达到这一目的，其建立并维护与军事机构以及从事训练这

                                                        
33 《国际红十字以及红新月运动规约》，1986 年。 
34 《国际红十字以及红新月运动的国际活动组织协议》，1997 年 12 月 28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版

社，第 322 期，1998 年 3 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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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动的其他机构之间的从组织到组织的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其认为适当的合作措施，包

括短期合作、正式以及长期合作。 
 
        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训练计划，使其成员熟悉多国军事特派团并熟悉适用于这一领域

的各种民事—军事合作的概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军事行动与人道行动关系大会 
 
        通过积极参与处理军事行动与人道主义行动关系的多边会议以及其他相关会议，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可以提高处理危机的能力并可以参与分享行动经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致力于发展并维护

与处理国际安全事项的各种机构之间的联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类事务参与的程度依赖于其对可能性大小的判断，即参与讨论的程度以

及/或者与所讨论的事实问题的相关程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军事训练 
 
        当被邀请或当这类训练被有目的地作为培养处理危机的军事管理能力，包括对人道/军事关系

管理的能力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选择性地参与军事训练活动。其目的是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命令以及行动被更好地了解并普及国际人道法的知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贡献应当始于规划阶

段。国际活动应给予优先考虑。 
 
 
 
 
 

朱文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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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道工作中直言不讳 
还是保持沉默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Jakob Kellenberger）∗/ 刘擎
∗∗ 译 

 
 
 正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艰难抉择》1一文中以及乔纳森·本索尔

(Jonathan Benthall)在《灾难、援助和媒体》2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权组织而言，是否应该公

开并且谴责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违反以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否应该指出那些应当承担责任者的名

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公开和谴责？这从来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

题。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局面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我必须逐一加以解

释。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开或发表的声明也支配着政治的角逐。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意卷

入政治争辩的唇枪舌辩中，但这些公开或发表的声明仍旧展现了在政治利益和人道关注之间存在冲

突的纷繁世界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如何开展它的工作的。因此本文的主题即以一种独特的视角

来洞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开展这些工作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殊性 
 
 国际上有众多的人权组织，这些人权组织无论从运作方式还是从分布的地域而言都风格迥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是这其中的一员。国际人权组织数目的迅猛增长是晚近人道环境变化过程的一

部分。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 12,000 名工作人员，其中有超过 11,000 人分布于武装冲突

或局势紧张地区的第一线，它是一个有着众多独特特征的庞大的组织。 
 
 在国际人道法的条约中，各国都明确而排他性地，抑或允许其协同其他非特定的人权组织，赋

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特定的使命。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虽然不同于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但

它仍不能像其他非政府组织那样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使命就是保护和帮助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和国内战乱的受害者。它

的工作既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区也不针对特定的人群。在当今全球互通信息的时代，这意味着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它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它在一个地方公众面前所说的一切，都会在顷

刻之间传遍工作地方以外的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一点决定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了适应当地环境，

也许也为了适应特定态度，要对其交流方式加以限制，而这种限制也是非常务实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色在于它以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保持 紧密的联系为其根本使命，并且

为了这一宗旨而不懈追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要设法接近武装冲突和国内战乱的受害者，进而

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提供帮助。其他除了安全以外的一切考虑都严格地服从这一宗旨。为了实现这一

宗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保证它能在冲突地区存在下去，并且保证它所展开的工作能够为可以

对战事及人道后果施加影响的各方所接受。也只有这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能够继续它在世界范

围内的人道使命。尽管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接近特定地区有诸多的困难，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

是一如既往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甚至在有些冲突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唯一可以被接

受的人道组织。 

                                                        
∗
作者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迈克尔· 伊格纳季耶夫：“我们讲述的故事：电视与人道援助”，载乔纳森 ·穆尔（Jonathan Moore）
编著：《艰难抉择：人道干涉中的道德窘境》， 罗曼—利特菲尔德出版社，波士顿，1998 年，第

287~302 页。 
2乔纳森· 本索尔(Jonathan Benthall)：《灾难，援助和媒体》，I.B.桃利斯合作有限公司，伦敦/纽约，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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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环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环境是战区和冲突爆发地，它们在近些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撰写本文时同样要牢记这一点。在众多的新型冲突中，绝大多数是国内武装冲突，并且以无视法律

以及叛乱者难以逮捕正如同其难以接触一样为特点。恩岑斯贝格尔（H.M.Enzensberger）3在 1993
年曾写道：在内战中，任何抽象并且理论上复杂的正当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指的仅是巴尔

干地区，但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均普遍存在。并且，自 17 世纪以来已经销声匿迹的

私人军阀又开始在许多国家政权瓦解的冲突地区有所抬头。4 尽管瓦伦斯坦(Wallenstein)的交替安排

计划似乎比席勒(Schiller)的简单一些，但将当今的复杂情况划入国际人道法特定的类型仍是相当困

难的。虽然现存法律是以国籍为出发点，但是特定的种族在当今冲突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当今冲突的特点 
 
 与当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相联系的武装冲突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1）战区情况的不明确性； 
 （2）世界范围内沿着错误路线极化、激进化发展的趋势； 
 （3）全球范围内的内战多年来以武装冲突为特点； 
 （4）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规制的削弱，不仅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利益，同时也扩大了非国家

武装团体的活动范围； 
 （5）失去控制或即将失去控制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行使国家权力或者为人民的生存提供所

需的基本设施的中央政府； 
 （6）全球反恐战争； 
 （7）接近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困难增多； 
 （8）人道援助被滥用或被彻底拒绝的风险加大； 
 （9）对人道组织战地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威胁在增加； 
 （10）类似情况下在适用标准方面存在双重性。 
 
 所有这些都不是新特点。然而，恐怖主义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已经呈现于世人面前；非国

际武装团体的作用日益加大。我个人认为这些还是比较新的现象。 
 
 冲突的诸种原因 
 
 当今武装冲突的特点多数是以武装冲突的产生原因为其标志。以下就是曾经且依旧存在的几种

武装冲突的产生原因： 
 （1）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团体和个人的驱使。 
 （2）失控的或即将失控的国家无法再维持法律和秩序。 
 （3）对于原料的争夺。 
 （4）在国家机制面临崩溃，或在一个或两个以上少数群体受到歧视或他们感到受到歧视的背

景下所产生的贫困和社会压力。弗朗索瓦·蒂阿尔（François Thual） 对于这种爆发式的原因结合

体尤为关注。5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武装冲突所作的有益分析的

评论中曾经指出，6 在主张群体身份和地位的冲突中，应该注意紧张局势加剧以及自下而上、自发

生成的程度。贫困与战争的偶然联系必须从两个角度加以观察。换句话说，武装冲突也是贫困和其

                                                        
3汉斯 ·马格努斯 ·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有关内战的预测》（Aussichten auf 
den Bürgerkrieg）,祖尔坎普,法兰克福,1993 年, 第 20 页。 
4 See Herfried Münkler：Die Neuen Kriege，6th edition,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
2003 especially pp.59ff. 
5弗朗索瓦· 蒂阿尔：《法律冲突确认》(Les Conflicts identitaires)，艾利普西斯出版社，巴黎，1995
年。 
6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新世纪》，阿巴克斯(Abacus)出版社，伦敦，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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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悲剧产生的主导原因。 
 （5）世界范围内的沿着错误路线极化、激进化发展的趋势，加上与之相适应的抗击暴力自愿

性的减弱或根本缺失。 
 （6）正如我们可以从 2001 年 10 月在阿富汗看到的那样，恐怖主义的空前规模导致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反恐行动。 
 （7）一场战争可以导致未来的战争， 重要的是，武装冲突中会有对于国际战争规则的彻底

违反。 
 
 尽管这些听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能说武装冲突的爆发通常需要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对

于主要和次要原因、真实和表象原因的区分还是非常必要的。 
 
 被削弱了作用的国际人道法 
 
 鉴于这些观察到的情况和预期的发展状况，战争中非国家集团的重要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

可能会消失。因为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规制的削弱愈发地增加了非国家参与者的行动的立场和能

力。同样，与这些所谓的新冲突相关联的各种现象的迅速消失也是不大可能的。我这里指的是普遍

的国际战争法规则的弱化和对冲突各方约束规则的整体缺乏，尤其是平民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被袭击

的目标。在任何地方，国际人道法的基石之一，即：战斗员和平民的区别正遭到削弱。一些非政府

武装团体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彻底漠视，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背景下为形成特定规则所做的努力等，

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的新挑战，即新的交战势力和新的作战方式。7 
 
 当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它的大部分工作的。在许多地方，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不能再指望人们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高度自觉性地接受，也不能指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它

的工作原则能够为人所了解和尊重。在许多冲突地区，我们仍有可能受到怂恿而认为：我们可以凭

借自身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无偏见性而获得人们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获得对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工作原则的确信，首先必须通过连贯的并且可以预见的行为，通过不厌其烦地解释我们所做

的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的法律基础 
 
 国内武装冲突成了家常便饭这一事实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同国内武装冲突相比，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开展其活动更具有国际人道法上的基础。因为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对

于国家主权的考虑会尤为突出。若国家批准了相关法律文件，那么在国际冲突中就有义务允许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探望因受战争牵连而被拘禁的人，如探访在伊拉克被拘禁的战俘或平民。8 而在国内

武装冲突中，国家便不存在这种义务，比如像发生在苏丹的冲突。9 在存在协议的情况下，需要就

协议进行磋商，这些协议通常是暂时的并且是可以被终止的。这些国家只有确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不会将其在人道活动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公布于众的情况下才会同意就这些协议进行磋商，并且也只

能同有关当局进行秘密磋商。毕竟，允许一个组织定期地探访囚犯并同他们进行私下谈话，不能不

说是对一国国家主权的削弱。 
 
 信息处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环境和它的工作方式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掌握很多情况。红十

                                                        
7国际红十字会在其第 28 届国际会议上提交的报告——《国际人道法以及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中，曾

针对国际人道法以及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的趋势做出回应，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6 卷），853
号，2004 年 3 月，第 213~244 页。 
8参见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26 条，以及关于战争期间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143 条。 
9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第 3 条均规定了相同的内容，即：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国家间武装冲突中采取

行动的权利。除了一国国内骚乱以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在任何一国国内的武装冲突中为交战各方

提供帮助。《国际红十字会行动规则》第 5 条规定了相类似的采取人道行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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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国际委员会首先通过它的人道活动获得这些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唯一地用于人道活动。鉴于这

些信息通常非常敏感，政治上很微妙，可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因此考虑欠周的措辞大有使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卷入政治争论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处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于公开呼吁和声明的

慎用，使它具有相当大的权威。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避免发表公开声明

和呼吁，即使在情况类似的其他地方曾经发表过这种公开声明和呼吁。 
 
 基于这一理由，是直言不讳地说出真实情况还是保持缄默就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其人

道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直言不讳的重要性，或者说是发表公开声明的重要性，有时候被夸

大，有时候又被低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年代，是一个多言多语、一个过快得出评判、一个易于表

达观点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直言不讳的重要性往往被夸大了。 
 
 人道行动和作证之间的冲突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开的声明和呼吁中的地位常常是有争议的，而且有时还会导致激烈

的争论。已知的 好例子可以追溯到 1942 年的秋天，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对平民保护作公

开呼吁，它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的意见其实没有注意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所以拒

绝发表公开呼吁，是担心它会因此而无法接近其正给予帮助的大约两万名联盟部队的战俘。这些批

评的意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公开的呼吁究竟能否在何种程度上改善平民特别是集中营中囚犯的境

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1988 年对让·克洛德·法韦兹(Jean-Claude Favez)的一本书的评论中，10

重申了它对于此种公开呼吁有效性是否存在的质疑。11  
 
 有一些专家能充分意识到决定开展人道行动与公开作证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且将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特定时刻保持缄默视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上的转折点。“为了持续这种援助活动，红十

字会做出了拒绝说出其所了解的灭绝种族集中营里的情况的灾难性决定。”12 
 
 然而对于这一真正的窘境，即除了站在一个无可否认的重要的道德立场之外，在特定情况下公

开呼吁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以及有关公开呼吁对于现存人道活动的影响的思考，都还是远远不够

的。 
 
 特别是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一个人道组织的立场来讲，关于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沉默这一

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可以

继续它的人道工作，而且还会对该组织的形象以及它为世人所接受的方式产生影响。对于某些集团

而言，这个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缄默的决定，也许比一个人道组织究竟做什么更加举足轻重。 
 
 限制发表公开声明 
 
 关于发表公开声明，毫无疑问，如果同其他国际组织相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被认为是相当

谨慎或至少是比较保守的。然而，考虑到不同组织有不同任务和活动，这种比较可能会产生误导。

这种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理解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在巴尔干战争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发表

的许多公开声明和呼吁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公众对于某些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没有疑问的，以下就是

这方面的两个例子。 
 
 在 1992 年一份对波黑（Bosnia Herzegovina）交战各方的公开呼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谴

责了对于无辜平民的拘禁和非人道待遇，同时呼吁各方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与日内瓦第三、第四

公约相符合的人道措施。13 对于平民所处的极其恶劣的困境的描述也成为 1995 年 7 月对叛乱者的

                                                        
10让· 克洛德· 法韦兹：《红十字会与大毁灭》，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99 年。 
11让 ·克洛德 ·法韦兹：《不可能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集中营与纳粹的强迫迁移》，派也特出

版社,洛迦诺,1988 年,第 378 页。 
12让· 克里斯托菲· 吕芬（Jean-Cristophe Rufin）：《人道行动的前景》, 加利玛德出版社（Gallimard）, 
爱符勒斯（Evreux）,1994 年，第 74 页。 
13 “国际红十字会与前南斯拉夫战乱”，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７４卷），第２９０号，９/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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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公开呼吁的核心内容。这份呼吁要求叛乱者通过具体的措施达成人道共识，诸如帮助恢复萨拉

热窝（Sarajevo）和周边地区的供水。 
 第二个例子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 1998 年 9 月科索沃危机的公开声明，14 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在声明中着重提到了平民的恶劣境况，并且强调确保平民安全以及对平民给予尊重的责任在塞族

（Serbian）当局一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督促阿尔巴尼亚政府和科索沃解放军尽 大努力结束屠

杀。 
 
 我为什么要举这些特殊的例子呢？因为这些例子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非回避发表公开评

论，而是避免发表单方面的或至少是偏重于冲突某一方的公然谴责。虽然这种方法有时会遭到批

评，但它清楚地表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公开声明切不可削弱人道援助的作

用。尽管我没说发表公开声明就一定会产生使提供人道援助受阻的效果，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

足以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谨慎行事。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公众提供关于战区人民生活疾苦状况以及当今冲突的

复杂性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并且，还有很多领域能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不损害其开展活动所必不

可少的保密性以及不必匆忙做出评判的同时向公众公开信息。 
 
 首要任务：接近受害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其将履行人道使命视为首要任务，没有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而受到

批评，更有人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说却没有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每天都面对着各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有些是对国际人道法的严重违反，工作人员

们了解 偏远的监狱、战俘集中营和拘留中心的状况。很少有其他组织能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

了解战区和冲突地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对武

装冲突的一方进行单方面的谴责。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即迅速地做出评判并且做作地表达关切和谴

责得到高度评价、而不论其对于情势是否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年代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谨慎也许

会疏远一些人或烦扰一些人，因为这种谨慎与人们通常所期待的不相适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

征其实并非是过分谨慎而拒绝发表公开评判和做针对单方的谴责。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它保持缄默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不想冒因为发表公开声明而失去接近冲突受害者的风险；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这种

公开的声明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舆论的力量持保留态度。与此相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贝尔法

拉（Biafra）战争中对其工作人员发表公开意见加以约束和限制使得其一名工作人员贝尔纳·库什

内(Bernard Kouchner)在 1971 年找到了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这名工作人员感

到，正如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圈内人士所熟知的那样，这位“年迈的女士”

（这里诙谐地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年迈的女士。——译者注）在自由表达意见方面受到了太多的

限制和约束。 
 
 应当予以注意的是措辞方面。是否参与各种公众争论的决定，以及如果决定参与的话，应该

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参与，的确都需要仔细地斟酌。德国哲学家汉斯· 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在谈到语言和谈话时讲道：“我们自己很少主动对话，多数都是我们被卷入

或拉进对话中。”15  
 
 除了我们自己的意愿以外，语言和情景也决定了我们会说些什么。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

人道组织，它几乎总是在情感和非理智的环境中工作，因此需要考虑到语言和情境这些重要方面。

我们不但必须明确我们想说些什么、不想说什么，我们还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该在何时何地参与公

众讨论。 

                                                                                                                                                                             
刊，１９９２年，第４８８~４９３页。 
14红十字会关于科索沃局势的公开声明，发表在《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25 卷），1998 年 12 月，第

725~728 页。 
15汉斯· 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Crossroad，纽约，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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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呼吁的补充作用 
 
 只有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它保守秘密的工作方式毫无效果且不再能够为冲突受害者提供进

一步切实的保护和帮助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会发表公开声明和谴责。这是一个事实，同时也是

一项规则，也许再没有比这更能充分地阐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公开声明和谴责的关系的了。16 要
做一个 佳选择，发表公开谴责只能排在第二或第三位。换句话说，作为一项规则，只有当其认为

公开谴责或呼吁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实际的人道援助更有利于保护冲突受害者时，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才会采取发表公开谴责或呼吁。在估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做的声明的意义时，有一点需要牢记

于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动员公众舆论的效果未必一定能够令人信服；尽管这种效果不可能被具体

地得到证实，这点也不能否认。 
 
 也许很难有比 1994 年 4 月 28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发表的公开呼吁更为紧迫和激烈的了，这

一声明是在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三周后做出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所有有关国家政府采取一切可

能的手段立即结束这一大屠杀。为了避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大屠杀中罹难，它 开始并

没有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然而，就是用系统性的大屠杀这一迂回的说法，人们也没有对究竟发

生了什么产生怀疑。即使有对情况产生怀疑的人，4 月份大量的媒体报道中所使用的“纷乱”、

“大屠杀”、“人类悲剧”等各种用词也都充分地呈现了真实情况。17 然而尽管有大量媒体清晰的

披露，这些公开声明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国际社会的迅速反应。直到 7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

允许法国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直到两个月后联合国执行 5 月 17 日通过的决议，才将联合国驻卢旺

达救援团的工作人员增至 5500 名。18  
 
 举出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指责国际社会对此反应的速度之慢，而是想提醒那些主张迅速地予

以公开控诉的人，通常人们仅仅只满足于控诉。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当今人们异常

地强调“特别关注”。问题是，通常只是呼吁别人去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毫无意义。然而那些受害

者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和保护。在阐明这一观点时，我并不是低估为那些没有权利同时又没

有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受害者们声讨权利的作用。只有那些知道能接近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是比除了

安全因素以外都重要的人，才会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表公开声明问题上的立场。当我们作首

要选择时，是没有任何折中办法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样还设法在其所承担的责任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请允许我阐释一下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的评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意扩大通过为自己

和他人制定道德标准，从而减小他们自身责任的阵营。19 在一个任何行为包括说话都可能被用于各

色用途（包括娱乐）的世界，设立首要选择也许看起来非常武断，即使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也是不

言而喻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标榜自己是人类道德良知的体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知道道

德良知不能取消武装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真正想做的是在其权力范围内，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

战争受害者，并且防止任何可能使接近战争受害者受到阻碍的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

会被视为在艰难条件下维护 低限度的文明标准。发表公开评论的利与弊都必须以这些首要的考虑

为衡量标准。 
 
 有两件事我们切不可忘却：一是“直言不讳”或“保持沉默”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

的安全息息相关；二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表公开评论的空间，并且这种公开评论并不会使人道活

动陷入困境，如在众多场合下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提出新的发展建议。例如，仅在哥伦比亚一

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曾组织了 1340 次论坛和会议，60，000 多名参加者来自不同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16 “国际红十字会在违反国际人道法中采取的行动”，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２２１卷），３/４
月，１９８１年 ，第７６~８３页。 
17关于１９９４年国际红十字会在卢旺达的活动的详细情况，载 http://www.cicr.org/web/fre/sitefreo.nsf 
/html/Rwanda，上次访问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７日。 
18参见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９２９号决议。 
19汉斯 ·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内战》，伦敦，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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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性和保密性 
 
 到此为止，我所谈到的都是关于公开评论。然而，发表公开评论当然不是唯一、而且也不一定

是 有效的评论方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常大胆地实话实说：当他们遇到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情况时，就会与交战各方——通常是偏远战区的部队指挥官们进行沟通和交涉，向他们解释

应适用的法律并要求这些法律得到遵守。这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这样做所面对的人身危险远比在

远离冲突地区发表公开控诉要大得多。 
 
 此外，不对外公开的监狱报道中也包含它就改善拘留环境的建议。这些建议要同有权当局进行

探讨，在其下一次探访狱囚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还要核查已有哪些建议被付诸实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草拟有关战斗行为的情况以及在军事行动中平民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保护的评

估，并递交给交战各方。换言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开场合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它对自己所看到

的绝对闭口不言，或者它不会大胆说出其所看到的从而促进人道状况有所改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

重要。 后，同发表公开谴责的作用相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许更相信不公开规劝的影响力。 
 
 并且，在关押拘留地或冲突地区发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更愿意采

取这种保密的工作方式。只有当不断重复的保密方式不能制止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违反时，或者说至

少人道状况没有改善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会考虑采取公开的方式。然而，即便如此，也只有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信公开的方式对受到关注的人们有所帮助时才会选择公开。事实上，这是一个

当任何在战区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所采取的改善人道状况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之后才会采取的环

环相扣的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保证在我们介入的过程中避免使我们在战区的工作人员处于不利境

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关塔那摩监狱 2000 年 2 月、2003 年 5 月和 2004 年 1 月状况的比较公开

的声明就采用了这种方式。20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开情况之前，自然还要估量一下公开情况能够

期待有多大的事实上的改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公开反对、震惊的表达以及所采取的谴责的姿态通

常只会产生不太大的效果。 
 
 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常常被要求必须努力克制，不能仅

仅是出于义愤就轻易地表达观点。向公众们作通常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于 A 国×监狱骇人听闻的

状况的描述可以满足那些热衷于新闻的人，并且这种谴责也可能改善受害者的境况，至少从短期效

果来看是这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下一次被拒绝接近受害者。这样就无人能够想象得出，

当无法再次探望这些受害者时，这些受害者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此外，公布情况的决定不能仅针

对某一特定情况，必须要考虑到对其他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公开了关于 A 国的情况，是否意

味着我们会被拒绝探望处在 B 国或 C 国的受害者？ 
 
 保持机密通常要求相当多的纪律和一定程度的谦逊。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由于太难揪出并

谴责那些始作俑者，常常一点信息就被过分地夸大了。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说出在探访

了位于巴格达附近的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德监狱后所观察到的人道状况的改善，21就很好地回应了

那些所谓保密的方式无助于对人道状况做出补救的评论。不论评论说了什么，我从不怀疑：早在那

些不人道的、毫无人性的、骇人听闻的虐囚照片公开之前，人道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即便不是全部

地但至少是部分地要归功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坦诚而直率的要求。 
 
 
 

                                                        
20参见２００２年２月９日第０２／１１号，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第０３／３６号，２００４年１月

１６日第０４／０３新闻稿。 
21 ２００４年５月７日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大篇幅地引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２

００４年１月所作的其探访伊拉克监狱情况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是在２００４年２月提交给联军的。

此份报告为机密文件并且仅提交给所提交的当局，报告明确地声明：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同意不得

部分或全部披露。编纂并提交报告构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世界范围内监狱的标准程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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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媒体 
 
 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公开的民主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如果动用公开化这一杠杆将会更

有效地带来变化。这些人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大部分是由媒体塑造的。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也应该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运作和沟通方式。 
 
 自然而然，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沟通方式而言，应该将媒体对于某一特定冲突场景的关注度

考虑在内。然而，无论媒体的报道力度有多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任何战区的工作范围通常都远

远超过媒体的聚光灯所达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来到暴力受害者的身边为他们提供

帮助。透露给媒体的报道表明囚犯们感到他们可以信赖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私人谈话，谈他

们在监狱里受到的非人待遇。报道也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道状况方面的努力工作中是直言不

讳的。保持机密不等同于无所作为或是姑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伊拉克监狱状况的公开谴责能否产生如在世界范围内公开虐囚照片一样的

效果，仍是个争议之中的问题。关键在于，从长远和特定某一事件的角度来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认为其已经经受住审查和考验的监狱探视程序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受害者们是有效并且是有益的，其

中包括报道的保密性。其对于伊拉克囚犯境况的意见表述也是坚定而不受限制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比已经谈到的、可能想到的要更紧密和复杂。它和媒体的

工作人员经常在同一环境之中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媒体对于武装冲突的报道中有切实的利

益，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这些冲突将会被人遗忘。例如，在卢旺达大屠杀的头一个月里，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曾帮助 12 名记者进入吉加里（Kigali），虽然这些记者两天后又都离开了。 
 
 提醒媒体注意战区的状况和普遍的人道关注，如对拆除未爆军用器材承担责任，对于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来讲具有重要的可操作性。当国家没有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或识别的共同利益时，只有动

员公众舆论的力量才能说服政府采取行动。这方面，媒体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只要是跟踪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04 年上半年对相关敏感问题的公开声明的人都会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并不如有人指责的那样保持着沉默。  
 
 重要的是考虑周全 
 
 也许有人认为限制发表公开声明和控诉无可指责。但有一些问题我不想回避。如果过分限制对

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公开谴责并追究其责任，是否 终会使作恶者逍遥法外。有时甚至会被说

成与违法者共谋。难道同默默无闻地协助提供人道援助相比，发表公开声明或谴责以及其所引发的

行为，能够更普遍而持久地改善受难人群的生存状况吗？ 重要的是，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

众面前采取了大胆而富于挑战性的方式的话，又是否有可能导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完全赶出其正

在开展人道援助工作的国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不一定会被强迫离开，并且每个冲突地区的情况都要予以区别对待。然而

人道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使其在公开情况之前对可能导致的结果三思而后行。然

而，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即除了直接说出真实情况外再无其他的选择。如果考虑到可能的

后果，那将是一个 难以做出的选择。 
 
 在一个不尽如人意又一成不变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大规模地公开谴责从长远来讲可以比人道援

助更有利于促进日趋人权状况的发展。然而，我不认为人道援助会延长战争。如果人道援助会防止

形势的恶化，恶化往往会促使国际社会或国内的力量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那么这种人道援助可能会

间接地延缓和平的到来。然而，我同样也非常怀疑公开谴责会引起国际社会或国内力量作出反应。

发表公开谴责很可能只产生微乎其微的作用或根本不产生作用，同时又剥夺了许多人得到人道组织

援助的机会。 
 
 将保持接近受害者视为绝对的首要任务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即一国的军阀或独裁

者得到了比他们本应得到的更好的公众形象。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当今有许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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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积极地对虐俘等发表公开谴责。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组织没有在相关国家开展人道活动，所以他

们根本不用担心会被驱逐出境。这些起声援作用的组织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有了这

样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不必将发表公开谴责作为新的首要任务。 
 
 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直言不讳或是保持沉默都是极个别的情况。在情绪化和

非理性化的冲突环境里，每一个字，对于不同党派以及如果站在不同角度，都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并

产生不同的共鸣。对于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从过去和当今一些并不很明显的例子来

看，十分注意它的措辞和所产生的共鸣是很必要的。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措辞的含义和影响力确

实尤显突出。 
 
 直言不讳抑或保持沉默的适宜时机，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诀窍。在每一次做决定之前，都要认认

真真地研究一下实际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然没有理由低估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但是基于以上

的种种原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能让步于当前对于迅速做出评判和全面谴责的渴求。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必须也将坚决地利用公众舞台来告诉世界关于许多地方受害者所处的困境，并向人民说明

战争形势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以此来促进对于基本人道状况的关注。尽管我们认识到了确实迫切需

要发表紧急的谴责，但我们还是必然会毫不气馁地遵循方针。 
 
 一致性和可预见性 
 
 考虑到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在做出是直言不讳还是保持沉默

的决定时尤其困难。不论来自公众或其他舆论方面的压力有多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切不可忽视其

根本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时机的把握， 终要由公布于众是否能改善其所帮助人群的境

况来决定。公开声明对于所提到的特定情况的影响力也许相对容易评估，但是就公开声明在其他领

域而言情况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而言，它所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效果

必须从全球范围加以估量。作为一个仅去年一年其代表就探访了位于约八十个国家的 1900 多个拘

留地点的 470，000 名被拘禁者的组织，2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考虑其针对 A 国监狱状况的公开

谴责对于它探访位于 B 国和 C 国的监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时人们会想出一些误导性的可选方式，诸如要么选择谨小慎微行事，要么选择讲求效率。要

知道每一次谨慎行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世界范围内的人道活动的效率，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地

区。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好好地反省。我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公开

声明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决定就一个地区发表公开声明，那么在情况相似的其他地方也必

须采取相同的步骤，即使在不同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活动的结果会截然不同。一致性和可

预见性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宝贵的财富。不论是发表公开声明还是对公众保持缄默，始终保持一致

性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值得信赖的基本前提。 
 
 
 
 
 
 

朱文奇      校 
 

                                                        
22参见“国际红十字会 2003 年度报告”，国际红十字会，2004 年，日内瓦，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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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状况：安理会第 1483 号 
决议与占领法 

 
 

马滕·兹瓦嫩布尔格 (Marten Zwanenburg) ∗  / 柯豪
∗∗  译 

 
 
 发生在 2003 年的海湾战争及其后果，在法律专家们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但大多数这类讨

论的重点，集中在发动战争的权利（jus ad bellum）方面，其中尤其是 2003 年 3 月美国、英国及其

盟国攻打伊拉克的合法性问题上。1  而从事战争的方式和手段（jus in bello）这个问题，却没有得

到多少关注。这令人感到遗憾，因为美国和英国等对伊拉克的占领，是国家承认适用占领法的极少

数例子之一。迄今为止，占领法主要在涉及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时提及。但以色列在法律上拒不承

认占领法适用于那些领土，尽管它声明它在事实上适用这一法律。2

 
 在伊拉克这一案例中，不仅适用占领法，而且还适用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问题在于：

这两类法律文件相互之间应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认为，第 1483 号决议3可能会使占领法丧失了某

些效力。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规定的关于占领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实行变革的目标以及关于各国增

派军队到多国稳定部队的内容等，可能会超越占领法里所设定的某些限制，并有可能使适用占领法

成为不可能。下面将讨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

动时可能会贬抑占领法。关于这种情况是否可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能的问题，曾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引发了许多学术性讨论。4 当时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实施经济制裁可能的法律限制以及国际法院

（ICJ）审理的洛克比案（Lockerbie）的内容方面。然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展开讨论，都没有得出

明确的法律结论。虽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已于 2004 年 6 月结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思考占领法与安

理会决议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占领国在伊拉克颁布的法律在伊拉克权力移交后仍然有效，这些法律

将继续产生影响。5 当然，也不应排除可能出现占领法和安理会决议同时调整同一状况的其他情

形。 6

 
                                                        
∗
马滕·兹瓦嫩布尔格（Marten Zwanenburg）是荷兰国防部的律师。曾在莱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本文

中的观点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荷兰国防部的观点。作者感谢荷兰国际法协会国际组织法工

作组成员所给予的意见和建议。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 参见克林·沃尔布瑞克（Colin Warbrick），“对伊拉克使用武力”，载《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第

52 卷，第 3 期，2003 年，第 811 页；“文集：伊拉克冲突的未来含义”，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7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第 553 页。 
2 关于占领法适用于以色列占领领土的情况，参见国际法院《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

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院报告还未出版，该意见可在国际法院网站上找到，载

http: //  www.icj-cij.org/icjwww/idocket/imwp/imwpframe.htm，上次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10 月 25 日。   
3 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2003 年 5 月 22 日。 
4 例如，参见加布里尔·奥斯特赫伊森（Gabriel Oosthuizen）：“故意唱唱反调：联合国安理会不受法

律约束”，载《莱顿国际法杂志》，第 12 卷，第 3 期，1999 年，第 549 页；贝恩德·马滕楚克（Bernd 
Martenczuk）：“安理会、国际法庭及司法复审：洛克比案的教训是什么？”，载《欧洲国际法杂

志》，第 10 卷，第 3 期，1999 年，第 517 页；泰瑞·吉尔（Terry Gill）：“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其在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强制执行权力的法律及一些政治限制”，载《荷兰国际法年刊》，第 26 卷，

1995 年，第 33 页。 
5 因此，联盟临时管理当局那些违反占领法、但仍在运行的立法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质疑，因为这些法律

没有经过临时政府的正式批准。 
6 例如，可能会出现的情形，就是如英国政府曾经表示要军事干涉苏丹，而安理会随后通过一个决议来

解决这种状况。参见马修·特姆帕斯特（Matthew Tempest）：“布莱尔（Blair）：在苏丹没有什么可以

例外”，载《卫报》2004 年 7 月 2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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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性问题 
 
 在思考安理会是否能将占领法置之不顾之前，有一个初步性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怎样才能使

占领法与开始实施转变时所需要的措施相一致，这里的转变是指全面调整以前的国家政权体制。换

句话说，如果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参与，占领法本身是否足以使这样一个转变成为可能？虽然这是

一个重要问题，但还不是本文的中心点。在伊拉克这种特殊情形下，如果没有安理会的参与而要得

到这种转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7  另外，正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在伊拉克之类的情形下，很多时候

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安理会的授权，而不是依靠占领法来使其行为和地位合法化。这本身就

清楚地表明：它们认为占领的行为和地位都已超越了占领法的范畴。所以，国家对这个初步问题作

了否定的回答。 
 
 本文将不会对占领法是否应当被修改以使其对国家的转变更具指导性等问题，进行任何详细的

讨论。不过，提倡修改占领法的人应当认识到，一个更为灵活的占领法能够鼓励国家尝试进行制度

改革，因为它能使国家更容易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不违背法律。8

 
伊拉克冲突及对伊拉克的占领 
 
 美国、英国军事武装力量在少量澳大利亚及波兰部队的协助下打败伊拉克武装部队后，它们就

成为了伊拉克国家领土内事实上的当局。这两个国家采取措施，设置了一个战后行政管理机构。这

个行政管理机构 初被称为重建与人道援助办公室（ORHA），由退役的美国将军杰伊·加纳（Jay 
Garner）领导，并由他向五角大楼报告。几个月后，美国外交官L.保罗·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被任命管理这个战后行政机构，该机构也重新被命名为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PA）。9 联盟临

时管理当局赋予自己广泛的权力。10 2003 年 6 月 16 日，它发布了“联盟第一号临时命令”。该命

令除了规定其他事项以外，规定联盟临时管理当局 “在过渡管理期间为了对伊拉克实施有效行政

管理，得暂时行使政府权力”，11  同时它还规定其“被授予所有为达目的所必需的行政、立法和司

法权力，并根据有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行使它们”。12  
 
占领法的适用 
 
适用范围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英国在这一期间内成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占领国。13 1907 年《海牙

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以下简称《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4 和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15 都
                                                        
7参见戴维·舍费尔（David Scheffer）：“超越占领法”，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7 卷，第 4 期，

2003 年 10 月，第 844 页；马赫穆德·哈姆德（Mahmoud Hmoud）：“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占领与安理

会第 1483 号决议”，载《康奈尔国际法杂志》，第 36 卷，2004 年，第 449 页。同时参见埃雅尔·本韦

尼斯蒂（ Eyal Benvenisti ）：《安理会与占领法：从史学观点看第 1483 号决议》，载 http: 
//www.tau.ac.il/law/members/Benvenisti/work.html，上次访问时间为 2004 年 10 月 20 日。 
8 关于制度改变，参见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为什么政权改变是（几乎总是）一个糟

糕的主意”，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8 卷，第 3 期，2004 年 7 月，第 516 页。 
9 史蒂文·R.维斯曼（Steven  R. Weisman）：“美国开始指派平民监督伊拉克”，载《纽约时报》2003
年 5 月 2 日版。 
10迈克·艾伦（Mike Allen）：“恐怖主义专家主导重建工作”，载《华盛顿邮报》2003 年 5 月 2 日版。 
11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 1 号条例，2003 年 5 月 16 日，CPA/REG/16 May 2003/01，第 1 节第 1 小节。 
12同上注，第 1 节第 2 小节。 
13正如下面讨论的，当某一领土实际上被置于占领军控制之下时，它就被占领了。有人主张在伊拉克情

形下，占领发生的准确时间只能由在伊拉克指挥官来确定。但不管怎样，如果认为 2003 年 5 月 1 日布什

总统宣布主要战斗结束时伊拉克已被占领，则是万无一失的。 
14 《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是《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第四公约》的附件，1907 年 10 月 18 日，

1908 年《美国国际法杂志》增刊第 2 卷，第 90 页，条约汇编序号：539，《帕里（Parry）条约汇编》第

205 卷，第 277 号（《海牙章程》）。 
15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287 号（《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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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占领方面的条款。1907 年《海牙章程》第 42 条规定：“当某一领土实际处于敌国军队支配

下时，该领土就可认为被占领。占领只及于这种支配权已经建立且能被行使的那些领土。”16

 
 上述条款明确了某一领土是否被占领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它不要求占领方或任何其他方宣布占

领状态的存在。该条款看来也要求占领者实际地对被占领土行使控制权。同样，正如在纽伦堡国际

军事法庭的美国军事法庭在人质案（Hostages）中所明确的那样，对这一要素不能作狭义的解释。

只要占领军“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任何时间、对该国的任何部分实施物理上的控制”，那就足够

了。17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处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案中都有针对德国人的游击队运动。这些游击

队时不时地能控制这些国家的某些部分，但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存在占领这个结论。所以，同样的道

理被认为也适用于伊拉克。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共同的第 2 条规定，公约适用于缔约国领土被全部或部分占领的

所有情形，即使占领没有受到武装力量的抵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对《日内瓦第四公

约》的评注认为，该公约所使用的“占领”一词含义要比在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 42 条

的规定显得更宽泛些。评注认为，对个人来说，是否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并不依赖于《海牙章

程》第 42 条所规定的占领情形的存在。18 这个观点也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第一审判庭在检察长

诉纳雷蒂里奇和马蒂诺维奇案（Prosecutor v. Naletilić and Martinović）的判决中采纳。该审判庭对

“占领”采取了一个双重定义。它认为：根据 1907 年《海牙章程》第 42 条规定，对领土的实际控

制是一个必要的因素，19  它列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判断是否构成实际控制的因素。该法庭还对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占领的含义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考察标准。按照它的观点，只要影响公

约下作为平民的“个人”，占领法就得适用，因而它不要求占领者有实际的支配控制力。为了保护

这些个人的权利，只要他们落入“占领者的手中”，占领状态也就存在。20  该审判庭对《日内瓦第

四公约》占领条款适用范围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将对“受保护人”的确定与对占领状

态的确定混淆在一起，从而没有认识到该公约另外含有一些专门适用于占领地的条款。 
 
 国际法院在关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 
on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中虽然

提到了占领法，但却没有对上面谈到的范围问题表达明确的意见。21  
 
 内容 
 
      适用占领法将给占领者施加一定的义务。占领法在本质上就表明：占领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22  
按照 1907 年《海牙章程》和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规定，在占领期间，占领国被赋予一定

的管理权并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禁止占有非严格意义上国家财产的现金、资金及可兑现

的证劵；23  按照用益权规则管理属于敌国的公共建筑、不动产、森林以及农业用地；24 并在 大限

                                                                                                                                                                             
瓦第四公约》）。 
16 美国诉威尔海姆·李斯特（Wilhelm List）及其他人（人质案），美国军事法庭，纽伦堡，战争犯审判

第 8 号法律报告第 55 页（1949）。 
17同注释〔16〕，第 56 页。同时参见杰勒德·冯·格拉（Gerard von Glahn）：“对敌方领土的占领：战

时占领的法律与实践评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明尼波利斯，1957 年，第 28 页。 
18让·皮克泰（Jean Pictet）主编：《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

公约〉集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1958 年，第 60 页。 
19检察长诉纳雷蒂里奇（Mladen Naletilić）和马蒂诺维奇（Vinko Martinović）判决，案例号：IT-98-34-
T，第一初审庭，2003 年，第 218 段。 
20同注释〔19〕，第 221 段。 
21 前引文（注释〔2〕）。 
22例如，参见汉斯·彼得·加塞尔（Hans Peter Gasser）：“保护平民群体”，载D.弗莱克（D. Fleck）
主编：《武装冲突中的人道法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5 年，第 242 页。 
23 《海牙章程》第 53 条。 
24同上注，第 5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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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确保对占领区居民的食物和医疗物资供给。25

 
 占领法要求占领国承担的一个重要义务被规定在《海牙章程》第 43 条里。它要求占领者除非

被完全阻碍，否则就必须遵守被占领国家的现行法。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补充规定

了这一条款。26《海牙章程》的起草者们似乎将军事需要看做能够“完全阻碍”占领国遵守现行法

的唯一可以考虑的因素。27  后来，有些专家认为，其他的一些考虑因素同样也能使替代的法律具有

合法地位，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占领地居民的福利。28 一些人甚至认为，背离当地法只要有足

够的正当理由就行了。29  基于当地居民的福利可以背离现行法这条法律原则现在似乎已经被人们广

泛接受了。30  这种观点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人的尊重是现代国际人道法的基础，人权的支配

地位以及它对解释人道法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诸如“足够的正当理由”之

类的主观标准可能会导致其被滥用，因为占领国会根据它自己的社会经济观点来界定什么标准是合

理的。同样，占领国如果要界定什么是绝对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自己的社会经济观点。

它与占领地居民对此的界定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在接受一种可能阻碍遵守现行法规定的较为宽泛

的定义时，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作为伊拉克占领国的美国和英国 
 
 2003 年 5 月 8 日，美、英两国向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提交了一封信。它们在信中声明将严格履

行其在国际法下的义务。31  根据信里提到的义务，它包括涉及伊拉克人民基本人道需要的义务。里

面似乎还提到了占领法，因为占领法规定：占领国有义务在其所有方法之 大限度内确保居民食物

和医疗物资的供给。32  不过，美国当时似乎并没明确地说它是占领国。在 2003 年 4 月 7 日一次会

议所作的详细说明中，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从战争法严格意义上来讲，美国当时并不是军事占

领者或占领军。33  该官员说，“直到战斗很确凿地结束以后，才能认为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占

领……并发布占领声明。”34  2003 年 4 月 25 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暗示，当战争被宣告

结束时，美国将成为占领国。35  这表明美国认为其 迟在 2003 年 5 月 1 日布什总统宣布对伊拉克

主要战斗结束时成为了占领国。36  以后，美国官员就明确表示美国是一个占领国。37  英国官员则

                                                        
25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5 条。 
26 该条规定：占领地的刑事法规应继续有效，但是当它们对占领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或对本公约的适用形

成障碍时，占领国可以废除或中止。基于对后者的考虑以及确保有效司法的需要，占领地的法庭对于上

述法规所涉及的一切罪行仍应继续行使职能。然而，占领国可以要求占领地居民遵守占领国为履行其在

本公约下的义务，维持对该地有序的统治，遵守为确保占领国、占领国军队或行政机关人员和财产以及

其所使用的设施和通讯线路的安全所制定的必要的规定。 
27 埃雅尔·本韦尼斯蒂（Eyal Benvenisti）：《占领的国际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93
年，第 14 页。 
28 例如，参见艾伦·杰尔森（Allan Gerson）：“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占领及军事占领”，载《哈佛国

际法杂志》，第 18 卷，第 3 期，1977 年夏，第 535 页； 奥娣勒·德巴斯 （Odile Debbasch）： “军事

占领：占领他国领土的军队被承认问题”，皮嵩和杜郎—阿滋斯 （Pichon et Durand-Auzias）出版社，巴

黎，1962 年，第 172 页。 
29 欧恩斯特·H.菲尔臣费尔德（Ernst H. Feilchenfeld）：《战时占领的国际经济法》，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华盛顿，1942 年，第 89 页。 
30 冯·格拉（Von Glahn），前引文（注释〔17〕），第 97 页；杰尔森，前引文（注释〔28〕），第

538 页。 
31 美英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理会主席的信，2003 年 5 月 8 日，联合国文件：S/2003/508。 
32 前引文（注释〔25〕）。 
33 对《日内瓦公约》关于敌方战俘及战争罪行的详细说明，2003 年 4 月 7 日，国防部。 
34 同上注。 
35 国防部新闻发布会——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以及梅尔斯（Myers）将军，2003 年 4 月 25
日。 
36 埃米·戈德斯顿（Amy Goldstein）与卡林·德杨（Karen Deyoung）：“布什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

束”，载《华盛顿邮报》2003 年 5 月 1 日版。 
37例如，参见拉吉夫·钱德瑞萨克伦（Rajiv Chandrasekaran）：“伊拉克未来的 终决定权：布雷默

（Bremer）的磋商与劝诱，但 后由他发号施令”，载《华盛顿邮报》2003 年 6 月 18 日第A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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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场合明确地提到英国是一个占领国。 38

 
 2004 年 6 月 28 日，占领国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了全部主权并解散了联盟临时管理当局。39

原定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进行的权力移交在联合国安理会 2004 年 6 月 8 日第 1546 号决议中已预先

作出规定。该决议 重要的第二段，表达了联合国安理会“欣见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占领行将结

束，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将不复存在，伊拉克将重新行使全部主权”。40

 
 上面这段话提到对伊拉克占领何时结束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由于本文要

讨论的是第 1483 号决议与占领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安理会忽视占领法规定的可能性，所以，对伊拉

克占领何时结束并不是要讨论的主题。然而，这问题本身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劳特帕赫特

（Lauterpacht）的观点，当占领者撤出或被赶出某领土时，占领也就结束。41《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6 条规定的占领法，只是陈述其将于军事行动全面结束的一年后停止适用，但是许多条款在占领

期间仍然有效。换句话说，当不再存在占领者对被占领土的有效控制时，占领法也就终止适用。42

因为，没有了有效控制，也就不存在占领。除了劳特帕赫特提到的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形，即

当前占领国军队仍停留在前占领地，但立法权不再为占领者所掌握时，占领法也可能停止适用。这

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是国际的承认，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承认，则可以当做是一个指示。43  与这

点相关联的是安理会主席在 2004 年 6 月 28 日的一个新闻报告中所作的声明。他声明说：“安理会

成员欢迎将治理伊拉克的全部责任和职权移交给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的伊拉克临时政府，结束对这

个国家的占领。” 44

 
 至于事实方面，新闻报道显示：美、英两国确实于 6 月 28 日将行政权力有效地移交给了伊拉

克。45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作的声明也含有相同的意思。他声明说：如果伊拉克政府要求军队离开

伊拉克，他们将会这样做。46  总之，占领似乎已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结束。 
 
 伊拉克稳定部队 
  
 美、英占领整个伊拉克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外交运动，以说服尽可能多的国家派出军事人员参

加伊拉克稳定部队（SFIR），并维持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行使职能所需的安全环境。一些国家决定派

出军队到该部队接受美国的指挥。其中就有波兰，它接受了邀请并负责指挥一个多国部队师。但

美、英发现，许多国家不愿派兵到伊拉克的国际部队。它们不情愿的一个原因是广大民众反对武力

入侵伊拉克以及华盛顿准备武力进攻伊拉克时对联合国安理会多数成员的意见置之不理。47  另一个

原因，则是许多国家对一旦决定加入稳定部队，就可能成为占领国而深感不安。如果不考虑安理会

第 1483 号决议的影响，许多国家都认为加入稳定部队就会使它们成为占领国。正如莱恩萨德
                                                        
38例如，参见外交部长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提交给众议院的关于伊拉克新宪法及选举时间表的书

面报告，2003 年 11 月 20 日。 
39拉吉夫·钱德瑞萨克伦（Rajiv Chandrasekaran）：“美国两天前向伊拉克移交权力：害怕袭击会促使

改变——临时领导人就职典礼”，载《华盛顿邮报》2004 年 6 月 29 日第A01 版。联合国、美国和伊拉

克政治人物都参与了临时政府成员的挑选。 
40安理会第 1546 号决议，2004 年 6 月 8 日。 
41 H.劳特帕赫特（H. Lauterpacht）主编：《奥本海姆国际法：专题论文》第 2 卷：《战争、争端及中

立》，朗文，伦敦，1952 年，第 436 页。 
42 乔治·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国际法院和法庭适用的国际法》第 2 卷：《武装冲

突法》，斯蒂文斯，伦敦，1968 年，第 317 页。 
43马科·萨索里（Marco Sassòli）：“《海牙章程》第 43 条与二十一世纪的维和行动”，为国际人道法

目前所受到挑战召开的高级专家非正式会议准备的背景文章，剑桥，2004 年 6 月 25～27 日。 
44安理会主席 2004 年 6 月 28 日所作的新闻报告，联合国文件：SC/8136。 
45罗宾·怀特（Robin Wright）、拉吉夫·钱德瑞萨卡伦（Rajiv Chandrasekaran）：“官员们认为美国现

在在伊拉克扮演次要角色”，载《华盛顿邮报》2004 年 9 月 22 日版。 
46格伦·凯斯勒（Glenn Kessler）：“鲍威尔称：如果新领导人要求，军队将离开伊拉克”，载《华盛顿

邮报》2004 年 5 月 15 日版。 
47盖伊·迪摩（Guy Dinmore）、詹姆斯·波利特（James Politi）、马克·奥德尔（Mark Odell）：“美

国努力装满在伊拉克的联盟军队”，载《金融时报》2003 年 7 月 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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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nzaad）所说的那样，在占领国的指挥或命令下执行任务往往会赋予那些合作者们以占领国的

地位。48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占领地所负责工作的性质，同时还取决于指挥结构以及留给国家

决策的余地。 
 
 一些派出军队的国家限定了其执行的任务，试图避免成为占领国。例如，挪威发表声明，认为

它在伊拉克的部队只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因而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占领国。49  这种主张并不是没

有争议的，因为挪威国防部承认挪威人将被指定从事军事和人道方面的工作。50  其他有些派出军队

而未像挪威那样限定其军队任务的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但这些主张从法律方面看不太容易站

得住脚。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发布的第 17 号命令，51  里面确定了“联军”人员的法律地位，并明确

规定他们受派出国的排他性管辖。这个命令并没有区分来自美、英与来自其他国家的联军军事人

员。事实上，他们全部都被包括在对“联军人员”的定义中，即它是指：“所有被指派到联军或担

任指挥官的非伊拉克军事人员和平民，或所有受某联军雇佣的武装力量及隶属该武装力量的平民，

以及所有被选派到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或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行政人员指示或控制下行事的非伊拉克

军事人员和平民。” 52

 
 总之，如果没有安理会的参与，国家派兵到伊拉克稳定部队同时又不算是占领国，这似乎是非

常不可能的事。 
 
 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与占领法 
 
 解决有关占领国地位的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联合国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的一个

重要因素。起草这个决议，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安排战后伊拉克的稳定与政治过渡进程的需要，其中

包括联合国在该进程中应发挥的作用。2003 年 5 月 9 日，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在安理会非正式地传

阅一份决议草案。该草案主要遵循了美、英两国在前一天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所阐释的在伊拉克的

目的。53  里面提到建立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来暂时行使政府职能，如有需要，还可提供安全保障、允

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封信表明美国和英国认为

自己是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占领国。 
 
 决议草案有个序言，其中一段是“认识到（管理当局）统一指挥下的这些国家作为占领国在相

关国际法上特定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以及其他现在或将来与之合作的国家的责任。”54  在给众议院

的一份报告中，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重申，这段话就是对占领国

地位的承认。55  这个决议草案并不排除会派兵到稳定部队的其他国家也成为占领国的可能性。根据

初起草的文本，这些国家将与美、英一起成为管理当局的组成部分。56  但是原来的草案经历了多

次修改以迎合利益相关各方的要求。这些国家有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它们要求决议规定联

合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还包括有可能派出军队到伊拉克稳定部队的国家。后一

类国家的担忧使得 5 月 15 日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加入了一段话：“欢迎成员国自愿提供人员、设备

                                                        
48里斯贝思·莱恩萨德（Liesbeth Lijnzaad）：“怎样才能不成为占领者：对联合国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

及现代占领法的一些看法”，载L.莱恩萨德（L. Lijnzaad）、J.范·萨姆比克（J. van. Sambeek）和B.塔
哈瑞伯-李（B. Tahzib-lie）主编：《使人性受到关注》，马蒂努斯·奈霍夫（Martinus Nijhoff），莱顿/
伦敦，2003 年，第 298 页。同时参见哈姆德（Hmoud），前引文（注释〔7〕），第 451 页。 
49 “挪威在伊拉克扮演的角色受到严厉批评”，载《晚邮报》2003 年 12 月 9 日版。 
50 “挪威军人走向伊拉克”，载《晚邮报》2003 年 6 月 26 日版。 
51 联盟第 17 号临时命令，《联军、外国合作团及其人员与订约者的地位》，2003 年 6 月 26 日，

CPA/ORD/26 June 2003/17。该命令于 2004 年 6 月 27 日被修改，赋予联军人员的特权和豁免被大大扩

展，参见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PA）2004 年 6 月 27 日第 17 号命令（修改后），CPA/ORD/27 June 
2004/17。 
52同上注，第 1 节第 1 小节。 
53 前引文（注释〔31〕）。 
54 2003 年 5 月 9 日安理会决议草案，作者存有文稿。 
55外交部长杰克·斯特劳提交给众议院的报告，2003 年 5 月 12 日，第 405 卷，第 392 部分，第 22 列。 
56莱恩萨德，前引文（注释〔48〕），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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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资源，在管理当局领导下，为伊拉克的稳定和安全作出贡献……” 
 
 5 月 1 5 日的草案复述了 5 月 9 日版本草案的序言，提到了美、英两国和其他与之合作的国家

的义务。然而， 终确定的决议明确区分了美、英和其他与之合作的国家。该决议序言第 13 段与

第 14 段写道： 
 
 “注意到 2003 年 5 月 8 日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提交给安理

会主席的信（S/2003/538），并确认两国作为统一指挥下的占领国（‘管理当局’）根据相关的国

际法规定，具有特定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还注意到非占领国的其他国家现在或将来可能在管理当

局领导下工作……” 57

 
 序言第 14 段的插入导致了歧义。一方面，这段话可以被解释为安理会对事实所作的一个确

认，即：其他国家还不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取得占领国地位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解

释为：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可以做出消除其他国家占领国身份的决定。如果

仅仅根据序言来理解，很难得出后一种解释。但至少有一个国家认为这是对第 1483 号决议的正确

解释。荷兰政府在答复一名国会议员的问题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在序言第 14 段中的决定是对派兵

到稳定部队国家的地位的权威性的确定。58  荷兰政府还认为，由于《联合国宪章》第 25 条的规

定，这个决议对所有联合国成员都有约束力。另外，《联合国宪章》第 103 条也明确规定，倘若成

员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务与它们在其他条约下的义务冲突，其在宪章下的义务优先。 
 
 通过第 1483 号决议，并不是可以用来阻止占领法适用的唯一途径。2003 年 9 月 19 日，保

罗·布雷默（Paul Bremer）颁布了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 39 号命令。 59 该命令对《伊拉克投资法》

作出了重大改变。它取代了伊拉克以前存在的所有外国投资法，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向外国投资者开

放伊拉克经济。例如，它允许并且在伊拉克政府撤销之前将继续允许外国投资者完全地拥有伊拉克

公司，而不要求其将利润重新投资到伊拉克。这种待遇在以前根据《伊拉克宪法》的规定，只限于

阿拉伯国家的公民才能享有。于是，马上就产生了关于第 39 号命令的合法性问题。一些人评论

说，称该命令违反了占领法作为一种临时机制的性质，这种临时机制是用来有限地介入被占国既存

的政府、行政和经济结构的。60  另外，他们还认为这违反了《海牙章程》第 43 条的规定。对美国

和英国来说，很难证明对《伊拉克投资法》进行根本修改的必要性，也很难证明：如果不进行修

改，原来的《伊拉克投资法》就会阻碍它们遵守现行法。 
 
 然而，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却认为，第 1483 号决议等于是给它们可以违反占领法行事的许可

证。第 39 号命令被认为是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相符合的。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行为，

概括性地讲(in general terms)，都是经第 1483 号决议授权的。61  一位英国政府官员在上议院发表讲

话时认为，他的政府“相信其在伊拉克的政策和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英国的国际义务。”62  英
国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则认为，他的政府对“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为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外国投资

法令的政策目标提供了充分法律依据，表示十分满意。” 63 荷兰外交事务大臣在书面答复一名国会

议员问题时认为，如果将《海牙章程》和《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宗旨和目的以及第 1483 号决议中

通过经济重建措施帮助伊拉克人民的要求及第 39 号命令的宗旨、目的和起源等都考虑进去的话，

                                                        
57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序言第 13～14 段。 
58 Kamerstukken TK 2002-03，23432，第 116 号，第 8 页； Kamerstukken TK 2002-03，23432，第 117
号，第 20 页。 
59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 39 号命令，《外国投资》，2003 年 9 月 19 日，CPA/ORD/19 September 2003/39。
该命令被 2003 年 12 月 20 日的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 46 号命令所修改，CPA/ORD/20 December 2003/46。 
60托马斯·卡顿（Thomas Catán）：“法律专家警告，伊拉克商事交易可能无效”，载《金融时报》

2003 年 11 月 2 日版；达夫妮·伊夫塔（Daphne Eviatar）：“自由市场的伊拉克？没这么快”，载《纽

约时报》，2004 年 1 月 10 日版。 
61 “美国试图改变伊拉克的合法性问题”，载《巴基斯坦论坛报》2004 年 1 月 14 日版。 
62 《英国议会议事录》，上议院，第 653 卷（145），c. 293WA。 
63 HC Deb. 20 November 2000 c. 130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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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认为第 39 号命令没有违反国际法。64  荷兰政府似乎还认为，即使第 39 号命令违反了占领法，

那也是第 1483 号决议授权的。 
 
 由于通过第 1483 号决议而对占领法提出的两个挑战，提出了在下面要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安理会是否有权贬抑占领法；第二，安理会在伊拉克这一特殊情况下是否已经这样做了。 
 
 不过，首先得考虑由于联盟临时管理当局采取了可能不符合占领法的行为，从而对占领法提出

的其他挑战。这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改变伊拉克的税收体制。联盟临时管理当局

第 37 号命令规定了 2003 年伊拉克的税收政策。65  其序言声明：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决心对伊拉克的

税收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复查。66  很难看出联盟临时管理当局是怎样被“完全阻碍”遵守既存的税收

制度的。《海牙章程》第 48 条规定占领者可以征收为了国家利益而施加的各种税、费以及公共设

施使用费，但是征收时必须依照现行的评定征收数额与确定征收范围的规则来进行。有些法律学说

认为，不能允许占领者创设新的额外税，不管创设新的额外税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占领地

的利益。67  同时，这些学说认为，《海牙章程》第 43 条的例外可以被更宽泛地解释为比占领持续

时间更长，特别是当涉及征税规则时。68  然而，如果与诸如以色列占领地之类的占领时间相比，对

伊拉克的占领并不属于长时间的占领。同样，很难看出为什么占领国需要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

64 号命令中修改《伊拉克公司法》。69  这些改变似乎反映了美国对自由经济的偏好，而不是完全

为了占领国的安全或伊拉克人民福利的需要。舍费尔（Scheffer）将安理会所作的关于建立伊拉克

发展基金，管理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以及组建一个由伊拉克人运作的作为过渡行政当局的伊拉

克临时行政当局的决定看做是安理会施加给美英的附加义务的例证。他认为，这些附加义务从严格

意义上讲，是被占领法上所禁止的。70  然而，这些挑战似乎与上面关于派出军队国家的地位和第

39 号命令这两个例子不同，它们并没有超越经安理会授权的占领法的范畴。这点也正是本文要讨

论的中心点。 
 
 安理会能够贬抑占领法吗？ 
 
 《联合国宪章》和一般国际法是联合国安理会权力和义务的来源。《联合国宪章》是一个条

约。严格地说，联合国及其机构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对权限的划分和限制的规定。71  
 
 《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确认了安理会在整个联合国组织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它规定，安理会

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在履行该职责时，“安理会应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

则”。联合国的宗旨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第 1 条。第 1 条第 1 款规定，该组织的一个宗旨是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72

 
 该条款规定安理会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的行为必须符合正义及国际法原则。然而，当安理会根

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时却没有类似的义务。安理会在第七章规定下作出的决定，对所

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第 24 条和第 1 条第 1 款还明确规定，这种决定可以减损其他本应适用的国

际法规定的效力。73

                                                        
64 Aanhangsel Handelingen II 2003/04，第 720 号。 
65 CPA/ORD/19 September 2003/37. 
66 同上注，序言第 4 段。 
67格拉（Glahn），前引文（注释〔17〕），第 150 页。 
68萨索里，前引文（注释〔43〕）。 
69 CPA/ORD/5 March 2004/64. 
70舍费尔，前引文（注释〔7〕），第 846 页。 
71伊恩·布朗利（Ian Brownlie）：《国际公法原理》，克拉伦敦出版社，伦敦，1998 年，第 697 页；检

察长诉塔迪奇（Duško Tadić），对辩护人在审理中提出的管辖权问题上诉的裁决，案件号：IT-94-1-
AR72，A. Ch.，1995 年 10 月 2 日，第 28 段。 
72第 1 条第 1 款规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措施，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

的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的破坏；并以和平方式且依正义及国际法原则，调整或解决可能破

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情势。” 
73鲁迪格尔·沃夫伦（Ruediger Wolfrum）：“第 1 条”，载西马（Simma）主编：《〈联合国宪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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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的谈判记录（travaux préparatoires）肯定了这一解释。在敦巴顿橡树园提案中

有关宗旨和原则的条款里面，都没有提到国际法。中国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曾经提议，和平解

决争端必须“适当地尊重正义及国际法原则”，并要求加上这句话。中国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英国、

美国和前苏联的支持。74  但其他代表认为这一短语还不够稳妥，主张“一个更为明确地要求严格遵

守正义原则、国际法和道德的条款，应当被写入宪章的宗旨宣言中”。75  有好几次，代表们都要求

作出修改，要求将“符合正义及国际法原则”放在第一行“和平与安全”后。但所有这些修正案都

被驳回。76  这就表明《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们认为：当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

出决定时，就可以贬抑国际法。 
 
 联合国安理会能够贬抑其他适用国际法的原则为宪章第 103 条所支持。该条款规定，如果成员

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务与它们在其他国际协定下的义务相冲突，其在《联合国宪章》下的义

务优先。77 “宪章下的”义务包括宪章条款直接赋予的义务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所作的有约束力的

决定而产生的义务。78  这一论点也被国际法院在洛克比案中所作的有关临时措施的命令所肯定。79  
几名法官的意见，则比该命令本身更为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例如，欧达（Oda）法官在其声明中

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不管安理会的决议是否与其他渊源的国际法一致，它都具

有约束力。”80

 
 第 103 条提到了条约义务，而没有提到国际习惯法下的义务。但这不能认为《联合国宪章》下

的义务不优先于国际习惯法。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宪章第 25 条的分析中得出，81  根据该条

款，联合国成员国同意依宪章的规定接受并执行安理会所作的决议。该条款并没有将决议仅限于那

些符合国际习惯法的决议。82  理解第 103 条必须考虑到解决条约间冲突的一般规则。83  之所以要

制定这一条款，就是要明确：解决条约间冲突的一般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 
 
    一些专家发表意见说，尽管有宪章第 25 条和第 103 条的规定，安理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强行法

规则的约束。84 他们认为，强行法规则在等级上高于其他国际法规则，这就决定了安理会必须遵守

它们。专案法官劳特帕赫特在种族灭绝一案（Genocide）所作的个人意见中，也持同样的观点。85  
                                                                                                                                                                             
注》，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4 年，第 52 页。 
74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CIO）第 3 卷，第 622 页，文件：2 G/29。 
75第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报/1，文件：197，1945 年 5 月 10 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CIO）文件

第 6 卷，第 281～282 页。 
76第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简报/1，文件号：742，I/1/23/1 June 1945，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CIO）文

件第 6 卷，第 317、318 页；第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详细记录，1945 年 6 月 14 日，文件：1006，
UNCIO。 
77 《联合国宪章》第 103 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的义

务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的义务优先。” 
78鲁道夫·伯哈德特（Rudolf Bernhardt）：“第 103 条”，载西马，前引文（注释〔73〕），第 1120
页。 
79 《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 1971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利比亚诉英国）案临时措施命

令》，1992 年，国际法院（ICJ）第 3 号报告，第 16 页，第 39 段。 
80同上注，欧达（Oda）法官的声明，第 1 段。 
81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联合国的宪法危机”，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87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第 93 页。有趣的是，似乎也有国家支持将第 103 条的认同为国际法习惯法的实践。

一个例子是 1999 年 3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提交给安理会的一个关于科索沃的报告，认为：“第 103 条明

确地规定联合国成员的宪章义务绝对优先于它们的其他国际义务。” 
82 “依宪章的规定”并没有确定这一限制条件。参见乔斯特·戴尔布鲁克（Jost Delbrűck）：“第 25
条”，载西马，前引文（注释〔73〕），第 459～460 页。 
83 伯哈德特（Bernhardt），前引文（注释〔78〕），第 1118 页。 
84吉尔（Gill），前引文（注释〔4〕），第 33 页。 
85 “强行法概念作为国际习惯法和条约上的概念而起作用。当安理会一个决定和其他一项有效条约义务

发生冲突时，宪章第 103 条可能给予安理会的救济措施——完全取决于规则的等级——不能扩展适用于

安理会决议和强行法之间的冲突。”《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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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强行法概念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对《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即使安理会确实不能减损强行法

的效力，强行法规则的范畴是否包括依据占领法所产生的义务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有人坚决认

为，这种义务似乎并不具有强行法规则的性质，86  但国际法院在关于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

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 on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中，表达了至少某些占领法规则可能具有强制法特点的

意见。国际法院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拒绝承认因修建隔离墙而产生的非法状态，它们也务必要使

修建隔离墙所造成的任何障碍都得以消除。国际法院的裁决，是运用国际法委员会（ILC）《国家

责任条款草案》第 40～41 条原则的结果，因为这些条款依其本身的含义，将适用于“国家严重违

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则下的义务而产生的国际责任”。这段话与国际法院得出的适用于以色列占

领地的法，包括占领法的结论联系在一起，就表明占领法可能含有强制性规则。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第二审判庭在库布雷什季奇案（Kupreškić）的判决中明确主张：“大多数国际人道法规则，特别

是那些禁止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规则，同时也是国际法强制性规则或强行法，也就是

说，它们具有不可贬损和优先的性质。”87

 
 不管是《联合国宪章》第 25 条，还是第 103 条，里面都没有规定，如果安理会贬抑国际法的

某个规则，应适用哪种制度。不过，如果说《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在安理会要贬抑国际法规则

时故意形成一个法律真空状态，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另外还有一种法律意见，就是安理会是经

全体联合国成员授权行事，它在无法继续保持严密监督时不能只是将权力委托给国家。安理会应当

指明另外一个标准。88  这种意见还认为，安理会必须随时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予职权的行

使，保持总的支配权和控制权。89  安理会决定国家在伊拉克可以做某些事，而不能做其他别的事，

其实就属于这种授权。所以，安理会应在对被委托的职权行使方式保留检查权的基础上，规定一个

标准。另外还有一种法律认为，安理会也有义务履行“善意原则”。《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2 款

要求成员国善意履行其在宪章下的义务。乍看之下，这个要求似乎只关系到成员国，但是将它与第

2 条第一句话结合起来理解，似乎它也能适用于联合国所有的国家。90  无论如何，该原则适用于参

与联合国决策过程的所有成员国。 
 
 正如柯吉斯（Kirgis）所说，“善意原则”很难界定，“但该原则至少要求安理会在执行其基

于宪章产生的职能时，负责任地行事”。 91 因此，可以说，无限制地贬抑占领法是安理会不负责任

的行为。即使安理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义务规定另一种标准，但如果从政策角度考虑却是明智的。

在这点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具有指导性的价值。有人认为占领法不适用于这样的行动，因为它们

受另一种法律制度即安理会决议的支配。92  然而，安理会决议一般不会为管理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实

际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 
 
 总之，安理会能够贬抑占领法中那些非强制性的规则，但如果要这样做，它应当另外规定一种

行为准则。 

                                                                                                                                                                             
诉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劳特帕赫特（Lauterpacht）法官的个人意见，1993 年国际法院

（ICJ）第 4 号报告，第 440 页。 
86舍费尔，前引文（注释〔7〕），第 852 页。 
87检察长诉库布雷什季奇（Zoran Kupreškić）等人判决，案件号：IT-95-16-T，第二初审庭，2000 年 1 月

14 日，第 520 段。 
88参见德里克·鲍维特（Derek Bowett）：“安理会决定对争端解决程序的影响”，载《欧洲国际法杂

志》，第 5 卷，1994 年，第 8 页。 
89丹纳希·萨如西（Danesh Sarooshi）：“联合国与集体安全的发展：宪章第七章对安理会职权的委

托”，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9 年，第 34、159～160 段。 
90参见埃里卡·德·维特（Erika de Wet）：“联合国安理会在第七章下的职权”，哈特，牛津/波兰，

2004 年，第 195 页。 
91弗雷德里克·柯吉斯（Frederic Kirgis）：“安理会对冲突后社会的支配：请求善意和了解决策情

况”，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5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第 581 页。 
92 达夫纳·希瑞格（Daphna Shraga）：“干涉”，载L.孔多雷里（L. Condorelli）、A.M.拉·罗莎

（A.M.La Rosa）和S.斯格尔（S.Scherrer）主编：《联合国与国际人道法》，贝多（Pedone）出版社，巴

黎，1996 年，第 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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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的情况下安理会已经贬抑占领法了吗？ 
 
 安理会在伊拉克的情况下是否已经贬抑了占领法？这取决于对第 1483 号决议的解释。适用这

种解释的原则，现在还不成熟。93  在这个领域中 具权威性的论述，是国际法院在纳米比亚案

（Namibia）咨询意见中的一段话：“在对安理会决议有哪些约束效力得出结论之前，应当仔细地

分析该决议的用语。由于《联合国宪章》第 25 条中权力的性质，该条款规定是否被实际执行则要

根据每个具体案例来确定，要考虑解释决议的用语、形成决议的讨论、被援引的宪章条款以及总的

来说可能有助于确定安理会决议法律效力的所有情形。” 94

 
 关于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是否改变了派出军队到稳定部队的国家的地位这个问题，如果单单

从该决议的措辞中寻找，是找不到答案的。一方面，序言第 14 段表明安理会已经改变了这些国家

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决议 关键的第 5 段则“吁请有关各方完全遵守国际法，特别是 1949 年

《日内瓦公约》和 1907 年《海牙章程》所规定的义务”。这段话的意思可以被理解为，所有这些

国际法律文件，在目前情况下适用于所有相关国家，其中包括在管理当局下工作的国家。然而，如

果序言第 14 段被认为有效地确定了在管理当局下工作的国家不是占领国，那么对这些国家而言，

“它们的义务”绝对不包括作为占领国的义务。但它们仍然必须遵守占领法中为所有《日内瓦公

约》缔约国设立的条款，如《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9 条里规定的关于允许向占领地居民提供的救

援物资自由通过的义务。 
 
 形成第 1483 号决议的讨论过程中的意见，大多数都还没有向公众公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

谈判过程，很多都是发生在非正式的磋商中。尽管如此，决议草案变化本身，表明安理会确实改变

了派出军队国家的地位。正如前面已提到的， 终成为序言第 13 段的内容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就

已被修改，以用来弱化这些国家与美、英之间的联系。 
 
 安理会决议通过时的会议记录能够帮助解释决议的内容，95 但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它并

没有多少指导意义。一位代表曾明确将占领国与 近将参与伊拉克重建的成员国予以区分开来。96  
在缺乏安理会决议规定时，这其他的成员国是否仍是占领国，这点也没有被明确。 
 
 随后那些或多或少被直接涉及的国家怎样解释该决议的国家实践，可以是该决议的一种补充解

释方法。97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荷兰援引第 1483 号决议来证明它自己不具有非占领国的地位。

新西兰后来也这样做。新西兰总理在 2003 年 8 月 11 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第 1483 号决议为在

伊拉克部署新西兰军队提供了必要的多边保障。她说：“根据第 1483 号决议，我们可以在不成为

占领国的情况下作出有益的贡献。”98  新西兰外交事务大臣在回答国会议员的问题时，也强调指

出，他国家的军队将不会像丹麦政府那样执行占领国所特有的任务。他说：“计划部署新西兰国防

部队工兵实际上是对联合国全体一致通过的第 1483 号决议的响应。这些工兵不是占领军的一部

分。他们在那儿做我们声明将一直在那儿所做的工作，这工作就是帮助伊拉克国内重建。”99

 
 这些国家实践表明，某些派出军队到伊拉克稳定部队的国家自己认为，第 1483 号决议帮助它

们避免成为占领国；如果没有这一决议，它们就可能是占领国。 
 
 从第 1483 号决议的措辞来看，尚不清楚安理会是否想要授权管理当局在重建伊拉克经济的过

                                                        
93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对安理会决议的解释”，载《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联合

国法律年鉴》，第 2 卷，1998 年，第 73 页。 
94 “1971 年 6 月 21 日对南非无视安理会 1970 年第 276 号决议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继续留驻的法律

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ICJ）1971 年报告，第 53 页。 
95伍德，前引文（注释〔93〕），第 93 页。 
96  2003 年 5 月 22 日文件S/PV. 4761，第 10 页（喀麦隆）。 
97伍德，前引文（注释〔93〕），第 95 页。 
98新闻稿，新西兰国防部，2003 年 8 月 11 日。 
99 国会辩论，2003 年 7 月 30 日，菲尔·高夫（Phil Goff）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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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以贬抑占领法。然而其使用的语言暗示管理当局在伊拉克重建中应发挥广泛的作用。联盟被

要求“通过对该领土的有效行政管理来促进伊拉克人民的福利”。另外，该决议提到了管理当局在

促进经济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及法律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作用。这些任务看来似乎很难与占领

法中的限制性规定相一致。 100 根据格朗特（Grant）的观点，要与占领法限制性规定保持一致方面

的困难，意味着安理会已经根据《海牙章程》和《日内瓦第四公约》创建了新的制度。101  另一方

面，第 1483 号决议明确要求所有有关方面都遵守国际法，特别是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 1907
年《海牙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它没有将那些很难与伊拉克重建目标相一致的条款排除在外。 
 
 第 1483 号决议通过时的会议记录，为部分占领法已被置之不顾的论点，提供了一些证据来支

持这一论点。西班牙代表认为，该决议为解决特殊、严峻和异常的情势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法律制

度。但他还认为，该决议包含了“对将在伊拉克过渡期间负责管理的当局行为的指导方针——并且

这些指导方针较多地涉及经济事务的透明度。”102 这段话表明：占领法并不被认为是可适用的唯

一的法律制度。巴基斯坦则更明确地认为：该决议含有安理会将某些职权授予管理当局所代表的占

领国的意思。103  但问题是，除非需要贬抑现行的国际法，否则这样的授权将是不必要的。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后来的国家实践（以荷兰为例说明）似乎表明：第 1483 号决议已经根据

占领法创建了一种新的制度。一名英国政府代表在答复一名上议院议员关于第 39 号命令合法性的

问题时说，这个命令的内容是由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决定并经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认可的。104 这
可以被解释为：如果伊拉克当局同意，联盟临时管理当局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贬抑占领法。的确，

该决议第 4 段要求管理当局“通过对该领土的有效行政管理来促进伊拉克人民的福利”。这意味着

管理当局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应当与伊拉克代表磋商，因为伊拉克人 有权决定什么能够促进他们

的福利。然而，这并不有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 终的决定，在这个案例中第 39 号命令的颁布，

是由管理当局作出的。 
 
 结论 
 
 伊拉克的情况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占领法。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承认自己为占领国地位的

情形是很少的。然而，第 1483 号决议的通过，再加上美、英及在伊拉克协助它们的国家的地位

等，引起了关于该决议与占领法之间关系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

定时，看来至少能够贬抑占领法中那些非国际强制法规范的规则。关于安理会已一丝不苟地履行了

第 1483 号决议的说法，它既没有被对该决议及其通过情况的分析所明确证实，但也没有被它明确

地驳回。所以，有不少评论员抱怨地认为在这点上缺乏清晰性。他们争论说，安理会本应颁布民事

和军事责任的命令，但是联合国忽略了这一点而采用一个更庞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作为实现转变目

标的指导，从而使得许多占领法规则黯然失色。105 我完全支持这种观点。如果安理会打算通过决

议来贬抑国际法，它应当明确地表明它要这么做，而且在做的时候确定另外一个适用的制度。像贬

抑占领法这么重大的决定，绝不应当被含糊地作出。但另一方面，如果从通过第 1483 号决议时的

地缘政治形势来看，直言不讳的贬抑明显又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决定会被认为是对武装干涉伊拉克

的支持，这对安理会一些常任理事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在这点上，如果将伊拉克的稳定部队比做

包括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和驻科索沃部队（KFOR）在内的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将会令

人产生误解。106 在后一种维和行动的情况下，安理会明确发布了执行决议的命令，并且授权采取

一切必要手段来完成命令。而在伊拉克稳定部队的情况中，安理会起初似乎主要注意到了美、英是

占领国这个事实。只是在 2003 年 10 月 16 日通过的第 1511 号决议中，安理会才授权一支统一指挥

                                                        
100参见亚历山大·奥瑞克赫拉西维里（Alexander Orakhelashvili）：“伊拉克战后协议：联合国安理会

2003 年第 1483 号决议与一般国际法”，载《冲突与安全法杂志》，第 8 卷，2003 年，第 307 页。 
101 托马斯·D.格朗特（Thomas D. Grant）：“伊拉克：怎样协调冲突的占领义务与改革义务”，载《美

国国际法协会（ASIL）时事透视》，2003 年 6 月。 
102 前引文（注释〔96〕），第 6 页（西班牙）。 
103 同上注，第 11 页（巴基斯坦）。 
104 《英国议会议事录》，上议院，2003 年 10 月 8 日，第 293～294 页。 
105舍费尔，前引文（注释〔7〕），第 850 页。 
106该类比由舍费尔作出，同上注，第 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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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国部队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协助维持伊拉克的安全与稳定。107 第 1511 号决议还明确强调了

联盟管理当局的临时性这一特点，即按照 2003 年第 1483 号决议的确认和规定，联盟管理当局根据

国际法行使特定的责任、权力和义务是暂时性的。108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正如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伊拉克形势的发展本身并不是修

改现行占领法的一个理由。109 占领法仍然是处理这种情况的一种重要制度。安理会在它被认为限

制性太强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贬抑某些条款。但在像伊拉克那样对于导致占领的合法性还存在不同

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当贬抑或者只能含糊地贬抑占领法，并且有关国家将只有有限的改革自由。

对占领地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作根本性改变，应考虑由该领土上的人民来进行。如果这种改变被

认为是必须的，就应当尽快将政权移交给当地居民。在目前这个案例中，这就意味着政权应当尽快

移交给伊拉克人民。这正是第 1483 号决议在其序言第 4 段中所考虑的，它表示“决心使伊拉克人

治理自己的那一天迅速到来”。 110

 
 
 
 

 朱文奇      校 
 
 

                                                        
107安理会第 1511 号决议，2003 年 10 月 16 日。 
108同上注，第 1 段。 
109舍费尔，前引文（注释〔7〕），第 859 页。也可参见D.P.古德曼（D. P. Goodman）：“根本改变战时

占领法的需要”，载《斯坦福法律评论》，第 37 卷，1985 年，第 1573 页。 
110安理会第 1483 号决议，序言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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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邻居当做人体盾牌？ 
 

——以色列国防军“先期警告程序” 
与国际人道法 

 
 

罗兰德·奥托 （Roland Otto）∗/ 范娇颖
∗∗ 译 

 
 
 “先期警告程序”1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邻居程序”。它是以色列国防军（IDF）用以抓捕

（约旦河）西岸被通缉之人并为避免平民和军人伤亡而采取的措施。一旦以色列军队得知某一被逮

捕的人出现在某一栋房屋里，根据“先期警告程序”，军队就会包围这栋房子，但他们并不马上进

入，而是会向当地巴勒斯坦人请求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会说服一位邻居进入房中，这位邻居会警

告房中的人，要求他们离开房子并要求被逮捕的人向以军投降，如果被逮捕的人不答应要求，军队

就会进入房子逮捕他。“先期警告程序”的一个总体思想就是寻找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并非被

威胁，而是被言语说服去充当志愿者的，并且他完全可以拒绝这样做。这个人不会被要求去完成军

队的任务，而且也不用在其可能受到伤害的情形下提供帮助。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解释，“先期

警告程序”的目的是避免平民的伤亡，也就是说，既包括与被通缉者共处一室的其他无辜的人，也

包括接近房子便可能受到攻击的军人的伤亡。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让以军的神经不必过分紧绷：用

话筒进行喊话并不是疏散房中之人的必要方法。因此，遭受来自邻近地方攻击的情形就会避免。 
 
 然而，以上先决条件总是很难得到满足，因为这可能会给平民造成压力，3 而且使其遭受伤害

的危险不能完全排除。4 从几个不同角度看，这一措施的合法性都很有疑问。这其中要考虑的问

题，是以军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范体系 
 
 近，国际法院明确提出，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仍是武装占领：“处于‘绿线’和巴勒斯坦作

为托管地之时的东部边界之间的土地是以色列在 1967 年与约旦交战时占领的。从国际习惯法的角

度看，这些土地属于被占领土，而以色列是占领军，之后在这部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并没有改变这

一事实。所有这些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始终是被占领土，而以色列也始终扮演着占领军的角

色。”5 
                                                        
∗
获法律证书，国际法学院研究员，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其他称法是“提前预警程序”或“事先预警程序”，见（以色列）军事命令，“事先警告程序”，2002
年 11 月 26 日，B'茨雷姆（B'Tselem）译， 载 http://www.btselem.org/english/legal_documents 
/advaned_warning_procedure.doc，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2 （以色列）军事命令，“事先警告程序”，2002 年 11 月 26 日，前引文(注释〔1〕)。 
3参见阿马德·阿波·阿 -加马德·阿马德（Ahmad Abd al-Qader Ahmad）在“士兵在图科内

（Tulkarem）难民营中使用阿马德·阿萨佛（Ahmad Asaf）做人体盾牌”一案中之证言，参见布泽仁

译，载 http://www.btselem.org/english/testimonies/040112_Ahmad_Assaf_human_shield.asp，2004 年 1 月 12
日，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4尼德拉·阿布·姆科萨（Nidal Abu Mukhsan）一案，该人想向别人投降但却被其杀死了。参见“以色

列国防军强迫巴勒斯坦人为其藐视 高法院禁令的士兵充当‘人体盾牌’”，参见布泽仁译，载

http://www.btselem.org/english/testimonies/021226_human_shield_update.asp，2004 年 1 月 12 日， 后一次

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5国际法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兴建隔离墙案的法律结果，2004 年 7 月 9 日之咨询意见，第 78 段，

载 http://www.icj-cij.org/icjwww/idocket/imwp/imwpframe.htm，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还可参见以色列高等法院，贝特·苏里克（Beit Sourik）村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案号：

HCJ2056/04， 2004 年 6 月 30 日之判决，第 23 段，载 http://62.90.71.124/files_ENG/04/56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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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对，以色列声称，约旦河西岸的地位是独特的，是属于法律规定之外的事项，它既不是

以色列的领土，也不是正式意义上的被占领土。6 根据以色列的“错误修正理论”，1967 年的西岸

土地并不属于《日内瓦第四公约》7第 2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缔约方之领土”，这片土地已在 1948
年的战争中被约旦占领了。所以，如果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片土地并不是 1967 年被以方直

接占领的。接着，以方否认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领土部分条款的直接适用性。8 然而，除了

以色列以外，9 “国际社会全体”都接受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在法律上的适用。10 以色列也认

为：公约的人道条款至少在法律上适用。11 
 
 另外，以色列认为原则上应适用 1907 年的海牙规则。12 以色列 高法院业已承认海牙规则是

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以色列国内法的一部分，13 以色列还受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14的约束，这一公约同样适用于在被占领土上行使权力的时候。15  

                                                                                                                                                                             
/a28/04020560.a28.pdf，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阿祖里（Ajuri）诉以色列国防军指挥

官案，案号：HCJ 7015/02，2002 年 9 月 3 日之判决（“定居点”），以色列法律报告，2002 年，第 2
页和第 12 页。 
6戴维·克雷茨默尔（David  Kretzmer）：《出于正义的占领：以色列高等法院以及被占领土》，纽约州

立大学出版社，纽约，2002 年，第 3234 页；理查德·A.弗克（Richard A. Falk）、伯恩斯·H.温斯顿

（Burns H.Weston）：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国际法权利之相关资料”，参见

艾玛·普雷弗尔（Emma Playfair）(ed.)：《国际法与被占领土之行政管理 ：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及加

沙地带的 20 年》，加利敦出版社，牛津，1992 年，第 131 页。 
7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1950 年 10 月 21 日

生效，1949 年日内瓦外交会议之 后记录，联邦外交部，波恩，第 1 卷，第 297～330 页；再版于

UNTS，第 75 卷，1950 年，第 287~417 页；以色列与 1949 年 12 月 8 日签署并于 1951 年 7 月 6 日批准

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以色列所做出的唯一保留是关于其医务队使用“戴维红盾”作为徽章或特别标志的

问题，参见“关于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声明及保留”，由迪特瑞奇·钱德勒（Dietrich 
Schindler）和约理·托曼（Jiri Toman）主编，再版；武装冲突法：一部公约集，决议及其他文件，第二

部分，斯托弗和诺德霍夫（Sijthoff & Noordhoff），爱尔芬·安·丹·里恩（Alphen aan den Rijn），

1981 年，第 506 页。 
8叶霍达·祖·布鲁姆（Yehuda Zvi Blum）：“消失的修正者：约德和萨玛娜（Judea & Samaria）身份之

反映”，载《以色列法律回顾》，第 3 卷，1968 年，第 279～301 页；麦尔·沙姆（Meir Shamger）：

“有治领土上的国际法之观察”，载《以色列人权年鉴》，第 1 卷，1971 年，第 265 页。 
9阿迪·兹姆赛斯（Ardi Zmseis）：“在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载《哈佛国际法期

刊》，第 44 卷，第一部分，2003 年，第 97 页。 
10参见安理会决议第 1435 号（2002 年 9 月 24 日），联合国文件：S/RES/1435(2002)，关于中东形势，包

括巴勒斯坦问题：国际法院，前引文（注释〔5〕），第 98～101 段；“关于公约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上的适用力的声明”，日内瓦第四公约之全体缔约方，日内瓦，2001 年 12 月 5 日，再版于巴勒斯坦研

究期刊，第 31 卷，第三部分，2002 年， 第 148～150 页。 
11参见以色列高等法院，前引文（注释〔5〕），第 12ff 页。 
12 《海牙第四公约》（附件）《关于陆地战争的法律和习惯规则》，订立于 1907 年 10 月 18 日，1910
年 1 月 26 日生效，见 J.B.斯科特（J. B. Scott）(主编)，海牙公约以及 1899 年和 1907 年之声明，第三部

分，1918 年，纽约，第 100～127 页（英文译本由美国国务院负责，J.B.斯科特做了少量修改）；再版于

美国国际法期刊，第 2 卷之补充，1908 年，第 97～117 页（以下简称《1907 年海牙规则》）。 
13以色列高等法院，阿约波（Ayyoub）诉国防部（Beth El）案，案号：H.C.606/78，H.C.610/78，见皮

斯凯·丁（Piskei Din）（以色列高等法院之判决），第 33 卷，第二部分，第 133 页；英文摘要参见

《以色列人权年鉴》，第 9 卷，1979 年，第 337ff 页；同样可参见托马斯·S.库纳（Thomas S. 
Kuttner）：“以色列及西岸地区：以武装占领法的视角”，载《以色列人权年鉴》，第 7 卷，1977 年，

第 171 页；埃雅尔·本韦尼斯蒂（Eyal Benvenisti）：《占领之国际法规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

林斯顿，1993 年，第 109～112 页。 
14 1966 年 12 月 19 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in UNTS，第

999 卷，1976 年，第 171～346 页，1992 年 1 月 3 日对以色列生效。以色列所做的唯一保留是关于将要

在 以 色 列 实 行 的 以 宗 教 法 规 制 个 人 地 位 方 面 的 条 款 （ 公 约 第 23 条 ） ， 载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treaty5_asp.htm，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15国际法院，前引文（注释〔5〕），第 110f 段；同样可参见约臣·艾伯·弗罗魏因（Jochen 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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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分析将集中在 1907 年海牙规则和《日内瓦第四公约》上，同时也会涉及与人权相关的

问题。 
  
 在被占领土的秩序和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 
 
 根据 1907 年《海牙规约》第 43 条的规定，占领军应对被占领土及被占领土上的居民承担责

任，并承担“维护秩序和大众生活”（l'ordre et la vie publique）16的责任。这一规定来自于《日内

瓦第四公约》第 29 条和第 47 条 ff 款中，后又有新的发展。所以，占领军在被占领土上不仅拥有权

利，同时也承担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如果一个平民被合理地怀疑犯有某些罪行，对其要实施的逮

捕又是经过了适当的程序，那么这一逮捕就能被国际人道法所认可。且在必要情况下，（占领军）

可以使用武力。但这类安全措施的采取，必须符合“相称性原则”。17 被国际人道法所许可采取的

安全措施是有先决条件的，我们也认为在被占领土上对通缉犯进行逮捕是合法的，但所采用的手

段——即对其采用暴力的方法——应符合相称性要求。因此，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作为合法行

动一部分的自愿进入可疑房间以传达警告内容的那位志愿者的权利。 
 
 如何才能确定一个人是真的出于自愿提供帮助，还是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提供帮助呢？这其

实是一个事实问题。如果这个人感到“有枪口抵在他背后”，18 这种情形就明显是非法的了。但如

果能够确定此人的行为是完全出于自愿的，那它又为什么不能帮助军队减少伤亡呢？然而，一个人

是否出于自愿的事实性问题，是处于合法性问题之前的问题，即使一个人自愿提供帮助，此人的权

利仍有可能会被不法行为所侵害。所以我们先讨论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中所包含的对“先期警告程

序”的相关禁止性规定，然后再讨论该人（志愿者）的权利被不相称的方式所侵害的情况。 
 
 对“先期警告程序”的绝对禁止 
 
 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居民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 条第 1 款中所指的“应受保护之人”。19

                                                                                                                                                                             
Frowein）：“人权机制与武装占领机制之间的关系”，载《以色列人权年鉴》，第 28 卷，1998 年，第

6、11 页；曼弗莱德·诺沃克（Manfred Nowak）：《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公约之评述》，恩格尔（Engel），凯莱姆·瑞恩（Kehlam Rhein），1993 年，第 2 条第 28 款。 
16普通英文译本与法文真译本在这点的表述上有所不同，英文表述为“公共秩序与安全”；亚当·罗伯

茨（Adam Roberts）：理查德·哥尔弗（Richard Guelff）：《战争法文件》，第三部分，牛津大学出版

社，牛津，2000 年，第 81 页。其似乎是建立在由詹姆斯·布朗·斯科特（James Brown Scott）（主

编）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半官方英文译本的基础之上的。海牙公约以及 1899 年和 1907 年声明，第三部

分 ed.，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18 年，第 123 页。一份更完备的译本在美国国际法期刊的第 2 卷之

补充资料中，1908 年， 第 112f 页，其中提到“公共安全与生命”。正确的译文应与埃德蒙德·H.施文

克所作之译文相近似，“依海牙规则第 43 条规定的情况进行的军事占领下的立法权”，耶鲁法律期

刊，第 54 卷，1945 年，第 393 页（脚注 1）以及第 398 页：“由于法语用词‘公众生活’（la vie 
publique）包括了‘社会功能［和］构成日常生活的普通交往活动’用语‘公共秩序和百姓生命’似乎

更接近‘公众生活秩序’（l'ordre et la vie publique），因此用语‘秩序’（l'ordre）意思是‘安全或集

体安全’”。同样参见本韦尼斯蒂（Benvenisti），前引文（注释〔13〕），第 7 页；克雷茨默尔

（Kretzmer），前引文（注释〔6〕），第 58 页。 
17汉斯-彼得·加塞尔（Hans-Peter Gasser）：“平民的保护”，参见蒂尔特·弗莱克（Dieter Fleck）主

编：《武装冲突中的人道法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9 年，第 214、242、246 页；同样可参

见克雷茨默尔（Kretzmer），前引文（注释〔6〕），第 131、155 页。 
18由伊米尔·达瓦兹（Emil Darwazeh）提出，亚耶·达彦（Aryeh Dayan）引用，“拒绝成为人体盾牌？

没有这样的事——嘲弄高等法院之规则，以色列国防军仍置巴勒斯坦人于危险之中”，参见

Haaretz.com， 2003 年 7 月 7 日，载 http://www.haaretz.com/hasen/pages/ShArt.jhtml?itemNo=315128 
&contrassID=1，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19 “受公约保护的人须是：在特定时期以任何方式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交战或被占状态，处于非自己本国

的交战一方或占领军的控制之下的人”，参见雨凡·沙尼（Yuval Shany）：“以色列之反恐措施：它们

‘符合’国际法吗？”，载迈克尔·N.施密特（Michael N.Schmitt）、盖恩·卢卡·贝鲁托（Gian Luca 
Beruto）（主编）：《恐怖主义与国际法：挑战与回应》，国际人道法研究会，2003 年，第 96 页，载

http://www.michaelschmitt.org/images/4996terr.pdf， 后一次登录时间为 2004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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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公约第 27 条第 1 款及国际习惯法规则，这些人有得到尊重且应被保护以免受暴力和威胁侵

害的权利。20 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的规定：本公约所赋予在占领地内之被保护人之各

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土之结果引起该地制度或政府之变更，或因被占领地当局与占领国所订立

之协定，或因占领国兼并占领地之全部或一部，而在任何情况下或依任何方式加以剥夺。这些权利

甚至不能以被占领土的组织和占领军达成协议的方式予以变更。因此，由公约所保证之权利不能由

占领军加以处置，并且这些权利也不能由受保护之人自由、公开的修改。因为该公约的第 8 条又对

第 47 条的保护义务进行了补充，即应受保护之人不能放弃其受保护的权利。第 8 条这一规定的意

义，在于使“公约缔约国不能免除自己对应受保护之人的保护义务，即使后者明确自愿地表示出这

正是其所期望的，也是不可以（免除）的”21这句话的含义更加明确。第 8 条之规定使得早先一个

文本草案可能留出的做出如下解释的空间不再存在了——“应受保护之人可以放弃公约授予的权

利，只要这种放弃的决定是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做出的”。第 8 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证明上的麻烦，因为要证明放弃权利的人是否受到压力或强迫是比较困难的。22 所以，受保护之人

放弃他们的权利时他或她的本意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由第四公约第 8 条所设立的这

一原则适用于整个国际人道法。23 
 
 上述提到的这些规则，都是在检验“先期警告程序”的合法性的问题时应作为大的背景要加以

考虑的。在国际人道法中，并没有条款明确地禁止这一程序。然而，强迫应受保护的人为占领军的

武装部队服务或参与军事行动却是在禁止之列，而且使用人体做盾牌也是被禁止的。 
 
 强迫受保护之人为占领军的武装部队服务是禁止的 
 
 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的规定，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

务，以获得志愿应募为目的之压迫及宣传均为不许。这一禁止性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战争法的基本原

则。24 这一原则是绝对的且不容许有任何减损，25 而且也被包括进了国际刑事法院（ICC）26罗马规

约的战争罪行里面。1907 年海牙规约的第 23 条（h）第 2 款仅仅是禁止强迫国民参与直接以其祖国

为敌人的军事行动。《日内瓦第四公约》扩大了禁止的范围：即占领军的武装部队的所有招募新兵

的活动，不论其将参与的军事活动的战场为何，也不论强迫力量为何，包括在被占领土的抵抗运

动。27  
 
 从表面上看，在个案基础上向“先期警告程序”提供帮助的行为，似乎并没有被列入禁止之

列。“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用语，表面上也与给房中之人捎信有很大不同。然而，如果订有这一

禁止性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占领土居民免予从事有损于其爱国情感的活动以及免予从事有损

于对国家忠诚的行为。28 受保护之人不应被陷入让他（她）不堪忍受的忠诚矛盾之中。29 譬如说，

在针对某些敌人的行动中使用一个应受保护之人，会使此人感到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损害，并因

                                                        
20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12 页。 
21让·S.皮克泰（Jean S. Pictet）、奥斯卡·M.乌勒（Oscar M. Uhler）、亨利·科瑟尔（Henri Coursier）
（主编），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评述，第 4 卷：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

字会，日内瓦，1958 年，第 74 页。 
22同上注，第 74ff.段。 
23加塞尔（Gasser），前引文（注释〔17〕），第 252 页。 
24皮克泰（Pictet），前引文（注释〔21〕），第 292 页，皮克泰，前引文（注释〔21〕），第 263 页。 
25皮克泰，同上注，第 293 页；加塞尔，同上注，第 263 页。 
26国际刑事法院之罗马规约（ICC 规约）第 8 条第 2 款(a)(v)，1998 年 7 月 17 日，2002 年 7 月 1 日生

效，联合国文件。联合国文件： A/CONF.183/9；UNTS 再版，2002 年，第 2187 卷，第 90～158 页；

ILM，第 37 卷，第五部分，1998 年，第 1002～1069 页。 
27皮克泰，前引文（注释〔21〕），第 293 页；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63 页。 
28皮克泰，同上注，第 293 页。 
29迈克尔·博特（Michael Bothe）：“战争罪”，载安东尼奥·卡塞塞（Antonio Cassese）、保拉·盖塔

（Paola Gaeta）、约翰·琼斯（John R.W.D.Jones）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述》，牛津大学

出版社，牛津，2002 年，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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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给此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很大的损害。30 而且，一个人帮助占领军的部队，即使只有一次，也很

有可能被烙上“通敌”的烙印。至少从其他平民的角度看，此人可能已经变节。因此，即使是一次

单独的帮助行为，也会与《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第 1 款的目的相违背。 
 
 还需要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是关于防止受保护之人放弃受保护的权利的规定问题。当读到与

该公约第 8 条相关的规定时，前述第 51 条第 1 款足以构成对“先期警告程序”的绝对禁止：它不

仅禁止在占领军武装部队的强迫服役，而且禁止以获得志愿应募为目的之压迫及宣传。与以广播或

电视的方式对被占领土上的居民进行招募士兵的宣传等这些手段相比，“先期警告程序”要求邻居

提供帮助的情形则显得更加有害。因为这一要求并不是向广大公众提出，而是向某一具体的人；这

一信息的传达也不是通过广播和电视等媒体，而是由占领军武装部队中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传达

的。然而，“程序”中的请求是一个不容许他进行长时间考虑的请求，是一个让他必须立即给予答

复的请求。这些因素给他增加了许多压力，以军之前的一些经验表明，一个否定的回答是很难被接

受的。31 
 
 禁止强迫应受保护之人参与军事行动 
 
 在某些情形下，应受保护之人可能被强迫工作。然而，《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第 2 款规

定禁止这些人参加军事活动之类的工作。同样的规定也被包含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战争犯罪之

中。32 此规定源自 1907 年《海牙规约》第 52 条：受保护之人不应被命令去协助军事行动。33 这些

行动既包括针对其祖国或第三国的军事行动，也包括针对被占领土上抵抗力量和游击队的军事行

动。34 
 
 上述禁止性规定的意图在于：保证那些被占领军强迫参加工作的平民能始终保持其平民的身

份。35 然而，“程序”中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此时，该受保护之人已成为占领军军事行动的一部

分。尽管逮捕通缉犯的理由是使其受到刑事处罚或出于安全的考虑，但采取这一行动的部队确实是

占领军的武装部队。该受保护之人与他们（占领军）的关系会增加其受到反对派武装袭击或成为陷

阱牺牲品的危险，36 这些危险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应该由战斗员而非平民承担的。“程序”使用

了平民来承担上述危险，并因此将战争的前线移入平民人群中间。 
 
 然而，第 51 条第 2 款的用语可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应受保护之人不应被强迫参加军事行

动，但它同时又为其主动参与此类活动留有空间。37 这一禁止性规定与该公约第 8 条有很大联系，

第 8 条明确禁止使用暴力逼迫的手段迫使平民参与军事行动。第 8 条的意图在于避免以所谓自愿掩

饰下的强迫参与行为。接下来第 51 条第 2 款算是对平民参与军事行动的一个原则禁止性的条款。 
 
 这一广义的解释可以从第 51 条的措辞中找到依据：原则上占领军不能强迫受保护之人去工

作，除非在满足某些条件之后。因此，强迫受保护人去工作仅仅是作为例外情况才被允许。第 51
条第 2 款列出了这些例外情形，即可以强迫受保护之人从事工作的情形，但作为例外所列的情况并

不包括军事行动。这一事实我们稍候再加以澄清。《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8 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

被保护人不得放弃本公约赋予他们权利之一部分或全部，即一个被强迫工作的人不能答应志愿去做

第 51 条第 2 款规定以外的工作。因此，一个被强迫工作的人不能答应志愿去参与军事行动。那

么，如果一个人开始是答应志愿去从事某项工作，但后来却参加到了军事行动中，这是很让人吃惊

                                                        
30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Blaskic）案，No.IT-95-14-A(上诉庭，2003 年 7 月 29 日之

判决)，第 597 段。 
31达彦，前引文（注释〔18〕）。 
32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8 条第 2 款。 
33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前引文（注释〔30〕）。 
34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64 页。 
35同上注。 
36如尼德拉·阿布·姆科萨案，前引文（注释〔4〕）。 
37海莱尔·迈克伯利 （Hilaire McCoubrey） ：《国际人道法：战争限度之现代发展》，第二部分，阿萨

嘎特（Ashgate）, 阿尔德沙特（Aldershot），1998 年,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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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于使用人体盾牌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8 条的规定，平民是绝对禁止被用来充当盾牌的。他们不能被用

来使一定地区免受军事行动的干扰。然而，“程序”的一个目的则是避免士兵伤亡，因为这些士兵

可能在接近房子之时，或在包围房子后集中精力向房中之人喊话警告之时，受到如陷阱之类的攻

击。 
 
 对于袭击占领军的活动是否属于“军事行动”，还存有很大疑问。因为，“军事行动”似乎主

要是指战争状态下敌军所采取的行动。但此一用词也同样包含着由敢死队这样的组织所实施的战争

行为以及抵抗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同样被列在《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4 条第 2、3、6 款正规部队活

动的目录中。38 上述禁止性规定同样也适用于被占领土。39 然而，自发攻击占领军的平民，既不属

于上述第 2 款所规定的情况，即对下属及特殊标识的指挥责任，也不是第 3 款所说的部队成员（士

兵），也不构成第 6 款中的“起义部队”。所以，这样一来，“警告程序”并不构成“使用平民做

盾牌” ，因为它是用以保护军队免受第三公约第 4 条之规定以外的人的攻击的。 
 
 然而，这一禁止性规定的范围已有所扩大，即：平民不能被用于取得军事优势或保障军事行动

安全的目的。40 当然，占领军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的结果是否构成“军事优势”，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些安全措施属于“军事行动”，因为行动是由占领军的武装部队实施，而不是由被占领土上的居

民所组成的任何形式的安全部队所实施，但这些措施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实施法律，还是为了取得占

领军的军事目的？这点不是很清楚。然而，在“警告程序”的情况下，一个平民确实是为帮助军队

达成其军事目的并减少他们的危险而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这一主动帮忙的人确实在扮演人

体盾牌的角色。也许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体盾牌，但他无论如何确实减少了军队受到攻击的危

险，因为它是一个平民，且在那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受到攻击。 
 
 如果从《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8 条的角度以及从潜在攻击者的立场来看，为“警告程序”主动

提供帮助的平民就丧失了其平民的身份。从潜在攻击者的角度来看，要区分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还是

志愿去充当人体盾牌的，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正是禁止使用人体作为盾牌以陷入困境而极力避免

的，即：需要决定进攻对手还是从攻击中撤退。 
 
 总之，禁止胁迫受保护之人为占领军的武装部队提供帮助之类的规定，表面看并不构成对“警

告程序”的绝对禁止。但是，如果对为招募新兵而进行的宣传加以禁止，同时将《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 8 条的规定也考虑在内，“警告程序”就明显违反了这一禁止性规定。如果从第 51 条前两

款的规定来看，这就更加明显。因为它不仅规定禁止以暴力的方法逼迫受保护之人参与军事行动，

而且还规定禁止以公开宣传的方式招募新兵。其要点是：平民不应被使用在军事场合。如果从严格

意义上思考有关宣传禁止性规定，那甚至连提出让其（平民）参与的请求都是不可以的。而且根据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8 条的规定，以上禁止性规定所赋予的权利不能由受保护之人予以放弃。因

为那样，就会导致“暴力下的志愿者”情况的泛滥。 
 
 “真正志愿者”这一用词还有待斟酌。用平民充当人体盾牌是禁止的。这表明“警告程序”违

反了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即使确有完全自愿的“人体盾牌”，但由于第三人不大可能区分出志愿者

与非志愿者，因此也是属于应被禁止之列。因此，“警告程序”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及上述有关禁止性的规定。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 

                                                        
38 《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1950 年 10 月 21 日生效，

1949 年日内瓦外交会议之 终报告，联邦外交部，波恩，第 1 卷，第 243～276 页；UNTS 再版，第 75
卷，1950 年，第 135～285 页。 
39皮克泰，前引文（注释〔21〕），第 209 页。 
40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18～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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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情况就有所不同：这一处于风险中的权利是一种生存的权利。如《公

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41所说的那样，这一权利并非处于绝对保障之下。“战争中的

合法行为”并不被第 6 条所禁止。“如果这些行为没有违反国际公认的法则及战争习惯法”，42 那
么正如上面所说的，“警告程序”的不法性，在于它是军事占领这一特别情形下的直接结果。一国

政府能限制其管辖范围内的人的权利的程度，要比占领军能限制应受保护的人的权利的程度大得

多。因为在国际人权法里，并没有类似于《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8 条那样针对主动放弃受保护权的

禁止性规定。的确，一国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保证人之生存权。43 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也有义务

保护主动进入险境之人。44 当前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保护标准要高于

国际人权法。 在此种情况下，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属于“具体法”的规定，它应高于人权法的规

定。45 
 
 另一种方法：关于相称性的思考 
 
 上面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早期警告程序”对国际人道法上的权利和国际人权都会产生影响。

这方面的权利，通过《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第 1 款（2）和国际习惯法得到了补充。其中规

定：对受保护之人“应特别保护其免于受到一切暴力和威胁活动”；46 所有可能会引起对平民的不

法伤害的活动都应避免。47 根据 1907 年《海牙规约》第 44 条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3 条的规

定，禁止对受保护人进行生理及心理上的折磨，特别要获得情报的时候，而且在攻击敌国时，禁止

使用暴力逼迫敌国国民为自己做向导。48 因此，任何为达到军事上的优势而采取的违背被保护人的

意志、使用他们的手段，要么是被禁止的，要么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即使没有绝对的禁止，“警告程序”也可能是不合法的，因为对平民权利的任何损害都要符合

“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在战争法里，“相称性原则”是用来对合法侵害他人行为的一种控制。49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军事行动，即要求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和伤亡不得超过预期要得到的军事优

势，50 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军事指挥官在武装占领地区行使权力及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形。51 的确，每

                                                        
41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第 1 款规定：“人人都有生存之固有权利，这一权利应由法

律加以保护。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随意的剥夺。” 
42秘书长关于“在武装冲突中尊重人权”的报告，联合国文件： A /8052(1970 年 9 月 18 日)，第 104 页，

同样可参见 Jochen Abr. Frowein；Wolfgang Peukert (eds.),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EMRK-

Kommentar,2nd ed.,N.P.Engel, Kehl am Rhein,1996, para.12。 
43哈克·A .嘉巴利奥卢 （Haluk A. Kabaalioglu）：“‘尊重’和‘保护’生存权的义务”，载柏特郎

德·任查哈郎（Bertrand G. Ramcharan）(主编)：《国际法上之生存权》，尼哈佛（Nijhoff）出版社，多

德查（Dordrecht）,1985 年,第 164 页。 
44参见诺沃克（Nowak），前引文（注释〔15〕），第 6 条第 3 段及第 17 段；埃克特·克莱恩（Eckart 
Klein）：“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之保护及保证人权的义务”，载埃克特·克莱恩（Eckart 
Klein）(主编) ：《保护及保障人权的义务》，瓦拉格出版社，柏林，2000 年，第 306～310 页。 
45参见国际刑事法院，前引文（注释〔5〕），第 106 段；弗罗魏因（Frowein），前引文（注释

〔15〕），第 9～11 页；诺沃克（Nowak），前引文（注释〔15〕），第 4 条第 27 款；汉斯·约阿希

姆·海因策（Hans-Joachim Heintze）： “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武装冲突中人权标准的实施”，载《德国

国际法年鉴》，第 45 卷，2002 年，第 64 页。 
46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12 页。 
47同上注。 
48杰哈德·凡·格莱恩：《占领敌人领土：对法律的评述以及武装占领之实践》，米尼苏达大学出版

社，明尼亚波利斯，1957 年，第 83 页。 
49迈克尔·博特（Michael Bothe）、卡尔·约瑟夫·帕茨、沃德玛·A.索夫（Waldemar A. Solf）主编：

《武装冲突中受害者的新规则：对 1949 年日内瓦公约之 1977 两个附加议定书的评述》，奈霍夫

（Nijhoff）出版社， 海牙，1982 年，第 299 页。 
50罗塞利·海因斯（Rosalyn Higgins）：《问题与过程：国际法以及我们应如何应用它》，加利敦，牛

津，1994 年，第 230 页；朱蒂斯·盖尔·加丹（Judith Gail Gardam）：“国际法的效力及相称性”，载

《美国国际法期刊》，第 87 卷，1993 年，第 391～409 页。 
51以色列 高法院，贝特·苏里克（Beit Sourik）村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前引文（注释〔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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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军士兵都需要遵守国际法原则和与之相关的国内行政法的基本原则。52这包括以一个相对称的

代价来实现合法性目的的原则。53  
 
  “先期警告程序”所要达到的合法性目的 
 
 设计“先期警告程序”要达到的目的有若干个。整个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抓捕被通缉者。当

然，它还有其他目的，但其优先性有所不同，即尽可能减少平民的伤亡、尽可能减少官兵的伤亡、

尽量不声张地采取行动，以减少被第三方攻击的危险性。54  
 
  “先期警告程序”作为实现这些目的的恰当途径 
 
 “程序”可能是逮捕通缉犯的 佳途径，因为被通缉的人会主动向军队投降，还因为军队在进

入房子以前已经进行了警告，而警告使得被通缉之人知道房子已被包围，以至于逃跑的可能性极

小。 
 
 乍看起来，只要房中的人相信军队并主动从房里走出来，“先期警告程序”就会造成极少的平

民伤亡。然而，如果房中的其他人或被通缉者进行反抗的话，就可能会造成附加的平民伤亡，因为

那个“传达先期警告的人”也被卷入了战斗。55 甚至在传达警告信息之前，他就有可能因触动陷阱

而成为第一个平民牺牲者。来自邻近地方的人也有可能知晓陷阱的存在，并因此而躲开它。但即便

成功地传达了警告，他也会被烙上“通敌”的烙印并受到该地区内其他人的报复。即使相关的指挥

官为保证该人不受伤害并已经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56 但也不可能保证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程序”当然是为了避免以军士兵造成过多的伤亡。正如前面已介绍过的，他们不必亲自接近

房子，也就不必承担被袭击或落入陷阱的危险；由于不必使用话筒，行动也可平静地进行。因此，

“程序”是达到目的的恰当手段。 
 
 减少伤亡的措施 
 
 然而，还有其他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措施可以被采用。首先，军队可以在不进行警告的情况下

进入房中。这个方法可能很适合于逮捕通缉犯，因为他逃跑的可能性并不比“程序”中的可能性要

高；即使他会混入房中其他无辜者中间，可房子仍旧被包围着。但这种方法也不大可能将平民的伤

亡减少到 低，因为军队进入房子的同时战斗就开始了。由于房中其他无辜者仍被困房中，他们与

通缉犯混在一起因而可能在通缉犯进行反抗的时候被枪或炸弹致伤或致死，如触动了陷阱的开关或

被受惊的其他人出于自卫而致伤或致死。而且参与此种行动的士兵的数量要更多一些。所以，即使

这一手段不会引起第三方额外的攻击，但也不会比“先期警告程序”更适宜达到预定的目的。 
 
 其次，军队可以在通过话筒喊话警告之后再进入房子。这一策略从抓捕通缉犯的角度来说可能

比其他策略要更合适些，只要房中的无辜者相信以军的警告并走出房子，那么造成平民伤亡的风险

应该与“程序”相同。由于不需要一个平民来传达先期警告，其可能造成伤亡的程度还要更小一

些。但必须得承认，要使房中无辜者自愿离开房子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平民触动陷阱的可能性几

乎是零。那这一方法是否一定会产生减少士兵伤亡的效果呢？对这问题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在抓捕

通缉犯的过程中，他们（士兵）接近房子的方式或触动陷阱的风险与“程序”是一样的。另一方

面，以喊话的方式进行警告，军队的注意力便会集中于其行动上，因此会增加第三方从邻近地方发

                                                                                                                                                                             
39 段；以色列 高法院，阿祖里及其他人诉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案，前引文（注释〔5〕），第 21 页；

克雷茨默尔，前引文（注释〔6〕），第 131～155 页；加塞尔，前引文（注释〔17〕），第 214、242、
246 页。 
52以色列 高法院，阿祖里诉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案，前引文（注释〔5〕），第 13 页。 
53同上注，第 21 页。 
54军事命令（以色列），“先期警告程序”，前引文（注释〔1〕）。 
55参见尼德拉·阿布·姆科萨案，前引文（注释〔4〕）。 
56军事命令（以色列），“先期警告程序”，前引文（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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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袭击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一角度说，这一方案不如“先期警告程序”合适。 
 
 狭义上的“相称性” 
 
 以上提到过的第二个替代方案，即包围房子、通过话筒警告后再进入房子，以军受到邻近地方

发起的攻击的可能性会增加，所以，此方案并不是很合适。从达成目的的角度看，也没有其他的替

代方案可以提供与“程序”绝对相同的安全性。因此，问题在于“先期警告程序”导致的平民伤亡

的风险与以此方式所获得的优势是否相对称。 
 
 如果要将对平民之危险与其减少对安全部队之危险进行比较，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安全部队的

任务就是要面对这些危险，对于这方面尺度的把握应永远向保护平民的权利方面倾斜。以军正在做

的却是通过使用平民的方式转移其自身的危险。这不但会使平民陷入危险，而且会引起当地的针对

该平民的报复活动。冲突的前沿因此也就转移到了平民中间。如果以人道法的价值来衡量，就很难

被认为是相对称的。因为人道法的要旨是要使平民远离占领军的军事活动，并且以色列 高法院在

“隔离墙”案57中的裁决也支持这一立场。如果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且其所造成的损失较小，即使其

所能带来的益处比前一个更少，原方案也就成为不相称的了。58 如前所述，可能的替代方案之二—

—先以话筒喊话的方式警告——增加了军队的危险，并因此使其所带来的益处减少。然而，它还是

很有益处的，从达成主要目的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很适于抓捕通缉犯的。所谓较少的益处仅仅是以

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会比较高。但另一方面，它对于减少对平民权利的损害来说优势就比较明显：

“先期警告传达者”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人。所以，“先期警告程序”不符

合相称性原则，因为军队达成他们的目标时自身的风险可能会稍微增加一些，而与此无关的平民伤

亡的风险却几乎是零。 
 
 结论 
 
 依笔者看来，“先期警告程序”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1 条的规定以及禁止使用人体

盾牌的规定，并因此成为国际人道法绝对禁止的方法。 
 
 即使这一结论不能被接纳，“先期警告程序”也还是违反了相称性原则，尽管它可能是达成上

述目的的合适途径，但有两个因素需要详加考量：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的安全，以及军队的

安全。由于对于后者来说在达成目标的同时自身的危险可能会高一些，但却免除了对所有平民造成

伤害的可能性。所以，结论应该是：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看，“程序”即使不是被绝对禁止的，也

不是一种符合相称性原则的手段。 
 
 
 

朱文奇     校 
 

                                                        
57以色列 高法院，贝特·苏里克（Beit Sourik）村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前引文（注释〔5〕）。 
58同注释〔5〕，第 41 段；同样见英国：《武装冲突法手册》，英国国防部，牛津，2004 年，第 2.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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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新议定书： 
1980 年《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第五议定书的谈判和历史 
 
 

路易·马雷斯卡（Louis Maresca）∗ / 李强
∗∗ 译 

 
 
 2003 年 11 月 28 日，《某些常规武器国际公约》1的缔约国就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通过了一个

新的议定书。2 作为公约第五议定书，这一新的国际人道法文件旨在减少武装冲突之后遗留下来的

爆炸性武器带给平民的伤亡和痛苦。第五议定书确立了一些新的规则，要求冲突的各方在战争结束

后清除战争遗留下来的爆炸物，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免于受到这些武器的影响，并且为国际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在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便利。如果第五议定书能够得到广泛的遵从和切实的

执行，那么它便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冲突之后的平民伤亡，并且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争遗留爆炸物

带给受战争影响国家的长期的社会经济损失。3 同时，议定书对于国际社会为降低杀伤人员地雷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引起的危害而做的努力也起到补充作用。 
 
 本文将追溯第五议定书的发展沿革，并且分析谈判过程中产生的关键性的问题。同时，本文还

将讨论第五议定书对国际人道法的意义，对战争地区潜在的影响，以及在议定书执行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一些困难。 
 
 背景：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 
 
 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一场武装冲突结束后都会留下大量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所谓战争遗留爆炸

物是指在战斗中已经被发射、投放或是投掷，但却没有按照预期发生爆炸，或是被参战各方遗弃在

战场上的爆炸性武器。在战争地区经常发现的遗留爆炸物有炮弹、手榴弹、迫击炮弹、集束炸弹子

弹药、空投炸弹、导弹以及其他类似的武器。这些遗留爆炸物产生了长久的问题和致命的威胁，许

多男人、女人和儿童因触动或玩弄遗留爆炸物而受伤或是死亡。由于清除这些武器需要花上好几

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它们的存在会妨碍战后重建工作、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农业耕种，以及

战后人员的遣返工作。 
 
 据估计，全世界有 82 个国家和 10 个地区受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响。4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伊

拉克。虽然伊拉克的安全状况糟糕得使我们无法看到事态的全貌，但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他

们在最近的战事结束之后已经清除掉了超过 100 万件战争遗留爆炸物。 5《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项研究显示，有数万件美英联军使用的未爆炸的（集束炸弹）子弹药需要得到清

除。6 同时，伊拉克军队也有大量的爆炸性武器被遗弃在战场上，事后，一些平民发现或触动了这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地雷武器小组法律顾问。文章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全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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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某些常规武器公约》），1980 年 10 月 10 日。 
2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是《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附件，2003 年 11 月 28 日。 
3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在 20 个国家正式通知保管机关——联合国秘书处其同意受该议定书约束后

生效。截至 2004 年 11 月 1 日，3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它们是：瑞典、立陶宛、塞拉利昂。 
4 《战争遗留爆炸物：一项全球调查》，“地雷行动”组织，伦敦。 
5 “伊拉克：自战争以来，排雷咨询组（Mines Advisory Group，MAG）清除了一百多万枚地雷和炸

弹”，载http://www.mag.org.uk/magtest/n_Iraq/march04.htm。 
6 “偏离的目标：战争行为和伊拉克平民的伤亡”，载《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纽约，

2003 年，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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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武器，造成了许多人员伤亡。7 世界其他地方过去发生的一些冲突也产生了大量的爆炸碎片。像

老挝和安哥拉等，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8  
 
 近年来，在减少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减轻痛苦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杀伤人员地雷等武器带来的长期的和广泛的影响促使制定并通过了 199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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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而，对人员杀伤性地雷只是问题的冰

山一角。武装冲突之后遗留下来的其他弹药数量不亚于对人员杀伤性地雷，甚至超过了它的数量，

成千上万的平民因此而丧命。除非采取统一的国际行动，否则，随着战时大规模运送爆炸性弹药能

力的提高，人道主义可能会因战争遗留爆炸物而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 
 
 走进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新议定书 
 
 最早呼吁解决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它在 1983 年发表了一个报告，引

起了人们对遗留武器影响的关注。报告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意见。10 虽然这一报告奠定了

联合国大会以后通过的一系列决议的基础，但是它没有发展出新的国际规则以减轻战争遗留爆炸物

的危害。 
 
 之后的一项提案来自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地雷行动”组织，后者是一个英国的非政府组

织，致力于地雷及相关问题的解决。11 2000 年上半年，在一个讨论集束炸弹子弹药对人道主义冲击

的非正式会议上，这些组织指出有必要采取更广泛的措施来解决战争中未爆炸的和被遗弃的弹药问

题，而不是仅仅拘泥于有关对人员杀伤性地雷的讨论。双方都认为应该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解决这

一问题，并且同意在 2001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届《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审查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地雷行动”组织准备就这个问题展开研究，以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

知以及推动与政府之间展开协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了 2000 年科索沃冲突结

束之后遗留爆炸物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科索沃受到了大量未爆炸弹药的影响，2/3 以上

的平民伤亡来自于这些弹药，而不是对人员杀伤性地雷。12 集束炸弹是一个特殊问题。另一项研究

着眼于子弹药的使用和设计以及它们为人道主义所关注的一些特征。13 以上研究促使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呼吁禁止使用这类弹药，倡导发展关于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以及保障平民不受这些武器威胁的

其他措施的新的国际法规则。“地雷行动”组织在他们的一个出版物中也对这类子弹药引发的问题

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14

 
 2000 年 9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包括政府专家和其他专家在内的专家会议，研究

战争遗留爆炸物的问题，并提议将这一问题纳入第二届《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审查会议的议事日

程。总体上来讲，大家对这一问题最初还是持赞成态度。许多专家认为有必要采取全面的措施解决

                                                        
7同注释〔6〕，第 7 页。 
8这个问题的影响在以下资料中可以有个概要的了解，参见亚瑟·威斯汀（Arthur Westing）：《战争遗

留爆炸物：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泰勒和弗朗西斯出版社（Taylor and Francis），伦敦，1985 年；《战

争遗留爆炸物：科索沃的集束炸弹和地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0 年；《战争遗留爆炸

物》、《未爆炸弹药和冲突后的社会》，“地雷行动”组织（Landmine Action），伦敦，2002 年；《战

争遗留爆炸物：一项全球调查》，“地雷行动”组织（Landmine Action），伦敦，参见注释〔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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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 18 日。 
10 《常规战争的爆炸遗留物》，联合国第A/38/383 号文件（1983 年 10 月 19 日）。 
11 “地雷行动”组织（Landmine Action）原名英国排雷工作团（UK Working Group on Landmines），

2000 年末更名为“地雷行动”组织。 
12 《战争遗留爆炸物：科索沃的集束炸弹和地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0 年，参见注释

〔8〕。 
13 《战争遗留爆炸物：对子弹药和其他未爆炸弹药的研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0 年。 
14雷·麦克格雷斯（Rae McGrath）：《集束炸弹：军事效果及对平民的影响》，英国排雷工作团，伦

敦，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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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这也是对解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合理补充。15 然而，有一些专家却认为，战争遗留爆

炸物的讨论将消耗大量的时间而且问题本身十分复杂，因此应该放在以后的审查会议中讨论。16

 
 针对这些不同反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和建

议。17 在这份文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倡议协商制定一份《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新议定书，以

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引发的人道问题；文件还提议，这份新议定书应该涵盖除了杀伤人员地雷以外

的所有类型的爆炸性弹药。18 同时，文件还指出，新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原则： 
 （1）在激烈的战争结束之后，使用武器的各方有责任清除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武器，或者为清

除武器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物质协助，这是新议定书的核心原则； 
 （2）在激烈的战争结束之后，冲突各方应立即向排雷组织提供技术信息，以协助他们在战区

的清除工作； 
 （3）如果冲突各方使用的武器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那么他们应该向当地平民发出警告，告

知他们武器的危险性； 
 （4）仅仅针对集束炸弹及其子弹药（无论通过空投还是地基系统）而言，禁止用其打击设立

在平民聚集地区的军事目标。1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意到，对于地雷、诱杀装置以及其他武器装置的清除、信息提供和向平民

发出警告等义务已经在修正后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中做了规定，因此这些义务也已

经在国际人道法中确立。考虑到集束炸弹及其弹药的特殊性，报告还阐明了对在平民聚居的地区使

用这些武器进行额外限制的必要性。研究表明，在使用（集束炸弹）弹药的冲突地区，这些弹药产

生了大量的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这些武器的投掷范围广，降落具有随意性，直接命中预定目标有

相当的难度，这一切都证明要对这类武器的使用进行特殊的限制。20

 
 一些国家也对经常变成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特殊武器提出建议。瑞士提议制定新的规则，要求所

有新的弹药都安有自毁和自失能装置，如果起爆引信未能按预期引爆，里面安装的装置就可以使武

器失效。21 美国提议制定新的规则以处理反车辆地雷引起的问题。22 这个建议要求所有这样的地雷

都具有可探测性，要求遥布反车辆地雷装有自毁和自失能装置，以免这些武器威胁到平民、维和部

队以及人道组织。 
 
 在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有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荷兰在这个问

题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它联合 26 个国家一起递交了一份工作文件，以便在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组

织讨论。23 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2001 年 4 月和 9 月）同样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政府、国际组

                                                        
15 《战争遗留爆炸物专家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2000 年，第 14～15 页。 
16同上注。 
1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2001 年审查会议第一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联合

国文件：CONF.II/PC.1/WP.1，2000 年。 
18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地雷问题已由《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全面处理，因此不必包含在新的

法律文件之内。 
19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参见注释〔17〕，第 11～12 页。 
20雷·麦克格雷斯：《集束炸弹：军事效果及对平民的影响》，英国排雷工作团，伦敦，2000 年，参见

注释〔14〕；《集束弹药系统》，国际残疾协会，里昂，2003 年；“致命的错误：集束炸弹及美国在阿

富汗对其的使用”，载《人权观察》，纽约，2002 年；史蒂夫·古斯（Steve Goose）：《集束弹药：走

向全球性的解决方法》、《2004 年人权观察世界报告》、《人权观察》，纽约，2004 年，第 244～276
页。 
21联合国文件：CONF.II/PC.1/WP.4，2000 年 12 月 14 日。 
22联合国文件：CONF.II/PC.1/WP.7，2000 年 12 月 14 日。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文本中，反车辆地雷

是指“除杀伤人员地雷以外的地雷”（MOTAPM）。这一建议后由美国和丹麦在制定《某些常规武器公

约》新议定书时联合提交。 
23联合国文件：CONF.II/PC.1/WP.6，2000 年 12 月 14 日。这些联合发起的国家是：阿根廷、奥地利、比

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柬埔寨、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

利、卢森堡、新西兰、挪威、秘鲁、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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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独立的专家们都提交了大量的文件，论证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性质、对战争受害

国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随着审查会议的临近，各

方在以下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战争遗留爆炸物需要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解决；《某些

常规武器公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框架；针对这一问题的工作在 2002 年还应该继续。24

 
 2001 年 11 月 11 日至 21 日召开了审查会议，这一会议成为了解决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起

点。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政府专家组，以便从法律、技术、运作和人道等方面进一步研究来自各方面

的意见，并且指定了两位协调人指导小组 2002 年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和反车辆地雷问题的工作。25

同时，会议还决定将反车辆地雷与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区别对待，26 主要因为许多国家认为反车辆

地雷与其他冲突之后经常遗留下来的武器有所不同。它们认为，反车辆地雷的设计决定了它在接触

到预定目标之前不会爆炸；反人道的灾难就是源于对它的不当使用。而其他形式的战争遗留爆炸

物，问题则不在于它们被不当使用，而在于它们没有像发射或投掷时预期的那样爆炸。 
 
 2002 年，政府专家组的会谈进行了整整 5 周。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会议越来越倾向于支持

制定、发展新的规则以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分享便于清除工作和危险性教育的信息以及向平民提

供警告。以上义务并非只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武器，而是适用于冲突后遗留下来的所有爆炸性弹药

的一般性的要求。许多欧洲国家、中国、日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也都

支持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阻止爆炸性弹药首先变成战争遗留爆炸物。这些措施包括制定有关弹药生

产、运输以及储存的一般标准和程序等。 
 
 但是在武器，特别是弹药的设计和使用上是否制定特殊的限制却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其中，

瑞士建议弹药上应该安有自毁装置或自失能装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建议禁止使用弹药打击设置

在平民聚居区之中或其附近的军事目标。尽管上述两个建议在小组内都获得了一些支持，但许多国

家代表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都对自毁和自失能装置的成本以及销毁或更改现存武

器的费用问题持保留意见。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也都认为现有涉及武器方面

的国际人道法已经足够处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子弹药的关切。他们认为，切实执行现有法规比制

定新法更有必要。 
 
 专家组在提交给《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的报告中建议，小组的工作在 2003 年应该继

续，并且声明小组已经开始协商制定“一个新的有关冲突后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危险的一般性救济

措施的法律文件”。27 专家组还建议系统的研究谈判中能否包括为提高弹药生产地、处理地和储存

地的弹药可靠性而采取的一般性预防措施。除谈判之外，专家组还将继续讨论为优化包括子弹药在

内的弹药的设计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以及现有国际人道法原则的执行情况。28 2002 年 12 月举行

的一次缔约国会议上，专家组的续存及其建议均获得通过。 
 
 有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谈判在 2003 年 3 月、6 月和 11 月展开。谈判由荷兰大使克里斯·桑德

斯(Chris Sanders)主持。桑德斯大使准备了一些文件，有助于总结各方提交的不同建议。会议的召

                                                        
24除了那些有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建议之外，还包括：将公约及其议定书的适用范围扩及于非国际性的

武装冲突（美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小口径武器和弹药的创伤弹道学规则（瑞士）；公约的遵行机

制（美国、南非和欧盟）。此次审查会议结果的概要，参见路易斯·马雷斯卡：“第二届《某些常规武

器公约》审查会议”，载《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84 卷，2002 年 3 月，第 255～261 页。 
25政府专家组由政府代表团、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政府专家组负责研究对新的《某些常

规武器公约》议定书的提议并做出建议供缔约国考虑。荷兰大使克里斯·桑德斯(Chris Sanders)当选为战

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协调人。保加利亚的彼得·科拉让（Peter Kolarov）先生当选为反车辆地雷问题协调

人。 
26关于全权委托,参见联合国文件：CONF.II/2，2001 年，第 12～13 页。 
27 《缔约国政府专家组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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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报告》，联合国文件：第/GGE/III/1 号，2002 年 12 月 11 日。 
28除了战争遗留爆炸物（ERW），专家组还继续系统的研究，以更加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反车辆地雷所造

成的问题。如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正专门被讨论。2003 年和 2004 年专家组继续其有关反车辆地雷的工

作，但不同意开始新议定书的谈判。2005 年还将继续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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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分为三个阶段：3 月的会议主要讨论新议定书可能的组成部分；6 月的会议集中于各方对协调人

的草案文本的反应；11 月则是对议定书的条款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最终谈判。除了政府专家准备的文

件和建议之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提交了许多重要的文件。议定书大

部分条款的制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然而，只有到最后会议上，我们才会清楚专家组能否最终确定

几个重要的条款并达成通过文件所需的协商一致。 
 
 谈判中的关键问题 
 
 文件的法律性质 
 
 同《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其他议定书一样，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是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

文件，国家必须向条约保管机关明示其同意才受议定书的约束。但直到最后谈判会议上才能确定该

文本是被通过成为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议定书还是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文本（譬如，一个

政治性的宣言或者一个最佳实践操作的声明）。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都对新议定书的通过明确表示了保留。美国认为有关确立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规则的谈判十分复杂，而且还会消耗专家组的大量时间；因此，为了使其能够尽快出台，美

国主张缔结一个政治性文件。然而，几乎其他所有缔约国都希望以《某些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的

形式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最后在谈判会议上，经过对关键条款的不断修正，美国最终

同意支持通过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议定书。事后，美国官员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对新议定书的缔

结表示欢迎，并且宣布美国将认真考虑成为议定书的缔约国。 
 
 序言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第五议定书》）是唯一一个有序言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

议定书。序言讲述了制定文件背后的动机，并将议定书同专家组谈判的两个主要部分联系起来：协

商制定新的关于冲突后补救措施的一般性的文件；明确谈判是否应该制定一般性预防措施以提高弹

药的可靠性。对第二点专家组能肯定地回答。因为谈判的确成功地制定了预防性措施以提高弹药可

靠性，但是这些预防性措施只是提出了最佳做法供各国自愿参考，对此，议定书的第 9 条和技术附

件中都有明确的说明。 
 
 序言的核心作用在于尽力减轻各方对于混淆议定书中的法律义务和自愿的最佳做法的含义的疑

虑。法国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补救措施和预防性的最佳做法应该分别写入单独的文件。法国指

出，第 9 条不应该成为议定书的一部分，因为该条并未包含一个法律义务。序言的作用在于澄清：

缔约国意图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条款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部分混合规定于议定书中，而重点在于

一般性预防措施的自愿性质。这有助于缓解法国对此点的担忧。 
 
 适用范围 
 
 缔约国都同意议定书既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也适用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对于议定书适用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这一认识在谈判中并没有引起争议，并且参加国也

没有声明反对该议定书适用于此种情况。如同杀伤人员地雷一样，战争遗留爆炸物已经成为内战中

严重的人道问题，大量平民因此丧命或受伤。第 1 条第 3 款规定，议定书将适用于经 2001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后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 1 条第 1～6 款中所指的情况。第二届《某些常规武器公

约》审查会议通过了 2001 年的公约修正案，将公约第一～四议定书的适用范围扩及于非国际性的

武装冲突。修正案规定，其他公约议定书的适用范围视具体情况而定。 
 
 因为议定书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以议定书区分了“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

方”。前者等同于“缔约国”，如已正式批准或加入公约和议定书的国家；而“武装冲突当事方”

则指非国家的行为者（如有组织的武装团体），是《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修正第二议定书中使用的

一个术语，该议定书也同样适用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武装冲突当事方”也被第五议定书所沿

用，它不包括卷入冲突但尚未批准议定书或没有明示同意受议定书约束的国家。这类国家不受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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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约束。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议定书规则是否适用于过去冲突中遗留下来的爆炸物，如发生在议定书生

效之前和缔约方有关的冲突。虽然议定书对于今后冲突的适用性问题的规定再清晰不过，但一些国

家的代表，包括奥地利、巴西、中国和巴基斯坦，都认为议定书也应该适用于已经发生的武装冲突

中遗留下来的爆炸物。许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日本则反对将议定书的规定扩及于

过去的冲突。最终，第 1 条第 4 款明确规定议定书的主要有效条款只适用于议定书生效之后和相关

缔约国有关的冲突中产生的遗留爆炸物；有关在处理现有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提供援助的问题则

作为一个单独的条款加以规定（第 7 条）。29  
 
 定义 
 
 对于大多数国家代表来说，定义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对其一般的要点也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所

有代表都同意议定书只适用于常规武器遗留下来的爆炸物，而不涉及处理使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或核武器武装冲突后产生的问题。这与《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宗旨相一致，因为在制定公约的谈

判中并不意图使其涉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支持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一般定义，它涵盖了武装冲突后可能成为威胁

的所有形式的爆炸性弹药。尽管这一想法被短暂地考虑过，但专家组提出的列出最可能成为遗留爆

炸物的弹药的清单，或定义这些弹药的详细种类的意见却很少有代表的支持。各国均同意将其他国

际条约中涉及的武器，如杀伤人员地雷、反车辆地雷、诱杀装置以及其他类似装置，不应纳入第五

议定书以避免和现有法律文件的规定重复，特别是避免与《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修订第二议定书重

复。这个先前的条约已经包含了减少冲突后这些武器影响的具体义务。 
 
 重要的是，清除遗留爆炸物的组织强调，冲突后的清除工作不仅包括已使用的爆炸物和未按预

期爆炸的爆炸物的清除，而且包括被遗弃弹药的合理储存。因而“战争遗留爆炸物”是指：未爆炸

的弹药和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30 这两种都在议定书的第 2 条中明确予以定义。31 这两类涵盖了冲

突后爆炸性武器成为对平民生命的威胁的主要情况。不仅如此，第 2 条还进一步对什么是“爆炸性

弹药”和什么是“现有的战争遗留爆炸物”作出了定义。 
 
 谈判从“国际排雷行动标准”的排雷专家们制定的早期定义中获益。32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

对爆炸性弹药和未爆炸弹药的定义是一个起点，该定义依据上文提到的专家组工作的要点又做了一

些调整。但是，就条款本身来说，议定书关于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的定义则是全新的。专家组提出

这个新的定义主要是出于对“国际排雷行动标准”定义的不全面性的考虑，该定义没有涵盖在战场

上或战场附近储存的尚未使用或准备使用的爆炸性弹药。 
 
 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清除 
 
 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责任问题。涉及这方面的条约和习惯法规则非常得

少，即使有，一般也仅限于对地雷的清除。33 历史上，武装冲突各方只有责任清除掉自己区域内的

未爆炸弹药和被弃置弹药。然而，如果受影响的国家不具有完成清除工作的手段，那么清除工作就

                                                        
29参见下文，“援助与合作”。 
30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参见注释〔2〕，第 2 条第 4 款。 
31同上注，分别是第 2 条第 2 款和第 2 条第 3 款。 
32 《国际排雷行动标准》（2004 年 10 月），第 3 条第 2 款第 17 项（未爆炸弹药，UXO）和第 3 条第 6
款第 7 项。 
33参见《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第二议定书），1980 年 10 月 10 日和

《修正后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1996 年 5
月 3 日。有关确立对平民免受军事行动影响的一般保护，禁止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和要求当事方采取可

行的预防措施以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的国际人道法的一般规则也引起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责任，这

种观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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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临相当的难度，甚至根本无法展开。某些情况下，受影响的国家根本就不是武装冲突的当事

方。许多国家的代表和组织都认为，改善这方面的法律是制定新议定书的最主要目标；清除战争遗

留爆炸物强制性义务，以及协助任何地方发现的爆炸性武器的清除工作的要求，都将有利于大大减

少问题（的发生）。 
 
 第 3 条确立了有关清除工作的重要的新规则。首先，国际人道法条约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一旦

战争结束必须清除除了地雷之外的爆炸性弹药。34 每一缔约方以及冲突当事方都有责任清除在其控

制之下受影响区域的爆炸性弹药。35 议定书还规定，各方必须采取措施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所造成

的危险直至清除工作开始。这些措施包括对威胁进行调查和评估、对需求的评估、标示危险区域，

以及为开展这些活动筹集资源等，36 这些措施必须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尽

快”的进行。37 重要的是,“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和平协议缔结之后。清除工

作应在“可行的条件下尽快”在受影响地区开始，而不必等待冲突当事方之间正式的和平宣言。 
 
 甚至更重要的是，议定书在第 3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使用爆炸性弹药的一方具有在可行的情况

下提供帮助的明确责任，以便于标示和清除由于其采取军事行动而在其控制以外的区域产生的战争

遗留爆炸物。这种帮助可以是技术、物资、资金上的帮助或者以人员的形式提供的帮助。这种帮助

可以直接提供给控制爆炸物被发现区域的当事方，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如联合国、国际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等提供。这一要求与修正后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规定的关于清除地雷、诱杀

装置和其他装置的现存义务是相似的。38

 
 第 3 条第 1 款的最终文本如果与最初文本相比，有了极大的改善。先前的草案中包含了当事方

清除其控制区域内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义务，但在其他区域清除那些武器则仅仅要求与另一方“合

作”。许多代表团都认为这一规定的第二部分显得十分薄弱和含糊不清，不算是法律上的一个实质

性的进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合作义务大大不如修正后第二议定书对地雷清除的要求，他们

还提出武装冲突当事方之间本身存在的敌意以及不合作声明将可能导致各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其

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受影响国家应承担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主要责任，而期待当事方除了与这些

国家进行合作之外还会做得更多是不现实的。第 3 条第 1 款的最后文本基于美国在谈判后一阶段中

提出的建议，有助于调和各方的意见。 
 
 资料的记录和共享 
 
 缺乏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或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以及可能发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区域的资

料，是清除组织以及开展地雷危险教育工作的组织经常面临的难题之一。各缔约方和冲突当事方向

这些组织迅速提供这些资料能极大地提高这些组织对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快速反应能力。即使各方愿

意提供这类资料，也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为相关各方大多数都缺乏搜集、证明以及向相

关组织提供这些资料的机制。许多时候，只有当发生了平民伤亡事故，或当地居民报告时，危险区

域才能被识别出来。 
 
 对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或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的资料记录和共享的要求在谈判中得到了广泛

的支持，各代表团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分歧。这些义务被视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将便于对战争遗留

爆炸物做出反应。虽然《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原第二议定书和经修正后的第二议定书以及许多国家

的军事原则已经要求记录布雷地点的资料，但是此前对其他形式的爆炸性弹药却没有发展出类似的

规则。39

 
 议定书第 4 条规定，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必须“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记录

                                                        
34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参见注释〔2〕，第 3 条第 2 款。 
35同注释〔34〕。 
36同上注，第 3 条第 3 款。 
37关于对议定书中使用的限制性措词的评论，参见下文“影响及挑战”。 
38 《修正后的第二议定书》，参见注释〔33〕，特别是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10 条。  
39 《第二议定书》，参见注释〔33〕，第 7 条；《修正后的第二议定书》，参见注释〔33〕，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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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存有关爆炸性弹药的使用以及遗弃情况的资料。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要求各方在现实可

行的情况下毫不迟延地与他方、联合国或包括从事危险性教育或被污染区域的标示和清除工作在内

的组织分享资料。 
 
 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需要记录的资料种类列在议定书的技术附件中。它包括：使用的爆

炸性弹药的类型和数量；这些武器（打击）的目标区域；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的类型、数量和位

置；已知存在和可能被发现的未爆炸弹药的大致位置。附件还详细说明了应该向其他各方及相关组

织提供的资料。技术附件的标题已经表明自愿的最佳做法及其内容没有法律拘束力。然而，由于各

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受到第 4 条约束，有义务记录、保存和提供资料以便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尽快清除和从事危险教育，因此，该条款的有效执行要求记录的资料符合技术附件中规定的具体要

求。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及其他组织赞扬议定书对资料的要求在帮助快速排雷行动方面是最重要的发

展之一。这种要求不仅帮助这些组织开展活动，它们也是促使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履行议定

书关于清除工作（第 3 条），保护平民群体的预防措施（第 5 条）和保护人道主义组织（第 6 条）

的要求的必要步骤。 
 
 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组织的预防措施 
 
 除了有关清除和资料的要求之外，议定书还规定了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必须采取额外措

施保护平民。根据第 5 条规定，各方必须在其控制下的区域内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平民和

民用物体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响。关于预防措施，具体提到了以下几点，如向平民群体示警、

针对平民开展危险性教育、竖立标志和栅栏以及监视各方控制下的受影响区域。可行的预防措施是

指考虑到当时所有情况包括考虑到人道主义因素和军事因素而实际可行或实际上可能的预防措施。

技术附件的第二部分列举了在这些方面被认为是最佳做法的许多标准，鼓励各国在履行第 5 条时考

虑这些标准。 
 
 在议定书的发展和协商过程中，第 5 条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 5 条包含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

遗留爆炸物威胁的措施，直到这些武器被清除干净。“可行的预防措施”的定义几乎沿用了修正后

第二议定书中的词句，根据该议定书规定，各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

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对平民的影响。40

 
 第 6 条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对人道主义组织运作的影响。该条要求各缔约方和

武装冲突当事方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保护这类组织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响。例如，保护措施

包括：提供穿过危险区域的安全通道，清理必经之路，提供穿过危险区域的安全路线的资料。尽管

这些具体的行为没有在第 6 条中加以规定，但它们类似于在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中规定的措施，以

保护人道主义特派团和维和特派团免受地雷、诱杀装置及其他装置的影响。41 这些措施同样与战争

遗留爆炸物相关。第 6 条还规定，每一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一经请求，必须向人道主义组织

提供关于那些组织正在开展活动或将开展活动的区域内所有战争遗留爆炸物位置的资料。该条在谈

判过程中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其产生基于澳大利亚的建议，即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中规定的类似

的保护措施也应以一种更为简练的形式纳入新的议定书中。 
 
 援助与合作 
 
 议定书中有两条涉及援助与合作问题。前一条（第 7 条）规定，对缔约各方处理在其成为议定

书当事方之时已经存在的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问题提供援助。后一条（第 8 条）则更广泛地涉及

对履行议定书以及处理该议定书对一特定国家生效之后产生的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提供援助。 
 

                                                        
40 《修正后的第二议定书》，参见注释〔33〕，第 3 条第 10 款。 
41同注释〔40〕，第 12 条。 



红十字国际评论 
 

 如何处理现存战争遗留爆炸物是谈判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也是最后解决的问题。42 如前文所

述，许多国家希望议定书关于清除的义务、资料的记录和提供以及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适用于所有

的战争遗留爆炸物，包括先前冲突遗留的现存爆炸物。另一些国家则反对这样的做法，它们对该议

定书的追溯适用表示担忧，试图将其只适用于今后的涉及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冲突。  
 
 第 7 条是一个折中。根据此条的规定，每一面临现有的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问题的缔约方，

都有权酌情请求其他缔约方及有关组织提供并从其得到援助以处理这些问题。相应的，有能力这样

做的每一缔约方也被要求提供必要且可行的援助以帮助其他缔约方处理这些武器造成的问题。该条

中的限制语（如“酌情”，“必要且可行的”）表明其倾向于成为一个灵活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对

先前冲突的当事方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然而，当与第 10 条中规定的缔约方的磋商联系起来时，第

7 条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制，通过此机制先前冲突中受影响的国家和爆炸性弹药的使用者能够处

理现有问题。正如下文所阐释的那样，这一条款可能是有关议定书执行问题的早期会议中缔约方的

重要工作之一。同时，受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成为该法律文件的缔约方，以及如果还不是

《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方而“一揽子”加入该公约，此条款也是一个动因。 
 
 第 8 条总体上讲是对议定书执行过程中有关援助与合作问题的规定。该条基于《某些常规武器

公约》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以及《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中类似条款的规定，涵盖了许多义

务以使所有缔约方都尽力从事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处理工作。43 有能力这样做的每一缔约方都应

该为标示、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对平民群体开展危险性教育等活动提供援助，应向联合国、其他

信托基金和数据库提供捐款，以便于提供援助。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南非的努力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第 8 条

还包括了对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援助的义务。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方应为战争遗留爆炸物受害者

提供照顾、康复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援助。此一条款被视为解决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

措施的实质部分。第 8 条第 2 款与《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中对地雷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条款

类似。44  
 
 一般性预防措施 
 
 阻止爆炸性弹药变成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措施是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许多国家和组织，包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类措施对减少武装冲突所产生的大量战争遗留爆炸物具有重要作用。但

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则反对包含这样的条款。法国的反对意见并非针对条款的实质内容，而是反

对议定书将有法律拘束力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条款制定混合性规定。前文中已经提到，议定书的

序言部分对此的规定是一个折中。 
 
 第 9 条鼓励各缔约方采取一般性预防措施以尽可能减小产生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可能性。这些措

施包括在使用爆炸性弹药之前采取一系列行动以确保该武器会按预期爆炸。议定书技术附件的第三

部分列举了许多一般性的最佳做法，包括弹药制造、储存、运输和处理的标准，以及人员培训采用

的标准。 
 
 促进对议定书的执行和遵守 
 
 议定书的最后条款涉及审查议定书的执行和确保遵守议定书条款的机制。第 10 条规定各缔约

方将在有关本议定书实施的一切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关于此点，可召开缔约方会议以审查

本议定书的现况和实施情况，审议国家执行措施的事项，筹备今后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审查会

议。与按年度召开的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不同，召开第五议定书会议的决定应有过半

                                                        
42 《第五议定书》第 2 条将“现有战争遗留物”定义为：“在本议定书对缔约方生效之前已经在其领土

上存在的未爆炸弹药和被弃置的爆炸性弹药。” 
43 《修正后的第二议定书》，参见注释〔33〕，第 11 条；《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参见注释

〔9〕，第 6 条。 
44同注释〔43〕，第 6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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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且不少于 18 个缔约方的同意。基于许多国家政府提出的对已按年度召开的《某些常规武器公

约》会议和其他军控会议的数量的考虑，这种灵活的方式被采纳。第五议定书生效后不久可能就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的会议召开则视需要而定。 
 
 第 11 条提出了确保各方遵守议定书的方式。该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发布适当指令和程序，并

确保其人员接受与本议定书的规定相符的培训。第 11 条同时还要求各缔约方通过双边方式、联合

国或其他国际程序以解决在本议定书的解释和适用上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条

件被通过之时，政府专家组也正在考虑如下建议，即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机制以监督对《某些常规武

器公约》及其议定书的遵守。尽管经修正的第二议定书和现在的《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在这方

面有一些限制性条件，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本身并不包含有关遵守的任何条款。政府专家组将

在 2005 年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影响及挑战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是国际人道法的一个主要发展。这一领域以前从来没有具体的规

则，该议定书强化了这方面的法律，为解决武装冲突结束后平民群体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提供了一

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同经修正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以及

《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一起，使国际人道法拥有了全面规定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产生的问

题的一系列相互补充的条约。 
 
 这三项法律文件还将国际人道法的影响扩及于冲突后的重建工作。尽管有一些规则适用于现行

敌对行为以外的事项，如遇难人员遗体的转移和找寻失踪人口等，但是有关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

的问题的晚近发展已经确立了武装冲突当事方在冲突之后将其战斗中使用的武器的有害影响降低到

最小程度的责任。如果问题严重的话，一些诸如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后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义务

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正如联合国排雷行动处的一位代表尖锐指出的：“不再允许武

装冲突当事方只管战斗而忽略交战后的义务。”45  
 
 议定书也有能力加强国际社会对由战争遗留爆炸物引起的问题的关注。如果它能够被切实执

行，将使致力于减小这些武器危害的组织更容易实现其目标。这些组织期待来自战争双方更多的合

作与援助，一旦武装冲突结束，这些组织能够通过更有效的计划和更高效的分配资源以处理战争遗

留爆炸物。简而言之，议定书对加快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减少人员伤亡、降低成本有潜在的

要求。此外，第 10 条提到的“缔约方会议”可以作为受影响国家和相关组织报告其在一些特定国

家的进展或阻滞以及从各缔约方获取援助以支持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这样的会议也

是处理现有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主要机会。由于议定书的主要条款适用于今后的武装冲突，因此

受先前战争中遗留爆炸物影响的国家可以在这些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它们正面临的问题，并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采取）一般性的预防措施取决于（各国的）意愿，而且弹药设计的技术

改进也仍在讨论中，但武装冲突结束后清除和帮助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新义务应该是（各

国）在国内采取这种预防性行动的动因。最后，防止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产生比负担战后清除这些武

器的费用更经济，也更有效。 
 
 议定书的通过对《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程序已经产生了影响。与 1995 年和 1996 年修正第二

议定书的谈判不同，2002～2003 年度的政府专家组会议向非政府组织敞开了大门。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们参加了谈判会议和军事专家会议，带来了与讨论内容有关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这有助于

确保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涉及的人道方面以及在受战争影响国家工作的组织的需求不会被忽视。非

政府组织代表的出席凸显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在程序运作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有关议定书执行上的一个潜在的顾虑是许多关键条款中的限制性措词的影响。这些措词包括诸

如“在可行的情况下”和“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等。这样的条款意图规定一个灵活度以处理政府

和武装力量在冲突后经常面对的实际的难题和复杂问题。许多专家都意识到，在非安全环境下，或

                                                        
45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主任马丁·巴伯（Martin Barber）在战争遗留爆炸物报告会议上的讲话”，纽

约，2004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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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当事方之间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执行议定书的实施条款将有相当的难度。这些措词并不意味

着议定书出现不执行的漏洞，而是一旦这些措词被滥用，可能破坏议定书的有效性。 
 
 希望多数政府和武装力量都会诚心诚意地行动起来，以更加关注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军事大国都一致同意和支持通过议定书的规定。议定书的规定概要地

表达出国际社会相应的期望。因此，敌对行动停止后，不再允许对处理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置之不

理。大多数情况下，或者依靠当事方自己的行动，或者通过对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的支

持，采取降低这些武器危险性的措施是可行的。 
 
 另一个担忧源自于敌对行动中的非国家的行为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议定书。如同国际人道

法的其他领域一样，确保在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中执行并遵守（议定书）将是一个主要的挑战。国际

社会通过共同努力，以获取这些团体停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并解决杀伤人员地雷的影响的承诺。

就第五议定书而言，需要类似的积极性去了解有关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新的规则并鼓励卷入武装冲突

的非国家的行为者予以遵守。 
 
 同时，还希望《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的通过有助于加强对《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遵守。

截至 2004 年 11 月 1 日，公约共有 97 个缔约国。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即非洲、亚洲和中东

地区，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还相当少；实际的情况是，恰恰是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深受战争遗留爆

炸物的影响并且有着处理这些问题的第一手经验。令人鼓舞的是，许多非缔约国参与到政府专家组

的工作中来，并为议定书的制定做出了贡献。议定书有关处理现有和今后的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机

制，可能会促使那些还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的国家加入公约及其所有的议定书。 
 
 
 
 
 

朱文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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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中国际人道法 
和国际人权法的应用 

 
——多国和平行动的专家会议 

报告（摘要）
∗

 
魏琰

∗∗
译 

 
        在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中如何适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涉及很多问题。在瑞士日内瓦

2003 年 12 月 11 日和 12 日两天举行的会议上，一些学术专家、政府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军事法律

顾问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律师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次会议分为三次进行。其中两次讨论在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中国际人道法的应用，另外一次

讨论在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中国际人权法的应用。会议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次工作会议：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应用； 
        第二次工作会议：占领法的应用； 
        第三次工作会议：国际人道法之外的国际人权法的应用。 
 
        此次会议仅涉及联合国授权行动的案例，即国家或区域性行动是否在联合国组织下具有指挥和

控制作用。无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多国武装力量则不属于本次会议讨论的要点。 
 
        会议成果 
 
        会议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涉及联合国授权的武装部队在占领领土内实施的实

际控制情况。 
 
        与会人员通过讨论注意到，当联合国授权武力对占领领土实施实际上控制时，虽然要适用《日

内瓦第四公约》，但该公约在实际上只能适用于一小部分情况。 
 
        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可供联合国授权武力在占领领土并对其实施实际控制

的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规则。与会者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提议。 
 
        专家们认为，在多国武装力量对占领领土实施控制的情况下，人权条约规则在域外适用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有些专家还提出有必要对可适用于联合国授权武力的人权规则做出区分。这一区分可

通过制定特定文件的方式来实现。 
 
         第一次工作会议：国际人道法在联合国授权武力中的一般适用 
 
        大部分专家都同意应根据占领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问题。安理会授权武装力

量采取行动可能会产生战争法上的后果，但这并不影响如何决定人道法适用的问题，因为后者是一

个国际人道法上的问题。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从联合国武装力量介入从而能被称为武装冲突战斗的那

一时刻起就已经开始。 
 
        尽管多数专家同意上述内容，但另外有些专家则认为维和部队在本质上是不需要授权的。当他

们使用武力时，他们仅仅行使警察的功能。因此，即使他们与武装冲突有关联，国际人道法仍然不

能适用，除非他们作为交战某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参加了武装冲突。 
 
        专家们还讨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武装冲突的定义问题。一个模拟的问题是自卫权的使用。有些

                                                        
∗该会议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协同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组织于 2003 年 12 月 11 日、12 日在日内瓦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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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坚持认为，出于自卫目的而使用武力，尤其是在独立的事件中使用武力，这种情况不会使维和

人员转变为战斗员。但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自卫权的使用也会逐渐使多国部队这一武装力量转变

为冲突一方。根据一些专家们的观点，尽管维和人员在何时转变成为战斗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

《罗马规约》第 8 条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澄清了一些问题。 
 
        专家们就联合国秘书长手册的内容及其法律地位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该手册属于联合国组

织的内部文件。因此，该手册对受联合国指挥和控制的部队具有约束力，但对国家并不产生法律上

的义务。依照某些专家的观点，手册中包含了一些条约法和习惯法中都没有的禁令，以致将政策和

法律混淆在一起。这些专家对此表示遗憾。 
 
        在开始讨论联合国授权行动中国际人道法适用问题以后，与会者还讨论了是否应适用国际性武

装冲突规则与国内性武装冲突规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代表不同意关于联合国授权行动针对

不属于一国武装力量的武装组织采用武力的做法。半数专家们认为，联合国授权行动如果从武装冲

突的定义来看它已经使整个武装冲突国际性质化，而另外半数专家们认为武装冲突是否国际化应由

另一冲突方的地位来决定。 
 
        第二次工作会议：占领法在联合国授权武力中的应用 
 
        在联合国实施武力后对领土实施控制或管理下适用占领法方面，会议代表提出了两个问题：第

一，法律方面的适用；第二，当占领法方面的法律不能适用而由维和人员在事实上的适用。 
 
        关于法律方面的适用，专家们指出国际人道法和占领法与干预的合法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并

提醒注意在传统法上“国家具有诉诸战争的权利”与“关于战争的手段和方法”之间的区别。因此

从本质上讲，占领的法律基础与《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适用性都不会受影响。在联合国授权下是由

一国国家占领还是由多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与会者强调：将占领法中的某些规则与由联合国授权行动对领土实施占领的性质要统一

起来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有关禁止在占领领土内对机构或法律进行变更的规定（《海牙规

则》第 43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 条、第 64 条），就有可能与维和行动和建立和平措施的

宗旨相抵触。在这方面，国际人权法和安理会决议赋予武力的强制性则有可能使机构和立法的变更

合理化。专家们就此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专家们注意到，国际人道法尤其是占领法起草时，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还远不如今天。因此，国

际人道法在某些方面所提供的保护标准低于人权法的标准。而对联合国授权采取武力的情况采取这

种低标准的保护是不可取的。 
 
        接着，关于人道法与《联合国宪章》第 103 条的关系，小组成员设想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联

合国安理会基于第 103 条规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授权可以超越或者甚至终止对占领法的适用。某些专

家认为，联合国可以帮助确定结束占领的时间。但另一些专家却认为，如果由一个在本质上属于政

治机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只是通过决定就创造一个新情形，不需要去遵守占领法，这可能会产生非常

危险的后果。 
 
        专家们还探讨了在不能以法律形式适用、而由多国部队武力实施的占领法的事实适用问题。 
 
        当《日内瓦第四公约》从法律方面看不能适用时，多国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种毫无程序和

法律的状态下实施占领。当联合国授权的武装部队已对领土及其居民实现有效控制时，该武装部队

对人员的逮捕和拘留就会成为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授权，如它对武装部队的授权，往往只是授权

可以拘捕某些人，但却没有提供拘捕的理由及拘捕方式。对武装部队的授权因为没有细化，会使问

题变得比较复杂。  
 
        专家们认为，占领法是已经存在、对各国都同样适用并为所有国家都熟悉的法律体系。该法可

以为武装部队在战地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实际解决办法。但也有专家指出，占领法是有用的，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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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它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够细致，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 
 
        有一位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大部分情况下，受联合国指挥和控制的多国武装力量对一领土

实施有效控制时，表面上看来该武装力量处于占领状态，但实质上更接近于托管状态。这样一来，

就没必要要求联合国提供一个占领机关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保证。专家建议，在这种情形下准备一

个专门性文件会比较有用。这一文件可以采用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手册的形式，甚至还可以考虑作

为该手册的第二部分。 
 
        继该提议之后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提议。这个提议要求制定一个用于战地部队并含有

15~20 条规范的简明的手册，这些规范用来指导军事武装力量去重建和维持法律、秩序和安全，并

规范关于搜查/扣押以及逮捕/拘留方面的程序。这一手册还应在国际人道法以外吸纳一些人权法以

及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成分。 
 
        同样，另一位专家建议联合国应对每一联合国授权任务都能适用的“一揽子”条款或示范条款

进行研究。这些“一揽子”条款可用来适用诸如逮捕和拘留、甚或在地方法院都已瘫痪的情况下如

何实现正义等情况。这些示范条款可被视为多国武装力量或者国际警察在维和行动中的一个最低标

准的规范。 
 
        第三工作会议：国际人权法适用的方面 
 
        会议还对由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班科维奇(Bankovic)案进行了讨论。有些专家对该案中人权义

务的域外适用相比以往案例更受局限的情况表示遗憾。 
 
        但另外一些专家却认为，班科维奇案的判决不论从事实方面还是从法律方面看都正确，因为人

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两者之间如果允许有过多的重合将会很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危险在于这两个法律

体系规则的过多重合会导致适用的困难。 
 
        关于作为域外适用人权基础的“有效控制”原则问题，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原则在国际社会中似

乎已被广泛接受，它不仅已成为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的一部分，而且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也具有

一定的地位。这一原则在多国武装力量对一领土享有有效的军事控制情况下也应得以适用。 
 
        但是，仍有一些与会者怀疑人权条约的域外适用是否已被广泛接受。他们强调，人权条约的域

外适用只得到一些案例支持，而这些案例又大部分都是由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所以仅局限在了欧

洲这一范围。例如，有人提出《欧洲人权公约》根本未涉及澳大利亚在东帝汶的行动。另外，即便

假设人权委员会也适用这一司法判决，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本身也还远远未达到被

普遍接受的程度，它还未被所有国家批准（截至 2003 年 11 月 2 日有 151 个国家批准）。 
 
        根据这些专家们的观点，人权义务的域外适用问题仍需探讨。目前还缺少一个可以将人权义务

融合起来，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手册形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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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和现今武装冲突的挑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 2003 年 12 月于 
日内瓦召开的第 28 届红十字和红新月 

国际大会提交的报告（摘录） ∗ 
 
 

付瑶
∗∗  译 

 
 三十多年以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 21 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提交了一份

关于对在武装冲突中的法律和习惯重申和发展的报告。1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该报告的目的

在于确认一些法律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为国际人道法法典化而作出的新的努力提供了保证。而在

这 10 年以后，众所周知，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获得通过并被开放签字和批准。第一附加

议定书与其他的协议一起，编撰了关于敌对行为的规则，扩展了受保护的特定人员的范围，并且将

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了国际武装冲突的范围。第二附加议定书在一开始就有宏图大略，它对《日内瓦

公约》共同第 3 条作出了阐述，并规定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必须遵守的基本保障措施。 
 
 自 1969 年的报告提交后，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

在现实中有以上的变化，但令人遗憾的是武装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却没有改变。人类所遭受的痛苦、

死亡、损害、毁灭及对未来的失望，一直是也仍然会是战争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立即的和长期的

影响。除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以外，目前国际社会又面临着跨国恐怖主义行为的风暴，而

这又重新引发了关于国家安全和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关系的两难选择。这一现象也导致了以一种自日

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通过以来所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对国际人道法的充分性进行重新审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提交的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对现今的武装冲突给国际人道法所带来的一

些挑战作一个概括的评述，以便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进一步反思。这份报告并不以重申和发展国际

人道法为题，因为其范围较 1969 年报告的范围而言要更为有限。 
 
 首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正如将在后面要谈及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

及其他一系列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和习惯法规则，应当继续为指导在敌对行为和在武装冲突中落入交

战一方手中的人员待遇问题提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其次，正如将在下面所提到的，国际社会在十

几年前曾抗争的一些困境，总体来说，随着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今天在这些

领域的主要挑战是对这些规则的澄清和进一步阐述。再次，国际社会的意见，包括政府的、专家的

以及公众的，对于如何从法律上来处理跨国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新的暴力形式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因为我们无法对未来的情况做出预测，所以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认为的

那样，对当前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作一个简短的描述。其目的是对那些已被证明的法律原则给予

重新确认并为这些原则的阐释和发展提供一种稍有不同的方式。 
 
 最后，这一点也是无法通过前言的形式给予足够强调的。当前的这份报告仅涉及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所认为的挑战中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绝不能认为它是对在当前或将来应当审查的与国际人道

法相关的所有问题的综合性的评述。关于失踪人员或武器的问题并不属于下面讨论的范围，因为这

些问题将在国际会议上被单独给予审查。希望此份报告能够促进有关国际人道法相关性和充分性问

题的讨论，以及如何推动遵守法律的问题，从而使国际会议的代表们能为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进行

进一步反思和行动作出努力，或者在可行的情况下提出其他的建议。 
                                                        
∗
该报告的全文及其附件是第 28 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文件。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4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1 《对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和习惯的重申和发展》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关于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中减轻平民伤害的临时议程，第 4 条第 a、b、e 项），第 21 届红十字国际

大会，伊斯坦布尔，1969 年 9 月（以下简称“1969 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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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份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相关背景，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国际人道法，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国

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和反恐，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相关背景 
 
 鉴于国际会议的代表们提交的其他文件和陈述会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及它们在

国家层面上产生的影响作出阐述，这里对相关背景的介绍，目的在于强调自上一次国际大会来产生

的影响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一些主要的发展。背景概要建立在前面所提及的、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

的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现实基础之上。 
 
 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了国际性武装冲突，其结果是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了一个美国支持

的政权和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在非洲、亚洲、欧洲和拉美不断爆发并继续给人

类造成损害，而中东地区的军事占领和暴力行为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其中的很多武装冲

突被目前国际社会所首要关注的焦点即“反对恐怖主义”所掩盖。 
 
 尽管对这些暴力情形的正当性和构成条件可能存在争议，但是对于武装暴力会给人类造成重大

苦痛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当国际人道法没有得到遵守时，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将更为深重，而所造

成的后果也会更难以克服。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军和非国家性武装团体已经犯下了许多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罪行：对平民的蓄意袭击、不加区分地攻击，对人群的强制转移，对城市居民有重要意义设

施的破坏，利用平民充当人体盾牌，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犯罪，酷刑、对平民私人财产的破

坏和掠夺。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通常还包括对医护人员、人道救助者以及由于政治原因被拘留

的人员实施的侵害。例如，违反《日内瓦第三公约》拒绝遣返战俘的行为就是一种反复发生的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同样，对那些需要人道救助的人群给予援助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这

又加重了原本就有数百万人困于战争的严重情势。 
 
 在当前的暴力行为中产生的一些新的或恶化的特征对保护平民和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提出了巨大

的挑战。武装冲突似乎变得更加复杂，而长久的和平相处变得难以实现。利用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差

别似乎已成为许多武装冲突一个普遍的特征。有能力参加暴力冲突的新的冲突方也在产生。在较弱

和战败的国家中，武装冲突的广泛分布性导致了武装冲突方数量的增多。政治目的和私人目的的重

叠导致了武装冲突和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战争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也更多地

使用了高科技武器。而对于使用大规模和多种类武器的无法控制性也在极大地增加，再加上出于军

事或政治目的的人道行动的指令化和系统化这种趋势，使得人道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作变得尤为

困难。 
 
 关于新技术的影响，我们仅从以下这个事实就可见一斑：当前仅凭技术优势就能使军队在战争

中根本不用踏足外国土地就能打败敌方。这种不对称性的战争对国际人道法适用所产生的影响才刚

刚开始被研究。 
 
 武装力量对平民日益增长的依赖、将那些原本严格属于军事范围的任务外包给平民以及被雇佣

的私人保安公司，这些都是武装冲突中产生的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对被允许参战的交战方提

出了挑战。 
 
 自从上一次国际大会以来，另一个应当被单独提及对国际人道法适用产生影响的发展，就是能

够造成巨大伤害和破坏的跨国网络的出现。我们必须牢记，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对武装冲突中平

民的蓄意和直接的袭击（包括以自杀行动的方式）以及不加区分地攻击，都是为国际人道法所严厉

禁止的。同样，那些旨在平民中散播恐怖气氛的暴力威胁或行动也为国际人道法所禁止。而在武装

冲突以外，以平民为目标的暴力行为在国际和国内刑法中都属于犯罪行为。 
 
 2001 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在某些方面对法律意义上战争的构成要件的看法产生了

影响。这一问题将在本文的国际人道法和反恐这一部分中进行讨论。而在这里需要简单提及的是，

国家对于跨国恐怖主义行动的反应引发了两种趋势：一是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对现存的保护个人

的国际标准，包括由国际人道法所确保的保护造成破坏。二是使国家诉诸战争的权利（关于有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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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的国际规则）与战争的行为和方式（国际人道法，关于如何进行武装冲突的国际规则）二者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1）全球性的“反对恐怖主义”，不论在法律上如何对这种现象加以定性，都已引发对国家

安全和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平衡关系的再审视，而这种平衡的结果是对个人权利的损害。在能否允许

施行酷刑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关于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问题，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经过了

数十年的发展，而且酷刑这种恶行也已被国际人道法及其他法律规定为一种犯罪并在任何情况下都

予以禁止，但是却仍然存在着一些希望在某些情形下允许酷刑的观点。超越职权而没有适用最基本

司法保障的杀害和监禁已经被证实是反恐行动的另一个结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的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挑战是，在保持国际法包括国际

人道法提供的既有保护标准下，找到处理这些新的暴力形式的方法。 
 
 （2）当暴力程度达到了武装冲突的水平时，国际人道法就可以适用。任何武装冲突的潜在原

因都与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对国家诉诸战争权利所确立的原则重新审查以

后，就会对以下这一基本原则产生疑问，即武装冲突无论发生在何时，都应适用国际人道法（jus in 
bello）。诉诸武力的正当性理由，尤其是以“反恐战争”的名义，总是被用来作为在应该适用国际

人道法规则的情况下而拒绝其完全适用的一个理由。 
 
 为了对上述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以及一些将会在本报告中提及的其他问题从内部和外部给予

思考和作出反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02 年 10 月设立了一个项目来辅助和完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法律部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该项目是由一位负责人和一个常设工作组负责领导，他们需要向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理事会提供报告，这种方式使得在决策过程中组织机构也能参与其中。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正在进行的工作成果，包括某些是被人们所期望的，都将在下一部分专门谈及。 
 
 国际性武装冲突和人道法 

 
  国际性武装冲突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人道法中被规定的最为全面的一种武装冲突类型。1899 年

和 1907 年的海牙法规则和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除外）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

都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占领。2  尽管某些含义模糊不清导致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况在任何一种

法律中都存在），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信这种法律框架从总体上来说足以处理发生在国家之间

的武装冲突。该法律框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它在起草时就是为了在减少战

争伤害的需要和军事需要之间实现一种谨慎的平衡。 
 
 1949 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已经为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批准（目前有 191 个缔约国），其中

一些关于对落入敌方手中的人员保护的规定反映了国际习惯法的规则。《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关于

占领部分的规定，对占领地的管理以及外国占领情况下对平民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基本规定。该部分

的规定也同样反映了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尽管第一附加议定书还没有得到国家的普遍签署（目前有

161 个缔约国），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中关于敌对行为的绝大多数规则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 
 
 在众多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的法律问题中，哪些问题应该被列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项目中

并在此份报告中给予介绍，这是不容易作出选择的。最初的选择是基于相关概念的不同解释是在实

践中产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这些解释对平民保护产生的后果。其中就包括国际人道法中直接

参加敌对行动的概念，敌对问题的相关行为，以及占领的概念。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根据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人道法规则，平民享有免受攻击的豁免，“除非他们直接参加敌

对行动”。3  平民与战斗员不同，4 当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除了会丧失免受攻击的豁免以外，

                                                        
2除了国家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外，第一附加议定书还规定，“各国人民在行使民族自决权中，对殖民

统治和外国占领以及对种族主义政权作战的武装冲突”也属于国际性的武装冲突（第 1 条第 4 款）。 
3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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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会因国内法以参与敌对行动为由受到刑事起诉。也就是说，平民不像战斗员或交战方那样享

有不会因持有武器而受到起诉的“特权”，因此对于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有时会称他们是“非

法”或“无特权”的战斗员或交战方。5 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一个引发很大争议的问题是关于那些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的地位和待遇问题，而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算已构成“直接”

参加敌对行动。对于这个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在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开始进行调查。 
 
 关于那些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和落入敌方手中的平民的地位和待遇问题，目前已有很多政府性和

学术性的观点。其中较为极端的一方（属于少数），认为这些人不受任何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保护。

折中的一方认为这种“无特权”的战斗员只限于《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规定的范围（作为条约或习惯法）。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所赞同的解释来看，

那些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满足《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的国籍标准的平民仍属于公约中的被保护

人。6 而那些不满足国籍标准的人员则至少受到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的

保护（作为条约或习惯法）。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不存在下述这种类别的人：即受到国际性武装冲突影响或卷入国

际性武装冲突而不受国际人道法的保护；或者说在《日内瓦第三公约》和《日内瓦第四公约》之间

存在国际人道法在保护范围上的空缺，即那些满足国籍标准的平民（“无特权的交战方”）会处于

一种不明确的中间地位。国际人道法规定，战斗员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不承担刑事后果，并且在被俘

后他们享有战俘的地位。国际人道法并不禁止平民为自己的国家作战，7 但是因为他们不具有战俘

的地位，那么这些人在被俘后，根据应当适用的国内法是不能被免于起诉的。应当注意的是，平民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不是一种战争罪。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除了无法免受国内刑事惩罚以外，还丧失了在直接参战期间免受攻击

的豁免。平民也可被敌方所拘禁，根据定期的审查报告，如果拘禁方出于安全目的而认为这样做有

绝对的必要。8 在拘禁期间，这些平民可以被认为丧失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中所规定的某些权利

和特权，但这些权利的丧失应以《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 条及国际习惯法的相关规定为限。在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看来，对于那些会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完整和尊严进行的无法被接受的冒犯行为，

对于要冒着为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所禁止的这些行为引起后果的风险，还有另外哪些应适用的规则

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认为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斗员和平民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

的类别。而关于怎样才算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以及如何确定“参加”在时间方面的构成要素

（因为在那段时间他们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这个问题仍然处于讨论之中。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看来，鉴于上述提及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后果和作出一个可适用定义的重要性（因为它能支持区

分原则），所以直接参加的概念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的法律问题。当然，还要为澄清这一

                                                                                                                                                                             
4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43 条第 2 款规定：“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人员(除第三公约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所

包括的医务人员和随军牧师外)是战斗员，换言之，这类人员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根据《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50 条第 1 款：“平民是指不属于第三公约第四条(子)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六项及

本议定书第四十三条所指各类人中任何一类的人。遇有对任何人是否平民的问题有怀疑时，这样的人应

视为平民。” 
5战斗员和非战斗员都会因战争罪而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受到起诉。 
6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在冲突或占领之场合，于一定期间内及依不论何

种方式，处于非其本国之冲突之一方或占领国手中之人，即为受本公约保护之人。不受本公约拘束之国

家之人民即不受本公约之保护。凡在交战国领土内之中立国人民及共同作战国人民，在其本国尚有通常

外交使节驻在控制彼等之国家时，不得认为是被保护人。” 
7一种情况是《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4 条（A）款（6）项规定的总动员的情形，就是未被占领地的居民

为抵抗入侵的军队主动拿起武器。他们在符合其他必要的条件下，可以被认为是战斗员，因此在其落入

敌方时又可被认为是战俘。 
8 《日内瓦第四公约》对那些已被安排了居所或已被拘禁的人的待遇问题作出了细致的规定，而这种拘

禁是拘禁方或占领方出于安全目的认为是有绝对的必要。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 编第 3 章，关于被

拘禁人待遇的规定（第 79~14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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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继续作出努力。由于平民已经参加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所以这一问题就变得最为

重要了。 
 
 为了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荷兰阿塞尔机构（TMC Asser Institution） 合
作，就关于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概念问题组织了为期一天的专家研讨会。9 研讨会的

参加者一致认为澄清“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概念的努力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对于“直接参加”这一

概念，较好的方法是，运用概括性的定义并附之以不穷尽的列举。其后的工作最终会作出一个什么

样的定义只能在以后得知。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能继续上述的这种讨论，在著名法学专家的帮

助下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质性和程序性的方法。 
 
 与战争相关的行为 
 
 有关敌对行动的一系列国际人道法规则是那次以 1977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通过为标

志的外交进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些规则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获得广泛承认并且在这些年中

已经成为了习惯法。但也应当承认，由于某些表述上的模糊已经导致了不同解释并进而在实际适用

中产生差异。由军事技术不断发展等因素而引发的不断变化的战争，也导致了对相关条款出现了截

然不同的理解。其中就包括：军事目标的定义、比例性原则和预防措施规则。 
 
 1. 军事目标 
 
  在军事行动中，只有对军事目标才能进行直接攻击。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关于军事目标的定义一

般被认为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2 条第 2 款的规定：“军事目标只限于

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

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物体。” 
 
 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对军事目标只是作出一个概括性的定义而没有作出具体的列举，这就要求武

装冲突双方应当严格依照议定书第 52 条所规定的条件：即攻击的目标必须是对敌方的军事行动有

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必须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据

此，起草者希望可以排除非直接的贡献和可能的军事利益。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对军事目标合法攻

击的限制就很容易受到破坏，而区分原则也会变得没有意义。 
 
 军事目标的定义，以及区分原则、对不加区分的攻击的禁止、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害的义务

和比例原则，所有这些都明确否认了先前根据“全面战争”理论而发展出来的解释，该理论将军事

目标定义为“对敌方抵抗方式的毁坏及其战争决心的降低具有实际贡献的任何目标”。10  
 
 如果攻击目标在政治、经济、社会或心理上的重要性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某些军事材料中

所表述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判断这种目标是否为军事目标就需要深思熟虑，并且往往会引

发不同的解释。出于同样的原因，允许对平民的士气进行打击从而影响敌人抗争的决心的解释方

式，将会导致无限制的战争，因此没有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从仅仅对平民造成苦难（这

是所有武装冲突都不可避免的结果）到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如对民用设施的破坏，这二者之间的过

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个步骤，而且它可能会导致交战方逐渐放弃在目标选择上应当遵守的限制。 
 
 所谓“双重用途”目标，即那些既可为民用也可为军用的目标，如飞机场或桥梁，产生了特殊

问题。应当强调“双重用途”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任何目标的性质应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关于军事目标的定义来判断。因此，即使某一“双重用途”的目标其第二用

途才是军事的，但它仍然可能转变为军事目标。但是，如果对这种目标在民用方面的打击效果违反

                                                        
9关于 2003 年 6 月的研讨会议题和程序的总结性报告已附于此份报告后，并在第 28 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

际大会中传阅（附件 1），故在此不再重复。 
10自 1928 年以来关于空中轰炸的定义，见于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和诺贝尔·弗兰克朗

（Noble Frankland）：《对德国空中攻击的策略 1939—1945》，HMSO 出版社，伦敦，1961 年，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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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例原则，那么对此种目标的打击仍然是违法的。例如，如果这种攻击被认为会引发过多的对平

民的突发性损害或伤亡，或者没有从避免或将这种突发性损害或伤亡降到最低的角度来选择攻击的

方式和方法。 
 
 2. 敌对行为中的比例原则 
 
 为了尽力避免平民及其私人财产免受战争的影响，国际人道法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不分皂白

的攻击是指“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

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第 5 款 b 项）。该定

义一般被认为反映了国际习惯法规则。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第 5 款 b 项的用语，在 1974～1977 年的外交会大会及其后都受到了一

些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直接针对该条中不精确的措辞和术语以及在实际的利益比较中出现的困

难。要将该条款运用于实践就要求交战方必须充满善意，同时必须遵守对平民给予尊重这一一般原

则。 
 
 一方面是对平民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另一方面是预期的军事优势，这两方面之间的不对称性就

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毋庸置疑，而在有些情况下则会令人犹豫。在这种复杂

的情况下，平民的利益应当优先考虑。我们应该牢记：国际人道法要求我们不断关注平民群众、平

民和民用设施以避免他们受到损害。我们不应忘记，即使攻击本身是合法的，比如符合比例原则和

其他原则，但攻击绝不能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害。 
 
 关于对比例原则的解释，“具体和直接的军事优势”这一术语的含义是很关键的。仅仅强调预

期的优势是一种军事优势是不够的，军事优势通常是指获得领土或者破坏或削弱敌方的武装力量。

“具体和直接的”词语意在表明该优势应该是实质性的和能立即实现的，而那种难以辨别或者只有

经过长时间才会显现出来的优势不应被考虑在其中。    
 
 在判断某一攻击是否违反了比例原则时，平民受到的伤害是其中的一个判断标准。这里产生的

问题是，何种损害可以属于第一附加议定书中规定的可以与直接军事利益相比的损害。例如，在某

些特殊情况下，工业设备、电力系统或通讯设施可能会被作为军事目标受到攻击，这种攻击可能会

对平民将来的生活和健康造成相关的损害。这种直接和间接的结果是极有可能的：如由于轰炸工业

和化工厂造成的在医疗机构中的病人的死亡，长期的电力供应的中断以及环境和生态的破坏；由于

对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就业的工业设施的破坏而对这些人造成贫困。同样，由于攻击而带来的大量

残余爆炸物，比如未爆炸的炮弹、迫击炮、催泪弹和集束弹等军用品，会给平民带来严重而长久的

不利影响。 
 
 如果军事优势的概念可以被扩大，那么将这种“敲击效果”考虑其中才能算是符合逻辑。“敲

击效果”是指那些并不是由攻击直接和立即产生的效果，但这些效果仍然是攻击的结果。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认为，对军事优势和相应的平民损害也应适用这种判断标准。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军事行动

中，必须权衡可预见的军事优势和可预见的对平民造成的相关损害，这里的损害应当包括由敲击效

果产生的结果。由于在现代社会基础设施，通讯和信息系统等领域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

依存，敲击效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3. 预防措施 
 
 为了履行在进行攻击时的限制和禁止，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和破坏，攻击中关于预

防的特定规则是必须被遵守的。这些规则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7 条中已作出规定，并且适用于攻

击的策划和攻击本身。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习惯法，其目的是确保在军事行动中平民

和民用设施能够得到持续的关注，以避免其受到损害。    
 
 其中规定的有些义务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在当时什么是“可行的”。因此，这就又给予了

那些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某种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在签署和批准第一附加议定书时所作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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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释和其后通过的《地雷议定书》中的定义（在其最初和修订的文本中），以及根据 1980 年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的《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可行的预防措施是指那些“计算

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包括人道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以后实际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预防措施”。11  
 
 根据上述规定，在发动某次攻击时，应当给予确保攻击方武装力量的安全这一目标（军事方面

的考虑）以多少程度的重视是有争议的。认为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并进而对平民和民用目标造成巨

大威胁，并以此作为正当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根据国内法规定，军事指挥官一般都负有保护他们

军队的义务，而根据国际人道法，战斗员则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权利。因此，敌方也可以合法地

攻击他们。而平民，只要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那么就像民用目标一样不能成为被攻击的目

标。因此，国际人道法明确强调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保护。   
 
 在敌对行动中，不只是攻击一方有义务确保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保护，防守的一方也有这种义

务。一般来说，防守一方必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处于其控制下的平民群众、个人和民用目

标免受由军事行动造成的危险。例如，尽最大可能将他们从军事目标的附近转移或避免将军事目标

定于存在或者临近密集人群的地点。在任何情况下，平民绝不能被用来防御对军事目标的攻击或是

掩护军事行动。 
 
 由于防御方可以对其平民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有时在一些学术文章中就有关于防御方应承担

更多的预防义务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附加议定书中关于预防的规则就显得比较弱，而且造成了

对防御方不合理的偏向。但目前还没有关于防御方应该如何增加对平民保护的具体建议。有时甚至

认为应当采取另外的方式来减轻攻击方所承担的预防义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支持这种减少攻击方义务的建议。但应当鼓励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来减少或

消除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对平民的危险。具体来说，避免将军事目标确定为存在或临近密集人

群的地点，该义务如果到了武装冲突发生时就难以得到遵守，因此，应该在和平时就予以履行。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来，关于军事目标、比例原则或在攻击中的预防等规则，以及第一附加

议定书中关于敌对行为的其他规则，目前不大可能朝着加强对平民和民用设施保护的方向而发展。

一些重要的著述（由法律和军事专家撰写）以及国家的实践，实际上都表明第一附加议定书所设想

的保护水平的降低。因此，目前的挑战是要对现存规则在平民和民用目标保护方面的实际效果进行

评估，促使这些规则得到履行，或者在不改变议定书框架和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对这些规则所依赖的

特定概念的解释作出澄清，所有这些都旨在确保对平民的保护。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论是独自或与其他组织一起合作）作出计划之前，组织专家提供建议

以便弄清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判断如何及怎样对在上述的领域中的规则进行有效的澄清，这些

工作可能会是比较有益的。 
     
 占领的概念 
 
 毋庸置疑，《日内瓦第四公约》中有关占领的规则仍然完全适用于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一部分或

全部被占领的场合，而不论此项占领是否遭遇武装抵抗。12 通常认为，这些规则确定了占领的概

念，而这一概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海牙法为基础的。13 关于占

领的这些规则是建立在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和假设占领方以自己的权力机关来取代或将取代原先政府

的基础上。这些规则也表明占领方意在控制被占领土，至少是暂时的，并对其进行管理。 
 
 与占领传统概念相一致的情形仍然存在，但目前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实践表明在这些新的

                                                        
11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

二）第 3 条第 4 款。又见该议定书第 3 条第 10 款（1996 年修订），以及《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

定书》（议定书三）第 1 条第 5 款。 
12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13 《海牙第四公约》附加规则第 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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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中，为了确保对人民的广泛保护，一个更为实用的占领概念可能是必要的。例如，一国的武装

力量，即使按照上述规定并没有“占领”外国领土，仍然在某段时间内并出于某种目的对该领土内

的人或设施实施了完全和排他性的控制，但是该武装力量并没有取代任何国内权力（因为这样的国

内权力根本不存在或者无法实施其权力）。 
 
 另一个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对那些建立有效领土控制之前或者在军事行动还没有实现传统意义

上的占领情形下而落入冲突一方的人员的保护。对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而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占领领

土的区域内被俘获的平民的保护问题，应当是上述提到要考虑问题中的一部分。 
 
 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依据联合国授权在某一国领土的多国部队所应适用的规则。一般来说，

《日内瓦第四公约》不适用于维和部队，但实践表明，多国部队的确可以类推适用占领法中的一些

相关规则。2003 年 12 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在日内瓦组织召开一个小型专家会议，以便讨论在国

际监管区域中的一些法律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占领问题上相关实践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都应予以研究。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以期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是否必要和可

行。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国际人道法 

 
 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范围和数量远不及那些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

则。《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和 1977 年通过的第二附加议定书 （目前有 156 个缔约国），以及

其他一些条约和国际习惯法，都对国内武装冲突作出了规定。14 众所周知，第二附加议定书在起草

过程中被认为会成为一个相当全面的文书，但在 1977 年外交会议的最后几天由于缺乏政治上一致

同意而没有实现最初设想的结果。但不管怎样，第二附加议定书是一次首创，它第一次专门规定了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对人员保护的标准，并订立了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同时适用于国家和非国家武装集

团的有关战争手段的基本规则。 
 
 自议定书通过 20 多年来，国家和国际社会实践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表明，许多适用于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规则也以国际习惯法的形式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15 即将出版的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

的关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习惯法规则的研究也阐述了这种发展。 
 
 对国际人道法习惯法规则进行研究的建议最初是在 1995 年 1 月为保护战争受害者而在日内瓦

召开的政府间专家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在那次会议上，一系列旨在加强对国际人道法尊重的建议都

被采纳。其中就有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专家的帮助下，对适用于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提交一份报告。在 1995 年 12 月，在第 26 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上通过

了该项建议并正式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备一份这样的报告。 
 
 该报告的研究工作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部以及 50 个国内研究小组来进行的,他们对世

界各地的实践进行收集和分析，并且由一个在国际人道法领域著名的专家组成的领导委员会来指

导。该报告分为六个标题：区分原则、特别保护的人员和目标、特别的战争方式、武器、平民和退

出战斗人员（hors de comba）的待遇，以及规则的履行。报告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规

则），包含国际人道法的习惯规则及简短的评论，并指出了一些虽还没有明确的习惯法规则但在实

践中已经出现的趋势（大约有 400 页）。第二卷（实践）包含了对各种实践的总结，第一卷中的规

则和评论都是从这些实践中归纳得来的（4000 页左右）。 
 
 这份研究报告表明在国际人道法领域已存在的大量实践，它们可以从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与红

                                                        
14例如，1980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

议定书；1954 年海牙《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公约》。 
15对关于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评论，见此份报告的第 24～25 页以及作为在

第 28 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中传阅的报告的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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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运动提供的军事期刊和国家立法中得知。这也证实了附加议定书产生的深刻影响及议定书的被

广泛接受。该报告也表明在附加议定书通过的 25 年后，其中的基本规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

部分并且对所有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国家和成员具有拘束力。 
 
 该份研究报告最重要的结果，也是为什么在本文的这个部分给予简短概述的一个原因，是一些

规则被确认为已经构成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的习惯法规则。关于敌对行为的规则尤其如

此。该报告确认，区分原则、军事目标的定义、对不加区分的打击的禁止、比例原则和在攻击中采

取预防措施的义务，这些规则都属于国际习惯法，而不论其武装冲突的类型是哪一种。 
 
 而且该报告并没有将研究仅限于敌对行动。该报告通过举例表明，尊重和保护医护及宗教人员

和目标的义务，以及对参加人道救助行动的中立的人道救助人员和目标的保护义务等，都是约束所

有类型的武装冲突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和自然环境的规则也是如此。报告还具体

阐明了适用于被剥夺自由人员的待遇和应当为遭受刑事追诉的人提供司法保障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根据该报告，某些规则构成国际习惯法而不论所涉及的武装冲突类型为国际性还是国内性的。

这将有益于促进认识和澄清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该报告可能产生的其他用途，比如被

用作传播的工具，被军事手册援用以及被国内和国际法庭在解释国际人道法时援引，这些用途都超

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现阶段可以告诉人们的是，在政府和其他的专家已有机会来熟悉该份报告

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付出必要的时间和资源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该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也将致力于对由该报告产生的约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某些法律规则进行进一步分析、澄清和解

释，而这种研究将会在 2004 年开始。 
 
 对于该报告产生的所有益处，其出版会在某些方面构成一个程序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是无疑

的。为了保持其价值报告需要按期不断更新。更加重要的是，该报告应促成一个适用于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巩固过程。 
 
 但应该记住的是，习惯法规范是非常公式化的，关于习惯法规范在实践中该如何被理解的问题

会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前述的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存在解释分歧的概念，如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军事目标、攻击中的比例和预防措施，这些分歧也会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产生。此外，正如前面

已经提到的，在该报告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在这种领域中只有很少或没有相应规则可以适用于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这样的空白如何被填补仍然是一个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积极参与为落实国际

人道法所必要的法律性的和其他讨论，并为促进该落实过程提供必要的进一步措施。如果这意味着

要对将来另订条约的可行性进行考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为承担该任务做好准备。 
 
 总之，加大对受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和其他人员的保护，仍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将来作为重点对待的主要挑战。 
 
 国际人道法和反对恐怖主义行为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恐怖袭击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开始。

由于恐怖主义是一种刑事犯罪，就像贩毒一样，国家将打击贩毒也认为是一种“战争”。而问题

是： “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是否在法律上构成战争？目前对此还没有一致的回答。16 
 
 支持反恐战争是法律意义上“战争”的人认为，“9·11”事件以及其后发生的事件都证实了

一种新情况的出现，即在地理上相距甚远的国家之间的跨国网络仍能够对目标进行致命的打击。这

种网络的跨国性（不是国际性）能够为以下事实所证实：这种网络活动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是与

通常的情况不同，这些活动不能按照国际法上关于国家责任的规则而归因于某一特定的国家。  
 

                                                        
16需要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定义。通过联合国起草一份关于恐怖主义普遍性公约的工

作已停滞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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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种观点，以前适用于国内和国际性的反恐行动的法律实施模式已不能充分适用，因为已

采取的和潜在的对待恐怖主义行动的态度使恐怖主义行动被认为构成了战争行为。刑事程序中要求

的证据标准不允许对大量的恐怖主义嫌疑人进行拘留或审判，而在国内司法系统，由于其具体的规

则和艰难的程序，将无法承担众多的可能涉及的案件。 
 
 根据这种观点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律执行的模式将更多地转向处罚性而不是预防性。另

外，刑事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在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或引渡或起诉”的实践，由于在国家间关系

中通常存在的政治、官僚和法律上的障碍而无法得以实现。 
 
 提出上述反驳意见的支持者们认为，世界面临着一种新的暴力形式，而这种暴力形式应该适用

武装冲突规则。根据这种观点，跨国暴力不符合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因为它并不是在国家之间

进行的。同时它也不属于传统上所理解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范畴，因为这种行动是跨越广阔的地

域范围的。因此，武装冲突法应作出调整以成为适用于跨国恐怖活动的主要法律手段。有人认为，

目前在实践中正在发生着这种调整，比如，发展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的方式（没有提出条约或其他

法律文件）。持这种观点的一些人认为，被怀疑实施了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构成了“敌方战斗员”，

对敌方战斗员可以进行直接攻击，因此，一旦这种人被俘，可以将他们拘留直至“反恐战争”中的

敌对活动结束。 
 
 反对的观点则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恐怖主义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恰恰相反，恐怖主义活动已

经在国际和国内存在了几个世纪，它促使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来对具体的恐怖行为进行定罪，并促使

国家在预防和惩罚这种恐怖主义行动中努力合作。非国家性，比如这种暴力形式的私人性，通常是

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而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这也是恐怖主义的一个惯常特征。跨越国界实施暴

力行动或者创造跨国的犯罪网络实施犯罪，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使在本质上属于刑事犯罪的现象成

为一种武装冲突。 
 
 根据上述这种观点，由于使用了“战争”这一术语来定义本来应该更合适地描述为“反恐怖主

义战斗”的所有行为，结果就造成了混淆。很明显，绝大多数预防和阻止恐怖主义的行动并不等同

于或包括武装冲突。反恐活动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情报的搜集、警务和司法的合

作、引渡、刑事制裁、外交和经济压力、资金调查、冻结资产、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

这些措施并不包括使用武力。此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凭借其自身来保证完

全地制止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是一种现象，如同其他现象一样，只有其产生的根源而不仅仅是

其结果被消除以后才能最终得以根除。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强调，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合作是不能忽视的，它还应当得到加

强。这主要是因为其中的犯罪网络的跨国性特点以及法律的实施所起的是预防性作用。最为重要的

是，在处置恐怖主义嫌疑人时，权宜和仓促的办法不能作为法外杀戮、拘留时拒绝对其基本人权给

予保护或者拒绝在刑事程序中提供独立和正常的司法审判的借口。国际和国内的正当程序标准是在

历史上发展而来的，是为了反对专断和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它并不要求考虑嫌疑人实施行

为的恶劣性。减弱这些标准就意味着走上一个非常滑的陡坡而看不到尽头。 
 
 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很多情况下所公开表明的那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当“反对恐怖

主义的斗争” 相当于或者包含武装冲突时，国际人道法就应当适用。在阿富汗的战争就属于这

种，在那里发生的情况就是由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来规制的。由于缺乏进一步

的事实证据，对于在国家和跨国犯罪网络之间发生的暴力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武装冲突仍然存在

疑问。一般认为，武装冲突一方是具有一定的组织水平、指挥机构并具有履行国际人道法能力的武

装力量和武装集团。 
 
 国际人道法潜在的逻辑要求存在具有上述定义描述的可被确认的交战方。因为国际人道法在不

影响交战方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确立了他们在战争中根据国际人道法（而非国内法）的权利和义务

的平衡。交战方的国际人道法权利和义务是确定的，交战各方根据这些规则知道他们可以采取何种

行动，而这样他们又可以依赖于对方的类似行为。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主要受益者是平民和那些没有

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以及国际人道法致力于要保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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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的情况，一个松散的秘密的组织网络（这一特征在目前是没有质疑的）如何能成为冲

突中的合格的“交战方”，这一问题是很困难的。而其他很多问题也仍是没有答案。例如，什么样

的犯罪网络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在世界上不同地点准备的恐怖活动是如何与这些犯罪网络联系

起来的？什么是单纯的个人行为的特征？总之，有必要对更多构成冲突方的事实标准作进一步的法

律上的确定。也可以提出与敌对行动有关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目标可以构成在“反恐战争”中

的军事目标，比例原则如何来适用，等等。 
 
 另一个不应忽略的、也是前面也已经提及的方面是，国际人道法暗含了参加武装冲突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的平衡。这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国际性武装冲突是唯一一种（根据条约

和国际人道法习惯法）存在“战斗员”这种法律地位的武装冲突形式。如果某个人是“战斗员”，

这就表明他或她是不能因为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而受到惩罚，而且在被俘时有权享有战俘的地位。

如果一个人不是“战斗员”，那么他或她只有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情况下才可能受到追究，这就

为攻击者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交战方相互平等原则是武装冲突法的基础，换句话说，在法律上不存在一方拥有所有权利而另

一方没有任何权利的战争。将这种逻辑适用于在国家和跨国犯罪网络之间发生的暴力行动，就意味

着这种网络或集团必须被赋予与其交战的国家相同的国际人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国家对于

这种假设似乎还未愿意加以考虑。 
 
 由于缺乏更多的事实证据而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分析，所以跨国恐怖主义行为及对其所作的

反应必须在具体个案的基础上来考察。在某些情况下，相关的暴力行为会属于国际人道法所规制的

情况（法律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在其他情况下就不属于。但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

上的武装冲突，国际人道法并不是惟一可以适用的法律框架。国际人道法没有排除也不应该被用来

排除其他相关法律的适用，比如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和国内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参与讨论了上述这种谨慎的法律分析和其他与跨国暴力有关的法律困

境，并将继续以开放性的态度来处理所面临的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将始终为：在人

道法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任何发展都要保证现存的保护人的标准。 
 
 圣雷莫（San Remo）圆桌会议 
 
 为了对与当前暴力情形相关的一些关键法律问题进行研讨，包括“反恐战争”，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和国际人道法协会将第 27 届圆桌会议所讨论的当前国际人道法的要点集中在 “国际人道法和

其他法律领域：在暴力情况下的互动”这一问题上。圆桌会议于 2003 年 9 月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召

开。由于该国际会议所需的文件有不同的截止日期，所以给与会代表提供了一份关于圆桌会议程序

的报告。17 
 
 正如会议的名称所揭示的，圆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不同法律之间的互动情况：包括国际人

道法、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在暴力情况下的国际刑法，以及讨论在法律上能符合暴力情形的各种

法律和事实标准。其中包括：对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定义（例如，在《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2 条

中规定的情形以外，其他情况能否被认为是习惯国际人道法下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如果是，又是哪

些情况，对其应适用何种习惯法规则）。另外，也讨论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如在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 
 
 与会者们还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适用于所谓的域外“自救”行动的法律，在不同法律领域

中对人员拘留所适用的规则和这些规则间的关系，以及与司法保障相关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规则。可以预见，为了进一步阐明法律，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还会有更多的专家研讨会。  
 
 
 

                                                        
17报告的附件二被用于提供圆桌会议的议程，在国际大会上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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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缺乏尊重是一个普遍也是一个不幸的现象，这是武装冲突中国家和武装集团

缺乏遵守其法律义务的政治意愿和实践能力的结果。当然，这不只是发生在国际人道法，它也同样

存在于旨在保护人类的其他国际法法律部门中。由人道法条约特别授权的作为监督执行国际人道法

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在和平和武装冲突情况下对国

际人道法尊重的执行程序和其他活动。这个目标仍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个长期的工作重心。18 
 
 这些年来，在其他一些组织的支持下，国家已经在和平时期计划和实施各种预防措施，为能更

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学术领域，在武装力量和武装集团内，对国际人道法的

普遍传播已得到加强，而且国际人道法也已经更多地出现在军事杂志和军事理论中。国家的相关立

法和规则也不断通过或作出调整，建立了必要的结构以使相关的国际人道法条约规则得以实施。在

很多国家设立专门的咨询机构，如国家国际人道法委员会，而国际人道法也正日益成为政府的政治

议事事项的一部分。同时，还通过鼓励国家对战争犯罪的起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

国际组织，如临时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努力致力于打击那些

严重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19 
 
 推动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预防和抑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且应该继续进行的，但仍然存在的

问题是，如何在武装冲突中更好地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根据《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1 条的规

定，国家有义务在一切情况下“尊重并保证公约被尊重”。现在这一条款一般被解释为宣布了没有

参与武装冲突的第三国的特定责任，以确保武装冲突中的各方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另外，第一附

加议定书第 89 条的规定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在严重违反本公约或本议定书的情形下，缔约各

方会与联合国合作共同采取行动。上述这些条款虽然经常被援引，但在实践中这些条款并没有得到

一贯的遵守。但又可以肯定的是，第三国包括国际组织（不论是全球的或者是区域的国际组织）的

作用和影响对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3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其他一些机构和组织合作，20 召开了一系列区域性的专家会议

来讨论上述这个问题。这些区域性的研讨会分别在开罗、比勒陀利亚、吉隆坡、墨西哥城和布鲁日

（比利时）等城市召开。与会者包括政府的专家、议员、学者、区域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以及

各国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代表。所有这些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

守”。其目标主要集中在：《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1 条中规定的“保证对国际人道法尊重”的义务

的实施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适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89 条。另外，与会者也强调了如何促进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参战方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这一问题。 
 
 我们期待研讨会能促使人们对于国际人道法监督的现存或新的程序以及可能的新机制这些问题

给予积极的思考，这些程序和机制能对人道法的尊重产生具体的影响。21 
 
 研讨会讨论范围相当广泛，与会专家提出的思想和建议数量众多，所以以下部分只是尝试对一

些普遍的观点作一简单的概括。 
 
 对国际人道法“保证尊重”的范围和义务 
 
 研讨会中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国际人道法在当前武装冲突中具有重要性和关联性。专家在发言

和辩论中强调：《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1 条规定的义务意味着，国家既不能鼓励武装冲突的一方违

反国际人道法，也不能采取可能有助于这种违反行为的行动。与会者通过引用被禁止的行为，如在

明知一国会使用某种武器来从事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活动而仍然为其运输或贩卖这种武器，来说明上

                                                        
18例如，参见《2002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 
19例如，参见《2000～200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两年一次的咨询服务报告》。 
20区域性的专家研讨会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埃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开罗），南非共和国政府

外交部（比勒陀利亚），墨西哥外交部（墨西哥城）以及欧洲大学（布鲁日）合作组织的。 
21概述到目前为止五次研讨会结果的总结报告附在此份报告的附件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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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这种被动性的义务。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参考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的草案（第 16
条），根据该条规定，如果一国故意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那么该国应对该不法行

为承担国际责任。 
 
 与会者也承认，未参加武装冲突的国家也有一项义务，就是积极采取行动反对那些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国家，特别是要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制止这种违反行为。一般认为，这是根据《日内瓦公

约》共同第 1 条的法律义务。此种义务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结果，而是一种“方式义务”，即

国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合理的措施来终止对国际人道法的违反。国家反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可以

考虑采取的措施包括：对武器买卖的审查，“飞越领空”权利的拒绝，冻结财产，以及将遵守国际

人道法作为政府相互之间救助或发展协助的条件。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1 条规定的“尊重并保证尊重”的义务，被证明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 
 
 现存国际人道法的机制和机构 

 
 所有区域研讨会的与会者都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促进国际人道法遵守上采取的行动表示赞

扬，并指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独立性和中立性方面的广泛声誉以及由其成功的努力所带来的威

望。与会者还特别提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促进国际人道法条约发展及其实施所做的工作，各种

保护和协助工作，监督国际人道法遵守的工作，以及对国际人道法发展所作的贡献。与会者认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授权应得到加强，特别是在关于探视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方面。 
 
 关于其他现存的国际人道法的机制，研讨会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它们在原则上是没有缺陷

的。作出一些更好的调整也是可能和必要的，但主要问题是国家缺乏使用它们的政治意愿，而且特

别是目前大多数国际人道法机制的启动取决于有关冲突方的同意。缺乏政治意愿被认为是缺乏经济

方式、其他实际条件以及缺少对机制可行性的了解而导致的结果。对有影响力的意见制定者缺乏对

现存机制了解的情况进行补救，这种需要是最为急迫的。与会者指出应当明确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被

告知和会受到影响的实体，包括：官方政府、知识分子、媒体和市民社会。 
 
 目前一致性的观点是，现存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机制缺乏实际的运用和有效性，这种缺乏实际的

运用使得对各种国际人道法机制的有效性无法作出适当评价。虽然与会者对机制缺乏实际运用和有

效性达成一致，但是在如何处理该问题上与会者们却有不同的意见。尽管很多与会者提出了创造新

的机制的意见，但是其他人则强烈要求应更注重对现存的机制进行改革或促进，他们认为只有通过

运用这些机制才能证实其有效性。 
 
  在讨论中提到的各种现存机制中，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90 条设立的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

被与会者们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最大优势是它已经存在，并且有具体的程序

规则，而且这些规则是能够适用的。与会者们注意到，目前的限制，比如对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介

入国际性武装冲突资格的限制，可以通过相关冲突方的同意加以解决。与会者还建议，国际实况调

查委员会可以通过斡旋，正如第 90 条规定的，与武装冲突各方一起为了达成和解和对国际人道法

的尊重而工作。 
 
 关于现存监督机制或者国际法其他分支的机构，一般认为现存的人权机构，尤其是区域性机

构，在国际人道法的实施等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由于这些机构缺乏审查国际人道法问题的明确资

格，再加上存在混淆这两种法律之间区别的潜在危险，一些与会者认为不应对这方面的实践给予积

极的鼓励。22  
 
 新的国际人道法的监督机制：赞成与反对的意见 
 
 一般来说，支持建立新的国际人道法监督机制的与会者认为：为了弥补现存机制的缺陷，任何

                                                        
22关于这一方面讨论的详细总结被包含在此份报告的附件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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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国家所接受的新的监督机制应该是中立和公正的，应该以一种可以使其有效实施的方式组

成，应该是不需要特定国家同意就可以实施的（有专门的授权），而且应该考虑对国家在成本和行

政上造成的负担。但是，也有一些与会者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新的机制是不具有操作

性的。因此，很多与会者主张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建立和运用临时的或者区域的机制开始，而这些

机制可能会慢慢地获得信任和支持，由此来创造一个新的永久的全球性机制。 
 
 与会者建议中所提新的机制中有：一个临时性的或阶段性的报告体系，以及个人申诉机制制

度，不论是独立的或是作为国际人道法委员会的一个部分（见下面的建议）。但是，很多问题，如

个人申诉机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其具体程序、管辖范围，用尽当地救济问题以及其对武装

冲突中确保遵守法律的影响等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 
 
 还有人提出设立一个“外交论坛”。该论坛由国家委员会或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组成，类似

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促进和保护人权分委员会。根据与会者的观点，很多上述提到的机制可以

被置于国际人道法委员会或国际人道法高级特派员办公室这样的机构中，而这种委员会或办公室可

以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条约机构”的方式建立。其职能可以包括对报告的审查，对

个人申诉的审查，一般观察报告的发布等。23 
 
 那些赞成利用现存机制而非创设新机制的与会者，他们坚定地认为更多的机制并不必然会带来

更好的效果。一些与会者对由于国际人道法遵守机制的扩散可能导致分裂的潜在威胁表示担忧，他

们主张维护国际人道法的整体性。他们指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对现存机制的热情

目前比较低，并警告说，尽管建立新机制是值得称赞的长远目标，但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试图建立

新的机制是不现实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效实施的同样任务的危险也被提及。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号召大家应将重点放在促进现存机制的发展上，以及为更好地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作出调

整。促进现存机制的发展可能会使现存机制获得一些在所期望建立的新机制中所渴望获得的职能，

并可以增强对现存机制的授权。 
 
 促进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对法律的遵守 
 
 在区域性专家研讨会上的讨论确认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促进国际人道法的遵守仍然是一个

艰巨的任务。其中提到的障碍主要有，国家总是拒绝承认某一暴力情形已经构成了国内武装冲突，

并不愿意适用国际人道法。而在许多国内武装冲突中的外国干涉也导致对法律资格的混淆，并进而

导致对适用武装冲突法律的混淆。另外，武装集团缺少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充分动机，因为他们认为

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义务无法使其避免根据国内法应受到的惩罚。 
 
 可以通过在国家和武装集团间达成特别协议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和武装集团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

法义务，正如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所规定的那样。也有与会者建议，应该鼓励武装集团作出并保

存其保证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单方声明，包括遵守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内规则。在“斡旋”和其他外

交努力中的第三方被认为是很有用的。与会者们强调，在武装冲突发生前后对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仍

然是确保所有相关方，包括武装集团成员，对国际人道法更好的尊重的一个重要方法。 
 
 武装集团由于参加了敌对行动，所以通常是无法在国内刑事追诉中获得豁免的（即使其遵守国

际人道法），这一事实成为这些集团在实践中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一个重要障碍。与会者们认为，通

过赦免的方式使武装集团免除因仅仅参加敌对行动而受到追诉，或者通过采用一种授权赦免的机

制，以及通过赋予战斗员某些形式的豁免，通过这些方式来鼓励武装集团遵守国际人道法。在武装

集团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减轻其国内法下的刑事惩罚，被认为是其他的鼓励措施。当然不言自

明的是，被怀疑犯有战争罪的武装集团成员不得在刑事程序中被赦免或享有其他形式的豁免。 
 
     与会者们建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实践进行研究，以期确认在哪些

情况下应当将与作战员地位类似的权利赋予武装集团，并对现有的“实践教训”进行总结。与会者

                                                        
23关于这种机制以及其他机制的不同建议的详细说明被包含在此份报告的附件三中。 



红十字国际评论 
 

认为，进行这种研究时也应以加强武装集团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动机为基点。24 
 
     除了《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中提及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以外，在现存的国际人道法

监督机制和其他法律监督机制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或美洲间人权委员会），没有任何被明确授权

可以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那样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情况的机构。大多数与会者都对这一事实表

示欢迎，即由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90 条建立的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已经表明了介入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情况的意愿。 
 
     与会者还提出关于建立一个由某些受尊重的政治家组成的集体的建议。这些政治家在发生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时可对冲突进行干预，这可作为一种鼓励相关各方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方式。 
 
     最后，专家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处理这些问题是及时且恰当的。他们鼓励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继续进行咨询以进一步完善在区域研讨会中提出的建议，从而确保促进武装冲突中的所有行

动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认识到对于区域专家研讨会进程的分析就像这篇文章一样尚未完成，因此如果现在作任何概括

性的结论都是不成熟的。但是应该且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评论，即研讨会的与会者经常提到国家和

武装集团的政治意愿的缺乏是无法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主要障碍。虽然一旦这些研讨会的完整

分析作出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研讨会的后续行动也将被确定下来，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

最好的规则也无法弥补对遵守法律的意愿的缺乏。这个问题并不是国际人道法所固有的，正如开头

提到的那样，而且也为国际法其他部门法所共有，这是很不幸的。 
 

 结语 
 

     这篇报告试图强调当前武装冲突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一些挑战，简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

些挑战所持的立场，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处理这些挑战的相关信息。在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看来，目前出现的总体情况是建立一部完善且成熟的法律，该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果以善意

和必需的政治意愿来加以适用，将继续为其最初的目的而服务，即规制战争中的行为以减轻战争所

造成的伤害。随着时间的逝去，国际人道法的完善和发展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确保了人类的

完整、健康和尊严，也提高了对作为建立人类共同文明基石的基本原则的认识。 
 
 国际人道法是一座大厦，它建立在长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目的是为了平衡人性和军事必要

这两种冲突之间存在的价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国际人道法从总体上来看能有效地对付当今

武装冲突发生的情况。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国际人道法是灵活的，它面对新的战争现实会作出相应

调整和发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贯的作用，就

是确保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其现实适用不损害现存的保护人类的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在最大

可能的限度内，继续为促进这些保护而努力。 
 

 
 
 
 

朱文奇    校 
 

                                                        
2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也提及了上述所说的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动机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