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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评论» 的主题是了解武装团体ꎬ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邀请几
位能够从武装团体内部视角来撰文的作者ꎮ 作为华盛顿特区国防大学
的杰出教授ꎬ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部长正是探讨阿富汗武装团体问
题的不二人选:在反苏战争期间他曾是圣战者联盟的成员ꎬ也曾在阿富
汗国民军中担任上校ꎬ并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间担任阿富汗内务部长ꎮ 贾
拉利部长发表了大量文章ꎬ论述阿富汗、伊朗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
安全问题ꎮ
∗∗∗

你曾是圣战者联盟成员并担任阿富汗内务部长ꎬ根据你的经验ꎬ你
如何比较现在的武装反对派与当年的圣战者联盟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武
装团体?
就战场的战斗而言ꎬ这两场冲突可能并无二致ꎬ但是从政治和策略
角度来讲ꎬ二者有着天壤之别ꎮ
当圣战者联盟反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时ꎬ国际社会大多表示认
可ꎬ并为这个当年的武装反对派提供支持ꎮ
苏联入侵实际上是试图支持一个人民反抗的不得人心的政府ꎮ 早
在苏联入侵之前ꎬ为了对抗阿富汗共产党政府的企图ꎬ即试图将其蹩脚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络主管ꎬ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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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这个国家ꎬ人民就组织了全国性的起义ꎮ 因此ꎬ苏联
入侵与今天的冲突截然不同ꎮ 圣战者联盟当时颇得人心ꎮ
各个圣战者派别在阿富汗国内得到了大量支持ꎬ但问题是他们分化
严重ꎬ没有统一的指挥ꎬ没有一致的政治领导层ꎬ其行动的战术意义远大
于战略意义ꎮ
另一个区别在于当时正在进行冷战———两极化的全球局势下的一

场两极对抗ꎮ 阿富汗是冷战的最后一个战场:这是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
战争ꎮ 帮助圣战者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在推动自己的利益ꎮ 许多西方国
家支持圣战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圣战者能够在阿富汗给苏联当头一击ꎮ
他们认为苏联不把阿富汗变成另一个卫星国是不会离开的ꎬ苏联不会轻
易放弃ꎬ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ꎮ 他们盘算只有原教旨主义者、宗教团
体才能有效地对抗苏联ꎬ因为他们会一代一代地反抗下去ꎮ 西方国家认
为即使民族主义者ꎬ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具备同样的狂热来推动他们继续
并持久战斗下去ꎮ
因此ꎬ各方倾向于支持原教旨主义团体ꎮ 当时ꎬ想要支持一项事业ꎬ
一项宗教事业的所有宗教极端主义者都来到了阿富汗ꎮ 这引发了苏联
撤离阿富汗之后的一系列问题ꎮ 这是当时战争的情况ꎮ
现在的局势则截然不同ꎮ ２００１ 年ꎬ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干预与苏

联的干预恰好相反ꎮ 苏联是来支持一个人民反抗的不得人心的政府ꎬ而
∙∙
２００１ 年国际社会是来废除一个人民( 或部分阿富汗人民) 反抗的不得人
∙∙
心的政府ꎮ
这又是一场广得人心的起义ꎬ证据之一就是在这次干预中ꎬ实际上
国际社会只派出了数百人的地面部队ꎬ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ꎬ基地
组织就落荒而逃ꎬ塔利班被赶下台ꎮ 除掉塔利班政权是人民的愿望ꎬ而
国际社会支持了这一愿望ꎮ
另一个证据是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ꎬ近 ５００ 万名阿富汗人逃离祖

国成为难民ꎬ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行干预之后ꎬ超过 ４００ 万名阿富
汗人返回了祖国ꎮ 在苏联占领期间ꎬ占领部队试图从上向下强行实施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ꎬ但联军对阿富汗的干预并未强加某种意识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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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ꎬ在苏联占领期间ꎬ武装团体得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更多认
可ꎬ也从外界获得了更多关注和支持ꎮ 现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塔利班
是一个在国际上人人喊打的团体ꎬ有四十余个国家都在阿富汗抗击塔利
班ꎮ
与圣战者相比ꎬ如今的武装反对派在战术和方法上有什么变化吗?
就突袭、埋伏或“ 打了就跑的” 手段而言ꎬ有一些战术基本上是一样
的ꎮ 然而ꎬ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等国际极端主义团体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他
们从外部恐怖主义网络那里能够获得更为复杂高端的技术援助ꎮ 因此ꎬ
出现了一些新的实践ꎮ 在阿富汗ꎬ人们之前很少听说自杀性袭击ꎬ但现
在这已成为一种武器ꎮ 使用路边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的方式也变得更
加老练ꎮ 在苏联占领期间ꎬ各方很少使用恐怖主义手段ꎮ 阿富汗人希望
与苏联正面作战ꎬ他们不杀害妇女ꎬ他们不实施斩首ꎮ 但现在ꎬ塔利班却
无所不为ꎮ
现在的战术更为激进、残忍ꎬ同时与国际圣战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ꎮ 该运动利用地方叛军来推进自己的议程ꎬ而地方叛军则利用他们
从圣战运动获得的援助来达成自己的目标ꎮ 这种联系在苏联占领阿富
汗期间是不存在的ꎮ
你认为这两类武装团体在后勤支持和选择可用武器方面是否也有
所区别ꎬ还是没有本质区别?
塔利班及其他有关联的组织所使用的方法是为了在民众当中制造
恐惧ꎬ特别是在政府无力保护民众的时候ꎮ 正是这个原因ꎬ恐怖主义战
术对民众产生了心理影响ꎮ 只要民众认为政府无法保护他们ꎬ他们就会
合作、会容忍ꎬ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抱着骑墙态度ꎬ不会支持政府ꎮ 阿富汗
的大部分民众不希望塔利班卷土重来ꎮ
在圣战者联盟时期ꎬ大部分民众希望他们取得胜利ꎮ 然而ꎬ当时
圣战者没有使用这些残忍的战术ꎬ因此民众可以公 开 帮 助 他 们ꎬ甚 至
为其行动提 供 支 持ꎮ 现 在ꎬ 由 于 塔 利 班 在 民 众 当 中 制 造 了 恐 惧ꎬ 民
众实际上不愿 意 站 出 来 代 表 一 个 不 能 保 护 他 们 的 政 府 来 反 对 塔 利
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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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看待这两类武装团体在组织结构上的区别?
在某些情况下ꎬ他们的组织结构类似ꎮ 让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上来审
视一下这些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ꎮ 从纵向上来看ꎬ他们都具备等级体
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ꎬ从横向上来看ꎬ同时存在多个为不同原因而战
的团体和派别ꎮ
塔利班具备一个已知的领导层ꎬ或多个领导层ꎮ 纵向而言ꎬ他们都
与同样的指挥链条或政治从属关系有关ꎮ 但横向而言ꎬ他们为不同原因
而战ꎬ利用纵向的政治从属关系来获得合法性ꎮ
在圣战者联盟时期ꎬ七大派别没有共同的纵向特点ꎻ每个派别都有
自己的等级体系———而且伊朗的团体有自己的另一套等级体系ꎮ 人们
参与战斗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ꎮ 真正使大家团结一致
的是对苏联和其主张的意识形态的仇视———这是他们背后的推动力ꎬ没
人会在这一点上妥协ꎮ 正是这个原因ꎬ各个分裂的派别和分权的团体才
能在现实中同仇敌忾ꎮ
巴基斯坦的七大派别只是为其下属团体提供一般性指导ꎬ所有重大
的战术和行动决策都是在当地做出的ꎮ 当时的战争是乡村战ꎬ今天情况
则不同ꎮ 那时ꎬ每个村子都不得不为自己而战ꎬ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应
该做的事情ꎮ 现在的战争不再是乡村战ꎬ而是省级战或在更广阔领土上
的战争ꎮ 现在ꎬ这是全国性的战争ꎬ整个国家的战争ꎬ甚至可以说是地区
战ꎮ
你认为这种分化对战斗有利还是有害?
正如我说过 的ꎬ 阿 富 汗 反 对 苏 联 的 圣 战 是 各 自 为 政 的ꎬ 是 “ 乡 村

战” ꎮ

乡村战有利有弊:利在于战士与自己的家乡息息相关ꎬ他们在保卫

家乡ꎬ为家乡而战ꎮ 另外ꎬ由于没有中央机构ꎬ苏联若要击败反对派的领
导层ꎬ使抵抗力量土崩瓦解ꎬ他们就必须争取夺下每一个村子ꎬ但即使他
们摧毁了一个村子ꎬ这个村子还是会再次起来反抗的ꎮ 他们可一点也不
缺少敌人! 这正是他们所谓的“ 慢刀子割肉” 的战争ꎮ
但第一个弊端是圣战者无法利用战术上的胜利或将其转化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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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策略上的胜利ꎮ 由于他们的小胜利之间没有关联ꎬ因此不可能将它们
转变为大规模行动和策略上的成就ꎮ 此外ꎬ他们无法展望未来:把苏联
赶走之后怎么办? 许多人认为一旦苏联被赶走ꎬ这些派别就会自相残
杀ꎬ因为他们无法就应该创立哪种政府、制定什么政策或建立什么样的
领导权达成一致意见ꎮ
第二个弊端是由于他们彼此竞争ꎬ所以各个派别一直都包容腐败ꎬ
这样腐败分子就不会叛逃而投奔其他派别ꎮ 因此ꎬ今天我们在阿富汗看
到的腐败其实始于那个时期ꎬ逐渐形成了一种免受惩罚的文化ꎮ
第三个弊端是在许多地区圣战者之间由于一些成员所犯下的暴行
而发生了混战ꎮ 例如ꎬ在赫尔曼德省ꎬ伊斯兰革命运动和伊斯兰党这两
个派别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残酷的战斗ꎮ 同样ꎬ伊斯兰社会党和伊斯兰
党在阿富汗北部一些地区也常年交战ꎮ
各方也常常为了控制某一地区和利润丰厚的经济资源而发生混战
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斗ꎮ 但尽管如此ꎬ对苏联的敌意始终占了上风ꎮ 实
际上有些人想利用苏联来打击另外一个派别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
同时与苏联抗争!
你说圣战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ꎬ苏联对此如何应对?
苏联试图使圣战者失去民众支持的方式是当时局势与现在局势的
另一个区别ꎮ 苏联有两个目的:首先ꎬ摧毁支持圣战者的源头ꎻ其次ꎬ诱
使人们离开阿富汗或进入较容易控制的城市ꎮ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ꎬ他们参考了毛泽东“ 军民鱼水情” 的思想:游
击队生活在老百姓中间ꎬ就像鱼生活在海里一样ꎮ 他们想要竭水捕鱼ꎮ
因此ꎬ在苏联占领期间ꎬ有 １５０ 万 ~ ２００ 万阿富汗人在苏联对乡村地区
的地毯式轰炸和围剿行动中丧生ꎮ

在他们能够对民众加以控制的城市ꎬ他们努力赢取民众在情感和理
智上的支持ꎻ他们帮助民众ꎬ给他们分发购物券使他们能在城市中生活
下去ꎮ 在外面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地区ꎬ他们则使用暴力ꎮ
当苏联为了使圣战者失去在后勤和人心方面所获得的支持而开始
摧毁乡村地区时ꎬ圣战者也开始在被毁地区建立堡垒或根据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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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乡村地区被毁ꎬ他们建立了小型山区根据地ꎬ例如ꎬ法拉地区的
谢拉法特库ꎬ从而为长距离行动提供支持ꎮ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由
于有些地区受到了严重破坏ꎬ圣战者开展突袭行动时不得不从集结待命
区或外部根据地随身携带包括食物在内的所有装备ꎬ因此他们很难持续
作战ꎮ 他们的战术就是我曾在文章中提到的“ 短时打击与长途跋涉” ꎬ
士兵们要长途步行去袭击一个阵地ꎬ然后再回来获得补给ꎮ

你认为在反苏联的冲突中ꎬ人道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人道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ꎬ但后来他们受到抵抗力量中强权人物的
挟持ꎮ 在许多地区和地方ꎬ他们对人道组织的支持都是有条件的:如果
你帮助我ꎬ那我就保护你ꎬ类似这样的条件ꎮ 但是ꎬ我认为所有的人道组
织都没有帮到需要援助的民众ꎬ因为在许多地区当地的圣战者团体实际
上成了代理政府ꎬ在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一些基础服务方面ꎬ他们对人
道援助产生着影响ꎮ
我认为人道组织能够在他们感到安全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ꎮ 当武
装团体认可或支持人道组织的时候ꎬ开展援助行动是安全的ꎮ 但不幸的
是ꎬ当地武装团体给予人道援助的支持常常具有选择性ꎮ 他们往往只在
这种援助有利于达成自己目标的时候才接受援助ꎮ 因此ꎬ虽然人道援助
不应该与军事行动扯上关系ꎬ但在许多情况下ꎬ这是不可能的ꎮ 原因有
两个:首先ꎬ由于安全局势ꎬ在某些地区ꎬ只有军方才能提供人道援助ꎮ
其次ꎬ因为在军事行动中ꎬ军方希望军事行动与人道救援联系起来从而
有助于取得成功ꎮ
在冲突地区ꎬ通常情况是敌对双方发生战斗ꎬ中间是大量民众ꎮ 如
果一方控制该地区并在那里提供服务ꎬ这种服务便是军事化的服务ꎬ因
此不论怎样这些服务都是有偏向性的ꎮ 我认为理想的情况是双方都表
示:“ 好的ꎬ我们将对人道援助放行ꎬ并且不加控制ꎮ” 但这是非常困难
的ꎬ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控制ꎮ
然而ꎬ如果有中立组织获准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ꎬ
这将是为公众提供援助的最佳方式ꎮ 就这一点而言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阿富汗发挥了很大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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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武装反对派制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ꎮ 当年圣战者有自己的
行为准则或类似文件吗?
圣战者运动有很多派别ꎬ各地的圣战者行为方式各不相同ꎮ 例如ꎬ
巴基斯坦的圣战者派别无法控制其在阿富汗的下属团体的行为ꎬ各个派
别各自为政ꎮ 这取决于在某个地区谁说了算ꎮ 好的指挥官会遵守某些
规则ꎬ善待民众ꎻ但在阿富汗有些地方ꎬ有的指挥官就没有那么好ꎬ他们
会滥用自己的权力ꎬ因此在某些地区ꎬ民众会加入政府民兵来对抗他们ꎮ
由于圣战者的极端或残暴行为ꎬ一些人被迫逃离ꎬ他们或者迁移到
巴基斯坦和伊朗ꎬ或者逃往大城市ꎮ 由于无法忍受某些圣战者团体的统
治ꎬ许多人逃到了城市里ꎮ
圣战者的过错或罪行很少得到惩罚ꎬ因为正如我所说的ꎬ除了个别
团体之外ꎬ七大派别中没有任何派别愿意严格要求自己的成员ꎬ否则他
们就会加入其他派别ꎮ 大部分派别都希望保住自己的成员ꎬ无论好坏美
丑ꎮ
行为准则确实很有用ꎬ我后来参加反叛乱行动时认识到了这一点ꎮ
在此类叛乱或反叛乱战争中ꎬ敌对双方只是两个少数派ꎬ民众才是大多
数ꎬ处于敌对双方之间ꎮ 最终的胜利属于能够从情感和理智两方面都赢
得民众支持的一方ꎮ
目前ꎬ对于阿富汗民众而言ꎬ他们的理智和情感分属于两个敌对方ꎮ
从情感上说ꎬ民众不支持塔利班回来ꎬ但从理智上说ꎬ他们会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ꎮ 我认为你不得不同时从理智和情感两方面
争取民众的支持ꎻ例如ꎬ你可以获得某人情感上的支持ꎬ但同时还要为其
提供保护ꎬ从而赢得他在理智上的支持ꎮ
那时ꎬ圣战者是否知道武装冲突法?
我认为圣战者使用多个法律渊源ꎮ 其中之一是伊斯兰教法ꎬ实际
上ꎬ该法为如何对待民众提供了指导原则ꎮ 另一个法律渊源是不同地区
的部族或非部族的习惯法ꎮ 第三个来源是过去政府法律的部分延续ꎮ
在我看来ꎬ只有当你面对受过教育的人群时ꎬ武装冲突法才有意义ꎮ
要说那些在阿富汗战斗的圣战者ꎬ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村民ꎬ连自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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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都没听说过ꎬ更不用说国际法或« 日内瓦公约» 了ꎮ 除了一些受
过教育的人外ꎬ没人知道武装冲突法ꎬ其他人则基于我之前提到的法律
来行事ꎮ 所有的法官和执法者都逃走了ꎬ民众只知道伊斯兰教法ꎬ部族
中有影响力的成员了解习惯法ꎬ仅此而已ꎮ
根据你的经验ꎬ你如何看待当今武装团体的演变趋势?
武装团体不仅包括塔利班或哈卡尼网络或伊斯兰党ꎬ还有由阿富汗
政府内外的权势人物主导的非政府资助的网络ꎬ如民兵组织以及伊斯兰
社会党等原圣战者团体的残存力量ꎮ 还有贩毒网络和过去的各大派别
和武装团体ꎬ它们常常假扮成私人安保公司以获得合法地位ꎮ 阿富汗还
有很多雇佣保镖的人ꎬ这些保镖与主人有着密切联系ꎬ有些人保镖可能
多达 １５０ 名ꎮ 还有非法武装团体或私人军队ꎬ当然目前它们并没有彼此

开战ꎬ但却都有武器ꎬ这削弱了执法部门、军队和其他官方机构的权威ꎬ
因为这些国家机构也与其中一些庇护网有着非官方的联系ꎮ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当地警察部队ꎮ 如果你在某地建立了一支当
地警察部队ꎬ谁将控制这支部队ꎬ是那些因为有枪有钱而在当地有权有
势的人ꎮ 不幸的是ꎬ由于过去 ３０ 年的不稳定局势以及这些庇护网的出
现ꎬ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ꎮ 传统的领导人已不再拥有实权ꎬ有枪
有钱的人或那些与叛军有联系且能够获得国外资助的人成了当地的权
势人物ꎮ
目前ꎬ阿富汗面临哪些主要风险?
我认为最主要的风险是持续的叛乱、政府的软弱无力、不稳定的环
境以及腐败ꎮ 腐败已经成为高危环境中一项风险较低的活动ꎬ而生活在
不确定环境中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未来有所保障ꎮ 因此ꎬ如果你任命
一位警官ꎬ而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待多久ꎬ也不知道明天的
局势如何ꎬ他肯定会未雨绸缪ꎬ想通过不法手段积累一些财富ꎮ
你如何比较苏联的撤军与现在多国部队的缓慢撤离?
我认为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ꎮ 首先ꎬ苏联在入侵阿富汗期间建立
了强有力的军队、警察部队和情报服务机构ꎮ 比较而言ꎬ现在多国部队
的设置并不那么细致完备ꎮ 就以空军为例:当年阿富汗空军在整个地区

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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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强大的空军之一ꎬ而现在阿富汗根本就没有空军ꎮ 如果看一下军队
装备的话ꎬ现在的阿富汗部队比苏联撤军时的阿富汗部队要弱得多ꎮ 然
而ꎬ就意识形态而言ꎬ那时是截然不同的ꎮ 我认为ꎬ当时冷战接近尾声而
且苏联濒临瓦解的事实使政府内部成员有理由起来反对中央当局并与
圣战者合作ꎮ
如今ꎬ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反应ꎮ 首先ꎬ军队可能没有那么强大ꎬ而且
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ꎮ 但最重要的是国内部队或
政府军是不可能与塔利班联手的ꎮ 其次ꎬ我认为美国或国际社会不会就
此放手离开ꎮ 我认为国际社会要完全从阿富汗撤军还需要很长时间ꎮ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冷战已经结束了ꎮ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阿尔诺布林∗著 / 张膑心∗∗译

摘要
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了很多影响世界ꎬ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影响
世界的深刻的变化ꎬ这些变化是否也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呢? 在苏
联解体 ２０ 年、纽约双子塔被毁 １０ 年后ꎬ以往待解决冲突的中心以及参
与其中的武装团体仍明显地表现出持续的顽强性ꎮ 不过ꎬ虽然大多数武
装冲突现在可以被归为“ 国内性” 的ꎬ但整个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人们已
在谈论所谓的“ 新战争” ꎮ 越来越让人无法接受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平
衡ꎬ还有全球化、环境破坏及其影响ꎬ或是有组织犯罪所引发的大规模冲
突的出现ꎬ这种种危险已经影响了现在战争的性质ꎬ或是可能将要定义
未来战争的性质ꎮ 随着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伊斯兰圣战团体所主导的
时代可能行将结束ꎬ目前的趋势似乎是出现新一代的游击战作战人员ꎬ
他们尤其会从民族国家的衰落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影响所带来的地缘政
治变动中获利ꎬ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开始其极度狂热和暴力的长期斗争ꎮ
∗ 阿尔诺布林是法国战略分析研究院的研究员ꎬ以及新世界治理论坛的协调人ꎬ阿尔

诺布林撰写了 多 部 关 于 战 争 历 史 的 著 作ꎮ 这 包 括 与 Ｇéｒａｒｄ Ｃｈａｌｉａｎｄ 合 著 的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Ｄｅ ｌ’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 à Ａｌ ＱａｉｄａꎬＢａｙａｒｄꎬ 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Ａｌ Ｑａｅｄａ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 ＣＡꎬ ２００７ ) 以 及 Ｌａ Ｐａｉｘ ｄｅ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ｅꎬ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２００６ꎮ
∗∗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ꎬ法学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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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当国际社会努力重新定义其他规则并努力使其与战争与和平的新辩证
法相适应时ꎬ全球化的影响可能导致目前规模有限的一些既存冲突的升
级ꎮ
若欲知兵 之 情ꎬ 弩 矢 其 法 也ꎮ 矢ꎬ 卒 也ꎮ 弩ꎬ 将 也ꎮ 发 者ꎬ 主
也ꎮ〔 １ 〕 ( 孙膑)
和平:在国际事务中ꎬ两次战争间隔期间的侥幸时期ꎮ〔 ２ 〕 ( 安
布罗斯比尔斯)
∗∗∗
走向新战争?
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断言战争是社会变革的媒介ꎬ社会变革却无
疑是一股改变战争的力量ꎮ 每一次与过去的决裂、每一次变革ꎬ无论
它是政治的、地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知识上的、精神上的ꎬ或是
工业上的ꎬ其直接后果都是改变战争的性质ꎬ改变我们对战争的态度ꎬ
并转变政治和军事行动之间纠结而复杂的关系ꎮ 其必然的结果是在
我们面前呈现出战争的新面目:换言之ꎬ是呈现出那些积极参与作战
之人的面目ꎬ无论他们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ꎬ他们怀着获取权利、承
认及政治合 法 性 的 希 望ꎬ激 烈 地 战 斗 着ꎮ 每 一 次 与 过 去 的 决 裂 或 革
新ꎬ通常都满怀希望ꎬ希望在万象更新之时ꎬ冲突的数量会有明显ꎬ甚
至是绝对的减少ꎮ 不幸的是ꎬ大多数情况下ꎬ冲突不但没有减少ꎬ反而
常常在暴力的“ 发展” 中迈入了新阶段ꎬ带来早已摒弃或是前所未见的
暴力形式ꎮ
在本文中ꎬ我们将通过展现那些相关新参与者的形象ꎬ来努力概
〔１〕
〔２〕

孙膑:« 孙膑兵法» ( 公元前 ４ 世纪) ꎮ

Ａｍｂｒｏｓｅ Ｂｉｅｒｃｅꎬ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 Ｄｏｖ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３２. 美 国 记 者

Ａｍｂｒｏｓｅ Ｂｉｅｒｃｅ(１８４２ ~ １９１４) 在其时代极受欢迎ꎬ他受其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个人经历的影响很
深并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失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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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出过去 ２０ 年左右ꎬ我们亲眼目睹的地缘政治改变中呈现出的主要
趋势ꎮ 这种改变令人费解:一次单一的事件不能成为惯例ꎻ与上一时
代———冷战时代———的决裂ꎬ并非由重要的和平会议或意在重组世界
并确立新的战争与和平条件的条约所认可ꎮ 这次没有« 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 ꎬ没有维也纳会议ꎬ没有« 凡尔赛和约» ꎬ也没有雅尔塔会议ꎮ 尽
管缺乏正式的 条 约、 大 型 和 平 会 议 或 是 建 立 世 界 新 秩 序 的 企 图ꎬ 但
发生的改变 却 仍 令 人 感 叹ꎬ 这 种 改 变 首 先 始 于 战 争 及 发 动 战 争 的
人ꎮ
有组织的暴力ꎬ这种在方法上的转变将是本文的主题ꎬ在此我们将
首先关注这个时代最广泛和最致命的冲突ꎬ即由非正规武装部队所实施
的———发生在一国内部而非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国内冲突ꎻ如今ꎬ处
在战争中心的是那些有时难以被归入新型冲突或界定为表象破碎的冲
突ꎮ 尽管如此ꎬ这却正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ꎮ 此外ꎬ民族国家———或至
少是其控制有组织暴力的无上权力( 直至近来这仍是它的专利) ———的
衰落ꎬ极可能成为一种趋势ꎬ其后果目前仍难以预料ꎬ其影响也尚无法估
量ꎮ
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现象ꎬ不应夸大其短期后
果ꎻ这种衰落现象可能与某些国家机器的突然崩塌有关ꎬ这些国家机器
的分崩离析具有超越相关国家一国之境的迅速而强烈的影响ꎮ 显然ꎬ一
些以不可遏制之势衰落下去的国家将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ꎬ来帮助
那些失败国家或处于极度困难中的国家修复其国家架构ꎮ 回想以下事
实并非毫无帮助ꎬ正是奥斯曼帝国瓦解所造成的巴尔干危机导致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ꎬ或是西方或苏联殖民时代( 以及后殖民时代) 那繁累的后
遗症正在导致某种震荡ꎬ而这正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撼动了奥斯
曼、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的震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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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ꎬ战争是一只变色龙ꎮ〔 ３ 〕 它在不断地改变和

调整ꎬ因此战争形式的改变是很自然的ꎮ〔 ４ 〕 ２０ 世纪见证了机械化和核
武器的问世ꎬ后者初时强化了突发的暴力ꎬ后来又经由一个战略性的悖
论而消解了这种暴力ꎬ而在 ２０ 世纪ꎬ最令人震惊的现象是极其高科技的
战争和新形式的有组织暴力之间的不对称性ꎬ后者间接地消除了最先进
的武器所带来的影响ꎮ〔 ５ 〕 这种被称为“ 新战争” 的现象还意味着所有传
统战争参数的消解ꎬ这些参数在合法和非法行为人、国家和私人行为者、
士兵和平民、国内和国际战争以及政治和经济目标之间作出区分ꎮ 玛
丽卡尔多对新战争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
我的中心论点是ꎬ在 ２０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ꎬ一种新的有组织

的暴力行为发展了起来ꎬ尤其是在非洲和东欧ꎬ而这是目前这个全
球化时代的一个方面ꎮ 我将这一种类的暴力行为称为“ 新战争” ꎮ
我使用“ 新” 一词ꎬ以将这种战争与以前时代里人们普遍概念中的
〔３〕

可以参考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 对该课题的研究ꎮ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 说:“ 像克劳塞维茨那样

思考今日的战争并不是机械地适用对普鲁士军官所适用的概念ꎬ而是忠实地采用一种方法ꎮ
由于在变色龙一词的两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战争是一只变色龙———战争随着形势而变化且在每
一种形势下都很复杂———因此ꎬ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决定他有责任理解或实施的那场特定战

争的 真 正 性 质ꎮ” Ｓｅｅ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ꎬ Ｐｅｎｓｅｒ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ꎬ Ｔｏｍｅ ＩＩꎬ Ｌ 'âｇｅ ｐｌａｎéｔａｉｒｅꎬ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７６ꎬｐ. １８５. (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ｏｆ Ｗａｒꎬ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８３) ( ＩＣＲ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关于 ２０ 世纪的战争ꎬ还需要提醒的是克劳塞维茨其人在成为战争哲学家之前ꎬ最初
是“ 小规模战争” 或游击战方面的理论家———而启发他的是西班牙的例子ꎮ
〔４〕

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ｂ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ａｎ Ｃｒｅｖｅｌｄꎬ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ꎻ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Ｒｏｇｅｒ ＣａｉｌｌｏｉｓꎬＢｅｌｌｏｎｅ ｏｕ ｌａ ｐｅｎｔｅ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Ｆａｔａ
ＭｏｒｇａｎａꎬＦｏｎｔｆｒｏｉｄｅ￣ｌｅ￣Ｈａｕｔꎬ１９９４. 虽然该书是由一位多面手作者而非专家所撰写ꎬ但它却是战
争的演化方面有史以来最一针见血的作品之一ꎮ
〔５〕

没有什么能比阿富汗战争更好地说明这一现象ꎮ 在阿富汗ꎬ拥有最先进武器的超级

大国与( 几乎) 像在中世纪时一样作战的赤脚士兵在同样的环境下发生冲突ꎮ 显然ꎬ当赤脚士
兵们证明其有能力用简单的火箭发射器毁掉今日最先进的直升机ꎬ不对称性就被打破了ꎮ 不
过ꎬ由于正规军所受到的限制( 至少是在操作性的层面上) ꎬ政治因素而非战略因素常常抵消了
纯粹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地位ꎬ尤其是当战争发生在遥远海外的时候ꎮ Ｓｅ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ｓｓꎬ “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Ｎｏ. ８６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７５７ －

７７７ꎻ Ｔｏｎｉ Ｐｆａｎｎｅｒꎬ “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７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４９ －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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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区分开来ꎮ 我使用“ 战争” 一词ꎬ以强调这种暴力行为的政治
性ꎬ虽然这种新战争使得战争( 通常被定义为国家之间或有组
织的政治团体之间为了政治动机而进行的暴力行为) 、有组织犯罪
(私人有组织团体为了私人目的ꎬ通常是为了求财而进行的暴力行
为) 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由国家或政治性的有组织团体对个人
实施的暴力行为)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ꎮ〔 ６ 〕
是什么使得那些战争真正成为 “ 新” 战争呢? 讨论的范围相当广

泛! 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组成今日世界的所有不同现象的结果ꎬ从那些与
全球化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现象开始ꎻ〔 ７ 〕 正如哲学家埃德加莫林提
醒我们的ꎬ全球化只能“ 使自己的危机持续ꎮ 其活跃性造成了全球规模
的为数众多的各种危机” ꎮ〔 ８ 〕 但相反地ꎬ在某种程度上ꎬ那些新战争也
是以下事件持续发展的一部分ꎬ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游击战、朝鲜战争
之后那段时期内的低强度战争ꎬ以及 ２０ 世纪末期由五角大楼所主导、在
美国被公开宣称的军事行动革新ꎬ这种革新强调武装部队的新技术及其
通信、情报和组织系统ꎮ
显而易见的是ꎬ新战争这一现象让人回想起充斥着前威斯特伐利亚
时代的欧洲的那些大战ꎬ尤其是与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 ~ １６４８) 相关的那
些大战ꎬ在那期间ꎬ宗教战争的狂热暴力与敌对势力和国家之间的权力

〔６〕

Ｍａｒｙ Ｋａｌｄｏｒꎬ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Ｗａｒ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ꎬ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１ － 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ｅｒｆｒｉｅｄ Ｍüｎｋ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ｓꎬ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 还有人使用“ 后现代” 战争一词ꎬ虽然从概念上来说ꎬ他们所表达的观念与新战争所表达

的非常类似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Ｖｉｃｔｏｒ Ｄａｖｉｓ Ｈａｎｓｏｎꎬ‘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 ꎬｉｎ 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５.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Ｍｕｒａｗｉｅｃꎬ该文就战争在 ２０ 世纪的转变做了评论ꎬ但并未参与语义学方面的争

论ꎬ他对战争的分析是基于在军事行动革新的语境下所发展起来的观念: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ａｕ ＸＸＩｅ
ｓｉèｃｌｅꎬＯｄｉｌｅ Ｊａｃｏｂ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０ꎮ 关 于 该 种 战 略 转 变 的 因 果 给 出 了 精 到 的 分 析ꎬ 参 见 Ｇéｒａｒｄ
ＣｈａｌｉａｎｄꎬＬｅ ｎｏｕｖｅｌ ａｒｔ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Ｈａｃｈｅｔｔ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９ꎮ
〔７〕

但可参 见 Ｓａｄｏｗｓｋｉ 关 于 后 冷 战 时 期 全 球 化 和 战 争 之 间 关 系 的 警 告: Ｙａｈｉａ

〔８〕

Ｅｄｇａｒ ＭｏｒｉｎꎬＬａ ＶｏｉｅꎬＦａｙａｒｄ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１１ꎬｐ. ２１.

Ｓａｄｏｗｓｋｉꎬ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ｏｓꎬ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 Ｃ. ꎬ１９９８ꎮ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１５

斗争相互纠结ꎮ 重读格里美尔豪森所著的« 痴儿西木传»〔 ９ 〕 这本那个时
代的大部头硬汉小说ꎬ会提醒我们战争的循回常常会让我们重历相同的
情境和相同的恐惧ꎮ 如果说目前的形势可以唤起关于 １７ 世纪欧洲的记
忆ꎬ那么之所以能如此ꎬ还因为冷战的终结彻底终止了三十年战争结束
时建立起来的冲突管理体系ꎬ而这一体系是欧洲———之后是全世界———
无论好坏已经遵守了 ３５０ 年的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我们回到了原点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证明无

力阻止 ２０ 世纪蔓延的战火ꎬ抑或是它旨在保护之地区———欧洲———的
分崩离析ꎮ 因此ꎬ“ 新战争” 的出现ꎬ无论其历史渊源为何ꎬ都是由于没
有一个全球治理体系ꎬ有能力保证整个星球的稳定和安全而造成的直接
结果ꎮ 然而ꎬ如果我们必须从三十年战争中总结教训的话ꎬ那就是ꎬ如果
没有有效的和平机制ꎬ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暴力的区域性战争可
能会极速蔓延到其他地区ꎬ并将整片整片的地区拉入深渊ꎮ 在本文中ꎬ
通过在今日世界显而易见的那些现象ꎬ我们将会看到那种威胁是多么得
真实不虚ꎬ尽管我们也相当清楚ꎬ我们对未来的重大变故进行预测的能
力经常都会被意想不到的变化所破坏ꎮ
“ 新战 争 ” 这 一 现 象———如 果 无 法 在 实 践 中ꎬ 至 少 也 是 在 理 论

上———挑战了传统战争分类法的有效性ꎬ这种传统的分类法清晰地区分
了常规和非常规战争ꎬ囊括了从游击战、城市游击战到低强度战争直至
核战争的爆发等一系列的战争形式ꎬ而其中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特性ꎮ
从这一角度来说ꎬ这些冲突种类相互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了ꎬ而有组织暴
力范畴内的两极———恐怖主义和核战争———也走到了一起ꎬ形成了一种
极具象征性( 现在也已具备现实性) 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
主义威胁ꎮ 到目前为止ꎬ这种分类法还是建立在行动方式、主体的性质、
政治目标和要求ꎬ或是暴力程度之上的ꎬ但现在我们需要远离这种分类
〔９〕

Ｈａｎｓ Ｊａｋｏｂ Ｃ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 ｖｏｎ ＧｒｉｍｍｅｌｓｈａｕｓｅｎꎬＤｅｒ Ａｂｅｎｔｅｕｅｒｌｉｃ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ｓ Ｔｅｕｔｓｃｈꎬ

１６６９ 年首次出版ꎮ 它以 Ｌｅｓ 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ｓ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ｓ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ｕｓ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ｕｓ 的标题在法国和英国被数次翻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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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而采纳一种看待战争的更广阔的视角ꎬ这种视角考虑到多种不同的
因素ꎬ或是对这些因素进行比较衡量ꎬ同时关注一般类别范围之外的其
他现象ꎮ 此外ꎬ今日和未来战争的特性本就强调分类法这一概念本身ꎬ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ꎬ“ 新战争” 或“ 后现代战争” 的概念本身就否定了
这样一种通过坚持每个时代都确有其典型冲突而导致的老生常谈的分
类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带回到关于战争的传统
观念ꎬ即无论其形式如何ꎬ战争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本质上从不改变的特
性ꎮ 克劳塞维茨和孙子的著作是关于战略方面的ꎬ他们现在很受欢迎ꎬ
而约米尼曾经也极有影响力ꎬ他的战略思想本质上是基于战争操作层面
的ꎬ他就不再为人偏爱了ꎬ〔１０〕 这并不是偶然的ꎮ １９ 世纪的战略家大部分
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ꎬ他们把战争和政治看成两种分立的东西ꎬ而 ２０ 世

纪则偏爱一种整体性的观点ꎬ把战争看成政治的一个面向ꎬ类似于外交ꎮ
这种改变真正发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ꎬ一方面ꎬ“ 一战” 见证了全面
战争理论的顶峰ꎻ另一方面ꎬ它见证了由列宁和毛泽东相继详释的马克
思主义革命观的出现ꎬ这两位对克劳塞维茨都非常了解ꎬ〔１１〕 毛泽东还深
谙经典的中国战略思想ꎮ
除了那些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讨论之外ꎬ现实的事件还要求我们就战
争的最近发展提出更为务实的问题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去追问ꎬ在以媒体
对武装圣战组织的关注为特征的十年过去之后ꎬ圣战运动的象征首领奥
萨马本拉登之死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ꎬ在这个时代中ꎬ恐怖
主义被确认为世界范围内不可计数的反抗运动中最优的方式ꎮ 我们是
〔１０〕

不过ꎬ他的新版合集已经在法国出版ꎬ在法国它还有平装本:Ａｎｔｏｉｎｅ￣Ｈｅｎｒｉ Ｊｏｍｉｎｉꎬ

Ｐｒéｃｉｓ ｄｅ ｌ’ ａｒｔ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Ｐｅｒｒｉｎ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８ꎮ １９ 世纪时ꎬ约米尼享有极高的声誉ꎬ远胜于克劳
塞维茨ꎮ

〔１１〕

列宁对这位普鲁士哲学家的兴趣明显地体现在他做了大量笔记的那本« 论战争»

上ꎮ 恩格斯似乎更加推崇约米尼ꎬ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１８５８) 中写道:“ 约米尼无疑是更好
的历史学家ꎬ除了一些极其优秀之处ꎬ我并不喜欢克劳塞维茨那种与生俱来的天才ꎮ” 而列宁则
全心全意地推崇后者:“ 克劳塞维茨是最深刻的军事理论家之一ꎬ最伟大的之一ꎬ他是最值得注
意的军事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之一ꎬ他是这样一位作者ꎬ其基本思想在今天已经成为任何一
位思考者无可辩驳的财富ꎮ”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１７

否将要看到贯穿于整个 ２０ 世纪历史的那种传统游击战的重现呢? 对于
已经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的那些激烈的战争ꎬ尤其是在非洲的那些战
争ꎬ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ꎮ 还有与争夺自然资源的激烈竞争和环境
的急剧恶化相联系的新威胁呢? 在拙文中这些问题将会指引我们ꎬ这些
问题必然无法涵盖全部ꎬ但通过它们我们将努力界定这个世界上的战争
图景ꎮ 我们还将挑拣出一些目前最重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ꎬ在过去的数
十年或最近几年中ꎬ它们一直在各地使用暴力挑战既存政权的权威ꎮ 在
考察了今日的战争和“ 阿拉伯之春” 的可能影响之后ꎬ我们将转而考察
积极参与当代战争的武装团体ꎮ 然后ꎬ我们将特别描述苏联的外围地区
所发生的那些冲突ꎮ 最后ꎬ我们将试图界定世界上各种武装团体的威胁
和要求的性质ꎬ并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激情战争的现象ꎬ转向我们在战
争面前自始至终的无能为力ꎬ以及转向少数族群的新时代ꎬ而最后我们
将以划定未来之路作结ꎮ
今日战争:表象之外
今日这个互联网时代倾向于模糊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ꎬ并消弭时
空而代之以即时性ꎮ 由于战争与冲突的问题是长期的ꎬ这就顺理成章地
造成了关于战争的一般看法和现实之间的差距ꎬ一般看法是将战争看成
失败了的政治———部分的原因是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并不必然相吻
合———因此是一种反常的现象ꎬ而在现实中战争则趋向于政治以另一种
方式的延续ꎮ〔１２〕 因此ꎬ我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被现在的和可能的战争、全
球性的不稳定和现实的危险ꎬ以及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的动荡之间的融
合所打乱了ꎮ 而且ꎬ另一个当代的现象ꎬ即经济全球化还没有真正导致
战争的全球化ꎬ因为在今天的武装冲突中ꎬ将近四分之三的是国内性冲

〔１２〕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ꎬ Ｓｕｒ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ꎬ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１９８７ꎬｐｐ. １５２ －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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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ꎮ〔１３〕 这些冲突不涉及外来因素( 至少不直接涉及) ꎬ而且不扩及一国
边境之外ꎮ〔１４〕 总而言之ꎬ如果说还有这么一个领域ꎬ在其中过去的系统
似乎仍在运转ꎬ那么这就是战争领域ꎮ
因此ꎬ武装冲突、战争及其参加方似乎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有何革新ꎮ
另外ꎬ几乎可以断言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现在这个时代ꎬ主要是因为这
个不断变动的世界和那些并未脱离过去的战争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不一
致ꎮ 那些战争是通过常规武器进行的ꎬ发生在国家内部ꎬ是为了寻常的
原因和传统的问题ꎬ其中大部分都限于权力斗争或是渴求自治ꎮ 归根结
底ꎬ跟之前几十年相比ꎬ似乎唯一的改变就是在很多活跃的武装团体中
普遍存在的极端伊斯兰教意识形态而已ꎮ
这种战争的参加者也有着熟悉的面孔:经常滥用其权力的政权ꎬ以
及受领土和( 或) 身份需求所驱动并寻求其正当性和战斗资财的非国家
团体ꎮ 在这两者之间是著名的曾被称为“ 军工共同体” 的现象ꎬ根据无
情的市场逻辑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冲突都推动和维持着这种现象ꎮ
但这个世界地理政治的稳定性———其最重要的现象是新的主要大

国( 或超级大国) 的出现———还是年复一年地得以继续ꎬ这得益于这样
一个事实ꎬ即对领土的掠夺虽然直到最近还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
性ꎬ但现在已经明显过时了ꎮ〔１５〕 就和平与战争来说ꎬ领土掠夺———帝国
时期的特征———和经济掠夺———资本主义时期的特征———二者之间有
〔１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４〕

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ꎬ全球化明显增加了民族间冲突与其他种类冲突相比的死亡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ＩＫ) ꎬ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１０ꎬ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ꎬ２０１１.

率ꎮ Ｓｅｅ Ｓｕｓａｎ Ｏｌｚａｋꎬ “ Ｄｏ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５５ꎬＮｏ. １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 － ３２.
〔１５〕

此外ꎬ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无力处理可能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危机ꎬ当代国际政治的两

难与此有关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ｗａｒｄ 这样总结这种两难:“ 不愿以破坏性的方式作战的人相对于愿意
这样做的人处于劣势ꎮ 也许战斧巡航导弹控制了天空ꎬ但在陆地上称王的仍然是 Ｋａｌａｓｈｎｉｋｏｖ

冲锋枪ꎮ 正是 这 种 不 平 衡 使 得 世 界 事 务 的 执 行 成 为 了 一 件 难 事ꎮ”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ｗ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０２)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段话节选自一本成书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之
前的著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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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着显著的差异ꎬ即后者并不必然导致有组织的暴力或武装冲突ꎮ 所有这
些都是为了澄清一个可能看似混乱的地理政治形势ꎬ其实这种形势在很
多方面都并不复杂ꎮ 在当代ꎬ大国的重整所带来的战略转变伴随着相对
的地理政治稳定性ꎬ最后一个解体的殖民帝国是苏联ꎬ自从这些殖民帝
国消亡以来ꎬ世界政治地图的组合方式实际上就没有改变过ꎮ〔１６〕
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考察ꎬ就会发现现在的冲突有一个带来部分改
变的特别之处ꎬ即它们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曾经使得战争之所以
为战争的东西ꎬ一个开始和结束、发生在特定的领土上以及由已知的和
被承认的参与方所进行ꎬ这些都由于种种原因不那么确定无疑ꎮ〔１７〕 正
如我们在上面关于“ 新战争” 的讨论中所谈到的那样ꎬ所有这些现在都
受到了挑战ꎮ 新战争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已经将实力这一概念本身都彻
底颠覆了ꎬ而这是实力均衡的本质的———以及传统的———要素ꎬ更不要
提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概念甚或是武力使用合法性的概念ꎮ〔１８〕 许多战
争通过其非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大得多的伤亡———如在刚果或苏丹ꎬ战斗
中和战斗外发生的死亡数的比例是 １ ∶ ８———这一事实因而改变了冲突

〔１６〕

改变的是国家的角色ꎬ而非领土的重组ꎮ 国家越来越无力应对今日的挑战ꎬ但却仍

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ꎬ这既是因为国家这种实体是唯一可以让使用武力合法化的ꎬ而且它经常
垄断了武力的使用ꎻ也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实体真正代替了国家ꎮ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Ｇéｒé 就
目前关于国家的问题总结道:“ 国家作为传统上某一特定领土的保护者ꎬ今天却陷入了全球化
和地区化之间而进退两难ꎮ 这种现象对有的国家实体的质疑比对其他还更严重ꎮ 国家作为国
内安全的组织者且担负着对外防御之责ꎬ它构成了一种连接点ꎬ一方面是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
期的特定社会ꎬ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ꎬ代表着利益的集合所组成的其他社会ꎮ 但是ꎬ国际关系
的基本原则正在受到挑战———不可否认其速度稍有些快———这种挑战以全球化、小区域化以

及善意或恶意的非国家行为人的出现之名而发起ꎮ” (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Ｇéｒéꎬ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 ｓａｎｓ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
Ｄｅｓｃｌéｅｅ ｄｅ Ｂｒｏｕｗｅｒ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８ꎬｐ. ２６７) ꎮ
〔１７〕

战争的私有化本身就是带来担忧的一大原因ꎮ Ｓｅｅ Ｄｉｎａ Ｒａｓ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ｕｍａｎｎꎬ

〔１８〕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ꎬ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Ｌｏｓ

Ｂｅｔｒａｙｉｎｇ Ｏｕｒ Ｔｒｏｏｐｓ: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ｉｎｇ Ｗａｒ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７.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ＣＡꎬ２０１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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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冲突的环境ꎮ〔１９〕
关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ꎬ让 － 勒内巴什莱将军如此写道:

随着以下两种现象的同时出现ꎬ力量的平衡不再是决定性的因

素了:一方面ꎬ是西方大国在使用武力方面的相对克制ꎻ而另一方
面ꎬ是“ 弱国” 所持的民族统一主义立场ꎬ伴随着普通民众的广泛参
与ꎮ 较强的一方是戴上了镣铐的格列佛ꎬ而较弱的一方即便没有办
法取得真正的胜利ꎬ也可以无期限地将战争拖长ꎮ〔２０〕
如果现在还存在规则ꎬ它们也很模糊ꎬ强弱之分〔２１〕 也变得模糊ꎬ而
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则在扩大ꎻ战争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ꎬ〔２２〕 但冲突
却仍然没有解决ꎻ过去关于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确信在坍塌ꎬ在这样的背
景下ꎬ很难预测未来会怎样ꎮ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虽然今日战争的操
作层面我们很熟悉ꎬ但其战略和政治层面却改变了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ꎬ今天的战争得以区别于以往的战争ꎬ无论其是被归类为“ 新” 的或是
“ 后现代” 的ꎮ
阿拉伯之春之后
在 ２０ 年之内ꎬ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动态经历了惊人的变化ꎬ这是个

不争的事实ꎬ其发生的时间点正好是我们庆祝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
冷战结束 ２０ 周年之际ꎮ 作为这个 ２０ 周年庆的纪念ꎬ阿拉伯世界在 ２０１１

年为我们送上了一份非比寻常的惊讶大餐ꎬ即数个政权的轰然倒台ꎬ人
〔１９〕

例如ꎬ在刚果ꎬ１９９８ 年到 ２００１ 年间死亡的 ２ꎬ５００ꎬ０００ 位受害者中ꎬ３５０ꎬ０００ 明显是

死于武装战斗ꎮ 显然ꎬ我们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些数字ꎮ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Ｗｅ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Ｊ. Ａ.

Ｍａ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８７２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 ８３６.
〔２０〕

Ｊｅａｎ￣Ｒｅｎé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ꎬ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ꎬ

〔２１〕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Ｉｖａｎ Ａｒｒｅｇｕｉｎ￣Ｔｏｆｔꎬ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Ｗｉｎ Ｗａｒｓ: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２２〕

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ｅ ｏｆ Ｗａｒ: Ｈｏｗ Ｗａ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ＮＧＭ) 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１ － １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３ꎬｐ.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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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们之前以为这些政权如果不是会永远存在的话ꎬ至少也会持续很长的时
间ꎮ 就后 ２０ 世纪 ９０ 时代来说ꎬ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蜕变极有可能带来内
部冲突ꎬ这些冲突又可能酝酿出有着各种要求的新一代武装团体ꎬ尽管
这也只是无法避免的权力斗争的结果ꎮ
那些迅速发展的团体会从宣称效忠于基地组织的圣战团体分支发
展而来ꎬ还是说它们会是源自西非的叛乱军阀的一种ꎬ又或者是我们会
看到新种类实体的出现?〔２３〕 当那种革命尚在摇篮中时ꎬ提出严肃的假
说还为时过早ꎮ 但是ꎬ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至少是令人惊讶的现
象:圣战主义团体的影响在那些革命中可以忽略不计ꎮ 那些团体的政治
正当性是来自声称自己是唯一有能力推翻现任政府的人ꎬ而政府的政治
正当性却来自将自己描述成唯一可以抵御那些圣战主义者的人ꎮ 从这
个角度说ꎬ所发生的事件正促使我们质疑它们在未来获得正当性的能
力ꎮ 在革命的载体方面ꎬ推特、脸谱以及一般性的新传播手段最终将会
带来比一场运动更大的影响ꎬ十年前很多人将这场运动看成是 ２０ 世纪
最大的威胁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这些革命已经彻底抹去了领土边界的概
念ꎻ它们迅速地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ꎬ甚至地理上的接近都不
起决定性的作用ꎬ而事实证明领导人们没有能力阻止信息和图片的扩
散ꎮ
至于该地区的未来ꎬ则需要区分长期和短期ꎮ 在很近的将来ꎬ阿拉
伯世界的政治重塑无疑将会导致各种不同的政权ꎬ正如我们所知道的ꎬ
这种情形即使不导致冲突ꎬ尤其是国家间的冲突ꎬ也一般都会造成紧张
状态ꎬ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武装团体的参与ꎬ及其因此而发展壮大ꎬ这些武
装团体很有可能受希望干预邻国内政的国家所支持ꎮ 此外ꎬ利比亚危机
和联合国的干预以及随后北约的干预使我们朝着背离威斯特伐利亚秩
序的一个基本原则又接近了一步ꎬ这个基本原则目前仍然是我们传统的

〔２３〕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Ｃａｎｔｓꎬ Ａｌ Ｑａｅｄａ ’ 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 ２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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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而且被写入了« 联合国宪章» ꎬ〔２４〕 即对国家主权的绝对尊重和不
干涉一国内政的原则ꎮ 讽刺的是ꎬ在 １７ 世纪时以尊重人权为名而建立
的这一原则———在宗教战争的背景下———现在又在以同样的人权之名
而被挑战ꎮ 但是ꎬ在没有绝对确定的原则来处理干预( 或称为了“ 保护”
而干涉———联合国所提出的“ 保护的责任” ———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

问题的情况下ꎬ“ 潘多拉” 魔盒已经被打开ꎬ无法再合上ꎬ无论这将为善
或为恶ꎮ〔２５〕
另一方面ꎬ更长远地来说ꎬ可以想见一波民主化的浪潮将会席卷该
地区并最终带来包括近东在内的整个地区的持久和平〔２６〕 得以建立ꎮ〔２７〕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ꎮ 但有一件事情( 几乎) 是确定的:在那个地区ꎬ战
争与和平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年中将会充分地展开ꎬ有可能甚至是极有可

〔２４〕

参见第 ２ 条第 ７ 款:“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

管辖之事件ꎬ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ꎻ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
行办法之适用ꎮ”
〔２５〕

“保护的责任” ( “ ＲＴＰ” 或者“ Ｒ２Ｐ” ) 原则是由联合国在 ２００５ 年所采纳的ꎬ其目的是

保护人民免于大规模的暴行ꎮ 根据这一概念ꎬ“ 当一国的人民由于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失败
而遭受严重的伤害ꎬ而所涉国家不愿意或无能力阻止或避免这种情况ꎬ则不干涉内政原则要让

步 于 保 护 的 责 任 ” ꎮ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ꎬＯｔｔａｗａꎬ

２００１ꎬｐｐ. ＸＩꎬＸＩＩ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ｏｒｇ / ＩＣＩＳＳ％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在利比亚危机中ꎬ安理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以下这一官方媒体声明中
提到了保护的责任:“ 安理会成员国呼吁利比亚政府履行其对其国民的保护的责任ꎮ 成员国呼
吁利比亚当局保持克制ꎬ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ꎬ并允许国际人权观察员和人道机构立即进
入ꎮ” Ｓｅ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ｉｂｙａ” ꎬＵＮ Ｄｏｃ. ＳＣ / １０１８０ꎬＡＦＲ / ２１２０ꎬ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１ / ｓｃ１０１８０. ｄｏｃ.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２６〕

和平与民主的问题是关于政治学精髓之讨论的核心ꎬ因为这是政治现象中鲜有的被

认为是“ 律法” 的现象之一ꎮ Ｓｅｅ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Ｍｉｒｉａｍ Ｆｅｎｄｉｕｓ Ｅｌｍａｎ ( ｅｄ. ) ꎬ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Ｐｅａｃｅ: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ꎬ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ＭＡꎬ１９９７ꎻ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ꎬＷａｙ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ꎬＮｏｒｔ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７.
〔２７〕

但是ꎬ民主和暴力的问题很复杂ꎮ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从哥伦比亚的经验中得出

的关于这样一种观点的结论ꎬ即所有的团体都应当拥有权力ꎬ这样民主才是完整的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ｏ
Ｃｈａｃóｎꎬ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ａｎｄ Ｒａｇｎａｒ Ｔｏｒｖｉｋꎬ“ Ｗｈｅｎ 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ｓ Ｌ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ｉａ”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５５ꎬＮｏ. 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６６ －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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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新的武装冲突ꎬ包括国内武装冲突ꎬ以及各种非国家武装团体所
进行的新的活动ꎮ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ꎬ在加沙地带ꎬ哈马斯必须与各种极端组织达成
妥协ꎬ即类似于圣战主义———萨拉菲斯特圈子里的那些组织ꎬ这些组织
挑战哈马斯的权威性和合法性ꎬ并通过间歇性地向以色列以及在约旦南
部开火而使得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变得复杂化ꎮ 与此相类似ꎬ也门政
府也必须与在一些地区挑战其权威的多个武装团体打交道ꎮ 这包括这
些运动中最著名的一个ꎬ即设在也门以东的基地组织的阿拉伯半岛分支
( 半岛分支) ꎬ而其军队则需要跟北部的另一个武装团体打交道ꎬ该武装
团体由阿布杜马勒科阿勒—胡提领导ꎬ有着什叶派背景ꎮ 这种情形
趋向于持续一段时间ꎬ没有任何一方能成功地推翻或摧毁其对手ꎮ 也门
更有可能陷入战争而无法在短时间或中等长度的时间段内取得和平的
结果ꎮ 而且ꎬ在这两个团体之间也可以适当地做一个重要的区分ꎬ其中
一个半岛分支是属于那种宣称比较广泛的、全球性的目标———包括反西
方斗争———的圣战主义组织ꎬ而另一个则坚持传统的游击战ꎬ试图取得
政治权力ꎮ 胡提运动在民众中有很广泛的支持而且有一个组织结构ꎬ它
在该国北部对政治秩序的挑战ꎬ完全不同于在南部有利于半岛分支建立
的那种相对的安全ꎮ 但是ꎬ政治和战略( 以及经济和后勤) 上的需要ꎬ以
及圣战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特征ꎬ都使得在国内运作的小型组织和拥
有全球性野心的组织之间的传统界限变得模糊ꎮ 那种区分在别的地方
适用:比如ꎬ在与基地组织有关的组织以及大部分其他组织之间ꎮ 当今
无所不在的极端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又使得形势更加混乱ꎬ它把所有宣称
遵循这种意识形态的组织绑在一起ꎬ而不论其政治目标如何ꎬ尤其是因
为它们都采用从恐怖主义入手的类似的手段ꎮ
武装团体:延续及改变
墨西哥的卡特尔集团等组织的目的本质上就是犯罪性的ꎬ除了像这
样的少数例外ꎬ当代的武装团体中ꎬ绝大部分都首先是被政治目标所驱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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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ꎮ 虽然这些团体中有一些也逐渐倾向于进行犯罪活动ꎬ但这首先是
由于为其活动提供资金的需要ꎮ 而且ꎬ就墨西哥来说ꎬ大规模犯罪的迅
速增长所引起的冲突目前被认为主要影响了与有组织犯罪有关 ９０％ 的
人( 据墨西哥政府领导人所给出的官方数据ꎬ〔２８〕 对这些数据应当谨慎对
待ꎻ而另外的 １０％ ———也是据政府称———则包括平民和治安部队的成
员) ꎮ 如果这一趋势得到确认的话ꎬ那么当前的冲突就并不必然导致针
对平民的暴力ꎮ 此外ꎬ毒品卡特尔所导致的暴力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
种程度ꎬ使得将这一其他种类的冲突形势定义为战争成为可能ꎮ〔２９〕
虽然地理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变革加速了非国家武装团体和跨国武
装团体的兴起和衰落ꎬ但它并不能阻止其他团体继续存在并仍然保持活
跃ꎬ即使由于形势的改变这些团体最初建立的理由已经不再适用了ꎮ 今
天ꎬ一幅武装团体的世界地图会显示一种混合ꎬ即包括为了已经过去的
原因在战斗但使用了适于政治( 及经济) 形势的手段的其他团体( 类似
于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部队) ꎬ以及在最近的地缘政治改变中显现出来
的运动ꎬ比如ꎬ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运动ꎮ 近东的冲突已经走入了其
第七个十年ꎬ而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也逐渐发生了改变ꎬ尤其是在其意
识形态方面ꎬ极端伊斯兰主义已经基本上取代了世俗的意识形态ꎬ成为
运动的精神基础ꎬ这些运动中有一些还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政治正当
性ꎮ 除此之外ꎬ这一冲突仍然一如既往地远远看不到解决之日ꎬ不过在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ꎬ该地区的政治演变可能会迅速展开新的、以前不
曾期望过的一些远景ꎮ
像 ＦＡＲＣ 这样的 组 织 正 在 慢 慢 跟 不 上 时 代ꎬ 除 了 这 样 的 一 些 情
〔２８〕
〔２９〕

尤其是卡尔德龙总统ꎬ他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开了这些数据ꎮ

让我们记住ꎬ传统上ꎬ战争是一个法律概念ꎬ而冲突则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概念ꎬ因此

比较不精确ꎮ 前者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暴力ꎬ后者则代表着更广的范畴ꎬ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暴
力ꎮ 更具体地说ꎬ今天人们所适用的主观的度量尺却是将冲突定义为战争的有用手段:１０００ 或
更多人死亡的这样一个门槛ꎮ ＨＩＩＫ 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将墨西哥的冲突称为战争ꎮ 武装冲突也

是一个法律术语ꎻ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Ｖｉｔéꎬ “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１ꎬＮｏ. ８７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６９ － ９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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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ꎬ大部分参与了民族解放战争、试图挣脱殖民时代的武装团体也都
理所当然地走了下坡路ꎬ因为它们过时的奋斗目标不能再带来保证其
政治成功所需要的民众甚或是经济支持ꎮ 正如在乌拉圭ꎬ前图帕马罗
斯成员何塞穆吉加在 ２０１０ 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ꎬ在今天ꎬ前游击
队员已经成功地通过民主途径取得权力ꎮ 另外ꎬ有一些小组织力量太
弱ꎬ无法参与武装斗争ꎬ而被迫只能采取恐怖主义这一武器ꎬ由于基地
组织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５ 年间所组织的那些惊动一时却无法持续的攻
击ꎬ一定数量的这种小组织已经被迫离场了ꎮ 那些攻击卑劣而不合比
例的特性所导致的结果是像 ＥＴＡ( 该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宣布它
将终止其武装斗争) 这样的运动ꎬ其操作空间和正当性都大幅度地下
降了ꎮ
叛乱性冲突的地图实际上已经明显地从美洲大陆转向了亚洲ꎬ随
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改变也已经在一段时间以来更偏向于极端伊斯兰
主义ꎬ而不是各 种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趋 势ꎬ尽 管 后 者 可 能 将 要 卷 土 重 来ꎮ
巴拉圭人民军走的是 ＦＡＲＣ 所采取的路线ꎬ实施游击战并劫持人质ꎬ
它在巴拉圭北部的兴起也许是这种类型的运动在该地区复兴的一个
信号ꎬ这个地区有着叛乱战争的长期历史ꎬ其地形也适合开展这种形
式的武装暴力ꎮ
随着奥萨马本拉登在 ２０１１ 年春死去ꎬ这一年可能将会标志着

冲突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ꎬ他的死象征性地结束了处于恐怖主义威
胁之下的十年时光ꎬ恐怖主义在制造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失败与公众和媒
体对其痛苦的沉迷成反比ꎬ大家已经受够了主要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的那
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袭击ꎮ 也许我们可以期望基地组织这位历史性
领袖的死亡会同时揭开其他冲突的面纱ꎬ这些冲突相对来说要残忍无数
倍ꎬ但由于媒体报告不多而基本上被遗忘了ꎮ 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ꎬ在
有些处于地缘政治利益边缘的冲突影响地区ꎬ国际社会的可能利益从根
本上来说就是不平衡的ꎻ被称为“ 南方” 的国家ꎬ尤其是非洲大陆上的国
家ꎬ并没有得到跟那些“ 战略” 地区同等的待遇ꎬ这些地区对“ 北方” 国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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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应该说也包括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影响ꎮ〔３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促成这种不平等待遇ꎬ因
为举例来说ꎬ相对于穆加贝ꎬ联合国更热心于对像卡扎菲这样的领导人
采取更果决和迅速的行动ꎮ〔３１〕
因此ꎬ２０１１ 年的地图所显示的是国内武装冲突基本上仍然限于亚
洲和非洲的少数地区ꎮ 目前的特殊现象是什么呢? 〔３２〕 首先ꎬ没有受到
严重战争影响的广大地区在扩大ꎬ如欧洲或除了少数例外之外的整个美
洲大陆( 南美洲和北美洲) ꎮ〔３３〕 其次ꎬ国内冲突限于其开始的地区ꎬ这包
括长期处于战争的地区ꎬ如非洲的大湖地区ꎮ 整体来说ꎬ国内性冲突并
不会像在其他历史时期所经常发生的那样ꎬ导致急于利用这种情形的敌
国的干预ꎮ 显然ꎬ跟俄罗斯和中国一样ꎬ地区大国在干预行为侵犯到其
私人领域时会很快作出反应ꎬ但在这样的情况下ꎬ不对称的权力平衡基
本上会导致地区冲突迅速而严酷的解决ꎬ而这样的方式也会带来长期的
不满ꎮ

〔３０〕

但也很明显的是ꎬ无论外来干涉的意图有多好ꎬ它并不必然带来好结果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Ｅ.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ꎬ“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ｏｗ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Ｖｏｌ. ４７ꎬＮｏ. ２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１５ － １２７.
〔３１〕

重读经济学家 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 Ｖｅｂｌｅｎ 约 １００ 年前(１９１７ 年) 关于和平的著作很让人惊叹ꎻ

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尤其是“ 国家利益” 问题明显并未改变ꎮ 下面这段话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
点:“ 到目前为止ꎬ走向和平的运动仍然并未超越这一概念ꎬ即它通过武装力量的勾结来保卫国
家的差异ꎮ 这样的和平必然是脆弱的ꎬ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武装力量可以用来破坏和平ꎬ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今天的和平缔造者们如此看重的国家差异ꎬ它永远都会是一个产生纠纷的
源头ꎮ 但是他们似乎关心的实际上是这种差异能得以维持ꎮ 通过串通起来、忽视那些仍然在
分裂太平洋国家的封建虚幻的残留而得来的这样一种和平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过真正严

肃的 深 思 熟 虑ꎮ” 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 Ｖｅｂｌｅｎ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８ꎬ
ｐ. ３０２.

〔３２〕

２０１１ 年ꎬＬｏｔｔａ Ｔｈｅｍｎéｒ 和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ｅｎ 提出了一份“ 二战” 以来武装冲突的清

单ꎮ 根据他们的数据ꎬ２０１０ 年ꎬ活跃的冲突的数量有了明显的下降ꎬ使其达到了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

最低水平ꎮ Ｌｏｔｔａ Ｔｈｅｍｎé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ｅｎꎬ “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６ － ２０１０ ” 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Ｖｏｌ. ４８ꎬＮｏ. ４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５２５ － ５３６.
〔３３〕

关于暴力的长期演化ꎬ可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Ｐｉｎｋｅｒ 的近作ꎬ他在其中提到冷战后世界的“ 新

和平” ꎬ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ｇｅｌｓ ｏｆ Ｏｕｒ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ꎬ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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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围地区
就俄罗斯来说ꎬ在苏联的南部边境ꎬ尤其是被斯大林摧毁后又( 糟糕
地) 重建的那些地区ꎬ已经发生了无数的冲突ꎬ而由于很多原因ꎬ那些地
区现在的战略利益很重要ꎮ 同样情况的还有中亚或至少中亚的部分地
区ꎬ以及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地区ꎬ而且传统上ꎬ从蒙古和帖木儿的时代
到英国和沙皇俄国时期ꎬ这三个地区就一直不是被这个占领ꎬ就是被那
个占领ꎮ 不同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欧洲卫星国家ꎬ中亚国家曾经
遭受着前政府官僚的独裁统治ꎬ其中大部分今日仍然如是ꎮ 后者只是推
迟了一个无法避免的政治变革的时间而已ꎬ而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这种变
革已使得那种越来越严重的、不断显现的紧张态势更加恶化ꎮ 这种紧张
态势导致了经常成为新闻头条的相当程度的暴力行为ꎬ还导致了民族间
冲突的爆发ꎬ这种冲突主要表达了本质上仍然存在的一个严重的政治
( 和经济) 病症ꎮ

有些国家ꎬ如哈萨克斯坦ꎬ正在进行现代化的进程ꎬ同时重新定义着

地区大国的平衡ꎬ这种平衡逻辑上就会偏向于较强的国家ꎬ而不是较弱
的或较保守的国家ꎬ即使新形势会造成普遍的不满ꎮ 在高加索地区ꎬ永
远存在关于欧洲的紧张状态ꎬ中亚地区的内部冲突与之一样ꎬ它混合了
权力斗争、一国内部的对抗ꎬ以及地区性的战略问题ꎬ还随着暴力冲突随
时爆发的可能性ꎮ
北高加索地区就是这种情况ꎬ该地区有 ６ 个共和国ꎬ很多民族团体ꎬ

以及长期的抵抗历史ꎮ ２０１０ 年ꎬ在达吉斯坦发生了最致命的暴力行为ꎬ

３７８ 人失去了生命ꎬ其中包括 ７８ 位平民ꎮ 该国的主要运动并不是唯一
的一个ꎬ因为在该地区还活跃着其他 ５ 个组织ꎮ 卡巴尔达 － 巴尔卡里亚
目前在政治暴力方面排名第二ꎬ尽管不久前它似乎还没有这个问题ꎬ这
一事实似乎表明ꎬ在该地区情况无论如何都尚未解决ꎬ该地区叛乱团体
的行动方式倾向于仅限恐怖袭击ꎬ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起能够开展游
击战的部队ꎮ 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团体在基础和目标方面是遵循圣战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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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意识形态的ꎬ但它们却仍然是独立的运动ꎬ与基地组织式的全球性
运动联系甚少ꎬ但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享有更好的群众基础ꎮ 针对跨国
恐怖主义的威胁ꎬ俄罗斯政府成功地在 ２０ 世纪的头十年在车臣开展了
残酷的战斗ꎬ而完全没有触怒国际社会ꎮ 但未来又会如何呢? 正如所有
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样ꎬ独立组织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其对手失去政治意
愿ꎬ而这也许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来实现ꎬ即俄罗斯民众普遍反对在
北高加索的 ６ 个共和国进行这种程度的政治和经济投入ꎬ但我们还未走
到那一步ꎮ

威胁和要求
这把我们带向另一个观察结果ꎮ 在有的人看来ꎬ基地组织激发的圣
战主义ꎬ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各地引起冲突来颠覆国际秩序ꎬ圣战主义实
际上并未停止扩张ꎬ但其扩张并没有改变地理政治现状ꎮ 基地组织的战
斗员们从未成功地在任何地方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运动ꎬ又或者是获得足
够资源而在一个相当程度的规模上实施武装斗争ꎬ即使只是在某一地
区ꎮ 时间将会证明目前即在也门和萨赫勒的这两个最引人注目的运动
是否会达到一个更大的规模ꎮ 但目前ꎬ还看不出来这种情况会在短期或
中期时间内发生ꎮ 到最后ꎬ也只有乔治沃克布什那种错误的努力能
欺骗那些极端运动ꎬ尽管在很多地方发生了多起令人遗憾的袭击事件ꎬ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穆斯林世界ꎬ但我们实际上离预期中的“ 文明的碰
撞”〔３４〕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ꎮ
宗教在战争能动因素中的出现或重现———这可以回溯到 １９７９ 年以

及伊朗革命ꎬ还有伊斯兰圣战者在阿富汗针对苏联反暴动的开始———还

〔３４〕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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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驱动国内冲突的一个因素吗?〔３５〕 从也门到索马里ꎬ从高加索到近东ꎬ
从印度尼西亚到萨赫勒ꎬ毫无疑问ꎬ许多冲突是由目标带一定宗教性质
的武装团体所挑起的ꎮ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些冲突可以被称为“ 宗教
的” 呢? 对那些运动中的大多数来说ꎬ宗教所扮演的角色与贯穿了 ２０ 世
纪大部分时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并无大异ꎮ 与该
种意识形态类似ꎬ极端的伊斯兰教ꎬ无论其是什叶派或逊尼派ꎬ在其使命
方面( 经常) 都是全球性的ꎬ因此ꎬ它们在理论上就与超越领土边境的斗
争相联系ꎮ 大多数圣战主义武装团体的政治目标都并未超越夺取权力
以控制某一传统国家之领地ꎬ以及控制一个在文化或地理上基本上确定
的区域ꎮ 不出意外的是ꎬ伊斯兰教的好战分子在国家结构薄弱甚或全无
国家结构的国家有着强得多的掌控ꎬ或者是在那些很难建立起正当性的
国家( 索马里和也门) ꎮ 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非宗教性的极端意识形
态ꎬ除了其鼓动性的特点之外ꎬ还会提供对叛乱团体来说极为有用的道
德意义和组织力量ꎮ 但是ꎬ这种极端主义并没有真正得到民众的支持ꎬ
而这对于想要推翻政府当局的叛乱团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ꎮ 虽然在很
多冲突中宗教都是一个因素ꎬ但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它才是冲突的唯
一真正原因ꎮ 跟之前一样ꎬ我们离预期中的宗教战争还有很长一段距
离ꎮ
在 ２０ 世纪早期我们所存有的恐惧ꎬ其另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对环

境的威胁ꎮ 人口的迁徙被认为会导致新种类的冲突:例如ꎬ对稀缺资源
的竞争性需求ꎬ或是无法避免的“ 水战争” ꎮ〔３６〕 对环境的威胁千真万确
地存在ꎬ而且我们目前的认知似乎表明ꎬ这种威胁比 １０ 年或 ２０ 年前可
能预想到的还要严重ꎮ 与此同时ꎬ也没有实际的证据表明环境恶化的后
〔３５〕

Ｓｅｅꎬ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 Ｇｉｌｌｅｓ Ｋｅｐｅｌ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ｇｅ ｏｆ Ｇ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Ｐｏｌｉｔｙꎬ１９９４. Ｋｅｐｅｌ ｒｅｆｅｒｓ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
〔３６〕

水是冲突的 一 个 潜 在 的 原 因ꎬ 但 它 也 可 能 提 供 一 个 解 决 冲 突 的 机 会ꎮ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Ｍａｒａ Ｔｉｇｎｉｎｏꎬ“ Ｗａｔｅｒ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８７９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６４７ － 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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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会真的导致冲突———至少不是那种可能恶化为严重的武装战争的冲
突ꎮ 但还是要说ꎬ情况可能会迅速发生改变ꎮ
激情战争
但是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ꎬ它们带着民族团体之间
紧张状态的印记ꎬ由于各种原因ꎬ这些民族相互关系的基础是由仇恨所
激起的持续存在的敌意ꎬ而这种仇恨是来源于久远的或近期的冲突历
史ꎬ这种情形被定义为民族间的冲突ꎮ 只有在情绪和激情高涨之处ꎬ人
们才能看到这样的冲突ꎬ在其中仇恨和不满有时会凌驾于政治理智之
上ꎬ而与之相关的大国( 它们也很少能够控制该种形势) 则利用这种情
绪来达到政治目的ꎮ 冷战的结束和与之相伴的地缘政治消融导致了许
多这样的冲突ꎬ或没有能够阻止它们恶化成血腥的屠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和 ２１ 世纪初见证了在欧洲、在前南斯拉夫以及在非洲导致数百万人
死亡的血腥而残忍的战争ꎮ

这其中的一些冲突使得国际社会采取了特别的努力ꎬ尤其是因为其
极端性ꎬ以及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ꎬ由于其在地理上接近西欧ꎬ因此这些
冲突现在已经结束ꎬ或正在被解决ꎬ或者就大湖地区这一战争温床来说ꎬ
冲突正在减弱ꎮ 在最后所说的这一情形下ꎬ当前仍需有所保留ꎬ因为在
该地区ꎬ尤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遍布着反对中央政府的武装团
体———它们还经常是互相敌对的ꎮ 那些团体有能力在平民中制造惨剧ꎬ
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和经济好转的重大障碍ꎮ 从正式的角度
来讲ꎬ而且在 ２０１１ 年的“ 阿拉伯之春” 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发生之前ꎬ这
种冲突中最明显的就是直到卡扎菲死亡之前在利比亚发生的和在叙利
亚( 在本文发表时仍在继续) 的冲突ꎬ苏丹是唯一一个在 ２０１０ 年有新的
暴行爆发的国家ꎻ这种暴行所达到的程度ꎬ使得该国成为与索马里相提
并论的非洲最暴力的两个国家之一ꎮ 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在其 ２０１０

年的冲突分级中ꎬ将索马里和苏丹放在了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个小圈
子里ꎬ与之并列的还有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ꎬ以及更让人意外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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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ꎬ据说在该国ꎬ卡特尔战争在 ２０１０ 年已经造成了过万人死亡ꎮ〔３７〕

那些激情战争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极大数目的平民伤亡和人

道灾难ꎬ 其 规 模 之 大 自 “ 二 战” 以 来 就 从 未 见 过ꎮ〔３８〕 就 失 败 国 家 来
说———比如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说在卢旺达、苏丹、利比里亚和刚

果这几个非洲国家的冲突好了ꎬ它们首先是政治治理的无能( 和腐败) 、
独裁ꎬ甚或是邪恶的结果———通常是这三者都占全了———因此是结合了
政府的孱弱和政治或警察的暴力ꎮ〔３９〕 在全球政治地图方面ꎬ虽然民主
( 以及与之相伴的“ 善治” ) 在近几十年至少是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而且即使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联系
的因果链条———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处于糟糕的治理之下ꎬ且最
终其政权都是一定会失败的ꎬ这又会带来内部危机的风险以及争夺权力
或领土的武装派别的出现ꎮ 更让人不安的是过去 ５ 年的数据ꎬ根据“ 自
由之家” 进行的调查ꎬ全球自由是在削弱ꎬ这种情况似乎逐年恶化ꎬ而且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民主机构和机制的减少ꎮ〔４０〕
虽然如此ꎬ但在我们看到“ 阿拉伯之春” 的最终结果之前ꎬ在不远的
将来似乎并不大可能出现苏丹式或刚果式的危机ꎮ 但仍然应当保持警
觉:严重的危机可能会从小的、有些消退了的暴力温床中迅速蔓延开来ꎬ
比如ꎬ像尼日利亚ꎬ在该国民族间( 以及宗教) 的紧张态势正潜藏在表面
〔３７〕
〔３８〕

ＨＩＩＫꎬ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ꎬ参见前注 １３ꎮ

国际关系的研究遵循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ꎬ即一方面是由某种理想所驱动

的康德式愿景ꎬ另一方面是由霍布斯、休谟和洛克等英国思想家所启发的现实主义愿景ꎮ 其结
果是两种传统之间的根本对立ꎬ但这两种传统又都是对国家实体的相互关系进行理智比较的
结果ꎮ 直到最近ꎬ国际政治中情绪化和非理智的面向才被人加以研究ꎬ让雅克卢梭以其直
觉式的天才 首 先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面 向 的 危 险 性ꎮ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ꎬ ｓｅ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ｂｙ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ＭｏÏｓｉꎬ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ｒꎬ Ｈｕｍｉｌ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Ｈｏｐｅ Ａｒｅ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Ａｎｃｈｏ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０.
〔３９〕

在内战中ꎬ存在“ 间接” 战争和“ 直接” 战争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ꎬ在“ 间接” 战争

中暴行完全是由武装团体独自实施的ꎬ而在“ 直接” 战争中平民与某一武装团体相串通ꎮ Ｓｅｅ

Ｌａｉａ Ｂａｌｃｅｌｌｓ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ｙ Ｔｗｏ Ｍｅａｎｓ: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５５ꎬＮｏ. ３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９７ － ４２２.
〔４０〕

这是 ４０ 年 来 最 持 久 的 减 少ꎮ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１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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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蠢蠢欲动ꎬ或者像中亚ꎬ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ꎬ在那里
政治边界的不合常规掩盖了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民族边界ꎬ而
且是在政治操纵的背景下ꎮ〔４１〕
面对战争的无能为力
尽管存在“ 新战争” 的现象ꎬ但对冲突和其参与者的地缘政治评估
显示其相对于今日之变革来说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有所减弱ꎬ这是令人惊
讶的ꎬ尤其是考虑到在过去 ２０ 年里发生的那些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世界
和我们的社会的深刻变革ꎬ特别是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西方霸权的地理
政治重组ꎮ 以前的时代没有能够适当应对它们自己的变革ꎬ与这些时代
相比ꎬ从 ２０ 世纪的前半段开始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ꎬ从性情、言语和
行为上来说ꎬ其好战性毫无疑问远远不如以前的时代强烈ꎮ 但还是有两
件事情深刻地震撼着我们:一是战争的韧性ꎬ尽管在 １９４５ 年之后我们发
誓要竭尽所能来消除战争或至少减轻其影响或是将其控制住ꎬ这些战争
有时候会展现出其最残忍的一面ꎮ 二是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是面对战
争的不平等ꎻ世界上有被保护的地区ꎬ也有极度脆弱的地区ꎬ而那些幸运
的国家却无力提供任何真正的帮助ꎬ来保护那些最脆弱的国家免于这种
苦难ꎮ 正是这种无力感让我们的良知感到不安ꎬ这种良知由启蒙运动的
精神及其理智和进步这两个贡献所激发ꎮ
虽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些“ 新战争” ( 还) 没有真的推翻既存的秩

序ꎬ但我们也懊丧地注意到ꎬ很多长期持续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ꎬ而
且包括轻武器贸易在内的国际武器贸易正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ꎮ ２０１１

年ꎬ整个世界都被武装了ꎬ指标显示在未来的数年这种趋势都极不可能
得到扭转: 根据最新的 ＳＩＰＲＩ 数据ꎬ 相比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ꎬ 在 ２００６ ~

〔４１〕

如果在过去的两年中冲突已经发生的话ꎬ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就会更大ꎮ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ｅａｎｅ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ａｎｇｅｌｏ Ｄｉｍｉｃｏꎬ“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Ｖｏｌ. ４８ꎬＮｏ. ２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４５ －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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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期间武器( 常规武器) 的全球交易数量上升了 ２４％ ꎮ〔４２〕

因此ꎬ我们或许可以将 ２０１１ 年看成是一个关键年ꎬ它见证了一个

１０ 年的结束ꎬ这 １０ 年的特点就是面对着两个既繁重又真实的威胁———
跨国恐怖主义和核武器的扩散———而这 １０ 年最终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
的结果ꎬ或促成可能摧毁地理政治现状的武装团体的出现ꎮ 说到底ꎬ只
有恐怖 主 义 威 胁 所 造 成 的———虽 然 是 出 于 政 治 选 择 而 并 非 战 略 必
要———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可能带来类似于苏联撤出阿富汗
之后那样的情形ꎬ即在多个国家有圣战主义战斗人员的分布ꎮ 到目前
为止ꎬ还没有关于这一领域的著述ꎬ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历史可能会
重演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看到ꎬ在新战争的边缘ꎬ今天的很多国内冲突以及参
与其中的非国家武装团体都是以前未解决的或未得到很好解决的冲突
的后遗症ꎬ这些冲突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ꎬ而且还年复一年地继续着ꎬ因
为其特定的情况就是它可能发生在类似冲突早就已经结束的地方ꎮ 此
外ꎬ最近斯里兰卡击败猛虎组织的例子表明ꎬ做好准备绝不罢休ꎬ甚至不
惜进行血洗的政府很可能解决掉游击队武装ꎬ即使后者顽强且组织完
善ꎮ 但像哥伦比亚这样的民主国家ꎬ则无论如何也无法使用这样的手
段ꎬ不管收益如何ꎮ 虽然如此ꎬ我们的判断还是应当谨慎一些ꎬ因为新冲
突常常从未被妥善解决的冲突的灰烬中发展起来ꎬ在新因素的助力下ꎬ
这种新冲突可能会残酷而毫无预警地爆发ꎬ有时其规模会远远大于之
前ꎮ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的黄金年代过去之后ꎬ我们现在是否正在
见证另一个时代ꎬ即“ 跨国恐怖主义” 时代的结束呢? 顺便提一句ꎬ跟传
统的游击队武装力量比起来ꎬ跨国恐怖主义在军事行动层面又是否将会
减弱呢? 这是有可能的ꎬ考虑到跟每一个时代一样———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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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独立运动本身也造成了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冲突(１９４８ 年在近东或
是印度—巴基斯坦) ———２０ 世纪的最初 １０ 年也产生了它自己的在或大
或小的程度上武装起来的小规模圣战主义者团体ꎮ 正如基地组织在伊
斯兰马格里布一样ꎬ这些团体的生存将会很艰难ꎬ但它们仍然会作为一
个局部的或地区性的破坏力量存在一段时间ꎬ而对其活动地区内的政治
事件并不产生真正的影响ꎮ 不过ꎬ最近毛泽东主义或其他武装团体的兴
起———比如在印度或巴拉圭———可能会逆转这股潮流ꎬ使其回到受马克
思主义启发的意识形态上去ꎮ

再提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ꎬ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争已经造成了在该
国的某些部分有助于无政府状态的环境ꎬ〔４３〕 这些部分由既危险又难以
控制的武装团体控制着ꎻ同样ꎬ也很难预期它们如何能够迅速卸下武装
并将其成员融入一个仍然支离破碎的社会ꎮ 这种类型的冲突可能会以
意想不到而令人惊讶的方式在其他地方爆发ꎬ而目前又更不容易迅速地
避免、控制或解决之ꎬ因为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在过去 １５ 年甚至更长时
间里都一点也没有改变ꎬ无论其是非官方的( 主要大国的利益) 还是官
方的( 比如联合国机制以及其他地区性的集体安全组织) ꎮ 由于跨国犯
罪组织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倍增的现在市场上武器的数量ꎬ可能更进一步
地助力于支撑对立的派别ꎬ而它们有可能产生出这种类型的战争ꎬ理所
当然地ꎬ在这种战争中ꎬ包括针对平民在内的各种暴力和毁坏的程度都
不可避免地会相当之高ꎮ ２０１１ 年革命的例子显示ꎬ在断定未来这种冲
突可能爆发的地区时ꎬ我们应当极其谨慎和相当低调ꎮ 但是ꎬ由于太多
地关注像核武器扩散的相关危险那样明显的、几乎实际存在的危险ꎬ人
们忽略了更仔细地考察不引人注目的危险ꎬ这些危险潜伏以待、已准备
好爆发ꎬ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ꎮ 在蒙博托塞西塞科统治结束、扎伊
尔在衰落的时期ꎬ所有人ꎬ包括民众和各大使馆都很确定一件事情———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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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蒙博托时期很有可能会非常不安定甚至暴力ꎬ就像 １９６０ 年在糟糕的
谈判下取得独立之后那样ꎮ 但是ꎬ在华盛顿、巴黎或其他地方ꎬ唯一被采
取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推迟无法避免的结果ꎬ尽管明知这会带来人道主
义的灾难ꎬ正如伟大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有些嘲讽地强调的那
样ꎬ“ 也许国家最重要的道德特质就是它的伪善” ꎮ〔４４〕

在非洲之角的部分地区很普遍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给出了一种至少

是令人惊讶的场景ꎬ它包括在过去数年中人们以为已经绝迹的一种灾难
的高涨:大规模的海盗行为ꎬ这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被复制的可能性似
乎较小ꎮ 海盗行为似乎正在这个地区赢得一个坚实的据点ꎬ该地区的商
业( 和休闲) 航行有着很高的风险ꎬ甚至是彻底地不安全ꎮ〔４５〕 据国际海
洋局的统计ꎬ２０１０ 年仅仅在这一个地区就有 ９９８ 名海员被劫为人质ꎬ但
这一个地区却覆盖了相当大的一块区域ꎬ双倍于欧洲的面积ꎮ〔４６〕

这属于那种罕见的情况ꎬ即索马里这一个国家的内部动荡产生了超
越一国或多国边境的影响ꎮ 政府没有能力加强其对国家的控制ꎬ就像伊
斯兰武装团体也一样没有能力推翻已经被逼到墙角的政权ꎮ 跟在其他
地方一样ꎬ 在 这 里 武 装 团 体———在 这 儿 是 青 年 党 和 伊 斯 兰 党 武 装 分
子———之间的斗争促进了权力中心的弱化和暴力温床的培育ꎮ 我们需
要记住ꎬ在索马里ꎬ这些运动不仅攻击了中央当局( 联邦过渡政府) ꎬ还
攻击了非洲联盟的部队ꎻ它们还在其他国家也建立起来ꎬ尤其是在乌干
达ꎬ青年党声称对 ２０１０ 年发生在该国的一起恐怖袭击负责ꎮ 海盗行为
的发展是由这些武装分子所鼓动的ꎬ他们将海盗看成是从外国获得武器
和扩充人力的手段ꎮ 战争所造成的人口迁徙和从外界得到援助的困难
正在进一步加深ꎬ不言而喻地影响着该国的人道危机ꎮ
〔４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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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我们不能让索马里的情况掩盖这样一个事实ꎬ即世界范围内
所知的武装团体的大名单ꎬ主要是由政治上无足轻重、破坏能力有限的
弱小或基本上不存在的团体所组成的ꎮ 有一些武装团体依然存在ꎬ比如
像秘鲁的“ 光辉道路” ꎬ但早就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以及影响力ꎮ 与常
识所指示的相反ꎬ缺乏或者失去任何机会来实现其想要达到的或声称想
要达到的目标ꎬ并不会使武装团体放下武器ꎮ 因此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ꎬ
有些小团体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资源ꎬ几乎是因为习惯而存活很多年ꎬ最
后只剩下一个灰溜溜的网络界面ꎮ 对恐怖主义这一武器的使用在过去
１０ 年发展了起来ꎬ这与其说是由于很多运动没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攻
击常规武装部队ꎬ倒不如说是因为这种方式适应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那
起袭击震惊全球之后的时代要求ꎬ尤其是对于圣战主义运动来说ꎮ 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的运动倾向于在农村地区活动ꎬ这种运动的可能复兴可以
在未来的某天促成向传统游击战术的回归ꎬ这种游击战术更适合那些运
动的径路和历史背景ꎮ
少数民族的新时代
冷战时期的环境是国内冲突发生在第二梯队的国家( 从地理政治意
义上来说) ꎬ现在则是“ 新兴的” ( 或者更确切地说ꎬ是“ 复兴” 的) 洲际大
国ꎬ换言之ꎬ是未来新的超级大国受国内战争的影响最大ꎬ大部分是在寻
求自治或独立的地区ꎬ来自时常处于政治压迫或人口数量弱势地位的少
数民族ꎮ 当然了ꎬ中国和印度就是这种情况ꎮ 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漫长而
复杂的过往历史和重大的文化影响ꎬ其政权从自由主义式的独裁到民主
制度ꎮ 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迅速地认识到了“ 破碎的帝国” 在苏联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ꎬ〔４７〕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ꎬ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ꎬ
在那里尽管存在间歇性的暴力行为ꎬ但中央政权现在似乎基本上控制着
局势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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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自独立以来就面对着这种类型的暴力行为ꎬ但该国的民族多样
性和政治复杂性ꎬ更不要提其特殊的地理特性ꎬ都导致了比相邻的中国
要复杂得多的情形ꎮ〔４８〕 有许多相当大的叛乱运动ꎬ它们在该国的多个
区域———从克什米尔到与孟加拉国的边境———挑战当局者的权威ꎬ目前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运动打算放下武器ꎬ远远没有ꎮ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中央政府计划作出任何大的妥协ꎮ
目前的趋势是在城市地区尤为活跃的伊斯兰激进团体的扩散ꎬ与此
相反ꎬ在印度目前最危险的叛乱运动是受到毛泽东主义的启发ꎮ 那萨尔
运动( 其名字来自曾经发生过农民起义的那萨尔巴里村) 活跃在该国
６３６ 个区中的 ９０ 个区里ꎬ拥有 １５ꎬ０００ 至 ２０ꎬ０００ 名战斗员、同样数目的
武器ꎬ而且在该国中部或东北部主要是农村的地区有着牢固的支持者基
础ꎮ〔４９〕 虽然在 ２００９ 年政府部队和那萨尔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受害者
人数略少于 １０００ 名这一关键性的标准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它却超过了这个数
字ꎬ有记录的死亡人数接近 １２００ 人ꎮ 以恰尔肯德邦和查蒂斯加邦为根
据地ꎬ那萨尔正在成功地将其行动根据地扩展到其他地区ꎮ 虽然这一运
动的起源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但其发展起来却是最近的事情ꎬ在未
来的时间里ꎬ这一运动很有可能会给印度政府带来严峻的问题ꎬ尤其是
因为该运动的领导人所参与的ꎬ是一场由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所发动的
长期战争ꎬ这些领导人原原本本地运用着毛泽东的游击战原则ꎮ 情势的
严峻性并未躲过印度政府的注意ꎬ政府最近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队ꎬ其任
务是让天平向政府这边倾斜ꎮ 该部队将会应接不暇ꎬ但它一定能够运用

〔４８〕

有必要强调一下两种政治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ꎬ尤其是跟印度相比ꎬ中国政治文化

那种中央集权、世俗性和不容置疑的特性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对这些社会之演进的比较分
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 Ｐｒｅｈｕｍ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Ｆａｒｒａｒꎬ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ꎮ
〔４９〕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ｇｉｏｎｃａｌｄａꎬ “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ａ ’ 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ａｘａｌｉ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 ꎬ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Ｎｏ. １４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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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其关于“ 小战争” 的专著中所阐述的英国经
验ꎮ〔５０〕 那些战争的特殊性质是敌对的两个阵营都试图赢得农村人民的
支持ꎬ这种特性经常将平民置于战斗的中心ꎬ从而带来人道意义上不可
避免的后果ꎮ〔５１〕 为了避免掉入某种陷阱ꎬ印度政府最好仔细研究一下
哥伦比亚在过去 ４０ 年中的历史ꎮ

在过去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里ꎬ该地区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尼西亚也

在 ２００２ 年的巴厘袭击之后进行着活跃的反叛乱斗争ꎬ该袭击造成了

２００ 多人死亡以及同样数目的人受伤ꎮ 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了努
力ꎬ它还是 未 能 阻 止 一 个 新 的 圣 战 主 义 反 叛 团 体ꎬ 即 “ 跨 组 织 项 目”

( Ｌｉｎｔａｓ Ｔａｎｚｉｍ) 近期的兴起ꎮ〔５２〕 这一冲突被附加在了一个比它早得
多的冲突( 始自 １９４９ 年) 之上ꎬ 即 政 府 和 西 巴 布 亚 的 解 放 运 动 之 间
的冲突ꎮ

然而ꎬ到目前为止形势最不稳定的是巴基斯坦ꎬ不仅从地区角度来
说ꎬ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如此ꎮ 阿富汗的问题正在很大程度上蔓延到该
国的内部以及外部事务ꎮ 除此之外ꎬ除了该国拥有原子弹这个事实之
外ꎬ中央政府还与伊斯兰团体在一场已经持续了 １０ 年ꎬ而且在过去的 ４

年中更趋激烈的战争中相持ꎬ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近 ７０００ 名受难者ꎮ
虽然跟其他地方一样ꎬ政府不大可能因为武力的原因而落入那些团体之
手ꎬ但治安部队( 和这些团体之间) 冲突的暴力可能会进一步动摇这个
似乎永远在混乱边缘徘徊的国家ꎮ

〔５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Ｃａｌｌｗｅｌｌꎬ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Ｂｏｏｋ Ｊｕｎｇｌｅꎬ２００９. ２１ 世

纪头 １０ 年的一个特殊的发现或重新发现就是 Ｄａｖｉｄ Ｇａｌｕｌａ 的书ꎬ在这本书里他用上了他自己

在法国军队里的经 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Ｐｒａｅｇｅｒꎬ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ꎬ ＣＴꎬ

１９６４ꎮ

〔５１〕

深度的研究显示ꎬ后冷战时期针对平民的暴力随着高低相继的循环有了爆炸性的增

长ꎮ Ｓｅｅ Ｋｒｉｓｔｉｎｅ 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Ｈｕｌｔｍａｎꎬ“ 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Ｗａｒ”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Ｖｏｌ. ４４ꎬＮｏ. ２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２３３ － ２４６.
〔５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ｉｈａｄｉ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Ａｃｅｆ” ꎬｉｎ Ａｓ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Ｎｏ. １８９ꎬ

武装团体和国内冲突: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３９

结论
总之ꎬ近些年的显著趋势导致了毫不犹豫地使用恐怖主义这一武器
的小型伊斯兰好战团体在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国家兴起ꎬ在
此之后ꎬ现在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更传统的游击战运动的重生ꎬ它们的行
动要密集得多ꎬ其人道方面的最终后果也将比间歇性的袭击要严重得
多ꎬ后者的后果即使引人注意并令人厌恶ꎬ其所造成的伤亡却要少得多ꎮ
既然每一个时代都会在过去时代的冲突上再加上一系列暴力程度各不
相同的冲突ꎬ那么我们很有可能正要开始一个许多武装冲突的新时代ꎮ
又一次地ꎬ最好是严肃地考虑一下能够阻止或至少控制那些未来冲突的
机制ꎬ那些冲突极有可能引发新一波的人道灾难ꎮ 一如继往ꎬ日益增长
的经济不平等ꎬ特别是还有世界各地很多少数民族艰难的命运ꎬ这些处
于问题的中心ꎮ 像欧洲这样的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这个星球
上首要的冲突地区ꎬ虽然这一地区似乎已经进入了某种持久的和平ꎬ但
在其他地方战争的未来并没有得到控制ꎬ同样的还有渴求战争的武装团
体ꎬ以及热切地想要为这些团体———及其对手———提供作战工具的企业
家和武器商ꎮ 对于在武力的使用上不再拥有“ 垄断” 地位( 甚或正当性)

的国家来说ꎬ技术上的应对是某种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圣杯ꎬ而这作为
一种对新威胁的反应还是远远不够的ꎬ虽然在图像和武器精确度( 尤其
是多亏了无人驾驶飞机〔５３〕 ) 方面ꎬ有些先进武器构成了极大的优势ꎮ 但
是ꎬ政府所固有的政治战略弱点———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ꎬ与其军队、即
使是最先进的军队的战术弱点( 比如军队直升机的弱点〔５４〕 ) 相联系———
〔５３〕

对于无人驾驶飞机的影响ꎬ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的影响ꎬ有关报道都很谨慎ꎮ Ｓｅｅ“ Ｌ’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ｕ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 ａ ｐａｓ ｄ’ ｅｆｆｅｔｓ ｓｕｒ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ꎬｉｎ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ｏｎ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ｔ / ｄｒｏｎｅｓ＃２０１１(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４〕

比如ꎬ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全速行进的美国契努克直升机被炸毁ꎬ造成 ３８ 人死亡ꎬ其中

大部分为海豹突击队员ꎬ这是自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以来最致命的一起事件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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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力阻碍 ２０ 世纪的游击队员ꎬ他们仍在获得很大的政治和领土区
域ꎬ使其能够在世界各地实施控制并对这个世界实施控制ꎮ 担心创造一
个先例而打开新的潘多拉盒子也减弱了军队对最先进工具的热情:所以
在 ２０１１ 年春华盛顿才决定不对卡扎菲上校使用网络战的技术ꎮ〔５５〕

仅仅两百年前ꎬ伟大的拿破仑已经让欧洲臣服于他脚下ꎬ却发现自

己在一小撮西班牙游击队员面前陷入了彻底的无助ꎮ 拿破仑式的传统
战争模式有着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场所———长期的战争ꎬ最后以引致和
约的一场大战役结束———虽然这种战争模式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成为过
去ꎬ虽然恐怖主义威胁和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似乎在控制范围之内ꎬ但新
形式的、遵循全新策略的游击战却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成为最常
见的武装冲突种类ꎬ从而强化目前的趋势ꎮ 而且ꎬ无论游击战的形式和
表象如何ꎬ其内在动力都系统性地依赖于一个根本的轴心ꎬ它构成了冲
突的首要关切ꎬ而最终也成为冲突的人质ꎬ这个轴心即人民ꎮ

〔５５〕

Ｓｅｅ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 Ｓｈａｎｋｅｒꎬ“ Ｕ. Ｓ.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 ｔｏ Ｗｅａｋｅｎ

Ｌｉｂｙａ” 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Ａ１.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
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奥利维耶班赫特∗著 / 廖凡∗∗译

摘要
无论武装团体还是国家ꎬ是否尊重国际人道法都远非自然而然的决
定ꎮ 因此ꎬ如果我们了解武装团体所提出的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
由ꎬ并在主张尊重国际人道法时考虑到这些理由ꎬ就能够鼓励和增进对
于国际人道法的尊重ꎮ 对武装团体而言ꎬ在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中有
两个尤为重要ꎬ即自我形象和军事优势ꎮ 而在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
中有三个最为突出ꎬ即团体目标、军事优势以及国际人道法对于该团体
意味着什么ꎮ
非洲某地的一个下午ꎬ我正在与一个武装团体的前高级领导人交
谈ꎮ 我们在讨论他以前的同志们征募未成年人作为战斗员的事ꎬ身为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我对此显然有着人道关切ꎮ 我表达了我的不解:
他和我都知道儿童出现在战斗单位中会给领导人带来严重的指挥问题

∗ 奥利维耶班赫特(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 博士先后在洛桑大学和日内瓦大学获得神学硕士

和博士学位ꎬ近期加入日内瓦“ 小型武器调查” 研究项目ꎬ担任资深研究员ꎮ 在此之前ꎬ他从

２００１ 年起供职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并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武装团体
之间对话的顾问ꎬ在此职务上会见了世界各地大约 ６０ 个武装团体的成员和前成员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ꎬ北京大学国际法学博士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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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军事劣势ꎮ〔 １ 〕 他对此表示同意ꎬ但补充道:“ 代表先生ꎬ您知道
我国有句俗话ꎬ众人拾柴火焰高ꎮ” 言下之意显而易见ꎮ 叛乱者是基于理
性的选择而继续征募未成年人的ꎮ 在他们看来ꎬ拥有更多战斗员这一优
势足以抵消将儿童用做士兵这一劣势ꎮ〔 ２ 〕
谈话继续进行ꎬ但这段短暂的意见交换揭示出一个很少有人意识到
的现实ꎮ 武装团体不仅同外部人讨论国际人道法规则ꎬ〔 ３ 〕 还在团体内
部进行讨论ꎬ特别是在领导层中间ꎮ 他们对应当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
诸多理由加以权衡ꎬ这种权衡有时慎重有时草率ꎮ 在这些每天都必须遵
守国际人道法的人眼中ꎬ国际人道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项ꎮ 为了让他
们尊重或者更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ꎬ我们必须了解哪些因素会对其选择
产生影响ꎮ〔 ４ 〕 否则ꎬ他们很可能会对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主张听而
不闻ꎮ
本文旨在概览导致守法或违法行为的基本理由ꎬ以便学者、人道工
作者和武装团体自身能够更好地把握相关问题ꎮ 本章得益于笔者同四
大洲近 ６０ 个武装团体的成员或前成员进行的讨论以及这些团体所发布
的 １００ 余 份 文 件ꎬ 特 别 是 行 为 守 则ꎮ 日 内 瓦 国 际 人 道 法 与 人 权 学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主办的“ 武装非国家行为人与国际标准” 研讨会也使本文
受益匪浅ꎬ当时笔者基于本文非常初步的草稿主持了关于尊重国际人道
〔１〕

致力于制止征募儿童行为的人往往会忽视这一点ꎮ 尽管儿童更容易被洗脑并且更

〔２〕

参见笔者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的访谈内容ꎮ 为受访人自身安全着想ꎬ为本文写作提供信息

〔３〕

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作为非国际武装冲突一方的武装抵抗团体( 反叛者、叛乱者

容易觉察到危险ꎬ但却缺乏纪律性和识别力这两项战斗期间的必备素质ꎮ
的人大部分保持匿名ꎮ

等) 和亲政府团体( 准军事团体、民兵自卫队等) ꎮ 国际人道法通过条约法或习惯法适用于此种
冲突ꎮ 国际人道法的目标是在考虑到军事必要性的同时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ꎮ 有些团体虽然
没有将这些规范同任何特定公约联系在一起ꎬ但在实际上尊重这些规范ꎬ从而能够实现国际人
道法的目标ꎮ

〔 ４ 〕 “ ‘ 应当强调那些激励武装团体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因素’ ꎬ包括敌对当事方互惠守法
∙∙∙∙∙∙∙∙∙∙∙∙∙∙∙∙∙∙∙∙∙∙
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一点” ꎬ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２９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 ＵＮ Ｄｏｃ. Ｓ / ２００９ / ２７７ꎬ ｐａｒａ. ４１ ( 着 重 号 为 笔 者 所 加) ꎮ 这 也 是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在 其 佳 作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ｒ ( Ｈｕｒｓｔ ａｎｄ Ｃｏ. 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７) 中的结论ꎮ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４３

法的理由这一单元的讨论ꎮ
过去 １０ 年间ꎬ关于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标准的讨论在武装

团体之中日渐普遍ꎮ 很多情况下ꎬ讨论不是集中于国际人道法及其适用
性ꎬ而是集中于诸如“ 保护平民” 等概念ꎬ从而默示地承认了其重要性ꎬ
而不论其最终的依据何在ꎮ〔 ５ 〕 因此ꎬ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
尔要求他的战士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
基础设施ꎮ〔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塔利班还要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来
查明攻击阿富汗平民的行为ꎮ〔 ７ 〕 在其他很多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本身
被援引为公开承诺的理由及 / 或指南ꎮ 例如ꎬ在 “ 公正与平等运动” 和
“ 苏丹解放运动———联合”２００８ 年作出的承诺中ꎬ保护平民就是一个关
键问题:

我们将依据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准则尽全力保护平民居民ꎮ 我
们将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制定措施ꎬ确保对达尔富尔儿童的保
护ꎮ 我们也拥护行动自由原则ꎮ〔 ８ 〕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公关伎俩ꎮ 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一些
〔５〕

对于丧失战斗力的人员特别是战俘的保护则讨论较少ꎮ 这也许是因为对平民的保

〔６〕

Ｍｕ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ｓ Ｅｉｄ ａｌ￣Ｆｉｔ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ꎬ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护在国际对话中所占比例也要高得多ꎮ

ｈｔｔｐ: /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ｃｒａｔｉｃｕｓ.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０８ / ｍｕｌｌａｈ￣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ｏｍａｒｓ￣ｅｉｄ￣ａｌ￣ｆｉ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
ｆｏｒ － ２０１０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７〕

一些观察者对这份文本的真实性感到怀疑ꎮ 该文本曾发布在塔利班的网站上ꎬ但现

已无 法 访 问ꎮ ( ｈｔｔｐ: / / ａｌｅｍａｒａｈ￣ｉｅａ.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１１８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ｚａｂｉｈｕｌｌａｈ￣ｍｕｊａｈｉｄ￣ｔｈｅ￣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ｅｍｉｒａｔｅ￣ｏｆ￣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ｂｏｕｔ￣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ｃａｓｕａｌ＆ｃａｔｉｄ ＝ 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Ｉｔｅｍｉｄ ＝ 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ｉｔ ｗ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Ｊｏｎ
Ｂｏｏｎｅꎬ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０ / ａｕｇ / １６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ｅａｔｈｓ￣ｎａｔｏ￣ｕｎ(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关于对塔利班在声明中用“ 战争犯罪” 这样
的用语来描述平民伤亡和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的行为这一做法的批判性评价ꎬｓｅｅ Ｋａｔｅ Ｃｌａｒｋ’

ｓ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Ｔａｌｅｂ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２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 ｉｄ ＝ １７３３ꎬ ａｎｄ “ Ｔｈｅ
Ｌａｈｙａ: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ｂａｎ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 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ａ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１０７０４＿ＣＫｌａｒｋ＿Ｔｈｅ＿Ｌａｙｈａ. ｐｄｆ( ｂｏｔｈ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８〕

“公正与平等运动” 和“ 苏丹解放运动———联合” 是达尔富尔的两个敌对团体ꎮ 全文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ｄ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１１０７０８. ｐｄｆ( 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ꎮ

４４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团体的确是只将国际人道法用作冲突期间的武器ꎬ打所谓的“ 法律战” ꎬ
另一些团体则无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其要求对手遵守的标准ꎮ〔 ９ 〕

然而ꎬ只是基于几个恶劣的真实事件就推定罪恶普遍存在ꎬ这就有
“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之嫌了ꎮ 事实上ꎬ有些诚心想遵守国际人道法规
则的武装团体是有许多充分理由的ꎬ因此ꎬ在所有情况下都进行有罪推
定不利于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ꎬ也不利于那些受人道法规范保护的人ꎮ
武装团体正在讨论国际人道法ꎬ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ꎮ 这些团
体对于国际人道法的更多尊重将大大改变那些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境
遇ꎬ而围绕这一主题的内部争论也提供了绝对不容忽视的种种视角ꎮ 不
过ꎬ我们仍然需要了解这些争论是如何进行的ꎬ这正是笔者在本文中想
要说明的问题ꎮ 本文将首先讨论被援引的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ꎬ然后
讨论被援引的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ꎮ
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决定
无论是武装团体还是国家ꎬ是否遵守法律都绝不是一个可以不假思
索就轻易作出的决定ꎮ 为了确信这一点ꎬ我们只需要看几个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的报告即可ꎬ这些报告提供了现有最好的统计资料ꎮ〔１０〕 各类情
形不一而足:有时候大部分违法行为归咎于叛乱团体ꎬ〔１１〕 有时候主要责

〔９〕
〔１０〕

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虽然批准了国际人道法文件但却没有改变其战地行径的国家ꎮ
其他统计资料大多被怀疑存在缺陷ꎬ原因如下:首先ꎬ它们可能是在冲突中利益攸关

的当事方的工作成果ꎬ因此无论其工作的实际质量如何ꎬ都始终存在报告有所偏见的风险ꎬ尤
其是在实际冲突期间更是如此ꎮ 其次ꎬ冲突期间所作出的报告大多不完整ꎬ因为无法进入该国
的某些地区ꎬ或者是受害人拒绝交谈ꎮ 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有可能犯错ꎬ但却为报告违法
行为提供了可能限度内的最好条件ꎬ包括原当事方给予支持、容易进入地点和会见人员ꎬ以及
致力于实现和解而不是平反冤情ꎮ
〔１１〕

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该国实施的 ６０. ５％ 的违法行为归咎于革命联合阵

线ꎮ Ｓｅ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ｕｔｈ: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Ｖｏｌ. ２ꎬｐａｒａ.

１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ｅｒｒａ￣ｌｅｏｎｅ. ｏｒｇ / Ｏｔｈ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ＲＣＶｏｌｕｍｅ２.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４５

任在政府ꎬ〔１２〕 而大量存在的则是更为平均的中间情形ꎮ〔１３〕 在两个特殊
案例中ꎬ同一时期活跃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武装团体在尊重国际人道法方
面的做法截然不同:在塞拉利昂ꎬ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的违法行为仅为
革命联合阵线的 １ / ６ꎻ〔１４〕 在秘鲁ꎬ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违法行为
仅为光辉道路运动的 １ / ３６ꎮ〔１５〕

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并不取决于当事一方的性质ꎬ而是取决于它所

作出的决定ꎮ 因此ꎬ本文将分析促使武装团体决定是全面还是部分遵守
国际人道法的主要理由ꎮ〔１６〕 这个问题是不是多余的呢? 像所有交战方
一样ꎬ武装团体受国际人道法约束ꎮ 既然如此ꎬ它们除了接受国际人道

ｏｆ

〔１２〕

在危地马拉ꎬ历史真相委员会将 ９３％ 的违法行为归咎于政府ꎮ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Ｍｅｍｏｒｙ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ｐ. ８２ꎬｈｔｔｐ: / / ｓｈｒ. ａａａｓ. ｏｒｇ /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 ｃｅｈ /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ｏｃ.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在萨尔瓦多ꎬ委员会仅将 ５％ 的违法行为归咎于“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

阵线” ꎬ而“ 政府人员、与政府联盟的准军事团体以及杀人小队” 的责任则占到将近 ８５％ ꎮ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ＡｎｎｅｘꎬＦｒｏｍ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ｔｏ Ｈｏｐｅ:Ｔｈｅ １２ － ｙｅａｒ Ｗａｒ ｉｎ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ꎬ ＵＮ Ｄｏｃ. Ｓ / ２５５００ꎬ１９９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ｒｅｃｈｏｓ. ｏｒｇ /

ｎｉｚｋｏｒ /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ｔｒｕｔｈ.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在东帝汶ꎬ接受、真相与和解

委员会将 ５７. ６％ 的“ 致命违法行为” 归咎于印尼军队和警察ꎬ３２. ３％ 归咎于其地方后备队伍ꎮ
Ｃｈｅｇａꎬ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 ＣＡＶＲ) ꎬＰａｒｔ ６: ‘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ꎬ１９７４ ｔｏ １９９９ ’ ꎬ ｐ. 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ｖｒ￣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ｏｒｇ / ｃｈｅｇａ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ｎｇ / ０６ －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但该委员会指出ꎬ许多违法行为是由若干不同团体共同实施的ꎮ 从其
统计资料可以推断ꎬ该委员会认为 ７０％ 左右的违法行为直接或间接归咎于政府部队ꎮ
〔１３〕

在秘鲁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结论是 ５４％ 的违法行为归咎于光辉道路运动ꎬ３５％ 左

右归咎于政府人员ꎮ Ｉｎｆｏｒｍｅ Ｆｉ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ꎬ ｃｈ. ３ꎬ ｐｐ. １８１ － １８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ｅｒｄａｄ. ｏｒｇ. ｐｅ /
ｉｆｉｎａｌ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４〕

根据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 员 会 的 报 告 ( 前 引 １１ꎬ 第 １０８ 页) ꎬ 前 者 所 占 比 例 为

〔１５〕

根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结论( 前引 １３ꎬ第 ３４ 页) ꎬ前者所占比例为 １. ５％ ꎬ后者则

〔１６〕

它们为此可以采取的措施可见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ꎬ“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９. ８％ ꎮ

为 ５４％ ꎮ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ＨＬ ” ꎬ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Ｓａｎ Ｒｅｍｏ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ｏ ＡｎｇｅｌｉꎬＭｉｌａｎ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８７ －

２１２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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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能怎样呢?〔１７〕 如此看待这个问题往好了说也是幼稚ꎮ 即便是批准
了国际人道法条约的国家也不一定总是遵守它们ꎬ因此ꎬ为何叛乱者应
有所不同呢?
我们将只分析这些团体自身所援引的尊重或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
理由ꎬ而不涉及其他、有时可能是决定性的原因ꎮ〔１８〕 其他原因常常是组
织性的ꎬ特别是与指挥和控制有关ꎮ 一些武装团体缺乏强有力的结构ꎬ
无法强制执行其希望战士采取的行为模式ꎮ 不要忘记ꎬ放任自流的做法
可能是环境所定ꎬ尽管这样的决定通常和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决定一
样ꎬ源自深思熟虑的计划ꎮ〔１９〕 正如证人 ＤＡＧ － ０８０ 在塞拉利昂问题特
别法庭上所言ꎬ“ 不管对罪行的侦查和报告如何有效ꎬ如果( 审阅报告
的) 最高领导人选择视而不见ꎬ那么犯罪就将继续不受惩罚” ꎮ〔２０〕

尽管如此ꎬ为了劝说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ꎬ了解武装团体

尊重或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理由仍然至关重要ꎮ 如果缺乏这种了
解ꎬ武装团体可能会对人道工作者、法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各种主张充
耳不闻ꎮ 仅仅存在一个法律体系并不足以保证其得到适用ꎬ寄希望于武
装团体仅仅因为国际法的存在就心悦诚服未免太过天真ꎮ 相反ꎬ其他因
素似乎更为重要ꎮ 正如迈克尔弗特所指出的:
法律适用机制的成功程度不尽相同ꎮ 即使这些机制中的一种
或另一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ꎬ我们也必须承认ꎬ如果没有其他( 非法
〔１７〕

国际人道法对于武装团体的适用性并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ꎬ达成这一结果的法

律解释 也 并 不 总 是 透 明 的ꎮ Ｒｏｂｉｎ Ｇｅｉｓｓ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ꎬｉｎ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９３ － １０１.
〔１８〕

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其他原因包括无效的控制机制、政策选择( 例如允许战士从居

〔１９〕

Ｊｅｒｅｍｙ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以莫桑比 克 全 国 抵 抗 运 动 为 例 说 明 了 这 一 点ꎬ 具 体 见 于: Ｉｎｓｉｄｅ

〔２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Ｉｓｓ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ｅｓａｙꎬ Ｍｏｒｒｉｓ Ｋａｌｌｏｎ ａｎｄ

民手里征用想要的任何东西) 、武器选择以及虚弱的制裁机制等ꎮ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７ꎮ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Ｇｂａｏ ( ｔｈｅ ＲＵＦ ａｃｃｕｓｅｄ)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 ０４ － １５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

ｐａｒａ.

７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

－

ｓｌ.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ｖｓＳｅｓａｙＫａｌｌｏｎａｎｄＧｂａｏＲＵＦＣａｓｅ / 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ａｂｉｄ / ２１５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ｏｒｇ / ＣＡＳＥＳ /

ａｓｐｘ ( ｌａｓｔ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４７

律) 因素使游击队意识到遵守某些人道限制的必要性ꎬ那么它们所
起的作用甚至将更加有限ꎮ 相比国际人道法文件所规定的经典程
∙∙∙∙∙∙∙∙∙∙∙∙∙∙∙∙
序ꎬ非法律或准法律因素更有助于实现人道规则和原则的适用ꎮ 这
∙ ∙∙∙∙∙∙∙∙∙∙∙∙∙∙∙∙∙∙∙∙∙∙∙∙∙
就是人道法在游击战争中的现实ꎮ〔２１〕
为何决定尊重国际人道法?
“ 因为我们的身份ꎬ以及我们希望被如何看待”
自我形象是促成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ꎮ 认为武
装团体的全体成员都是实际或潜在的罪犯ꎬ这种看法不仅错误ꎬ还会起
反作用ꎮ 对于那些因如何看待自己而愿意尊重某些规则的人而言ꎬ不借
助自我形象无异于实质性地削弱了推广国际人道法的一切努力ꎮ〔２２〕
我们的目标
大多数武装团体认为它们的目标———它们为之战斗的理由———对

他们的国家、族群及( 或) 全体居民有益ꎮ 因此ꎬ将保护这些居民纳入其
目标之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ꎮ 尽管武装团体并不总是———或没有
立即———作出此种联系ꎬ但对它们而言ꎬ国际人道法的目标同许多武装
团体的目标相一致是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ꎮ〔２３〕
〔２１〕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ｅｕｔｈｅｙꎬ Ｇｕéｒｉｌｌａ ｅｔ ｄｒｏｉ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３３８ － ３３９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在 Ｖｅｕｔｈｅｙ 看来ꎬ支持尊重人道法的因素ꎬ包括互惠、公众意见、军事效力、经
济、回归和平以及伦理道德( 同上ꎬ第 ３３９、３７３ 页) ꎮ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ａｃｋ 强调除法律或准法律文件
外ꎬ还有必要就支持尊重国际人道法进行“ 战略论证” ꎬ但开列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清单:军事效

力及纪律、相互尊重及共同利益、名誉、核心价值、长远利益、刑事追诉的风险ꎬ以及经济考虑ꎮ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ａｃｋ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３０ － ３１.
〔２２〕

荣誉的概念是自我形象发挥作用的例子之一ꎮ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ｇｎａｔｉｅｆｆꎬ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ｓ

〔２３〕

在战术层面ꎬ有时可以观察到武装团体为了在其战士之中获得更为清白的记录而有

Ｈｏｎｏｒ: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Ｉｎｃ.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７.

愿望参加和平进程ꎮ 这种愿望可能会转化为旨在增强对于国际人道法之尊重的措施ꎬ也可能
会促使武装团体清除那些其过往的暴力行为被团体认为已经构成麻烦的人员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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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呼吁组织« 关于承认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规范及在地雷
行动中进行合作的承诺书» 的第二次缔约国会议上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副秘书长安妮伊托博士阐明了这一点ꎮ〔２４〕 她认为ꎬ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在斗争过程中的某个时点意识到ꎬ它无法一方面声称代表南苏丹人民
而战ꎬ另一方面却不做任何事情来保护他们( 包括保护他们免受该运动
自己军队的侵害) ꎮ 她进而指出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为此公开承诺尊重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ꎬ并采取措施兑现这一承诺ꎮ

２００８ 年ꎬ已经成为乌干达总统的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前领导人在

回忆其本人的实践时写道ꎬ游击队领导人必须避免采取道德败坏的行
动:
你绝对不能做错任何事情ꎮ 因此当你挑选目标时ꎬ你必须慎之
又慎ꎮ 首先ꎬ你绝对不能攻击非战斗员ꎮ 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你绝对不会听到过穆塞韦尼攻击非战斗员ꎬ或者曼德拉对在酒吧里
喝酒的人实施爆炸ꎮ 你为什么要打扰在酒吧里喝酒的人呢? 酒吧
里的人又不是政治人物ꎬ他们只是寻开心的人ꎬ为什么要把他们作
为目标呢? 将酒吧里的人作为攻击目标就是道德败坏ꎮ ( 劫持) 飞
∙∙∙∙∙∙∙∙∙∙∙∙∙∙∙∙∙∙
机是垃圾行为ꎮ 警察局和上班的警察( 是目标) ꎬ下班的( 警察) 不
是ꎬ他们不是ꎮ 目标必须有武装ꎬ可能是柔弱的但必须有武装ꎮ〔２５〕
信念
团体及其成员的信念为其追求目标的过程确定方向ꎮ 这些信念可
能起源于传统、道德、文化、政治及 / 或宗教ꎬ并且会随不同的团体或单位
而有所不同ꎬ但绝对是指挥官不容忽视的因素ꎮ 如果指挥官想让下属听

〔２４〕
〔２５〕

伊托博士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日内瓦的演讲ꎬ笔者到场参加ꎮ

Ｙｏｗｅｒｉ Ｋａｇｕｔａ Ｍｕｓｅｖｅｎｉꎬ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Ｗａｒ: Ｕｇａｎｄａ ” ꎬ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 ７(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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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从命令ꎬ他所做的事就必须是下属所能接受的ꎮ〔２６〕
声称为“ 人民” 利益而战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常常有行为守则ꎬ禁止
实施很多行为ꎬ比如任何形式的劫掠行为、虐待平民和战俘ꎬ以及对妇女
施暴ꎮ〔２７〕 它们用一套政治教育制度来补充这些文件ꎬ以奋斗目标为背
景向官员和战斗员解释这些规则ꎮ〔２８〕 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团
体也可能受自身信念驱使而尊重国际人道法或其部分原则ꎬ无论这些信
念属于人道、宗教还是意识形态的性质ꎮ 这正是胡塞叛军领导人阿卜杜
勒马利克胡塞在致人权观察的信中对于他的运动为何要着意保护
平民和重视人的尊严所给出的解释:
我们非常注重平民的待遇ꎮ 我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ꎬ保护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道法所提及的他们的权利ꎮ 我们发现这些原
则同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之间没有任何冲突ꎮ〔２９〕
有助于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之信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认战

〔２６〕

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是复杂的ꎬ并且如下所见ꎬ可能会对尊重国际人道

法产生不利影响ꎮ 当若干被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 例如在纪律和复仇欲之间) ꎬ上级
的命令将是至关重要的ꎮ
〔２７〕
〔２８〕

也有例外ꎬ如光辉道路ꎮ
毛泽东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是这样在中国、尼泊尔、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使用

的ꎮ 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照抄了这些规则ꎬ但没有接受其意识形态基础ꎬ也没有进行相关教
育ꎬ结果并未收到任何实效ꎮ 这说明武装团体仅靠照抄其他团体发布的良好文件并不足以改
进其实践ꎮ 该文本有若干版本ꎬ我们在此依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１９４７ 年发布的标准版
本ꎬ参见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ｄｅｎｇｘｐ / ｖｏｌ２ / ｎｏｔｅ / Ｂ００６０.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ꎮ 关于中 国 内 战 中 忠 诚 与 规 则 之 间 的 相 互 依 赖ꎬ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ｏｎｙ Ｂａｌａｓｅｖｉｃｉｕｓꎬ
“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Ｗａｒ” ꎬｉｎ Ｅｍｉｌｙ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ｄ. ) ꎬ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Ｗａ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ꎬＤｕｎｄｕｒｎ ＰｒｅｓｓꎬＴｏｒｏｎｔｏ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６ － ２８ꎮ
〔２９〕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２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Ａｌｌ Ｑｕｉ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 Ｕ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Ｈｕｔｈｉ Ｒｅｂｅｌ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ｐ. ３４. 全 文 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ａｒｍｉｅｓ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０４ / ｈｏｕｔｈｉ￣ｒｅｂｅｌｓ￣ｐｌｅｄｇｅ￣
ｔｏ￣ｃｏｍｐ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

但译文( 译自阿拉伯文) 不如人权观察的版本清楚ꎮ 在同一网站上还有关于被该运动监禁的人
的类似文本ꎮ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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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其潜在受害者拥有共同的人性ꎮ〔３０〕 当然ꎬ如果双方属于同一族群
这种承认会更加容易ꎬ缅甸的许多武装团体就是如此ꎮ
公关考虑
避免违反国际人道法可以帮助传递积极的团体形象ꎮ〔３１〕 如果冲突
的首要目标和动力是政治性的ꎬ〔３２〕 那么通过声称自己是“ 好人” 而———
作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敌人是“ 坏人” 来争取“ 得分” 的考虑就并
非无足轻重ꎮ 传递值得尊重且有能力信守承诺的团体形象可以向国际
社会发出关于该团体想要成为何种政府或伙伴的积极信号ꎮ〔３３〕
良好的国内和国际形象虽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ꎬ但的确能提供更多
的战略选项ꎮ 以暴力行为著称的团体通常弃绝了依靠外部的政治和公
众支持获得胜利的可能性ꎬ而执着于获得军事胜利或者至少是让自己不
在谈判中靠边站ꎮ 它还会把自己置于国内公众舆论反对的风险之中ꎬ让
对手获得更多支持ꎮ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不情愿地经历了这一切ꎮ １９９８ 年和 １９９９ 年ꎬ

该团体组织了数次———包括劫持人质在内的———轰动一时的行动ꎬ部分

原因是为了吸引政府的注意( 政府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哥伦比亚革
命武装力量上) ꎮ 这么“ 一大网鱼” 确实影响巨大并引起了广泛关注ꎬ包
括凸显出政 府 军 对 于 预 防 此 类 行 动 或 解 救 俘 虏 的 无 能ꎮ 但 继 １８ 公

〔３０〕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Ｍａｎｃｉｎｉ￣Ｇｒｉｆｆｏｌｉ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ｔｉ￣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ｔ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７ꎬｐ. ２５.
〔３１〕

否认发生了违法行为或者将其归咎于敌人也可以是公关战略的一部分ꎬ但其运行特

〔３２〕

在这一层面ꎬ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对于国内冲突仍然是有意义的:“ 战争只是政

点与我们在此谈论的截然不同ꎮ
策的 延 续ꎮ” Ｋａｒｌ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ꎬ Ｏｎ Ｗａｒꎬ Ｂｏｏｋ １ꎬ ｃｈ. １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ｓｏｕｒｃｅ.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Ｏｎ＿Ｗａｒ / Ｂｏｏｋ＿Ｉ＃Ｗａｒ＿ｉｓ＿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ｂｙ＿ｏｔｈｅｒ＿ｍｅａｎｓ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３〕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团体在谈判或和平协定临近时会采取不同的方法ꎬ莫桑比克

全国抵抗运动尤其如此ꎮ Ｓｅｅ Ｊ.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１８６.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５１

里〔３４〕 处大规模绑架之后ꎬ民族解放军对局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对民族解放军完全是个灾难ꎬ整个国家都因此受到损害
哥伦比亚社会饱尝绑架之苦ꎬ我们的运动发现自己面临来自国内和
国际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民族解放军意识到了绑架的政治力
量ꎬ这力量难以承受ꎮ〔３５〕
对于大多数武装团体来说ꎬ他人的看法相比自我形象而言仍属次要
考虑ꎮ 例如ꎬ不在联合国秘书长点名批评的使用儿童兵的当事方名单上
或者从名单上被移除ꎬ只能带来微小的优势ꎮ〔３６〕 这不是冲突的关键所
在ꎬ但任何领域都不应被忽视ꎬ“ 道德高地” 可能会有所助益ꎮ〔３７〕
“ 这对我们有利”
除了“ 看法” 之外ꎬ军事利益是另一个关键驱动力ꎮ 同很多所谓传
统智慧相反ꎬ最恶劣的功利主义方法———只要对事业有利ꎬ一切暴力行
为都可以接受———并不反映大多数武装团体的立场ꎮ 尊重国际人道法
在军事功效方面远不是只起消极作用ꎮ

事实上ꎬ武装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确信无疑地声称战斗员有效尊重
国际人道法对于他们具有重要意义ꎬ并以实例加以支持ꎮ 他们主要从五
个方面进行说明:己方战士的士气、人民的支持、有效利用军事资源、削
弱敌人ꎬ以及对长期胜利的影响ꎮ 在他们看来ꎬ可以通过表明对国际人
道法的真正尊重而获得决定性优势ꎮ 它甚至可以构成对资源的合理有
效使用———亦即节约武力这一军事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３４〕
〔３５〕
〔３６〕

靠近卡利地区ꎬ民族解放军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从两个旅馆绑架了约 ５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同笔者的访谈ꎮ

幸运的是ꎬ存在例外情况ꎮ 基于在未来治理和代表其国家的愿望ꎬ一些团体———主

要是缅甸武 装 团 体———希 望 避 免 被 列 入 名 单ꎮ 另 一 个 例 子 是ꎬ 仅 仅 提 及 国 际 刑 事 法 院 对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ｕｂａｎｇａ 的审判就劝服了中非共和国一个小型武装团体改变其征募未成年人的做法ꎮ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ꎬ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３７〕

一个国家在支持某个武装团体的同时可能会要求采取某种类型的行为ꎬ尊重( 或不

尊重) 国际人道法可能会是其要求的一部分ꎮ 没有这类实例的书面证据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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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员的士气和纪律
很少有战 士 认 为 自 己 是 胆 小 鬼ꎬ 只 能 勉 强 攻 击 没 有 自 卫 能 力 的
人———妇女、儿童、老人、伤员和战俘ꎮ 攻击被认为是脆弱的人可能会严
重打击战斗员的志气ꎬ而士气对于斗争的延续至关重要:

“ 杀戮和伤害没有武装的无害平民对于灵魂的害处比其他大多
数暴力行为更甚ꎮ 尽管故作勇敢ꎬ表面上成了勇士ꎬ但大多数人在
杀害平民后最终感到更加不自在而不是更自在ꎮ”〔３８〕
遗憾的是ꎬ这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ꎮ 但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ꎬ远不
只是道听途说ꎮ 在菲律宾、乍得和苏丹ꎬ我都曾听到仍在从事武装斗争
的人提及这一点ꎮ 黎巴嫩、刚果和哥伦比亚武装团体的前成员也都强
调ꎬ将尊重国际人道法作为战士纪律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武装团体具有
重要意义ꎮ
在关起门说话时ꎬ这些人都同意国际人道法在帮助约束其军队方面
是一件有用的工具ꎮ 他们也承认ꎬ让下属拥有“ 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
行事” 的过多空间最终会损害集体在战斗中的良好表现ꎮ 有两个过程似
乎形 影 不 离: 首 先ꎬ 缺 乏 纪 律———这 是 劫 掠〔３９〕 等 违 法 行 为 的 自 然 结

果———影响团体的军事表现ꎮ 其次ꎬ更为隐蔽的是对战士士气的损害ꎬ
这会影响个人和小团体的表现ꎮ 攻击脆弱人员的行为与勇气和节制武
力等价值观背道而驰ꎬ而这些价值观对于战斗员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ꎮ
人民的支持
毛泽东说一个游击队员必须在人民之中行动ꎬ就像鱼在水中一样ꎮ
离开了人民的支持ꎬ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资源可用ꎬ容易遭到通常
在军事方面更为强大的敌人的打击:
〔３８〕
〔３９〕

Ｈ.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Ｄ. Ｍａｎｃｉｎｉ￣Ｇｒｉｆｆｏ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 ２６.

劫掠几乎总是由个人挑起头来ꎬ并在集体内扩散一段时间ꎮ 在此期间指挥官对该团

体的控制变得不可能ꎬ从而使得该集体在军事上失去作用ꎮ 而且ꎬ已经尝到这种“ 自由” 味道的
战士变得非常难以领导ꎮ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５３

很多人认为游击队不可能在敌人的后方长期存在ꎬ这种看法表
明他们对于人民和军队之间应当存在的关系认识不足ꎮ 前者好比
是鱼ꎬ后者好比是鱼生活在其中的水ꎮ 怎么能说两者不能一起存在
呢? 只有缺乏纪律的军队才会让人民成为他们的敌人ꎮ 这样的军
队就像没了水的鱼ꎬ活不下去ꎮ〔４０〕
在叛乱中ꎬ人民既是战斗的根本原因ꎬ也是战斗的目标所在ꎮ 要想
获得胜利ꎬ不仅要统治他们所在的地域ꎬ还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ꎮ 这种
支持表现为多种形式ꎬ特别是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ꎬ如金钱、兵源、食物
以及———最为重要的———信息和情报ꎮ

这些资源对于任何武装团体来说都至关重要ꎬ即使对于那些有持续

外部支持的武装团体而言也是如此ꎮ 即便是假定某个团体完全由一个
或多个外国支持ꎬ这种后勤支持也无法取代本地提供的信息和住所ꎮ〔４１〕
同样ꎬ在该团体实际控制一片领土后ꎬ它会希望无须将过多的人力资源
用于安抚人民ꎮ
尽可能善待本地人民似乎是让他们效忠的最常用手段ꎮ 此外ꎬ将这
种待遇同本地司法相结合似乎是赋予武装团体某种程度合法性的主要
途径ꎮ〔４２〕 说白了ꎬ人民可能不喜欢它ꎬ但只要他们能继续生活在相对的
和平中ꎬ他们就会容忍它ꎮ〔４３〕 意识形态信念只起次要作用ꎬ而且战斗员
的良好行为会显著影响这种信念ꎮ
这一动态过程的最为鲜明的例子仍然是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的中
〔４０〕

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ꎬ Ｏｎ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ｃｈ. ６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ｏ / ｗｏｒｋｓ / １９３７ /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ｃｈ０６.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１〕
〔４２〕

Ｃｈｅ Ｇｕｅｖａｒａ 正是因为得不到这种支持而在玻利维亚丧生ꎮ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ｅꎬ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Ｃａｍｐｕｓ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４１ꎬ９５ － ９９.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ꎬ
ｍｏｓｔ ｏｆｔｅ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ｈｅａｖｙ￣ｈａｎｄｅｄ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ｅｅ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Ｋａｌｙｖａｓ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８ꎬ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２０ －

１２１.

〔４３〕

Ｉ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ｔｓ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ｓꎬ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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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ꎮ 在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 / 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冲突中ꎬ后者逐渐取得
了对先是农村然后是中心城市的大规模控制ꎮ 关键因素之一是毛泽东
的解放军实行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ꎬ禁止虐待( 包括侮辱) 人民、抢劫
勒索以及“ 调戏” 妇女ꎮ〔４４〕 正如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针对革命联合阵
线所指出的那样ꎬ即使是那些以犯有大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著
称的团体也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ꎬ因为战士对平民犯下罪行而对其进行系统性惩
戒的例子主要见于革命联合阵线的控制相对稳定的领土ꎮ 我们发
现此类做法的目的是确保平民效忠ꎬ以便军事行动获得成功ꎮ〔４５〕
要想确保平民效忠就应当尊重国际人道法ꎬ这一观念值得我们引起
充分注意ꎬ因为它是与团体的生存这个一般来说不利于尊重国际人道法
的概念相联系的ꎮ 经验表明ꎬ如果武装团体认为其短期生存面临威胁ꎬ
它们就可能会允许采取那些之前予以拒绝的做法ꎮ〔４６〕 当居民的支持成
问题时ꎬ它们的短期和中期生存都将面临威胁ꎮ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
据ꎬ支持对国际人道法所界定的一般意义上的人民〔４７〕 给予尊重ꎬ无论其
是否位于武装团体控制之下的领土ꎮ 这一论断尤其适用于武装团体的
资源非常有限的场合ꎬ因为此时它们会更加依赖本地人民中期而言所能
提供的物资ꎮ〔４８〕
在许多以民族或部落团结作为运行基础的社会中ꎬ这一风险尤为突
出:对同一部落或部族成员反复进行无理攻击常常会迅速招致大规模报
复ꎮ 在战士、影响力、金钱和( 常常还包括) 武器等资源不成比例的情况
〔４４〕

参见前注 ２８ꎮ

〔４６〕

Ａｎｎ￣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ｊöｂｅｒｇ 针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等团体劫持人质的做

〔４５〕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Ｉｓｓ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ｅｓａｙ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ａｒａ. ７０７.

法很好地阐明了 这 些 手 段ꎮ Ａｎｎ￣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ｊöｂｅｒｇ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０.
〔４７〕
〔４８〕

下文将会讨论具体类别ꎮ
这使得劫掠对于资源有限的团体而言不那么有吸引力:短期来看劫掠可以使团体补

充物资ꎬ但却使其满足未来需求的能力受到考验ꎮ 其结果是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ꎬ难度越来越
大ꎬ成为收益递减律的例证ꎮ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５５

下ꎬ没有几个武装团体能够长期承受这些强大对手的敌意ꎮ 基地组织在
伊拉克没有搞懂这一点ꎬ因此为其对安巴尔省平民和部落领袖的攻击付
出了高昂的代价ꎮ 相反ꎬ东乍得的若干反叛运动懂得这一点ꎬ因此他们
非常小心地确保其战斗员不去攻击当地人民ꎮ〔４９〕
因此ꎬ短期或中期来看ꎬ针对人民反复实施暴力行为的代价很可能
是失败ꎬ其分量往往比人道乃至意识形态因素更重ꎮ〔５０〕
削弱敌人
在冲突中ꎬ如果能通过成本往往更低的其他手段击败敌人ꎬ那么就
没有必要完全消灭之ꎮ 早已被承认的一点是ꎬ投降后无望活命的敌人可
能会顽抗到底ꎬ从而令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ꎮ 因此ꎬ给被逼上绝路的
敌人一条 地 理 上 的 或 者 象 征 性 的 “ 出 路” 就 被 认 为 是 更 加 明 智 的 做
法ꎮ〔５１〕

在这种语境下ꎬ尊重敌军战俘并系统性地施以宽恕政策可能会同时
带来人道和军事效果ꎬ从而影响敌人的士气ꎮ 在毛泽东看来ꎬ不善待敌
〔４９〕

笔者是从乍得民族解放阵线(１９６６ ~ １９９３) 、争取民主变革联合阵线(２００５ 年成立)

和民主力量联盟(２００６ 年) 的前指挥官和战士处获得这一信息的ꎮ 他们互不相识ꎬ但都提到了
这个因素( 同笔者的访谈ꎬ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ꎮ
〔５０〕

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能够对其自己的战斗员进行纪

律约束ꎬ将卢韦罗三角区的全国抵抗运动合法化并动员起来至关重要ꎮ 全国抵抗运动没有位
于不可进入地区或者外国的永久避难所可供撤退ꎮ 全国抵抗运动武器短缺ꎬ军事实力低下ꎬ在

１９８５ 年之前尤其如此ꎮ 这迫使其要确保人民能够容忍它全国抵抗运动没有本钱听任战斗
员胡作非为ꎬ像专制乃至残暴的军阀那样对待战区平民由于全国抵抗运动弱小的军事实
力、内部冲突的风险以及对普通战斗员的不信任ꎬ其领导层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发布了一份全面的

行为守则ꎬ对游击队员针对平民以及在游 击队内部的行为加以约束ꎮ”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ꎬ ‘ Ｗａｒ
Ｃａｍｅ ｔｏ Ｏｕｒ Ｐｌａｃｅ’ :Ｅｉｎｅ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Ｋｒｉｅｇｅｓ ｉｍ Ｌｕｗｅｒｏ￣ＤｒｅｉｅｃｋꎬＵｇａｎｄａ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６ꎬ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ｎｏｖｅｒ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２７５ － ２７６.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在第 ２７７ 页提到了守则的第一部
分ꎮ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Ｏｒｉ Ａｍａｚａ ＯｎｄｏｇａꎬＭｕｓｅｖｅｎｉ’ ｓ 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ꎬＦｏｕｎｔａｉｎꎬＫａｍｐａｌａ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２４６ － ２５１. 另一个例子是ꎬ数个圣战 / 赎罪团体在向穆
斯林公众舆论证明看似无辜人员的死亡的正当性时遇到严重问题ꎬ尤其是当死者是穆斯林时

更是如此ꎮ １９９３ 年ꎬ埃 及 的 伊 斯 兰 圣 战 组 织 在 一 次 行 动 中 导 致 一 名 小 女 孩 Ｓｈａｙｍａ Ａｂｄｅｌ￣
Ｈａｌｉｍ 丧生ꎬ公众舆论随后转向其对立面ꎮ
〔５１〕

第七章ꎮ

这让人想起了战略著作经典之一ꎬ孙武( 公元前 ５４４ ~ 前 ４９６ 年) 所著的« 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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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员的结果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敌人:
“ 我们通过对敌军进行宣传、体谅地对待俘虏兵以及照顾落入
我们手中的敌军伤员来推进我们的使命———消灭敌人ꎮ 如果在这
些方面失败ꎬ我们就会加强敌人的团结ꎮ〔５２〕
如果政府武装部队士兵或者敌对武装团体成员知道投降后只需要上
一堂宣传课并交出武器弹药ꎬ那么他对于投降就不会那么犹豫ꎮ〔５３〕 如果
上级动用更严厉的手段处罚这种“逃兵”行为ꎬ他也许会打消念头ꎬ但将会
憎恨上级不给战士一条活路ꎮ 这样ꎬ该战斗单位乃至整个军队的凝聚力
都将受到削弱ꎮ 相反ꎬ如果士兵知道被俘后将会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监
禁于丛林中多年ꎬ为了逼问情报被严刑拷打ꎬ以及 / 或者被杀死ꎬ那么他将
会尽量长时间地负隅顽抗ꎬ很可能会对武装团体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害ꎮ
长期影响
如果国际人道法给予的保护得不到尊重ꎬ那么任何冲突所造成的人
身伤害和物质损失都将严重得多ꎮ 即使是可能合法的行为ꎬ例如ꎬ破坏被
认为是正当目标〔５４〕 的基础设施和装置ꎬ长期而言也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ꎬ
因为武装团体自身也无法再使用这些设施ꎮ 另一个例子是ꎬ哥伦比亚革
命武装力量长期在夜间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来确保战斗单位的安全ꎬ但到
了早晨却不将之移走ꎬ“忘了”地雷在哪儿ꎬ因而置己方战士于危险之中ꎮ
对于声称为某个特定社群———尤其是族群———利益而战的团体而

言ꎬ该社群未来的持续福利是需要考虑的因素ꎮ 它会成为反对征募儿童
〔５２〕
〔５３〕

毛泽东ꎬ前引 ４０ꎮ

Ｐａｓａｎｇ( Ｎａｎｄａ Ｋｉｓｈｏｒ Ｐｕｎ) 重新制定的作战指令数次涉及这些宣传课程以及对待俘

虏的 方 式ꎬ ｉｎ Ｒｅｄ Ｓｔｒ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ａｉ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Ｗａｒꎬ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ꎬ２００８ꎮ
〔５４〕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规则 ８ 所确认的习惯法规则ꎬ“ 就目标而言ꎬ军事目标

限于限于那些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能够对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ꎬ且其破坏、捕获或中立
化在 当 时 情 形 下 能 够 提 供 确 定 的 军 事 优 势 的 目 标 ” ꎮ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ꎬ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７ꎬ２００５ꎬｐ. １９８.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５７

作为战斗员的论据ꎬ因为尽管吸纳尽可能多的人员而不必太顾及其年龄
这种做法可能符合该团体的短期利益ꎬ但其对社群的长期影响可能会非
常巨大ꎮ 由于儿童兵除了作战没有学到其他技能ꎬ难以融入运行方式迥
异于军事单位的社会之中ꎬ因此他们可能会对其之前所捍卫的那个社群
本身的福利造成沉重负担ꎮ
尊重国际人道法还会在缔结和平时表现出迟来的影响ꎮ 冲突通常
会有目标ꎬ而目标会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和平ꎮ〔５５〕 当事方所实施的暴行
会使缔结和平以及在此之后维持和平变得更为棘手ꎮ〔５６〕 首先ꎬ谈判者
自己往往会因为家人或族群被作为攻击目标而成为受害者ꎻ其次ꎬ他们
往往会受到其所属社区的压力ꎬ要求其勿忘暴行ꎬ对敌强硬ꎮ 谈判双方
的实力越接近ꎬ他们所实施的暴行就越会妨碍和平的缔结ꎮ 当然ꎬ武装
团体的军事优势越大ꎬ这些因素的效果就越小ꎮ 不过ꎬ即使是在军事完
胜的情况下也需要应付群众的怨恨ꎬ它会成为新政权的大问题ꎮ
促使敌人礼尚往来
战俘待遇是积极互惠最有效果的领域ꎮ 一些武装团体发现ꎬ它们对
待战俘的方式会影响对手ꎮ 如果它们善待其手中的战俘ꎬ就可能会使落
入敌人手中的己方成员的待遇得到改善ꎮ 敌人希望确保其自己的战斗
员继续得到善待ꎬ也担心我行我素会招致公众舆论的反弹ꎬ目标有时因
此得以达成ꎮ
尽管少见ꎬ但这种情况已有发生ꎬ如在哥伦比亚和尼泊尔ꎮ 哥伦比
亚民族解放军和尼泊尔共产党( 毛派) 人民解放军解释说ꎬ他们就落入
〔５５〕

“人们因为对和平有不同理解而发动战争” 这句名言的含义在此语境下展现得淋漓

尽致ꎮ 这句话源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ꎬ他说“ 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能够安享和平” ꎬ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ꎬ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Ｂｏｏｋ １０ꎬ１１７７ｂ５ － ６ꎮ
〔５６〕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其多份声明中认可了这一点ꎮ 例如ꎬ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

声明指出:“ 指南进一步表明ꎬ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尽全力确保以其名义作战的人员遵守国际

人道法原则ꎬ将对利比亚人民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ꎮ 一旦战斗结束ꎬ这将促进我们国家的有效
∙∙∙∙∙∙ ∙∙∙∙∙∙∙∙∙∙∙
和解和重建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ｔｃｌｉｂｙａｕｓ. ｆｉｌｅｓ.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ｎｔｃ￣ｐｓ￣ｌａｗｓ２. ｐｄｆ( ｌａｓｔ
∙∙∙∙∙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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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手中的士兵的待遇所作的努力是为了让政府武装部队方面有所变化ꎬ
或者维持一个可接受的现状ꎮ〔５７〕 至少在一个案例中ꎬ互惠的程度远远
超出了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ꎮ 在哥伦比亚ꎬ一名被革命武装力量俘虏的哥
伦比亚武装部队士兵得到优厚对待并很快被释放ꎮ 过了一段时间ꎬ当看
到抓捕他的人之一在城里“ 闲逛” 时ꎬ他并没有告发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这
显然是因为他想感谢那人对自己的善待ꎮ 这一远远超出法律要求的行
为使得当地的革命武装力量指挥官确信ꎬ如果他善待战俘ꎬ那么敌人很
可能会投桃报李ꎮ〔５８〕
“ 因为国际人道法本身”
国际人道法具有对其有利的普遍性、习惯性和“文明化”特征:所有国
家都批准了«日内瓦公约»ꎬ而且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撤回批

准ꎮ 这不仅表明存在普遍共识ꎬ还赋予国际人道法相当程度的道义力量ꎮ
大量武装团体发表单方公开声明ꎬ承诺全部或部分尊重该法律ꎻ〔５９〕 另一些
团体则在与对手签订的协议中采取类似做法ꎮ〔６０〕 这使得国际人道法真
正具有了习惯法性质ꎬ至少对于 １９４９ 年四个«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
或者 １９７７ 年«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４８ 条等根本性条款而言是如此ꎮ
〔５７〕

采访 Ｄａｖｉｄ Ｔｕｃｋ( ＩＣＲＣ) 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ꎮ

〔５９〕

这些声明可能采取法律形式ꎬ提及可适用的文本和法律条款ꎬ也可能泛泛得多ꎮ 发布

〔５８〕

采访作者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ꎮ

出来的行为守则具有同样效果ꎮ 一些鲜明的例子包括争取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安哥拉)、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非洲民族大会(南非)、马伊—马伊(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正与平等运动
(苏丹)、苏丹解放运动———联合(苏丹)、西蒙玻利瓦尔游击队协调集团(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
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哥伦比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萨尔瓦多)、共产党毛
派(尼泊尔)、菲共———新人民军———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 菲律宾)、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
组织(斯里兰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和胡塞(也门)ꎮ
〔６０〕

菲律宾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之间签署的« 尊重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全面协定»

(２００９) 是仍在使用之中的全面提及国际人道法的最著名的协定ꎮ 此外还有很多集中于平民保
护的协定ꎬ例如 ２００９ 年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的协定ꎬ以及 ２００２ 年苏丹政府
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的协定ꎮ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签署的间接协定(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协定和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协定) 是特例ꎬ因其适用于两个国家的领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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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起来反抗政府的人不太可能会认为国家批准的条约对其有约
束力ꎬ但他们可能较易受到武装人员这一群体的影响ꎬ对他们而言ꎬ武装
冲突法是一个需要遵守的标准ꎮ 因此ꎬ国际人道法往往被认为表现出了
这个世界可以接受的标准ꎮ
此外ꎬ国际人道法还是既往传统实践的结晶ꎮ 因此ꎬ它可以被视为
某个社会已经达成一致之规则的简单延伸ꎮ 例子之一是索马里的作战
守则ꎬ名为 Ｂｉｒｉ ｍａ Ｇｅｉｄｏꎬ字面含义是“ 刀下留人” ꎮ 这是口口相传的传

统规则ꎬ明确规定了需要加以保护的人员类别ꎬ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
病人、客人以及和谈代表ꎮ〔６１〕
为何决定不尊重国际人道法
“ 因为我们的身份”
团体的目标
一些团体的存在正是为了实施本身就有违国际人道法的行为ꎬ这是尊
重国际人道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ꎮ 极端的例子是那些目标原本就是———
或演变成———实施种族灭绝的团体ꎬ如波斯尼亚的塞族极端主义民兵〔６２〕 和卢

〔６１〕

Ｓ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ｍａｌｉ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ＩＣＲＣ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６２〕

例如ꎬ一名证人报告说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塞尔维亚激进党和一个准军事民兵组织的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ＩＣＲＣꎬ１９９８.

前领导人 Ｖｏｊｉｓｌａｖ Šｅšｅｌｊ 曾经告诉他ꎬ战争的目标是将波斯尼亚人赶出大塞尔维亚领土:“ ‘ 兄

弟们ꎬ游击队员ꎬ游击队员兄弟们ꎬ’ 他的原话是ꎬ‘ 我们对巴利亚人以牙还牙的时候到了ꎮ’ 我会
解释ꎮ ‘ 巴利亚人’ 是对穆斯林的蔑称ꎮ 你们可能已经从之前的证人那里听到过这个词ꎮ ‘ 德

林纳ꎬ德林纳河是塞尔维亚国的脊梁ꎮ 塞尔维亚人生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塞尔维亚领土ꎮ
起来ꎬ游击队员兄弟们ꎬ特别是你们来自德林纳河对岸的兄弟ꎮ 你们是最英勇的战士ꎮ’ 
‘ 让我们给巴利亚人、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人ꎬ’ 他把所有这些词放在一起说ꎬ‘ 指出绿截线ꎬ指出

往东的方向〔 土耳其〕 ꎮ 那才是他们该在的地方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ＩＣＴＹ) 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Ｖｏｊｉｓｌａｖ Šｅšｅｌｊꎬ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ｔｙ. ｏｒｇ / ｘ / ｃａｓｅｓ / ｓｅｓｅｌｊ / ｔｒａｎｓ / ｅｎ / ０９０２０４ＥＤ.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ꎬｐ. １３９９４ꎬｌｉｎｅｓ 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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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达的联攻派和唯一目标派民兵ꎮ〔６３〕
另一些团体则是准备无所不用其极地抵御它们所感受到的威胁ꎮ
很多亲政府团体因此成立ꎬ以便使用政府安全部队自己不用的手段来抵
抗叛乱ꎮ 例子之一是哥伦比亚的准军事团体ꎮ 据估计ꎬ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间ꎬ它们开展的作战行动只占全部作战行动的 １％ ꎬ但却对 ３５％ 的违
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６４〕

在第一批组织有序的准军事团体中ꎬ有一个名为“ 绑匪末日 ”
∙∙
绝非巧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洛斯卡斯特罗也成立了一
个名为“ 东北革命者末日” 的组织ꎮ〔６５〕
∙∙
武装团体试图通过声称拥有崇高目标来为其勒索行为提供正当性ꎬ
它们的花言巧语总是一样的:社会———无论如何定义———正面临生死存
亡的威胁ꎮ 在此情况下ꎬ一般来说不可接受的行为就成为唯一合理乃至
合乎道德的选择ꎮ 威胁的终极性使得一切行为都有了正当理由ꎬ从普遍
屠杀( “ 在他们干掉我们之前先干掉他们” ) 到系统性征募儿童兵( 如果
我们失败他们就没有将来) ꎮ 革命联合阵线在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给塞
拉利昂广播电台的一份正式新闻稿中公开承认实施了暴行ꎬ但用崇高目
标来为这些暴行辩解ꎬ认为其目标只有通过实施包括大规模截肢在内的
违法行为才能得以实现:
绝不能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暴行ꎮ 暴行是腐朽
的制度造成的ꎬ而这样的制度只有通过野蛮的手段才能根除ꎮ 我们
落草为寇不是因为想当野人ꎬ也不是因为想泯灭人性ꎬ而是想向社
会表明我们的人性ꎬ这个社会已堕落至深ꎬ若没有革命联合阵线的
∙∙∙∙∙∙∙∙∙∙
出现ꎬ我们怀疑我们仍会处在那个卑鄙政权的奴役之下ꎮ 然而ꎬ在
∙∙ ∙∙∙∙∙∙∙∙∙∙∙∙∙∙∙∙∙∙∙∙∙
〔６３〕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揭示了联攻派对平民所实施之暴行的系统性和计划性本

质ꎮ Ｓｅｅ ｅ. ｇ. ＩＣＴ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ｄｅｒｕｂｕｍｗｅ Ｒｕｔａｇａｎｄａꎬ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ꎬ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ＩＣＴＲ － ９６ － ３ꎬｐａｒａｓ. ３６８ － ３７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ｃｔｒ. ｏｒｇ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Ｃａ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ｕｔａｇａｎｄａ /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 ９９１２０６.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６４〕
〔６５〕

Ａ. Ｓｊöｂｅ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ｐ. ２３８.
同上ꎬ第 ２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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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这一制度的过程中ꎬ我们使绝大多数同胞遭受了不公ꎮ〔６６〕
∙∙∙∙∙∙
当一个团体所确定的目标本身就违反国际人道法时ꎬ它选择不符合
国际人道法标准的方法就不足为奇了ꎮ 这使得主张遵守国际人道法变得
非常困难ꎬ尤其是当这些主张不是来自该团体所声称保护的那些人时ꎮ
缺乏对国际人道法的了解和认识
尽管在武装团体中广泛进行着与国际人道法相关的讨论ꎬ但令人怀
疑的是它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所知ꎮ 我曾有许多机会听到一些言
论ꎬ这些言论认为一些违法行为是源于在基本概念的表象之下对国际人
道法缺乏深入了解ꎮ 一些人认为敌人使用的 ２５０ 公斤炸弹属于“ 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 ꎬ从而使己方的报复行为具有正当理由ꎮ〔６７〕 另一些人认为
用飞机对付步兵是不尊重比例性原则ꎬ从而构成战争罪ꎮ 还有人尽管知
道有义务不杀害投降的敌人ꎬ但却不知道给予战俘适当的医疗护理同样
必要ꎮ〔６８〕 鉴于这些实例ꎬ对于国际人道法ꎬ许多指挥官和战士除了知道
一些基本概念之外还有多少了解真的令人怀疑ꎮ
没有几个武装团体有机会咨询精通国际人道法的律师ꎬ大多数情况
下它们的知识来自道听途说和质量参差不齐的阅读材料ꎮ 同样ꎬ如果我
们发现一位曾经当过教师的指挥官听说过有个国际法但不了解其具体
内容ꎬ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不只是武装团体ꎬ这种相对缺乏知识的情况在
执法人员中也非常普遍ꎮ〔６９〕 同样普遍存在的是对国际司法运作机制的
无知ꎬ这让人对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常常被认为具有的劝诫作用产
生了一些怀疑ꎮ
〔６６〕
〔６７〕

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ꎬ前引 １１ꎬ附件 ５:“塞拉利昂冲突中的截肢行为”ꎬ第 １７ 页ꎮ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通常是指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ꎮ 尽管核武器本身不被禁

止ꎬ但使用核武器肯定会违反区分原则ꎮ 另外ꎬ国际公约已将生物和化学武器规定为非法ꎮ 例
如ꎬ参见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日内瓦« 战争中禁用窒息性气体、毒气体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
法的议定书»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禁止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积以及销毁这
类武器的公约» 以及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巴黎«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
此种武器的公约» ꎮ
〔６８〕
〔６９〕

见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同笔者的不同访谈ꎮ 这反映了三大洲武装团体的情况ꎮ

无知不是法律上有效的辩护ꎬ但却是违法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ꎬ尤其是在敌对行动

这一复杂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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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其他法律
国际人道法并不是调整战争的唯一法律体系ꎬ武装团体可能还会遵
守道德、宗教及( 或) 传统守则ꎮ 许多社会ꎬ尤其是传统社会ꎬ也确立了
其自己的关于战争期间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的界限ꎮ 这些规则可
能符合国际法规则ꎬ也可能与之冲突ꎮ〔７０〕 在后一种情况下ꎬ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行为可能就会基于其他法律体系而被认为具有正当性ꎮ 在南苏
丹内战期间实施劫掠、绑架和奴役平民行为的骑兵主要———但并非全
部———来自阿拉伯部落ꎬ后者的传统战争法认为这些是正常的ꎮ

普什图法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族的不成文道德守则ꎬ它是传

统规则中矛盾规定的又一实例ꎮ 一方面ꎬ它要求普什图族人向任何请求
者提供庇护并给予保护ꎬ 即便自己 的 人 身 或 财 产 会 因 此 受 损 ( “ 避 难
所” ) ꎬ〔７１〕 而对客人则必须不计代价地招待和保护( “ 好客” ) ꎮ〔７２〕 另一
方面ꎬ它又要求普什图族人对任何侵犯或侮辱行为复仇ꎬ最常用的手段
是杀死侵犯 者 或 其 某 个 近 亲 属 ( “ 正 义” ) ꎮ 于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是ꎬ “ 好
客” ———“ 避难所” 则没那么明显ꎬ因其规定的条件在激烈的战斗中很难
实现———很可能会要求给予战俘体面的待遇ꎬ但如果战俘此前做过什么
应受报复的事ꎬ那么“ 好客” 又可能会被“ 正义” 的要求所抵消ꎮ〔７３〕
“ 不尊重国际人道法有助于我们获胜”
军事优势
无视国际人道法规则可能会带来许多短期军事优势ꎮ 例如ꎬ背信弃
〔７０〕

我所提到的这些守则绝非完全背离国际人道法ꎬ而是既包含符合该法的规则ꎬ也包

〔７１〕

请求保护的人通常必须同时对所犯罪行表示悔改ꎬ从而停止任何形式的复仇ꎮ

含不符合该法的规定ꎮ
〔７２〕

尽管会让很多人惊讶ꎬ但事实是目前在阿富汗战俘有时仍然被称为“ 客人” 并受到

〔７３〕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ꎬ普什图法并不是影响战俘待遇的唯一因素ꎬ伊斯兰教也扮演

客人的待遇ꎮ
重要角色ꎮ 关于人们对待战俘之态度的调查ꎬ参见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Ｗａ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２２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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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使武装团体得以攻击一个舍此之外无从下手的防御良好的目标ꎻ受
保护财产( 宗教场所、医院) 可以被用做军事阵地ꎬ因为敌人将会不愿发
起攻击ꎬ尤其是在冲突受到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的情况下ꎻ〔７４〕 不宽恕可能
会制造恐怖气氛ꎬ有助于粉碎战斗单位的抵抗ꎻ劫掠可能会大大方便部
队的后勤供给ꎮ 对于很多武装团体指挥官来说ꎬ自由行动优先于其他任
何考虑ꎮ 但必须记住ꎬ在所有这些情况下ꎬ不尊重国际人道法都只能带
来短期的军事优势ꎬ一旦敌人采取反制措施这种优势就会迅速缩减ꎮ
通过不尊重国际人道法获取军事优势的一个有案可查的领域是利
用儿童执行军事任务ꎮ 尽管有种种缺点ꎬ但儿童很容易征募ꎬ〔７５〕 比成人
更容易被洗脑ꎬ需要的食物和薪水更少从而成本更低ꎮ 此外ꎬ他们能够
使用突击步枪等现代武器ꎬ并且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成人———尤其是
职业士兵———不愿伤害儿童这一心理的保护ꎮ〔７６〕 当武装团体的目标就
是拥有大量战斗员亦即地面部队时ꎬ儿童在纪律和指挥( 质量) 方面的
劣势无关紧要ꎮ 就控制领土、多线作战以及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前获
得一席之地而言ꎬ部队的数量至关重要ꎮ 另一个优势是ꎬ在侦查敌军阵
地时儿童相对不易被发现ꎮ 例如ꎬ在乌干达ꎬ“ ( 全国抵抗运动) 十几岁
的士兵在攻占坎帕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他们身着破衣烂衫ꎬ在
首都的敌军阵地周围大摇大摆地收集信息” ꎮ〔７７〕
不对称性:关键问题还是绝佳借口?
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ꎬ不对称性往往被用于“ 解释” 冲突一方为什
〔７４〕

指挥不佳的攻击可能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声誉代价ꎬ例如ꎬ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美军

〔７５〕

应当记住的是ꎬ大多数情况下征募儿童兵并不是绑架的结果ꎬ尽管在利比亚、塞拉利

在法鲁贾的第一次战斗中摧毁了叛乱者所使用的清真寺ꎮ

昂或北乌干达有这样的例子ꎮ 在难民 / 流离失所者居住的村庄和营地ꎬ通常能够更容易地征募
到大量儿童而不是成人ꎬ因为后者可能已经在参加战斗、在城里找工作、在流亡之中或者死去ꎮ
〔７６〕

Ｐｅｔｅｒ Ｗ. Ｓｉｎｇｅｒꎬ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Ｃｈｉｌ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Ｔｈｒｅａｔ ” ꎬ ｉｎ Ｊａｎｅ ’ 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８ － 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０５ / ０１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ｓｉｎｇｅｒ. ａｓｐｘ(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７７〕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ｍｉｎꎬ“ Ｕｇａｎｄａ’ 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 Ｗａｒ” ꎬ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ｗꎬＮｏ. ６０ꎬ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６ꎬ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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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得不违反一般规则ꎮ 按照这种说法ꎬ敌人的优势是如此明显ꎬ以至
于唯一的反击方式就是采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术ꎮ 叛乱者认为他们
的敌人拥有丰富得多的军事资源ꎬ能够举全国之力来镇压叛乱ꎮ
反制敌人军事优势的手段之一是隐藏在居民之中ꎬ〔７８〕 这可能会导
致使用居民作为人体盾牌或者背信弃义的行为ꎮ 当无法确认其面对的
人是不是战斗员时ꎬ敌人可能会不愿使用火力ꎬ或者相反ꎬ不分皂白地使
用火力ꎮ 两种情况下叛乱者都赢了:要么使敌人在战术层面束手束脚ꎬ
要么迫使其扮演战争罪犯的角色ꎮ
资源的不对称性甚至比军事手段的不对称性更具决定意义ꎮ 例如ꎬ
如果叛乱者的基本理由是人民在获得土地方面遭受的不公ꎬ那么政府可
以通过农业部发起土地改革ꎬ也可以通过卫生部实施旨在惠及支持叛乱
村庄居民的计划ꎬ从而让叛乱者无法再说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ꎮ〔７９〕 为
防止出现这种情况ꎬ叛乱者就必须尽快切断人民与政府的联系ꎬ并因此

〔７８〕

尽管附加了一些条件ꎬ但国际人道法在«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４４ 条第 ３ 款承认“ 在

武装冲突中有一些情况使武装战斗员因敌对行动的性质而不能与平民居民相区别” ꎮ 尽管该
条款只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和民族解放战争ꎬ但它表明这一问题在 １９７７ 年已经被认识到ꎮ
〔７９〕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ꎬ Ｈａｉｌ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ꎬＦＬꎬ２００５(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６６) ꎬｐ. ５５:“ 政府必须有通盘计划ꎮ 计划不能仅仅包括安

全措施和军事行动ꎬ还必须包括一切对叛乱有所影响的政治、军事、经济、行政、警察及其他措
∙∙∙∙∙∙∙∙∙∙∙∙ ∙∙ ∙∙ ∙∙ ∙∙∙∙∙∙
施ꎮ” 更近以来ꎬ在阿富汗ꎬ持久自由行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成员经常宣称击败( 军事术语)
∙
∙∙
塔利班的关键是教育ꎮ Ｓｅｅ ｅ. 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ＡＦ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０ꎬ Ｊｏｈｎ Ｔ. Ｓｔａｍｍꎬ “ Ｐａｎｊｓｈｉｒｉｓ Ｐｕ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ａｆ.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ｅｗｓ / ｐａｎｊｓｈｉｒｉｓ￣ｐｕ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 这一计划鼓舞人心ꎮ 潘杰希尔人知道教育是让未

来更有希望的关键所在ꎮ” 潘杰希尔省重建队伍指挥官、美国陆军中校 Ｅｒｉｃ Ｗ. Ｈｏｍｍｅｌ 说道:
“ 他们知道教育带来平等的机会ꎬ而机会则带来繁荣和稳定ꎮ 这就是阿富汗人击败塔利班的方
∙∙∙∙∙∙∙∙∙∙∙∙∙∙
式———以教育对抗无知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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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发动攻击:〔８０〕
为了增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造成普遍不满并抹黑政府ꎬ以便
切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ꎬ各种手段无所不用ꎮ 对于共产主义者
而言ꎬ消灭或中立化潜在对手至关重要ꎮ 大量村庄和部落官员、工
长以及当地居民可能会希望受其领导的任何其他杰出公民都有可
能被谋杀ꎮ 然而ꎬ共产主义者通常会小心地不在一个大众人物被抹
黑之前就谋杀他ꎮ〔８１〕
尽管看上去无懈可击ꎬ但不对称性论点存在两个根本缺陷:首先ꎬ在
国际人道法特别是两个« 附加议定书» 制定之时ꎬ不对称作战是常态ꎮ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外交大会选择在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时召开并非无关紧

要ꎬ因为冲突当事国参加了谈判并得以在争论中提出它们关心的问题ꎮ
人们因此可能会问ꎬ为什么今天的国际人道法就应对不了这一挑战ꎮ 再
者ꎬ这一论断既被某些武装团体使用ꎬ也同样被某些政府部队使用ꎮ 如
果不对称性真能将所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正当化ꎬ那么它应当只起
单向作用才对ꎮ〔８２〕
用恐怖控制人民
在若干当代武装冲突中存在的悖论之一是武装团体对恰恰是那些
他们声称为之而战的人进行攻击ꎮ 乌干达上帝抵抗军的例子绝非个
〔８０〕

Ｙ. Ｋ. Ｍｕｓｅｖｅｎｉ( 前引 ２５ꎬ第 ８ 页) 指出ꎬ尽管必须达成这一结果ꎬ但应当以不杀害平

民的方式达成ꎮ 因此ꎬ要做的事就是:“ 吓跑政府管理人员———不要杀害平民! 如果平民没有
武装ꎬ就不应杀害他们———即使他们拥护政府———你把他们吓跑就行ꎬ告诉他们‘ 不要回这里
来ꎬ要是我们再在这儿见到你ꎬ就要你好看’ ꎮ 这哥们肯定会跑掉ꎮ 你没必要杀他ꎮ 顺便说一
句ꎬ这也是建立革命运动声望的工作的一部分ꎬ因为消息会传开ꎬ‘ 这些人不是杀人犯! 他们本
可以杀了我ꎮ 他们抓住了我ꎮ 我在他们控制之下ꎬ但他们让我走掉ꎮ’ 这非常非常重要ꎮ 
你想让这些人ꎬ这些管理人员离开这个地区ꎬ以便政府失去对这里的控制ꎮ 这是你所感兴趣
的ꎮ 你对杀害他们不感兴趣ꎬ把他们吓跑就行ꎮ”
〔８１〕
〔８２〕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９ꎬｐ. ２４.

不对称性的作用实际上是双向的ꎬ这一点往往被遗忘ꎮ 参见 Ｙ. Ｋ. Ｍｕｓｅｖｅｎｉꎬ前引

２５ꎬ第 ６ 页:“ 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以两个因素为转移ꎮ 你要意识到ꎬ从战略上看ꎬ敌弱我强ꎬ但
从战术上看ꎬ敌强我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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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受害者主要来自其发源地阿乔利地区ꎮ 在 ２０ 世纪ꎬ同样的现
象至少出现在三个大陆上:“ 全国塞浦路斯战士组织杀害的希腊人比英
国士兵更多ꎬ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９ 年叛乱中杀害的阿拉伯人比犹太人更多ꎬ茅茅
党人( 肯尼亚ꎬ１９５２ ~ １９６０ 年) 杀害的非洲人比白人更多ꎮ”〔８３〕

礼待当地人民并不是确保其积极支持或顺从的唯一方法ꎮ 许多武

装团体发现恐怖具有同样效果ꎮ 如果武装团体成功造成这样一种印象ꎬ
即任何不服从甚至是最轻微的反抗愿望都将立即招致可怕的惩罚ꎬ那么
在其控制或影响下的一群人就有可能屈服ꎮ〔８４〕 哥伦比亚准军事战士的
经验似乎可以验证这一假定ꎮ 他们用杀戮和强迫流离失所来压服可能
同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或者民族解放军的人以及其他敌人ꎮ 在事
后被询问时ꎬ他们中很多人仍然相信使用暴力是让平民更加合作的有效
手段ꎮ〔８５〕
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领导人查尔斯泰勒的经验与此相似ꎮ 尽
管人们知道他对大量战争罪负有责任ꎬ但他却仍然在 １９９７ 年以 ７５％ 的
票数被民主选举为该国总统ꎮ 在选举期间ꎬ它的竞选口号被编成了歌
谣:“ 他杀了我妈ꎬ他杀了我爸ꎬ但我要投他一票( 因为我想要安宁) ꎮ” 他
公然宣称其意图却仍然获胜ꎬ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仍在继续造成恐
怖ꎮ 利用恐怖来控制居民的例子还有很多ꎮ〔８６〕
所幸的是ꎬ盲目的恐怖并没有什么优势ꎮ 事实上ꎬ它往往会促使人
民及其精英分子进行自卫或者支持政府ꎬ因为那变成了唯一可能的保护
来源ꎮ 前面已经提到了安巴尔省的例子ꎮ 导致逊尼派部落更加容易地
〔８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８４〕

至少是短期的屈服ꎮ

〔８６〕

Ｓｅｅ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前引 ７９ꎬ第 ２５ 页:“ 大规模谋杀政策还有一个目的ꎬ这一目的只能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ꎬＮＪꎬ１９９８ꎬｐ. ４０１.
〔８５〕

Ａ. Ｓｊöｂｅ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ｐｐ. ２６２ － ２６３.

被形容为选择性恐怖主义ꎬ旨在彻底吓倒当地居民在叛乱时期ꎬ当报复与恐怖相伴时ꎬ所
实施之行为的残忍程度在守法的西方社会很难让人相信ꎮ 有一次在广义省ꎬ当越共重新控制
一个被政府掌握了一段时间的村庄时ꎬ他们抓住了村长及其家人ꎬ当着他的面把他妻子开膛破
肚ꎬ砍掉他孩子们的手脚ꎬ然后把他阉割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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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转变立场并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不分
皂白的攻击ꎬ其中使用了炸药和装满氯气的罐子ꎮ 实施这些攻击使得基
地组织跨越了威吓人民屈服与唤起人民行动之间的界线ꎬ这是他们为自
自身利益本应避免出现的情况ꎮ〔８７〕
通过人民打击敌人
人民往往是所谓不对称冲突的战利品ꎬ这一点已经成为老生常谈ꎮ
在此语境下ꎬ冲突一方可能会认为影响这些人的行踪对其有利ꎮ 除了极
端的“ 种族清洗” 之外ꎬ这种观点相当普遍:可以将强迫流离失所作为战
略手段ꎬ迫使“ 不想要的人” 逃向敌方ꎬ而“ 想要的人” 留下来或者迁往武
装团体控制的地区ꎮ 这一方法是基于两个前提:首先ꎬ如果一个地区的
敌方人口减少ꎬ那么敌人的战斗力就将削弱ꎮ 在冲突具有种族色彩时这
种想法 尤 为 突 出ꎮ 其 次ꎬ 当 和 平 协 议 临 近 时ꎬ 迫 使 政 府———或 其 自
己———的支持者离开可以为选举获胜铺平道路ꎮ 此外ꎬ如果敌军战斗员
得知叛乱者经常攻击他们的家园ꎬ而他们自己却在城市或国家的另一处
执勤ꎬ那么他们的士气将会削弱ꎮ
通过居民打击敌人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利用暴力行为来向敌人直接
或间接地传递讯息ꎬ或者吸引媒体关注ꎬ希望借此造成国际压力ꎮ 革命
联合阵线对平民进行大规模强迫截肢的做法是这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谈话中ꎬ加布里埃尔  马尼告知萨赫尔  桑迪ꎬ１９９７ 年年
末 / １９９８ 年年初塞拉利昂军 / 革命联合阵线在 Ｋｏｉｎａｄｕｇｕ 附近的丛
林中共同决定实施截肢行为ꎮ 据马尼称ꎬ塞拉利昂军 / 革命联合阵
线认为其没有获得足够的国际承认ꎬ并指出与战争的其他方面相
〔８７〕

这些情况并不新鲜ꎮ 在反思马来西亚的共产主义暴动时ꎬ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同上) 区分了

盲目恐怖与选择性恐怖:“ 然而ꎬ共产主义者小心地不对全体居民施加一般性恐怖ꎬ除非在罕见
的情况下出于特定目的ꎬ例如完全毁灭一个村庄( 比如马来西亚的新邦蒂加) ꎮ 当这种事情发
生时———例如在马来西亚ꎬ有一段时期公共汽车遭到射击ꎬ手榴弹扔进电影院里ꎬ在当地居民
中造成不分皂白的死亡———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策略的恐怖之处ꎮ 如果继续下去并超过某个
界点ꎬ那么一般性恐怖就可能会驱使人民支持政府ꎮ 选择性的恐怖更为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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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ꎬ截肢行为正受到多么广泛的国际报道ꎮ 事实上ꎬ一名受访
者告诉我ꎬ“ 自从我们开始砍手ꎬＢＢＣ 几乎没有一天不谈论我们( 原
文如此) ” ꎮ〔８８〕
武装团体被自己的战士扣为人质
杰里米温斯坦在其« 内部反叛» 一书中ꎬ已经揭示了武装团体所
征募人员的素质对于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直接影响ꎮ 温斯坦称ꎬ如果武装
团体征募的主要是他称之为“ 机会主义者” 的人ꎬ亦即主要受自身短期
利益驱动的人ꎬ那么该团体将无法对他们施行任何纪律约束( 其中可能
包括尊重平民的规则) :“ 新兵的构成是叛军领袖做出选择的前提条件ꎬ
这些选择涉及如何在组织内部管理和控制行为以及如何统治非战斗员
居民ꎮ”〔８９〕
温斯坦认为上述情况具有必然性ꎮ 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ꎬ但在
贯穿历史的许多冲突中确实已经观察到这种ꎮ 缺乏资金的交战部队可
能会同其战士达成默契:他们将代表该部队作战ꎬ条件是允许他们自由
攫取人民的财产———以战养战ꎮ 当武装团体以部落为基础时往往会出
现这种情况ꎬ因为部落社会的道德守则通常对劫掠行为非常宽容ꎮ〔９０〕

尽管由此形成的战斗单位的凝聚力令人怀疑ꎬ但这种默契确保部队能拥
有大量战士ꎮ 当很多战士的动机纯属个人时ꎬ团体领导人就往往可能无
法施行标准ꎬ因为战士们要是不满意可能会干脆一走了之ꎮ 组织发现自
己被普通士兵扣为人质ꎬ这使得任何旨在惩罚不端行为的措施都非常难
以实施ꎮ 如果要在保住自己的性命与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待遇之间作出
选择ꎬ大多数团体都会选择自己的生存ꎮ
〔８８〕

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ꎬ前引 １１ꎬ附件 ５ꎬ第 １７ 页ꎬ第 ９１ 段ꎮ 对塞拉利昂军的

〔８９〕

Ｊ.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３００.

指认大概是证人之误ꎬ他似乎将塞拉利昂军与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混为一谈了ꎮ
〔９０〕

对于随阿拉伯的劳伦斯作战的阿拉伯人而言ꎬ抢劫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ꎬ因此也是

其动机的一部分ꎮ 抢劫确保了起义永远不缺战斗员ꎬ但也造成了战斗员数量的巨大起伏ꎮ 那
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的有效性预示了这种方法对于许多当代武装团体的吸引力ꎮ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６９

暴行作为政治和宣传杠杆
武装冲突不只是军事问题ꎬ 政治方面对于取得胜利也至关重要ꎮ
“ 适时” 实施的暴行可能会具有政治分量ꎬ这使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些行
为的军事价值( 后者很低ꎬ常常为零) ꎮ 它们可能会赋予一个武装团体
远远超过其实际作战力量的媒体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地位ꎮ 该团
体进而会借此向政府换取政治让步ꎮ 在极端情况下ꎬ暴行可以吸引国际
调停者的充分注意和关切ꎬ确保相对弱势的团体在谈判桌前获得一席之
地ꎮ
上帝抵抗军通过经常性的大规模侵犯平民行为来吸引注意力ꎬ为这
种推理方式提供了有案可查的例证ꎮ 它在乌干达实施的暴行经常被观
察者们错误地形容为随意而为或者毫无意义ꎬ因为暴行的对象正是该团
体声称为之而战的人ꎮ 然而ꎬ现实要复杂得多ꎬ也恐怖得多:
通过对平民进行攻击ꎬ上帝抵抗军得以在整个战争期间对政府
保持一定威胁ꎮ 正如一名曾与孔尼( 上帝抵抗军领导人) 保持密切
联系的前指挥官所言ꎬ“ 这是游击战争当是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时ꎬ( 上帝抵抗军) 可以策划某些行动来破坏政府的名声或者显示
( 上帝解放军) 仍然在灌木丛中” ꎮ〔９１〕 这种疯狂杀戮所造成之
恐怖的意图在于将该团体所拥有的战术力量最大化ꎬ或者如前指挥
官们所言ꎬ“ 表明我们依然十分强大” ꎮ 不分皂白地使用武力使得
该团体不用实施几次攻击就能被视为威胁ꎬ从而继续在国家政治中
扮演重要角色ꎮ〔９２〕
向当地人民发动攻击可以证明政府部队无力保护他们ꎬ从而动摇政

〔９１〕

否认一个团体具有任何重要性或者任何合法性可能会迫使其采取此种战略ꎬ这一点

〔９２〕

Ｋａｓｐｅｒ Ｔｈａｍｓ Ｏｌｓｅｎꎬ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

容易被希望将所有武装反对派定性为“ 罪犯” 及 / 或“ 恐怖分子” 的政府所遗忘ꎮ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ｒｄ ’ 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ｍ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８ꎬＧｈｅｎｔ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４ － ５. 作者揭示了这些违法行为的其他因素ꎬ后者使得上帝抵抗军实施
的暴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更为错综复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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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他们眼中的合法性ꎮ〔９３〕 荒谬的是ꎬ届时唯一的避难所将是该武装
团体ꎬ即这些攻击的实施者ꎮ 这种混沌策略在 ２００３ 年被入侵之后的伊
拉克有所呈现ꎮ 叛乱者对基础设施和人民的攻击严重削弱了公众对美
国当局以及之后伊拉克新政府的( 潜在) 支持ꎬ使得这些攻击的实施者
本身成为一部分受害者眼中可行的政治性替代选择ꎮ〔９４〕 相似的算计使
得相当数量的团体得以强化其短期和中期政治力量ꎮ 不过ꎬ上帝抵抗军
在乌干达的最终失败表明这种策略并非完美ꎮ
“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恐怖分子名单、国内立法与国际司法
对武装团体一味镇压等于鼓励它们违反国际人道法ꎮ 由于它们除
了获得军事胜利或者争取以僵持换取政治妥协之外别无他法保护自己ꎬ
因此他们会倾向于忽视其可能具有的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任何理由ꎮ
对战争犯罪的惩治总是太过经常地被视为纯粹的“ 大棒” ꎬ而不是

“ 大棒加胡萝卜” ꎮ 如果同潜在的利益相挂钩ꎬ那么威胁———例如被起
诉到国际刑事法院———将会有效得多ꎮ « 瑞士刑法典» 是极为罕见地采
用这种双层方法的法律文本ꎮ〔９５〕 它一方面将为恐怖主义融资的行为规

定为犯罪ꎬ判处罚金及 / 或最高 ５ 年的有期徒刑ꎻ另一方面ꎬ又规定“ 如果
〔９３〕

这一点也适用于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ꎮ 有必要指出的是还存在这样的情况ꎬ即冲突

一方假借对手的名义实施暴行ꎻ一些武装团体就曾以类似方式行事ꎮ 一个有案可查的例子是
对泰国南部一个村庄的村长 Ｇｕｈｅｎｇ Ｓａ￣ｅ 的袭击:在抵挡住袭击者后ꎬ他发现其中两人———已
被他杀死———身着警服和军装ꎮ 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想他们打算让泰国当局为那晚发生的事
背黑锅ꎮ 如果他们成功 ( 杀 掉 我) ꎬ 我 的 死 很 容 易 就 会 让 这 里 温 和 的 人 民 转 而 反 对 政 府ꎮ”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Ｎｏ Ｏｎｅ ｉｓ Ｓａｆｅ: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２００７ꎬｐ. ６０.
〔９４〕

Ｓｅｅ ＵＳ Ａｒｍ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ꎬＦＭ ３ － ２４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１ － ９ꎬ

ｐａｒａ. １ － ４３:在一些人看来ꎬ不能保护其人民的政府丧失了统治的权利ꎮ 能够提供安全就会被
赋予合法性ꎬ因为居民们设法与能够保障其安全的团体结盟ꎮ
〔９５〕

Ｓｗｉｓ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３７ (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ｏｆ 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ꎬＳＲ ３１１. ０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６０ ｑｕｉｎｑｕｉｅｓꎬｉｎ ｆｏｒ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ｃｈ / ｅ / ｒｓ /
ｃ３１１＿０.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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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意图是支持那些在开展武装冲突过程中不违反国际法规则的行
为” ꎬ那么就不能惩罚筹集这些资金的行为ꎮ〔９６〕 这使得希望在这样一个
繁荣国度筹集资金的武装团体真的有理由考虑更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ꎮ

目前ꎬ一旦某个团体或个人被贴上“ 坏蛋” 的标签ꎬ他们就几乎别无
选择ꎮ 例如ꎬ将某个组织从恐怖分子名单中移除或者在国内法院对仅仅
参加敌对行动( 即只参加但未犯有战争罪行) 的人给予赦免的机制非常
不透明ꎬ其结果往往是使一无所有的团体走向极端:“ 如果你被列进恐怖
分子名单ꎬ又没有任何机制被除名ꎬ那等于是逼你搞恐怖主义ꎮ”〔９７〕
政府或政府间组织希望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或战术进行刑事
处罚ꎬ这是可以理解的ꎬ也是必要的ꎮ〔９８〕 不过ꎬ简单地对所有抵抗团体
或亲政府团体进行刑事处罚无济于事ꎬ还存在让原本没有系统性违反国
际人道法意图的团体走向极端的风险ꎮ 当然ꎬ我们的目标不是走向相反
的极端———建议在一国领土上使用武器的任何团体ꎬ无论其规模、地理
影响或活动如何ꎬ都应得到正式承认( 包括作为交战方) ꎮ 承认交战地
位是极端情况ꎬ政府很少愿意这样做ꎬ因为对武装团体的任何承认都让
政府感到有相应的政治成本ꎬ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颜面扫地的事ꎮ〔９９〕
〔９６〕

Ｓｗｉｓ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３７ꎬ第 ４ 段ꎮ 第 ３ 段是另一个保障条款:“ 如

果融资行为旨在建立或重建一个民主政权或者法治国家ꎬ或者旨在实施或保障人权ꎬ那么该行
为不构成为恐怖主义罪行融资ꎮ”
〔９７〕

笔者同缅甸某武装团体外交部长的谈话ꎬ日内瓦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ꎮ 该团体不在美

〔９８〕

近年来ꎬ国家和媒体系统性地使用“恐怖分子”一词ꎮ 它远没有澄清这一问题ꎬ反而模糊

国、欧盟、印度、俄罗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恐怖主义名单之上ꎬ因此上述评论并非自我辩解ꎮ

了争论ꎬ妨碍了对于叛乱的研究ꎬ使应对策略受损ꎮ 参见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Ｄｕｙｖｅｓｔｅｙｎꎬ“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ａｇ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 ｄａｔａ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ｍａｇｅｓ / Ｄｕｙｖｅｓｔｅｙｎ. ｐｄｆ(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ꎮ 不管贴上什么标签ꎬ意在扩散恐怖
的行为都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行为ꎮ 这使我们得以超越“甲的自由战士是乙的恐怖分子”的格言ꎮ
〔９９〕

尽管这一成本真实存在ꎬ但常常被高估ꎮ 例如ꎬ菲律宾和苏丹政府同其部分对手

( 分别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签署了关于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承诺书ꎬ但
继续作战ꎮ 它们的签名并未带来地位上的神奇变化ꎬ即赋予某个武装团体以“ 合法性” ꎮ 合法
性更恰当的来源是和平协议ꎬ或者是被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例如ꎬ两者分别于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７５ 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或各国( 例如ꎬ２０１１ 年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承认为其事业的合法代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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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足够的空间鼓励武装团体保持或回归国际人道法
的正道ꎬ而制定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这种做法就算能产生任何作用ꎬ总的
来说也只会对这些团体产生负面影响ꎮ
大规模无条件的国家支援
杰里米温斯坦指出ꎬ对叛乱团体的外部支援将使暴力升级ꎮ 在对
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的个案研究中ꎬ他指出拥有大量资源先是使该团
体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发展成为唯一能够真正挑战政府的势力ꎬ然后
导致其对其战斗员如何对待当地人民漠不关心ꎮ 罗得西亚和南非先后
给予该团体的大规模支援使它无须考虑人民发自内心的合作对其是否
有好处ꎬ从而消除了令其善待人民的潜在理由ꎮ〔１００〕
这些评论可以适用于其他许多冲突:如果外部支援规模巨大而又不
与特定类型的行为相挂钩ꎬ那么尊重国际人道法的一个基本动机———确
保获得人民支持———就变得无关紧要ꎮ
复仇扮演的角色
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主动决定背后的主要动机之一都是这些违
法行为仅仅是针对敌人所实施违法行为的必然或合法的回应ꎮ〔１０１〕 这种
报复可以被形容为消极互惠ꎬ是存在于许多冲突———它们中有些持续数
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之中的暴力循环背后的最强大的驱动力ꎮ〔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１〕

Ｊ.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０ꎬ３３１ － ３３２ꎬ３４２.

认为国际人道法是好东西的人和团体也可以运用这一推理ꎮ 一名哈马斯代表告诉

人权观察:“ 如果你们要求我们遵守( 国际人道法) ꎬ那并不困难ꎮ 伊斯兰教义支持« 日内瓦公

约» ꎮ 我们接受它们ꎮ 但说到对方ꎬ如果他们不遵守ꎬ我们对他们就没有义务ꎮ” Ｑｕｏ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ｅ
Ｓｔｏｒｋꎬ“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８.
〔１０２〕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ｕñｏｚ￣Ｒｏｊａｓ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ｒéｓａｒｄꎬ “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Ｗ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ＩＨＬ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
Ｎｏ. ８５３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１８９ －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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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同的大规模绑架人质行为———亦即在医院(１９９５ 年布登诺夫

斯克) 、剧院(２００２ 年莫斯科) 和学校(２００４ 年别斯兰) 而臭名昭著的车
臣领导人沙米尔  巴萨耶夫 ( Ｓｈａｍｉｌ Ｂａｓｓａｉｅｖ) 就是例子 之 一ꎮ〔１０３〕 在

２００４ 年年底的一次访谈中ꎬ他这样解释他对于战争法的态度:

首先破坏规则的不是我们ꎬ而是俄罗斯你倒是给我一个例

子ꎬ证明俄国人在这两场战争中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车臣人遵守过
国际法ꎬ哪怕只有一个在我从一个我们杀死的飞行员口袋里掏
出两张剧院的晚场演出票后ꎬ( 我的态度) 就改变了ꎮ ５ 分钟前ꎬ１５

点 ３０ 分ꎬ他对一个村庄进行了地毯式轰炸ꎬ那里单是一个地窖里就
死了 １７ 名妇女和儿童ꎬ而他却要在同一天的 １９ 点去剧院ꎮ 他是从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叶伊斯克市飞过来的ꎬ离我们几百公里远ꎮ 有
趣的战争ꎬ不是吗? 早上你屠杀妇女和儿童ꎬ晚上你跟朋友一起去
剧院ꎮ〔１０４〕
当战斗员正确或者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敌人不尊重战争法ꎬ正在攻击
手无寸铁的人民而不受惩罚ꎬ那么他们寻求报复就不足为奇了ꎮ〔１０５〕 即
使一方违反国际人道法在法律上并不免除另一方的义务ꎬ〔１０６〕 也不难理
解他们替家人和同志复仇的愿望ꎮ 当似乎没有国际机制能够或者愿意
制止国家的违法行为时ꎬ武装团体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自
卫ꎮ 为了说明其对于战争法的嗤之以鼻ꎬ一名领导人将国际人道法形容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国际人道法禁止绑架人质ꎬ平民———特别是儿童和伤病员———受到保护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车臣新闻社的访谈ꎬ之后被从网站上删除ꎮ 笔者有拷贝ꎮ

这样的例子很多ꎬ包括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团体ꎮ 在一次访谈中ꎬ俾路支共和党领

袖 Ｎａｗａｂｚａｄａ Ｂｒａｍｄａｇｈ Ｂｕｇｔｉ 为俾路之叛乱者杀害教师行为的正当性辩解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
巴基斯坦当局和媒体只在某个旁遮普教师或理发师被杀时大喊大叫ꎮ 为什么在一个接一个俾路
支城镇被巴基斯坦当局轰炸时一言不发? 我已经说过多次:定点清除是俾路支对旁遮普军政策
的正 当 反 应ꎮ”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ｂｙ Ｍａｌｉｋ Ｓｉｒａｊ Ａｋｂａ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ｇｍｃｍｉｓｓｉｎｇ.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１０ / ｉｆ￣ｉ￣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ｎ￣ｂａｌｏｃｈ￣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ｙ￣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ｗｉｌｌ￣ｋｉｌ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ｎｄ￣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ｓａｙｓ￣
ｂｒａｍｄａｇｈ￣ｂｕｇｔｉ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１０６〕

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当事方无权实施报复ꎮ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确认的习惯

法规则中的 １４８ 号规则ꎬ“ 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当事方无权诉诸交战报复ꎮ 禁止对不直接参加或
不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采取其他反制措施” ꎮ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４ꎬ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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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国家自己制定、自己违反的法律” ꎮ〔１０７〕

再者ꎬ认同武装团体的人在这类思考中绝非中立ꎮ 相反ꎬ他们往往

施加压力要求报复ꎮ 这使武装团体处境维艰ꎬ因为其往往依赖于或者希
望获得这些人的支持ꎬ从而可能会被迫在屈从民意与尊重国际人道法之
间作出选择ꎮ 这种局面少有被报道ꎬ但经常会出现:科索沃解放军、哥伦
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以及缅甸相关运动的前领导人
都曾告知笔者他们面对过这种挑战ꎮ
因为国际人道法本身
有时国际人道法是因为其是什么或者被感觉是什么而遭拒斥ꎮ 导
致这种拒斥的原因众多且不尽相同:对于非洲人或亚洲人而言ꎬ国际人
道法可能会被视为西方的产物ꎻ〔１０８〕 对战斗员而言ꎬ它也许像是律师在法
庭上的胡言乱语ꎬ与现实没有丝毫联系ꎻ在共产主义者当中ꎬ给予平民的
保护会被一些人视为使中产阶级逃脱无产阶级正义复仇的手段ꎮ〔１０９〕 不
过ꎬ如果我们关心过它们的言论ꎬ那么认为武装团体对国际人道法有看
法是因为它们没能参与其制定并因此不能予以批准的想法似乎就是错
误的ꎮ 目前始终如一地宣称这种观点的只有哥伦比亚的武装团体ꎬ而且

〔１０７〕
〔１０８〕

当着笔者的面对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所说的话ꎬ２００９ 年ꎮ
哈马斯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如何可能对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选择产生决定性影

响的实例: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ｎｉｙａ 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前确认ꎬ哈马斯承诺尊重

“ 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ꎬ只要它们与我们的特性、习惯和本来传统相符” ꎮ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ｎ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ｎｉｙａ Ａ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 / １ꎬ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ꎬＡ / ＨＲＣ /

８ / １７ꎬｐａｒａ. ６.
〔１０９〕

所有这些认知都值得讨论和质疑ꎬ但在这里并不合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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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里现实情况也颇为复杂ꎮ〔１１０〕 例如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虽
然常常持这种立场ꎬ但同时———有时是在相同的文件中———又声称它们
把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观念融入了自己的规则中( 因而予以接受) ꎮ〔１１１〕 本
文并不试图列出一份完整的清单ꎬ罗列国际人道法可能是导致武装团体
对该法律体系本身不予接受的内在原因ꎬ但如果对某些萨拉菲派的观点
略而不谈ꎬ那将使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蒙受损失ꎮ〔１１２〕
２００７ 年ꎬ曾任车臣独立运动总统的多库乌马罗夫宣布该运动改

为高加索酋长国ꎮ 他在声明中攻击了一切形式的国际法:

至高无上的真主在« 可兰经» 中警告我们ꎬ他将不会原谅以物
配主ꎬ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ꎮ 穆斯林终其
一生都必须敬畏之ꎮ 因此ꎬ我们圣战者拒绝任何不是来自真主的法
律、规则和制度这意味着我ꎬ高加索圣战者的埃米尔ꎬ拒绝与偶

〔１１０〕

还有更早的例子ꎬ特别是 １９６５ 年越南南部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 更为人所知的名字

是越共) 和( 在更有限的程度上) 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ꎮ Ｐａｎｃｈｏ Ｖｉｌｌａ 在阅
读一份关于« 海牙公约» 规则的宣传册时的态度正是这种推理的原型:“ 这个« 海牙公约» 是什
么东西? 当时墨 西 哥 有 代 表 在 场 吗? 立 宪 主 义 者 有 代 表 在 场 吗?” 所 有 这 些 例 子 都 被 Ｍ.

Ｖｅｕｔｈｅｙ( 前引 ２１ꎬ第 ２４ ~ ２５ 页) 援引ꎮ 这种因为武装团体没有参加谈判而不愿接受国际人道
法作为法律的论断对于受过法律训练的西方人而言很有逻辑ꎬ但今天的武装团体很少还有持
这种观点的ꎮ 那些对国际人道法本身有看法的人是基于另外的理由ꎮ
〔１１１〕

Ｂｅｌｉｇｅｒａｎｃｉａ 这 本 小 册 子 用 寥 寥 数 页 提 到 了 这 两 方 面 内 容ꎮ Ｓｅｅ ＦＡＲＣꎬ

Ｂｅｌｉｇｅｒａｎｃｉａ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ꎬ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ｂｐ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ｃｏｍ / ｂｏｌｅｔｉ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ｉｄｏ / ｌｉｂｒｏｓ / Ｂｅｌｉｇｅｒａｎｃｉａ ＿ ＿ ＦＡＲＣ￣ＥＰ.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１２〕

我用这一术语来指称伊斯兰极端武装团体ꎬ尽管这是一种简略方式:并非所有的萨

拉菲斯特分子都鼓励使用暴力ꎻ即使在鼓励使用暴力的人中ꎬ对于攻击平民的态度至少也是有
所不同ꎮ 例 如ꎬ 利 比 亚 伊 斯 兰 战 斗 团 的 领 导 人 们 在 狱 中 出 版 了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Ｊｉｈａｄꎬ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一书ꎬ其内容使其与通常被认为
归属于这些团体的意识形态相区别:“ 圣战有伦理和道德ꎬ其中包括:圣战是为真主而战ꎬ禁止
杀害妇女、儿童、老人、僧侣、挣工资的人( 雇员) 、信使( 使节) 和商人等ꎮ 圣战的伦理和道德还
包括禁止背信弃义、有义务信守承诺、有义务善待振幅、禁止毁坏尸体以及禁止瞒着领袖私藏
战利品ꎮ 正是对这些伦理的遵守使得穆斯林圣战有别于罔顾伦理的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战争ꎮ”

Ｓｅｅ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ｉ Ｍｕｓａｗｉ( ｔｒａｎｓｌ. ) ꎬ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Ｇ Ｒｅ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Ｑｕｉｌｌｉａｍ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８.

７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像崇拜 有 关 的 一 切ꎮ 我 拒 绝 这 个 世 界 所 制 定 的 一 切 异 端 的 法
律ꎮ〔１１３〕
与此相似ꎬ他在 ２００９ 年甚至更明确地拒绝一切源自国际协定的法

律ꎮ 他将这种法律形容为异端和偶像崇拜的法律ꎬ因而对其没有约束
力:
如果根据这些不是由我们制定的法律ꎬ根据这些由偶像崇拜和
异端为其自己制定的法律ꎬ根据这些我们不曾同意也不曾签署的法
律ꎬ我们被禁止杀死这些公民ꎬ这些所谓和平的公民———他们用纳
税和沉默供养军队和联邦安全局ꎬ用他们表示许可的沉默支持军
队———如果这些人被视为公民ꎬ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
的ꎮ〔１１４〕
很多伊斯兰极端团体基于国际人道法的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偶然
性对其加以质疑ꎮ 谢赫阿迪勒阿巴布一个近期的例子出现在基地
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用英文出版的杂志« 神启» 中:
把人分成平民和军人不是我们法学家的分类方式ꎬ也不是源自
圣训( 先知穆罕默德的实践) ꎮ 相反ꎬ它是一种新的分类方式ꎮ 不
幸的是ꎬ很多以宗教之名说话的人开始使用这一错误的分类并将其
作为裁决的基础ꎮ〔１１５〕
不同的定义
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对国际人道法术语的非法律解释ꎮ
〔１１３〕

这项声 明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作出ꎬ 此处引用自其 正式 英 译 文ꎮ Ｋａｖｋａｚ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ꎬ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ｉｒ Ｄｏｋｋａ’ 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ｎ Ｅｍｉｒａｔｅꎬ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ｋａｖｋａｚ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 / ｅｎ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７ / １１ / ２２ / ９１０７. ｓ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１４〕

原文取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的一段视频ꎮ 英文字幕见 Ｋａｖｋａｚ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ꎬＥｍｉｒ

Ｄｏｋｋａ Ａｂｕ Ｕｓｍａｎ: “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ｕｒ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ｙｅａｒ ” ꎬ １７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ｋａｖｋａｚ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 / ｅｎ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９ / ０５ / １７ / １０７００. ｓ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１１５〕

Ｓｅ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ꎬＮｏ. ４ꎬ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 ２０. 谢赫阿迪勒阿巴布还说非信徒可以因为没

有信仰而被杀死ꎬ尽管有一些“ 暂时的” 例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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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儿童” 和“ 平民” 等概念可能会被善意地使用ꎬ但使用方式与其
在国际人道法上的含义相反ꎮ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的缺乏
国际人道法知识的问题ꎮ
在人们对于成年的年龄存在争议的情况下ꎬ将征兵年限设定在 １５

或 １６ 岁〔１１６〕 可能会是个问题ꎮ 它在西方可能被认为适当ꎬ但却不符合当
地基于宗教、习惯或者干脆就是实用性考虑的社会现实ꎮ 例如ꎬ也门一
个武装团体的代表告诉我ꎬ根据他们的传统ꎬ男孩在 １３ 岁就长大成人ꎮ
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的前领导人也曾指出ꎬ在他们的
山区ꎬ１６ 岁的男孩或女孩往往已有付报酬的工作ꎬ还可能已经结婚ꎬ这
就赋予了其参加战斗所需的成熟性ꎮ〔１１７〕

“ 平民” 这一概念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之处ꎬ〔１１８〕 这给决

策者们带来了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ꎬ特别是有关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等概
念的问题ꎮ 许多故意攻击平民( 按照国际人道法的定义) 的武装团体之
所以这么做ꎬ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攻击平民ꎬ而是他们关于受保护人员的
定义有所不同ꎮ 理论上他们也许愿意接受不得攻击平民这一原则ꎬ但谁
是平民呢? 他们并未意识到ꎬ他们的定义可能同国际人道法不一致ꎬ有
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ꎮ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尊重“ 人民” ꎬ但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团

体可能会将平民居民的一部分排除在其宣布加以保护的“ 人民” 之外ꎬ
并宣称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不属于“ 人民” ꎬ而属于“ 人民的敌人” 或者
“ 阶级敌人” ꎮ 基于类似的理由ꎬ秘鲁的光辉道路运动监禁或释放被俘
士兵ꎬ与此同时ꎬ处死被俘的军官ꎮ

还有些团体以摩尼教的观点看待世界ꎬ一切不在其控制之下的人都
是敌人ꎮ 革命联合阵线的意识形态是“ 要求和期待平民承担革命的成

〔１１６〕

国际法在这方面并不统一ꎬ但晚近的文本倾向于 １８ 岁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 儿童权利公约›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规定ꎬ“ 区别于国家武装部队的
武装团体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征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 １８ 岁的人员” ( 第 ４ 条ꎬ第 １ 段) ꎮ
〔１１７〕
〔１１８〕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同笔者的访谈ꎮ

Ｈ. Ｓｌｉｍ 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ꎬ参见前引 ４ꎬ第 １８３ ~ ２１１、２６６ ~ ２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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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ꎬ例如提供食物和劳力ꎮ 因此ꎬ抗拒革命联合阵线的人都是敌人” ꎮ〔１１９〕

这些不同的定义往往能够解释为什么武装团体说他们尊重国际人道法
规则而事实上又经常违反规则ꎮ〔１２０〕 不过ꎬ不诚信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
因ꎮ
结论
只有武装团体用以为尊重或不尊重国际人道法进行辩解的理由得
到理解ꎬ并在主张尊重国际人道法时将这些理由考虑在内ꎬ才能鼓励并
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ꎮ 否则ꎬ相关讨论将一无所获ꎮ
在关于平民的讨论中ꎬ翻来覆去地呼喊“ 杀害平民是错误的ꎬ因为它
违反国际人道法ꎻ杀害平民违反国际人道法ꎬ因为它是错误的” 这样的标
准口号是不够的ꎮ 这一循环推理———概括了现今最为流行的亲平民理
论的思维基础———显然不足以质疑和说服坚定的反平民理论家ꎮ〔１２１〕

为了让论证成功进行ꎬ我们必须了解武装团体的环境、背景、组织等

等情况ꎮ 每个武装团体都有所不同ꎮ 承认武装团体的多样性还意味着
承认促使它们尊重或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的多样性ꎮ〔１２２〕 这些理由
在性质上各不相同ꎬ武装团体会考虑其中若干理由ꎬ并根据其对每个理
由的重视程度作出决定ꎮ 因此ꎬ完全以善待人民的益处为基础来展开论
证将会无济于事ꎮ 一方面ꎬ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还有其他理由ꎻ另一方
〔１１９〕
〔１２０〕

Ｓｅ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Ｉｓｓ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ｅｓａｙ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ａｒａ. ７０９.

Ｉ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ꎬ“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ｓｔａｇｅ” ꎬ“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ｒｇｅｔ” ꎬｅｔｃ.
〔１２１〕
〔１２２〕

Ｈ.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Ｄ. Ｍａｎｃｉｎｉ￣Ｇｒｉｆｆｏ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 ２４.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ｒ ｄ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ｄｅｅｄꎬ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 ａ ｄｅｅ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ａｓｋｅｄ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 尽管武装团体多种多样ꎬ但尊重或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并不是无限的ꎮ 事实

上ꎬ存在“ 人类冲突存在一个被可见的文化差 异所掩盖的深层结构” ꎮ Ｓｅｅ Ｒｏｇｅｒ Ｖ. Ｇｏｕｌｄꎬ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ｌｓ:Ｈｏｗ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ａｎｋｓ Ｂｒｅｅｄ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２００３ꎬｐ. １０１ꎬｑｕ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Ｋａｌｙｖａｓꎬ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６ꎬｐ. ９.

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与否的理由

７９

面ꎬ武装团体之间差别很大ꎬ一些团体选择的方法和策略使得善待人民
这种做法的吸引力微乎其微:
叛乱团体的起点多种多样ꎮ 认为叛乱就意味着要依靠平民居
民来提 供 建 立 组 织 所 需 要 的 资 源 这 种 传 统 观 点 经 不 起 仔 细 推
敲没有单一的叛乱组织模式ꎬ也没有唯一最佳的胜利道路ꎮ〔１２３〕
在短期视野和长期视野之间存在根本对立ꎮ 往前看不到几个月后
会发生什么的团体会更倾向于论证违法行为的正当性ꎬ尤其是当它认为
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时ꎮ 缺乏战略眼光将会导致类似结果:其作战方式取
决于冲突本身而非冲突最终目标的团体会更倾向于违反国际人道法ꎬ因
为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很多理由是着眼于中长期影响的ꎮ〔１２４〕
在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中ꎬ有两个被武装团体尤为看重ꎬ那就是
自我形象和军事优势ꎮ 在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中ꎬ最为重要的有三
个ꎬ即团体的目标、军事优势以及国际人道法本身ꎮ 对这个或那个理由
的相对重视程度因不同团体而有所差异ꎬ从而会导致多种组合ꎮ 不幸的
是ꎬ不可能规定一个说服所有武装团体都认同尊重国际人道法必要性的
统一标准ꎻ同样ꎬ如果不了解某个特定团体倾向于尊重或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原因ꎬ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说服ꎮ

〔１２３〕
〔１２４〕

Ｊ.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３３９.
采访作者ꎬ２０１０ 年ꎮ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
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
刘欣燕∗译

摘要
«评论» 希望通过引入“ 辩论” 这一新的栏目来反映当前围绕人道问
题展开的道德、法律或实践争论ꎮ 本栏目将使读者充分了解有关当代人
道法或人道行动特有问题的主要论点ꎮ
首场辩论ꎬ« 评论» 邀请其两位编委会成员马尔科萨索利教授和
尤瓦尔沙尼教授就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平等性问题展
开讨论ꎮ 勒内普罗沃教授对这场辩论进行了评论ꎬ并为讨论增加了第
三方视角ꎮ
辩论的关键问题是:对非国家武装组织适用目前的法律制度是否现
实ꎮ ( 有时仅具备有限手段且组织程度较差的) 武装组织如何能承担与
国家相同的义务? 武装组织遵守其对手所制定规则的动因何在? 当武
装反对政府的行为已使它们成为“ 不法之徒” 时ꎬ武装组织为何还应遵
守这些规则?
参与讨论者都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渴望ꎬ希望确保所有受武装冲突影
响者都能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ꎮ 萨索利和沙尼教授同时提出两种截然
相反的观点:萨索利教授认为可以考虑以浮动义务替代平等义务ꎬ而沙
尼教授则反对这一观点ꎮ 普罗沃教授随后深入思考了两位辩论者提出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翻译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学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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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ꎬ并邀请读者重新考虑交战者平等性的真正定义ꎮ
为了简洁明了ꎬ辩论者简化了他们复杂的法律推理ꎮ « 评论» 的读
者应谨记ꎬ辩论者实际的法律观点较其在辩论中所表述的观点可能略有
差别ꎮ

是否应引入浮动义务机制解决
武装组织与国家间根本的不平等?
马尔科萨索利∗
当被问及国家( 政府军是其代表) 和非国家武装组织是否———或

应否———同等承担国际人道法义务时ꎬ该论点的支持者面临着一个两
难困境ꎬ因为他们渴望更加尊重武装冲突受难者ꎮ 一方面ꎬ武装冲突
所有当事方在国际人道法前一律平等的法则( 以下简称法则) 是人道
法的核心原则ꎬ而且对于将该法则平等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也有
充分的理论基础ꎬ甚至是让人更加无法抗拒的实践原 因ꎮ〔 １ 〕 但 另 一
方面ꎬ质疑这是否现实ꎬ也合情合理ꎮ 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是:不切实
际的规则不但保护不了任何人ꎬ甚或还可能削弱遵守切合实际之人道
法规则的意愿ꎮ 武装组织和政府同样面临一个两难困境ꎮ 可以理解ꎬ
政府军希望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规则敌人也要同样遵守ꎮ 但同时ꎬ任何
将武装团体( 总是被归为犯罪组织或“ 恐怖” 组织) 与主权国家相提并
论的观点ꎬ都被热衷于国家主权这一威斯特伐利亚观念的政府视做异
端邪说ꎮ 对于武装组织而言ꎬ它们也许很欣赏与对手享有平等权利这
∗ 马尔科萨索利(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 是日内瓦大学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系主任、国际法学教

授ꎬ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拉瓦尔大学和魁北克大学担任副教授ꎬ« 红十字国际评论» 编委会成
员ꎮ 马尔科萨索利要感谢日内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赛卡梅伦女士( 法律硕士) ꎬ她对本
文提出了颇有见解的评论ꎬ并对文字进行了修改ꎮ
〔１〕

本人曾在另一著作中写道:“ 如果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国际人道法未能体现出

交战者平等这一原则的话ꎬ那么该法得到遵守的机会就更小了ꎮ”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ｎｔｏｉｎｅ Ｂｏｕｖ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Ｑｕｉｎｔｉｎ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 Ｗａｒ?ꎬ ３ｒｄ ｅｄ. 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１ꎬｐ. ３４７.

８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样的主张ꎬ但其中大部分却不愿———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遵守
相同的义务ꎮ 我确实看到也了解背离法则的风险ꎬ而且我也承认对实
施不平等约束的规则表示赞同并非易事ꎮ 但是ꎬ在这里ꎬ为了发起辩
论ꎬ我要主张废弃这一法则ꎮ 同时ꎬ我也要对« 评论» 组织这场辩论表
示感谢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此法则是必须对诉诸战争权( 如今转化为反
战法( ｉ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 ｂｅｌｌｕｍ) ꎬ即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法律) 与战时
法( 规制如何使用武力的法律) 加以区分的结果ꎮ 国家常常———尤其是
在它们确信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高尚事业时———企图质疑这种区分ꎬ但
是它们已接受其为条约规则ꎮ 从实用的观点来看ꎬ没有这种区分ꎬ就无
法遵守人道法ꎬ因为至少在交战者之间ꎬ对于哪一方诉诸武力是符合诉
诸战争权的以及哪一方违反了反战法总是存在争议ꎮ 从人道的观点看ꎬ
交战双方的冲突受害者都需要受到同样的保护ꎬ它们没必要对“ 己” 方
实施的违反反战法的行为负责ꎮ
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而言ꎬ相关法则的争议更大ꎮ
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明确规定冲突“ 各方” 均须遵守公约规定ꎮ
但« 第二议定书» 却故意对此缄口不提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习惯国际

人道法研究” 中确立的大量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规则完全是
基于国家实践ꎮ 那么武装组织为什么要遵守根据其敌人的实践和法律
确信( ｏｐｉｎｉｏ ｉｕｒｉｓ) 所创建的规则呢? 此外ꎬ从技术上讲ꎬ在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不存在国际上的诉诸战争权问题ꎬ因为国际法既未将此类冲突
合法化ꎬ但也未加以禁止ꎮ 使用武力是国家机构的专利ꎬ这一论调正是
源自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概念ꎮ 所有国家的国内立法都禁止除国家机
构外的任何人具有针对他人实施武装冲突的能力ꎮ 国际人道法并未强
迫国家通过平等对待叛军和政府军成员的国内法ꎮ 在国内法中ꎬ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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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组织是绝对不平等的ꎬ而此类国内法并不违反国际人道法ꎮ〔 ２ 〕 在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难道这种交战者间固有的不平等能为平等适用人
道法留有任何可能性吗?
甚至就国际人道法本身而言ꎬ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平等对待

国家和武装组织这两个根本不平等的主体是否现实? 首先ꎬ在评判战场
的实际情况时ꎬ无论对错ꎬ大部分武装组织都被认为无视国际人道法ꎬ这
既包括对该法的不了解ꎬ也包括故意实施违反人道法基本原则( 如区分
原则) 的敌对行为ꎮ 许多武装组织的确认为ꎬ他们要想战胜在军事和技
术上都比自身强大得多的政府军ꎬ唯一的机会就是攻击“ 软目标” ꎬ即平
民和平民居民的信心ꎬ希望他们能够不再支持政府ꎮ 在军事上处于弱势
的“ 亡命徒” 不遵守人道法ꎬ而认为诉诸暴力———如恐怖袭击或背信弃
义的行为———才是他们避免全面溃败的唯一机会ꎮ 将武装组织宣布为

非法并给它们打上“ 恐怖分子” 的标签ꎬ有时就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ꎮ
此外ꎬ据某些一线人道工作者报告ꎬ与一些控制了某一地区的组织良好
的武装团体接触时ꎬ就人道问题或接触战争受难者的问题进行对话是有
可能的ꎬ但却不太可能要求这些团体遵守实体法律规则ꎮ 对于许多人道
组织而言ꎬ其自身员工的安全及其活动得到接受的程度高于一切ꎬ如此
一来ꎬ与武装组织就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进行对话则被认为太过冒险ꎮ
当然ꎬ像“ 日内瓦呼吁”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能够就一些已有定论的
问题———如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或儿童兵———获得了遵守规则的承诺并
对其加以监督ꎮ 然而ꎬ想要让某些组织声明放弃针对平民的自杀式袭
击、扣押人质或使用人盾等通常的作战手段则要困难得多ꎮ
有人可能反驳说ꎬ许多实际参加战斗的政府军遵守人道法的情况同
样不佳ꎬ他们中没有谁可以被称为遵守人道法的冠军ꎮ 尽管如此ꎬ大多
数武装组织不守法的程度要比政府军更为严重ꎮ 此外ꎬ更重要的是ꎬ这
〔２〕

正如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Ｄａｂｏｎé 就这一问题所著文章中表明的那样ꎬ在除国际人道法以外国际

法的其他部门法中ꎬ国家这一国际法的主要主体和它的敌人———武装组织———同样是根本不
平等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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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况似乎也不只是因为缺乏守法的意愿ꎬ而是缺乏遵守某些规则的能
力ꎮ 再者ꎬ政府军将武装组织的指挥官作为攻击目标是合法的ꎬ但与此
同时ꎬ干掉他们也使该组织更没有能力去遵守许多规则ꎬ因为指挥官通
常是唯一有能力确保其下属遵守规则的人ꎮ
至少根据定义ꎬ武装组织和政府军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程度是
一样的ꎮ 那么ꎬ如果法律适用问题只考虑到政府军的需求、困难和意愿ꎬ
但却声称要适用于双方ꎬ则是不现实也缺乏效力的ꎮ 如果政府军和武装
组织是平等的ꎬ我们就必须逐个检查每项规则ꎬ看看有足够意愿遵守规
则的武装组织在不必然输掉战斗的情况下ꎬ是否能够遵守此项规则ꎮ 这
不仅适用于现有的、声称的以及新提议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ꎬ也适用于任
何相关的解释ꎮ 国家是立法者ꎬ因此本身就要负责核查所定规则是否现
实ꎮ 对于武装组织而言ꎬ并不会进行现实性核查ꎮ 如果某些规则对武装
组织而言并不现实ꎬ而我们仍然声称其适用于武装组织ꎬ那么这不仅会
导致此类规则遭到违反ꎬ还会削弱武装组织能够遵守的其他规则的可信
∙∙
性和保护效力ꎮ
如果适用于双方的规则相同的话ꎬ可举 ５ 例提出对某些法律发展现

实性的质疑ꎮ 第一ꎬ国际刑事法庭、ＩＣＲＣ 和学者都试图———主要是通过
所谓的习惯法规则———让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更接近于国
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ꎬ而当前这样的趋势可能也会产生消极的副
作用ꎬ即要求武装组织遵守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真正遵守的规则———而这
些规则是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制定的ꎮ 在下文中我会以禁止任意拘
禁为例说明这一问题ꎮ 第二ꎬ越来越多的人权标准融入国际人道法可能
导致相同的结果ꎮ 第三ꎬ１８ 岁的最低年龄与( 禁止) 儿童卷入武装组织
这个大概念相结合导致产生了某些要求ꎬ使武装组织成员不可能与其家
人在一起ꎬ也不可能得到他们( 声称) 为之而战的所有人的支持ꎮ 第四ꎬ
关于劫掠通常的定义( 例如ꎬ由打击在冲突地区掠夺自然资源买卖者提
出的) 证明对武装组织实施了差别待遇ꎬ因为它包括了未经所有人同意
的占有ꎮ 国际法中并未对所有人的概念加以界定ꎬ它被认为是国内法中
的概念ꎮ 然而ꎬ根据国内法的规定ꎬ在大多数国家中自然资源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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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ꎮ 这就意味着ꎬ武装组织在其控制的领土内———甚或在它们为之
而战者的领土上———继续开发现有自然资源时ꎬ它们就犯有劫掠这项战
争罪ꎬ即使它们将收益用来造福当地居民ꎬ或继续为他们而战ꎮ 第五ꎬ诸
如国际刑事法庭和人权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指挥官责任等一些概念的发
展ꎬ可能导致向武装组织领导人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ꎬ而忽略了武
装组织的结构体系与国家之间的本质差别ꎬ它们通常不得不在暗中开展
行动ꎮ
在我看来ꎬ这些问题值得仔细推敲ꎬ最好是让相关方———在此背景

下就是武装组织成员———平等参与ꎬ这可能会使我们抛弃交战人员在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平等这一“ 公理” ꎮ

从世界范围内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有太多暴力和专断受害者的角

度来说ꎬ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习惯规则( 与适用于国际性武装
冲突的条约法平行) 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ꎬ以及 ＩＣＲＣ 就发展———特别
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约法的可能性与各国进行磋商的
愿望ꎬ〔 ３ 〕 无疑应受到赞许ꎮ 此外ꎬ若可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的相似规则越来越多ꎬ那么在划分某些武装冲突 ( 特别是混合型冲

突) 分类上的棘手理论问题和微妙政治问题就变得可以讨论ꎮ 政府军可
以完美地遵守两类武装冲突中相同的规则ꎬ或许这是实情ꎮ 但同时ꎬ许
多武装组织不可能遵守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全部规则ꎮ
这种情况致使我们可对其适用浮动义务ꎮ 一个武装团体的组织性
越强ꎬ它对领土的控制就越稳定ꎬ那么可对其适用的规则也就和适用于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全部人道法规则更为类似ꎮ 例如ꎬ在西班牙内战
中ꎬ双方都可遵守几乎全部的规则ꎬ因为双方都管控着一些领土ꎬ而且主
要通过正规军作战ꎮ 另外ꎬ尽管武装组织对领土行使控制并非是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先决条件ꎬ但你无法设想ꎬ一个被迫藏
〔３〕

Ｓｅｅ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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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ｉｈ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２.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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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政府控制领土内的团体如何能够实施许多国际人道法中规定的积
极义务ꎮ 的确ꎬ只有一方在开展某些行动时才会引发那些义务ꎮ 由此看
来ꎬ每个武装组织可以简单地通过不拘留任何人ꎬ就可以遵守对于任意
拘禁的习惯法上的禁止ꎬＩＣＲＣ 在其« 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 中将其解释
为:需要在法律中事前规定拘禁的根据ꎮ 然而ꎬ此类要求是不现实的ꎬ而
且很可能会导致对投降的敌人实施即决处决ꎮ
因此ꎬ显然必须要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作出
具体规定ꎮ 不能仅仅只靠某个武装组织遵守某些规则的能力ꎬ而是必须
要( 针对某些类别的武装组织) 从总体上和理论上加以确定ꎬ而且这一
决定必须要维护最低的人道标准ꎮ 否则ꎬ一个较弱的武装组织将会被允
许如故意袭击平民ꎬ如果这构成了它削弱政府唯一现实的手段ꎮ
其实这种浮动义务也并非创举ꎮ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的适用门槛要

比共同第 ３ 条高得多ꎬ这已经是一种浮动ꎮ 这种高门槛通常令人失望ꎬ
但或许对武装组织来说更现实ꎮ 的确ꎬ只有控制一定领土( 这是« 第二
议定书» 但并非共同第 ３ 条的适用条件) 的武装组织可能能够遵守某些
议定书的规则ꎮ

不过要对双方均适用这种浮动义务则是荒谬的ꎮ 恰恰相反ꎬ它们的
敌人越弱ꎬ政府军遵守国际人道法就越容易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考虑放弃
交战双方平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ꎬ要求政府军全面遵守人道法的条约
和习惯规则ꎬ而要求它们的敌人仅根据自身的能力加以遵守ꎮ 这其实就
是当代政府军在与武装组织作战时的真正期望ꎮ 有哪个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的士兵会指望( 在他所预见的意义上) 塔利班士兵能够遵守己方指
挥官要求自己遵守的规则呢? 让政府和它们的士兵知道敌人并不遵守
相同的规则ꎬ也会降低因敌人所谓的违法行为而以对等名义实施违法行
为的风险ꎮ 尽管基于对等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已被普遍禁止ꎬ但它
却继续为许多违法行为提供着理由和借口———并且可能会导致在许多
武装冲突中野蛮的对抗ꎮ

总之ꎬ应注意的是:不应过分夸大摒弃交战各方平等原则的重要性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大多数的人类苦难并非由于不遵守那些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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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组织客观上可能难以遵守的规则造成的ꎬ而是因为双方都违反了那
些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遵守的规则:如禁止强奸、禁止酷刑、禁止
杀害落入敌手或孱弱无力的人ꎮ 将某些规则调整为一方可实际遵守的
规则恰恰可以让它们失去拒绝适用整套规则的借口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ꎬ交战双方平等只是幻想罢了ꎬ幻想只会削弱国际人道法ꎮ 因为
该部门法适用于一种( 没人希望的) 现状ꎬ而它必须要应对这种现状的
人道后果ꎬ如果这一部门法要想保持真正的影响力ꎬ那就必须在所有规
则和原则中考虑到实际情况ꎮ

对马尔科萨索利观点的反驳
尤瓦尔沙尼∗
马尔科萨索利教授呼吁重新审视在国家与非国家参与的不对称
冲突中遵循交战方平等原则的现存国际人道法“ 法则” ꎬ这在本质上无
疑是一种刺激性( 甚或是煽动性) 的思想ꎮ 在交战一方是强国而另一方
是能力有限、处于弱势的武装组织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国际人道法
无疑受到长期得不到遵守这一问题的困扰ꎻ遵守问题与能力和军事基础
密切相关( 即那些如果遵守国际人道法就要准备好承担军事劣势的一方
可能更倾向于违反国际人道法) ꎮ 遵守问题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恶化:
一是某些非政府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可能倾向于反对构成国际人道法基

础的道德价值ꎻ二是国际人道法规则经过数年的发展要求已越来越高: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设定的规范标准越高( 这是调整国际性武装冲突
的国际人道法规范向非国际性冲突环境扩散以及其中的国际人权法和
国际刑法互补作用的结果) ꎬ遵守的差距就越大———规范和非国家参与
者能够和愿意管理自身之方式的差距ꎮ 因此ꎬ萨索利在批判规范太过雄
∗ 尤瓦尔沙尼( Ｙｕｖａｌ Ｓｈａｎｙ) 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学院国际公法系任赫希劳特

派特教授ꎬ他也是« 红十字国际评论» 的编委会成员ꎮ 作者感谢亚赫利舍列舍夫斯基先生和
加布里埃拉勃鲁姆教授对本文的初稿提出有用的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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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勃勃时是对的ꎬ因为这样对于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是适得其反的ꎮ
不过ꎬ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ꎮ 废除交战方
平等原则可能会打开一个“ 潘多拉魔盒” ꎬ从而威胁到国际人道法的合
法性和有效性ꎬ并可能导致其规范的遵守程度更差( 而不是更好) ꎮ 首
先ꎬ正如萨索利教授所指出的ꎬ将国际人道法的一系列义务与组织能力
和军事基础密切联系ꎬ预示着对实践中不确定情况的危险妥协ꎬ这可能
阻碍对人道法的遵守ꎬ并且将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变成一个根据战场状
况而定的问题ꎮ 虽然在国际人道法规范所传达的行为预期和某些具体
交战方的能力之间确立一定程度的联系是明智的ꎬ但是大家应该记住ꎬ
国际人道法之所以存在ꎬ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对于其规范的充分遵守ꎬ
而是对人道价值的保护( 人道法得到良好遵守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
已ꎬ而绝非目的本身) ꎮ 尽管基于能力的浮动义务可能会使违反人道法
行为的数量降到最低ꎬ但是这并不会激励冲突各方加强其遵守人道法的
能力ꎬ从而加强人道保护ꎻ相反ꎬ根据萨索利提出的方案ꎬ冲突各方将会
强烈阻碍在能力建设上加以投入( 例如ꎬ建造战俘营或者获取更有针对
性的武器) ꎬ因为这不仅会使他们在行动中丧失稀缺资源ꎬ而且还会使这
些行动受到新的法律约束ꎮ 此外ꎬ如果在确定人道法义务范围时ꎬ能力
确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话ꎬ那么ꎬ很难看出这样的逻辑为什么不能适用
于不对称的( 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 国家间冲突ꎮ 因此ꎬ将
义务范围与遵守能力挂钩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 反向竞争” ꎬ从而导
致在许多( 或者说大多数) 武装冲突中对人道保护造成严重侵害ꎮ

同样ꎬ萨索利认为ꎬ指望非国家参与者遵守会置其于军事不利地位
的国际人道法义务( 如区分原则) 是“ 不现实的” ꎬ这种立场似乎过分注
重军事考量ꎬ而削弱了国际人道法的人道使命ꎬ从而导致在设计和执行
军事行动时ꎬ较少顾及国际人道法存在的理由ꎮ 武装冲突各方( 政府与
非政府) 可能会将取胜而不是遵守国际人道法放在第一位ꎬ国际人道法
本应是对交战各方可开展军事行动加以限制的一系列没有商讨余地而
必须遵守的规则ꎬ但承认这一点会严重损害国际人道法的这一形象ꎮ 因
此ꎬ我们要求的不应是让交战各方将其所使用的暴力转变成合法的行为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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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ꎬ且在这方面制定并发展合适的军事策略与能力ꎬ而是应该不再默
许那些践踏人道价值的战术ꎮ 此外ꎬ一旦为了军事上的权宜之计而牺牲
交战各方平等原则ꎬ那么就很难拒绝在其他冲突环境中为类似的军事必
要而妥协ꎮ 另外ꎬ一旦在某些情况下ꎬ允许了交战各方平等原则的例外
情形ꎬ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坚持适用该原则的合法性也会受到危及ꎮ
其次ꎬ逃避交战各方平等原则ꎬ在卷入不对称冲突的各方内部主要
支持者看来ꎬ可能会使国际人道法失去合法化ꎬ并大大降低各国遵守国
际人道法承诺的积极性ꎮ 无可否认ꎬ因非国家参与者经常不遵守国际人
道法义务ꎬ废除交战报复制度ꎬ以及当与隐藏于平民居民中的非正规军
交战时ꎬ因遵守国际人道法而带来的行动劣势等原因ꎬ卷入不对称冲突
的各国已经在抱怨交战各方平等原则受到了严重侵蚀ꎮ 另外ꎬ与非国家
一方相比ꎬ国家的遵守记录通常会受到更加严密的审查并接受共同的执
法监督ꎮ 然而ꎬ交战各方平等原则以及某些互相遵守的承诺———不管如

何具有象征性———在促进国家遵守人道法方面还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ꎮ
交战方平等原则———或者是谬论———象征着国际人道法与骑士精神、专
业性、公平竞争以及正义等观念间的联系ꎬ在战斗员和普通大众眼中ꎬ该
原则也构成了国际人道法合法性的历史要素之一ꎮ ( 正如针对« 日内瓦
公约» 之共同第 ３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 之第 ４３ 条以及« 第二附加议定
书» 之第 １ 条的准备工作文件和正式评注所显示的那样ꎬ) 对于国家是
否有意将国际人道法延伸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该原则也起到了重
要的解释作用ꎮ 要注意ꎬ即便是在无法平等遵守的情况下ꎬ冲突各方可
能仍然会认为该原则有助于遵守各自的国际人道法义务ꎬ因为该原则可
帮助它们维持相较其非政府的违法对手而言更高的道德水准ꎮ 通过要
求政府遵守更高的法律标准但却没有互惠利益或者与优秀守法记录相
伴而来的合理收益ꎬ从而打破即存的合规合法性的均衡ꎬ这样做会使政
府丧失守法的积极性ꎬ并可能导致其设法完全逃避其国际人道法义务
( 例如ꎬ通过否认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或将国际人道法的关键规则定性
为“ 鲜为人知的” ) ꎮ

因此ꎬ我建议不要废除交战方平等这一法则ꎬ因为这样可能只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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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最低限度地改善一些非政府参与者的守法状况ꎬ但同时也会导致其他
交战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许多重要的国际人道法原则的合
法性与适用性提出挑战ꎮ 宣布放弃这一原则可能弊大于利ꎮ 不过ꎬ有一
点萨索利是对的ꎬ他认为国际人道法标准应切实可行ꎬ且不应与战场状
况及其物质能力脱节ꎮ 那么ꎬ我们如何能够将此法则与不对称冲突中特
有的军事需求与实际能力之间的现实差距相协调呢? 为解决这一难题ꎬ
我将提出 ３ 种调节方法:对于某些国际人道法标准采取“ 普遍但有差别
的责任” 框架ꎬ〔 ４ 〕 以人权法作为国际人道法的补充ꎬ以及采取考虑到上
述能力差距的区别执法策略ꎮ 无论是联合使用还是单独使用ꎬ这些调节
方法都承认ꎬ在整体上不放弃交战方平等性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浮动义务
是有必要的ꎮ
首先ꎬ我们可以说ꎬ就需要采取“ 可能的预防措施” 防止或减小附带
损害(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７ 条) ꎬ防止或取缔破约行为的“ 可能的措
施” (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６ 条) 或者搜寻死者和伤者的“ 一切可能措
施” (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８ 条) 等方面而言ꎬ国际人道法已经包含了对
于战斗员的区别标准ꎮ 因为是否可行或可能ꎬ取决于具体情况且与能力
相关ꎬ因此ꎬ假设对一个富裕交战国的军队比对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
非政府民兵组织抱有更高的期望是公平的ꎮ 因此ꎬ哈佛大学的加布里埃
拉勃鲁姆教授是正确的ꎬ她发现就像国际环境法一样ꎬ国际人道法也
可以引入“ 共同但有区别之责任” 学说ꎬ允许赋予交战各方的实际义务
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她认为ꎬ“ 共同但有区别的比例性原则以及在攻击中采
取预防措施 的 义 务ꎬ 可 能 赋 予 富 裕 或 技 术 先 进 国 家 的 责 任 要 比 穷 国
的大” ꎮ〔 ５ 〕

然而ꎬ需要注意的是ꎬ这里所讨论的“ 共同但有区别之责任” 的方法

在范围上既宽于同时也窄于萨索利所主张的方法ꎮ 它宽在不只适用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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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而是认为该学说是国际人道法固有的组成部分ꎬ适
用于在不同军队之间发生的所有类型的冲突ꎮ 而这一方法窄在它未将
大部分国际人道法规则包括在内ꎬ而只是一些因情况而异的标准ꎮ 因
此ꎬ它对核心人道价值的不利影响是有限的ꎮ 从更深一层讲ꎬ我们可以
认为“ 共同但有区别之责任” 的方法并不是对交战平等原则的挑战ꎬ而
正是对该原则的适用———实质上的平等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地
位的法律主体ꎮ

我建议的第二种调节手段是通过源于国际人权法的规则对国际人
道法标准加以补充ꎮ 萨索利建议我们不要将标准过分延伸———强加给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它们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履行
的义务( 以及国际刑法标准) ꎬ这一点是对的ꎮ 然而ꎬ不甚清楚的是ꎬ是
否真的有必要( 违反交战平等原则) 用额外的只适用于冲突中政府一方
的国际人道法规范对约束所有冲突方的最低限度的国际人道法义务加
以补充ꎮ 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在各方之间保留交战方平等原则———正如

之前所解释的ꎬ该原则的一个特点是其赋予国际人道法规范以合法性ꎬ
并可促进冲突各方遵守相互间的国际人道法义务ꎬ同时解决可能因适用
源于国际人权法标准而对人道价值造成侵害的国家行为的其他方面( 根
据国际人权法对局势的适用程度) ꎮ 与国际人道法不同ꎬ人权法不以平

等和互惠为基础ꎻ因此ꎬ较之背离国际人道法中的交战方平等原则而言ꎬ
人权法的不平等适用( 假设非国家参与者较之国家而言承担较少的人权
义务) 相对引发的学说争议较少ꎮ 因为人权法没有“ 以互惠为基础” 这
样一个与人道法规范相伴相随的“ 包袱” ꎬ因此ꎬ在发展不对称义务方
面ꎬ它比人道法更具优势ꎮ

此外ꎬ人权法的引入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纠偏措施ꎬ可抵消在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中因交战方地位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ꎮ 正如萨索利所注
意到的ꎬ冲突的非政府一方要受该国刑法的约束ꎻ因此ꎬ虽然民兵组织成
员的行为可能不违反国际人道法ꎬ但却要承担国内法下的个人刑事责
任ꎮ 要求政府遵循国际人权法规范同样也引入了外部的法律标准ꎬ这些
标准有时可能比国际人道法标准的要求更高ꎮ 如此一来ꎬ交战方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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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就得以维系而不会被违反:交战双方都受同样的国际人道法规范之
约束( 其效力可因上述“ 共同但有区别之责任” 的原则而有所减弱) ꎬ且
双方也受其他源自非国际人道法渊源之法律标准的拘束ꎮ

我建议考虑的最后一项调节措施是在执法领域ꎮ 即便我们对萨索
利关于对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适用不同人道法义务的建议持反对态度ꎬ
但我们仍然可以考虑对解决政府和非政府违法行为使用不同执法对策
的实际效用ꎮ 在有些冲突局势中ꎬ鉴于针对政府可施加的手段很多( 但
这一点不适用于非政府参与者) ꎬ因此ꎬ对于第三方执法机构而言ꎬ对政
府执行人道法规范的策略显然具有更高的成本收益ꎮ 此外ꎬ就违法行为
而言ꎬ 国 际 社 会 的 法 律 适 用 制 度 摇 摆 不 定ꎬ 有 时———尽 管 不 一 定 总
是———对非法团体比对其所承认的成员要更为宽容( 同理ꎬ在国内执法
中ꎬ可能更倾向于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政府高层而不是低层的腐
败问题) 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选择性执法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纠偏措施ꎬ它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在国际生活中政府比非政府参与者高出的国际地
位ꎬ以及政府对国际人道法立法所具有的优势影响ꎮ 无论如何ꎬ引发了
自身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的选择性执法并未对交战方平等的原则或是
谬论公开提出挑战ꎮ 此外ꎬ只要能在实际和潜在的规范执行行动中做到
“ 隔音” ꎬ就有可能对所有冲突参与方传递完全且平等守法的期望ꎮ

总之ꎬ交战方平等原则在使国际人道法合法化以及鼓励守法方面起

到了有益作用ꎮ 萨索利警告人们不要将标准过分延伸以及不要期望非
政府参与者做力不能及的事ꎬ尽管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ꎬ但是政府和非
政府参与者间能力的差距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加以解决ꎬ即在国际人道法
的某些领域适用“ 共同但有区别之责任” 原则ꎻ利用人权法标准使政府
一方遵守更高要求的行为和交战规则ꎻ以及在必要时选择性实施国际人
道法ꎮ 与彻底抛弃交战方平等原则相比ꎬ共同或单独使用这些纠偏策略
更有希望弥合差距ꎮ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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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国际人道法中的实质性平等:
答马尔科萨索利与尤瓦尔沙尼
勒内普罗沃∗
马尔科萨索利认为应摒弃政府与非政府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
下义务平等的原则ꎬ而尤瓦尔沙尼的观点更为明确ꎬ他认为该原则应
予以保留ꎮ 这两种观点的前提都是目前此平等性是根据国际法获得的ꎮ
我不禁首先要提出一个强烈的疑问———是否这就是对战争法当前状况
的精确描述呢? 正如萨索利所注意到的ꎬ几个国际刑事法庭在其决议
中ꎬ趋向于逐步消除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法律制度间的
区分ꎮ 这一曾被这些刑事法庭描述为习惯法的法律体系ꎬ已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的确认ꎬ该规约目前已得到全世界超过
半数国家的批准ꎮ 在此方面ꎬ可以得出两项观察结论:第一ꎬ加大对在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局势中所犯战争罪之刑事问责似乎源自前南和卢旺达
国际刑事法庭的使命ꎬ正因为如此ꎬ它更多地反映了刑事诉讼的程序逻
辑ꎬ而非对所有各方所经历之内战的当代现实性以及可根据国际法对现
实性进行规制的适当规则所进行的缜密且基础广泛的分析ꎮ 第二ꎬ与此
相关的一项观察结论是ꎬ在国际法庭和«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的法律体
系中所确认的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争法ꎬ相当于一个形式主
义与实证主 义 相 结 合 的 法 律 构 建ꎬ 它 与 我 们 设 法 规 制 其 行 为 的 当 事
方———在这里指叛乱战斗员———的实践和观点相去甚远ꎮ 换句话说ꎬ需

要着重说明的是ꎬ这种观点其意义相当于仅限适用于海牙市的“ 法律” ꎮ
这在事实上就响应了萨索利的呼吁———将现实可行的规则包含在国际
人道法中ꎬ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非国家团体利益的规则ꎬ尽管其论
∗ 勒内普罗沃( Ｒｅｎé Ｐｒｏｖｏｓｔ) 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ꎬ以及该所大学人权与

法律多元化中心的创始负责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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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一部分是舍弃交战方平等原则ꎬ但是我要将其作为一项证据ꎬ证明
当今在国内武装冲突方面ꎬ并不存在此类原则ꎮ
除了讨论在国际人道法中是否应放弃交战方形式上的平等ꎬ还是该
原则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辩论可能太过理论———我们应该如何回
答本刊编辑提出的问题ꎬ即“ 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
的应该平等吗” ? 如果我们采取纯粹的人道立场ꎬ那么无论他们所遭受
的违法行为是应归罪于政府还是非政府武装组织ꎬ对于受害者来说都是
没有差别的ꎻ最重要的是ꎬ他们是否被拒绝给予其作为人所应享有的且
得到国际人道法承认的基本利益ꎮ 在沙尼的文章中ꎬ这种关于战争法的
观点与根据国际人权法对个人的保护一起ꎬ似乎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分析
中占有主导地位ꎮ 这与在武装冲突( 特别是国内冲突) 的局势下加强对
国际人权标准的依靠相得益彰ꎮ 根据人道法的构想ꎬ交战方平等原则不
但适合且是实际的需要ꎮ 然而ꎬ如果我们尝试利用人道法去调和交战方
的战略利益且同时对战争受害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这与根植于
人权标准的抱负截然不同ꎬ那么ꎬ情况就会更为混乱ꎬ这需要一个须对所
有合法利益作出让步的经过调谐的机制ꎮ〔 ６ 〕 其中ꎬ合法利益之一就是
渴望赢得战争ꎬ这反映了根据战时法规制作战行为以及根据诉诸战争权
最终使用武力的违法性之间的脱节ꎮ 根据这种模式ꎬ我们最终发现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各方的相对位置———以及因此所具有的战略利益———并
不一致ꎮ 甚至在与冲突中政府一方以及叛乱组织一方的关系中ꎬ受害者
个人的利益也并非一成不变ꎮ 例如ꎬ在涉及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ꎬ个人
对政府和叛乱组织有着不同的诉求ꎮ 一旦岌岌可危之利益的变化性质
得到承认ꎬ那么ꎬ很难想象ꎬ可以将因所有各方适用相同规则而造成的交
战方形式上的平等原则作为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内战的基本原则ꎮ
到目前为止ꎬ我们的讨论主要是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ꎬ但是ꎬ其
实我们可以在类似的基础上对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等原则提出挑战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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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在非政府武装组织参与国际性冲突的局势中———以“ 二战” 中的
游击队活动为例———提出了一些与发生在政府和反叛组织间或不同非
政府参与者间已经出现的异议ꎮ 其次ꎬ可以更激进地认为ꎬ国际法下所
有国家理论上的主权平等几乎无法转化为战场上武力的平等ꎮ 对此在
权力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国家倾向于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其在军事
上处于相当地位的另一国家之间的纠纷ꎮ 总的来说ꎬ冲突总是涉及强国
及其弱小的邻国ꎬ少有反例ꎮ 如果我们以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军事行动
为例进行研究的话ꎬ很容易发现美国强大的技术和火力优势与伊拉克有
天壤之别ꎮ 有人认为ꎬ有些人道规则具有多孔性ꎬ这表明ꎬ很多义务的履
行基础是决策时可获知的信息( 如来自卫星监测、在空中徘徊的无人驾
驶飞机等) 或者能否获得替代武器( 如“ 智能” 武器、自动化武器系统等)
亦或取得类似军事优势的战术( 无线电干扰、假情报等) ꎬ也就是说ꎬ以
这些规则适用的方式ꎬ它们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比对伊拉克而言转
化成更为艰巨的责任ꎮ 正如沙尼所注意到的ꎬ这关系到许多取决于具体
情况的标准在具体环境中的解释与适用ꎮ
也有观点认为这不公平ꎬ相当于弱势一方在运用法律手腕ꎬ但这种
观点可能与事实相反ꎬ即战争法规则将强势一方的战术合法化而宣布弱
势一方的战术缺乏法律效力ꎮ 除对统一的标准进行简单的解释和适用
外ꎬ近几十年在国际法其他领域出现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已经引
入了这样一个概念ꎬ即尽管一项制度赋予参与国的义务在性质或程度上
均有不同ꎬ但该制度可能是公正合理的ꎮ 在各国间的武装冲突中适用国
际人道法也是同理ꎬ因此应废除形式上的平等ꎮ
« 评论» 编辑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平等的概念ꎬ并不只

包括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中所涉及的平等概念ꎬ还更广泛地包括在分
析国际人道法的原则中所涉及的平等概念ꎮ 正如我们在讨论战争法时
所提及的平等原则的产生方式ꎬ平等的理念必然是以相同为基础的ꎮ 从
本质上看ꎬ交战各方如果是相同的ꎬ他们应该是平等的ꎬ当然这就致使当
我们问及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国家与叛乱组织间是否适用平等原则
时ꎬ产生了某些疑问ꎮ 的确ꎬ在审视«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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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习惯法时ꎬ战争法的适用性取决于叛乱组织的能力ꎬ它们能在多大程
度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国家或者一个伺机希望取代现政权的政府ꎮ 我
们可从以下观点中看出上述论点的蛛丝马迹ꎬ即叛乱组织必须控制部分
国家领土ꎬ且具备指挥结构和机构才能够对其适用人道法ꎮ 这里所提及
的平等概念首先是由自由派女权主义法律学者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
的ꎬ其最根本的论点是ꎬ只有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待遇ꎬ才会实现正
义ꎮ 之后ꎬ批评派女权主义者猛烈抨击了这一观点ꎬ嘲笑地建议对于那
些否认女性拥有平等地位的人而言ꎬ将女性变成男性才是真正的解决方
案ꎮ 他们认为ꎬ女性确实不同于男性ꎬ因此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对这些差
∙∙
异的承认ꎬ且应制定一种反应出性别差异的制度而不是将一种男性范式
作为必需的参照点和结构化概念ꎮ 我们认为在讨论国际人道法下平等
原则时出现了类似的趋势:然而ꎬ无论我们多么推动使非国家武装团体
看起来更像国家ꎬ并拥有具备正当程序的法院等ꎬ但终归他们根本不 是
∙
国家ꎮ 但平等并不一定是将女性变为男性或者将反叛组织变成国家:我
们可以在不抛弃平等理念的同时放弃“ 完全相同” ꎮ 这使我们得出了这
样一个结论:即使不同类别参与者有着不同的义务ꎬ亦可在人道法中注
入实质平等的原则ꎮ
重要的是ꎬ在适用于国内冲突的人道法中ꎬ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
的转化并不必然否认此类义务的互惠性ꎮ 而互惠这一备受指摘的概念
常常只是沦为冲突一方的借口ꎬ用以为其自身不愿遵守人道标准的行为
辩护ꎮ 对此现象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ꎬ互惠不仅未像萨索利建议的那样
被“ 普遍宣布为非法” ꎬ而且它还在创建和适用人道规则时保有其重要
的功能ꎬ其实萨索利也未必会反对这一结论ꎮ 这里的危险是将互惠界定
为以牙还牙ꎬ即交战者的义务必须相同( 形式上的平等) ꎬ且其具有拘束
力的前提条件是对方的遵守ꎮ 另外ꎬ我们无须像沙尼所建议的那样ꎬ为
了将互惠互利的好处作为一种工具来吸引人们遵守人道法而紧抓不放
“ 相同义务” 这一模式ꎮ 我们必须完全摒弃互惠互利这一没有前途的理
念ꎬ将其重新理解为体现了在某一法律体制内所有参与者的义务是相互
联系的这一更宽泛的动态规则ꎮ 在此种模式下ꎬ反叛组织和国家可能会

辩论:国家和武装组织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真的应该平等吗?

９７

被赋予截然不同的义务ꎬ但是一方的遵守仍然可被视为对另一方的遵守
起到促进作用ꎮ 最终ꎬ这就为通过有关叛乱战争的规则打开了一扇大
门ꎬ这些规则可以反映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合法利益ꎬ而无须摒弃可适用
于政府军之共同第 ３ 条、« 第二附加议定书» 和习惯法中已经达成的规
范ꎮ〔 ７ 〕

那么ꎬ最后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ꎬ鉴于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以及国
际法律体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性质ꎬ对交战方平等的理念加以重新思
考ꎮ 有人会说国家———或由国家创建的国际法庭———已对内战中反叛
组织的义务作出了规定ꎬ但这样的论证完全无济于事ꎮ 对于那些关注法
律文献性质的人而言ꎬ在缺乏社会共同感且没有规范的法律机构可以进
行干预( 法庭毕竟是在事发后建立的) 的情况下ꎬ战争法最令人着迷的
地方在于试图对行为加以规范并对决策进行指导ꎮ 我们必须以某种诉
诸国家主权以外的方式来解释法律的力量ꎮ 法律多元主义对此可以提
供一些解释ꎬ即发现法律可以存在于国家层面之外的平行和交叉领域ꎮ
只要存在有共同实践行为的群体ꎬ就会产生法律规范ꎬ这些规范基于共
同的利益或行为方式将参与者联系在一起ꎮ 这就意味着ꎬ与叛乱组织相
关且对其意义重大之规范的形成过程必须围绕着这些组织的实践ꎮ 由
此看来ꎬＩＣＲＣ 关于习惯法的研究未将非国家实践的法律影响包括在内ꎬ
这对于非国家参与者而言则意义大减ꎮ
我们可以转向确立一个适用于反叛组织的规范ꎬ它通过一个直接且
仅针对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进程ꎬ成对战争法下国家的义务进行了补充ꎮ
在此方面ꎬ“ 日内瓦呼吁” ———一个总部设于瑞士的非政府组织———正
在致力于促使非国家武装团体承诺停止使用地雷和儿童兵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起ꎬ“ 日内瓦呼吁” 已设法劝导超过 ３６ 个参与武装冲突的亚洲和非洲非
政府武装组织签署了一项“ 承诺书” ꎬ它们据此宣布放弃使用地雷ꎮ 尽
〔７〕

Ｓｅｅ Ｒｅｎｅ Ｐｒｏｖｏｓｔꎬ“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 ꎬ

ｉｎ ＳＳＲＮ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 ＝ １４２７４３７ꎬ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Ｐｅｒｒｉｎ ( ｅｄ. ) 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ꎬ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ｅ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ꎬＵＢＣ Ｐｒｅｓｓꎬ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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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该组织 的 工 作 是 从 １９９７ 年 « 关 于 禁 止 杀 伤 人 员 地 雷 的 渥 太 华 公
约»〔 ８ 〕 中受到了启发ꎬ但其活动并不针对国家ꎬ而且ꎬ的确签署了该承诺
书的大多数反叛组织都在那些非« 渥太华公约» 缔约国的领土内进行活
动ꎮ 这一方法引人注目之处并不在于与叛乱团体本身进行接触ꎬ因为这
早就是 ＩＣＲＣ 多年来传播活动的一部分ꎻ其创新之处在于规范层面ꎬ在
于设法引发某种对规范的承诺ꎬ罗伯特卡佛认为这对于任何法律标准
而言都至关重要ꎮ 尽管一个有证可考且十分正式的签字仪式毫无疑问
预示着对法律力量和庄严惯例性的呼吁ꎬ但“ 日内瓦呼吁” 是否认为其
承诺书对反叛组织具有法律约束力尚不完全清楚ꎮ 我认为ꎬ既然一致同
意要遵守某些人道规范ꎬ那么无论此类协议是一份正式签署的协议书还
是某个反叛组织领导人所做的口头承诺ꎬ非国家都在以某种方式创造着
国际人道法ꎬ或许这事实上与国家以某种方式批准一项国际条约具有相
同的效力ꎮ 所有以不对称但相互关联的方式创造一类实践的努力ꎬ都验
证着人们对可接受之战争限度有着哪些共同的理解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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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

３６ Ｉ. Ｌ. Ｍ. １５０７ꎬ« 渥太华公约» 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ꎮ

国际人道法对有
组织武装团体的适用性
简克莱夫那∗著 / 张膑心∗∗译

摘要
虽然今天人们普遍承认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具有拘束力ꎬ
但为何如此以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应当如何理解ꎬ
就没有那么明朗了ꎮ 人们已经提供了很多关于这种拘束力的解释ꎮ 本
文批判性地考察了 ５ 种这样的解释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通过其活动所在
国而受约束ꎻ有组织武装团体受约束是因其成员作为个人而受到国际人
道法的约束ꎻ国际人道法规则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有拘束力是由于它们行
使事实上的政府职能ꎻ习惯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具有适用性ꎬ
是因为它们拥有( 有限的) 国际法律人格ꎻ以及有组织武装团体受人道
法约束是因为它们已同意受其约束ꎮ
∗∗∗

今天人们普遍承认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具有足够组

∗ 简克莱夫那( Ｊａｎｎ Ｋ.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 是瑞典国防学院副教授、国际法中心主任ꎮ 本文是作为

国际法中心“ 有组织武装团体和国际武装冲突法:挑战和展望” 这一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而准备
的ꎬ由瑞士研究理事会资助ꎮ 非常感谢 Ｅｒｉｋ Ｅｍａｎｕｅｌｓｓｏｎ Ｎｉｌｓｓｏｎ 和 Ａｎａ￣Ｓｏｆｉａ Ｖａｌｄｅｒａｓ 的帮助ꎮ
∗∗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ꎬ法学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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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性而使其成为武装冲突一方的那些武装团体———具有拘束力ꎮ〔 １ 〕 条
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都非常明确ꎬ国际人道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 各方” ꎬ〔 ２ 〕 而且“ 冲突各方均须遵守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 ꎮ〔 ３ 〕 但
是ꎬ为何如此以及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仍然存在争议ꎮ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乍一看可能会被当成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不予
考虑ꎮ 当法律很清楚地规定法律是适用的ꎬ又何须追问为何以及如何
呢? 然而不去回答这个问题势必会造成许多现实中的实际后果ꎮ 不能
令人信服地证明法律为何及如何适用于有组织武装团体ꎬ将会妨碍为确
保更好遵守国际人道法而采取与其交往的有效战略ꎮ 如果有组织武装
团体在其为何应遵守国际人道法的问题上向人道组织提出质疑ꎬ而这种
组织没有能力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ꎬ那么就会严重阻碍推广和巩固国际
人道法ꎮ 需要回答此问题的另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关于哪些国际人道
法规则适用ꎬ哪些不适用ꎬ答案不同ꎬ结果也会不同ꎮ 相应地ꎬ不同的答
案将会决定哪些行为会使相关有组织武装团体负有集体责任ꎬ哪些会使

〔１〕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确认了一些将武装团体认为是“ 有组织的” 指标性因素ꎬ

包括在该团体内部存在指挥结构以及纪律规则和机制ꎻ存在一个总部ꎻ该团体控制一定的领
土ꎻ该团体获得武器、其他军事装备、人员以及军事训练的能力ꎻ其计划、协调以及执行军事行
动的能力ꎬ包括部队行动和后勤ꎻ其确定一个统一的军事战略以及使用军事战术的能力ꎻ其用
一个声音说话以及谈判并签订停火或和约等协议的能力ꎮ 关于所要求达到的组织程度的详细

阐释ꎬ参见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ｓｋｉ ａｎｄ Ｔａｒ ｃ̌ｕｌｏｖｓｋｉ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Ｙ － ＩＴ － ０４ － ８２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１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１９４ － ２０５ꎮ
〔２〕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ꎮ 亦可参见«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１ 款ꎬ

该款“ 发展和补充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３ 条而不改变其现有的适用条件” ꎬ所以是假定了
这种拘束力的存在ꎬ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ꎬ就是« 第二附加议定书» 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有组织
武装团体ꎬ即满足了对领土行使足够的控制权、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该议
定书这一高标准的团体ꎮ
〔３〕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 ( ｅｄｓ. ) 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ｕｍｅ Ｉ:Ｒｕｌｅｓ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ꎬＲｕｌｅ

１３９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ＩＡ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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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负有个人责任ꎮ〔 ４ 〕 确定国际人道法规则为什么———以及哪些规
则———对有组织武装团体适用ꎬ还将在多个层面上对对等性产生直接影
响ꎮ 例如ꎬ如果我们遵循某种关于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拘束力
的解释ꎬ认为后者只受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ꎬ〔 ５ 〕 那么就会出现进一步
的问题ꎬ即作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相对一方的国家是否仍然为其在国
际人道条约法项下的义务所约束ꎬ这种条约法可能会超出或不同于习惯
国际人道法ꎮ
这些理由显示ꎬ有必要对为什么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有拘
束力以及如何约束进行批判性的分析ꎮ 我们在接下来几部分中将要讨
论的、最常被提出的论点是:有组织武装团体通过其活动所在国而受约
束ꎻ有组织武装团体受约束是因为其成员作为个人而受到国际人道法的
约束ꎻ国际人道法规则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有拘束力是由于它们行使事实
上的政府职能ꎻ习惯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适用ꎬ是因为它们拥
有( 有限的) 国际法律人格ꎻ以及有组织武装团体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
是因为它们已经同意受其约束ꎮ
不过在着手分析这些不同的解释之前ꎬ需要进行以下澄清:本文的
目的并非要明确回答某个论点是否比其他的“ 更好” ꎻ相反ꎬ我的兴趣仅
限于考察每一个解释并暴露其各自的长处和弱点ꎮ

通过国家而具有拘束力:立法管辖权理论
关于国际人道法为何以及如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有拘束力ꎬ第一个
解释认为国际人道法对其适用ꎬ是因为“ 母国” 已经接受了某一特定的

〔４〕

虽然有关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集体责任的法律制度仍未成形ꎬ但国家、政府间组织以

及非政府 组 织 的 实 践 都 清 楚 地 表 明ꎬ 有 组 织 武 装 团 体 可 以 作 为 集 体 而 承 担 责 任ꎮ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Ｊａｎｎ Ｋ.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ꎬ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ｉｍｅｓꎬｉｎ Ａｎｄｒé 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ｅｎ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ｉｌｔ( ｅｄｓ. ) ꎬ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３８ － ２６９.
〔５〕

关于这种解释参见下文ꎬ第 １１２ 页至第 １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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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规则ꎬ有人把这个解释称为多数意见ꎮ〔 ６ 〕 根据这一理论ꎬ即
使个人拿起武器来对抗这个国家或该国内的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ꎬ国家
为其所有国民立法的能力即意味着国家有权向他们施加源自国际法的
义务ꎮ〔 ７ 〕 立法管辖权理论尤其被用来解释国际人道条约法的拘束性ꎮ
不过ꎬ类似的推理思路也可以用来架构习惯国际人道法的拘束力ꎮ 这一
理论的主要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理由ꎬ说明为什么有组织武装团体受所
有经其所在国同意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约束ꎬ尽管有组织武装团体本身
可能并没有同意它们ꎮ〔 ８ 〕 一方面ꎬ是国家已经接受的国际人道法项下
的权利和义务ꎻ另一方面ꎬ是对有组织武装团体适用的权利和义务ꎬ该理
论为这二者的完全对等提供了根据ꎮ 另一个优点是该理论与国际法的
其他领域完全相符ꎬ国家通过这些领域向个人和其他法人赋予权利或施
加义务ꎮ 当国家对某一特定的国际法规则ꎬ比如ꎬ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
罪的规则表示同意时ꎬ可能根据该规则而受刑事追诉的个人的同意一般
来说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ꎮ 国际法项下的权利也是一样ꎬ国家可以通过
承认某一条约的拘束力或通过一贯反对一条国际习惯法规则而将权利
赋予个人ꎬ而不论从这种权利中受益的个人态度如何ꎮ 但是ꎬ有组织武
装团体并未同意国际人道法的规则ꎬ这还是会对它们基于这一理论而接
受国际人道法拘束力的可能性造成重要的限制ꎮ 不管怎样ꎬ这种解释依
据的是国家已经接受了特定的国家人道法规则ꎬ而这个国家正是有组织
武装团体所对抗的国家ꎬ该有组织武装团体拒绝这种解释就不足为奇
了ꎮ〔 ９ 〕 事实上ꎬ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是针对一国中央政府之武装冲突
〔６〕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Ｍｏｉｒ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２ꎬｐｐ. ５３ － ５４ꎬ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Ｂａｘｔｅｒꎬ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ꎬ Ｅｌｄｅｒꎬ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ꎬ ａｎｄ Ｄｒａｐｅｒ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ｖｉｅｗ.
〔７〕

Ｆｏｒ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ｓｅｅ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

“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Ｃ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５５ꎬ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３８１ － ３９３.
〔８〕
〔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８２.

如果想参考一个相关的例子ꎬ可参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所声称的

“ 它不受除它自己之外其他人所签订的国际条约的拘束” ꎬｉｎ ＩＣＲＣ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ｉｅｔ
Ｎａｍ”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Ｆｉｆｔｈ ＹｅａｒꎬＮｏ. ５７ꎬ１９６５ꎬｐ. ６３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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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ꎬ这一事实本身就强有力地说明它根本连该国最基本的法律都不
承认ꎬ这种法律试图通过将挑战中央政府对武力使用之垄断的任何行为
都定为犯罪来维持这种垄断ꎮ 可以合理地假定“ 普通公民” 至少能包容
这样一个默示ꎬ即他们受到国家所承认或颁布之法律规则的约束ꎬ将有
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等同于这种“ 普通公民” 似乎有些勉强ꎬ再不然就
是完全忽视了这一现实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是对国家擅权垄断武力的挑
战者ꎮ 因此ꎬ像立法管辖权理论这样通过国家进行的推理有着这样的危
险ꎬ即它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有组织武装团体对国际人道法的接受ꎮ
人们提出的另一个反对立法管辖权理论的论点是它未能区分国际
法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问题ꎬ和它在国内法上的拘
束力问题ꎮ〔１０〕 这种反驳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ꎬ即当国家接受某一国际
( 人道) 法规则ꎬ该规则就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ꎬ因此该规则的对象
(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组成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的个人) 所受的是国内法
而非国际法规则的约束ꎮ 换言之ꎬ规则的性质改变了ꎬ其结果是立法管
辖权理论未能在国际法 上解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
∙∙∙
力ꎮ〔１１〕 将这种推理思路推进一步ꎬ可以辩称我们完全无法确认国家会
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ꎬ使得国际法规则在国内法秩序中适用ꎮ 如果没有
必要的执法措施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将不会承担任何义务ꎮ〔１２〕
对这种反驳可能有两个反对意见ꎬ一个跟其所得出的结论有关ꎬ另
一个则跟其潜在的假设有关ꎬ即假定当国家接受某一国际( 人道) 法的
规则ꎬ这种规则就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ꎬ因此组成有组织武装团体的
个人是受到国内法而非国际法的约束ꎮ
第一ꎬ如果没有必要的执法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将不承担任何义务ꎬ这
〔１０〕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ｂ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１９７７ Ｇｅｎｅｖａ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１９８１ꎬ
ｐ. ４２９.

〔１１〕
〔１２〕

Ｉｂｉｄ.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Ｍｅｒｏｎ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ｉｆ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Ｓｉｒ

Ｈｅｒｓｃｈ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ꎬＧｒｏｔｉ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１９８７ꎬ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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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只有在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采二元论理念时才是正确的ꎬ而
二元论明显不是唯一可能的理念ꎮ 由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如何规
定是由每个国家自由决定的ꎬ有的国家承认( 某些种类的) 国际法规则
在其国内法体系中直接适用ꎬ而另一些国家则要求这种规则被转化为国
内法规则ꎮ 事 实 上ꎬ 除 了 两 种 传 统 的 处 理 国 际 法 和 国 内 法 关 系 的 方
法———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外ꎬ 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方法和技术ꎮ〔１３〕

关于这些方法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ꎬ这里只需指出二元论并不
是唯一的方法ꎮ 如果没有必要的执法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就不承受任何义
务ꎬ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国家采取二元论的态度时才会得出ꎬ而在采用一
元论的情况下ꎬ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就可根据国际人道法承担义务ꎮ
第二ꎬ当国家接受某一国际( 人道) 法规则ꎬ这种规则就成为国内法
的一部分ꎬ而组成有组织武装团体的个人就是受国内法而非国际法规则
的约束ꎬ这一假定绝不是不证自明的ꎮ 国际法的其他领域( 像国际人权
法和国际刑法) 直接产生个人在国际法下的权利和( 或) 义务ꎬ〔１４〕 就跟
这些领域一样ꎬ国际人道法也是如此ꎮ 对于在国际法和国内法问题上选
择了一元论路径的国家ꎬ对产生这种国际法下权利或义务的规则不加转
化可能会带来阻止该规则国内适用的后果ꎮ 因此ꎬ想要在国内法庭援引
某种人权的个人可能无法这么做ꎬ或者一个国内法庭可能会发现自己无
权对被诉犯有某一国际罪行的人实施管辖权ꎮ 但是ꎬ国内程序意义上的
这种后果并不影响该人是国际层面上权利和义务承担者的事实ꎮ 事实
上ꎬ这样的个人可能仍然可以在像人权机构这样的国际场合援引某一国
际权利ꎬ或者可能会在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因违反国际法施加于他或她的
义务而受到起诉ꎮ 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也是一样:个人在国内法上是否受

〔１３〕

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ꎬ可以参见 Ｊａｎｎｅ Ｎｉｊ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é 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ꎬ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７ꎬｐ. ３８０ꎮ
〔１４〕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Ｄａｎｚｉｇ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２８ꎬＰＣＩＪꎬＳｅｒｉｅｓ ＢꎬＮｏ. １５ꎬ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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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对作为国际法问题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约束力没有影响ꎮ〔１５〕 因
此ꎬ立法管辖权理论的核心ꎬ即“ 为其所有国民立法的能力” ꎬ不应当被
狭隘地理解为单单是指通过制定国内法的规则来立法ꎮ 相反ꎬ立法的能
力还指国家在国际层面上为其国民接受国际人道法项下权利和义务的
能力ꎮ
因此ꎬ前述反对立法管辖权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令人信服ꎬ但这并
不是说立法管辖权理论就没有其他问题ꎮ 我们已经提到它可能无法促
进有组织武装团体遵守人道法ꎬ除此之外ꎬ该理论还有许多缺点ꎮ 其中
第一个就是该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ꎬ即“ 政府有权为其所有国民 立
∙∙
法” ꎮ〔１６〕 这样来理解的话ꎬ鉴于该理论将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范围限定在
同意国国民的范围之内ꎬ它应当更精确地被称为积极国籍立法管辖权理
论ꎬ而与像领土或被动国籍这样的其他管辖权基础相对应ꎮ 这样一来ꎬ
它就无法解释在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 还) 由外国公民所组成ꎬ而这些
外国公民来自没有批准相应条约的国家的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条约规则
为什么具有拘束力ꎮ 就共同第 ３ 条来说ꎬ这可能没什么实际意义ꎬ因为
所有国家都批准了« 日内瓦公约» ꎮ 但在« 第二附加议定书» 以及其他一
些没得到如 此 广 泛 批 准 的 条 约 的 框 架 内ꎬ 这 还 是 很 重 要 的ꎬ 比 如ꎬ 像
１９８０ 年« 常规武器公约» 的«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议定书»〔１７〕 和 １９５４ 年
« 保护文化财产海牙公约» 及其« 第二议定书» ꎮ〔１８〕

但更重要的是ꎬ如果按照关于“ 国籍” 概念的晚近发展来考虑这种

积极国籍立法管辖权理论的话ꎬ它就非常有限了ꎮ 根据前南斯拉夫国际
〔１５〕
〔１６〕

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３８４ － ３８５.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８１ꎬ强调号为作者所加ꎮ 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 还叙 述了希腊代表团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的外交会议上所表达的意见ꎬ该意见也将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约束力和这

样一个事实联系起来ꎬ即其成员“ 显然是某个国家的国民ꎬ因此受后者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ꎬ
同上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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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 ꎬ海牙ꎬ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ꎻ« 关于发生

所附的经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 日修正后的« 禁止或限制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ꎮ
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 ꎬ海牙ꎬ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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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庭的说法ꎬ国籍概念不能沦为形式主义的考察ꎬ尤其是在有着民
族、宗教或类似含义的武装冲突中ꎬ而这种冲突现在是惯例而不是特别
情况了:还需要考虑国籍的实质方面ꎬ即特定个人对某一国家或政府的
忠诚度( 或缺乏忠诚度) ꎮ〔１９〕 换句话说ꎬ个人形式上是某国的国民却对
其他国家或实体效忠ꎬ那么从实质上来说该人就不应被认为是前者的国
民ꎮ 如果把这种对于“ 国籍” 的理解转移到积极国籍立法管辖权理论
上ꎬ那就意味着该管辖权不包括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ꎬ因为他们不应
被认为是其与之战斗的国家的“ 国民” ꎮ 毕竟成为参加反对国家的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成员ꎬ是对该国缺乏忠诚度的极致表
现ꎮ
虽然前文显示如果依赖积极国籍作为立法管辖权之基础的话ꎬ立法
管辖权理论的解释作用就会非常有限ꎬ但如果在领土管辖权的基础上走
下去的话ꎬ就会不一样了ꎮ 事实上ꎬ有人已经采取这样的观点ꎬ即国际人
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的拘束力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ꎬ即国家所
承认的国际规则对所有“ 在该国国家领土 上” 的人都有拘束力ꎬ〔２０〕 而不
∙∙∙∙
是因为他们是该国的国民ꎮ 这种思路不会受到像积极国籍立法管辖权
理论那样的异议ꎬ因为国家对其领土内所有人立法的权能与忠诚度无
关ꎮ
但是ꎬ整个立法管辖权理论———不管是以积极国籍立法管辖权的形

式还是属地立法管辖权的形式———都有另一个基本的概念性缺陷ꎬ因为
它是从国际人道法对单个成员 的拘束力中得出其对有组织武装团体作
∙∙∙∙
１６６.

〔１９〕

Ｓｅｅ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 ｃ̌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

〔２０〕

Ｓｙｌｖｉｅ Ｊｕｎｏｄꎬ ｉｎ 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ｌｌｏｕｄꎬ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３４５ꎬｐａｒａ. ４４４４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ꎬ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ꎬＣＤＤＨ / ＩＩＩ / ＳＲ. ３２ꎬＶｏｌ. ꎬｐ. ３１４ꎬｐａｒａ. ２２( Ａ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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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体的拘束力的ꎮ 这种架构应当在下一部分中单独分析ꎬ因为其解释
的可能性超出了侧重于条约国际人道法的立法管辖权理论ꎮ 相反ꎬ通过
个人所进行的推理是基于这样一种论点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受约束是因
为其成员作为个人在条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项下都受到约束ꎮ
通过个人而具有拘束力
国际人道法对个人的拘束力已经被承认很长时间了ꎮ 鉴于个人因
为战争罪而受惩罚ꎬ因此他们承担直接来自于国际人道法的责任ꎬ这是
很明确的ꎮ〔２１〕 这种责任对所有个人都适用ꎬ不管他们是否在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作为该武装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拥有正式战斗员的地位ꎬ
也不管他们是不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成员ꎬ或是不是平
民ꎮ〔２２〕 但国际人道法还是明确区分了这样两个相对方ꎬ即一方面是武

〔２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 ꎬｉｎ Ｄ. Ｆｌｅｃｋ(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８ꎬｐ. ３９ꎬｐａｒａ. １３４.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ｅｐｉｔｏ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Ｈｅｎｆｉｅｌｄ’ ｓ ｃａｓｅꎬ１１ Ｆ. Ｃａｓ. １０９９ ( Ｃ. Ｃ. Ｄ. Ｐａ. １７９３ ) ( Ｎｏ. ６ꎬ３６０ ) ꎬ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Ｊ.

Ｐａｕｓｔꎬ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ＤｕｒｈａｍꎬＮＣ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２３２ － ２３８.
〔２２〕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ꎬ ｓｅｅ ｅ. ｇ. ｔｈｅ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ｅｇｓｍａｒｉｎｅ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Ｋｅｉｔｅｌꎬ Ｋａｒｌ Ｄöｎｉｔｚꎬ Ｅｒｉｃｈ Ｒａｅ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Ａｌｆｒｅｄ Ｊｏｄｌꎬ ａｌｌ
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Ⅱ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 ꎬ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６ꎻ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ａｔ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ꎬＧｅｒｍａｎｙꎬＰａｒｔ ２２ꎬ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６ ｔｏ 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６ꎬｐｐ. ４９２ － ４９３ꎬ

５０８ － ５１０ꎬ５１１ － ５１２ꎬ５１６ － ５１７. Ｆｏ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ｎ ＮＩＡＣꎬ ｓｅｅ ｅ. 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ｌｅｘ Ｔａｍｂａ Ｂｒｉｍａꎬ Ｂｒｉｍａ Ｂａｚｚｙ Ｋａ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ｉｇｉｅ Ｂｏｒｂｏｒ Ｋａｎｕ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 ０４ － １６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２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 ２００４ － １６ － 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ｓｅｅ
ｅ. ｇ.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ꎬ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Ｅｒｉｃｈ Ｈ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ｘ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 Ｌｙｎｃｈｉｎｇ Ｃａｓｅ) ꎬＥｓｓｅｎꎬ１８ － １９ ａｎｄ ２１ － 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５ꎬＬａ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ꎬ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Ｖｏｌ. Ⅰ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ＨＭＳＯꎬ１９４７ꎬＣａｓｅ Ｎｏ. ８ꎬｐｐ. ８８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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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冲突的参与方( 即国家和有组织武装团体这种集体) ꎬ〔２３〕 另一方面是
个人ꎮ 事实上ꎬ正是政治暴力的集合性特征和参与这种暴力行为的一群
∙∙∙
个人的组织性ꎬ才将某种局势升级到武装冲突的高度ꎮ 武装冲突参与方
∙∙∙
的成员作为单个的个人而行动ꎬ但武装冲突的参与并不仅仅是其所有成
员的总和ꎮ 相反ꎬ有组织武装团体( 正如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一样) 是
可识别的实体ꎬ拥有其通过暴力手段来追求的( 广义上的) 政治目标ꎮ
他们拥有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为其行为负责的当局ꎬ〔２４〕 而单个成员则
代表有组织武装团体参与行为ꎮ 规制有组织武装团体集体责任的法律
框架尚未充分发展ꎬ包括将个人行为归因于有组织武装团体方面的不确
定性ꎬ〔２５〕 这些不应干扰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关注ꎬ即单个成员是作为
集体的一部分而参与暴力行为的ꎮ 正如个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可
能会同时造成其个人的刑事责任及其行为或不作为可归因于国家的责
任ꎬ〔２６〕 同样ꎬ这种个人行为也可能会同时造成其个人刑事责任和有组织
武装团体的责任ꎮ 这并不是说只有武装冲突一方的成员才能实施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行为ꎮ 但这确实说明有组织武装团体本身就在国际人道
法下承担责任ꎬ这是独立于个人责任的ꎮ
更仔细地审视一下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也会清楚地发现这一点ꎮ 例
〔２３〕

参见«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和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前注 ３ꎬ规

则第 １３９ꎮ 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责任草案» 第 １０ 条似乎也是基于同样的假定ꎬ该条将叛乱运动

( 而 非 组 成 它 的 个 人 ) 的 行 为 归 因 于 国 家: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１７ꎬｐａｒａ. ４( 它明确地区分了严格意义上的运动的行为和
运动的单个成员以其自己的身份而实施的行为) ꎮ
〔２４〕

Ｓｅｅ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 ｅｄ. )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５２ꎬｐ. ４９. 提到了拥有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对其行为负责的有权当局这两个标准ꎬ还有其他
的一些标准ꎬ可以用来表明共同第 ３ 条意义上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ꎮ 对所要求的组织程
度的详细阐述ꎬ可参见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ｓｋｉ ａｎｄ Ｔａｒ ｃ̌ｕｌｏｖｓｋ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ｐａｒａｓ.

１９４ － ２０５.
〔２５〕
〔２６〕

Ｆｏｒ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ｓｅｅ Ｊ.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ｐ. ２５７ － ２６４.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Ａｎｄｒé 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ꎬ“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５２ꎬ

２００３ꎬｐｐ. ６１５ － 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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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共同第 ３ 条禁止“ 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须之司法保障的正规
组织之法庭之宣判ꎬ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ꎬ〔２７〕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６ 条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起诉的标准ꎮ 这些规则意味着ꎬ为了在审判案件
时遵守国际人道法ꎬ武装冲突参与方( 包括有组织武装团体) 必须设立
满足上述条件的司法机制ꎮ 要做到这点并不是单个成员的事ꎬ而是关乎
作为一个整体的有组织武装团体ꎮ 同理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项下按照
其父母或负责照顾的人的愿望为儿童提供教育〔２８〕 这一义务要求有组织
武装团 体———在 集 体 层 面 上———在 其 控 制 的 领 土 内 采 取 必 要 的 措
施ꎮ〔２９〕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规制了对被剥夺自由者的拘禁和拘
留ꎬ〔３０〕 这些规则同样主要是针对拘押当局本身的ꎬ而并非( 仅仅) 针对该
当局的单个成员ꎮ〔３１〕 鉴于前述内容ꎬ通过援引国际人道法对个人的拘
束力来解释其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并不具有说服力ꎮ 该解释否
定了这样一个事实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本身就是国际人道法项下单独的
义务相对方ꎬ这种义务是与个人义务相独立和相分离的ꎮ
因为行使事实上的政府职能而具有拘束力
关于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之拘束力的第三个解释是基于
这种团体行使了事实上的政府职能ꎮ 正如让皮克泰所说ꎬ“ 如果领头
的责任当局行使实际的主权ꎬ那么它正是因为其声称代表该国、或该国
的一部分而受到约束” ꎮ〔３２〕 有效统治的原则可以支持这一径路ꎬ〔３３〕 该
〔２７〕

共同第 ３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ꎮ

〔２９〕

Ｃ. Ｐｉｌｌｏｕｄ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１３７７ － １３７８ꎬ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ａｒａ. ４５４６.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２〕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第 ３ 款第 １ 项ꎮ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ꎮ

Ｃ. Ｐｉｌｌｏｕｄꎬ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１３８４ꎬｐａｒａｓ. ４５７３ － ４５７４.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ｐ. ３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 Ｍｏｉ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５５.
〔３３〕

Ｒｏｇｅｒ Ｐｉｎｔｏꎬ“ Ｌｅｓ ｒèｇｌｅｓ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ｃｉｖｉｌｅ” ꎬｉｎ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Ｖｏｌ. １１４ꎬ１９６５ － Ⅰꎬｐ.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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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既是国家地位ꎬ也是政府承认的一个要素ꎮ〔３４〕 它也与国家责任法
相一致ꎬ因为如果有组织武装团体在成为既存国家的新政府或建立一个
新国家的努力中取得成功ꎬ国家责任法就将该有组织武装团体实施的行
为等同于该既存国家或新国家的行为ꎮ〔３５〕
这种路径显然将焦点从国际人道法对个人的拘束力转移到了对有
组织武装团体集体的拘束力上ꎮ 因此ꎬ它回应了上一部分中所解释的论
证过程的弱点ꎮ 将拘束力解释成是因为行使了事实上的政府职能还向
着理解有组织武装团体作为区别于国家的自治行为者推进了重要的一
步ꎮ〔３６〕 在这一点上ꎬ确实没有什么比国家责任法更清楚了ꎬ国家责任法
承认如果叛乱运动没有成功的话ꎬ该运动的行为就不归因于国家ꎮ 因
此ꎬ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之责任的相关规则明确了这种运动的结构、组
织及行为是与国家相互独立的ꎮ〔３７〕 事实上的政府职能的论点更进一步
承认了有组织武装团体的这种自治ꎬ它依赖于有组织武装团体行使了政
府职能这一事实因素ꎬ及其想要成为既存国家的下一任政府或新独立国
家的新政府的愿望ꎮ
与此同时ꎬ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
力并没有将其与国际人道法对相关国家的拘束力分开来ꎬ这是非常明显
的ꎮ 该拘束力的来源仍然是这样一个事实ꎬ即该有组织武装团体力求代
表的国家已经接受了某一特定的人道法规则ꎮ 这种接受通过该国已同
〔３４〕

Ｖｏｌｋｅｒ Ｅｐｐｉｎｇꎬ“ 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ｓｕｂｊｅｋｔｅ” ꎬｉｎ Ｋ. Ｉｐｓｅｎ ( ｅｄ. ) ꎬ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ꎬ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Ｃ.

Ｈ. ＢｅｃｋꎬＭｕｎｉｃｈꎬ２００４ꎬ ｐ. ６３ꎬ ｐａｒａ. １０ꎻ Ｖｏｌｋｅｒ Ｅｐｐｉｎｇꎬ “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 ｉｍ 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 ꎬ ｉｎ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７３ꎬｐａｒａ. ４０.
〔３５〕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０ ( １ ) ａｎｄ ( ２ )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２００１) ꎬＵＮＧ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５６ / ８３ ｏｆ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 / ５６ / ４９( Ｖｏｌ. Ｉ) / Ｃｏｒｒ. ４. 关于在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的情况下国家责任

的理论基础的讨论ꎬ参见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ｍｂｅｒｒｙꎬ“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 ｂｙ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ꎬ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７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６０５ － ６２１ꎮ
〔３６〕

Ｌｉｅｓｂｅｔｈ Ｚｅｇｖｅｌｄ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３７〕

Ｊ.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３ꎬｐ. １１７ꎬｐａｒａ. 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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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受所涉条约约束显现出来ꎬ即或该国为特定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
形成作出了贡献ꎬ或至少它不是所涉习惯法规则的一个一贯反对者ꎮ 这
样一来ꎬ在解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方面ꎬ事实上的
政府职能的论点仍然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ꎮ 因此ꎬ不能完全排除
这样的可能性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可能会提出类似于应对立法管辖权理
论那样的论点ꎬ即该有组织武装团体拒绝接受其正在与之战斗的国家所
承认的那些规则的拘束力ꎮ 但这里有两点重要的区别:
第一ꎬ立法管辖权理论是自上而下的ꎬ与之相反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因
为行使了事实上的政府职能而受到约束这个论点则是自下而上的ꎮ 它
不是从有组织武装团体与之战斗的那个国家入手ꎬ而是从有组织武装团
体独立行为的能力及其成为国家和取代当前政府的愿望入手ꎮ 可以合
理地期望有这些愿望的有组织武装团体会关心其在其他国家和整个国
际社会眼中的正当性ꎮ 鉴于此ꎬ他们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论点ꎬ即他们
应当遵守那些被认为是呈现正当性必不可少之规则ꎬ而这些规则显然包
括国际人道法所反映的“ 基本的人道考虑” ꎮ〔３８〕

第二ꎬ重要的区别是立法管辖权理论主要是回溯性的ꎬ因为它把相

关国家过去已经接受了国际人道法规则这一事实放在核心位置ꎮ 事实
∙∙
上的政府职能的论点则关注目前 的事实状况以及有组织武装团体未来
∙∙
∙∙
所想要得到的地位ꎮ 通过这种做法ꎬ它使得相对于立法管辖权理论而
言ꎬ有组织武装团体更难以拒绝承认国际人道法的拘束力ꎬ因为它要求
有组织武装团体承认其作为类政府的、想要以后代表该国家的实体而具
有的独立的责任ꎮ
虽然有上述优势ꎬ但对事实上的政府职能的论点也存在许多异议ꎮ
设想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行使事实上的政府职能的情况意味着它至少
要对该国的部分领土有相对稳定的控制权并且( 或者) 对人有控制权ꎬ
该有组织武装团体还要有机构来取代国家机构而实施公共权力ꎮ 这种
〔３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ꎬＭｅｒｉｔｓ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４９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２２ꎬｐａｒａ.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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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很可能会非常类似于满足适用« 第二附加议定书» 的那种高标准的
情况ꎬ这种情况要求有组织武装团体“ 对( 一国的) 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
权ꎬ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 ( 第 二 附 加) 议 定
书” ꎮ〔３９〕 众所周知ꎬ今天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没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标
准ꎮ 当该标准没有达到的时候ꎬ事实上的政府职能的论点就无法解释为
什么有组织武装团体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４０〕
从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是否行使政府职能这个事实问题转向有组
织武装团体的目标问题ꎬ该论点的另一个弱点在于完全无法确定所有的
有组织武装团体事实上都想要成为一国的下任政府ꎮ 事实上ꎬ我们已经
看到武装冲突的参与方有时可能希望不要结束一个武装冲突和成为新
的政府ꎬ而是靠着该地区普遍的不安全状态得到发展ꎬ因为这种不安全
使其得以保有获得经济资源的机会ꎮ〔４１〕 在这种以及其他有组织武装团
体不( 愿意) 成为新政府的情况下ꎬ事实上的政府职能的论点就没有说
服力了ꎮ
总之ꎬ该论点的优势限于有限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种类ꎬ而不能解释
为什么可以假定所有的有组织武装团体都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因为习惯国际人道法而具有拘束力:作为国际法人的有组
织武装团体
有时会提出的另一个关于国际人道法为什么适用于有组织武装团
体的解释是它们因其所拥有的国际法律人格而受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约
束ꎮ 达尔富尔问题调查委员会这样来论述它:“ 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性、稳定性和对领土的实际控制的所有叛乱者都拥有国际法律人格ꎬ因

〔３９〕

参见«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４１〕

Ｈｅｒｆｒｉｅｄ ＭüｎｋｌｅｒꎬＤｉｅ ｎｅｕｅｎ ＫｒｉｅｇｅꎬＲｏｗｏｈｌｔ ＶｅｒｌａｇꎬＲｅｉｎｂｅｃｋ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３.

〔４０〕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ｅｉｎ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 Ｚｅｇｖ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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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受到关于国内武装冲突的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约束ꎮ”〔４２〕
相比于已经提到的那些解释ꎬ这个解释具有一些优点ꎮ 就立法管辖
权理论来说ꎬ国际法律人格的论点不是通过特定有组织武装团体与其作
战的那个国家而产生的ꎮ 同时也要承认ꎬ该论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国际人
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来自于国家的解释ꎮ 该解释有一个弱
点ꎬ很类似于事实上的政府职能论点的弱点ꎬ因为这两者都以国家保有
立法权能为基础ꎬ通过其实践和内心确信来创造习惯国际人道法ꎬ某种
程度上国际组织也有这种权能ꎮ 事实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习惯国际
人道法研究承认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实践“ 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实
践” ꎬ而且“ ( 有组织武装团体之实践) 的法律意义是不明确的” ꎮ〔４３〕 只
要有组织武装团体因此而被排除在习惯国际人道法的形成过程之外ꎬ那
么这种拘束力就仍然是“ 强加” 于它们的ꎬ它们对那些规则的归属感就
仍然是脆弱的ꎮ 不过ꎬ通过将国际人道法的拘束力解释为是基于国际法
律人格和习惯国际法ꎬ就避免了它们仅仅是通过其与之作战的国家才受
约束的观点ꎮ 相反ꎬ约束它们的是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整体ꎮ 因此ꎬ
它们可能会认为习惯国际人道法表现了更广泛的遵守的要求ꎬ这可能会
使得有组织武装团体更难以拒绝这种要求( 虽然并非不可能) ꎮ

有组织武装团体因为其国际法律人格而受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ꎬ

这一解释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恰当地考虑到了它们的集体面向ꎮ 因此ꎬ它
没有跟那种从国际人道法对个人的拘束力开始推理的解释相同的弱点ꎮ
但是ꎬ将国际人道法的拘束力解释为是基于有组织武装团体被赋予
的国际法律人格ꎬ这个想法同样面临一些难题ꎮ 首先ꎬ它无法解释条约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号称存在的拘束力ꎬ而不论后者同意与
否ꎮ 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ꎬ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法滞后于条约法

〔４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ｎ Ｄａｒｆｕｒ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５６４ ｏｆ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２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 １７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ｄｈ / ｓｕｄａｎ / ｃｏｍ ＿ ｉｎｑ ＿ ｄａｒｆｕｒ.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
〔４３〕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ⅩⅩⅩ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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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ꎬ〔４４〕 该解释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后果ꎬ易于造成遵守国际人道
条约法的严重困难ꎮ 虽然从法律上来说ꎬ有组织武装团体不接受国际人
道条约法的义务不会使得一个已经批准了特定国际人道法条约的国家
免于其已经承认为有拘束力的义务ꎬ〔４５〕 但从事实上来说ꎬ这种法律面前
的不平等在对等性这一促进守法的关键因素上将会是有问题的ꎮ〔４６〕
关于将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拘束力解释为基于国际法
律人格ꎬ可以合理地预见到ꎬ国家可能会提出的第二个异议是这种国际
法律人格———即使它是有限的———还是会赋予有组织武装团体以正当
性ꎮ 事实上ꎬ在« 日内瓦公约» 的谈判过程中ꎬ在共同第 ３ 条的问题上就
提出了这一关切ꎬ这最终使得该条中规定了其适用“ 不影响冲突各方之
法律地位” ꎮ〔４７〕 晚近国际人道法造法实践的发展明确了国家的这些关
切仍然存在ꎮ〔４８〕 但该异议并没有什么说服力ꎬ因为它混淆了人格和正
当性ꎮ 某一特定实体根据国际法享有某些权利和承担某些义务这一事
实并不必然赋予该实体正当性ꎮ 事实上ꎬ即使是作为国际法无可争议的
和唯一的 首 要 主 体 的 国 家ꎬ 也 不 一 定 都 是 正 当 的ꎮ 那 些 不 正 当 的 国
家———比如因为其对其本国国民实施了广泛和有系统性的违反人权的
行为———仍然保留着其国际法律人格ꎮ 反之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并不一定
缺乏正当性ꎬ但这个问题与它们是否被赋予国际法律人格是不相关的ꎮ

虽然上面提到的可能异议并没有说服力ꎬ但通过有组织武装团体的
国际法律人格来解释国际人道法对那些团体具有拘束力却有着一个重
要的逻辑问题ꎬ即根据主流原理来说ꎬ它在国际法律人格的解释上存在
〔４４〕

记录布设地雷的义务就是一个例子ꎬ如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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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附的修正后的« 第二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２ 款和第

９ 条的规定ꎬ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认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相比较(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Ｒｕｌｅ ８２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ꎬｐｐ. ２８４ － ２８５) ꎮ
〔４５〕

Ｃｆ.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Ｒｕｌｅ １４０.

〔４７〕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ｐｐ. ４４ꎬ６０.

〔４６〕
〔４８〕

Ｓｅｅ 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ꎬＬ. Ｍｏｉ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ｐ. ８６ꎬ１０７ － １０８.

Ｓｅｅ ｅ. ｇ. ＣＣＷ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 Ａｒｔ. １ ( ６ ) ꎬ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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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论证ꎮ 国际法律人格是基于一个实体根据国际法而拥有权利和义
务来决定的ꎬ〔４９〕 而这种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又依赖于那些权利和义务的
相对方是否拥有国际法律人格ꎬ这种咒语般的重复集中体现了循环论
证ꎮ 因此ꎬ在现在这个问题上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因为其根据国际人道法
拥有权利和义务而被认为是国际法人ꎬ而它们又因其是国际法人而被认
为拥有这些权利和义务ꎮ Ｃｅｒｔｕｍ ｅｓｔ ｑｕｉａ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ｅ ｅｓｔ! 〔５０〕
因为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同意而具有拘束力
上面提到的所有解释都基于这样一个假定ꎬ即国际人道法是被强加
于有组织武装团体的ꎬ而无论其意愿如何ꎬ甚或违反其意愿ꎮ 与此完全
相反ꎬ另一个认为有组织武装团体受约束的理由是它们表达了同意受相
关规则约束的意愿ꎮ 国际人道法有时确实会在其拘束力方面表现出以
同意为基础的路径ꎬ正如在其他一些时候它似乎又表明这种同意无关紧
要ꎮ 一方面ꎬ共同第 ３ 条断然宣称“ 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 其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所规定的那些实体性的义务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同意与否被认
为无足轻重ꎮ 另一方面ꎬ共同第 ３ 条又鼓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加方
缔结“ 特别协定” ꎬ通过这种协定使得全部或者部分的« 日内瓦公约» 其
他条款也发生效力ꎮ 此外ꎬ有组织武装团体单方面宣布其接受国际人道
法规则完全不是例外ꎬ比如ꎬ通过在“ 日内瓦呼吁” 组织的主持下所做的
“ 承诺书” 的形式ꎬ承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以及进一步保护儿童免于武
装冲突的影响ꎮ〔５１〕 还有民族解放运动———有组织武装团体中得到« 第
一附加议定书» 的承认和规制的一个单独亚种〔５２〕 ———它只有在其表达
〔４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ＣＪ) ꎬ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５０〕

“ 它是肯定的ꎬ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 译自拉丁语) 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ｐ. １７４ꎬ１７８.
〔５１〕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ｖａｃａｌｌ. ｏｒｇ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ｖａｃａｌｌ.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ｌｉｓｔ￣ｏｆ￣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 ｌｉｓｔ￣ｏｆ￣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
〔５２〕

参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４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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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受约束的意愿时才受该议定书的规则所管制ꎮ〔５３〕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拘束力的多种不同依据也体现在国
际机构就该问题发表看法的一些事例中ꎮ 例如ꎬ达尔富尔问题调查委员
会除了援引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国际法律人格之外ꎬ还补充道:
从( 苏丹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及正义与平等运动这两个有组织
武装团体之间) 一些协定的条款中可以推知反政府团体对
人道法方面的一般国际原则和规则的默示的接受此外ꎬ苏丹解
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根据国际习惯法拥有缔结有拘束力的国
际协定的权力( 所谓的 ｊｕｓ ｃｏｎｔｒａｈｅｎｄｕｍ) ꎬ它们已经与政府缔结了
多个有拘束力的国际协定ꎮ 在这些协定中反政府团体已经承诺了
包括遵守人道法在内的事项ꎮ〔５４〕
换言之ꎬ达尔富尔问题调查委员会将以下两种观点结合在了一起ꎬ
即将国际人道法加于有组织武装团体是因其具有国际法律人格ꎬ以及有
组织武装团体是因其已同意相关规则而受到约束ꎮ
有时会有这样的说法ꎬ即在条约国际人道法的框架内ꎬ如果有组织
武装团体同意国际人道法ꎬ则其于是受该法约束的论点可以在被纳入了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规则中找到支持ꎮ〔５５〕 根据
该规则ꎬ“ 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ꎬ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 ꎮ〔５６〕 作为对
同一条规则的例外ꎬ“ 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
项义务之方法ꎬ且该项义务经一第三国一书面明示接受ꎬ则该第三国即
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ꎮ〔５７〕 在源自条约的第三国权利方面ꎬ适用以下
例外:

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对一第三国或其所属一
〔５３〕
〔５４〕

１７３ － １７４.

参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９６ 条第 ３ 款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ｎ Ｄａｒｆｕｒ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 ｐａｒａｓ.

〔５５〕

Ｓｅｅ Ａ.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ｐ. ４２３ － ４３０.

〔５７〕

同上ꎬ第 ３５ 条ꎮ

〔５６〕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ꎬ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生效ꎬ１１５５ ＵＮＴＳ ３３１ꎬ８ ＩＬＭ ６７９ꎬ第 ３４ 条ꎮ

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适用性

１１７

组国家或所有国家给予一项权利ꎬ而该第三国对此表示同意ꎮ 该第
三国倘无相反之表示ꎬ应推定其表示同意ꎬ但条约另有规定者不在
此限ꎮ〔５８〕
把这种制度类比适用到作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参与方的国家和有
组织武装团体的关系上ꎬ就会意味着有组织武装团体只有在其表示同意
国际人道条约法所包括的那些义务———以及不拒绝那些权利———的情
况下才会受约束ꎮ〔５９〕

但是ꎬ基于条约法所包含的规制第三国权利义务的制度而要求有组
织武装团体同意国际人道法规则ꎬ会存在一些困难ꎮ 该制度是用来规制
国家之间的关系的ꎬ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转移到国家和有组
织武装团体之间的关系上来ꎬ这至少是有疑问的ꎮ〔６０〕 同样无法解释为
什么这种扩张必须止于有组织武装团体ꎮ 比如ꎬ难道不能认为同样的类
比也应当适用于个人吗? 而如此做的结果是个人是否拥有权利( 比如在
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项下) 和义务( 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项下) 将
会取决于他们是否对其有明示( 就义务来说) 或是默示( 就权利来说) 的
同意ꎮ 而这种结果又明显不符合不需要个人同意这一得到广泛接受的
观点ꎮ〔６１〕 总之ꎬ关于条约对第三国无损益的条约法并没有提供一个有
说服力的论据ꎬ证明需要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同意才能使国际习惯条约法
适用于它们ꎮ
此外ꎬ要求同意还会带来一些后果ꎬ可能被认为不利于其作为国际
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之拘束力的根据ꎮ 从非常实际的层面来说ꎬ有
时可能会难以确立在一个特定的有组织武装团体中谁有权表达该团体
受约束的意愿ꎮ 对于比较无组织或混杂的武装团体来说ꎬ或者在一个有
组织武装团体的不同派别由于内部分歧或转移同盟而分裂的情况下ꎬ这

〔５８〕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ꎬ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生效ꎬ１１５５ ＵＮＴＳ ３３１ꎬ８ ＩＬＭ ６７９ꎬ第 ３６ 条ꎮ

〔６０〕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ｅｉｎ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３７７.

〔５９〕
〔６１〕

Ａ. Ｃａｓｓｅｓ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４２８.

比如ꎬ可以参见« 日内瓦公约» 所明确规定的被保护人不得放弃其权利:« 第一公约»

第 ７ 条、« 第二公约» 第 ７ 条、« 第三公约» 第 ７ 条、« 第四公约» 第 ８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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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尤为重要了ꎮ〔６２〕
要求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ꎬ相比于我们考虑有组织武装团体的法律
人格和习惯国际人道法作为国际人道法拘束力的一个可能解释时所注
意到的对等 性 问 题ꎬ 要 求 同 意 以 一 种 更 加 基 础 性 的 方 式 提 出 这 个 问
题ꎮ〔６３〕 因为如果要求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同意ꎬ这样一个问题就显得突
出了ꎬ即在某一特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是限于双方 都承认
∙∙
的那些规则ꎬ从而类似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ꎬ〔６４〕 还是说国家和有组
织武装团体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法律上并不要求对等性的方式来架构ꎬ但
在这种情况下ꎬ对等性在事实上仍然会是一个鼓励武装冲突各方遵守法
律的重要因素ꎮ
但是ꎬ要求同意最重要的后果是ꎬ在其逻辑结论上ꎬ这种要求将会意
味着对于没有承认受相关条约国际人道法规则约束的有组织武装团体
来说ꎬ这种规则就不对其适用ꎮ 但这种后果需要全面看待ꎮ 一个有组织
武装团体彻底、完全地拒绝接受国际人道法的所有原则和规则ꎬ这是一
种例外情况ꎬ而不是一般情况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习惯国际人道法研
究收集的大量“ 其他实践”〔６５〕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文献资料〔６６〕
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在许多情况下表示了其对国际
人道法规则的接受ꎮ 与此类似ꎬ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不下于 ４１ 个有组织武装
团体在“ 日内瓦呼吁” 的支持下通过签署“ 承诺书” 表示了其对反杀伤人
〔６２〕 在这方面ꎬ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将有组织武装团体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 发展为一个
∙∙
因素ꎬ来确定一个武装团体的组织程度是否满足了成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所

要求的门槛(ｓｅｅ ｅ. 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ｓｋｉ ａｎｄ Ｔａｒ ｃ̌ｕｌｏｖｓｋ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ｐａｒａ. ２０３)ꎮ 但法
庭强调了该因素和其他因素一道ꎬ只是指示性的和被考虑的ꎬ而不是决定性的ꎬ其本身也非“ 为确
∙∙∙
立‘组织性’条件是否达到所必不可少”(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９８)ꎮ
〔６３〕
〔６４〕

参见前注 ４５ 和前注 ４６ 及相应文本ꎮ

参见«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２ 条ꎬ根据该条ꎬ公约适用于“ 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

所发生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ꎮ 还可参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３
款ꎮ

〔６５〕

Ｊ. － Ｍꎬ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 ｅｄｓ.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Ｖｏｌ. Ⅱ: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Ｐａｒｔｓ １

〔６６〕

Ｓｅｅ ｅ. ｇ. ＩＣＲＣ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Ｎｏｎ￣

ａｎｄ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７ － １８ꎬ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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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地雷和儿童兵方面规则的接受ꎮ〔６７〕 确实ꎬ不存在自动的接受ꎬ而且有
组织武装团体可能会拒绝接受国际人道法的所有规则ꎮ 但是在这种情
∙∙∙
况下ꎬ我们也必须现实地考虑那些通过其他解释试图强制实行国际人道
法原则和规则的论点ꎬ我们能合理地预期其取得多少成功ꎮ 似乎可行的
是ꎬ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有希望的方法是集中力量来逐渐增加这种有组织
武装团体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接受ꎮ 类似的方法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更
大的情况下也会言之成理ꎬ即有组织武装团体决定仅仅有选择性地对适
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中的某一些表示同意ꎮ 这样
带来的结果是并非所有国际人道法规则都会适用ꎬ而这些规则的适用性
却可以通过依赖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解释尤其是立法管辖权理论来解释ꎮ
这里ꎬ有组织武装团体明确地接受国际人道法的一些规则ꎬ这种明确的
接受所产生的对其守法的促进作用很可能会被这样的论点所破坏ꎬ即认
为这种同意无关紧要以达到将有组织武装团体明确拒绝接受的那些国
际人道法规则也强行加诸其上的目的ꎮ 事实上ꎬ这种促进守法的作用是
以同意为基础解释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之拘束力的最大优
势ꎮ〔６８〕 如果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对接受的过程有归属感ꎬ那么从该团
体的角度来说ꎬ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就会被赋予更高程度的正当性ꎮ 这种
正当性又相应地使得规范内化到有组织武装团体之实践的过程有了更
大的可能性ꎮ〔６９〕 当然ꎬ明确承诺遵守某一特定国际人道法规则跟国家
接受某一特定规则时一样ꎬ很难保证 实际上的遵守ꎮ 但是ꎬ它使得有组
∙∙
织武装团体较难拒绝承认特定规则是有拘束力的ꎬ而且它为处理违法行
〔６７〕
〔６８〕

参见前注 ５１ꎮ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ꎬ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ꎬ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５ － ５１.
〔６９〕

关于规范的合法性有助于各国更加遵守规范的类似观点ꎬｓｅｅ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Ｆｒａｎｃｋꎬ“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８２ꎬ Ｎｏ. ４ꎬ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７０９ － ７１０ꎻ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Ｆｒａｎｃｋ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０ꎻ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Ｆｒａｎｃｋꎬ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９５ꎬｐｐ. ２５ － ４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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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后续措施提供便利ꎬ也提供了一个传播法律和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这样的人道组织开展对话和建立关系的基础ꎮ〔７０〕 而且ꎬ允许有组织武
装团体同意或拒绝同意特定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ꎬ还使得该团体有可能去
确认其认为对其来说现实可行的那些规则ꎮ〔７１〕
总结性意见
关于国际人道法为何及如何适用于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问题ꎬ依据任
何一个甚或多个解释的选择是否明智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适用性
问题产生的背景ꎮ 像国际刑事法庭这种必须回溯面对有组织武装团体
( 成员) 被控之违法行为的机构ꎬ面临的难题是要适用这样一套法律体
系ꎬ它明确预设了特定国家( 或就习惯国际人道法而言ꎬ是国家的共同
体) 已承认之国际人道法初级规范转化为了规制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之
个人责任的次级规则ꎮ 因此ꎬ可以合理预期这种机构自然而然的选择是
一种可以为该适用性提供根据的解释:立法管辖权理论ꎮ 事实上ꎬ在国
际刑事法庭之外ꎬ该理论也避免了很多其他解释可能导致的尴尬后果ꎬ
即并非某一国家所承认的所有国际人道法规则都可适用于该国和一个
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ꎮ
另外ꎬ不关心有效的回溯性惩治ꎬ而是将促进有组织武装团体在正
在进行的武装冲突中遵守国际人道法作为其首要目标的机构和组织ꎬ则
十有八九会更倾向于直接与有组织武装团体打交道ꎮ 在这种交往中ꎬ可
能更建议它们依据行使事实上的政府职能、某一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国际
法律人格及其同意ꎬ来作为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根据ꎮ
事实仍然是没有哪个关于国际人道法对有组织武装团体之拘束力
的解释是滴水不漏的ꎮ 这种不完善体现了国际人道法仍然深深植根于
规则产生和承认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ꎮ 虽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７０〕
〔７１〕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６ꎬｐ. ２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ｖｅｉｎꎬｓｅｅ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８ꎬｐｐ. ２０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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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制有了重大的发展ꎬ但有组织武装团体还是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些发
展之外ꎮ 将其纳入规则形成的过程确实存在一些风险ꎬ而且不会迅速解
决我们在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方面所面临的所有挑战ꎮ 但是ꎬ有组织武装
团体的现实———在军事上和在人道意义上都一样———表明它们必须被
视为这套也属于它们自己的法律的执行者ꎮ

武装冲突法从武装团体承诺中汲取的
经验教训:合法目标的识别与战俘
桑德什赛韦库姆兰∗著 / 刘雨晴∗∗译

摘要
武装团体时常签署包含武装冲突法内容的专门承诺ꎮ 这些承诺对
相关武装团体遵守国际人道法、« 日内瓦公约» 或承诺中所列之特定规
则的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ꎮ 这些承诺使武装团体负有了遵守国际标准
的义务ꎬ这些承诺时而高于国际标准ꎬ时而在某些方面违反了国际标准ꎮ
虽然这些承诺常常遭到忽视ꎬ但是它们为武装冲突法提供了经验教训ꎮ
本文将就法律的两个特殊领域对武装团体的承诺展开讨论ꎮ 这两个领
域或者存在争议解释ꎬ或者不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这两个领域就
是合法目标的识别与战俘制度ꎮ
∗∗∗

武装冲突法是国际公法的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那些构成国际公法核心
的资料———条约、习惯与司法判决———也构成武装冲突法的核心ꎮ 正因
为如此ꎬ当人们提及武装冲突法时ꎬ本能会想到的材料包括 １９４９ 年« 日
∗ 桑德什赛韦库姆兰(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 是诺丁汉大学法学院讲师ꎮ 感谢英国社会

科学院提供的研究资助ꎬ这笔资助让我能够获得一些武装团体的承诺以及其他本文中提及的
武装团体实践ꎮ 我还要感谢奥利维耶班格特慷慨地将他自己所收集的武装团体承诺分享给
我ꎮ

∗∗ 清华大学法学院 ２００８ 级本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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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公约» 与 １９７７ 年« 附加议定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所主持
的« 习惯国际人道法» 研究〔 １ 〕 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
决ꎮ 同样ꎬ在国际公法和武装冲突法的法律创设与发展方面ꎬ最重要的
参与者都是国家和国家授权的机构ꎬ如国际法院与法庭ꎮ〔 ２ 〕
另外ꎬ尤其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还有大量其他文件也旨在规
制冲突ꎬ这些文件中有一些就源于武装团体ꎮ 它们常常包含武装冲突法
的成分ꎬ明确或含蓄地提及与国际人道法或国际人权法相关的概念ꎬ亦
或涉及环境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等相关问题ꎮ 由于这些文件源于非国家
参与者且并不构成国际法的组成部分ꎬ从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ꎬ而且也
难以找到ꎮ 尽管如此ꎬ这些文件的重要性也不应被过分夸大ꎮ 它们既反
映了武装团体对待人道规范的态度ꎬ也为人们与武装团体在人道问题上
保持接触提供了有益的切入点ꎮ 当然ꎬ这些文件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
签署它们的武装团体会遵守这些法律ꎮ 承诺与遵守相互关联ꎬ但是后者
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ꎮ 虽然如此ꎬ武装团体的承诺的确构成了武装冲突
法得以实施与执行的进一步手段ꎮ
本文将从武装冲突法的角度对武装团体的承诺加以分析ꎮ 文章为
武装团体的承诺设计了几种分类ꎬ并会列举武装团体的承诺与武装冲突
法所规定的标准相符的情况ꎬ以及承诺背离武装冲突法的情况ꎮ 背离现
存标准既包括承诺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情况ꎬ也包括承诺高于必要标准
的情况ꎮ 鉴于有观点认为武装团体是( 唯一的) 违法者ꎬ所以后一种情
况尤具启发意义ꎮ 随后ꎬ本文会转而讨论两个特殊领域:合法目标的识
别与战俘地位和待遇ꎮ 前者的解释存在争议ꎬ而后者在法律上不适用于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因此ꎬ这两个主题都是探讨武装团体承诺的有益视
角ꎮ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２〕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 Ａｎｔｈｅａ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 “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ｂｙ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２ ｖｏｌｓꎬＩＣＲＣ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

Ａｃｔｏｒ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ｉｎ Ｙ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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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分类
武装团体的承诺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单方声明、特别协议、行为守则
与内部规章以及法律ꎮ 在这四个类别以外ꎬ还可以再加上另外三个类
别ꎬ即对实况调查任务报告的回应、新闻稿与特别声明ꎬ以及对采取武力
之动机的表达ꎮ〔 ３ 〕 虽然后三类本身并不构成承诺ꎬ但是它们仍然对于
考察武装团体观点、与武装团体就人道问题进行交涉具有重要意义ꎮ
承诺
单方声明
单方声明通常会采用承诺遵守国际人道法、« 日内瓦公约» 或其他
具体规则的形式ꎮ〔 ４ 〕 在“ 日内瓦呼吁” 组织〔 ５ 〕 的主持下所议定的有关
杀伤人员地雷的« 承诺书» ꎬ是一套或多或少采用了标准形式的单方承
诺ꎮ 而根据需要临时签署的单方声明则更为常见ꎮ 例如ꎬ“ 库尔德工人
党” 称:
在与土耳其国家部队的冲突中ꎬ“ 库尔德工人党” 保证在有关
敌对行为和保护战争受难者的问题上ꎬ尊重 １９４９ 年的日内瓦四公
约及其 １９７７ 年的« 第一附加议定书» ꎬ并保证使那些义务在其部队
和所控制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ꎮ〔 ６ 〕

单方声明的签署也可能与特定规范有关ꎮ 例如ꎬ达尔富尔的“ 正义
与平等运动” 和“ 苏丹解放运动—联合派” 两个组织均承诺遵守国际人
道法的具体规范:
〔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 “ Ｒｅ￣ｅｎｖｉｓ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２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６１ － ２６２.
〔４〕

见下文“ 等于武装冲突法” 部分ꎮ

〔５〕

关于“ 日内瓦呼吁” 组织ꎬ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ｖａｃａｌｌ. ｏｒｇ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６〕

ＰＫＫ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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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竭尽全力依照人权原则和国际人道法来保护平民居民ꎮ
我们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力协作ꎬ采取措施确保达尔富尔的儿
童受到保护ꎮ 同时ꎬ我们重申迁徙自由原则ꎮ
我们重申ꎬ我们承诺不攻击或强迫迁移平民居民、不毁坏民用
基础设施ꎬ承诺追究强奸与其他形式性暴力行为人的责任ꎮ 我们承
认ꎬ将军事物资与人员置于非常靠近平民区的地方ꎬ会增加平民在
敌对行动中遭到抓捕甚至攻击的风险ꎮ 因此ꎬ我们将继续贯彻我们
的政策ꎬ在平民居民与我们的武装部队之间保持适当的物理间隔ꎮ
我们还会继续致力于降低国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的军事化程度ꎮ
我们重申ꎬ我们承诺会清楚地告知战场上的人员在人权法与国
际人道法下所负有的义务ꎮ〔 ７ 〕
也有一些单方声明称其将会依据«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９６ 条第 ３ 款

遵守该议定书ꎮ〔 ８ 〕
特别协议

武装团体和与之发生冲突的国家间缔结的双边协议的情况屡见不
鲜ꎮ 这些协议可能与武装冲突法相关ꎬ或者与武装冲突法的具体规则相
关ꎮ «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呼吁冲突各方“ 以特别协定之方式ꎬ使
(各) 公约之其他规定得以全部或部分发生效力” ꎮ 本文中的这种特别
协议包括共同第 ３ 条所称的特别协定ꎬ但范围较之要广ꎮ 特别协议包括
人权协议ꎬ如萨尔瓦多政府与“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之间的
« 圣何塞协议»〔 ９ 〕 ꎬ也包括含有武装冲突法成分的停火与和平协议ꎮ 武
〔７〕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 ＪＥＭ ａｎｄ ＳＬＭ￣Ｕｎｉｔｙ] ” ꎬｕｎｄ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１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ｄ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ｕｄａｎ(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８〕

Ｓｅｅ ｅ. 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１９７７ꎬ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ｏｆ １９７７ꎬ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
〔９〕

１９９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ａｎｎｅｘｅｄ ｔｏ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４４ / ９７１ － Ｓ / ２１５４１ꎬ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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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团体与联合国实体或人道机构之间也会缔结特别协议ꎬ这些协议通常
与人道援助问题有关ꎮ〔１０〕 国家、非国家武装团体和联合国实体之间有
时还会缔结三方协议ꎮ〔１１〕
行为守则和内部规章
正如国家会起草军事手册一样ꎬ非国家武装团体也会起草行为守
则ꎮ〔１２〕 这些守则和其他内部规章一起ꎬ对武装团体成员在其与其他成
员或者与团体外部成员的关系中所发生的行为ꎬ起到了规制作用ꎮ 行为
守则和内部规章不仅仅与武装冲突法问题相关ꎮ 事实上ꎬ一些守则和规
章完全与武装冲突法无关ꎮ〔１３〕 其他守则与规章通过纳入相当于武装冲
突法的规则ꎬ间接与武装冲突法产生联系ꎮ〔１４〕 毛泽东最初在 １９２８ 年制
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守则和内部规章或许算是一个经典ꎮ 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制定以来ꎬ已被若干并无关联的
武装团体所采用ꎬ他们包括塞拉利昂的“ 革命联合阵线” 、“ 菲律宾全国
民主阵线” 以及乌干达“ 民族抵抗军” ꎮ〔１５〕 阿富汗“ 塔利班” 也制定了行
为守则ꎬ最近的一次是在 ２０１０ 年ꎮ〔１６〕
〔１０〕

Ｓｅｅ ｅ. ｇ.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Ｓｕｄａｎꎬ

〔１１〕

Ｓｅｅ ｅ. ｇ.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ｄａｎꎬ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ｒｕｌｅｓꎬＭａｙ １９９６.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Ｓｕｄａｎꎬ１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２〕

Ｓｅｅ ｅ. 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ꎬ“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

〔１３〕

Ｓｅｅ ｅ. ｇ. Ｋｏｓｏｖｏ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ꎬ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１４〕

见下文“ 等于武装冲突法” 部分ꎮ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ｙꎬＰｒｉｓｈｔｉｎａꎬ１９９８.
〔１５〕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 ＳＣＳＬ) 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ｅｓａｙꎬ Ｋａｌｌｏｎ ａｎｄ Ｇｂａｏ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 ０４ － １５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ｐａｒａ. ７０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Ａｒｍｙ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ⅣꎬＰｏｉｎｔ ３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ＮＤＦＰ) 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Ⅰ ｏｆ １９７７ꎬＮＤＦＰ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Ｂｏｏｋｌｅｔ Ｎｏ. ６ꎬｐｐ. ８５ － ９０ꎻＮＲＡ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Ｏｒｉ ＡｍａｚａꎬＭｕｓｅｖｅｎｉ’ ｓ 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ꎬ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Ｋａｍｐａｌａꎬ１９９８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１６〕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ｎｎｅｘ ｔｏ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Ｍｕｎｉｒꎬ “ Ｔｈｅ Ｌａｙｈ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０３ －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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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此外ꎬ正如国家会制定法律一样ꎬ武装团体也会这样做ꎮ 发生冲突
的国家很可能会质疑这种文件是否具有“ 法律” 的性质ꎬ并且会对其拘
束力提出质疑ꎮ 但是ꎬ对于武装团体和生活在武装团体控制领土上的个
人而言ꎬ这些法律实际上很重要ꎮ 法律是由控制这片领土的武装团体或
构成事实国家的武装团体专门制定的ꎮ 这些团体往往会制定可适用于
其所控制领土之具体的刑法典ꎮ〔１７〕 其他团体会制定宪法或颁布其他类
型的法律ꎮ〔１８〕 对于行为守则而言ꎬ许多这类文件并未直接提及武装冲
突法ꎬ但是大部分都涉及武装冲突法下的相关概念ꎮ 其他法律则直接提
及了武装冲突法问题ꎬ或是涉及人权问题和对流离失所者的保护ꎮ〔１９〕
法律和行为守则、内部规章有所不同ꎬ这是因为制定法律的目的不只是
调整武装团体成员的行为ꎬ而且是规制居住于上述区域的人员之行为ꎮ
在人们看来ꎬ作出这几种形式的承诺是罕见、例外而不太可能的ꎮ
但是实践却表明情况完全不同ꎮ 令人遗憾的是ꎬ这些承诺往往难以找
到ꎬ尤其是缺乏集中编纂ꎮ
其他重要文件
虽然另外三类文件并不总能构成正式法律概念上的承诺ꎬ但它们很
重要ꎮ 这些文件反映了武装团体对于法律的看法ꎬ并且可能在特定问题
上表现出某个团体的立场ꎮ 因此ꎬ它们仍然十分重要ꎮ
实况调查任务报告的回应
武装团体有时会对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人权组织的报告作出回应ꎬ

〔１７〕
〔１８〕

Ｓｅｅ ｅ. 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Ｎｅｐａｌ￣ＭａｏｉｓｔꎬＰｕｂｌ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ｄｅ ２０６０(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

Ｓｅｅ ｅ. ｇ.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ａｍｉｌ ＥｅｌａｍꎬＴａｍｉｌ Ｅｅｌａｍ Ｃｈ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ｃｔ Ｎｏ.

３ ｏｆ ２００６) .
〔１９〕

Ｓｅｅ ｅ. ｇ. Ｅｊéｒｃｉｔｏ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ｍｅｎ’ ｓ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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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某些事实或对法律的解释ꎮ〔２０〕 应当促进这些团体参与相关机构的
对话ꎬ尤其是在它们没有直接且无理地加以否定之时ꎮ 这会为团体打开
一个就相关规范进行讨论的突破口ꎬ并有助于它们增长知识ꎮ
新闻稿与特别声明
许多非国家武装团体都开设了网站ꎮ 这些网站的内容包括新闻稿ꎬ
以及团体针对与武装冲突法相关的各类问题进行表态的其他声明等ꎮ
单边声明和承诺也可能会发布在这些团体的网站上ꎮ 针对法律所做的
特别声明也可能通过其他组织发布ꎮ〔２１〕
采取武力之动机的表达
武装团体也可能会对它们采取武力的理由加以说明ꎮ 这些理由常
常包括该国国内发生了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不断发生的歧视ꎮ 所以ꎬ从
这些解释来推断ꎬ武装团体表示未来新建立的国家会尊重人权与国际法
也在情理之中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的动乱过程中ꎬ国家过渡委员会
签署了声明ꎬ表示:

临时国家委员会将通过对政治民主原则的支持ꎬ在我们持续迈
向自由的征途中遵循以下内容ꎮ 我们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负有以
下义务:

８. 建立一个民主的利比亚ꎬ其国际关系与地区关系将建立在以

下基础之上:

ａ. 其民主价值与制度具体表现为尊重邻国、建立伙伴关系并承
认其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ꎮ 本国还会争取在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融入国际社会成员ꎬ从而增强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合作ꎮ
〔２０〕

Ｓｅｅ ｅ. ｇ. ＮＤＦＰꎬ“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ｎ Ｋｉ Ｍｏ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ꎻ “ ＫＮＵ [ Ｋａｒ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ＵＮＳＧ” ꎬ２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ꎻ“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５９１

(２００５)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Ｉｓｓｕｅｄ 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ｒｏｍ ＪＥＭ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ꎬ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２１〕

Ｓｅｅ ｅ. ｇ.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 Ｊ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ｙ( ＳＬＭ￣Ｕｎｉｔｙ) ]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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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本国将维护国际正义和公民权利ꎬ尊重国际人道法与人权宣
言ꎬ并谴责独裁和专制政权ꎮ 外国国民与公司的利益和权利将受到
保护ꎮ 移民、居留与公民身份将由政府机构管理ꎬ政治庇护与公共
自由的原则和权利会受到尊重ꎮ
ｃ. 本国将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和谴责种族主义、歧视和恐怖主
义ꎬ并且强烈支持和平、民主与自由ꎮ〔２２〕
这些对动机的表达可作为与武装团体交涉的重要“ 招数” ꎮ 举例而

言ꎬ如果一个武装团体违反了人道法ꎬ用其进行斗争的原因来提醒它们
会十分有用:它们最初正是起来反抗暴力的ꎮ
武装团体的承诺
在罗列了不同形式的武装团体承诺之后ꎬ下一部分会把这些承诺与
武装冲突法所规定的标准进行比较ꎮ
等于武装冲突法
许多武装团体的承诺直接提及国际人道法、武装冲突法、« 日内瓦公
约» 或某些具体规则ꎮ 这些承诺无论是单方声明、双边协议还是采用了
其他形式ꎬ倘若它们起到了反致适用人道法的作用ꎬ那么这些承诺就必
然与人道法的要求相等ꎮ 许多武装团体都作出过这类承诺ꎮ 例如ꎬ斯里
兰卡的反政府武装“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在 １９８８ 年表示ꎬ该
组织已“ 向联合国总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出了通知ꎬ接受 １９４９ 年
« 日内瓦四公约» 及其 « 第一附加议定书» 和 « 第二附加议定书» ” ꎮ〔２３〕

１９９１ 年ꎬ“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 “ 宣布其在菲律宾武装冲突中的行为将

〔２２〕

Ｓｅｅ ｅ. 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ｉｂｙａꎬ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３〕

“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领导人 Ｖｅｌｌｕｐｉｌｌａｉ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ａｎ 致成员国与观察员

２０１１.

的信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４４ 届会议ꎬ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ꎮ 又见“ 猛虎组织” 国际秘书处代表

Ｖｅｌｕｍｍｙｌｕｍ Ｍａｎｏｈａｒａｎ 致联邦上诉法院特区巡回法院法官的信( 未标日期) 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ꎬ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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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国际人道法ꎬ尤其是«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及其« 第二附加议定
书» ” ꎮ〔２４〕 最近的例子是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的武装冲突ꎬ “ 国家过渡委员
会” 宣布其“ 愿意重申其严格遵守‘ 与战俘待遇相关的« 日内瓦公约» ’ 的
政策” ꎮ〔２５〕

交战各方所缔结的双边协议中也包含了尊重国际法的承诺ꎮ 塞拉

利昂政府与“ 革命联合阵线” 之间签订的« 阿比让和平协议» 是这种趋势
的有益 例 证ꎮ 该 协 议 规 定ꎬ “ 各 方 承 诺 尊 重 国 际 人 道 法 的 原 则 与 规
则” ꎮ〔２６〕 当一份和平协议像« 阿比让和平协议» 一样破产的时候ꎬ或是当

停火协议签订后交战重新开始时ꎬ这样的承诺就会显示出它的重要性ꎮ
“革命联合阵线” 随后根据« 协议» 中这方面的内容ꎬ称政府和“ 革命联合
阵线” 双方都“ 已经做出承诺完全尊重人权与人道法” ꎮ〔２７〕

其他声明虽然没有这么具体ꎬ但是也涉及武装冲突法ꎮ 例如ꎬ“ 争取

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于 １９８０ 年宣布ꎬ该组织“ 会依据« 日内瓦公
约» 更新其承诺ꎬ并会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基本规则” ꎮ〔２８〕 鉴

于没有所谓“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这样一个正式类别ꎬ
所以“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承诺遵守的规则颇不明确ꎮ 但该
承诺还是起到了反致适用国际法的作用ꎮ
鉴于这类承诺完全等同于人道法ꎬ所以它们十分有用ꎮ 武装团体通
过反致适用法律ꎬ完全承诺遵守法律规定ꎮ 但是ꎬ十分现实的缺陷也会
随之而来ꎮ 当武装团体承诺遵守“ 国际人道法” 时ꎬ他们可能并不熟悉
“ 国际人道法” 的内容ꎮ 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人道法包括« 日内
〔２４〕

ＮＤＦＰꎬ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１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１ꎬ

〔２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ꎬ 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Ａｂｉｄｊ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ꎬ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２７〕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ＲＵＦ / ＳＬ)

〔２８〕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ＮＩＴＡꎬ２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８０ꎬ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ＮＤＦ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Ａｎｎｅｘ Ｄꎬｐ. ９８.
２０１１.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ｕｎｄａ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０ꎬＮｏ. ２１９ꎬ１９８０ꎬｐ.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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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各种武器条约、与文化财产相关的规则等ꎮ
此外ꎬ即使武装团体有这样的意愿ꎬ他们也未必有能力遵守所有国际人
道法的规则ꎮ〔２９〕
因此ꎬ武装团体直接遵守具体规则的实体内容比简单地援引用以描
述这些规则的法律术语更有优势ꎮ 鉴于各方都对某个承诺的性质和内
容有着清楚的了解ꎬ所以承诺遵守具体规则的实体内容可能会更加有
利ꎮ 虽然表达方式有所不同ꎬ但是这些承诺与武装冲突法的内容是相同
的ꎮ 例如ꎬ２０１０ 年« 圣战手册» 规定:“ 各省、区负责人、小组领导以及所
有其他圣战者应当采取最大限度的措施来避免平民的伤亡以及其车辆
和其他财产的损失ꎮ”〔３０〕 这与国际人道法下采取所有可能预防措施的义
务异曲同工ꎮ〔３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三大纪律” 规定ꎬ“ 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 ꎮ “ 八项注意” 规定了以下禁令ꎬ“ 不打人骂人” 、“ 不损坏庄稼” 、
“ 不调戏妇女” 和“ 不虐待俘虏” ꎮ〔３２〕 这些禁令显然可以与以下国际人
道法所规定的义务相提并论:人道待遇原则、禁止不人道待遇、禁止对人
格尊严的侵犯、禁止抢劫、禁止性暴力ꎮ
高于武装冲突法
这种“ 实体内容方法” 也有一些缺点ꎮ 如果武装团体的承诺没有提
及特定类别的规则和上述界限ꎬ而是对禁止行为作出了规定ꎬ那么该承
诺就有背离现有标准的可能ꎮ 这本身未必是一件坏事ꎮ 比如ꎬ武装团体
的承诺可能超过现有标准ꎬ主动为卷入冲突的平民与其他人员和实体提
供了高于武装冲突法的保护ꎮ
〔２９〕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Ｔａｋ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２.
〔３０〕
〔３１〕

Ｌａｙｈ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ꎬ２０１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Ｒｕｌｅ ６５.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７ 条ꎻ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

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 １５.
〔３２〕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Ｈｅ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ꎬ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３ꎬＮｏ. ８４１ꎬ２００１ꎬｐｐ. １４１ － １５３.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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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菲律宾政府与“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签署的协议规
定ꎬ双方负有义务“ 避免那些可能对平民造成附带伤害的行为” ꎮ〔３３〕 国
际人道法中有关不成比例的攻击的规则在对平民的预期伤害、对民用物
体的损害与期望达到的直接军事利益之间作出了平衡ꎬ并在前者可能会
有些“ 过分” 时禁止进行这种攻击ꎬ而该协议则超过了国际人道法的要
求ꎮ〔３４〕 菲律宾政府与“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还在另一个领域承诺遵守
高于现存法律要求的标准ꎮ 各方承诺“ 安全地将被疏散者送回他们的来
源地ꎬ为他们提供开始新生活所需的所有财政∕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ꎬ
并让他们能够就冲突造成的财产遗失或损毁获得赔偿” ꎮ〔３５〕 这一规定
可以与习惯国际法的相关规则进行对比ꎬ后者与返乡权和尊重流离失所
者的财产相关ꎬ范围要更窄一些ꎮ〔３６〕
武装团体有时也会“ 引领潮流” ꎬ承诺以特殊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

为ꎬ而国际法是后来才对这样的行为产生要求的ꎮ 例如ꎬ“ 菲律宾全国民
主阵线” 表示ꎬ该组织“ 自 １９８８ 年起” 就禁止招募不满 １８ 岁的儿童加入
武装部队ꎬ“ 早于« 儿童权利公约» ” ꎮ 该组织还解释称ꎬ其在该问题上的

主张“ 远比« 日内瓦公约» 所规定的标准先进” ꎮ〔３７〕 回顾公约可以发现ꎬ
共同第 ３ 条并未对招募儿童加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这一问题作出规
定ꎬ而« 第二附加议定书» 则采用了 １５ 岁作为年龄标准ꎮ〔３８〕 在另一个法
律领域ꎬ１９９５ 年“ 革命联合阵线” “ 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抓住时机解决轻兵
器扩散和埋放杀伤人员地雷的重大问题” ꎮ 该组织注意到ꎬ“ 重型火炮

〔３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ꎬ

〔３４〕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２ 项ꎻ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３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３６〕

Ｃｆ.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ｓ １３２ ａｎｄ １３３.

２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Ａｒｔ. １( ａ) .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 １４ꎮ

Ｍｏｒ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ꎬ２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１ꎬＡｒｔ. Ｂ３.
〔３７〕

ＮＤＦＰꎬＮＤＦＰ’ 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Ｃｈｉｌｄꎬ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ＤＦＰ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２００５ꎬｐ. ９.
〔３８〕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第 ３ 款第 ３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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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束炸弹的持续使用对农村造成了严重的毁坏” ꎮ〔３９〕 « 集束弹药公
约» 直到 ２００８ 年才得以通过ꎬ而在本文写作之时ꎬ有关轻兵器的普遍规
章尚在研究当中ꎮ 同样是在武器领域ꎬ１９８８ 年“ 马蒂民解阵线” 表示会
遵守« 某些常规武器公约» 的« 地雷议定书» ꎬ该议定书对于使用地雷的
情形和应当采取的相关预防措施作出了规定ꎮ〔４０〕 然而ꎬ当时议定书仅
限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ꎬ直到 １９９６ 年ꎬ其适用范围才扩展到了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中ꎮ

我们可能会说ꎬ武装团体的承诺本质上是政治ꎬ是冲突中的一种策
略ꎬ或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声望ꎮ 武装团体没有任何遵守承诺的意向ꎮ 对
于某些团体作出的某些承诺ꎬ事实可能确实如此ꎮ 比如ꎬ鉴于规范轻武
器和集束弹药的问题在当时环境下很引人关注ꎬ所以“ 革命联合阵线”
方面呼吁规范轻武器和集束弹药很可能只是出于策略性的原因ꎮ 而且ꎬ
虽然“ 革命联合阵线” 和“ 猛虎组织” 方面承诺尊重国际人道法ꎬ但是违
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仍然屡见不鲜ꎮ〔４１〕 不管怎样ꎬ冲突各方作出承诺
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ꎬ对国家来说如此ꎬ对于武装团体也是一样ꎮ〔４２〕 此
外ꎬ我们不能因为虚伪的承诺而抹杀所有承诺ꎮ 因此ꎬ武装团体的承诺
仍然十分重要ꎮ
低于武装冲突法
这并不表示武装团体的承诺都会符合或超过国际标准ꎮ 对于某些
规范ꎬ承诺比现有标准要低ꎬ而这种状况会对“ 实体内容方法” 的适用造
成非常现实的危险ꎮ 以下是几个能够有力论证这个观点的例子:
〔３９〕

Ｆｏｏｔ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１９９５.

〔４０〕

ＦＭＬＮꎬ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Ｏｕ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Ｉｎｋｗｏｒｋｓ Ｐｒｅｓｓ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１９８８ꎬ

〔４１〕

Ｓｅｅ ｅ. ｇ. ＳＣＳＬ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ｅｓａｙꎬ Ｋａｌｌｏｎ ａｎｄ Ｇｂａｏ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ꎻ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４２〕

Ｓｅｅ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ꎬ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ｐ. １０ － １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３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ＦｒａｎｃｏＡｎｇｅｌｉꎬＭｉｌａｎｏ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８７ꎬ１９２ꎬ１９６.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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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圣战手册» 规定:

１１. 如果为异教徒和他们的奴役政权运输和供应燃料、设备或

其他物资的雇佣兵ꎬ以及那些为异教徒建造军事中心的人、保安公
司的各级雇员、异教徒的口译人员和参与敌方补给( 交易) 的司机
被俘获了ꎬ而法官又证明上述人员确实曾参与这些活动ꎬ那么就应
当判处他们死刑ꎮ 如果该省还没有任命法官ꎬ那么就由该省的负责
人考虑证明与执行的问题ꎬ然后决定( 这个人的) 命运ꎮ
１２. 如果俘获了某个军队的异教徒ꎬ那么处决此人、通过交换囚

徒而释放此人、主动释放此人ꎬ或是在穆斯林需要钱时为报酬而释
放此人ꎬ均听凭伊玛目和纳吉伊玛目处理ꎮ 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做此
决定ꎮ 如果俘虏皈依穆斯林ꎬ在他没有再次成为异教徒危险的情况
下ꎬ伊玛目和纳吉伊玛目有权在交换囚徒时释放他ꎮ〔４３〕
这些规定显然背离了国际人道法ꎬ尤其背离了人道待遇原则和其他
与被拘留者待遇相关的规则ꎮ〔４４〕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劫持人质ꎮ 众所周知ꎬ国际人道法禁止劫持
人质的行为ꎮ〔４５〕 哥伦比亚“ 民族解放军” 方面承诺遵守国际人道法ꎮ〔４６〕
然而ꎬ该组织定义劫持人质的方法ꎬ却容许了某些在武装冲突法下构成
劫持人质的行为ꎮ 所以ꎬ“ 民族解放军” 表示“ 允许恢复战争税ꎬ允许以
实现税款的征收为目的ꎬ拘留那些拒绝交税的人ꎬ从而进行施压ꎮ 这样
的拘留行为不能被认作是‘ 劫持人质’ 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敌对行动
中把这些人当成盾牌使用” ꎮ〔４７〕

〔４３〕

Ｌａｙｈ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Ｒｕｌｅｓ １１ ａｎｄ １２.

〔４５〕

共同第 ３ 条ꎻ« 第 二 附 加 议 定 书 » 第 ４ 条ꎻ « 第 一 附 加 议 定 书» 第 ７５ 条ꎻ Ｊ. － Ｍ.

〔４４〕

共同第 ３ 条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ꎻ«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ꎮ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 ９６.
〔４６〕

Ｓｅｅ Ｅｊéｒｃｉｔｏ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ｃｉóｎꎬＤｅｃｌａｒａｃｉóｎ ｓｏｂｒｅ ｅｌ Ｄｅｒｅｃｈ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ｏꎬ１５

〔４７〕

Ｎｉｃｏｌáｓ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ꎬ Ｑｕé 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ｒ ｅ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ｏ?ꎬ１ Ｍａｙ １９９６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５.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ꎬ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ꎬ
ｉｎ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ｅｄ. ) ꎬ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Ｗａｒꎬ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１ꎬｐ.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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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与特别规范相关的实践
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将会结合两个解释上存在争议ꎬ或是似乎不适用
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领域ꎬ对武装团体的承诺与实践展开讨论ꎮ
这两个领域就是合法目标的识别与战俘制度ꎮ
合法目标的识别
在识别合法目标这一领域存在大量的意见分歧ꎮ 武装冲突法最基
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能将平民作为攻击对象ꎮ〔４８〕 普遍接受的观点认
为ꎬ禁止攻击平民并不包括平民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情形ꎮ〔４９〕 但是对
于“ 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一词的真实含义却众说纷纭ꎮ〔５０〕 国家武装部队
的成员不受免于攻击的保护ꎮ 更多的争议则与何时可以攻击武装团体
成员这一问题有关ꎮ〔５１〕 但即使是最严格 / 保守的观点也认为ꎬ武装团体
的成员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时可以成为袭击目标ꎮ 一些武装团体对此
表达了它们自己的观点ꎬ而它们通常采取的立场比武装冲突法所有主流
观点都低【 搭配不当】 ꎮ 尽管如此ꎬ我们仍需要对这些观点加以考虑ꎮ
“ 库尔德工人党” 曾指出ꎬ它:

认为以下团体是土耳其安全部队的组成部分ꎬ因此构成合法的

攻击目标:
———土耳其武装部队成员ꎻ
———土耳其反游击队部队成员ꎻ
〔４８〕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第 ２ 款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３ 条ꎻ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ｕｍｅ Ⅰ:Ｒｕｌ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
Ｒｕｌｅ １ꎮ

〔４９〕
〔５０〕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第 ３ 款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３ 条第 ３ 款ꎮ

ＩＣＲＣ« 国际 人 道 法 中 直 接 参 加 敌 对 行 动 定 义 的 解 释 性 指 南 » ꎮ 在 线 版 本 参 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０９９０. ｈｔｍꎮ 但有 关 批 判 ＩＣＲＣ “ 解

释性指南” 的观点ꎬ 见下述专题论文集中的 文章: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 ４２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６３７ － ７６９ꎮ
〔５１〕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０ꎻ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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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情报局成员ꎻ
———土耳其宪兵队成员ꎻ
———村庄卫队ꎮ
“库尔德工人党” 不会把文职人员视为安全部队的成员ꎬ除非
他们属于上述类别之一ꎮ〔５２〕
“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 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标准ꎬ表示其:

将属于下列各项的部队、人员和设施视为合法的军事攻击目

标:
１. 菲律宾武装部队ꎻ
２. 菲律宾国家警察ꎻ
３. 准军事部队ꎻ

４. 上述各项的情报人员ꎮ〔５３〕

“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 还表示ꎬ“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的公务员不是

军事攻击的 对 象ꎬ 除 非 他 们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属 于 上 述 ４ 类 中 的 任 意 一
类” ꎮ〔５４〕

这些声明反映了武装冲突法在某些方面的立场ꎬ这是因为它们将武

装团体当成是武装部队和准 武 装 部 队 成 员 一 样 的 “ 合 法 军 事 攻 击 目

标” ꎮ 有关公务员的说明是十分有用的ꎬ这是因为在一些冲突中ꎬ所有的
国家代表都会被认为是合法的攻击目标ꎮ 宪兵队和国家警察则带来了
更多的困难ꎮ 一般而言ꎬ警察部队的成员会被当成平民ꎮ〔５５〕 然而在一
些国家ꎬ警察可能与武装部队有关ꎬ或者在武装冲突时期附属于武装部
队ꎮ〔５６〕 因此ꎬ我们需要对涉案国家的特征和案件事实进行考察ꎮ “ 菲律
宾全国民主阵线” 将情报人员限定在了其所罗列的几个类型之中ꎬ他们
并没有把所有情报人员都视为合法的攻击对象ꎬ所以这样的限定应该受
〔５２〕

“ ＰＫＫ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

〔５４〕

Ｉｂｉｄ.

〔５３〕
〔５５〕
〔５６〕

ＮＤＦＰ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

« 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 ꎬ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第 ４２２ 段ꎮ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Ⅰꎬ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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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欢迎ꎮ 举例来说ꎬ如果情报人员的任务完全与冲突无关ꎬ那么此人就
不能被当做合法的攻击对象ꎬ尽管在实践中辨析这些界限可能比较困
难ꎮ 然而ꎬ由于“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 对“ 情报人员” 的解释包括了“ 不
定期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ꎬ比如回答( 政府) 士兵的提问、指认当地菲律
宾共产党党员的农民ꎬ或者在遭到‘ 新人民军’ 勒索时报警的人”〔５７〕 ꎬ这
几乎完全抹杀了“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 的限定ꎮ 这一解释是极度广泛
的ꎬ而且肯定不符合国际标准ꎮ
科索沃解放军方面的观点是ꎬ“ 无论是警察、军队还是武装平民ꎬ所
有塞尔维亚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 ꎮ〔５８〕 一方面ꎬ所谓武装平民可以理解
为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ꎮ 另一方面ꎬ这个概念的范围也可能过于广
泛ꎮ 为了自卫或是为了阻止打劫和类似行为而持有武器的平民ꎬ不会被
认为是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ꎮ〔５９〕 因此ꎬ某些术语和某些承诺的含混不
清也就有着潜在的问题ꎮ
“ 苏丹人 民 解 放 运 动 ∕ 解 放 军” ( 以 下 简 称 “ 解 运 ∕ 解 放 军” ) 于

１９８４ 年指出ꎬ下列个人与实体“ 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ꎬ从而成为其攻击
目标” :

１. 加法尔穆罕穆德尼迈里当局ꎬ及其下属与辅助机构ꎮ
２. 革命战争进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后续反动政府ꎮ

３. 所有直接或间接与喀土穆政权合作ꎬ以维持或巩固其统治ꎬ并破

坏人民革命的目标与成果的个人或群体ꎮ

４. 所有针对“ 解放军∕解运” 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个人或群体ꎬ或是
〔５７〕

«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的报告» ꎬＵＮ

〔５８〕

对“ 科索沃解放军” 发言人 Ｊａｋｕｐ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 的采访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Ｋｏｈａ Ｄｉｔｏｒｅꎬ１２ Ｊｕｌｙ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８ / ３ / Ａｄｄ. ２ꎬ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ꎬ第 ３１ 段ꎮ

１９９８(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 ꎬＥｘｈｉｂｉｔ Ｐ００３２８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ＩＣＴＹ) 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Ｈａｒａｄｉｎａｊ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４ － ８４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ꎮ

〔５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ｗａｎｄａ( ＩＣＴＲ) 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ａｇｏｓｏｒａ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９８ － ４１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ꎬ１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２２３８ － ９ꎻ« 达尔富尔问
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给秘书长的报告» ꎬ前注 ５５ꎬ第 ２９２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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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污蔑或挑动舆论反对“ 解放军∕解运” 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对
其不利的颠覆性言论的个人或群体ꎮ

５. 为苏丹政府充当特工或间谍的人ꎮ

６. 抢劫普通公民ꎬ奸淫妇女ꎬ或是对公民、公民的动产或不动产ꎬ或

任何其他人民革命之财产犯有任何其他罪行的武装歹徒ꎮ

７. 传播或鼓吹旨在维护或维持喀土穆政权或任何其他具有类似性

质的制度对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理念、意识形态或哲学观点ꎬ或为此目的
在国内外组建社团、组织的个人或群体ꎮ〔６０〕
就像本文所提到的其他武装团体一样ꎬ“ 解运∕解放军” 把更为广
泛的社会阶层认定为了合法的攻击目标ꎮ 尤其是可能的攻击对象包括
与政府“ 直接或间接合作的个人” ꎬ以及拥护保持压迫这一理念的人ꎮ
这是对内容的极大扩张ꎬ并且又一次没能符合国际标准ꎮ

虽然这些承诺和武装冲突法有相当大的出入ꎬ但是它们仍然十分重
要ꎮ 这是因为这些承诺用具体的语言在识别( 他们看来的) 合法目标的
问题上表达了武装团体的立场ꎮ 事实表明ꎬ许多团体所采取的立场是大
致相同的ꎬ他们都对攻击对象进行了扩张ꎬ认为其可能构成合法的攻击
目标ꎮ 这些声明显示ꎬ一些武装团体所认为的合法目标ꎬ与法律认为不
是保护对象的人或物之间存在极大差异ꎮ 这些声明还显示ꎬ在此法律领
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ꎮ
战俘制度
根据战斗员豁免原则ꎬ个人不会“ 仅” 因参与敌对行动而遭到起诉ꎬ
战斗员豁免和战俘制度只存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法中ꎮ 适用于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条约规则从未提到过这两个概念ꎮ 在 １９４９ 年外交大会
上ꎬ有人曾经试图引入一项规则ꎬ禁止对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行为

〔６０〕

ＳＰＬＭ / ＡꎬＰ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ａｗｓꎬ４ Ｊｕｌｙ １９８４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９(１) ( ｃ) ꎬ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Ⅱꎬｐｐ. １２６ －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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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诉讼ꎬ但是这样的尝试并没有成功ꎮ〔６１〕 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的外交大
会上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中引入战俘地位制度的建议也同样宣告失
败ꎮ〔６２〕 在习惯国际法层面上ꎬ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际性武装冲突与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真正差异的领域之一ꎮ〔６３〕 而评论家们几乎一致
认为ꎬ这完全是国际性武装冲突法中的问题ꎮ〔６４〕
武装团体的承诺与实践
武装团体承诺的形式不尽相同ꎮ 在美国内战期间ꎬ联邦军的迪克西
将军和同盟军的黑尔将军缔结了一份双边协议ꎬ确认战俘制度适用于美
国内战ꎮ 条约还对战俘的交换与释放作出了详细规定ꎮ〔６５〕 由于条约涉
及的是交战状态中的情形ꎬ所以我们不能对这一实践进行太多解读ꎮ 然
而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ꎬ反叛分子宣布他们“ 准备好要遵守和尊重有关战
争伤者、病者和被关押者的« 日内瓦公约» ” ꎮ〔６６〕 的确ꎬ他们甚至宣布了

〔６１〕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 ｏｆ １９４９:Ｖｏｌｕｍｅ Ⅱ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Ｂｅｒｎｅꎬ１９６３ꎬｐ. ４４( Ｎｏｒｗａｙ) ꎬｐ. ４９ ( ＵＫ) ꎬａｎｄ ｐ. ３２２ ( Ｎｏｒｗａｙ) .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ｓ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 Ⅱ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ꎬｐ. ５０( Ｂｕｒｍａ) ａｎｄ ｐ. ９９(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６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 ꎬＶｏｌｕｍｅ ５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Ｂｅｒｎｅꎬ １９７８ꎬ ｐ. ９１ꎬ ｐａｒａ. ６ ( Ｎｏｒｗａｙ ) ꎻ Ｖｏｌｕｍｅ ８ꎬ ｐ. ３５９ꎬ ｐａｒａ. １５
( Ｓｗｅｄｅｎ) ꎻＶｏｌｕｍｅ ５ꎬｐ. １８７ꎬｐａｒａｓ. ２０ － ２１(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ｓ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８ꎬｐ. ２９３ꎬｐａｒａ.

４１( Ｂｕｒｕｎｄｉ) .
〔６３〕
〔６４〕

Ｓｅｅ 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ｓ １０６ － １０８.

Ｓｅｅ ｅ. ｇ.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ꎬ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ｅｄｓ)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 １３３２ꎻＷａｌｄｅｒｍａｒ Ｓｏｌｆ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５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５７ － ５９ꎻ Ｌｅｓｌｉｅ Ｃ. Ｇｒｅｅ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ꎬ２０００ꎬｐ. ３１８ꎻ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 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 ６２７.
〔６５〕

Ｔｈｅ“ Ｄｉｘ￣Ｈｉｌｌ Ｃａｒｔ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ｅ Ａｒｍｉｅｓꎬ２２ Ｊｕｌｙ １８６２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Ｈ. Ｓ. Ｌｅｖｉｅ( ｅｄ. ) 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６０ꎬ１９７９ꎬｐ. ３４.
〔６６〕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Ｓｉｏｒｄｅｔ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ꎬｉｎ 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ꎬ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ꎬＶｏｌ. ３ꎬ１９５０ꎬｐ.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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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 一丝不苟地尊重战争法律与习惯ꎬ并使其得到尊重” ꎮ〔６７〕

数年之后ꎬ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ꎬ“ 民族解放阵线” 在冲突初

期就表达了该组织适用« 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愿望ꎮ 在“ 民族解放阵线”
于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写给 ＩＣＲＣ 的信中ꎬ该组织表示愿意“ 在法兰西共
和国方面互惠互利的情况下” ꎬ〔６８〕 对“ 民族解放阵线” 俘获的所有“ 法国
战俘” 适用« 日内瓦公约» ꎮ〔６９〕 同时ꎬ“ 民族解放阵线” 在内部规章中详
细规定了一般战争法的规则和战俘待遇的具体规则ꎮ〔７０〕

在比弗拉试图从尼日利亚分离出来的过程中ꎬ比弗拉当局“ 承认与
战俘相关的习惯法规则可以作为最低标准适用” ꎬ〔７１〕 并且“ 向 ＩＣＲＣ 保
证ꎬ他们准备要遵守« ( 日内瓦) 公约» 的规定” ꎮ〔７２〕 比弗拉当局在一份
声明中“ 承诺尊重平民居民ꎬ并给予 ＩＣＲＣ 便利ꎬ以便其运送人道援助物
资和组织交换战俘” ꎮ〔７３〕 然而ꎬ比弗拉俘获的士兵实际待遇如何ꎬ我们
所知甚少ꎮ

这 ４ 种情形绝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况ꎮ 厄立特里亚反叛组织在从埃

塞俄比亚分离出来的过程中ꎬ曾经开设过“ 正式组建的战俘营” ꎮ〔７４〕 在

〔６７〕

Ａ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ｎ Ｊ. Ｐａｄｅｌｆｏｒｄ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６８〕

“ 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éｒｉｅｎｎｅ ａｕ Ｃａｉｒｅ à Ｄａｖｉｄ ｄｅ Ｔｒａｚ” ꎬ２３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９５６ꎬ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ｒｉｆｅꎬ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３９ꎬｐ. ５９７.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Ｐｅｒｒｅｔꎬ“ 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ｄ’ Ａｌｇéｒｉｅ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２) ”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２００４ꎬｐ. ９２６.
〔６９〕

Ａｒｎｏｌｄ Ｆｒａｌｅｉｇｈꎬ“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 ｅｄ. ) 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

１９７１ꎬｐ. １９６.
〔７０〕

Ｓｅｅ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７１〕

Ａｌｌａｎ Ｒｏｓａｓꎬ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 Ｓｕｏｍａｌａｉｎｅｎ Ｔｉｅｄｅａｋａｔｅｍｉａꎬ

〔７２〕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７ꎬ１９６７ꎬｐ. ５３６.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ａｗｙｅｒｓ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１９６１ꎬｐ. ２１５ꎬｎ. １７ꎻＡ. Ｆｒａｌｅｉｇ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９ꎬｐｐ. １７９ꎬ１９６.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ꎬ１９７６ꎬｐ. １９６.
〔７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Ｅｗｕｍｂｕｅ￣Ｍｏｎｏｎｏ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ｂｙ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８ꎬ Ｎｏ. ８６４ꎬ

２００６ꎬｐ. ９０７.
〔７４〕

ｐ. １７５.

Ｓｅｅ Ｈｉｌａｉｒｅ ＭｃＣｏｕｂｒｅ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ꎬ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ꎬ１９９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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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ꎬ“ 马蒂民解阵线” 宣称该组织已经“ 采取了切实措施确保
其所控制的政府军能够得到战俘应得的尊重” ꎮ 该组织还认为“ 即使政

府军队没有采取同样的做法” ꎬ他们 “ 也会善待战俘” ꎮ〔７５〕 在土耳其ꎬ
“ 库尔德工人党” 表示其“ 会把被俘的土耳其安全部队成员当成战俘来
对待” ꎮ〔７６〕 最近的一次是在 ２０１１ 年的利比亚ꎬ正如前文所述ꎬ“ 国家过
渡委员会” 宣称他们“ 愿意重申其严格遵守‘ 与战俘待遇相关的« 日内瓦
公约» ’ 的政策” ꎮ〔７７〕

因此ꎬ虽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ꎬ但在某些

冲突中ꎬ有些武装团体表示ꎬ它会把俘获的国家武装部队成员当做战俘
对待ꎬ然而这样的承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相关规则尚不明确ꎮ 这经
常是通过武装团体承诺遵守«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第三公约» 得以体
现的ꎮ
国家承诺与实践
人们会说ꎬ如果战俘制度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武装团体的成
员会是首要的受益人ꎮ 据此ꎬ武装团体给予俘获的士兵以战俘待遇ꎬ是
希望这能让他们自己被俘后也获得战俘待遇ꎮ 因此ꎬ与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的战俘有关的国家特别承诺和国家实践非常值得考虑ꎮ 而在这个
问题上ꎬ国家的立场也很有意思ꎮ
在美国内战期间ꎬ格兰特将军发布的一道命令规定ꎬ“ 如果有人以游
击队的身份行事ꎬ不属于哪个组织ꎬ也没有能够将其和普通公民区别开
来的制服ꎬ那么他们在被捕之后就无权享受战俘待遇ꎬ也不会受到这样
的待遇” ꎮ〔７８〕 这道命令发布于 １８６２ 年 ７ 月 ３ 日ꎬ比« 迪克西—黑尔协
议» 要早几个星期ꎮ 它表明那些作为军队一部分的人———有组织、身着
制服的人———有权享受战俘待遇ꎮ １８６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颁布的« 利伯守
〔７５〕

ＦＭＬ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０ꎬｐｐ. ６ － ７.

〔７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ꎬ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７６〕

２０１１.

〔７８〕

“ ＰＫＫ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ꎬＳｅｒｉｅｓ １ꎬＶｏｌｕｍｅ １７ꎬＰａｒｔ ２ꎬ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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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中许许多多关于战俘的详细规则也确认了这点ꎮ〔７９〕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ꎬ中央政府在其向 ＩＣＲＣ 作出的声明中特别承诺
合作建立战俘情报局ꎮ〔８０〕 这一承诺是在反叛分子作出承诺之前的前两
个星期发表的ꎮ 中央政府随后宣布ꎬ其将会“ 依照为处理战俘而制定的
军事守则来对待”４０００ 名战俘ꎮ〔８１〕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ꎬ法国最初审判和处决了被捕的“ 民族
解放阵线” 战士ꎮ 然而ꎬ“ 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部队总司令萨朗将军于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令建立特别军营ꎬ关押被捕时公开持有武器的‘ 民
族解放军’ ( ‘ 民族解放阵线’ 的武装派别) 战斗员” ꎮ〔８２〕 法国清楚地表
明了这些个人没有被当成战俘ꎬ但是他们的待遇可与战俘待遇相当ꎮ〔８３〕

相关的命令规定“ 应当‘ 用尽可能宽大的方式’ 对待囚徒ꎬ‘ 并且应当使
其广为周知’ ” ꎮ 该命令接着规定:“ 应从制度上避免对战服提起诉讼ꎬ
除非此人实施了暴行ꎬ或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狂热ꎬ很可能让一般民
众对于积极的社会演进形成偏见ꎮ”〔８４〕 被俘的战士会被从安置他们的普
通监狱转移到特殊的军营里ꎮ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ꎬ被俘的“ 民族解放阵
线” 战士不会仅仅因为参与冲突而遭到起诉ꎮ〔８５〕 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
军事指挥层曾在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的一封致法国司法部的信中写道:

若反叛分子被捕时手中持有武器ꎬ但在加入叛乱团体前不曾犯

有任何恐怖主义罪行ꎬ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起诉ꎬ但是他们会被拘

〔７９〕

“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ꎬ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８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ｅｅ Ｆ. Ｓｉｏｒｄ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６ꎬ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０.

１８６３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Ⅲ.
〔８１〕

Ｎｏｒｍａｎ Ｊ. Ｐａｄｅｌｆｏｒｄ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 ꎬ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１ꎬ１９３７ꎬ ｐ. ２２６ꎬ ｃｉｔｉｎｇ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３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ｎ Ｖａｎ Ｗｙｎｅ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Ａ. Ｊ. Ｔｈｏｍａ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Ｓｐａｉｎꎬ１９３６ － ３９” ꎬｉｎ Ｒ. Ｆａｌ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９ꎬｐ. １２２.
〔８２〕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ꎬ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ｉｎ

〔８３〕

Ａ. Ｒｏｓａ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１ꎬｐ. １４９.

〔８５〕

Ａ. Ｆｒａｌｅｉｇ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９ꎬｐ. １９６ꎻＡ. Ｒｏｓａ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１ꎬｐ. １４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６ꎬｐｐ. １６７ － １９８.
〔８４〕

Ｆ.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２.

武装冲突法从武装团体承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合法目标的识别与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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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在军营中ꎮ 他们将被获得敌军成员的待遇ꎮ〔８６〕
在 ＩＣＲＣ 看来ꎬ被拘留在特殊军营中的囚徒享受的待遇“ 与战俘营
中的人所受的待遇密切相关” ꎮ〔８７〕

在比弗拉试图分离出去的过程中ꎬ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颁布了« 尼日

利亚军队操作性行动守则» ꎮ 该守则中有许多对于冲突行为的指令ꎬ其
中包括这样的规定:“ 投降的士兵不会被处死ꎮ 他们将会被解除武装并
享受战俘待遇ꎮ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享受人道待遇以及对其人格
与荣誉的尊重ꎮ”〔８８〕 虽然冲突最终会有一个明确的“ 获胜者” ꎬ但是政府
不会起诉比弗拉部队的成员ꎬ而是会释放所有俘虏ꎮ〔８９〕

更晚近的一个适用战俘制度的例子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之中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的代表、塞尔维
亚民主党主席、民主行动党主席和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主席签署了一份
协议ꎬ各方承诺尊重和确保对«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的尊重ꎬ并承诺
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其他规定ꎮ 与被俘战斗员相关的规定称ꎬ“ 被俘的战
斗员应当享 受” 有 关 战 俘 待 遇 的 “ « 日 内 瓦 第 三 公 约» 中 所 规 定 的 待
遇” ꎮ〔９０〕

虽然从实践来看ꎬ显然不能认为习惯国际法下存在一项要求赋予被

〔８６〕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９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ｅｕｔｈｅｙꎬ “ Ｌａ ｇｕéｒｉｌｌａ: ｌｅ ｐｒｏｂｌèｍｅ ｄｕ

ｔｒａｉ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ｐｒｉｓｏｎｎｉｅｒｓ” ꎬｉｎ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 ｔｕ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Ｖｏｌ. ３ꎬ１９７２ꎬｐ. １３０.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Ｍ.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０ꎬｐ. １４９ꎬｒｅ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ｒｅｂｅｌ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ｕ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ｎｄｓꎬｇｕｉｌｔｌ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ｙ ｃｒ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 ｒｅｂｅｌ ｇｒｏｕｐꎬ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ｄ ｂｕｔ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ｄ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ｍｐ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ｎ ｅｎｅｍｙ ａｒｍｙ” .
〔８７〕

ＩＣＲＣꎬ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６２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Ａ. Ｒｏｓａｓꎬ

〔８８〕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Ａｒｍｙ ” 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７ꎬ ｐａｒａ. ４ ( ｅ )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１ꎬｐ. １４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Ａ. Ｈ. Ｍ. Ｋｉｒｋ￣Ｇｒｅｅｎｅ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１９６６ － １９６９:Ｖｏｌｕｍｅ Ⅰ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７１ꎬｐｐ. ４５５ － ４５６.
〔８９〕

“ Ｎｏ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ｇｏｓꎬ１４ Ｍａｙ

１９７０ꎬＩＣＲ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ꎬｆｉｌｅ ２１９ (１８６ ) ꎻＩＣＲＣ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７０ꎬ１０ ” ꎬ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Ｆ.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２.

〔９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ｏ. １ ｏｆ ２２ Ｍａｙ １９９２ꎬｐａｒａ. ２. ４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 Ｂｏｕｖｉｅｒ( ｅｄｓ. ) 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６ꎬｐ. １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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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战士以战俘地位———甚至是将其视为战俘———的规则ꎬ但实际情况却
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的规定有明显出入ꎮ 国家可能不愿意先行通过
立法作出表态ꎬ称其愿意按照这种方法行事ꎮ 但在实践中ꎬ在特定的大
规模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里ꎬ被俘的战士的确享受到了战俘的待遇ꎬ或是
受益于某种形式的战斗员豁免ꎮ 许多实践出现在“ 反恐战争” 之前ꎬ而
且如果这些国家把他们所打击的武装团体划定为“ 恐怖组织” ꎬ那么这
样的分类将会在这方面对被俘战士的待遇造成影响ꎮ 在很多问题上ꎬ得
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还为时尚早ꎮ 然而有意思的是ꎬ联合王国的« 武装冲
突法手册» 建议ꎬ“ 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在被军方拘留的过程中ꎬ应当
享受与战俘同样的待遇” ꎬ并且“ 只要有可能ꎬ就应当赋予他们和战俘相
同的待遇” ꎮ〔９１〕
结论
武装团体的承诺十分重要ꎮ 这是因为武装团体无法签署和批准重
要的武装冲突法多边条约ꎬ而承诺为武装团体提供了一个遵守法律的契
机ꎮ 这些承诺使我们与武装团体就一般人道规范和他们特别承诺恪守
的规范进行交涉成为可能ꎮ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ꎬ武装团体承诺遵守的规
范可能低于现存的法律标准ꎬ但是他们已经事先以书面形式作出了这样
的表态ꎬ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就规定标准与武装团体进行交涉ꎮ 然
而ꎬ即便某个承诺远低于国际标准ꎬ可能也很难让武装团体作出改变ꎮ
在其他情形中ꎬ武装团体也会遵守高于武装冲突法要求的标准ꎮ 武装团
体———当然也包括国家———的承诺还会使法律有所改变ꎮ 即使是在法
律很明确的领域ꎬ实践显示的状况可能也会更为复杂ꎮ 和战俘相关的法
律与实践就是例证ꎮ 总之ꎬ特别承诺是对条约、习惯法和司法判决等传
统文件的有益补充ꎬ应当获得更多的关注ꎮ

〔９１〕

ＵＫ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３９８ꎬ３９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
自由者遭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
本政策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经大会理事会通过

序言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代表被剥夺自由者所开展的工作中ꎬ
反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其工作的重点ꎮ
ＩＣＲＣ 坚信此类行为绝对无法接受ꎬ并基于这一信念在全球范围开
展应对行动ꎬ主要目标是保证对受害者的保护及援助并助其康复ꎬ同时
协助有关方面构建和 / 或强化有利于防止这种现象的规范、制度和道德
环境ꎮ
为此ꎬＩＣＲＣ 将依靠自身的经验、对此类行为的深入了解、与受害者
进行接触的特权、与当局及其他参与方开展的秘密双边对话ꎬ并认识到
还可借助于近年来就此类问题取得的规范、制度和道德方面的进展ꎮ
ＩＣＲＣ 认识到反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行动极具
挑战性ꎬ并对现在和将来的受害者及其家庭、社区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ꎬ
因此试图明确、公开地重申其在该领域开展工作的范围和深度ꎮ
∗∗∗

面对遭受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人ꎬ任何人都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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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惧、愤怒、悲哀、同情等感受ꎮ
ＩＣＲＣ 致力于消除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承诺ꎬ在很
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些感受以及其所揭示的此类行为令人无法接受的
本质ꎮ 我们应当始终将这些感受铭记于心ꎮ
虐待〔 １ 〕 构成对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ꎮ 并非只有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受害者才会因痛苦和非人待遇而长期承受肉体和
精神上的折磨ꎬ他们的家庭同样受到这种影响ꎮ 虐待行为还可能毁掉作
为社区或社会基础的社会纽带ꎮ 最后ꎬ虐待行为还是对国际人道法和国
际人权法的公然违反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深信:必须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ꎬ不得以任何政治、经济、安全考虑、文化或宗教上的理由ꎬ为此类行
为辩解或任由其发生ꎮ
对虐待行为应加以绝对禁止的主张屡遭质疑ꎮ 这种质疑既表现在
言语上ꎬ也表现在行动上ꎮ 因此ꎬ与之作斗争必须始终保持警觉ꎮ
赞成废除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人总是要应对各种
质疑之声ꎬ这些质疑针对的是这种禁止的绝对性或其产生的某些后果ꎬ
依据的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论点ꎬ如此类行为的有效性、证明其必要性的
紧迫或现实的危险、支持采取此类此为的社会压力、不同文化对此事的
不同感受等ꎮ
从根本上讲ꎬ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或社会曾彻底杜绝此类行为的出
现或长期存在ꎮ 令人悲哀的现实是ꎬ尽管有关的国际和区域规范已明确
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ꎬ但此类行为仍在世界各处
持续存在ꎮ
〔１〕

ＩＣＲＣ 在其反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行动背景下ꎬ将有关概念定义

如下:酷刑是指:(１) 造成肉体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ꎻ并且(２ ) 目的在于获取情报或供
状、施加压力、进行恐吓或羞辱ꎮ 残忍或不人道( 二词同义) 待遇是指造成严重的精神折磨或痛
苦的行为ꎬ或严重侵犯个人尊严的行为ꎮ 此类行为与酷刑不同ꎬ其实施不需要出于某种特定目
的ꎮ 最后ꎬ羞辱性或有辱人格的( 二词同义) 待遇是指切实的严重侮辱或严重侵犯人格尊严的
行为ꎬ其强度令任何明理之人都感到愤慨ꎮ “ 虐待” 一词并非法律用语ꎬ但包括上述所有行为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者遭受酷
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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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质疑ꎬＩＣＲＣ 深信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侵犯人格尊严的借
口ꎬ并开展了旨在防止和消除此类行为的全球行动ꎮ
ＩＣＲＣ 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作斗争的最终目标是
维护受害者( 他们是 ＩＣＲＣ 关注的重点) 的利益ꎬ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并使
他们重获尊严ꎮ
本政策文件详细阐述了 ＩＣＲＣ 为反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待遇而采取的各项措施ꎮ 这些举措是在 ＩＣＲＣ 在拘留场所开展的工
作的框架内制定的( 第一节) ꎮ 这些举措基于对影响此类行为的出现、
持续或发展的个人因素、集体因素及监禁制度的认识和分析( 第二节) ꎮ
这些举措的基本目标是为此类非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ꎬ并助
其康复( 第三节) ꎮ 为此ꎬＩＣＲＣ 与当局及其他相关参与方〔 ２ 〕 开展行动对
话ꎬ目的是敦促其履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
义务ꎬ并支持其在国内或当地进一步强化或构建有利于防止此类行为的
环境( 第四节) ꎮ 最后ꎬＩＣＲＣ 努力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参与方( 第五节) ꎮ
序篇:范围与规范框架
１. 范围
目前ꎬ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所涉及的范
围相当宽泛ꎬ目的在于保护所有人免受各种形式的人格尊严侵犯ꎬ无论
其是否身处被剥夺自由的境地ꎮ
首先ꎬ就自由未受剥夺之人而言ꎬ某些形式的歧视、在接受医疗救治
方面的限制、对住所的非法破坏、与军事或警察行动有关的性侵犯ꎬ均构
成对个人尊严的侵犯ꎬ并可能因此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ꎬ
乃至酷刑ꎮ
其次ꎬ就自由被剥夺之人而言ꎬ拘留的物质条件、当局或其他被拘留
〔２〕

根据 ＩＣＲＣ 的« 保护政策» ꎬ“ 当局和其他参与方” 一词取其广义用法ꎬ即包括所有当

局( 国家实体、国际维和人员及非国家参与方ꎬ如传统团体或宗族) 和武装团体ꎮ

１４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者实施的暴力行为、无限期关押或在不提出指控的情况下持续关押、某
些讯问方法ꎬ均可能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ꎮ
鉴于这种差异ꎬ为确保此处所述行动方式的一致性和相关性ꎬ本政
策文件仅限于 ＩＣＲＣ 针对当局或其他参与方侵犯被剥夺自由〔 ３ 〕 者个人
尊严或身心健全的情形所采取的应对行动ꎮ
本文件介绍了 ＩＣＲＣ 在针对虐待现象的不同方面所采取的应对行
动ꎬ特别是有关下列方面的行动:逮捕、俘获及移送至拘留场所的条件ꎻ
讯问方式ꎻ当局为恢复拘留场所的秩序而使用武力ꎻ纪律措施ꎻ拘留条
件、监禁制度及警卫的行为举止ꎻ将体罚作为刑事处罚的一部分ꎮ
２. 规范框架
ＩＣＲＣ 深信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令人无法接受ꎬ此
信念是其开展工作的基础ꎮ 国际人道法、( 全球性和区域性) 国际人权
法以及国际刑法的规定都进一步坚定了这种信念ꎮ 这些规定对酷刑和
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禁止是绝对的ꎬ该义务在任
何情形下都不存在例外ꎮ〔 ４ 〕 许多国内法律体系也采纳了这种规定ꎮ
国际人道法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及其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的« 附加议定书» 包含

一系列规定ꎬ绝对禁止酷刑、残忍或不人道的待遇以及侵犯个人尊严ꎮ

例如ꎬ«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 日内瓦第一公约» 和« 日内瓦第

二公约» 第 １２ 条ꎬ«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１７ 条和第 ８７ 条ꎬ« 日内瓦第四
公约» 第 ３２ 条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和第 ５ 项ꎬ以及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和第 ８ 项都禁止使用酷刑ꎮ 在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根据四个« 日内瓦公约» 分别在第 ５０ 条、第 ５１ 条、第
〔３〕

“剥夺自由” 是指某人从被捕或被俘之时起至其获释时所处的境地ꎮ 此人可能在被

〔４〕

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４ 条ꎻ«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第 １５

捕或被俘后立即获释ꎬ或在服刑期满后或拘禁当局作出释放决定后获释ꎮ

条ꎻ« 美洲人权公约» 第 ２７ 条ꎻ«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 第 ２ 条第 ２ 款ꎻ« 阿拉伯人权宪章» 第 ４ 条第 ２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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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条和第 １４７ 条所做的规定ꎬ酷刑构成严重破约行为ꎮ 根据« 第一附
加议定书» 第 ８５ 条ꎬ此类破约行为构成战争罪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ꎬ此类行为被视为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ꎮ

此外ꎬ«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和第 ５ 项、«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和第 ８ 项都
禁止“ 对人身尊严的侵犯ꎬ特别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ꎮ 在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ꎬ此类行为构成严重破约行为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
此类行为构成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ꎮ
最后ꎬＩＣＲＣ 关于« 习惯国际人道法» 研究( 规则 ９０) 及前南斯拉夫

国际刑事法庭均认为:对酷刑、残忍或不人道待遇及侵犯人身尊严行为
( 特别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的禁止已成为习惯规则ꎮ
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人权法

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人权法当中也可以找到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ꎮ
例如ꎬ« 世界人权宣言» ( 第 ５ 条)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７ 条) 、«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公约» 、«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 第 ３ 条) 、« 美洲人权公
约» ( 第 ５ 条第 ２ 款) 、«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 第 ５ 条) 、« 阿拉伯人
权宪章» ( 第 ８ 条) 都包含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定ꎮ
国际刑法

最后ꎬ«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在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第

３ 目、第 ２ 项第 ２１ 目以及第 ３ 项第 １ 目和第 ２ 目中ꎬ将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列为战争罪ꎻ在第 ７ 条第 １ 款第 ６ 项和第 １１ 项中
将这类行为列为危害人类罪ꎮ
国内法
根据上述国际义务ꎬ国内立法中也有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的规定ꎮ
具体而言ꎬ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基本文书、刑法( 实体法或程序法) 、

民法及行政法均反映了或应当反映此类国际义务ꎬ并由此在全面禁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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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ꎮ
第一节:ＩＣＲＣ 在拘留场所开展的工作
ＩＣＲＣ 与接触被剥夺自由者的特权赋予其工作特定的性质和意义ꎮ
虐待行为的受害者从中获益良多ꎮ
具体而言ꎬ与被剥夺自由者进行接触有可能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
下与之交谈ꎬ乃是 ＩＣＲＣ 开展有关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行动的先决条件ꎬ并使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ꎮ 通过这种极为
关键的接触ꎬＩＣＲＣ 得以查看、了解、分析虐待现象ꎬ并予以应对ꎮ
鉴于此ꎬＩＣＲＣ 试图按照标准程序与被剥夺自由者进行接触ꎬ目的是
就此类人员的待遇问题与当局进行秘密的双边对话ꎮ
能够与被 拘 留 人 员 进 行 接 触 并 有 可 能 与 之 进 行 私 下 交 谈ꎬ 这 对
ＩＣＲＣ 而言至关重要ꎬ因为这种接触方式确保个人( 作为 ＩＣＲＣ 服务的受
益者) 仍然是其工作的重点内容ꎮ 最重要的是这种接触使 ＩＣＲＣ 得以对
被拘留者进行登记ꎬ并在整个拘留期间监测其个人状况ꎬ这些做法都有
利于对其进行保护ꎮ
此外ꎬ通过这种接触ꎬＩＣＲＣ 得以掌握有关信息ꎬ包括相关事件的先
后顺序、被拘留者受到的待遇及遭受的痛苦ꎬ并得以了解和分析监禁制
度ꎮ 从这一点看来ꎬ与被关押者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交谈ꎬ可
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工作方式ꎮ
最后ꎬ这种接触使 ＩＣＲＣ 得以与拘留场所的主管当局建立对话关
系ꎬ从而进一步了解其工作条件和职责ꎮ
第二节: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实践的分
析
ＩＣＲＣ 代表被剥夺自由者所开展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对拘留场所的定
期探视ꎮ 为使其工作具有针对性并富有成效ꎬ这项工作必须基于对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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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分析和理解ꎬ这些要素涉及引发虐待行为的因素、监禁制度、行为
人及有关当局的特定性质ꎮ
１. 分析助长或解释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出现、存在
或持续的相关因素
虐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ꎬ它是多种个人、集体和制度因素共同
作用的产物ꎮ
首先ꎬ虐待现象乃由个人因素所致ꎬ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行为人和受
害者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ꎬ即年龄、性别、宗教、健康状况等ꎮ 其次ꎬ虐
待现象源自集体因素ꎬ在国家一级可以是社会、政治、法律或社会经济原
因ꎮ 最后ꎬ虐待现象还是制度因素的产物ꎬ这些因素涉及拘留场所的组
织结构、工作人员的培训水平、内部或外部管控机制的存在、适用于工作
人员的纪律程序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非常重视了解和分析上述各种个人和集体因素ꎬ以求制
定对现在和将来的受害者而言最为适当并具针对性和实际效果的应对
之策ꎮ
２. 分析所探视拘留场所的制度及其对被剥夺自由者待遇的影响
监禁制度直接影响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ꎮ 例如ꎬ在一所监狱中ꎬ基
于个人的不同情况ꎬ单独关押或集体关押、能否得到卫生保健服务、与其
他被拘留者沟通的方式、与外界的联系等因素也许会使被拘留者感到痛
苦ꎬ这种痛苦可能达到虐待的程度ꎬ还可能被当局用以制造额外的痛苦
和创伤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利用各种能够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信息来源( 包括被拘
留者本身和拘留当局) 来了解其所探视场所的监禁制度ꎮ 通过这种方
式ꎬ它不仅能够理解规范这一制度的规则和程序ꎬ并可获知当局剥夺某
些人员自由的目的ꎮ 此外ꎬＩＣＲＣ 可在此类认识的基础上就监禁制度对
被拘留者的影响进行个案评估ꎬ并在适当的时候促请有关当局关注该制
度给被拘留者带来的痛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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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对施虐者及其所属当局产生特定影响的变化因素
为了解有关情况ꎬ特别是为了弄清楚此类行为何以在某个特定场所
发生ꎬ除了对虐待行为直接负责的施虐者之外ꎬＩＣＲＣ 还会将所有直接或
间接与此相关的人员列入考察范围ꎮ
为此ꎬＩＣＲＣ 不仅要确定负责管理拘留场所的官员ꎬ还要确认所有未
采取行动防止虐待行为发生或命令他人实施虐待行为的人ꎮ
此类人员ꎬ无论其为执法部门成员或代表执法部门行事ꎬ还是作为
非国家团体的成员ꎬ无论其是否在场ꎬ如果他们知晓或应当知晓此类行
为将会发生ꎬ就应对此类行为承担责任ꎬ即使不是法律上的责任ꎬ至少也
是事实上的责任ꎮ
ＩＣＲＣ 在同一种形势下可能要应对完全不同的局面ꎮ 行为人可能完
全没有意识到虐待是绝对禁止的行为ꎬ也可能因特定的命令、根深蒂固
的观念、实际存在或自身感觉到的社会压力、自身利益等原因而故意忽
视这一点ꎮ 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ꎬ也不考虑行为人是否为执法官员或武
装团体成员ꎬ那么影响他们举止的就是职务培训的程度:他们可能受过
良好训练ꎬ或者他们只接受过较为有限ꎬ或者不充足的培训ꎬ甚至根本未
接受过培训ꎮ
当局和其他参与方无论其对行政、司法或立法机关负责ꎬ还是对事
实上的政权负责ꎬ最终都应对其控制领土内的虐待行为承担政治和 / 或
法律责任ꎮ 由此可见他们在制止此类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ꎬ也正因为
如此ꎬＩＣＲＣ 极有必要与之进行对话ꎮ
另外ꎬ如同在应对施虐者时所面临的各种情形一样ꎬＩＣＲＣ 还要应对
与当局有关的各种局面ꎮ 后者可能下令实施、纵容或鼓励此类行为ꎬ或
者下令绝对禁止此类行为或明确表示这一立场ꎮ 此外ꎬ此类命令无论为
暗示或明示ꎬ都未必能得到传达和遵守ꎬ原因包括国内组织上的问题、缺
乏权威、无力控制有关工作人员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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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为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受害者提
供保护、援助并助其康复
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很可能极为脆弱ꎬ痛苦不堪ꎬ身心俱损ꎮ ＩＣＲＣ 力
图减轻这 种 痛 苦 造 成 的 影 响ꎬ 并 在 中 短 期 之 内 使 受 害 人 重 获 尊 严ꎮ
ＩＣＲＣ 的代表来到受害者身边ꎬ努力倾听他们的心声ꎬ并尽力提供支持和
帮助ꎮ 鉴于虐待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心理社会意义上的后果ꎬ
ＩＣＲＣ 试图介入那些深受影响之人的心理、医疗和社会康复过程ꎮ
１. ＩＣＲＣ 尽力使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受害者重获
尊严
对于 ＩＣＲＣ 而言ꎬ探视被剥夺自由者是带给他们某种平凡的人道关
怀的良机ꎮ 而同样重要的是ꎬ这种探视使 ＩＣＲＣ 有机会获取信息并深入
了解拘留条件ꎬ从而使得它与拘留当局的对话更为充实ꎮ
在封闭的拘留世界里ꎬ受害者常常不再被当做人看ꎬ甚至连最基本
的需求都被故意漠视ꎬ在受到虐待的可怕非人境遇里就更是如此了ꎮ 正
因为这样ꎬ虐待行为的受害者才深切渴求能被重新视为一个人ꎮ
ＩＣＲＣ 在其工作中持续意识到一个事实ꎬ那就是虐待行为摧残了受
害者的人性ꎮ
这种认识首先转化为对受害者的关怀和一种特殊的感同身受ꎮ 简
单的手势也许就能使受害者得到慰藉ꎬ感到自己重新被当做人看ꎮ 积极
聆听同样重要ꎮ ＩＣＲＣ 的代表与虐待行为受害者相处的时光ꎬ他们对受
害者的讲述和经历所表现的关注ꎬ都是对这种人性予以确认的方式ꎮ
同样ꎬ提供衣物或卫生物品也可以是重建人格尊严过程的一部分ꎮ
在针对酷刑受害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ꎬＩＣＲＣ 医生的在场至关重要ꎬ
他们所表现的体恤和关怀可谓殊途同归ꎮ 医生以其专业身份发挥特殊
的作用ꎮ 他们聆听受害者的倾诉ꎬ为受害者检查身体ꎬ客观地告知受害
者其遭遇对身体健康的影响ꎬ并最终消除其疑虑ꎮ 他们还要确认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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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服务ꎬ及是否遵循医疗道德ꎮ
最后ꎬ重建家庭联系也是帮助个人恢复自尊和人性工作中重要的一
部分ꎮ 虐待行为的受害者常常与家人中断联系ꎮ 被拘留者可能被关押
在并非由政府管理的场所ꎬ也可能因紧急状态法而被限制甚至禁止与外
界联系ꎬ或者仅仅是由于拘留方想要进一步对其施压而受到隔离ꎮ 在上
述情况下ꎬ恢复与情感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联系对受害者而言格外重要ꎮ
收到家人的消息ꎬ或能够告诉家人自己的情况ꎬ特别是家人的探视ꎬ所有
这些都是希望的讯息ꎬ也表明拘留之外的世界仍有生机ꎮ
然而ꎬ如果不能与当局就虐待问题进行富有意义的行动对话ꎬＩＣＲＣ
将无法长期向个人提供援助ꎮ ＩＣＲＣ 无法容忍出现这种局面ꎬ即因当局
得以全部或部分掩盖虐待行为及其影响ꎬ从而使其援助活动被视为与当
局进行的某种形式的合谋ꎮ
２. ＩＣＲＣ 试图通过与其他参与方合作等方式ꎬ介入酷刑和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受害者的康复过程
人道关怀固然重要ꎬ但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ꎬ那就是酷刑和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极为深刻ꎬ而这种关切本
身并不足以助其身心康复并重返社会ꎮ
此外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即使受害者已恢复自由ꎬ其身心健康仍继续
受到虐待行为的影响ꎮ
于是ꎬ在为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开展工作的大背景之
下ꎬＩＣＲＣ 开始介入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受害者的康复过
程ꎬ并在拘留期间及拘留结束后( 这一阶段尤为重要) 采取相应行动ꎮ
尽管 ＩＣＲＣ 认识到国家应当对受害者的康复承担主要责任ꎬ但其动
议( 目前程度还比较有限) 实质上是与其他在该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参
与方进行合作ꎮ
考虑到采取实际行动的机会和受害者的需要ꎬＩＣＲＣ 力求与非政府
组织开办的虐待受害者接待中心、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独立医师
或住院医师一道制订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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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直接或间接成为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受害者
的人ꎬ即对于受害者的家人、朋友和社区而言ꎬ拘留结束之后的援助活动
也有助于他们的康复ꎮ
这种介入是以对个人和社区的双重关切为基础所采取的应对行动ꎮ
在个人层面ꎬ因虐待行为而遭受严重伤害的受害者可能需要医疗、
心理和社会援助ꎬ以便能够早日过上与受虐之前无异的生活ꎮ 如果得不
到这种面向个人的援助和支持ꎬ一些受害者将无法重新开始正常的情
感、职业或社会生活ꎬ这无疑会对其自身及其亲属和所在社区造成影响ꎮ
在社区层面ꎬ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将对整个社会
产生影响ꎮ 无论是受害者的近亲ꎬ还是其所在社区ꎬ面对周遭对此类行
为的( 常常是强制的) 缄默态度ꎬ都会感到难以承受ꎮ 个人的康复还有
助于治愈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某些集体创伤ꎬ并使受影响的人群重获尊
严ꎮ
康复方案必须与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的大目标相结合ꎮ 例如ꎬ对
受害者的地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ꎬ并对受害者及其亲属给予心
理社会意义上的支持ꎬ后者更为重要ꎮ 上述做法常常有助于打破对虐待
行为进行报复或重复施虐的恶性循环ꎬ这种恶性循环有时会波及受害者
及其社区ꎮ
第四节:与行为人及其所属当局开展对话ꎬ旨在终止并防
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ＩＣＲＣ 相信ꎬ无论何种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或政治环境ꎬ都不能成
为施加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借口ꎮ 所谓谅解或宽容根
本不应适用于此类行径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这种行为ꎮ
鉴于此ꎬＩＣＲＣ 在其与行为人及其所属当局开展的对话中ꎬ始终提醒
他们注意虐待行为是绝对禁止的ꎮ
此外ꎬ如果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及主管当局承认存在这种问题并 / 或
想要采取行动防止这种行为ꎬ本组织还可向其提供支持ꎬ目的在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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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尊重人格尊严的监禁体系ꎬ并协助其构建或强化有利于防止酷刑和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环境ꎮ
１. ＩＣＲＣ 采取措施ꎬ坚决主张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ꎬ并敦促虐待行为的实施者及其所属当局履行禁止此类行为
的义务
ＩＣＲＣ 始终寻求与拘留当局开展秘密的双边对话ꎮ 为了消除虐待现
象ꎬＩＣＲＣ 在这种双边对话的框架内强调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待遇的绝对禁止ꎬ并呼吁对方停止此类行为ꎮ
如果这种秘密双边对话无法影响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ꎬＩＣＲＣ 还可
根据其政策ꎬ通过其他方式采取行动ꎮ 这些行动方式载于题为“ 在发生
违反国际人道法或暴力局势中保护人们的其他基本规则的行为时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 的文件内ꎮ〔 ５ 〕
ＩＣＲＣ 除强调此类行为受到正式禁止外ꎬ还强调有关方面有义务采
取行动落实这种禁止性规定ꎮ 例如ꎬＩＣＲＣ 强调的重点包括:建立监督机
制ꎬ对此类行为加以有效惩处的重要性ꎬ对工作人员的培训ꎬ确认使用酷
刑获取的证据不予采信等ꎮ
ＩＣＲＣ 与行为人、其所属当局及其他参与方开展直接和坦诚的对话ꎬ
并使其意识到不管是下令实施此类恶行ꎬ还是对其予以鼓励、容忍或仅
仅是不予理睬ꎬ都会造成个人、社会乃至国际影响ꎮ
２. ＩＣＲＣ 试图在其行动对话的框架内ꎬ协助当局制定某种规则和程
序ꎬ以便对那些影响被剥夺自由者待遇的职业做法加以改进
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出现和持续ꎬ有时是因为与
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有关的职业做法存在问题ꎮ 警察或监狱工作人员
未经培训或缺乏足够的培训ꎬ以及缺乏明确的程序ꎬ都是可能导致虐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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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因素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就拘留的其他方面的问题ꎬ特别是监狱系统的结构( 如
组织上的问题、适用的规则ꎬ及总体上的或某个部门的管理问题ꎬ特别是
卫生、基础设施和采购) ꎬ与行为人及其所属当局展开行动对话ꎮ 同样ꎬ
ＩＣＲＣ 的工作不仅限于强调对此类行为的禁止及相关义务ꎬ还包括支持
当局建立和加强制度框架ꎬ从而改进相关的职业做法ꎮ
ＩＣＲＣ 作为一个人道组织ꎬ当然可以赞同任何保障被剥夺自由者尊
严或身心健全的特定做法ꎬ或向行为人及 / 或其当局建议此类做法ꎮ
这种工作方式在道德上也许令人不快ꎬＩＣＲＣ 也只是在行为人及其
所属当局承认存在此类问题并 / 或想要采取行动终止此类现象的情况
下ꎬ才会采取这样的工作方式ꎮ
为此ꎬＩＣＲＣ 将鼓励行为人及其所属当局引入或完善尊重人格尊严
的职业做法ꎮ
ＩＣＲＣ 将与当局一道确保相关工作人员的职业做法在下列问题上符
合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要求:在调查期间获取情
报的方法ꎻ对拘留场所的纪律和安全的管理ꎻ创造能够保障人格尊严的
拘留条件ꎻ被拘留者对了解拘留程序予以足够重视ꎻ在拘留或移送过程
中使用武力ꎮ
为此ꎬＩＣＲＣ 也许能够协助当局采取特定措施、手段或建立特定机
制ꎬ通过政策( 在战略、行动和战术层面规范武器携带者的一套标准原
则) 、教育、培训、装备及最终的惩处ꎬ鼓励相关各方遵守绝对禁止酷刑和
其他形式虐待的规定ꎮ

作为防止虐待行为的努力的一部分ꎬＩＣＲＣ 可考虑使行为人及其所
属当局有机会与某些已与 ＩＣＲＣ 建立了工作关系的同行开展双边合作ꎮ
３. ＩＣＲＣ 协助当局和其他参与方构建或强化有利于防止酷刑和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环境
在当局和其他参与方承认发生了此类行为并确实有意终止此类行
为的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的行动将不仅限于强调有关此类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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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由此产生的义务ꎮ 它将鼓励改变现状的意愿ꎬ并与当局和其他参与方
一道ꎬ构建能够终止此类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的规范、制度和道德环
境ꎮ
具体而言ꎬ得到行政当局关于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待遇方面明确、切实公开的承诺ꎬ对 ＩＣＲＣ 及其他与虐待行为作斗
争的参与方来说至关重要ꎮ 这种承诺可以作为敦促当局履行相关责任
的重要手段ꎮ 此外ꎬ在与对虐待行为负责的人员进行对话时ꎬ也可利用
此类声明敦促其遵守承诺ꎮ
此外ꎬＩＣＲＣ 还敦促司法当局承担责任ꎬ落实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禁止ꎬ并特别促请当局注意下列问题:使用酷刑
获得的情报应不予采信ꎬ实施此类行为之人应受到起诉和刑事处罚ꎬ受
害者及其权利必须得到承认ꎮ
最后ꎬＩＣＲＣ 鼓励立法机关批准和实施相关国际文件ꎬ并努力促成通
过相关立法并建立有助于防止虐待行为的制度ꎮ
４. 在国家层面ꎬＩＣＲＣ 与民间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ꎬ全力推动和强
化有利于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范、制度和道德
环境
在发生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时ꎬ尽管个人的态度起关键作
用ꎬ但只有在规范和制度环境ꎬ尤其是道德环境对其有利的情况下ꎬ此类
行为才会滋长蔓延ꎮ 鉴于此ꎬＩＣＲＣ 可尽力调动国内民间及政治领域的
各级参与方ꎬ以便引导舆论ꎬ鼓励进步ꎬ并对相关立法产生影响ꎮ
首先ꎬ在规范层面ꎬＩＣＲＣ 就建立和 / 或改进关于禁止酷刑和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范框架ꎬ与国内参与方开展对话ꎮ 这就意味着
批准和实施相关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公约ꎮ 除了确保在宪法中禁止
此类行为之外ꎬ更重要的是制定相应的立法、规章或纪律保障ꎬ为绝对禁
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提供依据ꎮ
其次ꎬ在制度层面ꎬＩＣＲＣ 确信:内部监督机制ꎬ如上级监督、职业道
德委员会及外部机制ꎬ如非政府组织、律师协会及国内的人权委员会ꎬ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者遭受酷
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问题的政策

１５９

有助于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可支持
建立或加强此类监督机制的进程ꎬ这种支持活动完全向当局公开ꎮ 此
外ꎬ尤其是为尽可能充分利用现有手段和资源ꎬＩＣＲＣ 在遵守其工作的保
密要求及遵循有关标准( 特别是关于其他参与方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标
准) 的同时ꎬ可与其他参与方共同协作ꎮ
最后ꎬ落实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绝对禁止主要
取决于道德观念ꎮ 如果在一国或一个社会内ꎬ虐待在任何情况下均为非
法的信念未能深入人心ꎬ那么即使有了必要的规范和制度环境也无济于
事ꎮ 然而ꎬ这种信念极易动摇ꎬ不仅需要不懈地保护ꎬ更需要不断地强
化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致力于巩固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绝
对禁止ꎬ并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采取相应行动ꎬ特别是促请有关方面关注
此类行为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严重后果ꎮ
第五节:ＩＣＲＣ 努力成为与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待遇作斗争之全球行动的主要参与者
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受到绝对禁止这一信念十分脆
弱ꎮ ２１ 世纪初ꎬ在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ꎬ这一脆弱性在许多
国家都显而易见ꎮ 相对禁止的论调再度出现在公开辩论等场合ꎬ这种论
调声称:为了保障安全和秩序ꎬ使用虐待手段不仅正当甚至是必要的ꎮ
与反对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有关的整个规范、制度和道
德环境因此受到损害ꎮ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艰难的现状及其对全世界被剥夺自由者所受
待遇的影响ꎮ ＩＣＲＣ 的力量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ꎬ那就是对个人尊
严的关注优先于其他任何关注ꎮ 作为一个组织ꎬ这种力量使其能够并应
当成为该领域的参照标准ꎬ而不为天真或软弱所左右ꎮ
ＩＣＲＣ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构建有利于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更为完善的规范、制度和道德环境ꎬ作为对其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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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境所采取的应对行动的补充ꎮ ＩＣＲＣ 力图影响相关辩论ꎬ从而对决
策者和公众舆论产生影响ꎮ
１. ＩＣＲＣ 致力于加强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法律框架
尽管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全球性和区域
性国际规范业已确立( 见“ 序篇” ) ꎬＩＣＲＣ 仍致力于确保此类规范得到遵
守和推广ꎬ并尽力扩展此类规范( 特别是在区域一级) ꎮ

ＩＣＲＣ 坚信此类规范至关重要ꎬ并因此支持和参与可能促成此类规

定获得通过的相关进程ꎮ
为维护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行为的规范、 范围和义务ꎬ
ＩＣＲＣ 利用其常规渠道回应针对这种禁止的质疑ꎬ并公开强调这种禁止
的绝对性及相关的法律义务ꎮ
２. ＩＣＲＣ 向那些在防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方面开
展活动的国际及区域性机构参与方提供协助以增强其力量
ＩＣＲＣ 相信ꎬ为实现全面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
目标ꎬ需要大量主要的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发挥作用ꎮ
ＩＣＲＣ 与之建立固定工作关系ꎬ同时恪守其工作的保密性要求ꎬ并遵
循相关标准ꎬ特别是关于此类机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标准ꎮ 这种关系
可增强这些参与方的作用ꎬ例如ꎬ其行动能力( 特别是就其探视被剥夺自
由者的方式而言) 最终得到加强ꎮ 开展这种对话还使 ＩＣＲＣ 得以学习其
他参与方的工作方式ꎮ
３. ＩＣＲＣ 致力于强化一种观念ꎬ即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为道德所不容
ＩＣＲＣ 还尽力协助构建一种有利于巩固绝对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环境ꎮ
ＩＣＲＣ 坚信ꎬ对虐待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必须首先基于所有人、所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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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社会都坚信不疑的伦理和道德信念ꎬ这种信念认定此类行为无法接
受ꎬ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认识到保护人格尊严的重要性ꎮ
相反ꎬ如果这些信念未能深入人心ꎬ旨在防止此类行为的法律规范
和监督机制将无济于事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将采取公开行动ꎬ务必令有关论争再次引起各方关注ꎬ
从而对公众舆论及国际范围内的所有相关参与方产生影响ꎮ 这些论争
涉及下列方面:侵犯人格尊严行为本质上不可接受ꎬ及此类恶行对受害
者个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ꎮ
４. ＩＣＲＣ 借助大众传媒推动其工作并置身于公众领域之内
根据行动的需要ꎬＩＣＲＣ 可决定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舆论ꎬ或利用自
己的关系来支持其旨在终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各项
动议ꎮ ＩＣＲＣ 在使用这些手段时将适当考虑其工作的保密性要求ꎮ
ＩＣＲＣ 还通过大众传媒确保其旨在终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待遇的行动始终得到重点受众的信任ꎮ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
梁

∗

洁∗∗译

戴维基尔卡伦(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 为叛乱平定政策首席专家ꎮ 先后
以士兵、外交官与政策顾问的身份在澳大利亚或美国政府工作 ２４ 年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任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ꎬ２００７ 年在伊拉克任戴维彼得
雷乌斯(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ｒａｅｕｓ) 将军的高级顾问ꎮ 曾为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
决策层提供建议ꎬ并多次参加亚太、中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和平与维
稳、人道救济以平定叛乱行动ꎮ 知名作家、教师与咨询专家ꎬ咨询对象包

括美国与盟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私营机构ꎮ 代表作« 偶然的
游击战» (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与« 叛乱平定»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被
政府官员、决策者以及在不稳定、不安全环境下负责军事与发展的业内
人士广为传阅ꎮ 他取得新南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ꎬ并为凯洛斯联合
咨询公司( Ｃａｅｒｕ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的创始人与首席执行官ꎮ
∗∗∗

当前涉及武装团体与叛乱的武装冲突与以往平定叛乱的战争有何
不同ꎬ这些年来平定叛乱( ＣＯＩＮ) 的战略有何发展与演进?
传统的叛乱平定成形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是冷战时期的产物ꎮ

它是在殖民或后殖民环境下、在超级大国对抗与核威胁的背景下ꎬ开展
∗ 该采访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在华盛顿特区进行ꎬ采访者为 « 红十字国际评 论的主编樊

尚贝尔纳德(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助理编辑迈克尔西格里斯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ꎮ

∗∗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讲师ꎬ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ꎮ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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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方式ꎮ 因而是冷战有限
战争的一种形式ꎬ与当时被称做第三世界的农村群众运动相关ꎮ
而我们所面对的ꎬ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形ꎬ与之大相径庭ꎮ
该情势与传统的抵抗战争更为相似ꎬ与诸如越南的情形有所不同ꎬ在越
南是对已建立的并控制着领土的现存政府发动了起义ꎬ而在伊拉克和阿
富汗ꎬ是联军入境后推翻了当地政府ꎬ造成无政府状态ꎬ然后设法建立一
∙∙
个新的替代政府ꎮ 随后其境内既存的其他势力开始战斗ꎬ因而这更符合
抵抗战争的模式ꎮ
现代的叛乱平定受此影响ꎬ既要创建政府也要镇压叛乱ꎮ 不是仅仅
支持某一政府ꎬ而是要设法创建一个新的政府ꎮ 因而与传统的叛乱平定
模式相比ꎬ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ꎮ 同时ꎬ当代的环境也体现出同以往大
不相同的特征ꎮ 全球化传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ꎬ叛乱者可实时向其散居
人口发出呼吁ꎬ限制或消除平叛方在一线产生的影响ꎮ 同时国际监督机
制要严格得多ꎬ不仅有媒体监督ꎬ还有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的
严格监督ꎬ而这些组织所遵循的国际规则不断演变ꎬ意味着在当今环境
下ꎬ一些平定叛乱的传统方式已不再被人接受ꎮ
回想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０ 年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平叛ꎬ〔 １ 〕 有些人认为这是人

道平叛的典范ꎬ但其当时所使用的一些手段在如今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
的ꎮ 集体惩罚、一天 ２２ 小时的宵禁、把全体居民转移至该国完全不同的
其他地区、将几十万人投入监狱或“ 新村” ꎮ 这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所使用的手段对我们来说是不适用的ꎬ也不应适用ꎮ 因而在某些方
面ꎬ与传统平叛时期相比ꎬ政府要受到更多的限制ꎮ 在另一些方面ꎬ敌方
却享有更大的自由ꎬ因为他们有能力向各种国际论坛和散居人口施加影
〔１〕

编者注:英国对马来西亚叛乱的镇压 ( 也称 “ 马来西亚危机” ) 发生于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０

年ꎬ冲突双方分别为英联邦军队和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 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 ꎬ后者的目标

在于终结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ꎮ 英国在马来西亚的行动被称为“ 布里格斯” 计划( ｔｈｅ
“ Ｂｒｉｇｇｓ” Ｐｌａｎ) ꎬ依照该计划ꎬ击败叛乱方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叛乱者与其群众支持者间进行离
间ꎮ Ｓｅｅ ｅ. ｇ.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ｕｂｂｓꎬ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ｉｎ Ｇｕｅｒｉｌｌ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ꎬ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０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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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ꎮ
可见ꎬ就以上方面而言ꎬ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ꎮ 最后一个差别在于ꎬ
诸如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所带来的是全球性或全球化的威胁ꎬ某一政府
可能在菲律宾ꎬ或印度尼西亚ꎬ或斯里兰卡ꎬ或是泰国南部对付具有本土
性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地方团体ꎮ 它们或许是分离主义团体ꎬ或是伊斯兰
反叛组织ꎬ还有可能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团体ꎮ 但处于这些团体之上的是
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组织ꎬ它更加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ꎬ
因而愿意帮助这些人ꎬ并在很多情形下操控他们ꎮ 我认为这确实改变了
我们的行动方式ꎮ
这种情形下ꎬ您认为武装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何演变? 这些叛乱
是否有着共同的动机和起因?
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第一ꎬ种族分离主义ꎻ第二ꎬ对国
际社会前往某些地区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所作出的反应ꎮ 我们看到一国
内部不同社会团体间ꎬ传统的种族语言的冲突可能引发内战———如苏
丹ꎬ这也可能采取起义的形式ꎮ 我认为我们当前看到的不再是 ２０ 世纪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式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ꎬ更多的是立足于
基层、以家庭或部族为基础的团体ꎬ他们并不一定是要直接推翻政府ꎬ而
可能是要造成一个失控的局面ꎬ迫使政府撤出ꎬ然后它们就能腾出手来
做它们想做的事ꎮ
人们日益深刻地感受到ꎬ武装冲突越来越少ꎬ但黑帮暴力和城市暴
力却日益增加ꎬ如在拉丁美洲ꎮ 您是否认为这个话题也与您的工作密切
相关?
是的ꎮ 不论政治目的如何ꎬ各种非法武装团体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非常相似ꎮ 因而不论你是在谈论拉丁美洲的贩毒团伙ꎬ还是走私军火或
贩卖人口的有组织犯罪ꎬ也不论是在谈论叛乱还是有部族参加的内战ꎬ
都将看到那些非法武装团体使用的方式和手段非常相似ꎮ 这正是我认
为将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开展的工作界定为“ 平定叛乱” 并不十分恰当的
原因之一ꎮ 我认为用“ 复杂的人道危机” 来表达要贴切得多ꎮ
你几乎再也见 不 到 叛 乱 中 只 有 一 个 反 叛 团 体 对 抗 政 府 的 情 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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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看到的是涉及一个、多个甚或十几个武装团体的复杂局面ꎬ问题
丛生ꎮ 面临的任务是稳定局势并帮助群众在基层创建和平———一种
自下而上的缔造和平过程ꎮ 这是一个与传统的叛乱平定并不完全相
符的概念ꎬ因传统的叛乱平定在于挫败叛乱运动ꎬ所遵循的是自上而
下、立足于国家的路径ꎮ 因而你不得不营造一个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
突的社会环境ꎮ
这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和平构建ꎬ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和平构建ꎮ 我
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取得的绝大多数成功并非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
干预ꎬ而是通过与当地群众合作ꎬ自下而上地缔造和平ꎮ 我认为这是一
个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不仅政府有时没有好的对策ꎬ而且众所周知ꎬ依
靠从世界另一边来的白人解决问题并不一定是个好办法ꎮ 我们想要做
的是创造条件ꎬ使当地民众既可以处理自己的事务ꎬ又不致引发大规模
暴乱ꎮ
“ 反恐” 与“ 平叛” 这两个表述经常难以区分ꎬ您能简要地解释一下
这二者的区分、重叠之处及相互关系吗?
反叛运动通常将恐怖主义作为其战术ꎮ 当我们谈及 “ 恐怖分子”

时ꎬ所蕴含的法律含义有别于单纯的反叛团体成员ꎮ 我认为这是恐怖主
义与叛乱之间主要的实质性区别ꎮ 我不喜欢使用这两个术语ꎬ因为它们
已经被过分的政治化了ꎬ以至于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ꎮ 但我认为你可
以看出这两种不同类型团体之间职能上的差别ꎮ 让我们暂且将其分别
称为甲类团体和乙类团体ꎮ
甲类团体的成员数量相对较少ꎬ所持理念极端以至于不大可能获取
多数民众的支持ꎮ 此类团体无法依靠也不依靠多数民众的支持去实现
目标ꎮ 其依靠的是通过暴力手段引起政府关注ꎬ强调其目标ꎬ并令民众
重新思考有关问题ꎮ 这就是人们对恐怖组织的看法ꎮ 而乙类团体确实
能够顺应民意ꎬ它对广大民众普遍持有的不满和普遍关注的问题作出应
对ꎬ可能会拥有数十万成员ꎬ所代表的民众数目可达数百万ꎮ
例如ꎬ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即赤军分队就属于甲类团体ꎮ
其骨干分子不超过 ２５ 人ꎬ不依靠普通民众的支持ꎮ 事实上ꎬ绝大多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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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该组织提出的理念漠不关心ꎮ 其理念过于极端ꎬ未能获得广泛支持ꎮ
但它通过维持由地下基层组织组建的可靠网点设法存在了 ３０ 年之久ꎮ
塔利班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运动ꎮ 其可能拥有 ３ 万名活跃的战斗员ꎬ
同时在阿富汗普什图地区和巴基斯坦还拥有大约 ５００ 万名适龄参加军
事活动的男性后备军ꎮ 因而这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问题ꎮ 塔利班使用
恐怖手段ꎬ对平民施以暴力以引发恐慌ꎬ但它这样做是基于不同的理由ꎬ
是为了确立对某一人群的控制ꎮ 我认为这是两类团体间的根本差别ꎮ
术语上的含混不清是否蕴含着政治因素?
绝对如此ꎮ 全世界对恐怖主义有多种界定ꎮ 尽管我们还没有一个
达成共识的全面定义ꎬ但我想要采用的是联合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ꎬ这
一界定源于安理会第 １５６６ 号决议ꎮ〔 ２ 〕 我认为绝大多数政府都倾向于
将其反对者描绘为恐怖分子ꎬ而绝大多数恐怖分子则不愿被界定为恐怖
分子ꎮ 绝大多数叛乱者使用恐怖手段ꎬ却又尽量避免背负恐怖分子的骂
名ꎮ 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思路ꎬ而最为重要的是:像赤军分队这样的甲
类团体通过恐怖手段产生政治影响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推广其理念ꎮ
叛乱运动主要是针对自己的群体使用恐怖手段以形成对民众的控制ꎮ
这几乎像是叛乱团体与被其利用的民众间形成的一种虐待关系ꎮ 从这
个意义上讲ꎬ叛乱团体与勒索保护费的有组织犯罪、城市黑帮、内战中共
产主义的或某一派系的民兵组织没有太大差别———它们均依赖于某一
人群的供养生存ꎬ并通过恐怖手段强行获取支持ꎮ
在与这两类团体交涉时有何差别?
因为两类团体差别很大ꎬ故与它们交往方式也十分不同ꎮ 对于像赤
军分队这样的团体ꎬ其能量与行动自由源于基层恐怖分子与秘密网络的
存在ꎮ 对付此类团体须摧毁其联系网ꎮ 这将以警方的介入、侦查及诉至
法庭告终ꎬ有时还需要军方的援助ꎬ以破坏这些基础组织ꎬ最终予以摧
〔２〕

编者注: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１５６６ 号决议将恐怖主义界定为“ 以在公众或

某一群体或某些个人中引起恐慌、恫吓人民或迫使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为宗旨ꎬ
意图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劫持人质的犯罪行为ꎬ包括针对平民的此种行为” ꎮ 参见联合
国安理会第 １５６６ 号决议ꎬ第 ３ 段ꎮ

戴维基尔卡伦访谈

１６７

毁ꎮ 因此ꎬ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ꎬ问题的核心是恐怖分子ꎬ一旦取缔了
恐怖分子的联系网络ꎬ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ꎮ
叛乱则需另当别论ꎮ 叛乱方可能会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ꎬ而表示不
满并不违法ꎮ 引起不满的事情是切实存在的ꎮ 绝大多数叛乱都会持续
多年ꎬ牵扯到无数人ꎮ 它们不可能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刺激那么多
的民众如此之久ꎮ 问题是切实存在的ꎬ并且民众的诉求和不满通常是合
情合理的ꎮ 他们的愿望并没有错ꎬ但反叛团体是使用暴力手段设法推动
愿望的实现ꎬ因此给民众造成的人身伤亡才是问题所在ꎮ 这样看来ꎬ挑
战则完全不同ꎮ 叛乱团体的优势与行动自由源于其操纵和动员广大群
众的能力ꎮ
前已述及ꎬ第一类团体的重心在于其联系网本身ꎮ 第二类团体的重
心则与之大不相同ꎬ在于利用和动员广大民众的能力ꎮ 因而在应对乙类
团体即叛乱方时ꎬ要尽量破坏其操纵和动员民众的能力ꎮ 要达到这一目
的ꎬ首先就要平息引发冲突的不满情绪ꎬ创设可供选择的争端解决机制ꎬ
允许民众在不必求助于叛乱方的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ꎬ并将叛乱人员与
民众相分离ꎮ 军方在乙类叛乱平定中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设法将叛乱方
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ꎬ以便与民众合作解决相关问题ꎮ
可见反恐行动的目标很明确ꎬ即须尽力找到并摧毁对手ꎬ因为恐怖
分子就是问题本身ꎮ 只要清除了恐怖分子ꎬ问题就迎刃而解了ꎮ 在叛乱
情形下ꎬ叛乱只是问题的表象ꎬ而非实质ꎮ 需要做的是使叛乱分子与民
众相分离ꎬ以便与民众共同解决问题ꎮ
但为了对付叛乱团体ꎬ国家往往使用武装部队ꎮ 问题是这样做是否
合适ꎬ应如何训练武装部队在此类所谓的非传统战争中开展行动?
首先让我展示一组数据ꎮ 自 １８１５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ꎬ全球性

战争已爆发约 ４６４ 场ꎮ 其中约 ３８６ 场是叛乱和内战ꎬ约占总数的 ８３％ ꎮ
可见军方通常所称的“ 传统” 战争实际上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ꎮ 绝大多
数战争都属于上述类型ꎮ 因而全球范围内的军队应对此类情形已有了
好几百年的历史ꎬ且实践中也能很娴熟地处理此类情形ꎮ 只是因为他们
对其不大喜欢ꎬ才称之为“ 非常规” 战争ꎮ 他们更喜欢军人与军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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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决、公开的战场、战旗飘扬ꎬ正如向巴格达进军那样ꎬ因为这看起来
总感觉更简单一些ꎮ
对于与民众打交道并尽力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ꎬ他们认为这是复杂
而混乱的灰色地带ꎮ 平定叛乱的最好办法并不是纯军事手段ꎮ 它应是
军事、政治、管理与重建的组合ꎬ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混合物ꎬ总体上像是
为了治疗复杂疾病所配制的混合药剂ꎮ 虽然由不同成分构成ꎬ但又是所
有这些成分的化合物ꎮ 典型的反恐行动虽然更多地属于警察和执法行
为而非军事行为ꎬ但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使用军事手段对付恐怖主义ꎮ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ꎬ军队确实存在于这样的冲突情形下并可能依然存在
下去ꎮ
让生活在人道社会中的民众理解:美国或西方军队在这些冲突中并
不一定要确立其最高权威ꎮ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ꎮ 你知道ꎬ军队并不想
进军人道领域ꎬ它是被强行拉入的ꎬ而绝大多数军人并不想去ꎮ 他们只
想尽军人的义务与坏人开战ꎬ根本不想被拖入这一领域ꎮ 他们期待有一
天能从中摆脱ꎮ 但我想同时对军方和人道界说ꎬ如果你回顾一下过去几
百年真实的冲突史ꎬ再认为军队还能回到与他国开战的所谓黄金时期ꎬ
那只能说是个幻想ꎮ 因为那并非军队的战斗方式ꎬ甚至从未如此战斗
过ꎮ 现实中的冲突是复杂、混乱的内战ꎬ涉及民众和非国家参与者ꎮ 这
是绝大多数冲突的情形ꎬ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形还将继续存在ꎮ
目前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西方武装部队将“ 准军事行动” 视作获取当
地民众拥护的一种手段ꎮ 您如何看待此问题ꎬ尤其是考虑到有关“ 保留
对构建” 这样的讨论?
在叛乱平定理论中这确实是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当该理论最初提出时ꎬ有一学派就认为ꎬ若能带来经济利益ꎬ尤
其是给民众带来经济利益ꎬ将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拥护ꎬ因而军方应推进
的一项工作就是带来经济利益ꎬ以构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ꎮ 但另一学派
认为ꎬ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真正源于经济发展ꎬ经济利益并不一定必
然赢得民众的支持ꎮ 相反ꎬ你所带来的许多资源可能被叛乱者利用ꎬ而
使事情变得更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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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学说在叛乱平定理论中一直并存ꎬ但人们并未对其展开真正
有效的研究ꎬ部分原因是ꎬ直至几年前ꎬ人们才有机会进入叛乱发生地研
究此类问题ꎮ 近期的研究表明ꎬ不加限制地大规模投入发展项目实际上
可能非常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稳定ꎮ 这其实印证了正常的发展理论和
现代化理论ꎬ因而就我们所掌握的一线研究数据来看ꎬ诸多不负责任的
过度发展与激烈的冲突之间存在很大关联ꎬ这是不足为奇的ꎮ
我认为军 事 指 挥 官 往 往 将 发 展 和 人 道 行 动 简 单 表 述 为 “ 赢 得 民

心” ꎮ 而事实上ꎬ这并非平定叛乱的最佳方法ꎬ而且总是把一些非常复杂
的讨论淡化成一个军官可以用在战场上的口号ꎮ 在我的工作中ꎬ一般不

鼓励使用“ 民心” 这一术语ꎬ并强烈建议不要用“ 赢得民心” 这样的措辞ꎬ
因为实际上你在此类情形下取得进展的方式ꎬ对于进驻并要获取民众支
持的外来者是不适用的ꎮ 我们要做的是创设条件允许当地人以和平方
式解决他们自己的冲突ꎻ不应鼓励暴力手段ꎬ而应鼓励在当地层面上和
平解决冲突ꎮ
他们是否喜欢国际社会与该问题完全无关ꎮ 实际上ꎬ国际社会参与
得越少越好ꎬ因为我们的出现将对他们解决自己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ꎮ
显然ꎬ营造一个让民众以不引发暴力的方式解决怨愤的环境ꎬ又不会导
致激进分子进一步破坏环境稳定ꎬ这比“ 赢得” 民众要重要得多ꎮ 实际
上ꎬ在进行叛乱平定的地区ꎬ许多民众对“ 民心” 这个概念都非常警惕ꎮ
即使是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也几乎不再会使用这一术语ꎮ 这一术
语的使用要追溯到越战时期ꎬ所表达的观念是我们来到你们国家为民众
带来了短期的人道救济ꎬ期望民众改变想法支持政府而非反叛方ꎬ而事
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ꎮ 因此ꎬ我们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ꎮ
叛乱平定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离间叛乱者与民众ꎮ 若已取得民众
信任却又未能维系该怎么办? 例如ꎬ未能提供或维持基本服务ꎬ或未能
阻止武装反对派卷土重来ꎮ
在某一地区或村庄ꎬ问题可能会出在两个方面ꎮ 一个是用来构建安
全的武装部队要么因使用高压手段引起了反抗ꎬ要么因过早撤离以致叛
军卷土重来ꎮ 这种情况下ꎬ曾表明要拥护军队并已表示愿意为政府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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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民众ꎬ此时可能会成为报复的目标ꎮ 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ꎬ
令人抱有期望的项目未能落实ꎮ 这也可能引发愤恨ꎬ从而实际造成激进
团体势力的强化ꎮ
我认为与其关注经济发展ꎬ不如关注法治ꎮ 在我们的工作中ꎬ我的
团队倾向于将非法武装团体和叛乱方视做竞争取得管理权的组织ꎮ 叛
∙∙∙∙∙∙∙∙∙∙
乱者试图建立对民众的控制ꎬ并创设一套具有可预见性的规则和制裁措
施ꎬ这一可预见性使民众愿意听命于他们ꎮ
我们在过去 １０ 年中做了大量的现场调查研究ꎬ研究清楚地表明ꎬ民

众并不是因为赞成叛乱方的理念而支持他们ꎮ 相反ꎬ是因为叛乱方在当
地存在ꎬ民众才逐渐开始赞成其理念ꎮ 这方面的主要学术权威是耶鲁大
学的斯塔西斯卡利瓦斯ꎮ 在其极富洞察力的著作« 内战中暴力的逻
辑»〔 ３ 〕 一书中ꎬ他考察了各个区域ꎬ发现实践中是先有存在后有支持ꎬ而
非先有支持后有存在ꎮ
我们看到卡利瓦斯的结论后会问为什么会这样ꎮ 为什么民众对叛
乱方或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何方存在于当地而非取决于
民众是否喜欢他们? 我们意识到ꎬ在叛乱环境下ꎬ民众受到了来自武装
团体的多方面压力ꎬ后者要求得到支持ꎬ并威胁若得不到拥护将使用暴
力手段ꎮ 而民众想要弄明白的是如何才能保证安全ꎮ 叛乱情形中ꎬ村中
的长者或权威人士的日常生活需要极为复杂的谋划ꎬ通过错综复杂且时
时刻刻的计算ꎬ盘算着要怎样做才能确保安全ꎮ 当你制定出一套具有可
预见性的管理系统ꎬ表示“ 这些就是应遵循的规则ꎬ如果你们遵守规则ꎬ
就将获得安全ꎻ若不遵守规则ꎬ则会面临危险” ꎬ这对民众是非常具吸引
力的ꎮ 因为这样做是创设出了一个由规则划定的空间ꎬ有了这一空间人
们就会说ꎬ“ 只要我进入其中或按照统治者所要求的那样去做ꎬ我就会安
全” ꎮ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性体系ꎬ即一套规则和制裁措施ꎮ 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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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们遵循特定的行为规则ꎬ他们将是安全的ꎻ如果破坏这些规则ꎬ将会
受到相应的处罚或制裁ꎮ 我们发现非法武装团体在设立可预见性行为
规范方面做得越富有成效ꎬ就会获得越多支持ꎮ 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ꎬ
开车时交通规则会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获得安全ꎮ 让你感到安全的是
交通规则ꎬ而不是你是否喜欢警察ꎮ 你不必为感觉安全而喜欢警察ꎬ是
规则令你感到安全ꎮ
因而如果叛乱团体能够确立可预见性ꎬ人们就会想:“ 噢ꎬ我现在知
道如何保证安全了ꎬ服从他们的指示就行了ꎮ” 这与人们是否喜欢叛乱者
或是否赞同其理念并无关系———这都是后话了ꎮ 可见卡利瓦斯及其他
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是ꎬ如果某一武装团体已存在于某一地区并制定了
具有可预见性与连贯性的规则ꎬ民众将会消除疑虑ꎬ感到安全ꎬ并投奔他
们ꎮ 于是叛乱方基本上都会尽量制定出一套法律体系ꎬ对吧? 因为这就
是人们所说的规范性体系ꎬ它是法律规则的一个变通———更确切地说ꎬ
法治体系是规范体系的一部分ꎮ

过去 １０ 年中ꎬ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镇压叛乱中的法治ꎬ因为叛乱方

同样也在努力建立法治ꎮ 它是一套可预测后果ꎬ让人们感到安全ꎬ并帮
助人们知道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安全的规则ꎮ 这并非新的理念ꎬ当然也不
是我首先提出的ꎮ 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要追溯到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ꎮ 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有关叛乱平定的经典文学作品ꎬ如贝尔纳德
福尔或罗伯特汤普森先生等人的作品ꎬ你就会在其中发现这样的观
点ꎮ 当然ꎬ这不是什么大问题ꎬ人们也没把它当做重要问题来谈论ꎬ在镇
压叛乱的旧理论迈入镇压叛乱新时代时ꎬ它多少有些遗失了ꎮ
例如ꎬ在阿富汗ꎬ国际社会花了数百万美元在首都喀布尔建立了最
高法院、培训了法官、修订了法典等ꎬ以期建立一套法治体系ꎮ 塔利班则
在乡村适用伊斯兰教法及其移动法院ꎬ他们在数月内建立起了法治体
系ꎬ当我们还在喀布尔忙得团团转时ꎬ他们已经取得了对民众的控制ꎮ
我们从中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ꎬ自下而上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法律———
或是过渡性司法ꎬ或是习惯法———一旦被传统法庭或宗教法庭适用ꎬ它
们在初始阶段将与国家中央体系同样有效ꎬ甚至比后者更为有效ꎻ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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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像阿富 汗 或 南 亚 和 非 洲 的 某 些 地 区ꎬ 那 里 没 有 中 央 集 权 的 悠 久
传统ꎮ
以社区为基础的争端解决和调解机制有可能成为解决争端的最重
要途径ꎮ 对于创造这样的环境ꎬ军方往往并不十分重视ꎮ 但依我们在伊
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东帝汶和非洲部分地区的一线工作来看ꎬ这确
实极为重要ꎮ 对长老委员会、当地宗教领袖、地方法庭和妇女互助组织
进行授权ꎬ强化这些民间团体的作用ꎬ将他们安置到适当位置ꎬ这样他们
就可以解决 ９０％ 的争端ꎬ这对于在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将
暴力降至最低具有关键意义ꎮ

依你看来ꎬ规则是否必须源自社会ꎬ而非自上而下强制推行?
确实如此ꎮ 实际上ꎬ从首都强制推行并非明智之举ꎬ比这糟糕十倍
的是由外国人强制推行ꎮ 这不起作用ꎮ 当地社会须有自己的行事规则ꎬ
这些规则也应成为解决当地争端的部分依据ꎮ 对此我喜欢以索马里为
例ꎮ １９９２ 年西亚德巴雷的统治终结后ꎬ国际社会入驻索马里ꎮ 在该
国南部ꎬ国际社会的介入完全是自上而下的ꎬ由国际社会主导ꎬ所遵循的
是国际公认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准则ꎬ但这几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ꎮ 而在
北方的索马里兰ꎬ在同一时期内ꎬ部落和宗派聚集在一起ꎬ依靠自己开始
自下而上地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和解程序ꎬ从而制定了宗派章程、区域
性宪章ꎬ书面的治理章程ꎬ并随后创设了自下而上的管理体系ꎮ
现在来看前索马里共和国的北部地区索马里兰ꎬ它刚刚经历了第三
次民选总统间权力的和平移交ꎮ 它有着运行良好的司法制度和证券市
场ꎮ 它设置了警察部门但没有设置军队ꎬ对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选
择ꎮ 它有着更为稳固和更负责任的政府组织ꎬ同时又有更好的经济体
系ꎮ 这些成效的取得并非通过国际发展项目ꎬ而仅仅是让索马里兰人通
过当地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管理自己ꎬ而同一时期ꎬ我们在该国南部却
把事情搞得一团糟ꎮ
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ꎬ国际社会并非最了解当地情况ꎻ大规模
地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金并不一定是恰当的做法ꎮ 通过大量携带枪支
的白人解决问题肯定不是个好办法ꎮ 所应该做的是在尽量不加干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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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创设条件ꎬ使相关民众能够自下而上地、以社区为基础地进行和
解与缔造和平ꎮ 这将为管理奠定基础ꎮ 而管理一旦到位ꎬ又将为经济发
展创造基础ꎮ 外来者若想在治理缺失的地方发展经济ꎬ只能以大量腐败
而告终ꎬ这正是我们在阿富汗这类地方看到的情形ꎮ
您如何看待此类情形中人道参与者和军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相
互作用?
对此我有三点意见:
第一ꎬ随着与互动组织的合作以及« 美国武装部队与非政府间人道
组织关系指南» 的出台ꎬ该领域在过去三四年间取得了显著发展ꎮ〔 ４ 〕 因
而我们现在实际上已有了军队与非政府人道组织间和谐相处的窍门ꎬ而
此前确实无章可循ꎮ 就规范二者相互间关系与确保民众能够理解该指
南的预期而言ꎬ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ꎮ
第二ꎬ依我的经验来看ꎬ军队并不真正了解非政府人道组织ꎮ 虽对
其持有非常肯定的态度ꎬ但并不真正了解其想要做什么? 非政府人道组
织十分在意军方的存在ꎬ因为其存在破坏了他们欲开展工作的人道空
间ꎬ于是就产生了二者间的不对等ꎮ 军方对非政府人道组织知之甚少ꎬ
但通常对其充满好感ꎻ而非政府人道组织也许不清楚军队来自何处ꎬ但
对军队的出现没有好感ꎬ于是造成了这一不对等的关系ꎮ
第三ꎬ我认为可能是在一些冲突中不存在人道空间ꎮ 对某些武装团
体而言ꎬ人道组织的到来及其试图提供某些援助的做法将被视为一种威
胁ꎮ 他们将会对其加以阻挡ꎬ并尽力同时破坏所涉及的国际机构与非政
府人道组织ꎮ
在实际运作层面ꎬ我认为两类团体均有许多值得对方学习之处ꎮ 例
〔４〕

互助组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由 ５００ 个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组成ꎬ它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起草

了一份行动守则ꎬ用于规制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在冲突地区应如何与军方开展合作ꎮ 该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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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军队在尝试完成某一任务时若遭到攻击ꎬ通常的反应是反击ꎬ并设立
警戒和巡逻队ꎬ使环境“ 变得安全” ꎮ 若某个非政府组织遭到攻击ꎬ其通
常的反应则是召集民众会议ꎬ告诉他们:“ 看ꎬ我们是真心希望在你们这
个地区开展项目ꎬ但由于此次暴力事件ꎬ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ꎮ” 这样民
众将会作出表示:“ 要坚持下去ꎮ 我们确实需要这个项目ꎬ所以我们会保
护你ꎮ 我们会创造条件以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ꎮ” 若非政府组织愿意
信任这一承诺ꎬ他们就继续待在这里ꎬ否则就离开ꎮ 不论作出哪种选择ꎬ
针对非政府人道组织的暴力袭击不会引发更多的暴力ꎬ但针对军队的袭
击经常导致新一轮的暴力升级ꎮ 差别就在于社区自主权ꎮ 当地社区相
信相关项目将给社区居民带来利益ꎬ因而愿意为该非政府组织提供保
护ꎬ这样非政府组织就可开展项目ꎮ 可见ꎬ若当地社会想要这个项目ꎬ它
就会承认该项目ꎮ
对军方来说ꎬ这同样是最佳方式ꎮ 如果当地社会需要军队的存在ꎬ
相信军队正在给他们带来利益ꎬ并同军方一样希望看到军队出现在那
里ꎬ那么就能形成协作关系ꎮ 但如果军方进驻后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
于民众ꎬ而民众对相关项目又不能做主ꎬ那么非政府组织的方法将不起
作用ꎮ 事实上可能会有出现极权国家的危险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武装团体交涉ꎬ并就诸多问题与之保持对话ꎬ
如进入、保护问题以及遵守人道法ꎮ 你认为存在一个能同时与双方展开
对话的人道机构是否有价值?
我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ꎮ 作为一名在该领域工作的人员ꎬ我无
疑认为人道机构的存在极有价值ꎮ 我认为存在一个能够接触到所有受
影响群众的中立方是至关重要的ꎮ 仅从人道的角度看我认为这很重要ꎮ
但从执行镇压反叛行动的军人立场看ꎬ该问题具有两面性ꎮ 一方面ꎬ对
民众的人道救济确实可为武装团体带来可利用的资源ꎬ从而使其进一步
控制局势、掌控民众ꎮ 这其中就存在一些问题ꎮ 例如ꎬ人道救援食品可
能被某些帮派独占ꎬ从而控制食品的分发ꎮ 救援食物的存在的确可能产
生许多暴力行为以及对民众的压迫ꎬ因而对民众而言运来大量的救济物
资并非总是好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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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你将经常听到军方人员说:“ 好ꎬ你们这些人可以来也可
以与敌方交谈ꎬ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同样是有问题的ꎬ因为
如果这样的话ꎬ你就将 ＩＣＲＣ 甚或像国际移民组织或一些其他类型的组
织政治化了ꎬ并破坏了它们的独立性ꎮ 这将导致此类组织不能再接近民
众ꎬ最终损害每一个人的利益ꎮ
因而我认为尽管非常复杂ꎬ但问题的核心是所有相关各方进行开诚
布公的交流ꎬ不论是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军方还是当地政府———即要
有一个分享信息的平台以使民众切实获知到底正在发生什么ꎻ各方可分
享对问题的诊断并能依照自身判断独立行事ꎬ但同时至少应该知道他们
正在应对的事情的真相ꎮ 在我看来ꎬ共享对问题的诊断最为重要ꎮ
对于武装冲突法ꎬ你认为它是平定叛乱的障碍还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可或缺的ꎮ 实际上ꎬ它是有效平定叛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ꎬ因
为如果你想要赢得民众ꎬ想要说服他们应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平息怨
愤ꎬ你就是在谈论自下而上的法律规则ꎬ是在营造氛围使对方感到以非
武力方式解决其争端是安全的ꎮ 而日内瓦诸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国际
人权宣言以及其他保护作为非战斗员的平民的国际协定、有关被拘禁者
和战俘待遇的国际协定ꎬ所有这些都营造出这样一个环境:可以预见到ꎬ
争端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ꎮ
如果随意使用暴力ꎬ不论你是叛乱方还是平叛方ꎬ你的所作所为将
直接削弱武装冲突法ꎮ 叛乱方明白这一点ꎬ这也正是他们选择暴力的原
因ꎮ 实际上叛乱方选择暴力的战略目的在于:造成恐怖行动和报复的恶
性循环ꎬ以使恐怖分子控制局势并摧毁和平解决的可能ꎮ 因而ꎬ进一步
加强和确立源于法律规则的可预见性ꎬ尤其是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
则ꎬ这在几乎每一场冲突中都将对政府非常有利ꎮ 对于日内瓦诸公约或
其他国际法规则不应或不适用于平定叛乱行动的观点ꎬ我认为是错误
的ꎮ 对于想要解决冲突的人而言ꎬ包括政府ꎬ要推动其目标的实现ꎬ这些
法律规定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工具ꎮ
就目前情况来看ꎬ你认为现存法律体系足以应对当前的局势吗?
我认为有必要仔细研究我们对非法武装团体的界定ꎮ “ 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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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法武装团体的概念在过去 １０ 多年有所发展ꎬ其发展方向表明ꎬ国际
社会日益参与到许多国内武装冲突中ꎬ对此ꎬ联合国仅有一些政策性指
导文件ꎬ没有充分的法律论述、法律判例或可予遵循的法律体系来规制
如何在此情形下开展行动ꎮ
例如ꎬ大家都知道国际社会在科索沃的行动是首次对该“ 保护的权
利” 付诸实践ꎮ 依照传统国际法ꎬ判断一国的主权合法与否与其政府的
性质无关ꎮ 一国政府可迫害其国民ꎬ可任由其饿死ꎮ 这虽然令人震惊ꎬ
但严格地说与传统国际法无关ꎮ 在界定合法政府的主权时唯一有意义
的是:主权者是否完全控制了领土及其领土上的居民? 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ꎬ那么在国际社会你将被视做主权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联合国开始改变立场ꎬ认为若一国政府对本

国民众实施了某些行为ꎬ可导致国际社会有权置主权于不顾而进行干
预ꎮ 这就是在科索沃首次援用的“ 保护责任” ꎮ 之后布什政府入侵伊拉
克所援引的也是与此极为相似的理由ꎮ 当前国际社会同样以此作为轰
炸利比亚的理由ꎮ 这也许还适用于国际社会在苏丹和索马里的行动ꎮ
以上情形各不相同ꎬ具体要求也会有所差异ꎬ但由于法律模糊不清ꎬ
人们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来践行“ 保护责任” 所蕴含的理念ꎮ 我认为国际
人道组织倾向于将保护的责任视做一个好的创意ꎮ 但我认为人们同时
需要看到ꎬ与之直接相关的是人道空间的军事化ꎮ 国际社会认为在出现
人道主义暴行的情形下ꎬ它有权进行军事干涉ꎬ这就将人道空间军事化
了ꎮ 可见ꎬ这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ꎮ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未来的展望:当前北非和中东所发生的动荡将如
何影响您在« 偶然的游击队» 一书中所称的“ 长期战争” 的进程?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ꎮ 过去 ６ 个月对基地组织而言是个非常糟糕

的时期ꎮ 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这事件可能只是蛋糕上的糖霜ꎬ除此
之外ꎬ基地组织所遭受的真正打击在于ꎬ１０ 多年或近 ２０ 年来ꎬ他们一直
告诉阿拉伯世界的民众:“ 你们被放弃信仰的政府所压迫ꎮ 西方是在助
长你们本国政府对民众的压迫ꎮ 对我们来说唯一能摆脱他们的方式就
是对西方实施恐怖袭击ꎬ这样才能赶走西方国家ꎬ打倒本国政府ꎮ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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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自由ꎮ” 他们持该理论已 ２０ 年之久ꎬ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ꎬ但
除了造成暴力与混乱ꎬ并未取得任何成果ꎮ

当前ꎬ过去 ６ 个月里ꎬ北非和中东国家手无寸铁的平民几个月时间

内所获得的成功要比恐怖分子们在其整个存续期间取得的成效都大ꎮ
因而像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和埃及剧变等事件所取得的成功ꎬ每天都在揭
穿着鼓吹暴力的极端主义者的谎言ꎮ 驱动基地组织的愤恨情绪已不复
存在ꎮ 与有组织的市民社会相比ꎬ恐怖分子使用的方法效果要差很多ꎮ
对那些恐怖组织而言ꎬ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ꎬ因为它表明了恐怖
分子整个理论体系的崩塌ꎮ
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意味着基地组织当前将注意力转向了内
部ꎬ在致力于搞清楚如何解决自身的问题ꎮ 因而我认为在这一新的环境
下ꎬ基地组织不大可能有能力走出一条建设性的道路ꎮ 我认为他们有两
条路可走ꎮ 一些团体会说ꎬ“ 前途存在于非武装的平民社会和有组织的
抗议者之中ꎬ我们将选择这一道路” ꎮ 的确ꎬ我们看到一些曾与基地组织
结盟的组织开始转向更具政治策略的方向ꎮ 依我看来这很好ꎮ 如果你
想依靠非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ꎬ这值得赞赏ꎮ 众所周知ꎬ只要你放弃暴
力就算是政治斗争ꎬ而进行政治斗争是无可非议的ꎮ 其他团体会说ꎬ“ 我
们不这样做ꎬ我们要针对民众实施更多的暴力从而绑架这一过程” ꎮ 因
此ꎬ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团体将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ꎮ

总体而言ꎬ当前的基地组织日益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组织ꎮ 尽管它
一直处于边缘状态ꎬ但当前更加被边缘化了ꎮ 一些组织想要通过更为恐
怖的暴力手段返回赛场ꎬ我认为这最终只会满盘皆输ꎮ 过去 ６ 个月所发
生的一切已表明他们即将破产ꎬ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ꎮ

另一方面ꎬ中东剧变所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是ꎬ我们当前在中东不
得不面临许多新的叛乱冲突ꎮ 利比亚就是一例ꎬ也门的情况更糟ꎮ 叙利
亚基本上是从民众抗议走向叛乱ꎮ 这些验证了我在前面所述的观点ꎬ即
我们喜欢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视做常规性武装冲突而将这些冲突视为非
常规性的ꎮ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冲突均为内战和叛乱ꎮ
一些人认为ꎬ“ 我们不应过于关注叛乱平定问题ꎬ因为这将鼓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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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施此类冲突ꎬ从而使其更为普遍” ꎮ 不幸的是ꎬ此类冲突已经成为最
常见的冲突形式了ꎮ 它们不会消逝ꎬ它们已经存在了数千年ꎬ至少在过
去 ２００ 年间它们是这个星球上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形式ꎮ

我们可以选择忽视ꎬ这样我们将最终犯下可怕的错误ꎬ造成更大的

损失ꎻ我们也可以接受这一现实ꎬ即我们将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与人道
组织、政府、警察部门、社团及军方间进行合作ꎻ我们需要与它们交涉实
际上是正常的ꎬ我们要努力找到通过交涉而与其合作的办法ꎮ

反恐中的人道交涉:
规则冲突与新兴政策概览
纳兹穆德尔扎德

达斯汀刘易斯

克劳德布鲁徳雷恩∗著 / 徐建平∗∗译

摘要
本文明确了存在两套相互抵触的规则———一套为保护需要救助的
平民而促进在武装冲突中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接触ꎬ另一套则为
保证安全而禁止与列入名单的“ 恐怖主义” 组织进行此类接触ꎻ本文还
讨论了这种规则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对人道组织向在此类团体控制下的
地区输送救生援助的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ꎮ 第一套规则根植于国际人
道法ꎬ它为人道组织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非政府武装团体展开联络
提供了依据ꎬ以实现援助受其控制的平民与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之
∗ 纳兹穆德尔扎德( 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 (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ꎬ伯克利大学文学士) 哈佛

大学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副主任ꎮ 达斯汀刘易斯( Ｄｕｓｔｉｎ Ａ. Ｌｅｗｉｓ) ( 乌德勒支大学法学
硕士ꎬ哈佛大学文学士) 哈佛大学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合作伙伴ꎮ 克劳德布鲁德雷恩
( Ｃｌａｕｄｅ Ｂｒｕｄｅｒｌｅｉｎ) ( 哈佛大学法学硕士ꎬ日内瓦大学法学学士ꎬ麦吉尔大学文学士) 哈佛大学
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主任ꎮ

作者要感谢伊丽莎白奥兰(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与布莱恩伊坦米( Ｂｒｉａｎ Ｉｔａｍｉ) ꎮ 本文基

于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组工作报告而完成ꎬ该报告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ｐｃ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ꎮ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以来ꎬ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组领导了关于反恐法律与政策对人道影响的研究与政策项
目ꎮ 这个项目ꎬ即“ 监督之下的人道行动:人道交涉的犯罪化” ꎬ受益于人道交涉犯罪化工作组
的深刻思考ꎮ 任何不当之处均属作者个人之责ꎮ

∗∗ １９９６ 年本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师资系ꎬ２０１１ 年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取

得军事法学博士学位ꎬ现任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武装冲突法教研室讲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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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ꎮ 第二套规则试图限制为列入名单的“ 恐怖主义” 组织———其中有
些或可根据国际人道法而被界定为非政府武装团体———提供资金与其
他形式的物资支援ꎬ如技术训练与协调行动ꎮ 虽然其他国家与多边组织
也制定过类似规则ꎬ但本文则着重剖析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反恐
规则ꎮ 本文结尾总结了人道组织对这种确认的紧张态势可能作出的几
种反应ꎮ
“ 物资支援” 是指有价值的资源ꎮ 这种支援盘活了恐怖主义组织内
部可能用于暴力的其他资源ꎮ 特别重要的是ꎬ这种支援还有助于赋予外
国恐怖组织合法性ꎬ这使得这些组织更易维持生存、招募成员与筹集资
金———所有这一切会滋生更多的恐怖袭击ꎮ〔 １ 〕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

近几个月来ꎬ许多从事人道职业的人曾构想一幅图景ꎬ一位救助工
作者因被控在执行合法人道行动过程中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支援而在刑
事法庭出庭受审ꎮ 本文探讨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ꎬ救生与公正的人
道援助在法律上如何被解读为向列入“ 恐怖” 组织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
体提供非法利益ꎮ〔 ２ 〕

在武装冲突时期运送人道援助及其导致的必然结果———独立的人

道组织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自主谈判———常常受到安全与政治需求方
∙
面的压力ꎮ 国际人道法设法在武装冲突各方的安全利益与保证救生物
资和服务送达平民及其他丧失战斗力人员的人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ꎬ即

〔１〕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ꎬ代表美国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意见ꎬ霍尔德诉人

〔２〕

本文使用“ 非政府武装团体” 这一术语ꎬ一般指参与敌对行动或者实施恐怖主义行

道法项目组织ꎬ１３０ Ｓ. Ｃｔ. ２７０５ꎬ２７２５(２０１０) ( 省略内部引文) ꎮ

为( 或两者兼有) 的非国家行为体ꎮ 使用该术语并非意味着赋予本文所述任何非国家行为以合
法地位ꎮ 在武装冲突时期或者非武装冲突时期ꎬ均可实施恐怖主义行为ꎮ 就个别( 国家或者多

边组织在其反恐规则中如此定名的) “ 恐怖” 组织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上的有组织的武装团体ꎬ
本文不发表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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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在战斗中ꎮ〔 ３ 〕
过去 １０ 年ꎬ事物的悄然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ꎮ 国家颁布的刑法

禁止为列入名单的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物资支援ꎬ多边法律与政策也创
设了相应的全球反恐机制ꎬ这一切都对那些在有非政府武装团体卷入
的武装冲突中从事救生人道援助的人造成了严肃但又少有谈及的顾
虑ꎮ 国际人道法中对中立、独立的人道组织所开展的工作提供了适度
而明确的保护ꎬ这些长期存在的规则与国内法、捐助者政策及多边规
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解读ꎮ 本文试图探讨不同国家所做
承诺间存在的矛盾ꎬ并简要思考人道界对反恐制度造成的两难困境可
能作出的应对ꎮ
本文可分为三部分ꎮ 第一部分概述国际人道法中关于在非国际武
装冲突局势下涉及人道交涉的相关规则ꎮ 除了列明调整与非政府武装
团体进行人道交涉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之外ꎬ这一部分还概述了在国际法
和多边政策领域的相关发展ꎬ这里所说的多边政策以国际人道法为基
础ꎬ旨在为援助和保护脆弱人群而加强对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并与之
进行自主谈判的人道诉求ꎮ 第二部分讨论了美国有关对恐怖主义进行
物资支援法 律 的 新 发 展ꎬ 尤 其 是 最 近 的 霍 尔 德 诉 人 道 法 项 目 组 织 案
(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 ꎮ〔 ４ 〕 此外ꎬ该部分还研究了美国行政法律法规和捐助
政策对以各种形式支持列入名单的恐怖主义组织与个人的行为施加的
以反恐为由的制约ꎮ 该部分阐述了美国物资支援法与联合国安理会有
关全球反恐的几项决议之间的联系ꎮ 第三部分是主体ꎬ它提供了一个理
解国家反对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动因的解释性框架ꎬ然后概
括了人道界应对文中所述的法律与政策上的紧张态势可能采取的几种
方式ꎮ 结论强调ꎬ尽管存在紧张态势ꎬ但援助急需救生帮助之人的人道
必要与防止资源不当流入列入名单之“ 恐怖” 组织的安全必要ꎬ任何时
〔３〕

参见«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９ 条、«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和第 ２３ 条、« 第一附加

〔４〕

Ｕ. 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ꎬ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１３０ Ｓ. Ｃｔ. ２７０５(２０１０) .

议定书» 第 ７０ 条、«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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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不会很快消失ꎮ 除了确定这种紧张态势在概念上的性质外ꎬ与人道
组织开展对话的国家可能还试图确立某种程序、原则和实践ꎬ以促使在
此类局势下制订协调规划并执行人道行动ꎮ
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的国际人道法依据
本章简述了人道组织的使命以及国际人道法如何为这些组织与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接触提供有限但明确的法律
依据ꎮ 本章旨在概述构成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基础的规则ꎬ
这样就可以将这套规则与第二章中详加探讨的基于反恐制定的法律与
政策放在一起讨论ꎮ 本章在普遍接受的国际人道法解释的框架下概述
了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的多种法律规则ꎬ但未就在武装冲突
中提供或者接受人道援助的“ 权利” ( 如果存在) 的地位与内容进行讨
论ꎮ〔 ５ 〕

人道组织的使命
人道组织的核心与特有使命是为武装冲突时期需要救助的平民提
供救生援助ꎮ 为了输送这些援助ꎬ人道组织必须在行动上与法律上寻求

〔５〕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Ｈｅｉｋｅ Ｓｐｅｉｋ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Ｈｅｉｎｔｚ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ｊ Ｚｗｉｔｔｅｒ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 Ｂｅｒｌｉｎ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 － １８ꎻ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ꎬｉｎ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３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０ꎻＲｕｔｈ Ａｂｒｉｌ Ｓｔｏｆｆｅｌｓꎬ“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ａｐ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８５５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５１５ꎻ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ａｒｂｅｒꎬ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１ꎬＮｏ. ８７４ꎬ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３８３ －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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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或几个冲突参加方的同意ꎮ〔 ６ 〕 从实用性上讲ꎬ在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ꎬ如果平民受到非政府武装团体的控制ꎬ那么人道组织必须就其
进入该地区与该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谈判ꎬ而且多数情况下ꎬ人道组织
还须寻求其合作以确保自己行动的安全与完整ꎮ 虽然按照释义ꎬ人道援
助的目标限于为平民提供救生救助ꎬ但非政府武装团体可以直接或间接
从中获益ꎮ
与非政府武装团体交涉的国际人道法依据
国际人道法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
交涉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ꎮ〔 ７ 〕 例如ꎬ在提供人道服务( 暗含协调与输

〔６〕

寻求某一个或几个冲突参加方同意义务之内容与范围可通过援引条约规定与可适

用于具体情况的习惯法标准予以确定ꎮ 关于基于人道目的进入国际性武装冲突地区的( 包括
占领状态) 国际人道法条约之规定特别包含: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１０ 条、第 １１ 条、第 ２３ 条、第 ３０

条、第 ５９ 条和第 ６３ 条ꎻ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ꎮ 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此类规定包
含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３ 条( 公正的人道组织ꎬ例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可以为冲突各方提供

服务) ꎻ 第 二 附 加 议 定 书 第 １８ 条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Ｒｕｌｅ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Ｒｕｌｅ ５５ꎬｐｐ. １９６ － １９７( 发现此类习惯国际法规则:“ 参加武装冲突各方必须允许且协助为
急需救助之平民的人道救济物资迅速且无障碍地通过” ) 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言ꎬ第二附加
议定书比共同第 ３ 条的适用门槛高: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第二附加议定书规定ꎬ人
道组织必须得到相关缔约方的许可: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ꎮ 关于此规定的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评论认为ꎬ“ 相关缔约方” 原则上意味着掌握政权的政府ꎮ 在极个别情况下ꎬ若不能确

定何者为相关当局ꎬ鉴于对战争受难者的援助极为重要ꎬ且难以经受拖延ꎬ则推定得到了同意ꎮ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

４８８４. 该评论进一步阐明ꎬ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规定的国家同意的条件“ 绝不得损抑
列于共同第三条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倡议权” ꎻ因此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有权为冲突
各方中的战争受难者提供服务” ꎮ Ｉｂｉｄ. ａｔ ｐａｒａｓ. ４８９１ － ４８９２.
〔７〕

因为符合特定标准的武装团体非政府武装团体可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参加

方ꎬ本条聚焦于适用于此类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若要全面了解关于为了人道救助而
进入国际性武装冲突( 包括占领状态) 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ꎬ参见 ｅ. ｇ. Ｈ.
Ｓｐｅｉｋ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ｐ. ７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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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这些服务之意)〔 ８ 〕 以及照顾伤者、病者方面ꎬ〔 ９ 〕 国际人道法均有明确
规定ꎮ 联合国安理会至少以两种方式重申了这些法律依据ꎮ 第一ꎬ安理
会不断强调重视冲突“ 各方” 同意并协助人道救济行动的重要性ꎬ这暗
示了非政府武装团体应在运送救助物资上与人道组织合作ꎮ〔１０〕 第二ꎬ

〔８〕

共同第 ３ 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８ 条ꎮ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意见ꎬ国家可能

不认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提供人道救助是不友好的行为ꎮ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４１ꎻ
还可参见国际法院ꎬ尼加拉瓜境内反尼加拉瓜军事与准军事行动案的判决(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
众国)ꎬ１９８６ 年国际法院报告ꎬ第 ２４２ 段ꎬ法官普遍认为:“毫无疑问ꎬ对另一国家的人员或军队ꎬ而
不论其政治附属性或目标如何ꎬ进行严格限于人道目的的援助并不能认为是非法干涉ꎬ亦不能认
为它以其他方式违反了国际法ꎮ”虽然冲突各方可能就救济行动施加了特定条件ꎬ但这些条件不
能故意禁止向平民输送人道援助ꎬ即使这些平民处于敌方战线的后方ꎮ 参见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ａｒａｓ. ４８８７ ａｎｄ ４８８８ꎬ说明:“救济行动须严格遵守冲突方可能施加的条件( 例如:根据精确
的时间表与行程安排进行物资运送ꎬ检查护送车队)ꎮ”但强调:“一旦冲突方原则上接受了救济行
动ꎬ他们就负有合作的义务ꎬ尤其是协助救济物资快速通过与确保护送车队安全的义务ꎮ”
〔９〕

参见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伤者与病者应予收集和照顾ꎻ”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７ 条、第 ８ 条

与第 ９ 条第 １ 款:“医务和宗教人员应受尊重和保护ꎬ并在其履行职责中应得到一切可能帮助ꎮ 对这

类人ꎬ不应迫其执行与其人道使用不符的任务ꎮ”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在任何情况下ꎬ不问谁是受益者ꎬ任
何人均不应因进行符合医疗职责的医疗活动而受惩罚ꎻ”与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救
济团体ꎬ如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与太阳会)组织ꎬ得提供服务ꎬ对武装冲突受难者执行其传统的
职务ꎮ 平民居民即使在其自己主动下ꎬ也得提供收集和照顾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的服务ꎮ”

〔１０〕 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９６４ 号决议ꎬ关于索马里局势(安理会“吁请
∙∙
所有各方和武装团体采取适当步骤ꎬ确保人道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和保障ꎬ要求所有各方确保全

面、安全和不受阻碍的进出ꎬ以便及时把人道援助送交索马里各地需要援助的人”)ꎻ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９２３ 号关于乍得、中非共和国和苏丹的决议第 ２２ 段( 安理会“ 重申 各方有
∙∙
义务充分执行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原则ꎬ特别是那些关于保护人道人员的规则和原则ꎬ此外还请有关
各方依照适用的国际法ꎬ让人道人员立即、自由且无阻碍地接触所有需要援助的人”)ꎻ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８９４ 号决议第 １４ 段(就其关于“保护平民”的专题ꎬ安理会“强调武装冲突所有
∙∙
各方必须与人道工作人员合作ꎬ允许并便利他们接触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除了要求武装冲突所
有各方遵守他们依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之外ꎬ安理会还展现了一种趋势ꎬ即促请所有各方ꎬ包括武
装团体非政府武装团体ꎬ确保平民得到保护ꎬ平民的要求得到满足ꎮ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联合国
安理会第 １８９４ 号文件第 １ 段(安理会“要求武装冲突各方严格遵守依据国际人道法、人权法和难民法
∙∙
对其适用的各项义务ꎬ并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定ꎬ在这方面ꎬ敦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ꎬ尊重
∙∙
和保护平民并满足其基本需求”)ꎻ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４１７ 号决议第 ５ 段(关于刚果民

主共和国的局势ꎬ安理会“呼吁受影响地区的事实管辖当局确保平民受到保护和法治”)ꎻ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
１８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６４ 号文件序言(关于苏丹的局势ꎬ安理会着重指出“苏丹各反叛集团ꎬ特别是
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解放军/ 运动ꎬ也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ꎬ尊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ꎻ参
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ｅｓꎬ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８９ － １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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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曾要求人道组织就监督与报告由秘书长列出的非政府武装团体
与国家武装部队破坏人道救济的行为提供支持与合作ꎮ〔１１〕 换言之ꎬ安
理会不仅声明非政府武装团体应与人道组织接触以保证提供救难所需
援助ꎬ而且认为人道组织应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联络以防止其违反国际人
道法ꎬ尤其是针对妇女与儿童的违法行为ꎮ 国际人道法的这些规定及联
合国安理会支持人道援助的决议与禁止对列入名单的“ 恐怖主义” 组织
提供物资支援或资源的刑法呈现出紧张对立态势ꎬ规则之间的冲突就此
产生ꎮ
限制与特定武装团体交涉的反恐法律与政策
虽然国家颁布与制定了一系列类似于美国的法律与政策ꎬ但本文基
于三点考虑ꎬ仍着眼于美国刑法与反恐行政规则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相
关决议ꎮ 首先ꎬ从美国最高法院就霍尔德诉人道法项目组织案作出判决
以来ꎬ美国对物资支援行为享有的管辖权最为清楚ꎬ这成为许多国家制
定限制向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 包括但当然不限于武装冲突状态) 提供
援助或将其犯罪化的法律与政策的指南ꎮ 其次ꎬ自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
生恐怖袭击以来ꎬ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在制定与实施国内与国际反恐机制
上既扮演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又为此注入了智力创新ꎬ但这也常常使其
招致尖锐批评ꎮ 最后ꎬ虽然本文述及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多边谈判
及协商一致的结果ꎬ但人们广泛认同安理会就反恐作出的强有力且意义
深远的决议在过去并将继续深受美国方式的影响ꎮ〔１２〕 美国当前影响人
道交涉的反恐规则及其未来发展本身值得严密关注ꎬ不仅因为这些规则
〔１１〕

ＳＣ Ｒｅｓ. １６１２ꎬ２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ꎻＳＣ Ｒｅｓ. １８８２ꎬ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ꎻ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６０ꎬ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不应低估联合国安理会在制定多边反恐政策上的作用ꎮ 在探讨多国在“９ １１” 之

２０１０.

后为何制定类似的反恐法律时ꎬＫｉｍ Ｌａｎｅ Ｓｃｈｅｐｐｅｌｅ 将这种变化确定为“ 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
心散发 辐 射 ” ꎮ Ｋｉｍ Ｌａｎｅ Ｓｃｈｅｐｐｅｌｅꎬ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Ｖｏｌ. ４ꎬ２０１０ꎬｐ.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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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广泛的域外管辖权ꎬ而且因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影响到多边框架
与其他国家的国内管辖权ꎮ〔１３〕
美国反恐机制
美国反恐法律与政策机制———至少就其可能对人道主义产生的影

响而言———由法律、行政命令、移民与驱逐规定与行政规章组成ꎬ我们将
在下文中逐一概括ꎮ

禁止提供物资支援或资源
美国联 邦 法 律 禁 止 故 意 为 外 国 恐 怖 组 织 提 供 “ 物 资 支 援 或 资

源” ꎮ〔１４〕 本法所称 “ 物 资 支 援 或 资 源” ꎬ 包 括 任 何 财 产 ( 有 形 或 者 无

形) 或服务( 包括 住 宿、训 练、〔１５〕 专家建议或援助、〔１６〕 通讯装备、设施、

〔１３〕

其他国家的国内法ꎬ例如ꎬ澳大利亚同样对与武装团体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

涉产生影响ꎮ 参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Ａｃｔ １２ ｏｆ １９９５ꎬ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ꎬｃ. １０２. １ － １０２. ８(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ａｒａ Ｐａｎｔｕｌｉａｎｏꎬ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ꎬ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ｋｉ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 “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ꎬｉｎ ＨＰ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４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 － 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ｓ / ７３４７.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ꎻ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ꎬｉｎ ＨＰＣ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３ － ２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ｐｃ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ꎻ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Ｔｈｏｒｎｅꎬ “ Ｔｅｒｒｏｒ

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ꎬ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Ｉｓｓｕｅ ３７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ｐ? ｉｄ ＝ ２８７４ꎮ
〔１４〕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ａ) (１) ꎻ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ｇ) (４) 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 ｂ) (１)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来ꎬ国务卿将 ４９ 个组织确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ꎻ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 / ｃｔ / ｒｌｓ / ｏｔｈｅｒ / ｄｅｓ / １２３０８５.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 Ｕ. 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１５〕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ｂ) (２) ꎬ被定义为“ 旨在传授特定技能而非普通知识的指示

〔１６〕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ｂ) (３) ꎬ被定义为“ 来源于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业化知识”

或教授” ꎮ

的建议或援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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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１７〕 或交通) ꎮ

根据联邦法律ꎬ此禁令的唯一明确例外是关于提供药品与宗教物品

的规定ꎮ 其范围小于该类法律早期版本规定的免除范围ꎬ后者当时规定
“ 向非直接参与此等违反行为人员提供的人道援助” 不在禁止之列ꎮ〔１８〕

现行适用的关于“ 药品” 的豁免范围看起来只包含药品本身ꎬ因而似乎
排除了所有与提供医疗援助相关的其他活动( 如医疗或技能培训) 与资
源( 如医疗供应或设备) ꎮ〔１９〕 虽然人道组织可基于该法有限的依据向政
府申请免受起诉ꎬ但赋予此豁免的依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ꎮ〔２０〕

刑事责任的承担基于犯罪的客观因素( 所谓的犯罪行为———即实施

了违反禁止性义务的行为或未履行必需的义务) 与主观因素( 所谓的犯
意———就其行为达到明知或故意的程度) ꎮ 就物资支援而言ꎬ犯罪者不
必具有促进恐怖组织目标达成的故意即可违反此项法律ꎮ 确切地讲ꎬ提

供物资支援的人对该组织是外国恐怖主义组织( 即该组织由国务卿根据
美国法律确定为恐怖组织) ꎬ或者该组织曾参与或正参与恐怖行动ꎬ或恐

〔１７〕

根据该法律ꎬ“ ‘ 人员’ 一词意为ꎬ除非该人故意、企图或者合谋为一外国恐怖主义组

织提供一人或多人( 可能是其本人或者包括其本人) ꎬ并根据该恐怖主义组织指示或在其控制
之下工作ꎬ或者组织、管理、监督或以其他方式指挥该组织行动ꎬ否则任何人均不得根据该条受
到起诉ꎮ 完全独立于外国恐怖主义组织行动以达成其目的或目标的个人不应被视为根据外国
恐怖主义组织指示与在其控制下行事” ꎮ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ｈ) .
〔１８〕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１９９４ ｅｄ. ) ꎻ１１０ Ｓｔａｔ. １２１４ ｔｉｔｌｅ ＩＩＩꎬ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 Ｂ ｓｅｃ. ３２３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９〕

附随该最初立法制作的国会报告声称ꎬ药品“ 应被理解为限于药品本身ꎬ不能包含

２４ꎬ１９９６.

大批的医疗 供 应 品” ꎮ ５ Ｈ. Ｒｅｐｔ. １０４ － ３８３ꎬ ｓｅｃ １０３ꎬ１９９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ｈｉｌａｎ Ｔ. Ａｒｕｌａｎａｎｔｈａｍꎬ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ａｔ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０５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６０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４ꎬ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ｒｉｍｅ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ꎬＭａｙ １０ꎬ２００５ꎬ声称:“ 为防止疫情爆发ꎬ人道组织必须为难民提供水净化系统、厕所、
帐篷与其他诸如此类虽非‘ 药品’ 但发挥至关重要的医疗作用的物品ꎮ”
〔２０〕

“ 关于‘ 人员’ 、‘ 训练’ 或‘ 专家咨询或援助’ 等术语ꎬ如果此类向外国恐怖主义组织

提供的物资支援或资源获得国务卿的批准ꎬ并同时经司法部长同意ꎬ不得依据该条予以起诉ꎮ”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ｊ) . 然而ꎬ该法规定ꎬ“ 国务卿不得批准可能用于执行恐怖主义行动的物
资支援供应” ꎮ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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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分子行动达到明知程度即构成违反此项法律的行为ꎮ〔２１〕 此项法律禁
止为这样的组织提供、试图提供或合谋提供物资支援或资源ꎮ 违反此项
法律将被判处罚金或者最高刑期为 １５ 年的监禁ꎬ或者同时判处罚金与
监禁ꎮ 如果致人死亡ꎬ罪犯 “ 可能被判处任何年限的监禁或者终身监
禁” ꎮ〔２２〕 即使个人不是美国公民ꎬ只要其违反此项法律( 协助、教唆或与
他人合谋) ꎬ且后来被“ 带至或发现在美国ꎬ即使犯罪行为发生在美国境
外” ꎬ美国对该个人享有管辖权ꎮ〔２３〕 实际上ꎬ此项规定意味着ꎬ即使该组
织总部设在美国境外ꎬ其成员全部由非美国公民组成且完全在美国境外
行动ꎬ只要该组织人员身处美国ꎬ他们也受美国刑事管辖权的约束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在霍尔德诉人道法项目组织案中ꎬ美国最高法院对于

禁止故意为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 物资支援或资源” 之法令的合宪
性表示支持ꎮ 该案起因于 ２ 个团体和 ６ 名个人对此项法律在实施前提
出了挑战ꎬ他们就其想参加的 ３ 类行动是否违反此项法律ꎬ以及如果违

反ꎬ则适用于这些行动的此项法律又是否违反美国宪法请求作出裁决ꎮ
简言之ꎬ人道法项目组织和其他组织及个人想参加这些行动ꎬ但由于担
心因违反此项法律受到起诉而未付诸实施ꎮ 这三类行动是:训练库尔德
斯坦工人党成员运用国际法解决纠纷ꎻ教授库尔德斯坦工人党成员如何
向各种代表机构ꎬ如联合国ꎬ申请救济ꎻ代表居住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或
居住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开展政治宣传ꎮ 人道法项目组织提出理由
说明ꎬ某些宪法性保护———包括言论与结社自由、法律正当程序( 它禁止
过于模糊的刑法) ———使政府不得针对人道法项目组织提议的执行该法
令ꎮ〔２４〕

霍尔德诉人道法项目组织一案历经多年ꎬ经过美国多级法院直至最

〔２１〕

“ 恐怖主义” 被界定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０( ｄ) (２)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８８ ａｎｄ １９８９ꎬ“ 恐怖分子行动” 界定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２ ( ａ) (３ ) ( Ｂ)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ꎮ
〔２２〕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ａ) (１) .

〔２４〕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ｅｔ ａｌ. ꎬｐｐ. １７ － ２１.

〔２３〕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ｄ) (１) (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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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高法院作出判决ꎮ〔２５〕 １９９４ 年ꎬ国会颁布了« 暴力犯罪控制与法律执行
法案» ꎬ其中一节解释了为恐怖分子提供物资支援或资源的概念ꎮ〔２６〕

１９９６ 年ꎬ国会颁布了« 反恐与有效死刑法案» ꎬ它对禁止为恐怖分子提供
物资支援部分进行了修改ꎬ并增加了禁止为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资支援
或资源部分ꎮ〔２７〕 这些联邦刑事法律结合在一起ꎬ列明了为恐怖分子和
外国恐怖组织提供“ 物资支援或资源” 罪ꎬ并列举了大量被视作为这些
组织提供利益的行为ꎮ 后来制定的两部法律又对这两部分进行了经由
修改:一是“９１１” 之后制定的«２００１ 年美国爱国者法案» ꎬ该法案加重
了对“ 物资” 支援罪的刑罚ꎬ在禁止支援形式的名单中增加了“ 专家咨询
或援助” ) ꎻ二是«２００４ 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案» ꎬ该法案修改并
阐明了这两部分中的各种定义ꎮ〔２８〕 在低级法院的判决宣布此项法律中
的语言因模糊而无效后ꎬ美国政府针对该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ꎮ 简言
之ꎬ诉请最高法院认定该法案是否因言辞模糊和过分宽泛而违宪ꎮ
在其向最高法院所做的陈述中ꎬ人道法项目组织辩称« 美国宪法第
一修正案» ( 该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 ) 保护
它们意欲采取的在其看来是典型纯粹的政治自由的行动ꎻ这部物资支援
法语言模糊ꎬ不具公正性ꎻ其中部分条文将纯粹的言论犯罪化并基于言

〔２５〕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Ｒｅｎｏꎬ９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１１７６ꎬＣ. Ｄ. Ｃａｌ. １９９８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Ｒｅｎｏꎬ２０５ Ｆ. ３ｄ １１３０ꎬ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０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ꎬ３０９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１１８５ꎬＣ. Ｄ. Ｃａｌ. ２００４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３９３ Ｆ. ３ｄ ９０２ꎬ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４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ꎬ３８０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１１３４ꎬＣ. Ｄ.

Ｃａｌ. ２００５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Ｍｕｋａｓｅｙꎬ５５２ Ｆ. ３ｄ ９１６ꎬ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９ꎻ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Ｈｏｌｄｅｒꎬ１３０ Ｓ. Ｃｔ. ４８ꎬ２００９ꎻＵ. 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ꎬ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１３０ Ｓ. Ｃｔ. ２７０５ꎬ２０１０.
〔２６〕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Ａ.

〔２８〕

此项法律及其立法史之精彩总结ꎬ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ｏｙｌｅꎬ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

〔２７〕

１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２３３９Ｂ.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１８ Ｕ. Ｓ. Ｃ. ２３３９Ａ ａｎｄ ２３３９Ｂꎬ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Ｊｕｌｙ １９ꎬ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ｎａｔｓｅｃ / Ｒ４１３３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 宪法权利中

心参与了该案诉讼ꎬ组织收集了与该案有关的诉状与判决ꎬ包括本节涉及的所有案件文件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ｃｒ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ｒｇ / ｈｏｌｄｅｒ￣ｖ￣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１９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论的内容对之加以歧视ꎬ这是不被允许的ꎻ这种成问题的法律规定侵犯
了宪法奉为神圣的结社自由ꎮ〔２９〕 人道法项目组织声称ꎬ通过解释要求
具有促成外国恐怖主义组织非法目标故意之证据的法律ꎬ最高法院可避
免解决合宪性问题ꎮ〔３０〕
政府提出的理由主要依据«２００４ 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案»
规定的具体内容ꎬ这部法律修改了现行法律中的一些术语ꎬ如“ 故意” 、
“ 服务” 、“ 训练” 、“ 专家咨询或援助” 以及“ 人员” ꎮ 政府认为这部法律
不能仅仅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难以界定某些术语的适用ꎬ如“ 训练” 、“ 专

家咨询或援助” 、“ 人员” 或“ 服务” ꎬ就判决其因模糊而无效ꎮ 恰恰相反ꎬ
政府认为ꎬ“ 至于归罪事实是否能得到证明ꎬ偶然的不确定性并非模糊ꎬ
对于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存在的根本不确定才属于模糊” ꎮ〔３１〕 政府强调
了以下二者间的区别:具有被指定恐怖组织的成员资格或者独立推进了
该组织的政治目标并不为该法所禁止ꎻ但“ 提供物资支援以协助恐怖主
义” 的行为却不享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ꎮ〔３２〕 政府称ꎬ申请者“ 可参加库
尔德斯坦工人党与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ꎬ并与这些组织成员聚集在
一起商讨相互利益的问题” ꎮ〔３３〕 根据政府观点ꎬ当申请者想采取的行动
逾越“ 与恐怖主义组织商讨的界限” 时ꎬ物资支援法即对其加以规制ꎮ〔３４〕

多个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ꎮ 其中一份由多个非政
府组织联合提出的意见提到ꎬ此项法律对人道援助的提供产生了有害影
〔２９〕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ｅｔ ａｌ. ꎬｐｐ. １７ － ２１.

〔３１〕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ꎬｐ. １４.

〔３０〕
〔３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２１ － ２２.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 Ｒｅｐｌｙ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 ꎬ ｐ. ３８ꎬ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 Ｒｅｎｏꎬ２０５ Ｆ. ３ｄꎬ１１３０ꎬ１１３３ꎬ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０) . 在其答辩状中ꎬ通过援
引最高法院的判决ꎬ即“ 为合法辩论举行的和平集会不能归罪” ꎬ美国政府主张处于争论焦点的
物资支援法“ 完全符合这一原则:此项法律不禁止申请者与 ＰＫＫ 及 ＬＴＴＥ 的成员为合法辩论
而举行集会” ꎮ 但由于这些组织表明其愿意实施恐怖行动而非表达其政治观点ꎬ故此项法律阻

止分步骤 的 以 财 产 或 服 务 的 形 式 为 他 们 提 供 物 资 支 援 的 行 为ꎮ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ꎬｐ. ６１ꎬｃｉｔｉｎｇ Ｄｅ Ｊｏｎｇｅ ｖ. Ｏｒｅｇｏｎꎬ２９９ Ｕ. Ｓ. ３５３ꎬ３６５(１９３７) .
〔３３〕
〔３４〕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Ｒｅｐｌｙ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ꎬｐ. ３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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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

响ꎮ 这场辩论之所以引人瞩目在于他们宣称“ 提供人道援助常常需要与
当地参与者合作ꎬ并为其提供专家咨询与技术援助” ꎮ 他们强调ꎬ当提供
此类援助时ꎬ他们“ 严格遵守某些人道援助的普遍原则ꎮ 这些原则要求
所有援助提供者严格分清他们予以支持的人道行为与他们不予支持的
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 ꎮ〔３５〕 然而ꎬ这些组织强调ꎬ“ 在战区ꎬ尤其是在被
列为恐怖分子的组织控制与统治的地区ꎬ与此类组织及其成员或其支持
者进行交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ꎮ〔３６〕 这些组织主张ꎬ当向当地组织提供
训练或指导以促进人道援助行动时ꎬ他们正在参与属于« 宪法第一修正
案» 予以保护的行动ꎮ 同时ꎬ这些组织认为物资支援法“ 未明确规定在
什么情况下法庭之友可以开展一线的人道援助行动” ꎬ并以斯里兰卡的
情况为例ꎮ〔３７〕

对于美国依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ꎬ原告、政府与最高法院均未提起ꎬ
亦未解决ꎮ〔３８〕 可能令受教于这种法律体系( 规定国际法自动纳入国内
法或者国际法成为个人挑战国内法唯一依据的法律体系) 的人感到吃惊
的是ꎬ在美国诉讼参与人极少ꎬ只依据国际法来挑战联邦法律ꎮ 美国律
师反而是根据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制订挑战联邦法律的方案ꎮ〔３９〕 部
分由于这种原因ꎬ美国最高法院很少评价美国政府是否遵守了其国际法
义务ꎬ这远低于其他国家最高法院对其本国政府是否遵守国际法义务进
行评价的频率ꎮ 在本文写作之际ꎬ美国政府如何根据其国际人道法或国

〔３５〕

霍尔德诉人道法项目组织案ꎬ法庭之友意见ꎬ宪章中心、基督教和平缔造团、平民国

际、人权观察、国际危机组织、乔治梅森大学冲突分析与解决学院、圣母大学科罗克国际和平
研究院、行动美国、支持人道法项目和平呼吁基金会等ꎬ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５ － ２６ꎮ
〔３６〕

同上ꎬｐ. ２６ꎮ

〔３８〕

不同意见还提到了日内瓦公约ꎬ它们关系到原告提出的“ 教授 ＰＫＫ 成员如何向各种

〔３７〕

同上ꎬｐｐ. ２６ － ２７ꎮ

代表机构ꎬ如联合国ꎬ申请救济” 的提议属于何种类型的“ 救济” ( 省略的内部引文ꎻ不同意见中
予以强调) ꎮ 美国最高法院ꎬ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１３０ Ｓ. Ｃｔ. ２７０５ꎬ２７３９(２０１０) ꎮ
〔３９〕

该书除强调刑事程序之外ꎬ还全面考察各国法律制度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将国际法

律规则并入其国内法律秩序ꎬ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ｊｅ Ｂ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ｊｎ Ｆｒａｎｋｅｎꎬ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ꎬｉｎ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７ꎬ１４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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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权法义务来看待物资支援法尚不明确ꎮ〔４０〕
美国最高法院以 ６ 票对 ３ 票作出裁决ꎬ支持此项法律的合宪性ꎮ 最

高法院运用了根植于国会调查的广义替代性概念———即尽管某些外国
恐怖主义组织参加了政治与人道行动ꎬ但这些组织“ 因其犯罪行为而声
名狼藉ꎬ对他们的任何帮助都会成为犯罪行为的帮凶” ꎮ〔４１〕 最高法院指
出“ 国会曾避免对本应被禁止的独立支持行为施加限制” ꎬ而且国会的
确没有对“ 任何非直接针对外国恐怖组织的行为、非与该组织协调的行
为以及非由该组织控制的行为” 进行限制ꎮ〔４２〕 ３ 名大法官持不同意见ꎬ

他们声称政府至少应须证明“ 被告明知其提供的援助极有可能帮助这些
组织实现其非法的恐怖主义目标” ꎮ〔４３〕
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命令

乔治布什总统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签署了第 １３２２４ 号 行 政 命

令ꎮ〔４４〕 财政部下属的国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执行该命令ꎬ它授权政
府部门指定与冻结个人与实体的资产ꎬ只要他们特别对特定恐怖主义行
动、被指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 进行协助、支持或为之提供资金、物
资或技术支持或其他服务” ꎻ或者他们以“ 其他方式与被列明的恐

〔４０〕

关于美国国内反恐法与美国依据国际人道法的义务符合性问题的讨论ꎬ参见 Ｊｕｓｔｉｎ

Ａ. Ｆｒａｔｅｒｍａｎꎬ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ｒｅ 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ｓ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１７５０９６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ꎻ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ꎬ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Ｃｒｉｐｐｌ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ﬂｉｃｔ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１９３９００８(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ꎻ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Ｒ. ＷｈｉｔｅꎬＩＥＥＰＡ’ ｓ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ａ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０４ꎬＮｏ. ８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２０１９ － ２０５５ꎮ
〔４１〕

Ｕ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ꎬ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１３０ Ｓ. Ｃｔ. ２７０５ꎬ２７１０ꎬ２７２４ꎬ

〔４２〕

Ｉｂｉｄ. ꎬａｔ ２７１１.

〔４４〕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ｃｔ(５０ Ｕ.

２７２９(２０１０) .
〔４３〕

Ｉｂｉｄ. ꎬａｔ ２７４０.

Ｓ. Ｃ. １７０１ ｅｔ ｓｅｑ. ) ( ＩＥＥＰＡ) ꎬ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ｃｔ(５０ Ｕ. Ｓ. Ｃ. １６０１ ｅｔ ｓｅｑ. )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４５ꎬ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２２ Ｕ. Ｓ. Ｃ. ２８７ｃ) ( ＵＮＰＡ) ꎬ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０１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ｄｅ.

反恐中的人道交涉:规则冲突与新兴政策概览

１９３

怖分子或恐怖主义组织联络” ꎮ〔４５〕 国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被指定的个
人与实体置于其制作的“ 特别指定国民” 名单之上ꎬ并将其确定为“ 特别
指明的全球恐怖分子” ꎮ 除了少数例外ꎬ被指定的个人与组织在美国的
所有财产与财产性利益将被冻结ꎬ美国公民参加的关于此类财产与财产
性利益的交易或者发生在美国境内的与之相关的交易均予以冻结ꎮ 例
如ꎬ为了被指定的个人或组织的利益提供服务ꎮ 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命令禁

止美国公民向被指明的个人或组织捐赠目的在于缓解人们痛苦的物品ꎬ
如食物、衣服与药品ꎮ〔４６〕 国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可以向某些组织颁发一
般或特别执照准予其参与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指令以其他方式予以禁止的
某些特定行动ꎬ然而ꎬ根据公开的信息ꎬ我们还难以查明人道组织在什么
范围内曾成功取得了这种许可ꎮ
根据修改后的« 美国爱国者法案» ꎬ美国政府可以对被指定者施加

所有具有冻结效果的措施———包括冻结该人或该组织的财产以及将他
们进行的交易犯罪化———而不用实际将该人或该组织列入特别指定的
全球恐怖分子ꎮ〔４７〕 为实施所有冻结措施ꎬ政府只需宣称它已就这种实
体的指定展开调查即可ꎮ
根据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命令ꎬ国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出了几千个组织

与许多个人ꎬ其中大多数不具有美国国籍ꎮ〔４８〕 受制于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
命令的美国组织拥有更充分的宪法根据来挑战该命令ꎬ他们依据合理根
据原则与对所受指控的公平通知权ꎬ〔４９〕 对未经授权即施加的惩罚措施

〔４５〕

ＥＯ １３２２４ꎬ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 ｃ) － ( ｄ) .

〔４７〕

« 美国爱国者法案» 第 １０７６ 节修改了 ＩＥＥＰＡꎬ在« 美国法典» 第 １７０２ ( ａ) (１) ( Ｂ) 段

〔４６〕

ＥＯ １３２２４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５０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１７０２( ｂ) (２) .

的“ 调查” 之后ꎬ增加了“ 在调查前期予以冻结” 一句ꎮ
〔４８〕

受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命令约束的有关组织及个人的名单位于国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网

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ＳＤＮ￣Ｌｉｓｔ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４９〕

ＫｉｎｄＨｅａｒ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ｖ. ꎬ Ｉｎｃ. ｖ. Ｇｅｉｔｈｎｅｒꎬ６４７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８５７

( Ｎ. Ｄ. Ｏｈｉｏ ２００９) .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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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定的时机及程序提起了诉讼ꎮ〔５０〕 迄今为止ꎬ这些挑战尚未提及前
文所述的国际人道法规定ꎮ
移民与驱逐规定
除了要服从刑事与民事程序外ꎬ为特定非政府武装团体提供物资支
援的非美国公民可能被拒绝进入美国ꎬ或者被驱逐出美国国境ꎮ 通过这
种方式ꎬ反恐法律结合美国移民及驱逐规定对试图访问、定居于或移民
至美国的人道救济人员产生影响ꎮ〔５１〕 例如ꎬ外国人可基于如下原因被
拒绝进入美国或被驱逐出美国国境ꎮ
有合理理由认为该人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ꎬ实施了向被指定的组
织或未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或该组织的成员提供物资支援的行
为ꎬ除非该人提出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他对此毫不知情ꎬ且有理
由认为他不应知晓该组织是恐怖组织ꎮ〔５２〕
考虑到绝大多数移民诉讼记录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得ꎬ以及此项规定
的威胁性可能被用来劝阻个人提出移民申请或庇护请求ꎬ它在何种程度
上及在什么范围内运用于移民事务还不得而知ꎮ 无论如何ꎬ除了对本文
其他地方强调的人道交涉产生影响以外ꎬ那些从事难民、庇护以及重新
定居工作的人们还必须越发深刻地意识到反恐制度与保护寻求庇护者

〔５０〕

Ａｌ Ｈａｒａｍａ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 ꎬＩｎｃ. ｖ. Ｕ. Ｓ. Ｄｅｐ’ 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ꎬＣｉｖｉｌ Ｎｏ. ０７ － １１５５ －

ＫＩꎬ２００９ ＷＬ ３７５６３６３( Ｄ. Ｏｒ. Ｎｏｖ. ５ꎬ２００９ ) ꎻＡｌ Ｈａｒａｍａ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 ꎬＩｎｃ. ｖ. Ｕ. Ｓ. Ｄｅｐ’ 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ꎬ５８５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１２３３( Ｄ. Ｏｒ. ２００８) .
〔５１〕

最近ꎬ一位评论者结合利比亚实施救济行动的情况ꎬ对该规定的适用范围表达了忧

虑:“ 为人道机构工作的非美国公民———例如ꎬ我们紧急反应小组的同事来自爱尔兰、澳大利亚、
法国和加拿大———可能因为向‘恐怖主义组织’ 提供‘ 物资支援’ 而被禁止进入或返回美国ꎮ” 即
使是美国公民ꎬ他也会因此而面临起诉ꎮ Ａｎ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Ｈｅｌｐ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ｇｈｔｅｒｓ 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ꎬＴｈｅ Ｈｉｌｌ’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Ｂｌｏｇꎬ２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ｈｉｌｌ.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ｌｏｇ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１５２１４３￣ｏｎ￣ｔｈｅ￣ｌｉｂｙａｎ￣ｂｏｒｄｅｒ￣ｈｅｌｐ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ﬁｇｈｔｅｒｓ￣ｏ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
ｔ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５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ꎬｐａｒａ. ２１２( ａ) (３) ( Ｂ) ( ｉｖ) ꎻ８ Ｕ. Ｓ. Ｃ. ｐａｒａ. １１８２ ( ａ)

(３) ( Ｂ) ( ｉｖ) .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Ｅｌｌｅｎ Ｗａｓｅｍ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ｈｏｍｅｓｅｃ / ＲＬ３２５６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反恐中的人道交涉:规则冲突与新兴政策概览

１９５

及难民的国际、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ꎮ〔５３〕
行政规章
为了确保资金不被转移至被禁止的恐怖组织ꎬ“ 向美国国际发展署
申请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在资金被批准前证明他们不会为恐怖分子
提供物资援助” ꎮ〔５４〕 此类证明要求美国国际发展署资金的接受者证明
他们( 在 １０ 年之内) 没有且不会向外国恐怖组织、特别指定的国民、特
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ꎬ或者被依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２６７ 号决议成立的
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指定的个人或实体提供物资支援或资源ꎮ〔５５〕 除了审
查这些名单外ꎬ美国国际发展署资金的接受者必须证明他们会考虑ꎬ“ 申
请者可合 理 获 得 的 公 共 信 息  或 者 证 明 通 过 综 合 分 析 事 实 与 环
境申请者应意识到个人或实体与恐怖主义的联系” ꎮ〔５６〕 据称ꎬ非政
府组织要将向美国国际发展署申请的资金用于如约旦河西岸、加沙、索
马里、阿富汗与也门等地区ꎬ就必须经过更加烦琐的审查程序ꎮ〔５７〕
美国国际发展署要求提供的证明中没有明确涉及:
将美国国际发展署的资金或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商品提供
给美国国际发展署援助的终端受益者的情形除非资金接受者
〔５３〕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Ｓｔｅｖｅｎ Ｈ. Ｓｃｈｕｌｍａｎꎬ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ｗｉｃｅ: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ａｒꎬｉ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９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ꎬｐ. ９４９ꎻ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ꎬＤｅｎ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Ｂａｒｓ” ｏ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ﬁｒｓｔ.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ｄｆ / ＲＰＰ￣Ｄｅｎｉａｌ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ＦＵＬＬ － １１１００９ － ｗｅｂ.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４〕

美国国际发展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向国会研究部作出的陈述ꎮ Ｊｉｍ Ｚａｎｏｔｔｉꎬ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ꎬ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１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ｐ.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ｍｉｄｅａｓｔ / ＲＳ２２９６７.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５５〕

ＵＳＡＩＤꎬＡＡＰＤ ０４ － １４: Ｃｅｒｔｉﬁ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 Ｏ.

１３２２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２) ꎬ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ｐ. 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ｃｉｂ / ｐｄｆ / ａａｐｄ０４ ＿ １４.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６〕
〔５７〕

Ｉｂｉｄꎬｐ. ４.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Ｄｒ

Ｒａｊｉｖ

Ｓｈａｈꎬ ＵＳＡＩ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ꎬ Ｓｅｎ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１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ｋｉｒｋ.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 ｐ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ｄ ＝ １３７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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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受益者中的一人或多人实施、试图实施、宣传、协助或者
参加恐怖主义行动ꎬ或者曾经实施、试图实施、曾协助或参加恐怖主
义行动ꎮ〔５８〕
与物资支援法和第 １３２２４ 号行政命令一样ꎬ此类证明究竟会对人道

物资的最终受益者产生多大的影响ꎬ目前还不得而知ꎮ
多边反恐机制

安理会第 １２６７ 号 决 议 (１９９９ 年) 及 以 下 等 决 议 与 安 理 会 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２００１ 年) 及以下等决议

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 ７ 章的授权ꎬ联合国安理会制定了两种得以

对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产生影响的反恐机制:一种重点针对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ꎬ另一种并不针对特定组织ꎮ 安理会根据第 ７ 章所做
决议的规范性效力绝没有被夸大ꎮ 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与执行安理
会决议ꎬ包括ꎬ如有必要ꎬ则需颁布国内法ꎮ〔５９〕 安理会建立了大量机构
以执行这两种机制ꎮ 虽然本文所探讨的这两种安理会制定的反恐机制
在规范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内人道行动方面ꎬ还不能采取与美国物资支援
法相同的方式以及相同的明确程度ꎬ但这两项决议的措辞———尤其是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明显可为国家ꎬ尤其是希望限制人道组织与非政府武
装团体接触和交涉的东道国所利用ꎮ

第 １２６７ 号决议(１９９９ 年) 及以下等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冻

结由制裁委员会指定的个人与实体的资金与其他财产ꎬ并阻止被指定的
个人入境或过境ꎮ〔６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统一名单包含了 ３９５ 名个人、９２

〔５８〕

ＵＳＡＩＤꎬＡＡＰＤ ０４ － １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５ꎬｐａｒａ. 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ﬁｃａｔｉｏｎ.

〔６０〕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２６７ꎬ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９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３３３ꎬ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５９〕

Ｕ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ꎬＡｒｔ. ２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Ｕ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ꎬＡｒｔ. １０３.

１３９０ꎬ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４５５ꎬ１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５２６ꎬ３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４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６１７ꎬ２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７３５ꎬ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８２２ꎬ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ꎻａｎｄ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０４ꎬ１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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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体及与塔利班或基地组织相关的其他组织ꎮ〔６１〕 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
(２００１ 年) 及以下等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不向参与恐怖主义行
为的实体或个人主动或被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ꎬ并禁止其本国国民
以及在其境内的个人尤其为了帮助参与某些恐怖主义行动的个人或实
体提供任何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或金融或其他有关服务ꎮ〔６２〕 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进一步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将下述行为定为犯罪:本国国民
或在本国领土内ꎬ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ꎬ意图将
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 ꎬ确保把参
与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人绳之以法ꎮ〔６３〕 针对第 １２６７ 号决议
与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实施提起的国内与国际法律挑战被提交到欧共体、美
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巴基斯坦、土耳其与加拿大的法院以及人权委员
会ꎮ〔６４〕 到目前为止ꎬ这些异议集中在与列入名单与从名单去除机制相
关的正当程序问题上ꎬ而非人道交涉本身ꎮ

〔６１〕

统一 名 单 获 取 地 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ｓｃ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 １２６７ / ｃｏｎｓｏｌｉｓｔ. ｓ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６２〕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３７３ꎬ２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ｐａｒａｓ. １ ( ｄ ) ａｎｄ ２ ( ａ ) .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４５６ꎬ ２０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５３５ꎬ２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６２４ꎬ１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７８７ꎬ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８０５ꎬ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ꎻ ａｎｄ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６３ꎬ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６３〕
〔６４〕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３７３ꎬｐａｒａｓ. １( ｂ) ａｎｄ ２( ｅ) .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Ｔｚａｎ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ﬁ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ｂｄｅｌｒａｚｉｋ ｖ.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４９ － ２５１ꎻ Ｙｖｏｎｎｅ Ｔｅｒｌｉｎｇｅ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ꎬ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３１ － １４２. 联合国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与人权特别报告员声
称ꎬ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 ９ 年后还继续适用是对特定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作出的不适当反应ꎮ 第

１３７３ 号决议(２００１ 年) 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ꎬ并继续对诸多国际人权标准的保护造成威胁ꎮ 反
恐期间促进与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的第六号报告ꎬ联合国大会ꎬ第 Ａ / ６５ / ２５８ 号决
议ꎬ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ꎬ第 ６９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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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政府方式、洞悉对人道组织的影响并分析可能采取的
人道应对
上述两种规范的轨迹似乎背道而驰———一种根植于国际人道法ꎬ它

承认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重要性ꎻ而另一种
则旨在禁止为“ 恐怖组织” 提供物资支援ꎮ 多数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政府颁布这种彼此矛盾的规范性法律最终目标何在? 人道组织ꎬ尤其那
些作为捐助者与政策创新者深度介入全球人道项目中的组织ꎬ如何能更
好地理解政府采取的方式? 本章简要分析了几种可能的解释ꎬ以帮助解
读在规则彼此矛盾时国家可能采取的不同行为ꎮ 其次ꎬ本章讨论了这些
不同的规则可能给人道组织带来的影响ꎬ以及人道组织可能如何予以应
对ꎮ
解读政府采取的方式
为解读国家所采取的行为ꎬ本节简要确定了 ４ 种可能的解释ꎬ即国

家一方面认识到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与非政府武装团体交涉的重要
性ꎻ另一方面ꎬ通过反恐法律与政策限制这种交涉ꎮ
完全禁止
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将国家最终目标视为完全禁止 对列入名单的
∙∙∙∙
非政府武装团体提供利益、支援或与之协调ꎬ即使这种禁止可能导致平
民完全得不到人道服务ꎬ或者致使在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地
区的主要人道行动终结ꎮ 例如ꎬ２００１ 年ꎬ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广泛呼吁
结束所有有利于“ 恐怖分子” 的“ 支持” ꎬ这正反映了此种解释ꎮ〔６５〕

这种“ 完全禁止” 式的解释认为国家的思维具有连贯性和战略性ꎮ

〔６５〕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ꎬ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ｅｗｓ Ｂｒｉｅﬁｎｇꎬ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ｌａｙ.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２００４１１１８０４１８２７ / 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００１ / ｔ０９１８２００１＿ｔ０９１８ｓｄａ.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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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

国家正在作出明确的选择ꎬ其对安全利益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人道原则
或者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人道依据的重视ꎮ 这种模式下ꎬ国家甚至
将人道组织视为反恐斗争中无知的“ 弱点” ꎬ他们未加思索ꎬ在不知不觉
的情况下为危险的好战组织提供了援助与政治上的合法性ꎮ
减缓
关于这些彼此矛盾之规则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ꎬ国家设法减少给予
非政府武装团体的利益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国家希望利用国内法、国际政
策与捐助政策来限制人道参与者与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的互动ꎬ因为国
家想通过增加人道组织的责任以限制这种互动给安全造成的威胁ꎮ 这
种解释认为ꎬ这两种规则并非相互矛盾ꎬ而是表明如果人道组织在与列
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问题上不采取规定的步骤ꎬ他们就要承
担责任ꎮ 例如ꎬ联合国安理会于第 １６１９ 号决议中在为索马里努力提供
有限人道 援 助 问 题 上 规 定 了 监 督 与 报 告 制 度ꎬ 这 正 是 “ 减 缓” 的 体
现ꎮ〔６６〕

“ 减缓” 政策对于单个国家可能是合理的ꎬ它作为国家为增加人道

组织责任制定的连贯方式中的一环ꎬ也的确发挥了作用ꎮ 然而ꎬ若要全
世界的人道活动者都满意于各种个别捐助者、国家与多边组织制定的减
缓与责任标准则不太现实ꎮ
分化
第三种解释认为一国内部政策缺乏整体性ꎬ某些国家机构将反恐措
施置于首要位置ꎬ而其他国家机构则重在促进人道行动ꎮ 在某种程度
上ꎬ“ 分化论” 者对禁止与非政府武装团体交涉持反对意见ꎬ他们认为这
些原则表面上不一致与混乱的本质就是:不一致与混乱ꎮ “ 分化论” 范
式认为由于反恐怖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互竞争规范上的优越性ꎬ从而致使
国家法律与政策缺乏内在的协调统一ꎮ 源于碎片化的不确定性可能是
有意为之ꎬ也可能是无心之举ꎬ但这种模式意指不能确定什么是最高国

〔６６〕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１６ꎬ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 ｐａｒａｓ. ４ꎬ５ꎬ ａｎｄ １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７２ꎬ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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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ꎮ 例如ꎬ当说完物资支援法后ꎬ〔６７〕 立刻就谈到美国将大量资金用
于人道援助ꎬ〔６８〕 这显然是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 与子部门) 缺乏必要的
行动协调ꎮ
根据“ 分化” 论ꎬ国家被视为内部分裂ꎬ政府体系内部缺乏适当的沟
通渠道ꎮ 根据这种解读ꎬ国家明显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制定的反恐法律和
政策对国际支持与援助产生的功能性影响ꎮ 的确ꎬ国家就如何协调这两
种规则缺乏宏观战略ꎮ 当然ꎬ反恐法律和政策反映了国家维持多重政治
与安全目标的意图ꎬ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这种方式可能使国家将人道参与
者视为防御对象ꎮ
纳入
对国家采取行为的最后一种解释是纳入ꎮ 国家既没有通过加重人
道组织的问责来设法进行“ 路线校正” ꎬ也不希望限制在其看来人道组
织在达成武装行动者愿望上表现出的过分之举ꎬ国家反而将这两种自相
矛盾的规则当做将人道主义“ 纳入” 国家安全和政治目标的基础ꎮ 这种
观点认为人道组织为安全参与者提供了关键情报以及直接军事救济支
援ꎮ〔６９〕
〔６７〕

« 美国法典» 第 １８ 章ꎬ第 ２３３９Ｂ 条( ａ) (１ ) 规定:“ 任何人故意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

物资支援或资源ꎬ或者试图或合谋这样做ꎬ根据本条将被判处罚金或者最高刑期为 １５ 年的监
禁ꎬ或者同时判处罚金与监禁ꎮ 如果致人死亡ꎬ罪犯可能被判处任何年限的监禁或者终身监
禁ꎮ”
〔６８〕

全 球 人 道 援 助ꎬ “ 美 国: 国 家 侧 影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６９〕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ｓꎬ “ Ｅｎｖｏｙ ｌａｍｅｎｔｓ ｗｅａｋ 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ａｌｉｂａｎ ” ꎬ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ﬁｌｅ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ꎬ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ｅａｔｔｌｅｔｉｍｅｓ. ｎｗ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８９６１１７６＿ａｐｕ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ꎬ美国
将‘ 部分通过建立情报架构ꎬ重点解决( 阿富汗情报不足的问题) ’ 部分通过在阿富汗提供人道
援助或其他服务的私人援助组织ꎮ 他估计美国关于阿富汗 ９０％ 的情报都依赖于援助组织提
供ꎮ” 还可参见ꎬ美国大使馆ꎬ伊斯兰堡ꎬ“ 美国部队对洪灾的救济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ꎬ输送了

２. ５ 亿磅的救援物资” ꎬ美国中央司令部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ｍｉｌ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ﬂｏｏｄ / ｕ￣ｓ￣ｔｒｏｏｐｓ￣ｒｅａｃｈ￣ﬂｏｏｄ￣ｒｅｌｉｅｆ￣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ｄｅｌｉ￣ｖｅｒ － ２５ － ｍｉｌｌｉｏｎ￣ｐｏｕｎｄｓ￣ｏｆ￣ａｉｄ ( 最
后访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 ꎬ声称“ 对巴基斯坦洪灾实施救济与援助的美国军用飞机自 ８ 月 ５

日美国军用飞机在巴基斯坦执行任务以来共运输了 ２. ５ 亿磅救济物资ꎬ这达到另一个人道的
里程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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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在“ 纳入” 模式下ꎬ可以认为政府并非通过制定规则以减轻这种危
害而是通过建构规则以使人道组织愈加整合到国家的援助、重建与安全
日程上ꎬ以应对人道援助转移与恐怖组织的潜在合法化ꎮ 这种方式将人
道以及人道社会进入平民的“ 心灵与思想” 视为当代反叛乱和反恐怖主
义行动的中心ꎮ
对人道组织的潜在影响及可能的应对
本节讨论上述由法律和政策组成的复杂网络可能会对人道组织及
其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环境下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ꎬ然后确定人道组织
可能以哪些方式应对这些影响ꎮ
当然ꎬ难以确定对人道组织或其人员进行起诉的实际可能性有多
大ꎮ 此处讨论的反恐法律以及由相关政府部门( 不论它是美国最高法
院、司法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或美国国际发展署) 就这些法律作出的
解释对大量的行动构成威胁ꎬ而这些行动却经常得到相同政府部门的支
持、鼓励、规划或资助ꎮ 捐助国政府可以保持这种立场———即尽可能地、
非正式地、暧昧与含蓄地进行捐助———只要捐助国政府不认为外国恐怖
组织对其国家安全或政治利益构成严重威胁ꎮ 然而ꎬ如果这种平衡因国
家更重视可察觉到的安全问题而被打破时ꎬ国家可能( 追溯性地) 援引
刑法或其他惩罚措施来对付人道组织ꎮ
即使假设对国际人道组织不予起诉的趋势得以延续ꎬ但除刑事责任
之外ꎬ这些法律和政策还会产生什么其他影响呢? 尽管就这些刑法与行
政法对人道领域产生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性或以案例为基础的研
究ꎬ但整个人道业界应对许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思考ꎮ
首先ꎬ可能出现这种情况ꎬ规定向被列入名单的实体提供物资支援
( 包括训练与专家咨询) 为犯罪的法律ꎬ它们的制定与确实扩大的适用
范围将开始对政府在资金选择问题上产生影响ꎬ即如果政府认识到它们
的人道援助资金将被用于被列入名单的组织部分或全部控制的领土ꎬ政
府为了使这些援助不会最终落入恐怖分子手中ꎬ可能决定不会继续提供
资金ꎮ 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ꎬ例如ꎬ在索马里ꎬ一个被指定的恐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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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组织( 即激进组织青年党ꎬ美国与相关国际组织均将其列入名单) 控
制了索马里的大片领土ꎮ〔７０〕
其次ꎬ这里讨论的法律和政策产生的最复杂也最令人忧虑的一个影
响可能几乎无法衡量这些立法给反恐目标带来的利益:这是令人恐怖的
影响ꎮ 当人道组织面临刑事惩罚威胁ꎬ或由于为了在列入名单的组织活
跃〔７１〕 地区执行项目而受到必须履行的愈加严格的行政程序的威胁ꎬ在
对其不利行动被采取前而可能简单决定缩减或停止其项目时ꎬ这种事情
就发生了ꎮ 有趣的是ꎬ有证据表明有的人道组织停止了训练行为ꎬ有的
减少了申请紧急状态政府资金的请求范围ꎬ有的因感到承担责任的风险
太高而重新考虑工作重点ꎮ〔７２〕 因为法律与政策的混乱与自相矛盾ꎬ这
种令人恐怖的影响造成的严重危害是ꎬ人道组织主动对自己施加的限制
远远严格于这些法律的实际限制ꎮ 人道组织可以选择保守的方式完成
其最重要的项目ꎬ虽然这会导致减少对急需救助的平民的援助ꎮ 考虑到
当前人们普遍感觉来自特定国家或某些宗教信仰组织的人员受到检查
或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很高ꎬ人道组织可能有选择地限制自己的合作组
织及人员或者与之进行的合作ꎬ以减少自己暴露的危险ꎮ
可能的人道对应
通过审查国际人道法中有关中立与公正的人道组织在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局势下开展工作的规定ꎬ显然ꎬ中立的人道主义中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可信赖的组织能有多大空间与武装冲突各方———特别是对接触脆
弱人口有控制权的冲突方———进行交涉ꎮ 的确ꎬ在武装冲突环境下ꎬ如
〔７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ｅｔｔｌｅｍａｎꎬ“ Ｕ. Ｎ. Ｏｆﬁｃｉａｌｓ Ａｓｓａｉｌ Ｕ. Ｓ. ｏｎ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Ｓｏｍａｌｉ Ａｉｄ” 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ｐ. ８ꎬ报告称ꎬ２００９ 年ꎬ“ 美国政府本年度为索马里提供的资金还不到

２００８ 年的一半ꎬ部分因为联合国机构和私人援助组织拒绝签署严密警戒援助物资分发的协议ꎬ
因其认为这将使得物资运输变得几乎不可能” ꎮ
〔７１〕
〔７２〕

例如ꎬ反恐证明ꎬ上文“ 行政规章” 一章中所述ꎮ
联合国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与人权特别报告员在记者招待会上称ꎬ人道领域有一

种感觉ꎬ即由于慈善援助将会被认定为间接支援恐怖主义组织ꎬ第 １２６７ 号决议对人道援助具
有“ 令人恐怖的效果” ꎮ 联合国公共信息部ꎬ“ 反恐中的人权保护特别报告员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 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ｅﬁｎｇ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０ / １０１０２６ ＿
Ｓｃｈｅｉｎｉｎ. ｄｏｃ.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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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果人道援助成为敌人战线后方平民获得救生食物、洁净水、医疗、住所与
衣物的唯一可靠来源ꎬ人道组织与武装冲突各方( 并不怀疑他们代表其
他冲突各方的外交政策目标)〔７３〕 进行直接谈判的能力ꎬ成为这些组织维
持其中立地位并为需救助平民提供服务的最关键的工具之一ꎮ 以为平
民提供基本服务为目的ꎬ这种即使与最声名狼藉的领导者进行接触的空
间并在与之打交道时享有的受保护的自治性居于国际人道法朴素认识
的核心ꎬ即人道组织应在缓解痛苦上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ꎮ
学者们指出ꎬ国际人道法既不能创立一种“ 人道交涉权” ꎬ也不能为

人道组织创设在其希望的任何时间、以其选择的任何方式开展活动的无
限权利ꎮ〔７４〕 然而ꎬ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至少承认公
正的人道组织依其自己选择可为武装冲突各方提供服务ꎮ〔７５〕 的确ꎬ根
据 ６０ 多年前制定的共同第 ３ 条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各方不再将
其( 例如ꎬ要求提供人道服务) 看做不友好行为ꎬ也不再对有组织提出要
为冲突受难者提供援助而感到愤怒ꎮ〔７６〕 正是这种假设使得反恐模式改
变了方向ꎮ
如果上述明确的几种影响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道工程和
项目ꎬ人道组织可能作出一系列战略和战术反应ꎬ从承认( 部分地) 融入
安全与政治方式到( 有选择地) 中断其与某些捐助者的关系以( 部分地)
停止在某些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行动ꎬ例如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
行动ꎮ〔７７〕 然而ꎬ为应对更为现实的、触及人道主义核心的威胁( 即直接
与武装冲突各方接触并为平民的利益提供服务的自主权) ꎬ如下所述ꎬ人
道组织可在基本规范层面作出应对ꎮ

〔７３〕

如上文注释 ８ 所提及的ꎬ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实施

〔７４〕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Ｙ.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

〔７６〕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４１.

人道救济可能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ꎮ
〔７５〕

３７.

〔７７〕

共同第 ３ 条ꎬ参见上文注释 ６ 和注释 ８ꎬ及相关条文ꎮ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ﬂ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ｐ. ２７ －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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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调整与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的新规则
一边是人道法律及政策ꎬ另一边是反恐法律及政策ꎬ如果二者间的
紧张关系正如本文中所凸显的那样根深蒂固的话ꎬ那么人道界可能要下
决心采取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将重心放在制定新的国内或国际规
则上ꎬ这些规则能够明确规定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人道组织在与非政
府武装团体接触上发挥的作用与使用的手段及方法ꎮ 这些规则可能表
现为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新条约ꎬ或者表现为其他即将被编纂为国
内法的原则性的人道国际宣言ꎮ 在国际人道法创新与发展的前期阶段ꎬ
对国家军事和安全利益的人道限制大多体现在条约文本之中ꎮ 主流人
道组织在参与早期国际人道法造法及解释的鼎盛时期主要依据的是道
德基础ꎬ而如今ꎬ这可能不足以支撑其从法律上肯定与非政府武装团体
的独立合作ꎮ 当国内冲突被限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内时ꎬ这种合
作ꎬ不论其意图有多么仁慈ꎬ都可能被视为给国家的政治与安全目标带
来不可接受的危险ꎮ
制定新政策以便利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的谈判
如果不能通过与国家进行公开与正式对话来制定关于与非政府武
装团体接触的条款ꎬ人道组织自身可能有必要对其加以阐释ꎬ将其作为
用以评判组织行动的职业标准ꎮ 与选择制定规则及聚焦于实体法不同ꎬ
这种政策导向性的方式有可能需要与国家以及不同背景下的军事代表
签订特别协议ꎬ而且可能很难在整个人道行业进行协调ꎮ 有些人主张ꎬ
通过政策导向性方案来解决本文提出的两难困境可能需要人道组织的
自律ꎬ即通过展示人道组织有能力与意愿规范自己与非政府武装团体的
接触ꎬ并试图限制可能落入列于恐怖名单上的组织手中的援助ꎬ对反恐
要求作出回应ꎮ 有些组织消极应对人道界提出的适当勤勉与自律的建
议ꎬ或尝试对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施加集体限制ꎮ 较大规模的非政府
人道组织与联合国机构就其执行的接触行为可能愿意接受来自特定捐
献者或东道国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规定( 例如ꎬ上述美国国际发展署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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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章ꎬ或者如巴基斯坦、苏丹或斯里兰卡等东道国对非政府组织提出
的要求) ꎮ 这种安排可能比对与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有关的规则进行大
规模标准化更可取ꎬ后者包括建立使敏感信息接受外部监督的职业标准
与责任程序ꎮ
“ 选择退出”
人道组织还可能得出结论ꎬ根据政治或其他限制ꎬ制定新规则与颁
布适用于整个体系的标准皆不可能ꎮ 对于那些将自己名誉、与非政府武
装团体接触的能力以及其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其对人道原则的
承诺上的组织ꎬ上述关于反恐的法律和规章可能被视为造成特别伤害与
构成极度危险ꎮ 这些组织可能选择“ 退出” 受到反恐法律制约的紧急人
道行动ꎬ即包括对救生物资与服务进行谈判并运送至由列入名单的非政
府武装团体控制的领土的人道交涉ꎮ 这样的组织可能置身于发生内战
的国家ꎬ但不会采取任何使自己与这些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
接触的行动ꎮ 尽管认识到这样做会减少对由被列入名单组织控制之平
民的援助ꎬ但这些人道组织还是可能选择“ 退出” 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
武装团体的接触ꎬ对于其在战场上的工作作出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
择ꎮ
规避
人道社会可能作出的另一选择是试图规避反恐机构的检查ꎮ 虽然
认识到刑法与授权者制定的限制性规章对其行动的可适用性ꎬ但这些组
织可能尽力模糊其与非政府武装团体的接触( 例如ꎬ通过租用私人公司
的车辆而不向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交税ꎬ或者通过将技术训练伪
装成与该团体的非正式会议) ꎮ 其他组织可能只是简单地不向捐助者与
国家机构披露其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进行联络的情况ꎬ甚至在
该组织一线办事处与总部之间也不传递这样的信息ꎬ这违反了可适用的
法律以及与捐助者的协议ꎮ 这种“ 不问、不说” 的方式可能得到那些试
图巧言否认受让人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特定关系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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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表的默许甚或鼓励ꎬ这样有助于保证大量的人道援助资金仍能够被
运送到有非政府武装团体活动的目标地区ꎮ 这种方式可能在短期内使
接触行为达到维持现状的状态ꎬ但长远看会导致重大责任ꎮ 不像“ 选择
退出” 那样ꎬ“ 规避” 的应对方式可能完成了主要的人道使命ꎬ但也损害
了其他核心的职业原则ꎬ如透明性、责任性与协调性ꎮ 这种方式可能招
致非政府武装团体过多的干涉ꎬ因为当他们意识到人道组织寻求以非透
明方式行动时ꎬ他们就可以对人道援助的条件施加额外的影响ꎮ
“ 选择参与”
鉴于这里讨论的风险ꎬ人道社会内的某些组织可能想到的最后一种
方式是“ 选择参与” 在政治与安全部门领导下的一体化救济与保护行
动ꎮ 尽管人道组织可能因此丧失未来与列入名单的非国家行为体接触
的重要的独立性与自治性ꎬ但这种方式可能在与非政府武装团体合作以
及加大提供物资与服务的范围上ꎬ留有更大的空间( 虽然这种互动处于
严格限制与严密监督之下) 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即使制定了具有严格限制
的物资支援法的国家也可能会允许以其他方式进行非法接触并开展惠
及列入名单的组织的行动ꎬ因为国家确定对人道组织工作的监督与监管
可以允许某些支援物资落入列于名单上的非政府武装团体手中ꎮ 尤其
是对于虽然颁布了限制性物资支援法ꎬ但又有大量援助预算的政府ꎬ将
人道组织整合到政治与安全机制内可能是最好的方式ꎬ这样既保持了对
脆弱人口的支援ꎬ也维持了政府作为捐助国的国际荣誉ꎮ 在这种模式
下ꎬ国家可能允许一小部分“ 经过审查” 的人道组织执行援助行动ꎬ包括
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装团体接触ꎬ或许依靠最为杰出且长期存在的组
织执行被批准项目的主要部分ꎮ 对于人道组织而言ꎬ这种方式的益处是
将法律责任与不可预测性降至最低ꎬ以及允许其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
装团体进行某种接触ꎬ但代价是ꎬ在某些冲突局势中ꎬ其工作的范围和行
动独立性要受制于其无法控制的政治与安全决定ꎮ 此外ꎬ非政府武装团
体与受益人可能会对以此类方式“ 选择参与” 捐助国安全机制之人道组
织的独立性与中立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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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理解可能制定的豁免与许可制度的问题ꎬ可见于近来在人道
机构内部展开的激烈讨论ꎮ〔７８〕 人道社会中的某些人道组织将这种方式
视为最大限度降低责任与风险的最好且最安全的短期战略ꎬ它向捐助国
表明人道组织会严肃对待因向恐怖实体不当分配资金而造成的威胁ꎮ
其他人道组织担心将这些制度引入人道谈判会导致双重制度问题———
不顾作为基础的国际人道法与国际规范框架ꎬ而是根据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的国内法律责任而决定准予豁免的行动及不予豁免的行动ꎮ
结论
本文论及的由法律与政策交织的网络似乎在许多方面都使人道行
动者不知所措:这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规范框架ꎬ因为一个层面上的成
功或守法很可能导致另一个层面的风险与责任ꎮ 然而ꎬ几十亿美元的人
道资金仍继续流向人道组织ꎬ而且它们几乎都行动于受列入名单的非政
府武装团体控制的国家ꎬ或者在该领土的部分区域开展行动ꎮ 在联合国
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与其他论坛上ꎬ各国继续对人道进入与援助的相关
原则表示支持ꎮ 捐助者继续鼓励人道组织以透明、负责任的方式行动ꎮ
如此说来ꎬ作为一个专业领域ꎬ作为一套法律及规范原则ꎬ人道主义不可
能在反恐日程的重压下消失ꎮ 然而ꎬ这里描述的矛盾几乎肯定逐渐对人
道实践与政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要平衡这些相互矛盾的规则ꎬ则要
求在总部的行动筹划阶段和一线的项目实施阶段ꎬ拓展相关谈判技巧ꎬ
并从法律上对人道职业有一个彻底的理解ꎮ

〔７８〕

这些架构性制度允许人道组织申请独立的、基于特定背景的刑事或行政豁免以在这

些地区执行行动ꎬ如列入名单的组织控制的地区ꎬ或者极有可能必须得与列入名单的非政府武
装团体进行接触的地区ꎮ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
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戴维特克∗著 / 朱雁新∗∗译

摘要
武装冲突与剥夺自由总是无情地结合在一起ꎮ 由非国家武装团体
采取的剥夺自由是当代武装冲突突出的非国际性特征的后果ꎮ 无论拘
留当局的性质或其拘留行动的整体合法性如何ꎬ剥夺自由都会对被拘留
的个人产生严重的人道影响ꎮ 因此ꎬ尽管需要采取人道行动ꎬ但有效交
涉会受到某些阻碍ꎬ例如ꎬ武装团体合法化这类可以感知的风险ꎮ 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始人亨利杜南具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开始ꎬ该组织就
致力于克服这些障碍ꎮ 为此ꎬ它利用其在政府拘留中开展人道行动的经
验ꎬ并使其适用于武装团体的迫切需求及其拘留实践的特性ꎮ 虽然工作
并非一帆风顺ꎬ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此方面仍具有独特的作用ꎬ并努
力改善着被武装团体剥夺自由人员的拘留待遇和条件ꎮ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夜晚ꎬ在尼日尔北部阿加德兹大区的塔泽尔扎伊
∗ 戴维特克就职于红十字国际会委员会ꎮ 撰写本文时ꎬ他在 ＩＣＲＣ 瑞士日内瓦 ＩＣＲＣ 拘

留处任 顾 问ꎮ 本 文 仅 代 表 作 者 个 人 观 点ꎬ 并 不 必 然 反 映 ＩＣＲＣ 的 立 场ꎮ 作 者 对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ꎬＫａｒｉｎｅ ＢｅｎｙａｈｉａꎬＥｄｏｕａｒｄ Ｄｅｌａｐｌａｃｅꎬ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ｍａｎꎬＧｒｅｇ Ｍｕｌｌｅｒ 和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 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ꎮ
∗∗ 西安政治学院武装冲突法研究所副教授ꎬ法学博士ꎮ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０９

特ꎬ尼日尔正义运动袭击了尼日利亚武装部队的一个前哨ꎬ他们共杀死
１５ 人ꎬ〔 １ 〕 抓获 ７２ 人ꎮ〔 ２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对此发起了人道应
对ꎬ在一周内被获准接触被拘留人员、提供紧急医疗照顾并促成释放了

３４ 名重伤员ꎬ〔 ３ 〕 随后又两次探视了其余被拘留人员ꎬ提供物资援助———
例如毛毯、衣服、卫生用品、食品———以及医疗援助ꎬ并参与了一次与尼
日尔正义运动的保密双边会谈ꎬ以确保那些被剥夺自由人员享有人道的
拘留待遇和条件ꎮ〔 ４ 〕
本文考察了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非政府冲突方( 下称武装团
体) 就其拘留实践所进行的人道交涉ꎮ〔 ５ 〕 这样做是希望有助于就人道

〔１〕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ａｔｃｈ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ꎬＮｏ. ４７ꎬｐ. 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ＣｒｉｓｉｓＷａｔｃｈ / ２００７ / ｃｗ４７. ａｓｈｘ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２〕

“ Ａｉｄ ｆ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Ｎｉｇｅｒ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ꎬ ｉｎ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２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３〕

ＩＣＲＣ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７ꎬ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５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ａｆｒｉｃａ / ６２４０８４６. ｓ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ꎬ 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 “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ＣＲＣ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ꎬ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８ / １９ꎬ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ｎｉｇｅｒ￣ｎｅｗｓ￣０４０２０８.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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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ＲＣꎬ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８ / １９ꎬ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ＲＣ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６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５〕

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的适用ꎬ参见«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

遇的日内瓦公约»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放签署ꎬ７５ Ｕ. Ｎ. Ｔ. Ｓ. ３１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以下
称 ＧＣ Ｉ) ꎬ«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放签署ꎬ７５

Ｕ. Ｎ. Ｔ. Ｓ. ８５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以下称 ＧＣ ＩＩ) ꎬ«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放签署ꎬ７５ Ｕ. Ｎ. Ｔ. Ｓ. １３５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以下称 ＧＣ ＩＩＩ) 和« 关于战时保
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放签署ꎬ７５ Ｕ. Ｎ. Ｔ. Ｓ. ２８７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
效ꎬ以下称 ＧＣ ＩＶ) 的第 ３ 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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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附加议定书»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开放签署ꎬ１１２５ Ｕ. Ｎ. Ｔ. Ｓ. ６０９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ꎬ以
下称 ＡＰ ＩＩ) 的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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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与武装团体的交涉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ꎮ〔 ６ 〕 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ꎬ与武装团体的全面人道交涉应包括“ 说服他们尊重人道和人
权原则ꎬ其中包括:人道对待被俘战斗员和其他丧失战斗力的人员ꎬ而不
加以任何歧视ꎬ并去尊重他们的权利” ꎮ〔 ７ 〕

围绕这一问题ꎬ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ꎬ每部分针对一个主题ꎮ 引

言之后的第一部分有关武装团体ꎬ介绍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武装团体
实施拘留的现实性及其对被拘留人员的影响ꎮ 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人道
参与者ꎮ 它概述了就拘留实践与武装团体进行人道交涉所面临的法律
和行动方面的障碍ꎮ 第三部分涉及 ＩＣＲＣꎮ 它对 ＩＣＲＣ 的人道行动进行
了分析ꎬ解释其行动的对象以及其工作如何应对武装团体剥夺自由的行
为ꎮ
武装团体采取的剥夺自由
« 日内瓦公约» 致力于对拘留的不同方面加以规范ꎬ正如该公约中

诸多条款所证明的那样ꎬ武装冲突与剥夺自由总是无情地结合在一起ꎮ
公约订立后的 ６０ 年里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拘留的影响ꎬ与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相比ꎬ在学术、政治和人道方面都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审查ꎮ 在 ２１

〔６〕

Ｓｅｅ Ｇｅｒａｒｄ ＭｃＨｕｇ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ｅｓｓｌｅｒ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ꎬＯＣＨＡ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ꎬｐ. 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ｒｗ / ｌｉｂ. ｎｓｆ / ｄｂ９００ｓｉｄ / ＲＵＲＩ￣６ＬＫＳＡ９ / ＄ ｆｉｌｅ / ｕｎ￣ｏｃｈａ － ３０ｊａｎ.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ꎻＣｌａｕｄｉａ Ｈｏｆｍａｎｎꎬ“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６ꎬｐ. ３９６ꎬ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Ｗｉｔｈｅｒｓꎬ“ Ｃｈｉｌｄ￣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Ｈｏｗ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 Ｗｔａｔｅ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ꎬｉ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ꎬ
Ｓｗｉｓ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ｏｏｋ: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ｗｉｓ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ＳＨＲＢ / ｓｈｒｂ ＿０２. . . / ３４７ ＿２４％ ２０ｗｉｔｈｅｒｓ.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７〕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ｒａｓｅｋꎬＶｉｖｅ ｌａ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２００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 ｏｒｇ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ａｃｃｏｒｄ /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 / ｖｉｖｅ￣ｌ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ｈ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１１

世纪的前 １０ 年ꎬ武装冲突的性质主要是非国际性的ꎬ〔 ８ 〕 即冲突至少包
括一个非国家武装团体ꎮ〔 ９ 〕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并不少见ꎬ也不一定是小规模的ꎮ 仅在 ２１ 世

纪前 １０ 年ꎬ就发生了多次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
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阿富汗的塔利班、科特迪瓦的新生力量军、苏丹的
苏丹人民解放军、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
放军等武装团体剥夺人们自由的事件ꎮ
类型繁多、特征各异
正如“ 武装团体的多样类型决定了武装团体的特征各异” ꎬ〔１０〕 其对

待被拘留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ꎮ 拘留的范围、频度和地点不同ꎬ可用于
拘留管理的基础设施、专业技能和财力也不相同ꎮ 有些武装团体明确承
认被拘留者的人道权利并因此约束其成员的行为ꎬ而有些武装团体则不
然ꎮ 但显然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不是个别、小规模和初级的ꎮ 新生力量
军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ꎬ在与政府爆发冲突后ꎬ它获得了对科特
迪瓦北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ꎬ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７ 年间ꎬ该团体利用政府
的拘留设施ꎬ展开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常规拘留行动ꎮ 在军队和警察的
协助下ꎬ新生力量军通常将政府军成员等与冲突相关的被拘留者和违反
普通法律的被拘留者隔离开ꎬ并使后者受到象征性的审判ꎮ 总的看来ꎬ
新生力量军剥夺自由的行为表面上“ 与政府很相似” ꎮ

在武装团体剥夺自由的各项特征中ꎬ最需要考察的是其根本 “ 目

〔８〕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ＣＲＣ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ꎬ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９２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Ｃ. Ｈｏｆ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３９６.
〔９〕
〔１０〕

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和«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Ｔｅｒｅｓａ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ꎬ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 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ｄ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ＨＤＣ＿ＭＰＳ２＿Ｅ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Ｍ. Ｍａ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 １１ꎬ也认为“ 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主体的特点差别较大”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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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ꎮ 武装团体剥夺对方武装力量成员的自由目的是保护己方的军事利
益或安全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７ 日ꎬ在尼泊尔哈利科特地区ꎬ尼泊尔共产党
( 毛主义) 抓获了 ６２ 名皇家陆军成员ꎮ〔１１〕 在此类情况下ꎬ后果就是事实
上的拘留ꎬ即剥夺自由以减少被拘留者带来的严重的安全威胁ꎬ但并无
意对他们提出刑事指控ꎮ 然而ꎬ少有证据显示武装团体建立了清晰的拘
留体制和正当程序规则ꎮ〔１２〕 “ 被拘留者” 只是被关押ꎬ直至武装团体基
于安全和政治考虑ꎬ认为方便时才将其释放ꎮ 相反ꎬ也有的武装团体以
刑事违法为由对个人实施“ 逮捕” 、“ 审判” 或“ 宣判” ꎬ此时ꎬ拘留是武装
团体维护其控制地区刑事法律和秩序的一种手段ꎮ〔１３〕 例如ꎬ在斯里兰
卡ꎬ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拥有一套复杂的司法制度———包括“ 一
套等级体系内的 １７ 个法庭”〔１４〕 ———从而作出监禁等不同判决ꎮ〔１５〕 的
确ꎬ要将这些例子区分开来是一种误导: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和泰米
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都会以与武装冲突有关或无关的理由惯常性地
剥夺人们的自由ꎮ
此外ꎬ有些武装团体剥夺人的自由是为了将其扣为人质ꎮ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在哥伦比亚有 ３ 年时间里劫持人质处于顶峰ꎬ武装团体———主
要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要对大约 ３３３８

〔１１〕

ＩＣＲＣꎬ“ Ｎｅｐ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ｌｋ Ｈｏｍｅ － ６２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ＣＲＣ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ꎬ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５ / ５１ꎬ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６ｇ９ｇｈｋ.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１２〕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３ 条和第 ７８ 条要求对持续拘禁平民被

拘禁 人 员 的 原 因 作 定 期 审 查ꎮ 在 非 国 际 性 武 装 冲 突 中ꎬ 可 参 见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ꎬＶｏｌ. Ｉꎬｐｐ. ３４７ － ３５２ꎮ
〔１３〕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 “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Ｆａｉｒ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４〕

Ｉｂｉｄꎬｐ. ４９４.

Ｊｕｓｔｉｃｅ?”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７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４９０ － ４９５.
〔１５〕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ｔｏｋｋｅ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ｍｉｌ Ｅｅｌａｍ Ｓｔａｔ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Ｔ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ꎬ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２７ꎬＮｏ. ６ꎬ

２００６ꎬｐ. １０２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ｙｅｄ Ｒｉｆａａｔ Ｈｕｓｓａｉｎꎬ “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ａｍｉｌ Ｅｅｌａｍ ( ＬＴＴＥ) : Ｆａｉｌ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 ꎬｉｎ Ｋｌｅｊｄａ Ｍｕｌａｊ( ｅｄ. ) ꎬＶｉｏｌｅｎｔ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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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起赎 金 绑 架 案 中 的 １４９０ 起 负 责ꎬ 这 几 乎 是 全 世 界 所 有 绑 架 案 的

５０％ ꎮ〔１６〕 由于劫持人质不可避免地会给被劫持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
影响ꎬ因而被人道法严格禁止ꎮ〔１７〕 但应强调的是ꎬ与一般认识相反ꎬ并
非所有武装团体的剥夺自由的行为都等于劫持人质ꎮ 仅当剥夺自由伴
有对个人的生命、身心完整或自由的威胁ꎬ并以第三方的让步为目标时
才构成劫持人质ꎮ〔１８〕 如果缺少这些因素ꎬ正如下文所分析的ꎬ无论武装
团体剥夺自由的行为合法与否ꎬ前述的拘禁和拘留都不属于劫持人质ꎮ
人道影响
如果说各类武装团体彼此间实施拘留的性质有所不同ꎬ相较于国家
拘留的性质也不同ꎬ但理解他们拘留实践之影响的出发点却出乎意料的
一致ꎬ即“ ( 无论拘留当局性质如何) 不管相对于俘获者还是就其所处的
环境而言ꎬ被拘留者都处于特别脆弱的状态” ꎮ〔１９〕 而且由于被武装冲突

敌对方关押的人对己方的忠诚ꎬ以及通常情况下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ꎬ
因此ꎬ可能尤其脆弱ꎮ
不管怎样ꎬ武装团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或一般特征会增加某些人道
顾虑发生的可能性或加重其后果ꎮ 对特定地区的控制会使对维持拘留
所需人道条件至为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受到限制ꎬ缺乏有效等级的平行领
导结构会妨碍旨在保护被拘留者规则的执行ꎬ无法雇用外部人员会限制
该团体应对急性人道危机的能力ꎮ 鉴于武装团体的多样性ꎬ因此ꎬ法完
〔１６〕

Ａｒｔｕｒｏ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Ｓｕａｒｅｚꎬ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１７〕

ＧＣＩ － ＩＶꎬＡｒｔ. ３(１) ( ｂ) ꎬＡＰ ＩＩꎬＡｒｔ. ４(２) ( ｃ) .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５ꎬＮｏ. １ꎬ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ꎬｐ.

２５.

〔１８〕

Ｓｅｅ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 ＩＣＲ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Ｔａｋｉｎｇ”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８４６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４６７ － ４７０ꎻ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ｓｔａｇｅｓꎬ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１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ꎬ１３１６ Ｕ. Ｎ. Ｔ. Ｓ. ２０５ (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３) ꎬＡｒｔ. １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Ｕ. Ｎ. Ｄｏｃ. ＰＣＮＩＣＣ /
２０００ / １ / Ａｄｄ. ２(２０００) ꎬＡｒｔｓ. ８(２) ( ａ) ( ｖｉｉｉ) ａｎｄ ８(２) ( ｃ) ( ｉｉｉ) ꎬｐ. １２９ ａｎｄ ｐ. １４７.
〔１９〕

Ａｌａｉｎ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ＩＣＲ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ａｒ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７ꎬ２００５ꎬ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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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列出所有此类可变因素ꎬ也无法全面总结它们对被拘留者产生的影
响ꎮ 但并非武装团体的所有特征都不利于被拘留者ꎬ常常被认为是武装
团体身份和行为基本支柱的宗旨、文化和拥护者ꎬ〔２０〕 可能都会成为拘留
中给予人道待遇和条件的因素ꎮ
除武装团体自身的特征外ꎬ武装团体实施拘留的某些共性对被剥夺
自由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ꎬ这包括缺乏司法监督、拘留管理专业知识以
及可支配的财力资源等ꎮ〔２１〕 或许对武装团体而言ꎬ最特别之处在于往
往将人员拘禁于偏远的秘密场所ꎬ且缺少标准的拘留场所ꎮ〔２２〕 武装团
体向具有各种资源优势的国家开战ꎬ其必然的后果就是武装团体的生存
要依靠暗中行动ꎮ 对于被拘留者而言ꎬ其结果就是缺乏基本的物资和服
务、无法与家庭联系、频繁被转移、遭受严寒酷暑等ꎮ〔２３〕
此外ꎬ武装团体拘留所固有的秘密性质使被拘留者有身受敌对行动
影响的危险ꎮ〔２４〕 例如ꎬ２００５ 年ꎬ斯里兰卡空军被指在一次针对泰米尔伊
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攻击中ꎬ无意中杀害了一名陆军军人ꎮ〔２５〕 讽刺的
〔２０〕

Ｇ. ＭｃＨｕｇｈ ｅｔ 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ｐ. １７ － ２１ꎬ武装团体特征的重要内容是其“ 动机ꎬ结

构ꎬ行为原则ꎬ利益ꎬ支持者ꎬ需求ꎬ文化ꎬ对人口和地区的控制” 等ꎬ它们“ 可以协助谈判以获得
最佳结果” ꎬ对人道参与者而言也是如此ꎮ
〔２１〕

即便是资源相对丰富的武装团体ꎬ被拘留者的直接管理人员也无权介入财政、人事、

〔２２〕

但有一些明显的例外ꎬ如前述新生力量军的拘留行动ꎮ 而且有的武装团体是在冲突

〔２３〕

Ｓｊöｂｅｒｇ 指出ꎬ被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剥夺自由的人员“ 被关押在条件艰苦的丛林中

装备和设施等关键事务ꎮ
对方控制下的人口集中的城镇实施拘留ꎬ此时对拘留场所要严格保密ꎮ
( 缺乏药品、 医 疗 和 食 物) ꎬ 不 断 发 生 生 病 和 死 亡 的 情 况” ꎮ Ａｎｎ￣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ｊöｂｅｒｇ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 ＰｈＤ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 １７０. 关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相关介绍ꎬ参见第 ２２５
页ꎮ

〔２４〕

违反了«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和第 ５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ꎮ Ｓｊöｂｅｒｇ 指

〔２５〕

该事件尚未被斯里兰卡空军证实ꎮ Ｓｅｅ“ ＳＬＡＦ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Ｗ Ｃｅｎｔｒｅ￣Ｖａｎｎｉ

出ꎬ被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关押的人员处于敌对行动的危险之中ꎮ 参见同上ꎬ第 １７０ 页ꎮ

Ｒａｄｉｏ” ꎬｉｎ Ｎｏｗ Ｐｕｂｌｉｃꎬ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ｏｗ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ｓｌａｆ￣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ｏｗ￣ｃｅｎｔｒｅ￣ｖａｎｎｉ￣ｒａｄｉｏ(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ꎬ ａｎｄ “ ＳＬＡ ’ ｓ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ｉｎ Ｃｕｓｔｏｄｙ Ａｓ ＰＯＷ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ＳＬＡＦ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 ꎬｉｎ Ｓｉｂｅｒ Ｎｅｗｓꎬ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ｂｅｒ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９０２１９２０５８.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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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开拘留场所ꎬ被拘留者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解救他们的军事行动
的威胁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阿富汗也有此类事件发生ꎬ当时对一个塔利班拘
留场所实施攻 击ꎬ 虽 然 成 功 解 救 了 ２７ 名 被 拘 留 者ꎬ 但 有 ５ 人 不 幸 遇
难ꎮ〔２６〕

人道交涉的障碍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及其对被剥夺自由者造成的潜在严重后果证
实了人道交涉的必要性ꎮ 然而ꎬ就人道参与者而言ꎬ〔２７〕 进行人道交涉困
难重重ꎬ其 中 许 多 都 被 认 为 关 乎 是 否 要 与 武 装 团 体 接 触 这 一 根 本 问
题ꎮ〔２８〕 本文则仅就针对被剥夺自由者开展的人道活动有着特殊或严重
影响的法律和行动方面的障碍加以研究ꎮ
拘留的权力
与武装团体交涉中有关拘留的障碍是证明武装团体拥有剥夺自由
的法律权力ꎬ并确定该权力的范围ꎮ 国内法仅将此项权力赋予了政府ꎬ
而国际法对此的理解则不同ꎮ 一种理解是ꎬ人道法规定了在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剥夺自由的待遇和条件ꎬ但未确立其合法性ꎮ 亦即ꎬ由于缺乏
明确授权ꎬ因而相对于国内法而言ꎬ并不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ꎬ人道法
至多只是不禁止剥夺自由而已ꎮ 根据这一推论ꎬ由于武装团体实施的拘
∙∙∙
留不具有合法依据ꎬ一些人道参与者可能甚至会在试图与其进行交涉时
〔２６〕

“ ＮＡＴＯ ｆｏｒｃｅｓ ｒａｉｄ ｓｅｃｒｅｔ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ｒｉｓｏｎ” ꎬｉｎ Ｓｙｄｎｅ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ＦＰ) ꎬ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ｍｈ. ｃｏｍ. ａｕ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 / ｎａｔｏ￣ｆｏｒｃｅｓ￣ｒａｉｄ￣ｓｅｃｒｅｔ￣ｔａｌｉｂａｎ￣
ｐｒｉｓｏｎ － ２０１００８１８ － １２ｆａｙ.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２７〕

本文所指的“ 人道参与者” 包括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国、ＩＣＲＣ 以及国际非

〔２８〕

Ｓｅｅꎬａｍｏｎｇｓｔ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Ｔ.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 ａｎｄ Ａｎｎ￣Ｋｒｉｓｔｉｎ Ｓｊöｂｅｒｇꎬ “ Ｄｅａｌｉｎｇ

政府组织ꎮ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ꎬ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ꎬ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ꎬ２６ － ２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ａｔｅｗａｙ.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Ａ＿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ｉｌ.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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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阻止ꎮ
另一方面ꎬ国际人道法可被理解为暗示授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方可
剥夺人员自由ꎮ 的确ꎬ如果不是理解为有权进行拘留和拘禁的话ꎬ那么ꎬ
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中“ 因拘留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 和
“ 正规组织之法庭” 的规定ꎬ以及«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中
关于“ 被拘禁” 人员的规定就纯属多余了ꎮ〔２９〕 此外ꎬ将该项权力扩展至
武装团体也符合“ 交战方平等” 的原则ꎬ根据该原则ꎬ无论冲突的合法性
及冲突各方的性质如何ꎬ人道法都为冲突各方设定了相同的标准ꎮ〔３０〕
如果这些“ 权力” 得到承认ꎬ那么每项权力都将引发更加复杂的考
量ꎬ对此进行完整评估已超出本文的范畴ꎮ 总之ꎬ拘留的权力会引发非
国家主体是否有能力制定 “ 法律” 、武装团体是否有 “ 正规组织” 的法
庭、〔３１〕 能确保多大程度上的必要司法保障等问题ꎮ〔３２〕 与此类似ꎬ对拘
禁的授权也提出了若干问题ꎬ如武装团体能否确立拘禁的合法依据、〔３３〕
拘禁的基础是否应反映国际性武装冲突人道法〔３４〕 、在多大程度上能确

〔２９〕

在 ＩＣＲＣ 看来ꎬ条约和习惯人道法都包括有拘留的权力ꎬ可认为为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提供了拘留的法律依据ꎮ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ｙｅ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 ２０７.
〔３０〕

在人道法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武装团体接受和遵守它的基础ꎮ 也就是说ꎬ被禁止

剥夺自由进而无法有效实现军事目标的武装团体会认为人道法有利于敌方ꎮ 有关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的“ 交战方平等” ꎬ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ｏｍｅｒꎬＪｕｎｇｌ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ａｓ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
Ｎｏ. ８６７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６８１ － ６８２ꎮ
〔３１〕

包括在共同第 ３ 条的含义中ꎬ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ｏｍｅｒꎬ第 ６７１ ~ ６７６ 页ꎮ

〔３３〕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Ｗａｙｓ ｔｏ

〔３２〕

见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第 ４ 款和«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６ 条ꎮ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７ － １８.
〔３４〕

后续的问题是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拘留当局应否执行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Ｏｌｓｅｎꎬ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８７１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６１６ － ６２７.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１７

保程序保障ꎬ包括由独立和公正的机构来审查每个被拘禁者ꎮ〔３５〕
更要紧的是ꎬ即便相关权力得到承认ꎬ人道法所固有的性质也使其
仅能将这些“ 权力” 延伸至与冲突具有联系的剥夺自由中ꎮ〔３６〕 国际法并
未向与冲突无关的剥夺自由提供任何暗含的法律依据ꎮ〔３７〕 因此ꎬ科特
迪瓦的新生力量军、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
姆猛虎解放组织等团体会被“ 允许” 在其控制领土内ꎬ对反对派武装的
成员进行关押、“ 起诉” 和“ 审判” ꎬ其理由是违反战争法而非执行刑事司
法———即实施了普通法上的罪行ꎮ 因此ꎬ针对此类拘留的人道交涉从来
都是存在争议的ꎮ
规范框架
如果缺乏对拘留的明确授权并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ꎬ接下来的挑
战是决定用何种规范性框架来调整被武装团体拘押人员的待遇、条件和
正当法律程序ꎮ 人权法列出了对被拘留者的全面保护ꎬ〔３８〕 它们被一些
武装团体认为是可接受的开展人道对话的基础ꎬ〔３９〕 但其适用性却是个

〔３５〕

Ｓｅｅ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 “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 该文是 ＩＣＲＣ 关于国际人道法和当代武装冲突挑战的报告的附
件ꎬ报告表达了 ＩＣＲＣ 的立场ꎬ公布于 ２００７ 年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大会ꎮ
〔３６〕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６ 条规定了因“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刑事违法” 而被追诉和被惩处

〔３７〕

如果类推占领法或能解决这一难题ꎮ Ｚｅｇｖｅｌｄ 主张类推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日

人员的司法保证ꎮ

内瓦第四公 约 第 ６４ 条 会 平 衡 “ 国 内 法 律 体 系 统 一 的 原 则 和 权 力 交 叉 的 现 实 ” ꎮ Ｌｉｅｓｂｅｔｈ

Ｚｅｇｖｅｌｄꎬ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ꎬｐ. ７１.
〔３８〕

参见«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 ＩＣＣＰＲ) ꎬ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开放签署ꎬ１９７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生效ꎬ第 ６ 条、第 ７ 条、第 ９ 条、第 １４ 条和第 １５ 条ꎻ«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ꎬ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生效ꎻ«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ꎬ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通过ꎻ«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ꎬＡ / ＲＥＳ / ４３ / １７３ꎬ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通过ꎮ
〔３９〕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ＪＥＭ) ꎬ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ＪＥＭ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Ｄｅｃｒｅｅ Ｎｏ. ７１ꎬ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ｕｄａｎｊｅｍ.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１０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ｊｅｍ￣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２１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难题ꎮ 尽管在武装冲突中人权法的适用是毋庸置疑的ꎬ〔４０〕 但一般认为
其只对相关国际文书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ꎬ这一解释完全基于公约本身
的条文ꎬ〔４１〕 “ 人权法旨在规范代表国家的政府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４２〕

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理解ꎮ 虽然出现的反对观点代表了要求武装团体承
担完全责任的重要趋势ꎬ但它尚未得到普遍认可ꎮ〔４３〕 其实ꎬ如果按照反
对观点———人权法仅适用于对领土行使行政控制的武装团体〔４４〕 ———最
终受到约束的武装团体将屈指可数ꎮ

与此相反ꎬ人道法明确约束武装团体ꎮ〔４５〕 共同第 ３ 条和« 第二附加

议定书» 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所有主体以确保对被剥夺自由者的基
本保护ꎮ 即便这样ꎬ有效的人道交涉还是会因缺乏对拘留的全面规制而
受到挑战ꎮ 与国际性武装冲突法相反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约法
中ꎬ规制拘留、转移、拘禁的程序保障等问题的规则不是欠缺就是不够具
体ꎮ〔４６〕
此外ꎬ以可适用且相关的规则为基础所进行的交涉ꎬ可能会因武装
团体不愿承认国际法对其行动的规制而受到阻碍ꎮ 武装团体反对“ 主要
〔４０〕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４１〕

例如ꎬＩＣＣＰＲ 第 ２ 条对“ 每一缔约国” 加诸了相应义务ꎮ

Ｏｐｉｎｉｏｎ) ꎬ[２００４] Ｉ. Ｃ. Ｊ. Ｒｅｐ １３６ꎬｐａｒａ １０６.
〔４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ｌａｐｈａｍ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６ꎬｐ. ３６.
〔４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ꎬ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ｒａｓｅｋꎬ 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６０ － ６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ｈｒｐ.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６ / １０５＿ｒｅｐｏｒｔ＿ｅ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４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ｏｍｕｓｃｈａｔꎬ “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ｔｏ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ꎬ ｉｎ Ｈ.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ꎬ Ｋｒｉｓｅｎ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ｅｒ Ｓｃｈｕｔｚ (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ｒ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ꎬ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Ｗｉ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
ＶｅｒｌａｇꎬＢｅｒｌｉｎꎬ２００４ꎬｐ. ５８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 Ｃｌａｐｈａ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ｐ. ２８３ － ２８４ ａｎｄ Ａｎｎｙｓｓａ Ｂｅｌｌａｌꎬ
Ｇｉｌｌｅｓ Ｇｉａｃｃａꎬ ａｎｄ Ｓｔｕａｒｔ Ｃａｓｅｙ￣Ｍａｓｌｅｎ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８ － ２８.
〔４５〕

参见共同第 ３ 条和«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Ｓｏｍ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ｐ.

６６０ － ６６３ꎻ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ｐ. ４９６ － ４９７. 尽管注意到“ 对于为何武装团体应受某
些国际人道法规则约束存在不同的法律解释” (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ꎬ前注 ３３ꎬ第 １２ ~ １３ 页) 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
Ｃｌａｐｈａ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 ２８０ꎬａｎｄ Ａ. Ｂｅｌｌａｌ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ｐ. ９ － １０.
〔４６〕

Ｊ. Ｐｅｊ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９ꎬｐｐ. １８ － １９ꎬ２７.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１９

由国家制定主要面向国家且执行机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４７〕 国际
法ꎮ 但是ꎬ从政治或意识形态基础上全面反对国际法并不是武装团体的
原则ꎮ 事实上ꎬ存在许多武装团体公开接受国际法〔４８〕 或表示接受类似
标准的例子ꎮ 例如ꎬ１９８８ 年ꎬ承诺遵守«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之前ꎬ菲律宾新人民军司令部发布了一项关于“ 正确对待战俘”〔４９〕 的政
策ꎬ该政策虽然很简短ꎬ但规定了几项被剥夺自由人员的实质性权利及
保护ꎬ反映出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规定ꎮ〔５０〕 较之彻底反对国
际法ꎬ更常见的是反对某些特定原则ꎮ 通常武装团体认为这些原则不利
于其战争努力ꎬ以及如果遵守这些规则会造成实质性的经济、后勤或其
他负担ꎮ 因此ꎬ对人道参与者而言ꎬ明确并援用可适用的、相关、全面且
可被接受的规范框架ꎬ可能会对与武装团体进行有效交涉造成障碍ꎮ
合法化的危险
除这些主要的法律挑战之外ꎬ一切人道交涉还可能受到所谓武装团
体不当“ 合法化” 的威胁:〔５１〕 国家认为交涉可能会对武装团体宣称对某
一领土具有合法权力形成支持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禁止“ 为外国恐
怖组织故意提供物质支持或资源” 是符合宪法的ꎬ它明确认为:〔５２〕

〔４７〕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ｉｎ Ｊａｎｎ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ｅｄｓ. ) 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Ｔ. Ｍ. Ｃ. Ａｓｓ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７ꎬＶｏｌ. １０ꎬｐ. ６３.
〔４８〕

诸多例证之一是印度人民革命阵线在 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９ 届人权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声

明ꎬ将“ 明确遵守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 ３ 条” 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ｌｌｏｗ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Ｒｅｌｅｎｔｌｅｓ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ｉｐｕｒ” ꎬ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９ꎬ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３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ｏｄｅ / ７５１７５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１(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
〔４９〕

“ Ｍｅｍｏ ｏｆ Ｍｅｌｉｔｏ Ｇｌｏｒ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１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８” ꎬ

ｉｎ ＮＤＦＰ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ＮＤＦＰ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Ｏｎ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Ｕｔｒｅｃｈｔꎬ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２００９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 ꎬｐ. ９２. 事实上ꎬ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并不存在“ 战俘” 的概念ꎬ但一些武装团体为暗示具有国家地位而强调自身的人道
责任ꎬ并故意使用了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这一词汇ꎮ
〔５０〕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９２ － ９３.

〔５２〕

１８ Ｕ. Ｓ. Ｃ. § ２３３９Ｂ( ａ) (１) .

〔５１〕

Ｔ.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１１.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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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支持意味着“ 以和平、合法的行为” 通过外国团体以
多种方式助长恐怖主义重要的是ꎬ它有助于赋予外国恐怖组织
以合法性〔５３〕 ———“ 合法性” 可使这些团体更容易维持下去、招募人
员并筹集资金———而这些都有助于促成“ 更多的恐怖袭击” ꎮ〔５４〕
按照上述推论ꎬ合法化的危险并非只是政治讨论的后果ꎬ而是可能
源自人道交涉和有关活动ꎬ例如ꎬ训练和提供“ 专业意见与援助” ꎮ〔５５〕 因
此ꎬ无论人道交涉、合法化以及“ 更多的恐怖袭击”〔５６〕 之间是否确实存在
因果联系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扼要阐述了一些国家提出的观点ꎬ该观点
有效排除了人道行动可导致此类后果ꎬ并否认其与国际人道法的文字和
精神背道而驰ꎮ
就有关司法保证的行动而言ꎬ所谓合法化的危险尤为突出ꎮ 逮捕、
审理和宣判的权力专属一国司法机关ꎬ正如斯里兰卡大法官所说:
“ 司法权是人民主权的一部分ꎬ 除获授权者外任何人不得行
使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可以设立调解机构但不享
有司法权ꎮ”〔５７〕
然而ꎬ为进一步发展对刑事拘留的人道应对ꎬ不能抛开正当程序的
考量而单独探讨被剥夺自由者的拘留待遇和条件ꎮ 缺乏有效的司法保
证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人道后果ꎬ前者如错误“ 定罪” 或不当剥夺自由ꎬ
后者如过分拥挤及其后果ꎮ 因此ꎬ对于人道参与者而言ꎬ鉴于法律、政治
和实践上的制约ꎬ要想在国内法下保障被拘留者的“ 正当” 利益不但迫

〔５３〕
〔５４〕

包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当事方ꎬ如 ２００９ 年以前的泰米尔猛虎组织ꎮ

Ｈｏｌｄｅｒꎬ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ｅｔ ａｌ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５６１ Ｕ.

Ｓ. ２５(２０１０) .
〔５５〕
〔５６〕

１８ Ｕ. Ｓ. Ｃ. § ２３３９Ａ( ｂ) (１ － ３) .

最高法院有关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ｅｔ ａｌ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ｔ ａｌ 案件的判决受

到了 批 评ꎬ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ꎬ Ｄａｒｆｕ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ａｗｓ ｏｆ Ｈｏｌｄｅｒ ｖ. ＨＬＰꎬ ｉｎ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 ３７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９ － ４０ꎮ
〔５７〕

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５０７ꎬ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Ｌａｉｌａ Ｎａｓｒｙꎬ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ｅ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ａｒａｔｈ Ｎ ｄｅ Ｓｉｌｖａ: ＬＴＴＥ Ｈａｓ Ｎｏ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Ｊ” ꎬ ｉｎ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ｕｎｄａｙｔｉｍｅｓ. ｌｋ / ０２１２０８ / ｎｅｗｓ / ｃｏｕｒｔｓ.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２１

在眉睫ꎬ也是困难重重ꎮ〔５８〕
行动障碍
在行动方面ꎬ无法接触被剥夺自由者并展开建设性对话也会对维护
被剥夺自由者利益的有效人道活动形成挑战ꎮ 其主要障碍在于无法与
相关团体建立有效联系———尽管交涉并不一定与拘留相关ꎬ但这一障碍
也值得我们简单考虑:

政府在国外派有可供联系的外交使节和代表ꎬ通常可以公开、
透明地和他们进行联系ꎮ 相反ꎬ与武装团体的领导进行交谈则困难
重重到底谁才能真正代表武装团体往往并不明确———是狱中
的领导人ꎬ还是身处国外的领导人ꎬ抑或是“ 山上” 的“ 司令” ꎮ〔５９〕
即便随时都可进行必要的联系ꎬ由于人道参与者无法确定和了解在
具体情况下某团体的性质并进行鉴别ꎬ从而也会威胁到有效的交涉ꎮ 正
如怀特菲尔德所言ꎬ人道参与者“ 在对武装团体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开始
与之交涉ꎬ有时这种交涉会产生不可预见或不如人意的后果也就不足为
奇了” ꎮ〔６０〕 许多武装团体的隐居性ꎬ外加多种与生俱来的复杂性ꎬ常使
其初始评估尤为困难ꎮ
访问和理解拘留
即便在与武装团体已经建立起联系的情形下ꎬ如何接触被拘留者并
了解它们对被拘留者的处置方式仍然是个挑战ꎮ 与国家不同的是ꎬ很少
仅凭该团体某一个代表的单独承诺就能作出同意探视被剥夺自由者的
决定ꎮ 而且ꎬ人道参与者有必要与团体内难以捉摸的诸多人等建立联
系ꎬ比如上级和地区指挥官ꎬ联系哪些人取决于该团体的组织结构及其
内部沟通和领导层的效率ꎮ 当实质性对话开始后ꎬ人道参与者最常联系
的那个人可能无法在最大限度上对被拘留者的状况产生影响ꎮ 武装团
〔５８〕

参见共同第 ３ 条«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６ 条ꎮ

〔６０〕

Ｔ.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２６.

〔５９〕

Ｄ. Ｐｅｔｒａｓｅ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３ꎬｐｐ. ４６ － ４７.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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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选择“ 联络官” 以限制其对外联系ꎬ从而必然导致削弱了人道交
涉的效力通常就属于这种情况ꎮ
此外ꎬ拘留的位置偏远、保密和 / 或拘留时间短暂都会不利于接触被
武装团体剥夺自由的人ꎮ 有的武装团体将被拘留人员关押在机动任务
部队ꎬ且 / 或因担心其对部队安全产生潜在威胁而拒绝其与人道参与者
接触ꎮ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ꎬ即便武装团体明确同意开展人道行动ꎬ但由
于普遍的无法纪和盗匪状态ꎬ使得即便人道工作者开展工作并不存在过
度危险ꎬ也无法履行使命ꎮ
除了了解团体本身及其在团体内部的作为与不作为外ꎬ全面了解被
剥夺自由者的状况还包括广泛评估该团体外部的局势ꎮ 拘留的人道后
果会受到拘留场所外部环境的严重影响ꎬ仅举一例说明ꎬ需全面了解武
装团体拥护者、其需求和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通常ꎬ武装团体是按照拥
护者的要求剥夺某些人的人身自由ꎬ并依据拥护者的每一项指示处置被
拘留者ꎮ 因此ꎬ为了有效应对ꎬ人道参与者必须对错综复杂的文化、社
会、政治、经济或历史等因素作出评估和分析ꎮ
保持建设性、有效的对话
为保护被剥夺自由者ꎬ保持适应每个武装团体的特点( 包括其成员
的教育和专业知识) 的双方一致的对话面临着普遍的挑战ꎮ 对话往往是
与相对“ 专业” 的武装团体进行ꎮ 事实上ꎬ一些团体ꎬ如泰米尔伊拉姆猛
虎解放组织直到 ２００９ 年〔６１〕 才拥有律师以及医生和工程师等其他专业
人士ꎮ 但对多数武装团体而言ꎬ并未配备受过训练和具有监狱管理经验
的工作人员ꎬ因此ꎬ人道参与者必须相应调整对话方式ꎬ以期获得最佳效
果ꎮ
假设全部或部分相关国际法标准得到接受ꎬ人道参与者仍须以一种
灵活、适宜的方式ꎮ 比如ꎬ某武装团体以安全为由拒绝传递任何信息ꎬ那
么如何向一个极不稳定的武装团体讲述被剥夺自由者有收发信件的权

〔６１〕

Ｓ.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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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利呢?〔６２〕 武装团体怎样保证正规组建法庭ꎬ且法庭可给予« 日内瓦公
约» 共同第 ３ 条所要求的“ 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 ? 尽管困
难重重ꎬ但如果无法使某个武装团体获知此类标准ꎬ则武装团体必然会
拒绝将其作为对话的依据ꎮ
最后ꎬ在实践中最难保持的对话是武装团体选择性参与的对话ꎬ即
接受外部提供的服务ꎬ但避免就更好的人道保护展开实质性对话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人道参与者将身处两难境地:是中止交涉导致目标受益人受
到伤害ꎬ还是坚持与一个不愿就改善拘留待遇和条件作出实质承诺的武
装团体继续交往ꎮ
ＩＣＲＣ 的行动
１８７１ 年ꎬＩＣＲＣ 的创始人亨利杜南被认为为被巴黎公社剥夺自由

之人进行了第一次———也是特别勇敢的———人道干预ꎬ当时该非政府当
局控制了巴黎ꎮ〔６３〕 此后ꎬＩＣＲＣ 不断改善工作方式ꎬ针对类似人道目标
在相似背景下开展常规对话和行动ꎮ 例如ꎬ１９５６ 年在匈牙利ꎬＩＣＲＣ 代
表赫伯特贝克讲道:
与叛军联系ꎬ与其指挥官交谈了一个多小时ꎬ他正式下令部队
按照« 日内瓦公约» 的原则人道对待落入其手的敌方人员ꎮ 结果ꎬ
说服叛军取消了对约 ３００ 名囚犯执行处决返回维也纳前ꎬ贝克
去了一个叫索普朗的边界小镇ꎬ在那里他探视了仍被叛军关押的

〔６２〕

事实上ꎬ正如«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５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所规定的ꎬ要求冲突各方所承

担的具体义务是有一定限度的ꎬ要求仅在“ 其力所能及范围内” 履行其义务ꎮ « 第二附加议定书
评注» 认为ꎬ第 ５ 条第 ２ 款“ 只要有可资利用的手段即具强制性ꎬ但尽管如此ꎬ仍然十分重要” ꎮ
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ｌｌｏｕｄꎬ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ｅｔ ａｌ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３８９ꎬ ｐａｒａ

４５８０.

〔６３〕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ｓｓｉｅｒꎬ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ｆｒｏｍ Ｓｏｌｆｅｒｉｎｏ ｔｏ

Ｔｓｕｓｈｉｍａꎬ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５ꎬｐ. ２６２.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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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名囚犯ꎮ〔６４〕

在 ２１ 世纪ꎬＩＣＲＣ 一如既往ꎬ在其开展工作的环境中与非政府拘留

当局交涉ꎬ〔６５〕 例如ꎬＩＣＲＣ 最近探视了被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剥夺了自由
的人ꎮ〔６６〕
ＩＣＲＣ 为谁工作
ＩＣＲＣ 开展人道交涉的前提是条约对其的授权———正如共同第 ３ 条

所规定的〔６７〕 ———得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冲突各方提供服务则为其行
动的依据ꎮ 具体而言ꎬ它与武装团体交涉是出于无法回避的事实———非
国家冲突方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对武装冲突的人道状况都有着重大的影
响ꎮ 作为中立、独立和公正的组织ꎬＩＣＲＣ 致力于确保每一冲突方都能理
解、接受和遵守其义务ꎬ包括对自由被剥夺人员的义务ꎮ 因此ꎬ上文所述
有关武装团体实施拘留合法性的考虑ꎬ并不能妨碍 ＩＣＲＣ 对既存剥夺自
由的行为加以应对ꎮ 事实上ꎬ有一种可信的观点认为ꎬ在某些情况下ꎬ剥
夺自由本身就具有人道价值ꎮ 正如萨索利所言ꎬ“ 不能合法拘留政府军
成员的” 武装团体“ 要么释放被俘的敌方战斗员ꎬ要么将其杀害ꎬ除此之
外别无选择ꎮ 前者并不现实ꎬ因为这样做会提升敌方的军事潜力ꎬ而后
者将构成战争罪” ꎮ〔６８〕 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与冲突不相关的刑事拘留
中ꎮ 在武装团体对 某 地 保 持 长 期 实 际 控 制 ( 如 在 斯 里 兰 卡 和 科 特 迪

瓦) ꎬ且当地居民要求该团体提供免受犯罪侵害的保护的情况下ꎬ具有适
〔６４〕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Ｐｅｒｒｅｔꎬ “ ＩＣＲ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１９５６ ”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Ｎｏ. ３１３ꎬ １９９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ｎ８ｃ.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Ｖｏｎèｃｈｅ
ＣａｒｄｉａꎬＬ’ Ｏｃｔｏｂｒｅ Ｈｏｎｇｒｏｉｓ: Ｅｎｔｒｅ Ｃｒｏｉｘ Ｒｏｕｇｅ ｅｔ Ｄｒａｐｅａｕ Ｒｏｕｇｅꎬ Ｂｒｕｙｌａｎｔꎬ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ꎬ１９９６ꎬ ｐ.

３９.

〔６５〕
〔６６〕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９０ꎬ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２２.

ＩＣＲＣꎬ“ Ｌｉｂｙａ:ＩＣＲＣ ｖｉｓｉｔｓ ５０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ꎬ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１ / ７４ 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１ / ｌｉｂｙａ￣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１ － ０３ － ２５.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６７〕
〔６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１) ( ｄ) .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１９.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２５

当待遇和条件的监禁能够最大限度确保“ 服刑” 人员的尊严和人权ꎮ〔６９〕
但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局限ꎮ 无论拘留场所内的标准如何ꎬ任意拘留从根
本上讲ꎬ在任何情况下对自由被剥夺者而言都是不人道的ꎮ 因此ꎬ在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适用与规制政府剥夺自由相同的标准ꎬ例如ꎬ个人责
任原则〔７０〕 和罪刑法定原则〔７１〕 ꎬ必然也会对实施剥夺自由行为之团体的
“ 权力” 有所钳制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 日内瓦公约» 明确授权 ＩＣＲＣ 开展工作以帮

助某些类别的被剥夺自由者———主要是战俘〔７２〕 和平民〔７３〕 ꎮ 在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ꎬＩＣＲＣ 优先为处在类似状况下的人员提供支持ꎮ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确定针对哪些被拘留者开展活动时ꎬＩＣＲＣ 在实
践中部分援引了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概念ꎮ 因此ꎬ它首先设法接触
那些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人( 处于敌手的政府军成员或叛军成员) 和由
于支持反对一方( 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假定的) 而被政府或叛乱方逮捕的
平民ꎮ〔７４〕
此外ꎬ“ ＩＣＲＣ 通常也会将其关注扩展至” 与冲突无关的原因ꎬ包括
“ 普通刑事犯罪” ꎮ〔７５〕 正如埃施利曼所提及的ꎬ这类人可能“ 有完全相
同的ꎬ有时甚或是更为强烈的人道需求” ꎮ〔７６〕 武装团体普遍缺乏国家所
拥有的问责、监督机制和基础设施ꎬ因此ꎬ被其关押的所有人员具有固有
∙∙
〔６９〕

相对于暴民正义或大众正义而言ꎬ监禁无疑是更人道的结果ꎮ 不过ꎬ应注意的是ꎬ与

拘留敌军或对武装团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人不同ꎬ在某些情况下ꎬ可能会有更实用和人道的
方式来替代拘留ꎬ比如罚金或社区服务ꎮ
〔７０〕 个人 责 任 原 则 与 拘 留 和 拘 禁 都 密 切 相 关ꎮ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ꎬ ｓｅｅ Ｒｙａ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ꎬ
∙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ꎬ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ｅｄ. ) ꎬ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７８ꎻａｎｄ Ｊ. Ｐｅｊｉｃ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９ꎬｐ. ２１.
〔７１〕

武装团体满足“ 法无明文不为罪” ———也被称为“ 合法性原则” ———的能力是存在争

〔７２〕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１２６ 条ꎮ

〔７４〕

Ａ.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８８.

议的ꎮ

〔７３〕
〔７５〕
〔７６〕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４３ 条ꎮ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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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脆弱性ꎮ 同时ꎬ刑事拘留必须伴随武装团体难有能力确保之司法保
证———若没有则该拘留将是任意的ꎮ〔７７〕 正是在此背景下ꎬＩＣＲＣ“ ( 在斯

里兰卡) 定期探视警察局和部分因为普通犯罪而被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
∙∙∙∙
放组织所关押之人的监狱” ꎮ〔７８〕
在任何情况下ꎬ个人处境是最重要的ꎮ 为了应对个人的关切ꎬＩＣＲＣ

使用例行手段来改善国家拘留的条件和待遇ꎮ 也就是ꎬ遵守通过近一个
世纪为被剥夺自由者开展工作而形成的 ＩＣＲＣ 标准行动方式ꎬ〔７９〕 而无论
武装团体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根本差异ꎮ 因此ꎬ实质上ꎬＩＣＲＣ 与武装团
体进行保密的双边对话ꎬ以缓解虐待、不适当的拘留条件、中断家庭联
系、失踪及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等人道问题ꎮ 对于已十分完备之武装团
体———例如对科特迪瓦北部实施了广泛的领土和行政控制的新生力量

军———所实施的所谓刑事拘留而言ꎬ其中最后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ꎮ
ＩＣＲＣ«２００５ 年年度报告» 作了如下记载:

在新生力量军控制区域ꎬＩＣＲＣ 关注其拘留条件、因缺乏有效司
法系统而缺乏司法保障等问题ꎮ 它多次向拘留机构和新生力量军
的领导层提出了这些问题ꎮ〔８０〕
ＩＣＲＣ 如何开展工作
在与武装团体就拘禁或其他问题进行接触之初ꎬＩＣＲＣ 利用一切可
用资源ꎬ包括己方雇员、当地对话者、档案记录、公开信息来深入了解该
团体ꎮ 并且它还要评估该团体的等级制度、组织结构、动机目的、制度规
范、支持者和控制领土状况等所有可能对被剥夺自由者和为改善其境遇
而采取的措施具有潜在影响的特点ꎮ 此类评估贯穿于 ＩＣＲＣ 与武装团
〔７７〕

共同第 ３ 条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６ 条ꎻＪ. － Ｍ.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７８〕

ＩＣＲＣ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５ꎬＭａｙ ２００６ꎬｐ. １８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７９〕

１９１５ 年ꎬ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方许可ꎬＩＣＲＣ 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拘留探视ꎮ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ｐ. ３４４ꎬ３４７ － ３５２ꎮ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８０〕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 １２８.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２７

体关系始终ꎬ评估结果有助于制定最贴合武装团体的人道应对战略ꎬ也
有助于获得对被剥夺自由者来说最积极的结果ꎮ
拘留探视
如果综合评估的第一层是针对武装团体本身ꎬ则第二层必须针对给
予被剥夺自由者的待遇与条件ꎮ 与在政府拘留中的情形相似ꎬ探视武装
团体实施的拘留能使 ＩＣＲＣ 发现或预见人道关切ꎬ并在特定背景下予以
解读ꎬ包括拘留当局所面临的制约因素ꎮ 最终ꎬＩＣＲＣ 开展保密双边对话
的内容以及其建议的目标和其他行动方针均以其探视期间所了解、观察
到的待遇与条件为基础ꎮ
ＩＣＲＣ 的 每 次 拘 留 探 视 都 按 照 与 国 家 拘 留 情 形 下 相 同 的 方 式 进
行ꎮ〔８１〕 例如ꎬＩＣＲＣ 得以与其选择的被拘留者进行单独自由交谈ꎬ使其
能够发现并了解被拘留者共同及个别关注的问题ꎮ 因此ꎬ不论拘留当局
是国家还是非国家主体ꎬ此类工作方式均有价值ꎮ 然而ꎬ考虑到某些武
装团体所处的特定环境ꎬＩＣＲＣ 已做好准备对某些模式加以调整ꎬ以使其
能够解决相关的人道关切ꎮ 例如ꎬ在武装团体有安全规定且探监目标可
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可对惯常拘留场所外的在押人员进
行探视ꎬ而无须参观整个拘留场所ꎮ ＩＣＲＣ 只是为某一特定探视调整其
工作方式ꎬ并且原则上仅在武装团体完全接受其工作方式的前提下方会
进行探视ꎮ 也就是说ꎬ在 ＩＣＲＣ 认为该工作方式恰当的情况下仍然是可
以使用的ꎮ
当然ꎬ拘留探视的前提是要能接触到武装团体及其拘留的人ꎮ 为了
能够最大 限 度 地 进 行 接 触ꎬ ＩＣＲＣ 与 武 装 团 体 建 立 并 维 持 了 信 任 关
系ꎬ〔８２〕 通常这种关系是在大量行动中( 包括与健康和卫生设施相关的行
动) 发展起来的ꎮ 例如ꎬ对战伤者的公正治疗常常使武装团体与 ＩＣＲＣ

〔８１〕

这些方式包括:在 ＩＣＲＣ 关注的领域接触所有被拘留者、进入被拘留者使用或为其

建造的建筑物、有权进行重复探视、与 ＩＣＲＣ 选择的被拘留者自由与私下交谈的可能性、确保有
关当局给予 ＩＣＲＣ 其关注领域的被拘留者名单或者授权 ＩＣＲＣ 在其探视期间编写这种名单ꎮ
〔８２〕

程” ꎮ

Ｔ.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２１ꎬ认为“ 获得武装团体的信任是个漫长且困难的过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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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熟悉ꎮ〔８３〕 的确ꎬ在进行有关拘留问题的实质性对话之前ꎬ与每个武
装团体已经建立联系已成为 ＩＣＲＣ 的一项准则ꎮ ＩＣＲＣ 还尽最大努力与
可能妨碍接触的第三方进行交涉ꎬ并有条不紊地克服物资或后勤上的障
碍ꎬ譬如由于拘留场所偏远而导致的问题ꎮ 据 ＩＣＲＣ«２００５ 年年度报告»
记载ꎬ在尼泊尔ꎬ“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一共释放了 ９９ 人ꎬＩＣＲＣ 在这
些人移交给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ꎬ并确保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后
能平安回家” ꎮ〔８４〕 然而ꎬ即便是再周密的准备也无法预见到所有的不测
事件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一个 ＩＣＲＣ 工作组在阿富汗协助释放一名( 被绑架) 的
德国工程师ꎬ无功而返途中被武装反对团体扣留ꎮ〔８５〕 虽然他们在几天
后获释ꎬ且在押期间也受到了优待ꎬ但该事件却表明了此类行动所固有
的巨大风险ꎮ
更确切地说ꎬＩＣＲＣ 在适当考虑了包括安全性在内的武装团体所处
的环境后ꎬ设法证实建立在拘留探视基础上的保密人道对话的价值ꎮ
ＩＣＲＣ 对被政府剥夺自由的武装团体成员的拘留探视ꎬ事实上使它们了
解了 ＩＣＲＣ 的 作 用、 使 命 和 行 动ꎮ 例 如ꎬ 在 阿 富 汗 开 展 工 作 ２０ 多 年
来ꎬ〔８６〕 ＩＣＲＣ 始终在与相关个人进行联系ꎬ其中包括国家拘留当局的工
作人员、被政府拘留的人以及非政府拘留机构的管理者ꎮ〔８７〕

〔８３〕

ＩＣＲＣ 在许多 情 况 下 ( 例 如 乍 得) 对 战 伤 者 进 行 治 疗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ꎬ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８３ － ８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８４〕
〔８５〕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ｐ. １７５ － １７６.

Ｊｏｈｎ Ｈｅｍｍｉｎｇꎬ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ｒｅｅ ４ ＩＣＲＣ Ｓｔａｆｆ Ｋｉｄｎ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ｉ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０７ / ０９ / ２９ / ｕｓ￣ａｆｇｈａｎ￣ｋｉｄｎａｐ￣
ｉｄＵＳＩＳＬ２７２４８０２００７０９２９(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８６〕

ＩＣＲＣ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Ｍｕｃｈ Ｌｅｆｔ ｔｏ Ｄｏ ” ꎬ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 － １２０６０７.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８７〕

ＩＣＲＣ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Ｆｉｒｓｔ ＩＣＲＣ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ｕｓｔｏｄｙ” ꎬ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９ /

２５１ꎬ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ｎｅｗｓ － １５１２０９.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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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

保密的双边对话
在拘留探视的基础上ꎬＩＣＲＣ 开展保密的〔８８〕 双边对话以“ 说服负责
当局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 ꎮ〔８９〕 尽管存在交叉ꎬ但这种对话仍有别于一
般意义上倡导遵守国际标准的对话ꎮ 后者包括传播调整拘留的基本法
律框架ꎬ并促进将该法律规则融入武装团体的行为守则、单边宣言〔９０〕 和
( 或) 双边协议〔９１〕 当中ꎮ 虽然这种对话是 ＩＣＲＣ 可随时利用〔９２〕 的一种
重要的、主要是预防性的人道工具ꎬ但在此类交涉并不适用于武装团体
出现的紧急状况、它们的拘留行动等以及其所拘留之人的关切ꎮ〔９３〕
ＩＣＲＣ 进行保密对话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是由国际法律规则所确定
的ꎬ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人道法ꎮ〔９４〕 虽然首先考虑的是可直接适用的
法律ꎬ即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ꎬ但 ＩＣＲＣ 还要考虑其他部门
法ꎬ例如ꎬ对履行类似政府职能的组织完备的武装团体适用人权法、并类

〔８８〕

如同对国家拘留作出的反应ꎬＩＣＲＣ 保留公开与武装团体采取的拘留相关的调查结

果的权利ꎬ如果“ 满足下列条件” :(１) 重大违法行为ꎬ以及反复或很可能会再次实施的违法行
为ꎻ(２) 代表亲眼目睹的违法行为ꎬ或违法行为的存在及其程度已经过可信且可验证来源的确
认ꎻ(３) 双边保密交涉和人道动员工作都未能阻止的违法行为ꎻ(４) 公开是为了保护受违法行
为影响或威胁之个人或群体利益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ｐ. ３９７.
〔８９〕
〔９０〕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９４.

例如ꎬ非政府组织“ 日内瓦呼吁” 通过接触武装团体达成了一项« 关于承认全面禁止

杀伤人员地雷规范及在地雷行动中进行合作的承诺书» ꎬ其中包含了针对反人员地雷的远期义
务ꎮ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ａｌｌꎬ Ａｎｔｉ￣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ｖａｃａｌｌ. ｏｒｇ / Ｔｈｅｍｅｓ / 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ｓ / 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ｓ.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
〔９１〕

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９３〕

“ 根据对局势的整体分析与对发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做出的调整ꎬ应对最恰当的人道

〔９２〕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 ２２.

主义ꎮ” Ａ.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９４.
〔９４〕

Ｓａｓｓｏｌｉ 强调了根据国内法试图与武装团体开展对话方面存在的固有的复杂性ꎬ声称

“ 与武装团体接触的唯一可能性是根据国际法并通过国际法机制与之接触” ꎮ Ｍ.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７ꎬｐ. ６３. 然而ꎬ曾经存在武装团体愿意适用国内法的情况ꎮ

２３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推适用国际性武装冲突法ꎮ〔９５〕 在任何情况下ꎬ如果武装团体承诺遵守
国际性法律规则ꎬ则应为明确原因这些规则提供便利ꎮ ＩＣＲＣ 可要求武
装团体遵守其承诺ꎬ不论该承诺是在何背景下作出ꎬ也不论其承诺的动
机是出于人道、政治抑或其他ꎮ 然而ꎬ即使是在 ＩＣＲＣ 能够援引国际法
的情况下ꎬ它也要以变通、适宜的方式加以援引:
虽然援引( 国际法) 应该始终准确且无损于其现有规定ꎬ但该
法的援引不应是理论上的或“ 不切实际的” ꎮ 应该在具体的、切实
可行的层面上对该法进行讨论ꎮ 对该法的讨论还应具有说服力并
与环境相关ꎮ 牢记冲突各方的动机与看法尤为重要ꎮ〔９６〕
除了强调严格意义上的可适用的或武装团体曾经承诺遵守的法律
标准之外ꎬＩＣＲＣ 还选择并援引了其他或替代性规范ꎬ这些规范为相关武
装团体所接受并与它们的拘留行动相关ꎮ 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的确人
道:
一些武装团体对国际法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主权国家的
世界目标或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团体ꎬ或者声称天赋( 宗教的) 权力
的团体可能会对国际规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人们
从类似于国际法上禁止性规定 的传统或宗教守则中寻找相关规则
∙∙∙∙∙∙∙∙∙∙∙∙
可能更为有效ꎮ〔９７〕
任何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首先确定这种规则及其所依存的框架能够使武
装团体遵守不低于国际法规定的标准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在全球范围内热衷
于对可替代规范性制度进行全面解读ꎬ并将其与国际法相比较:例如ꎬ
ＩＣＲＣ 召集并促成了关于伊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的比较对话ꎮ〔９８〕 考虑
〔９５〕

然而ꎬ这两类法律制度具有实质上的区别ꎮ 例如ꎬ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 受保护人

员地位” 就不能类推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ａｎｄ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Ｂｏｕｖｉｅｒ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 Ｗａ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ｎｄ ｅｄ. )２００６ꎬＶｏｌ. Ⅰꎬｐ. ２５３.
〔９６〕

Ｍ. 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Ｊ. Ｐｅｊ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 １３.

〔９８〕

ＩＣＲＣ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６ / ５５ꎬ ２１

〔９７〕

Ｄ. Ｐｅｔｒａｓｅ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３ꎬｐｐ. ５９ － ６０(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ｎｅｗｓ － ２１０９０６.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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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到自己与武装团体的关系及可资利用的相关专门知识等优势ꎬＩＣＲＣ 可
以判断某个武装团体是否愿意接受某些已确定的规范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ＩＣＲＣ 认为某些存在于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架构中的规则并没有得到充
分解读ꎬ而外部参与者也无法充分有效地援引这些规则ꎬ所以依赖这些
规则可能会适得其反ꎮ
最后ꎬ除了规范性框架以外ꎬＩＣＲＣ 还运用其他论点以说服武装团体
改善拘留的待遇与条件ꎮ〔９９〕 其中最主要的论点是根本的人道主义:即
ＩＣＲＣ 根据待遇与条件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提出较低的标准ꎮ 例如ꎬ这样
一来ꎬ过度拥挤就不会根据国际标准被界定为每平方米的人员容积率ꎬ
而是根据对被拘留者的身心影响进行界定ꎮ 同样ꎬ所谓虐待通常也要由
遭受虐待的人亲口讲出ꎮ
ＩＣＲＣ 利用这些规则和论点ꎬ建议武装团体改善被拘留者的待遇与
条件ꎮ 鉴于有时拘留管理机构的资源与基础设施有限ꎬ为确保这些建议
能够得到采纳ꎬＩＣＲＣ 强调相关规则的人道目的或宗旨ꎮ 为了使自己的
建议切实可行又能在最大限度上 取得人道效果ꎬＩＣＲＣ 经常利用该武装
∙∙∙∙∙∙
团体成员的生活条件作为衡量为被拘留者提供食 宿 能 力 的 指 标ꎮ〔１００〕
ＩＣＲＣ 的期望是所有武装团体ꎬ不论组织的完备程度如何ꎬ都应能够确保
拘留的人道待遇与条件ꎬＩＣＲＣ 在逐渐向着这个目标努力ꎮ〔１０１〕 因此ꎬ除
非要应对劫持人质和迫切的人道关切ꎬ例如ꎬ武装团体无法解决因生病
或受伤而对被拘留者造成的生命或健康威胁ꎬＩＣＲＣ 通常不会向武装团
体提出不予拘留的建议ꎬ也不会建议释放被拘留者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关
〔９９〕

与通常用于保证遵守国际标准的规则相类似ꎮ 人道参与者可以———取决于对相关

组织的综合解读———利用邦哥特的“ 为什么武装团体选择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推理” 来论证应根

据国际标准保护被拘留者ꎮ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ａｎｇｅｒｔｅｒ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 Ｎｏｔ”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８８２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５３ － ３８４.
条ꎮ

〔１００〕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关于战俘的条件适用类似标准参见«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２５

〔１０１〕

还应注意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非国家当事方至少应具备最低的组织性ꎮ Ｓｅｅ ＩＣ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ｕｓｋｏ Ｔａｄｉｃ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４ － １ꎬ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７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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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正当程序保证的对话ꎬ可能会构成某些人员应予释放的暗示性建
议ꎮ 例如ꎬ在这些人没有实施被指称的个人不当行为或者他们本人并未
对武装团体的安全构成危险的情况下被关押ꎮ
援助
虽然通过对话劝说是 ＩＣＲＣ 青睐的行动模式ꎬ〔１０２〕 但是 ＩＣＲＣ 也提供
援助以改善非政府拘留中的特别关切ꎮ 援助通常指提供较小的但却是
必需的物品ꎬ例如ꎬ“ 药品、衣服、毯子与水桶” ꎬ〔１０３〕 或者在被拘留者与其
家庭之间传递私人信息ꎮ 在例外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还可以提供更广泛的物
资和服务ꎬ 包 括 促 成 家 庭 探 视〔１０４〕 或 为 被 拘 留 者 的 营 养 提 供 资 金 支
持ꎮ〔１０５〕 对武装团体的此类援助被认为是确保这些团体遵守国际规则的
核心内容ꎬ但也受到某些重要限制:
遵守某 些 规 则  可 能 需 要 外 部 援 助 以 助 其 进 行 能 力 建
设对非国家武装参与者提供的技术援助———例如保护问题或
尊重正当程序与公平审判———值得进一步考虑ꎮ 虽然应谨慎确保
用于促进更好遵守规则的援助在未来不会被非国家武装参与者用
以从事犯罪行动ꎬ也不会用于发展军事战略ꎮ〔１０６〕
ＩＣＲＣ 在提供援助前了解这些考虑ꎬ可谨慎平衡武装团体的人道需
求以及武装团体自身进行应对的能力ꎮ ＩＣＲＣ 认为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
决问题仅仅取决于监管人员为应对人道需求而提供援助的能力ꎬ而不是
他们的意愿ꎮ ＩＣＲＣ 提供的援助绝不是让武装团体实施拘留ꎬ而是为了
改善具体的、已确定的人道关切ꎮ 而且ꎬ因为每个武装团体都单独负责
〔１０２〕

这种行动模式与 ＩＣＲＣ 开展保护行动运用的模式相同ꎬ即劝说、支持、动员、代替与

〔１０３〕

ＩＣＲＣ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１６１.

〔１０５〕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２ꎬｐ. １４６.

谴责ꎮ

〔１０４〕
〔１０６〕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７ꎬｐ. １８８.

Ｇｅｎｅｖ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Ａｒｍｅｄ Ｎ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ｄｈ￣ｇｅｎｅｖａ. ｃｈ / ｎｅｗｓ / ａｒｍｅｄ￣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ｓ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３３

拘留的人道待遇与条件ꎬ只有在展开对话要求武装团体履行其全部责任
时ꎬ才会向其提供援助ꎮ
在 ＩＣＲＣ 的行动中ꎬ其作为中立调解人而介入也是值得思考的ꎬ因
为这种介入构成了应对武装团体剥夺自由行为的一个常见环节ꎮ 特别
是 ＩＣＲＣ 的这种作用通常会促成对被拘留者的释放ꎮ〔１０７〕 如上文所述ꎬ
ＩＣＲＣ 通常不“ 要求” 释放被拘留者ꎮ 其行动是为了确保武装团体自愿
决定释放的被拘留者得以安全遣返ꎮ 对于 ＩＣＲＣ 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成为一个严格中立与独立的人道组织ꎬ这一特征在劫持
人质事件中极为关键ꎮ ＩＣＲＣ 自身不参与从根本上与绝对禁止劫持人质
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实质性谈判( 例如ꎬ交换要求或赎金) ꎮ
人道行动的透明性

ＩＣＲＣ 通过其保护与援助行动应对武装团体实施的剥夺自由行为ꎬ
ＩＣＲＣ 在其行动中与武装冲突的敌对方保持透明对话ꎮ〔１０８〕 特别是ꎬ在不
违反应允武装团体的保密性的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会告知与武装冲突处于冲
突状态的国家其与这些武装团体交涉的状况与目的ꎮ 无论如何ꎬＩＣＲＣ
所进行的交涉绝不会赋予武装团体合法性ꎮ 在法律上ꎬ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明确规定 ＩＣＲＣ 得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各方提供服务ꎬ而“ 不影响
( 各方之) 法 律 地 位ꎮ”〔１０９〕 的 确ꎬ 共 同 第 ３ 条 的 目 的 在 实 践 中 反 映 为:
ＩＣＲＣ 的行动并未被其他国家、联合国或其他参与者理解为确认了武装
团体自称获得的地位ꎮ
首先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武装冲突各方承认 ＩＣＲＣ 的工作使其被剥
夺自由者———例如ꎬ国家武装部队的成员———直接受益ꎮ 简言之ꎬ冲突
〔１０７〕

Ｐ. Ｊ. Ｃ.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ｐｅｎｎｉｎｃｋ ｖａｎ ｄｅｒ Ｏｉｊ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ｅｌ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 ｉｎ Ｊａｎｎ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 ｅｄｓ. ) ꎬ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Ｔ. Ｍ. Ｃ. Ａｓｓ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６ꎬＶｏｌ. ９ꎬｐｐ. ４０８ － ４０９.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ｓ ｍａｎ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ꎬ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ＣＲＣ “ Ｓｕｄａｎ: ＩＣＲ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ｏｖ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 ꎬ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０ / １０１ꎬ 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ｓｕｄａｎ￣ｎｅｗｓ － ０９０６１０.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１０９〕

注意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可以在只发生在两个武装团体之间ꎬ参见共同第 ３ 条ꎮ
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２３４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各方正确地理解了 ＩＣＲＣ 是中立、公正与独立的人道组织ꎬ它致力于保
证被拘留者获得人道的拘留待遇与条件直至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被无条
件释放ꎮ
结论
被剥夺自由是武装冲突中现实存在的问题ꎮ 武装团体经常实施拘
留反映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ꎬ包括有时在武装团体
作为其控制领土上事实的管理者所实施的拘留ꎮ 进而ꎬ考虑到被剥夺自
由人员固有的脆弱性ꎬ此类拘留应考虑人道后果自然不足为奇ꎬ武装团
体本身性质及其拘留实践的不同ꎬ可能会使拘留的后果恶化ꎮ 单单这一
点———即拘留及其后果———就足以使与武装团体交涉成为必要ꎬ以保证
被剥夺自由者获得人道待遇和适当的拘留条件ꎮ

然而ꎬ要想进行有效交涉ꎬ人道参与面临诸多障碍ꎮ 除了与武装团
体交涉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外ꎬ这些障碍还包括:实施拘留缺乏国内法与
人权法上的法律依据ꎬ只是在国际人道法上暗含了这样的规定ꎻ武装团
体应承担的尊重被拘留者的义务———针对武装团体的适用性并无争
议———总是不全面或不具体ꎻ与拘留———尤其是司法保证———有关的交
涉可能会导致武装团体合法化的风险———既可能是感觉到的也可能是
真实的ꎻ最后ꎬ与武装团体建立与保持对话并与其进行接触ꎬ以及接触到
它们实施的拘留行动通常都十分困难ꎮ 因此ꎬ想解决这些特定问题的人
道参与者可能都会被拒之门外ꎮ
ＩＣＲＣ 努力克服这些障碍ꎬ并为被武装团体剥夺自由者的利益而开
展工作ꎮ 在这一工作中ꎬＩＣＲＣ 开展的人道行动基本同于它应对国家所
实施拘留时惯常采用的措施ꎮ ＩＣＲＣ 利用保密的双边谈判———通过接触
熟悉被拘留者、拘留场所与拘留场所管理人员的情况———作为其实现人
道目标的主要手段ꎮ 该对话以国际人道法为指导ꎬ并经常通过其他论点
得以巩固ꎮ 该对话的结果是向武装组织提出适当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建
议以改善被剥夺自由者的拘留待遇与条件ꎮ 经过审慎考虑ꎬ还可以提供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克服对人道行动的挑战

２３５

不针对加强拘留能力而是旨在改善被拘留者状况的援助对话对此加以
补充ꎮ 这种做法应对武装冲突的敌对方完全透明ꎮ
虽然这种方式的优势根植于 ＩＣＲＣ 广泛的实践中ꎬ但是ꎬ如果认为
ＩＣＲＣ 做出的巨大努力能无穷尽地为每一名被武装团体剥夺自由的人谋
取人道待遇ꎬ则有失偏颇ꎮ 与其他人道参与者一样ꎬＩＣＲＣ 在与武装团体
及被其拘留者接触问题上“ 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ꎮ〔１１０〕 例如ꎬ就吉兰德
沙利特上士的情况而言ꎬＩＣＲＣ 承认其人道行动因无法接触而从根本上
受到了阻碍ꎮ〔１１１〕 而且ꎬ即使可以接触ꎬＩＣＲＣ 有时也不能说服武装团体
采取或放弃某些做法———尤其那些该团体认为对于有效发动非对称战

争至关重要的做法———从而为了被剥夺自由者的利益而遵守国际规则ꎮ
ＩＣＲＣ 自 １９９１ 年起就在哥伦比亚开展了强有力的一线工作ꎬ〔１１２〕 并与主
要武装团体展开例行对话ꎬ但严峻的现实是ꎬ该国劫持人质事件持续发
生ꎬ〔１１３〕 其在频度与规模上有所缩减主要也是由几十年的冲突环境所造
成的ꎮ
ＩＣＲＣ 无法在每次武装团体剥夺自由事件中都取得最好的人道结
果ꎬ这迫使它要重新考虑其工作方法ꎬ但并不是动摇其坚持不懈的努力ꎮ
ＩＣＲＣ 行动的价值主要存在于其应对武装团体剥夺自由行为时发挥的独
〔１１０〕
〔１１１〕

Ａ.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９０ꎬ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ｄ.

ＩＣＲＣꎬＧａｚａ:ＩＣＲＣ Ｕｒｇｅｓ Ｈａｍａｓ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ｌｄｉｅｒ Ｇｉｌａｄ Ｓｈａｌｉ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ꎬＲｅｌｅａｓｅ ０９ / １２２４ꎬ１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ｎｅｗｓ￣１８０６０９.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ꎬ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Ｇａｚａ:ＩＣＲＣ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Ｇｉｌａｄ Ｓｈａｌｉｔ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ꎬ２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ｉｓｒａｅｌ￣ｓｈａｌｉｔ￣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２３０６１０.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
〔１１２〕

Ｊｅｎａｔｓｃｈ 指出ꎬ“１９６９ 年ꎬＩＣＲＣ 在哥伦比亚的工作始于探监ꎬ１９８０ 年在波哥大建立了

常驻代表处ꎮ 然而ꎬＩＣＲＣ 实际的一线工作直到 １９９１ 年才展开ꎬ那时ꎬ它在布卡拉曼加和比亚

维森西奥设立了当地办公室” 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ｎａｔ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Ａｓ ａ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Ｎｏ. ３２３ꎬ

１９９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ｐｃｈ.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１１３〕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Ｒｅｓｃｕｅ ２２ Ｋｉｄｎａｐｐｅｄ Ｏｉ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 ꎬ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ꎬ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ｍａｒ / ０８ /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ｔｒｏｏｐｓ￣ｒｅｓｃｕｅ￣ｏｉｌ￣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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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作用ꎮ 几乎没有人道参与者只为被剥夺自由者的拘留待遇和条件工
作ꎬ而不涉及与释放他们相关的政治考虑ꎮ 这种严格遵循中立、独立与
公正原则的行动有助于改善被剥夺自由者的人道待遇和拘留条件ꎮ 然
而ꎬ对其贡献的最终评判还是要由它意图帮助之个人作出ꎮ 斯里兰卡海
军准将阿吉斯被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拘禁 ８ 年之久ꎬ他将 ＩＣＲＣ 的
定期探视形容为“ 一种防止虐待的保险政策” 并声称:

从根本上说ꎬ我们因为 ＩＣＲＣ 才得以生存———这并非由于它提
供了食物、药品与红十字通讯ꎬ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向一个中立方诉
苦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ꎮ〔１１４〕

〔１１４〕

ＩＣＲＣꎬ“ Ａ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ꎬ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ｓｒｉ￣ｌａｎｋ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ｖａｌ￣ｃｏｍｍａｎｄｅ － ０５０６０８. ｈｔｍ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
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耶莱娜佩伊奇∗著 / 薛茹∗∗译

摘要
欧洲人权法院对 “ 阿尔吉达案” ( Ａｌ￣Ｊｅｄｄａ ｃａｓｅ) 的判决涉及根据
« 欧洲人权公约» 的规定ꎬ英国在伊拉克拘留实践的合法性问题ꎮ 然而ꎬ
法院的意见可以被解读为对«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在武装冲突环境下
实施拘禁行动的能力具有更广泛的影响ꎮ 本文就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问
题对法院表明和未表明的意见进行了分析ꎮ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欧洲人权法院正式作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两个重大

判决ꎬ这两个判决都与英国有关ꎬ涉及英军在伊拉克的武装冲突和占领
期间的行为ꎮ〔 １ 〕 第一个“ 阿尔谢尼案”〔 ２ 〕 的判决从根本上阐明并修改
了法院关于« 欧洲人权公约» 域外适用的立场ꎬ引起了很大关注ꎮ 第二
个案件“ 阿尔吉达案”〔 ３ 〕 虽然在法律和实践方面的影响也同样重大ꎬ却
∗ 耶莱娜佩伊(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法律部担任法律顾问ꎮ 本

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ꎬ不必然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点ꎮ

∗∗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教师ꎬ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ꎮ
〔１〕

两个案件的判决都是由欧洲人权法院的大审判庭几乎一致同意通过ꎮ

〔３〕

Ｉｂｉｄ. Ｎｏ. ２７０２１ / ０８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２〕

ＥＣｔＨＲꎬＡｌ￣Ｓｋｅｉｎｉ ｖ.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Ａｐｐ. Ｎｏ. ５５７２１ / ０７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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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受到关注ꎮ 本文旨在概述其他评论中没有指出的“ 阿尔吉达案” 的
后果ꎬ尤其是«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在国外实施拘留行动所造成的影
响ꎮ 本文还将论述ꎬ法院对待国际人道法的方式以及对国际人道法的解
释与这一规则体系本身的精神和文字形式是不相符的ꎮ
案件事实
案件是由具有伊拉克和英国双重国籍的希拉勒  阿卜杜勒拉扎

克阿里阿尔吉达先生提起的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期间ꎬ
他曾由于迫切的安全原因被英军拘禁在巴士拉的沙依巴地区临时拘留
所ꎮ 英国政府认为他:
为在伊拉克实施暴行而在伊拉克以外地区亲自负责招募恐怖
分子ꎻ为一位身份经过确认的恐怖主义爆破专家进入伊拉克提供便
利ꎻ与该爆破专家共谋在费卢杰和巴格达附近区域使用简易爆炸装
置攻击联军部队ꎻ与该爆破专家和海湾地区的一个伊斯兰恐怖主义
基层组织的成员共谋向伊拉克走私高技术爆炸装备ꎬ用以攻击联军
部队ꎮ〔 ４ 〕
英军和伊拉克的代表相继对阿尔吉达的拘禁进行了复核ꎮ 法庭对
复核程序概述如下:
１. 对申诉人的拘禁最初是由拘留所的高级军官授权的ꎬ地区拘

押复审委员会( 以下简称复审委员会) 于 ７ 天和 ２８ 天之后对此进行
了复核ꎮ 复审成员中包括拘留所的高级官员和军队的法律与军事
人员ꎮ 因为逮捕和拘禁申诉人所依据的情报资料具有敏感性ꎬ所以
只允许复审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进行复核ꎮ 他们的建议递交给了多
国联军( 东南) 分部司令( 以下简称司令) ꎬ他亲自审查了申诉人的
情报资料ꎬ然后决定继续拘禁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到 ７ 月间ꎬ司令根据复
审委员会的建议ꎬ每月进行一次复核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到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１ 段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３９

间ꎬ复审委员会自己作出拘留的决定ꎬ在此期间其成员包括司令、法
律和情报人员以及其他参谋人员ꎮ 没有披露证据和口头听证的程
序ꎬ但是被拘禁者可以进行书面陈述ꎬ法律部门会考虑其陈述并提
交复审委员会考量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批准拘禁申诉人的两名指
挥官都向国内法庭提交了证据证明ꎬ有大量重要情报表明ꎬ有合理
的理由怀疑申诉人实施了被指控的事项ꎮ
２. 当申诉人被拘留 １８ 个月后ꎬ联合拘留委员会( 联合委员会)

对拘留进行了复核ꎬ该机构包括多国部队的高级代表、伊拉克临时
政府及其驻英国大使ꎮ 他们进行了一次会晤ꎬ然后授权由伊拉克代
表和多国部队军官组成的联合拘留复审委员会进行审查ꎮ〔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阿尔吉达被释放ꎮ ２００９ 年ꎬ他在针对剥夺其英

国国籍之命令的上诉中败诉ꎮ 根据在一份秘密判决中详细列出的理由ꎬ
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认为ꎬ在对所有可能性进行全面考虑之后ꎬ国防大
臣已经证实ꎬ阿尔吉达为一名恐怖主义爆破专家进入伊拉克提供了便
利ꎬ并与其密谋将爆炸物偷运进伊拉克ꎬ在费卢杰和巴格达附近用简易
爆炸装置袭击联军部队ꎮ〔 ６ 〕 阿尔吉达没有对此判决提出上诉ꎮ
法律诉讼程序和大审判庭的判决
阿尔吉达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控诉称ꎬ英军在伊拉克对他的拘禁违
反了«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第 １ 款ꎮ 相关条款对个人的自由和安全权

〔５〕
〔６〕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２、１３ 段ꎮ
同上ꎬ第 １５ 段ꎮ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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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提供保障ꎬ并列举了可合法剥夺自由的全部 ６ 种理由ꎮ〔 ７ 〕 不用说ꎬ出
于迫切的安全原因而实施的拘禁和关押不在其中ꎬ这属于典型的战时拘
禁的理由ꎮ 要注意的是ꎬ阿尔吉达并没有对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第 ４ 款的行为提出控诉ꎬ即没有对拘留进行司法审查ꎬ因为在他提出
申诉的时候ꎬ这一问题还在英国法院的审理之中ꎮ

这里将不涉及国内诉讼ꎬ除了应注意到ꎬ出于不同原因ꎬ该案件经过
三审ꎬ最终由上议院作出了有利政府的判决ꎮ 在向欧洲人权法院提交的
意见中ꎬ英国设想了两种主张:第一ꎬ此次拘禁是由联合国而非英国实施
的ꎬ因此ꎬ根据«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１ 条的规定ꎬ阿尔吉达不处于英国管
辖之下ꎮ 第二ꎬ作为替代方案ꎬ英国政府认为ꎬ对阿尔吉达的拘禁是根据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施行的ꎬ该决议为英国创设了拘禁阿尔吉
达的义务ꎬ并且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 １０３ 条的规定ꎬ这一义务优先于
« 欧洲人权公约» 中所规定的义务ꎮ〔 ８ 〕

正如英国上议院曾拒绝这一主张一样ꎬ欧洲人权法院也拒绝了第一

项主张ꎮ 其中ꎬ法院在分析了对有英国参加的多国部队进行授权的联合
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后ꎬ裁定对阿尔吉达的拘禁不能归于联合国ꎮ 法庭
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多国部队既没有有效控制ꎬ对部队的行为和失职也
没有根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ꎬ因此ꎬ对阿尔吉达的拘禁不能归于联合
国ꎮ〔 ９ 〕
〔７〕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１. 人人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ꎮ 不得剥

夺任何人的自由ꎬ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在下列情况下:(１) 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
某人予以合法拘留ꎻ(２) 由于不遵守法院合法的命令或者为了保证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义务
而对某人予以合法逮捕或者拘留ꎻ(３) 如果有理由足以怀疑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或者如果合理
地认为有必要防止某人犯罪或者是在某人犯罪后防止其脱逃ꎬ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
而对其实施的合法的逮捕或者拘留ꎻ(４) 基于实行教育性监督的目的而根据合法命令拘留一个
未成年人或者为了将其送交有关的法律当局而对其予以合法的拘留ꎻ(５) 基于防治传染病蔓延
的目的而对某人予以合法的拘留以及对精神失常者、酗酒者或者是吸毒者或者流氓予以合法
的拘留ꎻ(６) 为防止某人未经许可进入国境或者为押送出境或者是引渡而对某人采取行动并予
以合法的逮捕或者拘留ꎮ”
〔８〕
〔９〕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６０ 段ꎮ
同上ꎬ第 ８４ 段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４１

英国政府的第二项主张从本质上看就是ꎬ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授权多国部队采取“ 所有必要的措施” 维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ꎬ这些
措施包括“ 因迫切的安全理由而必须” 使用的预防性拘禁措施ꎮ 联合国
安理会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本身没有包括拘禁这样的措辞ꎬ〔１０〕 但是这一措辞
出现在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和美国国务卿的往来信件中ꎬ人们认为这些附
属于决议的信件构成了决议的一部分ꎮ 英国政府认为ꎬ根据« 联合国宪
章» 第 ２５ 条和第 １０３ 条的规定ꎬ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建立起的法律制度替代
了英国依« 欧洲人权公约» 第五章所负的义务ꎮ 根据« 联合国宪章» 的规
定ꎬ如果国家在宪章之下的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的义务发
生冲突ꎬ前者优先于后者ꎮ 英国政府认为ꎬ根据实践和主流国际法学说ꎬ
第 １０３ 条的措辞并不局限于那些要求 国家以某种特殊方式作为的安理
∙∙
会决议ꎬ也不限于授权国家如是作为的决定( 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及其附带信
∙∙
函就属于这种情况) ꎮ

欧洲人权法院没有明确就此发表意见ꎬ但是间接提及了这个问题ꎬ

法院提出“ 关键问题” 是“ 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是否使英国负有拘禁申诉人的
义务” ꎮ〔１１〕 然后法庭采取了一种解释性的“ 推定” ꎬ即联合国安理会不
会故意向缔约国施加任何违反基本人权的“ 义务” ꎬ在决议文本含义模
糊的情况下ꎬ法院必须选择与« 欧洲人权公约» 最协调一致的解释ꎮ〔１２〕

法院补充说ꎬ根据联合国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的职责ꎬ理应期待“ 如果安
理会意欲使缔约国采取与其在人权法中的义务相冲突的特殊措施ꎬ就应
当使用清晰明白的措辞” ꎮ 法院总结道ꎬ由于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含义不清
( 它否认了上述附带信件的法律意义) ꎬ〔１３〕 就不应当认为ꎬ安理会意图使
多国部队违反包括« 欧洲人权公约» 在内的国际人权文件ꎬ承担采取拘
〔１０〕

ＵＮＳＣ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ＲＥＳ / １５４６(２００４) ꎬ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

〔１２〕

同上ꎬ第 １０２ 段ꎮ

〔１１〕
〔１３〕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０１ 段ꎮ

“但是ꎬ这个协议不能优先于« 欧洲人权公约» 中具有拘束力的义务ꎮ 在这方面ꎬ法

庭回顾了判例法ꎬ大意是认为缔约国在遵守条约和公约生效后国家间的其他协议方面保留公
约义务” «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 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０８ 段ꎮ

２４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禁措施的义务ꎮ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中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是法院对国际人道法进

行考察的部分ꎬ这部分具有特殊意义ꎬ因为这是法院第一次直接解释具
体的国际人道法条约ꎬ尤其是« 日内瓦第四公约» ꎬ在判决关于相关法律
的章节中包含了其中的一些条款ꎮ〔１４〕

判决中涉及国际人道法的部分全文如下:〔１５〕

１０７. 由于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中缺乏明确规定ꎬ法庭考量了拘禁申
∙∙∙
诉人是否存在任何其他的法律依据ꎬ使其可以不遵守第 ５ 条第 １ 款
∙∙∙∙∙∙∙∙∙∙∙∙∙∙∙ ∙∙∙∙∙∙∙∙ ∙∙ ∙
的要求ꎮ 英国政府认为ꎬ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第 ９、１０ 段中授权的效力
∙∙∙
是ꎬ多国部队可以继续行使根据国际人道法已经赋予占领国———美
国和英国的“ 具体权能、责任和义务” ꎬ这些“ 义务” 包括为保护被占
领土居民不受暴力行为攻击ꎬ在必要时使用拘禁措施ꎮ 国内法院的
结论支持此项主张法庭注意到ꎬ在这方面决议第 ２ 段清楚地说
明占领到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结束ꎮ 但是ꎬ即使假设ꎬ在驻伊联盟临
时管理局将权力移交给先前曾致力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伊拉克临
时政府后ꎬ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仍继续有效ꎬ法院也不会认定国际人道法
∙∙∙∙∙∙∙∙∙∙∙∙
赋予了占领国可不经审判而使用无限期拘禁的义务ꎮ １９０７ 年« 海
∙∙∙∙∙∙∙∙∙∙∙∙∙∙∙∙∙∙∙∙∙∙
牙第四公约» 第 ４３ 条要求占领国“ 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ꎬ在可能范
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并除非万不得已ꎬ应尊重当地现行
的法律” 国际法院在“ 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 的判决中ꎬ将这一
义务解释为保护被占领土上的居民不受暴力攻击的义务ꎬ包括第三
方实施的暴力ꎬ但是没有为占领国施加使用拘禁措施的义务ꎻ的确ꎬ
作为占领国的乌干达负有确保可适用的国际人权法规则得到尊重
的义务ꎬ包括尊重乌干达签署过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的条款法院认为ꎬ从 « 日内瓦第四公约 » 的条款来看ꎬ在国
∙∙∙∙ ∙ ∙∙∙∙∙∙∙ ∙∙∙∙∙ ∙∙
〔１４〕

参见«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２７ 条、第 ４１ ~ ４３ 条、第 ７８ 条ꎬ在判决的第 ４２ ~ ４４ 段涉及

〔１５〕

只涉及判决中其他被删除段落的部分ꎮ

这些条款ꎬ题目是:“ 国际人道法的相关条款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４３

际人道法中ꎬ拘禁不是占领国的义务而是最后采取的一种措施ꎮ〔１６〕
∙∙∙∙∙ ∙∙∙∙∙∙∙∙∙∙∙∙∙∙∙∙∙∙∙∙∙
根据上面总结的原因ꎬ法院在该案中认为ꎬ英国在« 联合国宪章» 下
的义务与其依« 欧洲人权公约» 所负的义务并不存在冲突ꎬ对阿尔吉达
的拘禁违反了«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第 １ 款的规定ꎬ因为其条款并没有
被取代ꎬ本文中所列出的所有允许拘禁的理由无一适用ꎮ
“ 阿尔吉达案” 对国际人道法的影响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推断出ꎬ法院判决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是ꎬ« 欧洲
人权公约» 的缔约国为避免与该公约发生冲突ꎬ不得不对一份联合国安
理会根据第七章所作的决议中所涉及的拘留 / 拘禁的概念作出“ 清晰而
明确的措辞” ꎮ 法院没有指出需要达到的具体标准ꎬ适当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或许是既要提出拘禁的理由ꎬ又要规定必须遵守的程序ꎮ 先不谈
安理会是否需要达成一个满足必要标准的政治协议ꎬ更重要的问题是ꎬ
对拘禁 问 题 进 行 立 法———这 个 欧 洲 人 权 法 院 暗 示 安 理 会 承 担 的 任
务———是否应由安理会承担ꎮ 日内瓦四公约的所有缔约国都已同意遵
守规制拘禁的相关条款ꎬ那为何由 １５ 个成员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能比
日内瓦四公约的 １９４ 个缔约国更好地规范武装冲突中的拘禁问题呢ꎬ这
一点尚不清楚ꎮ

如果安理会基于的是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四公约» 中的相关条款ꎬ那么

主要结论将会是一样的ꎬ如此一来ꎬ问题就是重复有何必要ꎮ 从另一方
面来说ꎬ如果安理会选择对武装冲突中的拘禁问题草拟新的规则ꎬ也就
是与国际人道法不同的规则ꎬ那么会给实施军事行动带来令人失望的不
确定性ꎬ而且无论是否有联合国的支持ꎬ都会在事实上为参加多国部队
的国家创设两套规则ꎮ 一套想必是在拘禁受到一个有拘束力的安理会
决议调整时适用ꎬ而另一套则适用于武装冲突中ꎬ在此局势下安理会没
有根据第七章对拘禁发表意见ꎮ 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保护的观点来看ꎬ该
〔１６〕

Ａｌ￣Ｊｅｄｄ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ａｒａ. １０７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２４４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法律在结果上的割裂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ꎮ〔１７〕
欧洲人权法院对“ 阿尔吉达案” 的判决带来的第二个后果就是ꎬ不
认为« 日内瓦第四公约» 可以作为“ 不适用”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第 １

款要求的法律依据ꎮ〔１８〕 法院在解释这一结论时称其“ 不会认定国际人
道法赋予了占领国可不经审判而使用无限期拘禁的义务” ꎮ〔１９〕 法院进
一步补充了自己的观点ꎬ“ 从« 日内瓦第四公约» 的条款来看ꎬ国际人道
法中的拘禁不是占领国的一项义务ꎬ而是一种可最后诉诸的措施” ꎮ〔２０〕

在这两项陈述之间ꎬ简短地引用了国际法院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
达案” ( ＤＲＣ ｖ. Ｕｇａｎｄａ) 中的判决ꎮ〔２１〕

下面按顺序对每一点进行阐述ꎬ但在此之前ꎬ有必要简短提及国际

人道法中有关关押和拘禁的相关条款ꎮ 可以将关于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
第四公约» 和关于战俘的« 日内瓦第三公约» 都归纳为法庭拒绝将国际
人道法作为拘禁同等适用的法律依据的理由ꎮ 根据法院的观点ꎬ阿尔吉
达是作为平民被拘禁( 案中的情形) 还是作为战俘被拘禁似乎都无关紧
要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国际人道法允许拘禁战俘ꎬ并且在某些情况
下ꎬ也允许拘禁平民ꎮ

〔１７〕

应当注意到ꎬ阿尔吉达案的判决只是判定了« 欧洲人权公约» 的相关条款没有被联

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所替代ꎬ因为决议中的表述不够清晰和精确ꎮ 法院没有阐述ꎬ如果
这些条件得到满足ꎬ那么决议是否会优先于« 欧洲人权公约» ꎬ这并不是一种假设ꎮ 正如已经提
到过的ꎬ法院也没有明确阐述ꎬ是否只有当一国依据另一国际文件所负的义务 与其在宪章之下
∙∙
的义务( 如第七章的决议) 相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启动« 联合国宪章» 第 １０３ 条ꎬ或者授权 是否也
∙∙
属于第 １０３ 条运作的范围之内ꎮ 见 Ｍａｒｋ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ꎬ“ Ａｌ￣Ｓｋｅｉｎｉ ａｎｄ Ａｌ￣Ｊｅｄｄａ ｉｎ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ꎬ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３ꎬ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１９１７３９５(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１８〕

“ 阿尔吉达” 案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０７ 段ꎮ 虽然阿尔吉达实际上是在伊拉克的武

装冲突还处于非国际性质的时候被拘禁的ꎬ而英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４６ 号决议在拘禁阿
尔吉达时适用的法律制度在«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中有所规定ꎬ对这个问题法院在第 １０７ 段中没
有提出质疑ꎮ
〔１９〕

同上ꎮ

〔２１〕

同上ꎮ

〔２０〕

同上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４５

拘禁战俘
从本质上看ꎬ战俘〔２２〕 是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敌方俘获的战斗员ꎮ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ꎬ“ 战斗员” 意味着一种法律地位ꎬ因此ꎬ只在该种类
型的冲突中存在ꎮ 在国际人道法关于敌对行动的规则中ꎬ战斗员是国际
性武装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成员ꎬ他“ 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ꎮ〔２３〕 这
意味着他或她可以对其他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使用武力ꎬ将其作为攻
击目标杀伤ꎬ或者破坏敌方其他军事目标ꎮ 因为这种行为显然会损害敌
对方的安全ꎬ« 日内瓦第三公约» 规定拘留国“ 得将战俘拘禁” ꎮ〔２４〕 只要
实际的敌对行动还在继续ꎬ该国就并非必须对战俘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
法或其他性质的审查ꎬ因为敌方战斗员的地位意味着ꎬ一个人本身就是
一种安全威胁ꎮ〔２５〕 但是ꎬ拘留国不能由于在敌对行动期间实施的合法

暴力行为而起诉一名战俘( “ 战斗员特权” ) ꎬ只能因为违反国际人道法ꎬ
尤其是实施战争犯罪ꎬ或者其他如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这种国际法
中的其他罪行而起诉战俘ꎮ
在对被俘获交战方的战俘地位有疑问的情况下ꎬ« 日内瓦第三公
约» 第 ５ 条规定ꎬ在其地位未经主管法庭决定之前ꎬ应享受本公约之保
护ꎮ〔２６〕 这一款常被误解为是要求进行司法审查ꎬ其实不然ꎬ第 ５ 条中的
法庭只在战斗区域内或其附近设立ꎻ法庭只决定地位ꎬ而不对刑事或任
何其他责任加以判定ꎮ〔２７〕

〔２２〕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４ 条ꎮ

〔２４〕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２１ 条ꎮ

〔２３〕
〔２５〕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４３ 条第 ２ 款ꎮ
如果在敌对行动实际结束时战俘还处于拘留中ꎬ则可以在拘留国国内法的司法审查

制度中寻求救济ꎬ以期释放该战俘ꎮ 正如下面会提到ꎬ逾期拘留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ꎮ
〔２６〕
〔２７〕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５ 条ꎮ

参见«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４５ 条的评论ꎬ关于«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５ 条中的“ 主管

法庭” 的性质ꎬ见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ｅｄｓ. )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Ｊｕｎｅ ８ꎬ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ꎬ１９４９ꎬＩＣＲＣ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Ｇｅｎｅｖａ 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 １７４５.

２４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当实际的敌对行动停止时ꎬ必须要停止拘留并且释放战俘ꎬ〔２８〕 除非
他们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正在服刑ꎮ〔２９〕 战俘也可以由于医疗〔３０〕 或自我
认知〔３１〕 的原因更早获得释放ꎮ 在实际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不合理地延
迟遣返战俘是严重违反« 第一附加议定书» 的行为ꎮ〔３２〕
拘禁平民
在«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中ꎬ拘禁和指定居所是国家对行为严重威胁
其安全的平民所采取的最严重的“ 管制措施” ꎮ〔３３〕 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的平民归为这一类不会有什么问题ꎮ 尽管国际人道法只明确授权战斗
员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ꎬ〔３４〕 但现实是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平
民经常也会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ꎬ口头上将他们称为“ 没有特权的交
战方” ꎬ或者错误地称为“ 非法战斗员” ) ꎮ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规则是保
护平民免遭军事行动所引发的危险ꎬ〔３５〕 且不得成为攻击的目标ꎬ〔３６〕 而
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就改变了这一基本规则ꎮ 国际人道法明确规定ꎬ
“ 平民除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 ꎬ〔３７〕 应免受直
接攻击ꎮ

除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ꎬ平民的其他行为也有可能符合对拘留国造
成严重安全威胁的最低标准( 阿尔吉达被指控的行为就是一个适当的例

〔２８〕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１１８ 条ꎮ

〔３０〕

同上ꎬ第 １０９ 条第 １ 款和第 １１０ 条ꎮ

〔２９〕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同上ꎬ第 １１９ 条ꎮ
同上ꎬ第 ２１ 条ꎮ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５ 条第 ４ 款第 ２ 项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ꎬ第 ２７ 条、第 ４１ 条、第 ７８ 条ꎮ

唯一的例外是相对极少发生的全民战争( ｌｅｖｅｅ ｅｎ ｍａｓｓｅ) ꎬ«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４

条第 ６ 款中有所规定ꎮ
〔３５〕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ꎮ 考虑到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后果ꎬ避免作

广义解释显然很重要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此问题上的观点见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ＩＣＲ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ＨＬ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 － ００２ － ０９９０. ｐｄｆꎮ
〔３６〕
〔３７〕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第 ２ 款ꎮ

同上ꎬ第 ５１ 条第 ３ 款和«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３ 条第 ３ 款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４７

子) ꎮ〔３８〕 根据被拘禁者是在缔约国本国领土上( “ 若迫于拘留国之安全

的绝对必要” )〔３９〕 还是在被占领土上( “ 迫切的安全理由” )〔４０〕 被拘禁ꎬ
« 日内瓦第四公约» 对允许拘禁的理由使用了不同的措辞ꎮ 有人认为表
述的不同没有关系ꎬ其目的是表明ꎬ在实践中被占领土上的拘禁应当比
冲突一方领土上的拘禁发生得更少ꎮ〔４１〕
在缔约国领土上的拘禁审查程序看起来似乎也多少有别于在被占
领土上的程序ꎮ 在国家自己的领土上ꎬ由一个“ 主管法庭或行政审议机
关”〔４２〕 来实施拘禁审查ꎬ而在被占领土上ꎬ公约规定由一个“ 主管机关”
进行“ 定期审查” ꎮ〔４３〕 尽管这样那样的文本上的差异ꎬ从本质上看规则
是相同的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被拘禁人有权要求对拘禁的决定进行
复核( 以提出质疑) ꎬ应当由法庭或行政审议机关迅速复核ꎬ〔４４〕 至少每六
个月一次ꎮ〔４５〕 « 日内瓦第四公约» 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协助的权利ꎬ但
是也没有禁止的规定ꎮ

人们有时会问ꎬ为什么国际人道法为国际武装冲突中被拘禁的平民
提供了程序保障ꎬ而没有为战俘提供ꎮ〔４６〕 简单地回答就是ꎬ在现实中ꎬ
一名被俘的敌方平民比一名战斗员实际带来威胁的可能性更小ꎬ毕竟战
斗员是敌方武装部队的成员ꎮ 例如ꎬ在现代战争中平民常常不是在战斗
中被拘禁ꎬ而是由于有情报资料显示他们会带来安全威胁ꎮ 复核程序的
目的就是要判定这些信息是否可靠ꎬ这个人的行为是否达到允许拘禁的
〔３８〕

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但却构成了严重安全威胁活动的例子有资助作战行动ꎬ为战

〔３９〕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ꎮ

〔４１〕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ｅｄ. ) ꎬ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Ｖ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ｐ. ３６７.

斗进行普遍征召等ꎮ
〔４０〕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同上ꎬ第 ７８ 条第 １ 款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３ 条第 １ 款ꎮ
同上ꎬ第 ７８ 条第 ２ 款ꎮ

同上ꎬ第 ４１ 条和第 ７８ 条ꎮ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０ꎬｐｐ. ２６１ꎬ３６８ － ３６９.

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ｒｒａｗａｙꎬ “ ‘ 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ａｎｄ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 ｅｄｓ. )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７ꎬｐ. ３３０.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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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法律标准ꎮ
俘获国不会因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起诉战斗员( 战斗员特权) ꎬ与

战斗员不同ꎬ平民可因拿起武器ꎬ在参加敌对行动过程中实施的所有暴
力行为ꎬ以及实施了国际法中的战争罪和其他犯罪而被起诉ꎮ 这一规则
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是一致的ꎮ 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观点认
为ꎬ〔４７〕 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不违反国际人道法ꎬ且无论是根据条约
国际人道法还是习惯国际人道法ꎬ其本身都不构成战争罪ꎮ〔４８〕
一旦拘禁所依据的情况不复存在ꎬ就必须终止拘禁平民ꎮ〔４９〕 在任
何情况下都应该“ 于战事结束之后尽速” 终止拘禁ꎮ〔５０〕 对平民遣返的无
理延迟也是严重破坏« 第一附加议定书» 的行为ꎮ〔５１〕
欧洲人权法院在“ 阿尔吉达案” 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判决中表明ꎬ« 日
内瓦第四公约» 的条款不能独立构成拘禁的法律依据ꎮ 如果考虑到根据
合法性原则ꎬ在有合理理由并且符合法定程序( 国内法中的成文法ꎬ〔５２〕
国际人道法中的条约或习惯法) 的情况下就允许剥夺自由ꎬ那么从判决
中看不出为什么会得出上述结论ꎮ 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ꎬ« 日内瓦第
四公约» 规定了在缔约国本国领土上和在被占领土上拘禁平民理由ꎬ并
且规定了每种情况中要遵循的程序ꎮ 结合«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
第 ３ 款一起来读ꎬ会发现相关条款的详细程度不低于关于非刑事拘禁的
一般人权法的条款ꎬ即法院也曾提及的«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的
第 ９ 条第 １ 款和第 ４ 款ꎮ

况且ꎬ国家实践几乎一致承认并接受的是ꎬ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

〔４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ꎬ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Ｂ￣ＧＪ － ００５ － １０４ / ＦＰ － ０２１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１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１ꎬｐ. １６ － ４ꎬｐａｒａ. １６０９(３) ( ｇ)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ｃｅｓ.
ｇｃ. ｃａ / ｊａｇ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ｅｎｇ. ａｓ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４８〕

参见«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第 ８ 条中关于战争罪的列表ꎮ

〔５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６ 条和第 １３３ 条第 １ 款ꎮ

〔４９〕
〔５１〕
〔５２〕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３２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第 ３ 款ꎮ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５ 条第 ４ 款第 ２ 项ꎮ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Ｎｏｗａｋꎬ Ｕ. Ｎ.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 ２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Ｅｎｇｅｌꎬ２００５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ꎬｐａｒａ. ２７.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４９

的国际人道法为拘禁提供了足够的法律依据ꎮ 诚然ꎬ法律学者们也讨论
过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是否必须要有国内立法作为补充ꎮ 还不清楚为
什么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只是针对« 日内瓦第四公约» 而没有针对« 日
内瓦第三公约» ꎬ没有什么情况表明两公约在法律授权或给予权利的详
尽程度方面有任何不同ꎮ 有意见认为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本身就为拘
禁提供了足够的法律依据ꎮ
为什么«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不能为拘禁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这个问
题ꎬ法院认为拘留国或占领国没有“ 义务” “ 不经审判使用无限期拘禁措
施” ꎮ〔５３〕 应当说ꎬ法院对待国际人道法的方式和对它的理解值得全方位
地检视ꎮ

第一ꎬ前文已经总结过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的措辞说明ꎬ国际人道
法没有将拘禁的概念作为义务 施加于国际武装冲突各方ꎮ 公约授权缔
∙∙
约国( “ 可以” ) 拘禁一个行为对其部队或对例如平民的其他人的安全造
成严重安全威胁的人ꎮ 但是由于在武装冲突中要获得胜利所必须要考
虑的因素( 例如ꎬ主要的军事情况ꎬ后勤障碍ꎬ培养信任的需要ꎬ赢取当地
居民民心和精神的需要ꎬ等等) ꎬ武装冲突各方也有不拘禁一个人的权

利———尽管这显然会对他们或完成他们的任务造成潜在的安全威胁ꎮ
在这方面ꎬ武装冲突与和平时期遵循的逻辑不同ꎬ因此ꎬ在相关法律文件
中ꎬ各自关于拘禁的规则也不同ꎮ 如果将国际人道法解读为在军事行动
中赋予国家拘禁的义务ꎬ而不是授权国家这样做ꎬ那么不仅在法律上是
不正确的ꎬ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适得其反ꎮ 如果让国家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使用拘禁措施ꎬ那么会对那些如果不是因为法律义务就会被释放ꎬ
但结果“ 不得不” 被拘禁的人造成伤害———这很难说是一种对人权有益
的结果ꎮ

第二ꎬ令人遗憾的是欧洲法院使用了“ 无限期拘禁” 这个术语ꎮ 这
个词最近在一些法律文献以及媒体中出现ꎬ是一个本不存在的概念ꎮ 正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ꎬ国际人道法对因迫切的安全理由而采取的拘禁的

〔５３〕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０７ 段ꎮ

２５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期限是很明确的:一旦必须拘禁的理由不复存在ꎬ就要停止拘禁ꎮ〔５４〕 前
文所述的最初的定期复核程序设计周密ꎬ因为设想一个人不会一直构成
迫切的安全威胁直到武装冲突结束ꎮ 每一起案例都要进行实质性的复
核ꎬ之后要定期评估威胁是否维持在同样的程度ꎮ 考虑到在武装冲突中
情况发展迅速ꎬ评估可能会且在大多数案件中的确都发生了改变ꎮ 根据
拘禁的外部临时性限制ꎬ当实际的敌对行动结束时ꎬ无论如何都应当停
止拘禁ꎬ因此ꎬ这种限制可以被视为“ 默认的” ꎮ 敌对行动的终止是需要
逐案加以确定的事实因素ꎮ

第三ꎬ法院暗示指出ꎬ拘禁之后唯一合法且理想的做法是刑事审判ꎬ
它忽视了一个事实ꎬ即关于拘禁的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条款不同ꎬ在人权
条款中ꎬ刑事审判才是标准ꎮ 前者限于其适用于武装冲突而非和平时期
这一现实状况ꎮ 需要提醒的是ꎬ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战胜敌方的武
装部队ꎮ 国际人道法试图通过规范使用武力的规则ꎬ以及允许拘禁个人
的规则使战争变得人道ꎬ无论是由于他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或者是由于
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ꎮ 如果允许冲突各方使用武力———

即攻击和杀害那些因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而构成军事目标的人———那么ꎬ
显然他们也有权拘禁那些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落入其控制之下的人ꎮ

拘禁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措施ꎬ其目的是将战斗员以及其他给拘
留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人员在他们造成安全威胁时让其远离“ 战场” ꎮ〔５５〕

将那些仅仅拿起武器暴力对待敌对方的人员进行刑事审判的概念不属
于国际人道法“ 构造” 中的一部分ꎬ因为在这一规则体系下ꎬ此类活动本
身并不构成战争罪ꎬ而是应由拘留国的国内法来裁定是否要对被俘获人
员( 除了战俘ꎬ前面已经解释过原因) 以无特权的交战方为由进行起诉ꎮ
在大多数情况中ꎬ除非他们因战争罪受审ꎬ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拘禁
者都会免受国内法追究ꎬ当他们不再造成安全威胁的时候直接被释放ꎬ
〔５４〕
〔５５〕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３２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５ 条第 ３ 款ꎮ

因为拘禁和与审判有关的羁押并不相似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中规定的拘禁的条件

以及拘禁的其他方面也与刑事性质的羁押规定不同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５１

或者无论如何在敌对行动结束时都必须被释放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或许听
起来有些奇怪ꎬ但从被拘禁者的立场来看ꎬ拘禁实际上比刑事审判更好ꎮ
如果导致拘禁的行为同样也受国内刑事诉讼的管辖ꎬ那么很可能拘禁的
时间会更短些ꎮ 释放阿尔吉达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ꎮ 如果他受到英国
或伊拉克法律的刑事审判ꎬ那么其很可能今天仍在监狱中ꎮ
欧洲法庭拒绝将国际人道法作为剥夺阿尔吉达自由的依据的另外
一个明确的理由是ꎬ“ 没有将拘禁看做是” 拘留国的“ 义务” ꎬ而是将其看
作为一项最后诉诸的“ 措施” ꎮ 国际人道法没有规定拘禁的义务ꎬ这个
问题在上文已经解释过了ꎬ法庭似乎本应发现可以依据国际人道法来拘
禁阿尔吉达ꎮ 关于其必须是可最后诉诸的措施这一结论ꎬ有两点简短的
评论:
第一点是ꎬ法庭没有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作出判决ꎬ原因仍不清
楚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相关条款的表述不同ꎬ〔５６〕 没有传达明确的含义ꎬ
而是暗示指出ꎬ拘禁是一个国家对带来严重安全威胁的个人实施的最
“严厉” 的管制措施ꎮ 有意见认为ꎬ虽然用“ 严厉” 进行修饰ꎬ但措施的性
质并不一定暗示着某种先后顺序———必须在使用这种措施之前穷尽所
有其他的选择ꎮ 而且ꎬ一般来说ꎬ倘若这一标准不属于人权规则或关于
拘禁的法律体系ꎬ而与使用武力有关ꎬ那么法院为什么要引入这样一个
与武装冲突中剥夺自由相关的概念ꎬ同样也不可知ꎮ 第二点是ꎬ尽管明
确说明了必要条件ꎬ但是法院仍然没有对在当时情况下ꎬ拘禁阿尔吉达
是否是一种合理的“ 最后诉诸的措施” 发表意见ꎮ
最后ꎬ在“ 阿尔吉达案” 的判决中有关国际人道法的方面ꎬ或许有人
注意到ꎬ欧洲法庭对国际法院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 的援引
方式有些奇怪ꎮ 法院引用这个案例是为了说明国际人道法不包括拘禁
的义务( 前文已经述及) ꎬ还为了表明占领国有义务使包括« 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盟约» 在内的可适用的人权法条款得到尊重ꎮ〔５７〕 这当然是已
〔５６〕
〔５７〕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１ 条和第 ７８ 条ꎮ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１０７ 段ꎮ

２５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为大家所接受的主张ꎮ 但是ꎬ除了关于平行适用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
一般性评论之外ꎬ国际法院在那个案件中没有对两种法律框架间具体的
相互作用作出任何评论ꎬ结果不能得出与“ 阿尔吉达案” 中所考查的拘
禁问题有关的结论ꎮ 而且ꎬ国际法院在其他案件中都详细地概述了自己
的观点ꎬ而在欧洲人权法庭的判决中却没有得到援引ꎮ 例如ꎬ国际法院
在 １９９６ 年的“ 核武器咨询意见” 中说ꎬ在武装冲突中怎样算构成随意剥
夺生命要依据特别法ꎬ即国际人道法来判断ꎮ〔５８〕 倘若关于人权法中不
可克减的生命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ꎬ那么看起来有理由认为ꎬ当涉及
诸如自由这样的可克减的权利时ꎬ也可得出类似结论ꎮ〔５９〕
根据“ 阿尔吉达案” 的判决ꎬ对« 欧洲人权公约» 的成员国来说ꎬ要在
武装冲突中采取拘禁措施ꎬ同时还不与他们在« 欧洲人权公约» 中的义
务相冲突ꎬ那么ꎬ除了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作出一项安理会决议之
外ꎬ仅剩的方法就是对公约第 １５ 条进行合法克减ꎮ 有趣的是法院只有
半句话提到了这种方案ꎮ〔６０〕 根据第 １５ 条的规定ꎬ国家可以在“ 战时或
者遇有威胁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时期” 在“ 紧急情况所严格要求的范围
内”〔６１〕 克减公约中的一些义务———包括第 ５ 条ꎮ

但是ꎬ« 欧洲人权公约» 成员国是否可以顺利地根据文本中简单的

表述来援引第 １５ 条尚不清楚ꎮ 第一ꎬ表述中要求发生“ 遇有威胁国家生
存” 的战争ꎮ 看起来不能认为最近发生的«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在一
个“ 东道” 国的领土上的武装冲突已经到了必要的威胁到国家生存的程
度ꎮ 第二个ꎬ也是一个有所交叉的问题是ꎬ实际上是哪个国家应当克减:
干预国还是“ 东道” 国? 有时ꎬ专家们在讨论中假设ꎬ东道国应当克减他

〔５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５９〕

在“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 中ꎬ法院对人权法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１９９６ Ｉ. Ｃ. Ｊ. ( Ｊｕｌｙ ８) ꎬｐａｒａ. ２５.

国际人道法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广义的阐述ꎬ申明国际人道法对于一般性的人权法来说属于特
别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２００４ Ｉ. Ｃ. Ｊ. １３６( Ｊｕｌｙ ９) ꎬｐａｒａ. １０６ꎮ
〔６０〕
〔６１〕

“ 阿尔吉达案” 判决书ꎬ同前注 ３ꎬ第 ９９ 段ꎮ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１５ 条ꎮ

欧洲人权法院“ 阿尔吉达案” 判决:被忽视的国际人道法

２５３

们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法条约中的义务ꎮ〔６２〕 但若现实情况是ꎬ多国军事
行动中的被拘禁者处于进行干预的«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的有效控制
下ꎬ那么“ 东道” 国如何克减自身的义务还不清楚ꎮ
假如«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从没有就在国外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
克减ꎬ就不会去探究这样和那样的法律问题ꎮ 而且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也
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ꎬ因为必须承认可能还会存在巨大的政治障碍ꎮ 对
国家来说另一个方法是ꎬ依据调整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特别
法性质来寻找关于拘禁的论据ꎬ但英国政府在“ 阿尔吉达案” 中却没有
这样做ꎮ 可以期待在未来尝试这样的方法ꎬ这样的方法应该是更为妥当
的ꎮ
结论
不能过高估计“ 阿尔吉达案” 的判决对于« 欧洲人权公约» 成员国在
国外实施拘禁行动的重要性ꎮ 法庭判决的意义是ꎬ除非有具有拘束力
的、明确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ꎬ或者对« 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５ 条进行了克
减ꎬ否则« 欧洲人权公约» 的成员国不能够拘禁平民———即便非刑事拘
禁是为迫切的安全理由所必需的而且根据国际人道法在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是允许的ꎮ 法庭暗示指出ꎬ联合国安理会根据第七章所作的决议有
可能取代« 欧洲人权公约» 有关拘禁的条款ꎬ法院已经事实上要求安理
会就拘禁的问题进行立法ꎮ 法院这方面意见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值得怀
疑ꎮ
法院也提醒« 欧洲人权公约» 成员国———尽管非常简单———可采取

的另一种方法是克减ꎬ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他们在涉及国外采取的拘禁
措施时与其在« 欧洲人权公约» 中的义务相冲突ꎮ 但未来成员国是否会
〔６２〕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２ － ２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ａｔｈａｍ￣ｉｃｒｃ￣ｒｅｐｏｒｔ － ０９１２０９.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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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样的方法ꎬ还有待观察ꎮ
法院没有认定ꎬ国际人道法可以构成在国际武装冲突中实施拘禁措
施的有效法律依据ꎬ根据法院的结论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没有为冲突各
方施加拘禁的义务ꎮ 如此一来ꎬ笔者认为法院似乎并没有抓住国际人道
法的逻辑ꎬ因此ꎬ错误地解释了条约中明白的表述ꎮ 重要的是ꎬ法院就为
何«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不能作为拘禁平民的法律依据所作的结论可以被
解读为同样适用于对战俘的拘禁( 就像« 日内瓦第四公约» 一样ꎬ« 日内
瓦第三公约» 仅仅授权进行拘禁ꎬ而没有将其明确确定为“ 义务” ) ꎮ 或
许可以认为这是对国际人道法这一法律制度的修改ꎬ而国际人道法是世
界上所有国家协议通过的法律制度ꎬ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了适用于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特别法ꎮ 因此ꎬ笔者还建议将来再出现类似案件时ꎬ« 欧洲人
权公约» 成员国要认真考虑依据国际人道法的特别法性质来进行论证ꎮ
显然ꎬ无论选择什么方法ꎬ目前“ 阿尔吉达案” 的判决都给« 欧洲人
权公约» 缔约国现在和今后在国外实施拘禁行动的合法性蒙上了冰冷的
阴影ꎮ 而且ꎬ他们是否能够与其他非« 欧洲人权公约» 缔约国一起参加
被授权进行拘禁的多国部队ꎬ我们最多可以说ꎬ这个问题目前仍不确定ꎮ

讨论:人道行动未来的挑战是什么?
汪中祎∗译

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人道援助与危机应对事务专员克里斯塔莉
娜格奥尔基耶娃博士( Ｄｒ. Ｋｒｉｓｔａｌｉｎａ Ｇｅｏｒｇｉｅｖａ) 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 Ｄｒ.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编者按
本期评论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道行动政策制定者
的观点ꎮ ２０１０ 年ꎬ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
首位专门负责人道援助和危机应对事务的委员ꎬ主管欧盟委员会人道援
助与平民保护总署———一个国际援助的主要捐助方ꎮ 雅各布克伦贝
格尔博士出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ꎮ
过去 １０ 年中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所捍卫的原则和国际人道法都

经受了严峻考验ꎮ 格奥尔基耶娃专员与克伦贝格尔主席经常举行会晤ꎬ
就两个组织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换意见ꎮ « 红十字国际评论» 请求他们二
人接受采访ꎬ探讨人道行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ꎮ 他们分别就当前具有重
要性的几个问题ꎬ如危机与发展之间的延续性或人道参与方之间的协调
问题等ꎬ阐述了各自的立场ꎮ 格奥尔基耶娃专员还就人道原则发表了自
∗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ꎬ现任 ＩＣＲＣ 东亚地区代表处网站翻译ꎮ

∗∗ 主编樊尚贝尔纳(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编辑助理玛丽亚尼科洛娃( Ｍａｒｉｙａ Ｎｉｋｏｌｏｖａ)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布鲁塞尔主持了此次讨论ꎮ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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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法ꎬ包括自欧盟« 里斯本条约» 通过及负责执行欧盟共同外交与
安全新政的对外行动署成立以来ꎬ人道行动相对于政府财政独立等问
题ꎮ
∗∗∗

« 评论» :让我们先来谈谈未来几年人道行动和人道参与者可能会
面临的主要挑战ꎮ 专员女士ꎬ可否先谈谈您如何看待我们目前观察到的
趋势及其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我们明显是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富
有却更脆弱的世界中ꎮ 如今ꎬ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ꎬ冲突及
其对社区和国家造成影响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ꎮ 不幸的是ꎬ这两种趋势
在世界许多地方是同时出现的ꎮ 局势不稳定的国家也正处于易受自然
灾害影响的地区ꎮ 非洲之角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ꎬ那里具有自然原
因导致的脆弱性ꎬ如反复出现的旱灾使人们饱受其苦ꎮ 受影响的国家包
括索马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ꎬ还有前几年遭受影响的乌干
达、尼日尔和马里ꎮ 这里还有索马里冲突ꎬ它使接触急需帮助之人难上
加难ꎮ
那么ꎬ未来会是怎样呢? 我深信ꎬ由于人口呈指数增长ꎬ土地和生态
系统极为脆弱ꎬ我们将看到冲突继续扰乱社会并变得更难以解决ꎮ 发展
中国家( 包括这些脆弱国家) 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将使这类冲突变得尤为
棘手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城市地区出现了“ 无差别” 的额外危险ꎬ这打破
了原有的社会结构ꎬ有时在较小的社区中———尤其是在冲突时期———这
种社会结构有助于人们携手共度ꎮ 另外ꎬ最重要的是ꎬ我们面对气候变
化问题ꎬ这使整个世界———无论贫富———都变得更加脆弱ꎮ

我们谈论这些威胁ꎬ但很少去尝试阐述它们对人道界、发展界、政界

意味着什么ꎮ 这正是我认为我们落后于世界变革的地方ꎮ
我想提的另一点是生态脆弱性和人口增长的结合ꎬ我非常想知道克
伦贝格尔主席如何看待这一问题ꎮ 当我得知非洲之角那些饱受苦难的
国家自 １９６０ 年独立以来人口增长了至少 ５ 倍时ꎬ我确实深感震惊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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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

我来说ꎬ这敲响了警钟ꎮ 举个例子说ꎬ１９６０ 年保加利亚和肯尼亚的人口
差不多ꎮ 事实上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ꎬ保加利亚当时的总人口有 ７９０

万人ꎬ在全球排名第 ５６ 位ꎻ肯尼亚稍多一些ꎬ总人口 ８１０ 万人ꎬ全球排名
第 ５５ 位ꎮ 如今ꎬ保加利亚总人口约为 ７４０ 万人ꎬ而肯尼亚人口已经超过

４０００ 万人! 这 个 数 字 着 实 令 我 震 惊———试 想 一 下ꎬ 如 果 我 的 国 家 有
４０００ 万人会是什么样! 我们国家较为幸运ꎬ因为拥有比较富饶的自然
环境ꎬ而肯尼亚的大部分领土都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ꎮ 再看看索马
里ꎬ１９６０ 年总人口是 ２５０ 万人ꎮ 现在ꎬ在这片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
区ꎬ生活着近 １０００ 万人ꎮ

我想说的是ꎬ如果你拿出一张世界地图ꎬ在上面标出自然环境脆弱、

灾害和冲突频发的地区ꎬ你会惊异地发现冲突发生地往往就是自然资源
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ꎮ 总而言之ꎬ我们必须更加专注思考的不仅
是全球变革ꎬ还有这些变革对我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ꎮ
克伦贝格尔主席和我已经讨论过其中一个要点ꎬ那就是———我们必

须要更具承受力ꎮ 如何才能加强承受力呢? 要靠发展ꎮ 这意味着ꎬ人道
界与发展界的专业人士必须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是的ꎬ我就先谈谈专员阁下刚才所说的问题ꎬ
我可能会说的更概括一些ꎮ 人道组织可能越来越多地面对人们承受不
同层面压力的局势:人口压力、经济形式的压力、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带
来的压力、冲突压力、气候变化压力我认为这些类型的局势将不断
增多ꎮ 我还认为ꎬ人道危机会出现在更多局势中ꎬ而且因不同层面的原
因ꎬ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ꎮ
我想索马里是大家都记得的例子ꎬ但还有其他类似局势ꎮ 就人道界
面临的挑战而言ꎬ我认为ꎬ或许人道组织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弄清楚什么
是“ 人道行动” ꎮ 如果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ꎬ将会极大地促进合作ꎮ 例
如ꎬ他们是将人道行动只理解为纯粹的应急行动还是理解为应急行动和
∙
早期恢复ꎬ还是理解为甚至包括发展和社会工作ꎮ 对于什么是“ 人道行
动” 达成更普遍共识将有助于开展合作ꎮ
关于挑战ꎬ尽管专员阁下措辞不同ꎬ但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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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到未雨绸缪ꎬ侧重于应对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的人道组织必须在备
灾方面大量投入ꎮ 但对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而言ꎬ准备工作则有所
不同ꎮ
世界各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ꎬ自然灾害造成的人道后果可能会因受
灾人群备灾的程度而大不相同ꎮ 想想 ２０１０ 年发生在海地和智利的地震
就足以说明问题ꎮ 因此ꎬ在备灾和承受力方面加大投入ꎬ意义重大ꎮ 对
于那些像 ＩＣＲＣ 这样在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暴力局势中开展工
作的组织而言ꎬ我认为未来将会出现许多未知局势ꎬ许多情况甚至是事
先完全无法想到的ꎮ 关键是ꎬ如果可能的话ꎬ要真正出现在任何你认为
需要开展行动的地方ꎬ并且切实开展工作ꎮ 你必须要考虑到不确定中的
确定因素ꎬ并得出正确的结论ꎮ 发展快速部署的能力并拓宽合作方网络
在任何局势中都是有用的措施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是的ꎬ我非常赞同ꎮ
如果考察国家的社会承受力ꎬ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现有的制
度:法律与秩序的相关制度、教育制度、工作机会等ꎮ 我们认为ꎬ在任何
给定的时间范围内ꎬ都有 ３０ 个至 ４０ 个国家因缺乏机构能力ꎬ要么身陷
冲突之中ꎬ要么正在滑向冲突的边缘ꎬ要么正在摆脱冲突ꎮ 因此ꎬ任何时
候ꎬ都有许多国家同时走在这条路上ꎮ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三大挑战ꎮ
第一ꎬ不幸的是ꎬ更多地方正在变得太危险而难以开展工作:阿富
汗、索马里、伊拉克( 或至少是伊拉克部分地区) 也门也正步其后
尘ꎮ 第二ꎬ由于大量脆弱社会的存在ꎬ危机的爆发更多情况下是突如其
来的ꎬ比如 ２０１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和 ２０１１ 年科特迪瓦的情况ꎮ 第三ꎬ长

期危机越来越多ꎬ有些已经持续了 １０ 年、１５ 年、２０ 年甚至 ３０ 年之久ꎮ
例如ꎬ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ꎬ或来自缅甸和达尔富尔的难民持续涌入的
状况ꎮ 我们还能举出更多例子ꎮ 当你分析这三大挑战并思考人道界的
应对能力时ꎬ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ꎬ我们必须要联合发展界ꎬ致力于加强
社会承受力以及这些国家的制度建设ꎮ 我们还需要在这些国家坚持开
展工作ꎬ以加强它们的承受力和机遇建设ꎮ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ꎬ我们的
世界发生了变化ꎬ但我们的集体应对行动还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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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ꎮ 在我年轻的时候ꎬ也就是 ２０ 世纪

六七十年代ꎬ有记录的灾害数量比现在要少得多ꎮ １９７５ 年ꎬ我大学毕业
那年ꎬ共发生了 ７８ 次大的自然灾害ꎻ２０１０ 年共发生了 ３８５ 次ꎬ是以前的

５ 倍ꎮ 过去 １０ 年中ꎬ普通灾害平均每年发生近 ４００ 次ꎮ 因此ꎬ显然这意
味着ꎬ为了加强对自然灾害的承受力ꎬ在防灾、备灾方面的投入也必须相
应增加ꎮ 然而ꎬ有时人道组织和专业人员会说 “ 我们的工作是挽救生
命” ꎬ仅此而已ꎮ 你挽救了一条生命ꎬ却没有接着问一问:他是否生不如
死? 他明天是否还会再次面临危险? 你也可以说ꎬ你的工作是要加强承
受力并在受灾者与发展界以及那些有着更长远眼光并探究制度建设的
人之间搭建桥梁ꎻ你可以建议这些人更关注救援、重建和发展之间的联
系ꎮ
让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救济—发展” 的延续性问题ꎮ 我们如何能更
好地应对本身并不属于人道危机ꎬ但也不完全是发展阶段的过渡状态?
你们各自的制度如何促使适当、有效地应对?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我在这里想说两点:第一ꎬ对于在持
久危机局势中开展工作的人道机构而言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更专业化地
将救灾、重建和发展联系起来ꎬ更开放地使用人道方法来促进可持续成
果ꎮ 例如ꎬ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帮助人们发展技能并通过劳动获得一些收
入ꎬ使他们能够最终不再依赖援助ꎻ或拥有更灵活的资金ꎬ能够资助那些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营地的人开展培训项目ꎻ或是推广环保措施ꎬ因为通
常在持久危机中ꎬ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已经被彻底摧毁ꎮ 例如ꎬ正如
克伦贝格尔主席所说的ꎬ在难民营工作的人道组织由于缺乏相应技能或
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任务ꎬ就不会提出植树造林、水资源管理、清洁和处理
垃圾等要求ꎮ 因此ꎬ必须更好地理解这类责任ꎮ
第二ꎬ要谈到发展界ꎬ它们需要具有更多的意愿将其工作与救援工
作联系起来ꎮ 我是从发展界转到人道领域工作的ꎮ 这两个领域互相看
不上对方ꎮ 人道界认为自己反应迅速ꎬ而觉得发展界人士反应迟缓ꎮ 发
展界人士认为他们是可持续的ꎬ觉得人道工作者都是不懂长期性问题的
“ 消防员” ꎮ 这样的局面必须得到扭转ꎮ 就此ꎬ刚刚过去的 ９ 月ꎬ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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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举办了首次有关人道行动和发展的高层对话ꎬ参与对话的人员
包括罗伯特佐利克先生、〔 １ 〕 瓦莱丽阿莫斯女士、〔 ２ 〕 海伦克拉克
女士、〔 ３ 〕 拉吉夫沙阿先生、〔 ４ 〕 我本人以及绪方贞子女士ꎮ〔 ５ 〕 我们承
诺ꎬ将就承受力问题构建一个共同平台ꎬ并将系统地搭建沟通桥梁ꎮ 主
席先生ꎬ我的同行问我ꎬ为什么认为人道和发展行动之间存在这样的差
距ꎮ 我说ꎬ原因有三———“ 文化、金钱和能力” ꎮ 对我而言ꎬ文化是解开
金钱和能力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人道和发展领域都迫切需要文化变革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你知道ꎬ当代一位哲学家形容今天的世界不
再有太多“ 非此即彼” 而是一个“ 兼容” 的世界ꎮ 我不得不说ꎬ当你看到
你所认为的人道危机局势或过渡期或发展局势之间的界限是何等易变
时ꎬ你会发现ꎬ不同参与方必须变得更加灵活并密切关注所开展工作的
环境ꎬ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ꎮ ＩＣＲＣ 将救灾工作与诸如维护和发展供
水系统或通过提供工具、种子和化肥等恢复重建工作联系起来ꎮ
专员女士ꎬ您的观点非常有趣ꎮ 我从未从这些方面来看待这个问
题ꎬ但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一致的ꎮ 近年来ꎬ我不断被问及人道组
织的退出策略ꎮ 当我反问他们发展参与方的“ 进入策略” 时ꎬ人们都显
得很惊讶而且哑口无言ꎮ 对我而言ꎬ搭建桥梁是项非同小可的工作ꎬ是
要将这些策略结合在一起ꎬ而且最好是在一线ꎮ 真正的挑战不只是在概
念上而是在行动层面上弥合鸿沟ꎮ 为了做到这一点ꎬ相关参与方必须展
现出并证明其具有相应的工作能力ꎮ 当今世界ꎬ不同类型的活动、不同
形式的暴力、不同的法律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ꎬ因此ꎬ清晰的概念框架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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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时代更加重要ꎮ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战略» 就是这方
面的实例ꎮ 要使所有这些产生预期效果ꎬ真正的人道组织必须具备在紧
急局势中独立开展相关工作的能力ꎮ 这是这类组织的核心责任ꎮ 人道
组织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感觉到并宣布自己对一切事务负责ꎬ而在于要
在特定领域承担具体责任ꎮ
我想这就是我给出相同答案的方式ꎮ 如果要想将危机后局势与发
展前局势适当联系起来的话ꎬ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ꎬ人道机构和发展机
构之间要开展更多对话与合作ꎬ了解彼此能够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做到什
么程度ꎮ 让我来举个例子:不久前ꎬ“ 早期恢复” 的概念被引入到人道界
和发展界的讨论中ꎮ 你必须表明你对这个概念的立场ꎮ «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战略» 的内容之一就是使“ 早期恢复” 概念更加确定
和系统化ꎮ 今年夏天ꎬ我们感到有必要增加一页内容来阐明我们对“ 早
期恢复” 概念的理解以及 ＩＣＲＣ 认为其自身在哪类早期恢复活动中具有
独特的作用ꎮ 这将有助于我们成为所有关注早期恢复活动各方( 无论是
受助者还是捐款方) 可预期的合作伙伴ꎮ 例如ꎬ知道当国内流离失所者
返乡时你能否依靠某个组织开展工作ꎬ这一点非常重要ꎮ 我想格奥尔基
耶娃专员现在了解 ＩＣＲＣ 在谈到“ 早期恢复” 时指的是什么以及她可以
预期我们开展哪些类型的行动ꎮ 我们试图为格奥尔基耶娃专员提供便
利ꎬ使她能够更好地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如何为人道和早期恢复行动配备
人力、物力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是的ꎬ但我们仍然必须努力确保资
金可用于人道行动———通常是能够迅速到位且更为灵活的资金ꎬ能与
具有类似速度和灵活程度的发展资金相配套ꎬ从而实现资源的无缝衔
接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我们希望格奥尔基耶娃女士能够成功促成更
多灵活规则来支持各类明确属于我们所理解的“ 早期恢复” 范畴的项
目ꎮ 我觉得ꎬ这对于我们这个不同局势之间界限易变的世界而言意义重
大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如果我能做些补充的话ꎬ那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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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有的良好例证ꎮ 我们不应该让大家感觉这是个完全未知的领域ꎮ
其实已经有许多与终止冲突相关的行动同时有助于重建和发展的范例ꎮ
例如ꎬ为受战争影响的儿童而开展的工作:人道组织可能会开展一个项
目来提供创伤后康复和心理支持ꎬ然后发展组织将这些孩子带到学校ꎮ
这样ꎬ我们不仅能够给孩子们提供及时帮助ꎬ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接受教
育并重新融入社会的长远计划ꎮ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与冲突后局势的人
道工作关联稍小一些ꎬ那就是灾后的以工代赈项目:在这种情况下ꎬ在以
工代赈项目后紧接着(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他机构) 开展发展项
目ꎬ从而转变成更大规模的活动ꎮ 我们也在国家层面与发展机构的同事
保持着良好协作ꎬ提供更有效地应对ꎮ 例如ꎬ在萨赫勒地区ꎬ我们为生计
提供支持ꎬ特别是通过区域粮食采购ꎬ激励农民生产ꎬ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平衡做出重要贡献ꎮ 这些都是发展机构介入工作的重要领域ꎮ 然而ꎬ这
些仍然不是我们工作方式的规则而只是例外ꎬ在这个新的世界中ꎬ我们
需要将其转变为规则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是的ꎬ可能你也同意ꎬ发展机构仍未开始提早
介入危机后局势ꎮ 这意味着人道组织将被迫越来越多地涉足早期恢复
和预发展局势中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我同意ꎮ
国际人道法是另一个与 ＩＣＲＣ 密切相关的话题ꎬ而且显然也和欧盟
有关ꎬ尤其是自« 欧盟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指南» 通过以来ꎮ 你如何看
待国际人道法在未来冲突中的作用? 我们从克伦贝格尔主席开始ꎬ然后
是专员女士ꎬ依次来谈谈你们未来打算如何支持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就 ＩＣＲＣ 而言ꎬ我是这样认为的ꎬ当我们谈到
国际人道法ꎬ我们首先谈的是如何更好地实施现有规则ꎮ 欧盟理事会和
欧盟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合作非常出色ꎮ ２００９ 年修订版的« 欧盟指南» 正
是我们希望各国采取的措施ꎬ因为它们显示出各方严肃地承担起促进遵
守国际人道法的责任ꎮ 我通常会以这些指导文件为例ꎬ表示这就是我们
希望看到的ꎮ 现在甚至还要求对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情况进行年度汇报ꎬ
这实在是很棒ꎮ

讨论:人道行动未来的挑战是什么?

２６３

即使更好地实施现有规则是当前的工作重点ꎬ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受
武装冲突影响的人ꎬ我们也不能忽视新规则的制定ꎮ 基于对国际人道法
( 尤其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 现有缺口的彻底研
究ꎬＩＣＲＣ 提出了发展人道法方面的建议ꎮ 考虑到未来的发展ꎬ我的感觉
是ꎬ相比武装冲突而言ꎬ暴力局势的人道后果可能会更严重ꎮ 像 ＩＣＲＣ
这样的人道组织ꎬ在继续作为国际人道法指导机构的同时ꎬ必须更多地
在国际人权法领域发挥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０ 年夏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或墨
西哥的局势中ꎬ所援引的国际法就是国际人权法ꎮ 未来ꎬ不构成武装冲
突的非国家有组织的集体武装暴力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ꎮ
必须认真对待并详细解释“ 其他暴力局势” 的概念ꎮ 尤其是涉及单
个和集体武装和非武装暴力局势时ꎬ为了避免混淆ꎬ必须特别明确地予
以界定ꎮ 这一概念常常被国家滥用ꎬ以便否定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以及
人道组织出于单纯人道目的与冲突各方接触的权利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身为欧洲人我们很幸运ꎬ因为欧盟
成员国不仅支持国际人道法的实施ꎬ将其视为« 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义
务ꎬ而且一些欧洲国家还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积极促进各方遵守国际人
道法ꎮ
我们支持三类推广和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具体活动:第一ꎬ我们资助
针对冲突各方人员的培训项目ꎬ尤其是在新型冲突中ꎬ我们面对非政府
武装团体时ꎬ他们通常对法律一无所知ꎬ更不用说国际人道法了ꎮ 接触
冲突一方之人非常重要ꎬ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即
使是在最可怕的环境中都必须为人道留有余地ꎮ 我们在哥伦比亚、印
度、缅甸和泰国边境地区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等地通过我们的实施伙
伴来资助国际人道法培训ꎮ
第二ꎬ我们也资助旨在提高人道工作者和宣传国际人道法的人道政
策制定者的工作能力ꎮ 在一年时间里ꎬ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生活在冲突
局势或冲突后局势中的 １３０ 余人接受了国际人道法培训ꎬ他们中也有各
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ꎮ 我相信他们会将学到的知识传递
出去ꎮ 同样ꎬ我们也迫切希望ꎬ我们自身在脆弱局势中工作的人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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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做好准备的重要性ꎮ
第三ꎬ我们试图让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更多地了解新的反恐法和政
策可能带来的一些意外后果ꎬ从而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国际人道法的培
训ꎮ 正如你所知道的ꎬ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了国内刑事立法ꎬ禁止对列入
名单的恐怖组织予以物资支持ꎮ 然而ꎬ若国际人道法培训直接针对的就
是被打上“ 恐怖分子” 标记的武装团体ꎬ那么这类立法实际上也就禁止
了此类培训ꎮ 所以ꎬ我和我的同事正在积极使各方认识到ꎬ这类法律的
制定可能存在限制有效开展人道工作的风险ꎮ
最后ꎬ我想ꎬ虽然国际人道法正在不断发展ꎬ但冲突性质变化得非常
快ꎬ可能还需要制定适应武装冲突新现状的法律ꎮ 因此ꎬ 我完全支持
ＩＣＲＣ 采取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际人道法的举措ꎮ
那我们来谈谈指导未来人道行动的原则ꎮ 专员女士ꎬ自« 里斯本条
约» 生效以来ꎬ您认为贵部门如何保持独立于对外行动署以及欧盟共同
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事实上ꎬ在«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ꎬ
欧盟人道行动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就有了更强有力的法律依据ꎮ « 里斯本
条约» 有一条界定“ 人道援助” 是明确区别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和决
策的特殊政策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ꎬ认识到我所担任的
人道援助和危机处理专员的职位是独立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ꎮ
我们部门的员工不受欧盟对外行动署调配ꎮ 是否提供人道援助的
决定只会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需求以及接触困难人群的能力ꎮ 我们完全
不受政治、宗教或其他因素的影响ꎮ 而且ꎬ我们还会向发展领域的同行
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政治部门的同事宣传公正、中立和无歧视原则ꎮ
因此ꎬ我们保持了行动独立性以及资助 ＩＣＲＣ 等人道组织的能力ꎬ
使他们能够以完全不受干扰而且保持独立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使命ꎮ 但
是ꎬ我们也在为世界各地最需要帮助的人并为保持我们接触这些弱势人
群的能力而大声疾呼ꎮ
谢谢专员女士ꎮ 克伦贝格尔主席ꎬ您对此怎么看?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是的ꎬ我想说ꎬ欧盟委员会谨守这些原则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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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一就是对 ＩＣＲＣ 这个可以信赖的独立、中立且公正组织的真正支
持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确实如此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究其原因ꎬ我想是因为专员已经看到在某些
情况下ꎬ只有当你是真正独立、中立且公正的参与方ꎬ才有可能接触到所
有各方ꎻ如果你不是或者不被各方认为是这样的组织ꎬ你就不能获准开
展工作ꎮ 而即使你坚守所有原则ꎬ也有可能遭到拒绝ꎮ 但这显然是特
例ꎮ
除了清楚这些原则外ꎬ你还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ꎮ 你必须清楚表述
是在谈论工作目标( 或相关声明) 还是在一线实施的具体行动ꎮ 对急需
援助和保护之人而言ꎬ这是截然不同的ꎮ 你的行动必须与他们相关ꎬ必
须能应对人们最紧迫的需求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确实如此ꎮ 我们常常将人道原则当
做关乎人道工作者人身安全的大事ꎬ这是因为人道工作者身处巨大危险
之中ꎮ 在人道行动中丧生的人道工作者人数比维和人员还多ꎬ这本身就
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ꎮ 但另一大顾虑就是如何接触到最需要帮助的人ꎮ
如果你想要帮助受冲突影响的人ꎬ就必须能到他们身边开展工作ꎮ 接近
他们的唯一方法是保持所开展工作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性ꎮ 我们在这方
面具有丰富的经验ꎮ 其中之一就是在也门北部与胡塞叛军的接触ꎮ 我
能够与胡塞指挥官对话ꎬ仅仅是因为我并不代表任何政治实体ꎮ 我所代
表的只是即使在最艰难环境中都要努力维护的人道ꎮ
为此ꎬ我们员工和实施方合作伙伴在艰难局势中采取了不同类型的
接触策略ꎮ 这些策略与英国、瑞士、联合国或红十字运动所采取的其他
人道工作方式类似ꎮ 为了增加人道接触ꎬ我们制定了不同类型和层面的
宣传工作并开发了多种宣传技术ꎮ 有时ꎬ声援可能会对实施方合作伙伴
保持或获准接触造成危害ꎻ而有时ꎬ行政或其他方面的阻碍会变得极大
以至于不再可能开展有效的遵循原则的人道干预活动ꎬ我们只得与合作
伙伴联合实施遥控策略ꎮ 但是这必须与坚实的经济和行动管理原则相
兼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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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ꎬ也可能采用武装护送或空中人道服务来争取进入安全局势不
稳定的地区ꎮ 我们的目标是在介入紧急局势的人道必要性和保持中立、
公正和独立的人道原则之间找到平衡ꎮ 我们的法律义务是确保对那些
与我们携手参与人道行动的欧洲纳税人负责ꎮ 我们还赞助合作伙伴开
展能力建设培训项目ꎬ以便提高他们开展自身项目和活动的效率和可靠
性ꎮ
让我们再回到利比亚ꎬ在那里欧盟委员会人道援助与平民保护总署
积极开展协调工作ꎮ 您从这次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 更广泛地说ꎬ你们
二位对从整体上协调人道应对有何看法? 在未来的人道领域中ꎬ我们应
当采取怎样的正确原则?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我希望能多一些具体的一线协调ꎬ而少一些
没有价值的重复辩论ꎮ 我们需要真正的协调ꎬ需要我理解的真正具有独
特人道价值的协调ꎮ 这必须是在一线开展的ꎬ参与方必须对各方的工作
能力和人力资源状况、获准进入地区、禁止进入地区以及能够自行开展
的行动或需要委托其他执行机构开展的行动都了如指掌ꎮ 我想ꎬ不按照
惯常的方式( 导致过度支出的官僚程序) 而是以在有能力这样做的机构
之间保持相关事务信息透明度的方式来改善协调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ꎮ
而真正的危险在于ꎬ人道领域中官僚派和行动派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ꎮ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人道危机中ꎬ应对新出现且通常
十分棘手之问题的速度和能力往往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我同意克伦贝格尔
主席所说的ꎬ协调的目的不在于协调本身ꎬ而是为了更快、更有效地接触
更多的人ꎮ 因此ꎬ有效的协调关乎技巧、工作能力和实施ꎬ有时是在危险
地带ꎮ 我们所有组织都在努力争取一个“ 空间” ꎬ但是决定谁能有一席
之地必须要看谁能够提供解决方案ꎮ 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地进行评估ꎮ

评估可能依局势不同而有所不同ꎬ但必须要轻过程、重结果ꎮ 这对
我们这些试图提供帮助的人来说非常重要ꎻ对于人道机构的信誉来说也
很重要ꎮ 世界上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资源却不会增加ꎬ因此ꎬ人们都在争
夺资源ꎮ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ꎬ我们确实需要在困难时期呼吁市民慷慨解
囊ꎮ 这种呼吁只能基于可靠的行动ꎮ 如果我说ꎬ克伦贝格尔先生ꎬ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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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着 １１ 亿欧元的援助工作ꎬ这样是不够的ꎮ 要想让人觉得可靠ꎬ我要这
样说ꎬ我负责着援助全球 １. ４ 亿人的工作ꎬ这正是我们 ２０１０ 年援助的总
人数ꎮ 但是这些人都是谁? 谁可以提供帮助? 如何提供? 这些都是驱
使我们开展协调的问题ꎮ
专员女士ꎬ这个问题是专向您提的ꎮ 您曾提到过远程遥控行动ꎮ 您
可否阐述一下欧盟委员会人道援助与平民保护总署对于在不可能满足
有关归责性各方面要求的远程遥控局势中开展支持活动的立场?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欧盟委员会人道援助与平民保护总
署资助的项目往往是在那些因安全考虑或其他问题而难以进入的地区
开展的ꎮ 这对于我们在最艰难环境中接触需要帮助之人是至关重要的ꎮ
我们试图通过遥控和监督体系来将风险降至最低ꎮ 为此ꎬ我们依赖在一
线部署的专家网络以及当地的实施伙伴ꎮ 但我们也接受任何可能存在
的风险ꎬ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ꎬ就有可能被迫抛弃一些需要帮助的人ꎬ
这与我们的人道原则和价值相悖ꎮ 在索马里ꎬ我们资助的行动 ８０％ 以
上都是在青年党控制地区开展的ꎬ由于不安全以及有限的通行条件ꎬ合
作伙伴只能通过远程管理来开展行动ꎮ 尽管对增加的风险表示接受ꎬ我
们也必须努力进一步降低风险ꎬ例如ꎬ通过严格甄选经过实践考验的可
靠合作伙伴等方式ꎮ
我们向两位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人道部门的发展演变ꎮ 你们
如何看待人道部门的未来构成( 尤其是非西方捐款方的增多) 、专业性
及其实践?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正如我们在采访刚开始时谈到的ꎬ
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我们难以跟上的步调和幅度不断变化着ꎬ所有这些
都在影响着我们今天所面对人道挑战的程度和性质ꎮ 不仅人道需求的
全球程度在不断上升ꎬ而且人道局势也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原因而变
得越来越复杂和棘手ꎮ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人道局势中ꎬ合作需求是至关重要的ꎮ 如果人道
体系的管理不改变ꎬ就不可能在人道援助上达成全球一致ꎮ 在传统捐款
方和新兴捐款方之间以及捐款方和人道组织之间ꎬ目前的系统太过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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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割裂ꎮ 新兴捐款方试图在通常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框架之外开展
行动ꎮ 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不良的印象ꎬ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不同的
参与者ꎬ它们在人道援助的规范和实践方面有着相互竞争的制度ꎮ
向前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将是与所有捐款方(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非传
统的或新兴的捐款方) 拓宽在国际人道行动方面的对话ꎮ 发展这类对话
的常规高层平台将予以人道体系更大的合法性和有效性ꎮ 它将带来对
支撑人道行动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的更大共识和投入ꎮ
另一个关键步骤是加强民事和军事机构之间的协调ꎬ源于武装部队
越来越多地参与危机应对工作ꎮ 缺乏对双方使命和责任的理解常常会
导致界限的模糊ꎬ危及对于人道机构而言至关重要的接触和保护ꎮ 这正
是不同机构之间的早期协调和互动如此重要的原因ꎮ 目前有两份文件
来指导人道局势中军事资源的恰当使用ꎮ 它们分别是« 有关灾害援助的
奥斯陆指南» 以及« 联合国有关复杂紧急局势的军事和民事防御力量指
南» ꎮ 这些文件使得在某些局势中利用军事力量成为可能ꎬ同时也避免
了发生此类情况ꎬ即一遇紧急状况就令人反感地部署军事力量ꎮ

提供从安保到援助等大量服务的私人公司的不断增加也带来了另
一项挑战ꎮ 雇用这类公司的国家应当确保在国际人道法下的适当问责ꎬ
尤其是在冲突局势中ꎮ
综上所述ꎬ提供人道援助方面的专业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
要ꎬ这也是我的工作必须包括在提供援助方面保持高度专业性和可信度
的原因ꎮ 我们与所资助的组织达成框架合作协议ꎬ该协议确保我们的合
作伙伴具有并维持高度的工作能力、责任心和专业技能ꎮ 另外ꎬ我们要
求对具体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汇报ꎬ这也一直是公众捐款方要求必须严
格遵守的规则之一ꎮ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我相信ꎬ人道领域的国家和私人参与方可能
在未来进一步增加ꎮ “ 人道” 是个好标签ꎮ 同时也需要应对( 至少是部

分应对) 新的需求ꎮ 我并不指望这么多的参与方都能够变得更有原则ꎮ
加剧的竞争会使一些机构更容易流于政治化ꎬ这种现象通常不是在危险
艰难的行动地点ꎬ而是在能够吸引政治和媒体注意的相对安全的地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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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这类组织可能更愿意留在一个地方ꎬ在一些诸如独立评估需求和控
制分发工作等基本原则上做出让步ꎮ 由于不可能开展独立和公正的人
道行动ꎬ他们可能更愿意告诉捐款方他们在当地还有部署并未离开ꎮ 竞
争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更好更及时的人道行动ꎬ我对此表示欢迎ꎮ
但如果捐款流向那些喊得最大声的机构而不是流向实实在在开展人道
救援的机构ꎬ那就实在令人遗憾了ꎮ
另外ꎬ伊斯兰救援组织和私人企业可能在未来具体活动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ꎬ尤其是伊斯兰局势中( 就参与方以前类型而言) ꎮ 一般最有
可能( 且受欢迎的) 的情况是由当地人道参与方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 对
国际人道组织而言这将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实际开展行动ꎬ而更多将资金
从捐赠方引向当地人道参与方ꎮ 这类组织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ꎬ因为
它们必须要解释资金从捐款方流向在一线开展行动的参与方如何能够
体现出特有的人道价值ꎮ
在一个捐款方坚持要求其资金体现出特有人道价值的环境中ꎬ人道
大厦的多层构造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ꎮ 我想ꎬ这一点在人道组织的管
理层面比行动层面体现得更为明显ꎮ
最终ꎬ我希望ꎬ人道领域的专业化水平能够不断改进ꎬ尤其是具备专
门技能的新兴参与方加入人道领域所带来的影响ꎬ例如ꎬ在信息技术或
后勤领域ꎮ 然而ꎬ此类发展永远不会替代真正的人道信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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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可预见的将来ꎬ危机致因的类型、规模和强度变化都会显著———
甚至呈指数增加ꎮ 尽管数量不断增加的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都意识到
这种变化的出现ꎬ却鲜有组织看出这些变化如何能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
行为和行为方式ꎮ 本文指出ꎬ对于人道组织来说ꎬ已经是时候更加系统
地分析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灾难脆弱性增加的转型因素ꎬ而缓解这些因素
也正是时机ꎮ 本文特别指出ꎬ大多数影响人道行动的转型因素都是在后
西方霸权世界中ꎬ新型政治结构和不断强化的人道危机政治中心主义的
结果ꎮ 这些和其他转型因素意味着那些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必须比今
天更加具有预见性和适应性ꎮ 他们必须更加注意创新和创新性做法并
显著扩展合作的方法以及与之合作的对象ꎮ
从过去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何应对人道未来 问题所提供的指导已越
∙∙
来越少ꎮ 人道危机致因的类型与其规模和强度变化一样ꎬ呈指数扩张ꎮ
∗ 伦道夫Ｃ. 肯特(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Ｃ. Ｋｅｎｔ) 博士在接受现有职务之前曾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完成了

他作为联合国索马里居民与人道事务协调员的任务ꎮ 在执行索马里任务之前ꎬ他是联合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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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工学院副教授ꎬ法学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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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因此ꎬ在过去 ２０ 年当中出现的制度、机构和假设将无法满足下一个 ２０

年和以后的人道挑战ꎮ 然而ꎬ不仅危机致因的类型、规模和强度变化出
现明显的增长ꎬ这些危机事件发生的更广阔的全球环境的变化也很显
著ꎮ 正是在这些威胁不断变化的性质与其日益产生影响的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呼唤一个新的人道议程———一个以“ 计划始于未来” 为基础的
议程ꎮ〔 １ 〕 从概念上讲ꎬ“ 计划始于未来” 起源于许多不同的学科———管
理学、政治学、新治理方法以及环境管理ꎮ 这些领域的共同之处是从错
综复杂的理论中获得见解ꎮ 这些见解表明ꎬ在一个经济、技术不断变化ꎬ
社会复杂性不断加大的世界中ꎬ简单化分析导致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战
略ꎬ其特点是目标的局限性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预先确定工作方法ꎬ因此ꎬ
这样的分析方法既不灵活也无法满足当今世界的要求ꎮ 不过ꎬ在许多情
况下ꎬ成功的“ 计划始于未来” 的实践已从对这种传统方法的改进中浮
现出来ꎮ 正如拉马领甘在分析卫生领域成功的接种计划后所指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传统模式ꎬ即一种试图“ 解决这种困惑”
的非常正式而理性的设计方法朝着一种学习的、演进的而且讲
究政治技巧的模式的清晰演变ꎮ 根据这种模式ꎬ方法由环境确定ꎬ
而且( 他们) 为配合项目的进展而进行了自觉的努力ꎮ〔 ２ 〕
换句话说ꎬ“ 计划始于未来” 假定人们无法预知未来ꎬ但可以了解如
何更好地应对和驾驭不确定性和复杂性ꎮ 它还假定“ 计划始于未来” 是
一种能够驾驭且已为人知的方法ꎮ 现代社会和自然科学越来越多地假
定“ 宇宙中的大多数现象都处于( 随机性和确定性之间的) 中间状态ꎻ它
们以复杂而不可预测的方式将确定性与随机性混合起来ꎮ 在 ２０ 世纪ꎬ
科学逐渐接受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ꎮ〔 ３ 〕 基于这一点ꎬ下列事实就很明
〔１〕

“计划始于未来” 这一词语除了作为本文题目之外ꎬ还是伦敦国王学院“ 人道主义未

来” 计划的格言ꎮ 它提出一种以( 关注于那些本身不一定反映一致性的行为模式的非线性因素
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 场景分析取代( 那种通常取决于趋势分析的) 标准的未来分析的方法ꎮ
版ꎮ

〔２〕

Ｂｅｎ Ｒａｍａｌｉｎｇａｍꎬ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ｈａｏ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该书于 ２０１２ 年出

〔３〕

Ｅｒｉｃ Ｂｅｉｎｈｏｃｋｅｒꎬ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ｏｏｋ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５ꎬｐ. ９９.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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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ꎬ即:大量的( 人道) 行动者和统治集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通常呈
垂直和水平分布ꎻ他们提出了各种无法为任何单个学科所应对的问题ꎻ
而且反映了相互冲突的、发散式的和表面上看同样合理的解释ꎮ〔 ４ 〕 正
如本文将要揭示的一样ꎬ在制定政策、考虑由何人制定政策以及———从
计划的视角看———目标和具有内在易变性的环境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等
方面ꎬ这一观点对于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而言意义重大ꎮ 尽管认识到所
谓的“ 人道产业” 在过去 ２０ 年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职业化ꎬ〔 ５ 〕 但第一部
分“ 威胁的永久性盲点及其变化的性质” 指出ꎬ这种职业化尚无法应对
不断加强的对复杂性影响的认知ꎮ 相反ꎬ人道部门总体上似乎对这些影
响较为漠视ꎮ 与越来越膨胀的人道危机的类型、规模和强度变化一样ꎬ
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ꎮ 就大量的组织而言ꎬ人道部门的那些组织是根据
更好的协调、控制和执行能力而不一定根据更好的创新和知识创造能力
来看待职业化的ꎮ〔 ６ 〕
针对哈维等人所界定的“ 人道领域”〔 ７ 〕 的一个同样严重的挑战将
是ꎬ那些代表着该领域的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足够的敏感度ꎬ以应
对“ 开放而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所不断带来的变化ꎬ或者在此情况下ꎬ应
对源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变化———这些因素存在于一个可以感知并解决
人道危机致因与后果的更广泛的环境中ꎮ 第二部分“ 变化中的全球环
境” 将试图捕捉这种快速变动的、多层面的环境的各个方面ꎮ 在此环境
中ꎬ宏观与微观影响通常难以区分ꎮ
对于那些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而言ꎬ人道危机及其产生的环境日益
〔４〕

Ｈａｒｒｙ Ｊｏｎｅｓ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Ｈｏｗ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０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５〕

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ꎬ“ Ｎｅｗ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ꎬＳｐｅｅ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ｄＲ / 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ａｒ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 １２.
〔６〕
〔７〕

Ｅ. Ｂｅｉｎｈｏｃｋ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３７８.

Ｐａｕｌ Ｈａｒｖｅｙ ｅｔ ａｌ. ꎬ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ꎬＡＬＮＡＰ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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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以及表面上的随机性要求他们用新的方式应对未来的挑战ꎮ 文章
最后一部分“ 计划始于未来” 提供了人道组织在做准备时需要采取的一
些措施ꎮ 尽管越来越多的组织认为这些措施是有用的ꎬ但它们都是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基于一个不变的认识ꎬ即对于未来而言最为重要的步骤
始于“ 思想的转变” ꎮ
可感知的盲点及威胁的变化性
泰国前财政部长比迪亚东曾警告说ꎬ如果泰国政府在 ２０１１ 年继续

实施其提出的大米抵押计划ꎬ就会成为“ 加重自然灾害” 的政策ꎮ〔 ８ 〕 在
其邻国柬埔寨ꎬ政策制定者非常困惑地发现ꎬ一项在金边开设赌场的重
大创收计划带来的是当地居民自杀率的大幅提高ꎮ〔 ９ 〕
这两个问题为人道部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警告或教训ꎮ 泰国政府
的大米抵押计划和所谓的“ 自然灾害” 之间的关联强调了这样的事实ꎬ
即人道危机通常是社会自身排列和分配资源的一般性反映ꎮ 他们并非
与正常生活相脱节的不正常现象ꎬ而是“ 正常生活” 的映像ꎮ 类似地ꎬ柬
埔寨赌场也提示我们ꎬ有关危机致因之影响的假设并非以线性为基础ꎬ
其后果往往必须依其环境和可能对环境造成潜在影响的各种现象的多
样性来看待ꎮ 通常使用的类比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而最终在得
克萨斯引发龙卷风ꎮ〔１０〕
这些例子反映了可以被称为“ 盲点现象” ꎮ 它们暗示了一种因果关

系的线性观点、一种对专业知识的划分方法和一种总体上不愿探索潜在
复杂环境的做法ꎮ 盲点在人道专家和职业人员当中非常普遍ꎮ 其得以
〔８〕

Ｗｉｃｈｉｔ Ｃｈａｉｔｒｏｎｇ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ꎬ

〔９〕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ꎬ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ＵＳＡꎬ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Ｎ. Ｌｏｒｅｎｚꎬ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ａｏ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Ｓｅａｔｔｌｅꎬ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２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２Ａ.
２４９.

Ａꎬ１９９３.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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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问题加以分割的习惯性
倾向ꎻ二是需要着重关注那些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问题ꎻ三是筛选出的
问题不符合公认的类别ꎮ 世界经济论坛灾难管理理事会成员于 ２０１１ 年
开始着手就与人道组织合作的问题展开研究ꎬ在此情况下ꎬ考虑其所采
用的方法大有裨益ꎮ
在最初的研究中ꎬ理事会成员被敦促认识到“ 自然灾害” 的严谨性ꎬ
并且这一范畴不同于诸如“ 灾难” 和科技灾害等世界经济论坛所关注的
其他人道问题ꎮ〔１１〕 将灾害按照特定的危机致因类型进行分类的设想忽
视了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ꎬ即人道危机并非由单一因素( 如自然灾害)
造成的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福岛危机就是明证ꎮ

海啸与随之发生的福岛核反应堆 １ 号机组泄漏之间的相互关联表

明了为什么诸如“ 自然灾害” 与“ 复杂的紧急事件” 这种传统概念在语言
学上相差不多ꎬ但在概念上却是有缺陷的ꎮ 前一概念未能认识到正是人
类的力量使自然风险成为人们生命和生活的一种威胁ꎻ而后一概念通常
只是描述国内或国家间暴力后果的一种借口ꎬ它并未认识到引发此种暴
力的复杂性和多维性ꎮ 在福岛事故中ꎬ总计 ２２ꎬ０００ 人确认死亡或失踪ꎬ

２５ꎬ０００ 人被迫离开家园ꎬ这一危机具有多重致因ꎮ〔１２〕 地震、海啸、核泄
漏以及基础设施的崩溃之间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ꎬ造成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人道危机ꎬ因而需要采取多重应对措施ꎮ 这一事件并非“ 自然灾害”
也不是“ 技术灾害” ꎬ而是多重相互作用的危机致因的结果ꎮ

在正常情况下ꎬ灾害一般都有多重致因ꎮ 最近的例子很多ꎬ如孟买

２００５ 年洪灾的起因除了强降雨之外ꎬ还包括大面积减少红树林的决策ꎬ
此前红树林曾对风暴大潮起到过保护性屏障作用ꎮ 在城市中易受影响
地区的下水道系统发生崩溃和不健全的基础设施与高强度降水本身一
样对最终发生的洪水后果负有责任ꎮ ２０１１ 年在匈牙利ꎬ大雨、对铝土矿
〔１１〕
〔１２〕

作者作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世界经济论坛灾害管理理事会成员ꎬ其为个人观点ꎮ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１ Ｊａｐ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ｏｐｉｃｓ.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ｔｏｐ / ｎｅｗ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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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

储存设施中有毒矿浆缺乏适当的注意加上未经试验的拦截铝土矿尾矿
的措施几乎导致有毒“ 赤泥” 流入多瑙河ꎮ 与此类似ꎬ２００５ 年在“ 卡特丽
娜” 飓风过后降临到新奥尔良的一场悲剧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美国陆军工
程兵团的过电压保护系统的故障和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城市和村镇缺乏
适当的报警措施ꎮ
专家们通常倾向于关注某一种致因ꎬ只是随后才认识到其他的种
类ꎮ 由于专家们倾向于根据其专业知识和机构利益将风险分割开来进
行研究ꎬ因而他们不仅无法对相互作用之致因的可能前景做出计划ꎬ也
不会探讨必须加以应对的新型危机致因ꎮ
新型危机致因
如果灾害反映出社会自身安排和资源分配的方式ꎬ那么日趋复杂的
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影响、技术的相互关联、人口增长、人口迁徙以及诸
如气候变化等自然现象将很可能导致新型危机致因和相互作用之危机
的新类型ꎮ 互联网故障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ꎮ
在一个越来越依赖于互联通信、信息传递和使用宽带互联网系统的
世界上ꎬ连锁故障或者网络由于硬件或软件失灵而出现严重损坏很可能
成为重要的危机致因ꎮ 食物供应链、移动通信、供排水系统、后勤紧急保
障系统———空中、地面和海上———对货币或贸易商品的获取等日益取决
于复杂的依赖于互联通信和相关卫星能力的系统ꎮ 在发达与发展中国
家ꎬ这些系统潜在的脆弱性正在加剧ꎻ非故意的互联网故障或对互联网
的蓄意攻击被认为是能够使社会大部分屈服的因素ꎮ〔１３〕
２００９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宇航局的报告ꎬ

题目是« 严峻的太空气候事件———理解社会与经济的影响» ꎮ 在这篇长
达 １３２ 页的报告中ꎬ分析家发现一个由极端地磁暴紧跟其后的“ 超级太
〔１３〕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Ｌｉｓｂ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ｐａｒａ. ４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ｌｉｖｅ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ｅｘｔｓ＿６８８２８.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２７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阳耀斑” 将导致在依赖高技术的社会中ꎬ一切都将无法幸免于难ꎮ 断电
将波及社区基础设施ꎬ比如:“ 在若干小时之内影响配水ꎻ在 ２４ 小时内造
成易腐烂的食品和药品的损失ꎻ供暖 / 空调、污水处理、电话服务、燃料补
给停止ꎻ等等ꎮ 在由于长期停电造成停水———而且现场缺水导致无法重
新启动发电设备的情况下ꎬ相互依存的概念是显而易见的” ꎮ〔１４〕

中国决定确保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获得充足的水电供应展示了一种在

相关维度下正在出现的新型危机致因ꎮ 在此情况下ꎬ这种新型危机致因就
是复杂的技术和传统危机致因之间的交互影响ꎮ 一位声誉极高的人士说ꎬ
２００８ 年四川里氏 ７. ９ 级地震是由最近修建的紫坪铺水坝中的回填水的巨大
重力压迫脆弱的断层带所致ꎮ 根据四川省地质与矿产厅总工程师所言ꎬ其
结果是导致的冲击力为一年构造运动自然压力值的“２５ 倍以上”ꎮ〔１５〕
一个研究小组在最近一项关于南亚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
融化后果的研究中指出ꎬ与政府为增加农业生产和发电量所采取的措施
相比ꎬ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冰川融化的影响远远够不止一个危机致因ꎮ 专
家和政策制定者太过关注修建大坝和水力发电的短期利益而不重视水
电的替代性用途ꎮ〔１６〕 专家要设法满足诸如灌溉等基础设施需求ꎬ而确
定其所采取方式的是国家边界而不是区域性河流的自然流动ꎮ 这种做
法反过来使自然风险的潜在影响更加复杂化并成为冲突的根源ꎮ
〔１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ｐａｃ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７ － １８.
〔１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ｏｎｅꎬ“ Ａ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Ｑｕａｋｅ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ꎬ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Ｖｏｌ. ３２３ꎬＮｏ. ５９１２ꎬｐ. ３２２. 应当说ꎬ并非每人都同意克尔和斯通的

分析ꎬ包括 Ｋａｉ Ｄｅｎｇꎬｅｔ ａｌ. ꎬ“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Ｍｗ ７. ９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Ｚｉｐｉｎｇｐ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ꎬｉ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Ｎｏ. １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８０５ － ２８１４ꎮ
〔１６〕

注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ｎｅｓꎬ Ｕ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ꎬ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ＨＦＰ) Ｒｅｐｏｒｔꎬ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Ａ Ｐｈａｓｅ Ｏｎ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ｅａｍ 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ＨＦＰꎬ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的 序 言ꎮ 同 时 注 意 ＨＦＰꎬ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ꎻ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ＨＦＰꎬ 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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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与低概率
政策制定者喜欢在概率低、影响大的事件———那些尽管影响较大但

却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与那些不仅概率高而且很可能也具有较大
影响的事件之间进行区分ꎮ 政策制定者通常忽视第一种类型ꎬ即概率
低、影响大的事件ꎬ因为它被认为不太可能发生ꎬ而且对于不可能的事件
做准备成本太高ꎮ 中国的政府官员不顾大型水坝工程对地震活跃地区
可能造成潜在影响的警告ꎬ使人联想起最近关于日本官员未能考虑到福
岛第一核电站的位置可能引起潜在威胁的指责ꎮ〔１７〕
采用这种传统的概率 / 影响的分类法通常不考虑基于概率 / 影响计
∙
算的各种假设ꎮ 尽管太阳耀斑可能产生巨大的干扰ꎬ但拿它与孟加拉湾
∙
海岸产生的飓风相比ꎬ便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ꎮ 可是ꎬ这
些计算都仅仅基于一种方法来辨别所谓的“ 系统知识” ꎬ或者在此情况
下ꎬ辨别是否“ 一个系统的自然部分” ꎮ 一个复杂的全球相互关联的世
界要求我们避免采用在硬性事实或毫无争议的自然科学法则中死板地
寻求确定性的方式来辨别和应对各种问题ꎮ 问题不一定是太阳耀斑是
否比孟加拉湾飓风发生的频率大或者小的相对可能性ꎬ而是两个事件之
间可能的相互关系ꎮ
很多时候ꎬ追求“ 以证据为基础” 的知识、对“ 客观性” 的要求以及硬
性数据使那些有责任预测“ 重大危机” 或“ 重大混乱” 的人对于更为敏感
和可能( 而不是似是而非) 的原因视而不见ꎮ〔１８〕 由于这一原因ꎬ“ 系统
思维” 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法来应对各种复杂因素ꎬ正是这些因
〔１７〕

Ｎｏｒｉｍｉｔｓｕ Ｏｎｉｓｈｉ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ａｃｋｌｅｒꎬ“ Ｊａｐａｎ Ｈｅｌ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ａｔａꎬＬｅａｖｉｎｇ Ｅｖａｃｕｅ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ｌ” 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０９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０９ｊａｐａｎ.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８〕

Ｃａｎ Ｍ. Ａｌｐａｓａｌａｎ ａｎｄ Ｉａｎ Ｉ. Ｍｉｔｒｏｆｆꎬ Ｓｗａｎｓꎬ Ｓ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ｗｉｎｄｌｅｒｓ: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Ｍｅｇａ￣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ｍｅｓｓｅ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２００８ꎬｐｐ. ３７ － ３８. 作者指出ꎬ“ 所有危机都是混乱的” ꎬ原因有三:(１) 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对
危机有不同的定义并通常对于出现的问题和原因有不一致的见解ꎻ(２) 所有危机都包含必须同
步解决的各种问题、难题和假设ꎻ(３) 危机并非孤立的事件ꎬ通常引起连锁反应ꎮ

２７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素构成了未来危机致因的松散、灵活而有伸缩性的参数:
在系统思维中ꎬ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界的定论———与社会科
学和关于社会界的知识不可分割无论我们是否承认ꎬ自然科学
都是由全人类发现的ꎬ它不仅有某种“ 心理因素” ꎬ而且也是在一个
“ 社会环境” 中运作的ꎮ 研究人员或“ 专家” 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
不仅影响自然知识的产出ꎬ也影响其存在ꎮ〔１９〕
政策制定与科学
如前文所述ꎬ应对复杂性的一个主要挑战涉及横向和纵向范围内大
量( 人道) 行动者的参与方法ꎮ 许多行动者都会对受到关注的特定现象
提出具有竞争力的解释ꎮ 政策制定者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为我们
提供了例证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英国下院科学技术选举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 紧急

事件中的科学建议与证据» 的报告ꎮ 报告指出这样的事实ꎬ即在处理两
起最近发生的对英国有影响的危机威胁时ꎬ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其首席科
学顾问———尤其是在评估风险的时候ꎮ 委员会指出:

有准备性基于风险评估ꎮ 相应地ꎬ风险评估应当有最佳可获得

证据的支持ꎮ 我们非常失望地发现ꎬ首席科学顾问竟然丝毫没有参
与跨政府部门的程序ꎮ 对于火山灰紧急事件和最近严峻的冬季天
气情况ꎬ虽然我们通过某种关系注意到严峻的冬季天气现象没有被
认为是一种紧急事件ꎬ但首席科学顾问似乎是在危机已经发生之后
才被要求提供建议的ꎮ 这显然是不够好的:科学建议和证据应当从
一开始就融入风险评估ꎮ〔２０〕
〔１９〕

Ｃａｎ Ｍ. Ａｌｐａｓａｌａｎ ａｎｄ Ｉａｎ Ｉ. Ｍｉｔｒｏｆｆꎬ Ｓｗａｎｓꎬ Ｓ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ｗｉｎｄｌｅｒｓ: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Ｍｅｇａ￣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ｍｅｓｓｅ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１８.
〔２０〕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ｐａｒａ. １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ｕｋ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ｚ / ｃｏｍｍｏｎｓ￣ｓｅｌｅｃｔ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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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学被越来越多地请进房间ꎬ但通常仍然没有被放到政策制定
者的办公桌上ꎮ 这部分是因为无论事情是多么的不明显ꎬ政策制定者通
常都倾向于坚持确定性ꎮ 与此相关的是ꎬ较长期的威胁分析仍然被政策
制定者认为是一种奢侈品ꎬ因为他们通常只是感受到即刻性要求的压
力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１ 年的“ 非洲之角” 危机中ꎬ政策制定者在利用现有科

学的时候至少要面对三个问题ꎮ〔２１〕 第一个问题涉及议会委员会的调查
结果ꎬ即过去没有ꎬ现在也不存在将科学纳入决策中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的方法ꎮ 这部分与科学如何被经常用来确认实际工作者的意见而不是
指导他们有关ꎮ 还有部分与不确定性有关ꎬ这种不确定性往往影响得出
调查结果的方法ꎮ 同时ꎬ这部分也与下述事实有关ꎬ即科学结论当到达
政策制定者办公桌的时候就必须经过许多竞争性的优先权的筛选ꎬ而这
些竞争性的优先权与调查结果本身没有关系ꎬ相反却与其周围的政治
性、行政性和经营性的现实有关ꎮ
第二个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和计划者所使用的科学信息必须更加因
地制宜ꎮ 换句话说ꎬ例如ꎬ在“ 非洲之角” 危机中旱灾的影响模式本身并
没有提供足够准确的信息来确定对人口、牲畜以及农业产生的不同影
响ꎮ 在“ 非洲之角” 当前的危机中ꎬ虽然有了能够“ 基于真相” 或者验证
或区别各种影响的卫星遥感和移动技术的结合ꎬ但它们却没有被很好地
协调和组合起来ꎮ
最后ꎬ“ 非洲之角” 危机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其他危机说明了一个更
为基本的问题ꎮ 直到目前为止ꎬ除非有迹象表明迫近的危机即将出现ꎬ
很少有任何条理分明的行动ꎬ没有一个反映承诺对此类事件进行预防的
总体框架或战略ꎮ 在此意义上ꎬ缺乏对不断增加的灾害进行优先排序和
系统性解决的全面承诺ꎬ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便没有积极性来进行
系统而连贯的对话以解决危机致因增加的问题ꎬ政策制定者也不会有学
〔２１〕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ꎬ“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ｖｅｒ Ａｇａｉｎ?” ꎬｉｎ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ꎬＮｏ.

２８２９ꎬ１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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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如何与科学家合作的积极性ꎬ反之亦然ꎮ
与此相关的是ꎬ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各国政府都没有足够专业和专注
的机构来进行灾害的研究ꎮ 正如最近开展的一个法庭灾害调查项目所
指出的ꎬ尽管
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并非均匀分配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
制度上或社会能力上的限制ꎬ利用或引进理论上可获得的科学技术
的能力较差主要灾害持续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一事实表明ꎬ除了
接近科学技术、区位选择、资源稀缺之外ꎬ一定还有更多的解释ꎬ尽
管这些 因 素 确 实 很 重 要ꎮ 这 就 指 向 了 目 前 对 于 灾 害 研 究 的 不
足ꎮ〔２２〕
人道政策制定者与科学之间更多的互动并不是克服关于复杂而相
互作用的危机致因的线性和过度分割之想法的解决办法ꎮ 它也不能解
决政策制定者对于确定性的要求和自然与社会科学对于证据性质的审
慎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但是ꎬ二者之间更多的互动应能增加更多的跨
学科理解的机会和上文称为“ 创新和知识创造能力” 的机会ꎬ这对于确
定解决未来问题所要求的对人道威胁和抵消这种威胁的方法是必不可
少的ꎮ
变化中的全球环境
在传统的人道政策制定者圈子中的一个持续的盲点不仅反映在他
们确定潜在风险及其解决办法的方式上ꎬ而且还反映在他们对此类风险
和解决办法所产生的环境所做的假设上ꎮ 比如ꎬ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
识到像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以下简称“ 金砖国家” ) 等新兴
大国的崛起ꎬ或者说全球主权的复兴ꎮ 而是意味着他们似乎发觉难以走
出传统体制和路径去适应新的模式ꎮ 对许多人来说ꎬ这种挑战是要找到
〔２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ＲＤＲ) 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ＲＤＲ

Ｒ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１) 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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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

使传统体制和方法适合新环境的方式ꎬ而非寻求适应不断变化之环境的
新体制和方法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渥太华举行的旨在研究正在出现的未来挑战的加

拿大非政府组织 ２５ 位领导人会议上ꎬ与会者强调了这一事件的价值ꎬ因
为在他们不得不“ 回到具体的日常事务中” 去管理他们的组织之前ꎬ它
给了他们“ 时间进行思考” ꎮ〔２３〕 这种日常事务通常无法提供适应全球化
所必需的制度性转型ꎮ 比如ꎬ持续地强调“ 全球人道原则” 、针对救援行
动的“ 脚踏实地” 法、与“ 传统捐赠者” 合作以及对当前的“ 人道部门” 进
行改善等都无一不表明ꎬ未来很可能要从当前的角度来解决ꎮ 正在进行
的各种转型可能要求政策制定者从根本上改变解释问题的方法和解决
问题的手段ꎬ这种可能性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入政策分析过程ꎮ〔２４〕
可是ꎬ主要的全球性转型正在发生并要求那些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
采用新的方法进行思考和对未来做好准备ꎮ 这种全球性转型的例子很
多ꎬ但人道政策制定者至少应当考虑五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后西方霸权
的影响、人道危机的政治中心主义、主权的复兴、不稳定的多极性以及全
球化悖论ꎮ

〔２３〕

Ｓｅｅ“ Ｆｏｕ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ｄｓ” ꎬ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ꎬ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ꎬ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ｌｉｅｆꎬ Ｏｔｔａｗ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ꎬ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ＨＦＰ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２４〕

哈佛大学斯坦利霍夫曼在一篇对于由著名政治分析家供稿的一部新的著作所做

的评论文章中 指 出 了 政 策 制 定 者 走 出 所 谓 的 “ 舒 适 地 带” 的 难 度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ꎬＴｈａｔ Ｕ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ｅｌｌ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ｔ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ꎬＦａｒｒａｒꎬＳｔｒａｕｓ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ꎬ２０１１ꎮ 霍夫曼指出ꎬ尽管作者认识到世界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而且在多极世界上ꎬ美国目前恰好是另外一个大国ꎬ他们却求助于“ 美
国例外论” 这种矛盾的假设ꎬ亦即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将使其能够承担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ꎮ
换句话说ꎬ尽管出现了重大的转变ꎬ但即使是受过高水平训练的分析家也难以放弃根本性的假

设ꎮ Ｓｅ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 Ｃｕｒｅ ｆｏｒ ａ Ｓｉｃ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 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Ｖｏｌｕｍｅ ＬⅧꎬＮｏ. １６.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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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方霸权
世界上包括“ 金砖国家” 在内的非传统权力的崛起已经得到证明ꎬ
而且它对于全球经济、安全和全球体制的意义也有了充分的论证ꎮ 传统
的关于西方势力和权力的假设正在受到全面的挑战ꎬ一些人甚至认为美
国军队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正在衰落ꎮ〔２５〕 粗略界定的中等大国方阵( 从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到阿根廷ꎬ从尼日利亚到大量的中东和海湾国
家) 的不断扩大所产生的额外影响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研究ꎮ 这些第二层
级的( 人道) 行动者与“ 金砖国家” 结合起来进一步挑战了西方设计( 如
果不是驾驭的话) 的制度、传统、原则、经济结构以及最终的压倒性军事
实力ꎮ
这并非要表明“ 美式和平” 在一定程度上将真的不复存在ꎮ 在可预
见的将来ꎬ多边体系———主要是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结构———将很可能
持续下去ꎬ然而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机制及其程序将会经历重大变
化ꎮ 对这些全球关注的问题( 即所谓的“ 体制问题” ꎬ如与海洋法有关的

问题) 的全球性方法将会被用来解决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对人道危机致因
的各种关注ꎬ如互联网威胁和外空利用ꎮ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经济结构
是否导致史无前例的但通常又不对称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不明确的ꎬ而且
主张有形权力的方法也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ꎮ 但是ꎬ根本性的差异将
是( 人道) 行动者的多样性ꎬ这将影响本国、地区和全球事件的进程ꎮ
这种多样性会导致下文所述的不稳定多极性和主权的复兴ꎮ 它也
会带来更加不同ꎬ但也许不是导致分裂的樊篱ꎬ而这种樊篱是在调和利
益冲突时所必须克服的ꎮ 而且ꎬ在一个诸如“ 人道原则” 的价值观迄今
为止被认为是普世真理的世界上ꎬ用人类学家阿尔琼阿帕杜莱的话
说ꎬ拒绝霸权势力将很可能意味着人道部门将不得不采取一种针对各种
〔２５〕

Ｋｉｓｈｏｒｅ Ｍａｈｂｕｂａｎｉꎬ“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Ｔｉｍ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Ｓｉｄｅ” ꎬ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９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Ｍａｈｂｕｂａｎｉ

教授在文中指出ꎬ“ ( 美国) 预算萎缩将削减国防与援助预算国家将毫不犹豫地投票反对美
国优先论”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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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

原则的新方法ꎮ 他将其描述为“ 战术性人道主义” ———一种将普世原则
视为“ 受制于无休止谈判的ꎬ并非基于优先性公理的逐渐靠近的目
标” 的人道主义ꎮ〔２６〕
在这种情况下ꎬ在一次正式的关于人道原则的演讲中ꎬ当一位中东
的听众礼貌而坚定地指出ꎬ“ 正义” 在他的国家也是一项人道原则的时
候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的官员表示出了惊讶ꎮ 这位官员说:“ 您
的原则在哪些方面与我们的原则相关?” 是一个永恒重要的问题ꎮ〔２７〕
人道危机的政治中心主义
３０ 年前ꎬ人道危机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ꎬ其相对于政府核心利益

来说ꎬ处于边缘地位ꎮ 但是ꎬ由于 １９７４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萨拉希
的退位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未能处理好沃洛省饥荒ꎬ当今世界各国
政府越来越依照生死存亡的标准来看待疏于解决危机所造成的后果ꎮ
此类证据遍及日益增多的各种案件ꎬ从缅甸政府对“ 纳尔吉斯” 飓风的
反应到泰国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对洪水的一系列反应ꎬ 从土耳其政府对于

２０１１ 年凡城地震到 ２０１０ 年因日本海啸导致的福岛灾难ꎮ 当今的人道
危机的政治意义已经远远超过 ２０ 世纪晚期的许多危机ꎮ 而且ꎬ 正如

２００５ 年的“ 卡特丽娜” 飓风和 ５ 年后的深水钻井平台石油泄漏所展示

的ꎬ即使是最为强大的政府ꎬ在未能对人道危机进行适当应对的情况下ꎬ
也不得不面对严重的信用危机ꎮ
随着人道危机进入政府利益的中心舞台ꎬ他们在国内与国际两个方
面都充满了高度的政治意义ꎮ 在一国政府的存亡可能取决于它应对人
道危机的方式的同时ꎬ其他政府和国际( 人道) 行动者应对这种危机的
方式也会具有日益增强的政治后果ꎮ 这绝不是一个新议题ꎮ 对于受到

〔２６〕

“ ( 它) 并不是一种伪装成相对主义的建议ꎬ因为战术人道主义不相信在所有可能的

道德领域有平等的 诉求ꎮ 它相信从纷繁的争论中产生价 值观” ꎮ 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ꎬ “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ꎬｉｎ Ｊｅｒｏｍｅ Ｂｉｎｄｅꎬ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ꎬＵＮＥＳＣＯꎬＰａｒｉｓꎬｐ. １８.
〔２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ＩＣＲＣ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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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的国家来说ꎬ外部支援的政治后果同人道应对本身一样古老ꎮ〔２８〕
新的而且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议题是人道参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化ꎮ 所提
供的不仅是各种类型的援助ꎬ而且还是与援助一道而来的环境ꎬ即可以
察觉的公共关系的支持或者或明或暗的批评ꎮ 对于双方———接受方和
捐赠方政府———来说ꎬ这种环境会越来越影响到包括商业关系和普通的
安全安排在内的更大范围内的利益ꎮ

这部分意味着如何和由谁提供援助对于接受方和捐赠方政府的决
策者来说将会非常重要ꎬ还意味着这种决策将会受到比今天更为持久的
与提供援助相关联的政治利益的影响ꎮ 所谓的“ 人道援助的工具化” 是
指援助被以一种几乎是秘密的方式加以利用以便获取“ 非人道目标” 的
情况ꎬ这明显是阴谋算计并具有政治性ꎮ〔２９〕
主权的复兴
人道援助———尤其是在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充满了政治意义和

算计ꎬ而这绝不是一个新议题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非洲和东欧系列人
道危机当中ꎬ联合国秘书长警告南撒哈拉非洲各国ꎬ国际社会绝不再容
忍人道应对的政治化和滥用人权的后果ꎮ〔３０〕 但是ꎬ随着人道危机政治
中心主义的强化ꎬ道德上的制高点的意义已经降低ꎮ 刚果民主共和国、
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外部强加的国际道德原则ꎮ
在非洲和全世界范围内抵抗这一趋势的努力在持续进行ꎮ 比如ꎬ目
前“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 继续寻求各国政府对« 国际灾害应对

〔２８〕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９〕

Ｊｏａｎｎａ Ｍａｃｒａｅꎬ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ｗａｎｄａ ｔｏ Ｉｒａｑꎬ 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９ － ３５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Ｔｈｅ Ｆａｒ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ꎬ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２０１０ꎬＶｏｌ. ３４ꎬ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２ꎬ
ｐｐ. Ｓ２２０ － Ｓ２３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ａｔｅｗａｙ.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Ａ＿ｔｈｅｆａｒｓｉｄｅ.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０〕

ｐｐ. ４９ － ５０.

Ｋｏｆｉ Ａｎｎａｎꎬ“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ꎬ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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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承诺ꎻ〔３１〕 而且正在通过大量的多边和双边论坛继续坚持不懈地努
力促进保护的权利ꎮ 但是ꎬ这些和相关的行动却受到一种限制其效果的
趋势的阻挡———主权的复兴ꎬ即越来越多的政府有了日益增强的信心ꎬ
这种信心就是他们能够抵御以西方为导向的机构和国家的解决方案和
可感知的侵入ꎮ〔３２〕
这绝不是主张主权的复兴会自动否定人权ꎬ包括人道援助的权利或
保护的权利ꎮ 相反ꎬ这是要说明如何解释人权、由谁决定需要什么、( 人
权) 何时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谈判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越来越多地由
国家的主权权力来决定ꎮ 因此ꎬ全世界对 １９８４ 年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愤
怒和侵入性的但相对成功的“ 格尔多夫现象” 不太可能符合正在出现的
地缘政治现实ꎮ 政府将会更倾向于抵制不受欢迎的但企图良好的外部
干涉ꎬ而且还会更坚持要确定是否需要外部援助ꎬ以及如果需要的话ꎬ提
供什么、由谁、何时、何地和如何提供ꎮ
对于传统的人道行动者来说ꎬ更加武断的主权其结果意味着关于准
入权利的争论越来越不可接受ꎻ替代性援助提供者ꎬ比如包括私人部门
在内的非传统的( 人道) 行动者可能是更受人喜爱的“ 人道主义者” ꎻ以
及自治性人道机构如国际非政府组织越来越不被容忍ꎮ 正如土耳其
２０１１ 年凡城地震、智利 ２０１０ 年地震以及缅甸 ２００９ 年飓风等灾害情况所
表明的ꎬ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试图抵抗人道部门的外部压力ꎬ而且不稳定
多极性会强化政府抵抗具有良好企图的慈善行动并坚持更多地由需求
驱动而较少地由供应驱动的援助ꎮ

〔３１〕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ｓｈｅｒꎬ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
Ｎｏ. ８６６ꎬ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３５３ － ３５５.
〔３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 ｉ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７ / １８ /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ꎬ他指出ꎬ主权的概念通常是一种将国

家空间合法化为一种实施“ 人类错误行为” 的避难所ꎮ 他还指出ꎬ西方曾在历史上主张“ 以文明
的名义” 行使干涉的权利ꎬ通常在非西方国家———有一种越来越抵制的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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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多极性的意义
国家关于主权的主张并非仅仅产生于他们个别的反抗外部干涉的
能力ꎮ 他们主张主权的能力部分地反映了西方霸权的衰落ꎬ还有一种通
过具有 共 同 利 益 的 国 家 集 团 抵 抗 变 革 的 趋 势ꎮ 这 种 集 团 或 政 治 结
盟———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城邦国家———意在抵抗外部强加的变革ꎬ这
与统治的概念本身一样古老ꎮ 因此ꎬ在可预见的将来ꎬ这种集团不仅会
继续下去ꎬ其数量和复杂性还会增加ꎬ并且会使其成员能够抵抗各种类
型的外部压力ꎮ 尽管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联盟谴责叙利亚国内暴乱及其早些
时候干涉利比亚的行为似乎挑战了国家主权是通过集团或同盟机制得
到保护的这种观点ꎬ但有两个由来已久的理由似乎支持正在出现的集团
和主权的复兴将会携手前行这一观点ꎮ
在可预见的将来ꎬ两类松散而易变的集团结盟或不稳定的多极集团
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ꎮ 第一类反映一种宗主权依赖关系ꎬ即为保护附庸
国主权ꎬ宗主国的商品( 如食品与矿产品) 利益之间存在交换的情况ꎮ
这种结盟在中国和印度与许多非洲国家之间已经表现得很明显ꎮ 与早
期的地缘政治相反ꎬ这种结盟类似于商品市场的流动性———其中易变的
功能性需要将会在对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对快速地调整中反映
出来ꎬ但是他们的存在将会使弱国政府比以往更有效地抵抗那些讨厌的
外部压力ꎮ 这还将适用于各种干涉———无论是他们遵守国际人道 法
( ＩＨＬ) 的要求还是人道主义者进入当局敏感的地区ꎮ

当然ꎬ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ꎬ即强国可能相反地坚持让它的“ 附庸

国” 遵守国际要求ꎬ包括那些与人道义务有关的要求ꎮ 但是ꎬ核心问题是
道德原则的确定性越来越下降ꎬ并且在这一点上新秩序的关键是预见和
理解这些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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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多极性的第二个方面反映在所谓的“ 少边主义” 当中ꎮ〔３３〕 一
些政治分析家越来越担忧在寻求说服全世界的成员国同意某些多边安
排和体制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本身是无效率的ꎮ 少边主义是指
具有共同功能性利益的国家所形成的较小的集团倾向于绕过多边谈判
的曲折路径ꎬ并通过服务于具有相似意向国家的某些安排而突出其影
响ꎮ 其结果是否正面和随着时间流逝是否有利于单个群体都难以判定ꎬ
但是ꎬ这种趋势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对多边主义不稳定性的进一步反映和
对可能接踵而来的外部压力进行可能的抵抗ꎮ
“ 全球化悖论”
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新议题ꎬ它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已经被认为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种变革性因素ꎮ 在现代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ꎬ全球相互关
联的强度都是很明显的ꎬ于是各个地区的新的箴言已经从“ 一切政治都
是地方的” 变成“ 一切政治都是全球的” ꎮ 从基本的生存方式到复杂的
制造业ꎬ从创新的源泉到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ꎬ在可预见的将来ꎬ人类的
生存没有哪个方面不是明显的某种形式的全球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ꎮ
可是ꎬ学者还指出ꎬ有一种“ 全球化悖论” ꎬ即世界变得越全球化ꎬ它就似
乎越“ 地方化” ꎮ 换句话说ꎬ曾经支撑全球化概念的假设是它会导致全
世界的单一性和共同性程度不断增大ꎬ单个的文化会在残酷的全球雷同
性和同一性浪潮中消失ꎮ 而这越来越受到新的民族主义的抵制ꎬ〔３４〕 因
此ꎬ全球共同性和相互关系实际上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决心保

〔３３〕

Ｍｏｉｓｅｓ Ｎａｉｍꎬ“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Ｒｅ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Ｊｕｌｙ /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０９ / ０６ /

１８ /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ａｇｅ ＝ ｆｕｌ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４〕

Ｍａｒｋ Ｍａｌｌｏｃｈ￣ＢｒｏｗｎꎬＴｈｅ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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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其习惯、文化和语言的更强烈的利益ꎮ〔３５〕
对于与人道问题有关的政策制定者来说ꎬ“ 全球化悖论” 使他们在
变化的工作环境中的各个方面联系了起来ꎮ 西方霸权的衰落、人道危机
的政治中心主义以及主权的复兴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地方主义———
或者本地习惯、文化和语言优先———不仅成为一种优先选择ꎬ而且还成
为一种政治必需品ꎮ 它成为一种优先选择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政治个
体的感觉和进而在主权、少边主义和不稳定多极性中映射出来的一种主
张ꎮ 而它成为一种政治必需品是因为人道危机的政治中心主义会更加
关注地方的态度和对于危机影响国政府日益重要的业务管理ꎮ
危机影响国政府将会变得对一些外部人道组织越来越谨慎ꎬ这些外
部组织感觉其最大的捐赠源于“ 脚踏实地” ( 的行动) 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
如果外部介入是可接受的ꎬ那么先决条件将会包括经检验合格的当地语
言能力和对当地文化的了解ꎮ 外部援助越来越少地受供给的驱动而更
多地是受需求的驱动ꎬ因此ꎬ此类援助的渠道将很可能通过可接受的地
区性组织而不是联合国系统或西方财团来进行ꎮ 在此意义上ꎬ２００８ 年
“纳尔吉斯” 飓风过后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作为对缅甸的援助渠道具
有指导意义ꎮ〔３６〕

计划始于未来
哈福德在讨论进化作为“ 劣者淘汰” 而不是“ 适者生存” 时指出ꎬ“ 令
〔３５〕

Ｃｌａｉｒｅ Ｓｈｅａｒｍａｎꎬ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ａｌａｌａｙꎬ Ｃｈｒｉｓ Ｆａｒｒ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Ｔｏｏｚｅ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５.
〔３６〕

Ｙｖｅｓ￣Ｋｉｍ Ｃｒｅａｃ ’ ｈ ａｎｄ Ｌｉｌｌｉａｎｎｅ Ｆａｎꎬ “ ＡＳＥＡＮ ’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Ｎａｒｇ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ꎬ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Ｉｓｓｕｅ ４１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ｉｓｓｕｅ －

４１ / ａｓｅａｎ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ｎｅ￣ｎａｒｇ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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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困惑的是ꎬ假如我们的直觉相信复杂的问题需要精心设计的解决方
案ꎬ但( 进化) 却完全是无计划的” ꎮ〔３７〕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ꎬ复杂问题
的根源和解决方案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确实会令人困惑ꎮ 如前文所
述ꎬ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和自然科学假设宇宙中的大多数现象都处于随
机性与确定性之间ꎬ并且科学已经开始接受模糊性和不确定性ꎮ 但是ꎬ
政策制定者一般都没有接受这一点ꎬ仍然去寻求明确的和容易实施的解
决方案ꎮ
根据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理论ꎬ这不符合可感知的现实ꎮ 在此情况
下ꎬ那些负责人道政策的人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一种新的工作环
境ꎬ在这种环境中ꎬ危机的致因、诱因以及原因并非显而易见ꎬ其后果也
是不确定的ꎬ而且其解决方案也是不明确的ꎮ 但是ꎬ这并不是要求消极
的谨慎ꎮ 相反ꎬ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需要积极准备去处理具有动态性和
多维度性的新型人道危机也许比过去更加必要和具有更高的要求ꎮ
当人们关注可能的人道威胁和消除威胁的机会时ꎬ至少有 ５ 个相互

关联的特征可以用来定义有实际意义的并且符合人道未来的政策和组
织:预测、适应、创新、合作和战略性领导ꎮ 其中每一个都涉及结构性和
制度性改变ꎬ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ꎬ每一个都要求改变“ 思维模式” 和态
度ꎮ
预测的艺术
预测的艺术不是预言ꎬ而是要增强一种意识ꎬ即探讨“ 可能是什么”
是该组织目标及其相应政策的一种公认的资产ꎮ〔３８〕 尽管否认科学技术
对大量社会和自然现象具有越来越强的预测能力是错误的ꎬ但忽视可能
经常存在的“ 黑天鹅” 事件和“ 蝴蝶扇动翅膀” 的不同寻常的后果同样是

〔３７〕

Ｔｉｍ Ｈａｒｆｏｒｄꎬ Ａｄａｐｔ: Ｗｈ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３８〕

“ 关键是要挑战我们关于事物发展的一些偏见ꎬ不是去预测未来ꎬ而是给出一系列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

由这些假 设 而 产 生 的 未 来 世 界” ꎮ Ｌｉｚ Ｅｌｓｅꎬ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ꎬ ｉｎ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ꎬ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ｐｐ. ４３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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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ꎮ〔３９〕 人道组织必须对下述可能性十分敏感:它必须应对不可预
见事件ꎻ而其传统的标准工作程序和模式不一定足以应对这些不可预见
事件ꎮ
预测最终是要确保人道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培养和促进处理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问题所必需的灵活性和创造力ꎮ 因此ꎬ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
机构和对于这些机构中的个人来说ꎬ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相互关联的措
施之间存在某种组合ꎮ 下面仅论述其中两种ꎮ
从程序的角度来看ꎬ整个组织都必须存在一种意识ꎬ即不仅要接受ꎬ
而且还要重视推测———思考和探究那些貌似合理性的各种限制的新方
法ꎮ 但推测“ 可能是什么” 所需要的创造性本质通常被管理者对生产
率、效率和控制所牺牲ꎮ 正如亚洲开发银行的« 知识解决方案» 中指出
的:
以让客户、受众和合伙人满意的方式来管理创造性和创新力ꎬ
他们共有 ５ 种 手 段: ( １ ) 为 激 发 思 维 而 给 予 员 工 的 挑 战 的 数 量ꎻ
(２) 为将争论降至最少而在方法和程序上准予的自由程度ꎻ(３) 为
利用各阶层的见解而设计工作小组的方法ꎻ(４ ) 给予的鼓励和激
励ꎬ应包括奖金和认可ꎻ(５) 组织支持的性质ꎮ〔４０〕
一项对未来气候变化结果的研究从一个更为工具性的视角表明ꎬ找
出这种可能的变化后果的解决办法的一个基本方式是确定“ 一系列的步
骤ꎬ每一步都具有相关不确定性” ꎮ 温室气体与气溶胶的初次排放需要
进行规定ꎬ但是这也取决于未知的社会与经济行为ꎮ 这些未知因素可以
∙∙∙
通过使用 一 些 为 得 出 象 征 性 的 而 非 确 定 性 的 分 析 的 假 定 来 进 行 处
理ꎮ〔４１〕
这种假定———既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实用的计划手段———承认相
〔３９〕
〔４０〕

Ｓｅｅ Ｅ. Ｎ. Ｌｏｒｅｎｚ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ｅｒｒａｔꎬ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ꎬ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ｏ. ６１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 ４.
〔４１〕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２ / ０２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ꎬ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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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性的价值ꎮ 换句话说ꎬ它接受在理解未来的时候ꎬ确定性解释是
不太可能的ꎬ而且人们必须接受需要根据一系列不可抗拒的概率性ꎮ 假
定式计划意在帮助管理层“ 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ꎬ或者说具有“ 思路转

化练习” 的作用ꎮ 同时ꎬ它还被用来提供“ 有助于厘清长期的战略方向、
威胁和机会的高水平解释” ꎮ〔４２〕 假定式计划首先做出各种假设ꎬ然后通
过不同的领域对其进行跟踪ꎬ从而提供一系列可能性ꎮ

对于以概率为基础的假定的模糊性来说ꎬ没有可接受的替代物ꎮ 在
下述情况下ꎬ这种方法被越来越认为是必然的:
我们目前正出现在另外一个文化时期ꎬ( 在这种情形下) 要说
明 ５０ 年以后未来商店里有什么似乎是无关紧要的ꎮ 但是ꎬ有一种
方法可以对于料想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ꎬ从而使得我们即便无法预
见ꎬ也可以促进适当的转变ꎮ〔４３〕
有适应能力的组织
许多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都努力地做计划ꎬ甚至制定长期战略ꎮ 尽
管人们可 能 会 质 疑 这 种 计 划 和 战 略 是 否 足 够 的 长 远 或 思 考 是 否 充
分ꎬ〔４４〕 但无论如何许多人都努力去设定一些反映有关该组织希望追求
的价值观、实现这些价值观的环境以及计划采取的做法等假设的目标ꎮ
在此情况下ꎬ有适应能力的和缺乏适应能力的组织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四
个“ 检验标准” :(１) 在该组织内对计划与战略的理解程度ꎻ(２) 此类计划
和战略与该组织业务活动的相关程度ꎻ(３) 对支撑这些计划和战略的假
设进行审查的频繁程度ꎻ(４) 审查结论“ 反馈” 到业务活动中的程度ꎮ
〔４２〕

Ｈｕｇｈ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ꎬ ２０ / ２０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４３〕

Ｂｒｉａ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 ꎬ ｉｎ Ｊ.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 (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ｉｆｔｙ

〔４４〕

许多计划者的问题是他们假定一项计划必须反映一段确定时期内相对确定和固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ꎬＢｏｓｔｏｎꎬＭＡꎬ２００１ꎬｐ. １.

Ｙｅａｒ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２ꎬｐ. ４２.

的措施ꎮ 但是当一位忙碌的执行者认为现在任何一个有 ５ 年到 １０ 年计划的人都“ 很可能是疯
了” 的时候ꎬ他暗示人们要做计划就必须对其工作的环境相对有把握才行ꎮ Ｈ.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ꎬ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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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很小的组织( 更何况大型组织) 中工作过的人都很了解通过
这些检验标准的障碍ꎬ因此ꎬ值得思考一下此类障碍和可能的解决方案ꎮ
跨系统的组织
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型非政府组织ꎬ在该组织中负责政策的副主
席和负责紧急事件的副主席之间没有真正的业务交叉ꎬ这表明了人道组
织所面临的各种挑战ꎮ〔４５〕 在此情况下ꎬ人道组织可能希望利用知识网
络和实务界来寻找一些最新的业务实验ꎮ 这两种类型的结构基于公认
的对信息的需求( “ 共同点” ) 而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和
目的ꎮ 知识网络和实务界具有非等级性、流动性和交互性ꎬ而且与组织
行为的各个方面相反ꎬ具有非判断性ꎮ 正如奥尔森和萨缅托所指出的ꎬ
对于这类网络来说ꎬ减灾领域是一个关键主题ꎮ 两位作者认为ꎬ这一领
域变化如此之快ꎬ使得人们需要一种更加快捷和更具交互性的程序ꎬ而
不是组织通常所能提供的标准ꎮ 敏捷是关键ꎮ〔４６〕
促进跨学科的方法
在相关领域ꎬ很可能每一个提供某种形式技术援助的人道组织都经
历过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的鸿沟ꎮ 当管理层———总部
或者一线层面上的———被取笑不理解“ 技术人员” 的语言时ꎬ可能是很

有趣的ꎮ 这些只能在其相互之间才能理解其语言的小专家群体很重要ꎬ
但同时他们与组织中的其他人之间在概念和语言上的距离证明了在理
解广泛的( 关于当前和未来的) 组织上存在的严重制约ꎮ
在跨学科分析中所做的每一次努力都面临着在不过于简化或淡化
每一个学科的贡献的情况下来运用相关观点的难题ꎮ 这是一个很少能
够令人完全满意的标准ꎬ除非是在主要就技术性问题做计划和制定政策

〔４５〕

文章该部分内容基于一家处理本文作者 ２００５ 年承担的流行病项目准备工作的咨询

〔４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 Ｏ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ａｎ Ｐａｂｌｏ Ｓａｒｍｉｅｎｔｏꎬ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公司ꎮ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 . Ａｌｓｏꎬ ｓｅ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Ｃ. Ｗｅｎｇｅｒ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ｗｅｎｇｅｒ. ｃｏｍ / ｔｈｅｏｒｙ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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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ꎮ〔４７〕 然而ꎬ合作的概念通常甚至会引起一种难以排除的初始
障碍ꎮ
在促进跨学科方法方面需要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语言ꎮ 这是
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ꎬ但其仍然继续阻碍着科学对计划进程的贡献ꎮ〔４８〕
对于纯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计划者的共同挑战就要打破横亘在实现协同
作用之路上的语言樊篱ꎬ这是理解和应对动态性变化所必需的ꎮ
减少不可预见方案的影响
那些负责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的人需要经常与决策者交流ꎬ以确保
“未来” ( 危机) 不会是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的事件模式ꎮ 在

最近的一次对于在冲突后的环境中编制战略规划的方法所做的审查中ꎬ
英国政府国防部、外交和联邦事务办公室以及国际发展部承认ꎬ决策者
面对的难题之一是问题和选择“ 落在他们头上” ꎬ但他们对此一点也不
熟悉ꎬ而且毫无参照系可言ꎮ 在此意义上ꎬ熟悉程度是指上文所称的可
感知的用途和相关性ꎮ
许多参与者都证明ꎬ在极端压力之下ꎬ工作的决策者倾向于放弃他
们不熟悉的问题和选择ꎮ 反过来ꎬ解决这一障碍的一个方法是引入经常
向高级决策者介绍关于各种趋势及其意义等情况的方法ꎬ其目的是增加
熟悉的程度并减少由未经参与的分析、选择和建议所造成的潜在不和
谐ꎮ〔４９〕

〔４７〕

值得关注的是ꎬ兰德( ＲＡＮＤ) 公司和“ 英国电信研究院” 指出ꎬ技术变革会因“ 多学

科趋 势 和 互 动” 而 加 强ꎮ 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Ａｎ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ｉｏ / Ｎａｎｏ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ｙ ２０１３ꎬ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ＲＡＮＤꎬ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ꎬ２００１ꎬｐ. ３５. 按照伊恩皮尔森的话说ꎬ“ 正反馈” 或者
技术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意味着不同的技术学科会导致总体技术进步的加速ꎮ Ｓｅｅ Ｉ. 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ꎬｉｎ Ｂ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ｐ. １０１.
〔４８〕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ｉｎｋ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ｖ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ｕｅｌｅｓｓ” ꎬ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７６ꎬ２３ Ｍａｙ １９９７ꎬｐ. １１７５ꎻＤａｖｉｄ Ｅ. ＢｌｏｃｋｓｔｅｉｎꎬＨｏｗ ｔｏ Ｌｏｓｅ Ｙｏ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ｒｇｉｎ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ｉｎ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５２ꎬＮｏ. １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ꎬｐ. ９２.
〔４９〕

个人交流ꎬ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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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创新性做法
本文在多处强调了创新和采取创新性做法的重要性ꎮ 怀特有如下
评论:
当前ꎬ人道机构———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 通常是 １２

个月到 １８ 个月) 负责实施有关项目———没有时间去观察并思考
“ 客户” 的情 况 和 不 断 变 化 的 需 要 及 其 经 营 的 商 品 和 服 务 的 功
效ꎮ〔５０〕
这表明ꎬ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具有增强政策制定者预防并预测和应
对越来越复杂的人道危机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ꎮ 对那些参与到人道政
策和实践中的人的挑战是在创新和创新性做法的性质———正如移动电
话现象所清晰展示的那样———在如此的不可预测的情况下ꎬ如何对二者
进行识别ꎬ划分优先顺序ꎬ并予以实施ꎮ

尽管有了这种挑战ꎬ人道组织仍然有许多办法能够比目前更加有效
地识别、划分优先顺序并实施创新和创新性做法ꎮ 首先ꎬ大多数具有人
道职责的组织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们希望解决之问题的性质ꎮ
其次ꎬ大多数组织需要承认这样的事实ꎬ即与它们的关注和需要可能相
关的创新和创新性做法很可能来源于传统的人道部门之外ꎬ这使得上文
所述的知识网络和实务界的重要性得以增强ꎮ 最后ꎬ政策制定者寻求适
当的创新和创新性做法也必须求助于那些( 以一种似乎矛盾的方法) 理
解创新和创新性做法的人( 如果没有更适合的) 和大多数易受伤害的
人ꎬ后者经常在极端条件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的创新能力ꎮ 正如拉斯
克指出的ꎬ正是在诸如“ 卡特丽娜” 飓风之类的情势下易受伤害的人群
所具有的创新能力ꎬ经常被所谓的专家所忽略ꎮ〔５１〕
〔５０〕

Ｓｔａｃｅｙ Ｗｈｉｔｅꎬ“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ｔｈｉｎｋ￣ｐｉｅ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ＦＰ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Ｆｏｒｕｍ”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１〕

Ｒｏｚ Ｌａｓｋｅｒꎬ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ｓ Ｂｌｉｎｄｓｐｏ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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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组织不仅对于“ 可能是什么” ꎬ而且对于消除危机的潜在手

段都具有很多的研究ꎮ 根据« 根本的创新» 一书作者所说ꎬ“ 探究能力”

或者从一系列资料中收集各种观点和专业知识的能力ꎬ对于在创新及其
应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是至关重要的ꎮ〔５２〕 不过沃尔帕特警告说ꎬ创新
通常都是“ 内部化的” ꎬ而维持对各种观点的关注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
的外部交流却被狭隘的机构利益所牺牲ꎮ〔５３〕 有适应能力的机构需要与
新类型的伙伴发展开放的信息和通信联系ꎬ包括机构上的( 比如商事和
非政府组织) 和地理上的ꎮ 他们还需要找到建立诸如知识网络和实务界
等“ 新型媒介” 的方法ꎬ这将确保在趋势和创新性观点方面的交流并将
其融入计划制订程序之中ꎮ〔５４〕
同时ꎬ人道组织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去识别并帮助增加那些能在易
受伤害团体内部发现的创新和创新性做法ꎮ 因此ꎬ“ 一种方法是向最多
陷入问题当中的人学习” ꎮ 这项来自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高级文职官员
的建议强调:

任何试图找到管理慢性病或青少年当中的精神错乱的答案的
人最好观察人们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ꎬ并且从假定他们是自己生活
“ 称职的解释者” 开始ꎮ〔５５〕
这里的挑战是要确保( 人道) 组织接受这样的前提ꎬ即“ 顾客导向”
法是采用正确的创新做法所必不可少的ꎮ 基于社群主动性的创新和创
新性做法潜在的范围是很大的ꎬ但通常被外部的( 人道) 行动者所忽略ꎬ
他们只是表面上关心社群利益ꎮ 但是ꎬ在减少易受伤害性和灾害的有准

〔５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ｅｉｆｅｒꎬ ｅｔ ａｌ. 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ａｎ Ｏｕｔｓｍａｒｔ

〔５３〕

Ｊｏｈｎ Ｄ. Ｗｏｌｐｅｒｔꎬ“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ｏｘ” ꎬ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５４〕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８１ ｆｆ.

Ｕｐｓｔａｒｔｓ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８０ꎬＮｏ. ８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ꎬｐ. ７８.
〔５５〕

Ｇｅｏｆｆ Ｍｕｌｇａｎꎬ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ｏｂｉｌ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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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性方面ꎬ由社群主导的主动性可以成为一个出发点ꎮ〔５６〕
新的合作形式
面对未来危机及其解决方案这个幽灵ꎬ目前的人道界很可能不具有
解决上述各种类型、范围和强度都在不断变化的人道威胁的能力ꎮ〔５７〕
换句话说ꎬ解决未来危机、加强预测和适应能力以及促进创新和创新性
做法的能力对于那些具有人道职责的组织来说成为一项主要挑战ꎮ 基
于这一点ꎬ能力问题与合作伙伴和人道组织需要开发的网络以及人道行
动者对于“ 非传统人道行动者” 的人道潜能所做的假设直接相关ꎮ 这些
非传统行动者包括许多新的双边捐赠者和地区性组织、军队、大量的私
人部门的组织、移民社团、所谓的“ 非国家行动者” 以及虚拟的在线“ 众
包” 和“ 众筹” 网络ꎮ
由于这些非传统人道行动数量在不断增长ꎬ对于传统的人道行动者
的挑战是如何最好地与他们衔接ꎬ如何认识他们所能带来的附加价值和
他们的比较优势ꎮ 与此类似的是ꎬ随着非传统行动者越来越多地参加人
道行动ꎬ他们也必须更好地理解同那些迄今为止仍被视为传统人道行动
支柱的组织进行合作的价值和好处ꎮ
要实现有效 的 合 作ꎬ 必 须 克 服 各 种 各 样 的 障 碍ꎬ 其 中 之 一 是 “ 语

言” ꎮ 很明显ꎬ非传统和传统行动者在谈及参与人道事务的时候必须清
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ꎮ 语言问题可能像术语差异一样简单ꎬ比如私人部
门使用的“ 连续性计划” 一词ꎬ对于人道部门中的许多人来说都被理解
成减少灾害风险和有准备性ꎮ 但是这种语言差异的背后是一个更为复
杂的问题ꎬ即可感知的动机问题ꎮ 在私人部门与人道部门的关系上ꎬ这

〔５６〕

Ｋａｍａｌ Ｋａｒꎬｗｉｔｈ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ꎬＰｌ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Ｋ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ｄｔｏｔａｌ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ｄ￣ｔｏｔａｌ￣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 Ａｌｓｏ ｓｅｅꎬ
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Ｔａｌ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Ｔａｌ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Ｐ. Ｈａｒｖｅｙ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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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仍然充满了对对方动机的怀疑ꎮ〔５８〕 在这一问题上ꎬ有一种逐渐
增强的呼声要求在共同体和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些平台ꎬ使得政策制定
者、私人部门代表以及那些来自人道和其他相关组织的代表可以公开地
讨论各方必须提供什么ꎮ〔５９〕
第二种障碍涉及对非传统行动者内在能力的理解ꎮ 这种能力通常
不被人道从业者所认可ꎮ 比如ꎬ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军队在人道行动中所
提供的独特作用的讨论通常被归结为后勤、空运能力( 就人道行动而言ꎬ
通常是由直升飞机或固定翼飞机从货盘或地面空运的总重量) 以及在武
装冲突中对平民的保护ꎮ 尽管此类支援的确具有操作意义上的重要性ꎬ
但对于 ２１ 世纪人道组织来说ꎬ军队的独特作用还应当包括其战略能力

和过负荷能力ꎬ即为了应对不可预见的危机而加强操作性资源的能力ꎬ
还包括在涉及采用创新和创新性做法时承担整体制度转型的能力ꎮ
第三个障碍关乎传统的人道组织与组成松散网络或完全不同集团
的各种行动者进行衔接的方法ꎮ 一个例子是由移民社群为基础的团体ꎮ
在许多易受影响的国家对于从居住于海外的家庭成员汇款的依赖是众
所周知的ꎮ〔６０〕 但是ꎬ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汇款和移民社群现象由于其重
要性而被承认ꎬ但人道组织并未将此类网络用作预示危机发生的早期预
〔５８〕

Ｊｏａｎｎｅ Ｂｕｒｋｅ ＆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Ｋｉｎｇ ’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５９〕

伦敦国王学院“ 人道未来计划” 正主持进行一项关于私人部门参与人道行动的研

究ꎮ 它关注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的平台在支持私人部门发挥一种有效的人道作用方面的
各种平台的地位ꎮ 历史上有多种阻碍私人部门在人道行动中发挥作用的障碍ꎬ包括术语上、方
法上、程序上以及时间表上的差异ꎮ 结果是“ 这种争论很少超越对与人道行动者进行更为战略
性的合作和更好地理解两个部门的作用和附加价值等一般性的要求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把这一
讨论推向一个新的台阶ꎬ形成‘ 超越该问题’ 的各种实用性方法和关于这些平台在帮助私人部
门更加战略性地参与人道行动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各种选择” ꎮ
〔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ꎬ将授予特定的海地国民在美国临时性的

法律身份和工作许可ꎬ即所谓的« 临时保护法案» ꎮ 该法案承认了维持从海地移民社群向其位
于海地的家庭成员汇回外汇的重要性ꎮ Ｍｕｚａｆｆａｒ Ｃｈｉｓｈｔｉ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ｒｅ Ｂｅｒｇｅｒｏｎꎬ “ Ｈａｉｔｉ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Ｒａｉｓ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ｉ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ꎬ１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ＵＳＦｏｃｕｓ /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ｃｆｍ? ＩＤ ＝ ７７１(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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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系统或用作在复杂的救助环境下承担支援行动的手段ꎮ〔６１〕 为达到这
一目的ꎬ社会网络提供了更加一致和系统地与此类非传统行动者群体交
往的机会ꎮ
战略领导和赋能环境
在对威廉伊斯特利的著作« 白人的负担» 所作的评论中ꎬ阿马蒂
亚森借用了伊斯特利在“ 计划者” 和“ 研究者” 之间所做的区别ꎮ〔６２〕
前者将那些希望在预设的计划框架和解决方案中提供援助的人关了禁
闭ꎬ而后者更希望听取和理解当地的情况和需要以及可能的要求和时
间ꎮ 在一个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使得自上而下的战略成为过时的世界
中ꎬ适当的战略领导不是计划者ꎬ而是研究者ꎮ
在 ２１ 世纪ꎬ战略型领导首先需要改变目前的计划方式ꎬ并关注三个

一般性问题:(１) 反映在获取核心价值驱动目标中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重
要的不确定性的新型计划制订程序ꎻ(２) 分散而“ 扁平” 式领导ꎬ其中战
略领导与“ 管理主义” 并不冲突ꎬ并由不同层级上的不同领导予以支撑ꎻ
(３) 将传统领导的优点与新维度下的领导结合起来ꎮ

未来的战略型领导需要将其自身定位在将不同的网络连接起来的

节点上ꎬ或者定位在合作型的维恩图上的要素之间最大限度重叠的位置
上ꎮ 他们需要技巧来建立多部门合作网络ꎬ并使他人能够向他们学习ꎮ
战略型领导有能力辨别并把握创新的机会ꎬ并能够通过“ 利益相关方最
权威的评价” 来更好地理解他或她带给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和后者反过来
带来的价值ꎮ 未来战略型领导必须超越其传统的舒适区域并接受反映
现实的模糊性ꎬ因此ꎬ必须培养适当的预测与适应技能ꎮ
〔６１〕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ｎ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ꎬ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
〔６２〕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ꎬ “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Ｐｌａｎ ” ꎬ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６１５２５ / 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 / ｔｈｅ￣ｍａ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ｐｌａｎ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计划始于未来:一个正在形成的议程

２９９

因此ꎬ要增强整体的人道部门和具体的人道机构的总体价值和目
标ꎬ人道部门的战略型领导至少要有五方面的能力:(１) 展望ꎬ或者说认
∙∙
识并表达那些对于领导者自己的组织和更广阔的社区具有整体意义的
价值驱动型目标的能力ꎻ(２) 提出关键问题ꎬ或者说对确信提出挑战和
∙∙∙∙∙∙
寻求可供选择的解释的能力ꎻ(３) 外部化ꎬ或者说在多部门和互动的基
∙∙∙
础上的网络化ꎻ(４) 沟通ꎬ或者说以成为整个组织根深蒂固的目标的方
∙∙
式传播价值驱动的目标ꎻ(５) 倾听ꎬ或者说自信从未错过保持沉默的机
∙∙
会ꎮ
战略领导者及其努力引导的组织会理解这个正在形成的议程ꎬ这一
议程将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快速演变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人道未来———不
仅仅是过去的延续———中起到重要作用ꎮ 这样的未来需要具有更强大
的能力去倾听、思考、网络化ꎬ并最终对快速变化的事件和环境做出应
对ꎮ 它要求计划始于未来ꎮ
∙∙∙∙∙∙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菲利克斯施温格曼∗著 / 尹文娟∗∗译

摘要
获准与需要帮助者进行人道接触并保持这种接触对人道参与方而
言是一项挑战ꎮ 人道准入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ꎬ包括:持续的敌对行动
或其他不安全环境ꎬ基础设施被毁ꎬ官僚机构常见的烦琐要求ꎬ以及武装
冲突各方对这种接触的有意阻挠ꎮ 这些方面的制约已给人道参与方开
展工作造成困难ꎬ而国家、非国家武装团体及人道救济组织缺乏对法律
框架的认识往往会使人道工作者的处境更加艰难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阐明现有的规制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问题的国际法律框架ꎮ
∗∗∗
挑战:人道准入的获得与保持
近年来ꎬ与冲突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们进行人道接触〔 １ 〕 在很多情况
∗ 菲利克斯施温格曼是任职于瑞士外交部国际法司国际人道法处的外交官ꎮ 本文仅代

表作者本人的观点ꎬ并不一定反映瑞士联邦外交部的立场ꎮ 作者对达玛瑞斯卡娜( Ｄａｍａｒｉｓ
Ｃａｒｎａｌ) 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ꎮ
∗∗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ꎬ曾任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ꎮ
〔１〕

“人道准入(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的概念并没有国际法上的定义ꎮ 在此ꎬ人道准入是指有效

开展人道援助的一个先决条件ꎬ就下文论及的范围而言ꎬ是指人道援助活动必须得到国家或控制该
国领土的实体(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同意ꎮ 如果对援助的需求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ꎬ那么“人道准入”
不仅应包括确保受益方能够迅速获得物资和服务ꎬ还应包括长时间保持这种接触ꎬ只要情况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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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ꎬ在许多人道机构看来ꎬ这是当前人道行动面临
的、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克服的最大挑战ꎮ 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ꎬ现在很多武装冲突由于多个不同团体的混战而变得头绪繁
多、错综复杂ꎮ〔 ２ 〕 如果长期存在的危机尚未解决之前又发生了冲突ꎬ同
时 / 或者已经陷入冲突的国家又遭受自然灾害ꎬ也会使局面变得十分复
杂ꎮ 现在绝大多数武装冲突是非国际性的ꎬ开展人道活动有时会遭到拒
绝ꎬ因为这类活动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ꎮ
另一方面ꎬ人道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ꎮ 这意味着需要在人道准入方
面进行更多的协调和谈判ꎮ 此外ꎬ军事行动、政治行动和人道行动之间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ꎮ 如果冲突一方或多方或者一部分居民开始将人道
参与方视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ꎬ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接触就会非
常困难ꎬ甚至不可能ꎮ 由于这种界限的模糊ꎬ连人道工作者自身都越来
越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ꎮ〔 ３ 〕
这些制约已给人道工作者开展活动造成困难ꎬ而国家、非国家武装团
体及人道救济组织缺乏对法律框架的认识ꎬ往往会使人道工作者的处境
更加艰难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现有的规制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问题
的国际法律框架ꎬ尽管准入方面的制约很少仅仅由于法律障碍所致ꎮ〔 ４ 〕
参考资料:« 手册» 及« 关于人道准入的实战手册»
在人道准入方面都有哪些参考资料? 瑞士联邦外交部与合作者共

〔２〕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ｆ.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ｃｒ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ｄｏｃｓ＿ｕｐｌ / ｅｎ / Ｓｐｅｅｃｈ＿ＩＣＲＣ＿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３〕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８８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７３ｆｆꎻ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４１ｆｆ.
〔４〕

本文无意对文中各处提出的问题进行详尽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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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同制定了两份关于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问题的参考性文件ꎮ〔 ５ 〕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ꎮ 因此ꎬ瑞士
联邦外交部制定了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战略(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ꎮ〔 ６ 〕 该

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与需要帮助者进行接触ꎮ〔 ７ 〕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ꎬ瑞士就在关于黎巴嫩初期复苏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表示将致力于进一
步研究人道准入问题ꎮ 其后ꎬ瑞士联邦外交部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１

日在蒙特勒举行了由政府和军队专家、学者及人道参与方出席的专家会议ꎬ
以确认准入受到的主要制约ꎬ并思考如何克服这些法律、政治及行动方面的
困难ꎮ〔 ８ 〕 与会者确认的对人道准入的制约包括:现有的关于人道参与者准
入问题的法律义务不够明确ꎬ以及需要开发关于人道准入的实用工具ꎮ
根据蒙特勒会议的结论ꎬ成立了由瑞士联邦外交部、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以及国际冲突动态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小组ꎬ
其职责是就编写关于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规范框架的«手册»以及编写为人
道工作者提供实用指南的结构清晰的«战地手册»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本文中关于人道准入问题的法律分析正是基于上文提及的关于武
装冲突中人道准入规范框架的« 手册» ꎮ
国际法律框架:重要性何在
鉴于人道准入在许多危机局势中受到阻挠ꎬ各方有必要了解相关的
〔５〕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这两份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第 ３１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的一次周边会议上正式发布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ａ.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ｅｄａ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ｄｏｃ / ｐｕｂｌｉ / ｐｈｕｍｉｇ.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ＦＤＦＡ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ａ.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ｅｄａ / ｅｎ / ｈｏｍｅ /
ｔｏｐｉｃｓ / ｈｕｍａｎ / ｈｕｍ / ｐｒｏｃｉ.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７〕
〔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９.

来自阿根廷、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拉克、约旦、南非、斯里兰卡、苏

丹及瑞士的专家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ꎮ 与会者以个人身份表达
了各自的看法ꎮ 会议仅讨论武装冲突局势ꎬ并未着重讨论任何特定情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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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律框架( 即一般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法) ꎮ
该国际法律框架是确保人道准入的一种手段ꎮ〔 ９ 〕 对人道谈判方而言ꎬ
它是寻求冲突方同意准入的重要依据ꎮ〔１０〕 该法律框架明确了武装冲突
各方、未参与冲突的国家以及人道参与方的义务和权利ꎬ还规定了人道
参与方与需要援助者进行接触的条件ꎮ 该法律框架包含一整套客观规
则ꎬ不同参与方为获得和保持准入ꎬ可援引某条或数条规则ꎮ
在下面的章节中ꎬ本文对国际法律框架进行了逐步深入的阐述ꎬ目
的是回答下列问题:
１. 谁应在确保受影响居民的基本需求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２. 如果居民仍需帮助ꎬ人道参与方能做些什么?

３. 救济行动必须获得何种程度的同意?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开展救济

行动的条件是什么?

４. 关于人道准入有哪些人权义务?
５. 违反义务的后果是什么?

本文结尾对现有法律框架能否充分保障人道准入进行了思考ꎮ 最

后ꎬ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总结了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ꎮ
谁应在确保受影响居民的基本需求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国际法ꎬ国家应在确保受影响居民的基本需求方面承担主要责

〔９〕

ＩＣＲＣ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１ꎬｐ. ２５.
〔１０〕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Ｇｅｒａｒｄ ＭｃＨｕｇ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ｅｓｓｌｅｒ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ꎬ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ꎬＯＣＨＡ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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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ꎮ 这是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ꎬ〔１１〕 国际实践也已确认了这一点ꎮ〔１２〕 例
如ꎬ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１９９１〕 号决议( “ 人道援助指导原则” ) 确认:

各国应首先负责照顾其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

的灾民ꎮ 因此ꎬ受灾国在其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执行人道援助方
面起主要作用ꎮ〔１３〕
如果居民仍需帮助ꎬ人道参与方能做些什么?
在武装冲突期间ꎬ当国家不愿或不能充分承担其法律责任ꎬ确保受
影响居民的基本需求时ꎬ人道参与方的准入问题就变得极为迫切ꎮ 接下
来的问题就是人道参与方该如何满足这些需求? 国际人道法包括有关
人道援助及接触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居民的规则ꎬ人道参与方可据此
提供服务ꎮ〔１４〕
救济行动不应被视为外国对接受国内政的干涉ꎬ只要这类行动遵守

〔１１〕
〔１２〕

« 联合国宪章» 第 ２ 条第 １ 款ꎮ

Ｓｅｅ ＵＮＧＡ Ｒｅｓ. ４３ / １３１ ( １９８８ ) ꎬ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８ꎻ ＵＮＧＡ Ｒｅｓ. ４５ / １００ ( １９９０ ) ꎬ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０ꎻＵＮＧＡ Ｒｅｓ. ４６ / １８２ ( １９９１ ) ꎬ １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１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７０６ ( ２００６ ) ꎬ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ꎬｐａｒａ. １２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８１４(２００８) ꎬ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 １７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８９４ (２００９) ꎬ

１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ｒｅａｍｂ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ｓ. ５ ａｎｄ ６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０６ (２００９) ꎬ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ａｒａ.

３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１０(２０１０) ꎬ２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ｐｒｅａｍｂ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 １６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２３(２０１０) ꎬ２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ｐａｒａ. ２ ａｎｄ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ꎬ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ｐｒｅａｍｂ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 ９.
〔１３〕
〔１４〕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１９９１)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附件ꎬ第 ４ 段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和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ꎮ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３０５

人道〔１５〕 、公正〔１６〕 和非歧视〔１７〕 原则ꎮ〔１８〕 国际法院强调:

毫无疑问ꎬ向他国人员或军队( 无论其政治隶属或目标) 提供

严格意义上的人道救济的行为ꎬ不应被视为非法干涉ꎬ或在任何其
他方面违反国际法ꎮ〔１９〕
因此ꎬ人道参与方可提供其服务ꎬ但没有义务这样做ꎮ〔２０〕 为避免被
视为非法干涉一国内政ꎬ人道参与方必须依据人道原则提供人道援助ꎮ
救济行动必须获得何等程度的同意?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开
展救济行动的条件是什么?
下面几个小节将分别就国际人道法所规制的三种情况———国际性

武装冲突( 除占领外)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占领———概述救济行动必
须获得何等程度的同意以及开展救济行动必须满足哪些条件ꎮ 军事占
领虽然也是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种形式ꎬ但有关这种情况下的人道准入
的规则相当独特ꎬ因此ꎬ在最后对其进行分析ꎮ
〔１５〕
〔１６〕

出发点必须是人的苦难ꎬ而且行动应专门致力于解决人道需求ꎮ
公正原则要求参与行动的人员不得基于利益、偏见或个人同情心等原因而偏袒一

方ꎮ Ｊｅａｎ Ｓ.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ｏ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１９７５: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９ꎬｐｐ. ４８ｆｆ.
〔１７〕

非歧视原则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等标准对某些人员作出对其不利的区

分ꎬ“ 仅仅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特定的类别” ꎮ Ｊ. Ｓ. Ｐｉｃｔｅｔꎬ见前注 １６ꎬ第 ３８ 页ꎮ 然而ꎬ非歧视原则

并不排斥对居民中特别易受伤害群体有利的积极行动ꎮ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 ２８２１.
〔１８〕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１９９１)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附件ꎬ第 ２ 段ꎮ « 联合国宪

章» 第 ２ 条第 ４ 款是对不干涉原则最为明确的表述ꎬ该条款禁止成员国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
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ꎮ
〔１９〕

ＩＣＪ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 ２４２. 法院进一步强调ꎬ如果人道救济涉及
“ 提供粮食、衣服、药品及其他人道援助ꎬ而不包括提供武器、武器系统、弹药或其他设备、车辆
或可用于引起严重肉体伤害或死亡的物资” ꎬ那么这种人道救济是允许的ꎮ 同上ꎬ第 ９７ 段ꎮ
〔２０〕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ꎬ ｉｎ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５３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７７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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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占领外的)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同意及条件
根据 １９７７ 年«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的规定ꎬ在除被占领

领土外的其他领土开展人道行动须经相关各方同意ꎮ 这一前提条件保
证了平民居民的利益与接受救济国的利益之间的平衡ꎮ〔２１〕 １９７３ 年的
« 附加议定书» 各草案版本包含接受救济的义务ꎬ只要救济行动满足了
某些要求ꎬ如公正和人道ꎮ〔２２〕 但为了保护接受救济国的主权ꎬ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的外交大会加上了“ 须经有关各方同意” ꎮ〔２３〕 尽管如此ꎬ各国代
表明确表示ꎬ这一条件并不意味着受影响各方在拒绝同意救济行动方面
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ꎮ〔２４〕

〔２１〕

Ｈｅｉｋｅ Ｓｐｉｅｋ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Ｈｅｉｎｔｚ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ｊ Ｚｗｉｔｔｅｒ ( ｅｄｓ.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Ｂｅｒｌｉｎ /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
〔２２〕

Ａｒｔ. ６２(１) ｏｆ Ｄｒａｆ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１９７３ ) : ‘ Ｉ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ꎬ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 ｗｉｔｈ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ꎬ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ꎬ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ｈｅｌｔｅｒꎬ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ＩＣＲＣꎬＤｒａｆ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３ꎬｐ. ７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ｒｒ / ｆｒｄ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 /

ｐｄｆ / ＲＣ￣Ｄｒａｆ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ｔ. ３３ ( １ ) ｏｆ Ｄｒａｆ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Ｉ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３) :‘ Ｉ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ｗｉｔｈ 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ꎬｃｌｏｔｈｉｎｇꎬ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ｓｈｅｌｔｅｒꎬ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ａｇｒｅｅ ｔｏ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ꎬ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ｅ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ｘｔｅｎｔꎬｔｈｏｓ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６５.
〔２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ＣＤＤＨ) 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ｒｒ / ｆｒｄ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ａｗ / ＲＣ￣ｄｉｐ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ｓ.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２４〕

瑞士代表称其代表团希望删除“ 须经相关各方同意” 的措辞ꎬ认为这一措辞违背« 日

内瓦第四公约» 的宗旨ꎮ 德国代表强调ꎬ一方拒绝同意救济行动的理由必须充分ꎬ不得基于随
意或反复无常的理由ꎮ Ｓｅｅ ＣＤＤ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７ꎬＶｏｌ. ＸＩＩꎬＣＤＤＨ / ＩＩ / ＳＲ. ８７ꎬｐ. ３３６ꎬｐａｒａｓ. ２６ －

２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ｒｒ / ｆｒｄ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ａｗ / ｐｄｆ / ＲＣ￣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Ｖｏｌ － １２.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３０７

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必须接受救济? 至少国家不得随意拒绝救济行
动ꎮ〔２５〕 拒绝同意的理由必须令人信服ꎮ〔２６〕 拒绝接受援助的决定是否
是随意的要看当时的情形ꎬ应当具体情况ꎬ具体分析ꎮ〔２７〕 在缺乏救济可
能导致饥荒的极端情况下ꎬ任何拒绝接受救济的理由都不成立ꎮ〔２８〕 « 第
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４ 条第 １ 款规定:“ 禁止以断绝平民粮食为作战方
法ꎮ”〔２９〕

〔２５〕

软法性质的文件确认了这一观点ꎮ « 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 确认ꎬ“ ( 国家当

局) 特别是在它无能力或不愿意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时ꎬ不得任意拒绝” 接受人道组织及其他
适当参与方提供的援助( 原则 ２５) ꎮ １９９８ 年ꎬ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获得人道援助尤其是冲突情

况下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平民的一项权利ꎬ不应视为一种可随意决定是否给予人道组织的
∙∙∙∙∙∙∙∙∙∙∙∙∙∙∙∙∙∙∙∙
特许权” ꎬ联合国秘书长ꎬ« 关于保护在冲突情况下向难民及其他人提供的人道援助的报告» ꎬ联
∙∙∙
合国第 Ｓ / １９９８ / ８８３(１９９８) 号文件ꎬ第 １５ 段ꎮ 一些专家试图从接受人道援助的责任的角度举例
说明( 而非列举所有情形) “ 随意” 一词的含义ꎮ 例如ꎬ如果为挽救生命的确需要接受援助ꎬ那
么国家主权、国内法律秩序、国家尊严和 / 或利益、政治取向及统治政权的利益不应优于这种需

要ꎮ Ｓｅ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ｕｇｅｓ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Ｖｏｌ. ７０ꎬ Ｐａｒｔ Ｉꎬ

２００３ꎬｐ. ５６３ꎻ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ｌｂꎬ“ Ｄｅ 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ｌａ ｒé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ａｄｏｐｔéｅ ｐａｒ 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à ｓａ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Ｂｒｕｇｅｓ ｅｎ ２００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８５６ꎬ２００４ꎬｐ. ８６９.
〔２６〕

Ｋａｔｊａ Ｌｕｏｐａｊäｒｖｉ 认为 迫 切 的 军 事 必 要 可 以 视 为 正 当 理 由ꎮ Ｋａｔｊａ Ｌｕｏｐａｊäｒｖｉꎬ “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５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３ꎬ
ｐ. ６８９.

〔２７〕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Ｂｒｕｇｅ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３ꎬＡｒｔ. ＶＩＩＩ. １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ｌｙ ａｎｄ ｕｎ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ｙ ｔｏ ｒｅｊｅｃｔ ａ 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 ｏｆｆｅｒ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 ｔｏ ｒｅｆｕ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ｒｅｊｅｃｔ
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ｎｏｒ ｒｅｆｕ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ｆ ｓｕｃｈ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ａ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ｎ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２８〕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ａｒｂｅｒ 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ꎬ各国有义务接受人道援助ꎬ无论拒绝这种援助

是否有可能导致饥荒ꎮ Ｓｅｅ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ａｒｂｅｒꎬ“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１ꎬＮｏ. ８７４ꎬ

２００９ꎬｐ. ３９１.
〔２９〕

这一规 则 也 具 有 习 惯 法 性 质ꎮ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ＣＲＣ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Ｒｕｌｅ ５３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 Ｆ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ꎬ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ｈｌ / ｅｎｇ / ｄｏｃｓ / ｈｏｍｅ(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 断绝

粮食” 是指“ 使居民挨饿ꎬ特别是通过剥夺其食物或补给来源” ꎮ Ｙ.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ａｒａ. ２０８９.

３０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开展救济行动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根据«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所有国家都必须“ 便利所有救济物资、设备和人员迅速

和无阻碍地通过即使此类援助的对象是敌方的平民居民” ꎮ 该规定
适用于全体平民居民( 不仅限于易受伤害的群体) ꎬ救济物资包括居民
生存所必需的所有物资( 不仅限于某些特定种类的物资) ꎮ〔３０〕 « 第一附

加议定书» 还禁止各国延迟救济物资的发送或将之挪作他用ꎮ 只有在紧
急必要的情况下并且为了相关居民的利益才允许例外ꎮ〔３１〕 这意味着只
有在如下情况下延迟才是正当的:由于安全原因ꎬ无法进入接受救济居
民所在的地区ꎬ或无法穿过允许通行一方的部分领土ꎬ特别是在该方是
冲突一方的情况下ꎮ 根据« 附加议定书评注» 的规定ꎬ将救济物资用于
其他目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ꎬ特别是:
如果在运输易腐烂食品的过程中出现耽搁ꎬ当然前提是一旦情
况恢复正常就重新提供新鲜的食品ꎮ 还有一种情形或许也可作为
挪用救济物资的正当理由ꎬ那就是救济物资从其领土通过的一方遭
受了自然灾害ꎬ而此时灾民对物资的需求甚至比这些物资本来的供
应对象更为迫切ꎮ 但在这种情况下挪用物资须经捐助方同意ꎮ〔３２〕
冲突各方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保护救济物资并便利其迅速分发ꎬ并
有责任鼓励和便利对救济行动的有效国际协调ꎮ〔３３〕 冲突各方以及« 第
一附加议定书» 的其他缔约国有权做出技术性安排ꎬ如指定时间和路
线ꎮ〔３４〕 他们还可对物资加以控制ꎬ或要求由保护国或中立的人道组织
在当地对救济行动进行监督ꎮ〔３５〕
〔３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７ 条仅涉及某些易受伤害人群( 伤者、病者、弱者、老者、幼童

及产妇) 的撤离及一切宗教之牧师、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的通过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２３ 条
第 １ 款将救济限定在特定类型的物资ꎬ而允许其他物资( 如食物或衣服) 自由通过的义务仅适
用于救助特别易受伤害的平民的情形ꎮ
〔３１〕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３ 款第 ３ 项ꎮ

〔３３〕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４ 款和第 ５ 款ꎮ

〔３２〕
〔３４〕
〔３５〕

Ｙ.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ａｒａｓ. ２８４５ － ２８４７.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３ 款第 １ 项ꎮ 另见«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２３ 条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３ 款第 ２ 项ꎮ 另见«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２３ 条ꎮ 保护

国是在第三国代表“ 被保护” 国及其国民利益的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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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

救济人员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ꎬ并应在执行任务时ꎬ在实际可行的
最大范围内得到协助ꎮ〔３６〕 但救济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越其任务
规定的范围ꎬ当他们在某国境内开展工作时ꎬ必须尊重该国提出的安全
要求ꎮ 不尊重这些条件的人员可能会被终止任务ꎮ〔３７〕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同意及条件
« 日内瓦第四公约» 共同第 ３ 条并未明确提及人道援助和准入的问

题ꎮ «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规定:开展救济行动必须得到受
影响国家的同意ꎮ〔３８〕 同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一样ꎬ在缺乏救济可能导
致饥荒的情况下ꎬ任何原因都不能作为拒绝接受救济的正当理由ꎮ « 第
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４ 条禁止以断绝平民粮食为作战方法ꎮ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ꎬ开展救济活动必须得到控制相关领土或在该领

土内活动的有关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同意ꎮ〔３９〕 请求非国家武装团体对
人道行动的许可并不构成对该团体的承认ꎬ也不会赋予其任何法律地
位ꎮ〔４０〕 « 非洲联盟关于保护和援助非洲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 ( 坎

〔３６〕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１ 条ꎮ 人道救济人员和物体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还是一项

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８ꎬＲｕｌｅｓ ３１ꎬ３２ ａｎｄ ５６.
〔３７〕
〔３８〕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１ 条第 ４ 款ꎮ

习惯法也规定了这一义务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８ꎬ Ｒｕｌｅ ５５: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ｕｓｔ 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ｕｎｉｍｐｅｄｅｄ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ｎｅｅｄꎬ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ꎬ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３９〕

虽然«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使合法政府相对于叛乱方而言更具优势ꎬ因

为该条款要求的是“ 缔约方” 的同意ꎮ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２８８ꎬｐｐ. ２４９ － ２６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ｏａｋｉｍ Ｄｕｎｇｅｌꎬ“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ꎬ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２００４ꎬｕｎｄｅｒ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８３８(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４０〕

见« 日内瓦四公约» 共同第 ３ 条第 ４ 款ꎮ

３１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帕拉公约) 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提及武装团体ꎮ〔４１〕 该条约规定:禁止武
装团体成员阻碍针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道援助及所有救济物资、设备
和人员的通过ꎮ〔４２〕
根据习惯规则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当事方应便利为需要帮助的平
民提供的人道救济迅速、无阻的通过ꎮ〔４３〕 此外ꎬ人道救济人员和物体应
当受到尊重和保护ꎬ并应保证经核准的人道救济人员的行动自由ꎮ 只有
基于迫切的军事必要才可暂时限制其行动自由ꎮ〔４４〕
占领期间的同意及条件
占领法明确规定占领国有义务确保其控制下的平民的基本需求得
到满足ꎮ 这一义务主要源自«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ꎬ该条款
规定占领国有责任保证平民居民的食物和药品供给ꎮ « 第一附加议定
书» 第 ６９ 条第 １ 款进一步规定:占领国应确保不加任何不利区别地供应
平民居民生存所需的衣服、被褥、住处和其他用品以及宗教礼拜所需物
品ꎮ〔４５〕 « 日内瓦第四公约» 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在明确规定这方面义
务的同时ꎬ并未忽略占领国在现实中可能面临的物资困难ꎮ 这些法律文
书规定ꎬ占领国必须 “ 在其所拥有的手段的最大范围 内” 满 足 这 些 需
求ꎮ〔４６〕 例如ꎬ财政限制或运输问题都可能严重影响相关当局履行义务

〔４１〕

« 非洲联盟关于保护和援助非洲的国内流离失所 者的公约» 第 １ 条第 ５ 款规定:

“ ‘武装团体’ 是指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别于该国武装部队的有组织武装团体” ꎮ
该条约尚未生效ꎬ因此不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ꎮ
〔４２〕

« 非洲联盟关于保护和援助非洲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 第 ７ 条第 ５ 款第 ７ 项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为避免条约提及的团体将该条约作为其合法性的证据ꎬ该条约包含了否认条
款ꎬ见第 ７ 条第 １ 款ꎮ
〔４３〕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８ꎬＲｕｌｅ ５５.

〔４５〕

这些义务可以看作占领国所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的逻辑后果ꎬ这项基本义务就是采

〔４４〕

同上ꎬ规则 ３１、３２ 和 ５６ꎮ

取一切可行措施恢复和确保平民居民适当的生存条件ꎮ « 海牙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 ꎬ

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第 ４３ 条ꎮ
〔４６〕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６９ 条第 １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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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ꎮ〔４７〕
但如果占领国不能履行向其控制的平民居民提供必要物资的义务ꎬ
那么该国应代表这些居民同意救济方案ꎮ〔４８〕 这一义务是无条件的ꎮ〔４９〕
占领国要么确保平民居民获得必要物资ꎬ要么同意救济行动ꎮ
占领国有义务采用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救济行动提供便利ꎮ〔５０〕
占领国还应便利救济物资的迅速分发ꎬ这些救济物资应豁免一切费用、
课税或关税ꎬ除非这些税费为被占领领土经济利益所必需ꎮ〔５１〕 不得将
救济物资挪作他用ꎮ 只有在紧急必要的情况下ꎬ为了被占领土居民的利
益并经保护国同意ꎬ才允许此项规则的例外ꎮ〔５２〕 救济人员的权利和责
任也适用于占领期间ꎮ〔５３〕
此外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规定了第三国( 尤其是运送救济物资必
经的那些国家) 的义务ꎮ 公约缔约国应允许此类物资的自由通过并保
证予以保护ꎮ〔５４〕 但给予许可的当局可对物资进行检查ꎬ以确认该行动
完全为了人道目的ꎬ并可要求此类物资依其指定的时间和路线通过该
国ꎮ〔５５〕

〔４７〕

Ｊｅａｎ Ｓ. Ｐｉｃｔｅｔ(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ＩＶ)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５８ꎬｐ. ３１０.
〔４８〕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１ 款ꎮ

〔５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１ 款ꎮ

〔４９〕
〔５１〕
〔５２〕

Ｊ. Ｓ.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４ꎬｐ. ３２０ꎻＹ. Ｓａｎｄｏｚ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 ８１３.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６１ 条第 ２ 款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６０ 条ꎮ 关于紧急必要的情况ꎬ参见上文关于“ ( 除占领外的)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控制” 的评论ꎮ
〔５３〕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６９ 条第 ２ 款与该议定书第 ７１ 条有关ꎮ 参见上文关于“ ( 除占

〔５４〕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３ 款ꎮ 这一义务对在被占领领土实行封锁政策的国

领外的)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控制” 的评论ꎮ

家 也 有 拘 束 力ꎮ 为 居 民 提 供 的 救 济 物 资 不 受 封 锁 限 制ꎮ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Ｓａｎ Ｒｅｍ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ｔ Ｓｅ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１０３ꎬ各方公认该条款反映了国际习惯法ꎮ
〔５５〕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４ 款ꎮ

３１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关于人道准入有哪些人权义务?
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ꎬ无论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
际性ꎮ 它与同时适用的国际人道法互为补充ꎬ二者并不相互排斥ꎮ〔５６〕
人权法方面的主要文书并未明确提及人道援助和准入问题ꎮ 但在
«儿童权利公约»〔５７〕 、«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５８〕 以及« 非洲联盟关
于保护和援助非洲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 ( 坎帕拉公约)〔５９〕 中可以
发现一些相关的内容ꎮ

一般而言ꎬ各国有义务确保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享有最低限度的、必
不可少的一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ꎮ〔６０〕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委员会在确认这些义务的内容时提到不可缺少的食物、基本卫生保健以
及基本宿处和住房ꎮ〔６１〕 各国应尊重、保护并实现这些权利ꎮ〔６２〕 现以食

〔５６〕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ꎬｐａｒａ. １０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ｎ Ｄａｒｆｕｒ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２００５) ꎬｐａｒａ. １４３ꎻＵ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１ꎬＣＣＰＲ / Ｃ / ２１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３(２００４) ꎬｐａｒａ. １１.
〔５７〕

« 儿童权利公约»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ꎮ

〔５９〕

« 非洲联盟关于保护和援助非洲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公约» 第 ５ 条第 ６ 款和第 ７ 款ꎬ

〔５８〕

«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 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ꎮ

第 ７ 条( 第 ５ 款第 ２ 项和第 ７ 项) ꎮ
〔６０〕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不允许缔约国在公共紧急状态期间背离该公约

的规定ꎬ公约第 ２ 条第 １ 款体现了实现这些权利的国家义务的基本性质:“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
个别采取步骤或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 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 采取步骤ꎬ最大
限度地利用其现有资源ꎬ以便通过一切适当方法ꎬ尤其包括通过采取立法措施ꎬ逐步达成本公
约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ꎮ”
〔６１〕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ꎬｐａｒａ. １０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２ꎬｐａｒａｓ. ８ － １３. 与

此类似ꎬ联合国的« 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 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规定:不论情况如何ꎬ主管当局
应在最低限度内不歧视地向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并确保他们安全地获得(１) 不可缺少的食物
和饮水ꎻ(２) 基本宿处和住房ꎻ(３) 适当的衣服ꎻ(４) 不可缺少的医疗服务和卫生条件ꎮ
〔６２〕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ｏｄꎬ ｐａｒａ. １５ꎻ ＣＥＳＣＲ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ｗａｔｅｒꎬｐａｒａ. ２０ꎻ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４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ａｒａ. ３３ꎻ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ꎬ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ꎬ２２ － ２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７ꎬｐａｒ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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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和健康权为例ꎮ
关于食物权ꎬ〔６３〕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
缔约国有义务对现有的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予以尊重ꎬ该义务
要求缔约国不得采取任何对此权利构成妨碍的措施ꎮ 保护的义务
则要求该国采取措施ꎬ确保企业或个人不得剥夺个人获得足够食物
的权利ꎮ 实现( 协助) 的义务意味着该国应主动参与旨在促进人们
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活动ꎬ并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生计ꎬ包括食品安
全ꎮ 最后ꎬ当个人或团体由于其控制之外的原因无法依靠自身力量
享有获得足够食物的权利时ꎬ国家有义务直接实现( 提供) 这一权
利ꎮ〔６４〕
健康权所固有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６５〕 要求各国至少:
确保人们( 特别是易受伤害或被边缘化的团体) 享有一视同仁
地利用卫生保健设施并获得相关物资和服务的权利ꎻ确保人们能够
获得最低限度的必需的食物ꎬ这些食物应能保证其营养需要并且是
安全的ꎬ从而保证每个人都免于饥饿ꎻ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宿
处、住房和卫生条件ꎬ并确保供应足够的、安全便携的水ꎮ〔６６〕
可以说ꎬ如果对人道援助的限制出自«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 的缔约国ꎬ那么较之于国际人道法ꎬ国际人权法ꎬ特别是载入«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的保护ꎬ为人道援助提供了更为实质性的保
护ꎮ〔６７〕

〔６３〕

«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１１ 条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Ｆｏｏｄ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３ꎬＮｏ. ８４４ꎬ２００１ꎬｐｐ. １０９７ － １１０９.
〔６４〕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２ꎬｐａｒａ. １５.

〔６６〕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４ꎬｐａｒａ. ４３.

〔６５〕
〔６７〕

«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 １２ 条ꎮ
Ｒ. Ｂａｒｂ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７ꎬｐ. ３９５.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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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应寻求其居民生存所必需的、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国际援助ꎮ〔６８〕
声称由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原因而无法履行法律义务的国家必须证明其
已“ 尽可能利用所有可支配的资源ꎬ以便优先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 ꎮ〔６９〕

在判定一国是否的确无法履行其人权法上的义务时ꎬ必须同时考虑到该
国现有的资源以及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ꎮ〔７０〕
违反义务的后果是什么?
违反关于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国际法的行为如果可以归于某个
国家ꎬ那么该国应为此承担责任ꎮ〔７１〕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多个场合就
非国家武装团体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出了决定ꎮ〔７２〕 此外ꎬ国际刑法也
禁止某些行为ꎬ并要求违反这些规则的个人对其行为负责ꎮ
战争罪
拒绝人道援助及禁止与平民接触的做法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构成断
〔６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Ｂｒｕｇｅ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３ꎬＡｒｔ. ＩＩＩ. ３ꎻＲ. Ｋｏｌｂ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４ꎬｐ. ８６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Ａｒｔ. ５(６) .
〔６９〕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ꎬｐａｒａ. １０ꎻ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２ꎬｐａｒａ. １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ＳＣＲꎬ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ｋｅ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ꎬ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２００７ / １
(２００７) ꎬ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ｐａｒａ. ４.
〔７０〕
〔７１〕

ＣＥＳＣＲ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ꎬｐａｒａ. １３.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提及国际法的一项一般原则ꎬ即国家违反其

国际义务的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ꎬ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ꎮ 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
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１ 条和第 ２ 条ꎮ
〔７２〕

例如ꎬ安理会在关于几内亚比绍危机的决议中吁请“ 有关各方ꎬ包括政府和自命的

军政府ꎬ严格遵守国际法ꎬ包括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有关规定ꎬ并确保国际人道组织安全无阻地
接触因冲突而需要援助的人” ꎮ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２１６(１９９８) 号决议ꎬ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第 ５

段ꎮ 还见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４７８ (２００３) ꎬ６ Ｍａｙ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８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６４９ ( ２００５ ) ꎬ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ｐｒｅａｍｂ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ｓ. ４ ａｎｄ ５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６７４(２００６) ꎬ２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 ｐａｒａ. ２２ꎻ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７９４
(２００７) ꎬ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ａｒａ. １７ꎻ ＵＮ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３６ ( ２０１０ ) ꎬ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ｐｒｅａｍｂｕｌａｒ ｐａｒａ.

１４.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３１５

绝平民粮食的战争罪ꎮ 国际人道法禁止在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以断绝平民粮食为作战方法ꎮ〔７３〕 关于断绝平民粮食的行为ꎬ« 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 ( 以下简称« 罗马规约» ) 根据武装冲突的性质( 国际性
或非国际性) 作出了不同规定ꎮ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禁止通过剥夺平
民生存所必需之物ꎬ以故意断绝平民粮食作为战争方法ꎬ“ 包括故意阻碍
根据« 日内瓦公约» 的规定提供的救济物资” ꎮ〔７４〕 根据« 罗马规约» 的规
定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以断绝平民粮食为作战方法并不构成战争
罪ꎮ 但根据一些国内立法ꎬ以断绝平民粮食为作战方法构成战争罪ꎬ涉
嫌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之举受到各国的谴责ꎮ〔７５〕
根据« 罗马规约» 的规定ꎬ对参与提供人道援助的人员或物体( 前提
是他们并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发动攻击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际性或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并与之相关ꎬ则构成战争罪ꎮ〔７６〕 各国承诺通过鼓
励惩戒措施和刑事诉讼ꎬ保证将攻击人道人员者绳之以法ꎮ〔７７〕
危害人类罪
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可包括拒绝人道援助和准入的行为ꎬ如果此
举是在广泛或有系统的针对任何平民居民的攻击中ꎬ在明知这一攻击的

〔７３〕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４ 条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４ 条ꎻ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７４〕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ꎬ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Ａ / ＣＯＮＦ. １３８ / ９ꎬ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７５〕

ＩＣＲ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８ꎬＶｏｌ. ⅠꎬＲｕ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８ꎬＲｕｌｅ ５３.
项第 ２５ 目ꎮ

５３ꎬｐｐ. １８７ － １８８. 这可能意味着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断绝平民居民粮食的行为构成犯罪已
形成一项习惯法规则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Ｄｕｎｇ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
〔７６〕

« 罗马规约» 在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３ 目和第 ５ 项第 ３ 目对该罪行作了如下定义:

“ 故意指令攻击依照« 联合国宪章» 执行的人道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所涉人员、设施、物资、单位
或车辆ꎬ如果这些人员和物体有权得到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给予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ꎮ”
〔７７〕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 “ ４ －

Ｙｅ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 ꎬ ３１ＩＣ / １１ / Ｒ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ｃｒ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 / ｄｏｃｓ＿ｕｐｌ / ｅｎ / Ｒ２＿４ － Ｙｅａ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Ｅ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３１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情况下ꎬ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ꎮ〔７８〕 这些行为包括谋杀、灭绝、酷
刑、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ꎮ〔７９〕 « 罗马规约» 对危害人类罪下的“ 灭绝”

罪的定义包括“ 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ꎬ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ꎮ〔８０〕 负
有责任的个人可能会在国内法院和国际法院受到起诉ꎮ

结论:现有的法律框架是确保人道准入的有效手段吗?
在受害者对人道援助的需求、国际社会对提供救济的兴趣、一国决
定进入其境内的人员和物资的权力这三者之间ꎬ紧张关系显而易见ꎮ〔８１〕
总的来说ꎬ国际人道法要求在军事必要性和人道要求之间取得平衡ꎮ〔８２〕
关于人道准入的难题是:具体应该怎么做? 在哪些方面有可能进一步予
以澄清?
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当事方在何等程度上必须接受救济
行动的问题可以加以澄清ꎮ 可以规定( 除断绝粮食之外) 还在哪些情况
下不得拒绝同意救济行动ꎮ〔８３〕 或从积极的角度规定冲突各方有义务接
受救济ꎮ〔８４〕 澄清冲突各方对救济行动的控制权的范围和限度也是有益
的ꎮ 例如ꎬ可更为明确地规定人道组织在其活动中享有的行动自由的限
〔７８〕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ａ Ｒｏｔ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ꎬ “ Ｔｈｅ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ｒ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７９〕

« 罗马规约» 第 ７ 条第 １ 款ꎮ

〔８１〕

例如ꎬ国 家 可 以 无 须 人 道 援 助 为 由 限 制 人 道 准 入ꎮ Ｒｕｔｈ Ａｂｒｉｌ Ｓｔｏｆｆｅｌｓꎬ “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１ꎬＮｏ. ８３５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５５５ － ５８２.
〔８０〕

« 罗马规约» 第 ７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及第 ７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ꎮ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ａｐ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８５５ꎬ２００４ꎬｐ. ５３７ｆ.
〔８２〕

见« 第 一 附 加 议 定 书 » 第 ５１ 条 ( 保 护 平 民 居 民 ) ꎻ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ｈüｒ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Ｈａｇｕ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

２０１１ꎬｐ. ６９.
〔８３〕

各国承诺在国内层面采取充分措施( 包括国内立法) 履行其国际义务ꎬ即不得任意

阻挠人道援助ꎮ Ｓｅ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４ － Ｙｅ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４.

〔８４〕

在未经有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援助的权利是否存在也引起了争论ꎮ Ｓｐｉｅｋｅｒ 认

为ꎬ迄今为止“ 准入权” 尚未形成习惯国际法ꎮ Ｓｅｅ Ｈ. Ｓｐｉｅｋ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５ꎬｐ. １７ｆ.

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法律框架

３１７

度ꎬ以及武装冲突各方基于迫切的军事必要限制这种自由的相关权力ꎮ
总体而言ꎬ现有的法律框架是确保人道准入的有效手段ꎬ但可对上
述领域予以澄清ꎮ 尽管如此ꎬ需要指出的是人道参与方完全可以寻求更
大程度的准入ꎬ不受国际法规定的范围之限ꎮ 国际法仅反映了人道准入
的限度或最低标准ꎮ 关键在于通过最有说服力的论证ꎬ使国际法关于人
道准入的规定得以落实ꎬ使平民居民的安康得到保障ꎮ〔８５〕 尽管对准入
的限制很少仅仅由于法律障碍所致( 行政限制往往使人道准入复杂化ꎬ
如难以获得签证、救济物资的进口许可ꎬ或重复的管制措施) ꎬ但该法律
框架是获准并保证与受影响居民进行接触的有效手段ꎮ 这意味着必须
广泛传播这一法律框架ꎬ使其广为人知ꎮ〔８６〕 人道参与方及有能力阻止
准入的各方应接受有关该法律框架的培训ꎮ〔８７〕
总结
下列要点概括了本文所讨论的武装冲突中人道准入的国际法律框
架:
———国家在确保受影响人群的基本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责任ꎮ

———人道参与方可提供其服务ꎬ但没有义务这样做ꎮ 为避免被视为

非法干涉一国内政ꎬ人道参与方必须依据人道原则提供人道援助ꎮ
〔８５〕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于 ２０１１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ꎬ指出在高危环境中获得和保持

人道准入的七 类 良 好 实 践ꎮ Ｓｅｅ Ｊａｎ Ｅｇｅｌａｎｄꎬ 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 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ＯＣＨ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８ｆｆ.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ｉｄｅ Ｍｅｍｏｉ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 / ＰＲＳＴ / ２０１０ / ２５ ｏｆ 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另外ꎬ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ＵＮＩＴＡＲ) 的“ 卫星应用服务项目( ＵＮＯＳＡＴ) ” ( 一项提供图像
分析和卫星解决方案的技术密集型项目) 可帮助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人道参与方改进某些关键
领域( 如人道救济) 的工作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ｔａｒ. ｏｒｇ / ｕｎｏｓａｔ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 .
〔８６〕

见«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４７ 条ꎻ« 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 ４８ 条ꎻ«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８７〕

第 ３１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的« 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四年行动计划»

１２７ 条ꎻ«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４４ 条ꎻ«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３ 条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９ 条ꎮ

的目标一就是进一步确保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居民获得人道援助ꎮ Ｓｅ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４ － Ｙｅａ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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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被占领领土之外的区域开展人道行动须经有关各方同意ꎮ

法律上的挑战是:就每个具体情况判定有关国家是否可依据正当理由拒
绝在其领土上开展救济行动ꎮ 必须确立相关标准ꎬ以判定拒绝救济行动
的决定是否是随意的ꎬ并因此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定ꎮ 在缺乏救
济可能导致饥荒的极端情况下ꎬ任何拒绝接受救济的理由都不成立ꎮ
———请求非国家武装团体对人道援助活动的许可并不构成对该团

体的承认ꎬ也不会赋予其任何法律地位ꎮ

———占领国在被占领领土承担一项明确义务:如果全体居民或其中

部分人面临供给不足的状况ꎬ占领国要么确保居民获得足够的供给ꎬ要
么同意并协助开展救济行动ꎮ
———人道救济人员和物体应受到尊重和保护ꎬ经核准的人道救济人

员的行动自由必须得到保证ꎮ 冲突各方有权做出技术性安排ꎬ例如ꎬ指
定时间和路线ꎮ 救济人员在一国领土上开展工作时ꎬ必须尊重该国提出
的安全要求ꎮ
———各国有义务确保人们享有最低限度的、必不可少的一切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ꎬ并应采取必要的行动ꎬ即便是在武装冲突期间ꎮ 声称
由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原因而无法履行法律义务的国家必须证明其已尽
可能利用所有可支配的资源ꎬ以便优先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ꎮ
———违反关于人道准入的国际法的行为如果可以归于某个国家ꎬ那

么该国应为此承担责任ꎮ

———拒绝人道援助和准入可能构成国际刑法上的犯罪ꎮ 相关的例

子包括两项战争罪行:断绝粮食ꎬ和对参与人道援助的人员发动攻击ꎮ
负有责任的个人可能会在国内法院和国际法院受到起诉ꎮ
———应广泛传播现有的法律框架ꎬ使其广为人知ꎮ 该法律框架是确

保人道准入的有效手段ꎬ但可进一步予以澄清ꎮ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布尔达古铁雷斯

萨拉 德克里斯托法罗

米歇尔伍兹∗著 / 毕翼∗∗译

摘要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 １０ 年ꎬ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

从事的武装冲突使得人们对国际人道法再次产生了兴趣ꎬ该部门法在美
国通常被称为武装冲突法ꎮ 关于是否应当给予被关押人员战俘地位的
对话、何种行为构成酷刑的讨论以及试图衡量公众关于战争规则的知识
和观点的诸多调查ꎬ提供了了解美国人对国际人道法看法的机会ꎮ 本文
将对这些看法进行反思ꎬ并提供大量例子来说明ꎬ将几乎是被普遍接受
的行为法律标准适用于多变和不可预知的现代战争现实时所面临的复
杂情况ꎮ 本文还将强调战地行为可能对国内关于政策选择和国家良知
的讨论产生哪些影响ꎮ

∗ 布尔达古铁雷斯( Ｂｒａｄ Ａ.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博士现为美国红十字会国际政策和关系处主任ꎮ

他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硕士
学位、美国空军学院的非洲政治方向的国际关系学士 学位ꎮ 萨拉  德克里斯托法罗 ( Ｓａｒａｈ

ＤｅＣｒｉｓｔｏｆａｒｏ) 为美国红十字会前政策实习生ꎮ 她获得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的国际发
展和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国际事务硕士学位以及位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学
位ꎮ 米歇尔伍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ｏｄｓ) 现为华盛顿特区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学生ꎬ曾为美国红十字
会法律实习生ꎮ 本文只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ꎬ并不代表美国红十字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立场ꎮ
∗∗ 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１０ 级博士生ꎮ

３２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

在 ２０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ꎬ美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人权的坚定倡

导者ꎬ并能在武装冲突时期忠实履行其作为« 日内瓦公约»〔 １ 〕 缔约方而
承担的国际义务ꎮ 但上述优良记录存在例外ꎬ如 １９６８ 年在越南梅莱地
区对平民的杀戮ꎬ以及一些在当时看来符合军事必要但如今却很可能难
以接受的历史事件ꎬ如“ 二战” 期间对德国的城市和东京的轰炸等ꎮ 尽
管存在上述事件ꎬ国内和国际社会对美国总的看法是ꎬ它遵守了它所参
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则ꎮ 然而ꎬ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恐怖袭击后以及在长达
十几年的反恐战中所发生的事件ꎬ给世界人民对美国的上述看法投下了
阴影ꎮ 这些事件包括实施酷刑的指控、特别移送程序、对在伊拉克阿布
格莱布监狱的被关押人员的虐待、对部分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员无限期
的羁押等ꎮ
近年来ꎬ上述事件加强了人们对« 日内瓦公约» 及其作为规制战争
行为之准则地位的认识ꎮ 与此同时ꎬ在美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展开的讨论
却表明ꎬ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 日内瓦公约» 的存在ꎬ但这并不必
然意味着他们熟知了其内容及其重要性ꎮ 例如ꎬ美国红十字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在美国做了一项民意调查ꎬ接受调查的 ５５％ 的成年人认为他们
略知或熟知公约ꎬ但 ５１％ 的受访者却认为对敌方士兵实施酷刑是可以
接受的ꎮ〔 ２ 〕 此外ꎬ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在 １９ 世纪对作战行为进行编纂
的贡献一无所知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美国国际法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ꎬ部
分发言人讨论了 １５０ 年前美国内战期间国际人道法概念的诞生ꎮ 来自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约翰维特教授讲述了« 利伯守则» 的产生ꎬ该守则

〔１〕

参见«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 日

内瓦第一公约) 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
瓦公约» ( 日内瓦第二公约) 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 日内瓦第
三公约) 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 日内瓦第四公约)
〔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 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Ｒ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 ｗｗｗ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ｄ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ＨＬ / ＩＨＬＳｕｒｖｅｙ.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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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 于 确 保 美 国 在 战 争 期 间 遵 守 国 际 习 惯 法 和 人 道 待 遇 的 义
务ꎮ〔 ３ 〕 但是ꎬ公众对此不同寻常的文件知之甚少ꎬ对许多战争规则源自
美国这一事实的无知阻碍了人们对战争法规的接受ꎬ因为这些法律被一
些美国人认为是国际社会强加于美国的ꎮ〔 ４ 〕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美国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在过去十几年所做调
查的结果ꎬ来梳理人们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ꎬ分析公众对国际人道法问
题的评论和美国政府的国际人道法政策ꎬ并反思军事和民事决策者的行
为对人道法观念的影响ꎮ 了解人们人道法知识水平和对其原则的接受
程度是非常重要的ꎮ 因为此方面的数据将昭示教育机会的重要性ꎬ因为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高人们的认识ꎮ 正如丹尼尔穆尼奥斯罗雅斯
和让雅克弗雷萨尔所指出的ꎬ在认可国际人道法规则方面存在普遍
共识ꎬ而将这些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况时却存在相对主义的理念ꎬ二者之
间存在鸿沟ꎬ而教育则可发挥修补这一鸿沟的重要作用ꎮ〔 ５ 〕 上述数据
还可表明ꎬ美国人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将如何影响公众对美国在未来的
国际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的态度ꎮ
本文分为三部分ꎮ 第一部分通过突出国际人道法在美国的历史发
展、在反恐战中的适用、美国公众对人道法的看法以及媒体对公众观点
的影响ꎬ阐述了国际人道法在美国的概况ꎮ 本文将通过以下方式来探讨
上述问题:对诸多民意调查( 包括美国红十字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开展的调

查) 的结果进行审查ꎻ考察决策者的公开声明ꎻ引用长期争论中所形成的
学术著作ꎬ这些著作主要涉及媒体和娱乐对公众关于暴力和国际人道法
〔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ꎬ

１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ｓｉｌ. ｏｒｇ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ｃｆｍ? ａｃｔｉｏｎ ＝
ｄｅｔａｉｌ＆ｒｅｃ ＝ １９６(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
〔４〕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 ꎬ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１３０９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ｔａｒｇｅ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 ａｎｄｒｅｗ￣ｃ￣ｍａｃｃａｒｔｈｙ(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ｕñｏｚ￣Ｒｏｊａｓ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ｒéｓａｒｄꎬ “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Ｗ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ＩＨＬ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
Ｎｏ. ８５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ꎬｐｐ. １９１ － １９２.

３２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内容( 如酷刑和羁押) 的影响ꎮ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
务ꎮ 本部分的重点是讨论影响在美国传播国际人道法的法律基础和现
实挑战ꎮ 本文第三部分将陈述 ３ 个案例ꎬ这些案例突出了在美国进行国
际人道法讨论的一些问题ꎬ如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 在阿富汗为
塔利班成员提供急救培训的反应、对允许家人探视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
摩湾人员之请求的看法以及军事和民间领导试图减小阿富汗军事打击
中附带损害的决定ꎮ 文章的结尾简要地分析了国际人道法观念的重要
性以及当前的看法将如何影响美国将来的海外行动ꎮ
国际人道法在美国:历史、舆论和媒体
当前讨论的背景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同意受到 １９４９ 年四个«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

加议定书» 的约束ꎬ它们构成了国际人道法的核心ꎮ 日内瓦四公约规定
的许多义务均源自一份名为« 美国陆军战地管理指令» 的文件ꎮ 亚伯拉
罕林肯总统要求为北方联盟部队制定战时行为规则ꎬ该文件也被称为
« 利伯守则» ꎬ于 １８６３ 年即传达给了联盟部队ꎮ〔 ６ 〕 « 日内瓦公约» 以与
« 利伯守则» 相同的方式ꎬ规定了出于人道考虑而应给予受战争影响或
可能受战争影响的人员和物体的保护ꎮ 与« 利伯守则» 不同的是ꎬ该手
则为国内法ꎬ而« 日内瓦公约» 则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之国际法的一部
分ꎮ 公约的规定旨在达致人道关注和国家军事利益之间的平衡ꎮ 直到
« 第二附加议定书» 完成前ꎬ« 日内瓦公约» 的大部分规则只适用于国际
性武装冲突ꎬ其唯一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款是« 日内瓦公约» 共
同第 ３ 条ꎮ １９７７ 年« 第二附加议定书» 编纂和阐述了适用于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规则ꎬ但其规定只适用于已经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ꎮ 虽然美国

〔６〕

包括 ＩＣＲＣ 和耶鲁大学法 学院在内的诸多网站刊录 了 « 利 伯 守 则» 的 完 整 文 本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 ｎｓｆ / ＦＵＬＬ / １１０? 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ａｖａｌｏｎ. ｌａｗ.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１９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ｌｉｅｂｅｒ. ａｓ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ꎮ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２３

已经签署了« 第一附加议定书»〔 ７ 〕 、« 第二附加议定书»〔 ８ 〕 和« 第三附加
议定书»〔 ９ 〕 ꎬ但它还未批准第一和第二议定书ꎬ因此ꎬ也就还未成为议定

书的缔约国( 美国于 ２００６ 年交存了« 第三附加议定书» 的批准书〔１０〕 ) ꎮ
尽管« 第三附加议定书» 的用语较为宽泛ꎬ只是规定在国际层面认可第

三个被通称为红水晶的保护性标志ꎮ 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批准文书中ꎬ
行政部门强调了该标志对于那些使用现存标志面临挑战的政府和国家
红十字会的价值ꎮ〔１１〕
尽管美国还没有批准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ꎬ但该议定书的许多规
定ꎬ尤其是那些与«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相对应的规定ꎬ已经被编纂
进国内立法ꎮ 经修正的 １９９６ 年« 战争罪法案» (１８ Ｕ. Ｓ. Ｃ. § ２４４１) 对

包括违反«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在内的违反« 日内瓦公约» 的行为ꎬ
科加了刑罚ꎮ〔１２〕 在随后的几年里ꎬ反恐战使得官员重新审查了« 战争罪
法案» 的规定ꎮ «２００６ 年军事委员会法案» ( Ｐ. Ｌ. １０９ － ３３６) 修改了« 战
争罪法案» ꎬ以便仅对被认为“ 严重破坏” 公约的违反« 日内瓦公约» 共同
第 ３ 条行为进行定罪ꎮ〔１３〕

〔７〕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

〔８〕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９〕

«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加议定书»

〔１０〕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Ｅｍｂｌｅｍ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２００６ꎬ [ Ｈ. Ｒ. ６３３８ ] ꎬ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１１〕

Ｓｅｅ Ｕ. 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０９ － １０ꎬ“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ＩＩ ｔｏ １９４９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定书» ( 第一议定书)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 ꎮ

议定书» ( 第二议定书)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 ꎮ
( 第三议定书)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ꎮ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ａ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１９８０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ꎬ１０９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２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ｐｏ. ｇｏｖ / ｆｄｓｙｓ / ｐｋｇ / ＣＤＯＣ －

１０９ｔｄｏｃ１０ / ｈｔｍｌ / ＣＤＯＣ － １０９ｔｄｏｃ１０.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２〕

Ｓｅ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６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 ２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ｆｒｗｅｂｇａ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ｇｐｏ. ｇｏｖ / ｃｇｉ￣ｂｉｎ / ｇｅｔｄｏｃ. ｃｇｉ? ｄｂｎａｍｅ ＝ １０９ ＿ ｃｏｎｇ ＿ ｂｉｌｌｓ＆ｄｏｃｉｄ ＝ ｆ: ｓ３９３０ｅｎｒ.

ｔｘｔ. ｐｄ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ｃｉａ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 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Ｌ３３６６２ꎬ 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ｉｎｔｅｌ / ＲＬ３３６６２. ｐｄｆ.
〔１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ｃ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２) .

３２４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就国际人道法标准的执行而言ꎬ反恐战也为美国政府在国内解释国
际人道法提出了棘手的法律问题ꎮ 布什政府及部分学者认为基地组织
和塔利班的成员从技术上讲不具备战俘的资格ꎬ因为他们不符合« 战俘
待遇之日内瓦第三公约» ( 以下简称« 日内瓦第三公约» ) 第 ４ 条第 １ 款
规定的条件:(１) 有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ꎻ(２) 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
固定的特殊标志ꎻ(３) 公开携带武器ꎻ(４) 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
斗ꎮ〔１４〕 但另有人则认为应当从法律上将塔利班的被关押人员视为战
俘ꎬ因为« 日内瓦第三公约» 关于战俘的定义的要件之一是“ 本公约所称
之战俘系冲突之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一部之
民兵与志愿部队” ꎮ〔１５〕 尽管存在上述定义模糊ꎬ军事实践的目的是确保
那些包括因反恐战而被美国军方关押的人员获得人道待遇ꎮ 尽管部分
被关押人员没有获得战俘地位ꎬ国防部的律师们仍被告知ꎬ« 日内瓦第三
公约» 无论如何都为保护和照顾被关押人员提供了有用的参考标准ꎮ〔１６〕
舆论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公众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ꎬ美国红十字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委托有关机构就« 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特别保护做了一项调

〔１４〕

参见«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４ 条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ａｙ Ｂｙｂｅｅꎬ“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４９” ꎬ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 ２００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 / ｏｌｃ / ２００２ / ｐｕｂ￣
ａｒｔｃ４ｐｏｔｕ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５〕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４ 条ꎮ 乔治阿尔德里奇(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ｄｒｉｃｈ)２００２ 年在德国红

会杂志( Ｈｕｍａｎｉｔäｒｅｓ Ｖö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 著文辩称ꎬ被关押的塔利班战士应当被赋予战俘地位ꎬ因为根
据« 日内瓦第三公约» ꎬ他们是冲突一方军事成员ꎮ Ｓｅｅ 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ꎬａｌ Ｑａｅｄａ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ｇｃ. ｕ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ａｌｄｒｉｃｈ＿ｉｌｌｅｇａｌ＿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６〕

Ｍａｒｉ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ｉｌｙ Ｚｕｋａｕｓｋａｓ ( ｅｄｓ) 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０８ꎬ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Ｌｅｇ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ꎬ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６.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２５

查ꎮ〔１７〕 我们在本节将上述调查结果和其他类似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ꎬ
以便更好地了解美国公众的态度ꎮ
美国人倾向于表达较为强烈的道德立场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

中ꎬ超过 ２ / ３ 的美国人支持“ 动用美国军队阻止一国政府实施灭绝种族

和大量屠杀本国人民的行为” ꎮ〔１８〕 在 ２０１１ 年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中ꎬ
大约 ７０％ 的美国民众认为ꎬ通过剥夺平民食物、医疗或水等来削弱敌人
的做法是几乎或从来都不能接受的ꎬ只有 １ / ５ 的人认为挟持平民作为人
质来与敌人进行交换是可以接受的战术ꎮ ４ / ５ 的美国人还同意ꎬ提高军
事武器的精度以减少平民的伤亡是非常重要的目标ꎮ〔１９〕 但是ꎬ其他关于
人道问题的广泛观念可能与上述公众对道德的广泛认同矛盾ꎬ并反映了
美国公民在权衡无辜平民的死亡威胁和被关押人员的人道待遇时所面
临的两难境地ꎮ
令许多观察家们惊讶的是美国公民过去十几年对酷刑的看法ꎮ 在
我们开始谈论本问题时ꎬ注意到下述差异是非常重要的ꎬ即当考察关于
酷刑等特殊问题的调查数据时ꎬ由记者和政客提供的美国民众支持酷刑
的看法和对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所显示的结论之间ꎬ存在巨大的差异ꎮ
例如ꎬ对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之间关于酷刑的 ３２ 个公众调查进行分析ꎬ保
罗格伦克和大流士雷哈利发现ꎬ直到 ２００９ 年夏季ꎬ多数美国人即使
在酷刑可能防止恐怖袭击的情况下ꎬ也不同意实施酷刑ꎮ〔２０〕 就“ 强化讯
〔１７〕

美国红十字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 ２７ 日通过电话调查方式进行了民意调查ꎬ调查对

象包括 １０１９ 名 １８ 岁以上的成年人和 ５０２ 名 １２ ~ １７ 岁之间的年轻人ꎮ 成年人的选择范围标准
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地域和教育程度ꎮ 年轻人选择的范围标准相同ꎬ但不考虑教育程度ꎮ 成
年人的 可 靠 度 为 ９５％ ꎬ 其 误 差 范 围 为 ＋ / － ３. １％ ꎻ 年 轻 人 的 可 靠 度 为 ９５％ ꎬ 其 误 差 范 围
为 ＋ / － ４. ４％ ꎮ
〔１８〕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ｅｅｋ ａ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２００８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 ꎬ ｐ. 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 / ＰＯＳ ＿ Ｔｏｐｌｉｎｅ％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ＰＯＳ％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８％ ２０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０２００８ ＿ ＵＳ％ ２０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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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 Ｇｒｏｎｋ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ｕｓ Ｒｅｊａｌｉꎬ“ Ｕ.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ｏｒ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ꎬｉｎ 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ꎬｐ.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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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技术” 而言ꎬ上一个 １０ 年的调查显示ꎬ多数美国人反对使用水牢、电
击、强迫裸体和使被关押人遭受酷热和极度寒冷等最为严厉的讯问措
施ꎮ〔２１〕 反对这些措施并非因为它们与酷刑相关ꎮ 上述调查结果明显不
符合记者、公共评论员甚至美国公众在思考其同胞的信仰时ꎬ经常引用
的所谓“ 多数美国人” 的“ 传统认识” ꎮ 尽管如此ꎬ调查数据显示有相当
一部分美国人同意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酷刑ꎬ这一事实使人们在评估美国
民众心目中的国际人道法及其原则时ꎬ产生了忧虑ꎮ
格伦克和雷哈利基于他们所称的“ 虚假共识” ꎬ认为ꎬ人们长期以来

抱有一种心理传统ꎬ即相信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反映了其大多数同胞的观
点ꎮ〔２２〕 该现象使人们将其自身的观念在缺乏事实数据支持的情况下ꎬ
转嫁给他人ꎮ 这对事实调查数据提出了警告ꎬ格伦克和雷哈利所引用的
３２ 份调查显示了一种持续的趋势:在接受调查的同意在反恐战中使用
酷刑的人员和反对酷刑的人员中ꎬ接受酷刑的人员呈逐渐上升趋势ꎮ 在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ꎬ３２ 份调查中的 ２９ 份调查显示ꎬ至少 ３０％ 的受访
者认为可接受酷刑ꎮ〔２３〕 在 ２００９ 年的最后两份调查中ꎬ接受酷刑的人数
达到 ５０％ 的多数ꎮ ２０１１ 年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显示ꎬ５１％ 的成年人(１８

周岁以上) 认为ꎬ为了获得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对敌方士兵实施酷刑至少
是可以接受的ꎮ〔２４〕 上述观念直接违反了关于战俘待遇的« 日内瓦第三
公约» ꎬ该公约第三部分第一编第 １７ 条规定ꎬ“ 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
精神上酷刑或任何其他胁迫方式藉以自彼等获得任何情报ꎮ 战俘之拒
绝答复者不得加以威胁、侮辱ꎬ或使其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ꎮ

美国红十字会对青少年(１２ 岁 ~ １７ 岁) 的独立调查则产生了有趣

的结果ꎮ〔２５〕 只有 １ / ５ 的青少年熟悉« 日内瓦公约» ꎬ５９％ 的青少年认为
〔２１〕

Ｐａｕｌ Ｇｒｏｎｋ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ｕｓ Ｒｅｊａｌｉꎬ“ Ｕ.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ｏｒ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ꎬｉｎ ＰＳ:

〔２２〕

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４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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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ꎬｐ. ４４１.
〔２３〕
〔２５〕

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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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对敌方士兵实施酷刑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ꎮ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
是ꎬ接受调查的 ４１％ 的青少年还认为对被俘的美国士兵实施酷刑在某
些情况下也是可以接受的ꎬ尽管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 ７０％ 有朋友或亲
戚在部队服役ꎮ

总的说来ꎬ接受调查的年轻人更能接受战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ꎮ 在调查中ꎬ成年人和青少年对两类特殊行为的接受度存在明显的差
异ꎮ ５６％ 的青少年认可杀害敌方俘虏以报复敌人杀害俘虏的行为ꎬ而只
有 ２９％ 成年人认为上述行为是可接受的ꎮ 与上述关于酷刑的观点一
样ꎬ认为可以对敌方士兵进行报复的观点也是违反«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一部分第一编第 １３ 条的ꎮ〔２６〕

根据调查ꎬ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也误解了允许中立组织探访被关押

者以保障其福祉的问题ꎮ ７１％ 的年轻人和 ５５％ 的成年人认为ꎬ交战方
可以拒绝中立组织接触被关押者ꎮ 但是ꎬ令人感到欣慰的是ꎬ年轻人对
在公众中强化国际人道法教育表达了浓厚的兴趣ꎬ几近 ８０％ 的青年人
认为政府应在年轻人达到选举或入伍的年龄前ꎬ对其开展战争规则的教
育ꎮ 在下节关于“ 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中ꎬ我们将讨论针对年轻人以及
为弥补关于全球问题和国际人道法知识方面的缺陷ꎬ而在教育方面所付
出的努力和创举ꎮ
媒体的影响
电视节目、电影和电子游戏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的态度和行为ꎬ尽管
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感触ꎬ但学术界还在继续讨论这个充斥着暴力和美
化或认可酷刑之媒体节目的环境与多数年轻人赞成使用有害暴力行为
或对酷刑持相信和支持态度之间是否存在联系ꎮ 关于上述讨论的两个
极端的例子见克雷克安德森、伦纳德贝尔科维奇等人和乔纳森弗
雷曼的著作ꎮ 安德森 ２００３ 年题为“ 媒体暴力对青年的影响” 的集体调
研报告ꎬ在一开头就写道:对充斥暴力的电视、电影、电子游戏和音乐的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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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明白无误地表明ꎬ媒体暴力提高了中长期侵略和暴力行为的可能
性ꎮ〔２７〕 而费雷德曼则说:“ 我开始系统地研读和审查每个特定的我能找
到的关于影视暴力是否引起侵略性行为的研究ꎬ结论是上述研究一般并
未表明媒体暴力引起侵略性行为ꎮ”〔２８〕 安德森及其同事引用的暴力事件
几乎都模仿了电子游戏或电影中的情节ꎬ而费雷德曼提供的案例中的暴
力行为人ꎬ尽管被认为受到了影视的鼓动ꎬ但事实从未观看过被认为驱
使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媒体节目ꎮ
因此ꎬ关于媒体暴力和现实暴力行为之关系的学术研究是无定论
的ꎮ 学者们分为两派ꎬ一派主张影视暴力和现实暴力有联系ꎬ而另一派
则对媒体暴力和侵略性行为之间的联系表示怀疑ꎮ 尤其是ꎬ在美国受人
欢迎的电视系列剧«２４ 小时» ꎬ引起了评论员之间关于该剧是否会导致
美国公众接受酷刑的讨论ꎮ 在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ꎬ数百万人观看了
此剧ꎬ而酷刑也在此期间成为公共讨论的话题ꎬ«２４ 小时» 经常描绘酷刑
的场景ꎮ 美国安全部门的人员在这些场景中往往是酷刑的实施者或受
害人ꎮ 这一为众多观众所长期观看的电视系列剧恰巧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战争及虐囚丑闻期间播出ꎮ 由于时间上的巧合ꎬ很多人在美国人关于
酷刑观念的讨论中提到了«２４ 小时» 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举办的人道法的
讨论会议上ꎬ罗莎布鲁克斯提到了«２４ 小时» ꎬ认为该剧是使美国人对
于规范尤其是酷刑道德规范在观念上发生转变的因素之一ꎮ〔２９〕 另一学
者指出ꎬ该剧主角杰克鲍尔使酷刑戏剧化了ꎬ使其成为人们起居室里
的真事ꎮ〔３０〕 ２００７ 年ꎬ有位记者也注意到ꎬ在免费频道的电视剧«２４ 小
〔２７〕

Ｃｒａｉｇ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ｏｎ Ｙｏｕｔｈ ” ꎬ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ｐ. ８１.

〔２８〕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ꎬＭｅｄｉ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２９〕

Ｒｏｓａ ＢｒｏｏｋｓꎬＲｅｍａｒｋ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２ꎬｐ. ｉｘ.

Ｅｖｅｎ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Ｈ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 ｆｕｌｌ ａｕｄｉｏ ｏｆ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ａｕｄｉｏ / 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 － ９１１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ａ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ｗａｒ(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０〕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ａｎꎬ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ꎬ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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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时» 播出酷刑场景的同时ꎬ有线频道也在播出包含酷刑场景的节目ꎬ例如
« 黑道家族» ꎬ而与此同时ꎬ在电影院至少同时放映着 ８ 部包含逼真酷刑
场景的电影ꎮ〔３１〕

«２４ 小时» 中经常描绘的“ 定时炸弹场景” 提出了当大规模恐怖爆

炸袭击迫在眉睫而嫌疑犯知晓炸弹的位置时ꎬ能否接受对其实施酷刑的
问题ꎮ 支持酷刑的人经常引用上述难题来为实施酷刑作辩解ꎬ因为酷刑
可以使人披露信息以便使当局能够阻止恐怖袭击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０８ 年总
统预选期间ꎬ上述难题在选举辩论中也提给了候选人ꎮ 有关上述场景的
问题和答案反映了“ 娱乐节目描绘的现实所可能带来的重要的政治影
响” ꎮ〔３２〕 曾为战俘及酷刑受害人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和洛保罗议
员毫不含糊地表示ꎬ即便在上述情况下ꎬ酷刑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ꎮ〔３３〕

但是ꎬ学者、律师、决策者及公众经常忽略了上述定时炸弹的假设情
形中的漏洞ꎮ 在电视上ꎬ上述论点成立所需的几个核心条件很容易就得
到了满足:
酷刑能有效地在短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ꎻ被俘获人员在酷刑
逼迫下透露的信息是准确的而不是故意通过误导来争取时间的ꎻ而
且被拘留者从一开始就是知情的ꎮ〔３４〕
尽管美国公众对酷刑的接受程度相对稳定ꎬ但在电视上充斥的酷刑
和反复出现的被描绘成对普通公民构成现实威胁的定时炸弹场景还是
成为美国公众讨论的部分话题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人对自身的
看法以及别人对美国人的看法ꎮ
〔３１〕

Ｊｏｈｎ Ｈａｙｅｓꎬ“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ＴＶ ｕｐ ｔｈｅ Ａｎｔｅ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Ｓｃｅｎｅｓ” ꎬ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Ｐｏｓｔ￣

〔３２〕

Ｓｅｅ Ｊ. Ｃｕｒｒａ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 ｐ. ６９ꎬ ａｎｄ Ｒｏｓａ Ｂｒｏｏｋｓꎬ “ Ｔｈｅ ＧＯＰ ’ ｓ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Ｇａｚｅｔｔｅꎬ１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ｓ” ꎬ ｉｎ ＬＡ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ꎬ １８ 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ｌａ￣ｏｅ￣ｂｒｏｏｋｓ１８ｍａｙ１８ꎬ０ꎬ７３２７９５. ｃｏｌｕｍｎ(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３〕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Ｍｉｔｔ Ｒｏｍｎｅｙ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ꎬ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Ｎｆ６ｕｂｊｄＹｍｃ＆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４〕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Ｂｏｂ ＢｒｅｃｈｅｒꎬＴｏ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ｏｍｂꎬ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ＭａｌｄｅｎꎬＭＡꎬ２００７ꎬｐ. １６.

３３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政治领导人关于水牢问题的看法也促使美国公众对酷刑和人道待
遇产生了迷惑ꎮ 美国媒体、当选的官员、公共职务的候选人在政治讨论
中引入了水牢的问题ꎬ却没有对该行为本身、它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使用
它的具体方法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总统候选人
关于国家安全的全国电视辩论会上ꎬ候选人埃尔兰凯因和众议员米歇
尔巴克曼声明他们不认为水牢构成酷刑ꎬ他们将在当选美国总统后ꎬ
重新引入使用水牢的做法ꎮ〔３５〕 尽管早在美西战争期间ꎬ美国就已经有
了对以水牢作为酷刑的人员进行追诉和定罪的先例ꎬ候选人还是作出了
上述陈述ꎮ〔３６〕 并不是所有的当选官员或政治候选人都认可上述观点ꎮ
参与讨论的众议员洛保罗仍然坚持其在上述 ２００８ 年竞选中的立场ꎮ
在共和党总统预选辩论两天后ꎬ奥巴马总统向媒体表态ꎬ重申了其关于
水牢构成酷刑的立场ꎬ并认为其与美国的形象不符ꎮ〔３７〕
如今的媒体缺乏对适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判定恐怖分子、讯问恐怖
分子和惩罚恐怖分子的讨论ꎮ 辩论政策及其背后含义的有效性ꎬ需要对
美国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策略进行深刻的讨论ꎮ 讨论能够富有成效ꎬ
每个美国人都必须对« 日内瓦公约» 和国际人道法以及美国军事和民事
领导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对战争法所做的发展有最基本的了解ꎮ
就媒体的作用而言ꎬ对于媒体及其所描绘的暴力场景对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暴力或人们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接受程度是否有直接影响ꎬ
目前尚无共识ꎮ 但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依然存在ꎮ 媒体对国家安全政
治讨论的新闻报道以及不断制作的突出暴力的娱乐节目将使得人们不
〔３５〕

Ｆｏｒ ａ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ｅｄｕ / ｗｓ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ｐｉｄ ＝ ９７０３８ ＃ ａｘｚｚ１ｈｒｉｚＺｚＵ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６〕

Ｆｏｒ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ｓｅｓꎬ ｓｅｅ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ｓｉｒａｑ. ｐｒｏｃｏｎ. 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ｆｉｌｅｓ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ｗａｔｅｒ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７〕

Ｍａｒｙ Ｂｒｕｃｅꎬ“ Ｏｂａｍａ Ｓａｙｓ ＧＯＰ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ＷｒｏｎｇꎬＷａｔｅｒ 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ｏｒｔｕｒｅ” ꎬｉｎ

ＡＢＣ Ｎｅｗ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ｂｃｎｅｗｓ. ｇｏ.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ｏｂａｍａ￣ｓａｙｓ￣ｇｏｐ￣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ａｒｅ￣ｗｒｏｎｇ￣ｗａｔｅｒｂｏａｒｄｉｎｇ￣ｉｓ￣ｔｏｒｔｕｒｅ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３１

断审视和讨论上述联系ꎮ 这些对话也为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国际人道
法以及« 日内瓦公约» 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义务ꎬ提供了有效的切
入点ꎮ
传播国际人道法的义务:美国的经验
法律基础
« 日内瓦公约» 规定传播战争法规则是每个缔约国的基本责任ꎮ 每

个« 日内瓦公约» 均有一条款规定:各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应在各该国
尽量广泛传播本公约之约文ꎬ尤其应在其军事ꎬ并如可能时在公民教育
计划中ꎬ包括本公约之学习ꎬ俾使本公约之原则为人民ꎬ尤其是武装战斗
部队、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所周知ꎮ〔３８〕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也有义务“ 协助宣传和发展国际人道法并传播国际人道法”〔３９〕 在
美国ꎬ美国红十字会协助国际联合会ꎬ根据«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
程» 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并以政府助手的身份ꎬ通过其探索人道法项
目ꎬ在向平民传播国际人道法规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４０〕 正如下文
将详细阐述的ꎬ美国国防部实施了战争法项目ꎬ该项目要求对所有的美
军人员进行战争法培训和教育ꎬ并成立了战争法工作组以便利军队法律
部门对战争法的沟通和讨论ꎮ〔４１〕
〔３８〕
〔３９〕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ｒｔｓ. ４７ꎬ４８ꎬ１２７ ａｎｄ １４４ ｏｆ ＧＣ ＩꎬＩＩꎬＩＩＩꎬＩＶ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ꎬＡｒｔ. ５ꎬｐａｒａ. １( Ｂ) ( ｃ) ｏｆ ｔｈｅ ＩＦＣ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ꎬＢｒａｚｉｌꎬ２３ － ２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ｎ.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４０〕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８ꎬ

ｐｇ. ５２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ＥＨ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 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ｉｔｅ / ｅｎ / ｍｅｎｕｉｔｅｍ.

８６ｆ４６ａ１２ｆ３８２２９０５１７ａ８ｆ２１０ｂ８０ｆ７８ａ０ / ?

２２８７４７４９ｂ４８ｂｂ１１０ ＶｇｎＶＣＭ１０００００８９ｆ０８７０ａＲＣＲＤ(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４１〕

ｖｇｎｅｘｔｏｉｄ

＝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３１１. ０１Ｅꎬ９ Ｍａｙ ２００６ꎬｕｐｄａｔｅｄ １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ｉｒｐ / ｄｏｄｄｉｒ / ｄｏｄ / ｄ２３１１ ＿ ０１ｅ.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３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现实的挑战
在美国ꎬ 军 队 对 战 争 规 则 的 认 知 度 高 于 平 民ꎮ 美 国 红 十 字 会 在
２０１１ 年的调查显示ꎬ只有一半的普通民众知道« 日内瓦公约» ꎬ而 ４ / ５ 的
退役军人知道这些公约ꎮ〔４２〕 在派遣到作战地区前ꎬ通常要对士兵进行
国际法培训ꎮ 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 开始前有一个强制的进修课程ꎬ而
在行动过程中ꎬ还会针对发现问题的领域( 如过分热衷于拘留平民等)
要求进行后续培训ꎮ〔４３〕 国防部第 ２３１１. ０１Ｅ 号指令要求ꎬ国防部的每一
部门“ 建立并有效实施包括« 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战争法培训和传播项
目ꎬ以便预防违反战争法的行为” ꎮ〔４４〕 培训以下述两种方式开展:美军
军事院校对军官进行军事法培训ꎬ对所有招募的部队则在基本训练课程
中进行一般性的培训ꎮ 陆军士兵每 ６ 个月都会接受一定形式的军事司
法和武装冲突法的培训ꎬ所有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和军官被要求接受战
争法培训ꎮ〔４５〕 空军则要求对所有人都进行入职培训ꎬ并根据其职责进
行专门的战争法培训ꎮ〔４６〕 美国西点军校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宪法和军
事法课程ꎬ美国海军学院的课程也包括了法律课程ꎬ其中部分内容是介
绍武装冲突法的ꎮ〔４７〕 在空军军事学院的所有干部学员都必须接受战争
法的教育ꎬ美海军军事学院的国际法系则举世闻名ꎮ
〔４２〕
〔４３〕

美国红十字会ꎬ前注 ２ꎮ

Ｍａｒｃ Ｗａｒｒｅｎꎬ “ Ｔｈｅ ‘ Ｆｏｇ ｏｆ Ｌａｗ ’ :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ｒａｑｉ

Ｆｒｅｅｄｏｍ” ꎬｉｎ Ｒａｕｌ Ａ. Ｐｅｄｒｏｚｏ( ｅｄ. ) ꎬ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Ｉｒａｑ:Ａ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８６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Ｎｅｗｐｏｒｔꎬ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ꎬ２０１０ꎬｐ. １６９.
〔４４〕
〔４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ꎬｐａｒａ. ５. ７. ２.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Ｏｒｄｅｒ ３３００. ４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ｒｉｎｅｓ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ꎬ ２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ｒｉｎｅｓ. ｍｉｌ / ｎｅｗ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ＣＯ％ ２０３３００. 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４６〕

Ｓｅｅ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５１ － ４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ꎬ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ｆ. ｍｉｌ / ｓｈａｒｅｄ / ｍｅｄｉａ / ｅｐｕｂｓ / ａｆｐｄ５１ － ４.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４７〕

有关美军各学院课程见其网站ꎮ 例如ꎬ美海军学院« 低级军官法律课程» ( ＮＬ４００ )

是海军干部学员的必修课ꎮ 空军学院开办两类课程来完成其国际人道法培训任务:法律 ３６１
课程:武装冲突法的当代适用ꎻ法律课程 ４６６:武装冲突法的前沿问题ꎮ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３３

国防部明确表示要确保服役人员接受有效培训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３ 年

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发生以来ꎬ国防部为促进有关战争规则的培
训开展了大量工作ꎬ其结果是加强了对美国拘留项目的审查ꎮ 在虐囚事
件曝光后ꎬ调查组注意到ꎬ非常有必要对所有参与拘留项目的人员进行
职业道德培训ꎮ〔４８〕 调查组还强调ꎬ有必要强化国际人道法框架内的对
等原则ꎮ〔４９〕 也就是说ꎬ各方均应遵守战争法ꎬ在理想的状态下ꎬ冲突各
方均应遵守其自身的义务ꎬ同时希望敌方部队做出同样的考虑ꎮ 独立调
查组认识到ꎬ采取上述措施有利于“ 维护美国的社会价值和由遵守公认
的人道标准而树立的国际形象” ꎮ〔５０〕

国防部进行了多次调研以便找出缺陷并制定可行的策略ꎬ以避免

２１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的初期和中期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虐待行为:
“ 在战争前的练习中ꎬ对于如何将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目标决策和交战规
则进行了大量培训” ꎮ〔５１〕 法律专家的任务是制作关于战争法和交战规
则的小卡片和培训材料ꎬ以便教育参战部队ꎮ 同时ꎬ还会尽量为即将奔
赴战场的每支部队派驻军法处官员ꎬ以便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必
要的法律咨询意见ꎮ 上述工作到目前为止获得了被派驻军法处官员的
指挥官们一致的欢迎ꎬ他们认为这些军法处官员是“ 迅速提升其部队完
成任务能力的因素” ꎮ〔５２〕 尽管上述措施不足以预防 ２００３ 年发生在阿布
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ꎬ但它们毕竟是一些重要的举措ꎬ对美国军队了
解国际法义务有着重要意义ꎮ
尽管美军已经建立了有待完善的培训体系ꎬ但更重要的是ꎬ能够影
〔４８〕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ＤｏＤ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４ꎬｐ. ９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 ａｆ. ｍｉｌ / ａｕ / ａｗｃ / ａｗｃｇａｔｅ / ｄｏｄ / ｄ２００４０８２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４９〕

Ｉｂｉｄ.

〔５１〕

Ｍ. Ｗａｒｒ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 １７０.

〔５０〕

Ｉｂｉｄ.

〔５２〕

Ｓｅ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ＯＥＦ / ＯＩＦ Ｊｕｄｇ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ꎬ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ꎬ ３ Ｍａｙ ２００６ꎬ ｐ. 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ｉｎｆｏ.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ｔ /
ＭａｒｉｎｅｓＬｅｇ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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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军事规程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进一步接受培训ꎬ更深入地了解战争规
则ꎮ 不幸的是ꎬ政治领袖与普通民众一样ꎬ对上述问题和酷刑的道德性
缺乏统一的观点ꎮ 当前的政治气候也反映了人们在此问题上缺乏明确
性ꎬ并存在错误观念以及偶尔对国际规则有所忽略ꎮ 正如前几节关于媒
体作用的讨论中所强调的ꎬ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评论只是为了政治上的
权宜之计而模糊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一个例子ꎮ 关于被拘留者的人道待
遇或对嫌疑人实施酷刑的讨论已经变得令人迷惑和难以理解ꎮ 美国国
会试图通过以修改 １９９６ 年« 战争罪法案» 这一立法方式来定义酷刑ꎬ从
而使此问题清晰化ꎮ 有人认为ꎬ上述对酷刑的澄清是必要的ꎬ因为恐怖
威胁和战争形势变化了ꎮ 但也有人认为ꎬ« 日内瓦公约» 关于酷刑的定
义仍然是充分和有效的ꎬ任何重新定义的尝试都将减损美国对人道原则
的承诺ꎮ
根据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ꎬ在军事和政府政策层面以外ꎬ对美国公
民进行国际人道法原则的教育同样重要ꎬ而且也是公众所希望的ꎮ 大约
８０％ 接受调查的年轻人表示ꎬ他们认为在年轻人达到可以被招募入伍的

年龄前ꎬ对其进行国际人道法教育ꎬ可以减低平民伤亡ꎮ〔５３〕 如前所述ꎬ
根据«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ꎬ美国红十字会通过协助美国政府履
行其根据« 日内瓦公约» 承担的向公众传播人道法的义务ꎬ而履行了其
作为政府助手的责任ꎮ〔５４〕 美国红十字会近年来拓展了此方面的项目ꎬ
也发展了一些对社区成员、老师和学生进行战争法基本规则教育的项
目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由 ＩＣＲＣ 创设的“ 探索人道法” 课程已经在全球 ６０ 多
个国家的学校里开展ꎮ〔５５〕 全美 ２０００ 多名老师已经接受了“ 探索人道
法” 课程的师资培训ꎬ以便在他们的课堂上填补有关全球问题和国际人
〔５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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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义务源自«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第 ２ 节第 ３ 条第 ２ 款ꎮ 该章程见 ＩＣＲＣ

网站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ｅｎ￣ａ５. ｐｄｆ( 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ꎮ

〔５５〕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ｓ ＥＨ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ｈｌ.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ａｓｋ ＝ ｂｌｏｇ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４９＆Ｉｔｅｍｉｄ ＝ ４６８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３５

道法方面的知识空白ꎮ〔５６〕 探索人道法基于历史和当代冲突ꎬ向年轻人
讲授国际人道法基本规则和原则ꎬ并向其展示了武装冲突法如何保护生
命和人类尊严以及减轻战争造成的苦难和破坏ꎮ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ꎬ认
识到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政策和决策的决定
者、军队成员和人道工作者ꎬ该项目试图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在战
争迷雾中充满两难境地的世界ꎮ
最终的目的是使年轻人理解武装冲突中产生的人道和法律保护问
题ꎬ以便当他们面临困难和复杂的决定时ꎬ已经具备了批判性思维和分
析能力来作出防止暴力的决定ꎬ并采取行动来改善周围的世界ꎮ ２０１１

年在纪念美国内战 １５０ 周年时ꎬ为了表明国际人道法在美国历史上的重
要性ꎬ美国红十字会在其探索人道法项目中创设了美国内战的特别单
元ꎮ〔５７〕 该单元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讨论林肯总统的规制敌对行动的« 利
伯守则» 及其对战争行为的影响ꎬ包括保护平民及其财产、给予战俘和伤
员人道待遇以及禁止酷刑等ꎮ « 利伯守则» 是编纂战争法规和惯例的首
次尝试ꎮ 尽管« 利伯守则» 深深影响了其他———尤其是欧洲的军事法
典ꎬ也是许多国际人道法条约的基础ꎬ但极少有美国人注意到了内战这
方面的遗产ꎮ 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结构显示ꎬ只有 ７％ 的成年人知道美
国早在内战期间就初次通过了战争法规ꎮ〔５８〕 令人感兴趣的是ꎬ接受调
查的年轻人知道上述事实的百分比是成年人的 ２ 倍ꎬ为 １８％ ꎮ

除了在中学教育学生和提高人道法的认知外ꎬ随着全国大学本科

生、研究生和法学教授对人道法问题兴趣的增长ꎬ人道教学的努力也扩
展到了大学校园ꎬ并得到了加强ꎮ 美国红十字会也开始与在美国的人道
组织合作来研发对后者开展国际人道行动人员ꎬ其中许多是在当前的冲
〔５６〕

Ｓｅ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ꎬ

〔５７〕

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Ａ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ｈｌ.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ｈｌ.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Ｌｅｓｓｏｎ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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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局势下开展工作的人员ꎬ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的工具ꎮ 对在一线开展
人道工作的组织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的需求凸显出人们并不了解国际
人道法所能提供的保护ꎬ同时也就划定了一个重要领域ꎬ在该领域中加
强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和行动意义的ꎮ 美国和平研究所在加强人
道法领域的国际能力建设方面树立了极好的榜样ꎮ 该所出版了« 战争法
手册» ꎬ并将战争法课程作为其项目的一部分ꎮ〔５９〕
案例分析
美国在全球所开展的大规模反恐行动及其在过去十几年里所从事
的两场战争引发了许多人道问题ꎬ这些问题尤其是关于在敌对行动中被
关押的囚犯待遇的政策问题ꎬ不断引起媒体风暴ꎬ有时甚至遭到了公众
的强烈反对ꎮ 随着反恐行动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ꎬ附带损害和平民伤亡
又成为高度引人关注的问题ꎮ 本文将在本节中分析 ３ 个案例ꎬ着重分析
美国人对国际人道法标准的看法ꎮ 案例关系到公正的人道援助、被拘留
者与其家庭成员保持联系的权利以及美国军方为了减少平民伤亡所付
出的努力ꎮ 这些案例强化了公共调查的结果ꎬ即公众对国际人道法存在
广泛的误解ꎮ
塔利班和急救
美国公众关于国际人道法观念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他们不满 ＩＣＲＣ
对塔利班军队进行的医疗培训和治疗ꎮ 尽管对所有参与武装冲突的人
员进行培训从整体上讲是有益的ꎬ但一些美国民众通过博客或其他社会
传媒渠道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关注ꎮ 一些人认为ꎬ如果美国人实施上述行
为将构成“ 叛国行为” ꎬ即“ 资敌行为” 或“ 向敌人提供他们本来无法获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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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勤支援ꎬ从而为他们节省了人力来从事战斗———或恐怖行为” ꎮ〔６０〕

还有人担心上述行为的边际效应:如果可以提供医疗培训ꎬ那么其他类
型的培训也可以是恰当的ꎮ〔６１〕 一些博主要求重新考虑对 ＩＣＲＣ 的捐款ꎬ
提及了美国政府向该组织捐献的数百万美元税款ꎬ甚至还有人要求审判
ＩＣＲＣ 的上述行为ꎮ〔６２〕 关于 ＩＣＲＣ 的新闻披露后ꎬ美国红十字会收到了
近 ３００ 份问询和指责ꎬ这也反映了人们对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国
家红十字会( 如美国红十字会) 和 ＩＣＲＣ 不同角色的误解ꎮ〔６３〕

ＩＣＲＣ 行动的批评者不了解的是ꎬ四个« 日内瓦公约» 均规定ꎬ公约
的有关规定“ 不妨碍 ＩＣＲＣ 或其他公正的人道组织ꎬ在有关冲突各方之
同意之条件下ꎬ从事保护与救济伤者、病者、〔６４〕 遇船难者、〔６５〕 战俘〔６６〕 和
平民〔６７〕 之活动” ꎮ « 日内瓦第一公约» 和« 日内瓦第二公约» 也对医疗和
宗教人员有规定ꎮ 日内瓦四公约中共同第 ３ 条还将公正人道行动拓展
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公正和中立是指导 ＩＣＲＣ 在全球开展行动的原则ꎮ 该组织致力于
确保其及其伙伴的公正援助能够惠及所有伤病员ꎬ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一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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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ＡＭ ａｎｄ ２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０ ａｔ ４:４２ ＡＭ) .
〔６１〕
〔６２〕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Ｌｅｎｄｓ ａ Ｈ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ꎬｉｎ ＦｒｕｍＦｏｒｕｍꎬ２７ Ｍａｙꎬ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ｒｕｍｆｏｒｕｍ. ｃｏｍ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ｌｅｎｄｓ￣ａ￣ｈａｎｄ￣ｔｏ￣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６３〕

美国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 １８７ 个国家红会之一ꎮ 其主要

使命是应当在美国和全球发生的灾难人道援助ꎮ ＩＣＲＣ 是瑞士社团ꎬ其受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
的« 日内瓦四公约» 缔约国的委托ꎬ以公约公正的人道监护人的身份来开展活动ꎮ 二者均为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成员ꎬ但承担的使命有区别ꎮ 美国红十字会在 ＩＣＲＣ 与国家的保密的
双边关系不起任何作用ꎬ也不持任何立场ꎮ
〔６４〕

«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９ 条ꎮ

〔６６〕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９ 条ꎮ

〔６５〕
〔６７〕

« 日内瓦第二公约» 第 ９ 条ꎮ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ꎮ

３３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集团ꎮ〔６８〕 提供医疗照顾和培训增加了所有参与武装冲突的人员的生存
机会ꎮ 接受过医疗培训的战斗员能够更好地为冲突双方的伤病员提供
援助ꎮ 此外ꎬＩＣＲＣ 公正和中立的工作方法使得它能够进入其他人道组
织无法进入的冲突地区ꎮ
« 日内瓦四公约» 将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对伤员的医疗

照顾作为缔约国的首要义务ꎮ 尽管 ＩＣＲＣ 没有义务向冲突方提供医疗
培训和物资ꎬ但对武装部队进行医疗照顾和基本培训有利于履行上述义
务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当国际媒体报道了 ＩＣＲＣ 的活动时ꎬＩＣＲＣ 已经对 ７０

余名与阿富汗政府和联盟部队作战的叛军进行了基本的急救培训ꎬ并向
这些集团提供了基本的医疗物资ꎮ〔６９〕 与此同时ꎬ１００ 多名阿富汗政府士

兵、警察以及 ２ 倍于非正规救护车驾驶员的出租车司机也接受了培训ꎮ
上述培训已经进行了 ４ 年多ꎬ出于现实的考虑ꎬ冲突双方的人员都接受
了培训ꎬ以便稳定在敌对行动中受伤的战斗员和其他人的伤情ꎮ

ＩＣＲＣ 注意到ꎬ因为高烈度的战斗、地雷和路障使得动荡地区的人们
无法去医院就医ꎬ所以委员会设立了培训课程ꎮ〔７０〕 而且ꎬ该组织还认为ꎬ
包括国际人道法和急救基本知识在内的为期 ３ 天的课程ꎬ为提醒各方尊
重平民和被拘留者的适当待遇提供了机会ꎮ〔７１〕 例如ꎬ在赫尔曼德省运
送需要医治者的司机告诉 ＩＣＲＣꎬ由于安全因素、地雷、检查站和路障ꎬ去
往最近医疗机构本来只需 ２ 小时ꎬ但可能要开 ６ ~ ７ 个小时ꎮ〔７２〕 尽管阿
〔６８〕

ＩＣＲＣꎬ“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ｅ” ꎬ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ｈｅａｌｔｈ / ｆｉｒｓｔ￣ａｉ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ｒｅ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ｆｉｒｓｔ￣ａｉ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ｒｅ.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６９〕

ＣＮ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Ｄｅｆｅｎｄ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ｒｅａｔ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ꎬ２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２７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１ ＿ｉｃｒｃ￣
ｋａｎｄａｈａｒ￣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 ＝ ＰＭ:ＷＯＲＬＤ(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７０〕

Ｊｏｎ Ｂｏｏｎｅꎬ“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Ｇｉｖ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ｔｏ Ｔａｌｉｂａｎ” 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２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０ / ｍａｙ / ２５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ｆｉｒｓｔ￣ａｉｄ￣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７１〕
〔７２〕

ＣＮＮ Ｗｏｒ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ＩＣＲＣ Ｓｔｅｐｓ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ｉｃｋ ａｎｄ Ｗｏｕｎｄｅｄ” ꎬ２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ｐｄａｔ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ｕｐｄａｔｅ － ２５０５１０.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３９

富汗政府的部分人员对 ＩＣＲＣ 的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ꎬ北约发言人却
不断地对委员会在阿富汗的人道工作表示支持ꎬ并表明联盟部队“ 也根
据其遵守武装冲突规则的义务ꎬ对在本次冲突中被俘获的包括敌人在内
的人员提供治疗〔７３〕 ꎮ” 一名福克斯新闻台的记者在节目中称ꎬ在阿富汗
基地接受采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并没有对 ＩＣＲＣ 的新闻感到震惊
或不安ꎬ因为他们也对在战斗中俘获的塔利班伤员进行常规治疗ꎮ〔７４〕
部分关于急救培训的公共讨论也确实包含了人们对人道原则的理
解ꎬ反映出现实战场上的窘境是复杂的ꎬ并为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们开展
实质性的对话提供了良好的机会ꎮ 许多博客的评论和观念都提到了
ＩＣＲＣ 在冲突中保持« 日内瓦公约» 所要求的中立和公正的重要性ꎮ〔７５〕
一些观点指出需要加强教育以了解国际人道法的原则以及哪些行为即
构成违法行为ꎮ 例如ꎬ有人提出问题:非政府组织向经常实施战争罪的
战斗员提供援助ꎬ是否违反了人道法规则ꎮ〔７６〕 菲奥纳特里在其 ２０１１

年发表的« 红十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重申人道行动的中立性» 一文中ꎬ
详细讨论了当代冲突现实的复杂性ꎮ〔７７〕 特里认为 ＩＣＲＣ 在阿富汗的工
作有利于保护在冲突中被抓的平民ꎬ是符合« 日内瓦公约» 缔约国对其
的授权的ꎮ 但他也认识到ꎬ当上述行为涉及诸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组
织时ꎬ一些批评者对上述权限提出了挑战ꎮ〔７８〕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规定:

本公约之规定并不妨碍 ＩＣＲＣ 或其他公正的人道组织从
事保护与救济平民之人道活动ꎮ
〔７３〕
〔７４〕

Ｊ. Ｂｏｏｎ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１.

Ｆｏｘ Ｎｅｗｓꎬ“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 ꎬ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ｖｉｄｅｏ.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ｖ / ４２１４６９５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ａｌｉｂａｎ￣ｆｉｒｓｔ￣ａｉｄ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
〔７５〕

Ａ. Ｓ. Ｓ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

〔７７〕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７６〕

Ｉｂｉｄ.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７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８６.

３４０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特里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法学教授肯尼思安德森的文章ꎬ他以反对
集团并非政府为由ꎬ认为 ＩＣＲＣ 的使命并无法律效力ꎮ〔７９〕 上述反映出美
国公众对于国际人道法在冲突中赋予战斗员、人道工作者、医疗服务人
员的保护存在不同的理解ꎮ 考虑到美国对冲突的参与ꎬ上述讨论的热情
也凸显了此议题对美国的紧迫性ꎮ 如果 ＩＣＲＣ 是在没有美国卷入的遥
远的非洲开展有关行动ꎬ上述问题是否还会引起同样的反响ꎬ是值得思
考的有意思的问题ꎮ
本案例的重要性在于它暴露了从美国公众对战地基本行为的看法
中ꎬ通常看不出他们接受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ꎮ 照顾伤者和病者是克
拉拉巴顿在美国内战中的核心工作ꎬ也是美国红会得以成立的因素之
一ꎮ 因此ꎬ部分美国民众难以接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现代战场上适用
上述标准ꎬ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ꎮ 这也表明上述案例为美国的探索人道
法项目提供了教育机会ꎮ
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家庭探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华盛顿邮报» 刊登了题为“ 允许家人探望关塔

那摩被拘留者” 的新闻ꎮ 在 ２４ 小时内ꎬ公众对该新闻发表了 １９０ 条评
论ꎬ绝大部分对报道中的 ＩＣＲＣ 和美国国防部的谈判持批评态度ꎬ上述
谈判旨在寻求美方允许被美国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员的家属探视其家
人ꎮ〔８０〕 在用户可以对文章进行反馈的媒体网站上ꎬ对可能的探视发表的
反馈意见多是对允许家属探视的强烈批评ꎮ 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同
意探视的提议ꎬ那些不支持家属探视的人所提出的评论要么将上述提议
视为“ 愚蠢” 的设想ꎬ要么将有关决策者称为“ 低能儿” ꎬ而将 ＩＣＲＣ 称为
〔７９〕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Ｕ. Ｎ. ａｎｄ ＮＧＯ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１７ꎬ２００４ꎬｐ. ６３.
〔８０〕

Ｐｅｔｅｒ Ｆｉｎｎ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 Ｔａｔｅꎬ “ ‘ 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Ｖｉｓｉｔ” 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ｂａｙ￣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ｍａｙ￣ｂｅ￣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ｖｉｓｉｔ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１ /
ＡＦＧＡＭｔｓＧ＿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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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 恐怖分子的同情者” ꎮ 在一场关于家属探视的电台讨论中ꎬ一名打进
电话的评论者坚决反对该政策ꎬ将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员称为不值得拥
有任何权利的“ 动物” ꎮ〔８１〕 另一位在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上对一篇新闻报
道的评论中明确指出ꎬ他再也不支持红十字会了ꎮ 该评论人还问道ꎬ那
些从关塔那摩中释放出来的人员又要杀害美国人时ꎬ红十字又对此做了
什么呢? 〔８２〕 该问题反映出了他误解了政府和人道组织的作用ꎮ

« 日内瓦第三公约» 制定了规范战俘待遇的法律框架ꎮ 在规定国家

确保战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获得人道待遇的诸多规定中ꎬ有一完整章节
专门规定战俘与外界的联系ꎮ〔８３〕 该公约第 ７１ 条规定确保战俘被允许
与其家属的通信ꎮ〔８４〕 国际人道法的一些条款强调了保持家庭联系的重
要性ꎬ并规定“ 除非在绝对例外的情况下ꎬ当局必须允许甚至应当为在合
理时间互通家庭信息做出安排” ꎮ〔８５〕 ＩＣＲＣ 在实践中为上述联系提供便
利ꎮ 尽管美国不认为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是战俘ꎬ但正如前所
述ꎬ« 日内瓦第三公约» 所提供的指导仍被认为是美军所应提供待遇的
范例ꎮ〔８６〕
有趣的是ꎬ美国对遵守« 日内瓦四公约» 规定的承诺ꎬ强化了家庭探
访请求的有效性ꎮ 如果我们同意被关押人员不具备获得战俘地位的资
格ꎬ那么ꎬ作为处于冲突一方领域内的外国人ꎬ被关押人员可以受到« 日
内瓦第四公约» 的保护ꎬ该公约保护平民和由于疾病、受伤或羁押而退出
冲突的人员ꎮ〔８７〕 公约第 ２５ 条允许被关押人员与其家属传递纯个人信
息ꎮ 公约第 １１６ 条特别规定允许被关押人员定期接受来访者ꎬ尤其是其
〔８１〕

“ Ｆａｍｉｌｙ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ｔ Ｇｉｔｍｏ?” ꎬ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１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ｄｉｏ ｓｈｏｗ ＡｉｒＴａｌｋ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ｐｒ.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ａｉｒｔａｌｋ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８ /

１９１２６ / ｆａｍｉｌｙ￣ｖｉｓｉｔｓ￣ａｔ￣ｇｉｔｍｏ(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８２〕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ｓｎｂｃ. ｍｓｎ. ｃｏｍ / ｉｄ / ４３００８２４９ / .

〔８４〕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７１ 条ꎮ

〔８３〕
〔８５〕

«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２ 部第 １３ 条和第 ３ 部第 ５ 编ꎮ

Ａｌａｉｎ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ＩＣＲ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ａｒｓ”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７ꎬｐ. １１６.
〔８６〕
〔８７〕

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 Ｚｕｋａｕｓｋａ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４ 条ꎮ

３４２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近亲属ꎮ
无论所引用的法律依据如何ꎬＩＣＲＣ 提出允许家属探访关塔那摩的
请求是符合其公正人道使命的ꎮ ＩＣＲＣ 认为其便利家庭信息交流的作用
将实现两个功能ꎬ即提醒“ 政府关于建立和保持家庭联系的义务” ꎬ同时
也使被关押人员具备“ 交换纯粹个人和家庭信息” 的能力ꎮ〔８８〕 « 日内瓦
公约» 授权 ＩＣＲＣ 探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关押的战俘和平民ꎮ〔８９〕

在羁押国同意的情况下ꎬ该权利也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美国通过
允许委员会探视其在全球关押的人员ꎬ来支持 ＩＣＲＣ 的工作ꎮ ＩＣＲＣ 自
２００２ 年年初起ꎬ每季度都探视关塔那摩拘留所ꎬ对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员
的关押条件和待遇作出评估ꎬ并协助他们与家庭的通信ꎬ这与 ＩＣＲＣ 在
世界其他地方就被关押人员所开展的活动是一样的ꎮ 根据 ＩＣＲＣ 的报
告ꎬ自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９ 年ꎬ它已为被拘留者与其家属传递了 ４３ꎬ０００ 份红
十字通信ꎮ〔９０〕

除了为通信提供协助外ꎬＩＣＲＣ 还和美国政府一起建立了其他家庭
联系机制ꎮ 例如ꎬ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政府允许实施了“ 通过 ＩＣＲＣ 在世界各地
的代表处来便利被关押人员用电话定期与其家属通话的机制” ꎮ〔９１〕 该
政策先是允许每位被关押人员每年与家属通话一次ꎬ尽管现在已经允许
通话一次以上ꎬ但被关押人员仍需符合军队制定的未经公开的条件ꎮ 根
据 ＩＣＲＣ 的报告ꎬ“ 自该机制设立以来ꎬ关塔那摩的被关押人员已经与家
属通话 １８００ 余次” ꎮ〔９２〕 该机制为第二个机制所强化ꎬ使得被关押人员
能够在紧急情况下ꎬ如家庭有成员死亡时与家属通话ꎮ 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８〕

Ｓｅｅ Ａ. Ａｅｓｃｈｌｉ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６ꎬｐ. １１６.

〔９０〕

ＩＣＲ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ꎬ “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 ꎬ

〔８９〕

参见« 日内瓦第一、二、三公约» 第 ９ 条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ꎮ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ａｃｔ. ｃｏｍ / ｆｓ０１３ / １１０２２３６９４７５４９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１１０２４２７８８５８２７. ｈｔｍｌ＃ＬＥＴＴＥＲ. ＢＬＯＣＫ７(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９１〕

ＩＣＲＣꎬ“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ꎬ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９２〕

Ｉｂｉｄ.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４３

起ꎬＩＣＲＣ 和美国国防部合作建立了可监控的被关押人员与其家属和朋
友视频通话系统ꎮ〔９３〕 该系统的使用取决于其国籍国的科技水平ꎬ因此ꎬ
该项目在近几年缓慢扩展ꎮ 例如ꎬ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人数最多的也
门籍囚犯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底才使用上视频通话系统ꎮ 一些被关押人员已经
被关押了 ９ 年多ꎬ他们第一次与其几乎十年未见的亲人进行了一个小时
的视频通话ꎮ 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高度戒备拘室里的所谓“ 高价值” 囚
犯只允许与家属进行书面通信而不是电话或视频通话ꎮ〔９４〕 美政府承认
其还在探讨允许被关押人员家属实地探视的可能性ꎮ
奥巴马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早期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的拘留场所ꎬ但这一

工作已经停止ꎬ并在近期也不可能实现ꎮ 美国国会多次采取行动来限制
政府在俘虏营和被关押人员的问题的选择余地ꎬ奥巴马总统被迫放弃转
移被关押人员和尽快关闭关塔那摩拘留所的计划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的民
意却越来越支持保留关塔那摩拘留所ꎬ拉斯姆森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的调查

显示ꎬ接受调查的人中有 ５８％ 认为不应当关闭关塔那摩基地ꎮ〔９５〕 因此ꎬ
家庭联系的问题将在未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地影响被关押的人员ꎮ

ＩＣＲＣ 和国防部很少披露可能探视的细节ꎬ因为它们之间的讨论是
保密的ꎮ 但是ꎬ在美国本土的其他拘留场所ꎬ被判恐怖主义的囚犯已经
接受家庭探访了ꎮ 在严格的监视下ꎬ关押在高度戒备的联邦监狱里———
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福罗伦斯附近的美国监所管理局高度戒备所———的
囚犯每月可以接受 ５ 次家庭探视ꎮ〔９６〕 关押在那里的囚犯包括“ 鞋子炸
〔９３〕

ＩＣＲＣꎬ“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ꎬ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９４〕
〔９５〕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Ｍｏｓｔ ｖｏｔｅｒ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Ｐｒｉｓｏｎ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ꎬｉｎ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ｍａｒｃｈ ＿ ２０１１ / ｍｏｓｔ ＿ ｖｏｔｅｒｓ ＿ ｓｔｉｌｌ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 ｐｒｉｓｏ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ｆｏ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９６〕

ＡＤＸ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ꎬ“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Ｐｒｉｓｏｎｓ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ｐ. ｇｏｖ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ｆｌｍ / ＦＬＭ＿ｖｉｓｉｔ ＿ ｈｏｕｒｓ.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３４４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弹” 制造者理查德里德和其他一些包括 １９９３ 年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和

１９９９ 年袭击美国驻非洲使馆等被判实施恐怖袭击的人ꎮ 在阿富汗最大
的拘留场所———巴格兰姆空军基地拘留中心ꎬ也允许家属探视被关押的
人员ꎮ〔９７〕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有关探视请求的新闻和对塔利班提供医疗服
务和培训的报道会本能地产生负面反应ꎬ显示了误解或忽略国际人道法
原则的趋势ꎮ 美国行政部门关于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员在法律上无权
享有« 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战俘特权但其待遇仍将参照公约有关规定的
立场ꎬ使得人们难以确切了解到底适用哪些条款ꎬ或不适用哪些条款ꎮ
美国会议员曾试图规定这些特权及其界限ꎮ 更好地理解« 日内瓦公约»
有利于各方的讨论ꎬ即便对那些认为公约不适用的人也是如此ꎮ 而且ꎬ
无论美国是否有法律义务遵守上述特权ꎬ如果美国希望寻求遵守这些特
权的利益ꎬ理解« 日内瓦公约» 为什么规定这些特权以及拘留当局如何
从这些特权中获益( 如更好地遵守这些规定和稳定囚犯等) ꎬ能更好地
引导有关讨论ꎮ 也非常需要进一步澄清卷入反恐战的被关押人员和战
斗员的法律处境ꎬ以便使人们更加清楚有关他们待遇的适当标准ꎮ
阿富汗的附带损害问题
在阿富汗战争中遇害平民的数目也许永远无法得知ꎬ但毫无疑问的
是ꎬ在冲突结束时ꎬ平民死亡的数目将数以千计ꎮ 这些平民的死亡是作
为冲突方的国际部队或反政府武装直接或间接造成的ꎮ 但是在如此危
险的作战环境中ꎬ无法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ꎮ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已公
布自 ２００６ 年起平民伤亡的估算数据ꎬ仅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ꎬ估计有

８８３２ 名平民在冲突中遇害ꎬ它同时附加说明ꎬ这一数字可能低于实际的

〔９７〕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２.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４５

伤亡人数ꎮ〔９８〕 尽管国际部队和阿富汗军队减少平民伤亡的努力使得在
２０１０ 年由这些部队造成的平民伤亡低于往年ꎬ但统计数字显示ꎬ平民伤
亡整体仍呈逐年上升的态势ꎮ〔９９〕

从纯粹的人道角度ꎬ发生在阿富汗的包括平民死亡在内的附带损害
令人深感忧虑ꎮ 从法律的角度看ꎬ它引发了战斗员遵守« 日内瓦第四公
约» 、« 第一附加议定书» 和 １９５４ 年«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

的海牙公约» 的问题ꎮ〔１０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规定战时对平民的保护ꎮ
公约第 ２７ 条明确规定ꎬ应当给予受保护的人人道待遇ꎬ并保护他们免受
暴力行为的伤害和威胁ꎮ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５１ 条规定了更为详细
的在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规定ꎬ该条禁止直接攻击平民、不加区分的攻击
和报复性攻击等ꎮ １９５４ 年« 海牙公约» 涉及在战时保护文化和历史物体
和场所的问题ꎮ

考虑到美国自 ２００１ 年起就开始领导在阿富汗的国际部队ꎬ美国公

众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ꎮ 根据美国红十字会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所做的调查ꎬ２９％ 的成年人和 ３７％ 的年轻人认为ꎬ通过剥夺位于战区的
平民的食物、医药或水的方式来削弱敌人ꎬ只是在有些时候是可以接受
的ꎮ 但被问及是否应当禁止使用地雷时ꎬ７０％ 的成年人和 ５７％ 的年轻
人因为地雷非常可能造成平民伤亡而同意禁止地雷ꎮ １９９９ 年 ＩＣＲＣ 的
调查也表明ꎬ在美国ꎬ同意诸如通过攻击平民而削弱敌人或惩罚协助敌
人的平民的人数ꎬ比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上述观点的人数多 ５％ ~

〔９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Ｋａｂｕｌꎬ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 ｉ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ｎａｍａ. ｕ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ＵＮＡＭＡ /

ｈｕｍａｎ％ ２０ｒｉｇｈｔｓ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ＰｏＣ％ ２０Ａｎｎｕａｌ％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９９〕
〔１０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ｉｖ.

« 关于发生武装 冲 突 时 保 护 文 化 财 产 的 海 牙 公 约» (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海 牙 )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 ｎｓｆ / ＦＵＬＬ / ４０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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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ꎮ〔１０１〕 但是ꎬ与上述关于地雷的问题一样ꎬ３ / ４ 的美国成年人和 ３ / ５

的美国年轻人支持提高武器的精确性ꎬ以降低平民的意外伤亡ꎮ ＩＣＲＣ
的研究注意到:
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力的现实观点、人们缺乏发生在美国
本土上的直接战争经历以及媒体对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之冲突的持
续报道等诸多因素ꎬ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趋势ꎮ〔１０２〕
即美国公众对于非战斗员伤亡的观点较之其他国家公民的观点有
所不同ꎮ
近年来ꎬ平民伤亡显然已经成为阿富汗国际部队指挥官公开关注的
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由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大卫麦基尔南将军颁

发的战术指令强调ꎬ对军事行动而言ꎬ“ 降低平民伤亡是至关重要的” ꎬ
而且对士兵进行培训以预防上述伤亡也非常重要ꎮ 继任司令官斯坦
利麦克雷斯托将军在战术指令和与美国官员和媒体的讨论中ꎬ进一步
加强了对非战斗员伤亡的预防ꎮ 他于 ２００９ 年修改了指导在阿富汗开展
行动部队的战术指令ꎬ该指令要求士兵“ 必须避免因造成平民伤亡或过
分损害而失去民心ꎬ从而陷入困境———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而遭受到战

略上的失败” ꎮ〔１０３〕 他认为ꎬ从某种程度上看ꎬ这不仅是法律或道德问题ꎬ
也与赢得民意从而使阿富汗政府获得民众支持息息相关ꎮ 通过制定严
格的交战规则是麦克雷斯托将军阿富汗策略的核心原则ꎬ这包括限制使
用空袭、限制对可能有大量平民的地区使用某些武器和修改影响美国特
种部队行动的政策等ꎮ
人们在媒体上对这些旨在降低附带损害的战术变化进行了广泛的
〔１０１〕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Ｉｎｃꎬ“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Ｗ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ｒ” 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ｐ. ６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７５８.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０２〕
〔１０３〕

Ｉｂｉｄ. ꎬｐ６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Ｇｅ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ꎬ“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ꎬ Ｎ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Ｋａｂｕｌ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ｉｓａｆ / ｄｏｃｕ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ｔｅｘｔｓ /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０９０７０６.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４７

讨论ꎮ 一些人褒扬了将军在 ２００９ 年所公布的行动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纽
约时报» 在其编辑寄语中说道“ 保护阿富汗平民ꎬ拓展他们可以安全生
活的空间ꎬ现在必须是阿富汗美军军事行动的中心目的ꎮ”〔１０４〕 外交关系
理事会成员迈卡曾科在« 卫报» 上说ꎬ将军公布的指令是“ 非常受人欢
迎和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 ꎬ但是由于“ 地面部队的不足、敌人的性质和
持续存在的战争复杂情况ꎬ该指令也不可能明显降低平民的伤亡” ꎮ〔１０５〕

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的电台采访中ꎬ来自冲突中的无辜受害者运动组织的萨
拉侯伦温斯基褒扬了麦克雷斯托将军所采取的行动ꎬ并注意到自从新
指令颁布以来ꎬ国际部队所造成的平民伤亡降低了 ３０％ ꎮ〔１０６〕 ２０１０ 年麦
克雷斯托将军调离指挥官职位后ꎬ来自怀俄明州的帕特里克莱希参议
员表扬了麦克雷斯托将军降低阿富汗平民伤亡的努力ꎬ并表明“ 没有军
事或任何其他理由来批评为保护平民生命所做的努力” ꎮ〔１０７〕

遗憾的是ꎬ对美国公众关于在冲突中被杀平民的看法进行了几次调

查ꎮ 有人对为保护平民生命而对在阿富汗军队所施加的限制表示了反
对ꎮ « 华盛顿审查者» 的戴安娜韦斯特将新的交战规则中保护平民理
念定性为“ 幻觉思维” ꎬ〔１０８〕 而约瑟夫利伯曼参议员则认为ꎬ美国军队的
福利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ꎬ并认为新的交战规则危及了他们的安全并有

〔１０４〕

Ｓｅ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ꎬ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ｐ. Ａ１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９ / ０６ / ０８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０８ｍｏｎ１. ｈｔｍ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Ｍｉｃａｈ Ｚｅｎｋｏꎬ“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ｓ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ꎬ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ｃｉ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０９ / ｊｕｎ / ２４ /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ｕｓａ￣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ｉｒ￣ａｔｔａｃｋ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０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ｅｌｌꎬ “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ｓ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 ” 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ｄ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２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ｉ.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ｓ￣ｆｏｒ￣ａｆｇｈ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ｅａｔｈｓ１８８８.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Ｓ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ｅａｈｙꎬ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 ꎬ 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ｌｅａｈｙ.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 ｉｄ ＝ ６ａｄｅ９ｄ０６ － ０１ｅｂ －

４ｂ７ａ － ８ｆｄ８ － ９４３ｆｆ５３１ｅｄｄｂ(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０８〕

Ｄｉａｎａ Ｗｅｓｔꎬ “ Ａｆｇｈａｎ ｗａｒ ｒｕｌｅ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Ｕ. Ｓ. ｔｒｏｏｐｓ” 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ꎬ１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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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士气ꎮ〔１０９〕 « 纽约时报» 也撰文引用了几位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军人员的
观点ꎬ他们认为新规则使得他们置于更为危险的境地ꎬ这些规则在他们
看来“ 对叛乱者有利” ꎮ〔１１０〕

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和对该议题的学术分析ꎬ难以获取关于平民伤亡

的公众观念ꎮ 所做的调查也倾向于关注美国人对其在阿富汗战场上的
士兵的看法ꎬ而非他们关于战争对阿富汗平民之影响的看法ꎮ 尽管许多
人出于道德、法律和战略的原因而赞扬美军降低平民伤亡行动的重要
性ꎬ但媒体分析家和政治家并不总是积极评价美军的上述行动ꎬ他们中
的许多人尤其担心上述行动对美军安全的影响ꎮ 美军已经付出了大量
努力来减少一些造成非战斗员伤亡的行动( 如上文所述麦克雷斯托将军
的战术指令) ꎬ数据证据也显示诸如减少对地面作战实施空中支持的政
策在事实上降低了平民的伤亡率ꎬ现在在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主要是叛乱
部队造成的ꎮ〔１１１〕 深入分析舆论就此问题的看法将绝对有利于弥补人们
对战争法原则理解上的缺陷ꎬ并在阿富汗冲突即将结束时ꎬ对美国人十
分有用ꎮ
结论:观念为何重要
分析人们对诸如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战场上的适用等复杂问题
的看法总是带有主观性ꎬ因为这项工作基于相信人们在调查问卷时是诚
实的ꎬ并且也对公众的言论信以为真ꎮ 尽管如此ꎬ本文还是不无冒昧地
分析了几项民意测验、决策者的声明以及博客和网络上的评论ꎬ以便试
〔１０９〕

Ｒｏｘａｎａ Ｔｉｒｏｎꎬ “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ｕｒ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ｅ ｏｆ Ｕ. Ｓ. 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１１０〕

Ｃ. Ｊ. Ｃｈｉｖｅｒ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ａｃｅｓ Ｕｎ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 Ｏｗｎ ＴｒｏｏｐｓꎬＴｏｏ” 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ꎬ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Ｔｉｍｅｓꎬ２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 ｐ. Ａｌｌꎬ ａｌｓ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２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２３ｔｒｏｏｐｓ.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１１１〕

Ｌａｕｒａ Ｋ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Ｕ. Ｓ.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 ꎬＬ. Ａ. Ｔｉｍ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９ / ａｕｇ / ２８ / ｗｏｒｌｄ / ｆｇ￣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２８(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

美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人道法

３４９

图更好地理解美国人对国际人道法的看法及其在真实世界中的适用ꎮ
现实是ꎬ除了知道有 « 日内瓦公约» 外ꎬ 许 多 美 国 人 从 未 学 习 过 公 约ꎮ

２ / ５的年轻人和 １ / ３ 的成年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关押在国外的美
军士兵实施酷刑ꎮ 这一事实令人担忧ꎬ并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关
注ꎮ
美国现正在进行选举下届总统的政治活动ꎮ 如前所述ꎬ竞选这一最
高职位的某些候选人认为在有需要的情况下ꎬ可以求助于被认为是构成
酷刑的讯问方法ꎮ 无法更为确切的得知ꎬ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是否完全意
识到上述讯问措施直接违反了国际人道法ꎮ 我们只能希望ꎬ在他们作为
美国总统而被迫就上述行为作出决定前ꎬ他们或者是他们的法律顾问将
意识到ꎬ根据国际法( 和美国国内法) ꎬ酷刑在任何时候都是非法的ꎬ而
且酷刑也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ꎮ

关于国际人道法的观念是重要的ꎬ因为即将选举下一届总统的人是
美国未来士兵、决策者和总统的父母、老师和榜样ꎮ 我们年轻一代在今
天所接受的信息将影响他们将来面对是否摧毁村庄、杀害或对被俘士兵
实施酷刑或者是否向受伤敌方战斗员提供医疗援助等战场决策时ꎬ所要
实施的行为ꎮ 参与美国红十字会调查的年轻人强烈表示他们需要接受
更多的国际人道法的教育ꎮ 如果本文所反映的美国公众对国际人道法
的看法能有所启示的话ꎬ那么ꎬ我们应当为那些受调查者年轻的智慧喝
彩ꎬ并提供他们所渴望了解的知识ꎮ
美国国际人道法的教育在过去 １０ 年成为一项新的重要工作ꎮ 国防

部的政策已经重新关注在美军中广泛传播国际人道法的需要ꎮ 美国红
十字会与 ＩＣＲＣ 协调合作ꎬ正在成为加强全美学校和社区了解国际人道
法的先行者ꎮ 我们只能希望ꎬ当在 １０ 年或 １５ 年后重写本文时ꎬ在平民
和军队中开展的人道法教育的努力已使美国公民获得了更为开明的国
际人道法观念ꎮ

利用人道援助“ 赢得民心” :
失败且代价不菲?

杰米威廉森∗著 / 李强∗∗译

摘要
本文认为ꎬ将人道援助与反叛乱过程中“ 赢得民心” 的努力相结合
并不成功ꎬ而且无论是行动成本还是法律成本都明显超过了收益ꎮ 它证
明了这类人道援助活动是如何与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ꎮ
除此以外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利用短期援助和救济项目作为反叛乱
的组成部分ꎬ这样做不仅效果不佳ꎬ而且在诸如阿富汗这样的地方ꎬ它还
可能破坏平息叛乱活动的整体军事目标ꎮ 随着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
军事行动趋缓ꎬ对军方和决策者而言ꎬ已到了检讨将“ 赢得民心” 作为一
种反叛乱策略的时候了ꎬ从而吸取教训并且承认人道援助活动中立且独
立的重要性ꎮ

∗ 从 ＩＣＲＣ 到联合国ꎬ包括进入学术界ꎬ杰米Ａ. 威廉森已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领域工作

超过 １６ 年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ꎬ他一直担任 ＩＣＲＣ 设于华盛顿的地区代表处的法律顾问ꎬ负责该组
织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法律事务ꎬ并重点关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及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
展的军事行动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ꎬ他在 ＩＣＲＣ 设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的地区代表处担任法律

顾问ꎮ 在 ＩＣＲＣ 任职以前ꎬ他还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工作了近 １０ 年ꎮ 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制止战争犯罪、国际司法、战争法以
及当代武装冲突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等方面的论文ꎮ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ꎮ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ꎬ法学博士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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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叛乱( ＣＯＩＮ) 的概念已经提出数十年了ꎬ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发生
的许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叛乱团体出于各自
不同的动机在对抗政府和正规武装部队ꎮ〔 １ 〕 ２１ 世纪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发生的冲突再一次把反叛乱推向前台ꎬ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击败叛乱分子
的策略ꎬ因为这些人与冷战期间的叛乱分子已经有了实质差异ꎮ 在英国
和美国ꎬ反叛乱行动战地手册已经被重新修订ꎬ这些手册已制定出新的
原则以战胜激进的新型叛乱ꎮ〔 ２ 〕 反叛乱再次成为军方高层和决策者们
优先考虑的问题ꎮ 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在阐述越南问题时就指出:
“ 最终的胜利取决于当地人的民心所向ꎬ通过带给他们希望和电力ꎬ你一
样可以为捍卫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而战ꎮ”〔 ３ 〕 奥巴马总统在其 ２００７ 年阿
富汗战略中重申了这一点ꎬ“ 仅靠子弹或炸弹ꎬ反极端主义运动不会成
功” ꎮ〔 ４ 〕

作为对过去几年的反思ꎬ尤其是在阿富汗ꎬ现在愈加强调反叛乱的

软实力或软的方面ꎬ目的是增加当地居民的接受度ꎬ在不使用暴力的情

〔１〕

反叛乱( ＣＯＩＮ) 与“ 冷战” 时期由英国在马来半岛、阿曼和亚丁以及美国在越南掀起

的反叛乱运动密切相关ꎮ 尽管法国没有接受“ 反叛乱” 的表述ꎬ但它在打击叛乱领域也有丰富
的经验ꎬ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ꎮ
〔２〕

Ｎｏｔａｂｌ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ｒｍｙ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ꎬＶｏｌ. １ꎬＰａｒｔ １０ꎬ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ꎬＡｒｍｙ Ｃｏｄｅ

７１８７６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ＧＢ ＣＯＩＮ) 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ꎬＵ. Ｓ. Ａｒｍｙ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Ｎｏ. ３ － ２４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ꎬ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Ｗａｒ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３ － ３３. ５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ＦＭ ３ － ２４) .
〔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Ｌｙｎｄｏｎ Ｂ.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ｔ ａ Ｄｉｎｎｅ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ａ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ꎬ

Ｉｎｃ. ꎬ４ Ｍａｙ １９６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ｕｃｓｂ. ｅｄｕ / ｗｓ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ｐｉｄ ＝ ２６９４２ ＃
ａｘｚｚ１ｕＤＲｕｏＣｊｉ(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ｏｎ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２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ｎ￣ａ￣
Ｎ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ｄ￣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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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况下削弱他们对叛乱分子的支持ꎮ〔 ５ 〕 翻译成行动术语的话ꎬ据说现在
成功的反叛乱需要更少的武力和更多的所谓“ 赢得支持” 或“ 寻求感激”
等要素ꎮ 根据«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第 ３ 章第 ２４ 节的规定ꎬ反叛乱的胜
利取决于对当地居民的保护而非反叛乱部队ꎬ“ 最好的反叛乱武器” 是
“ 不会开火” 的武器ꎮ〔 ６ 〕 军队不再只被视为武力的工具ꎮ 在反叛乱过程
中ꎬ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现在要承担各种任务ꎬ包括提供短期人道
援助ꎬ以及在中长期的情况下协助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ꎬ包括修建学校
和医院、培训当地安保人员以及加强善政与法治ꎮ
在战乱的环境中ꎬ叛乱分子因国家当局未能带来安全和经济发展而
崛起ꎬ任何承诺提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方式似乎都是受欢迎的ꎮ 从短期
来看ꎬ由军队向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也是受欢迎的ꎬ只要
这种援助是公正的并且真正以需求为导向ꎮ 然而ꎬ正如人们在阿富汗和
伊拉克所目睹的ꎬ反叛乱的决策者们有时把提供救助和人道援助视为平
息叛乱活动的整体军事目标的内在组成部分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这种将人道援助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做
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道团体的极度不安ꎮ 这已经成为在阿富汗冲突
中要特别关注的问题ꎬ而在那里ꎬ美国和北约的部队经常把提供援助和
救济与切断叛乱活动的群众支持这一目标结合起来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 ＩＣＲＣ) 和其他一些人道组织公开抵制反叛乱ꎬ因为它侵蚀了人道援
助和人道工作者的独立性与公正性ꎮ 事实上可以断言ꎬ在复杂的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中ꎬ如果由非战斗员提供的援助被视为有助于冲突一方的军

〔５〕

反叛乱更多地强调对及时有效地搜集情报的需求ꎬ这是一切任务的成功标准ꎮ 反叛

乱不仅要像在常规战争中那样努力去理解敌人ꎬ还需要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以及他们的需求、
关切和支持叛乱分子的理由ꎮ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ꎬ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ａｎｅｙ ( ｅｄｓ. ) ꎬ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４１ － １５９.
〔６〕

ＦＭ ３ － ２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 － １４９ ａｎｄ １ －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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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目的ꎬ那么援助工作者的安全就会面临严重威胁ꎮ〔 ７ 〕 除了行动产生
的消极后果以外ꎬ从法律的角度看ꎬ国际人道法已就援助和救济的分配
为交战各方施加了明确的义务:援助和救济必须不加歧视地提供给那些
有需要的人ꎬ而不能被操纵用于军事目的ꎮ〔 ８ 〕
然而ꎬ尽管这种策略受到许多人道组织的抵制ꎬ并且破坏了国际人
道法的基本原则ꎬ但提供救助和人道援助作为反叛乱获得成功不可或缺
的手段ꎬ继续得到决策者的支持ꎮ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ꎬ诸如“ 省级重建
队” 这类项目的设立ꎬ就是这一策略的明证ꎮ 然而ꎬ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著
述表明ꎬ美军和北约部队在这些地方提供援助和发展已被证实是无效
的ꎮ 这清楚地说明ꎬ当地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恢复安全和善政ꎬ以及那些
能够实质上解决当地居民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项目ꎬ特别是那些
由国内当局提供的项目ꎮ〔 ９ 〕
在许多早期迹象表明中长期发展项目几近失败的同时ꎬ正如本文要
探讨的ꎬ也有证据表明通过提供短期的人道援助来“ 赢得民心” 同样无
效ꎮ 他们发现ꎬ当地居民的任何善意和感激都是短暂的ꎬ最多只能使有
限的部队获益ꎮ 此外ꎬ晚近的研究显示ꎬ由军队来提供救助和短期援助
的“ 民心” 方法实际上已经破坏了阿富汗部分地区的军事战略ꎬ甚至还
可能妨害平息叛乱活动的整体军事目标ꎮ〔１０〕
随着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趋缓ꎬ军方和决策者们多半会
反省ꎬ反叛乱作为未来冲突中的一种策略模式ꎬ其价值观、收益以及缺陷
所带来的教训ꎮ 出于这种考虑ꎬ在澄清反叛乱的有关方面后ꎬ本文主张: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人道组织的合理担忧以及有关反叛乱援助和救
济项目无效性的早期迹象ꎬ都要求我们在允许由军队提供短期救助和人
〔７〕

据 ＩＣＲＣ 行动部主任所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ꎬ针对人道组织工作人员的蓄意攻击已

成为常态ꎮ 这种攻击是明显非法并且不可接受的ꎬ必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ꎮ 抵制人道活动ꎬ是
将人道援助与政治军事策略混同这种政策的副产品ꎮ”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ｎ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ｐｅｓꎬ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８〕

参见下文ꎬ“ ‘ 赢得民心’ 策略与国际人道法原则相冲突吗?” 部分ꎮ

〔１０〕

同上ꎮ

〔９〕

参见下文ꎬ“ 人道援助能赢得民心吗?” 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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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援助并再次将其作为“ 民心” 策略的一部分之前ꎬ至少进行一次重要
的战略反思ꎮ
反叛乱、人道援助和“ 赢得民心”
对反叛乱的解释
直到世纪之交ꎬ关于反叛 乱 行 动 和 原 则 的 讨 论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仍
是军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的自留 地ꎮ 尽 管 在 ２０ 世 纪 存 在 大 量 由 反
叛乱引发的冲突ꎬ反叛乱 仍 未 像 今 天 这 样 进 入 公 众 视 野ꎮ 从 欧 洲 的
希腊到非 洲 的 纳 米 比 亚ꎬ 再 到 亚 洲 的 孟 加 拉ꎬ 兰 德 公 司 曾 列 举 了
１９４５ 年至今在不同国家发生的 ８９ 次叛乱活动ꎮ〔１１〕 虽然数量如此可
观ꎬ但除了更为专业的评论家或军人ꎬ人们在谈论这些冲突时往往不会
提起反叛乱ꎮ 然而现今ꎬ反叛乱作为一个术语已经成为通用语ꎬ在许多
国家被媒体和一般公众所讨论ꎬ而且很显然美国的彼得雷乌斯将军〔１２〕

〔１１〕

Ｄａｖｉｄ Ｃ. Ｇｏｍｐｅｒ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ＩＶ ｅｔ ａｌ. ꎬＷａｒ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ꎬ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ꎬＣＡꎬ２００８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ꎬＴａｂｌｅ Ａ. １( 以后称« 兰德报告» ) ꎮ 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提出了

四大类型的叛乱活动ꎮ 第一种类型的叛乱被称为“ 本土型” ( ｌｏｃａｌ) ꎬ类似于哥伦比亚的情形ꎬ在
“ 原因、范围和效果” 方面都比较独立ꎻ这类叛乱被认为是最一般的类型ꎬ涵盖了到 ２００７ 年为止
所发生的叛乱活动的 ６０％ ꎮ 第二种类型的叛乱被称为“ 涉外型” ( ｌｏ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ꎬ叛乱分子
接受外部支持ꎬ譬如资金、武器、专业技能培训、武装人员和媒体报道ꎻ根据研究所的报告ꎬ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ꎬ有近 ３５％ 的叛乱活动属于这种类型ꎮ 第三种类型是接受外部支持的
当地叛乱成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甚或全球冲突的平台ꎬ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这种类型的叛乱
仅有 ５％ ꎬ但看起来这种类型的叛乱数量还在快速增长ꎬ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ꎬ并且当地叛乱的
政治目标还与全球的宗教目标和手段相结合ꎮ 该研究所把第三种类型的叛乱视为当今与美国
最为相关的类型ꎬ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遭遇了“ 穆斯林叛乱” ꎬ还因为未来的叛乱也带有类似特
征ꎮ 最后ꎬ第四种类型的叛乱为全球型ꎬ针对的是现有国际秩序本身ꎬ非常稀少和罕见ꎮ
〔１２〕

本文写作时ꎬ彼得雷乌斯将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ＣＩＡ) 局长ꎮ 他被认为是当前美国

反叛乱原则的主要设计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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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尔卡伦博士〔１３〕 已经让它成为一个易于让人理解的概念ꎮ
即使是对反叛乱最普遍的理解ꎬ也强调其主要原则之一是尝试孤立
叛乱分子并切断其来自草根阶层的支持从而将其非法化ꎮ 打击叛乱分
子并消弭他们带来的祸患已不仅仅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造成最大
的伤亡ꎬ尽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将军最喜欢的方法ꎬ现在打
击叛乱分子重在“ 赢得民心” ꎬ从而剥夺叛乱团体来自当地居民的支持ꎮ
冲突已经很少表现为对敌方使用绝对致命的武力ꎬ更多的则是通过综合
使用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打击叛乱分子ꎮ 正如英国的鲁珀特史密
斯将军( 爵士) 所说:
在我们所面临的这种被我称之为“ 全民战争” 的新模式中ꎬ你
要设法改变对手及当地居民的意图或者把握住他们的意愿ꎬ从而在
意愿冲突获胜并以此赢得冲突ꎮ 本质的差别在于ꎬ军队不再被用于
解决政治争端ꎬ而是用于创造一个实现某种战略目标的条件在
很大程度上ꎬ该战略目标就是赢得民心ꎮ 换言之ꎬ这并非是对你战
斗的一种战术支持ꎬ而是你所作所为的目的ꎮ 因此ꎬ如果你一开始
就把学校摧毁了ꎬ然后再来粉刷学校或发放牙膏也无济于事了ꎮ〔１４〕
当代对反叛乱的思考反映了这种在复杂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应

〔１３〕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ａ Ｂｉｇ

Ｏｎｅ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 基尔卡伦博士的上述著作名列« 华盛顿邮报» 畅销书
排行 榜ꎮ 关 于 基 尔 卡 伦 博 士 对 反 叛 乱 的 讨 论ꎬ 参 见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 ”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３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 － １５ꎮ 反叛乱这一
术语甚至在流行的英国小报上都能看到:“ 开枪要比赢得信任容易得多我们正试图用语言
而不是武器来弥补 ３０ 多年来的伤害ꎮ”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ꎬ“ Ｓｕｎ ｊｏｉｎｓ‘ Ｍｉｇｈｔｙ Ｍｕｎｃｈ’ ｍａｒｉｎｅｓ ｏｎ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ꎬ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ｓｕｎ. ｃｏ. ｕｋ / ｓｏｌ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

ｎｅｗｓ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 ｏｕｒ ＿ ｂｏｙｓ / ３６４６９１３ / Ｓｕｎ￣ｊｏｉｎｓ￣Ｍａｒｉｎ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ｒｉｓ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ｂ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ｙ ｇｕｎ” ꎬ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ｒｒｏｒ.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ｔｏｐ￣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０ / ０９ / １３ / ｂ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ｗｉｔｈ￣ａ￣ｔｏｙ￣ｇｕｎ － １１５８７５ － ２２５５７４５３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ｒ Ｒｕｐｅｒｔ Ｓｍｉｔｈ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Ｎｏ. ８６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７１９ꎬ７２４.

３５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对新型威胁时采用的以民为本的方法ꎮ〔１５〕 正如美国陆军经验教训学习
中心所描述的:
军事或民事行动的更高目标是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ꎬ而杀死叛
乱分子则是为支持并塑造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努力ꎮ 换言之ꎬ敌对的
个体无法创造敌对的群体ꎬ但敌对的群体会持续不断地创造敌对的
领导者ꎬ直到敌意的根源得以缓解ꎮ〔１６〕
因此ꎬ如果反叛乱是战争ꎬ它就不仅仅是军事的ꎬ还是政治的ꎬ因为
军队自己也认为行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人民、政府和军队”
之间的力量关系对比ꎮ〔１７〕
就赢得当地居民支持的具体策略而言ꎬ反叛乱的决策者们经常会诉
诸“ 胡萝卜加大棒” 的方法或者“ 赢得民心” 的策略ꎮ 前一种方法ꎬ军队
用于惩罚ꎬ而援助或财政资助则用于奖励那些没有支持叛乱分子的人ꎮ
“ 赢得民心” 虽可能与“ 胡萝卜加大棒” 策略有重合ꎬ但其重点更多的在
于设法赢得当地居民的拥护和支持ꎬ理想的情况是不诉诸武力ꎮ〔１８〕 “ 赢
得民心” 被视为一场获取当地居民信任和信心的竞赛ꎬ要使当地人相信
美好的生活就在前方ꎮ〔１９〕
第三种策略ꎬ无论是作为前两种策略的补充还是作为一项单独的策
略ꎬ在失败或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都尤其有效ꎮ 它意在建立法治ꎬ发展
国内司法体制的能力以及灌输善政的理念ꎮ 理论上ꎬ怨恨或不满可以通
过这种新型的制度得以解决ꎬ而不必诉诸叛乱活动ꎮ〔２０〕
从人道的观点看ꎬ前两种策略已被证实存在更多的问题ꎬ尤其是在
短期救助项目和人道援助被用于获取当地居民的拥护时ꎮ 这种拥护对
〔１５〕
〔１６〕

ＧＢ ＣＯ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１. １.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 ＣＡＬＬ ) ꎬ ＰＲＴ Ｐｌａｙｂｏｏｋ: Ｔａｃｔｉｃｓꎬ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Ｎｏ. ０７ － ３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ｓａｃａｃ. ａｒｍｙ. ｍｉｌ /
ｃａｃ２ / ｃａｌｌ / ｄｏｃｓ / ０７ － ３４ / ０７ － ３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７〕

ＧＢ ＣＯ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１. １.

〔１９〕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ｓｏｏｒꎬ“ Ａｒｍｙ” ꎬｉｎ Ｔ. Ｒｉｄ ａｎｄ Ｔ. Ｋｅａｎ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８２.

〔１８〕
〔２０〕

Ｓｅｅ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ｐ. ９０ － ９１.
Ｓｅｅ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ｐ. ９２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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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而言可能是行动成功的关键ꎬ在作战行动刚刚结束时更是尤为重
要ꎮ 有时可能称之为“ 利用” 更贴切ꎬ它以注入人道和经济援助以及建
立安全的环境为前提来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ꎮ〔２１〕
人道行动与军事行动的混同
«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第 ３ 章第 ２４ 节指出ꎬ在反叛乱过程中ꎬ需要军

事和民事方法的整合:“ 在解决冲突的根源和打击叛乱方面ꎬ政治、社会
和经济项目通常比常规军事行动更有价值ꎮ”〔２２〕 满足“ 当地居民的基本
需要” 与军事行动紧密相连ꎮ 同样根据该手册第 ３ 章第 ２４ 节ꎬ“ 反叛乱

行动人员” 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人员ꎬ还包括具有不同背景的人ꎬ从政治
家和外交官到当地领导人与人道工作者不一而足ꎮ〔２３〕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第 ３ 章第 ２４ 节承认ꎬ诸如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实体可以用必要的专业技能弥补军队的不足ꎮ〔２４〕 对
« 美国陆军战地手册» 这部分的起草者而言ꎬ重点不在于由谁来提供援
助ꎬ而在于确保已确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项目得到有效实施ꎮ 在缺乏
足够的民间力量时ꎬ“ 军队就要顶上” ꎮ〔２５〕

对反叛乱的决策者们来说ꎬ人道团体即使不受军队或民间管理机构

的控制ꎬ也应在反叛乱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ꎮ〔２６〕 有的人观点更为激进ꎬ
认为既然必需要使当地居民相信支持合法政府要比支持叛乱分子好ꎬ那
人道援助就构成“ 反叛乱工具箱” 的必要组成部分ꎮ〔２７〕 这明显会导致人
道行动者被滥用ꎬ从而成为整体军事策略的一部分ꎮ « 美国陆军战地手
册» 承认同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组织建立正式关系十分困难ꎬ因为各自目
标不同而且要保持基本的独立性ꎮ 该手册进而又意识到ꎬ在某些情况下
〔２１〕

Ｓｅｅ 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６９.

〔２３〕

Ｉｂｉｄ.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３ ａｎｄ ２. ４.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ＦＭ ３ － ２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２.
Ｉｂｉｄ.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８.
Ｉｂｉｄ.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５.

Ｉｂｉｄ.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６.

Ｓｅｅ Ｐ. Ｍａｎｓｏｏ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ꎬ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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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某些组织直接合作不仅不切实际ꎬ甚至还会招惹麻烦ꎬ最多也只能做
到一般的信息共享ꎮ〔２８〕
尽管该手册注意到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想被认为与军队有关联ꎬ但它
仍强调战地指挥官必须与这类组织发展可资信任的互补关系ꎮ〔２９〕 指挥
官要对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有最基本的了解ꎬ并且鼓励它们参与为当地
居民提供必要服务的规划ꎮ 指挥官在遇到非政府组织时ꎬ要“ 帮助它们
理解双方在实现地区安全、稳定和救济目标过程中的利益所在” ꎮ〔３０〕 非
政府组织被认为能在“ 解决叛乱问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ꎻ〔３１〕 它们在
军队到来之前和离开之后都会出现在冲突地区ꎬ能够支持当地的持续稳
定ꎮ〔３２〕
因此ꎬ美国政府晚近以及当前的反叛乱原则以打击叛乱分子的混合
手段为先决条件ꎮ 军队会首先予以攻击ꎬ后续的行动则意在保有、控制
和维持目标环境ꎮ 民间机构ꎬ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ꎬ在最
初的敌对行动结束后就会成为主要角色ꎬ以便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ꎮ 尽
管所有组织各自的职权范围都会受到尊重ꎬ但很明显ꎬ军队处于主导地
位ꎮ 令人道组织不安的是ꎬ在行动得以接触当地居民的初始阶段ꎬ军队
就已准备掌管援助和救济项目了ꎮ
人道援助的“ 军事化”
在阿富汗的反叛乱已对冲突局势中提供人道援助的基本原则构成
挑战ꎮ 在阿富汗ꎬ许多指挥官将人道组织视为反叛乱行动的必要组成部
分ꎮ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副参谋长、驻阿美军副司令迈克尔塔克少将就
〔２８〕

ＦＭ ３ － ２４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２.

〔３０〕

Ｉｂｉｄ. ꎬ Ｔａｂｌｅ ５ － ４ꎬ“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Ｏ [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２９〕

Ｉｂｉｄ. 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２９.

ｌｉｎｅ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３１〕

Ｉｂｉｄ. 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２９. 作为实例列举的非政府组织有:ＩＣＲＣ、世界宣明会、无国界医生

〔３２〕

Ｉｂｉｄ.

组织、美国援外合作社、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国际美慈组织和教育培训开发学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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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

曾说过:“ 很显然ꎬ人道援助在任何以民为本的行动中都是关键要素
二者密切合作ꎬ互为条件ꎮ 它对推进反叛乱行动来说绝对有必要ꎮ”〔３３〕
谈到援助工作者ꎬ« 纽约时报» 援引一位美军上校的话说:“ 那些就是为
我们赢得民心的人这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３４〕
很显然ꎬ在冲突地区武装部队与人道行动者需要协调与合作ꎮ 武装
冲突各方出于正当的安全理由可能会限制人道行动者进入某些地区ꎬ只
要这种限制不会公然侵犯有需要的平民居民的利益ꎮ〔３５〕 人道组织需要
与军队保持沟通ꎬ以确保他们可以安全进入可能正在发生冲突的地区ꎮ
而提供大量必需的人道援助ꎬ尤其是在援助机构尚未抵达的新平定地区
这样做ꎬ军队自身的处境也会好很多ꎮ 然而ꎬ这种合作不应转变成武装
冲突当事方为了推行军事策略而对援助和人道机构进行的控制或指派ꎮ
对许多人道组织来说ꎬ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关联———无论是感觉上的还是
真实的———都会给其工作人员以及平民带来安全风险ꎮ

作为一项政策ꎬ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而言ꎬ人道行动的独立性绝

不应打折扣:“ 军队、政策和人道行动都是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ꎬ这种看
法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不适用ꎮ 我们将关注点严格限定于独立的人

〔３３〕

Ｋｅｖｉｎ Ｂａｒｏｎꎬ “ Ｍｉｘｉｎｇ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ꎬ ｉｎ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ｐｅｓꎬ 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ｒｉｐ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ｉｘｉｎｇ￣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ｎｄ￣ｆｏｏｄ￣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１. ９４７６０(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ａｉｄｓ Ｗｉｄｅ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３ / ０９ / ０１ / ｗｏｒｌｄ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ｒａｉｄｓ￣ｗｉｄｅｎ￣ｉｎ￣ｐａｒｔｓ￣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ｓｒｃ ＝ ｐ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５〕

根据国际人道法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的概况ꎬ参见 ＩＣＲＣ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ＩＣＲ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ꎬｐｐ. ２３ － ２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３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３１￣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ｈ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１ － ５ － １ － ２ － ｅｎ.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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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任务ꎮ”〔３６〕 不坚持这项原则就会危及人道组织的公正性以及人们对人
道组织公正性的看法ꎬ从而会给工作人员和受益人带来安全风险ꎮ ２０１１

年 ＩＣＲＣ 关于“ 当代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 的报告就指出ꎬ当武装冲突
的当事方把“ 人道行动视为实现军事或政治目标的手段” 时ꎬ接触有需
要的平民居民会变得更加困难ꎬ还会“ 严重危及” 人道工作者的安全ꎮ〔３７〕
ＩＣＲＣ 总干事也强调ꎬ“ 援助的次序和分配必须严格基于人道需求ꎬ而不
是政治、军事或经济目标” ꎮ〔３８〕

尽管当代的反叛乱带来诸多挑战ꎬ某些冲突当事方不再把平民简单

地视为局外人ꎻ尽管还存在“ 适应” 的压力ꎬ但 ＩＣＲＣ 仍坚持其一贯的立
场:“ 老办法适应新世界? ＩＣＲＣ 不这样认为ꎻ在面对挑战时它仍然坚持
其原则性的立场ꎮ”〔３９〕 对 ＩＣＲＣ 而言ꎬ这一立场就是“ 最大限度地符合使
命ꎬ服务其人道目标” ꎬ同时考虑各方( 无论是平民还是军队) 对问题的
不同看法ꎮ〔４０〕 人道行动不应构成下列军事活动的一部分:这种军事活
动专门用于赢得民心ꎬ或者用做 “ 促进或伴随武力更迭政权的一种手
段” ꎮ〔４１〕

ＩＣＲＣ 不是唯一强调人道援助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有风险的组织ꎮ 无

国界医生组织( ＭＳＦ) 就指出ꎬ人道援助独立性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驻阿富汗的国际联军“ 接管了援助系统” ꎮ 这使得区分人道援助和军
〔３６〕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Ｓｅｏｕｌ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ꎬ １６ －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ｐ. 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ｃｄ２００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ｎｉｈａ ＿ ｃｏｎｓｏ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ｉｎａｌ ＿ ｅｎｇ ＿ ２２. １１.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７〕
〔３８〕

ＩＣＲ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 ２３.

Ｙｖｅｓ Ｄａｃｃｏｒｄ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ｙａ ａｎｄ Ｉｖｏｒｙ Ｃｏａｓｔ” ꎬ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ꎬ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１ － ０５ － １８.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９〕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 “ Ｔｈｅ ＩＣＲＣ ’ 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８５５ꎬ２００４ꎬｐ. ５１０.
〔４０〕
〔４１〕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１３.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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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动变得极为困难ꎮ〔４２〕 在对阿富汗反叛乱策略的一项非常尖锐的评
估中ꎬ无国界医生组织对那些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中立地位转而与国际安
全援助部队合作的组织表达了不满:
和平与稳定毫无疑问是高尚的目标ꎬ但如果援助组织试图通过
推行战争期间交战一方的策略来转变一个社会ꎬ它们就不再被各方
认为是公正的ꎬ进而会失去接触需要帮助的人并向其提供援助的能
力因为所谓的“ 实用主义” 方法ꎬ中立性经常会被那些希望参
与国家重建和发展进程的组织所放弃ꎮ〔４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在阿富汗参与人道援助行动的 １６ 个非政府组织致信

北约和有关国家首脑ꎬ敦促北约部队把军事行动与人道活动清楚地区分
开来ꎬ以保护阿富汗的平民和援助工作者ꎮ〔４４〕 这些非政府组织( 包括反
饥饿行动组织、行动救援组织、美国援外合作社、天主教救援服务团、关
注世界组织、救济与发展援助天主教组织、救助阿富汗难民丹麦委员会、
国际救援委员会、挪威难民理事会、救助儿童会、荷兰战火儿童基金会、
ＺＯＡ) 强调了下述问题的重要性:
军队不应利用救济或发展活动来尝试赢得民心ꎬ从而为其战术
目标、反叛乱或其他军事目标服务ꎮ 如果平民组织有能力提供援
助ꎬ军队就应限制其自身的救济活动ꎮ〔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国际危机组织重申了这一担忧ꎬ并在其关于阿富汗的

〔４２〕

Ｍｉｃｈｉｅｌ Ｈｏｆ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ꎬ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ꎬ１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ｐ. 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ｆｍ? ｉｄ ＝ ４３１１＆ｃａｔ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３〕
〔４４〕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ꎬ６.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ｃｕ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Ａｉ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ｒｇｅ ＮＡＴＯ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ａｉｄ￣ｇｒｏｕｐｓ￣ｕｒｇｅｎａ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

４４６３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ｉｔｓｅｌｆ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ｒｃ. ｎｏ / ａｒｃｈ / ＿ ｉｍｇ / ９３９０９６８. ｐｄｆ ( ｂｏｔｈ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５〕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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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断言“ 救助的军事化正在破坏人道援助” ꎮ〔４６〕

在阿富汗ꎬ集合了平民、外交官、军队以及军队控制下的开发机构的

“ 省级重建队” ꎬ因其危及人道援助的公正性尤其受到批评ꎮ 最初因伊

拉克而发展起来的省级重建队ꎬ旨在通过能力建设稳定和重建东道国ꎮ
由于军方认为冲突已从作战行动阶段过渡到维稳行动和可持续发展阶
段ꎬ因此他们考虑要相应缩减其活动并且令其民事部门开始关注社会、
经济、人道以及法治项目ꎮ 在阿富汗的 ２６ 支省级重建队均与国际安全
援助部队有联系ꎮ 省级重建队是反叛乱的“ 温柔一面” ꎬ而根据一些消
息灵通人士的说法ꎬ省级重建队已变成“ 美国利用大规模重建以改善阿
富汗安全局势的主要手段” ꎮ〔４７〕

从概念上讲ꎬ即使省级重建队把军事活动与民事活动相区分ꎬ从一

开始它们也主要是军事组织ꎬ因为它们受军队领导ꎮ 它们是由军事人员
主导的战略前哨ꎬ把提供援助和救济作为反叛乱的一部分ꎮ ２００２ 年在
阿富汗加德兹建立的第一支省级重建队ꎬ就和美国特种部队驻扎在一
起ꎬ由军队民事部门负责与当地人和部落首领沟通ꎬ由第 ８２ 空降师负责
安全保卫ꎮ〔４８〕 很明显由于安全原因ꎬ只有非常少的文职工作人员ꎮ “ 省
级重建队所进行的发展行动并不是出于发展的目的” ꎮ〔４９〕 换言之ꎬ它们
的目标是受反叛乱驱动的ꎬ旨在“ 使阿富汗人远离叛乱从而创造一个阿
富汗政府可以行使其职权的稳定环境” ꎮ〔５０〕
〔４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Ａｓ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１０ꎬ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ｐ. ２１ꎬ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ａｓｉａ /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２１０ － ａｉｄ￣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ｐｘ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７〕

Ｃａｒｔｅｒ Ｍａｌｋ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Ｍｅｙｅｒｌｅꎬ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Ｈｏｗ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ｅｙ Ｗｏｒｋ?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ｍ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ｒｍｙ. ｍｉｌ / ｐｕｂｓ /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ｃｆｍ? ｐｕｂｉｄ ＝ ９１１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８〕

Ｕ. 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ꎬ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ｓｉｇｈｔｓꎬ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Ｎｏ. １１ － １６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ｓａｃａｃ. ａｒｍｙ. ｍｉｌ / ｃａｃ２ / ｃａｌｌ / ｄｏｃｓ / １１ － １６ / １１ － １６.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４９〕
〔５０〕

Ｃ. Ｍａｌｋ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Ｇ. Ｍｅｙｅｒｌ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７ꎬｐ. ６.
Ｉｂｉｄ.

利用人道援助“ 赢得民心” :失败且代价不菲?

３６３

关于省级重建队的一些初步报告建议应给 “ 省级重建队” 改个名

字ꎬ以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 与安全相关的任务而非提供发展援助” ꎮ
很显然ꎬ人们发现它们在提供“ 安全环境” 以及解除武装、遣散人员和扫
雷方面更加擅长ꎮ〔５１〕 然而ꎬ费恩斯坦国际中心 ２０１１ 年的报告显示ꎬ在
阿富汗各省份人们对省级重建队的看法一直很消极ꎮ〔５２〕 关于腐败和偏
见的指控也经常指向省级重建队及其用于发展援助的款项ꎮ〔５３〕
ＩＣＲＣ 援引省级重建队作为实例证明冲突各方正在使人道行动变成
其军事活动的手段之一ꎮ〔５４〕 即使人道组织不希望与省级重建队直接合
作ꎬ省级重建队活动的性质也恰恰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危险ꎬ即无论哪
个机构或组织提供的任何短期援助和救济都是美国和北约军事策略的
一部分ꎮ 尽管阿富汗军民工作组以及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和持久自由行动( ＯＥＦ) 在 ２００８ 年做了大量努力去重申并且认可
人道行动者和军队在角色上的差别ꎬ但可以说ꎬ一切为时已晚ꎮ〔５５〕

丧失中立性这一认知一旦确立ꎬ再想恢复就极为困难ꎬ不仅仅是对
那些被视为与军队“ 合作” 的组织ꎬ可以说对人道团体整体而言都是如
此ꎮ 根据人道政策小组的调查ꎬ“ 几年前阿富汗当地人还对各种组织做
出区分ꎬ例如把与联军的省级重建队合作的机构同没有合作的机构区别

〔５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Ｐｅｒｉｔｏꎬ Ｔｈｅ Ｕ.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５２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ｒ１５２.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２〕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ꎬＷｉｎｎ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ｓ Ｈｅｌｍ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５８９.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３〕

Ｉｂｉｄ.

〔５５〕

联合国授权协助联军部队和阿富汗政府重建并发展阿富汗也被援引作为之所以认

〔５４〕

Ｐ.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９ꎬｐ. ５０８.

为联合国机构不独立与不公正的一项理由ꎮ Ｓｅｅ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４１ －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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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ꎮ〔５６〕 然而ꎬ时至今日ꎬ这种区分明显转向另一种情境ꎬ即“ 所有西
方的人道组织都是不公正的” ꎬ是“ 西方代理机构” 的一部分ꎬ只有 ＩＣＲＣ

是一个例外ꎬ按照上述调查作者的说法ꎬ它“ 似乎已清楚有效地表明自己
的特殊身份及其工作的中立性” ꎮ〔５７〕

尽管非政府组织作出努力以尽可能淡化任何此种消极认知ꎬ２００８

年甚至还有 １００ 个非政府组织与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签署协议明确
区分民事活动与针对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ꎬ但现在看来塔利班并未注意
到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这些指导原则ꎬ也从不清楚它们产生的过程
我们只尊重不在美国和西方部队命令之下工作的真正中立和独立的援
助组织ꎮ”〔５８〕 在« 红十字国际评论» 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ꎬ作者向我们
解释了 ＩＣＲＣ 在澄清其一贯独立于联军部队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文章还说ꎬ尽管 ＩＣＲＣ 最终可以稳步增加其活动并且深入阿富汗的不同
地区ꎬ但这仍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ꎬ在此期间ꎬ平民可以说被剥夺了必
要的人道援助ꎮ〔５９〕
对人道机构而言ꎬ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反叛乱与反恐的重
叠ꎮ 反恐立法最近施加的限制潜在地制约了人道组织进一步活动的可
能ꎮ 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义地解释、旨在把对恐怖主义任何形式的物
质支持都定为犯罪的立法ꎬ将控制援助的提供视为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
反恐政策的核心ꎮ〔６０〕 资助标准的收紧以及对资金流向的尽职调查要求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ꎬ由于受到捐助国整体反叛乱策略的波及ꎬ那些在获
〔５６〕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 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ꎬ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ＤｉＤｏｍｅｎｉｃｏ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ｉｄ ｉｎ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９ꎬ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ꎬＨＰ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３４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ｐ. 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ｓ / ４２４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５７〕

Ｉｂｉｄ.

〔５９〕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５８〕

Ｋ. Ｂａｒ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８.
〔６０〕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Ｈｏ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ｖ.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ｔ ａｌ. 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ꎬ５６１ Ｕ. Ｓ. ꎬ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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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取资金方面极为成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承担着被视为叛
乱分子的风险ꎮ〔６１〕
尽管很难对此实际加以量化ꎬ但对人道组织而言ꎬ丧失对其中立性
的认知可能产生严重后果ꎮ ＩＣＲＣ 就指出了某些针对该组织的袭击是与
混淆人道援助和军事行动有联系的:
在过去的 １０ 年中ꎬ对人道工作者的蓄意攻击已变成普遍现象ꎮ

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不可接受的ꎬ必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ꎮ 然
而ꎬ这种对人道主义者的摒弃实际上也是将人道援助纳入政治和军
事战略这一政策的副产品ꎮ〔６２〕
人道组织并不是唯一由于援助被用来服务于战略目标而遭到攻击
的对象ꎬ平民也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ꎮ 据说叛乱分子袭击过接受此类援
助的村庄ꎬ作为对他们与敌人“ 合作” 的报复ꎮ〔６３〕 甚至与美国和北约部
队对话也会使当地群众害怕受到报复ꎮ 在纪录片« 犰狳» 的采访中ꎬ一
位当地人对一名丹麦士兵说得很清楚ꎬ北约士兵们“ 全副武装地来” ꎬ然
后离开ꎬ但他和他的村子“ 还在这儿ꎬ接着塔利班就会来” ꎮ 这名当地人
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与北约士兵合作ꎬ向他们提供有关该地区塔利班情

报的原因ꎮ 那名丹麦士兵提醒他:“ 如果你不合作ꎬ我们就无法保证这一
地区的安全ꎬ也就不能为你的孩子们建学校ꎮ” 仍未被说服的当地人则暗
示:“ 你们有枪ꎬ他们也有枪ꎬ如果我说了ꎬ他们就会杀了我ꎮ”〔６４〕
〔６１〕

Ｏｎ ｔｈｉｓꎬ ｓｅｅ Ｓａｒａ Ｐａｎｔｕｌｉａｎｏ ｅｔ ａｌ. 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Ｐ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４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ｓ / ７３４７.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６２〕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 “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ｌｓ ” ꎬ 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ｄａｎｇ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０１. ｈ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６３〕

Ｓｅｅ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９ꎬｐ. １７５. 该文章指出:“ 平民已为这种援助的工具化付

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作为对他们与敌人‘ 合作’ 的报复ꎬ叛乱分子袭击过接受此类援助的村庄ꎻ
而依据少量发放‘ 好东西’ 时搜集的情报ꎬ那些被认为庇护叛乱分子的村庄又被北约部队轰炸
和袭击ꎮ”
〔６４〕

来自纪录片« 犰狳» ( Ａｒｍａｄｉｌｌｏ) ꎮ 该片是对 ２００９ 年驻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丹麦国

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实录ꎮ

３６６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所有上述因素都是支持明确区分人道援助与明显作为反叛乱行动
一部分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行动的理由ꎬ另外也是支持这两个领域分离以
保持各自特点的理由ꎮ 正如挪威难民理事会所言ꎬ“ 人道主义者还会协
助进行‘ 清除、控制和建设’ 活动ꎬ作为北约反叛乱策略的一部分ꎮ 别搞
错:这是军事而非人道活动” ꎮ〔６５〕 让居民的人道需求从属于旨在击败对
手或敌人的策略ꎬ在 ＩＣＲＣ 行动部主任看来ꎬ是“ 与支配 ＩＣＲＣ 行动的基
本原则格格不入的” ꎮ〔６６〕
“ 赢得民心” 策略与国际人道法原则相冲突吗?
国际人道法ꎬ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及其 １９７７ 年两个« 附加

议定书» ꎬ试图在军事必要与人道考虑之间求取平衡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国
际人道法是国家同意为交战各方确立的严格行为守则ꎬ违反它要受到制
裁ꎮ 对那些没有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来说ꎬ它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措施之
一ꎮ 国际人道法承认ꎬ上述人员就其本身而言身处战斗之外ꎮ 冲突各方
遵守国际人道法至少可以使其在暴力敌对行动中保持人性ꎮ 救助和人
道援助能够使平民居民在冲突造成的苦难中得以生存ꎬ并且尽可能在此
期间维持其尊严ꎮ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应不加歧视且公正地向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
援助ꎬ无论其属于冲突的哪一方ꎮ 正如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阐明
的:
真正人道援助的本质特征是“ 不加任何歧视” 地予以提供ꎮ 在
法院看来ꎬ如果提供“ 人道援助” 要避免被指责为干涉尼加拉瓜的
内部事务ꎬ那它不仅必须限于红十字实践中所尊崇的目的ꎬ即“ 预防
〔６５〕

２０１０ ＥＣＨ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ＥＣＨＯ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Ｒａｓｍｕｓｓｏｎꎬ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ｃｈｏ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 ａｉｄ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２０１０ /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 ＮＲＣ.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６６〕

Ｐ.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９ꎬｐ. ５１３.

ｖｉｓ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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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７

和减轻人道灾难” 并且“ 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确保对人的尊
重” ꎻ最重要的是ꎬ它还必须不加歧视地提供给尼加拉瓜所有有需要
的人ꎬ而不仅仅是反政府军及其家属ꎮ〔６７〕
武装部队从未被明确禁止救助平民ꎮ 正相反ꎬ基本的推定是冲突各
方对确保人道援助到达有需要的人手中负有首要责任ꎮ 如果他们自己
不能或不愿意提供援助ꎬ那就要允许公正的人道组织提供的援助和救济
到达有需要的人手中ꎮ〔６８〕 这是当事各方要尽其最大努力保护平民免受
敌对行动影响这项义务的必然结果ꎮ
至于当事方应如何确保援助到达平民居民手中ꎬ« 日内瓦公约» 及
其附加议定书虽未规定所有细节ꎬ但提供了一般性框架以及对合适的救
济物资的某些描述ꎬ还强调了当事方必须采取的某些最低限度的行动ꎮ
冲突各方可以设立医院和安全地带及处所ꎬ以及保护伤兵和平民免受攻
击的中立化地带ꎮ〔６９〕 在这些区域中不得开展任何军事活动ꎮ 冲突一方
应允许纯为他国平民使用的医疗与医院供应品以及宗教礼拜所需物品
自由通过ꎬ即使该国为其敌国ꎮ〔７０〕 还有大量规定涉及在被占领土和非
被占领土提供救济以及家庭联系和重聚的重要性ꎮ〔７１〕
在反叛乱优先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相关规定则少得多ꎮ 尽管四
个« 日内瓦公约» 之共同第 ３ 条确实提及援助与救济的提供ꎬ而且« 第二
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也强调ꎬ如果平民居民由于缺少生存必需品ꎬ如粮

食和医疗用品ꎬ而遭受非常的困难ꎬ冲突各方应允许进行“ 专门属于人道
和公正性质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 的救济行动ꎮ
〔６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Ｍｅｒｉｔｓ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７ Ｊｕｎｅ １９８６ꎬ
ｐａｒａ. ２４３.
〔６８〕

参见日内瓦第一公约至第三公约ꎬ第 ９ 条ꎻ«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０ 条和第 ５９ 条ꎻ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ꎻ«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Ｒ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 ２３.
〔６９〕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４ 条和第 １５ 条ꎮ

〔７１〕

一般见«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 ６２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６８ ~ ７１ 条ꎮ

〔７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２３ 条ꎮ

３６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这表明国际人道法关注的中心在于提供公正的人道援助ꎮ 如果武
装部队本身无法提供救助ꎬ就应当允许人道组织不加歧视地这样做ꎮ 换
言之ꎬ援助和救济的受益者是那些因冲突而遭受苦难并且有需要的人ꎬ
而不是那些可能在打击叛乱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人ꎮ 让后者成为救
助如何发放的决定性因素会与国际人道法的目的背道而驰ꎮ
因此ꎬ就可以理解ꎬ人道组织绝不能受“ 任何政治或军事因素的影
响” ꎮ 它们必须从人的角度关注“ 人的境遇” ꎬ而“ 不管其在军事上、政治
上、专业技能上或其他方面有何价值” ꎮ〔７２〕 此外ꎬ人道组织和救助团体
的行动必须公正ꎬ其本身不能妨害军事行动ꎬ譬如利用其特权地位搜集
或者传递政治或军事情报ꎮ〔７３〕
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而言ꎬ保持这种中立性和公正性在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尤其重要ꎬ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正是反叛乱行动的沃土ꎮ 一
方面ꎬ存在这样一种风险ꎬ领土内正在发生冲突的国家可能会感觉人道
组织在干预其内部事务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国家对于援助如何发放、在哪
儿发放有某种事实上的控制ꎬ叛乱分子和当地居民可能就会认为人道组
织不过是国家政策的延伸ꎬ是侵略军的工具ꎮ
四个« 日内瓦公约» 之共同第 ３ 条专门解决第一种顾虑ꎬ它规定任

何诸如 ＩＣＲＣ 这样的公正人道组织ꎬ都可建议为急需帮助的人提供救助
和援助服务ꎮ 明确增加该条规定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观念ꎬ即“ 提供慈
善服务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尝试ꎬ意在干预” 其领土内正在发生
冲突之“ 国家的内政” ꎮ〔７４〕 插入该条款为 ＩＣＲＣ 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赋予了法律基础ꎮ 它试图重申ꎬ提供人道援助要公正而不能受政治驱

〔７２〕

Ｊｅａｎ Ｓ.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 Ⅳ)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５８ꎬ(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ＧＣ Ⅳ) ꎬＡｒｔ. １０ꎬｐｐ. ９６ － ９７.
〔７３〕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ꎬ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 )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ＡＰ Ⅰ) ꎬ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１ꎬｐａｒａｓ. ３３３７ － ３３３８.
〔７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ＧＣ Ⅳ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２ꎬ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ꎬ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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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减轻苦难ꎮ〔７５〕
通过公开的声明和对行为准则的详细阐述ꎬ人道组织试图把其被视
为军事工具一部分的风险降至最低ꎮ 因此ꎬ１９９６ 年通过的« 国际红十字
和红新月运动及从事救灾援助的非政府组织行为准则» 就呼吁非政府组
织和其他人道行动者保持高度的独立性ꎬ并在武装冲突期间遵守国际人
道法ꎮ〔７６〕 它回顾了国际社会成员所承担的“ 根据需要随时” 提供人道援
助的义务ꎮ〔７７〕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提供援助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 党派性

的或政治性的行动” ꎬ要“ 仅以需求的状况” 来加以确定ꎮ〔７８〕 人道组织
不要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该行为准则的签署者要制定自己独立的
政策ꎬ严 格 服 务 于 人 道 目 的ꎬ 不 使 自 己 “ 成 为 捐 助 国 外 交 政 策 的 工
具” ꎮ〔７９〕 再加上来自人道团体的阻力以及对援助军事化所生风险的合
理担忧ꎬ已有许多理由来支持对如何执行反叛乱和“ 民心” 策略进行反
思ꎮ 很清楚的是:提供短期人道援助必须以需求为基础ꎬ不加任何歧视
而且不能作为军事策略的一部分ꎮ 不过ꎬ这种主张可能会面临来自决策
者和军事战略家的某些抵制ꎬ他们相信如果要使反叛乱在阿富汗以及其
他地方起作用ꎬ利用援助来“ 赢得民心” 就是必不可少的ꎮ 然而ꎬ重新考
虑这一方法可能是合理的ꎬ因为实践中的早期迹象似乎表明ꎬ“ 赢得民
心” 作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一项策略并未起到作用ꎮ
人道援助能赢得民心吗?
正如前文所述ꎬ在阿富汗ꎬ反叛乱的推动者们推断ꎬ可以通过民事活
〔７５〕
〔７６〕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ＧＣ Ⅳ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２ꎬ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ꎬｐ. ４１.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ＧＯｓ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ｃｏｄｅ￣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７７〕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

〔７９〕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４.

〔７８〕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１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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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军事活动的结合以及允许短期人道援助作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来
赢得民心:这就默示地拒绝了在冲突中存在真正中立且独立的人道空间
的理念ꎮ〔８０〕 哪怕有一点证据表明ꎬ援助的军事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减
少了暴力活动ꎬ有助于人道组织接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ꎬ最终减少了平
民居民承受的苦难和不人道行为ꎬ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ꎬ尽管有
来自人道界的阻力以及对某些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的明显侵蚀ꎬ但军队
接管人道援助也未必全是坏消息ꎮ 呼声日益高涨的主张是ꎬ应对新型的
战争和新型的敌人ꎬ需要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确立的那些方法ꎮ
然而迄今为止ꎬ晚近的研究成果似乎指向了相反方向:通过提供短
期援助和救济来“ 赢得民心” 事实上并未在反叛乱过程中取得大规模成
功ꎬ也没有使平民居民明显受益ꎮ
援助的军事化无法“ 赢得民心”
反叛乱的主要焦点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善环境ꎬ即切断当地居
民对叛乱分子的支持ꎮ 而其成功的关键要素则是确保针对当地政府的
任何消极看法都得以消除ꎮ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ꎬ包括安
全、发展、法治和善政ꎮ 对介入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部队而言ꎬ其终极目
标应是给当地社会带来稳定与安全ꎬ从而消灭叛乱分子ꎮ 他们的行动不
应仅仅局限于使其在外国领土的存在和作用合法化ꎮ〔８１〕 因此ꎬ在具体
操作上ꎬ检验标准就变成军队提供的援助和救济( 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
长期的) 是否成功地促进了上述目标的实现ꎮ
诚然ꎬ从阿富汗这场“ 长期战争” 中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既有实际
困难也有可能为时过早ꎮ 然而ꎬ尽管总体规模不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
〔８０〕

人道空间被理解为救济和人道机构能够在冲突局势中有效运作所需的空间ꎮ 然而ꎬ

〔８１〕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ｖｉｅｗ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ｒ Ｇｅｒａｌｄ Ｔｅｍｐ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对于该术语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ꎮ
ｏｎ Ｗｉｌｔｏｎ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０２２: Ｗｉｎｎｉｎｇ ‘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 ｉｎ ＣＯ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ꎬ１１ － 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ꎬ ｐ. 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ｓｆ. ｅ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１００４ＷＰＣ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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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表明ꎬ显而易见ꎬ发展的倡议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已经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安全状况ꎬ并且提高了居民对当地政府的支持ꎬ由此似乎证明
了反叛乱的“ 民心” 方法是有效的ꎮ 然而ꎬ任何成功都必须经过有效性
和可持续性的检验ꎬ对于国际部队来说尤其如此ꎮ
关于伊拉克反叛乱的一项经济学研究暗示出日益增长的援助和发
展项目成本与暴力活动减少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该研究还指出这也可能
是 ２００７ 年美国向伊拉克增兵后的巧合ꎮ〔８２〕 另一项关于阿富汗的研究
则断定ꎬ日益改善的经济状况与当地人对阿富汗政府的态度之间存在明
显的联系ꎮ〔８３〕 不过ꎬ上述研究的作者们也发现ꎬ这并没有显著转化为安
全环境的改善ꎮ 有意思的是ꎬ那些被认为无论是在“ 感到经济富裕” 方
面还是在“ 平民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态度” 方面抑或对非政府组织
都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的项目ꎬ都是由阿富汗政府而非国际部队提供
的ꎮ〔８４〕 这些研究成果与近一个世纪以前由托马斯劳伦斯提出的建议
并无太大的差别ꎬ即最好让当地政权来负责管理:
不要试图自己做得太多ꎮ 阿拉伯人干得差不多就比你干得十
全十美效果更好ꎮ 这是他们的战争ꎬ你要帮助他们ꎬ而不是为他们
赢得这场战争ꎮ 实际上ꎬ在阿拉伯半岛极为古怪的条件下ꎬ你实际
工作做得可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好ꎮ〔８５〕
尽管中长期援助和开发项目取得了适度成功ꎬ但在回顾可用的一些
有限的研究时ꎬ几乎没有( 如果有的话也很少) 证据表明由国际部队实
〔８２〕

Ｅｌｉｎ Ｂｅｒｍａｎꎬ Ｊａｃｏｂ Ｎ. Ｓｈａｐｉｒｏꎬ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Ｈ. Ｆｅｌｄｅｒꎬ “ 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Ｂ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ｒａｑ” 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Ｖｏｌ. １１９ꎬ
Ｎｏ. ４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６６ － ８１９.
〔８３〕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ａｔｈꎬ Ｆｏｔｉｎ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ꎬ ａｎｄ Ｒｕｂｅｎ Ｅｎｉｋｏｌｏｐｏｖꎬ “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ꎬ Ｍ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１１ － １４ꎬｐｐ. ２ － ３ꎬ２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ａｔｅｗａｙ. 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Ｔ ＿
Ｗｉｎｎｉｎｇ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ｓ.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８４〕
〔８５〕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１ꎬ２０.

Ｔ.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２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ꎬｉｎ Ａｒａｂ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１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ｉ. ｌｉｂ. ｂｙｕ. ｅｄｕ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Ｔｈｅ＿２７＿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Ｔ. 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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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短期人道援助计划有益于整体的反叛乱策略ꎬ尤其是在阿富汗ꎮ 但
决策者和军方还是不由自主地联合起来ꎬ认定赢得民心是阿富汗反叛乱
行动的关键ꎬ并自 ２００８ 年起开展了大量工作让当地居民对叛乱感到厌
恶ꎮ 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些明显的失利:联军重点关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的接受度而非对政府形成支持ꎻ军队使用武力无法与赢得民心协调一
致ꎻ赢得民心的尝试实际上可能滋生轻视与危险ꎮ
尽管很难找到确切的数字ꎬ但在阿富汗ꎬ为了消灭叛乱已在短期、速
效和共赢计划上投入了数百万美元ꎮ〔８６〕 当然ꎬ作为反叛乱策略的一部
分ꎬ军队通过此类项目提供的人道援助ꎬ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出于善意ꎬ能
就地为军队提供一些短期利益ꎬ同时也会使受益的居民产生感激之情ꎮ
事实上ꎬ费恩斯坦国际中心 ２０１２ 年的报告就在分析了阿富汗 ５ 个省份

中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后指出ꎬ根据军方官员的报告ꎬ“ 在一些地区ꎬ
军方管理的援助项目可能已产生短期的安全利益ꎬ至少在保护部队这个
有限的意义上是如此” ꎮ〔８７〕 在谈到部队的保护利益时ꎬ用一位军民合作
官员的话来说就是ꎬ“ 短期内ꎬ这能避免人们向巡逻部队扔石头ꎬ因此非
政府组织就能开展行动ꎬ反过来帮助实现长期安全” ꎮ〔８８〕 该研究还注意
到ꎬ在其他两个省份ꎬ军方感到这种项目可以挽救生命ꎬ因为当地居民越
来越愿意提供有关简易爆炸装置的情报ꎬ军队也更容易进入村庄ꎮ〔８９〕
不过ꎬ如果军方管理的援助项目允许国际部队同当地居民进行某些
合作ꎬ并且可能会在战术层面有助于军方搜集“ 环境信息和情报” ꎬ那这
些项目几乎就不会产生长期的和整体的战略影响ꎮ〔９０〕 正如基尔卡伦最
〔８６〕

根据费 恩 斯 坦 中 心 的 报 告ꎬ 仅 通 过 指 挥 官 应 急 计 划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向省 级 重 建 队 拨 付 的 资 金 就 接 近 ２６. ４ 亿 美 元ꎮ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Ｆｉｓｈ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ｄｅｒꎬＷｉｎｎ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 Ｈｅｌｍ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Ｔｕｆ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ｐ. 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ＷｉｎｎｉｎｇＨｅａｒｔｓ￣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８７〕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４.

〔８９〕

Ｉｂｉｄ.

〔８８〕
〔９０〕

Ｉｂｉｄ.

“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Ｗｉｌｔｏｎ Ｐａｒｋ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０２２”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ꎬ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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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的解释:“ 在反叛乱过程中ꎬ感激的效果会持续到太阳下山ꎬ然后叛
乱分子出现了ꎬ并且说:‘ 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ꎬ对吧? 如果不是ꎬ我们就
杀了你ꎮ’ ”〔９１〕

除此以外ꎬ其他早期的研究已经表明ꎬ诸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

的反叛乱行动中ꎬ短期的激励和让步并不必然与长期的转型政策紧密相
关ꎬ而后者旨在落实可持续的和持久的司法体制与善政ꎮ〔９２〕 对在外国
领土作战的美国和北约来说尤其如此ꎮ 他们不仅必须要克服当地人将
其视为侵略军的消极看法ꎬ还必须努力加强该国内部的善政ꎮ 譬如在阿
富汗ꎬ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就断定ꎬ美国提供的援助可能只对美军的安
全具有短期的好处ꎬ但“ 几乎无法促进当地人对东道国的普遍拥护ꎮ 事
实上ꎬ如果东道国政府执政能力相对较差ꎬ美国的援助可能会事实上使
本土的政府丧失信誉” ꎮ〔９３〕

费恩斯坦国际中心 ２０１１ 年的报告援引了 ２００８ 年在赫尔曼德省英

国部队和省级重建队使用的速效项目作为问题地区的实例ꎮ 速效项目
被融入“ 共赢方法” ꎬ凭此方法援助项目“ 被假定能够‘ 收买’ 阿富汗人的
忠诚” ꎮ〔９４〕 项目包括食宿招待、信誉酬金以及小规模可快速实施的工
程ꎮ 该报告发现这些项目都失败了ꎬ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 以不切实
际的乐观期望为基础” ꎮ〔９５〕 省级重建队没有凝聚力、项目缺乏地方所有
权以及当地官员的腐败都意味着预期的目标无法达成ꎬ有时甚至会破坏
速效项目本来可能产生的任何积极影响ꎮ〔９６〕
费恩斯坦国际中心在随之而来的 ２０１２ 年报告中仔细考虑了阿富汗
〔９１〕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ｃｋｅｒꎬ “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 ?” 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１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０６ / １２ / １８ / ０６１２１８ｆａ ＿ ｆａｃｔ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ａｇｅ ＝ ａｌｌ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９２〕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９４.

〔９４〕

Ｓ. Ｇｏｒｄ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２ꎬｐ. ４２.

〔９３〕
〔９５〕
〔９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９２.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４２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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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个省份的援助、安全和“ 民心” 之后ꎬ得出了关于腐败和援助不公平发
放的比较研究结果ꎮ 报告注意到ꎬ当地居民也感觉大型的、可见的基础
设施项目比小型的、于阿富汗发展无益的项目更可取ꎮ 大型项目能创造
工作岗位并刺激当地的经济ꎬ从而加强安全环境ꎮ〔９７〕 同样ꎬ国际危机组
织在关于阿富汗冲突和援助的报告中ꎬ也感到成功的任何契机以及长期
稳定都需要制度建设并且促进“ 就业、人身安全、正义和治理” ꎮ 对国际
危机组织来说ꎬ把援助与反叛乱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是“ 曲解了对援助的
看法以及提供援助的条件” ꎮ〔９８〕
在阿富汗“ 赢得民心” :弊大于利?
对包括一位美军上校在内的一些评论家来说ꎬ“ 赢得民心” 策略为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叛乱“ 提供了错误的关注点” :如果“ 目标是离开阿富
汗” ꎬ美军只需要“ 与当地人搞好关系” ꎬ为当地居民创造一种未来很有
“希望” 以及阿富汗政权的执政能力值得“ 信任” 的感觉ꎮ 这就是为阿富
汗政权去赢得民心ꎮ〔９９〕

尽管存在这种批评ꎬ反叛乱战略家们可能觉得ꎬ任何来自当地居民
的积极反馈与合作ꎬ哪怕微不足道且极为匮乏ꎬ也是了胜于无ꎮ 如果可
以获得某些利益ꎬ他们就会加入ꎬ而军队则应坚持“ 人道” ꎬ共同赢得项
目ꎮ 不过ꎬ这样可能会付出代价ꎮ 如果反叛乱的重点是为当地政府赢得
支持并创造一个安全的经济发展环境ꎬ那么还应坚持不懈地开展与上述
整体目标不符的短期军事化人道援助项目吗?
军事决策者们需要问的另一个问题是ꎬ在实践中士兵们是否曾经从
不友好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当地居民那里赢得过人心ꎮ 美军« 平叛战
〔９７〕

Ｐ. Ｆｉｓｈ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 Ｗｉｌｄ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６ꎬｐｐ. ４２ － ５１.

〔９９〕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Ｊｏｈｎ Ｍ. Ｓｐｉｓｚｅｒꎬ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ｂｙ ａ

〔９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ＶＩ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Ｃｏｍｂａｔ Ｔｅａｍ” ꎬ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３ － ７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ｓａｃａｃ. ａｒｍｙ. ｍｉｌ / ＣＡＣ２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ａｒｔ０１２.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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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中的一个附录强调了ꎬ若军队将赢得民心作为反叛乱的一部分ꎬ那么
它在这一角色中所面临的紧张态势:
一旦你进入你的部门ꎬ你的关键任务就是建立可靠的网络ꎮ 这
就是“ 民心” 一语的真正含义ꎬ它由两个独立部分“ 心” 与“ 智” 组成ꎮ
“ 心” 意味着使当地人相信你的成功会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们的利
益ꎻ“ 智” 意味着使他们确信你可以保护他们ꎬ而反抗你则毫无意
义ꎮ 要注意的是ꎬ任何一个概念都与当地人是否喜欢你无关ꎮ〔１００〕
同样ꎬ纪录片« 当代启示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从多个方面总结了在一个特

定的敌对环境中( 阿富汗的科伦加尔山谷) 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所面临
的挑战ꎮ 由于实际的敌对行动仍在持续ꎬ部队仍需要打击叛乱分子ꎬ你
能指望士兵们有效地执行“ 赢得民心” 策略吗?〔１０１〕 在纪录片中ꎬ一位军
官在每周的舒拉会议结束之后解释说ꎬ美军赢得当地居民信任的努力在
面对其自身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时是如此无能为力ꎮ 在影片别的场
景中ꎬ两名士兵通过无线电的对话流露出一丝他们对“ 民心” 策略的感
觉ꎮ 在一名士兵提到该策略时ꎬ另一名士兵答道:“ 是啊ꎬ我们既要赢得
他们的心ꎬ也要赢得他们的理智ꎮ”〔１０２〕
更令人心酸的是ꎬ在影片别的场景中ꎬ另一名士兵说得很清楚:“ 民
心策略不起作用ꎮ” 他还指出ꎬ作为步兵ꎬ他们在执行“ 民心” 策略方面并
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ꎮ 他补充说:
到那儿并且像朋友一样ꎬ所有这些全都不起作用尤其是在
你们有阿富汗尼的时候ꎬ我们只会遭遇路边炸弹、简易爆炸装置ꎬ当
地人向我们吐口水ꎬ骂我们是异教徒如果你看到一个家伙向你
开枪并且 把 妻 子 和 孩 子 带 在 身 边  因 为 他 知 道 我 们 不 会 还
〔１００〕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ꎬ “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 ꎬ ＦＭ ３ － ２４. ２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Ｃ: “ Ｔｗｅｎｔｙ￣ｅｉｇｈ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ｅｖｅ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ꎬ ｐ.
Ｃ － ４ꎬｐｏｉｎｔ １３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１０１〕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Ｊ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ｄｉｒ. ) ꎬ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

〔１０２〕

Ｉｂｉｄ.

ｃｏｍ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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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或者这个家伙来了ꎬ和我们握手ꎬ拿走我们给他养活家人的
１０ 袋大米以及文具和衣物ꎬ然后立即上山向我们发射火箭弹ꎬ第二
天早上ꎬ他又下山了ꎬ和他的羊群走在一起面带微笑ꎮ 去他的民心
吧ꎮ〔１０３〕
影片强调的是ꎬ无论当地居民还是军队似乎都不相信“ 民心” 策略
可以起作用ꎮ 对当地居民来说ꎬ始终就是一个信任问题ꎬ他们也不太理
解美军怎么能一边杀人一边又对你好ꎮ 对士兵来说ꎬ他们对其在反叛乱
过程中扮演的双重角色明显感到沮丧ꎬ甚至还有点愤世嫉俗ꎮ
除了现实中的挑战ꎬ对那些坚定地认为赢得民心策略可以起作用的
人来说更应该担心的是ꎬ最近的迹象表明ꎬ一般情况下作为反叛乱策略
一部分而进行的援助ꎬ可能实际上正在破坏着安全和政府的稳定ꎮ ２０１２

年费恩斯坦报告中的意见显示ꎬ援助项目可能会引起 “ 紧张局势和冲
突” ꎬ因为这些项目“ 被认为强化了不平等并且人为地制造了赢家和输
家” ꎮ〔１０４〕 报告指出ꎬ一些地区可能会在物质激励下确保某个区域的安全
从而吸引援助项目ꎬ而其他一些地区则可能会实际上制造问题以阻止对
既存项目的监督ꎮ 更让反叛乱实施者关注的应该是报告中受访者的评
论ꎬ他们认为吸引援助项目的一项良好策略是“ 尽量少提叛乱分子正在
本区域活动ꎬ也尽量少提需要‘ 赢得民心’ 的行动” ꎮ〔１０５〕 国际援助官员
也声称ꎬ一些当地社团正在利用 “ ‘ 带给我们发展’ 这一魔咒” 作为威
胁ꎮ〔１０６〕 尽管报告的有关部分并未区分短期共赢项目和中长期发展项
目ꎬ即便如此ꎬ军方和决策者在利用援助来赢得当地社群的感激和接受
度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些研究成果ꎮ
虽然这些源于初步研究的成果并不全面和彻底ꎬ并且在联军撤离阿
〔１０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Ｊ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ｉｍ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ｄｉｒ. ) ꎬ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

ｃｏｍ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ꎬ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ｌｉｐ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Ｋｙｌ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ｏｎ “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ｉｋ９ｄＶｄ５ＩｕｔＭ(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０４〕

Ｐ. Ｆｉｓｈ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 Ｗｉｌｄ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６ꎬｐ. ６１.

〔１０６〕

Ｉｂｉｄ.

〔１０５〕

Ｉｂｉｄ. ꎬｐ.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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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时当然需要进一步补充ꎬ但似乎并没有可见的证据可以断定ꎬ由美
国及其盟友推动的短期救助和人道援助项目为阿富汗的稳定作出了重
大贡献ꎮ 恰恰相反ꎬ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ꎬ作为反叛乱策略一部分的援
助和开发项目被认为毫无作用ꎬ甚至可能与整体策略背道而驰ꎮ
不过ꎬ反叛乱策略的实施者们可能会主张ꎬ在缺乏进一步的实际数
据时ꎬ战场上部队的短期安全和情报利益仍重于整体的稳定ꎬ就此而言ꎬ
接手人道援助并将其作为整体反叛乱策略的一部分仍然是可行的ꎮ 坚
持这种方法当然会使其与人道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存在ꎬ还会产生
与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的持久冲突ꎮ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军方和决策
者们在为未来的冲突制定原则和策略时不应对反叛乱过程中援助军事
化的成本和收益重新进行严肃的评估吗?
反叛乱的未来?
预测冲突的趋势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ꎬ尽管看起来这种阿富汗型
的受到反叛乱驱动的冲突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减少ꎮ 事实上ꎬ美
国和其他主要军事大国的战略思想倾向于表明ꎬ常规的全面战争正逐渐
衰落ꎬ代之而起的是在当地居民中间进行的远征作战ꎬ同时伴随着一些
反叛乱行动ꎬ这可能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占主流的战争形式ꎮ〔１０７〕
美国国防部预测出一种“ 变革的步伐持续加快的复杂且不安定格
局” ꎮ〔１０８〕 这一过程会伴随着“ 新国家的崛起、非国家行为者日益增长的
影响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高科技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一系列
持久和新兴的趋势” ꎬ给未来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挑战ꎮ〔１０９〕 同样ꎬ英
国政府在其 ２０１０ 年« 国家安全评论» 中也描绘了一种复杂的未来格局:
〔１０７〕

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ａｎｅｙ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ꎬｉｎ Ｔ. Ｒｉｄ ａｎｄ

〔１０８〕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ｐ. ５ꎬ

〔１０９〕

Ｉｂｉｄ.

Ｔ. Ｋｅａｎ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ｐ. ２５５ － ２６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ｑｄｒ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３７８

« 红十字国际评论»２０１１ 年文选

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不会消失ꎬ但其特点已发生变化ꎮ 诸如经
济、网络和代理人行动等不对称战术取代了直接的军事对抗ꎬ将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ꎬ因为无论是敌对的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者ꎬ都
会寻求优势ꎬ以战胜常规军事能力胜过他们的对手ꎮ〔１１０〕
在其 ２０１１ 年关于国际人道法面临的当代挑战的报告中ꎬＩＣＲＣ 同样

注意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主导地位ꎬ这些冲突以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
态对抗之间的模糊性以及更长的持续时间为标志ꎮ〔１１１〕
至于具体的反叛乱和反恐问题ꎬ美国并未将其视做“ 安全格局中的
短暂或反常现象” ꎮ〔１１２〕 相反ꎬ美国国防部谈到了在 “ 不明朗的未来” ꎬ

“ 极端主义的暴力团体ꎬ无论有无国家的支持ꎬ都会持续挑起不稳定并挑
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ꎮ〔１１３〕 不过ꎬ美国国防部并未把反叛乱包括在应
对这些威胁的手段之内ꎮ 正如基尔卡伦预测的那样ꎬ如果打击“ 基地”

组织将是一场长期的、持续几代人的冲突ꎬ可能持续 ５０ ~ １００ 年ꎬ而且在
此期间的暴力程度也起伏不定ꎬ那么不愿明确加以规定也是可以理解
的ꎮ〔１１４〕
因此ꎬ涉及大量驻军的反叛乱行动ꎬ正如人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
看到的情况ꎬ似乎无法铺平前方的路ꎮ 倘若打击激进叛乱分子的冲突明
显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而且近来反叛乱的成果有限ꎬ上述观点就会得
到有力支持ꎮ 根据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ꎬ“ 期待与大规模外国军
事干预协力进行成功的反叛乱没有任何经验基础ꎮ 如果有什么的话ꎬ也

〔１１０〕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 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ｒｅｃｔ. ｇｏｖ. ｕｋ / ｐｒ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 ＿ｄｇ /

ｇｒｏｕｐｓ / ｄ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 ＠ ｄｇ /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 / ｄｇ＿１９１６３４. ｐｄｆ(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在未来的冲突和不稳定地区中ꎬ英国要依赖预防性行动和民事行动ꎬ而不是军事干涉:

“ 为了协助给这类国家带来持久的稳定ꎬ我们( 英国) 大力支持冲突的预防和减少贫困ꎮ 我们通
过整合了外交、发展、防御和情报资源的综合方法提供这种支持ꎮ” ( 同上ꎬ第 ４４ 页)
〔１１１〕

ＩＣＲ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５ꎬｐｐ. ５ － ６.

〔１１３〕

Ｉｂｉｄ.

〔１１２〕
〔１１４〕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８ꎬｐ. ２０.

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ｉｌｌ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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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

是大规模外国军事干预与成功的反叛乱之间的消极关系” ꎮ〔１１５〕 报告还

补充说ꎬ在反叛乱过程中“ 最好的情况是ꎬ大规模外国军事介入总体上没
什么作用ꎻ最糟糕的情况则是ꎬ它起了反作用” ꎮ〔１１６〕 基尔卡伦坚决主张ꎬ
未来应避免在伊斯兰世界进行大规模的单边军事干预ꎮ〔１１７〕

就这一点来说ꎬ再加上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反叛乱行动的教训ꎬ但
也基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其他地方的反叛乱经验ꎬ打击叛乱分子需要
更多的“ 民事” 参与和更少的军事介入ꎬ尤其是在当地叛乱活动受到外
部支持的情况下ꎬ这一点正慢慢地得到认可ꎮ 因此ꎬ日益增多的共识也
认为应主要保留武装部队传统的强制职能ꎮ 此外ꎬ预算的削减可能会对
美英两国的军队造成影响ꎬ要求他们的防御能力更为精简ꎮ 美国国防部
总顾问约翰逊确认了这种结构性改变和经济制约的现实:
在这财政紧缩的时代ꎬ我们( 美国) 已开始着手制订计划ꎬ将军
队转型为更加机动灵活并可快速反应的高科技部队ꎬ包括减小现役
陆军 和 海 军 陆 战 队 的 规 模ꎬ１０ 年 累 计 削 减 国 防 预 算 ４８７０ 亿 美
元ꎮ〔１１８〕

对具体的行动ꎬ军方实际上必须因此更加懂得选择ꎬ优先开展“ 针对
偏远或人口稠密地区高价值目标的直接行动、秘密行动、精确打击行动”
而非不确定的“ 赢得民心” 行动ꎮ〔１１９〕
在代替大规模军事干预方面ꎬ基尔卡伦建议更少的直接介入和更多
的间接干涉ꎬ更好的做法是与当地政权、安全服务部门和民间社团领导
人建立伙伴关系ꎮ 在他看来ꎬ民间机构应优先于军队ꎬ当地人应优先于

〔１１５〕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２４３.

〔１１７〕

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ｉｌｌ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２６９.

〔１１６〕
〔１１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４４.

Ｄｅａｎ’ 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Ｌａｗ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ｙ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ꎬ ｂｙ Ｊｅｈ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ｊｅ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ｓｐｅｅｃ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ｌａｗｙｅｒｓ￣ｌａｗｙｅｒｉｎｇ￣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ｐ２７４４８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１９〕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ｘｉｖｉｉ.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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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部队ꎮ〔１２０〕 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提出了类似建议ꎬ呼吁增加民间机
构的部署并关注当地安全能力建设ꎬ从而发展全面、平衡的反叛乱能
力ꎮ〔１２１〕 随着未来反叛乱过程中军队的减少ꎬ建议当地民间机构关注的
重点应放在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上ꎬ使其职能全面、反应灵敏ꎬ能实质上
解决当地居民的需求ꎮ〔１２２〕
尤其对美英两国而言ꎬ要更多地关注预防ꎬ找出并解决造成不稳定的
社会经济根源ꎬ从而降低冲突爆发的风险ꎮ 如果需要军队的实际行动ꎬ未
来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景象似乎就是迅速进入敌对区域ꎬ并
且更多地依赖当地部队和无人驾驶工具ꎬ如无人机ꎮ 受反叛乱驱动并有
军队参与的行动仍会继续下去ꎬ尽管多半会以更缓和、更有限的方式进
行ꎮ 军队将被要求恢复其传统职能ꎬ即通过使用武力使“ 敌人” 丧失战
斗力ꎬ从而摆脱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被赋予的“ 赢取民心” 的角色ꎮ
如果这种模式被证明是未来的方向ꎬ就有望将越来越少的人道援助
用于实现军事目标ꎮ 反过来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ꎬ这会使中立且独立的
人道空间得以维持ꎬ使援助和救济的分配以需求为基础而不再作为军事
策略的必要组成部分ꎮ
结论
如果反叛乱无论以何种形式根植于此ꎬ那么在美国及联军部队在阿
〔１２０〕

Ｄ. Ｋｉｌｃｕｌｌｅｎꎬ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Ｇｕｅｒｉｌｌ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２８３. 他还强调ꎬ任何军事援助

都应旨在处理不良治理、发展乏力和制度性腐败ꎬ而所有这些情形都会为叛乱分子提供口实ꎮ
只有通过与援助机构、慈善团体、教育工作者、外交部和国家“ 全方位” 的合作ꎬ上述目标才可能
达成( 同上ꎬ第 ２８９ 页) ꎮ
〔１２１〕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ｐ. ８３ － ８４ꎬ３５１ － ３５３. 报告注意到ꎬ一些学者建议用比

较方法研究索马里冲突ꎮ 建设型分离和经营型介入只是提出来的两种理论ꎬ每种理论的前提
都是民事解决方案优于军事解决方案ꎬ地方性解决方案优于国际性解决方案ꎮ Ｓｅｅ Ｂｒｏｎｗｙｎ

Ｂｒｕｔｏｎ ａｎｄ Ｊ. Ｐｅｔｅｒ Ｐｈａｍꎬ“ Ｈｏｗ ｔｏ 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ꎬ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３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６８３１５ / ｂｒｏｎｗｙｎ￣ｂｒｕｔｏｎａｎｄ￣ｊ￣ｐｅｔｅｒ￣
ｐｈａｍ / ｈｏｗ￣ｔｏ￣ｅ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ｉｎ￣ｓｏｍａｌｉａ(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２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６３ －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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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的行动趋缓时ꎬ把人道和军事活动混同并作为反叛乱行动的一部
分ꎬ能从这种经验中获取什么样的教训ꎬ我们将拭目以待ꎮ 研究和实践
均已表明ꎬ人们始终期待对反叛乱行动加以调整以便最佳应对叛乱分子
带来的挑战ꎮ 不过ꎬ以“ 赢得民心” 为基础并结合作为工具的人道援助
的策略ꎬ似乎也未必有利于整体军事目标的实现ꎮ 最好的情形是ꎬ它可
以赢得当地居民短期的感激ꎬ但这种感激会迅速消退ꎻ最糟糕的情形是ꎬ
它可能在战略上起反作用ꎮ
从人道组织的视角来看ꎬ他们希望今后反叛乱军事行动的决策者们
可以充分注意到ꎬ把人道援助用做整体军事策略的一部分来赢得民心所
带来的风险ꎮ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ꎬ都应注意到人道机构表
达的严重忧虑ꎮ 援助工作与军事目标的混同会把人道行动者置于危险
之中ꎬ他们会被叛乱分子视为外国“ 侵略” 军的帮凶ꎮ 如果人道行动者
不能在亟须救济的地区有效履行其职责ꎬ就会加剧需要援助的平民的苦
难ꎬ反过来就可能使该地区更不稳定ꎮ 正如 ＩＣＲＣ 行动部主任所说的那
样:
有鉴于此ꎬ我认为政治和军事决策者们有必要严肃面对将人道
援助融入反叛乱行动这一做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ꎮ 对人道组织来
说ꎬ他们必须以一种更加自省和诚实的方式讨论其所做选择的后
果ꎬ并切实确定他们希望如何行动ꎮ 如果不这样做ꎬ就会使人道工
作者的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ꎬ而且更为严重的是ꎬ这会将武装冲突
的受害者置于更加孤立和危险的境地ꎮ〔１２３〕
在复杂的冲突局势中ꎬ如果人道援助与军事政策不分离开来ꎬ人道
组织就会持续面临被叛乱分子甚至是当地居民认为不公正、不中立并且
为反叛乱行动效力的风险ꎮ 尽管在阿富汗有许多人道组织已经能够重
新赢得信任并开辟出亟须的人道空间ꎬ但这仍是一个旷日持久并且充满
坎坷的过程ꎮ 经验表明ꎬ一旦形成消极的认识ꎬ再要改变就很难ꎬ这经常
会对需要援助的居民造成损害ꎮ
〔１２３〕

Ｐ.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２.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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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策者和军事战略家们来说ꎬ挑战在于如何在为今后的冲突制定
有效的反叛乱行动策略时吸取这些教训ꎮ 出于各种原因ꎬ接手人道援助
以赢得民心充满了争议和风险ꎬ而且作为反叛乱策略可能毫无效果ꎬ这
一点已是十分清晰了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