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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ꎬ日益增加的城市化压力使人们越来越关

注城市在面临武装威胁时的易损性ꎮ ２１ 世纪武装冲突性质的变化及其

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影响暴露出和平与安全在规划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坚持一种规避当地视角和机构的“民族国家倾向”ꎮ 虽然在城市中全面

动用军力所造成的破坏与往日并无二致ꎬ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仍呼吁各

国改变城市地区的战术思路ꎮ 在一个由人口日趋稠密的城市组成的世

界里ꎬ要避免大规模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ꎬ那些旨在预防冲突或帮助各

国向和平过渡的机制尤为关键ꎮ 另一个重要关切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面临非国家参与方低强度的长期暴力活动时的易损性ꎬ尤其是在后冲突

环境当中ꎮ 城市的冲突预防及和平过渡(包括国际社会的主流手段ꎬ如
维持和平、稳定及重建援助)受到城市特有的压力的影响ꎬ这些压力与人

口增加、移民、种族关系紧张、机构能力衰退及城市公共服务薄弱有关ꎮ
因此ꎬ城市的物理及社会特性与军事及发展政策以独特的方式相互作

∗

∗∗

安东尼奥桑帕约是国际战略研究所安全与发展问题助理研究员ꎮ 他研究的方向是城

市治理与武装暴力的相互作用ꎬ特别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如何应对武装冲突ꎮ 他还对拉丁

美洲尤其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墨西哥及巴西的暴力犯罪进行考察ꎮ 他在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系

获得硕士学位ꎬ并曾在巴西从事记者工作ꎮ
尹文娟ꎬ北京大学法学学士ꎬ曾任职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ꎮ



用ꎮ 理解对武装冲突的城市驱动因素产生影响的城市战略环境———关

键性的当地参与方、服务及机构ꎬ有助于实务工作者和战略家制定全面

的政策ꎮ
关键词:城市冲突ꎻ城市战ꎻ城市ꎻ冲突预防ꎻ维持和平ꎻ联合国ꎻ多功

能行动ꎻ稳定ꎻ复原力

对于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ꎬ城市在其发展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ꎮ
大城市地区集中了工业和服务业ꎬ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

产力的重要引擎ꎮ〔 １ 〕 但随着许多发展中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速加快ꎬ人
们逐渐达成共识:武装暴力和冲突越来越倾向于影响这些人口中心ꎬ从
而危及更大范围的国家复原和发展ꎮ

全球城市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增长ꎬ使人们担忧此类冲突可

能在人口密集地区越来越频繁出现ꎮ 根据从各种来源得到的信息ꎬ这与

城市系统承受的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有关ꎬ还有一点就是这类地方对非政

府武装团体的吸引力ꎮ 这两大危险因素———人口快速增长及非国家参

与方的武装活动———是城市冲突战略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ꎮ 尽管其他

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ꎬ如信息互联、国家力量薄弱ꎬ但学术界及人道界

对城市冲突与日俱增的关切却源自这两项态势ꎮ 例如ꎬ乌克兰东部始于

２０１４ 年的冲突中引起广泛讨论的“混合战争”的概念ꎬ由“国家与各种非

国家参与方” (主要是在城市)同时使用的各种战术所构成ꎮ〔 ２ 〕 在战

略、军事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戴维基尔卡伦指出:“非国家冲突(游击

队、部落、内战或武装犯罪活动ꎬ如土匪及黑帮火拼)往往在人们居

住的地区之内或附近发生”———战争发生在“越来越拥挤的城镇、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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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ꎮ〔 ３ 〕

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冲突经济” 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化与非国家武

装活动间的联系ꎮ 在定义“异常全球化”时ꎬ美国国防大学强调了这种

毫无章法的非国家态势的地理方面(特别是城市):这种观点称ꎬ犯罪流

经过各个城市ꎬ“游走于事实上的群岛ꎬ从美国大城市的贫民区到里约热

内卢的平民窟ꎬ再到巴黎郊区ꎬ然后是围绕几内亚湾、从阿比让到拉各斯

几乎连绵不绝的城市贫困带”ꎮ〔 ４ 〕 根据保罗科利尔经典的内战“贪
婪”论ꎬ类似的态势强调非法获利ꎬ这些利益使国家内部战争取代国家间

战争成为主流ꎮ〔 ５ 〕 之后的研究表明“城市中的目无法纪”可以滋生类似

的冲突经济:在写到发生在喀布尔(阿富汗)和卡拉奇(巴基斯坦)的相

邻冲突的影响时ꎬ丹尼尔埃瑟尔认为“‘经典的’农村军阀似乎逐渐变

成了现代的城市军阀”ꎮ〔 ６ 〕 非政府武装团体通过其非法经济可以在城

市获得更多利益ꎬ他们一直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群一起经历着城市化

进程ꎮ
实际上ꎬ近年来一些最为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城市ꎬ国家与非国家

力量在大量平民居民之中交战ꎮ 以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为例ꎬ有些地区几

乎被彻底摧毁ꎬ人口也大幅减少:这个拥有 ４０００ 年历史的城市ꎬ在 ５ 年

之内失去了超过一半的人口ꎮ〔 ７ 〕 伊拉克摩苏尔在政府军试图驱逐所谓

的“伊斯兰国”成员时也遭到轰炸ꎬ而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和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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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在 ２０１４ 年则遭到分离分子和政府军的重武器火力攻击ꎮ〔 ８ 〕 这些

例子当中城市战的开展方式和影响与历史趋势相比似乎没有变化:极其

严重的暴力以及给基础设施及民众带来的相应后果ꎬ这着实令人不安ꎮ
虽然大多数后冲突时期的脆弱环境都经历了强度低得多的交火ꎬ但城市

化的加速和非国家武装活动的加剧还是扩大了城市中政治暴力行为的

范围ꎮ 这只会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ꎬ因为城市冲

突会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出现ꎮ 实际上ꎬ如下文所示ꎬ非政府武装团体的

模糊性和多样性已成为当前冲突的主要方面ꎮ
随着全球城市人口的增长ꎬ这些挑战进一步加剧ꎬ特别是在脆弱国

家周边地区及处于冲突当中的国家ꎬ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

南亚的情形ꎮ〔 ９ 〕 尽管武装冲突(如摩苏尔、阿勒颇及顿涅茨克的情形)
并非仅仅因城市人口压力而起ꎬ但对于脆弱地区或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ꎬ人口增长是进一步的危险因素ꎮ 同样ꎬ鉴于全球超过一

半人口生活在楼宇密集区ꎬ似乎可以肯定武装冲突的发生并非完全由于

大城市公共服务缺失或过度拥挤ꎻ相反ꎬ这些城市压力源往往与已经存

在的政治及社会经济紧张关系相互作用ꎮ 其结果是复杂的城市冲突中

极有可能出现动乱和长期暴力ꎬ带来不可预见、往往是破坏性的(并且致

命的)后果ꎮ
城市武装冲突日趋复杂和难以预测ꎬ促使人们探求新的政策理念ꎮ

例如ꎬ危机(包括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复原力的概念在城市规划专家

当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ꎬ而人道机构则力图理解城市地区和城市难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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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增长: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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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特殊挑战ꎮ 在拉丁美洲及南部非洲ꎬ后冲突社会试图通过城市规

划方面的干预来解决种族隔离及犯罪问题ꎬ并试图改变街道模式ꎬ复兴

贫民区ꎬ加强流动性ꎮ 相比之下ꎬ在从军事角度理解城市环境方面却相

对滞后ꎮ

就城市地区的军事应对行动而言ꎬ战略研究文献或官方军事文件令

人颇感沉重: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以来的文章采用了诸如“新中世纪”“野蛮

城市”“失乐城”“战场都市”之类的标题ꎬ反映出的总体结论就是城市战

注定仍是一种可取的应对行动ꎬ其特征是具有破坏性的、高强度的军事

行动ꎬ甚至是在(或由于) 规模日趋扩大、人口日趋密集的城市中进

行ꎮ〔１０〕 正如迈克尔埃文斯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撰文所述ꎬ西方

的战略研究长期以来都侧重于城市化“无政府”的一面ꎬ却忽略了多学科

的城市战略研究ꎮ〔１１〕

幸运的是ꎬ战略思想家和军事策划者们也已表明他们的态度:愿意

接受城市战的多面性ꎬ这为与政策行动的其他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铺平

了道路ꎮ 在城市化进程迅速的发展中国家ꎬ其城市动荡不稳、易受损害ꎬ

因此寻找全面城市战替代方案变得尤为紧迫ꎮ 鉴于近来城市战开展过

程中显示出的一定程度的变化(下文中将深入探讨)ꎬ这一点更是确定

无疑ꎮ 关于预防暴力犯罪的研究相对而言更为先进ꎬ而对于正在形成的

旨在预防发生或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的分析和实践框架ꎬ并未在城市战背

景下进行持续的探讨ꎮ〔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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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城市中心日趋易受武装冲突及其他出于政治目的的、
低强度集体暴力危害这一状况所带来的潜在影响ꎬ特别侧重于讨论旨在

防止战争或帮助各国(或本文所指的城市)避免战争的政策框架———宽

泛地讲就是冲突预防、建设和平和维护和平ꎮ 武装冲突在这里指的是涉

及国家及 /或非国家参与方(后者到目前为止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

武装活动模式)、出于政治目的、有组织的、足够强度的武装暴力活动ꎬ而
集体暴力是一个更广的类别ꎬ包括涉及非国家参与方的、长期的、但强度

较低的冲突形式ꎬ例如ꎬ有领土野心和政治背景的民兵、叛乱分子、黑帮ꎮ
后一种类别在下文讨论 “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的演变分析时将进一步

阐释ꎮ 本文不涉及主要受利益驱动的暴力犯罪的情形ꎮ 本文将揭示:在
城市冲突预防和建设和平的迫切必要性方面相对而言无所作为ꎬ与仍在

进行的政策原则的制定和实施有何关联ꎬ例如预防、稳定、重建、人道干

预及其他旨在使各国摆脱内战、恢复“常态”的国际政策ꎮ 本文核心论

点是冲突的开展、管理和后果影响着城市系统的运转ꎬ从而在预防和恢

复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ꎮ 这些相互影响的态势(城市运转和安全干

预)被忽视了ꎬ特别是在军方掌握特派团领导权的背景下ꎬ因为从当地视

角出发应对武装冲突及其他由非国家团体引起的长期暴力ꎬ仍是一个刚

刚为人们所接受的理念ꎮ

城市战中军事上的两难处境

要求在城市军事行动方面采取多学科方法的呼声日益强烈ꎮ 这源

于战略研究文献和人道主义的一种普遍看法ꎬ即发展中国家ꎬ特别是脆

弱国家中城市的加速增长将导致城市战的势头不断增长ꎮ 美国陆军最

近试图通过建立“大型城市概念团队”来为城市行动做准备ꎬ一位资深

学者批评此举过于狭隘ꎬ因其重点只放在战斗上:“削弱美国战斗力的最

快方法就是在未进行全面考察的情况下在大城市部署大量军队ꎮ”〔１３〕爱

５６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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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斯希尔斯在«未来的城市战争»一文中认为军方战略和条令文件中

的“战术重点”对于理解此类复杂环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ꎮ〔１４〕 虽然

也采用了其他政策领域的内容作为战略研究重点的必要补充ꎬ但这一努

力仍处于萌芽阶段而且面临着巨大障碍ꎬ这种障碍就在于实务工作者与

战略家对战争看法的根本基础ꎮ
寻找新的方法来预防战争并从中复原ꎬ这方面的尝试与长期以来形

成的关于军事行动作用的观点相冲突ꎮ 虽然城市一直被视为错综复杂

的系统———对其中某个成分的损害或干扰会对其他成分造成更广泛的、
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影响———但近来的军事实践却局限在更狭隘的范围

之内ꎮ 曾参与过城市战的实践者戴维基尔卡伦对这种狭义的理解作

出了最准确的描述ꎬ他对官方机构和学术部门倾向于进行“单一威胁”
分析的方法(如反叛乱及反恐等概念)提出了警告ꎮ〔１５〕 这些单一威胁的

视角无疑有其可取之处ꎬ但在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城市中ꎬ这类视角却很

成问题ꎮ 它们还与越来越多的表明非政府武装团体在形式及动机上日趋

多样化并在大城市地区扩散的证据相冲突(下文将进一步探讨)ꎮ
有充分证据表明ꎬ在诸如卡拉奇、巴格达、加沙、摩加迪沙、太子港这

些迥然不同的环境中ꎬ已出现一种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叛乱而转向错综复

杂的、无需外部资助的本土武装运动的趋势ꎬ这类武装运动与有组织犯

罪活动、恐怖主义密切相关ꎬ有时还与其他民兵组织及跨国网络有

关ꎮ〔１６〕 有一种表述已成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指导其未来规划的

原则之一ꎬ即冲突的性质已经转为混合型———正如弗兰克霍夫曼所

言ꎬ这一概念表明单一环境中不同形式的武装活动的融合ꎮ〔１７〕 不幸的

是ꎬ据预测城市将在“混合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城市系统具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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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人口密集以及相互关联的根本性质ꎬ因此城市是延长冲突、“增加

其持续时间和成本”的首选环境ꎮ〔１８〕

即使抛开纯粹的军事视角ꎬ人们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全球范围的城

市化趋势已使武装冲突很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庞杂散乱的大都市地区出

现并持续ꎮ 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偶尔会用“脆弱城市”一词

来描述不断向外扩张的地区ꎬ迅速的发展使当地的应对系统不堪重负ꎬ

并重塑其身份特征、机构及社会关系ꎮ〔１９〕 人道机构已进一步加强对城

市地区冲突应对行动的认识ꎬ联合国 ２０１６ 年召集的首届世界人道峰会

上启动的“城市危机全球联盟”是这一努力的成果ꎮ〔２０〕

对受战争影响地区的长期研究显示ꎬ在大型城市中心ꎬ冲突以形形

色色的面貌长期存在ꎮ 喀布尔和卡拉奇这两个关键的经济枢纽受到阿

富汗长期持续的冲突的影响ꎬ经历了人口迅速增长(部分原因是来自农

村地区的移民)和社会凝聚力逐渐减弱的背景下武装暴力的不断加剧ꎮ

一位城市规划专家在参与遭受战争蹂躏的摩加迪沙的重建工作之后沮

丧地写道:“冲突后的重建已成为过去”ꎬ因为许多武装冲突变得越来越

久拖不决ꎮ〔２１〕

然而ꎬ关于城市行动的主流军事实践和理论却采取了优先考虑作战

行动的战术指导原则ꎬ并假定战争与和平之间可以清楚区分ꎮ 军事学说

和实践很少或完全没有考虑到城市规划、发展及行政管理方面的理念ꎮ

武装部队的战术倾向形成了爱丽斯希尔斯所称的“一般概念与学

说”:〔２２〕传统上认为城市部署是一个相对而言“较不重要”的行动类别ꎬ

７６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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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更关注的是制定战术和程序ꎬ如交战规则、后勤准备以及适当级别

的火炮和空中支援能力ꎮ
这种战术倾向的经典表现就是“城市作战”的概念ꎬ出自 １９７９ 年美

国陆军战地手册ꎬ该手册还强调应当避开楼宇密集区ꎬ这类地区本质上

过于敌对和危险ꎮ〔２３〕 “城市作战”的概念恰恰反映了一种不愿正视城市

复杂性的态度ꎬ因为这种情况与部队喜欢采用的传统的机动性策略不完

全相符ꎮ “二战”之后的大多数城市冲突针对的都是非政府武装团体ꎬ
但“城市作战”参考的经验教训却主要来自于“二战”中城市战场的工业

战ꎮ〔２４〕 拉尔夫彼得斯在千禧年之际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我们的战

士 他们的城市»一文ꎬ主张重返全面城市战ꎬ认为这对美国在 ２１ 世纪干

预或援助外国盟友而言是必要的ꎬ但他也指出这样做实际上是毁灭性

的ꎬ称“暴行近在咫尺ꎬ无足为奇”ꎮ〔２５〕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８ 年ꎬ美
国海军出版的手册建议在部署大量步兵的同时使用坦克和火炮(包括直

接和间接火力类型)ꎮ〔２６〕 “城市作战”对西方军事思维产生了深刻影

响ꎬ是北约城市作战训练体系的指导方针ꎮ〔２７〕 美国陆军最近的一项研

究虽然指出美国在摩加迪沙以及俄罗斯在格罗兹尼、车臣“近期在‘城
市作战’中的一系列灾难性失败”ꎬ但强调鉴于当前的全球城市人口趋

势ꎬ需要继续进行“城市作战”的研究和训练ꎮ〔２８〕

这种方法的问题与战术层面无关———武装部队为城市作战行动做

８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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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是完全合理的ꎮ 但在战略和学说层面ꎬ如果军队考虑到其对武装活

动中城市日趋增加的易损性的评估ꎬ那么缺乏多元视角来指导军队对城

市的看法就很成问题ꎮ 这种缺乏导致在面临与战斗或和平的狭义标准

不完全吻合的、长期的“混合”武装冲突时政策选择的不足ꎮ

城市中的冲突预防:在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当地的相关性

显然是为了绕开这些安全困境ꎬ在和平与安全界的各种不同观点

中ꎬ冲突预防的概念获得了支持ꎮ 如同在国际组织中(这里主要是联合

国)流行的众多概念一样ꎬ冲突预防深深根植于经典的、以国家为中心的

对武装冲突的看法ꎮ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ꎬ１９６０
年他强调“预防性外交”一词ꎬ是针对超级大国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

的代理战争而提出的ꎮ〔２９〕

冲突预防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由两个明确界定的、决定和平解决其争

端的“当事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ꎬ这一理念持续至今ꎮ 实际上ꎬ这一表

述同建立和平及维持和平一道构成了颇具影响的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和平

纲领»中“预防”部分的基础ꎮ〔３０〕 被广泛认为确立了联合国特派团“政
治至上”指导思想的«卜拉希米报告»ꎬ从一开始就确认“会员国负有维

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ꎬ〔３１〕 并强调“外交倡议”作为冲突预防

的“通常”手段ꎮ〔３２〕 尽管在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组织主导模式的世界里这

是一个重要的侧重点ꎬ但它的民族国家倾向对政策和官僚结构的影响使

９６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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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当地视角避而不谈ꎮ

这种战略导向的实际后果就是开发出了一套有限地适用于城市环

境的工具ꎮ 大多数当今在适用冲突预防原则方面的可靠手段都反映出

联邦一级高层互动的倾向:政治特派团、调停支持小组、特使ꎮ 尽管这些

手段对联合国的工作而言极为重要ꎬ但在城市环境中的适用性非常有

限ꎬ在这种环境中武装团体往往无意进行谈判而且冲突常常久拖不决ꎮ

联合国本身遇到过此类城市冲突ꎬ例如ꎬ在摩加迪沙ꎬ国际特派团征服该

城、大规模维和部队进驻以及 ２０１２ 年联邦政府的建立并未能防止青年

党及当地民兵在许多地区逍遥法外ꎮ〔３３〕 在中非共和国ꎬ２００８ 年的和平

协议的确有助于减少叛乱团体的直接暴力ꎬ但首都班吉的治安情况却未

见改善ꎬ因为宗派民兵组织的武装暴力时有发生ꎬ他们似乎缺乏进行正

式和平谈判通常所必需的凝聚力和上下级领导关系ꎮ〔３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民兵组织的派系斗争升级ꎬ两方在首都街道上开战ꎬ

引发对该国“处于种族灭绝边缘”的警告以及更多维和人员的进驻ꎮ〔３５〕

冲突预防工作的基础之一就是开发早期预警系统ꎬ该系统理论上使

决策者得以察看逐渐显现的武装威胁和政治冲突ꎮ 同冲突预防一样ꎬ它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与维持和平及和平支持有关的组织(如联合国及欧

盟)的言辞中ꎮ 例如ꎬ２０１０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为此目的定期举行

“水平扫描”会议ꎮ〔３６〕 但与冲突预防类似ꎬ主导这些会议的是覆盖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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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一级评估ꎬ主要表现为用“脆弱国家”标签作为某个问题达到采

取该行动“资格”的关键要求ꎮ 正如克林根达尔研究所报告所言ꎬ早期

预警系统依赖于对国家脆弱性的评估ꎬ这样做的关键问题在于“与其说

是评估冲突风险本身ꎬ不如说(该机制)将国家脆弱性作为武装冲突不

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加以评估”ꎮ〔３７〕 该报告明确指出ꎬ这样做的后果是只

看重国家精英ꎬ忽视“当地及跨国权力网”ꎬ而在利比亚、洪都拉斯这样

截然不同的国家ꎬ许多非政府武装团体只注重自己在当地能够控制的地

盘ꎬ而且武装团体派别林立ꎬ很少有哪个武装团体打算统一整个国家ꎬ而

且这种野心几乎没有意义ꎮ

此外ꎬ早期预警机制倾向于所谓的“冲突陷阱”论ꎬ认为不久以前面

临武装冲突的国家更有可能再次陷入冲突ꎮ 这种倾向不无道理:正如世

界银行«２０１１ 年世界发展报告»所示ꎬ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中发生的内战有

９０％发生在过去 ３０ 年间发生过内战的国家ꎮ〔３８〕 因此ꎬ即便只是打算在

冲突预防方面无视这类数据都是不智之举ꎮ 但不承认冲突趋势中越来

越重要的地理变化同样是不明智的ꎬ这些变化对城市产生影响的方式与

影响国家的方式不同———例如ꎬ冲突在扩散之前就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大

城市爆发了ꎮ 由于各交战团体之间距离较近或由于城市中某建筑物的

象征意义ꎬ当地发生的事件可以引发或再次引发冲突ꎮ 这种情形似乎经

常在中东地区发生ꎬ加沙的非政府武装团体常常会激起以色列的报复行

动ꎮ ２０１５ 年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ꎬ一名出租车司机之死引发了基于

种族、宗教理由进行杀戮和攻击政府和民用建筑物的浪潮ꎮ〔３９〕 冲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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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城市ꎬ却仍可给人们造成巨大苦难和重大经济损

失ꎬ因为人口和经济资产往往都集中在此类地区ꎮ 卡拉奇就是如此ꎬ这
座城市陷入了反复出现的政治暴力循环ꎬ但巴基斯坦其他主要城市或周

围乡村却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ꎮ〔４０〕

近来ꎬ有一种扩大冲突预防框架范围的趋势ꎬ即转向所谓的“系统”
或“深入”预防:政策要着眼于冲突的社会根源以及损害和平的制度或

政策缺失ꎮ〔４１〕 这种方法被批评为过于宽泛ꎬ其中涉及机构发展、社会经

济措施、环境、人道援助、军事部署等方面ꎮ〔４２〕 但就处于危险中的城市

而言ꎬ这种宽泛的、总体性的战略可以立足于地理现实ꎮ 在幅员辽阔的

国土上看似不可能的协调任务ꎬ如果以有实际明确需求的薄弱周边地区

为目标也许更容易实施ꎮ 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方法

取得的效果ꎬ它帮助这座城市树立声望ꎬ甚至被“标记为”从冲突中复原

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规模游击队活动的大背景之下)ꎮ〔４３〕

该战略覆盖面广ꎬ内容全面:它包括几种干预类型ꎬ从建设公共交通系统

到图书馆、学校ꎬ以及在被边缘化的贫民区开展大胆的建设项目ꎮ〔４４〕 此

外ꎬ由一个目标明确并限定范围的战略对其加以约束ꎮ 它集中在武装

冲突高发、游击队出没的边缘地带ꎬ目的是使其融入更广泛的城市社

会ꎬ从而促进教育和就业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某个城市的冲突模式与该

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冲突模式迥异:麦德林的武装活动减少了ꎬ不过左

翼叛乱团体在整个哥伦比亚仍有成千上万名战士ꎬ而且在农村地区相

当活跃ꎮ

２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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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后的过渡与城市

当武装冲突以各种不同规模和形式在城市爆发或最终包围城市时ꎬ

国际干预及当前安全与发展思路仍难以应对ꎮ 一方面城市在不断变化

的武装冲突模式面前越来越脆弱ꎬ而另一方面以作战为中心的城市安全

思路仍得到相对延续ꎬ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ꎮ 这种矛盾与长期以来关于

武装干预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或阻碍和平努力的广泛讨论有关ꎮ〔４５〕 本文

并不旨在加入这一讨论ꎬ而是要揭示新出现的框架ꎬ这些框架的目的在

于利用非作战手段来帮助各国避免武装冲突ꎬ或在多元政策干预中尽可

能减少这些手段的使用ꎮ

这些动议常常在“安全与发展”的框架内进行讨论ꎬ并在 ２０１１ 年世

界银行发表以冲突、安全与发展为重点的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之后获

得了支持ꎮ〔４６〕 它强调从事实务工作的各界所面临的挑战:“整合安全与

发展ꎬ让安全与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ꎬ进而打破脆弱与冲突的恶性循

环ꎮ”〔４７〕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同样的民族国家倾向ꎬ这种倾向影响

了冲突预防及其他关于和平与安全的概念ꎮ 该报告几乎没有提到次国

家一级的政策挑战、武装威胁或机构ꎬ尽管在报告所强调的许多关键性

安全与发展挑战中市政当局处于重要地位ꎮ 世界银行报告虽然承认快

速城市化是不安全状态的关键驱动因素ꎬ但支持将安全与发展重心放在

脆弱国家所面临的国家层面的挑战和“千年发展目标”上ꎮ 报告还明确

表示它的目标受众是中央政府当局和区域性及全球性机构———从而避

开了地方一级视角ꎮ〔４８〕

３７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ꎬ “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ꎬ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１２ꎬＮｏ. ２ꎬ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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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前言中表示该报告“对包括低、中、高收入的所有国家以及区域性和全球性机

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ꎮ 同上ꎬ第 １１ 页ꎮ



也许脆弱城市的居民更忧心的是国际安全与发展工具整体上很少

专门考虑城市环境中存在的特殊需求以及影响冲突预防和冲突后复原

的态势ꎮ 另一项提出推动和平、避免战争的国际战略的关键性文件是联

合国和平行动小组的 ２０００ 年«卜拉希米报告»ꎬ该报告的重点是联合国

成员国———这一点可以理解ꎬ因为该组织是由民族国家建立并被赋予捍

卫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之职ꎮ〔４９〕 但在讨论促进和平和冲突预防的问题

时ꎬ大量专家和实务工作者也持有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的这种“民族

国家倾向”ꎮ 因此ꎬ对于地方治理、政府机构及政策等情况如何作用于甚

至改变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的某些假定ꎬ已经形成了观念上的差异ꎮ
近来ꎬ人们开始公开讨论这种差异的潜在影响ꎮ 在 ２０１６ 年一篇题

为“城市中的维和:联合国是有备而来的吗?”的文章中ꎬ联合国大学的

作者们指出ꎬ在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近日发表的长达 １０４ 页的

审查报告中没有提到“城市的”(ｕｒｂａｎ)和“城市”(ｃｉｔｉｅｓ)的字眼ꎮ〔５０〕 尽

管如此ꎬ文章还是提到了维和部队活跃于极度暴力城市的例子ꎬ例如班

吉和太子港ꎮ〔５１〕 因此ꎬ这篇文章开始显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的矛

盾冲突ꎬ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在充满挑战的当地背景下反复出现的国

家主义倾向ꎮ
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实践也带有类似倾向:根据 ２００９ 年的一项研

究ꎬ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对城市的国际援助平均每年达到 ３０ 亿美

元ꎬ只占到对发展中国家总体捐助的一小部分ꎮ〔５２〕 一位在城市发展方

面经验丰富、曾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担任顾问的实务工作者最近就这一差

异提出了疑问:“如果一座城市被数个非国家参与方摧毁ꎬ那么能否合理

４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４９〕
〔５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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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以国家为主的重建工作将有效开展?”〔５３〕答案是:“不可能ꎮ”〔５４〕

一直到最近ꎬ城市规划专家才开始公开讨论(对一些人来说是交换

意见、提出质疑)后冲突过渡机制的民族国家倾向———例如ꎬ２０１６ 年联

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了«新城市纲领»ꎬ强调需要对处于后冲突过渡期

的城市予以“特别关注”ꎮ〔５５〕 但造成这一倾向的部分原因还来自对发展

中国家大城市面临的、安全与发展策略本应解决的挑战缺乏全面清楚的

认识ꎮ

城市中模糊的界限与含混的应对行动

应对当地冲突态势时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武装挑战的归类不够明

确ꎮ 这与通常所称的“战争性质不断变化”这一大趋势有关ꎬ它影响了

我们理解城市冲突的方式ꎮ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武装冲突调查»将冲突趋势

近来的变化总结为国家间冲突在减少ꎬ“国家内部的冲突仍是世界范围

内突出的不稳定因素”ꎮ〔５６〕 这些变化还表明“植根于城市的非国家武装

参与方在整个南半球的扩散”ꎬ与此同时ꎬ以叛乱或内战形式出现的政治

暴力与不太带有明确政治动机的黑帮及民兵暴力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

不清ꎮ〔５７〕 这些不同类型的武装暴力可以同时发生ꎬ或短时间内连续发

生ꎬ以至于无法明确划分每种类型何时“开始”和“结束”ꎮ 冲突种类的

传统区分方式变得模糊会对城市地区产生直接影响ꎮ

当今世界ꎬ武装冲突的“新”特性究竟是什么ꎬ对此仍是众说纷纭ꎬ

５７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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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衷一是ꎮ 但与战略和军事思想家们(如基尔卡伦)及“混合战争”说支

持者的观点相呼应ꎬ有明显迹象表明武装冲突特性的一个主要变化与地

理有关ꎮ 牛津大学«变化中的战争性质»研究提到“最为显著的实际变

化”就是“战争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被打破了”ꎮ〔５８〕 在 １７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０ 年的两个世纪中ꎬ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力量在推动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获得独立或推翻执政团体时都只着眼于民族国家ꎮ〔５９〕 作者们认为ꎬ
新的现实情况的主要特征是由当地或跨国力量驱动的“内战”ꎮ〔６０〕 同

样ꎬ我们在诸多当前冲突(如上文所概述)中看到ꎬ非政府武装团体被描

述为挑战民族国家权力与合法性的“社会新构想”ꎮ〔６１〕 这似乎与伦敦经

济学院“城市和脆弱国家”项目对城市与冲突间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
大城市在加强国家的金融和发展能力的同时ꎬ也加剧了团体之间的对

立ꎬ城市日益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衰退和危机的主要地点”ꎮ〔６２〕

因此ꎬ尽管城市地区有解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潜能ꎬ但在当前的冲突趋

势面前已变得脆弱不堪ꎬ特别是由于暴力动员已从国家转向当地实体ꎬ
而且往往是非国家实体ꎮ

近来的城市冲突似乎确认了非国家武装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的趋

势ꎮ 驻班吉的国际维和部队已不得不在交战的不同族群民兵中进行干

预、执法、调停ꎬ这些民兵的暴力行动往往类似于强度较低的内战ꎮ〔６３〕

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海地首都太子港ꎬ计划应对支持或反对前

６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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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让 －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武装团体ꎬ〔６４〕 却在太阳城贫民区陷入

了与各路黑帮长达 １２ 小时的激战ꎮ 在确定非国家武装挑战的性质时ꎬ
其他冲突也遇到类似困难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ꎬ媒体广泛使用

“小绿人”一词来形容攻占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及卢甘斯克官方建筑物

的武装团体ꎬ它们似乎是俄罗斯代理人和自卫团体的混合体ꎮ〔６５〕

这些冲突的变化ꎬ特别是向城市地区的非国家武装活动转变的趋

势ꎬ给冲突预防和后冲突过渡进程造成了严重问题ꎮ 美国的查尔斯克

鲁拉克将军写到城市战的未来时ꎬ在他的“三街区作战”理论中反映了

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ꎮ 他写道:国家部队在“城市中三个相邻街区”之
内“可能要面对所有类型的战术挑战”ꎬ作战、维和与人道援助相互交

织ꎮ〔６６〕 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还出现在纯粹负责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的

特派团开始执行使命之时ꎮ 例如ꎬ上文提到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

小组的审查结果揭示了造成维和行动矛盾之处的一个关键原因:他们越

来越多地被部署到“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和平可维持”的环境当中ꎮ〔６７〕

但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安全架构模糊处理与次国家一级参与方

的关系ꎬ使这一问题在城市地区进一步加剧ꎮ １９９３ 年发生在摩加迪沙

的战斗导致 １８ 名美军士兵和成百上千索马里战斗员及平民丧生ꎬ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掌握相当权力的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及其民兵采取

对抗路线的后果ꎮ 造成轰动的«黑鹰坠落»〔６８〕一书描述了这次行动的毁

７７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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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性影响ꎬ在那之后艾迪德最终加入了后冲突阶段(事实上他是乘坐美

国飞机参加和平会议的)ꎮ〔６９〕 总而言之ꎬ建设和平及维护和平的经验表

明ꎬ国际社会欠缺应对混乱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各式各样非政府武装团

体的能力ꎮ
由于不清楚情况ꎬ肩负建设和平或维持和平使命的国际特派团往往

要临时作出反应ꎮ 国际维和特派团不得不偶尔采取与城市战类似的战

术ꎮ 在今天的摩加迪沙ꎬ城市战与维和行动之间的区别再次变得模糊ꎬ
脆弱国家同其维和支援者与青年党及各部族民兵分享各地区的控制

权———有时他们之间还会发生直接冲突ꎮ〔７０〕 对海地首都混乱的大型

贫民区太阳城的黑帮采取的强硬姿态ꎬ即便只是临时举措ꎬ也被认为

稳定了太子港的局势ꎮ 事实上ꎬ一项研究认为针对那里的黑帮采取的

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对捍卫和维护特派团的职权而言至关重

要”ꎮ〔７１〕 但这种姿态出自临时决策这一事实表明ꎬ在这些错综复杂的

脆弱环境下ꎬ面临的挑战与采用的战略之间存在差距ꎮ 一个被用于各

种冲突地点和脆弱环境的概念就是“稳定”ꎮ 西方国家军队用这一概

念来形容脆弱环境中各式各样低强度的和平支持行动ꎮ 美国国务院

２００４ 年的一份报告称ꎬ自冷战结束以来ꎬ美国每隔 １８ ~ ２４ 个月就会开

始新的稳定和重建行动ꎮ〔７２〕 理论上ꎬ稳定行动似乎是降低全面战争可

能性的一种理想框架:一份英国的战略文件将此类行动描述为结合了经

济、治理及安全措施的进程ꎬ目的在于防止或减少暴力、保护居民和基础

设施、推动机构建设和治理、并实现联合国促进和平的基本机制所强调

８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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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政治目标ꎮ〔７３〕 同维和行动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样ꎬ稳定纲领似乎满

怀壮志、内容广泛ꎮ 但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相比ꎬ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动用

国防预算资源ꎬ而联合国维和行动仍要依赖成员国提供资源和部队ꎮ

首先ꎬ就联合国系统青睐的“对立”概念而言ꎬ稳定概念的关键优势

在于它本质上并不要求直接效忠于民族国家的联邦一级政府ꎮ 尽管外

国干预力量的特派团需要应对国家政府(或处于萌芽期的政府ꎬ就失败

国家而言)ꎬ但稳定条令更明确要解决的是当地及城市背景下的问题ꎮ

例如ꎬ西方国家军队发布的稳定条令往往侧重于城市化及城市特有态势

带来的影响ꎮ〔７４〕

其次ꎬ为促进稳定ꎬ似乎需要更务实地将重点放在任务涉及的领土

方面ꎮ 与联合国文件中仍无法摆脱的冲突与后冲突二分法相比ꎬ稳定手

册和条令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使在后冲突局势中ꎬ仍存在领土控制之争ꎮ

英国军方公开将使用武力和进攻行动说成“令人不快的现实”ꎬ但它在

不那么政治性的、更为实际的、基于当地现实(而且可能更易估量)的进

程中制定自己的目标ꎬ例如改善特定地点的安全局势ꎬ为落实其他民用

项目动议铺平道路ꎮ 〔７５〕

因此ꎬ稳定是一个对城市环境具有潜在影响的分阶段进程ꎬ谈判达

成解决方案来结束暴力已成为例外ꎬ而非常态ꎮ 因此ꎬ旨在预防和阻止

特定地理边界内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渐进式全盘措施已得到军方和执法

当局的支持ꎬ他们关心的是和平局势表象下城市的不安全状态ꎮ〔７６〕 巴

９７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７３〕

〔７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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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军队几次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部署军队以便为平民机构和发展扫清

障碍ꎬ并在之后发表了关于“保障法律与秩序”的战略文件ꎬ其中包含一

些与稳定相同的原则ꎮ〔７７〕 戴维尤科强调ꎬ稳定行动及相关的除战争

之外的军事行动框架“往往是主要发生在城市环境中的长期军民事

务”ꎮ〔７８〕

但与此同时稳定这一概念所获得的关注已超出了军事界ꎬ还成为包

括了长期以来的安全与发展实践(如解除武装、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军

民联合行动及维和)在内的总称ꎮ 尽管这一用语在许多西方国家决策者

中受到欢迎ꎬ它“还是要面对身份危机”ꎬ在结束状态、进程、干预模板甚

至是更广泛的“与恢复安全与发展有关的所有理念和活动的统称”等身

份中不断变换ꎬ正如最近关于这一概念的一项全面研究指出的ꎮ〔７９〕

同时ꎬ西方国家军队关于稳定问题已确立的实践和理论思想形成了

稳定问题固有的军事意义ꎮ 军事实践者已经探索并比其他各界都更为

精确地界定了这一用语ꎬ２０１５ 年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

批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频繁将“稳定”一词用于特派团就证明了这一

点ꎬ涉及后冲突环境的特派团ꎬ以及“至少有一次是目前武装冲突中” 的

特派团ꎮ〔８０〕 罗伯特穆加和奥利弗于特尔松克指出ꎬ这一概念强化

了“安全第一的态度”并赋予短期干预行动特殊的地位ꎮ〔８１〕

但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稳定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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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关于维和及“城市作战”的紧张状态相同的情况ꎮ 一方面ꎬ它没有为

在长期的武装暴力环境中维持使用武力和建设和平之间的平衡提供“特
效药”式的替代方案ꎮ １９９３ 年美军在摩加迪沙行动失败后ꎬ美国在稳定

问题上采取了选择性的方式ꎬ将这一工具用于已经相当稳定的环境ꎬ并
侧重于减少美国作战部队面临的危险ꎮ〔８２〕 另一方面ꎬ这一“身份危机”
降低了稳定概念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中的效用ꎮ

战争性质的不断变化是造成此类身份危机的部分原因ꎬ还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其他机制ꎬ这些机制旨在恢复和平ꎬ但却遇到与非政府武装

团体有关的日趋复杂的挑战ꎮ 次国家一级形式的冲突无处不在似乎是

这种战争变化的不幸现实ꎮ 在 ２０ 世纪ꎬ反叛乱为应对(农村的)非国家

政治暴力提供了现成的办法ꎮ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ꎮ 相反ꎬ中央和

地方政府竭力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作出调整ꎬ以应对城市中不断扩大的武

装活动范围ꎮ

应对冲突向城市蔓延

由于南半球城市人口加速增长ꎬ而且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都不

断指出城市化是不稳定的由来ꎬ因此有必要厘清影响城市的武装活

动的形态ꎮ 如果预防和后冲突机制要在“城市化时代”发挥作用ꎬ那
么它们必须与上文所述的趋势相适应: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非国家

武装活动ꎮ 这意味着军事研究对破坏性极大的“特大城市战争”〔８３〕

的担忧没有根据ꎮ 由于快速城市化和非国家武装活动ꎬ楼宇密集区在

武装冲突中易受攻击ꎬ这似乎更像是低强度冲突的逐步升级ꎬ而非全

面的城市战ꎮ
仔细考察有关城市中政治性武装冲突的文献ꎬ可以发现长期的、采

１８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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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混合战术的非国家武装活动(如与叛乱、恐怖主义有联系或跨国有组

织犯罪的资助)实际上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出现了ꎮ 但

此类活动往往发生在大规模冲突之后ꎬ或在其他时候发生在冲突和不稳

定地区附近ꎬ而非冲突地区内ꎮ
在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实施的外国军事干预当中ꎬ很少见到构成

“城市作战”概念主体的大规模常规地面力量被用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地

区ꎮ 主要的例子就是 ２００３ 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和盟友在伊拉克的联

合行动ꎮ 正如爱丽斯希尔斯在一项全面研究中所述ꎬ普遍认为城市战

会在侵略之时及入侵刚发生之后爆发ꎮ 但相反ꎬ发生的是相对速战速决

的巷战ꎬ其后便是非国家参与方长期的恐怖活动ꎮ〔８４〕 证实这一规律的

主要例外是逊尼派叛乱分子(安巴尔省的法鲁贾)及后来所谓的“伊斯

兰国”组织占领的伊拉克城市ꎬ在这两种情况下武装团体都罕见地对常

规军事力量采取了公开对抗的城市战策略ꎮ
当代城市武装冲突的常见特点之一就是国内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敌对的非国家团体与平民居民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模糊ꎮ〔８５〕 出现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通常武装分子都是作战地点本地人士———不难想象

１９９３ 年在摩加迪沙与美军对抗的军阀士兵中的一部分人或加沙的哈马

斯组织成员就在离家步行距离之内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ꎬ假设他

们之后得以混入构成这座及其他许多城市主要景象的杂乱街区之中ꎬ从
而得以逃脱ꎮ〔８６〕 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发生的车臣反抗俄罗斯部队的情

形中ꎬ这种趋势被称为“居民叛乱”ꎮ〔８７〕 一个美国电台节目在讲述 １９９３
年摩加迪沙之战历史时称: “‘摩加迪沙之战’ 甚至根本就不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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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队最初是去执行人道任务ꎬ后来扩大为稳定行动ꎮ〔８８〕 精英部

队“游骑兵” 仿如宿命般卷入的这场冲突ꎬ导致美国遭受自越南战争以

来最严重的伤亡ꎬ而他们本来的任务是逮捕与当地一名军阀有联系的军

官副手———这名军阀手下的民兵利用他们熟悉摩加迪沙狭窄街巷的优

势ꎬ巧妙地击败了装备精良的西方部队ꎮ〔８９〕

“居民化身为武装分子”的现象在上文提到的城市维和行动的战斗

中也可以见到ꎮ 为目前摩加迪沙各路军阀效忠的民兵在各自的地盘上

相互交战(偶尔也与维和部队交战)已超过 １０ 年ꎮ〔９０〕 在海地ꎬ对该国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脆弱的复原进程造成“潜在致命威胁”的黑帮就是以当

地贫民区为根据地的ꎮ〔９１〕 太阳城的黑帮攻击附近通往机场的道路上往

来的车辆ꎬ并对该国主要的港口码头造成威胁ꎬ联合国特派团指挥官不

得不强行进入贫民区进行干预并与黑帮交火ꎮ〔９２〕

大城市地区的稳定受到破坏ꎬ其后果往往在主要冲突结束之后才会

感觉到ꎬ并与移民、种族紧张关系加剧、制度衰退、城市公共服务薄弱等

复杂的、逐渐形成的趋势有关ꎮ 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和重要经济枢纽卡拉

奇受到各种团体的严重武装暴力的影响———有些与政党有关ꎬ有些与附

近阿富汗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叛乱有关ꎬ还有一些与巴基斯坦另一邻国

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直接相关ꎮ〔９３〕

卡拉奇的情况显示了各种可能爆发的不稳定因素的逐步积聚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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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长期存在的武装暴力和跨国犯罪活动与过去 ３０ 年间来自周边

战区的难民及移民的流动有关ꎬ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ꎬ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这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口增长了 １１５％ (增加了 １１００ 万

人)ꎮ〔９４〕 实际上失控的人口增长大部分都挤进了杂乱蔓延的贫民区里

的非正规住房ꎬ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约 ２００ 个犯罪团伙的出

现ꎬ他们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团体(如塔利班)各自为政ꎬ有时

相互合作———一名作者因此对卡拉奇的“塔利班化”发出了警告ꎮ〔９５〕 如

劳伦特盖尔所见ꎬ这座城市已“变成对立武装团体争夺选票、土地、工
作”和保护费(勒索钱财)的“战场”ꎮ〔９６〕

这些低强度冲突的例子是当前城市武装冲突最主要的面貌ꎮ 虽然

在阿勒颇、摩苏尔、法鲁贾等地ꎬ当前冲突的特征是高强度对抗ꎬ但这些

情形是非国家团体试图直接 “攻占”领土和执掌政权的非典型例子ꎮ 真

正的挑战要微妙得多:在低强度冲突中如鱼得水的非国家团体普遍在脆

弱城市开展活动ꎮ 无论是军方还是建设和平的各方都没有充分考虑这

一情况:前者直到最近才关注“城市作战”及相关形式的“特大城市战

争”ꎬ而后者则仍带有民族国家倾向ꎮ 但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一挑

战ꎬ这可以成为新的政策视角的有力驱动因素ꎬ使各自为政的城市应对

行动开始具有战略意义ꎮ

实现城市战略环境

在各种各样的冲突面前ꎬ现代城市变得比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市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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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ꎮ 尽管历史学家能够相对清晰地确定特定城市在之前的世纪和千

年中的主导功能(宗教、经济、政治)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这一定义已变

得相当模糊ꎮ〔９７〕 如今大型城市中心包含着多种多样且相互冲突的利

益ꎮ〔９８〕 这一趋势与上文所述的全球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存在关联ꎮ 但就

城市经济、人口及社会发展的管理工作而言ꎬ该趋势使冲突预防以及协

助城市过渡到和平状态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ꎮ
与这些趋势同步ꎬ对城市中军事干预的作用的解释方式也逐渐发生

转变ꎮ 与此同时ꎬ民间社会提供的新视角扩充了关于预防和后冲突过渡

的政策工具选项ꎮ “民族国家倾向”给城市中和平、安全和发展方面的

干预行动带来的挫败感ꎬ使从事实务工作的各界人士开始提出新的概念

并重新阐述一些假设ꎬ并将城市的物理、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及其在武装

冲突中的作用纳入考量ꎮ
笔者已经在其他场合将组织结构、参与方、冲突之间的这种相互作

用模式定义为“城市战略环境”ꎮ〔９９〕 它可以为国家、地区及国际机构提

供一个平衡安全与发展的框架ꎬ同时在审视城市时打破维和、稳定或联

合国主导的冲突预防的“圈囿”ꎮ
在军事方面ꎬ要求扩大对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认识的呼声日

益强烈ꎬ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对于胜利的看法发生

了变化ꎮ 在当前背景下尤其如此ꎬ在美国主导的长期而痛苦的伊拉克

及阿富汗战争之后ꎬ人们不愿再一次“部署地面部队”ꎮ 作者们阐述了

当前新的道德需求与城市冲突的开展之间的联系ꎬ突出强调了军事胜

利和政治胜利的不同之处———前者破坏了后者所取得的成果ꎮ〔１００〕 鲁

珀特史密斯将军在其颇具影响的«武力的效用»一书中对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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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最佳概括ꎬ他提出了一个与城市极为相关的军事难题:“政界人士

和士兵们还在用旧的(战争)模式思考问题ꎬ并试图利用常规装备力量

来实现该目的———但敌人和战斗已经发生了改变”ꎮ〔１０１〕 他补充道ꎬ无
论在军事意义上多么强大的力量ꎬ可能也无法实现必须达到的政治目

的ꎮ〔１０２〕

戴维基尔卡伦将这一改变进一步与城市背景相结合ꎬ他认为

为了摆脱旧的策略模式和基于乡村的反叛乱战争ꎬ军方将不得不

“在身心两方面都走出深山” ꎮ〔１０３〕 他接着写道ꎬ这种转变将需要重

新定义军事目的ꎬ从常规的完胜叛乱分子、恐怖分子或国家敌人(他

称为对冲突的“单一威胁”式理解) ꎬ转变为“竞争性控制论” ꎬ强调

将经典的战略威胁与更广泛的“非政府武装团体”定义相结合ꎮ〔１０４〕

这是针对城市的战略目的的进一步重新定义ꎬ考虑到了治理、国家

当局、服务的提供及其他公共物资等方面ꎬ目的是建立得到当地居

民支持的控制系统ꎮ
开展冲突预防、建设和平及重建工作的民间人士也必须接受同样的

趋势ꎮ 冲突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是安全与发展领域的根本基础ꎬ没有安

全就没有发展ꎬ反之亦然ꎮ 但城市的物理和社会特性与发展及建设和平

的动议之间以独特的方式相互作用———正如它们与军事干预之间的相

互影响一般ꎮ
这一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来自脆弱的发展中地区ꎬ这些地方受到蜂拥

而至的经济移民、难民和复员士兵的影响ꎬ他们想在城市获得相对安全

或经济机会ꎮ 如本文所述ꎬ这些迅速的人员流动往往会引发某些进程和

紧张态势ꎬ如不加控制ꎬ有可能导致未来的武装冲突ꎮ 而近 １０ 年间世界

上最具破坏性的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难民有 ８０％ 都逃往城市ꎬ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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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令该挑战更加迫在眉睫ꎮ〔１０５〕

这种“强迫城市化”趋势的加速对冲突预防和后冲突过渡造成严重

影响ꎮ〔１０６〕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城市人口增长率加速最

快的地区之一ꎬ居住在贫民区的城市居民比例(６２％ )在任何地区或次

地区中都是最高的ꎬ与此同时几个武装冲突在该地区发生ꎬ大多数联合

国维和特派团汇集于此ꎬ在这种情况下 “民族国家倾向” 更为令人担

忧ꎮ〔１０７〕

从此前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城市(包括中东地区城市)得到的教训揭

示了城市环境中冲突预防和后冲突进程的一些特殊隐患ꎮ 对黎巴嫩内

战(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之后贝鲁特重建工作的一项研究认为ꎬ将发展和资

源集中用于中央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周边地区的合法性及其

对这些地区的控制ꎬ继而造成“准国家参与方”(如极端团体“真主党”)
的控制得到强化ꎮ〔１０８〕 经受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并被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城

则受到长期持续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问题的影响ꎬ如失业、拖欠工资、缺
水、停电ꎮ〔１０９〕 冲突对城市造成的物理、经济和社会创伤已经不出所料地

导致了安全上的后果ꎮ 破坏和重建的循环往复以及缺乏对城市化加以

适当规划的能力ꎬ已被认为是帮助哈马斯藏匿于居民之中并将加沙城作

７８城市战前后:城市中的冲突预防与过渡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ｉｂａｎｄꎬ“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Ｓｏ Ｗｈ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ｅｉｎｇ Ｉｇｎｏｒｅｄ?”ꎬ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５ / ｏｃｔ / ３０ / ｃ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ｒｉｓｉｓ￣ｓｏ￣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ｙ￣ｂｅｉｎｇ￣ｉｇｎｏｒｅｄ.

Ｓａｓｋｉａ Ｓａｓｓｅｎꎬ“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ｒ”ꎬＴｈｅｏｒｙꎬ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 ２７ꎬＮｏ. ６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７.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ꎬ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Ｒ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１３３３０.

Ｋａｔｈｒｉｎ ＨöｃｋｅｌꎬＢｅｙｏｎｄ Ｂｅｉｒｕｔ:Ｗｈ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７ꎬ 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ｒｉｓｉｓＳｔａｔｅ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ｏｐ / ＯＰ４％ ２０Ｈｏｅｃｋｅｌ. ｐｄｆ.

Ｓｕｌｔａｎ Ｂａｒａｋａｔ ａｎｄ Ｏｍａｒ ＳｈａｂａｎꎬＢａｃｋ ｔｏ Ｇａｚａ: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Ｄｏｈａ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ｐ. 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 / ｍｅｄｉ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２￣ｇａｚ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 ｐｄｆ.



为其军事基础设施“中枢”的因素之一ꎮ〔１１０〕 此外ꎬ城市经济和公共服务

受到破坏为黑市的繁荣提供了契机ꎬ助长潜在的犯罪ꎬ导致产生新的安

全问题ꎮ〔１１１〕 总而言之ꎬ正如萨斯基亚萨森所言ꎬ面对当代冲突及其造

成的“强迫城市化”和国内流离失所ꎬ人口流动带来的不再是多元化ꎬ而

是新的安全问题ꎮ〔１１２〕

因此ꎬ这些环境中预防和冲突后过渡工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而且

不断加剧ꎮ 但同时国际组织和私人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已推动将

城市复原力的概念作为城市的大框架ꎮ 取代«千年发展目标»的«２０１５

年之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论述了这一概念并引入了“使城市包容、安

全、具有复原力、可持续”的具体目标(第 １１ 项目标)ꎮ 在同一句话中包

含“安全”和“复原力”并非偶然ꎮ 联合国大学的约翰德布尔指出ꎬ如

果加强了城市的复原力ꎬ那么“城市蕴含的机遇”不仅将推动经济发展ꎬ

还将促进和平与安全ꎮ〔１１３〕

复原力并非新概念ꎬ但仍得到极大关注ꎬ并已转化为改善其理论

和实践构想的行动ꎮ 这一用语源自生态学领域ꎬ被用于另一个系

统———城市ꎬ用来形容其在面对冲击和破坏时具有“维持或恢复运转”

的潜力ꎮ〔１１４〕 复原力因涉及内容广泛而可能变得过于宽泛ꎬ但它也可

以解释为破除简单划一的行政系统之间壁垒的一种视角ꎮ 因此ꎬ它

有潜力成为基尔卡伦军事、战略领域的“竞争性控制论”在民用领域

的对应概念ꎬ通过推动多元视角将大都市的安全与发展结合在一

起ꎮ 在武装威胁日趋多样化、城市地区的压力日益增加的背景下ꎬ

８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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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武装冲突预防和复原问题上采取全面的方法不仅是有意义

的ꎬ而且非常迫切ꎮ

结论

城市中武装冲突威胁的多样化已使参与维和、安全与发展的规划和

实践的各界人士逐渐开始反思ꎬ并开始将重点转向当地ꎬ特别是将城市

作为一个分析和干预的单位ꎮ 但冲突预防的概念以及那些着眼于主要

冲突结束后的稳定和维和的概念并未涉及当地的治理状况和他们面临

的特殊挑战ꎮ 相反ꎬ长期以来的“民族国家倾向”仍指导着国际组织、发
达国家和民间社会参与方的活动ꎮ

但来自学术界和决策层的许多声音ꎬ出于对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忧

虑ꎬ开始更为积极地推动在和平、安全与发展中加入城市视角ꎮ 这是一

项极为关键的挑战ꎬ过去和现在的战争都表明ꎬ大规模的城市战争无一

例外地会造成巨大破坏ꎬ使无数人丧生ꎮ 这些后果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城

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更加意义重大ꎮ
军方对城市的看法也开始转向多元焦点ꎬ这一转变源自如下评估:

发生在楼宇密集区的武装冲突现在以非政府武装团体为主要特征ꎬ他们

居住在城市延伸区ꎬ参与长期形式的暴力ꎬ这种暴力往往模糊了战争与

和平、平民与战斗员、政治与经济根源的区别ꎮ 在如此棘手的背景下ꎬ将
传统的“城市作战”战术用于城市战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具有

挑战ꎮ
上述挑战的速度和复杂性进一步表明迫切需要在预防或后冲突实

践中加入对地理特性的考虑ꎮ 国际和国内决策者现在掌握的可用于避

免武装冲突升级或重新发生的手段很少强调城市这一形式———或我所

说的“城市战略环境”ꎮ 城市战略环境包括潜在影响着城市冲突爆发可

能性及演变方式的机构、服务、不稳定的周边地区以及暴力参与方ꎮ 本

文已简要论及这一环境中与冲突有关的一些要素ꎻ接下来的主要挑战是

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影响冲突驱动因素的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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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证据表明ꎬ城市环境特有的关键要素在武装冲突发生前和结

束后都会对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产生潜在影响ꎮ 将重点放在具有战略

意义的、能够影响冲突驱动因素的当地参与方和社会结构上ꎬ可作为国

际、国家及当地代表开展合作和多元行动的一致目标ꎮ

０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