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

使用爆炸性武器相关事项之问答　〔 １ 〕

梁　 洁∗译

当代武装冲突中ꎬ敌对行动日益频繁地在人口中心地区展开ꎬ导致

平民遭受损伤的危险性增大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ꎬ这种趋势只可能

持续下去ꎬ并且由于交战方通常为避免在空旷地带对峙而与平民居民混

杂ꎬ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ꎮ 尽管如此ꎬ武装冲突中使用的武器系统却没

变ꎬ依旧是那些为开阔战场地带设计的武器ꎮ 当杀伤范围广泛的爆炸性

武器被用于开阔战场地带时ꎬ通常不会引起关注ꎬ但若投向位于人口密

集区内的军事目标ꎬ则可能具有不分皂白的性质ꎬ常常给平民居民带来

灾难性后果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救助因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所造成

的武装冲突受难者的过程中ꎬ不断目睹这些灾难性后果ꎮ 在与这种冲突

的各方关于敌对行动展开的双边或秘密对话中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此

表示关切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它开始公开表达对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

炸性武器的关切ꎮ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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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次公开陈述对此问题所持立场ꎬ即
“由于很可能造成不分皂白的后果ꎬ尽管法律上并未明确禁止使用特定

类型的武器ꎬ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应当避免在人口稠密区使用杀伤

范围广泛的爆炸性武器”ꎮ〔 ２ 〕 ２０１３ 年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完整

地使用类似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ꎮ〔 ３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 ２０１５ 年向第 ３２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提交的报告中对该主题作了进一步分析ꎬ本“问答”正是依此报告而形

成的ꎮ 报告的基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集到的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

爆炸性武器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后果的证据ꎬ以及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的

军事政策与实践ꎮ 此外ꎬ２０１５ 年早些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就该事

项组织召开专家会议ꎬ报告也借鉴了专家会议的观点ꎮ〔 ４ 〕

同时ꎬ联合国秘书长已提请联合国会员国注意ꎬ鉴于在人口密集地

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所造成的人道后果ꎬ需要加强平民保护ꎮ 联合国机构

与非政府组织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ꎮ〔 ５ 〕 越来越多的国家亦承认这一现

象引起的人道关切ꎮ〔 ６ 〕

４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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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之问与答

１. 引发关注的武器有哪些?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会引发人道关切的爆炸性武器是指那些 “爆
炸范围大”或“杀伤范围广泛”的武器ꎮ

爆炸性武器是通过爆破力造成人员伤亡或物体损毁的武器ꎮ〔 ７ 〕 在

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此类武器可能造成“杀伤范围广泛”的原因包括:
• 所使用的单颗弹药的破坏半径大ꎬ即巨大的冲击波和碎片范围

或影响大ꎬ如大型炸弹、大口径迫击炮和火箭弹、大型制导导弹以及重型

火炮炮弹ꎻ
• 投送系统精确性不足ꎬ典型的有间接火力武器ꎬ即武器发射平台

无法直接观测到目标ꎬ如迫击炮、火箭弹、火炮(尤其使用非制导武器

时)以及非制导空投炸弹ꎻ或
• 被设计为大范围地投送多种弹药的武器系统ꎬ如多管火箭弹发

射系统ꎮ
就此而言ꎬ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问题ꎬ涉及的不仅是

单个武器ꎬ而且是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常规武器系统ꎬ并且需要考虑武器

使用的环境ꎬ包括生活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所特有的脆弱性ꎮ
因临时爆炸装置也可能属于上述三种基本类型的爆炸性武器之列ꎬ

当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时ꎬ也会引发关切ꎮ
至于国际人道法条约已禁止或作出限制规定的爆炸性武器ꎬ如杀伤

人员地雷或集束炸弹ꎬ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ꎮ 尽管战争爆炸遗留物会对

平民造成重大威胁ꎬ且也是决定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后果ꎬ但因有专门条

５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相关事项之问答　

〔 ７ 〕 “爆炸性武器”被界定为通过引爆高性能炸药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达到杀伤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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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规制ꎬ同样不在讨论范围之内ꎮ〔 ８ 〕

２. 如何界定“人口密集地区”?

简言之ꎬ术语“人口稠密区”和“人口密集地区”应被理解为与“平民

聚集”含义相近ꎮ 这些术语中只有“平民聚集”在国际人道法条约中有

明确定义ꎬ即“平民或民用物体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他地区”ꎮ〔 ９ 〕

３.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会造成什么人道后果?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杀伤范围广泛的爆炸性武器会造成骇人的平

民伤亡ꎮ 最近的武装冲突表明ꎬ使用这些武器是造成平民伤亡和居民住

宅及重要基础设施损毁的主要原因ꎬ随之而来的是平民居民生存所必需

的医疗服务、水资源分配和其他服务的中断ꎮ〔１０〕

此类武器对民众健康的危害ꎬ不仅限于死亡、身体损伤和永久性残

疾ꎬ还包括对人的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ꎮ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

器还会影响医疗机构和服务的运转ꎬ应对大量伤员迅速和同时涌入以及

这些武器所造成的特殊伤害ꎬ以及提供充分救治的能力ꎮ 在持续使用爆

炸性武器的情况中ꎬ上述影响会更为突出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服务会

更衰退ꎬ公共健康面临重大风险ꎮ〔１１〕 平民通常别无选择ꎬ只能背井离

６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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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２０５６
ＵＮＴＳ ２１１ꎬ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ꎻ«集束弹药公约»ꎬ２６８８ ＵＮＴＳ ３９ꎬ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生效)ꎻ«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经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 日修正后的«禁止或限制

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议定书二)ꎬ２０４８ ＵＮＴＳ ９３(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生

效) ꎻ «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ꎬ２３９９ ＵＮＴＳ １００ꎬ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生效)ꎮ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１ 项ꎬ«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之«禁止或限制

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议定书二)第 ３ 条第 ９ 款、第 ７ 条第 ３ 款ꎬ前注

８ꎮ «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之«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议定书三)第 １ 条第 ２ 款将术

语“平民聚集”界定为:“任何长期或暂时的平民聚集ꎬ例如城市中居民住区、城镇和农村居民住

区ꎬ或难民或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ꎬ或游牧人群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持续武装冲突中城市服务的更多建议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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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Ｕｒｂ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 / １３４３８ / ｉｃｒｃ － ００２ － ４２４９１. ｐｄｆ.



乡ꎬ流离失所者数量持续增加ꎮ

４. 哪些国际人道法规则可适用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因为上述人道后果以及如前所述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不应在人

口稠密区使用影响范围广泛的爆炸性武器ꎬ因为极可能造成不分皂白的

后果ꎬ这意味着对位于人口密集地区的军事目标使用这些武器ꎬ很可能

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禁止不分皂白或不成比例攻击的规则ꎮ
不分皂白的攻击ꎬ是指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ꎬ尤其

因为使用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要求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或其效果不能

被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ꎮ〔１２〕 不成比例的攻击和区域轰击被视作特定类

型的不分皂白攻击ꎮ 比例原则禁止“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

害、平民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

比损害过分的攻击”ꎮ〔１３〕 区域轰击被界定为“使用任何将平民或民用物体

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他地区内许多分散而独立的军事目标视为单一的军

事目标的方法或手段进行轰击的攻击”ꎮ〔１４〕 冲突各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

守上述规则ꎬ〔１５〕哪怕无法选择其他可替换的、更精确的武器或战术ꎮ
除了上述义务ꎬ国际人道法中的攻击时预防措施规则要求冲突各

方ꎬ在开展军事行动时ꎬ应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居民、平民和民用物体ꎮ
该规则尤其要求“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应“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ꎬ
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ꎬ以期避免ꎬ并无论如何ꎬ减少平民生命附带受

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ꎮ〔１６〕 在人口密集地区开展敌对行

７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相关事项之问答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ꎮ 这是一项同时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ＡＰ ＩꎬＡｒｔ. ５１(５)(ｂ) .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１ 项ꎮ 这是一项同时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Ｓｅｅ ＡＰ ＩꎬＡｒｔ. ５１(１) .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ꎮ 这是一项同时适用于国际性与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前注 ８ 提及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第
３ 条(１０)将可行的预防措施界定为:“计及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ꎬ包括人道和军事方面的考

虑以后实际可行或实际可能的预防措施ꎮ”



动时ꎬ预防措施规则要求各方选择所能获取的最为精确的武器ꎬ或考虑

使用其他可替代的武器和(或)战术ꎮ

５. 在军事行动中如何实施这些规则?

评估某一攻击行为是否不分皂白或不成比例ꎬ以及是否已采取一切

可能的预防措施ꎬ不应基于事后判断ꎬ而应建立在攻击当时指挥官依其

可用信息进行判断的基础之上ꎮ 这些信息包括指挥官可以支配的武器

的预期效果ꎬ而判断武器使用效果不仅要考虑其固有属性ꎬ还应考虑使

用环境ꎬ这里所指的环境既包括军事目标所处的物理环境ꎬ也包括周边

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易损性ꎮ

以上因素中ꎬ指挥官能够最大限度控制的ꎬ当属对武器和武器使用

方式的选择ꎮ 就此而言ꎬ为遵守上述国际人道法规则ꎬ指挥官在选择和

使用武器方面的可控变数包括弹头(弹药)的类型和尺寸ꎬ引信类型ꎬ投

送系统和武器发射距离ꎬ以及攻击的角度和时机ꎮ 武装部队通过训练学

到的选择及使用武器的专业技能ꎬ也是影响攻击效果的重要因素ꎮ〔１７〕

然而ꎬ即使采取了所有这些对策和预防措施ꎬ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特定

类型的爆炸性武器ꎬ依然有可能会给平民和民用物体带来严重的短期和

长期附带影响ꎮ

在人口稠密区作战ꎬ因军事目标和受保护的人员、物体交织在一起ꎬ

武装部队面临着重大的行动挑战ꎮ〔１８〕 军事指挥官承担着尽量减少平民

受攻击影响的附带损害的责任ꎬ而当平民和民用设施构成了作战区域的

主要特征时ꎬ这一责任尤为重大ꎮ 当敌方为掩护其军事行动而故意混于

平民之中时同样如此ꎬ尽管这一作战方法是非法的ꎬ但并不减免进攻方

８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７〕

〔１８〕

关于影响武器选择和使用的各因素ꎬ可见前注 ４ꎬｐｐ. ５ － ６ꎬ２４ － ３０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ｐａｒａ. ２２１２.

关于城市战争中从军事角度对平民保护的进一步讨论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ｙ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Ｄｕｒｈｉ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在国际人道法下承担的义务ꎮ 因此ꎬ城市战不仅在计划阶段对情势分析

有更高的要求ꎬ在行动实施阶段还要作出复杂决策ꎮ 由此可见ꎬ与在开

阔地带开展敌对行动相比ꎬ军事指挥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ꎮ
与在开阔地带作战相比ꎬ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ꎬ考虑到这种环境下

的可预见后果ꎬ包括衍生后果ꎬ进攻方尊重国际人道法的能力更加依赖

于其选择使用或不使用的作战方法和手段ꎮ 尽管某些军事方面的实践ꎬ
如“附带损害评估”方法和“最小安全距离”ꎬ以及从攻击结束后的“战场

损害评估”和“行动回顾”所获取的经验教训ꎬ均可能有利于将平民附带

损害最小化ꎬ但如何将这些实践与上述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要求相融合ꎬ
依然不够明确ꎮ

所能确定的似乎仅仅是ꎬ充分培训武装部队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

时该如何选择和使用作战方法与手段ꎬ包括对他们所用武器技术能力

的培训ꎬ对于在这种环境中避免平民附带损害或将附带损害最小化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ꎮ 此外ꎬ为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ꎬ可能还需要对在人

口密集地区使用特定类型的爆炸性武器适用特定的瞄准指令ꎮ 然而ꎬ
据悉只有少数武装部队针对城市战开展专门训练ꎬ或为避免或尽可能

减少平民附带损害而对在人口密集地区选择和使用爆炸性武器作出

明确具体的限制ꎮ

６. 对禁止不分皂白攻击规则带来了哪些主要挑战?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这一规则本身就已考虑到了以下事实ꎬ即一

些情形下完全合法的作战方法和手段ꎬ在另一些情形下(包括以不同

的方式使用)将具有不加区分地打击军事目标和平民及民用物体的性

质ꎮ〔１９〕 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ꎬ它使在其他环境

下如开阔战场地带本可合法使用的爆炸性武器ꎬ变得具有了不分皂白

的性质ꎮ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包括禁止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

９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相关事项之问答　

〔１９〕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ａｒａ. １９６２.



投送方法或手段ꎮ〔２０〕 至于各国认为依该规则武器的准确性要达到何种

程度或标准方可被接受ꎬ无论是在普遍意义上还是特定军事行动情形下

均无确切答案ꎮ 无论如何ꎬ关于准确性的标准都必须与保护平民免受敌

对行动不利影响这一基本宗旨相符ꎮ

但是ꎬ某些种类的爆炸性武器系统本身就欠缺精确性ꎬ如诸多的火

炮、迫击炮及当前使用的多管火箭弹发射系统ꎬ尤其是非制导武器及非

制导空投炸弹ꎮ 当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这些武器系统时ꎬ将引发对禁止

不分皂白攻击这一规则的严重关切ꎮ 尽管提高武器投送系统的精确度

有助于降低爆炸性武器在人口密集地区造成的大范围影响ꎬ但这一精确

性又会因使用大口径弹药而降低ꎬ即那些相对于军事目标的规模具有巨

大的破坏半径的弹药ꎬ这仍然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ꎮ

随着新式作战方法与手段的发展ꎬ尤其是精确打击武器的出现ꎬ如

何解读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这一规则变得尤为迫切ꎮ 例如ꎬ禁止区域轰

击的规则中所指“分散而独立”的军事目标ꎬ通常被理解为目标间的距

离至少足以允许对各军事目标分别实施打击ꎮ〔２１〕 这一解读表明ꎬ禁止

区域轰击规则及由此延及的禁止不分皂白攻击规则的实际适用ꎬ可随着

新的武器性能的发展而发生变化ꎮ

７. 对禁止不成比例攻击规则带来了哪些主要挑战?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ꎬ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由武器冲击

波和碎片立即(或“直接”)引起的平民死伤及民用物体损毁ꎮ 虽不具有

如此强烈直观性但具有同样灾难性的ꎬ是某些民用物体遭受附带损害后

引发的攻击衍生后果(也被称作“间接”、“连锁”或“长期”后果)ꎮ 例

０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２０〕

〔２１〕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第 ２ 项ꎮ 前注 ８ 提及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

二议定书»第 ３ 条(８)在界定何为“不分皂白地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时ꎬ就包括了“使用

一种不可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投送方法或手段
∙∙∙∙∙∙∙

”ꎮ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见前注 １７«附加议定书评注»ꎬ第 １９７５ 段:“当两个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足以允许对

其实施分别打击时ꎬ在虑及可资使用的作战手段的同时ꎬ应完全遵守该规则ꎮ 然而ꎬ即使目标

间的距离不足ꎬ也应考虑攻击行为是否会造成过分损伤ꎮ”



如ꎬ平民住宅遭受的附带损害可能造成平民流离失所ꎬ医院遭受的附带损

害可能致使医疗服务中断ꎬ进而又可能导致病人死亡ꎮ 关键民用基础设

施如重要的水电机构及供给网络ꎬ面对爆炸性武器的附带影响ꎬ尤为脆弱

与不堪一击ꎮ 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生活服务之间具有关联性ꎬ一
项服务的中断会对其他服务造成连锁反应ꎮ 因此ꎬ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的

附带损害ꎬ可能会严重破坏平民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服务如医疗、能源与

水资源供给以及垃圾处理等ꎬ进而导致疾病传播和死亡人数上升ꎮ
问题在于ꎬ意欲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攻击方ꎬ根据前

述国际人道法比例原则和攻击时预防措施原则要求ꎬ评估预期造成的平

民伤亡和民用物体附带损害时ꎬ是否必须将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

武器进行攻击的衍生后果纳入考量ꎮ 尽管我们承认要求指挥官考虑到

攻击可能造成的一切后果并不可行ꎬ亦不可能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然

认为ꎬ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衍生后果必须被纳入考量范围ꎮ
这一观点虽获得支持ꎬ但攻击造成的哪些衍生后果是“可预见的”ꎬ

仍是不确定的ꎮ 前文曾谈及ꎬ这一判断要依具体情形而定ꎬ但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认为通过客观方式来确定可预见的影响ꎬ即以“当时情形下理

智且能充分获取信息的(攻击方)人员合理利用信息”所作出的判断为

标准ꎮ〔２２〕 基于此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议那些计划和决定攻击的人员

承担义务ꎬ采取一切可能措施ꎬ获取有利于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遭受附带

损害作出预先判断的信息ꎮ 此外ꎬ特定情形下指挥官能进行哪些客观预

测ꎬ也有赖于本国武装部队以往的作战经验和教训ꎮ 同时ꎬ若有可能还

应参考他国武装部队在城市战中不断积累的经验ꎮ 换言之ꎬ随着对在人

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衍生后果的理解不断深化ꎬ对该问题

的认识影响着今后对比例和攻击时预防措施规则的评估与决策ꎮ〔２３〕

武装部队应如何将考量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可预见附带衍生

１０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相关事项之问答　

〔２２〕

〔２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Ｇａｌｉｃ'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８ － ２９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５８.

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所产生衍生后果的进一步讨论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ｙ Ｉｓａｂｅ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后果的义务融入其军事政策与实践ꎬ如纳入附带损害评估之中ꎬ尚不明

确ꎮ 基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严重后果ꎬ即当前有目

共睹的大范围平民伤亡ꎬ这些攻击行动是否依比例和攻击时预防措施规

则的要求充分考虑了衍生后果ꎬ是令人怀疑的ꎮ

８. 国际人道法规则是否足以规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任何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行为均须遵守上述国际人

道法规则ꎬ这一点毋庸置疑ꎬ然而ꎬ这些规则是否足以规制此类武器的使

用ꎬ或者说是否有必要澄清其含义或者发展新的标准或规则ꎬ尚未形成

统一意见ꎮ 就人们当前所目睹的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

的后果来看ꎬ使用此类武器的冲突各方该如何解读和适用国际人道法ꎬ
是存在严重问题的ꎮ 对于什么是法律上可接受的ꎬ什么不可接受ꎬ各武

装部队做法各异ꎬ专家学者及各国际刑事法庭判例法所表明的观点亦大

相径庭ꎮ 这也许正表明了国际人道法不够具体明确ꎬ需要国家进一步澄

清相关规则的释义或发展出更为明晰的标准ꎬ以有效保护平民ꎮ
无论从哪方面看ꎬ禁止不分皂白攻击、比例及攻击时预防措施等规

则ꎬ每一项都在军事必要和人道需求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ꎬ各国发

展确立这些规则的基本宗旨就在于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敌对行动

影响ꎮ 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中产

生的任何问题ꎬ都必须牢记这一宗旨对其加以解决ꎮ
进一步了解现有军事政策与实践ꎬ进一步认清国家在人口密集地区

使用爆炸性武器时如何解读和适用相关国际人道法规则ꎬ将有助于推动

对这一重要人道事项的讨论ꎬ促进各种观点的交汇碰撞ꎬ并为秉承善意

努力遵守法律的冲突各方提供帮助ꎮ 最终ꎬ将更好地保护人口密集地区

的平民ꎮ

２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