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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安

援部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阿富汗安全援助特派团———都认识到

减少平民伤害的重要性ꎬ并采取了限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某些武器的

政策和做法ꎮ 安援部队指挥官发布了许多限制使用某些空中发射武器

的战术指令ꎻ非索特派团制定了一项间接火力政策ꎬ限制在人口密集地

区使用火炮及其他间接火力武器ꎮ 本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旨

在减少人口密集地区平民伤害的政策和做法ꎬ并探讨这些政策如何加强

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并揭示武装行动者采取可行预防措施和优先保护

平民的新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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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武装冲突经常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ꎬ在那里平民死亡、受伤和流离

失所的风险更大ꎮ 这类冲突区域对武装行动者构成行动方面的挑战ꎬ使

其有必要在冲突之前和冲突期间对政策、训练和战术进行调整ꎬ以便适

当防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过度伤害ꎮ 对人口密集地区造成的危害可

能是故意针对平民或民用物体造成的ꎬ也可能是攻击合法军事目标的附

带结果ꎮ 当武装行动者使用空投炸弹、火箭、火炮和迫击炮等通常用于

空旷战场、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时ꎬ危险会进一步加剧ꎮ

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ꎬ索马里、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的经验证据

足以说明这一问题ꎮ 这些证据反映了大范围伤亡、受伤、流离失所以及

对平民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毁坏ꎮ〔 １ 〕 本文集中分析在阿富汗和索

马里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问题ꎬ以及旨在减轻危害的努力ꎮ

多国部队最近的做法和政策表明ꎬ当保护平民作为一项关键战略得

到优先考虑时ꎬ行为者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限制战争的影响ꎬ减少人口

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ꎮ 在阿富汗ꎬ随着空中武力使用的增多ꎬ平民死亡

人数也在增加ꎮ 这迫使北约的安援部队发布了若干战术指令ꎬ〔 ２ 〕 限制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某些空中发射武器(即使这类攻击可能是合法

的)ꎬ并对士兵进行避免和减轻平民伤亡的培训ꎮ 非索特派团制定了一

项间接火力政策ꎬ限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火炮和其他间接火力武器ꎬ

因为在摩加迪沙市使用这类武器所造成的平民伤害引发了担忧ꎮ 通过

采取这些政策ꎬ在行动中保护平民和限制使用某些武器成为战略优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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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指令是用于为使用武力提供指导和意图ꎬ以支持安援部队的行动ꎮ



项ꎬ而不只是对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关切ꎮ 这在阿富汗和索马里已见成

效ꎬ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所造成的平民伤害数量均有所减少ꎮ〔 ３ 〕 本

文对这些政策进行考察ꎬ并指出冲突各方为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平民

伤害而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措施ꎮ

法律制度概述

国际人道法ꎬ或者说武装冲突法ꎬ规定了保护平民的重要规则ꎮ 指挥

官必须根据发动攻击前所能获取的信息ꎬ评估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是否

不分皂白或不成比例ꎬ以及是否采取了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以尽量减少

平民伤害ꎮ ２０１１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ꎬ由于此类武器造成滥杀滥伤

的可能性很大ꎬ因此ꎬ在人口稠密地区应避免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

爆炸性武器ꎮ〔 ４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大范围杀伤效果”细分为三类:由
于弹药的破坏半径大(例如ꎬ大型炸弹或导弹或简易爆炸装置)ꎻ由于发射

系统缺乏准确性(如非制导的间接火力武器ꎬ包括火炮和迫击炮)ꎻ武器系

统的设计目的是在大范围内发射武器(多发射火箭系统或集束弹药)ꎮ〔 ５ 〕

国际人道法本身并不禁止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ꎬ但当指

挥官评估在“平民集中地区”部署作战手段或方法时ꎬ必须考虑相关法

律义务ꎮ “平民集中地区”包括“平民或民用物体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

他地区”ꎬ〔 ６ 〕与“人口密集地区”或“人口稠密地区”同义ꎮ 本节简要概

述适用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武器的法律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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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

书»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第一附加议定书»)ꎻ让 － 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 － 贝克

编著:«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ꎬ刘欣燕等译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

惯法研究”)ꎬ规则 １３ꎮ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

国际人道法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ꎬ即禁止不加区分地攻击军事目标

和平民或民用物体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４ 款规定了三类不分

皂白的攻击ꎮ 首先ꎬ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ꎮ 这个类别不取决

于所使用的武器ꎬ而是取决于使用武器的方式ꎮ 其次ꎬ使用不能以特定

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ꎮ 这就禁止使用盲目打击的武器ꎬ以
及由于使用武器的情形和方式而不足以精确打击特定军事目标的武器ꎮ
最后ꎬ使用其效果不能按照法律要求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ꎬ例如

生物制剂ꎮ〔 ７ 〕 此外ꎬ«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第 ５ 款第 １ 项将区域

轰击作为一种具体的不分皂白攻击形式加以禁止ꎮ 区域轰击是将人

口密集地区内许多分散而独立的军事目标视为单一军事目标而进行

的攻击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使用本质上属于不分皂白的武

器ꎬ但对不分皂白攻击的禁止还延伸至禁止使用那些根据其使用时间和

方式ꎬ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或者其效果不能按照国际人道法要求

加以限制的武器ꎮ〔 ８ 〕 换言之ꎬ使用特定武器是否违反对不分皂白攻击

的禁止ꎬ必须在个案基础上加以考虑ꎬ将武器类型、攻击地点、从攻击中

获得的预期军事利益以及攻击所造成的预期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损害

均纳入考虑范围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ꎬ就爆炸性武器而言ꎬ“在人口

稠密地区使用某种武器肯定属于不分皂白的使用”ꎮ〔 ９ 〕

６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 ７ 〕
〔 ８ 〕

〔 ９ 〕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１ 条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７１ꎻ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Ｇｉｓｅｌꎬ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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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ＸＶＩＩ％２０Ｒｏｕｎｄ％ ２０Ｔａｂｌｅ /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２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 Ｇｉｓｅｌ＿ＲＥＶ. ｐｄｆꎮ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４１.



减少平民伤害的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比例原则禁止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
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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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ꎬ该规则不仅限于平民

伤亡ꎬ对民用物体的损害与预期军事利益相比也不应过分ꎮ
该规则要求ꎬ在每次攻击中ꎬ必须事先评估平民或基础设施因攻击

而可能遭受的伤害或损害的风险和程度ꎬ然后同预期军事利益加以权

衡ꎮ 这包括对目标本身、附近地区以及攻击所使用的武器类型的考

虑ꎮ〔１１〕 因此ꎬ攻击是否合法部分取决于在实施以军事目标为对象的行

动中是否遵守了比例原则ꎮ
一些专家指出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ꎬ比例性评估也应考虑到“可预

见”的影响ꎬ特别是要包括未爆炸武器的影响ꎮ〔１２〕 但是ꎬ对于比例性评

估以及攻击本身的地理和时间范围都缺乏共识ꎮ〔１３〕 相反ꎬ比例性往往

是在操作层面进行评估ꎬ取决于特定事实ꎮ 例如ꎬ一旦不能通过选择其

他武器或者改变攻击角度或时间来进一步减少攻击所造成的附带损害ꎬ
“就认为已经符合比例原则ꎬ有可能‘允许’实施计划的攻击”ꎮ〔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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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

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４ꎮ
Ｃａｍｉｌｌａ Ｗａｓｚｎｉｋ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ｄｅｅｐ Ｍｔｈａｒｕꎬ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Ｒｅｍ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１２ － １３. 又见 １９９６
年修订后的«‹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第 ３ 条第 １０ 款第 １ 项ꎬ要求在采取预防措施时

将“地雷对当地平民居民的长期影响”纳入考虑范围ꎮ
“比例原则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是否存在ꎬ而在于它意味着什么、该如何适用ꎮ”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ＩＣＴＹ)ꎬ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ꎬ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ꎬ
ｐａｒａ. ４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ｔｙ.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ｖｉｅｗ￣
ｎａｔｏ￣ｂｏｍｂ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ｆｅｄｅｒａｌꎮ

Ｊａｎｉｎａ Ｄｉｌｌꎬ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 ４.



除了规制合法的攻击目标和作战方法以及比例性评估的规则之

外ꎬ法律还要求当事方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ꎮ〔１５〕 预防原

则体现在两个方面ꎬ即攻击时预防措施和防止攻击影响的预防措

施ꎮ〔１６〕 在进行军事行动时ꎬ必须“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居民或民用

物体ꎮ〔１７〕 法律所要求的特别预防措施包括尽可能查明相关目标是军

事目标ꎬ〔１８〕并在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ꎬ以

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尽量减少附带的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损害ꎮ〔１９〕 这

一原则意味着指挥官应当选择攻击当时可用的危害较小的手段来达成

其军事目标ꎮ〔２０〕 它还要求冲突各方取消或暂停攻击ꎬ如果其显然会造

成过分的“附带损害”ꎮ〔２１〕 因此ꎬ预防措施原则可能包含诸如采取措

施收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以核实目标以及攻击的潜在附带影响这样

的义务ꎮ〔２２〕

攻击者和被攻击者都必须采取预防措施ꎮ 作为攻击对象的一方有

义务“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去“努力将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

８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Ｓｅｅꎬ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ꎬ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Ｓ. Ｃｏｒｎꎬ“Ｗａｒ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ｆｔ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ꎬ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５.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 ５８ 条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５ － ２４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１ 目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

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５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第 ２ 目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

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６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２ 项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

注 ６ꎬ规则 １７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Ｙａ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２ꎬ１９９９ꎬｐ. １７０ꎻ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２０１０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Ｒｕｌｅ ３２(ｂ)ꎬｐａｒａ. ３.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９ꎮ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ꎬ见上注 １３ꎬ第 ２９ 段:“军事指挥官必须建立有效的

情报收集系统来收集和评估有关潜在目标的信息ꎮ 指挥官还必须指导其部队在行动中使用可

获得的技术手段来恰当确定目标ꎮ 指挥官和实际参加行动的空勤人员都必须拥有一定范围的

自由裁量权ꎬ来决定应当使用哪些可获得的信息ꎬ以及如何使用ꎮ”



民用物体迁离军事目标的附近地方”ꎬ并“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ꎬ保
护在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平民个人和民用物体不受军事行动所造成的

危害”ꎮ〔２３〕 武装行动者有义务将军事物体与平民和民用物体相隔离ꎻ如
果不可行ꎬ则有义务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军事行

动所造成的危险ꎮ 尽管法律没有具体规定ꎬ但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包括为

平民建立警戒和疏散系统、建造防空洞和划定危险地区等ꎮ〔２４〕 尽管有

些冲突方故意与平民居民混杂在一起ꎬ但这并不解除发动攻击一方尊重

平民居民的义务ꎬ包括在攻击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的义务ꎮ〔２５〕

预防措施原则和比例原则都涉及攻击对平民或民用物体的附带影

响ꎮ 附带损失缘自很多因素:平民位于军事目标以内或附近ꎻ地势(山体

滑坡、洪水)ꎻ武器和弹药的种类以及所用武器的准确性ꎻ天气状况ꎻ有关

军事目标的具体性质(弹药库、燃料库、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具有军事重要

性的主要道路)ꎻ以及战斗员的技术能力ꎮ〔２６〕

关于攻击地点ꎬ要求冲突各方在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

行的预防措施这一规则也可以用于限制攻击地点ꎬ如果该攻击可能造成

大量平民伤亡ꎬ即要求冲突各方在情况允许时避免攻击人口密集地

区ꎮ〔２７〕 这一义务还可以对攻击时间和角度加以限制ꎬ以限制附带损

害ꎮ〔２８〕 在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方面的预防措施还延伸至对于武器和弹

药的选择ꎮ

９１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５７ ~ ５８ 条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１５ － ２４ꎮ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Ｑｕéｇｕｉｎｅｒꎬ “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Ｎｏ. ８６４ꎬ２００６ꎬｐ. ８１９.
前南刑庭坚决拒绝将对等作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理由ꎬ断言“现代国际人道法的决

定性特征就是ꎬ无论敌方战斗员的行为如何都负有维护这一法律体系关键原则的义务”ꎮ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Ｋｕｐｒｅšｋｉｃ'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１６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０ꎬｐａｒａ. ５１１.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ａｒａ. ２２１２.

Ｊ. － Ｆ. Ｑｕéｇｕｉｎ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ｐｐ. ８００ － ８０３.
Ｉｂｉｄ.



除非情况不允许ꎬ攻击方还必须发出有效预警ꎮ〔２９〕 有效预警是让

平民得以充分保护自己并有足够时间来疏散或以其他方式寻求庇护的

预警ꎮ

尽量减少平民伤害的政策和做法

平民伤害———死亡、受伤和财产损失———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法加

以避免或者最小化ꎮ 选择合适的武器系统、弹药弹头引信和运载系统ꎬ

考虑武器的发射距离ꎬ还有攻击的角度和时机ꎬ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所造

成的平民伤害的程度ꎮ 尽管技术有所改进ꎬ但大多数火炮和迫击炮系统

都“有着内在的不准确性”ꎮ〔３０〕 虽然有限的军事政策、学说、战术和技

巧、行动指示和交战规则已经对于在人口密集地区选择和使用爆炸性

武器给予了具体限制ꎬ〔３１〕 但旨在减少平民伤害的新的指引和战术正

在形成ꎮ 美国政府主张ꎬ这些新的做法和政策超出了国际人道法的要

求ꎬ其实施可以强化对比例原则、预防措施原则和区分原则的遵守ꎮ

这些做法和政策应该与武装行动者分享ꎬ并根据不同战场和能力进行

调整ꎮ

例如ꎬ全面训练武装行动者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ꎬ包括使用和选择

武器ꎬ对于减少平民伤害至关重要ꎮ 限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间接火力

武器的政策也有助于避免平民伤害ꎮ 附带损害评估方法可用于协助指

挥官预测附带危害ꎬ并可影响武器、弹头和弹药引信的选择等变量ꎮ 平

民伤亡追踪小组也有助于指挥官系统评估行动对于平民的影响ꎮ 通过

分析这些数据ꎬ指挥官将能够确定使用某些武器或战术造成平民伤害的

０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２９〕
〔３０〕

〔３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ꎬ前注 ６ꎬ规则 ２０ꎮ
ＩＣＲＣꎬ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ꎬ Ｌｅｇａｌ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２４ － ２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ｐ. ６.
«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明确规定在包括人口密集地区在内的若干情形下禁止使用

无可见间接火力、可见间接火力或者所有间接火力ꎮ 见下文“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以外的有

关保护平民的政策”ꎮ



特定危害模式ꎮ 指挥官进而又能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来减少平民伤害ꎬ

如解释关于目标打击准则或交战规则、改进训练和监督ꎬ以及采用武器

工程评估流程ꎮ〔３２〕

本部分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时利用这

些形形色色工具的做法ꎮ 两者的政策变化都是由于认识到平民伤亡可

能导致特派团失去支持、破坏长期政治目标ꎬ并最终影响特派团能否取

得成功ꎮ

安援部队

阿富汗一直是北约领导的安援部队和美国驻阿富汗部队(以下简称

“驻阿美军”)执行旨在减少平民伤害的新政策、战术、技术和程序的试

验田ꎮ〔３３〕 相关方法包括进行附带损害评估、发布限制间接火力和空对

地交战的战术指令ꎬ以及创建平民伤亡追踪小组来评估军事行动的影

响ꎮ 在这些政策之上则是安援部队指挥官指导战场所有人员减少平民

伤亡ꎮ 面对阿富汗政府及其公民以及国际国内组织日益增加的批评ꎬ这

些应对平民伤害的政策被安援部队指挥官作为关键任务而制定ꎮ〔３４〕

１２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３２〕
〔３３〕

〔３４〕

武器工程评估是用于确定为达到想要的特定损害程度所需之某种武器数量的流程ꎮ
“９１１”事件后ꎬ美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在阿富汗发动了“持久自由行动”ꎮ 在联合国

发起旨在制定阿富汗重建路线图的波恩会议后ꎬ联合国安理会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授权安援部队

协助阿富汗过渡政府ꎮ 安援部队起初由部队派出国轮流领导ꎬ每 ６ 个月轮换一次ꎮ 在北约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取得安援部队行动领导权后ꎬ其国际使命是为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提供重建和训练援助ꎮ 与此同时“持久自由行动”在阿富汗继续其使命ꎬ美国部队开展了一系

列活跃行动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安援部队开始向喀布尔以外扩张ꎬ以便向阿富汗各省提供稳定和

安全援助ꎮ 这一扩张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经历了四个阶段ꎮ ２００６ 年最后一阶段扩张后ꎬ安援

部队指挥着全阿富汗所有国际部队ꎬ尽管“持久自由行动”同期继续保持行动ꎮ 与此同时ꎬ反政

府集团的进攻升级ꎬ大大加快了战斗行动的节奏ꎮ 随着安援部队和“持久自由行动”的战斗行动

增多ꎬ平民伤亡也相应增多ꎮ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ＩＶＩＣ)ꎬ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Ｈａｒｍ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ＡＦ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ＳＡＦ＿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Ｈａｒｍ＿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ｐｄｆ.

Ｉｂｉｄ. ꎻＣＩＶ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Ａ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ｉｎ ２０１４ꎻＳａｒａｈ Ｓｅ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Ｄｒ. Ｌａｒｒｙ Ｌｅｗｉｓꎬ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 Ｊｏｉ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Ｓｔｕｄｙꎬ Ｊｏｉ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ＵＳ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２０１０
( ｒｅｄａｃ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 .



在 ２００８ 年«集束弹药公约»之前ꎬ安援部队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通过禁止

使用集束弹药来限制爆炸性武器的使用ꎮ 此外ꎬ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安援部

队和驻阿美军发布了若干战术指令和日常命令　〔３５〕 来限制武器使用ꎬ特
别是空中发射武器ꎮ 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战斗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

亡后ꎬ安援部队发布了这些指令ꎮ〔３６〕 安援部队承认ꎬ尽管空投武器产生

了战术效果ꎬ但大量平民伤亡具有“战略影响”ꎬ“迫使安援部队对其目

标打击方案和交战程序进行根本性修订”ꎮ〔３７〕

安援部队采取的减少平民伤害的努力

随着安援部队和驻阿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节奏加快ꎬ平民伤亡也在

增加ꎮ 这引起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

团)、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冲突中的平民”中
心的关切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安援部队领导层下令撰写一份内部报告ꎬ讨论美国空

军前一个月在赫拉特省辛丹德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影响ꎮ〔３８〕 根据报告

的调查结果ꎬ安援部队当时的指挥官丹麦克尼尔将军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发布了安援部队首个战术指令ꎬ重点是通过阐明夜间攻击指引并要求进

行正式的附带损害评估来减少危害ꎮ〔３９〕 指令称:“每当我们的战斗行动

造成平民伤亡或者财产损害或破坏ꎬ我们就削弱了我们的有效性ꎮ”指令

集中在三个方面 ———突袭、攻击前或预备性火力ꎬ以及空对地或间接火

力———并下令:
• 攻击前或预备性火力将被视为故意的打击行动ꎬ需要

预先批准并进行正式的附带损害评估ꎮ

２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日常命令是作为指令的修订而发布ꎮ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Ａ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ＣＩＶ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
ＩＳＡＦꎬＴｈｅ ＩＳＡ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ꎬｐ. ３８.
ＣＩＶ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Ｍａｊ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ｏｒｄｏｎ Ｂ. Ｄａｖｉｓ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ＣＯＭＩＳＡＦ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ＣＩＶ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３.



• 只有当部队遭到来自据点的火力攻击或者面临来自据

点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时ꎬ且地面部队指挥官为了保护部队和完

成任务别无选择时ꎬ才能动用空对地或间接火力ꎮ

• 当战术上可行时ꎬ应当使用小武器而不是空对地或间

接火力ꎮ〔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在阿齐扎巴德发生的两次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ꎮ

当地和国际组织(包括联阿援助团)关于这些事件的信息与安援部队的

叙述大相径庭ꎬ促使当时的安援部队指挥官麦基尔南将军发布了第二个

战术指令ꎮ 指令内容与 ２００７ 年指令相似ꎬ主要侧重于空对地和间接火

力ꎬ并将其用途限于纯粹自卫以及为保护部队别无选择的情形ꎮ ２００８

年指令还要求承认平民伤亡以及财产损失ꎬ并要求部队通过战斗损害评

估(战损评估)程序记录平民伤害ꎮ〔４１〕

但是ꎬ安援部队与其他组织(包括联阿援助团———其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

记录平民伤亡)〔４２〕之间的数据差异如此显著ꎬ以致凸显出安援部队报告

机制的薄弱性ꎮ〔４３〕 为配合新的战术指令ꎬ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下旬安援部队在

总部创建了平民伤亡追踪小组ꎬ使安援部队能够收集行动期间造成危害

的数据并向安援部队领导层报告ꎮ〔４４〕 此前安援部队并未系统追踪有关

平民伤亡的指控ꎬ因为这不是军方的标准做法ꎮ 北约“没有处理平民伤

亡的程序或一套连贯的制度”ꎮ〔４５〕 相反ꎬ接到疑似造成平民伤亡的通知

３２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２００７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Ｓ. Ｓｅ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Ｌ. Ｌｅｗｉ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４ꎬｐ. ２３.
同上ꎮ 作为对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阿齐扎巴德事件的回应ꎬ美国中央司令部也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发布了一个与平民伤亡有关的指令ꎬ要求进行快速报告和调查ꎮ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ꎬ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ｏｘｆｏｒ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ｕｋ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ＯＲＧ￣
ＵＮ￣ａｎｄ￣ＣＲ. ｐｄ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０８ / ０９ / ０８ / ｔｒｏｏｐｓ￣ｃｏｎｔａｃｔ /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ｓ￣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ｅａｔｈ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ＩＶ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ｐ. ２ － ４.
Ｉｂｉｄ. ꎬｐ. ３.



后ꎬ是由所涉部队派出国来调查是否违法ꎮ 有的国家ꎬ如美国ꎬ还会为附

带危害发放抚恤金或慰问金ꎮ〔４６〕

平民伤亡追踪小组设在喀布尔合并联合作战指挥部内ꎬ根据资源情

况配备 ２ ~ ５ 名员工ꎮ 其最初的职能是加强安援部队内部对平民伤害的

局势意识ꎬ以便更好地回应指控ꎮ〔４７〕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平民伤亡追踪小

组开始收集有关平民伤亡的信息ꎬ分析其代表了何种趋势ꎬ以便向安援部

队提供减轻平民伤亡的建议ꎮ 指挥部对于减轻平民伤亡的强调在阿富汗

仍然至关重要ꎮ 战术指令传达出的指挥官意图不仅在于确保下属理解减

轻平民伤亡、以证据为基础的因果要素以及适当的报告和评估的重要性ꎬ
还在于强化对军事必要性与平民伤害风险加以平衡的要求ꎮ〔４８〕

８ 月份平民伤亡追踪小组成立后ꎬ麦基尔南将军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发

布了另一项指令ꎬ要求以“良好的战术判断、必要性和比例性”来驱动一

切行动和交战行为ꎬ并称“减少平民伤亡至关重要”ꎮ〔４９〕 不幸的是ꎬ这些

指令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实施与传播效果ꎮ ２００９ 年法拉省发生的另一起

事件———所涉部队单位不知道这些新的限制———促使安援部队新指挥

官斯坦利麦克克里斯托将军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发布指令ꎬ重申安援部队

要集中关注平民伤害问题ꎮ〔５０〕 指令扩大了报告要求ꎬ对所有交战行为

４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２０１０ 年ꎬ北约理事会批准了安援部队在阿富汗的补偿指南ꎬ承认平民死伤和财产损

失并给予财务援助ꎮ Ｓｅｅ ＮＡＴＯꎬ “ＮＡ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ꎬ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ｔｅｘｔｓ ＿ ６５１１４.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ｎ ａｍｅｎｄ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ｓｅｅ ＣＩＶＩＣꎬ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Ｈａｒｍ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ｈａｒｍ＿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ｄｆꎻＣＩＶＩＣꎬ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２００９. ｐｄｆ.

ＣＩＶ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５.
ＣＯＭＩＳＡ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２００９ ( 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ｐ￣ｄｙ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２１ / ＡＲ２００９０９２１００１１０. ｈｔｍｌ.
ＩＳＡＦ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ｉｓａｆ / ｄｏｃｕ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ｓ /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０９０１１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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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进行战损评估ꎬ并重申限制对居民建筑物进行空袭ꎮ 它强调:
• 各级领导要审查和限制对居民建筑物和其他可能造成

平民伤亡的地点使用近距离空中支援等武力ꎮ
• 指挥官必须权衡使用近距离空中支援获得的利益与平

民伤亡的成本之间的关系ꎻ从长远来看ꎬ平民伤亡会使得任务

更难达成ꎬ并导致阿富汗人民转而反对安援部队ꎮ
• 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下才允许对居民建筑物使用空对地

武器和间接火力ꎮ〔５１〕

这类指导也有助于实现平民伤亡追踪小组数据收集流程的制度化

以及改进ꎮ 此外发布了一份新的“安援部队标准操作程序 ３０７”ꎬ为平民

伤亡报告要求提供指导ꎮ〔５２〕 ２００９ 年昆都士的一起事件导致“处于交火

中的军队”一词被重新定义ꎬ以防止不恰当地使用自卫标准ꎮ〔５３〕

重要的是ꎬ这类指导在减少平民伤害方面开始产生预期效果ꎮ 在

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组织的一场集中关注人口密集地区的爆炸性武器的活动

中ꎬ安援部队指挥官前法律顾问理查德格罗斯准将指出ꎬ２００９ 年的指

令使得平民伤亡人数大幅下降ꎬ因为该指令的效果是迫使指挥官考虑替

代方案ꎬ例如使用小型武器乃至在军事人员的生命未受威胁时撤退ꎮ〔５４〕

联阿援助团的平民保护年度报告指出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亲政府部队造

成的平民伤害有所减少ꎮ ２００９ 年阿富汗部队和国际部队共造成 ５７３ 人

死亡ꎬ而 ２０１０ 年这一数字大约是 ４２９ꎮ〔５５〕

值得注意的是ꎬ一些美国下级指挥官对 ２００９ 年指令持批评态度ꎬ认

５２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这些情形是基于操作原因分类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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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限制性高于必需的程度ꎮ〔５６〕 一些军队和指挥官还有一种看法ꎬ即
自卫权受到了损害ꎮ〔５７〕 新任安援部队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在

其参议院认可听证会上澄清说ꎬ“对确保人民安全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

们不对敌方实施打击”ꎮ〔５８〕 当彼得雷乌斯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获得指挥权时ꎬ
他对所有战术指令进行了审查ꎬ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发布了一项新指令ꎬ指
示说“下级命令未经我授权不得对此指令作进一步限制”ꎮ〔５９〕 这一新用

语试图说明指令是最高限度而不是最低限度ꎬ指示指挥官不要额外增加

限制ꎮ
彼得雷乌斯进一步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平民保护标准ꎬ要求必须核实

“没有平民在场”才能批准自卫以外的攻击ꎮ〔６０〕 指令强调保护平民的重

要性ꎬ将之作为成功完成任务的关键ꎬ同时强化了“有纪律地使用武力”
的概念ꎮ〔６１〕 指令强调:

安援部队必须继续———事实上是加倍———努力ꎬ将无辜平

民的生命损失降到最低ꎮ 每一个阿富汗平民的死亡都会削弱

我们的事业ꎮ 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武力或者违背我们的平叛原

则行事ꎬ战术胜利就可能会成为战略挫折ꎮ〔６２〕

该指令还强调有必要培训安援部队了解和理解交战规则和战术指

令意图ꎬ以便他们“有信心在最重要的时候采取一切必要行动ꎬ同时理解

平民伤亡的战略后果”ꎮ〔６３〕

６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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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术指令和平民伤亡追踪小组的创建ꎬ是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由彼

得雷乌斯将军和麦克克里斯托将军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同时出现的ꎻ该
项研究分析了美国在阿富汗减少和减轻平民伤亡的努力ꎮ 这是通过在

安援部队和驻阿美军指挥系统之外进行以证据为基础的评估来学习和

改进应对平民伤害问题的方法的又一次尝试ꎮ 经过对几百次事件的分

析ꎬ有权获取绝密信息的研究小组为不同类型的行动———包括空袭、检
查站行动、炮击和车辆移动等———提供了一个基本因果要素清单ꎬ并提

出了改变指导和战术的具体建议ꎮ 作为回应ꎬ驻阿美军和安援部队对其

行动方式作了一些改变ꎬ改进了以减轻平民伤亡为重点的培训ꎬ并为阿

富汗战术部队颁布了新政策ꎮ〔６４〕

２０１１ 年ꎬ随着新的指导意见的颁布ꎬ平民伤亡追踪小组被扩展为平

民伤亡减轻小组ꎬ投入更多资源分析平民伤亡原因ꎬ并与公民社会交叉

核对指控及通报减轻伤亡工作ꎮ〔６５〕 在一位上校率领下ꎬ平民伤亡减轻

小组成立了由安援部队总部和下属指挥部代表组成的内部工作组ꎬ就避

免和减轻平民伤亡提供指导ꎮ 其任务包括协调具体主题的研究并向安

援部队领导层提出建议ꎻ领导相关工作组修改或制定政策、战术指示和

标准操作程序ꎻ对在避免平民伤害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进行

收集和归档ꎮ〔６６〕 在外部ꎬ平民伤亡减轻小组的扩大是为了加强安援部

队与阿富汗对应部门、联阿援助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ꎬ以便讨论

有关平民伤害的指控ꎬ并将军事数据与外部信息源进行交叉核对以发现

差异ꎮ 与外部独立组织的对话对安援部队领导层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件

报告并参与提出关于减少平民伤害的建议至关重要ꎮ 数据追踪和分析

被用于向安援部队领导层提出建议ꎬ以及影响向部队派遣国就部署前减

轻平民伤亡培训提出的建议ꎮ〔６７〕

例如ꎬ对平民伤害事件的分析会逐渐改进在确定是否有权使用致命

７２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６４〕
〔６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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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时对敌对意图的评估ꎬ这就需要新的指导ꎮ 部队有时曲解了阿富汗

人夜间挖地的意图ꎬ怀疑这是在放置简易爆炸装置ꎬ而实际上这是因为

在炎热天气里阿富汗人更喜欢在凉爽的夜晚工作ꎮ 再如ꎬ由于阿富汗有

武装文化ꎬ因此拥有武器并不等同于敌对意图ꎬ但是当美军接近建筑物

时———特别是在夜间———阿富汗人的自卫行动有时被误解为敌意ꎬ使得

难以辨别平民ꎮ 于是美军开始采取“呼喊”等策略ꎬ其他部队则通过当地

领袖来降低惊扰居民的风险ꎬ从而避免平民伤害ꎮ〔６８〕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些形形色色的战术指令和指导ꎬ以及平民伤亡减

轻小组的创建ꎬ包括与联阿援助团等外部组织的持续接触ꎬ使关于平民

伤亡的报告和分析逐渐改进ꎮ 从事件中找出教训ꎬ这使得部队能够从错

误中学习而不是重蹈覆辙ꎮ 正如“联合平民伤亡”研究的合著者拉里刘

易斯博士向“冲突中的平民”中心表示的ꎬ这一系列指令显示了“修改指

引以反映认识的深化”的益处ꎮ〔６９〕 指挥部仍在继续强调要尽量减少平

民伤害ꎮ 例如ꎬ安援部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再次修订了一项先前的指

令ꎬ提醒部队应该假定有平民在场ꎬ而且除非另有证明否则所有阿富汗

人都应当推定为平民ꎮ 安援部队还强调了培训以及袭击后的调查ꎮ〔７０〕

时任安援部队指挥官约翰艾伦将军重申ꎬ需要“在打击敌方、尽量减少

无辜平民生命损失和保护部队的义务之间实现平衡”ꎮ〔７１〕

安援部队还采用并改良了 ２００７ 年首个战术指令中提及的附带损害

评估方法ꎬ以协助指挥官预见目标打击决定中的附带平民伤害ꎬ并通过

８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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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武器、弹头、弹药引信以及进攻时间和角度的选择等变量来尽量减

少危害ꎮ〔７２〕 在进行附带损害评估时考虑了人口密度、建筑材料、次生伤

害以及关于目标及其周围环境的其他信息ꎮ〔７３〕 用于附带损害评估的信

息的可获取性、范围和质量取决于具体环境ꎬ附带损害评估分析的深度

则取决于目标是否具有时间敏感性(详见下文讨论)ꎮ

在发布战术指令和创建平民伤亡减轻小组的同时ꎬ安援部队还强调

通过培训来减少平民伤亡ꎮ 安援部队将平民伤亡培训要求反馈给北约

指挥机构ꎬ随后纳入了北约第 ７５ － ８ 号培训指令以及预防和减轻平民伤

亡培训ꎮ〔７４〕 这些内容被纳入部队部署前和任务中培训ꎬ还被纳入关注

减轻平民伤亡的补充出版物ꎬ包括«阿富汗平民伤亡预防手册»和«交战

规则概述»ꎮ〔７５〕

这些指令ꎬ附带损害评估、战损评估和平民伤亡减轻小组等工具以

及培训工作都发挥了作用ꎬ使得安援部队造成的平民伤害有所减少ꎮ 联

阿援助团与安援部队就平民伤亡问题保持持续对话并发表年度报告ꎬ其

中包括关于冲突影响以及对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各类平民伤害的数据ꎮ

联阿援助团的报告称ꎬ尽管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部队人数激增ꎬ但安援部队造

成的伤害持续减少ꎮ ２００７ 年ꎬ联阿援助团将 ６２９ 人的死亡归咎于(阿富

汗和国际)亲政府部队ꎮ〔７６〕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安援部队任务结束时ꎬ每起安

援部队造成的事件中的平民伤亡平均数减少了近 ７５％ :２００９ 年阿富汗

和国际部队共造成 ５７３ 人死亡ꎬ２０１０ 年为 ４２９ 人ꎬ２０１１ 年为 ５１９ 人ꎬ

２０１２ 年为 ３２４ 人ꎬ２０１３ 年为 ３５４ 人ꎮ ２０１４ 年ꎬ在安援部队任务结束时ꎬ

９２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ＣＩＶ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ＵＳＦＯＲ￣Ａ ａｎｄ ＩＳＡ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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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ꎬ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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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ＣＩＶＩＣ ｗ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ｏ ｔｈｉ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ꎻ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ｍ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ꎬ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ꎬＭａｙ ２０１１.

Ｓｅｅ ＵＮＡＭ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５ꎬｐ. １０.



联阿援助团将 １６２ 人的死亡归咎于国际部队ꎮ〔７７〕

非索特派团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创设了非索特派

团ꎬ联合国安理会 １ 个月后予以批准ꎮ〔７８〕 非索特派团的各种任务包括

保护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对青年党及其他与过渡联邦政府作战的行动

者发动执法行动、实施一系列民事—军事项目、执行治安任务ꎬ以及向过

渡联邦政府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支持ꎮ〔７９〕

摩加迪沙的许多战斗沿着传统的前线进行ꎬ即过渡政府和非索特派

团控制城市的一部分ꎬ而青年党控制另一部分ꎮ 双方都严重依靠炮火和

其他间接武器ꎮ 在“冲突中的平民”中心和人权观察记录的一种战术

中ꎬ青年党从平民众多的地点发射迫击炮ꎬ但不让平民离开这些地

区ꎮ〔８０〕 当非索特派团用重型武器回击时ꎬ平民伤亡不可避免ꎮ 青年党

还利用经过改装的丰田小巴作为移动式火炮发射装置向过渡联邦政府

和非索特派团部队开火ꎬ然后迅速离开现场ꎬ使该地区受到报复性火力

攻击ꎮ〔８１〕 非索特派团的车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造成伤害ꎬ〔８２〕 此外平民

还在交火中受到其他形式的附带伤害ꎬ因为摩加迪沙的前线经常不可预

测地移动ꎮ

由于日益担心平民伤亡会影响行动取得成功ꎬ非索特派团采取了一

些纠正行动ꎮ 其引入了包括“冲突中的平民”中心在内的外部顾问进行

０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Ｓｅｅ ＵＮＡＭ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５ꎬｐｐ. １０ꎬ７８.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非洲联盟的常设机构ꎬ负责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ꎮ 更多信息

见 ｗｗｗ.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ｏｒｇａｎｓ / ｐｓ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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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并提出改革建议ꎬ包括制定新的间接火力政策、修订交战规则、修改

非索特派团的战略沟通方式ꎬ以及创建平民伤亡追踪小组ꎮ 这些工作旨

在更好地履行非索特派团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ꎬ同时也符合安援部队

的看法ꎬ即平民伤亡不利于任务取得成功以及长期目标的实现ꎮ

间接火力政策

间接火力政策列明了非索特派团的意图ꎬ即通过改变政策、交战规

则以及对平民伤害的应对工作来尽量减少平民伤害ꎮ 间接火力政策概

述写道:

赢得人民支持是我们规划和实施一切行动的指导原则ꎮ

尽量减少平民伤害必须是我们规划和实施一切行动的指导原

则ꎬ而且这也是我们一致同意的人道要求ꎮ〔８３〕

间接火力政策阐明了“避免、归责和修正”的三步骤流程:

• 在可能的情况下ꎬ非索特派团将避免使用可能造成大

量平民伤亡的间接火力ꎮ 间接火力只能在极端情况用于自卫ꎬ

以及在已经确认 一处明确军事目标且获得的军事利益远超对

平民居民造成伤害的潜在风险时用于保护平民居民ꎮ

• 当报告有间接火力时ꎬ非索特派团必须追究发起人的

责任———查明间接火力的源头、将其与非索特派团自己的间接

火力开火记录相关联ꎬ并在有责任时迅速道歉ꎻ或通过准确说

明其武器使用情况来反驳指控ꎻ或者根据可信的情报将责任划

分给敌对部队ꎮ

• 对非索特派团无意造成的平民伤害作出补偿ꎬ〔８４〕 包括

１３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８３〕

〔８４〕

ＡＭＩＳＯＭꎬ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Ｆｉｒ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１ (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 .

补偿是指冲突当事方承认平民伤害ꎬ并根据受害者的需求和偏好给予文化上适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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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平民伤亡ꎬ并向受伤、受难或者受到非索特派团行动其他

影响的人提供直接援助ꎮ〔８５〕

非索特派团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在医院、居住区、市场、宗教场所和

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周围设立火力禁区ꎬ并限制使用 １０７ 毫米火箭炮ꎮ

采取的这些措施反映了这种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武器会因准确性问

题造成平民伤害ꎮ 反击炮火仅限于“人口稀疏地区”ꎬ以尽量减少附带

损害ꎮ〔８６〕 间接火力政策建议在使用武器之前进行附带损害评估ꎬ对参

与使用间接火力的军事人员进行强制再培训ꎬ在事件发生后提交行动后

报告以汲取教训并纳入培训ꎬ使用非武装飞行器来记录生活模式以更好

地区分目标ꎬ并建立平民伤亡追踪小组ꎮ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ꎬ关于创建一个平民伤亡追踪小组的间接火力政策

建议受到关注ꎬ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３６ 号决议批准了这一机制ꎮ ２０１２ 年ꎬ

非洲联盟委员会支持非索特派团制定一个覆盖整个任务的战略ꎬ将保护

平民纳入非索特派团的行动ꎮ 平民伤亡追踪分析及反应小组于 ２０１５ 年

开始运作ꎮ〔８７〕 该小组由数据、军事和法律分析员组成ꎬ负责跟踪平民伤

害事件和指控、分析造成伤害的原因并就战术和培训提出指导建议、应

对个别事件并确保平民得到补偿(承认伤害并提供援助)ꎬ以及与外部

组织对话以便交叉核对事件内部报告ꎮ

实施具体限制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反击炮火的间接火力政策减少

了非索特派团在摩加迪沙造成的平民伤害ꎮ〔８８〕 尽管没有公开数据(像

联阿援助团在阿富汗的记录机制那样)记录非索特派团造成的平民伤亡

２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ＡＭＩＳＯ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３.
反击炮火是针对敌方间接火力阵地的还击ꎮ
“冲突中的平民”中心撰写了平民伤亡追踪分析及反应小组的实施计划并帮助设立

该小组ꎮ 平民伤亡追踪分析及反应小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不同决议———包括 ＵＮＳＣＲ ２０３６
(２０１２)、ＵＮＳＣＲ ２０９３ (２０１３)、 ＵＮＳＣＲ ２１２４ (２０１３)、 ＵＮＳＣＲ ２１８２ (２０１４) 和 ＵＮＳＣＲ ２２３２
(２０１５)———中列明的职责ꎬ由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授权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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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平分部的平民规划与联络官员的身份写作此文的)ꎮ



人数ꎬ但非索特派团报告称ꎬ其正在调查关于平民伤亡的指控ꎬ并向非索

特派团意外伤害的平民道歉ꎮ〔８９〕

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以外的有关保护平民的政策

尽管本文没有调查所有军事原则和政策ꎬ因为许多都无法公开获

得ꎬ但对可获得的原则和政策的概览表明ꎬ一些军队认识到平民伤害的

一级、二级和三级影响ꎮ〔９０〕

«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９１〕建议在人口密集地区限制使用间接火力

武器ꎬ〔９２〕即“针对瞄准者看不见且其本身并不作为武器或定向者瞄准

点的目标所实施的火力”ꎮ〔９３〕 该手册区分了“可见间接火力”(观察者

可以看见冲击点或爆破点　〔９４〕 )与“不可见间接火力”(观察不到冲击点

或爆破点)ꎮ “除非”受一国军队的“规则限制”ꎬ否则直接火力和可见

间接火力是“允许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所建议的交战规则确认在“人
口密集地区”可以通过规则对不可见火力、可见间接火力和直接火力

３３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ＡＭＩＳＯＭꎬ “ ＡＭＩＳ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Ｗａｒｄｉｎｌｅꎬ Ｂａｙ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ｍｉｓｏｍ￣ａｕ.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ａｍｉｓ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ｅａｔｈｓ￣ｉｎｗａｒｄｉｎｌｅ￣ｂａｙ￣ｒｅｇｉｏｎ / ꎻ“ＡＵ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ｏｌｏｇ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Ｄｅａｔｈｓ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ａｍｉｓｏｍ￣ｓｏｍａｌｉａ￣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ｄｅａｔｈｓ － １６０４１７１３２９１４１５７. ｈｔｍｌ (４ 名平民未在一处路障停下ꎬ士兵们误

将其当作青年党战士杀死ꎬ非索特派团为此道歉) .
直接影响是指直接的一级影响ꎬ即在军事行动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干预因素ꎮ 例

如ꎬ使用武器所造成的可识别的直接物理结果ꎮ 间接影响是指二级或三级的系统性影响ꎬ是通

过中介因素或机制造成的ꎬ其性质可能是物理的或者心理的ꎮ 间接影响往往有延迟、难以识别

且为多种影响累积或汇聚的结果ꎮ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ꎬＪｏｉ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ꎬＪＰ ３ － ６０ꎬ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ｐｐ. ＩＩ － ３５ － ＩＩ － ３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ｆｒ.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Ｊｏｉｎｔ ＿
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Ｓｔａｆｆ￣Ｊｏｉ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ｐｄｆ.

«圣雷莫交战规则手册»反映了全球各国的最佳做法ꎮ 其意图并非陈述政府或国际

组织的官方立场ꎬ而是供实践者起草交战规则时作为指导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Ｓａｎ Ｒｅｍｏ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Ｓａｎ Ｒｅｍｏ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ｉｈｌ.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ＲＯ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

Ｉｂｉｄ.
此处使用“爆破”一词意味着间接火力与爆炸性武器有关ꎬ但间接火力这一概念强

调的是发射模式而不是爆炸或破碎效果ꎮ



加以限制ꎮ〔９５〕

２００９ 年澳大利亚国防部队的“联合攻击手册”对附带影响作出宽

泛定义ꎬ指出这类影响“不是对目标的损害ꎬ也不是对邻近区域的直接

相关的附带损害ꎬ而是在行动目的之外造成的任何影响”ꎮ〔９６〕 手册建

议对这类附带影响进行“合理规划”ꎮ〔９７〕 手册还建议敏感目标不一

定要与附带损害相关ꎮ 相反ꎬ“当指挥官估计军事行动对平民及 /或
战斗人员、财产和环境附带造成的物理损害和附带影响超过既定的

国家级通报标准时ꎬ即可将目标确认为敏感目标” ꎮ 敏感目标还包

括那些“超过国家级的交战规则标准ꎬ或者指挥官认为对其进

行打击可能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目标ꎮ 本质上ꎬ敏感目标需要国

家一级的批准ꎮ”〔９８〕

英国 ２０１２ 年«武装冲突法联合勤务手册»要求指挥官考虑“攻击可

预见的影响”ꎬ指出“目标的特征在此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ꎮ〔９９〕 这类

特征可以包括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密度、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ꎬ以及城市

中心之间的互联性ꎮ〔１００〕 手册举了一个攻击一处军用燃料仓库的例子ꎬ
在该例中起火的燃料流入平民居住区的风险是可预见的ꎮ

２０１２ 年ꎬ美军通过«陆军战术技术规程手册 ３ － ３７ ３１»发布了

“减轻平民伤亡”原则ꎬ〔１０１〕 并于 ２０１５ 年更新为“保护平民”原则ꎮ 该

原则建议采取限制平民伤害的替代方法ꎬ称:“在交火过程中ꎬ将火

４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此处使用“爆破”一词意味着间接火力与爆炸性武器有关ꎬ但间接火力这一概念强

调的是发射模式而不是爆炸或破碎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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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策略而非间接火力和空袭作为默认反应ꎬ并将批准使用火力的

权限提到更高的指挥级别ꎮ”〔１０２〕 手册还建议使用平民伤亡追踪小组

和战损评估ꎬ这些是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中正在实施的方

法(见下文) ꎮ
２０１３ 年美国“联合城市行动”原则同样强调城市地区平民伤亡的可

能性ꎬ指出这类行动“受到的限制可能多于其他地方的行动”ꎮ〔１０３〕 它指

出:
平民的存在和保护基础设施的需要极大地影响着行

动ꎬ并帮助塑造着交战规则和使用武力规则ꎮ 根据情况要

求ꎬ经常对具体行动中的交战规则和使用武力规则进行解

释和完善ꎬ有助于灵活地完成任务并限制平民附带损害和

友军伤亡ꎮ〔１０４〕

具体而言ꎬ该原则指示使用精确弹药来“防止误射友军、尽量减少平

民伤亡并限制附带损害”ꎮ〔１０５〕 尽管该原则并未专门涉及在人口密集地

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问题ꎬ但它清楚地指示ꎬ由于造成平民伤亡的风

险更高ꎬ城市地区的交战规则、武器选择和目标打击都与其他地方明

显不同ꎮ
一些武装部队ꎬ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ꎬ还制定有“禁止攻

击”政策ꎬ以减少敌对行动对平民的影响ꎬ包括爆炸性武器所造成的影

响ꎮ〔１０６〕 例如ꎬ美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禁止攻击和附

带损害评估方法的指示»规定ꎬ不得予以攻击的实体是指由适当当局指

定的那些禁止对其采取动能或非动能行动以避免违反国际法、公约、协

５３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ＡＴＰ ３ － ０７ ６ꎬ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 ３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ｋｓｏｉ. ａｒｍｙ. ｍｉｌ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 / ａｔｐ３＿０７ｘ６. ｐｄｆ.

ＵＳ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０ꎬｐ. Ｉ － 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Ｉ － 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Ｉ － 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６ꎬｐｐ. ４ － ７ꎬ４ － ８. 禁止攻击政策称ꎬ某些“目标

或实体在国际法及 / 或交战规则上被定性为免受军事影响”ꎬ不得攻击ꎮ 手册没有列出禁止攻

击的目标的目录ꎬ但后注 １０９ 列出了可能包括在美国的禁止攻击目录中的实体ꎮ



定或者损害与同盟伙伴和土著居民关系的实体ꎮ〔１０７〕 不得予以攻击的实

体受到保护ꎬ免受军事行动影响ꎬ〔１０８〕 并根据其敏感性划分为第一类(非

常敏感)或第二类(不那么敏感)ꎮ〔１０９〕 该政策提及与某个目标有地理空

间关系并可能受到目标打击行动的影响或潜在影响的“附带目标”ꎮ 了

解附带目标的位置和功能对于攻击目标选择、禁止攻击政策和附带损害

方法而言都必不可少ꎮ〔１１０〕

２０１２ 年ꎬ美国更新了其附带损害评估方法ꎬ并将之视为指挥官遵守

战争法的一种手段ꎮ〔１１１〕 附带损害评估通常通过计算机模型完成ꎬ旨在

帮助指挥官理解武器效果、附带影响和减轻伤害技巧ꎮ «美国参谋长联

席会议指示»将附带损害定义为对根据当时情况不构成合法军事目标的

人员或物体的无意或偶然的伤害或损害ꎮ〔１１２〕 附带损害评估方法为指挥

官和决策者作出关于附带损害风险的保守描述ꎬ并综合运用经验数据、

概率、历史观察和复杂建模进行分析ꎮ 不过ꎬ这一方法受制于所收集到

的武器效果数据的数量和可靠性、武器发射的不确定性以及有关目标的

６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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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ꎬ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ｔ /
ｃｊｃｓ￣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ａｍａｇｅ / . ꎬｐ. Ｂ － １.

第一类包括:外交办公室、外国特派团ꎻ宗教、文化、历史机构、墓地和结构ꎻ政府间组

织(如联合国、北约)和非政府组织的财产、设备和人员ꎻ民用和军用医疗设施ꎻ公立教育设施ꎬ
包括非军事学校、学院、大学、儿童 / 日托中心和研究所ꎻ平民难民营和集中营ꎻ战俘营和集中营

以及政府拘留设施 / 监狱ꎻ对其实施攻击可能造成无法控制的污染(包括对死水、溪流和河流的

污染)的设施ꎻ对其实施攻击可能导致平民区洪水泛滥的大坝或堤坝ꎮ 第二类包括:非军事宿

舍和住处ꎬ包括军方或政府土地上的私人民用住房和家庭住房ꎻ民用会面场所ꎬ包括运动场、体
育馆、赛马场、公园、文娱和会议中心、剧院、游乐园、市场和娱乐设施ꎻ公用事业和设施ꎬ包括那

些生产、分配或运输用于民用消费的电力、石油或水的设施ꎻ商业燃料加油站、民用公共交通设

施、供水设施、垃圾设施、城市燃气供应、消防站、邮政设施、警察局、民防设施和金融机构ꎻ生
产、销售或分配民用消费食品的农业加工和储存设施ꎻ有可能释放污染空气、食物、土壤或水资

源的有毒化学品的公用、工业设施和储存库ꎻ以及功能 / 目的未知的设施及 / 或结构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Ｂ － ７.
Ｉｂｉｄ. ꎬｐ. Ｄ － １.
Ｉｂｉｄ. ꎬｐ. Ｄ － ２.



情报ꎮ 此外ꎬ附带损害评估方法并非总能解释城市行动环境的动态和不

可预测性ꎮ〔１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ꎬ附带损害评估方法没有考虑到目标地区附近未知的

临时性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及 /或设备ꎮ 这包括路上行驶的汽车、街上的

行人或者在情报收集手段的能力和限度范围内无法以合理确定性预测

其是否会存在于目标地区的其他民事实体ꎮ 该指示指出ꎬ进行尽职调查

以确定目标地区的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及 /或财产的汇集情况并在可能的

情况下在与目标接触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去冲突化的方式ꎬ是各级指挥官

的固有责任ꎮ〔１１４〕

该指示指出ꎬ附带损害评估方法没有说明超出附带损害评估三级

(一个武器工程评估流程)〔１１５〕 之外的集束或强化常规弹药的使用情况ꎬ
因为未爆弹药的危险性更大ꎬ且用于减轻附带损害风险的现有武器工程

选项有限ꎮ〔１１６〕 由于在城区使用时弹道误差大增ꎬ对平民的危险性也相

应增大ꎬ因此火箭辅助投射物或射程延伸 /扩展火炮、迫击炮和海军炮弹

超出附带损害评估三级之外的情况也同样未予涉及ꎮ〔１１７〕 附带损害评估

方法没有说明二次爆炸———该政策指示道ꎬ二次爆炸造成的附带损害

(武器藏匿处或军事装备的油箱)无法一致地测量或预测ꎬ因此指挥官

应当保持对任何额外风险的意识ꎮ〔１１８〕

尽管附带损害评估对于预测武器使用及战术的影响很重要ꎬ但所分

析的信息的质量和来源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会有所不同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附带损害评估方法是依靠对预先选定的目标进行深度分析ꎬ而不是

７３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ꎬ Ｎｏ Ｓｔｒｉ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ꎬ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ｎｅｔ /
ｃｊｃｓ￣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ａｍａｇｅ / . ꎬｐｐ. Ｄ － １ － Ｄ － ２ꎬＤ － ５.

Ｉｂｉｄ.
附带损害评估三级的目标是达到较低的附带损害估值ꎬ同时减少战术性武器工程限

制的数量ꎮ 附带损害评估三级确定适当的运载系统以及弹头和引信装置组合ꎬ以便在降低附

带损害风险的同时仍然对目标达成预期效果ꎮ 同上ꎮ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Ｄ － ５ － Ｄ － 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Ｄ － ６.
Ｉｂｉｄ.



对动态或时间敏感目标进行现场分析ꎮ〔１１９〕

将平民伤害而不仅仅是对敌人造成的损害纳入战损评估的考虑范

围ꎬ现在也是美军行动的惯例ꎮ 战损评估是对目标损害或影响的估计ꎬ
是基于对使用致命和非致命武力所造成的物理损伤、功能损伤和目标系

统的评估ꎮ〔１２０〕

尽管战损评估对于评估一项行动很重要ꎬ但仅依赖空中战损评估

而不进行地面调查可能会导致对平民伤害的描述不全面ꎮ 因此ꎬ确保

对在一线开展行动的第三方组织(如非政府组织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或联合国)的报告加以考虑ꎬ并与行动数据进行交叉核对以全面了解

某次特定攻击ꎬ这一点至关重要ꎮ 仅仅依靠军方数据会低估平民伤

害ꎬ其风险在于不能解决伤害的原因ꎬ从而使得本文所讨论的一些工

具无效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北约发布了“保护平民政策”ꎮ 该政策认识到从安援

部队减轻平民伤亡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ꎬ称其致力于在其行动中将这

些经验教训制度化ꎮ〔１２１〕 北约还将美国的附带损害评估方法纳入其行

动ꎮ〔１２２〕 值得注意的是ꎬ阿富汗正在力图发展能力以更好地进行平民伤

害报告和分析ꎮ〔１２３〕

８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 ２９.
物理损害包括通过弹药的爆炸、破碎及 / 或烧伤效果造成的物理损害的定量程

度ꎮ 功能损害是评估攻击及其他武力使用行为对于目标执行其预定任务之能力的影响ꎬ
还可能包括评估敌人重建或更换被毁坏或损坏的目标功能所需的时间ꎮ 目标系统评估

是对各种攻击的影响和有效性的广泛评 估ꎮ ＵＳ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０ꎬ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Ｄꎬｐｐ. Ｄ － ４ － Ｄ － ６ .

ＮＡＴＯꎬ“ＮＡ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ｅｘｔｓ＿１３３９４５.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 (也反映了来自阿富汗

的减轻平民伤亡方面的经验教训)ꎮ
Ａｕｔｈ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Ｏ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ｔ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Ｂｒｕｎｓｓｕｍ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冲突中的平民”中心已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开发减轻平民伤亡工具ꎬ并

对一项国家平民伤亡减轻和预防政策有所贡献ꎮ 旨在提供“培训、援助和建议”的北约坚定决

心支持特派团在安援部队之后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开展工作ꎬ正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就这类政策、工
具和培训进行合作ꎮ



结论

战争给平民生命、学校、家庭、医院和关键基础设施带来浩劫ꎮ 通过

遵守国际人道法、采用更多旨在减少人口密集地区平民伤害的工具和培

训ꎬ并通过采取本文中所讨论的优先平民保护的政策ꎬ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平民的伤害ꎮ〔１２４〕

当前冲突中的一些交战方正在实施本文所分析的一些工具ꎮ 例如ꎬ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ꎬ尽管已经发现许多武装行动者违反国际人道法ꎬ〔１２５〕

但美国领导下的联合特遣部队“坚定决心行动”———包括英国、澳大利

亚、丹麦及参加安援部队任务的其他国家———正在实施从阿富汗学得的

许多政策ꎬ包括将平民伤害考虑在内的战损评估ꎬ以及在对盘踞在人口

密集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目标打击时的附带损害评估ꎮ〔１２６〕 美国

还创建了一个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伤亡减轻小组来跟踪和调查有关平

民伤害的指控ꎬ并为改良战术吸取经验教训ꎮ〔１２７〕

９３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ꎬ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布的一个针对平民伤亡问题的行政命令反映

了在阿富汗汲取的经验教训ꎮ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ｉ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Ｕ. 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 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１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
ａｎｄ￣ｐｏｓｔｓｔｒｉｋ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Ｕ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ｒａｑ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ｒａｑꎬ１ Ｍａｙ － ３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ꎻ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Ａ / ＨＲＣ / ３１ / ６８ꎬ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作者同参加空中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的谈话(实施严

格控制以限制平民伤亡)Ｓｅｅ ｗｗｗ. ａｂｃ. ｎｅｔ. ａ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６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ｊｅｔｓ￣ｆｉｒｓｔ￣
ａｉｒ￣ｓｔｒｉｋｅｓ￣ｓｙｒｉａ￣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６７７９１０４ꎮ

作者与 ＣＥＮＴＣＯＭ 的谈话ꎮ 美国政府还授权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行动期间造成的

附带平民伤害进行补偿(承认并支付抚恤金)ꎮ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ａｒ
Ａｄｍ. Ｋｉｒｂ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ｏｏｍꎬ１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０６９３６ ( 给 叙 利 亚 的 补 偿 )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６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ｐｏ. ｇｏｖ / ｆｄｓｙｓ / ｐｋｇ /
ＢＩＬＬＳ － １１４ｓ１３５６ｅｎｒ / ｐｄｆ / ＢＩＬＬＳ － １１４ｓ１３５６ｅｎｒ. ｐｄｆ (授权对附带损害和人身伤亡支付慰问

金)ꎮ



但是ꎬ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有效利用这些工具ꎬ以减少反“伊

斯兰国”联盟空中打击行动所造成的伤亡ꎮ〔１２８〕 平民伤亡以及大多数

平民逃离之后对城市的大规模物理毁坏(伊拉克的拉马迪、祖马尔

和辛贾尔以及叙利亚的科巴内)也凸显出要想驱逐一个深潜在民宅

中、将城市布满简易爆炸装置和饵雷的集团所面临的挑战和代

价ꎮ〔１２９〕 在人口密集地区进行的战斗迫切要求参与伊拉克和叙利亚

空中战役的军事计划者进行创造性思考ꎬ以便不断学习和改进战术

来尽量减少平民伤害ꎬ包括大力将其平民伤害数据与外部数据进行

交叉核对ꎬ以确保行动效能最大化并实现其所称的尽量减少平民伤

０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城市战

〔１２８〕

〔１２９〕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 日ꎬ美国承认自 ２０１４ 年年中空中打击行动开始以来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造成 １９９ 名平民伤亡ꎬ并正在调查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的指控ꎮ 参见 ＣＥＮＴＣＯＭꎬ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ｍ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６８７４２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ｊｏｉｎｔ￣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ｖ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 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Ａｉｒｗａｒｓ———一个监控对“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的空中打击行动并记

录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平民伤害的透明度项目———已将 ２３００ 多起死伤归于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反“伊斯兰国”联盟ꎮ 但“鉴于伤亡核查方面的巨大挑战”ꎬ其对该数字表示“谨慎”ꎮ
俄罗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叙利亚进行的支持叙利亚政权的空袭所造成的平民伤亡

人数超过 ８０００(泛见 Ａｉｒｗａｒｓ. ｃｏｍ)ꎮ 在阿富汗ꎬ尽管安援部队的职责已于 ２０１４ 年结束ꎬ但驻阿

美军———其训练阿富汗部队ꎬ且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以来已被允许对塔利班实施空袭以支持阿富汗

安全部队———必须严格遵守指引和政策ꎬ以尽量减少平民伤害ꎬ并防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昆都士无

国界医院袭击事件重演ꎮ 美国军方的调查发现ꎬ美军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向医疗设施开火ꎬ是
“人为错误加上流程和技术错误”导致了此次袭击ꎮ 调查还发现ꎬ某些人员没有遵守交战规则ꎬ
违反 了 武 装 冲 突 法ꎮ ＣＥＮＴＣＯＭꎬ “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ｒａｕｍａ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ꎬ２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ｅｎｔｃｏｍ. ｍｉｌ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ａｐｒｉｌ￣
２９￣ｃｅｎｔｃｏｍ￣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ｋｕｎｄｕｚ￣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作者于 ２０１５ 年访问了祖马尔和尼尼微省的几个城镇和村庄ꎬ以及伊拉克基尔库克

省的村庄和叙利亚的柯贝恩村ꎮ ２０１６ 年ꎬ作者采访了在伊拉克部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拉

马迪过程中逃离这座城市的平民ꎮ Ｓａｈｒ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ｌｙꎬ “Ｒｅｔａｋｉｎｇ Ｍｏｓｕｌ: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ｈｉｅｌｄｓ”ꎬＭＥＮＡＳｏｕｒｃｅꎬ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ｍｅｎａｓｏｕｒｃｅ /
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ｍｏｓｕｌ￣ｉｓｉ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ｈｉｅｌｄｓꎻＴｒｉｂｕｎ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ꎬ“ Ｉｒａｑｉ Ｃｉｔｙ Ｒａｍａｄｉ Ｏｎｃｅ Ｈｏｍｅ ｔｏ ５００ꎬ０００
Ｎｏｗ Ｌ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ｉｎｓ”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１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 ｃｔ￣ｒａｍａｄｉ￣ｉｒａｑ￣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２０１６０１１７￣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害这一意图ꎮ 〔１３０〕

在伊拉克ꎬ由盟军支持的当地地面部队尚未采取其中一些关于平民

保护的工具和培训ꎬ因此需要紧急支持来进行开发以减少平民伤害ꎮ〔１３１〕

尽管计算机生成的附带损害评估对于有些部队来说可能是先进的ꎬ但武

装行动者除了遵守国际人道法之外ꎬ还应该进行将平民伤害考虑在内的

战损评估ꎬ并通过追踪小组收集和分析这类数据ꎬ来理解战术如何影响

平民以及应当采取哪些减轻措施ꎮ 这样的工作会开始向从反对集团手

中重新夺回领土并占据领土的武装行动者灌输一种保护思维ꎮ
制定政策和策略来尽量减少平民伤害需要领导层的行动ꎬ因为它决

定了武装行动者根据国际人道法以及从战略角度如何看待其在战争实施

中的作用ꎮ «利伯守则»是战争法的第一次现代编纂ꎬ它在 １８６３ 年告诉美

国军队说:“军事必要性不包括任何使回归和平变得不必要的困难的敌对

行动”ꎮ〔１３２〕 这个建议现在同当时一样适用ꎮ 不优先考虑平民保护———尤

其是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军事必要性将会使回归和平更加困难ꎬ从而

不利于取得成功ꎮ 武装行动者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时需要有一种保护思

维ꎬ并采取本文讨论的工具和政策ꎬ尽量减少平民伤害ꎮ 只关注战术利益

而忽视平民保护将导致战争旷日持久ꎬ而最终代价仍要由平民来承担ꎮ

１４２尽量减少人口密集地区的平民伤害:通过考察安援部队和非索特派团政策所得的经验教训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ꎬ“Ｐ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ＦＡ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２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ｐ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ａ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ｙｒｉａ (“我们拥有‘硫磺石’精确制导

系统ꎬ这让我们能够精确打击ꎬ将附带损害最小化”)ꎻＣｏｌｏｎｅｌ Ｓｔｅｖｅ Ｗａｒｒｅｎꎬ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ｖｉａ 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ｆｒｏｍ ＢａｇｈｄａｄꎬＩｒａｑꎬ２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２６３５１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ｂｙ￣ｃｏｌｏｎｅｌ￣ｗａｒｒｅｎ￣
ｖｉａ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 (“我们为确定目标投入了大量精力ꎬ我们将继续确定目标并进行完善ꎬ
重新确定目标并进行观察ꎬ确保这些目标达到我们关于尽量减少民用基础设施破坏———当然

还有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标准”) .
Ｓａｈｒ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ｌｙꎬ “ Ｉｒａ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Ｗａｙ”ꎬ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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