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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ꎬ伦敦:欧洲国家正面临大型人道危机ꎬ

成千上万名来自中东和非洲的人正在寻求庇护ꎬ英国红十字会

认为有需要发布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帮助难民和移民?»

的文章ꎮ 其中解释道:“当然ꎬ英国红十字会尤其有条件去帮助

在英国的人但我们的原则意味着只要我们看见需要帮助

的人ꎬ我们不要求看他们的护照ꎮ 我们直接伸出援助之手ꎬ给

予他们尊严———这是在经历严酷的旅途前往未知地点之后所

有人都希望得到的ꎮ”〔 １ 〕

英国红十字会近期的这一案例阐明了如何应用红十字与红新月的

基本原则:公正
∙∙

———根据最为紧迫的需求ꎬ而不是国籍或身份来提供人

道援助ꎻ必要的独立
∙∙

———英国红十字会能够自主决定其人道行动的方

向ꎻ中立
∙∙

———英国红十字会的决定显示了中立性ꎬ避免了在移民这一高

度政治化且颇具争议的问题中选边站ꎬ同时采取了人道必要的明确立

场ꎮ 总之ꎬ是人道
∙∙

这一原则激发了英国红十字会的立场ꎬ它是人道努力

存在的理由ꎮ

全世界ꎬ帮助受冲突、其他暴力局势和灾难影响之人的援助和保护

项目应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之下进行ꎮ 这些原则将人道应对与其他形式

的援助区分开来ꎮ 这些原则由人道专家根据经验总结而来ꎬ为人道参与

方提供了一个游刃于困难选择之间的指南针ꎬ比如在需求超过有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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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时如何决定援助先后次序ꎬ再如人道工作者的安全与接触受助者之间

的矛盾ꎮ
这些原则一直受到挑战ꎬ现在也因以下现象经受着考验ꎬ如当前危

机的类型、持续的时间和规模ꎬ人道参与方开展行动的政治环境ꎬ以及人

道领域本身的演变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正值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通过 ５０ 周年以及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ꎬ外加 ２０１６ 年年初的世界人道峰

会ꎬ若干举措都在开展中ꎬ研究基本原则的当代实践以及影响ꎬ并再次重

申其相关性ꎮ
本辑评论决定通过邀请本专题方面的专家和从业者就此发表文章

来对这一研究和辩论做出贡献ꎬ同时也是顺应 ２０１５ 年全年开展的“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有关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的第二轮研究与辩论”活动这一

大背景ꎬ该活动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原则的实质性讨论ꎮ〔 ２ 〕

原则在人道行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道参与方在如今的危机和

紧急局势下秉持原则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 什么是将这些原则运用至

当代一线的现实中的最佳实践? 在准备本辑评论时ꎬ这些问题是我们的

灵感之源ꎮ

　 　 人道精神:价值观与实用主义相遇之地

人道原则背后的价值观———诸如慈善、同情、仁慈以及对人类生命

和尊严的尊重一直存在于所有社会和宗教中(基督教中的救济品ꎻ印度

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中的布施ꎻ伊斯兰教的天课ꎻ以及犹太教中的

慈善等)ꎬ并且渗入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例如ꎬ在医德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是应根据需求且不加歧视地提供医疗服务ꎮ〔 ３ 〕

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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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领域通常采用了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这四个被共称为人道

原则的原则来与“运动的基本原则”区分开来ꎮ〔 ４ 〕 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并

认可其为联合国系统内国际人道行动的主要指导原则ꎮ〔 ５ 〕 本辑评论

中ꎬ“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这一短语既指“基本原则”也表示人道原

则ꎮ〔 ６ 〕

作为人道行动的指导理念ꎬ这些原则强调生命的价值ꎬ旨在在危险

和紧急局势中保护民众ꎮ 在其当代的成典形式〔 ７ 〕 中ꎬ这些原则来源于

多个方面的交集:人本主义、慈善、针对多种人道需求组织有效的系统性

应对的实际需要ꎮ 它们来自一线实践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人道行

动发展的经验总结ꎮ 虽然其中几条显见于现代人道行动先锋的思想中ꎬ

但它们实际的形成经历了几十年ꎮ ５０ 年前ꎬ在维也纳举办的第 ２０ 届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国际大会正式通过了七项基本原则ꎮ 让皮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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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５ 〕

〔 ６ 〕

〔 ７ 〕

“基本原则”还包括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ꎬ让皮克泰认为它们是“有机”原则ꎬ因
为它们具有机构性特征ꎮ “这些是应用标准ꎬ关乎该机构的结构和运营ꎬ主要在执行某些具体

任务时发挥作用ꎮ 这几个原则的影响力不如其他几个原则深远”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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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其中写道:“必须按照人道、中
立、公正的原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ꎮ”在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中ꎬ独立

也被认作是一个指导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ꎮ
定期有人提议在已有原则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可能的新原则ꎬ包括近几年提出的问责

原则、受助者参与、“不伤害”原则ꎬ以及救援工作需要可持续性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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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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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ꎻ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ꎻ联合国大会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ꎻ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ｒｇꎻ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ｏ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ｒｇ. 这些仅仅是原则编纂成典的

几个例子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撰写的«基本原则评注»〔 ８ 〕 仍是这些原则最为权威的解释

来源ꎮ
“基本原则”不仅定义了人道努力(人道、公正)的目的和存在理由ꎬ

也具体说明了提供援助和保护的参与方应具备哪些特征(中立、独立、志
愿、统一和普遍)ꎮ 例如ꎬ中立并不意味着采取被动和防御的姿态ꎻ而是

需要不断地努力获取信任ꎬ并被所有人所接受ꎬ以便能够接触到有需求

的人ꎮ 它是“行动着的中立”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ꎮ 另外ꎬ这些原则不提

供一个综合且规范的世界观ꎮ 就此而言ꎬ这些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不形

成一个意识形态(如相关词汇“人道主义”有时似乎暗示的那样)ꎮ 地方以

及国际参与方都可以应用这些原则ꎮ 将这些原则结合起来使用旨在为人

道参与方的具体行动提供务实性和目的性的指导ꎬ而不是教条性的指导ꎮ
近几年ꎬ英国红十字会开展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来展示“基本原则”

的实践相关性ꎬ包括在之前一辑评论〔 ９ 〕 中出版的关于黎巴嫩的案例ꎮ
阿梅莉亚基亚兹(Ａｍｅｌｉａ Ｋｙａｚｚｅ)在本辑评论中讨论了这一研究的成

果ꎮ 她使用了来自 ９ 个不同国家红会的证据来说明“运动的基本原则”
如何应用在当今不同的环境中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被看作严格遵守“基本原则”的纯粹

派———决定对自己这方面的实践进行评估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该组织就以下

几个方面开展了内部研究:原则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应用原则时的挑战ꎬ
以及原则影响行动决策的方式ꎮ 热雷米拉贝(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和帕斯卡

尔多丹(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在本辑«评论»中分享了这次研究的主要成果ꎮ〔１０〕

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８ 〕
〔 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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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ꎮ



　 　 原则是否能够经受当今武装冲突的考验?

人道参与方应用人道原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ꎬ且并非总能确保所需

的可及性、安全和能力来极大改变有需求者的生活ꎮ 武装冲突所导致的

激进化使这些原则承受最为严峻的考验ꎮ 同时ꎬ正是在武装冲突局势中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意义最为重大ꎬ因为它可以为帮助那些急需救命援助

之人创造所需的非政治且中立的空间ꎮ 应对自然或技术灾难通常不会

给人道参与方制造同样的政治压力ꎮ
对医务人员、人道工作者和志愿者的直接攻击是最为极端且最严重

的挑战ꎬ但这也仅仅是人道参与方在日常工作中害怕和应对的诸多挑战

之一ꎮ 武装冲突各方将人道援助工具化ꎬ以谋求政治目标、换取一些政

治利益ꎬ而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ꎬ这些人道援助是他们对其民众无可

商榷的应尽义务ꎮ 当国家把参与人道援助作为“获取民心”的策略的一

部分时ꎬ这可能导致在当地社区以及武装反对团体的认知中将政治议程

和人道使命混为一谈ꎬ这会非常危险ꎮ 最终ꎬ这可能导致战斗更加激烈、
受害者增加ꎬ想要接触身处危难之人的人道参与方面临更多阻碍ꎮ 同

样ꎬ如果与武装反对团体的人道接触被视为犯罪行为ꎬ这也会减少开展

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所需的空间ꎮ
本辑评论的相关文章分析了在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ꎬ国家和非国

家武装团体能够为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造成的一系列压力ꎮ 库

博马察克(Ｋｕｂｏ Ｍａｃ̌áｋ)讨论了人道行动的公正原则和中立原则是否

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关键问题ꎬ重点讨论“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ꎮ

　 　 人道原则在一个多元化且割裂的世界中是否可以具有普

遍性?

现代人道努力基于两项共识:苦难没有国界ꎻ所有人在困境之中都

应获得最少量的帮助ꎮ 让皮克泰曾写道:“虽然人与人不同ꎬ但人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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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都是一样的ꎬ而人类的苦难是最为广泛的ꎬ在这一方面所有人都同

样脆弱和敏感”ꎮ〔１１〕 如前所述ꎬ慈善、帮助和保护背后的价值观在所有

文化中都根深蒂固ꎮ 尽管如此ꎬ纵观历史ꎬ这些原则的普遍性却一直在

经受挑战ꎮ

这些原则经常被认为是表达了西方的价值观ꎬ可能会作为一种后殖

民统治的新型表现形式对地方文化或宗教造成潜在的攻击或统治ꎬ损害

受援国的主权ꎮ 人道机构源于 １９ 世纪的西方ꎬ而 １９ 世纪正是西方统治

和扩张的时期ꎬ因此可以解释上述观点ꎮ 虽然地方慈善机构在各地已

久ꎬ但系统性组织国际
∙∙

救济行动明显源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期ꎮ 如今

大部分大型人道组织仍有很强的欧美元素ꎮ 因此ꎬ人道原则很容易被与

其他政治或经济议程混为一谈ꎮ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及当今仍被继续

指责为在宣传民主和人权的同时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ꎮ 国际人道行动

中的新兴力量可能同样也会面临类似的质疑ꎮ〔１２〕

在世界各地人道组织成长和发展的背景下ꎬ评论想要为不同观点提

供空间ꎬ包括展示那些基于信仰的人道参与方的观点ꎮ 露西ｖ. 萨拉克

(Ｌｕｃｙ ｖ. Ｓａｌｅｋ)挑战了救援和发展主流概念中她描述为“纯粹世俗主

义”的范式ꎮ 她援引了对“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研究ꎬ以伊斯兰沙里

亚客体学框架为例ꎬ说明基于信仰的方法可以为人道行动提供基础ꎬ使

其不仅对伊斯兰社会而且对当代人道原则都具有相关性ꎮ

评论采访了上海红十字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ꎬ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基本原则的看法ꎮ 中国的灾难应对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危机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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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关于 ＩＣＲＣ 的基本原则实践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４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ｎｄｅｒꎬ“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Ｂｏｏｍ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ｄｅｖ. ｒｅｖｕｅｓ. ｏｒｇ / １７４１ꎻ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ｉｎ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ꎬ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ｕｒｋｅｙ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时这一对话尤为重要ꎮ 中国是世界受灾最多的国家之一ꎬ它们在本土应

对灾难的广泛经验也可以在全球适用ꎮ 最近ꎬ中国也与其他国家开展了

双边合作ꎬ但中国政府是否会选择参与并支持非政府参与方ꎬ或者更具

体地说ꎬ独立的人道参与方?
如今ꎬ人道行动仍经常在捐赠方和受助方之间制造内在不平等关

系ꎮ 援助会制造紧张局势ꎬ尤其是当援助提供方采取专断的态度ꎬ或在

给予援助时滥用其权力和地位ꎬ进而违背了自己使命的本质ꎮ 解析人道

原则的真正意义也是避免此类危险偏移的一种方法ꎬ它澄清了对尊严的

尊重应是援助唯一真正的动力ꎮ 然而ꎬ虽然人道是最为不受批判的ꎬ而
且可能是最为普遍接受的人道原则ꎬ但它也并非没有受到争议ꎮ 拉瑞

莎法斯特(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在她本辑的文章中对(让皮克泰称为的〔１３〕 )
这个“本质原则”进行了定义ꎬ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ꎬ并及时呼吁通过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付诸行动中ꎮ
在当前极端主义的大环境中ꎬ对人道原则普遍性质的争辩可能以武

装极端组织或民兵盗匪彻底拒绝人道基本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劫为

人质以及对人道工作者直接的攻击导致人道参与方无法在中东、萨赫勒

地区和中非的大片地区开展工作ꎮ 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ꎬ但这丝毫不能

说明宗教信仰或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本身与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之间

不相容ꎮ 事实上宗教领袖曾公开驳斥了此类行为ꎮ〔１４〕

这些挑战不仅不会使人道原则失去权威性ꎬ而且实际上还会加强遵

守这些原则的需要ꎮ 尽管如此ꎬ对原则的普遍性和价值的质疑建议迫切

需要基于信仰的参与方和世俗的参与方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宗教和国

家实践之间就人道概念的各种理解重新开启对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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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１３５.
２０１４ 年ꎬ不同学派的伊斯兰学者在致“伊斯兰国”首领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了人道

的一些基本宗旨也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ꎬ例如ꎬ伊斯兰教禁止杀害“传教士、大使、外交官ꎻ因此

也禁止杀害记者和人道工作者”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ｃｏｍ.



　 　 这些原则是否会在全球变革议程中消失?

近几年ꎬ关于原则当代相关性的新问题来源于人道领域并行的成长

与多样化ꎬ以及对人道行动国际团体在质与量方面越来越广泛的期待ꎮ
虽然人道原则在整个人道领域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与共识ꎬ但提出这

些原则的参与方并非同一类人ꎬ他们对原则的解释可能大有不同ꎮ 虽然

运动的组成部分均需遵守基本原则ꎬ但其他组织可以在自己的行动中选

择使用其他指导原则ꎬ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人道四原则ꎮ
有人声称自己按照原则行事ꎬ但事实上可能无法或者不愿意这样

做ꎮ 例如ꎬ当一个组织的主要动机是基于政治、民族或宗教原因与特定

团体保持一致
∙∙

ꎬ则另一方就可能有理由认为该组织与敌人一伍ꎮ 以此类

推ꎬ所有人道参与方都有可能被怀疑ꎬ如果他们声称遵守原则却没有在

行动中体现出来ꎮ
热雷米拉贝与帕斯卡尔多丹在他们本辑的文章 〔１５〕中分析写

道:“这些原则实施难度极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它们已经取得了成功ꎮ 当

今ꎬ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对这些原则的阐释存在相互冲突ꎮ 人道界的野心

也日益膨胀ꎬ不仅想要应对危机带来的影响ꎬ还想要解决危机产生的根

源ꎮ”因此ꎬ人道参与方也被引导去参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变革议程ꎮ 联

合国制定的综合方法已经从传统维和发展成为全球变革计划ꎬ结合了治

安、稳定策略、法治建设、实施发展项目和提供人道援助ꎮ 许多人道组织

与这一更广泛的议程保持一致ꎮ 这种对冲突的综合应对ꎬ将政治、社会、
经济和人道目标结合在一起ꎬ在捐赠方政策中有所延续和体现(如“全
政府方法”〔１６〕 )ꎮ 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带来了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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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Ｓｅｅ 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ꎬ“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Ｗｈ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ꎬＤＡ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ꎬ２００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ｅａｃ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ｄｏｃｓ / ３７８２６２５６. ｐｄｆ.



方法论ꎬ远超出人道伦理ꎬ这种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ꎮ〔１７〕 这种情况在

“问责和绩效主动学习网络”(ＡＬＮＡＰ)２０１２ 年关于“人道系统”状况的

报告中被认为是有问题的ꎮ 其中写道:
研究凸显了当前人道资金正力不从心地扩展至应对工作

边缘的活动领域ꎬ一方面包括准备工作、降低灾难风险和增强

韧性的活动ꎻ另一方面包括早期恢复、基础设施重建ꎬ以及在国

家无法提供基础服务时无限期地提供此类服务ꎮ〔１８〕

安东尼奥多尼尼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 和斯图尔特戈登 (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对他们称为“新人道主义”(相对于遵守

原则的传统的组织所开展的人道援助而言)的总体批判ꎮ 他们的结论

是ꎬ如今最有机会接触有需求者的方法仍是遵守传统人道原则ꎮ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彼得毛雷尔的观点与此结论相呼应ꎬ他强调:“我们的经验

表明:在一些最有争议的地区紧急接触弱势群体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

将人道目标与其他变革目标———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或人权相关的

变革目标区分开来ꎮ”〔１９〕

虽然国际参与方和行动方式的多元化具有明显的好处ꎬ但人道参与

方之间也可以讨论人道行动议程的宽泛化ꎬ以及在两极化的危机中维持

开展有原则的人道行动而不受其他议程影响的能力这两个议题ꎬ并且可

以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以及 ２０１６ 年世界人道峰会的

与会国进行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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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Ｂｒａｄｌｅｙ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ｌｎａ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９７９４.

ＡＬＮＡＰꎬ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２０１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２ꎬｐ. ８５.

彼得毛雷尔ꎬ«人道外交与有原则的人道行动»ꎬ２０１４ 年１０ 月２ 日发表于日内瓦和平楼

的演讲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ｗｅｂｃａｓｔ￣ｐｅｔｅｒ￣ｍａｕｒ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ꎮ 该演讲在本辑«红十字国际评论»中也有转载ꎮ



　 　 人道工作者是否可以既“专业”又“有原则”?

如上所述ꎬ原则的发展实际上是红十字与红新月人道工作者长期经

验的“结晶”ꎮ 从这种意义上讲ꎬ它的确为这一领域的专业化
∙∙∙

做出了贡

献ꎮ 然而捐赠方和人道组织通常将专业化理解为采用商业领域的专业

标准ꎬ或是运用行政管理来取代过去给人造成的“业余主义”的印象ꎮ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法布里斯魏斯曼(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在描绘人道领

域状况时表示:“我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官僚化现象:越来越多的资源被

用于组织的管理ꎬ这不利于其完成社会使命ꎮ”〔２０〕

虽然人道组织需要不断努力进步ꎬ并提高效率来为有需求者提供服

务ꎬ但对他们的绩效考核并不一定使用私营部门同样的标准ꎮ 企业使用

的绩效专业标准(在当前关于提供人道援助“性价比”的讨论中又重新

浮出水面)可能无法捕捉苦难的人性层面ꎬ以及对苦难的人道应对ꎮ 支

持和恢复人的尊严并不是一个流程的机械性结果ꎬ对原则的恪守需

要———并且也能够被考虑在内ꎮ 对原则的遵守可能是一个真正专业的

人道领域最为真实的标志ꎮ 在未来ꎬ当人道援助有可能被外包给私营企

业ꎬ进而导致援助可能被认为私有化时ꎬ应将这一点牢记于心ꎮ
如果在慈善业余主义

∙∙∙∙∙∙
和慈善外包

∙∙∙∙
两者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ꎬ那么人

道原则很有可能指向正确的方向———因此ꎬ人们对发展良好的人道领导

力兴趣日增ꎬ在这里人道原则可以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灵感来

源ꎮ 人道参与方同样需要维持其对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年轻、有动力的专

业人士的吸引力ꎮ 这里同样对原则的遵守可以化作强大的力量来驱动

热情的新员工ꎬ并作为人道工作者的凝聚力ꎮ
为了完成对人道原则实践的概述ꎬ本辑评论还发表了所谓“杜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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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ＩＣＲＣ 翻译ꎬ法语原文为:Ｌ’ ｕ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ｘｅｎｊｅｕｘｅｓｔꎬà ｍｏｎ ｓｅｎｓꎬｌｅ 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 ｄｅ
ｌａ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ｐｌｕｓ ｅｎ ｐｌｕｓ ｄｅ 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ｏｎｔｃｏｎｓａｃｒéｅｓ à ｌａ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 ｌ’ ａｐｐａｒｅｉｌ ａｕ
ｄéｔ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Ｓｅｅ“Ｅｔａｔ ｄｅｓ ｌｉｅｕｘ ｄｕ ｓｅｃｔｅｕ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 ａｖｅｃ 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ꎬ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ｅｔ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９８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７０ － ７１ꎮ



义”人道组织的特定原则和工作方法的文章ꎮ 埃尔斯德比夫(Ｅｌｓ

Ｄｅｂｕｆ)的文章主要阐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与豁免权ꎬ

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组织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ꎬ其中澄清了该组

织的工作方法并解释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ꎮ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对于人道领域似乎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它们

既作为“开展工作的工具”ꎬ也作为人道领域身份的催化剂ꎮ 关于第一

个目的ꎬ原则提供了一个在一线做艰难选择时使用的框架ꎬ尤其是在武

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有助于在武装参与方和整体社会的眼中获得信任ꎬ

此时他们对人道参与方的看法事关生死ꎮ 关于第二个目的ꎬ原则的汇编

成典是人道工作者的经验所得ꎮ 反过来ꎬ自从原则得以采用之后ꎬ它们

也为塑造人道领域的身份做出了突出贡献ꎬ包括其边界的界定ꎮ 这种双

重性质也加重了原则的内在矛盾:人们往往倾向于以修辞(而不是以教

条)的方式援引这些原则来提醒人道领域的特定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地

位)ꎬ而行动上却与原则不相一致ꎮ 这可能导致被指控为虚伪ꎬ对更广泛

的人道努力带来负面影响ꎮ 所有声称遵守原则的都需要“付诸行动”ꎮ

随着人道领域的发展ꎬ以及需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

适应新型危机ꎬ还会继续产生关于这两个维度的讨论和辩论ꎮ 然而ꎬ原

则中最重要的维度ꎬ或许是其在人道领域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它们不

仅仅是人道参与方的
∙

原则ꎬ而且是人道原则
∙∙∙∙

ꎬ行动中的精神ꎮ 呼吁维护

人类尊严ꎬ这一包含在人道原则中的概念ꎬ能够并且应当让我们所有人

都听到ꎮ 雨果斯利姆(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写道:

在暴力局势和灾难之中ꎬ当人的生命遭到威胁时ꎬ人道的

目标是
∙

人ꎬ而不是什么宏伟的政治社会ꎮ 人道行动是人的学

问ꎬ而不是政治的学问ꎮ 在人道行动中ꎬ没有什么比人更为重

要的目标:不是和平、不是民主、不是宗教信仰的转变、不是社

会主义、不是政治伊斯兰、不是军事胜利ꎮ〔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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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ꎬ
Ｈｕｒｓｔ ＆ Ｃｏ. 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ｐ. ４７(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这也许就是人道原则的普遍维度ꎬ今天最需要对此加以重申ꎬ特别

是当面对拒绝承认人性基本原则的武装参与方以及面对继续使人道必

要让位于政治、经济或军事考量的国家至上的情形时ꎮ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道参与方开展真诚包容的对话有助于此ꎮ 为了

避免发现自己服务于别的议程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ꎬ人道参与方本身应

与这些最初让他们投身于此事业的理想重新对接:人道的理想ꎮ

«红十字国际评论»主编
樊尚贝尔纳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

１９６５ 年ꎬ在维也纳召开的第 ２０ 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宣布了运动的基

本原则ꎮ １９８６ 年ꎬ在日内瓦召开的第 ２５ 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包含了经修订的七项基本原则ꎮ

　 　 人道

本着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地伤者的愿望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通

过其国际上和各国内部的力量ꎬ尽一切努力防止和减轻人类遭受的疾

苦ꎬ且不论这些疾苦发生在哪里ꎮ 本运动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ꎬ并

确保对人的尊重ꎮ 它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

平ꎮ

　 　 公正

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见不同而有所歧视ꎮ 它

只根据人们的需求来尽力减轻其疾苦ꎬ并优先帮助最急需帮助的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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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６ － １０ － ３１. ｈｔｍꎮ



　 　 中立

为了维持各方的信任ꎬ本运动不会在敌对行动中支持任何一方ꎬ任
何时候都不会参与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ꎮ

　 　 独立

本运动是独立的ꎮ 虽然各国红会要辅助本国政府提供人道服务ꎬ并
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ꎬ但它们必须始终保持独立ꎬ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

按照运动的原则来开展工作ꎮ

　 　 志愿服务

本运动提供志愿救济服务ꎬ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ꎮ

　 　 统一

任何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ꎮ 它必须面向所有人并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ꎮ

　 　 普遍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ꎬ在本运动中ꎬ所有红会均享

有平等地位ꎬ负有相同的互相帮助责任和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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