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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道曾是最为广泛且不加批判地被接受的一个原则ꎮ 但也并非没
有争议ꎮ 本文对人道原则做了定义ꎬ并探索了其与普遍性与特殊性、包
容与排除、平等与不平等相关的内在矛盾ꎮ 文章结尾呼吁通过三套变革
性实践和日常行动将人道行动化和具体化ꎮ 所有的这些体现了人道的
关系性ꎬ并就今后改革人道主义的方法做了建议ꎮ
关键词:人道ꎻ人道行动ꎻ人道原则
２０１４ 年西非 爆 发 埃 博 拉 病 毒 后ꎬ 美 国 国 家 安 全 会 议 高 级 官 员 盖

尔史密斯称埃博拉为“ 对全人类的威胁” ꎬ并挑战了其为“ 非洲疾病”

这一看法ꎮ〔 １ 〕 她指的是需要将埃博拉视为对全人类的威胁而采取行
动ꎬ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群人的威胁ꎮ 一百年前ꎬ１９１４ 年的平安夜ꎬ战场
∗ 拉瑞莎法斯特(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技政策研究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ꎬ著有

«援助面临危险:人道主义的危险与承诺» ( Ａｉｄ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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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ꎬ “ Ｅｂｏｌａ ｉ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ｌ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ａｒｎｓ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ｓ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ｒｇｅ ｔｏ Ｏｖｅｒ １ꎬ ９００ ａｎｄ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ꎬ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７４１７６５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Ｅｂｏｌ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ｈｔｍｌ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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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双方的士兵做出了一件共享人道的事ꎬ后来人们称为“ 圣诞停火” ꎮ
在战斗、残害和互相杀戮后ꎬ德军和盟军士兵互换了问候与礼物ꎬ收集并
埋葬了阵亡士兵的尸体ꎬ并合唱包括« 平安夜» 在内的圣诞颂歌ꎮ〔 ２ 〕 这
个故事例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科内利奥索马鲁加(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 所说的“ 战争之中的人道之岛” ꎮ〔 ３ 〕

两个例子都唤起了人道的一个理想化的概念ꎬ摒弃差异ꎬ并呼唤

对我们作为人类这一身份的一种共识ꎮ 在人道工作中ꎬ人道 是一个核
∙∙
心且被广为接受的原则ꎮ 当代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本文以下简称运
动) 的基本原则的架构师让皮克泰(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称人道为本质原则ꎬ
“ 所有其他原则皆源于此” ꎬ说明这一原则对于人道努力而言的基 础
性ꎮ 然而ꎬ他对这一原则的定义没有超出宣称“ 因为它是红十字深层
动机的表述而具有特殊地位” ꎮ〔 ４ 〕 尽管如此ꎬ在评注中ꎬ皮克泰将红十

字会的目的描述为对人道的表达ꎬ即“ 在发现有人类苦难的所有地方ꎬ防
止和减轻人类的痛苦ꎮ 其目的是要保护生命和健康ꎬ并确保对人的尊
重” ꎮ〔 ５ 〕 另外ꎬ他写道ꎬ人道不仅是关于防止和减轻苦难ꎻ人道工作者提
供援助和保护的方式也至关重要ꎮ 用他的话说:“ 给予帮助的方法是至
关重要 的ꎮ 当 照 顾 一 名 患 者 或 提 供 帮 助 时ꎬ 必 须 要 表 现 出 一 些 人
道ꎮ”〔 ６ 〕
作为一个原则ꎬ人道意味着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ꎬ延伸来说ꎬ意味着
〔２〕
〔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ａｔ:ｗｗｗ.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ｔｒｕｃｅ. ｃｏ. 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ｌ.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ｕ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 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６.

〔４〕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１０ꎬ１９７９ꎬｐ. １３５. 除人道之外ꎬ运动基本原则还包括公正、中立、独
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ꎮ 相比而言ꎬ人道参与方通常称人道、公正、中立、独立为四个经典或
传统人道原则ꎮ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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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１０ꎬ１９７９ꎬｐ. １３５. 除人道之外ꎬ运动基本原则还包括公正、中立、独
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ꎮ 相比而言ꎬ人道参与方通常称人道、公正、中立、独立为四个经典或
传统人道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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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权ꎮ 因此ꎬ它与人人平等以及保护平民居民获取人道援助的内
在性质密不可分ꎮ 人道是指导当代人道应对工作的四大原则之一ꎬ无论
在战场还是在战场以外的地方ꎮ 从本质上说它是具有规范性的ꎮ 当代
机构性的、以系统为导向的应对工作基于人道这一经典原则ꎬ以及公正
原则ꎬ即根据需求( 比例) 且不加歧视地提供援助ꎬ外加独立( 行动自主
性) 这一行动原则和中立的原则( 不选择立场) ꎮ〔 ７ 〕

表面来看ꎬ人道是人道行动四大经典原则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个ꎬ而

且作为一个不同援助参与方的共同基础的空间ꎬ其地位最为卓越ꎮ 的
确ꎬ帮助和保护身受暴力之苦的平民的愿望激励许多人道工作者选择伸
出援助之手ꎬ且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ꎮ 据一位分析者所说:“ 团结人道主
义多个方面的是减轻苦难以及保护卷入冲突或危机的平民之生命的广
泛承诺ꎮ”〔 ８ 〕
矛盾的是ꎬ对这一人道承诺的广泛接受意味着人道在作为行动或指
导方向的原则时经常迷失方向ꎮ 从一方面来说ꎬ人道是一个植根于同
情、同理和共性的哲学和情感概念:我们都是同一人类的一部分ꎬ因此我
们都应获得尊重、尊严和权利ꎮ « 联合国宪章» 的前言以及« 世界人权宣
言»〔 ９ 〕 都对我们共同的人性的被赋予性和内在性加以了充分阐明ꎮ 这
就是人道的普遍性ꎮ
从另一方面来说ꎬ人道的意义和应用并非没有争议ꎬ其同情的本质

〔７〕

ＩＣＲＣ:«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 ꎬ简讯ꎬ日内瓦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ꎬ可

〔８〕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Ｆａｒ Ｓｉｄｅ: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ｅｄ

〔９〕

« 联合国宪章» ꎬ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ＸＶＩ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生效) ꎮ « 宪

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４０４６. ｈｔｍꎮ
Ｗｏｒｌｄ”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３４ꎬＳｕｐｐｌ.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 ２２０.

章» 全文ꎬ包括序言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ｓｈｔｍｌ. « 世界人权宣
言» ꎬ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第 ２１７ Ａ ( ＩＩＩ) 号决议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ｄｈｒ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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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非总是完全值得称赞ꎮ〔１０〕 人道主义的批判者指出交换存在内在不
平等ꎬ那是一个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双重世界ꎬ其中一部分人的身份被抬
高了ꎬ而且在这个世界中权力的作用被忽视了ꎮ〔１１〕 也有人注意到了“ 人
道” 的排他性ꎬ有些人被包含在里面ꎬ但有些人被有意无意地从我们的人
道概念里排除掉ꎮ 在武装冲突中这一点尤为突出ꎮ 例如ꎬ最近半岛电视
台关于叙利亚战争 ５ 周年的纪念性社论便描述了人道的限制性和排他
性ꎮ 社论中揭示到虽然许多人转发了半岛电视台关于全世界不在乎叙
利亚的评论ꎬ但很少有人点击阅读全文ꎮ〔１２〕 也有人批评欧洲政府在地
中海应对移民危机时过于关注安全和边境管制ꎬ而不是关注人道关切和
人权ꎮ〔１３〕

亨利杜南( Ｈｅｎｒｉ Ｄｕｎａｎｆ) 在«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１４〕 以及 １８６４

年第一部« 日内瓦公约» 中大笔墨写道ꎬ 在索尔费里诺的战场上ꎬ “ 人
道” ———尤其是在其法律意义上———主要甚至完全指的是受伤士兵ꎬ继
而凸显当时欧洲统治阶级的偏见ꎮ〔１５〕 最起码当初激发国际人道法创始

〔１０〕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ｉｎ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 ｅｄｓ) 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ｅꎬ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Ｄｕｒｈａｍꎬ ＮＣꎬ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 ＭＮꎬ

２０００ꎻａｎｄ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 ｅｄｓ. ) 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ｅꎬ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ＤｕｒｈａｍꎬＮＣꎬ２０１０.
〔１１〕

关于交换的不平等ꎬｓｅｅ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ꎬＴｈｅ Ｇｉｆ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１２〕

作者原话为:“ 当我们发推特指责全世界不在乎时ꎬ很多人转发了ꎮ 但大部分人没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Ｉ. Ｃｕｎｎｉｓｏ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ｏꎬ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ＣｅｎｔｅｒꎬＣＴꎬ２０１１ꎬ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５４ꎮ

有点开链接阅读我们的故事ꎮ 也许他们想表现得很在乎ꎬ或许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在乎ꎮ 但他

们并没有在乎到 阅读我们写的东西的程度ꎮ” Ｂａｒｒｙ Ｍａｌｏｎｅꎬ “ Ｙｏｕ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Ｗｏｎ’ ｔ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ｙｒｉａ ” ꎬ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ｗｏｎｔ￣ｒｅａｄ￣ｐｉｅｃｅ￣ｓｙｒｉａ￣ｉｓｉｌ￣ｉｒａｑ￣ｉｓｉｓ － １５０３１７１２５９００１３３. ｈｔｍｌ.
〔１３〕

Ｅ. ｇ. ꎬ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ꎬ “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 Ｗａｒ ｏｎ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 ꎬ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Ｎｅｅｄ ” 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１５ / ａｐｒ / ２５ / ｗａｒ￣ｏ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ａｙ￣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ｄｅａｔｈｓ.
〔１４〕
〔１５〕

亨利杜南:«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ꎬＩＣＲＣꎬ日内瓦ꎬ１９８６ 年ꎬ于 １８６２ 年首次出版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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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人想象力以及早期的人道运动的愿景与今天可能有所不同ꎮ〔１６〕 在战争
中ꎬ交战国诉诸一种排他性的人道ꎬ并将“ 对立方” 去人道化ꎬ其手段是
让暴力发生ꎬ而不是将暴力非法化ꎮ〔１７〕 恰恰是排他性人道使暴力成为
可能ꎬ甚至 成 为 迎 合 人 们 口 味 的 事 情ꎮ 正 如 汉 娜  阿 伦 特 (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几十年前所指出的ꎬ一个“ 高度组织化和机械化的人道” 会通过
遵从多数人的意见而选择“ 消灭” 一部分人类ꎮ〔１８〕 在 １９９４ 年的卢旺达
大屠杀中ꎬ胡图族士兵便称图西族人为“ 蟑螂” ꎮ 在“ 二战” 中盟军和轴
心国部队画漫画都将对方画成猴子、怪物ꎬ或是贪婪、追求权力、言听计
从、软弱的人ꎮ〔１９〕 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ꎬ 〔２０〕 还包括最近« 查理
周刊»〔２１〕 的暴力事件ꎬ这种敌人形象仍然存在ꎬ继而导致酷刑以及有辱
人格的待遇发生ꎮ 因此ꎬ人道作为一个原则来说ꎬ也必须要从法律上和
道德上定义什么不是人道:不人道的待遇、对人权的拒绝或对人格的侮
辱ꎬ所有这些都意味尊重和尊严的缺失ꎮ
作为一个行动原则ꎬ人道获得的关注要少得多ꎬ其贡献通常更为抽
〔１６〕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Ｒｏｔｅｍ Ｇｉｌａｄｉꎬ“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

这种去人性化适用于受害者ꎬ有时也适用于折磨或 杀害他们的人ꎮ “ 伊斯兰国”

Ｌｉｅｂｅｒ’ ｓ Ｃｏｄ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８８５ꎬ２０１２.

( ＩＳＩＳ) 残忍砍掉援助工作者和记者( 史蒂夫索特洛夫、詹姆斯福利、彼得卡斯格等) 的头
的人们ꎬ便将他们的受害者去人性化ꎬ使暴力发生ꎮ 同时ꎬ缺乏可辨识的特征ꎬ甚至扩展至谋杀
发生的地点不明确ꎬ更容易对犯罪者去人性化ꎮ
〔１８〕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Ｈａｒｖｅｓｔꎬ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ꎬＣＡꎬ１９７９ꎬｐ. ２９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ꎬ 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Ｋｉｌｌ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Ｂａｃｋ Ｂａｙ Ｂｏｏｋｓꎬ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ꎻ Ｊ. Ｇｌｅｎｎ Ｇｒａｙꎬ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ｎ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ꎬＢｉｓ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ＬｉｎｃｏｌｎꎬＮＥꎬ１９９８.
〔１９〕

Ｓａｍ Ｋｅｅｎꎬ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ꎬ

〔２０〕

关塔那摩湾指的是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岛海军基地的羁押中心ꎮ 阿布格莱布是一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ꎬＣＡꎬ１９８６.
个伊拉克监狱ꎬ一开始为萨达姆侯赛因所用ꎬ后来为美军所用ꎬ其中关押的许多伊拉克人生
活在不人道 的 环 境 中ꎬ 遭 到 虐 待、 侮 辱 和 酷 刑ꎮ 关 于 阿 布 格 莱 布ꎬ ｓｅｅ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 Ｈｉｒｓｈꎬ
“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ａｔ Ａｂｕ Ｇｈｒａｉｂ ” 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ꎬ 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０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２００４ / ０５ / １０ / 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ｔ￣ａｂｕ￣ｇｈｒａｉｂꎮ
〔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上旬ꎬ两名持枪男子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 查理周刊» 的办公室ꎬ杀死 １２

人ꎮ 持枪者 与 基 地 组 织 也 门 分 支 有 关ꎮ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Ｈｅｂｄ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 － ３０７０８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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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ꎬ对其作为一项原则的普遍性不加鉴别ꎮ 它引人注目的特征以及广泛
的含义使其可以被用于证明军事行动服务于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利益
的合理性ꎬ〔２２〕 并激发了马丁路德金(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 ) 有雄辩
力地呼吁用一张“ 不可逃避的共同网络” 来通过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
义瓦解美国的种族隔离ꎮ〔２３〕 因此ꎬ诉诸人道涵盖许多方法手段ꎬ从军事
行动到非暴力行动ꎬ为了寻求同一个目标:我们本质上的共性所包含的
人道ꎮ 显然ꎬ人道这个概念引发出数量众多且矛盾的解读ꎮ
本文的目的不是出于文明以及爱国的使命(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或
轻蔑的冲动来追溯人道主义的历史〔２４〕 或激发人道精神的历史ꎬ也不想
全面厘清围绕这一原则的哲学或法律辩论ꎬ以及谁是它的支持者ꎬ谁是
批判者ꎮ 虽然对人道的天真和没有批判性的观点对于一线人道工作者
来说用途有限ꎬ但忽视人道的行动意义的抽象辩论也没有什么用途ꎮ 相
反ꎬ本文探索了人道原则扎根于其理想的愿景以及其不完美体现的环环
相扣的内在矛盾ꎮ 本文阐明了这些矛盾在行动中产生的影响ꎬ认为人道
作为一个原则必须在每天的行动中加以具体化和行动化ꎮ 无论一个机
构是否声称自己是团结或中立的ꎬ声称以信仰为基础还是从世俗的角度
开展行动ꎬ人道ꎬ连同其相关实践可以并且必须作为指导人道主义方向
的原则ꎮ 虽然下文中所列的许多实践已经被公认为是良好且道德的实
〔２２〕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Ｔｅａｆｏｒｄꎬ “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ꎬ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ｈｅｌｐ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 ＃. 在这篇博客中ꎬ作者主张通过埃博拉应对工
作扩展美军在西非的军事存在ꎮ
〔２３〕

虽然金并没有使用“ 人道” 这个词ꎬ但他确实呼吁基于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关联性将

人道作为情感:“ 任何地方发生不公正都是对普遍的公正的威胁ꎮ 我们都罩在一张无法逃避的
共同网络中ꎬ命 运 交 织ꎬ 休 戚 与 共ꎮ 直 接 影 响 一 个 人 的 事 情 也 会 间 接 影 响 所 有 人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ꎬ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Ｊａｉｌꎬ 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６３ꎬ ｐ.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ｋ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ｌｅｔｔｅｒ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ｊａｉｌ.
〔２４〕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ꎻ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 “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ｉｔｙ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 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Ｅｔｈｉｃｓ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Ｙꎬ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ｈｈ. ｕｍｎ. ｅｄｕ / ｉｍ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２８２３７ / ３％ ２０Ｃａｌｈｏｕｎ.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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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践ꎬ并且在当前的人道应对工作中有所实施ꎬ但这些实践很少被认为与
人道这一基本原则的体现相关ꎬ或被认为是该原则的体现ꎮ 将原则从抽
象转为具体和日常实践可使人道变得触手可及ꎮ 在此过程中ꎬ也可以通
过更为包容的人道努力为促进系统性和原则性改革开创空间ꎮ
接下来的章节中ꎬ人道被总结为植根于人的内在尊严和生命权的概
念ꎬ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关系性对此概念有所调整ꎮ〔２５〕
本文第一部分简单总结了人道原则的法律基础ꎮ 接下来探索了人道原
则与普遍性和特殊性、平等和不平等、包容与排除相关的内在矛盾ꎮ 这
些内在矛盾引申出三套实践ꎬ这些实践源自将人道原则解读为人道主义
的行动指南ꎮ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阐明了具体化和行动化的人道对于实
践和推动系统改革所做的贡献ꎮ
在国际法中将“ 人道” 概念化
国际法ꎬ包括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学者同意人道是国际法ꎬ尤其
是« 日内瓦公约»〔２６〕 的核心概念ꎬ但就其精确意义、应用范围以及规范价
值意见不相一致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线外科医生和顾问罗宾库普
兰(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称国际法中人道的含义十分模糊ꎬ阻碍了它发挥更中
心的指导性作用ꎮ 他提出在国际法中有两个不同但相关的概念并存ꎮ 第
一个是“人道—人类” ꎬ指人的集体存在ꎮ 第二个是“ 人道—情感” ꎬ捕捉
的是与要有人性这一道德观点相一致的行为和性情ꎮ 他发现这两者之
间的关联不完全清楚ꎬ因为“ 人的集体存在并不一定和个人的有人性的

〔２５〕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Ａｉｄ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２６〕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ＰＡꎬ２０１４.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一公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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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二公约) ꎻ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
内瓦第三公约)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四公约)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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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相关联” ꎮ〔２７〕 库普兰以时间倒叙的方式追溯法律模糊性时ꎬ研究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基础文本ꎬ其中包含的一个人道概念更接近 “ 人
道—情感” ꎬ而 不 是 “ 人 道—人 类” 的 含 义ꎬ 但 他 也 没 将 这 二 者 区 分 开
来ꎮ〔２８〕

人道的对立面———不人道———可能更有指导性ꎬ因为国际法对其进

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ꎬ而且在不人道的行为中有可能发现 “ 人道—情
感” 的缺失ꎮ〔２９〕 此类行为包括酷刑、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虐待ꎮ 库普兰表
示人道“ 源自且意味着限制武装暴力的能力ꎬ并限制其对安全和健康的
影响” ꎮ〔３０〕 例如ꎬ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相关的国际法通过减少战争的可能

性ꎬ或者限制武力的使用来推广人道ꎮ 人权法主要关注个人 / 个体安全ꎮ
国际人道法连接以上两个法律ꎬ并通过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保护个人安
全与健康来促进人道ꎮ
像库普兰一样ꎬ法律学者鲁蒂泰特尔( Ｒｕｔｉ Ｔｅｉｔｅｌ) 追溯了她称为
“ 人道法” 的发展历程ꎬ并提出了一个新规范性秩序的演变ꎮ 她认为法
律的应用发生了改变ꎬ甚至将此改变加以了概念化ꎬ转为偏向对个人和
群体的保护ꎮ 作为一个法律框架ꎬ人道法包含国际人道法、人权法和刑

〔２７〕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３ꎬ Ｎｏ. ８４４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９７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ꎬ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７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１５９ － １６６ꎻ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ꎬＰｉｔ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 ꎬ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ｓｈｂｙ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ｗｎ ( ｅｄｓ.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
〔２８〕
〔２９〕

Ｓｅｅ Ｒ.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

从一个事物不是什么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义的好处是其精确性ꎮ 对人道进行任何

概念化很重要的是ꎬ将人道原则局限于其负面含义极大地缩小了其范围ꎬ因为这仅禁止某些行
为ꎬ且不鼓励皮克泰对人道原则的设想与人道原则的其他表述中所意指的同情、尊重或尊严ꎮ
著名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 对将和平的定义局限为没有战争提出了相似的批

判性意 见ꎮ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ꎬ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３ꎬ１９６９ꎮ
〔３０〕

Ｒ.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 ９８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ｌｏｖｅｒ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Ｍ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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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ꎬ并强调在暴力局势中“ 对个人或群体的保护与保障” ꎮ〔３１〕 人
道法一直以来都限制国家主权以及武力的使用ꎮ 这部分因为许多局势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既不属于战争ꎬ也不属于和平ꎬ因此人道法适用于武
装冲突以外的局势ꎬ并规定了最基本的秩序ꎮ 还因为国界不再那么神圣
了( 如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分国界ꎬ以及对违反人权的行为起
诉时所在的国家并不是违反行为发生的国家) ꎮ 最终结果是法律制度在
实施时偏向人道ꎬ而不是保护国家的权利ꎬ且限制过度的国家行为ꎮ〔３２〕

同样ꎬ在阐述人道原则的独特价值时ꎬ雨果斯利姆(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主张人
道的应用与归属应不仅限于人道界ꎬ正是因为它有防患于未然的能力ꎬ
可以制约战争的过度伤害ꎮ〔３３〕
库普兰和泰特尔都认识到了权利的个体性与人类社会的集体性和
社会性之间的根本矛盾ꎮ 泰特尔提出ꎬ“ 人道法在一个将当代暴力的集
体性质考虑在内的分层概念中确认了个体的作用” ꎬ尽管人道的个体和
集体“ 面孔” 之间具有冲突性ꎮ〔３４〕 其他人也同样质疑了这一矛盾ꎬ该矛
盾的形式是个人社会身份的普遍义务和其特殊性ꎬ包括其公民身份在内

〔３１〕

Ｒｕｔｉ Ｇ. Ｔｅｉｔｅｌ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ｓ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 法学理论

家科斯塔斯杜齐纳斯( Ｃｏｓｔａｓ Ｄｏｕｚｉｎａｓ) 给出了一个对立观点ꎬ将通过某一条约的几个国家的
经验主义的普遍性与一个被理想化、规范化了的人权制度的普遍性区分开来ꎮ 他写道:“ 人权
社会是普遍的ꎬ但仅仅存在于想象中ꎻ普遍的人道在经验领域并不存在ꎬ且不能在哲学上作为

超验原则ꎮ” Ｃｏｓｔａｓ Ｄｏｕｚｉｎａ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ꎬ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６０ꎮ
〔３２〕

泰特尔的这类论点与“ 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 ＩＣＩＳＳ) 定义的“ 保护责任”

( Ｒ２Ｐ) 相近ꎮ ＩＣＩＳＳ ２００１ 年标志性的报告阐明了在大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的局

势中ꎬ如果一个国家不 愿 意 或 无 法 维 护 人 权ꎬ 则 国 际 社 会 应 担 任 起 此 责 任ꎮ ＩＣＩＳＳꎬ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ꎬＯｔｔａｗａꎬ２００１. 因此ꎬ它使保护责任高

于国家主权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６７４ 号决议基于“ 保护责任” ꎬ将避免武装冲
突( 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力) 以及保护平民写入法律ꎮ
〔３３〕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ｔｈｉｃ: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ｒ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８. 在近期著作« 人道道德» 中ꎬ斯利姆在

道德以 及 需 要 诠 释 和 平 衡 相 互 矛 盾 的 原 则 这 两 个 框 架 下 讨 论 了 人 道ꎮ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４０ － ４５ꎮ
〔３４〕

Ｒ. Ｔｅｉｔ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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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ꎮ 例如ꎬ比库帕雷克( Ｂｈ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 写道:
正如公民的法律和政治义务不应轻易凌驾于其家庭、道
德、宗教和其他义务之上ꎬ他们也不应该忽略其作为人的普遍
义务ꎬ包括负面和正面的义务ꎬ如尊重他人的义务、承认他人对
平等待遇的要求、当个人的行为影响到他人时要考虑他人的利
益、不伤害他人、减少他人的苦难、在个人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
他人兴旺发达ꎬ并服从于本人的其他义务ꎮ〔３５〕
法律中的共识与分歧对于人道的概念化及其应用具有几点启发性
作用ꎮ 首先ꎬ就人道应对工作而言ꎬ法律中所阐明的人道原则限制作战
部队获准的行动ꎬ继而限制战争的过度伤害ꎮ 这些限制没有从正面定义
人道ꎬ而是在说明哪些构成不人道的实践时定义了人道的缺失ꎮ 另外ꎬ
法律强调了个人权利以及中和这些权利的集体或社会身份之间的中心
矛盾ꎮ 最后ꎬ这些法律讨论预见了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包容和普遍的人
道以及其在现实中排他和不平等的应用之间的内在矛盾ꎮ 法律之下ꎬ人
道是普遍、平等的ꎮ 但上面所描述的环环相扣的矛盾代表了人道中的法
律和充满抱负的———尚未付诸行动的———元素( 是它们激发了富有同情
心之人道应对工作) ꎬ与人道作为一个原则在其实施中所遭遇的务实但
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差距ꎮ
人道的内在矛盾
人道的哲学辩论围绕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ꎬ在包含谁不包含
谁方面意义有所重叠ꎮ 因此ꎬ它们与人道的平等和不平等相关ꎮ 该哲学
辩论凸显了将人道原则作为一个普遍和平等的概念加以实施时的缺陷
和不完美ꎮ
作为一个抽象且富有情感的概念ꎬ人道代表人类的普遍性ꎮ 我们ꎬ
〔３５〕

Ｂｈ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１ꎬ１９９７ꎬ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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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ꎬ是一样的ꎻ我们是一体的ꎮ 作为人ꎬ我们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
只有生理和基本需求ꎮ 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性细节ꎻ我们拥有
个体的和独特的履历ꎮ〔３６〕 雨果斯利姆称此为人道的价值ꎮ 正是这一
对同情心甚至是爱的情感诉求激励了人道行为ꎮ 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
中的人道应对通过提供援助和保护———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极端状况
下( ｉ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 的人———来恢复人道ꎮ 这就是人道的美德ꎬ它激励着我
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ꎮ〔３７〕

但是ꎬ对人道的这种普遍性诉求掩盖了一个对共性和特殊性诉求之
间的中心矛盾ꎮ 如果假设所有人都是相同的ꎬ因此也是平等的ꎬ就同时
假设了不存在不同ꎬ并将人简化为“ 赤裸” 的生物活体ꎮ〔３８〕 挽救生命包
括数 人 数ꎬ 它 把 个 体 的 人 简 化 为 二 分 的、 极 简 的 状 态———活 人 或 死

人ꎮ〔３９〕 实践中ꎬ这经常意味着对有些人的生命赋予比他人更多的价值:
受自然灾害影响之人的性命比卷入暴力冲突中的性命更宝贵ꎬ〔４０〕 难民
比国内流离失所者更宝贵ꎬ或者国际援助工作者比国内援助工作者更
宝贵ꎮ
一些人道主义的学者解析了这一矛盾ꎬ特别提到了难民ꎮ〔４１〕 米歇
尔阿吉耶(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ｉｅｒ) 认为人道所建议的是一个完整且本质化的身

〔３６〕

如要了解更多生物和生物地理生活的区别ꎬｓｅｅ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ｆｅ” ꎬ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７ꎻａｎｄ Ｈ.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４８ꎮ
〔３７〕
〔３８〕

Ｈ.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ｐ. ４５ － ５５.

“ 赤裸的生命” 这一概念引自乔治阿甘本(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 的文章ꎮ 这里引用的

作者ꎬ 包 括 米 歇 尔  阿 吉 耶、 迪 代  法 桑 ( ＤｉｄｅｒＦａｓｓｉｎ ) 和 詹 妮 弗  海 因 德 曼 (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 都是在各自的批判性研究中引用阿甘本提出的概念ꎬ并且他们都属于福柯批判理论

的范畴ꎮ Ｓｅｅ Ｇｉｏ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ꎬ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ｉｆｅ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ｅｌｌｅｒ￣Ｒｏａｚｅｎꎬ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ＣＡꎬ１９９８.
〔３９〕
〔４０〕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Ｒｏｎｙ Ｂｒａｕｍａｎ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Ｔｓｕｎａｍｉ” 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ｓｈｂｙ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 Ｂｒｏｗｎ ( ｅｄｓ.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
〔４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ｉｉｓａ Ｍａｌｋｋｉꎬ “ Ｓｐｅｅｃｈｌｅｓｓ Ｅｍｉｓｓａｒｉｅ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Ｄ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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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ꎬ“ 没有不平等的空间” ꎮ〔４２〕 这一人道大众也是一个无名受害者的世
界ꎬ没有宗教、性别或政治见解ꎮ〔４３〕 他写道:“ 在难民营中ꎬ‘ 难民’ 这一
分类本身被按照‘ 脆弱程度’ 分为几个不同的子类ꎬ其结果是创造出一
个痛苦的等级制度ꎮ”〔４４〕 因此ꎬ对于阿吉耶来说ꎬ人道是一个虚构身份ꎬ
将人们一般性地分为“ 普遍受害者” ꎬ从行动上分为某一具体弱势群体
的成员ꎬ例如无人陪伴的儿童或女性持家的家庭ꎮ 为了能够被认可ꎬ人
们必须服从于人道机构的绝对( 生物) 力量ꎬ分享信息、重述创伤、体现
或展示伤害ꎮ 在这里ꎬ人道工作者掌握讲述或塑造他人履历的权力ꎮ 因
此ꎬ人道工作者是目击证人ꎬ而他们所帮助的人在吞没自己的故事中往
往承担被动的角色ꎮ〔４５〕
詹妮弗海因德曼(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 与阿吉耶一样ꎬ指出本质主
义的身份与基于差异的身份之间的内在矛盾ꎮ 她主要关注联合国人道
主义、文化作为共享的人道的作用ꎬ以及文化作为差异基础的作用ꎬ她质
疑道:“ 在人道援助的背景下ꎬ人们如何在实践中避免把受援助者构造为
是普遍的这一后果———这一举动实际上抹杀了性别、民族和国籍的差
异———不对身份进行本质化ꎬ并且把这些同样的类别具体化呢?”〔４６〕 她
建议ꎬ避免这种本质主义需要深入流离失所者的特殊文化、政治和历史
中ꎮ 迪代法桑( Ｄｉｄ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 同样强调了人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
的矛盾ꎮ 人道的理想是普遍的ꎬ但应用是扎根于不平等和不同的ꎬ而后

〔４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ｉｅｒ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Ｃａｍｐ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
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Ｖｏｌ. 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３.
〔４３〕

应认识到募捐活动以个人的名义ꎬ而不是以“ 整体人道” 的名义发起会更为成功这

〔４４〕

Ｍ. Ａｇ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 ３９.

〔４６〕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一事实ꎮ 许多援助机构都会指明具体的个人ꎬ以及捐款能够惠及这个人或和其社区ꎮ
〔４５〕

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ｐ. ５１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ꎬＧｅｎｄｅｒꎬ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８ꎬｐ. ２４２. 海因德曼在另一本书中更

加深刻地审视了这些问 题以及其他问题: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ＭＮꎬ２０００. 她的分析虽然发表日期
比较早ꎬ但揭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长期的矛盾ꎬ她的批判至今仍然有意义ꎮ

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９５

者不可避免是特殊性的ꎮ〔４７〕 其他学者在质疑人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
提到了“ 扩大道德的包容圈” ꎮ〔４８〕

另一相关的批判是关于人道与慈善ꎬ强调了受益者 / 受助者与人道

援助提供者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等级关系ꎮ 实际上ꎬ作为慈善实施的人道
通常是基于等级制度的ꎬ地位较高且物质较充裕的人把自己多余的东西
给予那些物质匮乏的人ꎬ 因此导 致 后 者 产 生 对 前 者 的 义 务ꎮ〔４９〕 杰 弗
里斯托特(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ｕｔ) 称慈善为“ 不停索取的礼物” ꎮ〔５０〕 这些交换
本质上是不平等的ꎬ而且甚至使人丧失权利和能力ꎮ

其他批判关注在广告和宣传活动中援助“ 受益者” 的视觉形象ꎬ认
为许多这些形象都隐性地将受害者的人性抹去了ꎮ〔５１〕 甚至受益者或者
受助者这个说法都可能会置人于弱势地位ꎮ “ 受益者” 这种叫法强调了
在慈善交换中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ꎬ并且完全抹去了接受援助这一方的
主观能动性ꎮ 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人道应对工作中地方专业知识和资
源的边缘化ꎬ即外来者及技术性知识被凌驾于那些受自然灾害或暴力影
响之人基于实地情况的鲜活专业知识之上ꎮ〔５２〕
〔４７〕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ｓꎬ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４８〕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 ｉｎ Ｉ.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ꎬｉｎ Ｉ.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 ｅｄｓ.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 ｅｄｓ.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４ꎻＴ.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ꎻ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Ａｌｉｅｎｓꎬ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
〔４９〕

Ｔ.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ꎻ Ｍ. Ｍａｕｓ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 相 反ꎬ 迈 克 尔  沃 尔 泽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 提出人道主义既是慈善也是义务ꎬ是“ 二合一” 的ꎬ在这其中ꎬ我们个人“ 选择

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ｈａｒｉｔｙꎬｏｒ
Ｄｕｔｙꎬｏｒ Ｂｏｔｈ?” 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０ꎮ
〔５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ｕｔꎬＢｌｅｓｓｅ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ＮＪꎬ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作者在圣母大学克罗克研究所听斯托
特介绍自己书的讲座中用到这个说法ꎮ
〔５１〕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Ｄｅｎｉｓ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Ｏｔｈｅ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４１１.
〔５２〕

这一问题持续获得关注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Ｆａｍｉｎｅ Ｃｒｉｍ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９７.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 ｓｅｅ
Ｓéｖｅｒｉｎｅ Ａｕｔｅｓｓｅｒｒｅꎬ Ｐｅａｃｅｌ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４.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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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等级现象存在于援助工作者 / 机构和受益者的关系中ꎬ以及援
助工作者这个类别中ꎮ 法桑在解析人道主义时ꎬ强调了人道应对工作中
出现的“ 人道等级”〔５３〕 ———在这种等级现象中ꎬ士兵的生命比平民更宝
贵ꎬ“ 援助工作者无辜牺牲的生命”〔５４〕 与卷入暴力中的平民的生命相对
立ꎬ外籍员工的生命比本国员工的更宝贵ꎮ 因此ꎬ这种等级现象既存在
于与外部参与方( 如士兵或人道机构帮助的平民居民) 的关系中ꎬ也存
在于援助机构内部ꎮ 这些特殊以及不平等的等级现象与人道的普遍性
不符ꎮ
作为参与方的一个类别ꎬ援助工作者( 指人道机构和多重使命的发
展机构的员工) 被特殊化了ꎬ这一类别使他们在法律上以及媒体焦点中
都被单独标记为特殊群体ꎮ 在国际法中ꎬ援助工作者ꎬ尤其是联合国及
相关人员享受因他们援助工作者的身份而带来的特殊保护ꎮ〔５５〕 这一法
律保护更为广义地将援助工作者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写进法律ꎬ即便援助
工作者也是平民ꎬ而且已经享受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对平民更
为广泛的保护ꎮ〔５６〕
援助工作者与平民所接受的不平等待遇也体现在媒体故事中ꎮ 例
如平民的死亡通常以“ 数十人” 或“ 数百人” 出现ꎬ或者在某些极端情况
下“ 成千上万” 无法辨识身份、无名的平民在战争、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
中遇难ꎮ 例如ꎬ最近出现的头条有“ 地中海每年数千人死亡ꎬ欧洲开始犹

〔５３〕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Ａ Ｍ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５４〕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２７ꎻ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７.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ＣＡꎬ２０１２ꎬｐ. ２２３.
〔５５〕

例如ꎬ«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ꎬ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ＵＮＴＳ ２０５１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生效) ꎻ«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任择议定书» 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第 Ａ / ６０ /

５１８ 号文件(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生效)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０２ (２００３) 号决议ꎻ和« 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ꎬ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２１８７ ＵＮＴＳ ９０(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ꎬ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７ 目ꎮ
〔５６〕

若想深入了解关于人道例外论以及援助工作者法律保护的相关讨论ꎬｓｅｅ Ｌ. Ｆａｓ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ꎬｐｐ. １９７ － ２０７ꎮ 关于法律保护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Ｎｏ. ８６５ꎬ２０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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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豫” ꎬ〔５７〕 尼泊尔“ 新地震中数十人遇难” ꎬ〔５８〕 “２０１４ 年一万多阿富汗平民
遇难或受伤” ꎮ〔５９〕 他们的遇难经常伴随着谴责ꎬ要求追查或惩罚施害

者ꎮ 其他时候他们的遇难基本不被关注ꎬ甚至不会出现在主流新闻中ꎮ
援助工作者的遇难同样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出现在新闻故事中ꎮ 但是ꎬ相
比之下ꎬ他们的死亡通常是个体的ꎬ有姓名、相貌、履历ꎬ对他们无私工作
的赞颂以及对他们抛下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悲伤的描述ꎮ〔６０〕
不是说援助工 作 者 不 值 得 这 些 敬 意———他 们 通 常 是 值 得 的———

但他们强有力的个人故事与那些他们所帮助的受难的平民的故事形
成了鲜明对比ꎬ那些平民隐没在平平淡淡的故事中ꎮ 将每一个人的姓
名和故事写成新闻轰炸消费者不仅不可能ꎬ而且会事与愿违ꎬ因为人
们会对苦难变得麻木ꎮ 但恰恰是人类故事的个体性和具体性才能够
唤起同理心以及悲伤情绪ꎬ这样才能为纪念赋予力量ꎬ如越战纪念碑
( 美国)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以色列) 和堆尸陵( 柬埔寨) ꎬ所有这些都

将受害者的姓名列了出来ꎮ 人权组织使用具体的故事来唤起情感反
应———无论是对这一行为还是对施害者的厌恶———继而唤起实际行动ꎬ
人道工作者则是依靠纯粹的数字以及数字后面的无名 / 无面的群体大众

〔５７〕

Ｍａｘ Ｅｈｒｅｎｆｒｅｕ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Ｄｉｅ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ｏ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２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ｗｏｎｋｂｌｏｇ / ｗｐ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１ / ｗｏｎｋｂｏｏｋｅｕｒｏｐｅ￣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ｓ￣ａ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ｄｉｅ￣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ｏ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
〔５８〕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Ｎｅｐ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ｏｚｅｎｓ Ｄｉｅ ｉ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ｍ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ｖｅｒｅｓｔ” 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５９〕

Ｓｕｄａｒｓａ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ꎬ “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ꎬ ０００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Ｄｉｅｄ ｏｒ Ｗｅｒｅ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ｉｎ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 － ３２７０１３８５.

２０１４ꎬＵＮ Ｓａｙｓ”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 １００００ － ａｆｇｈ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ｄｉｅｄ￣ｏｒ￣ｗｅｒ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ｕｎ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８ / ９０ａａｂ７ｃ６ －
ｂ７５３ － １１ｅ４ － ９４２３ － ｆ３ｄ０ａ１ｅｃ３３５ｃ＿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６０〕

１０ 名援助工作者在阿富汗遇害时ꎬ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故事出现在多条新闻中ꎮ

Ｓｅｅ ＣＮＮ Ｗｉｒｅ Ｓｔａｆｆꎬ“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１０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ＣＮＮꎬ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ｐｃｆ / ０８ / ０９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ｌｉｓｔ / ꎻ ａｎｄ Ｓｈａｉｌａ
Ｄｅｗ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 Ｎｏｒｄｌａｎｄꎬ“ Ｓｌａｉｎ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８ /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１０ａｉｄｗｏｒｋｅｒｓ. ｈｔｍｌ? ＿ｒ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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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激起相似的反应ꎮ〔６１〕 援助工作者与平民之间获得的不平等待遇是特
殊性的另一个例子ꎬ它说明了普遍人道的理想并不完美ꎮ
在援助机构内ꎬ等级现象体现在与国际 / 外派员工和国内或当地员
工身份所配套的待遇、资源、工资和福利中ꎮ 国际援助工作者的工资和
福利ꎬ包括底薪、带薪假、医疗或其他保险、培训机会ꎬ甚至是在暴力局势
中的疏散都比提供给国内员工的要好很多ꎮ 即便是在“ 国内员工” 这一
分类下也存在多个子类ꎮ 区域员工( 来自邻国) 和当地员工( 来自农村
或他们工作的区域) 被视为国内员工ꎬ即使他们对开展工作所在地区的
文化背景了解或多或少ꎬ并面临不同的风险ꎮ〔６２〕 这种等级现象只有在
很少的时候才会引起公众注意ꎮ 例如ꎬ由于直接照顾埃博拉患者的人面
临巨大风险ꎬ国际机构在是否招聘外籍医务人员来协助埃博拉危机应对
时进退两难ꎮ 虽然有些持外国护照的患者被疏散并在自己国家接受治
疗ꎬ但疏散个人的成本是很高的ꎮ 而美国政府决定在蒙罗维亚建造一个
高水平医院 来 治 疗 感 染 埃 博 拉 的 医 务 人 员ꎬ 国 外 和 利 比 里 亚 的 都 接
收ꎮ〔６３〕 虽然这仍然表明作为平民和作为医务工作者患埃博拉后待遇不

〔６１〕

国际特赦组织致力于帮助遭到人权侵犯的具体受害者ꎬ人权观察组织通常在报告中

使用个人的故事ꎮ 人权数据分析组通过多个系统评估来汇集受害者的名单ꎬ然后计算整体的
人权侵犯数量ꎮ Ｓｅｅ Ｍｅｇａｎ Ｐｒｉｃｅꎬ“ Ｗｈｅｎ Ｄａｔａ Ｄｏｅｓｎ’ ｔ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ｏｒｙ” ꎬＨＲＤＡＧꎬ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ｈｒｄａｇ. ｏｒｇ / ｗｈｅｎ￣ｄａｔａ￣ｄｏｅｓｎｔ￣ｔｅｌｌ￣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ｔｏｒｙ / ꎮ 使用捐助儿童以及
个人代表故事来强调捐赠的积极影响是例外ꎬ这种情况下人道工作者使用个人陈述ꎮ 但就像
法桑指出的那样ꎬ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个人生活被更有权力的人讲述的例子ꎮ Ｓｅｅ 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
〔６２〕

例如ꎬ在对东非( 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 的研究中ꎬ来自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或邻

国的员工在各自的家乡面临不同风险ꎬ即便他们通常被集中在一起称为国内员工ꎬ而且通常无
法获得有针对性的培训或福利ꎮ Ｓｅｅ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Ｆａｉｔ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 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ｏｗｌｅ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Ｋｅｎｙ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 ａｎｄ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 虽然这一例子源于东非ꎬ
但可以说其意义不仅限于这一地区ꎮ 这一例子也指明根据各种特征来分解风险的重要性ꎬ包
括出生地、民族、国籍、工作职位、性别ꎬ以及后续风险管理的复杂性ꎮ
〔６３〕

Ｓｈｅｒｉ Ｆｉｎｋ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Ｅｂｏｌａ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６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ｂｏｌａ￣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 ｈｔｍｌ? ｅｍｃ ＝ ｅｄｉｔ＿ｔｈ＿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ｎｌ ＝ ｔｏｄａｙｓ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ｎｌｉｄ ＝ ２６９５８１１０＆＿ｒ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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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ꎬ但这种等级现象也是在应对医务工作者在埃博拉应对工作中面临更
高风险这一问题ꎮ
显然ꎬ正如人道应对工作中所体现的一样ꎬ人道原则具有特殊性、排
他性和不平等的特点ꎮ 这些系统性倾向是有问题的ꎬ并且其引发的矛盾
将继续出现在人道应对工作中ꎮ 承认存在这些倾向很重要ꎬ即便它们的
表现并非一成不变ꎮ 对人道主义行为的解析表明ꎬ我们需要首先识别、
然后渐渐瓦解ꎬ并在理想状态下消除人道努力中的等级和排他特点ꎮ 我
们必须聚焦于那些体现人道价值的有改革作用的实践和每日行动ꎬ并挑
战机构人道主义的本质主义和排他性ꎮ 本文接下来就将探讨这些将人
道原则行动化并因此扩大了道德的包容圈的每日行为和实践ꎮ
将人道行动化
人道原则的内在矛盾及随之而来的批判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供人
道工作者思考ꎬ他们也必须要思考ꎮ 然而ꎬ这些批判经常不能考虑到人
道当前、能够以及应该在每天的行动和关系中发生的方式ꎬ以及这些方
式如何使一个更为包容、有效和多元化的人道应对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这
些矛盾帮助指明了如何能够将人道更好地行动化ꎮ
三种变革性实践以及日常行动对减缓人道的内在矛盾做出了许诺:
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ꎻ采取纵向和横向问责ꎻ重视邻近性以及在现场开
展工作ꎮ 这些实践及其培养的关系在个人以及组织层面都会发生ꎬ并且
也发生在同事、合作伙伴、受影响社区之间单调但重要的日常互动中ꎮ
这些实践在现有行为准则中被一致认为是良好实践和道德行为ꎬ即便其
应用并不始终如一ꎮ 但它们不仅限于此ꎬ它们还是人道原则的表现形
式ꎮ 把人道分解为日常组成部分时ꎬ它便获得了新的意义以及行动含
义ꎮ 使人道少些抽象化ꎬ并将其植根于每天的行动和变革性实践中ꎬ有
助于将此原则置于人道意识的最前沿ꎮ 将这些行动与人道原则相连ꎬ不
仅可以使人道原则更触手可及ꎬ而且也为努力改革原则中的系统夯实了
基础ꎮ 如果对此认真对待ꎬ它们意味着对人道主义行动化的方法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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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深远的重新定位ꎮ
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
对人道应对工作一直以来的一个批评ꎬ也是上述提到的ꎬ即它忽视
或破坏地方参与方ꎮ 人道工作者受他们面前需求的紧迫感所驱使ꎬ但匆
忙带入的外部资源和专业知识取代了地方的资源ꎮ 当国际体系进入时ꎬ
它掀起一波国际资源与关注的浪潮ꎬ湮没了比国际关注和行动出现得更
早、而持续得更久的已有的参与方和应对工作ꎮ 相关批评凸显了倾听的
缺乏及优先采取即刻行动的倾向ꎬ而不进行反思或深思熟虑ꎮ 这些批评
机敏地发现了人道在实施中的缺陷以及等级现象ꎬ体现在对援助提供者
和接受者两方的知识、行动和专业知识赋予不平等的价值ꎮ 这些都表明
了对人道的概念化中将普遍性置于特殊性之上ꎮ
另外ꎬ仅依赖人道普遍性的概念化没有给差异以及文化的作用留空
间ꎮ 举一个例子ꎬ埃博拉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应对工作凸显了需要具备文
化意识ꎬ需要让社区参与进紧急局势中ꎬ不仅仅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ꎬ而
且可以有说服力地认为ꎬ对有传统的人道应对工作也是如此ꎮ 例如ꎬ对
葬礼和婚礼仪式的人类学分析表明ꎬ埃博拉如何以及为什么在社区之间
传播ꎮ〔６４〕 一位埃博拉响应者激动地讲道:
但是面对如此大规模、如此危险的公共健康危机ꎬ却可以
以局势紧急为借口ꎬ将患者沟通以及咨询搁置到一边ꎮ 埃博拉
患者可以 仅 仅 被 看 作 是 病 毒 携 带 者ꎬ 而 不 是 复 杂 有 情 感 的
人———虽然在最高层面ꎬ减少传播是第一要务ꎬ但忽视护理的
人性层面会严重损害公共健康应对工作虽然文化差异可
能会加剧矛盾ꎬ但也有可能更普遍的现象是ꎬ人文过程被忽略
了ꎮ 在哪种文化中ꎬ直接走进一个村庄然后贸然地指出并告诉

〔６４〕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ｏｋｕｗａꎬ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ｂ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ｕｌａｎｔｈ. ｏｒｇ /
ｆｉｅｌｄｓｉｇｈｔｓ / ５９０￣ｖｉｌｌａｇｅ￣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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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他们能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ꎬ是可以接受或有效的呢? 〔６５〕
在文章中ꎬ作者例证应将受害者个体视为“ 复杂、有情感的人” ꎬ应

注意人道工作者提供帮助的方式ꎬ以及严肃考虑应对工作中精神健康和
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ꎮ 这些都是关于将人道打造成一个个体的、植根
于社会身份并且肯定特殊的地方环境的这样一个概念ꎮ
人道社会正在觉醒ꎬ意识到文化和社会的作用是人道应对工作的成
效性的关键决定因素ꎮ 被设计为“ 慢下来以便行动更快” 且基于地方以
及现有专业知识和资源的援助项目确实存在ꎮ〔６６〕 «２０１４ 年世界灾难报
告»〔６７〕 和«２０１５ 年世界发展报告»〔６８〕 致力于说明文化在紧急情况、灾难
应对和发展中的作用ꎬ以及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ꎮ 例如ꎬ文化
规范与行为既影响埃博拉的传播ꎬ可以说也影响其减缓ꎮ 人类学家及其
他社会科学家对应对工作的多个方面发表了意见ꎬ从冲突历史和对政府
的不信任到葬礼相关的文化习俗ꎬ以及这些如何影响疾病的传播ꎮ〔６９〕
的确ꎬ埃博拉危机是联合国首次聘用人类学家参与行动的国际应对工

〔６５〕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Ｌｏｓｉｎｇ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ｂｏｌａ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 ｈｅａｌｔｈ / ｐｒｉｎｔ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ｉｎ￣
ｌｏｓｉｎｇ￣ｓｉｇｈｔ￣ｏｆ￣ｅｂｏｌａｖｉｃｔｉｍ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 ３７８９４５ / .
〔６６〕

Ｍａｒｙ 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Ｄａｙｎａ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ＪｅａｎꎬＴｉｍｅ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Ｈｅａ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ꎬ ＣＤ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ꎬ

２０１２.

〔６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４: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４.
〔６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ｄ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ＷＢＳＩＴＥ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ＥＸＴＤＥＣ /
ＥＸ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ＸＴＷＤＲＳ / ＥＸＴＮＷＤＲ２０１３ / ０ꎬꎬ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ＤＫ:２３３３００１８ ~ ｐａｇｅＰＫ:８２５８２５８ ~
ｐｉＰＫ:８２５８４１２ － ｔｈｅＳｉｔｅＰＫ:８２５８０２５ꎬ００. ｈｔｍｌ.
〔６９〕

例如ꎬ见 ｗｗｗ. ｅｂｏｌ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ｅｔ 和 ｗｗｗ. ｃｕｌａｎｔｈ. ｏｒｇ / ｆｉｅｌｄｓｉｇｈｔｓ / ５８５ － ｅｂｏｌａ￣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ꎮ 许多类似的分析都正确地解析了应对工作ꎬ提供基于环境的解读ꎬ有助于理解应
对工作早期的一些失败ꎮ 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分析都往下走了一步ꎬ即提出实用步骤来指
导应对者如何才能在设计应对工作时将文化背景考虑进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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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ꎮ〔７０〕 在头几个月的混乱之后ꎬ各机构改变了他们的项目来更好地反
映文化背景ꎮ 这些行动代表了朝人道行动根据环境来更好地调整应急
应对的方向所迈出的步伐ꎮ 对文化的重视在未来是否会带来改变或是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需观察ꎮ 然而ꎬ将人道行动化需要人道应对工作去
肯定特殊性———地方参与方、应对工作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而不仅
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应对ꎮ 就这一点而论ꎬ它建议参与人道应对工作
的国际参与方需要更加谦逊ꎬ这一谦逊是为了他们能为应对工作的规
模、范围和有效性做出贡献ꎬ而不是把这些因素全部或主要分派给单个
机构或非地方参与方ꎮ
采用横向和纵向问责
人道应对中的问责概念在关注实践的文献以及学术文献〔７１〕 中获得
了许多关注ꎮ 将人道行动化的呼吁以及上文所讨论的内在矛盾都表
明至少有两套重要实践与问责制度息息相关ꎮ 首先ꎬ这些矛盾强调了
当前人道系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与不平等现象ꎮ 尤其是在待遇( 如薪
酬等级) 以及分配福利或资源的员工分类方面( 如在暴力事件爆发、迫
使机构撤回员工的情况下被划分为“ 可转移” 类) ꎮ 平等并不意味着

相同ꎮ 虽然有些不平等现象不可避免ꎬ但将人道行动化要求对这些不平
等予以关注ꎮ 这类问责是横向的ꎬ指在援助机构内部及其所有组成成员
之间需要实施问责ꎮ 例如ꎬ安全管理通常过于重视国际员工ꎬ而不是国

〔７０〕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ｎｂｕｒｙ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ＵＮＭＥＥＲ: Ｅｂｏ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ｅｂｃａｓｔꎬ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ｐｉｎｓｔ.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５９７￣ｂａｎｂｕｒｙ￣ｃｒｅｄｉｔｓ￣ｂａｎ￣ｗｉｔｈ￣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ｕｎ￣ｅｂｏ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ｈｔｍｌ.
〔７１〕

如欲了解 更 多 人 道 应 对 问 责 的 内 容ꎬ 见 人 道 主 义 问 责 合 作 伙 伴 网 站: ｗｗｗ.

ｈａ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ꎮ 文 献ꎬ ｓｅｅ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Ｈｉｌｈｏｒｓｔꎬ “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ｔ Ｄｏ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ＧＯｓ”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２ꎻ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Ｄ. ＫｉｒｓｃｈꎬＰａｕｌ

Ｐｅｒｒｉｎꎬ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Ｍ. Ｂｕｒｋｌｅ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ｎｎｙꎬ Ｓｕｓａｎ Ｐｕｒｄｉｎ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ｅｎ Ｓａｕｅｒꎬ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ꎬＰ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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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员工ꎮ〔７２〕 将人道行动化要求分析所有员工都面临的不同风险ꎬ并在
安全管理计划中考虑这些因素ꎬ例如通过更好地获得培训和其他资源ꎬ
以及通过有适应性的、因地制宜的安全措施ꎮ 行动化建议需要为全体员
工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ꎮ 上述人道原则的概念建议努力争取或保
证为所有员工提供同样的待遇既不可能ꎬ甚至也不合适ꎮ 但它确实要求
评估人道机构的政策和程序支持对人道的排他主义解读的方法ꎮ 它鼓
励各机构采取措施纠正这些排他与不平等ꎮ
另外一套实践与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相关ꎬ建议进行纵向问责ꎬ不
仅仅是“ 向上” 至捐赠方ꎬ而且也“ 向下” 至那些受暴力冲突、灾难和其他
危机影响的人ꎮ 对援助接收方ꎬ尤其是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更加负责的呼
吁并不新鲜ꎮ〔７３〕 这一概念的一个发展方向与我们世界的技术进步有
关ꎬ即在构想这种问责时从向受影响社区提供信息并且倾听他们ꎬ再使
用这些信息修改应对工作计划来更好地反映背景这些方面来考量ꎮ 联
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２０１３ 年的一份报告参考了«２００５ 年世界灾难

报告» ꎬ提出信息是紧急应对工作中的一项基本需求ꎬ将其与人权原则联
系在一起:

人道组织有行动和道德义务将信息纳入他们的工作中ꎮ
人道组织所服务的社区以及个人要求它们这样做ꎮ « 世界人权
宣言» 中包含寻找、获得以及传播信息的自由ꎮ〔７４〕
因此ꎬ寻求受影响社区成员的观点ꎬ仔细倾听他们ꎬ并且可能最重要
的是ꎬ通过改变项目调整来做出应对ꎬ是将人道原则行动化的必要组成
部分ꎮ

〔７２〕

Ｓｅｅ Ｌ. Ｆａｓ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ꎻａｎｄ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ｖｅｒꎬ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
〔７３〕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Ｍ. Ａｇｉｅｒ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ꎻａｎｄ Ｊ.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７４〕

ＵＮ ＯＣＨＡ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ｇｅ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ＯＣＨＡ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３ꎬ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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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邻近性以及在现场开展工作
关于内在矛盾的讨论所引申出的最后一套实践与身份本质化的危
险有关ꎮ 批评者就单调和没人情味的人道体系提出过意见ꎮ 例如ꎬ米歇
尔阿吉耶坚持认为人道组织的功能“ 虽然从技术上各不相同ꎬ但趋向
于融入每天的生活中ꎬ变成一个单一的、国际的而且是完全至高无上的
力量” ꎮ〔７５〕 他后来还写道ꎬ“ 人道系统是一个政府和权力的现代系统ꎬ其
中控制和援助相互交织” ꎮ〔７６〕 这样一个系统把其想要帮助的人进行了
本质化ꎮ 但是这一分析忽略了日常实践如何巩固并挑战这种一概而论
的观点ꎬ并且假设援助的接收方不一定能在一个控制和援助的系统内区
分各个组织ꎮ 这从根本上既对也不对ꎬ因为社区成员能够并且也确实会
区分各个组织及其技术专长ꎮ〔７７〕 每天开展的基于同情心和尊重的个体
行为确实很重要ꎬ 并且能够打破 “ 人 道 政 府” 这 个 单 一 的 身 份ꎮ 援 引

１９９８ 年在 车 臣 被 绑 架 并 囚 禁 ３１７ 天 的 援 助 工 作 者 樊 尚  科 舍 泰 尔
(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 的话:

我觉得帮助身处危难之人是义务ꎮ 在那场 ( 车臣) 战争

中ꎬ没人真的想要停止战争———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战
争———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一些援助或一点保护不仅仅是人
道行为ꎬ而是真的可以为人们带来巨大改变ꎮ〔７８〕

〔７５〕

Ｍ. Ａｇ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 ３４.

〔７７〕

Ｓｅｅ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Ｒｅｇｉｎｏｌｄ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ꎬＡｌｆｒｅｄ ＡｍｕｌｅꎬＳｉｍｏｎ ＢｏｎｉｓꎬＬａｓｕ ＪｏｓｅｐｈꎬＡｎｔｈｏｎｙ

〔７６〕

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２.

ＫｏｌｌｉｅꎬＪａｍｅｓ ＬｕｅｒＧａｃｈＤｉｅｗꎬＳｉｒｏｃｃｏ ＭａｙｏｍＢｉａｒＡｔｅｋ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Ｎｙａｍａｎｄｉ ａｎｄ Ｊｉｍｍｙ Ｏｋｕｍｕꎬ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ꎻＬａｕｒａ Ｈａｍｍ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ꎬｉｎ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 ｐｐ. １７２ －

１９５.

〔７８〕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ꎬ“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ＴＥＤｘꎬＰｌａｃｅ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１Ｆ５ＣｓＤ２ｅｋ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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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ꎬ一个南苏丹社区集体回忆起并赞美了一位援助工作者ꎬ这
名工作者曾经帮助了他们、与他们在一起、陪伴他们ꎬ并且是真正意义上
的陪他们走过那些年的暴力局势ꎮ〔７９〕
反对本质主义化的身份要求将人当作个体看待ꎬ挑战给他们赋予的
标签所造成的限制ꎬ他们的需求不仅限于基本必需品ꎮ 继而ꎬ人道的价
值不能仅限于简单地提供保护或物资ꎬ如食物、洁净水、种子或工具ꎮ 它
必须还包括保持身处一线以及邻近身处危难之人的价值ꎮ 大部分援助
工作者都清楚ꎬ人道援助不仅是关于提供援助或保护ꎬ而且是关于提供
援助与保护的方式ꎬ以及了解他人对此予以关注这一深层价值ꎮ 一些组
织ꎬ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称其为见证ꎬ还有其他组织称其为团结ꎬ〔８０〕 这意
味着与某一特定团体更加亲和ꎮ〔８１〕 因此ꎬ身处一线的价值是人道应对
力量的一部分ꎮ 然而ꎬ这种设身处地也指向人道应对无形的方面ꎮ 身处
一线意味着“ 在一线” ꎬ并长期陪伴那些受灾难、战争或武装冲突影响的
人ꎬ与他们“ 肩并肩共渡难关” ꎮ

这种概念化影响不可小觑ꎮ 尤其是它质疑了在不安全环境中进行

“ 远程管理” 的趋势ꎬ即国际员工离开ꎬ国内员工留下来开展工作ꎮ 邻近
性以及身处一线要求有外部人员的参与ꎬ因而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风
险ꎮ 由多多少少来自当地的人来见证很重要ꎬ然而正是有贴近一线的外
部人员在现场才提供了一种威慑的效果ꎮ 邻近性和身处一线也挑战了
使用筑垒式措施作为安全或风险管理方法的元素ꎬ这类措施进一步将援
助工作者与他们援助的人分离ꎮ 远程管理的利弊众说纷纭ꎬ〔８２〕 人道“ 掩
〔７９〕
〔８０〕

个人采访ꎬ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南苏丹ꎮ

« 无国界医生宪章» 称此为“ 见证” ( ｗｗｗ. ｍｓｆ. ｏｒｇ / ｍｓｆ￣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ꎮ 挪威

人民救援组织(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Ａｉｄ) 称此为“ 实践中的团结” ( ｗｗｗ. ｎｐａｉ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ｕｓ) ꎬ
天主教救济会 (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采 纳 团 结 作 为 一 个 指 导 原 则 ( ｗｗｗ. ｃｒｓ.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ｆｍ) ꎮ
〔８１〕

明显地ꎬ肯定或支持某特定组织或目的意义上的团结ꎬ不符合中立的人道原则ꎬ有时

也有悖于公正原则ꎮ 但是身处一线的团结ꎬ即陪伴受难民众ꎬ却有可能在中立原则和支持式团
结之间找到具有隐喻意义的一席之地ꎮ
〔８２〕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Ｊｏｅ Ｂｅｌｌｉｖｅａｕꎬ “ ‘ Ｒｅｍｏ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Ｎｏ. ５６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２５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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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的价值也是众说纷纭ꎬ它更像是壁垒森严的军事基地ꎬ而不像是人道
机构的办事处或招待所ꎮ〔８３〕 这些措施使真正身处于暴力局势中的任何
努力都变得复杂化ꎮ 基于人道的人道主义最起码要求对这些方法的无
形成本进行联合评价ꎬ尤其是在最危险的地方ꎮ〔８４〕
体现人道主义关系性质的人道
解析人道以及人道主义的姿态揭示出一系列矛盾与冲突ꎮ 然而这
些矛盾可以作为分析人道行为不足之处以及寻找改革路径的平台ꎮ 人
道主义在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展开:在各种国籍的援助工
作者之间ꎬ在援助的给予方和接收方之间ꎬ在地方和国家官员与援助工
作者之间ꎬ在捐助方与工作人员之间ꎮ 将人道行动化呼吁人们重视这些
关系ꎬ并鼓励与之相呼应的道德标准ꎬ即挑战在援助机构以及系统本身
内存在的等级与不平等现象ꎬ如在不同类别的平民之间ꎬ以及援助工作
者获得例外待遇ꎮ 将人道行动化不再用排他性和特殊性的眼光来看待
人道原则ꎬ而是对人道予以关系性和主体间的解读ꎬ作为进一步扩展包
容边界的方法ꎬ以及改革人道系统的路径ꎮ 从地方局势和能力出发ꎬ并
基于此来开展工作ꎻ扩大包括横向和纵向的问责范围ꎻ肯定邻近性和身
处一线的价值与意义ꎮ 这些都鼓励人们创造一个不同的人道体系ꎮ 它
们对原则内在矛盾的应对价值有三重:它们明确将现有的好的、道德的
实践与一个基本原则相连ꎻ它们找到了在人道内在矛盾间协调的可能
性:它们认识到在普通和日常的行动中将人道行动化的可能性ꎬ继而将
原本崇高且遥不可及的抽象人道原则进行本地化ꎮ 纵向与横向问责连
接援助机构的内部和外部实践ꎮ 身处一线以及邻近性体现了人道的美
德与普遍性ꎬ并强调了外部人员所发挥的作用ꎮ 肯定地方环境与能力认
〔８３〕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ｉｆｉｅｄ Ａｉ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８４〕

Ｌ. Ｆａｓ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 第 ６ 章包含对这些方法的展开批评ꎮ

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Ｖｏｌ. ４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４５３ －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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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特殊的以及受影响的内部人员的核心地位ꎮ
将人道行动化会迫使援助机构认识到矛盾和不平等确实存在ꎬ以及
每天的援助实践如何对援助的含义加以定义ꎬ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ꎮ 由
此ꎬ它为整个人道事业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ꎬ并帮助其迈向以下这个愿
景ꎬ即肯定人道作为指导原则所固有的连接性和平等性ꎬ这不仅存在于
组织内部ꎬ也包括在外部与那些深受苦难、生活或工作在他们开展工作
区域中的人们的关系中ꎮ 另外ꎬ它还使塑造一个与其所拥护的原则更为
一致的人道主义成为可能ꎮ
总而言之ꎬ人道原则不仅有预见性地呼吁减少战争的附带伤害ꎬ就
像斯利姆提出的那样ꎬ〔８５〕 或如同库普兰所观察到的那样ꎬ〔８６〕 作为暴力
的约束力量ꎬ同时也从根本上削弱了暴力的主导动力ꎬ即依靠去人性化ꎬ
以及否定“ 对方” 的人性来维持暴力ꎮ 引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科
内利奥索马鲁加(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 所说的话:
如果人道行动能在战斗中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ꎬ或在冲突
中保留一个人道之岛ꎬ那么它便可以在寻求和解与重建、发展
新的国内与区域结构以及思考方式中发挥积极的ꎬ甚至是有政
治用途的作用ꎮ〔８７〕 无法认识到这一事实将低估人道原则巨大
的潜能ꎮ
人道原则的实施情况仍然会一直存在缺陷ꎬ但这并不能成为人道界
不采取行动根除其排他性和特殊性的借口ꎮ 在车臣被劫持获释后ꎬ科舍
泰尔在结束其讲话时激情澎湃、动人地解释了他继续人道工作的动机:
“ 我们竭尽所能提供一些援助ꎬ一些保护ꎬ一些安慰ꎮ 我们必须这样做ꎬ
不能不 这 样 做ꎮ 这 让 我 们 感 觉 到———我 不 知 道 怎 么 说———我 们 是
人ꎮ”〔８８〕 对于他来说ꎬ不尝试比失败了还要糟糕ꎮ 他重述了当初回答同
事以及其他人问他为什么要继续做援助工作者时所说的话:“ 我的答案
〔８５〕

Ｈ. Ｓｌｉ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

〔８７〕

Ｃ.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２５.

〔８６〕
〔８８〕

Ｒ.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
Ｖ.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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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ꎮ 如果我不干了ꎬ这就说明劫持我的人赢了ꎮ 那样他们就抢走了
我的灵魂ꎬ我的人性ꎮ”〔８９〕 的确ꎬ人道原则与其内在矛盾一起提供了一个
框架ꎬ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挑战现有系统ꎬ朝着改革机构化的应对工作努
力ꎮ 上述变革性实践以及日常行动没有一个是新的或原创的ꎮ 但它们
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更具包容性、平等和普遍的人道ꎬ以及一个更具应对
性的人道主义ꎮ

〔８９〕

Ｖ.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