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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丁斯—马格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周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进行ꎮ





在人道行动指导原则这一问题上ꎬ本辑«红十字国际评

论»想要聆听不同观点的声音ꎮ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运动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ꎬ它的运营不仅依据运动

的七项基本原则ꎬ还要依据中国特有的“人道、博爱、奉献”这

三种“精神理念”形成的价值观行事ꎮ 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制度

性规定ꎬ并提供了行动指导ꎬ那么三种精神理念则构筑了中国

红十字会的思想体系ꎮ 此外ꎬ在过去几年间ꎬ中国红十字会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海内外的抗灾救援中(如应对 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

台风“海燕”和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地震)ꎮ 预计未来中国的灾害应

对组织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应对国际性危机ꎮ «红十字国际评

论»对话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红十

字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先生ꎬ进一步了解他如何看待当今

世界人道领域的发展历程ꎬ以及以原则为指导的人道行动所面

临的挑战ꎮ

马强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年初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常

务副会长达 ７ 年之久ꎬ并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理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初)ꎮ 他是«红十字在上海ꎬ１９０４—１９４９»〔 １ 〕一书的主编ꎮ
他现任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ꎬ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副

主任和两个大学的客座教授ꎮ
他在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ꎬ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先后任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ꎮ

〔 １ 〕 马强、池子华主编:«红十字在上海ꎬ１９０４—１９４９»ꎬ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４ 年版ꎮ



　 　 您可以向我们简要谈谈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历史并概述一

下它所做的工作吗?

上海是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口岸之一ꎮ 早在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

初ꎬ红十字文化在孙淦 〔 ２ 〕等社会著名人士的积极推动下ꎬ依托上海«申

报»等一批报刊媒体进行了大量传播ꎮ 孙中山〔 ３ 〕先生翻译的«红十字会

救伤第一法»及世界其他国家红十字运动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ꎮ 作为我

国主要通商口岸的上海ꎬ以其特殊的地位成为红十字文化进入的窗口、

实践的基地和辐射全国的集散地ꎮ １９０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为救助中国难

民ꎬ沈敦和 〔 ４ 〕等一批上海著名的商贾、绅士ꎬ依托上海发达的工商业、

慈善业及开放通商口岸宽广的国际、国内交流交往优势ꎬ在部分清朝

政府官员的支持下ꎬ会同英法德美有关人士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十

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ꎮ 从此ꎬ红十字文化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ꎬ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ꎬ融合、生根、发展ꎬ从上海走向全国ꎮ 中国

红十字会建立后ꎬ总部或总办事处长期在上海ꎬ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

领导班子长期依托上海为基地开展工作ꎬ上海成为全国红十字运动的

中心ꎮ

上海市红十字会建立于 １９１１ 年ꎬ目前市红十字会机关有四个业务

部门(赈济救护部、青少年工作部、志愿服务部、信息传播部)和一个综

合部门(综合办公室)ꎮ 市红十字会下面建有备灾救灾中心和培训交流

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 ３ 〕

〔 ４ 〕

孙淦(１８５８—１９３８ 年)ꎬ生于上海ꎬ旅日爱国侨商ꎮ 他在日本时加入了红十字会ꎬ之
后萌生了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念头ꎮ １８９７ 年ꎬ他致信清廷驻日大使ꎬ提出在中国建立国家红十

字会ꎮ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 年)ꎬ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ꎬ中华民国的缔造者ꎬ三民主

义的倡导者ꎬ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和国民党第一任党主席ꎮ 同时ꎬ他也是一名医生ꎬ于
１８９７ 年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翻译为中文发行ꎮ

沈敦和(１８６６—１９２０ 年)ꎬ浙江鄞县人ꎬ字仲礼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ꎬ早年曾

在剑桥大学学习ꎮ １９０４ 年在上海发起、推动建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ꎬ自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９ 年担

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ꎮ



中心两个独立的单位ꎬ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少儿住院医疗互

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等部门ꎬ市红十字会日常

全职运行员工近百人ꎮ 市红十字会下辖 １７ 个区县、２００ 余个街镇、数千

居村ꎬ部分行业和开发区、学校以及部分医疗单位的红十字基层组

织ꎬ〔 ５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网络体系ꎬ〔 ６ 〕 便于展开覆盖全市的人道

工作ꎮ
如上海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大都市ꎬ其他的自然灾害较少ꎬ但是居

民的火灾时有发生ꎬ所以我们经独立论证选择了“居民火灾”这个项目ꎬ
自行组织与规范了救助原则、方法和运行模式ꎮ 全市任何一个地方发生

居民火灾ꎬ属地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就立即实施救助ꎬ及时到位ꎮ
如今ꎬ我们提供的十余项服务都能够通过这个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街道、村镇和学校等组织的网络予以实施ꎮ
上海市红十字会还有一个较独特领域是重建家庭联系ꎮ １９４９ 年

后ꎬ国民党旧政府从大陆撤往台湾时ꎬ造成许多家庭离散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我们帮助 ４６００ 多个家庭与其亲属重新建立了联系ꎮ 案子最

多的时候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ꎬ现在仍有一些零星案子ꎮ 其中

部分案件涉及 １９４９ 年以前居住在上海的境外人士ꎮ

１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 ５ 〕

〔 ６ 〕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２０１５ 年修订版)第 ４０ 条规定:城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

(村、组)、企业和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建立的红十字会为基层组织ꎮ 红十字

会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宣传普及红十字会知识ꎬ开展人道主义的救助活动ꎬ举办初级救护

培训、群众性健康知识普及及其他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活动ꎮ
据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底ꎬ上海市红十字会系统共有基层组织 ４０４８ 个ꎬ团体会员

单位 １２７８ 个ꎬ专职工作人员 ３２５ 名ꎬ兼职工作人员 ３１８６ 名ꎮ 其中ꎬ有 ３ 个行业(宝钢、消防、铁
路)和 １３ 个开发区建立了红十字会组织ꎻ有 １７ 个区(县)、２０９ 个街(镇)红十字会ꎬ在居村小区

及公共场所建立了４７２７ 个红十字会服务站ꎮ 有学校红十字会１３９０ 个ꎬ冠名红十字会医疗机构

６４ 所ꎻ红十字会会员 １１１. ５２ 万名ꎬ团体会员单位 １２７８ 个ꎬ志愿者 ２４. ４１ 万名ꎮ 志愿者、救护

员、报灾员队伍基本覆盖了全市各街镇、居村ꎮ



图 １　 上海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图 ２　 红会基层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您认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人道工作及其基本原

则与中国在危机中开展慈善和救济的传统有何关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古国ꎬ中华文化底蕴中就有浓厚的

“仁爱”“兼爱”的理念ꎮ 历代出了很多大慈善家ꎬ如范仲淹、刘宰、李五、
白纶生、熊希龄等ꎬ有的还得到了皇帝嘉奖及荣获御题“乐善好施”匾ꎮ
１８７４ 年ꎬ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申报»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上海一隅

之地ꎬ善堂林立ꎮ”
红十字会的人道理念一经传入中国ꎬ立即被上海的很多慈善人士所

接受ꎬ１９０４ 年率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上海万国红十

字会ꎮ 上至清廷高官ꎬ下至黎民百姓ꎬ纷纷赞助初建的中国红十字会ꎬ捐
赠十分踊跃ꎮ 当时红十字会组织发展很快ꎬ越来越多的红十字分会在中

国成立ꎬ因为以人道为目的的扶危济困目标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ꎮ

　 　 中国红十字会在工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指导原则ꎬ即“人道、
博爱、奉献”ꎮ 这个和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不太一样ꎬ也
就是说ꎬ中国红十字会倡导的三个理念有它的特殊性ꎮ 您能不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理念? 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在七项

基本原则之外要倡导这三个理念?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通过多种方法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ꎬ但同

时遵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ꎮ
“人道、博爱、奉献”是中国红十字会倡导的精神理念ꎬ第一个就是

“人道”ꎬ它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第一个基本原则相同ꎬ表示中国红十字

会保护生命健康与对人的尊重ꎮ 它倡导相互理解、友谊、合作和世界持

久和平ꎮ 人道是对生命敬畏的最主要出发点ꎮ
第二是“博爱”ꎬ按中国的解释ꎬ就是非常宽泛的爱ꎬ它要打破各种

各样的歧视、界限ꎮ 就像我们医生一样ꎬ医生的心应该是博爱的心———

３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这种爱非常强大ꎬ足以打破各种界限ꎬ甚至阶级、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界

限ꎮ 这种博爱就包括了怎么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需要人道救助的受助

者ꎮ 因此ꎬ“博爱”与七项基本原则中的公正原则也是一致的ꎬ意思是提

供人道援助时不能有歧视ꎮ
第三是“奉献”ꎬ对应于七项基本原则中的志愿服务ꎮ 志愿服务首

要的就是奉献精神ꎬ如果没有这个奉献精神ꎬ就不可能完成志愿服务的

目标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ꎬ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与七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ꎮ
七项基本原则中的后两项ꎬ即“统一和普遍”ꎬ实际上是组织原则ꎬ

六个字的中国红十字精神ꎬ没有去表达它们ꎬ只是将精神方面的内容用

中国文化的六个字概括了ꎬ组织方面的内容 〔 ７ 〕也没有写进我们这六个

字的原则ꎮ
七项基本原则也是在红十字运动经过一百年以后提炼出来的ꎮ 那

么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在红十字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ꎬ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随着我们对红十字运动理解的加深ꎬ一定会按照中国

的国情进一步拓展红十字的理论ꎮ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国红十字会使用的“精神”一词相对

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原则”的意思?

每个人做事情都有其一定的思想状态和追求的目标ꎬ如果能够在一

种比较高尚的思想状态下行事ꎬ工作才可能做得更好ꎮ “红十字精神”
是倡导用一种高尚、正确的思想状态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方向ꎮ 这就是

精神所应表达的意思ꎮ
因此ꎬ“精神”和“原则”是不同的ꎮ 原则更偏向制度和规定ꎬ是一种

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７ 〕 根据皮克泰对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的评注ꎬ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这

三项原则属于组织原则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ＩＣ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１９７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０１０１７９. ｈｔｍ.



标尺ꎬ精神则偏向于思想状态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ꎮ 比如ꎬ我做红十字工

作ꎬ我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ꎬ而当我实际做每一项

具体工作时ꎬ我必须要按照七项基本原则去做ꎮ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是按照七项基本原则来进行的ꎮ 但是ꎬ在我们

向民众宣传的时候ꎬ“人道、博爱、奉献”这六个字更容易激发大家做人

道事业、做慈善事业的积极性ꎬ这六个字非常容易号召群众、动员群众ꎬ
因为这六个字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语言习惯ꎮ “人道、博爱、奉
献”体现了中国开展红十字工作的崇高精神境界ꎬ并始终坚持国际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ꎮ

图 ３　 上海市中心的亨利杜南雕像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同时ꎬ“博爱”“奉献”这两个词也很有感召力ꎮ “博爱”是中华民国

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ꎬ他把中国的“仁爱” “兼爱”与西方人道

５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之爱糅合在一起ꎬ提出了“博爱”ꎮ

“奉献”这两个字也体现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工作的精神ꎮ 比如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履行人道职责ꎬ在世界各国的武装暴力冲突中牺牲了

许多同人ꎬ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ꎮ 不仅从事红十字运动工作的专职人员

需要这种奉献精神ꎬ全社会都需要弘扬这种精神ꎬ我们要动员社会资源ꎬ

也要动员社会这种奉献精神ꎬ所以奉献这两个字代表了中华民族和我们

红十字组织的共同的精神和信念ꎮ 我们每一个红十字人ꎬ自己首先要有

奉献精神ꎬ也要宣传、倡导社会来共同奉献ꎮ 从某种角度来讲ꎬ七项基本

原则当中的志愿服务是有一定的奉献精神的表达ꎬ但是“奉献”这两个

字的含义更广泛ꎬ前者只是一种服务的形式规定ꎬ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

和信念ꎮ

　 　 各国的国家红十字会都是政府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的助

手ꎬ但同时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原则又是对红十字会的一

个基本要求ꎮ 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ꎬ在中国ꎬ红十

字会是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的?

确实ꎬ七项基本原则中的独立原则是红十字组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原则ꎮ

中国红十字会独立性体现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历史案例ꎮ １９ 世纪

末ꎬ中日之间于 １８９４ 年发生了甲午战争ꎬ随后 １９０４ 年又在中国的土地

上发生了日俄战争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当 １９２３ 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的

时候ꎬ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在上海组织了民众募捐ꎬ而且还组织了一支 ２０

多人的救援队到日本去帮助救援工作ꎮ

第二个例子离现在比较近ꎮ ２００８ 年我国发生了“５∙１２”地震ꎬ〔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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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地震ꎬ震级达到 ８ 级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２ 时ꎬ共造成 ６９２２７ 人死亡ꎬ３７４６４３ 人受伤ꎬ１７９２３ 人失踪ꎮ 这是中国自 １９７６ 年唐山大地

震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ꎮ 中国红十字会共募捐了 ４２. ９ 亿元ꎮ



在这次重大自然灾害中ꎬ中国红十字会独立地进行了募捐ꎬ然后把所有

募捐的款物送到灾区开展救援ꎮ 那时ꎬ仅上海市红十字会就募捐了１１. ７
亿元(人民币)ꎬ全部送到灾区ꎮ 所有这些帮助灾区的行动ꎬ都是红十字

组织经研究后独立提出的ꎮ 我们与政府密切合作ꎬ满足地震灾民最急需

的要求ꎮ
在灾后重建中ꎬ重建项目也是由上海市红十字会根据灾区的实际需

要做出的决定ꎬ灾区地方政府帮助当地红十字会对项目进行实施和落实

等ꎮ 我们红十字会组织协同捐献者进行监督ꎬ确保符合捐献意向和建设

标准ꎮ 这样ꎬ就把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借用社会与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了ꎮ 在这片废墟上进行重建ꎬ政府需要进行总体规划ꎬ在政府开展总体

规划的时候ꎬ我们红会就提前参与ꎬ使红会要做的项目纳入和符合总体

规划ꎬ和政府的目标要求融合在一起ꎮ 但项目是我们选择后决定的ꎬ钱
是我们筹的ꎬ并组织、配合检查监督ꎮ 建设项目完成后ꎬ我们还组织捐赠

者到灾区探访ꎬ进行监督和评估ꎮ
独立原则在红十字组织的核心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但是我们应

该借助政府的支持力量ꎬ可以帮我们将想要做的事做得更快、更好ꎮ 这

反映了我们既是政府的人道助手ꎬ也体现了独立的原则ꎮ 这种结合ꎬ在
“５∙１２”地震中是个典范ꎮ

在上海ꎬ我们也有针对城市脆弱人群的人道援助项目ꎬ这些项目都

由上海市红十字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履行职责ꎮ 我们

有个执委会ꎬ日常所有内部的工作、运行方式、筹资模式、人道救助项目

确定等ꎬ都由这个执委会决定ꎬ没有任何人干预我们的决策ꎮ 政府积极

提供支持ꎬ不干预具体项目的实施ꎮ
从个人角度说ꎬ我担任这个职位以来ꎬ一直在努力将自己从一个长

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合格的红十字人道事业社会

活动家ꎬ转变为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的信奉者ꎬ转变为一个人类社会崇高

思想境界的实践者和传播者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ꎬ这也是一种修身养

性ꎬ一种对人道事业奉献精神的培养ꎮ 七年来ꎬ我深深被红十字事业所感

动、感染ꎬ我深深地热爱这个事业ꎬ红十字事业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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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七项基本原则的过程中ꎬ中国红十字会ꎬ包括上海

市红十字会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红十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武装暴力冲突和灾害环境中提供人道

援助ꎬ在和平、没有战争的环境里传播红十字运动的理念和精神ꎬ比正在

发生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国家难一些ꎮ 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ꎬ当时中国处于

各种战争灾害冲突中ꎬ所以那个时候宣传红十字运动的理念和精神ꎬ百
姓和社会方方面面就非常快地接受、了解并且支持、参与ꎮ 但是ꎬ和平时

间久了ꎬ社会及一般的年轻人ꎬ关心一个离自己比较远和比较陌生的事

物ꎬ相对来讲就不那么紧迫和容易ꎮ
关于“中立”的原则ꎬ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个元素ꎬ红十字

发展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个问题ꎬ但如何准确地理解和界定ꎬ就比较困难ꎮ
它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行动方式ꎬ而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ꎮ 我相信ꎬ随
着中国与世界进一步融合ꎬ这个原则会在中国文化中找到更好的诠释ꎮ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帮助青少年了解我们的工作ꎮ 我们

红十字组织还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七项基本原则ꎬ并将其与中国的具体

情况相结合ꎬ这样做我们才会取得成功ꎬ这也是我们推行人道、博爱、奉
献的目的之所在ꎮ

另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较高层次的干部队伍的稳定ꎬ以及提升他们对

红十字运动的领悟ꎮ 如果把这支队伍建设好了ꎬ做好各项工作都不是大

问题ꎮ 因此ꎬ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在各级红会领导班子中传播红十字会的

历史和正确理解七项基本原则ꎮ 如果对这个问题掌握不好ꎬ整个红十字

组织就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ꎮ
因此ꎬ让从事红十字事业的主要骨干ꎬ在工作一开始就能接受一次

高质量的全面入职培训是很重要的ꎮ 我入职几年后参加过培训ꎬ因课程

设置等原因收获不够大ꎮ ２００８ 年到红会工作后ꎬ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从朦胧状态开始进入角色ꎮ 另外ꎬ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的七年时间

里ꎬ我很高兴有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ꎬ它非常专业ꎮ 如果没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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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培训ꎬ没有比较专业的领导ꎬ我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ꎮ
我还注意到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十分注意探讨如何把

红十字运动的原则向世界各国的红十字工作骨干传播ꎬ我们应该努力将

这些骨干培养成这些原则的坚强有力的长期倡导者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一支稳定的队伍ꎬ他们为该机构工作了五年、

十年ꎬ甚至更长时间ꎮ 这样一个架构ꎬ是把红十字运动向前推进的核心

基础ꎮ 我们也需要维护队伍的稳定ꎬ使之更加专业化ꎬ我们需要这支队

伍具有奉献精神和投入精神ꎬ能够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原则并成为红十字

运动的活动家ꎮ

图 ４　 第五届上海市大学生国际人道问题辩论赛决赛ꎬ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志愿服务是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之一ꎮ 您如何建议把此项原则与日益增长的提高人道工作者

的专业性和人道领域的组织效率等方面的要求相协调?

这个问题也是我上任以后ꎬ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关注、充实的一项工

９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作ꎮ 我觉得专业化应该分成三个层面来展开ꎬ才能准确地把握ꎮ
第一ꎬ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组织ꎬ它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捐赠ꎬ它不可能

雇用很多人ꎬ我们的组织聘不起大量的高薪者ꎮ 所以ꎬ国家红十字会需

要组织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员成为志愿者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红十字组

织需要也必须组建一支由志愿者和雇员组成的队伍ꎮ
第二ꎬ即使有许多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行列ꎬ我们仍然需要高技能人

员ꎮ 我们需要有水平较高的组织者ꎬ让志愿者当中一些高水平的人去培

训水平较低的人ꎬ帮助对红十字工作还不熟悉的人ꎮ 这样ꎬ我们就能培

养出一支比较精干的队伍ꎬ从学生角度叫“学生领袖”ꎬ从志愿者角度叫

志愿者骨干或者说志愿者中领袖式的人物ꎮ 他们可以成为雇员与志愿

者之间有非常深的交往关系的一种联络纽带ꎮ
第三ꎬ一定要注意培养专业志愿者ꎮ 红十字会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作

人员首先要具有非常专业的管理知识和能力ꎮ 比如ꎬ我对自己的要求就

是要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十字事业的传播者、专业的管理者ꎬ我也期

望我们的志愿者在工作中用非常专业的方式行事ꎮ 要达到这一点ꎬ国家

红十字会的管理者很重要ꎬ地方分会的管理者也很重要ꎬ志愿服务的组

织者对志愿服务的组织工作要非常专业ꎮ 管理者必须知道如何领导一

支志愿者队伍ꎬ并通过他们提供人道服务ꎮ

　 　 中国红十字会是 １９０４ 年由上海的商人和慈善家创建的ꎮ
那么在今天ꎬ您觉得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否愿意弘扬这种慈善传

统? 如果愿意ꎬ他们会怎么做?

目前ꎬ中国的私营部门占经济体总量的 ２ / ３ 以上ꎬ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ꎮ 而且ꎬ私营经济体和个人无疑应该占人道救助捐赠的大部分ꎮ
过去ꎬ私有企业都是个人的ꎬ大都管理层次不很高ꎮ 这些企业发展

到高级阶段就实行了股份制ꎬ投资决策要经董事会批准ꎬ慈善捐献的决

策也是这样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它在进一步的规范和透明ꎮ
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很具有社会责任感ꎬ对人道与慈善工作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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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积极性ꎮ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的加强及企业股份制建设和法人治理

结构的完善ꎬ人道救助善款的募集、使用ꎬ均需要更加专业和规范ꎮ
问题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动员私营部门为红十字会事业捐助ꎮ 我

们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ꎬ因为他们对红十字会及其主要活动的了

解往往很少ꎮ 我们需要帮助私营部门了解人道工作和项目的重要意义ꎬ
包括如何用红十字精神激发他们ꎬ如何让他们共同分享红十字运动的重

要成果ꎬ如何让他们更加信任红十字组织的运行管理水平ꎮ
当然ꎬ这需要一个过程ꎬ这需要有一大批睿智的红十字活动家和管

理者ꎮ 我认为ꎬ红十字组织管理团队的能力、素养、水平ꎬ决定了私营部

门的投入状况ꎮ 当然ꎬ我们还应该在吸引他们参与进来的同时ꎬ加强红

十字“不图回报”的理念宣传ꎬ让他们得到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的回报ꎮ
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加强红十字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能力建设、项
目开发、信息共享等工作ꎬ需要我们不断注意提升红十字工作者传播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ꎮ
例如ꎬ２０１３ 年四川芦山地震时ꎬ一个私营部门想要捐款ꎬ但很犹豫ꎬ

因为他们不太清楚红十字会是做什么的ꎬ工作做得怎样ꎮ 我们把他们请

来ꎬ详细介绍了红十字会的工作和我们对捐赠款项的管理使用方式ꎬ取
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ꎬ他们现场捐了 １５０ 万元ꎬ不久又追加捐了 ８０ 万

元ꎮ 我们也接触了一个外资的企业ꎬ我们请他们的老总及员工参与我们

在医院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基地为残疾患者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等ꎮ 企

业连续多年每年为人道事业捐赠上百万元的善款以及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个

生活应急包ꎬ就是在了解了我们的组织情况之后决定进行这些捐赠的ꎮ

　 　 在人道行动上有一个相对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吗? 如

果有ꎬ您认为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别之处?

本人不赞成将红十字人道行动分为“西方”与“非西方”ꎬ并相对立ꎮ
它们可能各有自己的特点ꎬ但互相并不冲突ꎮ 应该说ꎬ任何事物都有它

的不同特点ꎬ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ꎮ 就红十字运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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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红十字会都坚持七项基本原则ꎬ无论它们是西方

的还是中国的ꎮ
中国是一个大国ꎬ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ꎬ有许多欠发达地区ꎬ也

有高度发达的地方ꎬ比如上海ꎬ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ꎮ
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大国ꎬ不同地区根据发展情况不同ꎬ采用的方法也可

能不完全一样ꎬ需要一个发展过程ꎬ让大家慢慢地走到一条共同的道路

上去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ꎬ可能在有些国家看来ꎬ“中国有点不一

样”ꎬ实际上不是这样的ꎮ 在我们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时ꎬ有的人

跑得快点ꎬ有的人跑得慢点ꎬ有的人跑的样子非常好看ꎬ有的人跑起来则

像跳舞似的ꎬ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讲的共同性ꎮ
我个人认为ꎬ“模式”这个概念是来自工业界的生产模具ꎮ 模具可

以使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一样ꎮ 我不赞同在红十字运动领域使用这个概

念ꎮ 就像一个杯子一样ꎬ这个杯子的材质可能是玻璃的ꎬ可能是陶瓷的ꎬ
形态各异ꎬ但都获得了盛水饮用这个功能ꎬ而且它们的目的和产生的效

果也完全一样ꎮ 所以我认为ꎬ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ꎬ各个国家结合各自

的不同国情ꎬ围绕着七项基本原则和红十字运动的总体宗旨和目标往这

条路上走ꎮ 这意味着道路、方式可能稍有不同ꎬ但目标是相同的ꎮ
毫无疑问ꎬ中国红十字事业这几年发展很快ꎬ确实带有我们中国的

一些特点在里面ꎮ 比如ꎬ我们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开
展工作ꎬ很好地利用了政府、红十字组织、社会和企业这样几种关系的组

合ꎬ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发展机遇ꎮ 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成功关

键就是利用多种资源优势、多种方式ꎬ围绕一个具体目标前进ꎮ
而且ꎬ我认为ꎬ对世界上任何事物来说ꎬ多样性会促进事物快速发

展ꎮ 所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ꎬ就是结合中国国情ꎬ用一种带有自己优势

和利用各种资源的方式促进我们红十字事业的快速发展ꎮ 实际上ꎬ回顾

１８６３ 年国际红十字组织刚刚建立时ꎬ可以看到它也是利用了当时欧洲

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ꎬ所以才会从五人委员会最后慢慢形成了第一部

«日内瓦公约»ꎬ之后再有了几十个国家的参与ꎮ 所以ꎬ我们应该允许各

个国家根据各自的不同特点去利用这些资源ꎬ围绕我们的目标去培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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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有信念的有志之士ꎬ那么我们这个事业的光明就在前面了ꎮ

图 ５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援队从上海出发ꎬ参与国际灾害救济行动ꎬ
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在过去二十年中ꎬ中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ꎮ 在这个过程

中ꎬ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重要ꎮ 那么ꎬ中国日益增长的国

际地位对其未来对国际人道行动的参与有什么影响?

中国是从欠发达国家起步的ꎬ如今正在向发达国家迈进ꎮ 我认为ꎬ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经验和发展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分享ꎬ同时牢记

每个国家必须按照自己的不同实际发展ꎮ
我还相信ꎬ未来中国红十字组织在国际人道舞台上的贡献将是多方

面的ꎬ包括外派人员、物资资金资助和红十字人员培训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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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救济物资从上海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发出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中国参与国际人道行动一定是和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ꎮ 这些将形成中国参与国际人道行动的基础ꎮ 中国经

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ꎬ在政治、经济、教育和人道工作方面正逐渐与世

界融为一体ꎮ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ꎬ中国未来将更多地参与国际

人道行动ꎮ 这是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ꎮ 不仅从上海来讲ꎬ而且从中国各

个省份来讲ꎬ都有这样一种对外开展工作的积极性ꎮ

中国过去曾非常贫穷ꎬ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从 １９７８ 年才开始ꎮ〔 ９ 〕

在这种背景下ꎬ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提供对外援助越来越频繁ꎬ在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台风“海燕”灾害后都进行了紧急援助ꎬ并

４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９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

京召开ꎮ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ꎬ开始全面

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ꎬ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ꎬ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ꎬ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起点ꎮ



派出了第一支应急救援队ꎮ 当然ꎬ追溯历史ꎬ中国红会向其他国家红会

提供双边人道援助历史很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总会仅仅通过

上海市红十字会就向 ８０ 多个国家提供过援助ꎬ援助方式主要是提供紧

急救援物资ꎬ也有派遣人力资源等ꎮ
要说中国能够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做的贡献ꎬ还应该包括:中国有近

１４ 亿人口ꎬ占世界总人口 １ / ５ 左右ꎮ 如果把世界人口 １ / ５ 的红十字运

动搞好了ꎬ这对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ꎮ

５３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