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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 或“ 杜南主义的” 人道主义从传统上讲是围绕着一些核心
原则而构建的ꎬ即中立原则( 不偏袒任何一方) 和公正原则( 不考虑民
族、宗教、种族或任何其他因素ꎬ仅根据需要提供援助) ꎬ加之行动必要
( 这不是一个正式原则) ꎬ以寻求交战各方的准许ꎮ 这些原则虽然受到
过质疑ꎬ但一直主导着当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话语ꎬ而且已经等同于ꎬ或者
至少反映了一套被假定为是重要的、持久的和普遍的人道价值ꎮ 本文将
人道行动的内容看作更具动态且不断变化的ꎮ 它阐述了对人道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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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原则的“ 新人道” 批判的起源和内容ꎬ并主张ꎬ这一批判既曲解了中
立原则的伦理内容ꎬ又掩盖了传统人道主义所做的重要行动调整ꎬ这些
调整使传统人道主义为当代的行动环境做好了充分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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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原则的主导地位?
“ 冷战” 期间ꎬ“ 传统的” 人道原则 〔 １ 〕 在相对同质却四分五裂、权利

分散且制约重重的人道领域明显占有一个特权的位置ꎬ而该人道领域明
显植根于北方发达国家ꎮ〔 ２ 〕 这些人道原则被庄严载入许多主要人道机构
宣布的立场中ꎬ而且作为重要原则被纳入人道系统本身的法律文书中ꎬ如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ꎬ以下简称
运动)、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
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以下简称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ꎮ〔 ３ 〕 国际法
院也把人道主义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及其方式等同起来ꎮ〔 ４ 〕 人

〔１〕

本文互换使用“ 传统的” “ 杜南主义的” “ 传统的” 人道主义这三种表达方式ꎬ是红十

〔２〕

奥德( Ｏｄｅｈ) 将北方发达国家定义为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等经济发达

字国际委员会( 简称 ＩＣＲＣ) 一直以来所提供的挽救生命的紧急救济援助和保护的委婉语ꎮ

的国家ꎮ 相反ꎬ南方不发达国家是指“ 非洲国家、印度、中国、巴西( 和) 墨西哥等经济落后的国
家” ꎮ 他认为ꎬ北方发达国家是“ 富裕的、技术先进的ꎬ政治稳定以及处于人口趋向零增长的老
龄化社会” ꎮ 南方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则反之ꎮ 北方发达国家“ 继续在国际贸易和政治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ꎬ并引领南方国家” ꎮ Ｌｅｍｕｅｌ Ｅｋｅｄｅｇｗａ Ｏｄｅｈꎬ“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Ｖｏｌ. １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０ꎬ
ｐ. ４.

〔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 ꎬ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 ０５１３ꎬ

１９９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 ＿０５１３. ｐｄｆꎻ联合国大 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ꎻ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
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 ꎬ日内瓦ꎬ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 年« 行为守则» )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０６７. ｈｔｍ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ꎮ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Ｍｅｒｉｔｓ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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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道原则的一些变式同样出现在« 全球计划:人道宪章和灾难响应最低标
准» 手册当中ꎬ〔 ５ 〕 联合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协调工作组〔 ６ 〕 也为将人道
原则纳入一线工作而做出过各种努力ꎬ如« 利比里亚行动联合政策» 、〔 ７ 〕

南苏丹的« 地面规则» 框架〔 ８ 〕 和« 阿富汗战略框架» ꎮ〔 ９ 〕 其结果是ꎬ人道
原则不再只是一个抵及受害者的务实工作方式ꎬ而更贴近于人道主义主
旨本身———它们从一种确保获得准入的简单方法被逐渐推崇为( 对一些
人来说) 近似人道行动的“ 目标” 的东西ꎮ 这并不是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本身将人道原则视为被推升至绝对价值的地位ꎮ〔１０〕 即使对于长期以
来被誉为“ 运动基本原则” 之父的让皮克泰来说ꎬ他也清楚这些原则
更多地发挥着务实指南的有限作用ꎮ 他将这些原则描述为“ 基于判断和
经验得出的规则ꎬ被某个群体采纳来指导其行为” ꎮ〔１１〕 但是ꎬ在 ２０ 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ꎬ这些人道原则被同时以不同方式构建为全球永久性且
∙∙
不可改变的为获得准入的“ 护身符” ꎬ且作为( ｑｕａ) 人道话语目标的中心
主旨ꎮ 这在多方面确保了对传统人道主义作为一个行动范式的挑战可
以通过批判人道原则本身来进行ꎮ
本文依据两条主线展开ꎮ 首先ꎬ本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ꎬ即若以动

〔５〕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６〕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１９９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ｒｇ.
Ｌａｗ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 ( ＨＰ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５ꎬ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ＯＤＩ) 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８〕

Ｉａｉｎ Ｌｅｖｉｎｅꎬ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ＨＰＧ

〔９〕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ｏ. ２２ꎬ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ＯＤＩꎬ１９９７.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１ꎬＭａｙ １９９７ꎬｐ. ３１.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ꎬ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Ｎｏｒａｈ Ｎ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ｎ Ｗｅｒｍｅｓｔｅｒ ( ｅｄｓ. ) ꎬ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ｎｒａｖｅｌｅｄ? ＡｉｄꎬＰｅａｃｅꎬ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Ｋｕｍａｒ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ꎬＣＴꎬ２００４.
〔１０〕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 ＩＣＲ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ꎬ

〔１１〕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１１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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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眼光看待人道行动的内容ꎬ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的人道原则 〔１２〕
是否依然代表对人道主义的性质和内容的一项可靠的不变共识ꎮ 随后ꎬ
本文详细介绍了“ 冷战” 后对人道体系的批判的起源和内容ꎬ尤其是在
“ 新人道” 文献中针对传统人道原则的批判ꎮ 本文将这一批判描述为援
助的替代范式的产物ꎬ它通过挑战传统人道原则的伦理内容和行动相关
性ꎬ对人道主义构成了存在主义的威胁ꎮ
本文接着解析和评价了这些批判的性质ꎬ尤其是那些针对中立概念
的批判ꎮ 本文质疑:人道行动的环境是否已经变化到一个程度ꎬ使得这
些原则不再是保证获得准入的最有效方法ꎬ由此暗示批评家们既歪曲了
中立原则的伦理内容ꎬ也掩盖了传统人道体系内可以说是强调了传统人
道主义持续的行动相关性的重要调整ꎮ 事实上ꎬ如果在行动中得到始终
如一的贯彻ꎬ这些人道原则能够提供最佳的准入方式ꎬ但代价是新人道
主义更为广泛的目标ꎮ 本文还主张ꎬ在传统人道主义存在的同时ꎬ新的
人道范式将不断涌现( 事实上已经在不断涌现) ꎬ这是必然且有益的ꎮ
但是ꎬ传统人道主义依然是有价值的ꎬ且值得对其加以维持ꎮ
一个永久的人道伦理?
人道原则面临的挑战中ꎬ一个特别的部分是质疑它们是否仍然具有
相关性ꎮ 虽然传统人道原则无疑具有永恒的气质ꎬ但是许多作者 〔１３〕 认
〔１２〕

关于这些原则更多的论述ꎬｓｅｅ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ｓ ｂａ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７ － ６０ꎻａｎｄ Ｊｅａｎ

〔１３〕

Ｍａｄａｌｉｎａ Ｅｌｅｎａ Ｎａｎꎬ“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Ｏ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６ꎬｐｐ. ３２ － ７６ꎮ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７８０.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１ꎻＪｕｌｉａｎｏ Ｅ. Ｍ. Ｆｉｏｒｉꎬ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ｔ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ｒ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ｋｆｍ＿ｄｏｃｓ / ｄｏｃｓ / ｏｂ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ｓ / ＥＮＧ￣ＪｕｌｉａｎｏＥＭ￣Ｆｉｏｒｉ￣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ｐｄｆꎻ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Ｄｅ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ｏｒ Ｐｌｕｒｉｖｅｒｓａｌ?” ꎬｉｎ

Ｖｏｌｋｅｒ ＨｅｉｎｓꎬＫａｉ Ｋｏｄｄｅｎ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Ｕｎｒａｕ ( ｅｄｓ. )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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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了它们的历史特定性ꎬ认为它们产生于“ 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ꎮ 在
此背景下ꎬ唯一的冲突类型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ꎬ军队和平民之间、救济
和发展援助之间有明确的区分ꎬ且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 ꎮ〔１４〕 从多方
面来讲ꎬ质疑人道主义的某些愿景是否依然有相关性是正确的ꎬ因为人
道主义从来就没有过完全一成不变的内容ꎮ 迈克尔巴尼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和汤姆韦斯( Ｔｏｍ Ｗｅｉｓｓ)〔１５〕 强调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不断演
变ꎬ主张“ 人道主义” 始终代表着一项“ 进展中的工作” ꎬ其意义和实践多
年来一直在变化ꎬ并且将持续变化ꎮ

“ 人道主义” 流动变化的内容反映了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性

质ꎬ该现象产生于同情与人类苦难之间的互动ꎮ 正如菲奥里( Ｆｉｏｒｉ) 所
主张的ꎬ人道主义“ 反映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政治ꎬ它与苦难和脆弱性的关
系是那一 时 期 的 特 殊 性 以 及 冲 刷 至 那 一 刻 的 历 史 潮 流 的 轨 迹 的 产
物” ꎮ〔１６〕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ꎬ人道行动的理念一直反映了一种高度
流动变化的同情政治ꎮ 从它起源于推崇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欧洲启蒙思
想ꎬ到 １９ 世纪试图废除奴隶制的社会和宗教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监狱
改革、城市贫困人口生存条件的改善、战场伤病员医疗服务的加强ꎬ以及
非洲殖民地人民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改善ꎬ这都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范畴ꎮ
其中有一种特定的同情政治规制着人道行动的边界和内容ꎬ并规制着人
道机构建立起来所要应对的苦难的形式ꎮ 同情政治的变化产生于“ 不人
道” 和“ 苦难” 这两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的重新定义ꎬ与团结、同情和共同
人性这几个概念存在的同样多变的冲动相抗衡ꎮ 其结果是ꎬ只有某些
“ 不人道” 和“ 苦难” 的局势曾转变为适于“ 人道” 参与方采取行动的“ 人
道危机” ꎮ 换句话说ꎬ人道主义的内容一向是由人类苦难的发生和为这
些苦难形式设定边界的意愿所共同决定的ꎬ这些苦难被认为“ 适合” 于
那些将自己定义为“ 人道参与方” 的特定人道机构团体采取应对行动ꎮ
〔１４〕
〔１５〕

Ｍ. Ｅ. 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Ｗｈｅｒｅ Ａｎｇｅｌｓ Ｆｅａｒ

ｔｏ Ｔｒｅａ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０５.
〔１６〕

Ｊ. Ｅ. Ｍ. Ｆｉｏｒ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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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ꎬ传统人道主义被构建成一种“ 范式” ꎬ有自己关于个人和
集体行动的制度、机构、原则以及所有相关内容ꎬ是一个理解和诠释现实
的综合模型ꎬ 为 每 个 人 道 工 作 者 提 供 如 何 看 待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认 知 指
南———观点和规则ꎮ 实际上ꎬ人道主义也是一种心理脚本ꎬ帮助决定有
待解释的关键问题的优先要务和性质ꎬ以及对其采取的特定应对行动的
合法性ꎮ 而且ꎬ由于人道主义的规范存在于社会结构和政府机构中ꎬ它
们是权力的一种流通或范畴ꎬ赋权于某些机构和个人促进特定个人和集
体的利益ꎮ 就此而言ꎬ人道主义是一种主导式话语ꎬ它维持特别机构和
方式的主导地位ꎬ且在被称为“ 人道危机” 的特定 类型的危机局势中ꎬ定
∙∙
义慈善和同情这些被称为普遍价值的内容ꎮ 可以这样说ꎬ作为一种社会
建构和专属领域ꎬ这不可避免地 造成内部和外部的挑战ꎮ 原因很简单ꎬ
∙∙∙∙∙
因为权力的主导模式反映了特定的利益和偏好ꎬ它们不可避免地可能会
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ꎬ这些竞争对手正是会质疑那些合法化制度、规范
和实践所占据的主导地位ꎮ〔１７〕 因此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 新人道主义”

带来的挑战ꎬ部分反映了北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替代性
∙∙∙∙∙
的和存在主义的威胁ꎮ 同样不可避免的ꎬ一是随后出现的来自反对派
( 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和所谓“ 伊斯兰国” ) 的挑战ꎬ他们
认为除非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ꎬ否则就不存在人道行动的空间ꎻ二是由
于西方国家的衰落ꎬ以及针对在危机中提供援助出现了主要是集权国家
性质的不同方式而产生的更广泛的挑战ꎮ 虽然这些挑战表面上明显不
同ꎬ但其策略都是质疑传统人道原则的伦理内容及其是否继续具有相关
性ꎮ 然而ꎬ在质疑的过程中ꎬ它们掩盖了传统人道理念范畴内已经发生
的重要的适应性改变ꎮ

〔１７〕

这并不表明没有差异的存在ꎮ 受宗教启发的人道主义、威尔逊式传统和军事的不同

形式都有不一样的心理脚本ꎮ 在法语中没有和“ 人道主义” 相对应的词汇ꎬ法国不认为这是一
种意识形态ꎬ而认为是一种活动ꎬ称为人道行为( 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ꎬ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种现
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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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发生的是演变抑或革命? 同情政治的拓展
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和动态构建方式ꎮ 尽管人
道理念和更为重要的实践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根源ꎬ但在整个 １９ 世纪
末和 ２０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ꎬ主导二者的ꎬ本质上是“ 赠与” 的慈善
伦理ꎬ而受助者之所以值得帮助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受害者的地位ꎬ以及
他们能使人产生怜悯ꎮ 这不知不觉地将传统人道主义等同于戴维利
夫(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 曾描述的“ 提供过夜睡床的人道主义” ꎬ〔１８〕 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家长式的和象征式的救济ꎬ而不是对社会变革起转型或解放作用
的救济ꎮ〔１９〕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人道主义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ꎬ这对

这一特定的同情政治的抱负和性质产生显著的影响ꎮ 去殖民化的进程、
解放斗争、联合国管辖范围和可获得资源的增加ꎬ以及新型物流和信息
技术的兴起ꎬ伴随且从多方面推动了国际化的同情政治的日益制度化ꎬ
使其更能在情感上和实际中为距离更远的受难地区开展工作ꎮ 同样地ꎬ
在北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强大的自由主义言论为人道行动的性质、范围和
目的ꎬ以及“ 贴近” 受益者和受援助社区的理念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这体
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新型人道非政府组织的增多ꎬ尤其是比夫拉战
争后连带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ꎬ也体现在这些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根除导
致苦难与贫穷的深层次结构性根源ꎮ〔２０〕 人道行动的模式也受到了影
响:在北方发达国家ꎬ在一片越来越响亮刺耳的基于自由人权的讨论中ꎬ
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基础广泛的社会连带式援助ꎬ而不
再仅限于提供基本物资援助的形式ꎮ 这一现象通过一套具有解放意义

〔１８〕
〔１９〕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ꎬＡ Ｂ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Ｖｉｎｔａ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ꎬ ｉｎ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Ｅｔｈｉｃｓ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 － ４８.
〔２０〕

Ｊ. Ｅ. Ｍ. Ｆｉｏｒ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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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权利” 词汇被扩大化ꎬ〔２１〕 或如戴维利夫所描述的“ 基于权利的普
遍主义” ꎬ〔２２〕 它被供奉在一个越来越基于权利的且公开宣称自己为行动
主义的人道主义中ꎬ开始取代根植于慈善理念的传统人道主义ꎮ〔２３〕 人
们越来越多地用权利受到侵犯来表达遭受的苦难ꎬ所有的授权行动被称
为保护、促进或维护那些权利ꎮ〔２４〕 正如肯尼迪( Ｋｅｎｎｅｄｙ) 所称ꎬ“ 不能
以这些词汇清晰表达的人道努力看起来就少些合法性、实用性ꎬ不太值
当” ꎮ〔２５〕 这也正如雨果斯利姆(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等作者的观点ꎬ即不基于
权利的善举只能使那些灾难受害者沦为对自身所受苦难无能为力的
人ꎮ〔２６〕 因此ꎬ基于权利的方法试图改善受难者的无力感ꎬ承认他们享有
固有权利ꎬ并使他们成为自身变革的推动者ꎮ〔２７〕 人们越发重视实现天
赋人权和社会与个人正义的更广泛的愿景ꎬ而不是简单的 “ 怜悯和帮
助” ꎬ扩展了同情政治的内容ꎬ“ 为自身” 创造了“ 挑战、减轻甚至改变暴
力和战争的特殊政治的空间” ꎮ〔２８〕 在这种情况下ꎬ重点关注能够挑战造
成苦难的结构性原因ꎬ而并不只是通过人道救援缓解苦难表象的发展援
〔２１〕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２２〕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ꎬ“ Ｔｈｅ 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Ｌｕｘ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ꎬ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１ꎬ

〔２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ｏｐｇｏｏｄꎬ “ Ｓａｙｉｎｇ ‘ Ｎｏ ’ ｔｏ ＷａｌＭａｒｔ?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ＮＪꎬ２００４.
２０００.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ꎬ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ＰｏｗｅｒꎬＥｔｈｉｃｓ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９８ － １２３ꎻ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ꎻ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ꎬ 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ꎬＣＴꎬ２００２.
〔２４〕

Ａｌｐａｓｌａｎ Öｚｅｒｄｅｍ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ｉ Ｒｕｆｉｎｉ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ꎬ ｉｎ Ｓｕｌｔａｎ Ｂａｒａｋａｔ ( ｅｄ. )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ｔｅｒｚｏｍｏｎｄｏ. ｏｒｇ /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 Ｇｉａｎｎｉ＿Ｒｕｆｉｎｉ＿２００５ ＿Ｙｏｒｋ＿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ｄｆ.
〔２５〕
〔２６〕

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 Ｗｈ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ꎬ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ｍ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ｒ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７９ꎬＮｏ. ３ꎬＭａｙ ２００３ꎬｐｐ. ４８１ － ５０１.
〔２７〕
〔２８〕

Ｉｂｉｄ.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Ｎｏｔ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Ｂｕ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Ｗａｒ”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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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助及保护人权( 人民进步的工具) 的做法变成了同情政治的一个自然组
成部分ꎬ并挑战了传统或古典人道主义所固有的极简式同情———虽然颇
具讽刺性的是ꎬ这其实是对早期运动式人道行动的一种回归———例如反
奴隶制运动、拜伦勋爵用库什内式( Ｋｏｕｃｈｎｅｒ￣ｓｔｙｌｅ) 手段煽动希腊人摆
脱土耳其帝国的压迫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于 １９ 世纪受难的基督教少
数派或多或少的关切ꎮ〔２９〕
危机概念的拓展
人道主义伦理内容的变化ꎬ是伴随着人道危机本身由什么组成这一
概念的深刻变化一同发生的ꎮ “ 后冷战” 时代初期ꎬ灾难愈加被重新定
义为“ 复杂紧急局势” ———或自然和人为原因以及不同脆弱性原因的复
杂组合ꎮ〔３０〕 对于联合国来说ꎬ复杂紧急局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地区或
社会内发生的人道危机ꎬ内部或外部冲突导致了全方位或相当大范围的
权力崩溃ꎬ且需要远超任一机构和( 或) 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国家项目的
使命或能力的国际应对ꎮ〔３１〕 通常来说ꎬ这样的危机也包括政治、冲突和
维和因素的一个长期组合ꎮ〔３２〕 实际上ꎬ“ 复杂紧急局势” 这个概念把
“ 自然” 灾害的短期、突发的“ 无罪清白” 转变成一个重大复杂的政治紧
急局势ꎮ 其性质呈多因果性ꎬ且要求全系统范围的持久应对ꎮ 人道灾难
愈加既与冲突相关联ꎬ又与国家和更广泛的政治失败的存在相关联ꎮ
危机被概念化为需要全面且一致的国际应对的复杂紧急局势后ꎬ有
组织的( 主要是西方的) 人道主义整体的欠佳表现得到了更多关注ꎮ 在
〔２９〕

Ｇａｒｙ Ｊ. Ｂａｓｓꎬ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 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ＫｎｏｐｆꎬＮｅｗ

〔３０〕

ＩＦＲＣꎬ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Ａｉｄꎬ ＩＦＲＣ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３１〕

ＵＮ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３２〕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 ꎬ ＩＤＳ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８.

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ｄｒ２００３ /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ꎬ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ｐ. 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ｄｆｉｄ / ４７ｄａ８２ａ７２. ｐｄｆ.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ｐｐ. ３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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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这都不是新生事物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发生了一些大
规模的突发事件ꎬ例如比夫拉战争(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年) 、秘鲁大地震(１９７０

年) 、东巴基斯坦的波拉飓风(１９７０ 年) 和印巴战争(１９７１ 年) ꎮ 此后ꎬ作
为一个系统进行高效而有力的应对方面的失败引发了许多争议ꎬ这已经
促使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机构作出重大改革ꎮ １９７１ 年ꎬ联合国
大会通过第 ２８１６ 号决议ꎬ〔３３〕 设立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一职和“ 联合
国救灾协调办公室” ( ＵＮＤＲＯ) ꎮ 尽管看起来联合国救灾协调办公室的
主要职责是动员、指导和协调联合国对自然灾害的人道援助ꎬ并协调联
合国与非联合国参与方间的援助活动ꎬ但它从来未能有效动员联合国的
人道机制ꎬ也未能有效组织一致的国际性应对行动ꎮ 联合国救灾协调办
公室缺乏能将其法律职责转化为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的资金和人员ꎮ
因此ꎬ在联合国各个机构内部ꎬ以及各机构与应对特定人道局势的专门
组织之间ꎬ出现了各种平行的、独立的和临时的( ａｄ ｈｏｃ) 协调安排ꎬ例如
非洲紧急行动办公室( ＯＥＯＡ) 、联合国阿富汗人道主义及经济援助方案
协调专员办事处( ＵＮＯＣＡ) 等不太为人所知的机构ꎮ 这些安排常常是
目标相左ꎬ并不高效ꎬ或是陷入曝光率和财政资源的争夺战中ꎮ 虽然早
先经常有关于合理化的讨论ꎬ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出现合理化方
案ꎬ以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为起点ꎬ〔３４〕 创立

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ꎬ并设立了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一职ꎬ
而且当时这只是“ 冷战” 结束时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ꎬ以及由
此派生的对于系统表现愈加关注的结果ꎮ
从表现欠佳到生存危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ꎬ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在日益
〔３３〕

联合国大会第 ２８１６( ⅩⅩⅥ) 号决议ꎬ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ｆｒｅｎｃ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ＲＥＳ / ２８１６ ( ＸＸＶＩ ) ＆ＴＹＰ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ｆｒｅｎｃ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２６ / ｆｒｅｓ２６. ｓｈｔｍｌ＆Ｌａｎｇ ＝ Ｅꎮ
〔３４〕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第 ３４ 页脚注〔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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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紧急局势环境中ꎬ人们看到联合国人道组织这一惯常部署力量与
联合国政治与维和行动参与方肩并肩开展行动ꎮ 在此背景下ꎬ人道系统
长期以来表现的不足变得更加明显ꎬ既因为人道应对本身常常被其内部
认为是缺乏有力领导ꎬ也因为政党和军方人士也认为它与其他任务参与
方之间的协调能力不足ꎮ 因此ꎬ这样的困难形势凸显人道系统长期存在
的问题ꎮ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１ 年的海湾战争ꎬ以及紧随其后的伊拉克—土耳
其边界的库尔德难民危机ꎬ更是突出了需要一个有投入精神的且有更多
授权的人道协调机构ꎬ它更有能力来有效地协调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的应对行动ꎬ且能化解人道机构和驻地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ꎮ 但是ꎬ正
是在巴尔干、大湖地区和索马里发生的战争引发了一股政治压力ꎬ使西
方各国的军事力量不仅用于支持人道援助的物资投送ꎬ而且还要用强有
力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来取代人道行动ꎮ １９９４ 年发生在卢旺达和大湖地
区的种族灭绝和内战ꎬ对国际社会的行动意愿、应对的一致性以及人道
领域内的整体能力和专业性水平提出了重要的质疑ꎮ 尽管就即将发生
的种族灭绝收到了预警ꎬ但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行动ꎬ而« 卢旺达紧急援助
联合评价»〔３５〕 使大家注意到:种族屠杀后难民营的管理不善和不专业的
救济行动ꎬ给冲突的再次发生创造了条件ꎬ且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原本可
以避免的死亡ꎮ〔３６〕
改善人道领导力水平的这一必要性也反映出人道界内部进行改革
的需要———特别是需要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的愈加“ 综合” 或“ 全面”

的维和( 及执法) 任务的政治洪流中ꎬ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和倡议立场ꎬ
且培养能够保障公正、中立和独立援助的人道空间的领导层ꎮ 由于这些
失败和压力ꎬ人道行动越来越多地被描绘为混乱、管理不善、被工具化和
考虑不周ꎻ其结果是ꎬ且非常糟糕的是ꎬ人道行动也被看作变得更加政治

〔３５〕

ＯＤＩꎬ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６ꎬ

〔３６〕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ｓｎ. ｅｔｈｚ. ｃｈ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 ｌａｎｇ ＝ ｅｎ＆ｉｄ ＝ １２１１８４.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ꎬ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ｅｒｅｃ / ｓｗｅｄｅｎ / ５０１８９４９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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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ꎮ〔３７〕
范式危机?
毫无疑问ꎬ在索马里、前南斯拉夫、阿富汗、苏丹和卢旺达的国际干
预创造了一些条件ꎬ使人们能够考虑人道主义的组织及其主导工作方式
∙∙
的一些替代模式ꎮ〔３８〕 人道工作者愈加认识到自己在存在差异且极为复
杂的环境中工作ꎬ其中多重的压力破坏了人道原则作为准入保证的有效
性ꎬ甚至有可能把这些原则转变成为一种道德义务ꎮ 而中立意味着在面
对人权遭受侵犯时或者援助物资被挪用于发展战争经济时无所作为或
满足于现状ꎮ 那些关于权利广受侵犯ꎬ以及武装部队人员不遵守战争法
的看法ꎬ让人觉得“ 冷战” 结束后出现的所谓非对称性“ 新型战争” 的局
势正在越来越多地挫败平民提供援助的努力ꎮ〔３９〕 交战方将人道援助工
具化ꎬ以及( 或) 对人道援助加以拒绝ꎬ看起来使从需求出发的人道主义
屈从于从战略角度出发的政治和军事目标ꎬ且损害了提供公正的人道援
助的能力ꎮ〔４０〕 而紧急局势耗时越来越长的性质ꎬ也强化了外界对于外

〔３７〕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ꎬ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ꎬｐ. ３１. « 紧急援助卢旺达联合评价的综合报告»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 称人道系统“ 形同虚设” ꎮ 关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政治化ꎬｓｅｅ

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ꎬ 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Ｂｌｏｏｍ￣
ｆｉｅｌｄꎬＣＴ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７５ ｆｆꎮ
〔３８〕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Ｈｉｌｈｏｒｓｔꎬ “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ｔ Ｄｏ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３９〕

很难权威地论 证 今 天 发 生 的 暴 行 比 ５０ 年 前 的 更 多ꎮ 但 受 玛 丽  卡 尔 多 ( Ｍ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ＧＯｓ”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１９３ － ２１２.

Ｋａｌｄｏｒ) 有关“ 新型战争” 的论述启发的大部分文章都提到了暴力的增加与平民伤亡和军人伤

亡之比的增加ꎮ 玛丽卡尔多本人认为ꎬ这一比例在旧式战争中曾是 ８ 名战斗员比 １ 名平民ꎬ
但在新型战争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ꎬ约为 ８ 名平民比 １ 名战斗员ꎮ Ｍａｒｙ Ｋａｌｄｏｒꎬ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Ｗａｒ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６ꎬｐ. ９ꎮ 除平民伤

亡增加之外ꎬ据主张新的战争“ 比 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任何类型的战争更为血腥” :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Ｍüｎｋ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ｓ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５ꎮ
〔４０〕

Ｋｕｒｔ Ｍｉｌｌｓꎬ“ Ｎｅｏ￣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Ｖｏｌ. １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３.

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５１

部援助助长了冲突、延长了战争、使暴力升级并增加了平民苦难的看
法ꎮ〔４１〕 同样地ꎬ人道领域的缺乏专业性被描绘为传统人道组织的总体
特点ꎬ使人们越发觉得援助物资被低效使用于不负责任的且没有成效的
项目ꎬ且由于缺乏对冲突的敏感性和适当的程序ꎬ助长了冲突势头和对
援助的滥用ꎬ实际上带来了与激励援助行为的慈善精神相悖的、事与愿
违的后果ꎮ〔４２〕 同样ꎬ传统人道主义“ 治标不治本” 的性质ꎬ尤其是当它助
长危机和冲突时ꎬ〔４３〕 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是不可持续的ꎬ而诉诸人道原
则成了避免做出艰难抉择的借口ꎮ 尤其是中立原则ꎬ在日益贴上了“ 新
人道主义” 的标签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 肮脏的词” ꎮ〔４４〕 总体而言ꎬ传
统人道原则被描述为导致带来缺乏政治敏感的盲目慈善行为ꎬ其中赠与
行为比发挥积极影响更重要ꎬ而紧急局势的复杂性质使发挥积极影响变
得几乎不可能实现ꎮ 批评人士越发将人道原则的传统表述描述为是国
家间机制和“ 冷战” 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的产物ꎬ往好里说是无关
紧要ꎬ往 坏 里 说 是 在 新 型 战 争 模 式 面 前 “ 站 不 住 脚” 和 “ 运 作 不 良”
的ꎮ〔４５〕

与此相反的是ꎬ新人道主义———即人道援助或多或少与西方自由和
〔４１〕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ＮＧＯｓ

〔４２〕

Ｍａ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Ｄｏ Ｎｏ Ｈａｒｍ: Ｈｏｗ Ａｉｄ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ｅａｃｅ￣ｏｒ Ｗａｒꎬ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ꎬ

〔４３〕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ꎬ “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６８１.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ＣＯꎬ１９９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Ｖｏｌ. ２８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７９ － １０９ꎻＰｉｅｒｒｅ Ｐｅｒｒｉｎ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２３ꎬ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ꎻＳ. Ｎｅｉｌ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５４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５３７ － ５６１ꎻ Ｅｌｅｎａ Ｌｕｃ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ｌｅａ Ｋａｈｎꎬ “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Ｎｏ. ４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ｆｕ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ａｄ￣ａｎｄ￣ｄａｒｆｕｒ / ꎻ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Ｂｉｌｌｏｎ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ｈａ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ꎬ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Ｊｕｌｙ ２０００.
〔４４〕

Ｆｉｏｎａ Ｆｏｘꎬ “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Ｄｏｅｓ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ａｌ Ｂａｎｎ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４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ｙ? Ｗｈａｔ? Ｗｈｉｔｈ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Ｃｅｎｔｕｒｙ?”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２ꎬｐ. ２７７.
２０１３ꎬｐ. ６８.

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平目标相密切统一 〔４６〕 ———提出了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愿景ꎬ即一个能
够应对威胁民众的结构性局势的潜在变革性方法ꎮ 更重要的是ꎬ它在旷
日持久的复杂紧急局势中作为一个“ 拯救的理念” 出现ꎬ为以下这个悖
论提供了补救方法:如果被拯救的个体明天 仍身陷危险ꎬ那么今天 的简
∙∙
∙∙
单营救就没什么意义ꎮ〔４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相比强调传统的应急救援
的缓解措施和物质形式的人道援助ꎬ关注发展援助和人权保护似乎更有
意义ꎬ传统的人道援助往往只是在复杂的紧急局势中对苦难当前的形式
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ꎮ
从恐怖的卢旺达大屠杀到阿富汗战场ꎬ外界提供的人道行动似乎陷
于两种身份之间:一种身份是它所寻求的身份ꎬ是将一个具有共同人道
理念和普遍团结精神的目标行动化ꎻ另一种身份是粗暴地强加给它的ꎬ
它作为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工具ꎬ其行动带来的后果却与人类博爱精神的
明确目标背道而驰ꎮ 人们感觉到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人道应对行动越
来越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ꎬ其结果是ꎬ对人道主义的挑战从对其工
作成效的评判ꎬ发展到更加广泛的对其人道价值观的质疑〔４８〕 以及其是
否还值得改革的质疑ꎮ〔４９〕 就改革而言ꎬ新人道主义者通过专业化改革和
制定标准等方式寻求变革ꎬ而且还寻求采纳更为政治化和解放的人道主
义形式ꎬ与以往彻底划清界限ꎮ 新人道主义承诺支持转型和发展的成果ꎬ
甚至支持和平建设方案ꎮ〔５０〕 用丹妮拉纳西门托(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的话来说ꎬ就是承诺“ 将满足紧急需求和促进未来发展结合起来ꎬ将巩固
当地的服务、管理体系、赋权和参与和加强民众的能力建设结合起来ꎻ将

〔４６〕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ｓ:Ｔｈ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４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８〕

尤其是那些与“ 杜南主义” 原则相关的ꎬ包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规范的人道

〔４９〕

Ｊｏａｎｎａ Ｍａｃｒａｅꎬ “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 ꎬ

〔５０〕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１.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０５.
价值ꎮ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７.

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５３

保护和促进人权( 包括性别议题) 和共建和平事业 结合起来” ꎮ〔５１〕 这样
∙∙∙∙∙∙
做的特别之处在于ꎬ它把人道的目标从短期的救死扶伤扩大到和平建设
与国家建设ꎻ增强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能ꎻ将救济与发展联系在一起ꎬ并
最终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基于权力的方法ꎮ 它也试图让人们不再侧重于
人道行 动———表 现 为 赠 与 方 的 善 举 冲 动 或 者 他 们 对 人 道 原 则 的 遵
∙∙
守———而侧重于得到赋权的受益方有权去寻求实现其本来就享有的权
利ꎮ 因此ꎬ新人道主义开始在两方面进行扩展:一是由人道行动者帮助
解决的“ 人道危机” 的种类ꎬ二是被认为适合人道行动者的“ 同情行为”
的范畴ꎮ 实际上ꎬ新人道主义纳入了危机新概念、专业技术方法、标准的
制定ꎬ并以解放式援助代替缓解式援助ꎬ这一切预示了对传统人道主义
带来的挑战的重大矫正ꎬ并使新人道主义能够将自己描绘成能够与过去
从根本上划清界限ꎮ 这种论调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得到了以下两者的
支持:许多西方国家后“ 冷战” 时期更具干涉主义性质 〔５２〕 的姿态ꎬ以及
此后增加的对外援助和人道援助的预算ꎮ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ꎬ并不是人道机构的所有部门都认同新人道主
义ꎮ 因此出现了激烈的且日渐激化的辩论ꎬ辩论在“ 威尔逊派” 、社会连

带主义派( 指那些遵守捐赠方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拥护特定宣传立场的
人道参与方) ꎬ以及传统的“ 杜南主义” 的人道信念者之间展开ꎮ
一种新的范式和新的利益?
传统式和“ 新” 人道主义之间的争论已经充分激化ꎬ其间的差异之
大足以使人们产生一种认识ꎬ即新人道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理念ꎬ寻求
以一种带有自己独特愿景的新范式取代传统模式ꎮ 但是ꎬ该理念的吸引
〔５１〕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ꎬ“ 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Ｔｗｏ Ｓｔｅｐｓ Ｂａｃｋ?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１２６.
策ꎮ

〔５２〕

如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政府自 １９９８ 年率先提出的、极具争议的“ 道德” 外交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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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于ꎬ它不仅反映了“ 后冷战” 时代的挑战ꎬ还反映了特定参与方的利
益ꎬ特别是捐赠方、西方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团体ꎬ他们
的利益曾或多或少被占主导地位的、没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人道机构边缘
化ꎮ〔５３〕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呈指数增长ꎬ随之带来任务多
元化组织的数量增加ꎬ它们借鉴了传统式人道主义的原则ꎬ但工作方式
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模式根本不同ꎮ 许多以发展为导向的非政府
组织迫切需要为不属于传统人道范畴的活动找到规范的合法形式ꎬ因为
救济资金的增长部分是以牺牲了其他形式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代价而获
得的ꎮ 非政府组织整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ꎬ也部分掩盖了西方的信仰型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ꎬ例如在人道殿堂拓展范畴中的世界宣明会
(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 和天主教救济会(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ꎮ 当一些( 来

自不同宗教和教派的) 信仰型参与方的行为不符合人道行动的传统原则
时( 特别是当他们涉及改教行为时) ꎬ就与建立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努力ꎬ
以及在行动中坚守公正、独立和中立理念的工作产生了矛盾ꎮ

同样ꎬ新人道主义还对捐赠方做了大量的承诺ꎻ他们迫切想阻止危
机演变为长期的紧急局势ꎬ且希望弥合救济与发展之间的鸿沟ꎮ “ 冷
战” 结束以后ꎬ军事理论和发展政策都趋向于认为不发达是造成国家动
荡继而造成国际性不安全局势的主要推力ꎮ 同样ꎬ发展派认识到需要具
有“ 安全的” 条件ꎬ才能促进发展取得成效ꎬ而军事战略家越发认为发展
是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基本组成部分ꎮ〔５４〕 发展和安全模式的这一融合淡
化了曾被看成是两个隔离的世界的界限ꎬ即使两者在历史上实际有过非
常密切的关系ꎮ 此外ꎬ尽管界限淡化的过程在事后(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 常常被
认为是国家安全机构未经许可将发展工具化占为己有ꎬ但现实远远更为
复杂ꎬ而且各方更为心甘情愿ꎬ其中发展派推动获取由于与国家安全目
标结合而实现的援助经费增长ꎬ有时还暗示与其是发展安全化了ꎬ还不
〔５３〕

但是分歧往往根据不同个体、问题和情势发生变化ꎮ 此外ꎬ各非政府组织也游走在

〔５４〕

Ｍ.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ｐ. ３.

各种利益团体之间ꎬ其内部的分歧也往往和外部分歧一样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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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是安全可以被人道化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新人道主义被卷入一场激
烈的讨论中ꎬ其中发展的要务和关注日益与广泛的安全目标产生关联ꎮ〔５５〕
丧失功能的原则? 批判的路径
我们已经发现了传统杜南主义的方法与新人道主义更为政治化的
议程之间存在的矛盾ꎬ后者承诺解决危机的后果及其根源ꎬ我们现在要
问ꎬ传统人道主义事实上是否可以改革ꎮ 也许对传统人道主义最强有力
的批判就是对于中立这个核心原则的批判ꎬ〔５６〕 菲奥娜福克斯( Ｆｉｏｎａ
Ｆｏｘ) 指出中立原则在新人道主义者中已“ 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 ꎮ〔５７〕

这一批判自然对传统人道主义的道德基础进行了质疑ꎮ 戴维钱

德勒(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５８〕 等作者就反对中立原则ꎬ理由是冲突本身就是
长期侵犯人权的产物ꎬ人道主义应该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善ꎮ 冲突就本
质而言构建在受害人和加害者两者之间ꎬ因此ꎬ菲奥娜福克斯认为ꎬ人
道行动不应该在“ 塞尔维亚民兵和穆斯林平民ꎬ或胡图族种族灭绝实施
者和图西族受害者” 之间保持中立ꎮ〔５９〕 在另一篇文章中ꎬ她援引了无国
界医生组织前主席菲利普比伯森( Ｐｈｉｌｌｉｐｅ Ｂｉｂｅｒｓｏｎ) 对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拒绝通过谴责侵犯人权行为来妥协其中立性的评论:“ 即使我们不
确定言语能否拯救生命ꎬ但我们的确知道沉默可以致命ꎮ”〔６０〕
中立是否意味着道义上的冷漠?
一些有影响 力 的 自 由 主 义 作 家 和 评 论 家ꎬ 如 亚 历 克 斯  德 瓦 尔
〔５５〕

Ｂｊöｒｎ Ｈｅｔｔｎ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ꎬ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Ｖｏｌ.

〔５６〕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５８〕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４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３１ － ５２.
〔５７〕
〔５９〕
〔６０〕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 ２７７.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 ２７７.

Ｆｉｏｎａ Ｆｏｘꎬ“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ꎬ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 ｅｄ. ) 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２ꎬ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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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 、〔６１〕 埃德  武利亚米 ( Ｅｄ Ｖｕｌｌｉａｍｙ) 、〔６２〕 蒂 姆  朱 达
( Ｔｉｍ Ｊｕｄａｈ) 、〔６３〕 马丁贝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ｌｌ)〔６４〕 和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
夫(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ｇｎａｔｉｅｆｆ)〔６５〕 都对于国际社会在巴尔干和卢旺达大屠杀中所
采取的中立态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ꎮ 他们认为ꎬ坚持中立原则ꎬ特别是
那些人道参与方的坚持ꎬ构成了一种与罪行共犯的形式ꎮ 有人明确表
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对造成人类苦难的某些作战方法或镇压手段
进行任何批判性公开声明ꎬ就构成了共犯ꎮ 因此ꎬ比伯森和无国界医生
组织( 法国) 都赞成呼吁武装干涉以中止卢旺达大屠杀ꎮ 这也是亚历克
斯德瓦尔 〔６６〕 的观点ꎬ他是“ 国际人道主义” 的著名批评家ꎮ
但是ꎬ即使这些立场代表了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者对中立原则的
高度摒弃ꎬ但新人道主义实践者经常表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参与方
在受难国家的存在为那些正在努力争取承认的运动或当局披上了一件
可被尊敬的外衣ꎮ 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批判是ꎬ对于一些援助机构ꎬ中
立原则被用来掩盖其缺乏问责、需求评估及其他规范化操作流程ꎮ〔６７〕
新的批判?
但是上述最高纲领派的批判远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指责ꎬ而是至少可
以追溯到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二战” 中对纳粹集中营( 没有采取) 应
对行动的批判ꎮ 这一立场的替代做法往往是与受害者团结一致ꎬ这一方
法集中体现在无国界医生的工作方式( ｍｏｄｕｓ ｏｐｅｒａｎｄｉ) 中ꎬ也体现在其
〔６１〕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Ｆａｍｉｎｅ Ｃｒｉｍ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Ｊａｍｅｓ

〔６２〕

Ｅｄ Ｖｕｌｌｉａｍｙꎬ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ｏｓｎｉａ ’ ｓ Ｗａｒꎬ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６３〕

Ｔｉｍ ＪｕｄａｈꎬＫｏｓｏｖｏ: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ｇｅ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０２.

〔６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ｇｎａｔｉｅｆｆꎬ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 ’ ｓ Ｈｏｎ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Ｃｕｒｒｅｙ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９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４.
〔６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ｌｌꎬＩｎ Ｈａｒｍ’ ｓ ＷａｙꎬＩｃ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５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 ꎬ１９９６) .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８.
〔６６〕
〔６７〕

Ａ. ｄｅ Ｗａ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伦敦ꎮ 对负责人道事务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约翰霍姆斯( 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 的访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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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愈与见证( Ｈｅ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ｔｎｅｓｓ) ” 的口号中ꎮ 尽管社会连带主义的立场
仍然基于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原则ꎬ但是这一立场似乎更加意识到
中立等同于不作为ꎬ因此至少从表面看来具有极强的吸引力ꎮ〔６８〕 但是ꎬ
该争论的立论本身就是误导性的ꎮ 它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一系
列特殊的挑战ꎬ低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处理这一两难困境时做的适应
性改变ꎬ也严重歪曲了对中立原则所有解读的含义ꎬ特别是道德原则及
后果之间的关系ꎮ
对于后者来说ꎬ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一直都在考虑道德原则和理想目
标之间的关系ꎬ区分义务论和目的论( 或结果主义) 之间的不同立场ꎮ
例如ꎬ当基于行为后果判断行为是符合道德时ꎬ即为目的论伦理学或结
果论伦理学ꎮ〔６９〕 这种方法在进行道德考量时优先考虑行为的后果ꎻ因
此ꎬ当我们做出会导致正确后果的选择时ꎬ这样的行动是道德的ꎻ而当我
们做出会导致不良后果的选择时ꎬ我们的行动就是不道德的ꎮ 当对行动
是否符合道德的判断是基于对一套独立的道德规范或义务遵守的程度
时ꎬ即为义务论伦理学ꎮ 是否道德直接取决于对义务的遵守ꎮ 当我们不
遵守时ꎬ我们的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ꎮ 因此ꎬ进行道德选择的前提ꎬ是要
理解什 么 是 我 们 道 德 上 的 义 务ꎮ 例 如ꎬ 绝 对 的 义 务 论 思 想 家 康 德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７０〕 就认为说谎永远是错的ꎬ不管后果是什么ꎮ

人们很难笼统地判断人道机构是基于义务论还是目的论ꎬ因为二者

都很重要ꎬ都在决策过程中占有重要一席ꎮ 但可以合理地认为ꎬ红十字
〔６８〕
〔６９〕

Ａ. Öｚｅｒｄｅｍ ａｎｄ Ｇ. Ｒｕｆｉｎ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关于义务论伦理学、美德和结果论伦理学的区别和相似之处ꎬ书中做了精彩的概述ꎬ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ｉａ ＢａｒｏｎꎬＰｈｉｌｉｐ Ｐｅｔｔｉｔ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ｌｏｒｅꎬ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Ａ Ｄｅｂａｔｅꎬ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ＭａｌｄｅｎꎬＭＡꎬ１９９７ꎻ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ａ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ｕｔｙ” 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２ꎬ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８７ －

１１５ꎻ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ꎬ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ｒ” ꎬ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１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２４４ － ２５７ꎻ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ａ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７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３４２ － ３５２ꎮ
〔７０〕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ꎬ“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ꎬ ｉｎ Ｈａｎｓ Ｒｅｉｓｓ ( ｅｄ. ) ꎬ Ｋ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ꎬ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Ｈ. Ｂ. Ｎｉｓｂｅｔꎬ２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ｅｄ.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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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是根据人道原则行事的ꎬ因此也常常被认为跟义务论的观点
最为相近ꎮ〔７１〕 无国界医生以前采取的连带主义立场有这两种理论的影
子ꎬ而新人道主义明显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它将自
己视为与传统人道主义身处于两个不同的道德世界ꎮ
重新定义中立原则?
但是ꎬ尽管以这种方式对人道机构进行分类能部分解释传统人道主
义和新人道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ꎬ但它不能准确地反映传统人道主义遵
守中立原则的现代解读ꎮ 反而可以这样说ꎬ新人道主义竖起一个传统人
道主义伦理学的“ 稻草人” ꎬ其中中立原则 被描绘成暗含的义务论ꎬ需要
∙∙∙∙
去履行一系列源于人道原则自身的义务ꎮ 可以说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ꎬ
传统式人道行动团体( 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从事的是出自本能、
未经反复思忖、草率的慈善之举ꎬ不考虑政治因素ꎬ并以应用原则作为成
功的主要标准ꎮ 实际上ꎬ新人道主义者将这些原则描述成已经变得拥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ꎬ这就导致一种错误看法ꎬ认为这些原则和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的地位已被提升到比该组织在其义务下去解决人类
苦难更为重要的位置上ꎮ〔７２〕 同样ꎬ从这个角度去质疑普遍、人道和中立
这些原则的道德价值ꎬ导致了不同的道德考量 〔７３〕 ———仅选择性地公开
指责违规案件是错误的ꎮ 如果所有的苦难都被认为是真正等同的ꎬ那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应义不容辞地发表声明ꎬ并谴责那些导致了骇人听
闻的苦难和死亡的教条和理念的有害影响ꎮ
尽管该批判非常有力ꎬ但它同样适用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全部或大

部分西方救援机构ꎮ 在当时的局势中ꎬ许多机构在决定救援物资递送的
先后顺序时ꎬ采取的是坚决未经反复思忖的义务论方法ꎮ 这并不是说红
〔７１〕
〔７２〕

Ａ. Öｚｅｒｄｅｍ ａｎｄ Ｇ. Ｒｕｆｉｎ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Ｐｅｔｅｒ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ｅ: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ｅｓꎬ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６.
绍ꎮ

〔７３〕

参见上注〔３〕 中关于人道原则及仅适用于国际红十字与红十月运动中的原则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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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使用义务论方法ꎮ 毫无疑问ꎬ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历史中ꎬ尽管皮克泰特别强调的是行动的实际意义ꎬ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属性ꎬ但人道原则已经 在组织内外享有了备受尊敬的地位ꎮ 事实上ꎬ
∙∙
如果一个进行层级化管理的瑞士官僚机构没有紧密结合这样的人道原
则并监督其实施ꎬ才是令人奇怪的ꎮ 毕竟ꎬ这些原则无论是对该组织ꎬ还
是对人道工作者的专业性和个人身份的构建ꎬ都赋予重要的规范合法
性ꎮ 但是ꎬ义务论伦理学在后现代社会中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应时代ꎮ 欧
洲社会无疑已经变得较少等级化ꎬ更加个人主义ꎬ对僵硬的道德守则和
规章的支持降低ꎬ且瑞士社会也未免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ꎮ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日益专业化以及媒体和互联网监督的影响ꎬ都对这个
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因此ꎬ就像其他人道机构一样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不得不进行更多反思ꎬ并以更细致的方式应对危机ꎬ来适应复杂和
长期紧急局势中所带来的更多挑战ꎮ 其结果是ꎬ该组织越来越多地开展
更加“ 深思熟虑” 的人道应对ꎬ结合其自主的冲突分析形式以及零伤害
方案和目的论的考量ꎬ和新人道主义倡导者认为的他们自己的范式内部
所发生的改变几乎相同ꎮ〔７４〕
在适用中立原则的过程中这一目的论的调整表现得最为清楚ꎮ 玛
丽昂哈罗夫—塔韦尔(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７５〕 含蓄但是坚定地反驳
了假设中立原则是传统人道主义的特性的这一义务论的理解ꎬ坚定驳斥
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它所奉行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比它减轻人类苦
难的义务更重要的观点ꎮ 她认为中立原则的目的意为“ 远离交战方或纷
争的意识形态ꎬ以便每个人都会信任你” ꎬ〔７６〕 她认为中立是功利性的手
〔７４〕

Ｒｏｎｙ Ｂｒａｕｍａｎꎬ “ 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ꎬ

〔７５〕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８８８ꎬ２０１２.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７６〕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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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而不是伦理学立场的观点呼应了皮克泰的观点———“ 一个为达到目
的的手段ꎬ本身并不是目的” ꎮ〔７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中立原则的考
量秘而不宣的性质也导致了一个不正确的假设ꎬ即中立等同于“ 保持沉
默ꎬ冷漠ꎬ被动ꎬ甚至是懦弱” ꎮ〔７８〕 在直接回应新人道主义的社会连带主
义的立场时ꎬ她主张ꎬ替代方法“ 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ꎬ即运动绝不对
人类苦难中立ꎬ而总对冲突各方和使他们产生分歧的差异中立” ꎮ〔７９〕 这
里的连带主义所表现的方式是在苦难泛滥的局势中持续发挥作用ꎮ 对
中立原则的这一诠释在伦理学上完全是目的论和结果论的:
中立并不总是意味着保持沉默ꎻ而意味着当所讲的话可能
会煽动情绪时保持沉默ꎬ以及当所讲的话为宣传提供了题材ꎬ而
该宣传不能给运动试图帮助的受害者带去任何益处时保持沉默ꎮ
它需要常识ꎮ 但遗憾的是ꎬ对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ꎬ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ꎮ 每一事件和局势都会和以往不同ꎮ〔８０〕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认为ꎬ对人道原则的一贯坚守是其在冲突
局势中能被接受的原因ꎬ因为如果冲突方:
担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向他们的交战对手泄露情报ꎬ就
不会让该组织进入相关地区ꎮ 例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他
们的羁押场所探视报告以及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ꎬ对于接收
报告的当局来说就是保密信息ꎮ〔８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正式的法律职责之外意欲在更加常规的国
家间战争局势中进行干预ꎬ也需要该组织格外小心谨慎ꎮ 在国内动乱和
紧张局势下ꎬ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不受国际人道法规定有接受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其管辖地的义务ꎻ相反ꎬ该组织的使命由于其自己的
〔７７〕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７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３９.

〔８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４０.

〔７９〕
〔８１〕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３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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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和整个运动的章程以及其享誉全球的审慎变得极为脆弱ꎬ这建立了
目的论的“ 谨慎政治学” 的一种特别形式ꎬ不同于将原则作为一种义务
∙∙
进行非政治的、义务论的应用ꎬ后者虽然也许不是完全非政治的ꎬ但对于
当地政治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视而不见ꎮ 这是一个进行微妙平衡的过程ꎬ
埃切贝里亚( Ｅｔｘｅｂｅｒｒíａ)〔８２〕 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说明ꎬ阿尔卑斯厄泽尔
代姆( Ａｌｐ Ｏｚｅｒｄｅｒｍ) 和詹尼鲁菲尼( Ｇｉａｎｎｉ Ｒｕｆｉｎｉ) 在其精彩的文章
中〔８３〕 通过两个相关情境对此加以了引用ꎮ 第一种情境提出的问题是ꎬ
如果一个人道机构知悉当局和武装派别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ꎬ该组
织应该公开谴责他们ꎬ这可能导致该组织被驱逐出其工作地ꎬ从而加重
其目标援助人群的苦难ꎻ或者忽视这些侵犯行为ꎬ作为交换以确保其项
目的继续开展ꎮ 第二种情境提出的问题是ꎬ人道机构是否应该在其开展
行动的地区接受与当地的民兵组织达成某种程度上的“ 串通” ꎬ来确保
向平民提供人道援助———如果它的确这样做了ꎬ这对于中立和公正两个
原则的诚信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ꎬ保密的必要性〔８４〕 严重制约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选择ꎬ使其面临极具挑战的道德困境:该组织只有
在对交战各方的建议始终不起作用时才能选择中止其行动ꎬ但是这就会
使其所力图帮助的人们得不到保护ꎬ且撤退很难保证会带来施暴者的行
为改变ꎮ 但 这 并 不 是 说 恪 守 这 种 形 式 的 谨 慎 政 策 就 能 防 止 其 他 机
构———人道组织、教会、记者和任何其他相关个人或组织———见证和公

开披露人民所遭受的暴行ꎮ 事实上ꎬ“ 人道” 的成果能成功地得到改善ꎬ
正是依靠这种分工ꎮ 然而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日常任务〔８５〕 只是保护
个体免遭身体上的伤害并维护个人尊严ꎬ而不是解决“ 不人道” 状况下
的所有问题ꎮ 它承担复杂且极为棘手的保持谈判的工作:
〔８２〕

Ｘａｂｉｅｒ Ｅｔｘｅｂｅｒｒíａꎬ“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８３〕

Ａ. Öｚｅｒｄｅｍ ａｎｄ Ｇ. Ｒｕｆｉｎ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１.
〔８４〕

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 Ｔｈｅ ＩＣＲＣ ’ 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作ꎮ

〔８５〕

这并不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他更广泛的工作领域没有其他作用ꎬ诸如预防工

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谈判对象是不同政府部门或运动各派别ꎮ 而指导这些部
门和派别的往往是与人道理念相差甚远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方
面的考量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优势就在于其对自身的一些
限制ꎮ 它拒绝参与任何意识形态的争论ꎬ不表示谴责或同意ꎬ
也不评说哪一方是正义的ꎮ 它只站在受难者的一方ꎬ积极且务
实地工作来减轻他们的苦难ꎮ〔８６〕
谨慎政策和保密政策
这种“ 谨慎政策” 不仅本身充满着伦理上的挑战ꎬ而且它还通过展
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对中立原则的追求没有阻止该组织表达对违
反人道法行为的关切而引发了新的信任问题ꎮ 实际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很难向大家说明的是ꎬ它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的战略ꎬ是合理地来自
对谨慎性和保密性的考量ꎬ而不是不合理地对中立原则的盲目追捧ꎮ〔８７〕
由于未来无法预知ꎬ因此就没法预先知道保持沉默还是撤离ꎬ哪个会导
致更理想的结果ꎮ 此外ꎬ危机决策的特定机制会优先选择可见的方向性
改变ꎬ或者说是针对“ 骇人听闻的” 且一贯的侵犯行为ꎬ做出“ 大声的决
策” ꎻ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持久的系统性侵犯行为前的沉默ꎬ对许多人
来说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制止行动的失败ꎬ所造成的风险是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很容易就成为国际社会不作为和不道德的象征ꎮ 因此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继续与施暴者进行斡旋却对其暴行在公众面前三缄其口的
做法ꎬ使该组织容易被看作禁锢于满足现状(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的决策方式ꎮ
实际上ꎬ该组织缺乏对其立场进行解释的能力ꎬ这使其可在公共道德的
竞技场上提高伦理德方面的可信度ꎮ
毫无意外的是ꎬ继续斡旋和做出撤离姿态二者间没有相同之处ꎮ 约
翰Ｆ. 肯尼迪(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 最喜欢的语录之一来自对于但丁« 地
〔８６〕
〔８７〕

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５ꎬｐ. ５４２.

更多说明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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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的曲解ꎬ其中说到中立立场的风险:“ 地狱里最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
在道德危机中保持中立之人ꎮ”〔８８〕 实际上在但丁的著作中找不到这句
话ꎬ它来自« 地狱» 第三篇里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丁和他的向导维吉尔( Ｖｉｒｇｉｌ) 前往地狱ꎬ在地狱入口外
遇到一群亡灵ꎮ 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ꎬ曾在需做出重大道德决
定的时刻保持中立ꎮ 维吉尔向但丁解释说ꎬ这些灵魂不能上天
堂也不能下地狱ꎬ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任何一方ꎮ 因此上帝和撒
旦都厌恶他们ꎬ他们比地狱最大的罪人更糟糕ꎮ 这些亡灵生无
可恋、死亦何哀ꎬ只能哀悼自己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ꎬ既不值得
发出欢呼ꎬ也没有在生前死后受到咒诅ꎬ只有在天堂之下、地狱
之外无休止地劳苦ꎮ〔８９〕
但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并不是道德模糊ꎬ也远远谈不上是
疏忽之罪ꎬ其立场是基于对准入的务实考量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媒体渠
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暴行不需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积极参与就被公
之于众的可能性ꎬ这使该组织更容易做出权衡ꎮ 该组织还投入了大量的
精力以确定哪些局势下它可以就违反人道法的行为发表公开声明ꎬ部分
∙∙
是要确保任何声明都可以被捍卫为显然不是政治投机主义的产物ꎬ且沉
默可以被看作意味着对人道利益的考量仍然暂时认为在公共场合沉默
而在私下进行倡议是优选的做法ꎮ〔９０〕
但是ꎬ很显然ꎬ中立和“ 谨慎” 一样ꎬ仍然是一个难以合法化的概念ꎬ
尽管有人认为即使人道行动的最终目标和新人道主义的以权利为本的
方法代表了人道主义的不同形式和策略ꎬ但它们最后殊途同归ꎬ因此在

〔８８〕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 ’ ｓ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ｊｆｋ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ｉｄｓ / Ｒｅａｄ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ＦＫ￣Ｆａｓｔ￣
Ｆａｃｔｓ / Ｄａｎｔｅ. ａｓｐｘ.
〔８９〕
〔９０〕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ｒｒｃ＿８５８＿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ｈｌ.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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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应该是相通的ꎮ〔９１〕 詹姆斯达西( Ｊａｍｅｓ Ｄａｒｃｙ) 并没有提供替
代选择ꎬ而是认为基于权利的方式和传统人道主义对保护人民免受暴力
的问题同样关注ꎬ并同样相信国际人道法应该得到遵守ꎬ而违法行为应
该被追究ꎮ 尽管这在理论上有一致的地方ꎬ但保持中立的代价巨大ꎮ 正
如达菲尔德(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 暗示中立原则无法提供最终的变革性社会后果时
所述ꎬ“ 坚持认为人道主义是‘ 中立’ 的且与政治无关ꎬ意味着人道工作
者只能将人类的生活当作裸命来理解” ꎮ〔９２〕 无国界医生组织前秘书长
阿兰德斯特克斯赫( Ａｌａｉｎ Ｄｅｓｔｈｅｘｅ) 以个人身份撰文ꎬ通过警告人们
中立原则被广泛采纳ꎬ指出了正义和中立原则更加受限的形式是不恰当
的:
人道界只需要一个中立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必不
可少的ꎬ也是足够的私人的人道行动必须从简单的同情和
中立性的双重枷锁中挣脱ꎬ并以要求正义来武装自己ꎮ〔９３〕
从这些讨论中可得出的核心结论也许是ꎬ人道主义的多样性也有积
极的方面ꎮ 尽管联合国前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和紧急救济协调员(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 约翰霍姆斯( 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 经常重复表示:人道系统“ 还算不
上是一个系统” ꎬ而是“ 由各种组织随意组合而成的” ꎮ〔９４〕 不同立场的
内在多样性可以产生有益的效果ꎮ 但是ꎬ尽管在某些局势中百花齐放是
积极的ꎬ但在另一些局势中ꎬ混杂的流派( ｍéｌａｎｇｅ ｄｅ ｇｅｎｒｅｓ) 也有可能
造成混淆和危险ꎮ 这里有两个问题ꎮ 第一ꎬ( 在某些局势中) 要做好人
道工作并不必须保持中立ꎻ那些肩负多重使命的组织、宗教团体、社会连
带主义者ꎬ甚至( 在某些局势中) 军队都可以做出有用的事情ꎮ 第二ꎬ充
〔９１〕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Ｄａｒｃｙꎬ “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９２〕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ꎬ

〔９３〕

Ａｌａｉｎ Ｄｅｓｔｈｅｘｅ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ｅ ｇéｎｏｃｉｄｅꎬ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９９４ꎬ

〔９４〕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ｕｌ Ｃｏｒｎｉｓｈ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８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４ꎬｐ. １５ꎻＨ. Ｓｌｉ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

Ｄａｎ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３ꎬ２００４ꎬｐ. ２３.
ｐ. ８７.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ＵＫ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Ｗｅｓｔ Ｓｕｓｓｅｘꎬ１ － 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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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并非你本身的角色( 例如ꎬ阿富汗一个自称是人道组织的多使命
非政府组织) 是造成混乱局面或更糟的因素之一ꎮ 此外ꎬ采取的立场也
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后果:不同的背景中ꎬ昨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
的敌人ꎮ 因此ꎬ对杜南主义者和持其他立场者进行更多的澄清甚至更明
确的区分是一件好事ꎮ
有关准入的讨论和人道原则
虽然坚持中立原则并不如新人道主义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会对
道德伦理造成破坏ꎬ但挑战依然存在ꎬ某些局势和“ 新型战争” 使中立在
获得准入方面成为不切实际的方法ꎮ 在实践者的讨论中ꎬ叙说了许多交
战方攻击人道机构的事件正在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道空间的缩减ꎮ
然而ꎬ还存在另一种观点ꎮ 尽管人道、政治和军事选择之间界限模糊ꎬ对
人道组织的袭击越来越多ꎬ在许多复杂紧急局势中武装团体出现碎片
化ꎬ这些都导致了高度复杂和危险的环境ꎬ但人道原则依然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发挥其作用必不可少的保证ꎬ即使这些原则已明确表现出需要
对新资源进行大量投入ꎮ〔９５〕
将眼光投向针对救援人员的暴力袭击数量以及年度伤亡人数日益
增加的视野之外ꎬ经验数据对人道原则是多余的这一粗犷假设提出了质
疑ꎮ 数据确定无误地描述了对救援人员暴力的大幅上升ꎬ受害人的数目
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４３ 人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６０ 人ꎮ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仅
叙利亚、南苏丹、苏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五个国家就占据了袭击的
７５％ ꎮ〔９６〕 这说明ꎬ事故集中发生在高暴力环境中ꎬ并不是趋向针对所有
〔９５〕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８.
〔９６〕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Ｕｎｓａｆ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Ｒｏａｄ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ｄ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ｉｄ％ ２０Ｗｏｒｋｅｒ％ 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１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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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工作ꎮ 在这些最危险的环境中ꎬ大多数攻击是由盗匪造成的ꎬ这在
苏丹就很常见ꎻ或者是追求民族目标的、以政治为导向的行为ꎬ如阿富汗
的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团体发动的攻击ꎮ〔９７〕 这不仅意味着ꎬ人道工作者
在很多案件中成为了犯罪行为或者无政府主义暴力的受害人ꎬ而且“ 救
援机构遭受的安全事件要归咎于准备不当的个人所犯的无知错误和对
于当地环境的错误评估” ꎮ〔９８〕 皮埃尔加斯曼(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 和菲
奥娜特里(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 都认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样的局势中依
然能积极开展工作ꎬ是由于其长期以来对人道原则的坚守ꎬ以及其致力
于在日益分化的武装团体和当地社区之间获取其同意ꎮ〔９９〕 在特里对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行动的分析中ꎬ她认为ꎬ尽管许多人道行动者
放弃了以中立作为指导原则ꎬ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下来了ꎬ并通过
一些创新、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举措ꎬ成功地给各方展现出在冲突中有一
个中立调解人的好处ꎮ 因此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继续扩大其在阿富
汗的人道行动ꎮ〔１００〕 同样地ꎬ在科索沃ꎬ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谴责
塞尔维亚人的暴行ꎬ才使米洛舍维奇决定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进入
塞尔维亚一事进行准入谈判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在塞尔维亚帮助
遭受北约轰炸的受害者的唯一一个国际人道救援机构ꎮ 鉴于此ꎬ科尔内
利奥索马鲁加(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 认为ꎬ“ 为使人道工作的中立性

〔９７〕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 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Ｄ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ꎬ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ｉｄ ｉｎ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９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ＨＰ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３４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ｉｄｉｎＩｎｓｅｃ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９１. ｐｄｆ.
〔９８〕
〔９９〕

Ｉｂｉｄ.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ꎬ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Ｎｏ.

３０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ｉｓｓｕｅ － ３０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ｈａｍｂａｔｔａ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ｉｇｉ. ｕｂｃ. ｃａ / ｓｉｔｅｓ / ｌｉｕ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Ｃ＿０９＿０７＿ｅｄ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ｒ４. ｐｄｆ.
〔１００〕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ｒｃｏｓ Ｆｅｒｒｅｉｒｏꎬ“ Ｂｌｕｒ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２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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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正性不受损害ꎬ人道努力和政治行动必须分开” ꎮ〔１０１〕

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遭受袭击的次数并没有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显著上升的原因ꎮ〔１０２〕 因此ꎬ我们可以认为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获得被有效接纳和人道谈判策略( 伴随其高质量和有相关性的项
目) 方面日益增加的投入ꎬ使其能够在其他机构无法进入的地区保持存
在———即使同时也要承认ꎬ人道原则仍不能确保所有交战方都给予普遍
的准入ꎬ正如历史上历来如此一样ꎮ〔１０３〕 实际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许
多高度两极化和碎片化的冲突中ꎬ提供可预测的、可靠、独立且单独的人
道行动ꎬ以及为获得和维持众多地方武装人员的许可所作的努力ꎬ使得
其明显区别于所有政治和军事行动方ꎬ甚至许多其他形式的人道行动ꎮ
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以及较少程度上的无国界医生ꎬ没有或几乎没
有其他任何人道组织定期为建立危机管理中的这些必要能力进行组织
层面的必要投入ꎮ〔１０４〕 这也支持了扬森和霍斯特的观点ꎬ〔１０５〕 即人道空间
不是人道原则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ꎬ而是与影响产生这一空间的众多参
与方在社会层面协商谈判出来的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广义的) “ 人道” 参

与方运用人道原则和人道空间的理念来增加安全准入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
没有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协商谈判策略的能力就更多地参与到令人
瞩目的、复杂多变的、反复无常和动荡环境中ꎬ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道
领域所面临的安全挑战ꎬ而不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地缘政治利益和

〔１０１〕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ｒ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 ａｔ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２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 ２９２ꎬ１９９３ꎬｐｐ. ４９ － ５６.
〔１０２〕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６.

〔１０４〕

Ｊａｎ Ｅｇｅｌａｎｄꎬ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１０３〕

Ｐ.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 ＯＣＨ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
〔１０５〕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Ｈｉｌｈ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ｍ Ｊ. Ｊａｎｓｅ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Ａｒｅｎａ: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ｄ” 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ꎬＶｏｌ. ４１ꎬＮｏ. ６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１１７ － １１３９.

６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残暴行径的崛起ꎮ〔１０６〕 同样ꎬ在大众传媒时代ꎬ肩负多重任务的组织如果
没能在全球范围明确地秉持 其 坚 守 人 道 原 则 的 承 诺 ( 尽 管 声 称 会 坚
守) ꎬ这些组织就会发现它们可能会更难建立信任和信用度ꎮ
原则、权力和地缘政治的转变:普遍原则的挑战
尽管中立原则无疑一直存有争议ꎬ但人道原则的普遍性———及其与

新人道主义关联的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ꎮ 可以这样说ꎬ与这些原
则相关的话语倾向于假定存在一个颇具意义的“ 全球人道界” ꎬ该人道

界受到各种标准规范的约束ꎬ并通过科技和网络联系在一起ꎮ〔１０７〕 然而ꎬ
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样的人道界是确实存在的呢? 虽然“ 行
业” 内的大多数机构都以人道原则为参考ꎬ但菲奥里注意到他们“ 关于
原则的表达和适用一直存在显著的分歧” ꎮ 此外ꎬ在“ 行业” 外ꎬ其他原
则通常比“ 核心人道原则” 更受到青睐ꎮ 在东南亚ꎬ中立和独立已被视
为排在不干涉原则之后ꎮ 在中国ꎬ国家作为人民福祉保障者的概念深植
于儒家传统文化ꎬ人们并不认为人道机构独立于政府是必要的、可取的、
甚至可能的ꎮ 事实上ꎬ广野( Ｈｉｒｏｎｏ) 主张ꎬ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的理念ꎬ
是中国人道理念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ꎮ〔１０８〕 同样ꎬ在日本ꎬ奥萨( Ｏｓａ) 的
观点是ꎬ先入为主的社会观念认为国家是社会和人道服务最合法的提供

〔１０６〕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ｒａｓｓａｒｄ￣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ａｎｄ Ｄｏｎ Ｈｕｂｅｒｔꎬ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８６３.
〔１０７〕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ｕｓｓꎬ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ｔｏｒ ” 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ｅｌｒｈａ.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ｅｃｔｏｒ. ｐｄｆ.
〔１０８〕

Ｍｉｗａ Ｈｉｒｏｎｏꎬ“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３７ꎬ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０２ － ２２０ꎻＨａｎｎａ Ｂ. Ｋｒｅｂｓ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ＯＤＩ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ｉ￣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９１３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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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者ꎬ这一观念影响着日本海外人道主义和救援行动的内容ꎮ〔１０９〕 在拉丁
美洲ꎬ对那些受冲突、极端贫困和灾难影响的受难者的支持ꎬ“ 经常在不
包括中立和公正原则的团结理念的指导下进行” ꎮ〔１１０〕

在许多方面ꎬ宣称原则是普遍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一种假说ꎬ即认为

人道原则和同情是普遍的ꎬ与全球治理的问题无关ꎮ 但正如文森特伯
纳德(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ｅｒｎａｒｄ) 所主张的ꎬ在“ 后冷战” 时代ꎬ人道主义已经愈加
明显地从国际关系的“ 附带现象” 转变成为:
对某些国家( 包括一些新兴国家) 的未来主义者的意愿的
支持ꎮ 人道主义的未来将取决于危机、政治和军事参与方的演
变ꎻ也取决于人道主义提高其质量的能力、其原则且尤其是其
相对于捐赠方和接受方的独立性ꎮ〔１１１〕
不再重申人权到底是地区性的还是普遍性的ꎬ可以合理地说ꎬ肩
负多个使命的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联 合 国 系 统 手 中 的 人 道 原 则ꎬ已 经 与 国
家、认知和文化权力的不同形式变得三位一体ꎮ 以此ꎬ这些原则在西方
世界以外只能是部分被接受的ꎬ特别是鉴于新人道主义者开始对权利加
以强调ꎮ
该论点为:我们特别(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ｏｓ) 称为“ 殖民” 的西方模式的扩张过
程ꎬ被看作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传播的特有的欧洲现象ꎮ〔１１２〕 从文艺复兴
开始ꎬ再通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科学大发现ꎬ当然还有
〔１０９〕

Ｙｕｋｉｅ Ｏｓａꎬ“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ꎬ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ａｃ. ｕｋ / ｉａｐ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ｏｓａ. ｐｄｆ.
〔１１０〕
〔１１１〕

Ｊ. Ｅ. Ｍ. Ｆｉｏｒ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ｅｒｎａｒｄ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 ｐ. ８９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ｉｒｒｃ － ８８４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ｄｆ.
〔１１２〕

权力的殖民性是在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方面ꎬ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实践与遗产相互关

联的一个概念ꎮ 它是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拉丁美洲底层研究中提出来的ꎬ代表人物为阿尼瓦

尔基 哈 诺 ( Ａｎｉｂａｌ Ｑｕｉｊａｎｏ) ꎮ Ｓｅｅ Ａｎｉｂａｌ Ｑｕｉｊａｎｏꎬ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 ２ － 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６８ － １７８ꎻ Ｗａｌｔｅｒ Ｍｉｇｎｏｌｏꎬ Ｔｈｅ Ｄａｒｋ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ｓꎬ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ꎬ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ＤｕｒｈａｍꎬＮＣꎬ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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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ꎬ西方模式蔓延至全球ꎮ 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
就以这种方式简单地( ｔｏｕｔ ｃｏｕｒｔ) 将欧洲的特性视为全世界普遍的ꎮ〔１１３〕
殖民破坏了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多种方式共存的状态ꎬ因为它将所有的
人类知识在一个认知的级别上进行排序ꎬ从传统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
从社会到个人、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ꎮ 通过这一认知殖民化战
略ꎬ欧洲科学思想( 以后的西方科学思想) 将自身定位为产生知识的唯
一有效形式ꎮ 西方从而在世界各地获得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的认
识论霸权地位ꎮ 基哈诺( Ｑｕｉｊａｎｏ) 的论点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如果知
识被殖民化了ꎬ今后的任务就是使知识去殖民化ꎮ 这种认知上的去殖民
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与西方标准脱钩或该体系向内自曝及出现知
识体系的“ 多样化” ꎬ即出现不同形式的人道观念和实践ꎮ〔１１４〕

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ꎬ人道主义和人道行动已经见证了相关

学术分析的增加ꎬ旨在理解其在南北关系、世界秩序以及促进自由和平
中所发挥的作用ꎮ〔１１５〕 尽管在政治和人道事务往往互相加强方面取得了
许多发现ꎬ但仍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人道主义的性质ꎬ通过观察其如
何———作为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一套体系和专业以及一种政治经
济———深深地嵌在自称为普遍性的知识系统中ꎬ而事实上却只是欧洲和
西方傲慢 的 扩 张ꎮ 米 格 诺 洛 ( Ｍｉｇｎｏｌｏ ) 所 称 的 “ 西 方 准 则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ｄｅ) ” 是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隐 藏 的 软 件ꎬ 是 权 力 的 格 局 ( ｐａｔｒｏｎ ｄｅ

ｐｏｄｅｒ) ꎮ〔１１６〕 其所依据的假设ꎬ一是这乃目前唯一的规则ꎬ二是随着现代
( 资本主义) 体系的扩张ꎬ该准则取代所有其他原始的、非西方和非现代

的准则:因此ꎬ西方准则具有固有的殖民性ꎬ且引申至南北方之间的主导
〔１１３〕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１４〕

Ｖ. Ｂｅｒｎａ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６.
〔１１５〕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Ｍ.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ꎻ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 Ｌａ ｒａｉｓ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Ｕｎ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ｏｒａｌｅ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ꎬ 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ｅｕｉｌꎬ 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１０ꎻ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Ｔｈｅ Ｆａｒ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 ꎬ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２ꎬ２０１０.
〔１１６〕

Ｗ. Ｍｉｇｎｏｌ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２.

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７１

关系的所有方面———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固有的殖民性ꎬ人道工
作也包括在其中ꎮ 根据米格诺洛和其他“ 殖民思想家” 的观点ꎬ这种西方
认识准则依旧支撑着人们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ꎬ包括对这种模式的自由
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批判ꎬ因此也包括目前人道主义的大部分内容ꎮ〔１１７〕
该过程的蕴意是ꎬ只要西方国家呈上升态势ꎬ其认知主导地位就能
被广为接受ꎮ 然而ꎬ现在东方国家和其他权力中心呈现上升势头ꎬ西方
国家的主导地位越发出现问题ꎮ 许多新式或新兴国家没有义务ꎬ或许也
没有意愿遵守传统的人道领域的界限ꎮ 的确ꎬ它们可以( 而且经常) 自
行定义“ 人道” ꎬ且不认为必须遵循占主导地位的人道领域所创建的结
构体系———因此出现了来自非西方国家对人道原则的批判ꎮ 有些人甚
至要求出现一种“ 东方体系” ( Ｅａ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的方式ꎬ将给受冲突和危机影
响者的救济纳入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事务中〔１１８〕 ( 当然这并不是说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就没有把救济工具化) ꎮ 西方社会自己也在破坏
人道原则ꎬ它们通过发动“ 全球反恐战争” ꎬ迫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政
治军事干预ꎬ或使用反恐立法的方法阻止人道组织抵及它们控制下的某
些团体和民众或与之接触ꎮ〔１１９〕 因此ꎬ我们的感觉是ꎬ一直以来与西方资
本主义的现代化形式平行发展起来的有组织的人道主义ꎬ现在已经达到

〔１１７〕
〔１１８〕

Ａ. Ｑｕｉｊａｎ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２ꎻＷ. Ｍｉｇｎｏｌ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２.

关于“ 东方体系” ( 伊斯特伐利亚ꎬＥａ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这个颇为有趣的概念成为传统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国家概念的替代选择ꎬｓｅｅ Ｔｏｍ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ꎬ“ Ｅａ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ꎬＵＣ
Ｄａｖ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４４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０ꎮ
〔１１９〕

人道政策组的研究认为ꎬ捐助国的反恐政策增加了运营成本ꎬ阻碍了管理职能的发

挥ꎬ拖延了应对行动的开展ꎬ削减了经费ꎬ还破坏了人道行动的伙伴关系ꎮ 该政策也阻碍了获
得人道准入ꎬ并影响了援助的质量和协调ꎬ使人道行动者更加难以根据中立和公正原则开展行
动ꎮ Ｓｅｅ Ｓａｒａ Ｐａｎｔｕｌｉａｎｏꎬ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ꎬＨＰ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ｓ / ７３４７. ｐｄｆ. 关于使用反恐立法

来拒绝给予特定群体援助ꎬｓｅｅ Ｍａｒｋ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ｅｔｔａꎬ“ Ｗｈｅｎ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ａｉｌｓ:
Ｆａｍｉｎｅꎬ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ꎬ 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 (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ｅｅｃ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２. 另 见 本 辑 « 评 论» 中 Ｐｈｏｅｂｅ Ｗｙｎｎ￣Ｐｏｐｅ、 Ｙｖｅｔｔｅ Ｚｅｇｅｎｈａｇｅｎ 和
Ｆａｕｖｅ Ｋｕｒｎａｄｉ 合写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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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构的极限ꎮ 随着全球化变得愈发多样化ꎬ以及权力转移到东方ꎬ人
道主义本身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改变ꎮ
传统人道原则的普遍性在新人道主义范式内也受到了挑战ꎬ原因是
新人道主义范式与寻求使用人道工具“ 遏制” 移民潮的权力模式的融
合ꎬ特别是在难民营的背景下ꎮ 新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治理模式并非一帆
风顺ꎬ〔１２０〕 卢旺达大屠杀后ꎬ发生在以种族灭绝实施者为主的难民营的管
理悲剧已经充分说明这点ꎮ〔１２１〕 这些避难空间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 人
道的” ꎬ但是其静态的和半永久的性质意味着它们不能不受治理ꎮ 这导
致大量的标签涌现出来ꎬ例如玛丽拉潘多菲( Ｍａｒｉｅｌｌａ Ｐａｎｄｏｌｆｉ) 的“ 可
移动的主权”〔１２２〕 和劳伦斯麦克福尔斯的(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ＭｃＦａｌｌｓ) “ 治疗性
的合法统治” 和“ 治疗性治理” ꎮ〔１２３〕 但是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ꎬ通过把难
民营中的生活降低至乔治阿甘本(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 形容为“ 裸命” 的
基本维生状态ꎬ遏制战略就会引发其特有的医源性暴力ꎮ〔１２４〕 麦克福尔
斯主张:
随着对物种生存威胁的增加ꎬ从种族冲突到全球变暖ꎬ一
个紧急局势的永久状态已经使人道机构转变成一个凌驾于普
通政治学的讨论、辩论和争论之上的专政ꎮ 可以肯定ꎬ这是一
个善意的专政ꎬ但它也在追求公正、平等或者良好的社会秩序

〔１２０〕
〔１２１〕

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ꎬｐ. ３５７.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２.
〔１２２〕

Ｍａｒｉｅｌｌａ Ｐａｎｄｏｌｆｉꎬ “ Ｌ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Ｕｎｅ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 ｍｏｕｖａｎｔｅ ｅｔ

ｓｕｐｒａ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 ｓｕｒ ｌ ’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 Ｂａｌｋａｎｓ ” ꎬ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９７ － １０５ꎻ Ｍａｒｉｅｌｌａ Ｐａｎｄｏｌｆｉꎬ “ ‘ Ｍｏ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ꎬ’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ｓ ｍｏｕｖａｎｔｅｓ ｅｔ ｂａｒｂｅｌé: Ｌｅ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ｓ” ꎬ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ｓ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 － ２４.
〔１２３〕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ＭｃＦａｌｌｓꎬ “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ꎬｉｎ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ｅｌｌａ Ｐａｎｄｏｌｆｉ ( ｅｄｓ. ) ꎬ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ꎬ
Ｚｏｎｅ Ｂｏｏｋ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１７ － ３３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ｍｃｇｉｌｌ. ｃａ / ｉｓｉｄ / ｆｉｌｅｓ / ｉｓｉｄ /
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 ｐｄｆ.
〔１２４〕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ｅｎ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ꎬＰｏｌｉｔｙꎬＭａｌｄｅｎꎬＭＡ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５ꎬ２２６ －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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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ꎬ中止或废弃了政治行动ꎮ〔１２５〕
在某种程度上ꎬ这反映了新人道主义在全球秩序中被更广泛地工具
化ꎮ 从托尼布莱尔( 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 通过北约于 １９９９ 年在科索沃发动“ 人
道战争” 所实行的道德外交政策ꎬ到 ２０１２ 年由法国等大国制定以及科
林鲍威尔( 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 的若干演讲所提出的 “ 人道战略” ꎬ〔１２６〕 “ 人
道” 这个词汇经过篡改、曲解和滥用ꎬ已被用于将所有的行动( 包括军事
干预) 都描述为在人道上合法ꎬ且服务于保护平民和加强人道准入的行
动ꎮ 但是ꎬ这其实远远不是所有干预形式的人道化ꎬ西方国家这种亲人
道的干预立场其实可以被视为“ 贴着人道主义的标签ꎬ将自由民主项目
暴力外化” ꎻ〔１２７〕 虽然许多非政府组织确实对这一篡改过程表示畅言无忌
的反对ꎬ但是许多组织也轻易地且理直气壮地忘记或否认了他们中的很
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同谋ꎮ 新人道主义已经被延展、改动、利用和
使用于任何事ꎬ以至于质疑它时至今日是否仍有意义是一件极为合理的
事情ꎮ 在国家、政治领导人、军队和媒体的反复攻击下ꎬ新人道主义的非
政府组织已经逐渐地、但毋庸置疑地从捍卫他们对“ 人道” 一词含义的
原有理解的宣传战中败下阵来ꎬ而其中最大的悲剧是他们拒绝接受他们
的失败ꎮ
即使是“ 人道紧急局势” 这样一个强烈的、明显不受重负的概念也
已经被曲解ꎬ实际上用来掩盖犯罪者和受害者所受苦难背后的苦难性
质ꎬ将所涉原因非政治化ꎬ并将人道应对转化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应对ꎮ
亨利雷迪斯( Ｈｅｎｒｙ Ｒａｄｉｃｅ) 长篇引用了詹姆斯奥尔宾斯基( Ｊａｍｅｓ
Ｏｒｂｉｎｓｋｉ) 的诺贝尔演讲中的以下内容:
１９９２ 年波黑冲突中的危害人类罪ꎻ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大屠杀ꎻ
〔１２５〕
〔１２６〕

Ｌ. ＭｃＦａｌｌ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３.

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ｆｏｒｍｅｒ / ｐｏｗｅｌｌ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０１ / ５７６２. ｈｔｍ.
〔１２７〕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Ｏｗｅｎｓꎬ“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ｓｃａｐ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ｉ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Ｆ. Ｌａｎｇ Ｊ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ｅｄｓ. ) ꎬ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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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扎伊尔大屠杀ꎻ１９９９ 年对车臣平民的实际攻击ꎮ 这些
不能用诸如“ 复杂的人道突发事件” 或者“ 内部安全危机” 这样
的措辞加以掩盖ꎮ 或者冠以任何其他类似的委婉说法———好
像它们是一些随机的、政治上未决的事件ꎮ 用语是决定性因
素ꎬ它描述问题并对应对、权利进行定义ꎬ从而规定责任ꎮ 它确
定应采取医疗应对还是人道应对ꎻ它也确定政治应对是否欠
妥ꎮ 没有人把强奸称为“ 复杂的妇科突发事件” ꎮ 强奸就是强
奸ꎬ就像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灭绝ꎮ 两者都是犯罪ꎮ 对于无国界
医生来说ꎬ这是人道行为:寻求减轻痛苦ꎬ寻求恢复自治ꎬ见证
不公的真相ꎬ并坚持政治责任ꎮ〔１２８〕
本文的观点不是说人道主义已衰亡ꎬ而是说新人道主义没有能力捍
卫自身的界限ꎬ但传统人道主义———当其原则始终如一得到适用时就能
够捍卫其界限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朗恩布尔
(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 同样强调了这一点ꎬ他主张这“ 也意味着为中立和独
立的人道行动树立坚定立场ꎮ 这是为新世界开旧药方吗? 我们当然不
这样看ꎮ 恰 恰 相 反ꎬ 这 是 在 面 对 挑 战 时 坚 定 保 持 一 个 有 原 则 的 立
场” ꎮ〔１２９〕
结论
洒满鲜血的索尔费里诺战场通常被视为现代有组织的人道行动的
发源地ꎮ “ 人道主义 １. ０” 就是见义勇为的阶段ꎬ“ 杜南主义的” 人道、公
正和( 有时的) 中立原则ꎬ以及欧洲的慈善和同情传统对此进行了明确
〔１２８〕

Ｈｅｎｒｙ Ｒａｄｉｃｅꎬ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１２９〕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ꎬ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ｉｍｅｏꎬ２０１５.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 ’ ” ꎬａｄｄｒｅｓｓ ｇｉ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ｕｍꎬＰａｌａｉｓ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Ｇｅｎｅｖａꎬ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５ｘｓｇｗｅ.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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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ꎮ 它是自愿的、多样的ꎬ有时缺乏结构性ꎮ 它也是边缘化的ꎬ在这个
意义上ꎬ它仅限于在“ 冲突外” 开展工作ꎬ而不是在“ 冲突中” 或是“ 针对
冲突” 的ꎮ “ 冷战” 结束时的地缘政治变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量变与质
变过程:一方面是制度化、专业化和程序化ꎻ另一方面由于人道行动扮演
的重要治理功能ꎬ也开始了工具化ꎮ 由此产生的“ 人道主义 ２. ０” ꎬ即新
人道主义ꎬ 其 基 础 是 有 时 相 互 抵 触 的 “ ３Ｃ” : 同 情 (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ꎬ 变 化
( ｃｈａｎｇｅ) 和遏制(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ꎬ〔１３０〕 以及“２Ｃ” :资本主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和
殖民主义(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 ꎮ 组成这一新人道主义努力的各种机构———无论
它们是被迫服务于自由和平与否———的特征是一个庞大机构的日益制
度化、规范化、寡头垄断化和常态化ꎬ而这一机构( 目前) 仍无法逃脱其
北方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性质ꎮ 而且当然ꎬ这个庞大机构所依靠运行的软
件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准则ꎬ通过这个准则从西方殖民主
义和资本主义源起的“ 零视点” 来看待和解读世界ꎮ 于是ꎬ各种西方知
识认定自身就是普遍的价值和原则ꎬ不接受这从根本上说是欧洲中心论
的事实ꎮ〔１３１〕
可以这样说ꎬ传统人道主义根植于三大假设:存在一个共同的人性ꎬ
人类生存状态具有普遍性ꎬ以及有可能就由此产生的人道行动的性质和
形式达成共识ꎮ 虽然本文主要阐述了第三个假设所遇到的挑战ꎬ但事实
上ꎬ随着多种人道主义理论的兴起ꎬ无论是“ 新式的” 、基于信仰的、连带
主义的或非西方式的ꎬ每一个假设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ꎮ 对人道原则的
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结果主义ꎬ关于产生这些原则的
特定条件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ꎬ以至于这些原则不再是保证人道行动安
全准入的最有效方法ꎻ另一方面的观点主张ꎬ这些原则所蕴含的人道主
义理论范式ꎬ并没有反映出对人道行动性质和内容所达成的永久共识ꎮ
就前者而言ꎬ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证据表明与之相反———即如果在行动中
〔１３０〕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Ｎｅｗ

〔１３１〕

Ｉ.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３.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９ꎬ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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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贯适用ꎬ这些人道原则的确在事实上提供了最佳准入方式ꎬ但却
以牺牲新人道主义的广泛目标为代价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对人道原则质疑
的过程反映出在定义人性、同情和团结道德规范的根本内容时ꎬ存在更
深层且长期的纠结ꎮ
本文讨论了新人道主义基于权利的方法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基本道
德核心的挑战ꎮ 本文主张ꎬ这一批判未能证明这些原则在确保获得安全
准入方面的缺陷ꎮ 放弃中立原则事实上威胁到交战方对中立的人道工
作者所提供的人道准入ꎬ并且阻碍这些参与方援助受难人群ꎮ〔１３２〕 本文
的主旨与里鲍 ( Ｌｅｅｂａｗ)〔１３３〕 和麦克雷 ( Ｍａｃｒａｅ)〔１３４〕 等评论家的观点一
样ꎬ他们写道ꎬ在行动层面使用基于权利的方法会威胁人道主义得以确
立的根本基础ꎮ 甚至让 皮克泰 (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也主张:“ 一个机构 ( 个
人) 不能同时既捍卫正义又捍卫慈善ꎬ必须做出选择ꎮ”〔１３５〕 最终ꎬ传统和
新人道主义代表了范围不同的道德项目ꎮ 本文的这一结论也许不同于
詹姆斯达西( Ｊａｍｅｓ Ｄａｒｃｙ)〔１３６〕 等作家要“ 深化” 人道主义ꎬ以考虑人权
因素的影响的主张ꎬ也不同于诸如钱德勒的观点ꎬ即推进“ 扩展” 人道主
义ꎬ以纳入更长远的发展目标ꎮ〔１３７〕 传统人道主义在范围上远没有那么
雄心勃勃ꎬ而且认为人道主义应该不加批判地对人权议程的方方面面敞
开怀抱的这一观点误读了紧急局势人道行动背后的意图ꎬ且威胁到整个
受难者群体获得援助服务ꎮ〔１３８〕 尤其是新人道主义增加了可能导致破坏
性后果的风险ꎬ这和以刻板的义务论方式遵守人道原则带来的风险不相
上下ꎮ
特别是恪守基于权利的方法有可能破坏援助的普遍性ꎬ并设立限制
〔１３２〕
〔１３３〕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

Ｂｒｏｎｗｙｎ Ｌｅｅｂａｗ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ꎬ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２２３ － ２３９.
〔１３４〕

Ｊ. Ｍａｃｒａ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

〔１３６〕

Ｊ. Ｄａｒｃ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１.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３８〕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ꎬｐ. ３９.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Ｊ. Ｍａｃｒａ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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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件ꎬ把受害者划分为“ 值得援助” 和“ 不值得援助” 的不同等级ꎬ斯托
克顿 (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 ) 警 告 说 这 导 致 了 “ 妖 魔 化 那 些 不 值 得 援 助 的 受 难
者” ꎮ〔１３９〕 援助政策变得与一系列政治和安全目标联系得越来越紧密ꎬ在
这样的环境中ꎬ看起来很奇怪的是ꎬ新人道主义对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依
附有可能使其对某些权利宣称具有普遍享有权ꎬ但同时ꎬ又使某些权利
( 因而也是某些人的需求) 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ꎬ更有价值ꎮ〔１４０〕 例如ꎬ在
种族灭绝事件后对扎伊尔难民营提供的饱受争议的人道援助ꎬ例示了在
考虑受援助者是否有权获得援助时不再根据需求而是根据其他标准进
行排序ꎻ不同的难民团体被人为划分为“ 值得” 或“ 不值得” 获得人道援
助ꎬ这种倾向令人相当不安ꎮ〔１４１〕 虽然给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人提供物质
援助ꎬ从道德上讲曾( 现在仍然) 使人心中不安ꎬ但对于那些有需求之人
不施予援手同样令人不安ꎮ 再如ꎬ在 １９９４ 年胡图族离开卢旺达的事件
中ꎬ如果假 设 当 时 所 有 的 难 民 都 犯 下 了 种 族 灭 绝 罪ꎬ 这 令 人 难 以 置
信———如果基于这一结论开展人道行动ꎬ那么它本身就是对人道原则的
严重违反ꎮ〔１４２〕 对 ８００ 万塞尔维亚人的国际应对行动也遭遇了类似的过
程ꎬ因为该行动被指对发生在科索沃的米洛舍维奇的暴行漠不关心ꎬ导
致此后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实施了惩罚性制裁ꎬ且公正的人道要务受到
削弱ꎮ〔１４３〕
两相矛盾的是ꎬ支持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人士也主张反对救援救济ꎬ
目的是避免人道援助给西方政府提供借口ꎬ使他们“ 在灾难面前似乎做
了一些事情ꎬ但事实上这只是避免做出更具风险的、能解决危机根源的
政治或军事承诺的托辞” ꎮ〔１４４〕 因此ꎬ虽然说基于权利的方法应当以通过

〔１３９〕

Ｎｉｃｋ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ꎬ “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ꎬ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８ꎬ

〔１４０〕

Ｈ. Ｓｌｉ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

〔１４２〕

Ｉｂｉｄ.

ｐｐ. ３５２ － ３６０.
〔１４１〕
〔１４３〕
〔１４４〕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ꎬ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Ｐｅｎｇｕｉｎ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９ꎬｐ. ｘｖｉ.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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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长期发展援助 〔１４５〕 来解决冲突和贫穷的政治社会根源这一点值得赞许ꎬ
但在实践中ꎬ特别是在危机局势中ꎬ肩负多重任务的组织发现既要以基
于权利的方法行动ꎬ又要遵守人道行动 〔１４６〕 的原则相当困难ꎬ因此他们
在变革性援助方面所做的承诺或暗指ꎬ经常远多于他们实际所能够实现
的ꎮ
在提供援助的决策中ꎬ政策考量变得日益重要ꎬ这也增加了人道系
统受到操纵ꎬ以追求有悖于纯粹人道考虑的、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的可能
性ꎮ 这当中最突出的风险是人道主义能够为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ꎮ 戴
维钱德勒、〔１４７〕 乔安娜麦克雷( Ｊｏａｎｎａ Ｍａｃｒａｅ)〔１４８〕 和戴维利夫〔１４９〕
都主张ꎬ人道行动基于权利的方法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ꎬ直指在巴尔干
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ꎮ 从较小规模来说ꎬ无国界医生( 英
国) 前负责人马克杜波依斯( Ｍａｒｃ ＤｕＢｏｉｓ) 主张ꎬ基于权利的方法会
导致一种“ 妄想” :人道主义能提供更雄心勃勃的保护形式ꎻ它将自身表
现为一个拯救的理念ꎬ但它最终谁也救不了ꎮ〔１５０〕

最后一个挑战是ꎬ新人道主义从根本上混淆了谁是国际体系中权利
和义务的持有者的问题ꎮ 在一个国家体系中ꎬ只有国家ꎬ而不是非政府
组织ꎬ才能够真正作为保护人权的责任主体ꎬ如达西、〔１５１〕 斯托克顿 〔１５２〕 和
里鲍 〔１５３〕 等人(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 的观点所述ꎮ 人道界的作用不是去篡夺这些权
利ꎮ 即使在传统人道主义者的阵营里ꎬ很少有人否认团结、同情、促进人
〔１４５〕
〔１４６〕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２.

Ｌｉｎ Ｃｏｔｔｅｒｒｅｌｌ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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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１４９〕

Ｄ. Ｒｉｅｆ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８.

〔１４８〕
〔１５０〕

Ｊ. Ｍａｃｒａ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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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Ｄａｒｃ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１.

〔１５３〕

Ｂ. Ｌｅｅｂ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３.

〔１５２〕

Ｎ.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９ꎬｐ. ３５５.

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７９

权、发展或建设和平等事务的重要性ꎬ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他们应起
的作用ꎮ 他们所一直承诺的是ꎬ在有些情况下ꎬ保护和拯救生命本身就
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ꎬ而且坚守人道原则依然是保护和拯救生命最务实
的方式ꎮ 在这一情况下团结受害人和促进人权具有明显作用ꎬ只是没有
挂在“ 传统人道主义” 的名义之下ꎮ
尽管人道主义或许一直以来是西方价值观和经济实力的产物ꎬ但
是ꎬ建立在其殖民历史上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将新人道主义殖民化
了ꎮ 新人道主义把人道机构带进了“ 工具化” 的浑水中ꎬ程度之高前所
未见ꎮ 同样ꎬ考虑到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受助者对西方人道主义固有的殖
民性的不安ꎬ以及在新捐赠方阵营中非西方方法( 中央集权式的ꎬ东方体
系等) 的出现ꎬ以及如“ 伊斯兰国” 等一些反对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ꎬ
人道行动获得准入和有效开展的最好方法依然是恪守传统的人道原则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