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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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审视人道行动的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法律性质ꎬ焦点是作为人道
参与方的国家ꎮ 本文主张ꎬ与对国际法院在 １９８６ 年“ 尼加拉瓜案” 中判
决的通常解释相反ꎬ国际法并没有为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提供一般法律
依据ꎮ 尽管如此ꎬ公正和中立仍可能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ꎮ
它们可以通过以强制性语言写就的安理会决议来直接约束国家ꎮ 此外ꎬ
它们还可以经由国家对于人道组织遵守这些原则的尊重义务来间接发
生效力ꎮ 基于这一主张ꎬ本文呼吁对人道行动的概念进行更加清晰的界
定ꎬ进而增强人道行动的有效性ꎮ
关键词:人道行动ꎻ人道原则ꎻ公正ꎻ中立ꎻ国际人道法
尽管 １８５９ 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对于意大利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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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一至关重要ꎬ但其今天更为人所知的却是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ꎬ标志着
现代人道主义的开端ꎮ 通过组织救助遗留在战场上的成千上万伤兵ꎬ瑞
士商人亨利杜南(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奠定了人道行动基本原则的基础ꎮ
“ 他为准入进行谈判ꎬ他选择公正地开展行动ꎬ他利用他的中立地位ꎬ他
以自愿、非强迫的方式组织民间社会ꎮ”〔 １ 〕 杜南的无私行动及其充满激
情的«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２ 〕 激发了很多事情ꎬ包括现代人道原则的形
成ꎮ〔 ３ 〕
在几乎任何版本中ꎬ〔 ４ 〕 这些原则都包括人道行动的公正和中立原

〔１〕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２〕

亨利杜南:«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日内瓦ꎬ１９８６ 年版( 本书于

〔３〕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ꎬｐ. ２２.

１８６２ 年首次出版) ꎮ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ｈüｒｅｒꎬ“ Ｄｕｎａｎｔ’ 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Ｎｏ. ８６５ꎬ２００７ꎬｐ. ５０ ( “ 引
人注目的是ꎬ杜南讲述的故事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构成红十字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其

他人 道 组 织 的 形 式 和 组 织 系 统 的 所 有 那 些 要 素 的 雏 形ꎮ” ) 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 ( “ 索尔费
里诺战役之于现代人道主义ꎬ恰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于现代政治ꎮ” ) ꎻ但见同上ꎬ第 ７８ ~ ７９
页( 指出杜南的声音在当时并不孤单ꎬ在他之前已经有其他人呼吁改善战争期间的医疗救援) ꎮ
〔４〕

大多数情况下列举的人道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项:人道、公正、中立、独立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ＨＡＰ) ꎬ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ＨＡ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ｎｄ ｅｄ. 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０ ( ＨＡ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ꎬ ｐ. 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ｈａ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 / ｐｏｏｌ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０ － ｈａ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ｄｆ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ꎻ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ＯＣＨＡ) ꎬ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ｕｎｏｃｈ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ｍ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ＯＭ￣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ｅｎｇ ＿ Ｊｕｎｅ１２. ｐｄｆꎻ ＨＡ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Ｃ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１４ ( ＣＨＳ) ꎬｐ. 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ｏ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ｒｅ％ ２０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２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０ － ％ 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ｄｆꎮ 这四项人道原则是从 １９６５ 年在维也纳宣布的、指导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的基本原则发展而来的ꎮ Ｓｅｅ ２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５６ꎬ１９６５ꎬｐｐ. ５７３ － 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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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ꎮ〔 ５ 〕 理所当然地ꎬ后者在武装冲突时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
过分ꎮ 只向冲突一方提供援助ꎬ或者仅仅因为种族、民族或性别而拒绝
向某些受害者提供援助ꎬ不但会导致基于道德理由的正当批评ꎬ还会加
重战争期间的人道苦难、促使冲突升级并从整体上削弱人道行动的效
率ꎮ
尽管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不容置疑ꎬ但对其规范性依然理解甚微ꎮ 虽
然有时将其描述为在国际法上对于国家及其他人道参与方〔 ６ 〕 有拘束
力ꎬ但提出这类主张时通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其具体法律依据加以分
析ꎮ〔 ７ 〕 之所以如此ꎬ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人们认为这两项原则具有道德

〔５〕

这些原则的定义见后注 １４ － １８ 的相应正文ꎮ 人道援助的中立原则应当区别于一国

不参加国际武装冲突时的中立地位ꎮ 本文的“ 中立” 一词是指前一种含义ꎮ 关于后一种意义上

的中立法的一般介绍ꎬ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ｔｈｅ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ꎬ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 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３ꎬｐ. ５４９ꎮ
关于作为人 道 原 则 的 中 立 与 中 立 法 之 间 的 重 叠ꎬ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 ＩＣＲ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３１１ꎬ

１９９６ꎬｐｐ. １６３ － １６５ꎮ
〔６〕

本文中的“ 人道参与方” 一词应作广义解读ꎬ包括提供和分配人道援助过程中涉及

的所有主体ꎬ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实体ꎮ 相同解读ꎬ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Ｔｏｎｉ Ｐｆａｎｎｅｒ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ｏｒ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Ｎｏ. ８６５ꎬ２００７ꎬｐ.

５[ “ 目标、原则和做法( ｍｏｄｉ ｏｐｅｒａｎｄｉ) 各不相同的多种人道参与方介入武装冲突和国内暴力局
势ꎬ以便纾解这些局势的受害者的困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各国红十字和红新月
会、私人公司乃至武装部队” ] ꎮ
〔７〕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ａｒ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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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０ꎻ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ｏｒｒｅｌｌｉꎬ “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ｒｏｕｎｄｓ ’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２８８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２３９ꎻ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Ｌａｗ”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５ꎬＮｏ. ３０８ꎬ１９９５ꎬｐ. ５０７ꎻ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ｈｅｔａｉｌꎬ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５ꎬＮｏ. ８５０ꎬ２００３ꎬｐ. ２６５ꎻＳｙｌｖａｉｎ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ꎬ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４ꎻ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１ꎬＮｏ. ８７６ꎬ２００９ꎬｐ. ７０２. 一些作者在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案” 的实体判决中寻找
这种法律依据ꎮ 但下文将会表明ꎬ该判决并没有为这种结论提供令人满意的理由ꎬ而差不多只
是一次司法强令(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ｆｉａｔ) ꎮ 见后注 ２８ － ４３ 的相应正文ꎮ

１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可取性ꎮ 任何人道援助均应具有公正和中立的特性ꎬ这一点毫无疑问有
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加以支持ꎮ 尽管如此ꎬ要想确立任何规范在国际法
上的法律效力ꎬ还需要做得更多ꎮ
交战方的非对称性、〔 ８ 〕 人道参与方的大量增加ꎬ〔 ９ 〕 当代冲突的这
些特征使得理解人道原则的规范性质的重要性尤为凸显ꎮ 军事上更为
强大的冲突一方现在通常会执行超出严格意义上的军事交战之外的多
重任务ꎮ〔１０〕 这些任务往往涉及此前由少数致力于实现一套相似价值的
人道组织〔１１〕 专属开展的活动ꎮ 就此而言ꎬ已经有人对军事、政治和人道
行动之间的所谓“ 界限模糊” 提出关切ꎮ〔１２〕 今天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在一个日渐收缩的人道空间中竞相实现其
目标ꎮ〔１３〕 因此ꎬ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法在多大程度上约束这些多样化的
人道参与方的活动ꎮ
本文旨在通过审视人道行动的公正和中立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来应对这一需要ꎮ 特别是本文质疑这一观点ꎬ即在国际法上存在支撑这
〔８〕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ｎｉ Ｐｆａｎｎｅｒꎬ“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７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４９ － １７４.
〔９〕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ｒｒｉｓꎬ “ 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 ꎬ

〔１０〕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９３５ － ９３６.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８８１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１ (描述西方部队 ２００２ 年以后在阿富汗为解决冲突而采用的所谓“综合”方法)ꎮ
〔１１〕

另见后注 １３４ － １４０ 的相应正文( 概述了所谓“ 杜南主义的” 人道机构的性质、目标

〔１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和目的) ꎮ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Ｕ. Ｎ. ａｎｄ ＮＧＯ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７ꎬ２００４ꎬｐ. ６４ꎻＡｌｉｃｅ Ｇａｄｌｅｒꎬ“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ｏ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ｉｎ Ｕ. 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 ꎬＧ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１ꎬｐ. ２３１ꎻＡ.

Ｄｏｎｉｎ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ｐ. １５６ － １５７ꎻ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ｃＧｏｌｄｒｉｃｋ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
ＩＣＲ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９６６.
〔１３〕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ｒａｓｓａｒｄ￣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ａｎｄ Ｄｏｎ Ｈｕｂｅｒｔꎬ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８６３.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１３

两项原则的一般法律依据ꎬ从而使其对一切人道参与方的活动具有拘束
力ꎮ 本文的分析集中于作为人道参与方的国家ꎬ并进而探讨这些原则对
于国家及其他利益攸关者(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人
道组织) 之间的互动有何影响ꎮ
本文分三步展开论述ꎮ 首先界定并区分人道行动的公正性和中立
性ꎻ其次分析为这两项原则提供普遍适用性的一般法律依据是否存在于
«国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所列举的三种主要的国际法渊源ꎬ即条
约、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ꎻ最后探讨即使没有此种法律依据ꎬ这些
原则是否仍能对国家行为产生法律效力ꎮ 本文考虑了要求遵守这些原
则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潜在直接效力ꎬ以及国家对人道组织遵守这些
原则的尊重义务所带来的间接效力ꎮ
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概念
尽管公正和中立这两项原则相互支持和强化ꎬ但其之间的区别仍应
自始指出ꎮ 诚然ꎬ在一般用语中二者往往作为同义词使用ꎻ事实上ꎬ词典
往往用其中一个来定义另一个ꎮ〔１４〕 但在人道行动中ꎬ其各自有着单独
的含义ꎬ并且如下所示ꎬ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ꎮ
一方面ꎬ中立原则是宏观层面的克制原则ꎬ要求人道行动提供者不与
冲突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相联系ꎮ 其体现了这一理念ꎬ即人
道参与方必须保持意识形态无涉ꎬ不得在政治或宗教争议中选边站队ꎮ〔１５〕
〔１４〕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 Ｎｅｕｔｒａｌ ” ꎬ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ｃｏｍ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ｃｏｍ / ｂｒｏｗｓｅ /

ｎｅｕｔｒａｌ ( 定义:公 正ꎬ 不表态ꎻ 着重 号为作者 所 加) ꎻ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Ｎｏｌ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Ｍ. Ｎｏｌａｎ￣
∙∙
Ｈａｌｅｙ ( ｅｄｓ. ) ꎬＢｌａｃｋ’ 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６ｔｈ ｅｄ. ꎬ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Ｓｔ. ＰａｕｌꎬＭＮꎬ１９９０ꎬｐ. １０４２ ( 将
“ 中立” 一词定义为一种“ 无动于衷、不偏不倚、公正” 的状态或品质ꎻ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
〔１５〕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ｐ. ３４ － ３９ꎻ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ａ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４ꎬ１９９７ꎬ ｐ. ３４７ꎻ 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 ｐ. ５３７ꎻ 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 ｐ. ５６ꎻ Ｒｕｔｈ Ａｂｒｉｌ Ｓｔｏｆｆｅｌｓꎬ “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ａｐ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６ꎬＮｏ. ８５５ꎬ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５４２ － ５４４.

１１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另一方面ꎬ公正原则是微观层面的行动原则ꎬ要求开展所有人道行
动必须仅仅基于受害者的需要并与之成比例ꎮ 因此ꎬ根据让皮克泰的
有益分类ꎬ该原则最好被视为三个相互交织但又各自独立的分原则的组
合ꎬ即非歧 视 原 则、 比 例 原 则 和 严 格 意 义 上 ( ｓｔｒｉｃｔｏ ｓｅｎｓｕ ) 的 公 正 原
则ꎮ〔１６〕 有建议认为ꎬ公正原则还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 或者应当发挥作
用) ꎬ要求对所有冲突的受害者公正对待ꎮ〔１７〕 但在本文中ꎬ公正原则仍
按其传统含义理解ꎬ即微观层面的定位于受害者的人道行动原则ꎬ对一
个特定冲突中的行为产生影响ꎮ〔１８〕
通过其可操作性和工具性ꎬ这两项原则一起“ 服务于人道总体目
标” ꎮ〔１９〕 人们有时说ꎬ向冲突一方提供援助并不必然违反这些原则ꎮ〔２０〕

显然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ꎮ 不应当期待一个人道参与方向双方提供
〔１６〕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ｐ. ２４ － ３３. 皮克泰将非歧视理解为避免“ 仅仅因为某些人属

于某个特定类别就作出使其受损的区别或隔离” ( 第 ２４ 页) ꎬ将成比例理解为“ 根据个体受难
程度成比例地减缓其苦难ꎬ并根据紧急程度确定优先顺序” ( 第 ２７ 页) ꎬ而将严格意义上的公正
原则理解为提供援助“ 不选边站队ꎬ无论基于利益还是同情” ( 第 ３１ 页) ꎮ
〔１７〕

Ｃｆ.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 “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 ꎬ ｉｎ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Ｈｅｎｃｋ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Ｄｏｓｗａｌｄ￣Ｂｅｃｋ

( ｅｄｓ. ) 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１: Ｒｕｌ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 ( 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 ꎬｐ. ｘｉｖ ( “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ꎬ公正意

味着不仅要避免对特定冲突中的不同受害者区别对待ꎬ还要持续致力于确保这个星球上的所
∙∙∙∙∙∙∙
有冲突中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公平对待ꎬ没有地区或民族上的倾斜ꎬ也不受因媒体形象选择而
∙∙∙∙∙∙∙∙∙∙
激起的情绪所左右” ꎻ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ｒｋ Ｓａｌｏｍ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Ｄｕｎａｎｔｉｓｍ: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 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ꎬｉｎ Ａｎｄｒｅｊ Ｚｗｉｔｔｅｒ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 Ｌａｍｏｎｔꎬ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Ｈｅｉｎｔｚｅ ａｎｄ Ｊｏｏ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 ( ｅｄｓ. )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５ꎬｐ. ４１ ( 主张真正的公正
“ 需要有一种方法ꎬ使我们能够借以在全球层面比较相对需求ꎬ对帮助巴基斯坦水灾受害者与
向东非饥荒受害者提供食品援助的相对价值进行评估” ) ꎮ
〔１８〕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ｐ. ２４ － ３３ꎻＨ. Ｓｌｉ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ｐｐ. ３４８ － ３４９ꎻ

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５３７ － ５３８ꎻ 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 ｐ. ５６ꎻＲ. Ａ. Ｓｔｏｆｆｅｌ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ｐｐ. ５４０ － ５４１.
〔１９〕
〔２０〕

Ｄ. Ｔｈüｒ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５５.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 )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 ８１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０３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ｔｈｅꎬ
Ｋａｒｌ Ｊｏｓｅｆ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ｍａｒ Ａ. Ｓｏｌｆꎬ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１９７７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９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４８６ꎻ Ｆｒｉｔｓ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 “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ｐ. ５２３ －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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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等量的援助ꎬ这样的做法也许并不能反映受影响居民的规模或者受
害者的需要———毕竟ꎬ冲突可能会不成比例地仅仅影响受冲突一方控制
的领土上的居民ꎬ而对另一方领土上的居民而言局势则相对平稳ꎮ 例
如ꎬ如果宣称在 １９９９ 年空袭南联盟期间分发的人道援助必须以向北约
国家提供等量援助作为匹配才算中立和 / 或公正ꎬ 那么这显然是荒谬
的ꎮ〔２１〕
尽管如此ꎬ仅仅基于受害者国籍或其与冲突一方的联系而开展的单
边行动ꎬ应当初步( ｐｒｉｍａ ｆａｃｉｅ) 认为与公正和中立原则不一致ꎮ 这类原
则纳入了受害者需求之外的考虑因素ꎬ因此导致其被指控为不公正ꎮ〔２２〕
此外ꎬ其明确地仅仅援助冲突一方ꎬ因此侵犯了中立原则ꎮ〔２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评注» ( 本文以下简称

« 评注» ) 似 乎 持 相 反 看 法ꎬ 主 张 “ 不 能 认 为 单 边 行 动 就 表 明 缺 乏 中
立” ꎮ〔２４〕 « 评注» 的解释相当坦率ꎬ称“ 历史联系乃至地理位置都可能会
促使一国开展这类行动ꎬ想要迫使其放弃行动是愚蠢的” ꎮ〔２５〕 然而ꎬ如
果一个人道参与方仅仅通过对其真实动机保持沉默就能逃脱违反中立
原则的指控ꎬ那么很难说该原则还能剩下些什么ꎮ
作为回应ꎬ本文认为ꎬ最好将这类行为是否违反原则这一问题与那
是否意味着国家必须放弃行动这一问题( 取决于所涉原则的规范性质)
〔２１〕

至于 １９９９ 年冲突中提供的救助事实上是否的确符合所有人道原则ꎬ则是另外一个

问题ꎮ 关于从这个角度对西方卷 入该冲突的批评ꎬ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Ｔｏｂｙ Ｐｏｒｔｅｒꎬ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ｏｓｏｖｏ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１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１５０ ( 认为公正原则“ 在科索沃危
机期间遭到违背乃至抛弃” ) ꎮ
〔２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Ｄ. Ｓａｌｏｍ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 ４３ ( 批评向达尔富尔地区的人分发的人道

援助损害了生活在苏丹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的利益) ꎻ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７４ － ７５ ( 批评美国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阿富汗冲突中提供的援助旨在加强抵抗部队乃至特定指挥官的力量) ꎮ
〔２３〕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Ｓ. Ｎｅｉｌ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５４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５４３ － ５４４. ( 批评说由于当时很多人道参与方的政治化ꎬ在西班
牙内战期间提供的人道援助大多是一边倒从而明显是“ 非中立的” ꎮ)
〔２４〕
〔２５〕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８１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０３.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８１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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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开来ꎮ 如下文所示ꎬ当前国际法上并无关于国家必须始终遵守这些
原则的一般性要求ꎬ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评注» 所建议的这类援助
尽管在原则上是非中立的ꎬ但在法律上也许仍然是允许的ꎮ
寻找公正和中立原则的一般法律依据
如果认可公正和中立原则对于在国际层面促进“ 人道总体目标” 必
不可少ꎬ〔２６〕 那么假定这些原则必定牢牢扎根于有拘束力的国际法体系
之中这种观点就是可以原谅的ꎮ 如下文所示ꎬ这也是对国际法院在“ 尼
加拉瓜案” 中的实体判决的经常解释ꎮ〔２７〕 为此ꎬ本节将重温“ 尼加拉瓜
案” 判决的相关部分ꎬ解析国际法院所提供的分析ꎬ进而分析能否认定国
际法的三种主要渊源———条约、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为这两项原则
提供了一般法律依据ꎮ

重温“ 尼加拉瓜案”
在“ 尼加拉瓜案” 中ꎬ国际法院必须决定美国政府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向

与尼加拉瓜政府作战的反对派提供的援助是否合法ꎮ〔２８〕 就本节分析而
言值得注意的是ꎬ相关援助是由国家而不是人道组织或任何其他非国家
主体提供的ꎮ 在其分析的第一步ꎬ法院断言ꎬ只要人道援助符合第 ２０ 届
国际红十字大会所宣布的人道和中立原则ꎬ就不能认为其“ 对国际法有
任何形式的违反” ꎮ〔２９〕 但从该案事实来看ꎬ美国的援助受 限于冲突
∙
一方ꎬ因此在法院看来没有“ 不加歧视地提供给尼加拉瓜一切有需要的

〔２６〕
〔２７〕

Ｄ. Ｔｈüｒ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５５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ｔｏ ｎｏｔｅ １９ ａｂｏ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 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ｐ. １４.
〔２８〕
〔２９〕

Ｓｅｅ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０.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４２. 大会现在的名字是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ꎬ将政府、政策制定者

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成员聚集在一起ꎮ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ＣＲＣ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ꎬ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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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而只是给了反对派及其依附者” ꎮ〔３０〕 在推理的第二步ꎬ法院认为这
相当于美国 对 尼 加 拉 瓜 内 部 事 务 进 行 干 预ꎬ 根 本 上 是 对 国 际 法 的 违
反ꎮ〔３１〕
国际法院的判决因此似乎是要求任何提供人道援助的参与方都必
须遵守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本文以下简称运动) 的基本原则ꎮ〔３２〕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ꎬ判决只明确提及了人道和公正原则ꎮ〔３３〕 但在
其对案件事 实 的 分 析 中ꎬ 法 院 最 为 强 调 的 是 援 助 只 分 发 给 了 冲 突 一
方ꎮ〔３４〕 就此而言ꎬ美国的行为主要违反了中立原则ꎬ因为其并不隐晦地
站在冲突一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一边ꎮ〔３５〕
然而ꎬ除了运动所宣布的基本原则〔３６〕 ———法院( 正确地) 没有将之

描述为对争端任何一方有拘束力———之外ꎬ国际法院在这部分判决中并
未引用任何法律来支持其分析ꎮ〔３７〕 事实上ꎬ法院仅仅声称“ 真正的人道
援助的一个必备特征” 是不加任何歧视地提供( 从而援引了中立原则的
一个方面〔３８〕 ) ꎮ〔３９〕 在接下来的一句话中ꎬ国际法院几乎承认了其立场
差不多相当于司法强令(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ｆｉａｔ) ꎮ 这句话开头就径直说道ꎬ“ 在法
院看来” ꎮ〔４０〕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ꎬ但判决仍然受到广泛引用ꎬ认为其确认了相关

原则对于公共和私人人道参与方的强制法律性质ꎮ 特别是有人称其承

〔３０〕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３２〕

Ｓｅｅ Ｆ.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５１７ － ５１９. 这也是若干评论者对该判决的解释:

〔３１〕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２４６ ａｎｄ ２９２(３) .

见后注 ４１ － ４３ꎮ
〔３３〕
〔３４〕

个方面) ꎮ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１７６ ( 认为判决中的这段话确认了中立原则的一

〔３５〕

见前注 １５ 的相应正文ꎮ

〔３７〕

Ｃｆ.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２.

〔３６〕
〔３８〕
〔３９〕
〔４０〕

Ｓｅｅ“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
让皮克泰对公正原则的三项分原则的分类见前注 １６ꎮ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１１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认了运动的基本原则具有一般拘束力ꎬ〔４１〕 即规定了“ 一切 人道行动的必
∙∙
备条件” ꎬ〔４２〕 并为“ 声称参与人道活动的国家自身提供了义务来源” ꎮ〔４３〕
因此ꎬ有必要审查能否在国际法的三种主要渊源中恰当地找到这两项原
则的法律依据ꎮ 接下来的三个小节相应地分别检视其中一个渊源ꎮ
条约:«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关于在武装冲突时期提供人道救济的条约法主要包括四个« 日内瓦
公约»〔４４〕 及其两个« 附加议定书» ꎮ〔４５〕 除了重复规定于四个« 日内瓦公
约» 的一个条款———称为共同第 ３ 条———外ꎬ« 日内瓦公约» 和« 第一附
加议定书» 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４６〕 相反ꎬ共同第 ３ 条和整个« 第二
附加议定书» 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４７〕
公正原则
首先需要指出ꎬ这一条约法体系没有针对武装冲突局势中开展的所
有人道行动对两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作出一般性批准ꎮ 在这二者之中ꎬ
〔４１〕

Ｖ. Ｃｈｅｔａｉ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２６５ ( “ 法院不仅确认了红十字会基本原则的习惯效力ꎬ

还认为在任何种类的人道援助中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ꎬ不管是红十字会、联合国还是国家个别
提供的援助” ) ꎮ
〔４２〕
〔４３〕

Ｍ. Ｔｏｒｒｅｌ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２３９ (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Ｆ.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７０２ ( “ 国际法院由此明

确承认了红十字基本原则的强制效力ꎻ其不仅使得国家有义务允许红十字会和红新月机构遵
守这些原则ꎬ还成为国家自身的义务来源ꎬ如果后者宣称参与人道活动的话” ) ꎮ
〔４４〕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ꎬ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一公约» ) ꎻ«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
的日内瓦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生 效 ( « 日 内 瓦 第 二 公
约» ) ꎻ«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

效( « 日内瓦第三公约» ) ꎻ«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ꎬ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 日内瓦第四公约» ) ꎮ
〔４５〕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ꎬ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一附加议定书» ) 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ꎬ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６０９ꎬ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二附加议定书» ) ꎮ
〔４６〕
〔４７〕

共同第 ２ 条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３ 款ꎮ
共同第 ３ 条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１９

公正原则在文件中显得尤为突出ꎬ有几个条款明确提及此原则ꎮ〔４８〕 然
而ꎬ这些条款并未赋予该原则针对所有人道参与方的一般拘束力ꎮ 相
反ꎬ它们主要承担两个功能ꎮ
第一ꎬ« 日内瓦公约» 中提及公正原则的相关条款主要是将其作为
被允许接触战争受害者的人道机构的一个本质特征ꎮ〔４９〕 例如ꎬ« 日内瓦
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规定ꎬ对占领地居民的救济计划可以“ 由国家
或公正人道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来承担ꎮ〔５０〕 这意味着只有那些
∙∙
“ 确保具有公正性”〔５１〕 的机构才享有法律特权ꎬ即其救济物资可以自由
通过并受到保护ꎮ〔５２〕

第二ꎬ两个« 附加议定书» 规定ꎬ如果平民居民生存所需的物资匮
乏ꎬ那么“ 人道和公正” 的救济行动就“ 应予进行” ꎮ〔５３〕 但这些条款并未
指定这一义务的主体ꎬ也没有禁止进行不符合公正标准的援助ꎮ 在适用
国际人道法时禁止进行不利区别无疑是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之
一ꎬ〔５４〕 但要记住该禁令仅仅对应非歧视这项分原则ꎬ并未涵盖整个公正
原则ꎮ〔５５〕 因此ꎬ就所涉规则的一般性适用而言ꎬ相关表述应当仅仅被视
为劝诫性的ꎬ即鼓励采取所描述的那类救济行动ꎬ但本身并不要求由事
先( ｅｘ ａｎｔｅ) 指定的某个特定参与方实际提供这类援助ꎮ
〔４８〕

具体见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ꎬ共同第 ９ / ９ / ９ / １０ 条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

〔４９〕

共同第 ３ 条第 ２ 款ꎬ共同第 ９ / ９ / ９ / １０ 条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第 ６１

〔５０〕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第 ６１ 条第 １ 款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ꎮ
条第 １ 款ꎮ
〔５１〕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 ꎬ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ｐ. ３２１.
〔５２〕
〔５３〕

«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５９ 条第 ３ 款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５１ꎬｐｐ. ３２１ － ３２２.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ꎬ « 第 二 附 加 议 定 书» 第 １８ 条 第 ２ 款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ＨＰＣ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Ｂｅｒｎꎬ２００９ꎬＲｕｌｅ １００( ａ) ꎮ
〔５４〕

见共同第 ３ 条ꎬ« 日内瓦第三公约» 第 １６ 条ꎬ«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１３ 条ꎬ« 第一附加

议定书» 第 ７５ 条第 １ 款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４ 条第 １ 款ꎻ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 ３０８ꎬＲｕｌｅ ８８ꎮ
〔５５〕

见前注 １６ － １８ 的相应正文ꎬ特别是前注 １８ ( 具体说明了皮克泰对公正原则的分原

则的分类) ꎮ

１２０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尽管如此ꎬ“ 人道和公正” 这一修饰语当然不是全然没有法律效力ꎮ
符合该标准的援助根据« 附加议定书» 的条款享有特权和保护ꎮ 在国际
武装冲突中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明确规定“ 这种救济的提供ꎬ不应视为
对武装冲突的干涉ꎬ或视为不友好行为” ꎮ〔５６〕 这一规定有助于应对领土
国可能提出的类似主张ꎬ并排除这些主张成为反对人道行动的法律依
据ꎮ〔５７〕 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ꎬ« 第二附加议定书» 的文本没有与此相应
的规定ꎮ〔５８〕 尽管如此ꎬ符合这些标准的援助必须被视为得到« 第二附加
议定书» 的批准ꎬ〔５９〕 领土国只有基于非任意或反复无常的理由才能予以
拒绝ꎮ〔６０〕
中立原则
与公正原则不同ꎬ« 日内瓦公约» 或其« 附加议定书» 的文本均未明
确提及人道行动的中立原则ꎮ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一点的是ꎬ中立概
念在武装冲突法中已经有一个不同的语境含义ꎬ即指向中立法ꎬ因此起
草者当时可能想要避免在这两个术语之间造成混淆ꎮ〔６１〕
不过ꎬ要说人道行动中立原则在国际人道法的条约框架中完全不存
〔５６〕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ꎮ

〔５８〕

比较« 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 １８ 条ꎮ

〔５７〕
〔５９〕

４８８３.

〔６０〕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４８６.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 ｐ. １４７９ꎬ ｐａｒａｓ. ４８８２ －
Ｍ. Ｂｏｔｈｅꎬ 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 ｐｐ. ８００ － ８０１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１４７９ꎬｐａｒａ. ４８８５ ( 没有恰当理由而拒

绝人道和公正的救济ꎬ可能等同于违反关于禁止使用饥饿作为作战手段的规定) 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Ｓａｎ
Ｒｅｍｏꎬ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ｉｈｌ. ｏｒｇ / ｉｉｈ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ｈｅ％ ２０Ｍａｎｕａｌ％ ２０ｏ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Ｌａｗ％ ２０ｏｆ％ ２０ＮＩＡＣ. ｐｄｆꎬｐ. ６１ꎬｐａｒａ. ５. １. ４ ( 控制某个地区的冲突一方所采取的措施不应不
当阻碍或拖延人道援助 的提供) ꎻ 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 １９３ꎬ Ｒｕｌｅ ５５

( “在不影响其控制权的情况下ꎬ冲突各方应当允许并便利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的、公正性质而
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人道救济不受阻碍地迅速通过” ) ꎮ
〔６１〕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 ( ＨＰ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５ꎬ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ꎬｐ. ８. 关于这两种“ 中立” 含义之间的区别和重叠ꎬ见前注 ５ 及其所引文献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２１

在ꎬ那是不准确的ꎮ « 日内瓦公约» 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均在若干条款

中提及“ 红十字基本原则” ꎮ〔６２〕 有意思的是ꎬ在起草« 日内瓦公约» 时ꎬ
这些原则中尚未明确包括中立原则 〔６３〕 ———中立原则是在 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５

届红十字理事会〔６４〕 会议〔６５〕 首次被包括ꎬ并于 １９６５ 年纳入现今的七项原
则( 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 ꎮ〔６６〕 因此ꎬ至少从

１９６５ 年起ꎬ中立已经被接受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ꎬ从而可以说« 日内
瓦公约» 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 也间接承认了该原则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条约以某种方式将中立原则或其他任何原则提升
到普遍适用原则的高度ꎮ 相反ꎬ对相关条款的恰当解读应当是ꎬ国家履
行其为接触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提供便利的义务是有条件的ꎬ即这
些成员必须遵守它们自己的原则ꎮ 奇怪的是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提及
这些原则时针对的是国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ꎬ〔６７〕 以及红十字与红新
月联盟( 现在叫联合会) ꎬ〔６８〕 却没有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ꎮ〔６９〕 尽管如
此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 ‹ 第一附加议定书› 评注» 中明确指出ꎬ作为
“ 运动原则的传统卫士” ꎬ其认为自身同样有义务遵守这些原则ꎮ〔７０〕

同上文讨论的公正这一具体原则一样ꎬ条约框架并未将运动基本原

〔６２〕

« 日内瓦第一公约» 第 ４４ 条第 ２ 款、«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６３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第

〔６３〕

Ｓｅ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ꎬ ＸＩ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１９４６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２ꎬ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ｏｆ

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第 ２ － ３ 款ꎮ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ꎬＸ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ꎬ １９４８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ꎬ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ＩＣＲＣ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１４ｔｈ ｅｄ. 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７２３ － ７２４.
〔６４〕
〔６５〕

１９７９ 年该机构被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大会取代ꎮ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ꎬＸＸＶ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Ａｔｈｅｎｓꎬ１９５９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６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ＩＣＲＣ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３ꎬｐｐ. ７２４ － ７２５. ( “ 红十字会在政治方面必须严守中立ꎮ” )
〔６６〕

“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ｐ. ５７３ －

５７４. 该文本在 １９８６ 年再度修改ꎬ将“ 红十字” 替换为“ 运动” ꎮ 最终版本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
«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 ꎬ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可查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６ －

１０ － ３１. ｈｔｍꎮ
〔６７〕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第 ２ 款ꎮ

〔６９〕

比较«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第 １ 款ꎮ

〔６８〕
〔７０〕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第 ３ 款ꎮ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９４１ － ９４２ꎬｐａｒａ. ３３２２.

１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则一般性地适用于一切人道参与方ꎮ 就“ 其他人道组织” 而言ꎬ« 第一附
加议定书» 仅要求其“ 按照各公约和本议定书” 开展活动ꎮ〔７１〕 基于上述
法律框架ꎬ特别是«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９ / ９ / ９ / １０ 条ꎬ〔７２〕 这可能会再度
引入公正这一条件ꎮ〔７３〕 如果相关参与方不符合这一条件ꎬ领土国就可
以合法地拒绝准入ꎮ〔７４〕 尽管如此ꎬ仍然不应认为条约框架对这些参与
方施加了中立要求ꎮ 此外ꎬ这些要求仅适用于运动成员和人道组织自
身ꎬ不能延伸到国家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道行动提供者ꎮ
结论是ꎬ尽管公正和中立原则经常被援引ꎬ但其在条约法上意义有
限且相互区别ꎮ 这些原则的法律效力几乎仅限于针对人道组织ꎬ特别是
运动成员ꎮ 对国家只具有间接效力ꎬ即其在特定情形下有义务接受符合
原则的援助ꎮ 然而ꎬ条约用语并不要求国家( 或者更一般地说ꎬ武装冲突
各方) 自身提供这类援助ꎮ
尽管这一临时结论看上去不怎么令人满意ꎬ但就« 日内瓦公约» 及
其« 附加议定书» 期待国家扮演的具体角色而言ꎬ却是恰当的ꎮ 在条约
框架下ꎬ国家主要被视为潜在的交战方ꎬ本身并不被视为人道参与方ꎮ
条约对提供人道救济这一问题的考虑并不是集中于国家ꎬ而是集中于国
际组织和国内组织如各国红会ꎮ 因此ꎬ就条约而言ꎬ国家在此方面的具
体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法律所未予规定的ꎮ
习惯国际法
当然可以主张ꎬ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案” 中的直觉结论反映了各

〔７１〕
〔７２〕

«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第 ４ 款ꎮ

该条规定(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 本公约之规定并不妨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

公正的人道组织ꎬ在有关冲突各方之同意之条件下ꎬ从事保护与救济战俘之人道活动ꎮ”
∙∙∙∙∙∙∙
〔７３〕 Ｃｆ.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５６３.
〔７４〕

相同解读ꎬ例如ꎬ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援助的协调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ꎬ纽约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１２. ｈｔｍ ( “ 一国
只能在具备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给与救济活动准入权ꎬ如提供的救济被视为并非出于
人道目的或不公正” ) 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２３

国立场ꎬ因此构成对可适用之习惯国际法的正确分析ꎮ〔７５〕 毋庸置疑ꎬ习
惯法包括规则和原则ꎮ〔７６〕 就法律理论而言ꎬ原则是“ 一般性程度比规则
更高” 的规范ꎬ〔７７〕 其有助于解释单个规则或为之提供理由ꎮ〔７８〕 因此ꎬ承
认公正和中立原则是习惯法原则并无概念性障碍ꎮ 不过ꎬ原则的存在必
须“ 以与规则同样的方式[ 即通过实践和法律确信(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 得
到确认ꎬ或者通过推断或分析而从此类规则衍生而来” ꎮ〔７９〕
法律确信
在这方面辨识法律确信(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已然造成相当的困难ꎮ 诚然ꎬ
在国际层面上已有众多参与方发表大量声明支持公正和中立原则ꎮ 联
合国大会在 １９９１ 年的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中ꎬ将人道、中立和公正原
则列为人道援助的“ 指导原则” ꎮ〔８０〕 其后ꎬ大会经常重申上述原则ꎮ〔８１〕

值得注意的是ꎬ自那以后已有很多国家支持这些原则并承诺在人道

〔７５〕
〔７６〕

Ｃｆ. Ｖ. Ｃｈｅｔａｉ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２６５ꎻＡ. Ｇａ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 ２２８.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Ｈｕｇｈ Ｔｈｉｒｌｗａｙꎬ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４ꎬｐ. ９４.
〔７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ＩＬＡ ) 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７８〕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１.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ꎬ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２ꎬ１９５２ꎬ ｐ. ７. Ｂｕｔ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ａｒｆ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ｔｉａｎ

Ｍｏｍｅｎｔ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９ ( 主张 习惯法 “ 规范” “ 原则” “ 规
则” 这几个术语可以作为同义词通用) ꎮ
〔７９〕

Ｈ. Ｔｈｉｒｌｗ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６ꎬｐ. ９４ꎮ 习惯的两个传统构成要素是:(１ ) 充分的国家实

践ꎻ(２) 有 证 据 表 明 国 家 认 为 这 类 实 践 是 法 律 所 要 求 的 ( 即 法 律 确 信ꎬ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ꎮ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ꎬｅ. ｇ. ꎬ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 ｅｄ. ) ꎬＢｒｏｗｎｌｉｅ’ 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８ｔｈ ｅｄ. 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２３ － ２７ꎻＨ. Ｔｈｉｒｌｗ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６ꎬｐｐ. ５６ － ７９ꎻ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ｐ. ｘｘｘｖｉｉ￣ｌｉ.
〔８０〕
〔８１〕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附录ꎬ第 ２ 段ꎮ

例如ꎬ见联合国大会第 ５１ / １９４ 号协议ꎬ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序言第 １２ 段ꎻ联合国大会

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序言第 ４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０ / １２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ꎬ序言第 ４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１ / １３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ꎬ序言第 ４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２ / ９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序言第 ３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３ / １３９ 号决议ꎬ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ꎬ
序言第 ３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６ / １１９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ꎬ序言第 ３ 段ꎻ联合国大会第 ６９ /

２４３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序言第 ２ 段ꎮ

１２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行动中予以遵守ꎮ〔８２〕 但这些国家几乎都是西方国家ꎬ因此要说这些原
则已经得到普遍接受为时尚早ꎮ〔８３〕 事实上ꎬ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论坛上
提及人道原则时ꎬ通常将其意义限于国际组织和人道机构ꎮ〔８４〕
此外ꎬ就作为欧洲联盟( 欧盟) 成员国的国家而言ꎬ可以认为相关声
明事实上是指向欧盟法而不是国际法ꎮ 这是因为 «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２１４ 条第 ２ 款规定ꎬ“ 开展人道援助行动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公正、中立
和非歧视原则” ꎮ〔８５〕 由此ꎬ各国的单独承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证
明其相信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是国际法的实际要求ꎬ这一点存在疑问ꎮ 对
于明确将« 欧盟运行条约» 作为可适用之法律框架的国家而言ꎬ尤其如
此ꎮ〔８６〕
再者ꎬ上述声明大多见于各国名为“ 人道战略” 或“ 人道政策” 的文

〔８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ꎬ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ａｎｉｓｈ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０ － 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ｍ. ｄｋ / ｅｎ / ｄａｎｉｄａ￣ｅｎ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ｓｔａｂ￣ｐｒｏｔｅｃ / ｈｕｍ￣ａｓｓ / ꎻ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０ꎬ２０１１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ｄｉｎｔ.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ＡＩＶ ＿ １１１１１８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２０Ａｃｃｅｓｓ ＿ Ｆｉｅｌｄ％

２０Ｍａｎｕａｌ＿ｍｉｔ＿Ｉｎｈａｌｔ. ｐｄｆꎬＵ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Ｓａ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ꎬ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Ｕ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２０１１ꎬｐ. 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１１ － ｆｉｎａｌꎻ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ｆｒ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 ＡＮＧｌａｉｓ ＿ ２０１２ ＿

ｃｌｅ８９ａｆ５ｆ. ｐｄｆꎻ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 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ｓｗａｅｒｔｉｇｅｓ￣
ａｍｔ. ｄｅ / ｃａｅ / ｓｅｒｖｌｅ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ｌｏｂ / ６３４１４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 / １７７８６６ / １２１１１５＿Ａ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ｅｒｅ

＿ｈｉｌｆｅ. ｐｄｆꎻ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ꎬＦｉｎｌａｎｄ’ 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ｍｉ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ｆｉ / ｐｕｂｌｉｃ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 ＝ １０１２８８.
〔８３〕

Ｃｆ. ＩＬＡ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８４〕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以下简称联合国安理会) 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ｐ. ３２ꎬｐａｒａ. １６( 大多数国家的相信足以证明习惯规则的存在) ꎮ

７２４４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 第 １３ 页 ( 中 国) ( “ 联 合 国 人 道 机 构 及 有 关 救 援 组 织 
应坚持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 ) ꎬ第 １９ 页( 约旦) ( “ 我们还必须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致力维护与中立、公允和独立相关的基本人道主义原则” ) ꎮ
〔８５〕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Ｊ Ｃ

〔８６〕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２ꎬｐ. １４.

１１５ / ４７ꎬ９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Ａｒｔ. ２１４(２) .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２５

件中ꎬ这再次表明相关承诺并非是在法律层面作出———换言之ꎬ有受国
际法约束的意图———而只是作为一个政策甚或国际道德问题ꎮ〔８７〕
国家实践
即使同意上述声明相当于法律确信(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ꎬ足以证明相关原

则的习惯性质ꎬ对于国家实践这一平行要求也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ꎮ 尽
管在上述这类一般声明中ꎬ各国通常都会一并提及公正和中立ꎬ〔８８〕 但根
据实践来区分二者会更为准确ꎮ
首先ꎬ就公正原则而言ꎬ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国家在关于分发援助
的决策过程中ꎬ经常加入与受害者的单纯需要无关的其他考虑ꎮ 这些考
虑往往包括政治化因素和对援助设定条件ꎮ
人道行动的政治化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ꎮ 例如ꎬ在关于阿富汗
冲突中援助被工具化的一项研究中ꎬ菲奥娜特里(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 注意到
西方军队
在南阿富汗投放宣传册ꎬ告诉居民他们需要提供关于塔利
班和基地组织的信息才能继续收到“ 人道” 援助ꎬ并且通常将
援助作为“ 赢得” 阿富汗居民“ 民心” 的工具ꎮ〔８９〕
另一个历历在目的例子是 １９７９ 年美国在红色高棉政权倒台后ꎬ向

泰国—柬埔寨边境沿线的柬埔寨难民营提供的人道援助ꎮ〔９０〕 正如克里
斯汀米科拉约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ｉｋｏｌａｊｕｋ) 概括的那样ꎬ美国为了反对柬
埔寨共产党政府而提供的援助ꎬ事实上却助长了红色高棉复活和冲突延
〔８７〕

Ｃｆ.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 Ｆｒａｎｃｅ)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４ꎬ ｐａｒａ. ４３ꎻ

ＩＣＪꎬ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ｓｔｓ (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ｖ. Ｆｒａｎｃｅ)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４ꎬ ｐａｒａ. ４６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ＩＬＣ ) ꎬ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６１ / １０ꎬ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１.
〔８８〕
〔８９〕

见前注 ８２ 中引证的文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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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７５.
〔９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ｉｋｏｌａｊｕｋꎬ “ Ｔｈａｎｋｓꎬ Ｂｕｔ Ｎｏ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３ － ３４.

１２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续ꎬ从而恶化而不是缓解了难民的困境ꎮ〔９１〕
更成问题的做法是要求必须接受潜在捐赠者的明确条件才能提供
人道援助ꎮ 这是国际发展援助的公认特征ꎬ〔９２〕 但却有悖于人道援助作
为缓解危机和冲突受害者苦难的方式这一本质ꎮ〔９３〕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
例子是在 １９９７ 年的一次政变后从塞拉利昂撤走人道工作人员和紧急援
助ꎮ〔９４〕 联合国政治领导层作出了这一决定ꎬ英国予以支持ꎬ二者的目标
都是“ 试图实现政权更迭这一政治目的” ꎮ〔９５〕 实际上ꎬ这种附条件的做
法不仅未能实现预期政治目标ꎬ还因为导致塞拉利昂不必要的人员死亡
而受到严厉指责ꎮ〔９６〕
尽管这些情况已经遭到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批评ꎬ但并未因不满足公
正性要求而受到国家或政府间组织谴责ꎮ 由此ꎬ援助中反复出现的政治
化和条件性使得人们严重质疑任何这样的主张ꎬ即提供人道援助的国家
对公正原则的遵守是“ 持续和一致的” ꎬ正如国际法对于确立习惯所要
求的那样ꎮ〔９７〕

其次ꎬ各国对待中立原则的态度更加随意ꎮ 弗里茨卡尔斯霍芬
(Ｆｒｉｔｓ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 教授在 １９８９ 年的文章中提到ꎬ各国经常向武装冲突中
其同情的一方提供被其称为“ 人道援助” 的物质支持ꎬ尤其是在去殖民

〔９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ｉｋｏｌａｊｕｋꎬ “ Ｔｈａｎｋｓꎬ Ｂｕｔ Ｎｏ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９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 Ｗ. Ｔｅｍｐｌｅꎬ“ Ａｉ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ꎬｉｎ Ｖａｎｄａｎａ Ｄｅｓａｉ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９３〕

Ｂｕｔ ｓｅｅ Ｋ.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 １１( 认为少数一些形式的人权条件性可能是

〔９４〕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５ꎬｐ. ３３.

Ｂ. Ｐｏｔｔｅｒꎬ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３ｒｄ ｅｄ. 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５４７ －

５５１.

符合国际人道法的ꎬ只要这类措施的目标“ 真的是改善个人的处境” ) ꎮ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ꎬｐｐ. ９ － 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２３５６Ｄ２７０３ＥＢ３１３ＤＥ８５２５７１３８００７０５３Ｄ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ｐｄｆ.
〔９５〕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０.

〔９７〕

Ｃｆ. ＩＣＪꎬ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ｖｅ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ｖ. Ｉｎｄｉａ )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９６〕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０ － １１.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０ꎬｐ. ４０.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２７

化的背景下ꎮ〔９８〕 他补充说ꎬ这类支持完全没有招致任何国际谴责ꎬ而是
作为“ 高度值得肯定的向相关民族的自决事业表达支持的方式” 而受到
国际社会欢迎ꎮ〔９９〕
这一实践在“ 后冷战” 时期改变甚微ꎮ 联盟有所转移ꎬ但大国通常
继续扮演提供援助和展现自身政治目标这一双重角色ꎮ 美国公开承认
其目标是将发放援助与其反叛乱战略相整合ꎬ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
鲍威尔( 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 甚至以引人瞩目的坦率称人道机构“ 令我们如此
力量倍增ꎬ是我们战斗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ꎮ〔１００〕 例如ꎬ由 １１ 个西方国
家组成的“ 叙利亚之友” 和大约 ４０ 个国家组成的非正式的“ 利比亚联络
组” 等国际“ 自愿同盟” 公开承认ꎬ其目标是将“ 人道援助” 送达叙利亚和
利比亚的反对派ꎮ〔１０１〕 更近以来ꎬ俄罗斯向分离主义者控制下的乌克兰
领土派出了据称是运送“ 人道救济” 的车队ꎮ〔１０２〕
诚然可以设想ꎬ这一行为尽管与中立原则不相一致ꎬ但并无碍于该
原则的习惯地位ꎮ 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案” 中认定ꎬ与推定的习惯法
规则相应的实践无需“ 与该规则绝对严格一致” ꎬ只要不一致的行为“ 通
常被视为违反规则” 就足矣ꎮ〔１０３〕 但这里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ꎮ 上述非
中立行为中有一些的确在国际层面受到谴责ꎮ 特别是俄罗斯的“ 人道车

〔９８〕

Ｆ.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５１８ － ５１９.

〔１０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９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１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ｖａｌｏｎ. ｌａｗ.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ｓｅｐｔ１１ / ｐｏｗｅｌｌ＿ｂｒｉｅｆ３１. ａｓｐ.
〔１０１〕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１”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１１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ｓｙｒｉａ￣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 关于 “ 叙 利
亚之友” ) ꎻ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Ｍｙｅｒｓꎬ“ ＄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ｓ Ｐｌｅｄｇ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ｉｂｙａ Ｒｅｂｅｌｓ”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０ｄｉｐｌｏ. ｈｔｍｌ? ＿ ｒ ＝ ０ ( 关
于利比亚联络组) ꎮ
〔１０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ｉｄ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ｂｒｐ＿４. ｎｓｆ / ０ / ８ＣＢＢＤ５ＢＦＥ５５８Ｃ６Ｅ３４４２５７Ｄ３Ｃ００３Ｄ４ＤＦ０.
〔１０３〕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１８６.

１２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队” 被乌克兰〔１０４〕 和很多第三国〔１０５〕 称为相当于入侵ꎮ 然而ꎬ除了一个已
知的例外ꎬ〔１０６〕 这些谴责声明都是指称违反了其他国际法规范ꎬ特别是乌
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ꎬ〔１０７〕 以及———具体就人道援助而言———任何救
济行动都必须征得领土国同意ꎮ〔１０８〕 因此可以总结说ꎬ关于公正和中立
原则的现有国家实践并不支持其作为习惯国际法上具有一般拘束力的
原则ꎮ〔１０９〕
一般法律原则
尽管我们并未发现公正和中立原则具有习惯法效力ꎬ但仍需分析其
能否被视为« 国际法院规约» 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意义上的“ 一般法律
原则” ꎮ 肯定有一些论据支持这一主张ꎮ 首先ꎬ既然公正和中立原则名
为“ 原则” ꎬ那么它们在性质上就易于归入一般法律原则这一类别ꎬ而不
〔１０４〕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７２５３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第 １５ 页( 乌克兰) ꎻ联合国安理会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７２８９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第 ７９ 页( 乌克兰) ꎮ
〔１０５〕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７２５３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第 ３ 页( 立陶宛) ꎬ第 ７ 页( 澳大利亚) ꎻ见联合国安理会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７２６９ 号文
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第 １２ 页( 立陶宛) ꎮ
〔１０６〕

ＮＡＴＯꎬ“ ＮＡＴ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ｅｍｎｓ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ｖｏｙ ｉｎｔｏ Ｕｋｒａｉｎｅ” ꎬ

２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１１２１１２. ｈｔｍ ( 谴责俄罗斯“ 无
视国际人道原则” ) ꎮ
〔１０７〕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ꎬ会议记录ꎬ联合国第 Ｓ / ＰＶ. ７２５３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１０８〕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ＥＵ) ꎬＥ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第 ３ 页( 立陶宛) ꎬ第 ５ 页( 卢森堡) ꎬ第 １２ 页( 英国) ꎮ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 ｐ. 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 ｖｉｅｎｎ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ｕ ＿ ｏｓｃｅ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０１４ / ｐｃ＿１０１４＿ｅｕ＿ｏｎ＿ｕｋｒａｉｎｅ. ｐｄｆ( “ 一个由 ２２７ 辆车组成的俄罗斯车队未经乌克兰当局同意进

入乌克兰领土ꎬ违反了此前的谅解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介入ꎬ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 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ｖｏｙ”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ｄ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４ / １４０９１５＿０２＿ｅｎ. ｐｄｆ.
〔１０９〕

Ｃｆ. ＩＣ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 这项对现有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综合研

究也没有将公正和中立包括在其确认的习惯规则之中ꎮ 又见同上ꎬ第 １９３ 页ꎬ规则 ５５ꎬ规定了
“ 允许并便利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的、公正性质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人道救济不受阻碍地迅
∙∙
速通过” (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２９

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国际法渊源ꎮ 其次ꎬ它们与人道原则密切相联ꎬ而一
些人〔１１０〕 认为后者已经在“ 科孚海峡(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案”〔１１１〕 中被国际法
院承认为一般法律原则ꎮ 由此可以主张ꎬ对于这两项原则也可以得出同
样的结论ꎮ〔１１２〕
对这两个观点应当分别分析ꎮ 第一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其不符合关
于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通行概念ꎮ 根据这一概念ꎬ一般原
则被恰当地理解为“ 那些可以通过比较各种不同国内法体系而得出的原
则ꎬ且这类原则被全部或大多数国内法体系所共有” ꎮ〔１１３〕 因此ꎬ一般法
律原则不是道德原则或者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ꎮ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ꎬ人道行动的公正和独立原则是在国际层面而不是从国内法体系之中
发展而来的ꎬ其源头在于国际人道法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的活
动ꎮ〔１１４〕 尽管其业已被一些国际组织乃至国家采纳为指导原则ꎬ〔１１５〕 但很
难认为它们现在可以从全部甚至只是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中提炼出来ꎬ

〔１１０〕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４ꎻ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８７.
〔１１１〕
〔１１２〕

ＩＣＪ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Ａｌｂａｎｉ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４.

有趣的是ꎬ国际法委员会近来在其关于发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工作中面临同样问

题ꎮ 然而ꎬ其对此事项的简单处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回避问题ꎮ 事实上ꎬ国际法委员会对« 发
生灾害时保护人员的条款草案» 的评论明确拒绝确定这些原则是否也够格作为一般国际法原
则ꎮ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报告ꎬ联合国第 Ａ / ６９ / １０ 号文件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五章ꎬ第 １０３

页ꎬ第 ４ 段:[ “ 委员会认为( 人道、中立和公正) 原则是抗灾救济和援助工作背后的人道主义原
则ꎮ 因此委员会认为ꎬ不必确定这些原则是否也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 ꎮ
〔１１３〕

Ｈ. Ｔｈｉｒｌｗ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６ꎬｐ. ９５ꎬ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Ｈｅｒｓｃｈ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ꎬ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ꎬ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Ｃｏ. 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９２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ｅ. ｇ.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Ｓｔ. Ｐａｕｌꎬ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ｓ １０２(１) ( ｃ) ꎬ１０２(４) ( 提及“ 主要法律体系
∙∙
共有的一般原则” ꎻ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１１４〕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Ｊｅａｎ￣Ｌｕｃ Ｂｌｏｎ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２８３ꎬ

１９９１ꎬｐｐ. ３４９ － ３５７.
〔１１５〕

Ｓｅｅ ｎｏｔｅｓ ８１ － ８２ ａｂｏｖｅ.

１３０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但愿这是 因 为 多 数 国 家 实 际 上 并 不 积 极 和 经 常 地 参 与 提 供 人 道 援
助ꎮ〔１１６〕
关于第二个观点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国际法院在“ 科孚海峡案” 中
的判决以及该法院后来的法理ꎮ 为讨论方便起见可以认为〔１１７〕 ( 尽管该
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支持〔１１８〕 ) “ 科孚海峡案” 承认“ 基本人道考虑” 是一般
法律原则ꎬ并将之作为在该案中认定存在法律义务的依据ꎮ〔１１９〕 此外ꎬ人
道行动原则无疑可以在人道考虑中找到依据ꎻ毕竟“ 人道” 是如此自成
一体的原则ꎬ而且公正和中立原则与人道原则之间联系多多ꎮ
然而ꎬ在“ 西南非洲(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 诸案中ꎬ国际法院有力地拒

绝了“ 人道考虑本身就足以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 的观点ꎮ〔１２０〕 在“ 尼加
拉瓜案” 中ꎬ法院进一步指出ꎬ“ 基本人道考虑” 这一概念的含义来得更
加有限ꎬ实际上反映在共同第 ３ 条中ꎮ〔１２１〕 如上所述ꎬ同« 日内瓦公约» 及
其« 附加议定书» 的其他条款一样ꎬ该条款并不包含对人道行动原则的
一般性批准ꎮ〔１２２〕 本文因此认为ꎬ无论在“ 科孚海峡案” 中纳入“ 基本人
道考虑” 这一用语的真实影响如何ꎬ其本身都并未对公正和中立这对相
互联系的概念赋予国际法上的拘束力ꎮ
总之ꎬ将人道原则与一般法律原则相提并论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
理ꎬ但对公正和中立原则的起源和性质以及相关国际法理的更细致审视
〔１１６〕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２０ －

２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ＧＨＡ￣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３. ｐｄｆ ( 称共有 ７７ 个政府提供官方人道援助) ꎮ
〔１１７〕
〔１１８〕

Ｓｅ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０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Ｂｒｉａｎ Ｄ. Ｌｅｐａｒｄꎬ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０ꎬｐ. １４６ ( “ 法院的确切推理是含糊不清

的其暗示‘ 基本人道考虑’ 可以因其道德性质而成为承认一项习惯法律义务的依据” ) ꎻ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ｏｍｕｓｃｈａｔ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Ｖｏｌ. ２８１ꎬ

１９９９ꎬｐ. ３５５ ( 主张国际法院实际上是从“ 国际社会宪法” 中得出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 ꎮ
〔１１９〕
〔１２０〕

ＩＣＪ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１ꎬｐ. １４６.

ＩＣＪꎬ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ｓｅｓ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ｖ.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ꎻＬｉｂｅｒｉａ ｖ.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ꎬ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６ꎬｐ. ３４ꎬｐａｒａ. ４９.
〔１２１〕
〔１２２〕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１８.
见上文“ 条约” 部分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３１

表明ꎬ这些原则并不够格成为作为国际法自主渊源之一的一般法律原
则ꎮ
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潜在的直接与间接法律效力
如上节所述ꎬ对国际法三种主要渊源的检视表明ꎬ国际法院在“ 尼加
拉瓜案” 中的立场———特别是像后续著述所诠释的那样〔１２３〕 ———并不符
合国际法的现状ꎮ 尽管如此ꎬ从国际法的角度全盘否定公正和中立原则
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ꎮ 事实上ꎬ这些原则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重要途径而
在国际法上对国家产生显著法律效力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首先ꎬ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会特别要求人道参与方遵守这些原则ꎮ 安
理会已经明确依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之规定ꎬ在多个场合提出这一
要求ꎮ〔１２４〕 例如ꎬ在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第 １３４１ 号(２００１ 年) 决
议中ꎬ安理会呼吁“ 所有各方尊重分发人道援助的中立和公正原则” ꎮ〔１２５〕

基于« 联合国宪章» 第 ２５ 条和第 １０３ 条之规定ꎬ根据第七章做出的决议
对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具有拘束力ꎬ并且优先于任何其他协定下的有所冲
突的义务ꎮ〔１２６〕

〔１２３〕
〔１２４〕

见前注 ４１ － ４３ 的相应正文ꎮ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６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６ 段ꎻ联合国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３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２１ 段( 关于联合国赴索马里特派团) ꎻ联
合国安理会第 １３４１ 号决议ꎬ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２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０９ 号决
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２ 段( 关于联合国在苏丹的特派团) ꎮ
〔１２５〕
〔１２６〕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３４１ 号决议ꎬ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２ 段ꎮ

ＩＣＪꎬ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１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ｔ Ｌｏｃｋｅｒｂｉｅ (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ꎬ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ꎬｐａｒａ. ３９ꎻＩＣＪꎬ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７１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ｔ Ｌｏｃｋｅｒｂｉｅ (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Ｏｒｄｅｒꎬ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ꎬｐａｒａ. ４２.

１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在其他情况下ꎬ安理会也支持了公正和中立原则( 往往是同其他人
道行动原则一起) ꎬ支持力度稍弱ꎮ 在某些场合ꎬ在不是根据第七章做出
的决议中ꎬ安理会要求依照这些原则分发人道援助ꎮ〔１２７〕 按照国际法院
在“ 纳米比亚咨询意见案” 中的判决ꎬ这类决议的用语支持这一观点ꎬ即
这些“ 要求” 也应当被视为对相关国家具有拘束力ꎮ〔１２８〕 安理会自身近来
的实践也支持所有安理会决议均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观点ꎮ〔１２９〕 在关于
叙利亚局势的两个决议中ꎬ其“ 强调« 联合国宪章» 第 ２５ 条规定会员国
有义务接受并履行安理会的决定” ꎮ〔１３０〕

此外ꎬ安理会常常将自己限于“ 强调” 对人道行动原则予以支持的

重要性ꎻ有时是具体针对联合国机构〔１３１〕 或者人道组织ꎬ〔１３２〕 但大多数时

〔１２７〕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１３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６ 段ꎻ联合国

安理会第 ２１３４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２６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２２８ 号决议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７ 段ꎮ
〔１２８〕

ＩＣＪꎬ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ａｍｉｂｉａ (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６ ( １９７０ ) 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１ꎬｐａｒａｓ. １１３ － １１４:第 ２５ 条不仅局限于执行行动ꎬ而是适用于根据« 联

合国宪章» 做出的“ 安理会决定” 在断定一项安理会决议的约束力之前ꎬ应当仔细分析其用
语ꎮ 鉴于第 ２５ 条项下权力的性质ꎬ其事实上是否被行使这一问题需要在每个个案中确定ꎬ要
考虑到所要解释的决议的条款、做出决议之前的讨论、所援引的« 宪章» 条款ꎬ以及总的来说ꎬ可
能有助于确定该项安理会决议的法律后果的一切情形ꎮ
〔１２９〕

早期评论ꎬ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ａｒｉｅ Ｊａｃｏｂｓｓｏｎꎬ“ Ａ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ａ Ｌｅｇａｌ Ｔｉｍｅ￣Ｆｒａｍ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１１８ (２０１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ＣＷ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ꎬｉｎ

Ｊｏｎａｓ Ｅｂｂｅ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ｉｂｅｒ Ａｍｉｃｏｒｕｍ
Ｓａｉｄ ＭａｈｍｏｕｄｉꎬＢｒｉｌｌ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１４２ － １４６.
〔１３０〕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１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序言第 １４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３１〕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０２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７ 段( 关于联合

〔１３２〕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２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１ 段ꎻ联合国

２１６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序言第 １９ 段ꎮ
国索马里援助团) ꎮ

安理会第 １５０２ 号决议ꎬ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序言第 ４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４７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序言第 １７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７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５ 段ꎮ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３３

候是泛泛而论ꎬ没有指明其想到的是哪些参与方ꎮ〔１３３〕 然而ꎬ这类用语也
许最好看作是劝诫性的ꎬ从而相关决议就并未对成员国创设有拘束力的
法律义务ꎬ迫使其在业已存在的法律义务之外遵守人道行动原则ꎮ 反过
来说(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ｏ) ꎬ安理会“ 要求” 或“ 呼吁” 成员国在分发人道援助时遵
守这些原则的决议ꎬ其效果则是在这类决议的范围内赋予相关原则以拘
束力ꎮ
人道组织作出的尊重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承诺
其次ꎬ公正和中立原则对于“ 杜南主义的” ( Ｄｕｎａｎｔｉｓｔ) 人道组织具

有宪章意义ꎮ〔１３４〕 这些组织ꎬ如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以及无国界医生
组织ꎬ珍视 亨 利  杜 南 的 遗 产ꎬ 在 其 章 程 文 件 中 纳 入 了 人 道 行 动 原
则ꎮ〔１３５〕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组织外ꎬ其他几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
〔１３３〕

例如ꎬ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６７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２１ 段ꎻ联合国

安理会第 １８１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序言第 １７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８９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３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９７２ 号决议ꎬ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序言第 ６ 段ꎻ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４１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序言第 ２８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６３ 号决议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４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序言第
２７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序言第 １５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
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序言第 ８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２７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序言第

１９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４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序言第 ２７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２００ 号

决议ꎬ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ꎻ序言第 ５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２１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序言第

２３ 段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２２７ 号决议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序言第 ２３ 段ꎮ
〔１３４〕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ＧＯ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ꎬＨＰＧ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ꎬ ｐ.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ｉ￣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３４９. ｐｄｆ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８１ － １８２ꎻ Ａ. Ｄｏｎｉｎｉ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 ｐ. １４６ꎻ ＲｏｎｙＢｒａｕｍａｎꎬ
“ 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８８８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５２７ꎬｆｎ. １０. 相反ꎬ那些愿意放弃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ꎬ转而
推行符合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的变革性政策的组织则被这些作者称为“ 威尔逊主义” 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对一些组织的归类可能会产生问题ꎮ 例如ꎬ上面引述的 ＨＰＧ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认为
“ 拯救儿童组织” 是杜南主义组织的一个例子ꎬ而巴尼特( Ｂａｒｎｅｔｔ) 却称为“ ( 威尔逊主义) 阵营
最著名的成员之一” ꎮ Ｓｅｅ Ａ.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ｉｂｉｄ. ꎬｐ. ２ꎻ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８１.
〔１３５〕

“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ｐ. ５７３ －

５７４ꎻＭＳＦꎬ “ ＭＳＦ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ꎬ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ｍｓｆ. ｏｒｇ / ｍｓｆ￣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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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也同样承诺在其所有人道活动中遵守这些原则ꎬ突出的例子包括国际
移民组织、〔１３６〕 国际救援委员会〔１３７〕 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ꎮ〔１３８〕 这些自我承
诺在这些组织内部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ꎬ并指引其行为ꎮ〔１３９〕 此外ꎬ人道
问责伙伴关系(２０１０) 和关于质量和问责的核心人道标准(２０１４) 等倡议
进一步向参与组织推广了这些原则ꎬ增加了未来继续做出“ 杜南主义”
承诺的可能性ꎮ〔１４０〕
在人道组织的宪章和章程文件中纳入这些原则还可能对国家产生
间接效力ꎮ 这一点对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而言最为明显ꎮ 值得
注意的是ꎬ各国在 １９８６ 年制定 «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 时同
意ꎬ其“ 在任何时候均应尊重运动所有成员对基本原则的遵守” ꎮ〔１４１〕 尽
管«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 并未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缔结ꎬ但已
有观点认为ꎬ基于其内容和制定方式ꎬ其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性质ꎮ〔１４２〕
无论该观点正确与否ꎬ从而无论«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
的整体法律地位如何ꎬ国家尊重运动成员遵守其基本原则之承诺的义务
都还可以从明确批准了这些原则的«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定书» 的

〔１３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ＯＭ) ꎬ Ｒｅｓ. １２４３ ( ＣＩ ) ꎬ “ ＩＯ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ꎬ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 － 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ｏｍ.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ｌｉｖｅ /

ｓｉｔｅｓ / ｉ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ａｔ － Ｗｅ － Ｄｏ / ｄｏｃｓ / １２４３ ＿ － ＿ＩＯ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０. ｐｄｆ.

〔１３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ｃｕ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ＩＲＣꎬＦｅｌｌｏ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ꎬ１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ｒｃ￣ｆｅｌｌｏｗ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ｕｐｓｕｒｇ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ｓｏｍａｌｉａ － ６９２８.
〔１３８〕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ＷＦＰ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ꎬ Ｒｏｍ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９〕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ｒｃ Ｗｅｌ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ꎬ

〔１４０〕

ＨＡ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８ꎻＣＨ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８.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ｆ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ｆｐ１８７８０７ ~ １. ｐｄｆ.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１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４４５ －

４４６.

〔１４１〕

“ Ａｒｔ. ２(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６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７ꎬＮｏ. ２５６ꎬ１９８７ꎬｐｐ. ２５ ｆｆ.
〔１４２〕

Ｓｅｅ Ｆ.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Ｌａｗ”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５０１ － ５０２.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３５

文本中推导出来ꎮ〔１４３〕
国家的这一间接义务在现实世界有着直接可见的后果ꎮ 例如ꎬ在
“ 西米奇( Ｓｉｍｉｃ' ) 案” 中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据此推
断ꎬ为有效履行职责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司法程序中有权不披露与其
活动有关的信息ꎮ〔１４４〕 审判分庭具体指出ꎬ« 日内瓦公约» 及其« 附加议
定书» 的缔约方“ 必须被认为已经接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据以运行
的基本原则ꎬ即公正、中立和保密原则ꎬ特别是接受了保密性对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履行其职责必不可少这一点” ꎮ〔１４５〕 这一推理使审判分
庭决定ꎬ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雇员不应在本案中被传唤作证ꎮ〔１４６〕

总之ꎬ由于国家有义务尊重特定人道组织对于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承
诺ꎬ因此可以说这些原则具有间接法律效力ꎮ 尽管如此ꎬ主张这些原则
“ 因为被纳入«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 而对« 日内瓦公约» 缔约
∙∙
国具有拘束力” (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ꎬ则属言过其实ꎮ〔１４７〕 要记住ꎬ国家
不是运动的成员ꎮ 因此ꎬ它们只是有义务尊重运动成员对基本原则的遵
守ꎻ«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规约» 并不包含一项单独法律依据ꎬ使国
家自身在从事人道行动时直接承担拘束性义务ꎮ
结论
在 １９７９ 年针对一般业余受众的« 红十字基本原则评注» 中ꎬ〔１４８〕 让

皮克泰警告说:
〔１４３〕
〔１４４〕

见上文“ 条约” 部分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 ＩＣＴＹ) 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ｌａｇｏｊｅ Ｓｉｍｉｃ′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 － ＰＴ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ｌｅ ７３
ｆｏｒ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Ｉ) ꎬ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 ７３.
〔１４５〕

Ｉｂｉｄ.

〔１４７〕

Ｓ.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１４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１４６〕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ｔ ＩＶ (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１４８〕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５ ( 指出« 评注» 响应了“ 需要一个简单、现代的评注ꎬ让这些

原则能够为所有人、尤其是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人所理解” 这一呼吁) ꎮ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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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避免将红十字原则与主要体现在保护战争受害
者的« 日内瓦公约» 中的国际人道法原则混为一谈ꎮ 前者在一
切时期都鼓舞着作为民间机构的红十字的行动ꎻ后者则具有官
方性质ꎬ调整战争时期国家针对其敌人的行为ꎮ〔１４９〕
∙∙∙∙∙∙∙∙
看上去他的提醒在今天同在 ３５ 年多前一样有意义ꎮ 可以理解ꎬ公

正和中立原则不容置疑的道德力量有时会诱使学者高估其在国际法上
的法律地位ꎮ 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案” 中区分善意援助与相当于非法
干涉的援助的愿望同样可以理解ꎮ 然而ꎬ这些倾向都没有将所讨论的这
两个原则转化为ꎬ用皮克泰的话来说ꎬ直接“ 调整国家战时行为” 的规
范ꎮ
但这些原则已经证明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间接效力ꎬ特别是在其
与“ 杜南主义的” 人道组织的互动中ꎮ 按照这些原则提供的援助在国际
人道法上享有特权并受到保护ꎬ承诺遵守这些原则的组织在特定情形下
也可以期待享有特权待遇ꎮ 此外ꎬ国家可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措辞适当
的拘束性决议的狭窄范围内ꎬ直接受到这两个原则的影响ꎮ
尽管本文主张的结论乍看上去很难获得人道事业拥护者的支持ꎬ但
作者认为ꎬ如果更仔细地审视ꎬ那么其结果实际上可能会更加乐观ꎮ 期
待国家完全放弃作为武装冲突时期的反叛乱战略或者国家建设活动一
部分的援助活动ꎬ是不现实的ꎮ 如上所示ꎬ这类援助构成国家在危机时期
的工具包的核心成分ꎬ但它本质上不得不偏离严格的公正和中立原则ꎮ
从知名人道机构的代表针对军事、政治和人道行动之间“ 界限模
糊” 这一趋势所反复进行的呼吁中ꎬ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线索ꎮ 例
如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主席告诉一群主要由北约军事人
员组成的听众ꎬ“ 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军事单位作为战争行动( 或者) 攻
心行动的一部分而分发援助” ꎮ〔１５０〕 但他坚持说ꎬ关键在于“ 这类援助不
〔１４９〕
〔１５０〕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 ６. ( 脚注中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ꎮ

ＭＳＦꎬ “ Ｏｕ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ꎬ 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ｄｏ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 / ｏｕ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ｌｉｍｉｔ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ｒ.

关于原则的问题:公正和中立对于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的法律效力

１３７

应被贴上‘ 人道’ 标签” ꎮ〔１５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代表也曾在多个场
合发表过类似的公开声明ꎮ〔１５２〕

尽管这些评论并非是针对公正和中立原则的法律依据ꎬ但其确认了
需要就这些原则针对当代冲突中的相关参与方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更细
化的理解ꎮ 说它们对所有参与提供援助的参与方具有普遍、统一的拘束
力ꎬ只会造成概念混乱ꎬ以及对那些因其某些活动的性质而无法完全遵
守这些原则的参与方的徒劳指控ꎮ 与此同时ꎬ国家应当避免盗用人道援
助这一术语用于与人道原则不一致的活动ꎮ 无需赘言ꎬ那样做将会破坏
真正的人道活动ꎬ为任意拒绝援助提供借口ꎬ乃至增加人道工作者在武
装冲突期间成为攻击目标的危险ꎮ
作为一个国际法问题而言ꎬ公正和独立原则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但并
未被赋予一般拘束力ꎮ 清楚理解这两个原则的法律范围和影响———尤
其是就国家而言———对于精确设定针对各种不同人道参与方的合法预
期是必不可少的ꎮ 唯其如此ꎬ我们才能推进皮克泰关于澄清国际人道法
概念的呼吁ꎬ与此同时留心索尔费里诺战役的遗产———后者永远提醒我
们ꎬ有原则、有效率的人道行动是何等重要ꎮ

〔１５１〕

ＭＳＦꎬ “ Ｏｕ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ꎬ 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ｄｏ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ｏｐｅｎ￣ｌｅｔｔｅｒ / ｏｕ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ｌｉｍｉｔ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ｒ.
〔１５２〕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ＩＣＲＣꎬ “ Ａｎ ＩＣＲ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ＩＣＲＣ’ ｓ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ｒｓｔｉｅｒ” ꎬ Ｏｓｌｏꎬ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０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６ｄｃｇｒｎ. ｈｔｍ( “ 武装和警察部队不应声称人道行动将会‘ 赢得战争’ ———通
过赢得民心当从事人道性质的活动时ꎬ军队应当明确指出他们是军队” ) ꎻ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ꎬ« 在人道危机中维护人道原则的重要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安杰洛格内丁格尔
( Ａｎｇｅｌｏ Ｇｎａｅｄｉｎｇｅｒ) 的讲话ꎬ里斯本ꎬ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１２１００７. ｈｔｍ ( “ 在提供安全方面ꎬ武装部

队起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ꎮ 他们应努力负担起这些重要职责ꎬ避免将军事、政治和人道行动
∙∙
都加上人道的标签而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 ꎻ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 世界
∙∙
人道主义日———对人道工作者的保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在联合国安理会
的发言ꎬ日内瓦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４ / ０８ － １９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ａ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 ( “ 安理会不应当扮演人道参与方的角色ꎬ
并且人们也不应期待其像人道参与方一样开展活动ꎮ 因为这样有参与方可能进一步模糊政治
与人道职责的区分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