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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人道组织而言ꎬ在实际行动环境中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应用
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等人道原则始终是一项挑战ꎮ 多年来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在这套准则的规制之下循序渐进地开发了一个合理框架ꎬ使一
线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能够在根据这些原则开展行动的同时形成适用于
一线的解决方案和务实方法ꎮ 本文首先介绍了人道原则的历史和发展ꎬ
然后阐释了这些原则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略选择有何影响ꎬ对该组
织通过行动维护武装冲突受难者利益的能力产生了什么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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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雷米拉贝( 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 ꎬ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以来一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行

动指导原则项目负责人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他在纽约国际和平研究院开发了一个新的人道事
务项目ꎮ 此前ꎬ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ꎬ他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工作ꎬ并执行多项
一线任务ꎮ 帕斯卡尔多丹(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 ꎬ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级政策顾问ꎮ 他曾短

期担任自由记者ꎬ后于 １９８５ 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ꎮ 他先后在 ２０ 多个冲突地区开展工作ꎬ
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科威特、高加索和中亚ꎬ担任业务线负责人和保护工作专家ꎬ并管
理战略人力资源改革项目ꎮ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ꎬ他担任瑞士国防部下属反恐部门的高级分析师
和副部长ꎮ ２００７ 年ꎬ他被任命为国际关怀组织( 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行动与机构政策全球安全
主任ꎮ ２０１１ 年ꎬ他重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担任人道行动事务高级政策顾问ꎮ 本文所述观点虽
基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经验ꎬ但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ꎬ不一定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立场ꎮ
∗∗ 刘天佑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兼职翻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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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过去几十年来ꎬ人道援助领域经历了一波扩张与发展浪潮ꎬ并大步
迈向专业化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支撑人道行动的基本原则———人道、公正、
中立和独立也日益见于学术著作中ꎮ〔 １ 〕 这些原则已经得到广泛认可ꎬ
同时各界也基本一致认为它们在人道行动中占据高于一切的重要地位ꎮ
但目前人们依然在不断论辩或探讨这些原则的现实意义、宗旨ꎬ以及如
何对其加以阐释ꎮ
矛盾的是ꎬ这些原则实施难度极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它们已经取得了
成功ꎮ 人道行动从未发生在政治真空之中ꎬ它总是被政治化和工具化ꎻ
但通过强调这些原则的非政治和近乎神圣的性质ꎬ却能够揭示出人道界
内部存在的诸多紧张态势和矛盾ꎮ 当今ꎬ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对这些原则
的阐释存在相互冲突ꎮ 人道界的野心也日益膨胀ꎬ不仅想要应对危机带
来的影响ꎬ还想要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ꎮ 以往接受援助的国家如今自身
的应对能力增强了ꎬ对提供援助的控制欲望也随之增强ꎮ 而且ꎬ援助在
当今的全球治理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以上仅仅是如今这些原则
从根本上受到质疑的部分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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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通常被视为人道原则施行的权威〔 ２ 〕 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
定评估自身对这四项原则的应用情况ꎮ 这四项原则同其他三项原则一
并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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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和 ２０１４ 年年初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七个工作
环境差异极大的代表处开展了深入研究ꎮ 该研究考察了基本原则的应
用方式、应用这些原则时面临的挑战及其对日常决策带来的影响ꎮ 其目
的亦是找出最佳做法ꎮ〔 ４ 〕
本文首先追溯人道原则的发展历史ꎬ介绍当今应用人道原则所面临
的政治挑战ꎮ 本文然后考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中面临的经常性具
体挑战ꎬ反思最佳做法ꎬ并举例说明该组织自身在不同环境中应用这些
原则的方法ꎮ 最后ꎬ本文分享了一些关于人道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人道主
义的相对效用的反思ꎬ从将这些效用看作是仅限于减轻受危机影响者的
苦难这一相对经典的认知ꎬ到认为它是旨在解决脆弱性根源的更具变革
性的方法ꎮ
指导人道行动的伦理和行动框架的历史
大多数人认为ꎬ有组织的现代人道工作可追溯至 １９５９ 年的索尔费

里诺战役ꎮ〔 ５ 〕 亨利杜南看到无数伤员被弃于战场ꎬ濒临死亡ꎬ深感惊
〔２〕

迈克尔巴尼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和托马斯韦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ｅｉｓｓ) 表示:“ 对于很

多人而言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人道主义的定义堪称典范:为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受难者施
以独立、中 立和公正的救济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ｅｉｓ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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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另外三项基本原则是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ꎮ 这些原则是运动特有的原则ꎬ因此本

〔４〕

本研究成果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形成了题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基本原则应用概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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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ꎬ于是动员当地居民不论伤员种族或国籍如何ꎬ均对其实施救护ꎮ 杜
南的这段经历记录在«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６ 〕 中ꎬ推动了 １８６３ 年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成立ꎬ并使 １８６４ 年«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
得以通过———该公约是国际人道法的第一块基石ꎮ

随后几十年来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运动合作伙伴一道ꎬ建立起一

个支撑它们工作的伦理和行动框架ꎮ 这一举动促成了一个世纪之后ꎬ运
动的七项基本原则在 １９６５ 年维也纳第 ２０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上的通过ꎮ 前四项原则———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将对更广泛的
人道领域的规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事实上ꎬ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这些
原则ꎬ并将它们认定为联合国系统国际人道行动的指导原则ꎮ〔 ７ 〕 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和运动对国际人道法和构成人道工作基础的原则这两者
的发展影响极大ꎬ以至于历史学家凯瑟琳戴维斯(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ａｖｉｅｓ)
将它们称为为现代人道活动提供了道德、行动和法律基础的人道界的
“ 宏大叙事” ꎮ〔 ８ 〕 因此ꎬ值得对这些基础按照运动内部对它们的理解做
一番考察ꎮ

伦理基础:作为终极目标的人道
人道行动诞生于索尔费里诺的战场ꎬ其最终及唯一目的是防止和减
轻因冲突或灾害而身处危急环境之人的苦难ꎬ保护他们的生命ꎬ确保他
们的尊严得到尊重ꎬ不因其国籍、种族、政见、意识形态或社会地位而有
所区别ꎮ 这一唯一目标蕴含在人道原则中ꎬ体现了一种道德要求:即只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个体ꎬ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ꎮ « 运动基本原则的
评注»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的作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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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１８６２ 年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ꎮ 该决议规定“ 必须根据人道、中立

和公正的原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ꎮ 直到 ２００３ 年ꎬ独立原则才被认定为人道援助的指导原则ꎬ
并在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写入联合国大会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ꎮ
〔８〕

Ｋ. Ｄａｖｉ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１.

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１４５

者让皮克泰认为ꎬ人道原则是构成人道行动基础的“ 本质原则” ꎬ也是
唯一一个本质上具有深刻道德属性的原则ꎮ〔 ９ 〕 人道原则非常关键———
它应当是使人道援助受助者不会被降为其需求本身的关键所在ꎮ 而且
该原则仅将每个个体看作纯粹的人ꎮ 那么ꎬ从逻辑上讲ꎬ即便人们更多
地将非歧视与公正原则联系起来ꎬ它仍与这一道德要求密不可分ꎬ而且
也是人道原则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ꎮ
此外ꎬ人道行动不仅限于减轻身体痛苦ꎬ保护生命与健康ꎬ它还致力
于维护人的尊严ꎮ 这包括倾听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受难者的倾诉ꎬ尊重
他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敏感问题ꎬ不仅要了解他们的需求ꎬ而且还要
理解他们的恐惧和愿望ꎮ 正是人道行动的这种伦理框架ꎬ解释了为何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运动的合作伙伴多年来致力于与受影响的社区建立
密切联系:只有这样ꎬ他们才能尽可能客观地评估形势ꎮ 多年来ꎬ运动时刻
铭记这一理想ꎬ并总结行动经验ꎬ已经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行动原
则ꎬ使之在混乱且常常极化的局势中实现人道原则所昭示的最终目的ꎮ
实践基础:应对行动挑战的务实方案
如果说人道和公正原则为人道行动设立了道德理想ꎬ提供了伦理框
架ꎬ那么中立和独立原则则是实现人道和公正原则尤为实用的工具ꎮ 正
如让皮克泰所指出的ꎬ这两项原则属于“ 手段的范畴ꎬ而非目的” ———
属于专业精神的领域ꎬ而非伦理范畴ꎮ〔１０〕 这两项原则主要源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最初的现代人道工作者———特别是在冲突局势中工作的人
道工作者———在面临行动挑战时做出的实际应对ꎮ

皮克泰把公正原则称为实质性原则( 一种目的) ꎬ而非像独立原则

和中立原则那样的派生性( 或行动) 原则ꎮ 但公正原则也具有实用的一
面ꎮ 大多数人道组织都一致认为ꎬ公正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歧视ꎬ与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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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７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０１０１７９. ｈｔｍ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
〔１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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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则进而与伦理密不可分ꎻ二是比例性ꎬ规定提供援助时只应依据需
求的严重程度和紧迫性ꎮ 由于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ꎬ比例性
为区分优先事项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且公平的方式ꎮ 因此ꎬ公正在某种
程度上具有实用性ꎮ
中立原则和独立原则实用性极强ꎬ它们唯一目的是使援助和保护项
目能够在政治极化局势中( 如武装冲突) 公正地实施ꎮ 这两项原则本身
并不具有道德价值ꎮ 它们形成于行动实践之中ꎬ目的是促进与冲突各方
的对话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中立表明人道工作不偏袒冲突中的任一方或
支持特定的意识形态ꎬ独立意指自主确定需求ꎬ做出行动决策ꎮ 此外ꎬ这
些概念必须根据具体环境来进行阐释和应用ꎬ故而就这种意义而言ꎬ它
们是相对原则ꎬ而不是绝对原则ꎮ 它们之于某项行动的意义ꎬ取决于特
定方或当局如何看待它们ꎮ 这些原则远非僵化ꎬ亦非教条ꎬ相反可以加
以变通以适应具体环境、适用于多种影响力量ꎬ应对不同群体的敏感问
题ꎮ 但是ꎬ我们之后就会发现ꎬ实施这些原则确实需要严谨和纪律ꎬ并且
还包含相应的代价和局限ꎮ
法律基础:将实践写入国际人道法
１９４９ 年ꎬ当基本原则尚在发展ꎬ且尚未在维也纳的国际大会上获得

通过时ꎬ人道原则 〔１１〕 和公正原则就已经通过« 日内瓦公约» 纳入了国际
〔１１〕

« 日内瓦公约» 在其废弃条款( 共同第 ６３ / ６２ / １４２ / １５８ 条) 中采用了马顿斯条款的变

体ꎬ明确表示如缔约国退约ꎬ其仍应遵守国际法原则ꎬ此等原则系产自文明人民树立之惯例、人
道法则与公众良心之要求ꎮ «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 日内瓦第一公
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ꎬ第 ６３ 条ꎻ«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 日内瓦第二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ꎬ第 ６２ 条ꎻ«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 日内瓦第三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ꎬ第 １４２ 条ꎻ«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
瓦公约» ( 日内瓦第四公约) 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ꎬ第

１５８ 条ꎮ Ｓｅｅ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Ｍｅｒ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Ｃｌａｕｓｅ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ａｎｄ Ｄｉｃ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９４ꎬ Ｎｏ. １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７８ － ８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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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人道法ꎮ « 日内瓦公约» 承认“ 公正的人道团体ꎬ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向冲突之各 方 提 供 服 务 的 权 利ꎬ 无 论 是 国 际 性 冲 突 还 是 非 国 际 性 冲
突ꎮ〔１２〕 人道援助必须公正这一条件在« 日内瓦公约» 的两个« 附加议定
书» 中强化ꎬ其中规定可以开展“ 属于人道主义和公正性质并在不加任
何不利区别的条件下进行的救济行动” ꎮ〔１３〕

将公正原则写入国际人道法ꎬ表明非歧视是一项普遍要求ꎮ〔１４〕 这

也意味着ꎬ对« 日内瓦公约» 缔约国而言ꎬ只要人道行动仅限于给冲突受
难者提供援助和保护( 即人道原则的本质) ꎬ而且“ 不可受任何政治或军
事考虑的影响” ꎬ那么这种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ꎮ〔１５〕 正如凯特麦金托
什(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所说ꎬ即使« 日内瓦公约» 没有明确提及中立和独
立ꎬ“ 不( 直接或间接) 参与敌对行动这一理念依然是« 日内瓦公约» 有关
救济服务的核心” ꎮ〔１６〕

国际法院确认了不干涉的思想ꎬ从而默认中立和独立可作为方法使

用ꎮ 其在 １９８６ 年的一项判决中称:

如果提供“ 人道援助” 的目的是要摆脱成为干涉[ 他国] 内

部事务的谴责ꎬ则该种人道援助不仅要限于红十字所尊奉的行
动目的ꎬ即“ 防止和减轻人类苦难” ꎬ并“ 保护生命和健康ꎬ确保
〔１２〕

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四个« 日内瓦公约» 共同第 ３ 条ꎮ 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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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同第 ９ / ９ / ９ / １０ 条规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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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织从事人道活动” ꎮ
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一附加议定书) ꎬ第 ７０ 条ꎻ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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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６０９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 ( 第二附加议定书) ꎬ第 １８ 条中几乎以相
同措辞确认ꎮ
准ꎮ

〔１４〕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共有 １９６ 个国家批准« 日内瓦公约» ꎬ使其基本获得普遍批

〔１５〕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Ｖｏｌ. １: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ｃｋ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２ꎬｐ. １０９.
〔１６〕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Ｓｔｕｄｙ ４ꎬ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ＨＰ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５ꎬ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ꎬ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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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尊重” ꎬ而且ꎬ尤为重要的是ꎬ还要不加区别地提供给所
有需要援助者而不只是援助[ 一方] 及与其相关的人ꎮ〔１７〕
∙∙∙∙∙∙ ∙∙ ∙∙∙∙∙∙∙
虽然判决中没有提及中立和独立ꎬ但显然该法院认为ꎬ完全只给一
方提供援助构成干涉别国事务ꎬ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道援助ꎮ
当前国际秩序和人道原则面临的挑战
人道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正当性ꎬ这一点已经达成广泛共
识ꎮ 但是ꎬ与任何规范一样ꎬ这些人道原则要面对在实施应用时它们所
处的政治和行动环境的实际情况ꎬ其重要性有时会受到外部事件和进展
的质疑或考验ꎮ 笔者只选取其中几例加以介绍ꎮ〔１８〕
国际秩序的变化:极化与激进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 事件” 及其影响在加深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分裂ꎬ并

使战争的道德正当性———替代战略利益的冰冷算计———重回大众视野
方面扮演了很大一部分角色ꎮ “ 全球反恐战争” 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代
表着“ 正义战争” 的复兴ꎮ〔１９〕 在这种战争中ꎬ敌人就是罪犯ꎬ而针对这样
的罪犯采取的安全或军事行动是正义的ꎮ〔２０〕 与此同时ꎬ有些援助组织
“ 偏袒一方” ꎬ主张人道活动应当通过借助军方拯救脆弱群体或使用各
种稳定策略来恢复和平等方式ꎬ做更多善事ꎬ或促进人类文明ꎮ 这种行
为对其他人道组织构成了威胁ꎮ 在极化严重的环境中ꎬ开展工作的组织
〔１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 ｐａｒａ. ２４３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１８〕

有关当代人道行动所面临挑战的 更深入讨 论ꎬ ｓｅｅ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ｃＧｏｌｄ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ꎮ
〔１９〕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Ｆｌüｋｉｇｅｒꎬ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ｇｕｅｒｒｅｓ ｅｔ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ｊｕｓｔｅꎬ

Ｉｎｆｏｌｉｏ É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Ｇｏｌｌ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ꎻ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ｃｕｅ” ( １９９４ ) ꎬ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Ａｒｇｕ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ｒ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０４.
〔２０〕

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ꎬＬ’ Ｅｍｐｒｉｓｅꎬ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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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有时需要与采取变革策略的组织保持距离ꎬ以便确保能够公正抵及组织
想要援助之人ꎮ
这些人道组织也逐渐开始发现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原则对它们不利ꎮ
比如ꎬ中立有时被视为冷漠或被悬置的道德、放弃变革ꎬ或干脆被看作缺
乏勇气或政治智慧ꎮ 拒绝偏袒一方可以解读为将各方置于道德平等地
位ꎬ因为这样做的组织不会容许自身考虑对暴力行为进行辩护或分担暴
力的责任ꎮ〔２１〕 中立原则的批评者辩称ꎬ按照这种逻辑ꎬ苦难事件是“ 不
可避免的悲剧” ꎬ对其无法采取任何措施ꎮ 但事实恰恰相反ꎬ政治中立的
立场可以使人道组织为所有受难者ꎬ包括国际社会几乎毫无关注的群体
而开展工作ꎮ 正如让 － 埃尔韦布拉多尔( Ｊｅａｎ￣Ｈｅｒｖé Ｂｒａｄｏｌ) 所表述
的恰当观点:“ 人道援助的主要对象是那些自身的生存需求与他人的冷
漠或公开敌意相冲突之人ꎮ”〔２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ꎬ中立并不妨碍其采取措施要求违反国际人
道法之人停止违法行为ꎮ 但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的工作只有在
明确区分诉诸战争权(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和战时法( ｊｕｓ ｉｎｂｅｌｌｏ) 后才可能继
续开展ꎮ〔２３〕 在任何情况下ꎬ某项冲突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均不会受到质
疑ꎬ是否应该在最后一刻实施武装干预拯救苦难者也是如此ꎮ 人道组织
唯一关注的是这些干预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ꎮ
因此ꎬ仅仅是“ 人道干预” 这一概念就会令人混淆为应对危机而开
展的人道行动和政治行动各自的目的和原则ꎬ这令人感到遗憾ꎮ 这种模
糊不清能够导致不幸的误解ꎬ尤其是当某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故意将自
〔２１〕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ｏｕｓꎬＤｅ Ｇａｎｄｈｉ à Ｆａｎｏｎꎬｕｎ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ｘ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ｄ’

ＡｌｇéｒｉｅꎬＧｏｌｉａ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Ｖｉｌｌｅｕｒｂａｎｎｅꎬ２０１２. 对 人 道 原 则 本 身 ( ｐｅｒ ｓｅ) 的 评 论ꎬ 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ꎬｐｐ. １ － ２２ꎮ
〔２２〕

Ｊｅａｎ￣Ｈｅｒｖé Ｂｒａｄｏ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ꎬｉｎ 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 ｅｄ. ) ꎬ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Ｊｕｓｔ Ｗａｒ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４ꎬｐ. ６.
〔２３〕

战时法(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向受难者提供保护和援助ꎬ限制战争造成

的苦难ꎮ 它只着眼于冲突的现实情况ꎬ而不考虑诉诸武力的正当性或合法性ꎮ 反之ꎬ诉诸战争
权(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则是确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ꎮ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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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与此类干预联系起来时ꎬ而且类似误解已经发生ꎮ 此外ꎬ一些宣称救
世且宣称要发起全面战争的激进运动几乎没有给人道行动这一理念留
下任何空间ꎮ 当前由于国际社会仍然无法快速解决冲突ꎬ且危机局势日
益复杂ꎬ一些人道组织跃跃欲试ꎬ想要填补这种社会和政治空白ꎬ有时甚
至取代政府ꎮ
鉴于上述发展ꎬ中立和公正原则———要求人道工作者在政治事务中

不偏袒任何一方ꎬ并一视同仁地向冲突中的所有受难者群体提供保护和
援助———就出现了问题ꎬ有时甚至不能实施ꎮ 如果有人被认为在支持国
际社会所打 击 之 人ꎬ 那 么 援 助 前 者 的 这 一 行 为 正 在 逐 渐 成 为 犯 罪 行
为ꎮ〔２４〕 认为受难者有“ 好” “ 坏” 之分ꎬ且“ 坏” 受难者不能或不应获得救
助的这种观念对人道理念形成了直接攻击ꎮ 在这种观念下ꎬ这些原则将
失去其固有价值ꎬ而无法实施ꎮ
作为西方思想发展成果的原则
对人道原则的另一个常见批评是ꎬ这些原则的基础并非是或不再是
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ꎮ 一些批评者总是迅速指出支撑一些国际文书
的标准存在文化上的局限ꎬ并声称人道工作的有些基础令人费解ꎬ或与
一些非欧洲国家红会的参考框架完全背道而驰ꎮ〔２５〕 这种批评意见的另
一个版本是ꎬ同样的话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表示相同的意思ꎮ
多年来ꎬ各界一直在争论支撑人道原则( 以及概括来说人道哲学)
的价值观到底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ꎮ 由于各国和各国家红十字会已经

〔２４〕

关于援助刑事化和反恐措施对人道行动的影响ꎬｓｅｅ 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ꎬＤｕｓｔｉｎ Ａ.

Ｌｅｗ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ｅ Ｂｒｕｄｅｒｌｅｉｎ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３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６２３ － ６４７ꎻａｎｄ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ｐｌａｔꎬ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ｏｎ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ＯＣＨ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ꎮ 并见本辑« 红十字国际评论» 中 Ｐｈｏｅｂｅ Ｗｙｎｎ￣Ｐｏｐｅ、Ｙｖｅｔｔｅ Ｚｅｇｅｎｈａｇｅｎ 和
Ｆａｕｖｅ Ｋｕｒｄａｎｉ 合写的文章ꎮ
〔２５〕

见本辑« 红十字国际评论» 中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 和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 合写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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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采纳运动的基本原则作为它们民主和透明进程的一部分ꎬ〔２６〕 那么从“ 规
范” 的角度来看ꎬ这些原则无疑是普遍适用的ꎮ 同时ꎬ它们还屡次在各种
决议、条约或其他文书当中得到确认ꎮ〔２７〕 国际人道法也受到了类似批
评ꎬ尽管它包括的各个文书得到了普遍批准ꎮ
当然ꎬ民间社会的观点并不总是与国际承诺一致ꎮ 我们不能回避对
人道原则的道德和哲学审视ꎬ毕竟这些原则的终极目标是应对产生于政
治危机和自然灾害的需求ꎮ 此外ꎬ启蒙运动和更广泛的 １９ 世纪慈善人
道主义的遗留思想受到了严厉批评ꎬ这些思想有时是受到了政治或宗教
动机的激发ꎬ〔２８〕 而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人道主义也源自这些思想ꎮ 受到
批判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其实质内容ꎬ而是因为它们曾在历史的特定
时期被强加于人ꎮ 此外ꎬ对于那些努力增进这些原则接受度的个体或组
织而言ꎬ部分冲突存在的宗教和思想激进化也令他们极为担忧ꎮ
同时还必须记住ꎬ这些概念诞生并采纳于特定历史时期ꎬ而当时的
国际关系显然与今日不同ꎮ 仅仅因为一个全球性政治框架建立在公认
的理想之上并不代表所有民间社会都已经对此达成一致ꎮ 由于这些原
则鼓励使用宗教或哲学参考框架ꎬ主张或重申某些文化特性ꎬ再加上新
的团体出现( 其中有些明显反对这些原则的理念) ꎬ这些原则的普遍价
值自然而然受到质疑ꎮ 有时ꎬ它们甚至被贴上民族中心普遍主义的标
签ꎮ〔２９〕 对人道主义思想展开人类学批评或进行史料编纂大大超出了本
〔２６〕

基本原则在第 ２０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获得通过ꎮ « 日内瓦公约» 缔约国

与运动各组成部分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ꎮ 而且ꎬ« 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８１ 条规定:“ 冲突各方应

给予各自的红十字会以按照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和国际红十字大会所制订的红十字
∙∙∙
基本原则进行其又有利于武装冲突受难者的人道主义活动所需的便利ꎮ” (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
〔２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２００８ / Ｃ ２５ / ０１ꎬＡｒｔ. ２. １ꎻ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２０１２ / Ｃ ３２６ / ０１ꎬ Ａｒｔ. ２１４. ２ꎻ ａｎ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 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ｇａｔｅｗａｙ.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ｍｍｏｎ％ ２０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２０Ｐｏｌｉｃｙ＿０. ｐｄｆ.
〔２８〕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ｏｕｒｎｉｅｒ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ｅｓｔ￣ｉｌ 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ꎬ Ｍｏｔｓꎬ Ｎｏ. ６５: Ｌ ’

〔２９〕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ｏｌｌｉｓꎬ“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ꎬ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ｅ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ꎬ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５.

( ｅｄｓ) ꎬ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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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研究范围ꎮ 然而ꎬ的确有些学者认为某些价值观与其他文化根本格
格不入( 即无法以同一标准衡量) ꎬ或无法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
化当中ꎮ〔３０〕 为数不多的非西方人道主义科学研究〔３１〕 显示ꎬ人道工作的
历史可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很久以前ꎬ并且没有清晰的地理界限区分ꎮ
不过ꎬ在认知人道主义的过程中ꎬ不应低估殖民历史时期的遗留影响ꎮ
上述批评有些言之有理ꎬ尤其是在人道原则未得到理解ꎬ或未能融
入特定团体或社区现有的社会文化框架时更是如此ꎮ 认识到这一事实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便与宗教当局、武装组织和宗教( 尤其
是伊斯兰〔３２〕 ) 人道组织展开密切磋商ꎬ以便创造空间ꎬ探讨人道原则与
其他宗教、哲学和文化参考框架之间的共同立场与交集ꎮ 同时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将这些原则与其行动环境和面临的挑战更紧密
地结合起来ꎮ 比如ꎬ在 ２００９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任独立顾问和研究
员菲奥娜特里(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 就该组织在苏丹和阿富汗的中立原则实
施情况开展内部研究ꎮ〔３３〕 ２０１３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开展了另一项
内部研究( 在本文前言部分提及) ꎬ旨在确定在各种行动环境中适用这
些原则时所遇到的困难ꎮ 另外ꎬ在 ２０１３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英国红十字会在筹备悉尼代表会议时ꎬ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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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Ｍｏｕｓｓａꎬ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ｓ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ｒａｂｉ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５.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ｓꎬ ＨＰＧꎬ ＯＤ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ｎｎａ Ｂ. Ｋｒｅｂｓ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ＨＰＧꎬＯＤ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ꎻ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Ｂｊöｒｎ Ｃｏｎｒａｄꎬ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Ｂｅｒｌｉｎꎬ２００９.
〔３２〕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Ｒｏｎａｌｄ Ｏｆｔｅｒｉｎｇｅｒꎬ“ Ｌ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 ｉｍａｇｅꎬｄｅ 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ｕ

ｔｒａｖａｉ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ｔ ｅｔ ｄ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éｅ” ꎬ ｉ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Ａｂｕ￣Ｓａｄａ

( ｅｄ. ) ꎬＤａｎｓ ｌ ’ ｏｅｉｌ ｄｅｓ ａｕｔｒ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 ｌ ’ ａｃ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ｅｔ ｄｅ ＭＳＦꎬ 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ꎬ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ｔｉｐｏｄｅｓꎬ 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１１. 见 本 辑 « 红 十 字 国 际 评 论» 中 Ｒｏｎａｌｄ Ｏｆｔｅｒｉｎｇｅｒ 和
Ａｂｄｕｌｆａｔａｈ Ｍｏｈａｍｅｄ 合写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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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ＲＣꎬ２００９. 本研究部分结论的相关讨论另见: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８ꎮ

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１５３

国红会展开磋商ꎬ以深入了解各国红会在适用基本原则时所面临的各种
困难ꎮ〔３４〕 同年ꎬ英国红十字会在索马里和黎巴嫩开展了类似研究( 在黎
巴嫩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开展) ꎮ〔３５〕 这些不同的举措表明ꎬ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和运动都清楚地意识到理解这些原则在实际中如何发挥
作用是极为重要的ꎮ
这些研究和交流虽然揭示出人道行动的主要动机存在一定差异ꎬ但
尚未发现对这些原则的解读存在重大文化差异ꎮ 不过很显然ꎬ我们需要
努力了解行动环境ꎬ并相应调整原则的适用ꎮ 在内战或暴力事件中ꎬ由
于政府可能要与多个团体ꎬ包括罪犯开战ꎬ或者是这些团体之间互相争
斗ꎬ所以中立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
情况ꎮ 公正与公平略有相似之处:我们以为自己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公平
或公正ꎬ但当实际应用时ꎬ我们才会发现现实要复杂得多ꎮ 每个案例都
各不相同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环境在历史上就极为复杂ꎬ其
中受难者这一概念也是由集体记忆来确定的:也许如今的弱势群体就与
曾经的刽子手有关ꎮ
有些人认为ꎬ某些冲突只发生在与外界隔绝ꎬ没有参与思想交流的
封闭社会中ꎮ 这种看法在历史和行动层面上完全没有反映出现实ꎮ 相
反ꎬ笔者认为ꎬ拒绝接受人道原则是基于普遍的政治趋势ꎬ更多地体现出
一种意识形态立场ꎬ而非文化立场ꎻ这种观念通常更多植根于政治考量ꎬ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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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而非文化关切ꎮ 战争和冲突是会对受影响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极端事
件ꎬ它们会让人们处于防御状态ꎬ唤起基于身份的民族主义情绪ꎬ不利于
人们包容和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ꎮ
如果正是那些挥舞武器之人的立场大行其道ꎬ而暴力局势引发的致
命后果又毋庸置疑ꎬ那么想要一视同仁援助各方的愿望就难以直截了当
地实施ꎮ 在各个文化背景ꎬ包括西方文化当中ꎬ开展中立和公正的人道
行动都是一项挑战ꎮ 当前针对恐怖主义的争论就清晰表明ꎬ使当局和公
众相信帮助所有受影响之人的这种需要的确存在是多么困难ꎮ 他们往
往很难理解为何向脆弱群体提供援助时不能以政治效忠为条件ꎮ
矛盾的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始终公正的做法存在局限性ꎬ因
为这可能使谈判越发困难ꎮ 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ꎮ 因为如果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做出让步ꎬ仅关注短期实用性ꎬ同意只向一方提供援助的话ꎬ那
么该组织日后被其他方接受并开展行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ꎮ 在叙利亚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在未得到当局批准的情况下开展跨境行动ꎬ因为
该组织认为这样做将使其难以通过谈判来开展此类行动ꎬ从而接触更多
民众ꎮ〔３６〕 但在 １９７９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它在泰国境内开展跨境
行动的决定ꎬ因为在红色高棉控制下ꎬ这是唯一能够援助流离失所人群
的办法ꎮ〔３７〕
即使在一个组织获准客观分析双方人道需求的情况下ꎬ受难者依然
极难接受的是:帮助他们的组织会像帮助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之人那样ꎬ
去帮助那些可能给他们造成痛苦的敌人ꎬ救治伤兵或俘虏ꎮ
例如ꎬ面临武装叛乱的政府一般非常乐意让人道组织在本政府控制
区为它认为忠诚的民众开展工作ꎮ 但如果需要援助和保护的人们身处
叛乱地区ꎬ或被视为抵抗当局ꎬ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ꎮ 在武装团体需
要决定人道援助是否应提供给那些不忠之人时ꎬ情况也是一样ꎮ 因此ꎬ
〔３６〕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 Ｇｏｏｄ’ ｏｒ ‘ Ｂａ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Ｗｅ Ｍｕｓｔ Ｈｅｌｐ

〔３７〕

« 原则面临的初期考验» ꎬ载«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Ａｌｌ Ｗｈｏ Ｎｅｅｄ Ａｉｄ” ꎬ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１５５

在和平时期由律师和政府规定的法律道德与在暴力环境中将这种道德
付诸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ꎮ 这是一项持久的挑战———在各个文化
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ꎮ

人道界的扩张与不断增长的雄心
几年前ꎬ迈克尔巴尼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断言ꎬ国际政治新秩序
已经导致人道行动的政治化和制度化ꎮ〔３８〕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ꎬ但
人道界的确渐渐扩大了其抱负———基于对冲突和其他人道危机更为细
致的理解———并且正在极力拓宽人道行动这一定义的范围ꎮ〔３９〕

长期以来ꎬ人道工作只是个别组织的专属领域ꎬ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波黑战争和其他冲突引发的大规模援助动员标志着转折的出现ꎮ 这一
事件无疑推动了人道界的扩展ꎮ 自那时起ꎬ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便
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ꎮ 这是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以下是其中两个
显著因素ꎮ
第一个因素是考虑到人类的需求及渴望非常巨大ꎬ且极为复杂ꎬ人
们感到人道工作仍然有所欠缺ꎮ 由于缺乏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ꎬ且旷日
持久的冲突日益增多ꎬ必须加强系统范围内的援助应对行动ꎮ 这就导致
在国际社会无法找到外交或军事解决方案时ꎬ人道援助有时会成为一种
权宜之计ꎬ甚或是正在垮台的政府的替代ꎮ〔４０〕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社会ꎬ尤其是捐助者对人道工作规模和质量的期

〔３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 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 ｅｄ. ) ꎬ Ｔｈｅ

〔３９〕

人道行动并没有统一的定义ꎬ但传统观念认为人道行动仅限于满足基本需求的短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０.

行动ꎮ “ 人道援助是在紧急局势发生时和发生后拯救生命、减轻痛苦、维护与保护人类尊严的

援 助 和 行 动ꎮ” Ｏｌｉｖｅｒ Ｂｕ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ｒｒｙ Ｓｍｉｔｈ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ꎬＢｒｉｓｔ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ｐ. １１.
〔４０〕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Ｃ.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ＧＯ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５.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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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激增ꎮ〔４１〕 援助工作者的角色已从救助者转变为医生ꎮ 因此ꎬ仅仅减
轻痛苦及处理即刻影响显然不够———还必须着手处理根本因素ꎮ 必须
捍卫或恢复权利ꎬ打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ꎬ过去的不满必须得到纠正ꎬ逍
遥法外者必须得到制裁ꎮ〔４２〕
联合国制定的综合方法已经从传统维和发展成为全球变革计划ꎬ结
合了治安、恩威并施的稳定策略、建立法治、实施发展项目和提供人道援
助ꎮ〔４３〕 它致力于预测和预防导致武装冲突的问题ꎬ加快在武装冲突后
恢复常态ꎬ并将所有导致脆弱性和促进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因素纳入其项
目当中ꎮ 有时候目标还包括转变发展极度落后的社会ꎬ推动这些社会的
发展ꎬ改变其社会结构ꎬ并偶尔挑战其传统的根基ꎮ
就是在这一领域ꎬ人道援助和进步以及普遍正义的理念交汇到一
起ꎮ〔４４〕 人道努力和改善社会的愿望几乎不可避免的交集减损了满足基
本需求的人道努力ꎮ 此前ꎬ人道工作无论是从哲学理念上还是作为权宜
之计ꎬ即便未与政治势同水火ꎬ也保持了一定距离ꎮ 而随着人道工作逐
渐接近社会和政治工作ꎬ它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摩擦就出乎意料地增加
了ꎮ 社会转型往往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疑似新殖民主义ꎮ 推动进步可能
会丧失信任ꎮ 这一迈向用更具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需求和渴望的重大
转变ꎬ有时会导致在某些本可能最易达成应急响应共识的地方出现排斥
人道努力的情况———少点抱负ꎬ当然可以ꎬ但是也会少一些限制ꎮ 随着人
道活动范围扩大ꎬ在现实中适用独立和中立原则ꎬ并向外界保持这样的形
象就变得更加复杂ꎮ 正如彼得毛雷尔(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ｕｒｅｒ) 所恰当阐释的:
〔４１〕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ꎬｉｎ Ｊｏｈｎ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ꎬＡＬＮＡＰ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ＯＤ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６.
〔４２〕

Ｊｏｅｌ Ｒ. Ｃｈａｒｎｙꎬ “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４３〕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ｆｆ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ꎬＵ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ꎬ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１３ － ２０.

Ｓｐａｃｅ: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ＨＰＧꎬＯＤＩꎬａｎｄ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４４〕

Ｉｂｉｄ.

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１５７

理论上ꎬ我们共同期盼全球和平、共同发展ꎬ共享安全ꎬ我
们也都理解人道行动在应对或预防危机成因方面存在局限ꎮ
然而在实践当中ꎬ我们的经验表明ꎬ在某些最具争议的地区ꎬ能
否紧急援助弱势群体取决于我们能否把人道目标与其他变革
目标分离开来ꎬ无论这些目标是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涉及人权
的目标ꎮ〔４５〕
技术进步
人道工作中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ꎬ如信息收集和分析、数字化( 如电
子现金转账) 和运输( 如无人机) ꎬ给未来某些原则的适用带来了现实的
挑战ꎮ〔４６〕

这些技术的确提升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ꎬ改善了人道应对行
动的效果ꎬ有助于抵及受影响民众ꎬ并与他们沟通ꎮ〔４７〕 通信技术使人道
参与方在不受中间人干预的情况下发送没有扭曲原意的消息ꎬ并接收第
一手信息ꎬ这样可能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ꎮ
然而ꎬ这些技术也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行动模式ꎬ从而弱化人道原
则的应用ꎮ 由于远程操作飞机等新技术常在人道工作者开展行动的部
分地区由武装部队广泛使用ꎬ当局和社区在看到此类装备以后就会将其
与军用车辆联系起来ꎬ从而认为使用这种技术的人道组织不太中立ꎮ 使
用或共享通过侵入性研究技术( 如卫星成像ꎬ众包) 获得的数据也会让
人们质疑人道组织保护其受益人的意图或责任ꎮ 此外ꎬ仅关注有能力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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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楼的演讲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ｗｅｂｃａｓｔｐｅｔｅｒ￣ｍａｕｒ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ꎮ 该演讲在本辑« 红十字国际评论» 中也有摘录ꎮ
〔４６〕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ｒｉｖｅ.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ｆｉｌｅ / ｄ /

０Ｂ６ｖ０７ｋｊａＫＶ￣ｗＴｍＪＤＷＤＮｊＺ０ｃｔＭＨＭ / ｖｉｅｗꎻ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Ｂｌｏｏｍ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ꎬＯＣＨ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００９ꎬ２０１４.
〔４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ｅｉｅｒ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Ｈｏｗ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ꎬ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ꎬ ＦＬꎬ２０１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ａｔｊａＬｉｎｄｓｋｏｖ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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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人群会———事实上( ｄｅ ｆａｃｔｏ) 相对于无法联网的人群而言———造成
歧视ꎬ且因此带来重大的道德偏见ꎮ 最后ꎬ随着人道组织与受助者之间
的关系日益虚拟化ꎬ要将受助者的脆弱性分解成可量化的需求的趋势也
已出现ꎮ 它们都应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道职责ꎬ我们为了与受影
响群体建立紧密关系所做的努力ꎬ以及我们对他们的苦难的全面理解ꎮ
原则性人道行动面临的行动挑战
人道原则不仅因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化和人道界的扩张受到挑战ꎬ
而且从一开始就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人道组织的行动实践中遭
遇了挑战ꎮ〔４８〕 如上所述ꎬ援助工作者往往身处复杂境况之中ꎬ且必须应
付武装冲突固有的政治分歧和激进化态势ꎮ 伦理困境、利弊权衡和与所
有团体展开谈判是人道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而人道原则则是帮助组织顺
利走出这片混乱区域的伦理及实践指南———而不是教条———并且它们
影响行动中的判断ꎮ 尽管这些原则按照人道原则的定义提供了清晰的
道德指南针ꎬ但它们不适用于“ 打对勾” 或“ 一刀切” 的方法ꎮ 它们提供
的是一个框架ꎬ且应用该框架时必须一以贯之( 一贯性能够增强可预测
性ꎬ对建立信任非常重要) ꎬ发挥才智ꎬ富有创意ꎮ 譬如ꎬ内部个案研究清
楚表明ꎬ在犯罪或帮派暴力局势中ꎬ以及更倾向于政治性的冲突局势中ꎬ
各方对中立原则的理解ꎬ以及中立原则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ꎮ〔４９〕
如果发挥才智ꎬ始终如一地适用人道原则ꎬ它们就能为极端环境下
〔４８〕

普遍认为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ꎬ为了政治目的企图操纵和利用人道援助及其指导

原则的行为始终存在ꎮ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 ( ｅｄ. ) ꎬ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ｅｅｃ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ＳｔｅｒｌｉｎｇꎬＶＡꎬ２０１２ꎮ
〔４９〕

例如ꎬ近期通过了一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政策ꎬ规定了该组织在不构成武装冲突的

暴力局势中的角色ꎮ 该政策认识到该组织的“ 中立调解人” 角色在以犯罪为主的暴力局势中存

在局限ꎮ 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 ( ＩＣＲＣ’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６ꎬ Ｎｏ. ８９３ꎬ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７５ － ３０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ｉｃｒｃｓ￣ｒｏｌ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ｖｉｏｌｅ￣
ｎｃ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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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

实施人道援助和保护提供强大指导ꎮ 阿富汗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ꎮ
在阿富汗ꎬ人道原则的一贯适用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在数十年之
久的冲突中始终身处一线ꎬ并跨越多条前线开展工作ꎮ 正如安东尼奥
多尼尼(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２０１０ 年所评述的ꎬ“ 到目前为止ꎬ只有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能够就准入和接受问题与塔利班稳定开展对话” ꎮ 他进一步指
出ꎬ“ 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需要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才
能开展免疫接种活动” ꎮ〔５０〕 然而ꎬ正如菲奥娜特里(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 在关
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的中立性研究中所强调的ꎬ这种在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协助下实现的准入以及对行动的接受———有时还能惠及其

他参与方ꎬ如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ꎮ 事实上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历经大起大落ꎬ包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一名工作人员遭
遇的蓄意谋杀ꎮ 面对这种状况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应用人道原则时必
须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且灵活创新ꎬ“ 向各方证明在冲突中有一个中立调
解人的益处” ꎮ〔５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针对基本原则进行的内部研究发现ꎬ工作人员在

工作过程中面临着许多这样的挑战ꎬ并展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用这
些原则ꎮ 下文讲述的各种挑战和实例展现出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和目
标之间经常上演的激烈斗争ꎮ
人道原则固有的挑战
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人道组织开展行动的实际情况ꎬ就会发现大量
隐藏的困境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它们是人道原则本身固有的困境ꎮ 有时ꎬ
它们可能存在矛盾甚至是完全的冲突ꎮ 人道原则的道德要求正是这种
情况ꎮ 它通过语义演变ꎬ已被用来证明政治和胁迫行动的正当性ꎬ但这
些行动事实上已经损害了人道机构开展工作的能力ꎮ 这种所谓的人道
〔５０〕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５１〕

Ｆ.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２ꎬ Ｎｏ. ８８０ꎬ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５６ꎬ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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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无论是以“ 人道干预权” ( ｄｒｏｉｔ ｄ’ ｉｎｇéｒｅ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５２〕 还
是以“ 保护责任” 的形式〔５３〕 ———都被用来作为军事干预的借口ꎮ 这些军
事行动使( 非武装的) 人道组织更加难以提供公正的援助和保护ꎬ在向
军事干预目标团体的相关群体提供援助和保护时尤为如此ꎮ〔５４〕
这种人道必要还会在援助机构内部引发道德困境ꎬ有损于其他原则
的实施ꎬ从而几乎总是给受影响人群造成不利影响ꎮ 例如ꎬ数年前非洲
之角发生饥荒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诠释公正原则时给自己留下了一定
余地ꎮ 它在反对派控制区承接了一项整修运河的工程ꎬ即便当时它并不
能确定谁会从运河中获益ꎬ而且在监测和评估后果方面能力也有限ꎮ 这
一决定是基于局势的严峻程度做出的ꎬ同时还希望赢得武装团体的信
任ꎬ重启与该团体的对话ꎬ以便改善准入ꎬ并能应对民众的迫切需求———

一切都是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ꎮ 然而ꎬ公正原则做出了这样的“ 折中” ꎬ

却并未像预期那样改善对话和准入ꎬ反而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做法立
下先例ꎬ有可能使其日后难以让他人遵守这一原则ꎮ 相反ꎬ还有一次ꎬ当同
一个武装团体要求自身能够独自派发援助时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暂
停本组织开展的活动ꎮ 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危及了
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ꎬ完全不可接受ꎬ故而是越过了“红线”的行为ꎮ〔５５〕

〔５２〕

法国法学家马里奥贝塔蒂( Ｍａｒｉｏ Ｂｅｔｔａｔｉ) 提出的概念ꎬ可翻译为“ 人道干预权” ꎬ

认为一国在他国出现大规模违反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的行为时有权干预他国内政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ｏ
Ｂｅｔｔａｔｉꎬ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 ｉｎｇéｒｅｎｃ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 ｏｒｄ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Ｏｄｉｌｅ Ｊａｃｏｂ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６ꎮ
〔５３〕

保护责任亦称 Ｒ２Ｐꎬ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其本国人民及全人类免受种族灭绝和其他大

规模暴行的风险的义务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 Ａ / ＲＥＳ / ６０ / １ꎬ第 １３８ －

１４０ 段) 和 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责任的报告( Ａ / ６３ / ６７７) 的规定ꎬ保护责任的三
大支柱是:(１) 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之害ꎻ(２) 国际社会有责任鼓励并帮助各国履行这一责任ꎻ(３) 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适当的外
交、人道主义和其他手段ꎬ保护人民免遭这些罪行之害ꎮ 如果一个国家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ꎬ
国际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根据« 联合国宪章» 采取集体行动保护人民ꎮ
〔５４〕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 ｅｄ. ) ꎬ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 Ｊｕｓｔ Ｗａｒｓ”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４ꎻＢｒｕｎｏ Ｐｏｍｍ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ｙ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０６３ － １０８３.
〔５５〕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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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例清楚地表明ꎬ对单个原则的阐释总是要取决于对其他原则
的阐释ꎮ 即使是解读最基本的原则———人道原则时ꎬ也必须谨记其他原
则和具体的行动环境ꎮ 这些原则提供了指导决策的框架ꎬ但在应用它们
之前ꎬ必须权衡遵守它们的利弊ꎬ同时要考虑民众的最大利益ꎮ〔５６〕 权衡
利弊往往导致短期和长期目标之间出现冲突———到底是要立刻做出妥
协ꎬ拯救生命ꎻ还是坚持一贯作风、维持大家的信任以确保日后该组织仍
然能够拯救生命ꎮ 在面对这样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时ꎬ这些原则就是指
明道路的指南针ꎬ因为用雨果斯利姆(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的话说ꎬ“ 道德两难
困境就是在两个不义行为之间做出选择” ꎮ〔５７〕 应用这些原则的困难之
处就在于应用时需要做出重大( 但不一定令人满意的) 抉择ꎬ需要不断
重新审视ꎬ再三考量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应该参与联合国人道协调机制这一问题ꎬ凸
显了公正原则与独立原则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ꎮ 理论上ꎬ对人道活动进
行协调可以使应对行动的公正性更加广泛地在整个人道界ꎬ在受危机影
响的整个地区中得到体现ꎬ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项目或行动涉及的地
区ꎮ 因此ꎬ与单个组织所能实现的公正程度相比ꎬ协调行动能够使得所
有援助组织的联合应对行动更加公正ꎮ 然而ꎬ在考虑协调行动对于公正
性和有效性的益处的同时ꎬ还必须权衡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即由于与
其他被认为持政治偏见或支持冲突中某一方的团体联系在了一起ꎬ组织
的名誉和外界对它的认知均因此受损ꎮ 这便解释了为何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决定不正式隶属这一群组系统ꎬ〔５８〕 因为加入该系统之后就要向联
〔５６〕

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认为这种困境是两个存在根本分歧的对立准则ꎬ完全不

可调 和ꎮ 一 个 组 织 或 者 以 责 任 伦 理 ( 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 ) 为 导 向ꎬ 或 者 以 信 念 伦 理
(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ｅｔｈｉｋ) 为导向ꎮ 前者是指组织向其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责ꎬ后者是指组织仅向实施
其政策负责ꎮ Ｓｅｅ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ꎬＬｅ ｓａｖａｎｔ ｅｔ 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Ｐｌｏｎꎬ１０ / １８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５.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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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ｒ” ꎬｉｎ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ｓꎬ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 ( ｅ￣ｂｏｏｋ) .
〔５８〕

群组系统系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人道主义改革的一部分ꎮ 群组方法按照部门分类( 如卫

生、避难 或 营 养) 来 协 调 人 道 团 体 工 作ꎮ Ｓｅｅ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Ｈ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ｏｃｈａ. 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ｅ￣ｄｏ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ｓ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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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系统负责ꎮ 而由于联合国系统所扮演的政治治理和维和的角色ꎬ它
在一些冲突中被认为是偏袒一方的ꎮ〔５９〕 不过ꎬ不加入该群组系统并没
有妨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用务实方法ꎬ不断根据使自身行动能力受损
的风险来重新评估协调工作的益处ꎮ 事实上ꎬ在人道原则的指导下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定期会见联合国国家小组成员ꎬ根据当时环境
和相关的有损声誉的风险ꎬ或进行双边交流ꎬ或作为观察员参加群组
会议ꎮ
此外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会根据个案ꎬ来权衡受影响人群获得的
益处与自身声誉受损的风险ꎬ并且迅速制定务实和创新的方法减少上述
风险ꎬ以增强公正性ꎮ 当流离失所人群在一条由多国部队控制但被反对
派包围的道路上寻求避难时ꎬ情况便如上所述ꎮ 多国部队请求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和当地国家红十字会在部队营地设立医疗中心ꎬ满足难民的医
疗需求ꎮ 但委员会和国家红十字会必须拒绝ꎬ否则它们将面临风险ꎬ会
被视作是隶属于多国部队的组织ꎮ 不过ꎬ它们最终决定设立流动诊所ꎬ
可以进出营地ꎬ处理最迫切的医疗需求ꎬ同时确保与反叛组织开诚布公
地进行明确的沟通ꎬ解释做出如此选择及采用这一方式的原因ꎮ
最后ꎬ在特定情况下ꎬ公正原则可能与中立原则发生矛盾ꎮ 例如ꎬ对
公正原则的阐释如果过于僵硬ꎬ可能不利于外界人道参与方对中立程度
的认知ꎬ从而阻碍人道行动ꎮ〔６０〕 正如菲奥娜特里在关于苏丹和阿富
汗的内部研究中所述:
虽然中立这一概念已经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苏丹
一线开展工作期间得到了人们的理解ꎬ但公正还没有得到理

〔５９〕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ꎬ “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Ｐｒｏｘ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ｃｅｓ”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５ꎬＮｏ. ８９１ / ８９２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５３９ － ５５９.
〔６０〕

例如ꎬ在缅甸出现的宗派暴力局势就是这种情况ꎮ 尽管广大佛教团体援助需求少于

穆斯林少数民族ꎬ但后者获得的人道援助还是导致前者对人道组织不满ꎮ Ｓｅｅ Ｄａｎａ ＭａｃＬｅａｎꎬ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ｙａｎｍａｒ’ ｓ Ｒａｋｈｉｎｅ Ｓｔａｔｅ￣Ｗｈｅｒｅ Ａｉｄ Ｃａｎ Ｄｏ ｈａｒｍ” ꎬＩＲＩＮꎬ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９８３５１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ｒａｋｈ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ｗｈｅｒｅ￣ａｉｄ￣ｃａｎ￣ｄｏ￣ｈａ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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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解ꎮ 当双边的需要不同时ꎬ按需分配援助给人一种偏袒的印
象ꎮ〔６１〕
例如ꎬ当人道组织着力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ꎬ而完全忽视了
常住人口的需求时ꎬ不满情绪就可能日益增长ꎬ紧张局势加剧ꎬ从而出现
上述情况ꎮ
在苏丹和其他地区中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努力通过对前线两侧
或敌对族群双方的评估调整人道应对行动ꎬ以满足不同社区的具体需
求ꎮ 然而ꎬ正是由于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人们可能会误解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中立性ꎬ所以他们会特别注意倾听所有社区的意见ꎬ并向社区解
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方式ꎮ 这种通过中立的角度阐释公正的方
式ꎬ既能确保最紧迫的需求得到满足ꎬ又能有针对性地考虑其他社区的
需求ꎮ 否则ꎬ这些社区可能不满ꎬ继而加以阻挠他们认为是偏袒一方的
援助行动ꎬ并可能危及更迫切需要援助的社区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
作人员ꎮ
在具体环境中应用人道原则时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ꎬ人道原则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ꎮ 而其他矛
盾则来源于具体情境ꎬ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灵活应对ꎬ发挥创造力ꎮ
例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研究表明ꎬ鉴于安全考虑和国家或地区当局
施加的限制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能会使用基本原则所容许的回旋余地
来改变其行动方式ꎬ以适应这种环境ꎮ
是否使用武装护卫或者保护措施就是行动环境造成的两难困境的
一个很好的例证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对基本原则的
严格阐释ꎬ实施绝对化政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使用武装保护ꎬ因为在
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中ꎬ这可能被冲突中的一方视为与另一方共谋
或支持另一方的标志ꎬ从而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打击目标ꎮ 出于对
工作人员和行动安全的考虑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依赖于国际人道法
〔６１〕

Ｆ. Ｔｅｒｒｙ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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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的保护性来保护自身ꎬ并依赖于与各方开展
经常性对话( 通过应用人道原则实现) ꎬ以使各方理解、承认并接受这种
保护性ꎮ

但是ꎬ这种禁止使用武装保护的情况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ꎮ 这是在
具体情况下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而做出的妥
协ꎮ 这一违反禁令的决定本身也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做出的ꎮ 武装保
护仅能在非常情况下ꎬ当安全风险由普通犯罪引发时使用ꎬ譬如因为法
律和秩序完全崩溃ꎬ导致暴力犯罪四起时ꎮ 这一决策过程(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总部参与的高层决策) 需要考虑大量因素ꎬ比如冲突各方和受影
响社区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认知存在误解的风险、人道需求的严峻程
度ꎬ以及人道组织根据客观需求的评估来持续提供公正援助的能力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实践研究还表明ꎬ当该组织使用武装保护等例
外措施时ꎬ基本原则依然会继续指导决策过程ꎬ以减轻这一行为对其声
誉和工作能力的潜在影响ꎮ 例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利用
武装保护开展工作时ꎬ会保持低调ꎬ如限制使用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ꎬ以
减少被视为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风险ꎮ 按照同样的方针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尽一切努力ꎬ确保挑选声誉完美的安保公司提供服务ꎮ 在使用武装
保护的过程中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得违反中立原则ꎬ不得被视为冲突
的一方ꎬ且武装保护仅在已经被当地社区接受的前提下用于防范普通犯
罪行为ꎮ
使用武装保护的实例表明ꎬ基本原则是机构制定内部政策的起点ꎬ
并可以指导决策ꎬ确定在何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例外措施ꎮ 一旦采取了例
外措施ꎬ人道原则还将继续指导决策ꎬ确定如何减少潜在影响ꎮ 这些原
则背后的逻辑便由此展现ꎮ 它们有助于确定不可逾越的“ 红线” ꎬ同时
根据危机的复杂性提供务实的行动决策框架ꎮ 归根结底ꎬ正是由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展现出它在应用人道原则时一以贯之ꎬ行为可以预测ꎬ并
能适应具体环境ꎬ才能够在全球的一些最为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 如阿
富汗、刚果、哥伦比亚和伊拉克) 始终身处一线ꎬ并跨越前线开展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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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机构抉择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挑战
其他因素ꎬ如行动选择、战略决策ꎬ甚至组织的性质或宗旨等ꎬ也可
能导致人道组织在实施原则时做出妥协ꎮ 例如ꎬ一个机构决定开展项目
以提高社区的复原力ꎬ这就要求针对同一个行动和战略目标将人道和发
展的行动模式结合起来ꎮ
然而ꎬ正如雨果斯利姆和米丽娅姆布拉德利( Ｍｉｒｉａｍ Ｂｒａｄｌｅｙ)
所指出的ꎬ“ 虽然在很多自然灾害情境下ꎬ复原力战略符合时宜ꎬ没有争
议ꎬ但如果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改善被视为有利于一方而有害于另一方的
话ꎬ那么这些战略将可能有损于武装冲突中人道行动的中立性” ꎮ〔６２〕 对
于肩负多重使命的组织而言ꎬ这种坚持原则与战略和行动抉择之间的矛
盾尤为突出ꎮ 这些组织可能会把紧急人道援助与发展援助或提倡人权
或民主的任务捆绑在一起ꎮ〔６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针对基本原则的应用开展的内部研究表明ꎬ其自
身并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影响ꎮ 有些行动与战略抉择正是经常性挑战
的根源ꎮ 内部研究表明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正、中立、独立的人道行动
能否得到接受ꎬ往往取决于武装冲突的存在和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ꎮ 如
果某局势与武装暴力有关ꎬ急需人道援助ꎬ但又因为该局势并不构成武
装冲突( 如武装暴力犯罪或冲突后局势) 而无法适用国际人道法ꎬ那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若决定在这一局势中开展行动ꎬ就会面临挑战ꎮ 在帮
派与安全部队之间爆发冲突的城市暴力局势中ꎬ人道援助需求可能极
大ꎬ但无论是向打击犯罪团伙的政府当局ꎬ还是向重点关注从行动中捞
取好处的帮派ꎬ解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立性都较为困难ꎮ〔６４〕 在冲
突后局势中ꎬ由于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国家重建和制定中长期发展政策ꎬ
它可能误解公正原则和独立原则ꎮ 此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的挑战
〔６２〕

如引文所示ꎬ对中立性造成潜在影响的ꎬ并非是促进社区复原力的战略ꎬ而是这些战

〔６３〕

同上ꎮ

略的实施方式( 因其使战略看起来具有政治性) ꎮ Ｈ.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Ｍ. Ｂｒａｄｌｅ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ꎬｐ. ７.
〔６４〕

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工作和相关挑战的讨论ꎬ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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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制订与国家发展规划方向一致的针对性方案( 比如关注对当局巩固
和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特定地区的重建和恢复工作) ꎬ同时继续客观
评估民众的需要并独立开展相关项目ꎮ

还有一种情况是ꎬ一个组织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与立即严格应用人道
原则之间出现摩擦ꎮ 例如ꎬ这种摩擦可能来源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
的双重性质———既要开展人道行动ꎬ又要促进国际人道法ꎮ〔６５〕 在特定
环境中ꎬ如果进行援助和保护时将重点放在公正、中立和独立上ꎬ可能会
与促使所在国政府参与国际人道法长期对话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ꎮ 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在行动和战略目标之间取得平衡ꎬ但这种平衡要有
利于整体行动的开展ꎮ 不过这种矛盾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ꎮ 相反ꎬ它迫
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解释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所带来的切实
利益时ꎬ传达一贯信息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这将有助于推进该组织的战
略目标ꎮ
坚持原则的代价
内部研究清楚地显示出ꎬ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工作除了给人道
组织带来挑战ꎬ还有实际和象征性代价ꎮ 应用这些原则代价高昂ꎮ 中立
原则和独立原则———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工作环境中保持公正必
不可少———通常意味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配备自己的物流和运输
系统ꎮ 在其他人道组织使用联合国提供的空运时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
时必须自己包机ꎬ以免让人认为与联合国有关联ꎮ 如果维和力量曾经是
或被认为是冲突中的一方ꎬ或如果与联合国有关联可能损害其他方或社
区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接受度ꎬ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ꎮ〔６６〕 出于同
样原因ꎬ如果公司捐助人的标识可能会影响到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立
和独立的认知ꎬ那么与捐助人磋商ꎬ确定标识是否可见这一过程可能会
〔６５〕

ＩＣＲＣꎬ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Ｉ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ｏｒｋ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 ｐ. 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６６〕

Ｊ. Ｌａｂｂé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９.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９６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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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十分漫长ꎮ 当捐赠品原产地可能在特定国家产生负面认知时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甚至会重新包装部分货物再进行派发ꎮ
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严格应用人道原则ꎬ其自身在参与一些具有
政治或“ 变革” 因素的活动ꎬ如人权运动、冲突预防、维和、重建和发展活
动时也会受限ꎮ 这些活动能够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或防止未来出现危
机ꎬ但它们通常都是政治性活动ꎬ或旨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变革( 并非所有
人都支持、有些人甚至强烈反对) ꎮ 一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卷入这类活
动ꎬ无论理由多么正当ꎬ都将会使其未来的接受度以及行动的开展面临
不可忽视的风险ꎬ并最终阻碍该组织满足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受难者
的中短期需求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尊重这些原则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付
出了代价ꎬ因为它无法施展自身全部的能力制订方案ꎬ以解决冲突的根
源ꎮ
原则之外:关键经验教训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应用基本原则的研究表明ꎬ良好的做法并
不能简化为“ 中立加独立等于公正的人道援助” ꎮ 现实情况要复杂得
多ꎮ 事实上ꎬ一个组织提供公正援助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否在各项相互冲
突的重要事项和观念之间取得平衡ꎬ从而维持人们的信任和被接受ꎮ 例
如ꎬ它必须不断设法应对各种风险ꎬ如被视为与冲突一方、政治当局、引
起争议的意识形态、政治计划ꎬ或任何可能导致摩擦的人或事件有关联ꎮ
与其说找到这种平衡是一门科学ꎬ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ꎮ 万能的公
式或指南ꎬ还有预先制定的活动清单以前从来没有ꎬ以后也从不会出现ꎮ
如果要使这些原则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活力ꎬ并适应相应局
势ꎬ那么在特定情况下必须保持自由裁量权ꎮ 要获得最佳结果ꎬ应用这
些原则就要保持相对一致性ꎬ不仅要充分掌握当前局势ꎬ还要充分了解
全球局势ꎮ
本研究还突出了若干优势、积极特性和良好做法ꎮ 它们使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严格、一致并灵活地应用这些原则ꎬ使其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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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长期( 有时长达数十年) 身处一线ꎬ并接近受影响社区ꎬ同时保持机
敏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ꎮ
多学科方法
内部研究突出强调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广泛的行动所代表的能够
克服特定挑战的宝贵资源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履行
使命ꎮ 其使命分为四个独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１) 保护———通过确保
当局和其他有关团体履行义务ꎬ尊重个人权利ꎬ来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
的生命和尊严ꎻ(２) 援助———满足个体和( 或) 社区在健康、卫生、供水、
营养和经济安全等方面未满足的基本需求ꎻ(３) 合作———协调和利用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在人道工作方面的全部潜力ꎻ(４) 预防———
通过促进国际人道法和其他适用法律ꎬ营造有利于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
的环境ꎮ〔６７〕 这种多学科方法有助于加强基本原则ꎬ尤其是公正原则的
应用ꎮ 事实上ꎬ这种方法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各种
受难者的不同需求ꎬ无论他们是被羁押者、性暴力受害者ꎬ丢失牲畜的牧
民还是与亲人离散的儿童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也为其创造了机会ꎬ与冲突各
方、受影响社区和其他有关团体进行沟通ꎬ 并提供针对性服务ꎮ 菲奥
娜特里在分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的中立时指出ꎬ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由于在塔利班控制区开展医疗活动ꎬ有时被认为与塔利班过从甚
密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向阿富汗警察部队提供急救培训ꎬ并表明给
双方开展这种培训并不会干涉冲突ꎬ从而弱化了这种认识ꎮ〔６８〕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开展的大量活动使之接触到相关各方:在提供援助时接触到
平民ꎻ在规划卫生项目时接触民政当局ꎻ在开展提升国际人道法认识项
目时接触军方和武装团体ꎻ在探视被羁押者时接触监狱当局ꎬ在宣传法
律时接触司法当局等ꎮ
〔６７〕
〔６８〕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５ꎬｐｐ. １４ － １７.

Ｆ. Ｔｅｒｒｙꎬ“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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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关键的机构特质及实践
除了培养遵守人道原则外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在所有开展研究的
国家培养了对于赢得信任以及影响人群来说十分关键的其他做法和特
质ꎮ 这些做法和特质包括透明、保密( 即自由裁量权) ꎬ始终如一、接近
受影响人群和及时应对需求ꎮ 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对于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形象同样非常关键ꎮ 对人道原则———尤其是中立和独立这两个
原则———的坚持不仅关乎外界对组织的认知ꎬ同样也关乎实践ꎮ 通过凸
显这些积极品质ꎬ组织就可以更容易地应用这些原则ꎬ赢得当局、社区和
他人的信任ꎬ塑造好自己的形象ꎮ
在行动环境中ꎬ透明尤为重要ꎮ 即便人道原则的应用是出于善意ꎬ
人道组织依然常常需要应对误解ꎬ甚至是认为行动存在偏见的控告ꎮ 与
有影响力的各方经常性地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ꎬ对于阐明组织的目标、
行动抉择及其面临的限制等极为重要ꎮ
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透明的沟通ꎬ还对说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某
些政策或做法至关重要ꎮ 这些政策或做法有时会遭到批评或误解ꎬ比如
保密性这项工作方法ꎮ 而这种与冲突各方开展的双边保密对话是另一
项关键做法ꎬ能够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持必要的接受程度ꎬ推动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罪犯更加尊重该法ꎬ并获得实施公正的人道援助所需的安
全准入ꎮ〔６９〕 即便对于没有严格遵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密做法的组
织ꎬ在特别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ꎬ也能够
帮助人道组织赢得关键方的信任ꎬ加强对这些组织中立性和独立性的认
知ꎮ〔７０〕
一致性能够增强组织的可预测性ꎮ 基于这一主要原因ꎬ一致性极为
〔６９〕

如欲了解更 多 关 于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保 密 做 法 的 信 息ꎬ 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 Ｔｈｅ

〔７０〕

Ｓｅｅ ＨＰＧ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ꎬ ＨＰＧ

ＩＣＲＣ’ 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２８ꎬ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７. 该政策简报突出了达尔富尔开展宣传与坚持中
立之间的矛盾和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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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致性主要源自它的特定职责ꎬ和它作为国
际人道法捍卫者这一角色( 这赋予了一定的客观性) ꎻ在行动层面ꎬ则源
自与冲突各方和受难者的联系与密切关系( 这保持了其可信度) ꎻ同时
还源自它对基本原则的应用( 这有助于它被视为是完全人道性质的组
织) ꎮ 这三大支柱( 国际人道法、行动和基本原则)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ꎬ有助于维护信任ꎬ进而维持工作人员安全和
人道准入所需的接受度ꎮ
尽管这些做法当中有些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有的ꎬ无法在其他地
方复制ꎬ但所有组织都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透明度ꎮ 这对使原
则得到一贯应用ꎬ确保外界有这样的认知而言ꎬ会大有裨益ꎮ
适应当地环境的重要性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实践的考察表明ꎬ使基本原则适应环境还
意味着确保沟通方法也要符合环境ꎮ 如上所述ꎬ比如在犯罪或帮派暴力
局势中〔７１〕 ꎬ以及更倾向于政治性的冲突局势中ꎬ各方对中立原则的理
解ꎬ以及中立原则的呈现形式是不同的ꎮ 例如ꎬ在某个代表处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开发了一种新型沟通方法ꎬ称为“ 中性词汇法” ꎮ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代表们需要辨别出诸如“ 职业杀手” 和“ 贩毒团伙” 这样充满敌
意的词语ꎮ 仅仅使用这些词都可能会被他人ꎬ尤其是一些犯罪集团认为
说话人对他们持有偏见ꎮ 在此情况下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绝对
不使用这些词语ꎬ而是选用比较中性的词语ꎬ如“ 有组织的暴力集团” ꎮ
尽管看起来主要是表面修饰ꎬ但这种在中立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微妙的沟
通转换ꎬ却极大地促进了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ꎬ使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行动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ꎬ改善了人道准入ꎬ并增强了联系社区并
满足其需求的能力ꎮ
黎巴嫩红十字会采取了类似的方法ꎮ 鉴于黎巴嫩紧张的宗教形势ꎬ

〔７１〕

关于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种局势中的角色的深入描述ꎬ包括关于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中立性的简要讨论ꎬ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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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鼓励志愿者使用不含宗教内涵的中性昵称ꎮ〔７２〕 这种做法提升了
社区对志愿者的接受程度ꎬ增强了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能力ꎮ
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而言ꎬ它已经制订了加深了解地方和国家
文化、习俗和规范的方案ꎬ以便发现与国际人道法的相似之处和重合领
域ꎬ更好地理解基本原则的普遍性ꎬ对基本原则能否在当地引起共鸣有
更清楚的认识ꎮ 阿尔及利亚曾举办了一场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 Ｅｍｉｒ
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与国际人道法国际学术研讨会ꎬ探讨了这位 １９ 世纪的领导
人对国际人道法的贡献以及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原则ꎮ〔７３〕 几年前ꎬ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索马里代表处查阅了含有与国际人道法规则相似原则的
“ 免受袭击” ( Ｂｉｒｉ￣ｍａ￣Ｇｅｙｄｏꎬ索马里习惯规则汇编) 和伊斯兰教法ꎮ〔７４〕

诸如此类的举措旨在把人道行动的法律和行动框架置于当地情境之中ꎬ
从而加深对这些国家的理解ꎬ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在不改变法律框
架实质内容的前提下调整它要传达的机构和行动信息ꎮ
最后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内部研究表明ꎬ当地环境还要求调整人
力资源ꎮ 招聘具有种族或宗教代表性的工作人员加入ꎬ有助于体现组织
的中立性和公正性ꎮ 对于国际工作人员来说ꎬ同样如此ꎮ 通常认为外派
至他国的工作人员在某一特定局势中参与程度较低ꎬ因而更容易保持中
立形象ꎮ 然而ꎬ在有些情况下ꎬ人员的多样性也可能阻碍组织的工作ꎬ如在
一名外籍工作人员的祖国卷入冲突或在冲突中拥有既得利益的情况下ꎮ

〔７２〕

Ｓｏｒｃｈａ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Ｌｅａｃｈꎬ “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５ꎬ Ｎｏ. ８９０ꎬ

２０１３ꎬｐ. ３０２.
〔７３〕

ＩＣＲＣꎬ“ Ａｌｇｅｒ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 ｏｎ Ｅｍｉｒ 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ＨＬ” ꎬ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ｏ. １３ / ９８ꎬ ２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２７ － ａｌｇｅｒｉａａｂｄｅｌｋａｄｅ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
〔７４〕

ＩＣＲＣꎬ “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 ꎬ １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ｕ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ａｒｍｅｄ￣ｇｒｏｕｐｓꎮ 在太平洋 地 区 进 行 过 类 似 演 习: ＩＣＲＣꎬ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ｍ:Ｗａｒｓ ｏｆ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ꎬ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ｗａｒｓ￣ｏｆ￣ｄｉｇｎｉｔｙ￣ｐａｃｉｆｉｃ － ２００９. ｐｄ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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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道原则看似简单明了ꎬ而在现实情境中充分应用它们却较为困
难ꎬ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ꎮ 实施这些原则的过程与其说是一门科
学ꎬ不如说是一门艺术ꎮ 适用人道原则意味着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对它们进行解读ꎮ 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几十年的经验ꎬ但在冲突
或其他暴力局势中提供援助和保护时ꎬ它仍然面临各种矛盾和困境ꎬ有
时甚至遭到断然拒绝ꎮ 善意和细致的规划不一定能保证产生积极的
结果ꎮ
最终决定人道组织能否展开行动的是各参与方ꎮ 真诚善意地适用
人道原则并不能保证人道组织在所有情况之下都能被各方接受、获得准
入或安全保障ꎮ 此外ꎬ在决定胜败、区分正义的战斗员与罪犯、确定合法
参与方与非法参与方的冲突事件中ꎬ试图在平等基础上为所有受难者提
供服务ꎬ本身就存在困难ꎮ 事实上ꎬ一些公开具有党派倾向的组织在其
支持方控制的区域内开展行动可能比原则性强的组织更自由ꎬ因为控制
该区域的当局可能会热情迎接他们的到来ꎮ 不过ꎬ要是在其他交战方控
制的区域或跨越前线提供援助或保护的话ꎬ这种组织的能力就不太可
靠了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ꎬ其传统方法同样有更多的战略性局限:
由于坚持原则的人道行动并不是为了解决冲突或人道危机的根源ꎬ因而
有时很难兼顾使国家或社区从危机中获得恢复所需的发展方法ꎮ 人道
原则不适应旨在创造更美好社会的变革式人道主义理念ꎮ
有时ꎬ在极端情况下ꎬ使用联合国正当授权的强制行动以拯救民众
或许也是必要的ꎮ 但是ꎬ任何人道组织一旦与此类行动联系在一起ꎬ以
后就可能无法在相同环境下长期开展行动了ꎮ 切实致力于遵守和应用
人道原则的组织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的做法带来的局限性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倡导对各种工作方式增进认识ꎬ加深尊重ꎬ如有
需要ꎬ则对其进一步区分ꎬ以利用它们之间能够互补的做法ꎮ ( 在撰写本
文之时) 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的话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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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原则( ｍｏｄｕｓ ｏｐｅｒａｎｄｉ) 并不适
用于每个人ꎮ “ 中立、公正和独立” 不是解决所有问题或应对
所有局势的方案ꎬ但在特定情况下却有所助益ꎮ 它表明需要开
展各不相同、相互补充且各自独立的活动ꎬ并发挥各自的作用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保持其原则性立场ꎬ这并不是排除他
人参与到和平建设和人权工作中来ꎮ 然而ꎬ我们需要进行区
分ꎬ且不应混淆这些不同的方法ꎮ〔７５〕
人道原则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看起来ꎬ人道组织未来工作的环境
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形式ꎬ相关需求和受众的脆弱性也会如此ꎮ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人道工作的愿景ꎬ及该组织认为是道德、有效、相关和正当的
行为也必然会不断演变ꎮ 冲突的新形式将使人道组织寻求有相关性的
适用人道原则的新策略ꎮ 无疑ꎬ这些变化会像过去五十年发生的所有变
化一样使人道原则经受检验ꎮ
除提供用 于 这 项 工 作 的 合 适 工 具 外ꎬ 人 道 原 则 也 代 表 着 一 项 抱
负———即愿意超越纯粹的效用和功利ꎬ提醒我们即使悲惨的境遇令我们
对人道原则产生怀疑或否认ꎬ我们仍有可能遵守人道原则ꎮ〔７６〕 笔者确
信ꎬ支撑人道原则的价值观在未来危机中将会变得更加具有相关性ꎮ 同
时ꎬ笔者呼吁所有组织在各自施展抱负的范围内ꎬ及其落实这些原则的
相应能力或意图方面更加诚实和透明ꎮ 的确ꎬ虽然已经证实在受危机影
响的特定地区ꎬ人道原则对公正应对紧急需求大有裨益ꎬ但如果人道参
与方的目标更倾向于变革ꎬ那么这些原则的局限很快就会显现出来ꎮ

〔７５〕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ｕｒｅｒꎬ “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 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ｇｉｖｅｎ ａｔ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Ｓｅ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 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ｌｎａ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９５８２.
〔７６〕

关于这一点ꎬ不妨重温: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ꎬＲａｃｅ ｅｔ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ꎬＤｅｎｏëｌ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９ (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５２) ꎬｐｐ. １９ － ２６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