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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九个不同国家红十字会的实例ꎬ说明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在当今多元化环境中如何得以适用ꎮ 研究发现ꎬ这些
基本原则不仅仅是抽象概念ꎬ事实上还是发起和实施各种项目( 尤其是
在困难局势下) 的实用工具ꎮ 无论是在冲突局势还是和平环境中ꎬ基本
原则都有助于更好地接近受助者ꎮ 强有力的领导层是确保这些原则得
以应用的重要因素ꎬ在中立原则受到挑战时尤为如此ꎮ 最后ꎬ所有七项
原则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时共同发挥作用ꎬ为项目增添力量ꎮ
关键词: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ꎻ基本原则ꎻ国家红十字会ꎻ原则
的应用ꎻ志愿者ꎻ领导层ꎮ
公正原则意味着你必须倾听和观察ꎬ而不做出评判ꎮ 你无
需提出建议或试图改变他人ꎮ 我经常用到这个原则ꎮ〔 １ 〕
这里的极端分子不接受人道———人道原则ꎮ〔 ２ 〕
∗ 阿梅莉亚Ｂ. 基亚兹( Ａｍｅｌｉａ Ｂ. Ｋｙａｚｚｅ) ꎬ英国红十字会人道政策高级顾问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她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ꎬ此后一直为红十字运动和非政府机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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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马ꎮ 采访在社会关怀中心工作的红十字志愿者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亚洲某地ꎮ 采访在那里工作的灾害管理同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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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以下简称运动) 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ꎬ及 １８９ 个国家红十字会( 撰写本文

时的国家红十字会数) 组成ꎮ 而将运动在各国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一个
因素就是遵守运动的基本原则ꎮ 七项基本原则于 １９６５ 年在维也纳达成
一致ꎬ旨在指导运动在应对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备灾和
担任政府人道工作助手等方面的各项工作ꎮ〔 ３ 〕
七项基本原则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ꎮ 各
项基本原则的定义参见表 １ꎮ
表１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

人道

本着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地伤者的愿望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通过
其国际上和各国内部的力量ꎬ尽一切努力防止和减轻人类遭受的疾
苦ꎬ且不论这些疾苦发生在哪里ꎮ 本运动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ꎬ
并确保对人的尊重ꎮ 它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
久和平ꎮ

公正

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见不同而有所歧视ꎮ 它只
根据人们的需求来尽力减轻其疾苦ꎬ并优先帮助最急需帮助的人ꎮ

中立

为了维持各方的信任ꎬ本运动不会在敌对行动中支持任何一方ꎬ任何
时候都不会参与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ꎮ

独立

本运动是独立的ꎮ 虽然各国红十字会要辅助本国政府提供人道服务ꎬ
并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ꎬ但它们必须始终保持独立ꎬ以便在任何时候
都能按照运动的原则来开展工作ꎮ

志愿服务

本运动提供志愿救济服务ꎬ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ꎮ

统一

任何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ꎮ 它必须面向所有人并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ꎮ

普遍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ꎬ在本运动中ꎬ所有红十字会均
享有平等地位ꎬ负有相同的相互帮助责任和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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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前四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已经被更广泛的

人道团体( 包括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和人道捐赠方) 所接受ꎬ作为指
导其工作的人道原则ꎮ 这些原则在 １９９４ 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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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纳(１９９４ 年« 行为守则» ) ꎬ得到
广大利益相关方的广泛认同ꎮ 这些原则还被写入 １９９１ 年联合国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２００３ 年« 良好人道主义捐
助做法 原 则» ( Ｇｏｏ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ｏｎｏｒｓｈｉ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４ 〕 、 全 球 计 划
(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５ 〕 以 及 « 欧 洲 政 府 间 共 识»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ꎮ〔 ６ 〕 过去十年间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人道原则( 和“ 基本原
则” ꎬ见下文) 的文献ꎮ 但是ꎬ来自人道界和学术界的文献多论及这些原
则面临的挑战以及涉嫌违反原则的情况ꎬ较少涉及这些原则的应用及
影响ꎮ
大多数文献论及政府、捐赠国、联合国安理会、恐怖分子以及反恐机
构等的行动所带来的挑战ꎮ〔 ７ 〕 人道原则的重要性主要是被看作普遍价
值观的体现ꎬ而不是实用工具ꎮ 但是ꎬ本文中的案例分析表明ꎬ国家红十
字会在日常工作中运用了这些基本原则ꎮ 这些原则在获得准入机会、确
保工作重点是最为脆弱的群体ꎬ并激励工作人员———特别是志愿者———
参与困难工作方面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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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红十字会“ 践行基本原则” 项目
多年来ꎬ英国红十字会率先开展“ 践行基本原则” 项目ꎮ〔 ８ 〕 “ 践行

基本原则” 项目的宗旨ꎬ就是更好地记录基本原则应用的方式ꎬ从而进一
步鼓励运用基本原则ꎬ并加深对它们的理解ꎮ 该项目旨在考察基本原则
在哪些方面有助于增加人道准入机会ꎬ提高人道应对的覆盖范围和质
量ꎮ 在此过程中ꎬ英国红十字会的目的是学习国家红十字会如何创造性
地运用基本原则ꎬ来加强其人道应对ꎬ并更好地惠及脆弱人群ꎮ
之所以启动该项目ꎬ是因为目前缺少系统性收集的案例ꎬ来回答应
用人道原则( 尤其是基本原则) 到底指什么这一问题ꎮ 同时ꎬ运动没有
积累并建立关键的证据库ꎬ无法与决策者分享基本原则如何发挥作用ꎮ
基本原则对于获得准入和保护人道工作至关重要ꎬ在一些具体危机中ꎬ
还有全球性的平台上ꎬ这一点不断得到确认ꎮ〔 ９ 〕 这些原则旨在作为人
道行动的工具ꎬ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如何运用这些原则ꎬ尤其是运
用之后会有怎样的效果ꎮ 可能运动并未积极主动地提供充实有力、经过
评估的证据ꎬ来证明这些基本原则如何发挥作用ꎬ为何能发挥作用 以及
∙∙∙∙∙∙ ∙∙∙∙∙∙∙
实际效果如何ꎮ 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确立从多个国家红十字会的经验
∙∙∙∙∙∙
中吸取的教训ꎮ 笔者的研究以索查奥卡拉汉( Ｓｏｒｃｈａ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
莱斯利利奇( Ｌｅｓｌｉｅ Ｌｅａｃｈ) 和简巴克赫斯特( Ｊａｎｅ Ｂａｃｋｈｕｒｓｔ) 针对黎
巴嫩红十字会和索马里红新月会进行的早期运动案例研究为基础ꎮ〔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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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构建证据库:方法论
本文和支持本文的“ 践行基本原则” 项目使用定性方法来累积更多
运用基本原则的证据ꎮ 证据的类型各不相同ꎬ质量有所差异ꎮ 部分内容
以前曾公开发表并经过同行评审ꎬ如黎巴嫩〔１１〕 和索马里〔１２〕 的案例研
究ꎮ 其他证据来自对不同国家红十字会项目工作的评估ꎬ如肯尼亚〔１３〕
和乌干达ꎮ〔１４〕 还有一些证据来自对国家红十字会从业者的采访ꎬ如对
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和北爱尔兰的研究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采访通过一
组问题展开ꎮ 接下来采访反复进行ꎬ使研究人员能够探索出当地采用方
式的差异ꎮ
英国红十字会“ 践行基本原则” 项目还借鉴了运动内部的研讨会、
咨询和培训材料等文件ꎮ 部分研究源自“ 安全行动框架” 项目ꎬ包括其
背景分析方法ꎮ〔１５〕 在描述来自运动的证据开篇前是一篇来自更广泛的
人道领域和学术界的文献综述ꎬ其中分享了关于应用人道原则实用方法
的证据ꎮ
本文汇集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切身体验以及其他证据ꎬ以说明以
下观点:
•基本原则是获得准入机会和启动针对新脆弱群体的援助项目的
〔１１〕

Ｓ.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１３〕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Ｋｅｎｙａ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２〕

Ｓ.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Ｊ. Ｂａｃｋｈｕｒｓ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ｅｎｙａꎬ２０１３ꎻＳｔｅｖｅｎ Ｈｏｇｂｅｒｇꎬ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Ｋｅｎｙ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ａｎａ Ｄｅｌｔａ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２０１４ꎻ Ｇｕｒｖｉ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ｈꎬ ＣＲＣ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ａ Ｄｅｌｔａꎬ Ｋｅｎｙａ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２０１３.
〔１４〕

Ａｍｅｌｉａ ＫｙａｚｚｅꎬＰａｕｌａ Ｂａｉｚ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ｍ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ꎬＢＲＣꎬ２０１３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Ｇａｌｐｅｒｉｎꎬ Ｆ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ꎬＵｇａｎｄａꎬＢＲＣꎬ２０１１.
〔１５〕

黎巴嫩和南非研究由“ 安全行动” 项目的具体案例研究组成ꎮ “ 安全行动框架” 是国

家红十字会使用的一种工具和方法ꎬ用以提升它们的接受度、保障它们的安全ꎬ并接近脆弱群
体和社区ꎮ Ｓｅ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ｓａｆｅｒａｃｃｅｓｓ.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７９

实用工具ꎬ因为它们切合实际ꎬ所以它们是有用的工具ꎮ 这些原则并不
抽象ꎻ相反ꎬ依据这些原则可以采取各种行动ꎬ做出不同决策ꎮ 这些原则
使得运动特点鲜明ꎬ同时提出了面对现实压力时的独特挑战ꎮ
•这些基本原则不只是在冲突局势中发挥作用ꎮ 事实证明ꎬ国家红

十字会无论是在应对冲突、移民问题、监狱探视、减少灾害风险ꎬ抑或只
是在向新的社群推介红会时ꎬ这些原则都能发挥作用ꎮ
•在根据基本原则的路线组织国家红十字会时ꎬ尤其是中立原则受

到挑战时ꎬ领导层举足轻重ꎮ “ 付诸行动” ꎬ并根据基本原则的路线做决
策非常重要ꎬ可能会在改善准入和增进认可方面产生显著效果ꎮ

•所有七项基本原则共同发挥作用ꎮ 在许多方面ꎬ运动是由志愿服

务原则来被定义的ꎮ 约 １７００ 万志愿者开展着定义运动性质的大部分行
动ꎮ〔１６〕 基本原则发挥着激励志愿者的作用ꎬ并把他们的行动与更广泛
的运动以及运动历史联系起来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ꎮ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来开展工作很重要———运动的合作伙伴在承

认彼此的比较优势和劣势的情况下通力合作ꎬ或未雨绸缪ꎬ使许多优秀
的举措得以实施ꎬ并渡过了许多难关ꎮ 这是对普遍原则的践行ꎮ
人道领域关于应用基本原则的文献
近期ꎬ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一些文献试图从七项或者其
中四项人道原则的运用中总结经验教训ꎮ 例如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 ２０１１ 年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ꎬ调查使工作人员能够在艰难的人道
行动中坚守岗位继续援助ꎬ而不撤离的方法ꎮ 在与 １３００ 多名人道工作
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决策者进行访谈后ꎬ作者发现ꎬ根据开展行动的人
员反映ꎬ人道原则在行动层面的确能够发挥很大作用ꎮ 大约 ９４％ 的受
访者表示如果外界认识到我们的中立性ꎬ那么这会对行动的安全有非常
〔１６〕

ＩＦＲＣ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ꎬ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ｅ￣

ｄｏ /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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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的影响ꎬ他们“ 强烈同意人道原则作为行动工具能够有效改善他们
自身的安全” ꎮ〔１７〕 在受访者看来ꎬ不尊重人道原则被认为是导致危险的
第三大因素ꎮ〔１８〕

报告结论认为:要想说服交战各方在冲突期间接受并允许人道准
入ꎬ人道原则依然是基础ꎮ 文章作者还补充道ꎬ为当地和国家工作人员
开展人道原则培训ꎬ让他们理解行动的价值ꎬ并向国际社会传递这种价
值ꎬ都是极为重要的ꎮ〔１９〕
尤利娅 久 科 娃 ( Ｙｕｌｉａ Ｄｙｕｋｏｖａ) 和 保 利 娜  舍 特 屈 蒂 (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Ｃｈｅｔｃｕｔｉ) 撰写了一篇文章ꎬ探讨“ 反饥饿行动” ( ＡＣＦ) 组织在冲突中运

用人道原则的经验ꎮ 该组织根据组织章程和行动原则———包括不歧视、
自由直接接触受害者、专业性和透明原则ꎬ明确拥护该四项人道原则ꎮ
文章作者探讨了这些原则所面临的不同挑战ꎬ例如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确保不受捐赠者政治议程的影响而保持独立ꎬ以及面对地方实权人物的
反对时保持坚定立场ꎮ〔２０〕 此类针对挑战以及在应对中采取的实际行动
的考察有利于其他机构理解和领会在类似情况下该如何应对ꎮ
英格 丽 德  麦 克 唐 纳 ( Ｉｎｇｒｉｄ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和 安 杰 拉  瓦 伦 扎

( Ａｎｇｅｌ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 为挪威难民理事会在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基斯
坦和南苏丹等国开展了一系列实地研究访问ꎬ考察人道原则是否得以运
用以及具体运用情况ꎮ〔２１〕 他们发现ꎬ据受访者所言ꎬ运用人道原则的确
使援助能够更好地惠及受众ꎬ当这些原则被用来强调非歧视( 中立) 和
关注最脆弱人群( 公正) 时尤为如此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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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７.

〔２０〕

Ｙｕｌｉａ Ｄｙｕｋｏｖａ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ａ Ｃｈｅｔｃｕｔｉ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ＯＣＨＡꎬ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ꎬ４６ꎮ
〔１９〕

Ｉｂｉ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ＣＦ’ 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 Ｆａ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２０１３.
〔２１〕

Ｉｎｇｒｉｄ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ꎬ “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ｂ: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ＨＰＧ( ＯＤＩ) 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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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采访发现ꎬ人道原则通过帮助与社区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政治谈判、
帮助拟订与政府和地方当局建立信任的协议ꎬ提供与割据一方的武装团
体进行谈判的基础ꎬ并帮助防止援助被转用或挪用ꎬ从而支持谈判的开
展以及被接受策略的实施ꎮ
作者得出结论ꎬ通过清晰简明的内部指导ꎬ改进的和有相关性的培
训ꎬ以及将原则融入到监督、评估和合规框架中ꎬ这些组织能够大幅提升
其对原则的一贯应用ꎮ 作者同时强烈建议加强对个人与集体机构的需
求评估ꎮ〔２２〕
就运动内部提供的有关基本原则运用情况的证据而言ꎬ除了上面所
引用的索查奥卡拉汉及其同事开展的工作以外ꎬ还有菲奥娜特里
(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运用中立原则所做的考
察ꎮ〔２３〕 特里描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在一起悲剧发生后ꎬ通过继
续进行监狱探视ꎬ倡导人道待遇ꎬ就准入进行了再次谈判ꎮ 此外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还资助了通过出租车司机网络维护的一系列卫生站ꎮ 该项
目后期为生活在反对派武装控制区的人们开展的急救培训以及为人质
行动展开谈判ꎬ进一步拓展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运作的人道空间ꎮ 尽管
仍然存在日常安全挑战ꎬ但特里总结称:“ 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并非是一种
道德立场ꎬ而是迄今能够找到的ꎬ为我们获准惠及需要人道援助的人们
进行谈判的最有效的谈判基础ꎬ无论有需求之人身处何方ꎮ”〔２４〕

〔２２〕

同上ꎮ 该报告还就改善有原则的人道应对( 或者说不要妨碍这种应对) 向捐赠方和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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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提出了大量建议ꎮ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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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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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红会对基本原则的运用〔２５〕
我们正在努力理解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当中ꎬ红十字到
底意味着什么ꎮ〔２６〕
基本原则作为切实可行的出发点
基本原则作为运动所有应对工作的基础ꎬ为参与提供了出发点ꎮ 如
以下采访所示ꎬ这些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在文化上中立且可靠的沟通方
式ꎮ 一个国家红十字会如欲得到大家的认可ꎬ并接近最脆弱群体ꎬ那么
这些原则就成为说明其身份、目的以及优先事项的平台ꎮ 当国家红十字
会试图进入一个新社区时ꎬ这一点尤其重要ꎮ
对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肯尼亚同事的采访表明ꎬ基本原则常常
是与社区或当局进行首轮讨论的内容的一部分ꎮ 基本原则是所有运动
成员身份的关键要素ꎮ 这使得该组织能够基于新的脆弱性评估报告开
展重要工作ꎮ 同时ꎬ能够确保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坚持某些行为标准ꎮ
二十多年前ꎬ加拿大红十字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脆弱性与能力
评估ꎬ发现加拿大土著群体未能充分享有当局提供的服务ꎬ且多项脆弱
性指标位居前列ꎬ例如ꎬ极易遭受洪水与雪灾、缺乏游泳和自我保护措施
知识、酗酒比例高、极易遭受暴力和伤害、健康问题ꎬ以及与其他群体相
比儿童被送入养育机构的比例高ꎮ
管理层决定聘请新员工以使土著社区能够更多获得加拿大红十字
会的援助ꎬ特别是预防暴力的方法ꎮ〔２７〕 此外ꎬ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课程
〔２５〕

这篇文章没有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运用基本原则问题进行深入探讨ꎮ 有关内容见

〔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德里 / 伦敦德里ꎮ 红十字招聘经理专访ꎮ

ＪéｒéｍｉｅＬａｂｂé 和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 在本辑« 评论» 中的文章ꎮ
〔２７〕

加拿大红十字会利用一项名为“ 尊重教育” 的预防教育与能力建设项目ꎬ来处理暴

力和 虐 待 问 题ꎮ 有 关 这 种 方 法 的 更 多 信 息ꎬ ｓｅｅ: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ｃａ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ａｎｄａｂｕ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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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和培训资料也得到了全面修订ꎬ以使其更具针对性ꎬ并更加易于被这些
社区接受ꎮ
暴力 和 虐 待 预 防 项 目 国 家 原 住 民 顾 问 谢 利  卡 迪 纳 尔 (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称基本原则是向社群推介加拿大红十字会所必不可少的:

我的使命就是践行基本原则ꎮ 我运用这些原则ꎬ人们就可
以清楚地知道要对我抱有哪些期待ꎮ 我介绍这些基本原则ꎬ同
时说明这些原则是我工作的指导方针ꎮ 我讲到中立原则ꎬ人们
都很感兴趣ꎮ 这是听众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ꎮ 他们想要听听
中立到底是什么意思ꎮ 我想这是因为很多原住民与国家之间
的事务具有政治对立的特征ꎬ而中立( 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新
观念ꎬ将我们与其他组织明显区分开来ꎮ〔２８〕
在向这些社群推介加拿大红十字会时ꎬ卡迪纳尔使用一种工具ꎬ把
基本原则展示为主线ꎬ与原住民业已接受的原则交织融合( 见图 １) ꎮ 这
表明ꎬ基本原则是道德原则体系良性循环的一部分ꎬ各原则彼此相互契
合、相互支撑ꎬ但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ꎮ
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运用ꎬ基本原则直接支持将援助送达脆弱社群ꎬ
并赢得他们的接纳ꎮ 在过去 ２５ 年里ꎬ在全国大约 ７５０ 个土著社区中ꎬ加
拿大红十字会同其中近半数———约 ３００ 个社区开展工作ꎮ〔２９〕
基本原则不是只在受冲突影响的局势中才有用武之地
大多数来自运动外部的文献都提及在冲突局势中或在有冲突风险
时运用人道原则的情况ꎮ〔３０〕 但是ꎬ对运动而言ꎬ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冲突
还是非冲突局势中都能发挥作用ꎮ 事实证明ꎬ国家红十字会无论是在应
对冲突、移民问题、监狱探视ꎬ减少灾害风险或其他各类问题时ꎬ这些原
则都能发挥作用ꎮ这些原则还被证明有助于阐述国家红十字会的特有

〔２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加拿大红十字会谢利卡迪纳尔专访ꎮ

〔３０〕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ｓｅｅ Ｉ.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

〔２９〕

同上ꎮ

１８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图１

基本原则与原住民原则

来源: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方法和独特立场ꎮ 运动开展公正中立的人道行动历史悠久、方法正确、
享有声誉ꎮ 有鉴于此ꎬ上述原则能够将任何特定项目与更广泛的运动联
系起来ꎮ
二十多年来ꎬ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一直在监督澳大利亚移民拘留设施
的条件ꎮ 该红会对拘留场所的条件进行独立的人道监督ꎬ与移民局和澳
大利亚政府进行保密谈话ꎬ以确保在押人员的尊严、健康和福利ꎮ 其目
的是在在押人员中ꎬ尤其是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员中间ꎬ减少伤害ꎬ提
高他们的适应能力ꎮ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是唯一一个至少每季度探视一次所有拘留场所
的独立组织ꎮ 基于这种监督ꎬ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向当局提出个人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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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方面的人道关切ꎮ 为了对敏感问题进行开放和有建设性的讨论ꎬ澳大利
亚红十字会与当局的交涉是保密的ꎮ〔３１〕
一名前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ꎬ基本原则对于如何介绍澳
大利亚红十字会的工作非常重要ꎬ这些原则可以清楚说明为何红十字会
探视移民拘留中心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ꎮ 如果没有以这些基本原则为
指导ꎬ从监狱探视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会存在偏见ꎮ
我们与其他探视移民拘留场所并提供法律援助、精神支持
或倡导支持的人或组织不同ꎮ 我们与所有人交谈ꎬ无论他是在
押人员还是工作人员ꎮ 我们保持独立和中立立场ꎬ关注在押人
员的健康、福利和尊严你必须保持你分析的独立性ꎮ 基本
原则使你在这种情况下脚踏实地ꎬ并帮助你采取最恰当的行
动ꎮ 它有助于减少任何个人对你的影响ꎮ
现场遇到的情绪可能非常难以控制ꎮ 而基本原则能够使
你更加客观ꎬ更具建设性ꎮ 就我的经验而言ꎬ基本原则在涉及
政治立场以及情绪控制的场合能够提供帮助ꎮ〔３２〕
这种定位使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能够持续进入羁押场所ꎬ并定期提出
有关个人或体制的关切ꎮ 其他组织没有这种机会或特有的地位ꎮ
尽管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需要面对不利的紧张局势或压力ꎬ但基本原
则为他们提供了使项目始终关注最脆弱群体所需要的沟通方式和行动
依据ꎮ 肯尼亚红十字会的应急工作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ꎮ 在塔纳河三
角洲地区( 滨海省) ꎬ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共同生活在易于发生旱灾的
半干旱地区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和 ９ 月ꎬ土地和水资源使用问题导致冲突爆
发ꎬ近 ２００ 人丧生ꎬ９０ 人受伤ꎮ 逾 ３４０００ 人被迫流离失所ꎮ〔３３〕 肯尼亚红
十字会开展了紧急应对行动ꎬ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认识到ꎬ要
让社会恢复和平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ꎮ 外部学术界的观察人士的记录显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ａｕ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伦敦ꎮ 前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人道观察员专访ꎮ
Ｓ. Ｈｏｇｂｅ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ꎻＧ. Ｓｉｎｇ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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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肯尼亚红十字会被视为帮助减少部族间暴力的“ 诚实的中间人” ꎮ〔３４〕

在预防暴力和解决冲突方面ꎬ基本原则是制订新方案规划的起点ꎮ

必须确保让分裂社群看到任何一方都不会受到偏袒ꎬ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有的宣介活动最开始都要介绍红十字的使命和基本原
则ꎮ 基层志愿者用当地语言和本地概念做宣传工作ꎮ 我们尽
力根据需求提供平等服务ꎮ
另外ꎬ如果有人想要获得好处或特殊待遇ꎬ你就要回归到
基本原则上ꎮ 作为肯尼亚红十字会ꎬ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做
的ꎮ 我们是人道组织ꎮ 我们的工作基于基本原则ꎮ 这些原则
指引着我们ꎮ 我们不能违背这些原则ꎮ〔３５〕
这样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遭遇质疑时ꎬ基本原则为他们提供了答
案ꎮ 肯尼亚项目的最终项目报告得出结论ꎬ依据基本原则设计的项目在
减弱社区冲突的主要驱动因素方面是非常成功的ꎮ〔３６〕
中立的挑战
中立非常困难ꎮ 你必须拼命工作来建立并维护这种地位ꎮ〔３７〕
在当前的人道危机中ꎬ各种严峻局势依然存在:国家或地方参与方
会攻击救援人员ꎬ做出侵犯人权的行为ꎬ或者限制人道援助为自己牟利ꎮ
基本原则依然是在行动中建立、维护和重获中立人道空间的现实基础ꎮ
来自国家红十字会的实例表明ꎬ基本原则不只是空谈ꎬ付诸行动和
根据基本原则的路线进行决策非常重要ꎮ 有了正确的方法ꎬ在获得准入
和得到接纳方面获得显著成果是可能的ꎮ
在索马里ꎬ索马里红新月会是唯一一个行动覆盖范围遍及全国的全
国性组织ꎮ 这样广泛的覆盖范围能够确保任何政治团体或特定部落不
会获得优先援助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索马里红新月会就因其影响广
〔３４〕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３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肯尼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访ꎮ

〔３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日内瓦ꎮ 国际联合会前灾害管理人员ꎮ

〔３６〕

Ｓ. Ｈｏｇｂｅ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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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泛ꎬ行事公正而获得良好的声誉ꎮ 当时ꎬ该组织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
作ꎬ向 １００ 多万人提供粮食援助ꎬ并向另外 ６０ 万人提供熟食ꎮ〔３８〕 如今ꎬ
其工作包括快速人道应对、提供医疗服务、宣传国际人道法、寻人ꎬ以及
减灾ꎮ 通过主动确保在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组成中实现部族平衡ꎬ公正性
得到加强ꎮ
促进基本原则的工作在« 免受袭击» ( Ｂｉｒｉ￣ｍａ￣Ｇｅｙｄｏ) 这份文件当中

得到记录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索马里红新月会用这份文件宣传国际
人道法和基本原则ꎮ 它激发人们创作戏剧、召开圆桌会议ꎬ进行辩论ꎬ尤
其是针对年轻人以及那些可能被直接卷入武装冲突的人们ꎮ
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摩加迪沙的基萨内医院里ꎮ
尽管多年来冲突动荡ꎬ时局艰难ꎬ索马里红新月会一直努力确保其保持
中立ꎮ 有一次ꎬ医院屋顶被用作军事哨所长达二十天ꎬ无法撤离全部患
者ꎮ 尽管风险极大ꎬ索马里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还是与患者们休戚与
共ꎮ 他们顶着交战双方的巨大压力ꎬ努力确保军方不对患者搜身ꎮ 在无
线电广播中宣传医院的中立立场ꎬ增加了社区的信心ꎬ并促使人们来此
寻求治疗ꎮ 尽管在 ２１ 世纪头十年的中后期ꎬ摩加迪沙的控制权几经易
手ꎬ但医院的中立性始终未变ꎬ得来实属不易ꎮ〔３９〕

对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在索马里工作的其他红十字会成员的采访显
示ꎬ该国红会的领导层基于基本原则构建ꎬ是其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关
键因素ꎮ 领导层由来自不同部族的成员组成且名额分配均衡ꎬ即使冲突
参与方试探底限ꎬ中立原则依然得到了加强ꎮ 此外ꎬ坚强而具有代表性
的全国领导层与关系网广泛的地方分会负责人联系密切ꎬ共同团结在基
本原则之下ꎮ 这使得该组织能够将自身划归为一个“ 政治中立的全国性
组织也因而不同于索马里的任何其他人道组织” ꎮ〔４０〕 这使该红会
与其他全国性组织不同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与不同团体获得并保持联系
〔３８〕

Ｓ.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４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８.

〔３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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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为索马里语的基本原则ꎬ包括其英语译文) ꎮ

图２

索马里语的基本原则

资料来源:Ｓｏｒｃｈａ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另一个说明在中立性遭遇挑战时ꎬ基本原则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来
自乌干达ꎮ ２００９ 年ꎬ该国两辆红十字会救护车遭到愤怒民众的袭击ꎮ〔４１〕

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ꎬ可能暴动的民众或将乌干达红十字会视为政府
的一部分ꎬ或因某些其他原因认为对救护车和红十字标志的保护不具有
合法性ꎮ〔４２〕
在事件发生后的数月乃至数年内ꎬ乌干达红十字会的领导层做出突
出努力ꎬ加强基本原则和红十字会使命的宣传和传播ꎮ 同时就应对未来
选举和冲突中的潜在暴力事件着力进行红十字会能力建设ꎮ 他们大力
开发对政治“ 热点” 的分析能力ꎬ加强人员招聘ꎬ加强对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进行基本原则、冲突分析和场景描述等方面的培训ꎮ 传播活动在社
区、当局以及地方政治领袖中开展ꎮ 医务人员被单列为重点宣传对象ꎬ
因为他们可以确保转诊得以公正进行ꎬ关注最亟需照顾的人ꎮ〔４３〕
〔４１〕
〔４２〕

Ｓｅ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ｓａｆ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ｕｇａｎｄａ. ｐｄｆ.
每个国家红会都有义务促进保护红十字标志ꎮ 更多信息ꎬｓｅｅ: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ｕｋ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ｅｍｂｌｅｍꎮ
〔４３〕

Ａ. Ｇａｌｐｅｒ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８９

该红会加大新闻宣传力度ꎬ包括利用电视和广播ꎬ目的是清晰传播
基本原则的信息、乌干达红十字会的宗旨和红十字标志的独特保护作
用ꎮ 这些项目的主要对象是可能参与暴力的人或与政治活动家经常打
交道的人ꎮ 正如一名同事所描述的ꎬ“ 我们发现你需要针对出行的人、讲
话的人比如骑摩托车的ꎮ 如果你能把你的信息说清楚ꎬ说服几个人
就等于说服了一群人” ꎮ〔４４〕 该项目的最终评估表明ꎬ这种沟通活动确实
使乌干达红十字会能够确保获得安全的准入机会ꎬ工作顺畅ꎬ不会受到
袭击ꎬ不会因为民众对其作用感到困惑而受到影响ꎮ〔４５〕 这种活动———
立足于基本原则———扭转了早期缺乏尊重和保护的局面ꎬ使乌干达红十
字会能够在暴力局势中援助最脆弱群体ꎮ

基本原则对任何面对挑战需要调整或适应的国家红十字会都大有
裨益ꎮ 在有些国家ꎬ这需要根据基本原则刻意作出战略转变ꎬ提高组织
透明度ꎮ 在瑞典ꎬ瑞典红十字会领导层在全会范围开始了一项关于基本
原则的举措ꎮ 这项工作以及该红十字会为基本原则重新注入活力的方
法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得到了检验ꎮ 当时瑞典红十字会的
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被抓拍到因一位红十字会商店的顾客的种族背景
而对其粗鲁无礼ꎮ 视频被公布在社交媒体之后ꎬ引发了公众对该组织的
强烈抗议ꎮ 无论这名志愿者的行为多么令人遗憾ꎬ红十字会的领导层对
于事件被公开并未感到不满ꎮ 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红十字会重
新关注基本原则及其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行为的意义ꎮ
该红十字会新的五年战略计划根据基本原则制订ꎬ因此基本原则直
接影响着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所有的国内和国际项目ꎮ

该组织领导层希望确保瑞典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安全、中立和公正的

空间提供服务ꎮ 在这个公众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ꎬ仇外倾向抬头ꎬ民众
公开对难民和移民表示愤怒ꎬ瑞典红十字会的立场正好与此相反ꎮ〔４６〕
〔４４〕

２０１２ 年ꎬ红十字同事专访ꎮ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Ａ. ＫｙａｚｚｅꎬＰ. Ｂａｉｚａｎ ａｎｄ 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３４.
〔４５〕
〔４６〕

Ａ. Ｇａｌｐｅｒ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斯德哥尔摩ꎮ 瑞典红十字会领导专访ꎮ

１９０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瑞典红十字会努力扩大对移民和难民群体的援助ꎬ特别是在没有其他培
训渠道的社区提供急救服务ꎮ 在发生暴动或动荡时ꎬ急救的确可能是一
项拯救生命的技能ꎮ 这还有助于接触到来自这些社区的潜在志愿者ꎬ随
着时间的推移ꎬ可能导致良性循环以及人们对瑞典红十字会的认知发生
改变ꎬ增强他们对红会的接受度和准入ꎮ〔４７〕
难民支持项目是促进基本原则———尤其是人道原则———的一个重

要方法ꎮ 一位来自摩洛哥的前难民———现为瑞典红十字会志愿者———
这样说道:

基本原则对我意味着什么? 它们代表着人道、宽容、同情、
支持、谨慎、普遍ꎮ 当你以难民身份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ꎬ你
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ꎮ 你什么都没有ꎬ甚至没有任何衣服ꎮ 
红十字会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ꎬ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ꎮ〔４８〕
在瑞典ꎬ在整个组织中使用基本原则ꎬ可以让该组织在面对未来潜
在的城市动荡时更好地惠及各个社区ꎮ 这对于受领导层激励的现有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而言ꎬ也有助于鼓舞他们的士气ꎬ明确工作重点ꎮ〔４９〕
领导力的重要性
正如在索马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案例中所看到的ꎬ能够顺利惠
及受助人并提供帮助极为不易ꎮ 要获得并增加准入机会ꎬ领导层必须进
行明确指导ꎬ且整个组织上下都恪守基本原则ꎮ
制定获得准入及保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安全水准的周密战略ꎬ需要
根据基本原则做好准备工作ꎮ 这正是瑞典红十字会领导层采取的方法
( 加拿大红十字会也曾采取过这种方法) ꎬ为的是在目前及日后获得更

好的准入机会ꎬ提高接受度ꎮ 要指导这一工作ꎬ管理层的勇气不可低估ꎮ
尤其是( 但不仅是) 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的社会中ꎬ经验表明这类工作并
〔４７〕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斯德哥尔摩ꎮ 瑞典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访ꎮ

〔４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斯德哥尔摩ꎮ 瑞典红十字会总会工作人员专访ꎮ

〔４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斯德哥尔摩ꎮ 瑞典红十字会志愿者和难民专访ꎮ 由笔者译自法文ꎮ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９１

不是偶然产生的ꎮ 整个运动的准入、谈判和被接受的方式ꎬ尽管远非完
美或统一ꎬ但都是从运用、展示和履行基本原则的努力中获得的ꎮ
运动中领导人员的背景和信念各不相同ꎻ有的人还尚未证实是否具
有所需要的感召力ꎮ〔５０〕 尽管国家红十字会是根据« 日内瓦公约» 和国内
红十字会法成立的法律实体ꎬ但有些领导人员是由执政政府任命的ꎬ这
会导致组织的独立性受到外界质疑ꎮ 根据运动章程的要求履行好助手
角色是一种艰难的平衡术ꎮ 这常常是一场艰难的谈判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政府各级当局需要深刻认识运动的作用和义务ꎬ尤其是基本原则的作
用ꎮ〔５１〕
中东地区某国家红十字会一位领导人解释说ꎬ为了抵制当权者的要
求ꎬ工作必须是志愿者能够接受的ꎮ 如果连志愿者都不相信他们的工作
能够践行基本原则ꎬ特别是做到公正行事ꎬ并依据需求而不是政治决定
或者为了讨好而提供援助ꎬ那么领导者就无法领导他们ꎮ〔５２〕 此时志愿
服务原则可以确保坚持独立和公正原则ꎮ
所有七项原则共同发挥作用
与其他人道组织不同ꎬ运动有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这三个原则ꎬ它
们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运动的工作方式ꎮ 这些原则将地方、全国以及全
球范围内的工作联系在一起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运动是由 １７００ 万名志
愿者的工作来体现的ꎬ把所有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能够确保志愿者队伍
的士气不会减弱ꎬ表现一如既往ꎮ
〔５０〕

国家红十字会是否违背基本原则以及违背频度如何ꎬ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ꎬ但这

〔５１〕

ＩＦＲＣ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ＣＲＣꎬ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ｓ

方面鲜有证据记录ꎬ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ꎮ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ꎬ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２ －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ｒｏｌｅ＿ｅｎｇ＿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５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贝鲁特ꎮ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联合主办的题为“ 重申基

本原则:一个全运动范围内的倡议” 的区域研讨会上的发言ꎮ

１９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黎巴嫩红十字会是运动中创新实践的领导者ꎮ 这些创新实践确保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持基本原则ꎬ从而确保准入机会ꎮ 在黎巴嫩国内ꎬ
国家红十字会因其能够积极公正地提供紧急救援服务而闻名全国ꎮ
该组织目前负责全国唯一的紧急救援服务体系ꎬ拥有 ２７０ 辆救护

车ꎬ４５ 个救护站ꎬ大约 ２７００ 名志愿者ꎮ 这项工作事实上面临严峻挑战ꎬ
尤其是在 ２４ 小时紧急服务是依赖于志愿者的情况下ꎮ〔５３〕 但是ꎬ黎巴嫩
红十字会数十年来所做的工作ꎬ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ꎮ

内战期间ꎬ黎巴嫩红十字会能够在多达五十个不同的内部“ 阵营”
之间开展工作ꎮ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ꎬ该组织均能够进入政府机构无法进
入的地区ꎬ而且是唯一具有这种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ꎮ〔５４〕 该组织继续
因其开展的行动和秉持中立而闻名ꎮ
黎巴嫩红十字会确保中立的一个方法是ꎬ根据基本原则大力持续招
募志愿者ꎮ 招募过程中ꎬ志愿者需要签订一份中立誓词ꎬ同时他们的背
景也会在社区进行核查ꎬ以确保政治中立ꎮ 新招募的人员在就职前要进
行长达一年的培训辅导ꎮ
由于黎巴嫩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具有宗教性质ꎬ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一旦开展行动ꎬ便都用与宗教或文化没有联系的昵称称呼ꎬ以强化中
立性ꎮ 救护站不得进行政治讨论ꎬ有些救护站把新闻报道关掉ꎬ以防人
员对媒体消息有强烈反应ꎮ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包括黎巴嫩所有 １８ 个
宗教团体的代表ꎬ团队的男女比例也较为均衡ꎮ〔５５〕

黎巴嫩红十字会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英国红十字会一起发行
的出版物中介绍了其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经验ꎮ 本地区及本地区以外
的许多其他国家红会ꎬ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ꎬ都受到黎巴
嫩红十字会榜样的鼓舞ꎬ并仿效黎巴嫩红十字会在工作中运用基本原则
的一些做法ꎮ 然而ꎬ对此项工作以及根据基本原则提供服务所需的创新
〔５３〕

Ｓｏｒｃｈａ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Ｌｅａｃｈ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ＢＲＣ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５４〕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５.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４.
〔５５〕

Ｓ.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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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记录很少ꎮ 感觉在 １８９ 个国家红十字会中ꎬ可能正在进行许多创新尝

试ꎮ 到目前为止ꎬ运动没有能够成功地记录所学的经验教训ꎬ保存它们ꎬ
并进行经验分享ꎬ以便在更广泛的网络中推广最佳做法ꎮ 本文正是想进
行这样的尝试ꎮ
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决策
仅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谈论人道原则是不够的ꎮ 如今的运动参与方
需要获得优质可靠的数据来做强有力的决策ꎮ 如上述索马里、乌干达和
瑞典案例中所讨论的ꎬ环境和当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改变和变
化ꎮ 此外ꎬ为了使服务有相关性并能够经得住挑战ꎬ国家红十字会必须
重点关注最脆弱群体ꎬ以展示公正ꎮ 这不是简单地进行概括与假设ꎬ而
是要依赖于同社会各阶层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全面考察相关信息、进行
卓越背景分析ꎬ并定期回顾审查ꎮ
正如我们在上述加拿大案例中所见ꎬ脆弱性和能力评估如果做得
好ꎬ可能将引领国家红会走向新的不同方向ꎮ 在英国ꎬ英国红十字会在
北爱尔兰开展工作ꎮ 历经多年的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 婉称“ 麻烦” ) ꎬ
该红十字会跨越宗派界限开展工作ꎬ并因其全国性活动———如献血、社
会服务和急救———而声名在外ꎮ〔５６〕

然而ꎬ近年来ꎬ北爱尔兰管理团队开始担心他们的服务没有关注应

当关注的重点:根据公正原则让援助惠及最需要服务的社区ꎮ 该团队考
察了人们对英国红十字会所提供服务的获取情况ꎬ包括紧急避难所、轮
椅租借和家庭护理ꎮ 这需要仔细审视整个地区的统计数据ꎬ利用不同的
绘图工具和指标来确定最脆弱的群体ꎮ 例如ꎬ团队调查了与洪涝风险、
贫困水平、教育水平以及获得国家服务的机会等相关的社会与地质学数
据ꎬ并在地图上标示出红十字会服务机构及分会的位置ꎬ以及这些机构
是否得到利用以及利用的情况ꎮ 通过看似微小但实则重要的方式ꎬ这些
数据显示出红十字会要想履行基本原则ꎬ需要做出一些不同的决策ꎬ并
〔５６〕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德里 / 伦敦德里ꎮ 冲突期间任职的伦敦德里红十字会前负责人专访ꎮ

１９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改换部分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服务ꎮ 救护车必须驻扎在靠近需要救护车
的地方ꎮ 有些分会一直在与以前志愿者有关联的地方开展工作ꎬ但如果
距离亟需救助的社区更近一些ꎬ它们将能发挥更大作用ꎮ〔５７〕 有鉴于此ꎬ
北爱尔兰红十字会正在重新调整人员和资产部署ꎬ以便更恰当地反映全
社会需要帮助群体的要求ꎮ 此外ꎬ管理层决定查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网
络的人员组成ꎮ 与瑞典红十字会和黎巴嫩红十字会相似ꎬ英国红十字会
也需要采取措施ꎬ确保其人员结构反映出其所服务社区的多样性ꎮ
在一个仍在恢复冲突创伤的社会中ꎬ上述过程要求管理层具有极大
的勇气ꎮ 对于北爱尔兰的红十字会管理团队来说ꎬ即便是根据基本原则
的路线重新调整工作重点也会让有些工作人员感到非常痛苦ꎬ因为他们
中有很多人视红十字会为中立的庇护所ꎬ是不应当谈论社会分化的ꎮ 为
了留住原有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ꎬ并在日后使其组成进一步多样化ꎬ基
本原则一直是决策和沟通的工具ꎮ
根据基本原则进行的这种调整对准入产生了确实的影响ꎬ即使规模
很小ꎮ 例如ꎬ在德里 / 伦敦德里这座城市中ꎬ不同族群之间分裂严重ꎮ〔５８〕
政治行动主义依然十分活跃ꎬ代表各宗派颜色的涂鸦遍布墙体和纪念
碑ꎮ 红十字会向脆弱群体提供上门送餐服务ꎬ包括刚出院的患者和老
人ꎮ 每周四天ꎬ负责这项服务的志愿者在这座城市里跨越各派的边界去
送餐ꎮ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中ꎬ保持中立立场且关注服务的公正性要求
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时刻保持警惕ꎮ 一个良好的环境分析会认
同红十字会正在改变ꎬ政治进程尚在进行ꎬ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内部ꎬ人们
也可能持有多样的观点ꎮ 一名红十字工作人员描述了工作人员和管理
人员必须采取的路线:
你需要彻底避开宗派主义ꎮ 我们提倡我们的工作是坚持原
〔５７〕
〔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贝尔法斯特ꎮ 北爱尔兰的管理团队专访ꎮ

例如ꎬ人们对城市的名字都没有达成一致:有人称之为德里ꎬ有人称为伦敦德里ꎮ 通

往该城的路标上标注着两个名字ꎮ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９５

则的ꎬ而且对今天的人们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只针对两个
不同的社区ꎬ而是跨越各群各派ꎬ如残疾人、老人、酗酒者等ꎮ〔５９〕
另一个工作人员描述了展示中立性是多么重要:
我们非常清楚你必须时刻想到可能有人会指控你偏
袒ꎮ 政客们一直在寻找你的把柄ꎬ好对你指指点点ꎮ 有些人抛
出宗派指控ꎬ以配合他们的政治纲领ꎮ 于是你必须竭尽全力表
明这不是宗派性的ꎬ你代表的是成分多元的群体ꎮ〔６０〕
这项工作非常艰难又十分微妙ꎬ工作人员不胜其苦ꎮ 但是ꎬ它能够
改善我们的准入状况ꎮ 一名志愿者协调员说ꎬ退休警员成为红十字会志
愿者后ꎬ反而比他们多年来在国家当局工作时能够准入城市里的更多地
方ꎮ〔６１〕
关于基本原则的培训
要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能够按照基本原则的路线开展行动及做出
决策ꎬ就要对他们积极进行相关培训ꎬ并定期回顾这项工作ꎮ 只在介绍
工作人员加入红十字会时使用基本原则并不能证明是有成效的做法ꎻ在
不同环境中汲取的教训表明ꎬ在危机前后以及危机中回归基本原则会使
该组织更加强大ꎬ使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更加明确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ꎬ南非红十字会被认为对反种族隔离斗争支持

力度不够ꎮ 为了消除这一历史偏见ꎬ该组织努力提高接受度ꎬ并加强能
力建设ꎮ 该红十字会在 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４ 年以及长达十年的政治抗议和示
威中提供急救和紧急疏散ꎬ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声誉ꎮ ２００８ 年仇外暴力

事件爆发时ꎬ该红十字会迅速动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ꎬ调拨救援物资ꎮ
红会依靠基于以往成绩建立起来的现有关系ꎬ在寻找解决方案和提供救
援的过程中让不同社区参与进来ꎬ从而确保了准入ꎮ 此外ꎬ该红十字会

〔５９〕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伦敦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６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德里 / 伦敦德里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马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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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架构项目ꎬ以便支持社区的自助举措ꎬ增强社区志愿者的能力ꎮ〔６２〕
通过“ 安全行动框架” 来检查工作ꎬ可以发现有一个关键要素是要
发展工作人员的能力与技能ꎬ以便他们成为有力的红十字“ 大使” ꎬ帮助

红十字会为大家所接受ꎮ 发展这些技能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基本原则ꎮ
教社区志愿者运用基本原则指导决策和救济活动是在动荡期间组织定
位和确保准入的关键ꎮ 总结的经验教训显示ꎬ理解基本原则ꎬ并能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将基本原则转化为行动ꎬ对应对行动获得成功至关重
要ꎮ〔６３〕
管理志愿者ꎬ尤其是在艰难的、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情境中管理志
愿者ꎬ需要不同的管理技巧和技能ꎮ 在澳大利亚红十字会ꎬ使志愿者应
用基本原则对确保采取正确的行动ꎬ获得适当的准入而言非常重要ꎮ 本
研究采访的一位同事评论说:
我工作的团队中大家都能给予别人很大的支持ꎬ并致力于
相同的方法和目标ꎮ 我们有一些很棒的志愿者———有退休人
员、学生也有职员ꎬ他们每个月挤出一周时间进行监狱探视ꎬ然
后回到办公室写报告ꎮ 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志愿服务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需要接受基本原则的培训ꎬ使他
们更深入地了解基本原则为何与现实相关ꎬ并将其与运动的实
践以及准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ꎮ 通过开展活动之后的思考决策
和行动是否遵守了基本原则的汇报总结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ꎮ
基本原则是你需要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抱持的
信念的一部分ꎬ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微小举动也很重要ꎮ〔６４〕
如果没有基本原则和更广泛的运动的投入ꎬ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工
作将变得难以想象ꎮ 教授志愿者并持续运用基本原则支持他们的工作
〔６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 Ｓａｆ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ｓａｆｅｒ￣ａｃｃｅｓｓ￣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ｄｆ.
〔６３〕
〔６４〕

Ｉｂｉ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伦敦ꎮ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前人道观察员专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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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团队找到的长期维持准入的极其艰难工作的实用方法ꎮ
在北爱尔兰ꎬ英国红十字会确保了对基本原则的理解不会仅始于最
初几天的欢迎会ꎬ并随之结束ꎮ 各个团队的管理人员在每个月的员工会
议上都会讨论基本原则ꎬ无论他们是与教授急救、安排轮椅租借ꎬ还是与
从事难民支持的人员一起工作ꎮ 这能够确保大家都对作为红十字志愿
者的意义不断与时俱进ꎬ并能够更好地将基本原则纳入日常决策当中ꎮ
对北爱尔兰志愿者的采访显示ꎬ他们确实认为经常讨论基本原则有
助于明确工作重点ꎬ完成他们的工作ꎮ 用一位志愿者的话说就是:
人道原则意味着你要始终使人道成为工作重点ꎮ 你想要
别人怎么对待你ꎬ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ꎮ 如果你的妈妈得到这
些服务你会高兴吗? 你要明白所有人都有权获得他人的尊重ꎬ
保有自己的尊严ꎮ〔６５〕
除了经常进行基本原则的介绍和汇报外ꎬ为更好地反映志愿者所面
对的当地实际ꎬ北爱尔兰红十字会完善了培训材料ꎮ 尽管英国红十字会
开展了基于情境的基本原则培训ꎬ但大家还是强烈感到ꎬ在这种特定环
境中ꎬ需要更新培训内容ꎬ给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更多根据基本原则进行
决策的实践和讨论的机会ꎮ 图 ３ 展示的是目前整个北爱尔兰正在使用
的培训材料一例ꎮ

基本原则能够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积极性ꎮ 工作人员被
吸引加入运动ꎬ是因为运动所代表的含义及其工作方式ꎮ 除了提供培训
和有趣的工作以外ꎬ基本原则还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ꎮ 这是北爱尔
兰、瑞典等地的一些志愿者告诉笔者的ꎮ 在黎巴嫩ꎬ为黎巴嫩红十字会
做志愿工作可在内战中免遭武装团体征召入伍ꎮ〔６６〕 在许多国家ꎬ按照
政治、宗教或种族派别的区分进行志愿工作或开展行动可能会面临压
力ꎮ 基本原则帮助国家红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正能量所在之地ꎬ其中中立
性就颇具吸引力ꎮ
〔６５〕
〔６６〕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马ꎮ 英国红十字会志愿者专访ꎮ
Ｓ. Ｏ’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１９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在棘手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和独立需要采取目的性很强的战略ꎬ并得
到运动的资源和身份的支持ꎮ 基本原则———所有七项原则———确保这
些情况在国家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支持下得到系统和切实的处理ꎮ 在基本原则的讨论中ꎬ普遍和
统一原则起初提及较少ꎮ 然而ꎬ如志愿服务原则一样ꎬ很明显ꎬ如果没有
这两个原则ꎬ运动的工作就不会在提供人道援助或全球影响上达到目前
的高度ꎮ 前面讨论的肯尼亚工作得到了加拿大的支持ꎮ 加拿大处理原
住民社区的方法正在澳大利亚工作中得到效仿ꎮ 北爱尔兰项目得到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ꎬ包括最近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访问ꎬ与在
那些环境中工作的国家红十字会建立联系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定支
持在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工作的国家红十字会ꎬ这里提到的在索马里、
黎巴嫩和南非的工作都获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协助或支持ꎮ
该国这一地区的政局和宗教局势一直十分紧张ꎬ并导致杀戮以及暴力示
威ꎮ 在这样一个地区ꎬ当地的红十字会分会被要求为一次计划好的示威行动提
供急救服务ꎮ
当地红十字会分会一直未能成功从相关团体中招聘员工ꎬ或是与其建立任
何真正的联系ꎮ 分会担心其志愿者会被视作在“ 支持” 警察和政府当局ꎬ甚或是
示威群众正在抗议的“ 机构” 中的一员ꎬ如果这样ꎬ他们便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
目标ꎮ
•分会应当如何回应提供急救服务的请求?
•分会应当采取什么长期行动?
•基本原则中哪个( 些) 最为适用?
然后ꎬ学员将会在指导下进行讨论ꎬ并按照以下思路进行思考:分会管理层
应当如何设法与各社区上上下下群建立更多联系ꎻ如果此次事件处理得当ꎬ它
将如何能够成为展示公正性ꎬ并增进与社区联系的绝佳机会ꎻ如何看待来自不
同背景ꎬ能够被社区所接受的志愿者:他们有可能还会根据需要吸引其他分会
的资源和工作人员ꎻ以及急救工作者自身有意识地坚守基本原则ꎬ且其他人也
要看到他们的坚守ꎮ
图３

“ 践行理想” 培训材料

来源: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ꎬ Ｉｄｅａｌ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ａｃｋａｇｅꎬ
ＢＲＣꎬ２０１５ꎮ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９９

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ꎮ 世界各地所有大型或复杂紧急事件都会涉
及运动协调和决策的方方面面ꎬ不管是应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西非埃博拉
爆发ꎬ还是中东地区正在持续的叙利亚难民危机ꎬ莫不如此ꎮ 这并不是
说这些关系和项目选择很简单ꎬ没有问题ꎮ 无论如何ꎬ如果没有七项基
本原则ꎬ没有普遍原则和统一原则把所有原则联系在一起ꎬ就很难想象
运动能达到现在的行动和准入的规模ꎮ
结论
我们正是通过辩论和严谨的讨论来保持基本原则的活力ꎮ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ꎮ〔６７〕
基本原则可能是向社区新聘志愿者最先介绍的内容ꎬ但它们不仅止
于此ꎮ 它们必须在辩论中得以重新审视、检查和强调ꎬ用以处理两难困
境ꎬ在管理决策和团体战略中得以推广ꎮ 它们应该是富有生命力的理
想ꎬ实时应用于国家红十字会的日常工作和挑战中ꎮ〔６８〕 从有关文献综
述、运动档案以及访谈中可以看到ꎬ运动能够得以运作ꎬ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基本原则ꎮ 这些原则是实用的工具ꎬ能够直接转化为适用于不同文
化的地方语言和观念ꎮ 这些原则不仅仅适用于冲突环境ꎬ而且支持运动
在任何困难情况下的工作方式ꎮ 如果有了正确的领导ꎬ加之管理层的勇
气ꎬ基本原则就是实现准入ꎬ提高接受度的关键ꎬ并且在接受度受到威胁
时能够发挥作用ꎮ 对于主要依靠数百万志愿者提供服务的运动而言ꎬ所
有七项基本原则需要共同发挥作用ꎬ孤立使用将无法产生效果ꎮ
本文描述了来自九个国家红十字会的一系列证据ꎬ同时强烈呼吁收
集更多的证据ꎮ 毫无疑问ꎬ运动有大量基本原则在设计、实施和评估项
目中发挥作用的事例ꎮ 然而ꎬ很少有人试图系统地收集这些信息ꎬ因而
对这些内容的学习一直是缺失的ꎮ 此外ꎬ定期收集违背基本原则行为的
〔６７〕
〔６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日内瓦ꎮ 国际联合会前灾害管理同事ꎮ

关于如何日常运用基本原则的讨论ꎬ见本辑« 评论» 中 Ｋａｔｒｉｅｎ Ｂｅｅｃｋｍａｎ 的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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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这项工作很少开展ꎬ或者几乎没有开展ꎮ 虽然这一现状在具体情况
下可以理解ꎬ但如果无法就基于基本原则的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以及

反而言之ꎬ无法就没有恪守基本原则所产生的后果ꎬ建立强有力的证据ꎬ
便会削弱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的有效性这一更广泛的主张ꎮ 希望本文
和其他同类文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ꎬ使更多的相关研究得以开展
和传播ꎬ加强呼吁基本原则在世界各地的实践和应用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