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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行动中的人道精神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ꎬ伦敦:欧洲国家正面临大型人道危机ꎬ

成千上万名来自中东和非洲的人正在寻求庇护ꎬ英国红十字会

认为有需要发布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帮助难民和移民?»

的文章ꎮ 其中解释道:“当然ꎬ英国红十字会尤其有条件去帮助

在英国的人但我们的原则意味着只要我们看见需要帮助

的人ꎬ我们不要求看他们的护照ꎮ 我们直接伸出援助之手ꎬ给

予他们尊严———这是在经历严酷的旅途前往未知地点之后所

有人都希望得到的ꎮ”〔 １ 〕

英国红十字会近期的这一案例阐明了如何应用红十字与红新月的

基本原则:公正
∙∙

———根据最为紧迫的需求ꎬ而不是国籍或身份来提供人

道援助ꎻ必要的独立
∙∙

———英国红十字会能够自主决定其人道行动的方

向ꎻ中立
∙∙

———英国红十字会的决定显示了中立性ꎬ避免了在移民这一高

度政治化且颇具争议的问题中选边站ꎬ同时采取了人道必要的明确立

场ꎮ 总之ꎬ是人道
∙∙

这一原则激发了英国红十字会的立场ꎬ它是人道努力

存在的理由ꎮ

全世界ꎬ帮助受冲突、其他暴力局势和灾难影响之人的援助和保护

项目应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之下进行ꎮ 这些原则将人道应对与其他形式

的援助区分开来ꎮ 这些原则由人道专家根据经验总结而来ꎬ为人道参与

方提供了一个游刃于困难选择之间的指南针ꎬ比如在需求超过有限的资

〔 １ 〕 Ｃｒａｉｇ Ｂｕｒｎｅｔｔꎬ“Ｗｈｙ Ｄｏ Ｗｅ Ｈｅｌｐ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Ｂｌｏｇꎬ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ｕｋ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ｗｈｙ￣ｄｏ￣ｗｅ￣
ｈｅｌｐ￣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



源时如何决定援助先后次序ꎬ再如人道工作者的安全与接触受助者之间

的矛盾ꎮ
这些原则一直受到挑战ꎬ现在也因以下现象经受着考验ꎬ如当前危

机的类型、持续的时间和规模ꎬ人道参与方开展行动的政治环境ꎬ以及人

道领域本身的演变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正值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通过 ５０ 周年以及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ꎬ外加 ２０１６ 年年初的世界人道峰

会ꎬ若干举措都在开展中ꎬ研究基本原则的当代实践以及影响ꎬ并再次重

申其相关性ꎮ
本辑评论决定通过邀请本专题方面的专家和从业者就此发表文章

来对这一研究和辩论做出贡献ꎬ同时也是顺应 ２０１５ 年全年开展的“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有关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的第二轮研究与辩论”活动这一

大背景ꎬ该活动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原则的实质性讨论ꎮ〔 ２ 〕

原则在人道行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道参与方在如今的危机和

紧急局势下秉持原则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 什么是将这些原则运用至

当代一线的现实中的最佳实践? 在准备本辑评论时ꎬ这些问题是我们的

灵感之源ꎮ

　 　 人道精神:价值观与实用主义相遇之地

人道原则背后的价值观———诸如慈善、同情、仁慈以及对人类生命

和尊严的尊重一直存在于所有社会和宗教中(基督教中的救济品ꎻ印度

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中的布施ꎻ伊斯兰教的天课ꎻ以及犹太教中的

慈善等)ꎬ并且渗入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例如ꎬ在医德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是应根据需求且不加歧视地提供医疗服务ꎮ〔 ３ 〕

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 ３ 〕

活动录音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ｙｃ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ꎮ
例如ꎬ见«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我将不容许年龄、疾病或残疾、信仰、民族、性

别、国籍、政见、人种、性取向、社会地位或其他因素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ｍａ. ｎｅｔ / ｅｎ / ３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０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ｇ１ / ꎮ



人道领域通常采用了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这四个被共称为人道

原则的原则来与“运动的基本原则”区分开来ꎮ〔 ４ 〕 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并

认可其为联合国系统内国际人道行动的主要指导原则ꎮ〔 ５ 〕 本辑评论

中ꎬ“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这一短语既指“基本原则”也表示人道原

则ꎮ〔 ６ 〕

作为人道行动的指导理念ꎬ这些原则强调生命的价值ꎬ旨在在危险

和紧急局势中保护民众ꎮ 在其当代的成典形式〔 ７ 〕 中ꎬ这些原则来源于

多个方面的交集:人本主义、慈善、针对多种人道需求组织有效的系统性

应对的实际需要ꎮ 它们来自一线实践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人道行

动发展的经验总结ꎮ 虽然其中几条显见于现代人道行动先锋的思想中ꎬ

但它们实际的形成经历了几十年ꎮ ５０ 年前ꎬ在维也纳举办的第 ２０ 届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国际大会正式通过了七项基本原则ꎮ 让皮克泰

５编者按:行动中的人道精神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基本原则”还包括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ꎬ让皮克泰认为它们是“有机”原则ꎬ因
为它们具有机构性特征ꎮ “这些是应用标准ꎬ关乎该机构的结构和运营ꎬ主要在执行某些具体

任务时发挥作用ꎮ 这几个原则的影响力不如其他几个原则深远”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２１０ꎬＭａｙ￣Ｊｕｎｅ １９７９ꎬｐ. １３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ｉｒｒｃ＿ｍａｙ￣ｊｕｎ － １９７９. ｐｄｆ.

见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其中写道:“必须按照人道、中
立、公正的原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ꎮ”在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中ꎬ独立

也被认作是一个指导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ꎮ
定期有人提议在已有原则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可能的新原则ꎬ包括近几年提出的问责

原则、受助者参与、“不伤害”原则ꎬ以及救援工作需要可持续性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ｈｔｔｐ: / / ｆｒ.
ｈａ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 / )ꎻａｎｄ ｓｅｅ ＵＮＩＣＥＦꎬＣｏ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０ꎬｐ. 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ｉｃｅｆ. ｏｒｇ / ｌａｃ / ＣＣＣｓ＿ＥＮ＿０７０１１０. ｐｄｆ.

包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２２０５０６. ｈｔｍꎻ１９９４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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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０６７.
ｈｔｍꎻ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ꎻ联合国大会第 ５８ / １１４ 号决议ꎬ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５ 日ꎻ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ｒｇꎻ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ｏ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ｒｇ. 这些仅仅是原则编纂成典的

几个例子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撰写的«基本原则评注»〔 ８ 〕 仍是这些原则最为权威的解释

来源ꎮ
“基本原则”不仅定义了人道努力(人道、公正)的目的和存在理由ꎬ

也具体说明了提供援助和保护的参与方应具备哪些特征(中立、独立、志
愿、统一和普遍)ꎮ 例如ꎬ中立并不意味着采取被动和防御的姿态ꎻ而是

需要不断地努力获取信任ꎬ并被所有人所接受ꎬ以便能够接触到有需求

的人ꎮ 它是“行动着的中立”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ꎮ 另外ꎬ这些原则不提

供一个综合且规范的世界观ꎮ 就此而言ꎬ这些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不形

成一个意识形态(如相关词汇“人道主义”有时似乎暗示的那样)ꎮ 地方以

及国际参与方都可以应用这些原则ꎮ 将这些原则结合起来使用旨在为人

道参与方的具体行动提供务实性和目的性的指导ꎬ而不是教条性的指导ꎮ
近几年ꎬ英国红十字会开展了一系列案例研究来展示“基本原则”

的实践相关性ꎬ包括在之前一辑评论〔 ９ 〕 中出版的关于黎巴嫩的案例ꎮ
阿梅莉亚基亚兹(Ａｍｅｌｉａ Ｋｙａｚｚｅ)在本辑评论中讨论了这一研究的成

果ꎮ 她使用了来自 ９ 个不同国家红会的证据来说明“运动的基本原则”
如何应用在当今不同的环境中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常被看作严格遵守“基本原则”的纯粹

派———决定对自己这方面的实践进行评估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ꎬ该组织就以下

几个方面开展了内部研究:原则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应用原则时的挑战ꎬ
以及原则影响行动决策的方式ꎮ 热雷米拉贝(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和帕斯卡

尔多丹(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在本辑«评论»中分享了这次研究的主要成果ꎮ〔１０〕

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８ 〕
〔 ９ 〕

〔１０〕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
Ｓｅｅ Ｓｏｒｃｈａ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Ｌｅａｃｈꎬ“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５ꎬＮｏ. ８９０ꎬ
２０１３ꎬｐ. ３０２.

关于 ＩＣＲＣ 的基本原则实践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ꎮ



　 　 原则是否能够经受当今武装冲突的考验?

人道参与方应用人道原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ꎬ且并非总能确保所需

的可及性、安全和能力来极大改变有需求者的生活ꎮ 武装冲突所导致的

激进化使这些原则承受最为严峻的考验ꎮ 同时ꎬ正是在武装冲突局势中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意义最为重大ꎬ因为它可以为帮助那些急需救命援助

之人创造所需的非政治且中立的空间ꎮ 应对自然或技术灾难通常不会

给人道参与方制造同样的政治压力ꎮ
对医务人员、人道工作者和志愿者的直接攻击是最为极端且最严重

的挑战ꎬ但这也仅仅是人道参与方在日常工作中害怕和应对的诸多挑战

之一ꎮ 武装冲突各方将人道援助工具化ꎬ以谋求政治目标、换取一些政

治利益ꎬ而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ꎬ这些人道援助是他们对其民众无可

商榷的应尽义务ꎮ 当国家把参与人道援助作为“获取民心”的策略的一

部分时ꎬ这可能导致在当地社区以及武装反对团体的认知中将政治议程

和人道使命混为一谈ꎬ这会非常危险ꎮ 最终ꎬ这可能导致战斗更加激烈、
受害者增加ꎬ想要接触身处危难之人的人道参与方面临更多阻碍ꎮ 同

样ꎬ如果与武装反对团体的人道接触被视为犯罪行为ꎬ这也会减少开展

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所需的空间ꎮ
本辑评论的相关文章分析了在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ꎬ国家和非国

家武装团体能够为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造成的一系列压力ꎮ 库

博马察克(Ｋｕｂｏ Ｍａｃ̌áｋ)讨论了人道行动的公正原则和中立原则是否

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关键问题ꎬ重点讨论“国家作为人道参与方”ꎮ

　 　 人道原则在一个多元化且割裂的世界中是否可以具有普

遍性?

现代人道努力基于两项共识:苦难没有国界ꎻ所有人在困境之中都

应获得最少量的帮助ꎮ 让皮克泰曾写道:“虽然人与人不同ꎬ但人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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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都是一样的ꎬ而人类的苦难是最为广泛的ꎬ在这一方面所有人都同

样脆弱和敏感”ꎮ〔１１〕 如前所述ꎬ慈善、帮助和保护背后的价值观在所有

文化中都根深蒂固ꎮ 尽管如此ꎬ纵观历史ꎬ这些原则的普遍性却一直在

经受挑战ꎮ

这些原则经常被认为是表达了西方的价值观ꎬ可能会作为一种后殖

民统治的新型表现形式对地方文化或宗教造成潜在的攻击或统治ꎬ损害

受援国的主权ꎮ 人道机构源于 １９ 世纪的西方ꎬ而 １９ 世纪正是西方统治

和扩张的时期ꎬ因此可以解释上述观点ꎮ 虽然地方慈善机构在各地已

久ꎬ但系统性组织国际
∙∙

救济行动明显源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期ꎮ 如今

大部分大型人道组织仍有很强的欧美元素ꎮ 因此ꎬ人道原则很容易被与

其他政治或经济议程混为一谈ꎮ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及当今仍被继续

指责为在宣传民主和人权的同时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ꎮ 国际人道行动

中的新兴力量可能同样也会面临类似的质疑ꎮ〔１２〕

在世界各地人道组织成长和发展的背景下ꎬ评论想要为不同观点提

供空间ꎬ包括展示那些基于信仰的人道参与方的观点ꎮ 露西ｖ. 萨拉克

(Ｌｕｃｙ ｖ. Ｓａｌｅｋ)挑战了救援和发展主流概念中她描述为“纯粹世俗主

义”的范式ꎮ 她援引了对“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研究ꎬ以伊斯兰沙里

亚客体学框架为例ꎬ说明基于信仰的方法可以为人道行动提供基础ꎬ使

其不仅对伊斯兰社会而且对当代人道原则都具有相关性ꎮ

评论采访了上海红十字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ꎬ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基本原则的看法ꎮ 中国的灾难应对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危机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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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关于 ＩＣＲＣ 的基本原则实践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４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ｎｄｅｒꎬ“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Ｂｏｏｍ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ｄｅｖ. ｒｅｖｕｅｓ. ｏｒｇ / １７４１ꎻ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ｉｎ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ꎬ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ｕｒｋｅｙ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时这一对话尤为重要ꎮ 中国是世界受灾最多的国家之一ꎬ它们在本土应

对灾难的广泛经验也可以在全球适用ꎮ 最近ꎬ中国也与其他国家开展了

双边合作ꎬ但中国政府是否会选择参与并支持非政府参与方ꎬ或者更具

体地说ꎬ独立的人道参与方?
如今ꎬ人道行动仍经常在捐赠方和受助方之间制造内在不平等关

系ꎮ 援助会制造紧张局势ꎬ尤其是当援助提供方采取专断的态度ꎬ或在

给予援助时滥用其权力和地位ꎬ进而违背了自己使命的本质ꎮ 解析人道

原则的真正意义也是避免此类危险偏移的一种方法ꎬ它澄清了对尊严的

尊重应是援助唯一真正的动力ꎮ 然而ꎬ虽然人道是最为不受批判的ꎬ而
且可能是最为普遍接受的人道原则ꎬ但它也并非没有受到争议ꎮ 拉瑞

莎法斯特(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在她本辑的文章中对(让皮克泰称为的〔１３〕 )
这个“本质原则”进行了定义ꎬ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ꎬ并及时呼吁通过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其付诸行动中ꎮ
在当前极端主义的大环境中ꎬ对人道原则普遍性质的争辩可能以武

装极端组织或民兵盗匪彻底拒绝人道基本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劫为

人质以及对人道工作者直接的攻击导致人道参与方无法在中东、萨赫勒

地区和中非的大片地区开展工作ꎮ 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ꎬ但这丝毫不能

说明宗教信仰或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本身与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之间

不相容ꎮ 事实上宗教领袖曾公开驳斥了此类行为ꎮ〔１４〕

这些挑战不仅不会使人道原则失去权威性ꎬ而且实际上还会加强遵

守这些原则的需要ꎮ 尽管如此ꎬ对原则的普遍性和价值的质疑建议迫切

需要基于信仰的参与方和世俗的参与方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宗教和国

家实践之间就人道概念的各种理解重新开启对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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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ｐ. １３５.
２０１４ 年ꎬ不同学派的伊斯兰学者在致“伊斯兰国”首领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了人道

的一些基本宗旨也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ꎬ例如ꎬ伊斯兰教禁止杀害“传教士、大使、外交官ꎻ因此

也禁止杀害记者和人道工作者”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ｃｏｍ.



　 　 这些原则是否会在全球变革议程中消失?

近几年ꎬ关于原则当代相关性的新问题来源于人道领域并行的成长

与多样化ꎬ以及对人道行动国际团体在质与量方面越来越广泛的期待ꎮ
虽然人道原则在整个人道领域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与共识ꎬ但提出这

些原则的参与方并非同一类人ꎬ他们对原则的解释可能大有不同ꎮ 虽然

运动的组成部分均需遵守基本原则ꎬ但其他组织可以在自己的行动中选

择使用其他指导原则ꎬ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人道四原则ꎮ
有人声称自己按照原则行事ꎬ但事实上可能无法或者不愿意这样

做ꎮ 例如ꎬ当一个组织的主要动机是基于政治、民族或宗教原因与特定

团体保持一致
∙∙

ꎬ则另一方就可能有理由认为该组织与敌人一伍ꎮ 以此类

推ꎬ所有人道参与方都有可能被怀疑ꎬ如果他们声称遵守原则却没有在

行动中体现出来ꎮ
热雷米拉贝与帕斯卡尔多丹在他们本辑的文章 〔１５〕中分析写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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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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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人道参与方也被引导去参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变革议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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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策略、法治建设、实施发展项目和提供人道援助ꎮ 许多人道组织

与这一更广泛的议程保持一致ꎮ 这种对冲突的综合应对ꎬ将政治、社会、
经济和人道目标结合在一起ꎬ在捐赠方政策中有所延续和体现(如“全
政府方法”〔１６〕 )ꎮ 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带来了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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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Ｓｅｅ 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ꎬ“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Ｒｅｆｌｅｃ￣
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Ｗｈ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ꎬＤＡ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ꎬ２００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ｅａｃ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ｄｏｃｓ / ３７８２６２５６. ｐｄｆ.



方法论ꎬ远超出人道伦理ꎬ这种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ꎮ〔１７〕 这种情况在

“问责和绩效主动学习网络”(ＡＬＮＡＰ)２０１２ 年关于“人道系统”状况的

报告中被认为是有问题的ꎮ 其中写道:
研究凸显了当前人道资金正力不从心地扩展至应对工作

边缘的活动领域ꎬ一方面包括准备工作、降低灾难风险和增强

韧性的活动ꎻ另一方面包括早期恢复、基础设施重建ꎬ以及在国

家无法提供基础服务时无限期地提供此类服务ꎮ〔１８〕

安东尼奥多尼尼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 和斯图尔特戈登 (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对他们称为“新人道主义”(相对于遵守

原则的传统的组织所开展的人道援助而言)的总体批判ꎮ 他们的结论

是ꎬ如今最有机会接触有需求者的方法仍是遵守传统人道原则ꎮ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彼得毛雷尔的观点与此结论相呼应ꎬ他强调:“我们的经验

表明:在一些最有争议的地区紧急接触弱势群体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

将人道目标与其他变革目标———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或人权相关的

变革目标区分开来ꎮ”〔１９〕

虽然国际参与方和行动方式的多元化具有明显的好处ꎬ但人道参与

方之间也可以讨论人道行动议程的宽泛化ꎬ以及在两极化的危机中维持

开展有原则的人道行动而不受其他议程影响的能力这两个议题ꎬ并且可

以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第 ３２ 届国际大会以及 ２０１６ 年世界人道峰会的

与会国进行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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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Ｂｒａｄｌｅｙ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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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ｎａ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９７９４.

ＡＬＮＡＰꎬ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２０１２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２ꎬｐ.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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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ｗｅｂｃａｓｔ￣ｐｅｔｅｒ￣ｍａｕｒ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ꎮ 该演讲在本辑«红十字国际评论»中也有转载ꎮ



　 　 人道工作者是否可以既“专业”又“有原则”?

如上所述ꎬ原则的发展实际上是红十字与红新月人道工作者长期经

验的“结晶”ꎮ 从这种意义上讲ꎬ它的确为这一领域的专业化
∙∙∙

做出了贡

献ꎮ 然而捐赠方和人道组织通常将专业化理解为采用商业领域的专业

标准ꎬ或是运用行政管理来取代过去给人造成的“业余主义”的印象ꎮ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法布里斯魏斯曼(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在描绘人道领

域状况时表示:“我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官僚化现象:越来越多的资源被

用于组织的管理ꎬ这不利于其完成社会使命ꎮ”〔２０〕

虽然人道组织需要不断努力进步ꎬ并提高效率来为有需求者提供服

务ꎬ但对他们的绩效考核并不一定使用私营部门同样的标准ꎮ 企业使用

的绩效专业标准(在当前关于提供人道援助“性价比”的讨论中又重新

浮出水面)可能无法捕捉苦难的人性层面ꎬ以及对苦难的人道应对ꎮ 支

持和恢复人的尊严并不是一个流程的机械性结果ꎬ对原则的恪守需

要———并且也能够被考虑在内ꎮ 对原则的遵守可能是一个真正专业的

人道领域最为真实的标志ꎮ 在未来ꎬ当人道援助有可能被外包给私营企

业ꎬ进而导致援助可能被认为私有化时ꎬ应将这一点牢记于心ꎮ
如果在慈善业余主义

∙∙∙∙∙∙
和慈善外包

∙∙∙∙
两者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ꎬ那么人

道原则很有可能指向正确的方向———因此ꎬ人们对发展良好的人道领导

力兴趣日增ꎬ在这里人道原则可以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灵感来

源ꎮ 人道参与方同样需要维持其对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年轻、有动力的专

业人士的吸引力ꎮ 这里同样对原则的遵守可以化作强大的力量来驱动

热情的新员工ꎬ并作为人道工作者的凝聚力ꎮ
为了完成对人道原则实践的概述ꎬ本辑评论还发表了所谓“杜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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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ＩＣＲＣ 翻译ꎬ法语原文为:Ｌ’ ｕ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ｕｘｅｎｊｅｕｘｅｓｔꎬà ｍｏｎ ｓｅｎｓꎬｌｅ 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 ｄｅ
ｌａ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ｐｌｕｓ ｅｎ ｐｌｕｓ ｄｅ 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ｏｎｔｃｏｎｓａｃｒéｅｓ à ｌａ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 ｌ’ ａｐｐａｒｅｉｌ ａｕ
ｄéｔ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Ｓｅｅ“Ｅｔａｔ ｄｅｓ ｌｉｅｕｘ ｄｕ ｓｅｃｔｅｕ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 ａｖｅｃ Ｆａｂｒｉｃｅ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ꎬ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ｅｔ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９８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７０ － ７１ꎮ



义”人道组织的特定原则和工作方法的文章ꎮ 埃尔斯德比夫(Ｅｌｓ

Ｄｅｂｕｆ)的文章主要阐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与豁免权ꎬ

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组织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ꎬ其中澄清了该组

织的工作方法并解释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ꎮ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对于人道领域似乎服务于两个主要目的:它们

既作为“开展工作的工具”ꎬ也作为人道领域身份的催化剂ꎮ 关于第一

个目的ꎬ原则提供了一个在一线做艰难选择时使用的框架ꎬ尤其是在武

装冲突和暴力局势中有助于在武装参与方和整体社会的眼中获得信任ꎬ

此时他们对人道参与方的看法事关生死ꎮ 关于第二个目的ꎬ原则的汇编

成典是人道工作者的经验所得ꎮ 反过来ꎬ自从原则得以采用之后ꎬ它们

也为塑造人道领域的身份做出了突出贡献ꎬ包括其边界的界定ꎮ 这种双

重性质也加重了原则的内在矛盾:人们往往倾向于以修辞(而不是以教

条)的方式援引这些原则来提醒人道领域的特定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地

位)ꎬ而行动上却与原则不相一致ꎮ 这可能导致被指控为虚伪ꎬ对更广泛

的人道努力带来负面影响ꎮ 所有声称遵守原则的都需要“付诸行动”ꎮ

随着人道领域的发展ꎬ以及需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

适应新型危机ꎬ还会继续产生关于这两个维度的讨论和辩论ꎮ 然而ꎬ原

则中最重要的维度ꎬ或许是其在人道领域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它们不

仅仅是人道参与方的
∙

原则ꎬ而且是人道原则
∙∙∙∙

ꎬ行动中的精神ꎮ 呼吁维护

人类尊严ꎬ这一包含在人道原则中的概念ꎬ能够并且应当让我们所有人

都听到ꎮ 雨果斯利姆(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写道:

在暴力局势和灾难之中ꎬ当人的生命遭到威胁时ꎬ人道的

目标是
∙

人ꎬ而不是什么宏伟的政治社会ꎮ 人道行动是人的学

问ꎬ而不是政治的学问ꎮ 在人道行动中ꎬ没有什么比人更为重

要的目标:不是和平、不是民主、不是宗教信仰的转变、不是社

会主义、不是政治伊斯兰、不是军事胜利ꎮ〔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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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ꎬ
Ｈｕｒｓｔ ＆ Ｃｏ. 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１５ꎬｐ. ４７(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这也许就是人道原则的普遍维度ꎬ今天最需要对此加以重申ꎬ特别

是当面对拒绝承认人性基本原则的武装参与方以及面对继续使人道必

要让位于政治、经济或军事考量的国家至上的情形时ꎮ

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道参与方开展真诚包容的对话有助于此ꎮ 为了

避免发现自己服务于别的议程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ꎬ人道参与方本身应

与这些最初让他们投身于此事业的理想重新对接:人道的理想ꎮ

«红十字国际评论»主编
樊尚贝尔纳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

１９６５ 年ꎬ在维也纳召开的第 ２０ 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宣布了运动的基

本原则ꎮ １９８６ 年ꎬ在日内瓦召开的第 ２５ 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包含了经修订的七项基本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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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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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６ － １０ － ３１. 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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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红会均享

有平等地位ꎬ负有相同的互相帮助责任和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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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

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

∗ 本采访由«红十字国际评论»主编梵尚贝尔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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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道行动指导原则这一问题上ꎬ本辑«红十字国际评

论»想要聆听不同观点的声音ꎮ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运动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ꎬ它的运营不仅依据运动

的七项基本原则ꎬ还要依据中国特有的“人道、博爱、奉献”这

三种“精神理念”形成的价值观行事ꎮ 如果说基本原则是制度

性规定ꎬ并提供了行动指导ꎬ那么三种精神理念则构筑了中国

红十字会的思想体系ꎮ 此外ꎬ在过去几年间ꎬ中国红十字会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海内外的抗灾救援中(如应对 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

台风“海燕”和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地震)ꎮ 预计未来中国的灾害应

对组织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应对国际性危机ꎮ «红十字国际评

论»对话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红十

字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先生ꎬ进一步了解他如何看待当今

世界人道领域的发展历程ꎬ以及以原则为指导的人道行动所面

临的挑战ꎮ

马强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年初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常

务副会长达 ７ 年之久ꎬ并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理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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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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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年先后任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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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向我们简要谈谈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历史并概述一

下它所做的工作吗?

上海是中国最早向世界开放的口岸之一ꎮ 早在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

初ꎬ红十字文化在孙淦 〔 ２ 〕等社会著名人士的积极推动下ꎬ依托上海«申

报»等一批报刊媒体进行了大量传播ꎮ 孙中山〔 ３ 〕先生翻译的«红十字会

救伤第一法»及世界其他国家红十字运动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ꎮ 作为我

国主要通商口岸的上海ꎬ以其特殊的地位成为红十字文化进入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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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ꎬ沈敦和 〔 ４ 〕等一批上海著名的商贾、绅士ꎬ依托上海发达的工商业、

慈善业及开放通商口岸宽广的国际、国内交流交往优势ꎬ在部分清朝

政府官员的支持下ꎬ会同英法德美有关人士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十

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ꎮ 从此ꎬ红十字文化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ꎬ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ꎬ融合、生根、发展ꎬ从上海走向全国ꎮ 中国

红十字会建立后ꎬ总部或总办事处长期在上海ꎬ中国红十字会的主要

领导班子长期依托上海为基地开展工作ꎬ上海成为全国红十字运动的

中心ꎮ

上海市红十字会建立于 １９１１ 年ꎬ目前市红十字会机关有四个业务

部门(赈济救护部、青少年工作部、志愿服务部、信息传播部)和一个综

合部门(综合办公室)ꎮ 市红十字会下面建有备灾救灾中心和培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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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 ３ 〕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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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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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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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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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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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ꎮ



中心两个独立的单位ꎬ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少儿住院医疗互

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等部门ꎬ市红十字会日常

全职运行员工近百人ꎮ 市红十字会下辖 １７ 个区县、２００ 余个街镇、数千

居村ꎬ部分行业和开发区、学校以及部分医疗单位的红十字基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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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ꎮ
如上海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大都市ꎬ其他的自然灾害较少ꎬ但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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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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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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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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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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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案件涉及 １９４９ 年以前居住在上海的境外人士ꎮ

１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 ５ 〕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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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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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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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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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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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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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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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报灾员队伍基本覆盖了全市各街镇、居村ꎮ



图 １　 上海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图 ２　 红会基层组织为社区提供服务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您认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人道工作及其基本原

则与中国在危机中开展慈善和救济的传统有何关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古国ꎬ中华文化底蕴中就有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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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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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ꎬ１９０４ 年率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上海万国红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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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成立ꎬ因为以人道为目的的扶危济困目标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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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理念? 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在七项

基本原则之外要倡导这三个理念?

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通过多种方法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ꎬ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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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ꎬ它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第一个基本原则相同ꎬ表示中国红十字

会保护生命健康与对人的尊重ꎮ 它倡导相互理解、友谊、合作和世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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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歧视、界限ꎮ 就像我们医生一样ꎬ医生的心应该是博爱的心———

３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这种爱非常强大ꎬ足以打破各种界限ꎬ甚至阶级、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界

限ꎮ 这种博爱就包括了怎么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需要人道救助的受助

者ꎮ 因此ꎬ“博爱”与七项基本原则中的公正原则也是一致的ꎬ意思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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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就是奉献精神ꎬ如果没有这个奉献精神ꎬ就不可能完成志愿服务的

目标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ꎬ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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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字的中国红十字精神ꎬ没有去表达它们ꎬ只是将精神方面的内容用

中国文化的六个字概括了ꎬ组织方面的内容 〔 ７ 〕也没有写进我们这六个

字的原则ꎮ
七项基本原则也是在红十字运动经过一百年以后提炼出来的ꎮ 那

么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在红十字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ꎬ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随着我们对红十字运动理解的加深ꎬ一定会按照中国

的国情进一步拓展红十字的理论ꎮ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国红十字会使用的“精神”一词相对

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原则”的意思?

每个人做事情都有其一定的思想状态和追求的目标ꎬ如果能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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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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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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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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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尺ꎬ精神则偏向于思想状态ꎬ是意识形态方面的ꎮ 比如ꎬ我做红十字工

作ꎬ我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ꎬ而当我实际做每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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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民众宣传的时候ꎬ“人道、博爱、奉献”这六个字更容易激发大家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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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ꎮ

图 ３　 上海市中心的亨利杜南雕像ꎬ来源:上海市红十字会ꎮ

同时ꎬ“博爱”“奉献”这两个词也很有感召力ꎮ “博爱”是中华民国

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ꎬ他把中国的“仁爱” “兼爱”与西方人道

５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之爱糅合在一起ꎬ提出了“博爱”ꎮ

“奉献”这两个字也体现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工作的精神ꎮ 比如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履行人道职责ꎬ在世界各国的武装暴力冲突中牺牲了

许多同人ꎬ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ꎮ 不仅从事红十字运动工作的专职人员

需要这种奉献精神ꎬ全社会都需要弘扬这种精神ꎬ我们要动员社会资源ꎬ

也要动员社会这种奉献精神ꎬ所以奉献这两个字代表了中华民族和我们

红十字组织的共同的精神和信念ꎮ 我们每一个红十字人ꎬ自己首先要有

奉献精神ꎬ也要宣传、倡导社会来共同奉献ꎮ 从某种角度来讲ꎬ七项基本

原则当中的志愿服务是有一定的奉献精神的表达ꎬ但是“奉献”这两个

字的含义更广泛ꎬ前者只是一种服务的形式规定ꎬ而不是一种精神状态

和信念ꎮ

　 　 各国的国家红十字会都是政府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的助

手ꎬ但同时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原则又是对红十字会的一

个基本要求ꎮ 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ꎬ在中国ꎬ红十

字会是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的?

确实ꎬ七项基本原则中的独立原则是红十字组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

原则ꎮ

中国红十字会独立性体现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历史案例ꎮ １９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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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发生了日俄战争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当 １９２３ 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的

时候ꎬ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在上海组织了民众募捐ꎬ而且还组织了一支 ２０

多人的救援队到日本去帮助救援工作ꎮ

第二个例子离现在比较近ꎮ ２００８ 年我国发生了“５∙１２”地震ꎬ〔 ８ 〕

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８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地震ꎬ震级达到 ８ 级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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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ꎮ 中国红十字会共募捐了 ４２. ９ 亿元ꎮ



在这次重大自然灾害中ꎬ中国红十字会独立地进行了募捐ꎬ然后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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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经研究后独立提出的ꎮ 我们与政府密切合作ꎬ满足地震灾民最急需

的要求ꎮ
在灾后重建中ꎬ重建项目也是由上海市红十字会根据灾区的实际需

要做出的决定ꎬ灾区地方政府帮助当地红十字会对项目进行实施和落实

等ꎮ 我们红十字会组织协同捐献者进行监督ꎬ确保符合捐献意向和建设

标准ꎮ 这样ꎬ就把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借用社会与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了ꎮ 在这片废墟上进行重建ꎬ政府需要进行总体规划ꎬ在政府开展总体

规划的时候ꎬ我们红会就提前参与ꎬ使红会要做的项目纳入和符合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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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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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借助政府的支持力量ꎬ可以帮我们将想要做的事做得更快、更好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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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ꎬ我们也有针对城市脆弱人群的人道援助项目ꎬ这些项目都

由上海市红十字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履行职责ꎮ 我们

有个执委会ꎬ日常所有内部的工作、运行方式、筹资模式、人道救助项目

确定等ꎬ都由这个执委会决定ꎬ没有任何人干预我们的决策ꎮ 政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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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合格的红十字人道事业社会

活动家ꎬ转变为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的信奉者ꎬ转变为一个人类社会崇高

思想境界的实践者和传播者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ꎬ这也是一种修身养

性ꎬ一种对人道事业奉献精神的培养ꎮ 七年来ꎬ我深深被红十字事业所感

动、感染ꎬ我深深地热爱这个事业ꎬ红十字事业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ꎮ

７２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前常务副会长马强的专访　



　 　 在实施七项基本原则的过程中ꎬ中国红十字会ꎬ包括上海

市红十字会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红十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武装暴力冲突和灾害环境中提供人道

援助ꎬ在和平、没有战争的环境里传播红十字运动的理念和精神ꎬ比正在

发生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国家难一些ꎮ 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ꎬ当时中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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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久了ꎬ社会及一般的年轻人ꎬ关心一个离自己比较远和比较陌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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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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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帮助青少年了解我们的工作ꎮ 我们

红十字组织还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七项基本原则ꎬ并将其与中国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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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较高层次的干部队伍的稳定ꎬ以及提升他们对

红十字运动的领悟ꎮ 如果把这支队伍建设好了ꎬ做好各项工作都不是大

问题ꎮ 因此ꎬ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在各级红会领导班子中传播红十字会的

历史和正确理解七项基本原则ꎮ 如果对这个问题掌握不好ꎬ整个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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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的全面入职培训是很重要的ꎮ 我入职几年后参加过培训ꎬ因课程

设置等原因收获不够大ꎮ ２００８ 年到红会工作后ꎬ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从朦胧状态开始进入角色ꎮ 另外ꎬ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的七年时间

里ꎬ我很高兴有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ꎬ它非常专业ꎮ 如果没有很好的

８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骨干培训ꎬ没有比较专业的领导ꎬ我们的目标就难以实现ꎮ
我还注意到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十分注意探讨如何把

红十字运动的原则向世界各国的红十字工作骨干传播ꎬ我们应该努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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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ꎬ甚至更长时间ꎮ 这样一个架构ꎬ是把红十字运动向前推进的核心

基础ꎮ 我们也需要维护队伍的稳定ꎬ使之更加专业化ꎬ我们需要这支队

伍具有奉献精神和投入精神ꎬ能够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原则并成为红十字

运动的活动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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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是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之一ꎮ 您如何建议把此项原则与日益增长的提高人道工作者

的专业性和人道领域的组织效率等方面的要求相协调?

这个问题也是我上任以后ꎬ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关注、充实的一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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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ꎮ 我觉得专业化应该分成三个层面来展开ꎬ才能准确地把握ꎮ
第一ꎬ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组织ꎬ它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捐赠ꎬ它不可能

雇用很多人ꎬ我们的组织聘不起大量的高薪者ꎮ 所以ꎬ国家红十字会需

要组织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员成为志愿者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ꎬ红十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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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ꎮ 我们需要有水平较高的组织者ꎬ让志愿者当中一些高水平的人去培

训水平较低的人ꎬ帮助对红十字工作还不熟悉的人ꎮ 这样ꎬ我们就能培

养出一支比较精干的队伍ꎬ从学生角度叫“学生领袖”ꎬ从志愿者角度叫

志愿者骨干或者说志愿者中领袖式的人物ꎮ 他们可以成为雇员与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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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首先要具有非常专业的管理知识和能力ꎮ 比如ꎬ我对自己的要求就

是要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十字事业的传播者、专业的管理者ꎬ我也期

望我们的志愿者在工作中用非常专业的方式行事ꎮ 要达到这一点ꎬ国家

红十字会的管理者很重要ꎬ地方分会的管理者也很重要ꎬ志愿服务的组

织者对志愿服务的组织工作要非常专业ꎮ 管理者必须知道如何领导一

支志愿者队伍ꎬ并通过他们提供人道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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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如果愿意ꎬ他们会怎么做?

目前ꎬ中国的私营部门占经济体总量的 ２ / ３ 以上ꎬ具有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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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高级阶段就实行了股份制ꎬ投资决策要经董事会批准ꎬ慈善捐献的决

策也是这样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它在进一步的规范和透明ꎮ
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很具有社会责任感ꎬ对人道与慈善工作有极

０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大的积极性ꎮ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的加强及企业股份制建设和法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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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ꎬ因为他们对红十字会及其主要活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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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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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者ꎮ 我认为ꎬ红十字组织管理团队的能力、素养、水平ꎬ决定了私营部

门的投入状况ꎮ 当然ꎬ我们还应该在吸引他们参与进来的同时ꎬ加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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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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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不太清楚红十字会是做什么的ꎬ工作做得怎样ꎮ 我们把他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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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ꎮ 我们也接触了一个外资的企业ꎬ我们请他们的老总及员工参与我们

在医院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基地为残疾患者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等ꎮ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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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应急包ꎬ就是在了解了我们的组织情况之后决定进行这些捐赠的ꎮ

　 　 在人道行动上有一个相对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吗? 如

果有ꎬ您认为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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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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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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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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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完全一样ꎬ需要一个发展过程ꎬ让大家慢慢地走到一条共同的道路

上去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ꎬ可能在有些国家看来ꎬ“中国有点不一

样”ꎬ实际上不是这样的ꎮ 在我们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时ꎬ有的人

跑得快点ꎬ有的人跑得慢点ꎬ有的人跑的样子非常好看ꎬ有的人跑起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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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使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一样ꎮ 我不赞同在红十字运动领域使用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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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也完全一样ꎮ 所以我认为ꎬ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ꎬ各个国家结合各自

的不同国情ꎬ围绕着七项基本原则和红十字运动的总体宗旨和目标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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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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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ꎬ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发展机遇ꎮ 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成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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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ꎮ 所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ꎬ就是结合中国国情ꎬ用一种带有自己优势

和利用各种资源的方式促进我们红十字事业的快速发展ꎮ 实际上ꎬ回顾

１８６３ 年国际红十字组织刚刚建立时ꎬ可以看到它也是利用了当时欧洲

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ꎬ所以才会从五人委员会最后慢慢形成了第一部

«日内瓦公约»ꎬ之后再有了几十个国家的参与ꎮ 所以ꎬ我们应该允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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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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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二十年中ꎬ中国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ꎮ 在这个过程

中ꎬ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重要ꎮ 那么ꎬ中国日益增长的国

际地位对其未来对国际人道行动的参与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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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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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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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参与国际人道行动一定是和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ꎮ 这些将形成中国参与国际人道行动的基础ꎮ 中国经

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ꎬ在政治、经济、教育和人道工作方面正逐渐与世

界融为一体ꎮ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ꎬ中国未来将更多地参与国际

人道行动ꎮ 这是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ꎮ 不仅从上海来讲ꎬ而且从中国各

个省份来讲ꎬ都有这样一种对外开展工作的积极性ꎮ

中国过去曾非常贫穷ꎬ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从 １９７８ 年才开始ꎮ〔 ９ 〕

在这种背景下ꎬ中国红十字会近年来提供对外援助越来越频繁ꎬ在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台风“海燕”灾害后都进行了紧急援助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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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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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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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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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了第一支应急救援队ꎮ 当然ꎬ追溯历史ꎬ中国红会向其他国家红会

提供双边人道援助历史很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ꎬ总会仅仅通过

上海市红十字会就向 ８０ 多个国家提供过援助ꎬ援助方式主要是提供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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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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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搞好了ꎬ这对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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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

使用人道原则吗?

斯图尔特戈登　 安东尼奥多尼尼∗著 /
何田田　 范明舒∗∗译

摘要

“传统的”或“杜南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传统上讲是围绕着一些核心

原则而构建的ꎬ即中立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和公正原则(不考虑民

族、宗教、种族或任何其他因素ꎬ仅根据需要提供援助)ꎬ加之行动必要

(这不是一个正式原则)ꎬ以寻求交战各方的准许ꎮ 这些原则虽然受到

过质疑ꎬ但一直主导着当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话语ꎬ而且已经等同于ꎬ或者

至少反映了一套被假定为是重要的、持久的和普遍的人道价值ꎮ 本文将

人道行动的内容看作更具动态且不断变化的ꎮ 它阐述了对人道领域和

∗

∗∗

斯图尔特戈登(Ｓｔｕａｒｔ Ｇｏｒｄｏｎ)博士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学者ꎮ 在此之前ꎬ
他曾就职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英国国防学院ꎮ 他也曾经在英国军队中担任正规和预备

军官ꎬ以中校军衔退役ꎮ ２００３ 年ꎬ他在巴格达的美国 / 英国伊拉克人道行动中心中担任行动部

主任ꎬ随后参与撰写了英国政府的阿富汗“赫尔曼德路线图”(Ｈｅｌｍ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Ｍａｐ)ꎮ 他专门研

究冲突和人道行动的政策ꎮ 安东尼奥多尼尼(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塔夫茨大学费恩斯坦国际中

心(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高级研究员ꎬ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研究员ꎮ 他的

研究课题是与人道主义和人道行动的未来相关的问题ꎮ 他在联合国工作 ２６ 年ꎬ从事研究、评估

和人道能力建设等相关工作ꎮ 他最后的职位是联合国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办事处的

主任(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ꎮ 他也是 «金羊毛:人道行动中的操纵与独立» (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ｅｅｃ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２)一书的主要编著者ꎮ

何田田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ꎬ范明舒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

区代表处翻译部主管ꎮ



人道原则的“新人道”批判的起源和内容ꎬ并主张ꎬ这一批判既曲解了中

立原则的伦理内容ꎬ又掩盖了传统人道主义所做的重要行动调整ꎬ这些

调整使传统人道主义为当代的行动环境做好了充分准备ꎮ
关键词:人道ꎻ新人道主义ꎻ人道原则ꎻ中立ꎻ公正ꎻ改革ꎻ历史

　 　 人道原则的主导地位?

“冷战”期间ꎬ“传统的”人道原则 〔 １ 〕在相对同质却四分五裂、权利

分散且制约重重的人道领域明显占有一个特权的位置ꎬ而该人道领域明

显植根于北方发达国家ꎮ〔 ２ 〕 这些人道原则被庄严载入许多主要人道机构

宣布的立场中ꎬ而且作为重要原则被纳入人道系统本身的法律文书中ꎬ如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ꎬ以下简称

运动)、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

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以下简称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ꎮ〔 ３ 〕 国际法

院也把人道主义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及其方式等同起来ꎮ〔 ４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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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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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国际委员会(简称 ＩＣＲＣ)一直以来所提供的挽救生命的紧急救济援助和保护的委婉语ꎮ
奥德(Ｏｄｅｈ)将北方发达国家定义为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等经济发达

的国家ꎮ 相反ꎬ南方不发达国家是指“非洲国家、印度、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等经济落后的国

家”ꎮ 他认为ꎬ北方发达国家是“富裕的、技术先进的ꎬ政治稳定以及处于人口趋向零增长的老

龄化社会”ꎮ 南方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则反之ꎮ 北方发达国家“继续在国际贸易和政治领域占据

主导地位ꎬ并引领南方国家”ꎮ Ｌｅｍｕｅｌ Ｅｋｅｄｅｇｗａ Ｏｄｅｈꎬ“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Ｖｏｌ. １２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０ꎬ
ｐ. 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ꎬ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 ０５１３ꎬ
１９９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５１３. ｐｄｆꎻ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ꎻ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

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ꎬ日内瓦ꎬ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０６７. ｈｔｍ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Ｊｕｎｅ /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Ｍｅｒｉｔｓ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道原则的一些变式同样出现在«全球计划:人道宪章和灾难响应最低标

准»手册当中ꎬ〔 ５ 〕联合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协调工作组〔 ６ 〕 也为将人道

原则纳入一线工作而做出过各种努力ꎬ如«利比里亚行动联合政策»、〔 ７ 〕

南苏丹的«地面规则»框架〔 ８ 〕和«阿富汗战略框架»ꎮ〔 ９ 〕 其结果是ꎬ人道

原则不再只是一个抵及受害者的务实工作方式ꎬ而更贴近于人道主义主

旨本身———它们从一种确保获得准入的简单方法被逐渐推崇为(对一些

人来说)近似人道行动的“目标”的东西ꎮ 这并不是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本身将人道原则视为被推升至绝对价值的地位ꎮ〔１０〕 即使对于长期以

来被誉为“运动基本原则”之父的让皮克泰来说ꎬ他也清楚这些原则

更多地发挥着务实指南的有限作用ꎮ 他将这些原则描述为“基于判断和

经验得出的规则ꎬ被某个群体采纳来指导其行为”ꎮ〔１１〕 但是ꎬ在 ２０ 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ꎬ这些人道原则被同时
∙∙

以不同方式构建为全球永久性且

不可改变的为获得准入的“护身符”ꎬ且作为(ｑｕａ)人道话语目标的中心

主旨ꎮ 这在多方面确保了对传统人道主义作为一个行动范式的挑战可

以通过批判人道原则本身来进行ꎮ
本文依据两条主线展开ꎮ 首先ꎬ本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ꎬ即若以动

１４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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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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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２２ꎬ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ＯＤＩꎬ１９９７.

Ｉａｉｎ Ｌｅｖｉｎｅꎬ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ＨＰ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１ꎬＭａｙ １９９７ꎬｐ. ３１.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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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ｒａｖｅｌｅｄ? ＡｉｄꎬＰｅａｃｅꎬ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Ｋｕｍａｒ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ꎬＣＴꎬ２００４.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 ＩＣＲ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１１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０.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ｐ. ８.



态的眼光看待人道行动的内容ꎬ人道、公正、独立和中立的人道原则 〔１２〕

是否依然代表对人道主义的性质和内容的一项可靠的不变共识ꎮ 随后ꎬ

本文详细介绍了“冷战”后对人道体系的批判的起源和内容ꎬ尤其是在

“新人道”文献中针对传统人道原则的批判ꎮ 本文将这一批判描述为援

助的替代范式的产物ꎬ它通过挑战传统人道原则的伦理内容和行动相关

性ꎬ对人道主义构成了存在主义的威胁ꎮ

本文接着解析和评价了这些批判的性质ꎬ尤其是那些针对中立概念

的批判ꎮ 本文质疑:人道行动的环境是否已经变化到一个程度ꎬ使得这

些原则不再是保证获得准入的最有效方法ꎬ由此暗示批评家们既歪曲了

中立原则的伦理内容ꎬ也掩盖了传统人道体系内可以说是强调了传统人

道主义持续的行动相关性的重要调整ꎮ 事实上ꎬ如果在行动中得到始终

如一的贯彻ꎬ这些人道原则能够提供最佳的准入方式ꎬ但代价是新人道

主义更为广泛的目标ꎮ 本文还主张ꎬ在传统人道主义存在的同时ꎬ新的

人道范式将不断涌现(事实上已经在不断涌现)ꎬ这是必然且有益的ꎮ

但是ꎬ传统人道主义依然是有价值的ꎬ且值得对其加以维持ꎮ

　 　 一个永久的人道伦理?

人道原则面临的挑战中ꎬ一个特别的部分是质疑它们是否仍然具有

相关性ꎮ 虽然传统人道原则无疑具有永恒的气质ꎬ但是许多作者 〔１３〕认

２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

〔１３〕

关于这些原则更多的论述ꎬｓｅｅ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ｓ ｂａ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３７ － ６０ꎻａｎｄ Ｊ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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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了它们的历史特定性ꎬ认为它们产生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ꎮ 在

此背景下ꎬ唯一的冲突类型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ꎬ军队和平民之间、救济

和发展援助之间有明确的区分ꎬ且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ꎮ〔１４〕 从多方

面来讲ꎬ质疑人道主义的某些愿景是否依然有相关性是正确的ꎬ因为人

道主义从来就没有过完全一成不变的内容ꎮ 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汤姆韦斯(Ｔｏｍ Ｗｅｉｓｓ)〔１５〕 强调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不断演

变ꎬ主张“人道主义”始终代表着一项“进展中的工作”ꎬ其意义和实践多

年来一直在变化ꎬ并且将持续变化ꎮ
“人道主义”流动变化的内容反映了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性

质ꎬ该现象产生于同情与人类苦难之间的互动ꎮ 正如菲奥里(Ｆｉｏｒｉ)所

主张的ꎬ人道主义“反映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政治ꎬ它与苦难和脆弱性的关

系是那一时期的特殊性以及冲刷至那一刻的历史潮流的轨迹的产

物”ꎮ〔１６〕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ꎬ人道行动的理念一直反映了一种高度

流动变化的同情政治ꎮ 从它起源于推崇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欧洲启蒙思

想ꎬ到 １９ 世纪试图废除奴隶制的社会和宗教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监狱

改革、城市贫困人口生存条件的改善、战场伤病员医疗服务的加强ꎬ以及

非洲殖民地人民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改善ꎬ这都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范畴ꎮ
其中有一种特定的同情政治规制着人道行动的边界和内容ꎬ并规制着人

道机构建立起来所要应对的苦难的形式ꎮ 同情政治的变化产生于“不人

道”和“苦难”这两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的重新定义ꎬ与团结、同情和共同

人性这几个概念存在的同样多变的冲动相抗衡ꎮ 其结果是ꎬ只有某些

“不人道”和“苦难”的局势曾转变为适于“人道”参与方采取行动的“人
道危机”ꎮ 换句话说ꎬ人道主义的内容一向是由人类苦难的发生和为这

些苦难形式设定边界的意愿所共同决定的ꎬ这些苦难被认为“适合”于
那些将自己定义为“人道参与方”的特定人道机构团体采取应对行动ꎮ

３４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４〕
〔１５〕

〔１６〕

Ｍ. Ｅ. Ｎ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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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ꎬ传统人道主义被构建成一种“范式”ꎬ有自己关于个人和

集体行动的制度、机构、原则以及所有相关内容ꎬ是一个理解和诠释现实

的综合模型ꎬ为每个人道工作者提供如何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认知指

南———观点和规则ꎮ 实际上ꎬ人道主义也是一种心理脚本ꎬ帮助决定有

待解释的关键问题的优先要务和性质ꎬ以及对其采取的特定应对行动的

合法性ꎮ 而且ꎬ由于人道主义的规范存在于社会结构和政府机构中ꎬ它
们是权力的一种流通或范畴ꎬ赋权于某些机构和个人促进特定个人和集

体的利益ꎮ 就此而言ꎬ人道主义是一种主导式话语ꎬ它维持特别机构和

方式的主导地位ꎬ且在被称为“人道危机”的特定
∙∙

类型的危机局势中ꎬ定
义慈善和同情这些被称为普遍价值的内容ꎮ 可以这样说ꎬ作为一种社会

建构和专属领域ꎬ这不可避免地
∙∙∙∙∙

造成内部和外部的挑战ꎮ 原因很简单ꎬ
因为权力的主导模式反映了特定的利益和偏好ꎬ它们不可避免地可能会

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ꎬ这些竞争对手正是会质疑那些合法化制度、规范

和实践所占据的主导地位ꎮ〔１７〕 因此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新人道主义”
带来的挑战ꎬ部分反映了北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不可避免的

∙∙∙∙∙
、替代性

的和存在主义的威胁ꎮ 同样不可避免的ꎬ一是随后出现的来自反对派

(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的挑战ꎬ他们

认为除非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ꎬ否则就不存在人道行动的空间ꎻ二是由

于西方国家的衰落ꎬ以及针对在危机中提供援助出现了主要是集权国家

性质的不同方式而产生的更广泛的挑战ꎮ 虽然这些挑战表面上明显不

同ꎬ但其策略都是质疑传统人道原则的伦理内容及其是否继续具有相关

性ꎮ 然而ꎬ在质疑的过程中ꎬ它们掩盖了传统人道理念范畴内已经发生

的重要的适应性改变ꎮ

４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７〕 这并不表明没有差异的存在ꎮ 受宗教启发的人道主义、威尔逊式传统和军事的不同

形式都有不一样的心理脚本ꎮ 在法语中没有和“人道主义”相对应的词汇ꎬ法国不认为这是一

种意识形态ꎬ而认为是一种活动ꎬ称为人道行为( ｌ’ａｃ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ꎬ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种现

象ꎮ



　 　 范式发生的是演变抑或革命? 同情政治的拓展

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和动态构建方式ꎮ 尽管人

道理念和更为重要的实践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根源ꎬ但在整个 １９ 世纪

末和 ２０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ꎬ主导二者的ꎬ本质上是“赠与”的慈善

伦理ꎬ而受助者之所以值得帮助仅仅因为他们作为受害者的地位ꎬ以及

他们能使人产生怜悯ꎮ 这不知不觉地将传统人道主义等同于戴维利

夫(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曾描述的“提供过夜睡床的人道主义”ꎬ〔１８〕 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家长式的和象征式的救济ꎬ而不是对社会变革起转型或解放作用

的救济ꎮ〔１９〕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人道主义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ꎬ这对

这一特定的同情政治的抱负和性质产生显著的影响ꎮ 去殖民化的进程、
解放斗争、联合国管辖范围和可获得资源的增加ꎬ以及新型物流和信息

技术的兴起ꎬ伴随且从多方面推动了国际化的同情政治的日益制度化ꎬ
使其更能在情感上和实际中为距离更远的受难地区开展工作ꎮ 同样地ꎬ
在北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强大的自由主义言论为人道行动的性质、范围和

目的ꎬ以及“贴近”受益者和受援助社区的理念提供了新的视角ꎮ 这体

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新型人道非政府组织的增多ꎬ尤其是比夫拉战

争后连带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ꎬ也体现在这些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根除导

致苦难与贫穷的深层次结构性根源ꎮ〔２０〕 人道行动的模式也受到了影

响:在北方发达国家ꎬ在一片越来越响亮刺耳的基于自由人权的讨论中ꎬ
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基础广泛的社会连带式援助ꎬ而不

再仅限于提供基本物资援助的形式ꎮ 这一现象通过一套具有解放意义

５４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８〕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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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词汇被扩大化ꎬ〔２１〕 或如戴维利夫所描述的“基于权利的普

遍主义”ꎬ〔２２〕它被供奉在一个越来越基于权利的且公开宣称自己为行动

主义的人道主义中ꎬ开始取代根植于慈善理念的传统人道主义ꎮ〔２３〕 人

们越来越多地用权利受到侵犯来表达遭受的苦难ꎬ所有的授权行动被称

为保护、促进或维护那些权利ꎮ〔２４〕 正如肯尼迪(Ｋｅｎｎｅｄｙ)所称ꎬ“不能

以这些词汇清晰表达的人道努力看起来就少些合法性、实用性ꎬ不太值

当”ꎮ〔２５〕 这也正如雨果斯利姆(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等作者的观点ꎬ即不基于

权利的善举只能使那些灾难受害者沦为对自身所受苦难无能为力的

人ꎮ〔２６〕 因此ꎬ基于权利的方法试图改善受难者的无力感ꎬ承认他们享有

固有权利ꎬ并使他们成为自身变革的推动者ꎮ〔２７〕 人们越发重视实现天

赋人权和社会与个人正义的更广泛的愿景ꎬ而不是简单的“怜悯和帮

助”ꎬ扩展了同情政治的内容ꎬ“为自身”创造了“挑战、减轻甚至改变暴

力和战争的特殊政治的空间”ꎮ〔２８〕 在这种情况下ꎬ重点关注能够挑战造

成苦难的结构性原因ꎬ而并不只是通过人道救援缓解苦难表象的发展援

６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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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保护人权(人民进步的工具)的做法变成了同情政治的一个自然组

成部分ꎬ并挑战了传统或古典人道主义所固有的极简式同情———虽然颇

具讽刺性的是ꎬ这其实是对早期运动式人道行动的一种回归———例如反

奴隶制运动、拜伦勋爵用库什内式(Ｋｏｕｃｈｎｅｒ￣ｓｔｙｌｅ)手段煽动希腊人摆

脱土耳其帝国的压迫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于 １９ 世纪受难的基督教少

数派或多或少的关切ꎮ〔２９〕

　 　 危机概念的拓展

人道主义伦理内容的变化ꎬ是伴随着人道危机本身由什么组成这一

概念的深刻变化一同发生的ꎮ “后冷战”时代初期ꎬ灾难愈加被重新定

义为“复杂紧急局势”———或自然和人为原因以及不同脆弱性原因的复

杂组合ꎮ〔３０〕 对于联合国来说ꎬ复杂紧急局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地区或

社会内发生的人道危机ꎬ内部或外部冲突导致了全方位或相当大范围的

权力崩溃ꎬ且需要远超任一机构和(或)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国家项目的

使命或能力的国际应对ꎮ〔３１〕 通常来说ꎬ这样的危机也包括政治、冲突和

维和因素的一个长期组合ꎮ〔３２〕 实际上ꎬ“复杂紧急局势”这个概念把

“自然”灾害的短期、突发的“无罪清白”转变成一个重大复杂的政治紧

急局势ꎮ 其性质呈多因果性ꎬ且要求全系统范围的持久应对ꎮ 人道灾难

愈加既与冲突相关联ꎬ又与国家和更广泛的政治失败的存在相关联ꎮ

危机被概念化为需要全面且一致的国际应对的复杂紧急局势后ꎬ有

组织的(主要是西方的)人道主义整体的欠佳表现得到了更多关注ꎮ 在

７４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Ｇａｒｙ Ｊ. Ｂａｓｓꎬ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Ｋｎｏｐｆ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８.

ＩＦＲＣꎬ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３: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Ａｉｄꎬ ＩＦ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ｄｒ２００３ / .

ＵＮ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ꎬ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４ꎬｐ. 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ｄｆｉｄ / ４７ｄａ８２ａ７２. ｐｄｆ.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ｐｐ. ３ － ４.



许多方面这都不是新生事物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发生了一些大

规模的突发事件ꎬ例如比夫拉战争(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年)、秘鲁大地震(１９７０
年)、东巴基斯坦的波拉飓风(１９７０ 年)和印巴战争(１９７１ 年)ꎮ 此后ꎬ作
为一个系统进行高效而有力的应对方面的失败引发了许多争议ꎬ这已经

促使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机构作出重大改革ꎮ １９７１ 年ꎬ联合国

大会通过第 ２８１６ 号决议ꎬ〔３３〕 设立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一职和“联合

国救灾协调办公室”(ＵＮＤＲＯ)ꎮ 尽管看起来联合国救灾协调办公室的

主要职责是动员、指导和协调联合国对自然灾害的人道援助ꎬ并协调联

合国与非联合国参与方间的援助活动ꎬ但它从来未能有效动员联合国的

人道机制ꎬ也未能有效组织一致的国际性应对行动ꎮ 联合国救灾协调办

公室缺乏能将其法律职责转化为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的资金和人员ꎮ
因此ꎬ在联合国各个机构内部ꎬ以及各机构与应对特定人道局势的专门

组织之间ꎬ出现了各种平行的、独立的和临时的(ａｄ ｈｏｃ)协调安排ꎬ例如

非洲紧急行动办公室(ＯＥＯＡ)、联合国阿富汗人道主义及经济援助方案

协调专员办事处(ＵＮＯＣＡ)等不太为人所知的机构ꎮ 这些安排常常是

目标相左ꎬ并不高效ꎬ或是陷入曝光率和财政资源的争夺战中ꎮ 虽然早

先经常有关于合理化的讨论ꎬ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才出现合理化方

案ꎬ以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为起点ꎬ〔３４〕 创立

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ꎬ并设立了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一职ꎬ
而且当时这只是“冷战”结束时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ꎬ以及由

此派生的对于系统表现愈加关注的结果ꎮ

　 　 从表现欠佳到生存危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ꎬ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在日益

８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３〕

〔３４〕

联合国大会第 ２８１６(ⅩⅩⅥ)号决议ꎬ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ｆｒｅｎｃ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ＲＥＳ / ２８１６ (ＸＸＶＩ) ＆ＴＹＰ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ｆｒｅｎｃ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２６ / ｆｒｅｓ２６. ｓｈｔｍｌ＆Ｌａｎｇ ＝ Ｅꎮ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ꎬ第 ３４ 页脚注〔３〕ꎮ



复杂的紧急局势环境中ꎬ人们看到联合国人道组织这一惯常部署力量与

联合国政治与维和行动参与方肩并肩开展行动ꎮ 在此背景下ꎬ人道系统

长期以来表现的不足变得更加明显ꎬ既因为人道应对本身常常被其内部

认为是缺乏有力领导ꎬ也因为政党和军方人士也认为它与其他任务参与

方之间的协调能力不足ꎮ 因此ꎬ这样的困难形势凸显人道系统长期存在

的问题ꎮ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１ 年的海湾战争ꎬ以及紧随其后的伊拉克—土耳

其边界的库尔德难民危机ꎬ更是突出了需要一个有投入精神的且有更多

授权的人道协调机构ꎬ它更有能力来有效地协调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的应对行动ꎬ且能化解人道机构和驻地军事力量之间的矛盾ꎮ 但是ꎬ正
是在巴尔干、大湖地区和索马里发生的战争引发了一股政治压力ꎬ使西

方各国的军事力量不仅用于支持人道援助的物资投送ꎬ而且还要用强有

力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来取代人道行动ꎮ １９９４ 年发生在卢旺达和大湖地

区的种族灭绝和内战ꎬ对国际社会的行动意愿、应对的一致性以及人道

领域内的整体能力和专业性水平提出了重要的质疑ꎮ 尽管就即将发生

的种族灭绝收到了预警ꎬ但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行动ꎬ而«卢旺达紧急援助

联合评价»〔３５〕使大家注意到:种族屠杀后难民营的管理不善和不专业的

救济行动ꎬ给冲突的再次发生创造了条件ꎬ且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原本可

以避免的死亡ꎮ〔３６〕

改善人道领导力水平的这一必要性也反映出人道界内部进行改革

的需要———特别是需要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的愈加“综合”或“全面”
的维和(及执法)任务的政治洪流中ꎬ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和倡议立场ꎬ
且培养能够保障公正、中立和独立援助的人道空间的领导层ꎮ 由于这些

失败和压力ꎬ人道行动越来越多地被描绘为混乱、管理不善、被工具化和

考虑不周ꎻ其结果是ꎬ且非常糟糕的是ꎬ人道行动也被看作变得更加政治

９４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３５〕

〔３６〕

ＯＤＩꎬ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ｓｎ. ｅｔｈｚ. ｃｈ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 ｌａｎｇ ＝ ｅｎ＆ｉｄ ＝ １２１１８４.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ｅｒｅｃ / ｓｗｅｄｅｎ / ５０１８９４９５. ｐｄｆ.



化了ꎮ〔３７〕

　 　 范式危机?

毫无疑问ꎬ在索马里、前南斯拉夫、阿富汗、苏丹和卢旺达的国际干

预创造了一些条件ꎬ使人们能够
∙∙

考虑人道主义的组织及其主导工作方式

的一些替代模式ꎮ〔３８〕 人道工作者愈加认识到自己在存在差异且极为复

杂的环境中工作ꎬ其中多重的压力破坏了人道原则作为准入保证的有效

性ꎬ甚至有可能把这些原则转变成为一种道德义务ꎮ 而中立意味着在面

对人权遭受侵犯时或者援助物资被挪用于发展战争经济时无所作为或

满足于现状ꎮ 那些关于权利广受侵犯ꎬ以及武装部队人员不遵守战争法

的看法ꎬ让人觉得“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所谓非对称性“新型战争”的局

势正在越来越多地挫败平民提供援助的努力ꎮ〔３９〕 交战方将人道援助工

具化ꎬ以及(或)对人道援助加以拒绝ꎬ看起来使从需求出发的人道主义

屈从于从战略角度出发的政治和军事目标ꎬ且损害了提供公正的人道援

助的能力ꎮ〔４０〕 而紧急局势耗时越来越长的性质ꎬ也强化了外界对于外

０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ꎬｐ. ３１. «紧急援助卢旺达联合评价的综合报告»(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称人道系统“形同虚设”ꎮ 关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政治化ꎬｓｅｅ
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ꎬ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Ｂｌｏｏｍ￣
ｆｉｅｌｄꎬＣＴ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７５ ｆｆꎮ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Ｈｉｌｈｏｒｓｔꎬ “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ｔ Ｄｏ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ＧＯｓ”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１９３ － ２１２.

很难权威地论证今天发生的暴行比 ５０ 年前的更多ꎮ 但受玛丽卡尔多(Ｍａｒｙ
Ｋａｌｄｏｒ)有关“新型战争”的论述启发的大部分文章都提到了暴力的增加与平民伤亡和军人伤

亡之比的增加ꎮ 玛丽卡尔多本人认为ꎬ这一比例在旧式战争中曾是 ８ 名战斗员比 １ 名平民ꎬ
但在新型战争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ꎬ约为 ８ 名平民比 １ 名战斗员ꎮ Ｍａｒｙ Ｋａｌｄｏｒꎬ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Ｗａｒ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６ꎬｐ. ９ꎮ 除平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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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ｕｒｔ Ｍｉｌｌｓꎬ“Ｎｅｏ￣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Ｖｏｌ. １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８３.



部援助助长了冲突、延长了战争、使暴力升级并增加了平民苦难的看

法ꎮ〔４１〕 同样地ꎬ人道领域的缺乏专业性被描绘为传统人道组织的总体

特点ꎬ使人们越发觉得援助物资被低效使用于不负责任的且没有成效的

项目ꎬ且由于缺乏对冲突的敏感性和适当的程序ꎬ助长了冲突势头和对

援助的滥用ꎬ实际上带来了与激励援助行为的慈善精神相悖的、事与愿

违的后果ꎮ〔４２〕 同样ꎬ传统人道主义“治标不治本”的性质ꎬ尤其是当它助

长危机和冲突时ꎬ〔４３〕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是不可持续的ꎬ而诉诸人道原

则成了避免做出艰难抉择的借口ꎮ 尤其是中立原则ꎬ在日益贴上了“新
人道主义”的标签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ꎮ〔４４〕 总体而言ꎬ传
统人道原则被描述为导致带来缺乏政治敏感的盲目慈善行为ꎬ其中赠与

行为比发挥积极影响更重要ꎬ而紧急局势的复杂性质使发挥积极影响变

得几乎不可能实现ꎮ 批评人士越发将人道原则的传统表述描述为是国

家间机制和“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的产物ꎬ往好里说是无关

紧要ꎬ往坏里说是在新型战争模式面前 “站不住脚” 和 “运作不良”
的ꎮ〔４５〕

与此相反的是ꎬ新人道主义———即人道援助或多或少与西方自由和

１５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ＮＧＯ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１ꎬｐ. ６８１.

Ｍａ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Ｄｏ Ｎｏ Ｈａｒｍ:Ｈｏｗ Ａｉｄ Ｃａ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ｅａｃｅ￣ｏｒ Ｗａｒꎬ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ＣＯꎬ１９９９.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ꎬ “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Ｖｏｌ. ２８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７９ － １０９ꎻＰｉｅｒｒｅ Ｐｅｒｒｉｎꎬ“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２３ꎬ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ꎻＳ. Ｎｅｉｌ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５４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５３７ － ５６１ꎻＥｌｅｎａ Ｌｕｃ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ｌｅａ Ｋａｈｎꎬ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 Ｎｏ. ４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ｆｕｅ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ａｄ￣ａｎｄ￣ｄａｒｆｕｒ / ꎻ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Ｂｉｌｌｏｎ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ａｒ:Ｗｈａ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３ꎬ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Ｊｕｌｙ ２０００.

Ｆｉｏｎａ Ｆｏｘꎬ “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Ｄｏｅｓ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ａｌ Ｂａｎｎ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２ꎬｐ. ２７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ｈｙ? Ｗｈａｔ? Ｗｈｉｔｈｅｒ?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１３ꎬｐ. ６８.



平目标相密切统一 〔４６〕———提出了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愿景ꎬ即一个能

够应对威胁民众的结构性局势的潜在变革性方法ꎮ 更重要的是ꎬ它在旷

日持久的复杂紧急局势中作为一个“拯救的理念”出现ꎬ为以下这个悖

论提供了补救方法:如果被拯救的个体明天
∙∙

仍身陷危险ꎬ那么今天
∙∙

的简

单营救就没什么意义ꎮ〔４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相比强调传统的应急救援

的缓解措施和物质形式的人道援助ꎬ关注发展援助和人权保护似乎更有

意义ꎬ传统的人道援助往往只是在复杂的紧急局势中对苦难当前的形式

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ꎮ
从恐怖的卢旺达大屠杀到阿富汗战场ꎬ外界提供的人道行动似乎陷

于两种身份之间:一种身份是它所寻求的身份ꎬ是将一个具有共同人道

理念和普遍团结精神的目标行动化ꎻ另一种身份是粗暴地强加给它的ꎬ
它作为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工具ꎬ其行动带来的后果却与人类博爱精神的

明确目标背道而驰ꎮ 人们感觉到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人道应对行动越

来越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ꎬ其结果是ꎬ对人道主义的挑战从对其工

作成效的评判ꎬ发展到更加广泛的对其人道价值观的质疑〔４８〕 以及其是

否还值得改革的质疑ꎮ〔４９〕 就改革而言ꎬ新人道主义者通过专业化改革和

制定标准等方式寻求变革ꎬ而且还寻求采纳更为政治化和解放的人道主

义形式ꎬ与以往彻底划清界限ꎮ 新人道主义承诺支持转型和发展的成果ꎬ
甚至支持和平建设方案ꎮ〔５０〕 用丹妮拉纳西门托(Ｄａｎｉｅｌａ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的话来说ꎬ就是承诺“将满足紧急需求和促进未来发展结合起来ꎬ将巩固

当地的服务、管理体系、赋权和参与和加强民众的能力建设结合起来ꎻ将

２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Ｍａｒｋ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ｓ:Ｔｈ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０５.

尤其是那些与“杜南主义”原则相关的ꎬ包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规范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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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３０９ － ３１７.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保护和促进人权(包括性别议题)和共建和平事业
∙∙∙∙∙∙

结合起来”ꎮ〔５１〕 这样

做的特别之处在于ꎬ它把人道的目标从短期的救死扶伤扩大到和平建设

与国家建设ꎻ增强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能ꎻ将救济与发展联系在一起ꎬ并

最终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基于权力的方法ꎮ 它也试图让人们不再侧重于

人道行动
∙∙

———表现为赠与方的善举冲动或者他们对人道原则的遵

守———而侧重于得到赋权的受益方有权去寻求实现其本来就享有的权

利ꎮ 因此ꎬ新人道主义开始在两方面进行扩展:一是由人道行动者帮助

解决的“人道危机”的种类ꎬ二是被认为适合人道行动者的“同情行为”

的范畴ꎮ 实际上ꎬ新人道主义纳入了危机新概念、专业技术方法、标准的

制定ꎬ并以解放式援助代替缓解式援助ꎬ这一切预示了对传统人道主义

带来的挑战的重大矫正ꎬ并使新人道主义能够将自己描绘成能够与过去

从根本上划清界限ꎮ 这种论调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得到了以下两者的

支持:许多西方国家后“冷战”时期更具干涉主义性质 〔５２〕的姿态ꎬ以及

此后增加的对外援助和人道援助的预算ꎮ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ꎬ并不是人道机构的所有部门都认同新人道主

义ꎮ 因此出现了激烈的且日渐激化的辩论ꎬ辩论在“威尔逊派”、社会连

带主义派(指那些遵守捐赠方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拥护特定宣传立场的

人道参与方)ꎬ以及传统的“杜南主义”的人道信念者之间展开ꎮ

　 　 一种新的范式和新的利益?

传统式和“新”人道主义之间的争论已经充分激化ꎬ其间的差异之

大足以使人们产生一种认识ꎬ即新人道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理念ꎬ寻求

以一种带有自己独特愿景的新范式取代传统模式ꎮ 但是ꎬ该理念的吸引

３５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５１〕

〔５２〕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ꎬ“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Ｔｗｏ Ｓｔｅｐｓ Ｂａｃｋ?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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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ꎮ



力在于ꎬ它不仅反映了“后冷战”时代的挑战ꎬ还反映了特定参与方的利

益ꎬ特别是捐赠方、西方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团体ꎬ他们

的利益曾或多或少被占主导地位的、没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人道机构边缘

化ꎮ〔５３〕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多样性呈指数增长ꎬ随之带来任务多

元化组织的数量增加ꎬ它们借鉴了传统式人道主义的原则ꎬ但工作方式

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模式根本不同ꎮ 许多以发展为导向的非政府

组织迫切需要为不属于传统人道范畴的活动找到规范的合法形式ꎬ因为

救济资金的增长部分是以牺牲了其他形式的官方发展援助为代价而获

得的ꎮ 非政府组织整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ꎬ也部分掩盖了西方的信仰型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ꎬ例如在人道殿堂拓展范畴中的世界宣明会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和天主教救济会(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ꎮ 当一些(来

自不同宗教和教派的)信仰型参与方的行为不符合人道行动的传统原则

时(特别是当他们涉及改教行为时)ꎬ就与建立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努力ꎬ

以及在行动中坚守公正、独立和中立理念的工作产生了矛盾ꎮ

同样ꎬ新人道主义还对捐赠方做了大量的承诺ꎻ他们迫切想阻止危

机演变为长期的紧急局势ꎬ且希望弥合救济与发展之间的鸿沟ꎮ “冷

战”结束以后ꎬ军事理论和发展政策都趋向于认为不发达是造成国家动

荡继而造成国际性不安全局势的主要推力ꎮ 同样ꎬ发展派认识到需要具

有“安全的”条件ꎬ才能促进发展取得成效ꎬ而军事战略家越发认为发展

是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基本组成部分ꎮ〔５４〕 发展和安全模式的这一融合淡

化了曾被看成是两个隔离的世界的界限ꎬ即使两者在历史上实际有过非

常密切的关系ꎮ 此外ꎬ尽管界限淡化的过程在事后(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常常被

认为是国家安全机构未经许可将发展工具化占为己有ꎬ但现实远远更为

复杂ꎬ而且各方更为心甘情愿ꎬ其中发展派推动获取由于与国家安全目

标结合而实现的援助经费增长ꎬ有时还暗示与其是发展安全化了ꎬ还不

４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３〕

〔５４〕

但是分歧往往根据不同个体、问题和情势发生变化ꎮ 此外ꎬ各非政府组织也游走在

各种利益团体之间ꎬ其内部的分歧也往往和外部分歧一样大ꎮ
Ｍ. Ｄｕｆｆｉｅｌ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ｐ. ３.



如说是安全可以被人道化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新人道主义被卷入一场激

烈的讨论中ꎬ其中发展的要务和关注日益与广泛的安全目标产生关联ꎮ〔５５〕

　 　 丧失功能的原则? 批判的路径

我们已经发现了传统杜南主义的方法与新人道主义更为政治化的

议程之间存在的矛盾ꎬ后者承诺解决危机的后果及其根源ꎬ我们现在要

问ꎬ传统人道主义事实上是否可以改革ꎮ 也许对传统人道主义最强有力

的批判就是对于中立这个核心原则的批判ꎬ〔５６〕 菲奥娜福克斯(Ｆｉｏｎａ
Ｆｏｘ)指出中立原则在新人道主义者中已“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ꎮ〔５７〕

这一批判自然对传统人道主义的道德基础进行了质疑ꎮ 戴维钱

德勒(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５８〕等作者就反对中立原则ꎬ理由是冲突本身就是

长期侵犯人权的产物ꎬ人道主义应该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善ꎮ 冲突就本

质而言构建在受害人和加害者两者之间ꎬ因此ꎬ菲奥娜福克斯认为ꎬ人
道行动不应该在“塞尔维亚民兵和穆斯林平民ꎬ或胡图族种族灭绝实施

者和图西族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ꎮ〔５９〕 在另一篇文章中ꎬ她援引了无国

界医生组织前主席菲利普比伯森(Ｐｈｉｌｌｉｐｅ Ｂｉｂｅｒｓｏｎ)对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拒绝通过谴责侵犯人权行为来妥协其中立性的评论:“即使我们不

确定言语能否拯救生命ꎬ但我们的确知道沉默可以致命ꎮ”〔６０〕

　 　 中立是否意味着道义上的冷漠?

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作家和评论家ꎬ如亚历克斯德瓦尔

５５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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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６１〕 埃德武利亚米(Ｅｄ Ｖｕｌｌｉａｍｙ)、〔６２〕 蒂姆朱达

(Ｔｉｍ Ｊｕｄａｈ)、〔６３〕马丁贝尔(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ｌｌ)〔６４〕和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

夫(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ｇｎａｔｉｅｆｆ)〔６５〕都对于国际社会在巴尔干和卢旺达大屠杀中所

采取的中立态度表达过类似的观点ꎮ 他们认为ꎬ坚持中立原则ꎬ特别是

那些人道参与方的坚持ꎬ构成了一种与罪行共犯的形式ꎮ 有人明确表

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对造成人类苦难的某些作战方法或镇压手段

进行任何批判性公开声明ꎬ就构成了共犯ꎮ 因此ꎬ比伯森和无国界医生

组织(法国)都赞成呼吁武装干涉以中止卢旺达大屠杀ꎮ 这也是亚历克

斯德瓦尔 〔６６〕的观点ꎬ他是“国际人道主义”的著名批评家ꎮ

但是ꎬ即使这些立场代表了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者对中立原则的

高度摒弃ꎬ但新人道主义实践者经常表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参与方

在受难国家的存在为那些正在努力争取承认的运动或当局披上了一件

可被尊敬的外衣ꎮ 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批判是ꎬ对于一些援助机构ꎬ中

立原则被用来掩盖其缺乏问责、需求评估及其他规范化操作流程ꎮ〔６７〕

　 　 新的批判?

但是上述最高纲领派的批判远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指责ꎬ而是至少可

以追溯到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中对纳粹集中营(没有采取)应

对行动的批判ꎮ 这一立场的替代做法往往是与受害者团结一致ꎬ这一方

法集中体现在无国界医生的工作方式(ｍｏｄｕｓ ｏｐｅｒａｎｄｉ)中ꎬ也体现在其

６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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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８.
Ａ. ｄｅ Ｗａ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
２０１４ 年１１ 月２３ 日ꎬ伦敦ꎮ 对负责人道事务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

约翰霍姆斯(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的访谈ꎮ



“治愈与见证(Ｈｅ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ｔｎｅｓｓ)”的口号中ꎮ 尽管社会连带主义的立场

仍然基于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原则ꎬ但是这一立场似乎更加意识到

中立等同于不作为ꎬ因此至少从表面看来具有极强的吸引力ꎮ〔６８〕 但是ꎬ

该争论的立论本身就是误导性的ꎮ 它反映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一系

列特殊的挑战ꎬ低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处理这一两难困境时做的适应

性改变ꎬ也严重歪曲了对中立原则所有解读的含义ꎬ特别是道德原则及

后果之间的关系ꎮ

对于后者来说ꎬ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一直都在考虑道德原则和理想目

标之间的关系ꎬ区分义务论和目的论(或结果主义)之间的不同立场ꎮ

例如ꎬ当基于行为后果判断行为是符合道德时ꎬ即为目的论伦理学或结

果论伦理学ꎮ〔６９〕 这种方法在进行道德考量时优先考虑行为的后果ꎻ因

此ꎬ当我们做出会导致正确后果的选择时ꎬ这样的行动是道德的ꎻ而当我

们做出会导致不良后果的选择时ꎬ我们的行动就是不道德的ꎮ 当对行动

是否符合道德的判断是基于对一套独立的道德规范或义务遵守的程度

时ꎬ即为义务论伦理学ꎮ 是否道德直接取决于对义务的遵守ꎮ 当我们不

遵守时ꎬ我们的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ꎮ 因此ꎬ进行道德选择的前提ꎬ是要

理解什么是我们道德上的义务ꎮ 例如ꎬ绝对的义务论思想家康德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７０〕就认为说谎永远是错的ꎬ不管后果是什么ꎮ

人们很难笼统地判断人道机构是基于义务论还是目的论ꎬ因为二者

都很重要ꎬ都在决策过程中占有重要一席ꎮ 但可以合理地认为ꎬ红十字

７５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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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是根据人道原则行事的ꎬ因此也常常被认为跟义务论的观点

最为相近ꎮ〔７１〕 无国界医生以前采取的连带主义立场有这两种理论的影

子ꎬ而新人道主义明显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它将自

己视为与传统人道主义身处于两个不同的道德世界ꎮ

　 　 重新定义中立原则?

但是ꎬ尽管以这种方式对人道机构进行分类能部分解释传统人道主

义和新人道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ꎬ但它不能准确地反映传统人道主义遵

守中立原则的现代解读ꎮ 反而可以这样说ꎬ新人道主义竖起一个传统人

道主义伦理学的“稻草人”ꎬ其中中立原则
∙∙∙∙

被描绘成暗含的义务论ꎬ需要

去履行一系列源于人道原则自身的义务ꎮ 可以说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ꎬ

传统式人道行动团体(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事的是出自本能、

未经反复思忖、草率的慈善之举ꎬ不考虑政治因素ꎬ并以应用原则作为成

功的主要标准ꎮ 实际上ꎬ新人道主义者将这些原则描述成已经变得拥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ꎬ这就导致一种错误看法ꎬ认为这些原则和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的地位已被提升到比该组织在其义务下去解决人类

苦难更为重要的位置上ꎮ〔７２〕 同样ꎬ从这个角度去质疑普遍、人道和中立

这些原则的道德价值ꎬ导致了不同的道德考量 〔７３〕———仅选择性地公开

指责违规案件是错误的ꎮ 如果所有的苦难都被认为是真正等同的ꎬ那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应义不容辞地发表声明ꎬ并谴责那些导致了骇人听

闻的苦难和死亡的教条和理念的有害影响ꎮ

尽管该批判非常有力ꎬ但它同样适用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全部或大

部分西方救援机构ꎮ 在当时的局势中ꎬ许多机构在决定救援物资递送的

先后顺序时ꎬ采取的是坚决未经反复思忖的义务论方法ꎮ 这并不是说红

８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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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使用义务论方法ꎮ 毫无疑问ꎬ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历史中ꎬ尽管皮克泰特别强调的是行动的实际意义ꎬ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属性ꎬ但人道原则已经
∙∙

在组织内外享有了备受尊敬的地位ꎮ 事实上ꎬ

如果一个进行层级化管理的瑞士官僚机构没有紧密结合这样的人道原

则并监督其实施ꎬ才是令人奇怪的ꎮ 毕竟ꎬ这些原则无论是对该组织ꎬ还

是对人道工作者的专业性和个人身份的构建ꎬ都赋予重要的规范合法

性ꎮ 但是ꎬ义务论伦理学在后现代社会中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应时代ꎮ 欧

洲社会无疑已经变得较少等级化ꎬ更加个人主义ꎬ对僵硬的道德守则和

规章的支持降低ꎬ且瑞士社会也未免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ꎮ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日益专业化以及媒体和互联网监督的影响ꎬ都对这个

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因此ꎬ就像其他人道机构一样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不得不进行更多反思ꎬ并以更细致的方式应对危机ꎬ来适应复杂和

长期紧急局势中所带来的更多挑战ꎮ 其结果是ꎬ该组织越来越多地开展

更加“深思熟虑”的人道应对ꎬ结合其自主的冲突分析形式以及零伤害

方案和目的论的考量ꎬ和新人道主义倡导者认为的他们自己的范式内部

所发生的改变几乎相同ꎮ〔７４〕

在适用中立原则的过程中这一目的论的调整表现得最为清楚ꎮ 玛

丽昂哈罗夫—塔韦尔(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７５〕 含蓄但是坚定地反驳

了假设中立原则是传统人道主义的特性的这一义务论的理解ꎬ坚定驳斥

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它所奉行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比它减轻人类苦

难的义务更重要的观点ꎮ 她认为中立原则的目的意为“远离交战方或纷

争的意识形态ꎬ以便每个人都会信任你”ꎬ〔７６〕 她认为中立是功利性的手

９５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７４〕

〔７５〕

〔７６〕

Ｒｏｎｙ Ｂｒａｕｍａｎꎬ “ Ｍéｄｅｃｉ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８８８ꎬ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段ꎬ而不是伦理学立场的观点呼应了皮克泰的观点———“一个为达到目

的的手段ꎬ本身并不是目的”ꎮ〔７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中立原则的考

量秘而不宣的性质也导致了一个不正确的假设ꎬ即中立等同于“保持沉

默ꎬ冷漠ꎬ被动ꎬ甚至是懦弱”ꎮ〔７８〕 在直接回应新人道主义的社会连带主

义的立场时ꎬ她主张ꎬ替代方法“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ꎬ即运动绝不对

人类苦难中立ꎬ而总对冲突各方和使他们产生分歧的差异中立”ꎮ〔７９〕 这

里的连带主义所表现的方式是在苦难泛滥的局势中持续发挥作用ꎮ 对

中立原则的这一诠释在伦理学上完全是目的论和结果论的:
中立并不总是意味着保持沉默ꎻ而意味着当所讲的话可能

会煽动情绪时保持沉默ꎬ以及当所讲的话为宣传提供了题材ꎬ而
该宣传不能给运动试图帮助的受害者带去任何益处时保持沉默ꎮ
它需要常识ꎮ 但遗憾的是ꎬ对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ꎬ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ꎮ 每一事件和局势都会和以往不同ꎮ〔８０〕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认为ꎬ对人道原则的一贯坚守是其在冲突

局势中能被接受的原因ꎬ因为如果冲突方:
担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向他们的交战对手泄露情报ꎬ就

不会让该组织进入相关地区ꎮ 例如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他

们的羁押场所探视报告以及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ꎬ对于接收

报告的当局来说就是保密信息ꎮ〔８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正式的法律职责之外意欲在更加常规的国

家间战争局势中进行干预ꎬ也需要该组织格外小心谨慎ꎮ 在国内动乱和

紧张局势下ꎬ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不受国际人道法规定有接受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其管辖地的义务ꎻ相反ꎬ该组织的使命由于其自己的

０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Ｍａｒｉｏｎ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２７３ꎬ１９８９ꎬｐ. ５４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３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３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４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４０.



章程和整个运动的章程以及其享誉全球的审慎变得极为脆弱ꎬ这建立了

目的论的“谨慎政治学”的一种特别形式ꎬ不同于将原则作为一种义务
∙∙

进行非政治的、义务论的应用ꎬ后者虽然也许不是完全非政治的ꎬ但对于

当地政治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视而不见ꎮ 这是一个进行微妙平衡的过程ꎬ
埃切贝里亚(Ｅｔｘｅｂｅｒｒíａ)〔８２〕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说明ꎬ阿尔卑斯厄泽尔

代姆(Ａｌｐ Ｏｚｅｒｄｅｒｍ)和詹尼鲁菲尼(Ｇｉａｎｎｉ Ｒｕｆｉｎｉ)在其精彩的文章

中〔８３〕通过两个相关情境对此加以了引用ꎮ 第一种情境提出的问题是ꎬ
如果一个人道机构知悉当局和武装派别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ꎬ该组

织应该公开谴责他们ꎬ这可能导致该组织被驱逐出其工作地ꎬ从而加重

其目标援助人群的苦难ꎻ或者忽视这些侵犯行为ꎬ作为交换以确保其项

目的继续开展ꎮ 第二种情境提出的问题是ꎬ人道机构是否应该在其开展

行动的地区接受与当地的民兵组织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串通”ꎬ来确保

向平民提供人道援助———如果它的确这样做了ꎬ这对于中立和公正两个

原则的诚信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ꎬ保密的必要性〔８４〕 严重制约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选择ꎬ使其面临极具挑战的道德困境:该组织只有

在对交战各方的建议始终不起作用时才能选择中止其行动ꎬ但是这就会

使其所力图帮助的人们得不到保护ꎬ且撤退很难保证会带来施暴者的行

为改变ꎮ 但这并不是说恪守这种形式的谨慎政策就能防止其他机

构———人道组织、教会、记者和任何其他相关个人或组织———见证和公

开披露人民所遭受的暴行ꎮ 事实上ꎬ“人道”的成果能成功地得到改善ꎬ
正是依靠这种分工ꎮ 然而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日常任务〔８５〕 只是保护

个体免遭身体上的伤害并维护个人尊严ꎬ而不是解决“不人道”状况下

的所有问题ꎮ 它承担复杂且极为棘手的保持谈判的工作:

１６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Ｘａｂｉｅｒ Ｅｔｘｅｂｅｒｒíａꎬ“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ꎬ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１.

Ａ. Öｚｅｒｄｅｍ ａｎｄ Ｇ. Ｒｕｆｉｎ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 Ｔｈｅ ＩＣＲＣ ’ 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这并不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他更广泛的工作领域没有其他作用ꎬ诸如预防工

作ꎮ



谈判对象是不同政府部门或运动各派别ꎮ 而指导这些部

门和派别的往往是与人道理念相差甚远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方

面的考量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优势就在于其对自身的一些

限制ꎮ 它拒绝参与任何意识形态的争论ꎬ不表示谴责或同意ꎬ

也不评说哪一方是正义的ꎮ 它只站在受难者的一方ꎬ积极且务

实地工作来减轻他们的苦难ꎮ〔８６〕

　 　 谨慎政策和保密政策

这种“谨慎政策”不仅本身充满着伦理上的挑战ꎬ而且它还通过展

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对中立原则的追求没有阻止该组织表达对违

反人道法行为的关切而引发了新的信任问题ꎮ 实际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很难向大家说明的是ꎬ它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的战略ꎬ是合理地来自

对谨慎性和保密性的考量ꎬ而不是不合理地对中立原则的盲目追捧ꎮ〔８７〕

由于未来无法预知ꎬ因此就没法预先知道保持沉默还是撤离ꎬ哪个会导

致更理想的结果ꎮ 此外ꎬ危机决策的特定机制会优先选择可见的方向性

改变ꎬ或者说是针对“骇人听闻的”且一贯的侵犯行为ꎬ做出“大声的决

策”ꎻ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持久的系统性侵犯行为前的沉默ꎬ对许多人

来说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制止行动的失败ꎬ所造成的风险是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很容易就成为国际社会不作为和不道德的象征ꎮ 因此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继续与施暴者进行斡旋却对其暴行在公众面前三缄其口的

做法ꎬ使该组织容易被看作禁锢于满足现状(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的决策方式ꎮ

实际上ꎬ该组织缺乏对其立场进行解释的能力ꎬ这使其可在公共道德的

竞技场上提高伦理德方面的可信度ꎮ

毫无意外的是ꎬ继续斡旋和做出撤离姿态二者间没有相同之处ꎮ 约

翰Ｆ. 肯尼迪(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最喜欢的语录之一来自对于但丁«地

２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６〕
〔８７〕

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５ꎬｐ. ５４２.
更多说明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Ｔｈｅ ＩＣＲＣ’ｓ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狱»的曲解ꎬ其中说到中立立场的风险:“地狱里最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

在道德危机中保持中立之人ꎮ”〔８８〕 实际上在但丁的著作中找不到这句

话ꎬ它来自«地狱»第三篇里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丁和他的向导维吉尔(Ｖｉｒｇｉｌ)前往地狱ꎬ在地狱入口外

遇到一群亡灵ꎮ 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ꎬ曾在需做出重大道德决

定的时刻保持中立ꎮ 维吉尔向但丁解释说ꎬ这些灵魂不能上天

堂也不能下地狱ꎬ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任何一方ꎮ 因此上帝和撒

旦都厌恶他们ꎬ他们比地狱最大的罪人更糟糕ꎮ 这些亡灵生无

可恋、死亦何哀ꎬ只能哀悼自己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ꎬ既不值得

发出欢呼ꎬ也没有在生前死后受到咒诅ꎬ只有在天堂之下、地狱

之外无休止地劳苦ꎮ〔８９〕

但是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并不是道德模糊ꎬ也远远谈不上是

疏忽之罪ꎬ其立场是基于对准入的务实考量ꎮ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媒体渠

道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暴行不需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积极参与就被公

之于众的可能性ꎬ这使该组织更容易做出权衡ꎮ 该组织还投入了大量的

精力以确定哪些局势下它可以
∙∙

就违反人道法的行为发表公开声明ꎬ部分

是要确保任何声明都可以被捍卫为显然不是政治投机主义的产物ꎬ且沉

默可以被看作意味着对人道利益的考量仍然暂时认为在公共场合沉默

而在私下进行倡议是优选的做法ꎮ〔９０〕

但是ꎬ很显然ꎬ中立和“谨慎”一样ꎬ仍然是一个难以合法化的概念ꎬ
尽管有人认为即使人道行动的最终目标和新人道主义的以权利为本的

方法代表了人道主义的不同形式和策略ꎬ但它们最后殊途同归ꎬ因此在

３６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８８〕

〔８９〕
〔９０〕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Ｊｏｈｎ Ｆ. Ｋｅｎｎｅｄｙ ’ ｓ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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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应该是相通的ꎮ〔９１〕 詹姆斯达西( Ｊａｍｅｓ Ｄａｒｃｙ)并没有提供替

代选择ꎬ而是认为基于权利的方式和传统人道主义对保护人民免受暴力

的问题同样关注ꎬ并同样相信国际人道法应该得到遵守ꎬ而违法行为应

该被追究ꎮ 尽管这在理论上有一致的地方ꎬ但保持中立的代价巨大ꎮ 正

如达菲尔德(Ｄｕｆｆｉｅｌｄ)暗示中立原则无法提供最终的变革性社会后果时

所述ꎬ“坚持认为人道主义是‘中立’的且与政治无关ꎬ意味着人道工作

者只能将人类的生活当作裸命来理解”ꎮ〔９２〕 无国界医生组织前秘书长

阿兰德斯特克斯赫(Ａｌａｉｎ Ｄｅｓｔｈｅｘｅ)以个人身份撰文ꎬ通过警告人们

中立原则被广泛采纳ꎬ指出了正义和中立原则更加受限的形式是不恰当

的:

人道界只需要一个中立的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必不

可少的ꎬ也是足够的私人的人道行动必须从简单的同情和

中立性的双重枷锁中挣脱ꎬ并以要求正义来武装自己ꎮ〔９３〕

从这些讨论中可得出的核心结论也许是ꎬ人道主义的多样性也有积

极的方面ꎮ 尽管联合国前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和紧急救济协调员(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约翰霍姆斯(Ｊｏｈｎ Ｈｏｌｍｅｓ)经常重复表示:人道系统“还算不

上是一个系统”ꎬ而是“由各种组织随意组合而成的”ꎮ〔９４〕 不同立场的

内在多样性可以产生有益的效果ꎮ 但是ꎬ尽管在某些局势中百花齐放是

积极的ꎬ但在另一些局势中ꎬ混杂的流派(ｍéｌａｎｇｅ ｄｅ ｇｅｎｒｅｓ)也有可能

造成混淆和危险ꎮ 这里有两个问题ꎮ 第一ꎬ(在某些局势中)要做好人

道工作并不必须保持中立ꎻ那些肩负多重使命的组织、宗教团体、社会连

带主义者ꎬ甚至(在某些局势中)军队都可以做出有用的事情ꎮ 第二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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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并非你本身的角色(例如ꎬ阿富汗一个自称是人道组织的多使命

非政府组织)是造成混乱局面或更糟的因素之一ꎮ 此外ꎬ采取的立场也

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后果:不同的背景中ꎬ昨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

的敌人ꎮ 因此ꎬ对杜南主义者和持其他立场者进行更多的澄清甚至更明

确的区分是一件好事ꎮ

　 　 有关准入的讨论和人道原则

虽然坚持中立原则并不如新人道主义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会对

道德伦理造成破坏ꎬ但挑战依然存在ꎬ某些局势和“新型战争”使中立在

获得准入方面成为不切实际的方法ꎮ 在实践者的讨论中ꎬ叙说了许多交

战方攻击人道机构的事件正在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道空间的缩减ꎮ

然而ꎬ还存在另一种观点ꎮ 尽管人道、政治和军事选择之间界限模糊ꎬ对

人道组织的袭击越来越多ꎬ在许多复杂紧急局势中武装团体出现碎片

化ꎬ这些都导致了高度复杂和危险的环境ꎬ但人道原则依然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发挥其作用必不可少的保证ꎬ即使这些原则已明确表现出需要

对新资源进行大量投入ꎮ〔９５〕

将眼光投向针对救援人员的暴力袭击数量以及年度伤亡人数日益

增加的视野之外ꎬ经验数据对人道原则是多余的这一粗犷假设提出了质

疑ꎮ 数据确定无误地描述了对救援人员暴力的大幅上升ꎬ受害人的数目

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４３ 人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６０ 人ꎮ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仅

叙利亚、南苏丹、苏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五个国家就占据了袭击的

７５％ ꎮ〔９６〕 这说明ꎬ事故集中发生在高暴力环境中ꎬ并不是趋向针对所有

５６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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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工作ꎮ 在这些最危险的环境中ꎬ大多数攻击是由盗匪造成的ꎬ这在

苏丹就很常见ꎻ或者是追求民族目标的、以政治为导向的行为ꎬ如阿富汗

的塔利班和其他叛乱团体发动的攻击ꎮ〔９７〕 这不仅意味着ꎬ人道工作者

在很多案件中成为了犯罪行为或者无政府主义暴力的受害人ꎬ而且“救
援机构遭受的安全事件要归咎于准备不当的个人所犯的无知错误和对

于当地环境的错误评估”ꎮ〔９８〕 皮埃尔加斯曼(Ｐｉｅｒｒｅ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和菲

奥娜特里(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都认为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样的局势中依

然能积极开展工作ꎬ是由于其长期以来对人道原则的坚守ꎬ以及其致力

于在日益分化的武装团体和当地社区之间获取其同意ꎮ〔９９〕 在特里对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行动的分析中ꎬ她认为ꎬ尽管许多人道行动者

放弃了以中立作为指导原则ꎬ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下来了ꎬ并通过

一些创新、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举措ꎬ成功地给各方展现出在冲突中有一

个中立调解人的好处ꎮ 因此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继续扩大其在阿富

汗的人道行动ꎮ〔１００〕 同样地ꎬ在科索沃ꎬ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谴责

塞尔维亚人的暴行ꎬ才使米洛舍维奇决定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进入

塞尔维亚一事进行准入谈判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在塞尔维亚帮助

遭受北约轰炸的受害者的唯一一个国际人道救援机构ꎮ 鉴于此ꎬ科尔内

利奥索马鲁加(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认为ꎬ“为使人道工作的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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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正性不受损害ꎬ人道努力和政治行动必须分开”ꎮ〔１０１〕

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遭受袭击的次数并没有在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显著上升的原因ꎮ〔１０２〕 因此ꎬ我们可以认为ꎬ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获得被有效接纳和人道谈判策略(伴随其高质量和有相关性的项

目)方面日益增加的投入ꎬ使其能够在其他机构无法进入的地区保持存

在———即使同时也要承认ꎬ人道原则仍不能确保所有交战方都给予普遍

的准入ꎬ正如历史上历来如此一样ꎮ〔１０３〕 实际上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许

多高度两极化和碎片化的冲突中ꎬ提供可预测的、可靠、独立且单独的人

道行动ꎬ以及为获得和维持众多地方武装人员的许可所作的努力ꎬ使得

其明显区别于所有政治和军事行动方ꎬ甚至许多其他形式的人道行动ꎮ
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ꎬ以及较少程度上的无国界医生ꎬ没有或几乎没

有其他任何人道组织定期为建立危机管理中的这些必要能力进行组织

层面的必要投入ꎮ〔１０４〕 这也支持了扬森和霍斯特的观点ꎬ〔１０５〕 即人道空间

不是人道原则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ꎬ而是与影响产生这一空间的众多参

与方在社会层面协商谈判出来的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广义的) “人道”参
与方运用人道原则和人道空间的理念来增加安全准入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
没有良好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协商谈判策略的能力就更多地参与到令人

瞩目的、复杂多变的、反复无常和动荡环境中ꎬ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道

领域所面临的安全挑战ꎬ而不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地缘政治利益和

７６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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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行径的崛起ꎮ〔１０６〕 同样ꎬ在大众传媒时代ꎬ肩负多重任务的组织如果

没能在全球范围明确地秉持其坚守人道原则的承诺(尽管声称会坚

守)ꎬ这些组织就会发现它们可能会更难建立信任和信用度ꎮ

　 　 原则、权力和地缘政治的转变:普遍原则的挑战

尽管中立原则无疑一直存有争议ꎬ但人道原则的普遍性———及其与

新人道主义关联的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ꎮ 可以这样说ꎬ与这些原

则相关的话语倾向于假定存在一个颇具意义的“全球人道界”ꎬ该人道

界受到各种标准规范的约束ꎬ并通过科技和网络联系在一起ꎮ〔１０７〕 然而ꎬ
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样的人道界是确实存在的呢? 虽然“行
业”内的大多数机构都以人道原则为参考ꎬ但菲奥里注意到他们“关于

原则的表达和适用一直存在显著的分歧”ꎮ 此外ꎬ在“行业”外ꎬ其他原

则通常比“核心人道原则”更受到青睐ꎮ 在东南亚ꎬ中立和独立已被视

为排在不干涉原则之后ꎮ 在中国ꎬ国家作为人民福祉保障者的概念深植

于儒家传统文化ꎬ人们并不认为人道机构独立于政府是必要的、可取的、
甚至可能的ꎮ 事实上ꎬ广野(Ｈｉｒｏｎｏ)主张ꎬ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的理念ꎬ
是中国人道理念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ꎮ〔１０８〕 同样ꎬ在日本ꎬ奥萨(Ｏｓａ)的
观点是ꎬ先入为主的社会观念认为国家是社会和人道服务最合法的提供

８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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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这一观念影响着日本海外人道主义和救援行动的内容ꎮ〔１０９〕 在拉丁

美洲ꎬ对那些受冲突、极端贫困和灾难影响的受难者的支持ꎬ“经常在不

包括中立和公正原则的团结理念的指导下进行”ꎮ〔１１０〕

在许多方面ꎬ宣称原则是普遍的这一观点是基于一种假说ꎬ即认为

人道原则和同情是普遍的ꎬ与全球治理的问题无关ꎮ 但正如文森特伯

纳德(Ｖｉｎｃｅｎｔ Ｂｅｒｎａｒｄ)所主张的ꎬ在“后冷战”时代ꎬ人道主义已经愈加

明显地从国际关系的“附带现象”转变成为:

对某些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国家)的未来主义者的意愿的

支持ꎮ 人道主义的未来将取决于危机、政治和军事参与方的演

变ꎻ也取决于人道主义提高其质量的能力、其原则且尤其是其

相对于捐赠方和接受方的独立性ꎮ〔１１１〕

不再重申人权到底是地区性的还是普遍性的ꎬ可以合理地说ꎬ肩

负多个使命的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系统手中的人道原则ꎬ已经与国

家、认知和文化权力的不同形式变得三位一体ꎮ 以此ꎬ这些原则在西方

世界以外只能是部分被接受的ꎬ特别是鉴于新人道主义者开始对权利加

以强调ꎮ

该论点为:我们特别(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ｏｓ)称为“殖民”的西方模式的扩张过

程ꎬ被看作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传播的特有的欧洲现象ꎮ〔１１２〕 从文艺复兴

开始ꎬ再通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科学大发现ꎬ当然还有

９６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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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殖民性是在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方面ꎬ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实践与遗产相互关

联的一个概念ꎮ 它是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拉丁美洲底层研究中提出来的ꎬ代表人物为阿尼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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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状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ꎬ西方模式蔓延至全球ꎮ 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

就以这种方式简单地( ｔｏｕｔ ｃｏｕｒｔ)将欧洲的特性视为全世界普遍的ꎮ〔１１３〕

殖民破坏了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多种方式共存的状态ꎬ因为它将所有的

人类知识在一个认知的级别上进行排序ꎬ从传统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

从社会到个人、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ꎮ 通过这一认知殖民化战

略ꎬ欧洲科学思想(以后的西方科学思想)将自身定位为产生知识的唯

一有效形式ꎮ 西方从而在世界各地获得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的认

识论霸权地位ꎮ 基哈诺(Ｑｕｉｊａｎｏ)的论点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如果知

识被殖民化了ꎬ今后的任务就是使知识去殖民化ꎮ 这种认知上的去殖民

化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与西方标准脱钩或该体系向内自曝及出现知

识体系的“多样化”ꎬ即出现不同形式的人道观念和实践ꎮ〔１１４〕

在过去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ꎬ人道主义和人道行动已经见证了相关

学术分析的增加ꎬ旨在理解其在南北关系、世界秩序以及促进自由和平

中所发挥的作用ꎮ〔１１５〕 尽管在政治和人道事务往往互相加强方面取得了

许多发现ꎬ但仍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人道主义的性质ꎬ通过观察其如

何———作为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一套体系和专业以及一种政治经

济———深深地嵌在自称为普遍性的知识系统中ꎬ而事实上却只是欧洲和

西方傲慢的扩张ꎮ 米格诺洛 (Ｍｉｇｎｏｌｏ) 所称的 “西方准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ｄｅ)” 是现代化进程中隐藏的软件ꎬ 是权力的格局 ( ｐａｔｒｏｎ ｄｅ

ｐｏｄｅｒ)ꎮ〔１１６〕 其所依据的假设ꎬ一是这乃目前唯一的规则ꎬ二是随着现代

(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ꎬ该准则取代所有其他原始的、非西方和非现代

的准则:因此ꎬ西方准则具有固有的殖民性ꎬ且引申至南北方之间的主导

０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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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所有方面———经济、文化、发展———都具有固有的殖民性ꎬ人道工

作也包括在其中ꎮ 根据米格诺洛和其他“殖民思想家”的观点ꎬ这种西方

认识准则依旧支撑着人们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ꎬ包括对这种模式的自由

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批判ꎬ因此也包括目前人道主义的大部分内容ꎮ〔１１７〕

该过程的蕴意是ꎬ只要西方国家呈上升态势ꎬ其认知主导地位就能

被广为接受ꎮ 然而ꎬ现在东方国家和其他权力中心呈现上升势头ꎬ西方

国家的主导地位越发出现问题ꎮ 许多新式或新兴国家没有义务ꎬ或许也

没有意愿遵守传统的人道领域的界限ꎮ 的确ꎬ它们可以(而且经常)自
行定义“人道”ꎬ且不认为必须遵循占主导地位的人道领域所创建的结

构体系———因此出现了来自非西方国家对人道原则的批判ꎮ 有些人甚

至要求出现一种“东方体系”(Ｅａ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的方式ꎬ将给受冲突和危机影

响者的救济纳入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事务中〔１１８〕 (当然这并不是说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就没有把救济工具化)ꎮ 西方社会自己也在破坏

人道原则ꎬ它们通过发动“全球反恐战争”ꎬ迫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政

治军事干预ꎬ或使用反恐立法的方法阻止人道组织抵及它们控制下的某

些团体和民众或与之接触ꎮ〔１１９〕 因此ꎬ我们的感觉是ꎬ一直以来与西方资

本主义的现代化形式平行发展起来的有组织的人道主义ꎬ现在已经达到

１７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Ａ. Ｑｕｉｊａｎ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２ꎻＷ. Ｍｉｇｎｏｌ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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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政策组的研究认为ꎬ捐助国的反恐政策增加了运营成本ꎬ阻碍了管理职能的发

挥ꎬ拖延了应对行动的开展ꎬ削减了经费ꎬ还破坏了人道行动的伙伴关系ꎮ 该政策也阻碍了获

得人道准入ꎬ并影响了援助的质量和协调ꎬ使人道行动者更加难以根据中立和公正原则开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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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构的极限ꎮ 随着全球化变得愈发多样化ꎬ以及权力转移到东方ꎬ人
道主义本身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改变ꎮ

传统人道原则的普遍性在新人道主义范式内也受到了挑战ꎬ原因是

新人道主义范式与寻求使用人道工具“遏制”移民潮的权力模式的融

合ꎬ特别是在难民营的背景下ꎮ 新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治理模式并非一帆

风顺ꎬ〔１２０〕卢旺达大屠杀后ꎬ发生在以种族灭绝实施者为主的难民营的管

理悲剧已经充分说明这点ꎮ〔１２１〕 这些避难空间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人
道的”ꎬ但是其静态的和半永久的性质意味着它们不能不受治理ꎮ 这导

致大量的标签涌现出来ꎬ例如玛丽拉潘多菲(Ｍａｒｉｅｌｌａ Ｐａｎｄｏｌｆｉ)的“可
移动的主权”〔１２２〕和劳伦斯麦克福尔斯的(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ＭｃＦａｌｌｓ) “治疗性

的合法统治”和“治疗性治理”ꎮ〔１２３〕 但是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ꎬ通过把难

民营中的生活降低至乔治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形容为“裸命”的
基本维生状态ꎬ遏制战略就会引发其特有的医源性暴力ꎮ〔１２４〕 麦克福尔

斯主张:
随着对物种生存威胁的增加ꎬ从种族冲突到全球变暖ꎬ一

个紧急局势的永久状态已经使人道机构转变成一个凌驾于普

通政治学的讨论、辩论和争论之上的专政ꎮ 可以肯定ꎬ这是一

个善意的专政ꎬ但它也在追求公正、平等或者良好的社会秩序

２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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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ꎬ中止或废弃了政治行动ꎮ〔１２５〕

在某种程度上ꎬ这反映了新人道主义在全球秩序中被更广泛地工具

化ꎮ 从托尼布莱尔(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通过北约于 １９９９ 年在科索沃发动“人
道战争”所实行的道德外交政策ꎬ到 ２０１２ 年由法国等大国制定以及科

林鲍威尔(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的若干演讲所提出的“人道战略”ꎬ〔１２６〕 “人
道”这个词汇经过篡改、曲解和滥用ꎬ已被用于将所有的行动(包括军事

干预)都描述为在人道上合法ꎬ且服务于保护平民和加强人道准入的行

动ꎮ 但是ꎬ这其实远远不是所有干预形式的人道化ꎬ西方国家这种亲人

道的干预立场其实可以被视为“贴着人道主义的标签ꎬ将自由民主项目

暴力外化”ꎻ〔１２７〕虽然许多非政府组织确实对这一篡改过程表示畅言无忌

的反对ꎬ但是许多组织也轻易地且理直气壮地忘记或否认了他们中的很

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同谋ꎮ 新人道主义已经被延展、改动、利用和

使用于任何事ꎬ以至于质疑它时至今日是否仍有意义是一件极为合理的

事情ꎮ 在国家、政治领导人、军队和媒体的反复攻击下ꎬ新人道主义的非

政府组织已经逐渐地、但毋庸置疑地从捍卫他们对“人道”一词含义的

原有理解的宣传战中败下阵来ꎬ而其中最大的悲剧是他们拒绝接受他们

的失败ꎮ
即使是“人道紧急局势”这样一个强烈的、明显不受重负的概念也

已经被曲解ꎬ实际上用来掩盖犯罪者和受害者所受苦难背后的苦难性

质ꎬ将所涉原因非政治化ꎬ并将人道应对转化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应对ꎮ
亨利雷迪斯(Ｈｅｎｒｙ Ｒａｄｉｃｅ)长篇引用了詹姆斯奥尔宾斯基( Ｊａｍｅｓ
Ｏｒｂｉｎｓｋｉ)的诺贝尔演讲中的以下内容:

１９９２ 年波黑冲突中的危害人类罪ꎻ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大屠杀ꎻ

３７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２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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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５.



１９９７ 年扎伊尔大屠杀ꎻ１９９９ 年对车臣平民的实际攻击ꎮ 这些

不能用诸如“复杂的人道突发事件”或者“内部安全危机”这样

的措辞加以掩盖ꎮ 或者冠以任何其他类似的委婉说法———好

像它们是一些随机的、政治上未决的事件ꎮ 用语是决定性因

素ꎬ它描述问题并对应对、权利进行定义ꎬ从而规定责任ꎮ 它确

定应采取医疗应对还是人道应对ꎻ它也确定政治应对是否欠

妥ꎮ 没有人把强奸称为“复杂的妇科突发事件”ꎮ 强奸就是强

奸ꎬ就像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灭绝ꎮ 两者都是犯罪ꎮ 对于无国界

医生来说ꎬ这是人道行为:寻求减轻痛苦ꎬ寻求恢复自治ꎬ见证

不公的真相ꎬ并坚持政治责任ꎮ〔１２８〕

本文的观点不是说人道主义已衰亡ꎬ而是说新人道主义没有能力捍

卫自身的界限ꎬ但传统人道主义———当其原则始终如一得到适用时就能

够捍卫其界限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朗恩布尔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同样强调了这一点ꎬ他主张这“也意味着为中立和独

立的人道行动树立坚定立场ꎮ 这是为新世界开旧药方吗? 我们当然不

这样看ꎮ 恰恰相反ꎬ这是在面对挑战时坚定保持一个有原则的立

场”ꎮ〔１２９〕

　 　 结论

洒满鲜血的索尔费里诺战场通常被视为现代有组织的人道行动的

发源地ꎮ “人道主义 １. ０”就是见义勇为的阶段ꎬ“杜南主义的”人道、公

正和(有时的)中立原则ꎬ以及欧洲的慈善和同情传统对此进行了明确

４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８〕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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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ꎮ 它是自愿的、多样的ꎬ有时缺乏结构性ꎮ 它也是边缘化的ꎬ在这个

意义上ꎬ它仅限于在“冲突外”开展工作ꎬ而不是在“冲突中”或是“针对

冲突”的ꎮ “冷战”结束时的地缘政治变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量变与质

变过程:一方面是制度化、专业化和程序化ꎻ另一方面由于人道行动扮演

的重要治理功能ꎬ也开始了工具化ꎮ 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 ２. ０”ꎬ即新

人道主义ꎬ其基础是有时相互抵触的“３Ｃ”:同情(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ꎬ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和遏制(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ꎬ〔１３０〕 以及“２Ｃ”:资本主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和

殖民主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ｔｙ)ꎮ 组成这一新人道主义努力的各种机构———无论

它们是被迫服务于自由和平与否———的特征是一个庞大机构的日益制

度化、规范化、寡头垄断化和常态化ꎬ而这一机构(目前)仍无法逃脱其

北方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性质ꎮ 而且当然ꎬ这个庞大机构所依靠运行的软

件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准则ꎬ通过这个准则从西方殖民主

义和资本主义源起的“零视点”来看待和解读世界ꎮ 于是ꎬ各种西方知

识认定自身就是普遍的价值和原则ꎬ不接受这从根本上说是欧洲中心论

的事实ꎮ〔１３１〕

可以这样说ꎬ传统人道主义根植于三大假设:存在一个共同的人性ꎬ

人类生存状态具有普遍性ꎬ以及有可能就由此产生的人道行动的性质和

形式达成共识ꎮ 虽然本文主要阐述了第三个假设所遇到的挑战ꎬ但事实

上ꎬ随着多种人道主义理论的兴起ꎬ无论是“新式的”、基于信仰的、连带

主义的或非西方式的ꎬ每一个假设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ꎮ 对人道原则的

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结果主义ꎬ关于产生这些原则的

特定条件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ꎬ以至于这些原则不再是保证人道行动安

全准入的最有效方法ꎻ另一方面的观点主张ꎬ这些原则所蕴含的人道主

义理论范式ꎬ并没有反映出对人道行动性质和内容所达成的永久共识ꎮ

就前者而言ꎬ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证据表明与之相反———即如果在行动中

５７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３０〕

〔１３１〕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９ꎬｐ. ２１.

Ｉ.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３.



得到一贯适用ꎬ这些人道原则的确在事实上提供了最佳准入方式ꎬ但却

以牺牲新人道主义的广泛目标为代价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对人道原则质疑

的过程反映出在定义人性、同情和团结道德规范的根本内容时ꎬ存在更

深层且长期的纠结ꎮ

本文讨论了新人道主义基于权利的方法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基本道

德核心的挑战ꎮ 本文主张ꎬ这一批判未能证明这些原则在确保获得安全

准入方面的缺陷ꎮ 放弃中立原则事实上威胁到交战方对中立的人道工

作者所提供的人道准入ꎬ并且阻碍这些参与方援助受难人群ꎮ〔１３２〕 本文

的主旨与里鲍(Ｌｅｅｂａｗ)〔１３３〕 和麦克雷(Ｍａｃｒａｅ)〔１３４〕 等评论家的观点一

样ꎬ他们写道ꎬ在行动层面使用基于权利的方法会威胁人道主义得以确

立的根本基础ꎮ 甚至让皮克泰(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也主张:“一个机构(个

人)不能同时既捍卫正义又捍卫慈善ꎬ必须做出选择ꎮ”〔１３５〕 最终ꎬ传统和

新人道主义代表了范围不同的道德项目ꎮ 本文的这一结论也许不同于

詹姆斯达西(Ｊａｍｅｓ Ｄａｒｃｙ)〔１３６〕等作家要“深化”人道主义ꎬ以考虑人权

因素的影响的主张ꎬ也不同于诸如钱德勒的观点ꎬ即推进“扩展”人道主

义ꎬ以纳入更长远的发展目标ꎮ〔１３７〕 传统人道主义在范围上远没有那么

雄心勃勃ꎬ而且认为人道主义应该不加批判地对人权议程的方方面面敞

开怀抱的这一观点误读了紧急局势人道行动背后的意图ꎬ且威胁到整个

受难者群体获得援助服务ꎮ〔１３８〕 尤其是新人道主义增加了可能导致破坏

性后果的风险ꎬ这和以刻板的义务论方式遵守人道原则带来的风险不相

上下ꎮ

特别是恪守基于权利的方法有可能破坏援助的普遍性ꎬ并设立限制

６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Ｆ. Ｆ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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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Ｄａｒｃ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１.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Ｊ. Ｍａｃｒａ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



性条件ꎬ把受害者划分为“值得援助”和“不值得援助”的不同等级ꎬ斯托

克顿 (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 警告说这导致了 “妖魔化那些不值得援助的受难

者”ꎮ〔１３９〕 援助政策变得与一系列政治和安全目标联系得越来越紧密ꎬ在

这样的环境中ꎬ看起来很奇怪的是ꎬ新人道主义对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依

附有可能使其对某些权利宣称具有普遍享有权ꎬ但同时ꎬ又使某些权利

(因而也是某些人的需求)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ꎬ更有价值ꎮ〔１４０〕 例如ꎬ在

种族灭绝事件后对扎伊尔难民营提供的饱受争议的人道援助ꎬ例示了在

考虑受援助者是否有权获得援助时不再根据需求而是根据其他标准进

行排序ꎻ不同的难民团体被人为划分为“值得”或“不值得”获得人道援

助ꎬ这种倾向令人相当不安ꎮ〔１４１〕 虽然给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人提供物质

援助ꎬ从道德上讲曾(现在仍然)使人心中不安ꎬ但对于那些有需求之人

不施予援手同样令人不安ꎮ 再如ꎬ在 １９９４ 年胡图族离开卢旺达的事件

中ꎬ如果假设当时所有的难民都犯下了种族灭绝罪ꎬ这令人难以置

信———如果基于这一结论开展人道行动ꎬ那么它本身就是对人道原则的

严重违反ꎮ〔１４２〕 对 ８００ 万塞尔维亚人的国际应对行动也遭遇了类似的过

程ꎬ因为该行动被指对发生在科索沃的米洛舍维奇的暴行漠不关心ꎬ导

致此后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实施了惩罚性制裁ꎬ且公正的人道要务受到

削弱ꎮ〔１４３〕

两相矛盾的是ꎬ支持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人士也主张反对救援救济ꎬ

目的是避免人道援助给西方政府提供借口ꎬ使他们“在灾难面前似乎做

了一些事情ꎬ但事实上这只是避免做出更具风险的、能解决危机根源的

政治或军事承诺的托辞”ꎮ〔１４４〕 因此ꎬ虽然说基于权利的方法应当以通过

７７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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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发展援助 〔１４５〕来解决冲突和贫穷的政治社会根源这一点值得赞许ꎬ

但在实践中ꎬ特别是在危机局势中ꎬ肩负多重任务的组织发现既要以基

于权利的方法行动ꎬ又要遵守人道行动 〔１４６〕的原则相当困难ꎬ因此他们

在变革性援助方面所做的承诺或暗指ꎬ经常远多于他们实际所能够实现

的ꎮ

在提供援助的决策中ꎬ政策考量变得日益重要ꎬ这也增加了人道系

统受到操纵ꎬ以追求有悖于纯粹人道考虑的、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的可能

性ꎮ 这当中最突出的风险是人道主义能够为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ꎮ 戴

维钱德勒、〔１４７〕乔安娜麦克雷( Ｊｏａｎｎａ Ｍａｃｒａｅ)〔１４８〕 和戴维利夫〔１４９〕

都主张ꎬ人道行动基于权利的方法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ꎬ直指在巴尔干

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ꎮ 从较小规模来说ꎬ无国界医生(英

国)前负责人马克杜波依斯(Ｍａｒｃ ＤｕＢｏｉｓ)主张ꎬ基于权利的方法会

导致一种“妄想”:人道主义能提供更雄心勃勃的保护形式ꎻ它将自身表

现为一个拯救的理念ꎬ但它最终谁也救不了ꎮ〔１５０〕

最后一个挑战是ꎬ新人道主义从根本上混淆了谁是国际体系中权利

和义务的持有者的问题ꎮ 在一个国家体系中ꎬ只有国家ꎬ而不是非政府

组织ꎬ才能够真正作为保护人权的责任主体ꎬ如达西、〔１５１〕斯托克顿 〔１５２〕和

里鲍 〔１５３〕等人(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的观点所述ꎮ 人道界的作用不是去篡夺这些权

利ꎮ 即使在传统人道主义者的阵营里ꎬ很少有人否认团结、同情、促进人

８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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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ｉ￣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４３４５. ｐｄｆ.

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
Ｊ. Ｍａｃｒａ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
Ｄ. Ｒｉｅｆ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８.
Ｍａｒｃ ＤｕＢｏｉｓ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ｉｇ Ｌｅａｆ”ꎬ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ꎬＶｏｌ. ４ꎬ２００７ꎬ

ｐ. 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ｒｄ.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ｇ￣Ｌｅａｆ＿ＤｕＢｏｉｓ. ｐｄｆ.
Ｊ. Ｄａｒｃ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１.
Ｎ. Ｓｔｏｃｋｔ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９ꎬｐ. ３５５.
Ｂ. Ｌｅｅｂａｗ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３.



权、发展或建设和平等事务的重要性ꎬ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他们应起

的作用ꎮ 他们所一直承诺的是ꎬ在有些情况下ꎬ保护和拯救生命本身就

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ꎬ而且坚守人道原则依然是保护和拯救生命最务实

的方式ꎮ 在这一情况下团结受害人和促进人权具有明显作用ꎬ只是没有

挂在“传统人道主义”的名义之下ꎮ
尽管人道主义或许一直以来是西方价值观和经济实力的产物ꎬ但

是ꎬ建立在其殖民历史上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将新人道主义殖民化

了ꎮ 新人道主义把人道机构带进了“工具化”的浑水中ꎬ程度之高前所

未见ꎮ 同样ꎬ考虑到南方不发达国家的受助者对西方人道主义固有的殖

民性的不安ꎬ以及在新捐赠方阵营中非西方方法(中央集权式的ꎬ东方体

系等)的出现ꎬ以及如“伊斯兰国”等一些反对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ꎬ
人道行动获得准入和有效开展的最好方法依然是恪守传统的人道原则ꎮ

９７浪漫的原则和人权:还能使用人道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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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拉瑞莎法斯特∗著 / 许可　 范明舒∗∗译

摘要

人道曾是最为广泛且不加批判地被接受的一个原则ꎮ 但也并非没

有争议ꎮ 本文对人道原则做了定义ꎬ并探索了其与普遍性与特殊性、包
容与排除、平等与不平等相关的内在矛盾ꎮ 文章结尾呼吁通过三套变革

性实践和日常行动将人道行动化和具体化ꎮ 所有的这些体现了人道的

关系性ꎬ并就今后改革人道主义的方法做了建议ꎮ
关键词:人道ꎻ人道行动ꎻ人道原则

２０１４ 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后ꎬ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高级官员盖

尔史密斯称埃博拉为“对全人类的威胁”ꎬ并挑战了其为“非洲疾病”
这一看法ꎮ〔 １ 〕 她指的是需要将埃博拉视为对全人类的威胁而采取行

动ꎬ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群人的威胁ꎮ 一百年前ꎬ１９１４ 年的平安夜ꎬ战场

∗

∗∗

〔 １ 〕

拉瑞莎法斯特(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技政策研究员(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ꎬ著有

«援助面临危险:人道主义的危险与承诺» (Ａｉｄ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４)一书ꎮ 本文拓展了她的书:«援助面临危险:人道

主义的危险与承诺»中所阐明的人道概念ꎮ 作者感谢莱斯利麦考密克(Ｌｅｓｌｉｅ Ｍａｃ Ｃｏｒｍｉｃｋ)帮
她为本文所做的研究ꎬ感谢审稿和编辑团队提出的富有见地的评论ꎮ

许可ꎬ北京邮电大学英语教师ꎬ英语口译硕士ꎻ范明舒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

处翻译主管ꎮ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ꎬ“ Ｅｂｏｌａ ｉ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ｌ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ａｒｎｓ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ｓ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ｒｇｅ ｔｏ Ｏｖｅｒ １ꎬ９００ ａｎｄ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ꎬ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７４１７６５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Ｅｂｏｌ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ｈｔｍｌ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５).



对立双方的士兵做出了一件共享人道的事ꎬ后来人们称为“圣诞停火”ꎮ
在战斗、残害和互相杀戮后ꎬ德军和盟军士兵互换了问候与礼物ꎬ收集并

埋葬了阵亡士兵的尸体ꎬ并合唱包括«平安夜»在内的圣诞颂歌ꎮ〔 ２ 〕 这

个故事例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科内利奥索马鲁加(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所说的“战争之中的人道之岛”ꎮ〔 ３ 〕

两个例子都唤起了人道的一个理想化的概念ꎬ摒弃差异ꎬ并呼唤

对我们作为人类这一身份的一种共识ꎮ 在人道工作中ꎬ人道
∙∙

是一个核

心且被广为接受的原则ꎮ 当代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本文以下简称运

动)的基本原则的架构师让皮克泰(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称人道为本质原则ꎬ
“所有其他原则皆源于此”ꎬ说明这一原则对于人道努力而言的基础

性ꎮ 然而ꎬ他对这一原则的定义没有超出宣称“因为它是红十字深层

动机的表述而具有特殊地位”ꎮ〔 ４ 〕 尽管如此ꎬ在评注中ꎬ皮克泰将红十

字会的目的描述为对人道的表达ꎬ即“在发现有人类苦难的所有地方ꎬ防
止和减轻人类的痛苦ꎮ 其目的是要保护生命和健康ꎬ并确保对人的尊

重”ꎮ〔 ５ 〕 另外ꎬ他写道ꎬ人道不仅是关于防止和减轻苦难ꎻ人道工作者提

供援助和保护的方式也至关重要ꎮ 用他的话说:“给予帮助的方法是至

关重要的ꎮ 当照顾一名患者或提供帮助时ꎬ必须要表现出一些人

道ꎮ”〔 ６ 〕

作为一个原则ꎬ人道意味着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ꎬ延伸来说ꎬ意味着

４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ａｔ:ｗｗｗ.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ｔｒｕｃｅ. ｃｏ. 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ｌ.
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ｕ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１３ꎬ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６.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１０ꎬ１９７９ꎬｐ. １３５. 除人道之外ꎬ运动基本原则还包括公正、中立、独
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ꎮ 相比而言ꎬ人道参与方通常称人道、公正、中立、独立为四个经典或

传统人道原则ꎮ
Ｉｂｉｄ.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２１０ꎬ１９７９ꎬｐ. １３５. 除人道之外ꎬ运动基本原则还包括公正、中立、独
立、志愿服务、统一与普遍ꎮ 相比而言ꎬ人道参与方通常称人道、公正、中立、独立为四个经典或

传统人道原则ꎮ



人的生命权ꎮ 因此ꎬ它与人人平等以及保护平民居民获取人道援助的内

在性质密不可分ꎮ 人道是指导当代人道应对工作的四大原则之一ꎬ无论

在战场还是在战场以外的地方ꎮ 从本质上说它是具有规范性的ꎮ 当代

机构性的、以系统为导向的应对工作基于人道这一经典原则ꎬ以及公正

原则ꎬ即根据需求(比例)且不加歧视地提供援助ꎬ外加独立(行动自主

性)这一行动原则和中立的原则(不选择立场)ꎮ〔 ７ 〕

表面来看ꎬ人道是人道行动四大经典原则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个ꎬ而
且作为一个不同援助参与方的共同基础的空间ꎬ其地位最为卓越ꎮ 的

确ꎬ帮助和保护身受暴力之苦的平民的愿望激励许多人道工作者选择伸

出援助之手ꎬ且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ꎮ 据一位分析者所说:“团结人道主

义多个方面的是减轻苦难以及保护卷入冲突或危机的平民之生命的广

泛承诺ꎮ”〔 ８ 〕

矛盾的是ꎬ对这一人道承诺的广泛接受意味着人道在作为行动或指

导方向的原则时经常迷失方向ꎮ 从一方面来说ꎬ人道是一个植根于同

情、同理和共性的哲学和情感概念:我们都是同一人类的一部分ꎬ因此我

们都应获得尊重、尊严和权利ꎮ «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以及«世界人权宣

言»〔 ９ 〕都对我们共同的人性的被赋予性和内在性加以了充分阐明ꎮ 这

就是人道的普遍性ꎮ
从另一方面来说ꎬ人道的意义和应用并非没有争议ꎬ其同情的本质

５８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 ７ 〕

〔 ８ 〕

〔 ９ 〕

ＩＣＲ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ꎬ简讯ꎬ日内瓦ꎬ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ꎬ可
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４０４６. ｈｔｍꎮ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Ｔｈｅ Ｆａｒ Ｓｉｄｅ: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ｅｄ
Ｗｏｒｌｄ”ꎬ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Ｖｏｌ. ３４ꎬＳｕｐｐｌ.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 ２２０.

«联合国宪章»ꎬ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ＸＶＩ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生效)ꎮ «宪
章»全文ꎬ包括序言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ｓｈｔｍｌ. «世界人权宣

言»ꎬ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第 ２１７ Ａ ( ＩＩＩ)号决议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ｄｈｒ / ꎮ



也并非总是完全值得称赞ꎮ〔１０〕 人道主义的批判者指出交换存在内在不

平等ꎬ那是一个给予者和接受者的双重世界ꎬ其中一部分人的身份被抬

高了ꎬ而且在这个世界中权力的作用被忽视了ꎮ〔１１〕 也有人注意到了“人
道”的排他性ꎬ有些人被包含在里面ꎬ但有些人被有意无意地从我们的人

道概念里排除掉ꎮ 在武装冲突中这一点尤为突出ꎮ 例如ꎬ最近半岛电视

台关于叙利亚战争 ５ 周年的纪念性社论便描述了人道的限制性和排他

性ꎮ 社论中揭示到虽然许多人转发了半岛电视台关于全世界不在乎叙

利亚的评论ꎬ但很少有人点击阅读全文ꎮ〔１２〕 也有人批评欧洲政府在地

中海应对移民危机时过于关注安全和边境管制ꎬ而不是关注人道关切和

人权ꎮ〔１３〕

亨利杜南(Ｈｅｎｒｉ Ｄｕｎａｎｆ)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１４〕 以及 １８６４
年第一部«日内瓦公约»中大笔墨写道ꎬ在索尔费里诺的战场上ꎬ“人
道”———尤其是在其法律意义上———主要甚至完全指的是受伤士兵ꎬ继
而凸显当时欧洲统治阶级的偏见ꎮ〔１５〕 最起码当初激发国际人道法创始

６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ｉｎ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ｅｄｓ)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ｅꎬ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ＤｕｒｈａｍꎬＮＣꎬ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ＭＮꎬ
２０００ꎻａｎｄ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ｅｄｓ. )ꎬ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ｅꎬ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ＤｕｒｈａｍꎬＮＣꎬ２０１０.

关于交换的不平等ꎬｓｅｅ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ꎬＴｈｅ Ｇｉｆ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Ｉ. Ｃｕｎｎｉｓｏ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ｏꎬ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ＣｅｎｔｅｒꎬＣＴꎬ２０１１ꎬ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５４ꎮ

作者原话为:“当我们发推特指责全世界不在乎时ꎬ很多人转发了ꎮ 但大部分人没

有点开链接阅读我们的故事ꎮ 也许他们想表现得很在乎ꎬ或许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在乎ꎮ 但他

们并没有在乎到阅读我们写的东西的程度ꎮ” Ｂａｒｒｙ Ｍａｌｏｎｅꎬ“Ｙｏｕ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Ｗｏｎ’ ｔ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Ｓｙｒｉａ ”ꎬ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ｗｏｎｔ￣ｒｅａｄ￣ｐｉｅｃｅ￣ｓｙｒｉａ￣ｉｓｉｌ￣ｉｒａｑ￣ｉｓｉｓ － １５０３１７１２５９００１３３. ｈｔｍｌ.

Ｅ. ｇ. ꎬ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ꎬ “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ꎬ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Ｎｅｅｄ ”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１５ / ａｐｒ / ２５ / ｗａｒ￣ｏ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ｗｒｏｎｇ￣ｗａｙ￣ｔｏ￣ｔａｃｋｌ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ｄｅａｔｈｓ.

亨利杜南:«索尔费里诺回忆录»ꎬＩＣＲＣꎬ日内瓦ꎬ１９８６ 年ꎬ于 １８６２ 年首次出版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１１.



人想象力以及早期的人道运动的愿景与今天可能有所不同ꎮ〔１６〕 在战争

中ꎬ交战国诉诸一种排他性的人道ꎬ并将“对立方”去人道化ꎬ其手段是

让暴力发生ꎬ而不是将暴力非法化ꎮ〔１７〕 恰恰是排他性人道使暴力成为

可能ꎬ甚至成为迎合人们口味的事情ꎮ 正如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几十年前所指出的ꎬ一个“高度组织化和机械化的人道”会通过

遵从多数人的意见而选择“消灭”一部分人类ꎮ〔１８〕 在 １９９４ 年的卢旺达

大屠杀中ꎬ胡图族士兵便称图西族人为“蟑螂”ꎮ 在“二战”中盟军和轴

心国部队画漫画都将对方画成猴子、怪物ꎬ或是贪婪、追求权力、言听计

从、软弱的人ꎮ〔１９〕 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ꎬ 〔２０〕还包括最近«查理

周刊»〔２１〕的暴力事件ꎬ这种敌人形象仍然存在ꎬ继而导致酷刑以及有辱

人格的待遇发生ꎮ 因此ꎬ人道作为一个原则来说ꎬ也必须要从法律上和

道德上定义什么不是人道:不人道的待遇、对人权的拒绝或对人格的侮

辱ꎬ所有这些都意味尊重和尊严的缺失ꎮ

作为一个行动原则ꎬ人道获得的关注要少得多ꎬ其贡献通常更为抽

７８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Ｒｏｔｅｍ Ｇｉｌａｄｉꎬ“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ｉｅｂｅｒ’ｓ Ｃｏｄ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８８５ꎬ２０１２.

这种去人性化适用于受害者ꎬ有时也适用于折磨或杀害他们的人ꎮ “伊斯兰国”
( ＩＳＩＳ)残忍砍掉援助工作者和记者(史蒂夫索特洛夫、詹姆斯福利、彼得卡斯格等)的头

的人们ꎬ便将他们的受害者去人性化ꎬ使暴力发生ꎮ 同时ꎬ缺乏可辨识的特征ꎬ甚至扩展至谋杀

发生的地点不明确ꎬ更容易对犯罪者去人性化ꎮ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Ｈａｒｖｅｓｔꎬ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ꎬＣＡꎬ１９７９ꎬｐ. ２９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ꎬ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Ｋｉｌｌ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Ｂａｃｋ Ｂａｙ ＢｏｏｋｓꎬＨａｃｈｅｔｔ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ꎻＪ. Ｇｌｅｎｎ Ｇｒａｙꎬ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ｎ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ꎬＢｉｓ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ＬｉｎｃｏｌｎꎬＮＥꎬ１９９８.

Ｓａｍ Ｋｅｅｎꎬ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ꎬ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ꎬＣＡꎬ１９８６.

关塔那摩湾指的是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岛海军基地的羁押中心ꎮ 阿布格莱布是一

个伊拉克监狱ꎬ一开始为萨达姆侯赛因所用ꎬ后来为美军所用ꎬ其中关押的许多伊拉克人生

活在不人道的环境中ꎬ遭到虐待、侮辱和酷刑ꎮ 关于阿布格莱布ꎬ ｓｅｅ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 Ｈｉｒｓｈꎬ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ａｔ Ａｂｕ Ｇｈｒａｉｂ”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ꎬ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０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２００４ / ０５ / １０ / 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ｔ￣ａｂｕ￣ｇｈｒａｉｂ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上旬ꎬ两名持枪男子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ꎬ杀死 １２
人ꎮ 持枪者与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有关ꎮ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Ｈｅｂｄｏ 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 － ３０７０８２３７.



象ꎬ对其作为一项原则的普遍性不加鉴别ꎮ 它引人注目的特征以及广泛

的含义使其可以被用于证明军事行动服务于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利益

的合理性ꎬ〔２２〕并激发了马丁路德金(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 )有雄辩

力地呼吁用一张“不可逃避的共同网络”来通过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主

义瓦解美国的种族隔离ꎮ〔２３〕 因此ꎬ诉诸人道涵盖许多方法手段ꎬ从军事

行动到非暴力行动ꎬ为了寻求同一个目标:我们本质上的共性所包含的

人道ꎮ 显然ꎬ人道这个概念引发出数量众多且矛盾的解读ꎮ

本文的目的不是出于文明以及爱国的使命(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或

轻蔑的冲动来追溯人道主义的历史〔２４〕 或激发人道精神的历史ꎬ也不想

全面厘清围绕这一原则的哲学或法律辩论ꎬ以及谁是它的支持者ꎬ谁是

批判者ꎮ 虽然对人道的天真和没有批判性的观点对于一线人道工作者

来说用途有限ꎬ但忽视人道的行动意义的抽象辩论也没有什么用途ꎮ 相

反ꎬ本文探索了人道原则扎根于其理想的愿景以及其不完美体现的环环

相扣的内在矛盾ꎮ 本文阐明了这些矛盾在行动中产生的影响ꎬ认为人道

作为一个原则必须在每天的行动中加以具体化和行动化ꎮ 无论一个机

构是否声称自己是团结或中立的ꎬ声称以信仰为基础还是从世俗的角度

开展行动ꎬ人道ꎬ连同其相关实践可以并且必须作为指导人道主义方向

的原则ꎮ 虽然下文中所列的许多实践已经被公认为是良好且道德的实

８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２〕

〔２３〕

〔２４〕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Ｔｅａｆｏｒｄꎬ “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ｈｅｌｐ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 ＃. 在这篇博客中ꎬ作者主张通过埃博拉应对工

作扩展美军在西非的军事存在ꎮ
虽然金并没有使用“人道”这个词ꎬ但他确实呼吁基于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关联性将

人道作为情感:“任何地方发生不公正都是对普遍的公正的威胁ꎮ 我们都罩在一张无法逃避的

共同网络中ꎬ命运交织ꎬ休戚与共ꎮ 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事情也会间接影响所有人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ꎬ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Ｊａｉｌꎬ 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６３ꎬ ｐ.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ｋ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ｌｅｔｔｅｒ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ｊａｉｌ.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ꎻ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ｉｔｙ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Ｅｔｈｉｃｓ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ＮＹꎬ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ｈｈｈ. ｕｍｎ. ｅｄｕ / ｉｍ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２８２３７ / ３％２０Ｃａｌｈｏｕｎ. ｐｄｆ.



践ꎬ并且在当前的人道应对工作中有所实施ꎬ但这些实践很少被认为与

人道这一基本原则的体现相关ꎬ或被认为是该原则的体现ꎮ 将原则从抽

象转为具体和日常实践可使人道变得触手可及ꎮ 在此过程中ꎬ也可以通

过更为包容的人道努力为促进系统性和原则性改革开创空间ꎮ
接下来的章节中ꎬ人道被总结为植根于人的内在尊严和生命权的概

念ꎬ认识到人的社会性以及因此产生的关系性对此概念有所调整ꎮ〔２５〕

本文第一部分简单总结了人道原则的法律基础ꎮ 接下来探索了人道原

则与普遍性和特殊性、平等和不平等、包容与排除相关的内在矛盾ꎮ 这

些内在矛盾引申出三套实践ꎬ这些实践源自将人道原则解读为人道主义

的行动指南ꎮ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阐明了具体化和行动化的人道对于实

践和推动系统改革所做的贡献ꎮ

　 　 在国际法中将“人道”概念化

国际法ꎬ包括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学者同意人道是国际法ꎬ尤其

是«日内瓦公约»〔２６〕的核心概念ꎬ但就其精确意义、应用范围以及规范价

值意见不相一致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线外科医生和顾问罗宾库普

兰(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称国际法中人道的含义十分模糊ꎬ阻碍了它发挥更中

心的指导性作用ꎮ 他提出在国际法中有两个不同但相关的概念并存ꎮ 第

一个是“人道—人类”ꎬ指人的集体存在ꎮ 第二个是“人道—情感”ꎬ捕捉

的是与要有人性这一道德观点相一致的行为和性情ꎮ 他发现这两者之

间的关联不完全清楚ꎬ因为“人的集体存在并不一定和个人的有人性的

９８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２５〕

〔２６〕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Ａｉｄ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ＰＡꎬ２０１４.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内瓦第一公约)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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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日内瓦第二公约)ꎻ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
内瓦第三公约)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内瓦第四公约)ꎮ



行为相关联”ꎮ〔２７〕 库普兰以时间倒叙的方式追溯法律模糊性时ꎬ研究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基础文本ꎬ其中包含的一个人道概念更接近“人
道—情感”ꎬ而不是“人道—人类”的含义ꎬ但他也没将这二者区分开

来ꎮ〔２８〕

人道的对立面———不人道———可能更有指导性ꎬ因为国际法对其进

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ꎬ而且在不人道的行为中有可能发现“人道—情

感”的缺失ꎮ〔２９〕 此类行为包括酷刑、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虐待ꎮ 库普兰表

示人道“源自且意味着限制武装暴力的能力ꎬ并限制其对安全和健康的

影响”ꎮ〔３０〕 例如ꎬ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相关的国际法通过减少战争的可能

性ꎬ或者限制武力的使用来推广人道ꎮ 人权法主要关注个人 /个体安全ꎮ
国际人道法连接以上两个法律ꎬ并通过在武装冲突的局势中保护个人安

全与健康来促进人道ꎮ
像库普兰一样ꎬ法律学者鲁蒂泰特尔(Ｒｕｔｉ Ｔｅｉｔｅｌ)追溯了她称为

“人道法”的发展历程ꎬ并提出了一个新规范性秩序的演变ꎮ 她认为法

律的应用发生了改变ꎬ甚至将此改变加以了概念化ꎬ转为偏向对个人和

群体的保护ꎮ 作为一个法律框架ꎬ人道法包含国际人道法、人权法和刑

０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３ꎬＮｏ. ８４４ꎬ２００１ꎬ ｐ. ９７２.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ꎬ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７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１５９ － １６６ꎻ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ＭｏｕｒｎｉｎｇꎬＰｉｔ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ｓｈｂｙ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ｗｎ (ｅｄｓ.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

Ｓｅｅ Ｒ.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
从一个事物不是什么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义的好处是其精确性ꎮ 对人道进行任何

概念化很重要的是ꎬ将人道原则局限于其负面含义极大地缩小了其范围ꎬ因为这仅禁止某些行

为ꎬ且不鼓励皮克泰对人道原则的设想与人道原则的其他表述中所意指的同情、尊重或尊严ꎮ
著名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对将和平的定义局限为没有战争提出了相似的批

判性意见ꎮ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ꎬ“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６ꎬＮｏ. ３ꎬ１９６９ꎮ

Ｒ. Ｃｏｕｐｌａｎｄ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 ９８８.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ｌｏｖｅｒ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Ｍ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１２.



事诉讼法ꎬ并强调在暴力局势中“对个人或群体的保护与保障”ꎮ〔３１〕 人

道法一直以来都限制国家主权以及武力的使用ꎮ 这部分因为许多局势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既不属于战争ꎬ也不属于和平ꎬ因此人道法适用于武

装冲突以外的局势ꎬ并规定了最基本的秩序ꎮ 还因为国界不再那么神圣

了(如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分国界ꎬ以及对违反人权的行为起

诉时所在的国家并不是违反行为发生的国家)ꎮ 最终结果是法律制度在

实施时偏向人道ꎬ而不是保护国家的权利ꎬ且限制过度的国家行为ꎮ〔３２〕

同样ꎬ在阐述人道原则的独特价值时ꎬ雨果斯利姆(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主张人

道的应用与归属应不仅限于人道界ꎬ正是因为它有防患于未然的能力ꎬ
可以制约战争的过度伤害ꎮ〔３３〕

库普兰和泰特尔都认识到了权利的个体性与人类社会的集体性和

社会性之间的根本矛盾ꎮ 泰特尔提出ꎬ“人道法在一个将当代暴力的集

体性质考虑在内的分层概念中确认了个体的作用”ꎬ尽管人道的个体和

集体“面孔”之间具有冲突性ꎮ〔３４〕 其他人也同样质疑了这一矛盾ꎬ该矛

盾的形式是个人社会身份的普遍义务和其特殊性ꎬ包括其公民身份在内

１９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Ｒｕｔｉ Ｇ. Ｔｅｉｔｅｌ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３. 法学理论

家科斯塔斯杜齐纳斯(Ｃｏｓｔａｓ Ｄｏｕｚｉｎａｓ)给出了一个对立观点ꎬ将通过某一条约的几个国家的

经验主义的普遍性与一个被理想化、规范化了的人权制度的普遍性区分开来ꎮ 他写道:“人权

社会是普遍的ꎬ但仅仅存在于想象中ꎻ普遍的人道在经验领域并不存在ꎬ且不能在哲学上作为

超验原则ꎮ”Ｃｏｓｔａｓ Ｄｏｕｚｉｎａ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６０ꎮ

泰特尔的这类论点与“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 ＩＣＩＳＳ)定义的“保护责任”
(Ｒ２Ｐ)相近ꎮ ＩＣＩＳＳ ２００１ 年标志性的报告阐明了在大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的局

势中ꎬ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或无法维护人权ꎬ则国际社会应担任起此责任ꎮ ＩＣＩＳＳꎬ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ꎬＯｔｔａｗａꎬ２００１. 因此ꎬ它使保护责任高

于国家主权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６７４ 号决议基于“保护责任”ꎬ将避免武装冲

突(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暴力)以及保护平民写入法律ꎮ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ｔｈｉｃ: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ｒ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８. 在近期著作«人道道德»中ꎬ斯利姆在

道德以及需要诠释和 平 衡 相 互 矛 盾 的 原 则 这 两 个 框 架 下 讨 论 了 人 道ꎮ 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４０ － ４５ꎮ

Ｒ. Ｔｅｉｔ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１ꎬｐ. ３３.



的矛盾ꎮ 例如ꎬ比库帕雷克(Ｂｈ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写道:

正如公民的法律和政治义务不应轻易凌驾于其家庭、道

德、宗教和其他义务之上ꎬ他们也不应该忽略其作为人的普遍

义务ꎬ包括负面和正面的义务ꎬ如尊重他人的义务、承认他人对

平等待遇的要求、当个人的行为影响到他人时要考虑他人的利

益、不伤害他人、减少他人的苦难、在个人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

他人兴旺发达ꎬ并服从于本人的其他义务ꎮ〔３５〕

法律中的共识与分歧对于人道的概念化及其应用具有几点启发性

作用ꎮ 首先ꎬ就人道应对工作而言ꎬ法律中所阐明的人道原则限制作战

部队获准的行动ꎬ继而限制战争的过度伤害ꎮ 这些限制没有从正面定义

人道ꎬ而是在说明哪些构成不人道的实践时定义了人道的缺失ꎮ 另外ꎬ

法律强调了个人权利以及中和这些权利的集体或社会身份之间的中心

矛盾ꎮ 最后ꎬ这些法律讨论预见了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包容和普遍的人

道以及其在现实中排他和不平等的应用之间的内在矛盾ꎮ 法律之下ꎬ人

道是普遍、平等的ꎮ 但上面所描述的环环相扣的矛盾代表了人道中的法

律和充满抱负的———尚未付诸行动的———元素(是它们激发了富有同情

心之人道应对工作)ꎬ与人道作为一个原则在其实施中所遭遇的务实但

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差距ꎮ

　 　 人道的内在矛盾

人道的哲学辩论围绕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ꎬ在包含谁不包含

谁方面意义有所重叠ꎮ 因此ꎬ它们与人道的平等和不平等相关ꎮ 该哲学

辩论凸显了将人道原则作为一个普遍和平等的概念加以实施时的缺陷

和不完美ꎮ

作为一个抽象且富有情感的概念ꎬ人道代表人类的普遍性ꎮ 我们ꎬ

２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５〕 Ｂｈｉｋｈｕ Ｐａｒｅｋｈꎬ“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１ꎬ１９９７ꎬｐ. ６１.



作为人类ꎬ是一样的ꎻ我们是一体的ꎮ 作为人ꎬ我们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

只有生理和基本需求ꎮ 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情感性细节ꎻ我们拥有

个体的和独特的履历ꎮ〔３６〕 雨果斯利姆称此为人道的价值ꎮ 正是这一

对同情心甚至是爱的情感诉求激励了人道行为ꎮ 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

中的人道应对通过提供援助和保护———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极端状况

下( ｉ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的人———来恢复人道ꎮ 这就是人道的美德ꎬ它激励着我

们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ꎮ〔３７〕

但是ꎬ对人道的这种普遍性诉求掩盖了一个对共性和特殊性诉求之

间的中心矛盾ꎮ 如果假设所有人都是相同的ꎬ因此也是平等的ꎬ就同时

假设了不存在不同ꎬ并将人简化为“赤裸”的生物活体ꎮ〔３８〕 挽救生命包

括数人数ꎬ它把个体的人简化为二分的、极简的状态———活人或死

人ꎮ〔３９〕 实践中ꎬ这经常意味着对有些人的生命赋予比他人更多的价值:
受自然灾害影响之人的性命比卷入暴力冲突中的性命更宝贵ꎬ〔４０〕 难民

比国内流离失所者更宝贵ꎬ或者国际援助工作者比国内援助工作者更

宝贵ꎮ
一些人道主义的学者解析了这一矛盾ꎬ特别提到了难民ꎮ〔４１〕 米歇

尔阿吉耶(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ｉｅｒ)认为人道所建议的是一个完整且本质化的身

３９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如要了解更多生物和生物地理生活的区别ꎬｓｅｅ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ｆｅ”ꎬ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７ꎻａｎｄ Ｈ.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 ４８ꎮ

Ｈ. Ｓｌｉｍ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３ꎬｐｐ. ４５ － ５５.
“赤裸的生命”这一概念引自乔治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的文章ꎮ 这里引用的

作者ꎬ包括米歇尔  阿吉耶、迪代  法桑 (ＤｉｄｅｒＦａｓｓｉｎ) 和詹妮弗  海因德曼 (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都是在各自的批判性研究中引用阿甘本提出的概念ꎬ并且他们都属于福柯批判理论

的范畴ꎮ Ｓｅｅ Ｇｉｏ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ꎬ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ｒｅ Ｌｉｆｅ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ｅｌｌｅｒ￣Ｒｏａｚｅｎꎬ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ＣＡꎬ１９９８.

Ｃ.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Ｒｏｎｙ Ｂｒａｕｍａｎꎬ“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Ｔｓｕｎａｍｉ”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ｓｈｂｙ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 Ｂｒｏｗｎ ( ｅｄｓ. )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ｉｉｓａ Ｍａｌｋｋｉꎬ “ Ｓｐｅｅｃｈｌｅｓｓ Ｅｍｉｓｓａｒｉｅ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Ｄ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６.



份ꎬ“没有不平等的空间”ꎮ〔４２〕 这一人道大众也是一个无名受害者的世

界ꎬ没有宗教、性别或政治见解ꎮ〔４３〕 他写道:“在难民营中ꎬ‘难民’这一

分类本身被按照‘脆弱程度’分为几个不同的子类ꎬ其结果是创造出一

个痛苦的等级制度ꎮ”〔４４〕因此ꎬ对于阿吉耶来说ꎬ人道是一个虚构身份ꎬ
将人们一般性地分为“普遍受害者”ꎬ从行动上分为某一具体弱势群体

的成员ꎬ例如无人陪伴的儿童或女性持家的家庭ꎮ 为了能够被认可ꎬ人
们必须服从于人道机构的绝对(生物)力量ꎬ分享信息、重述创伤、体现

或展示伤害ꎮ 在这里ꎬ人道工作者掌握讲述或塑造他人履历的权力ꎮ 因

此ꎬ人道工作者是目击证人ꎬ而他们所帮助的人在吞没自己的故事中往

往承担被动的角色ꎮ〔４５〕

詹妮弗海因德曼(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与阿吉耶一样ꎬ指出本质主

义的身份与基于差异的身份之间的内在矛盾ꎮ 她主要关注联合国人道

主义、文化作为共享的人道的作用ꎬ以及文化作为差异基础的作用ꎬ她质

疑道:“在人道援助的背景下ꎬ人们如何在实践中避免把受援助者构造为

是普遍的这一后果———这一举动实际上抹杀了性别、民族和国籍的差

异———不对身份进行本质化ꎬ并且把这些同样的类别具体化呢?”〔４６〕 她
建议ꎬ避免这种本质主义需要深入流离失所者的特殊文化、政治和历史

中ꎮ 迪代法桑(Ｄｉｄ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同样强调了人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

的矛盾ꎮ 人道的理想是普遍的ꎬ但应用是扎根于不平等和不同的ꎬ而后

４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ｇｉｅｒ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Ｃａｍｐ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
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Ｖｏｌ. １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３.

应认识到募捐活动以个人的名义ꎬ而不是以“整体人道”的名义发起会更为成功这

一事实ꎮ 许多援助机构都会指明具体的个人ꎬ以及捐款能够惠及这个人或和其社区ꎮ
Ｍ. Ａｇ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ꎬｐ. ３９.
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ｐ. ５１８.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ꎬＧｅｎｄｅｒꎬ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Ｖｏｌ. ５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８ꎬｐ. ２４２. 海因德曼在另一本书中更

加深刻地审视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ＭＮꎬ２０００. 她的分析虽然发表日期

比较早ꎬ但揭示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长期的矛盾ꎬ她的批判至今仍然有意义ꎮ



者不可避免是特殊性的ꎮ〔４７〕 其他学者在质疑人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

提到了“扩大道德的包容圈”ꎮ〔４８〕

另一相关的批判是关于人道与慈善ꎬ强调了受益者 /受助者与人道

援助提供者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等级关系ꎮ 实际上ꎬ作为慈善实施的人道

通常是基于等级制度的ꎬ地位较高且物质较充裕的人把自己多余的东西

给予那些物质匮乏的人ꎬ因此导致后者产生对前者的义务ꎮ〔４９〕 杰弗

里斯托特(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ｕｔ)称慈善为“不停索取的礼物”ꎮ〔５０〕 这些交换

本质上是不平等的ꎬ而且甚至使人丧失权利和能力ꎮ
其他批判关注在广告和宣传活动中援助“受益者”的视觉形象ꎬ认

为许多这些形象都隐性地将受害者的人性抹去了ꎮ〔５１〕 甚至受益者或者

受助者这个说法都可能会置人于弱势地位ꎮ “受益者”这种叫法强调了

在慈善交换中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ꎬ并且完全抹去了接受援助这一方的

主观能动性ꎮ 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人道应对工作中地方专业知识和资

源的边缘化ꎬ即外来者及技术性知识被凌驾于那些受自然灾害或暴力影

响之人基于实地情况的鲜活专业知识之上ꎮ〔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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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ｓꎬ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Ｍ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ｉｎ Ｉ.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

Ｉｌａｎａ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 ｉｎ Ｉ.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 Ｔｉｃｋｔｉｎ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ꎬｐ. ４ꎻＴ.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ꎻ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ｈａｂｉｂ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Ａｌｉｅｎｓꎬ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

Ｔ. Ｗ.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ꎻＭ. Ｍａｕｓ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 相反ꎬ迈克尔沃尔泽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提出人道主义既是慈善也是义务ꎬ是“二合一”的ꎬ在这其中ꎬ我们个人“选择

做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ｈａｒｉｔｙꎬｏｒ
Ｄｕｔｙꎬｏｒ Ｂｏｔｈ?”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８０ꎮ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ｔｏｕｔꎬＢｌｅｓｓｅ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ＮＪꎬ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作者在圣母大学克罗克研究所听斯托

特介绍自己书的讲座中用到这个说法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Ｄｅｎｉｓ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Ｏｔｈｅ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４１１.

这一问题持续获得关注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Ｆａｍｉｎｅ Ｃｒｉｍ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９７.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ｓｅｅ
Ｓéｖｅｒｉｎｅ Ａｕｔｅｓｓｅｒｒｅꎬ Ｐｅａｃｅｌ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４.



这种等级现象存在于援助工作者 /机构和受益者的关系中ꎬ以及援

助工作者这个类别中ꎮ 法桑在解析人道主义时ꎬ强调了人道应对工作中

出现的“人道等级”〔５３〕———在这种等级现象中ꎬ士兵的生命比平民更宝

贵ꎬ“援助工作者无辜牺牲的生命”〔５４〕 与卷入暴力中的平民的生命相对

立ꎬ外籍员工的生命比本国员工的更宝贵ꎮ 因此ꎬ这种等级现象既存在

于与外部参与方(如士兵或人道机构帮助的平民居民)的关系中ꎬ也存

在于援助机构内部ꎮ 这些特殊以及不平等的等级现象与人道的普遍性

不符ꎮ
作为参与方的一个类别ꎬ援助工作者(指人道机构和多重使命的发

展机构的员工)被特殊化了ꎬ这一类别使他们在法律上以及媒体焦点中

都被单独标记为特殊群体ꎮ 在国际法中ꎬ援助工作者ꎬ尤其是联合国及

相关人员享受因他们援助工作者的身份而带来的特殊保护ꎮ〔５５〕 这一法

律保护更为广义地将援助工作者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写进法律ꎬ即便援助

工作者也是平民ꎬ而且已经享受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对平民更

为广泛的保护ꎮ〔５６〕

援助工作者与平民所接受的不平等待遇也体现在媒体故事中ꎮ 例

如平民的死亡通常以“数十人”或“数百人”出现ꎬ或者在某些极端情况

下“成千上万”无法辨识身份、无名的平民在战争、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

中遇难ꎮ 例如ꎬ最近出现的头条有“地中海每年数千人死亡ꎬ欧洲开始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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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Ａ Ｍ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ＢｅｒｋｅｌｅｙꎬＣＡꎬ２０１２ꎬｐ. ２２３.

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２７ꎻ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７.
例如ꎬ«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ꎬ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ＵＮＴＳ ２０５１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生效)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任择议定书»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第 Ａ/ ６０ /
５１８ 号文件(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生效)ꎻ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０２ (２００３)号决议ꎻ和«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ꎬ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２１８７ ＵＮＴＳ ９０(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ꎬ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７ 目ꎮ
若想深入了解关于人道例外论以及援助工作者法律保护的相关讨论ꎬｓｅｅ Ｌ. Ｆａｓ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ꎬｐｐ. １９７ － ２０７ꎮ 关于法律保护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Ｎｏ. ８６５ꎬ２００７ꎮ



豫”ꎬ〔５７〕尼泊尔“新地震中数十人遇难”ꎬ〔５８〕 “２０１４ 年一万多阿富汗平民

遇难或受伤”ꎮ〔５９〕 他们的遇难经常伴随着谴责ꎬ要求追查或惩罚施害

者ꎮ 其他时候他们的遇难基本不被关注ꎬ甚至不会出现在主流新闻中ꎮ
援助工作者的遇难同样以令人沮丧的频率出现在新闻故事中ꎮ 但是ꎬ相
比之下ꎬ他们的死亡通常是个体的ꎬ有姓名、相貌、履历ꎬ对他们无私工作

的赞颂以及对他们抛下的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悲伤的描述ꎮ〔６０〕

不是说援助工作者不值得这些敬意———他们通常是值得的———
但他们强有力的个人故事与那些他们所帮助的受难的平民的故事形

成了鲜明对比ꎬ那些平民隐没在平平淡淡的故事中ꎮ 将每一个人的姓

名和故事写成新闻轰炸消费者不仅不可能ꎬ而且会事与愿违ꎬ因为人

们会对苦难变得麻木ꎮ 但恰恰是人类故事的个体性和具体性才能够

唤起同理心以及悲伤情绪ꎬ这样才能为纪念赋予力量ꎬ如越战纪念碑

(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和堆尸陵(柬埔寨)ꎬ所有这些都

将受害者的姓名列了出来ꎮ 人权组织使用具体的故事来唤起情感反

应———无论是对这一行为还是对施害者的厌恶———继而唤起实际行动ꎬ
人道工作者则是依靠纯粹的数字以及数字后面的无名 /无面的群体大众

７９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Ｍａｘ Ｅｈｒｅｎｆｒｅｕｎｄꎬ“Ｅｕｒｏｐｅ 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Ｄｉｅ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ｏ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２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ｗｏｎｋｂｌｏｇ / ｗｐ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１ / ｗｏｎｋｂｏｏｋｅｕｒｏｐｅ￣ｈｅｓｉｔａｔｅｓ￣ａ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ｄｉｅ￣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ｏ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

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Ｎｅｐａ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Ｄｏｚｅｎｓ Ｄｉｅ ｉｎ Ｎｅｗ Ｔｒｅｍ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ｖｅｒｅｓｔ”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
１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 － ３２７０１３８５.

Ｓｕｄａｒｓａ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ꎬ“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ꎬ０００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Ｄｉｅｄ ｏｒ Ｗｅｒｅ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４ꎬＵＮ Ｓａｙｓ”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 １００００ － ａｆｇｈ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ｄｉｅｄ￣ｏｒ￣ｗｅｒｅ￣ｉｎｊｕｒｅｄ￣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ｕｎ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８ / ９０ａａｂ７ｃ６ －
ｂ７５３ － １１ｅ４ － ９４２３ － ｆ３ｄ０ａ１ｅｃ３３５ｃ＿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１０ 名援助工作者在阿富汗遇害时ꎬ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故事出现在多条新闻中ꎮ
Ｓｅｅ ＣＮＮ Ｗｉｒｅ Ｓｔａｆｆꎬ“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１０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ＣＮＮꎬ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ｐｃｆ / ０８ / ０９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ｌｉｓｔ / ꎻ ａｎｄ Ｓｈａｉｌａ
Ｄｅｗ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 Ｎｏｒｄｌａｎｄꎬ“Ｓｌａｉｎ Ａｉ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８ /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１０ａｉｄｗｏｒｋｅｒｓ. ｈｔｍｌ? ＿ｒ ＝０.



来激起相似的反应ꎮ〔６１〕 援助工作者与平民之间获得的不平等待遇是特

殊性的另一个例子ꎬ它说明了普遍人道的理想并不完美ꎮ
在援助机构内ꎬ等级现象体现在与国际 /外派员工和国内或当地员

工身份所配套的待遇、资源、工资和福利中ꎮ 国际援助工作者的工资和

福利ꎬ包括底薪、带薪假、医疗或其他保险、培训机会ꎬ甚至是在暴力局势

中的疏散都比提供给国内员工的要好很多ꎮ 即便是在“国内员工”这一

分类下也存在多个子类ꎮ 区域员工(来自邻国)和当地员工(来自农村

或他们工作的区域)被视为国内员工ꎬ即使他们对开展工作所在地区的

文化背景了解或多或少ꎬ并面临不同的风险ꎮ〔６２〕 这种等级现象只有在

很少的时候才会引起公众注意ꎮ 例如ꎬ由于直接照顾埃博拉患者的人面

临巨大风险ꎬ国际机构在是否招聘外籍医务人员来协助埃博拉危机应对

时进退两难ꎮ 虽然有些持外国护照的患者被疏散并在自己国家接受治

疗ꎬ但疏散个人的成本是很高的ꎮ 而美国政府决定在蒙罗维亚建造一个

高水平医院来治疗感染埃博拉的医务人员ꎬ国外和利比里亚的都接

收ꎮ〔６３〕 虽然这仍然表明作为平民和作为医务工作者患埃博拉后待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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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国际特赦组织致力于帮助遭到人权侵犯的具体受害者ꎬ人权观察组织通常在报告中

使用个人的故事ꎮ 人权数据分析组通过多个系统评估来汇集受害者的名单ꎬ然后计算整体的

人权侵犯数量ꎮ Ｓｅｅ Ｍｅｇａｎ Ｐｒｉｃｅꎬ“Ｗｈｅｎ Ｄａｔａ Ｄｏｅｓｎ’ ｔ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ｏｒｙ”ꎬＨＲＤＡＧꎬ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ｈｒｄａｇ. ｏｒｇ / ｗｈｅｎ￣ｄａｔａ￣ｄｏｅｓｎｔ￣ｔｅｌｌ￣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ｔｏｒｙ / ꎮ 使用捐助儿童以及

个人代表故事来强调捐赠的积极影响是例外ꎬ这种情况下人道工作者使用个人陈述ꎮ 但就像

法桑指出的那样ꎬ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个人生活被更有权力的人讲述的例子ꎮ Ｓｅｅ Ｄ. Ｆａｓｓｉ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

例如ꎬ在对东非(肯尼亚、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研究中ꎬ来自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或邻

国的员工在各自的家乡面临不同风险ꎬ即便他们通常被集中在一起称为国内员工ꎬ而且通常无

法获得有针对性的培训或福利ꎮ Ｓｅｅ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Ｆａｉｔ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Ｒｏｗｌｅ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Ｋｅｎｙａꎬ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 ａｎｄ Ｕｇａｎｄａꎬ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 虽然这一例子源于东非ꎬ
但可以说其意义不仅限于这一地区ꎮ 这一例子也指明根据各种特征来分解风险的重要性ꎬ包
括出生地、民族、国籍、工作职位、性别ꎬ以及后续风险管理的复杂性ꎮ

Ｓｈｅｒｉ Ｆｉｎｋꎬ“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Ｅｂｏｌａ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６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ｅｂｏｌａ￣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 ｈｔｍｌ? ｅｍｃ ＝ ｅｄｉｔ＿ｔｈ＿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ｎｌ ＝ ｔｏｄａｙｓ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ｎｌｉｄ ＝ ２６９５８１１０＆＿ｒ ＝ ０.



同ꎬ但这种等级现象也是在应对医务工作者在埃博拉应对工作中面临更

高风险这一问题ꎮ
显然ꎬ正如人道应对工作中所体现的一样ꎬ人道原则具有特殊性、排

他性和不平等的特点ꎮ 这些系统性倾向是有问题的ꎬ并且其引发的矛盾

将继续出现在人道应对工作中ꎮ 承认存在这些倾向很重要ꎬ即便它们的

表现并非一成不变ꎮ 对人道主义行为的解析表明ꎬ我们需要首先识别、
然后渐渐瓦解ꎬ并在理想状态下消除人道努力中的等级和排他特点ꎮ 我

们必须聚焦于那些体现人道价值的有改革作用的实践和每日行动ꎬ并挑

战机构人道主义的本质主义和排他性ꎮ 本文接下来就将探讨这些将人

道原则行动化并因此扩大了道德的包容圈的每日行为和实践ꎮ

　 　 将人道行动化

人道原则的内在矛盾及随之而来的批判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供人

道工作者思考ꎬ他们也必须要思考ꎮ 然而ꎬ这些批判经常不能考虑到人

道当前、能够以及应该在每天的行动和关系中发生的方式ꎬ以及这些方

式如何使一个更为包容、有效和多元化的人道应对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这
些矛盾帮助指明了如何能够将人道更好地行动化ꎮ

三种变革性实践以及日常行动对减缓人道的内在矛盾做出了许诺:
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ꎻ采取纵向和横向问责ꎻ重视邻近性以及在现场开

展工作ꎮ 这些实践及其培养的关系在个人以及组织层面都会发生ꎬ并且

也发生在同事、合作伙伴、受影响社区之间单调但重要的日常互动中ꎮ
这些实践在现有行为准则中被一致认为是良好实践和道德行为ꎬ即便其

应用并不始终如一ꎮ 但它们不仅限于此ꎬ它们还是人道原则的表现形

式ꎮ 把人道分解为日常组成部分时ꎬ它便获得了新的意义以及行动含

义ꎮ 使人道少些抽象化ꎬ并将其植根于每天的行动和变革性实践中ꎬ有
助于将此原则置于人道意识的最前沿ꎮ 将这些行动与人道原则相连ꎬ不
仅可以使人道原则更触手可及ꎬ而且也为努力改革原则中的系统夯实了

基础ꎮ 如果对此认真对待ꎬ它们意味着对人道主义行动化的方法的一种

９９解析人道原则:矛盾与启示　



意义深远的重新定位ꎮ

　 　 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

对人道应对工作一直以来的一个批评ꎬ也是上述提到的ꎬ即它忽视

或破坏地方参与方ꎮ 人道工作者受他们面前需求的紧迫感所驱使ꎬ但匆

忙带入的外部资源和专业知识取代了地方的资源ꎮ 当国际体系进入时ꎬ
它掀起一波国际资源与关注的浪潮ꎬ湮没了比国际关注和行动出现得更

早、而持续得更久的已有的参与方和应对工作ꎮ 相关批评凸显了倾听的

缺乏及优先采取即刻行动的倾向ꎬ而不进行反思或深思熟虑ꎮ 这些批评

机敏地发现了人道在实施中的缺陷以及等级现象ꎬ体现在对援助提供者

和接受者两方的知识、行动和专业知识赋予不平等的价值ꎮ 这些都表明

了对人道的概念化中将普遍性置于特殊性之上ꎮ
另外ꎬ仅依赖人道普遍性的概念化没有给差异以及文化的作用留空

间ꎮ 举一个例子ꎬ埃博拉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应对工作凸显了需要具备文

化意识ꎬ需要让社区参与进紧急局势中ꎬ不仅仅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ꎬ而
且可以有说服力地认为ꎬ对有传统的人道应对工作也是如此ꎮ 例如ꎬ对
葬礼和婚礼仪式的人类学分析表明ꎬ埃博拉如何以及为什么在社区之间

传播ꎮ〔６４〕 一位埃博拉响应者激动地讲道:
但是面对如此大规模、如此危险的公共健康危机ꎬ却可以

以局势紧急为借口ꎬ将患者沟通以及咨询搁置到一边ꎮ 埃博拉

患者可以仅仅被看作是病毒携带者ꎬ而不是复杂有情感的

人———虽然在最高层面ꎬ减少传播是第一要务ꎬ但忽视护理的

人性层面会严重损害公共健康应对工作虽然文化差异可

能会加剧矛盾ꎬ但也有可能更普遍的现象是ꎬ人文过程被忽略

了ꎮ 在哪种文化中ꎬ直接走进一个村庄然后贸然地指出并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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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他们能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ꎬ是可以接受或有效的呢? 〔６５〕

在文章中ꎬ作者例证应将受害者个体视为“复杂、有情感的人”ꎬ应

注意人道工作者提供帮助的方式ꎬ以及严肃考虑应对工作中精神健康和

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ꎮ 这些都是关于将人道打造成一个个体的、植根

于社会身份并且肯定特殊的地方环境的这样一个概念ꎮ

人道社会正在觉醒ꎬ意识到文化和社会的作用是人道应对工作的成

效性的关键决定因素ꎮ 被设计为“慢下来以便行动更快”且基于地方以

及现有专业知识和资源的援助项目确实存在ꎮ〔６６〕 «２０１４ 年世界灾难报

告»〔６７〕和«２０１５ 年世界发展报告»〔６８〕 致力于说明文化在紧急情况、灾难

应对和发展中的作用ꎬ以及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ꎮ 例如ꎬ文化

规范与行为既影响埃博拉的传播ꎬ可以说也影响其减缓ꎮ 人类学家及其

他社会科学家对应对工作的多个方面发表了意见ꎬ从冲突历史和对政府

的不信任到葬礼相关的文化习俗ꎬ以及这些如何影响疾病的传播ꎮ〔６９〕

的确ꎬ埃博拉危机是联合国首次聘用人类学家参与行动的国际应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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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ꎮ 许多类似的分析都正确地解析了应对工作ꎬ提供基于环境的解读ꎬ有助于理解应

对工作早期的一些失败ꎮ 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分析都往下走了一步ꎬ即提出实用步骤来指

导应对者如何才能在设计应对工作时将文化背景考虑进去ꎮ



作ꎮ〔７０〕 在头几个月的混乱之后ꎬ各机构改变了他们的项目来更好地反

映文化背景ꎮ 这些行动代表了朝人道行动根据环境来更好地调整应急

应对的方向所迈出的步伐ꎮ 对文化的重视在未来是否会带来改变或是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需观察ꎮ 然而ꎬ将人道行动化需要人道应对工作去

肯定特殊性———地方参与方、应对工作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而不仅

仅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应对ꎮ 就这一点而论ꎬ它建议参与人道应对工作

的国际参与方需要更加谦逊ꎬ这一谦逊是为了他们能为应对工作的规

模、范围和有效性做出贡献ꎬ而不是把这些因素全部或主要分派给单个

机构或非地方参与方ꎮ

　 　 采用横向和纵向问责

人道应对中的问责概念在关注实践的文献以及学术文献〔７１〕中获得

了许多关注ꎮ 将人道行动化的呼吁以及上文所讨论的内在矛盾都表

明至少有两套重要实践与问责制度息息相关ꎮ 首先ꎬ这些矛盾强调了

当前人道系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与不平等现象ꎮ 尤其是在待遇(如薪

酬等级)以及分配福利或资源的员工分类方面(如在暴力事件爆发、迫
使机构撤回员工的情况下被划分为“可转移”类)ꎮ 平等并不意味着

相同ꎮ 虽然有些不平等现象不可避免ꎬ但将人道行动化要求对这些不平

等予以关注ꎮ 这类问责是横向的ꎬ指在援助机构内部及其所有组成成员

之间需要实施问责ꎮ 例如ꎬ安全管理通常过于重视国际员工ꎬ而不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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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员工ꎮ〔７２〕 将人道行动化要求分析所有员工都面临的不同风险ꎬ并在

安全管理计划中考虑这些因素ꎬ例如通过更好地获得培训和其他资源ꎬ
以及通过有适应性的、因地制宜的安全措施ꎮ 行动化建议需要为全体员

工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ꎮ 上述人道原则的概念建议努力争取或保

证为所有员工提供同样的待遇既不可能ꎬ甚至也不合适ꎮ 但它确实要求

评估人道机构的政策和程序支持对人道的排他主义解读的方法ꎮ 它鼓

励各机构采取措施纠正这些排他与不平等ꎮ
另外一套实践与肯定地方环境和能力相关ꎬ建议进行纵向问责ꎬ不

仅仅是“向上”至捐赠方ꎬ而且也“向下”至那些受暴力冲突、灾难和其他

危机影响的人ꎮ 对援助接收方ꎬ尤其是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更加负责的呼

吁并不新鲜ꎮ〔７３〕 这一概念的一个发展方向与我们世界的技术进步有

关ꎬ即在构想这种问责时从向受影响社区提供信息并且倾听他们ꎬ再使

用这些信息修改应对工作计划来更好地反映背景这些方面来考量ꎮ 联

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２０１３ 年的一份报告参考了«２００５ 年世界灾难

报告»ꎬ提出信息是紧急应对工作中的一项基本需求ꎬ将其与人权原则联

系在一起:
人道组织有行动和道德义务将信息纳入他们的工作中ꎮ

人道组织所服务的社区以及个人要求它们这样做ꎮ «世界人权

宣言»中包含寻找、获得以及传播信息的自由ꎮ〔７４〕

因此ꎬ寻求受影响社区成员的观点ꎬ仔细倾听他们ꎬ并且可能最重要

的是ꎬ通过改变项目调整来做出应对ꎬ是将人道原则行动化的必要组成

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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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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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Ｍ. Ａｇ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２ꎻａｎｄ Ｊ. Ｈｙｎｄｍａｎꎬ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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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邻近性以及在现场开展工作

关于内在矛盾的讨论所引申出的最后一套实践与身份本质化的危

险有关ꎮ 批评者就单调和没人情味的人道体系提出过意见ꎮ 例如ꎬ米歇

尔阿吉耶坚持认为人道组织的功能“虽然从技术上各不相同ꎬ但趋向

于融入每天的生活中ꎬ变成一个单一的、国际的而且是完全至高无上的

力量”ꎮ〔７５〕 他后来还写道ꎬ“人道系统是一个政府和权力的现代系统ꎬ其
中控制和援助相互交织”ꎮ〔７６〕 这样一个系统把其想要帮助的人进行了

本质化ꎮ 但是这一分析忽略了日常实践如何巩固并挑战这种一概而论

的观点ꎬ并且假设援助的接收方不一定能在一个控制和援助的系统内区

分各个组织ꎮ 这从根本上既对也不对ꎬ因为社区成员能够并且也确实会

区分各个组织及其技术专长ꎮ〔７７〕 每天开展的基于同情心和尊重的个体

行为确实很重要ꎬ并且能够打破“人道政府”这个单一的身份ꎮ 援引

１９９８ 年在车臣被绑架并囚禁 ３１７ 天的援助工作者樊尚科舍泰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的话:
我觉得帮助身处危难之人是义务ꎮ 在那场(车臣) 战争

中ꎬ没人真的想要停止战争———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战

争———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一些援助或一点保护不仅仅是人

道行为ꎬ而是真的可以为人们带来巨大改变ꎮ〔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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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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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２.
Ｓｅｅ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Ｒｅｇｉｎｏｌｄ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ꎬＡｌｆｒｅｄ ＡｍｕｌｅꎬＳｉｍｏｎ ＢｏｎｉｓꎬＬａｓｕ ＪｏｓｅｐｈꎬＡｎｔｈｏｎｙ

ＫｏｌｌｉｅꎬＪａｍｅｓ ＬｕｅｒＧａｃｈＤｉｅｗꎬＳｉｒｏｃｃｏ ＭａｙｏｍＢｉａｒＡｔｅｋꎬ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Ｎｙａｍａｎｄｉ ａｎｄ Ｊｉｍｍｙ Ｏｋｕｍｕꎬ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ꎬ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ꎻＬａｕｒａ Ｈａｍｍｏｎｄꎬ“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ｉｎ 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ｐｐ. １７２ －
１９５.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ꎬ“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ＴＥＤｘꎬＰｌａｃｅ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１Ｆ５ＣｓＤ２ｅｋＳＡ.



几年后ꎬ一个南苏丹社区集体回忆起并赞美了一位援助工作者ꎬ这
名工作者曾经帮助了他们、与他们在一起、陪伴他们ꎬ并且是真正意义上

的陪他们走过那些年的暴力局势ꎮ〔７９〕

反对本质主义化的身份要求将人当作个体看待ꎬ挑战给他们赋予的

标签所造成的限制ꎬ他们的需求不仅限于基本必需品ꎮ 继而ꎬ人道的价

值不能仅限于简单地提供保护或物资ꎬ如食物、洁净水、种子或工具ꎮ 它

必须还包括保持身处一线以及邻近身处危难之人的价值ꎮ 大部分援助

工作者都清楚ꎬ人道援助不仅是关于提供援助或保护ꎬ而且是关于提供

援助与保护的方式ꎬ以及了解他人对此予以关注这一深层价值ꎮ 一些组

织ꎬ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称其为见证ꎬ还有其他组织称其为团结ꎬ〔８０〕 这意

味着与某一特定团体更加亲和ꎮ〔８１〕 因此ꎬ身处一线的价值是人道应对

力量的一部分ꎮ 然而ꎬ这种设身处地也指向人道应对无形的方面ꎮ 身处

一线意味着“在一线”ꎬ并长期陪伴那些受灾难、战争或武装冲突影响的

人ꎬ与他们“肩并肩共渡难关”ꎮ
这种概念化影响不可小觑ꎮ 尤其是它质疑了在不安全环境中进行

“远程管理”的趋势ꎬ即国际员工离开ꎬ国内员工留下来开展工作ꎮ 邻近

性以及身处一线要求有外部人员的参与ꎬ因而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风

险ꎮ 由多多少少来自当地的人来见证很重要ꎬ然而正是有贴近一线的外

部人员在现场才提供了一种威慑的效果ꎮ 邻近性和身处一线也挑战了

使用筑垒式措施作为安全或风险管理方法的元素ꎬ这类措施进一步将援

助工作者与他们援助的人分离ꎮ 远程管理的利弊众说纷纭ꎬ〔８２〕人道“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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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个人采访ꎬ２０１１ 年 ４ 月ꎬ南苏丹ꎮ
«无国界医生宪章»称此为“见证”(ｗｗｗ. ｍｓｆ. ｏｒｇ / ｍｓｆ￣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ꎮ 挪威

人民救援组织(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ｉｄ)称此为“实践中的团结” (ｗｗｗ. ｎｐａｉ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ｕｓ)ꎬ
天主教救济会(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采纳团结作为一个指导原则 (ｗｗｗ. ｃｒｓ.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ｆｍ)ꎮ

明显地ꎬ肯定或支持某特定组织或目的意义上的团结ꎬ不符合中立的人道原则ꎬ有时

也有悖于公正原则ꎮ 但是身处一线的团结ꎬ即陪伴受难民众ꎬ却有可能在中立原则和支持式团

结之间找到具有隐喻意义的一席之地ꎮ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Ｊｏｅ Ｂｅｌｌｉｖｅａｕꎬ “‘ Ｒｅｍｏ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Ｎｏ. ５６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２５ － ２７.



体”的价值也是众说纷纭ꎬ它更像是壁垒森严的军事基地ꎬ而不像是人道

机构的办事处或招待所ꎮ〔８３〕 这些措施使真正身处于暴力局势中的任何

努力都变得复杂化ꎮ 基于人道的人道主义最起码要求对这些方法的无

形成本进行联合评价ꎬ尤其是在最危险的地方ꎮ〔８４〕

　 　 体现人道主义关系性质的人道

解析人道以及人道主义的姿态揭示出一系列矛盾与冲突ꎮ 然而这

些矛盾可以作为分析人道行为不足之处以及寻找改革路径的平台ꎮ 人

道主义在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展开:在各种国籍的援助工

作者之间ꎬ在援助的给予方和接收方之间ꎬ在地方和国家官员与援助工

作者之间ꎬ在捐助方与工作人员之间ꎮ 将人道行动化呼吁人们重视这些

关系ꎬ并鼓励与之相呼应的道德标准ꎬ即挑战在援助机构以及系统本身

内存在的等级与不平等现象ꎬ如在不同类别的平民之间ꎬ以及援助工作

者获得例外待遇ꎮ 将人道行动化不再用排他性和特殊性的眼光来看待

人道原则ꎬ而是对人道予以关系性和主体间的解读ꎬ作为进一步扩展包

容边界的方法ꎬ以及改革人道系统的路径ꎮ 从地方局势和能力出发ꎬ并
基于此来开展工作ꎻ扩大包括横向和纵向的问责范围ꎻ肯定邻近性和身

处一线的价值与意义ꎮ 这些都鼓励人们创造一个不同的人道体系ꎮ 它

们对原则内在矛盾的应对价值有三重:它们明确将现有的好的、道德的

实践与一个基本原则相连ꎻ它们找到了在人道内在矛盾间协调的可能

性:它们认识到在普通和日常的行动中将人道行动化的可能性ꎬ继而将

原本崇高且遥不可及的抽象人道原则进行本地化ꎮ 纵向与横向问责连

接援助机构的内部和外部实践ꎮ 身处一线以及邻近性体现了人道的美

德与普遍性ꎬ并强调了外部人员所发挥的作用ꎮ 肯定地方环境与能力认

６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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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特殊的以及受影响的内部人员的核心地位ꎮ
将人道行动化会迫使援助机构认识到矛盾和不平等确实存在ꎬ以及

每天的援助实践如何对援助的含义加以定义ꎬ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ꎮ 由

此ꎬ它为整个人道事业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ꎬ并帮助其迈向以下这个愿

景ꎬ即肯定人道作为指导原则所固有的连接性和平等性ꎬ这不仅存在于

组织内部ꎬ也包括在外部与那些深受苦难、生活或工作在他们开展工作

区域中的人们的关系中ꎮ 另外ꎬ它还使塑造一个与其所拥护的原则更为

一致的人道主义成为可能ꎮ
总而言之ꎬ人道原则不仅有预见性地呼吁减少战争的附带伤害ꎬ就

像斯利姆提出的那样ꎬ〔８５〕 或如同库普兰所观察到的那样ꎬ〔８６〕 作为暴力

的约束力量ꎬ同时也从根本上削弱了暴力的主导动力ꎬ即依靠去人性化ꎬ
以及否定“对方”的人性来维持暴力ꎮ 引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主席科

内利奥索马鲁加(Ｃｏｒｎｅｌｉｏ Ｓｏｍｍａｒｕｇａ)所说的话:
如果人道行动能在战斗中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ꎬ或在冲突

中保留一个人道之岛ꎬ那么它便可以在寻求和解与重建、发展

新的国内与区域结构以及思考方式中发挥积极的ꎬ甚至是有政

治用途的作用ꎮ〔８７〕 无法认识到这一事实将低估人道原则巨大

的潜能ꎮ
人道原则的实施情况仍然会一直存在缺陷ꎬ但这并不能成为人道界

不采取行动根除其排他性和特殊性的借口ꎮ 在车臣被劫持获释后ꎬ科舍

泰尔在结束其讲话时激情澎湃、动人地解释了他继续人道工作的动机:
“我们竭尽所能提供一些援助ꎬ一些保护ꎬ一些安慰ꎮ 我们必须这样做ꎬ
不能不这样做ꎮ 这让我们感觉到———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是

人ꎮ”〔８８〕对于他来说ꎬ不尝试比失败了还要糟糕ꎮ 他重述了当初回答同

事以及其他人问他为什么要继续做援助工作者时所说的话:“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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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ꎮ 如果我不干了ꎬ这就说明劫持我的人赢了ꎮ 那样他们就抢走了

我的灵魂ꎬ我的人性ꎮ”〔８９〕的确ꎬ人道原则与其内在矛盾一起提供了一个

框架ꎬ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挑战现有系统ꎬ朝着改革机构化的应对工作努

力ꎮ 上述变革性实践以及日常行动没有一个是新的或原创的ꎮ 但它们

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更具包容性、平等和普遍的人道ꎬ以及一个更具应对

性的人道主义ꎮ

８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９〕 Ｖ. Ｃｏｃｈｅｔ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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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博马察克∗著 / 廖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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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库博马察克ꎬ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讲师ꎬ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法学博士ꎮ 本文初稿

曾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埃克塞特大学国际法论坛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耶路撒冷第九届密涅

瓦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年会上提交ꎮ 感谢与会者的反馈和建议ꎮ 特别要感谢安

娜贝杜奇(Ａｎａ Ｂｅｄｕｓｃｈｉ) 博士、约拉姆丁思坦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 教授、安妮卡琼斯

(Ａｎｎｉｋａ Ｊｏｎｅｓ)博士、迈克尔Ｎ. 施密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教授、尚塔尔斯特宾斯(Ｃｈａｎｔａｌ
Ｓｔｅｂｂｉｎｇｓ)教授以及«评论»的匿名审稿人和编辑对于本文初稿的有益评论ꎮ 感谢纳韦恩Ｋ.
贾因(Ｎａｖｅｅｎ Ｋ. Ｊａｉｎ)和卢博斯佩尔尼斯(Ｌ′ ｕｂｏš Ｐｅｒｎｉš)的研究助理工作ꎮ

廖凡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ꎬ法学博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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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Ｇ.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ꎬ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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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２ 年首次出版)ꎮ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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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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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ｐ. 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ｕｎｏｃｈ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ｍ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ＯＭ￣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ｎｇ＿ Ｊｕｎｅ１２. ｐｄｆꎻＨＡ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Ｐｅｏ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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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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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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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 〕

〔 ６ 〕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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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６ꎬＮｏ. ３１１ꎬ
１９９６ꎬｐｐ. １６３ － １６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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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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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３２ꎬＮｏ. ２８８ꎬ１９９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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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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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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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ｅｒｒｉｓꎬ “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９３５ － ９３６.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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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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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目的)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Ｋｅｎｎ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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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ｒａｓｓａｒｄ￣Ｂｏｕｄｒｅａｕ ａｎｄ Ｄｏｎ Ｈｕｂｅｒｔꎬ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ｔｕｆｔｓ. ｅｄｕ / ｊｈａ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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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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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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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Ｊ. Ｐｉｃｔｅ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ｐ. ３４ － ３９ꎻ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ꎬ“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７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７ꎬｐ. ３４７ꎻ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５３７ꎻ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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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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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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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Ｈａｒｒｏｆｆ￣Ｔａｖ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ｐ. ５３７ － ５３８ꎻ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 ５６ꎻＲ. Ａ. Ｓｔｏｆｆｅｌ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ｐｐ. ５４０ －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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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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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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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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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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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Ｔｏ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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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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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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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８１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０３.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８１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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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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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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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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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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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３.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２４６ ａｎｄ ２９２(３) .
Ｓｅｅ Ｆ.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５１７ － ５１９. 这也是若干评论者对该判决的解释:

见后注 ４１ － ４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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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面)ꎮ
见前注 １５ 的相应正文ꎮ
Ｓｅｅ“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
Ｃｆ.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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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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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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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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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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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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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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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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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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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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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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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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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第 １ 款ꎮ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ｅｄ. )ꎬ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ｐ.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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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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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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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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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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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ꎮ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４８６.
比较«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１８ 条ꎮ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１４７９ꎬｐａｒａｓ. ４８８２ －

４８８３.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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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ｗꎬ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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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ｕ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７ꎬｐ. １９３ꎬＲｕ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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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ꎬ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ＨＰ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５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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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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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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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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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附加议定书»第 ８１ 条第 ２ － ３ 款ꎮ

Ｓｅ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ꎬＸＩ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１９４６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２ꎬ ａｎｄ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ꎬＸ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ꎬ１９４８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ꎬ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ＩＣＲＣꎬ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１４ｔｈ ｅｄ. 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７２３ －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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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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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８１ 条第 ２ 款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８１ 条第 ３ 款ꎮ
比较«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８１ 条第 １ 款ꎮ
Ｙ. ＳａｎｄｏｚꎬＣ.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９４１ － ９４２ꎬｐａｒａ. ３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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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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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ｆ. Ｍ. ＢｏｔｈｅꎬＫ. Ｊ.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ａｎｄ Ｗ. Ａ. Ｓｏｌｆ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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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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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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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Ｃｆ. Ｖ. Ｃｈｅｔａｉ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２６５ꎻＡ. Ｇａｄ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 ２２８.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Ｈｕｇｈ Ｔｈｉｒｌｗａｙꎬ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４ꎬｐ. ９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ＩＬＡ )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１.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ꎬ“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Ｖｏｌ. ９２ꎬ１９５２ꎬｐ. ７. Ｂｕｔ ｓｅｅꎬ ｅ. ｇ. 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ａｒｆꎬ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Ｇｒｏｔｉａｎ
Ｍｏｍｅｎｔ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３ꎬ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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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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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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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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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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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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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ｆｉｎａｌꎻ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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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ｒｏａｄ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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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ｆ. ＩＬＡ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ｐ. ３２ꎬｐａｒａ. １６(大多数国家的相信足以证明习惯规则的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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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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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ＯＪ Ｃ

１１５ / ４７ꎬ９ Ｍａｙ ２００８ꎬＡｒｔ. ２１４(２) .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２ꎬ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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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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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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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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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ｉｋｏｌａｊｕｋꎬ “ Ｔｈａｎｋｓꎬ Ｂｕｔ Ｎｏ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３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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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ｉｋｏｌａｊｕｋꎬ “ Ｔｈａｎｋｓꎬ Ｂｕｔ Ｎｏ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２６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５ꎬｐ. ３３.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 Ｗ. Ｔｅｍｐｌｅꎬ“Ａｉ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ｉｎ Ｖａｎｄａｎａ Ｄｅｓａｉ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Ｐｏｔｔｅｒꎬ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３ｒｄ ｅｄ. 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５４７ －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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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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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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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０.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０ － １１.
Ｃｆ. ＩＣＪꎬ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ｖｅ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ｖ. Ｉｎｄｉ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０ꎬ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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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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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Ｆ.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０ꎬｐｐ. ５１８ － ５１９.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１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ａｖａｌｏｎ. ｌａｗ. ｙａｌｅ. ｅｄｕ / ｓｅｐｔ１１ / ｐｏｗｅｌｌ＿ｂｒｉｅｆ３１. ａｓｐ.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Ｌｏｎｄｏｎ １１”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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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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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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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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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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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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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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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页(卢森堡)ꎬ第 １２ 页(英国)ꎮ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ꎬＥＵ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２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４ꎬ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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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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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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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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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Ｓｅｅꎬｅ. ｇ. ꎬ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４ꎻ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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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Ｌｏｎｇｍａｎｓꎬ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Ｃｏ. 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２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 ｅ. ｇ.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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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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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 ｎｏｔｅｓ ８１ － ８２ ａｂｏ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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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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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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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Ｊꎬ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１１ꎬｐ. １４６.
ＩＣＪꎬ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ｓｅｓ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ｖ.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ꎻＬｉｂｅｒｉａ ｖ.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６ꎬｐ. ３４ꎬｐａｒａ. ４９.
ＩＣＪꎬ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７ꎬｐａｒａ. ２１８.
见上文“条约”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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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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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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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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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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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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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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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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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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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６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序言第 １９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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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索马里援助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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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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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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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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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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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ꎬ ｐ. 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ｉ￣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３４９. ｐｄｆ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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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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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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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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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ＯＭ)ꎬＲｅｓ. １２４３ ( ＣＩ)ꎬ “ ＩＯ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ｐ. １２ － 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ｏｍ.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ｌｉｖｅ /
ｓｉｔｅｓ / ｉ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ａｔ － Ｗｅ － Ｄｏ / ｄｏｃｓ / １２４３＿ － ＿ＩＯ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０.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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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ＷＦＰ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Ｒｏｍｅ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ｗｆ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ｆｐ１８７８０７ ~ １. ｐｄｆ.

Ｓｅ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ｒｃ Ｗｅｌｌｅｒꎬ“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１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４４５ －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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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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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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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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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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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ｔ ＩＶ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Ｓ.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ｐ. １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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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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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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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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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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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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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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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ꎬｅ. ｇ. ꎬ ＩＣＲＣꎬ“Ａｎ ＩＣＲ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ＩＣＲＣ’ ｓ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ｒｓｔｉｅｒ”ꎬＯｓｌｏꎬ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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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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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热雷米拉贝　 帕斯卡尔多丹∗著 / 刘天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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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人道原则ꎻ公正ꎻ中立ꎻ人道ꎻ独立ꎻ援助ꎻ保护ꎻ人道行动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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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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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１ 〕 Ｓｅｅ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１ꎬＮｏ. １ꎬ１９９９ꎬｐｐ. ６３ － ７１ꎻ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Ｌｅａｄｅｒꎬ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ＨＰＧ)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ꎻ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ꎬＮｏ. ２５: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ＨＰＧꎬ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ꎻＤａｎｉｅｌ Ｔｈüｒｅｒꎬ “Ｄｕｎａｎｔ’ 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９ꎬＮｏ. ８６５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４７ － ６１ꎻ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Ｌａｒｉｓｓａ
Ｆａｓｔꎬ Ｇｒｅｇ Ｈａｎｓｅｎꎬ Ｓｉｍｏｎ Ｈａｒｒｉｓꎬ 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 Ｔａｓｎｅｅｍ Ｍｏｗｊｅ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ｄｅｒ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１５: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ＭｅｄｆｏｒｄꎬＭＡ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ꎻＣａｒｉｔ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ꎬ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ꎻＨｕｇｏ 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Ｍｉｒｉａｍ Ｂｒａｄｌｅｙ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ꎻＩｎｇｒｉｄ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ꎬ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ｂ: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ＨＰＧꎬＯＤＩ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ꎻＹｕｌｉａ Ｄｙｕｋｏｖａ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Ｃｈｅｔｃｕｔｉ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ＣＦ’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 Ｆａｉｍꎬ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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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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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ｉｓ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Ａｎｇｅｌｓ Ｆｅａｒ ｔｏ Ｔｒｅａ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１ꎬ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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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不会展开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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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报告ꎮ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ꎬ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ꎻ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Ｔ. Ｗｅｉｓｓ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ꎻ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ａｖｉｅｓ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ꎬ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ｓ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Ｋｏｓｏｖｏ ＷａｒꎬＨＰＧꎬ
ＯＤＩ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ꎻ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ꎬ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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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６ 〕
〔 ７ 〕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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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 Ｄａｖｉｅ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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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 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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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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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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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９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７８ － ８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ａｎｄ 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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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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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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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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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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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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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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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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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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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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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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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Ｊｅａｎ￣Ｍａｒｃ Ｆｌüｋｉｇｅｒꎬ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ｇｕｅｒｒｅｓ ｅｔ 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ｊｕｓｔｅꎬ
Ｉｎｆｏｌｉｏ É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Ｇｏｌｌｉｏｎꎬ２０１１ꎻ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ｃｕｅ” (１９９４)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ꎬＡｒｇｕ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ｒ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ꎬＣＴꎬ２００４.

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ꎬＬ’Ｅｍｐｒｉｓｅꎬ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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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２１〕

〔２２〕

〔２３〕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ｏｕｓꎬＤｅ Ｇａｎｄｈｉ à Ｆａｎｏｎꎬｕｎ 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ｘ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ｄ’
ＡｌｇéｒｉｅꎬＧｏｌｉａ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Ｖｉｌｌｅｕｒｂａｎｎｅꎬ２０１２. 对人道原则本身( ｐｅｒ ｓｅ) 的评论ꎬ 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ꎬｐｐ. １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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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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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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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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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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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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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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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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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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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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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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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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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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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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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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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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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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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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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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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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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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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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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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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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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ꎬＮｏ. ８９３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２７５ － ３０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ｉｃｒｃｓ￣ｒｏｌ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ｖｉｏｌｅ￣
ｎｃ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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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５０〕

〔５１〕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ｏｎｉｎｉꎬ“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８８０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５６ꎬ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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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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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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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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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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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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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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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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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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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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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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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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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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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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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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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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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６５〕

〔６６〕

ＩＣＲＣꎬ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Ｉ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ｏｒｋ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 ｐ. 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９６３. ｐｄｆ.

Ｊ. Ｌａｂｂé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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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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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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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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ＩＣＲ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５ꎬｐｐ. １４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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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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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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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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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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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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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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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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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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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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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１应用人道原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经验反思　

〔７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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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ｌｎａ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９５８２.

关于这一点ꎬ不妨重温: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ꎬＲａｃｅ ｅｔ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ꎬＤｅｎｏëｌ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９ (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５２)ꎬｐｐ. １９ － ２６ꎮ



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

基本原则实证

阿梅莉亚Ｂ. 基亚兹∗著 / 刘天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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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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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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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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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６ －１０ －３１. ｈｔｍ.

５７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 ３ 〕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１９８６ － １０ － ３１. ｈｔｍ(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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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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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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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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 ８ 〕

〔 ９ 〕

〔１０〕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ｏｒｇ. ｕｋ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Ｗｈ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例如ꎬ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２９ 个人道组织签署的声明:ｗｗｗ. ｍｅｄａｉ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ｅｄａｉｒ￣ｓｉｇｎｓ￣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ｎｄｏｒｓｅｄ￣ｂｙ － ３０ － ｈｕｍａ / ꎮ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Ｓ.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ｏｒｃｈａ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Ｂａｃｋｈｕｒｓｔꎬ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ＢＲＣꎬ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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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Ｓ.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Ｓ.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Ｊ. Ｂａｃｋｈｕｒｓ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０.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Ｋｅｎｙａ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ｆｒｉｃ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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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ｍｅｌｉａ ＫｙａｚｚｅꎬＰａｕｌａ Ｂａｉｚ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ｍ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ꎬＢＲＣꎬ２０１３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ＧａｌｐｅｒｉｎꎬＦ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ꎬＵｇａｎｄａꎬＢＲＣꎬ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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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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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１６〕 ＩＦＲＣꎬ“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ｅ￣
ｄｏ /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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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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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Ｊａｎ ＥｇｌａｎｄꎬＡｄｅｌｅ Ｈ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ｂｂｙ ＳｔｏｄｄａｒｄꎬＴｏ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ｖｅｒ: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ꎬＯＣＨＡꎬ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３ꎬ４６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４７.
Ｉｂｉｄ.
Ｙｕｌｉａ Ｄｙｕｋｏｖａ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ａ Ｃｈｅｔｃｕｔｉ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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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ｇｒｉｄ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ꎬ “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ｂ: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ＨＰＧ(ＯＤＩ)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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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２２〕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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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提出了大量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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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７３ －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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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ꎬｐ.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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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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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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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éｒéｍｉｅＬａｂｂé 和 Ｐａｓｃａｌ Ｄａｕｄｉｎ 在本辑«评论»中的文章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德里 / 伦敦德里ꎮ 红十字招聘经理专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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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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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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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加拿大红十字会谢利卡迪纳尔专访ꎮ
同上ꎮ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ｓｅｅ Ｉ.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Ａ. Ｖａｌｅｎｚ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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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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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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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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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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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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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肯尼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访ꎮ
Ｓ. Ｈｏｇｂｅ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日内瓦ꎮ 国际联合会前灾害管理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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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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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Ｓ. 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ａｎｄ Ｌ. Ｌｅａ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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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１〕
〔４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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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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４４〕

〔４５〕
〔４６〕

２０１２ 年ꎬ红十字同事专访ꎮ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Ａ. ＫｙａｚｚｅꎬＰ. Ｂａｉｚａｎ ａｎｄ 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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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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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７〕
〔４８〕
〔４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斯德哥尔摩ꎮ 瑞典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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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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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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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５０〕

〔５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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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鲜有证据记录ꎬ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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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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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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３〕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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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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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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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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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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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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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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５９〕
〔６０〕
〔６１〕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伦敦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马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德里 / 伦敦德里ꎮ 红十字工作人员专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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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６２〕

〔６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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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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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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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１付诸行动:国家红十字会践行基本原则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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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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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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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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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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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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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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埃尔斯德比夫∗著 / 尹文娟∗∗译

摘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文以下简称 ＩＣＲＣ)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享

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特定的特权与豁免ꎮ 它们使 ＩＣＲＣ 能够在恪守其

基本原则并坚持其标准工作方式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职责ꎮ 本文阐明

了 ＩＣＲＣ 的特殊法律地位ꎬ并说明了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的原理、范围及法

律渊源ꎮ
关键词:ＩＣＲＣꎻ法律地位ꎻ总部协定ꎻ特权ꎻ豁免ꎻ观察员地位ꎻ中立ꎻ

独立ꎻ保密性ꎻ作证

　 　 引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经过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授权的、为武装冲

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的、中立、独立、公正的人道组

织ꎮ 因此ꎬ无论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国内法上ꎬＩＣＲＣ 都享有特殊的法律

地位和特定的特权与豁免ꎮ〔 １ 〕 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这一地位以及这些特权

∗

∗∗
〔 １ 〕

埃尔斯德比夫博士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主任办公室法律顾问ꎮ 她就有关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地位、地位协定、特权及豁免的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ꎮ
尹文娟ꎬ北京大学法学学士ꎬ曾任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ꎮ

关于特权与豁免的定义ꎬ见脚注〔４８〕ꎮ



与豁免的目的是使该组织能够履行职责ꎬ并确保其行动完全符合中立、
公正和独立的原则以及符合其标准的工作方式ꎬ特别是保密性ꎮ 因此ꎬ
其法律地位及特权与豁免被通俗地称为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开展工作的工

具”ꎮ 本文旨在阐明 ＩＣＲＣ 特殊的法律地位ꎬ列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

需的特权与豁免ꎬ并说明此类特权与豁免的原理、法律渊源及限度ꎮ
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ꎮ 第一部分论述了 ＩＣＲＣ 作为(尽管并非典

型的)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ꎮ 第二部分阐释了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便
利及豁免的原因ꎬ以及这些特权与豁免在法律上是如何确立的ꎮ 第三部

分深入探讨了 ＩＣＲＣ 在完全遵照其基本原则及标准工作方式(特别是保

密性)的前提下ꎬ有效履行其人道职责和开展相关活动所必需的特殊的

特权与豁免ꎮ 第四部分阐述了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受到的限制ꎬ以及

ＩＣＲＣ、国家及第三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ꎮ

　 　 ＩＣＲＣ 的法律地位:从私人社团到国际组织

　 　 ＩＣＲＣ 的职责是其法律地位的基础

ＩＣＲＣ 是 １８６３ 年依据瑞士法律成立的一个私人社团ꎮ 自成立伊始ꎬ
ＩＣＲＣ 就致力于为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ꎬ并
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发挥中立的中间人的作用ꎮ〔 ２ 〕 ＩＣＲＣ 最初的活动

是基于私人动议ꎬ尽管这些活动常常是应各国请求而开展的ꎬ但后来各

国正式授权 ＩＣＲＣ 承担人道使命并开展相关活动ꎮ 现在ꎬＩＣＲＣ 的职责

已载入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

２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见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通过的最初的«ＩＣＲＣ 章程»(原始文件由其作者保存)第 ３ 条以

及 ＩＣＲＣ 的使命说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ꎮ



新月运动章程»ꎬ〔 ３ 〕并可归纳如下:
•确保对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保护和援助ꎻ
•推动并致力于国际人道法的忠实适用ꎻ
•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发挥中立的中间人的作用ꎮ〔 ４ 〕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通过公约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 ５ 〕 使其获得了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ꎬ尽管它并非典型的国际组织ꎮ〔 ６ 〕 如今ꎬ国际社会

普遍承认 ＩＣＲＣ 具有等同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ꎬ虽然这种地位自成

３０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３１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内瓦第一公约)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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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８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 (日内瓦第二公约)ꎻ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
内瓦第三公约)ꎻ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２８７(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日内瓦第四公约)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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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３(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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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月 ８ 日ꎬ１１２５ ＵＮＴＳ ６０９(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生效)(第二附加议定书)ꎬ上述文本

均可查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ꎬ于 １９８６ 年在日内瓦经第 ２５ 届

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ꎬ并于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进行了修订(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生效)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２２０５０６. ｈｔｍꎮ

１９４９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中专门提到 ＩＣＲＣ 的条款有:«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３、９、
１０、１１、２３ 条ꎻ«日内瓦第二公约»第 ３、９、１０、１１ 条ꎻ«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３、９、１０、１１、５６、７２、７３、
７５、７９、８１、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６ 条ꎻ«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３、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３０、５９、６１、７６、９６、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 条ꎮ 根据«日内瓦第一公约» «日内瓦第二公约»和«日内瓦第三公

约»第 １０ 条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１１ 条的规定ꎬＩＣＲＣ 可以行使下列规定中赋予保护国的多

项职能(并在实践中的确行使了这些职能):«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８、１６、２３、４８ 条ꎻ«日内瓦第

二公约»第 ８、１９、４４、４９ 条ꎻ«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８ 条ꎻ«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９、
２３、２４、３５、３９、４２、４３、４５、４９、５２、５５、６０、７１、７２、７４、７５、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５、１１３、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７、１４５ 条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为第 ５、６、３３、７８、８１、９７、９８ 条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２、１１、
４５、６０、７０、８４ 条是关于保护国的规定ꎮ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２４ 条也承认了 ＩＣＲＣ 的地位ꎮ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第 ５ 条对 ＩＣＲＣ 作用和职能的概述也很有帮助ꎮ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得到普遍批准、１９７７ 年«附加议定书»获得相当广泛的批准

(本文写作时ꎬ«第一附加议定书»已有 １７４ 个缔约国ꎬ«第二附加议定书»有 １６８ 个缔约国)、运
动的«章程»经各国普遍参加的运动国际大会协商一致通过(«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都在国

际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ꎬ这些都表明 ＩＣＲＣ 的职责具有普遍性ꎮ 最新最全的«日内瓦公约»及
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名单可查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ꎮ

ＩＣＲＣ 在其发源地瑞士享有有双重地位:鉴于 ＩＣＲＣ 的总部设在日内瓦ꎬ出于与之直

接相关的行政方面的原因ꎬ它继续保有私人社团的法定资格ꎬ但根据 １９９４ 年的总部协定ꎬ它在

瑞士还享有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ꎮ 另见脚注〔８〕ꎮ



一类ꎮ〔 ７ 〕 下面的章节将就 ＩＣＲＣ 的法律地位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ꎮ

　 　 自成一类的国际组织

不可否认ꎬＩＣＲＣ 并不属于典型的国际组织ꎬ它确实独一无二、自成

一类ꎮ 构成一个国际组织要具备哪些条件ꎬ在国际法上并无统一的定

义ꎬ但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和实践ꎬ那就是国家将国际组织地位、国际法

律人格以及特权与豁免仅赋予政府间
∙∙∙

国际组织———仅赋予那些基于条

约建立并由该条约缔约国管理的国际组织ꎮ 尽管一些国家在界定国际

组织方面采用了宽泛的、涵盖范围较广的定义ꎬ并将国际组织地位以及

特权与豁免赋予各种各样的国际实体ꎬ〔 ８ 〕 但大多数国家还是将国际组

织地位及特权与豁免仅赋予具有政府间性质的国际组织ꎮ〔 ９ 〕 因此在下

４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７ 〕

〔 ８ 〕

〔 ９ 〕

关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这种承认ꎬ本文随后将进行深入探讨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 ａｎｄ Ｙａｎｎ Ｋｅｒｂｒａｔꎬ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ꎬ１０ｔｈ ｅｄ. ꎬＤａｌｌｏｚ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１０ꎬｐ. ３０１ꎻＹｖｅｓ
Ｂｅｉｇｂｅｄｅｒ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ｉ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ꎬ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９１ꎬｐ. ３２７.

２００６ 年«关于瑞士作为东道国时提供特权、豁免及便利以及财政支持的联邦法律

(Ｌｏｉｆéｄéｒａｌ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ꎬ ｌｅ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ｅｔ ｌ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éｓꎬ ａｉｎｓｉ ｑｕ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ｉ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ｅｎｔａｎｔｑｕ’Ｅｔａｔｈôｔ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ｃｈ / ｆ / ｒｓ / ｃ１９２＿１２. ｈｔｍｌ)
将瑞士赋予特权与豁免的国际组织分为三类:(１)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世
界贸易组织)ꎻ(２)其他国际组织或所谓的“国际机构” (如 ＩＣＲＣ、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ꎻ(３)准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ꎮ 关于扩大特权与豁免国际受益方的原理以及上述三类国际组织的定义和特征ꎬ详见该法

律的官方评注: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ａ ｌｏｉ ｆéｄéｒａｌ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ꎬｌｅ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ｅｔ ｌｅ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éｓꎬａｉｎｓｉ
ｑｕ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ａｉｄ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ｐａｒ 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ｅｎｔａｎｔｑｕ’ Ｅｔａｔｈôｔｅꎬ１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７６０９ － ７６１９ꎬ７６４３ － ７６４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ｈ / ｏｐｃ / ｆｒ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ｇａｚｅｔｔｅ / ２００６ / ７６０３. ｐｄｆꎮ

一些国家甚至将这一点正式写入了规定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ꎮ 例如ꎬ见
１９６３ 年澳大利亚的«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ꎬ其中规定适用该法的国际组织是指“( ａ)澳
大利亚及澳大利亚之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是该组织成员ꎻ或(ｂ)该组织由澳大利亚代表以及澳

大利亚之外的一国或多国代表组成”ꎮ 第 ５ 节ꎬ 可查阅 ｗｗｗ. ｃｏｍｌａｗ. ｇｏｖ. ａｕ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Ｃ２０１３Ｃ００６７３ꎻ１９９２ 年马来西亚的«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规定了与上面引述的澳大利亚

法律相同的定义ꎮ 第 ３. １ 节ꎬ可查阅:ｗｗｗ. ａｇｃ. ｇｏｖ. ｍｙꎻ１９４５ 年美国的«国际组织豁免法»规
定ꎬ适用该法的国际组织是指“美国根据任何条约或经任何国会立法批准(该国会立法授权其

参加该组织或为其参加该组织拨款)参加的公共国际组织ꎬ并且总统应已通过适当的行政命令

确定该国际组织有权享有本法规定的特权、免除及豁免”ꎮ 第 ２８８ 节ꎬ可查阅:ｗｗｗ. ｌａｗ.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ｄｕ / ｕｓｃｏｄｅ / ｔｅｘｔ / ２２ / ２８８ꎮ



文中ꎬ“国际组织”一词采用的是这种较为严格的含义ꎬ即仅指政府间组

织ꎮ
国际组织的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国ꎮ 联合国的创始条约———«联合国

宪章»建立了该组织ꎬ规定了它的职能ꎬ并确定了其管理机关本身的政府

间结构ꎮ〔１０〕 就我们现在的讨论而言ꎬ«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４ 条和第 １０５
条的规定很有意思:

第一百零四条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ꎬ应享受于执行其职务及达

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ꎮ
第一百零五条

１. 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ꎬ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

必需之特权及豁免ꎮ
２. 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ꎬ亦同样享受于其

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ꎮ
３. 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ꎬ大会得作

成建议ꎬ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协约ꎮ
这些规定反映了职务需要的原则ꎬ该原则是关于国际组织特权与豁

免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ꎬ并将是下文对 ＩＣＲＣ 地位及特权与豁免的讨

论的出发点ꎮ
同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职责源于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通过国际条约作出的授权ꎬ〔１１〕 但它的建立并非基于国家间订立的章程

性条约ꎬ也不受各国的支配ꎬ甚至并非由规定其职责的条约的缔约国进

行管理ꎮ ＩＣＲＣ 是由私人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私人社团ꎬ其管理机关由

５０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１０〕

〔１１〕

«联合国宪章»ꎬ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ＸＶＩ(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生效)ꎬ可查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ꎮ

见脚注〔３〕和脚注〔４〕ꎮ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不一定构成“条约”ꎬ但它

经过由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 (已获普遍批准)全体缔约国组成的机构协商一致通过ꎬ这一事

实表明ꎬ«章程»作为目的在于对各国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加以界定的国际法律文书具有重要意

义ꎮ



个人组成ꎬ而非国家代表ꎮ〔１２〕 在这个意义上ꎬ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及其他国

际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ꎬ它更类似于私人组织或非政府组织ꎮ〔１３〕 话虽

如此ꎬ必须指出的是ꎬ即便是在«日内瓦公约»赋予其官方职责之后ꎬ也
从未有国家提出 ＩＣＲＣ 应当由国家进行管理ꎮ 相反ꎬＩＣＲＣ 由私人团体

进行管理、其成员以个人身份行事且全部为同一国籍(瑞士)的事实ꎬ被
普遍视为一种保障机制ꎬ使 ＩＣＲＣ 能够保持完全中立并能够被各方视为

一个完全中立的组织ꎮ〔１４〕

因此ꎬ虽然 ＩＣＲＣ 的成立和管理并非通过各国授权ꎬ但其职能和活

动却是基于各国的授权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ＩＣＲＣ 的性质实际上属于混合

型组织ꎬ它既非标准的国际组织ꎬ也不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ꎮ 在法律以

及实践当中ꎬＩＣＲＣ 基于其职责以及它在特别是由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

约»确立的制度中的独特作用ꎬ已经被赋予了相当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

位和待遇ꎮ ＩＣＲＣ 就像一个国际组织ꎬ而不像国内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

织ꎬ〔１５〕它不仅肩负基于条约的职责ꎬ而且(直接源自这种职责)在国际及

６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ＩＣＲＣ 的管理机关———大会(也被称为“委员会”)由 １５ 至 ２５ 名从瑞士国民中选出

的委员组成ꎬ他们以个人身份行事ꎮ « ＩＣＲＣ 章程»ꎬ上注 ２ꎬ第 ７ 条和第 ９ 条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ＲＣꎬ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

“非政府组织”一词在这里指的是具有非政府性质的非营利组织ꎬ即由私人(而非国

家)成立和管理的组织ꎬ其使命和职能由该组织自行确定ꎬ而非源自国家基于条约的授权ꎮ
«大会成员行为守则(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原始文件由其作者

保存)禁止大会成员从事任何可能对 ＩＣＲＣ 的中立性造成负面影响或在其他方面有损 ＩＣＲＣ 的

活动ꎮ 包括在瑞士担任高级公职、为政府间组织工作或为某个对武装冲突一方或多方持支持

或偏袒态度的组织工作(第 ２ 条及第 ６ 条)ꎮ 大会成员相对于其国籍国(瑞士)的这种独立在

ＩＣＲＣ 与瑞士缔结的总部协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保证ꎬ该协定规定瑞士政府“确保 ＩＣＲＣ
的独立和行动自由”ꎬ反过来ꎬ“不得以 ＩＣＲＣ 在其境内活动为由ꎬ要求瑞士为 ＩＣＲＣ 或其职员的

行为或不作为承担任何国际责任”(第 ２ 条及第 ２０ 条)ꎮ 这些规定照搬了其他国际组织(如国

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同瑞士订立的总部协定中的相关规定ꎮ
私人社团、国内及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不享有国际法律人格ꎬ因此不具有在国际法

律秩序下行事的法律行为能力ꎬ通常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与豁免ꎬ它们依然完全受制于其发源国

以及其开展活动国家的国内法ꎮ



国内法律秩序之下享有国际法律人格〔１６〕及特权与豁免ꎮ〔１７〕

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地位的过程以及各国在实践中专为

７０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１６〕

〔１７〕

具备国际法律人格通常需要符合三个标准ꎬ这些标准 ＩＣＲＣ 全都符合:(１)具备缔结

条约的能力(例如: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与 ９５ 个国家订立了地位协定ꎬ这些协定的性质都属

于国际条约ꎬ并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缔结该协定进行谈判)ꎻ(２)具备建立外交关系的能力

(为履行职责ꎬＩＣＲＣ 一直在与各国交往ꎬ并依据正式的外交实践ꎬ与各国建立并保持深入的双

边关系ꎻ此外ꎬ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以及其他近 ３０ 个国际及区域政府间组织享有的观察员地位使之

得以充分参与多边外交)ꎻ(３)能够独立地在国际法律秩序下行动并提出权利主张(与非政府

组织相反ꎬＩＣＲＣ 在国际法律秩序下以自己的身份行事ꎬ因此无需通过任何国家的介入来履行

其职责或行使其权利ꎮ 例如:ＩＣＲＣ 直接与各国交涉以确保该国履行其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ꎬ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规定了东道国与 ＩＣＲＣ 之间发生争端时直接解

决双边争端的机制———通常通过谈判和仲裁ꎬ以及 ＩＣＲＣ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直接出庭

主张其根据国际法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ｓｅｅ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ｉｍｉｃ　 　 　 ′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ｌｅ ７３ ｆｏｒ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ꎬ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ꎮ 一篇略显过时但仍非常有意义的分析ꎬ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ｏｍｉｎｉｃéꎬ“ Ｌａ ｐｅｒｓｏｎｎａｌｉｔé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ｕ ＣＩＣＲ”ꎬ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 ｅｄ. )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ꎬＩＣＲ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Ｇｅｎｅｖ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１９８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 Ｓｈ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６ｔｈ ｅｄ.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６２(“(国际法律)人
格的获得可以通过将条约规定与其他国际人格者的承认或默认相结合的方式ꎮ 例如:ＩＣＲＣ 作

为受瑞士法律约束的私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被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赋予特殊职能ꎬ其
与国际人格者缔结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的能力也为各方所接受”)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ａｌｔｅｒꎬ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ｉｎ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 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ｍｐｅｐｉｌ. ｃｏｍ(提到“非典

型的国际法主体”ꎬ如罗马教廷、马耳他骑士团ꎬ以及 ＩＣＲＣꎬ它在推广和实施战争法方面的作用

使之在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中被赋予特殊职能ꎮ 它还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缔
结了国际条约)ꎻ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ｅｄ. )ꎬＢｒｏｗｎｌｉｅ’ 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８ｔｈ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１６(“在国际层面上ꎬ法律人格通常的类型是国家

和组织ꎮ 但国际关系的现实却无法以一种简单的模式一言以蔽之ꎮ ‘通常的类型’的同类中有

的也会引发问题ꎬ而各式各样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的实体也可能具备某种人格———如

ＩＣＲＣ”)ꎮ
例如ꎬ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通过双边地位协定或基于国内立法在 １０３ 个国家享有

特权与豁免ꎬ并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赋予其特权与豁免的地位协定进行谈判(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ꎮ 至少在 ４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在不享有正式的特权与豁免的情况下ꎬ得
到了事实上的(ｄｅ ｆａｃｔｏ)国际组织(官员)的待遇ꎮ 在国际法律秩序下ꎬＩＣＲＣ 在近 ３０ 个国际和

区域政府间组织被作为标准的国际组织享有相应地位和待遇ꎬ或获得了相当于这类组织的地

位和待遇(通常是通过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ꎮ 它还在所有的国际刑事法庭享有特权与豁

免ꎮ 关于 ＩＣＲＣ 享有的特殊的特权与豁免ꎬ详见下文“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特权、便利及豁

免”一节ꎮ



ＩＣＲＣ 提供的待遇清楚地表明了 ＩＣＲＣ 地位的这种演变———从瑞士法律

下的私人社团到具有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ꎮ

　 　 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从非政府组织的咨商地位到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最初ꎬＩＣＲＣ 作为非政府组织享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

理事会)的咨商地位ꎮ〔１８〕 «联合国宪章»第 ７１ 条的确要求采取“办法ꎬ
俾与各种(国内的或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事会职权范

围内之事件”ꎮ 但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这种地位———因确立的时间

较早而未能考虑到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赋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很快就

显出其不足与不当ꎬ不再能够反映 ＩＣＲＣ 和联合国作为国际舞台上应对

武装冲突局势的两个关键方之间应有的关系ꎮ 面对这种局面ꎬ联合国大

会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协商一致通过了由 １３８ 个联合国成员国共同提

案的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ꎬ赋予 ＩＣＲＣ 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ꎬ并使 ＩＣＲＣ 实

际上与享有联合国观察员地位的国际组织平起平坐ꎮ ＩＣＲＣ 是第一个不

具有政府间性质却在联合国系统享有这种地位的国际组织ꎬ包括 ＩＣＲＣ
在内ꎬ这样的国际组织只有四个ꎮ〔１９〕 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明确表示ꎬＩＣＲＣ 的

这种地位———使之有权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及

其各委员会的各届会议———直接源自其独一无二的职责ꎬ这也是 ＩＣＲＣ
取得这一地位的正当理由ꎮ 该决议写道:

联合国回顾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公约»赋予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任务ꎬ

８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８〕

〔１９〕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ꎬ负责就经济、社会及环境问题进行

协调、开展政策审查和政策对话并提出建议(«联合国宪章»ꎬ上注〔１０〕ꎬ第 ６２ 条)ꎮ 在这些领

域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可向经社理事会申请咨商地位ꎻ目前有 ４０００ 多个非政府组织享有这

一地位ꎮ Ｓｅｅ ＥＣＯＳＯ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ＮＧＯ Ｂｒａｎｃｈ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ｃｓｏｎｅｔ. ｏｒｇ / .

下面三个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也获得了联合国大会赋予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地位: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４９ / ２ 号文件ꎬ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各国议

会联盟(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５７ / ３２ 号文件ꎬ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第

Ａ / ＲＥＳ / ６４ / ３ 号文件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ꎮ 联合国永久观察员ꎬ可查阅: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ｏｒｇ. ｓｈｔｍｌꎮ



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据此而在国际人道主义关系方

面发挥了特别作用ꎬ

期望促进联合国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合作ꎬ

１. 决定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各

届会议及其工作ꎻ

２.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ꎮ〔２０〕

在就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进行辩论时ꎬ有几个国家特别强调ꎬ这样一个非

政府间性质的组织却被赋予观察员地位的原因在于 ＩＣＲＣ 的特殊性质和

作用ꎮ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代表 １３８ 个提案国介绍该决议时强调:

提案国认为ꎬ该提案不应被视为———实际上也无法被视

为———以任何方式构成非政府组织请求赋予同样地位时可以

援引的先例ꎮ 国际社会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独

一无二的)作用以及«日内瓦公约»赋予该组织的职责使之成

为一个极为特别的机构ꎬ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ꎮ〔２１〕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这一限制条件:

巴尔金德尔辛格(Ｂａｒｊｉ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ｈ)先生(印度):我

们对观察员地位问题的审议是基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

公约»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殊作用和职责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ꎬ

印度乐于作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本代

表团谨建议ꎬ该决议草案不得被视为其他非政府组织在请求赋

予或取得观察员地位时可以援引的先例ꎻ换句话说ꎬＩＣＲＣ 的情

形应被视为特例ꎬ是基于其地位作出的极为特殊的决定ꎮ〔２２〕

此外ꎬ美国代表表示:

９０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０〕

〔２１〕

〔２２〕

联合国大会第 ４５ / ６ 号决议ꎬ“鉴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公约»赋予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特别作用和任务ꎬ给予该委员会观察员地位”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ＩＣＲＣ 随后声明放

弃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ꎮ
联合国大会第 ３１ 次会议逐字记录ꎬ联合国第 Ａ / ４５ / ＰＶ. ３１ 号文件ꎬ纽约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第 ７６ ~ ７７ 页ꎮ
同上ꎬ第 ７７ 页ꎮ



穆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ＩＣＲＣ还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组织ꎬ它的职责使它享有独特的国际法律地位

ＩＣＲＣ 的特殊职责将该委员会与其他国际人道救助组织或

机构区别开来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正是基于公众对这种区别的认

可ꎬ该组织才会试图取得观察员地位ꎬ联合国成员国才会同意

授予这一地位ꎮ 我们协商一致的决定绝不应成为任何其他人

道组织取得我们刚刚授予 ＩＣＲＣ 的这种地位时援引的先例ꎬ无

论该组织如何出色ꎮ 没有哪个人道组织拥有 ＩＣＲＣ 所具有的

独特法律人格ꎬＩＣＲＣ 根据国际公约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也确认

了这一点ꎮ〔２３〕

　 　 各国给予 ＩＣＲＣ 国际组织待遇

ＩＣＲＣ 要么在法律上(ｄｅ ｊｕｒｅ)要么在事实上(ｄｅ ｆａｃｔｏ)被各国作为

国际组织对待ꎬ这一点进一步表明ꎬ各国承认 ＩＣＲＣ 具有国际组织地位

或至少相当于国际组织的地位ꎮ 在本文写作之时ꎬＩＣＲＣ 已与 ９５ 个国家

签订了双边地位协定ꎬ赋予其类似于其他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及特权与

豁免ꎮ 这些协定当中ꎬ许多都包括一条明确的规定ꎬ即 ＩＣＲＣ 应当享有国

际组织的地位ꎬ其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低于国际组织所享有的优待ꎮ

在其他 ８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被(通过立法或行政措施)纳入了关于国际

组织特权和豁免的国内立法的适用范围ꎮ 其中一些国家必须通过立法

活动来修订或以其他方式修正国际组织的定义ꎬ使之不再仅限于政府间

国际组织ꎮ 通常ꎬ采取这类立法行动的正当理由是 ＩＣＲＣ 的独特职责和

地位ꎮ 例如ꎬ海地政府决定将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延伸适用于 ＩＣＲＣ

的行政令规定:

０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３〕 联合国大会第 ３１ 次会议逐字记录ꎬ联合国第 Ａ / ４５ / ＰＶ. ３１ 号文件ꎬ纽约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第 ８１ ~ ８２ 页ꎮ 关于 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地位变化的一些历史背景及实际影响ꎬ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ｏｅｎｉｇꎬ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ＣＲＣ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Ｌｅｇ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２８０ꎬ１９９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ｎｗｊ. ｈｔｍ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私人社团ꎬ总部

位于日内瓦但考虑到国际人道法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特殊地位、它在联合国享有的永久观察员地位以及前南斯拉

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均承认其特殊性ꎬ并考虑到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确保完成国际社会委托的任务ꎬ必须获得法

律的保护ꎻ因此ꎬ海地共和国赋予其特殊地位是适当的ꎻ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享有与联合国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ꎮ〔２４〕

为将法国关于«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国内法的适用范围扩大

至 ＩＣＲＣꎬ法国参议院提出了立法建议ꎬ并在为此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议会的动议有助于避免造成任何先例ꎮ ＩＣＲＣ 在法国享有

的特权仍属特例ꎬ其他非政府组织不得援引ꎬＩＣＲＣ 自成一类的

地位是它获得特殊待遇的正当理由ꎮ〔２５〕

美国国务院起初拒绝考虑将 ＩＣＲＣ 作为国际组织对待ꎬ但几年后通

过的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１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４〕

〔２５〕

非官方译文ꎮ 法语原文为: “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ｓｔ ｕｎ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é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ｙａｎｔ ｓｏｎ ｓｉè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à Ｇｅｎè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 ｃｅ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é ａ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ｐａｒ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ｏｎ ｓｔａｔｕｔ 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ｅｕ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ｕｐｒèｓ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ｅｔ ｓａ ｓｐéｃｉｆｉｃｉｔé ｒｅｃｏｎｎｕｅ ｔａｎｔ ｐａｒ ｌ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Ｐéｎａｌ ｐｏｕｒ ｌ’ｅｘ￣Ｙｏ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ｅ ｑｕｅ ｐａｒ ｌａ Ｃｏｕｒ Ｐéｎａ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ｅｔ]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 ｑｕｅ
ｐｏｕｒ ａｓｓｕｒｅｒ ｌｅｓ ｔâｃｈｅｓ ｑｕｅ ｌｕｉ ｃｏｎｆｉ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ｄｏｉｔ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ｄｉｓｐｏｓｅｒ 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ｌｏｉꎻｑｕ’ ｉｌ ｃｏｎｖｉｅｎｔ ｅｎ 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ｎｃｅꎬｑｕ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 Ｈａïｔｉ ｌｕｉ ａｃｃｏｒｄｅ ｕｎ ｓｔａｔｕｔ ｄéｒｏｇａｔｏｉｒｅꎻ Ｌｅ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
Ｒｏｕｇｅ [ｂéｎéｆｉｃｉｅ] ｄｅ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ｉｄｅｎｔｉｑｕｅｓ à ｃｅｕｘ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à 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Ｐｒéａｍｂｕｌｅ ｅ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 ｄｕ Ｄéｃｒ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ｆ ａ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ｄ’ＨａïｔｉꎬＶｏｌ. １６０ꎬＮｏ. ２８ꎬ１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 － ４ꎮ

非官方译文ꎮ 法语原文为:“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ｐｅｒｍｅｔ ｄ’éｖｉｔｅｒ ｔｏｕｔ ｐｒéｃéｄｅｎｔ.
Ｌｅｓ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éｓ [ａｕ ＣＩＣＲ]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ｅｓｔｅｒｏｎｔ ｕｎ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ꎬｑｕｉ ｎｅ ｐｏｕｒｒａ êｔｒｅ ｒｅｐｒｉｓｅ ｐａｒ
ｕｎｅ ａｕｔ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ｎｏｎ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ꎬ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 ｄｕ ＣＩＣＲ ｅｘｐｌｉｑｕａｎｔ ｕｎ ｔｒａｉｔ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ｆａｉｔ ａｕ ｎｏｍ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ꎬｄｅ ｌａ ｄéｆｅｎｓｅ ｅｔ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ｒｍé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ｏｉꎬａｄｏｐｔéｅ ｐａｒ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Ａｎｎｅｘｅ ａｕ ｐｒｏｃèｓ￣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ｅ ｌａ ｓéａｎｃｅ ｄｕ Ｓéｎａｔ ｄｕ １２ ｍａｉ ２００３(ｏｎ 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ａｕｔｈｏｒ)ꎬｐ. １６ꎮ (该报告详述了国际法

赋予 ＩＣＲＣ 的任务和职能ꎬ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庭对其类似于国际组织的

独特法律地位的承认ꎮ)



Ａｃｔ)的修正案ꎬ及其后关于实施该修正案的总统行政令ꎬ将 ＩＣＲＣ 纳入

了该法的适用范围ꎬ修正案强调 ＩＣＲＣ 的职责和特殊地位是将其作为国

际组织对待的正当理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提到的协助

实施该公约的公正的人道机构ꎬ鉴于该组织的这一独特地位ꎬ
它应被视为本法所指的国际组织ꎬ本法规定可延伸适用于该组

织ꎬ如同这些规定延伸适用于美国依据任何条约或经任何国会

法案批准(授权美国参加某组织或为其参加某组织拨款)参加

的某个公共国际组织一样ꎬ但须以同样方式、同等程度并受限

于同样条件ꎮ〔２６〕

为落实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ꎬ澳大利亚修订了«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ꎬ该法原来对国际组织的定义是限制性的ꎮ〔２７〕 在向议会提交建议

的修订案时ꎬ外交部在散发的解释性备忘录中说明如下:
目前ꎬ该法允许将特权与豁免赋予“国际组织”和“海外组

织”ꎮ 但该法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太过局限ꎬ无法涵盖 ＩＣＲＣ 的

独立及非政府特性ꎮ 新的第 ９Ｄ 节准许依照澳大利亚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制定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的法规ꎬ从而

解决了这个问题ꎮ 通过新增第 ９Ｄ 节ꎬ而非将“国际组织”或

“海外组织”的概念加以延伸ꎬ确保了在修订该法以便为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之举提供法律基础的同时ꎬ该修订案不会无

意当中涵盖任何其他组织ꎮ 这样做还确保了赋予 ＩＣＲＣ 的特

权与豁免将仅限于澳大利亚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双边地位协定中

２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６〕

〔２７〕

«国际组织豁免法»ꎬ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获得批准)ꎬ第 ２８８ｆ －
３ 节ꎬ可查阅:ｗｗｗ. ｌａｗ.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ｄｕ / ｕｓｃｏｄｅ / ｔｅｘｔ / ２２ / ２８８ｆ － ３ꎮ 这一节被纳入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根据«外交关系授权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第 ７４３ 节签署的第 １２６４３ 号总统

行政令[１９８８ 和 １９８９ 财政年度(ＰＬ １００ － ２０４)]ꎬ目的是突破该法对国际组织的限制性定义

(仅指政府间组织)ꎬ使之能够适用于 ＩＣＲＣꎮ
见上注〔９〕ꎮ



列出的那些内容ꎮ〔２８〕

实践当中各国及国际组织处理其与 ＩＣＲＣ 关系的方式也表明ꎬ它们

普遍承认 ＩＣＲＣ 的国际组织地位并如是待之ꎮ 根据国家与国际组织间

的一般外交实践ꎬＩＣＲＣ 与各国的官方通信和交流通常采用普通照会的

形式ꎮ 在 ＩＣＲＣ 总部所在地日内瓦ꎬ许多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常驻

其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代表都将 ＩＣＲＣ 列入其职责范围ꎬ常驻

代表在到任和离任时对 ＩＣＲＣ 主席进行礼节性拜会已成为惯例ꎮ 在大

多数 ＩＣＲＣ 常驻的国家当中ꎬＩＣＲＣ 对口的部委都是外交部ꎬ具体事务通

常通过外交部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部门办理ꎮ ＩＣＲＣ 通常会被列入礼宾

部门的“蓝皮书”ꎬ上面登记了在该国派驻官方代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ꎮ
外交部发给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的公函———有关常驻和行政方面的问

题的通知———通常会将 ＩＣＲＣ 列为收件人之一ꎮ ＩＣＲＣ 会将外派职员名

单通知外交部ꎬ这类人员通常会向外交部登记备案ꎬ而且同其他国际组

织通常得到的待遇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车辆也获颁外交牌照ꎮ ＩＣＲＣ 代表处主

任在东道国通常享有相当于外交使团负责人或国际组织驻该国代表的

待遇ꎮ ＩＣＲＣ 主席得到的接待规格及采用的称谓一般相当于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最高级别官员(如联合国秘书长)的待遇ꎮ
就国际组织的情况而言ꎬ上文已经提到 ＩＣＲＣ 在近 ３０ 个国际和区

域政府间组织享有观察员地位并通常被视为国际组织ꎮ ＩＣＲＣ 作为国际

组织的独特地位还得到了国际刑事法庭的承认ꎬ并因此在这些法庭享有

特殊的特权与豁免ꎮ〔２９〕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渊源及原理

在详细探讨 ＩＣＲＣ 享有的具体的特权与豁免之前ꎬ本文这一部分将

３１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２８〕

〔２９〕

澳大利亚外交部ꎬ«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修订案»ꎬ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解释性备

忘录»ꎬ可查阅:ｈｔｔｐ: / / ｐａｒｌｉｎｆｏ. ａｐｈ. ｇｏｖ. ａｕꎮ
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法及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全面概述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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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明国家为何给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原理)以及如何给予(渊源)ꎮ
法律渊源

作为一个以援助和保护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为职责

的国际组织ꎬＩＣＲＣ 既在国际法律秩序下开展工作ꎬ也在各国的国内法

律秩序下采取行动ꎮ 由于这两种法律秩序截然不同ꎬ我们可以把

ＩＣＲＣ 在国际上享有的法律人格及特权与豁免与其在国内享有的法律

人格及特权与豁免区别开来ꎬ前者仅由国际法加以规范ꎬ后者则取决

于一国特定的法律体系ꎬ或者只由国内法加以规范ꎬ或者由国内法和

国际法共同规范ꎮ

　 　 国际法律秩序

上文已对 ＩＣＲＣ 的国际法律人格(直接由其条约授权的职责发展

而来)进行了详细论述ꎮ〔３０〕 关于 ＩＣＲＣ 享有的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

权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西米奇(Ｓｉｍｉｃ')案”中认为ꎬ这一特权

无疑既是载有 ＩＣＲＣ 国际授权的条约暗含的权利ꎬ也是习惯国际法的

一部分:
７２. ＩＣＲＣ 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建立的制度

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ꎬ即确保各方遵守人道方面的某些最低

标准ꎮ 这一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对«日内瓦公约»及其«附

加议定书»的解释必须依照上文所述其根本宗旨和目的ꎬ因此ꎬ
必须将其解释为赋予了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力和

手段ꎮ
７３. (法院基于当事各方提交的材料所作的)分析已经清

楚地表明ꎬＩＣＲＣ 在司法程序中不披露其雇员所掌握的与 ＩＣＲＣ
活动有关的信息ꎬ是 ＩＣＲＣ 为有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ꎮ 审

判庭因此认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负有一

项公约义务ꎬ即确保在司法程序中不披露 ＩＣＲＣ 雇员所掌握的

４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０〕 见上注〔１６〕ꎮ



与 ＩＣＲＣ 工作有关的信息ꎬ反过来ꎬＩＣＲＣ 有权坚决要求«日内

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不披露保密信息ꎮ 在这方

面ꎬ当事各方应被视为已经接受 ＩＣＲＣ 行动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ꎬ即公正、中立和保密性ꎬ特别是应被视为已承认保密性对

ＩＣＲＣ 有效行使职能而言必不可少ꎮ
７４. １８８ 个国家批准«日内瓦公约»的事实可以视为反映了

这些缔约国的法律确念(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ꎬ这一法律确念连同各国

有关 ＩＣＲＣ 的一般实践使审判庭得出这样的结论:ＩＣＲＣ
在习惯国际法上有权不披露(与其活动有关的信息)ꎮ〔３１〕

　 　 国内法律秩序

在大多数 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国家当中ꎬ这些特权和豁免都是

通过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地位协定来确立的ꎮ〔３２〕 本文写作之时ꎬ
ＩＣＲＣ 已经订立了 ９５ 个这样的协定ꎬ其中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协定是

与 ＩＣＲＣ 常驻的国家或正以其他形式在其境内开展行动的国家签订

的ꎮ〔３３〕 此类地位协定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ꎮ〔３４〕 在 ８ 个国家ꎬＩＣＲＣ 获得的

特权与豁免是基于有关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ꎬ这些国家扩大

５１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ＩＣＴＹꎬＳｉｍｉｃ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ａｒａｓ ７２ － ７４.
作为双边条约ꎬ这些地位协定在许多国家都必须通过条约批准程序才能完全生效ꎮ
地位协定是在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保密对话的框架内谈判和缔结的ꎮ 因此ꎬ

不宜由 ＩＣＲＣ 披露此类协定的存在或其内容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ꎬ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５００ ＵＮＴＳ ９５(１９６４ 年４ 月２４ 日生效)ꎻ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ꎬ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１ ＵＮＴＳ １５ 及 ９０ ＵＮＴＳ ３２７(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生效)ꎬ均可查阅: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ꎮ 规定其他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条约也参考了«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ꎬ例如: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ꎬ均可查阅: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ꎮ 关

于 ＩＣＲＣ 地位协定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规定典型的不同之处

的例子ꎬ见下注〔３６〕ꎮ



了相关立法的适用范围ꎬ使之得以涵盖 ＩＣＲＣꎮ〔３５〕 由于这类国内立法往

往是为实施«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而制定的ꎬ因此其规定通常反映

了该公约所确立的特权与豁免ꎮ
尽管 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订立的大多数双边地位协定都在很大程度上

赋予 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ꎬ但这些双边协定更符合 ＩＣＲＣ
的特殊性质和职责ꎬ其中的一些特权与豁免在«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

约»以及照搬该公约内容的国内立法中并不存在或仅以默示形式出

现ꎮ〔３６〕

　 　 ＩＣＲＣ 为什么需要特权和豁免?

关于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制度以职务需要原则为基础ꎬ«联
合国宪章»第 １０５ 条对这一原则作了简单扼要但恰如其分的表述ꎬ该条

规定:国际组织(这里指联合国)应享有“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

豁免”ꎮ〔３７〕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先例ꎬ作为赋予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

６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５〕

〔３６〕

〔３７〕

可找到的公开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的«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ꎬ２０１３ 年修订ꎻ
马来西亚的«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ꎬ２０１１ 年修订ꎻ美国的«国际组织豁免法»ꎬ１９８８ 年修订

(上述法律均参见上文脚注〔９〕以及法国«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法国代表

处的特权与豁免的第 ２００３ － ４７５ 号法律(Ｌｏｉ ｎ° ２００３ － ４７５ ｄｕ ４ ｊｕｉｎ ２００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ｓ
ｅｔ ｉｍｍｕｎｉｔé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ｒｏｉｘ￣Ｒｏｕｇ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ａｆｆｉｃｈＴｅｘｔｅ. ｄｏꎻ ｊ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 ＝ ３５３ＥＡＥ４ＡＣ９４６１１Ａ１９５３Ｆ６２Ａ７Ｄ７６１８５３１.
ｔｐｄｉｌａ０８ｖ＿１? ｃｉｄＴｅｘｔｅ ＝ ＪＯＲＦ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４１９１＆ｄａｔｅＴｅｘｔｅ ＝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ꎻ以及香港的«特权及

豁免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条例(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ｒａｎｔ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ꎬ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ꎬ１９８９
年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ｈｋ / ｂｌｉｓ＿ｉｎｄ. ｎｓｆ / ＣｕｒＥｎｇＯｒｄ / Ｆ６７０５Ｄ２Ｃ１Ｂ４ＦＣ５３０Ｃ８２５６４８
３００３３９２５Ｆ? 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ꎮ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东道国承诺不允许在法律诉讼程序中披露 ＩＣＲＣ 的保密信息ꎬ
明确规定 ＩＣＲＣ 职员免于作证ꎬ明确赋予 ＩＣＲＣ 航空运输权并免除飞越和着陆费用ꎬ为 ＩＣＲＣ 分

配专用无线电频段ꎬ明确规定其职员人身不受侵犯(详见下文关于具体的特权与豁免的讨论)ꎮ
关于职务需要原则的背景和详细介绍ꎬｓｅ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Ｍｉｌｌｅｒꎬ“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６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９ －
２３ ａｎｄ ６２ꎮ



时的衡量标准ꎬ遵从职务需要原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模式ꎮ〔３８〕 从«联合

国宪章»的准备文件(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职务需要

原则的含义ꎬ包括固有的保障该组织独立性的需要:
特权
∙∙

与豁免
∙∙

一般是指可被认为实现该组织的目的、保障其

各机关运行无碍及其职员独立行使职责和任务所必需的所有

特殊待遇如果存在某种原则ꎬ那就是任何成员国都不得以

任何方式妨碍该组织的工作ꎮ〔３９〕

米勒进一步解释道:
该文件较早一版的起草者强调ꎬ他们“认为避免使用‘外

交’一词是妥善的做法”ꎬ他们“更倾向于由一个更为适当的标

准取而代之ꎬ这一标准ꎬ就该组织的目的而言ꎬ是基于实现该组

织目的的需要ꎬ而就该组织的职员而言ꎬ则是基于为其独立行

使职能提供保障ꎮ”〔４０〕

«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５ 条授权联合国大会决定这些特权与豁免的实

施细则ꎮ 为此ꎬ大会于 １９４６ 年通过了«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ꎬ该公

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界定其他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最主要的
∙∙∙∙

参照

标准ꎮ〔４１〕 正如第六委员会报告员所言ꎬ该公约的目的也反映了职务需

要原则:
重要的是在创建这个了不起的、新型的国际组织时ꎬ我们

不应要求该组织享有超出其有效运作所必需的范围之外的特

权与豁免ꎮ 这样做将引发与特定成员国国家主权的不必要的

冲突ꎮ 另外ꎬ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该组织享有充分的特权与豁

免ꎮ 过少的特权与豁免会令该组织在执行任务时受到束缚和

７１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Ｃ.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Ｊｅｎｋ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６１ꎬｐ. １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ꎬ１９４５ꎬＶｏｌ. １３ꎬＤｏｃ. ９３３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１９４５ꎬｐ. ７０５(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Ａ. Ｊ. Ｍｉｌｌ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１５ꎻ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ꎬ上注〔３４〕ꎮ



限制ꎮ〔４２〕

詹克斯(Ｊｅｎｋｓ)将职务需要原则及其构成该原则一部分的独立性原

则称为“现已被视为构成国际豁免的基础的那些原则”〔４３〕 ꎬ并认为国际

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原理“无关个人地位、尊严及特权ꎬ而是关于为确保国

际机构不受国家控制并为使之能够公正地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保障职务

独立性的那些因素”ꎮ〔４４〕

总之ꎬ特权与豁免是赋予国际组织的工具ꎬ使之能够有效地履行由

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委托的任务或职能ꎬ并能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所规定的 ＩＣＲＣ 的任务或职能ꎬ既是其享有法

律人格及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基础和正当理由ꎬ也是其特权与豁免的界

限ꎬ正如下文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ꎮ〔４５〕 在履行使命和职责的过程中ꎬ

ＩＣＲＣ 严格恪守其基本原则和标准工作方式ꎮ 正如下文将会详细论述的

那样ꎬ中立原则和独立原则以及直接源自这些原则的作为 ＩＣＲＣ 标准工

作方式的保密性原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４６〕 它们是确保 ＩＣＲＣ 能

够在世界各地履行职责的关键ꎬ也为 ＩＣＲＣ 享有某些特权与豁免提供了

进一步的依据ꎮ

鉴于上述ꎬ根据职务需要原则ꎬ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基于四层目

８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Ｐｌｅｎａｒ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ＧＡＯＲꎬ１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６ꎬＶｅｒｂａｔｉｍ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４６ꎬｐ. ４５２.

尽管实质上的含义并无二致ꎬ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ꎬ独立性原则作为一项规范国际

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国际法原则应与作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原则区

分开来ꎬ在下注〔４６〕及其所注正文中会谈到ꎮ
Ｃ. Ｗ. Ｊｅｎｋ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８ꎬｐ. １７.
另见上注〔２３〕 ~ 〔２７〕ꎮ
关于 ＩＣＲＣ 的基本原则详见下文ꎮ 关于 ＩＣＲＣ 的标准工作方式ꎬｓｅｅ ＩＣＲＣꎬ“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ｏ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９３ － ４００ꎻａｎｄ ＩＣＲＣꎬ“Ｔｈｅ
ＩＣＲＣꎬＩ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ｃｒｃ＿００２＿０９６３. ｐｄｆ.



的ꎮ 这些特权和豁免是为了:
•确保和促进 ＩＣＲＣ 高效、迅速、独立地履行职责的行动能力ꎬ并将

成本维持在可能的最低水平ꎻ
•保障 ＩＣＲＣ 能够以中立、独立、公正的人道参与方的身份行事ꎬ并

确保各方也将 ＩＣＲＣ 看作这样的参与方ꎬ这一点同样重要ꎻ
•保护 ＩＣＲＣ 工作的保密性ꎻ
•便于财政、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顺畅的管理ꎮ
在详细列出为满足上述四层目的所必需的具体特权与豁免之前ꎬ必

须对这些特权与豁免的两类受益者加以区分ꎮ 尽管所有的特权与豁免

都是为了保证该机构能够履行其职责ꎬ但其中一些直接适用于机构本

身ꎬ即 ＩＣＲＣꎬ它是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受益者ꎬ而另

一些则与代表该机构或为该机构工作的个人有关ꎮ〔４７〕 关于后者ꎬ有必

要在一开始就强调:赋予此类人员特权与豁免的目的是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ꎬ
而非这些人员的个人私利ꎮ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特权、便利及豁免

这一部分阐述了 ＩＣＲＣ 在遵循其基本原则和标准工作方式(特别是

保密性)的前提下有效履行其人道职责及开展相关活动所必需的特权、

９１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４７〕 这些人员包括 ＩＣＲＣ 的代表(即委员会成员)和职员ꎬ他们构成 ＩＣＲＣ 人员的绝大多

数ꎬＩＣＲＣ 的任务和活动正是通过这些人员执行和开展的ꎮ 但 ＩＣＲＣ 代表和职员的特权与豁免

也延伸适用于那些在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和开展活动过程中作出直接贡献的人员ꎬ尽管他们是短期

甚至只是偶尔为 ＩＣＲＣ 工作ꎮ 这类人员可包括ꎬ例如:担任 ＩＣＲＣ 顾问的国家红会职员或志愿

者ꎬ他们被借调到 ＩＣＲＣ 工作一段时间或作为 ＩＣＲＣ 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参与某个 ＩＣＲＣ 行动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Ｑ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２０００ －
５５Ａ － Ｔ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７ － １８.



便利及豁免〔４８〕 ꎮ 这些特权、便利及豁免反映了 ＩＣＲＣ 职责、活动、身份、
工作方式及开展行动的环境的特殊性并与之相称ꎮ 尽管 ＩＣＲＣ 享有的

许多特权、便利及豁免都与国际组织通常获得的待遇类似ꎬ甚至完全一

样ꎬ但有时也会因为考虑到 ＩＣＲＣ 的特性及其受命开展工作的局势而享

有不同于国际组织的优待ꎮ〔４９〕

　 　 法律行为能力及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与便利

　 　 国内法律秩序下的法律行为能力

在 ＩＣＲＣ 的双边地位协定或规定其特权与豁免的法律中ꎬ最开始的

条款通常会有一条规定将 ＩＣＲＣ 的国际法律人格转化为国内法律秩序

下的法律资格ꎮ〔５０〕 这是一条非常经典的规定ꎬ它确立了 ＩＣＲＣ 在东道国

具有订立合同、取得和处置财产以及提起法律诉讼的法律行为能力ꎮ 因

此ꎬ这一规定往往是保障基本行政运作的必要条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ꎬ它使 ＩＣＲＣ 能够雇用职员、租用或购置馆舍、开立和处理银行账

户、采购运转所需的用品和物资以及开展行动ꎮ 因此ꎬ法律行为能力直

接保证了 ＩＣＲＣ 能够开展行动ꎬ并便于 ＩＣＲＣ 对行政、财政及人力资源进

行管理ꎮ

０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８〕

〔４９〕
〔５０〕

“豁免和特权的区别难以确切定义ꎬ这两个词常常通用ꎬ但一般而言ꎬ特权是指某些

实质性的免于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形而豁免并不意味着任何免于适用实体法的情形ꎬ而是

就驻在国的执法过程而言享有程序上的保护”ꎮ Ｓｉｒ Ｉｖ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ｄ. )ꎬＳａｔｏｗ’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６ｔｈ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２１. 虽然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的国

际条约在其标题中都只提到“特权”和“豁免”ꎬ但一些规定并不完全符合上述两个定义ꎬ而属

于国家为保障国际组织行使职能而提供的“便利”ꎮ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通信及货币或兑换限

制方面的便利ꎬ或职员及其家属的返回本国的便利ꎮ
另见上注〔３６〕ꎮ
Ｗａｌｔｅｒ 准确地指出“对国内法律人格及国际法律人格必须加以区分ꎮ 国际法律人

格并不自动意味着具有国内法律人格ꎬ反之亦然ꎮ 对许多国际组织而言ꎬ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还

不够ꎻ为了能够正常运转ꎬ它们还需要具备各国国内法律秩序之下的法律人格”ꎮ Ｃ.
Ｗａｌｔ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ａｒａ. ２７.



　 　 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与便利

行政特权与便利通过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方面的障碍或负担ꎬ使
ＩＣＲＣ 得以独立、快速、高效地履行职责和开展行动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还

有助于全球范围内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平稳顺畅ꎮ 财政特权与便利

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该组织的开支ꎬ并便于 ＩＣＲＣ 在全球范围内对其

财政资源进行平稳、高效的管理ꎮ 这类特权与便利还确保这些财政资源

尽可能多地用于 ＩＣＲＣ 受命援助和保护的受害者ꎬ使他们能够直接受

益ꎮ
ＩＣＲＣ 作为机构是为满足这些目的而给予的行政和财政特权与便利

的主要受益者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通常包括:
•有权持有本币或外币及其他金融资产ꎬ并以任何货币处理账目ꎬ

不受规范货币兑换及相关事宜的法律法规的约束ꎻ
•有权向该国、自该国至他国或在该国之内自由转移款项ꎬ无论是

本币还是外币ꎬ并有权将此类资产以兑换时最优惠的汇率自由换成其他

货币ꎻ
•免除所有直接税ꎬ但不包括属于公用事业服务收费的应缴费用ꎻ
•免除、减免或返还 ＩＣＲＣ 缴纳的所有间接税(包括增值税)ꎬ特别

是就服务或建筑合同而缴纳的间接税ꎬ以及为采购拟用于公务目的的用

品及拟用于 ＩＣＲＣ 在东道国或他国开展的援助项目的物资而缴纳的间

接税ꎻ
•对所有拟用于公务目的和 /或拟用于 ＩＣＲＣ 在该国或他国开展的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物资(包括 ＩＣＲＣ 出版物和视听资料)ꎬ免除关税、进
口税及具有同等效果的收费ꎬ并免除所有进出口或过境税收和限制ꎻ

•享有航空运输权ꎬ其所有飞过、穿过或前往该国的交通运输工具

免除飞越及着陆费用ꎻ
•享有为公务目的、不受任何干扰地使用 ＩＣＲＣ 认为最适当的通信

手段的自由ꎬ特别是其与日内瓦总部及世界各地的各个办事处、其他相

关国际机构和组织、政府部门以及法人团体或私人的通信ꎻ

１２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有权在其馆舍安装无线电和电信设备ꎬ并有权在该国境内使用移

动设备ꎬ免除牌照费和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资费、税收及手续费ꎻ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第 １０ 号决议(Ｒｅｖ. ＷＲＣ － ２０００)为 ＩＣＲＣ 分

配专用无线电频段ꎻ〔５１〕

•在官方通讯方面ꎬ享有不低于该国给予国际组织或各国外交使团

的待遇ꎻ

•ＩＣＲＣ 车辆作为外交使团车辆予以登记ꎬ并颁发外交车牌ꎻ

•准许 ＩＣＲＣ 为该组织的目的或为解决其外派职员的住所或办公

场所ꎬ拥有、持有或通过赠与、转让、租赁或移交的方式获得任何土地或

任何土地权益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如何有助于 ＩＣＲＣ 对其行动和基础设施进行顺畅、

高效的管理并最大程度地降低该组织的财政成本和开支ꎬ相对而言较为

一目了然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还间接地保障了 ＩＣＲＣ 常驻的那些国家不

会从这种常驻当中获得直接的财政利益ꎬ从而有助于确保 ＩＣＲＣ 独立于

东道国ꎬ并确保赋予 ＩＣＲＣ 国际使命的条约所有缔约国之间的平等ꎮ 顺

带提一句ꎬ将间接成本或所谓的管理费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能力也符合捐

助方的合理期待ꎬ即 ＩＣＲＣ 将他们的捐助尽可能多地直接用于其受命保

护和援助的受害者ꎮ〔５２〕

几个实践中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些特权与便利如何同样有利于快速、

高效、独立地开展人道行动ꎮ 例如ꎬ在一国缺乏适当的、符合需要的医疗

设备或药物或在这类设备或药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ꎬ要对一线的紧急医

疗需求做出快速反应ꎬ对拟用于 ＩＣＲＣ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物资免除进口

２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１〕

〔５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ꎬ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０ꎬ“Ｕｓｅ ｏｆ Ｔｗｏ￣Ｗａｙ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Ｒｅｖ. ＷＲＣ￣
２０００ꎬ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ａｄｉ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Ｉｓｔａｎｂｕｌꎬ２００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ｔｕ.
ｉｎｔ / ｄｍｓ＿ｐｕｂ / ｉｔｕ￣ｓ / ｏｔｈ / ０２ / ０１ / Ｓ０２０１００００２Ｅ４００１ＰＤＦＥ. ＰＤＦ.

ＩＣＲＣ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自愿捐助ꎬ大概占到其预算的

８０％ ꎮ 其他捐助方包括: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跨国组织(如欧盟委员会)以及公共和私人

来源ꎮ ＩＣＲＣ 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对其工作和开支情况进行说明ꎮ 进一步详细信息ꎬｓｅｅ: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ꎮ



限制就变得至关重要ꎮ 国内法上对可进口设备或药物类型或数量的过

分限制可能会阻碍 ＩＣＲＣ 采取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能满足受影响人群需

求的应对行动ꎮ 此外ꎬ进口某些用品或物资的审批程序或克服相关限制

所需的手续往往较为繁琐耗时ꎮ 而对拟用于 ＩＣＲＣ 援助项目的用品和

物资免除进口限制ꎬ对于 ＩＣＲＣ 试图援助的受害者来说有时可能攸关生

死ꎮ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航空运输权的必要性ꎮ ＩＣＲＣ 经常使用自己的飞

机ꎬ而非使用商务航班、政府飞机或其他国际组织的飞机ꎮ 这样做的目

的是确保 ＩＣＲＣ 在无其他飞机可用或其他飞机受到飞行限制的情况下

能够开展其活动ꎬ并 /或确保 ＩＣＲＣ 在冲突所有各方以及它试图保护和援

助的受害者看来是一个真正中立、独立的人道参与方(这是保障 ＩＣＲＣ 的

准入及安全的必要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ꎮ 因此ꎬＩＣＲＣ 需要获

得适当的航空运输权ꎬ并免于缴纳任何着陆或飞越费用ꎮ 人们一见到

ＩＣＲＣ 车辆上的外交车牌便会清楚地知道该组织具有国际地位并享有特

权和豁免ꎬ不需要 ＩＣＲＣ 对其身份和行动加以详细说明ꎮ ＩＣＲＣ 车辆上

醒目的身份标志〔５３〕和外交车牌常常有助于 ＩＣＲＣ 快速穿越边境或通过

检查站和路障ꎮ 最后ꎬ即便是在这个卫星互联网连接和智能手机的年

代ꎬ安装和使用无线电及电信移动设备的权利以及配给红十字专用无线

电频段仍然非常重要ꎮ 当电话和互联网由于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敌对

行动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或人为干预而中断时ꎬ无线电是唯一仍可继续使

用的通讯手段ꎮ 作为保证其职员安全以及协调和实施人道活动的关键ꎬ

无线电至今仍对 ＩＣＲ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派驻某国的 ＩＣＲＣ 代表和职员ꎬ如非该国国民或居民ꎬ也享有某些

行政和财政方面的特权和便利ꎮ 赋予他们这些特权与便利不是为其个

人私利ꎬ而是为了便于 ＩＣＲＣ 平稳顺畅地对外派人力资源进行行政和财

３２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５３〕 为使各方能够快速方便地确认其身份ꎬＩＣＲＣ 的车辆、船舶及飞机一般在每一侧都带

有 ＩＣＲＣ 的标志 (一个圆圈围绕的白底红十字ꎬ并标有 “国际委员会日内瓦” ( Ｃｏｍｉｔ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èｖｅ)字样)ꎬ如果情况需要ꎬ有时在顶部也带有这一标志ꎮ



政管理ꎮ 这些特权与便利包括:
•此类人员有权在抵达该国时免税进口私人物品ꎬ包括车辆ꎬ并有

权在离开该国时享受同样的免税待遇ꎻ
•有权按照与外交使团人员相同的条件销售个人物品ꎻ
•在发生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事态的情况下ꎬ此类人员如希望离开

该国ꎬ可获得以其认为最安全和快捷的方式离开该国的必要便利ꎻ
•在外汇便利方面ꎬ享有与外交使团人员相同的特权ꎻ
•ＩＣＲＣ 付给的工资及其他酬金或其于境外所得一般情况下免税ꎮ

　 　 坚持中立、独立、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及保密的工作方式所

需的特权与豁免

ＩＣＲＣ 在行动中严格恪守中立、公正和独立的基本原则ꎮ〔５４〕 作为中

立的人道参与方ꎬ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中ꎬ或在面临任何涉及政

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议时ꎬＩＣＲＣ 避免支持任何一方或被视为

支持某一方ꎮ 根据公正原则ꎬＩＣＲＣ 在设法保护和援助受害者时唯一的

指导原则就是他们的需要ꎬ而无论他们的国籍、效忠对象、种族、民族、性
别、年龄、宗教或政治信仰ꎮ 这使 ＩＣＲＣ 能够基于紧急程度和受影响者

的需求类型来决定其活动的优先顺序ꎮ ＩＣＲＣ 的独立性———不仅独立于

国家和国际组织ꎬ而且独立于任何其他可能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

中试图对其施加压力或影响的个人、团体或实体———意味着它具有完成

其受命承担的专门人道任务所需的自主权ꎬ并直接有助于它在响应一线

需求时能够保持中立和公正并被各方如此看待ꎮ ＩＣＲＣ 标准的保密工作

方式直接源自这些原则ꎬＩＣＲＣ 采用这种工作方式来设法说服武装冲突

或其他暴力局势各方履行其在国际法上的义务ꎬ并通过保密的双边对话

４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４〕 ＩＣＲＣ 遵守«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序言中列出的全部七项基本原则ꎬ作为

运动的成员ꎬ它受到这些基本原则的约束ꎬ上注〔３〕ꎮ 但此处提到的三项原则与 ＩＣＲＣ 的特权

与豁免直接相关ꎬ而且是 ＩＣＲＣ 享有特权与豁免的法律基础和正当理由之一ꎮ



解决人道关切ꎮ〔５５〕

这些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保密的工作方式对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任务

和职能极为重要ꎬ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ꎮ 通过遵守这些原则和工作

方式ꎬＩＣＲＣ 得以取得和保有武装冲突各方及受害者以及卷入其他暴力

局势的所有参与方的信任ꎮ 事实证明ꎬ这种信任对于获准进入受武装冲

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地区并接触受影响人群以及保证 ＩＣＲＣ 职员

的安全而言极为关键ꎮ
下面列出了 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的特权与豁免ꎬ这些特权与豁免确保该

组织能够恪守其基本原则并遵守保密的承诺ꎮ 然后ꎬ我们将通过几个具

体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ꎮ

　 　 ＩＣＲＣ 作为机构享有的特权与豁免:

•ＩＣＲＣ 及其财产和资产ꎬ无论位于何处、由何人掌管ꎬ免于任何形

式的法律和行政程序ꎻ
•ＩＣＲＣ 的房舍、财产和资产不受侵犯ꎬ无论位于何处、由何人掌管ꎬ

包括免于搜查、征用、没收、侵占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干扰ꎬ无论通过执行、
司法、行政还是立法行动ꎻ

•ＩＣＲＣ 档案以及一般情况下归该组织所有或由其掌管的所有文件

(包括电子文件和数据)ꎬ无论位于何处ꎬ均不受侵犯ꎻ
•免除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ꎻ
•享有为公务目的、不受任何干扰地使用 ＩＣＲＣ 认为最适当的通信

手段的自由ꎬ特别是其与日内瓦总部、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政府部

门及法人团体或私人的通信ꎻ
•有权通过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函件ꎬ信使和邮袋享有与外交信使

和邮袋相同的特权与豁免ꎬ只要这些邮袋附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ꎬ并以

装载公文或拟用于公务目的的用品为限ꎻ
•东道国承诺尊重 ＩＣＲＣ 致其政府代表的报告、信件及其他通信的

５２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５５〕 更多详细信息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ꎮ



保密性ꎬ包括不向除预期收件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透露其中的内容ꎬ也

不允许未经 ＩＣＲＣ 事先书面同意就将其内容用于法律诉讼ꎮ

　 　 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的特权与豁免:〔５６〕

在执行 ＩＣＲＣ 公务期间的任何行为、不作为、发表的口头或书面言

论、或获得的信息ꎬ即便他们已经不再为 ＩＣＲＣ 工作:

•豁免任何形式的法律或行政程序ꎻ

•人身不受侵犯ꎬ包括不受逮捕或拘留ꎬ以及扣押个人行李ꎻ

•私人寓所、车辆、文件、手稿及所有其他私人物品不受侵犯ꎻ

•免除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ꎻ

在受雇于 ＩＣＲＣ 期间:

•免除所有移民费用和限制以及外侨登记义务———政府应免费并

尽速提供适当的旅行证件、签证或其他必要的证明ꎻ

•免除所有国民服役的义务ꎻ

•享有行动自由ꎬ以及往来该国和在该国全境旅行的自由ꎮ

除上述特权与豁免之外ꎬＩＣＲＣ 驻东道国代表处主任及其副职通常

享有与外交代表同样的地位ꎬ后者的这种地位是由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订

立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赋予的ꎮ〔５７〕

如同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规定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多边公

约和双边地位协定一样ꎬ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或等效的国内法一定会包含:

豁免法律和行政程序(也称为管辖豁免)ꎬ以及就该组织及其职员而言ꎬ

馆舍、财产、资产、档案、数据不受侵犯ꎮ 这些特权与豁免是 ＩＣＲＣ 独立

性的必要和有效的保证ꎬ使之能够在不受第三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干扰的

情况下履行职责ꎮ 鉴于 ＩＣＲＣ 要在极其动荡、危险、地缘政治上非常敏

感的环境中开展行动ꎬ以及其与众不同的职责和特性(特别是中立和保

６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５６〕

〔５７〕

特权与豁免将赋予那些 ＩＣＲＣ 为履行其职责而雇用的个人ꎬ即 ＩＣＲＣ 指派的行使

ＩＣＲＣ 职能的所有人员ꎬ或者代表 ＩＣＲＣ 的个人(其管理机关的成员)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ꎬ上注〔３４〕ꎮ



密性)ꎬ缺乏或无视对独立性的这类保障对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能力的影响

较之于其他国际组织要更为严重ꎮ 在全球范围内免于全面适用各国国

内法还直接有助于 ＩＣＲＣ 能够作为并被各方视为一个中立、独立的人道

参与方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免除国内法上的作证义务或以其他方式

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ꎮ 如果 ＩＣＲＣ 被迫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

武装冲突一方的证词ꎬ那么几乎可以肯定 ＩＣＲＣ 在冲突中的中立和独立

的形象将不复存在ꎮ 最后ꎬＩＣＲＣ 职员享有适当的特权与豁免使 ＩＣＲＣ

能够履行对雇员的注意义务ꎬ即通过有效保护其职员ꎬ使之避免仅仅因

为行使 ＩＣＲＣ 的职能(如与被取缔的非法团体进行交往以获准接触受影

响人群ꎬ或就人道关切及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交涉)或遵守其与

ＩＣＲＣ 订立的合同的规定(如谨慎义务ꎬ包括在获得 ＩＣＲＣ 事先同意之前

不得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５８〕 )而遭受不利后果ꎮ〔５９〕

管辖豁免、文件、手稿、档案及数据不受侵犯、官方通讯不受干扰、有

权通过外交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发信函ꎬ这些也有助于保护与 ＩＣＲＣ 职责

和活动有关的保密信息ꎮ 对此类信息进一步的保护包括:免除在法律诉

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ꎬ以及东道国承诺尊重 ＩＣＲＣ 致其政府代表的报

告、信件及其他通信的保密性ꎬ不向除预期收件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透

露其中的内容ꎬ也不允许未经 ＩＣＲＣ 事先书面同意就将其内容用于法律

诉讼ꎮ

毋庸置疑ꎬ披露与 ＩＣＲＣ 活动有关的保密信息———无论是由 ＩＣＲＣ

为实现该组织的目的而进行保密对话的当局或实体ꎬ还是由 ＩＣＲＣ 自己

为履行国内法上的义务———将对 ＩＣＲＣ 履行人道职责的能力及其作为

严格意义上的中立人道参与方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有时是不可弥补的损

７２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５８〕

〔５９〕

谨慎义务还禁止职员将其在执行公务期间或许会发现的可能的违反国内法的行为

通知当地政府ꎬ尽管按照国内法ꎬ他们有义务将暴力损伤(如遭受枪击或其他“战争”创伤者)、
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虐待儿童、同情恐怖主义者或恐怖活动报告当局ꎮ 谨慎义务是一项

须严格执行的义务ꎻ只有 ＩＣＲＣ 能够免除其现任或前任职员及代表的这一义务ꎮ
此类后果取决于东道国的国内立法ꎬ可能是被判处徒刑ꎬ也可能是被课以罚款或被

要求支付损害赔偿金ꎬ或被暂时取消或彻底取消从业资格ꎮ



害ꎮ 例如ꎬ冲突各方如果认为 ＩＣＲＣ 在武装冲突现场或拘留场所收集的

信息会用于后来的法庭审判、公开质询或类似法律程序ꎬ那么该组织收

集相关信息并向各方提交违法行为指控的努力将受到阻碍ꎬ而且很可能

所有这些工作都无法继续开展ꎮ 因此ꎬ缺乏对保密性的保障ꎬ在最好的

情况下ꎬ会成为阻碍各方与 ＩＣＲＣ 合作的主要因素ꎬ而在最坏的情况下ꎬ
ＩＣＲＣ 将无法与易受伤害人员和群体接触ꎬ其后果是这类人员和群体的

处境将更为不利ꎬ生活更加艰辛ꎮ 同样ꎬ公开披露保密信息可能会使

ＩＣＲＣ 一线工作人员以及他们试图保护和援助的受害者的安全都面临极

大危险ꎮ〔６０〕

免除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义务使 ＩＣＲＣ 在挑选派驻任何特定国家

的雇员或在该国聘用雇员时能够保持充分独立ꎮ 该组织因此可针对每

个特定的环境ꎬ考虑到达成 ＩＣＲＣ 目标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及语言和文化

背景ꎬ派遣最有资格的人员ꎮ 这些免除还使 ＩＣＲＣ 在为其活动进行适当

的资源配置时面临较少的行政环节和较低的财政成本ꎬ并使外派职员一

进入该国就能完全投身于人道工作ꎮ 与之类似ꎬ快速颁发适当的签证、
旅行证件或其他必要的证明大大提高了 ＩＣＲＣ 人道行动中人员部署的

效率和速度ꎮ 效率和速度还直接得益于 ＩＣＲＣ 及其职员享有行动自由

以及往来该国和在该国全境旅行的自由ꎮ 这种自由还保证了 ＩＣＲＣ 的

独立性并有助于 ＩＣＲＣ 赢得中立的声誉ꎬ当然ꎬ为确保 ＩＣＲＣ 职员以及受

益者的安全ꎬ这种自由始终要服从于合理的限制ꎮ
在 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享有上面列举的一整套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ꎬ

赋予 ＩＣＲＣ 驻某国代表处主任或其副职相当于外交代表的地位并不会

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所享有的优待ꎮ 但在一些国家ꎬ能够直接与政府部

长接触仍然非常重要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确保 ＩＣＲＣ 能够在该国开展

活动和项目的必不可少的对话方ꎮ

８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６０〕 关于 ＩＣＲＣ 保密性的原理、对保密性的法律保护的渊源以及 ＩＣＲＣ 作证特权的适用

范围ꎬｓｅｅ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ꎮ



　 　 对特权与豁免的限制及争端解决

ＩＣＲＣ 的特权与豁免不是也不应是无限制的ꎮ 作为国际组织特权与

豁免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ꎬ职务需要原则也设定了特权与豁免的界

限ꎮ 因此ꎬ为便于正当司法并为防止发生任何滥用特权与豁免的情形ꎬ

ＩＣＲＣ 有义务与东道国当局进行合作ꎮ ＩＣＲＣ 还可放弃豁免ꎬ如果它认为

豁免会妨碍司法ꎬ而且放弃豁免不会损害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ꎬ特别是其执行

国际法上的任务和职能的能力ꎮ〔６１〕 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及规定国际组织

特权与豁免的国内立法中通常也包含这种程度的规定ꎮ

在这方面有必要重申下面两点:赋予代表 ＩＣＲＣ 或为 ＩＣＲＣ 工作的

个人的特权与豁免是为了该组织的利益(即其履行职责的能力)ꎬ而非

为了这些人员本身的个人私利ꎻ放弃他们享有的任何特权与豁免的决定

权在于 ＩＣＲＣꎬ而非这些个人ꎮ

此外ꎬＩＣＲＣ 职员和代表承诺———以符合 ＩＣＲＣ 的职责、原则和工作

方式为限———在一国开展工作时ꎬ遵守该国现行的法律法规ꎮ 最后ꎬ

ＩＣＲＣ 须将在该国工作的职员的姓名、职衔、职责、抵离该国的日期、其任

职于 ＩＣＲＣ 的起止时间以及外派职员随同家属的姓名通知外交部ꎮ

鉴于国际组织享有国内法院的管辖豁免ꎬ它们必须提供解决其与东

道国及个人当事方之间争端的替代机制ꎮ 如果没有此类机制ꎬ国家或提

出私法诉求的第三方将无法获得任何司法救济ꎮ

ＩＣＲＣ 的地位协定通常规定ꎬＩＣＲＣ 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应通过谈判

解决ꎬ并规定双方应基于善意ꎬ在均衡考虑该国的国家利益及 ＩＣＲＣ 与

其活动、职责和使命有关的利益的情况下ꎬ本着对双方继续保持良好关

系而言必不可少的慎重态度来进行此类谈判ꎮ 如果此类谈判失败ꎬ争端

通常会交由仲裁法庭作出最终裁定ꎮ

９２２开展工作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特权及豁免　

〔６１〕 特权与豁免的放弃必须明示、以书面形式(通常通过致外交部的普通照会)并由

ＩＣＲＣ 内的主管领导出具(即 ＩＣＲＣ 主席或经主席授予此项权力之人)ꎬ方能具有法律效力ꎮ



仲裁条款也系统地纳入了 ＩＣＲＣ 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当中ꎬ作为解

决私法性质的争端的适当机制ꎮ 就 ＩＣＲＣ 与其雇员之间的劳动法争端

而言ꎬ值得注意的是其雇佣合同受瑞士法律约束的外派职员可求助于瑞

士劳工法院ꎮ 至于其他职员ꎬ如果友好解决或通过 ＩＣＲＣ 申诉调查专员

解决争端的努力宣告失败ꎬ作为一项制度性的政策ꎬＩＣＲＣ 将放弃其管辖

豁免ꎮ

　 　 结论

通过赋予 ＩＣＲＣ 与其他国际组织类似的法律行为能力及特权与豁

免ꎬ并同时考虑到 ＩＣＲＣ 与众不同的职责和特性ꎬ各国不仅再次确认了

他们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章程»中关于 ＩＣＲＣ 职责的承诺ꎬ而且为 ＩＣＲＣ 提供了充分、高效地履

行该职责的手段ꎮ 适当的法律行为能力及特权与豁免使 ＩＣＲＣ 能够针

对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迫切需要ꎬ及时、高效地为其提供

保护和援助ꎮ 它们使 ＩＣＲＣ 能够完全遵守中立、独立、公正的基本原则

以及与有关各方开展保密双边对话的承诺ꎮ 因此ꎬ它们极大地促进了

ＩＣＲＣ 的下列能力: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好地遵守ꎬ充当武装冲突各方

之间中立的中间人ꎬ保证 ＩＣＲＣ 能够获得准入并与受害者接触ꎬ以及保

障一线职员的安全ꎮ 最后ꎬ它们有利于 ＩＣＲＣ 对财政、行政及人力资源

进行妥善平稳的管理ꎬ并使该组织能够以可能的最低成本开展人道活

动ꎬ同时最大程度地将开支直接用于其受命保护和援助的受害者ꎮ 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并非一种礼遇ꎬ各国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ꎬ再次确认其

关于 ＩＣＲＣ 人道职责和作用的承诺ꎬ并给予 ＩＣＲＣ 开展工作必不可少的

工具ꎬ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尽可能减轻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带给人们

的苦难ꎮ

０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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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
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 〕

露西Ｖ. 萨拉克∗著 / 何白∗∗译〔 １ 〕

摘要

近几年来ꎬ“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组织(以下简称信仰型组织)和

世俗人道组织间的互动和接触越来越频繁ꎮ 尽管人道组织根据人道原

则中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开展行动ꎬ但人们通常认为ꎬ信仰型

组织出于其宗教认同和宗教事务的原因ꎬ无法做到中立或公正ꎮ 本文借

鉴了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研究成果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伊斯兰宗教

原则和世俗人道行动秉承的关键原则之间的联系ꎮ 本文概述了伊斯兰

法本旨框架ꎬ以之为例说明了基于信仰的方式如何能为人道行动提供基

础ꎬ做到既与伊斯兰世界相关ꎬ又与各项人道原则相辅相承ꎮ
关键词:伊斯兰ꎻ人道原则ꎻ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ꎻ世俗的ꎻ宗教ꎻ发

展ꎻ人道援助ꎻ信仰型组织

∗
∗∗
〔 １ 〕

露西Ｖ. 萨拉克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冲突转化问题的高级政策顾问ꎮ
何白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兼职翻译ꎮ

她为该组织撰写了一篇名为«在冲突中开展工作: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基于

信仰的工具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Ｆａｉ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的文章ꎮ 原名露

西Ｖ. 摩尔(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ꎮ 本文以个人名义撰写ꎬ并不必然代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

观点和立场ꎮ 作者感谢她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允许借鉴他们的工作成果ꎬ并感谢他

们抽出时间给予宝贵反馈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ꎮ



乍看上去ꎬ伊斯兰参与方似乎没有参与过国际人道法和指导人道行

动的原则(如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的发展ꎮ 在 １８６３ 年日内瓦

国际大会〔 ２ 〕上并没有伊斯兰国家出席ꎬ伊斯兰参与方的角色最初仅仅

被局限性地定义为被动的“其他方”ꎮ 然而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伊斯兰代

表的影响起到了扩大人道主义概念的作用:
伊斯兰最初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东方“其他方”ꎬ新兴的

现代战争法正是根据它勾勒出自身的轮廓ꎮ 然而ꎬ由于该法自

身的普遍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ꎬ迫使它容纳不同文化法律体系

的主体ꎬ从而放弃了其基督教的根源ꎮ 伊斯兰教因此促使了国

际人道法被以世俗的、普遍主义的条款〔 ３ 〕 加以了定义ꎮ
科凯恩(Ｃｏｃｋａｙｎｅ)认为ꎬ国际人道法中存在的世俗原动力是施加

要求解决伊斯兰体制内所存在的分歧压力的结果ꎬ这一压力尤其是来自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代表团ꎮ〔 ４ 〕

人们日益认识到ꎬ由于人道事务和“宗教”议程之间存在互相竞争ꎬ
甚至相互对立的使命ꎬ宗教身份一直被视为会对人道行动的中立性和公

正性构成固有风险ꎮ 在不同时期ꎬ宗教被认为是与“发展”对立的ꎬ人们

认为宗教方法甚至会助长党派结盟并造成冲突ꎮ〔 ５ 〕 考虑到早在一个专

业的、世俗的、人道领域这个概念诞生之前ꎬ宗教和有信仰背景的参与方

在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对有需求之人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ꎬ

４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１８６３ 年日内瓦国际大会促进了战争人道法的发展ꎬ该法在 １８６４ 年、１９０６ 年、１９２９ 年

和 １９４９ 年的«日内瓦公约»中都有所体现ꎮ 这次大会也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成立大

会ꎮ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ｃｋａｙｎｅꎬ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ａ Ｃｌａｓｈ ｔｏ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８４７ꎬ
２００２ꎬｐｐ. ５９９ － ６０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ｒｒｃ＿８４７＿ｃｏｃｋａｙｎｅ. ｐｄｆ.

Ｉｂｉｄ.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Ｍｌａｙꎬ “ Ｓｏｍｅ Ｍｙｔｈ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ｉｓｓｕｅ￣２７ / ｓｏｍｅ￣ｍｙｔｈｓａｂｏｕｔ￣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ｉｄ.



这一观点的嚣张是颇具讽刺意味的ꎮ〔 ６ 〕 这并不是说这种担心不是来源

于信仰型组织的危害性行为和态度的实际案例ꎬ包括排外的传教行为以

及对提供人道援助中的权力关系天真无知ꎮ 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有大

到被推上国际舞台的外交事件ꎬ〔 ７ 〕 也有对当地权力关系无知到几乎让

人啼笑皆非程度的小事件ꎮ〔 ８ 〕

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凯雷(Ｃａｒｅｙ)勋爵指出ꎬ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以及“世
界宗教发展对话”为国际组织和“信仰型”组织间的关系带来了明显转

机ꎬ〔 ９ 〕对话旨在增进人们对信仰、信仰型组织和宗教组织在提供服务、
发展和人道行动上起到的作用的了解ꎮ〔１０〕 自这次对话以来ꎬ国际援助

体系对信仰型组织、宗教界和宗教领导人在提供人道援助上的作用表现

出越来越多的兴趣ꎬ通常与宗教的“附加价值”问题相关ꎮ 尽管大型人

道捐助方针对信仰型组织的最通常的做法仍旧集中在提供援助服务ꎬ但
对话的性质所取得的发展表明信仰型组织提供的“价值”获得了更大程

５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Ｅｖａｎｓꎬ “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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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作者进行的匿名采访中ꎬ一名前波斯尼亚国内流离失所者指

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尽管受助者就是来自穆斯林社区ꎬ已经有大量本民族语言版本的«古兰

经»和宗教仪式小册子ꎬ但一些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提供的援助中仍然含有这类物资ꎮ 虽然受

访者把这个当笑话讲ꎬ但其中也流露出失望ꎬ因为这些资源本可用来提供更为需要的物资ꎮ
给该词下定义非常困难ꎬ因为它能包含大量的代表各种不同使命和领域的组织ꎮ 然

而ꎬ最常用的且最被认可的词仍旧是“信仰型”以及最近的“信仰推动的”ꎬ这两个词同样也被

用在这篇文章中ꎬ杰勒德克拉克(Ｇｅｒａｒｄ Ｃｌａｒｋｅ)如此定义它们:“从信仰的教义和原则或该

信仰的一个特定阐释或思想派别中获得其行动启示和指导方针的任何组织ꎮ” Ｇｅｒａｒｄ Ｃｌａｒ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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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接受ꎬ与宗教参与方的合作也更为广泛ꎮ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至少有 ５
个联合国机构已经制定出与宗教界合作的指导方针或框架ꎬ〔１１〕 且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已经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多个信仰型

组织间开展了三次战略学习交流活动ꎮ〔１２〕 更多的例子还有ꎬ２０１２ 年启

动的“关于信仰和当地社区的联合学习举措”ꎬ它旨在对有信仰的当地

社区改善社区卫生和生活状况的潜力构建集体性的了解ꎮ〔１３〕 联合国难

民署关于对宗教领袖和信仰型人道组织的难民保护问题的高层对话也

在 ２０１２ 年展开ꎮ 这个对话讨论了指导向难民提供援助的共同价值观ꎬ
并力图促进世俗和信仰型机构间更深层次的合作ꎬ〔１４〕从而出台了«欢迎

陌生人»文件ꎬ〔１５〕这可以说是一个在之前十年内闻所未闻的创新发展ꎮ
与宗教参与方合作的运动一直在发展ꎬ且不可避免地力图抵制将宗

教身份看作固有偏见的一个冗长历史ꎮ 这一历史导致了参与人道行动

的信仰型组织面临以下压力:即为了有资格获得主要捐助方的资金而遵

６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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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联合国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年度磋商的“信仰和保护”会议内容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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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世俗的叙事方式ꎻ这已经造成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影响ꎮ〔１６〕 国际非

政府组织培训和研究中心〔１７〕的里克詹姆斯(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注意到了信

仰型组织对他们的信仰身份的这种淡化ꎮ 即便捐助方越来越有兴趣并

愿意与宗教团体合作ꎬ很多这类组织还是不太愿意打破既有壁垒ꎬ其原

因可能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们的专业身份构成威胁ꎮ 詹姆斯的研究

表明ꎬ对于穆斯林组织来说ꎬ虽然这种分歧可能影响力较小ꎬ但伊斯兰国

际救援组织也已经体验到这些压力带来的影响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始于 １９８４ 年的一小群志愿者ꎬ３０ 年后发展成

了世界最大的穆斯林非政府组织ꎮ 随着这个组织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

分ꎬ最终人们对该组织遵守人道原则和更广泛的人道领域的“世俗”价
值观〔１８〕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作为信仰型伊斯兰组织的身份提出了

疑问ꎮ 这个组织是建立在对别人的慈善赠与和援助是一项宗教义务

的基础上的ꎻ〔１９〕 信仰曾是且仍旧是大多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鲜明

７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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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原则和指导方针(包括“基于权利的方法”)已经被制定出来ꎬ以便为有需

求的人提供援助搭建普遍的共同基础ꎬ但由于它们与“西方”政治事务或理论基础有关联ꎬ也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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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Ｄｒ Ｈａｎｙ ｅｌ￣Ｂａｎ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ｅｒｋｌｅｙｃｅｎｔ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ｅｄｕ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ｈａｎｙ￣ｅｌ￣ｂａｎｎ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ｆｏｕｎｄ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ꎮ 值得指出的有意思的一

点是ꎬ即便是在那样的早期ꎬ也明显有必要强调组织的宗教身份并不意味着偏袒:“我把它作为

一个道德问题提出来ꎬ并把我们的应对作为一项义务ꎬ不仅仅是对穆斯林和基督徒而言ꎬ而是

对每一个人ꎮ 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关乎需求和责任ꎬ我们强调无条件帮助人类同胞的必要

性ꎬ不管是信耶稣、亚伯拉罕、穆罕默德还是其他教义ꎬ这对每一种信仰来说这都是必要的ꎮ 在

需求面前ꎬ不应有政治、民族或种族之分ꎮ”



动力ꎮ〔２０〕 然而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伊斯兰信仰对于该组织开展人道行动

的方式的影响变得不再那么明显ꎮ 人道领域的世俗语言和宗教界内部

理解的宗教语言及含义之间的异化是很明显的ꎮ 这并不是说价值观或

应对行动是相互对立的ꎬ而是不了解两者如何相互联系与沟通ꎮ〔２１〕 在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 ２０１０ 年战略评论»当中ꎬ该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ꎬ其结果是ꎬ该组织决定利用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项目发展基金〔２２〕

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ꎬ特别是增加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开展人道行动

时制定一个“信仰精通”的方法所需的认识和知识ꎮ 因此ꎬ出台了审验

与众多问题相关的复杂神学教义的刊物和政策〔２３〕 ꎬ以便将伊斯兰在人

道主义和发展方面“以信仰为基础的工作方式”转化为资源和务实的方

法ꎮ〔２４〕 这个历程并不是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特有的ꎬ而是代表了一系

列信仰型和受信仰激发的机构的共同经历ꎬ这些机构正在以一个影响着

他们对人道主义所采取的方法的方式ꎬ力图复兴这一认知和启示ꎮ
在国际舞台上ꎬ信仰型组织已经自愿地加入到遵守人道原则的行列

中ꎬ且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ꎬ〔２５〕但与信仰型组织和社区的合作正日益提

上日程的背景ꎬ也为反思信仰型组织和当今原则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提供

了一个契机ꎬ并且(正如本文所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

８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与其他信仰型组织不同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招聘上采取非歧视政策ꎬ虽然该组

织希望其工作人员遵守并忠诚于该组织的价值观ꎬ但并不要求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必须是穆斯

林ꎮ 因此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全世界聘用了大量信仰其他宗教的工作人员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间对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工作人员做的采访以及与他们

开展的讨论ꎮ
关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项目合作安排经费记录开列在以下网站: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ｐａｓ 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ｔｒａｃｋｅｒ. ｄｆｉｄ. ｇｏｖ. ｕｋ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ＧＢ －
１ － １０２４１５ / ꎮ

关于人道、尊严、保护行动、环境义务和性别公正等理念ꎮ 几乎所有由伊斯兰国际救

援组织开展的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都可访问: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ꎮ
公开可用的资源已公布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政策网站: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ꎮ
例如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对工作人员的培训表明该组织遵守«国际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ꎬ培训的重点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尊重文化习

俗、协调行动、能力建设、遵守“不伤害”原则以及在培训新的应急工作人员过程中关注脆弱性ꎮ



兰神学体系之间的对话会如何展开ꎮ 为进一步发展将国际人道法与伊

斯兰法和法学理论联系起来的知识体系ꎬ已经在多方面做了相当出色的

工作ꎬ尤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２６〕和其他包括美国雪城大学在

内的组织ꎮ〔２７〕 施文迪曼(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已经指出了因为缺乏对国际人

道法法律框架的了解而产生的种种困难ꎬ〔２８〕 对人道原则的理解可以说

是更加广泛ꎬ更易于参与方把握ꎮ 特别是援助行动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

开展ꎬ以避免援助被看作“对国内事务的非法干预”ꎮ〔２９〕

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兰神学之间如何进行对话ꎬ本
文将首先逐一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兰教原则ꎬ并讨论他们的共性和互补

性ꎮ 之后会采用一个更加批判的方式来考量在伊斯兰信仰型组织所持

的价值观和其恪守人道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细微差别中ꎬ可能会在哪些

地方产生矛盾和伦理方面的关切ꎮ 之后会探讨信仰和信仰参与方会被

工具化的程度ꎬ及其给人道行动造成的问题ꎮ 最后ꎬ本文将寻找一种潜

在的方式ꎬ展望并展示在实践中宗教原则和人道原则之间如何开展对

话ꎬ以达成一个人道行动的宗教驱动方式ꎬ它与人道原则互补且一致ꎮ
做到以上这一点通过的是展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ꎬ即其在人类

发展问题上采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方法ꎬ运用了伊斯兰立法本旨ꎬ即伊斯

兰法的目标ꎮ

９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这项工作主要通过邀请伊斯兰法律学者参与会议来开展———例如ꎬ２００５ 年由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和伊斯兰堡的国际伊斯兰大学组织的会议 (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ｉｎｔ / ＥＮ / ｍａｇ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５＿１ / ２４ － ２５. ｈｔｍｌ)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门红新月会和亚丁大学举办的关于根据

伊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战争受害者的研讨会(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６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ａｗ￣ｉｈ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 ０１０６０６. ｈｔｍ)ꎻ以及 ２０１４ 年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关于参照伊

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开展人道行动的国际大会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ꎮ 另见本辑评论中

Ａｂｄｕｌｆａｔａｈ Ｓａｉ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和 Ｒｏｎａｌｄ Ｏｆｔｅｒｉｎｇｅｒ 的文章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ｉｎｓｃｔ. ｓｙｒ. ｅｄ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ｓｌａｍ / ｉｓｌａｍｉｈｌ / .
Ｆｅｌｉｘ 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ꎬ “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８８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ｉｒｒｃ － ８８４ － 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 ｐｄｆ.

Ｉｂｉｄ. ꎬｐ. ９９７.



　 　 人道原则和伊斯兰理念

在伊斯兰教中ꎬ“慈善行为”不限于物质或资源传递ꎬ而是被理解为

包括任何对有生命的人或物的善意或关心ꎮ 穆斯林教徒会经常引用先

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３０〕 )的教义ꎬ即便是跟别人打招呼时致以微笑

也被认为是“慈善行为”ꎬ其他关于慈善行为的教导可以是各种各样的ꎬ
比如帮别人移开路上的一个小障碍物ꎬ或者倾听那些有苦难之人的倾

诉ꎬ〔３１〕慈善的本质就是通过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与神(真主〔３２〕 )相连ꎮ 对

于穆斯林来说ꎬ人道主义被理解成与慈善相关ꎬ因此赋予了这个词更为

宽泛的意义ꎮ〔３３〕 随着包括来自穆斯林世界的“非传统”的捐助方的出

现ꎬ这产生了实践中的影响ꎬ对他们来说ꎬ援助的概念包括给有需求之人

提供的所有形式的援助ꎬ包括宗教慈善(比如建立宗教学校)和现金捐

款(可能不那么注重对捐款所产生影响的跟进工作)ꎮ〔３４〕

在有关人道行动与伊斯兰原则和法律的交集的讨论中ꎬ人道行动的

构成多少会更为宽泛ꎮ 从这个认识出发ꎬ以下概述了一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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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下简称为

０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当神的先知们的名字被提及时穆斯林教徒说这句话ꎬ表示对他们的尊崇ꎮ
这种说法在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合集中有详细描述(见下注〔５９〕)ꎮ
“真主安拉”译自阿拉伯语的“神”ꎮ 穆斯林教徒通常把神称为安拉ꎬ即便没有在讲

阿拉伯语时也是这样ꎮ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 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ｅｉｅｒ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Ｋｎｏｃｋｓ:Ｗｈｙ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Ｅｎ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Ｉ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１３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ｉｒｒｃ － ８８４ － ｂｉｎｄｅｒ￣ｍｅｉｅｒ. ｈｔｍ.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３５〕 中发现的人道原则ꎬ并在每个案例中概述了从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开展的研究中得出的伊斯兰传统内相对应的理解

和处理方式ꎮ〔３６〕 本章节将考虑人道必要以及伊斯兰教关于人道和人格

尊严本质的教义ꎬ并讨论公正、独立和中立原则及其在伊斯兰法和法学

中的对应内容ꎮ 本文最后将讨论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中关于建设当地

能力的承诺〔３７〕以及在发展贫苦大众自力更生能力重要性上ꎬ对伊斯兰

教徒的指导方面所做的补充ꎮ

　 　 人道必要

获得人道援助以及提供援助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道原

则ꎬ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应享有ꎮ 我们应对灾难的主要动机是减

轻那些灾难中最脆弱民众的苦难ꎮ 我们提供的援助并不是ꎬ也
不应当被看作是党派行为或政治行为ꎮ〔３８〕

作为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第 １ 条的主题ꎬ人道必要为整个人道原则

提供了基础ꎮ 人道原则和人格尊严概念使人道必要进一步加强ꎬ即需要

１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ｃｏｄｅ￣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 ꎮ 本文引用的中文完整版文本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０６７. ｈｔｍꎮ

作者特别鸣谢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穆赫塔里阿米努 － 卡诺 (Ｍｕｈｔａｒｉ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博士和阿塔拉菲茨吉本(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用伊斯兰语撰写的关于人类发展

的文章ꎬ已在线发表:“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ｓｌａｍ. ｐｄｆꎮ 本章节同样借鉴了作者自己的出版物: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Ｆａｉ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ｔｏｏｌｋｉｔ / ꎬ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 ꎬ尤其是第一章«政策»中的文章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６、７、８ 条ꎮ
同上ꎬ第 １ 条ꎮ



帮助的人有权获得人道援助ꎬ那些有能力援助的人有权提供援助ꎮ〔３９〕

人道主义的义务性(有需求之人的权利)和志愿性(提供援助的权利)在
对穆斯林教徒的两类慈善赠与上找到了其在伊斯兰教中对应的内

容———以天课(伊斯兰的第三大主命)〔４０〕 为形式的义务慈善ꎬ以及施济

为形式的志愿慈善ꎮ 就天课而言ꎬ每个穆斯林只要达到一定的财富门槛

后ꎬ都有义务每年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固定比例的财富或资产ꎬ并
且在斋月结束的时候交一笔固定款项(开斋捐)ꎮ 施济是一种慈善布

施ꎬ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展ꎬ施济的金额不限ꎬ是伊斯兰教积极鼓励的做

法ꎮ 义务的和志愿的慈善都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件“善事”ꎬ而是一个旨

在实现社会公正并且意在平衡社会不平等的行为ꎮ〔４１〕

伊斯兰关于人道性质的教义的核心是神赐予所有人人格尊严

(ｋａｒａｍａ)ꎮ 古兰经中说道ꎬ真主“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ꎬ使他们大

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ꎬ〔４２〕 当人类被创造出来的时候ꎬ神将他的

精神吹入了阿丹体内ꎻ〔４３〕 与神的这个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尊严被

看作是人类的天生属性ꎮ 法学家大体上同意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价

值ꎬ因此ꎬ每个人都有权利过有尊严和受尊重的生活ꎬ仅因其生而为人ꎮ〔４４〕

伊斯兰传统的核心内容是真主独一ꎬ指真主的统一、合一和唯一ꎮ

２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Ｉｂｉｄ. 在«全球项目人道宪章»中有对人格尊严及其与人道行动的关系的明确讨论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ꎻ然而ꎬ其依据来自«世界人权宣言»里明确规定的“生存

权”条款ꎬ在这个文献的最初几行就提到:“承认人类大家庭的每一名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和

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和和平的基础ꎮ”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ｄｈｒ / ꎮ

伊斯兰教 ５ 项主命(或义务)是清真言(信仰宣称)、礼拜(强制性的祈祷)、天课(慈
善捐助)、斋功(在斋月期间禁食)和朝觐(麦加朝圣)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ｊａｚ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ｎꎬ Ｉｓｍａｙｉｌ Ｔａｈｍａｚｏｖ ａｎｄ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ｉｎ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ｄｆ.

«古兰经»ꎬ«夜行章»第 ７０ 节ꎮ 原文中所有对«古兰经»经文的翻译都引自:Ｔｈｅ
Ｑｕｒ’ａｎ: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 Ａ. Ｓ. Ａｂｄｅｌ Ｈａｌｅｅｍ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５ꎮ

“你的主曾对众天神说:「我必定要用泥创造一个人ꎬ当我把他造出来ꎬ并将我的精

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ꎬ你们当为他而倒身叩头ꎮ」”«古兰经»ꎬ«萨德章»第 ７１ ~ ７２ 节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ꎬ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２.



伊斯兰教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ꎬ穆斯林教徒认为神是唯一的ꎬ是一切事

物的造物主ꎻ所以ꎬ伊斯兰教五项主命之首是穆斯林教徒做信仰宣称(清
真言)ꎬ“万物非主ꎬ唯有安拉”ꎮ 因此ꎬ万物都是一个建立在其来源和根

源都统一的基础上的统一整体ꎮ 从这种真主独一的信仰中形成的理念

是:人道的各个方面都有统一性———真主给的各种启示有一个内在统一

性ꎬ即人类的统一ꎬ受造物的统一ꎬ最终是所有存在的事物的统一ꎮ 伊斯

兰教当中的统一性定义了人类与神的纵向关系ꎬ个人与自己的关系ꎬ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ꎮ

真主独一进一步包含了源自一个神圣的创造起源的多样化的人类

的整合性和关联性:
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

民族和宗教ꎬ以便你们互相认识ꎮ 在真主看来ꎬ你们中最尊贵

者ꎬ是你们中最敬畏者ꎮ 真主确是全知的ꎬ确是彻知的ꎮ〔４５〕

通过真主独一ꎬ伊斯兰教把神的统一性和创造的多样性协调并联系

起来ꎮ 尽管人类和宇宙在本质上不同ꎬ但他们通过神对他们的创造和他

们与神的关系而相互联系ꎮ 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通过本善得到进一步

强调ꎬ本善指的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ꎬ它承认所有人在出生时的善良的

天性:“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ꎮ”〔４６〕 因为本善ꎬ所有人的生命

都是神圣的ꎬ其尊严将受到保护:
因此ꎬ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除因复仇或平乱外ꎬ

凡枉杀一人的ꎬ如杀众人ꎻ凡救活一人的ꎬ如救活众人ꎮ〔４７〕

«古兰经»认为ꎬ人类被造成“最美的形态”ꎬ并且在成形时被吹入了

圣灵ꎬ基于这个启示ꎬ伊斯兰教中对人性的概念表明ꎬ人类的本质是好

３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４５〕
〔４６〕
〔４７〕

«古兰经»ꎬ«寝室章»第 １３ 节ꎮ 另见«宴席章»第 ４８ 节ꎻ以及«尤努斯章»第 １９ 节ꎮ
«古兰经»ꎬ«无花果章»第 ４ 节ꎮ 另见«黄牛章»第 ３０ ~ ３４ 节ꎻ及«夜行章»第 ７０ 节ꎮ
«古兰经»ꎬ«宴席章»第 ３２ 节ꎮ



的ꎬ但是我们表现出负面的特性ꎬ比如自大、贪婪或不义ꎮ〔４８〕 这些特性

被看作与我们的本性相背离的ꎬ也表明人类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行为:“真
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ꎬ除非他们变更自己的内在情形ꎮ”〔４９〕

　 　 公正原则、独立原则和中立原则

非政府组织应当公正且独立地开展工作ꎬ这个指导方针贯穿整个

１９９４ 年«行为准则»ꎮ 公正原则体现在多个条款当中———例如ꎬ第 １
条〔５０〕中声明ꎬ提供人道援助“并不是党派性的或政治性的行动ꎬ不应该

将它们看作是党派行动或政治行动”ꎬ而且“援助不应被用作来促进某

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场”ꎬ即便各组织有保留他们的政治或宗教意见

的权利(第 ３ 条)ꎮ〔５１〕 独立原则在第 ４ 条中有明确规定:“我们应该努力

不使自己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ꎮ 非政府人道机构是独立于各国政

府而运作的机构为维护我们的独立性ꎬ我们将努力避免依赖单一的

资金来源ꎮ”〔５２〕虽然没有在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中直接提及ꎬ中立原则被

认可为是人道援助后来发展的一项原则ꎬ包含在联合国关于指导原则的

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大会决议附录中ꎮ〔５３〕 非政府组织继而在开展人道行动时

采纳恪守中立原则ꎬ尽管其实施中会出现复杂的问题ꎮ〔５４〕

４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见«古兰经»ꎬ«易卜拉辛章»第 ３４ 节ꎻ«夜行章»第 １１ 节ꎻ«山洞章»第 ５４ 节ꎻ«朝觐

章»第 ６６ 节ꎻ«同盟军章»第 ７２ 节ꎻ«金饰章»第 １５ 节ꎻ以及«奔驰的马队章»第 ６ 节ꎮ 相关分

析ꎬ ｓｅｅ Ｓ. Ａｙｓｅ Ｋａｄａｙｉｆｃｉ￣Ｏｒｅｌｌａｎａꎬ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ｂｕ￣Ｎ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ｍｊａ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Ｓａｌｅｍ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９ － 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ꎮ

«古兰经»ꎬ«雷霆章»第 １１ 节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 ꎮ
同上ꎮ
同上ꎮ
Ｓｅ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
关于人道援助中的中立原则的有益探讨(主要关注 ＩＣＲＣ)ꎬ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 ＩＣＲ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１１ꎬ１９９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ｎ２ｚ. ｈｔｍꎮ
该内容也会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讨论ꎮ



人们通常认为ꎬ伊斯兰教教义助长对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待遇ꎬ加上

人们担心信仰型组织倾向于偏袒那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ꎬ这种误解将

会进一步加深ꎮ 虽然伊斯兰教也像其他信仰那样促进其信徒间的亲密

关系ꎬ但来自其一手资料以及穆斯林社会的实践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解

读ꎮ 穆罕默德哈西姆卡马利(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５５〕 就这

个问题做了分析ꎬ发现仅有 ３ 处«古兰经»经文〔５６〕 可以被理解为支持对

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对待ꎬ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时代的历史〔５７〕

中也只有有限的这种歧视的例子ꎬ但«古兰经»中的很多其他章节〔５８〕 和

无数圣训〔５９〕都可以被引用来支持对非穆斯林的平等对待ꎮ
在人道领域ꎬ这个问题在关于谁有资格成为天课的义务慈善款项的

受益人问题上最为明显ꎮ «古兰经»本身的指导原则并没有规定接受馈

赠者必须是穆斯林:
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

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ꎻ这是真主

的定制ꎮ〔６０〕 真主是全知的ꎬ是至睿的ꎮ〔６１〕

同样地ꎬ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劝诫各个组织“尽量不充当政府外交政

策的工具”ꎬ并确保在对穆斯林的指导方针中明确说明“援助不应被用

作来促进某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场”ꎬ〔６２〕 恰好与对穆斯林的指导一

５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１１０ 节ꎻ«忏悔章»第 ２１ 节ꎻ«宴席章»第 ５１ 节ꎮ
穆斯林将这段历史特别称作“圣行”(Ｓｕｎｎａｈ)ꎬ是伊斯兰法律惯例的起源ꎬ尤其是对

逊尼派穆斯林而言ꎮ
«黄牛章»第 ６２ 节ꎻ«宴席章»第 ５ 节ꎻ«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８ 节ꎻ及几条圣训ꎮ
圣训(复数:ａｈａｄｉｔｈ)是包含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言行的传统汇总ꎬ是大多数

穆斯林教徒遵循的指导方针的主要来源ꎮ
读者会注意到ꎬ在这个陈述中包含有各种典型的不属于人道行动的行为ꎮ 这些行为

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讨论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３ 条ꎮ



致ꎬ即优先考虑贫穷者和赤贫者ꎬ〔６３〕 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或其他考量ꎮ
就施济而言ꎬ其范围更加宽泛ꎬ因为施主可以自由选择将施济提供给任

何人ꎬ包括不属于天课的慈善行为(比如微笑和倾听)ꎮ
此外ꎬ传统的伊斯兰法学包括以调解为目的的强烈的中立传统ꎮ 本

文并不打算概述伊斯兰法和宗教体系中中立原则的先例和历史ꎬ但可找

到这一点的很多表达:从传统上ꎬ它表现为早期伊斯兰建立的司法公正

性ꎬ〔６４〕以及在武装冲突中ꎬ中立原则等同于 ａｍａｎ(安全行为)ꎬ即为他国

使者ꎬ甚至是为申请庇护的敌人提供的安全保障ꎮ〔６５〕 在先知穆罕穆德

(愿主福安之)和早期的伊斯兰皈依者的圣训中也包含有各种牢固的传

统ꎬ这些传统表明了冲突中一些需要保护的参与方的“中立”立场:
在对我们遭受的伤害进行报复时ꎬ不要骚扰那些不具伤害

性的国内拘留场所的羁押人员ꎻ不要伤害弱势的女性ꎻ不要伤

害吃奶的婴儿或因病卧床的人ꎻ不要毁坏那些不反抗居民的房
∙∙∙∙∙∙∙∙∙∙∙∙∙

屋
∙

ꎻ不毁掉他们谋生的手段ꎬ他们的果树ꎬ且不要碰棕榈树ꎮ〔６６〕

６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天课、施济、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信息ꎬｓｅｅ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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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ꎻＲｉａｎｎｅ Ｃ. ｔｅｎ Ｖｅｅｎꎬ“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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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ｇｉｖｉｎｇ￣ｉｎ￣ｉｓｌａｍ / ꎻ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 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ｗｏｒｌｄ / ꎻＪａｍａｌ Ｋｒａｆｅｓｓꎬ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ｒｒｃ＿８５８＿ｋｒａｆｅｓｓ. ｐｄｆ.

Ａｔａ ｕｒ ＲｅｈｍａｎꎬＤｒ. Ｍａｚｌａ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Ｄ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ｕ Ｂａｋａｒꎬ“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ｉｊｂｓｓｎｅｔ. 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Ｖｏｌ＿４＿Ｎ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 ８. ｐｄｆ.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 节ꎮ
Ａｂｕ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ꎬａｌ￣ＭａｇｈａｚｉꎬＶｏｌ. ２ꎬＢｅｉｒｕｔꎬＭｕ’ ｓｓａｓａｈ ａｌ Ａ’ ｌａｍｉ ｌｉ ‘ ｌ￣

Ｍａｔｂｕ’ ａｔꎬ １４０９ / １８９８ꎬ ｐｐ. ７５７ － ７５８ꎻ Ａｈｍａｄ ｂ. Ｚａｙｎｉ Ｄａｈｌａｎꎬ ａｌ￣Ｓｉｒａｈ ａｌ￣Ｎｕｂａｗｉｙｙａｈꎬ 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ＨａｌｂꎬＤａｒ ａｌ￣Ｑｕａｌａｍ ａｌ － ’Ａｒａｂｉꎬ１４１７ /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３６ꎻｃｆ. Ｄｒ.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Ｍｕｎｉ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Ｐｅａｃｅ Ｂｅ Ｕｐｏｎ Ｈｉｍ)’ ｓ Ｍｅｒｃｉｆｕ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Ｗａｒ: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ｃｔｓ”ꎬＩｎｓｉｇｈｔｓꎬＳｉｒａ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２ － ３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ꎬｐ. ２３５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建设当地能力

尽管穆斯林教积极鼓励慷慨且慈善捐赠是穆斯林的一项义务ꎬ但它

不是以阻碍发展人们从贫穷和灾难中复原的能力为代价的ꎮ 这一点是

基于阿布达吾德(Ａｂｕ Ｄａｗｕｄ)讲述的一条情节详细的圣训ꎬ描述了一

个穷人向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乞讨的故事:先知并没有直接给

这个人钱ꎬ而是帮助他卖掉了他的几样东西ꎬ然后用得到的钱帮他买了

一把斧头ꎬ最终让这个人通过卖柴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最后说道:“比起因为乞讨而

在审判日那天有损你的颜面ꎬ这样做对你来说更好ꎮ 仅有三种

人可以乞讨:一种是极度贫困的人ꎬ一种是严重负债的人ꎬ另外

一种是要负责赔偿却又难以拿出钱的人ꎮ”〔６７〕

沙斐仪派和罕百里学派的学者称ꎬ天课不应当给那些身强体壮、有

能力工作ꎬ且有固定收入供应所需的人ꎬ除非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工

作ꎮ〔６８〕

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人道原则ꎬ但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承诺建设现

有能力ꎬ而非取而代之:“一切个人和社区ꎬ即便是在灾难事故中ꎬ都具有

一定的应对能力ꎬ就像它们都具有脆弱性一样ꎮ 只要条件允许ꎬ我们就

将通过雇佣当地员工、购买当地物资以及与当地公司开展交易等方式来

加强它们的能力ꎮ”〔６９〕非政府组织还“对以下两类人均负有责任:那些我

们所致力于援助的人们以及那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资源的人们”ꎮ〔７０〕

对于穆斯林来说ꎬ神对一个人的行为承担首要责任ꎬ神知道你所做的一

切:“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ꎬ你们应当履行ꎮ 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

７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Ｈａｄｉｔｈ ｎａｒ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ｂｕ ＤａｗｕｄꎬＢｏｏｋ ９ꎬＨａｄｉｔｈ １６３７.
萨迪亚基德瓦伊(Ｓａｄｉａ Ｋｉｄｗａｉ)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所做的关于天课的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内部文件)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６ 条ꎮ
同上ꎬ第 ９ 条ꎮ



证者ꎬ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ꎮ 真主的确知道你们的行

为ꎮ”〔７１〕此外ꎬ«古兰经»明确表明ꎬ人类作为个体ꎬ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

任:“行一件善事的人ꎬ将得十倍的报酬ꎻ做一件恶事的人ꎬ只受同样的惩

罚ꎻ他们都不受亏枉ꎮ”〔７２〕对于像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这样的机构ꎬ这一

点通常会与美德( ｉｈｓａｎ)和真诚( ｉｋｈｌａｓ)之类的原则结合起来ꎬ来为针对

受益人的工作方式提供宗教基础ꎬ并对捐助方承担责任ꎮ〔７３〕

　 　 矛盾和伦理关切

人道原则和伊斯兰教原则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是良好的ꎬ初看起

来ꎬ相对没有什么问题ꎮ 正如所有“普遍”方法一样ꎬ尽管在宽泛的原则

(如正义、和平、公正)上很容易建立起联系ꎬ但实际应用这些原则的具

体细节会引发矛盾ꎮ 将宗教与人道活动或者慈善活动区分开ꎬ更像是为

了大多数穆斯林社区的人为建构ꎬ因为将信仰降格到私人领域并不是大

多数穆斯林的自然概念ꎮ
在那些人道专业精神已取得发展的地区以外———主要是欧洲和北

美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区分被构建为是为了应对专业身份的需求ꎬ而
不是应对那些与社区合作的组织的现实ꎬ而这些组织经常被定义为恪守

某种信仰或拥护某个特定教派ꎮ 埃莱娜费迪安嘉米耶 (Ｅｌｅｎａ
Ｆｉｄｄｉａｎ￣Ｑａｓｍｉｙｅｈ)的研究提供的进一步证据表明ꎬ在地方层面ꎬ将宗教

身份和源自信仰的动力从人道主义中剥离ꎬ更像是一个有关“表现”而

８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１〕
〔７２〕
〔７３〕

«古兰经»ꎬ«蜜蜂章»第 ９１ 节ꎮ
«古兰经»ꎬ«牲畜章»第 １６０ 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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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关现实的问题ꎬ〔７４〕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信仰型组织的现实情况传达

给世俗的国际非政府组织ꎬ同时又和捐助方持同一观点ꎬ即人道原则与

公开的信仰身份有所区别ꎮ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助于继续获得“世俗”渠

道的援助ꎻ就这一点而言ꎬ其关系是颠倒的ꎬ可以这样说ꎬ信仰型参与方

反过来将人道话语“工具化”ꎬ以便利用资源和渠道ꎮ

　 　 改变信仰

为确保根据需求提供援助ꎬ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做了如下陈述:

尽管非政府人道机构有权支持某些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

场ꎬ但是我们断言ꎬ援助并不取决于接受者是否遵循这样的立

场ꎮ 我们不会将对援助的承诺、提供或分配与某一特定的政治

或宗教信仰挂钩ꎮ〔７５〕

表面上ꎬ这与«古兰经»中关于信仰改变的章节里提到的约束有明

确的关联———“对于宗教ꎬ绝无强迫”ꎮ〔７６〕

然而对穆斯林来说ꎬ宣教(ｄａｗａｈꎬ即“邀请”他人加入伊斯兰教)原

本的意思也许比用在人道原则背景下的意思宽泛很多ꎮ 对穆斯林来说ꎬ

宣教的目的更经常是宣传ꎬ而不是使他人皈依ꎬ皈依并不必然是所期待

的或明确寻求的ꎮ 此外ꎬ参与宣教也并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行为ꎮ 许多

穆斯林认为ꎬ穆斯林良好的行为比用语言宣教更有说服力ꎬ因此ꎬ积极向

善或帮助他人也是一种邀请他人加入伊斯兰教的方式ꎮ 这可以从天课

中包含合适的受益人这一定义得以体现:

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
∙∙∙∙∙

、无

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
∙∙∙∙∙∙

、途中穷困者ꎻ这是真主

的定制ꎮ 真主是全知的ꎬ是至睿的ꎮ〔７７〕

９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Ｅｌｅｎａ Ｆｉｄｄｉａｎ￣Ｑａｓｍｉｙｅｈꎬ“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ｒａｗｉ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ａｍｐ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１.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３ 条ꎮ
«古兰经»ꎬ«黄牛章»第 ２５６ 节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ꎬ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在现代环境中ꎬ对“心被团结者”和“为主道工作者”的解读这个主

题需要更详尽的分析和神学研究ꎬ但这个定义表明ꎬ天课能用于比现代

人道界所设想的更广泛的用途ꎬ对于一些非传统的捐助方来说ꎬ其用途

也可以包含明确的宗教活动ꎮ〔７８〕 从投身于人道行动的信仰型组织的角

度来说ꎬ他们能感受到ꎬ一旦接受了捐助者的资金ꎬ任何援助的宗教和精

神方面都会受到限制ꎬ或者说不受欢迎ꎬ这对援助对象不利ꎮ
这并不是说在人道背景下宣教不会危害到公正原则ꎬ但是如同所有

的灵修生活一样ꎬ信仰的改变有多种形式ꎮ 援助机构通常不承认灵修生

活ꎬ而灵修生活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局势下ꎬ是许多受冲突影响社区的

头等大事ꎮ 包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内的信仰型人道组织ꎬ遵循不修

建特定宗教建筑的规定ꎬ这是出于对人道原则的尊重且对因其公正立场

而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敏感性ꎮ 然而ꎬ经常有人前来请求穆斯林信仰型

组织帮助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ꎬ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身份让人

们觉得此类申请能得到理解ꎮ 尤其是在应对流离失所者的社区需求时ꎬ
认识到礼拜和宗教教育场所是营地居民的基本需求和一项优先要务ꎬ就
有必要重新解读这种限定ꎬ最后结果是为所有社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

斯林)平等提供用于宗教和灵修生活的临时场所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

声明的使命是根据需要减轻贫困ꎬ其政策是ꎬ只有在社区所有成员均能

平等使用的前提下ꎬ才向社区提供宗教活动场地ꎮ 对于营地中的难民来

说尤为如此ꎻ例如ꎬ在埃及靠近叙利亚的边界ꎬ一个由伊斯兰国际救援组

织管理的营地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提供了场地ꎬ供他们共同在此做

礼拜ꎮ 又如ꎬ黎巴嫩贝卡(Ｂｅｋａ’ ａ)地区拉菲德(Ａｌ￣Ｒａｆｉｄ)的拉延营地

(Ｌａｙａｎ Ｃａｍｐ)为民众提供了一座公共建筑ꎬ但由于穆斯林社区规模较

小ꎬ居民们选择将其当作清真寺使用ꎮ
宗教被国际救援组织的部分机构降格为“文化”ꎬ这种做法的其他

可预见性后果是ꎬ它妨碍人们理解信仰和信仰社区在被迫移民危机中所

发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作用ꎬ以及这如何能对应对行动的设计产生积

０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８〕 对哈尼巴纳(Ｈａｎｙ ｅｌ￣Ｂａｎｎａ)博士的采访ꎬ见上注〔１９〕ꎮ



极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灾难报告»将宗教内容包括在内就是一个例证ꎬ
其中的第二章«宗教和信仰如何影响对危机的看法和态度»非常明确地

讨论了宗教问题ꎮ〔７９〕 虽然这也许是国际组织讨论宗教最恰当的平台ꎬ
但是其讨论宗教的方式没有充分考虑相关背景下信仰值得肯定的方

面ꎬ〔８０〕而且其分析不承认宗教参与方可能会看到“宗教” “信仰”和“文
化”三者的明显区别ꎮ 人道机构关切的根源在于将信仰型组织的人道角

色从其宗教角色中分离出来的潜在困难ꎮ 然而ꎬ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法

获得重要的宗教服务ꎬ如慰问患者、精神受创者和丧亲者等ꎮ〔８１〕

　 　 观念与政策

严格遵循人道原则也会造成信仰型组织与其成员原属社群之间出

现矛盾ꎮ 在人们对“伊斯兰”组织向非穆斯林提供援助表示担忧时这种

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ꎬ〔８２〕 同时它也体现在个体捐赠方对于天课善款派

发方式的期待ꎮ 许多学者认为ꎬ这些善款从传统上讲是原本想派发给穆

斯林的ꎬ非穆斯林的需求则通过施济基金等途径满足ꎮ 但同样地ꎬ也有

学者提出ꎬ善款也可以花费在贫穷和赤贫的〔８３〕 非穆斯林国家、个人、组
织和部族身上ꎮ «古兰经»并没有指定穷困者和赤贫者必须是穆斯林ꎬ
例如奥马尔伊本哈塔卜(Ｃａｌｉｐｈ Ｏｍａｒ Ｂｉｎ Ａｌ￣Ｋｈａｔｔａｂ)哈里发的伊

１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３７ － ６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４ / .

“在降低灾害风险的时候最易出现的信仰的两个方面ꎬ是信仰对降低风险形成阻碍

(使人们的思想或行为不利于降低风险或者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和影响人们理解风险的方式”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７.

Ｓａｄｉａ Ｋｉｄｗａｉꎬ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ꎬ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 ４８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ｆ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ｆａｉｔｈ / ｋｉｄｗａｉ￣ｍｏｏｒｅ￣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ｓｔｈａｓｈ. ｃｒＴＩＩｋＨｓ. ｄｐｕｆ.

虽然和收到的表达支持的信息相比ꎬ这只是一小部分ꎬ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

人提出ꎬ为什么伊斯兰慈善组织在全世界伊斯兰教徒有大量需求的时候还向非穆斯林提供援

助ꎬ类似的评论并不罕见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ꎮ



斯兰传统就表明ꎬ犹太乞丐也可以是天课施舍的对象ꎮ〔８４〕

虽然针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回答都有证据支持ꎬ许多穆斯林社区仍然

认为天课旨在帮助穆斯林社区(或共同体ꎬＵｍｍａｈ)中的赤贫者ꎮ〔８５〕 穆

斯林信仰型组织可能会有策略地选择一些地区发放通过天课筹集的资

金和资源ꎬ以便达到捐助方的期望ꎬ但是这与人道的公正原则和非歧视

原则相抵触ꎮ 那些向伊斯兰教信仰型组织捐助天课的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他们可能认为资金仅会发放给有需要的穆斯林兄弟ꎬ如果实际情况不

是这样ꎬ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信仰型组织忽视了其在伊斯兰法律范围内发

放天课的义务ꎮ

如果更进一步严格遵循人道原则的要求ꎬ这一矛盾可能就会在提供

与庆祝斋月和古尔邦节相关的捐赠时显现出来ꎮ〔８６〕 这两大节日对穆斯

林社区来说有特别意义ꎬ在节日庆祝过程中ꎬ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会特意

为帮助贫困的穆斯林社区募资ꎬ如那些被迫移民的伊斯兰教徒ꎮ 这与基

督教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支持圣诞节或者复活节的情况类似ꎮ 虽然这

些例子没有像明确改变信仰那样制造矛盾ꎬ但它们确实凸显了与特定信

仰社区打交道的信仰型组织所面临的矛盾ꎬ以及人们如何看待如何恪守

人道原则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有些组织会通过同时向非穆斯林社区提供援

助的方式来刻意抵消偏见ꎮ

　 　 正义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维护公道ꎬ当为真主而作证ꎬ即使

不利于你们自身ꎬ和父母和至亲ꎮ〔８７〕

２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此处关于天课的讨论是基于 ２０１４ 年萨迪亚基德瓦伊牵头的支持伊斯兰国际救援

组织天课政策的研究ꎬ该研究咨询了 １２ 位伊斯兰学者ꎮ 这是一份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内部

文件ꎬ但它详细概述了有关天课的伊斯兰法学体系ꎬ读者可参阅:Ｄｒ.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ｄａｗｉꎬＦｉｑｈ
ａｚ￣Ｚａｋ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Ｄａｒ Ａｌ Ｔａｑｗａꎬ１９９９ꎮ

穆斯林用共同体一词描述伊斯兰教信徒社区ꎮ
对古尔邦节ꎬ穆斯林的传统是献祭一头动物ꎮ 献祭家庭保留 １ / ３ 的肉ꎬ亲戚、朋友、

邻居获得 １ / ３ꎬ余下的 １ / ３ 送给贫穷者和赤贫者ꎮ
«古兰经»ꎬ«妇女章»第 １３５ 节ꎮ



对于在人道原则下开展工作的穆斯林所感受到的主要矛盾ꎬ上文提

到的«古兰经»〔８８〕的一节〔８９〕给出了深层次见解ꎮ 对穆斯林来说ꎬ首要的

原则是正义原则ꎬ«古兰经»反复提醒读者应该站出来ꎬ公开反对非正

义ꎬ即使自己要为之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ꎮ 伊斯兰的教导和人道原则之

间的矛盾最常见于在冲突局势下对保持中立立场和公正的关切ꎮ〔９０〕 人

们所感知到的这种矛盾ꎬ在土耳其人权自由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９１〕

的侯赛因奥鲁奇(Ｈüｓｅｙｉｎ Ｏｒｕç)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对话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ꎮ 他表示ꎬ尽管遵循人道原则并不困难ꎬ“但是在对中立的理

解上存在区别ꎮ 中立是什么? 作为穆斯林ꎬ我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中立

的ꎮ 当凶手在杀害孩子的时候ꎬ我怎么能闭上眼睛?”(原文如此)〔９２〕

在伊斯兰内部ꎬ信徒间对统一有一个核心概念:即所有的穆斯林是

属于同一社区或共同体ꎮ〔９３〕 出于这个概念ꎬ采取“中立”立场的可能性

就被排除了ꎻ由于信徒的群体要保持团结ꎬ穆斯林可能会觉得在冲突中

有义务支持其他穆斯林ꎬ结果就是导致“中立”这个英文单词与伊斯兰

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不相容ꎮ 例如ꎬ阿拉伯语本身没有与“中立”直接

对应的词汇ꎬ意义最相近的词是“希亚迪亚” (ｈｉｙａｄｉｙａ)ꎬ这个词的意思

是不结盟ꎮ〔９４〕 然而ꎬ这个小小的差别在实际情况中会变得更复杂ꎬ不仅

３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在«古兰经»里ꎬａｙａｈ 等同于«圣经»里的一节经文ꎮ
另见«古兰经»ꎬ«妇女章»第 １１４ 节和第 １４８ 节ꎻ及«协商章»第 ４２ 节ꎮ
此处再次参考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指导原则附录ꎬ其中一条指导原则是“提

供人道援助必须遵守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ꎮ

Ｉ
.
ｎｓａｎ Ｈａｋ ｖ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ｌｅｒｉ ｖｅ Ｉ

.
ｎｓａｎｉ Ｙａｒｄıｍ Ｖａｋｆı 的汉译为“人权、自由与人道救济基

金会”ꎮ 这是一个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ꎬ其成员主要是土耳其穆斯林ꎮ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ＧＯ”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Ｈüｓｅｙ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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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人道行动这一问题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ｂｙ Ｍｏｈｄ Ｈｉｓｈａｍ Ｍｏｈｄ Ｋａｍ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见上注〔８５〕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ꎬ“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１.



仅是因为穆斯林社区或者教派内部存在分裂ꎬ因此ꎬ这个概念并不一定

不被穆斯林社区接纳或者使用ꎮ 此外ꎬ在共同体这个概念内部还有“四
海之内皆兄弟”的意思ꎬ其含义是关心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根本上是平

等的ꎮ
这与人道领域内的参与方感到的矛盾类似ꎬ也就是不是所有的美好

的目标都能在每一种情况下和谐共存ꎬ完全中立的立场可能反而会削弱

一个机构开展行动和拯救生命的能力ꎮ〔９５〕 那些在人道机构工作的人们

经常会觉得沮丧ꎬ他们会觉得“中立、公正(和)共谋”之间似乎并没有真

正的区别ꎮ〔９６〕 在穆斯林对宗教使命的内在感知中可能会有这个区

别———宗教使命呼吁信徒遵守伦理准则ꎬ是通过信徒和神的关系所体验

的ꎬ不能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衡量或比较ꎮ
在当代的大环境下ꎬ中立原则和伊斯兰信仰型组织的经历之间的矛

盾存在两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ꎮ 第一种情形是践行中立和公正的人

道机构ꎬ其目的可能会被工作环境中的政治现状所影响而偏离初衷ꎮ 于

是ꎬ人道领域内常常避而不谈的“宗教”身份反而成为建立公信力的唯

一可行语汇ꎮ 国际援助机构抗争以下观点是司空见惯的事ꎬ即被人认为

它们有“来自西方的偏见”ꎬ且有人指责它们与军方或者敌对政府勾结

或是它们的代言人ꎻ当“援助军事化”发生时ꎬ这种偏见更加恶化ꎬ诸如

在阿富汗ꎬ〔９７〕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被要求与军方或者外国政府合作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当地的合作伙伴和明确的穆斯林信仰型组织在与信仰社

４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９５〕

〔９６〕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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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关系方面具有优势ꎬ〔９８〕且仅仅基于可见的宗教身份ꎬ互信关系就

可以多次建立ꎬ即使没有对共同价值观这一问题进行任何深究ꎮ
第二种情形是当前围绕“反恐战争”的国际政治形势给捐助方造成

了更严重的负面歧视和偏袒ꎬ这是基于被看作威胁到信仰型组织公正性

的信仰身份ꎮ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ꎬ伊斯兰信仰型组织由于能进入“西
方”捐助方无法进入的地区正在获得更多的支持ꎬ而在其他情况下ꎬ资金

流失ꎬ或者活动难以开展ꎬ是因为存在违反反恐法律法规的风险ꎮ〔９９〕

　 　 受信仰激励还是通过信仰被工具化?

可以说ꎬ人们希望更多与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合作的冲动主要

是宗教教义被工具化以支持人道活动或者发展(例如人权发展)的预定

方法的一个例子ꎮ 这符合当今流行的理解宗教传统的方式ꎬ基甸亚兰

(Ｇｉｄｅｏｎ Ａｒａｎ)将其定义为“传统主义者”而不是“传统的”ꎬ其中当代的

传统“使用者”利用各种榜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ꎬ并通常秉承“将现实忠

５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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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关于伊 斯 兰 国 际 救 援 组 织 的 工 作 经 历ꎬ ｓｅ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Ｐｓ”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ｓ￣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ｉｄｐｓ / ꎮ

Ｓｅｅ 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ｐｌａｔꎬ “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ｏｎ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ｕｎｏｃｈ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ｍ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Ｔ＿Ｓｔｕｄｙ＿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ꎻＳａｒａ ＰａｎｔｕｌｉａｎｏꎬＫａｔｅ Ｍａｃｋｉｎｔｏｓｈ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４３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ＤＩ)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ꎻ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ｌａｗ.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２ / １０ / Ｃ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ｎｄ￣
Ｍａｌｉ. ｐｄｆꎻａｎｄ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Ｂｕｒｎｉｓｋｅꎬ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Ｌｅｗｉｓꎬ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ａｗｓ:Ｗｈａｔ
Ａｉ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ꎬ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７９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ｐ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ａｐｅｒｓ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ｌａｗｓ￣ｗｈａｔ￣
ａｉｄ￣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ｋｎｏｗ.



实地还原为其所了解的真实历史”的信条ꎮ〔１００〕 根据前文关于伊斯兰教

和人道原则关系的分析ꎬ同样也能得出这种论点ꎮ 该现实也反映在一些

从事有关国际人道法和伊斯兰法学的人士的评论中ꎬ它们承认“其中有

一些是非常工具主义的”ꎬ参与方正在寻找具体的章节内容以帮助他们

处理具体情况(例如绑架)ꎬ〔１０１〕 且伊斯兰法律不纯粹是给某些特定的结

果“开启大门”ꎮ〔１０２〕

目前ꎬ人们仍然认为提供大规模援助的人道机构主要是来自北方发

达国家ꎬ因此ꎬ选择使用不将宗教工具化的方法来支持的方法仍旧会受

制于这一因素ꎮ 对于那些来自穆斯林社区的参与方来说ꎬ他们影响话语

权的能力仍旧受限于以下这一事实ꎬ即其大部分捐助资金来自于与世俗

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相同体系ꎬ而这维持着偏袒“普遍”方法的权力关

系(事实上ꎬ很多受助社区并不总是认为该方法具有普遍性)ꎮ 然而ꎬ一
旦该援助被转化到当地或社区层面ꎬ这些关系就变得灵活得多ꎮ 一旦远

离了“国际”参与方的期望值ꎬ当地社区往往更多地使用他们信仰的伦

理框架和社区习俗来传播人道行动的价值和伦理框架ꎮ
参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在也门开展的冲突改造项目的

众多受益者明确表达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当培训师提到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时ꎬ一名学员回答说ꎬ伊

斯兰教在 １４００ 年前就提到了人权另一名学员站起来说ꎬ
他们(受训学员)不会相信或信任任何与伊斯兰理念不相关的

６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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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ａｗ￣ｂｅ￣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ｅｂａ Ａｌｙꎬ “ Ｊｉｈａｄｉ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ＲＩＮ Ｎｅｗｓꎬ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９９９８８ / ｊｉｈａｄｉ￣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ｕｌｅｓ￣ｏｆ￣ｗａ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ꎬ“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１００５４０.



书籍或材料ꎮ〔１０３〕

这种情绪显然对信仰型组织发出挑战ꎬ要求它们制定以其所开展行

动的社区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为基础并与之相关的工作方式ꎬ而不是仅

仅将国际方法“生搬硬套”到地方局势里ꎮ 以上做出的分析表明ꎬ国际

和地方形势之间的共性有待发掘ꎬ但刚刚描述的那些情绪表明ꎬ矛盾可

能实际上是由于缺乏对那些关系的沟通ꎮ 人道原则保有对宗教和宗教

习俗的尊重ꎬ且同时有义务避开宗教争议ꎬ但信仰型组织的经验似乎表

明ꎬ人道援助受助者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ꎮ 例如在黎巴嫩ꎬ作者最初

向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询问他们的信仰如何激

励他们对叙利亚难民开展的工作ꎬ他们立刻给出了回应ꎬ强烈声明不歧

视的重要性ꎬ而任何关于信仰的讨论首先被理解为信仰对人道原则可能

产生的潜在风险ꎮ 尽管在伊斯兰教中有很多关于被迫移民者的权利〔１０４〕

的历史和神学内容ꎬ宗教启示还是专注于提供通常意义的慈善ꎬ而不是

对援助流离失所者的宗教义务的理解ꎮ〔１０５〕

在人道领域ꎬ“公正”和“中立”似乎已经导致了宗教话语的沉默ꎬ二

者的共性被忽视ꎬ关于共同价值的讨论没有融入关于人道行动原则的讨

论ꎬ而是被回避了ꎮ 因此ꎬ在使人道原则与不同的社区相关时所面临的

挑战ꎬ可能会是一个沟通方面的挑战ꎬ而非不相容性ꎮ

　 　 人道原则的伊斯兰方式?

人道必要是首要的人道原则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也承诺“尊重文

７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Ｙｅｍｅｎꎬ“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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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 ｐ. 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Ｉ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ｏｏｌｋｉ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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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ꎻａｎｄ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ｏｕ Ａｂｕ￣Ｗａｆａ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ｓｙｌ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ｈａｒｉ’ａ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Ｌａｗ: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ＵＮＨＣＲꎬＲｉｙａｄｈꎬ２００９.

Ｓ. ＫｉｄｗａｉꎬＬ. Ｖ.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Ａ.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



化与习俗”“努力增强当地的灾害应对能力”“使项目受益人参与救灾援

助的管理”并“将灾害受害者作为有尊严的人类”ꎮ〔１０６〕 具有普遍性的原

则在决定最佳实践上总能发挥作用ꎬ但具体操作方式或许可以对实际环

境做出应对ꎬ以便缓和宗教道德框架间的矛盾(感知的或真实的)ꎮ
为了说明该方法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ꎬ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概述国际

伊斯兰救济组织明确阐述的基于伊斯兰教法本旨〔１０７〕 的人道发展方式ꎮ
伊斯兰法本旨指的是伊斯兰法的目标或宗旨ꎬ阿拉伯语“伊斯兰法本旨

(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一词中“ｍａｑａｓｉｄ”指目的ꎬ“Ｓｈａｒｉ’ａｈ”指通往真

主的途径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认识到发展研究和实践的主导范式植

根于一种世界观ꎬ它力图满足个体所选择的欲望ꎬ且主要关注经济发展ꎬ
该组织寻求探索一个基于伊斯兰视角的不同方法ꎬ即以人格尊严和定义

伊斯兰整体世界观(真主独一)的一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视角ꎮ 虽然这个

模式是作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发展举措的基础而开发出来的ꎬ但它对

于理解人道行动如何———从更为广泛的层面来说———以伊斯兰信仰的

道德框架为基础进行发展方面也潜力巨大ꎬ十分有效ꎮ
穆斯林经济学家使用了法拉赫 ( ｆａｌａｈꎬ字面意思为 “成功”) 一

词ꎬ〔１０８〕将他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扩展为普天之下福祉的整体状况(包括精

神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学的福祉)以及在来世的成功ꎮ 另外一

个在伊斯兰教中与人类发展相关的词是净化( ｔａｚｋｉｙｙａｈꎬ发展ꎬ字面意思

为“在净化中生长”)ꎮ 虽然它传统上指精神的发展ꎬ学者们已经将其适

用范围扩大ꎬ允许该概念也指就个体与神、与他们自己、与其他人以及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的生长ꎮ 常用于表示人类发展的阿拉伯词汇为增

长( ｔａｎｍｉｙｙａ)ꎬ该词与经济发展和物质发展密切联系ꎬ在一定程度上与

世俗话语中使用的关于发展的主流观点类似ꎮ

８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７ 条ꎮ
本节基于穆赫塔里阿米努—卡诺博士和阿塔拉菲茨吉本的研究和著作ꎬ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 Ｍｕｑｔｅｄａｒ Ｋｈａｎꎬ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３８９ － ４００.



托管(ｋｈａｌｉｆａ)〔１０９〕和福祉( ｆａｌａｈ)ꎬ加上增长和净化( ｔａｚｋｉｙｙａｈ)这几

个原则ꎬ提供了对人类丰富性的全面理解ꎬ旨在将人和神放在人类发展

的核心位置ꎮ 在这个观点中ꎬ只注重物质需求而不考虑非物质和精神需

求的做法ꎬ已经将人与神、他们自身的真正本质和自然环境分开了ꎬ导致

资源耗尽、环境恶化ꎬ不平等现象深化ꎮ 结合这些伊斯兰原则的方法的

实践意义是:对财富的追求不能以牺牲精神健康或环境为代价ꎮ

在伊斯兰教中ꎬ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营造一个环境ꎬ能够让人们在现

世享受精神、道德和社会经济福祉ꎬ在来世享受成功(通常称为 ｆａｌａｈ)ꎮ

伊斯兰教法ꎬ或者称为“通往真主的途径”ꎬ指的是道德准则或宗教法

律ꎬ穆斯林认为遵循这些准则或法律就能通向成功ꎮ 根据安萨里( ａ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的理论:

伊斯兰教法的目的是改善全人类的福祉ꎬ在于以下几点:

保守 人 们 的 信 仰 ( ｄｉｎ)、 人 类 的 自 身 ( ｎａｆｓ)、 人 类 的 理 性

(‘ａｑｌ)、子嗣与家庭(ｎａｓｌ)及其财产(ｍａｌ)ꎮ 只要能确保这五

个方面得到保守ꎬ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ꎬ也是合乎需要的ꎮ〔１１０〕

最先确定以上的五个分类(也就是信仰、生命、理性、子嗣与家庭和

财产) 就是基本本旨的是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 阿訇ꎬ在他的著作 «穆斯林法学的法律理论» ( 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ｆａ

ｆｉ ‘ ｉｌｍ ａｌ￣ｕｓｕｌ)中提出ꎮ〔１１１〕 沙提比( ａｌ￣Ｓｈａｔｉｂｉ)阿訇是首位在他的著作

«伊斯兰教法基本面的和解»(ａｌ￣Ｍｕｗａｆａｑａｔ ｆｉ ｕｓｕｌ ａｌ￣Ｓｈａｒｉ’ ａｈ)中将教

９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古兰经»声明大地是作为“信托”给予人类ꎬ人类处于监护之位ꎮ 见«古兰经»ꎬ«黄
牛章»第 ３０ 节ꎻ«同盟军章»第 ７２ 节ꎻ及«光明章»第 ５５ 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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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ｆａ￣ｍｉｎ￣ｉｌｍ￣ａｌ￣ｕｓｕｌ￣ｏｎ￣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ｂｙ￣ｉｍａｍ￣ｇｈａｚａｌｉꎮ



法本旨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进行写作的学者ꎮ〔１１２〕 学者们都认同安萨里定

义的五个基本价值观ꎬ〔１１３〕 虽然有些学者往这个清单里添加了其他本

旨ꎮ〔１１４〕 法学家在对这五个目标的命名和重要性顺序上也小有分歧ꎮ 伊

斯兰法本旨的各个单项要么在«古兰经»和圣行(Ｓｕｎｎａｈ)中明确做出了

规定ꎬ要么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些一级文献中推导出来ꎮ

教法本旨框架让伊斯兰能够始终与所处局势相关ꎬ应对现代世界变

化的环境ꎬ以及以下这种新情况:即确定伊斯兰教法的文字和名义上的

方法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以全面应对不断发展的伊斯兰文明的复杂性及

其面临的新形势ꎮ〔１１５〕 教法本旨框架基于这样一种方法ꎬ即“只要能确保

这五个部分得到保障的ꎬ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ꎬ也是大家想要的”ꎬ〔１１６〕从

这一基础出发ꎬ对这些新形势的应对可以通过对公众和私人造成潜在利

弊来进行评估ꎮ 尽管这跟人道原则不同ꎬ但对于这些需要协同考虑的方

法来说ꎬ它具有足够的相容性或互补性ꎮ 图 １ 所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ꎬ

该图是关于权利框架中的伊斯兰法本旨要素ꎮ〔１１７〕 它直观地展示了伊斯

０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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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ｗａｆａｑａｔ ｆｉ Ｕｓｕｌ ａｌ￣Ｓｈａｒｉ ’ ａꎬ Ｖｏｌｓ １ ａｎｄ ２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Ｉｍｒａｎ Ａｈｓａｎ Ｋｈａｎ Ｎｙａｚｅｅꎬ Ｇａ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Ｒｅａｄｉｎｇꎬ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４.

本文不打算详述这五个要素的伊斯兰基础和理解ꎮ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ꎬｓｅｅ Ｄｒ. Ｍ.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 ａｎｄ Ａ.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塔基 Ｊ. 伊本泰米耶(Ｔａｑｉ ａｌ￣Ｄｉｎ ｉｂｎ Ｔａｉｍｉｙｙａｈ) ( ｄ. ７２８Ｈ)被公认为第一位不将

教法本旨局限于具体数量的学者ꎮ 这个方式已经被同时代的学者所采用ꎬ包括艾哈迈德赖

苏尼(Ａｈｍａｄ ａｌ￣Ｒａｉｓｕｎｉ) 和优素福卡拉达维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ꎮ 例如ꎬ卡拉达维 ( ａｌ￣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进一步扩充了教法本旨的内容ꎬ涵括了人格尊严、自由、社会福利和人类友爱ꎮ Ｓｅｅ
Ａｄｉｓ Ｄｕｄｅｒｉｊａꎬ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

Ｊａｓｓｅｒ Ａｕｄａꎬ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 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０７ꎬｐ. 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ｍｕｓｌｉｍ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 / ｄｌ / ｂｏｏｋ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ｑａｓｉｄ＿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ｚｈｉ’ ｚｈｉ＿ａ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Ａ＿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ｄｆ.

Ｉｍａｍ 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ｈａｚａｌｉꎬａ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Ｍ. Ｕｍｅｒ Ｃｈａｐｒａꎬ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１８.

有关人权和人道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ꎬｓｅｅ Ｌｉｎ Ｃｏｔｔｅｒｒｅｌｌ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ｅｓꎬ ＯＤＩ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ｉ￣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４３４５. ｐｄｆ.



兰国际救援组织对教法本旨法保障生活必要条件的方法如何可能化为

或被理解为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初始审查ꎮ 例如ꎬ伊斯兰法

本旨指导穆斯林考虑信仰和生命的保障ꎬ这可以被视为与«日内瓦公

约»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１１８〕 以及生命权和安全权保持并行不悖的

关系ꎮ〔１１９〕 研究并使用这些框架有助于让地方和国家间的交流动态远离

历史传承的工具化ꎬ并朝着对话的方向发展ꎮ

图 １　 在权利框架中的伊斯兰教法本旨元素示例

来源:Ｄｒ. Ｍｕｈｔａｒｉ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 ａｎｄ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ｐ. １７.

在不取代国际准则的情况下ꎬ基于穆斯林社区所熟悉并与其相关的

道德框架上的方法可以为人道行动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ꎬ做到真正地

“尊重文化与习俗”“努力增强当地的灾害难应对能力”“使项目受益人

参与救灾援助的管理”并“将灾害受害者作为有尊严的人类”ꎮ〔１２０〕 在这

１６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联合国大会ꎬ«世界人权宣言»ꎬ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第 １８ 条第 ２１７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ｍｌꎮ

同上ꎬ第 ３ 条ꎮ
引自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分别引自第 ５、６、７、１０ 条ꎮ



种情况下ꎬ使用伊斯兰法本旨框架来理解人道机构的作用或许可以提供

一些与社区进行接触的渠道ꎬ其做法是通过利用共同价值观ꎬ而不是将

身份工具化ꎮ 这样ꎬ伊斯兰法本旨框架ꎬ或者其他诸如 ｓｈｕｒａ(咨询)、
’ａｄｌ(公正)和 ｋａｒａｍａ(尊严)的伊斯兰原则ꎬ〔１２１〕可以为与穆斯林社区甚

至是信仰型组织在人道原则问题上的交流提供基础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信仰型组织会觉得有能力从宗教道德框架的角度开

始与社区进行讨论ꎬ而不是只参考“人道原则”或“人权”ꎮ 这样ꎬ关于穆

斯林信仰型组织如何以“中立”和“公正”的方式行事的细节方面的决

定ꎬ可以运用教法本旨框架来进行讨论ꎮ 与风险评估类似ꎬ可以依据对

五个必要方面和人格尊严可能产生的利弊来对行动加以评估ꎮ 这将是

与人道原则相符的ꎬ但其制定的基础又是伊斯兰信仰社区能够认可的ꎮ
此外ꎬ由于教法本旨框架强调人格尊严和发展的一体性ꎬ穆斯林非政府

组织和社区将更有动力开展一体化人道和发展行动ꎮ
在过去的 ３ 年中ꎬ这个方法已经逐渐被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运用到

实践当中ꎮ 关于伊斯兰宗教体系和伊斯兰教法本旨如何理解人道发展

的研究已强调指出ꎬ应对贫困问题需要采取全盘方式———也就是处理五

个必要方面(信仰、生命、理性、子嗣与家庭和财产)的发展壁垒或威胁ꎮ
该调查引起了人们对贫困的整体性和一体性的关注ꎬ促使伊斯兰国际救

援组织制定了其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项目ꎮ〔１２２〕 尽管这个方法衍生于伊斯

兰理论基础ꎬ但它符合更广泛的人道和发展领域的呼吁ꎬ即从以人道领

域为核心的项目制定变为更加一体化的长期可持续干预ꎮ〔１２３〕 此外ꎬ该

２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关于对伊斯兰原则及其如何与冲突问题相联系的进一步讨论ꎬ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ｏｆ Ｌ. Ｖ.
Ｍｏｏ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更多关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信息和资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
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ꎮ

对可持续和一体化发展的讨论在发展领域迥然不同ꎮ 关于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发生

的此类讨论ꎬ包括关于一体化发展措施的信息ꎬｓｅｅ Ａｄｅｅｂ Ｚ. Ｍａｈｍｕｄ’ 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ｎ ａ ｐａｎｅｌ ｈｅｌｄ
ａｓ ａ ｓｉｄｅ ｅｖ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Ｃａｒｅ?”ꎬＦＳＧ Ｂｌｏｇ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ｆｓｇ.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２％
８０％９４ｗｈａｔ￣ｉｔ￣ａｎｄ￣ｗｈｙ￣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ｃａｒｅꎮ



作者新开发的培训已经着眼于运用伊斯兰法本旨为结构来审查潜在项

目的有害之处ꎮ 在这个例子中ꎬ工作人员将所有的五个必要方面列举出

来并考量人道或发展干预给每个方面带来的潜在利弊ꎮ 尽管还在收集

证据ꎬ但初期反馈已经表明ꎬ这是受穆斯林员工成员欢迎的ꎬ因为它更接

近他们的信仰ꎮ〔１２４〕

　 　 结论

针对信仰在给人道原则的补充或补足上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审视ꎬ揭

示了基于一个身份标签的联系和基于对共同价值理解的联系之间的差

异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经验是ꎬ当一个共同信仰被当作一个共同的

价值体系时ꎬ它将产生重大影响ꎮ 把作为身份标记的“信仰”从作为共

同价值体系的“信仰”中分离出来极富挑战ꎬ同时也是使用诸如伊斯兰

教法本旨这类框架的切入点ꎮ 对于信仰对信仰型组织起到的积极和消

极的作用的批判性审视表明ꎬ当信仰是救援人员的动力时ꎬ在多数情况

下几乎不会对那些共同价值观进行深入讨论ꎮ 运用伊斯兰教法本旨等

方法就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ꎮ

伊斯兰教的方法并不是解决人道行动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药ꎬ

但人们普遍认同的是ꎬ对共同价值的关注可以推动行为改变ꎬ这是缺乏

针对性的外界指导所无法实现的ꎮ 在有一个相同宗教身份的社区ꎬ如果

当地居民和被收容难民间发生了冲突ꎬ那么对宗教身份和价值进行更加

开放的讨论将有助于通过各种途径缓解这种矛盾ꎬ如果只是单纯地关注

人道行动ꎬ就无法达到同样效果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达尔富尔等地

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ꎬ当时对宗教价值的讨论帮助缓解了各个团体间的

３６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２４〕 来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间收集的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对冲突转化和冲突

敏感性培训的内部监控和评估报告ꎮ



矛盾ꎮ〔１２５〕

本文特意对信仰和宗教在解释和理解人道原则上的潜在作用表示

了肯定ꎮ 然而ꎬ这并不是要掩盖人道工作者所面临的与这些问题相关的

复杂性和风险ꎮ 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单一体系ꎬ所有的组成部分

也不尽相同ꎻ穆斯林社区所持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就与他们所居住的环

境一样各不相同ꎮ 正如努丽亚布丽克西(Ｎｏｕｒｉａ Ｂｒｉｋｃｉ)很好地指出

的那样ꎬ〔１２６〕 对一些团体而言ꎬ冲突的性质已经升级到这样一个地步ꎬ以
至于中立和独立的概念变得不切实际ꎬ且仅靠“文化接近”不足以确保

有效对话ꎮ 然而ꎬ人道领域在理解并赞赏尊重和支持人格尊严方面的替

代方法上所作的投入ꎬ可以有助于打破国际和地方间的一些壁垒ꎬ以及

打破使人道原则能够被视为“普遍的”原则ꎬ而非“西方的”产物方面所

面临的壁垒ꎮ

４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５〕

〔１２６〕

Ｌ. Ｖ. Ｍｏｏｒｅ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ｐｐ. ２１ － ２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Ｉ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ｏｏｌｋｉｔ＿
４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Ｎｏｕｒｉａ Ｂｒｉｋｃｉꎬ “ 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Ｎｏ. ２９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ｉｓｓｕｅ － ２９ / 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ｍｕｓｌｉｍ￣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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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在司法程序、准司法程序、政府调查、真相调查或者类似的活动中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文以下简称 ＩＣＲＣ)的保密信息会面临被披露的

风险ꎬ这给 ＩＣＲＣ 行使其全球公认的使命带来了重大挑战ꎮ 为了顺利履

行这一使命ꎬ并充分开展行动ꎬ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保护并援

助受害者ꎬ保密将是一项重要工具ꎬ可使 ＩＣＲＣ 建立必要的信任ꎬ以确保

获得准入ꎬ开拓沟通渠道ꎬ发挥影响促成改变ꎬ并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安

全ꎮ 本备忘录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第一ꎬ为保证保密性这一 ＩＣＲＣ 的工

作方法提供理论支持和广泛的实践背景ꎻ第二ꎬ概述 ＩＣＲＣ 要求政府及

其他机构对其沟通保密ꎬ不会披露给公众ꎬ也不会用于法律程序的法律

依据ꎻ第三ꎬ厘清 ＩＣＲＣ 在信息保密方面所享有的作证豁免特权的适用

范围ꎮ

　 　 ＩＣＲＣ 的行动身份和工作方法

ＩＣＲＣ 是 １８６３ 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人道组织ꎬ在开展行动时严格

遵循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ꎮ 作为一个中立的人道参与方ꎬ它在武

装冲突、其他暴力局势ꎬ以及任何政治、种族、宗教、意识形态争端中ꎬ坚
决避免偏袒一方ꎬ或采取任何被认为是偏袒一方的行动ꎮ 根据公正原

则ꎬＩＣＲＣ 不参与任何歧视性活动ꎬ其行动完全基于它要保护并帮助的受

害者的需求ꎮ ＩＣＲＣ 独立于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ꎬ也独立于任何试图在

武装冲突中对 ＩＣＲＣ 施加压力的个人及团体ꎮ 这反映出 ＩＣＲＣ 拥有所需

的自主权ꎬ能够完成其被赋予的完全属于人道性质的工作ꎮ 因而ꎬ这种



独立性也能够直接增强其在应对一线需求时保持中立和公正的能力ꎬ并
能在各方中间保持这一形象ꎮ 中立、公正、独立这三项原则是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本文以下简称运动)七项基本原则的一部分ꎮ 七项基

本原则于 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０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宣布ꎬ于 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５ 届国际大会修订并重申ꎮ 其中ꎬ中立、独立的原则与 ＩＣＲＣ 保密的工

作方法息息相关ꎬ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当性ꎮ 为使

ＩＣＲＣ 能够真正实现独立ꎬ并使外界也产生同样的认知ꎬ国际和各国国内

法庭不应具有强迫其提供与执行使命ꎬ履行职责相关的保密信息的权

力ꎮ 而如果这样的保密信息在法律诉讼中用于支持或反对一场武装冲

突中的任意一方ꎬ那么毫无疑问ꎬ在该场武装冲突中ꎬ各方对于 ＩＣＲＣ 的

认知及信任都将大打折扣ꎮ
１９４９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 (已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批准)及其

１９７７ 年«附加议定书»ꎬ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已由各

国等(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通过]规定了 ＩＣＲＣ 的职责ꎮ〔 １ 〕 其职责是为武装冲突以

及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提供保护与援助ꎬ努力实现国际人道法的忠实

适用ꎬ并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扮演中立调解人的角色ꎮ 该组织主要通过

在一线开展行动来履行其职责:目前ꎬＩＣＲＣ 在 ８０ 多个国家开展行动ꎬ拥
有超过 １３４００ 名工作人员ꎬ每日竭尽全力ꎬ在往往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保

护并恢复人的尊严ꎮ ＩＣＲＣ 长期以来施行的保密政策和做法直接来源于

中立和独立原则ꎮ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ꎬ这种政策和做法发展成为其标准

工作方法ꎮ 它指的是ꎬＩＣＲＣ 要求与有关当局进行保密双边对话(包括

书面意见)ꎬ并且期望有关当局对其对话信息的保密性予以尊重和保护ꎮ

　 　 建立有效对话

将保密作为工作方法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ꎮ ＩＣＲＣ 长期以来积累了

８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１ 〕 在本文写作之时ꎬ«第一附加议定书»已被 １７４ 个国家通过ꎬ«第二附加议定书»已被

１６８ 个国家通过ꎮ (该数据查询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登录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ꎬ可浏览最新数据ꎮ)在
«日内瓦公约»全部缔约国出席的运动的国际大会上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得到一

致通过ꎮ



一线工作经验ꎬ并意识到保密性是能够使自身与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冲突

参与方开展并维持有效对话的重要工具ꎬ故而逐渐发展并采用了这一工

作方法ꎮ 进行对话的目的是帮助冲突各方履行其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

务ꎻ制止或预防任何违反人道法的行为ꎬ并确保其充分应对其他人道关

切ꎮ〔 ２ 〕 因此ꎬＩＣＲＣ 与武装冲突各方的沟通保密ꎬ能够确保相关负责人

在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发生时及时予以应对ꎬ而非在事后 ( ｅｘ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才着手处理ꎻ并确保现实需求一旦出现ꎬ相关的其他人道关切也能

得到应对ꎮ 然而ꎬＩＣＲＣ 能够与武装冲突参与国或有组织武装团体进行

对话ꎬ其前提必然是要与相关参与方建立起信任关系ꎮ 沟通的保密性对

这种信任至关重要ꎬ同时还有助于 ＩＣＲＣ 提出切实建议ꎬ以修正行为(尤
其是涉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时)ꎬ从而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ꎮ 所

以ꎬＩＣＲＣ 的工作方法与其他现有的确保违反法定义务之行为受到制裁

的方法(如刑事诉讼或公开辩护)相比ꎬ既独树一帜ꎬ又相得益彰ꎮ

　 　 获得准入机会

如果 ＩＣＲＣ 需要说服武装冲突各方允许其进入冲突地区ꎬ接触到平

民、被剥夺自由之人和武装部队本身ꎬ保密性也是十分重要的ꎮ 如果武

装冲突各方认为ꎬＩＣＲＣ 在冲突地区或羁押场所收集的信息之后会用于

诉讼案件、政府调查或类似程序ꎬ那么这不仅会削弱 ＩＣＲＣ 收集相关信

息ꎬ向冲突各方指出违法行为ꎬ或提出其他人道关切的能力ꎬ还很可能会

使其完全无法开展这项活动ꎮ 所以ꎬ如果无法保证保密性ꎬ轻则大幅削

弱冲突各方与 ＩＣＲＣ 的合作意愿ꎬ重则阻碍 ＩＣＲＣ 接触脆弱群体ꎬ使他们

处境更为艰难ꎬ承受更多苦难ꎮ

９６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 ２ 〕 为了应对人道关切ꎬＩＣＲＣ 除国际人道法ꎬ还援引了其他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的国际

法基本原则ꎮ 在其他暴力局势中ꎬ也就是国际人道法在原则上不适用的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与当局

接触时ꎬ唯一的依据是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ꎮ



　 　 安全

保密性作为工作方法ꎬ不仅能够使 ＩＣＲＣ 接触本可能无法接触的

人ꎬ进入相关地区ꎬ还能够保护其一线工作人员ꎮ 他们许多人都在极端

危险的环境中工作ꎬ其人身安全取决于冲突地区对该组织开展活动的认

可度ꎮ 而这种认可主要基于冲突各方认可 ＩＣＲＣ 的中立性和独立性ꎬ以
及他们能够理解该组织开展工作、提交调查结果均是以保密方式进行

的ꎮ ＩＣＲＣ 工作人员的独特之处在于ꎬ他们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在

冲突地区工作ꎬ这要归功于各方对该组织的信任ꎮ 如果没有保密性ꎬ
ＩＣＲＣ 的工作人员将无法直接接触武装冲突受害者ꎬ也因此无法履行各

国赋予的人道职责ꎮ
ＩＣＲＣ 沟通保密不仅适用于其向冲突各方告知的观察意见ꎬ也适用

于其工作人员ꎮ 根据相关协议ꎬ工作人员在受雇于 ＩＣＲＣ 期间及离职后

都需要对其在该组织工作期间收集或获得的信息保密ꎮ
考虑到 ＩＣＲＣ 的工作重点是以一线活动为基础ꎬ而且保密性会对获

得准入、开展有效对话以及确保安全产生上述影响ꎬＩＣＲＣ 极为依赖有关

国家当局和其他机构保护机密信息不被披露ꎮ 也就是说ꎬＩＣＲＣ 的机密

信息尤其不可在任何类型的法律程序框架中使用或披露ꎬ否则其在冲突

当地和全球范围内都将难以开展行动ꎮ

　 　 ＩＣＲＣ 信息保密权利的法律保护依据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已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得到确

认ꎮ 在国际法律程序中ꎬ这种特权反映在国际法庭在调查和起诉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和其他国际犯罪时的法院审判规程及(或)程序和证

据规则ꎮ 在国内法律程序中ꎬ这种特权是该组织在各国享有的特权和豁

免权的一部分ꎮ

０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国际法院和准司法机构

在国际层面上ꎬ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已经得到前南斯拉夫

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

称卢旺达刑庭)法院审判规程的认可ꎬ以及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间接认

可ꎮ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的主张是在前南刑庭的一次判决当中

第一次得到确认的ꎮ 当时ꎬ原告试图传唤一名该组织前雇员出庭作证ꎮ
前南刑庭判定根据国际条约和习惯法的规定ꎬＩＣＲＣ 享有拒绝提供与司

法程序相关的证据的绝对特权:
７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所建立的保证遵守最低限度人道标准的机制中发挥关键作

用ꎮ 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ꎮ 对«日内瓦公约»及其«附

加议定书»的阐释必须将其上述基本目标纳入考量ꎬ也因此ꎬ必
须认定«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赋予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有效履行其职责所必要的权力和途径ꎮ
７３. [根据各方上交的材料ꎬ法庭的]分析清楚表明:在司

法程序中ꎬ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展的行动之相关信

息的保密权利对于该组织有效履行其职责是至关重要的ꎮ 因

此ꎬ审判分庭认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承担条约义务:即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掌握的与其

工作相关的信息将不会在司法程序中披露ꎮ 同时反过来ꎬ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有权坚持要求«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不披露保密信息ꎮ 就此ꎬ应当认定缔约国已经接受了红

∙∙∙∙∙∙∙∙∙∙∙∙∙
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基本原则
∙∙∙∙∙∙∙∙∙∙∙∙∙∙∙∙

———
∙∙∙

即公正
∙∙∙

、中立以及保
∙∙∙∙∙

密原则
∙∙∙

ꎻ尤其是已经同意
∙∙∙∙∙∙∙

ꎬ保密性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效
∙∙∙∙∙∙∙∙∙∙∙∙∙∙∙

履行其职能必不可少
∙∙∙∙∙∙∙∙∙

ꎮ
７４. 除上述各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系的一般实践外ꎬ

１８８ 个国家对«日内瓦公约»的批准也可看作各缔约国法律确

信(ｏｐｉｎｉｏｎ ｊｕｒｉｓ)的体现ꎬ审判分庭因此作出结论:认为红十字

１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国际委员会根据习惯国际法拥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ꎮ〔 ３ 〕

在达成上述结论的过程中ꎬ前南刑庭援引了 ＩＣＲＣ 根据国际人道法

的规则和惯例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及承担的职责ꎬ也包括各国在历史上对

其保密性的认可ꎮ 根据呈交法庭的证据ꎬ法庭的另一依据是其确信ꎬ

ＩＣＲＣ 一线行动的成功有赖于该组织一直能够保持保密性ꎮ

随后ꎬ该裁决得到了前南刑庭上诉分庭〔 ４ 〕 和卢旺达刑庭〔 ５ 〕 的确

认ꎬ且自此再未出现过相反的裁决ꎮ 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塞拉利昂特别法

庭遵循了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判决ꎮ 根据«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

约»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

特别法庭上诉分庭的法官应以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分庭的判决为指导ꎮ 在塞拉利昂法律的解

释和适用方面ꎬ应以塞拉利昂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指导ꎮ〔 ６ 〕

前南刑庭在“西米奇”(Ｓｉｍｉｃ')案中作出的重要判决此后反映在并被

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当中ꎮ 规则 ７３ 明确规定 ＩＣＲＣ

享有拒绝向法庭提交证据的绝对特权ꎮ 继 １９９８ 年«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通过之后ꎬ该«程序和证据规则»凝聚了 １００ 多个参与相关磋商的国

家的共识ꎮ 没有其他任何组织ꎬ无论是政府间还是非政府组织被授予这

一特权ꎮ 规则 ７３ 的相关规定如下:

４.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在根据«国际红十字和

红新月运动章程»履行其职能时ꎬ或因履行其职能而得到的任

何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ꎬ本法院应视其为保密材料ꎬ因此不在

２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ｉｍｉｃ　 　 　 ′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ｌｅ ７３ ｆｏｒ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ꎬ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ｓ ７２ － ７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ｒｄｊａｎｉｎꎬ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９ － ３６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ꎬ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ａ. ３２.

ＩＣＴＲ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２０００ － ５５ꎬ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ｅｄ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Ｑ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４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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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２)ꎬＲｕｌｅ ２０ꎬｐａｒａ. ３.



披露之列ꎬ包括通过任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任或离任官员或

雇员的证言披露ꎬ除非:

(ａ)根据分则 ６ 进行协商后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书面表示

不反对作出披露ꎬ或以其他方式放弃保密权ꎻ或

(ｂ)这些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载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公开声明或文件ꎮ

５. 对于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雇员以外来源取

得的同一证据ꎬ分则 ４ 不影响其可采性ꎬ但该来源必须以独立

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雇员的途径取得该证据ꎮ

６. 本法院断定红十字委员会掌握的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

对某一案件具有重大意义时ꎬ应与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协商ꎬ以

合作方式解决问题ꎮ 为此应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所需证据的

相关性、是否可以从红十字委员会以外的来源取得该证据、司

法公正的问题和被害人的利益ꎬ及履行本法院和红十字委员会

职能的需要ꎮ〔 ７ 〕

ＩＣＲＣ 的这一特权同时也见于其他法庭的成立文件中ꎮ ２００９ 年黎

巴嫩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中一字不落地(ｖｅｒｂａｔｉｍ)引用了«国际

刑事法院规约»规则 ７３ 的第 １ 款ꎮ 根据规则 １６４ 规定: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在根据«国际红十字和红

新月运动章程»履行其职能时ꎬ或因履行其职能而得到的任何

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ꎬ本法庭应视其为保密材料ꎬ因此不在披

露之列ꎬ包括通过任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任或离任官员或雇

员的证言披露ꎮ〔 ８ 〕

国际刑事法院机制由联合国安理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建立ꎬ其

３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 ７ 〕

〔 ８ 〕

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ꎬ摘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一届

会议«正式记录»ꎬＩＣＣ － ＡＳＰ / １ / ３ ａｎｄ Ｃｏｒｒ. １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３ －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ｔ ＩＩ. ＡꎬＲｕｌｅ
７３ꎮ

ＳＴＬꎬ“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ＳＴＬ － ＢＤ － ２００９ － ０１ － Ｒｅｖ. ６ － Ｃｏｒｒ. １ꎬ２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Ｒｕｌｅ １６４.



目的是在卢旺达刑庭和前南刑庭完成其各自职责后ꎬ行使两个法庭的多

项重要职责ꎮ 其«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规则 １０ 规定:

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

内瓦四公约或其«附加议定书»所履行之职责ꎬ或考虑到其根

据«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所负有的职能ꎬ其无义务

披露任何信息ꎬ包括文件或其他证据ꎮ 亦不可由第三方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处基于保密性质获取此类信息ꎻ或由任何人在受

雇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期间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意而披

露此类信息ꎬ或将此类信息作为证人证言ꎮ〔 ９ 〕

总体上看ꎬ需要指出ꎬ已经向 ＩＣＲＣ 就披露保密信息一事征询意见

的国际机构通常理解该组织的关切ꎬ接受其立场ꎬ并充分保护其保密性ꎮ

　 　 各国国内法律程序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权的地位协议与立法

在国内法律程序中ꎬＩＣＲＣ 通过双边地位协议或主要立法被赋予了

其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及豁免权ꎮ 在撰写本文件时ꎬＩＣＲＣ 已在全球

１０３ 个国家享有旨在保证其能正常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的特权及豁免

权ꎬ并且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地位协议进行磋商ꎮ〔１０〕

这些协议通常赋予了 ＩＣＲＣ 及其工作人员免于所有形式的法律诉

讼的权利ꎬ并规定其文件、手稿、档案和数据不可侵犯ꎮ 尽管通常认为作

证豁免已经包含在法律诉讼豁免权当中ꎬ但 ＩＣＲＣ 许多地位协议中还是

明确规定免除其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ꎮ

此外ꎬ尤其是考虑到 ＩＣＲＣ 需要就被控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或其他

人道关切与能够应对这些关切的当局分享保密信息ꎬ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是各国要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其所掌握的 ＩＣＲＣ 机密信息的保密性ꎮ 因

此ꎬ近期的地位协议中含有如下条款ꎬ大意是:

各国承诺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政府提交的报告、

４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９ 〕
〔１０〕

ＭＩＣＴꎬ“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ＭＩＣＴ / １ꎬ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Ｒｕｌｅ １０.
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ꎮ



信件及其他通信的保密性ꎬ此尊重包括不向文件指定接收人之

外的任何人透露文件内容ꎬ且禁止在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书

面允许的情况下将文件用于法律诉讼ꎮ

　 　 作证豁免特权的范围

为了能够使 ＩＣＲＣ 严格依其基本原则以及源于基本原则的保密性

标准工作法来履行其人道职责ꎬ〔１１〕 ＩＣＲＣ 的作证豁免特权必然拥有较为

广泛的实体和时际适用范围ꎮ 同时ꎬ由于赋予此特权的唯一目的是使

ＩＣＲＣ 能够行使其职责ꎬ其人际适用范围必然是有限的ꎮ

　 　 实体适用范围

为了实现 ＩＣＲＣ 作证豁免特权之目标ꎬ该特权必然适用于所有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开展活动相关ꎬ或对于履行职责、开展活动必要的保密

信息ꎬ且不论所处地区及持有者ꎮ 此种信息的载体可能为纸质文件、电

子文件、视听文件或其他任何形式ꎮ

无论是 ＩＣＲＣ 提供的文件ꎬ还是有关国家当局(接收人)或任何第三

方提供的并含有或提及源于 ＩＣＲＣ 内部或该组织本身的保密信息的文

件ꎬ均要求保密性ꎮ

同样ꎬ该特权必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律诉讼ꎬ无论是司法、行政、

执行还是准司法诉讼ꎬ也无论相关机构管辖权的实质性质是什么ꎮ 的

确ꎬ在任何此类程序中使用保密信息都将对 ＩＣＲＣ 作为中立、独立的人

道组织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ꎬ并有损其行动准入、对话和安全ꎮ 因此ꎬ该

特权通常适用于民事和刑事诉讼、获取信息 /信息的自由程序、政府调

查、验尸和仲裁程序、传统司法机制和过渡司法机制、真相调查以及真相

５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１１〕 另见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西米奇”(Ｓｉｍｉｃ　 　 　 ′)案的调查结果ꎬ见注〔３〕ꎬ第 ７２ ~ ７３
段ꎬ重申了 ＩＣＲＣ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是其根据国际法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之特权的基本原因ꎮ
同样的原因也适用于双边地位协议和主要国内立法中规定的特权ꎮ



与和解机制ꎬ或在国家或国际负责机构开始调查可能发生在武装冲突或

其他暴力局势中的违反国内法或国际法行为之前所进行的其他任何形

式的法律程序ꎮ 而且ꎬ这一特权还适用于法律诉讼的各个阶段ꎬ包括真

相调查、披露和审判阶段ꎮ
此外ꎬ该特权是一种绝对特权ꎮ 前南刑庭在其里程碑式的“西米

奇”案判决中ꎬ明确否认了可对 ＩＣＲＣ 的保密权益采取任何平衡举措:
７６. 由审判分庭的判决可以推断出ꎬ根据国际法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享有信息保密权益ꎬ可主张对信息不予以披露ꎬ且
∙

不涉及任何利益权衡问题
∙∙∙∙∙∙∙∙∙∙∙

ꎮ 审判分庭受该习惯国际法规则的

规制ꎬ而该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不容许或要求任何对利益的平

衡ꎮ 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ꎬ这条规则的内容没有歧义ꎬ清晰明

确ꎬ不需要任何限定条件ꎮ 它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直接:根据

法律ꎬ它禁止审判分庭采纳保密信息ꎮ
∗ ∗ ∗

７９. 审判分庭认为很有必要触及国际法庭和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ꎮ 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国际机构ꎬ各自

拥有国际社会所赋予它们的独特使命ꎮ 其使命均基于国际人

道法ꎬ并最终旨在更好地实施国际人道法ꎮ 尽管两者拥有共同

的目标ꎬ但它们的职能和使命有所不同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行动是“预防性的”ꎬ而国际法庭则被授权在违反国际人道法

行为发生后对其进行起诉ꎮ〔１２〕

最后ꎬ在未经 ＩＣＲＣ 同意的情况下ꎬ如果受特权保护的信息被第三

方公布于众或递交法院ꎬ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这一特权能够有效阻止

法院或准司法程序在诉讼中采纳此类信息作为证据ꎮ 正如国际刑事法

院«程序和证据规则»所指出的ꎬ载于规则 ７３ 的特权“不影响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工作人员以外的来源采纳同样的证据”ꎬ但仅在

“此类证据已由该来源从独立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工作人员

６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 ＩＣＴＹꎬＳｉｍｉｃ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ａｒａｓ ７６ꎬ７９(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以外之处获得”才成立ꎮ〔１３〕

　 　 作证豁免的人际与时际适用范围

保密性作为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其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下的职责的一种必要工作方法ꎬ作
用至关重要ꎮ 这也是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之特权的基本原因和法律

依据的直接来源ꎮ 作证豁免是这项特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因此也适用

于 ＩＣＲＣ 赖以履行其职责ꎬ开展行动的个人ꎮ 这些个人主要指 ＩＣＲＣ 的

代表和工作人员ꎮ 然而ꎬ该特权适用范围也有可能延伸到虽然不是

ＩＣＲＣ 成员或工作人员ꎬ但参与 ＩＣＲＣ 特定行动ꎬ担负特定职责的个人ꎮ
这类个人可能包括 ＩＣＲＣ 雇佣的顾问ꎬ或由各国红会派往 ＩＣＲＣ 工作的

或部署于 ＩＣＲＣ 一线团队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ꎮ〔１４〕 作证豁免涉及这些

人员在执行 ＩＣＲＣ 任务时获得或知悉的信息ꎮ 因此ꎬ即使在这些人员离

开 ＩＣＲＣ 之后ꎬ该特权依然适用ꎮ
ＩＣＲＣ 独特的角色和使命是该组织不披露保密信息特权的基石ꎬ同

时也限定了这项特权的适用范围ꎮ 这一限定体现在 “ 穆翁尼”
(Ｍｕｖｕｎｙｉ)案中ꎬ卢旺达刑庭就此案作出裁决: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源于«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

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键而独特的作用ꎮ
正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对西米奇案的判决所述ꎬ这样的

判决“并不代表这项特权也适用于其他组织ꎮ”该法庭指出国

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仅将此项特权赋予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ꎬ而非其他任何组织ꎮ〔１５〕

７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１３〕
〔１４〕
〔１５〕

ＩＣ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Ｒｕｌｅ ７３.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ＩＣＴＲꎬ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７ － １８.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６.



　 　 放弃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开展活动相关或对其必要的不披露保密信息的

特权也可
∙

由 ＩＣＲＣ 在极端情况下放弃ꎮ 极端情况是指 ＩＣＲＣ 自身认为这

种豁免权将妨碍司法公正ꎬ而且放弃这项特权不会损害 ＩＣＲＣ 的利益:
即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全依基本原则及其标准工作程序履行职责ꎮ
只要放弃豁免权行为会削弱 ＩＣＲＣ 在一线开展行动的能力ꎬ则被视为有

损于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ꎮ 削弱能力的原因包括准入受限、安全考虑(例如针

对 ＩＣＲＣ、其雇员或其行动受益人的报复行为)ꎬ或是与能够应对人道关

切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相关方缺乏有效对话ꎮ 同样ꎬ任何有损

ＩＣＲＣ 作为中立、独立的人道参与方的声誉的证言也被认为是有损 ＩＣＲＣ
的利益的ꎮ

因此ꎬ如决定放弃不披露保密信息的及(或)为 ＩＣＲＣ 执行正式任务

的工作人员所固有的作证豁免ꎬ就需要考虑与 ＩＣＲＣ 在全球各地的准

入、安全和行动开展ꎬ以及其中立和独立形象相关的一系列因素ꎮ 只有

ＩＣＲＣ 能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ꎬ因此也只有它能够判断当前情况是否符

合弃权的标准ꎮ
这种弃权仅在 ＩＣＲＣ 内部相关机构做出明确书面声明时才有效ꎮ

弃权的决定需要由 ＩＣＲＣ 的最高领导层做出ꎮ

　 　 国家与其他有关当局保护 ＩＣＲＣ 保密性的义务

上述国际法庭的判决、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 ７３、
ＩＣＲＣ 地位及其他协议的有关条款都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尊重 ＩＣＲＣ 与武

装冲突各方对话的保密性ꎮ 正如上文概述ꎬ这种尊重对 ＩＣＲＣ 履行其人

道职责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并基于上述法定权利ꎬＩＣＲＣ 将下列标准保密条

款加入到其向冲突各方定期提交的保密报告中:
[有关当局]承诺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信件

８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及其他所有形式的与其代表的保密交流ꎮ 这包括:不向除了指

定接收人以外的任何人透露其内容ꎬ不就其内容发表公开声

明ꎬ并禁止在法律程序中使用这些保密文件ꎬ除非事先得到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书面同意ꎮ
当一方收到这样的一份 ＩＣＲＣ 保密文件ꎬ便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文

件中所述的保密性条件ꎮ 这一要求与 ＩＣＲＣ 羁押场所探视报告以及保

护平民居民报告仅用于特定目的是完全一致的ꎮ 此类报告仅能由指定

当局阅读ꎬ且其作用仅限于推动当局开展独立调查ꎬ以改善敌对行动中

被羁押者的条件和待遇ꎬ以及对平民居民的保护ꎮ 因此ꎬ收到此类报告

的当局不应超越其职权范围对这些内容进行公布或传播ꎬ尤其是不可将

其用于或批准其用于司法程序、政府调查、真相调查或类似程序中ꎬ因为

这会损害 ＩＣＲＣ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ꎮ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ꎬＩＣＲＣ 拒绝使

其与当局进行的保密对话为其他各方所知晓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