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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引导个人及不同的群体按照人道法来行事，或者说遵守某种更

为深刻的东西，即：人的价值，它也是人道法的基础。本文 主要的重点关于在种族灭绝发生

后、如何防止新的暴力的产生。其次，本文将试图解释不同群体间产生暴力的起源，并解释理

解这一起源对于预防新的暴力的重要意义。这两个问题的主要例子都是卢旺达。本文将对种族

灭绝的根本原因做一些分析，特别是对 1994 年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同时也会谈及旨在

恢复人的价值和实践以及在卢旺达创造一个和平社会的和解和其他措施。第三个人讨论的问

题，是如何使儿童在成长中接受人的价值、并用关爱和尊重来对待他人，包括对待那些不属于

他们群体的人，从而使得不同群体间的暴力不再容易发生。 

当讨论在卢旺达的和解、及防止新的暴力问题时，我需要援用我们在卢旺达以往和现在

工作的经历。这些工作开始于 1999 年初，目的是为了平息、和解和防止新的暴力的发生♦。在

卢旺达，我们首先培训那些与不同群体一同工作的地方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将我们所

发展出来的一种方式融入他们对待那些不同群体的通常方式中。 

我们通过一种试验性领域研究的方式来评估这种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其中一些接受过我

们培训的人，在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工作中、运用了他们在接受培训中所学的方式；而另一些未

接受我们培训的人，则在与同样的不同群体的工作中运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其余的社会成员则

属于从未受培训的受控制的群体。在整个过程中（从不同群体开始见面前到以后的两个月）以

及与我们研究中的其他群体相比，那些与经我们培训的人一起工作的社会成员表现出较少的精

神创伤。同样，在整个过程中及与我们研究中的其他群体相比，这些社会成员对其他种族的成

员（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两个民族究竟是作为不同种族、还是属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或者是

其他类型的群体，目前仍缺乏一种澄清）的态度也相对更为积极。这种积极的态度也许可以被

解释为至少是愿意进行和解的一种暗示
1
。 

我们这种方式的要素，是心理教育性和经验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给受训者开设

简要的课程，其中包括：创伤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像种族灭绝这样巨大的灾难；抚平创伤的方

法和途径；理解发生种族灭绝的起源及其预防它需要做的事情；人类的基本需求及它们在种族

灭绝、创伤和平息中的作用。在这些课程之后，还要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者则需要讲述他们

自己的经历。我们还要求讨论者分小组互相讲述他们在种族灭绝中的痛苦经历，但这些是以先

前培训中要求的互相表示同情为前提的。这种方式的所有要素，都是以我们自己、或是别人的

先前已经做工作为基础的
2
。 

此后，在我们与各个不同群体的工作中，我们就运用了上述方式中的各个要素，而这种

方式是适合于每一群体和特定对象的。我们已经在研习讨论会上与记者以及国家、社会的领导

者们一起工作，已经用我们的方式训练了受训者，并且帮助发展了一个旨在将我们这种方式的

                                                        
∗ 美国马赛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心理学教授，也是《罪恶的根源：种族灭绝和其他种族暴力的起源》一书的作

者，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 年，《善与恶的心理：为什么儿童、成人和群体会帮助和伤害他人？》，剑桥大

学出版社，纽约，2003 年。 
♦ 本文中所说的在卢旺达的工作是指与临床心理学家及外伤专家洛里⋅安⋅伯尔曼（Laurie Anne Pearlman）博士，以

及与卢旺达的一些个人与组织（尤其是卢旺达国民团结与和解委员会）的合作研究工作。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美国和

卢旺达的相关工作人员的帮助，并且得到了约翰⋅坦普顿基金（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美国和平研究所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马赛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达特基金（the Dart foundation）以及美国国际

开发署和私人的支持和捐助。 
1 E.斯陶布 (E.Staub) 等人，《平息、原谅与和解：在卢旺达的一场干预及其试验性评估》，即将出版（作者存有文

稿）；E.斯陶布（E.Staub），L.伯尔曼（L.Pearlman） 及V.米勒（V.Miller）,《平息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根源》，《和平

评论》第 15 卷第 3 期，2003 年，第 287－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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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信息扩展到大众的电台节目，该节目已于 2003 年夏天开始播放
3
。 

暴力的根源与博爱的发展 
贬低“他人”与关爱的对抗 

人类早已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分了界限，而且很易于贬低那些被自己认定是

“他们”的人
4
。在很多群体中，对整个人类群体的贬损还在发展着

5
。贬低也许可以成为歧视

的正当理由，歧视反过来又支持着贬低。当某一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比较困难时，被贬低的群体

往往会被选为替罪羊。他们因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而被指责、或者被认为是实现某种美好未来理

想的敌人。当对这些被贬低的人的歧视加深而且暴力开始发生时，社会其他成员已经接受的文

化歧视态度、使得他们不太可能会对损害被贬低群体利益的政策与活动表示反对
6
。 

极端的贬低，意味着那些被贬低的人被排除出了人性的领域。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在

这些贬低者们的心中和经历中，道德的价值和原则（这些可以认为是人道法）就不再适用于那

些被贬低的人们
7
。因此，对于那些被界定为“他们”并被贬低的群体，应强调他们作为人类

的价值；当出现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活动时，人们能够运用文字、形象、当地法律及其他手段

来改变这种贬低的态度，反对迫害并为之参加政治活动，所有这些在每个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

的
8
。 

文字与形象只能帮着去学会接受，而主要的途径应当是去感受和经历。在对从欧洲纳粹

手中救出犹太人的那些救助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施救者中的很多人成长于能够与“他人”

（包括犹太人）较好相处的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父母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以实例教授他们去接

受“他人”
9
。与“他人”的深入接触，例如与他们在学校一起协调工作，能够帮助发展博爱

的精神
10
。 

在发生有种族灭绝的大多数国家，其社会成员中都存在着施暴群体与受害群体的划分，

而且存在着前一群体对后一群体的贬低，或者有时会是相互贬低。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反

对犹太人的思想的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尽管在某些时期犹太人相对比较安全
11
，但对他

们一直存在着贬低，同时伴随着歧视、迫害与暴力。在土耳其，亚美尼亚人是被征服者，而且

其宗教信仰不同于作为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因而他们也受到了贬低、并成为歧视和暴力的对象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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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的案例 
在卢旺达，关于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划分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人数较少的图西族相对来

说，比较富裕并且统治着整个国家。这种划分极大地被卢旺达的殖民当局所突出。在二十世纪

的前五十年，比利时作为卢旺达的殖民者，授权图西族代表自己来统治国家。比利时的殖民者

们给予图西族人较高的地位，并且宣传一种将图西族的地位置于胡图族之上的思想，而对胡图

族人所陷入日益加深的贫困和受奴役，却置之不理
13
。 

1959 年，在胡图族人的一次反叛中，大约有 50，000 万图西族人被杀害。1962 年卢旺达

在胡图族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在此后的六十年代早期及七十年代，对图西族人就产生了严重

的歧视，同时伴随着大屠杀和近乎极度的暴力活动。在 1994 年的种族灭绝中，有约 700，000

的图西族人和 50，000“温和”的胡图族人被杀害。而在此之前就有关于反对图西族的广泛深

入的宣传。这些宣传把对图西族的深入贬低和一种所谓的“胡图人权力”的思想（这种思想实

质上是在宣称，没有图西族人胡图族人将会生活的更好。），结合在一起，将图西族人描述为是

对胡图族人的财产、身份和生命的严重威胁。 

在 1990 年，卢旺达爱国阵线，这个主要由因受暴力而逃亡的图西族人的后代组成的叛乱

团体进入了卢旺达并发动了一场内战。后来交战双方达成了一个停火和平协议，但是当种族灭

绝开始后，战火又重燃起来。而当时国际社会的态度仍然是消极被动的
14
。 后，卢旺达爱国

阵线制止了种族灭绝的屠杀。 

卢旺达爱国阵线在这场内战之后，就开始统治着这个国家，而且这种统治已被 2003 年

八、九月举行的选举所确认。但是这次选举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因为它是在一场骇人听闻的种

族灭绝屠杀后的第九个年头才举行，而且它将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了只占人口约 14％、而且是

那场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图西族人。虽然政府已经关注到民主进程的发展，但是仍然限制着反对

党的活动（也许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在种族灭绝结束并掌权之后，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一开

始就宣称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团结与和解。 

在与卢旺达国家领导人的工作中，（包括与政府的部长们，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总统的顾

问以及作为议会成员的政党领袖）我们与他们讨论了种族灭绝如何发生、以及他们应当采取何

种政策与实践以避免产生新的暴力。这种政策的其中一方面就是要赋予“他人”人性，使自己

博爱仁慈。而在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案子中，就是应当使图西族人看到胡图族人更多人性化一面

的形象
15
。 

通过我们与这些领导人的讨论，产生了一个能直接而且立即实现这一政策的方式，这也

是我们反复建议的方式，就是：应当在每年为这一悲惨事件的纪念活动中，对那些在种族灭绝

中拯救图西族人的胡图族人、和因此而被杀害的胡图族人，表示悼念与感谢，并将他们列入每

年的纪念活动中。一本由非洲权利出版社出版的书，介绍了有关这些帮助图西族的胡图族人
16
。这本书在对引起人们关注这些救助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使那些帮助图西族

的胡图族人，第一次被纳入进了 2003 年 4 月的纪念活动中。 

博爱的起源：成为一个关爱他人的人 
随着在卢旺达工作的继续，我们还计划与孩子们一起在学校以及一些非正式场合促进关

爱的发展。这种关爱是对超出自己所属群体以外的人的关爱。如果人们不关心他们身边的人，

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去关爱“他人”。儿童在 初时期很容易学会去关心他们身边的人，比如

父母、老师以及自己的伙伴，随后才会慢慢学着去关心那些与他们关系较远的人
17
。要去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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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首先就需要感觉到自己被别人关爱着。那些感受到关爱、关心和积极引导的儿童往往会

有很好的自我感受，他们会认为世界是仁爱、善良的，并且会尊重他人。然而，那些经历了被

忽视，被排斥，受到敌视及恶意对待的儿童，则不太容易被引导着去关爱他人。因为他们的这

些经历使他们对他人产生了恐惧和不信任。 

一个社会如果能满足人类 基本的需求，那么它也就创造了尊重人权的基础。人类有一

些 基本的物质方面的需求，但也有一些基本的心理方面的需求
18
。其中尤为重要的有：安

全、正面积极的身份、成就感、对重要事件的控制、与他人的积极交流沟通、合理的自主权以

及对世界和对自己所处位置的了解
19
。 

如果这些基本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因为没有满足而气愤，那这种心情也不会消失。相

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寻找一些破坏性的方式，来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对某部分人的

强权，参加一些宣扬能给予美好生活的意识形态运动但又将某些群体视为实现这种理想的敌

人，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其他人联系交流，成就感与控制感，以及对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所提

供的现实的新的理解，所有这些都能帮助人们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是，执迷于这种意识形

态运动的人会变的越来越不关心他人的幸福
20
。贫穷、极度的不公平、经济状况的恶化、政治

上的分裂以及社会的混乱，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变得更为困难。这些情形使

成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关爱他人的人、或是成为可以作为儿童表率

的成功的社会实践者。这样，儿童的需求反过来也得不到满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

人们建立一个人人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敌对的社会，对于积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
21
。 

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卢旺达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危急。在经济方面，作

为卢旺达主要的出口产品的罐头和咖啡，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跌落。在政治方面，存在对政府

的不满、以及对在一个不习惯于自由政治进程的国度出现的新的政党的不满。此外，还有内战

以及后来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原本是为了组成一个将图西族人纳入进来的政府，但是它却遭到

了那些将图西族视为敌人、并恐惧、和贬低他们的激进的胡图族人的强烈反对
22
。 

这些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极大地阻碍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对图西族存在贬

低的历史，加上这些困难的生活状况，使得人们接受了他们的领导者所提出的胡图人权力的思

想、以及动员人们来对抗图西族人的主张。这些领导者的主张，给了人们一种认同感、和一种

与其他胡图族人的共鸣，同时也是一种人生哲理。各政党开始组建青年人的机构，这些机构由

未参加工作的青年人组成。青年人参加这些机构可以养活自己，而且他们在那里还能感受到安

全以及一种认同和归属感
23
。在这些机构中的胡图族的男青年后来就成为了“印特拉哈姆伟”

（Interahamwe）（一种类似于民兵的组织，它在 1994 年的种族灭绝屠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校对者注）,在后来的种族灭绝中正是这些青年民兵实施了大部分的杀戮
24
。虽然基本的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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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学家看新纳粹和三K党：种族主义思想重现》，《美国行为科学》，第 46 卷，第 1 期，2002 年，第 51－57
页；E.斯陶布（E.Staub），《善良的起源：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及关爱的发展，帮助与不侵略，博爱，道德勇气，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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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卡关于动机的研讨会，那不拉斯卡大学出版社，林肯，即将出版（作者存有文稿）。 
21 E.斯陶布（E.Staub），《从抚平创伤到发展博爱：和平教育的内容和步骤》，第 7 页，见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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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斯陶布（E.Staub），L.伯尔蔓（L.Pearlman） 及V.米勒（V.Miller），《平息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根源》，见注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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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满足，但是对于其他群体的人以及对于胡图人他们自己，这种满足是破

坏性的
25
。 

我们应当满足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基本需求，这样他们才更能抵挡住来自经济、政治和

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如何参加选举、并且如何去影响

他们的领导者，使得这些领导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采取积极合理的行动。例如：采纳或

是创造这种包容关爱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激励人们一同努力以提高艰苦的生活条件。我们与卢

旺达一些国家领导人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26
。 

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施暴者，受害者和旁观者 
歧视、迫害和暴力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间歇的暂停，

而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例如，在土耳其和卢旺达，强烈的暴力活动之后就

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而这之后则又是更为猛烈的暴力。这种发展演变的原因，在于没有受

到抵抗的暴力是针对同一社会某一群体的的成员，当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而且相应的社会准

则与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时，就需要实施更大规模的暴力伤害。受到伤害的那部分群体会越来

越受贬低，而且会被排除出道德的领域，被排除出应当适用道德价值和准则的人性的范畴。其

结果是使针对这一群体的暴力活动会变得更为容易和更为可能。而这种发展演变的终极形式就

是种族灭绝性质的屠杀
27
。 

那些曾经受到残酷迫害和暴力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大规模杀戮及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们，

他们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对于受到迫害、但残酷性相对弱些的人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很无

助，会觉得是被自己的邻居和朋友所抛弃。在大规模的杀戮和种族灭绝之后，他们会感到极度

的恐惧和不安；他们不信任其他人，并且认为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他们对任何危

险，都表现的更为敏感和强烈，而且当他们认为出现了某种新的危险、而不得不做出反应以保

护自己时，他们自己也会成为攻击者。为他们抚平过去的创伤，就能够帮助他们生活的更好，

同时也能使他们尽可能避免去从事暴力活动
28
。 

施暴者自己也受到了伤害。通常他们的暴行是由于过去受到过伤害、或者由于某种文

化，而这种文化则关注于过去某种选择性的创伤
29
。但是，对他人实施暴行也会对自己造成伤

害。即使是在别人被打败、且不再反抗之后，施暴者往往会通过继续贬低那些受害者、并坚守

指导他们行为的破坏性思想，以此来试图掩盖自己心中的认同感和负罪感。施暴者从创伤中恢

复的过程，可能会使他们同时面对他们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而这也增加了和解的可能性
30
。 

那些属于施暴者群体的消极旁观者，在他们的群体实施暴力行动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改

变。为了减少他们自己在暴行中所感受到的受害者的痛苦，他们会努力地去远离那些受害者。

施暴者和那些冷漠的旁观者，他们对受害者的极度贬低，对受害者的非人性待遇、以及将受害

者排除出道德领域，所有这些往往会使得原本暴力的行动具有了正当性。采取某些积极的行

为，能帮助人们成为富有同情心的见证人。旁观者越是保持消极冷漠，他们就越不可能做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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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行动
31
。但在种族灭绝屠杀的案子中，似乎存在着这一观点的例外。当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之

后，有些 初是消极冷漠的旁观者成为了救助者，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异乎寻常极度

恐怖的灾难。但不幸的是，随着暴力的发展，也有不少旁观者加入了施暴者的队伍
32
。 

从创伤中恢复，要求人们在某些条件的支持下勇敢地去面对过去的痛苦经历
33
。那些具有

同样的认同感和关爱之心的人们、以及那些遭受过相同痛苦的人们，他们对于人们从创伤中恢

复，能起到帮助作用。在卢旺达，我们把属于受害者群体的人与属于施暴者群体的人（当然这

些人本身不是施暴者）组织在一起，让他们一同勇敢地面对在种族灭绝期间的经历。受害者以

外的某些人所表现出来的认同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联系，而这也正是从创

伤中恢复的另一重要方面
34
。受害者和施暴者两方面的人们能够聚在一起，这本身对于胡图族

与图西族相互间关系的改善可能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施暴一方中的成员们所表现出来的认

同和内疚感，可能对在暴行中的受害者们从创伤中恢复，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同时这也表

现出施暴者们希望与受害者们重新和好的诚意。 

帮助儿童从创伤中恢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发现，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儿童，如果他

们心中一直留存着这种悲惨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让孩

子们了解所发生的事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从痛苦的经历中摆脱出来，并形成正确的

认识
35
。在这里，一些支持性的条件，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同情和关

爱，然后让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们绝不能强迫他们讲述这些如此痛苦的经历。另

外，这种讲述必须要在相关人员的控制之下，以适当的步骤进行。引导孩子们或者成人进行这

种讲述的人，并不需要是专业人员，但这些人的确需要事先经过培训。 

一些纪念和庆祝活动，也能够帮助人们从创伤中恢复并重新建立相互间的联系。但是，

这些活动必须要精心策划和准备。这些活动应当展现出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不应重揭

过去的伤痕或是强调心中的不安。 

产生于受难中的利他主义：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受到伤害的人，后来成为了施暴者

36
。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接受关爱和积极

引导的人们，这些人在遇到他人受到伤害时会成为利他主义者，或是采取积极行动的旁观者
37
。但是，如果这些就是可能发生关爱的全部情形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当

绝大多数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按照上述研究的观点，那么有谁还会成为救助者呢？在我

近的工作中，我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一点，并写些关于那些曾经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后来成为

有关爱之心并乐于助人的受害者们，而且这样的受害者还不在少数。这些曾经是受害者的人们

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人，并且会更为强烈地去努力使他人避免遭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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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生于苦难的利他主义其根源于什么呢？我认为，从过去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是一个主要的根源。与此相关联的另一根源是所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这种转变为

利他主义者的报道，有很多。例如：有些比较开朗的儿童或是成人，他们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
39
，在他们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关心、关爱和帮助之后，他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关

爱的，也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美好未来。这之后，他们对别人所遭受的痛苦也表现出同情与关

爱。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强化了他们对他人的同情、关爱与关心
40
。 

在卢旺达，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深受种族灭绝及其后果的影响，他们中很少有例外。由于

他们所见证的暴力、和对他们家庭遭受的伤害以及随之造成的损害，也由于给予他们关爱的人

所受到的身心上的伤害，在卢旺达的所有儿童，都容易变得极为敏感和脆弱。因此，给予这些

儿童一些好的经历和条件，以帮助他们从创伤中恢复、并与他人和其他的孩子建立相互关爱的

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中个人和群体间的暴力尽少发生，同时也使他

们能有更好的生活，更为有一个和平的未来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就要靠从受

难中产生利他主义。 

道德上的勇气 
在许多情况下，要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积极行动的旁观者，不论是为了反对迫害而在

政界呐喊声讨、还是在某些特定场合采取行动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关爱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上

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是指一个人当面临可能发生的反对、异议、排斥乃至生命危险时，能

根据他的道德和关爱的价值理念、去主张和行动的意愿与能力。对人的价值的承认与信仰，能

够激发道德上的勇气。但是，除此之外，要想做出具有道德勇气的行动，还需要有独立的观点

和见解（例如，要看清迫害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坚持自己立场和观点的能力与信心，所

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41
。 

在家里和学校，给孩子们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是发展道德勇气的一种方法。比如，通

过让孩子参与制定家中或者课堂中的一些规则。但是，当前的文化是通过灌输对权威的绝对尊

重，来组织儿童。在这种文化下，要做到这些就变得尤为困难，但也正因如此，更体现出应当

这样做的重要性。卢旺达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对权威的绝对尊重，就是使种族灭绝容易发生

的诸多文化要素中的一种
42
。在这种文化下，要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勇敢地挺身而出，就

变得尤为困难
43
。如果成年人想给孩子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并由此发展孩子们做出道德勇

气行为所要求的信心，他们就需要接受一些能使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转变的培训。由成年人

为表率表现道德勇气的实例，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暴力根源的理解：一种平息、和解和产生积极的旁观者的途径 
通过我们在卢旺达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告诉人们有关导致种族灭绝的影响因

素，给他们列举一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种族灭绝的事例、以及让他们运用在卢旺达发生的事件

中体现出来的对种族灭绝的理解，这些活动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通常认为的导致种族灭绝的

因素包括：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中存在的群体间的冲突；将某一群体认定为产生问题的

替罪羊；创造出来的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某一群体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组织

                                                                                                                                                                            
人？》，第 4 页，见注 10；E.斯陶布（E.Staub），《善良的起源》，第 7 页，见注 20。 
39 R.泰代斯基（R.Tedeschi）,C.派克(C.Park),L.卡尔霍恩(L.Calhoun)主编《受到精神创伤之后：在危难中的积极转

变》，见B.魏纳（B.Weiner）主编《人格与临床心理学丛书》，第 1 卷，劳伦斯⋅艾尔伯姆联合出版社(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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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斯陶布（E.Staub），《盲目与爱国主义的对抗：从植根于种族到极度的忠诚和行动》，见E.斯陶布（E.Staub），D.
巴尔-塔尔（D.Bar-Tal）主编《存在于个人和群体中的爱国主义》，尼尔森礼堂出版社(NelsonHall)，芝加哥，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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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的安排，但同时却将另一群体视为阻碍他们实现这一理想的敌人；不断增强的贬低、迫

害和暴力；以及文化方面的要素，例如：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贬低，曾经受到某一群体的迫害

和伤害，对权威的过度崇拜，以及那些属于和不属于某一群体的旁观者的消极和冷漠，等等
44
。 

对暴力根源的理解，对平息与和解也会有帮助。它能使那些受害者不再将对他们所实施

的残暴行径，视为一种无法理解的罪恶，而是将这些行为视作可以理解的人类进程的必然结

果。在研讨和交流会上，有的与会者这样说：“如果种族灭绝在其他地方发生过，而且如果我

们了解导致其发生的因素（人类活动产生的因素），那么它就不是由上帝挑选用来惩罚我们

的。并且，如果我们知道它如何会发生，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来阻止它。”对导致卢旺达种族灭

绝因素的理解，也使受害者和施暴方群体中的成员，更能达成相互的理解。受害者能看到，虽

然施暴者的行为确实是恐怖的，但其初衷是人性化的，而这也是施暴方群体中的成员从他们自

己群体的暴行中所能看到的。对于暴力根源、及其中暗含的阻止暴力的因素的理解，似乎也能

够帮助领导者，使他们能根据对新的暴力是产生促进或是阻碍作用，来考虑和评估其政策和行

动
45
，尽管他们是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这种理解来建构和决定其政策，是一个并不很清楚的问

题。 

对暴力根源的理解对于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要想让旁观者变得积极，人们就应当去了解

那些导致消极被动的力量。例如，多方面的无知（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和责任的分散

（认为有那么多其他人都可以实施干预，每个人就都可以不对自己负责）
46
。抑制积极行动的

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人们通常没有预见到暴力的发展和演进。人们对于受害方所受迫害的某

一新的阶段，只是从该阶段本身去考虑，而不是把它视为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他们并没

有考虑到为什么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且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变化。如果能将某一违反人权的行

为视为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视为沿着一个破坏行为统一体而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有

可能会使他们较早地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则会相对简单（危险性较小）而且更有效（因为那时

施暴者们还没有完全专注于他们的行动），并且更加容易实施。 

领导者与外国旁观者的作用 
通常来说，其他国家的人们，即外国的旁观者们，他们对于阻止迫害和暴力或者说阻止

那些违反人权的暴行的演变发展，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不幸的是，国家向来都是消极被

动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沉默的帮凶
47
。另外，在人权领域的发展进步，也受到了阻碍。

因为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政府采取的对那些被认为恐怖分子而实施的打击，即使是缺乏

适当的法律保障措施，也仍然越来越多地被接受了。 

一国的人民应当如何对待那些主张发扬破坏性的思想意识、并且允许和引导他们的人民

去实施迫害和暴力的领导人呢？其实有许多原因，都可以成为领导者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理由。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是旁观者们经过深思和关注、而采取的行动，就能够产生非常明显

的效果。例如，在推翻伊朗国王的统治后，伊朗的巴哈伊（Baha’i）教徒受到了更大的迫

害，其中约有二百人被处死。于是，国际巴哈因教徒团体的代表们就向他们的政府及联合国做

出反应，并由他们的政府和联合国向伊朗提出抗议， 终使这些处决行动停了下来
48
。抗议本

身就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旁观者们能对领导者们采取行动的动机有所理解，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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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指导下并且利用对他们的动机和文化的理解去接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旁观者做出

的反映会非常有效，尤其是当这些动机是源于该群体在过去受到过迫害，或者直接源于领导者

自身或其家人在这种迫害中受到过伤害
49
。 

施暴群体的领导者，通常是一国的高层领导人。因此，要对施暴群体及其领导人实施有

效的影响，就需要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高层领导采取及时有效的介入。然而，应当采取怎样有效

的介入行动，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在卢旺达的案子中，整个国际社会，从联合国到美国还

有其他国家，他们都表现的消极被动，或者应当说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而他们的这些表现是

令人感到震惊的
50
。面对有清楚迹象表明的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这种被动消极的不作为，

也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罪恶
51
。 

作为旁观者国家的公民， 应当做的是对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他们成为

富有同情心的积极行动的旁观者。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和领导者们应当发展一些能够刺激、

并鼓励民众积极反映其意见的机构
52
。对人的价值和人道法的关注，应当包括告知人民、并帮

助他们用自己的积极行动去影响政府，要求政府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必须遵循人的价值的理

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受到伤害时，始终做一个积极的旁观者。 

 

 

 

翻译：林一    校对：朱文奇 
 

                                                        
49 E.斯陶布（E.Staub），《罪恶的根源：人格、社会条件、文化及人类基本需求》，第 9 页，见注 25。 
50 P.顾雷维奇（P.Gourevich）,《我们想要告诉你明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将被杀害》，法勒,施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

(Farrar，Straus，Giroux），纽约，1998 年；S.鲍威斯（S.Powers），《一个来自地狱的问题：美国与种族灭绝的时

代》，第 16 页，见注 14；E.斯陶布（E.Staub），《罪恶的根源：人格、社会条件、文化及人类基本需求》，第 9 页，

见注 25。 
51 E.斯陶布（E.Staub），《罪恶的根源：人格、社会条件、文化及人类基本需求》，第 9 页，见注 25。种族灭绝的后

果，乔治w.布什在 2000 年大选前的总统辩论中说，如果当时他是总统，他也不会派兵去卢旺达，尽管根据种族灭

绝的结果来看当时只需要一个临时小分队就能阻止种族灭绝的发生。民主党的候选人戈尔也同意了布什的观点。 
52 同上。 


	暴力的根源与博爱的发展
	卢旺达的案例
	博爱的起源：成为一个关爱他人的人
	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施暴者，受害者和旁观者
	产生于受难中的利他主义：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性
	道德上的勇气
	对暴力根源的理解：一种平息、和解和产生积极的旁观者的途径
	领导者与外国旁观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