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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道传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冲突法的传播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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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仁义与道德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于天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等孔孟格言能够被人们称颂几千年，说明了仁爱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这种仁爱思想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思想在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中国在人道方面的遗产 

    纵观中国的军事哲学思想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大凡成功的统治者和军事家都是主

张“修德”之士，把“仁义”与“道德”作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不但“振兵”

而且“修德”，也就是首先要爱护民众，争得民心。远古时期，传说中的黄帝之所以能收服炎帝，

就是因为黄帝不但注重训练士卒，更注重发展生产，争取民心。所谓“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

帝仁义”，使黄帝得道而多助，最终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而炎帝虽然强大凶悍，但“诛杀无道，

不仁不慈”，失尽民心，终得失败。 

黄公石的《三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兵书《武经七书》中的重要著作之一，《三略》中一个

最重要的论点，即认为民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

也。”“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制胜破敌者，众也。”充分认识到了民众才是国家之根

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根本，提出“乖众”和“养民”的主张。 

这种在军事斗争中以民为上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它反映的是一种颠扑不破的真

理。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就坚持了这种思想，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

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短二十年中就从一支仅由

二三万人的弱小军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几百万人的强大正规军，打败了人数曾经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尽管上面所说的“仁爱”、“道德”、“乖众”、“养民”与战争法中的“保护平民”和“保

护战争受难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有一点上它们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所奉行的原则

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一贯奉行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就其主要内容而

言，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提倡的在绝大多数方面是相一致的，尤其是体现在保护人民和宽待俘虏这

两项基本内容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道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顾名思义，首先是一支中国的军队，因此，它必然会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精华。但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来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爱护人民，保护人

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我军创建伊始就已被确立为我军建军宗旨。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以

及在解放后历次抢险救灾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以自身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支纪律严

明、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 

早在 1927 年，毛泽东就对中国工农红军提出了三大纪律。1928 年 3 月，又提出了六项注

意。其中的主要规定都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关。如三大纪律的第二条为“不拿群众一个红

薯”；六项注意则分别为“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和“损坏东西要赔”。以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至今日，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人必须牢记的首要纪律。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相比，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二条纪律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八项注意中则去掉了“上门板”和

“捆稻草”两项，增加了“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和“不虐待俘虏”四

项新的内容。从而使正确对待俘虏成为我军的一项明文规定的纪律和我军政治工作中的一项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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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内容。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是最高的纪律规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中的基本行为准

则。 

三大纪律为：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为： 

1）说话要有礼貌； 

2）买卖公平； 

3）借东西要还； 

4）损坏东西要赔； 

5）不打人骂人； 

6）不损坏庄稼； 

7）不调戏妇女； 

8）不虐待俘虏。 

宽待俘虏始终是我军的一项优良传统。在红军成立的初期，就规定了一项基本的纪律，即：

“反对军阀，但不反对士兵，并宽待俘虏。”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1928 年，我军还专门制

定了宽待俘虏的四项政策。这四项政策是：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搜腰包；受伤治疗；去

留自愿。这些规定以后又发展成为宽待俘虏的五项政策，即：“不杀或伤害俘虏”；“不打、不

骂、不虐待、不侮辱俘虏；”“不没收俘虏的私有财产；”“对受伤和生病的俘虏给予救护”和

“释放俘虏”。 

1937 年，我军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其中就有宽待俘虏一项。1947 年 10 月，毛泽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针对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指出：“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

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由此可见，宽待俘虏是我军长期形成的政策，是一贯坚持

的优良传统。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才能不断瓦解敌军，不断

发展壮大，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800 万国民党军队，建立起了新的人民政

权。 

上述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 1949 年之前，即日内瓦四公约签定之前，也就是说，当国际社

会将国际人道主义法以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之前，我军奉行以保护人民和宽待俘虏为主要内容的人

道主义原则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这无疑为我军日后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履行和遵守国际人道法 

1956 年 11 月和 1983 年 9 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加

入了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和 1977 年《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正式成为《日内瓦公约》

的参加国。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自觉维护和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

款。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朝鲜战争中，尽管当时我国尚未正式批准并加入《日内瓦公约》，但中

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该场战争中严格履行了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给予了战俘最人道的待遇。当时，

我志愿军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生活非常艰苦。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尽量保证了战俘的

生活待遇，其生活标准甚至高出了我军官兵的标准。对于受伤俘虏和外国受伤平民，我们都给予了

及时的治疗。对伤病俘虏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者，我方均负责认真填写死亡证明书，连同死者的遗

体遗物一起交还对方。在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方面，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一点，连当时的美

国新闻界也不得不承认。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中，我军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战

场上救助伤者，宽待战俘，而且在冲突结束后，不但遣返了所有战俘，还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全部归

还给了对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均设有一内容相同的专门条款（第一公约第 49 条、第二公约第 50 条、

第三公约第 129 条、第四公约第 146 条），该条款要求，“各缔约国应当制定必要之立法，并对于

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所列之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之人，予以有效的刑事制裁。”为此，我国

在国内有关立法中专门纳入了与《日内瓦公约》规定相关的内容。如在 1981 年 6 月 10 日第五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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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

例》中就对保护平民和俘虏专门设立了两项条款。其第 20 条规定：“在军事行动地区，掠夺、残

害无辜居民的，处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第 21 条规定：“虐待俘虏，情节恶劣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国 1997 年修订颁布的《刑法》，以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取代了上述的暂行条例，

保留并修改了原条例中的第 20 条和 21 条，使战时保护平民和俘虏成为国家的正式法律。新《刑

法》第 446 条在原条例第 20 条的“在军事行动地区”前加上了“战时”两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

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1997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该法第 67 条明确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军事关系中遵守同外国缔结或者加入、接受的有关条约和协定。”所

有这些立法，都为执行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和依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际人道法的宣传和教育 

除执行和遵守外，加入国际条约所应履行的另一项重要义务就是对它的传播、推广和教育。

1977 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对此专门以条文形式对缔约国作出了规定。第一议定书第 83 条规定：“缔

约各方承诺，在平时及在武装冲突时，尽可能广泛地在各自国家内传播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特别是

将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学习包括在其军事教育计划内，并鼓励平民居民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进行学

习，以便这些文件为武装部队和平民居民所周知。”第二议定书第 19 条规定：“本议定书应尽可

能广泛地予以传播。”遵照这一规定，我军长期以来一直把战争法的传播和教育当成我军教育训练

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军的教育训练分为院校教育和部队教育两种。在我军的各级军事院校中，战争法已被纳入

教学大纲，成为学员的一门必修课程。我军的几所政治院校更是汇集了一大批国际法、战争法的教

授与专家，设有国际法教研室，专门讲授和研究战争法。我军的西安政治学院专门设有一个军法

系，为全军培养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法律专业人员，其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武

装冲突法。我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每年都要为师军级干部举办几期学习班，专门讲授武装冲突

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培养的博士生中，也有以武装冲突法作为专门研究方向的研究

生。部队的武装冲突法教育，主要是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结合进行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正是拥有和依

靠强大的政治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

全国解放的胜利。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我军很早就制定出了体

现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宽待俘虏的政策，并使其成为我军政治教育中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军拥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政治工作体系。上到总部，下到基层连队都设有专

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从而保证了政治工作做到全军每一官兵，保证了战争法的教育能迅

速有效地进行，做到在全军范围内不留死角。 

自 1986 年起，我军分三次开展了每次为期五年的普法教育运动，其中就包括了惩处违反战

争法行为的教育内容。为了在战时保证保护平民和宽待战俘的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和落实，除平时的

教育外，我军还坚持在战前进行演练，并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在我军进行的各级军事演习中，建

立战俘收容站从来都是演习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训练科目。收容站的任务就是接收、管理和保护战

俘。另外，演习中通常都设有群众工作机构，称群工部或群工组，专门负责检查监督部队在战时是

否认真执行了我军的群众纪律，是否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我军的政治工作体系有效地保证

了战争法教育在全军上下的贯彻和实施，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在战争法传播与教育方面的重大

优势。 

1977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82 条规定：“缔约方无论何时，以及冲突各方在武

装冲突时，应保证于必要时有法律顾问，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适用以及就此问题发给武装部队适

当批示，向相当等级的军事司令部提供意见。”遵照此规定，我军一直在积极发展与建设自己的法

律工作者队伍。目前，在我军军以上单位中已经设立了 250 多个法律顾问处，拥有了 2，000 名左

右的军队注册律师，其中十分之一的律师拥有法律硕士学位。在师以下单位，我们共设立了 20，

000 多个法律咨询点，拥有 60，000 多名专职或兼职的法律顾问。我军的律师与法律顾问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向其所在单位和首长提供有关武装冲突法的建议，并监督武装冲突法在部队中的应用

与执行。 

结合传播与教育，我军还积极开展在战争法领域的各项研究工作。上至军委总部，下至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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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我们都有专门对战争法进行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我军最高军事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中也专门设有一个研究部负责战争法的研究。除专业研究机构外，在我军内部现正涌现出一

大批有志研究战争法的人员。不少人员自学成才。在我派往国外学习或进修的人员中，也有许多人

专门研修或主动选修战争法。在《中国军法》杂志以及地方的法律、法学杂志和其他军队刊物上，

有关战争法研究方面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类人员撰写的。配合教育与研究，我军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出版和发行了许多与战争法有关的出版物，并经常在全国全军各有关刊物上发表相

关文章。早在 1954 年，我总政治部就编发了一本有关作战规则的国际条约集。1985 年，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了《战争法文献集》。1988 年,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战争法导论》。1993 年，

作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国际军事公

约》。1994 年，沈阳军区法院编发了《战争法文献选编》。 

展望将来 

1949 年《日内瓦公约》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在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了，世界大战的威胁在逐渐减小，世

界政治、经济正在趋向全球一体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各国人民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热爱和渴望和平，需要一个安定平和的环境来发展各自的经济，造福于人民。 

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并未实现真正的和平。虽然世界大战的危险在日趋减弱，但

地区性战争和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始终未能摆脱战乱带来的痛苦和灾

难。联合国宪章提出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尚未完成，世界

还未能实现联合国“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的要求。因此，

世界各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还需为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继续努力。中国是一个热爱

和平的国家，始终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一贯致力于维护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的武装力量，维护世界和平自然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义务。 

中国向来反对穷兵黩武，向来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军队是保卫和平的力量，暴力的使用是

为了消灭暴力，最终实现和平。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以有之。孔孟所谓的“仁者爱人”和“仁者无敌

于天下”的警句格言，所提倡的就是崇尚和平和不尚“勇力”的思想。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

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就提出了“止戈为武”的思想，巧妙地用拆字的方法指出，战争的

目的在于制止战争，使天下达到真正的和平。可以看出，彻底消灭战争历来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

望。 

不幸的是，几千年过去，我们始终未能彻底挖去战争这颗一直毒害着我们机体的毒瘤。联合

国宪章、《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社会为限制战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虽然尚不能完全制止战争的

发生，但却表明了一种决心和精神：在我们尚无法彻底制止战争时，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战

争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国际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世界

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将一如继往地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在战争法的传播教育领域，我们将继续努力，除了持之以恒地在我军内部进行战争法的传播

教育工作外，我们还将更多地走向世界，积极地参加国际上与国际人道主义有关的各项活动，进一

步加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我们将加大战争法研究方面的力

度，加强国际交流，尽快地与国际接轨，增强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使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越来越频繁的交往，使我们

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任何战争和武装冲突，无论发生在世界的哪一角落，都将对世界

和平产生直接的影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现代战争变得愈加残酷，也给战争法的运用和实施

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日内瓦公约》制定了 50 年之久，但摆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面前

的任务仍然异常艰巨，为了最终消灭战争、制止战争，彻底解除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我

们还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将会有无数的工作要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为实现这一目的，继续在

战争法领域进行传播和教育，继续关注国际人道法在国外的发展，并将继续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

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多年，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尤其是在国际人道法

知识的传播方面），与其他热爱和平的国际组织在各方面的合作，以便为维护和加强世界的安定与

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在人道方面的遗产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道传统
	履行和遵守国际人道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际人道法的宣传和教育
	展望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