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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观点纪要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新兴国家开展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的思考，这些新兴国家希望在人道界发表意见，但无意成为主要捐助方。作

者强调，须重视这些新兴国家在其国家叙事中所体现的耻辱感。在列举了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此类地区能够开展的一些特定活动之后，作者提及了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为了在世界愈发多极化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开展工作而提出的

“战略锚定”这一概念。

关键词：历史叙事，耻辱，战略锚定，人道外交。

在土耳其、伊朗与

中国的个人经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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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兰博（Pierre Ryter）曾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地区代表处主任，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32年的工作经

历，其间在中东、亚洲、非洲及日内瓦出任不同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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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西方许多人认为，他们取得了胜利，成为了世界的新

主宰。这便是现在他们在这个与他们的预期迥异的世界里失去方向

的原因……

所有这些高尚的西方普世主义，其初衷是善意的，但与此同时，西

方普世主义也体现出傲慢自大、不切实际和家长式专断的特质。西

方普世主义是非现实政治
4 4 4 4 4

的一种新形式，目前正遭遇似乎很棘手的

分歧现实。

于贝尔·韦德里纳1

·······
·······

概 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个创立于19世纪欧洲的全球人道规则与原则的促

进者与守卫者，是怎样适应前法国外交部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在其著作《历史的反击》中所描绘的这个正在形成当中的多极化

世界的新现实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回顾我过去十年在三个新兴国家

工作的特别经历，分别是土耳其（2009年至2009年），伊朗（2009年至2013

年）和中国（2013年至2016年）。这三个国家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自己的意

见，包括人道领域。

自冷战结束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是在接受援助的国家（受援国）

开展活动，并且保持与资助这些活动的国家（捐助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保

持结构性对话。正如我的大部分同事一样，我也是初涉在行动背景下作为一

名代表，按照有关当局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据其既定的工作程序开展行

动，包括直接接触委员会保护及援助活动的受益群体。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土耳其，有关当局拒绝委员会时任人员向该国东

南部受暴力影响的人们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在伊朗，在勉强开展了有

1 Hubert Védrine, History Strikes Bac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2008, pp.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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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两伊战争战俘问题的对话之后，199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要求离开伊朗

境内。在中国，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保持了有关被剥夺自由的人群的对

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未能成功开始造访该国监狱。

2000年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在这些国家中开展（或重新开展）活

动。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联合部队入侵伊拉克，标志着第二次海湾战争的

开始。2在土耳其和伊朗，临时代表团设立在安卡拉与德黑兰，着眼于为开

展人道行动协调工作以帮助冲突受害者做贡献。3在中国，在总部与中国有

关当局签署协议后，200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在北京设立。

我在这三个国家开展工作之初，都能够判定国家意识形态大概在多大程

度上将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产生影响。首先我将讲述土耳其、伊朗

和中国“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随后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些背景下

所开展的活动。其后，我将谈谈我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战略锚定这个

概念的理解，这个概念的提出旨在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以适应如文章开篇

所引于贝尔·韦德里纳所描绘的多极化新世界的新情况。

三国各自“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

通过在这三个国家开展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三个国家如何看

待自身及世界的方式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众所周知，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具

有许多共同点，三国都有着皇权的历史、上千年的文化以及东山再起、重新

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的强烈愿望。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人都会很快发

现，这些国家还都持有一种被西方所羞辱的感受，他们作为19世纪、20世纪

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被剥夺。

正如于贝尔·韦德里纳观察到的，随着冷战结束，单极化世界逐渐形

成，许多人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这个秩序从《联合国宪章》得到其

2  “2003: Invasion of Iraq”, BBC News, 7 September 2011, 可见: 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 east-
14666720/2003-invasion-of-iraq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were accessed in June 2018).

3 在伊朗，与阿富汗相关的行动的开展始于2001年末，以美国及其同盟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军事干

涉为标志。在土耳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也无法继续在安卡拉留存其

代表处。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 east-14666720/2003-invasion-of-iraq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 east-14666720/2003-invasion-of-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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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价值，并且有了作为其一般叙事的“不再重蹈

覆辙”故事，这个故事是欧洲在两次世纪大战当中受到挫败的悲惨经历的以

及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结晶。

然而，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经历完全不同。这三个国家的“不再重蹈

覆辙”的故事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或犹太人大屠杀毫无关联。

土耳其的“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故事，随着该国

在19世纪的衰败，最终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使得土耳其君主只得以

控制安纳托利亚的一小部分。阿塔图克的民族主义部队拒绝接受这项条约，

并对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军队发起了独立战争。这次冲突以1923年7

月24日《洛桑条约》的签署结束，标志着现代土耳其的诞生。对土耳其人而

言，色佛尔仍是国耻之标志，幸有阿塔图克，土耳其重获新生，并成为全世

界遭迫害的突厥人的“家园”。阿塔图克依照西方模式创造了 一个民族国

家，以军队守卫世俗主义。然而，近年来，土耳其当局重振自豪感，回顾了

该国奥斯曼帝国的过往，并向阿塔图克严格的世俗主义解读提出了质疑。

伊朗版的“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是有关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

精心策划的反对民主选举的摩萨台政府的政变。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推翻了伊朗国王（称“沙”，shah）成立了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不会步摩萨台的后尘。同年底，伊朗学

生蜂拥至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将43名美国外交官劫为人质。这是对

国际法的公然藐视，美国受到侮辱。除了1953年政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主要是有关什叶派穆斯林世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对

待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世界舞台上反对“傲慢大

国”，指责这些国家执行帝国扩张主义，并认为此举对所涉民族而言有所

贬损、有失体面。

中国版“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是“世纪之耻”，横跨19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上半叶，彼时，中国的帝国崩塌，中国先是成为了西方殖民列强的目

标，后又受到了日本的掠夺。1937年日本占领军施行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版

“不再重蹈覆辙”故事的标志。权力合法性源于当局维护和平、保持领土完

整的能力，因此台湾的独立对中国当局而言是跨过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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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朗和中国都为本国在19世纪沦为弱国而感到耻辱。贝特

朗·巴迪（Bertrand Badie）在其著作《国际关系中的耻辱》中，将“耻辱”

定义为“任何独断的、劣于理想状态的状态分配，并以不符合明确规范的方

式进行”，4这将导致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强国与弱国之间，以在

弱国与更弱的国家之间。

在20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领导人为雪前耻，先是不断寻

求本国社会的西方化。而后，三国彻底转变，力求重拾其文化遗产，并强烈

反对西方普世主义，坚定主张本国有权走上与此不同的道路。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回归了伊斯兰教，重新出现了对该

国前伊斯兰时期的过往的向往。例如，2010年至2011年，大英博物馆向德

黑兰出借了被一些人视为最早的“人权宪章”的居鲁士圆柱展品，吸引了

超过五百万的伊朗人前去参观。5中国在经历了寻求清扫过往的文化大革

命（1966年至1976年）以及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后，当局开始推进“中

国梦”，以求弥合中国的过去和现在。6在这方面，土耳其为发出自己的声

音，重新将自己定位为奥斯曼帝国的接班人。7

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身份主张对于红十字社区而言并不新鲜，这三

国境内的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家红会）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彼

时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正面临威胁，在当地红十字与红新月会

所开展的活动中，可明显观察到这三国的身份主张。奥斯曼的国家协会诞生

于1868年，但自1876年起该组织才开始开展工作，并采用了土耳其帝国的标

志——红新月。伊朗（当时称波斯）的国家协会采用了波斯帝国的标志——

红狮与太阳，这一标志在1907年海牙所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被提议作为保护的

4 Bertrand Badie, Humil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athology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s, 
Hart Publishing, Oxford, 2017, p. 6. 5 British Museum, “Extension of Cyrus Cylinder Loan”, 4 January 2011, 
可见：www.britishmuseum.org/about_us/news_and_press/statements/cyrus_cylinder.aspx.

5 British Museum, “Extension of Cyrus Cylinder Loan”, 4 January 2011, 可见：www.britishmuseum.org/
about_us/news_and_press/statements/cyrus_cylinder.aspx

6 见：有关“中国梦”的新闻报道、照片及评论，可点击：www.chinadaily.com.cn/china/Chinese-dream.html.
7 更多有关新奥斯曼帝国的信息，可例见：Darko Tanasković, Neo-Ottomanism: A Doctrine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Associ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f Southeast Europe (CIVIS), Belgrade, 
2013.

http://www.britishmuseum.org/about_us/news_and_press/statements/cyrus_cylinder.aspx
http://www.britishmuseum.org/about_us/news_and_press/statements/cyrus_cylinder.aspx
http://www.britishmuseum.org/about_us/news_and_press/statements/cyrus_cylinder.aspx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Chinese-dre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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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1929年举行的外交会议认定，这两个帝国的标志与红十字标志具有

同等地位。8中国国家红会创立于1904年，也曾为采用其自有标志作出过尝

试，但草草作罢，无果而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活动

在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除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

间，鲜有接触到受害者的机会。9这些新兴国家既无意成为人道援助的受援

国，也无意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捐助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些国家

开展了那些活动呢？

推广人道外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极具挑战的国际情势下仍有能力开展工作，这引

起了安卡拉、德黑兰和北京当局的兴趣。稍加参考当下时事，就能看出土耳

其、伊朗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愿望。抛开经济利益不谈，这三个

国家作为区域大国（对中国而言是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就使得它们涉足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最为活跃的领域地方，包括人道领域。

在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冲突当中，例如阿富汗情势、伊拉克情势、苏丹情

势及索马里情势，这三国的外交支持都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坚持做一个“负

责任”的大国，10并在一些场合表达了其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外交支持

的意愿。与伊朗政府开展及深化合作，是以解决叙利亚危机为契机的。土耳

其在2016年5月主办了世界人道峰会，力争成为一个“人道国家”。

8 伊朗自1980年起不再使用红狮与日标志。

9 20世纪80年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了伊朗的伊拉克战俘营以及中国的越南战俘营。此外，委员会

还参与了通过土耳其遣返伊朗及伊拉克战俘的行动。

10 有关这一点，见：Hanna B.Krebs, Responsibility, Legitimacy, Morality: Chinese Humanitaria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Working Paper,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September 2014, 可点击: www.odi.org/publications/8661-responsibility-legitimacy-moralitychinese- 
humanitarianism-historical-perspective.

http://www.odi.org/publications/8661-responsibility-legitimacy-moralitychinese- humanitarianism-historical-perspective
http://www.odi.org/publications/8661-responsibility-legitimacy-moralitychinese- humanitarianism-historical-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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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

通过开展推广国际人道法的活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与民政当局及

军政当局保持直接联系。除了在了解并致力于促进人道法的专家之间举办会

议之外，在鼓励国际规则在重申民族身份的国家系统内的转化与执行方面还

能做什么？

不让相关国家将这些规则视为外来规则的办法之一，就是提醒它们这些

规则在其集体记忆当中本就锚定存在。

土耳其作为区域大国及北约成员国，渴望强化自身作为西方与伊斯兰世

界的纽带作用。2008年，土耳其红新月会邀请了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当

地红新月会来到伊斯坦布尔，庆祝土耳其红新月会成立140周年，自称“红

新月之母”，其源头可回溯至人道法编纂之初。土耳其的积极表现提醒了我

们，当适应奥斯曼帝国将国际人道法适应其需要时，就为一套甚至直至今日

在土耳其除了专家群体外都并不广为人知和恰当理解的法律体系的情境化打

开了一扇门。

随着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将伊斯兰教置于其政治体系的核心

位置，并切断了其与西方的战略性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两伊战争中

（1980年至1988年）针对伊拉克战俘开展了援助行动，其间，国际人道法与

伊斯兰教的兼容性问题浮出了水面。在冲突之初，伊朗当局决定按照伊斯兰

原则来对待伊拉克战俘，此举使得他们的行为有悖于其在《日内瓦公约》下

的某些国际义务。20年后伊拉克再次成为战场，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处在了重

要位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圣城库姆与伊斯兰法专

家进行了人道事务方面的对话。2016年，此次对话的10周年纪念活动在库姆

举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赞扬了这一进展，并强调，“有必要将伊斯

兰/国际人道法对话中产生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受冲突影响地区切实的人道成

果”。11在宗教界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工作，形成了对执行及确保国际人道法

在其国内及国际上得到遵守负有责任的民政及军政当局开展的工作的补充。

11 见：ICR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slam and IHL – Statement by the ICRC”, 8 December 2016,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document/speech-icrc-president-international-conference-islam-and-ihl.

http://www.icrc.org/en/document/speech-icrc-president-international-conference-islam-and-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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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新一

代中国人对于主导着这个国家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前半叶历史的战争并无记

忆。为纪念《日内瓦公约》签署150周年，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与卡昂纪念馆共同策划了一场展览，2016年10月该展览在北京

面众，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同下，展览加入了中国历史相关元素。12此次展览

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契机，使他们得以了解在20世纪，包括中国被外国势力瓜

分和强占的黑暗的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围绕保护问题开展对话 以求接触被剥夺自由个体

在当今国际政治新时期的氛围下，人权及人道言论相融合，对许多

国家——委婉的说尤其是没有公开性传统的国家而言——整个人道

工作领域都变得极其危险。这些国家开始将人道活动视为要改变他

们的国家，甚至更换国家政权的活动。我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及21

世纪最初十年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将保护人权及政权更迭

混为一谈。13

菲奥多·卢科亚诺夫（Fyodor Lukyanov）的这项观察，对伊朗和中国完

全适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及中国当局接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造访

两国监狱的提请14，但其后在人权保护与更换政权混淆的情况愈发严重之后

发生了态度转变，自此让有关当局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严格的人道工作方

式就变得愈发困难。15为对话创造一个人道空间（见下文）为处理这些问题

提供了不具政治化倾向的框架。

12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追忆红十字百年历史——‘战火中的人道’大型展览”，新闻报道，2016
年10月14日，可点击：www.icrc.org/zh/document/china-humanity-in-war-exhibition.

13 1Fyodor Lukyanov, cited in ICRC, “Resist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Humanitarian Law and Policy Blog, 14 June 2016, available at: http://blogs.icrc.org/law-
andpolicy/2016/06/14/resisting-politicization-humanitarian-action-post-cold-war-erainterview-fyodor-
lukyanov/.

14 在伊朗的探视始于1992年，在一份与当局签订的协议框架内展开，但探视行动后续终止。 
15 土耳其的情况有所不同。欧洲委员会下设机构欧洲预防酷刑委员会，对土监狱进行定期探视并与在此

方面与安卡拉当局保持对话。见：Council of Europe, “The CPT Visits Turkey”, 24 May 2017, available at: 
www.coe.int/fr/web/cpt/-/cpt-carries-out-periodic-visit-to-turkey.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china-humanity-in-war-exhibition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6/06/14/resisting-politicization-humanitarian-action-post-cold-war-erainterview-fyodor-lukyanov/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6/06/14/resisting-politicization-humanitarian-action-post-cold-war-erainterview-fyodor-lukyanov/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6/06/14/resisting-politicization-humanitarian-action-post-cold-war-erainterview-fyodor-lukyanov/
http://www.coe.int/fr/web/cpt/-/cpt-carries-out-periodic-visit-to-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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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话创造一个人道空间

在菲奥多·卢科亚诺夫看来，人权相关问题是造成国际社会分化的政治

议题的核心。为了在敏感情势下开展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了能解决

棘手问题的去政治化空间，将这些问题严格置于人道框架之下。

在中国与伊朗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开展密集人群卫生应急培

训班（Health Emergencies in Large Populations,‘HELP’）,16为医疗人员和援

助人员提供契机，针对人道领域所面临的难题开展跨学科讨论。另一个工具

是探索人道法培训项目（Exploring Humanitarian Law,‘EHL’）17，该项目

是针对年轻人开展的教育项目。在土耳其和伊朗“探索人道法”项目接受度

很高，而在中国该项目被纳入了中国红十字会的项目当中，取得了进一步发

展。在青年群体当中推广人道理念是中国教育部有关人员的优先事项，并对

该项目的参与性教学法表示了赞赏。

密集人群卫生应急培训班以及探索人道法培训项目所传达的重点是，在

开展人道工作时所面临的以及在危机情势下因价值冲突而产生的两难困境。

参与培训的人员被问及，基于道德原则和良心自由应决定如何行事。            

在中国始于2007年的有关羁押场所医疗的对话，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医生提供了与中国同事探讨中国监狱系统所面临的挑战的契机，特别是肺结

核方面。

通过各种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人道行动必须以人为中心，且

不论他们所处的境遇如何，同时正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三条所规

定，“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

准而有所歧视”。

16 密集人群卫生应急培训班（HELP）是一个跨学科培训项目，培训内容涉及在自然灾害、冲突及其他

危及情势下人道工作的原则及时间，主要聚焦卫生与道德。点击可参阅该项目手册：www.icrc.org/fr/
publication/health-emergencies-large-populations-help-course.

17 该项目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发，其间与教育发展中心保持密切合作，在世界各地20个地点所开展的

有关活动得到了积极参与，项目包括30小时的教育活动。基于在各不同国家积累的经验，该项目在

范围上超越国境，并且不论政治、社会、宗教及文化背景如何，皆能调整适应各种不同的教育背景设

定。项目概况可见：www.icrc.org/en/document/exploringhumanitarian-law.

http://www.icrc.org/fr/publication/health-emergencies-large-populations-help-course
http://www.icrc.org/fr/publication/health-emergencies-large-populations-help-course
http://www.icrc.org/en/document/exploringhumanitaria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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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道法培训项目在土耳其、伊朗和中国都促进了对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更好理解和更高接受度，通过该项目三国负责教育项目的政府官员都对

有关中立、公正及独立的人道行动之议题有了更多了解。同样，将不同领域

的工作人员（包括政府、非政府、民政及军政）聚集在一起，探索人道法培

训项目推广了超越这些参与方之间差异的人道理念。

与国家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发展战略性伙伴关系

如前所述，三国的红十字与红新月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关键伙伴。

这些组织扎根于公民社会，是公共当局在人道领域职能的补充，并在工作中

坚持红十字与红新月相关原则，这就意味着这些组织能够以符合他们有时甚

至是谨小慎微地严格遵守的职权的方式，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

同伊朗和中国当地的国家红十字会所签署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协议，构建了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两国在国际层面与国家层面所建立的合作框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战略锚定概念

上文所列举的在土耳其、伊朗和中国所开展的活动虽远谈不上穷尽，但

对于帮助我们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在这类既非受援国也非捐助国的国

家锚定住并开展工作的路径有所助益。

其他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并未加入冷战结束时形

成的人道行动框架。鉴此，2011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定了一批新兴国家，

委员会意图除了在这些国家境内开展行动之外，争取这些国家对于委员会工

作的长期支持。这是战略锚定概念产生的背景。

我在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经验表明，战略锚定这个概念加强了进行

多年的活动的正当性，比如在伊朗开展的伊斯兰-国际人道法对话，在中国

开展的羁押场所医疗对话，以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密集人群卫生应急培训

班，所有这些活动都找到了在战略锚定背景下的存在理由。除了在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中促进合作以及帮助接触受害者与捐助方两方面，战略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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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还令与其他国家层面与人道问题相关的参与方（例如学术界、智库、

基金、媒体、非政府组织、经济主体及职业协会等）合作开展的活动有效。

战略锚定也确认了，有必要了解新兴国家，以便于了解他们在人道问题

上的立场，并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对话。为

此，通过开展战略锚定方面的活动，本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员工的角色在

代表处得到巩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派人员的国际化对此也有帮助。现如

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多地招募了来自于非捐助国的员工，以确保其更好

地融入、理解这个目前正在形成当中的多极化世界，为世界更好地接纳。在

世界某些地区开展行动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外交不能再仅仅依赖于

捐助国的支持，而上述所有工作都对巩固人道外交有所助益。

对于在热衷于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而又不愿放弃本国的民族认同的新

兴国家开展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而言，战略锚定是一个有用的概

念。一些驻扎于完全坚持己见的受援国的代表处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经验。

结 论

1985年11月20日，赖莎·戈尔巴乔夫和南希·里根为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博物馆举行奠基仪式。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举动是通向冷战结束的过程

的组成部分。这座博物馆诞生于这种乐观主义的气氛中，在3年后的1988年

10月29日向公众开放。参观者受邀踏上回溯人道行动历史的旅程，一面时间

墙展示了红十字自创立以来所历经的主要悲剧。然而，这个设计原本只是为

了勾起一段集体记忆，很快就引发了争议。冷战的结束使回忆消融。这面时

间墙展示的是哪段回忆？

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冲突表明，在欧洲，

集体记忆是分裂的，一些人努力记住的经历往往是另一些人尽可能忘却的。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官方谴责了时间墙偏重于奥斯曼帝国坍塌期间发生的悲

剧，而当时的受害者是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

在历经了22个月的闭馆翻修之后，2013年5月18日博物馆重新开放。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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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翻修工作的是三位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建筑师，一位来自巴西，一位来自布

基纳法索，还有一位来自日本。18这次整修没有将时间墙保留下来，这面墙

在其诞生的25年后被撤了出去。现在，博物馆的永久性展览名为“人道旅

程”，一段不以欧洲的历史经历为中心的旅程。

直到21世纪伊始，不同国家的国家叙事还未对缘起于欧洲的悲惨经历的

“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的普遍叙事表示质疑。然而，随着诸如中国和俄罗

斯这样的大国重返国际舞台以及许多新兴国家的出现，其他的叙事开始出现

在本国境外，而集体记忆开始展现出多元化。历史不再局限于单一视角，很

难说评判历史上的对错。 

正如本文开篇所引的于贝尔·韦德里纳之言，西方国家“现在被这个与他

们预期迥异的世界弄得失去方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是靠西方捐助方

的资助，委员会将基本原则作为其工作指南，正是这些原则令其得以在20世

纪及21世纪初保持正常运转。今天，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正在经

历身份政治和国家情感的崛起。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例子表明，要作为人

道参与方被接纳，仅仅是保持中立和独立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愈发全球化

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被视为有其独特性的国家。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要获得接纳，就必须倾听这些国家的诉求，理解和接受他们的不同之处。

基于欧洲在20世纪惨痛遭遇的“不再重蹈覆辙”的故事仍构成世界秩序

的的基石，但如今有其他国家不同的遭遇的版本与之呼应。在中东地区、中

亚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叙事与别国的国家叙事完全相反的情况

也市场存在，而这正是真实存在的或潜在的冲突的源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造成历史学家有所分歧的根本政治问题上，不应该有立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杰出的法律专家让·皮克泰（Jean Pictet）先生，曾

负责起草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筹备工作，他在1986年写到：

今天，全人类统一的心理状态以及治理所有国家的行为的普适性标

准得到了认可，相信某个文明的高人一等的观点不复存在：文化多

18 见：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useum, “The Museum: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 available 
at: www.redcrossmuseum.ch/en/themuseum/history-and-architecture/.

http://www.redcrossmuseum.ch/en/themuseum/history-and-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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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以及对它的关注及深入研究确实已经被普遍接受。这就产生了

一个认识，即人道原则是全体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无论在何处。当

不同的习惯、道德和哲学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及融合，独特的东西

被消除了，只有一般性的东西被提炼出来，留下的纯粹的本质是全

人类的遗产。19

在让·皮克泰写下这段文字之后逾30年后的今天，这个“纯粹本质”仍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委员会得以在这个同时存在着全

球化与分化两种趋势的世界上开展工作的基础。为了被这个多极化的世界理

解和接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不畏困难，在坚持其普遍公认的人道原则

的同时，将其行动及叙事情境化。

19 Jean Pictet, “Humanitarian Ideas Shared b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n Henry 
Dunant Institute and UNESCO,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Humanitarian Law, Martinus Nijhoff, Dordrecht, 
1988, pp.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