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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莫妮克·南尚*

267

摘  要

诸多法律体系均对战争及其他暴力局势下的儿童保护有所规定，这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助益儿童的若干行动提供了法律框架，特别是在委员会

负有明确职责，以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致使脆弱性加剧的地区。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助益儿童的行动源于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

书所赋予的职责、《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

国际大会决议。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身并非儿童保护机构，儿童保护

也不是委员会所开展的单项行动，但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行动而

言，儿童保护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加剧儿童脆弱性

问答：武装冲突及其

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

的工作

* 本次访谈由《红十字国际评论》主编埃伦·波莉钦斯基与专题编辑克维托斯拉娃·克罗蒂乌克于2019
年6月6日在日内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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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儿童保护工作顾问莫妮克·南尚在此次

与《红十字国际评论》的访谈中，对为将儿童保护纳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主流工作而作出的各项努力进行了探讨，并揭示了在为受冲突及其他暴力

局势影响的儿童开展保护与援助行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关键词：儿童，武装冲突，儿童兵招募，教育机会，拘留，国际人道

法，重建家庭联系，城市暴力，儿童参与。

·······
·······

“儿童”所指代的群体乍看之下显而易见，但事实上，

国际法与各国及人道组织相关政策所提供的某些特定保

护中涉及的年龄标准并不统一。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理解，哪些人属于“儿童”？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因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将所有不满18岁的人视为儿童。1这一群体在国际人道

法与国际人权法下均享有特别保护。诚然，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一般认为童

年早在18岁之前就已终结。当一个人显现出青春期的最初特征，如下颌生出

第一根胡须之时，可能就已被当作成人看待。但是，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行动而言，儿童指的是所有18岁以下的人。

儿童保护如何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特

殊类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一系列助益儿童的行动，特别是在违反国际人道

法行为可能会加剧儿童脆弱性的受冲突影响地区。

1 《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11月20日，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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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非儿童保护机构，但其40%的援助与保护行动受益

人均为儿童。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所有行动而言，从为

受冲突影响人群提供安全洁净水和医疗服务，到提升武器污染方面的认识，

再到旨在保护平民居民的营养项目与活动，许多儿童都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所提供的支持当中获益。因此，关注儿童群体的特殊需求与脆弱性，并相应

调整应对行动，是十分关键的。当然，也不应低估儿童保持希望的惊人能力

及其复原力。就我们的工作中所遇到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言，有些专

门针对儿童产生影响，招募儿童兵就是一例。因此，要应对此类具有挑战性

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在与儿童进行沟通时，无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其需求，还是寻

找他们的父母，亦或是帮助他们回到原籍社区，都需要特殊的工作技巧和方

法。对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其为儿童开展的行动均经

过调整，以儿童友好的方式开展，并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2我们的

首要任务是，将儿童保护纳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流工作，同时主要专注

于我们现有的专业技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开展儿童保护行动时，适用并援引

了哪些法律文件及标准？

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待遇，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

书以及习惯国际人道法包含了许多清晰、明确的义务，这些规范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儿童保护工作的核心。3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援引了一系列

2 见上注，第3条。考虑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由习惯国际人道法规范加以补充，相关规范认为儿童有权

获得特殊尊重和保护。见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编，《习惯国际人道法：第1
卷：规则》，英文版于2005年出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剑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由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组织编译，于2007年出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法律出版社（以下简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

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135，载：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v1_rul_rule135
（所引全部网络链接于2019年10月查阅）。

3 关于国际人道法为儿童所赋予特殊尊重和保护的概述，见Sylvain Vité, “Protecting Children during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Discourse, Vol. 5, 
No. 1, 2011。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前注2，规则135。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chi/docs/v1_rul_rule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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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人权方面的重要条约对上述国际人道法所提供的保护进行补充，最主要包括

《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

书》以及《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等地区性文件。4

最后，如一国已经致力于实施额外标准，例如《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

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巴黎原则》）5《关于维持和平以及防

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温哥华原则》6以及《保护学校及高校在武装冲突期

间免于用作军事用途的指南》7，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在与有关当局的对话

中加入相关内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了哪些与儿童保护相关的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工作的战略提倡采用多学科方法，根据具体

情况评估、分析和应对儿童需求。该战略重点关注的是贯穿我们为儿童及其

家庭和社区所开展工作的四大重点问题：被拘留儿童、儿童兵招募、冲突和

暴力对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以及家人离散。

应对儿童和拘留问题是我们的优先要务之一。例如，可能会有儿童因其

被控行为而在刑法框架下受到拘留，包括被控犯有盗窃等轻罪的初犯，以及

因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被拘留的儿童。儿童也可能会随父母一同拘留（有些

是母亲在拘留期间所生），还有许多儿童因迁移而被拘留。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目标是确保拘留条件能使儿童的特殊需求受到尊重，并符合国际公认的

少年司法标准。必要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帮助被拘留儿童与家人之间重

建联系。

4 见《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2000年5月25日；African Charter on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Child, 1 January 1990。

5 UNICEF, The Paris Principle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rmed Forces or 
Armed Groups, 2007, available at: www.refworld.org/docid/465198442.html.

6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Roméo Dallaire Child Soldiers Initiative, The Vancouver Principles on 
Peacekeeping and Preventing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2017, available at: www.
vancouverprinciples.com/the-vancouver-principles/.

7 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 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ilitary Use during Armed Conflict, 2014, available at: www.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guidelines_en.pdf.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65198442.html
http://www.vancouverprinciples.com/the-vancouver-principles/
http://www.vancouverprinciples.com/the-vancouver-principles/
http://www.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idelines_en.pdf
http://www.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guideline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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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优先要务是应对儿童兵招募问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

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目睹了儿童如何持续受到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

招募和利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与冲突各方的保密对话中也提出了这一问

题，提醒各方负有不招募儿童兵的义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刚果民主共

和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曾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返回原籍社区并重

建生活。

应对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对儿童接受教育的影响是第三项重点工作。学

生或教师可能会在校内或上学上班途中遇袭，而校舍本身也可能被用作非法

招募儿童兵的场所；在攻击中成为攻击目标或遭到附带损害；还常常被用于

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教育中断会对儿童的未来产生严重影响。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与有关当局及武器携带者就保护教育问题进行接触，对极易受到影响

的学校提供支持，并倡导为被拘留儿童、国内流离失所儿童等弱势儿童提供

受教育的机会。8

最后，应对家人离散问题也是我们在保护儿童方面的优先要务之一。

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往往使得民众被迫突然逃离家园，从而常常导致儿

童与亲人离散。根据国际人道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有帮助离散家人重建

联系的职责。我们与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合作伙伴一起，对无人陪伴

的儿童进行登记，并尽最大努力寻找其父母——例如，前往儿童最后已知的

地址，与流离失所社区领袖进行合作，或使用海报、在线寻人或广播信息等

手段。在世界各地，我们已帮助数以万计因战争或迁移而离散的家庭成员之

间取得电话联系，在南苏丹9或安哥拉10就开展了相关工作。儿童与家人团聚

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继续进行回访，以评估其重新融入家庭和社区后的

需求和生活状况。2018年，得益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努力，840名儿童得

8 See also Geoff Loane and Ricardo Fal-Dutra Santos,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The ICRC’s Community- 
Based Approach to Ensuring the Protection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9, No. 
905, 2018.

9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南苏丹：2500名因战争而离散的民众通过电话重建联系》，2018年2月7日，

载：www.icrc.org/zh/document/south-sudan-phone-call-reconnect-2500-people-separated-war-conflict。
1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罗浮阿难民营的无人陪伴儿童讲述他们的故事》，

载：www.icrc.org/zh/document/angoladrc-unacompanied-children-lovua-refugee-camp-share-their-stories。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south-sudan-phone-call-reconnect-2500-people-separated-war-conflict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angoladrc-unacompanied-children-lovua-refugee-camp-share-their-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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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以与家人团聚。11委员会还开设了一个专门网站，使寻找失踪人员的亲属可

以找到其他可能的搜寻方法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浏览与特定紧急局势有关的

失踪人员姓名和照片进行在线寻人。12

上述四点就是我们所开展的儿童相关工作的具体优先要务（先后顺序与

重要性无关）。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冲突相关问题对儿童造成影响，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在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接触时予以提出。另外，由于儿童

年龄小、体型小且相对不成熟，他们往往极易受到身心暴力的伤害。面对性

暴力，儿童也未能幸免：或是可能直接受到影响，或在母亲遭到强奸之后出

生，从而易于受到伤害，遭受污名化。       

在开展保护弱势移民的工作时，我们遇到了可能面临上述部分问题的

儿童，例如与亲属失联或最终被拘留的儿童。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身处境恶

劣，可能遭受剥削、虐待和（或）贩运，并可能在获得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

务方面面临挑战。

对受影响民众负责的概念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9～2022年机构战略的核心。其中一个部分是在规划

行动时听取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民众的意见

并与之协商。在规划具有相关性的应对行动时，将儿童

直接提出的需求纳入其中面临哪些挑战？

我认为，主要的挑战在于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成人比儿童更了解儿童

的需求。我们以为通过与父母、社区领袖或教师交谈就能了解儿童的需求，

因而通常并未足够系统性地听取儿童的意见。但这种方法违背了《儿童权利

公约》的核心原则——儿童参与原则。13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工具，并正在

11 See, for example, “Libya-Egypt: Two Years On, Twelve Children Reuinted with Their Families”, 20 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document/libya-egypt-two-years-twelve-children-reunited-their-families.

12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建家庭联系网站：https://familylinks.icrc.org.
13 见《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2号一般性意见：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

2009年7月20日。

http://www.icrc.org/en/document/libya-egypt-two-years-twelve-children-reunited-their-families
https://familylinks.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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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培训力度，以确保一线工作人员认识到（在儿童年龄和成熟度允许的情

况下）系统性听取儿童意见，并将其纳入所开展评估的重要性。听取儿童意

见，指的是询问儿童有何担忧和恐惧，以及他们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为

其提供何种帮助的看法。虽然相关情况正在改善，但我时常注意到在有些国

家和地区，这项工作并未开展——有时是因为担心伤害儿童的感情而自我克

制，或是因为与儿童互动可能具有挑战性。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加强同事的能力建设，使他们能够在与儿童进行

面谈时采用儿童友好的方式，并根据儿童年龄和发育阶段调整工作方法。近

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我们和与家人离散的国内流离失所青少年进行了几

次小组讨论。结果表明我们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故而目前即将启

动一个试点项目，对其中部分挑战加以应对。我们还系统性地鼓励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的一线工作人员在评估期间让儿童参加焦点小组讨论——例如，与

我们的重建家庭联系或基于社区的保护行动有关的讨论——以便我们在进行

分析、规划应对行动时考虑到他们的意见。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所有行动都遵循“不伤害”原则，该原则要求人

道组织将其行动所造成的伤害风险降至最低。14因此，尽管我们为制定针对

性应对措施而努力与儿童直接互动，但在特定问题上听取其意见可能并不妥

当。特别是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讨论的保护工作相关问题而言，有时可

能造成心理创伤的敏感议题，或是儿童不应知晓的禁忌性议题，可能就不适

合听取儿童的意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遇到过儿童所提出的需求与其父

母的需求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委员会如何加以应对？

此类情况确实会出现。例如，在国内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儿童倾向于选

择的持久解决方案可能与父母不同。父母和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可能会希望返

14 ICRC,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Work, 3rd ed., Geneva, 2018,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
publication/0999-professional-standards-protection-work-carried-out-humanitarian-and-human-rights. 尤见第

27页，“避免造成伤害”。

http://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99-professional-standards-protection-work-carried-out-humanitarian-and-human-rights
http://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99-professional-standards-protection-work-carried-out-humanitarian-and-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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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回原籍地，而在流离失所期间出生的儿童或是在城市环境中长期流离失所的

儿童可能更希望留在原地并融入其中，因为他们对原籍地并无了解或依恋，

而只能设想出自己日后在流离失所地点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努力确保在制定持久解决方案时，

相关社区内所有人的意见都会被纳入考量，包括儿童的意见。不过，若依据

当地文化及社会价值观，长者通常有权为家庭或整个社区做出决定，我们

也不会试图作出改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权改变现有的社会规范或权力结

构，但我们始终赞成不违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选择方案。

根据若干组织所开展的研究，危机局势中的儿童将接受

教育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15对于在获得教育方面面临

挑战的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开展应对行动？

对于受战争影响的儿童而言，能够接受教育是使其获得常态感的关键。学

校为其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这对其发展以及精神和社会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基于在多个受冲突影响国家与儿童进行的讨论，我们的观察结果证实了

教育的重要性。参加焦点小组讨论的儿童认为，缺乏受教育机会是他们所面

临的主要挑战；而从成人调查结果来看，教育却不一定如此重要——这一现

象引人深思。                   

近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教育机会问题日益给予更多关注。除将其

作为委员会儿童相关工作战略的四大重点问题之一以外，委员会自2017年以

来还通过了《教育机会援助框架》。16我们的工作方法包含两个层面：一是

巩固目前在教育领域开展的工作；二是向确保将教育纳入整体人道应对行动

的工作加大支持力度。

15 See, for example, Save the Children, Education Against the Odds: Meeting Marginalised Children’s Demands 
for a Quality Education, Londo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library/
education-against-odds-meeting-marginalised-childrens-demands-quality-education. 这项近期开展的研究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儿童当中，约有三分之一（29%）认为，受教育是其当务之急”（第4页）。

16 See ICRC, Framework for Access to Education, Geneva, July 2017,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document/
framework-access-education.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library/education-against-odds-meeting-marginalised-childrens-demands-quality-education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library/education-against-odds-meeting-marginalised-childrens-demands-quality-education
http://www.icrc.org/en/document/framework-access-education
http://www.icrc.org/en/document/framework-acces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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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儿童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努力改善儿童的受教育机

会。首先，我们把保护教育作为与冲突各方就保护平民居民进行的双边保密

对话的一部分。在仔细收集某一事件的信息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会与

武器携带者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的情况、对学校的攻

击或破坏、对师生的威胁，以及学校附近出现军事目标（如检查站或军营）

所带来的风险。

第二个方面是多个代表处为提升学校安全性而开展的工作。其重点对象

是位于前线附近或地处极易遭受暴力的街道和社区的学校。例如，我们在乌

克兰、黎巴嫩、17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

了这项工作。我们采取多学科工作方式，其目的不仅是提升学校校舍的安全

性，而是还在于降低师生接触冲突和暴力相关风险的情况，使其为邻近地区

发生枪击或冲突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并为其处理与此类局势相关的压力提

供支持。这些工作应通过与武器携带者开展双边保密对话，即“保护对话”

来维系，以确保武器携带者履行其对教育机构、学生和工作人员所负的义

务，因为除非得到了旨在促进敌对行动期间尊重学校的呼吁的支持，否则降

低直接风险的作用十分有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支持和促进特别脆弱的儿童群体接受教育，例如曾

与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有关联的儿童、与家人长期离散后返回家园的儿童、

失踪人员的子女或拘留场所中的儿童。在缅甸，18我们就在拘留场所内建造

了教室，为被拘留儿童提供适宜学习的环境。在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

目睹了国内流离失所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所面临的特定障碍，可能与如下原

因相关：歧视；当地基础设施不足，无法接纳新来者；父母无力支付学费，

或被迫让子女通过乞讨或工作谋生；或是由于流离失所儿童往往缺乏入学所

必需的官方文件，而产生了行政方面的障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可能通过

17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赫尔贝达乌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北部城镇修复学校和操场，帮助孩

子们返回校园》，2019年7月10日，载：www.icrc.org/zh/document/back-school-kherbet-daoud-icrc-
rehabilitates-school-and-playground-northern-town。

18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教育无界》，2018年8月22日，载：www.icrc.org/zh/document/
myanmar-no-limit-education。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back-school-kherbet-daoud-icrc-rehabilitates-school-and-playground-northern-town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back-school-kherbet-daoud-icrc-rehabilitates-school-and-playground-northern-town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myanmar-no-limit-education
http://www.icrc.org/zh/document/myanmar-no-limit-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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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传递学校证明（如在南苏丹和乌干达之间传递），或提供校服、学习用品或

书籍（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等方式，为接受教育特别困难的儿童提供

直接支持。

在许多武装冲突中，儿童兵现象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

实。被强行招募的儿童以及自愿决定加入武装团体或武

装部队的儿童都遭受了可怕的后果，并往往被迫犯下暴

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援助这些儿童重新融入社区方

面有何经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成为 “儿童兵”之外，儿童还可能承担各种

角色，如厨师、搬运工、信使、间谍、性奴、强迫劳工，甚或人体炸弹。

所以我们不使用“儿童兵”一词，而是更倾向于将这些儿童称为与武装团

体或武装部队有关联的儿童（或简称为CAAFAG，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n 

armed group or an armed force），因为这一术语能够涵盖上述种种现实情况。

让曾与武器携带者相处，历经艰难处境的儿童重返社会，确实是一项挑

战。重返社会方案应放眼长远，为所涉儿童提供真正的替代性方案，以避免

其重蹈覆辙。

目前，我们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帮助离开武

装团体或被武装团体释放的儿童。该项目内容包括：寻找这些儿童的亲属；

让儿童及其父母和所在社区为家庭团聚做好准备；为儿童开展技能培训（如

缝纫、作物种植、小牛畜牧或在市场上销售食品等），从而缓解他们重返社

会的压力，使其在返乡后能够谋生。父母在接纳重返家庭的儿童时可能会产

生诸多疑问：孩子是否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否变得有暴力倾向？他们回村后

会有何种表现？回归儿童的家庭可能也会担心社区其他成员会对他们有何看

法。在一些地区，甚至无法设想让这些儿童返乡，因为当地根本不会欢迎曾

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人。这意味着这些儿童的家庭只有两种选择：或是被迫

举家搬迁，或是将子女交由住所较远的亲属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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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曾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即使重返家园，也会面临被

重新招募的风险。在经济资源匮乏，教育或就业机会有限，或武装团体就存

在于社区，有时甚至根植于社区的地区，儿童尤其会面临此类风险。一些儿

童为了养家糊口或供兄弟姐妹上学，再度加入了武装团体。

回归儿童所面临的污名化现象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挑战，对于同样经常出

现在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中的女童而言尤为如此，尽管她们远远没有男童突

出。在返乡时，她们可能会遭到排斥；如果处于孕期或正在抚养婴儿，情况

还会更加严重。

对于曾与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有关联的儿童来说，接受教育的机会特

别重要。如尚且年幼，接受教育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社区对他们的接

纳度，并减少他们回归后可能遭遇的污名；但如果年龄较大，则往往已经

辍学数年，因而难以融入低龄同学的班级。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得到接纳并

重新融入社会。理想的情况应是设立补习班，以便其能够跟上同龄儿童的

学习进度。

在可能涉及外国作战人员的武装冲突中，其子女可能随

父母来到外国领土或在外国领土出生。您能否详细介绍

这些未成年人面临的主要困难和与其相关的保护关切？

近几个月来，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事件，这种情况引起了公众的极大

兴趣，但这其实并非从未出现的问题，也不仅仅涉及中东地区。据称与“外

国作战人员”有关的儿童会面临几项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出生证明等

官方文件，出生在非国家武装团体所控制领土之上的儿童往往会出现这种情

况。这就导致难以确认其身份，并引发更多问题。其原因在于，身份证明文

件是任何个体主张公民身份、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以及享有教育和医疗服

务等一系列其他基本服务的基础。

家人离散是另一项重大问题。我们曾目睹儿童被与母亲或兄弟姐妹分离

的情况，而其依据有时只是根据儿童年龄作出的一般假设。就年龄较大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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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童而言，原籍国可能会认为他们将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而往往不太愿意向

其提供援助。

在卷入武装冲突的国家，达到一定年龄的儿童可能会在经过筛查后被与

亲人分离。有些儿童会遭到逮捕和拘留，可能是由于被控与某个武装团体有

关联。但无论如何，都应将这些儿童视为受害者而不仅仅是加害方，并应对

其适用少年司法标准。

另外一项保护方面的关切是针对这些外籍儿童的污名：根据其父母的身

份及其民族或宗教，他们中有许多人似乎被贴上了种种标签。要使这一特殊

群体重返社会并非易事。他们当中许多人目睹了大量暴力事件；有些被迫参

与其中；有些在冲突中身受重伤；几乎所有人都失学数年；还有许多人在冲

突中失去了家人，或失去了他们家人的音讯。

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首先是这些儿童能否返回原籍国：是否有机会

选择回国？能否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同回国？有些儿童无法自证身份，也无

法找到亲人，所以不会回国；有些儿童又可能需要被迫回到一个从未去过或

毫无印象的国家；还有一些儿童则可能在回国后面临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风

险。评估如何满足这些儿童的最大利益是颇具挑战的，但要确保为每名儿童

选择正确的行动方案，就必须采取这一举措。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识别处境最为艰难的儿童，并遵照其

意愿将相关情况通知原籍国大使馆，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

系，并确保少年司法标准适用于被拘留儿童。

在未达到武装冲突标准的暴力局势，包括城市暴力局势

中，儿童往往在受害者和加害方中均占比较大。在暴力

持续存在的城市环境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调整其

应对措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对城市暴力的基础是其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章程》中得到确认的“人道倡议权”，这项权利适用于未达到武装冲突标

准的暴力局势以及不可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人道倡议权意味着在制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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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干预措施之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国家当局提供有关服务和专业技能，

以取得有关当局的支持，并在工作中保持充分的透明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在日益加大行动力度，力图保护和援助因未达

到武装冲突标准的暴力局势（如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暴力）而受到影响

的民众和社区。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就普遍存在异常严重的

城市暴力。

不可否认，城市暴力的影响长期持续且普遍存在，会造成直接和间接

的人道后果，而这是需要替代国家结构或采用传统发展领域方法的标准人

道项目所无法应对的。正是因此，实践已经证明，合作伙伴关系对于确保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此种情况下所开展应对行动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和适恰性

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与各国红会以及地方和国家当局（如负责提供医疗

和教育服务的当局）携手合作，已确保能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更大范围

的城市地区，甚或其他城市中沿用最初本地化轻量级的干预措施。例如，

2009～2014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试点项目在一些贫民窟开展之后，就在其他

城市得到了推广。19

在应对城市暴力对儿童所造成的人道后果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

的行动包括：在学校等地推广生活技能和安全行为，以减少学生接触风险的

可能性；促进职业培训；以及与当局合作，帮助改善被拘留儿童的生活条件

和待遇。此外，委员会还向特别脆弱的群体，如未成年母亲及其子女，提供

符合其具体需求的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

在未来几年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预计与儿童相关的工

作中有哪些优先要务，又将面临何种挑战？

对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儿童而言，对其产生影响的问题恐怕不会很快发

生改变。考虑到城市战日益增加，或新的作战方法得到使用等近期进展，及

19 See, for reference, ICRC, “Rio Project: Programmes Helped Reduc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Violence in Rio 
de Janeiro”, 2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document/rio-project-programs-helped-reduce- 
humanitarian-impact-violence-rio-de-janeiro.

https://www.baidu.com/s?wd=www.icrc.org/en/document/rio-project-programs-helped-reduce-+humanitarian-impact-violence-rio-de-janeiro&tn=84053098_3_d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wd=www.icrc.org/en/document/rio-project-programs-helped-reduce-+humanitarian-impact-violence-rio-de-janeiro&tn=84053098_3_d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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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儿童的工作

其在尊重国际人道法关键原则方面所带来的挑战，儿童将继续在冲突中罹受

苦难。

因此，我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不断加强其应对儿童需求的能力，

系统性地将儿童保护纳入其主流行动，确保为儿童所做的一切工作均基于对

儿童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的正确理解，并确保在制定具有相关性的应对行动

时倾听儿童的诉求。

今年是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也是《儿童权利公约》通过30周年，

各国和冲突各方履行保护儿童的义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在武

装冲突期间，儿童往往付出了太过沉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