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与火中不断发展的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第二卷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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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选国

� � 2016 年 10 月 15 日，展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百年人到历史的展览“战火中的人道”在北京
首都博物馆开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
战争受难者》中文版第二卷正式
出版了， 虽是四百多页的大部
头，但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一直
沉浸和感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艰辛工作和伟大创造：不管
人类之恶有时会让这个世界变
得多么残暴和黑暗，但日内瓦公
约闪耀的人性之光，让地球上这
群最灵长的动物还是展现出其
仁慈和智慧的另一面。

虽然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随
便一查就能读到《红十字会法》
和《日内瓦公约》的全部文本，但
光读这些法律条文你可能不会
感动，而读过《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和保护战争受难者》 一书，再
去读这些条文，你才会真正认识
到红十字运动的价值，才会真正
尊敬和崇尚这个守护人类生存
底线、 维护人类尊严的人道组
织。

在战争冲突中发展完善的
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
战争受难者》第一卷，主要按照
历史进程，从索尔福雷诺战役到
长岛核战二战结束，纵向梳理四
个日内瓦公约的产生和发展演
变过程；第二卷则从辨析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人道服务所依据的
公约、附加议定书、国际习惯法、
红十字与红新月的规章角度，探
讨其承担救助和保护的授权、职
责和法理渊源；其第三、四、五部
分，结合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
加议定书的服务要约的法理，横
向叙述国际委员会如何运用这
些公约条款保护陆战伤病军人、
海战伤病军人、保护战俘和平民
被拘禁者、保护战争中的平民的
实践，展现这些规则在战争和冲
突中发挥的作用，评述这些条款
的法律效率以及不足。

书中第一部分比较详细的
叙述了 1949 年修订的日内瓦四
公约及其后续两个附加议定书
出台的背景和过程。 鉴于两次世
界大战的教训，1945 年 10 月国
际委员会宣布开始咨询着手全
面修订日内瓦公约，接连几年通
过国际性的会议商讨文本，并终
于在 1949 年有 59 个国家参加的
外交大会上通过了修订的日内
瓦四公约。 正如比尼翁所称：
“《日内瓦公约》达到了一种可与
《联合国宪章》 及一些专门机构
的创世章程相媲美的普遍性”，
因此，其缔约国“几乎囊括了国
际社会的所有成员”。 但随后的

“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殖
民帝国的肢解以及越来越多的
国家的政治动荡已引发了一系
列冲突，而其中大部分未得到解
决”，基于二战经历而“制订的日
内瓦公约不适应在公约通过后
出现的新的斗争形式，尤其是民

族解放战争和游击战”，因此，通
过制订附加议定书的形式来补
充和发展《日内瓦公约》成了理
性的选择。 从 1971 年开始召集
41 个国家、指派 190 位专家开始
咨询拟草， 到 1977 年 6 月外交
大会上正式通过两个附加议定
书，《第一议定书》是《关于保护
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是《关于
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
的附加议定书》， 尽管这两个附
加议定书到 2012 年底止的缔约
国家数量均低于日内瓦四公约
的缔约国，但是附加议定书依据
新的时期战争和冲突特点，为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家红十字
会、 红新月会参与武装冲突、内
战的救援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
制约新的民族战争、国内冲突中
的非人道行为、保护战争受难者
起到了较好的约束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国际人道法的特殊地位

在一般公众印象中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就是一个国际性组
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 当今的红十字国际运动由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联合会及 190 个国家地
区的红十字会、 红新月会组成。
而作为红十字运动源头的国际
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正如科内利
奥. 索马鲁加序言里所述：“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存在很多易让大
家误读的地方：它在个人倡议下
成立，但却拥有国际公法赋予的
职权；它在思想和行动上是一个
国际性组织，但其成员却是一名

名拥有瑞士国籍的个人；它的行
动建立在国际公约基础之上，但
它本身却不是这些公约的缔约
方。 ”对于其无法归入常规分类
的法律人格，比尼翁在书中花了
很多笔墨， 从日内瓦四公约、两
个附加议定书，还有从国际习惯
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国际委员会
的法律授权及其依据、范围和限
度，描述了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和
巨大价值，“虽然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方，
但该公约实际赋予了国际委员
会可以援用的权利，并施加了经
后者同意的义务”， 从而展示了
其“扮演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
特殊角色，因为它肩负着与其他
组织不同的职责”。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保护陆
战中的伤病军人” 的结论里，比
尼翁这样写到：“众所周知，医学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毁灭手段
之演进却远胜之”，“在我们眼
前，一座座城市日复一日变成了
一个个战场。 在这一点上，革命
性的战争与更加精密的武器的
罪恶相结合向大规模手段伸出
了欢迎之手。 ”因此“来自国家红
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志愿服务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也愈
加不能缺少来自一个独特的中
立调停人的帮助，其职责是向交
战国重申基本的人道原则、确保
这些原则的实施并通过援助行
动协助执行”。

画卷式描述笔触

比尼翁擅长画卷式描述，大
气磅礴，因此让这个大部头的著
作读起来既有历史战争的场面

感， 同时又有法理和哲学的思
考，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
得到思想的启迪。 比尼翁说：“国
际委员会的历史就像地震仪的
刻度盘，上面刻满人类穿越的所
有危机。 ”虽然国际委员会的行
动能起到一定的平定作用，但不
会对地震仪上的曲线产生非常
显著的影响。 而书中比尼翁通过
历史画卷式的描写，把红十字运
动刻录在记录盘上的这些历史
轨迹简介而生动地呈现出来，让
我们看到红十字运动在人类危
机时、为减少战争冲突给人类带
来的痛苦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
抚慰和平定作用。

要感谢本书译者晓亚·杜博
礼将比尼翁生动而凝练、严谨且
富有哲理的文字翻译的神采飞
扬，让我们有阅读的快感，如第
二卷结尾的排比句所再现的战
俘监禁场景和文字背后的人道
关怀：“诚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无力阻止监禁生活难以忍受的
折磨。 但是，至少，透过其在场的
温暖，透过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
界的天窗，透过重新连接与情人
之间的纽带，透过一种可以防止
权力滥用和省份丢失的保护，透
过提供物质救助，最后，透过坚
守一份还以自由的承诺，国际委
员会使俘虏们的监禁生活显得
不那么残酷。 ”

中国对国际人道法的践行

比尼翁在书中数次提及与
中国相关的战争。

第一卷中他写到中日战争
中，国际委员会派员到日本和中
国， 提示要遵循日内瓦公约，呼

吁双方飞机不要轰炸城市伤及
平民，还协助中国建立了接受国
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助渠道，但日
本以其是签署国、但政府没有批
准文书为借口，宣称该条约包含
一些不适合远东情况的条款，拒
绝完全履约。 后来在远东战争
中，涉及到日本军队拘押的数万
战俘时，“他们都不忘重申他们
的国家不受该公约的制约”，拒
绝或严重阻碍国际委员会对战
俘的探视。 但不尊重国际公约的
他们，后来自食恶果，二战结束
后大量关东军战俘被苏军拘禁，
长时间作为苦力得不到释放，最
后他们也不得不借助国际委员
会帮助协调遣返。

第二卷第三章中比尼翁叙
述了朝鲜战争和中越战争的案
例。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24 小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分别向韩
国和朝鲜发出了适应《日内瓦公
约》 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人道原
则，即使朝鲜当时还不是公约缔
约方。 但是国际委员会始终未能
向朝鲜派遣代表，未能帮助被朝
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俘获的战
俘，因为金日成和当时的中国志
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信函表达
了他们对于探访拘禁场所的立
场：“我们所做出的在所有的细
节中以明确的方式善待战俘的
决定足以显示我们的人道意愿
与关切，因此我们看不出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探视战俘营的用
处”。 但韩国当时却接受了国际
委员会对战俘营的探视。

在 1979 年的中越战争中，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时向中越提
出了服务要约，国际委员会派出
代表团前往河内，但始终未就探
访拘禁中国战俘营的问题上达
成协议。 而中国此时的姿态显得
更加开放和国际化，主动邀请国
际委员会派代表团探视拘禁者，
探视了 6 个战俘营和一家医院，
并在无他人在场情况下与战俘
会谈。 此后，双方政府达成释放
战俘协议，在邀请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参加的情况下，双方战俘在
“友谊关”山口获释。

这本书不仅仅是红十字运
动和国际人道法最具价值的研
究著作，也是最好的全面认识了
解日内瓦公约和人道主义的普
及读物， 还是帮助人类认识人
性、重新审视人类尊严、生命终
极关怀的思辨哲理之作。

第一卷第二章中， 比尼翁
引用了何塞·皮霍安的一句名
言；“改变世界的是信仰而不是
权力”，但愿更多的人通过《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战争受
难者》一书，信仰和坚守人道主
义， 从而让这个世界少一些战
争罪恶， 多一点人性和人道的
光芒。

（本文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