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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报告概要
本文件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 以下简称“国际大会”) 编
写的第五份关于“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的报告。该组织曾分别于
2003 年、2007 年、2011 年和 2015 年向国际大会提交了类似报告。这些报告均旨在综述当
代武装冲突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战，引发各方对这些挑战进行更广泛思考，并概述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当前或未来的行动、立场及关注领域。
本报告与之前的报告一样，仅涉及国际人道法正在面临的一部分挑战。报告概述了各国、
其他行为方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益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武装冲突城市化；新型作战技
术；日益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平民的需求；非国家武装团体；恐怖主义与反恐；气候变化、环
境和武装冲突；以及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这些问题包括此前报告中尚未涉及的一些方
面，如围攻战、战争中人工智能的使用以及残疾人保护。对于此前报告中已有涉及但仍有较
高国际关注度的问题，本报告还提供了一些相关最新情况，这些问题包括在人口密集地区使
用爆炸性武器、某些新型作战争技术、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等。

***

本报告导言部分简要概述了当前的武装冲突及其人道后果，以及对国际人道法构成挑战
的一些现实情况。
第二章探讨了当前和未来敌对行动中面临的挑战，重点关注与城市战 ( 第一节 ) 和新型
作战技术 ( 第二节 ) 有关的特定问题。
随着城市战日益增多，冲突各方面临着一系列具体挑战。本报告涉及其中三项挑战。首
要且基本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在城市战中适用规制敌对行动的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 ( 即区分
原则、比例原则、预防措施原则 ) ，从而促进平民保护。城市战的特点是平民和战斗员混杂交织；
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距离相近；城市基础设施网络纵横交错。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
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尤其会引发诸多法律问题和重大人道关切。第二章还讨论了确保
围攻战和包围战术不违反有关保护平民居民之规则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在近期冲突中引起
了极大关注。
第二章第二节专门探讨新型作战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已用于近期冲突。可以预见的是，
这些武器的使用今后只会有增无减——可能会对平民保护产生积极和消极后果。除其他内容
外，第二章重点讨论了网络战的潜在人类代价；概述了武器系统“关键功能”的自主性导致
人类对武力使用失去控制所引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并强调了各国在履行其义务时必须考虑
的关键问题，以确保新型作战手段和方法的使用能够遵守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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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许多武装冲突旷日持久，已经对平民的需求和脆弱性问题产生影响。第三章介绍了
国际人道法下某些与平民居民保护这一广泛人道讨论相关的问题。这一章特别探讨了如何通
过尊重国际人道法来推动为空前严重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找到持久解决方案。此外，本章
还回顾了国际人道法如何处理武装冲突期间残疾人在特定能力、经历和看法方面的问题，从
而为国际人权法相关规定作出补充。本章还介绍了冲突期间教育的重要性出现争议时、学校
对平民的价值在敌对行动中被低估时、学校被军队利用时，国际人道法如何为儿童教育提供
保护。
虽然武装冲突所有各方所开展的行动均会引发人道关切和国际人道法方面的挑战，但如
果着眼于非国家武装团体，某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第四章专门讨论国际人
道法与非国家武装团体。它首先探讨了国际人道法能否适用于涉及多个武装团体的暴力局势。
此外，本章还讨论了对居住在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的平民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并就武
装团体实施的拘留提出了初步意见。
近年来，恐怖主义与反恐一直是许多政策、人道及法律讨论的主题。第五章重点探究该
领域特别引发人道关切的三个问题。首先，本章重申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
国家以及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反驳了国际人道法与反恐无关或其某些
规则不适用于或以不同方式适用于这种“例外”情况的论断。第二，本章还对某些反恐措施
表示关切，这些措施阻碍了公正的人道组织为援助和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所作出的努力，
而且还有违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与精神。本章还强调了一些近期的发展，将有助于解决各国颁
布有效反恐措施的意愿与为恪守原则的人道活动提供便利的义务之间的矛盾。第三，本章也
探讨了国际人道法下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地位和保护问题，尤其着重阐述了妇女儿童的
需求以及各方对其负有的义务。
第六章主要关注武装冲突对气候及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强调受武装冲突影响民众尤
其易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危害。本章还提请各方注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正在修订的
《关于武装冲突期间环境保护的军事手册及指示之指南》 ( 下文简称《指南》)。
本报告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讨论了如何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问题是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最为重大的一项挑战。本章介绍了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及其伙伴近期为加强与武装冲突各方的对话而实施或启动的工作，包括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提出的“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倡议 ( 该倡议旨在利用当代武装冲突中复杂的支持
网络和伙伴关系，力求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报告《战争中行
为约束之根源》( 该研究报告指出了影响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行为规范的一些根源因素 )；编
写《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指南：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

I. Adnan Sherkhan Mohammed Al Genkw/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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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 以下简称 “国际大会” ) 召开之际恰逢 1949 年四个
《日内瓦公约》——现代武装冲突法 ( 或国际人道法 ) 的核心条约——通过 70 周年。1 日内
瓦四公约通过 70 年后，已获得普遍批准，经常得到重申，并广泛纳入国内法和军事条令中。
武装部队在日常行动中实施国际人道法，以减少战争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对许多人来说，尊
重这些规则关乎职业认同感和核心价值观。
尽管取得了这些重大成就，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现象仍是一个棘手问题。每个违法行为
都会对受影响者造成严重后果，当冲突各方普遍无视规则时，不仅会对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还会对社区、城市，甚或整个地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尽管国际人道法在国际层面和军事理
论中越来越受重视，但一些冲突方仍继续藐视规则，其恶劣程度足以引起全球严肃关注。
过去四年，一些地区冲突中暴力局势不断恶化，往往因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激化
所致。也门局势现已演变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面临着流行病蔓延、药品短缺、民众食
不果腹、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等多重问题。叙利亚冲突中民众仍饱受苦难，骇人暴力事件的幸
存者被迫流离失所，面临恶劣生活条件，与家人离散，前途未卜。在整个萨赫勒和乍得湖地区，
武装冲突继续激化种族间紧张局势，而这一局势又反过来导致武装冲突加剧。
最为旷日持久的冲突继续导致民不聊生、阻碍社会重建，其中一些冲突出现进一步恶化
的迹象。在阿富汗，尽管各方加大和谈力度，但平民伤亡人数仍在激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中非共和国，由于促和工作与复员努力进展缓慢，武装团体不断分化激增。南苏丹自冲突
爆发以来，长期饱受民众营养不良的困扰。在哥伦比亚，近期缔结的一项和平协定推动了裁
军进程，增进了政治包容性；但也催生了一些反对该协定的新分裂团体以及看到巩固其权力
机会的老兵团体。乌克兰暴力局势激烈强度有所减弱，但这场持续六年的冲突几乎没有终结
的迹象，甚至很可能再次升级。这些旷日持久的冲突对健康、教育、基础设施、经济及社会
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并且毫无补救的时机。这些局势中有许多已经被“遗忘”：
媒体报道不足，决策者视而不见，致使数百万人饱受痛苦无望。
许多情况下，战斗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导致家庭成员失联，不知道彼此下落以及是
否安好。许多流离失所者饱受着似乎无休止的折磨。因冲突逃离家园，冲突结束后返乡，这
种情况看似并不复杂，但事实上却导致许多人的生活长期停滞不前，他们要不断承受反复流
离失所带来的创伤、不适宜的居住条件对健康的影响、无法自由行动的痛苦，同时他们深知
那些负责保护他们并确保他们安全返乡的人实际上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其他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着当代武装冲突所造成的伤害，并使其成为长期
问题。气候变化导致受冲突影响者在干旱及其他自然灾害面前更加脆弱。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
大众广泛使用的平台，即可以将针对社区的暴力行为妖魔化，亦可煽动此类行径。而且，如果
无法区分暴力对男女老幼等不同人群的不同影响，那么就无法识别并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
导致当今许多战争爆发、无休无止的各种因素可能错综复杂，但不必要地增加人类代价
的违法行为却简单明了：针对平民实施的不分皂白的蓄意攻击；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
强奸及其他性暴力；针对医院、医务人员及伤员的攻击；劫持人质；法外处决和即决处决。

1

本文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国际大会编写的第五份关于“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
战”的报告。前四份报告分别于 2003 年、2007 年、2011 年和 2015 年提交给国际大会。本报告旨在综
述当今武装冲突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主要挑战，促进各方对这些挑战开展讨论，并概述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当前或未来的行动、立场及关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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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各方有系统地针对敌方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及相关人员实施违法
行为，已经形成了打击报复的恶性循环。
确保交战各方承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 ( 无论其如何行事 )，对确
保尊重该法至关重要，但这一点也经常遭遇挑战。自 2015 年国际大会以来，一些行为方的
残暴行径变本加厉，同时有迹象表明其他行为方的反应也令人担忧：他们认为一些个人或团
体穷凶极恶，因此这些人 ( 有时甚至包括其家人或社区 ) 不受国际人道法保护。我们迫切需要
明确否定此类错误观念，并重申：尽管恐怖主义公然违反基本人道原则，但打击恐怖主义仍
须以身作则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 以下简称“运动”) 的组成部分以及其他人道组织致力于在
当前的武装冲突中提供援助，对于它们而言，捍卫人道行动空间的任务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
大量反恐立法扑面而来，规定对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团体和个人提供“支持”是违法的
(“支持”包括十分广义的行为 )。如此一来，各组织为受冲突影响地区提供公正人道援助和
保护的能力也日益受到威胁。必须借助各国良好实践的范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地区层面近
期取得的积极进展，维护各国在日内瓦四公约中普遍认同的人道空间。
与此同时，与冲突各方就其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务开展对话变得日益复杂困难。由于武
装团体分裂与重组 ( 往往层级不清 )，也由于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域外冲突 ( 倾向于代之以支持
其他行为方 )，因此，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归责并采取矫正措施也变得愈加困难。在
许多地方，组织结构重叠且 ( 政治、犯罪、宗教、族裔 ) 动机各异的多个团体卷入冲突，导致
人道组织援助受影响者并与交战方就遵守国际人道法开展讨论的工作变得复杂且危险。
应对国际人道法在解释和适用方面较不明显的挑战，也对促进遵守该法至关重要。随着
各国动用武力打击各种威胁，对武装冲突法是否适用的根本判断容易受到操纵。有些情况下，
法律会让位于便利：例如，国家在未达到构成武装冲突的法定标准时援引国际人道法并大规
模动用武力；或者相反，即便某一局势已显然构成武装冲突，但各国因担心负面印象和外部
制约而否认武装冲突的存在，导致国际人道法无用武之地。此外，由于各国愈加弹性地解释
国际人道法基本条款——通常是为权宜之计的合法性进行辩解，从而可能会形成令人遗憾的
法律先例，致使未来的行为方造成超出军事必要性或人道可容忍范围的伤害。
国际人道法的当代挑战远不止交战各方不遵守规则。作战方法、手段和地理位置的变化
继续考验着条约和习惯法的适应性。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冲突也不断城市化，使
得城市战及其对平民生活、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的影响成为迫切关注。许多冲突方尚未根据
人们在城市环境中特有的脆弱性而改变其武器和战术的选择。此外，作战领域的技术进步对
武装冲突法的未来而言，既是希望也是威胁。在关于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新型作战技术的
讨论中，网络空间与战场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在攻击决策方面的作用、以非和平方式利用外
层空间的可能性等都是突显出来了重要问题。无论这些技术进步和讨论结果如何，均须进行
冷静分析和客观判断：技术可以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确打击能力，提供替代物理毁坏的手段；
然而，武器创新决不能取代国际人道法所要求的严格缜密的法律分析和人类决策。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国际人道法仍具有减轻武装冲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破坏的潜力；
正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近年来，可以看到武装部队在跟踪平民伤亡并了解其原因方面作出了
更多努力。一些国家的军队法律顾问更加积极地在战场上维护国际人道法。《禁止杀伤人员
地雷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义务，因此清除杀伤人员地雷，在受影响社区开展风险教育以及
为地雷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工作继续飞速进行。数万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拘留者得以与家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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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战俘得以释放与遣返；遗体被归还亲属。非国家武装团体也作出承诺，反对在敌对行
动中招募或使用儿童兵，反对性暴力。每天，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医疗服务机构仅基于医疗需
求来救治敌方伤员。
《日内瓦公约》历久弥新，既归功于其所体现的原则和实用主义，也归功于各缔约国、
运动的各组织部分以及其他国际参与方的努力，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捍卫了公约的重要性。
《日内瓦公约》签署 70 年后，公约的遵守情况仍有待改善。国际人道法遭到违反时，后果
的严重性和采取矫正措施的紧迫性不容小觑。国际司法和实况调查机制提供了部分应对措施；
然而，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尚未采用但可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手段方法。《日内瓦公约》通过
70 周年之际，各国按照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之规定，承诺尊重该公约并保证该公约之被
尊重仍是减少受武装冲突影响者之痛苦并满足其需求的最佳起点。

P. Krzysiek/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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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武装冲突城市化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冲突也逐渐转向城市。城市战与日俱增，平民首当其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直接观察了解到，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
武器，仍是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破坏的主要原因。城市地区维持平民生命所必需的服务
即使未受到直接攻击，也会受到攻击的间接影响，从而出现中断、日益恶化直至瘫痪的情况。
2

在某些情况下，为向生活在特定地区的平民施加压力而故意不向该地区提供服务，会导致

当地居民食物或用水不足、卫生设施和电力供应短缺，且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如果城市遭到
围困，物资匮乏状况就会更加严重。此外，如果市中心爆发战斗，会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战斗结束后，会存在未爆炸弹药和 ( 或 ) 其他形式的武器污染，且基本服务匮乏，致使许多流
离失所者无法返回家乡。上述诸多后果并非仅出现在城市战中，但在城市战中的影响规模更
大，因此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人道应对措施。
国际人道法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加以限制，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不可接受
的伤害和破坏。但即便如此，城市战的毁灭性人道后果也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即此类冲突中
的各方如何解释并适用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则。在本节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就以下方面阐
述其观点，并分享新的多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1) 城市战期间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影响；
(2) 人口密集地区爆炸性武器的使用；(3) 围攻战期间平民居民的保护。

(1) 城市战期间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影响
在城市中，军事人员与平民居民、军用物体与民用物体常常混杂在一起。从军事角度和
避免平民伤害的角度而言，这种混杂为卷入城市敌对行动的各方带来重大挑战。由于平民在
城市战中面临独特威胁，因此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定赋予平民的保护至关重要。政策也可以
成为保护平民、限制城市战影响的有效工具，但不得利用政策向平民提供弱于或低于国际人
道法同等水平的保护。
国际人道法禁止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实施攻击，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即禁止不加区
分地对军事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实施攻击。国际人道法还禁止发动可能附带使平民受伤害，
而且与预期的具体、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虽然毫无疑问，比例原则确实存在，
军事指挥官也会在日常工作中予以适用，但该原则所依赖的关键概念 (“附带平民伤害”“军
事利益”和“过分”) 还有待进一步阐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支持这项工作。3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2015 年；见：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249-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

3

为此，拉瓦尔大学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举办了有关比例原则的专家会议：see ICRC,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79184/4358_002_expert_meeting_report_web_1.
pdf.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参加了由其他机构组织一些专家参与的进程：se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tudy Group,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hallenges of 21st Century
Warfar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ila.vettoreweb.com/Storage/Download.aspx?DbStorageId=3763&Stora
geFileGuid=11a3fc7e-d69e-4e5a- b9dd-1761da33c8ab ( 该报告还探讨了有关“军事目标”和“攻击中
预防措施”的概念 )；Chatham House, Proportionality in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The Incidental Harm
Side of the Assessment, research pap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
files/publications/research/2018-12-10-proportionality-conduct-hostilities-incidental-harm-gillard-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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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际人道法要求冲突各方在攻击中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以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
免受攻击的影响。就攻击中的预防措施而言，攻击方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或
至少尽量减少附带平民伤害。可行的预防措施是指，考虑实施攻击行为当时的所有因素 ( 包
括人道和军事考量因素 )，在实践中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而何种预防措施具有可行性，这一
认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并取决于大量因素，包括技术进步，或在发现新技
术之后开发出可尽量减少附带平民伤害的战术或程序。在这方面，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
或活动，也许可以找到新的可行预防措施。
只要条件允许，对于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均应预先发布有效警告。针对城市地区的
大多数攻击很可能也应采取这一措施。4 预警的有效性应从可能受影响的平民居民的角度进行
评估。在可能受攻击影响的民众中，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并理解预警的内容，并给他们
足够时间撤离、寻找避难所或采取其他自我保护措施。发布预警并不免除发动攻击一方采取
其他预防措施的义务，也不免除其继续保护自愿或被迫留在将受攻击影响地区之平民的义务。
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相辅相成，必须同时遵循这三项原则，攻击才可能
是合法的。
在实施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时，是否应考虑以疾病和精神创伤形式出现的预期附带
平民伤害，也引发各方讨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必须考虑可预见的附带伤害，例如在
存在有毒工业化学品的城市中攻击军事目标时可能引发污染问题，或城市污水系统遭间接破
坏可能引起疾病传播等。如果一座城市已存在霍乱或其他类似传染病，而攻击方预期会对该
城供水或污水系统造成间接破坏，这时考虑可预见的附带损害尤其重要。一些近期冲突中就
出现了此类情况。
在心理健康方面，尽管国际人道法禁止采取主要旨在恐吓平民的行为，但心理创伤长期
以来一直被视为冲突不可避免的后果。与人身伤害和死亡相比，敌对行动造成的心理影响可
能更难预测。不过，目前人们普遍已经接受，人类健康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组成。
对此，近期一些军事手册中出现了应将敌对行动的心理影响纳入考量的认识。就心理影响这
一领域而言，未来交战方的实践可能会受不断发展的研究成果和认知的影响。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及其运动伙伴在各自的行动中注意到存在巨大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需求，需要更多方
面承认这一问题并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应对造成的伤害。5
上述几项规则特别适用于国际人道法所定义的攻击：即最有可能造成平民伤害的军事行
动。然而，冲突各方必须时刻留意在所有军事行动中避免伤及平民，包括部队调动和作战准
备演习，例如在城市地区的地面行动期间。特定物体受特殊保护，不应受到攻击。例如，对
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既不能受到攻击，也不能遭到其他形式的毁坏、移动或使其
失去效用。这些物体包括城市饮水供应网络和设施。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城市地区开展敌对行动期间能否遵守国际人道法，取决于指挥官在
攻击时所掌握的或本应掌握的情况，而这又取决于当时情况下运用所有资源可合理获取的信
息。鉴于城市地区平民和军事目标混杂交织的情况，在城市地区规划行动时收集的信息不应

4

对于因被用于危害敌方的行为而失去保护的医院和医疗设施 ( 包括位于城市地区的医院和医疗设施 )，存
4

在一个关于攻击前发出事先警告的特别规则。
5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见背景文件，“Addressing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needs of people affected by armed conflicts,
natural disasters and other emergencies”, 33IC/19/1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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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侧重于核实目标是否为军事目标 ( 这当然是一项关键要求 )，还应侧重于评估可预期的附带
平民伤害，包括间接或“衍生”影响。假定所有民用建筑中都有平民、评估平民生活模式等
做法，可能有助于克服由城市环境造成的困难，继而准确评估是否有平民存在。

在城市地区实施攻击带来的挑战
在城市地区，平民居民的各项基本服务依赖于一个由相互连接的基础设施系统组成的复
杂网络。6 一个系统内最关键的基础设施节点能够确保向大部分人口提供服务，但如果这些
节点遭毁损，则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这种情况最令人关切。此类节点也被称为“单点故障”。
服务供应依赖人员、硬件及消耗品的运作，其中任何一环均可能因直接或间接原因而中断。
例如，一个电力变压器损坏，可立即导致整个社区或医院的供水中断，大大增加了公共卫生
与健康方面的风险。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接和间接影响会对特定服务产生累积影响，
致使某一系统大部分无法正常运作，导致问题更加棘手。这种累积效应会影响长期敌对行动
期间的附带损害评估与分析工作：在比例性评估中，破坏某城市最后仅存的一条配电线路预
期可造成的平民伤害，远比破坏多条正常运作线路中的一条更为严重，因为一条线路受损可
通过配电网的冗余能力来弥补。
鉴于基础服务系统的这种复杂性和关联性，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攻击直接造成
的附带平民伤害，还要考虑可预见的衍生影响。7 可合理预见或本应预见到的附带伤害，会
因攻击的具体情况和目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根据以往城市战影响的经验，可以预
知附带平民伤害的规律。特别是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获知并发展可预见的附带平民伤害：分
析过往攻击的影响；研究冲突的影响；改善武器效果建模方式；增进对基础设施设置和各
项服务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研发促进评估冲突期间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条件或状况的
新技术。
在这方面，武装部队必须在攻击周期或其他决策过程中严格采用短期反馈环并吸取其他
经验教训，以防止重蹈覆辙并总结过去未能充分预期或减轻的影响，为今后评估工作提供参
考。近期的冲突尤其反映出城市战对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供应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时后果尤甚。
城市内部或其他地区的流离失所状况是城市战对平民造成的众多损害影响之一。8 除了
平民生命受到威胁、城市基础服务中断外，造成长期流离失所状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
常因使用重型爆炸武器而导致的民宅毁损。尽管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并未明确提及流离
失所也属于相关平民伤害的一种类型，但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流离失所状况可能增加民众

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期间的城市服务：呼吁采取更佳方法援助受影响人群》，2015 年；
见：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4249-urban-services-during-protracted-armed-conflict.

7

见《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2015 年，32IC/15/11, pp. 49–51；见：https://
www.icrc.org/zh/document/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d-challenges-contemporary-armed-conflicts.
( 下文简称 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

8

See ICRC, Displaced in Cities: Experiencing and Responding to Urban Internal Displacement Outside
Camps, ICRC, 2018, pp. 18ff.; available at https://shop.icrc.org/displaced-in-cities-experiencing-andresponding-to-urban-internal-displacement-outside-camps-2926.html. 另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国内流离
失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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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或患病的风险。一般而言，如果民宅遭受附带损害可能会引发流离失所，那么根据这些
原则，则应更加重视此类损害。
城市战的另一个挑战是许多物体同时用于军事和民用目的。例如，一个射击位置可能
部署在民宅屋顶或用作指挥所的多层公寓楼楼顶。同样，发电站可能同时为军营和城市其
他地方供电。如果民用物体被用于军事目的后，使得其本身或其可分离部分成为军事目标，
那么该物体将成为合法目标。然而，主流观点认为，9 不论是在减少其他附带民用物体损害
方面，还是在减轻该物体民用用途受损给平民造成的后果方面，遵循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
原则仍然十分重要，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持观点。例如，依此观点，攻击必须针对
民宅的屋顶或多层建筑中特定的公寓实施，而且前提是在具体情况下可以避免平民失去住
宅和生计。
最后，在城市地区的地面行动中，部队可能会卷入激烈交火并需要火力支援。这种情况
危险且紧急，大大增加了附带平民伤亡和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
多次观察到这一点。正如下文所述，与敌方交火时和实施火力支援时均须遵守规制敌对行动
的所有规则。

保护城市居民免受攻击影响
当平民不在作战区域时，他们可以得到最有效的保护。但是，由于城市战发生在平民活
动区域，各方必须履行其义务，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及民用物体
不受攻击的影响。例如，避免将军事目标部署于人口稠密地区或其附近，或采取在人口密集
地区外作战的战略战术等一般性措施，都是试图彻底减少发生城市战的手段。
当城市战无法避免时，所有各方均负有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平民免受攻击影响的义务。攻
击方有义务发出有效的事先警告，而控制被攻击地区的一方有义务撤离平民和民用物体，使
其最大限度地远离军事目标附近。
遗憾的是，在当代冲突中，冲突各方往往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把平民居民及其控制下
的平民当作人盾，蓄意将其置于危险之中，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被作为人盾的平民仍受
保护，尽管这确实会带来现实挑战，但另一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伤害这些
平民，并在比例性评估中将他们纳入考量。

(2) 人口密集地区爆炸性武器的使用
城市战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 ( 也称为“重型”
爆炸性武器 )，即通常可从远处实施具有极强爆炸力的攻击且影响范围广泛的武器。10 此类武

9

如欲了解有关比例原则的讨论 ( 有关预防措施原则的内容亦可比照该讨论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p. 37–40;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tudy Group,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hallenges of 21st Century Warfare, pp. 11–12.

10 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武器是指：一 ) 个体弹药有巨大毁伤半径，即巨大的冲击力和破片杀伤范围或效
果 ( 例如大型炸弹或导弹 )；二 ) 发射系统缺乏精度 ( 如间接瞄准武器，包括火炮和迫击炮 ) ；设计用于发
射多弹药的武器系统 ( 如多管火箭炮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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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开阔战场上使用时，一般并不令人担忧，但当针对位于城镇等人口密集地区 11 的军事目
标使用时，这些武器会对平民居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近期和当前发生的武装冲突 ( 如阿富汗、
加沙地带、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等国的武装冲突 ) 反映出此类
武器的各种危害：平民死亡、重伤 ( 往往导致终身残疾 )、精神和心理创伤，以及房屋、医院、
学校及基础服务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毁坏——这些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基
础，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条件。
除了对平民生命、身体健康和财产的直接影响外，此类武器还会造成一系列广泛的间接
或衍生影响，波及联系紧密的城市服务网络，影响的平民居民人数远多于遭受直接攻击地区
的平民居民数量。这些日益为人所知并可预见的后果在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会进一步加剧，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服务长期、甚或不可逆转的恶化状况会增加平民苦难。在人口密集地
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所造成的与性别相关的影响也常常被忽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角
色将会影响不同群体 ( 男性、女性、男孩或女孩 ) 的伤亡几率以及幸存者将面临的污名的性质。
此外，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也是造成流离失所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流离失所民众面临更多危
险，包括性暴力，女性面临着尤其严重的性暴力危险。

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引起的国际人道法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5 年《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报告 12
中概述了因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而引发的主要国际人道法
问题，现综述如下，并提出了其他问题。
国际人道法本身并不禁止针对位于人口密集地区的军事目标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
爆炸性武器，但此类行为受到敌对行动规则的规制，特别是有关不分皂白或不成比例之攻击
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在攻击中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的义务。在城市战中，军事目标与平民和
民用物体非常临近，城市平民因高度依赖相互关联的基础服务而特别脆弱，因此鉴于此类爆
炸性武器的大范围杀伤效果，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此类武器通常会对平民造成重大伤害，也
在国际人道法有关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引发严重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5 年的报告中指出，某些类型的爆炸性武器系统 ( 例如很多当
前使用的火炮、迫击炮和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尤其是使用非制导弹药以及非制导空投炸
弹和火箭弹时 ) 本身缺乏精度，这令人严重担忧他们能否遵守有关不分皂白攻击的禁止性规
定。这些武器精度低，很难按照本条规则的要求针对某一特定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因此，
这些武器很有可能不加区分地打击军事目标与平民及民用物体。虽然提高发射系统的精度
有助于减少此类武器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范围杀伤效果，但此类武器若使用大口径弹药 ( 即
与军事目标相比具有较大破坏半径的弹药 )，那么无论精度如何提高，仍可能与国际人道法
背道而驰。

11 此处“人口密集地区”和“人口稠密地区”两个词交替使用，均指在城市、城镇、村庄或非建筑社区，
平民或平民与民用物体长期或临时集中的情况。尤其见 1980 年《某些常规武器公约》之第三议定书第 1
条第 2 款。
1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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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5 年的报告中还指出，除了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进行攻击所造
成的直接影响外，在按照比例规则和攻击中预防措施规则的要求评估当时情况下可合理预期
的附带平民伤害时，还必须将间接或衍生影响纳入考量。13 例如，如上文所述，重型爆炸性
武器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 ( 重要的水电设施和供应网络等 ) 造成的附带损害，可严重破坏对平
民生存至关重要的服务，特别是医疗、水电供应以及卫生服务。由于这些服务大多相互依存，
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受到破坏往往都会对其他基础服务产生多米诺效应，引发的人道后果远远
超出武器影响区范围。根据对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所造成的大量平民伤害的
直接观察，我们严重怀疑武装部队并未按照比例规则和攻击中预防措施规则的要求充分考虑
此类衍生影响。
在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为己方部队或友军提供火力掩护的情况中，一
些国家借助“自卫”这一概念来说明国际人道法对此类情况中武力使用的限制 ( 包括对武器
选择的限制 ) 可能比对预先策划的攻击中的此类限制要宽松，并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具有极
高滥杀滥伤风险的武器进行辩解。然而，即使是出于“自卫”而使用武力，武力使用行为也
受到有关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攻击的绝对禁止性规定以及所有其他规制敌对行动的国际人道
法规则的限制，因为这些规则既适用于进攻，也适用于防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保护
己方部队或友军是影响预防措施可行性的相关军事考量。对攻击进行比例性评估时，这也是
一个相关的军事利益，但这种军事利益必须是“具体且直接”的，在部队遭攻击时 ( 即需要
实施“自卫”时 ) 主要是这种情况。在所有此类情况下，必须在保护部队与人道考虑之间实
现平衡，例如预期可能因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而造成的附带平民伤害的程度。在这方面，某
一攻击预期造成附带平民伤害的风险越大，攻击方可能须准备接受的己方部队面临的风险就
越大。无论如何，保护部队永远不能成为使用不分皂白的武器来掩护己方部队或友军的正当
理由。
有时，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 ( 最常见的是火炮或其他间接火力武器系统 )
被用于骚扰敌方，使其失去行动自由，或阻碍其开展活动 (“骚扰”、“拦截”或“压制”火
力 )。其形式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攻击，激烈程度通常较低或适中，目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对
某一区域或特定物体或人员施加影响。然而，合法实施骚扰、阻截或压制火力行动的前提是，
必须针对特定军事目标，并且必须使用能够仅攻击特定目标的手段。但在实践中，情况并非
总是如此。
使用火炮等间接火力武器系统时，许多武装部队为了能够在几轮射击后击中目标，会采
用对目标实施“步进射击”或“包围”目标等火力调整技术。此类技术包括逐步向离目标越
来越近的位置发射炮弹，记录其影响并作出调整 ( 修正 )，然后再射击该目标以“达到预期效果”
( 齐射 )。这种在人口密集地区调整火力的方法本身就有造成平民伤害的重大风险，因为多轮
“调整”射击的过程中炮弹很可能射偏，从而误伤平民和 ( 或 ) 民用物体。因此，在人口密
集地区使用此类技术，会在禁止不分皂白攻击方面引发问题。

13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衍生影响可合理预见，见第二章第一节第 (1) 部分：城市战期间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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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中重申了该组织于 2011 年首次表
达的立场：“考虑到爆炸性武器可能不分皂白的特性，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性规定，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张，避免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使用影响范围巨大的爆炸性武器。”1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和武装冲突各方制定政策，避免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重
型爆炸性武器，不论此类使用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这一呼吁基于以下三项意见：
• 使用这些武器会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出于人道和道义必须防止或至少减少此类严重
破坏和苦难
• 使用具有大范围杀伤效果的爆炸性武器攻击位于人口密集地区的军事目标时，客观上
很难遵守对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攻击的禁止性规定
• 一直有待阐明的问题是：各国 ( 特别是武装冲突各方 ) 如何解释并适用国际人道法关
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的规则。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前所述，“对
于这些规则是否足以规范此种武器的使用，或是否有必要澄清其解释或制定新的标准
或规则，则有不同的看法。根据当今见证的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影响，
使用这些武器的各方如何解释和适用国际人道法，也存在严重问题。” 15
回避政策是指，此类武器因其造成附带平民伤害的风险很高而不予使用，但如果能够采
取足以将此类风险降至可接受程度的缓解措施，那么则可取消该政策。缓解措施包括与瞄准
和武器选择相关且可显著缩小爆炸性武器影响范围的措施和操作流程，以及其他尽量减小附
带平民伤害的几率和 ( 或 ) 程度的措施。应在实施军事行动前就制定好此类政策和做法，在敌
对行动期间忠实执行，在此类行动中与伙伴部队或其支持的各方分享，并在决定转让重型爆
炸性武器以及向武装冲突一方提供支持时成为考量因素。

通过“良好实践”来改变行为
鉴于在城市环境中开展敌对行动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以及城市居民所特有的脆弱性，军事
政策和实践必须在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充分注意保护平民。尽管存在明确规定对在
人口密集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及相关作战方法加以限制，但这些规定较为分散或针对具
体任务，很少成为在此类环境中开展军事行动的一贯做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迄今掌握的资
料表明，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但似乎只有少数国家对城市战或在人口密集地区开展敌
对行动制定了具体指导和培训。

14 同上，第 46 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次对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表达立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2011 年，32IC/15/11，第 35-36 页；见：https://
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31-intconference-ihl-challenges-report-11-5-1-2-en.pdf ( 以下简称 2011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也于 2013 年发出了类似呼吁。See Resolution 7 of the 2013 Council of Delegates,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D/13/R7, para. 4;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
en/doc/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council-delegates-2013/cod13-r7-weapons- and-ihladopted-eng.pdf.
15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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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各国和武装冲突各方制定这方面的政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近期发表的报告中
建议各方采取若干良好实践，推动落实回避政策，并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关于在人口密集地
区进行敌对行动的规则。
鉴于当今武装冲突中出现的大规模破坏和平民苦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呼吁武装冲
突各方采取紧急行动，审查其军事政策和实践，确保根据城市和其他人口密集环境的特点以
及其中平民的脆弱性，对理论、教育、培训和武器作出相应调整。

(3) 围攻战期间平民居民的保护
战争史充满了采取围攻战这种作战方法的情况。其中一些因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而臭名
昭著。当代中东的冲突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围攻战等包围战术的关注。
围攻战往往对大量平民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的围攻战伴随着轰炸，有时在围攻部队和
被围攻部队之间还会发生激烈战斗，给身陷围攻地区的平民带来持续危险。供电短缺和公共
服务恶化也是围攻战的典型特征。由于食物和用水供应不足，许多家庭被迫做出艰难抉择。
年龄、与性别相关的身份或残疾等因素可能导致更加难以获取稀缺资源。这些情况会造成民
众饥饿、营养不良、脱水、患病、伤亡等后果。

“围攻” 的概念
国际人道法没有关于“围攻”或“包围”的定义。围攻可以被描述为包围敌方武装部队
的一种战术，目的是阻止其行动或切断其支援和补给渠道。围攻战的最终目的通常是迫使敌
人投降，历来采用断水断粮的手段，但在当代冲突中，围攻部队通常试图通过敌对行动占领
被包围地区。围攻或其他形式的包围战术也可能是更大的作战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可以采
用此类战术孤立入侵期间敌方未撤退部队。
围攻行动如果并不企图通过攻击占领某一地区，那么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在相对安全的情
况下为围攻方武装部队取得军事优势。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围攻方避免城市战所带来的危险，
还有助于减少经常由城市战引发的重大平民伤亡。
相反，围攻行动如果确实企图通过攻击占领某一地区，那么则可能导致战斗更加激烈，
平民面临的相关附带伤害风险加剧。如果被围困部队除战斗或投降外别无选择，情况更是
如此。
国际人道法并不禁止对仅有敌军的地区实施围攻，也不禁止对其增援或补给实施封锁，
包括通过断粮迫使敌方投降。该法也不禁止攻击被围困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前提是实施攻击
时遵守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
遗憾的是，当整个城镇或其他人口密集地区遭围困时，平民往往身陷其中遭受无可言状
的苦难。国际人道法通过限制冲突各方在围攻期间可采取的行动，为这些平民提供至关重要
的保护。

冲突双方允许平民从围困地区撤离的义务范围
纵观历史，围攻部队和被围困部队均有阻止平民从围困地区撤离的情况出现。对围攻部
队来说，此举往往主要旨在迅速迫使被围困部队投降，因为平民必须依赖与敌方部队相同的
补给。在纽伦堡审判中，使用火炮阻止平民从围困地区撤离的做法被视为一种极端但并非非
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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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法律有个很大的发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四公约关于撤离特定类别弱势群体
的必要但有限的规定。
如今，只有专门针对敌方武装部队实施的围攻才是合法的。
首先，向逃离围困地区的平民射击或以其他方式攻击平民，均构成针对平民实施攻击，
这种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第二，国际人道法规则适用于围攻期间的敌对行动。如下文所述，为实施源自预防措施
原则的若干规则，冲突双方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允许平民离开被围困地区。冲突各方尤其必
须时刻留意在所有军事行动中避免伤及平民，并且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在
选择作战手段和方法时，避免或尽量减少附带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毁损。在发生敌对行动的
被围困地区，鉴于平民面临的危险，一个显而易见的预防措施就是撤离平民，或至少允许他
们离开。对于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冲突各方还必须发出有效的事先警告，目的就是让
平民能够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被围困方也负有义务，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免受攻
击的影响。这包括允许平民离开或以其他方式将他们从军事目标附近撤离，例如从正在发生
或预计将发生敌对行动的受围困地区撤离。
被围困方可能会试图阻止平民离开，因为平民从被围困地区撤离后，将易于围攻部队对
敌方采取断粮手段，或者在攻击被围困地区的军事目标时有更多回旋余地。然而，国际人道
法明确禁止利用平民的存在使某些地区免受军事行动的影响，包括企图利用平民阻碍围攻部
队的军事行动等。这类行为可能构成将平民居民用作人盾。
最后，条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禁止将使平民居民陷入饥饿作为一种作战手段。这表明，
在被围困地区，围攻方不得再采取剥夺平民生存所必需物资的方式作为迫使敌方投降的合法
手段。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围攻方如果想利用饥饿作为对抗被围困敌军的方法，
且被围困地区也有平民受困，那么就必须允许平民离开围困地区，因为经验表明，实际上，
这些平民也将遭受围攻所造成的物资短缺状况的影响，可能导致其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

保护离开围困地区或被撤离的平民
平民可以逃离围困地区或其他被包围的地区，也可以自愿撤离；冲突一方也可能会违背
平民意愿，强迫其撤离。
被围困地区的强迫撤离问题引发了有关强迫流离失所的问题。国际人道法禁止强迫流离
失所，除非有关平民的安全或迫切的军事理由要求这样做。被禁止的强迫流离失所行为可包
括，冲突各方为迫使平民离开实施了国际人道法下的非法行为，从而造成流离失所的情况，
包括敌对行动期间的此类行为。16 由于围困期间的敌对行动极有可能造成附带平民伤亡，因
此为确保相关平民安全，可能需要将其从被围困地区撤离，但撤离过程中不得因实施非法行
为而构成强迫流离失所。
为确保不出现强迫或非法流离失所的情况，其持续时间不得久于情况所需。一旦流离失

16 ICTY, Prosecutor v. Milomir Stakic, Judgment (Appeals Chamber), IT-97-24-A, 22 March 2006, paras 281,
284–287; ICTY, Prosecutor v. Blagojevic and Jokic, Judgment (Trial Judgment), IT-02-60-T, 17 January
2005, paras 596 and 6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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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原因消失，流离失所者有权自愿、安全地返回家乡或惯常居住地。17 尽管临时撤离可能
具有必要性，甚至符合法律要求，但不得使用围攻战术迫使平民永久离开某一地区。
从实践角度看，组织安全撤离时，如果冲突各方能够就必要流程达成一致，则效果最佳。
若未达成此类共识，冲突双方仍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对敌对行动期间逃离
的平民造成附带伤害。
如果发生流离失所，无论平民是逃离围困地区还是被撤离，均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
保有关平民在安置地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避难所、卫生、医疗、安全 ( 包括免受性暴力和基
于性别的暴力 ) 和营养条件，并确保家庭成员不分离。
围攻方可以出于安全原因决定对流离失所者进行筛查，例如查明是否有被围困部队成员
混入从围困地区撤离的平民中。围攻方实施筛查及其他安全措施时，必须充分尊重国际人道
法和人权法，尤其应遵守在拘留情况下关于人道待遇、人道的生活条件和相关程序保障方面
的规定以及有关集体惩罚的禁止性规定。

保护仍留在被围困或包围地区的平民、伤者和病者
留在围困地区的平民，除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期间的平民外，仍以平民身份继续受到保护。
无论出于自愿、被迫，还是作为人盾，仅仅停留在围困地区并不构成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此外，
平民居民中出现被围困方战斗人员并不意味着，平民失去了其免受攻击的保护。因此，被围
困部队和围攻部队仍受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影响的所有规则的约束。18
此外，国际人道法关于饥饿和救济行动的规则结合起来，旨在确保平民不会被剥夺其生
存所必需的物资。
第一，国际人道法除了禁止将使平民居民陷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外，还禁止攻击、毁坏、
移动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体或使其失去效用。即使这些物体也为敌方武装部队所用，
但如果攻击这些物体可能会造成平民居民食物或用水短缺，致使其陷入饥饿，则不得实施此
类攻击行动。
第二，在围困期间，冲突各方继续受国际人道法有关救济行动和人道准入的义务的约束。
国际人道法规定，公正的人道组织有权为开展人道活动而提供服务，当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
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尤其如此。一旦批准开展公正的人道救济行动，武装冲突各方——它们有
权控制救济物资的人道性质——必须允许并协助这些救济物资快速、无阻碍地通行。
被围困部队的指挥官如果无法为其控制下的平民居民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物资，则必须同
意为平民开展人道救济行动。同样，围攻部队的指挥官必须允许为留在围困地区的平民开展
人道援助和救济行动。这取决于冲突各方的控制权和施加小范围临时限制措施的能力，这些
限制措施是敌对行动持续发生之时之地军事必要性所要求的。
最后，国际人道法载有大量关于尊重并保护伤者病者以及指定为其提供照料的人员和物体
的规则。日内瓦四公约载有若干关于从围困地区撤离伤者病者以及准许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进
入这些地区的明文规定。一般而言，冲突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搜寻、收集并撤离伤者
病者，并且必须在最大可行限度内尽快提供伤者病者状况所需的医疗护理。所有这些规则不仅
适用于平民，还适用于敌方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这些规则对围攻战的适用性是无可争议的。

17 见第三章第一节：国内流离失所者。
18 见第二章第一节第 (1) 部分：城市战期间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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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新型作战技术
新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之间的互动交往，在武装冲突期间也不例外。许多国家正在
斥巨资发展依靠数字技术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网络工具、自主性日益增强的武器系统以及人
工智能均被用于当代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密切关注新型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发展以
及军队使用这些手段和方法的情况，还推动所有利益相关方就国际人道法对这些新型作战手
段和方法的使用是否适用开展讨论。
技术进步可以对武装冲突中的平民保护产生积极影响：武器使用更加精准，军事决策以
充分了解情况为基础，而且无须动用军事力量或造成物理毁坏即可实现军事目标。与此同时，
新型作战手段及其使用方式可能会给战斗员和平民带来新的风险，并可能对国际人道法的解
释和实施提出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新型作战技术可预见的人道影响及其可能对现行国
际人道法规则构成的挑战进行评估，重点关注相互关联的法律、军事、技术、伦理和人道问题。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新武器的开发和使用以及新型作战技术的发展，涉及以下方面：(1)
网络技术； (2) 自主武器系统； (3)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或 (4) 外层空间。开发或获取此类
武器或作战手段的国家有义务确保这些武器或作战手段能够以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方式加以使
用 (5) 。

(1) 网络行动及其潜在人类代价以及国际人道法提供的保护
在武装冲突期间开展网络行动已是现实。虽然仅少数国家公开承认开展过此类行动，但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军事网络能力，因此这类能力的使用几率可能会增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网络战”是指在武装冲突背景下作为作战手段或方法而使用的，
通过数据流对计算机、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或其他相连设备开展的行动。网络战引发的
问题是，国际人道法的某些规定究竟如何适用于这些行动，国际人道法是否充足或在现有法
律的基础上，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
开展网络行动可能会提供其他作战手段或方法所没有的替代方案，但也会带来风险。一
方面，网络行动可以使军队在不伤害平民或不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实际损害的情况下
实现其目标。但另一方面，近期网络行动——主要是在非武装冲突背景下进行的——表明，
技术成熟的行为方已经发展出可以对平民居民基础服务供应造成破坏的能力。

了解网络行动及其潜在人类代价
为了根据网络的技术特点对网络能力及其潜在人类代价进行切实评估，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于 2018 年 11 月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分享有关网络行动的技术可能性、预期用途和潜在影
响的知识。19
网络行动可能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某些部分构成特殊威胁。出于职责要求，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医疗卫生。在这方面，研究表明，医疗卫生领域似乎尤其易受直接
网络攻击的影响和其他地方遭此类攻击所引发的附带损害。这一脆弱性是医疗系统日益数字

19 See ICRC, The Potential Human Cost of Cyber Operations,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
download/file/96008/the-potential-human-cost-of-cyber-oper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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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互联通的结果。例如，医院的医疗设备与医院网络相连，起搏器、胰岛素泵等生物医
学设备有时通过网络远程连接。这种互联互通性的提高增加了医疗系统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
扩大了“攻击面”，导致其面临风险，当出现这些技术进步但相应网络安全措施并未改进时
尤其如此。
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水电供应和卫生设施，是网络攻击可能对平民居民造成重大伤
害的另一个领域。这种基础设施通常由工业控制系统操纵。针对工业控制系统实施网络攻击
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和高技术水平，以及专门设计的网络工具。虽然与其他类型的网络行动
相比，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攻击较少出现，但据报道，此类行动日趋频繁，其威胁也日益严重，
演变速度已超出几年前的预期。
除特定领域存在脆弱性之外，网络行动至少还有三个技术特征引发关切。
首先，网络行动存在引发过激反应和局势升级的风险，这仅仅是因为受攻击方很难或者
根本无法判断攻击方的目的究竟是开展间谍活动，还是造成实际损害。由于网络行动的目的
仅在目标系统受损后才能断定，因此受攻击方可能会设想最坏情况，并作出与已知攻击者的
真实意图仅限于间谍活动相比更为强烈的反应。
其次，网络工具和方法的扩散方式可能较为独特且难以控制。当前，复杂的网络攻击仅
由技术最先进、资源最丰富的行为方实施。然而，一旦网络工具被使用、被盗或泄露，或可
以其他方式供人使用，开发方以外的行为体就可能获取这些网络工具，对其进行反向设计，
改变其用途以实现自身目的——可能是恶意目的。
第三，虽然确定何方策划或发动了特定网络攻击并非不可能，但往往难以对此类攻击行
为进行归责。查明在网络空间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方并追究其责任可能仍然是一项挑战。
一种观点认为，此类攻击的责任更易推卸，这也可能削弱对此类攻击的禁忌，并促使行为方
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网络攻击中违反国际法。
虽然网络行动暴露了基础服务的脆弱性，但幸运的是，迄今为止，此类行动尚未造成
重大人员伤害。然而，我们在以下方面仍知之甚少：技术演变；拥有尖端技术的行为方所
开发的能力和工具；以及武装冲突中网络行动增多的情况，与迄今所观察到的趋势可能有
何种不同。

国际人道法对网络战的限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乐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国际人道法对武装冲突中网
络行动的适用性。该组织敦促各国承认国际人道法为避免网络行动的潜在人类代价而提供的
保护。例如，交战各方必须始终尊重并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这意味着在武装冲突期间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的网络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均违反国际人道法。同样，国际人道法明
确禁止攻击、毁坏、移动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体或使其失去效用。
一般而言，国际人道法禁止针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禁止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
的网络攻击。例如，即使基础设施全部或部分成为军事目标 ( 如电网的独立部分 )，国际人道
法也要求仅可攻击这些成为军事目标的部分，不得对电网其余民用部分或依赖电网电力供应
的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造成过度损害。国际人道法还要求冲突各方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
在实施网络攻击时避免或至少尽量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附带伤害。
尽管网络空间具有互联互通性，但仍可以并且必须尊重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
原则。仔细研究网络工具的运作方式，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必然会造成滥杀滥伤后果。虽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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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一些网络工具是设计用于自我传播扩散，并不分皂白地影响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系统，但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自我传播扩散能力通常需要专门添加到此类工具的设计中。另外，攻击
特定目标可能需要定制网络工具，因此可能难以大规模或不分皂白地进行此类攻击。
事实上，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的许多网络攻击似乎都能对目标加以区分。但这
并不意味此类攻击具有合法性，或者如果在冲突中开展此类攻击就是合法的。相反，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认为，经公开报道的一些网络攻击，在武装冲突中会被禁止。然而，这些网络攻
击的技术特点表明，网络行动可以精确设计为仅对特定目标产生影响，这使得它们有能力以
符合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的方式得到使用。
然而，只有各国承认损坏民用基础设施功能的网络行动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制攻击的规
则时，保护民用物体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才能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20 此外，数据已成为数字
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许多社会中生活的基石。然而，对于民用数据是否应被视为民用
物体并因此受到规制敌对行为的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的保护，存在意见分歧。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认为，当今世界日益依赖数据，国际人道法不禁止删除或篡改重要民用数据这一结论
似乎很难与该法律体系的目的和宗旨相一致。21 简而言之，用数据形式的数字文件取代纸质
文件和资料不应减少国际人道法为其提供的保护。
最后，武装冲突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和民用物体免
受攻击影响。这是要求各国在和平时期履行的少数国际人道法义务之一。
确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网络战不应误解为鼓励网络空间军事化或网络战合法化。各国的
武力使用行为，无论属于网络行动还是实战动能行动，始终受《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
相关规则的规制。国际人道法为平民居民提供了一层额外保护，使其免受敌对行动的影响。
未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继续关注网络行动的演变及其潜在人类代价，尤其将关注武
装冲突期间的情况。该组织将探索减少这一代价的途径，努力推动就国际人道法现有规则的
解释达成共识，并在必要时就制定有效保护平民的补充规则达成共识。

除用作战争手段和方法外，数字技术在武装冲突中的使用
近期的冲突中，除作为战争手段和方法以外，数字技术的某些用途已导致对平民居民产
生不利影响的活动增多。例如，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宣传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汇聚在
一起，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针对社区和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和暴力加剧。平民居民受到空前严
密的监视，已造成焦虑情绪并导致被捕人数增加，有些人可能就是因虚假信息而被捕。造谣
和监视并非武装冲突中特有的或新出现的现象；但数字技术广泛的影响范围、各种因素的多
重效应可能会导致受武装冲突影响者更加脆弱。22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也与此相关。
23

国际人道法并不一定禁止这类活动，但该法确实禁止主要旨在于平民中传播恐怖的暴力行

为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此外，武装冲突各方不得鼓励违反国际人道法。其他法律体系，
包括国际人权法，在评估监视和造谣情况时也可能具有相关性。

2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39 页。
21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1 页。
22 See ICRC, Digital Risk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sites/
default/files/event/file_list/icrc_symposium_on_digital_risks_-_event_report.pdf.
23 见第二章第二节第 (3) 部分：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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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化变革不仅改变着战争，也改变着人道行动的性质。数字技术可用于支持开展
人道项目，例如获取并使用数据作为制定和调整应对措施的信息基础，或促进人道工作者与
受冲突影响者之间的双向沟通。24 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分析“大数据”来预测、了
解并应对人道危机，利用互联网工具与受益者及武装冲突各方进行沟通交流。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还运用数字工具重建家庭联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被拘留者与其亲人之间的沟通联
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这些活动旨在帮助各方履行其国际人道法义务。这些新的可能性
带来了新的责任：人道组织需要遵循“不伤害”原则加强数字能力和数据保护措施。25 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鼓励所有相关行为方进一步开展研究、讨论并制定具体措施使人道参与方能够
以安全的方式调整其行动以适应数字化变革。

(2) 自主武器系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自主武器系统理解为：任何在关键功能具有自主性的武器系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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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人类干预可自行选择和攻击目标的武器系统。一些现有武器的关键功能已在有限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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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主性，如空中防御系统、主动防护系统以及部分巡飞武器。所有武器系统均可在其关
键功能中加入自主性。
从人道、法律和伦理角度来看，武器系统自主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此类武器系统
可基于目标的一般性特征，针对其环境自行发起或引发攻击。此类武器使用者在不同程度上
既不知晓攻击的具体目标，也不知晓攻击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因此，自主武器系统明显区别
于其他武器系统，因为其他武器系统的使用者在发射或激活武器时可以对具体攻击时间、地
点及目标进行选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首要关切是，武器系统关键功能的自主性可能导致人类对武力使用
失去控制。由于武器运行方面存在限制因素，如果使用者不清楚攻击的确切时间、地点和情况，
那么该攻击的后果则不可预测，因而可能会置平民于危险之中。这也会引发法律问题，因为
战斗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以遵守国际人道法。此外，它还会引发伦理问题，原因是
为了履行道德义务、维护人类尊严，人类需要参与武力使用决策。
在法律 26、军事 27、伦理 28 及技术 29 方面，更加充分地了解自主武器系统，有助于红十

24 See ICRC Strategy 2019-2022, “Strategic orientation 5: Embrac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p. 22–23;
available at https://shop.icrc.org/icrc/pdf/view/id/2844.
25 See ICRC and Privacy International, The Humanitarian Metadata Problem: “Doing No Harm” in the
Digital Era,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wnload/file/85089/the_humanitarian_metadata_
problem_- _icrc_and_privacy_international.pdf.
26 Neil Davison, “A legal perspectiv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UNODA Occasional Papers, No. 30,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
autonomous-weapon-systems-und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主武器系
统——技术、军事、法律和人道视角》，2014 年，见：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eport-icrcmeeting-autonomous-weapon-systems-26-28-march-2014.
27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主武器系统：增强武器关键功能的自主性带来的影响》，2016 年；见：
https://www.icrc.org/zh/publication/4283-autonomous-weapons-systems.
28 See ICRC, Ethics and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An Ethical Basis for Human Control?,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ethics-and-autonomous-weapon-systems-ethical-basis-human-control.
29 See ICRC, Aut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Technical Aspects of Human Control,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autonom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robotics-technicalaspects-human-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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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国际委员会完善其观点。30 该组织依据其对法律的解读以及武装冲突中对人类的伦理考量，
继续支持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针。31

国际人道法下的人类控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计划、决定及实施军事行动的人员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敌对行
动规则所规定的法律义务。遵守并实施这些规则的是人类，而非机器，而且发生违法行为时，
责任追究的对象也是人类。无论使用了何种机器、计算机程序或武器系统，参与冲突的个人
及各方仍应对其产生的后果负责。
通过有关敌对行动的现有规则——特别是区分规则、比例规则以及攻击中预防措施规
则——可推断出，应该对武器系统的自主性施加某些限制。这些规则要求，必须根据决定攻
击时和攻击中的情况开展复杂评估。战斗员必须在临近实施攻击前的合理时间内开展评估。
如果评估工作是攻击规划假设的一部分，那么其有效性必须持续至实施攻击为止。因此，指
挥官或操作员必须对武器系统保有一定程度的人类控制，使其足以在实施攻击时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作出法律适用方面的判断。
武器系统所处阶段不同，人类控制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武器系统共涉及三个阶段，即武
器系统研发和测试阶段 (“研发阶段”)；启动武器系统的决策阶段 (“启动阶段”)；以及武器
系统选择和攻击目标的操作阶段 (“操作阶段”)。启动和操作阶段的人类控制对确保遵守敌
对行动规则至关重要，而研发阶段的人类控制有助于制定并测试可以确保有效人类控制的控
制措施。然而，仅在研发阶段采取控制措施，即对设计进行控制，是不够的。
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并未提供所有答案。尽管各国一致认为
人类控制或“人类责任”32 对遵守法律十分重要，但对于人类控制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却存
在不同观点。此外，单纯的法律解释并未考虑因在武装冲突中对武力使用失去人类控制所引
起的伦理问题。

推动对武器系统自主性施加限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自主武器系统的独特特点以及在武装冲突中对武力使用丧失控
制的相关风险表明，为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维护人道原则，需要就如何限制其自主性达成
国际共识。
就现有法律 ( 特别是国际人道法 ) 的充分性而言，如上所示，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尤
其是区分规则、比例规则和攻击中预防措施规则——显然已对武器系统的自主性施以限制。
由于人类必须考虑复杂且不易量化的规则和原则并作出合乎具体情况的判断，关键功能具有
自主性的武器如果在时空方面不受监督、不可预测且不受约束，那么这种武器就属于非法武器。

3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1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31 页。关于相关定义，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2 页。
31 See ICRC, Statements to the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5535B644C2AE8F28C1
258433002BBF14?OpenDocument.
32 联合国，《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技术问题政府专家组 2018 年会议的报告》，CCW/GGE.1/2018/3，
2018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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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显然也并没有提供所有答案。人类监督、干预以及关闭武器
系统的能力应达到何种程度？武器系统在其使用环境中的可预测性和可靠性至少应达到何种
水平？对任务、目标、作战环境、作战时间及作战地域范围，应施加哪些约束条件？
此外，伦理方面所要求的限制可能超出现行法律的要求。人们担心人类会在武力使用决
策中失去能动性，担心道德责任淡化，担心人类尊严丧失，而威胁人员生命安全的自主武器
系统，尤其是旨在直接攻击人类的杀伤人员系统，最令人感到不安。人道原则可能要求对特
定类型的自主武器及 ( 或 ) 其在某些环境中的使用予以限制或禁止。
为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并合乎伦理道义，我们至少仍迫切需要就实践所需的人类控制类
型和程度达成共识。

(3)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系统是执行通常与人类智能相关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运用认
知、规划、推理和学习能力。机器学习系统是经过数据“训练”并可向数据“学习”的人工
智能系统，这最终决定了此类系统的运作方式。两者均为可用于执行许多不同任务的复杂软
件工具或算法。不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不同于无需上述能力即可完成任务的“简单”
算法。这对武装冲突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工作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广泛的。33 从人道角度
来看，这至少涉及三个相互重叠的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在军事软件操控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在日益多样
化的陆海空无人机器人系统中的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加武装或非武装机器人平台的自主性。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我们最关注的是自主武器系统 ( 见上文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软件，特别是“自动识别目标”的软件，可能会成为未来自主武器系统的基础，这令人更加
担忧此类武器系统会失去人类控制且不可预测。然而，并非所有自主武器系统均包含人工智
能技术。34
第二个领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网络战方面的应用：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的网络能力
可以自动寻找易于攻破的漏洞，或者在防御网络攻击的同时发动反攻，以此提高攻击速度，
增加攻击次数和类型，所造成的后果也会更加严重。这些发展与就网络战潜在人类代价开展
的讨论有关。此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与信息战有关，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方面 ( 无
论是否具有欺骗意图 ) 更是如此。具有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可以产生文字、图像、音频视频
形式的“虚假”信息，这类信息与“真实”信息愈加真假难辨，可能会被冲突各方用于操纵
观点、影响决策。这些数字风险会对平民构成切实危险 ( 见上文 )。35
第三个领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在决策方面的应用，这一领域的影响最为深远。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广泛收集、分析多个数据源来辨识人员或物体，评估“生活模式”或行为，

33 See ICR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Armed Conflict: A Human-Centred Approa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autonom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roboticstechnical-aspects-human-control.
34 ICRC, Aut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Technical Aspects of Human Control,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autonomy-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robotics-technical-aspectshuman-control.
35 See ICRC, Digital Risk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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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方案提出建议，或对未来的行动或情况作出预测。这些“决策支持”或“自动化的决策”
系统的潜在应用范围极为广泛：从决定攻击哪些人员或物体、何时发起攻击、拘留哪些人、
拘留时长，到决定整体军事战略——甚至包括核武器使用战略——再到具体行动决策，包括
预测敌方行动或试图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有助于更加迅速、广泛地收集并分析现有信息。这可能会帮助
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在开展军事行动时既符合国际人道法又能尽量减少平民面临的风险。
然而，由算法生成的相同的分析或预测结果也可能助长错误决策，导致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加
剧平民面临的风险。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不仅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所有能力，在武装冲
突局势中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同时还要清楚这项技术的重大局限性，特别是它具有不
可预测性、缺乏透明度且有失偏颇。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武器系统时必须非常谨慎。

以人为本的方法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可能会对人类在武装冲突中的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深信，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技术时，必须采取以人为本、以人道为准的方法。
任务和决策如果可能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受具体人道法规则规制，那么在
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必须保留人类控制和判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仍然只是用
来为人类行为方服务、增强和改进人类决策能力的工具，而不是取代人类。
在人工智能支持下开展的任务和决策，如果可能对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构成威胁，那
么必须确保人类控制和判断，以求在武装冲突中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维护一定程度的人道。人
类若要发挥有意义的作用，这些系统的设计和使用须旨在以“人类速度”为决策提供信息参考，
而非将决策提速至“机器速度”。
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所需具有的性质可能会取决于具体应用、相关后果、适用于具体情
况的特定国际人道法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也取决于伦理考量。
然而，仅在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中确保人类控制和判断仍是不够的。为建立对特定人工
智能系统运作能力的信任，必须通过武器审查等方法确保：系统运行及其使用后果具有可预
测性、可靠性或安全性；系统运行方式和实现目标的动因具有透明性或可解释性；系统的设
计和使用不偏不倚。

(4) 外层空间中潜在武器使用的人道后果和国际人道法相关限制
规定
几十年来，空间物体的军事使用一直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利用卫星图像支持
识别敌方目标，利用卫星通信系统进行指挥和控制 ( 近期也用于远程遥控作战 )。外层空间武
器化将进一步增加外层空间发生敌对行动的可能性，继而可能对地球上的平民产生重大人道
后果。
对于外层空间武器使用可能造成的人道后果，其确切影响范围尚不明确。不过，可以确
定的是，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器——无论是通过动能还是非动能手段 ( 如电子、网络或定向能
量攻击 )，使用空间和 ( 或 ) 地面武器系统——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损坏、摧毁民用或
军民两用空间物体或使其失效，而这些物体正是关乎安全的平民活动和重要民用服务所依赖
的。这些空间物体包括卫星导航系统 ( 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以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它们正日益应用于民用车辆、航运和空中交通管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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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对于用于防灾和减灾的气象服务以及提供人道援助和紧急救济物资所依赖的卫星电话服务
也至关重要。
外层空间的武器使用并不存在法律真空问题。此类使用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特别是《外
层空间条约》、36《联合国宪章》以及规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国际人道法规则。
《外层空间条约》第 3 条确认了国际人道法在外层空间的适用性，该条款规定国际法适
用于外层空间的使用；而国际人道法也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另外，国际法院回顾，国际人道
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既定原则和规则，也适用于“过去、现在及未来所有形式的战争以及所
有类型的武器”。37 就条约法而言，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和 1977 年 6 月 8 日《日内
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一附加议定书》) 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
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38《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49 条第 3 款表明，
该议定书关于敌对行动的规则适用于可能影响陆地平民居民的所有作战类型，因此也将适用
于外层空间的敌对行动。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发生在外层空间的军事行动，不论
该武力使用行为在《联合国宪章》下是否合法 ( 诉诸战争权 )。国际人道法并未将外层空间的
武力使用规定为合法；也不鼓励外层空间军事化或武器化。国际人道法的唯一目的是在武装
冲突中维护一定程度的人道，主要旨在保护平民。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1967)
( 简称外层空间条约 )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 条第 3 款；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二条。
《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物体，禁止在天体上装置这种武器，也禁止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这
种武器。该条约还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
行军事演习；它还要求天体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国际人道法特别禁止具有滥杀滥伤性质的武
器以及其他一些特定类型的武器。这些禁止性规定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地球。
不过，即使在使用未受禁止的武器时，交战方也必须尊重规制敌对行为的国际人道法规
则，包括区分原则、对不分皂白和不成比例攻击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在攻击中采取预防措施防
止攻击之影响的义务。此外，还禁止攻击、毁坏、移动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物体或使
其失去效用。虽然具体的保护规定，例如后者，广泛适用于各类军事行动，但为民用物体提
供一般性保护的规则主要适用于攻击行动。根据国际人道法，针对空间物体实施的动能行动
将构成攻击行为。然而，空间物体如果遭到定向能量 ( 或激光 ) 武器攻击或网络攻击等，即使
实体未受损但也可能失去效用 ( 无法正常运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种非动能行动在
国际人道法下也将构成攻击行为。
国际人道法禁止将外层空间的民用物体作为攻击目标。然而，武装部队也可能会使用民
用卫星或其部分有效载荷，从而使其具有两用性质。民用物体用于军事目的的情形如果符合

36《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1967) 。
37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8 July
1996, para. 86.
38《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 条第 3 款；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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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2 条第 2 款之定义，那么这些民用物体可成为军事目标。如果此类
两用卫星或其有效载荷受到攻击，那么根据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评估攻击合法性时，必
须将平民和民用物体预期将遭受的直接或间接附带损害纳入考量。另外，还必须考虑目标卫
星或有效载荷受攻击时，民用用途丧失或受损对平民造成的后果。如上所述，使卫星的民用
功能失效可能会对现代社会造成大范围影响，如果这些卫星支持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民用活动
和地球上的重要民用服务，那么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空间碎片所构成的危险。许多空间活动都会产生碎片。例如，
对卫星的动能攻击可能会比其他空间活动造成更多碎片。碎片可能会在其产生的轨道上继续
移动长达数十年。鉴于其移动速度之快，这些碎片有可能损坏其他支持民用活动和服务的卫
星。在外层空间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可能会受其限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器的潜在人类代价深感关切。委员会建议未来的
多边进程应承认：
• 外层空间中武器使用行为可能会对地球上的平民产生的重大人道后果
• 国际人道法有关限制交战各方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选择 ( 包括在外层空间 ) 的规则所
提供的保护。39
与任何新型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发展一样，外层空间武器化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各
国可能出于人道等各种原因，决定对此加以限制。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并不妨碍各国针对禁止
或限制外层空间的具体军事活动或武器达成共识制定附加规则，如《外层空间条约》。为减
少平民因外层空间武器使用行为而遭受重大伤害的风险，各国可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禁
止或限制此类行为。

(5) 某些新型作战技术对新武器法律审查的挑战
如上所述，新型作战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例如自主武器系统或军事网络能力，不是在法
律真空中进行的。与所有武器系统一样，其使用必须能够遵守国际人道法，特别是该法有关
敌对行为的规则。开发、获取和使用这些新型作战技术的国家均有义务确保其符合法律。当前，
对新型作战技术进行法律审查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冷战军备竞赛期间对新制定的《第
一附加议定书》第 36 条进行的法律审查。为协助各国履行这一义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
2006 年出版了《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36
条实施措施》。以下内容摘自该指南，探讨了有关新型作战技术法律审查之挑战所引发的新
问题。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每一缔约国均有义务判定，使用其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的新
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是否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为国际法所禁止。4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

39 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层空间中潜在武器使用的人道后果和国际人道法相关限制规定”，该工
作文件已提交至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的政府专家组，2019 年；见：https://
undocs.org/GE-PAROS/2019/WP.1.
40 例如，瑞典和美国于 1974 年首先建立了法律审查机制，这比《第一附加议定书》的通过还早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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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武器实施法律审查的要求也源自《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关于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
的义务。41 除这些法律要求外，评估新武器的合法性也有益于所有国家。法律审查是一项重
要措施，不仅有助于确保一国武装部队能够根据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开展敌对行动，也有助
于避免因批准和采购可能被限制或禁止使用的武器所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
所有类型的武器系统都应接受法律审查，包括实体系统 ( 硬件 ) 和数字系统 ( 软件 ) 。法
律审查还扩展至旨在或预期用于敌对行动的军事网络能力。此外，还应对构成武器系统一部
分的软件组件 ( 作战“手段”) 或系统的使用方式 ( 作战“方法”) 开展法律审查，例如控制
实体系统或支持该武器系统使用决策过程的软件。由于对武器的评估不能脱离其预期的使用
方法，因此在法律审查中必须考虑武器的正常或预期使用方法。
安装某种软件组件的武器，如果该组件允许目标选择和攻击这些关键功能 ( 自主武器系
统的决定性特征 ) 由武器系统的环境而非指挥官触发，那么则很难评估该武器能否以遵守国
际人道法的方式予以使用。审查员需要确信，拟议的武器设计和使用方法不会妨碍指挥官发
挥国际人道法所要求的判断力。如果审查员心存疑虑，则不得允许该武器投入使用；或者，
他们可能需要对该武器的使用施加限制，以确保指挥官保有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能力。
武器系统 ( 如具有机器学习能力的武器系统 ) 由于日益复杂或执行任务时行动更加自由，
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也因此可能愈加难以通过测试来预测武器系统的效果。而且，武器系
统运行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武器系统与动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无法在投入使用前进行模拟
的。此外，更具挑战的是，有时指挥官无法理解使用人工智能 ( 特别是机器学习 ) 的武器系统
如何按照既定指令实现任务目标，这导致他们难以甚或无法预测其使用后果。
若要有效开展法律审查，开发或取得新型武器技术的国家需要应对这些复杂问题。因此，
与传统技术相比，对依赖这些新技术的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审查，可能需要在武
器研发的早期阶段开展，审查间隔时间更短，并可能需要在研发过程中重复进行。新技术的独
特性和法律审查的相关程序要求制定新的测试与核查标准。此外，各国还应分享有关其法律审
查机制的信息，并尽可能分享法律审查的实质性结果，特别是某一武器可能不符合国际人道法
的情况，这能帮助其他国家避免遇到同样的问题，并可从审查国关于国际人道法是否禁止或限
制使用有关武器的结论中获益。如果各国可以就新技术法律审查开展信息交流，那么将有助于
建立专门知识并确定良好实践，并为有意建立或加强法律审查机制的国家提供帮助。

41 这也是部分国家的观点。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关第 36 条审查进程”的工作报告，该报告已提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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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居民存在复杂多样的需求。这些需求涉及方方面面，从获得保护
免受直接伤害和敌对行动的影响，到食物、用水、医疗服务、儿童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等基
础需求，再到知晓失踪家庭成员的命运和下落，以及获悉被拘留亲人的消息。平民可能还需
要在防范性暴力等犯罪方面获得保护。
为确保相关人员得到有效保护，减轻其苦难，至少需要在三个互相联系的层面上采取措
施。第一，武装冲突各方负有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的责任，其中许多义务与保障平民居民基本
权利并满足其需求有关。第二，个人和群体了解其自身需求，能够在自我保护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如果信息充足、支持到位，他们就能找到方法克服武装冲突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为保
护自己付出的努力不应受到阻碍。第三，需要围绕相关人员及其需求和具体的脆弱性制定人
道行动。42 这意味着在设计和实施人道应对措施时必须结合这些人员对具体情况的看法和认
识，并认真对待他们就人道行动提出的问题和关切。
当今许多武装冲突旷日持久，对平民的需求和脆弱性产生了影响。43 许多人道需求在冲
突早期就会出现，但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积累，并进一步加剧。例如，旷日持久
的冲突破坏了学校和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或者使其严重受损以致无法正常运作。冲突得不
到解决时，流离失所者实际上往往会失去安全且有尊严地自愿返回家园的机会。而一旦支持
服务和系统崩溃，残疾人就会面临新的障碍。这些障碍，尤其是如果长期存在，只会加剧而
非消除紧张局势。
关于武装冲突中平民居民保护的国际人道法基本规范至少从武装冲突开始到结束都适
用。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不受冲突时间长短的影响；其规则始终禁止某些行为并旨在减轻战争
带来的人道后果。
本章将就国际人道法对下列人员的保护方式 ( 并以其他国际法体系作为补充 )
，阐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1) 国内流离失所者；(2) 残疾人；(3) 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 一 ) 国内流离失所者
截至 2018 年底，4130 万人因武装冲突和暴力局势而沦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这是有记录
以来最高的数字。44 由于旷日持久的冲突等原因，许多人长期流离失所或被迫多次迁移。在
武装冲突中，国内流离失所者往往是最弱势群体之一。他们可能与家人失散，或下落不明，
生活不稳定。随着世界人口日益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之间或城市内流离失所。城市
可能会沦为战区，但也可以成为避难之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一项关于加强对城市战中
流离失所者的人道应对工作的研究显示，希望逃离避险的民众可能被阻止离开，而已逃离的
民众在颠沛流离期间仍可能处在危险之中。45 重要基础设施可能在武装冲突中遭到损坏或摧
毁，导致服务中断，进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化，并可能引发新一轮流离失所浪潮。当国

42 See ICRC,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Work, 2018; available at https://professionalstandards.
icrc.org/index.html.
43 See ICRC,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Some Recent ICRC Experiences,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protracted-conflict-and-humanitarian-action.
44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9, pp. v and 48.
45 ICRC, Displaced in Cities: Experiencing and Responding to Urban Internal Displacement Outside Camps,
2018; available at https://shop.icrc.org/icrc/pdf/view/id/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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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流离失所者在未受敌对行动影响的城市寻求安全时，由于他们缺少官方文件，无法充分获
得基本服务、住宿和就业机会，因而往往面临诸多问题。
在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将国内流离失所者作为平民进行保护。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
不仅有助于保护流离失所者，还有助于减小流离失所的规模。46 人权法对国际人道法所提供
的保护进行补充，但这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发展。许多人仍面
临着流离失所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力度重点开展预防和保护工作。这也是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致力于围绕相关人员及其需求开展工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为确
保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及其他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规则，必须继续努力影响并改变冲突各
方的行为。加强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47

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民用性质
流离失所者营地作为一个例外措施可能具有必要性，但不应成为解决流离失所问题的默
认方案。在短期内，营地有助于提供紧急援助。但从长期来看，此类营地不利于民众恢复正
常生活，并会破坏传统的应对机制。此外，在一些武装冲突中，非国家武装团体渗透或进驻
营地，从而影响对平民的保护。他们的存在有时会导致其敌对势力针对流离失所者营地实施
攻击，或出现征募儿童兵和或性暴力问题 ( 尤其是对妇女和女孩的性暴力问题 )。保护平民及
营地的民用和人道性质至关重要。
但是，确保营地具有民用性质的措施必须遵循可适用的法律。例如，为防止武装团体进
入营地，当局可建立筛查流程，以查明身份并在必要时对这些人员加以区分。然而，这种筛
查流程可能导致亲人离散、人员失踪。被认定为具有安全威胁的人，通常是男人和男孩，往
往会遭到拘留，而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不一定总能符合法律规定。出入营地的活动可能会
受限，这往往也会减少国内流离失所者获得生计和基本服务的机会。在筛选过程中或对生活
在营地的人员施加的行动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剥夺人员自由。人员流动限制是
否达到剥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实际情况；归根结底，两者的区别在于具体限制措施的程度或
强度。
保持流离失所营地的民用和人道性质对于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至关重要。国际人道法有
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这一法律体系，流离失所营地属于民用物体，除营地全部或部分成
为军事目标的期间外，营地受到保护而不受直接攻击。由于战斗员 (combatant)、战斗人员
(fighter) 和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可能受到直接攻击，他们在营地附近或营地内活动会对营
地及其居民带来危险。因此，为了维持营地的民用性质，必须区分战斗员、战斗人员与平民，
区分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与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然而，即使营地因全部或部分

46 ICRC, Displace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Ho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Protects In War, And
Why It Matters,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hl-displacement. 这项研究是一项探
索性研究，不一定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观点。该研究涉及国际人道法在解决流离失所问题
上的作用和贡献。
47 See, for instance, ICRC, Translating the Kampala Convention into Practice: A Stocktaking Exercise,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international-review/article/translating-kampala-convention-practicestocktaking-exercise; ICRC, “Strengthen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 31IC/11/5.1.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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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军事目的而成为军事目标，冲突各方也必须尊重与敌对行动有关的所有规则，包括区分
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必须指出的是，仅仅是在一个营地内存在武装部队或武装
团体本身并不导致该营地全部或部分成为军事目标。此外，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
施来保护其控制下的流离失所营地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尽可能避免将军事目标部署在流
离失所者营地内或其附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发表了一篇备忘录，旨在解决维持营地民用和人道性
质方面出现的难题，阐明法律框架如何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并为人道行为方和其他各方提
供行动指导。48 该备忘录概述了有助于保护营地的民用性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还概述了其
他可以用于维持营地人道性质的措施，包括基于其他法律体系的措施。

持久解决方案
武装冲突日益旷日持久，流离失所的情况也是如此。为结束流离失所状况，需要实施持
久解决方案，即流离失所者自愿返乡、融入当地社会或在该国另一地区重新安置。尽管一些
国内流离失所者可能更愿意留下来，融入当地社会或在该国其他地方重新定居，但当局往往
认为流离失所者返乡是唯一解决方案。返乡可能是许多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首选，但面对持续
进行的武装冲突，这一选择可能无法实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离失所者在其流离失所地
逐渐扎根，返乡的迫切心情可能也会减弱。如果不促进自愿、安全、有尊严的持久解决方案，
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困境可能会恶化。例如，被迫返回危险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可能处在特
别弱势的地位，其基本权利可能面临威胁。过早返乡或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却得不到支持的人，
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住宿条件、教育和就业机会，或受到收容社区的排斥。
武装冲突局势中，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有助于找到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困境的持久解决
方案。重要的是，根据国际人道法，如果流离失所由武装冲突各方——出于有关平民的安全
或迫切的军事理由——撤离平民所致，那么一旦造成流离失所的条件不再成立，则应立即结
束这种状况。49 一旦流离失所之理由不复存在，流离失所者有权平安、自愿地返回其家园或
者惯常居所地。50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主管当局有责任根据国内流离失所者相关法律文
件规定，采取措施协助流离失所者平安、自愿地返回家园并重新融入社会。武装冲突各方可
采取的措施包括清除地雷；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援助；恢复学校；或协助流离失所者前往原
居住地评估当地情况。
与某些法律文件不同，除流离失所者有权返回家园外，国际人道法并未明确规定其他持
久解决方案。然而，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某些规则有助于推动所有持久解决方案。例如，
3

3

确保尊重有关保护民用物体的敌对行动规则和原则，有助于减少对提供基本服务的重要民用

48 联合国难民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Aide Memoire: Operational Guidance on Maintaining the Civilian and
Humanitarian Character of Sites and Settlements,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
aide-memoire- operational-guidance-maintaining-civilian-and-humanitarian-character-sites-and.
49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 2 款；
《1977 年 6 月 8 日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
《第二附加议定书》
(
)，
第 17 条第 1 款；让 - 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 - 贝克 ( 编写 )，《习惯国际人道法 第一卷：规则》
( 下文简称为《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编译，法律出版社，2007 年，规则 75、
规则 129 及其解释，第 433 页。
50 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条第 2 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规则 132 及其解释，
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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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损坏或毁坏。由于战争遗留爆炸物是阻碍流离失所者平安返乡或在该国另一地区
重新安置的主要因素之一，尊重武器条约有助于保持或创造实现持久解决方案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战争遗留爆炸物继续对民众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妨碍民众返回家园、获得基本服务，
导致他们在敌对行动甚或冲突结束很久之后更加难以重建生活。最后，确保武装冲突各方履
行义务，向冲突相关失踪人员家属提供任何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信息，有助于国内流离失所
者返乡后重新融入社会或融入当地社会。
联合国《关于国内流离失所的指导原则》和《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
公约》在国际人道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确承认国内流离失所者有权返回其原居所地，
融入其流离失所地当地社会，或在该国另地被重新安置。根据人权法，这些持久解决方案源
于迁徙自由权和住所自由权。51 迁徙自由对于国内流离失所者获得生计、教育和医疗服务并
长期解决其流离失所问题也至关重要。限制迁徙不仅会剥夺这些可能性，还可能导致家庭离
散，阻碍家庭团聚。虽然国际人道法未规定迁徙自由权和住所自由权，但确保更好地尊重国
际人道法的某些规则有助于允许或促进迁徙自由。例如，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保护平
民并避免对其造成附带伤害的义务，可能要求冲突各方在敌对行动危及平民时，允许平民离
开某地区，或将其从该地区撤离。52
基于本节所述的理由，确保更好地尊重国际人道法不仅有助于防止流离失所，还可增加
国内流离失所者获得长期解决方案的机会。因此，必须不断地回归基本问题——即遵守国际
人道法和其他相关规则——以阻断流离失所造成诸多苦难的根源。

( 二 ) 对残疾人的保护
对残疾人而言，武装冲突往往会加剧其面临的现有障碍或制造新障碍，使其更加难以在
食物、用水、避难所、卫生、医疗、教育、社会融入及交通等方面获得服务和支持。冲突造
成的具体障碍可能是物理障碍 ( 如获得服务所必须的实体基础设施遭到毁坏 )，通信障碍 ( 如
无法获取有关现有人道救济的信息 )，或态度障碍 ( 如由于存在残疾人无法表达自身意愿和需
求或无法为制定人道应对措施贡献力量这种偏见，导致残疾人被剥夺了参与人道活动的机会 )
。由于残疾状况和年龄或性别方面的规范，残疾人可能面临多种形式、相互交织的歧视。例如，
残疾妇女和女童可能经济条件更加有限，这将进一步增加她们获得服务和支持的障碍。
残疾人可能无法逃离其附近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可能无法随家人或其他支持人员一同
离去，只能留在家中。因此，他们遭受袭击和暴力的风险更大，其中也包括性暴力风险。他
们还可能在武装冲突期间遭受新的损伤，如冲突造成的伤害或创伤。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由于造成支持服务和系统大规模崩溃，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冲突后果
对残疾人的影响。在此类冲突中，人道组织需要更多关注个人经历，不仅要优先考虑残疾人
的短期需求，还要兼顾其长期需求，如与教育相关的需求。但是，阻碍残疾人广泛参与人道
应对活动的一大因素是，缺少残疾人有意义的参与以及残疾问题方面高质量的数据。因此，
他们常常受到忽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遵循红十字运动的宗旨，一直致力于在其保护和援助活动及其工作人

51 这项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在公共紧急情况下可予以克减。
52 见第二章第一节第 (3) 部分：围攻战期间对平民居民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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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提高残疾人的融入程度，努力在人道应对措施的设计、执行和审查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力求更系统地促进在有关国际法律框架下对残疾人的保护，尤其是
国际人道法和《残疾人权利公约》(CPRD) 所提供的保护。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 ( 尤其是《残疾人权利公约》) 之间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国际人道法与保护残疾人的人权法 ( 特别是《残疾人权利公约》) 之间的关系，
受到极大关注。《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1 条针对武装冲突，规定缔约国负有根据国际人道
法和人权法确保残疾人获得安全与保护的义务。
这项义务必须加以阐明，特别是鉴于一直存在对国际人道法的批评声音，认为该法有关
残疾人的规定较为过时且侧重于医疗方面，仅注重残疾人需要治疗的个人情况 ( 即肢体损伤 )。
也因此，国际人道法有时被认为不足以解决残疾人在其他保护和援助方面所面临的障碍。批
评者认为国际人道法与作为《残疾人权利公约》之基础的残疾问题当代社会模型相矛盾，该
模型认为残疾问题的特点体现在残疾人的损伤情况 ( 如肢体、社会心理、智力或感官损伤 ) 与
阻碍其平等、充分、有效参与社会活动的各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53
然而，除医疗方面外，国际人道法也对武装冲突期间残疾人在特定能力、经历和看法方
面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即使有关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未明确提及残疾人，他们仍作为平民或武
装冲突中丧失战斗力的人员享有一般性保护。个人处于冲突一方 ( 尤其是敌方 ) 控制之下时，
国际人道法规则为平民或丧失战斗力的人员提供了特别强有力的保护。这不仅包括拘留情况，
还包括相关人员在受冲突一方控制的领土内生活的情况。
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对待所有平民和丧失战斗能力的人员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加
以“不利”区别。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要求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消除并防止出现任何妨碍
残疾人获得服务或国际人道法所提供之保护的障碍，使其与其他平民和丧失战斗力的人员享
受一样的待遇。54 如果将国际人道法解释为包括这些积极义务，那么国际人道法就与人权法 ( 特
别是《残疾人权利公约》) 有关促进残疾人事实上的平等的义务相一致。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会随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产生不同意义。例如，人道地对待平民和丧失
战斗力的人员的义务意味着应尊重个人的身心完整及其固有尊严。如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对这一义务的理解是，武装冲突各方不仅要考虑个人的情况，包括其残疾情况，还要考虑环
境因素，即其能力和需要是如何因现有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而不同的。
诚然，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针对
残疾人所使用的术语是当时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 对“伤者病者”进行定义时，提及“弱
者”和“精神病患者”，使用“残疾”一词来描述某种损伤情况 )。根据当代对残疾的理解，
这些术语确实已经过时，但这并未改变当时残疾人就已被认定为在武装冲突中需要特别保护
这一事实。此外，从国际人道法的当代解读中可以看出，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 ( 尤其是《残
疾人权利公约》) 在两个重要方面的互补性大于矛盾性。首先，它强调了国际人道法与《残疾
人权利公约》的共通之处。其次，它表明国际人道法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不同适用范围

53 见《残疾人权利公约》前言，第 5 段，以及第 1 条第 2 款。
54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条款 ( 共同第三条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75 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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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冲突期间为残疾人提供了额外保护。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人道法对非国家
武装团体施加了清晰明确的义务，而《残疾人权利公约》仅对其缔约国具有约束力。55 另外，
国际人道法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冲突特有风险对残疾人的伤害，其中也包括来自敌对行
动的风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最近一份题为“法律如何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残疾人”的文章中，阐
述了国际人道法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共通之处以及其他基于国际人道法的保护，如何能
够为提高人道活动残疾人参与度提供参考。56 具体事例见下文：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在残疾人方面的互补作用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 包括《残疾人权利公约》) 均要求对被拘留者予以人道待遇，不
得加以歧视。57 因此，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确保残疾人能与其他被拘留者在平等的基础上享
受基本服务和设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探视拘留场所期间注意到，拘留当局向被拘留者提
供了有关现有服务或无障碍设施的信息，还调整了基础设施，便于患有肢体残疾的被拘留者
使用。
日内瓦四公约还明确要求拘留当局为残疾战俘提供专门服务与支持以满足其医疗和康复
需求 ( 如理疗或社会心理咨询服务 )，并为战俘及被拘禁的平民提供辅助器具 ( 如拐杖，假肢，
眼部设备 )。
另一方面，国际人道法关于敌对行动的规则，尤其是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的义务，可
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防止冲突对患有残疾的平民或丧失战斗力的人员所造成的伤害。可行的预
防措施包括采取措施帮助他们离开军事目标附近或将其撤离，以确保人身安全。
《日内瓦第四公约》明确规定可达成地方协定，将残疾人从被围困或包围的地区撤离以
确保其安全。

残疾人参与人道行动决策
《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更广泛地收集残疾人分类数据，以履行《残疾人权利公
约》所规定的义务，并确定残疾人面临的具体障碍，从而提高了对人道组织在评估人道需求
时收集残疾人数据的期望。此外，遵循人道原则，为确保在人道应对工作中尊重残疾人的尊
严及其特殊需求，残疾人应能够有意义地参与这些应对工作。这符合《残疾人权利公约》明
确规定的国家义务，即确保残疾人参与有关残疾人的所有决策。受影响人员的数据收集和有
意义的参与也是某些武器条约中明确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旨在援助武装冲突中因武器使用

55 有关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本文第四章第二节：为居住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的人提供保护
的法律制度。
56 ICRC, “How law protect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rmed conflic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
org/en/document/how-law-protects-persons-disabilities-armed-conflict.
57 见，例如，共同第三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3 条和第 16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第
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4 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
规则 87-88；《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58 见，例如，《集束弹药公约》，第 5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第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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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致伤的人。58
最后，国际人道法中阐明甚或要求采取措施以确保避免加以不利区别的规则，也为冲突
一方控制领土内的残疾人获得优先或专门人道救济提供了基础。59 在这方面，国际人道法与《残
疾人权利公约》下的有关义务相一致。相关措施包括确保获得用水、卫生设施或避难所；为
获取食物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交通支持；或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有关现有救济措施的信息
( 如使用手语、盲文或大号字体 ) 。国际人道法还间接承认，公正的人道组织协助武装冲突各
方履行其义务时，在分配人道救济物资方面需要主动辨识残疾人。

( 三 ) 教育机会
在武装冲突期间，教育往往会迅速遭到十分严重的影响：学生、教职员工、教育基础设
施直接成为攻击目标或在攻击中附带遭到破坏与损害；教育设施用于军事目的，妨碍学习，
并使学校面临敌方攻击；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招募儿童，或在校内或学校附近对学生实施性
暴力。此外，由于周围爆发敌对行动，冲突加剧了资源紧张状况，学校还经常遭当局关停。
保障持续提供教育极富挑战，因为交战各方低估了教育这一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认为“教
育可以等”；或者在冲突中，提供教育本身颇具争议，故而成为交战方攻击的目标。
教育遭到破坏，会对几代人持续造成长期影响。例如，杀害一名教师，或摧毁一栋教学楼，
就可能使一整个年龄段的儿童长年失学。在旷日持久冲突局势中，包括教育在内的基本服务
出现退化，会对儿童和社区产生累积影响。而且教育遭到破坏，对不同性别的儿童还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出于对性暴力的恐惧，女童留在家中的可能性更高；女童辍学后重返校园的几
率更低；而男童则更有可能被招募为战斗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的社区就见证了上述严
重的后果，社区民众始终表示教育是武装冲突局势中的重点关切；相对应地，保障持续提供
教育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人为本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认识到这些长期存在的挑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教育机会框架”与相应的
2018-2020 年战略。60 与此同时，运动在 2017 年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教育：相关人道需求》
的决议。这些文件均概述了为加强应对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对教育服务的影响所应采取
的行动与政策层面的措施。他们还申明，需要努力开展工作，促进遵守保护教育机会的国际
人道法规则，以应对武装冲突期间确保教育连续性所面临的持续挑战。61

国际人道法敌对行动相关规则对教育的保护
根据规制敌对行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学生和教育人员通常是平民，因此除直接参加
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享有免于攻击的保护。同样，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59 见，例如，《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0 条；《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8 条第 2 款。
6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教育机会：战略》：www.icrc.org/zh/document/access-education-strategy. 另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问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教育机会》：www.icrc.org/zh/document/qa-icrc-andaccess-education.
61 虽然并非这一讨论的重点，但规制受教育权的人权法条款仍然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可补充本节所述的
国际人道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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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民用物体，因此除转变为军事目标外也享有免于攻击的保护。即使此类机构变为军
事目标，各方在攻击前也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以避免或至少尽量减少对平民学生、
人员和设施的附带损害。预期会对平民造成过分伤害，或对民用物体造成过分损害的攻击
是不得发起的。
上述国际人道法义务对于经常造成教育中断的三大挑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挑战是在冲突中，教育成为了关乎利益，需要争夺的对象。其中涉及到，由于学
校所教授的语言、历史或价值体系成为或被视为帮助冲突一方进行招募的工具或为其提供了
社区支持，从而导致教育系统遭到了直接攻击。62 根据国际人道法关于军事目标的第一层定义，
教育机构若要成为军事目标，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必须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因此，
如果某教育机构仅仅是为冲突一方提供了支持，就不满足军事目标的定义。这种区分是至关
重要的。例如，如果某学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教育学生所在社区为冲突一方加大支持力度，
那么即使这巩固了政治承诺，或在其他方看来为敌方备战促进了人员招募并提供了支持，这
也仍然不是对军事行动直接、实际的贡献。因此，根据国际人道法，学校并不构成军事目标，
故而不得受到攻击。
第二个挑战是，在影响教育机构或人员的攻击中，交战方是否为平民预期可能遭受的伤
害赋予足够高的价值。要禁止过分伤害平民的攻击，就需要评估这一价值。从概念上说，该
评估过程需要为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以及预期的附带平民损害赋值；因此，军事人员
在这一过程中为教育机构的赋值高低，就会影响到教育机构的保护状况。民用物体的价值取
决于其对平民的效用；故而应赋予学校较高的民用价值。尤其是考虑到攻击一所学校会带来
长期后果，可能导致相关社区的儿童彻底失学，并相应地影响到当地平民居民的日常生活，
就更应当为学校赋予较高的价值。
第三个挑战是将学校用于军事用途。虽然具体条约或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并未明文禁止将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用于军事目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对其进行规制。在评估某
一学校是否用作军事用途时，必须考虑到冲突各方适用的义务，包括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
保护其控制下的平民和民用物体免受敌方攻击的影响；给予儿童特别的尊重和保护；在校舍建
筑属于文化财产的情况下遵守国际人道法关于文化财产的规则；并为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便利。
将一所学校用于军事用途是否合法，将取决于上述规则在特定案例中的具体适用情况。63
为减少将学校用于军事用途对教育造成的破坏，力图采取相关措施的交战方，可选择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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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虽然《指南》本身不具
备法律约束力，但却为交战各方就如何减少其军事行动对教育的影响提供了切实的建议。65

62 这是学校可能遭到攻击的众多原因之一，其中还包括学校通常被视为冲突一方的象征，或是在资源匮乏
的环境中被视作重要基础设施。
63 某些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还选择通过或采纳对学校用作军事用途进行明确规定的国内法、军事命令、
政 策 或 实 践。See Human Rights Watch, Protecting Schools from Military Use: Law, Policy, and Military
Doctrine, 2019, pp. 47–123.
64 The Safe Schools Declaration and the 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Military Use
during Armed Conflict are available at: www.regjeringen.no/globalassets/departementene/ud/vedlegg/
utvikling/safe_schools_declaration.pdf; www.protectingeduc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guidelines_en.pdf.
65 For the ICRC’s position on the Safe Schools Declaration and Guidelines, see: https://www.icrc.org/en/
document/safe-schools-declaration-and-guidelines-protecting-schools-and-universities-military-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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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日持久冲突期间促进受教育机会的义务
国际人道法还明文规定冲突各方应促进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两条规则在占领法或《第
二附加议定书》适用的情况下可能对旷日持久冲突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法律文书载明了
促进受教育机会的义务，其强度之大，彰显了 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附
加议定书》起草者的意图，亦即承认儿童教育是一项基本服务，应得到免受损害的保护。
在占领的情况下，《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占领国“应在国家与地方
当局之合作下，对于一切从事照顾及教育儿童团体之正当工作予以便利”。使用“应”一字，
表示占领国在法律上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被占领土内的儿童能够持续获得教育。动词“予
以便利”则包含两个要素。第一，占领国根据维持原状的一般义务，必须避免干涉儿童教育
机构的正常运作，其中包括避免征用教职人员、教学场地及教学设备。但是，避免干涉并不
足以履行第 50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义务。
“予以便利”的第二个要素是占领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例如，如果教育机构资源不足，占领国必须确保此类机构得到必要物资，使教学工作得以继续。
支持重建因敌对行动而遭到破坏的机构可能也是行动的一部分。
在《第二附加议定书》适用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该《议定书》第 4 条第 3 款第 1 项
规定，对儿童，“应给予其所需的照顾和援助，特别是：儿童应按照其父母的愿望，或父母
不在时，按照负责照顾的人的愿望得到教育，包括宗教和道德教育”。该项通过“应”这一字，
确立了国家和非国家参与方确保在其控制领土内教育得以持续提供，并为此目的采取切实措
施的法律义务。如冲突一方对教育的实质内容提出异议，第 4 条第 3 款第 1 项就尤为相关，
因为该项明确指出儿童必须按照其父母或负责照顾的人的愿望得到教育。教育的内容由此摆
脱了武装冲突各方的偏好。该条款还承认教育对维持文化纽带十分重要：在起草时，第 4 条
第 3 款第 1 项由位于不同地区，且信仰各异的多个国家提出，旨在确保能够维持儿童与其家
庭在文化与道德层面的纽带。66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4 条第 3 款第 1 项可以不同方式加以遵守。根据特定国家和地区
所存在的教育障碍，为确保儿童能够接受教育，可能需要调拨资金支付教师工资、学校运营
成本或学生教学材料；为流离失所儿童建设教育设施；并与人道组织协调，确保学生有机会
接受教育。

66 圣座代表下列提案国提出该条款：奥地利、比利时、埃及、希腊、圣座、尼加拉瓜、沙特阿拉伯以及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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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不断增多一直是其核心特征。
在近期最为复杂的一些冲突中，分析人士观察到数百个、甚或数千个团体参与武装暴力活动。
67

这些团体的规模、组织结构和能力迥然不同。指挥控制结构明确且集权化的大型团体仍有

出现或存在，而其他团体的组织结构则呈分散化且联盟关系多变。这些武装行为体为数众多，
他们实施暴力活动的动机似乎日益模糊，令人难以在政治、宗教、犯罪意图之间加以辨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履行其保护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之人的生命和尊严
的使命。2019 年，委员会就与世界各地 400 多个武装团体进行互动沟通。例如，非国家武
装团体对人员实行拘留或对领土或民众获得控制时，就会出现重大人道和保护需求，我们需
要确保受影响者的安全并使其享有权利和尊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接
触时，主要力图就安全人道准入开展协商，以便援助受影响之人，并通过确保所有各方实施
并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道原则来减轻相关人员的苦难。68 为影响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行为，委
员会采取了不同举措：对于某些团体，委员会力图将国际人道法和人道原则融入其行动和条
令中 ( 包括行为准则 )；而对于其他团体，委员会力求了解并援引这些团体所遵从的、反映国
际人道法精神的传统或宗教规则。
武装团体迅速增多、性质多样化、运作方式各不相同，这一情况致使人道组织愈加难以
安全地开展行动，难以在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与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有效沟通。此外，非国
家武装团体开展的行动不断演变也引发了诸多法律挑战，包括国际人道法对有多个武装团体
卷入的暴力局势的适用问题，以及该法和可能的其他国际法领域为受武装冲突影响之人提供
保护的问题。在本章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就下列问题阐述其观点： (1) 国际人道法对涉
及多个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冲突的适用性； (2) 为居住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的人
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以及 (3) 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所引发的法律和实际困境。

( 一 ) 国际人道法对涉及多个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冲突的适用性
非国家武装团体不断变化、增多、分化，导致愈加难以在事实和法律方面认定哪些武装
团体可被视为特定武装冲突的参与方。这种定性分类具有重要法律和实践意义：决定了国际
人道法能否适用于某一非国家武装团体与其敌方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例如
关系到在各国针对武装团体开展的行动中，对于其武力使用行为或剥夺人员自由行为，应适
用何种法律体系。
在当今许多冲突中，由于诸多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作战地点和敌方相同，因此日益难以在
他们之间加以辨别和区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经常将非国家武装团体描述为日益
具有横向而非纵向组织结构的团体，而且从社会学角度看，其中一些甚或根本不构成一个单

6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争约束之根源》，2018 年，第 13 页；见：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
roots- restraint-war。这些数据并未在国际人道法所定义的构成武装冲突参与方的非国家武装团体与其他
团体之间进行区分。
68 ICRC, Strategy 2019–2022 , p. 8;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4354-icrcstrategy-201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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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这也引起了一些国际人道法问题，即究竟哪一团体或子团体可被视为冲突一方。同样，
组织规模更大的武装团体分裂后，哪些子团体仍然是冲突参与方，哪些不是？

国际人道法对非国家武装团体“联盟”或“联合组织”的适用性
对于某一暴力局势能否归类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人们普遍认为有两项标准最为重要：
对抗必须发生在至少两个有组织的当事方之间，而且暴力活动必须达到一定激烈程度。69 暴
力局势涉及诸多不同武装团体时，按照这些标准开展评估变得日益复杂。
一个特别情形就是，不同非国家武装团体所组成的“联盟”或“联合组织”看起来在共
同对抗某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方。
在这种情形中，如果通过分别研究每一个有组织武装团体与某一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团体
的交战关系来确定激烈程度，那么结论可能是，每一对交战关系均未达到认定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所要求的激烈程度。这就导致无法在该关系中适用国际人道法，有关国家需要采用执法
手段 ( 受人权法规制 ) 来应对相关团体带来的威胁。然而，现实情况是，要求各国采用不同行
动范式 ( 执法范式或敌对行动范式 ) 来应对共同行动的不同团体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这些
团体调集汇合其军事资源，就是为了打败某一国家。因此，当若干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开展某
种协作时，更切合现实的做法或许是，通过考虑参与联合作战的所有武装团体实施的全部军
事行动，力图从整体上审查是否达到激烈程度这项标准。
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可能会有更多团体与已卷入冲突的团体联手。在既存的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如果若干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以联盟或联合组织的形式开展协作，那么额外团体所
提供军事支持的性质，就成为判定该团体是否构成武装冲突一方的关键。

国际人道法对分裂团体的适用性
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分裂，导致出现规模往往更小的新团体，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派系分裂，
各自形成新的指挥结构。
在上述每种情况中，一旦分裂的派别脱离原有冲突非国家参与方的等级结构和指挥系统，
70

就会产生新形成的团体是否构成冲突一方的问题。
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每个团体分别进行评估；首先应分析该团体是否具有非国家武

装团体构成武装冲突参与方所要求的组织程度。
第二个问题是，该团体与敌方之间的对抗是否已达到某种暴力程度标准，使两者之间构
成武装冲突关系。这一点必须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将武装冲突不断变化的现实情
况纳入考量。
在某些情况下，新团体参与的战斗完全独立于原先的敌对行动，其参与暴力局势的程度
降低，无法达到构成武装冲突的标准。那么，与之作战的国家将不得不诉诸执法手段。

69 ICRC,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Convention (I)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ed Forces in the Field, 2nd ed., Geneva, 2016, paras 421–437 (subsequent
references are to ‘ICRC Commentary on GC I’).
70 确定团体分裂发生的确切时间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还要取决于具体情况。表明某团体有效脱离原组织
的指标包括：原非国家参与方发表声明承认分裂；分裂团体发表声明承认脱离；分裂团体与原非国家武
装团体之间爆发敌对行动；原非国家武装团体遵守和平进程，而分裂团体仍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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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新形成的有组织武装团体实际上可能继续与其成员以前所属的团体并肩
作战，基本上继续开展同样的军事行动。这两个团体的分裂对其敌方几乎没有影响，因为虽
然对手一分为二，但他们面对的战斗人员并未改变。在此类情况中，分裂团体各自的贡献可
能相对较小；但敌方面对的现实情况是，分裂团体增加了现有对手的军事能力。
如果原有团体脱离冲突，但新团体仍继续参与敌对行动，则会产生更为棘手的问题。例如，
原有团体已缔结和平协定但分裂派别却拒绝接受该协定并继续战斗时，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
况。这时，分裂团体虽仍具组织性，但规模可能会削弱或缩小，其与国家的对抗可能达不到
国际人道法要求的激烈程度标准。那么，即使该团体继续从事具有军事性质的行为，是否应
要求国家采取执法措施？是否应适用认定非国际武装冲突结束的标准，即敌对行动已停止，
不存在再次爆发的实际风险？对某一局势的分类是否取决于国家能否合理预见暴力程度会再
次升级为武装冲突的水平？或者是否应根据团体分裂前的冲突激烈程度进行相关评估？
随着冲突变得日益复杂，各类非国家武装团体似乎层出不穷，继续引发事实和法律方面
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鼓励各方继续思考武装团体的多变性及其相互作用，在判定其参
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况方面，会对相关法律标准的适用产生何种影响。

( 二 ) 为居住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
土内的人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
随着当代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增多，大量武装团体已经对领土及其
中居民行使实际控制。此类控制形式多样。在某些情况下，武装团体对某一领土实行军事
控制，而国家机关仍继续存在并提供医疗、教育、公共福利等服务。在其他情况下，非国
家武装团体对某一领土行使实际控制，而国家部队或机关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特
别是某一领土受到长期控制时，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可能会发展出类似国家的能力，为当
地人民提供服务。
对平民居民来说，生活在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实际控制之下，可能会加剧原有的需求和脆
弱性，产生新需求，或者也可能使其在饱受冲突蹂躏的环境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冲突中，
无论平民是生活在一国的控制之下，还是非国家参与方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基本关切不变：
他们需要安全保障、工作机会和生计手段，其基本权利需要获得尊重，子女需要接受教育。
与国际性武装冲突不同的是，目前没有占领法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予以规制，这意味着
没有国际人道法规则明确调整非国家武装团体与生活在其控制下的人员之间的关系。这可能
会让人误以为非国家武装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不受国际法约束；然而，国际人道法实际上规定
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基本人道规则。除这些规则外，人们还就人权法对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适用展开讨论。

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的适用性
武装冲突的非国家参与方长期控制某一领土时，国际人道法继续适用并为平民提供保护。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整个冲突期间。冲突旷日持久时，敌对行动可能会在某段时间内陷入
僵持或停止，而冲突各方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2015 年《国际
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报告中所讨论的，对于国际人道法能否适用于这
些情况仍存在各种观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敌对行动停止且不存在再次爆发的实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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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即告结束，但交战各方仍对领土控制权存有争议时，情况往往并非
如此。71
国际人道法载有基本人道保护规则，只要国际人道法适用，其规则就适用于非国家武装
团体对生活在其控制下之人员的待遇。在冲突一国或非国家参与方控制的领土内，冲突各方
所有与武装冲突有“联系”或关联的行为均受国际人道法约束。这项有关“联系”的要求意
味着某一行为必须“受其实施环境 ( 武装冲突局势 ) 的影响或依赖于该环境”，换言之，武装
冲突对人员实施某些行为的能力、决定和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2 这项要求可以确保国
家与民众之间或民众成员之间的关系仅由人权法规定的义务来调整，除非某一行为与冲突有
联系。有人认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非国家参与方实际控制领土内，仅与冲突存在狭义
联系的行为才构成此类联系：因此，非国家武装团体主要旨在维护平民居民间法律与秩序或
提供基本服务的行为，不受国际人道法规制，而受人权法等其他法律体系规制。本文提出的
另一种观点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对生活在其实际控制领土内人员行使控制权并与之互动的方
式是与相关冲突存在内在联系的。武装冲突极大地影响着某一团体控制生活在其控制领土内
人员的能力以及行使此类控制的方式。因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此类情形，因而可以为生活
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的人员提供保护。

国际法规定的保护性规则及其局限性
国际人道法为受冲突影响者提供基本且不可克减的保护。该法保护平民的生命与尊严，
并满足其迫切的人道需求。
国际人道法要求非国家武装团体人道地对待生活在其控制下的平民，不得加以任何不利
区别。该法禁止一切针对生命和人身的暴力行为；禁止抢劫；要求冲突各方尊重其控制下的
平民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并特别注意避免毁损或破坏文化财产。国际人道法为被剥夺自由者
确立了一套法律保护框架，禁止未经公正审判，径行判罪；规定了保护流离失所者的规则；
建立了向平民居民提供人道援助的规范性框架；要求冲突各方收集、保护并照料伤者病者；
而且，如上文所述，《第二附加议定书》还保护儿童的继续教育。
然而，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并未规定涉及下列问题的规则：如公共秩
序与安全的维护、税款征收或通过调整此类领土内生活的法律等。73 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的国际人道法往往并未规定或未详细规定对某些其他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平民居民的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74 涉及公民与当局之间关系的问题主要属于人权法的范畴。然而，
为确保生活在武装团体实际控制领土内人员的人权持续受到保护，仍需应对法律和实践层面
的挑战。

71 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国际人道法适用的起止点的详细讨论，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1 年和 2015 年
《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Commentary on GC I, paras 483–502。
72 See ICTY, Prosecutor v. Kunarac, Judgment (Appeals Chamber), IT-96-23&23/1, 12 June 2002, para. 58.
See also ICRC, ICRC Commentary on GC I, para. 460.
73 相反，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占领情况下，存在规制此类问题的规则。见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
的章程》(《海牙第四公约》附件 ) 第 43、48 及 49 条。另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4 条。
74 专门的人权条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或《残疾人权利公约》——
也规定了某些类别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并对国际人道法规则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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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国际人道法不同，人权条约仅对国家有约束力。人权专家委员会和法院认为，
各国有义务采取措施，尽可能保护生活在其领土内但受非国家武装团体实际控制之人的权利。
其次，人权法是否对非国家行为方也具有约束力，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
各国——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呼吁
对领土行使实际控制的非国家武装团体除履行其国际人道法义务外，还应遵守人权法。然而，
由于缺少相关条约法，而且国家实践有限，人权法对非国家武装团体的适用问题仍悬而未决。
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解答，如非国家武装团体潜在人权义务的渊源、范围和限制，以及这些
潜在义务与领土国的义务之间的关系。此外，虽然非国家武装团体显然能够避免侵犯基本人
权，但许多武装团体能力不足，无法履行人权法规定的更为复杂的义务，尤其是采取积极措
施保护并实现人权的义务。
为克服这些法律挑战并与武装冲突各方就保护问题开展对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了
务实的方法，其行动理念是，如果一个非国家武装团体对领土实行稳定的控制，并且能够像
国家当局一样实施管理，那么“可在事实上承认该团体负有人权义务”。75 从法律角度来讲，
很难断定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均负有人权义务；但这种方法承认，生活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实
际控制之下的平民居民的需求，可能需要人道组织及人权组织与此类团体开展对话，讨论比
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所涉问题更为广泛的议题。这一点在旷日持久的冲突
中尤为重要。

( 三 ) 非国家武装团体实施的拘留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国家，有超过 80 个武装团体从事拘留活动。如条件允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接触，正如该组织与武装冲突所有各方进行接触那
样，力求确保被拘留者的尊严和身体健全得到尊重，获得符合国际人道法和人道原则的待遇；
必要时，还帮助拘留当局履行其义务。
被剥夺自由者会陷入脆弱境地。这种脆弱状况还会因拘留方、被拘留的背景和原因等各
种因素而加剧。76 非国家武装团体实施拘留通常会带来一些实践和法律层面的挑战。这些挑
战主要源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纷繁多样：这一多样性意味着，他们在行动现实、组织结构、物
质能力、对国际法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行为动因及意识形态方面各不相同。
拘留原因不同，被拘留者受到的待遇及剥夺其自由时适用的司法或其他程序也不同，有
时甚至不遵循任何程序。被武装团体剥夺自由者包括下列人员：敌方安全部队成员和涉嫌支
持敌方的个人；在其实际控制领土内因犯普通罪行而被捕的人；武装团体内部成员；或人质
( 扣留人质必然违反国际人道法 )。武装团体剥夺个人自由的原因往往多样且相互重叠：通过
使敌方部队丧失战斗力来确保自身安全并削弱对手；维护“法律与秩序”；或确保其组织内
部纪律严明。此外，他们实施拘留的目的还包括与对方交换被拘留者；通过实施拘留来展现
自身权力；或获取金钱。

7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1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14-15 页。
76 See ICRC, “Reports and documents: Protecting people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8, No. 903, 2016, pp. 104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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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规定了一套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有相关被拘留人员提供保护的基本规则，
包括被非国家武装团体拘留之人。其中有明确禁止对生命和人身施暴的规则。虽然共同第三
条对拘留条件未作规定，但《第二附加议定书》( 如适用 ) 和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要求武装冲
突各方为所有冲突相关被拘留者提供人道的拘留条件。此外，国际人道法禁止未经公正审判，
径行判罪和处决。
上述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构成了不同层面的法律挑战，其中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对于某
些规则，如关于被拘留者待遇及其拘留条件的规则，挑战可能在于如何确保非国家武装团体
了解并接受国际人道法，并将其规定纳入内部规则和组织文化；制定在不同行动环境中实施
国际人道法的实践指南；以及配置必要物资，以确保人道拘留条件。在以下方面存在更为复
杂的法律问题：禁止任意拘留；关于公正审判的国际人道法规则；拘禁所需的程序保障；以
及禁止违反不推回原则移交被拘留者。例如，公正审判义务要求判刑必须基于“法律”并由“正
规法院 ( 如国内法律体系中常见的法院 )”宣判。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要确保拘禁
不构成任意拘留，就必须在对实施拘留的部队有约束力的文件中对拘留理由作出规定，并且
拘禁决定必须由“独立且公正的审查机构”进行审核。77 上述概念及其他法律概念对武装团
体实施的拘留具有何种意义，武装团体如何实施此类规则，这些问题仍有待澄清。
由于存在各种实际挑战，而且保护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下被拘留者的法律规范缺乏明确
性且尚未得到尊重，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往往引发重大人道需求。因此，寻求方法，帮助不
同武装团体实施可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十分重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会继续调整其策略，
利用国际人道法和人道原则来促进对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下被拘留者的保护。

77 ICRC, “Internment in armed conflict: Basic rules and challenges”, opinion pap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
www.icrc.org/en/download/file/3223/security-detention-position-paper-icrc-11-2014.pd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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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国必须面对因个人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诉诸恐怖主义行为而产生的威胁。为应
对这一情况，各国及国际组织均制定了反恐措施，力度不断加大。毫无疑问，各国在国家、
地区及国际层面采取行动保障本国及本国人民的安全，是合法且必要的。恐怖主义行为否定
了基本的人道原则，并与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谴责恐怖主义行径，不论此类行径是否发生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也不
论其由何人所为。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对反恐行动造成的人道后果深感关切。在许多地区，尤
其是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武装部队已在武装冲突中或单独、或联合开展、或在国际组织
的支持下开展了反恐行动。很多人常常抱有误解，认为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或以不同方式适
用于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团体和个人及其家属，这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非常担忧。
本章 (1) 力图澄清国际人道法对反恐行动适用性的某些问题；(2) 提请关注反恐措施会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正人道组织的人道工作实际造成负面影响；(3) 探讨国际人道法下外国
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地位与保护，重点关注女性与儿童的需求。

( 一 ) 国际人道法对各国反恐行动以及认定
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
适用性
多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注意到，国际人道法对反恐行动的适用性面临三大关键
挑战。
首先，有些国家即使面对显而易见的武装冲突局势，也要否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其反恐
行动，因为这些国家担心承认存在武装冲突，就有可能使“恐怖分子”合法化。这种担心在
今天仍然广泛存在——即使国际人道法规则 ( 尤其是共同第三条 ) 明确指出，国际人道法之适
用不向非国家武装冲突方赋予任何法律地位。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也有
可能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参与方，对此予以否认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严重阻碍了国际人
道法规制国家和非国家冲突方的相关基本规则的适用 ( 如关于敌对行动的规则，或规范人道
准入的规则 )，还可能导致这些规则所提供的保护无法有效适用。
其次，有些国家倾向于认为在武装冲突中，非国家武装团体采取的任何暴力行为都是恐
怖主义行为，因而必然是非法的，即使国际人道法事实上并没有对相关行为加以禁止。这种
做法有可能会降低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积极性。
再次，有些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对于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所造成
的特别威胁，应采取特别应对措施。有些国家将敌方非人化，借由一套辞令暗示认定为“恐
怖分子”的行为方不应受到国际人道法等国际法的保护：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也一直密切关注该问题。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参与反恐的利益相关方均持有上述立场。许多国家认识到，只要满
足了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条件，相关规定就能适用于其反恐行动。要判定涉及非国家武装团体
的武装对抗是否构成武装冲突，或是否构成武装冲突的一部分，应保持客观态度，并完全基
于一线实际情况以及公认的国际人道法冲突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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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具备了国际人道法所要求的足够的组
织程度，并且其与国家或其他武装团体发生的武装对抗达到一定的激烈程度，那么该局势则
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从而将受国际人道法规制。相反，暴力局势若有认定为“恐怖分子”
的个人或团体参与，但仍未达到武装冲突门槛，那么该局势则不受国际人道法规制。在此类
局势中，反恐行动将受人权法的规制。78
“例外主义”的主张还会导致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解释过于宽松。例如，如果对合法攻
击目标进行宽泛解释，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资助方就会成为攻击目标；
在解释比例原则时有所松懈，就等于容许造成过分的附带平民伤亡和 ( 或 ) 民用物体损害；而
在剥夺认定为“恐怖分子”之人的自由时对规制此类行为的规则进行选择性适用，就会为延
长单独监禁、剥夺联络家人的权利，禁止质疑拘留的合法性等行为提供正当理由。
此类宽松解释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标准，而且远低于几十年来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标准。这
可能会瓦解国际人道法对武装冲突受害者所赋予的保护。冲突受害者中还包括丧失战斗力之人，
即使他们此前被认定为“恐怖分子”，也仍受保护。各国应重申，国际人道法是一个平衡多种
因素的法律体系，其理论基础至今依然充分有效。国际人道法允许压制并战胜敌方，但同时又
在武装冲突中保有人道标准。例如，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定，可以基于军事必要原则针对合法目
标使用致命武力，或出于迫切的安全理由而拘禁敌人。国际人道法并未阻止各国有效开展反恐
行动，但同时也制定了人道的底线，各国均同意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尊重这一底线。

( 二 ) 反恐措施与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
为遏制所谓的“恐怖组织”获得直接及间接支持，各方在反恐措施框架下开展了多种工作。
这些工作导致所有看似向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团体或个人提供支持或援助的活
动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监督及限制。
从过去十年间的各类武装冲突中可以明显看出，反恐措施也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正
的人道组织难以在冲突背景下开展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在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武装团体
较为活跃，迫切需要恪守原则之人道行动的地区，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在有些情况下，反
恐措施使得面临迫切需求的民众无法获得人道救济与保护。
各国及国际组织制定了各类反恐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尤为令人担忧：他们颁布刑法，规
定对认定为“恐怖分子”的个人或团体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支持均构成犯罪；他们出台制裁制度，
旨在确保此类个人及团体无法享受任何资源；他们甚至还在捐赠方与人道组织之间的筹资协
议中加入了更为严苛、繁冗的反恐条款。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有意，这些措施均

78 除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之外，涉及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及地区法律文书也可能适用，如《制止恐怖主义
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 年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 )、《欧洲委员会防
止恐怖主义公约》(2005 年 )、或《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1 年 )。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认为，对于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受国际人道法规制但未受其禁止的行为，如攻击军事目标或军
事人员等行为，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文书绝不应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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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阻碍，甚或导致公正的人道行动无法开展，危及有需要民众的利益。79 此类措施可能会影
响各类人道行动，其中许多行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责的一部分：探视被拘留者，并为其
提供人道援助 ( 包括家属探监 )；提供援助，满足难以抵及地区平民居民的基本需求；为武装
部队伤者病者提供医疗援助；开展急救培训；开办战伤外科研讨会；或向武器携带者普及国
际人道法。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开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示十分担忧反恐措施对人道行动
所造成的影响。8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多此重申其立场，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及
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中明确重申。
各国及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恐措施不应有违各国已在政治上予以支持，或通过国际人道法
条约予以赞同的人道原则，也不应阻止公正的人道组织恪守其原则开展行动。
从法律角度来看，阻碍恪守原则之人道行动的反恐措施违背了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与精神。
例如，大量反恐措施会至少将下列一项行为定为犯罪：与认定为“恐怖分子”的非国家武装
团体进行接触；在此类团体活跃的地区开展工作；或是对此类团体中的伤者病者提供医疗服
务。此种禁止性规定有违国际人道法三大领域：规制人道行动的规则，包括公正的人道组织
提供服务的权利，以及允许并便利此类组织提供救济行动的义务；保护伤者病者以及提供医
疗援助之人的规则，尤其是禁止对某人因按照医疗道德履行医疗职责而进行惩罚；以及保护
人道工作者的规则。
近期经验表明，通过采取纠正性或缓和性措施，能够在反恐领域中开辟出人道空间。近
期的法律文书尤其已通过了大量“人道豁免”条款。此类豁免旨在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公
正人道组织所开展的完全属于人道性质的行动排除在反恐措施适用范围之外。实践证明，这
不仅能有效保护人道行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规定与精神，还能表明打击恐怖主义与保护国
际人道法及人道行动之间毫无冲突。
尽管出现了人道豁免条款等有益手段，但有效保护恪守原则之人道行动的政策及法律缓
和措施仍然极为稀少。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反恐关切尤为突出，而人道空间正在日渐缩减。
许多利益相关方已经发布声明，或采纳决议，强调反恐措施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必要性 ( 例
如，见联合国安理会 2019 年 3 月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第 2462 号决议 )，且不应阻
碍恪守原则的人道行动 ( 例如，见联合国大会 2018 年 6 月关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
第 A/RES/72/284 号决议 )。当前，有必要将这些承诺转化为落实承诺所需的实际措施。各国
及国际组织通过了上述决议之后，现在必须找到方法，有效解决反恐措施与恪守原则的人道
行动之间的矛盾。这关系到公正的人道组织能否开展完全属于人道性质的行动，能否向最急
需帮助的民众提供救济。

79 Se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Principles under Pressure: The Impact of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and Preventing/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on Principled Humanitarian Action,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rc.no/resources/reports/principles-under-pressure/; Jessica S. Burniske and Naz
Modirzadeh, Pilot Empirical Survey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n Humanitarian
Action, 2017: available at https://pilac.law.harvard.edu/pilot-empirical-survey-study-and-comment; Kate
Mackintosh and Patrick Dupla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onor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on Principled
Humanitarian Action, commissio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and 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cha.org/sites/unocha/files/
CounterTerrorism_Study_Full_Report.pdf.
8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1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4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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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地位与保护
“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指的是随非国家武装团体出境前往他国领土进行战斗的某国
国民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在近年来有所增多。81 就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冲突而言，大量媒体注
意力都转向了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所开展的活动，以及他们最终的命运。但必须要认识到
的是，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还有广大民众也同样因武装冲突的毁灭性影响而继续承受苦难：
他们与家人离散，在境内外流离失所，受伤、或遇害，生计也遭到了破坏。这些冲突造成了
规模巨大的人道需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努力采取多种方式应对民众的苦难。82 在开展
这项工作期间，除当地民众的迫切需求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确定了与外国战斗人员及其
家属待遇有关的一些具体关切。
该现象表现出个案多样化的特点，因而难以探讨普遍适用的法律框架，只能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个人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关联的性质、此人的国籍，以及对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
只是个案之间众多差异因素的一部分。因此，对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一概而论，有可能会
忽略造成重要法律后果的事实：例如儿童可能会陪同跟随家人，或他们本人随非国家武装团
体迁移，参与战斗 (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人就是“外国战斗人员”)；他们可能成为非法招
募罪行的受害者，或本人犯下此类罪行。同样，对于此类情况下所涉及的女性，必须审慎考量，
切不可过度简化。女性可能是自愿前往非国家武装团体活跃的地区，也可能遭到了人口贩卖；
她们可能既是战争罪 ( 包括但不限于性暴力 ) 的实施者，也是其受害者；她们可能扮演了多种
角色，如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或平民附属人员。
各国已采取多种措施，包括使用武力、进行拘留、出台出行禁令，以及撤销国籍等，旨
在消除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所造成的已知威胁或潜在威胁。虽然所采取的大多数安全措施
本质上是执法措施，因而受到人权法的规制，但国际人道法在适用的情况下也必须加以考虑，
并得到尊重。

国际人道法对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适用性
“外国战斗人员”并非国际人道法的特定术语。83 就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而言，没有
专门的制度，也没有明确的国际人道法规则进行规制。国际人道法将这一群体等同于其他参
与武装冲突或受其影响的人员一并进行规定。国际人道法规制武装冲突持续期间外国战斗人
员及其家属的行为，以及各国针对这一群体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存
在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暴力局势，要取决于构成武装冲突的标准，尤其是 1949 年四个《日
内瓦公约》共同第二条和共同第三条所规定的标准是否得到满足。
如果外国战斗人员参与了军事行动，其行为会受到国际人道法有关敌对行动的相关规则
的规制。因此，他们与任何其他参与军事行动的交战方一样，受到同样的国际人道法原则与
规则的规制。
81 本章节基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中关于“外国战斗人员”的讨论，第 18-19 页。
82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发表的讲话：www.icrc.org/zh/document/statement-icrcpresident-upon-ending-5-day-visit-syria.
83 使用“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一词是为了行文方便，但我们认识到该术语可能有污名化风险。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注意到，污名化会影响与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武装团体有关联的人员，而且确实会影响
到大量与此类团体有过接触的人员，无论他们是否是第三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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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在交战方的控制之下，尤其是被剥夺自由时，那么他们也必
须享有国际人道法赋予其他同样处境人员的同等保护。因此，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其待
遇受共同第三条与习惯国际人道法以及《第二附加议定书》 ( 如适用 ) 的调整。重要的是，这
些规则尤其规定，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出于迫切的安全理由遭到拘禁时，拘禁方必须提供
拘禁理由并遵循程序；有关个人面临刑事指控时，司法保障能够得到尊重；如果有重大理由
相信某人移交至当局之后基本权利有可能受到侵犯，则不得进行移交。此外，根据一个人的
健康状态、年龄、性别等因素，需要采取差别化待遇。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儿童有权享有
特别的尊重与保护，即使他们因与武装冲突有所关联而遭到拘留时也是如此。同时，他们的
家庭生活必须尽可能得到尊重。
将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认定为“恐怖分子”，并认为他们会造成特殊安全威胁，与相
关国际人道法规则 ( 包括规定这一人群所享有保护的相关规则 ) 能否适用以及适用情况如何，
是毫无关系的。与此同时，国际人道法绝不禁止各国针对外国战斗人员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
的违法行为对其予以起诉。84
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于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并不意味着国际人道法适
用于各国针对这一人群所采取的全部安全措施。只有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参与的武装冲
突中的交战各国，才受国际人道法规制。国际人道法有关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规则首
先适用于爆发武装冲突的领土内。此外，一般认为，对于卷入域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各国，
即使与该冲突相关的敌对行动并非发生在其本国领土内，国际人道法也适用于参与该冲突
各国的全部领土。8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身处干涉国 ( 尤其是通过移交或遣返人员而加
以干涉 ) 领土的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享有可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所给予的保护，其中包
括规制拘留、家庭联系以及对儿童给予特殊保护的规则。此外，他们还享有可适用的国内
法及人权法的保护。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未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针对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所采取的措施受
其他法律规制，尤其是人权法。各国必须确保其反恐活动，以及起诉、剥夺自由等针对认定
为外国战斗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之人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符合相关国际法律及标准。

保护与外国战斗人员有关之儿童的国际法规则
长期以来，立法趋向于将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视作现行法律无法适用的特例。因而有
必要确认的是，必须由国际法对这一人群的待遇加以规制。就与外国战斗人员相关的儿童待
遇而言，有三个问题可反映出上述立法趋势。
第一个问题是，在外国战斗人员问题上，对于接受过训练并 ( 或 ) 参与敌对行动的儿童
而言，各国不愿对其适用规制武装团体相关联儿童 ( 通常称为“儿童兵”) 待遇的法律和标准。
然而，被称作“外国战斗人员”的儿童仍然有权享受这些法律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儿童
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在必要时有义务向非法招募的

84 更具体而言，如果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中缺少战斗员特权与豁免，各国仍可根据其国内法保留
将外国战斗人员行为定为犯罪的可能性，无论此类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85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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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提供一切适当援助，协助其恢复身心健康和重返社会；并通过技术合作和财政援助等方
式合作协助此类儿童康复和重返社会。86
第二个问题涉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这是《儿童权利公约》第 3 条所规定的一项核心义务，
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实施，还是由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
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例如，在与外国战斗人员有关的问题上，在决
定如何遣返儿童，并使其重返社会时，就可适用该项义务，无论儿童年龄为何，也无论其与
非国家武装团体关联的性质如何。
第三个相关问题是，所有儿童均有权不被违背其父母意愿地被迫与父母分离，除非主管
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因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
要。这项权利载于《儿童权利公约》第 9 条第 1 款，缔约国在与外国战斗人员家属相关的各
种拘留和遣返情况下必须对此予以尊重。

有关女性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女性家属的特别人道关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外国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的当前待遇及未来处境有特别的人道关切。
这些战斗人员所背负的污名以及面临的严重威胁尤其容易使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在这种情
况下，许多女性的待遇和命运有时受到忽视，需要按照个案具体情况加以考量。例如，成千
上万名外国女性住在营地中，其中许多人是和儿童一起居住的。无论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她
们是否有罪，她们都有一些特殊需求，面临特殊的生理与心理风险。他们的特殊需求包括基
本的女性个人卫生用品，以及孕妇、哺乳期女性和性暴力受害者 (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无论
是男性女性，还是男童女童，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遭受性暴力 ) 的医疗需求。他们面临的特
殊风险包括由于他人认为她们是外国战斗人员的“新娘”，而采取报复性暴力行为或进行集
体惩罚；由于国际法或相关政策限制女性授予公民身份的能力，她们的孩子没有国籍；还有
一些起诉未能考虑到涉及外国战斗人员的情况中女性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及经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关押外国战斗人员及 ( 或 ) 其家属的当局必须根据国际法给予
其人道待遇。委员会认识到，在武装冲突期间及之后，人道、合法地解决外国国民的相关问
题必然会十分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外国人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法律框
架及政治决策。遣返或第三国安置等当地再安置工作以外的措施需要多国开展合作。所以，
应尽快采取措施，为每一名外国人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并予以落实。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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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

O. Matthys/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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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影响全球人口，危及生命，并加剧了现有弱势状况、不平等现象以
及社会脆弱性。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社区和国家尤其易受气候变化所造成后果的影响，因为
冲突限制了他们适应环境及自我保护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冲突——尤其是旷日
持久的冲突——会损害有利于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如基础设施、市场、各类机构、
社会资本以及生计。在这些国家内部，弱势人口由于粮食危机、生计机会丧失、健康受损和
流离失所而受到过分严重的影响，而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更使其处境雪上加霜。民众需要通
过寻找新的生计策略、改变生活方式，或离开家园，不断努力应对并适应退化的环境，适应
日益加剧的洪灾、旱灾、酷热及贫困风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增强其人道应对的可持续性，在 2019 年 -2022 年机构战略中提出，
将致力于通过加强受冲突影响社区适应冲突及气候冲击双重打击的能力，帮助减少他们的脆
弱性。该战略重申将长期致力于减轻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对民众的影响，并加强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自身的环境政策。为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也正在修订其 1994 年出版的《关于
武装冲突期间环境保护的军事手册及指示之指南》( 下文简称《指南》)，87 以促进对保护自
然环境免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尊重。

武装冲突对气候与环境的影响
在 1950 年至 2000 年间，超过 80% 的大型武装冲突都直接发生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在这些地区，生长着全球约半数的植物，诸多珍稀动物物种栖息于此。88 武装冲突历来对环
境构成威胁，而环境退化又会反过来影响民众的福祉，甚至是生存。武装冲突会造成环境退
化与破坏，污染田地与土壤，而且往往会波及大面积地区，沿海地区、海洋地带以及水源均
会受到影响。冲突造成的这些后果可能在战后数年乃至数十年仍难以消散。
环境可能会因受到直接攻击或人类使用的特定作战手段和方法而面临风险。同时，环境
也会因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工业园区、易燃物贮存与加工设施、工厂、农业设施以及固废和危
废填埋场等建成环境遭到损害与破坏而承受风险。采掘矿及化工设施遭到攻击或受到附带损
害，可能会导致水污染、土壤和田地污染，或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战争遗留爆炸物也会污
染土壤和水源，危害野生动物，从而严重影响环境。在特定情况下，武装冲突造成的环境后
果也会加剧气候变化。例如，大面积破坏森林会对气候造成负面影响。破坏燃油设施及大型
工业设施等基础设施，会迫使大量温室气体及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
除武装冲突各方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之外，武装冲突的某些间接影响也十分严重。其中包
括治理系统崩溃；环境管理机构的能力以及平民居民的应对机制遭到削弱，或日渐丧失；以
及整个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因长期缺乏适当的运营和维护而逐渐恶化。此外，如果当地人口由
于环境破坏等原因而被迫避开或离弃某些地区，可能就会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其他地区的
资源，使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同时，为维持战争经济或谋求个人利益而进行的自然资源开
采活动，也会严重破坏环境。

87 《指南》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报告》 ( 联合国文件 A/49/323，1994 年 ) 中的附录；联合
国大会决议 49/50 (1994 年 ) 请各国适当考虑可否将《指南》纳入面向本国军队人员的军事手册及其他指
示中。
88 Thor Hanson et al, “Warfare in Biodiversity Hotspots”, Conservation Biology, 23 (3), 2009, pp. 57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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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局势中自然环境保护指南》修订版
环境常常因战争而遭到破坏，但这种破坏往往是隐性的，而且也往往不是交战方的首要
关切。武装冲突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损害，但这种损害不可毫无限制。国际人道法并
未针对武装冲突造成的所有环境后果逐一作出规定，但的确有相关规则规定要保护自然环境，
并力图限制对其造成的损害。
对 1994 年的《指南》进行修订，旨在反映当前的条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指南》修
订版选编了部分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力图澄清并解释这些规则及其渊源。虽然《指南》主
要关注国际人道法，但它也回顾了其他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条约和习惯法，指出这些规则也
可适用于武装冲突。《指南》旨在成为供冲突各方用于保护环境的参考工具——一个可以帮
助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推广、实施并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工具。
国际人道法并未对“自然环境”一词进行统一定义。根据关于《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5
条的《评注》，自然环境的概念包括一切自然存在或自然发生的事物，因而区别于人造环境，
如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 ( 包括动植物、海洋及其他水体、土壤和岩石 ) 都属于自然
环境。此外，自然环境还包括属于或可能属于人类干预产物的自然要素，如粮食、农区、饮
用水和牲畜。尤为重要的是，“自然环境”的这一解释并不特指孤立的生物体和无生命物体，
而是还更广泛地指代有生命的生物体与其所处的无生命环境之间形成的联系紧密的系统。考
3

3

虑到上述情况，而且正如第 55 条的评注所指出的，理解“自然环境”一词，应根据各国在
国际人道法中为其赋予的含义，尽可能作宽泛的理解。这种方法还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知识的增加，以及环境本身的不断变化，“自然环境”的概念可能也会发生演化。
国际人道法有一系列相关规则，对武装冲突期间的自然环境保护进行了规定。第一类保
护源自专门保护自然环境本身的规则。此类规则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
长期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正如 201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加强国际人道法的
报告中所提及的，“长期、广泛和严重”的含义需要进行探讨。89 因此，《指南》修订版力
图厘清这些词语的含义，同时承认有必要对其进一步细化。国际人道法还明确禁止出于报复
而攻击自然环境。这些规则于 1977 年通过，是在《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
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之后首批明确提出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则。《第一附加
议定书》的起草者在这一问题仍属新兴理念之时就认识到有必要保护自然环境，这种认识极
大推动了对此类保护之重要性的认可。
第二类保护源自国际人道法中涉及自然环境保护的一般性规则，但这些规则并不以此为
主要目的。重要的是，自然环境默认具有民用性质，这一点在如今已得到普遍认同。在此基
础上，自然环境的所有部分或要素均为民用物体，除非其中某些部分成为军事目标。因此，
自然环境的各部分均受益于国际人道法下相应的保护，尤其是关于敌对行动的一般原则及规
则，即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这些原则对自然环境的适用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但在实践中可能仍会面临挑战。

89 ICRC, “Strengthening legal protection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 31IC/11/5.1.1,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red-cross-crescent-movement/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31int- conference-strengthening-legal-protection-11-5-1-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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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针对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实施攻击，除非自然环境中的某个特定要素已成为军事目
标。如果自然环境中某个单独的部分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
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能够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那么该部
分就可能成为军事目标。由于自然环境本身具有民用属性，它绝不会因其“性质”而对军事
行动有实际贡献，但却有可能因其位置、目的或用途而产生实际贡献。例如，如果一座小山
能为一支部队提供观察敌军营地的有利地点，那么这座小山就对该部队的军事行动有实际贡
献。如果某处林区中的繁茂树木为军队调遣提供掩护，那么这些树木也可能对军事行动有实
际贡献。然而，不得对“地区”这一概念进行过度广义解释，不可仅仅因为战斗员位于林区
中的一小片区域，就将整座森林视为军事目标。
此外，对军事行动的贡献必须是“实际的”，而且必须有助于敌方的实际作战能力，而
不仅仅是维持战争的能力。90 例如，在自然环境中的某个地区开采高价值自然资源，虽然或
许能为战争提供可观的资金支持，但这并不构成对军事行动的实际贡献。
基于自然环境的民用性质，它还受到保护，免于遭受“附带损害”；如果攻击某军事目标，
可能会对构成民用物体的部分自然环境造成与预期的军事利益相比过分的损害，则不得发起
此类攻击。应谨记，评估损害是否“过分”，必须根据个案单独探讨，并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例如，为了攻击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型敌方营地而烧毁整片森林，就属于不成比例的附带损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一次攻击所造成的可预见的间接或衍生影响、附带影响也必须在进
行比例性评估时加以考虑。由于自然环境常常因敌对行动受到间接，而非直接的影响，这一
点对保护自然环境尤为重要。影响是否可以合理预见，取决于个案的实际情况；然而在进行
评估时，应参考以往的实践和实证数据。最后，在开展军事行动时，包括行军、设立军事基
地时，都必须始终注意避免损害民用物体，包括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尽管某些军事行动对
环境的影响尚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但这并不足以免除冲突各方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
自然环境还受到其他力图防止或限制损害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保护。其中包括与受到特
别保护的物体 ( 如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与装置，以及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 ) 相关
的规则，也包括与敌方财产和抢劫相关的规则。此外，国际人道法还通过特定武器之使用的
相关规则对自然环境予以保护，其中包括禁止使用除草剂作为作战方法；有关燃烧武器的规
则；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有关地雷的规则；以及最大程度减少
战争遗留爆炸物影响的规则。
仅设立武装冲突期间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国际人道法规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好地传播、
实施、执行、重申并澄清这些规则。最终，尊重国际人道法能够限制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及
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

90 更多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立场的内容，见：Laurent Gisel, “The relevance of revenue-generating objects
in relation to the notion of military objective”,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uges Colloquium: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at 40: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2017, pp. 13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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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所有《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所面临的挑战》报告中，
均强调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对其缺少尊重。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各国在国家、
地区及国际层面；91 以及能够影响战斗各方的所有行为方都应努力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各国承担的首要关键义务就是“落实国际人道法”，即考虑批准或加入国际人道法条约；将
已签署的国际人道法条约纳入国内法；将国际人道法义务融入军事培训和各级军事规划与决
策中。92 长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一直肩负着开展此类工作
的职责并相互补充。
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国内法和军事条令仅仅是促进尊重该法的第一步。本报告还介绍了许
多其他的法律与行动措施，虽未必详尽，但均有助于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这些措施包括：1)
各国就有关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对其部队开展有效调查；2) 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行为方采
取措施促进受支持各方进一步尊重国际人道法；3) 探讨并应用“战争约束之根源”的基础研
究成果；4) 介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具体范例。

( 一 ) 针对武装冲突期间的行为开展调查
调查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对于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妥善适用该法至
关重要；并且有助于武装冲突各方在实践中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
许多国家及其部队已经认识到，必须对武装冲突期间各自行为的合法性开展强有力的国
内调查。然而，各类国内法律框架与各国开展调查的实践存在巨大差距。一些问题若能得以
澄清将大有裨益，包括应在何种情况下启动调查；根据事件性质的不同，可采取的不同调查
形式；以及调查过程中可适用的原则和标准。2017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到日内瓦国际
人道法和人权法学院的工作中，合作制定了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指导方针。93
这项工作以有关国内法和国家实践的大量研究为基础，并借鉴了军事和政府专家、学术
界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参与的若干会议和双边对话的成果。此项工作并非旨在为所有
国家制定统一的调查程序，而是要确定并介绍一些在调查中可能出现或应事先考虑的实际问
题和法律问题，同时关注各国国内法律和调查制度的不同之处。这项工作还旨在通过制定武
装冲突期间开展调查的总体框架并酌情制定相应的国际原则和标准，提供实际帮助。94
调查义务的法律渊源可在条约法中找到，特别是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四公
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义务，即缔约国有义务制定必要立法，对涉嫌实施或

91 自 2011 年起、遵照 2015 年国际大会全新职责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共同推动开展协商，继
而开启了旨在改善国际人道法遵守情况的政府间进程。为此，参与各国献计献策。有关该进程的程序
报告 (2015 年 -2019 年 )，见：Factual Report 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rocess on
Strengthening Respect for IHL (Resolution 2 of the 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33IC/19/9.1.
92 人们希望第 33 届国际大会可以通过一项载有这方面的行动计划 ( 或路线图 ) 的决议。
93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and ICRC, Guidelines on
Investigating Violations of IHL: Law, Policy, and Good Practice,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crc.org/en/
download/file/104871/guidelines-investigating-violations-ihl_policy_good-practice.pdf.
94 这些指导方针可能也对其他行为方大有裨益，例如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非国家武装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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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实施严重违反条约规定之行为的人员予以有效刑事制裁。不论此类人员国籍如何，各国
均负有搜寻此类人员、对其提起刑事诉讼 ( 这必然包括调查工作 ) 的法律义务，以便将违法行
为人绳之以法。
此外，还必须调查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可能出现的其他“严重违反战争法规
和惯例的行为”——这一法律术语与 “战争罪”同义。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各国必须调查
其本国国民犯下的或其他人员在其领土内犯下的所有战争罪以及各国拥有管辖权的其他战争
罪，并在必要时对嫌疑人予以起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了一系列“严重违反战争法
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一般认为这项规定反映了习惯法的要求。95
应当指出，除“制止”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和其他“严重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外，
包括通过刑事起诉的方式，各国还有义务“遏制”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遏制”是
指各国为处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非刑事行为可能采取的行政措施，例如行政调查。
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武装冲突国内调查程序和机制有助于提高一国军事行动的效率。
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出军事行动成功与否，并在行动失败时，帮助制定适当改进措施。调查结
果还有助于确定良好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归根结底，调查工作对于维持军队纪律和良好秩
序至关重要。
开展调查也是一种问责形式，对一国本国居民、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受害者及其
直系亲属、对一国开展军事行动的他国领土内的居民以及对国际社会均如此。开展调查时，
可以通过澄清没有违反国际人道法或证明一国正在处理涉嫌违法行为并采取了适当纠正措
施，来证明该国已履行其国际义务。例如，真正努力遵守法律并拒绝有罪不罚的现象，或
许可以增加对军方行动的信任。致力于履行其法律义务的国家也有助于提高国际人道法的
整体公信力。
《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调查指导方针：法律、政策和良好实践》( 以下简称为《指导方针》)
于 2019 年出版，其中包含 16 条指导方针，每一条都附有评注。指导方针借鉴了国际法、国
内法及政策中的共同要素，并以国家实践为依据。评注旨在阐明这些指导方针的含义，并进
一步说明如何在实践中实施这些指导方针。
举例来说，《指导方针》涉及武装冲突期间启动调查前的步骤，如记录军事行动、内部
报告和外部指控、事件现场的行动以及事件评估。《指导方针》中有一个部分专门探讨武装
冲突中的行政调查，即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开展的各类非刑事调查。一些指导方针侧重于
刑事调查，包括构成有效调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全面性、及时性和透明性标准。《指导方针》
还涉及如何保障公正审判以及如何处理国家责任问题。其他指导方针还涉及与政策相关的违
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以及武装部队配有法律顾问的必要性。

( 二 )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
正如本报告前几章节所述，过去十年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核心特征就是非国家武
装团体的激增，这一现象在中东和北非尤其显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确保武装冲
突各方了解、理解并尊重国际人道法，但这些团体分散的组织结构给这项努力带来了巨大挑

95 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 年 ) 第 8 条第 2 款第 2-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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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其《战争中行为的根源》(2004 年 )

96

的研究结果，提出通过“一

体化方法”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即协助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其条令
( 或行为准则 ) 、培训制度和机制，以确保遵守该法。这种方法要求武装组织具有垂直的组织
结构，通过这种结构，命令和纪律可从军事指挥官传达至普通士兵。鉴于目前大多数武装团
体不具备这种组织结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开展新研究，找到促使这些分散的团体在战
斗中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方法。
这项研究历时两年，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专门研究武装组织行为的学者共同开展，并
于 2018 年 6 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的研究报告 97。该研究探讨了不
同类型的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如何根据其组织结构，将约束规范社会化。它确定了影响此类
规范发展的各种因素，从一体化国家武装部队在军事学院接受的严格正规训练，到南苏丹乡
村中的先知 ( 在战斗前，他们为社区嵌入式游牧武装团体举行仪式 )。该研究针对促成某些行
为的各种内外部刺激因素提出了深刻见解。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结论。首先，该研究提供的实证证据表明，在参与研究的两个
国家武装部队中 (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军队 )，国际人道法培训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战斗员采用
行为约束规范。研究发现，最佳的培训方式是：由在士兵中具有极高可信度的培训人员进行
集中授课，并采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法。培训的有效性应该在压力
环境中进行检验，也就是令士兵感到筋疲力尽、饥肠辘辘、担惊受怕的类似战场的环境；培
训应旨在将尊重国际人道法内化为士兵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们不实施违法行为，因为这
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第二，该研究发现，非正式规范甚至在严格的军事等级制度下也会对行为产生有力影响，
而且这些规范可能会加强或削弱正式指令。负面的非正式规范和实践包括：欺凌仪式；制服
上佩戴象征极端暴力的徽章；赞美性暴力的行军歌。该研究表明，如果了解并利用实现社会
化的非正式因素，例如同侪团体的意见，将有助于加强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目前正在探究世界不同地区六支武装部队中非正式规范的性质，以确定此类规范能否成
为加强遵守法律的潜在途径。
第三项主要结论与第二项结论密切相关：在影响行为方面，与仅关注法律相比，将法律
与其基本价值观相结合的方式更加有效。将法律与当地规范和价值观联系起来，可以提高法
律的接受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国际人道法与伊斯兰教法之间的相似之处，
该研究报告建议应在不同背景下深入探究当地文化和宗教规范。对此，报告进行了举例说明：
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南苏丹与一些战斗人员就后者最喜欢的摔跤运动进行了对
话。战斗人员在解释规则时表示，不应该与病者、老人和儿童进行摔跤比赛。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工作人员表示，国际人道法规则也将这类人群排除在战斗之外。理解并援引反映国际人
道法规则的传统行为约束规范，比仅仅讨论法律更能引起共鸣，或者能够为此类讨论提供切
入点。

9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争中行为的根源：了解并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2004 年；见：https://
www.icrc.org/en/publication/0853-roots-behaviour-war-understanding-and-preventing-ihl-violations.
9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战争中行为约束之根源》
，
2018 年；见：https://shop.icrc.org/the-roots-of-restraint-in-war.
html?___store=default&_ga=2.126679885.175048871.1593325572-1487551606.1580976876&___from_
sto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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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最初仅力图探究暴力的产生原因。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并探究行为规范如何形成、
如何在武装组织中实现社会化，为该研究铺平了道路并得出了预料之外的结论。与询问违反
国际人道法行为相比，向士兵和战斗人员了解遏制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更加容易；而且，通
过探究制约因素，研究人员还发现了此前未曾考虑过的影响因素。例如，一个武装组织长期
采取的战术是攻击覆盖农村地区的输油管道。追踪这种暴力模式，观察其何时变化或停止，
有助于分析变化原因以及可能对暴力模式产生影响的人员或事件。在这一事例中，是环保主
义者成功地改变了武装组织的行为，这是此前未曾考虑过的一个影响因素。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表明，外部实体可以影响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行为。
因此，将人道组织和当地社区与武装团体的接触定为刑事犯罪会妨碍促进尊重人道规范的
努力。

( 三 ) 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
同战争史上的许多时期一样，当代武装冲突涉及多种行为方，包括国家、非国家参与方
以及国际组织。有些参与方相互交战，有些则通过军事伙伴关系、联盟和联合组织相互支持。
这种支持有多种形式，例如：提供培训和设备；武器转让；机构能力支持；经济援助；网络行动；
部队托管；提供私人承包商；情报共享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报告的是，这些复杂的支
持网络与合作伙伴关系已变得日益普遍，而且也成为该组织开展行动的几乎所有主要冲突背
景的关键特点。98
根据国际人道法，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参与方本身也可能成为该冲突的一方，因而受国
际人道法的约束，主要是通过促成另一方针对武装团体的集体敌对行为或通过对某一武装团
体实行全面控制的方式。99
然而，向冲突方提供的支持并不总能达到这种水平，但仍能影响武装冲突中受支持一方
的行为，并可能增加或减少人类苦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对话。但仅靠对话似乎不足以解决当代冲突
中国际人道法不受尊重这一问题。因此，一段时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在通过其“武
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 倡议，与支持武装冲突各方的参与方建立联系。
武装冲突中的支持关系对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而言既是风险也是机会。一方面，错综复
杂的支持关系与伙伴关系，无论是否公开，均有可能淡化武装冲突各方及其支持者所应承担
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支持冲突各方的参与方来说，这种关系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协助其
伙伴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开展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工作。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在这种支持关系中似乎往往对尊重国际人道法考虑不足。
人道考量常常让位于政治、安全或经济利益，继而削弱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力度，导致冲突的人道后果更加严重，并严重破坏全球和平与安全。

98 See Cordula Droege and David Tuck, “Fighting together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etting the
legal framework”, 2017, available at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7/10/12/fighting-together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setting-legal-framework-1-2/.
99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5 年《国际人道法挑战报告》，第 21-22 页。

76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目前有必要、也有机会采取单独行动和集体行动，以期充分利
用此类支持关系，积极影响合作伙伴实施有利于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的行为。实际上，许多
行为方已经制定了推动其支持的各方保护平民及丧失战斗力之人员的措施。这些措施应得到
扩大与加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良好范例体现了各国是如何始终履行其尊重并保
证尊重国际人道法的义务的。100
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包括不鼓励、援助或协助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义务，以及采
取积极措施影响冲突各方并使其树立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态度的尽责义务。确保尊重国际人道
法的义务属于手段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各国在选择施加影响的措施方面享有广泛的酌处权。
此外，支持国可能也负有国际法其他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例如，如果某些武器明显可能
或极其有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实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那么《武器贸易条约》缔
约国必须避免授权转让该武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深知，在寻求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具体措施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各
国可自由选择足以确保尊重法律的各种可行措施，而且此类积极措施若未见成效，也无需承
担责任。法律并未具体规定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只要符合国际法，提供支持的行为方可采
取旨在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的不同措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开始寻找提供支持的行为方在其整个支持关系中可采取的实际措
施，包括提供支持前的评估工作，提供支持期间确定和处理合作伙伴不当行为的机制，以及
在需要时审查、限制或停止所提供的支持。其他实际措施还可包括：针对具体情况、持续提
供具体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和指导；开展能力建设和援助，以便在必要时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
以及为支持关系结束时制定退出策略。经验表明，除了培训之外，监督和问责对于在正在开
展的军事行动和拘留活动中保护武装冲突受害者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各国分享经验将大有
裨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了解制定此类措施可能遇到的法律、政策和行动挑战。为增进对支持
关系的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提供支持或接受支持的各方一起讨论其建议，以促进这些
建议逐渐发挥更大作用并吸取经验教训。

( 四 ) 国际人道法发挥作用：在战场上尊重
国际人道法
正如本报告导言部分所强调的，已通过 70 周年的《日内瓦四公约》是少数几个获得普
遍批准的国际条约之一。然而，该公约并未得到普遍遵守，在许多武装冲突中违反条约的行
为酿成了悲剧，对平民和丧失战斗力之人员造成严重后果。媒体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报
道越来越多，加深了人们对国际人道法经常遭到违反而得不到尊重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也
导致人们开始讨论国际人道法的有效性并出现质疑其影响的倾向。

100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 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
规则 139 和规则 144。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Commentary on GC I, paras 15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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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讨论十分危险，因为它使违法行为变得平淡无奇，并可能助长形成更能容忍此类行
径的环境。有人认为国际人道法因不断受到违反而不再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看法并未反映出
当代武装冲突中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就这一问题开展细致深入的讨论。尊重国际人道
法的情况，尽管报道不足，但每天都在发生。
国际人道法在过去数十年中不断发展，并在许多方面得以实施：例如，各国通过了新条约，
立法者将国际协定转化为国内法，法院建立了丰富的国内和国际判例，许多武装部队开展了
国际人道法方面的培训。这表明，各国——以及其他武装冲突各方——均认可国际人道法的
重要性。有交战方曾多次公开表示，他们认为，即使是在法律和道德义务之外，按照国际人
道法行事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同时，不断见证着国际人道法在世界各地得以适用的诸多
正面范例。
冲突各方作出安排，促进实施国际人道法具体规范时，如合作搜寻并 ( 或 ) 辨认失踪人
员遗骸时，就体现了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这些一致行动往往有助于建立信任，可以为和平
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时间推移，实践和行为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国际人道法的遵守情况得到改善，如武
装行为体改革拘留政策，允许亲属探视；释放并停止征募儿童兵；或调整交战规则以减少平
民伤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收集并公开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范例，以反驳国际人道法不断受到
违反的说法，并重申国际人道法若得到尊重，能够对受武装冲突影响人员的生活产生积极影
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阐明有关交战各方实战行为的正面事例，力求鼓励他们以身作则，
分享国际人道法方面的良好实践。101

101 ICRC, IHL in Action: Respect for the Law on the Battlefield; available at https://ihl-in-action.icrc.org.

J. Cadoux/ICRC

第八章

结 论

80

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中面临的挑战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通过 70 年后，公约及其三个《附加议定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
为规制交战方行为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国际法律规则。国际人道法传达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
信息：战争是有限度的，即使是在攻势猛烈的敌对双方之间也是如此。国际人道法以各国在
两次世界大战及此后武装冲突中的经验为基础，旨在规制最极端的情况，力求在军事必要性
和人道考量之间实现审慎务实的平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份报告能突出反映出当代武装冲突的一些新趋势和复杂问题
及其带来的法律挑战。
与此同时，本报告还表明，现有国际人道法规则以及对其进行补充的其他国际法规范足
以在武装冲突中维护最低限度的人道。在探索新问题和尚待充分解答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坚
持基本原则和精神。对国际人道法的任何解释或发展均应基于该法所提供的现有保护；而不
应削弱这种保护。
或许最重要的是，只有所有国家采取措施履行其法律义务，武装冲突所有各方承诺尊重
国际人道法，并且所有能够影响战斗各方的行为方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国际
人道法规则才能防止暴行。《日内瓦四公约》通过 70 周年之际，武装冲突所造成的苦难应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再次承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我们的共同人道，刻不容缓。

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
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
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
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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