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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抗疫合力抗疫 共育新机共育新机
——2020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新动态

20202020年初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迅速在全迅速在全

球蔓延球蔓延。。截至截至1212月中旬月中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数据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71057105万以上万以上。。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武装冲突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带来的人道危机自然灾害等带来的人道危机，，

并未因疫情而减缓并未因疫情而减缓。。在此时局下在此时局下，，红十字国际委员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会（（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国际联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各国红会以及各国红会

一面凝心聚力展开抗击疫情的全球行动一面凝心聚力展开抗击疫情的全球行动，，一面继续一面继续

应对武装冲突应对武装冲突、、气候灾害等传统人道危机气候灾害等传统人道危机，，并在实践并在实践

中对国际人道局势中对国际人道局势、、人道工作展开新的思考和行动人道工作展开新的思考和行动，，

孕育人道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孕育人道事业发展的新机遇，，使国际人道事业在逆使国际人道事业在逆

境中砥砺前行境中砥砺前行。。

文文//李欣栩李欣栩 池子华池子华
（（作者分别为红十字国际学院博士后作者分别为红十字国际学院博士后；；红十字运动研红十字运动研

究中心主任究中心主任，，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人道危机新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红十字组织与各国政府及

红会之间、各地区红会之间联系加强，形成了合作抗疫的良
好局面。1月底、2月初，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批从北京、上
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省市区征召队员，组建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奔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
工作。2月 11日，国际联合会调整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
起的全球紧急募捐呼吁，将呼吁额从 300 万瑞郎增加至
3200万瑞郎，所募款物除了用于抗击疫情，还将支持受疫情
影响国家开展社区卫生活动、提高社区基础服务可及性、普
及和传播公共卫生科学信息、加强国家红会能力建设等工
作。5月28日，国际联合会又发起31亿瑞郎的捐款呼吁，紧
急加大其应对全球疫情的行动力度。

对于因长年武装冲突而导致医疗系统岌岌可危的叙利
亚、也门、南苏丹、尼日利亚东北部以及阿富汗等国家、地区
或民族，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更是加大援助力度，开展
了发放防护用品、开展防护宣传、呼吁紧急募捐、提供心理
援助、妥善处理遗体、设法维持生计等多项人道行动。3月
26日，国际联合会发起8亿瑞郎的紧急捐款呼吁，帮助全球
最弱势社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并从疫情打击中恢
复。6月9日，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首次人道援
助联合航班抵达喀土穆，为苏丹的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人道
支援。1月至6月，国际委员会在尼日利亚支持了18家初级
卫生保健中心和1个流动医疗队，提供了56.54万次诊疗服
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国际红十字组织与各国
红会还面临着水灾、风灾、旱灾等不同灾害以及地方武装冲
突的考验。4月，斐济红十字会抵达哈罗德飓风重灾区劳
和坎达武群岛，与国际联合会的志愿者一起进行灾难评估、
发放救灾物资。5月，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在卡拉奇飞机失
事的地方部署了带有应急响应小组的救护车并参与当地救
援行动，红十字志愿者与救援队员一起，从失事飞机的碎片
中寻找遇难者尸体。

7月入汛以后，中国南方多地发生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部分地区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点多面广、损失严重，至 8月
初，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先后向江西、安
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河南、黑龙江、
内蒙古等12个受灾省份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棉被、服
装、单帐篷、折叠床等救助物资及紧急救灾备用金，款物价
值共计4122万元。

8月4日贝鲁特港大爆炸发生后，黎巴嫩红十字会工作
组即刻赶到现场，为贝鲁特及其周边 12家医院提供援助，
包括提供轮椅、拐杖和其他必需品。9月27日开始，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冲突升级，冲突双方诉诸重型武器并轰炸人
口稠密地区，摧毁或损坏了数百座房屋以及医院、学校等关
键基础设施，国际委员会为当地多家医院提供战伤工具包、
药品、绷带、缝合工具包等应急医疗用品，为当地法医局提
供尸袋并展开各地人道需求评估工作。

人道法规新进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际社
会对人道法规的重新审视，在理论层面
和实践层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8月17日，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
雷尔（Peter Maurer）在《武器贸易条约》
缔约国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武器贸易
条约》是一个降低战争人力成本的实用
工具”“只有当缔约国根据《条约》的人道
目标忠实地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时，
它才能兑现其承诺”“新冠肺炎疫情突出
表明，需要通过解决潜在的脆弱性和系
统性问题来减轻和预防健康风险”“遏制
武器扩散和影响的多边机制——如《武
器贸易条约》——对于解决任何国家都
无法单独面对的人道问题至关重要”。
11 月，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亚历山大·
布赖特格尔专门撰文《新冠疫苗与国际
人道法：确保受冲突影响国家可以平等
获取疫苗》，就武装冲突地区民众获得疫
苗、疫情中的医务人员遭受污名化等问
题作出回应。文章指出，确保不加歧视
地提供疫苗是一项法律义务，接种疫苗
属于受保护的医疗行动，抗击疫情中的
医务人员与医疗机构、医疗物体、医疗行
动均受国际人道法保护，在武装冲突中
要以国际人道法为工具确保受冲突影响
国家的民众能够获得疫苗。

2 月，在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
使办公室、国际委员会共同支持下，也门
冲突各方代表通过一份详细计划，以完
成冲突爆发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战俘
交换，这是冲突各方根据《斯德哥尔摩协
议》向履行“分阶段释放所有冲突相关被
关押者”的承诺所迈出的一步。3 月 6

日，索马里在非洲联盟总部交存了《坎帕
拉公约》，即《关于保护和救助非洲流离
失所者的非洲联盟公约》的批准文件，国
际委员会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成员国
批准和在国内实施《坎帕拉公约》，以确
保对非洲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和援
助。8月 6日，尼日利亚批准《禁止核武
器条约》，标志着全球向禁止核武器的目
标又近了一步。广岛与长崎核爆 75 周
年之际，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与
国际联合会主席弗朗西斯科·罗卡发表
共同声明，呼吁更多国家加入《禁止核武
器条约》，让 75 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国际委员会派遣 11
架专机前往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 5
座城市，将 1056 名获释人员运送回国，
这是该组织在这场持续五年半的战争中
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运送行动。

国际人道法规的修订工作也取得进
展。6月，《日内瓦第三公约评注》逐条修
订版召开线上发布会。这部《评注》修订
版澄清了战俘的地位和必须赋予战俘的
待遇，将俘获战俘的情况置于现代背景下
加以考量，是从业人员的参考资料和指
南，也是可供专家使用的手册。9月 25
日，在联合会第75届会议高级别会间活动

“冲突、气候与环境三重风险所造成的人
道影响”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
局势中自然环境保护指南》修订版发布。
10月，“网络法工具包”发布了第一次年度
更新，分析了国际人道法规则，包括对背
信弃义行为的禁止和对不当使用既定标
识的禁止，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上的各类
军事诡计行动。

人道宣传新气象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武装冲突、朝鲜

战争等进行人道工作的宣传，是今年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主要着力点。

6 月，国际联合会与脸书合作发起
“与非洲一起”活动，由来自非洲各地的
艺术家参与，借助网络媒体，以音乐和喜
剧表演等形式在线宣传和红十字与红新
月医疗卫生专家共同制订的预防信息，
鼓励人们继续对新冠肺炎疫情保持警
惕。国际委员会还与巴勒斯坦红新月
会、巴勒斯坦社交媒体达人合作探索以
不同的方式引导数字时代的民众，保证
其自身和所在社区的安全。

6月 24日开始，国际委员会首尔任
务团以一系列照片展示国际委员会在朝
鲜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开展的活动，法
国、中国、日本和西班牙媒体在内的 120
余家在线和线下媒体也纷纷刊发了这些
照片。8月 19日，在韩国红十字会等机
构筹备下，“朝鲜战争与人道”国际会议
召开。

为纪念世界人道日，8月 19日至 10
月15日，国际委员会和13个人道组织合
作，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
组织、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宣明会等，协同韩国国际协力团，联

合举办了网上图片展和各种其他活动，
有效展示了人道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在保
护和援助受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
民众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各组织在
不同情况下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开展的
应对行动。

5月 21日，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导演
奥兰多·冯·艾因西德尔执导的纪录片

《白盔》上映，其中的影片《完整如初》便
记录了红十字会人在南苏丹红十字假肢
康复中心的经历，体现出他们对武装冲
突与暴力受害者的同情与倾注的心力。
6 月，《国际人道法问答》经过全面修订
出版。10 月，弗朗索瓦·比尼翁所著的

《面对堑壕炼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第
一次世界大战》付梓，该书根据国际委员
会的官方文件、档案及一些历史材料，追
溯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运动在 1914 年
至 1921 年如何运作和发展的历史。11
月，《医疗行动：援助被武装冲突与其他
暴力局势影响的民众》出版，介绍国际委
员会在武装冲突地区的急救与院前急
救、初级卫生保健、羁押场所医疗卫生、
假肢康复、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等
援助工作。

人道交流新热点
疫情冲击之下，各国人道主义工

作者、志愿者借助网络平台，围绕公
共卫生、志愿服务等开展交流活动。

6月 30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学院和世界卫
生组织等机构联合发起的“国际人道
与可持续发展创新者计划”（简称

“HDI 计划”）之“HDI 全球在线学
堂”项目启动，全球数位行动领袖和
前沿学者在线集聚，讨论新冠肺炎疫
情响应与全球风险治理的可持续未
来。这一活动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下
的全球局势，在“京师在线”和“学堂
在线”的技术支持下，推广了一系列
精选在线课程，组织了“互动答疑：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管理中的社区角色”

“互动答疑：以社区为本的健康与急
救”等线上研讨活动，通过组织公共
卫生与紧急事件领域的专家和以社
区为本的健康与急救领域的专家，就
国际联合会课程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对话和答疑，为学生、专家、工作实践
者构建起了共同的学习氛围。

7 月 13 日至 16 日，国际联合会
和国际志愿者组织（UNV）共同主持
的“为《2030 年议程》重新构想志愿
服务”全球技术会议（GTM2020）举
行，旨在提供一个平台，推动有关志
愿服务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讨论和辩论，共同塑造志愿
服务的未来面貌。开幕式上，国际联

合会主席弗朗西斯科·罗卡和副秘书
长哈维·卡斯特利亚诺斯针对为何需
要以及如何重新设想志愿服务在可
持续发展目标十年的行动分享个人
观点。

9月15日，国际委员会与和平与
安全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次网络研
讨会，讨论、质疑并商讨非洲当前的
移民政策和做法、移民面临的挑战，
并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供非盟
及其成员国优先考虑和实施。

10 月 10 日，一直致力于传播红
十字青年实践故事的东亚青年网络
邀请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等国的青
年志愿者，开展了新一期品牌活动

“Red Talk”，分享青年人的抗疫故
事。

12 月 4日，中国公安部、应急管
理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委员会以及国际组织的专家就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提升应急处理突发事
件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
理、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等多个专
题展开讨论。国际委员会驻总部日
内瓦的卫生部门负责人埃斯佩兰萨·
马丁内斯医生（Esperanza Martinez）
从人道视角探讨大规模公共卫生应
急事件的管理和响应机制，特别强调
要加强多方参与，“因为没有任何单
一机构能够胜任所有的职能”。

人道工作新挑战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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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报告中增加了新内容，如围攻战、
战争中人工智能的使用以及残疾人
保护，同时补充了一些国际关注度较
高问题的最新情况。这表明，国际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面临的挑战不只
是新冠肺炎疫情。

武器危机形势严峻。2020年，核
武器被再次使用的风险已达到二战以
来最严重的程度，涉及有核国家及其
盟友的军事事件频发，旨在彻底消除
现有核武的协议正遭到背弃，有些国
家甚至正在研制新型核武器，导致整
个世界朝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这一危
险方向发展；在清除全球地雷的工作
中，目前全球还有33个国家尚未加入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包括若干
杀伤人员地雷库存规模庞大的国家）。

网络危机不容乐观。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网络危机有加重之势。3
月 13 日，位于捷克共和国第二大城
市布尔诺的一家大医院遭到网络攻
击。医院管理层表示，这次网络攻击
迫使医务人员不得不推迟紧急的外
科救助，重新安排新到的急症患者，
并减少其他医疗活动。疫情期间，法
国、西班牙、美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
际组织，以及其他卫生部门等医疗机
构相继遭到网络攻击，国际委员会于
5月呼吁各国政府明确声明“无论是
在危机期间、冲突期间，还是其他情
况下，针对医疗机构的网络行动始终

属非法行为，且不可接受”。
政治争议亟需解决。近年来，部

分地区的政治冲突、争议导致人道工
作无法顺畅进行，人道准入成为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重要话题。
在也门危机应对中，彼得·莫雷尔呼
吁，“针对冲突，只有政治解决方案能
够创造条件，持续性地改善绝望的人
道处境……但要使援助服务于政治
进程，就等同于将也门民众劫持为人
质”，“必须根据国际人道法促进充分
的人道准入”。6月9日，在联合国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人道主义事务会议
上，国际委员会代表再次提出“国际
人道法的保护效力必须得到充分施
展，以减轻战争对人产生的影响”，打
破政治僵局，呼吁“将国际人道法视
为达成共识唯一合理的基础，并据此
制定政策，同时将政治争议置于人道
关切之外”。

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年的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留下了不同寻
常的印记。虽有重重困难，但正如彼
得·莫雷尔在 11 月 13 日的“财新峰
会”上所说，“自 1月以来到现在，我
们的项目执行率大概已经达到了
90%，保证了整体的运营水平，努力
为那些受战争、气候变化或者地区冲
突影响的民众和地区提供帮助”。面
对疫情下的种种挑战，国际红十字组
织、各国红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树
立共同体意识，推进全球人道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