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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对战
争的野蛮性做出限制，是国际人
道法的核心，也是世界各国对维
护人道精神做出的一致承诺。

今天是日内瓦四公约通过
70 周年纪念日。这四部公约的

“前世”与“今生”再次浮现在人们
眼前。

从一个人道设想到一个全球承诺

1859 年，瑞士商人亨利·杜
南在途经意大利小镇索尔弗利诺
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恐怖和惨
烈。在他的倡议和推进下，1864
年8月22日，瑞士、法国、比利时、
荷兰、葡萄牙等 12国在瑞士首都
日内瓦签订首部日内瓦公约，规
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
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
接待和照顾等。这部公约的出现
也标志着现代国际人道法的诞
生。

随着冲突局势的变化和对加
强受害者保护的需求，国际人道
法历经修订和扩展：

1899 年和 1907 年对海牙公
约的重大修订将保护对象扩大到
战俘；

1906 年对首部日内瓦公约
进行了修订，扩展了对战地武装
部队伤者病者的保护；

1929 年的日内瓦公约是一
个里程碑，标志着国际人道法越
来越普及；

1949 年是红十字运动历史
上最具重大意义的一年，国际人
道法的发展取得了决定性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使国
际社会迫切意识到需要采取新的
规则，将平民纳入国际人道法的
保护范围。

1949年 8月 12日，受瑞士政
府邀请，各国于日内瓦外交会议
期间，通过了 429 条主要由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法律专家拟定的条
款。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并不
主办外交会议，由公共权威主
持会更加正式。从一开始都是
瑞士政府在举办，这也和它的
传统及一贯以来对红十字会的
支持相吻合，更彰显了其中立
及和平的理念。”时任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副主席让·皮克泰表
示。

日内瓦四公约主要内容

四部日内瓦公约通过切实的
规定，对交战行为制定了明确的
底线。总体来说，它包含以下五
大要点：不得将平民作为攻击目
标、不得施加酷刑或非人道待遇、
不得攻击医院和救援人员、允许
平民安全撤离、允许人道组织展
开工作。

《日内瓦第一公约》包含 64
项条款，不仅为伤者病者提供
保护，而且还为医务和宗教人
员、医疗队和医疗运输工具提
供保护。该公约还确定了特殊
标志。

《日内瓦第二公约》包含 63
条专门适用于海战的条款，如对
医院船只的保护。该公约有一个
附件包含了医务及宗教人员身份
证的样本。

《日内瓦第三公约》扩展了符
合战俘地位之人的类别，更加准
确地定义了拘禁条件及场所。公
约有五个附件，内容包括各种示
范规则、身份证和其他卡片。

《日内瓦第四公约》主体是关
于受保护人员的地位和待遇，区
分了在冲突一方领土内的外国人

和被占领地平民的处境。该公约
还包含关于被拘禁平民待遇的特
殊内容。公约有三个附件，包括
医院及安全地带的协定草案、人
道救济的规则草案以及卡片样
本。

70年，世界在变，保护如一

如今，《日内瓦公约》已得到
全球普遍认同，共有 196 个国家
成为其缔约国。70年来，作为限
制战争行为的底线，公约保护了
成百上千万战争受难者。

在 1954 至 1962 年的阿尔及
利亚战争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得到冲突双方的认可，在战争期
间及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两年内
为士兵及平民提供援助。

1968至 1970年，在尼日利亚

内战蔓延之际，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开展空投行动，为最弱势人群
运送食物与其他救济物资。

1980 年，两伊战争爆发，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助双方交换了
97000名战俘。

1994年，在卢旺达种族大屠
杀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竭尽全
力保护民众，并为流离失所的数
千民众提供援助。

2014 年，在乌克兰危机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与政府保
持对话，迅速应对人道关切，并为
乌克兰红十字会急救工作提供支
持。

当今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日
益激进的武装团体不断增加，自
主武器与人工智能应用于战场，
未来充满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冲突或许会演变，但基本原
则始终适用。

即使在获得普遍认同，但却
未得到普遍尊重的情况下，《日内
瓦公约》仍秉持初衷，依然必不可
少。否则，当今的战争将会更为
惨烈。

“让我们谨记《日内瓦公约》
精神，即在战争中也要维护人类
尊严。公约精神时至今日依然非
常重要。我们还要记住公约是法
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法
律，因为公约不仅要求遵守法律
还要公正和正确。让我们共同携
手努力，以确保公约精神不朽。”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
毛雷尔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
区代表处）

世界在变，保护如一
——写在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0周年纪念日

儿童与大自然接触的重要性
8月 4日，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报道，

一项在几个欧洲城市开展的广泛研究已经证
明了童年接触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好处，并且
主要反映在成年期心理健康状况中。与此同
时，由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领导的这项
研究发现，那些生命最初几年与自然环境没
有太多接触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会越来越
不在意与大自然的接触。

这项研究指出，自然环境的可及性以及
儿童在其中度过的时间与此后其拥有更强的
自尊心、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更好的肺部健
康和更低的体重指数等均有关联。此外，根
据各种研究，与自然的接触对儿童认知发展
有益，同时还能激发创造能力和风险管理能
力，改善他们的情绪状态，并使他们有能力应
对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相反，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的孩子通
常会有不良的行为表现，以及自尊心弱、注
意力缺乏以及更糟糕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
况。此外，童年时期的这些问题可导致成
年后的身心健康的长期恶化以及经济状况
的恶化。

此外，研究表明，改进居住环境中与大自
然接触的程度，无论是绿地还是水生环境，不
仅会对儿童产生积极影响，成年人也会因此
受益。巴塞罗那全球健康研究所环境流行病
学家马克·尼乌文赫伊曾表示，早先对加泰罗
尼亚地区的人口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家庭
周围绿地面积越大，居民的心理问题就越少。

“这些人较少服用对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这
些心理问题在这些人群中要少20%至30%。”
尼乌文赫伊曾指出。

（新华网）

2018年逾1.2万名儿童在武装冲突中死伤

7月 31日，据联合国网站消息，当地时间
30日，联合国发布的最新一期秘书长《儿童与
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显示，2018 年共有
2.4万多起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得到确认，
逾 1.2万名儿童在全球 20多处武装冲突中遇
害或因重伤致残，是该项报告发布以来的最
高值。

报告认为，交火事件、战争遗留爆炸物、
简易爆炸装置、地雷以及政府组织、非政府团
体和多国部队的交战行动是导致儿童死亡或
重伤的主要原因。

报告还表示，全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
行为在 2018年并未减少，共有 7000多名儿童
卷入前线行动，参加战斗或是提供后勤服务，
其中索马里的情况最为严重，其次是尼日利
亚和叙利亚。

2018年，报告共记录了933起针对男童和
女童的性暴力事件，但报告同时指出，由于缺
乏相关渠道、污名化以及对于报复行动的担
忧，仍有许多类似事件并未得到报告。与此
同时，2018年还有近2500名儿童遭到绑架，其
中半数发生在索马里。

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
1056 起针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事件，总体数
量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但在包括阿富汗和
叙利亚在内的部分冲突地区却明显加剧，达
到冲突开始以来的最高值。此外，学校持续
被军队或武装团体征用，剥夺了儿童接受教
育的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0日发表声明，
对2018年武装冲突中侵犯儿童权利事件增加
表示沮丧，对前所未有的 1.2万名儿童在武装
冲突中遭到杀害或重伤致残表示震惊。

古特雷斯指出，除报告所记录的事件之
外，仍有数千起事件由于资源不足或是准入
限制等原因仍然有待核实，“在报告所涵盖的
时间内，男童和女童再次成为新发冲突和长
期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古特雷斯敦促冲突各方进一步加强与联
合国的合作，提醒他们必须切实履行保护儿
童安全的责任，遵守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
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赋予儿童的特殊尊重和
保护，在进行敌对行动时，必须避免针对包
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及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中国新闻网)

又一批叙利亚难民踏上返乡路

8月 7日，据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报道，
又一批难民 7日离开位于叙利亚与约旦边境
地区的鲁克班难民营，踏上返乡路。图为叙
利亚难民抵达霍姆斯省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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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
的入侵，战火很快蔓延到我国
边境。1951年1月22日，中国红
十字会向全国发出通知，号召全
体会员和工作人员，在自觉自愿
的基础上，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
朝医疗救护工作。同年 3 月 5
日，全国18个分会报名人数已达
833人。3月17日，第一、第二国
际医防服务大队出发，陈叔通、
李德全、彭泽民、伍云甫、曹孟君
等到火车站送行。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总体部署和中国红十字会援外
工作安排，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

2017年2月成立“丝路博爱基金”，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服
务区域，对沿线有迫切人道需求的人群进行救助。“天使之旅
——‘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即为“丝路博爱基金”
资助开展的系列国际援助项目之一，在该基金资助下，“‘一带一
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阿富汗行动”于2017年8月启动。

无 疆

▲1951年3月17日，中国红十
字会国际医防服务大队赴朝鲜参
加抗美援朝医疗救护工作

▼2018 年 4 月 13 日，中国红十字援
外医疗队一行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开展 2018 年度“天使之旅——‘一带一
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

本报讯（汤锦瑶 宋占文）近
日，山东省德州市的邢先生和曹先
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两
名血液病患者，成为德州市第 40
例和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邢先生：临邑捐献第一人

来自德州市临邑县卫健局
的邢先生今年46岁，他是临邑县
首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者。

“今年 3 月我接到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的通知，因为怕影响
孩子高考，我始终没有和家人
说。”直到临行的前一天，邢先生
才告诉家人。

“当我和女儿知道他要到济
南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都十
分吃惊。”邢先生妻子王美燕说，
虽然家人也有所担心，但知道他
是要救人，便非常支持。

捐献现场，看到捐献形式与
献血差不多，王美燕放下心来，

“开始还以为是抽骨髓，他在家
告诉我跟献血一样，就是采集时
间长一些，我还不信呢。”她笑着
说。

邢先生的女儿小瑶在一旁
陪着父亲，她在朋友圈里发了父
亲捐献的照片，并配着英文单词

“hero（英雄）”，短短几分钟内，她

就收到几十个赞。
“本来想高考过后，让爸爸

妈妈带我出去玩，现在跟父亲一
起来济南捐献，比去任何地方玩
都有意义。爸爸给我人生上了
最重要的一堂课。”小瑶说。

曹先生：瞒着家人出来捐献

今年 40 岁的曹先生是德州
绿城物业的一名员工，他低调腼
腆。说起捐献造血干细胞，他的
第一反应是“意外”。原来，他在
2012 年在德州中心广场进行无
偿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
捐献者。

“我几乎都忘了这事，接到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话时才想
起。”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机
遇”，曹先生没有丝毫犹豫，当即
同意捐献，“能救人是一种幸运，
我还上网查过，捐献造血干细胞
跟献血一样。”

“打动员剂之后，感觉腰腿
有些酸，捐献的时候就完全没有
那种感觉了。其实这个事情挺
轻松的，我这么一点点不舒服，
可以换来一条生命，非常值得！”

德州市目前加入中华骨髓
库的志愿者达 11950 人，居山东
省前列。

一点不舒服换来一条生命，值了！
山东德州一天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1968年 越南战争
红十字工作人员为孤儿检查身体

▲1994年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竭尽全力保护民众，并为流离失所的数千民众提
供援助

▲2014年 乌克兰危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与政府保持对话，迅速应对人道关切，并为乌
克兰红十字会急救工作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