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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承诺 呼吁支持
纪念《日内瓦公约》通过70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王晓肖）9月 7至 8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国
际法学会在京举行高级别国际研
讨会，纪念《日内瓦公约》通过 70
周年，重申对公约的承诺。

研讨会面向有关领域专家学
者、政府部门和其它利益相关方，
旨在回顾和介绍国际人道法领域
的挑战和新发展，为促进国际人
道法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提供平
台。

“以此为契机，反思几十年来
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为继续积极
推动国际人道法及其实施打下基
础，这一点至关重要。”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白
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我们需
要人道在各个层面都能得到维
护，也希望能借此活动，呼吁各方
对人道行动提供支持。”

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胡斌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说，我们纪
念日内瓦四公约，就是要重申对
其中所代表的人道、多边主义和
尊重国际法的承诺，坚守人道原
则作为任何武装冲突均应遵守的
底线，反对用单边主义取代多边
主义，反对以强权行径取代国际
规则。无论世界发生怎样的变

化，中国对和平的永恒追求和对国
际人道法的坚定承诺都不会改变。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红十
字组织一道，继续坚定秉持多边主
义和尊重国际法，在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不断促进日
内瓦四公约所代表的人道精神的
发展。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期间，各
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日内瓦公
约》积极发言，就“日内瓦公约的影
响力和效力评估”“现代武装冲突
和法律适用：变革中的日内瓦公
约”“日内瓦公约是否能够在现代
武装冲突中保护个人”“尊重国际
人道法并保证其之被尊重——重
申公约承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此外，研讨会还将为各利益相
关方参加 2019年底的第 33届红十
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提供支持。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它规制武
装冲突行为并为那些没有参与或
不再参与战斗的人提供保护，旨在
让武装冲突中保有最低限度的人
道。70年来，公约为成千上万名战
俘和平民提供慰藉、帮助数百万家
庭团聚、减少流离失所的悲剧、并
促进了和平的恢复和存续。

真人版蜘蛛侠，徒手攀岩搏命赚钱做公益

“你不害怕会死掉吗”

当不攀岩的人，观看亚历克斯·
汉诺尔德不用绳索保护攀岩的镜头
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这个。

这个问题被问了太多次了，以
至于亚历克斯不需要听他们说完问
题。

最近，第 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
佳纪录片《徒手攀岩》在全国上映，
亚历克斯以无保护攀岩进入大众视
野。在没有保护员、绳索和安全带
的攀爬中，风险是致命的——一个
小失误，一阵风、一块落石，或者一
只突然出现的鸟，都有可能导致攀
爬者失去平衡，从高处跌落身亡。

近期，33岁的主角亚历克斯来
到国内，与观众见面时又面对同样
问题。

“我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
不断练习，一次又一次尝试，让它变
成习以为常的事情，直到不再害
怕。”尽管亚历克斯说过自己不想成
为“励志演讲者”，他的回答仍有励
志金句的意味。

多数人一生都不会接触极限运
动，观看纪录片中一些镜头时，观众
有的蒙上眼睛，有的嘴里发出“嘶
嘶”声音，很多人手心冒汗。

作为恋人、儿子或朋友，亚历克
斯让人担心。他的任性攀登不仅不
能被关心他的人理解，甚至会被一
些人指责自私、藐视生命。“你为什
么做这个？”往往是对亚历克斯产生
好奇的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纪录片外，亚历克斯在自传《孤
身绝壁》中，阐述攀登不仅为他带来
名利和争议，在追随内心需求前进
时，他也建构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开
始反思应该为他人做些什么。每
年，他会拿出三分之一收入，支持一
些既有益环保又能帮助人们摆脱贫
困的公益项目。

徒手攀岩有多危险

“徒手攀岩如此危险，世界上只
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攀岩者尝试过。”

美国电视节目《60 分钟》曾这
样报道徒手攀岩。数据显示，过去
40年，只有少数攀登者在无保护攀
岩中处于风险边缘，他们中半数人
都在攀岩时意外身亡。

从 5 岁起开始攀岩的亚历克
斯，在攀岩这件事情上具有天赋。
亚历克斯的妈妈喜欢跟记者讲的一
个故事是：当亚历克斯5岁，她带着
亚历克斯去攀岩馆，刚和管理人员
说了会儿话，转过身，亚历克斯在仅
仅一两分钟内已经爬到 9 米高，她
当时被吓坏了，担心亚历克斯出事。

亚历克斯 10岁时，爸爸定期带
他去当地的攀岩馆。爸爸会花整个
下午时间给他打保护，后来经常开
车带他去加利福尼亚的其他攀岩馆
参加比赛。

这位天赋型选手不仅内心坚
定，体能出色，也对无保护攀岩可能
带来的危险极其重视。当面临有挑
战性的无保护攀岩，他会耐心规划、

练习，将一个大的攀爬目标分解成
多个小目标，每一个绳段、每一个抓
点都仔细研究、反复演练。

2008 年，他成功攀爬了 290 米
的月华拱壁后，引起许多攀岩圈内
人士致敬，亚历克斯则说：“大家觉
得是历史性一刻，挑战了极限，但对
我来说，很简单，也很安全。”同年，
亚历克斯又徒手攀登了610米的半
圆顶，这比他之前攀登过的山峰都
要大两倍以上，他又“迈出了巨大一
步”。

之后，他对冲击“攀岩界的珠穆
朗玛”——酋长岩，更加期待。

酋长岩高达 975 米，是陡峭的
花岗岩。1958 年，美国人沃伦·哈
定第一次尝试攀登成功后，就吸引
着世代的攀岩者去挑战。不过沃
伦·哈定当时和团队成员根本无法
连续无休地攀登，必须在花岗岩上
打下螺栓，用绳索把自己拉上去，最
终花了46天才登顶。

2017年，亚历克斯徒手攀登酋
长岩，用时3小时56分，《徒手攀岩》
记录了全过程。

徒手攀登酋长岩有多难？他让
亚历克斯望而生畏了近 10 年。“从
2009年开始，每一年我都想要去徒
手攀登，但每一年，我都在想‘今年
还不行，太难了’。”亚历克斯曾用绳
索攀登过四十多次酋长岩，但想要
徒手攀登，岩壁上到处是问号，需要
好好绘制一张地图。他需要知道哪
些是最难的部分，以及为了克服它
们必须做的事。

2016年，亚历克斯找到比他大
8岁的职业攀岩者汤米·考德威尔，
多次来到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
园，共同借助绳索攀登酋长岩。

模拟练习中，他们曾多次从岩
壁脱落，绳索保护让他们能够安全
地考虑步法和身体姿势。但过程
中，亚历克斯必须考虑没有绳索时，
是什么感觉。“有绳索时你能靠它做
很多事，一旦想到把绳索拿开，你会
觉得不知道能否信得过那个小小支
点。”亚历克斯说。

在第二十三段特氟龙角时，亚
历克斯曾拴着绳子从那里摔下过很
多次。在他看来，特氟龙角就像一
块90度角的玻璃，他需要撑着两面
石壁攀爬。这两面石壁实在太滑，
他就像手和脚都在玻璃上，还要做
一些微小调整来保持平衡，这样才
能将力量平均分配到四肢。而他脚
下是762米的深渊。

“看着它，你就觉得没理由能爬
上去。”汤米花了 20 年时间攀登酋
长岩，但他表示自己绝不会不要绳
子徒手攀岩。他把徒手攀岩比作一
场奥林匹克比赛，一点错都不能犯，
拿不到金牌，只有死路一条。

真不害怕？

亚历克斯徒手攀登酋长岩的危
险系数，从《徒手攀岩》摄影师的反
应也能侧面表现出来。拍摄亚历克
斯攀登酋长岩的前一天，这群摄影
师聚集在工作车附近，气氛凝重，垂

头丧气。大家在讨论如果亚历克斯
意外坠落，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
措施。“最简单的就是急救电话
911，我们会迅速响应，告诉他们掌
握的情况”“明天拍摄不要出差
错”。

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在地面远
距离拍摄的摄影师麦基·谢弗好几
次把视线从镜头移开。在亚历克斯
爬到危险段落时，他摘下帽子搓头
发，或者干脆低下头，最危险的段落
他甚至转过身去，并对同伴说“天
啊，你们竟然还敢看”！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经借
助绳索攀过酋长岩，了解那些落脚
点有多滑，知道徒手攀登有多不安
全。要是不知道的话，我就不会那
么担心了。”麦基·谢弗事后说，他不
希望出什么意外，那样的记忆太可
怕，一辈子都忘不了。

人们会推测亚历克斯如何看待
恐惧，对他有很多想象，有人会说

“依我看他就是个追求刺激的人，他
一定有什么缺陷”。有人联系亚历
克斯去做个检查，他欣然接受，2016
年去做了核磁共振扫描。

医生发现，亚历克斯的脑内对
恐惧作出反应和控制的杏仁体不同
于多数人。它能起作用，只是需要
更高强度的刺激。医生对他说：“大
多数人觉得刺激的东西，对你来说
不够刺激。”但没有办法证明是因为
常年徒手攀岩而导致不同寻常，还
是因为异常才能完成徒手攀岩。

在好朋友、好搭档汤米看来，徒
手攀岩训练了亚历克斯，他不像其
他人那样受到情绪影响。汤米说不
清原理，推测很可能是过去经历的
产物，并不仅仅是遗传学的问题。

亚历克斯自己从来不否定恐
惧，他承认在徒手攀岩时，有些地方
他会害怕，会开始有点慌，就不得不
退回去。

对无保护攀登而言，身体状态
和精神状态都很重要，最大挑战是
如何控制大脑。亚历克斯认为，关
键问题是当恐惧侵入神经末端时，
如何处理这种情绪。“你不是要去控
制你的恐惧，而是要走出恐惧。我
通过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动作，来扩
大自己的舒适区。”

寻求完美

即使声名在外，亚历克斯也长
期住在房车里，过着极简生活。

亚历克斯 19岁时，爸爸因为心
脏病突发猝死，这让亚历克斯深刻
意识到“活在当下”的劝告，开始思
考人生和生活方式，要把仅有一次
的生命活到极致。他决定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退学。他使用父亲人
寿保险债券的利息维持生活，2007
年买来一辆二手房车，开始了四处
攀岩的生活。

2010年，他开始住在沃尔玛的
停车场里，有时自己做饭，一次吃一
种蔬菜，搭配鸡蛋或辣椒酱，晚餐只
花88美分。

这种生活状态，让大家更好奇，

他如何走上攀岩人生。
亚历克斯小时候喜欢爬树、爬

楼，在七八岁时，他已经摔断过两次
胳膊。在高中上学时，那里的屋顶
他都爬遍了。他读的高中是美国加
州名校，他和同学都是聪明孩子。
但他考上伯克利后，不但没有交到
任何朋友，甚至觉得有些浪费时间。

孤寂中，他开始更多地在户外
攀岩，开始公路旅行和露营。人们
总是问他是如何开始无保护独攀
的，“真相就是当我开始在室外攀岩
时，我太害羞了，不敢在岩场走上前
询问陌生人是否愿意给我打保护。”

亚历克斯大胆的无保护独攀为
他赢得了名气——尽管当他如实回
答如何开始独攀并没什么人相信
他。后来亚历克斯开始得到商业赞
助支持，成为职业攀岩者。

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差不多也不行”“过得去也不行”，
无论他做的有多好都还不够好。亚
历克斯认为，妈妈的完美主义，深深
影响了他。“那种否定自己的无底深
渊，绝对是一些人单人徒手攀岩的
动力来源。”

“我也不想摔下来死掉，可是挑
战自己并圆满完成一件事，很有满
足感。而当你确定在面临生死考验
时，那种感觉更加明显。你不能犯
错，如果你寻求完美，徒手攀岩是让
你最接近的了。感受完美，这种感
觉非常美妙。”亚历克斯说。

“没有人过着快乐而舒适的生
活，还能取得伟大成就”

“亚历克斯攀岩时，说自己有铠
甲。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或者家人，
你也得有层铠甲。”汤米作为朋友，
对亚历克斯攀岩的事感到一点压
力。

亚历克斯的妈妈同样感到压
力，但有些无可奈何。“如果他不去
无保护攀爬的话我会很高兴。我一
直很感激他每次不会提前告诉我，
他要去无保护攀岩。”她只好选择尊
重亚历克斯，“亚历克斯无保护攀岩
时，是他最能感受自己存在的时刻，
是感受一切最美好的时刻。你又怎
么能从他身边夺走这么珍贵的东西
呢。

亚历克斯的妈妈是法语老师，
生活中很少用英语向孩子表达爱，
从来都用法语说“我爱你”。而他的
爸爸则不怎么说话，很抑郁。在这
样的环境下成长，让亚历克斯的脾
气有些怪，他讲话非常直接，在和女
朋友相处时尤其显得呆萌、耿直。

亚历克斯认为，攀岩对恋爱生
活来说，总体上是消极的，因为他总
是到处游历，而且他住在车里。他
觉得，自己一生中可能会有很多女
朋友。“因为当涉及大型攀岩、终生
成就这些的时候，在攀岩和女朋友
之间，我想我永远都会选择攀岩。”

2015年12月，亚历克斯在西雅
图做自传《孤身绝壁》的演讲，女孩
萨尼·麦坎德利斯去了现场，她之前
对他一无所知。演讲结束后，萨尼
找亚历克斯签名，之后就给了他电

话，“像朋友开玩笑一样，就这样开
始了恋爱。”

萨尼并不是攀岩者，他们一起
攀岩时，两次造成了亚历克斯的受
伤。在那之前，他已经有 7 年没受
过伤了。“和这个不攀岩的女孩在一
起后，我就一直在受伤。事情发生
后，我想着跟她分手的。我就想这
对我的攀岩太不好了。”

“如果我们能共渡难关，以后就
不怕了。你可以有固定的女友，也
可以继续攀岩。”萨尼用理性说服了
亚历克斯。在萨尼看来，亚历克斯
很帅，很有趣，但太实诚，也很怪异。

在和女孩相处时，亚历克斯会
拿死亡开玩笑，这让他的女朋友感
到很烦。亚历克斯通常的回答是

“如果我丧命了，其实也无所谓，你
会再找别人，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在纪录片镜头前，他第一次眼
神放空地说：“我也不清楚，可能这
么说有点不近人情吧。”说完发呆好
久。

朋友们对于亚历克斯和萨尼的
默契感到高兴。但一些职业攀岩者
担心，要进行高难度徒手攀岩，必须
要将内心披上铠甲，而有了浪漫爱
情，会让内心变得脆弱。

萨尼现在非常支持亚历克斯攀
岩，但她说，如果两人结婚了，有了
孩子，她会更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什么风险可以接受，什么不能。

亚历克斯认为，在他交往过的
女友中，和萨尼的关系绝对是最健
康、最稳定的了，但还是觉得和她的
观念不一样。“萨尼认为，生命的意
义在于追求幸福，和能让你开心的
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对我而言
则是在于取得成就。任何人都可以
过得快乐而舒适，可如此，世界就不
会有所进步，没有人过着快乐而舒
适的生活，还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一次顿悟让他走向公益

亚历克斯因为攀岩行走全球，
2010年一次非洲乍得的攀爬之旅，
让他看到贫穷对当地人生命选择的
限制，他产生了顿悟，开始反思自己
应该为他人做些什么。

在乍得，亚历克斯第一次目睹
了极度的贫穷。“很难想象整个人生
除了沙子再摸不到其他东西的生
活。我们见到的是完全活在石器时
代的人。”那次旅程结束后，留在他
记忆中最突出的并不是攀登，而是
当地孩子们抽打驴子好让它们更快
地拉水，或者骑着骆驼的人在偏僻
的无名之地走过，还有一些人整天
干活，把泥制成土坯。

“在这趟旅途的时间段，恰好我
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了——那得
益于赞助和公众的认可。现在我做
一个两天的商业拍摄，挣的钱就会
比乍得的人们一辈子挣的都要多。
这太扯了。”亚历克斯在《孤身绝壁》
中写道，这种差异最终使得他开始
检视，他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
及他能为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做
些什么事情。

2012年，亚历克斯用自己的赞
助收益专门成立了汉诺尔德基金，
用以帮助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改善
生活条件，致力于支持一些既有益
环保又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
目，比如新能源在贫困地区的使用。

其中一个项目是支持太阳能援
助机构。英国一家非营利机构的项
目之一，是为四个非洲国家——肯
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赞比亚提
供太阳能电灯，来替代几乎无处不
在的煤油灯。这种煤油灯既费油，
也有毒害。太阳能援助的最终目标
是在 2020 年之前废除非洲的煤油
灯。

基金支持的另外一个非营利项
目是“电网替代”，目标是为美国的
低收入家庭提供太阳能电源。2014
年春天，他们进入纳瓦霍保留地的
凯恩塔区域，为当地纳瓦霍家庭安
装太阳能。对于纳瓦霍族的大部分
人而言，他们几乎一生中都用不到
电，甚至自来水。

通过汉诺尔德基金，亚历克斯
希望做的，是以一种友好方式帮助
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改善生活条
件。与低调攀爬不同，亚历克斯选
择将自己在公益和环保方面的理念
和事业宣讲于众。他希望激励更多
人做更多这样的好事，希望人们能
够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帮助不
如自己幸运的他人。

除了建立自己的公益基金，亚
历克斯甚至还会考虑自己旅行产生
的碳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过着极
简生活。

对于亚历克斯的公益活动，《孤
身绝壁》一书译者、山鹰社登山队队
员李赞印象深刻。“攀岩是一项自我
的运动，很难想到对攀岩如此热爱
的一个人，能够跳出自己的圈子去
关心人类的大问题。”他认为，正像
亚历克斯所倡导的一样，环保整体
上看上去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从
一点点小事情做起，可能会慢慢得
到解决。“每个人从小善做起，我们
的地球会变得更好，因为亚历克斯，
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中国慈善杂志）

“如果你寻求完美，徒手攀岩是让你最接近的了。感受完美，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亚历克斯·汉诺尔德

▲每天坚持运动的亚历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