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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论坛

经验分享

旗帜

■ 池子华

70年前，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
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恢复了在国
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这是
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
合法席位，值得纪念。而中国红十
字会获得合法席位的艰辛历程，同
样令人难忘。

没有走完的“程序”

合法席位的获得必须满足三个
条件：必须为《日内瓦公约》签约国，
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
织，红十字会必须与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建立联系并获得承认。

从国家层面上说，签署《日内瓦
公约》是红十字会获得合法席位的
先决条件。

红十字运动是19世纪人类文明
的积极成果，影响广泛，中国清政府
并不排斥。早在 1899年 5月，世界
和平会议（清代外交文件称“减兵保
和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清政府
积极响应并派遣驻俄公使杨儒赴
会。大会于 7月 29日通过《推广日
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
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
牙公约》，简称《水战条约》）。“日来
弗”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日来弗
原议”是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
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简
称《日内瓦公约》）。杨儒对《水战条
约》表现出极大兴趣，“当即在会言
明，亦须详告政府，再酌画押”。返
俄后，10月15日，杨儒即上奏清廷，
陈述中国加入《水战条约》的意义，
称“各国均有红十字会，此次不过由
陆军推诸水战”，扩大了日内瓦公约
的适用范围。对中国而言，缔约有
百利而无一害，况且“此项与会为中
国入会之始”，如果“不画押批准”，
那么“外人将疑中国显分畛域，遇有
应入之公会，未必肯与我周旋”，中
国的国际地位势必受到影响。

清廷览奏，发交总理衙门合议。
11月24日，总理衙门遵旨奏报合议
情形，“西人称为红十字，今日来弗
即瑞士都城，始自同治三年，各国公
议立约十条，大致遇有战事，在战地
设立病院，救治伤病军士，两军当视
作局外中立之人，公同保护。大抵
泰西政俗与墨子兼爱之意相近，此
次推广会章行之水战，详列十四款，
添设救伤船只，意在广施医药，拯溺
扶伤，故环球各国，均视为最要之善
举”，中国理当加入，“以示仁爱之
意。”12月7日，清廷“依议”，特命杨
儒前往海牙签约。12月27日，杨儒
抵达荷兰，遵旨在《水战条约》上“画
押”。

尽管杨儒在条约上画押，但荷兰
外务部强调“日来弗原约，中国应先
画押入会，方能将这次画押批准之件
存储”。意思是说中国应首先在“原

议”即《日内瓦公约》上签字，此次的
画押才能生效。作为推广条约的《水
战条约》，毕竟是从“原议”中派生出
来的，“今推广条约既已画押，瑞士政
府必须声请补签日来弗之原议，以免
纷歧”。而且“别国有允从现约而未
与原议者，均已向瑞士补签”，中国自
然不能例外，理应履行“补签”手续。
但没来得及走完程序，1900年八国联
军侵华战争爆发，首都沦陷，慈禧太
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清政府内外
交困，不仅无暇顾及“补签”之事，而
且遭此浩劫，就连“前次约本遗失无
存”。杨儒创办“中国红十字救生善
会”之请也成泡影。不过，清政府对
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态度积极，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补签”《日内瓦公约》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东
北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联约”
并创建红十字会呼声再起。3月26
日，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上奏朝廷“请
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称“民命
至重，王者有不忍之心。近今各国
行阵救疾扶伤，不分畛域，其法良意
美，尤推红十字会为最”，吁请朝廷

“饬下外务部照会瑞士国政府，声明
愿入红十字会联约缘由，俟复文到
日，专派大员签约”。梁诚的奏折，
因路途遥远，直到 5月 15日才上达
朝廷，但其“联约”即加入国际红十
字会组织之建议，对清政府接下来
的“联约”行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梁诚向清廷呈递奏折的第三
天，即3月28日，又有御史夏敦复“奏
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片”上达。“片”
称：“自俄日两国开战，战地居民最为
可悯……其困苦情形，诚有不堪言状
者。臣风闻沪上义绅施则敬等，创率
同志，举办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仿照庚子救济会之例，筹集款项，雇
募轮船，前赴东省一带救济被兵难
民，甚盛举也”。但“约章未明，冒险
前进，交绥之际，锋镝堪虞”。没有

“约章”的保驾护航，贸然深入战地，
无法得到交战双方的保护。

夏敦复所说东三省红十字普济
善会是 1904 年 3 月 7 日沈敦和、施
则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专以救
济该省（东三省）被难人民为事”的
慈善组织。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
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
字运动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
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
会善堂阴影，不伦不类，很难取得交
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十字会本应
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周之后沈敦
和不得不改弦易辙，并在李提摩太
的积极斡旋之下，3月 10日在沪另
行组建由中、英、法、德、美五国爱心
人士共同参与的上海万国红十字
会。该会“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
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正因如
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

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已达成朝野

共识，而要取得创建红十字会的资
格，必须加入《日内瓦公约》。在上
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的推动
下，补办加入“原约”手续的时机已
经成熟。4月 25日，外务部综合各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上奏朝廷，称

“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上海万
国红十字会，各举总董，分筹款项，
惟须转商日俄两国政府，并须知照
瑞士总会方能承认”，因此请朝廷

“全权敕谕”驻英公使张德彝补签
《日内瓦公约》，以便能够顺利执行
人道救援行动。朝廷准奏，“敕谕”
张德彝补签原约：“兹特命尔为全权
大臣，办理入会事宜，会商大瑞士国
驻英使臣，知照总会补行画押。尔
其敬谨将事，毋负委任。特谕。”张
德彝奉到“敕谕”，即启程前往瑞士
日内瓦，6 月 29 日补签《日内瓦公
约》。中国完成“补签”手续，向“合
法席位”的获得迈出关键一步。

8 月 12 日，清政府外务部收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回复，告知“贵国
附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一节，事
已成就”，瑞士政府也“已按照万国
公例，于七月八号备文将贵国入会
一事，布告在约各国矣。”不过，复函
同时强调“深望贵国设立红十字
会”。这就意味着中国虽然补办入
会手续，瑞士政府虽然将中国入会
一事通报缔约各国，但中国只是《日
内瓦公约》的“签约”国，只是取得了
开办红十字会的资格。中国要获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必
须拥有自己的红十字会。上海万国
红十字会毕竟是“五中立国权宜联
合”的临时性救助组织，非中国独自
拥有，不符合“统一性”的基本要求。
获得合法席位，依然路漫漫。

“自立”之后的努力

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以
“成绩昭著，中外同称”的丰功伟绩
走完了其光辉的历程。中国红十字
会由此迈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随后，在沈敦和等创会董事苦心经
营下，1910 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
院、医学堂拔地而起，为事业发展奠
定初步基础。2月27日，清廷“著派
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从国家层
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会以鼎力支持。
毫无疑问，中国红十字会已成长为
一个全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具备
了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进而
获得合法席位的基本条件。

遗憾的是，盛宣怀出任会长不
久即奏请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大清
红十字会（1910年6月5日“大清帝
国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上海
总会的地位被否定，引起沈敦和等
的强烈不满。1911 年辛亥革命爆
发后，10月 24日，沈敦和抛开大清
红十字会，另起炉灶，在沪发起成立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1912
年 9月 29日，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
员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
议》，“京会”“沪会”合并。

在救援行动中，“沪会”扮演着
主导角色——建立分会构建救护网
络体系，征集会员积聚能量，筹款募
捐为救护行动提供后援保障，争取
日本红十字会救护队来华臂助增强
救护力量。卓有成效的人道行动，
取得辉煌业绩，受到各界交口称赞。

中国红十字会声誉鹊起，也引
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争取“承认”获
得合法席位的条件具备。

风雨过后见彩虹

1911 年 11 月 30 日，沈敦和专
门致电吕海寰会长，强调说中国红
十字会一直没有得到国际红十字组
织的承认而取得合法席位，章程也
不完备，希望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建立联系并解决该问题。

但吕海寰对沈敦和的致电不以
为然。12月 1日，吕海寰致电沈敦
和，称“中国现已入会，刻下无须再事
介绍，亦无须托人联合”。吕海寰所
说“中国现已入会”，是指前述 1904
年张德彝补签《日内瓦公约》之事。

沈敦和毫不动摇，委托日本红十
字会顾问、法学博士有贺长雄及日本
红十字会牵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进行沟通，实现“合法席位”愿望。

有贺长雄回国后，立即与日本
红十字会会长松方侯爵接洽，得到
支持。1911 年 12 月 26 日，松方侯
爵致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阿铎
尔，介绍中国红十字会加盟，请求各
国予以承认。他在信中说：“中国红
十字会已开办，设总会于上海地方。
该会组织完全，办理合法，愿具保
结，请即知照万国承认，以利进行”。
简言之，中国红十字会已经符合国
际红十字运动规则中关于接纳为会
员国的“承认条件”。

阿铎尔表示赞赏，并通告“寰球
入会各国”。1912 年 1 月 12 日，阿
铎尔致函沈敦和，告知中国红十字
会已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
承认，享有与各国红会同等待遇，函
称：“俱征贵大臣善与人同，友谊克
敦，遵即分电寰球入会各国，皆已一
律承认，合电奉告”。中国红十字会
由此取得“合法席位”正式成为红十
字运动大家庭中的一员。多年的期
待，终于变成现实。

四个月后的 5 月 7 日至 17 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九届国
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
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走上国
际舞台，应邀参会，引起“全场所极
注意”。这对中国红十字会而言，具
有里程碑意义。

（作者系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任）

从“签约”到被“承认”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合法席位的获得

■ 刘选国

“自然环境常常是战争的无声
牺牲品。环境破坏对受冲突影响的
民众造成严重而复杂的后果，影响
其福祉、健康和生存。国际人道法
包含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则，并力求
限制武装冲突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网发
布《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
则》（以下简称《准则》）时的一段话，
比较准确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立场和作为。

重申对红十字运动规则的尊重与保护

2020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第 75
届会议，由比利时、欧盟、尼日尔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冲
突、气候与环境三重风险所造成的
人道影响”高级别会上，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宣布《武装
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则》修订
版正式发布。

现施行的 1949 年日内瓦四公
约及 1977年两项附加议定书,是世
界上签署国家最多的国际公约之
一，内容十分丰富，早有对战争冲突
中保护自然环境的条文。但由于公
约条文繁多，一般公众对其保护伤
兵、战俘及战争中的平民规则更为
熟悉，对其关注和保护自然环境方
面的规则，则可能知晓不多。

事实上，数十年来，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已经在人道应对行动中纳入
了环境因素。联合国环境署提供资
料显示，针对武装冲突破坏环境的担
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越南战争期间
达到第一个高峰。当时，美军飞机向
越南森林和植被大面积喷洒含有二
噁英的有毒落叶剂“橙剂”，引发国际
社会强烈抗议，并促成了两项国际条
款的达成：1976年通过的《禁止改变
环境技术公约》严禁为敌对目的将改
变环境的技术用作战争手段；1977年
通过的《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
书》则包含了两项全新条款，明确禁
止在武装冲突中破坏环境，禁止可能
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
破坏”的战争行为。

1994 年，应联合国大会要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首个《关于
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的军事手册
和指南准则》，以协助对武装部队进
行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规则
的指导和培训。

国际人道法承认，武装冲突不
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某些破坏，
但这种破坏不能是不加限制的，除
非在极少数情况下（如自然环境成
为军事目标），针对自然环境实施攻
击是明文禁止的。同时，国际人道
法还要求交战双方在决定是否实施
攻击时，将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纳
入考量。

修订版《准则》的传播与实施

2009年，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家会议建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 1994年版《准
则》启动修订，并于2020年9月联合国
大会第75届会议期间正式发布。

新修订的《准则》，汇集了现有
国际人道法规则以及在武装冲突中
保护自然环境的最新建议，更加明
确聚焦地提出了涉及战争冲突中环
境保护的四个部分32条规则。

第一部分为国际人道法对自然
环境的特定保护规则，列举了四条
原则，要求在军事行动中适当考虑
自然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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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将毁坏
自然环境作为武器使用，禁止以报
复方式攻击自然环境。

第二部分为国际人道法对自然
环境的一般性保护规则，列举了十四
条规则。前五条规则，主要对国际人
道法的基本原则中，禁止对自然环境
实施攻击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明确。
准则还要求冲突各方应努力订立协
定，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为自然环境提
供额外保护，并建议将在国际性武装
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
规则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第三部分针对特定武器的规则
为自然环境所赋予的保护，列举了

七条针对特定武器使用方面的禁止
规则，并要求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记录和保存关于爆炸性
弹药的使用或弃置的信息；在任何
情况下决不使用集束弹药；销毁所
有集束弹药库存，并确保销毁方法
符合关于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的适
用的国际标准。

第四部分主要强调尊重、实施和
传播保护自然环境的国际人道法规
则，强调各国必须依据其义务采取行
动，确保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
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付诸实际，鼓励各
国向平民居民传授包括保护自然环
境规则在内的国际人道法教育。

160 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国际
人道法从最初救护陆战、海战中的
伤病者，到保护战俘和战争中的平
民，再到保护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
中的最易受损群体，保护生命与健
康，维护人类尊严，成为今天国际红
十字运动的核心使命。2020 年新
修订发布的《准则》，虽然称不上对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创新
和发展，只是对其保护自然环境方
面公约内容的发掘和整理，但其不
仅仅适用于军队，还将影响立法机
构、政府和全社会，以便于军队和国
际社会更好的传播和普及，因此对
保护自然环境将具有极大价值。

（作者系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
学院副院长）

无声的牺牲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中保护自然环境的准则》述评

各地各级党组织纷纷开展集
体学习，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网络媒体将基本内容做成精
美图表……近期，《习近平经济思
想学习纲要》一书出版发行，引发
热烈反响。《纲要》系统阐释了习近
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
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对
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具
有重要作用。

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
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
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
经济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经济
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
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在当代中国、21 世纪世界的最
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科学指南，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经
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有了科学指引，才能在发展征
途中不惑不惧；有了行动指南，才能
在困难挑战前全力以赴。回望这十
年，有涉滩之险、有闯关之难、有爬
坡之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战
胜风险挑战中发展、在历经压力测
试后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提出新发展
理念，进一步科学回答实现什么样
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了
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
着力点；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标注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在重
大关头、关键时刻，习近平经济思想
总是能够深刻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引领广大干
部群众正确分析形势、科学把握规

律，在大风大浪中明确方向、在乱云
飞渡中笃定前行。

评判一种思想体系和战略实
践，要看它是否正视了这个国家最
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并对这些历
史与现实的问题给出坚强有力的
回答。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强大生
命力，体现在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
实践指导性，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经验、深化新
认识、贡献新方案。提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正是为了适应新常态、
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提出高
质量发展，正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
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为了适应
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
变化，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把握时代问
题的理论洞察力、解答时代问题的
实践创造力，引领中国经济巨轮破
浪前行。

思想的力量，在实践中能够得
到最有力的证明。回望这十年，正
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
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发展平衡
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迈
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
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等多重因
素冲击，我国经济克服超预期不利
因素影响，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尤
其是二季度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稳
住了经济大盘。来之不易的成绩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
科学分析、精准判断，充分彰显了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强大理论力量。
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勇
于变革、勇于创新，就一定能扎实
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
引下，中国经济已经爬坡过坎、攻
坚克难，取得辉煌成就。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我们必
将跋山涉水、一往无前，书写新时
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篇章。

（人民日报）

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 丁兆娟

2020年，临沂市被列为山东省
基层组织建设改革试点市。2021
年，全市红十字博爱家园（基层组
织）建设推进会召开，蒙阴县叠翠
社区作为首批省级城市社区“博爱
家园”示范点，于 2021年底按标准
如期完成了社区博爱家园建设。

如何发挥社区博爱家园作用，
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切实提升城
市社区治理水平？蒙阴县红十字
会、叠翠社区干部经多方调研，探
索形成了“一十百千万工作法”：即
通过成立“一”个红十字基层组织、
发展“十”支志愿服务队、配备“百”
件急救便民用品、开展“千”次志愿
服务，惠及“万”个社区家庭，实现
博爱家园项目和红十字基层组织

“双进”社区、社区治理和红十字工
作“双提升”的目标，让博爱家园在
社区落地生根，成为社区红十字工
作的“金字招牌”。

强组织，壮队伍，夯实博爱根基

成立“一”个红十字基层组织。
社区于 2021 年 10 月成立红十字
会，由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会长、
居委会委员任秘书长、35岁以下支
部委员担任干事，确保社区有专人
负责红十字会具体工作，为博爱家
园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

发展“十”支红十字志愿服务
队。建立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动
员社区内100名志愿者，根据各自不
同的职业特点和个人专长，围绕救
助、救护、老年服务及便民服务的红
十字职能分别成立爱满叠翠、关爱天
使、应急救护、医疗救助、生活照料、

“沂”起抗疫、守护家园等7支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以及爱心相“髓”、热
血崮乡、生命接力等3支捐献宣传
队。同时，建立健全志愿服务队伍
工作制度，创新志愿者招募机制，归
档整理活动记录，推动志愿服务常态
化、制度化开展。

配备“百”件急救便民用品。
根据社区居民需求，配备急救箱、
血压计、轮椅、拐杖、家庭工具箱、
缝纫机等应急救护和便民服务用

品；为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购置口罩、消毒液、酒精、测温
枪等防疫消杀用品。建立用品管
理档案，加强规范管理，随时掌握
用品接收、使用、消耗、损耗等情
况，及时添加、更换物资，助力博爱
家园整体运作。

聚合力，添活力，书写博爱篇章

与社区“大党委中心”相融合。
社区博爱家园坚持以社区大党委
为“中心”，充分发挥社区大党委

“阵地”作用，主动与县派11个“双
报到”单位、10家物业服务企业共
驻共建共享，共同组织开展活动。
2021 年完成共驻共建项目 12 个，
实现了单位党建、社区党建的互联
互动、共促发展。

与社区“文明实践教育中心”
相融合。按照社区文明创建工作
要求，年初制定活动计划，明确工
作重点，月月组织社区红十字志愿
者开展具有红十字特色的文明创
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内容涵盖疫
情防控、应急救护、敬老爱老、邻里
互助、健康宣传、社区服务等各个
方面，切实丰富了“文明实践教育”
成果。博爱家园建成以来，共组织
开展了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96 次，
获益群众 2000 余人。下一步，将
力争用 3 年的时间开展上千次志
愿服务活动，服务有效惠及 10000
个家庭。

与社区“便民惠民服务中心”
相融合。充分挖掘利用社区爱心
超市、爱心书屋、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妇幼之家等各类“便民惠民
服务中心”资源，积极与多支红十
字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对接，探索
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中的有效服务
方式，努力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人道需求；有效结合社区“红色
星期五”志愿服务品牌、党建项目、
为民办实事项目等各类活动载体，
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困境儿童、高
龄老人、特殊群众等人群台账，解
决了部分居民学习生活中的困难，
实现了社区治理的无缝对接，使各
种资源力量在社区形成有效合力，
得到了社区居民对“红十字救在身
边”的认可。

“一十百千万”助推博爱家园建设“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