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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致敬：

我的姑母马蒂尔德·亨特-比尼翁

服务于国际战俘局的志愿者(1914-1918年)

我的教母比耶维纽·比尼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期间

瑞士红十字会驻巴黎代表处副主任

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位

法国红十字会红色奖章获得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断裂。它标

志着一个后来被称为“美好年代”的时代的结束，因为一切都

比战争更好，也标志着一个我们今天仍生活其中的暴力世纪的开

端。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许

多后来的冲突都根源于1914-1918年的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冷

战、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均来源于此。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一次

深刻的突破。为了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冲突所引发的可怕的痛

苦、贫困和哀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其行动机制奠定了基础，

而这一机制仍是其今天行动的基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863年

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所有冲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带来了该机

构最深刻的变革。

本书旨在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官方文件和档案以及一些

当代证据来追溯这一变革。

* Charles PÉGUY, «Ève» (1913), Œuvres poétiqu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41, pp. 705-946, ad p. 800. 1914年9月5日，

夏尔·佩吉在马恩河战役的初期战斗中头部中弹而亡。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尘世的土地而死，

倘若他们是死在一次正义的战争里。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广袤的大地而死，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在庄严中死去。

夏尔·佩吉，《夏娃》，1913年*

 

“士兵是灰色死亡之地的居民。”

齐格弗里德·沙逊，《梦想家》，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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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欧洲格局。

2. 1923年，《凡尔赛条约》生效后的欧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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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1月11日，俗称“双十一”，在中国是个购物节。但2018年11月11日，

又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周年纪念日。残酷的战争需要反思，当成千

上万人构思着如何疯狂购物时，弗朗索瓦·比尼翁 (François Bugnion) 先生与晓

亚·杜博礼女士则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他俩一个著

作、一个翻译，从而将《面对堑壕炼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22年)》(以下简称《面对堑壕炼狱》) 呈现在中国广大读者面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际组织之一；《面对堑壕炼

狱》则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红十字国际组织及红十字国际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的发展历程。

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那时人类史上规模最大、最具破坏性

的战争。它爆发于欧洲，但随后就迅速地扩展至其他大洲，即：非洲、美洲、

亚洲、中东和大洋洲。当然，欧洲仍然是主战场。亿万人口被动员起来、满怀

激情地投入战斗；所有的平民百姓因此陷入到经济战、封锁战以及军事占领等

带来的苦难中。而在法律层面，由于交战国将赢得战争作为最高目标，所以原

先限制战争暴力的规定被打破，新的战争手段和作战方法则不断出现，如：加

紧封锁、无限制潜艇战、毒气战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在武装冲突或战争中以保护战争受难者为使命的

国际组织。它成立于1863年。虽然之前已有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丰富经验，但第

一次世界大战空前的战争规模与残酷性，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仍然是一次

挑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这场战争所引发的普遍的痛苦、贫困和破坏，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在其运作机制上也进行了一些与时俱进的变革，例如：设立国际战

俘局、探视战俘营、实施救助行动以及为遣返俘虏而进行干预，等等，从而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后的活动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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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堑壕炼狱》一书，主要是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官方文件、档案

及一些历史材料来追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运动在1914年至1921年如何

运作和发展这段历史的著作。它选择1914年至1921年这段历史，是因为一战于

1914年8月4日爆发于欧洲；尽管战争于1918年11月11日停战，但那只是在西

欧，欧洲东部的战事却一直延续到1921年春天。

弗朗索瓦·比尼翁先生与晓亚·杜博礼女士可以说是老搭挡了。

弗朗索瓦·比尼翁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元老之一。他于1970年就加入了

该委员会，并在长达数十年工作生涯中，曾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及合

作部门的主任，现也是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可谓是德高望重。为了让世

界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运动，比尼翁先生结合自己在该委员会的亲

身经历和感受，撰写了长达1,400多页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

者》(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ar 
Victims)，从而完整、细致和客观地呈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际人道法中

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译者晓亚·杜博礼女士，说来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她就读于北京大学，

专修法语，喜好文学创作，并出版了多本散文集。所以表面看，似乎与红十字

或与法律没什么交集。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在接触到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国

际人道法时能为之心折，呕心沥血，并克服法律术语的晦涩、中文相关资料的

缺乏等障碍，硬是将法文原著《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传》和《红十字之

魂——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译成中文，从而填补了中国红十字事业无原版人

物传记译著的空白。在这本《面对堑壕炼狱》之前，晓亚·杜博礼女士和她的翻

译团队已经分三卷将比尼翁先生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译

成中文，并分别于2014、2016和2017年出版，呈现给了亿万的中国读者。

弗朗索瓦·比尼翁先生与晓亚·杜博礼女士，二人在翻译过程中频繁地通信

和交流。往往一个字一个词，他们都要讨论和研究半天，认真查阅有关资料，

以求用最合适、客观的方式来予以表达。弗朗索瓦·比尼翁和晓亚·杜博礼，这

二人的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及所受教育背景也不同，那么促进他们之间合作的

是什么因素呢？可能是优美的法语、文学，也可能是对历史的兴趣。但我认

为，其中最主要因素是人文情怀，是他们在社会责任及人类良知方面的触觉和

感情。其实，这也正是红十字运动和国际人道法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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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方面，《面对堑壕炼狱》一书共分九个章节。

第一章 “行动基础”，主要是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即：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国际人道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法律状态？该法律体系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什么样

的使命？以及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履行其使命方面已经有什么样的承诺和规定？

“国际人道法”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就是适用于战争的法律规则。所

以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需要。对于战争，我们历来强

调它的合法性问题，认为所有战争都应分为“正义”和“非正义”。对于“正

义”或“合法”的战争，我们要支持；对于“非正义”战争则应明确地予以遣

责和反对。但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正当性没太大联系。它以条约和惯例为形式，

在战争中保护平民及军队伤、病员和俘虏，并规定各交战国或武装冲突交战行

为的规则。

订立于1864年8月22日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第一个日内瓦公约)；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对战争法规和惯例

的编纂，以保护陆战和海战中的伤病军人、战俘及平民战争受难者，并对作战

方法和手段予以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然而，《日内瓦公约》没有提到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也没有承认其任何管辖权，但该公约是在其倡导下通过的。而且

《日内瓦公约》通过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一直致力于确保该公约得到执

行和遵守的活动。所以综合起来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当时已有国际法

律可依，但这法律基础比较薄弱，况且与国际委员会面对的挑战不成比例。

第二章“行动手段”，主要是回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时所实际拥有的行动手段。

对于战争，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角度来说，它不会去讨论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的问题，也不会去争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它只关心如何保护战争中未

参与或不再参与武装冲突的那些人员及其财产，其目的是尽量防止和减少战争

所带来的痛苦。所以，这个法律体系是出于人道目的而制订的，核心就是“保

护”。但回顾起来，红十字国际委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达到保护目的

所拥有的行动手段，是非常有限的。

那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个由9名知名人士组成的小型委员会，都是

男性。不过后来在战争期间增加了4名新成员，其中一位是女性委员。执行机

构非常简朴，委员会总部只是一间位于雅典娜大街上两个房间的公寓，这是



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其财政资源非常有限。由此可以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1914年8月突

袭欧洲和世界灾难的战争，并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已经懂得通过一些大胆创举来适应情势，以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带来的

挑战。

第三章“国际战俘局”，回顾了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如何成立和工

作的。   

成立“国际战俘局”，有它的道理，也有其必要性；因为有战争，就会有

战俘。在传统观念中，战俘是耻辱的象征，因此，“宁死也不做俘虏”是不少军

人坚定不移的信条。但基本道理是：战争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国家进行武装冲

突的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的国家政策，个人由于国籍的关系有保卫国家利益的义

务。参加战争则是国家政策的结果，与个人(作战人员)相互之间的恩怨无关。一

旦战斗员落入敌对方掌握之中，即意味着他(她)就停止参加武装冲突；既然退出

战斗，不再成为对方实现战争的障碍，就应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所以，人道

法将战俘列为战争受害者之一，规定战俘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

成立国际战俘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战俘享有的权利。比如说，它强调将

战俘信息集中化的重要性，要求交战各国“立即相互交流所有战俘名单，以及

他们的准确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所属部队和监禁所在地”。它成立的恰逢

其时，它向所有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人员，即伤病军人、医务人员、战俘以

及敌方平民等，都尽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

有意思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争期间曾设想在战争结束后关闭战俘

局；战俘局于1919年12月31日还从行政和财务方面进行了清算，将其账目纳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账目。然而，由于战后也还是存在继续管理战俘局档案馆

资料以及回应各种问询请求的需要，战俘局没有关闭，反而成为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一个常设机构。

第四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及其对战俘营的探视”，讲述了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在一战中关于探视战俘营并就俘虏的境况做出报告的活动。

对战俘和被拘留人员进行探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进行的一

项活动，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被主权国家所接受或认可的规则和

习惯作法。当然，在探视实践过程中，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

在一战中探视战俘营，标志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项全新活动的开端。它

由中立公正的观察员来予以实施，目的是鼓励交战国为战俘制度提供必要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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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措施、并向政府和家庭提供有关战俘境遇的准确信息。无疑，由中立的观察

员对双方战俘进行的探视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平等地对待战俘，即一种对

俘虏来说只有益处的“互惠互利”形式。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初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共进行了524次

对拘留场所的探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践，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这项

活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协议为基础，所以每次探视都要经过非常艰难的谈判和

安排，因为任何交战一方在不能确定敌对交战国也会同样做的情况下，是不会

同意开放己方战俘营的。

第五章是“救济行动”。它描述了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次大战中所

从事的救济行动。

从道理上讲，属于人道性质的救济行动即便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也应该

进行。考虑到武装冲突的特殊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中立机构身份从事人道

工作，不断向战争中的军民受害人提供保护和救济，尤其是向儿童和孕妇这样

的“弱势群体”提供，就显得非常的必要。

救济行动不应被视为是对武装冲突的干涉，或视为不友好行为。然而，在

任何武装冲突中总存在相互对立的军事团体，有时，冲突方还会设立关卡，封

锁某些车辆通过，所以国际人道法或战争法应该有关于救济行动方面的规定。

《海牙法规》第15条已经有关于战俘救济团体行动方面的规定，但“团体”本

身并不存在。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决定自行承担起委托给这些救济团体

的任务。具体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在国家红会和同属该国的俘虏之间建

立起中转站，并确保被交托给它的救济物资的运送和分发。所以，在战争期间

和战争结束初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脱离了此前的中间人角色，而是以中转站

的身份开展了维护战俘或平民居民利益的新的使命。

第六章讨论了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俘虏的遣返回国”问题。

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则，战斗员在被俘后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也承担一定

的义务。《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在战俘方面确立起一些最基本的规章

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战俘具有被遣返回国的权利。

然而，战俘如何被遣返回国呢？这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为关心的问

题。根据国际习惯法和《海牙法规》的规定，战俘的遣返回国应在缔结和平后

尽快进行。但有几类人员是可以考虑在战争期间遣返回国的，如：严重受伤或

生病的战俘、医务人员以及儿童等。但这只是理论，事实上，交战方经常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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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年龄的男人实施监禁、并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鉴此，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不得不艰难地与交战方协调，以尽量能够履行人道法的规定。

第七章讨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人道法的解释”问题。那时虽然

有1864年和1906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

但所有这些公约规定的太过于笼统，不好实施。比如在战俘待遇问题上，虽

然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即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第一编第二章里有所规

定，但一共只有17条，而且多半属于原则性的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

证明，海牙第四公约不能满足保护战俘的需要。这些规则需要依靠缔约国诚意

才能践行，因此在实践中会导致对俘虏的待遇上产生不平等，会引发交战国相

互指责和相互报复。对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做些什么呢？

在实践层面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探视、其代表所做的报告以

及采取的措施等，构成了促进监禁条件统一化的因素。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有时还向缔约方就适用法律的阐释方面提出建议。虽然这些解释对冲突方不

具有强制性，但会有助于减少分歧，是一个趋同因素，它提供了各方达成共识

的可能性。事实上，各国政府经常参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做出的解释，并不

认为它超越了其职权范围。

第八章是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对违反人道法的行为”。

1906年《日内瓦公约》第28条强制要求缔约国在国内采取刑事手段来惩

罚对公约的违反行为。此外，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

3条规定了交战国应为其军队违反公约而支付赔偿金的原则。这项原则的目的

是在国际范围内针对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采取后续跟进，但在战争期间却难以

实施。因此，不论是《日内瓦公约》还是《海牙公约》，都未解决战争期间应

如何处理违反公约行为的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红十字基本原则的监护者。这些原则包括人道、公

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性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保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促进和维护国际人道法原则的实施。所以，履行日内瓦

公约赋予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忠实履行适用人道法的使命，其中也包括受理

关于违反公约而提出的指控。于是，当某个国家委员会或政府向它转达一项

抗议时，国际委员会将其传达给被控告的一方，并要求其进行公开调查。随

后，它向控告方传达被控告方向委员会传递的答复、解释或致歉。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负责这些信息的传递，但并不对这些它既无意也无法核实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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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控事实发表意见。不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借助这些往来联系来重

申《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条款，并在特殊案件中阐明它对

适用法律的解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投诉能提醒条约的存在以及

各国具有履行条约义务、享受条约权利的法理事实；转达抗议可以给被控告的

交战国一个解释自己行为、为自己辩护或表达歉意的机会；以及对下级进行的

调查会有助于重温现行国际法，并促使部队重视对国际法的遵守。

第九章则专门讨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1917-

1921年)”的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战后的俄罗斯在国情方

面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境地，同时也凸现出当时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软肋所在。

俄国政体的根基已随着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变迁而被破坏，但其政府针对改

革诉求却采用镇压政策，最后在1917年10月导致产生了一个对抗临时政府的

由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组成的新政权。与此同时，整个前帝国巨大版图却面临被

肢解的威胁：苏维埃政权在前俄罗斯帝国的所有边缘地区都遭到了武装反抗。

内战在世界性战争结束后紧接而来。

这场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伸，里面同样有无数的战争受难者，然而

在法律层面上问题却不一样。由于是内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似乎并不具有介

入的法律根据。简单地说，国际法律文件是国家制订的，如1864年和1906年

的《日内瓦公约》以及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等，它们都只适用于

缔约国之间的战争，而不适用于内战。所以道理上虽然都明白：战争受害者不

仅在国际、就是在国内战争中也需要得到保护；从人道角度看，也没有任何理

由设定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需要根据战争性质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立场和态

度。但在实际情况下，国家就是不愿意让国际法律来介入其国内事务，他们保

留对其反抗政权的臣民使用最严厉国内法律的权力。

为向俄罗斯内战中的受难者提供帮助，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曾有过提

案，但遭到俄国政府代表的激烈反对，就是连讨论一下也不行，更不要说会形

成什么决议文件了。

决议没有，问题却依然存在。就战俘问题来说，在俄国有大量的德国、奥

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战俘。同样，也有约250万名俄国战俘还被监禁在原同

盟国之中。因此解决战俘问题，需要红十字会的介入。所以，1921年3月至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承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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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让新建政府承认红十字会各机构以及红十字会活动的超国家的价值，是可

能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红十字会救助内战受难者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这个决议至关重要，它确定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在内战中能开展活

动的关键角色，使它后来在西班牙内战 (1936-1939年) 期间能开展活动。如果

从长远看，这个决议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适用一国内战的共同第三条以及

1977年专门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的制订和通过，奠定了

一个重要基础。

总而言之，《面对堑壕炼狱》这本书，对于我们追溯和了解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及红十字运动在1914年至1921年如何运作和发展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一战是人类的悲剧：万物摧毁，生灵涂炭。而在战争这种恶劣的情势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来开展活动。它成立了国际战俘局，关

注数以百万计的俘虏的命运，使俘虏重新与家人获得联系；其代表还对战俘营

和平民拘禁营进行了探视，组织了救援活动，并在战时和战后数十万俘虏的遣

返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7年12月被

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要知道，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诺贝尔和平奖

仅有的一次颁发。当然，这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杰出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是

对世界红十字运动和人道事业的认可和支持。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这绝

对是当之无愧。

《面对堑壕炼狱》(中文)，实在是弗朗索瓦·比尼翁先生与晓亚·杜博礼女士在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向广大中国读者呈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是为序。

朱文奇

2018年12月31日，北京人大明德法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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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风暴中的中国与红十字会

虽然中国在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即宣布中立，并在 1917 年 8

月之前一直保持中立，而且中国与冲突中心相距数千公里，中国军队完全没有

参与其中，但是，这场战争仍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次深刻转折，正如其标志

着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断裂。

实际上，从 1914 年 8 月 23 日起，日本就作为英国的盟友对德国宣战。日

本无意参与欧洲的战斗，只是为了夺取德国在远东的领地，其中最重要的是青

岛殖民地，即德国海军的主要舰队在太平洋的母港。几天后，为了围攻该殖民地，

日本军队违反国际法，并无视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在中国境内登陆，同时日

本舰队还封锁了胶州湾入口。

经过 3 个月的围攻，弹尽粮绝的青岛德国驻军于 1914 年 11 月 7 日投降。

而法国则要在越南和中国招募成千上万的劳工。

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了工厂或矿场，顶替派往前线的法国工人。其他人则被

指派参与前线附近的土方工程。他们主要负责挖掘战壕或掩体，修建道路或铁轨。

虽然他们没有参加战斗，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前线的施工中付出了生命。

还有一些人负责抬出死者并埋葬他们，法国军队试图将这些任务交给外国

劳工，而不是交由士兵去做，因为担心这些活动会损害部队的士气。

无论是在工厂、矿山还是在前线，这些越南或中国劳工中的许多人都与工

会代表或其他活动分子接触，从而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由普鲁东启发

的法国社会主义，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启发下的德国社会主义。战争结束后，

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成为中国共产党或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

人，或加入这些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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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了青岛，同时在中国的 22 个省份站稳脚跟，借助自 1905 年战胜

俄罗斯时就已经在满洲里发挥的主导作用，并利用欧洲人和美国人都紧盯着欧

洲战事的时机，日本加快了控制中国的步伐。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政府以

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总统提交了一份 21 条要求清单，旨在使中国成为日本的

被保护国。21 条中的第一条要求，便是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永久割让给日本。

起初，袁世凯总统作势反对，但日本于 1915 年 5 月 7 日又提交了一份新

的略有缓和的要求清单。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首领，已处于同其他军

阀混战之中的袁世凯别无他法，只得低头。他屈服并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

日本由此沿袭了其几年前控制朝鲜的路径，使中国事实上沦为其被保护国。

然而 1917 年夏天，中国政府相信美国的参战必然会让协约国获胜，而且

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将来的和平大会是挫败日本野心和夺回完整主权的唯一途径，

于是决定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1917 年 8 月 14 日，中国向德国宣战，并

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借地。然而，中国军队不参与任何敌对行动；而

是通过鼓励招募平民劳工来支持协约国的战争努力。据估计，有 19 万中国劳工

被派往法国。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这个决定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虽然日本对协约国

胜利的贡献绝不大于中国，但其作为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主要盟国

或协助国”的身份却得到了认可，这使它得以参加和平会议的所有会议并捍卫

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待遇与战败国相比好不到哪里去，它只得到了一个小小

的席位，还不能参加可以做出决定的“五国委员会”的审议。

1919 年 4 月，和平会议决定将德国在中国拥有的所有权利转让给日本，而

不是交还给中国。这种极不公正和可耻的决定引发了整个中国的愤怒浪潮。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们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组织了大型示威活动，

抗议和平会议将德国原先在中国尤其是青岛的殖民地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

给同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抗议者要求中国拒绝签署和平条约。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示威活动对于 12000 公里之外只关注欧洲形势的和平

会议没有任何影响。但示威游行的呼声被北京政府听到了，中国拒绝了签署巴

黎和约。而最关键的一点是，1919 年 5 月 4 日的示威游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

复兴的起点，而三十年后，它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外国对中国侵占

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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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引发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的根本性变革。为

了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冲突带来的挑战和救助冲突的受难者，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建立起一个运作机制，该机制在今天也仍然是其行动的基石。没有任何其他

冲突导致该机构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

本书描述的正是这种变革。

我们不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中国派遣过代表团，或者它曾试图在这个

国家进行干预。也许它的注意力和力量过于被欧洲的战事所吸引，难以意识

到战争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唯一具有足够重要意义而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出版物详尽报道的行动，是该组织派遣代表团前往日本探视一些营地，那里

关押着在青岛或太平洋其他德国殖民地被俘的德国战俘，以及被日本海军抓

获的德国、奥地利或土耳其船只的船员。因此，即使在远东地区，欧洲仍然

是关注的焦点。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各国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合作，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在这场冲突中的任何创举都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当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设立国际战俘局以及随后的平民科时，不仅是它的行动领域扩大了，所有

国家红会的行动领域均扩大了。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也是各国家红

会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成立。事实上，1904 年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对当时作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青岛

并未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部门或分支。如果说当时在青岛存在红十字会，那是

德国的红十字会。

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以及战争必会引发的人道需求，路德教会传教士理

查德·威廉牵头在青岛建立中国红十字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起点。

本书专门有几页内容 ( 见附件一 ) 涉及该红会创建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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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一定要感谢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特别是同时

担任青岛市副市长和青岛红会会长的栾新女士。她最先提出将本书译成中文，

在她的有力支持下，这个项目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我还要感谢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副会长王建中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刘

子升、孙京利和王鑫。他们对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帮助。

我还要向 2016 年至 2019 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的

裴道博 (Pierre Dorbes) 先生以及 2019 年接替他职位的委员会主席个人特使白

良 (Jacques Pellet) 先生深表感谢。裴道博先生决定出版本书，白良先生为本书

的完成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我还要致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的工

作人员，特别是瓦莱里·姆鲍·纳纳 (Gervais Valery Mbaoh Nana) 先生、范明舒女

士和刘欣燕女士以及其他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同事。他们在执行出版此书的决定

过程中，或是提供了编辑服务，或是提供了支持。

我也很感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刘选国和杜博伦先生，他们的支持维系了

这个项目。

特别鸣谢人民大学国际法学院的朱文奇教授。30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国

际人道法的传播，并孜孜不倦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支持。他监督了本书

的翻译工作，我很荣幸由朱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我也要感谢李尊然教授，他对本书的翻译原稿进行了校对。

最后，我要向本书的译者晓雅·杜博礼女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她在翻译

过程中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整本译著彰显出她个性中散发着的智慧、魅力

和优雅。与她合作此类项目总是一种愉快和荣幸。

2020 年 5 月

弗朗索瓦·比尼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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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无论是战争的耗时和范围，还是战斗中猛然投入的大量人力，抑或是为了

一决胜负而使用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显示出史无前例的混乱。

1914年8月4日，欧洲爆发战争。西欧于1918年11月11日停战，而欧洲东

部的战事一直延续到1921年春天。

战争最初爆发于欧洲，随后立刻扩展至其他大洲：自宣战开始，英国的自

治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连同印度帝国都站在了联合王

国一边；8月中旬起，日本对德国宣战，虽无意介入欧洲，但旨在占领德国在

远东的殖民地；协约国调用殖民地特遣队——塞内加尔步兵、摩洛哥骑兵、尼

泊尔廓尔喀部队等——法国则招募大量的越南或中国工人来代替工厂里奔赴前

线之人；1917年4月，美国的参战将战争扩展至美洲大陆，而俄国内战将战火

烧至西伯利亚边界。

至于中国，因急于禁止欧洲列强在其土地上进行战斗并避免被卷入战争，

从1914年8月6日起便宣布中立。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支持协约国的战争努

力，允许法国和英国在中国征募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去挖战壕或顶替法国工厂里

被派往前线的工人。

这一中立声明并未阻止日本趁着欧洲国家的注意力完全被欧洲战争所吸

引，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实际上让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侵犯。

1917年8月，中国因确信美国的参战使得协约国的胜利不可避免，而自己

站在获胜者一边参加未来的和平大会是挫败日本野心、夺回全部主权的唯一途

径，便对德宣战。

“对伤敌的专注往往远超乎利己的关心；

这便是战争的思维……”

 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博士*

*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ci-après: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92, 
octobre 1917,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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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场由欧洲列强的对抗挑起的战争很快就覆盖了所有其他大陆：非

洲、美洲、亚洲、中东和大洋洲。但欧洲仍是主战场并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1 

欧洲的所有青年人都投入混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满怀战斗精神投入其

中，亿万人口被动员起来。此外，平民百姓也受到经济战、封锁战和军事占领

4. 德国，1914年8月初：德国士

兵出发去往前线。车门左侧用粉

笔写着：“巴黎之行。林荫大道

之约。”
佚名摄影师。

来源：www.greatwar.nl。

1 我们称以法国和英国为中心的联盟为“协约国”，该联盟起始于1904年的《英法协约》。除

了法国和大英帝国——包括英属加拿大、英属南非、英属印度、英属澳大利亚和英属新西兰之

外，协约国成员还有俄罗斯帝国、塞尔维亚、黑山和比利时；随后又有一些国家相继加入，

主要有1914年8月23日加入的日本、1915年5月20日加入的意大利、1916年6月10日加入的汉

志地区、1916年8月28日加入的罗马尼亚、1917年4月6日加入的美国、1917年6月29日加入

的希腊和1917年8月14日加入的中国。同盟国起初包括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1914年11月1
日，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参战；1915年9月21日保加利亚也成为其成员之一。

3. 巴黎东站，1914年8月2日：

首批法国部队去往前线。
新闻摄影：Agence Rol，
法国国家图书馆。Rol. 41628。



	 引		言	 15

的重创。最终，东欧战乱之后，全部人口，无论男人、女人或孩子，都被卷入

动荡之中。

军事僵局促使交战国不断寻求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加紧封锁、无限制潜

艇战、毒气战等。限制战争暴力的旧有规定被逐条打破。

在人道领域产生的后果难以估算。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地狱般的战壕；在

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尸体已经被炮火撕碎且残肢四散，根本无法识别身份；还

有的情况是，尸体因防空洞或战壕坍塌而被埋没，再也找不到了。一名在凡尔

登入伍的士兵这样写道：“一枚炮弹使得尸体被土埋没，另一枚炮弹又将尸体

重新炸了出来”。另一名士兵则写道：“雨水和污泥让尸体腐烂，气味让人受

不了。”2医院里满是大批的伤者、残者和“中毒气者”；数以百万计的人困

于战俘营中。据估算，这场战役中有900万人死亡，2100万人受伤，其中有些

人多次受伤，因为他们经常还未伤愈就又被送往前线；很多伤者承受了不可逆

性损伤，导致身体残缺和残疾。有600至800百万人经历了被俘的折磨。

然而，即使那些存活下来、没有残疾或被俘的士兵，也无以挽回地留下了

战场恐怖的阴影：数周或数月待在战壕的泥泞中，忍受雨雪冰雹，与虫鼠相伴，

眼睁睁看着无人地带的尸体却不能抬回来，闻着尸体腐烂的臭味，时刻面临着炮

弹、毒气弹和敌人进攻的威胁，害怕被坍塌的战壕或防空洞活埋、被淤泥吞没。

尤其是躲藏在防空洞、战壕或洞坑中的步兵的彻底无力感，他们面对着威力无穷

的炮弹、毒气弹或炸弹弹片的持续威胁，那些弹片能够划伤身体而让人在难以描

述的痛苦中死去，甚或致人肢体残缺、残疾、毁容。

而平民也未能免遭痛苦和穷困。不仅时刻担心着奔赴前线的丈夫、父亲、

儿子的境遇，而且妇女、老人，甚至很多时候孩子们都必须代替参军的男人进

入田地或工厂。在整个欧洲，包括那些中立国，人们都遭受着因农作物被破坏

和贸易瘫痪而导致的穷困；同盟国及被占领土上的人们因封锁和经济战而特别

遭受着匮乏和贫困之苦。占领国在被占领的比利时、法国北部、特伦蒂诺、威

尼托、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地区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以防止平民的

任何敌对行为：拘禁、扣留人质、驱逐出境、烧掉村庄或城区、大屠杀。

最终，就在战事的结果似乎已经确认时，一场名为“西班牙大流感”的

疫情在因连年饥荒和贫困而脆弱不堪的民众间肆虐，且因双方政府都拒绝采取

2 本书作者于2016年9月29日在凡尔登纪念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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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国凡尔登，304高地，1916年：法国第6军第87兵团士兵。
佚名摄影师。来源：维基百科“Battle of Verdun”词条。

6. 法国凡尔登，1916年：法国士兵走出战壕，发起冲锋。
佚名摄影师。来源：历史资料汇集 / docpix.fr。

7. 比利时伊珀尔附近，佐内贝克区，1917年9月27日：澳大利亚陆军第四师第45营的士兵戴着防毒

面具。
摄影师：弗朗克·赫尔利上尉。来源：数据库汇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E00825。

8. 东部前线，1917年：等待德国进攻的俄国士兵们。
摄影师：乔治·梅韦斯。来源：国家地理杂志, vol. 31, 1917, page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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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珀尔，森林城堡区，1917年10月29日：澳大利亚第10炮兵旅的军官和士兵们从木板桥上前进。
摄影师：弗朗克·赫尔利上尉。来源：数据库汇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E01220。

预防措施而大肆蔓延，因为他们害怕向对手泄露疫情在士兵队伍中所造成的破

坏。几个月之内，这场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这四年战争的死亡人数。

对于胜利者来说，停战的钟声宣告了杀戮的结束，但当他们意识到伤亡和

破坏的巨大规模时，胜利的喜悦就被冲淡了。 

对于另一半欧洲来说，战后的景象甚至比战时还要恶劣。伤亡、贫困的

积累和战败的惨痛之外，又加上了无政府状态或内战造成的苦难。城市不再有

补给，生产和交通瘫痪，庄稼遭到破坏，民众挨饿受冻，医院因缺少食物和煤

炭而关闭，遣散病人，流感和伤寒疫情在数月间比刀枪带来更多的受害者。总

之，内战不加区别地打击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红十字在这次考验中完成了转变。3

3 根据百余年的使用习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惯例，我们使用“红十字”来指代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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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其作为武装部队医务部门辅助人员的使命，并帮助无数在战斗中

受伤的士兵，交战国家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征募并向前线派出了成千上万

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前线附近开设了战地医院，组织了医务列车用于疏散伤

员，租用船只改装为医疗船，确保后方的部分医疗救护服务，并救助伤残者。他

们还救助了撤离者、难民和受灾民众，并经常奋斗在对抗流行病的第一线。

中立国的国家红十字会——尤其是参战前的美国红十字会——也为伤者、

难民和受灾民众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各国家红会必须招募、培训和领导数千名志愿者，并为

了支持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建立起由受薪职员为主体的机构。各国家红会还招募

了数以百万计的会员，并确保充足的财政资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促使卢森堡建立了国家红十字会，该国被3个交战国包

围却成功保持了其中立性。而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德国殖民地青岛也因大战而建

立红十字会。4

10. 比利时伊珀尔，1915年：德国发起夜间

炮击，可能发生于第二次伊珀尔战役期间。
摄影师：乔治·内史密斯上校。

来源：内史密斯上校收藏。

11. 意大利阿夏戈，1916年5月：1916年
春奥-德进攻第二天的阿夏戈废墟。
佚名摄影师。

来源：维基百科意大利语页面“Asiago”词条。

4 有关1914年8月导致成立“青岛红十字会”的情势，参见本书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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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通过设立国际战俘局、探视

战俘营、实施救助行动以及为遣返俘虏而进行干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奠定了

一个之前从未考虑过的行动机构的基础。它不仅在各参战国的国家红十字会或

红新月会之间，而且在敌对国政府之间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它关注《日内瓦

公约》和其他国际人道法公约得到尊重，在事实需要时，不怕高调揭露违反公

约的行为。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仅在人道法的发展方面，而且在人道法

的适用方面都显示出其作用。它所具有的交战国之间中立调解人的地位也得到

了确认和巩固。

这一转变包括几个不同方面，应对此加以整理。但在此之前，应当首先回

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依据的行动基础，以及欧洲陷入战争之际国际委员会所

掌握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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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行动基础

1914年8月，欧洲盲目地投入到战争之中，国际人道法为这场战争的受难

者提供什么保护？人道法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什么任务？人道法承认其什么

权限使其得以履行使命？

战争法起源于古老的骑士法规。它涉及到的是长久以来的一些习惯规则。

它们为大家所遵守，是因为其起源非常久远。在旧制度下，一直到19世纪，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之后的民族国家的巩固和职业军队的发展强化了这些

规则。《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通过证

明了利用和平时期编纂这些规则的可能性，或者说，至少可以编纂其中最重要

的一些规则。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战争

法规和惯例的编纂。

由于对战场上伤兵、遇难船员、战俘或平民保护的需求不同，以及导致编

纂规则的情况多样，产生了按照下列保护对象加以区分的不同的法律领域：

•  陆战中伤病军人

•  海战中伤病军人和遇船难者

•  战俘

•  平民战争受难者

最后，还有一些旨在通过约束作战方法和手段来限制战争暴行的具体规则 (敌

对行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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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战中伤病军人的保护

《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1 不仅是当

代国际人道法的第一个条约，还为该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该公约提出了人道法的两项基本原则：医务部门的中立性原则和

治疗中的公正性原则。

具体来说，该公约第1条规定：“野战医院和军队医院应被承认为是中立

的。只要这类医院内有任何病者或伤者，它们就应受到交战各方的保护和尊

重。”

第6条还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

家。”

直至今日，这项原则仍然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之行动的黄金法则。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首次全面适用该条约的战争，此后，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确信应根据这场冲突的教训对条约进行修订或补充。1864年至1904

年期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古斯塔夫·莫瓦尼埃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一直将此置于工作首位。2

然而，直至1906年政治环境才允许对其进行一次具备成功前景的修订。

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瑞士于1906年6月11日至7月6日在日内瓦召

开外交大会。于是达成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生效的《1906年7月6日改

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和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3

1 Compte rendu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Neutralisation du Service de Santé 
militaire en Campagne, exemplaire manuscrit à la Bibliothèque du CICR, Annexe B;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première série, vol. XVIII, pp. 612-619;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Recueil des conventions, résolutions et autres documents, Documents 
recueillis et annotés par Dietrich SCHINDLER et Jirí TOMAN, Genèv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Institut Henry-Dunant, 1996, pp. 341-345;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quatorzième édition, Genèv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
Rouge, 2011, pp. 21-22.

2 François BUGNION, Gustave Moynier (1826-1910), Genève, Association Henry Dunant - 
Gustave Moynier et Éditions Slatkine, 2010, pp. 56-58.

3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e Révision réunie à Genève du 11 juin au 6 juillet 1906, Genève, 
Imprimerie Henri Jarrys, 1906, pp. 277-293;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36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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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国。法国红十字会的护士或医生穿行在

战壕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DR)
-佚名摄影师- V-P-HIST 00323-27。

13. 法国。某一战壕中法国担架员。
佚名摄影师。©红十字国际档案馆(DR)
-佚名摄影师- V-P-HIST 001142-04。

与1864年的公约相比，1906年的《日内瓦公约》有两项重要的修订：

• 一方面，它要求每个参战国尽快向本国当局发送其收留的伤者病者名

单，以及在死者身上找到的身份证件或识别标记。4 红十字会长期以来要

求的这项措施旨在减少失踪人数，并向失踪士兵的家人告知士兵情况。 

• 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公约将志愿救济团体的人员等同视为部队医务部门

人员。5 通过这种方法，修订后的公约确保了参战国或中立国各方的红

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受到与武装部队医务部门同样的保护。  

故而，修订后的公约最终通过确保人员得到保护的方式承认了各国红十字

会的行动。如果被俘，这些人员应与医务部门成员一样获释。红十字会自1864

年以来就一直期待获得该项认可。 

4 第4条。

5 第10和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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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国，蒙迪迪耶/努瓦永

地区。前线士兵接受急救护

理。由头盔来看，这些可能

是德国士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佚名摄影师- V-P HIST-01138。

15. 法国，索姆河战役，1916
年：英国士兵搀扶并押送受伤

的德国战俘。
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
新闻摄影，Agence Rol.47554。

16. 法国，凡尔登地区，1916
年：一名法国伤者被撤离。
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
新闻摄影，Agence Rol.47000。



	 第1章	 行动基础	 25

而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订后的公约同之前一样，并未赋予其任何特

殊角色。甚至没有提到它。

然而，尽管《日内瓦公约》没有提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没有承认其任

何管辖权，但众所周知，该公约是在其倡导下通过的。自1864年8月22日《日

内瓦第一公约》通过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致力于确保该公约得到执行和

遵守。也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倡议根据随后战争带来的教训修订1864年公

约，这一倡议促成了1906年7月6日公约的通过。 

此外，1869年4月于柏林召开的第2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IV/3)，委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时创建伤兵救护情报局。决议规定：

“在战时，国际委员会应注意恰当选择一处场所以建立起一个问询联络处，

该处以各种方式促进各委员会之间的交流和救济品的传送。”6 

17. 法国。法国军队医院。
佚名摄影师。来源：维基百科“Military hospital”词条。

6 Résolution IV/3, Compte rendu des travaux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tenue à Berlin du 22 
au 27 avril 1869 par les délégués des Gouvernements signataires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et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et malades, Berlin, Imprimerie 
J.-F. Starcke, 1869,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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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规定仅为红十字国际大会的决议，因此对于参战国并不具有强制约束

力。它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服务，但不强制各国政府接受这些服务。7

然而，各国将很容易地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能力保证《日内瓦公

约》得到遵守，正如其自1864年以来所做的那样。

对海战中伤病军人和遇船难者的保护

利萨海战(1866年7月20日)中，意大利装甲舰“意大利国王号”被击沉，

造成400多人死亡，却无法得到任何援救。此次战役后第二天，就有很多声

音——其中包括意大利政府——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力促通过一项条约，来

保证对医疗船的保护，就像《日内瓦公约》保证对陆战中救护车和医院的保护

一样。8

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瑞士于1868年10月召开了一次外交大会，

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日内瓦公约》的附加条款，其中有9条涉及到海军。9 然

而，这些条款从未获得批准。于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交给了1899年和1907

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 

于是就达成了1907年10月18日《关于1906年7月6日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

于海战的公约》(《海牙第十公约》)。10

7 红十字国际大会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各国红会、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包括《日

内瓦公约》的各缔约国，以及自1921年起的红十字会联盟 (今天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关于其决议的法律范围，可参考以下著作：Richard PERRUCHOUD, Les résolutions 
d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Croix-Rouge,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1979. Sur 
l’histoire, l’organisation et le rôle d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on pourra se reporter à notre article: François BUGNION,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défis, enjeux et réalisatio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ci-dessous : RICR), sélection française, 2009, pp. 241-282。

8 Pierre BOISSIER,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olférino à Tsoushima, 
Paris, Plon, 1963, 512 pages (réédition par procédé photomécanique, Genève, Institut Henry-
Dunant, 1978), pp. 253-254 et 274-275 ; Encyclopédie Wikipedia en langue italienne, rubriques 
«Battaglia di Lissa» et «Re d’Italia».

9 Protocole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réunie à Genève en octobre 1868 (Projet d'articles 
additionnels à la Convention du 22 août 1864 pour l’Amélioration du Sort des Militaires blessés dans 
les Armées en Campagne), Genève, Imprimerie Fick, 1868 ; Pierre BOISSIER, op. cit., pp. 289-299.

10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5 juin - 18 octobre 1907, Actes et 
Documents, La Hay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07, tome I, pp. 658-663;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38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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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约按照与《日内瓦公约》保护陆战中救护车和野战医院同样的原则规

定了对医院船的保护，还考虑到了海战特有的情况。11 因此，海战中医务部门

的中立性原则和治疗中的公正性原则都与陆战中一样是必须遵守的。12

公约将对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租用的医院船的保护等同于对武装部队医务

部门医院船的保护。13 主要参战国的国家红会将毫不犹豫地租用舰艇，将其改

造为医院船，来保证遥远的军事战区中伤兵的撤离和遣返回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未出席通过了《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

公约》的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该公约也未提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4 但是，该公约发展了一项《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

内瓦公约》的附加条款草案，并在1868年10月20日于日内瓦通过。该草案的

倡议者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外，正如其标题显示的一样，《海牙第十公

约》的目的就在于将《日内瓦公约》中的原则适用于海战之中。因此，它似乎

是《日内瓦公约》的延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而可以声称，它有权像《日内

瓦公约》一样，在《海牙第十公约》中行使同样的职权。

18. HMHS不列颠尼克号医院船。在1915年11月被改为医院船之前，它最初被征调用来转移军队。

1916年11月21日，由于在希腊基亚岛附近的爱琴海被水雷击中，它很快就沉没了。
照片：Allan Green。来源：维基百科“HMHS Britannic”词条。

11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十公约》第1条。

12 第11条。

13 第2条和第3条。

14 爱德华·欧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曾主持1906年大会，该次会议修订了《日内瓦公

约》。他作为瑞士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第2届国际和平会议。当时生效的国

际法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参加在海牙举行的此类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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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俘的保护

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突显了战俘的悲惨境遇和他们地位的不确定

性。有关战俘地位问题，仅存在于习惯法当中，这导致了判断和解释上的很大

分歧。

亨利·杜南对这种情况感到震惊，提议按照红十字会的模式创建战俘救济

团体，并仿照《日内瓦公约》，通过一项保护战俘的公约。由于他曾在一次财

务危机后被迫辞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务，因此他在巴黎创办了一个特设委员

会，完全沿袭了他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几年前创办红十字会和通过《日内瓦

公约》时的进程。1873年，该特设委员会发出第二年在布鲁塞尔举办外交大会

的邀请。

就在那时，圣彼得堡当局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沙皇俄国以自己正在准备

召开同样议题的外交大会为由，劝说杜南创建的执行委员会收回其邀请函，转

而发出自己的邀请函，并随附了一项有关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宣言草案。该草案

在有关战俘的章节，大量抄袭了杜南起草的草案，却忽视了杜南竭力主张创建

的战俘救济团体。

尽管如此，由沙皇俄国政府发起的外交大会中通过的这一《布鲁塞尔宣

言》从未获得批准。15 但这也足以导致杜南创办的特设委员会的消亡，并将战

俘救济团体扼杀在摇篮中。16 

因此，布鲁塞尔大会的工作，最终是由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

国际和平大会来完成的。由此达成了1907年10月18日的《陆战法规和惯例

15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23-32.
16 Yvonne DE POURTALÈS et Roger-H. DURAND, «Henry Dunant promoteur de la Conférence 

de Bruxelles de 1874, Pionnier de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RICR, n° 674, février 1975, pp. 71-96; Roger DURAND, «L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aux temps 
héroïques de la Croix-Rouge», in: De l'utopie à la réalité, Actes du Colloque Henry Dunant tenu 
à Genève au palais de l'Athénée et à la chapelle de l'Oratoire les 3, 4 et 5 mai 1985, Publiés 
par Roger DURAN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ean-Daniel CANDAUX, Genève, Société Henry-
Dunant, 1988, pp. 225-297 ; François BUGNIO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Isabelle VONÈCHE, 
«La protection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in: Gustave Ador, 58 ans d'engagement politique 
et humanitaire: Actes du Colloque Gustave Ador tenu au Palais de l'Athénée les 9, 10 et 11 
novembre 1995, édités par Roger DURAND avec le concours de Daniel BARBEY et Jean-
Daniel CANDAUX, Genève, Fondation Gustave Ador, 1996, pp. 335-382.



	 第1章	 行动基础	 29

19. 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战俘营，木板屋营房全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DR)-S.N.- V-P-HIST-03003-08。

公约》(《海牙第四公约》)。17 这项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海牙章程》) 是整个一战期间有关敌对行动和战争受难者保护的主要参照

标准。

战俘的境遇由《海牙章程》第1至20条调整；这些条款界定了战斗人员，

如果被捕，他们有权享有战俘的地位，并规定了拘留条件及其释放规则。18 

各国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中两条规定尤其感兴趣。

一方面，第14条规定，一旦敌对行动开始，交战各国应设立战俘情报局；

该局负责收集所有战俘信息，尤其是他们的被捕、转移、入医院和死亡等情

报。19  

另一方面，《海牙章程》近乎逐字逐句引用了被布鲁塞尔大会轻率摒弃的

由杜南起草的条款草案，承认了战俘救济团体的行动。第15条规定如下：

17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5 juin - 18 octobre 1907, Actes et 
Documents, tome I, pp. 626-637;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65-98;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pp. 344-355.

18 同上。

19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四公约》附件《海牙章程》第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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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本国法律正式成立旨在从事慈善行为的战俘救济团体，应为其本身

和其正式派遣的代理人，在军事需要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范围内，从各交战国

方面获得一切便利，以便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人道主义任务。这些团体的代表们

凭军事当局颁发的个人许可证，并在书面保证服从军事当局规定的一切治安和

警察措施的条件下，得被允许在拘留营和遣返战俘的逗留地分发救济物资。20 

不过不要误会！这项规定针对的并不是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而是杜南在

40年前提议创建的战俘救济团体。和平大会此前也出现过前后不一的情况，这

次也是以此类行为给予了并不存在的团体以谄媚式的认可。

这种前后矛盾使红十字会面临艰难的选择。事实上，根据各国红十字会的

模式创建战俘救济团体是不切实际的。由于和平时期没有活动，这些团体处于

休眠状态；大众在它们身上看到的是失败主义的表象，致使它们得不到能够向

战俘提供救助所需的支持。如果欧洲再次爆发战争，在现存的慈善组织中，只

有红十字有足够强的力量承担对成千上万战俘的志愿救助。然而，如果红十字

20. 意大利：奥地利战俘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DR)- S.N. - V-P-HIST-02540-11A。

20 《海牙章程》第15条(1899版和1907版文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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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法国，1917-1919年间：法国人手中的德国战俘。
佚名摄影师。来源：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 533724)。

21 Sept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Saint-Pétersbourg du 16 au 22 
mai 1902, Compte rendu, Saint-Pétersbourg, Comité russe de la Société de la Croix-Rouge, 
1902, pp. 46-51, 243-251 et 346; Huit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Londres du 10 au 15 juin 1907, Compte rendu, Londres, The British Red Cross Society, 1907, 
pp. 177-181, 195-210, 70-80 et 167;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Washington du 7 au 17 mai 1912, Compte rendu,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Red Cross, 
1912, pp. 132-139 et 318; Pierre BOISSIER,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olférino à Tsoushima, pp. 505-510;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1978, pp. 11-14.

会同意帮助战俘，那么它是否会指被责背离了自己原本向伤病军人提供救助的

任务？是否会被指责挪用为救助受伤军人而提供的资源，被指责滥用《日内瓦

公约》为保护受伤军人和部队医务部门而赋予了法律意义的标志？

这种两难境地引起了3届红十字国际大会的注意，即1902年于圣彼得堡举

行的第7届国际大会，1907年于伦敦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大会，还有1912年于华

盛顿举行的第9届国际大会。21 

在这3次辩论之后，华盛顿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VI)，据此，红十字

会坚定地承担起对战俘的救助，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了这一行动中的骨干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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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考虑到各国红十字会很自然地被要求对战俘提供

救助[……]，提出了如下建议：各国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成立一个“特别委

员会”，其职责是在战时收集救济物资并委托日内瓦国际委员会发放给被俘

军人。

国际委员会通过被相关政府认可的中立代表，确保救援物资发放至战俘个

人，并且在考虑到捐助者意愿、战俘需求以及军队当局指令的前提下，向不同

的战俘营分发其它捐助品。国际委员会由此产生的费用支出将由相关国家的红

十字会承担。

各国负责战俘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将与日内瓦国际委员会取得联系[……]。22 

这是红十字会历史上尚无前例的事件，该决议还附有紧急条款：在1年的

期限内，负责战俘救助的特别委员会应当与国际委员会建立起联系。23 各国代

22. 1914-1918年战争。拉昂和苏瓦松之间。瑞西门诊所。受伤的法国战俘在用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DR)，S.N. - V-P-HIST-00358-11。

22 Résolution VI,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Compte rendu, pp. 138-
139 et 318.

23 同上；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72, octobre 1912, pp.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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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意大利，1917年：在皮亚韦河前线的法戈雷地区被捕的奥地利战俘。
摄影：意大利官方摄影师。来源：《战争报》，1917年。

24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Compte rendu ..., p. 138.
25 第14条。

表们不再对法国同行的劝诫无动于衷：“最近的外交纠纷提醒我们和平是多么

不确定[……]。所以，不要等到炮声来说服你们。”24  

这项规定仅为红十字国际大会的一项决议，因此对各参战国并不具有强制

约束力。它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战俘提供服务并向他们分发救援物资，但

就像柏林大会决议一样，它并不强制各国政府予以接受。

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认为，《海牙章程》以及发挥补充作用的华盛顿大会决

议可以确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效保护战俘？

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海牙章程》规定了“在达成和平”之后交换战俘信息，25 这对

减轻失踪士兵家人的焦虑毫无用处。  

另一方面，《海牙章程》提出的是一些基本原则，而非可立即适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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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26 如第7条规定“如交战各方间没有专门协议，战俘在食、宿、衣方面应

受到与俘获他们的政府的部队同等的待遇”。 

同样，第8条规定“战俘应服从掌握他们的国家的军队中现行的法律、规

章和军令”。

从1914年秋天起，对各国法律的引用导致待遇的极大不同和无数互相责

难。于是，在某些国家士兵有权获得4床被子，在某些国家为2床，而还有的国

家士兵只能和衣而睡；若实施各国国内标准，则战俘待遇同本国士兵一样。另

外，在有些军队中，法律规定违纪行为将受到体罚，而在其他军队，这样的惩

罚被认为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和有辱人格的。

这种待遇的不平等被谴责为对《海牙章程》的诸多违反，各参战国以此为

借口进行报复。27 从1914年秋天起，在这些报复和反报复中，整个战俘保护公

约体系遭到破坏。

26 威尔莱教授讲得很有道理：“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通常是不能仅由一部法令来完整界定的，

特别是当这一体系必须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个别情况。因此需要经历一个越来越具体化的过

程。‘原则’一词适于形容这个过程开始之初最普遍和最抽象的准则，这些准则构成了法律

体系发展的框架。这一表达方式也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既然被简略为“原则”，说明这

个法律体系在其该发挥效力的领域还不够完善，还无法实施。借用一下英语中关于条约的法

理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是指非‘自动执行’的法规”。Michel VIRALLY, «Le rôle des 
principes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in: En Hommage à Paul Guggenheim, 
Genève,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et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1968, pp. 531-554, ad p. 533.

27 报复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上的非法行为，可实施报复的正当理由是，一国为实现正义针对另

一非法行为而实施的。“……报复，在其他情况下为非法行为，是国家为遭受的国际罪行伸

张正义，而自行实施法律所采取的行为[……]……交战国之间的报复是对违法作战行为的报

复，不论其是否构成国际犯罪行为，都是为了让敌方未来能遵从合法作战行为的规则。”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seco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Vol. II, War and Neutrality, pp. 39-40 and 305;“违反战争法规的交战国自行承担风险和

危险。它可能会看到对手也对其做出同样的事情。—报复在于用不公正的行为去回击另一

个不公正的行为，以迫使敌方出于害怕因坚持非法错误招致恶果而为正常的行为。”Paul 
FAUCHILLE,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tome II, Guerre et neutralité, Paris, Librairie Arthur 
Rousseau, 1921, p. 26.“战时，交战国一方会对另一方采取违法的作战行为来报复，以强迫

对方及其臣民和成员放弃违法的作战行为，能在将来遵守作战的法规。[……]但是当报复行为

成为制约敌方遵循规则而常用的手段时，他们就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只会引起敌方的反报

复行为。报复经常被用来当做违反国际法的方便托词。”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Edited by Sir Hersch LAUTERPACHT, London, Longman, Vol. II, Disputes, War and 
Neutrality, 7th ed., 1952, pp. 561-562.“报复行为是一种胁迫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一般规则，

是一个国家在遭到另一个国家的非法行为的损害后采取的行为[……]并以此试图强迫另一个国

家能遵守法律。总之，它们本质上是非法行为，但可以实施报复的特殊理由在于，它们是对

先前的非法行为做出回应，以迫使停止非法行为、获得补偿或确保正义得到伸张。”Charles 
ROUSSEAU, Le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aris, Éditions A. Pedone, 1983, pp. 8-9. 



	 第1章	 行动基础	 35

对平民有何保护措施？

“战争”，卢梭写道，“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中的

个人偶尔彼此为敌，也只是作为兵士和国家卫士而非个人或公民一员。”28

通过这条简明扼要的箴言，让·雅克·卢梭回顾了武装冲突法中的基本原则

之一：对平民居民的豁免权原则。战争是战争发动者的事情，未参与任何战斗

的平民应该被豁免和保护。

这一原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战争中逐渐得以巩固。一些在空旷的原野

展开的改变历史进程的大型战斗造成了成千上万战斗员的死伤——从战斗员的

制服上可轻易辨认出他们——而平民大众则毫无死伤。

因此，和平大会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保护平民而做出详尽的规定，这是可以

理解的。实际上，《海牙章程》中只有少数条款是适用于平民的。这些条款针

对两种情况：包围和占领。29 不过，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到开战时处于敌方领土

上的另一方公民、人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们认为未参与任何战斗的平民

不会受到威胁。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效的人道法仅仅对这场大战中的受难平民提

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与战争的最初几周就引发的大量保护需求不成比例。

这些规定并没有提到国际委员会，也没有提到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

而且没有赋予上述组织为平民战争受难者提供帮助的职权。

敌对行动

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的通过表明了利用和平时期制定旨在约束

战争暴力和保护受难者的法规的可能性。这也代表着一个欧洲中部小国在外交

上的政治胜利。俄国政府吸取了这一双重经验。

得知俄国工程师研发出爆炸性弹丸后，战争部部长迪米特里·米卢廷建议

28 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Livre I, chapitre IV, Paris, Éditions Garnier, 1962, 
pp. 240-241 (première édition en 1762).

29 《海牙章程》第25-28条(包围与轰炸)和42-56条(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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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俄国，1915年11月：俄

国农民逃离战火。
佚名摄影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

图片146-1987-028-03。

25. 法国，1914年：法国农

民逃离战火。
佚名摄影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

图片183-R05939。

24. 比利时，1914年8月：面

对德军的推进，逃亡中的比

利时平民。
佚名摄影师。

来源：维基百科“Belgian refugee”
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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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将其分发到部队中，因为一旦将其用来对付人类，将会引发难以描述的痛

苦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担心如果不给他的军队配置令

人生畏的武器，军队将会处于不利境地，因此他决定只在敌方政府也禁止这项

武器的情况下禁用该武器。于是帝国政府召开大会，通过了1868年11月29日

/12月11日的《圣彼得堡宣言》，宣言规定了战争法的基本原则，并禁止使用

400克以下的爆炸性弹丸。30

《圣彼得堡宣言》标志着一种新的规范性趋势的开始，旨在通过规范作战

方法和手段来限制战争的伤害。主要几个阶段是：1874年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

的一项《陆战法规和惯例宣言》(未获批准) 31，1899年和1907年于海牙举行的

国际和平大会上通过的一系列有关陆战和海战中敌对行动的条约。32 

由于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关敌对行动法律

方面的主要支柱，我们习惯上用“海牙法”来指代所有有关敌对行动的规则，

而使用“日内瓦法”来指代所有保护战争受难者的规则。  

虽然受难者均为海牙法和日内瓦法的核心，但海牙法中对受难者的保护方

式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同于《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主要目的是保护受

难者——伤者、遇船难者、战俘或处于敌方权力下的平民，而海牙法主要目的

则是通过限制作战方法和手段来保护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

们可以将海牙法视为日内瓦法的前一阶段，其重点在于预防措施。

30 Déclaration relative à l’interdiction des balles explosibles en temps de guerre, échangée à Saint-
Pétersbourg le 29 novembre / 11 décembre 1868,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première série, tome XVIII, pp. 474-475;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101-103 ;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pp. 341-342; Pierre BOISSIER,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olférino à Tsoushima, pp. 299-303.东正教

会拒绝了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于1582年制定的历法改革，俄罗斯在十月革命之前一直忠于朱利

安历法。这两个日历之间的差距大约是两个星期。

31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e Bruxelles (1874), Bruxelles, Imprimerie du Moniteur belge, 1874, 76 pages, 
reproduit dans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deuxième série, vol. IV, pp. 1-228.

32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8 mai - 29 juillet 1899, Nouvelle édition, La Hay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Martinus Nijhoff, 1907, quatre parties + annexes, pagination 
discontinue.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5 juin - 18 octobre 
1907, Actes et Documents, La Hay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07, 3 volumes, tome I, 
Séances plénières de la Conférence, XVIII & 723 pages; tome II, Première Commission, LXXXVIII & 
1106 pages; tome III, Deuxième, Troisième et Quatrième Commissions, XCVI & 1180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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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届国际和平大会上有关敌对行动而通过的各个公约和宣言中，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以下两个： 

• 1899年7月29日在海牙签署的《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

的投射物的宣言》(《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宣言》) 33； 

• 1907年10月18日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四公约》) 及其附

件《海牙章程》。34

《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宣言》针对的是一项具体禁令——禁止在战斗

中使用毒气，而《海牙章程》则将适用于敌对行动的所有原则法典化，包括禁

止使用化学武器。事实上，《海牙章程》第23条第1款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

有毒武器”。

红十字会并未参加和平大会，有关敌对行动的公约既未提及各国红会或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未赋予上述组织任何职权以执行和遵守这些公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实行的国际人道法的优点与不足之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史无前例地引发无尽痛苦和死亡的战争中，各种当

时有效的法律体系是否为战争受难者提供了有效的保护？

还差很远。

我们特别提出3处缺点：

(1) 当时有效的公约仅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而非立即可适用的规则。这

些原则在解释上存在很大歧义，这些分歧在狂热的战争气氛中被视为

对现行规则的违反，引发了许多报复与反报复行为。 

(2) 对平民的保护不足，给被拘禁的平民和被占领土上的民众带来了无尽

痛苦；由于缺少条约保护体系，被俘平民的境遇往往比战俘的境遇更

加严酷。

33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8 mai - 29 juillet 1899, première partie, annexe, 
pp. 31-32;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deuxième série, tome XXVI, pp. 
998-1002;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105-108.

34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5 juin - 18 octobre 1907, Actes et 
Documents, tome I, pp. 626-637;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65-98;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pp. 34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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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时有效的公约均未对其条款的执行和遵守实施任何形式的监控。

于是，当时现行的规范和1914-1918年战争中所需的保护之间就存在一道

鸿沟。此外，从战争前几个月起，各交战国就陷入了相互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

中，不可避免地且近乎机械式地导致了一系列对公约保护体系的破坏。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可依据的法律基础非常薄弱；它们与国际

委员会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不成比例。

实际上，就像以前屡次发生过的情况一样，法律文本的缺陷和不完善与

公约条款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我们由此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可采取行动的

方向：首先便是华盛顿大会第六项决议规定的在战俘救助方面的实践任务。此

外，增加了3个活动领域：

(1) 为明确保护战争受难者规则的范围和内容而展开的工作；

(2) 为使平民被拘禁者获得与战俘相同的保护和待遇而进行的活动；

(3) 建立起最低限度的监控。

然而，当欧洲在战争中摇摆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没有行动计划。因

此，要应对这场无人能料的大规模长期战争带来的人道危机，必须要进行一系

列的创新举措。但这些举措不仅取决于受难者的需要和据以行动的法律基础，

还取决于其自身的行动方式。现在我们就将目光转向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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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行动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哪些行动手段呢？

从根本上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型委员会，他们从事自由职业或高等教育，来自上

层资产阶级的新教徒阶层，他们都接受了典型的学院教育，为同一个理想所

激励。1 1914年8月，委员会有9名委员——都是男性——他们围绕古斯塔

夫·阿道尔主席形成了一个组织。阿道尔是一名律师、国会议员 2， 自1870年

起一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1888年起担任副主席，于1904年事实上接

替了其前任古斯塔夫·莫瓦尼埃，1910年后者去世后他正式成为主席。他的晋

升和权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3 

在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选定了4名新成员，其中，1918年11月加

入的勒妮-玛格丽特·弗里克-克莱姆是第一位组织内部开天窗遴选的女性委员。4 

执行机构是最简朴的。1898年起，委员会依靠的是秘书保罗·德·古特的活

动，他是一名律师，身边有两三名打字员辅助。

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总部，是一间位于雅典娜大街上的公寓，里面有

两个大房间——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图书室——和两三间朴素的小房间，用作秘

书和打字员的办公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财政资源非常微少。1914年8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拥有一笔4000法郎的流动资金，而上一年的资产负债表上余额有12.3万法郎；

1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及其1863年至1907年间的活动，可以参考皮埃尔·布瓦西埃的著

作：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olférino à Tsoushima, Paris, Plon, 
1963, (réédition par procédé photomécanique,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1978).

2 国会议员是联邦议会下院的成员。

3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22.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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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主要涉及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资金，并不能随意支配。5 可以

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财政收入极其惨淡，致使它在战争伊始的几个月内，开

始动员志愿者——首先是委员们的亲人和朋友。随着战事的延长，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不得不将志愿者替换为拿薪酬的工作人员，并为接下来的行动谋求必要

的财源。6 它呼吁日内瓦和瑞士公众、当地企业、特别是银行和各国红会的慷

慨解囊。7 1920年，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之后，最终在别无他法之际，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向瑞士政府申请了一项15万法郎的特别捐助。8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于1912年和1913年在巴尔干战争中向巴尔干派

遣过两支临时代表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经验依然很少。它的两名代

表——瑞士红十字会的卡尔·德·马瓦尔医生和国际委员会委员弗雷德里克·费里

埃医生——曾去过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的报

告表明了这几次任务的探索性特点：要从巴尔干战争中最大程度地吸取经验教

训，以便日后开展工作，因为许多人担心欧洲会爆发战争，而主要大国也忙于

备战。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原本也可吸取其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进行的重

要活动中获得的经验，尤其是巴塞尔寻人档案局的相关经验。由于通讯方式的

混乱，档案局指定了寄送人，他们护送救援物资至战俘营中，并得到授权与战

5 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7 février 1863 - 28 
août 1914, édités par Jean-François Pittelou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Caroline Barnes et de 
Françoise Dubosson, Genève, CICR et Société Henry Dunant, 1999, pp. 731-732 et 739.当然，

当时瑞士法郎的购买力是今日的几倍之多，但也要根据相应的物品和服务来看。比如，相比于

其他物品或服务，一台打字机的价格比今天的笔记本电脑要贵得多。

6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12 à 1920, 
Genève, CICR, 1921 (ci-après: Rapport général), p. 221.

7 «Appel en faveur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161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6 octobre 1914,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1914-1918, Genève, CICR, décembre 1918 
(ci-après: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15-16; «Deuxième appel en faveur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166e Circulaire, Idem, pp. 33-35; «Troisième appel en 
faveur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170e Circulaire, Idem, pp. 59-61; 

Rapport général, pp. 218-228.
8 Rapport général, pp. 230 et 232.
9 Rapport de M. de Marval sur sa mission dans les Balkans,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73, janvier 

1913, pp. 17-24; n°174, avril 1913, pp. 145-164; Rapport du Dr Ferrière,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75, juillet 1913, pp.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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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apports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Genève, Imprimerie 
Soullier et Wirth, 1870-1871; Rapport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Bâle pour les secours aux 
prisonniers de guerre, Bâle, Imprimerie G. A. Bonfantini, 1871; François BUGNI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seconde édition, 
Genève, CICR, juin 2000, pp. 36-43.

11 Armand DU PAYRAT, Le Prisonnier de Guerre dans la Guerre continentale, Paris, Librairie Arthur 
Rousseau, 1910, pp. 324-343.

12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Washington du 7 au 17 mai 
1912, Compte rendu, pp. 132-138. Le rapport de la Croix-Rouge française était largement 
inspiré d’un chapitre de l’ouvrage sus-mentionné d’Armand du Payrat, pp. 324-343.

俘会面，以便了解他们的需求，来指导救助行动。10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似乎并没有参照这些被遗忘了的经验，尽管一名法国官员

在1910年出版了一本内容十分详尽的有关战俘地位的书。11 1912年5月于华盛

顿召开的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法国红十字会基于这些经验，提交了一份

重要报告。12 

27. 日内瓦，拉斯博物馆。国际战俘局。国际委员会会议。左边是古斯塔夫·阿道尔主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佚名摄影师-V-P-HIST-03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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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在所有欧洲年轻人匆匆投入战斗之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只有

极为有限的行动经验。  

另一方面，它也拥有宝贵的财富：38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网

络，及其无数的分会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而且战争开始几周内，这些分会

和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1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会统一遵守红十字基本原则，尤其是《1864

年8月22日日内瓦第一公约》中提出的公正原则，该原则一直是红十字运动的

基础。14 

然而，尽管红十字会一直谈论有关其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但我们发现，

80年来，它从未试图形成一种关于这些原则的被普遍接受的表述方式。15  

在运动内部，国际委员会的特殊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被视为红十字基本原则的保证人，被要求监督这些原则的遵守情况。16 当各国

红十字会面临新情况或两难选择时，会自发地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寻求帮助。

而且，自从《日内瓦公约》第一次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适用以来，不

仅是各交战国的红十字会，就连各交战国政府都委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敌方

转交他们的请求、控诉和抗议，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扮演交战各方之间的中

立调解人，而这一角色日后也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责。17

13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23.

14 1864年8月22日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6条。这

项原则在1906年7月6日于日内瓦签署的《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和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

约》第1条中得到确认。

15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红十字会才就其自成立以来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各项基本原则达成

一种被普遍接受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表达。通过努力，1965年10月于维也纳召开的第20届红十

字国际大会上通过了《红十字基本原则宣言》 (决议VIII)。1986年10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
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时，《红十字基本原则宣言》被写进章

程序言中，这证实了《宣言》的基本特点和权威，认可它是运动的基本章程，是红十字会和红

新月会所有机构的义务来源。

16 于是，1869年4月于柏林举行的第2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委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维护和传播红十

字基本原则 (Compte rendu des Travaux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tenue à Berlin du 22 au 
27 avril 1869 par les Délégués des Gouvernements signataires d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et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et malades, pp. 80-84 et 264)。

17 有关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立调停人角色的

发展，可参考本人著作：François BUGNI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pp.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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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声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早就准备好迎接这场1914年8月突

袭欧洲和世界的灾难，那是违背事实的。情况绝非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没有老练的人员，没有财政来源，也没有预先的行动计划。尽管马尔瓦和费里

埃医生的行动使该组织从巴尔干战争中吸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但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如同各国大使馆和参谋部，都因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而感到措手不

及。它不得不面对无法预料的情势。然而，它已经懂得通过一系列的大胆创举

去适应这种不可预见的情势，这些创举旨在使其能够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

带来的新需求。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这些创举，但不必停留在它先前的犹豫和摸索上。为

了明确起见，在审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针对交战国进行的交涉 (对人道法的解

释；对违反战争法行为采取的措施)之前，首先来探讨一下它的行动 (战俘局、

代表团、救济以及遣返回国)。由于1917年10月起俄国形势的特殊性，我们会

用单独的一个章节讲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面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时采取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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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国际战俘局

国际委员会在1914年8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战争”会议。1 在主席古斯塔

夫·阿道尔的倡议下，国际委员会决定于8月15日发出第一份通函，借此宣告自己

供中央委员会差遣以完成其“在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申请和发送救济物资的中

间人角色”。2 在同一天的第二份通函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各国红十字会重申

了华盛顿大会上的决议，敦促它们按照这项决议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特别委员

会。3 最后，在1914年8月27日的第三份通函中，国际委员会宣布国际战俘局成

立，要求“立即相互交流所有战俘名单，以及他们的准确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

所属部队和监禁所在地”。4 此外，它还强调了将战俘信息集中化的重要性：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到1914年8月15日才举行会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感到惊讶，因为战

事开始于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1914年8月2日，随着德国向法国宣战，战争已经

蔓延整个欧洲。我们认为，会议很晚才召开的原因是瑞士当时实行至今的义务兵役制。当时已

成为军官并且军衔已升至中校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一心关注于服务自己的国家。尽管他早已被免

除了军事义务，但仍被任命为日内瓦新闻审查办公室主任。他用了十多天才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妨碍了他国会议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此外，瑞士联邦委员会的指示与他的自

由政治哲学思想相违背。(Frédéric BARBEY, Un homme d’État suisse, Gustave Ador, 1845-1928, 
Genève, Librairie J.-H. Jeheber, 1945 (réédition par procédé photomécanique, Genève, Comité 
Gustave Ador, 1995), pp. 96-97 et 235)。这种情况说明，面对这场欧洲战争带来的挑战，1914
年夏天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准备差到何种程度。此外，古斯塔夫·阿道尔的同事们不敢在他缺

席的情况下举行会议，这说明了他在他们之中的权威。如果我们仔细阅读8月15日的会议记录，

就不禁会认为，古斯塔夫·阿道尔并未接受同事们在他不在的时候制定的过于谨小慎微的通函提

案，而做出了推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国际战俘局的大胆决定。(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7 février 1863-28 août 1914, pp. 737-739)。

2 158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5 août 191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25-226;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8. 

3 159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5 août 191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27-228;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9-10.

4 160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27 août 191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28-230;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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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在这一领域开展有效工作，就需要一体行动、情报集中和单一的组

织，来确保捐赠物抵达战俘之手。若精力分散，就只能造成一片混乱，反而对

战俘不利。5

这一创举来得恰逢其时。比利时、法国北部和普鲁士东部的战役已经引发

了大量的求助。6

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有能力实现其雄心壮志呢？

我们对此存疑。至少在最初的日子里，它只计划按照巴尔干半岛两次战争

时期的贝尔格莱德寻人档案局的模式建立一个简单的情报局：“两个房间，位

于雅典娜路，国际委员会委员们的活动，可能有几个有空的朋友加以辅助，这

样的地点和人员对我们来说似乎就够了。”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阿尔弗

雷德·戈蒂埃对情报局初步情况的描述。7 

“这是想用顶针舀干即将到来的恐惧之海”，史蒂芬·茨威格在一部描写

情报局的作品中这样写道：“然而，我觉得无权嘲笑这种疯狂，因为我爱所有

直到最后一刻都拒绝相信欧洲这场荒谬自杀的人。”8

但是，实际情况超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预想。

事实上，许多军人不再出席每次战役当晚的点名，无人知道他们是死是

活，是受伤还是被俘，来自这些军人家属们的无数请求很快就涌向了情报局。
9“第一批信件就像风暴中的鸟一般涌来”，史蒂芬·茨威格接着写道：“但是

很快，就变成了风暴本身，波涛汹涌，一片汪洋。突然间，就在一天之内收到

1000封信，然后是3000封，5000封，10000封，到12月底，每天有30000封

信带着欧洲的恐慌涌来。”10  

5 同上。

6 沙勒罗瓦战役时 (1914年8月22-24日)，法国军队在一天之内就死亡25000人，这是法国军事史

上一天之内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

7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Genève, 1914 - 1918, Genève, CICR, 1919, p. 7.
8 Stefan ZWEIG, Le Cœur de l’Europe, Une visite à 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de Genève, 

Genève et Paris, Éditions du Carmel, 1918, p. 9 (Original allemand: “Das Herz Europas : Ein 
Besuch im Genfer Roten Kreuz”, Vienne, Neue Freie Presse, Dezember 1917. 奥地利作家史蒂

芬·茨威格曾以志愿者身份加入情报局，并和合作者们参与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在他之前还有

一位和平主义的大人物罗曼·罗兰。史蒂芬·茨威格将自己的经历记录在一部名为《欧洲的心

脏》的作品中，该书于1918年发表。

9 马恩河战役 (1914年9月5日-12日) 中，法国军队有21000人死亡，84000人失踪和122000人
受伤；英国军队有3000人死亡，4000人失踪和30000人受伤；德国军队有43000人死亡，

40000人失踪和173000人受伤。数据来源：l’Encyclopédie Wikipedia. fr, rubrique “Bataille de 
la Marne (1914)”, 于2016年2月22日查询。

10 Stefan ZWEIG, Le Cœur de l’Europe,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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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招募数百名志愿者，确定程序，并将情报局转移

至更宽敞的地方。10月初，情报局转移到拉斯博物馆的宽敞隔间，日内瓦市政

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了该场所，国际委员会迅速对其进行布置，使其发

挥新作用。

早在秋季，该局就有1200名志愿者负责处理每天数千封的信件。随着战

争的延长，这些人员逐渐被受薪员工取代。11

与俄国之间联络的迟缓引发了一些困难。对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丹

麦红十字会在哥本哈根开设一个负责所有东部战场事务的情报局。尽管该情报

局有时被看作是“日内瓦战俘局的分支机构”，但它却是由丹麦红十字会负责

的一个独立机构。12 

1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 52; n°182, avril 1915, p. 157; n°191, juillet 1917, p. 298; 
n°193, janvier 1918, p. 35; Rapport général, p. 221.

12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53-254; n°182, avril 1915, pp. 146-153; 
n°183, juillet 1915, pp. 319-322; n°186, avril 1916, p. 152; n°189, janvier 1917, pp. 79-82; 

RICR, n°7, juillet 1919, pp. 885-887.

28. 瑞士日内瓦。国际战俘局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在拉斯博物馆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佚名摄影师- V-P-HIST-018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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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意大利加入战争后 (1915年5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奥地利

红十字会和意大利红十字会各自建立自己的情报局，并通过瑞士进行相互联

系。13

这样看来，集中化原则是“按照战线”实施的，日内瓦战俘局的主要活动

集中于西部战场，而在东线战场和奥地利-意大利一线战场上则起辅助作用。

这些活动的受益者是谁呢？

毫无疑问，有两类战争受难者从日内瓦战俘局的服务中获益：一部分是受

《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人员——伤病军人和医务人员，另一部分是受《海牙章

程》第4条至20条保护的战俘。

但努力可以止步于此吗？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战争一开始，交战国就

逮捕了大批的敌方平民。这涉及到平民被拘禁者，这些平民包括：交战国之一

的公民，由于在战争爆发时正处于敌方同盟国领土内，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国

籍而被拘禁；人质，被扣留作为担保以确保被占地区居民的服从；被驱逐出境

者；所谓被拘留的“政治犯”，也就是因触犯占领军颁布的规定而被关押者，

或仅仅因被怀疑想要违法并因此被以嫌疑者名义逮捕的人等等。

“……从战争一开始，在四下溃逃之后对敌方平民的追捕就是悲惨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动的总报告中这样写道，“毋庸

置疑，他们都是行动最不灵敏的人，因为这些最无害的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被捕，来不及也未被允许携带财物，通常都是毫无办法，突然就被视为罪人，

被关进集中营或临时的拘留所，有时甚至是完全未准备就绪的临时拘留所。在

那里，男人、女人、孩子、病号，各种情况的人都被塞在一个杂乱不堪的地

方：这样的临时拘留所长久存在着；不是仇恨和威胁，便是大量充斥的冷漠。

[……]有些手段一开始应该是针对国家安全的，如果说它们本是暂时的话，也

的确是合理的，但这会很快转变为报复的工具，被拘捕的平民被当作持有者手

中单纯的抵押品。14   

一般而言，平民被拘留者的境遇比战俘的境遇更残酷，战俘的条件至少在

原则上受到《海牙章程》的调整。而那些被拘留的平民，通常是妇女、儿童和

1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3, juillet 1915, pp. 323-326.
14 Rapport général, pp. 151-152.



	 第3章	 国际战俘局 51

29. 日内瓦，拉斯博物馆，国际战俘局，古斯塔夫·阿道尔领导下的电报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佚名摄影师- V-P-HIST-03557-03。

老人，他们的拘留条件比战俘还要恶劣，更容易遭到报复，或者受到其他任意

的暴力行为侵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总报告中写道：“……最近这场战事对

平民是残酷的，……他们的待遇没有被任何条约所规定，……他们听任监禁他

们的敌国专横对待，很多情况下，都是些无能和不负责任的下属”。15 

此外，被占地区的居民孤立无援；最后，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战区而失踪；

另外一些人被强行从战区或靠近前线地区撤离，被驱逐至临时营地。战俘局是

否应该同样关注冲突中的平民受难者呢？

战俘局保护平民的活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有关战俘的无数请求动员了

战俘局的全部力量，以致其瘫痪乃至更甚，导致战俘局无法关注这些平民受难

者。这就是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部分委员的看法。然而，弗雷德里克·费

里埃医生无法听任这些到达战俘局的紧急请求得不到答复，只因为这些请求涉

15 Rapport général,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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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是平民。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无法给出答复，他就将这些信件带

到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进行回复。尽管他为了尽全力投

入到这项活动中而放弃了自己的医疗活动和病人，他还是很快就发觉请求实在

太多，没有战俘局部门的支持根本无法应对。因此，他要求红十字会国家委员

会重新担负起这项活动的职责。在此期间他已经证明没有法律依据也可以处理

这些情况。他用实践启动并为这一活动开辟了道路，这项活动已经不能中止。
1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此向各国家红会询问，因为没有它们的协作就无法开展

16 Ad. FERRIÈRE, Le Dr  Frédéric Ferrière, Genève, Éditions Suzerenne, 1948, pp. 24-28; G. W. 
[Georges WERNER], Frédéric Ferrière, 1848-1924, Genève, CICR, 1924 (tiré-à-part de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67, juillet 1924, pp. 485-543), p. 22. 

30. 1914-1918年战争。日内瓦，拉斯博物馆，国际战俘局。战俘局领导委员会会议中。从左至

右：勒妮-玛格丽特·克莱姆女士，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医生，乔治·维尔纳，K·德·瓦特维尔，阿尔弗

雷德·戈蒂埃，弗里德里克·巴贝，艾德蒙·布瓦西耶，艾蒂安·克卢佐，雅克·舍纳维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S.N. - V-P-HIST-005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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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61-263; Rapport général, p. 130;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66-69.
18 Rapport général, pp. 42-46.
19 同上，pp. 132-134.
20 比如，凡尔登战役时 (1916年2月21日-12月19日)，法国军队有62000人死亡，101000人失

踪，215000人受伤；德国军队有143000人死亡或失踪，196000人受伤；在索姆河战役的第

一天 (1916年7月1日)，英国军队有19240人死亡，2082人失踪，35493人受伤，585人被俘；

在整个索姆河战役中 (1916年7月1日-11月18日)，英国的损失达到206283人死亡或失踪，

213372人受伤；法国损失达到66688人死亡或失踪，135879人受伤；德国损失达到170100
人死亡或失踪，267222人受伤 (数据来源：l’Encyclopédie Wikipedia.fr, rubriques “Bataille de 
Verdun (1916)” et “Bataille de la Somme (1916)”，查询于2016年2月25日)。

有益的工作。一些国家红会反对红十字会行动向新的领域扩展，宣称它们已因

向受伤军人和战俘提供的救助而不堪重负；相反，另一些国家红会则表示支

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出决定并创建了战俘局的平民科，该科的工作在整个

战争期间都由费里埃医生主持。17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定，标志着人道行动新领域以及日后人道法新领域发展

的开端。

就地域分布来说，战俘局的活动主要是为了服务在西线战场交战的各国的

公民。尽管如此，日内瓦战俘局在涉及其他战区的活动中也发挥着辅助作用。

因此，战俘服务部门根据国籍的不同建立起16组卡片，分别关于协约国成员美

国、比利时、巴西、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葡萄牙、罗马尼亚、

俄国、塞尔维亚以及同盟国成员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18

针对平民的救助部分，战俘局负责被拘禁在交战国及其属地 (包括日本) 的敌方

平民，即名义上处于战争状态但未积极采取敌对行动的国家(拉丁美洲共和国、

中国、暹罗)的公民，还有处于中立领土的平民难民。因此，平民救助方面的活

动涵盖了世界各地。19 

战俘局的工作量明显取决于军事局势的演变，尤其是西线战事。每一场大

战——马恩河战役，伊珀尔战役，伊瑟河战役，阿图瓦战役，凡尔登战役，索

姆河战役，舍曼德达梅路战役，帕斯尚尔战役等——都造成大批人员死亡；成

千上万人失踪，他们被炮弹撕碎、被战壕的泥浆埋葬、被抓捕监禁。还导致失

踪士兵家属焦急的寻人请求如洪水般涌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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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尔

 (1845-1928年)

古斯塔夫·阿道尔于1845年12月23日在日内瓦郊区的科洛尼出生，出

生于一个富有的基督新教徒家庭。他的父亲路易·阿道尔掌管着帕卡德、

阿道尔与契银行。他的母亲康斯坦斯-帕尔米拉·帕卡德是银行家大卫-马

克·帕卡德的女儿。

在学习了文献学和法学后，他获得了律师执照。1874年，他在自由

党名单上入选日内瓦大区议会 (州级议会)。他在此任职至1915年。1879

年至1880年，以及1885年至1897年，他是州政府成员 (州政府)。作为财

政部门的负责人和公共资金严格管理的支持者，他重建了被前任政府损害

的日内瓦财政。他还为平息作为“文化斗争”遗留问题的教派斗争做出了

贡献。这几年在日内瓦史学界被看做是“阿道尔年”。

他于1878年被选入联邦议会，直至1880年，并在1889-1917年再次

任职。他还以教派和睦与联邦协议的倡导者的称号而为大家所熟知。

1870年12月，当古斯塔夫·阿道尔姻亲关系的叔叔、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创始成员兼主席古斯塔夫·莫瓦尼埃邀其成为委员会委员时，阿道尔只

有25岁。他作为秘书为该机构服务，后从1888年起担任副主席，并参加

了多届红十字国际大会，特别是1902年于圣彼得堡召开的第7届大会，

1907年于伦敦召开的第8届大会，以及1912年于华盛顿召开的第9届大

会。他主张将红十字会的职权延伸至战俘。1904年他以执行主席的身份

接替古斯塔夫·莫瓦尼埃，后于1910年担任主席，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

1928年去世。

1914年8月，他创建国际战俘局，帮助寻找失踪军人并重建战俘与家

人之间的联系。他前往法国政府退居地波尔多，后前往柏林，并获得授

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指派代表负责探视双方的战俘营，并对战俘

的境遇做出报告。

1917年6月18日，联邦议员兼联邦外交部部长阿图尔·霍夫曼因严重违

反瑞士中立而被迫辞职。6月26日，联邦议会选举古斯塔夫·阿道尔接任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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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在

办公桌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R. GILLI - V-P-HIST-03117-12。

夫曼。作为联邦外交部部长，

他恢复了瑞士中立的可信度，

并组织了交战国代表之间的多

次会议，为改善战俘境遇和遣

返战争致残者和被拘禁的平民

而达成协约。

1 9 1 9年阿道尔被选为瑞

士联邦主席，他为在和平大会

中捍卫本国利益而前往巴黎。

尤其是他设法谈判达成一项协

约，允许瑞士加入国际联盟而

不必放弃其永久中立身份。他

主张选择日内瓦作为该联盟的

总部。

他在结束主席任期 (1919

年) 后离开了联邦议会，在全民

投票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瑞士民众接受瑞士加入国际联

盟。在国际联盟的前几届大会

中他代表瑞士出席。

为创建南森难民办事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前身，

以及为1925年6月17日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获得通

过，他都做出了很多努力。

1872年他迎娶了洛桑富有金融家古斯塔夫·拜尔德内的女儿爱丽丝·拜

尔德内。他生前共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34个孙辈和16个重孙。  

1928年3月31日，古斯塔夫·阿道尔在科洛尼美丽的奥特里沃别墅去

世。三天前，他还主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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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局的活动

战俘局的活动有哪些呢？

为了解这一点，首先应将两类受益者加以区分：

• 军事人员：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和战俘；

• 平民：被拘禁者、被驱逐出境者、人质以及被占领土内的居民和难民。

同样也应该仔细了解一下战俘局的工作程序。事实上，使被俘人员与家

人获得联系的目标要求极其细致的工作，所以，如果只是泛泛而谈很难真正理

解。再者，人道法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个人，因此不能仅停留于抽象概念。

军  人

战俘局针对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军人 (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和健康战俘)

履行以下任务：

(1) 交换战俘名单

《1906年7月6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和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4条

规定：“每一交战国应将死者身上发现的标记或身份证件,连同其收集到的病

者或伤者的名册,尽速转交给他们的国家或军事当局。”

然而，《1907年10月18日海牙章程》第14条规定，在“缔结和平之后”

交换战俘信息。毋庸置疑，达成和平之后再交换信息对减轻失踪者家人焦虑方

面没有任何用处。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努力让交战国在战俘抵达监禁营地

后就立即向其提供战俘名单，包括战俘被转移营地、住进医院或去世时都要提

供名单。

1914年9月初，德国提供了第一份法国战俘名单，但很快便提出了互惠的

问题。21   

当时已年近七旬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不顾自己的高龄于9月26日至10月4日

抵达波尔多，当时德国的进攻已将巴黎置于炮火轰炸范围之内，法国政府和红

2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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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会因此撤至波尔多。“漫长艰苦的旅程，48小时车程，7次转车”，弗里

德里克·巴贝在古斯塔夫·阿道尔的日记基础上这样写道。他还补充道：“在圣

日耳曼-德-福斯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战争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他这么

多年来见过的最悲惨的场景：一些伤者躺在担架式搬运工具或担架上，呻吟声

不绝于耳，还有那些充满乞求或已经闭上的眼睛。”22  

多亏法国红十字会主席沃格侯爵的介入，古斯塔夫·阿道尔受到了外交部

长保罗·德尔卡塞、战争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和内阁总理勒内·维维亚尼的接

见。他此行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得到法国军队所俘获的德国战俘名单。23 从秋天

起，由战俘局做中间人互换战俘名单的原则就已经被交战双方接受。国际委员

会获得了除俄国 (名单被交送至哥本哈根) 和意大利 (未经由日内瓦战俘局而直

接交送至维也纳) 之外所有交战国的名单。24

此后，各交战国同意通过保护国的斡旋来进行战俘名单的交送，保护国负

责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保护处于敌方势力下的各国公民。25 因此，人们可能会怀

疑通过红十字会这一渠道交换名单失去了意义。实际上并非如此：名单的转交

通过红十字会渠道比通过外交渠道快许多，26 而且，战俘局会接收到许多战俘

22 Frédéric BARBEY, Un homme d’État suisse, Gustave Ador, 1845 - 1928, p. 203.
23 同上，pp. 203-204  et 251-252;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29-31。
24 Rapport général, pp. 47-48.
25 保护国是一个受一方交战国的委托，以保护在敌方境内的该国利益及该国公民的中立国家。

1914年秋，美国代表英国维护其在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德

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维护其在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西班牙则确保对法国在同盟国中

利益的维护。1917年春，美国加入战争后，瑞士邦联接受了之前一直由美国外交使团负责

的部分保护委托，主要是保护德国在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其他的保护委托则交给西班牙、

荷兰或瑞典。此外，瑞士还负责保护德国在美国的利益。1918年10月，瑞士正是以此种身

份向威尔逊总统传递德国的停战请求，以及促成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其它信息。关

于保护国在外交法和国际人道法中的作用，可参考下列著作：Alfred ESCHER,  Der Schutz 
der Staatsangehörigen im Ausland durch fremde Gesandschaften und Konsulate (Zürcher 
Beiträge zur Rechtswissenschaft, Neue Folge, Heft 16), Aarau, Graphische Werkstätten H. 
R. Sauerländer & Co, 1929, 101 pages; William Mc Henry FRANKLIN,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terests,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ractic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No. 2693), VII & 328 pages; Antonino 
JANNER, La Puissance protectri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D'après les expériences faites par la 
Suiss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Bâle, Verlag von Helbing und Lichtenhahn, 1948, 
79 pages (ouvrage réédité par le même éditeur en 1972).

2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52-253.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Paris, Croix-Rouge française, 1917, p. 10,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7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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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打字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S.N. - V-P-HIST-01816-13。

的家人发出的请求，并根据它所拿到的名单就可直接对此做出答复。再者，战

俘局能从非官方渠道收集大量信息，这样就能够证实并完善由官方渠道获得的

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29年和1949年通过的关于保护战俘的《日内瓦公

约》还是保留了信息交换的双重渠道。27 

当战俘局收到一式两份的战俘名单时，会将其中一份立即转送战俘原籍国

红会。若收到的是一式一份的名单，则会将名单复制，然后将复制件转交相关

国家红会，而名单原件则保留在战俘局。28 

名单有三种：

• 健康战俘名单；

• 伤病战俘名单，附有战俘临床状态的说明；

• 死亡战俘名单，附有死者下葬地点的说明。29 

27 《1929年7月27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77条；《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

内瓦公约》第122条。

28 Rapport général, pp. 51-52.
29 Rapport général, pp.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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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抄写错误经常出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战俘名单要由专门指定的

战俘来编写，而不能由拘留国的官员来编写。这种做法渐渐被接受，并由各交

战国在战争期间达成的协议所确认。30

战俘局通过官方部门收集并转交给相关国家红会的战俘名单达398336

页。31 假设每页记录20至25名战俘的信息 32，那么，日内瓦战俘局一共记录了

八百多万份数据。

此外，战俘局还从非官方渠道 (战地医生、教区牧师等) 获取了大量信息。仅

关于法国士兵的信息，就有大约10000页的名单通过非官方渠道交给战俘局。33 

(2) 建立卡片资料库

战俘局保留了战俘名单的原件，并建立起相关卡片资料库。关于每个战俘

的所有身份信息——仅仅是这些信息——连同信息的来源 (名单编号和页码)都

被记录在卡片上，而其他的信息 (所在地点、健康状况、对其采取的措施等)则

需要查询文件原本，这样可以避免因抄写错误而造成的失误。34

这些卡片随后被按照国籍分类，在每个国家的卡片中，则按字母发音顺序

排列。根据这个方法，所有相同发音姓氏的卡片被归为一组，而不考虑它们的

拼写可能不同，然后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分类。这样，勒费博尔、勒费布

佛尔、勒菲佛尔、勒费佛尔、勒夫佛尔以及乐夫佛尔等都被看作一样的姓氏；

施密德、史密德、施密特、史密特以及史密斯等也是一样的情况。这种方法是

1914年秋天由战俘局志愿者开发出来的，可以忽略大部分的抄写错误。35 

所有关于失踪士兵的寻人请求都用另一种颜色的卡片做记录，然后按照

同样的分类方式纳入该国家的卡片资料库。这样，寻人卡片就与记录着失踪

人员信息的索引卡片放置在一起，从而形成信息“匹配”。于是，可以用原

始文件对信息进行核对。的确有很多同音异义的困难有待解决。至战争结束

3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4, octobre 1915, p. 477; Protocole de clôture de la réunion des 
Croix-Rouges allemande, autrichienne, hongroise et russe, 1er décembre 191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5, janvier 1916, p. 131; Accord anglo-ottoman signé à Berne le 28 décembre 
1917, articles 12 et 22,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p. 432-435.

31 Rapport général, pp. 42-46.
32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3, juillet 1915, p. 334.
33 Rapport général, pp. 43 et 51.
34 同上， pp. 52-53.
35 Rapport général,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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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卡片索引资料示例：德国寻人服务科卡片资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ARR) - S.N. - V-P-HIST 00570-11。

33. 卡片索引盒示例；每个盒子装有约100张个人信息卡片。
©日内瓦城市档案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DR) - Frédéric Boissonnas, V-P-HIST 0056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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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战俘局的卡片资料库包含了8000到10000项与马丁这个姓相关的卡片，

其中有700多个让-马丁。36 因此需要核查出生日期、兵役编号与教区信息来确

认是被寻找的人。经过这样的核实，就可以回复寻人者。单是通过这种匹配

的方式，战俘局就为法国家庭提供了超过56万条信息，为德国家庭提供了超

过53.7万条信息。37 

战争结束时，日内瓦战俘局的卡片资料库共有489.5万张卡片信息 38，而

哥本哈根战俘局共有350万张卡片信息。39 

然而，如果被寻找的人没有出现在任何名单上，或是他的名字未被正确地

录入，这种情况在死者身上经常发生，这时就不可能出现匹配了。于是，战俘

局着手创建了两个新的卡片资料库：

• 一个是地区卡片资料库：死亡军人的卡片不是按照人名而是按照其死亡

地点来分类：战场、急救站、医院、战俘营等。如果得知某个士兵在这

些场所附近失踪，查询地区卡片资料库就可获得所有由医务部门、乡镇

机关或其他目击者抄录的关于身份牌、军籍簿或墓碑碑文等的说明；失

踪士兵的身份如果因录入失误而在一般卡片资料库中无法找到匹配的信

息，则可以在地区卡片资料库里找寻 40；

• 另一个是军团卡片资料库：在大幅卡片上抄写着有关同一部队 (军团或军

舰) 中军人的所有信息。这一卡片资料库同样能使因录入失误而在一般卡

片资料库中找不到的信息得到匹配。此外，军团卡片资料库是处理寻人

请求的主要书面资料。41 

(3) 寻人调查

战俘局的卡片索引和信息匹配使得数十万个寻人请求得到了回复；然而，

尽管战俘局的工作人员们细心工作，并在数月之内逐步发展出一些调查方法，

36 Rapport général, p. 57.
37 Rapport général, pp. 43 et 45;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26-28.
38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35.
39 X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Activités de la Croix-Rouge danoise, Genève, 

Croix-Rouge danoise, 1921 (document n°82), p. 13 ; «L’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de la 
Croix-Rouge danoise de 1914-1917», RICR, n°7, juillet 1919, pp. 885-887, ad p. 886.

40 Rapport général, pp. 57-58.
41 同上，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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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还是有数不清的请求无法得到回复。有的人在坍塌的战壕或防空洞里被

掩埋；还有的人被炮弹或地雷炸得粉碎。42 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战

俘、伤者或已确定身份的死者的名单上。43    

不难想象这些饱受比死亡更残酷折磨的家人们该有多么焦虑。还有的家庭

担心患病住院、或在转移之后失去踪迹的战俘的健康状况。

针对每一种情况，战俘局都展开了寻人调查。共有两种类型： 

• 第一类调查是关于已知其所在地点的战俘：这类调查没有特别的困难。

一般来说，通过与营地指挥官、医院医务长或战俘本人进行对话就能够

获得所需信息；

• 反之，另一类调查则涉及到在战俘局资料库无法找到其踪迹的失踪人

员：这种情况下，战友的证词就是最大的信息源。借助军团卡片资料库

可以向所有属于同一部队的战俘和在同一行动中被捕的战俘进行询问。

战俘局共询问了50万名战俘。仅是有关法国失踪士兵，战俘局就在被拘

押在德国的士兵中获取了9万份证词。44 比如我们得知，B中士于1915年6

月16日大约晚上9点因为一颗炮弹落在了他所在的掩体所而死亡；步兵第

68兵团的BR上尉于1918年5月27日早上8点因拒绝投降而中枪身亡，地点

是索姆河山洞，距赫勒比斯山1500米远。45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微不足

道的证词就是失踪者家人能得到的唯一信息。应该指出的是，在德国，

战俘局关于失踪人员寻找结果的否定答复等同于死亡证明，至少可作为

申请抚恤金的依据。46 

42 据估计，在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的第一天，德国炮兵发射了超过一百万枚炮弹，炮弹口

径从77毫米至420毫米，平均每秒十枚炮弹，其中大部分射向位于几公里的前线 (“死人岭”

山坡、奥蒙森林、科尔森林等。) 在几个小时内，景观变得无法辨认：村庄被毁，森林被摧

毁，山丘洞开等。前线战壕几乎完全消失了。随后，在英法联军发动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 
(1916年7月1日) 以及1918年春天德国在皮卡第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第一天 (1918年3月21日)，
炮兵火力愈加集中。

43 伊珀尔的门宁门纪念碑上有54896个在伊珀尔失踪的大不列颠军人的名字 (英国人、苏格兰人、

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南非人、印度人等)，他们的遗体未被找回，或

者无法辨认。附近的军人墓地中有数以千计的无名墓，刻有 “Known unto God”，可译为“上帝

知道他的名字”。在凡尔登，杜奥蒙纪念馆是为纪念在凡尔登战役中战亡的13万名法国或德国

士兵，他们的遗体未被找回或无法辨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失踪者的比例在其他战场或其

他军队中会更低。

4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8, octobre 1916, pp. 407-408; Rapport général, pp. 43 et 58-62;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32-33.

45 Rapport général, p. 61;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p. 60.
4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7, juillet 1916, p. 303; Le Rôle et l’Ac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européenne de 1914 à 1916, Genève, CICR, 1917,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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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寻人服务科，法国-比利时寻人服务科。部分卡片资料。
©日内瓦城市档案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Frédéric Boissonnas, V-P-HIST-00581-03。

36. 寻人服务科。这名工作人员使用两类卡片：个人卡片在高处，尺寸较小，还有低处尺寸较大

的卡片，我们称之为军团卡片。属于同一军团的战俘信息被转记到这些卡片上，这样就可以查考

所有同属于一个军团的失踪者。这位年轻女子穿着大衣在工作。瑞士缺少煤炭，拉斯博物馆供暖

不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05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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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调查服务还包括负责收集和转交各种文件：死亡证明、遗嘱以及委

托书等。

无论是通过信息的匹配，还是根据一些专门调查，战俘局共将超过一百万

条信息传达给了战俘的家人。47 

(4) 信件、包裹和汇款

战争初期，战俘局负责向战俘传递信件、包裹和汇票。这项活动无疑被列

入其例行任务的范围中。然而，这项活动却带来了庞大的工作量，严重威胁着

其他活动的开展。48 

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措施，让中立国的邮政部门来负责免费向战

俘发送信件、包裹和汇票。瑞士、荷兰、丹麦和瑞典的邮局逐渐接管了这一活

47 截至1918年12月31日，提供给战俘家人的信息多达137万条；截止到同一时间，接待处共接

待了12.5万人次。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战争前期三个月期间展开的活动，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统计

数据，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3, janvier 1918, p. 83; RICR, n°1, janvier 1919, p. 110。
48 1914年秋每日检查和发送4000到5000封信件，Rapport général, pp. 65-66 。

37. 瑞士日内瓦，科尔纳万火车站：寄给战俘们的包裹。包裹被送抵科尔纳万火车站，然后装载到

火车车厢中。包裹由马车拉送。卡车很少见，汽油更稀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R. GILLI - V-P-HIST-03529-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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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有关瑞士邮局发送至战俘的信件的数据如下：4.97亿封信件或明信片，1.15亿件包裹和1千万

张总计价值达1.48亿瑞士法郎的汇票，RICR, n°3, mars 1919, pp. 309-313。
50 战俘局确保了1884914件包裹的发送以及总计价值达21603800瑞士法郎的汇款，Rapport 

général, pp. 64-69 et 224。
51 《海牙章程》中有关敌国领土上的军事当局的第42至56条不在此限。然而，在一些普遍原则

的陈述之后，这些条款只明确规定了占领军征收捐税的相关问题。《海牙章程》中并没有任何

条款涉及对敌方平民的拘禁、人质的扣押和驱逐出境行为等问题。

52 Organis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Genève, CICR, 
février 1915, pp. 43-47; Renseignements complémentaires sur l’activité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Genève, CICR, mars 1916, pp. 40-56; Rapport général, pp. 135-151.

动的主要部分。49 从那时起，战俘局在这方面就只起到辅助的作用 (发送地址

不详的包裹、寻找未能派送的托付物等)。50 

平  民

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医生提议设立战俘局平民科，并在4年战争期间主持和

领导了该部门的工作。他并不拥有巨大财富，却牺牲了自己的业务和病人而投

身于此。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同时还负责着部队医务人员科和战争致残人员科

的工作。 

战俘局平民科的活动有两大特点：

• 一方面，由战俘局救助的人群的情况极具多样性：被普通法庭或军事法

庭判处监禁者、被行政拘留者、被软禁者、人质、被驱逐出境者、被占

领土内的居民、处于中立国的难民，等等；

• 另一方面，关于处于敌方手中之平民的地位的规则缺失。51 

在可能的范围内，战俘局尽力为平民提供与战俘相同的援助，开展了以下

活动：

• 转交被拘禁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等的名单

• 建立卡片资料库

• 开展寻人调查和寻找失踪者

• 提交遣返回国的申请

• 转交官方资料

• 转交信件、包裹和资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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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平民科。
©日内瓦城市档案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Frédéric Boissonnas, V-P-HIST- 00571-09。

39. 平民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05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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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鉴于缺乏法律依据以及战争中受难平民的境况复杂多样，这些活动

根本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交至战俘局的名单永远是不完整的，而且无法定期

送达；很大一部分调查没有结果；占领当局以安全为由规定禁止与被占领土之

间的通信交流，等等。53 

直到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在保护国、中立国的红十字会或国际委员

会的帮助下，交战国才通过商定的双边协议试图规范平民的境遇。然而，大部

分协议都生效太晚，不能有效缓解平民战争受难者的困境。

尽管条件极其不利，战俘局平民科还是取得了显著成果，并成功提供了成

千上万条信息。

令人遗憾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动的总报告中

有很少关于战俘局平民科的相关统计资料。但我们知道战俘局转交了超过19万

条有关被寻平民的信息。54 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到，战俘局平

民科仅在1917年间，就处理了超过8万项有关法国平民遣返回国的申请。55

而且最主要的是，为了限制针对平民的专横手段，为了给平民以最低限度

的保护和精神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通过战俘局平民科的活动不断对交

战国施加压力。

其他救助活动

除了处理有关战俘、被拘留平民和被俘人员家人的信息询问，战俘局还可

提供两种其他形式的帮助，这些帮助是间接的，但同样重要。

首先，战俘局被告知需要干预许多特殊案例：有的战俘生病，需要接受混

合医务委员会的检查并被遣送回国 56；有的要求被转移到相邻的战俘营，以便

5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71-73; n°182, avril 1915, pp. 169-173; n°183, 
juillet 1915, pp. 344-345; n°184, octobre 1915, pp. 505-506, etc.;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69-71.

54 RICR, n°1, janvier 1919, p. 110.
55 Rapport général, p. 143.
56 由拘留国医生和中立国医生组成的混合医务委员会探视战俘营，检查伤者和病者，并制定有资

格被遣返回国或被监禁于中立国的人员名单。这些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交战国是否执行

统一标准 (创伤、疾病和残疾)；实际上，这项职责完全落在了委员会里中立委员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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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费里埃

 (1848-1924年)

1848年12月9日，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出生于日内瓦一个笃信加尔文

教义的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

他曾在日内瓦、伯尔尼、维也纳和海德堡学习医学，并在海德堡大

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学医时，他的叔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始成员路易·阿皮

亚，鼓励他作为志愿护士加入巴登大公的野战医院，该院刚被卷入1870-

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战争。

1876年，他率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批代表团之一前往黑山；当时

该公国迎来数千名难民以及邻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冲突中受伤的战斗

员，他帮助创建了黑山红十字会，并对伤者组织救治。

他于1884年当选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数届红十字国际

大会，主要有1892年于罗马召开的第5届大会，1902年于圣彼得堡召开

的第7届大会和1912年于华盛顿召开的第9届大会。1913年，他在巴尔干

地区完成了一次重要任务，目的是研究如何对战俘提供帮助并以欧洲新一

轮战事的视角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1914年8月，他创建了国际战俘局的平民科。在此问题上，他的同事

们与其想法不同，他们认为该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缺乏法律依据，也因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其它职责的巨大工作量，特别是对战俘的救助工

作。一开始，他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在自己的诊疗室处理有关平民的请

求。由于这项任务的规模太大，于是他提出将这项活动重新列入战俘局的

工作范围，这样就扩展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整个红十字会的行动领域。

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推动该部门的工作。同时他还负责部队医务人员科和

战争致残者科。他牺牲了自己的诊疗室和病人，以便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领导战俘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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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弗雷德里克·费里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平民科和医务人员科负责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0569-18。

停战后，他将全部精力用于起草一个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但令人

遗憾的是，1923年于日内瓦召开的第11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仅表达了善意

的愿望，未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决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历了

各种针对平民的恐怖事件，各国才终于接受由一项保护平民的公约来对其

行为进行约束。于是达成了《1949年 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

瓦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而费里埃医生的草案在某种程度上构成

了该公约的最初草案。

1878年弗雷德里克·费里埃与阿道菲娜·法伯尔结婚。他们共有4个孩

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

1924年6月14日，费里埃医生于日内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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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兄弟相聚；有些战俘的家人因留在被占领土或被迫逃离战火而音信全无；还

有些儿童因逃亡或被驱逐出境而与父母离散。在很多情况下，调查工作最终需

要与医务长、战俘营指挥官或军事长官进行交涉才能进行。紧接着是一系列的

通信与四处奔走，而通过这些不计其数的重复性步骤，战争受难者的境遇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

不过，战俘局的最重要贡献可能在于，其收集到的大量信息有助于建立

并持续更新战争“人道地图”：仅需查阅地区卡片资料库就可以了解不同战

俘营的死亡率；借助不同的卡片资料库，就能够持续更新受害于违背《日内瓦

公约》条款的行为而被拘留的医务人员名单、有资格在战时被遣返回国或被监

禁于中立国家的伤残者名单、被拘留于所谓“报复”营的军人名单、人质名单

以及被驱逐出境者名单，等等。通过这一辛苦繁复的工作，战俘局维护了关于

国际委员会针对各国家红会和政府展开的工作的资料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交战国和中立国中间所享有的巨大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战俘局严谨细致

的工作。57 

战俘营的关闭问题

在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设想过可在实现和平后关闭战俘局，并

将届时处于休眠状态的档案转交给日内瓦州档案馆。实际上，从行政和财务的

层面上讲，战俘局于1919年12月31日进行了清算，也就是说将其账目纳入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账目。58 但国际委员会仍然继续管理战俘局档案馆里的资料，

并回应各种问询请求。就这样，战俘局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常设机

构。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然定期收到历史、传记或家谱方面的诉求。59 

57 Rapport général, pp. 62-64.
58 同上， p. 228.
59 自2014年8月4日起，可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在线访问国际战俘情报局档案：www.

icrc.org。国际战俘局的卡片资料在位于日内瓦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博物馆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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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soit les rapports des délégué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sur leurs visites aux camps de prisonniers), 24 volumes publiés entre mars 1915 
et janvier 1920, Genève, CICR, première série (Rapports de MM. Naville et van Berchem, Dr de 
Marval et A. Eugster sur leurs visites aux camps de prisonniers en Angleterre,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Genève, CICR, mars 1915, p. 3; Rapport général, pp. 85-86.

2 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战俘局的会议记录之外，我们还查考了以下档案资料：Guerre 
de 1914-1918, dossier général; dossiers 418/I, 418/II, 418/IX, 431/IIIa, 431/IIIb, 431/IIIc, 431/V, 
431/VIII, 432/I, 432/II, 434/I, 434/II, 444/III, 471/I, 472/X. 这些会议记录太过简练。另外，我们

发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战争之初的几个月的档案并不完整。

第4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及其

对战俘营的探视

1914年年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任命了两名代表，一名派往法国 (德·马

瓦尔医生)，另一名派往德国 (奥格斯特先生)。这两名代表于1915年1月3日离

开瑞士。几天以后，另外两名代表出发前往英国 (纳维尔先生和范·贝尔赫姆先

生)。这些代表们的任务是探视战俘营和平民被拘禁者营，并就被俘人员的境况

做出报告。1 

这项举措标志着一项全新活动的开端，国际委员会将在这项活动中申明自

身的使命。因而需对此特别留意。

有两个问题马上浮现出来：

(1) 显然，国际委员会并不是盲目地派遣代表参与冒险性的任务。针对一

方交战国的任何一次工作失败，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3项

任务都经过了认真准备，哪怕仅仅是为了确保代表们可以接触到需探

视的战俘。那么，能否重构开展这些任务之前的谈判过程呢？

(2) 是什么原因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装备尚且不足的情况下着手这项

棘手的任务呢？

档案馆的资料只能给我们提供不完整的信息。2 但还是能够借此厘清主要

的协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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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26日至10月4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在波

尔多同撤退至此处的政府官员以及法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进行会谈。

会谈主要围绕战俘名单的转交、信件的送达以及救济物资的运送等问题展开。
3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会谈提及了对战俘营的探视问题。4 事实上，在1914年10

月31日的一封信中，法国红十字会主席沃格于埃侯爵转达了法国政府针对中立

代表探视德国战俘一事的反对意见。沃格于埃侯爵希望“在法国探视德国战俘

应由经军事当局认可的法国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而对身处德国的法国战俘的探

视则应由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来进行”。沃格于埃侯爵进一步表示：“这一点上

无需遵守绝对互惠原则。”5 德国方面对此难以认同。

1914年11月，法国红十字会救助战俘的代表德昂图阿尔男爵探视了多个在

法国的德国战俘营，并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强调战俘营良好条件的报

告。法国红十字会希望这一报告“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文件向公众和德国红

十字会公布，相关信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法国红十字会获得”。6

这一要求未能获得国际委员会的同意。所以，作为“应法国红十字要求所

发布的报告[……]”，该报告被转交给德国红十字会。7 该报告能否如法国红十

字会所愿，“使德国的家庭安心，并终止经常刊登于德国报纸的毫无根据的抱

怨”呢？此事值得怀疑。在不质疑德昂图阿尔男爵的诚意的情况下，我们也有

足够的理由认为，该报告会在德国受到怀疑，如同德国红十字会类似报告会会

在法国受到怀疑一样。

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0, octobre 1914, pp. 251-252;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51-55.

4 我们没有关于古斯塔夫·阿道尔波尔多之行的任何详细报告。他回国后召开的国际委员会会议

的会议记录中仅以10行文字概述了他对其任务所作的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探视战俘营的方

式。相反，该会议记录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凯利先生就探视德国战俘营的议题进行了

调查，但并未明确指出该调查与古斯塔夫·阿道尔的波尔多之行间是否存在联系：“荷兰驻伯尔

尼公使在回答米凯利先生的问询时回答说，有人向我们发出探视德国战俘营的申请，德国大使

罗姆伯格男爵发现要实现计划有重重困难。他已就此告知其政府。”(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séance du 5 octobre 1914). 显然，这一

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弗里德里克·巴贝查看过现已消失的古斯塔夫·阿道尔的记事本，上面似乎

表明古斯塔夫·阿道尔在波尔多行动中要求过中立国代表获权探视战俘营，Frédéric BARBEY, Un 
homme d’État suisse, Gustave Ador, p. 97。

5 Lettre du 31 octobre 1914,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18/IX/A.
6 Lettre du 15 novembre 1914 du baron d’Anthouard,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18/IX/A.
7 Lettre du 25 novembre 1914 au Comité central de la Croix-Rouge allemande,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31/VIII, reproduite dans le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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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法国巴黎和伊苏丹之间某地，1915年2月：古斯塔夫·阿道尔，保罗·德·古特和路易·阿道尔。
© Olivier Dupraz。

要想改变这种僵局，就必须寻求其它方法。1914年12月9日至16日，古斯

塔夫·阿道尔在费里埃医生的陪同下前往柏林，与德国红十字会领导和外交部

及战争部部长会谈，并受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接见。在之前同法国红十

字会商定的基础上，双方就在巴黎和柏林建立“战俘救助委员会”达成一致，

该委员会由战争部、国家红会、保护国 (西班牙和美国) 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代表组成。8 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视这两个国家的战俘营，考察战俘的需

求，并就双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做出报告”。9 显然，进行探视的责任应该由这

些委员会中的中立委员来承担，即由保护国或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来进行。而事

实表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独立采取了相关行动。10 

阿道尔先生与费里埃先生在德国逗留期间趁机探视了在马格德堡、托尔高

和措森的战俘营。11 

8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58-61;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19 décembre 1914. 西班牙确保法国在德国的利益，

而美国则确保德国在法国的利益。

9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première série, p. 3.
10 Rapport général, p. 86.
1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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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19日，古斯塔夫·阿道尔写信向法国红十字会传达了有关协商

的结果和探视战俘营时的观察结果。12 而就在此前一天，德国红十字会确认德

国政府同意由中立代表探视战俘营。1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可以重返他

们的工作岗位了。

国际委员会是否也同步进行了与英国的协商呢？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没能找到这个过程中的相关文件。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国际委员会坚定地走上这条全新的道路呢？

在其出版文献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尽力将这项创举纳入华盛顿大会决

议第6条赋予它的职责范围。14

确实，根据此项决议，国际委员会负责“通过相关政府认可的中立代表”

来确保针对战俘的救济物资的运送与分发。15 因此，国际委员会似乎是为了监

督救济物资的分发工作而派代表去探视战俘营的。

有关救济物资的问题在波尔多会谈和柏林会谈中确实被讨论过，而且集

体救济物资的发送显然需要实施外部监督，哪怕只是为了让提供救济的一方放

心，相信他们发送的物资确实能够到达他们要救济的战俘手中。

然而，监督救济物资发放不可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承担这些新责

任的原因，因为那时该组织已把救济物资的运送责任转交给了其他中间人，尤

其是中立国家的邮政部门。16 而且，阅读代表们的报告就会发现，救济物资问

题并不是代表们首要的关注点，他们更在意的是尽可能完整地展示出战俘的境

遇，这一点非常符合“视察”这一经常出现在那个时期的文件中的用语。17 最

后，从古斯塔夫·阿道尔的一封信中可以得知，在德国的奥格斯特代表就曾抱

怨没有任何物资来进行分发。18 

12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71/I; lettre reproduite dans le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58-64.

13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18 décembre 1914.
14 Ainsi dans Le Rôle et l’Ac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européenne de 1914 à 1916, p. 31.
15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Washington du 7 au 17 mai 

1912, Compte rendu, p. 318.
1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欧洲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角色与行动》第31页中写道：“国

际委员会将救济物资交给了其他人，却保留了代表团”。但确切地说，根据华盛顿大会的决

议，分发救济物资的工作是这些代表团存在的理由。

17 Ainsi, par exemple, dans le Rapport général, p. 85.
18 Lettre du 16 janvier 1915,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31/I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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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此事。

我们相信，应该将问题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1914年秋天的形势是怎样

的呢？马恩河战役 (1914年9月5日-12日) 过后，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各政府、

参谋部和公众舆论面前：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军事行动深陷在战壕的泥巴和铁

丝网的纠结之中。欧洲正在打一场消耗战，说得难听一点，这是一场将走向衰

竭的战争，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自此，战俘的境遇就再次成为人道问题首要关注的重点。他们的境况如

何呢？在东普鲁士战役、比利时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被抓获的人员有数十万之

多。19 针对这一群体的住处、衣物和粮食供给，没有任何事先的准备，所以需

要建设战俘营，组织补给和医护治疗等。时近初冬，大部分战俘除了在8月或9

月自己被俘时所穿的军服，再无其他军服。被拘禁平民的境遇也不容乐观。

这些物质困难滋生了一些最怪诞的传言，激发了公众舆论的盲从。愤怒的

人们要求实施报复，而政府则急于顺应民意。在这些无休止的相互报复中，整

个公约保护体系濒临解体。

“一个令人生畏的力量出现了，它是一个永远存在、无法改变的主宰，它

控制着各国的关系，制止所有的积极行动，中止法律和规章的实施，制约一切

的发展和改善，这就是互惠待遇”，《红十字国际评论》的编辑以一种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并不习惯的抒情冲动写道。“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未能预先确知享

有互惠的情况下遵守其签署的协定上的条款。这种态度如此普遍[……]，以至

于人们想问，所有的人道条约是否都是虚幻的，这种不可调和的互惠待遇至少

在战时是否是各国政府唯一愿意坚持的原则。”20 

由中立公正的观察员对战俘营进行探视可以达到两个目标：

• 鼓励交战国为战俘制度提供必要的改善措施； 

• 向政府和家庭提供有关战俘境遇的准确信息。21 

19 根据古斯塔夫·阿道尔出使柏林时公布的数据，1914年12月仅在德国就有超过60万名战俘，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19 décembre 
1914 。据估算，战争开始6个月后，欧洲就已经有130万到140万名战俘 (Heather JONES,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ited by Jay WINT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vol. II, pp. 266-290, ad p. 270)。

2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31-32.  实际上，在充斥着对互惠的苛求和报

复行为的恶劣环境中，甚至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威胁要拒绝国际红十字大会委托的职责

(télégramme du 21 septembre 1914,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18/IX/A)。
21 Rapport général,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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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法国伊苏丹战俘营，安德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与院中集合的战俘们相见之前，

同一位法国军官交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 00617-42。

但其实可以更进一步：通过客观公正地为政府和公众舆论提供战俘的真实

情况，国际委员会可望阻止不负责任的和有倾向性的宣传，并借此间接地防止

针对战俘的新的报复行为。当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对此公开声明，但由

1915年1月8日马尔瓦医生至古斯塔夫·阿道尔的一封亲笔信中可明确看出。22  

另外，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某些通告中也显露出来：

“……这些在完全独立和公正的保证下进行的探视，其性质是通过向家人

澄清那些被带有倾向性的媒体频繁歪曲的事实真相来安慰他们，有时还会缓和

交战国政府之间的关系。”23 

22 1915年1月8日马尔瓦医生至古斯塔夫·阿道尔的信函,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432 / II / 2 / G.
23 Renseignements complémentaires sur l’activité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à Genève en 1915 et en 1916, p. 37 (souligné par nos soins).  Dans le même sens, 
166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7 février 191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6, avril 1916, 
p. 151;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9-14 
août 1915.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保护国的外交部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保护国受交战国

的委托以保障其国家利益并保护其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人民 (西班牙负责保护法国和俄国的

利益，而美国则负责对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利益的保护)。通过向各政府提供其落于敌方手

中的本国国民境况的准确消息以预防报复行为，这种想法很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外交文件中，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Supplement, The World 
Wa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8, p.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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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摩洛哥的德国战俘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正与战俘们交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 00617-14。

24 Romain ROLLAND, «Inter Arma Caritas», Journal de Genève, 4 novembre 1914, supplément, 
page 5.

在1914年11月1日《日内瓦日报》刊登的一篇长文中，曾为国际战俘局志愿

者的伟大和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力图安抚战俘家人，使其对战俘的境遇放心，并

揭露了法德两国媒体通过传播倾向性信息煽动仇恨情绪，从而导致报复行为：  

“‘战争就是战争’。好吧！因此她自然会将成千上万的战俘、军官、士 

兵牵扯进来。现在，我只想就这些人说几句话。这是为了尽可能地让正在寻找 

他们并且担心他们境遇的家人安心。”因为，双方媒体无所顾忌地传播出大量 

可恶的谣言，目的在于让大家以为最基本的人道法则遭到敌方的践踏。[......] 

经过三个月骨肉相残的斗争，当大家终于感受到这种宽广的人道情感时，发现 

自己又陷入混战，嚣张的媒体发出的仇恨的呐喊令人恐慌和怜悯。他们以为自 

己在做什么？他们想惩罚罪犯，而他们自己就是罪犯：因为致命的话语就是谋 

杀的种子。在被狂热侵蚀的欧洲的病态机体内，一切都在不断地震动和回荡。 

每句话，每个行动都会带来报复。”24

用力求客观和安定人心的信息来防止报复行为这一点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国

际委员会大量发行其代表们所做的报告。这些报告被自动发送到各新闻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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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评论》的所有订阅者手中，在书店也有出售，其中一些系列报告

还得到再版。

此外，由中立的观察员对双方战俘进行的探视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平

等地对待战俘，即一种对战俘来说只有益处的“互惠互利”形式。25 

起初，除了相关政府的相应许可以外，保护国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

表进行的探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战争第二阶段交战国之间缔结的协定考虑到

了这项活动，规定由保护国和“中立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对拘留场所进行探

视。26

关于探视活动的进展，我们掌握重要的一手资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

所做的报告。27

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拘留场所条件各不相同，而且探视活动也都是在不同

的情况下展开，但仍能看出这些代表遵循了统一模式，我们可以对这些模式加

以还原。

首先，代表们针对战俘营和拘禁营的负责机构 (战争部，内政部，国家红

会，等等) 进行整体调查。他们询问有关拘留条件的条例、规定和法令，然后

列出他们想要探视的营地名单。

之后就是对拘留场所的探视了。在与营地指挥官进行一个准备性的会见之

后，代表们会检查所有设施：宿营地、车间、食堂、厨房、医务室、浴室、卫生

设施、禁闭室、食物和包裹仓库、操场等等。这样代表们就能够了解到具体每个

营地的物质条件。他们针对食物、卫生措施、传染病预防与治疗、工作时长和性

质、信件和救援物资的送达、惩戒措施、宣告的惩处等进行询问。尽管报告大

25 类似观点: «Égalité de traitement pour l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militaires ou civils», 163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5 janvier 191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5-8 ;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21-23.

26 Protocole de clôture de la Conférence réunie à Copenhague du 15 octobre au 2 novembre 
1917 (réunion, sous les auspices des Croix-Rouges suédoise et danoise, des représentan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Sociétés nationales d’Allemagne, d’Autriche-Hongrie, de Roumanie, 
de Russie et de l’Empire ottoman), article VIII,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3, janvier 1918, pp. 
122-124; Accord franco-allemand du 15 mars 1918, article 5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 277; Accord franco-allemand conclu à Berne le 26 avril 1918, article 2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 400.

27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soit les rapports des délégué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sur leurs visites aux camps de prisonniers), 24 volumes publiés entre mars 1915 et 
janvier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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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阿尔及利亚，斯蒂塔枯水河：德国战俘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与一位战俘发言人交谈。营

地正在建设中，从围墙开始建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 00617-34。

多写得较笼统，但通过一些特定的评注 (不同营地发放的食物定量卡路里值的比

较，死亡率和发病率的统计表等) 还是能看出这些探视进行得非常仔细。28 

在整个探视过程中，代表们会同被拘留者进行谈话。从一开始，代表们就

把能自由地同俘虏交谈当作最为关键的问题。29 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次

声明，若不能保证其代表可以单独会见由代表自己选定的俘虏，就不再进行任

何新的探视活动。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使我们的视察具有价值，并为视察提供必要的保障，应该确保我们

的代表能够自由地同俘虏交谈。”30 

通过对拘留场所的探视和同俘虏的对话，代表们对战俘营的情况形成了明

确、完整而细致的认识。

28 Ainsi, par exemple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deuxième série, pp. 79-80; 
septième série, passim, etc.

29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première série, pp. 12-15, 25-26, 27 et 46; 
deuxième série, p. 34; troisième série, pp. 26, 46 et 50; septième série, pp. 5-9; neuvième 
série, p. 6; sur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lors de la visite de prisonniers russes en Allemagne, 
onzième série, p. 5.

3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8, octobre 1916, p. 408; dans le même sens, n°194, avril 1918,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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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德国战俘营：科特布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奥格斯特先生正在参观车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004-17A。

战俘营绝不是天堂。在探视结束的时候，代表们再次同营地指挥官会谈，告

知后者他们的观察结果和建议以及战俘的要求和申诉，针对最重要的问题则留待

与相关政府部门斡旋，如果发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代表们会要求展开调查。31 

任务结束后，代表们会把观察到的情况写成报告。观察报告通常包括3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任务中探视过的战俘营普遍情况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对每

个战俘营特殊情况的说明；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代表们会指出应该针对战俘制

度做出哪些改善。这些报告被送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由它将报告传达给保

护国政府和战俘原籍国，并由国际委员会负责出版。

除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再出版代表们撰写的关于拘留场所的探视报告

外，1915年春天实行的这些程序均成为此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们探视所有

拘留场所的范例，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被剥夺自由者的行动的范例。32 

31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première série, pp. 49-50 et 89-91; troisième 
série, pp. 49, 52 et 53; cinquième série, pp. 18-19; septième série, pp. 61-63 et 91; dixième 
série, pp. 13-14, 53 et 60; douzième série, pp. 27, 28 et 53; seizième série, pp. 46-67.

32 François BUGNI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pp. 66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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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初期，国际委员会派遣了54个巡回代表团前往以下

国家或地区：德国、英国、法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奥匈帝国、

意大利、俄国、土耳其、埃及、印度、缅甸、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日

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西伯利亚和塞尔维亚。3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共进行了524次对拘留场所的探视。34 这一数字

相当惊人。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的这项活动并没有协议基础可依，

每次任务都要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因为交战任何一方若不能确定同样的条件

下敌对的交战国会同意开放他们的战俘营，便不会同意开放本国的战俘营。然

而，如果考虑到战俘的数量以及他们被监禁的时间，这个数字又显得如此微不

足道。无论如何，它都无法做到对全体战俘营进行一个系统、定期的监控。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国际委员会没有试图让代表们以一种系统和

定期的方式对全体战俘营进行探视呢？

有两个事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分别在1915年保护国代表开始合法探视战俘

营之前和1919年保护国的委托结束之后进行了大量的探视活动；而在

1915年至1919年之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探视活动则减少许

多。35 

(2) 1917年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保加利亚探视了8个同盟国战俘

营。一年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派出一支新的代表团前往该

国，“因为荷兰代表团专员没有得到保加利亚政府的许可对战俘进行

探视”。36 

因此，尽管国际委员会认为，针对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的待遇实施中立

的监控非常重要，并且它应在必要时采取其权力范围内的措施来建立或促使

33 Rapport général 1912-1920, pp. 86-90.
34 Rapport général, p. 87. 这一数字出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有官方文件中，同已出版的探视

报告中的数据相符。核查档案馆的档案能发现探视的总次数还要多很多，但相关资料文件不完

整导致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35 Rapport général, pp. 88-90.
3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 348. 此外我们发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要求保护

国代表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对特定战俘群体进行探视；例如：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1, 
juillet 1917, p. 287; n°192, octobre 1917, p. 403; n°194, avril 1918, p. 216;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vingt-troisième série,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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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控制度，但它并不认为有必要再向保护国的代表们已经实施定期探视

活动的拘留场所派遣自己的代表。由于保护国的外交部门会向国际委员会传

递其代表所做的报告，国际委员会因此充分了解情况，所以上述结论也就更

加自然合理。37 

能否评估这些探视的作用呢？

在出版文献中，国际委员会主动强调，正是这些探视让俘虏摆脱孤立并带

给他们“精神安慰”。另外，在代表们介入之后，拘留条件得到诸多改善。38 

尽管这些成果的价值难以估测，但它们不容置疑。

但在我们看来，这都不是主要成就。

探视工作最大的作用是，保护国、中立国国家红会和国际委员会的介入打

破了交战国深陷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各国相互采

取的行动和几乎机械式的连锁反应会让公约保护机制瓦解。

然而，对战俘来说，一个基于法律且受独立机构监督的制度，充分发挥了

作用，将地狱般的拘留条件转变为虽艰苦但合宜的条件。

*

尽管国际委员会没有任何权限为被占领土平民的利益而介入，但国际委员

会无法漠视他们的境遇，因为这些民众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且受到特别

严酷的体制的压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次试图派遣代表团进入被占领土。古斯塔夫·阿道尔

主席还提出要亲自前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几个省。这些尝试遭到了德国政府

的拒绝。国际委员会还试图派任务团前往塞尔维亚被占领土，但也未获成功。

的确，从整个前线状况来看，同盟国都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使得国际委员会不

能以互惠为理由进行活动。39 

3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 398; n°194, avril 1918, p. 216; n°195, juillet 
1918, pp. 345-346; Rapport général, p. 63.

38 Le Rôle et l’Ac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européenne de 
1914 à 1916, p. 31; Rapport général, p. 85.

39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Agenc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vol. 7, 22 janvier 
1915, 12 mai 1915, 21 août 1915,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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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914年8月，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因为原来的名字被认为发音太像德语。1924年列宁去世

时，原来的首都名改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恢复了其在1991年时的原名。

41 Rapport général, pp. 90-9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3, janvier 1918, pp. 69-71; n°194, avril 
1918, p. 227; cf. également l’article 51 de l’Accord franco-allemand du 15 mars 1918,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 277.

*

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战期间所设想的那样，巡回代表团完全有能力

承担拘禁营的探视工作。不过，只有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才能保证数量庞大的救

济物资的分发和监控。然而，自1917年起，欧洲大部分地区粮食状况的恶化对

俘虏们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后果。救济问题重新成为首要人道关注。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在战后立刻面对战俘和被拘禁平民的遣返问

题；解决这一问题将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并与大量参与者开展复杂的协商，这就

需要在许多首都设有常驻机构。

因此，国际委员会在萨洛尼卡 (即现在的塞萨洛尼基)、柏林、彼得格勒
40、华沙、维也纳、布达佩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莫斯科等地成立常驻代表

处。41 这些代表处主要负责救济物资的管理和战俘的遣返问题。这两个问题分

属不同章节，无需在此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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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Washington du 7 au 17 mai 
1912, Compte rendu, p. 318.

2 Rapport général, pp. 64-69; RICR, n°3, mars 1919, pp. 309-313.
3 例如收件人地址不详或包裹未能发送至指定的地址。总之，战俘局共负责运送了180万件私人

包裹，Rapport général, p. 67.
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58-62.
5 超过1800节货运车厢的集体救济物资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安排运送， Rapport général, p. 67.

第5章
救济行动

《海牙章程》第15条规定并规范了战俘救济团体的行动。然而，这些团体

当时并不存在。于是，红十字会决定自行承担起委托给此类团体的任务。这也

正是华盛顿大会第6项决议的主题。1 根据该项决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务

则是确保被交托给它的救济物资的运送和分发。这样，它就在每个国家红会和

同属该国的俘虏之间建立起中转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呢？

交托给国际委员会的救济品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名寄给某个俘虏的私人包

裹，一类是集体寄运物资。

关于私人包裹的发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建立了适合的机构：战俘局。

然而，包裹的发送很快就变得工程浩大，导致几乎整个机构的力量都投入其中。

除此之外，一旦某个战俘的家人获知其地址，战俘局就不再有作为中介的必要。

于是，自1914年秋天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措施将这项活动交给中立国家的

邮政部门。2 从此，战俘局就只负责通过普通渠道无法运送的包裹。3 

然而，还是有许多战俘未能收到家人寄来的包裹，原因可能是家庭贫困，

或是家人居住在无法与外界联系的敌占区。国际委员会便采取措施组织集体救

济物资的发送。这些措施取得了成功。4 1914年12月第一批集体救济物资运送

火车途经日内瓦。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接下来是否会根据华盛顿大会第6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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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负责寄件的分发呢？实际上，国际委员会将这项任务转交给了目的地国

家的红会。

因此，国际委员会在启动私人和集体救济物资的运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不过，它并未试图在这一领域谋取特权地位，而是尽可能委托其他的组织

执行任务。

然而，事情并非一直如此简单明了。这一在华盛顿设想的三角关系图 (国

家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俘) 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受到重新审视。实际上，

自1917年起，俄国事变导致俄国红十字会的瘫痪，俄国战俘因此失去了所有来

自祖国的救助，甚至还直接遭受了同盟国大饥荒的后果。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

俘也很快由于缺粮和中欧政局动荡而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此外，俄国内战、二元君主制 6 的瓦解和停战后持续的封锁致使平民居民

生活条件恶化。饥荒严重，基本物资匮乏：城市物资供给中断，药物一剂难

寻，医院甚至无法再供暖，感冒、伤寒等流行病在营养不足的人群中恣意侵

袭。流感在数月内造成了比四年的战争更多的死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漠视这样的形势，然而，其资源的不稳定性又阻碍

了所有大规模行动的展开。不过，国际委员会还是采取了多种措施，主要可归

纳为以下四类： 

(1) 信息：通过柏林、华沙、维也纳、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伊斯坦布

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的常设代表处，国际委员会能够向各国政府

和救济团体提供有关中欧、南欧和西伯利亚局势的详情。这些报告特

别为红十字会联盟和国际联盟的最初的人道干预提供了文献基础 7；

(2) 协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对受灾地区的救援活动和对抗流行病的斗

争中，多次协调相关公共组织或民间组织的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东欧流行病防治中心。在国际委员会的支持下，该中心将波兰、奥地

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医疗专

6 1866年至1918年，奥匈帝国为二元君主制，奥地利君主同时也是匈牙利君主。

7 RICR, n°11, novembre 1919, pp. 1370-1372。红十字会协会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战争委员会主

席亨利·戴维森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建的国家红会的联盟，旨在促进各个成员红会

之间的合作，并鼓励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开展活动，尤其是在公众健康和自然灾害救援领域。

截至1922年，战败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红会一直被排除

在联盟之外。1983年，红十字会联盟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后又于1991年改名为红

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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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CR, n°5, mai 1919, pp. 497-507; n°7, juillet 1919, pp. 788-805; n°10, octobre 1919, pp. 
1209-1216; n°15, mars 1920, pp. 282-295; n°17 mai 1920, pp. 557-577;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166-168; 
François BUGNI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 la santé», 
in: La Conférence médicale de Cannes, 1er - 11 avril 1919, édité par Roger DURAND, Genève, 
Société Henry Dunant, 1994, pp. 177-188.

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9年3月10日的和平大会上的呼吁，RICR, n°4, avril 1919, pp. 465-
469。

10 RICR, n°4, avril 1919, p. 471; n°5, mai 1919, p. 585; n°6, juin 1919, pp. 702-703; n°7, juillet 
1919, 869-870; n°8, août 1919, p. 1002; n°11, novembre 1919, pp. 1348-1350; n°12, 
décembre 1919, pp. 1489-1493 et 1521-1522; n°14, février 1920, pp. 198-205; n°16, avril 
1920, pp. 405-411; n°17, mai 1920, pp. 610-611; n°20, août 1920, pp. 937-941; n°23, 
novembre 1920, p. 1360; n°27, mars 1921, pp. 263-265; n°36, décembre 1921, pp. 1197-
1232 (rapport du Dr Montandon);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95-100.

家都聚集于维也纳，让那些相互间还未建立起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代表

能在非政治性的中立环境下会面。这是一致行动的关键，通过建立起

一连串的检疫隔离点并对所有交通线路进行消毒，他们阻止了当时在

俄国和乌克兰肆虐的伤寒病的扩散 8；

(3) 措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引起各战胜国对从前的同

盟国和俄国的局势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委员会在1919年

3月10日的和平会议上发出的呼吁，要求解除封锁，至少解除针对医

疗用品以及针对组织中欧医院补给方面的封锁 9；

(4) 直接行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靠自身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的救济行动，

有些是为了平民居民的利益 (为医院提供补给、施舍粥饭、建立或补给

儿童收容所等等)，有些是为了战俘的利益 (为在德国的俄国战俘提供补

给，为被遣返回国者组织中转、消毒和康复中心等等)。其中最大胆的

行动当属1919年3月至1921年6月为身处西伯利亚的战俘而进行的救济

和遣返回国的行动。10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初期，国际委员会在救济这一领域的身份发生了

深刻的转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脱离了此前一直保持的中间人角色，更确切地

说，是中转站的身份，着手开展了维护战俘或平民居民利益的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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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俘虏的遣返回国

自马恩河战役 (1914年9月4日-9日) 起，事实就很明显了：这场战争将持

续很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各国大使馆从那时起就面临着将全部或至少是部

分战俘遣返回国的问题。直到最后一批战俘于1922年7月被遣返回国，这一直

是国际委员会最关心的问题。但有两种情况应该加以明确区分：

•  战争期间的遣返回国

•  战争结束后的遣返回国

战争期间的遣返回国

习惯法和《海牙章程》规定，战俘的遣返回国应在缔结和平后尽快进行。

然而，有几类俘虏可以考虑在战争期间遣返回国：

•  严重受伤或生病的战俘

•  医务人员

•  不满可携带武器的年龄的平民

此外，由于战争的持续，出现了将没有资格在战时被遣返回国的战争致残

者监禁于中立国家的问题，以及将已受长期监禁的战俘遣返回国的问题。

严重受伤或生病的战俘

《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第6条规定，必须在战时将严重受伤的敌

方战斗员遣返回国：“当伤势治愈并被公认为不能服役时，应将其遣送回他们

的国家。”

1906年的外交大会以交战国对那些他们必须控制的重要伤员享有绝对的

看管权为借口，决定废除这项义务，并以纯粹的选择性条款取而代之。《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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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e Révision réunie à Genève du 11 juin au 6 juillet 1906, p. 283.
2 今天的联邦外交部。

3 1914年11月12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致联邦政治部主任阿图尔·霍夫曼

的信函，以及1914年11月13日联邦政治部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的信函，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1918), 29 juin 1914 – 11 novembre 1918, 
Préparé par Jacques FREYMOND, Isabelle GRAF-JUNOD et Alison BROWNING, Berne, Benteli 
Verlag, 1981, p. 109; Rapport général, pp. 91-109.

4 因此，在1914年12月19日的一份报告中，瑞士驻巴黎公使查尔斯·拉迪介绍了他为遣返战

争致残者回国所做的努力(Le Ministre de Suisse à Paris, Ch. Lardy, au Chef du Département 
politique, A. Hoffmann, 19 décembre 191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
1918), pp. 124-126).

5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43.

6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44.

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2, avril 1915, pp. 166-168 et 174-175.

年7月6日日内瓦公约》第2条规定如下：“交战国有权同意把已经康复的或适

于运送条件的伤者或病者以及交战国不愿留作俘虏者遣送回国”。1 

但这个决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几个月中就显示出其荒谬性：因为

交战国很快就发现他们需要负担的伤残士兵从起初的数百名变为数千名，而对

他们的拘留既不人道又毫无用处。

从1914年11月12日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尔就对话联邦

政治部 2 部长，提议瑞士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干预，目的在于针对战争中被各

方监禁的战争致残者展开遣返工作。3 瑞士的外交官随后就此进行磋商。4 

法国和德国对重伤士兵的第一次交换于1915年3月2日至11日进行。伤残

士兵经过瑞士，乘坐瑞士提供的医疗火车被遣返至康斯坦茨和里昂。5 类似的

行动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进行。意大利参战之后，意大利北部的科莫和奥地利

的费尔德基希也通过戈塔组织了遣返车队。意大利和奥地利对重伤士兵的第一

次交换开始于1916年11月28日。6

在实践层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虽有限但具有决定性意义：

制订可能在战争期间被遣返回国的人员名单。7 这些由战俘局持续更新的名单

是构成所有交战国间协议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由中立国医生和拘留国医生组成

的混合医务委员会来检查伤病士兵，并根据交战国制定的准则来决定有资格在

战时被遣送回国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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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一数字包含16780名德国人、29223名法国或比利时人、13675名奥匈帝国人、3209名塞

尔维亚人、17479名意大利人、406名英国人、63名保加利亚人、45名奥斯曼帝国人、13名
美国人、2名葡萄牙人、2名俄国人和700名撤离的法国或比利时平民，La Croix-Rouge suisse 
pendant la mobilisation 1914-1919, Berne, Imprimerie coopérative, 1920, (rapport soumis à 
la D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réunie à Genève en 1921, document 
101), p. 72。瑞士红十字会表示总数为81377人，但这个总数与各个部队的兵额数目不符。

46. 遣返伤者，日内瓦，科尔纳万火车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0323-21。

4年间，共有81597名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意大

利、英国、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美国、葡萄牙和俄国的战争致残者，经由

瑞士的301列特别火车，在战时被遣返回国。8 联邦委员会将行动的职责委托给

瑞士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卡尔·博尼上校，瑞士红十字会负责保证对这些伤残

者途径该国时的治疗。博尼上校护送了大部分车队，并成功解决了如此大规模

行动难免会出现的无数困难。他的妻子负责监督护理治疗，很好地协助了他的

工作。在这些病人中有很多结核病患者，他们在被俘的状态下毫无被治愈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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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通过瑞典进行残疾

军人的遣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

案馆 (DR) - S.N. - V-P-
HIST-01144-05。

49. 通过瑞典进行残疾

军人的遣返：陪护人员

确保运输途中的伤兵护

理工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

案馆 (DR) - S.N. - V-P-
HIST-01144-06。

48. 通过瑞典进行残疾

军人的遣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

案馆 (DR) - S.N. - V-P-
HIST-01144-04。



	 第6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俘虏的遣返回国 93

9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1918), pp.132 et 15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2, avril 1915, pp. 256-263; n°184, octobre 1915, pp. 566-576; n°185, janvier 1916, pp. 79-
84; n°186, avril 1916, pp. 204-206; n°187, juillet 1916, pp. 300-301 et 311-312; n°188, octobre 
1916, pp. 415-417; n°189, janvier 1917, pp. 54-57; n°191, juillet 1917, p. 296; n°193, janvier 1918, 
pp. 79-80; n°194, avril 1918, pp. 223-224; n°195, juillet 1918, pp. 359-361; n°196, octobre 
1918, pp. 498-499. Jusqu’en 1916, il s’agit de rapatriements d’invalides de guerre français, 
belges, britanniques et allemands; à partir de novembre 1916, il est également fait mention 
du rapatriement d’invalides italiens et autrichiens,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9, janvier 1917, 
pp. 120-126; n°191, juillet 1917, pp. 248-249; n°194, avril 1918, p. 224; La Croix-Rouge suisse 
pendant la mobilisation 1914-1919, Berne, Imprimerie coopérative, 1920, p. 72 (rapport 
soumis à la D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réunie à Genève en 1921); 
Dr G. A. BOHNY, Carl Bohny (Schweizerköpfe, Heft 11), Zurich, Orell Füssli Verlag, 1932, pp. 
8-18;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44. Ces opérations se sont poursuivies jusque en 1920, de telle sorte que ce 
sont au total plus de 118'000 invalides de guerre qui ont été secourus par la Croix-Rouge suisse lors 
de leur passage à travers la Suisse, 150 ans de passion humanitaire, La Croix-Rouge genevoise de 
1864 à 2014, édité par Guy METTAN, Genève, Éditions Slatkine, 2014, pp. 19 et 104.

1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p. 456-457 ; n°196, octobre 1918, p. 500 ;1921
年于日内瓦召开的第1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荷兰红十字会提交的活动报告提到，荷兰的

两艘医院船运送了27次，共运送12587名德国战争致残者和4745名英国战争致残者，但这

些数字包括了战时被遣返的俘虏和将被拘禁于荷兰的俘虏，这就是英国的数字与德国的数字

有差距的原因，(X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Croix-Rouge néerlandaise, 
Activités pendant la guerre, s. l. n. d. (document n°85), p. 13;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46.

11 “德国、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战争致残者经由瑞典遣返回国”，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9, janvier 1917, pp. 108-110; n°191, juillet 1917, pp. 243.在1917年5月12日致古斯塔夫·阿
道尔的一封信中，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卡尔王子提到，截至1917年5月12日，有超过41000名战

争致残者经由瑞典领土被遣返回国，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1, juillet 1917, pp. 341-345.在
1918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瑞典红十字会称有65000名德国、奥地利或俄国的战争致残者经

由瑞典遣返回国，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6, octobre 1918, pp. 542-546, ad p. 544; Rapport 
général sur l’activité de la Croix-Rouge suédoise 1912-1920, Stockholm, Croix-Rouge suédoise 
et Imprimerie P. A. Norstedt & Fils, 1921 (X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réunie à Genève en 1921, document n°47), pp. 73-76 ;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46.

望，还有大量因战争的残酷而精神受到创伤的精神病患者，其中甚至有很多人

根本记不起自己的名字。9 

约有13000名德国和英国战争致残士兵经由在英国港口至荷兰港口间航

行的医院船的27次运送被遣返 10，同时有65000名在东部前线被捕的俄国、德

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伤病士兵经由瑞典被遣返。运送和医护工作均由过

境国的医务部门在该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负责进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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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行动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重伤或重病者，因为他们一旦返回

自己的国家和亲人身边，就有了被治愈的希望，但若一直被俘，则会死亡。

医务人员

《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规定了部队医务人员应免遭抓捕的原则。在

被敌军占领时，医生和护士应该能够继续履行他们救助伤者的职责；当其对伤者

的护理不再是必不可少时，他们应被送往他们部队的前哨站。12 实际上，我们认

为只有完全免于被捕才能让医务人员能够在敌军进犯时留在伤者身边，并不受阻

碍地致力于救助伤者。这条规则在《1906年7月6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和病

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中得以被保留；该公约第12条规定，武装部队医务部门的

成员以及救护协会的人员“当他们的援助不再必需时”，会被遣返回国。13 

尽管有这一条款，所有交战国还是囚禁了落入他们权力之下的医生、护士

和担架员，无论是因为让他们为囚禁中的同伴治疗，还是出于报复，这都导致医

务部门丧失了宝贵的工作人员，而战争日复一日地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员伤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1914年12月7日有关送返医务人员的郑重呼吁谴责

了这一情况。1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基于1906年外交大会准备工作指出，外交大

会的意图就是让医务人员能够继续对落入敌方势力下的伤者进行治疗，而当他

们对被俘伤者的治疗已不再必要时，他们应被送回自己的部队。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呼吁严格遵守这些条款，并强调“那些最先要求执行但又不严格遵守条款

的国家称不上是文明的国家。”15 

这一问题被列入1914年秋天古斯塔夫·阿道尔在波尔多和柏林举行的协

商中的首要议题，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主席动身前往德国首都的前一天 

(1914年12月7日) 发表呼吁，应非偶然。这些协商打破了1915年初的僵局。
16 同时，在这场成功启动遣返行动的初步协商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要

12 《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第3条，Compte rendu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Neutralisation du Service de Santé militaire en Campagne, 8-22 août 1864, Annexe B;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p. 21.

13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 372. 
14 《医务人员的送返》, 1914年12月7日致交战国战争部长的通函，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45-46;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19-20.
15 同上。

1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63-67; Rapport général, pp. 91-111.



	 第6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俘虏的遣返回国 95

17 150 ans de passion humanitaire, La Croix-Rouge genevoise de 1864 à 2014, p. 104.
18 1659年11月7日法国和西班牙在西班牙雉岛上签署的《和平协定》第24条规定，在两国关系中

断的情况下，可以给双方公民6个月的期限以便将他们的财产和家人撤出并转移到他们想去的

地方，The Consolidated Treaty Series, Edited by Clive PA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1969-1986, vol. 5, p. 338。

19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Paix, La Haye, 15 juin - 18 octobre 1907, Actes et 
Documents, tome III, pp. 9-10, 109-110, 114-118 et 128-129.

作用就变成了持续更新因交战国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而被俘的医务人员

或各国红会的工作人员名单，并为了他们的获释采取措施。一战期间，共有

约26000名医务人员通过瑞士被遣返回国——并返回到治疗战争致残者的岗位

上。通常，这些医生和护士都随着重伤者乘火车一起被遣返。17 

平  民

直至19世纪末，战时身处敌方领土的交战国公民可以自由离开这一点还

是被广泛承认的；并且还给予他们一个固定期限——通常是几周或几个月的时

间——来清理物品和准备行程。18 

这种做法似乎已足够明确，以致于1907年的海牙大会拒绝颁布一项可使

拘禁敌方平民合法化的公约条款，同时限制使用这种安全措施。19 

1914年8月，这些美好的幻想破灭了：自战争的前几天起，交战国就拘禁

了大量平民；除了达到可携带武器年龄的男人，同时还拘禁了大量的女人、

孩子、老人和残疾人。这些人群的地位在条约法中没有界定，然而，针对战

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明确区分是适用于他们的。所以，如果说针对达到可

携带武器的年龄的男人实施监禁尚且合理，那么，至少应该将女人、孩子、

病者和老人遣返回国。

自1914年9月起，联邦政治部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提议将这些平民通过瑞

士遣返回国。在收到法国和德国方面的积极答复后，政治部为遣返被拘禁平民

事宜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中心办事处。随后，其他政府也请求瑞士参与本国在

敌国被拘禁的公民的遣返工作，而德国提议与法国将缔结的协定扩展至遣返居

住在法国北部被占省份的无法服役的平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从靠近前线的

城镇疏散居民，这些居民的住所已被战斗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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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德国霍尔茨明登营地。

从法国北部被占的省份撤离

的法国平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541-32。

51. 德国霍尔茨明登营地。

法国被撤离人员出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539-08A。

52. 瑞士日内瓦。法国被撤

离人员从德国抵达日内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529-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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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自1914年9月22日起，根据法德政府的初步协商结果，联邦委员会决定为遣返被拘禁平民事

宜设立一个附属于联邦政治部的中心办事处，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1918), pp. 71, 75-77, 82-83 et 85-86。

2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3, juillet 1915, p. 343; n°184, octobre 1915, pp. 501-503; n°185, 
janvier 1916, pp. 57-60; n°186, avril 1916, pp. 198-199 et 200-203; n°187, juillet 1916, pp. 
306-309; n°189, janvier 1917, pp. 46-50; n°190, avril 1917, pp. 178-179; n°191, juillet 1917, 
pp. 291-295; n°192, octobre 1917, pp. 406-408; n°193, janvier 1918, pp. 75-77; n°195, juillet 
1918, pp. 348-359; n°196, octobre 1918, pp. 493-498; Rapport général, p. 143.

22 Rapport général, p. 143.
2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0, avril 1917, pp. 178-179; Françoise BREUILLAUD-SOTTAS, 

Évian et le drame de la Grande Guerre – 500'000 civils rapatriés,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Évian, Maison Gribaldi, 5 avril – 25 décembre 2014, Milan, Silvana Editoriale, 2014, 96 
pages; «Le rapatriement de 500'000 civils français par la Suisse. Un épisode méconnu de la 
Grande Guerre», in: La Suisse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Actes du colloque tenu du 10 au 
12 septembre 2014 au Château de Penthes, Édités par Christophe VUILLEUMIER, Éditions 
Slatkine, Genève, 2015, pp. 117-142.

2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0, avril 1917, pp. 142-144;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45-46.

瑞士当局为这些被遣返回国的人提供了瑞士境内的交通服务。20 而战俘局

则处理了上万份遣返回国的个人请求。2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总报告》中

提到战俘局平民科仅在1917年内就处理了八万多份有关法国平民要求遣返回国

的请求。22 

接近50万名出生于法国北部被占省份的平民——妇女、儿童和老人——通

过比利时和德国撤离，然后经过瑞士被遣返回法国，先去往距离日内瓦很近的

安纳马斯，然后应法国政府的要求去往埃维昂，这个位于日内瓦湖岸边的度假

胜地在那三年间成为了巨大的接待和转运中心。23 

已受长期监禁的战俘

1914年8月，欧洲迅速投入战争之中，不管是在巴黎、柏林，还是在伦

敦、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大家都认为几周之内战争就会结束，士兵们很快就会

在圣诞节前凯旋归来。对于战俘来说，战争的延长和僵持导致监禁期延长，他

们看不到获释的希望，这导致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铁网病症”的病理现象 (神

经衰弱、食欲不振、肌肉萎缩等)，并导致身体机能和心智明显受损。这些人因

此再也不能重新拿起武器了，难道不应该将他们送回家中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1917年4月26日的呼吁，要求将已受长期监禁的战

俘遣返回国。24 在联邦政治部的主持下，法国和德国当局在伯尔尼经过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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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后，于1918年4月26日达成一项协定，规定将所有监禁时间超过18个月的

士官和士兵们按照军衔顺序一一遣返回国。此外，还应将超过40岁且有三个孩

子和超过45岁的士官和士兵遣返回国，不限人数和军衔。25 

在中立国的拘禁

当各交战国同意在战时释放重病或重伤的战俘时，他们只同意将所受损伤导

致严重持久性残疾的人遣返回国，比如失去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完全失明等。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即使交战国承认，让遣返回来的原战俘服现

役是被禁止的，他们依然担心释放这些已经残疾的战俘，因为他们仍然可能会

在经济或军事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他们可能在工厂和办公室担任职务，能为

前线战事作出贡献。

因此，我们采用了一些高度限制性的标准：只有严重伤残的人才有权在战

时被直接遣返回国。但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在战俘营遇见很多伤者遭受了

很严重的创伤，但却不足以使其在战争结束以前被遣返回国。那么，有没有可

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呢？

鉴于法国政府对向德国交还残疾者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尤其是对于

一些军官，这些人可能还会以某种方式为德国军队效力，例如进入参谋部的办

公室、兵站或其他地方，1915年1月28日起，古斯塔夫·阿道尔与法国战争部

长亚历山大·米勒兰一起提出可将未获资格被遣返的法国或德国战争致残者送

到瑞士住院治疗。在2月4日的一封信函中，他向联邦委员会建议将那些未达到

战时被遣返回国的全部条件的伤者送到瑞士，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伤，已经完

全不能承受监禁的生活；人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可悲而不恰当的新词“轻度重

伤者们”。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中立国的拘禁意味着比被囚禁于敌国少一些残

酷，而且还会更有可能被治愈，并且完全避免了这些战俘去重新服役。26 

25 1918年4月26日于伯尔尼签订的《德法关于战犯及平民的协定》第1-3条；Bu l l e t i 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p. 396-397; Rapport général, pp. 109-111.

26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1918),  pp. 195-198, 311-312, 396-398 
et 399-400.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的拘禁问题，可参考军医豪泽上校命令下由爱德
华·法夫雷少校编写的报告：L’internement en Suiss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malades ou 
blessés, 3 volumes, Genève, Librairie Georg & Cie, et Berne, Bureau du Service de l’Internement, 
1917-1919, en particulier le volume I, pp. 3-8 et 187-189.罗马教廷在1915年春季也做了相同的
介入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ume 6 (1914-1918), pp.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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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委员会进行的谈判成功将超过67000名伤病战俘拘禁或收治在瑞

士，其中有很多是结核病患者，他们被送往山区疗养地，比如达沃斯、莱辛

或维拉尔；27 这些被拘禁者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甚至能接受亲人的探

视；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时，还有超过25000人被拘禁在瑞士。28 丹麦、挪

威、瑞典和荷兰也同意收治伤病战俘。29 

战争结束后的遣返工作

在同盟国要求停战时，战俘和被拘禁平民的人数约有七八百万，其中大部

分被囚禁于欧洲。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被俘人员被转移到了北非、中东、英属

印度、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亚。而日本则在远东的德国殖民地抓捕监禁了几千俘

虏。30 要将这么多人遣返回国必然困难重重。新的国界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通讯

网络，大片地区遭到彻底破坏，铁路车辆处于完全失修状态，此外，也没有煤炭

可用。政治局势加剧了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战争席卷了几乎整个前沙皇俄国，使

其深陷内战之中；德国也在经历革命风暴；奥匈帝国已然支离破碎。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章程》第20条规定：“在媾和后, 应尽速遣返战

俘。”这项规定与习惯法相符，与威斯特伐利亚协定 (1648年) 之后的各国惯

例也相符；它旨在避免战俘在和平缔结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中依然被监禁，但它

并没有禁止战胜者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就要求立刻将本国士兵遣返回国。德国

就曾在1870-1871年的战争结束之后这样做过。31

27 即37515名法国人、4326 名比利时人、4081名英国人、 21225 名德国人、411名奥地利人和168
名匈牙利人，FAVRE, L’internement en Suiss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malades ou blessés, vol. 
III, p. 37.

28 FAVRE, L’internement en Suiss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malades ou blessés, vol. III, pp 36 et 249.
29 Rapport général, p. 108.
30 据估计，一战期间共有八百至九百万人成为战俘(Heather JONES,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ited by Jay WINT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vol. II, pp. 266-290, ad p.269)。然而，一部分被捕于东部前线的德国、

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俘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定的执行中被遣返回国。1918
年10月，德国还监禁着240万战俘 (同上)。

31 根据1871年1月28日《停战协定》第14条，法国有义务释放所有德国战俘，以换取相应人数和

相应级别的法国战俘。但是，鉴于法国拘留的德国战俘的人数与德国拘留的法国战俘的人数相

比微不足道，这一规定实际上要求的是单方面遣返。德国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署的

《初步和约》第6条同意遣返法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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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多法律上的障碍、物质上的困难和欧洲的混乱，俘虏是如何被遣

送回国的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需要

区分三大行动：

(1) 遣返监禁于原同盟国的协约国俘虏；

(2) 遣返监禁于协约国的原同盟国俘虏；

(3) 将原同盟国的继承国和苏维埃俄国的俘虏相互遣返回国。

(1) 遣返监禁于原同盟国的协约国俘虏

停战协定缔结的一方是协约国，另一方是保加利亚(1918年9月29日)、奥

斯曼帝国 (1918年10月30日) 、奥匈帝国 (1918年11月3日) 和德国 (1918年11

月11日)，协议规定无互惠条件立即遣返来自战胜国的所有俘虏。32 遣返行动于

1918-1919年冬天在协约国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完全没有

参与。33 

(2) 遣返监禁于协约国的原同盟国俘虏

相反，来自原同盟国的俘虏的遣返工作却被推迟至签订和平协定之后。34 

然而，协定的制定引发了无休止的协商。同德国的和平协定于1919年6月

28日在凡尔赛签订；同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协定则分别于

1919年9月10日在圣日耳曼、1919年11月27日在纳依、1920年6月4日在特里

亚农、1920年8月11日在塞夫勒签订。

此外，《凡尔赛条约》的第214和第215条将战俘的遣返时间规定在条约生

效之时。这样，战争结束6个多月之后，战俘的遣返工作又被无限期推迟。35 

32 1918年9月29日同保加利亚签署的停战协定第6条；1918年10月30日同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停战

协定第4条；1918年11月3日同奥匈帝国签署的停战协定第7条；1918年11月11日同德国签署

的停战协定第10条，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I, 
pp. 126, 159, 165 et 174。

33 RICR, n°1, janvier 1919, pp. 37-43; n°2, février 1919, pp. 180-181.
34 同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第6条；同奥斯曼帝国的停战协定第22条；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第10条；

而奥匈帝国俘虏的遣返问题在1918年11月3日的停战协定中并未得到解决，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I, pp. 126, 160 et 174. 甚至重伤俘

虏的遣返都由于战争时期交战国间达成协议的取消而中断；参见1918年11月11日同德国签署

的停战协定第10条，DE MARTENS, op. cit., p. 174。
35 《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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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爱沙尼亚，纳瓦尔中转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1152-14。

54. 爱沙尼亚，纳瓦尔中转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050-26。

55. 爱沙尼亚，纳瓦尔中转营：

医护人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0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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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ICR, n°9, septembre 1919, pp. 1108-1109.
37 和平大会秘书长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函件，1919年9月2日，RICR, n°9, septembre 1919, pp. 

1111-1112.
38 RICR, n°11, novembre 1919, pp. 1323-1334.
3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及成员的函件，1919年10月18日，RICR, n°11, 

novembre 1919, pp. 1348-1350.
40 1919年10月25日和平大会秘书长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函件，RICR, n°11, novembre 1919, 

p. 1351.
41 国际联盟秘书长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函件，1920年4月28日，RICR, n°17, mai 1920, pp. 

601-602.
42 同盟国与俄国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平协定》第8条，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 p. 776。

国际委员会不能对此坐视不管。1919年8月22日，国际委员会向协约国最

高委员会要求遣返协约国各国内的战俘。36 8月28日，最高委员会批准遣返德

国战俘。37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都将德国的战

俘遣返回国。然而法国却仍在等待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的生效才开

始遣返其监禁的战俘。38 

然而，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决议只涉及德国战俘。于是，1919年10月18日，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又采取了新的行动要求遣返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的战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特别强调了监禁于西伯利亚的战俘的境遇。39 和平

大会秘书长答复说，战俘遣返的总体计划即将起草。40 但这个总体计划一直未成

形。最终，1920年春，国际联盟承担起战俘遣返的责任，并将任务委托给著名挪

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让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开展此项行动。41 

(3) 将原同盟国的继承国和苏维埃俄国的俘虏相互遣返回国

被俘于东线战场上的战俘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更令人担忧，因为它与中

欧、东欧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

同盟国与苏维埃俄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

约》规定立即遣返缔约各方的公民。42 然而，由于俄国爆发内战，实际上只有

少数战俘得以被遣返回国。

1918-1919年冬，德国、原奥匈帝国领土范围和俄国的局势混乱，无数战

俘趁机试图依靠自己努力返回家中。他们的尝试遭遇了极其恶劣的条件。多年

的物质匮乏导致身体衰弱，虱子缠身，破衣烂鞋，他们为觅食而被迫偷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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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该协议是为了延续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于1919年1月16日在特雷韦签订，第4
条，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I, p. 210。

44 但还是有少数的战俘被遣返至“白军”控制地区——约58000人，RICR, n°29, mai 1921, p. 494.
45 Rapport général, pp. 116-119.
46 177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4 janvier 1919, RICR, n°2, février 1919, pp. 210-213.
47 RICR, n°16, avril 1920, pp. 416-418; Renée-Marguerite CRAMER, «Rapatri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centraux en Russie et en Sibérie e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russes en 
Allemagne», RICR, n°17, mai 1920, pp. 551-552.

48 Rapport général, p. 117.

不知国界已重新划分甚至有些人的国籍已变，很多战俘在路上就因精疲力竭、

疾病和贫苦而失去生命。还有一些人最终又回到当初逃离的战俘营以求安身之

所。这些毫无秩序也不受控制的迁移加重了流感和伤寒等流行病的蔓延。

因此，当停战协定续约时 (1919年1月16日)，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一个要

求，即由协约国委员会来负责监控俄国战俘的遣返。43 但该委员会严格禁止了

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战俘遣返活动。44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措施。大部分

身在德国的俄国战俘都被怀疑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协约国担心释放他们会为

正与其处于事实上的冲突状态的苏维埃政府提供新的军事力量。随着1920年2

月《凡尔赛条约》的生效，协约国委员会宣告解散。45 

因此，所有在东欧和苏俄之间的遣返活动被中止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决

定主要影响了三类战俘：监禁于德国和原奥匈帝国领土范围的俄国俘虏；监禁

于俄国且大部分在苏维埃政府控制之下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俘虏；监禁于西伯利

亚且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或日本远征军统辖地区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俘虏。

面对这一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从1918-1919年冬开始，国际委员会针对监禁于中欧和正在返俄途中的俄国

战俘创建了一个粮食供给和疏散计划。46 为使计划得以实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

中欧和东欧设立了许多常驻代表处。正如我们所知，这一计划因协约国委员会拒

绝向苏维埃政府控制区遣返战俘而搁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认为，应该将战

俘遣返回国或者送至他们想去的地方，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延迟遣返：47 

国际委员会指出了将仍身处各国的俄国战俘遣返回国的绝对必要性。将他

们遣返回他们的出生地，而不管这出生地是在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还是在反布

尔什维克党的占领地。遣返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战俘热切的归乡愿望，而他们普

遍希望回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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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妮-玛格丽特·弗里克-克莱姆

 (1887-1963年)

勒妮-玛格丽特·克莱姆于1887年12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基督

新教家庭，他们从17世纪起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在日内瓦和巴黎学习法律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她转学历史并获得了

历史学博士学位。1914年在日内瓦加入瑞士邦联一百周年之际，她出版

了《日内瓦与瑞士：关于日内瓦加入瑞士的初期谈判史，1671-1792年》

一书。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位委员的亲人，她在1914年8月国际战俘局

成立之时就作为志愿者加入其中。她与雅克·舍纳维埃一起组织和分担对

协约国的服务，在制定工作流程与方法以促使战俘局在寻人请求源源不断

56. 勒妮-玛格丽特·弗里克-克莱姆，国际战俘局协约国科负责人。
©日内瓦城市档案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Frédéric Boissonnas, V-P-HIST 00569-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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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多的情况下履行其使命方面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由于其学识与能力，

她得以陪同多位委员会委员前往国外执行任务，特别是巴黎、柏林、哥本

哈根和斯德哥尔摩，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女性代表。在联邦外交部的要求

下，她参加了法德谈判，促成了1918年3月15日和4月26日有关战俘的协

定。1918年11月27日，她当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成为其第一位女

性委员。

作为委员会委员，她在日内瓦协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贯彻自《雷通

代停战协定》以来就实施的关于将战俘遣返回国的措施；同时她还为起草

一些修订的或新的条约草案做出贡献，这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备的条约

草案旨在从大战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更好地确保未来对伤兵、战俘和平民的

全面法律保护。

1920年，她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驻俄代表及东欧总代表爱德华·弗

里克结婚。 

然而，爱德华·弗里克离开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定居德国，然后定

居巴黎；所以弗里克-克莱姆女士也于1922年12月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辞

职，成为一位名誉委员。她依旧继续关注新条约草案的拟定。她与乔治·维

尔纳教授一起草拟了保护战俘的公约草案，该草案成为1929年外交大会

的工作基础。她积极参与了这届通过《1929年7月17日关于战俘待遇之公

约》的外交大会。该公约后来成为了二战期间上百万战俘的保障。

弗里克-克莱姆女士还为起草一项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做出贡献，并

参加了1934年于东京召开的第15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大会对该项草案给

予了支持。令人遗憾的是，“东京公约草案”尚未在外交大会上获得通

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突然爆发了。

二战前夕，弗里克·克莱姆夫人回到瑞士，并于1939年9月重新当选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员。她再次致力于战俘局的组建，对保护战俘和平

民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她试图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积极地致力于对平民

的保护并揭露对平民的迫害，但未取得成果。

1946年10月，她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辞职。她再次被任命为荣誉委

员。她于1963年10月22日在日内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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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RICR, No. 11, November 1919, pp. 1348–1350.
50 和平大会秘书长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函件，1919年10月25日，RICR, n°11, novembre 1919, 

p. 1350。
5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函件，1919年11月22日，RICR, n°12, décembre 

1919, pp. 1516-1518.
52 193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8 avril 1920, RICR, n°16, avril 1920, pp. 405-409, en 

particulier p. 407.
53 国际联盟秘书长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函件，1920年4月28日，RICR, n°17, mai 1920, pp. 

601-602.
54 《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相互遣返战俘及被拘禁平民的协定》，1920年4月19日，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vol. 2, pp. 64-69.

在东线战场上被俘并被转移至西伯利亚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战俘的

情况尤为令人担忧，而协约国却将这些战俘遣返的日期推迟至和平协定生效之

时。1919年10月18日，国际委员会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将这

些战俘遣返回国。49 后者虽然做出了承诺 50，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国际委员会

于1919年11月22日再度努力 51，但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依然等到1920年3月23日

才批准了仍在西伯利亚的各国战俘的遣返工作。52 实际上，东西伯利亚已经过

渡到苏维埃政权的统治下，协约国当时对这片地区已经不再有任何控制。

1920年4月11日，国际联盟委员会指定南森医生为高级专员，专门负责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作组织所有战俘的遣返工作。53 

最后，4月19日，德国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在柏林达成了一项相互遣返战俘

及被拘禁平民的协定。根据该协定第9条，双方同意委托“日内瓦国际红十字

会”主持与车队过境国家的谈判，以及车队过境期间的组织与保障。54 

57. 波兰，科威尔，消毒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1716-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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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Rapport général, p. 119; RICR, n°36, décembre 1921, pp. 1197 et 1204; Renée-Marguerite 
CRAMER, «Rapatri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centraux en Russie et en Sibérie e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russes en Allemagne», p. 532.

56 RICR, n°18, juin 1920, pp. 721-722; n°19, juillet 1920, pp. 838-840.
57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21 à 1923, 

Genève, CICR, 1923, pp. 77-134.
58 RICR, n°16, avril 1920, pp. 372-381 et 418-421; n°20, août 1920, pp. 967-969; n°26, février 

1921, pp. 156-158.

58. 德国斯德丁 (现为波兰什

切青)，将俄国战俘经由纳瓦

尔遣返回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004-34A。

政治上的障碍就这样被清除了，便可以考虑实际措施了。德国、奥地利和

匈牙利政府委托国际委员会同苏维埃政府协商，遣返东线战场的所有战俘。55  

1920年5月18日和19日，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邀请下，南森医生和德国、奥

地利、匈牙利以及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们在柏林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战俘

遣返的工作流程。56 

遣返行动主要通过海路，选取三条线路：

• 波罗的海航线：从纳尔瓦 (爱沙尼亚) 或普里莫尔斯克 (芬兰) 到斯德丁 

(德国)；

• 黑海海峡航线：从新罗西斯克到的里雅斯特；

• 太平洋航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的里雅斯特。57 

此外，还有一些是铁路运输线路，途经立陶宛、拉脱维亚或波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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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德国斯德丁，德国战俘抵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3054-22。

国际委员会负责与过境国家的协商，被遣返人员名单的制定以及对海关手

续的监控。59 应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的要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处同样也

负责制定战俘启程所需的身份证件。60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负责组织中

转营和消毒中心。最后，它还部分负责租借交通工具。61 相关政府、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和国际联盟分摊费用。

共有42.5万名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战俘在国际委员会的

主持下得以遣返回国。62 

59 RICR, n°16, avril 1920, pp. 372-381 et 418-421; n°17, mai 1920, pp. 609-610; n°23, 
novembre 1920, pp. 1189-1199; 1920年4月19日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在柏林签订的《德国与苏

维埃共和国关于相互遣返战俘及被拘禁平民的协定》第9条，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vol. 2, pp. 64-69; 1920年4月20日德国与拉脱维亚在柏林签订的《德国与拉脱维亚

关于交换战俘的协定》第7条，同上，第2卷，72-77页；Renée-Marguerite FRICK-CRAMER, Le 
rapatriement des prisonniers après la guerre de 1914-1918, Genève, CICR, 1944, p. 16。

60 RICR, n°17, mai 1920, pp. 610-611; n°36, décembre 1921, pp. 1210-1211; Renée-Marguerite 
CRAMER, «Rapatri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centraux en Russie et en Sibérie e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russes en Allemagne», p. 550; Renée-Marguerite FRICK-CRAMER, Le 
rapatriement des prisonniers après la guerre de 1914-1918, pp. 19 et 25.

61 RICR, n°18, juin 1920, pp. 725-728; 1920年5月8日德国与匈牙利于柏林签订的《德国与匈牙

利关于双方战俘通行的协定》第2条，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vol. 2, pp. 
80-83。

62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21 à 1923,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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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与国际人道法的解释

1864年和1906年《日内瓦公约》以及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的

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公约太过笼统。与其说它们是可立即实施的规

则，倒不如说是靠缔约国的诚意才能践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这套

体系导致在对俘虏的待遇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引发了交战国间

强烈的相互指责和相互报复。因此，整个公约保护体系由于法律文本不够明

确而受到连累。

国际委员会能帮助消除这种威胁吗？

国际委员会的相关努力似乎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

在实践层面上，对战俘营的探视、代表所做的报告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

当局进行的交涉构成了促进拘留条件统一化的一个因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

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1915年春，国际委员会让其在德国的代表 (奥格斯特先

生) 和在法国的代表 (德·马瓦尔医生) 联合对这两个国家的战俘营进行一系列的探

视。1 这些联合探视的目的是通过比较，促进战线两边战俘待遇的一致化。2 

国际委员会是否应该通过向缔约方提出其对适用法律的阐释而在理论层面

上同样有所作为呢？

它在这方面做过多次努力。这里我们只列举其中两点：

• 1914年12月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一份致所有政府并向各国家红会通

报的通知中，针对《日内瓦公约》中有关遣返被俘医务人员回国的条款，作

出了其认为正确的解释。它指出了公约的各类受益群体，以及针对武装部

队医务人员和红十字会辅助人员的遣返适用公约义务的事实条件。3 

1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troisième série, juin 1915, pp. 26-56.
2 同上，p. 26.
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1, janvier 1915, pp. 33-46;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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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各中央委员会并经由各中央委员

会向各政府发出了一份题为《平等对待战俘及被俘平民》的通函。在通

函中，国际委员会陈述了若干其认为有利于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

约》得以认真践行的行动措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通过这些建议

“在交战国之间产生共鸣，以保证所有战俘的待遇平等”。4 

上述立场态度在法律上有何影响呢？

不可否认，一个没有仲裁和司法权限的机构针对《日内瓦公约》或《海牙公

约》做出的解释，对于冲突各方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这种解释不能替代交战国

之间签署的约束缔约国的协定。5 然而，经验证明，这类协定的签订困难巨大且

耗时漫长。事实上，各交战国直到1917年和1918年才缔结了一些详细的协约，明

确指出了《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中所阐述的原则的具体实践内容。

是否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委员会的解释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没有产

生法律影响呢？这一仓促结论应当被摒弃。实际上，通过完全独立地阐明其认为

解释公约条文的适宜方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减少了各方的分歧。从各国政府开

始关注战俘待遇不平等问题时起，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解释就代表了一个趋同的

因素。另外，我们发现，各国政府对国际委员会的表态没有视而不见。6 

此外，通过对公约条文的解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促使各政府对该解释

表明态度，并公布为践行这些条款而准备采取的实际措施。由此，各国的答复

构成了协商的开端，也有助于达成共识。

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表明立场，还是在实践上采取如探视战俘营等行

动，国际委员会都帮助克服了许多的分歧，并促进了对于《日内瓦公约》和《海

牙公约》的一致性解释。此外，我们还发现，各国政府并不认为国际委员会由此

超越了其职权范围，而且它们还经常参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做出的解释。

4 163e circulaire aux Comités centraux, 15 janvier 191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81, janvier 1915, 
pp. 5-8;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21-23.

5 而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局限，例如《红十字国际通报》对1917年7月2日签

订于海牙的英德协定的评论：“很明显，政府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协商达成协定并得到落实，是

改善战俘境遇的最有效方式，而且相对于无任何执行能力的中立当局或非官方机构的建议和干

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92, octobre 1917, p. 397。
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到的答复已出版；例如：关于1914年12月7日的通知，Bu l le t in 

international, n°182, avril 1915, pp. 144-146; n°183, juillet 1915, pp. 314-319; n°184, octobre 
1915, pp. 469-471; 关于1915年1月15日的通函，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2, avril 1915, pp. 
203-208, 225-226 et 253-254; n°183, juillet 1915, pp.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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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十公约《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第21条规定了一

条类似规则。

2 这些通告经常发表于《红十字国际通报》与《红十字国际评论》中。

第8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对

违反人道法的行为

《1906年7月6日日内瓦公约》第28条要求缔约国在国内采取刑事手段来

惩罚对公约的违反行为。1 此外，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

惯例公约》的第3条规定了交战国应为其武装部队违反公约而支付赔偿金的原

则。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上应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理针对违反公约行为的控诉。

但是，这一原则在战争期间难以实施。因此，不论是《日内瓦公约》还是《海

牙公约》，都未具体规定冲突期间应如何处理有关违反公约行为的控诉。

于是，国际委员会重拾以往惯例：当某个国家委员会或政府向它转达一

项控诉时，国际委员会将其传达给被控告的一方，并要求其进行公开调查。随

后，它向控告方传达被控告方做出的答复、解释或致歉。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这些信息的传递，但并不对这些它既无意也无法核

实其真实性的指控事实发表意见。相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常借助这些往来

联系来向双方重申《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条款，并在特殊案

件中阐明它对适用法律的解释。

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吝于阐述自己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英国和

德国在奥菲利娅号船舰问题上的分歧：

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声明，我们的委员会由于对立双方提供的事实大多相

互矛盾，因此无法核查事实真相。我们只得申明原则，并在事实的基础上针对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给出我们认为从法律角度和历史角度都恰当的解释。但

是，与此同时，我们极力坚持自身独立性，并保留一项权利，即以明确、公正

的方式指出某个事件、某个行为或某项程序在我们看来与国际立法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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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6和1907年外交条约的规定或精神相违背；而不论我们的观点是否支持某

一方说法，我们都会这样做。3

这一程序的目的何在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了其之所以转达接收到的

控诉的三个原因：

(1) 这些控诉提醒人们条约的存在以及各国履行条约义务、享受条约权利

的意愿；

(2) 抗议的转达可以给被控告的交战国一个解释自己行为、为自己辩护或

表达歉意的机会；

(3) 对下级进行的调查会有助于重温现行国际法，并促使部队重视对国际

法的遵守。4

然而，国际委员会不得不承认，这些调查并不总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彻

底，有诚意。有时，政府官员认为向对方提出反向控诉更容易一些，而不是进

行结果可能不利的调查；还有些时候，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提醒，一些

控诉还是如石沉大海。5 

但这一程序也可能遇到比公职人员疏忽职守更严重的障碍。借由这一程序

确实可以查明武装部队成员对公约的触犯行为，但最终的执行却只能依靠上级

决策机关遵守公约条款的意愿。因此，如果一国政府最终决定要违反规定，那

么向其转达敌方的抗议并要求展开调查并不会取得实际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应该表明立场呢？

国际委员会多次表明过自己的立场。的确，呼吁尊重法律与公然抨击违法

行为之间仅一线之差，同样，对法律的解释和对违反公约行为的谴责之间的界

限往往也难以划清。但是，即使采用最严格的定义，至少也应记住国际委员会

的4次干预，其公开抗议违反公约行为的意图是不容质疑的 6，即：

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86, avril 1916, p. 172; 类似观点见：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83, juillet 
1915, p. 309; n° 191, juillet 1917, pp. 266-267.  L’Ophelia avait été mis en service par la marine 
allemande comme navire-hôpital; 奥菲利娅号船舰被德国海军用作医院船。1914年10月18日船
舰被截获并被英国法庭处罚，因为除了医院设备，船舰上还载有通讯工具和编码，这些都是军用
通讯船 (“信号船”) 的设备。我们可以想象，截获和处罚奥菲利亚号都引发了德国愤怒的反应。

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6, octobre 1918, pp. 468-469.
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p. 197-198.
6 我们把针对比利时红十字中央委员会解体的抗议 (中央委员会第164项通知，1915年5月8日) 以

及1918年5月6日为俄国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搁置一旁，因为这些抗议针对的是损害红十字原

则并威胁红十字会存在的行为，而不是针对违反公约条款的行为，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83, 
juillet 1915, pp. 275-295;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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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7, juillet 1916, pp. 266-268;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39-41.
8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90, avril 1917, pp. 140-142;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43-44.
9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94, avril 1918, pp. 183-185;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1-72.

交战双方都试图使那些少数民族的战俘改变阵营 (比如加入德国军队的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

加入俄国军队的波兰人等等) ；随着战争的延长和兵力的不足，交战国将战俘重编入特别兵

营，他们在那里必须接受大量的宣教；那些似乎准备加入敌方阵营的人享受到了优待；而拒绝

的人却遭受了极其严苛的待遇、各种刁难或恶意的对待。

1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 194, avril 1918, pp. 185-192; 政府采取的立场, 同上, pp. 188-
192; n°195, juillet 1918, pp. 312-316; n° 196, octobre 1918, pp. 461-464;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3-78;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71-77.

11 当时美国负责保护英国在德国的利益，西班牙负责保护法国在德国的利益。

• 1916年7月12日，就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向交战国和中立国发出呼吁 7；

• 1917年4月14日，就鱼雷攻击医院船事件向德国政府发出公函 8；

• 1918年1月21日，呼吁交战国取消所谓的“宣教营”9；

• 1918年2月6日，呼吁交战国反对使用有毒气体。10 

其中两项措施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就医院船事件向德国政府发出的公函和反对

使用有毒气体的呼吁。

对医院船进行鱼雷攻击

战争开始的前3年间，《海牙第十公约》的施行引发了和《日内瓦公约》

施行时相同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有关袭击医院船的控诉和抗议的处理

方式，跟当初处理有关袭击急救车和战地医院的控诉和抗议一样。《海牙第十

公约》被认为是《日内瓦公约》的延展，所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注该公约的

实施也就不足为奇了。一般情况下，受质疑的交战国以识别错误或者未接到通

知来为自己袭击医院船的行为辩护。

1917年1月，情况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德国以英国政府滥用医院船运

输部队、弹药和战争物资为借口，于1917年1月29日在一份通过美国和西班牙
11 向英国和法国政府发出的通知中，表示他们的潜水艇会在将来毫无预警地袭

击所有在英吉利海峡或北海遇到的医院船。

就这样，德国政府高声宣布了自己要违背已合法缔结的条约。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数条医院船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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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HMHS 兰多维利堡号，

1918年6月27日被鱼雷攻击

的医院船。
佚名摄影师。

来源：维基百科“Hospital ship”
词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7年4月14日致德国政府的公函中，毫不犹豫地反

驳了德国的论据，强调用鱼雷攻击医院船，攻击的不是战斗员而是手无寸铁之

人。公函还宣称，即使德国为自己命令辩护所依据的事实属实，其用鱼雷袭击

医院船的行为也不可宽恕，公函呼吁德国政府将来不再实施这样的命令。该函

几日后被公布于众。12 

在1917年8月17日的一份通告中，德国政府重申了自己先前有关滥用医院

船的断言，即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应当对此负责，并重申这种滥用行为就是德

国采取制止措施的正当依据，并将对冒险进入禁区的医院船进行鱼雷攻击。1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7年9月22日的公函中表示，自己不会对无法核实的事

情进行表态，但重申德国所指控的滥用行为——即使被证实——也并不能成为

用鱼雷攻击医院船的理由。14 

由于协约国的抗议和报复措施都无果，法国政府提出要将所有船旗国为

法国的医院船交由中立委员会监控以证明其诚意，中立委员会可随意在船上停

留并检查装船和卸载的过程。巴黎方面要求国际委员会委派一位委员作为代表

参观协约国的医院船，并确保它们的使用符合《海牙第十公约》的规定。15 最

12 «Torpillage des navires-hôpitaux, note au gouvernement allemand, 14 avril 1917»,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0, avril 1917, pp. 140-142;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43-44.  Le 
CICR devait appuyer sa démarche par la publication d’une étude de fait et de droit sur la 
question du torpillage des navires hôpitaux,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发布一项关于用鱼雷攻击

医院船问题的事实和法律调研来支持自己的举措，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1, juillet 1917, 
pp. 223-236; Paul DES GOUTTES, «Le torpillage des navires-hôpitaux par l’Allemagne»,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tome XXIV, 1917, pp. 469-486.

1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p. 384-386.
1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p. 386-388.
1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0, avril 1917,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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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p. 389-390.
17 J. GALLOY, L’inviolabilité des navires-hôpitaux et l’expérience de la guerre 1914-1918, Paris, 

Sirey, 1931, pp. 103-129.
18 当时，交战国互相推诿第一次使用毒气袭击的责任，都声称自己只是对对方率先使用的

反击。今天，大家普遍认同是德国军队首先发动毒气攻击(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Hutchinson, 1998, pp. 213-215 ; Pierre RENOUVIN, La crise européenne e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ection: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vol. XIX), 5e édition, 1969, p. 298; Encyclopédie Wikipedia en langue allemande, 
rubrique «Gaskrieg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consultée le 6 juin 2016). 赫尔弗莱德·明克

勒写道，法国军队曾在1914年秋试图使用含有催泪瓦斯的弹药，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

些毒气在战场上无效，但他同时还提及了一些文件和证据，证明是德国最高指挥部首先使用了

窒息性毒气。当然，从一方使用毒气开始，其他方也就效仿了(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ss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4. Auflage, Berlin, Rowohlt, 2014, pp. 389-399)。

终，法国、英国和德国将地中海上航行的医院船的监控委托给西班牙——法国

利益的保护国。西班牙皇室海军的军官们登上协约国的医院船，自此，此类攻

击事件就再未发生。16 相反，长时间的协商并没有促成在大西洋、英吉利海峡

和北海达成类似的协定；袭击还在继续，数条医院船连人带货都沉没了。17 

毒  气

在一战期间犯下的所有违反陆战法规和惯例的行为中，对毒气的使用无疑

引发了最强烈的惊恐。1915年1月3日毒气第一次被用于东线战场，1915年4月

22日被首次用于西线战场。1917年7月11日，在佛兰德的伊珀尔地区出现了第

一次使用糜烂性毒气 (芥子气) 的袭击。18 毒气比机关枪或炮弹造成的受难者少

得多，但其使用是极其无耻、恶毒和恐怖的。实际上，它不仅使士兵窒息并遭

受恐怖的痛苦，还会吞噬其所及之处所有生灵。它违反了对有毒武器的禁止性

规定，这些禁止性规定可追溯到很早以前，并且在1899年和1907年的和平大

会上都曾得到严正重申。

这些攻击当然助长了两个联盟的宣传战。

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到1918年初才发声。在1918年2月6日的一份题为

“反对使用有毒气体”的呼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谴责道：“这是一种野蛮

的技术创新，而科学还在不断完善这一技术，也就是使其更具杀伤力，更加残

酷。”它强调了“这些毒气引发的可怕痛苦，这些痛苦的画面比最残酷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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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令人心碎”。面对新一轮规模更大的袭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郑

重宣布：“我们全心全力反对以这种方式作战，这种方式只能被称为犯罪”。

在提到《海牙公约》的禁止性规定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使用化学武器

的一方参战国迫使它的对手也使用化学武器；它坚决要求“禁止使用这种残暴

的作战方式”，并向各参战国及中立国元首、将军们以及公共舆论发出呼吁，

以便“立即达成一项各国军队均承诺忠诚遵守的协议。”19 

不出所料，这份呼吁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迅速成为两个联盟发起的宣传战

的焦点。德国媒体一边将率先使用毒气的责任归咎于协约国，一边指责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在德国取得该领域优势的时候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对于德国媒体来

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在协约国的压力之下发出这份呼吁的，是为了在德国

准备在西线战场发起决定性进攻之时保护法国部队。20 

同时，英国媒体则指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德国1915年首次使用化学武

器时保持沉默，而在英国刚刚在这些武器的生产、使用和对抗措施上取得明显

优势的时候要求大家禁止这类武器。对于英国媒体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呼吁再次证明了德国影响力在瑞士的渗透。21 

“于是，我们受到了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的攻击。每一方都指责我们为另一

方工作。我们不能期盼比这更明显的中立证明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达观

的态度这样指出。22 

现在看来，我们惊讶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次化学武器进攻过后三年

才对其使用予以谴责，也惊讶于它选择这么做的时机。

但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于属于敌对行动法的问题以及违反其完全未参与制

定的公约的问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长期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发表意见。而时机

的选择，可以解释为处于“冬季休战”结束和新一轮攻击开始之前。1917年是

19 1918年2月6日《反对使用毒气的呼吁》，6 février 1918,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p.185-192; 各国政府答复，同上，pp. 188-192 ; n°195, juillet 1918, pp. 312-316 ; 
n°196, octobre 1918, pp. 461-464;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3-78;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71-77。
20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 189. 事实上，1918年3月21日，德国军队在西线战

场发起了一次强度上超越以往所有进攻的攻势。

21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 189;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74.

22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4, avril 1918,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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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疲惫”的一年：罢工和叛乱表明民众和武装部队多么厌倦这场造成大量

死亡、令人筋疲力尽且看不到结果的战争。十月革命警示了这种疲惫的后果。

各国政府都迫切要结束这一切。每个人都希望交战国在1918年发动能够决定战

争命运的重大攻势，并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大量毒气的使用不仅威胁到战

斗员，而且威胁到平民居民。国际委员会咨询了一位杰出化学教授，他证实了

国际委员会的担忧。23 与预先发出呼吁相比，在毒气被大规模使用后立即作出

呼吁的谴责力度更强。

通过1918年5月8日的答复，协约国各国政府一边将率先使用毒气的责任

归咎于德国，一边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举措致敬，并宣称准备就禁止化学武

器草拟一份协约提案，但前提是可以提供适当的保障。24 

23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73-74.

2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p. 312-316;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6-
77.

61. 通过释放毒气进攻。
佚名摄影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Bild 183-F0313-02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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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到1918年9月12日才等到德国的答复。德国政府将使

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归咎于协约国，宣布将不会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期望而

提出任何提案，但会着手深入审查敌人发出的提案，这隐含地排除了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本身提出的任何提案。25 

但那时，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918年7月14-16

日) 之后，尤其后来1918年8月8日英法取得胜利，战争的结局就不再有疑问。

达成与敌对行动相关的协约的时机已过。“德国迟到的答复阻碍了国际委员会

向交战国提出停止使用毒气的提案。1918年11月，《勒通德停战协定》签署

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指出：“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在重新制定战

争法规的外交大会上进行研究”。26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未能阻止化学战争的继续，各国政府的反

应往往更加倾向于化学武器使用的合法化，而不是采取措施防止化学武器的使

用。然而，不论是协约国各国还是德国，都不否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资格发

出一份有关化学武器的呼吁。因此，1918年2月6日的呼吁实际上间接地承认

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敌对行动法领域的能力。

战争一结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开展活动，呼吁各国修订和完善有关作

战行为的规则。在1920年11月22日致国际联盟第1届大会主席和成员的一封信

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不人道的战争行为，特别是

“空战仅限于绝对的军事目的”、“绝对禁止窒息性气体[……]”、“禁止轰

炸开放或不设防的城市”以及“禁止驱逐平民居民”。27 

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1921年3月30日至4月7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第

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提交了这些问题。大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的这些提案，并特别要求“绝对禁止毒气作为作战方式……”。28 

2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6, octobre 1918, pp. 461-464;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p. 77-
78.

26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 78.
27 《限制战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国际联盟大会的信函》，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B CR 

82, reproduite dans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24, décembre 1920, pp. 
1348-1349. 

28 第12项决议，D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réunie à Genève du 30 
mars au 7 avril 1921, Compte rendu, Genève, CICR, 1921, pp. 142-144 et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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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就禁止化学武器开展活动，尤其在有关军备限制的

华盛顿大会之后。29 

恢复禁止有毒武器，并在1925年6月17日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

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最终都要归功于1925年5月

4日至6月17日于日内瓦召开的控制武器、弹药和战争装备国际贸易的大会。30  

据我们所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未直接参与这一协商的最后阶段。31 但是，

毫无疑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其呼吁，通过针对各国政府所开展的活动和

对公共舆论的动员，为该议定书的通过铺平了道路。32 不敢想象，若没有该议

定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是如何。

通过上述各种干预可以界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应对违反《日内瓦公

约》或《海牙公约》的行为：通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仅仅转达接收到的控

诉，不对被指控的事件表态，但可以针对有争执的特别案件提出可适用的法

律。国际委员会只在面对出于政府意愿、危害整个公约保护机制的特别严重且

毫无争议的事实时才会表明立场。

这些抗议的效果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呼吁既未终止针对战俘的报

复行为，也未终止对医院船的鱼雷攻击以及宣教营的存在，更不用说停止毒气

弹的使用。国际委员会对其开展的这些活动的结果也未抱幻想。

29 1922年2月16日古斯塔夫·阿道尔致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信函，转载于：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38, février 1922, pp. 161-162。

30 《1925年7月17日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日内瓦议

定书》，Journal officiel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No 8, 1925, pp. 1158-1167; Société des 
Nations, Recueil des Traités, vol. 94, pp. 65-74;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115-134; Manuel 
du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p. 358。

31 «Protocole de 1925», Note de dossier de Mme Isabelle Vonèche Cardia, 26 avril 2001,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141.2-1.

32 “……191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带动舆论动向，促成这份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议定

书，即《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 216; 同时还见于71-77页 (可能安德烈·迪朗是

出于失误写成了191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反对使用毒气的日期为1918年2月6日，我们

不了解有关这个问题之前的任何公众措施。另一方面，安德烈·迪朗正确地指出，这一呼吁不

仅针对各国政府，也针对公共舆论，这不同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贯做法，也证明了这一呼

吁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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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英国第55师，被毒气所伤的人，1918年4月10日。
摄影：Thomas Keith Aitken少尉。© 帝国战争博物馆。

然而，总体来看，也并非完全负面。法国政府就曾对1916年7月12日的呼

吁做出回应，建议向保护国通报所有的报复行为，要求在通报后4周之内暂停

这种行为。在此期限内，交战国之间可能达成和解，这样就能避免已宣告的措

施的执行。33 这项提议经过协商，被写入1917年和1918年交战国之间缔结的

协定。34 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还达成了一项保护悬挂法国国旗的医院船的

协定。35 

33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88, octobre 1916, p. 405;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ICR, vol. II, 
pp. 63-65.

34 1917年7月2日《英德协定》第9章第20条，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 445; 
1917年11月2日《哥本哈根大会议定书》 (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 第14
章第9条，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3, janvier 1918, p. 133;1918年4月26日在伯尔尼签署的

《法德协定》第42条，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p. 411-412; 1917年12月28日
在伯尔尼签署的《英国-奥斯曼帝国协定》第21条规定暂停8周，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 435; 1918年11月11日在伯尔尼签署的《德美协定》第182条规定暂停40日，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1919, Supplement, p. 52。
35 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2, octobre 1917, pp. 389-390;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ICR, 

vol. II, pp.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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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929年7月27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Actes de la Conférence diplomatique 
convoquée par le Conseil fédéral suisse pour la révision de la Convention du 6 juillet 1906 pour 
l’amélioration du sort des blessés et malades dans les armées en campagne et pour l’élaboration 
d’une convention relative au traitement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réunie à Genève du 1er au 
27 juillet 1929, Genève, Imprimerie du Journal de Genève, 1930, pp. 681-724;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XX, pp. 846-881; Société des 
Nations, Recueil des Traités, vol. 118, pp. 343-411;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pp. 415-447.

尽管如此，这些抗议仍有助于重申保护战争受难者规则的存在，揭露并谴

责违反行为，即使双方均有过错，就像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一样。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活动还有助于防止反复发生的违反行为演变为可以接受的新规则，因

为此类违反行为一旦成为惯例就会实现合法化。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战时

开展的活动为战后人道法规的修订做好了准备，正如《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

禁止毒气议定书》和《1929年7月27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这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百万战俘最后的希望。36 



12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9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 (1917-1921年) 123

第9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对十月革命和

俄国内战 (1917-1921年) 

在所有主要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一个20世纪初仍保留君主政体的国

家。但是，政体的根基已随着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变迁而被破坏。侵占满洲的失

败和1905年的动乱将制度的缺陷展露无遗。1 然而，面对改革呼声，政权当局

却采用了镇压政策。

而这个因民族情绪高涨、社会局势紧张而危机暗伏的帝国，却必须面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考验。然而，坦能堡会战和马祖里湖战役的失败以及为

扭转军事形势所做出的努力都迫使俄国人民做出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因民族

凝聚力受损而变得尤为痛苦。2 作为最高权力源头，沙皇应对政府的无能、经

济的萧条和军事的挫败负责。1917年3月，供应危机在彼得格勒引发了暴力骚

乱，3 部队与骚乱者联合起来。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至16日夜间退位。4 

1 1904年初，沙皇俄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敌对野心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俄国军队遭遇

了陆战和海战的双重失败，俄国在满洲里和亚瑟港主要的军事要塞在被围困十个月之后，于

1905年1月2日投降。这些失败损害了政权的威望。1905年1月22日，当工人们前来请求沙皇

纠正他们遭受的极度不公正待遇时，部队和警察向聚集于圣彼得堡冬宫前的示威者开火。官方

统计有130人死亡，但实际上有数千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一“血腥星期日”导致君主制度

和工人阶级间不可逆转的决裂。

2 在这一阶段，法国几乎独自承担着对德战争的重担，为了减轻法国的压力，俄国第一军和第

二军自8月中旬进入普鲁士东部，尽管俄国军队还远没有完全动员起来。这两支军队整体上的

兵力远超遍布德国东线战场的德国第八军，但这两支俄国军队相互之间距离太远，不能相互

支援。他们在坦能堡会战 (1914年8月27日-30日) 和之后的马祖里湖战役 (1914年9月9日-14日) 
中战败。

3 儒略历1月23日-27日 (AS)，这些事件在俄国历史文献中被描述为二月革命。

4 儒略历191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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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彼得格勒，1917年2月：二月革命第一天，普提洛夫工厂工人示威游行。这些游行标志着导致

了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抗议运动的开始。
佚名摄影师。©俄罗斯国家政治史博物馆。

64. 彼得格勒，涅瓦大街，1917年7月4日。临时政府军队一开火，示威者们纷纷逃跑。
摄影：Viktor Bulla。来源：维基百科 (英语) “February Revolution”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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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沃夫亲王与克伦斯基律师的领导下，临时政府致力于重组政府和扭转

军事形势，但却徒劳无功。整个旧秩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所释放出的革命

力量的推动中土崩瓦解。

列宁在瑞士流亡期间，始终没有停止拨旺革命之火。在得知沙皇退位后，

列宁立刻返回圣彼得堡领导布尔什维克运动。一个对抗临时政府的新政权在工

人与士兵的委员会中诞生。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宣布武装起

义，并于11月7日 (俄历10月25日) 取得胜利。

一系列举措迅速得以实施：土地改革 (11月9日)，工人控制工厂 (11月14

日)，颁布国籍法令 (11月15日) 等等。虽然这些决策对于眼前只具有象征性意

义，却仍然证明了这场变革的深刻性。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变革，更是所有经济

和社会条件的巨变。

然而，和平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事实上，部队被人心惶惶、军纪涣散、

士兵开小差等现象所侵蚀，已临近崩溃的边缘。11月9日起，通过颁布和平法

令，苏维埃政权明确表示要达到既无兼并又无战争赔款的和平。它宣布愿意尽

快脱离战争，但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协约国的分裂。11月26日苏维埃政权要求

停战，并于1917年12月15日缔结停战协定。然而，相关协商毫无进展，2月18

日战事再起。最终，和平协定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达成。5 

然而，整个前帝国的巨大版图已面临被肢解的威胁。分离主义运动正在

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国家不断发

展。此外，反革命势力重新抬头。很快，苏维埃政权在前俄罗斯帝国的所有边

缘地区都遭到了武装反抗。外部战争结束后，内战紧接着上演。

《勒通德停战协定》 (1918年11月11日)  是否能决定内战的结局？在取得

对同盟国的胜利后，许多协约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粉碎俄国革命，扼杀会威胁

整个欧洲的“传染源”。英国和法国派部队登陆俄国北部和乌克兰，而日本人则

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于是，苏维埃政权遭遇四面围困：

北面有尤登尼奇的部队，南面有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在乌克兰有彼特

留拉的部队，在乌拉尔有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部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团。

5 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署《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及

俄国和平条约》；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署《德俄和平条约补充条约》，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roisième série, tome X, pp. 773-811; The 
Consolidated Treaty Series, Vol. 223, pp. 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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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无法承受一场代价高昂且旷日持久的战争，几个月后因战局

未能见分晓而撤出了战争。缺少了这一支持，既无法协调行动又无法获得大众

真正支持的白军部队被一个接一个地打败。1920年11月他们在俄国南部的反

抗被击退，次年在西伯利亚的反抗也被镇压。

但战斗的结束并非考验的结束。一场致命的饥荒降临在这个饱受7年内外

战争蹂躏的国家。与此同时，大批难民涌入东欧、土耳其、波斯和中国。

这场内战爆发于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大陆的俄国，其引起的暴力泛滥源

于几代人积累的阶级仇恨的爆发。这场内战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带来了新的问

题，而国际委员会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手段。不论是从法律层面看还是从物

质层面看，国际委员会都没有自己的资源，只能发送受委托的救援物资。

但这场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伸，且造成无数受难者，国际委员会无

法对其视而不见。

那么，国际委员会具有哪些行动可能性呢？

从法律层面上看，国际委员会不能以任何名义介入内战。实际上，战争法

诞生于法律上平等的统治者之间在战场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产生于国家与国家

之间。6 长久以来，战争法涉及到的都是统治者们面对其他统治者时所遵守的

习惯规则，但他们在内战中则完全不会遵守，统治者保留对其反叛的臣民使用

最严厉的刑法的权力。7 同样，1864年和1906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1899年

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只适用于缔约国之间，即国家之间，其中的任何条

款均不适用于内战。1912年5月于华盛顿召开的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美

国红十字会就红十字会在内战时的角色问题提交了一份重要的报告，但俄国政

府代表激烈反对就这份报告进行讨论，所以讨论很简短。8 因此，不论是公约

6 “作为一种法律规则体系，战争法起源于旨在调整两个法律上平等的主体在战场上的关系

的习惯规则”, Jean SIOTIS, Le Droit de la Guerre et les Conflits armés d'un Caractère non-
international,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1958, p. 53。

7 可参考瓦特尔给出的例子：Emer d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et Institut Henry-Dunant, 1983, 2 volumes (reproduction par procédé photomécanique de 
l’édition originale publiée à Londres en 1758), vol. II, pp. 238-248.

8 Neuv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Washington du 7 au 17 mai 
1912, Compte rendu, pp. 40, 45-49, 60-61, 197 et 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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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06年被任命为瑞士驻俄公使之前，爱德华·欧迪曾是1902年5月于圣彼得堡召开的第7届红

十字国际大会秘书长。瑞士认为大使的头衔是给予王权代表的，因此给予驻外使团团长以公

使之衔。

10 欧迪先生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函，1918年4月2/15日，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65. 东线战场，1917年12月：

1917年12月15日，俄国和同盟

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署

停战协定之后，德国和俄国士

兵在前线开展友好交流活动。
佚名摄影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

馆，图片183-S10394。

66. 俄国 (西伯利亚)，内战结

束：难民们在火车站站台准备

逃离自己的国家。
佚名摄影师。来源：维基百科 (英语) 
“Russian Civil war”词条。

条款还是红十字国际大会的任何决议，均不能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俄国内战

背景下的介入提供任何支持。 

此外，国际委员会当时在俄国和其他交战国家都没有代表。但事实上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欧迪先生自1906年以来一直担任瑞士驻圣彼得堡公

使。9 

欧迪先生惊悉俄国红十字会于1918年春天解散，于是主动采取措施，指

派出生于圣彼得堡并定居于俄国做家庭教师的瑞士公民爱德华·弗里克先生作

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弗里克先生从1914年12月起就以志愿者身份协助

过俄国红十字会的活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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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确认了这一任命，并于1918年5月7日向这位代表下达了一份

给予其很大行动自由的工作指示：

我们对您的委任主旨在于帮助俄国红十字会，让日内瓦红十字会所保护的

人道活动得以在该国继续进行，尽管那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们无法说明这

一职务的具体形式。11 

这位代表首先关注的是力图保留红十字会在俄国残存的一切。

俄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867年，曾取得了显著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初，它就管理着一个诊所、医院、医院船和医务列车的网络体系。它拥有相当数

量的工作人员和库存物资。但它也受到帝国官僚主义缺点的损害：效率低下、腐

败和任人唯亲。此外，它的领导权也掌握在贵族阶层的手中。沙皇退位后，俄国

红十字会的领导层被一些不了解红会机构的人取代。红会很快被推入一场席卷了

其所有机构的灾难。雇员弃职，库房被洗劫一空。此外，边界地区的地方分会也

重组为独立的红会。正如俄罗斯帝国一样，俄国红会也分崩离析了。12 

十月革命后，俄国红十字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与苏维埃政权发生冲突。人民

委员会以1918年1月6日的一纸法令，没收了红十字会资产，并上交给俄罗斯

共和国，废除了中央管理机构，建立了一个重组委员会并由其负责提交红会改

革草案。13 中央管理机构的数名成员被捕，而战俘委员会主席则被暗杀。14 

后果马上就出现了。1918年2月18日战斗再次爆发，同盟国就没收了其部

队所能触及到的所有俄国红十字会资产。作为国家财产，这些资产被视为战利

品。大量的医院、火车和船只就这样被抢走。而重组委员会似乎主要关注遣散

人员和清算红会资产。15 

11 Rapport général, p. 187.
12 弗里克先生的述职报告，1918年11月1日，pp. 2-3,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Jirì 

TOMAN, 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1945),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1997, pp.  6-8.
13 1918年1月6日法令，译文，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Jiri TOMAN, 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1945),  pp. 8-15.“人民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的名称。

14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n°194, avril 1918, p. 298.
15 弗里克先生向欧迪先生所作的汇报，未注明日期，随附1918年4月2/15日欧迪先生致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的信函，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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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

17 1918年5月3日 (4月20日，俄历) 法令；俄国红十字会管理团体致驻彼得格勒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代表处的信函，未注明日期，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Jirì TOMAN, 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1945), pp. 16-17.  

18 1918年5月6日国际委员会代表俄国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Bulletin international, n°195, juillet 
1918, pp. 446-448.

19 爱德华·弗里克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函，1918年7月11日，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通过强调红十字会的规模及其国际影响，弗里克代表才成功说服新的领导

者们必须保持俄国红十字会的继续存在。16 他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在1918年5

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对1918年1月6日的法令进行了补充，规定俄国

红十字会“作为以1864年和1907年《日内瓦公约》为活动基础的红十字国际

联合会的一部分，未被取缔”，而且“作为红十字国际联合会的一部分，它的

所有特权得以保留”。17 

但这只是部分成果。

另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1918年5月6日致战时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

提出抗议，反对解散俄国红十字会中央管理机构，反对扣押红会的物资。18 

经过新一轮与红十字会中央团体以及政府的洽谈，弗里克代表受邀加入一

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草拟一项有关俄国红十字会的重组以及其在国际红十

字会运动中的地位的法令。19 弗里克拟定的草案似乎成为1918年2月法案的基

础，其全文援引如下：

俄国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苏维埃) 告知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和所有加入《日内瓦公约》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承认并遵守该公约的第一

个版本和后续版本以及俄国在1915年10月之前加入的有关红十字会的所有国际

公约和协定。苏维埃政府亦保留其基于上述公约和协定的所有权利和特权。

鉴于俄国红十字会内部组织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化的细节随后会通知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俄国政府认为须通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遵守《日内瓦公

约》的各国政府，位于莫斯科 (Armjanskii per, dom 3) 的俄国红十字重组委员会

领导所有俄国红十字会组织。

该委员会受俄国政府委托，履行有关红十字会职能的义务，并享有源于《日

内瓦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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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俄国饥荒，1921-1923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1312-21。

68. 俄国饥荒，1921-1923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2591-34A。

69. 俄国饥荒，1921-1923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1107-18。



	 第9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 (1917-1921年) 131

实现和平以后，俄国红十字会的首要任务是向战俘提供救助，无论是在德国、

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俄国人，还是在俄国的德国人、奥匈帝国人和土耳其人。

为此，俄国政府委托俄国红十字会倾尽全力、运用其所掌握的所有资源向

战俘提供救助。

莫斯科战俘救助委员会 (位于莫斯科Krasnaya ploshchad’, Srednie torgovie 

riady, 312) 是俄国红十字会的一部分，它针对身处外国的俄国战俘的救助活动

没有中断，继续享有国际公约和特别协定赋予红十字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并继

续履行其迄今一直行使的所有职能。它受俄国政府和俄国红十字会委托全力救

助在外国的俄国战俘，并在这方面享有广泛的行动自主权。俄国政府和俄国红

十字会请求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委员会、《日内瓦公约》缔约国政府和所有现存

的红十字会向其提供帮助、支持和协作。

最后，俄国政府确信战俘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告知各国政府和相关

组织，它已将所有涉及战俘、被拘禁平民和难民的政府职能赋予一个名为“战

俘和难民管理委员会”的专门机构 (Bolshaya Nikitskaya No 43, Moscow)。20

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不容小视，法令显然是由爱德华·弗里克起草，由人民

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列宁) 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

维奇·契切林签署的。尽管苏维埃政权刚刚宣布废除帝国政权所缔结的所有政

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但它承认人道承诺的不可变性，表明其在红十字国际团

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意图，这也间接强调了红十字机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的普

遍意义。21 

20 1918年6月2日法令，由吉里·托曼翻译，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1945),  pp. 18-20.  
Archives du CICR, dossiers Mis. 1.5, et dossier CR 00/50c, 对苏维埃红十字会的承认，dossier 
P. Des Gouttes (carton n°38); 1918年8月7日的一项条例对上述法令进行了补充，同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34, octobre 1921, pp. 1038-1040.  1918年6月4日《消息

报》第112期发表的法令官方版本的第一段中提到的是至1915年10月俄国参与的协约，而不

是至1917年10月俄国参与的协约，应属笔误 (Jirì TOMAN, 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
1945), p. 20, note 39)。在1918年7月11日爱德华·弗里克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信函中，

他确认在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下，亲自草拟了1918年6月2日的法令(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E 100/338)。

21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1978,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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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项法令保证了红十字会在俄国的存在，但这一红会需要彻底重组。

为了重组俄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弗里克代表召集了一些重组

委员会成员以及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红十字会代表 (这些国家红会驻俄代表处

规模较大)，然后组建了一个名为“红十字国际协商会”的专门机构。22 由此开

始，作为该组织骨干的爱德华·弗里克通过这一中间组织履行自己的使命。

因此，应该介绍一下国际协商会的活动。主要活动大体如下：

• 重组俄国红十字会。

• 保护落入同盟国权力之下的俄国红十字会的资产和设施。

• 保护并救助在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战俘，以及在同盟国的俄

国战俘，主要派遣混合委员会来开展工作。混合委员会由俄国红会和中

立红会代表组成，负责探视战俘及向他们分发救援物资。

•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建两个负责救助监狱在押人员的委员会。

• 向西伯利亚派遣一支由瑞典和丹麦红十字会成员组成的任务团，负责向

平民和战俘提供救济物资。

• 向西伯利亚当局派遣一支任务团，负责使被白军抓获的人质获释并寻找

被困于乌拉尔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夏令营的孩子们 (实际上，这些孩子

最终被撤离到东部，后来在美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途经西伯利亚、太

平洋、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北海和波罗的海返回俄国)。

• 防治传染病，主要通过向高加索地区派遣一支大型医疗队的方式进行。

该医疗队受丹麦红十字会和国际委员会组成的混合代表团保护，爱德

华·弗里克为此任命了定居在俄国的一名同乡保罗·皮亚杰先生作为国际

委员会代表。23 

针对监狱的行动最值得注意。事实上，这是国际委员会第一次试图为因

国内冲突局势被捕的人们而进行干预。这主要是一项救济行动，粮食危机、物

资普遍短缺和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导致战俘的境遇极其悲惨。协商会分发了粮

食、药品、衣物、鞋子和书籍等。这次行动的首要重点是针对被拘禁的外国

22 德国、奥匈帝国红十字会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红新月会的代表参与了有关战俘的国际会议的工

作。

23 1918年11月1日弗里克先生的述职报告，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国际协商会

会议记录，出处同上；Rapport général, pp. 190-193;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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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Rapport général, p. 192;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83-84; Jacques MOREILL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Genève, Institut Henry-Dunant, et Lausanne, 
Éditions L’Age d’Homme, 1973, pp. 41-47.

25 1918年12月29日国际协商会秘书W·沃尔科夫先生致弗里克先生的报告，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

26 1918年12月10日马蒂尼和博斯医生的报告，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 (Carton 1)。
27 至少没有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回去。我们不知道爱德华·弗里克是否在结束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工作后以另外的身份回过苏联。

70.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红十字会租用船只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夏令营营地的780名俄国儿

童带回家，这些儿童因内战而不得不撤离到西伯利亚。经由旧金山、巴拿马运河、纽约和布列斯特 
(法国)，这些孩子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 (西伯利亚) 带回彼得格勒。1920年7月13日从符拉迪沃斯托

克出发，10月13日到达芬兰科维斯塔。途经距离：14880海里 (23947公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2491-01A。

人，不论其被监禁的理由为何。不过，代表们获准探视监狱医疗室以及俄国囚

犯与被监禁的外国人所在的监禁处所，他们要求改善所有俘虏的境遇。24 

人们就每月一次探视的原则达成了一致，并辅以间隔更短的救援物资的分

发。25 

通过一份马蒂尼医生和博斯医生编写并提交至司法部人民委员的探视报告，

可以得出结论，代表们为了能够探视监狱，仿效了探视战俘营所遵循的程序。26 

1918年10月，爱德华·弗里克返回日内瓦。他原本打算只离开几星期，为

俄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寻求支持，并为战俘的处境找寻对策。但事实上，他自此

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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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数月以来，协约国在德国与奥地利的俘虏主要的供给均来自其原籍国的集体救援物资。而那些

接收不到这种救援物资的人，尤其是罗马尼亚人，他们的国家被完全占领，而占领军优先征调

了大量食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悲痛地意识到他们正“如苍蝇般大批地”死去。

29 1919年6月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俄国战俘救援代表团的报告，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议记录 (战俘局) 第8卷，1918年12月8日，11日和23日等。

7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伯利亚。美国红十字会医务火车，为对抗在俄国和西伯利亚肆虐的伤寒

而做了特别装备。医生、护士和助手都是红十字工作人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1682-20。

事实上，弗里克代表刚一回到瑞士，《勒通德停战协定》 (1918年11月11日) 

就改变了大局：同盟国反过来陷入混乱之中，导致俄国俘虏的处境转入危难；监

狱没有了供给，因为各拘留国遭到封锁，粮食危机空前加剧，而俘虏们的原籍国

正陷入内战的动乱之中。28 成千上万的俘虏希望能靠双脚走回自己的国家，结果

却因饥饿、寒冷或疲惫致死。同时，由于停战使俄国战俘的命运如同原同盟国的

命运一样掌握在了协约国手中，决策中心也随之迁移。

于是，国际委员会决定派遣爱德华·弗里克前往巴黎，向协约国提交一个

关于向俄国俘虏提供补给并将其遣返回国的计划。

从协约国获得国际委员会所需的经费保障后，爱德华·弗里克就受托着手

组织并协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俄国战俘采取的援助行动。29 实际上，他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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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爱德华·弗里克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曾指派保罗·皮亚杰和尤金·努斯鲍姆在他走后临时替代他。但

这两位代表未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认可，也未与国际委员会沟通，因此他们不能有效代表

该组织。

31 1920年6月22日尤金·努斯鲍姆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32 Edgar BONJOUR,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Neutral ität, Vier Jahrhunderte 

eidgenossischer Aussenpolitik, Band II, cinquième édition, Bâle, Helbing & Lichtenhahn, 1970, 
pp. 260-271; Roland RUFFIEUX, La Suisse de l’entre-deux-guerres, Lausanne, Éditions Payot, 
1974, pp. 49-72.

33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 VII (1918-1920), Tome 1, 11 novembre 1918 – 28 juin 1919, 
préparé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FREYMOND et Oscar GAUYE par Antoine FLEURY et Gabriel 
IMBODE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Daniel BOURGEOIS, Berne, Benteli Verlag, 1979, pp. 1 et 6. 

3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suisses, vol. VII (1918-1920), Tome 1, pp. 8, 44, 75, 81-84, 140, 
308-311 et 548-552; Roland RUFFIEUX, La Suisse de l’entre-deux-guerres, pp. 113-114.

就成为了国际委员会在东欧所有行动的领导者，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一直往返

于日内瓦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柏林、华沙、里加、瑞威尔 (现今塔林)、布拉

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与基辅等地的代表处之间。

但由于这一新的指派，莫斯科的职位便处于空缺状态，30 而当时国际委员

会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危险期。此外，爱德华·弗里克离开后，

国际协商会也很快瓦解。1919年6月，国际协商会被解散，其处所被洗劫一

空。31 

而爱德华·欧迪在俄国的任务是于1918年11月11日在痛苦的境况下结束的。

实际上，当半个欧洲的教堂钟声庆祝停战协定和4年战争带来的痛苦和哀悼结束

的那一天，瑞士却因其历史上最后一场总罢工而瘫痪，国家出现巨大分裂。尽

管罢工很大程度上是由4年战争累积的贫困和苦难所导致的，但政府和很大一部

分人认为这是一次由莫斯科通过伯尔尼的苏维埃代表 (“伯尔尼特使团”)策划的

叛乱罢工。32 同一天，联邦委员会宣布中断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下令驱逐“伯尔

尼特使团”，并要求俄国政府交还瑞士驻俄国公使团成员的护照。33  

然而，第二天联邦委员会组织俄国外交官返回俄国时，苏维埃政权却宣

布，只要瑞士不接受俄国代表团返回瑞士，就不会让瑞士外交官离开俄国。瑞

士联邦委员会和大多数瑞士公众舆论表示拒绝。此外，协约国和瑞士的其他邻

国向瑞士施压，要求它反对对俄国代表团重新开放，认为他们是政治宣传的中

心和革命的温床，不仅会威胁联邦的稳定，还会威胁整个欧洲的稳定。结束这

场危机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34 因此，在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俄国工作了12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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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爱德华·欧迪被软禁了，并且目睹了瑞士代表团和由瑞士公使团保证安全

的大使馆的贵重物品遭到劫掠。1919年2月他被遣返回国，但回到自己国家时

他病痛缠身、心力交瘁。1919年12月7日他在日内瓦去世。35 

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18年11月11日之后在俄国便不再有代表，

跟俄国不再有联系，而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正面临着内战和外国的干涉。 

有两个问题使得国际委员会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

一方面，苏维埃当局认为，俄国红十字会是1867年创建的协会的继承

者，鉴于1918年1月6日的法令解散了中央管理层，但没有取消红十字会的法

人资格，因此苏联当局要求俄国红十字会享有全部公认的国家红会特权。36 

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面临着各种相互敌对的要求，一方来自附属于苏

维埃政权的红会，另一方来自俄国红十字会的原领导人，而该红会已在由反革

命力量控制的地区和在国外重组。此外，还有一些红十字标志下的协会分别建

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地。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备

与所有这些从事人道行动的红十字组织共同协作，但并不打算在俄国局势稳定

前宣布正式承认任何一个红会。37 

另一方面，大约250万名俄国战俘尚被监禁于原同盟国中，这是一大批训

练有素的士兵，苏维埃人及其对手们都希望据为己有。各方均要求将全部战俘

遣返至己处。

而国际委员会则认为，战俘的遣返不应服从于政治利益，他们应被送回其

出生地，或其自行选择的俄国区域。38 

35 «Décès de M. Édouard Odier», RICR, n°12, décembre 1919, pp. 1495-1497.
36 从一开始，新建的红十字会就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能委派它们到现存的协会；然后，国际

红十字大会委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保新的红会服从红十字会的基本原则，其结构和身份可以

让它们完成任务。这项审查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承认了新的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由此证

实新红会符合现行承认的条件，并委派它前往其他兄弟红会。这种承认主要是让新红会在国际

红十字大会和其他法定的会议中获得全部的权利。

37 中央委员会第178期通函， 7 février 1919, RICR, n°3, mars 1919, pp. 327-328;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致俄国红十字会驻伯尔尼代表巴格茨基医生的信函，1919年7月30日，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CR 00/50 c. 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21年10月承认了俄国红十字会。Jirì 
TOMAN, La Russie et la Croix-Rouge (1917-1945), pp. 25-30. 

38 Rapport général, p. 117;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21 à 1923, Genève, CICR, 1923,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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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俄国，瓦尔纳。内战。疗养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28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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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委员会从未参与过任何强制的遣返行动，但一段时期内能被遣返

的俄国战俘都被遣至了白军控制区，而国际委员会负责予以协助，这一事实足

以造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苏维埃政权的对手勾结的印象。

此外，人们不禁会想到，国际委员会既未让爱德华·弗里克返回莫斯科，

又未派出继任者，也未向苏联当局解释弗里克被委派新任务的原因，由此轻慢

了一个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拒绝与其打交道而变得愈加敏感的政府。

直到1919年7月，国际委员会才决定向莫斯科派遣一支新的代表团以便与

俄国红十字会和苏维埃当局重新取得联系。39 但当这支由雷德瑞少校带领的代

表团准备出发时，苏维埃广播宣布不允许这些代表进入俄国。40 

但重新取得联系还是必要的。1920年初，国际委员会决定派遣爱德华·弗

里克前往哥本哈根会见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41 但出于一些无法弄清的原

因，此次会晤未能达成。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让爱德华·弗里克前往莫

斯科，但这一措施最终也未获成功。在1920年6月12日的信函中，俄国红十字

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索洛维约夫医生解释了苏维埃当局拒绝的理由，是因为爱德

华·弗里克曾去过当时被反革命军队控制的基辅，还曾与原俄国红十字会组织联

系过。弗里克代表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样受到了指责。42 

为了反对派遣代表团，俄国红十字会还指出了国际委员会拒绝承认其合法

性的事实。43 结果，直到1921年10月，也就是俄国红十字会获得承认之后，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才终于成功向莫斯科委派了一名代表。44 

这些波折和分歧并没有阻止国际委员会为逃往土耳其、东欧和中国 45 的大

批难民以及遭受1921年重大饥荒的俄国受难者提供援助。46 

3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议记录 (战俘局)，第8卷，1919年7月1日。

40 同上，1919年9月8日。 
41 同上，1920年1月9日和2月2日。

42 1920年6月12日索洛维约夫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函，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5。
注意，1919年秋，因波兰政府指控爱德华·弗里克为布尔什维克分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迫将其

召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议记录 (战俘局) 》第8卷，1919年10月27日和11月3日、10日)。
43 索洛维约夫医生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电报，1920年5月23日，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CR 

00/50c。
44 致中央委员会第206期通函，1921年10月15日，RICR, n°34, octobre 1921, pp. 1035-1040。
45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21 à 1923, 

pp. 60-65;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168-174.

46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21 à 1923, 
pp. 65-69;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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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俄国饥荒，1921-1923年。萨马拉，1922年6月。瑞典红十字会安排的食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 (DR) - S.N. - V-P-HIST-02590-23A。

*

那么，从国际委员会与内战的第一次交集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很明显，结果各异。

如果说取得过一些显著的成果的话，那么，列于首位的当属爱德华·弗里

克对1918年6月2日的法令以及俄国红十字会的改革做出的贡献。但我们也应

该记住那些重大的失败。归根结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未能发挥自己在交战

方之间的中立调解者的作用。

这一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交战方的意图，他们相互质疑对方的合法

性，拒绝在其相互关系中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每一方都要求得到排他性的认

可，并质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时与交战敌对方商谈的权利。

但这一失败还应归咎于国际委员会与苏维埃新政权相互之间的极度不信

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能与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之敌的协约国明确划清界

限，也没能与选择了阵营的联邦委员会划清界限，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

事实上，从1914年8月至1917年5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与联邦委员

会保持着距离，联邦委员会不顾宣战时郑重重申的中立传统而危险地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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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情况从1917年6月起就是另一番样子了。1917年6月18日，瑞士实际

上爆发了自独立联盟战争 (1846年) 和联邦国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联邦议员阿图尔·霍夫曼以其超群的智慧主导着内阁团，罔顾中立法，为俄国

和同盟国之间的单独媾和而进行斡旋，在损害了瑞士与交战国之间关系以及国

家凝聚力的悲惨形势中被迫辞职。为了找人替代他，联邦议会求助于古斯塔

夫·阿道尔，他被认为是天降大任之人，唯一有可能对外重建中立的可信性、

对内重建联邦和平的人。47 但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主席位列于联邦委员会，如何能相信它面对联邦委员会具有独立性？然而，随

着1918年11月11日的大罢工、瑞士外交官在俄国被扣为人质、在俄瑞士资产

的国有化以及1919年6月彼得格勒的瑞士公使团遭洗劫，联邦委员会断绝了与

苏维埃政府的所有联系。

最后，国际委员会在1919-1920年内战关键时期没有驻莫斯科代表的事实

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如国际委员会必须承认的那样：“在交战方之间维持中立、获得接受要

比在国家间难得多”。48 

无论如何，国际委员会遭受的失败与其获得的成功一样反映出红十字会在

内战情况下开展行动的重要性，以及为这些行动奠定基础的必要性。1912年于

华盛顿召开的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对此进行了审议，但未能做出决定。此后

发生的事件给出了答案。历史总是充满讽刺，华盛顿会议上强烈反对的那些人

最终要求红十字会的介入。

47 由于不满轻易放列宁及其随行人员返回俄国，联邦议员阿图尔·霍夫曼，联邦政治部部长，

于1917年春天同意安排当时仍是反对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德国之间进行一次秘密商谈，为

了在俄国和同盟国之间达成单独媾和。这种针对俄国临时政府和协约国的手段显然违反了

中立法。当阿图尔·霍夫曼写的告知德国战争目的的加密电报被截获、解密和公布时，这位

联邦议员被迫辞职，这延长了瑞士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有关1917年6月18日的危机

和选举古斯塔夫·阿道尔为联邦议员，可主要参考作者的文章：François BUGNION, «L’affaire 
Grimm-Hoffmann et l’élection de Gustave Ador au Conseil fédéral: naufrage et restauration de 
la neutralité suisse», in: La Suisse et la guerre de 1914-1918, Actes du colloque tenu du 10 au 
12 septembre 2014 au Château de Penthes, Édités par Christophe VUILLEUMIER, Genève, 
Éditions Slatkine, 2015, pp. 513-543.

48 克莱姆小姐致爱德华·弗里克的函件，1919年2月17日，Archives du CICR, dossier M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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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Rapport généra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sur son activité de 1912 à 1920, 
p. 208。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匈牙利的活动，可参考上述Rapport général第194-208页，

以及下列见证和著作：Louis LEOPOLD, «Le régime soviétiste en Hongrie du 21 mars au 1er 
août 1919 et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RICR, n°12, décembre 1919, pp. 1427-1439; André 
DURAND, Histo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De Sarajevo à Hiroshima, pp. 
100-112; Jacques MOREILL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pp. 47-52.

50 Résolution XIV, D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tenue à Genève du 30 
mars au 7 avril 1921, Compte rendu, Genève, CICR, 1921, pp. 217-218.

51 有关第1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对于红十字会在内战中的作用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西班

牙内战时的行动的审议，可参考作者的著作：François BUGNION,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pp. 295-301 et 307-328; Pierre 
MARQUÉS,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d’Espagne (1936-1939): Les Missionnaires de 
l’humanitaire, Paris et Montréal, L’Harmattan, 2000, 452 pages。

事实证明需要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因此有必要总结相关经验教训。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在其递交给1921年3月至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0届红十字国际

大会的活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如下：

国际委员会以及其他在俄国和匈牙利的中立代表们的努力证明：

1. 内战时，说服新建政府承认红十字会各机构以及红十字会活动具有超

国家的价值是可能的。

2. 一些中立代表或可能由红十字代表组成的超国家机构的介入，会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保持活跃的红十字机构之间或对峙的党派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能让这些党派承认红十字旗帜下所有活动的非政治性及纯粹的

人道特性。

内战若一直持续，会逐渐成为正规战争。上述两种可能性亟需在一个宣布

红十字会在内战中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的国际大会上得到认可。 49

这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得到了第10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承认。大会通

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由此红十字会宣布了其救助内战受难者的权利和义务；

这项决议让国际委员会成为红十字会在内战中行动的关键角色。50 基于这项决

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西班牙内战 (1936-1939年) 期间得以开展重要行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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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生了改变。在形势逼迫下，

它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体系在后来的冲突中也鲜有变

动。战俘局持续关注了数以百万计的被俘人员的命运；经过不断努力和极为复

杂的组织安排，使被俘人员重新与家人获得联系，弄清了成千上万失踪者的境

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对几乎所有参战国的战俘营和平民拘禁营进行了

探视；国际委员会还针对战俘和平民组织了救济活动。当国际委员会自身力量

明显不足时，它成功地协调各方意愿采取一致行动；它在战时和战后数十万被

俘人员的遣返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国际委员会参与了很多重要协商。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它为了

改善俘虏境遇而进行了严肃谨慎但坚持不懈的外交活动，并在拒绝会面的对

手之间扮演了中立调解者的角色。国际委员会敢于发表己见，无论是对公约

条款提供符合历史和法律的解释，还是谴责违反《日内瓦公约》或《海牙公

约》的行为。

国际委员会介入的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此之前，国际委员会一直将注

意力集中于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和医务人员。在一战期间，这种注意力扩展到

了战争中的战俘和平民受难者身上：平民被拘禁者、人质、被驱逐出境者等。

此外，国际委员会在交战方所使用的作战方法和手段问题上，也敢于发表自己

的看法，特别是谴责了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宣教营、对医院船的鱼雷攻击和

对毒气的使用。

尽管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依据，在俄国深陷革命和反革命激变引发的极端

暴力的内战时，国际委员会还是在俄国采取了行动。国际委员会遇到了难以克

服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它完全不了解革命的过程，而另一方面是由于苏维埃

政权及其对手同样不了解人道行动，但其行动还是令苏维埃政权承认了《日内

瓦公约》以及其他人道条约的合法性，使俄国红十字会得到挽救并开展后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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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使针对战俘、政治犯和受内战及其之后的饥荒影响的民众的保护行动得

以开展。此外，这还是红十字会在内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为新的发展铺

平了道路。

这是一种触及到各个领域的彻底转变。回顾历史，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

时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职责以及行动可能性发

生如此彻底的转变。

当然，没有各参战国和中立国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协助，任何介入都

是不可能的。因此，整个红十字会的行动领域在这场考验中完成了转变。 

在这种转变中，哪些是对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呢？我们似乎可分辨出

两个将影响人道法未来发展和国际委员会定位的因素。

首先，在《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的适用中出现的一个主要因素是

中立方——保护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中立国家的国家红会的介入。若没

有中立方的介入，在交战国的竞相报复与反报复之中，整个公约体系也许在战

争开始的几个月内就已经崩溃了。随后，中立方坚持对俘虏的境遇加以最低限

度的监控，使公约的约束力得以继续存在。1917年和1918年交战国之间缔结

的协议使这一监控制度化，也只是确认了事实上从1915年春就存在的状况。这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各方不愿意服从外部对其最低限度的监控，就无

法在未来有效地建立起保护俘虏的公约体系。

其次，国际委员会一直是保护俘虏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性机构。的确，它

从未试图获得一个特权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会把一些并非除己不可的任

务转交给其他调停者。但事实仍然是，它完全的独立性确保了其超乎寻常的行

动自由，于是，它可以实行最多样化的创举，并与所有关押俘虏的合法或非法

权力机关保持联系。它的创举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论是传送战俘

名单、信件和救济品，还是探视战俘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做了开拓性的工

作。它为自己也为别人打通了道路。为了战俘的遣返，它在各个相互不熟悉且

不愿建立直接联系的政府之间寻求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最后，它还冒险在俄

国采取行动，尽管当时俄国处于一片昏暗的混乱中，并很快爆发了内战。总体

来看，这些创举受到了欢迎，为国际委员会赢得了无可比拟的声望和权威。

最终，时局本身证明了一个完全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且只关注战争受难者

的人道保护组织的功用。这也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争中努力想要发挥的

作用，也是未来需要它继续发挥的作用。而它对此已经充分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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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只有死人才会看到这场战役的结束”，士兵的信，1916年。法国凡尔登附近杜奥蒙堡国家

公墓。
摄影：弗朗索瓦·比尼翁，201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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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的战争表明，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各政府和各国红十字会之外、为维

护国际公约和捍卫人道原则而奋斗的机构。

国际委员会致力于成为这样一个机构，完成这项被扩展的使命。为此，它

设立了战俘局，为病残和健康战俘的遣返工作采取了众多措施，并在战时针对

各种事件发出呼吁或抗议。在这一过程中，它一直发挥主动性，并自发承担重

任。因此，当各个国家红会越来越变为官方机构，在其政府的指挥下行动，国

际委员会要想生存，要成就有价值的事业，就必须保持免受任何官方或政治的

影响。只有保持自由而无所牵连，才能做到公正。它唯一的优势就在于其小心

守护的绝对独立性。1 

1917年1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该奖项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的一次颁发。这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开战以来采取

行动的褒奖，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带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支持和对未来的一种

认可。

1 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 3 (avant-propos, novembre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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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成立

由于日俄战争，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对当时是德国殖民地的青岛

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中国红会在那里没有创建任何分部或分会。 

事实上，德皇威廉一世和宰相俾斯麦寄望于德国工业的扩张与德国陆军 

(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陆军) 的发展，拒绝被卷入一个庞大的殖民地计划

中。而1888年从其祖父手中继承皇位的威廉二世于1890年将“铁血宰相”解

职，梦想赋予德国一个与其雄心相称的殖民帝国，以及可与一个多世纪以来占

据海上绝对主导地位的英国“皇家海军”相抗衡的公海舰队。

德国借口其两名传教士被暗杀，于1897年11月14日派遣一支舰队占领青

岛，并迫使北京的清廷签署一项条约，同意向其出借山东 (当时拼写为“Shan-

tung”) 山脉脚下的胶州湾 (当时拼写为“Kiautschou”) 和控制海湾入口的青

岛地区，为期99年。

对于德国来说，这既是参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无耻

瓜分，同时也是拥有了一个可以撼动“皇家海军”在远东霸权的海军基地。1 

尽管胶州湾是连海军上将都梦寐以求的最好锚地之一，但1897年德国人

在这里只发现了一些简陋的渔村，被一些不足以抵抗德国舰炮的堡垒保护着。

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皇帝，尤其是1644年至1911年间掌握政权的满清皇帝，

尤其害怕所有的外来影响。因此不论是建造公海舰队，还是治理用于远洋航海

的港口，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接纳来自欧洲的船只了。

1 青岛作为战略目标的优先地位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柏林，青岛不属于殖民部，而是属于海

军部，且1897至1914年青岛历任总督均为皇家海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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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反对，要巩固胶州湾的入口。时至今日，我们仍

然可以参观这处俯瞰青岛的小山上极具威慑力的海军炮兵台废墟。为此德国还

开发了海港，建成了一个包含码头和造船厂的港口，一条连接殖民地与中国铁

路网并能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联通柏林的铁路，一座高大坚实并且充分体现德

意志帝国权势的宏伟的总督府，还修建了行政楼和兵营，最终建成了一座驻防

城镇，城内有路德教堂、天主教堂、木筋墙的房屋、赛马场和酒店，当然，还

有一座保留“青岛”之名的啤酒厂。

然而，尽管德国建造了防御工事，尽管威武的德国海军中队在青岛设有主

要港口，但该殖民地的未来仍然很难得到保障。事实上，对于本土没有也不想

拥有永久性军队的英国而言，拥有世界第一陆军的德国配备了一支可以挑战北

海皇家海军的舰队，这被视为不能容忍的威胁。英国首先开始建造新型战舰，

“无畏号战列舰”和“超无畏舰”，它们远胜于当时所有现役舰艇，而德国也

以建造新型战舰作为回应。

对于英国内阁来说，这毕竟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昂贵的海军军备竞赛。因

此，德国造船计划将迫使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政策，这是自1815年战胜拿破

仑以来其外交政策的格言，这还将迫使英国在欧洲和远东寻求盟国，也就是法

国和日本。

1902年1月30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承认英国在中国

的权益，以换取对日本在韩国“特殊利益”的承认。两国承诺在同第三国发生

战争时相互支持。

这一同盟使日本跻身大国行列。依仗与英国的同盟，日本敦促俄国从满洲

撤军。圣彼得堡拒绝服从，日本在没有任何事先声明的情况下突袭俄罗斯在远

东的舰队和阵地。战争以日本的一系列胜利结束，这些胜利证实了日本军事大

国的地位，同时也激发了其新的野心。

自1914年8月初，许多日本领导人在刚刚爆发的欧洲战争中看到了“上天的救

援”，一个实现该国帝国野心的独特机会，那就是第一时间抢占德国在远东的殖

民地，首先便是青岛，这可以让日本插足中国的22个省，确保其对中国的控制。

因此，自1914年7月危机以来，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受到威胁，自1914年

8月4日英国和德国宣战以来更是如此。

意识到这些威胁，路德会传教士理查德·威廉 (中文名卫礼贤) 于1914年8

月初在青岛建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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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8月3日起，青岛总督迈尔·瓦德克海军上校委托理查德·威廉协助

安抚因害怕被卷入战争而陷入恐慌的中国居民。2 当时的中国平民，包括许多

官员都准备大批离开殖民地，选择理查德·威廉接手这项棘手且具战略性的任

务绝非巧合。事实上，在所有居住在青岛的德国人中，理查德·威廉可能是融

入中国社会最好的，尤其是在那些最能影响公众舆论的文人中。

在大学和图宾根新教神学院学习新教神学后，理查德·威廉 (1873 - 1930年) 

于1895年被任命为牧师。四年后，他作为传教士加入了远东传教团 (“Osta-

sienmission”)。在上海短暂居住时，他于1900年5月7日与萨洛梅·布卢姆哈特

结婚，随后他到达了三年前就已成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 (当时拼写为Tsingtau)。

在青岛，理查德·威廉以牧师和教育家的身份工作。他开办了一所当时很

有名的学校，不分性别地接收中国和德国儿童。

与此同时，理查德·威廉还提高了自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认识。他的教

学活动使他与中国文人接触，这使他能够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便于

他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进行研究。后来他成为众多中国文学经典和哲学著作的

翻译家。3

虽然德国红十字会在青岛设有分队，甚至可能是分部  4，但新的机构不是作

为德国红十字会的分会而是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分会成立的。5 事实上，从他的

日记的前几页开始，理查德·威廉就提及要创建“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他的妻子

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中国红会的分支 (德语Zweig，意为“支”) ”。6  

2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Tagebuch von Dr. Richard Wilhelm während 
der Belagerung von Tsingtau, (Des jours difficiles de Tsingtao, Journal du docteur Richard 
Wilhelm pendant le siège de Tsingtao), Berlin, Hutten-Verlag, 1928, p. 9.

3 理查德·威廉最重要的翻译作品中，包括《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这些译作今天仍具权

威性，这些作品已从理查德·威廉的德语版本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他还翻译了一系列中国民

间故事，并出版了数本关于中国哲学和思想的书籍。而反过来，他也将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
康德 (1724-1804年) 的《论永久和平》翻译成中文。因此，他堪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大使。

4   德国红十字会医疗分队的存在得到了理查德·威廉的证实，他去酒店吃晚饭，发现这家酒店

“被德国红十字会占据”(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 69)。萨洛

梅·威廉也提到了它的存在，她依据丈夫卫礼贤的日记报道了其夫在青岛围困期间的活动：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Herausgegeben von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le médiateur spirituel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édité par Salome 
WILHELM), Düsseldorf - 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p. 241.

5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1.
6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 11;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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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值得一提，因为当时欧洲人有令人不快的倾向，无论他们的统治

扩展到哪里，都认为是自己的地盘，因此大多数在非洲或亚洲的欧洲殖民地创

办的红十字会都是本国红十字会的分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分部的首要目的

是救助那些有急需的殖民者，而不会过多关注当地居民的情况。7“青岛的中

国红十字会”显然不是这样。8

成立大会于1914年8月22日举行，并在宣布成立该协会半小时后进行了慷

慨捐款。9

理查德·威廉赶紧通知中国红十字会主席吕海寰有关新分支的创建，并要

求他与中国政府交涉，以便后者向交战国使馆通告新红会的创建。但此通告似

乎未被发出。10 

他在自己领导的学校建立了新红会的总部，该学校很快被改建为检疫站 11。 

殖民地对其极为需要。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希望青岛能在中华民国匆忙宣

布中立后得到保护，不受战争影响，但这种希望是短暂的。8月17日，日本向

德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一周内转让青岛。德国不接受这个最后通牒，

于是日本于8月23日宣战，表示无意参加欧洲的斗争，而是为了夺取远东地区

的德国领地，即青岛、俾斯麦群岛和萨摩亚群岛。

7 一份题为“殖民地女士协会”的说明中写道：“......让移居国外的德国人觉得这个国家不会忘

记他们，这就是目的”，刊登于《红十字国际通报》，第96期，1983年10月，145-147页；

这个殖民地女士协会隶属于德国红十字会，并被认为是德国红十字会的一个部门。在这份说明

中完全无意帮助本地居民。德国红十字会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由于他们关注在殖民地建立

红十字组织，殖民国家的协会通常将这些分部视为本国红十字会的分支，其活动主要针对殖民

者；除特殊情况外，他们的行动不会面向本土居民。

8 从理查德·威廉谈到他创建“中国的红十字会”的方式来看，可以假设在青岛不仅有德国红十

字会的医疗支队，而且还有德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分会。但是，我们找不到相关证据。在德国红

十字会档案局进行的查询也没有结果。

9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 11;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然而，可以假设，理查德·威廉从1914年8月初就开始组建新协会并招募

成员。事实上，他在日记中指出，日本领事宗村先生承诺参加协会。(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 11)。很难想象日本领事竟然会在自己的国家和德国已然走上战

争之路的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

10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11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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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27日起，日本海军就封锁了胶州湾的入口，而山东山脉脚下受

一支英国小分队支援的日军第一时间在中国境内山东半岛北部登陆，然后在中

国青岛附近登陆，并包围了这座城市，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这公然侵犯

了1907年10月18日有关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的《海牙第五公

约》，该公约规定“中立国领土不可侵犯”。12 然而，持续数周的暴雨使得进

攻行动陷入瘫痪，或者也还因为欧洲形势的不明朗。13 10月31日突袭开始，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进攻。11月6日，由于弹药耗尽，德国驻军摧毁了最后

幸存的军事设施，并击沉了仍留在海湾中的德国最后的船只；经过71天的围攻

后，11月7日黎明，德军举起白旗，协商投降。14 

青岛被占领后，德国驻军的所有成员以及德国官员均被转移至日本战俘

营。15 1918年夏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该群岛，想要探

视被监禁在那里的战俘，即德国在青岛、萨摩亚和俾斯麦群岛的原驻军成员，

以及被扣押检查的德国、奥地利或土耳其商船上的船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

表探视了关押这些战俘的8个战俘营。16 这些战俘在《凡尔赛条约》生效后于

1920年2月至8月间被遣返回德国。

相反，德国平民 (官员除外) 被允许留下来重新开始工作。于是，理查

德·威廉继续其作为德国社区牧师、教育家和汉学家的工作。然而，与该德国

12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五公约》第1条规定“中立国领土是不可侵犯的”。中国于1910年1
月15日加入该公约，日本于1911年12月13日加入该公约。

13 继1914年8月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赢得对英法两国的胜利之后，在坦能堡（1914年8月27
日-30日）和马祖里湖（1914年9月9日至14日）又战胜俄罗斯取得胜利，许多人认为这场比赛

已经有了定论，战争将在几周内以德国的辉煌胜利结束，这让日本政府产生了一些秘而不宣的

想法。类似观点：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14 LI MA，La Chine et la Grande Guerr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9, 特别是63-91页。

15 日本承认德国红十字会医疗分队的中立性，其成员在城市被占领数日后被允许离开青岛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41)。

16 Dokumente herausgegeben während des Krieges 1914-1918, Bericht des Herrn Dr. F. 
Paravicini, in Yokohama, über seinen Besuch der Gefangenenlager in Japan (30. Juni bis 16. 
Juli 1918), Zwanzigste Folge, Basel und Genf, Verlag Georg & Cie, Januar 1919, 29 Seiten 
(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1914-1918, vingtième série, Rapport du docteur 
F. Paravicini sur sa visite aux camps de prisonniers au Japon, 30 juin – 16 juillet 1918, Bâle et 
Genève, Éditions Georg et Cie, janvier 1919, 29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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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其他成员一样，他因日本的占领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1920年夏

天，他离开了居住了20年的青岛，乘船返回德国，随船同行的是最后一批被关

押在日本的德国战俘。17

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岛红十字会的活动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自

1914年8月初理查德·威廉组织了一支18人团队以保证他所创建的诊所的护理工

作。18 青岛红十字会还协助青岛医院的工作人员救治战斗和轰炸造成的大量伤

员。19 在焦虑日益增加之时，理查德·威廉通过定期探视努力为病人和伤员带来

安慰。20 当一支德国炮兵部队在医院和理查德·威廉所建学校内的诊所附近驻扎

时，理查德·威廉去到青岛总督指挥所，要求炮兵部队远离；总督立即按其要求

下达了命令。21 然而，这项措施还不够，因为医院处于一个受到严重威胁的区

域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应下决心进行疏散；理查德·威廉同时也决定疏散学校

内的诊所。青岛红十字会协助将患者疏散到一个位于更为隐蔽的大鲍岛区的工

业建筑中的临时医院。22 红会还负责埋葬死者，原因是官方机构因不堪重负已

无法完成。23 红会还努力帮助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平民难民。24 为此理查德·威廉

分别在城外的高密以及学校旁边的一座楼中建立了接待中心。25 最后，随着地

17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p. 259-260. 这艘船航行于日本与欧洲之间，在青岛中

途停靠。

18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19 在日记中——他个人所记，未曾想出版，理查德·威廉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个医院。相反，他的

妻子提到，在青岛投降后，德国政府向总是有伤员的“中国医院”提供了一笔款项，因此至少

可以保证在病人能回家之前得到治疗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43)。可以假

定这是理查德·威廉在城市被围困期间负责的医院，当时青岛有两家医院，一家服务于德国军

人、海军、平民以及其他欧洲人，另一家服务于中国居民。

20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32, 54-55, 71;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6.   
21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77-78.
22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79-81;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8.疏散医院以及学校内诊所的决定明智且及时。事实上，最后一批伤员刚撤

离，一颗炮弹就落在了医院，完全摧毁了其中一座楼；学校的建筑也遭到了破坏。

23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74-75 et 93.
24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31-32, 34;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4.
25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12, 34;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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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斗的加剧，自10月31日起，青岛红十字会志愿者也去前线救助伤员。其中

两人还被日本士兵俘获，理查德·威廉不得不介入以使他们获释。26 

因此，新红会能够在青岛被围困期间提供宝贵的服务，帮助因战斗、轰炸

和总攻而受伤的战斗员和平民，并组织接纳了平民难民，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

战争造成的可怕痛苦。

尽管情势非常危急，仍时有轰炸，为了通过新红会的章程，理查德·威廉

于9月25日周日召开了青岛红十字会大会。27 这一举措表明该红会希望明确界

定其目标，这使它超越了其诞生的特殊环境，并将延续下去。

在整个青岛被围困期间，理查德·威廉坚持写日记。战后这本日记的大段节选

得以出版，成为关于殖民地历史和青岛被围困期间生活状况的珍贵信息来源。28 

至于在青岛港的德国远东中队，它于6月20日离开基地前往南太平洋，并在

宣战时经过波利尼西亚。中队的长官海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因害怕被

困于胶州湾，也害怕遭遇兵力远超德军的日本海军，便小心翼翼地回到青岛。他

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跨过太平洋中部，以便在俾斯麦和萨摩亚群岛的德国军舰与

他指挥的中队在青岛港会合，并让所有战舰补足物资。他随后前往南美海岸，于

1914年11月1日在智利公海与英国中队一战中获得重大胜利 (科罗内尔海战)。

这场胜利之后，海军部命令他突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返回德国。12月2日

绕过合恩角之后，他决定不但要轰炸福兰克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 上斯坦利港

口的英国海军基地，还要让一支远征军登陆抓捕驻军，但他不知道两艘装备和

速度均优于自己战舰的英国巡洋舰已在前一天抵达。1914年12月8日，德国远

东舰队的四艘巡洋舰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被击沉。29 由此，德国以青岛为

根据地和前哨在远东占领庞大殖民帝国的梦想覆灭。

26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p. 88-89; Salome WILHELM, Richard 
Wilhelm…, pp. 239-240.

27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p. 60.
28 Richard WILHELM, Aus Tsingtaus schweren Tagen, Tagebuch von Dr. Richard Wilhelm während 

der Belagerung von Tsingtau, Berlin, Hutten-Verlag, 1928, 93 pages.本出版物仅限于青岛被围

攻期间所写篇幅。而理查德·威廉不管形势如何，一直坚持写日记，直到1920年夏天他离开

青岛。他的妻子在为其夫所做的传记中发表了一些节选。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Herausgegeben von Salome WILHELM, Düsseldorf - 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

29 只有一艘德国战舰得以逃脱，但还是在几周之后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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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在其成立时所栖身的学校举办了纪

念其创建100周年的仪式。该校至今仍致力于教育事业。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

会常务副会长李然女士在学校门口为一块纪念牌匾揭幕，以庆祝青岛红会创建

100周年，并向其创建者理查德·威廉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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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记事表

资料来源 :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et Annette BECKER,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Paris, Gallimard (Découvertes) 1998, 160 pages ;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Hutchinson, 1998, 500 pages ; Pierre RENOUVIN, La crise 
européenne e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ection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vol. XIX), 5e édition, 1969, 780 pages ; Nicholas 
V. RIAZANOVSKY, Histoire de la Russie, des origines à 1992,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4. 

一场接一场的战争

 1870-1871年             

普法战争

 1871年1月18日   

凡尔赛宫镜厅中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德国的统一让德意志帝国成为这片大陆

上最强的军事国家，巩固了其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军事优势。因此，德国的

统一破坏了维也纳会议 (1814-1815年) 建立的五边形体系，该体系依靠欧洲五

大国之间保持势力相对均衡：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

 1871年5月10日   

签署《法兰克福条约》。通过迫使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兰克福条

约》阻碍了法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任何和解，使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

“欧洲和谐”体系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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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年6月            

三皇联盟：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显然，俾斯麦是这个联盟框架内的主导

人物，这使得他可以更加完全地孤立法国，因为英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其殖

民政策上。然而，俄罗斯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竞争将逐渐破坏这一联盟

的凝聚力。

 1890年3月18日    

在德国：俾斯麦辞职，他曾是德国统一的主要倡导者。他的继任者认为，俾斯

麦制定的联盟体系过于复杂，并决定优先考虑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联盟，这相当

于牺牲了与俄罗斯的联盟。由于俄罗斯与英国在亚洲的竞争，在与英国的对抗

中，俄罗斯发现自己更加孤立。由于在欧洲舞台上被孤立，俄罗斯向法国靠

拢。此外，俄罗斯迫切需要资金来资助国家现代化和铁路建设，而法国政府宣

布准备允许俄国政府向法国资本市场发行公债。就法国而言，与俄罗斯的和解

使其有机会摆脱1870年战争后俾斯麦对其采取的封锁和孤立。因此，威廉二世

和俾斯麦的继承者是俄国亚历山大三世的极端保守派与法国第三共和国之间非

自然联盟的起源。此外，俾斯麦对确保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非常重视，但没

有殖民野心，而威廉二世则梦想为德国装备一支公海舰队，并让德国成为与其

在欧洲的地位相称的殖民帝国。然而，时至1890年，对亚洲和非洲的瓜分已持

续了很长时间。威廉二世的殖民野心必然会触碰法国和英国的利益。

 1891年8月27日     

法俄联盟

 1897年11月14日   

在中国：德国占领了山东青岛，并在此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这个殖民地让德

国得以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拥有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使德国海军能够挑战

英国皇家海军在太平洋的优势地位。

 1899年5月18日-7月29日    

第1届国际和平大会于海牙举行。通过了《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二公

约》) 和《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 (《海牙第二

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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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                     

在德国：为应对法俄联盟，总参谋部采用了施里芬计划，该计划规定，在发生

欧洲战争的情况下，德国第一时间将其大部分兵力集中于对抗法国，以便在俄

罗斯成功动员并将大部分后备军投入前线之前，在最多六周内粉粹法国军队。

随后德国便可腾出手来将所有兵力转向对抗俄罗斯。为了避免被迫围攻法德边

界的法国军事要塞，该计划规定德国右翼部队从比利时穿过。直到马恩河战役 

(1914年9月4日至9日) 中的失败，施里芬计划一直是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石。

 1900年6月             

在德国：德意志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旨在为德国配备一支能够与

北海的英国舰队对抗的公海舰队。德国的海军军备计划迫使英国放弃了自1815

年以来实行的“光荣孤立”政策，与其他海军强国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 (即法

国和日本)。

 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    

日俄战争。俄国军队在满洲里溃败，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覆灭；圣彼得堡发生

骚乱。俄国的衰败削弱了法俄联盟，影响长达数年。

 1904年3月14日    

古斯塔夫·阿道尔接替古斯塔夫·莫瓦尼埃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1904年4月8日     

英法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协定。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承认法国在

摩洛哥的利益。该协议使得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殖民分歧得以消除，并奠定了两

国之间“英法协定”的基础。

 1906年6月11日-7月6日    

《日内瓦公约》修订大会：通过了1906年7月6日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

病者境遇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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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6月15日-10月18日    

第2届海牙国际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第四公约》 和

《关于1906年7月6日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海牙第十公约》)。

 1908年10月5日   

利用俄罗斯继满洲里战败后的暂时退缩，奥匈帝国吞并了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

来其以土耳其的名义管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种吞并行为违反了柏林

会议的决议，挫败了与俄国联盟并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有朝一日统一所有说

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语的民族的野心。

 1911-1912年          

意土战争。意大利在阿杜瓦战役中遭遇惨败后，其殖民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受

挫，意图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开辟殖民帝国，但损及奥斯曼帝国的利

益。后者在利比亚和十二群岛战败。

 1912年5月7日-17日    

于华盛顿召开的第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红十字会承诺向战俘

提供志愿援助，这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该领域行动的关键角色。

 1912年10月17日-1913年4月16日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抗一年前已被意大利

击败的奥斯曼帝国。战争以盟军的胜利告终，他们最远进攻至伊斯坦布尔。

 1912年11月-12月  

德·马瓦尔博士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他前往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和希

腊。他的述职报告侧重于对战争致伤者的救助。

 1913年春               

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博士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他前往塞尔维亚、希腊和奥斯

曼帝国。 他的述职报告侧重于对战俘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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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6月29日-8月10日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战争使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

国组成的联盟相对抗，并以保加利亚的战败告终。

1914年7月危机

 1914年6月28日    

奥地利大公弗兰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被谋杀。袭击者是波斯尼亚

的塞尔维亚人，是塞尔维亚特工局秘密支持的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

 1914年7月23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下最后通牒。

 1914年7月28日    

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地利最后通牒的一些条款，但并非全部，奥匈帝国对其宣战

并炮轰贝尔格莱德。

 1914年7月31日      

俄国宣布全国军事总动员。

 1914年8月1日     

德国向俄国宣战。虽然德国决定执行施里芬计划并尽快指挥大部分军队对抗法

国，但它暂时不对法国宣战，因为她在等法国先对其决裂，迫使意大利和罗马

尼亚与同盟国并肩作战。 

 1914年8月2日       

德国向比利时下最后通牒。德国军队进入卢森堡和比利时。

 1914年8月3日    

对中立国比利时的入侵引发了群情激愤，尤其在英国，因为根据1839年的协

约，英国与法国和普鲁士是比利时中立性的担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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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8月3日     

德国对法国宣战。按照施里芬计划，德国将集中几乎全部力量对抗法国，以便

在最多六周内，在俄罗斯成功动员其后备部队之前，在英国能够在该大陆进行

干预之前将其击败。由于是德国向俄罗斯和法国宣战，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宣布

了保持中立的愿望。自“青年土耳其”革命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对德国较为

友好，但同时也在争取时间来完善自己的军事准备。

 1914年8月4日        

作为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的回应，英国对德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

 

1914年8月6日     

为了避免被拖入战争并避免欧洲列强在其领土上作战，中国宣布中立。然而，

这并不妨碍中国支持协约国的战争努力，中国允许法国和英国在华招募成千上

万的工人来挖掘战壕或在法国工厂取代被派往前线的工人。

1914年8月15日和20日    

尽管俄国军队还远未完成动员，但为了减轻法国的压力，其第一和第二集团军

进入东普鲁士。

1914年8月15日和27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其向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第159次和第160次通

函，宣布在日内瓦开设国际战俘局。 

1914年8月22日-24日    

英法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战役中战败。尽管机枪已改变了战场上的条件，法国

部队仍然根据拿破仑战争遗留下来的理论，集结起来肩并肩地发起进攻。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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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罗瓦战役中，法国军队仅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25000人，这是法国军事史上

一天之内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疫。为了避免被包围和歼灭，法国部队和英国远

征军被迫撤退到西部或南部。

1914年8月23日    

日本对德国宣战，围攻了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

1914年8月26日      

在法国：组建汇集各方代表的“神圣联盟政府”。

1914年8月27日-30日    

坦能堡战役 (东普鲁士)：德国军队击溃了已被包围的俄国第二集团军；俄国军

队50000人死亡，92000人被俘。

1914年9月2日      

 法国政府撤退至波尔多。

1914年9月4日-9日    

马恩河战役。为了包围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的左翼，德国军队强行向南进军

并进入巴黎东部。在这一过程中，其右翼暴露，遭到来自巴黎地区的攻击，而

且随着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拉长了战线，使其右翼被削弱。法国军队和英国

远征军趁机进行反攻。德国军队被驱至马恩河以北，并停止了向南的推进。

即使损失相对平衡 (约有25.6万名德国士兵和27万名英法士兵死伤、失踪或被

俘)，英法两国的胜利使施里芬计划破灭。德国将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此

外，马恩河战役使德国人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破灭。战争的延长给英法提供了

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的时间，并给了俄国动员其后备部队的时间。 欧洲陷入

战争泥沼。

1914年9月9日-14日   

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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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9月17日-11月17日    

“海上竞争”：法国军队和德国军队都试图从西面包围他们的对手，战线迅速

拉长，形成了一个从瑞士边境至北海的连续战线。

 1914年9月19日    

德国炮兵队轰炸兰斯大教堂，致其被烧毁。

 1914年9月22日    

《日内瓦日报》发表了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

 1914年9月26日    

奥斯曼帝国关闭黑海海峡的商业航运，这导致俄国被孤立。

 1914年9月26日-10月4日    

古斯塔夫·阿道尔在波尔多开展行动；与法国政府和法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

成员对话。这些对话主要涉及俘虏名单的转交，通信和救助物资的运送，很有

可能也涉及到中立代表探视拘禁营的问题。

 1914年10月9日-11月22日   

第一次伊珀尔战役。德国人试图夺取比利时军队和英国远征军所占据的伊珀尔

突出部，但未能成功。

 1914年10月17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开设国际战俘局平民科。

 1914年10月19日-11月17日    

德国人在伊瑟河的攻击失败。在这次攻击失败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在西线战

场采取防御战略，在东线战场采取进攻战略，战线的长度导致无法构筑连续

的战壕和防御工事网。其目标是迫使俄罗斯接受单独媾和。在整个1914年至

1915年的冬天，德国军队把大量兵力从西线战场转移到东线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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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11月1日    

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的阵营参战。尽管投入大量兵力，但对俄罗斯高加索地

区的袭击因下雪和寒冷而失败。

 1914年11月7日    

经过3个月的包围，日本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

 1914年11月12日    

古斯塔夫·阿道尔写信给联邦政治部负责人，建议瑞士与法国和德国进行商

谈，以便双方于战时遣返被监禁的战争致残者。

 1914年12月3日-10日    

利马诺瓦-拉帕诺战役：奥匈帝国军队给克拉科夫以南的俄罗斯军队带来了惨败。

 1914年12月7日    

致各交战国政府的通函：医务人员的遣返问题——对《日内瓦公约》第12条的

解释。

 1914年12月8日    

福克兰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 海战：战前主要驻扎在青岛的德国太平洋舰队试

图返回德国时，在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海域被一个英国中队歼灭。

 1914年12月9日-6日    

古斯塔夫·阿道尔和费里埃博士在柏林的行动；与政府成员和德国红十字会负

责人对话；对话涉及俘虏名单的交换和救援物资的运送以及中立代表对拘禁营

的探视。阿道尔先生和费里埃先生在德国逗留期间趁机探视了马格德堡、托尔

高和措森的战俘营。

 1914年12月29日    

俄国军队在高加索前线发动反攻，并深入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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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小结：1914年决定性事件是马恩河战役，它标志着施里芬计划的破

产，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持久战，给俄国提供了动员其后备部队的时

间，也给了英国组建庞大军队的时间。德国在伊瑟河进攻的失败使德国最高指

挥部将主要力量放在东线。一入冬，德国军队就将其主要兵力转移至东线。

1915年

 1915年1月2日    

奥斯曼第九兵团在亚美尼亚投降。派往高加索的部队因寒冷而大批死亡。

 1915年1月         

为探视交战各方的战俘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时派遣一名代表前往法国，一

名代表前往德国，两名代表前往英国。

 1915年1月15日    

第163号中央委员会通函：平等对待战俘及被俘平民。

 1915年1月18日    

欧洲各国政府深陷战争，日本政府借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中国总统提交了21

条旨在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的要求。21条中最首要的要求是将1914年

11月以来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原德国殖民地青岛永久割让给日本。

 1915年2月4日    

为了回应自战争开始协约国实施的封锁，德国宣布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水域将被

视为战区，在那里航行的商船将被摧毁。

 1915年2月4日    

古斯塔夫·阿道尔写信给联邦委员会，提议瑞士建议交战国将未能全部满足战

争期间遣返条件的伤员送往瑞士的医院，因为他们遭受了不少伤害，完全不能

再忍受被囚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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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2月15日-3月18日    

法国军队在香槟地区发动进攻。尽管采用了许多手段，这次进攻还是没能阻挡

德国军队向东线战场的转移。

 1915年2月19日-3月4日    

英国地中海舰队试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行动目的是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

争，重新打开一条西方协约国与俄国之间的联系渠道。

1915年2月-5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代表探视位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德国的战俘

营。

1915年3月2日-11日    

第一次经瑞士遣返法国和德国重伤人员的行动。

1915年3月22日    

经过6个月的围攻后，奥地利普热梅希尔要塞的12万名驻军投降。

1915年4月             

一群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宣布成立“亚美尼亚临时政府”。在此声明和奥斯曼

政府军在高加索战线上遭受重创后，奥斯曼政府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据估

计，有数十万男女老少因被驱逐出境而死亡。

1915年4月22日    

窒息性气体被首次用于西线战场，在伊珀尔北部的佛兰德地区。这是一种由德

国化学家研制的氯化气体。

1915年4月25日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登陆；这些军队被奥

斯曼帝国的反攻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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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6月    

马尔瓦博士和奥格斯特先生为探视位于德国和法国的战俘营而采取联合行动。

1915年5月2日    

德国在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东线战场上开始大举进攻 (果尔利策战

役)。

1915年5月7日    

英国“卢西塔尼亚号”邮轮遭受鱼雷攻击。将近1200人死亡，其中包括118名

美国公民。

1915年5月7日    

中国政府最初拒绝了1915年1月18日提交的21条要求，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新

的清单，比之前稍有缓和。已经与其他军阀混战的袁世凯总统屈服并接受了日

本的最后通牒。

1915年5月8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向中央委员会发出的第164号通函中，抗议占领国解散比

利时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

1915年5月9日-6月16日    

为了减轻俄国军队的压力，法国军队在阿图瓦发起进攻; 尽管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这次进攻未能成功。

1915年5月20日    

尽管是三国同盟 (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联盟) 的成员，1914年仍保持中立

的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

1915年6月23日    

意大利军队在索查河展开进攻，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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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7月-9月    

一场奥地利-德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将俄国军队击退至波兰东部边界以外。然

而，虽然俄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逃脱了包围并向东撤退。德国最高司

令部深信俄国军队将继续撤退以摆脱包围，并决定将主要兵力对准塞尔维亚。

1915年9月-10月    

前往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探视双方战俘营的行动。

1915年9月            

奥地利-德国对俄国的大规模进攻结束。德国军队抵达别列津纳河。同盟国从

波兰、加利西亚和立陶宛击退了俄国军队。俄国军队的死者、伤者和被俘者占

将近一半兵力，但还是成功撤退到新的防线。

1915年9月18日    

由于美国的抗议，德国放弃了对英国西海岸和英吉利海峡的潜艇攻击。

1915年9月21日    

保加利亚虽然历来都是俄国的盟友，但却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因为同盟国

承诺会牺牲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利益，许给其塞尔维亚马其顿和其

他疆土。

1915年9月25日    

英法两国在香槟地区展开攻击。尽管兵力投入巨大，盟军仍因微不足道的成果

而遭受重大损失。

1915年10月-1916年2月    

在俄国和俄罗斯土耳其斯坦的行动。

1915年10月5日    

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开始对塞尔维亚发起进攻。奥德部队越过多瑙河并占领

贝尔格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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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5日    

协约国远征军在塞萨洛尼基登陆。这支远征军已经来得太晚，无法阻止保加利

亚加入同盟国，其规模也不足以使希腊加入协约国。

1915年10月28日    

致交战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公开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休战，让军

队护士接收伤员，并着手辨认和埋葬尸体，以便减少失踪人数。

1915年12月6日    

在法国尚蒂伊的协约国军事会议。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联盟决定于1916

年春末在西线、东线和奥地利-意大利前线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攻势，以阻止同

盟国将其后备军从一个前线移至另一个前线。

1915年12月28日-1916年1月8日    

英国撤离加里波利半岛。其部分军队转移到塞萨洛尼基。

1915年小结：德国全年都保持了行动的主动权，使得同盟国在俄国和塞尔维亚

取得重要成功。然而，德国对俄国的攻势以及奥地利-德国对塞尔维亚的攻势

都没有带来不可逆转的战略性成功。俄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没有被迫投降。

法国和英国试图通过西线的大规模攻击或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钳制来支持他们的

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盟友，但均以惨败而告终。由于无法迫使俄国军队投降，德

国最高指挥部决定将主要精力对准法国。

1916年

1916年1月8日    

加里波利的最后一批部队撤退。这次远征让协约国损失了26.5万人。奥斯曼帝

国的损失估计约为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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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            

在英国：由于志愿入伍人群在1915年底 (13个月内有188.8万人入伍) 枯竭，下

议院通过了针对没有孩子的单身男子或鳏夫的义务兵役原则。

1916年1月26日    

开始在瑞士监禁伤病战俘。

1916年2月21日    

凡尔登战役开始。在攻打凡尔登的突出部时，德国总参谋部预期法国军队会尽一

切努力保护这个前进据点，因此，法国军队将最终“流血至死”以拯救凡尔登。

1916年2月25日      

德国人占领杜奥蒙防御工事。凡尔登的防守似乎受到了削弱。

1916年4月             

由于封锁，德国政府将可制作面包的面粉从每人每天分发225克减少到170克。

面粉短缺造成黑市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平民阶层感到悲观沮丧。

1916年5月15日    

阿萨吉奥战役：奥地利在特伦蒂诺展开进攻。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攻势停滞不前。

1916年5月31日-6月1日    

日德兰海战。虽然皇家海军比纳粹德国海军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但德国海军企

图在北海击败英国舰队并突破封锁的企图以失败告终：面对“本土舰队”，纳

粹德国海军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德国装甲舰再也无法出港。

1916年6月4日    

布鲁西洛夫将军在俄国前线上展开大规模进攻。奥地利前线被打破，俄国人抓

获了37.8万名战俘。在继续前进100多公里后，于8月初在喀尔巴阡山脉停止了

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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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24日    

德国军队总司令法金汉将军意识到协约国正在准备对索姆河发起重大攻势后，

决定减少部署在凡尔登的兵力。事实上，德国的计划失败了，不仅因为德国军

队没能夺取凡尔登，而且主要因为双方的损失趋于平衡。

1916年7月1日    

索姆河战役开始。为了减轻德国对凡尔登造成的压力，英国和法国在索姆河地

区发起了重大攻势。尽管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炮兵准备，英军仍遭受了相当大的

损失 (仅7月1日一天之内就有超过19000人死亡，近40000人受伤或失踪，这

是英国军队历史上在一天之内最惨重的伤亡)，但他们还是继续进攻。

1916年7月12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报复战俘问题向交战国和中立国发出呼吁。

1916年8月27日    

兴登堡将军和鲁登道夫将军被任命为德国军队的指挥官。他们的战略是重组防

御体系，以节省西线的部队，用来增加东线的兵力。

1916年8月28日   

 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

1916年9月-10月-11月   

第7、第8和第9次索查河战役：意大利的进攻无果。

1916年10月-1917年1月    

在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行动。

1916年10月24日    

法国军队在凡尔登夺回杜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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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18日    

索姆河战役结束。攻破德国防线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遭受了

重大损失；英国损失了42万人 (死亡或受伤)，法国为19.4万人，德国约为60万

人。协约国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

1916年11月28日    

意大利和奥地利首次经过瑞士进行重伤者的交换。

1916年12月6日    

在英国：大卫·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他组建了一个有5名成员的战争内阁，几乎

每天开会并掌控着战争的进行。

1916年12月6日    

德国人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失去了31万人，其中约一半人被俘。

罗马尼亚军队撤退到摩尔多瓦。  

1916年12月12日    

同盟国的和平提议。但是，这项和平提议没有具体提案。它遭到协约国拒绝，

后者揭露其为政治手段和陷阱。

1916年12月18日    

经过10个月的激烈战斗，德国军队暂停对凡尔登的进攻。最终，德国意图使

法国军队在凡尔登血流成河的大规模攻势以失败告终。战役结束时，双方损失

几近平衡：法国有37.8万人丧失战斗力 (死亡，受伤或失踪)，而德国为33.9万

人。在士气方面，法国军队在凡尔登的顽强抵抗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1916年12月20日    

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倡议。这项在同盟国的提议8天之后发布的倡议似乎支持了

前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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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小结：1916年仍然是德国通过对凡尔登的进攻保持了行动的主动性，

协约国因此准备在索姆河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不论是德国对凡尔登的进

攻，还是法国和英国对索姆河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导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再

次将德国军队的主要兵力移至东线。然而，虽然德国在东线取得了重大成功，

但已开始面临兵力危机，促使最高指挥部呼吁采取新措施进行征兵动员。失望

和沮丧开始到处蔓延。

1917年

1917年1月               

法国第一次罢工运动。

1917年1月9日     

为了迫使英国放下武器，德国无视国际法的规定和对美国的承诺，决定从2月1

日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

1917年1月29日    

德国政府声称英国政府经常滥用医院船来运送部队和弹药，因此宣布它的潜艇

将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攻击北海或英吉利海峡遇到的所有医院船。

1917年1月31日    

德国将其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告知美国。

1917年2月-4月    

在印度和缅甸的行动。

1917年2月-4月    

德国潜艇击沉大量英国商船，以致于英国政府开始担心因原材料缺乏而导致的

工业瘫痪，以及因粮食短缺致使食品供应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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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8日-12日 (俄历2月23日-27日) 1 

彼得格勒的民众起义。人民抗议政府无能、军事失利和供应危机。派去镇压起

义的部队与起义者友善往来。

1917年3月14日    

在俄国：杜马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组建由李沃夫王子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协议。

临时政府宣布忠于协约国。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筋疲力尽，军队士气低落。

1917年3月15日 (俄历3月2日) 

在俄国：尼古拉二世退位。

1917年3月15日    

德国潜艇击沉3艘美国商船。

1917年4月6日     

美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将起到刺激美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因为需要装备

自己的军队，同时供给盟国需要。它还将扭转其财务状况：将从债务人转为债权

人。美国决定组建一支180万人的远征军。然而，由于他们只有一支非常小型的

军队，负责监视与墨西哥的边界，所以这支远征军几乎是从零开始组建的。

1917年4月14日    

就鱼雷攻击医院船事件向德国政府发出的公函。

1917年4月16日-20日    

法国和英国在贵妇小径展开攻势。这次进攻造成巨大损失，以失败告终。法国

军队的进攻能力瘫痪了一年多。

1917年4月16日    

列宁和他的同伴从瑞士乘坐德国安排的专列抵达彼得格勒。

1 东正教拒绝采用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制定的新历法，俄罗斯继续使用儒略历，直到

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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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17日    

法国军队首次集体拒绝服从。

1917年4月17日 (俄历4月4日)   

在俄国：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次演讲：《四月提纲》。虽然社会党内

的主流 (孟什维克) 主张与临时政府合作，以巩固二月革命的成果，但列宁拒绝

接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并主张拒绝与临时政府的任何合作，以“和平

与土地共享”为口号重新聚集群众，将革命进程过渡到新阶段。他声称如果布

尔什维克能向士兵承诺和平，向农民承诺土地，就一定会胜利。

1917年4月26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将已受长期监禁的战俘遣返。

1917年5月             

由于海军部实施护航制度，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大幅减少。这就消除了

饥荒和工业瘫痪的威胁。

1917年5月15日    

菲利浦·贝当将军取代尼韦尔将军担任法军总司令。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

军队的纪律，该军队因尼韦尔将军领导的进攻而遭到打击，造成了令人震惊的

损失而没有获得任何战略成果。贝当因凡尔登胜利而获声望，他赞成采取防御

策略，等待兵力对比的逆转。

1917年5月15日    

在俄国：临时政府重组，支持协约国和继续战争的外交部部长米留科夫遭解

职。律师克伦斯基要求修正战争目标，以便放弃任何吞并的想法，这是保持

军队凝聚力的唯一方法。他被任命为战争部长，自此在临时政府中发挥着重

大影响。

1917年5月20日    

法军在贵妇小径参与进攻的部队发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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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18日    

俄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突破了加利西亚的奥地利阵线。然而，从7

月2日起，德国军队发动反攻，迫使俄国军队陷入混乱。1917年6月18日进攻

的失败削弱了临时政府的信誉。

1917年6月18日    

在俄国：临时政府驱逐了瑞士工会理事罗伯特·格林，他曾为了单独媾和在布

尔什维克和德国之间进行斡旋，并公布了他与联邦委员阿图尔·霍夫曼之间交

换的加密电报。联邦委员霍夫曼辞职。

1917年6月26日    

联邦议会选举古斯塔夫·阿道尔加入联邦委员会，取代了联邦委员霍夫曼。

1917年6月29日    

希腊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

1917年7月2日      

在海牙签署《英德关于战俘及被俘平民的协定》

1917年7月            

在塞萨洛尼基设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个常设代表处。

1917年7月1日    

在克伦斯基的煽动下，俄国军队在布鲁西洛夫的指挥下重新发起进攻。在最初

的成功之后，由于部队拒绝发起猛攻而停止了攻势。军官士气低落，军队因士

兵逃跑而受损。

1917年7月11日    

糜烂性毒气在伊珀尔 (Ypres) 地区第一次 (由德国人) 投入使用。这是“芥子气 

(ypérite) ”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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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9日    

德国在俄国发动反攻。德国军队重新夺回加利西亚并继续向东部和北部发动进

攻。

1917年7月20日    

在俄国：临时政府的重组。克伦斯基取代李沃夫亲王担任总理。

1917年7月31日-11月10日     

帕斯尚尔战役 (第三次伊珀尔战役)。英国的大规模进攻旨在突破德国通往帕斯

尚尔的战线，解放西佛兰德，削弱比利时被占领土上的泽布吕赫潜艇基地。英

国的进攻瘫痪了，不仅是因为受到德国的抵抗，还因为让所有推进完全停顿的

暴雨。尽管11月10日之前多次进攻，英国军队还是没能越过帕斯尚尔村。

1917年8月14日    

中国深信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与战胜国一起参加未来的和平会议是打败日

本野心和重获主权的唯一途径，因此中国向德国宣战，并收回德国在汉口和天

津的租借地。然而，中国军队不会参加任何敌对行动;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支

持协约国战争努力的方式是鼓励招募民工，为法国和英国军队挖掘战壕或取代

派往前线的法国工厂的工人。据估计，有19万中国工人前往法国。

1917年8月14日    

教皇本笃十五世的和平倡议。这项倡议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同盟国的论点，并没

有提及阿尔萨斯 - 洛林或特伦廷。

1917年8月19日-9月12日    

第11次索查河战役。意大利军队在这次进攻中失去了10万人，未有任何战果。

1917年9月               

俄国军队再次受挫。德国军队占领整个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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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3日    

列宁秘密返回芬兰，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一时刻有利于政

变，而不能等待制宪会议的召开，因为那会对布尔什维克不利。他主张通过起

义打破“国家机器”，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

宣称，如果向士兵们承诺立即实现和平，并向农民提供土地，布尔什维克党就

一定会胜利。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列宁的立场。

1917年10月24日-11月10日    

卡波雷托。在德国军队的支持下，奥地利军队前往意大利前线，俘获了29万

名俘虏和3000门大炮。法国和英国派遣几个师到意大利皮亚韦河巩固意大利

新战线。

1917年11月7日 (俄历10月25日)     

在俄国：十月革命：彼得格勒驻军的布尔什维克分队占领了首都的主要战略要

地，围困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冬宫。11月7日黎明时 (俄历10月25日)，冬宫的守

军投降，宫殿被攻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都被逮捕，但克伦斯基除外，他成

功逃离。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归于列宁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

1917年11月9日    

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和平法令》，规定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原则，以及《土

地法令》，该法令规定没收王室、神职人员和所有自己不耕种的地主的土地，

并将土地分给农民。 

1917年11月10日    

帕斯尚尔战役 (第三次伊珀尔战役) 结束。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英军以7万

人死亡、17万人受伤的代价，在伊珀尔突出部东北约20公里的前线仅将德军阵

线击退了10至12公里。

1917年11月15日    

就遣返长期俘虏事宜与法国和德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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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6日    

在法国：组建克列孟梭政府。

1917年12月3日    

为苏维埃俄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停战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开始谈判。

1917年12月7日    

芬兰宣告独立。

1917年12月10日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该奖项在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的一次颁发。

1917年12月11日    

在巴勒斯坦：在加沙打破奥斯曼帝国阵线后，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

1917年12月15日  

俄国与同盟国停战。停战协定缔结后，无数俄国士兵擅离军队并返回他们的村

庄，目的是在土地分配时能在现场。军队中已然涣散的纪律也坍塌了。在一些

部队中，士兵甚至屠杀他们的军官。

1917年12月28日    

在伯尔尼签署《英国-奥斯曼帝国关于战俘及平民的协定》。

1917年小结：不论是法国人在贵妇小径的进攻，英国在佛兰德的进攻，还是

德国潜艇的进攻，甚至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在卡波雷托的胜利都没有任何战略

意义。1917年仅有的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一个是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

参战，另一个是俄罗斯的退出。最终，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参战确

保了协约国的胜利，但协约国必须抵抗至1918年夏天，因为美国只有一支覆

盖墨西哥边境的小型常备军，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征兵、补充装备和训练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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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对战争进程造成影响的远征军。与此同时，俄国的退出确保了同盟国

对协约国的优势。意识到这一点的德国最高指挥部要在美国军队到来之前努

力在西线上决出胜负。因此，一直让对手的进攻徒劳无功的德国，不得不将

进攻转移到西线。

1918年

1918年1月6日    

在俄国：人民委员会撤销俄罗斯红十字会中央管理机构并没收该红会的财产，

将其宣布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财产。

1918年1月8日    

在华盛顿：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概述美国的战争目标：“十四点和平原

则”。通过放弃秘密外交，宣布民族自决的权力，并提议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机

构 ——即未来的国际联盟，这一讲话主要目的在于使俄罗斯保持参战状态。

1918年1月21日    

呼吁交战国取消所谓的宣教营。

1918年1月28日    

德国大罢工。这些罢工证实了苏维埃政权对德国即将爆发革命的确信，因此它

要做的就是伺机而动，而非接受德国为缔结和平协定而提出的要求。

1918年2月6日         

呼吁反对使用有毒气体。

1918年2月18日    

同盟国与俄国之间重新燃起战争。由于和平谈判停滞不前，德国急于在东部战

线上放手一搏以集中力量对抗法国和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恢复敌对行动。俄

国军队因缺乏纪律、士兵疑虑和逃兵问题而受损，无法进行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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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21日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恢复和平谈判，而德国军队已进军至距离彼得格勒150

公里的纳尔瓦。

1918年3月3日    

俄国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罗斯放弃在波兰、立陶

宛、库尔兰和芬兰的所有主权，撤离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并将这些领土的命

运留给同盟国决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署使德国得以向西线

转移一部分与俄罗斯帝国交战的部队，这使得它的实际兵力超过协约国。然

而，德国总参谋部知道这种优势是短暂的，因为美国很快就能将大量兵力转移

到欧洲。

1918年3月12日    

在俄国：苏维埃政府离开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莫斯科再次成为首都。

1918年3月21日    

在法国和英国军队的交界点，德国在西线开始了大规模进攻，并将主要兵力集

中于皮卡第。鲁登道夫坚信德国必须在夏天之前赢得战争胜利，否则美军加入

之后失败将不可避免，因此他投入了所有后备军以决胜负。法英阵线在亚眠附

近被突破。几天之内，德国军队前进60公里，这是自1914年10月以来西线上从

未见过的推进。德国军队将继续发动攻击，直至7月初，以期决出胜负。

1918年3月23日    

开始用“大贝尔塔炮”炮轰巴黎。

1918年3月26日    

面对失败的风险，协约国同意任命一名总司令。福煦将军当天被任命。

1918年4月9日-25日    

德国在法兰德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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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                

法国大规模罢工。

1918年5月6日        

国际委员会为俄国红十字会发出呼吁。

1918年5月7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批准任命爱德华·弗里克为驻俄国的代表。

1918年5月27日-6月11日    

德国在贵妇小径发动进攻。

1918年6月-7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本探视德国战俘的行动，尤其是青岛基地的前驻军成员。

1918年6月           

“西班牙大流感”第一波疫情暴发。将近50万德国士兵感染流感。协约国也

受到影响，但他们的士兵有更充足的补给和食物，因此对流行病的抵抗能力更

强。流感在秋季又卷土重来，而且更为严重。

1918年6月2日    

在俄国：人民委员会法令确认俄国红十字会的存在，并承认俄国加入《日内瓦

公约》和其他与红十字会有关的条约的有效性。

1918年6月15日-23日     

格拉帕山战役。奥地利军队集中几乎全部力量来冲破位于皮亚韦河的敌方阵

线。然而，在赢得最初胜利后，奥地利的进攻停止了。

1918年6月-7月     

在俄国：内战开始。希望继续与同盟国作战的军队成员转而反对苏维埃政权。

很快，渴望获取独立的所有少数民族也加入了他们。“白军”包括军官、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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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哥萨克人、旧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夏季，他们设法控制了所有周

边地区和西伯利亚。然而，该国的中心仍然在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控制之下。

因此，在整个周边地区被前俄罗斯围困的同时，苏维埃政权通过控制莫斯科和

彼得格勒以及大多数工业区而取得对国家中心地区的控制权。此外，白军没有

统一的指挥结构。他们因拒绝自决原则而疏远了少数民族，又因拒绝土地分割

而不能团结农民。

1918年7月14日-16日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协约国已为这场新的德国攻势做好准备，德国攻势从7月

15日起进攻就陷入困境。协约国的空军优势使他们能够摧毁河上架设的桥梁和

桥板。与1914年9月一样，德军被击退至马恩河以北。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以德

国于1918年春大规模进攻的失败告终。从1918年3月21日至7月16日，德国军

队的死者、伤者和被俘者超过85万人，德国参谋部在这场进攻中动用了全部军

备。协约国也已筋疲力尽，但他们可以指望美国军队的不断加入。实际上，自

1917年4月以来美国开展动员，使其得以从1918年4月起每月向欧洲派遣25万

名装备齐全的士兵。1918年夏天开始兵力悬殊，而德军最高指挥部对战争后期

起决定性作用的两种武器——飞机和坦克没有足够的投资，又加剧了兵力的不

平衡。

1918年7月18日    

在西线：法国第10集团军的反攻使协约国夺回主动权。德国军队又退回至其在

1918年5月27日占领的阵地。

1918年8月8日     

法国和英国在蒙迪迪耶地区 (索姆河) 的进攻，得到了空军和600多辆作战坦克

的支援。协约国打破德国阵线取得胜利。由于兵力、空中控制和大量坦克使用

上的优势，加上紧随其后的步兵纵队的不断推进，协约国成功从阵地战转到运

动战，这是他们自1914年秋天以来在西线上的任何进攻都未能做到的。鲁登道

夫在日记中记录为“德国军队的哀悼日”。 一个月内，德军被击退至3月21日

之前占领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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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3日-14日    

威廉二世在位于比利时被占领土上的斯帕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总理赫特林、外

交国务大臣欣策以及兴登堡将军和鲁登道夫将军出席了会议。与会者承认战争已

经失败，德国不得不要求停战，但他们认为仍然可以控制时间，并认为如果德国

等到协约国的进攻放缓再提出停战请求，有望获得不过于严苛的停战条件。

1918年9月15日    

由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指挥的东部军队向位于马其顿的普里莱普发动了一次大规

模进攻。由于士气低落、装备不齐且供给不足，保加利亚军队无法继续抵抗。

1918年9月19日-25日    

米吉多战役：艾伦比将军在巴勒斯坦北部彻底击败奥斯曼帝国。这场胜利为英

国及其阿拉伯盟友开辟了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

1918年9月26日    

西线的大规模反攻开始。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次进攻就迫使德国军队

放弃自1914年10月以来所占据的在凡尔登和海边之间的所有阵地。

1918年9月26日    

保加利亚请求停战。

1918年9月28日    

在斯帕，鲁登道夫将军和兴登堡将军指出，战争已经失败，德国必须立即进行

停战谈判。他们决定将情况通报给威廉二世。

1918年9月29日    

在普里莱普签署《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停战协定》。保加利亚的失败将奥斯曼帝

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隔离开来，东部军队得以将部分部队部署到伊斯坦布尔，

而奥斯曼军队刚在巴勒斯坦遭受重创。保加利亚的退出同时暴露了奥匈帝国的

南部阵线。奥匈帝国被迫向巴尔干地区紧急转移了几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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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29日    

威廉二世巡查位于斯帕的最高司令部：他与兴登堡，鲁登道夫和外交国务大臣

欣策进行了会谈。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使皇帝确信迫切需要采取停战措施，否则

形势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皇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将军们的结论。当日下午，

总理赫特林又将这4人集合起来。在了解军事状况和请求停战的必要性后，总

理辞职。他将被巴登亲王马克斯取代，后者以自由党人而闻名，并且几个月来

一直倡导妥协的和平；此外，作为巴登大公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主席，他关心战

俘的境遇，并因此与协约国有间接接触。

1918年10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德国常驻代表处。

1918年10月           

“西班牙大流感”疫情。由于害怕向敌军暴露疫情引发的破坏，交战各国政府

未能采取预防措施来阻止疫情发展。

1918年10月1日    

阿拉伯军队在埃米尔·费萨尔的率领下进入大马士革。几小时后，英国军队抵

达大马士革。

1918年10月4日    

前一天被任命为总理的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通

过瑞士向威尔逊总统发出停战请求。

1918年10月5日    

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前，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宣布向威尔逊总统发送照

会，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相关措施也同时进行。总理还宣布新政府将依靠

议会多数派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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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7日    

在伊斯坦布尔，“青年土耳其”政府下台。奥斯曼帝国解除了与德国和奥地利

的同盟关系，并为停战采取单独行动。

1918年10月17日    

奥斯坦德、里尔和杜埃解放。

1918年10月18日    

比利时和英国军队解放了布鲁日和泽布吕赫以及整个比利时海岸直至荷兰边

境。位于泽布吕赫的德国潜艇基地被压制住。

1918年10月23日    

威尔逊总统的第3份照会。照会规定了停战条件，禁止德国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1918年10月24日-30日    

在意大利：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奥匈帝国阵线已被打破，失败变为溃败。

军事失败引发了奥匈帝国的解体：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开始组建独立国家，不

再关注维也纳时局，而匈牙利宣布结束二元君主制。 

1918年10月29日    

奥匈帝国请求停战。

1918年10月30日    

在穆德洛斯签署《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停战协定》。

1918年10月30日    

在基尔，德国舰队的船员哗变。由于担心军队中发生兵变，政府不愿意出兵

镇压。

1918年11月1日    

匈牙利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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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日    

塞尔维亚军队进入贝尔格莱德。1914年7月塞尔维亚边境的大部分领土由此得

到了解放。

1918年11月3日    

在基屋斯蒂别墅签署《协约国与奥匈帝国停战协定》。

1918年11月7日    

巴伐利亚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艾斯纳领导巴伐利亚工人委员会，

他宣布巴伐利亚为“自由州”。

1918年11月9日    

柏林起义。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宣布成立共和国。总理巴登亲王马克西

米利安辞职，由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取代。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与协约国签订《勒通德停战协定》。停战协定规定15天内德国从法国、比

利时、卢森堡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占领土撤离，在随后的15天内从莱茵

河左岸宽10公里地带，以及右岸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美因茨、科布伦茨和科隆

对面的三个桥头堡撤离；在20天内交出5000门大炮、25000支机枪、1700架

飞机、所有潜艇和24艘大型战舰；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协约国战俘；在签署和

平条约之前一直保持封锁。

1918年11月11日-15日    

瑞士大罢工。

1918年11月11日    

瑞士与苏维埃俄国断绝外交关系。

1918年小结：1918年的关键事件是美国兵力的增加。从1918年4月起，美国

每个月能够将25万名装备齐全的士兵转移到欧洲。意识到德国必须在美军的加



 附件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记事表 187

入导致德国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前赢得胜利，德国最高指挥部从3月21日起发动

一系列攻势，德国军队在进攻过程中筋疲力尽而未能占得上风。第二次马恩河

战役 (1918年7月14日至16日) 以德国人大举进攻的失败而告终。从1918年8月

开始，协约国的数量优势以及飞机和坦克的大量使用迫使德国军队撤退。由于

无法支持其盟友，德国眼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战局。面对军队溃败和国家

解体的风险，德国最高指挥部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他的失败。德国接受停战协

定，协约国获胜。

1919-1929年

1919年1月5日-11日    

斯巴达克派在柏林起义。

1919年1月18日    

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

1919年2月24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第180号通函要求解除对医院供给的封锁。

1919年3月-1921年    

乔治·蒙唐东博士在西伯利亚为组织遣返战俘而采取行动。

1919年3月10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和平会议上要求解除封锁，至少解除针对医疗用品的封

锁，并安排中欧的医院接受物资补给。

1919年4月1日-11日    

由美国红十字会主席召集的戛纳医疗大会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

日本红十字会的领导人以及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它奠定了红十字会联盟 (现

称：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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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5日-16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维也纳召集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南斯拉夫卫生部的代表，以协调在东欧抗击疫

情。这次大会设立了东欧流行病防治中心，让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会面并采取共同的预防措施。

1919年5月4日     

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城市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和平会议的决议。根据该决议，

原德国殖民地，特别是青岛，将归于日本，而非归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

抗议者要求中国拒绝签署将来的和平条约。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复兴

的起点。

1919年5月5日      

在巴黎成立红十字会联盟。

1919年6月28日    

协约国与德国在凡尔赛签署《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条约第一章便是

“国际联盟盟约”。由于第156条规定德国将青岛殖民地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将

其归还给中国，中国拒绝批准该条约。

1919年8月22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要求遣返协约国各国内的战俘。

1919年9月10日    

协约国与奥地利于圣日耳曼昂莱签署《和平条约》。

1919年10月18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再次磋商，要求遣返奥地利、匈牙利、

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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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9日    

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因此，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而

美国总统为该联盟的创建所做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1919年11月27日    

在塞纳河畔纳伊签署《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和平条约》。

1920年1月10日    

《凡尔赛条约》生效。

1920年4月19日   

在柏林签署《德国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相互遣返战俘及被

拘禁平民的协定》。

1920年5月12日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盟的主持下，继续将在原同盟国继承国的俄国战

俘和平民被拘禁者以及在俄国或西伯利亚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或土耳其被

拘禁者遣返回国。

1920年6月4日     

在特里亚农签署《协约国与匈牙利和平条约》。

1920年8月10日   

在塞夫勒签署《协约国与土耳其和平条约》。由于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和希土

战争，该条约从未得到批准，也从未得到实施。在土耳其战胜希腊后，它被

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签署的一项新条约取代。

1920年11月11日    

在法国：“无名烈士”骨灰迁至巴黎凯旋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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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22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给国际联盟第1届大会主席和成员的一封信中呼吁采取一

系列措施，减少不人道的战争行为，特别是“空战仅限于绝对的军事目的”，

“禁止轰炸开放或不设防的城市”，“禁止驱逐平民居民”和“绝对禁止窒息

性气体”。

1921年3月30日-4月7日    

于日内瓦召开的第1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红十字会由此宣

布其帮助内战受难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这一新活动领

域的关键角色。

1921年5月20日    

在北京签署《中德协约》。该和平条约使两国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

1922年2月4日    

在华盛顿海军会议之际，日本面对中国的压力和美国的仲裁，同意将青岛归还

中国。

1922年7月13日    

遣返监禁于原同盟国继承国的俄国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以及在俄国或西伯

利亚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或土耳其俘虏的行动结束。从1920年5月12日至

1922年7月13日，超过42.5万名前战俘或平民被拘禁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主持下被遣返，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途经波罗的海、黑海，或从符拉迪沃斯

托克和的里雅斯特。

1923年7月24日    

在洛桑签署《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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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17日    

控制武器、弹药和战争装备的国际贸易大会于1925年5月4日至6月17日在日内

瓦召开，并于1925年6月17日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恢复禁止有毒武器。

1929年7月1日-27日    

日内瓦外交大会：通过了1929年7月27日《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

遇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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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携手红十字和红新月的合作伙伴，帮助世界

各地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影响之人，竭尽所能保护他们

的生命与尊严，减轻他们的苦难。我们还通过推广并加强

人道法，捍卫普遍人道原则，来尽力防止苦难的发生。作

为国际人道法的参考，我们帮助发展这一法律体系，并努

力加强该法的施行。

民众知道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在冲突地带开展一系列挽

救生命的行动，其中包括：供应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

设施和避难所；提供医疗救护；以及帮助减少地雷和未爆

炸弹药带来的危险。我们还帮助因冲突离散的家人重聚，

并探视在押人员，确保他们得到妥善的待遇。我们与社区

紧密合作以理解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利用我们的相关经验

和技术专长迅速、有效并公正地进行应对。



弗朗索瓦·比尼翁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众多国家卷入战争，战事连

年不息，各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这次世界大战标志

着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断裂，开启了延续至今日的暴力世

纪的大门。

红十字在这场考验中完成了转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起就建立了一套

运作机制，而这一机制仍是其当今行动的基石：寻找失踪者，

重建被俘人员与家人间的联系，探视战俘营，救济行动，遣返

获释人员。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可导致这个机构如此深刻的变

革。本书的目的就是勾画出这场变化中的主要因素。

面对堑壕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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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比尼翁 (François Bugnion)，文学学士和政治

学博士。于1970年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以代表身份在色

列及被占领土、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工作，后作为代

表处主任在乍得、越南和柬埔寨工作。2000年1月至2006年6

月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和合作部主管，2010年至2017

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委员，大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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