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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道德和实践对于 NGO 中立性挑战

最新出版物

《斯里兰卡的人道主义中立性危机》

能力建设新闻
PRAXIS 新闻：对第一年的思考

中亚：阴谋、中立性以及互相依赖的发展

焦点国家：埃塞俄比亚饥荒：阻止巴尔干半岛冲突的二十年：公民社会组织的

作用

INTRAC 培训

在本期简报中，Barbara Brubacher 探讨了在人道主义环境中，对于 NGO 中

立性的概念不断增加的压力；Jo Boyden 强调了斯里兰卡人道主义干涉的复杂

性；Brian Pratt 介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那场饥荒以后，埃塞俄比亚这二十

年来发生的变化。

观点： 道德和实践对于 NGO 中立性的挑战

传统的人道主义原则，如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原则，在复杂的人道主义

紧急事件的内部以及随着全球新秩序的出现，逐渐地正在被削弱。中立空间的丧

失是一些互相重复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冷战以后，西方的外交政策已经重新转向

于使用援助，作为维持稳定和阻止恐怖主义的手段。这种援助手段的政治色彩日

益增加。这种外交政策与人道主义目标的出现，正在削弱 NGO的工作人员和受

益者的稳定。许多 NGO已经决定，对待种族屠杀情况时，有选择性地放弃中立

性与非干涉性原则， 积极地改善军事化人道主义干涉的计划。

国家机构，包括军队以及私人发展机构，在与当地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伴

或者增选当地民间组织为新委员方面，变得越来越老练。因此，这些机构正在逐

步取代人道主义 NGO作为西方国家与当地民间组织之间的中间人的传统角色。

这种取代以及军队和私人发展机构的资源极其重要性如今阻碍了人道主义 NGO
项目，不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是这样，而且在其它低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鉴于目前的政治现实，NGO 已经开始重新评估中立的意义以及维持中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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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有用性。尽管许多大型的国际 NGO已经同意通过决定制定一部法规①来支

持中立性、独立性和公平性原则。NGO处于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之中，这种环境

不断地对 NGO形成道德以及实践方面的挑战。NGO 已经采取了一系不同的措施

以回应这些挑战，这些措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古典主义的方法：维持中立性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对于古典的中立性已保持了最明显态度：人道主义行动

能够并且应该完全中立性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不仅以已建立的

人道主义原则的应用为行动基础，而且为了维持中立性，还经常保持沉默的态

度以避免被当成党派分子。

然而，人们批评这种运用保持沉默的谨慎态度是与非人道的行为是如出一

辙的。最近英国先锋报（2003 年 11 月 27 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批评。文

章指责英国的一个NGO受制于他们的美国合作夥伴，对于批评伊拉克的占领部

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事情保持了沉默态度。不管这个受到质疑的 NGO 是否

像所声称的那样保持沉默，但是这篇文章至少表明在如此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上保持沉默会令人对缺乏独立性产生怀疑并且可能削弱人道主义组织的信誉。

团结一致的办法：抛弃中立性

其它组织承认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本质上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并且它们认

为为了解决冲突、为了解决贫穷以及人权滥用的根源要求他们在关键问题上要站

在一定的政治立场。这些 NGO，概括地被称为“团结一致者” 。他们站在一定

的立场上，抛弃了中立性，也拒绝同意，作为干涉的前提。对于那些倡导更加政

治化人道主义的人（如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来说，政治立场必须来自于使

人道主义行为成为国际公共政策的完整部分的有意识的决定，以此来减轻威胁

生命的痛苦，并且保护在激烈的冲突中最基本的人权。

许多 NGO都采取了各自的政治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立场表明了他们

北方政府关系上的独立性和独立身份，是找出冲突和贫困根本原因的一种方法。

正如 NPA 的主要管理者所讲的：NPA 是独立的，但它不是中立的和公平的，
NPA 的工作是以与其帮助的人保持一致的观念为基础的。

实用主义的方法：操作的中立性

虽然许多 NGO承认他们的干涉活动并不是中立的，但是有一些 NGO仍然
认为在项目实际运作中，从操作的层面，NGO必须把他们自己作为中立的行动

体。为了维持独立性的地位，NGO 已共同创建了自愿的原则以便在冲突地区运

作②。维护操作的中立性对于获得人道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在苏丹过去和现在都

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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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的中立性： 权利——基础的方法：

然而，维持“操作的中立性”并不能解决对 NGO中立性形成挑战的潜在的

根本问题。虽然操作的中立性允许 NGO有能力在某些冲突地区能够继续运作，

但是关于人道主义的政治特性以及项目的影响等的更大问题依旧未能解决。对
NGO 的道德基础所形成的挑战没有解决，而正是这种道德基础促使八十年代
NGO发展壮大。在国家主导人道主义日见增加的现状下，NGO 发展将继续放慢

脚步。

目前对于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争论是不是力图明晰中立性问题，是不是

为了形成更客观的标准，是不是为了明晰NGO如何运作以及通过什么标准运作？

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发展能够公正实施的客观标准来维持一

种中立性和公平性的古典解释。然而，不象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

行动是以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NGO正在努力制定权利的基础。他们必须

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接受制定其目前所赞同的法律的可靠

程序。NGO对于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它们是指那些能够最终

可以变成权利的想法的权利吗？还是采取现行的法律框架如以联合国儿童权利

条约作为他们的基础？

结论

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性与新的非安全性、军事化和私有化的情况以及发展和

安全目标的结合形码成了一种两难困境。这种困境将影响人道主义项目多年。
NGO如何调整自己，决定是抛弃还是调整人道主义原则对于确定 NGO未来在

走向全球治理机制内的位置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本期 ONTRAC 探讨了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对于 NGO 中立性的挑战。Jo
Boyden描述了斯里兰卡在国内冲突中政治性竞争的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对

二十年来从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反映的反思中，Brian Pratt 简述了人道

主义组织正在承担的角色以及对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评价。John Beauclerk 强调

了波斯尼亚的公民社会继续反映社会分裂的方法。Charlie Buxton分析了中亚地

区公民社会对于恐怖战争的回应。在未来几个月，ONTRAC将继续观注关于不

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学情况的讨论。

作者：Barbara Brubacher
INTRAC 研究员  电子邮件：b.brubacher@intrac.org

注释及参考书目：：

①参阅全球项目：《国际红十字会、红教运动以及灾难反应计划中 NGO行
动原则》。亦可参阅全球项目中以及援助人民法规中的“人道主义宪章和最低标

准”。(www.peopleina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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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些首创性的原则包括神意原则、1994 年在复杂的紧急情况中人道主义

援助的 Mohonk 标准以及 1994 年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教运动行动规则之中。神意

原则制定于 1993 年在布朗大学实施的人道主义和战争项目。
Duffield, M.全球治理和新式战争.纽约：Zed 出版社，2001
Slim, H.“人道主义需要边界吗？NGO、好战的军事部队以及人道主义行动

”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世界秩序的 NGO的 ICVA大会论文：困境和挑战

（网址：www.jha.ac/articles/a118.htm）
Plattner, D.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中立性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国际红

字会周刊. 第 311 期，1996 年 4 月 30 日

更多信息：
People in Aid，一个为了提高援助人员管理和支援的实践水平的国际网络最

近出版了两本小手册：《理解人道主义部门的人力资源》和《提高人道主义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的质量》。前一本手册谈及了冲突以及人道主义部门不断变化的性质，

包括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最近的冲突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军队的联系。可以访问网

址：www.peopleinaid.org 或者发电子邮件至：info@peopleinaid.org。

************

INTRAC最新出版出版物

请参阅英文版

《斯里兰卡的人道主义中立性危机》

在目前政治以及安全氛围中，人道主义两个不可分离的原则——中立性和

公正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对于许多机构来讲，这两个原则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原则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化。更为根

本的是，尽管公正性通常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但有些人认为对于战争的残暴

保持中立在道德上是不容许，因为保持沉默等同于帮凶。

发生于斯里兰卡那场在 Sinhala 多数派以及 Tamil少数派之间的战争尽管是

分散的、低强度的，但是战争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暴行、灾难和损失并且给人道主

义社团产生了许多伦理和道德上的困境。在这个案例中，涉及的是一场内战，政

府既是战争中的一方，又是主权保护者，同时是国际援助的中介，因而使人道

主义干涉相关的敏感度更加强化。

在斯里兰卡，人道主义机构与不同的军事团体进行交涉是必要和正确的。通

过这种方法，接触民众并向他们提供支持。然而，这样的话就削弱援助的中立性。

人道主义援助时常会与政治相关联并受到质疑。人道主义措施的实施环境完全被

控制了。敌对双方经常蓄意地提出人道主义需要以此作为政治—军事战略的附属

品。例如，政府制定的禁令（有时包括了 48个项目）影响着在 LTTE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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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这些禁令禁止了许多商品。这些商品无论如何对于军事没有任何重要性，

但是对于人们的健康和营养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为减少武装暴力而形成了十分重

要的机制在实践中增加了民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而且，斯里兰卡的执政者长久以来在提供人道主义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

通过有选择性地分发救济来讨好被选择帮助的对象。在民意上，这种行为将会产

生具有高度伤害性的后果，因为人们普遍地认为，起着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民

众作用的官方措施在现实中经常是用来实现政治或军事利益的手段。

尽管在民众中已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人道主义活动，人道主义社团也尽力维

持救济分配时的平等，而且最近朝着更加具有协商性和参与性的援助传递模式

发展，但是，在斯里兰卡大多数民众的心目中，人道主义社团已逐渐变得十分

不受欢迎而且不公正。居住于被冲突所影响地区的 Sinhalese 民众已经开始抱怨，

他们得到援助经常比 Tamils 人少，然而 Tamil 人对人道主义的干涉也有自己的

担心。处于政府控制地区的 Tamil 人长时间受制于残忍的政治统治方式，这种方

式侵犯了民众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

那些住在政府的国内难民营中的民众受到最深的影响。这个难民营是与国际

援助机构合作共同来运作的。政府宣称，难民营可以确保受到保护并且允许人道

主义的行动体以合作态度为难民提供服务，但是那里的条件十分的简陋并且宣

称难民营主要是用来作为抵御 LTTE进攻的档箭牌。近来重新安置难民的行动也

同样受到了批评，因为在这里，将人们安置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能坍塌而

极为危险地点的做法企图死灰复燃。

在 LTTE控制的地区的情形一样糟糕。由 LTTE 的政治党翼掌控的 Tamil 复
兴组织过分控制人道主义机构。实际上，在最近停火之前，LETTE的干涉一直如

此。许多机构都一起撤退到了政府控制的灰色地带。另外，资金已经从物质救助

和恢复中转移出来，注入到了社会措施之中，以提防支持政治企业家和 LTTE
的扩大。但是这种做法使民众认为援助已被援助机构非法地转变成昂贵的办公贷

款、交通工具、电脑以及其办公人员的薪水。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LTTE宣

称合法性可以代表 Tamil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这一点没有得到所有 Tamil

市民的认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曾感受过这种制度下非透明性税收和强制性兵

役的沉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者是在与在某些方面为人们所惧怕和指

责的政治权威进行谈判。

近来人道主义社团谴责了 LTTE诱骗小孩并让其服强制性兵役的行为。这象

征着一场令人鼓舞的反对与违法行动合谋的运动。然而，由于政府和 LTTE 有效

地控制着人道主义援助，他们经常把中立性原则的实践运用形同儿戏，从而从

根本上歪曲了斯里兰卡机构与受益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Jo Boyden牛津难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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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新闻

欢迎来到第 17 期能力建设新闻。在本期中，Mia Sorgenfrei带来了新的
INTRAC 的 PRAXIS项目，该项目是的目的是为了能力建设而建设能力。

Praxis 新闻：对第一年的思考

该 Praxis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年的项目，取得了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成了压

力集团。这个集团为我们提供有关NGO 能力建设的国际视角。以及从事 NGO支
持的能力建设者面临的挑战。下一届压力集团大会将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好望角举行。我们希望得到成员新的见解以及对于第一年项目活动的反应。

Praixis系列丛书已出版发行。这部丛书包括：Praxis指导、Praxis论文、网上
Praxis注解。主题包括实践中的监督和评估、NGO 能力建设及跨文化管理和法国

人的能力建设。我们组织了 Praxis专题讨论会，讨论有关组织学习与跨文化能力

建设的问题。我们正在筹备举行有关法国人能力建设的方法的讨论会。无论是在
ONTRC上还是在 Praxis 的主页上，我们成功地为 Praxis读者定期地进行消息的

更新。最后，我们完成了世界范围内公民社会支持者名录的第一版，这些名录可

以在网上查到。

我们非常感谢前任项目的负责人——John Hailey，感谢他的领导以及第一

年在建议项目框架方面战略性的指导。我们也非常感谢项目的经理——Rebecca
Wrigley，她接受了把 Praxis带入新的的项目年的挑战。

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新的出版物

过去的几个月，项目的研究人员和委托顾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动。一些由
Praxis支助的出版物已经完成。以下来自于 INTRAC 的新的出版物：

John Hailey & Mia Sorgenfrei 《判定成功：绩效措施存在的问题》
Mia Sorgenfrei《法国人眼中的能力建设（Praxis 第一部分）》
Esther Mebrahtu 《把政策付诸于实践》

另外，Praxis 第 5条，由 Felix Alvarado写的《马雅人的组织和管理》可以从
Praxis网页上下载。

目前由 Praxis 研究人员承担的研究项目包括：（1）由 Charlotte Hursey撰
写的一篇名为《能力创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他非常欢迎来自这个领域的实践

者提供帮助；（2）《能力提供者的关键问题》，一篇由Mia Sorgenfrei撰写的有

关 INTRAC咨询工作的分析，这项分析将为来年举办的有关能力建设实践者国

际专题讨论会提供背景资料。我们的意大利志愿者 Assunta Nicolini 准备了一篇

关于意大利能力建设的论文。有两项委托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Bruce Britton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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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组织学的研究以及 Terry Jackson关于跨文化管理和 NGO能力建设的研究。
Bruce Britton 正在为以他的发现为基础的 Praxis系列丛书作准备，从五月至六月

中在南非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 Terry Jackson 目前正在分析收集的数据。 

已开及将开的专题讨论会

因为这是第一次为 NGO能力建设介绍跨文化主流思想，Praxis 因此为
INTRAC 的人员组织了一个内部讨论会，由 Terry Jackson、培训和能力建设主任
Brenda Lipson进行，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大家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引

发南北方其它NGO的实践者交流有关如何在跨文化分析和内部文化交流的技巧

上通告能力，以此来促进发展活动的有效性。

虽然南北方都对组织学领域有极大的兴趣，但是我们不得不推迟六月份组

织学的讨论会。我们已决定等到 Bruce Britton 研究的最后成果出来，把其研究

发现融入到年底接下来要举行的讨论会。目前，我们正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组织
9 月 14 日到 16 日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将是第一次把南北方的法国

的实践者召集在一起。我们计划写出一份研讨会报告，这份报告将会用英文和法

文放在 Praxis的网页上。

Praxis试图寻求把组织能力建设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结合在一起。Praxis项目

以一系列周期性的研究、活动和学习为基础。因此，我们欢迎世界范围内来自人

道主义组织、发展NGO 的组织能力的实践者提供建议和帮助，指导我们的工作，

以确保我们对这个领域实践者所面临的挑战能够及时地作出回应。

作者：Mia Sorgenfrei
INTRAC 项目助理   电子邮件：m.sorgenfrei@intrac.org
访问网而到这个网站：http://www.intrac.org，点击 Praxis项目

能力建设新闻结束************

中亚：阴谋、中立性以及互相依赖的发展

中亚，历史上著名的大国与帝国的分界地，已经不再是政治阴谋和极权争

斗的新手。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原油公司冲进了这些地区，利用其混乱的局面

和快速的后苏联私有化获利。如今已进入 21 世纪初，美国、英国以及其它的一些

国家，关注保护本国的投资，反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扩张。

这对当地的公民社会来说意味着极大的挑战。在五个国家中，宗教都是十分

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五个国家是非宗教，而且似乎决定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大

多数穆斯林宗教影响的变化十分大；一方面，就官方而言，它鼓励了五个中亚

国家实施新的“国家建构工程”的传统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政策。另一方面，被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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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的 Hizb和 al-Tahrir 的年轻成员在市场上分发传单。但是宗教组织处在某种与

另外的公民社会相隔离的状态。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关于社团组织的一份报告表明，

宗教组织教派的自我限制的特点与其强大的僧侣统治组织将他们与其它组织分

离开来。就NGO而言，公民社会是缺少完全能代表国家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对

于如恐怖战争如此复杂和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问题作出同一回应，是十分困难的。

如在塔基克斯坦，1997 年内战后的重建使得伊斯兰教复兴党在中央政府形

成了联合政权。在塔基克众多村庄，清真寺在一边，NGO 一定在另一边与其竞

争。INTRC 的合作者、当地分析者 Kiomeddin Davlatov评论道：

“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在当地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公民社会如何应付这些

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公民社会的 NGO 部门确实是由美国所

发起，注入资金、培训、发展并且把成为他们活动的焦点。在过去的 10 年，

美国在塔基克斯坦所做的有影响的事就是在当地成立了 1400 多个
NGO。”

他列举了西方影响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包括“公民社会可以获取新的知识，

在严重经济危机时带来了就业机会，国际经验的交流、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国内基

础建设的复兴以及对于政府结构另外一种社会援助机制的形成。”

然而，促成西方霸权有众多显而易见的缺陷。Kiomeddin认为：“外国组织

凌驾于当地权力机构之上，当地 NGO依赖于损赠者的喜厌，在不同项目上缺少

协调；如性别方面等的问题处理得不适当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带来了危机。

”NGO 是新思想的一种来源。就个体公民而言，其他机会如去俄国接受高等教

育或者去麦加朝拜都有是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国际 NGO和西方公民社会普遍所认知的，中立性危机是指：质疑者以

及有持有异议者是要对担心人权滥用和令人质疑的海外联盟的参与者签署“恐

怖战争”协议吗？在中亚，人权NGO以反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西方影响的宗教团

体运动的名义，正开始呼吁西方机构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的 NGO正

在逐步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建立更加有建设性的关系，但这还是不能摆脱对国

外损赠者的依赖。公民社会还需要时间去发展其作用。

在乌兹别克斯坦，如今由于一系列人权抗议，西方国家对于政体的连续不

断的援助也就成为问题。当地分析家 Tanzilya Salimjanova分析了此种较大范围

的影响：

“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化进程。统治者利用这个机会

打击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宗教组织、NGO以及国际组织，认为反恐措施是不受

欢迎的运动。例如，一本 2004 年 2 月发放新的银行指示是为了阻止通过援助款

洗钱的行为。现在所有援助款的协议都需要获得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下属委托

机构的批准，具有办理援助款权利的分行的数目受到严格地限制。五月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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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项新的草案进一步控制和限制了 NGO的经济自由和生意。这甚至使得一些
NGO仅仅依靠现金进行运作，因为银行的程序变得如此的复杂。”

因此，“恐怖战争”在当地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假如后果之一是在社会和团

体的发展中开始发现了独立的声音及角色时，却都减少了公民社会的支持，这

将是很令人遗憾的。Tamzilya 的评论值得关注：“大体上来说，我们并发有发现

来自国际组织方面对当地 NGO的财政支助有明显的增长。NGO仅仅是承受着政

府对公共活动过度地控制。”

作者：Charles Buxton（ICAP 项目经理人）、Kilmeddin Davlatov、Tanzilya
Salimjanova（乌兹别克斯坦）

参考书目：

以上提到的报告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有关 CBO 的 FACT Tashken 以及塔基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权观测及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成果。

**********

焦点国家：

埃塞俄比亚饥荒：阻止巴尔干半岛冲突的二十年

我仍然记得 1973 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报导。这场饥荒催毁了帝国政权，因

为人们认为 Haile Selasse 政府在尽力俺盖问题的严重程度，仅仅是为了避免媒

体把问题向世界其它地方传播。接下来的 1984 年，不是俺盖最近的饥荒，而是

通过媒体报导了救济行动的许多方面。当时的总理Mengistu尽管有着斯大林狂

的记录，仍不断出现在镜头前。那时，许多 NGO在收入方面都得到了大大地增

加，同时许多新的 NGO诞生于埃塞俄比亚饥荒中。

但是，正如 BBC记者 Michael Burke 在最近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问到，二十

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所参观的这个国家由于饥荒再次更换了政府。Burke
似乎得出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除了当前政府可能比以前政权所介入的事务较

多外，并没能发生多大的变化。

实际上，目前许多埃塞俄比亚和 Eritrean 的领导人在处於反对党地位时受

到国际 NGO食物和其他的援助支持，一般来说，他们以对 NGO表示深深地怀

疑来回报它们的支持。至于 NGO社团：二十来我们学到了什么？埃塞俄比亚的

人口将近番了两倍。据估计每年将近有 800万人还依赖于食物援助。爱滋病和其

它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埃塞俄比亚人还处于最低生活贫困线。除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了现在不是同一民族统治之外，高度集权的国家特征从帝国成立之始并没有发

生多大变化。国家的概念仍然停留于集权控制以及给非国家行动体留有最少空间

的水平。可以说埃塞俄比亚的例子已经否认了以国家—中心发展的模式，因为这

种发展尽管有好的意愿，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几乎是停滞不前。    

处于社团阶段的公民社会不是因为国家和其它的援助而存在。例如非正式协

会（如葬礼和信用团体）比国家或者其他发展行动体在人口回升上具有更加明

显的作用的证据。而且，尽管大型的 NGO在埃塞俄比亚存在了多年，但是许多
INGO的活动还与定期的救济项目而不是与长期发展有紧密联系。也有其它的经

验存在，这些经验是建立在地方力量和能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很不幸地是，这

些经验与 6000万人民的需要而言为数太少。

就历史而言，埃塞俄比亚参与冷战是问题之一。西方和苏联的支持相互替代，

任何一边都不再强烈地希望挑战以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心的发展观。更为不

幸的是，国家极权几乎仍没受到挑战，因为官方捐赠者担心埃塞俄比亚的不稳

定，比他们即将获得真正的民主和参与式发展更加担心。埃塞俄比亚处于一边是

崩溃的索马里，另一边是被战争摧毁的苏丹的非洲角。而它的这种位置很可能足

以劝服捐赠者认为稳定比发展更重要。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成为救济

以及发展活动中心的二十年之后，变化如此之少的原因。同时，官办机构通过财

政以及其他项目的支持来再次强化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支持。政府采取新的地方分

权以及对公民社会支持的新政策是否会有丰富的成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Brian Pratt （INTRAC执行主任）

电子邮件：b.pratt@intrac.org

*******

阻止巴尔干的冲突：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

当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迅速地衰弱时，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全世界已达成

的和平共处原则。然而一旦公开的战争走向结束，修复当地社会社区的建筑的任

务是所有重建设挑战中最为困难的。公民社会被期望在重建社会资本方面能够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常常在克服一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国际社团不管在哪里

实施和平，如在巴尔干，这个地方就有许多通过其他手段追求战争目标的方法。

政治独立运动的领导能够早用政治程序阻止最复杂的宪法决定。例如，波斯尼亚

的新国家的令人迷惑的一系列的地方民族政府政策目的在於容纳各参战方，，

但是事实上各方都不满意。

调停——经常被认为当地非国家行为体的做法——当其方法和应用的资源

依赖于国际捐赠者时，也会落空。当以种族为基础形成的国家与其民众企图共同

阻止国际公正的进程时，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在巴尔干，一个民族战争的英雄可

能会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战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九年之后才承认参与了在其

境内的波斯尼亚民众的大屠杀。但是他们仍然拒绝向负责审问政治和军事战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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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法庭交出政治军事犯。

在这种环境下，令人毫不惊奇的是，无法排除市民行为体经常会或多或少

在其自己的民族选区内活动。这使其作为民族间的调停的代理人的作用降低。然

而，在公民社会的组织已经成功展示了真实的非党派特性的地方，其影响是十

分深刻的。马其顿国际合作中心（MCIC）就是典型的例子。

1999 年和 2001 年，由於邻国的事件，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两次几乎发生内战。

此时，尽管其工作人员受到来自本民族的巨大压力，MCIC还是作为一个有能

力的公平的紧急援助者赢得了信誉。而且，它积极地参与反对以暴力解决政治分

裂的手段，并且于 2001 年地为前线的被封索社区成功地争取了人道主义援助，

这已超越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范围。MCIC 的声势浩大的非党派的抗议为所有

民族的公民取得了坚持用谈判解决问题的合法地位，单个市民组织加入到联合

的反封锁的中，向潜在的参战方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MCIC 的案例表明了在衰落国家中，调停在阻止民族冲突中的价值。这个组

织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其开端。在开始时，这个组织把来自于不同的民族背景的重

要的市民行动体召集在一起；其次是归功于来自一个基督网络（教会的世界议

会 WCC）的长期的不干涉的支持。WCC成员希望接下来发生的是：当危机发生

时，充满了容忍和多重性价值的国家水平的组织已做好准备。相似的想法对于巴

尔干组织之间无法应付的调停的挑战是非常需要的。

作者：John Beauclerk INTRAC 中东欧项目经理

电子邮件：j.beauclerk@intr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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