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从1859年至今的历史



使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

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
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
护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受难
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
提供援助。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
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开展的救济行动。它还致力于通
过促进和巩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的方式预防苦难的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
于1863年，它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促进国家红会在易受伤害之人中开展的人道活动。该组
织通过协调跨国灾害救济工作及鼓励发展支持工作，力求预防和缓解人类苦难。

国际联合会、各国红会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构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186个）体现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和原则。国
家红会是本国政府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的助手，在救灾、卫生和社会项目等方面提供广泛的服
务。战乱时期，各国红会援助受影响的平民居民并在适当时为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支持。



“太可怕了！”

“没办法。战争
就是这样的！”

杜南组织了急救，劝说当地人
照看伤者——无论他们是法国
人还是奥地利人。

“我们都是患难
中的兄弟。”

“嗨！这话什么
意思？”

"我们打赢了，现在你要照顾我们的
敌人。那是叛国行为，先生！"

“请容我解释，上校。”

“……那么你打算怎么弄到你
所需要的包扎用品和药呢？”

“费用我来承担！但是您
可以做一些事……”

“说！你需要什么？”

“请释放那些被您关押的奥地利
医生、勤务兵和外科医生，让他
们来我这儿！”

“ 谢 谢 您 ， 上
校。我关心的只
是那些伤者。” 

瑞士商人亨利•杜南，正巧路过这里，在战
斗结束几个小时后到达索尔弗利诺。他对
眼前所见的一切非常憎恶。

1859年6月24日，意大利北部，索尔弗利诺。法国和奥地利军队正浴血奋战。当天夜里，有近4万名士兵战死或受伤，被遗弃在战场
上。医疗救护队无力应付，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特殊保护。

“噢，就这些？
你真大胆，杜南
先生！嗯，我觉
得这倒也不是个
坏主意。不过，
我得看着办。”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从1859年至今的历史



回到故乡日内瓦，杜南仍未忘记所发生的一切。1862年，他出版了《索
尔弗利诺回忆录》。书中包含了两个主要观点：
-在和平时期建立救济委员会，训练志愿者以备战时救治伤者（1）。
-拟定一个国际协议来承认和保护这类委员会（2）。

他是在做
梦吧！

（1）第一项建议促成了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建立。
（2）第二项建议构成了国际人道法的基础。

不！他是对的。一定得做
些什么。

1863年，杜南和另外四位日内瓦公
民成立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这将是个全球统一的标志，用来
保护战场上的军队医务人员。

这样，他们就不
会受到攻击。

并且所有伤者都能得到救治，
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方！

1864年：通过《改善战地武装部
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1876年，土耳其决定采用红新月标志，认为这更符合其本国
文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期间共有42个国家红
会*在开展工作。

冲突数量不断增加，证明了他的基本设
想与现实的紧密相关性，这一基本想法
是：在战争中维护一定的人道标准。

规制作战方法的书面规则开
始出现。1907年《海牙公
约》禁止使用有毒武器并禁
止处决已经投降的士兵。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了亨利•杜南。

泰奥多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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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尧姆•亨利•杜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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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阿皮亚医生

亨利•杜南

古斯塔夫•穆瓦尼耶

*红会是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缩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工业能造出
可杀伤数百万人（不分平民或战斗员）的
武器。毒气被大规模使用。

一些志愿者在前线工作。

另一些志愿者为人们准备一
包包的衣物、食品、烟草、
眼镜或药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被关押者分发了数百万封
信件及包裹……

……尽管需要穿越重重封锁和战火纷飞的前线。

战争于1918年结束。但是一场大流行病却接踵而来：

1919年，各国红会建立了一个联盟，协调彼此的工作。

我们必须照
顾那些流离
失所者！

对抗饥荒！ 对抗传染病！

……重建医
疗卫
生服
务！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超过了这
四年战争中死亡人数之和！



新的冲突在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以及中
国爆发。平民经常受到攻击。

这些激烈的冲突预示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1945)的大规模杀伤性。

战俘收到了超过3600万件
包裹和1.2亿封信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探视战俘营，检查战俘是否能得
到1929年《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待遇。

但是没人能阻止二战中
对数百万人(尤其是犹
太人)的蓄意杀害。人类
社会进入了野蛮的新阶
段……

1949年，各国修订了已有的人道法条约，并通过了一部战时保护平民的新条约。这些构成了
现行的四部《日内瓦公约》。

战争也是有
限度的！

国际人道法以两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不参加战斗之人应得到保护。

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2005年《第
三附加议定书》为国家红会提供了使用红
水晶这一新标志的可能。

武器和作战方法的
选择应受到限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和援助
战争受难者……

……并向所有的战斗员解释他们
必须遵守的规则。

如果战斗员投降，
他必须得到正
当的待遇。

我们听说你们的一些战士烧毁了河边的村庄。

我们将处理
应对此负责
的人。

战争受难者领到了食物和其它
生活必需品。

每人都有！

……为牲畜接种疫苗。
代表们帮助
人们打井……

看，你能做到的！

假肢康复中心照顾那些肢
体伤残人员，他们的伤残
常常是因地雷造成的。

医疗队在前线救治伤员。

因战争而离散的家人通过卫星电话或红十字通信来
保持联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寻找失踪人员并帮助他们与
家人重聚。

终于又见到你了！

在冲突期间，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确保被俘
士兵和被拘留平民的
身心健康得到尊重。

我必须提醒您，酷刑和虐待
都是被禁止的。

在必要时，代表们设法改善实际拘留条件。

我们打算这样
翻新牢房。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国家红会志愿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当暴力事件最为严重时，他们
是唯一能接触到受难者的人。

但是并不仅仅只有战争。自然灾害每年影响
着数百万人。

……比如地震。

气候变化加剧了
干旱、飓风和洪
水的威力。

许多人不了解基本卫生常识。他们很难得到足
够的安全用水，卫生保健也不够。

作为中立调解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在冲突结束后遣返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



一些地区的死亡
人数惊人。 一些看似很小的疾病也

威胁着人类的
生命。

各国红会在急
救培训方面投
入巨大。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遵循一些原则，使其得到了所有人的信任和尊重。

运动必须独立，以使其
不会屈服于公众舆论或
政治压力。

公正意味着尝试帮助每一个人，优先帮助最
需要帮助的人。 并且不因种族、宗教、政治派别或社会地位而

有所歧视。

在紧急情况
下，一些简
单处理就能
挽救生命。

全世界蔓延……. 艾滋病
在…… 

中立原则是一项重要原则。
因为运动不偏向任何一方……

……其成员应当获准接触每
一位身处危难的人。

远离海岸！海啸来
了！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由1919年建立的联盟发展而来，负责协调各国红会的工作。它协助各国红会开展备灾救灾工作，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



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国家红会要尽量避免只帮助
某一群人。

数百万志愿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组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人道运动。他们不是为利益走到一起，而是
为了共同的理想，即减轻最急需帮助之人的苦痛。

……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理解、友
谊、合作和持久
和平。

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
和186个国家红会组成。（2008年）

为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帮助，一国只能有一个国家红会。

各国红会有
责任互相帮
助。

运动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
对个人的尊重。它支持……



亨利•杜南（1828-1910）

这个人的远见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立；他从富有变为贫穷，但
却成为了首届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1828年5月8日，亨利•杜南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乐善好施而虔诚的新教家庭。杜南
未完成中学教育，就到日内瓦一家银行当了学徒。1853年，他来到阿尔及利亚，负责管
理塞提夫的瑞士人定居点。他着手修建了一座小麦磨房，但因没能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无
法运营。在去突尼斯旅行之后，他回到了日内瓦，决定去觐见拿破仑三世以取得所需的
商业凭证。

当时，拿破仑三世正在意大利北部指挥法兰西-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队作战，于
是亨利•杜南决定去那里找他。正因如此，他赶上了伦巴第地区索尔弗利诺战役的尾声。

回到日内瓦之后，他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正是这本书后来促成了“伤
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的创立。杜南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
并担任了秘书一职。他当时非常出名，还得到了国家元首、欧洲王室的国王和亲王的
接见。但杜南的财务状况陷入窘境，他于1867年宣布破产，身负大约100万瑞士法郎的
债务（19世纪60年代的价值）。
	

由于破产事件在日内瓦引发的流言蜚语，杜南辞去了国际委员会秘书之职。1867年
9月8日，委员会决定同意他辞职，并不再让其担任委员。之后，杜南去了巴黎，在那里
他十分窘迫，只能露宿在公用的长椅上。然而，就在那时，欧仁妮皇后在杜伊勒里宫召
见了他，并向他咨询了有关将日内瓦公约扩展至海战的问题。杜南还成为了奥地利、荷
兰、瑞典、普鲁士和西班牙国家红十字会的荣誉会员。	

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他探望并安抚被送到巴黎的伤者，并提议佩戴标牌以便确认
死者身份。

战争平息后，杜南来到伦敦，试图组织一个有关战俘问题的外交会议；俄国沙皇对
这一计划颇为支持，而英国却对此充满敌意。

困顿岁月

1875年2月1日，杜南发起的“最终完全废除贩卖黑人和奴隶贸易”国际大会在伦敦
召开。此后多年，杜南四处漂泊，一贫如洗：他在阿尔萨斯、德国和意大利徒步游荡，
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朋友的款待维持生活。

1887年，杜南最终回到了瑞士，在康斯坦茨湖附近的海登村，他病倒了并住进了当
地的济贫院。1895年，记者格奥尔格•鲍姆贝格尔在那里发现了杜南，并写了一篇关于
他的文章，在短短几天之内，欧洲各个媒体纷纷转载了该文章。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
函送到了杜南手中；一夜之间，他再次闻名于世，备受尊重。190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
和平奖。

亨利•杜南于1910年10月30日去世。人们将他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与
红新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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