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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募儿童

陷于战争中的儿童不仅家庭支离

破碎，还有可能被卷入战斗、目击或被

迫实施恶行，有时针对的还是自己的家

庭。其结果可能是破碎的童年和疤痕累

累的人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根据所有

战争和其它暴力受害者的需求，为其提

供公正的援助。施以特别的关注会使儿

童受益。针对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

的儿童， ICRC在各个阶段采取了以下

的措施： 

• 在冲突前和冲突中，通过促进签署相

关公约和采用相关立法以防止武装团

体或武装部队招募儿童，寻求释放由

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招募的儿童，并

保护冲突中被拘押的儿童；

• 在冲突中和冲突后，为曾经被武装团

体或武装部队招募的儿童重新融入社

会提供支持；

• 从始至终帮助儿童与其家人团聚。



2

IC
RC

 

“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

的儿童指18岁以下、被武装部队

或武装团体征募或使用的儿童、

男孩和女孩，他们充当战士、厨

师、搬运工、送信员、间谍或性

奴隶。不仅指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的儿童。”

(《关于与武装部队和武装

团体有关系的儿童的原则和准

则》(简称《巴黎原则》)，2007年2

月。ICRC也使用这一定义。)

每一个儿童都享有拥有正常童年生

活和发展自身潜能的权利。

但是在战争中，儿童是恶行的受

害者、目击者和参与者。他们可能被关

押、受伤或被杀害、还有可能与家人分

离。他们经常被迫逃离。

尽管全球都在努力制止对儿童的征

募并防止他们参与敌对行动，武装部队

或武装团体却在继续招募儿童入伍，将

儿童置于危险境地并剥夺他们最基本的

权利。

招募儿童有诸多原因。一些儿童本

人主动寻求加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

而另一些儿童则被残酷绑架且被胁迫充

当士兵或执行后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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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

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

(《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

恶劣的社会环境：

儿童面临的危险

许多陷于战乱的国家充斥着街头暴

力、极端贫困、缺乏援助机构等社会现

象，增加了儿童被征入伍的可能性。因死

亡或流离失所而失去双亲的儿童相比有

家人的儿童更加具有脆弱性，被征入伍

的危险也更大。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环境，

他们的未来和亲人的去向充满不确定

性。在此情况下，加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

体可能会获得某种保护和社会地位，也

可能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有些儿童参军作战是出于某种原因

或者为了加入到同龄人的行列中。其他

儿童被强行绑架而与家人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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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征入伍

强迫或威胁儿童入伍常被用作恐吓

和勒索平民的一个手段。

儿童经常被用于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以外的其它目的，他们可以被用来充当

家仆、性奴等。因此广泛使用的“儿童

兵”这个词有其局限性。

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是对儿童的

虐待同时将他们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虽然对许多儿童来讲，加入武装部队或

武装团体可能是一种自愿选择，而且在

他们看来是最佳选择。加入武装部队或

武装团体的儿童往往被剥夺了家庭、教

育和其它事物，使他们无法拥有童年、学

习成长、且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机会。

儿童被招募入伍是因为他们被视

为容易被操纵，不能充分意识到发生的

危险，对是非的认知相对不全面。在有

些情况下，他们被配备了致命性杀伤武

器或强迫服用了酒精和毒品，以煽动他

们参与暴力行动并变得无所畏惧，或者

强迫他们对所加入的团体产生依赖。这

些儿童由于没有能力或过于恐惧而无法

找到出路，他们有时变成“为所欲为的

人”，这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危险。

参与了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儿童无一

例外地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经历痛

苦：参与武装冲突的影响在战斗结束很

久后仍然无法消除。

难以估计全球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

团体的儿童的准确数字。但是可以确切

地说目前应当有几万人。过去十年大约

有几十万儿童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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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法律得到遵守

ICRC是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它

致力于传播该法律体系的知识和理解。

它的另一个角色是根据需求发展人道

法。ICRC鼓励各缔约国根据其公约义务

开展同样的工作并且支援国家红十字会

和红新月会 (国家红会) 的推广工作。

法律只有得到遵守才有效。《日内

瓦公约》缔约国必须遵守人道法并确保

人道法得到遵守。ICRC提醒各缔约国和

武装团体其遵守人道法的义务，并谋求

确保那些未能遵守人道法的各方意识到

他们有义务遵守。ICRC在为武装部队提

供人道法培训时强调其在保护儿童和儿

童福祉方面的义务。该组织的指导部门

时刻准备好帮助缔约国制定实施人道法

的国内法，并在加强对儿童参与武装冲

突做出规定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8

条) 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实施方面提

供支持。

2011年，ICRC制定了一份文件，

名为《保护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儿

童的综合系统在国内实施指导原则》。

此文件建议了具体措施，以将保护受武

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国际规则在国内有

效地实施。



6

Ph
il 

M
oo

re
/I

C
RC

画面的题目是：

不！不要杀我！我有权活下去

法律框架

管辖国际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第

一附加议定书》(1977年6月8日) 规定：

“冲突各方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

使15岁以下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

动，特别是不应征募其参加武装部队。

冲突各方在征募15岁以上但不满18岁的

人时，应尽力给予年岁最高的人以优先

的考虑。”(第77条 [2])

管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

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1977年6月8日) 

规定：

“对未满15岁的儿童不应征募其参

加武装部队或团体，也不应准许其参加

敌对行动。”(第4条 [3 c])

习惯国际人道法也规定不得征募儿

童加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并不得允

许儿童参加敌对行动 (《习惯国际人道

法》规则136和137)。

《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

• “采取所有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

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第

38条 [2])；以及

• “避免招募任何不满15岁的人加

入武装部队。在招募已满15岁但

不满18岁的人时，缔约国应致力

首先考虑年龄最大者。” (第38

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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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在国际

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征募15岁以下的儿

童或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是一项

战争罪 (第8条)。

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关乎最

恶劣形式的童工，也要求缔约国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禁止和消除此类做法，并

将其作为紧急事件对待。该《公约》规定

童工的最恶劣形式是指“所有形式的奴

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比如“强迫或强

制招募儿童参与武装冲突。”

《巴黎承诺》和《巴黎原则》是两

个关键的“软法律”文件，它们为防止

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非法招募和使用儿

童、帮助参与此类部队或团体的儿童复

员和重返社会、以及确保所有儿童获得

最具保护性的环境制定了详细的指导方

针。它们对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机制进行

了补充。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要求各缔约国：

• “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不满18周岁的武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与敌对行

动”(第1条)；

• “确保不满18周岁的人不被强制招募加入其武装部队”(第2条)；以及

• “提高国家武装部队的自愿入伍年龄 [从15岁]，《公约》规定不满18周岁以下的

人有权获得特别的保护”(第3条 [1])。

《任择议定书》还规定：

• “非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团体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招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

18周岁的人”；以及

•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此种招募和使用，包括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禁

止并将此种做法按刑事罚论处”(第4条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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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押的儿童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被指控参

加敌对行动而被剥夺自由。这使他们陷

入更大的危险；并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产

生持久而有害的影响。

在国际武装冲突中，有战俘地位

的儿童享有《日内瓦第三公约》及《第

一附加议定书》所提供的保护，因此不

应当因参与敌对行动而受到起诉。战俘

一般指在一场国际武装冲突中落到敌人

手中的武装团体成员。《日内瓦第三公

约》还对其他人员赋予了战俘地位。在

国际武装冲突中，儿童也可能作为平民

被俘而被剥夺自由。在此种情况下，他

们享有《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附加

议定书》所规定的被保护权。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1949年的

日内瓦四公约之共同第3条、《第二附

加议定书》和《人权法》赋予儿童受保

护的权利。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拘

押儿童，拘押期要最短。不论儿童出于

何种原因被拘押，拘押期间必须对他们

采取特殊保护措施。ICRC代表在探视被

拘押儿童时，竭尽全力确保当局遵守以

下事项：

• 儿童应当与成人分开拘押，除非

和家人拘押在一起；

• 如果被拘押儿童得不到释放，尤

其当拘押被延长时，必须尽快

将儿童转送到适合于未成年人的

居所；

• 儿童与家人保持直接、常规并频

繁的联络；

• 提供的食品、卫生和医疗服务要

符合儿童的年龄需要；

• 只要条件允许，儿童每天有大量

户外活动；

• 儿童能够继续参与教育和娱乐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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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被非法招募并被指控在武装冲突

中犯下国内和国际罪行的儿童应当首先

被视为受害者，而不是被当作犯罪者对

待。必须遵照国际法和青少年犯罪法的

标准对待他们。缔约国必须规定刑事犯

罪的最低年龄，且最低年龄不得低于12

岁。低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不应当被

起诉。

刑事法、程序和制度应当就儿童的

特殊需求做出调整。

儿童因被起诉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

团体的罪行而受到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审

判时，必须由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机构审

判，而且享有一般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所

有司法保障。

任何对这些儿童的判决的目的应该

是帮助他们恢复和重新融入社区。在考

虑惩罚手段方面，不应当使用没有释放

可能的无期徒刑。禁止对18岁以下儿童

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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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回家和重新融入社会

经受过战争暴力的儿童可能会留下

无法愈合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创伤。但

正确的护理可以帮助他们恢复。

必须为他们提供重建生活的手段。

与家人团聚和重新融入社区是当务之

急，并考虑到他们的愿望，并要符合他

们的利益。

团  聚

人道法规定冲突各方必须帮助因武

装冲突离散的家庭团聚。

ICRC努力使家庭保持完整，并在

他们离散时帮助他们团聚。该组织确保

与家人和看护者离散的儿童得到保护，

具体做法有：查明身份和提供临时看护

人、寻找儿童的家人、恢复和保持儿童

与亲属的联系，直到他们得以团聚。要

先评估儿童的最佳利益并考虑儿童及其

家人的愿望，才开展家庭团聚的工作。

回家并重新融入社会

在 战 争 中 和 战 争

后，必须使儿童退伍并

重新融入到社会中。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

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特别要求政

府采取措施帮助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退

伍、康复、并重新融入社会。《巴黎原

则和承诺》也推广此类重新融入社会的

项目，无论是否已经存在一个解除武

装、退伍和重返社会的正式程序。

这对于重建暴力局势导致的支离破

碎的社会十分重要。和平条约中对儿童

的需求应予以特别关注。

在提供正确的重返社会的措施时考

虑到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和

医疗方面的困难，这点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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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许多社区已经在勉强度

日。儿童重新融入社区的项目应当作为

社区援助项目的一部分，并且应当协助

地方和全国的恢复和重建。必须特别关

注女童的回归和重返社会。

我们无法改变他们

的过去，但可以改变他

们的未来。

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帮助被武装部

队或武装团体招募的儿童回到教育系统

中，或帮助他们通过职业培训学习技能。

但是，这些儿童可能被视为暴力

和恐惧的化身，返乡时他们的家庭和社

区可能无法接受他们。当务之急是与社

区合作克服这种恐惧，帮助双方恢复信

任。但是，有时伤疤之深导致必须寻求

合适的替代解决方法。使儿童重新融入

家庭和社区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处理问

题时要有敏感性，考虑到文化和社会态

度等因素。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中心关

切之一就是帮助儿童兵退伍和重新融入

社会。ICRC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国家红会和其他人道组织共同

根据各地方不同情况制定有效重返社会

的措施。国家红会是重返社会项目的不

二人选，因为其对地方情况更为了解、

更接近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最为重要

的是重新融入项目任重道远：国家红会

在冲突之前就扎根于当地了，在冲突之

后也会继续在当地开展帮扶工作。

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

和国、乌干达以及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展

了这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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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代表理事会是ICRC、国际联合会和

各国红会的代表见面讨论运动相关事务

的地方，1995年，理事会签署了《有关

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行动计划》。此计

划寻求推广在武装冲突中禁止征募不满

18周岁的人的原则，并且禁止不满18周

岁的人参与武装冲突。此计划还推广保

护和援助冲突中的儿童受害者的行动。

运动的所有成员也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

承诺要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福祉

和健康而工作。

由运动代表和《日内瓦公约》缔约

国参加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也在

为改善陷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境地而

努力。该组织于2011年通过的实施人

道法的四年行动计划，就防止招募儿童

参加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保护在武装

冲突中提供教育、帮助受武装冲突影响

的儿童康复以及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具体

建议。制定更好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这样儿童就不必为替成人打仗而付出代

价了。

招募儿童的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必

须意识到他们对违法招募儿童负责，并

对儿童当兵时的行为负大部分责任。

必须通过提高儿童的生活条件减少

儿童被征入伍的脆弱性。这意味着为弱

势儿童开展援助项目，确保他们有稳定

的家庭环境，如果他们与家人离散，帮

助他们与家人团聚。

所以必须帮助被违法应征入伍的儿

童退伍并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必须帮助

曾经参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儿童恢

复正常童年生活，迎接光明未来，远离

恐惧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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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是一个公

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

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

难者，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ICRC创立于1863年，它发起了世

界上最大的人道网络——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IC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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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的国际救济行动。它还致力于通过

推广国际人道法与人道原则预防苦难的

发生。

ICRC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道组

织之一，目前在8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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