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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公民的保护、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法〕高敬文∗

自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有两个因素

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二是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对抗结束

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国家要么正

在经历危机、内战或者一段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即我们所称的“失败国家”;要么其

当权者或者不同的权力中心大规模地侵犯人权。 这类干预最初被称为人道主义干

涉,现在更多地被国际社会称作“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TP)。

一、 更灵活地解释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国从未完全接受这种新的原则,其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

秩序的坚持众所周知。 但是,从 2005 年前后,中国开始逐渐地、部分地改变此项政

策。 此种改变的最初表现之一始于达尔富尔危机。 在此期间,达尔富尔危机日益

国际化,北京也正在积极筹备将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奥运会。 利用其对苏丹当局的

影响力和经济关系,中国政府成功地说服苏丹总统巴希尔在 2006 年接受联合国和

非洲联盟的联合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①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 2011 年初,中国如何迅速转变对处于困境中卡扎菲政权的

政策。 在成功从利比亚撤出 3. 5 万名公民之后,北京于 2011 年 2 月接受了第 1970
号联合国决议,这项决议决定把利比亚的人权状况提交国际刑事法庭。 这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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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几个星期之后,中国没有否决第 1973 号联合国决议,这项决

议决定建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并且冻结了利比亚政府的

资产。 中国和俄罗斯、德国一样投了弃权票,这使得北约空军得以轰炸卡扎菲的武

装力量,支持以班加西为基地的反对派,并且使后者获得内战的优势直至胜利。 尽

管北京后来批评西方国家的“暗藏祸心”,但是它应该充分了解第 1973 号决议的

后果。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首先,中国越来越面临一个紧张关系:一方面,中国对不

干涉内政原则的传统解释;另一方面,中国对他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影响力及其在这

些国家的经济参与和角色。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中国将倾向于利

用其对他国的影响力去保护中国及中国公民的海外利益。 其次,由于中国的这种

地位,中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他国的一个国内政治议题,在选举期间时

常被当地政客和媒体所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调整

其不干涉内政原则,逐渐地(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一些例外。 也许在以后,中国会

一步一步地接受“保护的责任”的原则,从而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在此问题上

达成一致。

二、 海外公民保护的困难性

话虽如此,保护海外公民实属不易。 相比较而言,在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中

行使领事保护比较容易。 建立一个完整、最新的在某国的海外公民数据库,或者接

触到被拘捕的公民要比很多人想象的复杂。
真正的考验来自于欠稳定和安全的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在此情况下要行使领

事保护必须要做:(1) 尽可能多地了解其公民的数量和地点;(2) 能够实时地告知

他们安全状况。 告知公民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使馆网站、电话热线,推特或脸谱等

社交媒体)。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是永远可行,尤其是在局势动荡期间。 因此,有
时使领馆需要依赖基于地区或者城市建立的本国公民网络,提前与这些公民建立

联系并由他们更容易地与其他公民进行沟通。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海外公民登记一般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应该在局势恶化

之前就建立一个可靠的、即使并不完整的海外公民数据库。 一般情况下,通过海外

公民代表或组织及工商协会的协助,这些都可以完成。 许多组织都可以被用来告

知其他海外公民某些突发状况或者急速变化的局势。 提名所谓荣誉领事也大有裨

益,并且可以以较低成本行使某些外交功能。
在政府、外交部和使馆网站上公布详细的、定期更新的海外居住或者旅行的建

议十分有用,因为就欧洲国家或美国的经验来看,海外公民的确看重这些建议。 通

报某一国的危险区域或者危险活动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大大减少了本国公民所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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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例如,尽管尼日利亚的南部一般较为安全———至少在白天是如此,其北部

(此区域的省市界限被不停地重划)对任何想要工作或旅行的外国人来说都过于

危险,因为这里是伊斯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绑架和炸弹爆炸活

动日益猖獗的地区。 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同样情况:尽管金沙萨、加丹加地区(卢本

巴希)及其他大部分地区从黎明到黄昏都很安全,北基武和南基武都应被避免

涉足。

三、 撤侨的复杂性

从一个不稳定或不安全的地区或国家撤侨更为复杂微妙。 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当地政府配合或并不妨碍撤侨行动;另一种情况的撤侨是强加于当地政府的。
目前,中国只经历了第一种情况的撤侨。 例如,在利比亚,中国政府不仅从卡

扎菲政权控制的地区,也从以班加西为基地的反对派控制地区,通过陆海空转移中

国公民。 同时,中国也组织了从的黎波里到突尼斯,以及从班加西地区到埃及的陆

路撤侨。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和奥什爆发种族冲突后,中国也

采取类似措施,1. 3 万名中国公民通过陆路和空中被成功撤出。
但是,中国需要准备从一个非友好环境中撤侨,因为正像其他大国一样,它需

要保护越来越多的海外公民,也就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面临这个问题。
此种撤侨常被称作“非战斗性撤侨行动”,面临几个重要的问题。
一是其合法性。 国际法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著作颇多。 此中的基本问题是,

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挑战他国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 如果已经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合

法政权,比如说一段时期内的索马里的某些地区,任何撤侨行动的合法性就更容易

建立。 但是,大部分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需要挑战一个当地政权的警察或武装力

量,法律上的解释是援引“对抗无端暴力的集体自卫”。 就具体做法和程序来说,
一般有三项原则:(危险)“迫在眉睫”,(干预的)“必要性”,以及(用于实现目标的

暴力手段和武装力量)“符合比例”。
法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极端例子是 1976 年的恩德培(Entebbe)突袭。 1976

年 7 月,法兰西航空的一架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飞机被一群恐怖分子劫持,这些

恐怖分子主要来自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飞机在从雅典起飞后被迫降在乌干

达的恩德培机场。 不久,非犹太以及非以色列的乘客被释放。 但是,其他乘客

(100 名左右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被作为人质达一个星期,直到以色利武装力量

成功发动了一项军事行动解救了人质。 问题在于以色利突击队同时还要面临乌干

达阿明总统的当地武装力量的抵抗,这就使得各国政要和国际法专家对此项行动

的合法性争论不休。 当时埃及试图找到谈判解决的方式,但是归于失败;乌干达疯

狂的政权(记得阿明吧!)不愿也无力组织有效的营救;同时,人质们也处于极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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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状态,这些都被用来证明以色利的突击行动符合以上三原则:迫在眉睫,必要

性及符合比例。
乌干达当时的外交部长代表政府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谴责以色列的行动侵

犯了乌干达主权。 安理会最终并未通过任何决议,没有谴责以色列,也没有谴责乌

干达。
西方国家均赞成这次突击。 西德认为突击是“自卫行动”。 瑞士和法国称赞

了此项行动。 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称赞恩德培突击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相形之下,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认为突击是“对联合国成员国(也就是乌

干达)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① 数十乌干达士兵在突击中身亡。 阿拉伯世界和共

产主义国家均谴责此项行动,认为它是侵略行为。
有意思的是,这次突击行动也启发了美国军方,他们开始以恩德培行动为样板

培训自己的营救队伍,但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好运:1980 年,被挟持在美国驻德黑兰

使馆的 53 名美国人质并没有被成功救出。 不过,恩德培行动成了很多其他国家的

样板,不仅美国,也包括法国。 例如,1978 年,来自安哥拉的加丹加叛军挟持了法

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为人质,法国总统德斯坦命令其外籍军团空降到可卢

韦齐(位于当时的沙巴省今日的加丹加省)。 当然,与恩德培突击不同,这次行动

是应蒙博托总统和扎伊尔(即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合法政府之请。 但这也显

示了在不稳定地区有众多公民和经济利益的国家,越来越需要加强其及时干预和

有效保护的能力。
像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也倾向于利用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外交手段去保护乃

至于撤出处于危险境地的公民。 在这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常被看作赋予行

动合法性的工具,比如,法国最近在马里的干预行动(巴黎和巴马科之间还有双边

的安全和防卫协议)。 但是,这可能并不足够。 在此情况下,要求一个中立组织

(比如,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长期以来,国际红十字会能够

进入危险地区,解救以及照顾难民,并能与各方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但是,中国

也正在学习如何在友好和非友好环境中进行更为复杂的非战斗性撤侨行动。②

这也涉及到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 很明显,中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意

见不一。 尽管赞成者越来越多,影响力也渐增,但解放军要建立永久性的海外军事

基地还面临几个障碍。 首先,中国的形象问题: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会使“中国威胁

论”者更具说辞,尤其是在东亚和南亚;其次,也有一些后勤和资金方面的考虑: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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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后亦即过去的 20 年间,美国及其他一些长期拥有海外基地的国家都在削减

基地设施,而中国却为何要背道而驰? 在特定时间向特定地点派遣非永久性的海

军陆战队更为经济、有针对性和灵活性,也比永久军事基地更易管理;永久基地更

像是从前遗留下来的一种负担,因为它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现在已经为众多“利
益攸关者”所分享。

但这并不是说,解放军没有在提高从危险或不稳定地区撤出非战斗人员的能

力。 这需要更多地训练特种部队(以以色利或美国为样板),以及解放军海军的舰

载或机载的突击队,以便可以迅速将其部署到遥远之地。 自 2008 年底开始,解放

军开始参与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这对其海军和突击队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好

机会。

结　 　 论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保护海外公民成为中国政府日益重要的任务和责任,这其

实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如此。①

人们可能想说:欢迎中国加入! 承担新使命也意味着负担和麻烦,但这其实也

为中国、欧盟、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
对所有的政府来说,遵守国际法律和实践,以及联合国的决议和精神都应是份

内之事。 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也应该被尽量维持。 但是,很明显并不是在

任何时间都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传统政策已经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但还没有面

临更有挑战性的局势和非友好的环境。 这些情况可能会迫使中国政府做出一些艰

难的决定,就像以色列、美国、法国或者英国之前所为。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需要将

保护公民和撤侨置于其外交政策原则之上。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非战斗性撤侨

行动(比如,营救人质)应该不常出现,不仅因为它们十分冒险、经常失败,也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交和谈判都可以解决问题。 总之,中国应该会利用更多的军事

和非军事手段在需要之时撤出海外公民。 同时,预防应重于保护:作为头等大事,
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好的信息系统,可以涵盖危险地区的中国公民和公司,这可以

使他们更好地权衡危险性,并在地点选择和业务经营方面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节大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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