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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卢旺达的局势 

 2000年 4月 14日(第 4127 次会议)的审议 

 在 2000 年 4 月 14 日第 4127 次会议上，安全理

事会在议程中列入了 1999 年 12 月 15 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
1
 其中转递 1999年 12月 15

日秘书长关于 1994 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期间联合

国行动的独立调查报告。报告审查了国际社会未能防

止 1994 年卢旺达境内约 800 000 民众被有系统地屠

杀的情况，具体审视了导致灭绝种族行为的各种事件

以及联合国和他主要行为体采取的行动。独立调查发

现，联合国在 1994 年灭绝种族之前和期间的反应在

一些基本方面都失败了，而且有“一批不同的行为者

要对这些失误负责，尤其是秘书长、秘书处、安全理

事会、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和联合国广

大会员”。反应中“最大的失败”是“在作出防止或

制止灭绝种族所必要的承诺方面缺少资源和缺少意

愿”。特别是，对作为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存在的主要

构成部分的联卢援助团“计划、编制、部署或指示的

方式都不利于积极主动和果断地处理一个处于严重

困境中的和平进程”。报告除其他外建议启动一个行

动计划，让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参与防止灭绝种族的工

作，提高预警能力，并确保信息有效地在联合国内部

流动，尤其是流向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在会议上听取了独立调查主席的情况通

报，此后发言的有阿根廷、孟加拉国、中国、牙买加、

马来西亚、马里、纳米比亚、联合王国、俄罗斯联邦、

突尼斯和乌克兰的代表。 

 独立调查主席在他的情况通报中报告说，安理会

本有能力防止卢旺达境内的悲剧，并能采取行动确保

这种悲剧不再发生。他强调指出，联合国在卢旺达根

本性失败的原因是会员国在面对危机时缺少采取行

动的政治意愿，从而影响到秘书处的反应和安全理事

会的决策，而且在为联卢援助团调集部队方面也遇到

种种困难。他指出，在该次灭绝种族事件过程中，联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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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作用的一个方面在卢旺达引起了最大的怨恨，那

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灭绝种族行为开始后的几星

期内，安理会就决定削减联卢援助团的兵力。他认为，

卢旺达悲剧影响了人们对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实现其

创始宗旨的信心。他强调指出，安理会今后应赋予各

特派团它们所需要的授权，调动必要的部队和资源，

而且无论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都应当接受其责任。秘

书长必须告诉安理会实地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要多少

部队、任务是什么、任务如何棘手，而安理会则需要

确保短期财政制约不致阻碍有效的行动。他表示，为

就卢旺达报告和斯雷布雷尼察报告采取后续行动而

任命的小组有希望帮助指明这些经验教训。他认为，

悼念卢旺达悲剧受害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定承诺永

远不再对受武装冲突之害的平民置之不理。他指出，

改善对平民的保护是联合国的一项关键任务。因此，

面临灭绝种族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威胁时无中立可

言，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在这些情况下必须采取行

动。他补充说，一个联合国特派团的存在，不管其授

权是否包括保护平民，都将在平民中造成他们会得到

保护的期望。他希望该报告将改善卢旺达与联合国之

间的关系，而且其建议在今后讨论联合国在冲突局势

中的作用时也将得到考虑。
2
 

 大部分发言者都对关于 1994 年卢旺达境内灭绝

种族期间联合国行动的独立调查报告表示欢迎，并对

“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失败”表示了遗憾。他们强调必

须汲取来自卢旺达的经验教训并确保“联合国今后采

取应对措施防止灭绝种族”。一些发言者指出，在卢

旺达失败的责任必须由联合国和不愿向卢旺达派遣

部队或输送物资的大部分会员国两方面承担。一些发

言者强调必须为维持和平特派团提供适当的授权和

资源，以及“在安理会与外地之间进行更好的沟通”。 

 在同次会议上，荷兰代表认为，可以从该报告中

汲取若干教训。第一，不能把和平进程置于有关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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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上。第二，在一项和平进程已经不再有意义时，

不能再死死抱住这一进程。第三，应该更加重视非政

府组织的意见，因为它们从实地得到大量的最新消

息。第四，在发生灭绝种族时，不偏不倚不是一种美

德。他最后指出，必须采取一切行动“防止今后发生

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所发生的那类灾难”。
3
 

 美国代表说，该报告表明，正如在波斯尼亚和

索马里一样，在卢旺达，国际系统失败了，这些集

体的失败“几乎使联合国系统崩溃”。他认为，“热

衷于煽动仇恨以维持权力”的一小撮杀人犯所犯下

的暴行是政治行动，干下这些勾当的人必须被追究

责任。此外，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暴力，也

必须负责。他强调说，在中非避免另一轮灭绝种族

或其他性质的暴力是美国在大湖区政策的核心内容

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之一。卢旺达、布隆迪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灭绝种族和种族清

洗”影响是一个不幸的现实，必须予以处理。他认

为，讨论应加强支持联合国对卢旺达前武装部队和

联攻派民兵的制裁。不过，他强调指出，不能说卢

旺达问题的解决仅依赖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

行动，也不能说不处理存在于一个邻国的灭绝种族

性民兵就可解决卢旺达的问题。
4
 

 马里代表强调说，采取行动、尤其是为防止灭绝

种族行为或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而采取行动的政治

意愿应当是明确的，不应受制于双重标准。他还强调

必须加强联合国的早期预警能力，特别是其分析信息

和对之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
5
 

 联合王国代表指出安理会需要准确、及时和未加

过滤的信息，同时也强调说安理会和全体联合国会员

国还必须展示政治意愿，根据这种信息采取行动，处

理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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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代表认为，当发生对平民的蓄意和严重攻

击时，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不能袖手旁观。在发生灭

绝种族或危害人类罪行时不能让“不偏袒的错误想

法”占上风。他还强调必须加强保护人权的标准和国

际法，而且必须建立国家和国际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

适当机制。
7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安全理事会的能力不是无

限的，并论述说安理会一方面需要努力确保维持和平

人员向无辜平民提供最大的保护，另一方面要避免

“制造联合国人员的实际能力无法实现的假象”。
8
 

 马来西亚代表评论说，独立调查本应解决的许多

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这些问题涉及谋杀行动的肇事

者和可能的同犯的身份，这次谋杀行动夺去了卢旺达

和布隆迪国家元首的生命，并成为卢旺达灭绝种族的

催化剂。他还指出，报告的证据仅从冲突的一方收集

而来，那就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及其合作者。他认为，

如能同流亡的其他人士进行相似的访谈，本来会是有

益的。他还认为，独立调查若是在其建议中包括就灭

绝种族设立一个更加全面和详尽的调查委员会，本来

应是有益的。
9
 

 法国代表强调说，灭绝种族期间，联合国在执行

其使命方面失败了，它在面对这种悲剧时不能再无所

作为或无能为力。他表示，面对灭绝种族和在加强联

卢援助团时所遇到的拖延和困难，法国设立了绿松石

行动，以在非洲国家部队的支持下援助受到威胁的人

民，并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他评论说，法国代

表团认为对绿松石行动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他指

出，报告虽然反映了这种批评的一些方面，但也说该

行动在几乎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拯救了一些

人的生命。他在转而谈及需要汲取的教训时指出，在

未能处理卢旺达灭绝种族之后，联合国未能正视随后

发生的各个危机。他强调说，联合国在整个大湖区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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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应更加持续。关于安理会的工作，他建议说，在

安排新的行动时，安理会的决定应有更好的准备。秘

书处提供的信息应由其他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

——予以补充，以便安理会能更好了解局势。他还强

调说，必须改善安理会对联合国特派团的后续工作。

一旦部署特派团，有时并未足够认真地对执行其授权

采取后续行动，因此需要更多的正规性，还需要把安

理会的工作重点重新放在危机局势和联合国行动上。

他建议花更多时间考虑那些局势，少花些时间考虑

“专题”。
10
 

 牙买加代表说，今后在规划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时

候需要考虑到情况的快速变化，或者最起码必须能够

迅速增派部队。他强调说，由于政治或财政上的眼前

顾虑而部署最少量部队的做法并没有考虑到部队部

署到实地后可能遇到的许多可变因素，而安理会不能

在不对意外局势留有必要回旋余地的情况下继续派

出部队。他还建议，必须设计一个机制，使部队指挥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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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有必要的灵活性去决定其最佳行动方针，并能将其

决定迅速通报安全理事会。
11
 

 加拿大代表认为，在一些十分特殊的局势中，保护

平民要求安理会具有“在必要时以武力进行干预”的意

愿。他强调说，虽然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要求进行军

事干预，但不采取行动的代价真是太高了，而且如果出

现这种需要，安理会必须有一个行动框架。
12
 

 卢旺达代表说，报告表明全世界有负于卢旺达，但

卢旺达政府和卢旺达人民感谢那些因有负于卢旺达而

代表其人民和政府诚心诚意道歉的人。他表示，卢旺达

灭绝种族的受害者仍在惨痛地经历身体、心理和创伤后

的苦难，政府耗尽心血却不足以平息这些苦难。他最后

说，报告明显地要求国际社会拿出良知并援引了 1948

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方的责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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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隆迪局势 

2000 年 1 月 19 日(第 4091 次会议)的决定：第

1286(2000)号决议 

 在 2000 年 1 月 19 日第 4091 次会议上，安全理

事会听取了秘书长和布隆迪和平进程调解人、南非前

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情况通报。此后，安理会所有

成员和布隆迪代表都发了言。 

 秘书长祝贺主席(美国)成功地使世界集中注意非

洲及其问题。他强调说，在非洲面临的所有许多危机和

冲突中，或许没有比布隆迪冲突更加紧迫的了。在任何

其他国家都无法这么容易想象灭绝种族规模的种族屠

杀重演。他忆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姆瓦利

姆·朱利叶斯·尼雷尔为向前推动和平进程而作出的努

力，并欢迎纳尔逊·曼德拉参与恢复和平进程的工作。

他向安理会成员通报了在阿鲁沙各委员会中和通过在

达累斯萨拉姆的磋商取得的进展。但是，在一些关键问

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如今后军队的组成、选举制

度和过渡阶段——而其他问题——如对少数民族社区

的保障及和解与有罪不罚的问题——仍有待认真解决。

他强调了不稳定和多变的区域背景和布隆迪难民人数

的不断增多，已达 50 万，而且还在增加。他指出，80

多万人，即该国人口的 12%，在国内流离失所，他们中

许多是政府在按国际人道主义法说不通的情况下强迫

平民迁移的蓄意政策所造成的。他说，自 2008 年 9 月

以来，有 30 多万民众被赶进难民营，他们在那里被剥

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手段。他指出，他们处在又一场人道

主义灾难的边缘，世界无疑将要布隆迪政府对此负责。

他敦促布隆迪当局彻底放弃这种不人道和非法的难民

营政策，允许独立的人道主义机构全面进入难民营，并

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他警告说，布隆迪各派

“愿意为了他们的政治野心而牺牲本国同胞公民的生

命”就等于“背叛”正在极力促进非洲大陆恢复的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