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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内内瓦瓦是是一一个个美美丽丽的的城城市市，，众众多多雕雕塑塑为为这这个个
湖湖滨滨城城市市增增加加了了文文化化底底蕴蕴。。这这次次到到日日内内瓦瓦参参加加红红
十十字字会会与与红红新新月月会会国国际际联联合合会会的的学学习习峰峰会会，，虽虽只只
待待了了三三晚晚，，早早晚晚散散步步随随处处可可见见的的雕雕塑塑让让我我留留下下深深
刻刻印印象象。。稍稍加加考考证证，，发发现现多多个个雕雕塑塑与与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相相
关关，，凸凸显显了了这这个个欧欧洲洲小小城城独独特特的的格格调调。。

让让我我印印象象最最为为深深刻刻的的第第一一个个雕雕塑塑是是立立于于日日内内
瓦瓦大大学学大大门门口口、、大大剧剧院院((GGrraanndd TThheeaattrree))广广场场中中心心
的的杜杜福福尔尔((GG..HH..DDuuffoouurr))立立马马戎戎装装雕雕塑塑。。两两米米多多高高
的的台台座座上上，，杜杜福福尔尔将将军军骑骑着着一一匹匹前前蹄蹄立立起起的的高高大大
战战马马，，戴戴着着军军帽帽，，举举起起右右手手似似乎乎在在向向对对他他欢欢呼呼的的民民
众众示示意意。。杜杜福福尔尔是是瑞瑞士士独独立立战战争争时时的的三三军军统统帅帅，，同同
时时也也是是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的的前前身身————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
护护委委员员会会的的首首任任主主席席。。因因为为他他曾曾长长期期在在法法国国军军队队
服服役役，，是是拿拿破破仑仑三三世世的的朋朋友友，，所所以以亨亨利利··杜杜南南
((HHeennrryy DDuunnaanntt))为为了了到到阿阿尔尔及及利利亚亚设设立立水水利利磨磨坊坊
公公司司，，就就是是找找他他写写推推荐荐信信去去寻寻求求拿拿破破仑仑帮帮助助。。也也就就
是是这这一一契契机机，，让让杜杜南南经经历历了了法法军军与与奥奥地地利利军军队队在在
索索尔尔费费里里诺诺战战场场的的战战地地救救援援经经历历，，写写下下了了《《索索尔尔费费
里里诺诺回回忆忆录录》》这这本本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缘缘起起的的伟伟大大著著作作。。后后
来来，，杜杜南南加加入入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益益会会，，杜杜福福尔尔也也是是推推荐荐人人之之
一一。。杜杜南南希希望望通通过过杜杜福福尔尔将将军军和和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益益会会主主
席席莫莫瓦瓦尼尼埃埃来来实实现现他他在在书书中中提提出出的的建建立立一一个个国国际际
伤伤兵兵救救助助组组织织和和签签署署一一个个国国际际协协议议的的构构想想。。在在主主
席席莫莫瓦瓦尼尼埃埃的的推推动动下下，，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益益会会同同意意组组建建一一
个个五五人人委委员员会会来来研研究究杜杜南南提提出出的的设设想想，，这这就就是是““国国
际际战战时时伤伤兵兵救救护护常常务务委委员员会会””、、11887766 年年才才改改称称为为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的的前前身身。。

11886633 年年 22 月月，，五五人人委委员员会会召召开开首首次次会会议议，，杜杜
福福尔尔将将军军被被推推选选为为该该委委员员会会主主席席。。11886633 年年 1100 月月，，
杜杜福福尔尔主主持持了了有有 1144 个个国国家家代代表表参参加加的的准准外外交交会会
议议。。依依靠靠他他的的影影响响力力，，11886644 年年瑞瑞士士联联邦邦同同意意发发出出
召召开开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护护外外交交会会议议邀邀请请。。11996644 年年 88 月月，，
他他作作为为主主席席又又主主持持了了 1166 个个国国家家代代表表参参加加的的外外交交
会会议议，，讨讨论论《《改改善善战战地地武武装装部部队队伤伤者者境境遇遇公公约约》》，，最最
终终有有 1122 个个国国家家签签署署了了这这个个公公约约，，这这也也就就是是后后来来世世
界界签签署署国国家家最最多多的的日日内内瓦瓦第第一一国国际际公公约约。。虽虽然然，，杜杜
福福尔尔将将军军在在这这次次会会议议后后不不再再担担任任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护护常常
务务委委员员会会主主席席职职务务，，改改由由莫莫瓦瓦尼尼埃埃担担任任，，他他仍仍担担任任
名名誉誉主主席席，，但但他他对对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运运动动的的奠奠基基作作用用不不
可可动动摇摇。。透透过过他他高高大大英英姿姿雕雕像像，，我我们们能能体体验验到到英英雄雄
威威武武与与人人道道仁仁慈慈的的融融合合统统一一。。

在在日日内内瓦瓦大大学学广广场场，，在在著著名名的的宗宗教教改改革革家家加加
尔尔文文雕雕塑塑纪纪念念墙墙前前，，我我意意外外发发现现了了一一尊尊古古斯斯塔塔夫夫··
莫莫瓦瓦尼尼埃埃((GGuussttaavvee MMooyynniieerr))的的雕雕像像。。莫莫瓦瓦尼尼埃埃是是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运运动动创创始始人人之之一一，，被被誉誉为为““红红十十字字之之
魂魂””。。他他并并非非日日内内瓦瓦大大学学毕毕业业或或在在此此任任教教，，但但这这所所
因因著著名名宗宗教教改改革革领领袖袖加加尔尔文文创创办办的的大大学学，，今今天天已已
是是国国际际人人道道法法研研究究的的著著名名学学府府，，或或许许这这是是莫莫瓦瓦尼尼
埃埃雕雕塑塑立立此此的的原原因因。。莫莫瓦瓦尼尼埃埃今今天天的的名名气气远远不不如如
作作为为““红红十十字字之之父父””的的杜杜南南有有名名，，但但他他是是国国际际红红十十
字字运运动动的的真真正正操操盘盘手手，，早早期期担担任任过过近近半半个个世世纪纪的的

领领导导人人。。提提出出创创设设一一个个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护护组组织织、、签签署署一一
个个国国际际协协议议的的伟伟大大构构想想是是杜杜南南，，通通过过赠赠书书和和游游说说
引引起起欧欧洲洲多多国国和和众众多多著著名名人人士士重重视视和和响响应应改改善善伤伤
兵兵境境遇遇的的也也是是杜杜南南，，但但把把这这个个伟伟大大构构想想变变成成一一个个
实实际际运运作作的的组组织织并并完完成成国国际际公公约约签签署署，，莫莫瓦瓦尼尼埃埃
则则是是实实际际执执行行人人。。莫莫瓦瓦尼尼埃埃作作为为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益益会会的的
主主席席，，得得到到杜杜南南寄寄给给他他的的《《索索尔尔费费里里诺诺回回忆忆录录》》后后，，
主主动动与与其其联联系系，，并并推推动动组组建建一一个个五五人人委委员员会会来来研研
究究杜杜南南的的提提议议。。由由于于法法律律专专业业和和执执业业律律师师的的背背景景，，
他他成成为为首首个个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约约拟拟草草的的主主要要执执笔笔人人。。在在第第
一一次次外外交交会会议议后后，，他他接接替替杜杜福福尔尔成成为为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
护护常常务务委委员员会会的的主主席席，，并并一一直直任任职职到到 11990044 年年，，后后
担担任任终终身身主主席席至至 11991100 年年逝逝世世。。长长达达四四十十多多年年时时间间
里里，，他他负负责责领领导导这这个个民民间间机机构构，，代代表表这这个个机机构构发发
声声，，推推动动国国际际合合作作和和发发展展。。他他还还是是国国际际法法研研究究院院的的
创创立立人人，，《《陆陆战战法法规规手手册册》》的的主主要要拟拟草草人人，，《《红红十十字字
国国际际评评论论》》的的创创办办者者，，也也是是建建立立国国际际刑刑事事法法庭庭的的最最
早早提提议议者者和和国国际际法法院院的的先先驱驱之之一一。。

但但遗遗憾憾的的是是，，莫莫瓦瓦尼尼埃埃作作为为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最最重重
要要的的发发起起人人之之一一，，今今天天并并不不为为更更多多人人熟熟知知。。这这次次在在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总总部部接接待待大大厅厅，，发发现现同同时时摆摆放放
了了古古斯斯塔塔夫夫与与杜杜南南两两个个人人物物塑塑像像，，是是我我仅仅见见的的第第
一一次次。。莫莫瓦瓦尼尼埃埃被被人人遗遗忘忘的的一一个个重重要要原原因因，，是是在在对对
待待杜杜南南的的问问题题上上，，他他缺缺少少这这个个全全球球最最具具影影响响力力的的
人人道道主主义义组组织织所所应应有有的的怜怜悯悯和和人人道道精精神神。。在在他他们们
合合作作创创设设国国际际伤伤兵兵救救护护组组织织期期间间，，一一个个理理想想主主义义
者者和和一一个个学学习习法法律律出出身身的的严严谨谨实实务务工工作作者者有有思思路路
和和工工作作分分歧歧很很正正常常。。但但在在 11886677 年年后后，，由由于于经经商商涉涉
嫌嫌银银行行借借贷贷欺欺诈诈，，杜杜南南被被法法院院起起诉诉，，不不得得不不逃逃离离日日
内内瓦瓦，，并并向向委委员员会会提提出出辞辞去去秘秘书书职职务务。。而而作作为为委委员员
会会主主席席，，在在一一个个刚刚刚刚诞诞生生的的国国际际组组织织草草创创期期，，莫莫瓦瓦
尼尼埃埃将将风风险险防防控控放放在在第第一一位位，，希希望望切切断断一一切切与与杜杜

南南的的联联系系，，发发布布将将其其排排除除在在运运动动之之外外的的申申明明，，这这也也
可可以以理理解解。。但但此此后后，，他他还还对对杜杜南南继继续续利利用用红红十十字字运运
动动发发起起人人的的身身份份参参加加国国际际活活动动，，进进行行干干预预。。尤尤其其是是
在在有有国国际际知知名名人人士士如如拿拿破破仑仑三三世世等等希希望望与与国国际际委委
员员会会一一起起，，帮帮助助杜杜南南还还清清银银行行欠欠款款以以摆摆脱脱困困境境的的
时时候候，，莫莫瓦瓦尼尼埃埃予予以以冷冷酷酷拒拒绝绝。。以以至至于于杜杜南南后后半半生生
穷穷困困潦潦倒倒，，再再也也难难以以回回到到其其出出生生地地日日内内瓦瓦，，甚甚至至得得
了了诺诺贝贝尔尔和和平平奖奖都都不不敢敢去去领领奖奖，，担担心心被被法法院院追追缴缴
欠欠债债。。当当 11889955 年年记记者者在在瑞瑞士士的的一一个个边边远远小小城城海海
登登，，发发现现了了贫贫病病交交加加的的杜杜南南，，并并给给予予报报道道，，引引发发全全
世世界界对对这这一一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最最初初创创意意人人的的关关注注支支持持
后后，，11990011 年年杜杜南南获获得得首首届届诺诺贝贝尔尔和和平平奖奖，，而而作作为为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主主席席的的古古斯斯塔塔夫夫，，仍仍没没有有主主动动
与与杜杜南南和和解解和和给给予予关关怀怀，，却却认认为为这这是是对对他他的的羞羞辱辱。。
最最终终，，虽虽然然莫莫瓦瓦尼尼埃埃生生前前也也曾曾得得到到多多个个国国家家给给予予
的的荣荣誉誉、、奖奖章章、、勋勋章章，，但但与与诺诺贝贝尔尔和和平平奖奖擦擦肩肩而而过过。。
11991100 年年，，他他与与杜杜南南同同年年去去世世，，且且很很快快被被红红十十字字国国
际际运运动动遗遗忘忘。。而而杜杜南南的的生生日日 55 月月 88 日日，，11994488 年年经经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联联合合会会执执行行委委员员会会同同意意，，成成为为国国际际红红
十十字字日日，，每每年年被被全全世世界界亿亿万万人人民民所所纪纪念念和和铭铭记记。。

在在美美丽丽的的日日内内瓦瓦湖湖边边，，离离这这个个城城市市标标志志性性的的
喷喷泉泉不不远远的的湖湖滨滨一一侧侧，，还还有有一一个个雕雕像像，，这这是是红红十十字字
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第第二二任任主主席席、、11991199 年年曾曾担担任任瑞瑞士士联联邦邦
主主席席古古斯斯塔塔夫夫··阿阿道道尔尔((GGuussttaavvee AAddoorr))的的雕雕像像。。红红
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在在建建立立之之初初就就是是一一个个胸胸怀怀国国际际使使
命命的的机机构构，，但但它它又又是是一一个个纯纯粹粹的的瑞瑞士士民民间间组组织织，，在在
瑞瑞士士注注册册，，委委员员会会成成员员均均为为瑞瑞士士人人。。虽虽然然在在其其发发展展
过过程程中中，，多多次次面面临临着着来来自自不不同同国国家家对对其其委委员员会会国国
际际化化的的压压力力，，但但最最终终为为了了保保持持中中立立，，还还是是坚坚持持了了成成
员员全全部部由由瑞瑞士士人人担担任任的的惯惯例例。。而而且且，，在在其其初初期期发发展展
过过程程中中，，由由一一帮帮熟熟人人朋朋友友组组成成，，还还带带有有一一定定家家族族特特
性性，，阿阿道道尔尔就就是是莫莫瓦瓦尼尼埃埃的的侄侄子子。。但但阿阿道道尔尔 11887700

年年即即加加入入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后后长长期期担担任任副副主主
席席。。阿阿道道尔尔还还是是在在日日内内瓦瓦和和瑞瑞士士具具有有影影响响力力的的
政政治治家家，，在在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担担任任领领导导职职务务的的
同同时时，，他他先先后后担担任任大大区区议议会会议议员员、、日日内内瓦瓦州州政政府府
成成员员和和联联邦邦国国会会议议员员，，11991199 年年还还担担任任一一年年瑞瑞士士
联联邦邦主主席席。。11990044 年年莫莫瓦瓦尼尼埃埃因因身身体体健健康康原原因因，，
辞辞去去主主席席，，改改任任终终身身主主席席，，阿阿道道尔尔担担任任执执行行主主
席席，，11991100 年年莫莫瓦瓦尼尼埃埃去去世世后后，，他他才才续续任任国国际际委委
员员会会主主席席，，也也是是任任职职至至 11992288 年年去去世世。。

目目前前国国内内还还没没有有看看到到有有古古斯斯塔塔夫夫··阿阿道道尔尔
的的传传记记，，但但他他在在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工工作作长长达达五五
十十多多年年，，早早期期作作为为莫莫瓦瓦尼尼埃埃的的助助手手，，后后来来又又执执掌掌
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全全局局工工作作，，尤尤其其是是他他领领导导了了
一一战战时时期期的的人人道道救救援援和和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业业务务范范畴畴的的
拓拓展展，，而而该该时时期期在在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历历史史上上被被誉誉为为：：继继
续续开开拓拓创创新新时时期期。。11991144 年年 88 月月，，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
员员会会在在日日内内瓦瓦成成立立了了国国际际战战俘俘局局，，用用于于收收集集汇汇
总总信信息息并并安安排排为为被被拘拘留留者者递递送送包包裹裹，，重重建建家家庭庭
联联系系。。一一战战期期间间和和战战后后，，战战俘俘局局为为将将近近 225500 万万名名
战战俘俘制制作作了了索索引引卡卡和和名名单单，，建建立立联联系系。。红红十十字字国国
际际委委员员会会代代表表还还到到欧欧洲洲和和世世界界各各地地的的战战俘俘营营进进
行行了了 550000 多多次次探探视视，，参参与与遣遣返返被被拘拘留留的的平平民民和和
战战俘俘，，对对保保护护战战俘俘和和平平民民的的生生命命与与尊尊严严发发挥挥了了
较较好好作作用用。。还还对对造造成成极极端端伤伤害害的的武武器器使使用用予予以以
干干预预———— 11991188 年年 22 月月，，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发发起起
呼呼吁吁反反对对毒毒气气的的使使用用。。一一战战期期间间，，世世界界各各国国红红十十
字字会会也也开开展展了了前前所所未未有有的的救救援援活活动动，，志志愿愿者者们们
在在战战场场上上开开展展救救护护医医疗疗服服务务并并在在医医院院里里照照顾顾伤伤
者者。。对对许许多多国国家家红红十十字字会会而而言言，，这这是是他他们们发发挥挥最最
大大作作用用的的时时期期。。这这些些业业绩绩里里面面应应当当都都包包含含有有阿阿
道道尔尔的的领领导导功功绩绩。。

这这个个时时期期还还是是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发发生生嬗嬗变变，，红红十十

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权权威威和和领领导导力力遭遭遇遇挑挑战战的的重重要要时时
期期。。11991199 年年，，在在美美国国红红十十字字会会戴戴维维斯斯会会长长的的提提
议议下下，，另另一一个个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运运动动组组织织：：由由英英、、美美、、
法法、、意意、、日日等等五五国国红红十十字字会会发发起起的的红红十十字字联联盟盟成成
立立了了，，这这也也是是今今天天红红十十字字会会与与红红新新月月会会国国际际联联
合合会会的的前前身身，，意意在在将将其其作作为为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未未来来的的
协协调调和和支支持持机机构构。。因因此此，，作作为为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的的主主席席
阿阿道道尔尔自自然然处处在在挑挑战战的的浪浪尖尖，，但但从从今今天天的的发发展展
结结果果看看，，二二十十世世纪纪二二三三十十年年代代两两个个组组织织的的竞竞争争
和和冲冲突突，，虽虽然然一一度度带带来来了了组组织织混混乱乱，，但但也也凸凸显显了了
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对对中中立立调调解解者者的的需需求求，，尤尤其其是是后后来来
又又经经历历了了二二战战，，更更显显得得一一个个保保持持中中立立、、独独立立的的人人
道道组组织织的的价价值值，，所所以以通通过过几几十十年年的的协协调调沟沟通通，，最最
终终通通过过国国际际大大会会达达成成的的塞塞尔尔维维亚亚协协议议，，达达成成红红
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与与红红十十字字会会与与红红新新月月会会国国际际联联
合合会会二二者者并并存存，，业业务务进进行行分分工工，，相相互互配配合合，，连连同同
各各国国红红十十字字会会与与红红新新月月会会一一起起，，构构成成今今天天国国际际
红红十十字字运运动动的的完完整整格格局局。。从从此此历历史史进进程程看看，，阿阿道道
尔尔那那个个时时期期的的坚坚守守和和作作为为，，为为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运运动动
留留下下了了重重要要历历史史遗遗产产。。因因此此，，今今天天的的内内瓦瓦湖湖畔畔，，
在在鲜鲜花花的的簇簇拥拥下下，，阿阿道道尔尔静静坐坐凝凝视视着着远远处处的的喷喷
泉泉和和湖湖对对岸岸的的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总总部部，，享享受受着着
全全人人类类给给他他的的敬敬缅缅是是完完全全有有缘缘由由的的！！

亨亨利利··杜杜南南的的雕雕像像在在日日内内瓦瓦，，在在世世界界最最为为多多
见见，，其其遍遍及及率率不不亚亚于于任任何何一一个个政政治治或或宗宗教教领领袖袖。。
在在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前前台台、、博博物物馆馆，，在在红红十十字字会会
与与红红新新月月会会国国际际联联合合会会总总部部办办公公区区，，都都有有他他的的
雕雕像像。。在在日日内内瓦瓦大大学学校校园园里里，，则则有有一一组组别别样样的的
杜杜南南雕雕像像，，演演示示的的却却是是一一组组护护士士在在救救护护抚抚恤恤伤伤
兵兵的的情情景景，，一一个个长长着着翅翅膀膀的的女女神神在在举举着着敷敷伤伤的的
右右手手，，后后面面是是几几位位伤伤兵兵在在接接受受志志愿愿者者的的救救护护，，
雕雕塑塑塔塔座座上上注注明明的的是是““ AA HHeennrryy DDuunnaanntt ””，，
注注明明的的时时间间是是 11882288--11991100 ，，这这应应当当是是杜杜南南的的
生生卒卒年年月月！！但但其其展展现现的的不不是是杜杜南南本本人人，，而而是是战战
地地救救护护场场景景，，是是不不是是寓寓意意一一个个个个战战地地救救护护志志愿愿
者者团团队队在在亨亨利利··杜杜南南的的引引领领下下在在成成长长，，在在守守护护
着着生生命命与与健健康康？？

一一个个三三天天的的战战场场救救护护经经历历引引发发了了一一个个伟伟大大
的的构构想想，，一一本本书书的的出出版版及及其其传传播播和和行行动动，，引引发发
一一个个遍遍及及全全世世界界和和持持续续一一百百五五十十多多年年维维护护人人类类
生生命命健健康康与与尊尊严严的的人人道道主主义义运运动动，，今今天天全全世世界界
有有 119911 个个国国家家和和地地区区有有红红十十字字会会或或红红新新月月会会，，
日日内内瓦瓦公公约约签签署署国国更更是是达达到到 119966 个个国国家家和和地地
区区，，全全世世界界有有 11 亿亿多多红红十十字字会会会会员员、、志志愿愿者者和和
超超过过 5500 万万名名的的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还还将将永永远远地地持持续续致致
力力于于实实现现亨亨利利··杜杜南南提提出出的的使使命命。。虽虽然然，，杜杜南南
只只在在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委委员员会会担担任任三三年年多多的的秘秘书书，，而而
他他今今天天在在红红十十字字国国际际运运动动的的影影响响力力远远超超出出在在这这
个个组组织织呕呕心心沥沥血血工工作作四四十十多多年年的的莫莫瓦瓦尼尼埃埃和和任任
何何一一个个领领导导者者，，或或许许，，这这就就是是思思想想和和远远见见的的魅魅
力力！！

((主要参考书籍：罗歇·迪朗著：《红十字之
父：亨利·杜南传》、 弗朗索瓦·比尼翁著：《红
十字之魂：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弗朗索瓦·
比尼翁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
难者》))

日内瓦雕塑凝聚的人道记忆
域域外外

一个三天的战场救护经历引发了一个伟大的构想，一

本书的出版及其传播和行动，引发一个遍及全世界和持续

一百五十多年维护人类生命健康与尊严的人道主义运动，

今天全世界有 191 个国家和地区有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日内瓦公约签署国更是达到 196 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有 1

亿多红十字会会员、志愿者和超过 50 万名的工作人员，还

将永远地持续致力于实现亨利·杜南提出的使命。或许，这

就是思想和远见的魅力！

“

日内瓦大学校园里战地女神造型的杜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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