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人道主义原则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
现行国际人道法起源于近代的西方，它由一系列人道主义法规和公约所组成，是现代战争法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其中，出现最早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也称《万国红十字公约》）问世距今不到 150 年的时间。 然而有资料
可考的世界战争史表明，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可上溯至奴隶制社会早期，几乎伴随着战争的脚步应
运而生。 其中，古代中国区域内的人道主义原则产生于距今 3000 多年前的西周，其内容经历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对历代战
争行为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 16 版 慈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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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 2 月 25 日下
午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
七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尊重和保
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
求。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党团结
带领人民为争取人权、尊重人权、保
障人权、 发展人权而进行的不懈努
力。 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 我们要深刻认识
做好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
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 更好推动
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鲁广锦
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
作建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
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
要讲话。 他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我们党自
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
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
取人权的主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们党都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
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
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

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
不断向前推进。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
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们实现了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
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
我们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
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 我们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全面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持各民族
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障
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我们深入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加强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建设， 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全面开展扫黑除恶行动，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 保持社会长期稳
定，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
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
国。 我们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提供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

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
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
功经验， 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
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
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一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 决定了我国人权
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决定了我们
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
共享人权， 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
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二是坚持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性是中国人权
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 我们保障
人民民主权利，充分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
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
者、促进者、受益者，切实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是坚持从我国
实际出发。 我们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
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从我国国情和人
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确保
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
效管用的人权。 四是坚持以生存权、发
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生存是享有
一切人权的基础，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
大的人权。 （下转 02 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2月 24日，民政部党组召开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意识形
态安全工作重要论述、在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会议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
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近年来，
民政部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高举思
想旗帜，强化教育引导，做大正面
宣传， 守好民政领域意识形态阵
地， 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形势
不断发展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依
然很多，必须坚持稳字当头，以坚
决有力举措维护好民政领域意识
形态安全。 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深化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紧围绕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坚决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
态风险的研究梳理和分析研判，以
上率下、共同防范，守住守好意识
形态安全防线；要积极做好正面宣
传，全方位宣传报道党领导民政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民政视角
彰显党的性质宗旨，展现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积极回应群众和社会关
切，凝聚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
进力量。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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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

民政部部署开展 2022 年社会
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日前，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社会工
作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 通知提到，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宣传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展示社会工作发展成果，推动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民政部决
定于 3月中下旬组织开展 2022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03 版 新闻

唐登杰任民政部部长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月 28日上午经表决，决定任命唐登杰为民政部部长。

（据新华社）

02 版 新闻

吉林省社会工作座谈会召开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乔恒出席并讲话
� � 2 月 21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乔恒，吉林省民
政厅二级巡视员尤慧林、慈善社工处处长綦殿学一行调研长
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社工站建设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长春市
社工协会会长唐天正及 10余家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活动。

05 版 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