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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

的战争罪行

介绍

Ang Bayan 的这份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战争

罪”的特别报告讨论了菲律宾共和国政府（GRP）违反《日内瓦公约》

及其议定书中规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

法全面协定》（CARHRIHL）条款的情况。

本报告涵盖了菲律宾武装部队（AFP）、菲律宾国家警察（PNP）

和菲律宾政府的武装人员对属于其武装对手的平民、非战斗人员，特

别是菲律宾共产党（CPP）、新人民军（NPA）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

线（NDFP）的成员进行即决处决的案件。

这些杀戮案件是涉及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更多

刑事案件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一部分。本报告不包括在反叛乱战争过程

中直接攻击平民及其社区的其他数百起案件。

本报告旨在揭露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在对人民的残酷

战争中严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这也是对被杀害的革命者的英雄主

义的认可，他们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枷锁和实现社会正义，站在了人民

解放的斗争中，并参与了斗争。这构成了对正义的持续要求和斗争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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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报告的早期版本。《人民报》（Ang Bayan）将继续收集

信息和调查其他报告。

过去 6 年的情况

在过去六年中，至少有 101 名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的现役和

退役成员，以及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的顾问和人员及其被俘、受伤或

不再具备战斗力的平民同伴被菲律宾政府的武装部队非法杀害。

自 2020 年以来，这些杀戮愈演愈烈，当

时的美国-杜特尔特政权将整个国家置于军

方和警方的严格封锁之下。这种即决处决的

政策仍在继续并进一步加剧。根据《人民报》

的记录，报告的最大遇害人数是在今年 1月

至 10 月（29 人），其次是 2021 年的 26 人和

2020 年的 24 人。其中，23 人是党员，而 66

人是新人民军的现役和前成员。

34 名死者为非战斗人员，44 名为失去战斗力或不再有战斗力的

战斗人员。在失去战斗力的人中，有 22人是在遭遇战中受伤（WIA,

wounded-in-action），他们被“干掉”，而不是被逮捕和照顾。在非

战斗人员中，19 人是没有直接参与武装冲突或不在战场上的党和菲

律宾民族民主阵线成员。10 人持有《安全与豁免保障联合协议》（Joint

Agreement on Safety and Immunity Guarantees，JASIG）的文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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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在和平谈判中的顾问。在这些平民中，有

20人是党和新人民军的退休成员，而且已经年迈。

他们都被国家武装人员当场处决。许多人被逮捕、秘密拘留，并

在被杀害前遭受酷刑。有六次大屠杀，涉及 29名受害者。

根据《人民报》从党和新人民军各种机关单位收集的报告，受害

者最多的是内格罗斯（17 人），其次是比科尔（16 人）、棉兰老岛

中北部（12 人）、帕奈岛（11人）、棉兰老岛南部（9人）和东米沙

鄢（8人）。该名单仍在完成之中。其他报告预计将来自高度军事化

和难以获得信息的地区。

半数以上（53 人）被谋杀的人被军方说成是在武装斗争中被杀

的（阵亡），12 人据说是在“被送达逮捕令”时“拒捕”的。几乎

所有的人被捕的地方都被安放了枪支、炸药、“颠覆性文件”和其他

各种“证据”以掩盖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罪行。至少有六具遗体被军方

装扮成战斗人员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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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菲律宾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们血淋淋

的尸体照片，让他们在网上受到嘲弄。在许多情况下，未经家属同意，

尸体被防腐处理，埋葬或火化。还有一些尸体被军方“挟持”，使家

属难以取回。

违反战争法的行为

上述所有事件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

战争规则，这些公约和议定书在战时保护人民的权利，包括战斗人员

和平民。这些事件也违反了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和菲律宾政府之间的

《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

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是有效的，适用于菲律宾目前的内战。菲律宾政府签

署了它，包括其三个议定书和两个关于战时照顾儿童的附加协议。

1996 年 7月 5 日，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也向其官方保存机构——瑞士

政府联邦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承认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第一议定书的

声明。

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则介绍自己是“代表菲律宾人民和有组织的

政治力量的政治当局，他们正在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进行武装革命斗争，

在第一议定书第 1条第 4款的范围内行使自决权，反对殖民统治的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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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因素和要素，反对民族压迫，包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整个

菲律宾民族和菲律宾的特定少数民族受害。”

在推进武装抵抗的过程中，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向新人民军的官

员、指挥官和战士们宣传并培训文明战争的规则。事实上，新人民军

在坚持其“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过程中，长期提倡这种规则，

其标准比日内瓦公约更高、更全面。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宣言在签署

同样的战争规则时，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相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认为，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民族民

主阵线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

在同一声明中，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明确指出了 4个合法的战争

目标：军队、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其情报人员。显然，菲律宾政府的

文职部门人员不是目标，除非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属于上述四类人员中

的任何一类。

因此，菲律宾民族民主战线将把可能被其部队俘虏的菲律宾政府

军的所有军事人员、警察、准军事人员和其他武装部队视为战俘，并

主张菲律宾政府军将所有被俘的新人民军人员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

线的所有其他部队视为战俘，并尊重他们的权利。

《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

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都是《尊重人权和国际

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的签署方。这是一项通过和平谈判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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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负责人马里亚诺·奥罗萨（Mariano Orosa）于

1998 年 4 月 10 日和菲律宾政府首脑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于 1998 年 8 月 7 日签署。

该协议的目标之一是“确认和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以保

护平民人口和个别平民，以及不直接参加或已停止参加武装敌对行动

的人，包括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或战俘）”。

新人民军对这些规则的严格遵守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武装斗

争的实际地点，新人民军治疗伤员。它保护战俘的权利并给予他们人

道的待遇。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还多次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战俘，

并努力确保他们安全有序地获释。它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进行协调，以确保释放工作有序、安全。

联合监督委员会（Joint Monitoring Committee, JMC）是作为执行

《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的一个机制而成立的。它的

任务是“接受关于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投诉以及所有相关信

息，并应发起关于执行本协议的请求或建议。”2017 年 1 月 21 日，

在当时的杜特尔特政权单方面终止和谈之前，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民

族民主阵线签署了《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下的联合

监督委员会全面运作的规则。这项协议和其他早期协议一样，仍然有

效。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所有新人民军战士都被视为菲律宾民族民主

阵线下的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他们有权利参加武装冲突。在他们被

菲律宾政府军俘虏的情况下，他们有权利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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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权利。

作为战俘，他们不能因为直接参与武装冲突而受到惩罚。他们不

能受到刑事指控和起诉。

杀戮、酷刑、残害、暴行、侮辱性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劫持人质

以及对他们进行不公正的审判都是被断然禁止的。必须给他们提供食

物和饮料。他们需要获得法律代表和亲人的帮助。生病的俘虏必须得

到照顾。所有不能被照顾的人必须立即释放。

俘虏部队不需要承认其俘虏的敌方战斗人员的权威或政府。他们

也不必是正规军的成员，只要他们明确地将自己与平民区分开来。只

要他们所属的部队或当局遵守国际法的四项公约并承认战争规则，他

们将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其议定书获得保护。

谋杀、酷刑、非法拘留和其他系统性的严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

都可以在国际法庭上得到处理。

菲律宾武装部队-菲律宾国家警察和菲律宾

共和国政府的战争罪行

1）杀俘

2021 年 10 月 29 日晚 8点，新人民军全国发言人奥利斯同志（Ka

Oris）（乔治·马德洛斯同志）和他的军医皮卡同志（Ka Pika）在从

布基农（Bukidnon）的伊帕苏格-昂（Impasug-ong）的市中心前往塞



第 8 页 共 17 页

尔高速公路（Sayre Highway）时被第 403 步兵营的士兵俘获。第二天，

菲律宾武装部队宣布马德洛斯（即奥利斯同志）和艾格费尔·德拉·佩

尼亚（即皮卡同志）被杀。军方声称，他们在被捕 15 个小时后，于

上午 11 点左右在同一城镇的加布南社区（Sitio[1] Gabunan）遭遇杀害。

2021 年 10 月 30 日清晨，该地点成为空袭的目标，空袭持续了一个小

时。马德洛斯当时正离开游击区，为他的疾病寻求治疗。陪同马德洛

斯的两名司机也被报告失踪。

几乎一年后，几乎在同一地点，马德洛斯的儿子文森特·伊萨加

尼·马德洛斯（Vincent Isagani Madlos）和儿媳格洛丽·维克·贝兰

德斯（Glory Vic Belandres）被抓，并被菲律宾武装部队声称是在战

斗中丧生。这对夫妇于 2022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 点左右在伊帕苏格-

昂（Impasug-ong）的阿图根桥（Atugan Bridge）附近被捕。据称他

们是在同一天下午在该镇的巴永村（Barangay Kapitan Bayong[2]）的

一次遭遇战中被杀的。年轻的马德洛斯也离开了游击队区域，以寻求

在早些时候的战斗中受伤的治疗。在军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两人穿着旅行装（白色T恤、牛仔裤和白色胶鞋）。

2022 年 10 月 10 日，在西内格罗斯省（Negros Occidental）希马

[1] “Sitio”是西班牙语的一个词，意思可以理解为“community”（社区）。菲律宾曾经被西班牙长期殖民，
所以语言中有西班牙语的痕迹很正常。“Sitio”是菲律宾的一种社区形式，一般被理解为“社区”。本译文
将其翻译为“社区”。“社区”（Sitio）一般分布在菲律宾的乡村地区。每一个“社区”（Sitio）大约由
十到五十个家庭组成。“社区”（Sitio）不是菲律宾的一个行政单位。菲律宾最低的行政单位是村庄（village）
或者“barangay”。为了符合中国人的语感，“barangay”也翻译为“村庄”（没有歧义），例如“Barangay
Carabalan”被翻译为“卡拉巴兰村”。——译者注
[2] “Kapitan”/ “Capitan”的意思是“captain”（队长/长官）。当这个词出现在“Barangay”和另一个词之间的时
候，就共同组成一个村的名字。跟在“Kapitan”后面的那个词就是这个村历史上的某一任村长的名字，意思
指该村庄是以某一位历史人物命名的。例如，“Barangay Kapitan Ramon”就被翻译为“拉蒙村”，“Kapitan”
只是为了说明后面的“Ramon”是个人名，可以不翻译。——译者注



第 9 页 共 17 页

迈兰市（Himamaylan City）的卡拉巴兰村（Barangay Carabalan），

胡安尼托-马格巴努阿（罗密欧-南塔）（Juanito Magbanua）在他所住

的房子里被第 94 步兵营的部队抓捕，然后被杀害。尽管现场没有新

人民军的部队，但菲律宾武装部队声称新人民军-内格罗斯的发言人

马格巴努阿“在战斗中被杀”。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退休党员胡安尼托-多尔（Juanita Dore）也遭

受了同样的折磨。她被逮捕，并被声称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北哥打

巴托省（North Cotabato）的马基拉拉市（Makilala）的马拉邦村

（Malabuan）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她的尸体上布满了子弹。另一起

案件是弗洛雷塔·塞瓦略斯（Floreta Ceballos）和威尔弗雷多·富恩

特斯（Wilfredo Fuentes）在旅行中被捕，随后军方声称他们于 2021

年 12 月 19 日在西内格罗斯省（Negros Occidental）马纳普拉市

（Manapla）的圣巴勃罗（San Pablo）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塞瓦略

斯的胸部有几处刺伤，她的头骨破裂，手臂上有许多伤痕。富恩特斯

的尸体上有酷刑的痕迹。

2）大屠杀

2018 年 8 月 15 日，民族民主阵线-班乃岛（NDF-Panay）宣传委

员会的七人正在班乃岛（Panay）的安蒂克省（Antique）的圣荷西（San

Jose）的阿拜塔村（Barangay Atabay）的一所房子里睡觉，他们遭到

了 301 旅、61 步兵营和省警察人员的射击。次日上午，军方和警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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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与这七人“交火”，这七人分别是菲利克斯·萨尔迪托斯（Felix

Salditos）、艾尔迪·拉宾吉萨（Eldie Labinghisa）、杰森·塔利博（Jason

Talibo）、杰森·桑切斯（Jayson Sanchez）、彼得·梅切纳斯（Peter

Mecenas）、卡伦·塞拉沃（Karen Ceralvo）和莉泽·班迪奥拉（Liezel

Bandiola）。塞拉沃的面部和头部有枪伤，而班迪奥拉的头部因枪伤

而破裂。他们当时在该地区进行研究和写作。其中四人是知名诗人，

包括以视觉作品《玛雅摩尔》而闻名的萨尔迪托斯。他们没有武装。

他们被记为“古董 7人组”。

安德鲁·胡比拉（Andres Hubilla）和米格尔·哈莫尔（Miguel

Hamor），以及农民阿内尔·博雷斯（Arnel Borres）和渔民迪克·劳

拉（Dick Laura）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索索贡省（Sorsogon）的卡西

古兰自治市（Casiguran）的特雷塞马蒂雷斯（Purok Trece Martires）

的奈摩罗社区（Sitio Namuro）喝咖啡时被第 31旅的士兵射杀。在比

科尔地区的卡拉帕坦（Karapatan-Bicol[3]）的一份报告中，奈摩罗社

区（Sitio Namuro）的居民叙述说，在大屠杀之前，该地区设立了检

查站，由穿着全套战斗装备的士兵把守。他们说，他们听到了持续 5

分钟的枪声。胡比拉的哥哥的尸体在大屠杀发生后进入了警方的调查

视线，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尽管他的哥哥是左撇子，但他的右手却拿

着一把没有弹夹的枪。

在内格罗斯岛，在两起大规模杀害已无战斗能力的红色战士的事

[3] “卡拉帕坦”（Karapatan）是菲律宾语里的一个单词，意思是英语里的“right”（权利）。“卡拉帕坦”
（Karapatan）是多个人权组织的联盟，其中包括支持受政治迫害者、支持被迫失踪人员的亲属、支持要求
正义的受国家机器屠杀的受害者的家属等组织。该组织有时会在他们的声明上署名为“菲律宾卡拉帕坦联
盟”（Karapatan Alliance Philippines），有时则署名为“卡拉帕坦促进人民权利联盟”（Karapatan Alli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ople’s Right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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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有 8名受害者被杀。玛丽莲·巴达约斯（Marilyn Badayos）、

鲁迪·卡巴约萨（Rudy Carbajosa）、罗尼洛·德萨比尔（Ronilo Desabille）

和鲁菲诺·博卡瓦尔（Rufino Bocaval）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西内格

罗斯省马纳普拉市的圣巴勃罗被杀害。当士兵们进入并射杀他们时，

他们正在一所房子里进行流感康复治疗。2022 年 7 月 6 日，尼卡·德

拉克鲁兹（Nikka de la Cruz）、罗尔·拉德拉（Roel Ladera）、阿尔

登·罗德里格斯（Alden Rodriguez）和罗尔·德古特（Roel Deguit）

在同一省的比纳尔巴甘市（Binalbagan）的桑托尔村（Santol）被士兵

残忍杀害，当时他们都病了。

2022年4月6日在布基德农省（Bukidnon）的塔拉卡格市（Talakag），

第一特种营的人员抓获了四名决定不战斗以避免伤害平民的战士。卡

利西奥·苏玛林诺格（Carlicio D. Sumalinog）、乔维里托·庞蒂拉斯

（Jovilito Pontillas）、加里·朱莉安娜（Garry Juliana）和杰里·苏格

诺特（Jelly Sugnot）在早上被捕，被带上两辆私家车，从（Barangay

Tikalaan）带走。傍晚时分，他们被带回上述村落并在那里被杀害。

军方谎称他们是在同一天下午 6点左右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害的。苏

格诺特（Sugnot）当时已经怀孕两个月。

3）绑架、非法拘留和酷刑

74 岁的安东尼奥·卡巴纳坦（Antonio Cabanatan）和 65 岁的弗

洛伦达·雅普（Florenda Yap）夫妇都是退休党员，最后一次被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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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在 2020 年 10 月，当时他们离开了位于马尼拉市的家。三个月后，

他们被发现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在伊洛伊洛省（Iloilo）奥顿市（Oton）

博通村（Botong）的一个军事安全屋中被杀害。他们的尸体上有几处

刺伤，卡巴纳坦（Antonio Cabanatan）的脖子上有被勒死的痕迹。据

该地区的居民说，一辆面包车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晚抵达该房屋，

几小时后离开。第二天，村长“看到”了卡巴纳坦（Antonio Cabanatan）

的尸体，该尸体被故意丢在屋前，有待发现。两人的杀戮被弄得像抢

劫和谋杀案。

菲律宾陆军第 1001 旅将南棉兰老岛地区的新人民军指挥官和受

《安全与豁免保障联合协议》的保护者埃兹奎尔·达古曼（Ezequil

Daguman）单独监禁了两个星期。达古曼（Ezequil Daguman）最后一

次露面是在 3月 7日，在他前往北达沃省（Davao del Norte）新科雷

拉市（New Corella）的一个社区的路上。在南棉兰老岛地区地区民族

民主阵线要求军方公布真相并释放他之后，他于 3月 27 日被出示死

亡证明。军方声称，他是在新人民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在金达沃省

（Davao de Oro）的圣马里亚诺市（Maragusan）进行的一次遭遇战中

被杀。

第 88 步兵营的士兵还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在卡加延德奥罗市

（Cagayan de Oro City）的一所房子里逮捕了佩德罗·科达斯特（Pedro

Codaste）和他的同伴卡桑德罗同志（Ka Sandro）。六天后，他们被

宣称在布基农省（Bukidnon）的伊帕苏格-昂（Impasug-ong）“战死”。

科达斯特（Pedro Codaste）是民族民主阵线在和平谈判中的顾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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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安全与豁免保障联合协议》的保护者。

4）残杀非武装人员

2020 年 3 月 13 日凌晨 3点，军队突袭了朱利叶斯·吉隆（Julius

Giron）、卢尔德·迪内罗·坦科（Lourdes Dineros Tangco）和阿维·阿

拉康·雷耶斯（Arvie Alarcon Reyes）他们在碧瑶市（Baguio City）

的和平皇后村（Barangay Queen of Peace）的哈马达分区（Hamada）

的住所。他们被无情地杀害。当时吉隆（Julius Giron）正在养病。

更早的时候，国家人员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在那加市的一个分区

杀害了比科尔地区（Bicol）的党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多·梅里洛斯

（Alfredo Merilos），当时他正因高血压和眼疾休养。军方还杀害了

平民利兹·奥坎波（Liz Ocampo）。

2019 年 1 月 30 日，在新比斯开（Provincia de Nueva Vizcaya）的

阿里陶（Aritao），军方杀害了卡加延河谷（Cagayan Valley）的菲律

宾民族民主阵线和平顾问费利克斯·兰迪·马拉奥（Felix Randy

Malayao），当时他正在一辆前往碧瑶市（Baguio）的巴士上睡觉。

2020 年 8 月 10 日晚，兰德尔·埃查尼斯（Randall Echanis）被军

方杀害时，正在他位于奎松市（Quezon City）的诺瓦利切斯（Novaliches）

的出租屋里养病。这位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顾问和“劳动群众”

（Anakpawis）[4]的副秘书长背部有三处刀伤。

[4] “Anakpawis”这个词是菲律宾语“anak”（儿子或女儿）和“pawis”（汗水）的组合，所以“Anakpawis”
在菲律宾语里被理解为“劳动群众”。“Anakpawis”是一个进步政党的名字，会通过合法途径参加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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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5 日凌晨 3点，来自中吕宋岛的退休的党领导人尤

金尼亚·麦蓬特（Eugenia Magpantay）和阿加顿·托帕西奥（Agaton

Topacio）夫妇在黎剎省（Rizal）的安戈诺市（Angono）的一所房子

里被杀害，情况也是如此。

2021 年 5 月 28 日，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维萨亚斯地区（Visayas）

的顾问雷纳尔多·博卡拉（Reynaldo Bocala）和他的同伴拉蒙同志

（Willy Arguelles）（Ka Ramon）在他们位于伊洛伊洛省（Iloilo）的

帕维亚市（Pavia）的住所被杀。军方和警方声称，他在被送达逮捕

令时进行了反击。同一天，前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维萨亚斯地区

（Visayas）的顾问鲁斯蒂科·谭（Rustico Tan）神父在宿务市（Cebu）

的卡莫特斯岛（Camotes Island）的皮拉尔市（Pilar）的家中被无情地

杀害。他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

罗德里戈·梅希卡·洛雷索（Rodrigo Mejica Lorezo）和德利娅·罗

斯科·罗塔兰（Delia Rosco Rotalan）夫妇，以及阿马多（Amado）

和玛丽亚·诺里·阿德兰塔（Maria Norie Adelantar），都已退休，同

样于 2022 年在萨马岛（Samar）的两起事件中被国家部队杀害。

2021 年 12 月 10 日，阿尔文·卢克（Alvin Luque）和他的平民同

国会选举，人们一般称这个政党为“劳动群众”。“劳动群众”（Anakpawis）这个党与菲律宾共产党或者
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都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DFP）的十八个组成成员之一。因为
“劳动群众”（Anakpawis）相对其他反动势力而言，他们提出的政治诉求本身具备一定的进步性，所以菲
律宾共产党将“劳动群众”（Anakpawis）默认为是整个宽泛的菲律宾民族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劳动群众”
（Anakpawis）是新爱国联盟（Makabayan bloc）的一部分。新爱国联盟（Makabayan bloc）是菲律宾国会
选举中的一个进步政党集团，与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不一样，新爱国联盟（Makabayan bloc）不进行武
装斗争，而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不参加议会斗争，只进行武装斗争。“劳动群众”（Anakpawis）在过
去的两次选举中都未能获得席位。近年来，菲律宾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的代表们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名单”
集团，这是一种不参加选举就能获得国会席位的方式。并且他们通过“电子计票系统作弊”的手段排挤新
爱国联盟（Makabayan bloc），使之“边缘化”。“劳动群众”（Anakpawis）和新爱国联盟（Makabayan bloc）
的遭遇更加说明了议会斗争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原则坚持武装斗争的菲律宾共产党才是菲律
宾所有政治势力中最有前途的。



第 15 页 共 17 页

伴在南苏里高省（Surigao del Sur）的丹达市（Tandag City）的圣奥古

斯丁南部（San Agustin Sur）的一所房子里睡觉时也被射杀。同样的

还有，2021 年 8 月 21 日，约翰·尼伯勒斯·佩纳兰达（Jhon Niebres

Peñaranda）（Ka Parts Bagani）在南哥打巴托省（South Cotabato）珀

洛摩劳科市（Polomolok）的坎内律村（Barangay Cannery）被杀。丹

尼斯罗迪纳（Dennis Rodinas）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在宿务市（Cebu）

的锡布格（Sibugay）被杀，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是新人民军的指

挥官，但佩纳兰达（Jhon Niebres Peñaranda）（Ka Parts Bagani）和丹

尼斯罗迪纳（Dennis Rodinas）被杀时并没有武装，而且远离战线。

5）谋杀伤病人员

2021 年 12 月 25 日，新人民军全国指挥官梅南德罗·维拉努埃瓦

（Menandro Villanueva）在金达沃省（Davao de Oro）的一场战斗中

被俘。维拉努埃瓦（Menandro Villanueva）被单独关押了 12 天，然后

第 10 步兵师宣布他在一场“战斗”中被杀。

据报道，凯里玛·塔里曼（Kerima Tariman）在一场战斗中仅手

部受伤，她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西内格罗省西莱市的拉蒙村

（Barangay Kapitan Ramon）被俘，然后被菲律宾武装部队士兵杀害。

塔里曼（Kerima Tariman）在决定加入革命运动成为一名全职战士之

前，是一位知名的诗人和作家。

在内湖省（Laguna）的卡拉延市（Kalayaan），军方在一所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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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抓获了受伤的战士马里奥·卡拉格（Mario Caraig），随后在 2020

年 8 月 8 日，也就是在他受伤的那场遭遇战的四天后，他被干掉了。

士兵们还逮捕了三名照顾卡拉格（Mario Caraig）的平民，并将他们

拘留在里黎剎省（Rizal）的塔奈市（Tanay）的营地里。

范围、限制和责任

根据《日内瓦公约》和《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

的规定，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涵盖以下内容：

a）平民或不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b）投降或放下武器的武装

部队成员；c）因疾病、受伤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的人；d）

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的人；e）上述人员的亲属和

正式授权代表。

本准则严格禁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发生以下行为：

a）对生命和人身的暴力，特别是杀害或造成伤害、遭受身体或精神

上的酷刑、残害、体罚、残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所有暴力和报复

行为，包括劫持人质，以及侵犯身体健康、尊严、政治信念和其他人

权的行为。

b）让任何人对她/他没有犯下的行为负责，并在不遵守所有必要的适

当程序的情况下惩罚任何人。

c）要求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的人披露其身份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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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d）亵渎在武装冲突中或在拘留期间死亡的人的遗体，并违反立即将

这些遗体交给其家人或给予体面安葬的义务。

e）不向各方报告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者的身份、

个人状况和情况，以使其能够履行本协议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

务和责任。

f）剥夺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被剥夺自由者的亲属和经正式授权

的代表的权利，即询问某人是否被羁押或被拘留，拘留的原因，被拘

留者在何种情况下被拘留，以及直接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中介机构

要求有秩序地迅速释放他。

特别是，所有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的人都应受

到人道待遇，获得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并获得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保

障，而且应被关在安全的地方。应提供有关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充分信

息。基于人道主义或其他合理理由，应考虑将这些被剥夺自由的人安

全释放。

他们的亲属可以与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主义者和/或医疗实体合

作，以便他们能够照顾病人和伤员，并执行其人道主义任务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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