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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一、俄罗斯将在2024年前升级四个北极地区机场 

二、美媒称诺姆港将在改变北极海上交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2019年北极年鉴》：重新定义北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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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大学联盟近日发布了《2019年北极年鉴》，副标题为《重新定义北极安全》。全书分四个专

题：北极地区的传统安全；北极的人类安全；关于北极安全的理论；非北极国家和北极的安全，其作

者群由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诸多国际北极研究者组成。与去年《年鉴》着重于发展所不同的是，此次

《年鉴》以安全为中心，体现了当下各国学者对北极安全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其中有三点尤为值得关

注： 

一、针对北极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困境及安全紧张已日渐成为共识 

自戈尔巴乔夫缓和美俄北极冷战以来，北极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稳定，“去军事化”

与“合作”成为了主线。但近十年来，北极安全出现了恶化的态势，以美俄为首的两大阵营不断在北

极加强军事存在，并分别以“航行自由”为名展开挑衅性军事演练，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

条约》之后，美俄双方甚至开始在北极导弹领域展开小规模军备竞赛。这一方面与当下地缘政治回潮

的大背景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极当前在安全合作机制上存在匮乏。北极地区最为重要的合作

机制北极理事会自建立伊始就强调不涉及安全问题，而当前北极主要的安全机制仅有北极海警论坛，

其主要以救援、航道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等为主要任务，不仅无力干预日益恶化的北极安全困境，而

且在北极领域展开安全对话上也基本发挥不了作用，甚至可能面临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未来相当长

时间里，北极传统安全仍然会继续恶化的态势，安全困境将持续。 

二、北极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重视，原住民问题成为重点关切 

除传统安全外，气候、环境、动植物资源养护、能源等北极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

并逐渐成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重点。《2019年北极年鉴》中尤为强调对北极地区居民的保护就

属于此。北极原住民问题近年来在北极国家内部正成为重点政治问题之一，今年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发

布的《加拿大北极政策》文件相比于前任保守党政府的北极政策而言，其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加强了对

北极原住民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美国原住民对于阿拉斯加州政府及美国民主党也具有相当影响力，特

别是在支持北极开发的亲特朗普派州长沃克尔连任失败后，当前阿拉斯加州内政治层面北极原住民对

于北极开发问题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在国际层面上，北极理事会中有六个原住民组织成员，对北极理

事会乃至国际北极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在今后北极治理中维护好北极原住民的利益，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缺少北极原住民治理合作经验的国家而言，将是未来无法绕开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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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问题逐渐成为关注重点，须防范“中国北极威胁论” 

《2019年北极年鉴》着重将域外国家与北极治理单列一章，涉及德国、英国及中国等非北极国家，

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北极安全的影响正在外溢，牵涉入更多域外相关国家，例如欧盟与北约受美国及北

欧国家影响，日益扩大北极活动，欧盟已于2016年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北约近年来多次举行北极地区

军事演习，甚至可能将北约北极联合军演机制化。北极治理国际化的扩大对中国而言是把双刃剑，一

方面固然有助于中国参与北极治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针对中国的质疑，特别是受传统“中国威胁论”

偏见，加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当前国际社会逐渐浮现“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声

音。其代表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5月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蓬佩奥在中国代表在场

的情况下对中国近北极国家身份的公开否定批评，并且虚构“债务陷阱”来污蔑“冰上丝绸之路”等

中国北极合作项目。美国政府部门近一年来发布的多份文件中也存在恶意抹黑、虚构中国威胁的情况，

例如2018年12月，美国国会研究局发布北极局势报告，其中明确提出中国正在破坏北极秩序，声称中

国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在北极的活动是中国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为此甚至提议取消中国北极理事

会观察员身份以打击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对北极的渗透；2019年3月，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发布北极政

策报告中，其中破天荒地将中国对美国北极安全的威胁放在了最前，甚至置于俄罗斯之上；2019年6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北极政策》报告，再次延续了此前政府北极相关文件的论调，认为中国对北极的安

全稳定造成了威胁。此类“中国威胁论”已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中资企业在格陵兰参建机场

的申请被美国渲染为具有军事目的并对此极力阻挠，而且丹麦国防部门也明确表达了反对的态度，强

调其中存在“安全风险”，最终导致了中国企业相关投资的失败。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北极威胁论”

将在未来持续甚至蔓延，如何妥善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将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顺利与否，乃

至中国在国际上的“北极形象”。为此，中国务必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践行“尊重、合作、共赢、

可持续”的北极政策方针，并加强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公共外交，在一轨、二轨这两方面齐发力，

消弭“中国北极威胁论”的扩散。 

 

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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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地政治 

1、《2019年北极年鉴》：重新定义北极安全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北极大学联盟官网（UArctic） 

日前，北极大学联盟（UArctic）发布了《2019年北极年鉴》，主题是重新定义北极安全，由21

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和14篇简报和评论组成。四个专题部分为:北极地区的传统安全；北极的人类安

全；关于北极安全的理论；非北极国家和北极的安全。《北极年鉴》是对北极地区批判性分析的资

料库，旨在向观察员通报北极政治、治理和安全现状。 

（原标题：Arctic Yearbook 2019: Redefining Arctic Security，网址链接：

https://www.uarctic.org/news/2019/12/arctic-yearbook-2019-redefining-arctic-security/） 

2、俄罗斯反对北极地区使用重油禁令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2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港口新闻网 

日前，俄罗斯向国际海事组织(IMO)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废除在北极地区使用重油的禁令，

并称该禁令是由 IMO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发起的。俄罗斯交通部副部长 Yury 

Tsvetkov表示：“这是一个次要问题，它将主要影响到向北方领土运送货物的船只，这些船只本已

收益甚微……土著居民和北极少数民族将受到打击。这将阻碍北部地区的发展。他强调，这一禁令

也将成为北方海航线过境运输的一个障碍。 

Yury Tsvetkov说，俄罗斯方面根据海事组织的程序提出废除这一禁令，并对受影响国家的影响

进行了评估：“为了这项工作，我们邀请了俄罗斯政府的分析中心和其他机构。与此同时，我们正

在与其他北极国家合作，首先是加拿大，我们希望讨论将继续下去，并做出合理的决定。” 

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有抵制北极环境保护的倾向，因为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已

经有一半的货物由使用液化天然气、柴油和核燃料等环保燃料的船只在北极运输：“我们已经制定

了一套措施，旨在尽量减少环境损害。这些是确保所有船只遵守极地规则的综合措施。我们今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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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所有船舶都符合《极地规则》，考虑到它的所有要求，包括对油箱的限制，以减少燃料泄漏的

可能性，以防冰造成的任何损害。石油泄漏应对措施的发展也在进行中。”  

（原标题：Russia addressed IMO to prevent ban on heavy fuel oil in Arctic，网址链接：

http://portnews.ru/news/289012/） 

（二）极地经济 

1、国际极地旅游研究网络第七届会议将于阿根廷举行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2日 

文章来源：挪威巴伦支海观察家网 

据报道，国际极地旅游研究网络(International Polar Tourism Research Network, IPTRN)第

七届会议将于2020年11月18日至23日在阿根廷乌斯怀亚举行。IPTRN 致力于增进对极地旅游业的了

解，产生、分享和传播有关极地旅游的知识、资源和观点;并大力支持发展成员间的国际协作与合作

关系。 

国际极地旅游研究网络的创建构想源于2006年。当时，在莱克黑德大学举行的加拿大地理学家

协会年会上，多位极地旅游研究专家表示迫切需要以网络的形式开展跨学科和机构间的合作。在

2007年于芬兰罗瓦涅米举行的规划会议之后，该网络于2008年在努纳维克的 Kangiqsujuaq举行了第

一次 IPTRN会议和社区研讨会，成为正式的常态化研究网络。IPTRN 的成员来源广泛，既包括大学研

究人员、咨询专家、旅游业经营者，也包括政府组织官员、社区成员以及研究生。 

（原标题：International Polar Tourism Research Network，网址链接：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industry-and-energy/2019/12/putins-new-arctic-law-paves-way-

biggest-ever-industrialization-worlds） 

2、Zvezda 船厂为北极油轮开设新产品线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4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北极网 

日前，俄罗斯造船企业 Zvezda 船厂宣布正式开始为第一艘69000吨级的 ARC6级北极油轮进行钢

材切割，这项工作将开启船厂的新产品线。据悉，在没有破冰船帮助的情况下，该油轮将也能够在

北极海域独立航行。 

（原标题：Zvezda Shipyard starts steel cutting for first Arctic shuttle tanker of ARC6 

class，网址链接：http://portnews.ru/news/28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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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罗斯与挪威石油公司联手开发北极油田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3日 

文章来源：世界能源新闻网 

12月23日，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和挪威 Equinor 石油公司表示，两家公司已就如何开发北

冰洋西伯利亚陆上油田的细节达成一致，这是两家公司自2012年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的首次

联合投资。Equinor 称，两家公司预计在开发 Severo-Komsomolskoye 油田的第一阶段将开采约2.5亿

桶石油和230亿立方米天然气。 

Rosneft与 Equinor(前身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Statoil)最初于2013年同意开发 North 

Komsomolskoye陆上油田。2014年，西方国家对 Rosneft 实施了制裁，禁止西方公司协助 Rosneft勘

探深水和北极近海油田，或帮助其提取页岩油，并限制其在西方市场筹集长期融资的能力。 

（原标题：Equinor, Rosneft to develop Arctic oilfield，网址链接：

https://www.worldenergynews.com/news/equinor-rosneft-develop-arctic-oilfield-709514） 

4、阿拉斯加议员敦促高盛重新考虑停止资助北极钻探的决定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1日 

文章来源：安克雷奇新闻台 

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萨拉·拉斯穆森(Sara Rasmussen)发表了一

封由17名阿拉斯加众议院议员(其中包括两名民主党议员)联名签署的信，要求高盛投资银行重新考

虑拒绝为北极钻探项目提供资金的决定。信中写道:“我们要求高盛……重新评估这一政策，并认真

考虑它如何能成为商业和工业的合作伙伴，通过负责任的资源开发来支持阿拉斯加人民。”拉斯穆

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尚未收到高盛的回复，但她一直在与其他议员讨论下一步行动。 

信中指出，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公司(Alaska Permanent Fund Corporation)此前曾与高盛投资银

行有过投资往来，并暗示高盛最近的决定将危及双方的良好关系。拉斯穆森说，虽然还没有做出任

何决定，但议员们已经开始讨论立法行动的可能性，这些行动可能会阻止永久基金公司向高盛投

资。拉斯穆森说:“有关投资的讨论出现了，但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信中还提到了公众舆论，引用了最近参众两院对赞成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的决议进

行的投票，“显示了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并提到了民意调查。由迪特曼研究公司(Dittman 

Research)进行的阿拉斯加商会(Alaska Chamber) 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705名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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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加人中，约有65%支持在保护区进行钻探。相比之下，耶鲁大学气候通讯研究中心(Yale Climate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7%的受访者反对在北极钻探，这一比例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信中还提到了北极之声(The Voice of The Arctic)对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区(ANWR)钻探的一致支持。 

（原标题：Alaska lawmakers urge Goldman Sachs to reconsider decision to stop funding Arctic 

drilling，网址链接：https://www.ktuu.com/content/news/Alaska-lawmakers-urge-Goldman-Sachs-to-

reconsider-decision-to-stop-funding-Arctic-drilling-566393811.html） 

5、美媒：诺姆港将在改变北极海上交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8日 

文章来源：阿拉斯加 KTVA 新闻台 

来自美国诺姆港的数据和麦克道尔集团筹备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北极和阿拉

斯加西海岸的海上交通急剧增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该报告的草稿于2019年5月发布，最终报告预

计在春季中下旬提交给美国国会，预计在2020年夏季通过。该研究报告旨在指导港口保护船只不受

西南风的影响，同时显著减少来自南方的海浪影响。 

诺姆港口委员会副主席查理·里恩说: “这（诺姆港）是通往‘新苏伊士运河’的门户。”港

口主管卢卡斯·斯托茨(Lucas Stotts) 说：“我们是美国海关最北部的入口”，“任何过境船只都

需要在诺姆港停靠……我们希望走在前面，确保我们做好了保护该地区的准备，并帮助它发展。” 

（原标题：Nome poised to play major role in changing maritime Arctic traffic，网址链接：

https://www.ktva.com/story/41496449/nome-poised-to-play-major-role-in-changing-maritime-arctic-

traffic） 

6、俄罗斯将在2024年前升级四个北极地区机场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8日 

文章来源：俄罗斯塔斯社 

据报道，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四个机场将在2024年之前进行升级，以支持政府对北方海航线基础

设施到2035年的发展规划。其中，有两个机场在楚科奇，有一个在雅库特，第四个机场在涅涅茨地

区。根据计划，雅库特的切尔斯基机场将在2024年6月建成。该机场离内河港不远，内河港与西伯利

亚东部的科利马河汇合处相距130公里。到2024年12月，将对楚科奇第三个城市比利比诺附近的

Keperveyem机场进行翻新。只有空中运输才能将楚科奇的首都和比利比诺连接起来。 

https://www.ktuu.com/content/news/Alaska-lawmakers-urge-Goldman-Sachs-to-reconsider-decision-to-stop-funding-Arctic-drilling-566393811.html
https://www.ktuu.com/content/news/Alaska-lawmakers-urge-Goldman-Sachs-to-reconsider-decision-to-stop-funding-Arctic-drilling-566393811.html
https://www.ktva.com/story/41496449/nome-poised-to-play-major-role-in-changing-maritime-arctic-traffic
https://www.ktva.com/story/41496449/nome-poised-to-play-major-role-in-changing-maritime-arctic-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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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还计划开发海港和码头的基础设施。2021年12月，萨贝塔海港将完成升级，该港口

将全年开放，并将成为北方海航线的一个关键枢纽。该计划还包括为救援队开发基础设施。到2020

年12月，紧急情况部和 Rosatom（核能公司）将与北极中心的矿产资源公司联合向政府提出建设建

议，以管理佩韦克和萨别塔的紧急情况。 

（原标题：Airports in three Arctic regions along Northern Sea Route to undergo renovation，网

址链接：https://tass.com/economy/1104405） 

（三）极地科技 

1、搜索工具帮助改进极地数据管理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IASC） 

据报道，在2019年11月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三届极地数据论坛期间，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IASC）极地数据增强研究小组(POLDER)举办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就开发服务于北极社区的搜索工

具达成了共识，将帮助北极数据委员会、南极数据管理常务委员会和南大洋观测系统改进数据集的

实用性。 

（原标题：Invitation to Help Us Develop Better Searching for Polar Data，网址链接：

https://iasc.info/communications/news-archive/582-invitation-to-help-us-develop-better-

searching-for-polar-data） 

2、俄罗斯诺里尔斯克国家工业研究所将举办“北极的科学能力”国际会议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7日 

文章来源：北极大学联盟官网（UArctic） 

据报道，俄罗斯诺里尔斯克国家工业研究所（Norilsk State Industrial Institute）将于

2020年4月25日举办 “北极的科学能力”国际会议，会议主题包括:北极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北极的新技术；北极的人类健康；北极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北极社会经济和法律发展。 

会议旨在建立一个国际跨学科平台，以解决广泛的北极相关问题，并加强特定学科内不同世代

研究人员之间的教育和研究联系。会议还将展示俄罗斯和国际北极研究和项目，以提高诺里尔斯克

国家工业研究所作为跨学科研究平台的吸引力，并扩大科学、技术和研究活动领域区域联系网络。  

（原标题：Call for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cientific capacity of the 

Arctic" in Norilsk, Russia，网址链接：https://www.uarctic.org/news/2019/12/call-for-

participa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scientific-capacity-of-the-arctic-in-norilsk-russia/） 

https://www.uarctic.org/news/2019/12/call-for-participa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scientific-capacity-of-the-arctic-in-norilsk-russia/
https://www.uarctic.org/news/2019/12/call-for-participa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scientific-capacity-of-the-arctic-in-norilsk-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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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美联合科研团队利用鱼雷形状潜艇探索南极冰川融化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8日 

文章来源：英国《卫报》 

日前，一支由英、美科学家主导的团队抵达南极的 Thwaites 冰川，准备通过超过半公里的冰层

钻入下方的黑暗水域。600米深的钻孔将使研究人员能够放下一个鱼雷形状的机器人潜艇，它可以到

达冰架的底部，从而了解冰架快速融化的原因。研究人员已经在冰上放置了装有雷达的雪橇，以绘

制出接近投放点的冰架的厚度，并查明钻孔位置。科学家将在冰层上钻出30厘米宽的钻孔，以每分

钟约1.5米的速度向冰架下深入。 

英国南极调查科学主任戴维·沃恩（David Vaughan）说：“如果 Thwaites冰川融化，我们将

看到自己海岸附近的海平面上升……我们并不是说它将在未来100年左右发生，但肯定会在那个时期

开始。”“我们将研究冰的流动，并查看其如何受到潮汐变化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系

统对小变化的敏感性，将来随着冰架融化可能会成为大变动。”  

（原标题：Submarine to discover why Antarctic glacier is melting so rapidly，网址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dec/28/submarine-to-explore-why-antarctic-glacier-is-

melting-so-quickly ） 

（四）极地生态 

1、北极变暖影响加利福尼亚州地表温度和降水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3日 

文章来源：《未来》杂志（Futurity）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北极的变暖速度导致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类似于冬季北

极圈中出现的海洋喷雾气溶胶。密歇根大学化学助理教授凯瑞·普拉特（Kerri Pratt）说：“我们

发现，在我们不希望出现海雾气溶胶的时候，海雾气溶胶正在占主导地位。”,“这会影响大气：这

些粒子随后会形成云滴，从而影响地表温度和降水。”研究的主要作者瑞秋·基尔佩斯（Rachel 

Kirpes）说：“极少有关于北极冬季气溶胶成分的研究，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冬季气候影

响，例如气溶胶对云形成的影响。”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dec/28/submarine-to-explore-why-antarctic-glacier-is-melting-so-quickl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dec/28/submarine-to-explore-why-antarctic-glacier-is-melting-so-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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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Arctic sea spray aerosols mimic those in California，网址链接：

https://www.futurity.org/sea-spray-aerosols-arctic-ice-2239682-2/） 

 

2、研究显示南极冰层融化达卫星记录以来最高水平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8日 

文章来源：Gizmodo 科技网 

根据比利时列日大学(University of Liege)进行的模型模拟的初步结果，南极洲在12月24日经

历了卫星时代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融化程度。南极表面融化季节一般从11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

月，12月底和1月初是融冰季节的高峰。自2019年11月下旬以来，南极洲每一天的冰融化量都远高于

正常的地表融化范围，这种情况在12月24日达到顶峰，约16%的冰雪表面融化，面积相当于丹麦。 

（原标题：Antarctic Ice Melt May Have Hit an All-Time High on Christmas Eve，网址链接：

https://www.gizmodo.co.uk/2019/12/antarctic-ice-melt-may-have-hit-an-all-time-high-on-christmas-

eve/） 

 

 

（五）极地军事 

1、加拿大北极巡逻船或将承担飓风救援任务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22日 

文章来源：MSN门户网 

日前，加拿大海军司令、海军中将阿特·麦克唐纳(Art McDonald)对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新闻频

道(CBC News)表示，军事规划人员认为，最新的北极近海巡逻船将在加勒比地区运送救灾物资中发挥

作用：“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这次飓风应对的大好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北极近海巡逻船将在北方和南方花费同样的时间，以支持我们保卫这片大陆。” 

（原标题：Canada's new Arctic patrol ships could be tasked with hurricane relief，网址链接：

https://www.msn.com/en-ca/news/canada/canadas-new-arctic-patrol-ships-could-be-tasked-with-

hurricane-relief/ar-BBYeRUX） 

 

 

 

 

https://www.futurity.org/sea-spray-aerosols-arctic-ice-2239682-2/
https://www.gizmodo.co.uk/2019/12/antarctic-ice-melt-may-have-hit-an-all-time-high-on-christmas-eve/
https://www.gizmodo.co.uk/2019/12/antarctic-ice-melt-may-have-hit-an-all-time-high-on-christmas-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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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加大在北极的活动，加拿大错过了机会》 

As Russia and China step up their Arctic activity, Canada misses the boat 

来源：MSN新闻 

作者： Thomas S. Axworthy，前加拿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行动委员会秘书长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1日 

概述： 

2015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一项至2020年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明确旨在提高“俄罗

斯联邦的竞争力和国际声誉”，北极是战略核心。普京称该战略 “实际上集中了国家安全各个方面，

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和资源方面。”他在2019年4月于圣彼得堡举行的北极领导人国际

论坛上表示，通过北方海航线的运输量到2035年将达到8000万吨。他自信地说，这是“一项现实，经

过精心计算和具体的任务。”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俄罗斯计划向其舰队增加四艘核破冰船，到2035

年，俄罗斯将拥有共有13艘重型破冰船，其中9艘是核破冰船。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俄罗斯的经济和技术

水平，但是在北极，自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就是一个超级大国。 

2018年1月，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的白皮书，宣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在全面的论

述中，白皮书有条不紊地概述了中国参与北极的目标，包括探索和了解北极，保护环境，利用北极资

源，积极参与北极治理以及促进和平与稳定。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在北冰洋进行了八次科学考察，

并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造了北极黄河站；同年，中国破冰船雪龙越过了西北通道。白皮书的重要意

义是宣布中国现在将北极国家纳入其“一带一路”倡议，这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

发展之一。  

与这两个文件相比，加拿大的北极政策文件相当失败。经过多年的磋商，2019年9月10日，加拿大

的北极和北方政策框架在联邦大选开始前一天正式发布。该文件阐明了8个目标和10条原则，但既没

有实施计划，也没有具体的政策选择。卡尔加里大学的加拿大北极专家罗伯·休伯特（Rob Huebert）

说，联邦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和对西北航道的主权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已经陈述过了，

这里（新政策框架）没有提到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的任何想法。”气候变化、海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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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大国对北极的兴趣，应该使北极政策成为加拿大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加拿大的北极

政策只是一长串目标的堆砌，既不是战略，也不是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的白皮书很好地概括了北极的困境：近年来的全球变暖加速了冰雪的融化，这对

中国乃至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由于冰融化，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在沿海城市造成毁灭性的洪灾。

如果格陵兰的冰盖完全融化，海洋的水位将上升约7米。对此，中国认为必须扩大科学研究，发展技

术，提高适应能力，并减缓温室气体的增长。问题的规模和普遍性意味着国际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唯一途径，而北极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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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 

机构：Gwich 'in 国际理事会（GCI）董事会 

研究领域：北极 Gwich 'in 原住民语言与文化 

 

简介： 

爱德华·亚历山大来自美国阿拉斯加育空堡 Gwich 'yaa Gwich 'in 部落，致力于确保下一代能

够获得根植于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优质教育机会，开设了社区学校担任校长并亲自教授 Gwich 'in

原住民语言。爱德华·亚历山大现任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育空平原中心协调员，Gwich 'in国

际理事会（GCI）联席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