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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北极政策解析

陈 燕 ①

(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2019 年德国颁布新北极政策，高度强调环境保护，增加了对北极安全形势的关注，合作立场也更加明显，并

深化了对北极科研和原住民的认识。德国新北极政策旨在获取稳定的能源资源，转移国内环保矛盾，并提升科研实力。德

国此举不仅会影响德国的北极地位，还可能会主导欧盟的北极政策，并推动北极多元化治理。虽然德国在新政策中表露了

诸多期望，但由于美国漠视环保问题、美俄能源博弈以及欧盟内部不和，德国维护北极利益仍然面临颇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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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变化影响，北极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

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德国联邦政府对北极重要性

的认识逐渐深化。2019 年 8 月德国外交部发布了

新版北极政策，即 《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 承

担责任，建立信任，塑造未来》 ( 以下简称 《方

针》) 。它代替 2013 年德国颁布的首份北极战略文

件《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 承担责任，抓住机

遇》，成为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新指导思想。 《方

针》从国家战略高度阐明德国与北极环境、经济、
科研等领域的密切关系，强调德国在北极开发进程

中的不可或缺。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大国竞争的

积极参与者，德国欲通过 《方针》传递怎样的北

极立场，在深化北极参与进程中意图获取何种国家

利益，新北极政策对德国、欧盟乃至各利益攸关方

的北极政策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本

质性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北极治理与开发格局的

新变化，为进一步探究全球视域下的大国竞争提供

区域分析经验。

一、德国新北极政策特征解析

《方针》共分为北极的现实关注领域和未来展

望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德国在北极气候和环

境保护、国际合作、安全维度、前沿研究、可持续

发展和原住民参与六个方面的关注重点和具体行

动。第二部分则主要提出德国在北极地区提高影响

力的期待。新政策体现了德国对参与北极事务的多

方态度变化。
( 一) 朝着“环保 = ‘政治正确’”的方向发展

相较于旧政策，《方针》体现了德国联邦政府

更为鲜明的环保立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提出 “预防与污染者付费”［1］13 原则。
联邦政府主张事先深入检查可能对北极环境产生负

面影响的各种活动，已经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体应

为消除或减少损害而付费，并认为在人类对北极认

识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事先预防有利于从源头避免

环境污染，要求污染者付费也有利于抑制各种因节

约经济成本而肆意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一原则被联

邦政府视为北极所有环境政策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基

本原则［1］13，是德国保护北极气候和环境的重要指

导思想，也表明德国落实北极环保措施的方向更加

明确。
其次，不再单独强调北极航运的重要性。旧政

策将“航行自由”作为单独板块加以阐述，明确

提出联邦政府积极支持在北极开辟新的运输路线，

并认为北极航线运输具有航程近、时间短、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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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能够为德国海运、贸易提供大量商机，是

德国通向东亚贸易中心的新通道。但 《方针》不

再另辟板块讨论北极航运，并删减了有关北极航运

经济用途的内容，更多地论述了德国拒绝在北极海

域使用核动力船、禁止北极运输重油等环保内容。
由此看来，德国意在淡化对北极航运的讨论为本国

的环保政策服务。
再次，用词更加强硬，关联内容篇幅增多。旧

政策主要使用 “努力确保” “尊重环境保护和发

展”“提倡”“争取建立”和 “强烈强调”等此类

能够体现主观态度的表述。而在 《方针》中，联

邦政府却多次使用 “必须”一词，比如 “必须减

少黑碳排放”“必须从一开始就避免将来可能导致

的环境污染”“关于人类活动对北极环境影响的空

白知识必须加以补充”［1］13，还使用 “关键要素”
“头等大事” “先决条件” “最紧迫”和 “核心作

用”等更具强迫性的词语来突出北极环保的重要

性。此外，《方针》几乎全篇都嵌入了北极气候和环

境保护问题，与旧政策相比，论述篇幅大大增加。
基于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德国未来极有可能将

环保主义作为参与北极事务、平衡北极格局、维护

北极利益的重要武器，甚至会朝着 “环保 = ‘政

治正确’”的方向发展。
( 二) 更加关注北极安全形势

面对美国等国家不断提高北极军事存在的现

实，德国在新北极政策中明确了自身关于北极再军

事化的态度。一方面，德国认为北极再军事化的可

能性增加。旧政策并未明言北极安全的发展趋势，

只是表示“很难预测北极发生的变化将导致怎样

的政治发展”［2］10，但 《方针》却直言，由于利益

重叠、领土争端、资源冲突等问题，北极地区的行

为规范和问题解决机制正日益受到质疑，北极合作

面临困境。另外，由于北极经济军事价值双重凸

显、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技进步以及外部干扰

增多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正在模糊进攻性和防

御性行动之间的界限［1］23，增加了北极地区发生军

事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严峻的北

极军事形势会威胁德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在北极安

全问题上的立场也更趋坚定，拒绝任何使北极再军

事化的企图。德国在 《方针》中也重申了安全主

张，即以现有规范和规则为基础，构建多边合作稳

定体系，通过协商解决利益冲突，使北极成为零冲

突地区。对北极军事化的坚决抵制以及维持北极零

军事冲突的愿景是旧政策所不曾体现的。
此外，在 《方针》中，德国将北极安全的内

容放在其引以为傲的科研议题之前，而在旧政策阐

述的诸多利益关切中，安全问题置于最末，这一举

动证明德国提高了对北极安全形势的关注度。尽管

目前北极安全局势保持着微妙的表面稳定，但逐渐

频繁的军事互动表明北极和平面临挑战。德国非常

清楚，和平的北极才具有最佳利用价值，只有在和

平状态下德国才能从北极地区获得更多利好，故而

德国将预防和遏制北极地区的潜在危机和冲突列入

联邦政府的关注重点，希望本国能够针对北极地区

现有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采取适当措施，实现北极

的和平开发与利用。
( 三) 寻求合作的意图更明显

德国在《方针》中表现出更明显的以合作方

式参与北极事务的意图。新北极政策主要从三方面

重申了德国对北极合作的重视。其一，承认既有国

际组织在北极的重要作用。德国认为北极理事会是

平衡北极八国和原住民利益的主要政府间论坛，也

肯定了国际海事组织在管理国际运输、提高海上安

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二，尊重既有条约在北极的

适用。德国认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

资源使用与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也适用于北极

水域，肯定了《极地规则》设定北极航运安全和

环境标准的积极影响，并将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内的现行国际法视为解决区域和国际冲

突的基础。其三，积极参与北极多元合作。联邦政

府致力于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及其工作组活动，追

求与八大北极国家和众多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进行建

设性的双边合作。
在部分北极国家对域外力量 “严防死守”的

背景下，德国作为域外国家，希望通过在资源开

发、海洋治理、科研、航运等领域的合作，减少北

极国家的反感，获得本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更多机

会。对合作的追求也促使德国在 《方针》里放低

了姿态。在阐述对北极合作的重视时，德国充分展

现了本国对北极地区既有组织、既有条约的尊重，

只是强调在现有的组织和条约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没有表现出任何突破现有北极治理机制而另起炉灶

的意图。在旧政策中德国曾表示 “如果观察员可

以为解决北极问题做出实质性贡献，北极理事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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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步扩大观察员的参与权”［2］13，但 《方针》通

篇不再过分强调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成绩，措辞低

调，并努力推销自身的合作思想。正如德国外长马

斯 ( Heiko Maas) 所言: “我们不希望与北极地区

竞争，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来保护这个独特

的地区。”［3］

( 四) 北极科研规划更详细

与旧政策相比，《方针》对德国北极科研方向

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一则，德国北极研究的重

点是北极在全球气候系统中的作用，即着重了解北

极生态系统，通过采取综合方法观察和量化分析北

极与全球的相互作用，以提高对北极未来发展的可

预测性; 二则，未来德国北极研究合作将主要从观

测和数据共享、区域和全球变化、北极居民由于全

球变化而面临的挑战三个领域深化和完善［1］28，以

期在北极地区建立长期影响; 三则，德国于 2017
年成立了北极事务办公室，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德国

学术界、政界和商界的北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信息

交流，以期为决策者提供直接的科学建议，提升德

国北极政策的科学性。
《方针》还体现了德国维护科研自由的更坚决

的态度。旧政策表示，大陆架主权权利争端导致可

供自由科研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这个问题在北冰洋

可能会越来越突出，虽然北冰洋沿岸国有权规范相

关区域的海事研究，但也有义务促进国际合作。当

时德国只较为隐晦地表达了对北极科研自由的维

护，而新北极政策却坦言，将根据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规定维护北极水域内的航行自由，确

保所有领域的海洋科学研究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北

极前沿研究是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基石。《方

针》大部分篇幅都表现出德国对其极地科研技术

的自信，以及对科研为先导参与北极事务的倚仗。
德国更是清楚，只有维持本国在北极地区的科研自

由才能维持本国在该领域的优势，因此德国积极细

化北极参与方向，以便更好地维护科研利益。
( 五) 深化原住民的参与认识

旧政策只是零散地提及尊重原住民的环境、生

存和文化方面的权利，而新 《方针》则对原住民

参与北极事务进行了专门论述，进一步提升了德国

对北极原住民重要性的认识。《方针》认为北极原

住民生存面临的压力增大，北极变暖、资源开发、
航运水平提高都增加了破坏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压

力，原住民的生计、健康和文化传统都受到很大威

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仍受限于原住民需求、国家

政策和国际形势三者间难以协调的矛盾关系。对此

德国提出了多方面主张。比如，注意环境保护，考

虑原住民的领土要求和对资源进行经济利用的权

利，承认原住民的自由和自决权，保护原住民的传

统文化等［1］38。

另外，德国还认为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在北极研

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重视利用原住民专业知

识增进对北极与全球相互关系的了解。2019 年 2

月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还举办了北极气

候变化研讨会，详细讨论了原住民知识如何发挥作

用［4］。《方针》还提出鼓励原住民积极参与北极理

事会决策。其实早在 2016 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

院曾撰写了一份针对德国的 《北极 2030》报告，

当时报告就提议德国联邦政府向原住民秘书处提供

资金以提高原住民在北极理事会活动中的参与度，

进而与原住民建立良好信任［5］。随着北极原住民

在北极事务中发声越来越多，德国将继续深化与原

住民的合作。

二、德国颁布新北极政策的战略考量

( 一) 迎合国内环保主义思潮，转移国内环保

矛盾

德国可谓欧洲环保主义思潮的大本营。20 世

纪 60 年代欧洲兴起环保主义与绿色政治运动，德

国是当时的发源地之一，加上国内以环保为主要参

政方针的绿党影响力不容小觑，德国的环保思潮颇

为强盛。近年来，极端天气给欧洲生产生活造成极

大不便，导致环保主义浪潮的新一轮高涨，政府、

民众和部分机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空前提高。

2019 年德国权威民调机构福沙舆论调查所的民调

就显示，27%的受访民众支持绿党，这也是历史上

该政党支持率首次超过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6］。

国内环保主义的兴盛导致德国的北极活动受到

颇多限制。默克尔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

型，使德国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量大幅增

加，因而希望通过 “北溪 2 号”进口俄罗斯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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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但是德国国内环保人士却以

“环境威胁大于国家利益”为由对该项目建设进行

抵制，2019 年曾有 5 名反对者占领了德国北部的

天然气管道，一度导致建设工作被暂停［7］。可以

看出，德国国内部分环保主义者片面追求环保而枉

顾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导致德国的环保运动朝着环

保原教旨主义方向发展，甚至对政府进行道德绑

架，欲把政府推到无环保不经济的艰难境地。于大

国而言，内政决定外交，德国国内环保运动如此兴

盛，默克尔政府为了维护政治及社会稳定，势必要

统筹考虑各方意见，其在新北极政策中高调主张环

境保护也在意料之中，如此既能顺应国内环保主义

者的要求和心思，又能够转移其关注视线，有助于

缓和国内矛盾。

( 二) 获取北极资源，促进德国能源供应的稳

定和多元化

无论德国在新北极政策中如何强调经济活动必

须以环保为前提，都不能掩盖其对北极能源开发的

兴趣，其在《方针》中强调北极安全和合作的重

要性也有意为北极能源开发铺路。德国是欧洲的经

济核心之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促使德国消耗大量

能源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近年来德国国内

能源产量持续下降，导致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不

断加深，而更甚者，北非和中东动荡不安、荷兰天

然气减产等现实导致德国原有的能源供应安全受到

威胁。因此，保证能源进口稳定和多元化成为德国

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议程，而

能源储量丰富且开采逐渐便捷的北极便成为德国的

目标。

作为名副其实的“第二个中东”，北极丰富的

能源资源可成为解决德国能源困境的关键钥匙之

一，有望缓解德国经济社会因能源资源短缺而后继

乏力的尴尬。不仅如此，北极地区能源资源开发方

兴未艾，多个北极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刺激政策，

促使北极能源资源开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短时间内不会出现能源断供

问题，这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事实上，

正是看中了北极的资源潜力，德国近年来在北极地

区的存在感不断加强，也与众多北极国家展开了能

源合作，“北溪 2 号”便是其中一例。这一项目预

计每年从俄罗斯亚马尔地区向德国输送 550 亿立方

米的天然气，以满足 2 600 万个德国家庭使用。［8］

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北溪 2 号”将增

加德国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有助于保证国家经济

发展生命线的安全。

( 三) 提升德国科技实力，拓展北极科技外交

网络

基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北极在深化

科学考察和创新应用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价

值。目前德国已经开展了多个北极科研活动，根据

UArctic 的统计，2007—2016 年间德国的北极科研

项目共 250 项，在科研项目总数中占比 0． 51%，

相比之下，中国的北极项目仅 109 项，占比也仅为

0． 13%［9］。大量北极科研活动使德国在该领域积

累了雄厚的实力和极高的声誉，但处于领先地位的

德国习惯精益求精和未雨绸缪，如日中天的北极活

动正是德国更新科研知识、创新北极应用技术的绝

佳时机，能够进一步提高其科技强国地位，故而始

终成为德国的关注焦点。

目前，德国凭借出色的科研实力，与北极国

家、北极域外国家、北极科学组织等展开了高频率

学术交流，并通过为北极提供大量破冰设备、利用

本国的 AWIPEV 北极研究站为其他国家提供联合

研究平台等方式，充分展示了德国北极科研与实践

的深厚根基。卓越的科研和实践能力是德国进军北

极的突出优势，也是德国拓展完善北极科技外交网

络的有力武器。从新北极政策对科研议题的详议程

度来看，未来德国必将继续强化本国在北极地区的

科技实力，以便更好地为德国扩大北极合作对象及

领域、实现北极经济、政治、军事利益多元获取提

供服务。

三、德国颁布新北极政策的影响

德国是欧盟的领头羊，颁布新北极政策又适逢

欧盟不断提高对北极问题的重视程度并启动新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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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拟定工作之际，因此德国的举动不仅会对自

身在北极的作用产生影响，还密切关系到欧盟北极

政策的未来走向。再者，德国此次更新北极政策又

走在了众多非北极国家前列，新政策传递出德国更

加关注北极事务的强烈信号，有望在众多行为体中

引发新一轮关注热潮，进而对北极治理格局产生多

重影响。

( 一) 扩大德国的北极话语权

德国关注北极时间较早，早在 1868 年就展开

了本国的第一次北极探险［10］，二战期间，与苏联

交战更是让德国认识到北方航道的重大交通价值，

以及 在 气 候、冰 情 等 方 面 的 科 研 价 值［11］。1998

年，德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深化了德国与北

极的联系。长期实践已经让德国社会关注北极成为

一种习惯，但由于历史上的北极政策较为松散，德

国在北极的影响力并不尽如人意。从 2014 年开始，

德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开始反思本国的外交政策不

够积极主动，并在 2016 年发布了 《德国国防白皮

书》，首次通过官方文件宣称德国要担当欧洲的领

导角色［12］。至此，德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外交姿

态参与国际事务，以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多建设性

作用。

如今北极地区正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新疆域，

在北极资源、航道、生态等方面的分歧加剧了冲突

风险，进而对德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迫使德国必

须更主动参与到北极治理进程中，才能对潜在变故

做出最佳应对。2019 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加北

欧五国部长级例行会议期间表示，过去德国确实没

有对北极地区的战略发展给予足够重视，但未来将

正视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13］。新 《方针》将德国

的北极战略以 “法规”形式规定下来，清楚阐明

自身在环保、科研和原住民等方面的立场，对环保

的强调有助于塑造其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对北极科

研自由的维护顺应了诸多域外国家的利益诉求，对

原住民参与的关注也有助于拉近双方关系，从而为

德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诸多便利。通过新 《方针》

德国将自己置于北极问题的道德高地，为德国提供

了一处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新平台。抓住了北极，

德国便抓住了增强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影响力的新

筹码。

( 二) 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将主导欧盟的北极参

与方向和进程

随着北极话题的讨论增加，欧盟对北极的关注

度也逐步提升，在 2016 年颁布第一份北极文件后

仅三年时间，欧盟便再度启动新北极战略的筹划工

作。然而欧盟成员国的北极利益关切较为复杂，虽

然丹麦、芬兰和瑞典是北极国家，但德国、法国、

意大利、波兰等国却是非北极国家，身份差异导致

各国北极参与优先事项不尽相同，从而增加了欧盟

制定统一且实用的北极政策的难度。此外，俄罗斯

的阻挠使欧盟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愿望屡屡受

挫，削弱了欧盟尝试提高北极影响力的效果。政策

可行性和身份正当性的双重缺陷致使欧盟参与北极

事务、分享北极发展成果的前景不明，欧盟欲提高

北极影响力亟需强有力的指引，而作为欧盟核心成

员国以及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德国，可以为欧盟提

供诸多北极事务参与经验。

一则，德国有实力为欧盟决策提供指导。欧盟

成立至今，德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左右着

欧盟内部的政治进程，而今更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

之一，多年经营提高了德国处理欧盟事务的能力;

而且德国是欧盟内部比较 “资深”的北极理事会

观察员，在参与北极治理与开发方面颇具经验，是

欧盟关注北极不可或缺的 “智库”。二则，德国有

机会为欧盟北极实践提供经验。芬兰外交官贾里·

维伦 ( Jari Vilen) 、欧盟驻北极大使康宁斯 ( Marie

－ Anne Coninsx) 等多位高层领导人都曾表示，欧

盟的新北极政策将更加关注欧盟参与视角下的北极

气候变化和资源可持续开发［13］，以及北极安全问

题［14］。德国新北极政策中对相关议题的态度与欧

盟十分契合，有望得到欧盟的支持。而且欧盟成为

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任重道远，若想在北极地区发挥

更多实质性的作用，势必要借助德国等北极理事会

内部的盟友来增强存在感。三则，德国有意引导欧

盟对北极事务的关注走向。近年来德国的外交政策

更加“欧洲化”，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倾向于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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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角度出发，其在新北极政策中表示将提高欧盟

对北极问题的关注度，实际上也是着重考虑欧盟北

极利益的表现。综合分析后不难看出，德国在很大

程度上会主导欧盟的北极参与方向。

( 三) 推进北极多元治理

近些年北极地区的治理机制建设取得不少成

果，但仍然存在封闭性和片面性的缺陷。一方面，

北极国家以北极圈这条虚线为界，将北极理事会打

造成北极国家的特权 “俱乐部”，北极国家垄断了

大部分决定权，成为北极议题的主导力量; 而北极

域外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作用颇受限制，观察员成

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唯一合法身份，甚至作

为永久参与方的原住民组织的利益也无法得到完全

维护。另一方面，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事务的现有

治理核心存在先天不足，以宣言而非条约为根基建

立起来的管理机制，在解决渔业、安全等核心问题

的主权权利纷争时显得无能为力［15］。随着北极理

事会有效性日渐降低和北极治理与开发不断推进，

国际社会对北极治理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此次德国更新北极政策实际上就有助于推进北

极多元治理。一则，有助于强化北极治理参与力

量。德国通过新北极政策展现出更积极的北极参与

姿态，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的北极诉求也会增多。

德国抢先更新北极政策将助推众多域外国家对北极

的密切关注，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也可能推动环保组

织、环保人士在北极治理中发挥作用。二则，有助

于推动对经济与环保、安全相互关系的重新思考。

北极地区愈发密集的经济活动加重了环境污染的风

险，也扩大了武力解决经济利益矛盾的可能性。德

国在新北极政策中对环保和安全问题的关注将推动

人们反思如何平衡经济开发与环保，如何才能维护

协商解决利益冲突。

四、德国新北极政策可行性问题

尽管德国希望通过新北极政策更好地实现北极

利益，但纵观北极全局，德国的维权之路仍面临颇

多障碍。

( 一) 环保主张与美国北极能源发展需求相悖

德国在其新北极政策中高调主张环保，容易受

到日渐重视北极能源开发的美国的敌视。特朗普上

台后通过连续而强势的政策扶持来推动北极能源开

发，还利用弱化对北极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讨论、退

出多个气候与环保文件等方法来减少外部阻碍。从

美国目前的政策环境看来，特朗普不会让环境保护

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拦路虎。然而，德国在新北极政

策中专门论述了北极环保的必要性和优先性，则与

美国经济发展优先的思想迎头相撞，前者提出的

“预防与污染者付费”原则更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

开发北极油气资源的重大障碍。比如，在推动北极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活动过程中，美国便有随

意改变环境审查期限和限制之嫌［16］，德国提出深

入检查或将加重美国审批北极能源开发项目的舆论

反对。而且相较于俄罗斯，美国北极油气开采成本

更高，德国提出为北极污染治理付费更有可能增加

其在能源开发过程中的费用支出，在一定程度也增

加了特朗普想通过能源开发振兴美国经济的难度。

另外，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政策及指令都更具自利

性，德国被迫调整战略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造成

美德关系松绑，如此更增加了美国就环保问题为难

德国的可能性。

( 二) 维护能源利益面临内外压力

分享北极能源利好是德国颁布新北极政策的主

要考虑和关注点，但是基于美俄在北极的能源竞争

以及欧盟内部分歧，德国在实现能源利益维护方面

还面临较多障碍。

1． 德国能源稳定易受美俄博弈负面影响的波及

受其地缘位置影响，德国在美俄博弈中一直是

“质子”身份，对外决策极易受到二者关系变化的

影响，在北极地区，德国也容易在美俄竞争中受

伤。“北溪 2 号”项目是德国进口北极天然气的关

键一步，除了能解决本国的用气问题，德国实际上

也将成为俄欧能源输送的中转站，有助于奠定德国

作为欧洲能源运输枢纽的地位，能够再度强化德国

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但是对美国而言， “北溪 2

号”项目不仅进一步降低欧洲国家进口本国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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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俄欧可能靠近，美国对俄罗

斯的牵制或将大打折扣，因此美国便以维护欧洲能

源安全之名对参与项目的企业进行制裁。美国的制

裁导致该项目成本增加，还导致工期延误，虽然德

国表示坚持推动项目建设，但美国这一出无疑也给

默克尔政府心口刺了一刀，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德国

的安全感。而且随着两国都大力推进北极能源经济

发展，美俄双方的竞争会愈发激烈，德国未来想要

完全实现北极能源供应安全，或许还要经历不只

“九九八十一难”。

2． 欧盟内部的不和增加了德国获取北极能源的

难度

欧洲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德国乐见其成，但

极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中东欧国家却担心 “北

溪 2 号”会削减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天然气供应量，

而且“北溪 2 号”建设路线绕过了斯洛伐克和波

兰等国家，使其丧失了收取可观的天然气过路费的

机会，故而极力反对该项目。不仅如此，部分南欧

国家对德国分享北极能源利好也颇有微词。南北欧

经济发展本就存在一定差距，如今北欧国家有望借

助北极能源实现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南北欧差距

进一步扩大，故而南欧部分国家也表示不满。意大

利认为“北溪 2 号”会削弱其基于地中海的区位

优势而作为欧盟能源枢纽的地位，并将欧盟能源供

应支点转移至德国［17］。如此将进一步削弱意大利

在欧盟中的作用，反而使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再

度提升，造 成 欧 盟 内 部 不 平 等，因 此 意 大 利 对

“北溪 2 号”也持敌对态度。虽然欧盟内部部分国

家对“北溪 2 号”的反对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破

坏，但是这些国家与德国的立场对立将扩大彼此嫌

隙，增加了德国维护北极能源利益的难度。

结 语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德国具有三重身份: 渴望

矗立世界大国之林的追赶者，意图主导欧盟话语权

的掌控者，身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使命的领导者。

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德国新北极政策势必杂糅本国

独立意志与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妥协。如今北极地区

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酝酿，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将

牵动北极八国和多个域外国家的利益神经，德国只

有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北极地区展开良好合

作，才能凸显北极治理格局中的德国存在，进而实

现历史救赎与全球大国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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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Germany’s New Arctic Policy
CHEN Y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In 2019，Germany promulgated a new Arctic policy，which highly emphasizes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increases its attention to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rctic，and makes its cooperation position more obvi-

ous． It also deepens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arctic． The German new Arctic

policy aims to obtain stable energy resources，divert domestic environmental conflicts，and enhance scientific re-

search strength． Germany’s behavior will not only affect Germany’s status in the arctic，but may also lead the

EU’s Arctic policy and promote diversified governance of the Arctic． Although Germany has expressed many expec-

tations in the new policy，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safeguarding its arctic interests due to the US’s disregar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the US － Ｒussia energy game，and internal discord within the EU．

Key words: Germany;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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