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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球变暖和北极冰融， 导致北极航道开通， 资源开发提速， 极地战略地位不断攀升， 引发大国竞争加

剧， 吸引各国学术力量竞相投身研究， 极地研究成果迸发。 中国海洋大学拥有我国起步较早、 规模最大、
产出成果最多的极地战略研究团队， 堪称国内极地研究的领军者， 自 ２０１９ 年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 与中国海洋大学极地团队合作刊登极地研究文章以来， 国内极地研究稿件纷至。 辽东学院地处黄海

之滨、 鸭绿江畔， 坐落在素有 “英雄城市” “北国江南” 美誉的边境城市丹东， 具备通江达海沿边的东北

亚枢纽区位优势。 在 “冰上丝绸之路” 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时代， 我刊将携手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外高

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极地研究的学者们， 共同打造 《极地研究》 特色栏目。 我刊将本着只重文章质量、 不

究作者身份的原则， 面向国内外极地研究者广泛征集优秀稿件，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美国对白令海峡区域的 “再重视”：

动因、 影响及政策走向

杨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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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之后， 美国在白令海峡区域的活动基本保持低热度的状态， 随着北极地区战略价值上升、 大国竞争加剧、
美国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极化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重新加强对白令海峡区域的重视。 美国增加了在白令海峡区域的

军事存在、 加强了对白令海峡的管控、 围绕该区域的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展开了国内政治博弈。 这些行动的影响会超

出白令海峡区域， 进而影响整个北极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 “冰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 美国对白令海峡区域的重视将成为长

期趋势， 未来或将继续增强军事存在， 并以该区域为基础联动北极地区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同时继续保持在该区域的

“低政治” 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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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令海峡区域①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东西连

接美国阿拉斯加州和俄罗斯远东楚科奇自治区， 南

北联通白令海和楚科奇海， 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战

略互动的前沿地带。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 再

到北极地区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 美国在白令

海峡区域的政策经历了 “重视—减少投入—再度

重视” 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 白令海峡区域也成为国内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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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ＳＲ） 为 ６８°Ｎ 至 ６２°Ｎ， １６０°Ｗ 到 １７６°Ｅ 之间的区域， 涵盖白令海峡、 楚科奇海南部、 白令海北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

联邦相邻的沿海地区。



界的重要议题。 目前，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白令海

峡区域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治理两个方面。 围绕白

令海峡区域的大国关系， 郭培清［１］、 匡增军［２］、
章成［３］、 安芳［４］ 等学者从美俄两国在该区域较量

与合作、 海洋划界的具体争议、 争端的法律适用及

其政治解决等角度考察了美俄在该地区关系的发展

现状， 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Ｒｙａｎ Ｔｉｃｅ 则

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 认为美国在白令海峡区域

面临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增加的北极影响力的挑

战， 建议成立联合特遣部队 （ＣＪＴＦ） 以维护美国

在白令海峡区域乃至整个北极地区的主导权［５］。
另外一部分学者着眼于白令海峡区域的国际治理，
检视现状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Ｐａｕｌ Ｂｅｒｋｍａｎ、 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 Ｖｙｌｅｇｚｈａｎｉｎ 和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 综合考察了适用于

白令海峡区域的现有治理安排和治理需求， 建议建

立一个美俄联合的权威机构， 为整个白令海峡区域

提供一致、 有效和灵活的管理［６］。 在具体的航运

治理方面， 白佳玉、 孙妍、 张侠［７］， Ｊｏｓｈｕａ Ｏｗｅｎｓ
和邓云成［８］等研究者检视了白令海峡的法律地位，
均认为白令海峡属于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并

且研究了美俄在该地区的合作机制， 为中国参与白

令海峡区域的国际治理提出了建议。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ｎ⁃
ｔｉｎｇｔｏｎ 则研究了白令海峡及其附近水域航运量增加

带来的环境和文化风险， 主张为白令海峡船只运输

制定一套全面的规则［９］。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还同邹

磊磊研究了该地区的渔业治理， 探讨白令海中部

（ＣＢＳ， 也称为 “甜甜圈洞”） 制定公海渔业协定

的经验对制定北极中部海域 （ＣＡＯ） 国际渔业协

定， 即 《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的影响［１０］。 此外， Ｆｒａｎ Ｕｌ⁃
ｍｅｒ［１１］、 Ｋｅｖｉｎ Ｈｉｌｌｍｅｒ － Ｐｅｇｒａｍ 和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ｏ⁃
ｂａｒｄｓ［１２］等学者聚焦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 分

析了白令海峡区域在环境领域出现的治理真空， 并

提出了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具体方案。
国内外的既有研究从航运、 渔业、 生态治理、

国际竞争与合作等方面对白令海峡区域进行了研

究， 但关于美国对白令海峡区域最近政策动向的研

究还存在欠缺。 美国是十分重要的白令海峡地缘国

家， 故笔者将以现有的研究进展为基础， 梳理近年

来美国 “再度重视” 白令海峡区域的政策举动，
探究其内在原因和影响， 并尝试对美国未来在白令

海峡区域的政策走向做出回答。

一、 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政策举动

冷战时期， 美国曾在白令海峡区域投入大量的

军事资源， 服务于自己的全球争霸战略。 冷战之

后， 白令海峡区域转而成为美俄两国之间寻求合作

和缓和关系的区域， 双方共同推进白令海峡隧道项

目的建设， 美国也削减了在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部

署。 然而， 随着北极冰融和大国竞争加剧， 白令海

峡的战略价值得到复苏。 美国将白令海峡区域视为

与中俄进行大国竞争的舞台之一， 再度重视该区域

的战略利益， 在军事建设、 海峡管控和经济开发等

领域加强了多方面的行动。
（一） 重新审视白令海峡区域的战略价值， 增

强军事存在

控制全球关键海峡是美国维护自身的海上霸权

的重要方式， 里根政府时期， 美国曾明确列出了

１６ 条必须掌控的海上咽喉要道， 自阿拉斯加湾向

北航行的通道即属于其中之一。 伴随美俄关系紧张

及北极地区日益重要， 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战略价

值再次得到美国的战略关注。 海军军官吉尔迪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ｉｌｄａｙ） 称白令海峡为 “下一个马六甲海

峡”， 退役空军上将弗雷泽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ｒａｓｅｒ） 亦称

美国需要像在大西洋的 ＧＩＵＫ － Ｎ 缺口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 Ｉｃｅｌａｎｄ － ＵＫ － Ｎｏｒｗａｙ Ｇａｐ， 美国及盟国在这个

缺口密集部署侦听和拦截系统， 试图阻断俄罗斯核

潜艇进出北大西洋） 一样关注白令海峡区域的变

化［１３］。 基于此， 美国采取了多重措施增强在白令

海峡区域的军事存在。
一是推动军事力量的内部与外部整合。 美国在

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部署面临双重挑战。 就内部因

素而言， 白令海峡区域处于美国印度洋 －太平洋司

令部 （Ｕ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 美国欧洲司令

部 （ＵＳＥＵＣＯＭ） 和美国北方司令部 （ＵＳＮＯＲＴＨ⁃
ＣＯＭ） 三个作战司令部的责任区的交界处， 涉及

海、 陆、 空等多个军种的职责范围， 责任协调成本

较高［５］６１。 从外部因素来看， 目前， 美国在白令海

峡区域军事能力欠缺， 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弥补自

身实力不足。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盟友关系受到

损害， 给北极地区的军事协作和共同行动造成了一

定不利影响。 目前， 美国已经采取措施恢复并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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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和外部的协调性。 北极军事部署的重点———空

军明确表示将着眼于北极， 注重与现有盟友和伙伴

国家的合作， 并且与海岸警卫队、 海军、 陆军和海

军陆战队等共同努力， 探索 “联合全域行动 （ ｊｏｉｎｔ
ａｌｌ －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的可能性［１４］。 海军、 陆

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北极政策文件也强调了国内北极

跨部门合作以及与盟友协同关系的重要性。
二是开展军事演习。 美国认为白令海峡区域的

军事威胁性增大， 因此加强军事演习， 以提升美军

在该地区的适应性和战斗力。 正如北方司令部

（ＮＯＲＴＨＣＯＭ） 和北美防空司令部 （ＮＯＲＡＤ） 司

令、 空军上将范赫克 （Ｇｌｅｎ ＶａｎＨｅｒｃｋ） 所说： “美
国需要增加在北极水域的实际存在以确保美国的利

益得到保护” ［１５］。 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的北极远征能力

演习 （ＡＥＣＥ） 中， 美国海军首次返回冷战时期在

阿留申群岛的据点———阿达克岛 （Ａｄａｋ） 军事基

地进行训练， 该基地堪称白令海峡的门闩， 军事价

值举足轻重。 美国在阿拉斯加进行的两年一度的最

大 规 模 军 事 演 习——— “ 北 极 边 缘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ｄｇｅ）” 也越来越着眼于白令海峡区域乃至整个北

极地区的军事威胁。 通过军事演习， 美国旨在向竞

争对手发出威慑信号， 展示军事实力， 维护军事影

响力。
三是加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 破冰船是

高纬度地区军事实力的决定性工具之一， 海岸警卫

队于 ２０１９ 年开始建造自己的极地安全护卫舰 （Ｐｏ⁃
ｌ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ｔｔｅｒ）， 并准备在 ２０２９ 年之前拥有一

支 “可运行并可部署” 的破冰船舰队。 其次， 缅

因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斯加州等州长期致力于推

动建设北极深水港， 港口选址范围位于阿留申群岛

的荷兰港到阿拉斯加州同加拿大育空地区的边界处

以内。 目前， 国会已经批准北极深水港项目， 将扩

建位于阿拉斯加州的诺姆 （Ｎｏｍｅ） 港， 为美国军

舰在该海域的航行活动提供支持和后勤保障。 最

后， 空军也增加了在阿拉斯加的部署， 包括现代化

其联合太平洋阿拉斯加靶场设施 （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ｌａｓｋａ Ｒａｎｇ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ＪＰＡＲＣ）、 向艾尔森空军基

地 （Ｅｉｅｌｓｏ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ｓｅ） 部署更多的第五代战

机 Ｆ － ３５、 升级埃尔门多夫 － 理查德森联合基地

（Ｊｏｉｎｔ Ｂａｓｅ Ｅｌｍｅｎｄｏｒｆ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和克雷尔空军

基地的军事设施等。 美国在阿拉斯加紧迫的、 全面

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美国增强北极军事实力

的愿望。
四是加强科学研究和勘测活动。 充足的地理信

息是一国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基础。 多年以来， 美

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 “希利号 （Ｈｅａｌｙ）” 一直

在阿拉斯加周边地区和白令水域进行科学研究活

动。 ２０２０ 年， “希利号” 因起火事故而进行大规模

整修， 海岸警卫队将原本从事南极考察的超高龄重

型破冰船 “北极星号 （Ｐｏｌａｒ Ｓｔａｒ）” 调往白令海峡

区域， 代替 “希利号” 完成工作。 据 “北极星号”
指挥官沃蒂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ｉｔｙｒａ） 称： 此举一是为

了向北极地区投射力量； 二是为北极军事活动培训

和锻炼人员； 三是收集地理信息数据［１６］。 此次部

署兼具科学研究和军事行动的 “双重性质”， 体现

了美国对白令海峡区域和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的高

度重视。
白令海峡区域在美国战略版图当中的重要性逐

渐提升， 美国通过上述行动增加了在该区域的军事

实力， 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二） 重新评估白令海峡区域的航运枢纽地

位， 加强海峡管控

苏伊士运河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生的堵塞事件促

使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北极航线的替代意义。 随着海

冰加速融化， 北极航线通航的可行性不断增加， 白

令海峡区域的航运价值也水涨船高。 自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 白令海峡区域北部 １０ 年间的航行量已增

加 １２８％ ［１７］。 白令海峡附近的北极水域正在向多

样化、 国际化商业航道的方向发展， 预计未来的可

通航时间和通行量将不断上升。 威尔逊中心极地项

目高级研究员、 前美国国务院海洋与渔业代表巴尔

顿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ｔｏｎ） 曾表示， 美国必须重视白令海

峡区域和北极地区持续的航运增长， 并为此做好准

备［１８］。 美国通过国际合作与国内立法相结合的方

式增强了对白令海峡区域的航运管理。
２０１７ 年底， 美俄双方首次就在白令海峡区域

设立双向航运路线以及警戒区的事项向国际海事组

织提出了共同照会， 此项提案经批准后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 此后，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

白令海峡区域进行了进出港航线研究 （Ｐｏｒ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 Ｓｔｕｄｙ）， 旨在规划该海域船舶过境的最优航

线。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提出

了 《航运和环境北极领导力法案》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ｃｔ）， 以推动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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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发展、 港口建设和海上安全保障， 其中还包括

成立美国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开发公司、 组成北极航

运合作联盟以及制定北极水道收费计划等内容。 阿

拉斯加州还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提出了设立联邦北极航

运顾问委员会 （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的议案， 旨在为北极港口和航道的发

展建言献策。 通过这些努力， 美国致力于增强对白

令海峡区域的航运管理， 维护在白令海峡区域乃至

北极地区的领导权， 确保白令海峡区域服务于其

“航行自由计划” （ＦＯＮＯＰ）。
（三） 白令海峡区域开发政策反复， 国内政治

博弈加剧

白令海峡区域成为美国两党竞争和政策博弈的

具体场域， 以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代表的两派在该地

区的环境保护与能源开发问题上各执己见， 展开了

一系列政策博弈。 共和党拒绝承认气候变化， 将白

令海峡区域的能源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

策重点， 提升美国在北极大国博弈中的竞争力； 而

民主党则推行 “绿色新政”， 以重塑美国在气候环

境议题中的领导力， 力图把气候领导权作为重获全

球领导权的 “踏板”。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退出了 《巴黎协定》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重 启 北 极 能 源 办 公 室

（ＡＥＯ）， 恢复在北白令海气候恢复区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ｅ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以及阿拉斯加

的石油勘探和开发， 引起了环保主义者的反对。 拜

登政府及民主党则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任期内的政

策重心之一， 上任伊始就签署行政命令恢复了特朗

普政府时期废除的北白令海气候恢复区， 叫停了诺

顿湾 （Ｎｏｒｔｏｎ Ｓｏｕｎｄ） 以及圣劳伦斯岛 （ Ｓｔ． 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Ｉｓｌａｎｄ） 周围水域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租赁，
并针对该地区的航运、 海洋污染和石油泄漏等环境

问题制定了政策。 目前， 拜登政府领导的环保主义

派占据上风， 大量油气开发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然

而在双方利益博弈中， 受阿拉斯加州、 能源利益集

团和支持石油开发的部分原住民部落的压力， 拜登

政府仍然支持了 “柳树” （Ｗｉｌｌｏｗ） 石油项目， 有

限度地开放阿拉斯加州的能源开发。 这种立场的不

一致体现出美国国内在白令海峡区域以及整个北极

地区能源开发问题上的两级对立和激烈博弈。 白令

海峡区域的经济和环境问题被不断政治化， 在美国

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亦不断提升。

二、 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动因

白令海峡区域的战略重要性随着大国竞争加剧

和北极地缘政治变化受到更多关注， 美国国内政治

极化以及利益集团博弈则推动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

升， 在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白令海峡

区域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规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一） 北极地区地缘政治价值上升

２００８ 年的俄罗斯北冰洋 “海底插旗” 事件之

后， 北极地区的经济潜力 （包括能源资源开发和

北极航道利用等） 和地缘战略价值迅速吸引了各

国的注意力， 增强在该地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成为

世界主要大国的目标。 美国对北极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关注， 视其为 “大国战略竞争的竞技场”， 试图

重建北极 “领导者” 地位［１９］。 重新获得国际领导

权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为数不多拥有共识的领

域， 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政府对北极地区战略重要

性的判断， 强化了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投入，
努力重塑美国在北极地区的领导地位。

白令海峡区域是进入北极地区的重要跳板， 既

可成为美国增强北极实力的前沿阵地， 又可成为军

事紧张时期美国的软弱腹地， 其地缘政治地位不言

而喻。 美国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发布的 《国防部北极战

略》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发布的 《保护美国在北极和

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 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 以

及美国 《２０２１ 年战略竞争法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２１） 草案等文件， 都表示了对北极的

战略重视， 并提出一系列强化存在的具体措施， 包

括在白令海峡区域建造北极深水港、 加强通信能力

和科学研究等行动。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 美国重新

加强在白令海峡区域的存在， 是北极地缘政治价值

增长以及北极国际局势迅速变化等国际环境作用的

结果。
（二） 大国竞争日趋激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

变化， 中美和美俄在战略互动中的竞争性因素都逐

渐上升， 成为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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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俄美

关系持续倒退， 在众多事项上存在立场冲突。 此

外， 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也引起

了中美关系的变化， 美国对华焦虑感上升， 在多个

领域强化了对华竞争。 以 ２０１７ 年的 《国家安全战

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 ２０１８ 年的

《美国国防战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为代表的美国战略高度

重视中国和俄罗斯， 将中俄视为挑战美国安全与繁

荣的主要威胁。 作为美国面向俄罗斯的侧翼和脆弱

“腹地”， 也作为应对 “冰上丝绸之路” 的关键地

带， 白令海峡区域越来越吸引美国的注意力， 美国

逐渐将该地区纳入其全球战略。
白令海峡区域是推动北方航道的发展和实现

《到 ２０３５ 年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基本原

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３５） 中提出的

北极地区商业化愿景的关键隘口； 又是中国参与北

极事务、 推动建设 “冰上丝绸之路” 的咽喉区域，
对中俄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 美国将白令海峡以及

阿留申群岛作为降低北方航道商业竞争力、 在太平

洋一端阻塞 “冰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要点， 试图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形成制约［２０］。 由此可见，
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背后反映了美国根本的地缘

政治目的， 美国试图将其作为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

战略发展、 赢得大国竞争的重要杠杆之一。
（三）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程度加深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加剧， 两党在公共政策领域

的合作与妥协越来越少， 而分歧和冲突却越来越

多， 成为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巨大考验。 环境和气

候领域是政治极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白令海峡

区域也成为美国气候博弈的重要场所。 共和党、 阿

拉斯加州政府以及部分能源开发商在气候问题上采

取保守立场， 支持该区域以及整个美国北极领土上

的石油、 天然气、 矿产资源开发； 而民主党政府、
环保主义者、 部分原住民群体则强调该地区的生态

环境敏感性、 气候治理以及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的重要性， 反对在美国北极区域内的一切勘探开发

活动。 双方通过改变立法、 发布行政命令、 干扰投

资、 提起诉讼以及示威游行等方式， 在政治、 经

济、 法律和社会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博

弈。 北白令海气候恢复区一波三折的命运———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建立 （奥巴马政府时期）、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被撤

销（特朗普政府时期）、２０２１ 年 １ 月重新恢复（拜登

政府时期）———充分体现了政策斗争的痕迹。 白令

海峡区域成为能源资源开发倡导者和环保主义者之

间政治拉锯战的前沿阵地，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白令

海峡区域在美国国内政治考量中的重要性。
（四） 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深刻影

响着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白令海峡区域再

次受到美国的重视， 离不开其国内利益相关者的广

泛游说和宣传。 长期以来， 阿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

们一直致力于推动阿拉斯加石油开发、 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渔业和旅游业发展， 在美国的府会双层博弈

过程中向总统及国防部进行了大量游说。 美国军方

也将白令海峡区域与美国的北极命运紧密联系， 将

其作为部署美国北极实力的重要地点之一。 军方领

导人的公开发言、 北极战略文件以及军方机构的相

关分析大肆兜售 “大国竞争” 这一概念， 鼓吹中

国和俄罗斯的 “威胁”， 并呼吁更多的资金投入。
此外， 美国渔业协会也对俄罗斯在白令海峡区域军

事活动的增加表示担忧。 阿拉斯加的商业捕鱼在数

量和价值上分别占据美国整体的 ６０％ 和 ２３％ ［２１］，
白令海 ／阿留申群岛地区是阿拉斯加州最具生产力

的渔业区， 在强大的利益驱动力之下， 美国渔业利

益集团呼吁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强大军事存在， 以确

保该地区商业捕鱼的稳定发展。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美国重新审视

白令海峡区域在其战略坐标轴中的位置， 赋予该地

区更多的政策重视。

三、 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影响

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安全、 海峡

管控以及能源开发，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强美国的

领导权。 这些行动不仅影响着白令海峡区域， 还对

整个北极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 “冰上丝绸之路”
产生了溢出影响。

（一） 北极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大国竞争在北极地区的蔓延使北极地区的安全

形势迅速改变。 对比美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三大北极战略的主导叙事话语， ２０１９ 年的

《国防部北极战略》 对北极安全局势的判断不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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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力图建立威慑力量， 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

力。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空军、 海军、 国土安全部

以及陆军也都相继发布了自己的北极文件， 足见其

对北极的军事重视。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向包括白

令海峡区域在内的北极地区部署了更多军事力量。
在美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这些行动无疑加大了地

区紧张局势以及双方战略误判的风险。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俄罗斯北方舰队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进行

“海洋之盾 － ２０２０（Ｏｃｅａｎ Ｓｈｉｅｌｄ ２０２０）” 军演期间，
由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工作失误而未提前向美国渔

民通报相关信息， 因而导致俄罗斯军机与美国商业

渔民发生短暂的摩擦， 引起了人们对该地区安全局

势的担忧。
尽管白令海峡区域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很小， 但美俄两国在白令海峡区域军事活动不断增

多， 双方的角色定位仍是竞争性因素占主导， 难以

避免新的摩擦点产生， 为该地区的安全局势蒙上了

一层阴影。
（二） “冰上丝绸之路” 阻碍加大

白令海峡区域是沟通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唯一海

上通道， 直接影响 “冰上丝绸之路” 的发展前景。
在北极地区现实主义回归以及大国竞争的背景下，
“冰上丝绸之路” 被美国视为中俄进一步巩固双边

关系和展现北极雄心的重要标志和依托。 如前所

述， 美国试图控制北极航道的关键海峡和岛屿， 分

别在 “冰上丝绸之路” 大西洋一端的 ＧＩＵＫ － Ｎ 缺

口和太平洋一端的白令海峡区域加强军事存在， 通

过构筑一种 “钳形战略” 来限制其发展。
此外， 拜登政府将气候政策视为重获美国全球

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关键。 白令海峡区域的气候和环

境问题涉及少数群体权益、 动物保护等民主党十分

关心的议题， 对于拜登政府展现气候治理决心极具

代表性。 作为北极地区的一部分， 白令海峡区域环

保态势的加强将作为美国北极政策的重要特征之

一， 对整个北极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治理产生溢出效

应。 在其影响之下， 反对北极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

发与贸易的力量增加， 重油 （ＨＦＯ） 使用、 黑碳

排放等与船舶在北极地区通行紧密相关的问题也将

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冰上丝

绸之路” 的发展。 目前北极气候治理诉求开始占

据上风， 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不再支持北方航

道和北极石油天然气开发， 客观上增加了 “冰上

丝绸之路” 的压力。

四、 美国再度重视白令海峡区域的政策走向

美国对白令海峡区域的重视将成为长期趋势。
美国不仅将白令海峡区域的行动作为增强北极存在

的筹码， 还将以该区域为基础联动北极地区与印太

地区， 继续增加军事存在。 与此同时， 美国在该区

域的 “低政治” 领域合作仍将继续存在。
（一） 评估北极资源， 加强白令海峡区域的军

事化

军事存在是美国增强北极影响力， 重获北极地

区领导权的主要方式。 由于目前美国北极实力

“相对落后”， 未来美国在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建

设和部署会更加频繁， 军事化特色会更加突出。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美国参众两院的多个议员联合

发起了 《北极安全倡议法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
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２１）， 要求国防部评估北极地区的安

全态势， 并为国防部和各军种颁布的北极战略提供

充足资源。 该法案旨在明确美国在北极地区所需的

资源和活动， 以便在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形成更强有

力的安全态势［２２］。 ２０２２ 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 的

１０５７ 条同样要求评估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财年美国实现军

方北极目标所需的活动和资源， 以维持或恢复美国

在北极地区的相对军事优势［２３］。 可见， 美国正着

眼于较长时期的北极大国竞争， 评估自身的资源、
实力和能力， 落实军方北极战略， 加强在北极地区

的军事相对优势。 白令海峡区域正是美国北极战略

的关键， 美国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在该地区军事

化存在： 包括建设 “泰德·史蒂文斯北极安全研

究中心 （Ｔｅｄ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支持海岸警卫队扩大破冰船计划； 提高极

地通信能力； 敦促在白令海峡区域建设深水港口的

进程， 方便美国在北极的军事部署。
美国在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化部署着眼于北极

地区的长期竞争， 以重获北极领导权为最终目的，
将不受政治极化和领导人换届的影响， 在未来一段

时期内不断增强。
（二） 以阿拉斯加为节点， 联动北极和印太地

区的战略布局

２１ 世纪以来， 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

促使美国产生了严重的 “地位焦虑”， 美国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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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美国最大的 “竞争者”， 试图平衡中国的影响

力， 维护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 随着北极地区全球

战略地位上升， 美国愈发警惕中国的北极影响力及

“冰上丝绸之路” 建设。 美国联动北极与印太地区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的战略布局， 将北极作为关

键地区， 并以阿拉斯加为印度 －太平洋地区的关键

行动基地。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

斯汀在到访阿拉斯加时表示， 美国既是印度 －太平

洋国家， 又是北极国家， 而阿拉斯加可以保证美国

“同时向两个地区投射力量”， 应将其作为国土防

御、 印太地区以及北极地区的战略要点［２４］。 日本

海上自卫队指挥官 Ｓｏｎｏｋｏ Ｋｕｈａｒａ 也表示， 为了防

止中国或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实现利益融合， 美国应

当同日本合作， 将 “自由开放的印太” 战略目标

扩展到北极地区， 并开展北极联合演习等项目的密

切合作［２５］。 考虑到美日同盟的特殊关系，该军官的

言论是否得到美国的支持不得而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日本海上自卫队 “鹿岛号” （Ｋａｓｈｉｍａ） 训练

舰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同美国海岸警卫队一起进

行了联合演习，训练军官以及提高北极搜救技能，释
放出日本与美国就北极事务展开合作的讯号。

在此背景下，将北极地区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布

局进行联动或将成为美国接下来的战略选择，而白

令海峡区域作为联结节点，其重要性也将日益攀升。
（三） “低政治” 领域国际合作将持续进行

大国关系往往竞争性因素与合作性因素并存，
美国和俄罗斯在白令海峡区域的关系也不例外， 在

“高政治” 领域呈现整体对抗态势， 同时也在一些

“低政治” 领域保持常态化的合作［２５］。 官方层面，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军海巡队和美国海岸警卫在

白令海和楚科奇海区域维持着牢固的合作关系， 围

绕污染防治、 执法、 搜救等方面例行联合演练。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俄罗斯联邦海上救援局还与美

国海岸警卫队签署了旨在共同应对跨界海洋污染事

件的双边合作协议——— 《２０２０ 年美国和俄罗斯联

邦防治白令海和楚科奇海污染联合应急计划》 （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 Ｃｈｕｋｃｈｉ Ｓｅａｓ）， 更新了 １９８９ 年

最初制定的合作计划， 为两个部门之间未来的持续

性跨界合作建立了机制， 并设立了新的国际协调干

事角色， 以促进协调和关键信息的共享［２６］。 民间

层面， 美俄两国的科学家们也高度重视近年来白令

海峡区域的海冰迅速消退对渔业的影响， 双方在

２０２０ 年针对鳕鱼在白令海的分布和迁徙模式进行

了首次合作研究， 并计划在未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

变化进行更多的合作研究。
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日内瓦峰会期间， 美俄领导人

一致将北极地区作为双方寻求战略合作的 “窗

口”， 俄罗斯总统普京尤其强调了白令海峡区域作

为 “通往北极的门户” 的重要价值， 并且展望了

两国未来在白令海以及附近海域的环境、 搜救、 航

道以及渔业方面的更多合作［２７］。 这些趋势表明，
双方都努力防止军事等 “高政治” 领域问题对已

有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成果造成的影响， 维护该地区

“低政治” 领域的国际合作。
总体来看， 未来一段时期， 美国在白令海峡区

域的战略选择将呈现出大国竞争与 “低政治” 领

域合作并存， 同时竞争不断升级的图景。
总而言之， 美国再度增强了对白令海峡区域的

重视， 关注白令海峡区域的军事和航运价值， 增强

军事存在和海峡管控， 并且围绕该区域的能源开发

和环境保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国内政治博弈， 其根

本目标是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 保持在白令海峡区

域乃至整个北极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重新关注白

令海峡区域将导致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竞争更为激

烈， 进而影响该区域的安全形势以及 “冰上丝绸

之路” 建设。 美国将白令海峡区域作为增强北极

存在和赢得大国竞争的筹码， 未来或将以军事化建

设为基础增强影响力， 并以阿拉斯加为枢纽联动北

极地区与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以维持自身的全球

主导权。 虽然白令海峡区域大国竞争态势增强， 但

是仍不影响该区域 “低政治” 领域国际合作的持续

进行。 白令海峡区域包括公海区域， 涉及中国的合

法利益， 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白令海峡区域的政治法

律局势及其变化， 以便依托国际海事组织积极参与

海峡规则谈判与治理， 在尊重沿岸国家利益的同时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促进 “冰上丝绸之路” 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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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ｎ － ｒｅｑｕｉｉｒｅｓ － ｇｏｖｅｒｍａｎｃｅ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 ＨＩＬＬＭＥＲ － ＰＥＧＲＡＭ Ｋ， ＲＯＢＡＲＤＳ Ｍ 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 ２０ （１） ： ２６．

［１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ｉｅｔ ｗａ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３）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２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ｎ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ｓ － ｐｉｃｋｉｎｇ － ｕｐ － ｉｎ － ｔｈｅ － ｑｕｉｅｔ － ｗａｔｅｒ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ｔｈｅ － ｕｓ － ａｎｄ － ｒｕｓｓｉａ ／ ．

［１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ｃｏｌｄ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ｎｅｗ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１）［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Ｅｘｐｌｏｒｅ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２８１９６１ ／ ａｉｒ － ｆｏｒｃｅ － ｒｅｖｅａｌｓ － ｃｏｌｄ － ｆａｃｔｓ － ｏｎ － ｎｅｗ － ａｒｃｔｉｃ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１５］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ｌａｓｋａ ａｒｅ ａ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ｎ ｏｕｒ ｕｎｉｔｓ’ ｔｏｐ Ｕ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ｓａｙ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９）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３０］．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ｎｇ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ｆｌｉｇｈｔｓ － ａ⁃

ｒｏｕｎｄ － ａｌａｓｋａ － ａｒｅ － ａ － ｓｔｒａｉｎ － ２０２１ － ４．

［１６］ ＫＮＯＭ Ｒａｄｉｏ． ＵＳＣＧ Ｃｕｔｔｅｒ Ｐｏｌａｒ Ｓｔ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１２ － ｗｅｅｋ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８）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ｋｎｏｍ． ｏｒｇ ／ ｗｐ ／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８ ／ ｕｓｃｇ － ｃｕｔｔｅｒ － ｐｏｌａｒ － ｓｔａ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 １２ － ｗｅｅｋ － ｄｅ⁃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ｉｎ － ｂｅｒｉｎｇ － ｓｔｒａｉｔ － ｒｅｇｉｏｎ ／ ．

［１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Ｎｅｗ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ｓ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ｍｕ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３）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３ ／ ｇｒｅａｔ － ｐｏｗｅｒ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ｈｅａｔｓ－ｕｐ－

ｉｎ － ｔｈｅ － ｔｈａｗｉｎｇ － ａｒｃｔｉｃ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ｕｓ － ｍｕｓｔ － ｒｅｓｐｏｎｄ ／ ．

［１８］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ｏｄａｙ． Ｔｗｏ Ｕ． Ｓ． ｂｉｌ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８）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ａｒｃｔｉｃ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ｔｗｏ － ｕ － ｓ － ｂｉｌｌｓ － ｃｏｕｌｄ － ａｄｖａｎ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

［１９］ 郭培清， 邹琪． 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调整 ［Ｊ］．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９ （４）： １９ － ４４．

［２０］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ｃｈ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３）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３］． ｈｔｔｐ： ∥ｃｉｍｓｅｃ． ｏｒｇ ／ ａｎ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 ｔｈａｗｉｎｇ － ｃｈｏｋ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ａｎｄ －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４３９７７．

［２１］ ＮＯＡ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０）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４］． ｈｔｔｐｓ： ∥ｍｅｄｉａ． ｆｉｓ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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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ｓ．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ＦＵＳ２０１９ － ＦＩＮＡＬ － ｗｅｂｒｅａｄｙ － ２． ３． ｐｄｆ？ ｎｕｌｌ ＝ ．

［２２］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Ｄ．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Ｋｉｎｇ，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 Ｌｕｒｉａ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４）［２０２１ －

１０ － ０９］．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ｋｉｎｇ －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 ａｎｄ － ｌｕｒｉａ － ｌａｕｎｃｈ －

ａｒｃｔｉｃ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ａｃｔ．

［２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 Ｒ． ４３５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２２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０）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０９］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７ｔｈ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 － ｂｉｌｌ ／ ４３５０ ／ ｔｅｘｔ．

［２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ｓｔｉｎ ｓａｙｓ Ａｌａｓｋａ 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５）［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０］．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７０６５５８ ／ ａｕｓｔｉｎ － ｓａｙｓ － ａｌａｓｋａ －

ｉ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ｈｏｔｓｐｏｔ － ｆｏｒ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ａｒｃｔｉｃ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２５］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２０２１ － １０ －

１０］． ｈｔｔｐｓ：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ｗｈａｔ － ｔｈｅ － ｂｌｕ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ｍｅａｎｓ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ｕ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

［２６］ 郭培清， 杨楠． 论中美俄在北极的复杂关系 ［Ｊ］．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０， ２９ （１）： ２６ － ４１．

［２７］ 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Ｃｌｅａｒ － ｅ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ｈｅ Ｂｉｄｅｎ － Ｐｕｔｉ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９）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ａｄｎ．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９ ／ ｃｌｅａｒ － ｅｙ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ｔｈｅ － ｂｉｄｅｎ － ｐｕｔｉｎ － ｓｕｍｍｉｔ ／ ．

“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ｅｎｄ

ＹＡＮＧ Ｈｕｉ － ｈｕ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ａｍ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ｍｐｈａ⁃
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ｌｉｎｋ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ＳＡ； Ｂ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ｔ ａｒｅａ； Ｐｏｌａ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责任编辑： 雷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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