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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巴尔干对土耳其具有特殊的意义ꎬ 曾经深刻影响奥斯曼帝国

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ꎮ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开始重

新审视巴尔干的历史和地缘价值ꎬ 将巴尔干作为土耳其外交的重点区域ꎮ 正

发党改变了土耳其在巴尔干以安全为要义、 配合西方的传统政策ꎬ 奉行独立、
积极与多维的政策ꎮ 这一改变缘于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经济、
政治和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已经成为除美国、 欧盟、 俄罗

斯之外ꎬ 对巴尔干影响力最强的国家ꎮ 土耳其强调奥斯曼遗产的积极作用ꎬ
推出对巴尔干的新政策: 发展双边关系ꎬ 增加高层政治往来ꎻ 建立多边合作

机制ꎻ 推动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ꎬ 增进彼此相互依赖ꎬ 以期在巴尔干穆斯

林聚集地区塑造特殊影响力ꎮ 其具体内容包括: 改善与塞尔维亚等国的关系ꎬ
践行 “零问题外交” 和 “积极进取” 外交政策ꎻ 通过多边机制和调解外交促

进地区局势的缓和ꎻ 推行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ꎬ 扩大土耳其的软实力ꎻ 推进

经济一体化ꎬ 密切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ꎮ 受主客观因素制约ꎬ 土耳其在

巴尔干的政策仍有其局限性ꎮ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ꎬ 其政治和社会

的变化给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变数ꎮ 但无论如何ꎬ 未来土耳

其仍将是塑造巴尔干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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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ꎬ 土耳其的周边地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高加索和巴尔干

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主权国家ꎬ 中东则呈现出域内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

态势ꎮ 基于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ꎬ 土耳其对周边的重视程

度日渐上升ꎬ 逐渐形成以中东、 巴尔干和高加索 ３ 个区域为主的周边外交新

格局ꎮ① 对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ꎬ 学术界大多关注土耳其在中东的政策以及土

耳其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ꎬ 对于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和动向研究较少ꎮ
究其原因ꎬ 首先ꎬ 长期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一直放在美国和欧洲ꎬ 在

巴尔干的政策基本以配合西方的战略为主ꎬ 并无明显独立的政策立场ꎬ 对巴

尔干地区格局的影响力偏弱ꎮ 其次ꎬ 研究土耳其的学者主要聚焦中东问题ꎬ
对巴尔干地区关注较少ꎻ 而研究巴尔干问题的学者大多聚集欧洲问题ꎬ 尤其

关注美国、 欧盟对巴尔干地区秩序的塑造和巴尔干问题的治理ꎬ 很大程度上

忽视了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和行为ꎮ
然而ꎬ ２１ 世纪初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则显现出转变的迹象ꎮ 埃杰维特政

府②提出要实行 “积极的外交”ꎬ 改善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ꎮ ２０００ 年土耳其和

希腊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ꎬ 延续 １９９９ 年土耳其和希腊 “地震外交”③ 所带

来的契机ꎬ 两国关系开始从敌对走向缓和ꎮ 但总体而言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政

策的真正转向发生在 ２００２ 年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执政后④ꎬ
正发党逐渐改变了对巴尔干地区过度偏重西方、 配合西方的战略取向ꎬ 实行独

立、 积极、 多维的外交政策ꎮ 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对话、 经济合作、 文化交流、
军事援助等多重手段ꎬ 土耳其成为巴尔干地区具有特殊影响的重要力量ꎮ ２００８
年欧债危机之后ꎬ 欧盟减少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和投入ꎮ 土耳其则趁势填补

真空ꎬ 向巴尔干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ꎬ 深化与巴尔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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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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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官方确实有 “周边外交” 这一概念ꎮ 按照土耳其外交部的分类ꎬ 巴尔干国家包括阿尔

巴尼亚、 波黑、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希腊、 马其顿、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科索沃、
黑山ꎮ 参见土耳其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ｓｕｂ ｅｎ ｍｆａ? ９１５４１４３０ － ｆ１ｄｄ － ４１ｄ０ － ｂ６ｅｂ －
ｅ１ａ６ｃｃ３ｅ５５６ｂ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３ꎮ

比伦特埃杰维特 (Ｂüｌｅｎｔ Ｅｃｅｖｉｔ) 为土耳其资深政治家ꎬ １９７４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曾 ５ 次担任土耳

其总理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第四次任土耳其总理ꎬ 同年 ４ 月 １９ 日辞职ꎬ ５ 月 ２８ 日再次担任联合政府总

理ꎬ 直到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ꎮ 埃杰维特任内ꎬ 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ꎬ 并改善了它与希腊的关系ꎮ
１９９９ 年土耳其和希腊先后遭受强烈地震ꎬ 两国互派救护队参与赈灾ꎬ 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创造

了良好的氛围ꎬ 长期紧张的土希关系开始走向缓和ꎮ
Ｃüｎｅｙｔ Ｙｅｎｉｇüｎꎬ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Ｓｏｃｉ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Ｅｐｏｋ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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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 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影响不断增强ꎬ 已经成为除美

国、 欧盟、 俄罗斯之外ꎬ 对巴尔干地区影响最强的国家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ꎬ 引起了巴尔干国家以及利益攸关大

国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政策的特殊性ꎬ 是探索中等强国崛

起的重要案例ꎬ 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土耳其地区政策的整体认识ꎮ 总体看ꎬ 国

内学界对于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ꎬ 有两篇文献讨论了这

一问题ꎮ 王泽胜分析了 ２０１０ 年之前土耳其对西巴尔干政策及影响ꎬ 认为 “土
耳其在该地区只能起到敲边鼓和主要配合美欧战略的作用”①ꎻ 马细谱则重点

分析了新奥斯曼主义影响下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变化ꎬ 并对土耳其重返巴尔干

的政策进行了扼要的论述ꎮ②而相比之下ꎬ 国外学界的研究更为丰富ꎮ 对于土

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动机ꎬ 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和分析路径ꎬ 有以下几种

代表性的观点: 杰顿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经济活动最为活跃ꎬ 进入巴尔干

主要是受经济动机驱动③ꎻ 扎尔科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经济影响有限ꎬ “重返

巴尔干” 主要出于政治动机ꎬ 是为了扩大土耳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④ꎻ 埃尔汗

强调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因素ꎬ 即土耳其国内存在为数不少与巴尔干存在血缘

和社会联系的移民及其后代ꎬ 他们的游说活动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关注巴

尔干地区⑤ꎻ 塞尔维强调土耳其的宗教文化动机ꎬ 认为土耳其通过伊斯兰教认

同及其与巴尔干穆斯林社区的特殊关系ꎬ 试图充当穆斯林的保护者角色ꎮ⑥ 对

于土耳其近年来在巴尔干的政策效果和影响的评价ꎬ 国外学者观点迥异ꎮ 西

方和巴尔干国家的多数学者持负面、 警惕而审慎的看法⑦ꎬ 认为土耳其在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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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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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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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胜: «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参见马细谱: «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的战略布局»ꎬ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１ ~ ９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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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ｒｏｖｉｃ Žａｒｋｏ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 Ｓｃｏｒｅ － Ｃａｒｄ”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２

Ｔüｒｂｅｄａｒ Ｅｒｈａ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ｅｗ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５８

Ｇａｎｇｌｏｆｆꎬ Ｓｙｌｖｉｅꎬ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ｐ ９１ － １０２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Ｔüｒｋｅşꎬ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Ｎｅｏ －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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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越来越成为欧盟的战略竞争对手ꎬ 实际上破坏了欧盟的既定议程ꎮ① 多数土

耳其学者、 部分欧美和巴尔干国家的学者ꎬ 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是成

功的ꎬ 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考虑ꎬ 主要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ꎮ
总体而言ꎬ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的研究均存在不足ꎮ 首先ꎬ
在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动向时ꎬ 通常集中在西巴尔干国家ꎬ 而忽视了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希腊等传统的巴尔干国家ꎬ 且缺乏从地区整体性的角

度来审视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ꎮ② 其次ꎬ 缺乏细致分析近来土耳其重返巴尔干

深层原因的研究ꎮ 鉴此ꎬ 本文拟从巴尔干在土耳其外交布局中的独特地位以

及土耳其在巴尔干大国竞争中的特殊角色ꎬ 来审视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政策ꎮ
具体来说ꎬ 本文主要探讨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变化ꎬ 考察

历史和地缘影响下土耳其对巴尔干的认知与调整ꎬ 分析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

的政策工具、 特殊影响和政策限度ꎬ 并探讨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前景ꎮ

一　 土耳其视野中的巴尔干: 历史与地缘视角

土耳其正发党调整巴尔干政策ꎬ 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考量ꎮ 帝国

遗产、 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始终是影响土耳其人对巴尔干情感与认知的核心

因素ꎬ 加之土耳其自身实力和周边环境的变化ꎬ 使正发党当政者对巴尔干政

策出现新变化ꎮ
(一) 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持久影响

土耳其对巴尔干的认识深受历史和地缘因素的影响ꎮ 历史上ꎬ 奥斯曼帝

国曾经统治巴尔干长达 ５００ 年ꎬ 给巴尔干地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ꎮ 奥斯曼帝

国解体后ꎬ 帝国的遗产仍然在影响着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ꎬ 也

同样影响着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对彼此的看法ꎮ 从土耳其角度看ꎬ 尽管凯末

尔等世俗主义精英试图割裂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ꎬ 但是在奥

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

７８

①

②

Ｖｒａｃｉｃ Ａｌｉｄ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 － ３４

土耳其高度重视与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等已经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的关系ꎬ 在巴尔干的政

策也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希腊关系的问题ꎮ 从土耳其官方表述来看ꎬ 它在巴尔干的政策一直着眼于整

个巴尔干半岛ꎬ 在国际场合也一贯强调巴尔干地区的同一性和整体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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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受到奥斯曼遗产的持久影响ꎮ
对于土耳其人来说ꎬ 巴尔干具有特殊意义ꎮ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ꎬ 巴尔

干被称为 “鲁米利亚”ꎮ 在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看来ꎬ 鲁米利亚与中

东、 高加索不同ꎬ 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ꎬ 更具有族裔和文化学意义ꎬ 是土耳

其人的精神故乡ꎮ 尽管土耳其官方史将土耳其人的起源与遥远的内亚草原联

系起来ꎬ 但这种对古代突厥人祖地的想象终究带有虚幻的民族神话色彩ꎮ 即

使在土耳其国内民众也存在不同的声音ꎬ 土耳其学者麦赫迈特科勒奇拜

(Ｍｅｈｍｅｔ Ｋıｌıçｂａｙ) 的观点极具代表性ꎮ 他在阐述土耳其对波黑内战的立场时

写道: “相比中亚来说ꎬ 土耳其更多是巴尔干的产物这是土耳其欧洲认同

无法否认的重要支柱ꎮ 巴尔干在土耳其的民族、 文化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记我们来自巴尔干ꎬ 我们是欧洲人ꎮ”① 直到今天ꎬ 土耳其人心中

仍然深怀巴尔干情结ꎬ 土耳其人与巴尔干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也是当代土耳其

与欧洲认同的重要依据ꎮ
巴尔干在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后期的现代化改革中均起到了独特作用ꎮ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帝国ꎬ 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土耳其

一般被划入中东的地理范围ꎬ 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ꎬ 即奥斯曼帝国先征服

了中东ꎬ 中东是奥斯曼帝国的核心ꎮ 事实上ꎬ 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巴尔干以后ꎬ
才逐步将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阿拉伯地区纳入版图ꎮ 换言之ꎬ 奥斯曼帝国在

巴尔干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之后ꎬ 才开始进入中东ꎮ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

和经济重心在巴尔干ꎬ 而非中东ꎮ 从 １４ 世纪到 ２０ 世纪ꎬ 巴尔干始终是奥斯

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ꎮ 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税赋来源于巴尔干ꎬ 帝国历史上

的大维奇 (Ｇｒｅａｔ Ｖｅｚｉｒ) 多出自巴尔干ꎮ 奥斯曼帝国晚期ꎬ 推动西方化改革的

青年土耳其党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行省ꎮ 此外ꎬ 土耳

其共和国创建者的故乡也大多在巴尔干ꎬ 如国父凯末尔就出生在奥斯曼帝国

的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 (今希腊塞萨洛尼基)ꎮ
巴尔干是横亘在土耳其人心灵深处的一道伤痕ꎮ 失去巴尔干以后ꎬ 土耳

其人不得不将视线转向贫瘠的安纳托利亚高原ꎬ 并以此来建构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国家”ꎮ 时至今日ꎬ 土耳其人与巴尔干人仍然存在很深的心理隔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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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 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深深刺痛了奥斯曼土耳其人ꎮ 在他们看来ꎬ
巴尔干的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的 “米勒特” 制度下享受了数百年的和平和自

治ꎬ 不仅不用承担兵役和征战沙场ꎬ 而且通过经商致富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

经济命脉ꎬ 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蛊惑下忘恩负义ꎬ 向土耳其人举起屠刀ꎮ 土

耳其人这种对巴尔干人的看法和情感一直延续至今ꎮ 巴尔干基督徒的 “起义”
以及同为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的 “背叛” 使奥斯曼帝国的精英彻底放弃了

原来所鼓吹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的 “奥斯曼主义”ꎬ 转而寻求构建 “土耳其

族” 的单一民族国家ꎮ 可以说ꎬ 巴尔干的丧失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最为猛烈

的催化剂ꎬ 加速了现代土耳其的形成ꎮ
巴尔干国家的土耳其裔少数族群和穆斯林成为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重

要因素ꎮ 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带到巴尔干ꎬ 使巴尔干成为欧洲穆斯林最为

集中的地区ꎮ 基于历史和地缘的影响ꎬ 巴尔干同时也是海外土耳其人分布数

量较多的地区ꎮ 奥斯曼帝国晚期ꎬ 特别是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后ꎬ 有数百万居住在巴尔干的穆斯林 (主要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迁

往安纳托利亚ꎮ①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ꎬ 多次接纳来自巴尔干国家的土耳其裔

移民和穆斯林难民ꎮ 土耳其国内有 １ ５００ 万 ~ ２ ０００ 万人带有巴尔干血统ꎬ 同

时有 １００ 万土耳其人作为少数族群居住在巴尔干各国ꎮ② 来自巴尔干的移民及

他们的后裔与留在巴尔干的亲属存在广泛的社会联系ꎮ③ 因此ꎬ 巴尔干地区局

势的动荡总会传导至土耳其的国内政治领域ꎬ 土耳其政府往往会承受公众要

求保护巴尔干的穆斯林和 “流散的土耳其同胞” 的压力ꎮ 土耳其国内精英对

巴尔干问题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ꎮ 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世俗主义精英将巴

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对土耳其世俗体制的威胁ꎬ 而来自巴尔干的几次难民潮的

冲击使土耳其传统的政治家更多地将巴尔干视为麻烦制造地ꎮ 随着土耳其伊

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ꎬ 一批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治家崛起ꎬ 他们则把保护巴

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土耳其的责任ꎬ 甚至将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土耳其介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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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事务的重要资产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ꎮ 巴尔干地区

的穆斯林长期生活在世俗体制下ꎬ 对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看法更为温和ꎮ
在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ꎬ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通过对穆斯林群体的经济

援助和外交支持增强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ꎬ 但是对于巴尔干的穆斯林来说ꎬ
土耳其无疑是伊斯兰世界当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国家ꎮ 不管是出于现实国家利

益考虑ꎬ 还是意识形态的影响ꎬ 土耳其都有关注和参与巴尔干事务的理由ꎮ
无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均存在

重大的利益和诉求ꎮ 战略上ꎬ 自身位于巴尔干的领土成为土耳其欧洲国家定

位和申请加入欧盟的依据ꎻ 安全上ꎬ 土耳其欧洲领土位于巴尔干半岛ꎬ 巴尔

干直接关系到土耳其的国家安全ꎻ 经济上ꎬ 巴尔干成为土耳其通往其主要市

场———欧盟的主要通道ꎬ 土耳其超过一半的贸易额来自和欧盟国家的贸易ꎬ
巴尔干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土耳其贸易通道的安全ꎻ 社会文化上ꎬ 土耳其和巴

尔干存在密切的历史和文化联系ꎮ
综上所述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存在重大利益ꎬ 只要凯末尔确立的 “脱亚入

欧” 的基本国策没有发生改变ꎬ 巴尔干对于土耳其的战略价值就不会消失ꎮ
即使土耳其近年来对外政策有东向趋势ꎬ 未来可能转向欧亚主义ꎬ 实行欧亚

并重的战略ꎬ 但巴尔干对于土耳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历史、
文化和族群联系使得土耳其不会放弃在巴尔干的利益和影响力ꎮ

(二) 巴尔干地区地缘价值的重大变化

受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所限ꎬ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ꎬ 土耳其对巴尔干的

历史遗产和地缘特性的认知ꎬ 总体呈负面和消极的状态ꎮ １９２３ 年现代土耳其

建国以后ꎬ 凯末尔主义者在巴尔干总体奉行谨慎和防御性政策ꎬ 避免介入巴

尔干国家的内部事务ꎮ 巴尔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土耳其国家外部安全

威胁的主要来源地ꎮ 作为欧洲 “柔软的下腹部” 和联结欧亚的战略节点ꎬ 巴

尔干因其独特的地缘价值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大国博弈和争夺的焦点ꎮ 外部大

国的介入使得巴尔干国家在领土、 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争端和矛盾更加激化ꎬ
多次成为战争的 “火药桶”ꎮ 作为部分领土位于巴尔干的土耳其ꎬ 在建国以后

也多次受到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影响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ꎬ 土耳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外部大国从巴尔干方向的渗透和侵略ꎮ 土耳

其立国后的传统政策是避免介入巴尔干事务ꎬ 防止被卷入地区冲突ꎮ 二战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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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加入北约ꎬ 成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ꎬ 而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国家加入社

会主义阵营ꎬ 双方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ꎮ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ꎬ 土耳其将苏

联和巴尔干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ꎬ 塞浦路斯问题发酵后ꎬ 土耳

其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视为主要的地区对手ꎮ 在冷战期间ꎬ 与巴尔干国

家的战争记忆以及险恶的地缘环境ꎬ 使得土耳其始终从安全的角度将巴尔干

视为需要防范的敌人ꎮ
冷战结束后ꎬ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所导致的巴尔干变局和地缘真空给

土耳其带来影响巴尔干的战略机遇ꎮ 与此同时ꎬ 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乱

及难民潮又威胁到它自身的安全ꎬ 这使土耳其的周边地缘环境发生了结构性

变化ꎮ 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特征ꎬ 对巴尔干的地缘看

法也发生改变ꎬ 巴尔干对土耳其具有了新的地缘意义ꎮ 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

争所造成的巴尔干地缘形势的变化ꎬ 既对土耳其的安全构成挑战ꎬ 也给其带

来了介入地区事务的机会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发生变化ꎬ 厄扎尔

代表的一批政治精英提出 “新奥斯曼” 主张ꎬ 开始肯定奥斯曼遗产中的积极

成分ꎮ 冷战结束初期ꎬ 苏联威胁的消除使得土耳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和作用下降ꎮ 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ꎬ 土耳其开始强调与巴尔干的历史和文

化联系ꎬ 将巴尔干视为可以影响欧盟的重要工具ꎬ 以提高在欧盟和西方战略

中的地位ꎮ 例如ꎬ 在波黑战争期间ꎬ 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密切合作ꎬ 发挥自

身在巴尔干穆斯林中的特殊影响ꎬ 在东南欧地区稳定中起到积极作用ꎬ 以此

向西方展示土耳其重要的战略价值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凯末尔以来在巴尔干的传统

政策ꎬ 开始干涉巴尔干国家内政ꎬ 但坚持多边主义ꎬ 始终与西方国家一起行

动ꎮ 土耳其在波黑危机中继续采取追随美西方的政策ꎬ 避免采取单边行动ꎮ
在军事干涉波黑危机、 承认马其顿独立以及对穆克联合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等

问题上ꎬ 土耳其都采取紧跟美国的策略ꎮ 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和东地中海划界

争端ꎬ 土耳其和希腊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和敌对状态ꎬ 两国将彼此视为在巴

尔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ꎮ 后冷战时期ꎬ 土耳其政府更迭频繁ꎬ 政党碎片化

严重ꎬ 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派政府ꎬ 再加上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所处的

弱势地位ꎬ 使得土耳其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实施强有力的外交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出现一股 “奥斯曼热”ꎬ 主张重新评

价奥斯曼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种极具影响的社会思潮ꎬ 即所谓的 “新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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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ꎮ 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基石有二: 一为土耳其的 “历史纵深”ꎬ 二为土

耳其的 “地理纵深”ꎬ 其实质是鼓吹土耳其在前奥斯曼帝国区域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ꎮ 土耳其精英对土耳其自身以及周边地区的

历史和地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ꎮ 在对外关系层面ꎬ 新奥斯曼主义主

张在不打破现有国界的前提下ꎬ 加强在前奥斯曼统治区域的政治、 经济和文

化影响ꎬ 谋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ꎮ 相比于中东和高加索ꎬ 巴尔干是受奥斯曼

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强的地区ꎮ 土耳其与巴尔干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

在血缘和族群上的联系要比中东更为紧密ꎮ 随着国家实力的跃升ꎬ 土耳其的

精英和大众对巴尔干的看法变得积极ꎬ 改变了传统上将巴尔干视为威胁的安

全导向思维ꎮ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ꎬ 土耳其更多从自身而非西方的立场来

看待巴尔干的地缘价值ꎬ 并开始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将巴尔干看作重要的海外

市场ꎮ 在土耳其试图重现奥斯曼辉煌、 实现国家复兴的背景下ꎬ 巴尔干成为

土耳其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 “试验场”ꎮ
土耳其对巴尔干政策的改变在世纪之交初见端倪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土耳其被欧

盟接纳为入盟候选国ꎬ 改善与周边国家ꎬ 特别是与欧盟成员国希腊的关系成

为入欧的先决条件ꎮ 土耳其开始寻求改善与希腊的关系ꎬ 得到了希腊的积极

回应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土、 希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ꎬ 两国关系走向缓和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正发党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ꎬ 埃杰维特领导的执政联盟瓦

解ꎮ 这在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ꎬ 因为这是土耳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厄扎尔政府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多数派政府ꎮ 土耳其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

新兴经济体ꎬ 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助推了土耳其的大国梦想ꎮ 正发党执政以

来ꎬ 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出某种 “范式” 变化ꎮ 土耳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亲西

方战略取向ꎬ 外交的主体性日益凸显ꎮ① 正发党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加自信ꎬ 试

图成为地区核心国家ꎬ 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全球性的角色ꎮ

二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调整内容与成效

正发党改变了土耳其建国以来在巴尔干的传统政策ꎬ 开始全方位介入巴

２９

① 李秉忠、 涂斌: «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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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干事务ꎮ 国际环境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也为土耳其积极参与巴尔干事务提供

了有利条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宣布 “重返亚太”ꎬ 将战略

重心转向亚洲ꎬ 尤其是科索沃宣布独立以后ꎬ 美国逐渐把巴尔干的主导权交

给欧盟ꎮ① 此时ꎬ 欧盟深受债务危机影响ꎬ 对巴尔干的投入有所减少ꎬ 西巴尔

干国家的入盟进程陷入停顿ꎮ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②之后ꎬ 俄罗斯忙于应对西方

的压力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ꎮ 大国对巴尔干的关注减少ꎬ 客

观上为土耳其提供了填补巴尔干 “地区真空” 的机会ꎮ 土耳其外交部将前奥

斯曼地区称为 “地缘心脏”ꎬ 而巴尔干是 “地缘心脏” 的核心ꎮ 土耳其将巴

尔干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ꎬ 在巴尔干推行积极、 睦邻的政策ꎮ 与之前的

历届政府相比ꎬ 正发党政府在巴尔干的政策表现得更为雄心勃勃ꎬ 这一时期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活动非常活跃ꎮ 与以往被动应对危机不同ꎬ 正发党政府主

张积极介入危机处理ꎬ 在冲突各方之间发挥调解作用ꎬ 以促进地区稳定与合

作ꎮ 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ꎬ 涉及经济、
贸易、 投资和文化等各个领域ꎮ

正发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首次推出了独立的巴尔干战略ꎬ 明确阐述了土耳

其对巴尔干的政策ꎮ 土耳其外交部对本国在巴尔干的政策目标有如下说明:
“巴尔干在土耳其外交中处于优先位置这不仅缘于政治、 经济和地理因

素ꎬ 而且在于土耳其与这一地区存在历史、 文化和人员诸方面联系政治

对话、 安全、 经济一体化以及对族群、 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保护是土耳其巴

尔干政策的四大支柱”ꎮ③ 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席比兰特阿拉斯

(Ｂüｌｅｎｔ Ａｒａｓ) 认为ꎬ 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存在 ４ 个维度: 高水平的政治对话、
经济相互依赖、 文化多元共存和包容性安全ꎮ 他提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新政

策可以概括为 “三轨” 政策: 发展双边关系ꎬ 增加高层政治往来ꎻ 建立多边

合作机制ꎻ 推动巴尔干地区经济一体化ꎬ 增进彼此相互依赖ꎮ④ 从政策实践层

面看ꎬ 土耳其正发党的巴尔干政策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３９

①
②

③

④

王洪起: «美国如何维持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俄格战争亦称南奥塞梯战争ꎬ 是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在格鲁吉亚境内发生的一场战争ꎮ 交战一方为格

鲁吉亚政府军ꎬ 另一方为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南奥塞梯及其支持者阿布哈兹和俄罗斯ꎮ
参见土耳其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ｔｈｅ － ｂａｌｋａｎ －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ｎ ｍｆａ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０３ꎮ
Ｂüｌｅｎｔ Ａｒａｓ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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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与巴尔干穆斯林的关系ꎬ 努力塑造土耳其特殊的影响力

巴尔干 ５ ４００ 万人口中有 ７４０ 万穆斯林①ꎬ 是欧洲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地区ꎬ
同时也是除西欧外境外土耳其人数量最多的地区ꎮ 不同于西欧的土耳其移民ꎬ
巴尔干的 １００ 多万土耳其人大多为奥斯曼帝国晚期遗留在巴尔干的 “离散土

耳其人”ꎮ②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精英将巴尔干的穆斯林视为对土耳其世俗体制

的威胁ꎬ 长期与之保持距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波黑危机期间ꎬ 厄扎尔总统宣称

土耳其对巴尔干穆斯林负有保护的责任ꎬ 主张加强对波黑穆斯林给予支持和

援助ꎬ 但遭到土耳其军方和外交部的阻滞ꎮ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凭借其选举霸

权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ꎬ 这一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政党具有了更大的权力基础ꎮ
保护巴尔干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成为土耳其积极介入巴尔干事务的重要

目标ꎮ 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等正发党领导人强调土耳其的巴尔干属性和对

巴尔干的历史责任ꎮ 在达武特奥卢看来ꎬ 土耳其的地缘状况和人口结构使得

土耳其具有多个地区的认同ꎬ 土耳其人某种意义上当然也是巴尔干人ꎮ 他认

为土耳其对巴尔干的稳定和发展负有责任ꎬ 需要在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

用ꎮ 与之前的历届政府相比ꎬ 正发党政府旗帜鲜明地强调土耳其与巴尔干穆

斯林在族裔和文化上的联系ꎮ 达武特奥卢说 “土耳其国内有比波黑更多的波

斯尼亚人ꎬ 有比科索沃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ꎮ③ 事实上ꎬ 土耳其国内不少议

员和政府官员带有阿尔巴尼亚血统ꎮ 达武特奥卢认为ꎬ 西巴尔干问题应该由

巴尔干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ꎮ 他在巴尔干强调地区所有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即巴尔干国家在解决本地区的冲突和问题方面要有主体意识ꎮ 在

很多人看来ꎬ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排挤大国势力ꎬ 加强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

响ꎬ 恢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ꎬ 即所谓的 “新奥斯曼

主义”④ꎮ
正发党将巴尔干的穆斯林和 “离散土耳其人” 视为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

４９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ｄｉｔ Ｂａｌáｚｓꎬ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５

巴尔干地区有 １００ 多万土耳其人ꎬ 其中保加利亚 ７６ 万人、 希腊 １２ 万人、 马其顿 ７ ８ 万人、 科

索沃 ４ 万人和罗马尼亚 ７ 万人ꎮ Ｓｅｅ Ｂüｌｅｎｔ Şｅ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ｄｒｕｌ Ｃｏｓｍｉｎｕｌｕｉ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３８２

土耳其有 ８００ 万国民带有阿尔巴尼亚血统ꎬ 其中 ４００ 万人仍然在讲阿尔巴尼亚语ꎮ
关于新奥斯曼主义的含义及影响ꎬ 参见张向荣: « “新奥斯曼主义” 的历史嬗变与影响»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８ ~ １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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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产ꎬ 积极加强在波黑、 阿尔巴尼亚、 科索沃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特

殊影响ꎮ 达武特奥卢在 «战略纵深» 中写道: “奥斯曼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穆

斯林人口构成了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政策的基础今天奥斯曼帝国在巴尔

干半岛的遗产为土耳其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ꎮ”① 正发党精英多次强调与巴尔

干的历史和文化联系ꎬ 特别强调奥斯曼遗产在巴尔干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ꎮ
在正发党精英看来ꎬ 奥斯曼遗产在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这两大巴尔

干穆斯林族群中保存最为完整ꎮ 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在进入政界前曾经

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巴尔干政策的设想: “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应该以这一个地

区的两个穆斯林群体———波黑的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为基础”ꎮ② 可

以说ꎬ 在达武特奥卢看来ꎬ 宗教和文明的多元化固然是奥斯曼遗产在巴尔干

的重要表现形式ꎬ 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仍然是奥斯曼遗产最为核心的内容ꎮ
不同于凯末尔主义者把奥斯曼遗产看作土耳其外交的麻烦和负担ꎬ 正发

党领导人将奥斯曼遗产视为土耳其在巴尔干扩大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达

武特奥卢和埃尔多安都强调奥斯曼历史的正面性和积极性ꎮ 达武特奥卢在

２００９ 年访问波黑时讲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奥斯曼时期对巴尔干治理很成

功ꎬ 现在我们必须进行历史重现ꎮ”③ 由此ꎬ 保护当地的奥斯曼遗产、 加强与

巴尔干穆斯林的关系、 增强在穆斯林社区的特殊影响ꎬ 成为土耳其在巴尔干政

策的重要目标ꎮ 土耳其官方和民间组织在波黑、 马其顿、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
黑山和塞尔维亚投入大量财力用来保护当地奥斯曼时期的文物古迹ꎬ 包括清真

寺、 学校、 桥梁等公共设施ꎮ 上述举措折射出土耳其的政治用意ꎬ 正如达武特

奥卢所言: “巴尔干每一座清真寺的毁灭、 每一所伊斯兰教机构的消失、 每一项

奥斯曼传统的消亡ꎬ 都意味着土耳其在这一地区跨国界影响力的基石被摧毁ꎮ”④

巴尔干的穆斯林聚集区成为土耳其经济援助的重点ꎮ ２０１０ 年土耳其向西巴尔干

提供的发展援助中ꎬ 波黑、 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位列前三位ꎮ⑤ 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ｕｔｏｃｌｕꎬ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Ｄｅｒｉｎｌｉｋ: Ｔüｒｋｉｙｅ’ ｎｉｎ 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ı Ｋｏｎｕｍｕ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Ｋüｒｅ Ｙａｙｌｎｌａｒｌ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２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１７
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ｉｃꎬ “ Ｔｕｒｋｅｙ Ｕｓ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ｌｏｕｔ ｔｏ Ｇａｉｎ Ｂａｌｋａｎ Ｆｏｏｔｈｏ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４ꎬ ２０１１
Ｓｕｎｎｉｅ Ｒｕｃｋｅｒ － Ｃｈ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ｏ －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ｏｓｔ －Ｄａｙｔｏｎ Ｂｏｓｎ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５７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 Ｔｅｓｆａ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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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波斯尼亚的第四大投资国、 阿尔巴尼亚的第三大投资国ꎮ 伊斯坦布尔每周有

１８ 次航班飞往波黑ꎮ① 土耳其和波黑之间的人员往来也非常频繁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试图组建以土耳其为核心的穆斯林跨国社会网络ꎮ 土耳

其对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教信仰的重新认同ꎬ 为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广泛

的联系提供了社会基础ꎮ 正发党借助族裔、 宗教和文化的纽带ꎬ 致力于构建

涵盖所有巴尔干国家穆斯林社区在内的跨国共同体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土耳其实行双

重国籍政策ꎬ 使得巴尔干的 “离散土耳其人” 进一步成为连接土耳其和巴尔

干国家的重要纽带ꎮ 通过加强在巴尔干各国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ꎬ 土耳其希

望成为巴尔干穆斯林的保护者ꎮ 在正发党看来ꎬ 保护穆斯林和巴尔干的土耳

其人与加入欧盟并不矛盾ꎬ 巴尔干广泛分布的穆斯林是土耳其欧洲认同的地

理和文化基础ꎮ 土耳其通过向欧盟显示自己在巴尔干穆斯林地区的强大影响

力ꎬ 让欧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ꎬ 即解决巴尔干地区问题离不开土耳其

的支持和配合ꎬ 以增加土耳其入欧的筹码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伊斯兰文化遗存深厚的国家影响越来越大ꎬ 在巴尔干穆

斯林聚焦地区的好感度持续上升ꎮ ２０１０ 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ꎬ 阿尔巴尼亚、
波黑、 科索沃和马其顿分别有 ７５ １％ 、 ６０ ２％ 、 ９３ ２％ 和 ７６ ６％ 的人认为土

耳其是友好国家ꎮ② 应土耳其的要求ꎬ 科索沃对教科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统治

这一地区的历史进行重新表述ꎬ 删除了诸如 “阿尔巴尼亚人处在奥斯曼帝国

残酷统治下” “奥斯曼人杀害很多阿尔巴尼亚人” 等语句ꎬ 用更温和的语言来

叙述和评价奥斯曼帝国ꎮ
(二) 改善与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关系ꎬ 推行 “邻国零问题” 和 “积极进

取” 外交

“邻国零问题”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是达武特奥卢担任土耳其

外交部长以后ꎬ 于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针对中东、 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周边地区的新

政策ꎮ 按照土耳其外交部的表述ꎬ “邻国零问题” 指土耳其 “尽力消除与邻国

关系中的所有问题或者尽可能使问题最小化”③ꎮ “邻国零问题” 外交主张对

６９

①

②
③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２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ｉｓ － ｍａｋｉｎｇ － ｔｈｅ －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ｅｍｐｉｒｅ － ｇｒｅａｔ － ａｇａｉｎꎬ ２０２０ －０３ －２６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 盖洛普没有在巴尔干组织类似的民意测验ꎮ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ｓｕｂ ｅｎ ｍｆａ?９１５４１４３０ － ｆ１ｄｄ － ４１ｄ０ － ｂ６ｅｂ － ｅ１ａ６ｃｃ３ｅ５５６ｂ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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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问题保持开放性ꎬ 尽可能增进互信、 减少疑虑和摩擦ꎬ 目标是改善与

土耳其存在历史纠纷和现实冲突的邻国的关系ꎬ 为土耳其的发展提供和平、
稳定的周边环境ꎬ 并增强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土耳其面对地

区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ꎬ 外交政策强调 “积极进取”ꎬ 主张更加积极主动介入

周边事务ꎬ 以发挥土耳其的特殊影响ꎮ 无论是 “邻国零问题” 外交ꎬ 还是

“积极进取” 外交ꎬ 在巴尔干地区ꎬ 土耳其积极地参与地区问题的解决ꎬ 利用

有利的国际时机主动发起外交倡议和外交活动ꎬ 重塑地区秩序ꎮ
南斯拉夫解体以后ꎬ 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甚至敌对的

状态ꎮ 土耳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波黑危机和科索沃危机中站在了塞尔维亚的

对立面ꎬ 并参与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袭ꎮ 两国关系跌入低谷ꎬ 塞尔维亚曾

经撤回驻土耳其大使ꎮ 正发党执政以后ꎬ 土耳其非常重视与塞尔维亚的关系ꎬ
多次称塞尔维亚为巴尔干地区的关键国家ꎮ 尽管两国并不接壤ꎬ 土耳其外交

部仍将塞尔维亚界定为 “邻国”ꎮ 土耳其积极加强与塞尔维亚的合作ꎬ 不断将

土塞关系推向新的高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土耳其在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同时ꎬ 对塞尔

维亚的立场表示理解ꎬ 并不断释放善意ꎬ 最终科索沃问题并未严重影响到两

国关系ꎮ 经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重点ꎬ 塞尔维亚成为土耳其在西巴尔干最

大的贸易伙伴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ꎬ 进

一步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土耳其总统居尔对塞尔维亚进行国

事访问ꎬ 此次出访在土塞关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ꎬ 这是冷战后土耳其领导人

首次访问塞尔维亚ꎮ ２０１０ 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访问塞尔维亚期间ꎬ 两国签署

了人员互免签证协议ꎮ 土塞两国的政治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提升ꎬ 土耳其在劝

说塞尔维亚议会通过谴责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 的决议中起了关键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在土耳其的斡旋努力下ꎬ 塞尔维亚、 波黑总统在土耳其举

行会谈ꎬ 三国签署 «伊斯坦布尔宣言»ꎬ 同意推动塞、 波两国间对话和合作ꎮ
土耳其在推动波黑和平进程上的努力得到了欧盟的高度赞赏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签署协议ꎬ 两国正式达成 “战略伙伴关系”ꎮ

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使得塞尔维亚同意土耳其在塞尔维亚穆斯林聚集区发

挥一定的影响ꎮ 埃尔多安在２０１１ 年１１ 月再次访问塞尔维亚时ꎬ 促成了桑扎克地

区两个穆斯林社群间的和解ꎮ 土耳其方面也顾及塞尔维亚的关切ꎬ 埃尔多安拒

绝接见当地穆斯林中以激进立场著称的穆夫提穆阿迈尔祖科里奇ꎮ 总的来说ꎬ
土耳其努力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之间采取平衡政策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埃尔多安在波黑解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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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土耳其的立场ꎬ 称 “萨拉热窝是伊斯坦布尔的妹妹ꎬ 贝尔格莱德则是安卡拉

的朋友”ꎮ① 埃尔多安承诺拨款 ３０ 亿欧元修建一条连接萨拉热窝和邻国塞尔维

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埃尔多安访问塞尔维亚时ꎬ
双方同意将双边贸易额从 ８ 亿美元提高到 １０ 亿美元ꎮ③ 在此期间ꎬ 埃尔多安再

次访问了桑扎克ꎬ 与当地的穆斯林交谈ꎮ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希望与土耳其继

续保持友好关系ꎬ 宣布 “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是友好国家”④ꎮ 不过ꎬ 塞尔维亚对

“邻国零问题” 外交也存在疑虑ꎬ 怀疑土耳其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ꎬ 一些塞尔维

亚国内学者认为 “零问题” 只是掩盖土耳其新奥斯曼野心的工具ꎮ⑤

由于历史积怨、 塞浦路斯问题以及爱琴海大陆架争端等现实利益冲突ꎬ
土耳其和希腊关系长期处于紧张态势ꎬ 二战后两国曾经数次处于战争边缘ꎮ
１９９９ 年以地震外交为契机ꎬ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ꎮ 正发党

执政后延续了埃杰维特政府对希腊的缓和政策ꎮ ２００７ 年土、 希两国签署互信

协议ꎬ 确立了两国军方高层定期会晤的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倡议成立土希

“高级合作委员会”ꎬ 其宗旨是通过高级别政治磋商来解决土希关系中的重大

问题ꎬ 促进双方合作领域的扩展ꎬ 为稳定土希关系提供机制保障ꎮ⑥ 在正发党

执政期间ꎬ 土、 希两国实现了高层互访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埃尔多安总统正式访

问希腊ꎬ 这是 １９５２ 年以来两国间首次国家元首级别的正式访问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应埃尔多安总统邀请ꎬ 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对土耳其进行工

作访问ꎮ 土希政治关系的回暖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合作ꎬ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

速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 两国进出口贸易额翻了一番ꎬ ２０１４ 年底达到 ５６ 亿美

元ꎮ 尽管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双边贸易额下降ꎬ 但 ２０１７ 年再次提速ꎬ ２０１８ 年达

到 ４１ ８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希腊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６８ 亿美元ꎬ 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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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Ｒｏｎａｌｄ Ｈ Ｌｉｎｄｅｎ ＆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Ｉｒｅｐｏｇｌ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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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ｅａｄ － ｏｆ － ｒａｌｌｙ － 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ＩＬ０Ｋ４ꎬ 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０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 Ｎｅｏ －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Ｑｕｅｓｔ?”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ｂａｌｋａｎｓ － ｎｅｏ －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ｑｕｅｓｔ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０

Ｉｂｉｄ
Ｋｏｕｓｋｏｕｖｅｌｉｓ Ｉｌｉａ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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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希腊的直接投资存量将近 ５ 亿美元ꎮ①

综上ꎬ “邻国零问题” 外交并不意味与所有邻国解决所有问题ꎬ 而是要

“消除影响土耳其与邻国关系中的障碍ꎬ 将彼此合作最大化”②ꎬ 也就意味着

管控与邻国的分歧ꎬ 搁置争议ꎬ 将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ꎬ 通过高层政治对

话来解决分歧ꎮ 从外交实践来看ꎬ “邻国零问题” 外交是土耳其针对中东、 巴

尔干和高加索等周边地区的政策ꎬ 然而只有在巴尔干ꎬ 这一政策贯彻得最为

彻底ꎬ 取得的成效也最大ꎮ 总体而言ꎬ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通过 “邻国零问题”
外交ꎬ 土耳其进一步缓和了与希腊的关系ꎬ 并根本性地改善了与塞尔维亚的

关系ꎬ 推动土耳其与塞尔维亚、 土耳其和希腊在经济、 政治乃至文化领域等

各方面的合作ꎬ 促进了巴尔干的和平和稳定ꎮ “积极进取” 外交则体现为土耳

其更主动地介入地区事务ꎬ 以期通过软硬实力来塑造地区秩序ꎬ 为此土耳其

向巴尔干投入了大量的外交资源ꎬ 增强了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ꎮ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ꎬ “积极进取” 外交在达武特奥卢辞职后日益表现出冒进和对抗的一

面ꎬ 逐渐对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ꎬ 如 ２０２０ 年以来土

耳其和希腊因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权益纷争而导致双方关系趋紧ꎮ
(三) 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ꎬ 积极开展调解外交

正发党执政以后ꎬ 土耳其对参与多边国际组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ꎬ
以期发挥更大作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土耳其人首次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ꎻ ２００９
年ꎬ 土耳其成为 “东南欧合作进程” 轮值主席国ꎻ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同时担任欧

洲委员会议员大会主席和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主席ꎻ ２０１２ 年ꎬ 土耳其人担任

经合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ꎮ 此外ꎬ 土耳其还积极参与其他地区组织ꎬ 如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土耳其分别在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获得观察员地位ꎮ 土耳其还将

视线投向拉美、 东南亚和东亚ꎬ ２００４ 年与 “美洲国家组织” 和 “加勒比国家联

盟”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ꎬ ２０１０ 年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ꎬ ２０１２ 年成为

“上海合作组织” 对话伙伴国ꎮ 土耳其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ꎬ 是其 “多向外

交” 和 “自主外交” 的重要表现形式ꎬ 反映了土耳其不再甘于做西方的小伙伴ꎬ
而试图通过在全球各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ꎬ 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ꎮ

与其他地区相比ꎬ 土耳其对于东南欧的多边机制态度更为积极ꎮ 土耳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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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发起了一系列外交倡议ꎬ 以促进巴尔干国家间的政治对话和争议解决ꎮ
其中ꎬ 最大的外交成果是土耳其主持了土耳其、 波黑、 塞尔维亚三方会谈ꎮ 由

于土耳其的倡议和努力ꎬ ２０１０ 年塞尔维亚和波黑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谈ꎬ 并发表

了联合宣言ꎬ 强调要尊重波黑的领土完整和促进各方对话和合作ꎮ 在土耳其的

外交斡旋下ꎬ 塞尔维亚和波黑两国政府就困扰双边关系的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
事件达成了初步和解ꎮ 塞尔维亚为此向波黑穆斯林道歉ꎬ 尽管因为没有按照波

黑的要求使用 “种族灭绝” 一词ꎬ 但在土耳其的劝说下波黑领导人最后接受了

道歉ꎮ①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三国同意建立三边委员会ꎬ 以促进彼此经济和商业合

作ꎮ 土耳其还在波黑、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发起了三方对话和合作机制ꎮ
土耳其还利用自身多个国际组织成员的优势ꎬ 推动北约、 伊斯兰会议组

织和经合组织参与巴尔干的维和以及经济重建ꎮ 土耳其鼓励巴尔干国家融入

国际社会ꎬ 并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ꎮ 科索沃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宣布

独立以后ꎬ 土耳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承认科索沃ꎮ 土耳其还倡议不同文明之

间开展对话ꎬ 提倡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ꎮ 埃尔多安与西班牙

首相萨帕特罗共同倡议成立 “联合国文明联盟”ꎬ 以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偏

见、 误解和冲突ꎬ 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ꎮ 自 ２００５ 年成立以来ꎬ “联合国文明

联盟” 现已成为全世界高层次的不同文明间对话组织ꎮ
达武特奥卢认为ꎬ 土耳其多元的文化和文明特质适合在国际争端中承担

调解角色②ꎬ 由此土耳其在多个地区和一些重要国际事务中积极发起调解和斡

旋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与巴西一同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ꎮ 同年ꎬ
土耳其与芬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 “和平调解” 的倡议ꎬ 并推动 “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 设立了调解地区冲突的机构 “调解小组之友”ꎮ③ 土耳其调解外

交的范围遍及中东、 巴尔干和中亚ꎬ 在地区冲突中积极充当调和者角色ꎬ 如

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ꎬ 在塞尔维亚、 波黑和克罗地亚之间ꎬ 在巴基斯坦和

阿富汗之间ꎬ 以及在伊朗核问题上积极斡旋与调解分歧ꎮ 土耳其的调解外交

还深入到巴尔干国家内部问题ꎬ 不但调解了塞尔维亚两个穆斯林社团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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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和矛盾ꎬ 还调解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波黑的政府危机ꎮ 调解外交成为正发党

巴尔干政策区别于厄扎尔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ꎮ 与过去相比ꎬ 土耳其在调

解和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ꎮ
(四) 高度重视公共外交ꎬ 实施文化渗透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非常活跃ꎬ 力

度和规模空前ꎮ 这是正发党与之前的历届政府在巴尔干政策上的重大区别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存在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ꎬ 承担着公共外交的职能ꎬ 其中

最重要的机构包括: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 海外土耳其人和相关社群署、 宗

教事务局、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ꎬ 以及包括 “居伦运动” 在内的非政府组织

和民间团体ꎮ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实施公共外交最为重要的官方机构ꎬ

于 １９９２ 年成立ꎬ 主要职责是向海外欠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援助和实施社会文化项

目ꎬ 如提供教育、 医疗和农业援助等ꎮ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起初是为了向新独

立的突厥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而设立ꎬ 后来业务范围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ꎬ 重

要性逐渐上升ꎮ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经费使用的优先地区是西巴尔干ꎬ 在波黑、
阿尔巴尼亚、 马其顿、 科索沃、 塞尔维亚、 黑山都设有协调办事处ꎬ 波黑、 马

其顿和塞维尔亚是接受其援助最多的巴尔干国家ꎮ 作为土耳其在巴尔干活动的

主要官方机构ꎬ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将大笔经费用于当地市政工程、 奥斯曼时

期建筑的修缮保护和教育项目ꎮ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ꎬ 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在巴

尔干修缮了 ４７ 个奥斯曼帝国时期包括清真寺、 桥梁、 浴场在内的古建筑ꎮ① 此

外ꎬ 该机构还负责协调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在巴尔干的活动ꎬ 多数项目集中在

巴尔干穆斯林聚集区ꎮ 当然ꎬ 基于人道主义和改善土耳其形象的目的ꎬ 土耳

其合作与协调署也在非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些社会工程援助ꎮ
海外土耳其人和相关社群署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海外土耳其人聚集区活动

的重要的官方机构ꎬ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成立ꎬ 在土耳其公共外交方面承担重要职

责ꎮ 它除了向海外土耳其人提供援助外ꎬ 还注重加强土耳其与 “亲近和相关

的社群” 之间社会、 经济和教育联系ꎮ 海外土耳其人和相关社群署支持和协

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ꎬ 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ꎮ 巴尔干国家的学生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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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奖学金项目ꎬ 其中就包括专门向巴尔干地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ꎬ
适用于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国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有 ７２１ 名来自巴尔干国家

的学生通过这一机构获得了前往土耳其大学就读的奖学金ꎮ① 土耳其特别重视

在国外留学生中培养知土、 亲土人士ꎬ 在达武特奥卢看来ꎬ “那些从土耳其大

学毕业的留学生是土耳其的荣誉大使ꎮ”②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是土耳其加强与巴尔干穆斯林联系的重要官方机构ꎬ
于 １９２４ 年设立ꎬ 其主要职责是依照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理念ꎬ 在土耳其

国内提供宗教和教育服务ꎮ 在厄扎尔时期ꎬ 这一机构的触角伸向国外ꎬ 开始

加强在国外穆斯林中的影响力ꎮ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中的伊

斯兰色彩越来越突出ꎬ 这一机构的地位明显上升ꎮ 宗教事务局与巴尔干穆斯

林社群之间的对话和合作非常频繁ꎬ 为当地清真寺的建造和修缮提供了大量

资金ꎮ 除了组织 “亚欧伊斯兰峰会” 以外ꎬ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宗教事务局每年

都要组织召开 “巴尔干穆斯林领导人会议”ꎮ 在向中东、 巴尔干、 高加索和中

亚地区传播 “土耳其版的伊斯兰” 过程中ꎬ 宗教事务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由此ꎬ 一些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大、 最为集权的伊斯兰组织ꎬ 可与梵蒂冈相

比ꎮ③ 近年来ꎬ 这一机构在国外非常活跃ꎬ 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职能ꎮ 宗教

事务局前局长麦赫迈特艾登称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在国际上的职能与国内

的职责同等重要”ꎮ④ 宗教事务局也向来自巴尔干国家的学生提供宗教类奖

学金ꎮ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实施软实力外交的另一个重要机

构ꎮ 与德国的歌德学院类似ꎬ 土耳其在 ２００７ 年设立了以本国历史上的文化名

人命名的文化中心———尤努斯埃姆雷学院ꎮ 该学院以土耳其 １４ 世纪的伟大

诗人尤努斯埃姆雷命名ꎬ 除土耳其政府出资外ꎬ 还向社会募集资金ꎬ 首要

目标是向世界传播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化ꎬ 肩负着文化外交的政治使命ꎮ 尤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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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埃姆雷学院经常邀请学者ꎬ 举办学术研讨会ꎬ 举行土耳其艺术文化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已经在北美、 亚洲、 欧洲和非洲的 ４１ 个国家建立了

４９ 所文化中心ꎬ 并计划在 ２０２３ 年达到 １００ 所ꎬ 实现对全球五大洲的覆盖ꎮ①

根据土耳其的外交布局ꎬ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重点在与土耳其存在历史联系

的地区 (巴尔干、 中东、 非洲和中亚) 开展活动ꎬ 以提升土耳其在这些地区

的软实力ꎮ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ꎬ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除了继续促进土耳其语

的教学与传播外ꎬ 还设立 “土耳其学”ꎬ 实施多个跨学科、 跨文化合作项目ꎬ
推动土耳其文化的海外传播ꎬ “土耳其学” 在波黑已经成为中学选修课程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拥有 １４ 所尤努斯埃姆雷学院ꎬ 约占总

数的 １ / ３ꎬ 超过这一机构在中东和欧洲的数量ꎮ 尤努斯埃姆雷学院在波黑和

科索沃各有 ３ 所ꎬ 在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各有 ２ 所ꎬ 在塞尔维亚、 马其顿、
黑山、 克罗地亚各有 １ 所ꎮ② 可见ꎬ 巴尔干是尤努斯埃姆雷学院项目实施的

重点地区ꎬ 其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更是 “重中之重”ꎮ
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在巴尔干地区也非常活跃ꎬ 涉及慈善、

教育、 卫生等领域ꎮ 其中ꎬ “居伦运动” 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非政府组织ꎮ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前夕ꎬ “居伦运动” 在波黑拥有 １５ 所学

校ꎬ 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ꎻ 在阿尔巴尼亚设立了一

所大学、 ４ 所专科学校ꎻ 在马其顿开办了两所小学、 ６ 所专科学校ꎻ 在科索沃

建有两所专科学校ꎮ 政变发生以后ꎬ 埃尔多安将打击和清除居伦组织作为内

外政策的重点ꎮ 土耳其在政变几周前成立的官方机构马里夫基金会接管了

“居伦运动” 运营的绝大部分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ꎮ③

除了官方和非政府组织在巴尔干的援助和文化活动外ꎬ 土耳其的电视剧

在传播土耳其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土耳其电视剧展示了一个发达、
时尚的土耳其形象ꎬ 在巴尔干地区深受欢迎ꎬ 而且剧中传统伦理和现代化之

间的矛盾和张力对于处于转型中的巴尔干国家民众来说颇具吸引力ꎮ④ 在巴尔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土耳其尤努斯埃姆雷学院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ｅｅ ｏｒｇ ｔｒ / ｅｎ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ｙｕｎｕｓ － ｅｍｒｅ －
ｅｎｓｔｉｔｕｓｕꎬ ２０１９ －１１ －２５ꎮ

同上ꎮ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以后ꎬ 埃尔多安称居伦为政变的幕后策划者ꎮ 在埃尔多安的

压力下ꎬ 巴尔干地区多个居伦组织的学校被查禁和关闭ꎮ
Ａｄｒｉａｎｏ Ｒｅｍｉｄｄ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 －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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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ꎬ “拉美的电视剧被土耳其电视剧迅速取代土耳其的电视剧被认为是埃

尔多安在这一地区推介文化政策的秘密武器ꎬ 因为它成功激发了当地人对土

耳其的好奇”①ꎮ 关注土耳其电视剧的人总体上对土耳其的看法更积极ꎮ② 土

耳其在巴尔干的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善ꎬ 巴尔干国家的民众对土耳其文化的兴

趣提升ꎬ 到土耳其旅游人数增长很快ꎮ １９９７ 年巴尔干国家到土耳其旅游的人

数为 ９１ 万ꎬ ２０１２ 年这一数字达到 ３０９ 万ꎮ③

经过多年的耕耘ꎬ 土耳其的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取得了切实的成就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ꎬ 不但助推了土耳其与巴尔干

国家在经济、 文化、 教育领域的合作ꎬ 扩大了土耳其文化的传播ꎬ 还显著改

善了土耳其的国际形象ꎮ
(五) 突出经济外交ꎬ 密切与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

正发党执政后ꎬ 土耳其改变了在巴尔干传统的以安全为导向的政策ꎬ 经

济合作成为政策的重点之一ꎮ 土耳其积极引导和鼓励本国企业进入巴尔干投

资设厂ꎬ 而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前景和市场化改革则为土耳其企业带来了新的

机遇ꎮ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欧各国ꎬ 也对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发展造

成严重冲击ꎮ 欧盟经济低迷ꎬ 忙于内部改革ꎬ 扩盟的兴趣减弱ꎬ 对西巴尔干

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减少ꎮ 在此情况下ꎬ 巴尔干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更加迫

切ꎬ 努力寻求新的资金来源ꎮ 与欧盟相比ꎬ 土耳其的经济表现抢眼ꎬ 经济增

长率远超西欧各国ꎮ 此外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竞争对手希腊在金融危机中受

损严重ꎬ 也为土耳其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机会ꎮ 几乎所有的巴尔干

国家都表达了愿意与土耳其增进经济合作的意愿ꎮ④ 由于入盟进程受阻ꎬ 土耳

其更加重视该国在巴尔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土耳其与所有的

巴尔干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ꎬ 并与所有的西巴尔干国家签署人员互免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ｉｇｄｅｍ Ｂｕｇｄａｙｃｉꎬ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ꎬ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Ｔｉｍ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ｅ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ｅｎ＿ＧＢ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５

“Ｍｕｃｈ － ｌｏｖｅｄ Ｓｏａｐｓ Ｐｏｌｉｓｈ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 Ｊｕｎｅ １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ｌｋ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１８ / ｍｕｃｈ － ｌｏｖｅｄ － ｓｏａｐｓ － ｐｏｌｉｓｈ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ｉｍａｇｅ － ｉｎ －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２５

Ｍｅｈｍｅｔ Ｕｇｕｒ Ｅｋｉｎ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ＴＡ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３

Ｂｙ Ｅｋｉｎｃｉ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Ｕｇｕｒꎬ “Ａ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Ｋ Ｐａｒ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２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签证协议ꎮ 正发党正试图在巴尔干建立 “土耳其版的申根区”ꎮ①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商业活动进入快速扩张时期ꎬ 对巴尔干的贸易和投资

迅速增长ꎮ 从贸易规模看ꎬ 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贸易总额、 进口额和出口

额均有较大幅度增长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双方贸易总

额从 ３５ ７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７９ １７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４ ０１ 倍ꎻ 土耳其对巴尔干国

家出口额从 １９ ９３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０２ ４３ 亿美元ꎬ 增长了 ４ １４ 倍ꎻ 土耳其从巴

尔干国家的进口额从 １５ ８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７６ ７４ 亿美元ꎬ 增长 ３ ８４ 倍ꎮ② 考

虑到巴尔干国家较小的经济体量和低迷的经济形势ꎬ 土耳其与这一地区的贸

易额增长不可小觑ꎮ 此外ꎬ 巴尔干地区在土耳其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巴尔干在土耳其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从

５ ５％提高到 ７ １５％ ꎬ 在土耳其进口额中的比重从 ３ ０７％提高到 ３ ６４％ ꎮ③ 从

贸易伙伴看ꎬ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国家的贸易额很小ꎬ 与巴尔干国家贸易

总额的 ８４ ４％来自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希腊等非西巴尔干国家ꎮ 其中ꎬ 土耳

其对上述三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对巴尔干国家出口额的 ７７％ꎬ 进口额则高达

９３ ６％ꎮ④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ꎬ 与土耳其签署

了多项贸易协定ꎮ 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国家的贸易额增长量非常可观ꎬ 增长

了 ４００％ꎮ⑤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投资涉及多个领域ꎬ 包括通信、 交通、 金融以及建筑、
能源等行业ꎮ 近年ꎬ 土耳其资本在巴尔干的通信、 交通和金融领域最为活跃ꎮ
在阿尔巴尼亚ꎬ 土耳其财团在 ２００７ 年收购了阿尔巴尼亚电信公司ꎮ⑥ 在波黑ꎬ
２００８ 年土耳其公司收购了波黑国家航空公司 ４９％的股份ꎮ 在科索沃ꎬ 土耳其

取得了建造和运营普里什蒂纳机场的合同ꎬ 还获得价值 ７ 亿欧元的高速公路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ｉｒｇüｌ Ｄｅｍｉｒｔａ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Ｄ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３３

数据来自土耳其统计局ꎬ 由笔者测算ꎮ
据土耳其统计局网站数据ꎬ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贸易出口额为 ３６０ ５８ 亿美元ꎬ 进口额为 ５１５ ５４ 亿

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土耳其贸易出口额达 １ ４３２ １３ 亿美元ꎬ 进口额达 ２ １０７ ３ 亿美元ꎮ 参见土耳其国家统计

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５ꎮ
上述土耳其对外贸易统计数据涉及包括斯洛文尼亚、 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 １１ 个政治实体ꎬ 参

见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５ꎮ
Ｍｅｈｍｅｔ Ｕｇｕｒ Ｅｋｉｎｃ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Ｔ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０
Ｌａｖｄｉｍ Ｈａｍｉｄｉ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Ｂａｌｋａｎ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Ｓｐｒｅｅ”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ａｌｋ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 ｂａｌｋａｎ －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 ｓｐｒｅｅ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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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同ꎮ 在马其顿ꎬ 土耳其公司获得了斯科普里和奥赫里德两座机场的运

营权ꎮ① 在克罗地亚ꎬ 萨格勒布机场由土耳其公司管理和运营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土

耳其公司收购了黑山巴尔港的大部分股权ꎮ 土耳其的银行业在巴尔干扩张迅

速ꎬ 在包括塞尔维亚、 希腊在内的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ꎮ 土耳其人民银行

(Ｈａｌｋ Ｂａｎｋ) 在塞尔维亚设立了几家分行ꎮ 土耳其农业银行 (Ｚｉｒａａｔ) 在希腊

拥有多家分支机构ꎮ 土耳其还购买了阿尔巴尼亚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银

行———国家商业银行 (ＢＫＴ) ６０％的股份ꎮ②

此外ꎬ ２０１０ 年以后土耳其很多中小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巴尔干国家的制

造业和服务业ꎮ 目前ꎬ 大约有 ７ ０００ 家土耳其公司在罗马尼亚开展业务ꎮ③ 土

耳其还在罗马尼亚投资设立了不少工厂ꎮ④ 保加利亚有约 １ ５００ 家土耳其企

业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尔巴尼亚有 ４００ 多家土耳其公司ꎬ 投资达 ２６ 亿欧元ꎬ 雇员超

过 １ ５ 万人ꎮ 土耳其企业还涉足波黑、 科索沃、 马其顿和克罗地亚等国家和

地区的大型建筑和房地产项目ꎮ
土耳其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ꎮ 从经济角度

看ꎬ 与欧盟相比ꎬ 巴尔干的市场对于土耳其来说并不是很有吸引力ꎮ 然而ꎬ
从政治角度看ꎬ 密切与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ꎮ
巴尔干作为欧洲大陆与土耳其历史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ꎬ 被正发党领

导人视为土耳其在欧洲发挥影响的重要依托ꎮ 在土耳其看来ꎬ 增强在巴尔干

的地区影响ꎬ 有助于争取巴尔干乃至中东欧国家在诸如加入欧盟、 解决塞浦

路斯问题、 反对库尔德人分离活动等重要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ꎮ 通过显示自

身在巴尔干的独特影响ꎬ 土耳其可以提高在美国和欧盟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

分量ꎬ 增强在入盟问题和经贸合作上的议价能力ꎮ
综上ꎬ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ꎮ 通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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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ｂｒｉ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Ｍｏｎｅｙꎬ Ｍｏｓ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ｌｂａｎｉａꎬ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Ｋｏｓｏｖｏ”ꎬ Ｊｕｌ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ｈｙｂｒｉ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７ / ｍｏｎｅｙ － ｍｏｓｑｕｅｓ － ａｎｄ －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 － ａｌｂａｎｉａ － ｋｏｓｏｖｏ － ａｎｄ － ｂｏｓｎｉａ － ａｎｄ －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０

参见土耳其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ｎｄ － ｒｏｍａｎｉａ ｅｎ
ｍｆａ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５ꎮ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ｉｎｄｅｎ ａｎｄ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Ｉｒｅｐｏｇｌ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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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经济合作、 高层政治对话、 文化交流以及多边合作机制ꎬ 土耳其与巴尔干

国家的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ꎮ 土耳其与绝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保持了友好关

系ꎬ 并极大地改善了与塞尔维亚的关系ꎮ 经过多年的耕耘ꎬ 土耳其成功地改

善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形象ꎬ 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ꎮ

三　 土耳其巴尔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局限

如前所述ꎬ 正发党执政时期的土耳其在巴尔干实施的新政策取得了预期效

果ꎬ 但双方关系并不稳定ꎬ 未来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ꎮ 尤其是阿拉伯变局之

后ꎬ 土耳其地区外交的重点转向中东ꎬ 在巴尔干的外交动力有所减弱ꎮ 受国内

外因素影响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ꎬ 有其局限性ꎮ
(一) 巴尔干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巴尔干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依然存在ꎬ 战争和仇恨的记忆仍未远去ꎬ 导

致引发冲突的那些因素也未消除ꎮ «代顿协议» 结束了波黑内战ꎬ 但波黑各方

冲突的根源还在ꎮ 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冲

突根深蒂固ꎮ 欧盟认为 “波黑关键性的改革进展缓慢ꎬ 仍处于 ‘潜伏的、 被

冻结’ 的冲突之中”ꎮ① 除了波黑之外ꎬ 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也存在发生冲突的

可能性ꎮ 可以说ꎬ 经济危机、 政治动荡和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族群的严重对立

仍然是影响地区稳定的潜在问题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阿尔巴尼亚因传销式 “金字塔集

资” 导致金融危机ꎬ 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民众暴乱ꎬ 国内秩序失控ꎬ 最终不

得不请求欧洲国家干预ꎮ 马其顿国内信奉东正教的马其顿族和信奉伊斯兰教

的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ꎮ ２００１ 年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与马其顿

境内的阿族武装不断袭扰马其顿北部地区ꎬ 要求在马其顿建立阿尔巴尼亚族

的国家ꎬ 武装分子与马其顿政府军发生激烈交火ꎬ 导致巴尔干局势骤然紧张ꎮ
２００８ 年科索沃宣布独立ꎬ 进一步刺激了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ꎬ

其后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ꎮ 构成波黑联邦的几个政治实体的关系依然紧张ꎬ
塞族人仍然没有放弃独立的意图ꎬ 塞族共和国领导人一再宣称将在未来发起

独立公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波黑宪法法院以歧视其他族群为由ꎬ 宣布塞族共和

国将 １ 月 ９ 日作为法定节日的决议违法ꎮ 塞尔维亚总统随后宣布将在 １ 月 ９ 号

７０１

① 马细谱: «西巴尔干国家入盟道阻且长»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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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波黑ꎬ 以表明对塞族共和国立场的支持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受一系列事件的影

响ꎬ①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对抗持续升级ꎬ 甚至一度达到冲突的边缘ꎮ②

巴尔干的地区形势如此复杂多变ꎬ 而地区内部却缺少多边安全组织ꎬ 欧

盟由于在防务领域的虚弱对这一地区的安全难以有效控制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

与巴尔干各国保持了良好关系ꎬ 很大程度上在于土耳其利用了地区的和平环

境ꎬ 避免采取支持一方对抗另一方的政策ꎬ 鼓励各方对话ꎮ 一旦发生严重的

地区冲突ꎬ 土耳其可能不得不选边站队ꎬ 再次陷入类似中东的境遇ꎬ 与巴尔

干一些国家的关系也会出现大的倒退ꎮ
(二) 土耳其国内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土耳其能否在巴尔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ꎬ 其关键在于土耳其能否解决好

自身内部问题ꎬ 能否成为巴尔干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榜样ꎮ 如果土

耳其未能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ꎬ 对巴尔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势必

大幅下降ꎮ 正如波黑萨拉热窝大学学者贝德鲁丁布尔利亚维齐 (Ｂｅｄｒｕｄｉｎ
Ｂｒｌｊａｖａｃ) 所说ꎬ “土耳其要想在巴尔干承担建设性的领导者角色、 成为榜样

国家ꎬ 必须先解决好自身的国内问题ꎮ”③ 近几年来ꎬ 土耳其国内政治和经济

问题集中爆发ꎮ 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ꎬ 里拉暴跌和通货膨胀重挫了土耳

其经济ꎻ 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中断ꎬ 土耳其东南部重燃战火ꎻ 土耳

其介入叙利亚内战后ꎬ “伊斯兰国” 等宗教极端势力接连在土耳其发起恐怖

袭击ꎬ 甚至蔓延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ꎻ 土耳其的民主化和入欧

进程逆转ꎬ 埃尔多安建立集权体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ꎬ 在国内控制媒体、
打击反对派ꎬ 逮捕异见人士ꎬ 外交上与美国、 欧盟和中东国家的关系恶化ꎬ
在国际上的形象严重受损ꎮ “土耳其模式” 褪色ꎬ 土耳其对周边国家的吸引

力在下降ꎮ

８０１

①

②

③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１６ 日ꎬ 科索沃塞族政治家奥利弗伊万诺维奇在科索沃遇刺身亡ꎻ ９ 月 ２９ 日ꎬ 科

索沃特种部队占领了位于科索沃北部由塞尔维亚控制的齐沃达水电站蓄水湖通道ꎬ 塞尔维亚宣布国家

武装力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ꎻ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塞尔维亚阻止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后ꎬ 科索沃宣布将

对塞尔维亚商品的进口税提高 １００％ ꎻ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科索沃决定将其安全部队升格为军队ꎬ 塞尔维亚警

告称这一举动会引发军事反应ꎮ
“Ｋｏｓｏｖｏ － Ｓｅｒｂｉａ Ｓｔａｎｄ ｏｆｆ Ｗｉｌｌ Ｌｉｋｅｌｙ Ｅａｓｅꎬ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ａｙ”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ｌｋ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９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ｆｏｒ － ｋｏｓｏｖｏ － ｓｅｒｂｉａ －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 － ｒｅｍａｉｎｓ －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
１１ － ２８ －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０

Ｂｒｌｊａｖａｃ Ｂｅｄｒｕｄｉ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 Ｄｏ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ꎬ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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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还将国内政治带入到外交领域ꎮ 正发党经常利用外交来服务于国

内政治ꎬ 通过媒体 “向国内民众证明我们的政策在国外是多么成功ꎬ 以此来

吸引选民”①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正发党再次在选举中获胜ꎬ 埃尔多安在演说中不

仅向土耳其国民ꎬ 还向 “巴格达、 开罗、 萨拉热窝、 巴库、 尼科西亚和其他

地方的兄弟姐妹们” 表示感谢ꎮ 在土耳其媒体的渲染下ꎬ 土耳其民众相信巴

尔干国家对土耳其充满羡慕和赞赏ꎬ 相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非常成功ꎬ
但这与事实还是有差距ꎮ② 土耳其很多学者认为正发党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宗

教和文化动机ꎬ 共和人民党就批评正发党的政策是 “新奥斯曼主义”ꎬ 受到伊

斯兰宗教动机的驱动ꎮ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ꎬ 埃尔多安称居伦是政变的幕后策划者ꎬ

打击居伦及其支持者俨然成为正发党内外政策的首要目标ꎬ 包括清理在巴尔

干国家由 “居伦运动” 出资、 管理的学校和社会服务项目ꎬ 这些曾经是土耳

其在巴尔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产ꎮ 由于埃尔多安和居伦决裂ꎬ 埃尔多安在

国际上向各国施压ꎬ 要求关闭 “居伦运动” 在海外的相关机构ꎬ 并将该组织

的骨干引渡回国ꎮ 在巴尔干ꎬ 埃尔多安向波黑、 马其顿、 保加利亚、 阿尔巴

尼亚以及科索沃等国施压ꎬ 要求关闭居伦组织开设的学校和项目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他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誓言 “将在巴尔干清除居伦组织的势力和影

响”ꎮ③ 对此ꎬ 巴尔干国家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ꎬ 不少国家在引渡居伦支持者

这一问题上并不情愿ꎬ 表现消极ꎮ 由于 “居伦运动” 在巴尔干经营多年ꎬ 已

经建立起一个庞大并广受当地精英认可的教育网络ꎬ 埃尔多安与居伦的冲突

和权力之争严重损害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软实力ꎮ
一些土耳其军人政变后逃往希腊避难ꎬ 正发党政府要求引渡这些 “叛国

者和犯罪分子”ꎬ 被希腊拒绝ꎮ 土、 希为此发生争吵ꎬ 给未来的土希关系蒙上

了一层阴影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埃尔多安访问希腊ꎬ 这是 ６０ 年来土耳其总统首

次访问希腊ꎬ 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ꎬ 但是埃尔多安在会谈中提到希腊境内的

９０１

①

②

③

Ｊｕｄｉｔ Ｂａｌáｚｓꎬ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０

Ｋａｄｒｉ Ｒｅｎｄ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６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ｔｏ ‘ Ｒｏｏｔ Ｏｕｔ ’ ＦＥＴＯ ｆｒｏｍ Ｂａｌｋａｎｓ ”ꎬ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ａａ ｃｏｍ ｔｒ / ｅｎ / 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ｕｒｋｅｙ － ｐｌｅｄｇｅｓ － ｔｏ － ｒｏｏｔ － ｏｕｔ － ｆｅｔｏ － ｆｒｏｍ － ｂａｌｋａｎｓ / ９３３０２１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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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权利ꎬ 令希腊领导人非常不快ꎮ 让希腊

更加警惕的是ꎬ 埃尔多安提到土、 希领土纠纷问题ꎬ 在希腊看来ꎬ 土耳其试

图重修 １９２３ 年划定土、 希现有边界的 «洛桑条约»ꎮ① 从凯末尔建国以来ꎬ 土

耳其一直避免主动挑起与希腊的领土纠纷ꎬ 埃尔多安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巴

尔干邻国的不安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随着东地中海油气争端加剧和塞浦路斯问题的

重新发酵ꎬ 土耳其与希腊关系重新趋于紧张ꎮ 随着土耳其加强在地中海东部

的能源勘探活动并与利比亚达成海洋划界协议ꎬ 土、 希两国之间的裂痕日益

加深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土耳其宣布将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

改为清真寺ꎬ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ꎬ 其中希腊反对的声音最为激烈ꎬ 称土

耳其的举动是 “对文明世界的公开挑衅”ꎮ② 此外ꎬ 叙利亚难民问题正在对土

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ꎬ 埃尔多安威胁欧盟要开放西北边境ꎬ
在难民问题上 “开闸放水”ꎮ 而巴尔干国家是难民进入欧洲的第一站ꎬ 此举势

必引起巴尔干国家的不满ꎬ 有可能导致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紧张ꎮ
(三) 巴尔干国家对 “新奥斯曼主义” 的疑虑

正发党巴尔干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领导人将奥斯曼遗产过分理想化的

倾向ꎮ③ 土耳其在巴尔干热衷于强调共同的历史和宗教ꎬ 却忽视了其他国家尤

其是信奉基督教国家的感受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埃尔多安在科索沃发表演说时说

“科索沃是土耳其ꎬ 土耳其是科索沃”ꎬ 借此表达二者之间的政治、 经济、 社

会、 文化的相似性ꎮ④ 对此ꎬ 塞尔维亚认为这些言论是对其主权的侵犯ꎬ 要求

土耳其道歉ꎮ 被土耳其拒绝后ꎬ 塞尔维亚决定取消两国间的部分合作协议ꎬ
并搁置与土耳其的高层对话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塞尔维亚宣布不再参加原定 １２ 月举行

的三方会议ꎬ 波黑、 塞尔维亚、 土耳其三边对话机制也陷入停滞ꎮ 即使在两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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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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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时期ꎬ 土耳其在塞尔维亚的形象有所改善ꎬ 但是塞尔维亚

对土耳其积极游说国际社会承认科索沃独立仍然感到不安ꎮ 随着土耳其政客

频繁提及 “在科索沃、 马其顿、 波黑的穆斯林兄弟”ꎬ 塞尔维亚开始怀疑土耳

其的真实意图ꎮ 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土耳其正在推行 “新奥斯曼主

义”ꎬ 在巴尔干推行泛伊斯兰主义ꎬ 企图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ꎮ 波黑的塞族共

和国领导人对土耳其的批评从未停止ꎬ 甚至将塞尔维亚改善和土耳其关系的

举动视为 “背叛”ꎮ 土耳其过分宣扬奥斯曼遗产的政策阻碍了与塞尔维亚、 罗

马尼亚、 保加利亚、 希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ꎮ 未来ꎬ 土耳其巴尔干政策能否

取得更大的成效ꎬ 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取得巴尔干非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群

体的理解和支持ꎬ 消除他们内心深处的疑惧ꎮ
即使是巴尔干的穆斯林ꎬ 内部也存在对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 的反对

声音ꎮ 尽管有共同的伊斯兰纽带ꎬ 阿尔巴尼亚人和波黑的穆族也并非所有人

都对奥斯曼遗产持正面看法ꎮ １９ 世纪有两次针对奥斯曼政府的反叛便由阿尔

巴尼亚人和波黑的穆斯林发起ꎮ① 虽然将土耳其视为友好国家ꎬ 阿尔巴尼亚对

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在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活动持怀疑和谨慎态度ꎬ 担心它们可

能破坏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和谐ꎮ② 土耳其要求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修改历史教

科书里关于 “奥斯曼征服者” 的提法ꎬ 希望将奥斯曼时代描绘为带来文明的

时代ꎬ 激起了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ꎬ 认为这是文化侵略ꎮ
(四) 土耳其的实力局限和欧美的潜在制约

土耳其在巴尔干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实力来支撑自己宏大的目标ꎮ 与欧盟

和美国相比ꎬ 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在一个层级ꎬ 无力与欧美全

面竞争ꎮ 阿拉伯变局以来ꎬ 土耳其的外交重点转向中东ꎮ 尽管土耳其在巴尔

干的经济活动仍在增加ꎬ 但对巴尔干的外交投入有所减弱ꎮ 未来几年内ꎬ 土

耳其外交的重点在于如何解决局势崩坏的叙利亚问题ꎬ 如何应对美欧的压力ꎮ
因无暇顾及巴尔干ꎬ 土耳其对巴尔干的外交和经济资源投入会进一步减少ꎮ

土耳其的综合实力限制了它的外交能力ꎮ 在巴尔干ꎬ 欧盟和美国仍然是

最具影响力的力量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那些关系亲密的伙伴国家ꎬ 在外交问

题上也不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土耳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联合国安理会就制裁伊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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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 １８３１ ~ １８３３ 年 “大阿尔巴尼亚起义” 与 １８７８ ~ １８８１ 年普里兹伦起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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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号决议进行表决ꎬ 土耳其投了反对票ꎬ 而与土耳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波黑

则投了赞成票ꎮ ２０１０ 年 “袭船” 事件发生后ꎬ 土耳其在 “东南欧合作进程”
会议上谴责以色列ꎬ 被土耳其寄予厚望的巴尔干国家并没有明确支持土耳其

的立场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地位问题投票ꎬ 尽管土耳其事

先努力游说巴尔干国家投赞成票ꎬ 但除了希腊和塞尔维亚外ꎬ 其他包括阿尔

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国家都投了弃权票ꎮ
欧盟对巴尔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ꎬ 西巴尔干国家的贸易和外来投资额的

７０％以上来自欧盟国家ꎮ 西巴尔干国家普遍将入盟视为最重要的战略ꎬ 在它

们看来ꎬ 除了融入欧洲、 加入欧洲一体化外别无选择ꎮ 美国在巴尔干安全事

务中处于主导地位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最为亲近的伙伴阿尔巴尼亚、 波黑同时

也是最为亲美的国家ꎮ 可以说ꎬ 土耳其在西巴尔干地区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影

响力ꎬ 但土耳其不会对欧盟在巴尔干的利益形成太大的挑战ꎮ①

欧盟将巴尔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ꎬ 巴尔干国家则普遍将加强与欧盟的

关系视为本国最优先的外交方向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ꎬ 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于欧盟的 “稳定器” 角色和双方共同

的入盟愿景ꎮ 当前ꎬ 土耳其与美欧之间龃龉不断ꎬ 入盟前景黯淡ꎮ 如果土耳

其迟迟未能获得入盟的承诺ꎬ 很可能会在巴尔干放弃与欧盟的合作ꎬ 追求自

己独立的政策和利益ꎬ 如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和政治合作ꎮ ２００８ 年之后ꎬ 欧

盟受金融危机影响ꎬ 对西巴尔干的关注和投入减弱ꎬ 这使得土耳其可以乘虚

而入ꎮ 随着欧盟经济恢复ꎬ 对巴尔干投入增多ꎬ 土耳其的经济影响将被削弱ꎮ
迄今为止ꎬ 土耳其一直表态支持西巴尔干所有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ꎬ 大致符

合欧盟和美国的利益ꎮ 但是土耳其撇开欧盟ꎬ 强化与塞尔维亚的战略关系ꎬ
并在巴尔干穆斯林地区实行文化渗透ꎬ 让欧盟国家心存芥蒂ꎮ 事实上ꎬ 土耳

其在巴尔干迅速扩大的影响确实引起了欧盟国家的疑虑ꎮ 法国总统马克龙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称ꎬ “不希望巴尔干半岛回到俄罗斯和土耳

其的轨道”ꎮ② 一旦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引起欧盟甚至美国实质性反制ꎬ 土耳

其的活动空间会被大幅挤压ꎮ

２１１

①

②

Ｌｉｒｉｄｏｎ Ｌｉｋａꎬ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ｒ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ꎬ ＩＡＰ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６９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Ｗｏｒｒｉｅｓ ＥＵ”ꎬ Ａｈｖａｌ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ｈｖａｌ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ｂａｌｋａｎｓ － ｔｕｒｋｅｙ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ｂａｌｋａｎｓ －ｗｏｒｒｉｅｓ － ｅｕꎬ ２０１９ －１１ －２５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四　 结语

冷战结束后ꎬ 土耳其逐渐将周边外交提升到战略高度ꎬ 试图通过主动改

善与周边国家关系ꎬ 积极参与周边事务ꎬ 来增强土耳其在中东、 高加索和巴

尔干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影响ꎬ 最终谋求在上述 ３ 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ꎬ 进

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角色ꎮ 从实践层面来看ꎬ 土耳其在中东面临伊

朗、 以色列、 沙特、 埃及等地区强国的竞争ꎬ 在高加索则遭遇俄罗斯的阻击

和掣肘ꎬ 唯独在巴尔干具有 “鹤立鸡群” 般的优势ꎬ 无论是经济实力、 人口

数量、 领土面积等各项指标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ꎮ 与中东相比ꎬ 巴尔干是土

耳其外交实践更为容易的地区ꎮ 相比阿拉伯变局后中东政策的剧变ꎬ 土耳其

在巴尔干的政策基本保持了连续性ꎬ 并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地缘和历史是理解土耳其巴尔干政策乃至国家对外政策演变的两把钥匙ꎮ

从凯末尔到厄扎尔ꎬ 再到达武特奥卢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经历了重大的

调整ꎮ 政策的变化源于土耳其政治精英对奥斯曼遗产以及土耳其自身和巴尔

干地缘特性的不同理解和认知ꎮ 正发党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对巴尔干的历史认

知和地缘想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 不再将巴尔干视为 “伤心之地” 和国家

安全威胁的来源ꎬ 达武特奥卢等人将奥斯曼遗产以及土耳其与巴尔干的历史

联系视为土耳其在巴尔干发挥特殊影响的战略资源ꎬ 将巴尔干视作土耳其谋

求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ꎮ 由此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呈现出范式性的转变ꎬ
具有了新特点ꎮ 土耳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参与巴尔干事务ꎬ 与欧盟、
美国和俄罗斯一起成为影响巴尔干地区格局的主要力量ꎮ 在巴尔干ꎬ 土耳其

的政策目标由配合西方战略转而奉行独立的政策ꎬ 谋求成为在巴尔干具有特

殊影响的关键力量ꎻ 奉行 “邻国零问题” 外交和 “积极进取” 外交理念ꎬ 与

巴尔干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ꎻ 改变传统的不介入政策ꎬ 多次发起重要的外交

倡议ꎬ 在冲突的各方之间积极发挥调解作用ꎬ 以促进地区问题的解决ꎻ 由以

往以 “安全” 为导向的政策转而实行包括经济外交、 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在

内的综合外交ꎮ 土耳其在巴尔干国家穆斯林社群中延续了其具有特殊而关键

的宗教和文化影响ꎬ 成为参与巴尔干事务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ꎮ 土耳其与塞

尔维亚和马其顿成为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ꎬ 与希腊、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等

已入盟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合作亦有所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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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政策走向ꎬ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欧盟的关系ꎮ 欧盟

历来将巴尔干视为自己的后院ꎬ 将巴尔干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ꎬ 对巴尔干国

家的投资和援助高居榜首ꎬ 对巴尔干具有关键性的影响ꎮ 近年ꎬ 土耳其在巴

尔干的政策之所以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ꎬ 在很大程度上与土耳其入欧进程开

启有关ꎮ 入盟前景缓解了巴尔干国家对土耳其的疑虑ꎬ 这是双方关系改善的

重要基础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土耳其有效改善了与希腊的关系ꎬ 其中欧盟的

作用最为关键ꎮ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ꎬ 土耳其和希腊在东地中海问题的争端持续发

酵ꎬ 与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恶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ꎮ 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

进程陷入僵局时ꎬ 在巴尔干构建一种土耳其主导甚至取代欧盟的 “巴尔干共

同体”ꎬ 对于土耳其似乎更有吸引力ꎮ 如果欧盟彻底关闭土耳其入盟的大门ꎬ
失望的土耳其势必会寻求自己版本的巴尔干合作议程ꎬ 可能会打乱欧盟在巴

尔干的布局ꎮ 但是这种政策能否取得土耳其预期的效果仍然存疑ꎬ 而且包含

着很大的风险ꎮ
巴尔干国家大多将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ꎬ 西巴尔

干国家则普遍将加入欧盟作为最优先的战略目标ꎬ 它们对土耳其存在不小的

疑虑ꎬ 对土耳其重返巴尔干的 “新奥斯曼主义” 仍然抱有极大的警惕ꎮ 尤其

是在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以后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外交显露出一些危

险的信号ꎬ 给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ꎮ 达武特奥卢去职

以后ꎬ 土耳其在巴尔干政策中非理性的一面凸显ꎬ 服务国内政治的色彩愈加

浓厚ꎬ 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在逐渐减弱ꎮ 正发党执政前期ꎬ 土耳其那些曾经

引以为傲的软实力ꎬ 如运行良好的伊斯兰民主、 稳定有序的国内政治、 充满

活力且快速发展的经济、 世俗与宗教并存的社会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前景
成为吸引巴尔干国家的重要因素ꎬ 同样也是巴尔干国家密切与土耳其合作的

主要因素ꎮ 但近几年来ꎬ 随着土耳其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政治与外交的异变ꎬ
这些因素正在快速消失ꎮ 曾经一度引起外界热议的 “土耳其模式” 黯然褪色ꎮ
在可预见的将来ꎬ 土耳其社会的分裂将继续加深ꎬ 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

系将面临新的考验ꎮ 当然ꎬ 基于共同的历史、 宗教和族裔联系ꎬ 土耳其对巴

尔干的穆斯林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力ꎬ 只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景悬

而未决ꎬ 土耳其仍将是影响巴尔干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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