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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 在叙利

亚的军事行动、 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

立ꎬ 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ꎬ 再次引发了土

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ꎮ 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 “集体威慑” 并不能给自己带

来安全保障ꎬ 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ꎮ 冷

战结束后ꎬ 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ꎬ 北约联

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 “恐怖主义”ꎮ 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

义威胁时ꎬ 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ꎬ
土耳其成为令北约 “头疼的伙伴”ꎮ 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ꎬ 以及

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ꎬ 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ꎬ 又要看国际地缘

政治格局的变化ꎬ 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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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在北约集团准备接纳芬兰和瑞典为成员以作为对俄罗斯的

“重大地缘战略胜利” 之际ꎬ 土耳其突然威胁要对芬兰、 瑞典行使否决权ꎮ 尽

管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最终投了赞成票ꎬ 但土耳其的行为在北约内部及国际

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ꎮ 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ꎬ 尤其是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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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１７ＪＺＤ０３６)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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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ꎮ
其实ꎬ 早在冷战期间土耳其与北约就摩擦不断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因为

塞浦路斯问题ꎬ 土耳其社会要求退出北约的呼声高涨ꎬ ２０１９ 年又因土耳其购

买及其之后接收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防空系统ꎬ 以及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而与

北约关系紧张ꎬ 土耳其威胁退出北约ꎬ 西方国家也在不约而同考虑土耳其在

北约的未来ꎬ 如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推出了 «土耳其的北约未来: 在联盟

依赖、 俄罗斯与战略自主之间的选择» 的研究报告ꎬ① 美国的兰德公司也发布

了题为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路线: 对美土战略伙伴关系和美国军队的影响»
的报告ꎬ② 讨论土耳其与北约及美国的关系ꎮ 本文拟简要回顾历史上土耳其与

北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ꎬ 分析当前土耳其与北约联盟之间的张力及未来的发

展前景ꎮ 鉴于谈论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无法回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ꎬ 因此ꎬ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实际上是 “土耳其—美国—北约的三边关系”ꎬ③ 本文也将

结合土耳其—美国—北约的关系进行讨论ꎮ

一　 有关土耳其北约身份的争论

近年来ꎬ 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身份广受西方世界质疑ꎬ 主要聚焦如下几个

事件:
(一) 土耳其购买并接收俄罗斯 “Ｓ －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土耳其不顾美国及北约的警告和反对ꎬ 从俄罗斯接收了第

一套 “Ｓ － ４００” 防空系统ꎮ 对于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ꎬ 时

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曾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致信土耳其国防部ꎬ 明确警告土耳其有可能破坏与北约伙伴的关系ꎬ 美国

也将停止土耳其参与 “Ｆ － ３５” 计划ꎬ 要求土耳其在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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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 “改变航向ꎮ”①

对于美国的警告ꎬ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做出了强

烈回应: 如果美国及北约在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问题上制裁土耳其ꎬ 土耳其

将考虑关闭北约在土耳其的英吉利克 ( Ｉｎｃｉｒｌｉｋ) 和库雷奇克 (Ｋüｒｅｃｉｋ) 两个

军事基地ꎮ②虽然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问题主要是一场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双

边争端ꎬ 但对土耳其的长期战略方向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打上了问号ꎮ
正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库尔德及土耳其问题资深专家加利普达莱在其题

为 «北约病夫» 的文章中所言ꎬ 由于土耳其独特的历史、 地缘战略地位和国内

政治状况ꎬ 该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北约内部的摩擦源ꎬ 但如土耳其购买 “Ｓ －４００”
导弹系统事件所示ꎬ 土耳其正在 “前所未有地考验其盟友的容忍度”ꎮ③ 最

终ꎬ 美国的制裁并没有使土耳其受挫ꎬ 反而大大助长了土耳其同美国斗争的

勇气和底气ꎬ 甚至在土耳其政府官员眼里美国和北约是 “纸老虎”ꎮ④

(二)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ꎬ 土耳其与其他北约成员国在政策选择方

面一直相左甚至相互对立ꎬ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尤其如此ꎮ 土耳其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的 “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的 “橄榄枝行动”ꎬ 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的 “和平之泉行动”ꎬ 对北约联盟而言都是土耳其的 “单边行

动”ꎬ 事先未与北约进行协调沟通ꎬ 尽管事先协调沟通是北约成员国的义务ꎮ
如果说在叙利亚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年即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土耳其对美

国奥巴马政府和北约不愿意推翻阿萨德政权仅仅感到失望ꎬ 那么 ２０１６ 年之后

土耳其与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则走向了相互对立的路线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间ꎬ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 (ＹＰＧ)ꎬ 土耳其则从

与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的接触与公开和解进程ꎬ 历史性地转变为对库尔德

工人党实施严厉的军事打击ꎬ 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优先事项也随之从推翻阿萨

德政权转向打击人民保卫军、 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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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

上的路线图ꎬ 重点是反对库尔德独立和支持叙利亚国家主权与统一ꎮ① 随着普

京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土耳其未遂政变中对埃尔多安的支持ꎬ 因击落战机事件造

成的土俄关系紧张局面迅速改变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俄罗斯允许土耳其进入

叙利亚开展 “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ꎮ 土耳其公开的口号是为了摧毁 “伊斯兰

国”ꎬ 其实更是为了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沿线的库尔德自治区中间打入一个

“楔子”ꎮ
土耳其与俄罗斯之后的合作不断加深ꎬ 直至与俄罗斯在阿斯塔纳进程中

进一步 “结盟”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 伊朗和土耳其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

叙利亚停火的谈判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会议继续在阿斯塔纳举行ꎬ 其成果是在

２０１７ 年夏季建立 “缓冲区”ꎮ 阿斯塔纳进程的 “担保方” ———土耳其、 俄罗

斯和伊朗三国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在索契再次会面ꎬ 讨论冲突后的叙利亚政治解

决方案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土耳其、 俄罗斯、 伊朗 ３ 个阿斯塔纳进程国家首

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ꎬ 并发表联合声明ꎬ 再次强调叙利亚主权、 独

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ꎬ 反对美国在叙利亚的非法掠夺等行为ꎮ
对土耳其而言ꎬ 与俄罗斯、 伊朗的结盟不仅体现了其在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冲

突爆发时反阿萨德立场的明显转变ꎬ 还使之在叙利亚战争中既扮演军事角色ꎬ
又在决定叙利亚未来的谈判桌上扮演政治角色ꎮ 而在叙利亚战争最初几年努

力与北约盟友保持一致时ꎬ 土耳其根本就没有机会扮演上述两种角色ꎮ 而且ꎬ
相较于对美国和北约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ꎬ 土耳其在对俄罗斯关系中地位却

是越来越趋向平等ꎮ②

面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一系列行动ꎬ 北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旁观者ꎮ 作

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ꎬ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以阿斯塔纳模式与俄罗斯和伊朗密切

协调政策ꎬ 并毫不犹豫地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ꎬ 与北约亦无协调磋商ꎬ 相

悖于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安全政策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

受 «经济学人» 采访时才哀叹北约已 “脑死亡”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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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耳其对东部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声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地中海海域

边界的协定①ꎬ 这引起希腊、 塞浦路斯以及其他相关欧盟国家的不满ꎬ 因为在

这些国家看来ꎬ 土耳其和利比亚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海上边界ꎬ 它们中间还隔

着希腊的几个岛屿ꎬ 如克里特岛等ꎮ 希腊顾及土耳其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关系ꎬ
没有对土耳其采取过激措施ꎬ 但驱逐了利比亚大使ꎬ 以示其对希腊主权不尊

重的惩戒ꎮ 与此同时ꎬ 欧盟同意对参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海域勘探的公司和

个人采取制裁措施ꎬ②美国国会则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通过了两项支持塞浦路斯的

法案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初ꎬ 希腊总理克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表示ꎬ 希腊在与土耳

其的海上争端中将请求北约支持ꎮ 土耳其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战斗机频繁侵入

希腊领空ꎬ 根据有关报道ꎬ 有一天曾有多达 ４０ 架次军机入侵希腊ꎬ 由此引发

两个北约盟国之间的模拟混战ꎮ④ 土耳其的行为如同在叙利亚问题上一样ꎬ 表

明它不会回避对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对抗行动ꎬ 土耳其的长期战略、 土耳其

在北约的未来因而再次受到质疑ꎮ
(四) 土耳其对于乌克兰危机中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事宜的态度

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升级事件中ꎬ 西方国家本来希望此事件

会迫使埃尔多安重新考虑他与普京的关系ꎬ 但事实是他不仅威胁否决芬兰、
瑞典的加入北约申请ꎬ 阻止北约的进一步东扩ꎬ 还声称将对美国支持的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发动新的攻势ꎬ 并进一步加剧与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的紧张

关系ꎬ 引发西方和土耳其的一些权威人士再次讨论北约同土耳其是否应该分

道扬镳ꎮ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土耳其是否是俄罗斯在北约的

卧底?» 的文章ꎬ 认为 “土耳其是北约联盟里的害群之马”ꎮ 哈德逊研究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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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研究员、 前北约助理秘书长马歇尔比林斯莱表示ꎬ “土耳其今天的行为正

是它在该地区一贯玩儿的把戏ꎬ 它只在乎自身利益ꎬ 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与

北约的利益背道而驰ꎮ” 费城中东论坛主席丹尼尔派普斯认为ꎬ “从 １９５２ 年

到 ２００２ 年ꎬ 土耳其曾是北约非常好的盟友ꎬ 但在过去 ２０ 年里ꎬ 它是一个非

常糟糕的盟友ꎬ 甚至连盟友都算不上它奉行敌视北约的政策ꎻ 它咄咄逼

人地对待北约成员国ꎬ 如希腊ꎻ 它入侵叙利亚ꎬ 用叙利亚移民威胁欧洲ꎮ 土

耳其政府将对欧关系视为交易关系ꎮ”① 在派普斯看来ꎬ １９５２ 年到 ２００２ 年间

土耳其一直是北约的好盟友有点罔顾历史ꎬ 但最近 ２０ 年来土耳其与北约越来

越不和谐确是事实ꎮ
«经济学人»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刊登了一篇题为 «土耳其给北约带来的麻

烦是否大于它的价值?» 的文章ꎬ 文中引用了土耳其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德夫莱

特巴赫切利对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土耳其与北约紧张关系的看法: “离开北

约应该被提上议程”ꎮ 考虑到土耳其民族行动党与正发党现在是执政联盟ꎬ 因

此ꎬ 巴赫切利的看法可以被看作是土耳其政府的一种姿态ꎮ 文章还特别指出ꎬ
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也习惯于认为土耳其最大的威胁是西方而不是俄罗

斯ꎮ② 尽管土耳其方面言辞激烈ꎬ 但文章同时认为ꎬ 这并不是土耳其和北约关

系的末日ꎬ 土耳其退出或被驱逐出北约是不切合实际的ꎮ 一方面ꎬ 北约甚至

都 “不愿想到没有土耳其的北约”ꎻ 另一方面ꎬ 对土耳其而言ꎬ 除了北约ꎬ 还

“没有可靠的替代方案”ꎬ 即使埃尔多安下台ꎬ “土耳其仍可能是北约的一个头

疼问题ꎬ 但这是北约不得不忍受的一个头疼问题”ꎮ③

事实上ꎬ 国际上众多研究土耳其问题的智库机构也对土耳其与北约的关

系展开了热烈讨论ꎮ 斯德哥尔摩大学土耳其研究所的保罗莱文认为ꎬ 像使

用否决权这样的激烈言辞会不断出现ꎬ 因为在土耳其与其他北约盟友之间有

一个根本性的 “推动力” 在不断将它们分开ꎬ 那就是 “土耳其的天然家园不

一定再是世俗民主国家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了”ꎮ 巴黎托马斯莫尔研究所

的让 －西尔维斯特雷蒙哥瑞尼尔则认为ꎬ 不能仅从 “机会主义” 或 “交易

性外交” 去认知土耳其ꎬ 如果考虑一下土耳其的心理潜意识及其地缘政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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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可以看出ꎬ 大多数土耳其民众都对西方不满ꎬ 正发党已不再想成为西方

俱乐部的荣誉成员ꎬ 他们将自己视为从北非到大中东地区以及东南亚的灯塔

国家ꎮ 从大战略的角度及长远来看ꎬ 西方必须考虑到并着手准备失去土耳其

这个盟友ꎮ①

上述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龃龉与摩擦争吵ꎬ 看似是双边关系问题ꎬ 如购

买 “Ｓ － ４００” 防空系统问题、 地中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ꎬ 或单一事件上的分

歧ꎬ 如叙利亚问题、 芬兰瑞典入北约等ꎬ 其实是土耳其与北约结构性矛盾的

体现ꎮ 北约最核心的使命是 “集体威慑”ꎬ 这也是土耳其 １９５２ 年加入北约时

所致力于追求的ꎬ 但购买 “Ｓ － ４００” 问题反映出了土耳其对 “集体威慑” 的

不满ꎬ 或者说土耳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不到来自北约的 “保障”ꎻ 而叙利亚

问题、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问题ꎬ 则显示出土耳其国家利益与北约集团利益

之间的不一致ꎬ 甚至是根本对立ꎮ 叙利亚问题以及威胁否决芬兰、 瑞典加入

北约等问题ꎬ 其背后是库尔德人问题ꎬ 北约以反恐或者民主、 人权的名义支

持库尔德势力ꎬ 却是对土耳其国家核心利益的巨大侵犯ꎮ

二　 土耳其与北约结构性矛盾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奥斯曼土耳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ꎬ 而面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ꎬ 土耳其只有两个战略目标: 避免卷入战争ꎬ 并尽力同各方保持

合作以维护国家利益ꎬ 这也是土耳其直到最后阶段才参战的原因ꎮ② 面对苏

联的领土要求ꎬ 以及 «苏土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的终止③ꎬ 土耳其倍感孤零

无助ꎮ 美国的杜鲁门主义为土耳其提供了军事和基础设施的帮助ꎬ 土耳其在

１９５２ 年成功加入北约ꎮ④ 但土耳其加入北约不久ꎬ 彼此间就出现了结构性

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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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巴导弹危机引发土耳其与美国及北约之间的嫌隙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ꎬ 要求美国撤走部署

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ꎬ 同时宣布苏联无意入侵土耳其ꎮ 他也希望肯尼迪对

古巴做出类似的承诺ꎬ 以此作为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方案ꎮ 当天ꎬ 白宫内部

对赫鲁晓夫的信件进行了讨论与谋划ꎬ 决定让肯尼迪总统的弟弟、 时任司法

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会晤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Ｄｏｂｒｉｎｉｎ)ꎬ 并告知他: 如果苏联把导弹从古巴撤走ꎬ 美国将无意入侵古巴ꎻ
同时ꎬ 美国也会尽快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ꎮ 对于这一行动安排ꎬ
当时白宫要求参会人员严格保密ꎮ 同日ꎬ 肯尼迪总统也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

信ꎬ 信中明确提出: 只要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ꎬ 美国就解除对古巴的

封锁ꎬ 但与此相关的美国从土耳其撤走朱庇特导弹之事并未提及ꎬ 而此事则

由多勃雷宁转告赫鲁晓夫ꎮ 当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导弹ꎬ 肯尼迪给北约国家

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写了封信ꎬ 告诉他们美国并没有把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

导弹作为谈判的筹码ꎮ①

古巴导弹危机解除后ꎬ 土耳其的第一反应是盛赞美国ꎬ 因为美国不仅避

免了核战争ꎬ 还确保了土耳其的安全ꎬ 没有把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之

事做交易ꎮ 当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美国提出要撤走朱庇特导弹之时ꎬ 土耳其政府

还以为北约是要将之升级为更为先进的北极星潜射导弹系统ꎬ 最终却发现自

己被华盛顿愚弄了ꎮ 土耳其与美国及北约之间的嫌隙由此形成ꎮ 美国在处置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欺骗行为使土耳其认识到: 其一ꎬ 华盛顿的决策有可能会

危害土耳其的国家安全ꎬ 甚至危及土耳其的生存ꎬ 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被严

重动摇ꎬ 由此激起了土耳其的反美情绪ꎻ 其二ꎬ 土耳其单一维度的西向外交

政策存在缺陷ꎬ 遂开始寻求多维外交ꎬ 同更多的国家建立联系ꎻ 其三ꎬ 在涉

及国家利益时ꎬ 土耳其应该先斩后奏ꎬ 先单边行动ꎬ 然后再去与盟国协调沟

通ꎮ②此后ꎬ 土耳其的诸多重大外交政策选择都印证了这一点ꎬ 包括扩大与苏

联的合作、 自行解除鸦片种植禁令、 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预ꎬ 乃至后来与

俄罗斯签署购买 “Ｓ － ４００” 导弹系统协议ꎬ 对叙利亚、 俄罗斯、 伊朗的政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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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否决芬兰、 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等ꎬ 都是一种 “国家利益至上” 的战略自

主外交政策体现ꎮ
(二) 塞浦路斯问题使土耳其反思对北约安全依赖的可靠性

如果说古巴导弹危机让土耳其处理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警醒ꎬ 那么之后

发生的塞浦路斯问题则彻底暴露了土耳其与美国及北约间的结构性矛盾ꎮ①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ꎬ 因 “血腥的圣诞节” 事件土耳其总统杰马尔古尔塞勒

致函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ꎬ 要求美国立即对塞浦路斯希腊人施压ꎬ 停止对

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杀戮ꎮ 大选在即ꎬ 约翰逊不愿丢掉 ３００ 多万希腊裔美国

人的选票ꎬ 遂消极对待土耳其的请求ꎮ 之后ꎬ 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

说服大国民议会ꎬ 决定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预ꎮ 在土耳其为军事干涉行动

做准备的时候ꎬ 约翰逊总统于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５ 日给伊诺努总理写了一封信ꎬ 主

要内容包括: 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土耳其ꎬ 土耳其不能在事先没有与美国沟

通的情况下就采取单方面行动ꎻ 土耳其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与 １９６０ 年的 “保证

条约” 另外两个保证国 (英国和希腊) 协商ꎻ 军事干预会导致北约两个成员

国 (土耳其和希腊) 交战ꎬ 这是北约绝对不能接受的ꎻ 如果土耳其在没有得

到北约盟国同意和理解的情况下采取了导致苏联干预的步骤ꎬ 北约盟国将不

会承担保护土耳其免受苏联侵害的义务ꎻ “根据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与土耳其签订的

协议第四条ꎬ 贵国政府必须获得美国的同意ꎬ 才能将通过军事援助提供的设

备和材料用于提供此类援助的目的以外的事项美国不能同意使用美国提

供的任何军事设备进行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预”②ꎮ
约翰逊的这封信对于土耳其关于美国和北约的信念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

性的ꎮ 正如伊诺努在之后的回信中所言: 约翰逊的信给人一种印象ꎬ 即美国

和土耳其对北约联盟的性质及其基本原则存在巨大分歧ꎬ 这是 “遗憾和忧虑

的来源”ꎮ “如果盟国开始讨论受到苏联攻击的成员国是否有正当理由ꎬ 以及

这个成员国是否自己招致了攻击ꎬ 然后决定联盟是否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受

害者ꎬ 那么北约联盟的主要支柱将被削弱ꎬ 联盟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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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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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ＸＸＸＶＩＩＩꎬ Ｎｏ １ － ２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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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约翰逊信函的内容冲击性太大ꎬ 双方均选择了保密ꎮ 但在时隔 １８ 个

月后ꎬ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土耳其的 «共和报» 获悉了信件的相关内容ꎬ 并将

之公布于众ꎬ① 土耳其社会随之掀起了反美国、 反北约的浪潮ꎬ 尤其是左翼政

党要求土耳其应该减少对北约的参与度ꎬ 甚至应该退出北约ꎬ 土耳其工人党

就持这种看法ꎮ 主张土耳其退出北约的政界人士认为: 其一ꎬ 在北约内部ꎬ
土耳其的军队都是按北约的防卫战略建设的ꎬ 无法满足土耳其自身的国防和

外交政策需求ꎬ 土耳其也不能独立调动自己的军队ꎬ 高级将领们都得听命于

北约总司令ꎻ 其二ꎬ 北约不允许土耳其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ꎬ 土耳其军队的

所有武器装备清单都由美国提供ꎬ 但美国往往提供价格偏高的过时武器装备ꎻ
其三ꎬ 塞浦路斯危机说明ꎬ 土耳其不能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来追求超越北约

范畴的自己的国家利益ꎻ 其四ꎬ 也是最为根本的ꎬ 约翰逊的信函清楚地说明ꎬ
北约不会保护土耳其免受苏联的攻击ꎬ 既然北约不能给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ꎬ
土耳其也就失去了加入北约的意义ꎮ 因此ꎬ 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身份妨碍了土

耳其的自由、 独立和主权ꎬ 土耳其应该退出北约ꎬ 致力于地区能力建设ꎮ② 可

以说ꎬ 约翰逊信函事件让土耳其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褪去了玫瑰色的光彩ꎬ
从此被笼罩在一种深度猜忌和怀疑的阴霾中ꎮ 土耳其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美

国和北约ꎬ 而是要考虑美国的提议或政策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利益ꎬ 如土耳其

拒绝参与美国提议的北约 “多边部队” 建设、 在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联合国大会上反

对美国出兵越南等ꎮ 土耳其开始反对美国及北约在土耳其强大的军事存在ꎬ
并开始寻求军事装备的多样化ꎬ 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军事国防工业ꎬ 尤其是海

军的两栖作战能力ꎮ③ 信任既已被销蚀ꎬ 剩下的就只有彼此间的摩擦和斗

争了ꎮ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中旬ꎬ 塞浦路斯发生尼科斯桑普森政变ꎬ 土耳其迅速实施

军事干涉ꎮ 美国参议院于 ９ 月 １９ 日、 众议院于 ９ 月 ２４ 日分别通过了对土耳其

的武器禁售和停止军事贷款议案ꎻ 福特总统于 １０ 月 １５ 日否决ꎬ 但众议院投

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ꎬ 坚持武器禁售和取消军事贷款ꎮ 参议院于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９１１

①

②
③

土耳其政府担心信件内容会引发土耳其社会对美国的不满而危及土美关系ꎬ 所以选择秘而不

宣ꎮ 约翰逊总统在信发出一周后没有收到回复ꎬ 也猜到了土方的不满ꎬ 遂于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派副国

务卿乔治鲍尔前往安卡拉缓解气氛ꎮ
Ｎａｓｕｈ Ｕｓｌｕꎬ Ｔüｒｋ － Ａｍｅｒｉｋａｎ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ꎬ Ａｎｋａｒａ: ２１ Ｙüｚｙıｌ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９６ － １９８
Ｂａｓｋｉｎ Ｏｒａｎ ｅｄ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１９ － ２００６: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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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议院于 １８ 日分别以 ４９∶ ４３、 ２０９∶ １８９ 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ꎬ 要求福特总

统在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５ 日前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ꎬ 福特总统不得不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签署了该法案ꎮ 根据这份法案ꎬ 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于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５ 日正

式停止ꎮ①

此事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连续反应ꎮ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由共和人民党与

民族救赎党组成的土耳其联合政府辞职ꎮ 此后ꎬ 国内政治的混乱导致土耳其

没能对美国的制裁及时做出反应ꎮ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９ 日ꎬ 土耳其国防部发出警告:
如果美国对土耳其停止援助ꎬ 土耳其将关闭美国及北约在土耳其国土上的军

事基地ꎮ ３ 月 ３１ 日ꎬ 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上台ꎬ 重申土耳其将关闭美军及

北约基地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 德米雷尔政府单方面决定废除土、 美于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３
日签署的 «联合防御合作协议»ꎬ 自 ７ 月 ２６ 日始ꎬ 停止除因吉利克空军基地

之外的在土耳其所有美军基地的活动ꎮ② 土耳其媒体对美国的禁运行为也大加

挞伐ꎬ 有些媒体甚至公布了部署在土耳其的美国核武器的地理位置ꎬ 并要求

土耳其政府控制所有在土耳其领土上的美国核武器ꎮ 迫于土方的压力ꎬ 美国

不得不做出让步ꎬ 并于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４ 日解除了对土耳其的禁运ꎮ③

上述历史追溯表明ꎬ 土耳其虽为北约成员ꎬ 但其国家安全并不能得到北

约的切实保障ꎻ 土耳其的利益与北约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ꎬ 土耳其

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ꎬ 但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受到了北约的限

制ꎬ 无法实现自主ꎬ 这便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ꎮ 从土耳其与北约的这一

结构性矛盾来观察当今土耳其与北约、 美国之间无休止的龃龉和摩擦ꎬ 就会

看到这并非是土耳其正发党的执政路线所致ꎬ 更难说是埃尔多安总统个人的

强硬风格所决定的ꎮ

三　 土耳其与北约安全共同体关系的弱化

冷战结束以来ꎬ 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超级大国的威胁

０２１

①
②

③

Ｂａｓｋｉｎ Ｏｒａｎ ｅｄ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１９ －２００６: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ｐ ４２５
福特总统看到土耳其要将关闭军事基地之言付诸实施ꎬ 遂于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宣布在对土耳

其武器禁运这件事上美国国会越权了ꎮ ５ 月 １９ 日ꎬ 参议院决定取消禁运ꎬ 但众议院仍然坚持ꎬ 基辛格

为此于 ５ 月 ２１ 日飞往安卡拉请求德米雷尔政府不要启动关闭美国基地的程序ꎮ Ｓｅｅ Ｂａｓｋｉｎ Ｏｒａｎ ｅｄ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１９ － ２００６: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ｐ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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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ꎬ 北约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ꎮ 但是ꎬ 美国很快找到了让北约继续存在

下去的理由ꎬ 即世界上还有其他威胁ꎬ 如 “恐怖主义”、 核扩散等ꎮ 正是全球

“反恐” 成功激活了 «北大西洋公约» 的第五条款ꎮ① 不过ꎬ 正如美国兰德公

司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一份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一项战略规划» 的报告所

指出的ꎬ 冷战后美国及北约还没有与土耳其形成一种可预测的战略性关系ꎬ
也没有发展出一种共同的双边关系议程计划ꎮ② 而面对北约的新使命ꎬ 土耳其

却越来越感到 “迷失”ꎬ 北约联盟利益与土耳其国家利益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

被分歧所掩盖或取代ꎮ
(一) 土耳其与北约在冷战后共同安全问题认知上的差异

对土耳其而言ꎬ 虽然当初导致自己加入北约的超级大国已然解体ꎬ 但来

自俄罗斯的压力依然存在ꎮ ２０１６ 年北约华沙峰会前夕ꎬ 埃尔多安就哀叹北约

在黑海缺乏明显的军事存在ꎬ 并呼吁盟国采取措施ꎬ 防止它变成 “俄罗斯的

湖”ꎮ③ 土耳其也同样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恐怖主义的威胁ꎮ 因此ꎬ 冷战

后北约的新战略概念似乎非常契合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需求ꎬ 土耳其仍然需要

北约的 “集体防御”ꎮ④

然而ꎬ 北约对土耳其的态度却让土耳其倍受挫折ꎮ 在北约那里ꎬ 土耳其

似乎成了北约的 “安全负担”ꎬ 无论是对俄罗斯、 对伊拉克 (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 对恐怖主义ꎬ 土耳其无法指望与北约协调形成 “集体防御” 力量ꎬ 反而

成了北约针对的对象ꎮ 在土耳其未遂政变三周年的声明中ꎬ 埃尔多安就表示ꎬ
“尽管我们与西方联盟签订了政治和军事协议ꎬ 事实是我们再次面临来自它们

的最大威胁”ꎮ⑤ 土耳其爱国党也认为ꎬ 土耳其 ７０ 年的北约历程尤其是最近

３０ 年的经历说明ꎬ 留在北约并不会减少土耳其的威胁ꎻ 相反ꎬ 会增加威胁ꎮ⑥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ꎬ 欧洲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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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ｕｒｋｅｙ’ｓ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ＮＡＴＯ”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ＸＶＩＩＩꎬ Ｎｏ １ －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 － ６ 不

过ꎬ 这里的 “恐怖主义” 恐怕更多是美国自己 “建构” 出来的ꎬ 它需要为北约的存在和自己霸权的维

系树立一个 “假想敌”ꎮ
Ｚａｌｍａｙ Ｋｈａｌｉｌｚａｄꎬ Ｉａｎ Ｏ Ｌｅｓｓｅｒꎬ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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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美国那里不再像冷战时期那么重要了ꎬ 美国开始转向亚太ꎮ 奥巴马认

为 ２１ 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ꎬ 即使在经济和金融方面ꎬ 美国也要更多倚重

亚太地区ꎮ 在北约内部ꎬ 欧洲也越来越感到美国的 “控制”ꎬ 自己更多的是

“屈从”ꎬ 北约的团结大受影响ꎮ①

土耳其当年曾承担着北约东南边的侧翼防御ꎬ 是抵御苏联势力向地中海

和中东扩张的重要堡垒ꎬ② 实际上是冒着战争期间自己被相邻的敌对大国摧毁

和占领的危险ꎬ 去保护欧洲国家ꎮ 但冷战结束后ꎬ 北约的安全威胁从欧洲的

正面转移到了东南侧翼ꎬ 这让欧洲国家放松了安全威胁意识ꎬ 土耳其不得不

在中东、 巴尔干、 黑海、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承受正面的压力ꎬ 因而在欧洲国

家眼里ꎬ 土耳其就成了它们的 “安全负担”ꎮ 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的格鲁吉亚危机

中ꎬ 北约就没有做出连贯一致的反应ꎬ 这让安卡拉方面感到不安ꎬ 由此反思:
如果土耳其遭到类似的情况ꎬ 北约会如何应对ꎮ③ 在制度化较高的大西洋联盟

中ꎬ 土耳其没有发言权ꎬ 甚至在共同威胁的判断上ꎬ 其核心关切也遭盟友忽

视ꎮ④ 另外ꎬ 土耳其在人权、 库尔德人问题上被西方视为有 “糟糕的记录”ꎬ
以及 “九一一” 事件后西方对伊斯兰的消极看法ꎬ 使欧洲和土耳其人之间形

成了非常明显的不和与分裂ꎬ 弱化了土耳其与西欧盟友之间的安全联系ꎮ⑤ 这

种情况在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后更加严重了ꎮ
(二) 土耳其与北约之间安全互信的逐渐削弱

土耳其公众和政治精英不仅对北约集体防御承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ꎬ 对

联盟应对土耳其所面临的最紧迫安全威胁ꎬ 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行动

方面也越来越不满ꎬ 认为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在伊拉克、 叙利亚推行的政策

不利于土耳其的国家安全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让土耳其高层开始质疑其与美国的战略联

盟ꎮ 例如ꎬ 当时的土耳其总参谋长内哲普托鲁姆塔伊 (Ｎｅｃｉｐ Ｔｏｒｕｍｔａｙ)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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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基于土耳其国家安全利益ꎬ 认为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的库尔德地方行政

机构可能会引发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ꎮ① ２００３ 年的伊拉克战争让伊

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ꎬ 而丹麦等北约成员国对库

尔德工人党在国内的机构任其发展ꎬ 让土耳其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等恐怖主

义威胁方面无法从北约盟友那里获得它所期望的团结和支持ꎮ 奥巴马政府、
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美国对叙利亚人民保卫军的支持更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直

接冲突ꎮ 安卡拉开始认为ꎬ 与伊朗等有类似安全问题的国家建立联盟可能是

更好的外交战略选择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在它与叙利亚边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ꎬ 引发土

俄关系高度紧张ꎬ 土耳其也没有从北约那里得到及时有力的支持ꎮ 如果说格

鲁吉亚危机后ꎬ 安卡拉开始与俄罗斯及其高加索邻国进行单独外交接触ꎬ 而很

少与北约盟国进行磋商ꎬ 那么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ꎬ 土耳其为了自身的安全利

益ꎬ 就只能寻求与俄罗斯合作ꎮ 事实证明ꎬ 在许多情况下ꎬ 与俄罗斯保持更紧

密的外交政策比寻求与北约妥协更有利于土耳其ꎬ 更容易获得西方的让步ꎮ③

与此同时ꎬ 北约对土耳其的 “敌视” 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北约在挪威联合作战中心举行的 ２０１７ 年 “三叉戟标枪” 演习中ꎬ
不仅将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照片作为 “敌对领导人”ꎬ 还建立了一

个名为 “埃尔多安” 的虚拟聊天账号ꎬ 并通过此账号散布反北约的信息ꎮ④

尽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挪威国防部长巴克延森以及联合作战中心

指挥官迅速正式道歉ꎬ 认为这是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ꎬ 不代表北约的观点ꎮ⑤

但土耳其各党派罕见地一致声称ꎬ 这一事件揭示了北约联盟内部对土耳其的

不信任ꎮ “让我们离开北约” 成为土耳其媒体当天的热议话题ꎮ 埃尔多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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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表示ꎬ “这件事不应该被掩盖ꎬ 北约不应该允许反土耳其势力影响联盟”ꎮ①

(三) 民调中的土耳其与北约关系

对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关系ꎬ 民意调查数据也可说明问题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土耳其的一家民意调查机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Ｌ) 发布了题为 «土耳其与

欧盟及北约关系» 的调查报告ꎮ 在关于 “土耳其是否应该留在北约” 这一问

题选项中ꎬ 有 ６０％的人希望土耳其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中ꎬ② ２８％ 的人认为应

该退出ꎮ 与同年 １ 月份的调查数据相比ꎬ 希望继续留在北约的比例下降了一

个百分点ꎬ 从 ６１％降为 ６０％ ꎻ 而希望退出北约的人数比例上升了 ４ 个百分点ꎬ
由 ２４％升至 ２８％ ꎮ ３ 月ꎬ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北约在土耳其的受欢迎程度

不升反降ꎬ 希望退出的人数比例不降反升ꎮ 在 “谁应该为乌克兰危机负责”
的问题上ꎬ ３３ ７％的人认为是俄罗斯ꎬ ４８ ３％ 的人认为是美国和北约ꎬ ７ ５％
的人认为是乌克兰自身的原因ꎮ③ 可见ꎬ 在许多土耳其民众眼里ꎬ 北约不仅不

是安全的保障ꎬ 反而是引发危机升级的源泉ꎮ
在关于 “谁是土耳其最大的威胁” 问题上ꎬ 选择 “美国” 的人数继续远

超其他国家ꎬ 稳居第一ꎮ 而且ꎬ 与 １ 月份 ４８％ 的数据相比ꎬ 这一比例又上升

了 ４ 个百分点ꎬ 达到 ５２％ ꎮ 在 １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ꎬ ５％的人认为俄罗斯

是土耳其最大的威胁ꎬ ３ 月份的数据上升到了 １９％ ꎬ 说明土耳其公众对俄罗

斯的怀疑略有上升ꎬ 但仍远远没有达到对美国质疑的程度ꎮ④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长期关注土耳其社会对北约的态度ꎮ 它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４ 年进行的相关民意调查显示ꎬ 土耳其对北约的支持率是所有接受调查的

北约国家中最低的ꎮ 认为 “北约对其国家安全仍然至关重要” 的土耳其人数

量稳步下降ꎬ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５３％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４％ ꎮ 在格鲁吉亚危机之后

的 ２００８ 年仅略微上升到 ３７％ ꎬ 这可能与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土耳其的

反美情绪高涨有关ꎮ 另外ꎬ 只有 ３７％的土耳其人认为北约对自己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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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们不信任北约ꎬ 但 ６０％的人支持留在北约ꎮ 这与土耳其民调机构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Ｌ) 的这个数据

是一致的ꎮ Ｓｅｅ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ｒａｎｋꎬ “Ｉ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ｏｒ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ｔｏ ＮＡＴＯ ｔｈａｎ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Ｊｕｎｅ ６ꎬ
２０２２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ＮＡＴＯ”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ｕｌｓ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ｌ
ｃｏｍ ｔｒ / ａｒａｓｔｉｒｍａｌａｒ / ｓｏｓｙａｌ － ａｒａｓｔｉｒｍａ － １２ / １９０７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７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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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或缺的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干预乌克兰东部地区后ꎬ 土

耳其民众对北约的支持率上升至 ４９％ ꎮ① ２０１５ 年后ꎬ 因为俄、 土两国在叙利

亚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ꎬ 土耳其民众对北约的支持率进一步提升ꎮ 位于伊斯

坦布尔的卡迪尔哈斯大学进行的年度全国民意调查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期

间ꎬ 约 ６７％的土耳其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应继续留在北约ꎬ ２０１６ 年因击落俄罗

斯战机与俄罗斯关系危机期间ꎬ 这一比例飙升至 ７３％ ꎮ② 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则显

示ꎬ 认为北约对土耳其至关重要的受访者比例下降至 １５ ３％ ꎮ③

表 １　 北约网站关于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民调情况

年份

留在北约 (％ ) 退出北约 (％ ) 不清楚 (％ )

北约各国
均值

土耳其
北约各国

均值
土耳其

北约各国
均值

土耳其

土耳其在北约
各国中的排位

２０２０ ６２ ６１ １１ １６ ２７ ２３ ２２

２０２１ ６２ ６４ １１ １８ ２７ １８ １９

２０２２ ７２ ６８ １３ ２０ １４ １２ ２２

　 　 资料来源: ２０２０ 年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 ＿ １８２８３８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３１ꎻ ２０２１ 年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 ＿ １９３４９１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３１ꎻ ２０２２ 年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
１９６５６１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３１ꎮ

北约官方网站上也可看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三年间 (其中ꎬ ２０２０ 年数据源自

１１ 月ꎬ ２０２１ 年数据源自 １１ ~ １２ 月ꎬ ２０２２ 年数据源自 ４ ~ ５ 月) 关于土耳其与

北约关系的相关民调数据 (参见表 １)ꎮ 在 “你是支持本国留在北约还是退出

北约” 问题上ꎬ 认为应该留在北约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 ６１％、 ６４％、 ６８％ꎬ 认

为应该退出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 １６％、 １８％、 ２０％ꎮ 土耳其对北约的认可度在

３０ 个北约国家排名靠后ꎬ ２０２０ 年位居第 ２２ 名ꎬ ２０２１ 年为第 １９ 名ꎬ ２０２２ 年为第

２２ 名ꎮ 在 ２０２２ 年的新增调查选项中ꎬ 关于 “你是否认为由于北美北约国家和欧

洲北约国家之间的合作ꎬ 你的国家会更加安全?” 问题上ꎬ 土耳其受访者选择

“更加安全” 的比例为 ５４％ꎬ 低于北约联盟 ６０％的平均值ꎬ 在 ３０ 个北约国家中

排名第 ２６ 位ꎻ 认为 “更不安全” 的比例为 ２９％ꎬ 高于 ２０％的平均值ꎮ 在 “你

５２１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ｍｆｕｓ ｏｒｇ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ｒｖｅｙ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４８４４７３４３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３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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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北约对国家未来安全的重要性?” 问题上ꎬ 选择 “非常重要” 的受访者

比例为 ３２％ꎬ 低于 ３７％的平均值ꎻ 认为 “有点重要” 的比例为 ３３％ꎬ 同样低于

平均值 (３５％)ꎻ 在 ３０ 个北约国家中ꎬ 土耳其排名第 ２５ 位ꎮ①

土耳其与北约联盟对冷战后安全利益认知方面的上述差异ꎬ 以及土耳其

社会对北约联盟所持态度的变化ꎬ 说明彼此之间已陷入一种深度不信任的循

环ꎮ② 正因为这种不信任ꎬ 土耳其高层才指责美国及北约参与了 ２０１６ 年针对

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ꎬ 甚至还声称北约 “支持土耳其的每一次军事政变”ꎬ 并

经常损害土耳其的利益ꎮ③ 同时ꎬ 互信的销蚀也必然弱化双方的安全共同体关

系ꎬ 导致土耳其对北约的政策出现 “轴偏离”ꎮ 目前ꎬ 无论是土耳其政界ꎬ 还

是知识界ꎬ 都开始公开讨论 “欧亚愿景”ꎬ 即脱离北约ꎬ 寻求与俄罗斯、 伊朗

和其他大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ꎬ 以更有效地应对土耳其的安全挑战ꎮ④

四　 渐行渐远的土耳其与北约关系

对于冷战结束后 ３０ 年来的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发展态势ꎬ 如果我们以十年

为一个时间段进行考察ꎬ 可以通过美国兰德公司的 ３ 份报告窥见一斑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名称是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一项战略规划»ꎻ ２０１０
年ꎬ 其报告题目是 «陷入困境的伙伴关系: 全球地缘政治变化时代的美土关

系»ꎻ ２０２０ 年ꎬ 其报告题目变成了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路线: 对美土战略伙伴

关系和美国军队的影响»ꎮ 仅从 ３ 份报告的题目我们就可以读出彼此间关系的变

化轨迹: 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ꎬ 北约还在 “规划未来”ꎻ 到 ２０１０ 年的时候ꎬ 已 “陷入

麻烦”ꎻ ２０２０ 年时ꎬ 美国开始指责土耳其的 “民族主义路线” 了ꎮ
兰德公司 ２０００ 年的报告指出ꎬ 冷战之后土耳其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ꎬ 土耳其的对外政策的视野随之扩大ꎬ 土耳其在对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及西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ｃｐｓ / ｅｎ / ｎａｔｏｈｑ / ｎｅｗｓ＿１９６５６１ ｈｔ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３１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ꎬ Ｓａｍｕｅｌ Ｊ Ｂｒａｎｎｅｎꎬ Ｂｕｌｅｎｔ Ａｌｉｒｉｚａꎬ Ｅｄｗａｒｄ Ｃ Ｃｈｏｗ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Ｃ Ｋｕｃｈｉｎｓꎬ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Ｊｕｌｉａｎｎｅ Ｓｍｉｔｈꎬ Ｉａｎ Ｌｅｓｓｅｒꎬ Ｅｒｉｃ Ｐａｌｏｍａａꎬ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ｓ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Ｕ Ｓ －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

Ｓｅｍｉｈ Ｉｄｉｚꎬ “ＮＡＴＯ Ｂｌｕｎｄｅｒ Ｉｇｎｉｔｅ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ａｌｌｓ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７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ꎬ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Ａｎｉｋａ Ｂｉｎｎｅｎｄｉｊｋꎬ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Ｃｏｓｔｅｌｌｏꎬ Ｓｈｉｒａ Ｅｆｒｏｎꎬ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ｏｂｌｅｒꎬ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ꎬ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ａｒｔｉｎｉꎬ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Ａ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 Ｓ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Ａｒｍｙꎬ ｐ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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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盟友的政策路径上ꎬ 开始采取更加积极、 更富有主权意识的政策路线ꎮ 土

耳其外交政策的重心在欧洲、 欧亚、 中东以及土美关系之间进行选择ꎮ 但最

有可能的是ꎬ 土耳其会基于国家利益ꎬ 采取多维度的外交政策ꎮ 尽管与西方

的关系仍然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ꎬ 但总体上会追求一种多边框架内的对

外政策ꎮ 为此ꎬ 美国需要与土耳其发展出一种共同的双边关系议程ꎬ 以形成

一种可预测的战略性的关系ꎬ 具体而言ꎬ 应关注以下四方面: 一是能源安全ꎬ
因为土耳其拥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ꎬ 临近波斯湾、 高加索和中亚等油气资

源丰富的地区ꎮ 二是土耳其与西方在反对弹道导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

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ꎬ 海湾战争之后这一点尤其关键ꎮ 三是土耳其在国家

安全方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潜在威胁是俄罗斯ꎬ 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任何

新的竞争中ꎬ 土耳其都会被推到最前面ꎮ 安卡拉不得不向西方社会寻求帮助

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ꎬ 尽管土耳其也可以与俄罗斯进行积极的合作ꎬ 但与西

方形成协调一致地应对俄罗斯的战略必须是土耳其与西方未来合作议程的一

项内容ꎮ 四是与欧盟一样ꎬ 美国也同样认为欧盟的大门必须对土耳其保持开

放ꎬ 以此笼络住土耳其ꎬ 使它不能背离西方ꎮ①

然而ꎬ 自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ꎬ 美土关系紧张ꎮ 在伊拉克和库尔德问

题上的巨大分歧因中东问题ꎬ 特别是与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关系上的分

歧而加剧ꎬ 土耳其的反美情绪遂急剧上升ꎮ 对此ꎬ 兰德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开出的

应对之策是: 其一ꎬ 美国应增加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和情报支

持ꎬ 因为美国对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被土耳其议会视为对美土安全伙伴

关系价值的 “试金石”ꎻ 其二ꎬ 华盛顿决策者应避免将土耳其描绘成中东的榜

样ꎬ 应与伊朗和叙利亚展开对话ꎬ 这将会使美国和土耳其的政策更加一致ꎻ
其三ꎬ 防止通过有关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决议ꎻ 其四ꎬ 继续支持土耳其加入

欧盟ꎻ 其五ꎬ 加强与土耳其的安全防御合作ꎬ 确保土耳其领土免受弹道导弹

造成的威胁ꎻ 其六ꎬ 美国不应对土耳其宗教意识的增强而作出过度反应ꎬ 要

鼓励土耳其进行民主化改革ꎮ②

遗憾的是ꎬ 美国及北约的实际行为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与兰德公司的方案背道

７２１

①

②

Ｚａｌｍａｙ Ｋｈａｌｉｌｚａｄꎬ Ｉａｎ Ｏ Ｌｅ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ꎬ ＲＡＮＤꎬ ２０００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ꎬ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ＵＳ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ꎬ ＲＡＮＤ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１９ －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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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驰ꎮ 未来ꎬ 美国及北约对土耳其的关系只能面对 ４ 种可能性情况: 一是

“难缠的盟友”: 土耳其仍然是美国和北约 “难缠的盟友”ꎬ 有时摇摆不定ꎬ
但仍致力于北约的使命ꎬ 并依赖于联盟的集体安全保障ꎻ 二是 “复兴的民

主”: 反对派领导人或联盟能够在 ２０２３ 年后击败埃尔多安ꎬ 放弃 ２０１７ 年全民

公投后的部分宪法改革ꎬ 并恢复更西方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ꎻ 三是 “战略平

衡器”: 土耳其开始更公开地平衡其与北约盟国以及与欧亚大陆新兴伙伴 (特
别是俄罗斯、 伊朗和中国) 的关系ꎻ 四是 “欧亚力量”: 随着与欧洲和美国的

紧张关系达到破裂点ꎬ 土耳其开始正式退出北约ꎬ 并寻求与欧亚和中东伙伴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乃至结成各种结盟ꎮ① 上述 ４ 种趋势ꎬ 无论是现状 “难缠的

盟友” 继续延续ꎬ 还是 “战略平衡器” 或 “欧亚力量” 的出现ꎬ 都将导致土

耳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 其他北约盟国的利益相背离ꎬ
并进一步破坏它们之间长期的防务和安全合作ꎮ 对于美国和北约来说ꎬ 要想

塑造一个与其利益一致的土耳其ꎬ 只剩下 ２０２３ 年埃尔多安败选这一个选项

了ꎬ 但是ꎬ ２０１６ 年政变未能成功ꎬ ２０２３ 年的大选能够如愿以偿吗?
２０２０ 年丹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 «土耳其的北约未来: 在

联盟依赖、 俄罗斯和战略自主之间» 的研究报告ꎬ 认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存

在着四方面的 “离心力”: 一是土耳其对北约的不满ꎮ 土耳其是北约前线国

家ꎬ 但它在寻求北约联盟帮助时ꎬ 却被其他北约成员国无视ꎬ 土耳其被当成

了 “二等盟友”ꎮ 二是土耳其政治与外交取向受国内因素影响ꎮ 正发党接受土

耳其的民族主义ꎬ 将更公开地反西方ꎮ 三是土耳其越来越倾向于战略自主ꎮ
但土耳其并没有像人们经常猜测的那样向东转向ꎬ 土耳其既没有转向伊斯兰

世界ꎬ 也没有转向俄罗斯ꎬ 它实际上是向内转了ꎬ 因此ꎬ 土耳其不会加入另

外的地区组织以替代北约ꎬ 它将继续寻求战略自主ꎮ 四是美国从中东撤离ꎮ
土耳其感到几乎不得不寻找其他安全合作伙伴ꎮ②

但与此同时ꎬ 北约与土耳其之间也存在着 ３ 种向心力ꎬ 维系土耳其与北

约的关系: 一是 “联盟依赖”ꎮ «北大西洋公约» 的第四条 (成员国间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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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北约关系: 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和第五条 (集体防御) 能够为土耳其带来安全保障ꎬ 可以威慑难缠的邻国ꎬ
对土耳其来说就是俄罗斯、 伊朗等国ꎮ 另外ꎬ 北约也看到了土耳其作为北约

成员的益处ꎮ① 二是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还不牢固ꎬ 埃尔多安 “决定 ‘走
近俄罗斯’ꎬ 以使外交政策选择多样化ꎬ 并使土耳其弱化以 ‘西方’ 战略文化

为中心的程度ꎬ 以支持其国内政权的稳定”ꎬ② 但它们相互之间仍然是 “充满

敌意的友敌”ꎮ③ 三是 “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矛盾并不新鲜”ꎬ 双方已经磨合

出一种机制来解决彼此之间的这些问题ꎮ④

然而ꎬ 从目前的趋势看ꎬ ４ 种离心力似乎正在进一步加强ꎬ 土耳其在叙利

亚、 在阿斯塔纳进程中所体现的战略自主更为游刃有余ꎻ 通过与埃及、 以色

列、 阿联酋、 沙特等国修复外交关系ꎬ 土耳其的安全伙伴越来越多ꎮ 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３ 种 “向心力” 越来越呈现疲软状态ꎬ 甚至是否还构成

“向心力” 都值得怀疑ꎮ 因约翰逊信函事件引发退出北约争论时ꎬ 土耳其亲西

方的自由派、 右翼政党等希望继续留在北约ꎬ 主要理由就是土耳其要面对苏

联的威胁ꎬ 从北约获得的益处要多于所承受的负担ꎮ⑤ 如今苏联已解体ꎬ 埃尔

多安与北约之间频繁的 “交易性” 外交行为ꎬ 或许显示土耳其与北约已经是

对等的交易伙伴了ꎬ 从北约得到的同所付出的趋于持平ꎮ 未来ꎬ 土耳其还将

继续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ꎬ 需要更多的战略自主ꎮ 高加索地区被视为土耳其

的软肋⑥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土耳其成功构建了 “突厥语国家组织”ꎬ 现在土耳其

可以依托这一组织对高加索、 中亚地区进行有效整合ꎬ 再加上通过阿斯塔纳

进程所日渐深化的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关系ꎬ 这些当年土耳其对北约形成

“联盟依赖” 和寻求 “共同防御” 与 “战略威慑” 的对手ꎬ 如今都变成了越

来越密切的合作伙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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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前外长内杰梅丁萨达克认为ꎬ 欲理解土耳其外交的主要路线且

把握这一路线的必然发展方向ꎬ 就要充分理解在奥斯曼帝国的余烬中重生的

土耳其共和国对自由和独立的珍视ꎬ 它甚至为捍卫独立和自由已做好随时同

任何力量做斗争的准备ꎮ①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在约翰逊信函事件以及美国

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中土耳其已经展示了这种斗争精神ꎻ 在 １９８０ 年美国与伊

朗之间的人质事件中ꎬ 土耳其拒绝跟随美国及北约对伊朗实施制裁ꎬ 反而在

美国与伊朗之间担当了斡旋者角色ꎬ 同样展示了土耳其的斗争智慧ꎻ② 如今ꎬ
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中的立场和行为ꎬ 似乎可以看作是 “２ ０” 版的伊朗

人质事件的应对模式ꎮ 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在对待美国及北约关系上的 “历
史连续性”ꎮ

土耳其当年是在面对苏联的直接威胁甚至是领土要求的情况下ꎬ 不得不

加入北约寻求安全保护的ꎮ 如今土耳其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ꎬ 土

耳其与北约之间已经不再是单向的 “依赖—保护” 关系了ꎮ 美国及北约在权

衡 “让土耳其加入北约远胜于其积极寻求从外部阻挠盟国” 的时候ꎬ③ 土耳

其方面也一定在思考着离开北约是否会优于留在北约ꎮ 无论如何ꎬ 土耳其不

会为了北约联盟的利益而放弃自身的战略自主ꎬ 更何况冷战之后的北约性质

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ꎬ 已从防御转为进攻和扩张ꎬ 成为美国维系其霸权的

工具ꎮ 正如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所警示的ꎬ 北约与土耳其之间的向心

力因素正在失去力量ꎬ 而 ４ 种离心力量正在不断积聚动能ꎬ 这大大增加了土

耳其与北约未来出现进一步摩擦的可能性ꎬ 土耳其与北约将渐行渐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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