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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土耳其历史上曾在地中海、 黑海和红海等海域建立过强大的

海上势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 土耳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发展ꎬ 东

地中海勘探发现大量天然气ꎬ 全球性大国和地区强国在该地区利益争夺加剧ꎮ
蛰居大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土耳其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ꎬ 提出 “蓝色家园”
理念ꎬ 制定新海洋政策ꎬ 努力扩大海洋版图ꎬ 与地区和国际势力对抗ꎬ 大力

维护自身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ꎮ 土耳其为扩大海上势力ꎬ 加强了专属经济区

的法律地位ꎬ 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洋和军事协议ꎬ 并对利比亚进行

军事干预ꎬ 以此与欧盟、 俄罗斯和埃及等国际和地区势力抗衡ꎮ 东地中海版

图的重构或将演变为长期冲突的开端ꎬ 未来出现军事紧张局势或开展基于新

局势的国际谈判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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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侯宇翔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 阿拉伯研究中

心主任、 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ꎮ

土耳其被视作海洋国家ꎬ 不仅缘于其地理上漫长的海岸线ꎬ 同时也同其

长期的海洋政策与活动有关ꎮ １６ ~ １７ 世纪ꎬ 土耳其在地中海、 黑海、 红海、
阿拉伯湾以及印度洋海域占据统治地位ꎬ 一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ꎮ 土耳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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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大陆一个世纪后ꎬ 随着自身国力增强和地缘政治压力加大ꎬ 开始积极扩大

自身专属经济区ꎬ 主动参与东地中海区域油气资源勘探竞赛ꎬ 加强海上势力

及活动合法性ꎬ 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能源利益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和军事两项协议ꎬ 正式宣布推行新海洋政策ꎮ 土耳其副

总统福阿特奥克塔伊 (Ｆｕａｔ Ａｋｔａｙ) 认为ꎬ 协议将开启土耳其海洋政策新的

阶段①ꎮ 此外ꎬ 土耳其外交部海洋边界司司长卡加泰伊尔吉耶斯 (Ｃａｇａｔａｙ
Ｅｒｃｉｙｅｓ) 也指出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的协议是一个政治信号ꎬ 即不能忽视土耳

其在东地中海的作用ꎮ②

近年来ꎬ 土耳其从 ２１ 世纪前十年仅使用外交手段和软实力转变为以硬

实力介入地区冲突ꎮ 事实上ꎬ 各国外交政策无非是通过维持现状寻求安全ꎬ
或依靠自身实力进行先发制人和干预 ( ｐｒｏ －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改变局势ꎮ 因

此ꎬ “一国能否改变现状为自身利益服务ꎬ 取决于国家实力、 与他国力量对

比、 外部环境和他国政策等因素ꎮ”③ 现实主义学派强调面对国家间的长期

冲突趋势ꎬ 一国可通过军事手段来展示其国家实力和地位ꎬ 以保障国家安

全和民族利益ꎮ 混乱将引起各国对力量平衡的担忧ꎬ 国际和地区体系结构

也迫使各国高度重视这种力量ꎮ④ 基于此ꎬ 本文拟从历史和当前现实角度探

讨土耳其的新海洋政策的核心内容、 动因与实施路径ꎬ 最后尝试给出本文

的结论ꎮ

一　 土耳其海洋政策的历史演变

土耳其海洋政策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ꎮ 奥斯曼帝国末期和现代

土耳其建国初期ꎬ 因国力较弱ꎬ 土耳其海洋政策趋于保守ꎮ 随着土耳其经济、
军事和工业实力的增强ꎬ 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党”) 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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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土耳其海洋政策愈发主动ꎬ 凸显实用主义特色ꎮ
(一) 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 较为保守的海洋政策

土耳其控制海洋彰显国家实力的理念源于奥斯曼帝国时代ꎮ 随着版图大

幅扩张ꎬ 毗邻黑海、 红海、 阿拉伯湾和地中海等水域的奥斯曼帝国致力于加

入国际贸易网ꎬ 其海洋霸权在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两位素丹执政期间达

到顶峰ꎮ １５１７ 年ꎬ 塞利姆一世素丹直接控制埃及后ꎬ 地理学家贝里拉伊斯

(Ｐｅｉｒｉ Ｒｅｉｓ) 向素丹奉上其绘制的世界地图ꎬ 素丹凭借该地图策划了印度洋海

域的军事行动ꎮ 苏莱曼一世素丹着手建造海军ꎬ 以海鲁丁巴尔巴鲁萨

(Ｈａｙｒｅｄｄｉｎ Ｂａｒｂａｒｏｓａ) 为指挥官ꎬ 控制了地中海海域ꎮ①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

１５７１ 年勒班托海战中败于欧洲天主教国家神圣同盟后势力衰退②ꎬ 但仍具有

一定影响力ꎬ 直至 １８ 世纪末始终控制着从希腊到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东北海

岸和南海岸ꎬ 而东海岸直到 ２０ 世纪初仍完全受其控制ꎮ １９１１ 年ꎬ 奥斯曼帝国

失去对利比亚的控制ꎬ 这是其丢失的最后一个地中海南岸国家ꎮ
１９１５ 年ꎬ 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达达尼

尔海峡恰纳卡莱地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ꎬ 阻止了当时的英国控制土耳其海峡

及其重要城市伊斯坦布尔ꎮ③ １９３６ 年的 «蒙特勒公约» 保障了土耳其对自身

海峡的控制权ꎮ④ 此外ꎬ １９７４ 年ꎬ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实施军事干预ꎬ 使其战

胜了受西方支持的希腊和希腊裔塞浦路斯人ꎬ 解决了土耳其始终无法突破并

涉足塞浦路斯岛以西海域的问题ꎮ
(二) 正发党执政初期: 提出 “蓝色家园” 理念

２００２ 年ꎬ 正发党开始执政ꎬ 着手制定更为主动的海洋政策ꎮ 甚至在该党

成立之前ꎬ 其重要成员已经表现出对海洋政策重要性的认识ꎮ 早在 １９９４ 年ꎬ
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就表示ꎬ 伊斯兰国家控制下的海峡和海洋通道联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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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世界影响力ꎬ 并指出了土耳其可以发挥的作用ꎮ① ２０１０ 年他任外交

部长后ꎬ 强调需突出海洋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地位的重要性ꎬ 表示 “通过标记

邻近海域确定土耳其的海洋政策ꎬ 我们试图彰显国家在黑海、 地中海东部、
里海以及巴士拉湾 (即海湾) 的势力范围”②ꎮ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创造了

“蓝色家园” (Ｍａｖｉ Ｖａｔａｎ) 的概念③ꎬ 由海军上将拉马丹吉姆古尔德尼兹

(Ｒａｍａｚａｎ Ｃｅｍ Ｇｕｒｄｅｎｉｚ) 在 ２００６ 年首先提出ꎮ 这是一个涉及国防的新概念ꎬ
即 “国家” 不再局限于陆地ꎬ 同时也包括海洋或 “水上国家”ꎮ

(三) 正发党执政第二个十年: 新海洋政策日渐成熟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ꎬ 土耳其经济、 工业和军事实力显著增强ꎬ 其

新海洋政策愈发成熟ꎮ
第一ꎬ “蓝色家园” 成为土耳其新海洋政策的核心理念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举行 “蓝色家园” 演习ꎬ 该理念随后得到广泛应用ꎮ④

同年 ９ 月ꎬ 埃尔多安站在一幅展现土耳其海洋背景的地图前发表讲话ꎬ 推介

“蓝色家园” 理念ꎮ⑤ 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均采纳这一理念并奉行此种地区政

策ꎬ 强化土耳其民族主义ꎬ 赢得了国内支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即使部分反对

党此后批评政府并反对将协议与向利比亚派兵挂钩ꎬ 但他们也为与利比亚的

海洋协议投了赞成票ꎮ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在黑海发现大

量天然气ꎬ 储量达 ３ ２００ 亿立方米⑦ꎬ 这进一步强化了 “蓝色家园” 理念ꎬ 使

之成为未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指针ꎮ
第二ꎬ 国家安全和能源利益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核心内容ꎮ 在 “蓝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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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ｙａｎ Ｇｉｎｇｅｒａｓꎬ “Ｂｌｕ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Ｎｅｗ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ꎬ Ｊｕｎｅ ２ꎬ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ｕｒｋｅ ｙ Ｗａｄｅｓ ｉｎｔｏ Ｌｉｂｙａ’ 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５７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 ｐ 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Ｂｌｕ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Ｓａｉｌｓ 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ｄｍｉｒａｌ’ｓ Ｒ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ｈｖａｌꎬ Ｍａｙ ２９ꎬ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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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ꎬ ２０２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园” 理念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有别于传统政策ꎬ 其目的不限于保卫土耳其的海

岸与海峡ꎬ 而是延伸至公海ꎬ 以国家安全和能源为核心内容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海军上将穆拉德比勒吉勒 (Ｍｕｒａｔ Ｂｉｌｇｅｌ) 表明了土耳其海洋战略的目标ꎬ
即 “超越海岸地区ꎬ 在公海占据有利地位ꎬ 增强实力避免他国 ‘利用我们的

海域’ꎬ 展现我们的力量”ꎮ 土耳其海军司令博斯坦哲奥卢 (Ｂｏｓｔａｎｏｇｌｕ) 上将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强调 “土耳其对海上威胁的判断 ‘以能源为基础’ꎬ 捍卫土耳

其在东地中海的利益是海军最首要的任务”①ꎮ
为扩大海洋专属经济区、 触及公海并保证能源钻探利益ꎬ 土耳其需要与

东地中海沿海国家签署划界协议并确定海洋管辖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塞浦路斯与以

色列签署海洋划界协议ꎬ 以期为吸引跨国企业勘探天然气提供法律上的便利ꎮ
这促使土耳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与 “北塞浦路斯” 签订东地中海油气勘探协议②ꎬ
但是这项协议不能完全满足土耳其的需求ꎬ 因为除土耳其外ꎬ 国际社会并不

承认 “北塞浦路斯”ꎬ 且协议范围仍然局限于狭小的近海区域ꎮ
鉴此ꎬ 土耳其试图与埃及、 利比亚签订海洋划界协议ꎮ 土耳其曾尝试与

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签署协议ꎮ 但是ꎬ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使上述

两国发生政权更迭并陷入动荡ꎬ 从而打断了土耳其的计划ꎮ 海军上将吉哈

德亚伊吉 (Ｃｉｈａｔ Ｙａｙｃｉ) 是推动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双边划界协议并制定海

上行为准则的推手ꎮ 他的观点既是 ２０１０ 年欧盟与非洲峰会期间土耳其向卡扎

菲提议的雏形ꎬ 也是 ２０１９ 年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的关于 “划定地中海

海洋管辖权区域” 谅解协议的基础ꎮ

二　 土耳其新海洋政策的背景与动因

埃尔多安政府推出 “蓝色家园” 新海洋政策ꎬ 主要基于经济与地缘政治

等现实因素考量ꎬ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大规模天然气发现刺激土耳其地勘动力ꎮ 东地中海地区碳氢行业

发展起步于 ８０ 年前ꎬ 但是大储量天然气的发现却始于 １９９９ 年以色列和加沙

４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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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附近储量为 １２ 亿立方米的诺阿 (Ｎｏａ) 气田ꎮ 以色列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０ 年相继发现储量分别为 ３００ 亿立方米、 ３ ２００ 亿立方米和 ６ ０００ 亿立方

米的 “玛丽 － Ｂ” (Ｍａｒｉ － Ｂ) 气田、 塔玛尔 (Ｔａｍａｒ) 气田以及最大深海气

田———黎凡特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气田ꎮ 塞浦路斯于 ２０１１ 年发现了储量约为 １ ２９０
亿立方米的阿佛洛狄忒 (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 气田ꎮ 埃及则在 ２０１５ 年发现了东地中海

迄今为止最大的扎赫尔气田ꎬ 探明储量约为 ８ ４５０ 亿立方米ꎮ① 土耳其在东地

中海发现大量天然气后自给率将大幅提高ꎬ 推动它在新海洋政策中采取更为

坚决的立场ꎮ 土耳其能源部长和外交部长均表示ꎬ “这将使土耳其成为能源领

域的重要参与者”②ꎮ
美国地勘局报告显示ꎬ 该地区可开采储量约为 １２２ 万亿立方英尺 (约合

３ ４２ 万亿立方米)③ꎬ 从而促使各国争夺能源利益ꎬ 保障能源安全ꎮ 土耳其天

然气 ９８％依靠进口ꎬ 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俄罗斯④ꎮ 东地中海区域天然气田的

大规模发现ꎬ 使土耳其地区竞争对手对土耳其形成了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ꎬ
也刺激土耳其迅速采取新的海洋政策ꎬ 推出自己的地勘计划ꎮ

第二ꎬ 法律地位分歧催生土耳其确立自身管辖权的尝试ꎮ 土耳其与希腊

和塞浦路斯在专属经济区及其法律地位上存在分歧ꎮ 一是各国海域划分的法

律原则不同ꎮ 希腊和塞浦路斯认为ꎬ 专属经济区以法律形式确定ꎬ 而土耳其

则依据大陆架原则ꎮ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ꎬ 塞浦路斯、 埃及和以色列三国签订

了一系列双边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塞浦路斯又与黎巴嫩签订了专

属经济区协议ꎮ 土耳其对此表示抗议ꎬ 称塞浦路斯—黎巴嫩协议和埃及—希

腊协议侵犯了土耳其和 “北塞浦路斯” 的主权ꎮ⑤ 事实上ꎬ 分歧根源是因为

土耳其并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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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ｓꎬ ＵＮＣＬＯＳ) 签约国ꎬ 而希腊和塞浦路斯均签署了这项公约ꎮ 土耳其呼吁

通过多边而非双边协议方式划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ꎬ 保障第三方主权ꎮ 土

耳其政府也担心重新划定海洋边界会损害自身利益ꎬ 使其在爱琴海的地位受

到威胁ꎬ 而且土耳其与希腊长期就大陆架存在分歧ꎮ 此外ꎬ 塞浦路斯问题直

接关系到土耳其的国家形象ꎮ 土耳其认为塞浦路斯的自然资源由该岛两大种

族所共有ꎬ 坚持希腊裔塞浦路斯人不应该单边进行海上划界ꎬ 必须保障土耳

其裔塞浦路斯人应有的份额ꎬ 或待双方达成共识统一塞岛后进行ꎮ① 二是塞浦

路斯不顾岛内分裂状况等方面划定海洋边界ꎮ 希腊裔塞浦路斯因获国际社会

承认ꎬ 单方面开展钻探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６ 日ꎬ 他们单方面将塞浦路斯岛附

近的钻探田分割为 １３ 个区块ꎮ 而土耳其认为ꎬ 其中 １ 号、 ４ 号、 ５ 号、 ６ 号和

７ 号区块与土耳其大陆架存在交叉ꎮ②

第三ꎬ 相互竞争的天然气输送项目造成地区集团合力排挤土耳其ꎮ 以色

列、 希腊、 塞浦路斯和埃及之间建立的新地区联盟引发了土耳其的安全担忧ꎮ
上述四国组建了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Ｇａｓ Ｆｏｒｕｍ)ꎬ
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支持ꎮ 然而ꎬ 该组织成员国并不包括土耳其和 “北塞浦

路斯”③ꎬ 以及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叙利亚和黎巴嫩ꎮ
同时ꎬ 东地中海正在建设的对欧洲的天然气输送项目ꎬ 没有考虑土耳其

国内成本更低、 物流更便捷、 地理位置更合适的项目ꎮ 其一是位于塞浦路斯

的瓦西里克斯 (Ｖａｓｉｌｉｋｏｓ) 地区的液化天然气站ꎬ 该项目由于土耳其和塞浦路

斯间的政治分歧而停止ꎮ 其二是东地中海海上管线从以色列出发ꎬ 经塞浦路

斯连接克里特岛ꎬ 最后抵达希腊大陆ꎬ 其间穿越土耳其海域ꎮ 该项目可加强

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ꎬ 为希腊带来经济利益和能源技术支持ꎬ 但同时极可能

导致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大陆架的纠纷进一步恶化ꎮ 其三是连接以色列和土耳

其、 长度为 ５００ 公里的海底管线ꎬ 将地区多余的天然气输送至欧洲ꎮ 项目拟

耗资约 ２５ 亿美元ꎮ④ 该地区上述三个潜在并相互竞争的对欧洲天然气输送项

目ꎬ 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优于市场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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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环境趋于恶化ꎬ 东地中海地区冲突加剧ꎮ ２０１０
年土耳其和以色列交恶前ꎬ 东地中海区域并不存在反土耳其地区集团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７ 年土耳其和以色列谈判进入实质阶段ꎬ 双方决定实施东地中海区域石油、
天然气、 水、 电和光缆五条管线互联的 “地中海溪” (Ｍｅｄ － Ｓｔｒｅａｍ) 项目ꎻ
２００８ 年ꎬ 双方又决定修建连接杰伊汉港和阿什凯隆的石油管线ꎮ① 土、 以双

边项目当时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ꎮ 即使在 ２０１４ 年ꎬ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约瑟

夫拜登仍表示 “建设连接以色列、 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天然气管线ꎬ 为欧

洲提供能源ꎬ 将使土耳其和希腊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②ꎮ 土以关系交恶

后ꎬ 特别是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执政期间ꎬ 以色列与土耳其分歧

的加剧意味着地区势力冲突已演变为东地中海当前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ꎬ 成

为地区新集团形成的基础ꎬ 各方为本国项目和利益目标展开激烈竞争ꎮ
综上ꎬ 土耳其新旧海洋政策虽然不尽相同ꎬ 但政策长期间断是因为土耳

其在当代历史中缺乏单独施策的必要实力ꎬ 尚未形成对外海洋政策ꎬ 缺少控

制海洋区域的经济动力ꎬ 以及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海洋中蕴藏的巨大碳氢资源ꎮ
近年来ꎬ 地中海地区勘探发现大量油气资源ꎬ 以色列、 希腊、 塞浦路斯和埃

及等国积极成立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等地区联盟ꎬ 希腊与埃及签署海洋

划界协议ꎮ③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经济、 工业和军事实力得到巨大发展ꎬ 它与埃

及、 阿联酋和沙特等地区国家以及法国、 俄罗斯等世界强国在中东地区的竞

争也越发激烈ꎬ 土耳其的新海洋政策也开始发展成熟ꎬ 这一政策的法理体现

即是与利比亚达成持续共识ꎮ

三　 土耳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及其国际反应

土耳其新海洋政策提出后ꎬ 埃尔多安政府聚焦东地中海地区ꎬ 积极尝试

与该地区国家签署海上协议ꎬ 加快确权行动、 增强海上势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了划定海上管辖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和军事合作谅解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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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ꎮ 其中ꎬ 后者也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基础内容的体现和必要延伸ꎮ 同时ꎬ
它也宣示了土耳其现行外交政策的转变ꎬ 其核心特点之一即以硬权力方式介

入地区冲突ꎮ 出兵利比亚给土耳其外交政策带来诸多新的变化ꎬ 同时也在国

际层面产生了激烈的反应ꎮ
第一ꎬ 军事干预利比亚是土耳其践行新海洋政策的重要内容ꎮ 在土耳其

看来ꎬ 利比亚是土耳其新海洋政策的关键因素ꎮ 如果没有与利比亚签订海洋

划界和军事援助两项协议ꎬ 土耳其军队无法停留在公海并将其势力延伸至地

中海腹地ꎮ 因此ꎬ 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最高国家委员会对延续土耳其

新海洋边界管辖权至关重要ꎮ 为保障未来利比亚政府继续履行海洋划界协议ꎬ
确保协议获得利比亚稳定后首个议会的批准ꎬ 土耳其大力支持民族团结政府

取得关键性军事胜利ꎬ 增加该政府在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中的谈判筹码ꎬ 加强

政府代表在未来政府组成中的实力ꎮ 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或干预ꎬ 利比亚国内

反土耳其派系以及与土耳其竞争的地区国家势力可能会坐大ꎬ 威胁土耳其在

利比亚的利益和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存在ꎮ 其二ꎬ 军事干预利比亚是土耳其

外交政策核心变化的最好体现ꎮ 土耳其重视通过跨境军事行动展现实力来捍

卫外部利益ꎬ 在与竞争者的对抗中支持盟友ꎮ 其三ꎬ 军事干预利比亚ꎬ 既可

以强势体现其以武力方式对抗法国、 俄罗斯等大国对土耳其国际战略空间的

挤压ꎬ 也是对埃及损害其政策和利益的回应ꎮ 埃及联合阿联酋、 沙特两国在

阿拉伯地区同土耳其和卡塔尔对抗ꎬ 联合希腊、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将土耳其

限制在狭窄的海洋地带ꎬ 在东地中海能源项目中排挤土耳其ꎮ 通过对利比亚

的干预ꎬ 土耳其势力得以直达埃及边境ꎬ 从而对策划上述反土耳其政策的塞

西政权形成战略威慑ꎮ
第二ꎬ 出兵利比亚是土耳其军队在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单独开展境外行动ꎬ

彰显其 “蓝色家园” 理念下强势争夺东中海权益之要义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

权被推翻以来ꎬ 利比亚便成为国内、 地区和国际冲突的战场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起ꎬ 利比亚国内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为控制政治权力而展开斗争ꎮ 图卜鲁格

国民代表大会和的黎波里国民大会分裂后ꎬ 冲突各方不论合法性如何ꎬ 都参

与了联合国特使贝尔纳迪诺莱昂主持的和平谈判ꎬ 但对话并未成功ꎮ 此后ꎬ
新任特使马丁科布勒成功推动各方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达成协议ꎬ 组建统一的

政府、 议会和军队ꎬ 在的黎波里成立国家最高委员会ꎬ 并成立以法伊兹萨

拉吉为总理的民族团结政府ꎬ 协议和政府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ꎮ 但是ꎬ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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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协议后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ꎬ 国内冲突也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地区竞争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以哈利法哈夫塔尔为首领的利比亚国民军向的黎波里发动全

面进攻ꎬ 旨在终结民族团结政府的存在ꎬ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危机ꎬ 利比亚形

势急转直下ꎮ
随着哈夫塔尔军队成功逼近的黎波里ꎬ 埃尔多安总统指出ꎬ 利比亚面临

的挑战源于支持哈夫塔尔的国家ꎬ 是局势恶化的责任方ꎬ 表示土耳其将努力

“帮助利比亚避免沦为失败的国家”ꎮ 他暗示土耳其将进行干预ꎬ 从 “受部分

阿拉伯国家支持的独裁者” 手中拯救利比亚政府ꎬ 土耳其 “将一如既往地坚

定支持利比亚兄弟ꎬ 竭尽全力挫败将利比亚变为另一个叙利亚的企图”①ꎮ 于

是ꎬ 当哈夫塔尔军队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威胁到民族团结政府后ꎬ 土耳其决定提

供支持并进行干预ꎮ 这些支持包括向的黎波里派遣军官、 运送武器和防空装

备ꎮ 土耳其的支持和干预延缓了哈夫塔尔军队的进军ꎬ 民族团结政府的军队

得以收复部分丧失的地区ꎬ 但它未能中止战争或让哈夫塔尔的军队远离的黎

波里周边地区和部分利比亚西部城市ꎮ 因此ꎬ 土耳其开始为大规模的正式干

预和公开驻军做准备ꎮ 土耳其官员表示ꎬ 利比亚的严峻形势和民族团结政府

的正式求助ꎬ 促使该国决定进行军事干预ꎮ②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ꎬ 土耳其议会批

准与利比亚的海上和军事协议后ꎬ 军方随即在利比亚境内组建作战和军事培

训中心ꎬ 协调和管理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的援助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德国

倡议召开的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未能促使各方停火ꎬ 也没能阻止各国继续向

利比亚冲突各方提供军备ꎬ 在哈夫塔尔军队持续轰炸的黎波里并威胁占领后ꎬ
土耳其着手准备向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军事作战中心运送大量武器装备、
防空系统和无人机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土耳其针对哈夫塔尔的基地和补给线发动

猛烈空袭ꎬ 实现了快速的军事胜利ꎬ 民族团结政府因此全面收复西部城市、
的黎波里周边地区、 的黎波里国际机场、 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以及塔尔

胡纳ꎬ 逼近苏尔特和战略要地朱法拉基地ꎮ④

第三ꎬ 在土耳其支持下的民族团结政府逼近苏尔特和朱法拉基地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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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 国际和地区力量强势参与危机ꎬ 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采取政治解决方案

并防止军事冲突升级ꎮ 危机参与方担心民族团结政府抵达石油新月地带和东

部地区ꎬ 从而实现其 “利比亚全境受政府控制”① 的目标ꎮ 虽然民族团结政

府清楚停火意味着军队停止前进ꎬ 但仍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宣布停火ꎬ 表示愿

意通过总理和议会选举实现对全国的控制ꎬ 让 “外国军队和雇佣军” 离开利

比亚ꎮ② 总的来看ꎬ 在土耳其出兵利比亚问题上ꎬ 国际社会形成了两种态度ꎬ
土耳其则分而应之ꎮ

其一ꎬ 欧洲大国、 欧盟和埃及等国支持政治解决方案ꎮ 法国历史上曾殖

民非洲ꎬ 在 ２０１１ 年北约对利比亚干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卡扎菲政权倒

台后ꎬ 法国在利比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ꎮ 对法国来说ꎬ 国民大会和民族团结

政府与土耳其、 卡塔尔关系稳固ꎬ 意大利也与法国在未来利比亚利益问题上

存在竞争ꎮ 因此ꎬ ２０１４ 年崛起的哈夫塔尔作为利比亚重要力量ꎬ 正是保障法

国在利比亚东部和南部利益的依托ꎮ 同时ꎬ 法国在利比亚有重要的天然气资

源利益ꎬ 尼日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欧洲管线穿越萨赫勒和撒哈拉地

区ꎮ 此外ꎬ 利比亚南部安全状况对法国至关重要ꎮ 土耳其干预利比亚并在其

西部取得重大进展后ꎬ 法国越发担心土耳其势力会威胁其在利比亚乃至非洲

的利益ꎮ 因此ꎬ 法国对土耳其的谴责日益严厉ꎬ 要求 “所有外国军队和雇佣

军撤出利比亚全境ꎬ 禁止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向利比亚供应军事装备”ꎬ
认为利比亚危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ꎮ③ 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土耳其应为利

比亚冲突负 “历史和刑事责任”ꎮ 法国还试图推动北约对土耳其施压ꎮ 法国国

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Ｐａｒｌｙ) 宣布法国暂时退出北约在地中海地

区的 “海洋守卫者” 安全行动ꎮ 土耳其外交部长迈乌吕特查武什奥卢则谴

责法国的行为是对利比亚的 “破坏”ꎮ④

欧盟也是地区热点问题的参与者ꎮ 欧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一致认为ꎬ 处理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利比亚西部之后ꎬ 民族团结政府军队开启收复苏尔特和朱法拉的胜利之路»ꎬ 载半岛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ＶＰＤｂＤ２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６ꎮ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宣布停火ꎬ 呼吁举行大选»ꎬ 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阿拉伯语频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ｎ ｉｔ / ３ｇｒｎＺｎ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１ꎻ «利比亚停火宣言受到地区和国际欢迎»ꎬ 载英国广播公司网

站阿拉伯语频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ｂｃ ｉｎ / ３４ｏＧＲｋ０ꎬ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２１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Ｊｕｎｅ １０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３ｇｓｘｙ５ｕꎬ ２０２０ － ６ － ２０
«法国退出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ꎬ 载德国之声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３ｅＸｄＸＫｍꎬ ２０２０ －０７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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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钻探活动等 “严重问题” 至关重要ꎬ
呼吁土耳其为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做贡献ꎬ 尊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ꎬ 避免

事态升级ꎮ① “但欧盟内部在诸多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ꎬ 其中就包括对抗衡土

耳其的重视程度ꎮ 推动对土耳其采取强硬政策的国家是法国、 希腊和塞浦路

斯ꎬ 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的表态更

能代表整个欧盟立场ꎬ 他认为 “原则上不会把制裁摆上桌面”ꎬ “制裁始终是

实现目标的工具ꎬ 而不是政策本身”②ꎮ 此外ꎬ 欧盟还接受土耳其和希腊两国

达成的解决方案ꎬ 博雷利表示 “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而非单边行动和海军动

员来确定海上边界”③ꎮ 由于其内部无法达成共识ꎬ 欧盟与土耳其进行集体军

事对抗并不现实ꎬ 况且土耳其享有对北约决议的否决权ꎬ 加之美国乐见土耳

其在利比亚能有效威慑俄罗斯ꎬ 上述情况鼓励土耳其不顾欧盟反对ꎬ 继续坚

定地推行其政策ꎮ 其结果是ꎬ 欧盟此前完全反对重新划界ꎬ 但现阶段已同意

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海上边界问题ꎬ 此举或使土耳其在近期行动中获益ꎮ
俄罗斯把利比亚看作其重要的军售市场ꎬ 在卡扎菲当政期间视其为国际

盟友ꎮ 但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政权更替后ꎬ 俄罗斯认为哈夫塔尔是保障其在利比亚

利益的潜在伙伴ꎬ 包括进入利比亚能源市场、 使用图卜鲁格和德尔纳的地中

海港口以及与俄罗斯共同反对政治伊斯兰势力ꎮ 而且ꎬ 从战略角度看ꎬ 俄罗

斯希望通过控制叙利亚、 利比亚ꎬ 获得毗邻北约和欧洲南翼的广阔势力舞

台ꎮ④ 于是ꎬ ２０１８ 年哈夫塔尔取得军事优势、 逼近的黎波里后ꎬ 俄罗斯向利

比亚派遣了瓦格纳公司等私人武装部队ꎬ 参与了特定的军事行动ꎬ 包括提供

技术支持、 电子战经验和直接参与战斗⑤ꎮ 美国非洲司令部 (ＡＦＲＩＣＯＭ) 也

公布了由俄罗斯军事人员驾驶的俄罗斯战机在利比亚上空盘旋的照片⑥ꎬ 这些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３ｆｖｗＮｂ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Ｚｏｅ Ｄｉｄｉｌｉꎬ “Ｅ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ｌａｓｈ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ｇｉａ Ｓｏｐｈｉ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ꎻ Ｂｏｒｒｅｌｌ Ｗａｒｎ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２０

“ＥＵ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ꎬ Ｇｒｅｅｋ Ｎａｖａｌ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Ｅｋａｔｈｉｍｅｒｉｎｉꎬ Ｊｕｎｅ ９ꎬ ２０２０
Ａｍｙ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ｒｏｘｙ Ｗａｒ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Ｈｅａｔｓ Ｕｐ”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Ｊｕｎｅ １９ꎬ

２０２０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ꎬ “Ｕｐ ｔｏ １ꎬ ２００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Ｕ 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Ｍａｙ ６ꎬ ２０２０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 Ｓｕｄａｒｓａ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ꎬ “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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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进入利比亚可被视作对土耳其的警告ꎬ 意味着如果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

其越过俄罗斯设定的 “红线” (苏尔特)ꎬ 后者将使事态升级ꎬ 强烈反对土耳

其干预ꎮ① 而土耳其则认为ꎬ 俄罗斯在控制叙利亚后进一步壮大在利比亚的势

力ꎬ 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或占据有利地位抗衡欧洲 (如在移民政策和难民潮

问题上拥有对欧洲国家的施压工具)ꎬ 更是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同在东地中海

地区封锁土耳其ꎮ 虽然希腊和塞浦路斯目前主要倚靠欧洲和北约ꎬ 但是面对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优势ꎬ 尤其是土耳其势力延伸至利比亚威胁两国海

洋边界ꎬ 俄罗斯在其中制衡土耳其的作用将得以发挥ꎮ②

埃及及其传统盟友阿联酋和沙特认为ꎬ 土耳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是非

法的ꎮ 同时ꎬ 埃及担心民族团结政府和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组织会造成恐怖主

义威胁ꎬ 对塞西政权形成潜在威胁ꎮ 塞西认为土耳其军事干预利比亚不仅是

对埃及本土的潜在威胁ꎬ 也是对埃及北非利益和地区计划的威胁ꎮ 如果土耳

其在利比亚实现长期存在ꎬ 帮助民族团结政府盟友在利比亚未来事务中占据

主导地位ꎬ 继续执行与其签署的海洋协议ꎬ 或将削弱由埃及、 沙特和阿联酋

建立的阿拉伯地区反土耳其联合势力ꎬ 破坏埃及、 希腊、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

间的东地中海海上联盟ꎮ 埃及还认为土耳其和民族团结政府属于或支持政治

伊斯兰运动ꎬ 需要采取行动进行对抗ꎮ 在土耳其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 民族

团结政府逼近东部大门苏尔特和朱法拉基地后ꎬ 埃及的警告已经升级到可能

对利比亚进行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的程度ꎮ 塞西向军队表示: “埃及军队是地

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时刻准备好在国内执行任何任务ꎬ 并在必要之刻踏

出国境”③ꎮ 塞西的讲话得到了阿联酋和沙特的支持ꎬ 两国强调支持埃及 “采
取任何措施保护其安全和稳定免受利比亚令人担忧的局势发展影响”④ꎮ «中
东报» 称塞西的声明 “是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和封锁埃及西部边境企图的坚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 Ｓｕｄａｒｓａｎ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ꎬ “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Ｆ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２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ｌｌｉｎｓｏｎꎬ Ｐａｖｅｌ Ｋａｎｅｖｓｋｉｙ ＆ Ａｒｉｓ Ｐｅｔａｓｉｓꎬ “Ｔｈｅｎ ｉｓ Ｎｏｗ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ａｒｅ Ｎｅｗ:
Ｇｒｅｅｃｅꎬ Ｃｙｐ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３０７ꎬ ３１１ꎬ ３１６ꎬ
３１８

«塞西讲话之后埃及是否会军事干预利比亚?»ꎬ 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阿拉伯语频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ｂｃ ｉｎ / ３１ＬＩｋ２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５ꎮ

«利比亚: 民族团结政府认为塞西讲话 “违反国际宪章”ꎬ 沙特和阿联酋支持埃及立场»ꎬ 载

法国 ２４ 小时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Ｚ３ｔＦ１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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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回应”ꎮ 因此ꎬ 塞西强调 “苏尔特和朱法拉” 的重要性ꎬ 将其视为 “红

线”①ꎬ 这与此前俄罗斯设定的红线完全相同ꎮ 埃及难以接受土耳其在东地中

海的推进以及通过利比亚将势力逼近埃及ꎮ 但鉴于经济、 安全和法律因素ꎬ
埃及很难对利比亚进行直接军事干预ꎬ 因此埃及最有可能朝两个方向行动:
一是与利比亚东部的盟友协调军事行动ꎬ 使土耳其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ꎬ
无法结束战争或脱身ꎻ 二是支持政治解决方案ꎮ 埃及此前对民族团结政府和

图卜鲁格国民代表大会的两份停火声明表示欢迎②ꎬ 借此延缓土耳其在利比亚

的进展ꎬ 或确保土耳其执行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利比亚的倡议ꎬ 使后者出局ꎮ
利比亚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和稳定后ꎬ 土耳其在利比亚给埃及造成的威胁或

将减少ꎮ 但鉴于美国和北约至今没有强烈反对土耳其行为ꎬ 欧盟亦呼吁和平

解决分歧ꎮ 埃及在东地中海问题上对土耳其的警告非但不会停止ꎬ 反而可能

升级ꎮ
其二ꎬ 美国在利比亚发挥着近似于观察员的次级作用ꎮ 美国原本对利比

亚问题中互相竞争的盟国持中立立场ꎬ 但后来由于担心俄罗斯势力坐大ꎬ 美

国立场转变为支持能够抗衡俄罗斯势力的土耳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美国在推翻卡扎

菲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但是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佛史蒂文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ｔｅｖｅｎｓ) 遇袭身亡后ꎬ 美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撤出利比亚ꎬ 重视程度

也随之下降ꎮ 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事件ꎬ 导致美国常年对利比亚境内的

内部和地区冲突持漠视态度ꎬ 对利比亚政策也局限于支持联合国行动ꎬ 以发

表笼统声明为主ꎬ 没有为解决冲突提供实质性帮助ꎬ 甚至在土耳其军事干预、
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利比亚西部后ꎬ 美国给出的信息仍然是模糊的ꎮ 美国助理

国务卿戴维申克尔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ｈｅｎｋｅｒ) 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表示ꎬ “美国呼吁各方

放下武器”③ꎮ 虽然美国采取了笼统的立场ꎬ 但是哈夫塔尔及其利比亚东部的

支持者们认为 “美国支持其在利比亚西部的对手”④ꎮ 其对美国立场的抱怨源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埃及针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的立场是地区 “转折点”»ꎬ 载 «中东报»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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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没有反对土耳其在利比亚日益加强的军事干预和军事存在ꎬ 美国将土

耳其的行为视作对俄罗斯的回应而不是干预ꎮ 美国借理查德诺兰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ｏｒｌａｎｄ) 大使之口对俄罗斯的干预提出警告ꎮ① 美国之所以采取该

立场ꎬ 是因为它还不愿意单独对抗俄罗斯ꎮ 民族团结政府曾向美国提议建立

军事基地抗衡俄罗斯势力ꎬ 但美国未予答复ꎮ 特朗普政府认为 “利比亚冲突

是欧洲问题ꎬ 与美国利益关系不大”②ꎮ 此外ꎬ 正如前文所述ꎬ 土耳其是北约

成员国ꎬ 是利比亚问题中对抗俄罗斯、 哈夫塔尔和瓦格纳公司的主力军ꎬ 美

国将土耳其视作能够发挥作用并负担成本的最重要参与者ꎮ 美国也担心俄罗

斯在利比亚沿海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和北约的利益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美

国非洲司令部认为 “俄罗斯在利比亚不断壮大的军事存在将阻碍美国进入利

比亚ꎬ 从而威胁到未来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与反恐合作”③ꎮ 美国在改变立场

后ꎬ 开始重视俄罗斯势力的壮大及其对北约的威胁ꎬ 将土耳其的干预视作对

俄罗斯势力的平衡和遏制ꎮ 但是ꎬ 如果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利比亚达成合作ꎬ
美国的立场可能完全改变为反对土耳其的军事存在ꎮ 此外ꎬ 若利比亚各方就

政治解决方案达成共识ꎬ 国内局势实现稳定ꎬ 美国可能要求土耳其和其他势

力退出利比亚ꎮ 因此ꎬ 对抗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势力是美国和土耳其共同的当

务之急ꎬ 也是两国共识的基础ꎮ 如果干预没有得到美国同意或是默许ꎬ 土耳

其便无法应对北约内部欧洲伙伴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ꎬ 也不可能至今免受

国际谴责ꎮ

四　 余论

本文从历史和地理维度阐述了土耳其海洋观及其政策的承继与发展ꎬ 以

及埃尔多安政府为扩大国家概念范围将视作其主权内的广阔海域纳入版图的

努力ꎮ 土耳其在专属经济区内建立长期海上力量ꎬ 试图通过与利比亚签订海

上协议获得法律认可ꎬ 派遣勘探船坐实现状ꎮ 通过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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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洋政策下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及其影响　

订海上和军事两项协议ꎬ 土耳其的两条外交线路实现相交: 一是划定新海洋

边界ꎬ 与希腊和欧盟对抗ꎻ 二是确认版图ꎬ 为该国在地中海南岸即利比亚的

地理和政治利益延伸助力ꎮ
土耳其鉴于自身国力的增强ꎬ 在东地中海区域地缘政治局势深刻变化的

背景下ꎬ 推行 “蓝色家园” 理念ꎬ 制定并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新海洋政策ꎮ
土耳其在新海洋政策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ꎬ 将给土耳其造成深远影响ꎮ

从有利角度看ꎬ 其一ꎬ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利比亚高歌猛进ꎬ 挑

战地区和国际力量ꎬ 彰显了其地区大国形象ꎮ 虽然有关国家不会将利益拱手

相让ꎬ 势必将通过升级事态或寻求和解来限制土方利益ꎬ 但是这些努力至今

未能动摇土耳其继续执行新政策的意志ꎮ 其二ꎬ 土耳其通过与利比亚和 “北
塞浦路斯” 签订海上划界协议ꎬ 加强了自身在东地中海专属经济区争议中的

有利地位ꎬ 增加了勘探活动的合法性ꎬ 有利于保障国家的能源利益ꎮ 其三ꎬ
土耳其与利比亚的军事协议为其加强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南岸的影响力创造

了条件ꎬ 扩大了战略空间ꎬ 增强了土耳其应对地区环境压力的能力ꎮ
从不利角度看ꎬ 土耳其的强硬姿态招致地区和国际势力的不满ꎬ 遭受各

方施压ꎬ 增加了土耳其和东地中海区域的不稳定因素ꎮ 其一ꎬ 虽然欧盟出于

抗衡俄罗斯势力的考虑ꎬ 对土耳其立场发生重大变化ꎬ 呼吁希腊和土耳其和

平解决分歧ꎮ 但鉴于希腊和土耳其长期敌对ꎬ 前者难以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

做出任何让步ꎮ 其二ꎬ 俄罗斯虽然维持了与土耳其的联系ꎬ 但为保障自身利

益ꎬ 势必阻止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取得更大进展ꎬ 或借助政治解决

方案为其利比亚东部盟友谋求更大影响力ꎮ 其三ꎬ 埃及虽然也可能支持政治

解决方案ꎬ 但其深谙土耳其势力靠近边境的危险ꎬ 极可能加强对利比亚盟友

的支持以消耗土耳其ꎬ 或加强与希腊、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联盟ꎬ 制造动荡

局面和法律纠纷ꎬ 使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不利于自身稳定和国际影响力ꎬ
相反成为负担ꎮ

东地中海版图的重构可能演变成长期冲突的开端ꎬ 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加

大ꎮ 在此形势下ꎬ 未来各种情况均可能发生ꎬ 如引发东地中海的军事冲突ꎬ
土耳其也可能推动各方重新进行海上划界谈判ꎬ 以改变自身被封锁在狭窄海

洋地带的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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