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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下的 “土耳其梦”
———兼谈 “一带一路” 下的中土合作∗

昝　 涛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０２ 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ꎬ 土耳其经济与社会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开始提出一

系列的未来发展展望、 计划与目标ꎬ 即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２０５３ 展

望” 和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ꎮ 这一系列涉及土耳其未来中长期发展的目标

与愿景可以被概括为 “土耳其梦”ꎮ 这既是土耳其政治家的一种吸引眼

球的宣传ꎬ 也是土耳其经历了十年发展后自信心日益增强的表现ꎮ 有鉴

于此ꎬ 中国与土耳其在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时ꎬ 中方宜

深入理解上述土耳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点ꎬ 以期实现双方发展战

略的对接ꎮ 并且ꎬ 在研究土耳其自身优势与问题的基础上ꎬ 中方需要重

视该国在欧亚地区施展软实力影响的特殊作用ꎬ 探索双方在共同提高国

际影响力及应对极端主义挑战等方面新的合作议题ꎬ 有利于 “一带一

路” 倡议在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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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昝涛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中国梦” 以及 “一带一路” 战

略构想和倡议ꎬ 与此相关的国家也进入国人的关注与研究视野ꎮ 这其中ꎬ 土

耳其受到了格外关注ꎬ 不仅包括中东研究学者ꎬ 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

展的人ꎬ 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ꎬ 从而产

∗本文系 “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项目 “土耳其模式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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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对土耳其的知识需求ꎮ① 在 ２１ 世纪过去的十余年ꎬ 土耳其的发展引人注

目ꎬ 该国相继提出了 ３ 个层次雄心勃勃的 “土耳其梦” (Ｔüｒｋｉｙｅ ｈａｙａｌ /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ｒｅａｍ)②: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建国 １００ 周年时的计划 (简称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２０５３ 年奥斯曼 － 突厥人征服伊斯坦布尔 ６００ 周年时的展望 (简称 “２０５３ 展

望”) 以及 ２０７１ 年塞尔柱 － 突厥人打败拜占庭帝国、 开启安纳托利亚征服运

动的曼齐克特战役胜利 １ ０００ 周年时的目标 (简称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ꎮ 通过

具体考释土耳其提出这些发展规划、 目标与愿景的过程ꎬ 本文拟探讨土耳其

提出这些宏大理想的时代背景ꎬ 分析实现这些梦想的条件ꎮ 最后ꎬ 本文的落

脚点在于从中土关系的角度看待土耳其的基本面ꎬ 并探讨 “一带一路” 下中

土合作的基础与前景ꎮ

“土耳其梦” 的 ３ 个层次及其内涵

当下ꎬ 土耳其领导人对该国未来发展充满期待ꎬ 正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土

耳其媒体有关埃尔多安 (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ａｎ) 在演讲中所言: “我们真心地

相信ꎬ 土耳其的未来是光明的当下我们生活在灰暗的日子里ꎬ 但是ꎬ
２０２３、 ２０５３ 和 ２０７１ 愿景必将会实现ꎮ”③ 的确ꎬ 以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为核心

的 “土耳其梦” 体现了该国一些具体的经济、 社会、 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发

展目标ꎮ
(一)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土耳其的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是在 ２０１１ 年最先提出的ꎬ 并不断得以深化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 «对人民讲话» (Ｕｌｕｓａ Ｓｅｓｌｅｎｉş)
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提出了正义与发展党 (简称 “正发党”) 的 “２０２３ 百年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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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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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 １８ 日ꎬ 经笔者联络ꎬ 促成北京大学与印第安纳大学联合主办的 “中国在中

东: 历史与现实” 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ꎬ 与会外国学者 ３０ 多人ꎬ 其中有关中土关系的那一

场ꎬ 发言人最多 (共 ７ 人)ꎬ 引起了格外的关注ꎬ 探讨的问题也从文化、 经济、 军事、 政治到极端主

义等多个方面ꎮ
“土耳其梦” 是笔者所做的一个概括ꎬ 这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专有的名词ꎬ 土耳其人也极少

使用 “土耳其梦” (Ｔüｒｋｉｙｅ ｈａｙａｌ) 来概括本文中涉及的那些愿景、 展望和目标ꎻ 倒是有一些英文的报

道和分析会使用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Ｄｒｅａｍ” 这样的表达ꎮ 在土耳其语境下ꎬ 被讨论最多的是 “２０２３ 百年愿

景” (２０２３ Ｖｉｚｙｏｎｕ)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ｓａｎｈａｂｅｒ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ｓｉｋｉｎｔｉｌｉ － ｇｕｎｌｅｒ － ｙａｓｉｙｏｒｕｚ － ａｍａ － ２０２３ － ２０５３ －

２０７１ － ｖｉｚｙｏｎｌａｒｉ － ｈａｙａｔａ － ｇｅｃｅｃｅｋ － ５８５０１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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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ꎬ 具体内容: “我们在未来的 １２ 年中ꎬ 国民收入至少再翻三番ꎬ 希望在

２０２３ 年能达到 ２ 万亿美元ꎮ １２ 年后ꎬ 我们的人口预计将达到 ８ ２００ 万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 我们将把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 ２５ ０００ 美元ꎮ 此外ꎬ 未来 １２ 年出口

要再翻四番ꎬ 达到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外贸总量达到 １ 万亿美元ꎮ 希望到 ２０２３ 年

时ꎬ 小学和中学入学率都达到 １００％ ꎮ 在健康方面ꎬ 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每

１０ 万人有 １５３ 个医生ꎬ 到 ２０２３ 年我们要提高到 ２１０ 个ꎮ 在基础设施方面ꎬ 过

去 ８ 年中ꎬ 我们修建了 １３ ６００ 公里公路ꎻ 这将很快达到 １５ ０００ 公里ꎬ 到 ２０２３
年的时候ꎬ 我们要再修 １５ ０００ 公里ꎮ 此外ꎬ 我们还要铺 １１ ０００ 公里新的铁

路ꎬ 南北高铁线路要完成ꎮ 土耳其要成为世界十大空港之一ꎮ 飞机、 卫星要

自己设计ꎬ 并以本地技术生产ꎮ 我们已开始自主生产战舰、 坦克、 无人机ꎬ
我们还有更多、 更大的计划ꎮ 自己的防务卫星由土耳其的工程师设计ꎬ 把卫

星发送到太空ꎮ 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航天工业区、 船舶建造工业区ꎬ 将土耳其

打造成为连接三大陆的制造业和物流中心ꎮ 总面积达 ８５０ 万公顷的净化水区

域已经接近完工ꎬ 希望到 ２０２３ 年就可以通水ꎮ 在 ２０２３ 年建国 １００ 周年的时

候ꎬ 游客人数由现在的每年 ２ ８５０ 万人次增加到 ５ ０００ 万人次ꎬ 旅游收入由目

前的 ２２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５００ 亿美元ꎮ 一些区域工程 (ＧＡＰ、 ＤＡＰ、 ＫＯＰ) 也将

完工ꎬ 我们举国上下要手牵手、 肩并肩、 心连心地把土耳其建成世界的粮仓

和农业中心ꎮ”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正发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发布了 «正发党

２０２３ 政治愿景» (ＡＫ Ｐａｒｔｉ ２０２３ Ｓｉｙａｓｉ Ｖｉｚｙｏｎｕ)②ꎮ 埃尔多安在演说中 ３ 次使

用了 “梦” (ｈａｙａｌ) 这个单词ꎬ 声情并茂地发达了他对土耳其未来的坚定信

念ꎮ 实际上ꎬ 相较于前引埃尔多安的谈话内容ꎬ 这次大会正式发布的 «正发

党 ２０２３ 政治愿景» 这个党的文件对具体问题做了深化和细化ꎬ 尤其对未来 １１
年土耳其在政治、 经济、 民族、 法律、 文化、 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预期取得的

成就均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ꎮ
第一ꎬ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ꎬ 这份文件除了强调上文提及的 ２０１１ 年埃尔多

安电视谈话节目中提到的诸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以外ꎬ 还提到 “与通胀做

７６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ｔｒｏｎｌａｒｄｕｎｙａｓｉ ｃｏｍ / ｈａｂｅｒ / Ｂａｓｂａｋａｎ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２０２３ － ｈｅｄｅｆｌｅｒｉｎｉ － ａｃｉｋｌａｄｉ /
９８４８０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该文本可在正发党的官方网站上下载ꎬ 本节出自该文本的内容ꎬ 除特殊情况外ꎬ 不再另加注释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ｋｐａｒｔｉ ｏｒｇ ｔｒ /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ｋｐａｒｔｉ２０２３ｓｉｙａｓｉｖｉｚｙｏｎｕｔｕｒｋｃ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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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将继续是我们的优先考虑”ꎬ 即鼓励国民创新、 创业及努力工作ꎮ
第二ꎬ 在民族问题上ꎬ 正发党积极致力于通过强调文化自治、 双语和多

元主义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ꎮ 该文件明确表示反对军方监国体

制ꎮ 按照既有的方案ꎬ 土耳其将推出一部 “包容性的ꎬ 而不是排他性的” 新

宪法ꎬ 以取代 １９８０ 年军人干政后颁行的宪法ꎮ 此外ꎬ 正发党力图重新界定土

耳其民族的概念ꎬ 赋予库尔德人以真正的少数民族地位ꎬ 以及相应的文化自

治权ꎬ 并且将在公共服务中逐渐推行双语 (土耳其语与库尔德语)ꎮ 相对于土

耳其长期僵化的民族政策来说ꎬ 这个调整是革命性的ꎬ 对于解决库尔德问题

是积极的ꎮ 可见ꎬ 正发党的 ２０２３ 愿景重视民主的宽容性ꎬ 强调尊重和保护差

异性与少数人的观点ꎮ 正发党还承诺要扩大 “仇恨罪” 的概念ꎬ 即包括所有

的宗教性和种族性的言行ꎮ 为了与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的恐怖主义作斗争ꎬ
正发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民主方案ꎬ 即 “民族统一与繁荣进程”ꎬ 正发党将其

所贯彻的政策定位为: 以人类为中心和基于自由的政治ꎮ 正发党尤其强调多

元主义作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ꎮ 以前一些对少数族群的同化和歧视性政策

已经被取消ꎻ 埃尔多安还曾为历史上对库尔德人的迫害事件而道歉ꎮ① 另外ꎬ
正发党强调加大对东南部库尔德落后地区的投资、 开发与援助ꎮ

第三ꎬ 在对外关系方面ꎬ 继续走多边主义道路ꎬ 既强调要加入欧盟ꎬ 又

坚持发展同伊斯兰 － 中东地区以及中亚的关系ꎮ 在理念上ꎬ 正发党坚信土耳

其的伟大和强盛源自历史与文化ꎬ 要实现其历史使命ꎬ 将土耳其变成能够塑

造世界秩序的国家之一ꎮ 正发党对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文明版图持多维度和

多方位的视角ꎬ 强调从战略的纵深角度来重估土耳其的历史与地缘ꎻ 继续肯

定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ꎮ② 正发党坚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理想ꎬ 同时强调要把

“哥本哈根标准” 定义为 “安卡拉标准”ꎬ 发誓要在 ２０２３ 年加入欧盟ꎬ 成为完

全会员国ꎻ 强调与突厥语国家之间的合作ꎻ 反对伊斯兰恐惧症ꎻ 肯定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ꎮ
第四ꎬ 重新界定了世俗主义ꎮ 在世俗主义的界定方面ꎬ 正发党的 ２０２３ 愿

景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ꎬ 这代表的是正发党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一贯态度ꎮ
实际上ꎬ 正发党并不否定世俗主义ꎬ 但是ꎬ 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ꎬ 更加

８６

①
②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ｉｎ Ｄｅｒｓｉｍꎬ”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ꎬ Ｎｏｖ ２３ꎬ ２０１１
关于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ꎬ 参见昝涛: «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ꎬ 载 «阿拉伯

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５ ~ ６６ 页ꎮ



历史视野下的 “土耳其梦” 　

强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ꎬ 强调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处ꎮ 这是正

发党重塑土耳其社会的重要指南ꎬ 这是因为: 相对于凯末尔党人以政治管控

宗教的、 积极的世俗主义来说ꎬ 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ꎬ
必将为宗教活动打开更大的空间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埃尔多安提出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以来ꎬ 土耳其政界一直围绕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做文章ꎬ 尤其是正发党领导人在国内外的多个场合不断提

到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ꎬ 他们的态度大致可以概括为: 表达信念ꎬ 认识到困难ꎬ
但从未放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旬ꎬ 土耳其总理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ｌｕ) 在伦敦面向 ２００ 多名投资人的演讲中再次坚定地重申了土耳其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的经济目标ꎮ① 由此看来ꎬ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可视为土耳其

当下与未来一段时间该国重要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ꎮ
(二)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是在 ２０１２ 年底由埃尔多安正式提出的ꎬ 它不像 “百年

愿景” 那样有一系列的具体计划和数据ꎬ 可以说那是一种历史意识ꎮ 实际上ꎬ
在正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ꎬ 埃尔多安在论及正发党的历史定位时提到了

１０７１ 年的那段历史ꎬ 他认为正发党 “是继承了 １ ０００ 年历史的积淀、 经验、
精神与灵感的政党”ꎮ 这里所说的 １ ０００ 年指的就是 １０７１ 年ꎮ② 从土耳其当下

的官方历史叙事来说ꎬ １０７１ 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起点ꎬ 因为这是安纳托利亚

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开端ꎮ③ 埃尔多安没有止于塞尔柱突厥人ꎬ 而是将其描述

９６

①
②

③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Ｊａｎ １９ꎬ ２０１６
１１ 世纪初ꎬ 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防御明显弱化ꎮ １０６８ 年ꎬ 罗曼努斯 ( Ｒｏｍａｎｕｓ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 成为拜占庭皇帝ꎬ 他力图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结束突厥人的威胁ꎮ １０７１ 年 ３ 月ꎬ 罗曼努斯

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去东部夺取曼齐克特和阿赫拉特的军镇ꎬ 这个地方是从东部来的入侵者的主要路线ꎮ
当时ꎬ 阿斯兰正在叙利亚北部用兵ꎮ 在得知拜占庭皇帝的行动之后ꎬ 阿斯兰决定带兵打击罗曼努斯ꎮ
当年 ８ 月ꎬ 两军在曼齐克特遭遇ꎬ 遂发生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ꎮ 结果是阿斯兰打败并俘虏了罗曼

努斯ꎬ 但阿斯兰当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安纳托利亚ꎬ 而是埃及与叙利亚ꎬ 所以他在要求每年的供奉以

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后ꎬ 就宣布了和平ꎬ 并释放了罗曼努斯ꎮ 不过ꎬ 君士坦丁堡的官僚们在他返回首都

之前就把罗曼努斯抛弃了ꎮ 随后拜占庭发生了一系列内战ꎬ 极大地便利了突厥人的入侵ꎮ Ｍａｒｉｂｅｌ
Ｆｉｅｒｒｏ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ꎬ Ｖｏｌ 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０２ －
３０３ꎻ Ｋａｔｅ Ｆｌｅｅｔꎬ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Ｉ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０

在凯末尔主政的时代ꎬ 土耳其的历史叙事是超越 １０７１ 年那段历史的ꎬ 尤其是具有浪漫色彩的

“土耳其史观” (Ｔüｒｋ Ｔａｒｉｈ Ｔｅｚｉ) 坚决反对 １０７１ 年突厥人才来到安纳托利亚的说法ꎬ 它将突厥人迁徙的

历史追溯到比这还早数千年ꎬ 连小亚细亚历史上的赫梯人都被说成是突厥人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土耳其放

弃了上述史观ꎬ 转而强调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多种文明的继承与发展ꎮ 关于 “土耳其史观”ꎬ
参见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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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萌芽: “这样的一个文明ꎬ 在奥斯曼加齐①手中时还只是小枝ꎮ 那个小

枝会长成矮树ꎬ 矮树会长成参天大树ꎬ 变成覆盖大地与海洋的、 从高加索到

阿尔卑斯、 从两河流域到多瑙河的广阔领土的大树ꎮ 请注意ꎬ 在这棵大树的

树荫下ꎬ 塞尔柱、 奥斯曼和共和国的土地上ꎬ 没有流血ꎬ 没有分裂ꎬ 也没有

分裂主义ꎻ 没有暴政ꎬ 没有压迫ꎬ 也没有他者化ꎮ 这里只有爱和友谊ꎬ 这里

相信知识的力量ꎮ 正发党就是在这树枝上生长出来的ꎮ 我们的道路ꎬ 是苏丹

阿斯兰的道路ꎬ 是奥斯曼加齐的道路ꎬ 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②的道路ꎬ 是苏

丹苏雷曼③的道路ꎬ 是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④的道路ꎬ 是阿德南门德列

斯⑤和图尔古特厄扎尔⑥的道路ꎮ”⑦

通过回归历史ꎬ 埃尔多安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将过去美化ꎬ 将征服的历史

美化ꎬ 尤其说没有压迫ꎬ 没有流血ꎬ 完全是罔顾史实ꎮ 但通过这样一种叙事

结构ꎬ 埃尔多安将正发党置于土耳其的千年历史之中ꎬ 置于一个从起源到当

下的连绵不断的延续中ꎬ 从塞尔柱到奥斯曼ꎬ 从奥斯曼到共和国ꎬ 在这千年

一系的历史脉络中ꎬ 正发党被抬到了历史的高度ꎮ 应该说ꎬ 这算是埃尔多安

较早地将 １０７１ 年作为象征纳入人们视野的一次讲话ꎮ
但是ꎬ “１０７１ 一代” (１０７１’ ｉｎ ｎｅｓｌｉ) 以及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２０７１

ｈｅｄｅｆｉ)ꎬ 是在正发党四大之后提出来的ꎬ 所谓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则非常含糊

和空洞ꎬ 不像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那么具体ꎬ 埃尔多安说到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ꎬ
只是笼统地说要达到 “奥斯曼水平” (Ｏｓｍａｎｌı ｄｅｒｅｃｅｓｉ)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指奥斯曼一世 (Ｏｓｍａｎ Ｉꎬ １２９９ － １３２６)ꎬ 即奥斯曼帝国的开创者ꎬ 其父亲为艾尔图鲁ꎬ 属于

乌古斯土库曼部落ꎬ 是罗姆的塞尔柱突厥人的一个贵族ꎮ Ａ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Ａｌｂ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Ｓｕｌｔａｎｓ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Ｋａｋｎ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

指穆罕默德二世 (Ｍｅｈｍｅｄ ＩＩꎬ １４４４ － １４４６ / １４５１ － １４８１)ꎬ 是奥斯曼帝国第七任苏丹ꎬ 他于

１４５３ 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ꎬ 故被称为 “征服者” (Ｆａｔｉｈ)ꎮ Ａ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Ａｌｂ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Ｓｕｌｔａｎｓꎬ ｐ ７
指苏雷曼一世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Ｉꎬ １５２０ － １５６６)ꎬ 是奥斯曼帝国第十任苏丹ꎬ 他被称为 “大帝” 和

“立法者”ꎮ Ａ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Ａｌｂ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Ｓｕｌｔａｎｓꎬ ｐ １０
即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ｅａｍｌ Ａｔａｔüｒｋꎬ １８８１ － １９３８)ꎮ
阿德南门德列斯 (Ａｄｎａｎ Ｍｅｎｄｒｅｓ) 土耳其政治家ꎮ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任总理ꎬ 在 １９６０ 年的军

事政变中被推翻ꎬ 后被判处绞刑ꎮ
图尔古特厄扎尔 ( 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ꎬ 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３) 土耳其政治家ꎬ 曾分别担任土耳其总理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９) 和第八任总统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ꎮ
“Ｂａşｂａｋａｎ Ｅｒｄｏａｎ’ ıｎ ＡＫ Ｐａｒｔｉ ４ Ｏｌａａｎ Ｂüｙüｋ Ｋｏｎｇｒｅｓｉ ｋｏｎｕşｍａｓıｎıｎ ｔａｍ ｍｅｔｎｉ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ｐａｒｔｉ ｏｒｇ ｔｒ / ｓｉｔｅ / ｈａｂｅｒｌｅｒ / ｂａｓｂａｋａｎ － ｅｒｄｏｇａｎｉｎ － ａｋ － ｐａｒｔｉ － ４ － ｏｌａｇａｎ － ｂｕｙｕｋ － ｋｏｎｇｒｅｓｉ －
ｋｏｎｕｓｍａｓｉｎｉｎ － ｔａｍ － ｍｅｔｎｉ / ３１７７１＃１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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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中部因保守而文明的城市科尼亚 (Ｋｏｎｙａ) 发表演讲ꎬ 指出

了到 ２０７１ 要实现的目标: “希望从我们历史上的安纳托利亚运动开始到现

在到 ２０７１ 年ꎬ 也就是第一千年的时候ꎬ 真主保佑ꎬ 那个时候的土耳其ꎬ
将会达到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曾经达到的水平ꎮ 当发达国家陷入严重的全球

性金融危机的时候ꎬ 我们土耳其还在继续稳步前进ꎮ 我们是见不到 ２０７１ 年

了ꎮ 青年们! 我是对你们说的ꎬ 尤其是你们中的单身者ꎮ 你们结婚吧ꎮ 希望

你们将养育 ‘１０７１ 一代’ꎮ” 埃尔多安提到的所谓古代帝国水平ꎬ 无法得知用

什么来衡量ꎮ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ꎬ 那时土耳其面积比较大ꎬ 比周边的国家

强盛ꎮ 埃尔多安说: “我们将更加强大ꎮ” 在同一天的议会演讲中ꎬ 时任外交

部长的达乌特奥卢也说: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你们就会看到国家的崛起ꎬ 到 ２０７１ 年

的时候ꎬ 你们将会作为尊贵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国ꎮ”①

(三) “２０５３ 展望”
较少被提到但也已经成为当下土耳其政治语言之一的是 “２０５３ 展望”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ꎬ 埃尔多安在正发党的团体会议上向议员们讲话时提到了 ２０５３
展望: “我们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的大会上就宣布了 ２０７１ (千年) 目标ꎮ 就算我们看

不到那一天ꎬ 为了今天出生的孩子们能够看到那一天ꎬ 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准

备了ꎮ 伊斯坦布尔在 １４５３ 年被征服后的 ６００ 周年ꎬ 也就是 ２０５３ 年ꎬ 我们也设定

了正发党的目标ꎮ 如果没有苏雷曼ꎬ 就没有艾尔图鲁加齐②、 奥斯曼加齐ꎮ 如果

没有奥斯曼加齐在伊斯坦布尔被征服 １５０ 年前的梦ꎬ 也就没有征服者苏丹穆罕

默德ꎮ 一个时代的门关了ꎬ 一个新的时代就不能开启ꎮ 我们给今天的青年们灌

输的是一种意识ꎬ 即成为一个一个的征服者ꎬ 成为养育征服者们的父母ꎮ”③

以上三者比较来看ꎬ 土耳其的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是很实的ꎬ 它涉及该国

１７

①

②

③

Ｑｕ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ｗ Ｃａｎ Ａｎｋａｒａ’ｓ ‘２０７１’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ｓｓｕ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ｈｏｍｅ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８ /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ｈｏｗ － ｃａｎ － ａｎｋａｒａｓ － ２０７１ － ｖｉｓｉｏｎ － ｓｅｅ －
ｔｈｅ －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一般认为苏雷曼 (Ｓüｌｅｙｍａｎ)、 艾尔图鲁 (Ｅｒｔｕｒｕｌ) 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创立者奥斯曼一世的爷

爷和父亲ꎮ 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并不清晰ꎮ 可以确定的是到 １２２５ 年的时候ꎬ 随着蒙古人征服而来的乌

古斯部落的一支已经占据了凡湖附近的阿赫拉特地区ꎬ 其领导者就是苏雷曼ꎮ 艾尔图鲁可能是苏雷曼

的儿子抑或孙子ꎬ 他的名字来自突厥语ꎮ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ꎬ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艾尔图鲁所占据的

Ｂｉｔｉｎｙａ 地区ꎬ 要么是塞尔柱人册封的领地ꎬ 要么就是他为了躲避蒙古人而来到这里ꎮ Ｊｅａｎ － Ｐａｕｌ Ｒｏｕｘꎬ
Ｔüｒｋｌｅｒｉｎ Ｔａｒｉｈｉ: Ｐａｓｉｆｉｋ’ ｔｅｎ Ａｋｄｅｎｉｚ’ ｅ ２０００ ｙıｌ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ｙｋｕｔ Ｋａｚａｎｃıｇｉｌ ＆ Ｌａｌｅ Ａｒｓｌａｎ － Öｚｃａｎꎬ
Ｋａｂａｌｃı Ｙａｙıｎｅｖｉ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２５ － ３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ｄｉｋａｌ ｃｏｍ ｔ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２０５３ － ｖｉｚｙｏｎｕ － ｖｅ － ｏｙ － ｏｒａｎｌａｒｉｎｉ － ａｃｉｋｌａｄｉ －
１１３２５２８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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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要实现的具体目标ꎻ 而 “２０７１ 千年” 和 “２０５３ 展望” 内容则非常笼

统ꎬ 主要是一种历史意识ꎬ 其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和信念是: 土耳其人过去曾

经很强大ꎬ 也一定可以复兴过去那种程度的强大ꎬ 希望土耳其的发展能越来

越好ꎻ 现在的领导人不是目光短浅的人ꎬ 他们不只是要为这一代人考虑ꎬ 而

且还要为子孙后代考虑ꎬ 除了物质生活的持续改善ꎬ 还鼓励土耳其人多生孩

子ꎬ 哺育未来一代ꎮ 对于正发党的领导人来说ꎬ 他们确实看不到 ２０７１ 年了ꎬ
所以ꎬ 在务虚的意义上提出所谓 “千年目标”ꎬ 旨在诉诸某种历史资源ꎬ 借过

去和未来而加强自身现在的吸引力与号召力ꎮ

“土耳其梦” 提出的背景及其引发的相关争论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政党或政府提出关于未来发展的计划或宏伟目标ꎬ
较为常见ꎮ 这既是一种政治宣示ꎬ 也是一种发展思路ꎮ 那么ꎬ 正发党为何在

其执政之初未出现如此宏大的计划ꎬ 而在执政近十年之时提出来? 围绕实现

“土耳其梦”ꎬ 该国国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
(一) “土耳其梦” 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ꎬ 正发党执政十年的经济成就是重要原因之一ꎮ 土耳其在正发党执

政的头十年中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ꎬ 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厄扎尔主政以来ꎬ 土耳其积极融入全球化ꎬ 实行出口导向的经

济政策ꎬ 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上台连续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经

济更是持续较快发展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ꎬ 平均增速超过了 ６ ８％ ꎬ 在世

界舞台上表现卓越ꎬ 土耳其在这几年迅速摆脱了 ２１ 世纪初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成为继 “金砖国家” 之后的新秀ꎬ 是 “展望五国 (ＶＩＳＴＡ)”、 “灵猫六国”
或 “金钻十一国” 的成员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ꎬ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土耳其

经济下滑ꎬ 但很快突破困局ꎬ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济增速达到了 ９％ ꎮ① 之后ꎬ
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以美元现价计算ꎬ 土耳其 ２０１３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８ ２２１ 亿美元ꎬ 居世界第 １７ 位ꎬ② 人均国民收入为 １０ ９７１

２７

①

②

笔者根据经合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数据整理ꎬ 另参见土耳其统计协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ｒｋ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ꎮ

世界银行: «国内生产总值排名»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ＧＤＰ － ｒａｎｋｉｎｇ －
ｔａｂｌｅ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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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ꎬ① ２０１４ 年ꎬ 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按美元现价计算为 ７ ９８４ 亿美

元ꎬ 排名第 １８ 位②ꎬ 这个数据变化主要是受里拉贬值影响ꎻ 世界银行预测土

耳其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增速分别为 ３ ９％ 和 ３ ７％ ꎮ③ 此外ꎬ 正发党执政的

前十年ꎬ 跨国公司也愿意到土耳其投资ꎬ 土耳其吸引外资超过了 １ ２００ 亿美

元ꎬ 在西亚地区数量最多ꎬ 相对于陷入危机的欧洲和动荡的西亚北非地区而

言ꎬ 土耳其表现醒目ꎮ 据此ꎬ 土耳其一些乐观的观察家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该国正

面临提升高附加值技术产品的契机以及需进一步加大在该国不发达地区 (东
南部) 在土地、 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开发ꎮ④

质言之ꎬ 土耳其提出雄心勃勃未来规划的时间点ꎬ 恰恰是土耳其经济突

飞猛进、 高速发展的时候ꎬ 反映的正是埃尔多安集团的信心ꎮ 随着正发党连

续赢得大选ꎬ 它的自信心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意志ꎮ⑤ 值得注意的是ꎬ 其中还

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ꎬ 即它有一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战略纵深ꎬ 同时土耳其

维持了与西方之间长期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ꎮ 土耳其较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ꎮ
尽管现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ꎬ 但我们若把眼光稍微放远ꎬ 看看冷

战结束以来的世界ꎬ 全球化确实是让不同地区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受益了ꎬ 不

用说金砖国家ꎬ 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ꎮ 随着土耳

其的崛起ꎬ 它必然也要寻求新的、 与其实力相称的定位ꎮ
第二ꎬ 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ꎮ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ꎬ

尤其是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ꎬ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表现成为 ２１ 世纪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更加突出ꎮ 以冷战的结束为

背景ꎬ 土耳其开始摆脱其 “边疆国家” 的地位ꎬ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沟通东、
西的 “桥梁” 国家和地处欧、 亚、 非三大洲之间的 “中枢国家”ꎬ 正发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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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ａｔａｌｏｇ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ꎮ
本文成文时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还不全ꎬ 故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ＧＤＰ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ｔａｂｌｅ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１５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ｅｃａｄｅ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１５
福山曾指出ꎬ 不管是什么政策或计划ꎬ 关键还是要有强有力的体制和政治意志ꎮ [美国] 弗

朗西斯福山: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 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ꎬ 周琪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０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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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后就是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以 “中枢国家” 的认识定位为基础的ꎮ①

我们从正发党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ꎬ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包含的很多具

体项目与伊斯坦布尔有关ꎬ 这主要是其区位优势非常突出ꎮ 伊斯坦布尔不仅

交通便利ꎬ 而且其地缘、 经济和文明地位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ꎮ 作为地区当

之无愧的地缘、 文明和经济中心ꎬ 它同时也是去往中东、 非洲和中亚的中转

地ꎮ 土耳其近年来强势崛起ꎬ 更是强化了其欧亚中枢的地位ꎮ 正是在这个背

景下ꎬ 土耳其提出了建设国际航空中心的计划 (如世界第一大的伊斯坦布尔

机场计划)、 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隧道的从北京到伦敦的丝绸之路计划、 黑海

和地中海贸易港口和路线的建设计划 (包括海底隧道建设)ꎬ 以及将伊斯坦布

尔建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②等等ꎬ 这都是基于土耳其本身的地缘优势ꎬ 它处于

欧、 亚、 非三大陆之间ꎬ 具有整合的条件ꎮ
第三ꎬ 土耳其的帝国遗产与大国意识是其重要的心理基础与潜在因素ꎮ

从历史来看ꎬ 土耳其人曾是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１２９９ ~ １９２２ 年) 的主人ꎮ 作

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帝国ꎬ 它长期对欧洲构成明显优势与威胁ꎮ １００ 年

前ꎬ 奥斯曼帝国崩溃ꎬ 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ꎬ 承

载了帝国的部分遗产ꎮ 在帝国时代ꎬ 土耳其人就参与欧洲事务ꎬ 在帝国晚期

又开启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以求现代化的进程ꎬ 这被土耳其共和国所延续ꎮ
所以说ꎬ 土耳其人不只是承载了帝国的失败和苦难ꎬ 还延续了近 ３００ 年的现

代化理想ꎬ 它一度还成为 ２０ 世纪初一些其他国家的榜样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土耳其就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ꎮ
因此ꎬ 土耳其的大国意识主要就是源于帝国遗产和成功的现代化ꎮ 土耳其的

帝国意识ꎬ 并不能将其等同为帝国野心ꎮ 历史既可能是一个负担ꎬ 也可以是

一种灵感之源ꎬ 从凯末尔党人开始ꎬ 土耳其人就善于利用历史为当下服务ꎮ
土耳其的各种积极举动和战略目标与这样一种历史意识不无关系ꎬ 在前述埃

尔多安的讲话中ꎬ 这种历史意识是非常明显的ꎮ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主人ꎬ 土耳其人将帝国的伟大遗产及其记忆一并继承

下来ꎮ 土耳其人在凯末尔时代曾为了现代化和进步而排斥和否定帝国历史ꎬ
在土耳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ꎬ 又开始重新评价帝国ꎬ 在 １９９９ 年ꎬ 土耳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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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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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 ７００ 周年ꎬ 这些都是其帝国意识的反映ꎬ 将其说成是

“新奥斯曼主义” 的症候也不无道理ꎮ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

修课ꎬ 对于塑造土耳其人的民族和历史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这样的学习会

使受众强化关于帝国的知识ꎬ 这是关于一个帝国兴起、 征服、 扩张、 强盛与

衰落的历史ꎬ 它在领土范围上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领土ꎬ 还有叙利亚、 伊拉

克、 黎巴嫩、 巴勒斯坦、 阿拉伯半岛、 黑海以北、 高加索的一部分、 北非以

及巴尔干等地区ꎬ 它们都曾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广阔领土ꎮ 土耳其人的民族精

神、 历史意识和大国情怀就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和塑造的ꎬ 它自然

地也会塑造土耳其人的国家观、 历史观、 未来观和世界观ꎮ 正发党为土耳其

人所设定的一系列目标ꎬ 所反映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大国意识ꎮ
第四ꎬ 它反映了土耳其历史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内在要求ꎮ 正发党统治的

时代ꎬ 正是世界范围内新兴大国崛起的时代ꎮ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ꎬ 土

耳其坚持西方化ꎬ 紧跟欧美ꎬ 这是一种做学生的心态ꎻ 随着土耳其自身的发

展和自信心的增强ꎬ 大国意识的觉醒使其谋求一个更远大的、 不一样的未来ꎮ
这个未来不再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ꎬ 而是要克服凯末尔主义盛期的那种

历史虚无主义ꎬ 建立自己的主体性ꎬ 对帝国和伊斯兰文明重新认可ꎮ 对稳定

秩序和繁荣未来的期许ꎬ 使得土耳其人必须在当下提出适合其历史发展阶段

的目标ꎮ
我们如果把眼光稍微放长远就不难发现ꎬ 正发党所继承与延续的是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厄扎尔的遗产ꎬ 土耳其领导人也主动承认过这一点ꎬ 无论是

前述埃尔多安在讲话中的历史重述ꎬ 还是达乌特奥卢在阐述土耳其战略时的

表述ꎬ 都强调了对厄扎尔思想的继承和发扬ꎮ 厄扎尔所确定的是 “伊斯兰 ＋
民主 ＋技术现代性”ꎮ 厄扎尔的这个框架内涵了两种秩序: 历史秩序与现实秩

序ꎮ 作为一个自我定位为中右的、 保守民主的政党ꎬ 正发党的政纲和展望并

没有超出厄扎尔的框架ꎮ 历史地看ꎬ 厄扎尔的这个框架已经意味着对僵化的

凯末尔主义的纠正ꎮ 这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土耳其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社

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结果ꎬ 简单来说ꎬ 这个改变就是以前被忽视、 被压制

和被边缘化的底层社会开始崛起ꎬ 不仅仅是通过政治民主化ꎬ 更重要的是通

过经济上新中产阶层的崛起来实现的ꎬ 他们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国家精英对

权力、 资源、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ꎬ 要重新确立土耳其的文明和文化的主

体性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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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就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超越ꎮ 当前正发党的主张可

以被标识为 “埃尔多安主义”ꎮ① 如果用历史秩序与现实秩序来定位当下的土

耳其ꎬ 历史秩序必然要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正发党的保守主义所代表的伊斯

兰传统②ꎻ 二是以突厥认同和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ꎬ 它们提

供的是精神和归属感ꎮ 现实秩序指的是世俗主义、 民主与技术现代性ꎬ 这包

含了物质和制度的维度ꎬ 是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ꎬ 但离开了历史秩序ꎬ 单凭

物质和制度的进步ꎬ 土耳其人无法确立其主体性ꎮ 正发党的定位和愿景正好

为土耳其人提供了这两种秩序ꎮ
正发党统治的时代正赶上土耳其进入到下一个变革期ꎮ 变革的重要表现

就是要制定新宪法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以制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辩论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土耳其政治变革尚未完成的表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土耳其ꎬ
一直使用军方所确立的宪法ꎮ 这部宪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把军方监国的

地位予以巩固ꎬ 并对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有所规训ꎬ 尤其是要应对冷战时期土

耳其出现的 “左倾” 化问题ꎮ 显然ꎬ 这早就是一部不合时宜的宪法了ꎬ 其大

部分内容都经历过修改ꎬ 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在土耳其是有普遍共识的ꎬ 各政

党已就此进行了多次协商ꎮ
综上ꎬ 正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愿景ꎬ 与冷战后土耳其经济与社

会变迁的内在逻辑是耦合的ꎮ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厄扎尔到现在的埃尔多安ꎬ 土耳其现代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ꎬ 如何重

新定位国家、 政治与文化ꎬ 如何调整对外关系ꎬ 都到了一个必须有所作为的

关键时刻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土耳其重燃 “大国梦”ꎮ 如达乌特奥卢所言ꎬ 土耳

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ꎬ 要兼备软、 硬两方面的实力ꎬ 再进一步谋求

全球性的大国地位ꎮ
第五ꎬ 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ꎮ 土耳其国内外现在基本都认可土

耳其已经进入了埃尔多安时代ꎮ ２１ 世纪过去的这些年ꎬ 土耳其被深深地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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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土耳其模式: 历史与现实»ꎬ 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从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第一次赢得土耳其大选来分析ꎬ 对当年选举影响最大的还是宗教因素ꎬ 而不

是愤怒和经济因素ꎮ 正发党与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 (ＣＨＰ) 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对宗教的立场ꎮ 正发

党标榜的是要挑战对宗教自由的限制ꎬ 比如头巾问题ꎮ 根据学者的研究ꎬ 对正发党的支持并不能完全

说是出于宗教的原因ꎮ 正发党算是温和化的伊斯兰主义ꎬ 但这不是它获得支持的最主要原因ꎬ 土耳其

的选民区隔主要还不是世俗与宗教ꎬ 而是关系到社会经济政策的左、 右之分ꎮ Ａｌｉ Çａｒｋｏｌｕꎬ Ｅｒｓｉｎ
Ｋｌａｙｃıｏｌｕ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ｄａｙ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２１６ －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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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埃尔多安的烙印ꎮ 他是一个有显著领袖魅力 (韦伯所谓 “克里斯玛”) 的

人: 穷苦出身ꎬ 青年时代就加入伊斯兰主义政党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成为伊

斯坦布尔市市长且政绩显赫ꎬ 曾因伊斯兰主义政治言论而坐牢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他

与居尔一起创立正发党ꎬ 次年就问鼎土耳其最高权力ꎬ 并掌控土耳其至今ꎮ
埃尔多安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ꎬ 讨好选民有独特的一套ꎬ 打压政治对手毫不

留情ꎻ 他还是一个行事高调、 好大喜功、 经常口出狂言的人ꎬ 但也因此深得

一些铁杆 “粉丝” 的支持ꎬ 他为土耳其人带来了生活上的实惠ꎬ 也带来了自

豪感和尊严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７ 年以后ꎬ 正发党连续赢得大选胜利ꎬ 使其自信心

“爆棚”ꎬ 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ꎮ 当他感觉到自身权势受到威胁的时候ꎬ
也越发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历史上

第一个由民选产生的总统ꎬ 成功地在土耳其复制了俄罗斯的 “普京模式”ꎮ 如

果不出意外ꎬ 埃尔多安可以连任干到 ２０２４ 年ꎬ 正好是跨越了土耳其实现百年

愿景的 ２０２３ 年ꎮ 埃尔多安还希望能够使土耳其变为总统制ꎬ 届时他将可以把

更多权力集于自身ꎬ 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土耳其ꎮ 如果埃尔多安取得成功ꎬ
他将比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主政的时间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８ 年) 还长ꎬ 也将是凯末尔

之后权势最大的土耳其领导人ꎮ①

从前述意义上说ꎬ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既是正发党的愿景ꎬ 也是土耳其的

愿景ꎬ 更是埃尔多安本人的愿景ꎮ 这是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承诺ꎬ 是他对土

耳其未来的某种历史性自觉ꎮ “２０５３ 展望” 和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反映的是埃

尔多安利用历史资源和符号吸引眼球的政治营销策略ꎬ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

野心以及按照自己的思路塑造土耳其ꎬ 通过一系列的愿景和目标ꎬ 设定话语

和框架ꎬ 激发起民众的热望ꎬ 使土耳其人愿意追随他ꎮ
(二) 围绕 “土耳其梦” 的争论

土耳其提出上述一系列发展战略倡议或规划后ꎬ 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和争议ꎬ 既有赞美者ꎬ 亦有批评、 怀疑甚至嘲笑者ꎮ
第一种观点是赞扬埃尔多安和正发党ꎮ 赞同者高度评价了埃尔多安和正

发党提出的各项宏大目标ꎬ 认为这些以未来为旨归的高远目标在土耳其历史

上是不曾出现过的ꎬ 对土耳其民族的发展、 强盛和自信都将产生很大的促进

作用ꎬ 必将彪炳史册ꎻ 赞同者对土耳其未来的畅想更加大胆: 希望在 ２０５３ 年

７７

① 昝涛、 董雨: «埃尔多安、 总统制与土耳其的未来»ꎬ 载 «澎湃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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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ꎬ 土耳其经济总量能进入世界前三ꎻ 到 ２０７１ 年ꎬ 土耳其能成为领导世

界的首屈一指的强国ꎮ
持上述看法的以土耳其专栏作家穆斯塔法余莱克利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Ｙüｒｅｋｌｉ)

为代表ꎮ 他首先阐述了土耳其发展愿景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历史意义ꎮ 穆

斯塔法看重的是埃尔多安开启了土耳其人对未来的期许ꎬ 并形成了全国性的

讨论ꎬ 民众都希望土耳其能成为真正发达的、 强大的、 有影响力的伟大国家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给了土耳其人信念、 决心与意志ꎮ

其次ꎬ 他对土耳其的各个愿景都表示肯定ꎬ 尤其对中长期目标非常确信ꎮ
他认为: 土耳其仅有 ２０２３ 年目标是不够的ꎬ 因为这还只是着眼于短期ꎮ “我
们必须为 ２０７１ 年制定计划ꎬ 使土耳其成为世界主导ꎬ 成为世界的统治者ꎮ 埃

尔多安在设定了 ２０２３ 愿景目标之后ꎬ 如果也能够将 ２０５３ 愿景和 ２０７１ 愿景设

为政治前景ꎬ 就会在历史上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ꎮ”①

再次ꎬ 他也对土耳其未来的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畅想: “土耳其在 ２０２３ 年

必须要成为经济总量上世界前十名的国家ꎮ 能够看到这样的意志与决心ꎬ 我

们民族就会很幸福ꎮ 为什么不能在 ２０５３ 年将目标设定为成为世界前三名? ３０
年可以做很多事情ꎮ 要自信ꎬ 要有正确的计划ꎬ 要有强大的民主意志以

及艰苦的努力在 ２０７１ 年ꎬ 或许可以实现伊斯兰的团结ꎬ 土耳其在社会结

构、 经济以及政治方面将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ꎬ 为什么不能成为领导

世界的国家? ２０２３ 愿景必然要激发 ２０５３ 愿景ꎬ ２０５３ 也必然要带来 ２０７１
愿景ꎮ”

穆斯塔法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高度评价ꎬ 对 ３ 个愿景的肯定和畅想反

映的也正是土耳其经过十年发展后土耳其人日益上升的信心ꎮ
第二种观点是对 “土耳其梦” 的质疑和批评ꎮ 有的人援引经济数据给埃

尔多安和正发党 “泼冷水”ꎬ 认为那些愿景和目标不可能实现ꎬ 纯粹只是

“梦” 而已ꎻ 有的人提到土耳其国内面临的重大问题ꎬ 比如: 创新人才不足、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 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挑战ꎬ 等等ꎻ 还有的人从狭隘民族主

义的角度质疑正发党的新宪法设计ꎬ 认为那实际上是屈从于库尔德工人党ꎬ
是要分裂土耳其ꎻ 包括埃尔多安喜欢使用的历史比附以及对征服历史的美化ꎬ
都受到了批评ꎮ

８７

① Ｈｔｔｐ: / / ｍ ｈａｂｅｒ７ ｃｏｍ / ｙａｚａｒＤｅｔａｙ ｐｈｐ? ｉｄ ＝ ７３９２４８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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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ꎬ 首先ꎬ 批评者高度质疑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可达性ꎮ 在

他们看来ꎬ 过去十几年土耳其经济能够取得较大发展ꎬ 主要是制造业对经济

增长贡献大ꎬ 靠的是人力资本ꎮ 但是ꎬ 如果土耳其不能发展到生产高附加值

产品的工业阶段ꎬ 它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ꎬ 不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长ꎮ 为此ꎬ
土耳其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ꎬ① 但批评者认为ꎬ 土耳其的现实情况是在朝着相

反的方向走———教育机构和有才能的人受到了压制ꎮ 在这样的环境中ꎬ 土耳

其没有办法保持高速增长ꎮ 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ꎮ② 总之ꎬ 正发党

在设定 ２０２３ 年目标的时候ꎬ 当时看是有可能实现的ꎬ 但随时间的推移ꎬ 已经

越来越不可能了ꎮ③ 除了上述挑战ꎬ 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ꎬ 土耳其面临缺少能

源的挑战ꎬ 如何确保能源供应ꎬ 对土耳其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ꎮ 另外ꎬ
土耳其国内受库尔德问题的长期困扰ꎬ 国内团结有待加强ꎬ 尤其是需要整合

落后的库尔德部落地区ꎮ④ 按照较新的评估ꎬ 土耳其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列全球

第 ８３ 位ꎬ 在男女平等方面也做得不好ꎬ 教育水平偏低ꎬ 青年失业率过高ꎬ 政

府赤字攀升ꎬ 经济泡沫化ꎬ 这些都是土耳其实现其 ２０２３ 愿景的障碍ꎮ⑤

其次ꎬ 批评之声还涉及正发党的民族政策ꎮ 土耳其学者萨迪批评了正发

党提出的改革计划尤其是新宪法提议ꎮ⑥ 萨迪属于民族主义者ꎬ 顽固坚持土耳

其旧的民族主义立场ꎬ 批评正发党推动的多样化ꎬ 认为实现多元化的土耳其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旬的伦敦演讲中也指出ꎬ 为了与经济低迷对抗ꎬ 除了

提高生产能力和强化资本市场ꎬ 还必须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ꎬ 提升基本的和职业的技能ꎬ 打造有质

量的人力资本ꎮ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Ｊａｎ １９ꎬ ２０１６
根据福山的综述ꎬ 关于发展的思想大概经历过 ３ 个阶段: (１) 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个被广泛

认可的信念是ꎬ 相信通过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型基建项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ꎬ 与此相

伴的就是公、 私机构都在支持制定经济发展计划ꎻ (２) 上述信念和做法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遭到

了巨大的幻灭ꎬ 随之出现的是强调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以及可持续性发展ꎻ (３) 里根 － 撒切尔主义则

强调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ꎮ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 权力与新保

守主义的遗产»ꎬ 周琪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１０４ ~ １０７ 页ꎮ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２０２３ Ｇｏ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ｒｅａｍ”ꎬ ｈｔｔｐ: / /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ｏｄａｙｓｚａｍａｎ ｃｏｍ / ａｎａｓａｙｆａ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２０２３ － ｇｏａｌｓ － ｆｒｏｍ －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ｔｏ － ｄｒｅａｍ＿ ３５７２５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ｅｃａｄｅ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ｈｍａｎ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２０２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ａｌ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ａｍ ｏｒｇ ｔ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Ｌｅｈｍａｎｎ － 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１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２
Ｓａｄｉ Ｓｏｍｕｎｃｕｏｌｕꎬ “２０２３ ｖｅ ２０７１ Ｖｉｚｙｏｎｕ Ｎｅ Ｄｅｍｅ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２１ｙｙｔｅ ｏｒｇ / ｔｒ / ａｒａｓｔｉｒｍａ / ｍｉｌｌｉ －

ｇｕｖｅｎｌｉｋ － ｖｅ － ｄｉ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ａｒａｓｔｉｒｍａｌａｒｉ － ｍｅｒｋｅｚｉ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１６ / ６８８１ / ２０２３ － ｖｅ － ２０７１ － ｖｉｚｙｏｎｕ － ｎｅ －
ｄｅｍｅｋꎬ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会走向分裂ꎬ 沦为 “大库尔德斯坦” ( “Ｂüｙüｋ Ｋüｒｄｉｓｔａｎ”) 的应声虫ꎮ 他在评

论正发党的库尔德政策时称: “今天ꎬ 他们去找死刑犯、 在监狱中的恐怖组织

头子寻找解决方案ꎬ 甚至要分裂我们的国家ꎬ 从土耳其民族手中夺走它的主

权ꎬ 在这个条件下还要达成什么 ‘协定’ (ｍｕｔａｂａｋａｔ)ꎬ 我们深感忧虑ꎮ” 这

里ꎬ 萨迪指的是正发党的 “伊姆拉勒进程”ꎮ① 这一进程对于土耳其来说至关

重要ꎬ 也是它解决长期困扰国家政治的库尔德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ꎮ 但从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开始ꎬ 土耳其国家与库尔德工人党再次陷入冲突ꎬ 该进程实际

上被搁浅了ꎬ 土耳其目前几乎失去了对东南部地区的控制ꎬ 当地再次陷入反

恐泥潭ꎬ 随着叙利亚局势失控ꎬ 土耳其日益面临库尔德问题区域化和复杂化

的局面ꎮ② 萨迪还认为ꎬ “新的” 宪法和前述少数民族政策是要清除土耳其民

族的观念 (Ｔüｒｋ Ｍｉｌｌｅｔｉ ｋａｖｒａｍı)ꎬ 这就等于剥夺了土耳其人的主权ꎻ 而以往的

捍卫母语的条款被取消之后ꎬ 司法也变成了双语的ꎬ 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双语ꎬ
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ꎮ 公共服务中将有库尔德语翻译ꎻ
为了使以本地语言所做之诉讼便于理解ꎬ 公职部门将雇佣翻译ꎮ 而干部将被

要求会多种语言ꎮ 广播和教育也已经可以使用本地语言ꎮ③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认为ꎬ 这些新的趋势将损害土耳其国家主权的完整ꎬ 无异于分裂国家ꎮ
再次ꎬ 还有一种质疑的声音是针对埃尔多安多次引用历史上征服者并将

他们美化ꎬ 批评者认为ꎬ 埃尔多安的美化不但不会成功ꎬ 而且会将土耳其引

入歧途ꎮ 在西方学者看来ꎬ 那些征服者都是侵略者ꎬ 阿斯兰的目标是什叶派

的、 以埃及为根据地的法蒂玛王朝ꎬ 曼齐克特也不是一个和平、 繁荣与自由

的国家形象ꎬ 那里没有宽容、 美德和善意ꎻ 阿斯兰将脚踏在基督教王国的领

导人罗曼努斯的脖子上以示侮辱ꎬ 这个历史细节也不容忽视ꎮ 埃尔多安的言

论被视为某种奥斯曼帝国旧梦的复活ꎬ 在地区外交层面上ꎬ 这样的野心只会

引发更多的疑虑和不安ꎮ 甚至有评论者一直怀疑埃尔多安的伊斯兰主义倾向

０８

①

②

③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ꎬ 土耳其政府重新启动了与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的和平谈判ꎬ 因为厄

贾兰依然被关在伊姆拉勒监狱之中ꎬ 因此该谈判被称为 “伊姆拉勒进程”ꎮ
当下正在酝酿的关于叙利亚问题的日内瓦和谈进程中ꎬ 土耳其与俄罗斯、 西方发生了分歧ꎬ

原因是土政府将与库尔德工人党合作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 “人民保护联盟” (ＹＰＧ) 视为恐怖组

织ꎬ 力主将其排除在和谈进程之外ꎬ 但美国没有接受这个观点ꎬ 还派总统特使与之接触ꎬ 指出 “人民

保护联盟” 与库尔德工人党有明显的不同ꎮ 这是土耳其目前面临的库尔德问题区域化和日益复杂化的

写照ꎮ ＣＮＮ Ｔüｒｋꎬ Ｆｅｂ １１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ｋｐａｒｔｉ ｏｒｇ ｔｒ /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ｋｐａｒｔｉ２０２３ｓｉｙａｓｉｖｉｚｙｏｎｕｔｕｒｋｃ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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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心ꎬ 这样的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奥斯曼旧梦ꎬ 会腐蚀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

世俗政体ꎬ 进而威胁到民主ꎮ 批评者认为ꎬ 埃尔多安的 “２０７１ 千年目标” 带

有宗教性和教派性暗示ꎬ 很可能是针对什叶派的伊朗、 基督教世界以及埃及ꎮ
不过ꎬ 当前的中东乱局已使土耳其的应对显得捉襟见肘ꎬ 反对之声越来越多ꎮ
埃尔多安无论诉诸奥斯曼主义ꎬ 还是伊斯兰团结ꎬ 都很难改变中东地区与伊

斯兰世界分裂和动荡的局面ꎬ 阿拉伯国家不会欢迎奥斯曼帝国的回归ꎮ①

上述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出来的赞成或质疑的意见各有其道理ꎮ 任何一

个愿景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畅想未来ꎮ 土耳其的 ２０２３、 ２０５３ 和 ２０７１ 目标也

是期望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后人或后代的后代将生活得不一样ꎬ 甚至全世界都

能感到很幸福ꎮ 笔者已经指出ꎬ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提出的各种愿景和目标植

根于土耳其现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ꎬ 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ꎬ 但也有很强的

政治宣传色彩ꎮ 不过ꎬ 愿望是一回事ꎬ 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ꎮ 从经济数据和

指标来看ꎬ 土耳其到 ２０２３ 年实现其梦想几乎已不可能ꎮ 据估计ꎬ 土耳其唯有

连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以 １０％的速度增长ꎬ 才能在 ２０２３ 年达到世界前十位ꎮ
但是ꎬ 从土耳其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平均增长率是 ４％ ꎻ 以过去的 １２ 年为单位ꎬ 土耳其的年均增长率是 ５ ８％ ꎬ 土

耳其以这个速度发展到 ２０２３ 年ꎬ 其国内生产总值会增长到 １ ３ 万亿美元ꎮ 这

样ꎬ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中 ２ 万亿美元的目标就只是 “做梦” 而已ꎮ 另外ꎬ 如果

达不到年增长率 １０％ꎬ 人均收入达到 ２５ ０００ 美元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ꎮ 以当前

的速度看ꎬ 土耳其在 ２０２３ 年只能实现人均 １５ ０００ 美元ꎮ 土耳其的出口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间的年均增长是 １７％ꎬ 如果能够保持这个速度ꎬ 则可以实现到 ２０２３ 年到

达 ５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但是ꎬ 土耳其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年均出口增长 ８ ５％ꎬ 增速显然是

不够的ꎮ② 因此ꎬ 土耳其要实现其愿景和目标的希望确实越来越渺茫了ꎮ
正发党当前对此亦有清醒认识ꎬ 正致力于通过改革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来扭转困局ꎮ③ 从新宪法尤其是民族政策的角度批评正发党的百年愿景ꎬ

１８

①
②

③

“Ｅｒｄｏｇａｎ’ｓ Ｇｒ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ｆａｉｒｓｊｏｕｎａｌ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２
“Ｔｕｒｋｅｙ’ｓ ２０２３ Ｇｏ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ｒｅａｍ ”ꎬ ｈｔｔｐ: / /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ｏｄａｙｓｚａｍａｎ ｃｏｍ / ａｎａｓａｙｆａ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２０２３ － ｇｏａｌｓ － ｆｒｏｍ －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ｔｏ － ｄｒｅａｍ＿ ３５７２５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５
根据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最近的介绍ꎬ 土耳其现阶段的改革主要有 ３ 个部分: 部门的转型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结构性的大调整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ｍａｃｒｏ ｒｅｆｏｒｍｓ) 与欧盟 (ＥＵ) 进程ꎻ 基础设施

建设主要是 ２０２３ 愿景提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ꎬ 尤其是机场、 港口和道路建设ꎬ 目标在于将土耳其打造

成一个物流中心ꎮ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Ｊａｎ １９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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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接受正发党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解ꎬ 不接受多元主义ꎬ 只能说土耳

其主流的民族主义还未受到根本的挑战ꎮ 正发党的思路符合其一贯主张的以

“更多的民主” 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思路ꎬ 如果不能推行下去ꎬ 库尔德问题将困

扰土耳其更长时间ꎮ 此外ꎬ 关于土耳其的帝国情怀与大国梦ꎬ 前文已有涉及ꎬ
此处不赘述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批评者对埃尔多安伊斯兰主义倾向颇为担心ꎬ
所谓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威胁了世俗主义ꎮ 在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中正发党强调

世俗主义是平等对待各宗教ꎬ 不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ꎬ 这是从积极世俗主义

向消极世俗主义的转变ꎮ 仅以伊斯兰主义的视角观察埃尔多安和正发党ꎬ 是

非常片面与狭隘的ꎬ 土耳其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主要也不是因为其宗教主

张ꎮ① 此类批评更多的是源于某种伊斯兰恐惧症ꎮ②

基于 “土耳其梦” 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中土合作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提出了建设 “一带一路” 的倡议ꎮ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

思路ꎬ 也是中国与不同国家进行新型合作的时代课题ꎮ 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上

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区域性大国ꎬ③ 对 “一带一路” 具有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会见了

埃尔多安ꎬ 并强调: 中土两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ꎬ 对接发展战略实现共

同发展和共同繁荣ꎻ 埃尔多安表示ꎬ 土方愿积极参加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

合作ꎬ 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土耳其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ꎮ 中土签署了政府间

２８

①

②

③

从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第一次赢得土耳其大选来分析ꎬ 对当年选举影响最大的还是宗教因素ꎬ 而不

是愤怒和经济因素ꎮ 正发党与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 (ＣＨＰ) 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对宗教的立场ꎮ 正发

党标榜的是要挑战对宗教自由的限制ꎬ 比如头巾问题ꎮ 根据学者的研究ꎬ 对正发党的支持并不能完全

说是出于宗教的原因ꎮ 正发党算是温和化的伊斯兰主义ꎬ 但这不是它获得支持的最主要原因ꎬ 土耳其

的选民区隔主要还不是世俗与宗教ꎬ 而是关系到社会经济政策的左、 右之分ꎮ Ａｌｉ Çａｒｋｏｌｕꎬ Ｅｒｓｉｎ
Ｋｌａｙｃıｏｌｕ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ｄａｙ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２１６ － ２１８

埃尔多安曾说: “有的人提出ꎬ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ꎮ 仿佛伊

斯兰世界盲目地、 狂热地并整体地要与西方敌对ꎻ 也有人把伊斯兰教只是与恐怖主义等同ꎬ 并昧着良

心地去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ꎮ 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ꎬ 我们都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ꎮ”
Ｒ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ａｎꎬ Ｋüｒｅｓｅｌ Ｂａｒış Ｖｉｚｙｏｎｕꎬ ｓｔａｎｂｕｌ: Ｍｅｄｅｎｉｙｅｔｌｅｒ ｔｔｉｆａｋı Ｙａｙıｎｌａｒı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２４

近年来ꎬ 中东地区出现剧变和动荡ꎬ 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而特殊的作用ꎮ
“在很多方面ꎬ 土耳其已经符合一个地区性大国的标准ꎮ” Ｓｉｎａｎ Ｕｌｇｅｎꎬ Ａ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 ｏｒ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Ｎｏ １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ｐ ５



历史视野下的 “土耳其梦” 　

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谅解备忘录ꎬ 为双方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推进

各领域合作提供重要政策支持ꎮ① 可见ꎬ 中、 土两国已经明确要加强 “一带一

路” 框架下的合作ꎬ 尤其是习主席强调要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ꎬ 这也是前

文着重探讨土耳其发展战略 ( “土耳其梦”) 的原因和意义ꎮ
(一) 土耳其对 “一带一路” 的看法与观点

土方对中国的倡议非常关心ꎬ 原因在于: 一是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已成为第二

大世界经济体ꎬ 具有世界性影响ꎬ 土耳其不能忽略中国之存在ꎻ 二是中国是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对一些涉及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问

题具有影响力ꎻ 三是土耳其对中国贸易存在巨大逆差ꎬ 一直在寻求可能的突

破ꎬ 也就是尽量弥补土耳其方面的贸易逆差ꎬ 土方的基本考虑是吸引更多的

中国投资ꎬ 埃尔多安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也专门谈到了这一点ꎻ 四是 “一带

一路” 为土耳其实现 “土耳其梦” 提供了重要的机遇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引起了土耳其方面的高度重视ꎬ 土耳其已经成为亚投行

的创始会员国ꎮ
那么ꎬ 土耳其人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具体看法是什么呢? 根据笔者近

年来的调研ꎬ 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土耳其人认为ꎬ “一带一路” 对土耳其有潜在的巨大利益ꎮ 正发党

很清楚ꎬ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选举策略ꎬ 都必须首先把经济搞好ꎮ 目前ꎬ 土耳

其的经济出现了危机的前兆ꎬ 里拉贬值很快ꎬ 通胀较为严重ꎬ 引起了正发党

的忧虑ꎬ 亟需进一步寻找新的经济机遇ꎬ “一带一路” 的提出对土耳其意味着

新的机遇ꎮ
第二ꎬ 土耳其认为 “丝绸之路” 经济带是个好的理念ꎮ② 土耳其自认是

“丝绸之路” 的传统通道ꎬ 伊斯坦布尔是其终点ꎬ 在土耳其境内有很多古代丝

３８

①

②

«习近平会见土耳其总统ꎬ 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 ｃｏｍ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ｈｇ /
２０１５１１ / ｔ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４８４１２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９ꎮ

早在 ２００８ 年ꎬ 土耳其联合阿塞拜疆、 伊朗、 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发起了

“丝绸之路倡议”ꎬ 旨在扫除横亘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障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ꎬ 在与国

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表达 “希望通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ꎬ 重新振兴古丝绸之路”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时

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ꎬ 中土两国领导人都提到了复兴丝绸之路的设想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土耳

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 (现任总统) 访华时ꎬ 就振兴古丝绸之路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ꎬ 提出希望双

方共同推动铁路联通古丝绸之路的建设ꎮ 参见唐志超: «中国与土耳其对接 “一带一路” 需注意五大

风险»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ｓｉ ｓｈｉｓｕ ｅｄｕ ｃｎ / ０ｄ / ａ４ / ｃ３７１１ａ６９０２８ / ｐａｇｅ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５ꎻ 类似论述还可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５４０７７０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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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的遗迹ꎬ 比如在土耳其前总统居尔的故乡开塞利ꎬ 就有着长期的商贸

传统ꎬ “丝绸之路” 就是其新建博物馆的主打项目之一ꎮ 土耳其与传统的 “丝
绸之路” 有着密切的关系ꎬ 渴望通过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历史理念的复兴ꎬ
为当代土耳其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寻找新的思路ꎬ 并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规

划相结合ꎮ
第三ꎬ 也有部分声音表达了对 “一路一带” 的担忧ꎮ 土耳其与中国的经

济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ꎬ 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相似的ꎮ① 土耳其也面

临着向海外寻求市场和吸引投资的计划ꎮ 中、 土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多次

提到要将中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土耳其的 “中间走廊” 计划②相

对接ꎬ 将中国的倡议与土耳其的全方位发展计划相对接ꎮ 土耳其将中亚视为

自己的势力范围ꎬ 因为那里的民族被土耳其人视为语言、 宗教和文化上的

“亲戚”ꎬ 这是土耳其的 “泛突厥主义” 意识ꎬ 表达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倾向

性ꎮ 土耳其将高加索视为非常重要的势力范围ꎬ 也有在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之

间、 格鲁吉亚与土耳其之间投资铁路的规划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 部分土耳其人

表达了对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疑虑: 中土之间是不是存在竞争关系?
对于内陆欧亚地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土耳其的战略主要还是立足于扩大市场

份额ꎬ 将自身打造成为这个地区丰富能源的转运通道国家ꎬ 同时利用语言、
宗教、 种族、 历史等方面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ꎮ

第四ꎬ 土耳其人认识到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不只是一个经济规划ꎬ 也是

一个文化和安全方面的计划ꎮ “一带一路” 的提出ꎬ 除了与产能转移有关之

外ꎬ 也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形势有关系ꎬ 因此ꎬ 土耳其人比较多地关

注新疆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关系ꎮ
从总体上看ꎬ 土方对 “一带一路” 的反应普遍是积极的、 有兴趣的ꎮ
(二) 土耳其的独特优势与问题③

在了解了土耳其对 “一带一路” 的关切之后ꎬ 从开展 “一带一路” 框架

下中土合作及实现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角度来说ꎬ 该如何看待土耳其的优势

４８

①

②

③

中、 土两国经济结构相似ꎬ 都比较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搞出口导向发展ꎬ 两国在纺织品

出口方面长期处于竞争关系ꎻ 两国都渴望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扩大影响力ꎮ
土耳其近年来提出的 “中间走廊” ( Ｏｒｔａ Ｋｏｒｉｄｏｒ)ꎬ 是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

(ｕｌａşıｍ ａｇ̆ıｎı)ꎬ 覆盖的范围是从土耳其、 阿塞拜疆经里海 (Ｈａｚａｒ Ｄｅｎｉｚｉ) 一直到中亚和中国ꎮ
这一节系据笔者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人民大学中土智库对话上的发言整理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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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潜在的问题呢?
在笔者看来ꎬ 土耳其具有五方面优势: 第一ꎬ 在地缘格局方面ꎬ 土耳其

地处欧、 亚、 非三大陆结合部ꎬ 北临俄罗斯ꎬ 东临高加索 － 中亚 － 伊朗ꎬ 西

近欧洲ꎬ 其南与东南是北非 － 阿拉伯地区ꎬ 土耳其还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

海峡ꎬ 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ꎬ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ꎮ 这样一个独特的区位

优势ꎬ 使得土耳其成为沟通东、 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桥梁ꎬ 就像达乌特奥卢曾

说过的ꎬ 土耳其的优势是可以同时讲两种文明的语言ꎮ 从推进 “一带一路”
的角度说ꎬ 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土耳其的这种辐射广阔的区位优势ꎮ

第二ꎬ 在经济上ꎬ 土耳其虽然现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ꎬ 但回顾过

去的十余年ꎬ 土耳其在正发党领导下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ꎬ 加

入欧盟的进程仍然在继续推进ꎮ 该国还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ꎬ 是很多

伊斯兰国家的榜样ꎮ 土耳其有 ７ ７００ 万人口ꎬ 且平均年龄在 ３０ 岁左右ꎬ 市场

潜力很大ꎮ 土耳其不是个能源丰富的国家ꎬ 其能取得今日之成就ꎬ 说明它的

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比主要依靠能源创收的国家要健康得多ꎮ
第三ꎬ 政治上ꎬ 土耳其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已经完成了政治转型的国家ꎮ

建国 ９２ 年以来ꎬ 土耳其长期实行西方化政策ꎬ １９４６ 年又进行了政治改革ꎬ 向

多党民主制过渡ꎮ 在世界范围内的非西方国家中ꎬ 从中东变局引发的动荡来

看ꎬ 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ꎮ 从制度环境来说ꎬ 土耳

其的政治、 经济、 投资、 社会福利、 文化、 媒体等方面都以欧洲为标准ꎬ 虽

并未完全达到ꎬ 但长期加入欧盟的进程已经且正在改变土耳其ꎬ 使其变得更

加规范ꎬ 也更适合外国投资ꎮ 达乌特奥卢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旬在伦敦的演讲

中特别强调要改善制度环境ꎬ 使土耳其更适合投资ꎬ 并强调了欧盟进程对土

耳其的重要意义ꎮ① 换个角度说ꎬ 欧盟和北约都是土耳其的重要外部规定性ꎮ
第四ꎬ 在文化与体制上ꎬ 土耳其是个世俗国家ꎬ 向来以国父凯末尔阿

塔图克确立的世俗体制而闻名ꎮ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体制是土耳其各方都尊重

的底线ꎬ 目前尚未受到根本性挑战ꎮ 土耳其的国民素质较高ꎬ 文化上很开放ꎮ
“土耳其版本的伊斯兰” 也更温和与包容ꎮ 尽管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中ꎬ 突厥

是一个很重要的古老认同ꎬ 甚至之前的鲜卑、 匈奴也一并被认同了ꎬ 但作为

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力量ꎬ 他们是在 １１ 世纪的时候才登上近

５８

①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Ｊａｎ １９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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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历史舞台的ꎻ 尤其是在 １２５８ 年蒙古人攻破巴格达并残杀了阿巴斯王朝的哈

里发之后ꎬ 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崩溃了ꎬ 这时奥斯曼 － 突厥人是以伊斯兰帝

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面貌出现的ꎬ 土耳其人成了伊斯兰的拯救者ꎮ① 由于皈依

伊斯兰较晚ꎬ 还不断吸收古波斯、 拜占庭、 古希腊 － 罗马等多方面的历史文

明遗产ꎬ 而且主要通过苏菲主义②的修行方式皈依ꎬ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呈现出

相当不同的特色ꎬ 简单来说就是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ꎬ 较少教条化的

理解③ꎻ 亦积极通过伊斯兰教发挥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④ꎮ
第五ꎬ 在教育方面ꎬ 土耳其也拥有较发达的资源ꎮ 土耳其的高等教育水

平较高ꎬ 大部分优秀高校已经实现了英文教学ꎬ 努力与先进的西方模式和标

准接轨ꎻ 土耳其已经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ꎬ 在接受中国学生方面没有制度性

障碍ꎮ 在相关领域ꎬ 中、 土未来合作的空间很大ꎮ 此外ꎬ 土耳其的宗教教育

也很先进与发达ꎬ 其 “去极端化” 经验值得借鉴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当下也存在 ５ 个问题: 第一ꎬ 土耳其处于复杂的地区

格局中ꎮ 中东地区长期动荡ꎬ 近年来ꎬ 伊拉克、 叙利亚形势恶化ꎬ 土耳其作

为邻国深受影响: 包括 “伊斯兰国” 问题、 库尔德问题、 ２００ 多万难民滞留

土耳其的问题ꎬ 以及因战机事件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等问题ꎮ
第二ꎬ 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领导层在处理内外危机方面存在颇多争

议ꎮ 比如ꎬ 正发党政府与居兰运动的关系、 俄土战机事件、 购买中国的红旗

九导弹等等ꎮ 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的争议伤害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威望和 “靠
谱性”ꎮ 埃尔多安力推总统制更是引发了批评者的担忧ꎬ 认为他是在谋取更大

的、 不受约束的个人权力ꎮ 甚至有土耳其评论家说ꎬ 埃尔多安想要的根本就

不是总统制ꎬ 而是独裁⑤ꎬ 或者当一个合法选举上台的 “苏丹”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诚如希提 (Ｐｈｉｌｉｐ Ｋ Ｈｉｔｔｉ) 所言ꎬ １２５８ 年之后是蒙古人的 “亲戚” ———奥斯曼土耳其人———
“恢复了伊斯兰教军事光荣ꎬ 把伊斯兰教的旗帜胜利地竖立在广大的新地域”ꎬ 奥斯曼土耳其人 “是阿

拉比亚宗教最后的捍卫者”ꎮ [美国] 菲利浦希提: «阿拉伯通史»ꎬ 马坚译ꎬ 第十版 (上)ꎬ 新世界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４４５ 页ꎮ
在宗教现象学看来ꎬ 苏菲主义属于一种宗教神秘主义ꎬ 参见 [意大利] 马利亚苏塞达瓦马

尼: «宗教现象学»ꎬ 高秉江译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０７ ~ ３０８ 页ꎮ
在凯末尔时代甚至出现了以发明出来的突厥世俗传统对抗伊斯兰认同的倾向ꎮ 昝涛: «现代国

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２６ ~ ３２７ 页ꎮ
根据笔者 ２０１５ 年 ２ ~３ 月两次在土耳其的实地调研发现ꎬ 不只是国家ꎬ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民

间宗教力量还以企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的形式在巴尔干、 非洲和中亚等地区亦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Ａｈｍｅｔ Ｈａｋａｎꎬ “Ｅｒｄｏａｎ'ıｎ ｉｓｔｅｄｉｉ ｓｉｓｔｅｍ 'ｂａşｋａｎｌıｋ ｓｉｓｔｅｍｉ ' ｄｅｉｌ ”ꎬ ｈｔｔｐ: / / ｓｏｓｙａｌ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ｃｏｍ ｔｒ /

ｙａｚａｒ / ａｈｍｅｔ － ｈａｋａｎ＿ １３１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ｉｎ － ｉｓｔｅｄｉｇｉ － ｓｉｓｔｅｍ － ｂａｓｋａｎｌｉｋ － ｓｉｓｔｅｍｉ － ｄｅｇ＿２８０９５７３０ꎬ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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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土耳其经济已显现增长缓慢、 动力不足ꎬ 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ꎮ
土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 １０ ０００ 美元ꎬ 是中高收入国家ꎮ 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关键是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ꎬ 需要大量人才ꎬ 非短期政策可以奏效ꎮ
第四ꎬ 土耳其的长期稳定受制于日益严重的教俗冲突ꎮ 正发党有不容忽

视的伊斯兰主义背景ꎬ 自 ２００２ 年上台以来ꎬ 虽政绩显赫ꎬ 但该党代表土耳其

的保守主义势力ꎬ 欲复兴伊斯兰ꎬ 包括取缔头巾立法在内的一系列 “小动

作”ꎬ 已经引起世俗派的警觉ꎬ 他们深恐土耳其的世俗 － 民主制度被侵蚀ꎮ 近

年来ꎬ 土耳其军方与正发党政府的关系、 世俗派与保守派的关系、 自由派与

埃尔多安之间的关系ꎬ 都越来越成为土耳其不稳定的诱因ꎮ
第五ꎬ 土耳其长期面临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两次选举中ꎬ

库尔德问题一直是焦点ꎬ 代表库尔德人的政党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 成功进入

议会ꎻ “伊姆拉勒进程” 已终止ꎬ 对恐怖主义和库尔德分裂主义的担心引发了

土耳其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反弹ꎬ 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恐行动ꎬ 包括对其

在叙利亚北部基地的轰炸ꎬ 迎合了这种民族情绪ꎬ 提高了埃尔多安的支持

率ꎮ① 极端民族主义也不断出现在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不理性言行上ꎮ
土耳其的上述优势和问题ꎬ 是中国在推进 “一带一路” 过程中需要重视

的ꎮ 概言之ꎬ 土耳其的优势使得对土合作和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ꎻ 土耳其

的问题又潜在地使这种合作存在一定风险ꎬ 尤其是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中的

复杂和敏感问题ꎬ 需要中国认真地研究和理性地对待ꎮ 总之ꎬ 土耳其的战略

地位、 综合实力以及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跟中国的相关性ꎬ 都不容轻

视ꎮ 中土关系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ꎮ
(三) 中方在土耳其推进 “一带一路” 需注意的问题②

中国要与土耳其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ꎬ 除了需要了解土耳其对 “一带一

路” 的态度、 整体上把握土耳其的优势和问题以及找准 “土耳其梦” 与 “一
带一路” 战略倡议的对接点③之外ꎬ 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ꎬ 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确实涉及一些不容忽视的敏感问题ꎮ 国内关

７８

①
②

③

昝涛: «地区反恐需要稳定的土耳其»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ꎮ
本节内容曾在笔者给盘古智库的研究报告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历史遗产、 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

相关性» 中论述过ꎮ 参见 “盘古智库” 微信公众号或 ｈｔｔｐ: / /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ａ４４８６０２６０２２ / ꎬ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２ꎮ
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 土具体的合作领域契合点ꎬ 学界已有研究ꎬ 本文不再赘述ꎬ 详

见王勇、 [土耳其] 希望、 罗洋: «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中国与土耳其的战略合作»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０ ~ 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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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耳其的知识生产的量和质都不够ꎬ 难以满足外交、 学术、 思想和媒体等

领域对有关土耳其的知识需求ꎮ① 土耳其 “骨子里” 是一个支持、 同情甚至

主张 “泛突厥主义” 的国家———不是政治上的ꎬ 就是文化上的ꎮ② 中、 土两

国之间在 “东突” 问题上存在难解之结ꎮ③

第二ꎬ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有软实力ꎮ 亨廷顿曾说ꎬ 土耳其是被布鲁塞尔

拒绝ꎬ 它又拒绝了麦加ꎬ 它的命运将归于塔什干ꎮ 无论是被布鲁塞尔拒绝ꎬ
还是它拒绝麦加ꎬ 都是一个文明层面的判断ꎬ 易言之ꎬ 一个亲西方的、 世俗

的土耳其也是为 “麦加” 所拒绝的ꎻ 说土耳其的命运在塔什干ꎬ 是注意到土

耳其与中亚之间特殊的种族、 历史、 语言和文化的联系ꎮ 亨廷顿做这个判断

时正是土耳其在冷战结束之初出现泛突厥主义复兴之际ꎬ 厄扎尔本人曾积极

支持泛突厥主义ꎮ 只看意识形态是不够的ꎬ 尽管土耳其像中国一样已经成为

世界体系中的生产性民族ꎬ 但土耳其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中亚重新进入世界

分工体系ꎬ 中亚诸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远远高于对土耳其的依赖ꎮ 故

所谓土耳其的 “塔什干命运” 只能是文化或文明的ꎬ 而不是硬实力的ꎮ 亨廷

顿的论说契合了土耳其三重身份中的一个———中亚ꎮ④ 事实上ꎬ 土耳其在中亚

的影响是通过推广其软实力实现的ꎬ 种族、 语言、 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联系

被广泛地加以运用ꎮ 在中亚国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ꎬ 土

耳其的世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对中亚国家曾产生了一定的吸

引力ꎮ 虽然正发党政府宣称放弃了泛突厥主义或者 “突厥语世界的统一” 的

８８

①

②
③

④

这一点与民国时代就颇为不同ꎮ 民国时代的国人ꎬ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对土耳其具有

相当程度的常识性认知ꎬ 那个时候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们ꎬ 在文化上是言必称希腊的ꎬ 在政治上则

是言必称土耳其的ꎮ 到了 ４０ 年代ꎬ 毛主席对土耳其有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定位之后ꎬ 有关土耳其的

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基本上没有突破伟大领袖的定位ꎬ ６０ 年代初ꎬ 门德列斯主政的土耳其被毛主

席说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ꎬ 是被谴责的ꎮ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ꎬ 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才从革命史观走

向了现代化史观ꎬ 开始日益重视土耳其取得的各方面现代化成果对中国的可能的启示ꎮ 昝涛: «现代

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４２７ ~ ４３０ 页ꎻ 昝

涛: «六十年来的中国土耳其研究: 回顾与展望»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８ ~ ７０ 页ꎮ
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尤见 “结论” 部分ꎮ
昝涛: «土耳其与 “东突” 的 “不解之缘”»ꎬ 载 «中国经济» ２００９ 年第 ８３ 期ꎬ 第 １１６ ~ １２１

页ꎮ Ｚａｎ Ｔａｏꎬ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 Ｎｉｖ Ｈｏｒｅｓ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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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三重身份分别是: 迫切想融入的西方、 魂牵梦绕的故乡———中亚ꎬ 以及历史征程中

逐渐转变成为穆斯林世界 (中东) 的一部分ꎮ 这三重身份之间有内在的张力ꎮ



历史视野下的 “土耳其梦” 　

政治诉求ꎬ 但土耳其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ꎮ 泛突厥主义已经从

“领土统一主义” 转变为合作性与文化性的诉求ꎮ 土耳其通过不同层次的机制

与中亚诸突厥语国家保持了特殊联系ꎬ 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ꎮ
第三ꎬ 中土关系要进一步发展ꎬ 需探索一些新议题ꎮ 在既有的国际组织

和架构方面ꎬ 中国和土耳其都认识到加强合作以提高在其中权重的重要性ꎬ
但目前还很难获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土耳其谋求提高其在联合国的地位ꎬ 以

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里与中方合作)ꎮ 从另一方面来说ꎬ 中、 土作为

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性大国ꎬ 都面临 ２１ 世纪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恐怖主义挑

战ꎬ 如何在这个领域中设置议题、 加强合作ꎬ 并将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置

于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以认知ꎬ 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

知框架ꎬ 可能是两国关系获得突破的重要切入点ꎮ 考虑到土耳其在突厥语世

界的软实力ꎬ 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具有的相对更强的硬实力ꎬ 中、 土两国也确

实有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ꎬ 这也是两国在这一

背景下打造新型双边关系、 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的突破口ꎮ

结　 论

土耳其有明显的地缘优势ꎬ 但关键还是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实在的经济

辐射力ꎮ 如果土耳其能够恢复其经济发展的势头ꎬ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ꎬ 其在

欧亚的中枢地位是有望确立和巩固的ꎮ 对土耳其未来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内政

问题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能否巧妙地摆好其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平衡ꎻ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是其长期掣肘ꎬ 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可

能ꎬ 但土耳其当前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ꎬ 若此问题处理得好ꎬ 土耳其的稳

定与发展将有进一步的保障ꎮ 另外ꎬ 中东地区长期动荡ꎬ 土耳其所处的外部

环境也是限制其发展的一个因素ꎬ 保持中东地区长期的相对和平状态符合土

耳其的切身利益ꎮ
中国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尽管经历过个别的挫折期ꎬ 但总体来看ꎬ 是在向

着好的、 积极的方向快速发展ꎮ 尤其是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构想和倡议

之后ꎬ 双方的合作有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ꎮ 我们把土耳其的发展目标概括为 ３
个层次的 “土耳其梦”ꎬ 即 “２０２３ 百年愿景”、 “６００ 年展望”、 “２０７１ 千年目

标”ꎬ 这些宏大目标既涉及土耳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ꎬ 也涉及周边ꎬ 它是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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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ꎬ 不仅是经济上需要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投资ꎬ 而且还在对外战略

方面有其特殊关注和定位ꎮ 对此ꎬ 中国需要在客观认识土耳其的优势与问题

的前提下ꎬ 通过将 “一带一路” 战略与 “土耳其梦” 对接ꎬ 实现双赢和共同

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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