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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
与发展趋势

唐志超

　 　 内容提要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历史悠久ꎬ 可追溯至 １６ 世纪

伊始的旷日持久的俄土战争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苏联解体ꎬ 俄土关系经

历了对峙、 亲密、 摩擦、 回缓与务实合作等不同发展阶段ꎮ 随着冷战的

结束ꎬ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

逆转ꎬ 走上战略合作之路ꎮ 这一时期ꎬ 俄、 土之间由合作到对抗、 再由

冲突到合作的迅捷转变ꎬ 不仅说明双方共同利益基础牢固以及彼此需求

的迫切性和现实性ꎬ 也显示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和坚韧性ꎮ 与此同时ꎬ 外

部战略环境的变化对双方关系的上述 “回摆” 态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ꎮ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ꎬ 土耳其与西方的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同俄罗斯

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和平共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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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ꎬ 俄罗斯与土耳其可谓一对冤家世仇ꎮ 在俄罗斯与土耳其长达

６００ 年的历史长河中ꎬ 冲突与敌意构成了双边关系的主流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在普京和埃尔多安的领导下ꎬ 俄土关系发生历史性嬗变ꎬ 双方首次在平等基

础之上逐步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ꎮ 近年来ꎬ 虽然俄土关系经历了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战争、 俄罗斯战机遭击落以及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暗杀等一系列危

机的冲击ꎬ 但并未修正方向ꎮ 事实上ꎬ ２１ 世纪以来俄土关系的新特性仍明显

带有深深的历史印记ꎮ 我们欲深入探究现在和未来的俄土关系真实状况ꎬ 必

须从双方绵延数百年的历史关系中去寻找答案ꎬ 需要回溯奥斯曼帝国与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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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苏联的曲折历史ꎮ 由此ꎬ ６００ 年来ꎬ 困扰俄土关系的基本问题是什

么? 推动俄土颠覆数百年关系模式的动力何在? 俄土关系新模式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ꎬ 其前景如何? 这些都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ꎮ

俄土关系的历史基础: 冲突与战争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ꎬ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ꎮ 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关系是俄

土关系史上的特殊时期ꎬ 对日后的俄土关系有着持久影响ꎮ １３ 世纪ꎬ 奥斯曼

苏丹国与莫斯科公国几乎同时兴起①ꎬ 很快两国都走上开疆辟土、 建立帝国之

路ꎮ １４５３ 年 ５ 月ꎬ 奥斯曼帝国攻占拜占庭帝国 (公元 ３９５ ~ １４５３ 年ꎬ 亦称东罗

马帝国) 的都城君士坦丁堡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ꎬ 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

从此灭亡ꎮ 这成为俄土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首个重大历史事件ꎮ １４６９ 年ꎬ
奉教皇保罗二世之命ꎬ 拜占庭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帕列奥罗格下嫁莫斯科大

公伊凡三世ꎮ １５４７ 年 １ 月ꎬ 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②ꎬ 奉拜占庭象征双头鹰为国

徽ꎬ 沙皇俄国就此诞生ꎮ 自此ꎬ 沙皇以拜占庭帝国继承人自居ꎮ 收复君士坦

丁堡③、 保护基督教圣地、 恢复东罗马帝国的荣耀ꎬ 成为历任沙皇的重要口

号ꎬ 也成为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ꎮ 从此ꎬ 俄、 土之间开始结怨ꎮ
从 １６ 世纪始ꎬ 俄、 土开启了绵延达 ５００ 年的冲突与战争ꎬ 成为欧洲历史

上最持久的军事冲突之一ꎮ 在俄、 土 １０ 多次战争中④ꎬ 沙俄吞并了奥斯曼帝

国的大片领土ꎬ 从高加索到黑海沿岸以及部分东欧地区⑤ꎬ 黑海由奥斯曼帝国

的内海几乎变成了沙俄的内海ꎮ 自 １８ 世纪开始ꎬ 沙俄在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

后ꎬ 转而将夺取黑海出海口、 打通黑海 － 地中海通道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方

向ꎮ 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遂成为主要侵略对象ꎬ 并引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东方问题”ꎬ 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解体ꎮ 所谓 “东
方问题”ꎬ 本质上是欧洲列强对垂死的奥斯曼帝国 “怎么办” 的问题ꎮ 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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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３ 年ꎬ 莫斯科公国建立ꎮ １２９９ 年ꎬ 奥斯曼摆脱罗姆苏丹国独立建国ꎮ
沙皇为拉丁语 “恺撒” (Ｃａｅｓａｒ) 的俄语音译ꎮ
沙皇尼古拉一世称伊斯坦布尔为 “沙皇格勒”ꎮ
历次俄土战争爆发时间为: １５６８ ~ １５７０ 年、 １６７６ ~ １６８１ 年、 １６８６ ~ １７００ 年、 １７１０ ~ １７１１ 年、

１７３５ ~ １７３９ 年、 １７６８ ~ １７７４ 年、 １７８７ ~ １７９２ 年、 １８０６ ~ １８１２ 年、 １８２８ ~ １８２９ 年、 １８５３ ~ １８５６ 年、
１８７７ ~ １８７８ 年、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ꎮ

当时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包括波兰、 乌克兰、 克里米亚、 高加索等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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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衰落引起了欧洲列强竞争与侵略的野心ꎮ 在欧洲列强中ꎬ 沙俄的野心

最大ꎮ 沙俄对奥斯曼帝国持久而庞大的野心主要由几个因素推动: 第一ꎬ 出

于沙俄政权内在的侵略扩张特性及称霸欧洲的野心ꎮ 从当初偏居一隅的莫斯

科公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ꎬ 沙俄领土已达 ２ ２００ 多万平方公里ꎮ 第

二ꎬ 满足沙俄独占黑海海峡并打通黑海 － 地中海通道的持久渴望ꎮ 黑海海峡

的重要战略地位一直让沙俄垂涎ꎮ 恩格斯在 «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 一文

中认为ꎬ “东方问题” 的关键在于黑海海峡 (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

峡) 的控制权问题ꎬ 即 “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ꎬ 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

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通道”①ꎮ 第三ꎬ 缘于民族和宗教因素ꎮ 除了东正

教情结外ꎬ １９ 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开始兴起ꎬ 沙俄日益强调以奥斯曼土耳其

领地上斯拉夫民族的保护人自居ꎬ 梦想建立斯拉夫大帝国ꎬ 并以此为借口频

繁向奥斯曼土耳其发难ꎮ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ꎬ 由俄国人操纵的泛斯拉夫

主义的直接目的ꎬ 就是要 “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ꎬ 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

阡山脉直到黑海、 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国家ꎮ”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前夕ꎬ 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地步ꎮ １９１４ 年萨拉热窝

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ꎮ 沙俄、 奥斯曼帝国

分别加入两大敌对阵营ꎬ 并双双惨败ꎮ 一战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沙俄、 奥斯

曼土耳其两大帝国瓦解并爆发革命ꎬ 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两个新国家: 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简称 “苏俄”) 和土耳其共和国ꎮ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４５ 年初是俄 (苏) 土关系史的一段蜜月期ꎮ 战后ꎬ 两国都面临

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局面ꎮ 面对协约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危局ꎬ １９１９ 年土耳

其爆发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ꎬ 开展了反对英国、 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等国侵略的独立战争ꎮ 与此同时ꎬ “十月革命” 后ꎬ 新生的苏俄

政权也面临来自英、 法等国的武装干涉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两国放下历史仇恨ꎬ
共同应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ꎬ 以捍卫革命成果ꎮ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ꎬ “土耳其

大国民会议” 开幕ꎬ 凯末尔政权发布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是致苏俄的呼吁书ꎬ
希望建立外交关系ꎬ 并请求援助ꎮ 苏俄随即予以承认ꎬ 成为率先承认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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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ꎬ 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２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第二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恩格斯: «匈牙利的斗争»ꎬ 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６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６１ 年版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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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第二个国家ꎮ① 苏联在政治、 军事、 经济、 道义上的大力支持是土耳

其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ꎮ② 苏联为土耳其开展独立战争提供了大量金

钱和武器装备ꎮ 据统计ꎬ 苏联为土耳其独立战争提供了 １ ０００ 万金卢布的援助

以及大量武器ꎬ 苏联援助占当时土耳其政府预算的 ２０％ ꎮ③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

和国成立后ꎬ 苏联又给予土耳其大量援助ꎬ 为土耳其缓解经济危机和建立国

民经济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发展计划的实施ꎬ
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为模板ꎬ 并且依靠来自苏联的经济

援助ꎮ 在此期间ꎬ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双方签署

的 «莫斯科条约»④ 规定ꎬ 废除沙俄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ꎮ
苏联将沙俄侵占的卡尔斯等地归还土耳其ꎮ 土耳其享有黑海海峡的完全主权ꎮ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ꎬ 苏联与土耳其签订 «友好与中立条约»ꎬ 并分别于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５ 年两次续约ꎮ 苏联之所以对土耳其奉行友好合作政策ꎬ 主要出于两大因

素ꎮ 一方面ꎬ 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执行的是一条独立、 自主

的和平外交路线和革命外交政策ꎬ 将土耳其对苏联的支持视为对 “东方民族”
的支持ꎬ 将土耳其革命当作 “东方民族” 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ꎮ 另一方面ꎬ
当时苏联面临十分险恶的外部环境ꎬ 四面受敌ꎮ 苏联与土耳其友好合作ꎬ 不

仅可以使双方一致对敌ꎬ 维护南翼的安全ꎬ 而且还可打破 “敌对的资本主义

的包围圈”ꎮ
苏、 土这一友好关系状况基本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ꎮ 不过ꎬ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以后ꎬ 随着欧洲安全局势的恶化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酝酿ꎬ 苏、
土矛盾开始显露ꎬ 双边关系出现裂痕ꎮ 其中两个问题最为突出ꎮ 第一是海峡

问题ꎮ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的 «洛桑条约» 规定ꎬ 设立 “国际海峡委

员会” 且不得设防ꎬ 允许外国军舰在平时和战时均得以通过海峡ꎮ 随着欧洲

安全局势的恶化ꎬ 各方都提出修改 «洛桑条约» 中关于海峡制度的规定ꎮ 苏

联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ꎬ 同时限制非黑海沿岸其他大国在

海峡地区的权利ꎬ 并希望苏、 土共同保护海峡ꎮ 土耳其以及英国等国均反对

这一立场ꎮ 经过紧张谈判ꎬ １９３６ 年 «蒙特勒公约» 得以通过ꎬ 该条约未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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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国家为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苏联宣布成立ꎮ
Ｂüｌｅｎｔ Ｇöｋａｙꎬ Ｓｏｖｉｅ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１９２０ － １９９１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９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成立ꎮ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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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苏联的要求ꎬ 苏联为此非常不满ꎮ① 第二是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

中立政策引起苏联强烈不满ꎮ 二战期间ꎬ 土耳其宣布中立ꎬ 但实际上偏向德

国ꎮ 土耳其不但与德国签订贸易协定、 从德国购买军火ꎬ 还允许德、 意军舰

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进攻苏联ꎮ 土耳其拒绝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ꎬ 同时却与英、
法缔结了互助条约ꎮ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 ４ 天ꎬ 土耳其又与德国签署 «友好与

互不侵犯条约»ꎮ 对此ꎬ 苏联认为这是敌意行为ꎮ 直到德国战败前夕ꎬ 土耳其

才于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对德宣战ꎮ 因此ꎬ 二战尚未结束ꎬ 苏土关系即出现危

机ꎮ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 苏联单方面宣布废除 １９２５ 年的 «友好与中立条约»ꎮ ６ 月ꎬ
苏联提出缔结苏、 土新条约的条件: 土耳其将 １９２１ 年苏俄划给土耳其的卡尔

斯、 阿尔达汗和阿尔特温重新割让给苏联ꎻ 修改 «蒙特勒公约»ꎬ 允许苏联在

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ꎮ
战后初期ꎬ 苏联对土耳其政策的急剧改变由几个因素推动ꎮ 第一ꎬ 惩罚

土耳其在 “二战” 中的 “骑墙” 态度以及亲德政策ꎮ 第二ꎬ 建立缓冲区ꎬ 改

善苏联南翼安全环境ꎬ 为未来大战做准备ꎮ 基于安全的追求ꎬ 对于形成斯大

林在战前、 “二战” 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② 对

苏联而言ꎬ 其在二战中损失惨重ꎬ 教训深刻ꎬ 美国正在为独家称霸全球而进

行新一场战争的准备ꎬ 对此苏联必须加紧应对ꎬ 在周边建立稳固的多层安全

网ꎮ 中东欧已基本在苏联控制之下ꎬ 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南部ꎮ 第三ꎬ 战后斯

大林大国沙文主义膨胀ꎬ 扩张野心暴露ꎮ 在远东ꎬ 对中国提出对蒙古和东北

的领土要求ꎮ 在近东ꎬ 拒绝从伊朗撤军ꎬ 并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ꎮ 时任苏

联外长莫洛托夫称ꎬ “作为外交部长ꎬ 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

的疆界ꎮ”③ 第四ꎬ 苏联希望修改 «蒙特勒公约»ꎬ 赋予苏联特权ꎮ 斯大林指

出ꎬ “ «蒙特勒公约» 是决定用来对付俄国的”ꎬ 苏联不可能接受被 “一个小

国” 扼住咽喉的局面ꎮ 他强调ꎬ “土耳其政府对我们是不友好的ꎬ 这就是苏联

７

①

②
③

«蒙特勒公约» 规定ꎬ 撤销海峡国际委员会ꎬ 赋予土耳其单独控制海峡的权力ꎬ 并可在海峡

设防ꎮ 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均可自由通过ꎮ 在平时ꎬ 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ꎬ 非沿岸国

家之军舰通过海峡则要受到一定限制ꎻ 在战时ꎬ 如土耳其为中立国ꎬ 各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ꎬ 如

土耳其为参战国ꎬ 则由土耳其决定是否允许别国军舰通过ꎮ
戴超武: «斯大林、 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 页ꎮ
[苏联] 丘耶夫: «莫洛托夫访谈录: 同莫洛托夫的 １４０ 次谈话»ꎬ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

部译ꎬ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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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拥有一个基地的原因ꎮ 这事关我们自身的安

全”ꎮ① 第五ꎬ 苏联欲通过此举增强在中东的影响力ꎮ
苏联的行为立即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ꎮ 土耳其拒绝苏联要求ꎬ 并向

西方寻求帮助ꎮ 西方做出强硬反应ꎬ 向土耳其提供援助ꎬ 从而触发了冷战ꎮ
苏联在土耳其、 希腊和伊朗的一系列举动ꎬ 促使美国对苏联冷战政策出台ꎮ
美国认为苏联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ꎮ 美国代理国

务卿艾奇逊指出ꎬ 苏联对土耳其的威胁事关美国的 “核心利益”ꎮ 他强调一旦

苏联控制了土耳其ꎬ 就会控制希腊以及整个中近东地区ꎬ 这又将使其在控制

印度和中国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ꎮ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强调ꎬ 从

战略上讲ꎬ 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地区及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ꎮ 苏联对

土耳其进行 “事实上的地理与政治控制”ꎬ “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产生最

为严重的影响”ꎮ②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ꎬ 美国宣布ꎬ 作为对苏联的反应ꎬ 美国将在地

中海东部永久部署一支舰队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杜鲁门主义出炉ꎬ 表示将为希腊

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ꎬ 以抵制内部颠覆或外部压力的威胁ꎮ 杜鲁门主义的

出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ꎮ
土耳其危机是揭开冷战帷幕的决定性事件之一ꎬ 也是苏 (俄) 土关系上

的重大历史事件ꎮ 危机迫使一直在大国中周旋的土耳其转而向美国等西方国

家寻求支持和保护ꎬ 并最终加入西方阵营ꎮ 这为战后欧洲安全体系、 苏土关

系与土美关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ꎮ 危机发生后ꎬ 西方将土耳其纳入

到西方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同盟中ꎬ 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ꎬ 将土耳其打

造为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ꎮ １９４７ 年美国提出 “马歇尔计划”ꎬ 将土耳其纳入

援助范围ꎬ 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ꎮ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１ 年间ꎬ 土耳其共接受 １ ３７ 亿

美元援助ꎮ③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 年间ꎬ 美国对土耳其军援达 ２５ 亿美元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与西方军事联盟逐步建立ꎬ 形成北层防御集团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ꎬ 土、
英、 法、 美四国提出成立中东司令部ꎮ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加入北约ꎬ 这有

效防止了美、 苏在中东爆发战争ꎬ 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提供了单

８

①
②

③

Ｈａｓａｎｌｉꎬ Ｓｔａ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２８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Ｗ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Ｆｏｒｒｅｓｔａｌ)ꎬ Ｖｏｌ ＶＩＩꎬ ＦＲＵ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ꎬ １９４６ꎬ ｐｐ ８５７ － ８５８
其中ꎬ １９４８ / １９４９ 年度 ２ ８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 年度 ５ ９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１ 年度 ５ ０００ 万

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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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最大安全保护ꎮ①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ꎬ 美、 土签署美军在土耳其地位协议ꎬ 美

国开始在土耳其驻军ꎮ １９５５ 年ꎬ 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巴格达条约组织” 成

立ꎬ 成员包括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 巴基斯坦和英国ꎮ 冷战期间ꎬ 土耳其

积极充当西方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ꎬ 支持配合西方在中近东以及东欧巴尔干

地区的总体战略ꎬ 是最具战略价值的北约盟友之一ꎮ 在接受西方的军事和经

济援助的同时ꎬ 土耳其积极支持和呼应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ꎬ 向西

方提供军事基地ꎬ 协助组建地区军事同盟ꎬ 甚至出兵朝鲜支持美军作战ꎮ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ꎬ 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ꎬ 强调美国必须支持中东国家ꎬ 以保护自由、 遏

制苏联的扩张ꎮ 土耳其对此表示欢迎ꎮ １９５９ 年ꎬ 美、 土达成允许美国在土耳其

部署核武器的协议ꎮ 这一阶段也是冷战期间苏土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一直到苏联解体ꎬ 苏土关系走向缓和并开展务实合

作ꎮ １９６２ 年ꎬ 美国开始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ꎬ 苏联则以在古巴部署中

程弹道导弹作为回应ꎬ 从而触发古巴危机ꎬ 美、 苏核战争一触即发ꎮ 美、 苏

在压力之下ꎬ 最终达成妥协: 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ꎬ 作为交换条件ꎬ 美国

“考虑苏联的安全与焦虑”ꎬ 同意撤走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ꎮ 苏联还保证尊重

土耳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及其主权ꎬ 不干涉其内政ꎮ②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ꎬ 最后一

枚核弹被运出土耳其ꎮ 这一事件被视为冷战的顶峰和转折点ꎮ 土耳其对美、
苏私下达成损害土耳其利益的交易表示 “深度不满”ꎮ 这一事件也促使土耳其

思考自身在美、 苏对抗中如何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

系ꎮ 随后的塞浦路斯问题持续发酵ꎬ 进一步推动苏土关系转暖ꎮ 塞浦路斯问

题自 ５０ 年代就存在ꎬ 到 ６０ 年代后期日益严峻ꎬ 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加剧ꎮ 在

冲突中ꎬ 土耳其日益认识到美国及西方盟友并不支持有利于土耳其的解决方

案ꎬ 开始考虑缓和与苏联的关系ꎬ 以争取苏联的支持ꎮ 为打破西方的围堵封

锁ꎬ 削弱北约ꎬ 扩大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ꎬ 苏联积极利用土、 美矛盾ꎬ 发展

与土耳其的关系ꎬ 并向其提供大量经济技术援助ꎮ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ꎬ 苏共中央书

记波德戈尔内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土耳其ꎬ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公开

支持土耳其ꎮ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土耳其ꎬ 这是苏、
土建交以来苏联政府首脑首次访问土耳其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总统苏奈访

９

①

②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ｉｐｅｓꎬ “Ｔｈｅ Ｕ Ｓ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ＮＡ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ꎬ Ｏｒｂｉｓꎬ Ｆａｌｌ １９９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ｎｉｅｌｐｉｐｅｓ ｏｒｇ / ５１３ / ｔｈｅ － ｕｓ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ｎａｔｏ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０

方连庆等: «国际关系史 (战后卷)» (上册)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２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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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苏联ꎮ 随后苏联决定向土耳其提供优惠贷款ꎮ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ꎬ 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土耳其ꎬ 双方签署 «苏土睦邻友好关系原则宣

言»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ꎬ 土耳其出兵北塞ꎬ 希腊、 土耳其爆发

军事冲突ꎮ 西方国家批评土耳其的政策并对土耳其实施军事制裁ꎮ 苏联则力

挺土耳其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土耳其ꎮ １９７８ 年ꎬ
苏、 土签署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条约ꎬ 强调进一步加强政治、 经济、 科技和

文化合作ꎮ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总理亲赴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

葬礼ꎮ 同年 １２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访问土耳其ꎬ 双方同意建立 “长
期、 稳定的睦邻关系”ꎮ

这一期间ꎬ 苏土经贸关系取得重要进展ꎮ １９６０ 年双方签订第一个贸易协

定时苏、 土贸易额为 １ ０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６５ 年增至 ２ ０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７０ 年达

８ ４００万美元ꎬ １９７７ 年达 １ ７５ 亿美元ꎬ １９７８ 年达 ２ ６９ 亿美元ꎬ １９８３ 年又增加

到 ３ ２５ 亿美元ꎮ 此外ꎬ １９７６ 年ꎬ 苏、 土成立经济混合委员会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土、
苏签订有关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ꎬ 提出到 １９９０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

到 ６０ 亿美元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这期间苏联为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援

助ꎬ 经济援助成为巩固苏土关系的重要支柱ꎬ 大大推动了土耳其工业化进程ꎮ
土耳其是苏联的最大对外援助对象国之一ꎮ 苏联在工业、 能源、 农业、 卫生、
建筑等多方面向土耳其提供援助ꎬ 帮助援建了诸多大型工业项目ꎮ 截至 １９８０
年底ꎬ 土耳其共接受苏联援助 ２０ 多亿美元ꎮ 总体上ꎬ 从 ６０ 年代后期到苏联

解体ꎬ 两国关系比较缓和ꎬ 开展了务实的经济合作ꎮ 但是ꎬ 双方毕竟分属两

大敌对阵营ꎬ 彼此在库尔德问题、 亚美尼亚问题、 阿富汗问题等诸多问题上

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ꎮ 土耳其对苏联政策基本还是在北约框架之内ꎬ 苏土关

系可以简单概括为 “高竞争ꎬ 低合作”ꎮ①

纵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俄土关系发展历程ꎬ 无论是蜜月期ꎬ 还是 ６０ 年

代后缓和背景下的合作ꎬ 双方合作关系多属权宜之计ꎬ 务实性很强ꎬ 不具战

略性质ꎮ 这表明ꎬ 虽然昔日帝国已经消亡ꎬ 但新生的两个国家并未完全摆脱

两国昔日关系的阴影ꎮ 独立后的土耳其依然面临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ꎮ 与积

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相比ꎬ 土耳其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安全环境有了极大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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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ｔａｓａｍ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ｃｅｒｉｋ / ３７９７１ / ｔｕｒｋｅｙ＿ －＿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改善ꎬ 但仍需在大国夹缝中左右逢源ꎬ 求得生存ꎮ 俄、 土蜜月期虽短ꎬ 但为

未来良好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俄土关系的现实变化: 以合作为主流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ꎬ 俄土关系进入新时期ꎮ 苏联解体对俄土关系产生重

大影响ꎮ 俄罗斯不仅失去大量领土ꎬ 还使得数百年来俄、 土不再领土直接相

邻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的虚弱以及叶利钦的西向政策使土耳其面临来自俄

罗斯的安全威胁大大减少ꎬ 土耳其战略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ꎮ 这为俄土关

系调整清除了重要障碍ꎮ 土耳其是最早承认俄罗斯联邦独立的国家之一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访俄ꎬ 签署了 «俄土关系原则条约»ꎬ 表

示彼此尊重政治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不干涉内政ꎬ 避免使用武力和威胁

使用武力解决争端ꎬ 强调双方要为双边合作注入新动力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俄罗斯总

理切尔诺梅尔金访土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访俄ꎮ 俄、 土建交

后ꎬ 双边贸易额快速增加ꎮ 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之一ꎮ 土耳

其甚至还从俄罗斯采购武装直升机等武器装备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两国就反恐合作达

成一致ꎬ 俄罗斯未向土耳其民族分裂武装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领导人奥贾

兰提供流亡庇护ꎬ 土耳其承诺不支持车臣反政府武装ꎮ 总体上ꎬ 叶利钦时期ꎬ
俄土关系基本保持经济热、 政治冷的状况ꎮ 土耳其支持北约和欧盟东扩ꎬ 协

助西方实施在苏联地区的扩张战略ꎬ 以及土耳其推行泛突厥主义、 奥斯曼主

义政策蚕食俄罗斯传统地盘ꎬ 导致双方在多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与冲突ꎬ
如亚美尼亚问题、 库尔德问题、 车臣问题、 波黑问题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２０００ 年普京上台和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

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 赢得大选ꎬ 两个政治强人分别在俄、 土开始长

期执政ꎬ 俄土关系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ꎬ 双方务实合作关系逐

步向战略伙伴方向升级ꎮ
(一) 俄土关系的新特征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俄土双边关系突破旧的敌视或权宜合作模式ꎬ 两国关系

持续升温并向战略伙伴关系方向发展ꎮ 两国高层频繁互访ꎬ 加强了战略对话

与协商ꎬ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并超越双边范畴ꎬ 建立了高层次的多维度合作机

制ꎬ 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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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双方高层互访频度之密达到历史顶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俄罗斯总理卡西

亚诺夫访土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土耳其副总理兼外长居尔访俄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普京总

统首次访土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埃尔多安总理三次访俄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普京总统对土耳

其进行工作访问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阿伦其和土耳其总统塞泽

尔先后访俄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访土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普京总统访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土耳其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总理

先后访俄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土ꎬ 双方签署互免签证、 核能合

作等 ８ 个合作协议ꎬ 两国关系重大升级ꎬ 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迈进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普京总统访土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普京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埃尔多安总统访俄ꎬ 修复关系ꎮ １０ 月ꎬ 普京总统访土ꎬ 参加在伊斯坦布

尔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并与埃尔多安总统举行会晤ꎮ
第二ꎬ 合作领域多元化ꎬ 合作层级高端化、 机制化ꎬ 也凸显了俄土关系

的战略性ꎮ 双方强调建构 “全方位伙伴关系”ꎬ 建立了多层次的机制化合作平

台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俄、 土联合发布 “在欧亚地区开展合作联合行动计划”ꎬ 两国

外交部就此成立联合行动小组ꎮ 这一行动计划象征着 “在世界历史发展发生

根本变化新维度下土、 俄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ꎮ① ２００４ 年ꎬ 普京总统访土ꎬ
两国元首签署 «深化友谊和全方位伙伴关系联合宣言»ꎬ 强调要提升双边关

系ꎬ 开展全方位合作ꎮ 在合作机制方面ꎬ ２００４ 年俄、 土签署建立两国外交部

常规磋商机制的协定ꎬ 加强双边和多边事务磋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两国建立 “俄、
土最高级合作理事会”ꎬ 由两国总统和总理亲自主持ꎬ 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会

议ꎮ 该理事会框架下又成立三大专业性合作机制平台: 政府间贸易与经济合

作混委会、 特别战略对话小组和公共论坛ꎮ 这是俄、 土间最高级别的政府间

合作机制ꎮ 建立该理事会的目的ꎬ 是为了制定俄土关系发展战略ꎬ 确定俄土

合作基本方向ꎬ 协调关键项目的实施ꎬ 为两国商业合作提供激励ꎮ②

第三ꎬ 经济上ꎬ 彼此相互依赖加深ꎬ 大型合作项目奠定了战略关系的基

石ꎮ 贸易、 投资、 金融、 旅游和建筑等行业是经济合作的支柱ꎮ 俄、 土贸易

飞速发展ꎬ ２００２ 年贸易额只有 ５０ ６４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０５ 年升至 １５３ 亿美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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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达 ３７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２ 年为 ３３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３１２ 亿美元ꎮ 俄、 土

两国元首多次提出要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ꎮ 相较而言ꎬ ２０１５ 年

美国与土耳其的贸易额只有 １７４ 亿美元ꎮ①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一

大进口来源国、 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ꎬ 土耳其是俄罗斯的第

五大贸易伙伴ꎮ

图 １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贸易额

资料 来 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ｒｋ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２ꎻ 土 耳 其 外 交 部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ｔｕｒｋｅｙ＿ 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ａｎ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ｉｔｈ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ｍｆａꎬ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２ꎮ

土耳其是继德国之后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俄罗斯向土

耳其输送天然气占土耳其天然气需求总量的 ６０％ ꎮ 土耳其也是俄罗斯资本输

出的重要对象国ꎬ 俄罗斯在土耳其制造业、 能源、 冶金、 旅游和金融等领域

大量投资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土耳其外来直接投资的 ６ ２％ 来自俄罗斯ꎮ 为此ꎬ 俄、
土金融市场关联度非常高ꎬ 土耳其易受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冲击ꎮ 旅游业是土

耳其的经济支柱之一ꎮ 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二大海外游客来源国ꎬ ２０１５ 年达

３６０ 万人次ꎮ 土耳其建筑公司在俄罗斯非常活跃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

共在俄罗斯承揽 １ ９３９ 个项目ꎬ 价值 ６４８ 亿美元ꎬ 占土耳其整个海外建筑承包

项目的 １９ ９％ ꎮ② 能源合作是俄土战略合作关系的支柱ꎬ 双方实施了一系列

重大项目ꎬ 如 “土耳其流”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ｔｒｅａｍ)、 阿库尤核电站等项目ꎮ 其中ꎬ
“土耳其流” 是 ２０１４ 年双方同意修建经黑海海底从俄罗斯通往土耳其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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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ꎬ 原计划设计 ３ 条管线ꎬ 年输送天然气 ４７２ ５ 亿立方

米ꎮ 该项目是俄罗斯绕过乌克兰向欧洲输气的战略性项目ꎮ 项目修建对土耳

其能源安全保障ꎬ 满足天然气供应需求ꎬ 建设能源走廊亦具有重大意义ꎬ 是

捆绑两国战略利益的压舱石ꎮ 此外ꎬ 由俄罗斯公司设计并建造的阿库尤核电

站ꎬ 是土耳其首座核电站ꎬ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 俄土关系历史性调整的驱动力

俄土关系的转换升级深刻反映了当今国际格局及地缘政治的变迁ꎬ 也与

两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与对外关系变化紧密相关ꎮ
从土耳其方面看ꎬ 多个因素推动土、 俄接近: 第一ꎬ 埃尔多安认为ꎬ 国

际权力中心正在发生由西向东的转移ꎬ 多极化格局日渐形成ꎬ 西方趋向衰落ꎬ
尤其是近年来奥巴马从中东实施战略收缩政策ꎬ 而中国、 俄罗斯等新兴大国

在全球以及地区事务上日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 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ꎬ 在高

加索、 中亚、 中东和巴尔干拥有特殊的历史、 文化和地缘优势ꎬ 土耳其必须

推行 “战略纵深” 外交ꎬ 扮演大国角色ꎬ 外交上不再完全追随西方国家ꎮ 第

二ꎬ 埃尔多安上台后ꎬ 土耳其在内政外交上与西方矛盾分歧日益严重、 关系

疏离ꎬ 对西方日渐失望ꎮ 一方面ꎬ 冷战结束以来ꎬ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ꎬ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持续损害土耳其利益ꎬ 威胁土耳其的主权与国家安全ꎮ 奥

巴马政府时期ꎬ 美、 土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歧严重ꎬ 土耳其对奥巴马在推翻巴

沙尔政权问题上退缩非常不满ꎬ 强烈谴责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以及包庇居伦

运动分子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对吸纳土耳其三心二意ꎬ 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依

然渺茫ꎮ 此外ꎬ 土耳其也失去对北约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信任ꎮ ２０１６ 年初ꎬ
北约警告土耳其ꎬ 不要在土、 俄发生军事冲突时指望北约来提供保护ꎮ① 埃尔

多安本人多次向普京表达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愿望ꎮ
第三ꎬ 在经济和能源上ꎬ 土耳其对俄罗斯有强烈需求ꎮ 土耳其经济对俄罗斯

高度依赖ꎬ 俄罗斯也是土耳其构建能源走廊的重要一环ꎮ 第四ꎬ 在高加索、 中

亚、 巴尔干、 中东等一系列地区问题上ꎬ 俄罗斯有着传统影响力ꎬ 土耳其发挥

作用需要与俄罗斯合作ꎮ 第五ꎬ 土耳其希望俄罗斯放弃对库尔德人的支持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当下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ꎮ 第一ꎬ 由于西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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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持续施压围堵ꎬ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ꎬ 俄罗斯外交上需要寻求

突破ꎬ 打破封锁与制裁ꎮ 第二ꎬ 土耳其在安全上对俄罗斯意义重大ꎮ 除了对

海峡这一传统战略通道的依赖外ꎬ 俄罗斯仍继续寻求南翼的安全ꎮ 第三ꎬ 针

对北约东扩以及积极推动导弹防御体系ꎬ 俄罗斯有意利用土耳其与西方及北

约的矛盾ꎬ 在北约南翼撕开缺口ꎮ 加深土、 俄合作ꎬ 分化离间土耳其与欧盟、
北约的关系ꎬ 削弱和打击北约ꎬ 是俄罗斯对土耳其政策的重要目标ꎮ 第四ꎬ
看重双方务实经济与能源合作ꎮ 在油气价格不景气以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恶

化环境下ꎬ 俄罗斯需加大对土耳其能源出口ꎮ 借助土耳其来破解俄罗斯对欧

洲输气的乌克兰困局ꎬ 建立多元化的对欧洲供气线路ꎮ 第五ꎬ 俄罗斯希望与

土耳其在高加索、 中亚、 中东以及巴尔干等地区开展合作ꎬ 限制和约束泛突

厥主义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扩张以及土耳其对车臣分裂分子的支持ꎮ
事实上ꎬ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由于俄土关系日益走近ꎬ 关于俄土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声音很高ꎮ①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公开表示ꎬ 俄罗斯已成为土耳其

“主要的战略伙伴”ꎬ 俄土关系在质量和维度上都达到了新高度ꎮ 互免签证ꎬ
贸易额增至 ３００ 亿美元ꎬ 数百万游客互访ꎬ 上亿美元投资以及阿库尤核电站

等重大项目ꎬ 这些使我们结成战略伙伴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普京总统也公开表

示ꎬ 土耳其是俄罗斯的优先合作伙伴ꎬ 强调俄土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

平ꎮ③ 针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土耳其、 俄罗斯、 伊朗三国就叙利亚问题开展的战略

协调ꎬ 有学者甚至称俄、 土、 伊缔结了 “战略轴心”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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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土战略组合的出现对于修正俄土关系旧模式ꎬ 对于欧亚地缘政治关

系重组和地区稳定ꎬ 对于土、 美、 欧、 俄彼此关系ꎬ 以及欧洲安全格局都有

着重大影响ꎮ 对西方而言ꎬ 俄、 土走近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组合ꎮ 在一定意义

上ꎬ 它威胁着欧盟以及北约的未来ꎬ 引发了北约和欧盟是否将走向解体的疑

问ꎮ① 美国胡佛研究所知名学者汉森甚至称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已成为北约的重

要威胁ꎮ②

俄土关系的未来前景: 深化与升级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ꎬ 也是未来的开端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并持续深化发展ꎬ 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调整ꎮ 国际安全

形势恶化及不确定性成为当下国际和地区局势发展的重要特征ꎮ 从全球范围

看ꎬ 国际力量格局由西向东转移愈加明显ꎬ 多极化加速发展ꎬ 反全球化与民

粹主义、 民族主义呈上升势头ꎮ 从地区看ꎬ 从东欧到中东ꎬ 再到亚太ꎬ 三大

板块地缘政治持续紧张ꎮ 在新一轮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大调整背景下ꎬ 俄

格冲突、 乌克兰危机③、 美欧与俄关系恶化、 叙利亚战争等地区危机接踵而

至ꎮ 加之ꎬ 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暗杀等重大事

件的发生ꎬ 使俄土战略关系经受了一系列考验ꎬ 其最终结果是双边关系顺利

度过危机ꎬ 非但未因此降级ꎬ 反而进一步升级换挡ꎮ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

了俄土战略合作前景ꎬ 和平共存彰显双方的利益汇合点ꎮ
(一) 从对抗到合作: 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考量

随着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变局的发生ꎬ 多国政权呈多米诺骨牌式更迭ꎮ 一向稳

定的叙利亚局势迅速恶化并逐步演化为大规模内战ꎮ 鉴于叙利亚的地缘战略

重要性以及美国与俄罗斯、 沙特与伊朗等错综复杂的矛盾ꎬ 各种外部势力持

续介入ꎮ 叙利亚内战迅速演变为地区代理人战争ꎮ 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ꎬ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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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ꎬ 土耳其虽对俄罗斯的相关政策提出批评ꎬ 但总体上反应较为克制ꎬ 与

西方保持距离ꎬ 未参加对俄罗斯制裁ꎬ 从而使两国关系未受严重冲击ꎮ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争持续 ５ 年之久仍不能平息ꎬ 除了其内部复杂矛盾因素外ꎬ 各种外部势力在

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在这些外部势力中ꎬ 俄罗斯、 土耳其是关键因

素之一ꎮ 由此ꎬ 如何应对叙利亚危机成为俄土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ꎮ 有鉴于

此ꎬ 我们可以通过剖析俄、 土两国介入叙利亚战争行为这一典型案例ꎬ 研判

两国关系未来走向ꎮ
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持相互冲突的立场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危机爆发

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土、 俄双方在叙利亚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对立的ꎬ 甚

至一度兵戎相见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土耳其截停一架从俄罗斯飞往叙利亚的飞

机ꎬ 称飞机运载武器并扣留货物ꎬ 两国紧张局势升级ꎮ 随后ꎬ 土耳其要求北

约在其与叙利亚边境部署 “爱国者” 导弹ꎬ 以应对叙利亚导弹威胁ꎬ 企图拉

北约卷入冲突ꎮ 对此ꎬ 俄罗斯坚决反对ꎬ 而埃尔多安则指责俄对此举做出了

“错误反应”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军队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ꎬ 引起土耳其

激烈反应ꎮ 之前ꎬ 围绕叙利亚危机ꎬ 土、 俄之间主要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对

抗ꎬ 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ꎬ 土耳其则充当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主要支持

者ꎬ 双方并未直接对抗ꎬ 但自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后ꎬ 土、 俄矛盾

急剧升级ꎬ 开始直接对抗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在土叙边境上空击落 １ 架

俄罗斯战机ꎬ 引发俄 (苏) 土 ７０ 年来最严重危机ꎮ 俄罗斯予以强烈谴责ꎬ
指责土耳其包庇和支持恐怖主义ꎬ 并对土耳其实施严厉制裁ꎬ 冻结核电站

项目和 “土耳其流” 等重大项目ꎮ 外界普遍担心俄罗斯和土耳其可能爆发

军事冲突ꎮ
来自俄罗斯的大力支持是巴沙尔政权得以坚持到现今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叙利亚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ꎬ 双方在各层次需要保持持久关系与合作ꎮ 冷战

结束后ꎬ 由于美国的蚕食ꎬ 阿拉伯激进阵线的逐步瓦解以及俄罗斯自身的衰

退ꎬ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急剧减弱ꎬ 其地区盟友日渐减少ꎮ 俄罗

斯在中东缺少稳固和有关键作用的支点ꎮ① 可以说ꎬ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

区硕果仅存的盟友ꎮ 此外ꎬ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在地中海

及中东地区的唯一军事基地②ꎬ 是俄罗斯保持在中东及地中海的影响力并对北

７１

①
②

姜毅: «评析俄罗斯在中东的机会主义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 页ꎮ
叙利亚塔尔图斯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海外基地ꎮ 苏联解体后ꎬ 该基地为俄罗斯海军

继承ꎬ 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海军基地ꎮ 俄罗斯官方称之为 “物资 －技术保障点”ꎬ 并非 “基地”ꎬ 隶属于

黑海舰队ꎮ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ꎬ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军方已表示将把该港改造为俄罗斯海外永久性海军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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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构成军事威慑的战略据点ꎮ 因此ꎬ 叙利亚对俄罗斯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

重战略价值ꎮ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 第一ꎬ 捍卫俄罗斯在叙

利亚的战略利益ꎬ 维护其传统影响ꎮ 第二ꎬ 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法ꎬ 反对以

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ꎬ 阻止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颜色革命”ꎮ 第三ꎬ 在叙

利亚问题上发挥有影响力的大国作用ꎬ 凸显大国地位ꎬ 并借机重返中东ꎮ 第

四ꎬ 借叙利亚问题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ꎬ 制约西方在乌克兰问题的行动ꎮ
叙利亚一旦在俄罗斯的主导下结束内战状态ꎬ 将彰显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

影响力ꎬ 俄罗斯还可以借此弥合与美欧的关系ꎮ① 俄罗斯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叙

利亚合法政权ꎬ 反对政权更迭和外部军事干涉ꎬ 并为叙叙利亚政府提供政治、
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随着 “伊斯兰国” 问题凸显ꎬ 大量来自

俄罗斯与中亚的 “圣战” 分子进入叙利亚参加圣战ꎬ 应对来自 “伊斯兰国”
等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成为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主要任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俄军直接介入叙利亚ꎬ 一方面旨在稳固巴沙尔政权ꎬ 另一方面则以打击

“伊斯兰国” 为主要目标ꎮ 为实现政策目标ꎬ 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 伊朗、 黎

巴嫩真主党、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结成了同盟或准同盟关系ꎬ 并给予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一定的支持ꎮ 这与土耳其的利益与政策构成了冲突ꎮ
因此ꎬ 对俄罗斯而言ꎬ 寻求与土耳其的合作对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确保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ꎮ 俄军在叙利亚大规模军事行动需

要土耳其领空和海峡的开放ꎮ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ꎬ 军事实力强ꎬ 且与叙

利亚相邻ꎬ 土、 俄冲突危及俄军在叙利亚安全ꎮ 此外ꎬ 土耳其也是叙利亚反

对派的主要支持者ꎬ 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安全区ꎬ 叙利亚问题无论政治解

决还是冲突解决方案都与土耳其有很大关系ꎮ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ꎬ 土耳其推行 “周边零问题” 外交ꎬ 土叙关系良

好ꎮ 但是ꎬ 中东变局发生后ꎬ 埃尔多安错误判断形势ꎬ 决心支持地区变革ꎬ
扮演地区领导者角色ꎬ 向阿拉伯世界推销 “土耳其模式”ꎮ② 为此ꎬ 土耳其不

惜改变对叙利亚友好政策ꎬ 转而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ꎬ 支持叙利亚反对派ꎬ
并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大本营ꎮ 为推翻巴沙尔政权ꎬ 土耳其竭力推动在叙利

８１

①

②

李小鹿: «国际社会打击 “伊斯兰国” 组织的态势评估»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土耳其] 萨瓦斯根奇、 [土耳其] 法提赫阿吉: «中东精英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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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建立安全区和禁飞区ꎬ 与西方以及沙特、 卡塔尔等国结盟ꎬ 武装叙利亚反

对派ꎮ 不过ꎬ 国际和地区局势以及叙利亚危机的演变ꎬ 并未依照埃尔多安预

想的方向发展ꎮ 叙利亚局势发展开始在多方面对土耳其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ꎮ 第一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化武危机” 后ꎬ 奥巴马总统在 “红线” 前退

却ꎬ 不愿军事介入叙利亚ꎮ 美国担忧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叙利亚局势可能失控ꎬ
走向 “利比亚化” 和 “伊拉克化”ꎮ 其后 “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ꎬ 反恐取代

推翻巴沙尔政权成为美国在叙利亚的最优先事项和最紧迫挑战ꎮ 美、 土在叙

利亚问题上出现政策分歧ꎬ 土耳其陷入困境ꎮ 第二ꎬ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

滥并外溢ꎬ 威胁土耳其安全ꎮ 为打击巴沙尔政权ꎬ 土耳其、 沙特以及西方国

家动员或纵容全球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ꎬ 成为 “伊斯兰国”、
“努斯拉阵线” 等诸多极端组织兴起的主要因素ꎮ 土耳其还成为境外伊斯兰极

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主要过境通道ꎮ 但是ꎬ “伊斯兰国” 坐大后很快

与原先支持者为敌ꎬ 土耳其开始成为恐怖袭击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伊斯兰

国” 频繁在土耳其境内发动恐怖袭击ꎬ 恐怖主义上升为土耳其头号安全威胁ꎮ
第三ꎬ 库尔德人势力日益壮大并对土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ꎬ 成

为土耳其政府头号心腹大患ꎮ 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靠近土耳其边境ꎬ 与土

耳其库尔德地区、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相连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叙利亚库尔

德人利用乱局壮大自己ꎬ 建立武装和自治政府ꎮ 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紧密的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跃居为叙利亚反对派中实力最

强的一支武装ꎬ 成为美国所仰仗的打击 “伊斯兰国” 的主力军ꎮ 美、 俄等国

纷纷向该组织伸出援手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建立自治政府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又宣布成立叙利亚北部库尔德联邦ꎮ①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库尔

德问题再度恶化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停火协议废黜ꎬ
双方战火又起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土耳其日益担心叙利亚库尔德人可能谋求独立

建国ꎬ 并与土耳其、 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连成一片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土耳其出

兵叙利亚ꎬ 名义上打击 “伊斯兰国”ꎬ 但真正目标是库尔德人ꎮ 埃尔多安多次

公开表示ꎬ 决不允许在叙利亚北部出现一个新国家ꎮ 土耳其与俄罗斯就叙利

９１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政府经过与被关押在狱中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 － 奥贾兰的谈

判ꎬ 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停火以及库尔德工人党从土耳其境内撤出武装的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由于土

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变化ꎬ 土耳其政府撕毁协议ꎬ 停火协议失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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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问题达成合作协议ꎬ 条件之一就是俄罗斯减少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ꎮ
普京公开表示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ꎮ 第四ꎬ 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加重了土

耳其经济、 社会负担ꎬ 并带来严重安全问题ꎮ 据统计ꎬ 叙利亚冲突以来ꎬ 已

有 ２７０ 万难民进入土耳其①ꎬ 使土耳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难民接受国ꎮ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土耳其政府已为难民安置花费 １１４ 亿欧元ꎮ③

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ꎬ 促使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始采取务实立场ꎬ
尤其是在俄罗斯直接军事干预后ꎬ 土耳其意识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目标已不可

能实现ꎬ 要维护其在叙利亚利益必须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底俄

土关系恶化后ꎬ 建立安全区和遏制库尔德人的目标难以实现ꎬ 土耳其在叙利

亚问题上一度被边缘化ꎬ 在叙利亚利益和安全难以维护ꎮ 因受俄罗斯制裁ꎬ
土耳其经济严重下滑ꎬ 俄、 土贸易大幅减少ꎮ ２０１５ 年爆发危机前ꎬ 土耳其在

俄罗斯建筑市场约占 １ / ５ ~ １ / ３ 的份额ꎬ 但 ２０１６ 年 １ ~ ３ 月双方未签署 １ 个项

目ꎮ④ 而且ꎬ 俄罗斯游客急剧下降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赴土耳其游客达 ３６０ 万ꎬ 而

２０１６ 年 １ ~ ８ 月下降到 ３０ 万人ꎮ 在多重压力下ꎬ 土耳其转变了推翻巴沙尔政

权的政策ꎬ 并开始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合作ꎮ 俄土关系恢复并开展合作后ꎬ “土
耳其在叙利亚恢复了影响ꎬ 并有机会重回地区中心舞台”⑤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埃尔多安致信普京就击落战机事件道歉ꎮ 两国关系转圜ꎮ
同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ꎮ 政变对加速土俄关系改善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西方对政变的暧昧态度并对埃尔多安政变后采取措施持批评立场ꎬ
与普京第一时间给予埃尔多安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ꎮ ８ 月ꎬ 埃尔多安访俄并

会见普京ꎬ 就恢复经贸联系和反恐合作举行会谈ꎮ 俄罗斯宣布解冻同土耳其

的关系ꎬ 逐步取消对土耳其制裁ꎮ 埃尔多安称俄土关系回归正确轨道ꎬ 揭开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 ＵＮＨＣＲ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Ｔｕｒｋｅｙ ”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ｈｐ? ｉｄ ＝ ２２４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４

崔守军、 刘燕军: «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３ 页ꎮ

“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ｃｈｏ / ｆｉｌｅｓ / ａｉｄ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４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 Ｔｕｒｋｅ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ＩＡ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８ /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ｅｎ / ｉｎｎｅｒ / ? ｉｄ＿４ ＝８５３７＃ｔｏ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４

Ｓｅｍｉｈ Ｉｄｉｚꎬ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ｋ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ｔｕｒｋｅ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ｗｉｌｌ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 ｔｉｅｓ － ｍａｋｅ －
ａｎｋａｒａ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ｐｌａｙｅｒ ｈｔｍｌ＃ｉｘｚｚ４ＶｃａＮ１ｉ５Ｊ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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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页ꎮ① 埃尔多安将政变后首次出访对象确定为俄罗斯的举动意味深长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土、 叙开始寻求合作ꎬ 建立了由情报、 军事和外交代表组

成的俄罗斯、 土耳其、 叙利亚合作委员会ꎮ 在俄罗斯默许下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下

旬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开展 “幼发拉底河盾牌” 军事行动ꎮ １０
月ꎬ 普京出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全球能源峰会并与埃尔多安会晤ꎬ 双方重

申加强政治、 经贸和军事合作ꎬ 重启阿库尤核电站和 “土耳其流” 建设ꎬ 决

定取消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从土耳其进口商品的禁令ꎮ 自此ꎬ 两国关系基

本实现正常化ꎮ １２ 月ꎬ 在俄罗斯推动下ꎬ 土耳其协调叙利亚反对派撤离阿勒

颇ꎬ 叙利亚政府军取得阿勒颇战役的重大胜利ꎮ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俄罗斯驻土耳其

大使遭极端分子暗杀ꎮ 此事件非但未危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ꎬ 反而推动了

双方的进一步合作ꎮ 双方都谴责该事件是某些势力企图阻碍俄土合作ꎮ 之后

数日ꎬ 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合在莫斯科就叙利亚问

题举行会谈ꎬ 三国就叙利亚实行全面停火达成协议并发表莫斯科宣言ꎬ 三方

共同担任停火的担保人ꎬ 并推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叙利亚问

题和谈ꎮ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三国在叙问题上突破性进展以及土耳其的转

向ꎬ 对叙利亚问题解决以及俄土关系重建具有重要影响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俄、
土还达成协议ꎬ 俄罗斯为土耳其军在叙利亚巴卜地区打击 “伊斯兰国” 的军

事行动提供空中打击支持ꎮ １ 月 １８ 日ꎬ 俄、 土空军在巴卜展开联合空袭ꎬ 摧

毁 “伊斯兰国” ３６ 个目标ꎮ 这是两国首次在叙利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ꎮ 在美

军拒绝为土耳其军队行动提供军事支援的背景下ꎬ 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尤

显突出ꎮ １ 月 ２３ ~ ２４ 日ꎬ 俄、 土、 伊三国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ꎬ
表示将建立叙利亚停火三国联合监督机制ꎮ 从阿勒颇战役到莫斯科宣言ꎬ 从

联合军事行动再到阿斯塔纳和谈ꎬ 俄、 土合作由此达到了新高度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俄罗斯与土耳其由合作到对抗、 再由冲突到合作的迅捷转

变ꎬ 不仅说明俄、 土共同利益基础牢固以及对彼此需求的迫切性和现实性ꎬ
也显示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和坚韧性ꎮ

(二) 从历史到现实: 俄土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

即便俄土关系被赋予很强的战略意义ꎬ 但是ꎬ 俄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仍

１２

①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Ｐｕｔｉｎ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ａｇｅ’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９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ｃ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 / Ｔｕｒｋｅｙ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ｃｏｕｐ / Ｔｕｒｋｅｙ － ｓ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ｍｅｅｔ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 － Ｐｕｔｉｎ － ｎｅｗ － ｐａｇｅ －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 ｎ６２６１０１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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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着较大不确定性ꎬ 存在着三大致命的缺陷ꎬ 这为双方关系前景蒙上阴影ꎮ
第一ꎬ 由于历史的宿怨ꎬ 俄罗斯和土耳其彼此对对方的政策与战略意图怀有

疑虑ꎬ 严重缺乏战略互信ꎮ 由于历史上的纠葛ꎬ 土耳其社会反俄罗斯情绪浓

厚ꎮ 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是土耳其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ꎮ 土耳其对俄罗斯的

和平与合作意图向来怀有根深蒂固的疑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皮尤中心关于俄罗

斯的全球形象民调显示ꎬ 俄罗斯在土耳其形象不佳ꎬ 民众对俄罗斯持负面看

法的比例持续升高 (见表 １)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双方冲突使俄罗斯在土耳其民众

中的形象更差ꎮ 阿勒颇战役结束后ꎬ 土耳其国内爆发大规模反俄抗议活动ꎮ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暗杀也与阿勒颇战役有关ꎬ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

其社会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增大ꎮ

表 １　 土耳其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　 　

民调时间 喜欢 (％ ) 不喜欢 (％ )

２００７ 年 １７ ６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６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６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６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７３

　 　 　 　 　 资料来源: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ｍｉ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Ｊｕｌｙ ９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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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受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制约ꎮ 土耳其与西方结盟已有近 ７０
年历史ꎬ 双方相互融合度已很高ꎬ 土耳其对西方政治、 经济、 安全高度依赖ꎮ
埃尔多安虽对西方失望ꎬ 但无意就此脱离西方阵营ꎮ 埃尔多安屡屡提出加入

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ꎬ 更多是为了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打牌ꎬ 谋取

利益ꎮ 土耳其将发展与俄罗斯关系作为平衡西方的工具已不是秘密ꎮ 土耳其

深知ꎬ 北约、 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并不兼容ꎮ 土耳其素

有在列强中周旋的传统和经验ꎬ 当前土耳其与西方、 俄罗斯的关系同二战期

间土耳其在苏、 德之间的 “骑墙” 政策类似ꎮ 为此ꎬ 一些专家称俄土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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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战术性的ꎬ 不可能建立平等、 长远的战略关系ꎮ① 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不担心

俄、 土接近会削弱土耳其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在俄罗斯

与西方的大博弈中ꎬ 西方也不会轻易让土耳其脱离ꎬ 滑入到俄罗斯的轨道ꎮ
第三ꎬ 俄罗斯与土耳其存在一些利益冲突ꎮ 除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外ꎬ

俄、 土在诸多地区问题上存在很深矛盾 (如前所述ꎬ 包括亚美尼亚问题、 库

尔德问题、 车臣问题、 波黑问题等等)ꎬ 在一些问题上竞争大于合作ꎮ
综上ꎬ 在当前国际战略环境下ꎬ 俄土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仍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ꎮ 政治上ꎬ 普京和埃尔多安相互需要ꎮ 埃尔多安正全力打造新土耳其ꎬ
将凯末尔的土耳其改造为埃尔多安版的土耳其ꎮ 埃尔多安在国内外面临很大

压力ꎮ 普京在内政上也面临诸多挑战ꎮ 外交上ꎬ 俄、 土外部环境相似ꎬ 都面

临很大的孤立局面ꎬ 尤其是与西方关系均问题重重ꎬ 这也促使双方走到一起ꎮ
短期内这一状况难以实质性改变ꎮ 埃尔多安要打造新土耳其和普京要实现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的梦想ꎬ 借助西方均已不可能实现ꎮ 土耳其经济不

佳ꎬ 俄罗斯制裁使其雪上加霜ꎬ 这是埃尔多安被迫向普京低头的重要原因ꎮ
因西方制裁ꎬ 国际油价陷入长期低迷ꎬ 俄罗斯北线输欧天然气通道受阻ꎬ 经

济困境也迫使俄罗斯寻求与土耳其合作ꎮ 战略上ꎬ 普京与埃尔多安均有推动

欧亚主义的抱负ꎬ 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国内都终结了是否属于欧洲的辩论并均

同时向东转ꎬ 都希望在欧亚发挥更大作用ꎮ

结　 语

纵观 ６００ 年来的俄 (苏) 土关系演变历史ꎬ 我们可以发现几大规律性发

展趋势与特征ꎮ 第一ꎬ 俄、 土由冲突为主的旧关系模式转向以合作为主的新

型关系模式ꎬ 彼此共同利益日益增多ꎬ 双边关系渐趋战略性质ꎮ 第二ꎬ 彼此

地位发生了显著改变ꎮ 数百年来ꎬ 俄土关系不平等特性较为明显ꎮ 以俄罗斯

对土耳其的侵略和扩张为主导ꎬ 土耳其几乎总是处于被动的受欺凌的地位ꎮ
但如今这一状况已发生显著变化ꎬ 土耳其地位由 “低” 走 “高”ꎬ 双边关系

性质日趋平等化ꎮ 第三ꎬ 土耳其对俄罗斯外交自主性不断提高ꎬ 但在大国间

搞平衡仍是不变的章法ꎮ 第四ꎬ 作为俄罗斯外交 ３００ 年来中心议题的海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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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虽依然重要ꎬ 但其对俄罗斯的安全以及俄土关系的重要性显著下降ꎮ 与此

同时ꎬ 作为能源战略通道的土耳其和能源供应大国的俄罗斯ꎬ 能源在土 －
欧 －俄三方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不断上升ꎮ

俄土关系的这一数百年演变路径则要归结于三大基本动力: 国际秩序的

兴替、 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演变ꎬ 以及俄、 土彼此实力与地位的转换ꎮ 其

中有几个因素最为关键: 奥斯曼帝国与沙俄帝国的异向兴衰ꎻ 俄罗斯对近东

及黑海海峡的历史性情结ꎻ 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ꎻ 俄罗斯与欧洲及西方

的历史性恩怨ꎻ 西方的兴衰以及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嬗变ꎮ 俄土战略关系的

发展则是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关系百年嬗变的集中反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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