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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ꎬ 中亚也是土耳其

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ꎮ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

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ꎬ 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ꎮ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 将中亚塑造为 “战略纵深地带”ꎬ 以此为本

国 “全球性大国” 构想提供支撑ꎻ 推动中亚能源西运ꎬ 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

源枢纽ꎻ 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ꎬ 积极参与中亚事务ꎬ 配合 “东向” 的整体

性外交政策转型ꎮ 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ꎬ 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 经济

外交、 公共外交、 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ꎬ 推进与中亚

国家的全方位合作ꎬ 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ꎮ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ꎬ 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ꎬ 政策工具运用上更

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ꎮ 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

看ꎬ 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

进ꎬ 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ꎬ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ꎬ 土、 俄在中亚地区的

竞争将进一步加剧ꎬ 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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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外交发生了革命式的转型ꎬ 表现为

关注地域的 “由西向东” 和周边外交的 “积极进取”ꎮ① 由于高调介入中东、
和巴尔干等地事务招致树敌众多ꎬ 土耳其目前将中亚视为增进其影响力的关

键地区ꎮ② 整体来看ꎬ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升温ꎬ 先后与吉尔吉斯斯

坦、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 并加强了与土库曼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更是宣布了名

为 “新亚洲” (Ａｓｉａ Ａｎｅｗ) 的外交倡议ꎬ 强调将在友谊、 兄弟情谊、 相互尊

重与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网络ꎮ③ 目前ꎬ 在影响中亚的

域外行为体排名中ꎬ 土耳其综合 “博弈指数” (Индекс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位居

第四ꎬ 仅次于俄罗斯、 欧盟与中国ꎮ④

截至目前ꎬ 国内外关于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内容:
一是将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置于其整体外交框架下探讨ꎻ⑤ 二是梳理土耳其的中

亚政策的历史ꎻ⑥ 三是整体或分国别论述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现状ꎻ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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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是探讨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转向的原因ꎮ①但现有研究未厘清埃尔多安政府中亚

政策的以下 ４ 个问题: 其一ꎬ 与前政府相比ꎬ 中亚在土耳其现政府外交战略

中的定位是否发生变化? 其二ꎬ 与其他地区相比ꎬ 中亚在土耳其现政府的外

交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 其三ꎬ 土耳其现政府中亚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为何?
其四ꎬ 土耳其现政府中亚政策的布局和实施有何特征ꎬ 以及最新进展如何?
鉴此ꎬ 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研究ꎬ 对埃尔多安政府的中亚政策进行系统论述ꎮ
中亚攸关中国的地缘和能源安全ꎬ 也是中国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关键节点ꎮ
土耳其同俄、 美、 欧等中亚重要域外行为体一样ꎬ 其中亚政策必将对中国的

中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ꎮ

一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中亚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定位

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挑战地区现状、 打造全球

领导角色、 增强政权国内合法性并确保其生存ꎮ②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从属于其

整体外交政策ꎬ 但也有自身目标ꎮ 土耳其外交部称: “中亚对欧洲—大西洋地

区安全与稳定具有战略意义ꎬ 其能源攸关全球能源安全”ꎮ③ ２０１２ 年ꎬ 土耳其

外长达武特奥卢将土耳其中亚政策的目标总结为: “支持民主和自由市场经

济ꎻ 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ꎻ 实现区域政治和经济稳定与繁荣ꎻ 促进形成

有利于区域合作的环境ꎻ 支持中亚国家走向欧洲—大西洋机构ꎬ 并帮助中亚

从自己的能源中获益ꎮ”④ 基于总体外交政策目标与中亚政策目标ꎬ 埃尔多安

执政后调整了中亚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定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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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横向对比: 中亚在土耳其外交战略全局中的定位

埃尔多安执政后ꎬ 土耳其外交日益呈现出 “扩张性” 特征ꎬ 中东和中亚

是其两大重点方向ꎮ 土耳其与这两个地区发展外交关系具有明显的战略特征ꎬ
即土耳其试图成为中东和中亚的领导力量ꎬ 上述两大地区在其外交全局中具

有优先地位ꎮ 然而ꎬ 土耳其对中亚定位的明确离不开与中东的比较ꎬ 可基于

思想渊源和外交现实进行分析ꎮ
从思想渊源来看ꎬ 土耳其对中东的关注源于 “奥斯曼主义” 和 “新奥斯

曼主义”ꎬ 而对中亚的关注则源于 “泛突厥主义”ꎮ 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兴起于近代ꎬ 两者都试图挽救濒临解体的奥斯曼帝国ꎮ 但其一ꎬ 奥斯曼主义

强调以 “奥斯曼人” 这一国族身份整合帝国境内的突厥人、 阿拉伯人和斯拉

夫人ꎬ 以削弱分裂的政治及文化动机ꎮ 而泛突厥主义强调强化突厥人的认同

以塑造强有力的主体民族ꎬ 自上而下地遏制民族分裂势力ꎮ 其二ꎬ 奥斯曼主

义主要关注中东和巴尔干等帝国历史领土ꎬ 尤其是中东ꎮ 而泛突厥主义强调

对奥斯曼帝国之外的突厥人聚居区ꎬ 尤其是中亚的关注ꎬ 试图 “建立一个由

奥斯曼帝国领导的突厥语国家”ꎬ 以弥补帝国因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独立而丧

失的领土ꎮ① 然而ꎬ 泛突厥主义的地位弱于奥斯曼主义ꎮ 其一ꎬ 泛突厥主义是

奥斯曼主义失败后的替代方案ꎮ 奥斯曼主义由于帝国缺少将每个公民内化为

奥斯曼公民的能力而失败ꎬ 帝国开始寻求突厥人的团结ꎮ② 其二ꎬ 奥斯曼主义

产生于帝国内部ꎬ 但是泛突厥主义则是一种 “舶来品”ꎬ 产生于沙俄的鞑靼人

之中ꎮ 近代以前ꎬ 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甚至以突厥人身份为耻ꎬ 而泛突厥主

义成为挽救帝国的方案是外部突厥人和奥斯曼帝国上层尤其是青年土耳其党

人相互利用的结果ꎮ 其三ꎬ 从前景理论出发ꎬ 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ꎬ
人们总是 “损失厌恶”ꎬ 由此土耳其更注重中东等历史领土ꎬ 而非中亚ꎮ 资产

阶级革命后ꎬ 凯末尔为维护新生政权和国家安全ꎬ 宣布放弃奥斯曼主义和泛

突厥主义ꎬ 即不主张恢复帝国领土或谋求对原属帝国的国家的控制ꎬ 不追求

在突厥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ꎮ 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缘机会的出现ꎬ 上述两

种思想重新主导了土耳其外交ꎮ 奥斯曼主义自厄扎尔执政以来逐渐发展为

“新奥斯曼主义”ꎬ 强调通过宣扬共同的历史和 “历史责任” 确立在原帝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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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ꎬ 尤其是中东的领导地位ꎬ 其实质是对帝国的 “怀旧”ꎮ① 阿拉伯剧变后ꎬ
在 “新奥斯曼主义” 的指导下ꎬ 土耳其外交逐渐完成了 “中东化” 的转型ꎮ
而泛突厥主义的复兴则始于苏联解体ꎬ 土耳其试图趁机以突厥为纽带逐步领

导中亚ꎮ 然而ꎬ 由于历史上奥斯曼主义的地位高于泛突厥主义ꎬ 因此在埃尔

多安政府的外交中中亚落后于中东ꎮ
从现实政治来看ꎬ 土耳其对中东的投入明显比中亚更多ꎮ 阿拉伯剧变爆

发后ꎬ 土耳其高调介入埃及和叙利亚等国事务ꎬ 先后发动了 “幼发拉底河之

盾” “橄榄枝” 和 “和平之泉” 等军事行动ꎮ 此外ꎬ 土耳其还积极介入阿以

问题、 伊核问题等全球热点问题ꎮ 同时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间ꎬ 土耳其对中东地

区的援助占其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７０％ 以上ꎬ 甚至有 ４ 年超过 ９０％ ꎮ②

对此ꎬ 土耳其反对党曾批评正发党忘记了中亚ꎮ③

总而言之ꎬ 无论是基于思想传统还是现实政治ꎬ 中亚都仅次于中东、 位

于土耳其整体外交中的第二圈层ꎮ 正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ꎬ 在土耳其的多重

地缘属性中ꎬ 中东是 “基本属性”ꎬ 对土耳其而言是 “势力范围”ꎬ 而中亚则

是 “战略纵深地区”ꎮ④ 由此我们基于横向对比明确了土耳其的外交布局ꎬ
即: 中东重要性 >中亚重要性 >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ꎮ

(二) 纵向对比: 中亚地区在土耳其外交战略中的定位变化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可以追溯至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初期ꎮ 冷战时期ꎬ
由于土耳其和中亚属于不同意识形态阵营ꎬ 双方的联系被切断ꎮ 直至 １９９１ 年

苏联解体及中亚五国独立ꎬ 双方的历史、 语言、 文化联系及合作才得以恢复ꎮ
埃尔多安执政前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定位具有双重性: 一是强调中亚的 “新独

立的突厥语国家” 身份ꎬ 以塑造中亚的历史记忆ꎻ 二是强调中亚的 “苏联遗

产” 身份ꎬ 试图充当东西方的 “桥梁国”ꎮ
换言之ꎬ 苏联解体至埃尔多安执政前土耳其对中亚的定位应从上述两个

层面加以把握ꎮ 其一ꎬ 面对作为新独立突厥语国家的中亚ꎬ 土耳其积极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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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向中亚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ꎬ １９９２ 年达 １０ ９４ 亿

美元ꎬ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每年援助额始终超过 ３ 亿美元ꎮ １９９２ 至 ２００１ 年十年

间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援助总额高达 ６１ ５８ 亿美元ꎮ①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极力宣

传 “突厥团结” 和 “泛突厥主义”ꎬ 企图建立 “大突厥斯坦联盟”ꎮ 然而ꎬ 土

耳其过于激进和直白的领导国雄心遭到了中亚国家的拒绝ꎮ 哈萨克斯坦前总

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ꎬ 泛突厥主义意味着 “用另一个老大哥 (土耳其) 取代

这一个老大哥 (俄罗斯)”ꎮ② 其二ꎬ 面对作为苏联遗产的中亚ꎬ 土耳其试图

充当东西方桥梁国ꎮ 冷战时期ꎬ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配合西方共同遏制

共产主义ꎮ 苏联解体后ꎬ 国际权力结构由两极体系转变为 “一超多强”ꎬ 土耳

其的外交政策被迫转型ꎮ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再次凸显了土耳其对西方的战略

意义ꎮ 西方支持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积极接触ꎬ 以减少伊朗在中亚的存在ꎬ 并

在苏联解体造成的权力真空下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ꎮ 为此ꎬ 土耳其在西方支

持下积极向中亚输出 “土耳其模式”ꎬ 支持中亚各国的 “民主运动”ꎮ 这一时

期ꎬ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深受美西方国家的影响ꎬ 正如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

奥卢所言: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半期ꎬ 土耳其主要根据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

家ꎬ 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战略选择来确定其中亚政策”ꎬ 这导致其中亚政

策缺乏连续性和自主性ꎮ③ 然而ꎬ 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并没有获得相应回报ꎬ
土耳其加入欧盟依旧遥遥无期ꎮ 苏联解体以来ꎬ 土耳其在双重角色定位基础

上的中亚政策相继失败ꎬ 使其意识到必须调整中亚的定位ꎮ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随着国力的增强ꎬ 土耳其将自身定位为 “一个不仅

能够在新世界中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ꎬ 而且能够积极重塑周边环境的全球行

为者”ꎬ④ 并把中亚作为实现其 “大国雄心” 的支柱之一ꎮ⑤ 在 ２０１６ 年土俄关

系缓和ꎬ 以及叙利亚冲突持续和其他安全问题促使下ꎬ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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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力度大大增加ꎬ 并且开始在与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更大区域框架内强化

同中亚国家的合作ꎮ 虽然土耳其没有宣传其参与行为ꎬ 但是扮演着一个 “沉
默但重要” (ｓｉｌｅｎｔꎬ ｂｕｔ ｓａｌｉｅｎｔ)① 的合作伙伴角色ꎮ 目前ꎬ 埃尔多安政府对其

中亚政策内容的论述包括 ５ 个部分: 一是在能源、 经济、 商业、 文化、 社会

和政治等领域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ꎻ 二是协助中亚国家找到和平解决地区冲

突的办法ꎻ 三是充当能源终端之角色ꎻ 四是援助中亚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ꎻ
五是帮助中亚国家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ꎮ②

总而言之ꎬ 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ꎬ 埃尔多安执政后ꎬ 土耳其调

整了中亚政策ꎬ 从 “以东促西” 的被动式中亚政策转向为积极进取的中亚政

策ꎮ 在土耳其整个外交战略布局中ꎬ 中亚的地位仅次于中东ꎬ 是该国的 “战
略纵深地区”ꎮ 随着土耳其里拉崩溃和经济衰落等客观物质实力的下降ꎬ 文化

联系或将推动中亚在土耳其外交定位中地位的提高ꎮ

二　 埃尔多安政府实施中亚政策的主要工具及其成效

结合埃尔多安政府和学界关于土耳其中亚政策的分析ꎬ 目前土耳其的中

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 将中亚塑造为 “战略纵深地区”ꎬ 为土耳其整体性外交

政策的 “全球性大国” 目标提供支撑ꎻ 推动中亚油气资源西输ꎬ 服务于土耳

其打造欧亚能源枢纽的宏观战略ꎻ 推进以中亚为核心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ꎬ
积极参与东方事务ꎬ 服务于土耳其整体性外交战略 “东向” 转型ꎮ③ 为实现

中亚政策目标ꎬ 土耳其主要通过以下五大政策工具ꎬ 全方面推进中亚政策的

实施和落实ꎮ
(一) 重视首脑外交ꎬ 增强与中亚五国的政治关系

土耳其要实现中亚政策目标ꎬ 首要前提是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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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展频繁的首脑外交尤其是国事访问成为土耳其的关键性政策工具ꎮ 自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执政至 ２０２２ 年底ꎬ 土耳其总统和总理①共对中亚国家正式访

问 ４１ 次ꎬ 其中双边访问多达 ３４ 次ꎮ 埃尔多安先后以总理和总统身份 ５ 次访问

哈萨克斯坦ꎬ ４ 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ꎬ ４ 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ꎬ ８ 次访问土库

曼斯坦ꎬ ３ 次访问塔吉克斯坦ꎮ 鉴于重要性的区分ꎬ 以下论述以 ２０１４ 年以来

埃尔多安对中亚国家的访问情况为重点ꎬ 这一时期以 ２０１６ 年埃尔多安访问乌

兹别克斯坦和 ２０１９ 年访问塔吉克斯坦为节点划分为 ３ 个阶段ꎮ
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第一阶段ꎬ 埃尔多安着重强调与土库曼斯坦和哈

萨克斯坦两国的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作为国家元首的埃尔多安对土库曼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ꎬ 这是其自 ８ 月就任总统后对中亚国家的首访ꎮ 通过会晤ꎬ 两

国签署了包括 «关于加强和深化经贸合作的协议» «关于运输领域合作主要原

则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天然气销售和购买的合作框架协议» 等多项协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埃尔多安访问哈萨克斯坦ꎬ 并参加了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高级

别战略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ꎮ 访问期间ꎬ 埃尔多安称 “哈萨克斯坦是土耳

其在中亚最重要的商业和经济伙伴之一”ꎬ 并指出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土耳其

的朋友和兄弟ꎬ 更是战略伙伴”ꎮ② 同年 １２ 月ꎬ 埃尔多安再访土库曼斯坦ꎬ 并

出席了纪念土库曼斯坦中立 ２０ 周年会议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的第二阶段ꎬ 埃尔多安将注意力转向乌兹别克斯坦ꎬ

同时兼顾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埃尔多安时隔 １３
年再访乌兹别克斯坦ꎬ 强调 “应该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永恒的兄弟情谊水平”ꎬ
土乌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ꎮ③ 此后ꎬ 埃尔多安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密集会

晤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ꎬ 他会见了乌兹别克斯

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ꎬ ９ 月在第一届伊斯兰会议组织科技峰会上再次会见米尔

济约耶夫ꎬ １０ 月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土耳其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埃尔多安回访乌兹

８３１

①

②

③

从埃尔多安执政起至总理一职被废除这一时期ꎬ 总统和总理履行着类似的外交职责ꎬ 因此我

们将综合考虑总统与总理在土耳其对中亚国家外交访问的情况ꎮ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ｒｉｅｎｄ ａｎ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 ＴＣＣＢ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ｃｂ ｇｏｖ ｔｒ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５４２ / ３１８７８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ｉｓ － ｎｏｔ － ｏｎｌｙ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ｆｒｉｅｎｄ －
ａｎｄ － ｂｒｏｔｈｅｒ － ｂｕｔ － ａｌｓｏ － ｉ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Ｍ Ｍｉｒｚｉｙｏｙｅｖ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ꎬ ＴＣＣＢ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ｃｂ ｇｏｖ ｔｒ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５４２ / ６１０４１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ｍｅｅｔｓ － ｗｉｔｈ －
ａｃｔｉｎｇ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ａｎｄ － ｐｍ － ｍｉｒｚｉｙｏｙｅｖ － ｏｆ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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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斯坦ꎬ 并参加了土、 乌高级别战略合作第二次会议ꎮ 同时ꎬ 这一阶段埃

尔多安也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分别对哈、 吉两国进行国事访问ꎮ
在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的第三阶段ꎬ 埃尔多安对塔吉克斯坦的访问标志着

其对中亚国家全面关注和访问的实现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埃尔多安时隔 １５ 年再次

访问塔吉克斯坦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会见了塔吉克斯坦下院议长ꎬ 次月又在经合组

织第 １５ 次峰会上会见总统拉赫蒙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拉赫蒙邀请埃尔多安再访塔

吉克斯坦ꎮ 同时ꎬ 埃尔多安也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先后访问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通过密集的首脑访问ꎬ 尤其是访问期间开展的诸多会议和签署的众多合

作协议ꎬ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不断升温ꎬ 这为其实现中亚政策目标

创造了有利环境ꎮ 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先后同哈、 吉、 乌三国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ꎬ 并成立了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ꎬ 为双边关系提供了制度性

框架ꎮ 具体来看ꎬ 土、 哈两国于 ２００９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 ２０１２ 年建立高级

别战略合作委员会ꎬ ２０２２ 年双边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ꎻ 土、 吉两

国于 ２０１１ 年建立高级别战略合作委员会ꎬ 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

平ꎻ 土、 乌两国于 ２０１７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ꎬ ２０１８ 年建立高级别战略合作委

员会ꎮ 此外ꎬ 土耳其于 ２０１２ 年与塔吉克斯坦建立合作委员会ꎬ 进一步提升了

土塔关系ꎬ 并不断深化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ꎮ
(二) 突出经济外交ꎬ 密切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合作

埃尔多安政府的经济外交以土耳其经济实力为依托ꎬ 通过扩大援助、 投

资和贸易联系ꎬ 增强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ꎬ 以服务于其中亚政策ꎮ
埃尔多安执政后ꎬ 土耳其强化了对中亚的援助力度ꎬ 并将援助重点从乌

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转向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两国ꎮ 从表 １ 可见ꎬ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土耳其对中亚援助均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ꎬ 其中 ２００３ 年为 １１ ５９
亿美元ꎬ 超过 １９９２ 年峰值的 １０ ９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ꎬ 中亚五国长

期位列土耳其对外援助前十国ꎮ 即使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冲击下ꎬ 中亚五国仍

是土耳其援助的最大受援方ꎬ 且保持一定援助规模ꎮ①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受

其在中东军事行动和里拉崩溃的影响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援助略有下降ꎬ 但仍

９３１

① Ｔｕｌｉｎ Ｄａｌｏｇｌ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Ａｉ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Ｍａｙ ２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ｔｕｒｋｅｙ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ａｉ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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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６ ７ 亿美元ꎮ①

表 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９ 年土耳其对中亚五国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金额

(单位: 万美元)

国家或
地区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哈萨克
斯坦

１５１ ４ ２８６ ９ ２ ７１７ ２ ７１７ ４ ５３４ ４ ２８１ ６ １５６ ６ ２５３ ５ ３７７

吉尔吉
斯斯坦

２４７ ５ ２６６ ６ ３ ４７４ ５ ７４５ １１ ３１４ ６ ９５６ ５ ３００ ６ ７７２ ７ ４０９

乌兹别
克斯坦

６０ １００ ５９ ８００ ５４８ ４２７ ３７９ ７２５ ７２５ ８８４ １ ５４５

塔吉克
斯坦

３９ ４００ ５５ ２００ ６４ ８００ ５０９ ５９４ ６９０ ６５３ ５３０ ５８１

土库曼
斯坦

１９２ ８ ２９６ １ １ ８８２ １ ４９７ １ ７７３ １ ９８４ １ １２５ １ ２６９ １ ７３８

中亚
五国

１００ ０９１ ７ １１５ ８４９ ６ ７３ ４２１ １０ ８９５ １８ ５９４ １４ ６３６ １３ ９５９ １５ ７０８ １６ ６５０

国家或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哈萨克
斯坦

５ ２６７ ５ ０１７ ３ ９９０ ４ ０５４ ２ ４４４ １ ８９６ ２ ０３８ ５ ０７０ ２ ２３０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０ ５５１ １３ １５５ ８ ４８０ ８ ４７７ ９ ８３６ ２ ５３９ １ ８１６ ９ ８８０ ２ ４１２

乌兹别
克斯坦

５２０ ７００ ４３０ ４３３ ４６５ ４２６ ５６８ １ ７４０ ５２３

塔吉克
斯坦

６９３ － － ３０６ ７０ １５８ ２９８ １１７ １４９

土库曼
斯坦

１ ３５５ １ ２８９ １ ５７６ １ １８０ ３１８ ４８７ ２２８ ７５ １２３

中亚
五国

１８ ３８６ － － １４ ４５０ １３ １３３ ５ ５０６ ４ ９４８ １６ ８８２ ５ ４３７

　 　 说明: “ － ” 代表数据缺失ꎮ
资料来源: Ｎüｋｒｅｔｔｉｎ Ｐａｒｌａｋꎬ Ｏｒｔａ Ａｓｙａ － Ｋａｆｋａｓｙａ － Ｂａｌｋａｎ Üｌｋｅｌｅｒｉｙｌｅ Ｉｌｉｓｋｉｌｅｒ ｖｅ Ｔüｒｋ Ｄｌｓ Ｙａｒｄｌｍｌａｒｌ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３)ꎬ Ａｎｋａｒａꎬ ＴＩＫＡꎬ ２００７ꎻ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Ｎｅｃａｔｉ Ｃｏｂａｎꎬ Ｂｉｒ Ｄｌｓ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Ａｒａｃｌ Ｏｌａｒａｋ Ｔｉｋａ: Ｔüｒｋｉｙｅ’
ｎｉｎ Ｏｒｔａ Ａｓｙａ Üｌｋｅｌｅｒｉｎｅ Ｙａｐｔｌｇｌ Ｋａｌｋｌｎｍａ Ｙａｒｄｌｍｌａｒｌｎｌｎ Ｉｎｃｅｌｅｎｍｅｓｉꎻ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ＩＣＡ).

０４１

① 在土耳其发展援助报告中ꎬ 该国对中亚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包括土耳其对中亚五国的双

边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土耳其对中亚地区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ꎬ 其中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土耳其对中亚地

区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分别为 １ １０４ 万美元、 １ ０４２ 万美元、 ２４ 万美元、 ６２ 万美元、 １ ７７６ 万美元、 ４４
万美元和 ２２ 万美元ꎮ 数据来自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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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在土耳其等国的经济援助和自身努力下ꎬ 虽摆脱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经济困境ꎬ 但由于立国时间短ꎬ 内需不足且国内建设缺乏资金ꎬ 因此

吸引外资成为各国的重要目标ꎬ 而土耳其也适时加大对中亚投资以强化其影

响ꎮ 埃尔多安执政后ꎬ 土耳其在中亚从 “积极援助者” 转变为 “援助—投资

双重积极者”ꎮ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２ 年的十年间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投资仅 ３０ 亿美

元ꎬ 建立了约 １ ２００ 家合资或独资企业ꎮ 然而ꎬ 埃尔多安执政后ꎬ 土耳其对中

亚的投资存量大幅增加ꎬ 至 ２０１８ 年超过 ８５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９ 年有近 ４ ０００ 家土

耳其公司在中亚地区开展业务ꎮ① 目前ꎬ 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 “最活跃的外国

投资者之一”ꎬ 是土库曼斯坦最大的投资国ꎬ 是仅次于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两国的第二大投资国ꎬ 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地位也在不断

上升ꎮ②

埃尔多安极为重视强化与中亚的贸易合作ꎬ 期望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ꎬ
夯实与中亚国家在高议题领域合作的经济基础ꎮ 在其执政后ꎬ 土耳其与中亚

贸易水平大幅提高ꎬ 土耳其始终位列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前十位ꎮ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执政之初ꎬ 土耳其与中亚贸易额仅为 １３ ２ 亿美元ꎬ ２０２１ 年

增至 ９５ １ 亿美元ꎬ 是 ２００２ 年的 ７ ２ 倍ꎮ 其中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出口额从 ６ ６
亿美元增长到 ５１ ２２ 亿美元ꎬ 进口额从 ６ ６ 亿美元增至 ４３ ８８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土耳其与中亚的贸易额约为 ９５ １ 亿美元ꎬ 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增长率达 ５２％ ꎬ
占土耳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 ９１％ ꎮ③ 考虑到中亚国家经济体量较小ꎬ 双方的

贸易增长不可小觑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分别设定了新时期双边贸易

额目标ꎬ 与哈、 乌两国贸易额中期目标为 ５０ 亿美元ꎬ 长期目标为 １００ 亿美

元ꎬ 与土库曼斯坦贸易额目标为 ５０ 亿美元ꎬ 与吉、 塔两国的贸易额目标为 １０
亿美元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 土耳其在实施经济外交时ꎬ 不仅仅聚焦于扩大援助、 投

资和贸易等常规合作ꎬ 更着力构建经济外交的制度化网络ꎮ 一方面ꎬ 土耳其

１４１

①

②

③

Политика Турции в ЦА: обоснованы ли амбиции? ꎬ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ｕꎬ ４ февраля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ｕ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４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 ｔｕｒｔｓｉｉ － ｖ － ｔｓａ － ｏｂｏｓｎｏｖａｎｙ － ｌｉ － ａｍｂｉｔｓｉｉ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９

１８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 ＄ １ꎬ ４ Млрд Подписаны на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 － Турецком Бизнес － Форуме ꎬ
Ｆｏｒｂｅｓꎬ １２ ноября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ｂｅｓ ｋｚ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１８＿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ｏｖ＿ｎａ＿１４＿ｍｌｒｄ＿ｐｏｄｐｉｓａｎｙｉ＿
ｎａ＿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ｓｋｏ － ｔｕｒｅｔｓｋｏｍ＿ｂｉｚｎｅｓ － ｆｏｒｕｍｅ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７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与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中亚五国贸易伙伴国排名均来源于亚洲开发银

行ꎬ 其余数据来源于土耳其国家统计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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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亚国家同属于经济合作组织和伊斯兰合作组织ꎬ 这两个组织的有关协定

为土耳其与中亚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ꎮ 另一方面ꎬ 土耳其积极领导

创建了诸多机构ꎬ 如突厥语国家工商会、 突厥语国家商务理事会和商业论坛、
突厥语国家投资基金以及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 ５ 个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商业论

坛等ꎮ 这些机构不仅为土耳其的经济外交提供制度保障ꎬ 而且以突厥语国家

工商会为代表机构也借机强化了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存在感和实际效能ꎬ 这为

基于该组织的政治合作巩固了基础ꎬ 因而制度化本身包含着土耳其推进中亚

战略的政治意图ꎮ

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 土耳其国家统计局ꎮ

(三) 力推公共外交ꎬ 强化与中亚五国的文化联系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为提升本国国际形象而开展的直接针对他国公众

的公关活动ꎬ 包括民间援助和文化宣传ꎮ① 埃尔多安政府不但重视对中亚实施

公共外交ꎬ 而且已逐渐将之制度化ꎬ 形成了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挥作

用的 “双轨制” 模式ꎮ 其中ꎬ 政府组织包括土耳其合作与协调署、 突厥语国

家组织和宗教事务局等ꎬ 非政府组织以居伦运动为代表ꎮ
合作与协调署是土耳其在中亚实行民间援助的重要官方机构ꎮ 该组织成

立于 １９９２ 年ꎬ 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向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提供援助ꎮ 土耳其

对中亚的民间援助集中在教育、 医疗和基础设施领域ꎬ 援助规模不大但贴近

２４１

① 唐小松、 王义桅: «国外对公共外交的探索»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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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ꎮ①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年ꎬ 合作与协调署对中亚民间援助成果颇丰ꎮ 在教育方

面ꎬ 它建立了奥什州立大学电子图书馆和亚萨维哈土国际大学社会综合体ꎬ
为塔什干突厥语学校翻修设施ꎬ 为中亚提供教育设施和奖学金等ꎮ 在医疗方

面ꎬ 它助力贾拉拉巴德地区医院产科现代化建设ꎬ 为吉土友谊医院提供设备ꎬ
开展吉尔吉斯免费医疗服务项目和设立塔吉克斯坦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等ꎮ
在基础设施方面ꎬ 它援建了塔吉克斯坦残疾人康复中心ꎬ 改造塔吉克斯坦最

高法院ꎬ 装修哈萨克斯坦老年人和残疾人医疗社会之家等ꎮ
由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同时存在基于语言 (民族)② 的突厥文化纽带和

基于宗教的伊斯兰文化纽带ꎬ 因此文化成为土耳其对中亚国家发挥公共外交

的独特优势ꎮ 土耳其主导建立的突厥语国家组织是其实施基于突厥文化纽带

的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ꎬ 该组织由突厥文化国际组织、 突厥文化学院、 突厥

文化遗产基金会和突厥大学联盟等构成ꎮ 埃尔多安执政后力推突厥语国家合

作ꎬ 试图构建统一的突厥文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埃尔多安在第十届突厥语国家首脑

会议上ꎬ 提出重写共同历史并引入教材ꎻ ２０１２ 年ꎬ 在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

上ꎬ 又倡议编写历史教材ꎻ ２０１５ 年ꎬ 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峰会宣布推出四

国通用的历史教材ꎬ 下一步将推出地理和文化等教材ꎻ ２０１７ 年ꎬ 历史教材出

版后被列入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中学历史教育大纲ꎮ 此外ꎬ 土耳

其还创办了 “突厥之声” 电视频道ꎬ 成立了 “中亚大学协会”ꎬ 推动中亚国

家放弃西里尔字母转用拉丁字母ꎬ 倡议发起 “长者聚会”ꎬ 以及在中亚开设尤

努斯埃姆雷文化研究所的分支机构ꎮ 尽管土耳其只强调突厥因素的文化含

义ꎬ 但本质是希望将泛突厥主义 “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意识形态转变

为服务于土耳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对外政策工具”ꎮ③

宗教事务局是土耳其实施基于伊斯兰宗教纽带的公共外交的重要机构ꎮ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专门设立了欧亚国家部和欧亚伊斯兰委员会来处理欧亚地

区的相关事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欧亚伊斯兰委员会成立ꎬ 它标志着土耳其政府对中

３４１

①

②

③

Каныбек Акматбековичꎬ Турец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иргизии и 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России в Кирги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２ ｒｓｕｈ ｒｕ / ｂｉｎａｒｙ / ２６３７２２１ ＿ １８ １５４２２
８１７２３ ６１５７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９

土耳其认为其与中亚国家同属于突厥民族ꎬ 因此存在诸多基于同一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ꎮ 但

是我国认为只存在操突厥语民族ꎬ 突厥民族已经在历史上消亡ꎮ
Г А Луговойꎬ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На Примере Внешне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урции ꎬ Вестник РГГУꎬ ２０１２ꎬ ｃ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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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的宗教宣传的开始ꎮ 具体来看ꎬ 宗教事务局主要通过 ３ 种方式影响中

亚国家ꎮ 在宗教建筑方面ꎬ 它为中亚国家清真寺的建设或修复提供资金支持ꎬ
如翻修阿拉木图中部清真寺ꎬ 资助杜尚别中央清真寺和莎阿曼苏尔清真寺ꎬ
并支持建造比什凯克中央清真寺等ꎮ 在宗教教育方面ꎬ 它资助数百名中亚学

生就读马尔马拉大学神学院ꎬ 为中亚宗教官员安排了短期课程ꎬ 资助中亚人

到土耳其学习 «古兰经» 课程ꎬ 在中亚创办土耳其神学院ꎬ 以及资助中亚各

国的神学院ꎮ 例如ꎬ 宗教事务局于 ２００９ 年资助 １ ９００ 多名吉尔吉斯斯坦学生

赴土耳其学习 «古兰经»ꎬ ２０１５ 年资助 １０５ 名中亚官员完成短期课程ꎬ 在阿

什哈巴德、 奥什和奇姆肯特创办神学院ꎬ 以及资助奥什州立神学院和伊玛目

高中等ꎮ 土耳其还向中亚国家民众分发了大量以当地语言编写的宗教出版物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向哈、 吉两国捐赠了包括 «古兰经» «阅读

古兰经» «图画祷文» «伊斯兰教信仰体系» 等在内的超过 ８５ 万本宗教印刷

物ꎮ① 此外ꎬ 以宗教领袖奥斯曼努里托普巴什、 苏莱曼图纳汉、 赛特
努尔西和法土拉居伦的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ꎬ 通过兴办宗教学校和

组织慈善募捐等方式ꎬ 也在积极传播土耳其的宗教思想ꎬ 构成土耳其公共外

交的 “第二轨道”ꎮ② 其中ꎬ 苏莱曼图纳汉建立的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 哈

萨克斯坦两国都建立了大量小型宗教学校ꎬ 赛特努尔西建立的组织也在除

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 ４ 个中亚国家积极开展活动ꎮ 但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法土

拉居伦的组织ꎬ 其 “志愿服务运动” 是土耳其在中亚最活跃的宗教组织ꎬ
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大量教育机会和社区服务ꎮ③

在埃尔多安政府的努力下ꎬ 土耳其对中亚的公共外交成果颇丰ꎬ 已成为

除俄罗斯外对中亚民间影响最大的域外国家ꎮ 除了固有的共同文化基础ꎬ 土

耳其在援助上贴近民生和文化传播上的 “双轨制” 模式是其公共外交取得成

４４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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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３７ －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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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是ꎬ 直至 ２０１３ 年前ꎬ “志愿服务运动” 基本上是作为土耳其国家的一个部

门行事ꎬ 然而自 ２０１３ 年该组织与埃尔多安政府决裂ꎬ 土耳其要求中亚国家关闭居伦学校ꎬ 并以土耳其

教育基金会等其他政府机构替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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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关键ꎮ 通过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ꎬ 土耳其与中亚的情感联系不断加深ꎬ
助推了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在政治、 经济、 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为土耳其实现其

中亚外交目标和维护其中亚利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舆论环境ꎮ
(四) 稳推安全外交ꎬ 密切与中亚五国的军事合作

土耳其与中亚的安全合作始于 １９９２ 年ꎬ 但突破性发展是近五年尤其是乌

克兰危机升级后的 ２０２２ 年ꎮ ２０１７ 年之前ꎬ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主要

包括: 对中亚提供军事援助、 人员培训和出售军火ꎬ 与中亚国家开展联合演

习和军工联合生产ꎮ 然而上述合作的规模极为有限ꎬ 土耳其与中亚安全合作

水平偏低ꎬ 原因有四: 其一ꎬ 中亚国家担心域外国家的安全渗透ꎻ 其二ꎬ 俄

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安全机制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ꎬ
且中亚国家也担心与域外国家进行过多安全合作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ꎻ 其三ꎬ
土耳其国力虽得到一定发展ꎬ 但依然相对较弱ꎬ 主要希望通过政治、 经济和

文化手段初步塑造中亚ꎬ 而不急于推进安全合作ꎻ 其四ꎬ 土耳其关注的重心

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７ 年之后ꎬ 土耳其与中亚的安全合作取得明显进展ꎮ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前ꎬ 双方合作取得的突破包括: 密集签署军事合作协

议、 创建军事合作法律框架、 大幅度扩大军火出售和军火联合生产规模、 频

繁开展高水平军事演习以及将军事人员培训升级为制度化的军事教育合作等ꎮ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的层次明显提升ꎬ 而合作的水平和规模事实上也

取得了跨越式发展ꎮ 例如ꎬ 在合作协议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土、 乌国防部长

签署了 １８ 项的议定书ꎬ 有效期 ５ 年ꎻ①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土、 哈签署了一项军事

合作协议ꎬ 包括国防工业、 情报共享、 联合演习、 信息系统和网络防御等 ２８
项具体内容ꎻ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土耳其防长阿卡尔访问哈、 乌两国ꎬ 与哈方讨论

了举行联合军演、 培养军事人员和开展军事合作等项目ꎬ 与乌方签署了 «军
事财政合作协议» 和 «提供经济援助备忘录»ꎻ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土、 哈再次签

署军事合作备忘录ꎬ 两国将在区域安全、 特种部队训练、 联合演习、 军事教

育等领域开展合作ꎬ 并将就侦察和打击无人机领域进行战术交流ꎮ 在法律框

架方面ꎬ 不同于过去松散的合作协议ꎬ ２０１８ 年土、 哈签署的双边防务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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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两国防务合作构建了坚实法律框架ꎮ 在军售方面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土、 哈

签署购买远程控制武器系统的协议ꎬ① 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购买了土

耳其 “旗手” 无人机ꎻ 在军工联合生产方面ꎬ 土、 乌签署备忘录ꎬ 联合生产

１ ０００ 辆装甲车ꎮ② 在军事教育合作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土、 乌签署军事教育协议ꎬ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间ꎬ 土耳其为乌兹别克斯坦国民警卫队协会提供了旨在打击

恐怖主义等相关培训ꎻ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ꎬ 土、 乌签署军事教育合作议定书ꎬ 包括

现代科技运用、 军事领域的师生交流、 科技的沟通交流等重点内容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哈、 乌等中亚大国都对俄罗斯的

行为持批评态度ꎮ 同时ꎬ 出于安全担忧ꎬ 中亚国家希望加强与同为突厥语国

家的土耳其的安全合作ꎬ 而土耳其也趁机大幅介入中亚ꎬ 双边合作取得了质

的飞跃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次日ꎬ 吉尔吉斯斯坦防长与土耳其驻该国大使讨论

了加强安全合作事宜ꎻ ３ 月ꎬ 土、 乌举行联合军演并签署全面军事框架协议ꎬ
内容包括情报共享、 联合演习、 国防工业及后勤合作ꎻ ４ 月土、 塔签署了军事

框架协议ꎬ 就边境保卫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内容交流经验ꎻ ５ 月ꎬ 哈萨克斯坦总

统访问土耳其ꎬ 双方将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ꎬ 且签署了情报合作

协议ꎮ 此外ꎬ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哈萨克斯坦国有工程公司签署了军

事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包括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转让 “旗手” 无人机生产

技术等ꎮ 土耳其还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装甲车工厂ꎮ 这些举措标志着哈萨

克斯坦已成为继阿塞拜疆之后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的第二个 “军事盟友”ꎬ 埃

尔多安甚至宣称对哈萨克斯坦安全负责ꎮ
(五) 聚焦能源外交ꎬ 着力打造中亚油气西输走廊

土耳其对中亚实施能源外交的原因有三: 其一ꎬ 地处内陆的中亚国家尤

其是环里海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丰富但缺乏能源外运通道ꎻ
其二ꎬ 经济发达的欧盟国家实现希望能源进口多元化ꎬ 以分散对政治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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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俄罗斯的能源依赖ꎻ① 其三ꎬ 土耳其作为连接中亚和欧洲的十字路口国

家ꎬ 既希望加入欧盟ꎬ 也希望扩大在中亚的影响ꎮ 因此ꎬ 充当能源枢纽以促

成中亚与欧洲的能源合作ꎬ 既可以为土耳其带来高额的过境费和保障本国能

源安全ꎬ 也可以带来巨大的外交和政治利益ꎮ
土耳其要充当欧亚的能源枢纽ꎬ 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对能源的获

取ꎬ 即通过外交谈判推进中亚等地能源尽早汇集到土耳其ꎻ 二是与欧盟国家

谈判ꎬ 以保障汇集的能源顺利进入欧洲ꎮ 对于后者ꎬ 土耳其决定从东欧和南

欧两个方向构建能源欧运的 “第四走廊”ꎮ 东欧线路是纳布科管道ꎬ 计划从土

耳其埃尔祖鲁姆出发经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ꎬ 最终到达奥地利的鲍

姆加滕ꎮ 南欧线路主要是 ２００７ 年建设的 “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连接管道”
(ＩＴＧＩ)ꎬ 该管道从土耳其卡拉卡比到希腊科莫蒂尼再到意大利奥朗托ꎬ 全长

８０７ 公里ꎮ② 然而ꎬ 对于第一个问题ꎬ 土耳其早期希望将伊拉克、 伊朗、 阿塞

拜疆和中亚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的油气汇集ꎬ 但因伊拉克战乱和伊朗受

美国制裁ꎬ 真正的油气供应商只能由这 ３ 个环里海国家充当ꎮ 因此ꎬ 土耳其

希望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道 (ＴＣＧＰ)ꎬ 将中亚尤其是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西

运ꎬ 以保障纳布科管道运能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在欧安组织伊斯坦布尔会议上ꎬ 土耳其、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多项管道建设协议ꎬ 但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遭到俄罗斯和

伊朗两个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过境国强烈反对ꎬ 且阿塞拜疆与土库曼斯坦

在里海划界问题上存在冲突ꎬ 项目被搁置ꎮ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

争端导致该项目得以复兴ꎮ 除土库曼斯坦的油气外ꎬ 建设哈萨克斯坦到巴库

的天然气管道以供给纳布科管道也被纳入到土耳其外交议程ꎮ 为防止中亚油

气西运挤占市场ꎬ 俄罗斯继续反对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ꎬ 并在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推出南溪项目ꎬ 决定建设从俄罗斯到保加利亚再分流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的

管道ꎮ 该项目对土耳其的能源枢纽地位和其中亚能源西运构成挑战ꎬ 但此时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交恶且能源上被迫高度依赖俄罗斯ꎬ 因此土耳其选择妥协

且允许南溪管道通过领海ꎮ 然而ꎬ 中亚国家尤其是作为全球天然气储量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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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土库曼斯坦经济高度依赖油气出口ꎬ 面对 ２０１４ 年以来全球能源价格的

持续低迷等因素ꎬ 土库曼斯坦渴望拥有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ꎬ 而土耳其也适

时再推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在土耳其的建议下ꎬ 土库曼斯

坦、 阿塞拜疆、 土耳其和欧盟四方成立工作组ꎬ 研究将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欧

运路线ꎮ 目前ꎬ 土库曼斯坦境内的 “东—西天然气管道” 已经完工ꎬ 为东气

西输作好了准备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里海法律地位公约» 草案制定后ꎬ 土耳其

能源战略明显提速ꎮ① 纳卡冲突结束不久ꎬ 在土耳其的斡旋下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阿塞拜疆与土库曼斯坦签署共同开发油气田的协议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土库曼

斯坦外长访问土耳其并会见埃尔多安ꎮ 同日ꎬ 土耳其与土库曼斯坦、 阿塞拜

疆举行三方峰会ꎬ 讨论了三方能源领域的合作ꎮ
«里海公约» 的签署和阿塞拜疆与土库曼斯坦的和解为土耳其倡议的跨里海

石油管道扫清了障碍ꎮ 但能源对俄罗斯是经济命脉ꎬ 也是地缘政治命脉ꎬ 土耳

其的中亚能源外交将受到俄罗斯的反制ꎮ 无论在跨里海石油管道修建问题上俄

罗斯对土库曼斯坦的施压ꎬ 还是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港到巴库管道遭俄罗斯反

对ꎬ 俄罗斯的态度对中亚国家能源政策影响巨大ꎮ 但乌克兰危机升级为土耳其

的能源外交带来契机ꎮ 一方面ꎬ 战争和北溪管道泄露使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

被迫减少ꎬ 但缺口巨大ꎬ 而中亚国家渴望能源西运ꎮ② 另一方面ꎬ 哈萨克斯坦

等中亚大国因为乌克兰危机事件对俄罗斯不满情绪突出ꎬ 有利于土耳其外交

游说ꎮ 虽然能源外交尚未取得决定性成果ꎬ 但存在于话语中的能源枢纽地位

仍为土耳其带来了巨大政治利益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９ 年土耳其曾威胁称ꎬ 如果无法

入欧ꎬ 将阻止对欧洲的能源供应ꎮ③ 虽然如今土耳其入欧态度日趋冷淡ꎬ 但随

着跨里海石油管道取得进展ꎬ 中亚能源外交将为土耳其持续带来政治经济利益ꎮ

三　 埃尔多安政府中亚政策的主要特征

埃尔多安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中亚政策目标ꎬ 运用了政治、 经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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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安全和能源等多种工具保障实施ꎮ 但由于中亚资源禀赋及合作意愿不一ꎬ
政策工具众多且成效差异大ꎬ 以及自身物质实力的相对不足ꎬ 土耳其的中亚

政策在布局和实施层面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ꎮ
(一) 政策布局凸显国别圈层性

由于土耳其国家实力不足以支撑对中亚的全方位布局ꎬ 中亚各国资源禀

赋和与土耳其合作意愿存在差异ꎬ 以及土耳其与中亚各国互动历史的差异ꎬ
埃尔多安政府在动态调整中形成的中亚政策布局和政策实践呈现出三层结构: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核心圈层国家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

国是中间圈层国家ꎬ 塔吉克斯坦是边缘层国家ꎮ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土耳其中亚政策布局的核心圈层国家ꎮ 在政

治关系方面ꎬ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重要战

略伙伴关系ꎬ 而受中立国地位制约的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关系也始终保持在

“高水平”ꎮ① 在经济关系方面ꎬ 土耳其与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两国双边

贸易额始终位居中亚前三ꎬ 且土耳其目前是土库曼斯坦最大投资国和哈萨克

斯坦 “最活跃投资国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土耳其对土、 哈两国投资存量占对中

亚投资存量的 ８８ ４８％ ꎮ② 同时ꎬ ２００４ 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始终在土耳其的中亚

援助中位列前两位ꎮ 在文化合作方面ꎬ ２００９ 年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共同创建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ꎬ ２０２１ 年共同推动其升级为突厥语国家组织ꎮ 在土耳

其力推下ꎬ 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也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ꎮ
在安全合作方面ꎬ ２０１０ 年以来土耳其成为土库曼斯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ꎬ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出售了价值 ３ ９６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ꎮ 而土耳其与哈萨克斯

坦的安全合作更是远超其他中亚国家ꎮ 土耳其不但援助了哈萨克斯坦大量先

进武器ꎬ 且通过联合生产对哈萨克斯坦援助了重要军工技术ꎬ 乌克兰危机升

级后两国甚至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ꎮ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位于土耳其中亚政策布局的中间圈层ꎮ

在政治关系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乌、 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 并于 ２０２２ 年升级为全

９４１

①

②

Ｊｅｙｈｕｎ Ａｌｉｙｅｖꎬ “Ｔｕｒｋｍｅ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Ｅｎｖｏｙ”ꎬ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Ｊｕｌｙ １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ａ ｃｏｍ ｔｒ / ｅ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ｔｕｒｋｍｅｎ －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ｔ －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 ｅｎｖｏｙ / ２３００８２９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２

２０２１ 年ꎬ 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存量为 ８ ３１ 亿美元ꎬ 对土库曼斯坦为 １ ２１ 亿美元ꎬ 对

中亚总额为 １０ ７６ 亿美元ꎮ 参见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ｃｍｂ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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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而吉、 土两国于 ２０１１ 年便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 在经济合

作方面ꎬ ２０２１ 年土、 乌双边贸易额为 ３３ ４ 亿美元ꎬ 乌兹别克斯坦超越哈萨克

斯坦成为土耳其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而吉尔吉斯斯坦虽经济体量较小ꎬ
２０２１ 年土、 吉双边贸易额为 ７ ３６ 亿美元ꎬ 仅超过塔吉克斯坦ꎬ① 但土耳其在

投资和援助上大力向吉尔吉斯斯坦倾斜ꎮ 目前ꎬ 土耳其是仅次于中国的在吉

尔吉斯斯坦第二大投资国ꎬ 且 ２００４ 年后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与哈萨克斯坦并列

的土耳其中亚最大受援国ꎮ 在文化合作方面ꎬ 作为突厥语合作委员会的创始

成员国ꎬ ２０２１ 年吉尔吉斯斯坦与土耳其等国推动其升级为突厥语国家组织ꎬ
而乌兹别克斯坦在 ２０１８ 年也加入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ꎮ 在安全合作方

面ꎬ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土、 乌两国即举行联合军演ꎬ 并签署了

全面军事框架协议ꎮ 有学者甚至认为ꎬ 乌兹别克斯坦是当今中亚地缘政治的

“历史地理支点”ꎬ② 是未来十年帮助土耳其融入中亚的关键ꎬ 很可能成为土

耳其的 “第二个土库曼斯坦”ꎮ③ 但由于土、 乌走出交恶期仅 ５ 年ꎬ 相比于稳

定发展近 ２０多年的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 土耳其与土库曼斯坦关系ꎬ 乌兹别

克斯坦在土耳其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依然不能与这两国相比ꎮ 而吉尔吉斯斯坦

在安全合作上的消极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投入减少ꎮ
塔吉克斯坦处于土耳其中亚政策布局的边缘圈层ꎮ 在政治关系方面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土、 塔仅建立了高级别合作委员会而非高级别战略委员会ꎬ 双方

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在经济关系方面ꎬ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最贫困的国家ꎬ
但土耳其对其缺乏援助热情ꎬ 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额常年处于中亚国家之末ꎮ
此外ꎬ 虽然塔、 吉两国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基本一致ꎬ 但土耳其对两国的投

资却差异巨大ꎬ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存量是对塔吉克斯坦的

２ ２７ 倍ꎮ④ 但乌克兰危机升级后ꎬ 塔吉克斯坦对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加ꎬ
虽并未公开批评俄罗斯ꎬ 但对与域外大国的合作明显积极ꎬ 尤其是土塔安全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ｕｉｋ ｇｏｖ ｔｒ / Ｈｏｍｅ / Ｉｎｄｅｘ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７ꎮ
Ｙａｌｉｎｋｉｌｉçｌｉ Ｅşｒｅｆꎬ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ｓ ａ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７ － ４４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ꎬ Турция активизирует тюрк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ꎬ Ｒｉｔｍ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２７ ноября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ｉｔｍｅｕｒａｓｉ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７ － － ｔｕｒｃｉｊａ － ａｋｔｉｖｉｚｉｒｕｅｔ －
ｔｊｕｒｋｓｋｉｊ － ｆａｋｔｏｒ － ｖ － 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ｏｊ － ａｚｉｉ － ４６１８３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２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存量为 ２ ５００ 万美元ꎬ 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存量为 １ １００
万美元ꎬ 参见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ｃｍｂ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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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ꎮ 而土耳其在美国撤军阿富汗后ꎬ 也积极加强与塔吉克斯坦的联系ꎬ 试

图通过吉尔吉斯斯坦介入阿富汗事务ꎮ 因此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即乌克兰危机升级

后不到两个月ꎬ 土、 塔便签署了国防合作框架协议ꎮ 安全合作为土耳其加大

对塔吉克斯坦投入奠定了基础ꎬ 土耳其未来可能加大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和

援助力度ꎮ 此外ꎬ 在土耳其的力推之下ꎬ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第八次峰会宣布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该组织ꎬ 此举为塔吉

克斯坦加入突厥语国家组织提供了依据ꎮ 塔吉克斯坦加入该组织为土、 塔之

间的全方位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 政策工具突出文化因素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通过首脑外交、 经济外交、 公共外交、 安全

外交与能源外交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安全等领域全方面加强与中亚地区的

合作ꎮ 整体而言ꎬ 这些手段又可以分为两种ꎬ 即经济、 文化两种政策工具ꎬ
前者是物质层面ꎬ 后者是精神层面ꎮ 土耳其通过经济与文化政策工具的结合ꎬ
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ꎬ 增强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但相比于

通过经济手段强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言ꎬ 以突厥语和伊斯兰因素为纽带

的文化手段对于土耳其而言更加重要ꎮ
如果以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尔 (Ｐｅｔｅｒ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 提出的贸易互补指

数 (ＴＣＩ) 来衡量土耳其与中亚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匹配程度ꎬ 大致可对土耳其

与中亚国家之间开展贸易的潜在空间作出预判ꎮ①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

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ꎬ 根据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中亚国家商品进口额

计算ꎬ 我们筛选出了中亚国家进口额最大的十类商品的贸易互补指数ꎬ 它们

的代码分别为 ８４、 ８５、 ８７、 ２７、 ７３、 ７２、 ３０、 ３９、 ９０ 和 ４４ꎮ② 经计算可知ꎬ
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的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在 ０ ６ 左右ꎬ 双方综合贸易互补性较

低ꎮ 虽然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出现了显著

增长ꎬ 但是考虑到双方的贸易互补性ꎬ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不

高ꎬ 双边贸易额经历近年来的增长期后ꎬ 未来可能趋于稳定ꎮ 当然ꎬ 贸易互

１５１

①
②

因缺少土库曼斯坦的数据ꎬ 本部分计算的是土耳其与上述中亚四国的贸易互补指数ꎮ
其中ꎬ ８４ 指 “核反应堆、 核锅炉、 核机械和设备及其部件”ꎻ ８５ 指 “机电设备及其部件ꎻ 录

音机、 扬声器、 电视影响及其零件和配件”ꎻ ８７ 指 “除火车、 电车以外的交通工具及其配件”ꎻ ２７ 指

“矿物燃料、 矿物油及其分馏物、 沥青、 矿蜡”ꎻ ７３ 指 “钢制品、 铁制品”ꎻ ７２ 指 “钢、 铁”ꎻ ３０ 指

“药用物品”ꎻ ３９ 指 “塑料及其制品”ꎻ ９０ 指 “光学、 摄影、 电影、 测量、 检验、 医疗、 外科器械和仪

器及其零部件和配件”ꎻ ４４ 指 “木及木制品ꎻ 木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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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指数不是常量ꎬ 随着土耳其与中亚国家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ꎬ 双方的贸

易互补性可能会出现变化ꎮ
而相对于经济手段ꎬ 土耳其的中亚政策中文化手段具有明显优势ꎮ 其一ꎬ

从历史来看ꎬ 文化手段的运用明显比经济手段更加悠久ꎮ 苏联解体伊始ꎬ 土耳

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对中亚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就开始对中亚国

家开展文化外交ꎬ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 １９９２ 年土耳其倡议召开的突厥语国家首脑

会议ꎮ 其二ꎬ 从成本收益比较来看ꎬ 相比于经济外交的高成本且受限于土耳其

不景气的经济状况ꎬ 文化外交成本更低ꎬ 且对当地民众心理和情感影响更加深

远ꎬ 更有利于扩大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其三ꎬ 从大国博弈的现实来看ꎬ
即使土耳其经济依然景气ꎬ 但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不足以与中、 美、 俄三

大国相抗衡ꎬ 而文化外交尤其是突厥—伊斯兰纽带却是土耳其相比于三国的独

特优势ꎬ 从而可以使其在中亚博弈中获得非对称优势而占据一席之地ꎮ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历史、 文化、 语言和宗教联系ꎬ 是该国在中亚重

要的软实力资源ꎮ 在土耳其积极针对中亚国家努力开展公共外交的背景下ꎬ 土

耳其逐渐将这种资源成功转化为 “软实力”ꎮ 这一方面的突出成果表现为土耳其

与中亚国家以突厥语为纽带的合作ꎮ 在土耳其的推动下ꎬ 中亚除创始成员国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近年来也加入了突厥

语国家组织ꎬ 塔吉克斯坦在未来也或将加入该组织ꎮ 土耳其逐渐主导建立了以

突厥语国家组织为核心ꎬ 包括突厥语国家议会、 突厥语文化国际组织、 突厥语

国家商务理事会、 突厥语大学联盟和突厥语国家工商会等机构构成的复杂网络ꎮ
２０２２ 年１１ 月ꎬ 以 “新时期的突厥文明: 朝向共同发展和繁荣” 为主题的第九届

突厥语国家组织首脑峰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ꎬ 峰会修订了 «纳希切

万协议»ꎬ 并通过了一项指导组织未来五年活动的战略文件ꎮ 埃尔多安在此次峰

会上表示ꎬ 土耳其准备在所有领域与突厥语国家积极合作ꎬ 并提出将设立投资

基金ꎬ 实施联合能源项目ꎬ 取消或减少通过中间走廊的航线的关税支付ꎬ 以及

简化过境货物运输等议题ꎮ 总而言之ꎬ 文化联系成为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合作深

入的基石ꎬ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政治、 经济、 能源、 安全的联系也不断加强ꎮ
(三) 政策实施注重战略平衡

土耳其试图使中亚成为 “战略纵深地带”ꎬ 但相比于俄、 美、 中、 欧ꎬ 其

物质实力明显不足ꎮ 对此ꎬ 埃尔多安政府采取平衡战略推进中亚政策的实施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２１ 年ꎬ 土耳其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初步实现了对中亚的经济和文化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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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ꎮ 而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土耳其通过对中亚秩序主导国俄罗斯实施议题对冲策

略加速实施中亚战略ꎬ 与中亚国家政治和安全合作取得重大突破ꎮ
基于承认俄罗斯在中亚的特殊地位和防止任何一国完全主导中亚事务两

个共识ꎬ 域外行为体围绕该地区的博弈形成了 “无声的协调”①ꎬ 这为 ２０２１ 年

之前土耳其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规范ꎮ 在参与中亚博

弈的第一梯队行为体中ꎬ 欧盟和美国是土耳其的北约盟友ꎬ 它们希望借土耳

其的影响力传播西方价值观并实现 “能源西运”ꎮ 而中、 俄担忧土耳其的文化

输出可能造成地区 “双泛” 形势加剧以致危害国内稳定ꎬ 俄罗斯尤其担心土

耳其中亚政策的推进会加强西方对中亚的制度和文化渗透ꎮ 但土耳其采取了

大国平衡战略ꎬ 在 “无声的协调” 框架之下ꎬ 与中、 美、 俄、 欧的合作同时

推进ꎬ 极力强调突厥合作的文化而非政治属性ꎮ 对于与西方的合作ꎬ 土、 美在

中亚结成了 “战略伙伴关系”ꎬ 但对于美欧强调的 ３ 个议题ꎬ 即政治上积极输出

民主模式、 经济上加强能源合作、 安全上加强反恐合作ꎬ 土耳其仅积极推进后

两个项目ꎮ 土耳其积极响应美欧尤其是欧盟倡议ꎬ 多次会同阿塞拜疆与土库曼

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就修建 “跨里海石油管道” 举行谈判ꎬ 推动中亚能源西

运ꎮ 此外ꎬ 中亚的恐怖主义对土耳其安全构成巨大危害ꎬ 因此其积极响应美国

加强反恐合作的倡议ꎮ 除反恐军事合作ꎬ 土耳其还持续对中亚贫困国家提供经

济援助以削弱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ꎬ 提供诸如军备援助、 人员训练和反恐指导

等帮助ꎮ 对于中、 俄涉及中亚的合作倡议ꎬ 土耳其也采取了务实和积极的立场

而非一味追随美国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欧亚经济联盟” 是中、 俄提出的

与中亚密切相关的经济倡议和组织ꎬ 土耳其均表现出合作意愿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埃

尔多安公开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 土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ꎬ
协调 “一带一路” 倡议与土耳其 “中间走廊” 计划ꎮ 后者从土耳其出发ꎬ 沿途

经过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里海、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阿富汗、 巴基斯坦ꎬ 延伸到中国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土耳其经济部长在俄土经贸合

作新论坛上表示ꎬ 希望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贸区ꎬ 并强调 “土、 俄两国在农

业、 能源、 冶金、 化工等领域具有广阔合作空间”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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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曾向红: « “无声的协调”: 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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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土耳其在中亚的平衡战略从大国平衡转向为对俄罗斯议题

对冲ꎬ 迅速推进与中亚各国的能源、 安全和政治合作ꎬ 迄今已取得一定成效ꎮ
所谓议题对冲策略ꎬ 是指土耳其通过在中亚以外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议题

上为其提供关键帮助ꎬ 以换取俄罗斯在土耳其推进中亚政策时的相对沉默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土耳其、 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三国举行了关于加速能

源合作的峰会ꎬ 跨里海石油管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土耳其推动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升级为 “突厥语国家组织”ꎮ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 在俄罗

斯与西方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升级而持续恶化ꎬ 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

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希望获得土耳其的帮助ꎬ 这为土耳其对俄罗斯实施议题对

冲策略提供了必要条件ꎬ 而土耳其也一直努力将自身塑造为乌克兰危机解决

的 “中间方” 角色ꎬ 实施平衡外交ꎮ① 诸如此类的迹象均表明ꎬ 土耳其与中

亚各国的关系得到了有效的深化: 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签署

全面军事框架协议ꎬ 与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签署情报领域合作协议ꎬ
与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举行联合军演ꎬ 并将土乌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ꎬ 土哈关系提升为重要战略伙伴关系ꎮ

四　 结语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整体性外交战略 “向东看” 转向ꎬ 其中亚政

策的实施力度也不断加大ꎮ ２０２１ 年之前ꎬ 土耳其主要通过大国平衡战略ꎬ 即

不偏不倚的同俄、 美、 中、 欧等外部行为体开展合作ꎬ 以初步推进其中亚政

策的实施ꎮ 但是 ２０２１ 年之后ꎬ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ꎬ 随着俄罗斯与西

方对抗的不断加剧和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形势的不断恶化ꎬ 土耳其这个与俄

罗斯和西方同时交好的欧亚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ꎮ 基于这一

背景ꎬ 土耳其自从 ２０２１ 年以来便对俄罗斯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大幅度推进与中

亚各国在能源、 文化制度、 政治乃至安全方面的合作ꎮ
从中亚博弈形势的未来趋势来看ꎬ 土耳其影响中亚的意愿和比较优势都

在不断增加ꎮ 其一ꎬ 面对土耳其里拉崩溃以来其经济实力的迅速下滑ꎬ 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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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晨: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 表现动因及影响»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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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干预其他中东国家事务的信心将会显著下降ꎬ 而对中亚事务的兴趣可能会提

高ꎮ 因为相比于参与中东事务的高昂经济代价ꎬ 中亚地区所需要的投入将会小

得多ꎮ 同时ꎬ 因介入中东冲突而导致土耳其国家形象及其与中东国家合作关系

受损ꎬ 也将促使土耳其寻求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关系ꎮ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

２０２０ 年强调ꎬ 土耳其将通过 “新亚洲” 倡议优先加强与中亚地区突厥语国家和

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ꎬ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一项 “国家政策”ꎮ① 其二ꎬ 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持续演化、 乌克兰危机升级、 中美博弈加剧等因素ꎬ 导致影响

中亚的 “第一梯队” 国家力量普遍衰弱或者受到牵制ꎬ 这些国家塑造中亚地区

局势的能力或意愿在下降ꎬ 而土耳其虽然也遭受了疫情和货币崩溃等危机ꎬ 但

是土耳其影响中亚的主要手段是文化这种 “软” 手段ꎬ 而并非完全依赖于物质

实力ꎮ 然而ꎬ 对于影响中亚的最重要行为体俄罗斯而言ꎬ 土耳其借乌克兰危机

以及俄罗斯与中亚产生嫌隙之机ꎬ 大幅增加与中亚国家在能源、 安全、 政治领

域的合作ꎬ 甚至试图在中亚构建 “软霸权”ꎬ 这些对于俄罗斯的主导国地位构成

了重大威胁和挑战ꎮ 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相对缓和ꎬ 俄罗

斯与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必然愈加激烈ꎮ 然而ꎬ 考虑到索契会晤之后ꎬ 普

京主动邀请土耳其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行为ꎬ 俄罗斯也有可能希望将土耳

其在中亚不断扩张性的行为置于上海合作组织制度性框架下予以约束ꎮ
总而言之ꎬ 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不断增强ꎬ 这是

中国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ꎮ 土耳其在中亚影响力的增强ꎬ 或许会给中

亚地区的局势发展赋予新的动力ꎬ 甚至可能会对大国在该地区经由长期互动

形成的关系模式构成一定挑战ꎮ 而中国是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行为体ꎬ 这种

前景意味着中国或许需要对既有中亚政策进行必要调整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

虽对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表达了支持态度ꎬ 也表达了加入上海合作

组织的意愿ꎬ 这似乎预示着中、 土在中亚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ꎮ 同时ꎬ 中、
土双方在中亚某些领域出现竞争关系的可能性也不可忽视ꎮ 至于土耳其中亚

政策的未来如何演变ꎬ 是一个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跟踪研究的议题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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