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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说明

《区域动态》（欧亚地区）于 2022年 9月 5日正式推出改版后第一期。新版区域动态

旨在采编、翻译欧亚地区具较强影响力的不同媒介中的社论、智库报告和时评文章，每期针

对特定问题推出数个专题板块，以本地区专家视角对相关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中亚外交、中亚安全、中亚内政和俄乌问题四个专题。

在中亚外交方面，专题内容选取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与中亚国家新闻”专家评

论员叶甫盖尼·别利奇科夫撰写的文章《朝觐与能源：为何中亚领导人走近沙特王室》。2022

年 8月 17至 18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出访沙特阿拉伯。中亚五国中的三国领导人先后到访

海湾地区，释放出不同寻常的外交信号。对于以现代化转型为重要发展目标的中亚国家而言，

相对先进的沙特阿拉伯既是潜在的投资来源，也是伊斯兰国家中成功发展的优秀典范。本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中亚走近沙特这一趋势，探讨了双方在经贸、科技、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基础，并分析了宗教因素在双方交往中的独特作用。

在中亚安全方面，专题取自塔吉克斯坦政治学家谢拉利·里佐永在当地主要媒体

“Asia-Plus”上发布的《塔利班在激活中亚的恐怖组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文中的部

分内容。阿富汗在中亚安全问题上始终占据特殊地位。2021年 8月塔利班夺取政权后，阿

富汗社会经济形势恶化、宗教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高涨、贩毒和跨境犯罪日益活跃，给中亚各

国的安全与稳定带来巨大威胁与挑战。本文立足于当下，分析了在塔利班掌权阿富汗的情形

下中亚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探讨了维护中亚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中亚内政方面，专题内容取自哈萨克斯坦商业周报“Caravan”对哈著名政治学家达

尼亚尔·阿什姆巴耶夫的采访文章《哈萨克斯坦“灼热之秋”将至》。2022年 1月，哈萨

克斯坦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随后局面迅速失控并不断发酵，发展为危及国家政

权的暴力动乱。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仍存在外部压力增大、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情

绪高涨等诸多问题，面临议会提前选举、持续推进改革等艰巨任务。本文由“Caravan”编

辑纳兹古丽·阿布热科诺娃撰写，全面阐述了达尼亚尔·阿什姆巴耶夫对目前哈国内局势的

分析预测及其提出的改革方向。

在俄乌问题方面，专题内容编译自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哈桑·塞利姆·厄泽特姆发布于俄

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的分析文章《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平衡外交战

略》。自 2022年 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土

耳其却拒绝追随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制裁，而是在俄乌两国中间“左右逢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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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塞利姆·厄泽特姆在本文中阐述了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积极举措，并对这种平衡外交

战略予以高度评价。

专题一 中亚外交

朝觐与能源：为何中亚领导人走近沙特王室

8月中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与其会面。乌总统首先到访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与沙特当局就现代化转型、生态治理和

数字技术等领域合作展开会谈，随后前往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完成小朝觐（伊斯兰教

称乌姆拉1）。值得注意的是，6月初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首次出访沙特，7月

24日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托卡耶夫访问吉达和麦加。今年夏天，三国领导人先后到达沙特阿

拉伯，促进了中亚与中东的高层次互动。

沙特之于中亚

近年来，中亚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生态化、数字化等目标。今年 7月 21日，五国

签署了《关于面向 21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其中主要涉及上述领域的发展

规划。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外资的大量引入，沙特被视为引入技术和资金的主要对象。

新世纪以来，曾经的石油王国沙特致力于将自己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技术与数字化之

都”。2016年 4月，萨勒曼王子提出《沙特阿拉伯 2030年愿景计划》，设计了一条在“后

石油时代”能够保障经济和高新科技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发展道路。2021年秋，萨

勒曼王子宣布，到 2060年沙特阿拉伯将完全停止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沙特的创新转型之

路对同属伊斯兰世界的中亚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中亚之于沙特

从贸易角度看，沙特在中亚地区有利可图。截至 2021 年，有 14 家沙特的全资企业和

38家合资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从事经营。在米尔济约耶夫出访期间，双方代表签署了 14项

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涉及投资、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沙特电力开发商 ACWA Power

宣布与乌政府签署三项重要协议，涉及风电、天然气发电、水电和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预

计投资将达到 120亿美元。

在国际经济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沙特的投资与技术输出是需要竞争才可获得的稀缺资

源。去年沙特表示支持土库曼斯坦参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

然气管道的建设。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访问时向沙特提出具有广阔前景的航空航天、农业及

采矿业多边合作项目，暗示两国在跨里海线路开发领域的合作前景。哈土两国的行动对米尔

济约耶夫形成紧迫压力。

1 Umrah(乌姆拉)与具有强制性的朝觐不同，教徒可以选择自愿参加乌姆拉。乌姆拉没有固定日期，可以

全年举行，一般在 2小时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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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外交

中亚三位总统的出访行程中都安排了朝觐环节，土总统直接表示访问沙特是为了履行作

为伊斯兰教徒的神圣职责。按照外交惯例，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沙特时都会进行朝觐，

因此中亚领导人的行动不算偶然现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亚领导人行动和言语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浓厚。2月中旬哈总统托卡

耶夫前往清真寺为“一月事件”的受害者祈祷。90年代以来，沙特资助世界穆斯林青年大

会在中亚兴修清真寺，但此前中亚官方一直限制外国势力以宗教之名开展活动，以坚持自己

的世俗性和在伊斯兰世界中的独立性。不过目前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中亚有意向沙特的政教

一体制度靠拢，事实上更多是为了向国内民众释放某种信号，以博得国内传统宗教团体的支

持，以宗教的手段平息国内冲突、安抚民众。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与中亚国家新闻”（Новости стран СНГ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22

年 8 月 17 日文章«Хадж и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зач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лидеры сближаются с Саудовским

королевством»（朝觐与能源：为何中亚领导人走近沙特王室），作者为该中心专家评论员叶甫盖尼·别利

奇科夫（Евгений Беличков）。

原文见：

https://ia-centr.ru/experts/evgeniy-belichkov/khadzh-i-energonositeli-zachem-tsentralnoaziatskie-lidery-sblizhayut

sya-s-saudovskim-korolevstvom/

补充信息

[1]《米尔济约耶夫参访了圣地天房（麦加禁寺中央的克尔白）》（Шавкат Мирзиёев посетил священную

Каабу），

https://kun.uz/ru/news/2022/08/19/shavkat-mirziyoyev-posetil-svyashchennuyu-kaabu?ysclid=l75irncht11725072

57

[2]《托卡耶夫参观清真寺并参加一月事件遇难者悼念仪式》（Токаев посетил мечеть и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церемонии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январских событий），

https://kaztag.kz/ru/news/tokaev-posetil-mechet-i-prinyal-uchastie-v-tseremonii-pamyati-zhertv-yanvarskikh-sobyt

iy

[3]《沙特阿拉伯将在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领域投资约 120 亿美元》（Порядка $12 млрд вложит Саудовская

Аравия в энергетику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s://iz.ru/1382934/2022-08-21/poriadka-12-mlrd-vlozhit-saudovskaia-araviia-v-energetiku-uzbekistana?ysclid=

l77k2esxwq42728796

专题二 中亚安全

塔利班对于中亚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富汗在中亚安全问题上一直占据特殊地位。尤其在 2021年 8月塔利班再次掌权阿富

汗后，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否依旧存在？中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需要采

https://ia-centr.ru/experts/evgeniy-belichkov/khadzh-i-energonositeli-zachem-tsentralnoaziatskie-lidery-sblizhayutsya-s-saudovskim-korolevstvom/
https://ia-centr.ru/experts/evgeniy-belichkov/khadzh-i-energonositeli-zachem-tsentralnoaziatskie-lidery-sblizhayutsya-s-saudovskim-korolevstvom/
https://kun.uz/ru/news/2022/08/19/shavkat-mirziyoyev-posetil-svyashchennuyu-kaabu?ysclid=l75irncht1172507257
https://kun.uz/ru/news/2022/08/19/shavkat-mirziyoyev-posetil-svyashchennuyu-kaabu?ysclid=l75irncht1172507257
https://kaztag.kz/ru/news/tokaev-posetil-mechet-i-prinyal-uchastie-v-tseremonii-pamyati-zhertv-yanvarskikh-sobytiy
https://kaztag.kz/ru/news/tokaev-posetil-mechet-i-prinyal-uchastie-v-tseremonii-pamyati-zhertv-yanvarskikh-sobytiy
https://iz.ru/1382934/2022-08-21/poriadka-12-mlrd-vlozhit-saudovskaia-araviia-v-energetiku-uzbekistana?ysclid=l77k2esxwq42728796
https://iz.ru/1382934/2022-08-21/poriadka-12-mlrd-vlozhit-saudovskaia-araviia-v-energetiku-uzbekistana?ysclid=l77k2esxwq4272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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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哪些举措确保该地区的安全？

危险的邻居

7月 21日，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在第四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上发表

讲话时指出，就目前阿富汗的形势而言，其局势将愈加恶化，并势必在不久的将来对中亚各

国的安全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毒品贩卖一直是并将继续是阿富汗的主要收入来源。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在塔利班上台

后，从阿富汗到中亚的毒品贩运有所增加，塔吉克斯坦于 2022年第一季度缉获的毒品增加

了 14.5倍。

一直以来，阿富汗不仅自身极其不稳定，而且也是一些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尤其在巴达

赫尚省聚集了诸多恐怖分子，这对塔吉克斯坦和整个中亚来说都是巨大威胁。

近日，在塔吉克斯坦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塔吉克斯坦塔利班运动”（«Техрик-е Талибан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ТТТ）正威胁着塔吉克斯坦的世俗政权和国家稳定。目前尚不清楚被塔吉克

斯坦政府打击的恐怖组织“安拉战士”（Джамаат Ансарулла）是否已成为“塔吉克斯坦塔

利班运动”的一部分，或者联合塔吉克武装分子的两个恐怖组织是否将共存。尽管如此，很

明显，新极端组织的出现将导致“塔利班”思想在塔吉克斯坦年轻人中进一步普及。

地缘政治参与者手中的工具

塔吉克斯坦文明对话基金会主任法里顿·乌斯莫诺夫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本

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有控制地”将权力移交给塔利班。西方联军在阿富汗存在的 20

年间，塔利班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2019年，阿政府军控制全国的主要人口中心和

所有省会城市，塔利班则控制农村地区。随着阿富汗局势进入谈判阶段，军事活动开始出现

在北方。这一结果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手笔。

在谈到“塔吉克斯坦塔利班运动”时，巴达赫尚省的前阿富汗议会议员、阿富汗伊斯兰

促进会副主席瓦基夫·哈基米表示，塔利班并非独立存在，其受到其他国家控制，“塔吉克

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出现，可能存在多个受益者和目标。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其目标不

仅仅是针对塔吉克斯坦，还包括阿富汗局势相关方。

政治学家马尔斯·萨里耶夫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阿富汗局势，必须弄清楚是谁在试图

“格式化”阿富汗。“塔利班本身并不是威胁，而是其作为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影响着中

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马尔斯·萨里耶夫如是说道。

合作求突破

当前，中亚各国在处理与塔利班的关系问题时，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扩大经贸关系

和保障地区安全稳定。为了确保国家的经济贸易利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利班

建立了关系，并企图建设经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塔吉克斯坦

则拥有与恐怖组织打交道的真实经验，始终将保障国家安全置于政策的首要位置，并强调不

能忽视威胁和挑战。

中亚国家的很多利益都与阿富汗挂钩，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正在讨论修建铁路，土库曼斯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51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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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正在讨论修建天然气管道。如果阿富汗局势稳定，那么这将促使中亚国家制定更积极的经

济政策，各国政府也正在努力这样做。

中亚的许多专家在各种会议演讲以及采访中多次强调，与塔利班建立合作关系，将最终

实现他们的“利好转变”。针对这一观点，塔吉克斯坦政治学家谢拉利·里佐永表示，这种

乐观的预测并不会成真，相反地，他认为，在塔利班的支持下，极端主义组织将给中亚国家

的安全稳定带来更大的威胁和挑战。

无论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加强阿富汗周边各国的边界管控极其重要，这将有助于阻止

毒品贩运和非法移民的流动。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呼吁中亚各国联合起来，不再为有限的资

源而争吵，而是就阿富汗问题形成共同立场，一起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迄今为止，

中亚的一体化仍处于声明层面，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为自身争取最优方案，这大大减缓了一体

化进程。专家们一致认为，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中亚领导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紧密团

结起来，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生存。

（丛娅丽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塔吉克斯坦当地主要媒体 “ASIA-Plus”2022 年 7 月 22 日文章 «Какова роль Талибан в

активизац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塔利班在激活中亚

血统的恐怖组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作者为塔吉克斯坦政治学家谢拉利·里佐永（Шерали Ризоён）。

原文见：

https://asiaplustj.info/ru/news/opinion/20220726/kakova-rol-taliban-v-aktivizatsii-terroristicheskih-organizatsii-tse

ntralnoaziatskogo-proishozhdeniya

补充信息：

[1] 《塔利班及其对中亚的军事威胁》（Талибан и его военная угроз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asian-kaleidoscope/taliban-i-ego-voennaya-ugroza-tsent

ralnoy-azii/

[2] 《阿富汗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一年：中亚国家能得出什么结论》（Афганистан год под властью талибов:

какие выводы могут сделать страны ЦА），

https://ru.sputnik.kg/20220822/centralnaya-aziya-taliban-bezopasnost-ugroza-1067074943.html

[3] 《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进入战备状态》（Российские базы в Киргизии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перейдут в режим повышенной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и），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525655

专题三 中亚内政

哈萨克斯坦“灼热之秋”将至

针对哈萨克斯坦政府辞职、议会选举提前、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外部势力对国内政局加

压等诸多问题，哈著名政治学家达尼亚尔·阿什姆巴耶夫预测，哈萨克斯坦今年将面临“灼

热之秋”，并从四个方面对国内局势进行了具体分析。

https://asiaplustj.info/ru/news/opinion/20220726/kakova-rol-taliban-v-aktivizatsii-terroristicheskih-organizatsii-tsentralnoaziatskogo-proishozhdeniya
https://asiaplustj.info/ru/news/opinion/20220726/kakova-rol-taliban-v-aktivizatsii-terroristicheskih-organizatsii-tsentralnoaziatskogo-proishozhdeniya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asian-kaleidoscope/taliban-i-ego-voennaya-ugroza-tsentralnoy-azii/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asian-kaleidoscope/taliban-i-ego-voennaya-ugroza-tsentralnoy-azii/
https://ru.sputnik.kg/20220822/centralnaya-aziya-taliban-bezopasnost-ugroza-1067074943.html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52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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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力不胜任。根据目前的议程，很快需要针对宪法以及其它源于宪法改革的

法案进行辩论。不久前政府公布了有关政党、选举和其它立法及国家机构改革的草案，即使

是在休会期间，草案也已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意见，因此 9月至 12月期间

针对改革进行的讨论将成为本季度的主要亮点之一，但司法部和总统办公厅的法律部却并未

展现出积极的工作态度；此外，哈萨克斯坦正涌现出一大批意在成立新政党的政治组织，这

些组织正在尝试发展潜在选民来向当局施加压力；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国内经

济发展进程远远落后于政治改革步调，而政府方面所作努力并未有显著效果，这一切将引起

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所以今年哈萨克斯坦的秋天将显得相当“灼热”。

其二，外部对哈施压。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对立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哈萨克斯坦更加

反俄、反华，而俄罗斯方面对哈萨克斯坦政局有其独特的看法，以上种种因素将导致国家外

部压力增大。在此情况下，总统极有可能将重点放在进一步政治改革上，包括保护国内空间

不受外部影响。由于以斯迈洛夫为首的内阁并未尽到相应的责任，所以并不排除政府辞职的

可能，但目前并没有能够改变哈萨克斯坦经济模式的强硬总理候选人。在“新哈萨克斯坦”

发展战略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合适人选，但此人大概率会是出自旧领导队伍的熟悉面孔。

由于没有可替代议程，决策道路必将越走越窄。当局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棘手的境

地，所以这时必须要采取措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反之亦然。阿

什姆巴耶夫预测，明年年初哈萨克斯坦将提前进行下议院及地方议会选举，对总统托卡耶夫

来说，在议会秋季会期开始时抓住主动权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关重要。

其三，改革将继续推行。国家需要继续对执法部门进行改革，在提高工作积极主动性

的同时，采取措施提高司法系统的信誉及质量。

宏观经济指标恶化、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家财政资源萎缩等因素将导致犯罪率上升，而

纯粹的执法工具很难解决问题，强力部门的行动并不是最有效的，“一月悲剧”就是证明。

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成功制止暴乱，局势基本上被贪赃受贿、效率低下的警察部队所控制。司

法系统也招致诸多批评，腐败现象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最高法院。

在财政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这对于执法机构以及当局是否能够控

制国家局势均是一个挑战。

其四，众多国有企业无效运营。近期总理签署了关于清算国家控股公司 Zerde（哈萨克

斯坦国有公司，2008年 9月为发展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而创立）的决议。阿什姆巴耶夫认为，

无论是国家控股企业还是数字发展部均未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当国有企业归国家部门或政

府经营时，后者将企业用于自身目的，干涉其商业活动；当国企与国家部门分离时，企业则

会为自身制定庞大但并无意义的工作内容。因此经常需要找到合适的折中方案。

巨大的外债笼罩在哈萨克斯坦经济之上，但政府方面却对其形成的原因三缄其口，统计

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但哈政府对此几乎并未回应，诸多问题甚至几十年都悬而未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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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姆巴耶夫认为，改善目前现状的唯一方案就是提高国家机关及半国营企业的工作透

明度及决策质量。几乎所有国有企业均有大量欧美外籍员工，但企业内决策的质量及效率仍

备受争议，可以邀请诸如俄罗斯等其他国家更精干的管理者。最佳解决办法是将社会公众代

表引入董事会，不是官员也不是所谓的公司治理专家，而是公众代表。同时，扩大议会在半

国营企业业务领域的控制和监督，使企业的运行能够更加充分有效。

（王婉忱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选自哈萨克斯坦商业周报“Караван” 2022 年 8 月 15 日文章«Нас ждет жаркая осень: пройдут ли в

стране выборы и станет ли Казахстан более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м?»（哈萨克斯坦“灼热之秋”将至：国内大选

能否如期举行？其是否将在反俄之路上越走越远？），作者为该报编辑纳兹古丽·阿布热科诺娃（Назгуль

Абжекенова）。

原文见：

https://www.caravan.kz/articles/nas-zhdet-zharkaya-osen-projjdut-li-v-strane-vybory-i-stanet-li-kazakhstan-bolee-

antirossijjskim-868463/

补充信息

[1]《专家观点：何为“新哈萨克斯坦”》（Что такое «Новый Казахстан» - мне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https://www.inform.kz/ru/chto-takoe-novyy-kazahstan-mneniya-ekspertov_a3901677

[2]《哈萨克斯坦或提前进行议会选举》（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могут досрочно переизбрать парламент），

https://www.ng.ru/cis/2022-08-29/5_8525_kazakhstan.html?ysclid=l7flhh39vq285727274

专题四 俄乌问题

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平衡外交战略

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哈桑·塞利姆·厄泽特姆认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

在应对此次俄乌冲突时表现良好，其采取的平衡战略有效确保与俄乌双方保持政治、经济渠

道畅通。作者建议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建设性战略，以免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陷入更严酷的

困境。

首先，土耳其与俄乌两国隔黑海相望，对黑海局势十分谨慎。在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后，土耳其决定根据《蒙特勒公约》的相关规定，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这意味着不仅俄乌双方不能进入黑海海域，任何第三方国家的海军舰队也不能进入该海域，

这抑制了第三方国家加入冲突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这一举

措得到俄乌双方和世界各国的认可。

其次，土耳其与俄乌两国均保持着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土耳其不仅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

裁，还在能源、金属等领域继续合作，并着力深化与俄罗斯Mir支付系统的金融往来。土耳

其总统府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表示，土耳其拒绝制裁俄罗斯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制裁俄

罗斯首先会冲击土耳其经济。

https://www.caravan.kz/authors/nazgul-abzhekenova-339
https://www.caravan.kz/authors/nazgul-abzhekenova-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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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土耳其不断巩固与乌克兰的合作关系。2022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 26亿美

元，超过 2021年之前同期水平（2020年同期双边贸易额 20.5亿美元）。除经贸领域外，两

国在国防领域也展开密切合作，此前就联合生产无人机达成一致。土耳其 Baykar公司是乌

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此外，土耳其积极促进双方就停火调解进行谈判。虽然目前停火谈判尚未取得明显进展，

但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

分别同联合国、土耳其签署粮食出口协议，该协议是自 2月 24日以来为数不多的积极进展

之一，对于稳定全球粮食安全意义重大。第一批由乌克兰出口往埃及的粮食已于 8月 3日抵

达伊斯坦布尔。

作者表示，俄乌冲突对于本就呈下行态势的土耳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明年大选之际，

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面临巨大的竞选压力。土耳其当局采取的平衡外交策略旨在深化其与俄

乌两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希望以政治收益来弥补

经济损失。

自 2016年以来，土耳其与俄罗斯就诸多问题展开深入对话，这被西方国家视为其外交

政策轴心的“向东转向”。而其此次在俄乌冲突中积极调解、关闭海峡、向乌克兰提供无人

机等举措受到西方国家的称赞和认可。土耳其的平衡战略对于其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有着

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其他固有问题不复存在，如土耳其从俄罗斯

购入 S-400防空导弹系统、双方在中东地区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利益冲突等。

土耳其试图左右逢源是一种极为务实的外交战略。无论土耳其当局在外交中秉持实用主

义出于何种考虑，其在此次俄乌冲突中都取得了明显收益。土耳其在俄乌两国面前均树立了

可信的形象，保持甚至增加了土与俄乌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此外，西方虽然不满土耳其拒绝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也不得不考虑土耳其目前在冲突两国面前的分量。据俄罗斯塔斯社报

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8月 22日在与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通话中

表示，希望土耳其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俄方停止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土耳其当局会继续推动停火协议的谈判，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2022

年 8月 12日文章«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Турции в украинском кризисе»（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

平衡外交战略），作者为土耳其政治分析家哈桑·塞利姆·厄泽特姆（Хасан Селим Озертем）。

原文见：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balansirovannaya-strategiya-turtsii/?ysclid=l74hzer0gh873678993

补充信息

[1] 《土耳其将不会加入对俄制裁》（Турция не будет подключаться к санкция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https://ria.ru/20220626/turtsiya-1798274916.html?ysclid=l77fkcobnl123407870

[2] 《博雷利表示希望土耳其推动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Боррель выразил надежду, что Турция

по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завершению Россие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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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15535753?ysclid=l77g6epass76256131&utm_source=yandex.ru&utm

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yandex.ru&utm_referrer=yandex.ru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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