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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土耳其，曾经北约的
两个盟友最近却闹得不可开交。

1 0 月 8 日，美土相互“拒
签”；两天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表示，土耳其官员将抵制美
国驻安卡拉大使，不再将其视为
美国驻土耳其代表。两国关系走
向冰点，甚至有人断言：美国土
耳其不可能重修旧好了。

中东安全问题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土关系
虽然紧密，安全问题依然是两国
间的疙瘩。当时，奥巴马对中东
基本采取了“能抽身则抽身”的
态度，不仅造成 ISIS 坐大，也让
中东变得“碎片化”。

土耳其试图改变这个局面。
为了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强大土
耳其”，埃尔多安采取的内政外
交政策其实跟西方的价值观是
绝少一致性的。埃尔多安治下的
土耳其，是奥斯曼式的东方霸主
土耳其。

土耳其的向东看

土耳其与西方的渐行渐远，

有其历史原因，也是西方国家决
策失利的结果。

在埃尔多安执政前，土耳其
本是亲西方的。冷战期间，因为
地理位置，西方拼命拉拢土耳
其。而当时的土耳其，实行的是

“国父”凯末尔确定的严格世俗
化和民主共和制，所以表面的社
会价值观与西方国家差距不大。

所以北约组织慷慨接纳了
土耳其。土耳其不仅在政治社会
制度上紧跟西方，在经济发展战
略上也不断向欧洲靠拢。从欧共
体时代开始到欧盟，土耳其一直
努力让自己成为欧洲的一份子。

不过土耳其“向西”靠拢的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与华约崩溃
后的东欧国家纷纷“入欧”相比，
身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为“入
欧”所做的种种努力一无所成。

宗教色彩浓厚的埃尔多安
掌权后，一改土耳其紧密联系西
方的思路，“掉头向东”，迅速拉
动了土耳其经济快速增长，一举
跳出了长期经济低迷的困境。这
也改变了土耳其主流的社会认
同，以“泛突厥”为代表的亲东方

意识形态快速崛起，成为一支有
力的思想力量。

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问题让这种疑虑变
成了巨大的裂痕。

为了打击 ISIS，美国大力扶
植库尔德工人党派。但是在土耳
其东南部，占据其人口总数 20%
的库尔德人始终存在独立倾向。
美国这一做法显然超过了埃尔
多安的底线。

埃尔多安亲赴莫斯科向普
京就土方击落俄飞机一事道歉，
并且跟俄罗斯结成了统一阵线。
有了俄罗斯的支持，土军迅速出
动扶植自己嫡系“反对派”控制
了一片地盘把库尔德控制区切
分成了两半。这一切显然都是想
要利用库尔德人快速歼灭 ISIS
的美国不愿意看见的。

此后，土耳其一方面继续跟
俄罗斯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协调
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甚至不顾
北约组织多次警告引入俄制武
器系统，另一方面则是狠狠打击
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

未来走向

即使矛盾已经接近白热化，
是否真的要彻底“拉黑”，两国其
实都有顾虑。毕竟，要考虑的因
素还有太多。

经济因素是埃尔多安不得
不考虑的。埃尔多安的主要支
持率就来自于经济的发展。美
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
操弄经济杠杆的手段，土耳其
根本招架不起。如果经济发展
长期受困，土耳其国内的反对
势力会借机闹事，直接威胁到
老埃的执政基础。

而对美国来说，由于自身实
力的衰减，如果真要摧毁政变都
无法动摇的埃尔多安政权，也几
乎不可能。况且，使用过于激烈
的手段造成北约分裂，这个地缘
危机的代价过于沉重。

所以，总的来说，如果埃尔
多安不改变执政立场，美土关系
的疏远是一种难以挽回的趋势。
但横跨欧亚战略要冲的土耳其
也深知他在美俄两国间的价值。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土耳其凭啥敢跟美国杠

奥地利国民议会选举投票15
日下午结束。当晚公布的初步计
票结果显示，奥地利外长塞巴斯
蒂安·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
党赢得31 . 6%选票，将成为国民议
会第一大党，现年31岁的库尔茨
将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
导人。

由于人民党未获得超过半
数席位，外界推测库尔茨领导的
人民党可能和持反移民立场的
极右翼自由党联合组阁。若自由
党与人民党结成联盟，将是自由
党在缺席十多年后重新加入政
府，意味着奥地利政坛向右转。

老牌政党中的年轻面孔

库尔茨曾是欧洲最年轻的
外交部长。今年5月，库尔茨成为
人民党领导人。与另一位欧洲政
坛新星马克龙相似，库尔茨也在
短短几个月里发起了一场被称
为“新人民党”的运动。

由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
的兴起和移民问题的愈演愈烈，
此次奥地利大选在整个欧洲都
受到了广泛关注。据路透社报
道，美国佐治亚大学政治专家卡
斯·穆德表示：“德国大选将民粹
主义带回了辩论中心，奥地利的
选举将加强这一点。”奥地利接
收了大约10万难民。移民的大量
涌入推动了奥地利政坛向右转，
移民问题也将库尔茨推向公众
视线焦点。库尔茨的主张包括关
闭难民通往欧洲的路线、限制移
民的数量和福利待遇，具体措施

包括规定外国人必须在奥地利
居住至少五年才能享受国民福
利待遇。库尔茨还表示要求移民
学习德语，支持禁止在公众场合
穿戴面纱。

自二战以来，人民党和社会
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政府一
直占据着奥地利政坛的主导地
位。但近年来，政治僵局、经济停
滞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这两
个中心政党的支持者感到疑惑。
许多人认为社会民主党僵化、保
守导致了种种社会弊病。在这样
一个关键时期，在竞选中主张削
减税收和繁文缛节的库尔茨自
然而然吸引了大多数选民，年轻
的新面孔为老牌政党注入新的
活力。

中右翼与极右翼界限模糊

据路透社报道，奥地利大选
表明欧洲中右翼和极右翼党派
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现任
总理克恩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
极右翼自由党的得票数不分伯
仲，这表明在法国和荷兰失利
后，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并没有彻
底衰亡。

尽管库尔茨表示需要等具
体计票结果出炉后再公布组阁
选择方案，但外界普遍猜测库尔
茨带领的人民党会与极右翼自
由党组阁。这样或将鼓励欧洲其
他中间党派采取同样的策略，意
味着欧洲右翼势力抬头，成为主
流政治的新挑战。

据《解放日报》

奥地利大选折射民粹主义风潮

美国在中东下的什么棋？
最近，美国对伊核协议的

态度引发各方关注。虽然最终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像很多人
担心的那样退出协议，但是其
强硬表态依然引人担忧。

中东很“热闹”

最近，在涉及中东的问题
上，美国动作频频。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特朗普拒绝签署伊核协议执行
情况总统确认书。但他没有直
接“ 杀 死 ”该 协 议 ，而 是 把

“球”踢给了国会。在接下来
的 60 天里，美国国会将决定
协议的命运。

对于伊核协议，特朗普的
不满众所周知。他曾多次公开
表态要退出该协议。这一次，特
朗普承认伊朗遵守协议，但强
调美国将继续以制裁手段来向
伊朗施压。这是他今年 1 月上
任以来第三次向国会做此说
明，也被认为是美方最有可能
认定伊朗“违约”进而促使国会
走程序退出伊核协议的一次。

10 月 12 日，美国务院发表
声明称，美将退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随后以色列也宣布追
随美国退出该组织。美国此举
的原因之一还是源于中东。早
在 2011 年，教科文组织批准巴
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国，相当于
变相承认了巴勒斯坦的国家身
份，引发美强烈反对，并随即中
止缴纳会费。今年 5 月，教科文
组织在一份决议中将以色列称
为“占领国”。7 月，巴勒斯坦的
希伯伦老城申报世界遗产成功，
而其位于以色列控制之下。以上
种种均引发美以强烈不满。

此外，10月6日，在沙特国王
萨勒曼访问俄罗斯期间，美国
宣布向沙特出售“萨德”反导系
统。今年5月，尽管特朗普访问
期间与沙特达成了高达1100亿
美元的军售协议，但美国和沙
特当时都没有公布这份空前大

单的具体内容。

美国要什么

自特朗普上台后的中东政
策着力点就是全面限制伊朗，
他在访问沙特期间就明确要求
中东盟友共同针对伊朗。而特
朗普不断提高调门威胁退出协
议，意在向伊朗和国际社会施
压，谋求重新谈判，以达到全面
遏制伊朗的目的。

此外，最近，中东局势的微
妙变化似乎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

10 月 4 日至 7 日，沙特国
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成为第
一位访问俄罗斯的沙特国王。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两国达成
至少 30 亿美元军购协议，其中
S-400 防空导弹订单尤为吸引
眼球。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
来，埃及、约旦、以色列、土耳其
等国先后到访。

有专家指出，这股“亲俄浪
潮”实际反映了美国都无法再
扮演美国盟友所期望的中东秩
序维护者角色。与之相反的，俄
罗斯却强势重返中东，并借助
军事介入叙利亚，一举奠定了
其在中东重要的国家地位。

此次，特朗普想借打压伊
朗拉近与这些传统盟友的关
系，提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由于伊朗与俄罗斯互动
密切，加大对伊朗的“敲打”力
度也可以遏制俄罗斯在中东发
挥影响。

而毗邻中东的欧洲担忧，
一旦协议遭到破坏，伊朗可能
恢复核计划，加剧地区紧张局
势，危及自身安全。

专家指出，一旦美国退出
伊核协议，国际社会将质疑美
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
性，进而质疑美国所强调的全
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同时全
球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也会
遭受极大冲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1100 月月 1155 日日，，在在奥奥地地利利首首都都维维也也纳纳，，奥奥地地利利外外长长、、

人人民民党党主主席席库库尔尔茨茨((中中))来来到到投投票票站站参参加加投投票票。。

昂山素季重申希望
与未停火武装对话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15
日在内比都重申，欢迎尚未签
署停火协议的民族地方武装组
织加入和平进程。

昂山素季在庆祝缅甸全国
停火协议签署两周年仪式上发
表演讲说，全国停火协议为政
治对话敞开大门，而政治对话
将为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新
一届 21 世纪彬龙会议暨联邦
和平大会铺平道路。她表示，
期待会议能取得更多成果，通
过政治途径结束冲突的机会
就在眼前。

自 2013 年 11 月起，缅甸政
府和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举行 9
轮和谈，并于 2015 年 10 月与 8
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签署全国
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
巴两派签和解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2
日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
话，对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赫）与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斯）签署和解协议表示祝贺。

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愿
为巴勒斯坦政府在加沙地带履
行职责提供帮助。他强调了解
决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重
要性，尤其是电力危机以及进
出加沙地带的问题。

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埃及开
罗举行为期两天的谈判，并于
12 日签署和解协议，法塔赫将
于 12 月 1 日前接管由哈马斯
控制的加沙地带。

据新华社

美加州火灾延烧
当局动员囚犯救火

美国加州史上最致命火灾
已导致 38 人罹难和 10 万居民
撤离。风向不断改变，助长猛烈
火灾扩大延烧，14 日又有数千
人被迫撤离家园，由于仍有数
百人失联，罹难人数势必还会
攀升。

报道称，这场加州史上最
致命的火灾发生以来，目前已
确认 38 人罹难，16 处大型火灾
在过去 7 天已焚毁将近 86000
公顷住宅区和林地等，比纽约
市面积还要大，火灾目前已摧
毁 5700 栋建筑物；约 10 万人已
被迫撤离家园，包括旧金山以
北约 80 公里的圣罗沙市(Santa
Rosa)14 日又有 3000 人撤离，以
及邻近索诺马市(Sonoma)又有
250 人撤离。此外，至少有 12 个
纳帕山谷(Napa Valley)酿酒厂
受损或被摧毁，加州葡萄酒业
及相关观光业被重创。

报道称，据悉，目前约 70
架直升机和大型飞机，包括 1
架 747、2 架 DC-10 和十多架
消防飞机，从空中加入灭火行
列，超过一万名消防队员正与
大火搏斗。火场附近，当局动
员监狱囚犯支持消防队员，协
助开辟防火巷或在指挥中心
帮忙准备餐点，但始终有警卫
在旁监视。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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