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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土希对垒 开启地中海新政治博弈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晨
土耳其与希腊紧张
关系加剧。土耳其日前
再次延长勘探船在东地
中海对石油和天然气的
勘探，引发希腊指责。如
何看待土耳其和希腊的
杨晨
言行？对地区局势有何
影响？本期
“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问：土耳其和希腊的最新争端，是
如何产生的？
答： 土耳其和希腊的矛盾与纠纷
由来已久，如爱琴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和难民问题等， 加上历
史上的恩怨，使两国关系反复。时常发
生军事对峙，但好在每次都有惊无险，
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但随着 2009 年之后多国相继在
东地中海发现巨量天然气田， 尤其是
塞浦路斯开始勘探后， 土耳其发现自
己被边缘化，将严重影响其“欧亚能源
走廊”甚至“世界能源贸易中心”目标
的实现。为此，土耳其频繁以武力阻止
东地中海勘探活动，并从 2017 年起派
出钻井船勘探， 以期在东地中海的地
缘和能源博弈中分一杯羹。 从这个意
义上说， 土耳其和希腊的八月之争就
显得是一种必然。
抛开土希之间近一个月的海上博
弈细节，这一轮冲突可追溯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签署的军事合作和海洋权益区域
划界谅解备忘录。 这为土耳其介入东
地中海的专属经济区争端打下了楔
子，也引发了域内和域外大国的担忧。
2020 年 1 月 2 日，希塞以三国签
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协议。 这一
项目始于以色列， 将以色列及塞浦路
斯水域开采的天然气，途经希腊大陆，
通过意大利输送入欧洲。 参与国家将
在 2022 年前达成最终投资决定，预计
将在 2025 年正式通气。 同日，土耳其议会批准
出兵利比亚。
1 月 16 日，埃及、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和巴勒斯坦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
气论坛（EMGF）成立章程，标志其正式成为国
际组织， 而法国和美国获批为该组织永久观察
员。 显然，土耳其被排除在外。 2020 年 3 月，土
耳其开始放任大量难民冲击欧盟的边境希腊和
保加利亚。 2020 年 7 月下旬，土耳其在德国调
停下暂停在东地中海的勘探。 8 月 6 日，希腊与
埃及签署东地中海海上边界协议，26 日与意大
利签署专属经济区协议， 目的就是对冲土耳其
和利比亚签署的协议。由此，土耳其和希腊在东
地中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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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事“秀肌肉” 外交“口水战”
问：土耳其和希腊的言行有何考量？
答：针对东地中海的争端，土希双方首先
在军事上不断“秀肌肉”。8 月 25 日，土耳其和
美国在东地中海进行联合训练， 而希腊也和
塞浦路斯、法国和意大利进行联合军演。 8 月
27 日，土耳其空军拦截了从希腊克里特岛向
塞浦路斯飞行的 6 架 F-16 战机。 8 月 29 日，
土耳其开始在东地中海进行将持续两周的新
军事演习，同时土耳其海军表示从 8 月 29 日
至 9 月 11 日在塞浦路斯岛北部海域进行“射
击演练”，此外将“亚武兹”勘探船在东地中海
的勘探期延长至 9 月 15 日。 希腊则表示希望
向法国尽快采购至少 12 架阵风战机。

双方还在外交上大打“口水战”。 8 月 28
日， 希腊外长在柏林举行的欧盟外长非正式
会议上呼吁欧盟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8 月 30
日是土耳其的胜利日， 为纪念战胜入侵的希
腊军队 98 周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希
腊及其盟友 “那些试图将土耳其排除在东地
中海之外的人和一个世纪前企图入侵土耳其
的人是同一个侵略者，这并非巧合”。 土耳其
外交部长也表态 “如果希腊将爱奥尼亚海领
海扩大到 12 英里的决定在爱琴海予以实施
的话……我们认为此举将可能会引起战争”。
由以上言行可以看出， 土希两国在军事
上的冲突日益加剧，但希腊在不放弃“权益最

3 北约欧盟入局 希土各有仰仗
问：对待土耳其和希腊争端，有关国家态
度并不完全一样。 如何理解？
答： 一个在地中海实力强大但孤立无援
的土耳其， 与一个实力较弱但国际支持众多
的希腊， 如果任何一方都不退让或者缺少一
个强有力的协调者，那么对抗注定无解。由于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但不是欧盟成员国，塞
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但不是北约成员国，而
希腊既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成员国， 因此
从当前来看， 土希之争的解决迫切需要北约
与欧盟的机制协调。 其中土耳其仰仗的是北
约，希腊依赖的是欧盟。
8 月 28 日，欧盟外长峰会讨论对土耳其
制裁的问题，制裁方案将于 9 月 24 日提交给
欧盟理事会。 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会对希腊
表示支持， 一是东地中海油气管道有助于欧
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二是在利比亚问
题上欧盟多国与土耳其立场相反。 三是难民
问题上欧盟仍然与土耳其矛盾不断。 四是欧

盟迫切需要维持在地中海的势力， 压制土耳
其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势头。 五是对土耳其
近年来强势的内政外交政策表示不满。 法国
是此类欧盟国家代表， 频繁派军舰和战机参
加希腊组织的军事演习， 对塞浦路斯予以军
事支援，明确表态要为希腊撑腰。
虽然欧盟在土希之争中一致表态希腊，
但并不代表欧盟内部就是铁板一块。 尤其在
对土制裁上有不同声音： 一是欧洲在难民问
题、叙利亚问题上仍需要土耳其支持。二是欧
洲担心对土耳其施压太大会有助于改善土俄
关系。 三是不少欧盟成员国认为对土过度施
压可能会使土立场更加坚定和强硬。 德国是
此类欧盟国家的代表。 因此 7 月以来不断在
两国之间展开穿梭外交， 默克尔总理对土耳
其也没有太多的批评声音， 不断强调用对话
方式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称土耳其仍是北约
的重要伙伴和盟友。 8 月 28 日，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进行电

4 冲突可能加剧 大战概率不高
问：局势会如何发展？
答： 土希两国在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冲
突，或许能为这一轮危机解决带来一些启示。
比如，关于爱琴海的石油开发。 1987 年，希腊
收回了北爱琴海石油公司， 并在萨索斯岛进
行石油开采，引发土耳其不满并派遣军舰，两
国在北约和美国紧急调解下才避免战争。 其
实，土耳其和希腊在爱琴海屡次缠斗，军机和
军舰相撞也屡见不鲜， 但大多在调解下平息
了争端。
此次冲突仍然有进一步加剧直至擦枪走
火的可能性， 这是由于土希两国目前的调门

仍然比较高，欧洲未能形成统一的立场，而美
国对土耳其的态度也模棱两可。 因此土耳其
可能会继续加大对希腊的施压。但同时，大规
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仍然是个低概率事件，
军事手段对于土希双方的收益都不大， 而土
耳其选择此时激化与希腊的矛盾也有考虑。
从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 德国将会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 当前北约的重要事项是在
白俄罗斯问题上对俄罗斯施压， 而土耳其的
根本目的也只是为了制造抓手促使希腊进行
谈判，这为德国斡旋土希冲突，土耳其借势而
下埋下了伏笔。

?重创，
东地中海旅游业何以复苏？
旅游业一向是东地中海国家的支柱产
业，从希腊到土耳其，再到约旦、埃及，绮丽的
自然风光、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恢宏的国际都
市星罗棋布。但受新冠疫情冲击，这些国家旅
游业均遭受重创，业内期盼加速复苏。
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数据，2018
年希腊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高达 20.6%，就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
四分之一。
2019 年希腊迎来旅游业发展高峰，
到访游客人次达到 3300 万，是希腊全国总人
口的 3 倍，旅游业营收创下 182 亿欧元（约合
217.3 亿美元）新高。旅游业同样也是约旦的
支柱产业。据约旦旅游部门官方数据，2019 年
约旦旅游业收入达 41.1 亿约旦第纳尔 （约合
58 亿美元），占约旦 GDP 的 12.5%，入境游客
超 380 万人次。

疫情暴发之前，土耳其外国游客访问量
每年以 14%左右的速度增长。土耳其官方统
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土耳其接待了 5190 万
游客，同比增长 13.7%，其中外国游客占八
成。2019 年土耳其旅游业收入达 345 亿美元，
较 2018 年增长近 20%，创历史新高。
旅游业产值占埃及 GDP 的比重达到 13%
至 15%，直接或间接创造全国 12%的就业岗
位。数据显示，
2018 年埃及旅游收入达 11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50%，接待游客 1134 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 30%。2019 年埃及接待游客超
1300 万人次，
旅游收入逾 130 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 月发布的报告显
示，受疫情冲击，预计 2020 年全球旅游收入
同比降幅将达 73%；在一些旅游业收入占经
济总量比重较大的国家，今年旅游业收入损

失或将超过本国 GDP 的 2%。
今年上半年欧洲多国采取关闭边界、
停飞
航班等疫情防控措施，这使旅游业陷入停滞。
希腊在 6 月中旬向部分国际游客“重开大门”
，
但收效不如预期。希腊旅游部长哈里斯 ·
塞奥
哈里斯表示，
7 月希腊接待 130 万国际游客，
营
收同比下滑 80%。他此前曾预测，
今年到访希
腊的游客人数可能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
土耳其 3 月起实施旅行禁令，旅游业遭
受重创。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 8 月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7 月，土耳其接待外国游
客 540 万人，
同比下降 78%。
疫情给约旦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据约
旦当地媒体报道，停航等防控措施导致赴约
旦游客人数同比锐减 90%。约旦民航部门统
计，截至今年 4 月底，疫情已使约旦相关旅游

大化”的基础上仍然寻求欧盟对土耳其施压，
而土耳其的根本目的也是希望将希腊拉到谈
判桌上，借此“蚕食”东地中海的各项权益。
从土耳其视角来看，没有签署《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无法擅自改变《洛桑条约》规定的
土希领海边界， 加上北塞浦路斯不被国际社
会所承认， 因此通过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签署的专属经济区协议强行介入东地中海事
务已属不易。 同时希腊与塞浦路斯均为欧盟
成员国，对于土耳其的入盟都有一票否决权，
土耳其在与希腊的争端中是非常孤立无援
的，只能以强硬手段逼迫希腊谈判。
对希腊来说， 在新冠疫情打击下经济更
为脆弱，军事实力上与土耳其差距较大，无法
凭借一己之力制衡土耳其， 但在法理基础上
占优，可寻求欧盟、美国及域内国家的支持。

话交谈， 北约重申希望土希双方通过国际法
与和平对话解决当前危机。
与德、法主导的欧盟相比，美国和俄罗斯
在土希问题上的表态较为模糊。此次，美国既
与土耳其进行军事训练， 也与希腊进行联合
军演，特朗普总统也分别同两国领导人通话，
希望双方进行和平对话。实际上，美国在东地
中海的问题上是明确支持希腊的。2019 年 12
月，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关于制裁“北溪-2”与
“土耳其溪”项目的文件。 同月，美国通过了
《东地中海安全与能源伙伴关系法》，将希腊、
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置于美国在东地中海地区
新战略的核心。尽管土美之间在叙利亚问题、
库尔德问题、S-400 导弹等问题上矛盾不断，
但美国也无法承受失去土耳其的巨大代价。
与此相反， 俄罗斯虽然在利比亚问题上
与土耳其站在对立面上，但是希腊、以色列主
导的东地中海油气管道工程是对“土耳其流”
天然气管道的替代。一旦建成，土俄两国在对
欧能源问题上将会出局， 对此俄罗斯也心知
肚明， 哪怕希俄两国拥有共同的东正教文化
联系，也无法替代利益的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 土耳其的海洋战略近两
年发生了重要变化， 土耳其海军前海军上将
杰姆·居尔德尼兹于 2006 年提出的扩张性海
洋理念 “蓝色家园”已经被土耳其政府所采
纳，其明显力证是 2019 年 3 月土耳其举办的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就是以该理念
命名。 该理念主张土耳其海洋领土有 462000
平方公里，比 783000 平方公里陆地领土的一
半还要多， 其中在爱琴海的海洋管辖权为
89000 平方公里， 地中海为 189000 平方公
里， 这一诉求大大超出了土耳其现有水域面
积。
可见， 未来的土耳其海军在东地中海一
定会更加横冲直撞， 土希之间的争斗将会使
东地中海成为新一波欧亚地缘政治的焦点。

收入损失达 5 亿美元，影响境内 2 万多个就
业岗位。
埃及旅游业曾因疫情几乎完全停摆。自 3
月起，埃及政府采取宵禁、关闭海滩和酒店、
暂停所有国际航班等措施，旅游业因此蒙受
巨额损失。埃及规划部预计，本财年旅游收入
将减少 50 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2020 年全球旅游
服务贸易平衡的关键在于旅游业复苏的进程，
但疫情之下，
行业复苏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约旦旅游指南协会主席拉伊德 ·
阿布德
勒哈格表示，短期内疫情对旅游业的负面影
响很难消除。约旦目前正通过开发特色休闲
旅游项目，发展境内旅游以缓解疫情冲击。
目前，埃及景区、酒店和休闲娱乐场所仍
无法满负荷运营，在吉萨金字塔景区等埃及
著名旅游景点，游客人数寥寥。业内人士坦
言，目前埃及旅游业的复苏表现不理想，判断
行业何时能够恢复“为时尚早”。
闫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