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月月1515日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日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
一周年纪念日一周年纪念日。。深夜时分深夜时分，，首都安卡首都安卡
拉数万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前拉数万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前，，或高或高
举国旗举国旗，，或手持遇难者遗像或手持遇难者遗像，，纪念一纪念一
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未遂政变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未遂政变，，悼念悼念
遇难者遇难者。。

一年前的夏夜一年前的夏夜，，少数军官发动军少数军官发动军
事政变事政变，，战机呼啸战机呼啸，，坦克穿城坦克穿城，，近近
250250人在冲突中丧生人在冲突中丧生。。虽然政变在短虽然政变在短
短数小时内即被粉碎短数小时内即被粉碎，，但这次短命政但这次短命政
变对土耳其内政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变对土耳其内政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
影响影响。。

15 日是土耳其未遂
军事政变一周年。土总统
埃尔多安与总理耶尔德勒
姆当晚出席了在伊斯坦布
尔博斯普鲁斯大桥（又名

“七一五烈士桥”） 上举
行的盛大集会，纪念事件
中的遇难者。

在当晚的纪念活动
中，集会区域竖起250根
灯柱，埃尔多安和耶尔德
勒姆与遇难者亲属在博斯
普鲁斯大桥上举行了“民
族团结游行”。

埃尔多安表示，恐怖组
织仍会继续对土耳其搞破
坏，土方“非常清楚”谁在
背后进行支持。他重申，如
果议会通过恢复死刑的相关
法案，他将予以签署。

去年7月15日夜，博
斯普鲁斯大桥上首先爆发
市民和政变军人之间的冲
突 ， 先 后 导 致 36 人 丧
生，整个政变则造成近

250人丧生。为纪念在未
遂军事政变中丧生的平
民，博斯普鲁斯大桥被命
名为“七一五烈士桥”。
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埃
尔多安等提出恢复死刑问
题，而欧盟则将恢复死刑
作为土耳其入盟不能触碰
的一条“红线”。

土政府指责居住在美
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居伦
是政变主谋，一再要求美
方将其引渡回土耳其，并
将其领导的“居伦运动”
列为恐怖组织。

据报道，迄今为止，
在土全国进行的肃清行动
中，约 11万人被开除公
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
警、司法、情报、政府部
门和学校。目前与未遂政
变相关的调查和整肃行动
仍在继续。土政府宣布，
除非土耳其恢复安宁，否
则不会取消紧急状态。

土耳其集会纪念遇难者

动态

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
立即启动紧急状态并延续至
今。持续一年的紧急状态为当
局控制政局和强化总统权力提
供了法律上的便利。

一年来，在总统埃尔多安
的铁腕推进下，土耳其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大规模肃清反政府
势力的行动。迄今为止，已有5
万多人被捕，超过11万人被开
除公职，这些人大多来自军警
部队、司法、情报等政府部门

以及学校。目前，与未遂政变
相关的调查和整肃行动仍在继
续。

埃尔多安采取一系列措施
改革、重组军队，包括将隶属
于总理府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和国家情报局改归总统府直接
管辖，关闭位于主要城市中心
的军事基地。经过整顿，军队
被进一步削权，埃尔多安对重
要军事和情报机构的掌控得到
强化。

今年4月，修宪案在公投中
获得通过，为总统在国家权力体
系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法律保
障。根据修宪方案，在2019年总
统和议会选举后，土耳其共和国
政体将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总
理职位将被废除。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
埃尔多安一直在寻求扩大总统
权力，未遂政变加快了修宪进
程，削弱了军方权力，巩固了
埃尔多安的地位。

总统权力加强

伴随着高歌猛进的修宪和
整肃行动，土耳其政坛矛盾趋
于尖锐，国内也出现了规模达
上百万人的街头运动。

今年6月15日至7月9日，
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
发起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

“正义游行”，抗议该党一名议
员因泄密罪被判刑。共和人民
党主席克勒奇达若奥卢呼吁当
局解除紧急状态，把权力归还
议会，释放被关押者。当游行
队伍7月 9日到达伊斯坦布尔
时，100多万民众参加集会声援

共和人民党。
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表

明，土耳其不同社会阶层、不同
政治派别、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
矛盾在政变后有进一步激化的
趋势。土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
修补社会裂痕，化解民众不满。

社会矛盾加剧

一年来，土耳其在与西方国
家矛盾加深的同时，加快了向俄
罗斯靠拢的步伐，显示出自主务
实、多元平衡的外交倾向，其地缘
政治外交布局正在发生重大调
整。

未遂政变后，土政府的大规
模整肃行动引发了欧盟和美国
舆论的严厉批评。欧洲一些国
家领导人公开表示，担心埃尔多
安在民主方面“开倒车”。土方
则指责西方盟友对其缺乏起码
的政治支持。双方关系急剧降
温。

2016年11月，欧洲议会通
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要求欧盟
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暂时冻结
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并称土耳
其在未遂政变后采取了“不相称
的镇压手段”。今年7月6日，欧

洲议会再次通过动议，称如果土
耳其开始修宪，应立即暂停土耳
其入盟谈判。

近来，奥地利、德国还设置
障碍，禁止土耳其官员入境参加
当地土侨民纪念未遂政变一周
年的活动，令土方深为不满。

土耳其政府认定，居住在
美国的土宗教人士居伦是未遂
政变的幕后主谋。而美国政府
一再拒绝引渡居伦，令两国战
略互信受到严重损害，土美关
系面临考验。

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矛盾上
升，埃尔多安强化了外交政策的
独立自主倾向，特别是加快了与
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进程。

早在未遂政变前的2016年
6月，埃尔多安就已为2015年
11月土军方击落俄战机事件向

俄方道歉，双方关系开始回暖。
政变被挫败后，俄总统普京致电
埃尔多安，表示希望土耳其尽快
恢复稳定。普京成为政变后第
一个与埃尔多安通电话的外国
领导人。此后，土俄频繁互动，
就尽快恢复双边关系采取了一
系列积极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未遂政变
加速了土俄关系修复进程，使
两国战略互信得以恢复，双方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也在加
深。土耳其最近还宣布，决定
从俄方采购S－400防空导弹
系统，正在商谈相关贷款事
宜。如该协议顺利签署，土耳
其将成为第一个购买俄罗斯防
空导弹系统的北约成员国。

与西方关系降温

影响

77月月1515日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名男子参加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集会一名男子参加未遂军事政变一周年集会。。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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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政变未遂政变
一周年一周年
土耳其内政外交剧变土耳其内政外交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