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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
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进程与影响
魏 敏
【内容提要】2017年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启动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型，这是土耳其历
史上又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在转型过程中，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充分发挥选举制
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利用其在长达十余年的执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民意基
础，从2014年总统直选、2017年修宪公投取得成功到2018年总统制下首次总统选举胜出，通过
渐进方式较为顺利地实现了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此次变革强化了总统权力,使得正发党与民
族主义行动建立的“人民联盟”赢得执政权，政府权威得以重塑，同时也为埃尔多安总统实
现再次连任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政治转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土耳其政治发展中国内政治
分裂、政治波动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历史痼疾，也将对土耳其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
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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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修宪公投开始，土耳其就启动了由
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转型，其本质是埃尔多安政府为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改革的政治根源
在土耳其政治体制中，宪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

应对政治危机和巩固执政地位而进行的一场重大政

基础。土耳其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是从修宪开始，

治体制变革。此次变革解决了土耳其议会制政治体

并且以选举制度确保和提高政治制度变革的合法

制框架中总统处于弱势地位、总统与总理二元政治

性。土耳其历史上先后有四部宪法，分别是奥斯曼

等体制问题，强化了总统权力。在转型过程中，正

帝国晚期的 1876 年《宪法》
、共和国成立不久诞生

发党充分发挥选举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优势，利

的 1924 年《宪法》、1961 年《宪法》和 1982 年《宪

用其在长达十余年执政过程中积累的政治经济资源

法》
，并且还有数目众多的《宪法》修正案。如果

和民意基础，从 2014 年总统直选、2017 年修宪公

说 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是此次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投取得成功到 2018 年总统制下首次选举中胜出，

政治变革导火索的话，那么，土耳其政党政治中的

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实践，实现了土耳其历史上又一

政治分裂、政治波动和政治两极分化 “三大痼疾”，

次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然而，虽然此次变革进展

则是引发土耳其政治变革的根源。[1]

顺利，但并没有解决国内政治分裂、民族主义和政

一、土耳其政治制度的历史痼疾

治对抗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土耳其政治、经济、社

19 世纪晚期以来，土耳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

会和外交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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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后议会共和制的多次转型，也经历了独裁政

俗政治和保守的伊斯兰势力间寻找平衡，不仅积极

府让路给民主政府与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这在发

推动土耳其政治改革和加入欧盟，而且也相继出台

[2]

然而，土耳其在建立共

了一系列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政策法规，放宽在

和国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分裂、政

社会生活领域对伊斯兰教的限制。2016 年，时任

治波动和政治两极分化三方面问题的困扰。

议长卡赫拉曼甚至公开表示 , 土耳其的新宪法应该

展中国家是颇为罕见的。

一是政治分裂导致土耳其多次发生军事政变。

放弃对世俗主义的提法，变为宗教性的宪法。[5] 虽

自共和国成立后，三次军事政变打断了土耳其政治

然卡赫拉曼在第二天就改口称“自己只是表达对新

发展的进程，其中 1960 年和 1980 年两次军事政变，

宪法的个人观点”
，
“世俗主义必须在新宪法中有明

军政府完全取代了民选政府并颁布了新的共和国宪

确定义和表述”
，但其言论不仅受到反对党共和人

法。1960 年军事政变之后，
军政府颁布的新《宪法》

民党的强烈谴责，而且在正发党内部也引发争议，

确立了无门槛限制的选举制度并鼓励自由主义和民

成为世俗派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又一次政治较量。

主化。[3]1980 年军事政变后，军政府解散大国民议
会，取缔了所有的政党，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

二、正发党日益增强的执政地位为总统制转
型打下了良好基础

颁布新《宪法》
。1997 年土耳其军人又以所谓的“后

进入 21 世纪后，土耳其的党派竞争逐步趋于

现代政变”的方式迫使联合政府辞职，并取缔了福

稳定，20 世纪 90 年代那种只能通过联盟形式组成

利党。

[4]

由此可见，军事政变是土耳其政治稳定和

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联合政府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6] 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 2001 年的严重经济危

二是选举制度增强了土耳其的政治波动。随着

机，正发党走上土耳其政坛之时，恰逢世界经济从

1961 年《宪法》的颁布，土耳其结束了两党制并

复苏走向繁荣的新一轮周期的开始。此外，起始于

且进入意识形态多样化时期，一些拥有极端意识形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结构调整也为正发党发展经济、

态的小党派也进入了议会。这种局面不仅加剧了政

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在

治分裂和政治波动，而且严重阻碍了土耳其民主化

2002 年 选 举 中， 正 发 党 虽 然 只 获 得 34% 的 选 票，

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选举制度也推动了

但由于仅有 2 个政党超过 10% 议会门槛，所以正

多党制的成熟与发展。到 20 世纪末土耳其已经从

发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控制权。[7] 随后，正

一党主导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为竞争性的多党制，

发党又在 2007 年和 2011 年选举中胜出，连续三次

在大国民议会中许多政党都有代表，并形成了少数

获得独立执政地位，并在执政的前十年取得了重大

几个主要政党主导议会的政治局面。

经济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2 年的 2500 亿美元

三是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冷战后，意

增 长 到 了 2014 年 的 8000 亿 美 元。2003—2008 年

识形态领域左与右的争论在土耳其逐渐淡化，伊斯

间实现了 GDP 年均增长 7.3% 的历史最高水平。人

兰势力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

均国民收入增加了３倍，达到 10500 美元，并于

盾。正发党执政后，世俗派精英对埃尔多安及其政

2013 年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贷款。[8]

党代表的新保守阶层非常不满，正发党也一直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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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重要变化，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并对政党政治

政府随后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并 7 次延长国

产生新的影响。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正发党顺

家紧急状态直至 2018 年 7 月，在提前大选结束后

应潮流，提出了“保守民主”的执政纲领，将自己

才予以解除。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正发党通过

重新调整并塑造为一个现代化的主流政党而非伊斯

议会投票表决修改相关宪法条例，并改革军队系

兰政党，[9] 在政治制度上推行民主化进程，在外交

统的法令，边缘化其政治竞争对手，加速了对土

上坚持亲西方的政策，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在经济

耳其《宪法》和政治制度由议会制向总统制变革

政策上主张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改革，在社会政策上

的准备和步伐。

实行保守主义，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右力量、保守主
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贫民和中产阶级以及库尔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

德民众的大联盟，而且成为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内

渐进式推进

都有影响力的执政党。[10] 在执政的前 10 年，正发

宪法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也是

党凭借出色的经济成就和埃尔多安本人的政治影响

土耳其历次政治变革的基础。每一次土耳其《宪法》

力，不断巩固执政地位，为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

的更新都是其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里程碑。伴随着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的崛起，土耳其通过数次宪

三、未遂军事政变——政治体制转型的催化剂

法修正案和全民公投，最终成功实现了渐进式政治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

变革。

政变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发动，其中包括
前空军总司令奥兹土克，主要冲突发生在安卡拉和
伊斯坦布尔两地，造成 240 多名土耳其公民丧生，

一、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的崛起及其渐进
式政治变革
埃尔多安出身贫寒，早年是职业足球运动员，

超过 2000 人受伤。[11] 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对军队

后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经贸学院。1994 年 3 月当

系统实行改革，主要措施包括 ：军方最高权力机构

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开始在土耳其政坛崭露头角。

陆海空三军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由国防部直接领导 ；

1998 年，埃尔多安因宣扬极端宗教思想、发表煽

国家情报局划归总统府直接管辖 ；其他机构也划分

动宗教仇恨言论被判监禁 10 个月，并且 5 年内不

给不同的文官政府部门监管 ；内阁副总理以及外交

许从政。2001 年８月，曾任美德党伊斯坦布尔党

部长、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将参加每年举行的最高

部主席的埃尔多安与党内革新派共同创建正发党并

军事委员会会议。此次改革强化了文官政府对军队

任主席。2002 年 11 月正发党首次赢得议会选举，

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土耳其军方的实力。

随即着手修改宪法条款，规定只有被判处 1 年或以

政变后，政府开始对军队、司法、教育和其

上监禁的公民不可从政，[13] 从而推翻了限制埃尔多

他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肃清，约 7.7 万人遭逮捕，

安从政的判决。2003 年３月，时任土耳其总统塞

约 15 万名公务员和军人遭停职或开除（其中约有

泽尔任命埃尔多安为总理并授权其组阁。

1.5 万名军人，包括 150 名将军级官员）。[12] 同时，
土耳其议会授予政府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

2002—2007 年，正发党着手建立更为广泛的
政治机制，强调社会包容性，主张政治和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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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尔德人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努力防范军事政
[14]

变，并通过司法程序抵制宗教保守思想的影响。

展的里程碑，表明在向着民主与法治方向前进的道
路上，土耳其已跨过了一道历史性门槛。

与此同时，正发党通过修宪和全民公投，逐步推进

2010 年 5 月，埃尔多安政府向议会提出修宪。

对土耳其现实政治的变革并且确保了变革的合法性

此次修宪包含 26 项内容，涉及宪法法院、高等法

（见表 1）。埃尔多安认为，民主的合法性是从投票

官和检察官理事会的人事变动以及两者成员的选举

箱开始的，2007 年 5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以 361

方式，同时还限制了军方的部分权力，允许民事法

票赞成的结果再次通过关于直选总统的宪法修正

庭审判涉案现役军人，削减军事法庭权力，废除庇

案，取消总统由议会选出、任期 7 年、不能连任的

护 1980 年军事政变领导人的条款。此次修宪是对

规定。7 月，正发党再次赢得大选，埃尔多安连任

1980 年《宪法》的一次大调整，从法理上弱化了

总理。10 月，
全民就总统直选宪法修正案进行公投，

军方和最高法院这两支捍卫土耳其世俗主义的重要

获得通过。正发党认为，此次公投是土耳其民主发

力量。2011 年６月，正发党连续第三次赢得议会选
举。
修宪公投成功、埃尔多安连任总理、正发党连

表 1 正发党政治改革进程一览表
时间

重要事件

政治改革主要内容

3 月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
3 个月后，他被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
1994 年
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
判处 10 个月监禁，5 年内不许从政。
2001 年

2003 年

会上正式发布了《正发党 2023 政治愿景》
，阐释了
到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土耳其在政治、经济、
宪法修正案推翻了
限制埃尔多安从政
的判决。

民族、法律、文化、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预期取得的
成就，该文件成为正发党执政理念的行动纲领和执
政目标。

3 月 11 日，塞泽尔总统任命埃尔多
安为总理并授权组阁。

5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关于直
选总统的宪法修正案。7 月，正发党
2007 年 再次赢得大选。10 月，土耳其就总
统直选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投并获
得通过。

执政信心，同时也增强了时任总理埃尔多安的政治
抱负。2012 年 9 月 30 日，正发党在第四次代表大

8 月，埃尔多安与美德党改革派创建
正发党并任主席。

2002 年 11 月，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

续赢得大选胜利，这些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正发党的

2014 年 8 月 10 日土耳其成功实现了总统直选。
宪法修正案将现行
的议会选举总统制
改为全民直选 ；总
统任期由 7 年降至
5 年，可以连任一
届。

投票当天， 5300 多万选民在全国各地参与了投票，
正发党主席埃尔多安得票率为 51.79%，成为土耳
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15] 当选后的埃尔多安表

5 月，政府提出宪法修正案。9 月 12 日， 修宪内容达 26 项，
2010 年 修正案在全民公投中以 58％的得票 削弱了军权和司法
率获得通过。
独立权。

示，因为议会制下的总统一职更多是个形式，希望

6 月，正发党连续第三次赢得大选，
2011 年
埃尔多安连任总理。

变为总统制国家。[16]2015 年 6 月，正发党在议会选

埃尔多安明确提出
正发党主席埃尔多安在 8 月 10 日举
将通过修宪扩大总
2014 年 行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胜出，成为土耳
统职权，将土耳其
其第一位民选总统。
变为总统制国家。

资料来源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作者整理并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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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修宪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把土耳其由议会制

举中失去绝对多数，无法独立组阁。此后，由于正
发党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失败，土耳其
于 11 月 1 日再次举行议会选举，此次选举中正发
党获得 550 个议席中的 316 个，实现独立组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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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了埃尔多安所希望的政治改革。

二、历史性转折——2017年土耳其全民修宪
公投

续担任政党主席。第三，议会职能被重新界定，总
统将由选民直接选出，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不是之
前的对议会负责，议会基本失去监督或弹劾总统的

1876 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第一部《宪法》
，确立

权力。此外，议会审查内阁和政府部长工作的职能

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实现了由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

也被废除。第四，修宪后总统可连选连任一次，修

的转型，成立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

宪前的任期不计算在内。依照修宪内容，埃尔多安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夕，大国民议会于 1921 年通

虽然已经当了 11 年总理、5 年总统，但还可以继续

过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基本组织法》
，确立了议

再干 10 年——直到 2029 年，届时他将创下在土耳

会共和制的雏形。1923 年 10 月，土耳其共和国成

其执政 26 年的历史纪录。

立。1924 年 4 月，土耳其共和国在《基本组织法》
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宪法》
，宣布延用议会制政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影响

治体制框架。但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凭借个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人魅力和政治威望、借助共和人民党控制政府和议

土耳其政治体制转变后的又一次重要的、较为成功

会，逐步建立了威权政治体制。[17]

的政治改革实践。这场渐进式的政治变革，虽有偶

埃尔多安于 2014 年８月当选总统后，由于其

发因素——未遂军事政变的助力，但纵观整个政治

个人政治威望日盛，土耳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

改革进程，从总统直选、修宪公投取得成功到总统

了总统制雏形。2017 年 1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制下首次总统选举顺利举行，每一次改革进程的推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实行总统制在内的宪法

进，无疑都是土耳其推行普选制度后民意的直接反

修正案，根据第二轮投票结果，在出席议会的 488

映。此次转型对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影

名 议 员 中，339 人 投 支 持 票，142 人 投 反 对 票，5

响深远。

人投弃权票，另有 2 票被认定无效。因支持票超过

一、政治影响

议席总数 550 票的五分之三，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

总统制转型完成后，埃尔多安既是政府首脑

但是，由于支持票未达到修正案可直接生效所需的

也是国家元首，对行政部门拥有绝对领导权。强政

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仍需通过全民公投决定

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被认为是一个秩序良好社会

该修正案是否生效。[18]4 月 16 日，宪法修正案在全

的三个构成要素，而在三者排序中，强政府居于首

民公投中获得通过，意味着土耳其开始了由议会制

位。一国在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后，应先建立强势

向总统制的正式过渡。

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就进

此次宪法修正案共有 18 条内容，概括起来主

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会遭受失败。[19] 总统制在

要有 ：第一，土耳其政治体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

国家层面强化了总统职权，为土耳其的政治稳定提

制，从宪法上赋予总统实权。土耳其将设两名副总

供了制度保障。一是在军事机制设计层面，军事委

统，总统可直接任免副总统和政府部长，废除总理

员会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直接向总统汇

职位。第二，总统将不再受政党中立限制，可以继

报，将军方置于总统的控制之下，削弱了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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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即军方凭借发动军事政变

外部冲击的频次、降低金融和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

掌控政权改变国家政治方向。二是在政党政治层面，

但是监管过于严格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可能对土

虽然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与最大反对党共和人

耳其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民党代表的世俗主义的争斗将会常态化，但正发党

三、 社会影响

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将作为土耳其政坛的

土耳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格局主要分

一支主要力量长期存在。三是在政治领袖个人层面，

为由官僚、军官、城市知识分子及工商界人士构成

总统制下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威望和魅力得到进一

的精英阶层和由城市贫民及广大的农村自耕农构成

步提升，强化了土耳其威权政治体系，有助于提高

的市民阶层。在精英阶层，世俗主义的代表、长期

政府决策机制的效率。

在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官阶层占据主导地

二、经济影响

位，并且不信任代表政党利益的政治精英。但在正

随着总统制的确立，正发党政府将改变过往

发党执政后，这一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格局逐渐被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逐步

改变，军官阶层的力量不断被削弱，以安那托利亚

加大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一方面，正发党政府通过

地区中小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层逐渐兴起并

发布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快工业化步伐，进

成为正发党的主要支持者。

一步提升土耳其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然而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并没有为正发党带

2018 年土耳其政府的首个施政方案“百日行动计

来更多的支持者，相反，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迟

划”就提出了加速产业发展和扩大产品出口的目标，

滞，特别是 2018 年“里拉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

并把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四个国家列为土

使得大量原本支持正发党的中产阶层生活困难，他

耳其产品出口的优先市场。在首个“百日行动计划”

们对正发党心生不满，开始倒向共和人民党。2019

基本完成后，土耳其政府又出台了第二个“百日

年 3 月，在政治转型完成后的第一次市政选举中，

行动计划”和《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3 年）
》
，

代表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赢得包括伊斯坦布尔、

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对实体部门的投资，加强

伊兹密尔、安卡拉、安塔利亚、阿达纳等多个具有

基础设施建设并提振经济，力争到 2023 年共和国

重要意义的城市的市长职位。这意味着土耳其中产

成立 100 周年时，使土耳其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阶层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够影响到转

行列。另一方面，正发党政府将加强对财政和金融

型完成后的政治发展走向，并将在政治领域发挥越

体系的管控。2018 年 8 月发生的“里拉危机”
，固

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交恶的外在因素，但也与土

四、外交影响

耳其完全开放的金融体系不无关系。政治转型完成

政治转型完成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将更趋灵

后，埃尔多安亲自担任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公司

活务实，力求充分发挥地缘政治优势，实现国家利

总裁，并任命自己的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担

益最大化。在大国关系层面，土耳其将在独立自主

任国库和财政部部长一职，加强了对财政和金融系

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注重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之

统的管控。虽然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减少经济遭受

间关系的平衡，充分发挥其“平衡者”的外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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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关系层面，土耳其将继续角逐区域领导地
位，
努力树立地区大国形象。2017 年卡塔尔危机后，
土耳其积极介入并与卡塔尔建立战略联盟，分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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