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ga
ngq
ua
nzh
u下
载
使
用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战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１９７４ 年

塞浦路斯战争

朱泉钢◎

《土耳其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总第 １ 期）， 第 ６３ ～ ７７ 页。

【内容提要】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 军队在政治发展、 经济事务和

安全议题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既有研究对土耳其军队在安全事务，

尤其是战争中的作用关注不够。 本文详细分析了土耳其军队在 １９７４ 年塞

浦路斯战争中的表现， 探讨了军政关系对战争决策、 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

的影响。 相较于文官政府， 土耳其军队在战争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 但军

方与文官政府保持着良性的战略沟通与协作， 这导致土耳其在战争中大获

全胜。 本研究既能加深人们对土耳其军政关系问题的认识， 又能深化对军

政关系与战争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

【关 键 词】 　 土耳其　 军政关系　 军政协调　 塞浦路斯战争

【作者介绍】 　 朱泉钢　 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和和国际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 土耳其军队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极其重大，

军队的作用遍及政治发展、 经济事务和安全议题。 军队两次成功地直接发

动军事政变， 并两次间接导致政权更迭。 长期以来， 大多数关于土耳其军

队的研究聚焦于土耳其军队持续的政治干预和近年来军队在政治中作用的

下降， 例如解释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原因， 探讨土耳其军队干政的方式， 评

析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影响等。 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土耳其军队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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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问题。① 事实上， 土耳其军队除了影响政治发展和经济事务之外，

还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安全战略制定和安全政策执行。 然而， 学界对土耳

其军队在外交政策和安全议题中的作用关注有限。② 一些研究可能涉及土

耳其军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作用， 或者探讨军方在有关对外关系和国

家安全中的偏好，③ 但是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土耳其军队在国家安全政

策制定， 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作用。

土耳其军队虽然与国内的库尔德武装时常发生暴力冲突， 但直接参与

的对外战争并不多。 除了出于加入西方阵营的考虑， 派军参与朝鲜战争之

外， １９７４ 年土耳其发动塞浦路斯战争是观察军队在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案

例。 塞浦路斯战争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 一方面， 它不仅深刻变更

了希腊、 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国家发展进程， 而且改变了东地中海地区和

中东地区的权力分配格局； 另一方面， 它还对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 美苏

全球争霸的态势等造成重大影响。 关于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危机问题的既有

研究， 主要关注英国、 美国、 塞浦路斯、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多方外交博

弈， 以及英国和美国国内的决策过程。④ 但是， 对希腊、 塞浦路斯和土耳

其的国内决策过程关注不足， 对于土耳其军政关系影响战争的问题更是罕

有研究。

本文主要对土耳其军队在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的作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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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战争

分析土耳其军政关系对塞浦路斯战争进程的影响， 增加我们对军政关系影

响安全事务的理解。

一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 １９７４ 年安全决策程序

由于军队在土耳其国家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它在安全事务决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 一方面， 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决

策模式不同。 在欧美国家中， 军队在安全事务中主要承担咨询建议文官领

导、 贯彻执行文官决策的职能。 另一方面， 土耳其也不同于大多数阿拉伯

国家的军人政权。 在阿拉伯军政府中， 军队往往将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置

于国家利益之上， 土耳其军队不仅将自己视为超党派的象征， 而且在实践

中也努力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通常来说， 军队影响安全政策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军队与

政府的实力对比与权限分配状况， 二是军队与政府在相关议题上的政策分

歧程度。① 在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 土耳其军队在决策中作用重大，

并且深刻影响着危机的进展。 这一方面是因为军队在安全决策中的优先地

位， 另一方面是由于军队与政府在此议题上的偏好接近。

（一） 土耳其军队在决策中的优先地位

长期以来， 土耳其军方深受 “色佛尔症候”② 的困扰， 因而极为关注

国家安全。③ 军队总是怀疑文官政府的能力和意图， 尤其是在安全议题方

面。 军方认为， 不能将关键的安全和外交政策议题托付给不可信的文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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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泉钢： 《埃及军政分歧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军事政治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辑， 第 ３８ 页。
色佛尔症候： 一战之后的 １９２０ 年， 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以瓜分、 削弱奥斯曼帝国

领土及国力为主要内容的 《色佛尔条约》。 《色佛尔条约》 被土耳其人视为由于国力弱小

而被列强欺侮的 “创伤记忆”， 并被凯末尔代表的军方发展为带有隐喻意义的 “色佛尔症

候”， 即软弱的土耳其是无法维护自身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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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 因为后者往往更加在意各自的党派和小团体利益， 以及政治家个人

的利益， 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作为关涉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议

题理应交给军队， 因为军队是超越于日常政治事务之上的国家机构， 是国

家利益更为忠实的代表。① 因此， 军方坚持认为， 国家安全议题应当超越

政治利益， 军队应当积极界定国家安全概念， 参与国家安全决策， 确保国

家安全。

１９７４ 年组建的土耳其联合政府相对碎片化， 不能对军队形成有力制

衡。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土耳其军队建立军人政权。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 军方归还国

家权力， 同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 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

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获得了 ４５０ 席中的 １８５ 席， 虽然获得 １ ／ ３ 的议

席， 但是离多数席位还差 ４１ 席。 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获得 １４９ 席， 埃

尔巴坎的民族拯救党获得 ４８ 席。 显然， 组建联合政府在所难免。 事实上，

军方更加偏好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 这样将使政府稳定。 然

而， 军方的期待最终落空。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土耳其成立了共和人民党

和民族拯救党联合政府。 在新内阁中， 埃杰维特出任总理， 埃尔巴坎出任

副总理， ２３ 个内阁职位中， 共和人民党占 １７ 个， 民族拯救党占 ６ 个。②

这届政府显然充满着政治机会主义， 联合组阁的两党意识形态差异显著，

共和人民党是世俗主义政党， 而民族拯救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 这种机会

主义的组阁模式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 因而无法对军队形成有效制衡。

在有关国家安全决策议题的制度安排中， 军队具有优势地位。 第一，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简称国安委） 中， 军方居于主导地位。 １９６０ 年军事

政变， １９６１ 年颁布新宪法， 其中第 １１１ 条规定建立国安委。 该机构有 １０

名成员， 他们是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总统 （大多具有军方背景）、 总理、 总

参谋长、 国防部长、 内务部长和外交事务部长， 陆军总司令、 空军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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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海军总司令以及宪兵总司令，① 显然， 具有军队背景的成员占有多

数。 该机构起初的职能是向部长委员会表达看法， 并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提

供必要的基本指导。 此外， 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前， 内阁有义务向国安委进

行咨询。 １９７１ 年之后， 其作用转变为向部长委员会提供建议。

第二， 军队通过与其他国家官僚机构的日常沟通， 影响国家安全决

策。 建国以来， 土耳其国家机构的多数精英坚守凯末尔制定的国家发展目

标， 即成为一个现代的、 西方的、 欧洲的国家。 虽然国安委设定了国家外

交政策的战略方向， 并且在诸如敏感的库尔德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上负有

直接的执行责任， 但是外交部在日常的外交政策事件中具有高度的自主

性。② 外交部人员与军队同僚相互协作， 双方交换情报， 彼此磋商， 以至

于许多差别在相关文件提交给政府高层之前就得到了解决。

军队能够借助在社会中的大众支持， 获得对政府的相对优势。 军队的

良好形象来自土耳其特殊的历史、 社会和文化背景， 土耳其社会中主导的

价值和态度强调军队的作用， 并且将军队视为土耳其民族的核心要件之

一。③ 因此， 军官能够借助社会尊荣， 通过公开的批评、 警告和抱怨某些

国家政策和相关议题， 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制定和执行。

（二） 土耳其军队与政府偏好接近

土耳其军队素来将自己视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 当面临塞浦

路斯可能被希腊兼并， 以及塞浦路斯土族处于巨大威胁的状况下， 土军势

必持强硬立场。 在文官政府方面， 土耳其政治领导人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

义立场， 同时作为民选政府面临强大的国内社会压力， 使其在塞浦路斯问

题上也持强硬立场。 因而， 军队与政府的偏好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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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ｐ ５７ － ５９
Ｍｅｔｉｎ Ｈｅ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ｙｌｉｎ Ｇüｎｅ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４，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０， ｐ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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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军方将塞浦路斯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国家， 塞浦路斯危机

可能带来的战略损失刺激军队持强硬的军事干预立场。 对于塞浦路斯议

题， 军方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便一直极为重视。 军方认为， 土耳其的西

部和南部岛屿不能被同一大国占领， 尤其是不能被一个敌对的国家， 例如

希腊占领， 因为这样将使军队面临两线作战压力。 早在 ６０ 年代， 美国前

国务卿艾奇逊和土耳其进行谈判的时候， 就发现土耳其的谈判代表总是包

括大量的军事专家和军官， 他们一直强调土耳其需要在塞浦路斯获得一定

的战略纵深进行军事防御。①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塞浦路斯突然爆发推翻马

卡里奥斯政府的军事政变， 塞浦路斯的土族领导和土耳其政府颇为震惊，

因为这意味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权力分配将发生剧变， 土耳其和塞浦路

斯土族的地位将急剧下降， 而希腊和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地位将迅速上

升。② 军方认为， 该政变背后隐藏着希腊试图合并塞浦路斯的阴谋， 这是

土耳其军方万万不能接受的， 因而， 军队坚决要求对这一问题做出强硬

回应。

埃杰维特和埃尔巴坎虽然在教俗关系方面南辕北辙， 但是两人都是具

有高度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家。 作为世俗主义的政治领导人， 埃杰维特长

期批评西方不公平地对待土耳其， 他认为， 土耳其在北约中承担的负担过

重， 并且过分依赖美国。 两人在塞浦路斯、 巴勒斯坦、 加入欧洲和与美国

关系等议题上， 都秉持高度的民族主义观点。 他们认为， 土耳其应当发展

独立的民族工业和国防体系； 国家应当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努力与邻国

构建符合土耳其利益的关系， 而不是仅仅考虑北约利益， 应当与邻国发展

良好关系。③ 最终， 两位政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了政府对于塞浦

路斯议题的强硬态度。

８６

①

②
③

Ｖａｓｓｉｌｉｓ Ｋ Ｆｏｕｓｋａｓ，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ｙｐｒｕ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７３ －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７４，” 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 ５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７７４ － ２００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２３
Ｈａｓａｎ Ｋöｓｅｂａｌａｂａ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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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也促使政府选择强硬立场。 学界通常认

为， 由于领导人和选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

容易产生观众成本。① 同时， 这也意味着民主国家面临的民众压力更大。

１９７３ 年， 土耳其进行了恢复文官统治之后的大选， 政治领导人意识到其

政治命运和政权生存与民众支持密切相关。 土耳其媒体表现出强烈支持军

事干预的意向， 左翼媒体 《共和国》 （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 呼吁干预， 要求恢复

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宪法， 保证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权利， 彻底关闭希腊与塞

浦路斯统一的大门。 右翼媒体也批评英国和美国损害土耳其合法权益的举

动， 认为土耳其有权通过军事干预彻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② 显然， 国内

民众的压力也迫使政府持强硬态度。

最终， １９７４ 年塞浦路斯危机爆发的时候， 军队在安全决策中具有重要作

用， 这不仅制约着土耳其内部的政策制定， 而且影响着土耳其的对外谈判。

此外， 军政双方对此问题意见一致， 均是持强硬立场， 因而有助于土耳其战

略的协调和执行， 有助于土耳其军事行动的成功和更好地获取战略收益。

二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第一次军事干预

１９７４ 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军事政变十分突然， 土耳其的大多数军政

高官都感到极为意外。 土耳其国防部的塞浦路斯 ／ 希腊事务总干事 （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 Ｇｒｅｅｃｅ Ｄｅｓｋ） 巴鲁图 （Ｅçｍｅｌ Ｂａｒｕｔçｕ） 是土耳

其政府第一个收到政变消息的官员， 他表现得极为震惊。 埃希维特正准备

离开安卡拉去往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外交部长祖尼斯 （Ｔｕｒａｎ Ｇüｎｅş） 人

在北京， 土耳其驻希腊的大使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艇上， 总参谋长也没在首

都， 而是身处伊斯坦布尔。③ 土耳其面临当代最严重的危机， 军政双方面

９６

①
②

③

林民旺： 《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３ 页。
Ｊａｎ 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Ｃｙｐｒｕｓ Ａｔ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７４ Ｃｒｉ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８， ｐ ７５
Ｊａｎ 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Ｃｙｐｒｕｓ Ａｔ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７４ Ｃｒｉｓｉｓ， 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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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严重压力， 要在紧迫的危机下决策。

面对这场危机， 土耳其需要迅速明晰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是否进行

回应？ 第二， 如何进行回应？ 第三， 能否确保回应成功？ 在这些问题的界

定中， 军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土耳其军方与强硬回应

长期以来， 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有两大红线： 一是防止希腊与塞

岛统一， 二是保护塞岛上土族民众的生命安全。① 塞浦路斯局势的变化，

以及希腊的态度让土耳其极为担心， 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 必须采取强硬

立场应对此次危机。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及土耳其政府都认为， 希腊将统一塞岛， 土族民

众将受到威胁， 这严重触碰了土耳其的红线， 因而需要回应。 塞浦路斯副

总统兼土族区主席登科塔什 （Ｒａｕｆ Ｄｅｎｋｔａş） 在政变之后迅速与土耳其政

府取得联系， 他对塞岛上土族民众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表达了担忧。 他

称， 政变之后， 大量炮弹落到他的办公室屋顶， 当得知政变导致马卡里奥

斯政府被推翻之后， 他意识到希腊接管了统治， 土族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

之中。 因此， 土耳其应当承担条约义务， 对土族民众提供援助保护， 而不

是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他的信息影响着土耳其方面对危机的看法， 政变后

不久， 埃杰维特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时指出， 政变背后存在希腊兼并塞

浦路斯的阴谋。 他也向美国代表表示， 希腊正在缓缓兼并塞岛。② １９７４

年， 塞浦路斯土族人口不足 １２ 万， 希腊族有 ５０ 万人， 希腊本土有 ９００ 万

人。 如果合并， 土族将仅占新国家人口的 １ ３％ ， 必然意味着土族在权力

分配中地位下降， 并逐渐被边缘化。

关于强硬回应塞浦路斯危机的决定， 政府主要是与军方进行商议之后

做出的。 政变爆发的 ７ 月 １５ 日， 埃杰维特在视察的飞机上曾透露： 如果军

０７

①

②

Ｔｏｚｕｎ Ｂａｈｃｈｅｌｉ， “ Ｃｙｐｒｕｓ １９７４：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６
Ｍｅｈｍｅｔ Ａｌｉ Ｂｉｒａｎｄ， ３０ Ｈｏｔ Ｄａｙｓ， Ｎｉｃｏｓｉａ： Ｋ Ｒüｓｔｅ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 １９８５，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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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能够做好准备， 土耳其将进行军事干预。 当天夜里， 国家安全委员会召

开紧急会议， 他再次提到军队是否准备好的问题， 总参谋长明确指出， 干

预依赖于政治决心， 而不是军事能力。 他称： “军队已经做好准备， 但军方

怀疑总理是否也已经准备好。”① 此时， 内阁也在进行讨论是否应当进行军

事干预。 １６ 日凌晨 １ 点， 内阁成员收到国安委会议的干预决定通知。 有部

长抗议道： “你们直接做出决定， 然后仅仅是告知我们， 这样是否合适。”

显然， 总理关于强硬回应的决策主要是在征询军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

此外， 军方联合国内其他支持军事干预的力量， 迫使那些对干预表示

怀疑和反对的力量息声。 当然， 土耳其国内不乏对军事干预表示怀疑的声

音。 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对大规模军事干预提出质疑， 认为这可能导致

国际社会认为土耳其是侵略者。 前总理埃里姆也指出， 美国可能支持塞浦

路斯政变， 因此军事干预可能受到美国的反制。②

最终， 由于军方在安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 土耳其在接下来的谈判和

行动中， 表现出反映军方意愿的强硬立场。

（二） 土耳其军方与有限升级战略

与之前针对塞浦路斯问题采取的强制外交战略不同， １９７４ 年危机中，

土耳其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危机管理战略。③ 为了支持军事干预， 土耳

其采取了有限升级战略。 土耳其在进行积极备战的同时， 并未放弃外交途

径解决危机的可能。

作为政治家， 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往往是优先选项。 然而， 土耳其

外交人员的行动受到军队的支持和制约。 军方担心谈判会延误不必要的时

间， 因而在政变当天的国安委会议上， 土耳其军方领导人指出， 仅仅会给

１７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ｕｓｔｖｏｌｌ Ｎｏｍｅ， “Ｗｈｅｎ ｄｏ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ｎ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Ｗａ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Ｃｙｐｒｕｓ，
１９６４ ｖｅｒｓｕｓ １９７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 ６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ｔｃｈｅｎｓ， “Ｕｎｃ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ｉｅ：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ｕｌｅ，”
ＭＥ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ｏ １２２， 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４， ｐ ２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ｄｓ ，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３７７ －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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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埃杰维特政府两天的外交时间。 土耳其、 希腊和英国、 塞浦路斯的希族

和土族在 １９５９ 年签署 《苏黎世 － 伦敦协定》， 其中规定了土耳其、 希腊和

英国的保证国地位。 ７ 月 １７ 日和 １８ 日， 英国和土耳其代表在伦敦举行解决

塞浦路斯危机的会议， 但是土耳其提出的恢复合法政府、 撤出希腊军官、

确保土族安全的三大要求并未得到希腊的积极回应， 最终外交谈判无果而终。

同时， 英国也不同意联合干预， 因此土耳其单边军事干预就成了优先选择。

军方意识到， 如果推迟军事干预， 未来成功的机会将下降。 一方面，

如果希腊与塞浦路斯完成合并， 不仅将导致希腊在塞岛具有更强大的军事

存在， 威胁土耳其的南部安全， 而且在土希之间关于爱琴海大陆架、 油气

资源开发等争端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土耳其未来的军事行动将成本高

昂。① 另一方面， 美国对塞岛政变表现出默认的态度， 这引起了土耳其的

担忧。 由于 １９７３ 年美国默认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台， 埃杰维特和共和

人民党成员认为， 美国可能会承认塞浦路斯通过政变建立的政府。 如果美

国承认该政府， 土耳其军事干预将失去国际合法性， 或者将被迫停止军事

干预。② 因而， 应当迅速展开行动。

（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军事干预

在一定程度上， 战争就像一场充满偶然性的赌博。③ 赌博就意味着有

代价， 无论是对军队， 还是对政府来讲， 战争失败往往意味着要付出高昂

的成本。 土耳其军队的高制度化特征， 以及在决策中的优势地位有助于军

政双方的情报共享、 战略协调， 并能够确保军队的良好战斗力。

土耳其军政双方能够有效地分享情报和进行战略协调， 有助于战略目

标的实现。 《孙子·谋攻》 篇有云，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可见对自

２７

①

②
③

黄民兴、 谢立忱： 《战后西亚国家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２９０ ～
２９１ 页。
Ｍｅｈｍｅｔ Ａｌｉ Ｂｉｒａｎｄ， ３０ Ｈｏｔ Ｄａｙｓ， Ｎｉｃｏｓｉａ： Ｋ Ｒüｓｔｅ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 １９８５， ｐｐ ４ － ５
〔德〕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一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８， 第 ４０ ～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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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敌人的准确了解至关重要。 首先， 土耳其军政领导人对自身军事能力

做出了准确评估。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７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 土耳其军队既没有

登陆塞岛的紧急预案， 也缺乏进行登陆作战的两栖艇。 而 １９７４ 年， 土耳

其已经具备了登陆塞岛进行作战的武装能力， 军事干预已经在土耳其军队

的能力范围之内。 并且， 土军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登陆作战训练。 在与文官

政府的战略协调中， 军方如实地表达了军队能在近期进行军事干预的状

况。 其次， 土耳其军方对希腊军队和塞浦路斯希族的军事能力做出了准确

评估。 军事介入塞浦路斯， 土耳其的首要敌人是塞浦路斯和希腊军队。 准

确判断他们的实力， 是军事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塞浦路斯军队实力相对

较弱， 再加上政变之后大量清洗军官， 因而其武装力量不足为惧。 １９２３

年以后， 希腊在爱琴海东部地区执行去军事化的政策， 其军事存在相对较

弱。 再加上希腊军政府并未表现出积极备战的姿态， 土军因此判断其武装

干预应当不会受到太强大的抵抗。① 开战之后的战事进展， 证明土耳其军

方判断的准确性。 最后， 通过政府的外交谈判， 土方了解到英国和美国缺

乏强烈制衡土军行动的意愿， 这也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了强心剂。② 英国

和美国政府都认为， 土耳其不会在近期内进行军事干预。 再加上北约内部

认为塞浦路斯议题对土耳其更加敏感， 以及土耳其具有比希腊优先的战略

重要性。 因此， 英、 美并未打算有力制衡土方行动。

土耳其军队的高制度化， 以及协作型的军政关系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战

斗力和赢得战争的胜利。 ７ 月 ２０ 日拂晓， 土耳其轰炸了塞浦路斯希族，

出动 ３０ 多艘运兵船和登陆艇， 并且在驱逐舰的保护下运送了 ６０００ 多名士

兵、 卡车和坦克到达塞浦路斯北部城市凯里尼亚 （Ｋｙｒｅｎｉａ）。③ 埃希维特

宣布， 出兵是为了和平而非战争， 目的不是占领而是结束希腊人的入侵。

３７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ｔｃｈｅｎｓ， “Ｕｎｃ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ｉｅ：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ｕｌｅ，”
ＭＥ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ｏ １２２， 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１９８４， ｐ ２７
〔美〕 亨利·基辛格： 《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 张志明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４５８ 页。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１， ｐ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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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军队按照既定的计划， 有条不紊地开展行动。 土军对军事干预做了

长期的准备和训练， 再加上其军队占据优势的军政关系特征不必受到政府

干扰， 因此在战争中表现良好。 截至 ２２ 日参与日内瓦谈判时， 土耳其实现

了获取桥头堡的既定目标， 即在北部的凯里尼亚、 尼科西亚 １ ／ ４ 的土族地

区， 以及西北部的莱夫科地区之间建立一个土耳其军队控制的三角区域。

三　 土耳其军政关系与日内瓦谈判和第二次军事干预

土耳其参与日内瓦谈判是在军方同意下进行的， 因为军方试图利用和

谈的间隙， 进一步巩固土军在塞浦路斯北部的据点， 为第二次军事干预做

准备。 土耳其军方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外长祖尼斯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并且制约了埃尔巴坎等政治家试图征服整个岛屿的野心。 最终， 土军在 ８

月 １４ ～ １６ 日第二次军事干预塞浦路斯。

随着土耳其已经在塞浦路斯获得战略据点， 它面临美国和英国的外部

压力也日益增大， 再加上希腊试图出兵塞浦路斯， 土耳其决定参加日内瓦

和谈。 土耳其参与日内瓦会议， 得到了军方的同意。 军方意识到， 它们已

经占据了安全据点， 因此可以有效应对希腊的威胁。 谈判将为他们加强和

巩固桥头堡提供时间， 从而更好地进行第二阶段行动。① 从谈判开始到 ７

月底， 土军在塞岛控制的土地扩大了一倍。 事实上， 土军已经占领了凯里

尼亚到尼科西亚飞地的通道， 控制了东西走向到北部岛屿的公路， 切断了

尼科西亚的供应线， 包围了机场。② 这些战略收益， 有助于土耳其对占领

土地的控制， 也为下一阶段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此外， 谈判还能够缓解土

耳其面临的国际压力。 基辛格对埃杰维特参加和谈的举动给予了赞扬， 因

为这意味着美国的调停收到了效果。

４７

①

②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ｐ ２００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ｐ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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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迫使埃尔巴坎等激进力量保持克制， 缓解土耳其的国际压力。 在

土耳其国内， 民众洋溢着军队干预成功的喜悦， 埃杰维特一夜之间成为国

家英雄， 甚至被比作凯末尔。 面对联合国的停火要求， 联合政府的两党分

歧加大。 埃杰维特认为， 土耳其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有助于减

轻外交压力， 赢得军队要求的进行新的战略部署的时间。 而埃尔巴坎则

称， 在真主的帮助下， 土耳其实践征服的权利， 因而不能轻易停止军事行

动。 他同时指出， 分裂塞岛是永久解决塞浦路斯议题的唯一方式， 土耳其

不能接受只有形式上好处的解决方案。① 危机一开始， 土军的行动就相当

谨慎。 军方坚决将暴力冲突限定在塞岛内部， 而不去扩展到希腊的领土。

土耳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保证国的责任和义务， 并宣称自己是具有国

际道义的危机管理者， 这样不仅能降低土耳其的外部压力， 而且符合军方

的战略利益。② 最终， 国家总统和军队总参谋长要求埃尔巴坎降低调门。

军方的态度迫使埃杰维特政府和祖尼斯外长在谈判中极其强硬， 因为

妥协可能会面临军方强大的压力。 土耳其政府的谈判能力受到军方的限

制， 政府领导人明显感受到了军队的压力， 并且军方在国安委中具有最终

的决定权。 军事胜利使军方处在成功的狂喜中， 他们迫使总理必须坚持强

硬立场， 确保土军能够维持并加强在塞浦路斯不可逆转的存在。 最终， 祖

尼斯在谈判中多次强调， 他们无法轻易做出让步， 因为国内舆论呼吁政府

保持强硬， 并且更为强大的压力来自军方要求政府不得做出任何重大让

步。③ 谈判中， 祖尼斯坚持强硬立场， 提出土耳其的诉求包括： 希腊接受

土耳其控制的塞岛土地， 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缓冲区， 国际力量占领尼科

西亚机场， 谈判制定新宪法和成立两个自治政府。

面对土耳其咄咄逼人的谈判态势， 以及土军持续地巩固和扩张占领区

５７

①

②
③

Ｆｉｏｎａ Ｂ Ａｄａｍｓ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４ Ｃｙｐｒｅｓ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１６， 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１， ｐ ２９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４， ｐ ２１９
Ｆｉｏｎａ Ｂ Ａｄａｍｓ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４ Ｃｙｐｒｅｓｓ Ｃｒｉｓｉ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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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希腊政府逐渐明白， 土耳其并非真正打算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８ 月 ８

日， 第二轮日内瓦和谈会议召开。 此次会议充满了憎恨和相互指责， 希、

土两国都谴责对方并未遵守停火协议。 土方指出， 应当在塞浦路斯建立两

个自治政府组成的联邦， 土族应占据 ３０％ 的领土， 拥有独立武装， 从而

具有经济自给能力和军事自保能力。 如果无法组建联邦， 土耳其将诉诸战

争。 土耳其的强硬立场并未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土耳其在国内积极进行

战争准备。 埃杰维特和军队高层领导进行了一场 ７ 小时的会议， 主要是谈

论新的干预计划。 当美国意识到土耳其正在进行战前决策时， 基辛格向埃

杰维特提出新的方案， 但埃杰维特表示， 他没法控制军队， 军方不可能等

待进行新的谈判。① 最终， 土耳其进行第二次军事干预。

８ 月 １４ 日， 土耳其再次进攻塞浦路斯。 希腊想要行动， 但是军政府

缺乏能力， 而美国不愿制衡土耳其。 ８ 月 １６ 日早些时候， 土耳其宣布停

火。 土耳其已经实现了既定目标， 沿西北的莱福卡 （Ｌｅｆｋａ） 经尼科西亚

到东南部的珐玛古斯塔一线划界。 最终， 在美国的压力下， 土军不再继续

前进。 至此， 土耳其的塞浦路斯战争基本结束。

四　 结语

作为具有暴力强制能力的国家机构， 军队在一国的对外战争中具有重

要作用。 虽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但是战争绝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 在不

同国家， 军政关系的差异影响战争决策、 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束。 １９７４ 年

土耳其发动塞浦路斯战争之前， 军队在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 政府充分考

虑军方的意愿， 而军方也尊重政府的外交努力。 充分的制度沟通， 导致土

耳其做出了良好的战前评估。 最终， 双方在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战略目标方

面达成共识。 在战争中， 土耳其军队既表现出专业性， 也表现出适当的主

６７

①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Ｔｈｅ Ｃｙｐｒｕｓ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ｐ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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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 这是土耳其在战争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战争结束虽然反映了土耳其

军方的意愿和能力， 但军方重视与文官政府的战略沟通协调， 这最终导致

了土耳其实现了良好的战略结果。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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