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0人受伤161人死亡 2839人涉嫌参与政变被逮捕 20名叛乱军人被打死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 16 日指责流亡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的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
是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理由是
其领导的“居伦运动”成员也参与
到此次政变中。

同一天，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
尔·博兹达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居
伦运动”成员被发现参与这一政变。

对此，居伦在一份简短声明中
坚决予以否认，并以“最强烈方式
谴责”这次政变。

“对一个在过去50年的多次政
变中受到伤害的人来说，被指控与
这种（政变）企图有牵连尤其让人
感觉受侮辱，”居伦说，“我以最强
烈方式谴责土耳其发生的政变企
图……政府应该通过自由和公正

的选举、而非武力来取得胜利。”
与居伦关系密切的组织“共同

价值联盟”也发表声明，谴责政变企
图，同时指责土耳其政府将政变与居
伦“挂钩”的言论“非常不负责任”。

居伦现年75岁，1999年移居美
国“自我流放”。迄今，这名宗教人
士的组织在土耳其警察、安全机
关、司法系统等国家机构有相当大
影响力。

法新社报道，居伦早年一直是
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但其在土耳
其媒体、警察和司法系统的广泛影
响力让埃尔多安越来越生疑，两人
此后分道扬镳，居伦移居美国后深
居简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尽管如此，埃尔多安与居伦间
的嫌隙未见消退，土耳其政府先前

多次指责“居伦运动”企图推翻土
耳其现政权，但遭到后者否认。

外界认为，土耳其司法系统
2013 年年底发起的一场反腐风暴
让埃尔多安与居伦成为政治死
敌。当时，被认为受居伦影响的司
法系统开展大规模反贪腐搜捕，逮
捕数十人，包括 3 名内阁部长的儿
子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矛
头直指埃尔多安政府的核心圈
子。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认定这
是“阴谋”，背后有“国外势力”，自
己正与“国中之国”斗争。

此后，埃尔多安政府展开政治
“反击”，贬黜数以百计据信与居伦
有关的军官和警官，整肃被认为支
持居伦的报纸媒体。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费图拉·居伦

埃尔多安

土耳其当地时间15日午夜发生
军人政变，局势还在发展中。军人行
动的目标直指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
伊普·埃尔多安。截至发稿，埃尔多
安在一处隐匿的地点通过手机对外
发表观点。他说自己仍然安全，军人
政变非法，并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

埃尔多安是土耳其政坛的一个
老手，他2001年创建正义与发展党
（正发党）并任主席，开始在政坛核心
打拼。2003年3月他出任土耳其政
府总理，此后执政的正发党赢得2007

年和2011年大选，埃尔多安连任总
理。2014年8月，埃尔多安在土耳其
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总统直选中获
胜，进一步巩固其强势领导地位。

埃尔多安出身卑微，却成为自
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
尔·阿塔图尔克以来最有权势的政
治人物。在执政十多年之后，他取
得施政重大进展，也引发多方争议。

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个有改革
能力的人，他对土耳其进行了现代
化。他的批评者却认为，他试图建

立“一人统治”。
西方社会则担心，他会破坏土

耳其世俗的制度，将他保守的伊斯
兰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同时阻止他
的对手和批评他的媒体发表言论。

埃尔多安从未隐藏自己将议会
制彻底改为总统制的政治方向。在
2015年的议会选举之后，他对总统
职务赋予更多权力。不过埃尔多安
反复强调，他不会保守处事，而将
使用手中的所有宪法权力为土耳其
服务。 夏文辉（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在北
约，土耳其拥有继美国之后最庞大
的军队人数。在整个中东地区，在
萨达姆政权垮台、埃及政局发生动
荡、叙利亚长期内战后，土耳其军
事力量显得更为突出。

土耳其拥有一支按北约标准
建立的军事力量。目前，土耳其军

队拥兵60多万，海陆空三军实力均
衡，陆军主战坦克超过 3000 辆，主
力部队 40 多个旅；海军拥有潜艇、
驱逐舰、护卫舰等现代化舰船，空
军拥有约200架F-16C/D战斗机。

当代土耳其军队是 1923 年由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将
军建立的。其后继者们在随后的

几十年内发动了三次政变，每次都
是在确认势态足够稳定、可以交给
文官管理后才返回军营的。

较近一次政变是在1980年，之
后由军队支持的政府制定1982 年
的宪法。该宪法赋予军队以保卫
世俗政府和领土完整的权力。

夏文辉（新华社专特稿）
土耳其士兵

总统埃尔多安用手机号召支持者上街

埃尔多安指责前盟友在美国“摇控”政变

起底人多兵重的土耳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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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中东地区大国土耳其15日晚突发
军事政变，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未遂政变
是土耳其国内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
斗争的结果。此次事件过后，土总统埃
尔多安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巩固，该国宗
教势力或将进一步增强，而土耳其与美
国之间的关系短期可能会受到冲击。

为何再度发生政变

土耳其为何会发生政变？专家认
为，这主要是土国内世俗势力与宗教势
力之间斗争的结果。

土耳其历史上军人干政并不罕见。
军方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
1997年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或采取“强力
干政”行动，推翻政府或迫使政府下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认
为，这次政变可以说是土耳其军方作为
世俗势力的代表所作的反抗。宗教势
力在土耳其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而这
与土耳其建国后奉行的世俗化方针构
成了长期矛盾。土耳其军方历史上频
繁发动政变，实际上就是不停地进行

“政治重启”，以释放世俗势力与宗教势
力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压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董漫
远认为，这次行动难以成功有两个主要
原因：一方面，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
下，土耳其近年的社会、文化生活虽然
宗教色彩较浓，但并没有彻底偏离世俗
道路，土耳其仍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另
一方面，埃尔多安政府在执政中并没有
犯下大错。

储殷也认为，这次政变失败几乎是
必然的。首先，反对埃尔多安的一批土
军方高层将领几年前基本已被肃清，政
变军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群龙无首；其
次，土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土军
方过去几次政变获得成功是因为当时
的政府力量较弱，而现在执政的正义与
发展党力量强大，有较强的民意基础。

土内政外交将受冲击

此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仍可能
会对土耳其国内政局以及外交关系走
向带来一定冲击。

专家认为，这次未遂军事政变可能
会进一步巩固埃尔多安的地位。

董漫远说，埃尔多安近年来一直
在寻求扩大总统权力，此次事件过后，
在从内阁制转向总统制、进一步限制
军方权力等方面，埃尔多安都将占据
更大优势。

储殷认为，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
可能会采取一定强硬措施，尤其是加强
打击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以
此来赢得民众支持。

在外交方面，土美关系很可能会受
到一定影响。

埃尔多安指责流亡美国的宗教人
士费图拉·居伦领导的“居伦运动”主
导此次政变。土耳其政府过去一直指
责“居伦运动”企图推翻土耳其现政
权。但居伦方面否认与此次未遂政变
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总统奥巴
马公开表示支持土耳其政府，但美国国
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麦
考尔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
果（土耳其）发生政变且取得成功，我认
为必须推进这种关系，以维护我们作为
土耳其的北约盟国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崔守军指出，冷战期间土耳
其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埃尔多安
上台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与美国的
世俗化形成分歧，这是双方关系趋冷的
深层次原因。

从近期来看，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
持是导致美土关系波折的直接原因。
美国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以援助其
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但土耳其认
为库尔德武装是恐怖组织。

记者赵卓昀 闫亮 刘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短命”政变冲击不小

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世界遗产大会被迫宣布暂停

坦克出动
战机低飞

综合新华社7月16日电 当地时间
15日深夜，土耳其两个主要城市首都安
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出现异常
情况：多架战机从首都安卡拉市中心低
空飞过，坦克开上街头；在伊斯坦布尔，
宪兵关闭了两座大桥，桥上出现坦克。

军方宣布挫败政变企图

当地时间凌晨2时5分，安卡拉市
郊的军方特种部队总部遭直升机空袭，
17名警官死亡。大约40分钟后，土耳
其议会大楼被炸弹击中，造成人员伤亡。

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武装
部队总参谋长胡卢西·阿卡尔将军在军
方总部被政变军人扣为人质。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随即发表
讲话说，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
官发动了军事政变。不过，耶尔德勒
姆称，政府不会让“这一小撮势力”得
逞，将“继续维护土耳其的民主体制”。

期间，政变军人一度控制土耳其
国家电视台并发表声明。一个自称

“国家和平委员会”的组织在声明中宣
称，控制土耳其政府，接管国家政权。

当地时间16日中午时分，土耳其
军方宣布正式挫败政变企图。

被扣总参谋长获救重掌局势

一名政府官员透露，总统埃尔多安
当时正在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休假，获

悉事件后表示将很快返回安卡拉。
由于事发突然，埃尔多安此次罕

见地使用手机回应政变图谋。
埃尔多安说，他还是土耳其总统

和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企图发动政
变的人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当地16日凌晨，被劫持的武装部队
总参谋长阿卡尔获救并重新掌控局势。

国际社会呼吁保持冷静克制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16日在
记者会上说，15日晚发动的未遂军事
政变已造成161人死亡和1440人受
伤，同时当局已经逮捕2839名政变参
与者，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军官，有20

名叛乱军人被打死。
耶尔德勒姆警告说，任何国家都

不要支持流亡美国的土耳其人费特胡
拉·居伦领导的“居伦运动”。他说，这
次军事政变主要由军队内部的“居伦
运动”支持者策划组织。“任何国家支
持‘居伦运动’，都不被认为是土耳其
的朋友，被视为是向土耳其开战。”

政变发生后，联合国、欧盟、北约
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俄罗斯等一些
国家表示密切关注土局势发展，呼吁
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暴力冲突。

因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正在伊
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
产大会）被迫于16日凌晨宣布暂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6日就土耳其突发局
势动荡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土耳其局势，希望土耳其尽快恢复
秩序与稳定。

陆慷说，外交部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迄未接到中国公民受到伤害
的报告，并已启动应急机制。

据新华社安卡拉7月16日电 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16日凌晨在官方
网站发布消息，指出土耳其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复杂，敦促在土耳其中国公
民及华侨华人停止外出，保持镇定。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证实，目前尚未
收到中国公民受到土局势波及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希望土尽快恢复秩序与稳定
中国驻土大使馆：尚未有在土中国公民受到政变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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