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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24 日土耳其擊落一架俄羅斯蘇-24 戰機。俄
羅斯總統普京將這一行為怒斥為“背後捅刀”
，土耳其則指責俄
羅斯
“侵犯”領空。
敢和俄羅斯硬碰硬，土耳其著實讓人吃驚，人們也開始重
新打量這個神奇的國家。土耳其“打飛機”的背後，既有複雜的
政治軍事利益考量，兩國之間延續百年的恩怨情仇，很可能也
和土耳其人的民族性格有關。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比如意大利被稱為“搞笑
民族”
，日本人的性格被總結為“菊與刀”和愚昧。那麽土耳其人
有哪些性格特點？曆史如何塑造了他們？

從“打飛機”
看土耳其的民族性格
在全世界叫響

●尚武好鬥，傳統可遠溯草原遊
牧時代
土耳其位于安納托利亞半島，又名小亞細
亞。這裏靠近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又是歐亞大
陸的交彙點，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塊地方曆史
上戰爭不斷，王朝更替頻繁。
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是奧斯曼帝國。該帝
國的建立者是一個從中亞西遷到小亞細亞的
突厥部落。突厥人是草原遊牧民族，尚武是突
厥民族的傳統。
戰爭是奧斯曼帝國的立國之本。奧斯曼王
朝的前十位君主個個都能征善戰。據說這 10 位
君主一直保持了遊牧時期的生活習慣，堅持和
手下一道用餐，親自照料自己的馬匹，打仗時
也都衝鋒在前。到第十位統治者蘇雷曼大帝
時，更是達到頂峰。蘇萊曼在位 46 年，幾乎全都
在馬背上度過。他親自率領奧斯曼大軍攻陷了
貝爾格萊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國，甚至曾經數
次打到了維也納城牆下，差一點就吞並了整個
歐洲。
尚武精神在土耳其日後的政治文化中一
直延續。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昝濤介紹：
“土
耳其政治精英長期以來基本上都是軍人。青年
土耳其黨人的革命/變革、凱末爾黨人的革命/
變革以及共和國時代的諸多曆史時刻，都是軍
人起了主導作用。1960 年以來，土耳其軍方通
過不同形式多次幹預文官政治。這部分也都可
以看成是突厥人尚武精神在其政治文化中的
延續。可以說，土耳其這個民族的曆史上，作用
最大也最被人民信任的就是軍人。”

●身段靈活，
“投機分子”的名號

土耳其和俄羅斯，兩國早就是
數百年的老冤家。但土耳其和俄羅
斯並不是時時刻刻都劍拔弩張，在
有利可圖的時候，土耳其選擇合作。
當俄羅斯吞並了克裏米亞半島，西方世界
紛紛推出制裁措施時，土耳其開始和俄羅斯
“交好”
。普京取消了原計劃從 2016 年開始每年
向歐洲供應 630 億立方米天然氣的
“南線”天然
氣管道項目，轉而建設一條通過土耳其的類似
管道。土耳其也大力向俄羅斯推銷商品。
當時不少西方媒體就譴責土耳其並不是
一個真正可靠的盟友。有人還提到了土耳其在
二戰期間的
“投機行爲”
。二戰期間，土耳其奉
行中立政策，既與英美蘇保持著關系也與納粹
德國互通有無，還愉快地和打得難解難分的英
德兩國同時做起了生意。1941 年 6 月，土耳其與
德國簽訂了《土德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
。該條
約中規定土耳其向德國提供重要的戰略原料
銅、鉻等礦石，封鎖黑海海峽，禁止美、英援助
蘇聯的軍事物資通過黑海海峽。直到大戰快結
束，土耳其才審時度勢加入到同盟國陣營。
可一旦局勢對自己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土
耳其也會迅速做出反應。
“二戰”一結束，處于
蘇聯和東歐包圍圈中的土耳其立刻放棄了騎
牆的態度，加入到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成爲
北約的唯一一個伊斯蘭國家。但加入北約之
後，土耳其又恢複了超然的態度，對于對抗並
不感興趣。
對于西方來說，它們已經默認了土耳其是
一個滑頭盟友，只有利益攸關的時候，土耳其
才會參加聯合行動。而伊斯蘭世界也對土耳其

充滿了牢騷。比如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關系，土
耳其早在 1949 年就承認了以色列，並與之保有
長期的外交和軍事關系。

●心向西方，卻還做著恢複帝國
榮光的夢
土耳其人都喜歡說自己是歐洲人。浪漫一
點說，土耳其民族從久遠的過去就是從東方奔
著西方去的，這種情感衝動的慣性至今猶在。
土耳其人也曾擁有對西方世界的最大心
理優越感。伊斯坦布爾氣勢磅礴的聖索非亞大
教堂先是拜占庭帝國的基督教教堂，然後成爲
奧斯曼帝國的清真寺。
在奧斯曼帝國的強盛時期，奧斯曼人也沈
浸在虛妄的自大中不能自拔，他們給周邊國家
的人民起了各種侮辱性的綽號，稱阿爾巴尼亞
人爲賣下水的人，格魯吉亞人爲好吃懶做的
人，希臘島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懶漢，意
大利人都是雜種，德國和俄羅斯人是瘋狂的異
教徒，猶太人是汙穢的狗，法國人是沒有信仰
的人，英國人是無神論者。
但帝國在第三次奧俄戰爭的慘敗，讓去過
西方國家的帝國精英們意識到，僅憑奧斯曼帝
國的光榮傳統和伊斯蘭教文明，是沒法和強大
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向西方文明學習這一條
路可走。此後奧斯曼帝國經過了將近 100 年的
改革，但收效甚微。原因是普通土耳其人並不
打心眼裏尊重歐洲人，而只是打算從歐洲人那

的空間裏，消費西方文化。”
制度的影響同樣深遠，
“自由、民主、平等、
法治”等觀念，都對上海人有影響。比如 1903 年
的
“蘇報案”
，章太炎發表《革命軍》序言和《駁
康有爲論革命書》摘要，轟動全國。章太炎住在
租界，此前他的同事吳稚晖等人被租界巡捕傳
訊過 6 次，但每次都只問及是否殺人放火、私藏
軍火、拐賣兒童，因爲在租界的法律裏，這三樣
均違法，而批評政府是被允許的民主權利。吳
稚晖等人被傳訊後，太平無事。所以章太炎覺
得來抓也無所謂。但是清政府這次是勾結了租
界工部局，章太炎後來被判三年，不算嚴厲，鄒
容判兩年，這也是因爲租界的緣故，如果在中
國的其他地方，不用審判就被殺掉了。
（熊月
之：近代上海率先結緣全球化）
在當時，上海還有一個領事公堂，它是一個
行政法庭，以工部局爲被告對象。對市政府辦的
事情不滿意，可以到領事公堂告它。從 1882 年
到 1941 年，共審理過 55 起案件。其中，23 起是工
部局敗訴，10 起是工部局勝訴，被駁回有 10 起。
這說明，民告官的結果，官輸的比例最高。
在上海的土地上，世界與上海的距離一直
很近。國際上的風雲變幻對上海都有影響：比如
說蘇伊士運河 1869 年開通後，來上海不必繞過
好望角，航程大大縮小，上海的外商馬上倍增；
美國 1905 年通過
“排華法案”以後，上海當年就
爆發了抵制美貨運動；一戰後，因爲德國戰敗，
德國僑民就在上海受到排斥；最爲著名的就是
二戰期間，上海收留了那兩萬多猶太難民。

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後，全世界各地不少地標
性建築——紐約世貿大廈、倫敦溫布利球場、悉尼
歌劇院、台北 101 大樓等——都亮起了紅白藍三色
的燈光，哀悼法國人遭遇的不幸。令很多人沒想到
的是，中國上海的東方明珠電視塔也亮起了“法蘭
西色”
。

為什麽上海
會為巴黎亮燈？

東方明珠的這一舉動在中文網
絡上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有網友為此
舉點贊，認為這是向世界文明看齊；
也有人表達質疑，認為東方明珠的亮
燈行為是“崇洋媚外”
；甚至，還有人
指責東方明珠為什麽不為中國國內
的災難亮燈……
其實，利用地標建築的燈光對災
難表達哀悼，已經是世界很多國家通
行的做法。在中國，上海無疑走在前
面。除了這一次，東方明珠所處的陸
家嘴建築群，還曾為“馬航 MH370 事
件”
、
“長江之星沈船事件”已經“天津
港爆炸”都亮起過燈光。上海為什麽
與世界接軌得特別快？
●上海這座城市就是全球化的產物
在 1843 年開埠之前，上海不過是一個濱海
小縣。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上海被辟爲通商口
岸，上海全球化的曆史由此開始。租界在上海
全球化的曆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上海的英租界一開始按一畝地一年 1500
文的租金，租給外國人居住，租界的主權、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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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仍歸中國所有。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租
界漸漸演變成
“國中之國”
：
首先是 1853 年小刀會起義後，上海租界由
華洋分處變成華洋共處，並且有了工部局（相
當于市政委員會）
；其次，在太平天國時期，太
平軍攻打上海時，中國人出錢，外國人出人、出
槍，組成洋槍隊共同抵抗；第三，1900 年，八國
聯軍侵華戰爭時，以上海爲中心，擴展到江浙
閩等地，實行
“東南互保”
，與外國達成共識，維
持和平。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熊月之認爲：
“經過這
三步，上海作爲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利益大本營
的形象凸顯出來，爲全球共知。”19 世紀末，西
方人曾經評價上海是
“冒險家的樂園”
。與此同
時，上海租界快速發展，外國人口、外國投資都
在 1900 年以後快速增長。
到 20 世紀 30 年代，上海已經成爲全球第
五大城市，並且有
“東方巴黎”之稱。在當時，上
海的國際移民來自英、法、美、日、德、俄……近
40 個國家，最多時高達 15 萬人。
1949 年後，在長達 30 年的時間裏，上海與
全球幾乎中斷聯系。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
後，上海立刻重新成爲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
城市之一，根據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 2015 年 7
月份的數據，上海常住外國人已經達到 17 萬。
●獨特的曆史，拉近了上海與世界的距離

裏學到技能，然後再打敗對方。蘇丹們並沒有
意識到，光靠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或者簡單
地拷貝西方的政治體制，是無法成功的。
真正在土耳其推進全盤
“西方化”改革的
是凱末爾。凱末爾倡導的世俗主義、改革主義
和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等
六大主義後來共同構成了凱末爾主義。他廢黜
了哈裏發，實行政教分離；解放婦女，摘下頭巾
和面紗，鼓勵漂亮的姑娘去歐洲選美；男人也
不能留胡子、戴舊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禮帽、
穿西裝；廢除伊斯蘭教對法律和教育的控制，
這些權力統統收歸國家所有，還照搬照抄了當
時瑞士和意大利的法律……
凱末爾對土耳其影響深遠。土耳其一直希
望成爲一個真正的歐洲國家，不僅僅是在地理
意義上，更是在國家屬性和普世價值觀上。從
1987 年申請加入歐盟到 2005 年開始的入盟談
判，土耳其的
“脫亞入歐”之路走得異常艱辛。
但最近一些年來，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的
影響日益顯著，政治伊斯蘭成爲土耳其不可忽
視的力量。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昝濤說：
“我
的土耳其老師曾跟我說，跟中國人比起來，土
耳其人是很少懷舊的。但據我觀察，土耳其人
這些年是越來越懷舊了，比如，過去極其罕見
的古裝劇現在明顯多了起來。可能這些年土耳
其人的日子過得好點兒了吧。學術上，這被概
括爲
‘ 新奧斯曼主義’
。這主要是土耳其人帝國
舊夢揮之不去的表現。”

上海是中國受西方影響最大的城市，這裏
最早開辦西人工廠和學校，最多引進西式建
築、市政管理，等等。上海人的行爲方式、婚喪
嫁娶禮儀，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就連
編門牌號碼、人車分道等等，也都是學自西方。
這是由于外國人將上海租界看成是自己的家
園，遂將西方的物質、文化、制度同步引入上
海，無形之中對上海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清末來上海居住的外國人，有的住了三五
十年，有的甚至一兩代人都在此，上海的發展
幾乎與西方發達城市同步，凡是西方有的先進
器物，上海很快就會引進。
比如說在物質上，電燈、電話、自來水……
近代城市的標志，上海都很快引入。在市政管
理方面，西方城市建設的經驗——道路有多
寬、下水道怎麽建設、垃圾該怎樣處理……這
些都深刻影響了上海的城市建設。
而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上海灘
的老克勒，有一段話這樣描述老克勒：
“在上海
灘。他們有著寬敞的洋房和漂亮的花園，可以
隨意的駕駛著小汽車在上海穿梭,他們瘋狂的
熱愛西方的爵士樂，狂熱的收集爵士樂的老唱
片。他們走路筆直、穿花格子的襯衫、衣服一定
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褲子上的兩條熨線是一定
要有的、皮鞋一絲不苟擦得非常亮。他們再窮，
也會保持一種紳士的風度和生活狀態，在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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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的核心：開放、包容、敢為天下
先
學者許紀霖曾評論說：
“上海無論從城市
風貌還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認爲很洋氣，不
‘中
國’
。這也不奇怪，上海 1843 年開埠，這個城市
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産物，沒有全球化，就沒有
上海。上海在全球化過程中誕生和發展，她在
全球化浪潮當中只有獲取，沒有失落。這是上
海與其他許多開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這個城市有一個外號，叫做魔都。魔
都的魔力在哪裏？你可以說它是資本主義，也
可以說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麽說，魔都
上海在文化上像一個大熔爐，把來自于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統統熔化其間，讓
生 活 在 這 個 城 市 的 文 化 人 —— 包 括 反 抗 者
——都對自己産生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感，産
生一種城市認同。不管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最
後他們的生存方式都無法遊離資本主義化的
生産秩序和生活秩序。”
有人曾把魔都的這種
“魔力”更爲具象的
總結爲
“海派文化”
，其特點就是開放、包容、多
元以及敢爲天下先。
很多中國人常常說上海是
“四不像”城市，不中
不西、亦中亦西，是個
“怪物”
。這種
“四不像”正
是因爲，上海是在一個特殊曆史時期最先全球
化的城市，這也使得上海成爲最靠近世界的中
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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