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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尼日利亚宗教格局及
宗教风险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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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非洲是一块笃信宗教的大陆，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宗教对非洲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这是非洲大多数国家最大的国情之

一。“一带一路”倡议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宗教风险。在非洲最大经济体、人

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特殊的宗教格局和民族结构，加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

大环境使得该国宗教风险较为突出。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伊斯兰教派纷争、境外宗教风险的影响和渗透等等，都进一步加大了尼日利亚宗教风

险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宗教风险在尼日利亚会长期存在，在特定时期甚至会出现叠加。

加强对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研究，有助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及时规避其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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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文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欢迎。2018 年年初，王毅外长访问非洲时表示，非洲是“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在

“一带一路”实施中，非洲国家不能缺席。A 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9 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B，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可以说，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恰逢其时。尼日利亚是非洲区域性大国，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和第一大

经济体，素有“非洲巨人”之称。当前，尼日利亚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学者及普通民众，大

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2018 年 9 月，中国与尼日利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

谅解备忘录。作为重要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的领头羊，尼日利亚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地位突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是多

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程度不高，加之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一带一

路”倡议在尼日利亚实施面临不少风险，其中宗教风险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尼日利亚宗教基本情况、宗教风险的种类、影响及走势等做一些粗浅研究，以加深

对尼日利亚宗教文化的认识，促进对宗教风险的研判和防范，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尼民心相通工程创造有利环境。

一、尼日利亚的多元宗教格局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在其 1.9 亿人口中，50% 信奉伊斯兰教，40% 信奉基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6ZDA168）。

A　 王毅 ：《共建“一带一路”非洲不能缺席》，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 ：//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3917.htm。（阅读

时间 ：2019 年 1 月 25 日）

B　 习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

c_129946128.htm。 （阅读时间 ：2019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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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10% 信仰其他宗教。A  传统宗教有固定信仰区，一般不向本民族和本地区之外进行扩

张，宗教风险不高。故此，本文所说的宗教风险，是基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做出的一些基本

判断。当然，研究传统宗教的重要性在于，非洲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禁忌很多源于传统宗教。

而且，传统宗教的一些因素也渗透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中，使得这两种外来的宗教具有

了鲜明的非洲特色。了解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习俗，才能达到有效沟通，减少误解和问题。这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工程的客观要求。

传统宗教是非洲黑人固有的、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基础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

后来从外界传入的宗教，它们在非洲都经历了一个本地化、与传统宗教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的过程。B  殖民统治时期，英法殖民主义者的不同政策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以及二者

的地域分布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一方面强化了北部

伊斯兰教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北部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与南部的差距，尼日利亚的

宗教格局得以确立和固化。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是伊斯兰教，南部地区是基督教，西南部地区，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基本平分秋色。这一宗教格局与三大主体民族，即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

南部的伊博族和西南部的约鲁巴族的地域分布契合，呈现出“民族 - 宗教 - 地域”相互关联

的鲜明特征。

（一）	传统宗教
尼日利亚各族民众都相信有“上帝”和其他一些小神。北部居民认为，上帝和太阳是统

一体，但他们并不崇拜太阳。西部约鲁巴人称上帝为奥罗伦，意为“天的主人”，是万物创

造者、全能和全知者、生命的给予者，并且是一切人的最后审判者。东部伊博人也有类似看

法。C 尼日利亚人认为，上帝无所不知，地球上发生的一切都归他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

和播种收获都与上帝密切相关。若遇不顺或碰到麻烦，个人应求助术士和占卜师，因为他们

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尼日利亚各地崇拜的神灵不尽相同，可能是近期逝者的灵魂和以往的

幽灵，或陆上超自然神灵，如河流、大树、岩石、蛇，或其他动物和物品。这些神灵与信仰

者的福祉息息相关，因此当人们迁徙时，神灵会被作为传承的一部分带到新的地方。当地的

一些新的神灵也会逐步进入这些外来者的信仰体系。

尼日利亚人认为，传统宗教可保障土地的肥沃和人口的繁衍，保护他们免遭厄运，调解

争端，惩罚邪恶。神职人员掌握着可以驱魔治病的超自然力量，他们售卖魔法、护身符和药

物，以增强普通人抗击灾祸的能力。传统宗教有各自的庙宇和祭祀，但没有传教士去传教。

传统宗教仅限于特定地域和人群，其仪式和习俗会随着人口迁徙、族际通婚或征服战争扩展

到新的地区，但一般不会让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传统信仰。D

（二）伊斯兰教
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晚期，加涅姆（今尼日利亚北部一带）

的国王胡麦皈依伊斯兰教。14— 15 世纪，豪萨城邦（今尼日利亚北部核心区）受到伊斯兰

教的影响。但准确说，此时的伊斯兰教还只是一种宫廷和商业宗教。对豪萨统治者来说，伊

斯兰教的一套统治体系增强了其在当地的政治优势，穆斯林商人的贸易网络将豪萨地区同伊

A　 尼日利亚国家概况（2019 年 1 月更新），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

77316/1206_678356/1206x0_678358/。（阅读时间 ：2019 年 1 月 25 日）

B　 宁骚主编 ：《非洲黑人文化》，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1—122 页。

C　 ［英国］帕林德 ：《非洲传统宗教》，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 32 页。

D　 Toyin Falola，Culture and Customs of Nigeria，London ：Greenwood Press，2001，pp.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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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世界甚至欧洲都联系到了一起。A  17 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北部多地已比较盛行。

18 世纪后半叶，西非地区兴起了以纯洁伊斯兰教为主要内容的圣战，游牧民族富拉尼族在其

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1804 年，富拉尼教师奥斯曼·丹·弗迪奥发动圣战，最终创建庞大的

索科托哈里发国，成为西非最大的国家。至此，伊斯兰教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占主导地位的宗

教。1903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最终征服索科托哈里发国。英国为了节省殖民成本，以最小的

代价换取最大的殖民利益，便对当时的哈里发国非常完备的国家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微调，抛

出“间接统治”，利用当地的埃米尔来为殖民当局服务。“间接统治”客观上为伊斯兰教的传

播发挥了一定作用。20 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猛发展。B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北区总理贝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北区大量民众皈依伊斯兰教。

但与此同时，中部地带不少少数民族民众也皈依了基督教。这种你追我赶式宗教扩张引发

穆斯林同基督徒关系日益紧张。1966 年，尼日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贝洛等多名政界人士被

害，北区的伊斯兰化政策也戛然而止。中部地带也成为尼日利亚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基督教

宗教文化的交界区和缓冲区。这一历史背景，部分解释了当前中部地带宗教风险高发的原

因所在。

尼日利亚伊斯兰教以苏非主义为主，其中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是最主要的两大派别。

二者拥有各自的清真寺和学校，从国家那里接受资助。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带

一些州的传播中，苏非教团作用非凡。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既是统一的，又可以说是一种处

于分裂状态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仪式让尼日利亚整个北部的穆斯林觉得他们都生活在

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之下，在家庭生活、服饰、饮食、礼仪和个人品质方面，他们同更广阔的

伊斯兰教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中部地带的尼日利亚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颇有抱

负的人，也往往会皈依伊斯兰教。

（三）基督教
15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贝宁和瓦里等地传教，但直到 18 世纪，欧

洲传教士在尼日利亚的传教努力收效甚微。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奴隶贸易的废除和欧洲传教

运动的复兴，非洲又成为传教士的理想之地。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传教士们采取了种种新的

策略，如利用本土牧师、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通过促进农业和商业在当地培育新的基督

徒阶层等，尼日利亚基督教的情况出现了转机，西南部的巴达格里、阿贝奥库塔、拉各斯、

伊巴丹、奥约、尼日尔河三角洲以及尼日利亚东南部伊博人皈依了基督教。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基督教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传播，本土传教士影响力和作用日益突出，出现了许多由尼

日利亚人控制的独立教会。19 世纪后期，一些当地的宗教小团体开始脱离欧洲人的教会，约

鲁巴人聚居的地区尤为明显。非洲的基督教会与先前的教会宗教仪式和教义大体相同，只是

加入了非洲音乐和舞蹈等元素。另一方面，非洲本土教会都反对殖民主义、质疑对西医的依

赖、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所表现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因此，尼日利亚本土基督教具有

反抗殖民主义的一面。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基督教已成为尼日利亚东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在西部和中部也是一种重要宗教。C

尼日利亚基督徒主要分布在南方，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北方，一些较大的城镇亦有一

些教堂。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聚居区传统上多受基督教新教和英国圣公会影响，伊博人聚

A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A History of Nigeri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9.

B　 Toyin Falola，Violence in Nigeria，Rochester，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8，p.32

C　 Toyin Falola，Violence in Nigeria，Rochester，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8，p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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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东南部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活动范围。A 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在尼日利亚亦有分布。

例如，早在 20 世纪初，长老会传教士就已深入尼日尔河三角洲伊比比奥人聚居区和尼日利亚

的中部地带。中部地带对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都是开放的，不少较小的派别通过为当地人建

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了基督教网络，大多数教会学校和医院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还存在，只是学校基本上已由州政府管理以便实行课程的标准化和教职工的本地化。

尼日利亚独立后，中部地带五旬节派发展迅速，甚至在南部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占

主导地位的城镇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尼日利亚也诞生了一些本土的“非洲化”的基督教会，

往往揉合了传统基督教与当地的一些符号，其中在西南部和中部地带非穆斯林聚居区，阿拉

杜拉运动发展地非常迅速。在尼日利亚南部，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占据主导地位。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较小的派别如教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耶和华见证者等在一些

新兴的工业城市开始传播。此外，一些不太出名的非裔美国人的教会在尼日利亚也有活动。

尼日利亚独立后，许多当地人在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中担任牧师，但宗教仪式严格执行以往

的传统。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音乐甚至是舞蹈悄然进入教堂礼拜中。

二、尼日利亚宗教风险主要类型

郑筱筠教授指出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大多都信仰宗教，宗教深深地融入到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在历史进程

中，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构。”B 当前，

与宗教相关的热点问题无不引发各界密切关注。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学界加强了

对重点国别宗教风险的研判。有学者归纳了宗教风险的几大类型，对于我们开展国别宗教风

险研究颇具指导意义。从宗教热点事件和宗教形势看，宗教风险主要包括 ：宗教矛盾冲突上

升 ；原教旨主义的影响 ；难民危机演变成宗教隔阂 ；新兴宗教运动活跃 ；宗教性质的政党积

极参政 ；宗教活动场所成为敏感危险的地方 ；宗教信仰差异造成情感认同障碍。C  参考以上

归纳，结合尼日利亚的具体国情，特别是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突出热点和难点问题，

尼日利亚宗教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

（一）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
何为宗教极端主义？吴云贵先生认为，很难用一句话来界定。但只要某种宗教偏离了宣

扬和平，偏离了真善美的价值观，偏离了宗教的善良宗旨，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就可以称为“宗教极端主义”。D 当前，尼日利亚最为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代表势

力就是“博科圣地”（字面意思是“禁止西方教育”）。从历史上看，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主

义有一个演变和异化的过程，最初形态基本上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在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日益壮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最重要形态与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

关，但世界各地也出现了不同形态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形态，很难对这些形态做出概括性的解

释，但原教旨主义兴起于被问题困扰的社会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E  这对于尼日利亚来说尤

为如此。

A　 John Campbell，Nigeria：Dancing on the brink，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p.49-50.

B　 郑筱筠 ：《“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21 页。

C　 王皓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风险的基本类型》，《中国宗教》，2017 年第 3 期，第 66—67 页。

D　 吴云贵 ：《追踪与溯源 ：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9 页。

E　 ［英国］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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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80 年代在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盛行的“诅咒者”运动，就是在宗教领袖穆罕

默德·马尔瓦的率领下，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如道德颓丧、贫富悬殊、腐败盛行试图从原

教旨主义的角度予以应对，其教义主要是谴责政界和伊斯兰宗教上层人士的腐败和奢靡之风，

反对西方一切物质文明。“诅咒者”运动对城市的贫困流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北方一些城市

的暴力冲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A 仅仅在卡诺一地，根据尼日利亚官方的统计，“诅咒

者”运动就造成 4，177 名平民丧生。B2002 年在北部博尔诺州兴起的“博科圣地”与“诅

咒者”运动颇有相似之处。“博科圣地”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是一位萨拉菲主义者，主张

在尼日利亚实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取代世俗国家。尼日利亚国家治理问题积

重难返、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以及北部保守的宗教环境导致了这一组织的出现。2009 年，“博

科圣地”在一次集会中与警方发生暴力流血冲突后，逐步走上暴恐之路，逐渐蜕变为一个恐

怖主义组织。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如大选、圣诞节等宗教节日等）袭击教堂、清真寺、联合

国机构、学校、警察局甚至兵营，“博科圣地”还往往根据力量对比选择“硬目标”或“软目

标”。近十年来，“博科圣地”制造的大大小小的暴恐事件不胜枚举，其残忍性与“伊斯兰国”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C 总之，伊斯兰极端势力打着宗教旗号，裹挟尼日利亚本已尖锐的民

族宗教问题，极具欺骗性和破坏力。目前看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以“博科圣地”为代

表的宗教极端势力都会排在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第一位，值得高度警惕。

（二）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体上看，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和平共处是大局，但局地的宗教冲突，特别

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都使得尼日利亚成为一个宗教风险较高的国家。长久以来，尼日

利亚人的民族宗教属性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涉及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问题。北部穆斯林核心

区面积广阔，历史上是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殖民统治期间保留了埃米尔的宗教地位和影响

力，独立后整个国家多为穆斯林掌权，包括数位军政权国家元首均为北部穆斯林。他们在执

政期间，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使尼日利亚更具“伊斯兰”色彩的冲动。以上因素构成了穆斯林

和基督徒矛盾的深层次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的宗教纷争和宗教不宽容与日俱增，宗教认同、宗教因素

卷入政治角逐中，宗教政治化的风险极易对国家的统一和世俗性构成威胁。D 穆斯林和基督

徒矛盾和冲突主要就是围绕着国家的世俗性、伊斯兰教法等问题展开的。1976 年尼日利亚宪

法草案规定，尼日利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民主和社会共和国。基督徒认为该表述并无

不妥，但在穆斯林看来，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强烈要求去除“世俗的”的字眼。穆斯

林指出，国家的世俗性质，表明对宗教生活不重视，人的道德观念建立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政府在 1986 年使尼日利亚秘密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尼日利亚基督徒

中造成恐慌。他们感到整个国家正在被伊斯兰化。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陡然升级。全国上

下甚至围绕国家的世俗性、伊斯兰教法等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尼日利亚 1999 年宪法第二节第

十条“禁止国教”明确规定 ：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不应批准任何一个宗教作为国教。E 但北

A　 Mervyn Hiskett，“The Maitatsine Riots  in Kano，1980 ：An Assessment”，in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XVII，3(1987)，

pp.209-211.

B　 Tom Forrest，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5，p.113.

C　 李文刚 ：《“博科圣地”的演变与尼日利亚的反恐政策评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59—73 页。

D　 Tom Forrest，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5，p.112.

E　 宋微主编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尼日利亚》，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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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诸州强力推行的伊斯兰教法问题取得了突破。自 1999 年起，在赞法拉州州长的倡导下，北

方十二个州陆续宣布推行伊斯兰教法，引发当地基督徒和南方基督徒群体的恐慌。虽然在联

邦层级建立沙里亚上诉法庭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北部推行沙里亚的事实为穆斯林基督徒的紧

张关系埋下了伏笔，也给基督徒的担忧提供了依据。在基督徒看来，北方穆斯林试图使整个

国家伊斯兰化的企图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包括“博科圣地”问题、什叶派问题、农牧民冲

突问题都是北方穆斯林对南方基督徒发动的新一轮“圣战”。不难想象，这些认知对于尼日利

亚宗教风险的升级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伊斯兰的教派纷争
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早在 20 世纪 50— 60 年代，提加尼教

团和卡迪里教团之间的竞争就相当激烈。70 年代后期，伊斯兰改革派同苏非主义者在一些地

区的冲突也已司空见惯。A80 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日益高涨。90 年代，在北部的一些重

要城市，苏非教团支持各自的候选人竞争宗教和传统的埃米尔的职务，纷争不断。当然，苏

非教团之间的分歧通常不会导致严重不和。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激进分子和

学生领袖宣扬的复古主义加剧了伊斯兰教的复杂化，加速了穆斯林之间的分化。

尼日利亚伊斯兰教的主体是逊尼派，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

响，尼日利亚逐步出现了一些什叶派，并最后发展成为以“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

什叶派，是非洲大陆最大的什叶派组织。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 2009 年统计，尼日利亚什叶

派占该国穆斯林总数的比重不超过 5%。B 尼日利亚目前的人口接近 2 亿，一般认为穆斯林的

比重占该国人口的一半左右，这样就可以基本推算出什叶派的人口接近 500 万。什叶派问题

之所以成为尼日利亚宗教风险之一，主要在于它不仅与传统的逊尼派会发生冲突，也与尼日

利亚国家发生冲突，并造成一些暴力流血事件。“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主张要建立伊斯兰教

法的什叶派国家。事实上，从其组织来看，什叶派甚至具备了“国中之国“的一些特点。另

外，什叶派也反对西方民主。他的领导人扎卡扎齐在 2019 年尼日利亚大选之际，呼吁什叶派

穆斯林不要参与投票，以此来反对尼日利亚世俗政府。从发展趋势看，什叶派问题不会在短

期内得到解决，它虽然基本上奉行非暴力的方式 C，但结果往往会演变成为暴力事件，对尼日

利亚局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也对尼日利亚的统一和国家的世俗性构成威胁。

（四）境外宗教风险的影响和渗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境外因

素也较为突出。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激进思想乃至极端思想，都可

以同过书籍、录像带、广播、网络传入尼日利亚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一些突发或偶发的涉及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事件也会在极短时间内在尼日利亚引发骚乱。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同

阿拉伯国家的对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影响都波及到了尼日利亚。D 尼日利亚国内逐步出

现什叶派并日益壮大。2002 年，“世界小姐巡游赛”在尼日利亚引发骚乱，最后被迫移师伦敦 ；

2005— 2006 年，瑞典《日德兰邮报》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引发尼日利亚穆斯林的愤怒和暴力流

血事件。2012 年美国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在尼日利亚北部引发大规模反美浪潮和流血事件。

A　 Tom Forrest，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5，p.112.

B　 Pew Research Center，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Oct. 2009，p.40. http ：//www.pewforum.org/2009/10/07/mapping-

the-global-muslim-population/#sunni-shia.

C　 John Campbell，Nigeria：Dancing on the brink，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1，p.55.

D　 Tom Forrest，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5，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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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法国《查理周刊》事件进一步助长了“博科圣地”的暴恐行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境外宗教风险对尼日利亚渗透的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博科圣地”。如前所述，该组织

虽是尼日利亚本土产生的，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它的手法和一些策略，无不与境外极端

势力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博科圣地”兴起之初，曾模仿阿富汗的塔利班，因而也被尼日利

亚当地人戏称为“尼日利亚的塔利班”；后又与“基地”组织勾连在一起。2011 年，“博科

圣地”袭击了首都阿布贾的联合国大厦，表明了它同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东

非的索马里青年党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协同性。“基地”组织阿尔及利亚分支、索马里青年党

为“博科圣地”提供了人员培训，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为其提供了爆炸技术的培训。

2014 年，联合国安理会“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批准通过将“博科圣地”列入制裁名单。A 

2015 年 3 月，“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IS）后，“博科圣

地”被重新命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B  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这一特点，特别是“博科圣

地”与境外极端势力的勾连，凸显了国际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尼

日利亚打击“博科圣地”等极端势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顺便指出，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外溢效应也值得警惕，这在“博科圣地”身上表现地很

明显。在尼日利亚政府的打击之下，“博科圣地”不时改变策略，化整为零，流窜到邻国，无

论是尼日尔、乍得，还是贝宁、喀麦隆，“博科圣地”在边境地区的活动给邻国的和平安全带

来危害。在尼日利亚与其邻国组成的多国部队的打击下，“博科圣地”的活动空间虽被大幅压

缩，但要彻底消灭它仍任重而道远。

三、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影响

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影响有的是全局性的，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国家统一和政

治发展进程 ；有的是直接对国内和平、安全和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的是

抹黑了尼日利亚的国际形象，对国际关系也造成一定影响。

（一）制约国家政治发展进程
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政治发展面临两大基本任务 ：民族

国家构建和政治民主化。非洲国家基本上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而且由于遭受了长期的殖

民统治，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了一些民族宗教矛盾，独立之后如何将这些问题化解掉，是非

洲国家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挑战，尼日利亚尤为如此。民族国家构建要求超越对本民族、本

宗教的狭隘认同，上升到对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的过程。C  尼日利亚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

1914 年人为建立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这项任务就显得异常艰巨。宗教风险也使得这项任务比

较棘手。无论是关于国家世俗性的辩论，还是广大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不

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利于民族构建的进程。

从民主化的角度来说，首先政党的建立也是要超越民族、宗教、地域的界限，要具有全

国的普遍代表性。从尼日利亚政党政治的历史来看，政党的建立都是基于民族宗教地域背景

建立的。从选民的投票模式来看，穆斯林大多支持的是穆斯林候选人，基督徒支持的是基督

A　 UN Security Council Al-Qaida Sanctions Committee Adds Boko Haram to  Its Sanctions List，https ：//www.un.org/press/en/2014/

sc11410.doc.htm. （访问时间 ：2019 年 3 月 3 日）

B　 AFP ：“IS welcomes Boko Haram allegiance ：tape”，March 13，2015  . https ：//news.yahoo.com/accepts-allegiance-nigeria-

jihadists-boko-haram-201513146.html. （阅读时间 ：2019 年 3 月 3 日）

C　 李安山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版，2004 年，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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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候选人。因此，在尼日利亚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南北轮流执政的模式，而且为了争取更

多选民的支持，各政党在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时要有意识的考虑二者的一个搭配问题。也就是

说，如果是穆斯林作为总统候选人，那么副总统的候选人一定要选一个基督徒。反之亦然。

这从长远来说，这其实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但对尼日利亚来说，南北轮流执政也

是目前能够普遍被接受的一种模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利用宗教来获取政治利益

的程度虽有所减弱，但大选中的这个民族宗教因素依然比较突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

民族宗教因素影响尼日利亚选举的程度，虽然有所减轻，但仍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一

些政客也会往往利用宗教来捞取政治资本。A 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角度看，其宣称要建立以

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并号召穆斯林不要参与大选投票，就与尼日利亚现代民主体

制就更是背道而驰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到大选之年尼日利亚局地的安全形势在选前、选

举中及选举后一段时间较为严峻的状况。事实上，不少非洲国家与尼日利亚都有类似的经历。

（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尼日利亚自然条件优越，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油气资源在非洲数一数二。

但事实上，尼日利亚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国家，被戏称为“捧着金饭碗的乞丐”、

“全球穷人之都”。尼日利亚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在动荡、

不安全、民众流离失所的背景下不可能有发展。从宗教风险的角度来看，每次宗教冲突都会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博科圣地”等组织的暴恐活动对东北部地区的破坏程度是非常之

大的。大量基础设施、清真寺、学校，甚至整个村庄都被夷为平地。每一次暴恐袭击，或者

是宗教冲突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都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在东北部，本身生态环

境较为脆弱，贫困问题严重，然后还有恐怖主义造成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此起彼

伏。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北部的贫困化和动荡，造成恶性循环。此外，宗教极端势力对尼日利

亚人心理的创伤也是难以评估的，在恐惧和颠沛流离中艰难求生成为尼日利亚东北部居民日常

生活的常态。宗教极端势力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反人类、反社会和反宗教的本质。   

十几年来，尼日利亚政府为打击“博科圣地”等极端势力花费大量的资金，而这些本来

是可以用于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此外，在尼日利亚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宗教问题也是一

个非常大的障碍。历史上，尼日利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但是，为了平衡基督

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为了平衡民族、宗教和各地的利益，一些项目在选址时重

点考虑的不是经济因素和市场规律，大项目上马的背后都隐藏有深厚的民族宗教的潜台词。

这也是它工业化发展较落后的因素之一，也可以说是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教训。

（三）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尼日利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一直试图在西非次区域、非洲大陆乃至全球事

务中发挥积极影响，彰显其国际地位。然而，根深蒂固、层出不穷的各类宗教风险，令这个

西非文明古国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暴力”甚至成为尼日利亚的一个标签。尼日利亚被不少

评级机构或智库列为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宗教风险加大了外部投资人的心理负担，弱化了

尼日利亚吸引外资的能力。这些均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其追求大国影响力和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的努力。

因为民族宗教问题比较敏感，宗教风险较高，尼日利亚历届政府对一些国际事务的立场

也是非常谨慎的，稍有偏离或不慎，都会对尼日利亚的对外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尼日利亚

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赞

A　 Toyin Falola，Culture and Customs of Nigeria，London ：Greenwood Press，2001，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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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但是，在基督徒乔纳森任总统期间，有一次联合国在讨论巴勒斯坦地位问题时，尼日利

亚令人意外地投了弃权票而不时之前一以贯之的赞成票，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决议得以

搁浅。乔纳森政府的这一举动，受到尼日利亚国内穆斯林和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不满，在

一些地方也引发了抗议。乔纳森在任时还访问了以色列，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第一位访问以

色列的国家元首。这一事件同样也在国内，特别是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北部引发强烈不满和抗

议。对穆斯林国家元首来说，历史上巴班吉达军政府秘密使尼日利亚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

在尼日利亚南部引起恐慌。布哈里总统加入了沙特领导的反恐联盟，同样在国内引发抗议和

不安。虽然政府宣称，布哈里的这一决策并不具有宗教色彩，但在尼日利亚基督徒看来，沙

特领导的反恐联盟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尼日利亚作为一个世俗化国家，加入该联盟对国

家的世俗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再如，什叶派问题也引发了尼日利亚与伊朗关系的紧张状态。

每一次只要是尼日利亚政府对什叶派的运动进行压制，伊朗都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要求尼

日利亚对迫害什叶派穆斯林作出解释。

尼日利亚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也常常有被西方国家利用，成为干涉尼日利亚内政一个因

素。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做，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往往会奉行双重

标准。尼日利亚中部地带的农牧民冲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西方国家看来就是尼

日利亚穆斯林游牧民对定居的基督徒的屠杀。2018 年，布哈里总统访问美国时，特朗普总统

明确表示，对尼日利亚正在发生的基督徒被穆斯林屠杀事件感到震惊。这显然是西方伊斯兰

威胁论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对尼日利亚国内的民族宗教分裂分子如伊博族分离组织“比夫拉

原住民”的成员，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因此，尼日利亚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尽

量避免诱发宗教风险的一些措施，而是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一位。当然，由于尼日利亚在

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影响力，庞大的穆斯林人口，要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这也决定了宗教

风险对其国际关系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四、结语

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尼日利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它们不

仅仅是宗教信仰，是尼日利亚人心灵慰籍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甚至

缺失的情况下，还发挥着向民众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和救助等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从历

史上看，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虽然也有矛盾和冲突，但三者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主流 ；

而且，宗教冲突的发生仅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处于可控的状态。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特殊的

民族宗教格局，在国内外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宗教风险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当前及今后

较长一段时间，以“博科圣地”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势力、中部地带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牧

民冲突、“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高涨引发的什叶派问题较为突出。上述问题甚至在一些地区

（如东北部、中部地带）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制约了尼日

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尼共建“一带一路”造成较大威胁和挑战。

另外，尼日利亚宗教风险的外溢效应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博科圣地”在邻国喀麦

隆等国的暴恐活动已对中国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损害。因此，防范宗教风险应当加

强国际合作，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与尼日利亚共建“一带一路”，

有助于促进尼日利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应对宗教风险等问题也会产生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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