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
宗教因素的解读

李文刚

　 　 内容提要　 当前ꎬ 尼日利亚国内和平安全面临多重严峻挑战ꎬ 其中

以中部地带农牧民暴力冲突尤为突出ꎬ 其危害甚至超过 “博科圣地”ꎬ
且呈向南蔓延迹象ꎮ 信奉伊斯兰教的富拉尼牧民与信奉基督教的农民之

间的暴力冲突ꎬ 既有深刻的历史、 地理、 民族宗教背景ꎬ 又与非洲萨赫

勒及萨凡纳地带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同人口迅速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变迁

之间的矛盾激发有关ꎬ 更与东北部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小武器泛

滥、 传统冲突调解机制弱化等因素不无关系ꎮ 冲突的本质是农牧民为了

各自的生存发展争夺土地等资源导致的发展问题ꎮ 农牧民暴力冲突造成

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ꎬ 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ꎬ 掣肘民族国家构建

和民主化进程ꎬ 甚或对尼日利亚的整体民族宗教关系和国家统一大局造

成灾难性后果ꎮ 有鉴于此ꎬ 尼日利亚和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协调合作ꎬ 加

大对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度ꎬ 妥善应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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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业和农业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生产方式ꎬ 农民和牧民可

以和谐共存ꎬ 也可能发生冲突对抗ꎮ 可以说ꎬ 农牧民冲突是全球范围内一个

比较古老的话题ꎬ 如果应对不当ꎬ 还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ꎬ 升级为暴力冲

突ꎮ 西非地区是农牧民冲突高发区域ꎬ 特别是富拉尼游牧民同定居农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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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最为突出ꎮ 近年来ꎬ 特别是进入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尼日利亚农牧民之间的

暴力冲突事件频频见诸报端ꎬ 折射出这个国家和平安全领域形势出现的较大

变化ꎮ 此前及当下ꎬ 无论是尼日利亚政府ꎬ 还是国际社会ꎬ 抑或是学术界ꎬ
均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向恐怖组织 “博科圣地” 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上ꎬ
各界对农牧民冲突的关注度并不高ꎮ 事实上ꎬ 农牧民冲突当前之所以在尼日

利亚集中爆发ꎬ 并呈现进一步蔓延态势ꎬ 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 相互

累积ꎬ 并在特定时期集中释放的结果ꎮ 从其影响看ꎬ 农牧民冲突已成为尼日

利亚当前和平安全和国家统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ꎮ 然而ꎬ 它的危险性并未

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ꎬ 蔓延势头也未被有效遏制ꎮ 加之ꎬ 有些政客和东部

民族分裂势力正在极力将它渲染为穆斯林富拉尼牧民对基督徒农民的新一轮

“圣战”ꎬ 使得该问题正将尼日利亚引向更为危险的境地ꎮ
国外学术界对西非地区的农牧民冲突有较为深入的研究ꎬ 但集中在对富

拉尼牧民迁徙因素、 西非过度游牧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ꎬ 以及对西非农牧民

冲突内涵与影响的探讨等方面ꎬ① 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富拉尼人的经

济社会状况和高原州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ｔａｔｅ) 首府乔斯 (Ｊｏｓ) 富拉尼牧民同基督徒农

民之间的冲突ꎮ② 那么ꎬ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是单纯的民族宗教问题吗? 它背

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地区形势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 有鉴于此ꎬ 本文拟探讨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背景、 原因、 影响及应

对ꎬ 以期能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视角而不仅仅是民族宗教的范式对该问题进行

深入解读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背景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背景主要包括三方面: 当事方、 地域和事由ꎮ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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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页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　

牧民冲突主要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 (Ｆｕｌａｎｉ) 游牧民和信奉基督教的定

居农民ꎬ 冲突主要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中部地带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ｅｌｔ)ꎬ 事由是农牧

民为了各自生存和发展争夺土地等资源ꎮ 厘清这些基本问题ꎬ 对于我们正确

认识当前的农牧民冲突大有裨益ꎮ
(一) 关于富拉尼人

富拉尼人是非洲跨国界最多的一个民族ꎬ 由于分布地域广ꎬ 曾经有过其

他多种称呼ꎬ 如富拉人 (Ｆｕｌａ)、 颇尔人 (Ｐｅｕｌ)、 富尔贝人 (Ｆｕｌｂｅ) 等等ꎬ
但使用最广泛的是 “富拉尼人” 这个名字ꎮ① 如今ꎬ 富拉尼人也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半游牧民族ꎬ 从塞内加尔一直到中非共和国ꎬ 在 １０ 多个西部和中部

非洲国家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ꎮ 富拉尼族在西非已有 １ 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
但其起源问题学界众说纷纭ꎮ 一般认为ꎬ 富拉尼人有北非阿拉伯人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黑人的血统ꎬ 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ꎮ②后来ꎬ 富拉尼人逐渐迁

徙到了西非塞内加尔北部地区ꎮ 一部分富拉尼人在那里定居ꎬ 另一部分继续

向东游牧ꎮ
大约在 １２ 世纪ꎬ 富拉尼人迁徙到豪萨地区 (Ｈａｕｓａｌａｎｄ) 时ꎬ 已经皈依伊

斯兰教ꎮ 到 １５ 世纪ꎬ 一些富拉尼人放弃游牧ꎬ 定居了下来ꎬ 成为伊斯兰学者

和豪萨王国的宫廷顾问ꎮ 其余的富拉尼人则保持放牧习俗ꎬ 并依靠富拉尼人

精英阶层来保证放牧通行无阻ꎮ③ 作为外来少数民族ꎬ 富拉尼人同豪萨人和平

共处长达几个世纪ꎮ 但在 １８ 世纪末ꎬ 由于豪萨统治者对富拉尼人征收重税ꎬ
引发富拉尼人反抗ꎮ １８０４ 年ꎬ 富拉尼穆斯林学者乌斯曼丹福迪奥

(Ｕｓｍａｎ ｄａｎ Ｆｏｄｉｏ) 发动 “圣战”ꎬ 反抗豪萨君主统治ꎬ 并得到同样受压迫的

农村豪萨人的支持ꎮ １８０９ 年ꎬ 福迪奥最终征服 “豪萨城邦” (Ｈａｕｓａ Ｃｉｔｙ －
Ｓｔａｔｅｓ)ꎬ 建立以索科托为都城的索科托哈里发国 (Ｓｏｋｏｔｏ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ꎮ④ 富拉

尼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前ꎬ 达 １００ 年之久ꎮ 英国殖民当

局推行 “间接统治”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ｕｌｅ)ꎬ 进一步强化了富拉尼人对尼日利亚北部

的统治ꎬ 并人为加大了南北地区之间的文化差距ꎮ

１７

①

②

③
④

葛公尚、 于红: «世界民族: 非洲» (第六卷)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３１ 页ꎮ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颇尔人、 富尔贝人分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对富拉尼人的称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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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ｒｏｔｏｙ ｅｔ ａｌ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
索科托帝国的范围包括尼日利亚北部以及今尼日尔、 贝宁和喀麦隆的部分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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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杂居和通婚加上豪萨文化强大的同化力ꎬ 使富拉尼人逐步放弃原有

的语言而采用豪萨语和豪萨人的风俗习惯ꎬ 绝大部分被完全豪萨化ꎬ 成为豪

萨族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 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族一般被称为 “豪萨 － 富

拉尼族”ꎮ① 豪萨 －富拉尼族是目前尼日利亚的第一大民族ꎮ② 另有一部分富

拉尼人仍然保留游牧习俗ꎬ 被称为 “养牛者富拉尼人” (Ｃａｔｔｌｅ Ｆｕｌａｎｉ)ꎻ 在有

些文献中ꎬ 也被称作博罗罗人 (Ｂｏｒｏｒｏ)③ꎮ 目前ꎬ 富拉尼人占尼日利亚人口

的比重在 ４％ 左右ꎮ 在 ３６ 个州中ꎬ ２８ 个州有富拉尼人分布ꎬ 人数估计超过

１ ０００万ꎮ④根据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ꎬ 富拉尼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定居富拉

尼人、 半游牧富拉尼人和游牧富拉尼人ꎮ 尼日利亚当前的农牧民冲突ꎬ 主要

是游牧、 半游牧富拉尼人同定居的少数民族农民之间的冲突ꎮ
(二) 中部地带民族宗教关系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之所以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带ꎬ 除自然因素外ꎬ 与该

地区民族宗教构成ꎬ 特别是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密不可分ꎮ 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３ 年ꎬ
尼日利亚政府将全国划分为 ３ 个区ꎬ 即北区、 西区和东区ꎬ 区下设省ꎬ 三大

区分别与豪萨 －富拉尼人、 约鲁巴人和伊博人传统分布地域相吻合ꎮ 这种划

分强化了三大主体民族的特征ꎬ 形成了一种 “民族 － 宗教 － 政治” 三足鼎立

的局面ꎮ 每一个区内的少数民族逐步形成了 “少数民族身份” 一级的集团ꎬ
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政治组织ꎮ

中部地带占北区面积一半以上⑤ꎬ 从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看ꎬ 中部地带大

致可分 ３ 种类型: 一是所讲语言不同于豪萨语的族体ꎬ 如比罗姆族 (Ｂｉｒｏｍ)ꎬ
一般信仰基督教或非洲传统宗教ꎻ 二是信仰伊斯兰教ꎬ 但讲自己的民族语言

的族体ꎬ 如努佩人 (Ｎｕｐｅ) 和伊洛林的约鲁巴人ꎻ 三是既非穆斯林ꎬ 又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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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正龙: «西非最大的民族豪萨族及其语言»ꎬ 载 «西亚非洲»ꎬ 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６ ~
６１ 页ꎮ

尼日利亚三大主体民族及占人口比例分别为: 豪萨 － 富拉尼族占 ２９％ ꎬ 约鲁巴族占 ２１％ ꎬ 伊

博族占 １８％ ꎮ
Ｔｏｙｉｎ Ｆａｌｏｌａ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５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Ｄｅａｄ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５２ꎬ Ｓｅｐｔ ２０１７ꎬ ｐ １
按照尼日利亚现行行政区划ꎬ 中部地带包括: 联邦首都区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贝努埃

州 (Ｂｅｎｕｅ)、 高原州 (Ｐｌａｔｅａｕ)、 纳萨拉瓦州 (Ｎａｓｓａｒａｗａ)、 尼日尔州 (Ｎｉｇｅｒ)、 塔拉巴州 (Ｔａｒａｂａ)、
阿达马 瓦 州 ( Ａｄａｍａｗａ)、 夸 拉 州 ( Ｋｗａｒａ )、 卡 杜 纳 州 ( Ｋａｄｕｎａ)、 凯 比 州 ( Ｋｅｂｂｉ )、 包 奇 州

(Ｂａｕｃｈｉ)、 贡贝州 (Ｇｏｍｂｅ) 和博尔诺州 (Ｂｏｒｎｏ)ꎮ 其中ꎬ 阿达马瓦州、 贝努埃州、 博尔诺州、 卡杜

纳州、 纳萨拉瓦州等州是农牧民冲突高发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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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萨语的族体ꎬ 如蒂夫人 (Ｔｉｖ)ꎬ 大多信仰基督教ꎮ 中部地带少数民族组织

之间的凝聚力虽很弱ꎬ 但少数民族运动所表现出的势头则很强劲ꎬ 主要是因

为得到两个较大民族蒂夫族和比罗姆族的一贯支持ꎬ 他们担心豪萨 － 富拉尼

人会凭借数量优势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霸权和政治奴役ꎮ① 此外ꎬ 数量众多的

基督教教会组织在中部地带的活动对该地区少数民族运动的兴盛也起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ꎮ② １９６７ 年ꎬ 尼日利亚被划分为 １２ 个州后ꎬ 中部地带作为一个统

一的地缘政治概念就不复存在了ꎮ
基于民族宗教、 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地缘政治的考虑ꎬ 中部地带也被有些

尼日利亚政治家视作黏结北部与南部的 “胶水” 和保持南北和平的 “缓冲

区”ꎮ③ 尼日利亚乔斯大学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萨姆恩古 (Ｓａｍ Ｅｇｗｕ)
认为ꎬ “当代尼日利亚北部豪萨 －富拉尼穆斯林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的政

治关系ꎬ 基本上是由对统治和被统治的集体性历史记忆来定义的”ꎮ④ 这一观

点很好地概括了农牧民冲突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民族宗教背景ꎮ
(三) 农牧民关系的演变

几个世纪以来ꎬ 富拉尼牧民驱赶着牛羊在从西到东的整个萨赫勒地带、
撒哈拉沙漠南缘半干旱地带游牧ꎬ 包括在尼日利亚北部边远的地区ꎮ 历史上ꎬ
尼日利亚游牧民同定居农民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ꎮ 从总体上看ꎬ
农牧民是一种和平共生的关系ꎮ 牛粪可以用来给农田施肥ꎬ 牧民以此来换取

放牧权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 受北部连年干旱影响ꎬ 一些牧民逐渐改变游牧路线ꎬ
开始向南部地区放牧ꎮ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ꎬ 富拉尼牧民为躲避殖民当局在北

区征收的牛头税⑤ꎬ 也开始向南部迁移ꎮ
一般说来ꎬ 富拉尼牧民在旱季向南部迁徙ꎬ 为牛群寻找合适的牧场ꎮ 过

去ꎬ 牛群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草地上吃草ꎬ 践踏农田的概率并不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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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ｙｉｎ Ｆａｌｏｌａ ＆ Ａｎｎ Ｇｅｎｏｖａ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ꎬ ＵＫ: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２８

Ｓａｍ Ｅｇｗｕꎬ 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Ｐｏｒｔ Ｈａｒｃｏｕｎｔ: Ｋｅｎ －
Ｎｎｅ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ＩＧ Ｌｔｄ 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０８

牛头税 (Ｃａｔｔｌｅ Ｔａｘ) 是当时北区政府向游牧民征收的一种税ꎬ 因为游牧民不缴纳人头税ꎮ 通

常ꎬ 牛群计数的时间是每年的 ６ 月ꎬ 从 ７ 月开始征税ꎬ 一直延续到 １１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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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雨季ꎬ 富拉尼人则赶着牛群回到半干旱的萨凡纳地带ꎬ 以躲避传播锥虫

病的萃萃蝇 (Ｔｓｅｔｓｅ) 的侵扰ꎮ① 农牧民之间还存在一种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ꎮ
牧民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ꎬ 农民从富拉尼妇女那儿购买鲜奶等奶制品ꎮ 即使

富拉尼人自己没有土地ꎬ 农村居民也欢迎并希望他们的帐篷能搭建在村子周

边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ꎬ 农牧民和谐共生的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挑战ꎮ
人口数量激增对农牧产品需求增加、 牛群规模的扩大、 农业耕种面积的扩展、
化肥的使用、 奶粉的普及等等ꎬ 都使得农牧民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ꎮ 一方面ꎬ
农民对富拉尼人所提供的服务需求在减少ꎻ 另一方面ꎬ 富拉尼牧民还要依靠

农民的善意来保证他们放牧ꎮ 在农牧民互有需求、 互有依赖以及土地、 水源

等较为充裕的时期ꎬ 二者之间的冲突鲜有发生ꎻ 即使双方有冲突ꎬ 也仅仅发

生在农民播种和收获的关键时期ꎬ 一般情况下也不严重ꎮ② 但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农牧民之间的关系不时出现紧张ꎮ 特别是近年来ꎬ 北部和中部地带的农牧民

冲突还引发了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民族宗教敌意ꎬ 已成为尼日利亚安全稳定

的致命性危机ꎮ③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原因

历史上ꎬ 游牧民主要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ꎬ 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诱发和加重农牧民冲突的因素日益复杂ꎮ 除气候变化因素

外ꎬ 民族宗教问题、 人口的增长、 农牧业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变化、 农村地区

犯罪案件的发生、 社会文化的变迁ꎬ 法律体系不健全ꎬ 助推了农民和牧民之

间更多的暴力行为和犯罪ꎮ
(一) 基于民族宗教因素的矛盾

随着富拉尼人政治地位的上升和伊斯兰教④在尼日利亚北部占据主导地

位ꎬ 民族宗教问题日益成为搅动农牧民冲突的一双无形的手ꎮ 这也是人们倾

向于用民族宗教范式来理解尼日利亚的一个原因ꎬ 农牧民冲突也不例外ꎮ 其

４７

①
②
③

④

宁骚: «非洲黑人文化»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３２ ~ ３３ 页ꎮ
Ｄｕｃｒｏｔｏｙ ｅｔ ａｌ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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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 ０９ / ｎｉｇｅｒｉａ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ｍｉｄｄｌｅ － ｂｅｌｔ － ｏｇｅ － ｏｎｕｂｏｇｕ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８
尼日利亚北部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ꎬ 东部居民主要信奉基督教ꎬ 只是在约鲁巴人聚居的西

南部ꎬ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大致势均力敌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　

一ꎬ 农牧民冲突ꎬ 主要是富拉尼游牧民同中部地带定居的少数民族ꎬ 例如蒂

夫人之间的冲突ꎻ 其二ꎬ 富拉尼族信奉伊斯兰教ꎬ 少数民族农民大多信奉基

督教ꎬ 中部地带本身就是北部伊斯兰教文化圈同南部基督教文化圈的分界和

缓冲地带ꎻ 其三ꎬ 在尼日利亚ꎬ 民族身份与宗教信仰二者密不可分ꎬ 如提到

豪萨人、 富拉尼人ꎬ 不可能不提到伊斯兰教ꎻ 而提到伊博族ꎬ 不可能不提到

基督教ꎬ 反之亦然ꎮ 在尼日利亚ꎬ 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在许多情况下是交织

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ꎬ 绝大多数豪萨 － 富拉尼人是穆斯林ꎬ 约鲁巴人和伊博

人主要信奉基督教和传统宗教ꎮ 豪萨 － 富拉尼人统治阶层一直利用伊斯兰教

的凝聚力来巩固其在尼日利亚北部的政治势力ꎬ 而北部中小民族往往借助基

督教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ꎻ① 其四ꎬ 中部地带一些农牧民冲突最初的起因就

是民族宗教矛盾ꎬ 这在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乔斯冲突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ꎮ 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ꎬ 将农牧民冲突归入民族宗教问题的范畴来讨论ꎬ 并不是要特意

突出冲突双方的民族宗教属性ꎬ 而是因为在尼日利亚ꎬ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

矛盾往往是一些冲突背后的潜台词ꎮ
(二) 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

尼日利亚北部边远地区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区ꎬ 每年 １０ 月到次年 ５ 月进入

漫长旱季ꎬ ６ 月到 ９ 月进入短暂雨季ꎬ 降雨量一般在 ６００ ~ ９００ 毫米ꎮ 随着气

候变化的加剧ꎬ 旱季越来越长ꎬ 雨季越来越短ꎬ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尼日利亚

北部不少地区已变成了沙漠或半沙漠ꎬ 并以每年约 ０ ６ 公里的速度向南

蔓延ꎮ③

自然环境的恶化直接对农业和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ꎬ 也迫使富拉尼

牧民不断向南迁徙ꎬ 以寻找草地和水源ꎮ 起初ꎬ 游牧有季节性ꎬ 富拉尼人一

般在 １２ 月至次年 ５ 月在中部地带ꎬ ６ 月雨季来临时往北返回ꎮ 但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以来ꎬ 北部边远地区的草场面积大幅萎缩ꎬ 富拉尼人留在中部地带

的时间不断延长ꎬ 一直到了 ６、 ７ 月份ꎮ 近年来ꎬ 一些富拉尼人选择在中部地

带永久放牧ꎬ 还建起了临时的医院和学校ꎮ 这种状况引发了同中部地带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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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定居农民因土地和水源的使用权不断产生纠纷ꎮ
此外ꎬ 尼日利亚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也加剧了农牧民冲突ꎮ 例

如ꎬ 乍得湖面积大幅萎缩ꎬ 使得乍得、 喀麦隆和尼日尔的牧民放牧也陷入困

境ꎮ 国外游牧民涌入尼日利亚ꎬ 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农牧民冲突ꎮ 这些外来

游牧民不熟悉尼日利亚的情况ꎬ 自由放牧极易与当地农民产生误解和敌意ꎬ
甚至导致暴力冲突ꎮ① 再如ꎬ 马里、 尼日尔国内也面临严峻的自然环境退化问

题ꎬ 对本国游牧民的生存也造成很大压力ꎬ 迫使他们跨境游牧ꎮ 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促使尼日利亚富拉尼牧民不断向南部地区游牧ꎬ 从而加大了与当地农

民发生冲突的概率ꎮ
(三) 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１ 农牧业生产自身的发展

尼日利亚是农业国ꎬ 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ꎬ 政府也一直采取各种措施

鼓励农业发展ꎬ 增加粮食产量ꎬ 例如政府推动的 “养活国家运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绿色革命”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等等ꎮ 农民在联邦政府帮

助下积极开垦荒地ꎬ 增加农田面积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尼日利亚在世界银行的

支持下出台了 «农业发展计划»ꎬ 鼓励使用水泵ꎬ 向农民提供化肥和杀虫剂ꎮ
此外ꎬ 联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农民开发湿地ꎬ 如河谷和冲积平原ꎬ
以便在旱季时可以发展灌溉农业ꎮ② 越来越多肥沃土地和水浇地的利用、 城乡

交通设施的改善、 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对农产品的旺盛需求ꎬ 均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ꎬ 提高了他们开垦更多荒地的积极性ꎮ 大规模的农田开

发逐渐蚕食了此前用来放牧的区域ꎬ 甚至法定的放牧区、 牲畜饮水点、 迁移

线路都未能幸免ꎮ③

对富拉尼游牧民来说ꎬ 耕作农业的发展则意味着不仅要失去越来越多水

草丰美的土地来放牧ꎬ 牛群闯入农田踩踏庄稼同农民发生冲突的风险也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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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加ꎮ 此外ꎬ 国家冲积平原开发项目鼓励农民种植价值较高的农作物ꎬ 特

别是西红柿和洋葱ꎬ 这些农产品收获后没什么残余物可以用来喂牲畜ꎮ 换句

话说ꎬ 就是牧民能找到的用作草料的农作物秸秆也在减少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农牧民的关系充满了竞争和对抗ꎬ 牧民为牛羊寻找草场或确定迁移路线的时

候ꎬ 很容易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ꎮ 如果牛群踩踏庄稼ꎬ 农民就会射杀一些牛ꎬ
富拉尼牧民就会进行报复ꎬ 常常在夜间袭击村庄ꎬ 焚烧房屋ꎬ 致使冲突进一

步升级ꎮ①

２ 传统协调机制的弱化

农牧民冲突伴随着人类社会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已经长期存在ꎮ
但传统上ꎬ 农牧民冲突有一套解决机制ꎮ 就尼日利亚而言ꎬ 富拉尼游牧民赶

着牛群迁移前ꎬ 要和沿途村子的酋长就牲畜的迁徙路线等重要事项达成共识ꎬ
有时地方政府官员还会出面见证ꎮ 如果牛群踩踏庄稼损害农民利益时ꎬ 村庄

的酋长和游牧民的首领一起商讨解决ꎮ 那些不服从调解的游牧民ꎬ 则被移交

地方政府处理ꎮ 这种机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逐步被弱化ꎬ 主要原因是警

察和法庭等司法体制的引入ꎮ
客观而言ꎬ 引入现代司法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和现代化进程不可或

缺ꎬ 但首先要保证司法体系自身的公平公正和廉洁高效ꎮ 遗憾的是ꎬ 尼日利

亚直到现在都是腐败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ꎮ 警察代替酋长参与调解冲突ꎬ 似

乎挺有效ꎬ 但现实中游牧民非常痛恨警察的腐败行为ꎬ 因为警察不时会勒索

罚款和贿赂ꎬ 而拖沓冗长的法庭裁决进程中对牛群的迁徙禁令会使它们陷入

觅草困境ꎮ 此外ꎬ 当地官员更倾向于照顾定居农民ꎮ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ꎬ 在

选举的时候需要农民的选票ꎬ 而游牧民届时很有可能已迁徙到了另外一个地

方了ꎮ 因此ꎬ 富拉尼牧民越来越感到被边缘化ꎬ 并不信任当地政府作为冲突

的调停人ꎮ 在传统的冲突对话、 调解机制逐步被弱化的情况下ꎬ 地方政府有

时不能秉公处理ꎬ 有时懒政行为突出ꎬ 对冲突调查结果敷衍了事ꎮ 久而久之ꎬ
游牧民和农民均对政府出面调停和裁决失去信心ꎬ 冲突当事方便容易诉诸暴

力来处理争端ꎬ 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暴力事件ꎮ② 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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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ＵＳＩＰ) ２０１７ 年初在高原州和博尔诺州 (Ｂｏｒｎｏ Ｓｔａｔｅ)
的调查发现ꎬ 冲突发生时ꎬ 民众首选去传统头领或社区首领那里寻求帮助和

对策ꎮ① 也就是说ꎬ 如何让传统领导人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ꎬ 是值得地方政府

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ꎮ
(四) 局部安全形势严峻

１ 农村地区匪患和偷牛事件高发

农村匪患和偷牛 (ｃａｔｔｌｅ ｒｕｓｔｌｉｎｇ) 也是迫使富拉尼牧民不断南迁而与农

民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尼日利亚北部一些土匪团伙

经常对商人和行人进行劫掠ꎮ 其后ꎬ 犯罪团伙的数量激增ꎬ 他们实施武装

抢劫、 袭击村庄、 掠夺集市、 绑架勒索赎金和偷牛等犯罪行为ꎮ ９０ 年代以

来ꎬ 北部一些州偷牛现象非常严重ꎬ 特别是在卡杜纳、 卡诺、 赞法拉和卡

奇纳州的一些森林地区ꎮ 偷牛还是东北部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资金来源

的一个重要渠道ꎮ 恐怖分子通过肆无忌惮的经销商销赃ꎬ 筹集资金ꎮ 一些

州被迫关闭了活畜交易市场ꎬ 试图斩断 “博科圣地” 的财路ꎮ② 由于偷牛事

件频发ꎬ 富拉尼牧民的损失很难估计ꎬ 许多偷牛事件发生在边远村庄或林

区ꎬ 因所在州安全部门人手不足ꎬ 许多牧民也无法报案处理ꎮ 牧民防卫的

工具由弓箭变成了小武器ꎬ 他们自发组织了治安团ꎬ 逮到偷牛贼后甚至就

地直接处死ꎬ 但这种情况反过来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的报复行动ꎮ 在一些地

区ꎬ 自发治安团自身甚至沦为掠夺者ꎬ 向牧民敲诈勒索现金和牛ꎬ 美其名

曰为 “保护费”ꎮ 不堪其扰的富拉尼牧民只得进一步南迁ꎬ 寻找更为安全的

地区放牧ꎮ
２ 北部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尼日利亚北部ꎬ 特别是较为边远的地区ꎬ 自然条件较差ꎬ 发展滞后ꎬ 一

直是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ꎮ 这样的环境也为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ꎮ
“博科圣地” ２００２ 年起就以尼日利亚东北部为大本营ꎬ 已给该国及邻国造成

重创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富拉尼人的庇护组织———尼日利亚养牛者协会博尔诺州

的一位副主席接受采访时说ꎬ 多年来ꎬ 协会成员的 １００ 多万头牛和其他牲畜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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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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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了 “博科圣地” 武装分子手中ꎮ①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时局动荡迫使不少

富拉尼人四处逃亡ꎮ 此外ꎬ 乍得湖周边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在不断诱发新

的暴力冲突ꎮ
尼日利亚是西非小武器泛滥最为严重的国家ꎬ 而小武器的泛滥对农牧民

暴力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根据尼日利亚官方消息ꎬ 目前西非地区非法

小武器有 ５ 亿支ꎬ 其中 ７０％即 ３ ５ 亿支流落在尼日利亚境内ꎮ② 非法小武器来

源途径不同ꎬ 有些是前军人的武器流落在当地的ꎬ 有些来自西非和中北非黑

市的跨境贸易ꎬ 还有从北非利比亚来的ꎮ③ 由于匪患和偷牛问题严重ꎬ 以前仅

仅靠弓箭等传统冷兵器防身的富拉尼牧民也开始全副武装ꎬ 对抗偷牛贼和其

他犯罪团伙ꎮ 一些农民也组建了自卫性质的民兵组织ꎮ 不管农牧民纷纷武装

起来的动机如何ꎬ 小武器的泛滥的确造成了农牧民冲突中伤亡人数的大幅

上升ꎮ
综上ꎬ 从表象来看ꎬ 农牧民冲突体现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富拉尼牧民与信

仰基督教的定居农民之间的宗教与民族冲突ꎬ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ꎮ
即使尼日利亚一些媒体和利益相关团体倾向于做这样的解读ꎬ 但从上文分析

可以看出ꎬ 造成农牧民冲突的基本因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尼日利亚人口、
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ꎬ 而民族宗教问题、 小武器的泛滥、 地区安全局势的恶

化以及政府治理的不足都加重了农牧民冲突ꎮ 此外ꎬ 学界也普遍认为ꎬ 农牧

民对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的竞争也可以被视作两种不同的土地使用方式或生

产方式 (农业和畜牧业) 之间的竞争ꎮ 只要两种生产方式都存在ꎬ 二者的竞

争就不可避免ꎬ 最终导致农牧民的冲突ꎮ④ 从本质上看ꎬ 农牧民冲突是游牧民

和农民为了各自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经济利益ꎬ 围绕着土地、 水等资源展

开的冲突ꎬ 是发展问题ꎮ 因此ꎬ 农牧民冲突也反映出游牧业在现代农业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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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一个困境ꎬ 即如何保持其可持续性ꎬ 并与其他农业部门ꎬ 特别是耕作农

业的发展寻求一个平衡点ꎮ 从这一点上来说ꎬ 农牧民冲突也属于发展问题的

范畴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影响

农牧民冲突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ꎬ 制约着农业、 畜牧业的可持

续发展ꎬ 使民族国家构建、 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ꎬ 还威胁着西非次区域的和

平与安全ꎮ
(一) 威胁农牧民生命安全ꎬ 恶化其生存环境

农牧民冲突的影响ꎬ 用成语 “流离失所” 和 “民不聊生” 来形容是比较

贴切的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尼日利亚全国死于农牧民冲突的人数估计在 ２ ５００ 人左

右①ꎬ 比同一时期因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暴恐活动致死的人数还要多ꎮ 贝

努埃州是农牧民冲突最为严重的州之一ꎬ 州长塞缪尔奥托姆 ( Ｓａｍｕｅｌ
Ｏｒｔｏｍ) 称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１ ８７８ 人因冲突而丧生ꎮ 此外ꎬ 成千上万的尼

日利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ꎮ 据统计ꎬ 在卡杜纳州、 贝努埃州和高原州ꎬ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至少有 ６２ ０００ 人流离失所ꎮ② 由于缺乏专门为难

民设立的救济营地ꎬ 他们不得不在其他贫穷的农村地区寻求庇护ꎮ 此外ꎬ 因

担心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ꎬ 不少难民涌入相对安全的城市和城乡接合带ꎮ 无

论是国家应急管理局 (ＮＥＭＡ)ꎬ 还是国际援助机构、 援助方ꎬ 均将救援的重

点放在了 “博科圣地” 问题造成的灾民身上ꎬ 农牧民冲突问题尚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ꎮ 因此ꎬ 不少难民生活陷入困境ꎬ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ꎮ
(二) 破坏农业生产活动ꎬ 损害经济发展

农牧民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大ꎮ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慈善队

(Ｍｅｒｃｙ Ｃｏｒｐｓ) ２０１５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因贝努埃州、 卡

杜纳州、 纳萨拉瓦州和高原州农牧民冲突每年损失的收入高达 １３７ 亿美元ꎬ ４
个州平均损失 ４７％的州内收入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奥托姆州长称ꎬ 受来自北部

０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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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游牧民、 甚至是来自喀麦隆和尼日尔的牧民的袭击ꎬ 贝努埃州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经济损失高达 ６ ３４ 亿美元ꎮ①

尼日利亚石油经济兴盛后ꎬ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初期的 ６０％萎缩到现在的 ２２％左右ꎬ 但仍在非石油类出口中占到 ７５％的比

重ꎮ 据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统计ꎬ 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尼日利亚劳动力人口的

７０％ ꎮ② 小型农户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ꎬ 种植块茎作物和蔬菜ꎬ 北部的牧民

主要从事畜牧业并种植谷类作物ꎮ ９０％ 以上的牧民都是富拉尼人ꎬ 拥有全国

绝大多数的牲畜ꎮ 尼日利亚一直在推进经济多元化策略ꎬ 以摆脱经济过度依

赖石油ꎬ 振兴农业发展ꎬ 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ꎬ 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此

外ꎬ 农业从业人口众多ꎬ 农牧民冲突影响人口范围大ꎮ 显然ꎬ 愈演愈烈的农

牧民冲突已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ꎮ
(三) 加深民族裂痕ꎬ 危害民族国家构建

农牧民冲突对尼日利亚民族建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ꎬ 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农牧民冲突加深了富拉尼牧民与少数民族农民的隔阂、 猜忌和仇

恨ꎬ 导致民族宗教关系紧张甚至激化ꎬ 而不是各民族正常的交往与和平共处ꎮ
这与多民族国家民族构建是格格不入的ꎮ 在尼日利亚国家无力妥善应对暴力冲

突时ꎬ 冲突双方往往借助和强化的是本民族的民族宗教认同ꎬ 而不是对尼日利

亚的国家认同ꎮ 这无疑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所追求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ꎮ
其二ꎬ 尼日利亚之所以被称为 “西非巨人”ꎬ 在于它的经济体量和庞大人

口规模和广阔的地域ꎬ 更在于其 “统一中的多元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ｔｙ)ꎮ 如

果不能首先保证国家的统一ꎬ 丰富的多元性只会助长各民族的分崩离析ꎬ 尼

日利亚只会是一盘散沙ꎬ 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ꎬ 就是 “高度分裂的社会”ꎬ 而

不是现代民族国家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容易从局部蔓延至全国ꎬ 最终滑向

民族宗教冲突ꎬ 威胁尼日利亚的统一ꎮ
其三ꎬ 农牧民冲突容易被其他势力利用ꎬ 对尼日利亚的统一造成威胁ꎮ

农牧民冲突ꎬ 特别是富拉尼游牧民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袭击ꎬ 还往往被一些人

１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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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为政治宗教阴谋ꎮ 比如ꎬ 富拉尼人想掠夺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ꎻ 尼日利

亚基督徒群体则倾向于将冲突解读为富拉尼人巧妙伪装的 “圣战”ꎮ 在尼日利

亚东南部ꎬ 比夫拉分离主义分子则称游牧民对农民的袭击ꎬ 是北方人的一个

阴谋ꎬ 他们试图压垮南方人ꎬ 并强迫他们改宗伊斯兰教ꎮ 还有一些人称ꎬ 因

为布哈里总统是富拉尼族ꎬ 他本人又是富拉尼人养牛者协会组织的终身庇护

人ꎬ 所以布哈里有意偏袒富拉尼人ꎮ 虽然这些传言都没有事实根据ꎬ 但是加

重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猜忌ꎬ 影响国家的团结ꎮ 东部的伊博族民族分离

运动组织 “比夫拉原住民”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Ｂｉａｆｒａꎬ ＩＰＯＢ)ꎬ① 借着 ２０１７
年是尼日利亚内战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０ 年)② 爆发 ５０ 周年的敏感节点ꎬ 再次鼓吹要

恢复 “比夫拉共和国”ꎬ 极力将农牧民冲突渲染为富拉尼人发动的新一轮 “圣
战”ꎬ 意图是要将整个尼日利亚 “伊斯兰化”ꎮ

(四) 冲击民主秩序ꎬ 掣肘总统大选

纵观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的民主化历程ꎬ 不难发现一些基本的事实ꎬ
即民主化要取得进展ꎬ 需要一些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和平安定的国内局势ꎻ
二是要有专业化的独立选举机构ꎻ 三是安保工作要到位ꎬ 等等ꎮ 其中ꎬ 和平

稳定的国内环境是重中之重ꎮ 农牧民冲突如果愈演愈烈ꎬ 会给即将到来的

２０１９ 年总统大选添加更多变数ꎬ 尼日利亚民主化进程将再次面临严峻挑战ꎮ
其一ꎬ 农牧民冲突可能会使大选无法顺利举行ꎮ 毋庸置疑ꎬ 尼日利亚基

本能够保持政局总体稳定ꎬ 目前的冲突大多是局部的ꎬ 但如果得不到有效控

制ꎬ 就无法为大选的顺利举行提供前提保障ꎮ ２０１５ 年大选前夕ꎬ 尼日利亚全

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得到通知ꎬ 军方与安全部门要集中力量打击极端势力 “博
科圣地”ꎬ 因而无法为大选提供安全保障ꎮ 无奈之下ꎬ 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做

出了大选延期的决定ꎮ③ 大选延期不仅大大增加了大选的人力、 物力、 财力成

本ꎬ 还令大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ꎮ 前车之鉴ꎬ 尼日利亚应当好好吸

２８

①
②

③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比夫拉原住民” 已被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ꎮ
比夫拉战争ꎬ 即尼日利亚内战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 ~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 系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同东部伊

博人分离势力建立的比夫拉共和国 (因比夫拉湾而得名) 之间的战争ꎮ 战争起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ꎬ
也有伊博人同豪萨人之间的民族宗教文化矛盾ꎬ 其中争夺对石油资源控制权是关键因素ꎮ 内战以联邦

一方获胜结束ꎬ 最重要的意义是伊博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ꎬ 以及重新认定尼日利亚作为自己

所属国家的合法性ꎮ 但时至今日ꎬ 仍有一些伊博人以遭受边缘化为由谋求恢复比夫拉共和国ꎮ
参见李文刚: «尼日利亚 ２０１５ 年大选观察与思考»ꎬ 载李安山: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文集

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５９ ~ ７０ 页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　

取ꎬ 避免重蹈覆辙ꎮ
其二ꎬ 农牧民冲突所展示出的 “暴力文化” 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ꎮ 如前

所述ꎬ 因种种因素的叠加和相互作用ꎬ 农牧民冲突越来越采取了 “以暴易暴”
的方式ꎮ 处理农牧民关系的传统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尊重长者和权威、 协商、
妥协、 和平等精神内涵荡然无存ꎮ 这固然与政府部门和安全机构的不作为、
乱作为、 腐败等因素有关ꎬ 但这种 “暴力文化” 正在侵蚀着尼日利亚政治文

化中有益于民主的成分ꎮ 简言之ꎬ 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来源有三方面: 传统政

治文化、 伊斯兰政治文化和基督教政治文化ꎮ 农牧民冲突中的 “暴力文化”ꎬ
实际上也背离了各自文化的渊源ꎮ

其三ꎬ 农牧民冲突背后浓厚的民族宗教色彩对选民的投票模式的影响力

不容低估ꎮ 在尼日利亚为数不多的历次选举中ꎬ 选民以民族宗教划线来投票

的情形非常普遍ꎬ 只是程度不尽相同ꎬ 总体趋势是在弱化ꎬ 但不能排除在特

定情况下出现反复甚至加深ꎮ 例如ꎬ 在农牧民冲突的背景下ꎬ 穆斯林和基督

徒更易倾向选择与自己民族宗教成分相同的总统候选人ꎬ 而这无疑与民主化

的实质背道而驰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尼日利亚著名剧作家、 诗人、 激进的人道主义者、 １９８６ 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索因卡 (Ｗｏｌｅ Ｓｏｙｉｎｋａꎬ １９３４—) 发表了一份长达

４ 页的声明ꎬ 称布哈里总统应该为发生在贝努埃州、 塔拉巴州等中部地带愈演

愈烈的农牧民冲突负责ꎮ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ꎬ 屠杀自己同胞的富拉尼牧民逍

遥法外ꎬ 没有杀人倾向ꎬ 仅仅是希望获得独立的 “比夫拉原住民” 却被宣布

为恐怖主义组织ꎮ 事实上ꎬ 杀人放火的牧民才是国家的敌人ꎮ① 毋庸讳言ꎬ 索

因卡如同其早年一样ꎬ 对比夫拉问题的表态反映了他本人对于伊博人的一些

同情ꎬ 但更多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态ꎮ 这也深刻地折射出尼日利亚民族国

家建构的不易ꎮ 一些人指责布哈里应对农牧民冲突不利ꎬ 未将发动袭击的富

拉尼牧民绳之以法的理由直接指向了布哈里本人 (是富拉尼族)ꎮ 凡此种种ꎬ
反映了尼日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水平处于较低水平的一种现实状况ꎮ 在此背景

下ꎬ ２０１９ 年大选选民的投票模式估计与以往不会有大的区别ꎬ 尼日利亚大选

和民主化要打破民族宗教地域的藩篱尚需时日ꎬ 民主化走向成熟还有很长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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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要走ꎮ
总体看来ꎬ 尼日利亚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非常高ꎬ ２０１９ 年总统大选在即ꎬ

但对于农牧民冲突造成大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而言ꎬ 如何保证这部分人

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是一个未知数ꎬ 毕竟选民的参与度也是民主化评价的一个

重要指标ꎮ
(五) 形成溢出效应ꎬ 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

如前所述ꎬ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中的富拉尼游牧民ꎬ 是西非、 中部非洲

的跨界民族ꎬ 其在不少西非国家也卷入了与当地农民的冲突ꎮ 也就是说ꎬ 农

牧民冲突是西非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ꎬ 其主要诱因与尼日利亚的情况有许

多共同之处ꎮ 尼日利亚境内发生牵扯富拉尼游牧民的冲突ꎬ 很有可能招致富

拉尼人的境外亲属入境报复ꎮ 尼日利亚军方称ꎬ 富拉尼人可以动员西非和中

部非洲国家的富拉尼人寻求支援ꎬ 甚至是招募富拉尼战士ꎮ 尼日利亚穆斯林

精神领袖、 富拉尼人索科托素丹 (Ｓｕｌｔａｎ ｏｆ Ｓｏｋｏｔｏ) 穆罕默德萨阿德阿布

巴卡尔三世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ａ’ ａｄ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Ⅲ) 多次强调ꎬ 手持枪支、 实施杀

戮的富拉尼牧民不是尼日利亚人ꎬ 而是来自邻国ꎬ 他们应该被作为罪犯甚至

恐怖分子进行审判ꎮ①

很显然ꎬ 这种情况对西非、 中部非洲次区域本就十分脆弱的和平安全局

势无异于火上泼油ꎮ 此外ꎬ 农牧民冲突还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周边国家ꎬ 加重

了边境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ꎬ 反过来又为新的暴力冲突埋下隐患ꎬ 导致边境

和平安全堪忧ꎮ 一些报道称ꎬ 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 的恐袭活动在 ２０１８ 年出

现反弹ꎬ 与不少恐怖分子混迹于难民营伺机作案不无关系ꎮ 可见ꎬ 尼日利亚

农牧民冲突已成为一个区域性问题ꎬ 如不及时遏制ꎬ 很有可能在尼日利亚与

一些国家ꎬ 特别是尼日尔、 乍得和喀麦隆边界地区引发连锁反应ꎬ 加剧地区

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ꎮ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因应之策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农牧民冲突ꎬ 尼日利亚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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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ａｋｉｙａ 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ꎬ “Ｔｒｅａｔ Ｋｉｌｌｅｒ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 Ｓｕｌｔ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
ｎｇ / ｎｅｗｓ / １６２２８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２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 超越民族宗教因素的解读　

施ꎬ 国际社会也参与调解ꎬ 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ꎮ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无法

摆脱民族宗教的范式ꎬ 包括地区利益之争ꎮ 可以说ꎬ 超越民族宗教的视野ꎬ
以民族国家一体化大局为重ꎬ 应该是应对农牧民冲突的正确方向ꎮ

(一) 联邦政府层面

１９６５ 年ꎬ 尼日利亚北区政府出台了 «１９６５ 年北区放牧保护区法»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Ｌａｗ ｏｆ １９６５) 为牲畜的迁徙建立了专门通道ꎬ 并划定

４１５ 个放牧保护区ꎬ 专门用于放牧ꎮ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 城市化以及人口迁

移ꎬ 专门的牧区不断被蚕食ꎮ 此外ꎬ 由于气候变化和疏于维护ꎬ 游牧民即使

在保护区内也常常找不到草场和水源ꎮ 此外ꎬ 长时间将牛群固定在一个场所

也增加了牛染病和被偷盗的风险ꎮ① 在行政区划的调整中ꎬ 北区逐步被划分为

了 １９ 个州ꎬ 一些放牧区横跨两个或更多的州ꎬ 集体管理无法实现ꎬ 最终结果

就是划定的放牧区日益缩小ꎬ 富拉尼牧民也被迫到别处寻找牧场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根据政府第 ４１ 号法令ꎬ 联邦政府建立游牧民教育全国委员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宗旨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基本的生计技能教

育项目让游牧民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融入现代生活ꎮ 此外ꎬ 一些项目还计划帮

助游牧民改进养牛技术来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ꎬ 如牛奶加工和销售、 动物免

疫和现代饲养技术ꎮ 目前ꎬ 该项目因基础设施年久失修、 人员和资金不足ꎬ
事实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乔纳森政府组建了一个包括环境、 工程、 科技、 内政和水资源

等部门的部际专家委员会ꎬ 研究通过设立放牧保护区来结束冲突ꎮ 该专家委

员会呼吁恢复和改善所有被农田蚕食的放牧路线ꎬ 央行向全国 ３６ 个州拨款用

于建设大牧场ꎮ 尼日利亚联邦执行委员会 (ＦＥＣꎬ 相当于内阁) 批准了这些

建议ꎬ 甚至央行的款项已经下拨ꎬ 但因乔纳森在 ２０１５ 年大选中落败ꎬ 上述政

策执行中断ꎬ 而央行拨款去向也成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布哈里就任总统伊始ꎬ 即指示联邦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制订畜牧

业综合发展规划ꎬ 核心的一条就是研究如何抑制农牧民冲突ꎮ 此后不久ꎬ 农

业农村部的专家小组就出台了畜牧业短、 中、 长期的规划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联邦政

府宣布向尼日利亚州长论坛提交计划ꎬ 要求在各州为牧民划定放牧区作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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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对ꎬ 最终目的是要说服游牧民从事大牧场畜牧业ꎮ 然而ꎬ 这一建议遭到

绝大多数中部和南部州的反对ꎬ 理由是这一计划明显偏向富拉尼族ꎮ 此后ꎬ
农业农村部长宣布政府已向国民大会提交议案ꎬ 要求立法禁止在城市和村庄

放牧ꎬ 又宣布政府从巴西订购速生草准备建设大规模的牧场ꎬ 但这些均未见

后续行动ꎮ
从法律层面看ꎬ 尼日利亚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应对农牧民冲突也存在不

少缺陷ꎬ 不少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ꎬ 没能得到应有的惩处ꎬ 助长了犯罪不受

惩罚的不良环境ꎮ 其主要原因是ꎬ 尼日利亚当局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ꎬ
担心制裁冲突中的犯罪嫌疑人容易引发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ꎬ 因此倾向于息

事宁人ꎬ 而不是伸张正义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贝努埃州一地方政府十个村

庄发生富拉尼牧民杀害许多农民的恶性事件ꎮ 虽然布哈里打破沉默立即指示

进行调查ꎬ 但未见后续行动ꎮ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恩努古州ꎬ 虽然布哈里总

统命令警察和军队采用一切措施制止暴力ꎬ 保证将阻止牧民对农民的袭击作

为头等大事ꎬ 但农牧民冲突仍在上演ꎮ 此外ꎬ 军方在冲突多发州实施的 “和
谐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 效果也并不明显ꎮ

在立法方面ꎬ 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尼日利亚国民大会收到 ３ 个议案ꎬ 要

求通过立法形式在全国设立游牧区、 划定牲畜迁徙路线和建设大牧场ꎮ 经过

多轮辩论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３ 个议案均未获通过ꎬ 理由是: 土地使用权问题是

州政府专属特权ꎬ 在全国立法划定放牧区与 «１９７８ 年的土地使用法»①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８) 相违背ꎬ 属违宪行为ꎮ 为了表示对农牧民冲突问题的关切ꎬ
国民大会也举行了不少听证会ꎬ 通过了一些决议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参

议院通过决议ꎬ 宣布 “博科圣地” 武装分子是贝努埃、 塔拉巴和高原州等

地农牧民冲突背后的凶手ꎮ 但尼日利亚民众对此并不认同ꎬ 因为富拉尼牧

民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已经承认ꎬ 富拉尼人出于报复目的发动了一些袭击ꎮ
故此ꎬ 尼日利亚民众认为ꎬ 参议院的决议是在转移视线ꎮ 同年 ５ 月ꎬ 参议

院农业、 情报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农牧民冲突举行了听证会ꎬ 但并未出

台任何行动建议ꎮ
综上所述ꎬ 从联邦政府层面看ꎬ 解决农牧民冲突的一些政策要么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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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７８ 年土地使用法» 规定ꎬ 尼日利亚土地的所有权、 转让、 购置、 管理和经营的权力都归

州长所有ꎮ 议会立法设立放牧区违反该法ꎬ 被视作剥夺州长的权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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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ꎬ 要么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ꎬ 还有执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ꎮ 这些都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联邦一级应对农牧民冲突的有效性ꎮ 当然ꎬ 有些问题

涉及联邦制本身ꎬ 各州利益之争、 民族问题的考量等等ꎬ 实际上很难在短

期内理顺或调整ꎮ 对联邦政府来说ꎬ 当务之急是要部署警力ꎬ 阻止农牧民

之间的暴力冲突ꎬ 对冲突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ꎬ 为难民提供援助ꎮ 从长远

看ꎬ 对已有的农牧业发展计划进行修订完善ꎬ 提高其可操性ꎬ 保证二者的

可持续发展ꎮ 当然ꎬ 与周边及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共同的气候变化等问题也

应落到实处ꎮ
(二) 地方政府层面

１ 禁牧和驱离牧民ꎮ
在应对农牧民冲突问题上ꎬ 各州态度不一ꎬ 做法也不尽相同ꎬ 但大体上

也能看出在一些方面也是出于民族宗教的考量ꎮ 有的州建立了州和地方政府

和平委员会ꎬ 推动农牧民对话以解决冲突ꎬ 南部的埃基提州和阿布贾联邦首

都区 (ＦＣＴ) 通过法律管理游牧行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埃基提州通过一项法律ꎬ 禁

止放牧和牛群在夜间迁移ꎬ 并规定一旦发现游牧民携带武器ꎬ 将以恐怖主义

罪名起诉ꎮ 在贝努埃和塔拉巴州ꎬ 政府立法禁止一切公开放牧ꎮ 在埃多州ꎬ
政府计划建立有围栏的放牧区ꎬ 要求牧民入内放牧并交付一定费用ꎮ 但许多

牧民经常不遵守这些规定ꎮ 在联邦首都区ꎬ 富拉尼牧民依旧自由放牧ꎮ 塔拉

巴州的牛饲养者组织不仅抵制禁止放牧的法律ꎬ 还准备和政府打官司讨说法ꎮ
在高原州、 博尔诺州和尼日尔州ꎬ 当局迫于当地民众的压力ꎬ 不时会在一些

场所驱赶富拉尼牧民和牛群ꎮ 相比于驱赶游牧民ꎬ 有些州表现更为激烈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阿比亚州州长恢复了地方治安组织 “巴卡西男孩” (Ｂａｋａｓｓｉ Ｂｏｙｓ)ꎬ
要求所有村社酋长派出 １０ 名青年ꎬ 经过两年集训后派往农村地区ꎮ 十字河流

州政府则宣布建立 “乡土安全部队”ꎬ 虽然不携带武器ꎬ 但可监控牧民的行

踪ꎬ 向政府提供情报ꎮ
２ 打击偷牛和匪患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尼日尔州、 卡杜纳州、 卡诺州、 索科托州、 凯比州、 卡齐

纳州、 赞法拉州的州长共同资助了打击偷牛的专项行动ꎬ 包括尼日利亚军队、
警察、 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参加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尼日利亚军方又在西北区、 东北区

和中北区的森林地带对偷牛贼和土匪进行了打击ꎮ 一些州政府还同匪徒进行

了和平谈判ꎬ 希望他们放下武器ꎬ 归还偷走的牛ꎬ 政府则表示为他们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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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医院和学校ꎬ 并给个人赠送一些现金和土地ꎮ 上述措施在一些州取得了较

为明显的效果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赞法拉州政府发起 “武器换发展” 和

平对话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警方通报称ꎬ 约 １ ０００ 名匪徒放下武器ꎬ ２ ７３４头牛被

追回ꎮ① 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ꎬ 但基本上缺乏可持续性ꎬ 更为严

重的是还有可能助长一种 “暴力文化”ꎬ 匪徒和偷牛贼因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严

惩ꎬ 有时还会肆无忌惮地加大犯罪的力度ꎬ 迫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ꎮ 从长远

看ꎬ 这对于从根本上改善北部的安全局势并不利ꎮ 州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的

警力建设ꎬ 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不是姑息迁就ꎬ 同时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ꎬ 关注民生问题ꎬ 加大对农牧民冲突中受害者的援助ꎬ 尤其是那些没有

直接参与暴力冲突的受害者ꎮ
３ 鼓励游牧转型ꎮ
虽然联邦政府提出建立大牧场的建议遭到一些州的反对而不了了之ꎬ

但从长远看ꎬ 自由放牧越来越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修复ꎬ 因而

也缺乏可持续性ꎬ 还容易引发与农民的冲突ꎮ 在合适的区域划定放牧区建

立大农场ꎬ 联邦政府应和州政府密切沟通ꎬ 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制定规划ꎬ
避免 “一刀切”ꎬ 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州先试点ꎬ 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州ꎮ 布哈

里政府出台的 «农业促进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 已经认识到游牧已日

益成为农牧民冲突的一个诱因ꎬ 所以该计划倡导牧民把牛群留在大牧场

里ꎬ 改变放牧方式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尼日利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与联合国粮农

组织 ( ＦＡＯ) 召开了政策对话会ꎬ 建议联邦政府制定全国牧场发展十年

规划ꎬ 帮助传统牧民建立合作社ꎬ 并同相关金融机构建立联系ꎮ 尼日利亚

全国养牛者协会基本认可了这些建议ꎬ 可以说ꎬ 此举有助于抑制乃至消除

农牧民冲突ꎮ
农牧民冲突由来已久ꎬ 原因复杂ꎬ 影响深远ꎮ 解决农牧民冲突不可能毕

其功于一役ꎮ 从州政府层面看ꎬ 简单粗暴驱离牧民和利用当地治安团体打压

牧民的做法或许可以暂时缓解局部冲突ꎬ 但会使牧民同农民矛盾更加尖锐ꎮ
南方州排斥牧民的行为ꎬ 也会在北方州招致排斥打击南方人的不法行为ꎬ 陷

入南北民族宗教矛盾之争的恶性循环ꎬ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ꎮ 而立法禁

牧也基本上难以奏效: 其一ꎬ 游牧民基本并不遵守这些法令ꎻ 其二ꎬ 这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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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的可能还与联邦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相抵触ꎻ 其三ꎬ 禁止公

开放牧ꎬ 但又未能给游牧民提供生存的保障ꎬ 事实上也是于事无补ꎮ 州政府

首先应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ꎬ 维护地方的和平与安全ꎮ 其次应加强农

牧民之间的对话ꎬ 尽可能地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ꎮ 最后ꎬ 从长远看ꎬ 发展

现代化的畜牧业ꎬ 分阶段而不是 “一刀切” 地代替游牧业应该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ꎮ 如前所述ꎬ 尼日利亚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游牧民教育或培

训项目ꎬ 帮助他们逐步适应现代畜牧业ꎮ 此外ꎬ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ꎬ 应摒弃

厚此薄彼的做法和陷入民族宗教的范式ꎮ
(三) 非政府组织层面

非政府组织在尼日利亚非常发达ꎬ 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ꎮ 但尼

日利亚非政府组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局限性ꎬ 就是不少组织是基于民族、 宗

教或社区认同基础建立的ꎬ 主要维护的是本族、 本派或本地区较为狭隘的利

益ꎬ 很少能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去考虑ꎮ 在农牧民冲突中ꎬ 许多非政府

组织的表现也没能摆脱民族宗教范式的羁绊ꎮ 维护农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通

常会组织新闻发布会和抗议ꎬ 以吸引全国上下甚至国际社会对农牧民冲突中

农民遭遇的关注ꎬ 一些组织则会诉诸法律行为ꎮ 例如ꎬ 贝努埃州的 “反对富

拉尼侵占运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ｕｌａｎｉ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就曾向设在首都阿布贾

的西共体法庭提交诉状ꎬ 要求联邦政府支付约 １６ 亿美元的赔偿金ꎬ 理由是联

邦政府未能保护公民ꎮ① 此外ꎬ 约鲁巴人也组织起来采取措施ꎬ 专门监控牧民

和偷牛贼ꎮ 富拉尼人的组织全国养牛者协会也不甘示弱ꎬ 一方面指责媒体对

农牧民冲突报道充满政治动机ꎬ 另一方面却对富拉尼牧民卷入的暴力事件轻

描淡写ꎮ
由此可见ꎬ 无论是富拉尼牧民的组织ꎬ 还是农民的组织ꎬ 都是以先入为

主的方式来评判对方ꎬ 很少顾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ꎬ 其结果是二者不可能

找到对话的共同点ꎻ 冲突双方唇枪舌剑之后ꎬ 矛盾只会更加尖锐ꎮ 一般而言ꎬ
人们对非政府组织介入处理冲突寄予厚望ꎬ 认为其更能发挥调解和建设性作

用ꎬ 但从尼日利亚农牧民双方的组织看ꎬ 由于浓厚的派系特征ꎬ 特别是不能

摆脱民族宗教因素的影响ꎬ 事实上并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目标ꎮ 尽管如此ꎬ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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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打破民族、 宗教和地域界限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不能被低估ꎬ 例如

“宗教间调解中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ｉｔｈ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ＩＭＣ)、 “尼日利亚和解与稳定

计划”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 “多元力量发展中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等等ꎮ 这类非政府组织可以在调解

农牧民冲突等问题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ꎮ
(四) 地区和国际社会层面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被爆出有外国牧民卷入对农民的袭击事件后ꎬ 农业

和农村发展部长奥杜奥贝赫 (Ａｕｄｕ Ｏｇｂｅｈ) 称政府向非盟委员会递交提案ꎬ
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阻止本国的游牧民到邻国去放牧ꎬ 如果成员国政府对跨

界放牧置之不理ꎬ 很有可能引发国际危机ꎮ 因此ꎬ 尼日利亚应同邻国 (特别

是尼日尔、 乍得和喀麦隆) 政府、 西共体一起加强协商ꎬ 采取有效的集体行

动来监控和管理跨界放牧ꎮ 当前ꎬ 乍得湖周边和平安全局势比较脆弱ꎬ 边界

管控松散ꎬ 导致非法小武器大肆流向民间ꎮ 这一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ꎬ 农牧

民冲突的暴力程度恐有增无减ꎮ 在应对农牧民冲突问题上ꎬ 尼日利亚必须加

强区域合作ꎬ 这是由农牧民冲突在西非国家所表现出的共性所决定的ꎮ 合作

内容应重点包括三方面: 其一ꎬ 应对气候变化ꎻ 其二ꎬ 管控跨界游牧ꎻ 其三ꎬ
打击非法武器走私ꎮ 事实上ꎬ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分国界ꎬ 本身就是需要全球

来积极应对ꎮ
从长远看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加大 “撒哈拉与萨赫勒绿色长

城倡议” (Ｇｒｅ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Ｓａｈｅ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的执行力度ꎮ 该

计划最初由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在 ２００５ 年提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非盟委员会采

纳并扩展了 “撒哈拉与萨赫勒绿色长城倡议”ꎮ 该倡议起初只是计划在西起塞

内加尔ꎬ 东至吉布提长达 ７ ７７５ 公里的 ９ 个非洲国家建设 １５ 公里宽的林带ꎬ
以阻挡沙漠化的蔓延ꎮ 后来ꎬ “撒哈拉与萨赫勒绿色长城倡议” 得到了扩展ꎬ
包括建设集水池塘等其他基本基础设施ꎬ 建立农业生产体系、 促进其他增收

生产活动ꎮ 尼日利亚绿色长城全国办公室则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养护面积为 ２２ ５００
平方公里的退化土地ꎮ① 但直到现在ꎬ 该倡议在尼日利亚的进展收效甚微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起草了 «国家应对战略及气候变化行动计划»ꎬ
一年后ꎬ 又出台了 «气候变化国家政策»ꎮ 而在尼日利亚的官方发展规划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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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２０: ２０２０»① 中ꎬ 同样也包含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ꎮ 可以说ꎬ 气候变化

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对非洲国家的危害已迫在眉睫ꎬ 亟需各方积极行动ꎬ 而不

是让应对措施仅仅停留在文件上ꎮ
从国际层面看ꎬ 一方面ꎬ 欧美各国纷纷表示支持尼日利亚政府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ꎮ 例如ꎬ 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称ꎬ 尼日利亚政府将农牧民冲突

中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ꎬ 这是解决农牧民暴力冲突的第一步ꎮ② 另一方面ꎬ 欧

美国家的一些机构或团体也推动农牧民之间进行对话ꎬ 通过做 “民心” 工作ꎬ
让冲突双方首先摒弃暴力ꎬ 然后再寻求问题解决之道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英国文

化协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发起 “尼日利亚和解与稳定计划”ꎬ 支持巴耶尔萨州

的和平与冲突管控联盟在农民与牧民间开展对话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在德国驻尼

日利亚使馆的支持下ꎬ 人道主义对话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在高原州举办对话论坛ꎬ 与会的农牧民代表均表示要致力于实现和平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发起并主办了一场农牧民对话会ꎬ 尼日

利亚农民总会、 尼日利亚养牛者协会以及 “不同宗教信仰对话中心” 等非政

府组织参加ꎮ 虽然这类对话因为没有形成机制ꎬ 且覆盖的范围有限ꎬ 其长远

效果还有待观察ꎬ 但农牧民的对话有助于增强双方的理解和沟通ꎬ 有助于用

和平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ꎮ 因此ꎬ 国际社会应尽可能地为尼日利亚农牧民

提供对话的平台和机会ꎬ 为生计受到影响的农牧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ꎬ 帮助

他们重建家园ꎮ 此外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ꎬ 国际社会应该责无旁贷ꎬ 帮助

非洲国家积极应对ꎮ

结　 论

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由来已久ꎬ 究其原因ꎬ “天灾” 与 “人祸” 二者皆

有ꎬ 加之经济社会发展变迁ꎬ 致多重矛盾叠加交织ꎬ 冲突频现ꎮ 游牧业是

一种风险较高、 不确定性颇大的行业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尤为如此ꎮ 当游牧民在 “天灾” 面前孤立无援ꎬ 不得不四处迁徙寻找新出

１９

①

②

«愿景 ２０: ２０２０»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 ２０２０) 系尼日利亚的国家发展蓝图ꎬ 主要目标包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经济进入世界前 ２０ 强ꎻ 巩固在非洲的领导地位ꎻ 能够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发挥重要作用ꎮ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ｌａ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ａｒｍｅｒ － Ｈｅｒ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ｕｓｔꎬ １３ Ｍａｒｃ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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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时候ꎬ 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生态圈和地域的人发生矛盾和冲突ꎮ 自

然生态的脆弱与气候变化对非洲国家的影响通过尼日利亚农牧民冲突的案

例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ꎬ 值得警醒和反思ꎮ 说到底ꎬ 农牧民冲突的实质

还是发展问题ꎮ 因 “天灾” 引发的 “人祸” 也是全球性的问题ꎬ 应当引起

各国高度重视ꎬ 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ꎬ 尽最大努力将引发人类暴力冲

突的危险性降到最低ꎮ “人祸” 也折射出尼日利亚现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多

重危机以及治理能力的欠缺ꎮ 极端势力、 恐怖主义、 匪帮与偷牛行为、 小

武器泛滥等等 “人祸” 盘根错节ꎬ 织成了束缚 “西非巨人” 的一张张大网ꎬ
对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危害恐怕没有人会否认ꎮ 更令人担忧的是ꎬ
如果愈演愈烈的农牧民冲突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管控ꎬ 其危害性较之于在

东北部肆虐多年的 “博科圣地” 有过之而无不及ꎬ 因为它正在将尼日利亚

引向一条 “国将不国” 的危险境地ꎮ 居心叵测的政客和民族宗教分裂分子

正在大肆渲染穆斯林富拉尼牧民对基督徒农民的屠杀ꎬ 甚至将之称为富拉

尼人发动的新一轮 “圣战”ꎬ 目的是要将整个尼日利亚 “伊斯兰化”ꎮ 凡此

种种ꎬ 不禁令人联想起 ５０ 年前爆发的惨烈的比夫拉战争ꎮ 我们要正确理解

农牧民冲突ꎬ 应该超越民族宗教范式ꎬ 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进行评

判ꎬ 民族宗教因素既不能忽视ꎬ 也不能夸大ꎮ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不断前行ꎬ 在于不断探索和创造物质和精

神财富ꎬ 更在于传承历史经验和汲取历史教训ꎬ 想方设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ꎮ
尼日利亚也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ꎮ 无论是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

府ꎬ 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ꎬ 均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农牧民冲突的措施ꎬ
但效果有限ꎬ 悲剧还在上演ꎮ 何以至此ꎬ 值得反思ꎮ 不仅仅是尼日利亚ꎬ 许

多非洲国家在应对危机和挑战时ꎬ 缺的不是计划和智慧ꎬ 缺的是执行力ꎮ 在

２０１９ 年尼日利亚大选即将来临之际ꎬ 各种不安全因素相互叠加ꎬ 该国再次面

临大考ꎮ 全体进步大会党 (Ｔｈｅ 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ＡＰＣ) 要想保住执政

党地位ꎬ 布哈里总统要想谋求连任ꎬ 就要在应对包括农牧民危机的各类危机

和挑战中有所作为ꎬ 以便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ꎮ 当然ꎬ 解决农牧民冲突ꎬ 单

靠尼日利亚一国之力是不够的ꎬ 因为富拉尼族本身就是西非的跨界民族ꎬ 农

牧民冲突已经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ꎮ 如同应对 “博科圣地” 宗教极端组织一

样ꎬ 至少尼日利亚的邻国喀麦隆、 乍得、 尼日尔等都应携手共渡难关ꎮ 只要

当事国、 非政府组织、 区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密切合作ꎬ 加强应对措施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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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度ꎬ 包括农牧民暴力冲突在内的各类危机最终得到妥善解决的可能性还

是存在的ꎮ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Ｌｉ Ｗｅｎｇ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ｅｌｔ
ｓｔａｎｄ ｏｕ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ｍｏｒｅ ｈａｒｍｓ ｔｈａｎ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ｅｍ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ｕｌａｎｉ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ｄｅｅ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ꎬ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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