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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20190923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4.61 亿美元(至 18-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一（09 月 23 日早上七点）报 64.867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3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68.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924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3.54 亿美元(至 20-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09 月 24 日早上七点）报 63.180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4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68.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925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3.54 亿美元(至 20-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09 月 25 日早上七点）报 61.337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5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68.75
人民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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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20190926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3.54 亿美元(至 20-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09 月 26 日早上七点）报 61.384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6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68.75
人民币 53.55

每日电讯20190927

美元黑市现金价格 358

外汇储备：423.54 亿美元(至 20-Sep)

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五（09 月 27 日早上七点）报 61.147 桶。

今日参考 20190927
尼日利亚奈拉 VS 美元/人民币
美 元 368.75
人民币 53.55

华非财经资讯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3

1，尼国与澳洲建筑商签署建筑技术协议
尼国建筑学会与澳大利亚建筑学会（NIOB）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建筑建设的方
式方法和技术。
该备忘录在澳大利亚悉尼签署，旨在加强两大机构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NIOB 国家主席在一则声明中表示，此次合作能够促进建筑行业的深度研究，鼓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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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参与到两机构共同合作的建筑项目中，促进行业专业性的发展和传播。
澳洲方也认为，双方合作可以增长建筑行业的专业性，提高两国在建筑方面的教育
事业的发展，促进建筑建设的创新和信息分享。

2，专家：高税收制度抑制经济增长
普华永道尼日利亚分部税收和企业咨询负责人 Taiwo Oyedele 表示，尼国过高的企
业所得税对于企业增长有害无利。
在尼国金融企业记者协会年度研讨会上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尼国的企业所得税是
最高的国家之一。
“尼国企业所得税高达 30%，教育税 2%，代扣所得税 10%，加起来超过了 40%”。
“我一直向政府表示，降低税率，取消抑制企业发展和增长的因素，企业停止向政
府要求优惠政策或者说激励性举措，这样政府会觉得他们是帮了你一个大忙，企业
应该要求政府取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
政府应该改变税收的思维。“作为一个政府，我应该帮助企业赚钱，企业才有钱纳
税，而尼国的税收体制恰好是抑制企业赚钱，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这也是
政府无法取得良好的税收收入的原因”。

3，拥有创新性设计和基建体制的莱基城（Maureen Ihua-Maduenyi）
在莱基工业园建设的多功能城，Alaro 城，拥有创新性设计和现代基础建设体系。
根据开发商的说法，该体系将成为尼国新型城市建设的基准和标尺，采用的是目前
最先进国建筑标准。
该现代城在1月份揭幕，位于莱基区的西北部，属于拉各斯政府和开发商Rendeavour
的合建项目。
Alaro 城市规划包括了工业和物流园区、住宅、办公楼、医疗设施、酒店、娱乐和
公园以及公共区域。
城区电力供应属于独立发电厂供电。
为了防止洪涝的威胁，开发商还配备了一个雨水引流排水系统，该系统还具有景观
规划的作用。
绿地、公园和空地占了 150 公顷的土地，也用作了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4，俄企将重振尼国 Ajaokuta 钢铁工业园
俄罗斯企业 MetProm 集团，向尼联邦政府提出，将重振 Ajaokuta 钢铁工业园区，
使其能够投入运营。
该公司还表达了在投入运营后，进行工业园维护的兴趣。
该提议于九月十日提出，俄罗斯驻尼大使 Alexey Shebarshir 率领代表团对尼国采
矿和钢铁部进行了访问。
该工业园是由来自俄罗斯的 TyazhPromExport 公司兴建，但是随后联邦政府下令停
止与 TyazhPromExport 的合约，原因是该公司没有完成钢铁厂建设的意向。
不过 Alexey Shebarshir 表示过去的是非曲折已经成为过去，“纠结于过去对当下
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可靠的企业 MetProm 集团，
能够建设并恢复工业园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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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俄罗斯方面正在等待尼连班政府的决定，然后即可动工。

5，电信行业增值服务部门因“免打扰”政策产生巨大收入损失（Adeyemi Adepetun）
尼国电信行业增值服务部门的参与者们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免打扰”政策，
叫苦连天，他们表示该政策使得他们在两年之内损失了 2210 亿奈拉。
尼国无线应用服务运营商协会国家协调员 Chijioke Ezeh 在通讯委员会召开的增值
服务利益相关者论坛上表示，截止到 2017 年增值服务市场大约在 3000 亿奈拉，但
是在出台了免打扰政策两年后，市值下降至 790 亿，收入损失达到了 75%到 78%。
而通讯委员会技术标准和网络诚信部门主管则表示，出台免打扰的政策可不是为了
扼杀增值服务行业，而是为了保护通讯用户免受垃圾短信和电话、广告的骚扰，这
些骚扰性信息给客户造成巨大损失，很多人被骗。不过他也表示未来将采取一切措
施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4

1，路透社：NNPC 表示明年一月份将启动炼油厂修复工作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在一则声明中表示，从明年一月份开始，将对三家国有炼油
厂进行重新修缮，投入运营。
NNPC 总经理 Mele Kyari 表示，今年十月至十一月间，NNPC 将全力以赴，促成修缮
的准备工作。
修缮哈克特港口、瓦里和卡杜纳炼油厂是 NNPC 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是一直未能实现。
因为管理不善和缺少原油供应，以及长久以来的未得到重视，几大国有炼油厂的生
产能力多年来都在每日 44.5 万桶之下。
目前修缮工作检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程、采购和建设提案完成了 75%。
到 2022 年所有的炼油厂都将实现全线运营。
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Mele Kyari 向路透社表示，预计通过政府和私有部门共同融
资的方式完成修缮。

2，航空货运下降 70%（Kelvin Osa Okunbor）
拉各斯穆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货物运输量下降 70%，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放
缓。
除了经济因素，很多航空公司因尼国航空领航限制和机场过高的费用，已经离开尼
国，转向其他国家。
还有部分公司将很多不需要时效性的货物通过海运运输。
尼国外国航空公司代表协会主席 Kingsley Nwokoma 就表示，随着航空货物运输费用
的上涨，很多进口商不得不选择其他运输方式。
目前海运方面有很多可以运输重型机械、家具等货物的快船，航空货运公司也将航
班班次从每周的三次到四次削减至一次。
政府出台的友好型经商环境政策并未在航空货物运输上发挥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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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奈拉上涨的预期指数上涨 25.2 个点
尽管尼国国家外汇储备在下降，但是未来一年对奈拉升值的预期指数上涨 25.2%。
央行发布的九月份商业预期调查报告中显示，未来十二个月外汇商业预期指数 46.9
点，与当前期的 21.7 个点高出了 25.2。
受访问的企业普遍认为，奈拉未来将持续上涨，对奈拉有信心。
这与近期美联储降低基准利率 25 个点不无关系。
（译者注：基准利率是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利率，并非联邦基金利率，也不
是银行利率，各银行可制定自身的利率，比如吸收存款时所使用的存款利率。而联
邦基金利率属于美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包括隔夜拆解率，直接影响商业银
行的资金成本，也是调控货币投放量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这意味着，尼国固定收益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将增大，进而使得美元大量流
入，奈拉升值。

4，英国修改外国留学生签证政策
英国出台新的留学生签证政策，允许在英国高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在英逗留两年
的时间，此前是四个月。
前提是，留学生所拥有的签证是 tier 4 学生签证，且完成并获得正规英国大学或高
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移民检查等法律方面无不良记录。
去年，在不包括欧盟国家之外，大约有 46 万外国留学生涌入英国，未来十年，英国
政府计划将该数字提高至 60 万。
当前毕业生四个月逗留期的政策是前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 2012 年提出的，她认为
两年的逗留期太过于“慷慨”，因此缩短了逗留期，以满足政府减少净移民数量至
1万的目标，但是特蕾莎梅在任期间，该目标从未实现，新任首相跑里斯约翰逊上
任后，取消了政府的上述目标。
新任政府希望退欧移民政策能够吸引最具才华和最聪明的留学生留在英国，也就是
所谓的技术移民。英国人也比较喜欢高知分子人群。较为反感技术含量低的工人、
难民以及因其他原因寻求避难的人群。

5，NEXIM：尼国非石油产品出口损失 3.6 万亿奈拉
在过去五年中，尼国在可可、棕榈油、棉花以及花生等产品出口中，损失了大量机
会和外汇收入，约合 3.6 万亿奈拉。
尼国进出口银行（NEXIM）首席执行官在拉各斯召开的一场金融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表示，“这些年国家损失了大量的出口创收机会，尽管多方共同努力，非石油出口
创汇方面仍旧出现不平衡，目前非石油出口仅占出口总收入的 5%至 7%”。
而国家刚刚独立时，非石油出口占了总出口的 97%，主要出口产品为农产品和矿产。
随着石油的开采和出口，逐渐成为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农产品行业也逐步没落。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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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G 为打击绑架勒索，推出紧急联络中心
联邦政府在卡其那州推出一项新的打击绑架勒索等犯罪行为的举措，也就是成立紧
急联络中心，其紧急联络热线为 112。
周一在中心开幕仪式上，通讯部部长 Isa Pantami 表示，该紧急联络中心由通讯部
推出并运营，还获得了州政府的支持，旨在加强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在 17 个州和联邦首府地区都有这样的联络中心，但是需要稍后正式公布。
这些州包括了卡其那、奥贡、埃努古、卡杜纳、贝努埃、奥约、埃多等等。
该中心还将纳入检举揭发功能，协助相关部门打击腐败。

2，央行就过度国债投资对银行发出警告
尼国央行行长 Godwin Emefiele 周二就过度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向商业银行发出警
告，因为这同时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造成损害。
他敦促银行部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向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实体部门提供更多
的信贷。
尼国当前失业率仍旧非常高，成为国家发展的一大挑战，银行部门有责任协助国家
解决事业问题。
“没有银行业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蓬勃发展，反之亦然，紧靠向国债
等固收产品投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坏账挡道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任何希望“抢劫”银行，通过坏账等途径窃取银行
财产的人员停止做梦。

3，FG 否认向丹格特等提供税收减免
尼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拒绝了 15 家企业，依照工业发展所得税法案的规定向其寻求先
锋企业地位的优惠政策。
该先锋地位是联邦政府向企业免税的一个政策，也叫免税期，在一定时期内，企业
是不需要纳税的，企业以此可以获得一段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普遍被认为是一项工
业投资工具。
不过这项政策通常是面向新型产品和企业的。
此次在拒绝了 15 家企业的同时（包括丹格特旗下的企业），也通过了 10 家企业的
批准。
目前共计 32 家企业享受免税期。被拒绝的理由包含了某些企业并不属于新兴企业或
者生产新型产品，部分企业的申请不在该法案规定之内。

4，中尼双边贸易达 86 亿美元
2019 年 1 月至 6月，中尼双边贸易量达到了 86 亿美元。中国在尼建设项目数量也
在不断上涨。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储茂明在拉各斯举办的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
上表示，“在中尼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切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以来双
边贸易额达到了 8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20.7%，中国仍旧是尼国最大的进口国
和第二大贸易国，大量项目在双方的合作支持下投入建设，比如 Zungeru 水力发电
站，莱基深水港，拉各斯塔拉巴沿海铁路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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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前往中国留学的尼国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中国在尼国成
立了两所孔子学院，传授中国知识和文化。
中国企业和公民来尼，一边实现自己的理想，一边帮助本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帮助尼国民众实现他们的理想。
中尼友好关系为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合作提供了范本。
两国 1971 年建交，2005 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5，比亚法拉共和国计划前往纽约联大总部门口抗议
周二，比亚法拉共和国（IPOB）表示将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向布哈里及其政府
发起抗议。
目的是向布哈里传达成立比亚法拉共和国的决心，以及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揭露布哈
里的专制独裁政府，屠杀、逮捕，比亚法拉人在遭受政府的残害。
在周二发布的一则声明中，表示共和国成员已经为了抗议做好了动员，一切准备就
绪。
该组织获悉布哈里将带领三名州长和七名部长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
声明透露 IPOB 成员已经在联大等待布哈里的到来，世界需要了解为什么比亚法拉需
要从腐朽的尼日利亚脱离，实现真正的自由。“布哈里政府正在让尼日利亚毁灭，
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 1945 年以来，尼日利亚和比亚法拉之间发生了什么”。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6

1，外籍飞行员数量逐年下降
过去三年，为本国航空公司工作的外籍飞行员数量逐年下降。来自尼国民事航空局
的数据显示，当前尼国正规外籍飞行员 463 人。
2016 年该数字为 631 人次。
但是总体来看，这三年内国内航空公司飞行员的数量从 2226 人上涨至 2307 人。
航空部门分析认为，外籍飞行员下降的原因是本土航空公司飞机数量在下降，还有
人认为是奈拉下跌，导致航空公司开始考虑为本土飞行员创造更多的岗位，而非花
高价和津贴去聘请外国飞行员。
奈拉在过去三年内的下跌对国内航空业造成巨大打击。“飞行员的工资属于外币支
付，随着奈拉的下跌，国内航空公司雇佣外籍飞行员的压力增大”。
当前尼国本土航空公司 85%到 90%的飞行员都来自于本国。

2，PSC 暂停警察人员招募
警方服务委员会（PSC）表示，在接到另行通知之前暂停所有的警察部门招募事宜。
原因是PSC与警察总局局长Mohammed Adamu就向警力中增加1万名巡警的事情上出
现分歧。
记者获悉，委员会对征召新的警员有着宪法规定的委任权，而局长认为他有权执行
征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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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对委员会的暂停令不予理会，公布了新招募的候选人名单，对此委员会认为候
选人员名单中多人属于不合格人选，没有通过正规程序加以筛选。
对此，布哈里总统不得不下达指令，要求双方坐下来和谈。

3，FEC 批准通过 3140 亿奈拉道路、教育项目预算（Terhemba Daka）
昨日，联邦执行委员会（FEC）在副总统奥新巴乔的主持下通过了 3118 亿奈拉的预
算，用于阿布贾大学和道路修建项目。
此外，还通过了出资 18.33 亿奈拉用于高等教育基金支持下的教育项目。
其中道路项目包含了连接第二尼日尔大桥的 Ibadan-Ilesa-Ife 道路以及第二尼日
尔大桥连接阿撒巴和奥尼查的道路建设。
而教育项目主要涉及阿布贾大学教育学院、环境学院的建设。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早
在 2017 年就通过批准了。

4，银行开始设法削减坏账比率
尼国证交所上市的九大商业银行开始设法减少其不良贷款比率，满足央行规定的 5%
的门槛要求。
八月份，央行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设定了坏账比率要求，需要在他们的财务报表
中体现出来。
“该比率可以帮助银行进行信贷风险的有效管理，所有的银行必须要确保坏账与总
信贷的比率符合央行的要求，不能超过 5%的门槛”。

5，NNPC：2040 年后原油需求不会下降（Okechukwu Nnodim）
尼国国家石油公司 NNPC 集团总经理 Mele Kyari 表示在未来的几十年，全球能源结
构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不会降低。
与部分领域的推测不同的是，即便是过了 2040 年，原油的需求仍旧会居高不下。
周三，他还表示尼国的石油产出类别丰富，全球需求量都是比较高的，NNPC 决心到
2023 年将尼国产出提高至每日 300 万桶。
在提及尼、印两国关系时，他向前来访问的印度陆军军事学院的相关人员表示，两
国的关系跨越了贸易、军事合作与国际维和等等。印度是尼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
中印度从尼国大量进口原油。
此外还表示能源安全是保证国土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

华非财经资讯 20190927

1，比尔盖茨：尼日利亚是我基金会目前最注重的国家
在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小组会议上，比尔盖茨与尼国总统布哈里以及非洲首富阿里科
丹格特会面。
总统发言人发表声明透露比尔盖茨在尼国卫生和教育行业大量投资，且对尼国教育
和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改善，“相比 2000 年，地方政府的教育/卫生条件已经有所
改善，在非洲，尼国是我们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只
有对印度的投资超越了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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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比尔盖茨还表示尼国已经实现了小儿麻痹症零发病率的成绩，但是未来六个
月是关键期，将确定尼国是否真正的完全实现小儿麻痹症病毒为零。
对此，布哈里总统对比尔盖茨和阿里科格特在人道主义事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
赞赏，赞扬他们用获得的财富回报社会。

2，FG 清理小规模采矿行业中的不法现象
周四有消息显示，联邦政府或不再向外国商人和企业颁发小规模采矿许可证。
在与拉各斯工商会（LCCI）采矿和固体矿产组织召开会议时，矿业和钢铁发展部部
长 Olamilekan Adegbite 透露出了上述信息。
LCCI 旗下的该组织也向联邦政府提议联邦政府应彻底清除本国小规模采矿行业中
的外国人。
Olamilekan Adegbite 也赞同该提议，认为当前大部分参与小规模采矿作业的人或
企业来自亚洲，他们常常选择去购买一个本国人已经闲置的采矿许可证，然后凭证
采矿。
政府对此并不高兴，且有出售此种证书的本国人遭逮捕。还没有被发现的也面临被
检举的危险。
“我们无法改变许可证可以被转让的法律规定，但是我们必须要进行行业清理，只
让本国人参与小规模采矿”。

3，中部和南部领导人拒绝家畜政策（ Kehinde Olatunji）
昨日，南部和中部地带领导人论坛 (SMBLF) 拒绝了联邦政府颁布的国家家畜改革计
划（NLTP），认为该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毫无意义。
对政府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表示质疑，“这政策汇集尼国人的财力帮助牧民改变生
存方式，且大部分受帮助的人不是尼国人，让他们从游牧民转为定居，且日后他们
的产出经营又与我尼国人无甚关联，这就好比政府为可口可乐公司提供资金，生产
可口可乐卖给尼国人一个道理，这是何道理？”
且该政策还存在其他隐患。
NLTP 只会加剧牧民和农村之间的怨恨，不同民族之间想要融入彼此的生存习惯，很
难。
禁止公开放牧，为牧牛者开辟一条放牧长廊和饮水点，该政策名为家畜变革，实则
只涉及牧牛行业，难道牛肉能替代一切家禽肉食？政府官员以文字游戏蒙骗民众。
SMBLF 不接受政策，并敦促政府按照各州的法律法规，让牧民自行建设牧场。

4，粮食进口外汇禁令无益于广大群众
经济和公共政策分析家认为，对进口粮食出台限制性外汇供应政策，不利于民众的
生产生活。
他们建议央行在限制外汇政策上不要急于求成，比如牛奶等奶制品。
为了做出更好的折中方案，需要与各行业利益相关者深入探讨。尽管外汇限制政策
意在创造就业，稳固外汇，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只会加剧他们的困苦。
中短期内，外汇限制的问题也不是进口商能够解决的了的，其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
到消费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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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各斯工商会会长认为，对牛奶进口商限制外汇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外汇游戏”。
“央行逐步控制贸易市场，这势必会产生问题，造成混乱，央行还告诉我们未来被
限制的商品类目只会更多”。
在尼国，很多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监管当局政策问题。

5，美国高效对尼留学生提供 900 万奖学金
美国称，当前每年大约有 1.3 万尼国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学习，为该国留学生提供
的奖学金达 900 万美元。
美国驻尼大使馆文化事务官周三在阿布贾表示，“这些奖学金源自美国高校，因为
美国政府并不提供奖学金”。
尼国占非洲在美留学生的三分之一，每年在美国留学的非洲学生总计约为 3.9 万人。
很多在美毕业的学生寻求回国施展抱负的机遇。
对于尼国在美留学生的数量，美国并不做上限设置，全凭学生自愿。还有 8.1 万尼
国学生通过邮件、电话、网络视频等途径获得美国教学。

中投俱乐部文章推荐

拥有强烈民族文化意识的约鲁巴人

大部分尼国人就如非洲人一样，喜欢效仿西方，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
念头，那就是西方的就是优越的，所谓的崇洋媚外，这体现在他们的服饰、食物、
语言、宗教选择、教育、姓名、节节假日等方面。比如，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或其他欧洲语言是一种光荣。一个年轻、受过教育的伊格博人很可能会骄傲的用英
语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伊格博语”。但是没有这类人会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英
语”。

当学校所有者想要给自己的学校打广告的时候，常常会显摆他们的教学资源有多少
西方元素，如果学校里有白人孩子或者白人混血，那势必会成为宣传海报或者视频
的主角。如果学校的校长或者老师来自欧洲、北美、亚洲，那他们往往也一定会出
现在招生简章上，彰显学校教学是如何国际化。此外，美国、英国、日本或者其他
外国的国旗也会高昂的与尼国旗帜一起飞扬在招生广告上。

尽管这样的宣传文化在尼国随处可见，但是似乎看起来约鲁巴文化并未受到多少影
响。尽管约鲁巴人也接受西方文明和西方现代化，不过在面对西方文明侵蚀的压力
下，约鲁巴人丝毫没有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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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约鲁巴人的姓名，在尼国所有的民族当中，似乎只有约鲁巴城镇名和人名没
有被西方化，部分伊格博姓名例如 Awka, Orlu, Owerri, Enugu 其实应该被拼写为
Oka, Olu, Owere 和 Enugwu。Sokoto 应该是 Sakwato，个人姓名中的 Okafor 应该是
Okafo。

反过来，约鲁巴城镇名一直保持着约鲁巴语的拼写方式，比如 Ibadan, Idanre,
Osogbo, Owo。

当前有部分约鲁巴城镇的名字没有完全按照约鲁巴语的拼写方式的，也在不断地努
力进行更改。

我们很容易看到尼国其他民族的人起了个外国名，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很有可能姓和
名都使用的阿拉伯姓名，让他们听起来更像个穆斯林，比如 Ibrahim Abubakar 和
Aisha Abdulsalam。来自中北部、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的人则有可能起了个欧洲或者
犹太人姓名，让他们听起来更像基督教人士。更有甚者，有人拥有两个英语或者基
督教姓名。

所以很难用姓名去判定一个约鲁巴人是穆斯林，基督教徒，万物有灵论者或者是无
神论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约鲁巴姓名，跟尼国其他地区坚持使用阿拉伯姓名的穆
斯林不一样的是，约鲁巴穆斯林人认为，使用约鲁巴姓名并不会让自己的宗教信仰
打折。他们不会用阿拉伯姓名去标榜自己去过了麦加，信仰基督教的约鲁巴人也并
不认为犹太或者欧洲人的姓名更加高贵。

很少在宗教活动、葬礼、婚礼上看到一个年龄超过 30 岁的约鲁巴人穿的是牛仔裤体
恤、裙子或者裤子，他们大半会选择传统的约鲁巴服饰。

食品方面，约鲁巴人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并不是最好的烹饪者，可能伊格博人更擅长
饮食，但是约鲁巴人做到了所有的食物名称没有被英语取代，比如 amala, gbegiri,
ewedu, efo riro 等食品的名称都是约鲁巴语。但是比如有一种食物 usi 被英语名
“淀粉”取代，一个听起来让人毫无食欲的名称。 Akpu 被翻译成英语“吞咽”，
ofe nsala 的英文名叫“白汤”，ofe onugbu 则被翻译成了“苦叶汤”，还有更令
人胆寒的译法，ogbono 被翻译成了“画汤”，听起来不知所谓的名字，nkwu enu
叫“上酒”，好似地下窜出了某种酒。

当然了，那些发明出了披萨、卡布奇诺、寿司、意大利面等食品的企业也理所当然
的赋予他们能够驰名世界的英文名。

为什么保留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此重要，因为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创造出
不用于其民族的事物，以保持独特性，罗马人发明了独属于自己的先进武器，以此
帮助他们横扫欧亚和非洲的大片土地，印上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英国也是如此，
美国更是如此，而时至今日，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



华非财经周刊 一周政治经济财经动态 仅供参阅

15

第 15 页 共 15 页

美国政治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文化，而非政治才一个社会
成败与否的决定力量”。

没有哪一种文化优越于另一种，然而，如果一个民族无法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并
将其发扬光大，自然会被其他文化所掩盖和取代，因此弘扬文化精髓是一个民族的
重要使命。

华通社李然编译（作者：Azuka Onwuka 来源：抨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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