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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东巴文石刻述略
 

  杨亦花  喻遂生 

（西南大学 文献所，重庆 北碚，400715） 

    摘要：东巴文纳西语称作“斯究鲁究”，意即木石上的痕迹，木石应是东巴文最初的载体。但由于时代的变迁，目前木石上的东

巴文所见不多，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梳理和介绍了前辈学者和近年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一些东巴文石刻，以为研究

碑刻和民族文字的同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东巴文；石刻；述略 

 

纳西语称东巴文为 sər³³ʨə⁵⁵lv³³ʨə⁵⁵森究鲁究，意为木石的痕迹。东巴经末尾常有铭石留声的话语，如《超

度胜利者·末卷·献饭·遗留福泽》说“把头目的名声刻在石块上”，《超度拉姆仪式·追忆生前·寻找灵魂》

说“把东巴和首领的事迹刻在石头上”①，木、石应该是东巴文最初的载体。但由于时代的变迁，目前木石上的

东巴文已经所见不多，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近年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巴文石刻，也对前

人刊布的东巴文石刻材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本文拟对东巴文石刻作一概述，以期为研究碑刻和东巴文等民族文

字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一、前修时贤关于东巴文石刻的发现和报道 
 

1、方国瑜与桥头摩崖石刻 

最早发现和介绍东巴文石刻的是方国瑜先生。1934年 1月，方先生在石鼓去巨甸途中的金沙江边桥头村（今

玉龙县黎明乡金庄村）路旁的危岩下，发现了汉文、藏文、东巴文和哥巴文的摩崖石刻（图 1），其落款时间是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四月十四日。东巴文和哥巴文共 16 字，方先生对其进行了摹写研究，但有些字的意

思还是不甚明了。后来因为修公路，该摩崖石刻被炸无存
②
。 

 

 

 

图 1   

 2、朱宝田与俄亚八宝刻石            图 2 

1984年，朱宝田先生在《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

题新探》一文中刊布了一块东巴文玉石石刻（图 2），文中说：

“1975 年，四川省西昌地区博物馆的同志给我寄来一份玉石

拓片(长 14.3 公分，高 12 公分)，……通过初步了解得知，这

一实物是木里县的俄亚公社卡瓦生产队纳西族东巴刻制的，他

本人已于 1961 年去世。该实物是 1965 年被木里县文化馆工作

者黄承宗同志所采集，现藏西昌地区博物馆。……纳西族的象

形文字，纳西语为‘塞究鲁究’，直译为‘记石记木’或‘刻

石刻木’的意思。刻在木板上的纳西象形文字过去在丽江地区

                                                        
   本文为 2011 年中央高校基金项目“纳西东巴文祭祖经典调查研究”（项目编号：SWU1109082）课题阶段性成果，也是 200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亚、白地东巴文调查研究”（项目编号：07BYY042）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亦花（1973— ），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西南大学文献所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纳西东巴文。 

    喻遂生（1948—），男，汉族，重庆人，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甲骨文、金文、纳西东巴文。 

    ①《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70 卷 111 页、76 卷 117 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2000 年。 

    ②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47、48、53、54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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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所发现，但是刻在石头上的应算是首次发现。再结合文字本身演变的形式来研究，它的重要意义就更大了。

为此，我认为这块玉石尽管仅刻有十六个字，但应视为研究纳西族文字的珍贵文物。”①
 

石刻上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其中宝伞、法轮、白海螺、吉祥结等已进入东巴文，可以作为纳西东

巴教吸收藏传佛教内容的一个例证。 

3、闻宥、杨林军与丽江师范碑 

1985 年闻宥先生在《闻宥论文集》中刊布了“云南丽江纳西文刻石拓片”上下两半（见图 3），并说：“传

世纳西文经卷写本甚多，但刻石极少见。故方国瑜教授对于乡邦文献，殚见洽闻；但也不知道有此石刻。这份

拓片是丽江杨朴先生于一九四一年邮寄给我的。杨先生并有一函，述刻石所在甚详。荏苒四十余年，书函已佚，

而拓片尚存。亟为景印，以供同好者之参考。一九八四年十月闻宥记。”②和志武先生说：“关于此碑，近几年我

多次回丽江寻访，至今未见原物，望同仁继续寻找。”③ 

2011 年 10 月，杨林军先生在西南大学文献所资料室查找与丽江相关的碑刻时，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

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100 册中发现了一块“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校舍奠基纪念”碑（图 4）。该碑的简介为：“民

国三十一年（1942）二月刻。碑在云南丽江。拓片高 100 厘米，宽 60 厘米，正书，汉、纳西文合璧。”
 ④
碑的

右部边缘有 3直行东巴文（夹杂部分哥巴文），约 80字，部分可以辨识，左部边缘亦有 3行，惜模糊不清。 

我们将闻宥先生刊布的拓片与“国立丽江师范学校校舍奠基纪念”碑的东巴文部分进行比对，发现二者为

同一石刻，同时也说明闻先生所述“一九四一年邮寄”时间有误。可惜此碑实物目前在丽江没有找到，而且或

许是因为闻宥先生的论文集是内部印行的缘故，此石刻拓片刊布后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图 3                                                                                 

图 4 

4、杨福泉与巴甸东五东巴碑 

1989年 3月，杨福泉先生在丽江塔城乡依陇行政村巴甸村

调查时，发现了该村清末大东巴东五（有的写为东翁，学名和

永公（1824—1888）的墓碑。杨先生说：“东五墓碑上有一块尚 

                                                        
    ① 朱宝田《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云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3 期。 

    ② 《闻宥论文集》第 52、53 页，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5 年。 

    ③ 和志武《东巴文原名内涵》，《和志武纳西学论集》第 107 页，民族出版社，2008 年 2月。 

    ④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100 册（中华民国附伪满洲国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 5 月第 1 版，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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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整的石块，上面雕刻着一个在跳舞的东巴形象，他头戴五幅冠，身披法衣‘展’，法衣上有状如鱼鳞的纹

饰，左手持剑高扬过头，右手似作掀衣襟状。”（图 5）“东五坟墓上这

块断裂的石碑长 53厘米，宽 32厘米，厚 17厘米。另一块残缺不全的

石碑上刻着一只鹿和一头驴（从左至右），鹿是东巴经和东巴画中常提

到的吉祥动物。关于那只驴则与东五的传说有关，传说在东五当年为木

土司家主持丧礼，作惊人之举，把‘洗马’仪式中所用的马改为驴，以

示他与众不同。”“东五的坟上留有残存的墓碑上部，墓碑为两块，每块

上两角分别雕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蝙蝠，共四只，互相对应，每两只蝙

蝠中间有个符号，状如今天月饼上的圆形图案，在东巴用来夹经书的夹

板上也多刻有这个符号。”“东巴东五的墓碑是迄今为止在丽江县境内所

发现的第一件极有东巴文化特色的石雕文物，所雕刻的东巴形象以及

鹿、驴、蝙蝠形象都与东巴文化密切相关。”
 ①
杨先生所说的“状如鱼

鳞的纹饰”，应指图中如东巴文玉 o²¹的纹饰， 东巴经常借为吉

祥福泽，或许图中也是用作吉祥福泽的象征。东五的墓碑还没有严格意

义的东巴文，但因是残碑，也不能排除残缺部分原有东巴文的可能。 

5、田松、和继全与甲区东巴文玛尼石 

2000 年 10 月，田松、杨志坚、和继全等先生在四川木里县依吉乡甲区村考察，发现三块刻着东巴文的玛

尼石，“刻画俱精”，石刻是甲波村的东巴噶土茸刻的，“东巴文字的大致内容是，一位老妇人去世了，亲人为她

点起长明灯，祝愿死者灵魂得到安宁，保佑生者平安”②。该东巴文玛尼石的图片没有完全发表，下图 6 见田松

《神灵世界的余韵》211 页，图 7 由和继全拍摄，见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231 页③。 

甲区村发现的东巴文玛尼石是严格意义的东巴文墓志铭，打破了东巴文墓铭研究长期不见确切材料的窘境，

                                                        
    ① 杨福泉《丽江县第一件东巴石雕文物的发现和考察记》，《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 6 月。 

    ② 田松《神灵世界的余韵》122、211、258 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年。又课题组《纳西族传统技术和生存方式调查

报告》，李锡主编《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论文集》21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③ 杨林军《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231 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年。 

图 6                                                    图 7 

图 5 

http://search.wl.cn/search.aspx?index=3&q=%e4%b8%ad%e5%9b%bd%e4%b9%a6%e7%b1%8d%e5%87%ba%e7%89%88%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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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可惜刊布较晚且不完全，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此外，还有一些书有东巴文墓碑的记载，如李国文先生《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说：“和诚东巴，

1879年生，1953年卒……和诚祖父、父亲的墓碑上，原来刻有东巴文的墓志铭和对联，可惜已毁。”
①
《中国原

始宗教资料汇编·纳西族卷》也有类似的介绍
②
，但石刻内容已不得其详。 

 

二、近年新发现的东巴文石刻 
 

    2006 年以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师生多次到木里县俄亚乡、依吉乡等纳西族偏远地区调查，发现

了一些重要的东巴文石刻，简介如下： 

    1、俄亚苏达村东巴文玛尼石 

    2011 年 8 月，杨亦花带领西南大学文献所硕士生史晶英、马文丽、郭佳丽、周寅到木里县俄亚乡苏达村调

查，在村口发现了一块用东巴文刻写的玛尼石。此石竖于一座玛尼堆前，与其它刻有藏文的玛尼石摆在一起。

刻石为青灰色石灰岩板，三角形，右下角稍残，高 99.5 厘米，最宽 121.5 厘米，底部现存部分宽 95 厘米，厚

约 3 厘米，纵裂成为两块。正面文字共 10 横行，有界栏，可辨识的字有 97 个，均为东巴文，背面无字。（图 8、

9，图 10 为摹本） 

  

图 8                                     图 9 

经调查，该玛尼石是为东巴教的竖送魂经幡仪式所刻。这种仪式在丽江坝区现在已基本消失，香格里拉白

地保存较为简单，木里县俄亚乡、依吉乡、宁蒗县拉伯乡以及摩梭人居住的一些地区依然普遍存在，俄亚和依

吉不论是仪式类型还是程序保存都相对完整。竖送魂经幡仪式，一般在丧葬仪式的后期进行，仪式目的一是将

死者的灵魂请回家，告诉死者他已经死了，请不要再回来给后人添麻烦，二是帮死者偿还生前所欠的债务和完

成未了的心愿。俄亚地区做此仪式需要在一座玛尼堆旁竖一根送魂经幡杆，其中汝卡支系的一部分人家做此仪

式时还要在玛尼堆旁竖一块东巴文刻石③。 

这块玛尼石由苏达村汝卡支系的阿依家（ɑ²¹i³³⁴），于俄亚历羊年（2003 年）4月 15日竖立。按正常规矩，

竖玛尼石应在丧葬礼式后不久，但苏达村的这块玛尼石比较特殊，因为它是死者去世 60 多年后才竖立的。刻石

                                                        
    ① 李国文《人神之媒——东巴祭司面面观》227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1 月。 

    ② 和志武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汇编·纳西族卷》414至 4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③ 史晶英、杨亦花《俄亚乡竖经幡仪式调查》，《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2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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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家男主人名叫古若（kv⁵⁵zo³³），为习氏族，属蛇，1941 年生，现年 75 岁，当过俄亚乡的乡长。前些年，因

为古若老人经常生病，大儿子精神也有些失常，家里很不顺利，通过东巴占卜得知，说是他家在龙年（1940 年）

死于古宗（藏族）劫匪的三个祖冤魂先的在作祟，必须做竖消灾经幡刻玛尼石超度的仪式才可以消灾，于是请

甲区的生根杜基东巴和高土若东巴（应与田松所记的噶土茸为同一人）以及村里的六斤东巴做了仪式。建玛尼

堆、刻藏文和东巴文玛尼石共花了 5 天时间，碑文是高土若东巴刻写的，玛尼堆里面放了少许金银，东巴文玛

尼石上刻的 3 个人名是：男主人的大爸爸（俄亚有一妻多夫制，所以有大爸爸、小爸爸的称呼）英扎若、哥哥

生根若、姐姐格玛。 

该刻石已由史晶英撰文译释发表
①
，其汉语译文为：“普天之下有习氏族居住。习氏族的后代，（将祭品）敬

给习氏族的父亲。祭祀这一家在玛尼堆旁给您竖起这一根经幡杆，敬起金色柏木灯芯的酥油灯，请您把吉祥福

泽留给后人。希望您到达九代祖父，七代祖母的地方，到达善神的三十三个好地方，到达沃神和恒神的地方。

英扎男儿，生根男儿，根玛（女子），你们三个，不要眷恋“涅窝”鬼寨的十八个险恶地方，不要眷恋九座大鬼

坡处。（东巴和您的后人们）送你们到上面去。” 

图 10 

苏达村东巴文刻石使用的是纳西族汝卡支系的东巴文，全石有近 20%的字形与丽江的东巴文不同。李霖灿

先生认为：“东巴文字的起源应该在无量河下游，与其他纳西族支系的东巴文相比，若喀（引按：即汝卡）东巴

文的面貌更为古老，保留着东巴文字草创时期的面貌。”
②
苏达东巴文刻石在东巴文化的文字学、语言学、文献

学、宗教学研究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依吉甲波村东巴文玛尼石 

2011年 9月，杨亦花到木里县依吉乡甲波村调查，发现村尾有四个玛尼堆，其中三个玛尼堆有东巴文玛尼

石。请甲波村纳白生根东巴和南卡杜基东巴到现场释读，纳白生根东巴说，这些东巴文玛尼石都是他和同村的

鲁若东巴刻的，三个玛尼堆上的东巴文玛尼石内容基本相同，只有死者名字不同。三组东巴文玛尼石距今分别

约 15年、8年、1年，最晚的是虎年（2010年）才刻的。问及是否要为每个死者都刻玛尼石，纳白生根东巴说

不是，只有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家才有能力给死者刻玛尼石。 

三个玛尼堆中，虎年（2010 年）刻的这堆加涂了黑色颜料，字迹最清晰（图 12）。中间三块东巴文玛尼石

从大到小从下往上排列，读的时候也是从下往上读。木里俄亚、依吉等地缺乏大理石类不易破碎的石材，能采

伐到一块 1 平米见方的青石块已属不易，但这种青石块容易雕刻也容易破裂。因此，给死者超度的经文若要写

得稍微详细些，就必须用至少三块大中小青石块刻写，一来是把超度内容刻写完整，二来以从大到小、从下到

上的顺序排列成一个塔形，从外观和内涵上都有着它独特的意义。下面最大的一块，最宽处有 104 厘米，最高

处有 54厘米；中间一块，最宽处 69.5 厘米，最高处 40 厘米；上面最小的一块，最宽处有 59 厘米，最高处有

                                                        
    ① 史晶英《木里县俄亚乡苏达村东巴文石碑研究》，《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2 年 3 期。 

    ② 李霖灿《么些研究论文集》61 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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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厘米。中间一块的背面好像练笔一样用毛笔写了几个东巴文。刻石的译文是：“普天下居住着和氏族，和氏

族的女子伊修妹，您生命结束成了祖先，请留下您的福泽。祭祀主人这一家的好男好女，把酒肉饭食成背地献

给了您，把削白了的松树杆和经幡献给了您，把您从尼围的玛尼堆往上引领。请您不要再眷恋尼围地，不要再

眷恋不好的十八层尼围地。把您送到了善神居住的三十三福地，您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好放心去做祖先吧。” 

图 11 

    3、俄亚大村东巴文避邪石刻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人们驱鬼、消灾、祈福。东巴教的所有仪式，几乎都

有这样的内容，不同的仪式要驱赶不同的鬼，禳除不同的灾祸，祈求福泽。为了长期有效地驱鬼镇邪、祈福消

灾，纳西族会在家门口、牲畜圈门口挂一些镇压使人畜患病的鬼祟的东巴文石刻。在俄亚大村，不少人家挂有

刻有东巴文的避邪石刻，机才高土东巴家门口、牲畜圈门口和顶楼墙上共有 5块这样的石刻。 

图 12是挂在机才高土东巴家门口左墙的石刻，呈等腰梯形状，底部最宽处 41厘米，最高处 51.2厘米。上

部是光芒四射的白日白月，其下是口衔青红二蛇大鹏神鸟修曲。修曲黑角，头顶白色宝珠，脸和身躯缠身的二

蛇遮住，白翅白尾，红黄腿，黄脚趾。修曲下面是三行红色的藏文。图 13 石刻挂在机才高土东巴家门口石梯右

边墙上，最宽处 48 厘米，最高有 34.2 厘米。其左边是红色的藏文，右边是红色东巴文记录的藏文读音，我们

请机才高土东巴读了东巴文的音，但每句话的具体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只知道是驱赶毒鬼恶鬼之类的“花吕”

咒语。 

关于这些石刻的来源，机才高土东巴说，都是他舅舅高土东巴在世时他俩一起刻写的。石刻的具体年代，

他只记得大概有二十多年了，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刻写的。石刻多是东巴文和藏文双文书写，以藏文居多。

东巴文除日月之外，多是记录藏语咒语的读音，机才高土东巴能读出东巴文的音，但说不出咒语的具体含义，

只知道这些咒语能驱赶危害人和牲畜的鬼。5块石刻中，有 4块刻有东巴经中的大鹏神鸟修曲 ɕə³³ʨhy²¹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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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是取意于东巴经典中大鹏神鸟征服了术界使人类获胜的故事。关于石刻的含义，机才高土说，他舅舅高土

东巴知道得更多，可惜他已经去世多年了。对于此类石刻东巴文的读音和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图 12                                             图 13 

除了上述石刻，近些年还出现了一些为了适应旅游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新制作的东巴文石刻。如丽江古城

四方街附近的“猜字壁”、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祭天台旁挂的《祭天经》片段、香格里拉县白地纳西族生态博物

馆中的《祭祖经》石刻（图 14）、黑龙潭方国瑜先生墓碑底座东巴文石刻、丽江玉水寨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

纪念碑（图 15）等。这些东巴文石刻的学术价值虽然不能与原生态的东巴文石刻相比，但对于研究东巴文在新

时期的运用和功能，也是很有意义的。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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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S TO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TONE IN NAXI DONGBA CHARACTERS 

YANG Yi-hua, YU Sui-sheng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Dongba scripts were named ‘Sijiulujiu’in Naxi language. It means the signs and impressions 

inscribed on the stone and the bamboo which were used to record the Dongba script during the early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time, there are rare Dongba scripts inscribed on the stones and the bamboo, and the 

Academic have not taken them seriously. We have found some Dongba scripts inscribed on the stones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during these years, so we introduce them to the researchers engaging in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tone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s. 

KEY WORDS: Dongba scripts,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tones, int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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