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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巴文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且方兴未艾。随着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21 世纪东巴文研究出现了

新的发展趋势，研究材料逐步拓展，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对现有字词典的反思和研究取材的转变; 重新

注意字释的编纂; 开始重视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 开始逐步注意到纳西族支系的东巴文以及东巴文文字理论的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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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的研究开始于 1885 年太伦·拉科佩伦

( Terrien de Lacouperie) 发表文章《西藏境内及周围

的文字起源》( 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and around Ti-
bet) ，［1］1913 年巴克( Jacques Bacot) 出版《么些研

究》( Les Mo － so) ，［2］其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东

巴文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古文字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一

支，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在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

绩。近几年东巴文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反映出一

些新的研究趋势，我们拟对此作一些总结，以期进一

步推进东巴文的研究。
一、对现有字典的反思和研究取材的转变

过去东巴文的研究材料主要取材于字典。现有

3 部东巴文字典: 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国立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4 年出版于四川南溪李庄，当

时石印 200 部，流 传 保 存 下 来 的 不 多，1953 年 和

1972 年在香港和台湾再版，但流传不广，2001 年云

南民族出版社将其与《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合成为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一书出版，重新摹绘字

形，间有失真之处; 美国学者洛克《纳西语英语百科

辞典》( A 1Na － 2Khi － 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
ry) 两册，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 1963 年、1972 年

出版，2004 年上册被译成中文; ［3］方国瑜编撰，和志

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出版并多次重印，是以前使用最多的东巴文字典。①

( 一) 对现有字典编纂方式的反思

上述三本字典，除《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标明东

巴经收藏号，部分有文献出处外，其他两本字典均未标

出处。根据字典正文及作者弁言等，我们发现过去较

常用的东巴文字典编纂方式值得研究者注意。
字典编纂取材不是直接来自经典，如《纳西象

形文字谱·弁言》: “直到一九三三年秋我回到丽

江，旅行金沙江、玉龙山名胜，后约周汝诚、杨品超二

位，共同请一位东巴和宗道先生，请他讲东巴教的传

说、教义和各种道场仪式，次编经书目录，讲解内容，

曾详译《人类来源》一书及若干经书的节略，着重于

文字的应用。后请不同教派的三位东巴教徒写单字

卡片及标音字汇，分别逐字批记音读和众义，作初步

整理，最后请年逾七旬的东巴教门长老和士贵校订，

並作补充，经过约五个月成草稿一小捆，离家回到北

京，已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也。”［4］字典所收字符，是

请东巴写单字卡片并标音释义，文字符号并非从东

巴经原文中截取。
另外一个重要现象是编纂时对文字单位拆分以

及单字意义作了人为归纳，如对文字画的处理，《么些

象形文字字典》:“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若说这是文

字，不如说是插图，更多得于作者本意。么些象形文

字还在书画不分的过程中，所以这种插图也常有出

现，在他们本身原是意思所至信手写来，而且常是故

事最生动的一部分，但对于字典的编辑上却是一个难

题，在这里我们只好分开解释它每个单位。”［5］

这种归纳往往掩盖了东巴文发展演变的过程状

态，我们大规模开展用字研究以后发现同一内容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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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存在多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而过去字典往往按照

成熟文字的一般情况进行了归纳。
( 二) 现有字典缺漏严重

喻遂生师曾经指出: “字典由于其性质、体例、
篇幅、时代、认识等多方面的局限，文献中很多重要

的材料未收或失收。”［6］

现有三部字典，收字数量不一，《么些象形文字

字典》收 2113 个条目，《纳西象形文字谱》收 1340
个条目，《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第一卷收 3414 个

条目。虽然每本字典中一个条目是否是一个单字并

不单纯统一，但亦可以看出收字数量有很大差别。
现在对照翻译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我

们可以发现经典中有一些字，上述三本字典均没有

收录，如:
33

野牛，《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21
卷 47 页。 ［o33 kv55］乌龟，《纳西东巴古籍译

注全集》2 卷第 13 页。
字典 对 很 多 字 的 异 体 也 失 收 严 重，如“恶 老

鹰”，字 典 收 录 了 ，但 经 典 中 还 有 飞 翔 状 的

。 “ 猫 头 鹰 ”， 字 典 收 录 了

，但经典中还有飞翔

状 的 。 “大 雕 ”， 字 典 收 录 了

，但 经 典 中 还 有

静立状的 ，形态各异。更多异体字形的收集，有

助于东巴文字符发展演变的探讨。
( 三) 研究取材的变化

过去在东巴文献材料没有大量刊布和详细解说

的情况下，东巴文研究主要取材于字典是不得已为

之，但随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出版以

后，一改以前东巴文译注材料缺乏的局面。研究的

取材逐渐转向以经典文献为主。
过去已经有这样的很好的尝试，如曹萱《傅懋

勣〈纳 西 族 图 画 文 字《白 蝙 蝠 取 经 记》研 究〉探

析》、［7］甘露《纳西东巴文假借字研究》、［8］黄思贤

《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以〈崇搬图〉和〈古事

记〉为 例》。［9］ 李 静《纳 西 东 巴 文 非 单 字 结 构 研

究》、［10］胡文华《纳西东巴文形声字研究及其文字

学意义》、［11］刘悦《基于异体现象描述的东巴文字

发展研究》、［12］杨亦花《白地和志本东巴家祭祖仪

式和祭祖经典研究》。［13］以及喻遂生师对《纳西东

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纪年跋语所展开的研究，分别

写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纳

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纳西东

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花甲纪年经典》《〈纳西东巴古

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14］

笔者与白小丽合作的《纳西东巴文语境异体字

及其演变》从东巴经文献选取例证，讨论了东巴文

的语境异体字。［15］李晓亮《说“鼻”》从字典和全集

中整理东巴文“鼻”字的书写形式，分析了鼻的用字

变化。［16］李佳《东巴经中与“茶”有关的常用语用字

分析》一文，通过对东巴文“茶”字和与“茶”相关常

用语的用字，探讨了语言 对 字 符 使 用 的 影 响。［17］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祝福语用字研究》较全

面地梳理了《全集》中祝福语的用字情况，从字词关

系、字符体态、表词方式、字序等方面对祝福语作了

深入的用字研究，并从地域、书写人、语言对文字的

影响等方面探讨影响用字不同的原因。［18］

二、重新注意字释的编纂

东巴文之类的原始文字，在书写经书时，大多没

有逐词记录语言，且文字不成线性排列。以前通用

的四对照译注成果因为体例的限制，不可能对字源

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在此处是字的本音还

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不能把东

巴经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很难弄清楚经文中的某

个字究竟对应于哪个词、哪个音、哪个义。不明字词

关系，不明假借，会给阅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现

有译注成果对于一般的研究者和读者，实际上还是

难以使用的。
过去傅懋勣先生译注东巴经时，在每篇经书原

文、注音、汉译外还作了逐字的解释，这是最早的字

释。傅先生按照此种方式译注了《古事记》和《白蝙

蝠取经记》两种经书，［19］后来方国瑜、和志武先生

《纳西象形文字谱》第四部分《纳西文字应用举例》
也作了部分经书片段的示例。但这种作字释的方式

后来没有得到进一步坚持和发扬。
后来喻遂生师作《纳西东巴经〈延寿经〉释文示

例》［20］和《纳西东巴经“字释”的价值和意义》。［21］并

大力倡导编纂东巴经的字释，陆续指导学生作了多部

经典的字释。计有:《黑白战争》、［22］《大祭风·超度

男女殉情者·制作木身》、［23］《给死者换寿岁》、［24］

《超度什罗仪式·刀子的出处来历》、［25］《除秽·恩恒

尼汝、高勒高趣的故事》、［26］《舞蹈的出处和来历( 之

二) 》、［27］《迎素神·办喜事说吉利话》。［28］

三、开始重视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

过去一般认为东巴文用于书写宗教文献东巴

经，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还用于日常应用。李霖灿

先生说: “么些文字的日常应用，大致不出谱牒、记

帐、书信三项，谱牒、帐目，我曾在么些地区着意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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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毫无所获。书信则只见到几封最近军人的家书，

这可见么些文字在日常应用上份量的稀少。”［29］应

用性文献是纳西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但比较零散，以前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

视，收集、整理、刊布、研究都做得很不够。
喻遂生师在 1999 年第一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学

术研讨会上发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考察》，

提出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研究价值。［30］后来喻遂生

师分别围绕书信、地契、规程、题词、帐薄等应用性文

献作了深入研究。
书信研究方面，李霖灿先生虽有提到，但直到喻

遂生师发表《一封最新的东巴文书信》［31］和《纳西

汝卡东巴文信件译释》，才完整刊布了东巴文书信

并作译释。
地契研究方面，喻遂生发表了《东巴文卖拉舍

地契约译释》、［32］《东巴文白地买山契约译释》、［33］

《丽江东巴文残砖契重考》［34］和《纳西东巴文地契

研究述要》。［35］

规程研究方面，喻遂生生译释了《祭天古歌》规

程。［36］

东巴文题词研究方面，喻遂生师发表《丽江国

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贺词二则译释》、［37］《和才东巴

文题词译 释》、［38］《白 地 阿 明 灵 洞 东 巴 文 题 词 译

释》。［39］

帐薄研究方面，2010 年，钟耀萍在其博士论文

《纳西族汝目前东巴文研究》中刊布了宁蒗拉伯乡

树枝村石波布东巴家传帐单 2 件( 共 3 页) ，并字释

了其中的 1 页，还刊布了木里俄亚乡俄日村阿嘎东

巴写在笔记本上的帐单 1 页。2009 年喻遂生在白

地收集到和志本东巴记在笔记本上的帐单 2 页，发

表《和志本东巴借条译释》。［40］2008 年 1 月，杨亦花

和钟耀萍在丽江塔城调查到两本东巴文人情帐簿，

在首届丽江文化研究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丽江

东巴文人情帐簿译释》。喻遂生师在中国语言学会

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纳西东巴文帐薄研

究述要》。
东巴文文献按性质或用途可以分为宗教文献和

非宗教文献两大类。宗教文献在数量上占绝大多

数，但非宗教文献( 即应用性文献) 如医书、契约、账
本、谱牒、书信、日记、文书、题词、歌本、对联等也需

要加强重视，加大研究力度。
四、开始逐步注意到纳西族支系的东巴文

纳西族的自源文字，除东巴文外，还有哥巴文、
汝卡文、玛丽玛萨文。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

字符标写一个音节，类似于日文的假名。哥巴文和

东巴文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不少字符直接来源于东

巴文，同时使用人群相同( 纳西族巫师) ，使用范围

相同( 书写宗教经典) ，而且哥巴文发育还不成熟，

两种文字经常混用，难以截然分开。汝卡人、玛丽玛

萨人是纳西族的两个支系，汝卡文、玛丽玛萨文是东

巴文的变体。
( 一) 汝卡文

“汝卡”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又译作“若喀”
“汝卡”“阮可”，汝卡有部分自己独用的经典和一些

特殊的文字。
李霖灿提到洛克曾收集到几本汝卡经书，他自

己亦曾采集到几本，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到 25
本，但均未论及这些经书的具体情况。《纳西东巴

古籍译注全集》中没有收录汝卡经书。学界公开刊

布的汝卡文献，只有 2003 年喻遂生刊布译释的两份

白地吴树湾村的汝卡文地契。
至于汝卡文字，李霖灿在其《么些象形文字字

典》中专门单列“若喀字类”，收字 83 个，和志武在

《纳西族的古文字和东巴经类别》也收了 40 个，这

123 字均采自中甸洛吉乡。学界对汝卡文的研究，

大致基于李霖灿、和志武所收的文字，如朱宝田《纳

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杨正文《纳

西族东 巴 象 形 文 字 的 演 变》和《最 后 的 原 始 崇

拜———白地东巴文化》、王元鹿《由若喀字与鲁甸字

看纳西东巴文字演播中的发展》等。［41］

钟耀萍 2010 年的博士论文《纳西族汝卡东巴

文研究》是目前有关汝卡字研究最为全面的成果，

作者调查了四川木里、云南香格里拉、宁蒗的 14 个

汝卡村，访问了 20 多位汝卡东巴，收集了 72 位东巴

的情况，翻译了 9 本汝卡经书，编制了 164 本经书的

目录，刊布了部分经书选页和两份账簿，并对汝卡文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时间和人力、物力

的原因，该文田野调查的范围未能涵盖所有汝卡村

落，如玉龙县大东乡、宝山乡、奉科乡，香格里拉县洛

吉乡、木里县依吉乡，翻译的经书数量也偏少，研究

更有待于深入。［42］

( 二) 玛丽玛萨文

玛丽玛萨文是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语言调查时

被发现的。最早收集玛丽玛萨文的是纳西族学者和

即仁，他收集了 99 个字，1957 年发表在提交给云南

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的论文《纳西族的社会

历史及其方言调查》中。文中还指出，这种文字玛

丽玛萨人用来书写信件、契约、账目和开会时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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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1962 年，和发源又收集过一次，两批材料去其重

复，和志武《纳西族古文字概论》说是 101 字，和即仁、
姜竹仪《纳西语简志》实录 105 字。这个字表后来收

入《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该县志还收录了维西县塔

城镇海尼村某老师 1995 年收集的一个字表。
王元鹿师对玛丽玛萨文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玛丽玛萨文并不是一种表音文字，而是一种

具有象形特征的表词—意音文字。它脱胎于东巴文

不久，具有东巴文的大部分特征，只是因为字符数量

太少，而不敷使用，才不得不发展了假借，同时在具

体使用时还要借助上下文来确定文字的具体含义，

带有原始特征。［43］

2009 年 7 月，喻遂生、邓章应就玛丽玛萨文的

发现和文献问题访问过和即仁、和发源，两位先生都

说没有见到过玛丽玛萨文的文献，而是被访问人凭

记忆将单字写出来的。2009 年 8 月，邓章应、白小

丽到维西实地调查，也没有发现文献。
学者逐渐开始注意到纳西族几种文字的比较研

究，如王元鹿师《东巴文与哥巴文、玛丽玛莎文、达

巴文的关系之初步研究》，［44］李子涵《纳西族四种

文字比较研究》。［45］

五、东巴文文字理论的深入

过去东巴文文字理论主要集中于文字结构研

究，又主要采用六书理论研究东巴文文字结构，甘露

系统研究了东巴文假借字，近期胡文华重新研究了

东巴文的形声字。［46］关于东巴文六书的总结是喻遂

生《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47］郑飞洲《纳西东巴

文字字素研究》采用字素理论对东巴文文字结构作

了研究，李杉《纳西东巴文造字机制研究》采用构形

学理论分析了东巴文文字结构，［48］另外冉启坤作了

东巴文造字结构研究史的研究。［49］

近来，邓章应提出分层造字机制理论，研究了东

巴文的造字机制。该理论认为文字系统中字符形成

具有层次性和理据性，将某种文字系统中的字符形

成按是否参考了文字系统内已有的字符分成两个层

次———初造字与新造字的形成，如果某字符的形成

参考了系统中已存在的字符，则是新造字; 如果没有

参考系统中已有的字符，则为初造字。分别发表

《纳西东巴文初造字仿拟机制试析》、［50］《纳西东巴

文新造字造字机制试析》［51］讨论了东巴文的初造字

造字机制。
东巴文性质方面，木仕华《纳西东巴文字性质

研究评议》梳理了前人关于东巴文文字性质的研

究，［52］张积家教授从心理学的认知新角度讨论了东

巴文的性质。［53］ 另外，邓章应 还 讨 论 了 东 巴 文 命

名。［54］

在东巴文文字单位判定及文字演变方面，李静

《东巴文非单字结构研究》讨论了东巴文的非单字

单位。邓章应讨论了东巴文由准合文发展到合文，

再发展到单字的演变过程。［55］刘悦从东巴文异体字

角度探讨了东巴文的发展。［56］

东巴文异体字研究方面，有习煜华《东巴象形

文异写字汇编》、［57］周斌《东巴文异体字研究》。［58］

邓章应、白小丽探讨了东巴文语境异体字。［59］

六、结语

1． 东巴文研究材料的开拓。一是重新梳理总结

现有字典; 二是调查新的材料，包括过去少于整理的

材料，如边远地区的东巴经、流散到国外的东巴经、
过去未得到重视的应用性文献; 编写更加便于应用

的字释。三是注意各支系的东巴文材料。四是更加

注意东巴文文献学的研究，如喻遂生师的《纳西东

巴文文献学纲要》。［60］

2． 东巴文文字理论研究的深入。东巴文文字

研究，对传统研究领域有更深的推进，如东巴文六

书、东巴文单字认定等，还借鉴了一些新的研究方

法，如字素理论、构形学理论，并且由东巴文字符形

成的讨论还提出了新的分层造字机制理论。在东巴

文文字理论研究方面还有一些新的开拓。
3． 逐渐开展用字研究。要想认识清楚东巴文演

变发展的规律，必须从东巴经及应用性文献原典入

手，开展用字研究，从文字使用的动态角度进行研

究。才能逐步厘清东巴文发展中的现象，认识到其

中规律。

注 释
①此外国内还出版过几本规模较小的东巴文字典。一本是赵净修的

《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该字典共收

1000 个常用东巴文。一本是郑卫东、郭大烈编著《纳西族象形文字汉

英日对照》(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该字典收字( 词) 1000 多个。

参考文献
［1］Terrien de Lacouperie． 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and around Tibet
［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
land，1885，vol17． No3．
［2］Jacques Bacot． Les Mo － so［M］． Leiden． 1913．
［3］洛克著，和匠宇译． 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 上册) ［M］． 昆明: 云

南教育出版社，2004．
［4］方国瑜编纂，和志武参订． 纳西象形文字谱［M］． 昆明: 云南人民

出版社，1995．
［5］李霖灿． 么些象形文字字典［M］．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4．
［6］喻遂生． 东巴文研究材料问题建言三则［A］．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

稿． ( 第二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2008．
［7］曹萱． 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探析［J］．

431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3) ．
［8］甘露． 纳西东巴文假借字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 士 学 位 论 文

［D］，2004．
［9］黄思贤． 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以〈崇搬图〉和〈古事记〉为

例［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0．
［10］李静． 纳西东巴文非单字结构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2009．
［11］胡文华． 纳西东巴文形声字研究及其文字学意义［D］． 华东师

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2］刘悦． 基于异体现象描述的东巴文字发展研究［D］． 华东师范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3］杨亦花． 白地和志本东巴家祭祖仪式和祭祖经典研究［D］． 西

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4］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 第二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15］邓章应、白小丽． 纳西东巴文语境异体字及其演变［J］． 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2009( 4) ．
［16］李晓亮． 说“鼻”［A］． 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 第 1 辑) ［C］．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17］李佳． 东巴经中与“茶”有关的常用语用字分析［J］． 丽江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4) ．
［18］李佳．《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祝福语用字研究［D］． 西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9］傅懋勣． 丽江么些象形文 ＇古事记 ＇研究［M］． 武昌华中大学，

1944; 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 上下册) ［M］． 日本东

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1981、1984．
［20］喻遂生． 纳西东巴经〈《延寿经》释文示例［A］． 纳西东巴文研究

丛稿［C］． 成都: 巴蜀书社，2003．
［21］喻遂生． 纳西东巴经“字释”的价值和意义［A］． 中国经典文献

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2］张毅． 纳西东巴经《黑白战争》字释及研究［D］． 西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7．
［23］刘汭雪． 纳西东巴经《大祭风·超度男女殉情者·制作木身》字

释及研究［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4］孔明玉． 纳西东巴经《给死者换寿岁》字释及研究［D］． 西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5］莫俊． 纳西东巴经《超度什罗仪式·刀子的出处来历》字释及研

究［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6］陈霞． 纳西东巴经《除秽·恩恒尼汝、高勒高趣的故事》字释及

研究［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7］张扬． 舞蹈的出处和来历( 之二) ［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28］何宝芝．《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婚俗经典研究［D］． 西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9］李霖灿． 么些族文字的发生和演变［A］． 么些研究论文集［C］．
台北: 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 65．
［30］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A］． 玉振金

声探东巴———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1］喻遂生． 一封最新的东巴文书信［A］．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学术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32］喻遂生． 东巴文卖拉舍地契约译释［A］． 中国文字学报( 第一

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33］喻遂生． 东巴文白地买古达阔地契约译释［A］． 纳西东巴文研

究丛稿( 第二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2008．

［34］喻遂生． 丽江东巴文残砖契重考［A］．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 第

二辑) ［C］． 巴蜀书社，2008．
［35］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地契研究述要［A］． 一生有光———周有光

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C］． 语文出版社，2006．
［36］喻遂生东巴文《祭天古歌》译释［A］． 庆祝刘又辛教授 80 诞辰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重庆: 西南师大出版社，2005．
［37］喻遂生． 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贺词二则译释［A］． 文字学

论丛( 第三辑)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38］喻遂生． 和才东巴文题词译释［A］． 中国文字研究( 第七辑)

［C］．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39］喻遂生． 白地阿明灵洞东巴文题词译释［A］． 金秋集: 刘叔新先

生南开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0］喻遂生． 和志本东巴借条译释［A］．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 第二

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2008．
［41］王元鹿． 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演播中的发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1( 5) ．
［42］钟耀萍． 纳西族汝卡东巴文研究［D］．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43］王元鹿． 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

社版) ，2004( 2) ．
［44］王元鹿． 东巴文与哥巴文、玛丽玛莎文、达巴文的关系之初步研

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 3) ．
［45］李子涵． 纳西族四种文字比较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8．
［46］胡文华: 纳西东巴文形声字研究及其文字学意义［D］，华东师

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7］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A］．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三

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48］李杉． 纳西东巴文造字机制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2011．
［49］冉启坤． 纳西东巴文字结构研究史论［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0．
［50］邓章应． 纳西东巴文初造字仿拟机制试析． 世界人类学民族学

联合会第 16 届大会会议，2009．
［51］邓章应． 纳西东巴文新造字造字机制试析［A］． 第二届国际东

巴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52］木仕华: 纳西东巴文字性质研究评议［A］，腾飞的翅膀 － 2009
丽江文化旅游研讨会论文集［C］，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53］谢书书、张积家． 纳西东巴文字性质研究进展和新视角［J］． 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3) ．
［54］邓章应． 东巴文的科学定名［J］． 中国科技术语，2010( 4) ．
［55］邓章应． 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7．
［56］刘悦: 基于异体现象描述的东巴文字发展研究［D］，华东师范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57］习煜华: 东巴象形文异写字汇编［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
［58］周斌． 东巴文异体字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9］邓章应、白小丽． 纳西东巴文语境异体字及其演变［J］． 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2009( 4) ．
［60］喻遂生． 纳西东巴文文献学纲要［A］． 历史文献研究( 第 28 辑)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俊沅〕

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