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吉木毕摩家族世传文献 

的音系及其文字特点 

曲木铁西 

 

［提要］本文从四川凉山彝族吉木家族世传经书中选出 2500 多个表示自然现象、事物名

称、人体名称、人称、数量、动作名称等基本词汇，根据吉木毕摩阿龙的发音，描写、整理

出其语音系统及特点，通过世传学习而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的经书，弥补了彝文本身性质所

决定的彝文文献无法知晓文献记载时期语音面貌的缺陷，使我们可以通过这批彝文文献文字

的语音，了解当时这些文献文字通行时期语音的大致面貌。另外，文献文字内部的构成、文
字和语音、词汇、语义、词类的关系等特点和特征来看，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2000 年夏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语委在八寨乡牛龙村调查时，发现该村吉木

阿龙家世传有一批骨印章、编连骨刻、头盖（残）骨刻、皮书、木牍、竹简、旗帜、镶铜布

帽、纸张等文物，由于文物藏于山林洞中，年久多蚀，损坏严重。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

古籍，吉木家在雷波县政府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的动员、协调下，于 2002 年 7 月火把节前

夕正式捐给凉山彝族社会博物馆收藏。捐出的这批文物包括骨印章、编连骨刻、皮书、木牍、

竹简、旗帜、纸张等十余种，共 550 多件。 

为了了解和弄清这批文物及其文物所记载的文字，我们经过六年多的研究，有了一些初

步的成果。这批文物所记载的文字虽然是一个家族传承下来的一套文字，但这是一套比较完

备的文字，从保留的经书来看，完全可以记录所有的词语；从该文献文字的语音系统、词汇

系统以及文字本身的特点上可看出，这套文字可能产生较早、使用历史较长。现将部分研究

成果分述如下。 

一、吉木毕摩家族世传经书文字的语音系统及其特点 

据吉木阿龙讲，他的祖辈多数都是有名望的毕摩，他们家祖辈到他这一代，有一套特殊

的学习和传承毕摩的惯制，即除一般毕摩传承教育制度外，吉木家还要学习世传下来的经书

文字和读音。做仪式时可用两套文字和读音进行。完全用古文古音来念经做仪式，其神圣而

神秘或高人一筹，一直成为他们家族世代的荣耀。 

（一）音系概述 

   声母  经书语言共有声母 54 个。塞音、塞擦音分清、浊音、鼻浊三套；鼻音、边音分清

浊、舌尖、舌面、舌根三套对立。列表如下： 

   oogalal eu
ssgcmcm"k  % 
   YYgcymcyry
PPgc[mc[M#B[

ʈʈg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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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ʂ  tʂh  dʐ mc\          ʂ  ʐ 

ɟ  ç   ɲ 

k  kh  ɡ ŋɡ  ŋ  ŋ̥  x  ɣ 

ɢ   

?                h̥   h  

声母例字 

P   pɿ⁵⁵                      女阴 

Ph  phu³⁵lɿ³³thi³³                松树 

b  bɿ⁴²lɿ³³                      母亲 

mb  mbi³¹                      肾 

m   mi³¹mi³⁵khɯ³³             哪里 

 ogt22 h22c[h24 李子 

eet24kH22 t22 急 

uut22ogh20ogh20 腻 

sut20kH24at31st ̱22 菌子 

sgogt24kH̱22ft22lt31sgh22 懂 

cɖo31ct20%H22 说 

mcmch24ɖn20ln22kH22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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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h22  你 

""`22 t22%t22 耳朵 

kkṮ24kṮ22kṮ24 手 

%%ṯ24 眼睛 

Y[t31%H22YH24 侄儿 

YgYgt22 血 

cy%t24%t24cyH20 眼皮 

mcymcyH20 头 

rft31lt22%t22r`20 伤口 

yFfV20yT24 柱子 

PPh20Ph24YH20  吵架 

PgPg`20kT ̱24kṮ22BH ̱31ut ̱22 匠人 

c[s<gnː22c[T ̱22kn20 分别 

mc[mc[h22kH22fn22 脾脏 

Mft20Mh20  白天 

#kH22Mn22ah22Mh22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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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h22 死 

[ogE̱20kH22[t ̱22 私生子 

ʈʈo20%t24ut ̱22            几（几个人） 

ʈgʈgt20 他 

ɖɖn31jgV22jgV22 窗口 

s<s<H31 男阴 

s<g`20s<gH24 野羊 

c\c\vV24c\n200  爪 

mc\mc\t22kt22ft20 花 

<<V22kH22lt20 麻布 

\\`22kH22ogt22 种子 

ɟogt24kt20ɟh24 火苗 

ç^20 ç^20 野猪 

ɲɲ̩22mh20 七 

jjt24jgt22 猴子 

                                                        
1 W 表示撮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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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lt31jgV22jgV22 是 

fʈgt20ft20 （一）年 

FfFft22Ffn20yṮ24 包 

FF`22 我 

F ̥$2                                              减少 

wwV22kH22lt22 炼铁 

ɣft22U`22mc[h24 像（他像你） 

G       `22lh31kH20 G`24 上来 

>>n24V22lt20 告诉 

g ̥g̥n20gn24gn22gn20 气（名） 

ggh22gn22kH22gn22 针 
说明： 

1、k、%与H、H̱相结合时，舌尖顶住硬腭，气流从舌头的两边出来。 
2、ʔ 只出现在元音V 、` 、n之前。

3、j 、o类声母与t、t相拼时有唇齿现象。

4、l 、  、m 、" 、M 、M̥ 、F 、F ̥均可自成音节。 

5、ɟ、ç、ɲ、ɢ、ŋ̥、h̥出现频率较少。 
 

韵母  经书中韵母共有 36 个，全部由单元音组成，元音分松紧两类、撮唇与非撮唇两大

类（撮音加 W 表示）、长短元音两类（长元音加ː符号表示），长元音无撮唇现象。列表如下： 

非撮唇hɪ V`ntH 

松元音 

撮  唇 wɪ wV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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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元音 hːɪː Vː`ːnːtːHː 

非撮唇 ẖ ɪ̱ ṮV̱`̱E̱ṯH̱ 

撮  唇 wɪ̱ wV̱（vH̱）

 

紧元音 

长元音  ẖːɪ̱ː Ṯː V̱ː` ̱ːE̱ː ṯːH ̱ː 

在已记录的经书例字中，未找到vH̱的例字。因此可能有 35 个韵母。 
韵母例字： 

hgẖː20Mh22 今天 

H̱gn20mc[H̱20 虱子

hːlahː20    冷天 

H̱̱ː       PH̱̱ː24mE̱22 青竹蛇 

ɪ          Bɪ22kH20fE̱24 梦 

ɪ̱ft20fE̱24[ɪ̱22 黎明 

vɪkH22cV22kvɪ22 平坝 

vɪ̱      kt20kvɪ̱24   蜻蜓 

ɪː        YH24YH24[ ɪː20[ ɪː20 （饭）焦 

    ɪ̱ː        [ ɪ̱ː20[ ɪ̱ː24kt22ut ̱22 酸 

Ṯogt31kH20%T ̱24 爬 

Ṯːs<n22c[Ṯː22kn20 分别 

VwV22sV20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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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24ch20Mh22 前天 

vVmc[h31kH22UvV22 肋骨 

vV̱fvV̱20fvV̱24fvV̱22ut ̱22 团结（象群雁） 

Vːkn20kn24Vː20 醒（睡醒） 

V̱：ogV ̱ː22[`31Y`22 阉（公鸡） 

``31sgt22sgt22 癫痫 

`̱rH20Bh24r` ̱20 直（柱子直） 

`ːF`ː22kH20kn24 八月 

`̱ː          g`̱ː22sgt22sgt22  晒 

nmc\t22n22kH22   衣服 

E̱gEː24wE22 窟窿 

nːnː20   高祖之父 

E̱ː         lt22lE̱ː20 露水 

tmc[t22  乳房 

t ̱sgt22kt ̱20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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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ːjgtː24jgt22jgṮ22 塞（塞住洞口） 

t ̱ː%ṯː24%t ̱22 婴儿 

HYH31BH20 掉（牙） 

H̱s<`24uṯ22kH ̱22 鸟窝 

vHMt22s<vH20 牛鞭 

vH̱

Hːsgt22kt ̱22cyHː22la`22 蕨草 

H̱ː          mc\H̱ː22 做 

说明： 

1、Ṯ的实际音质是hT ̱。 

2、t 、t与p、og类、k、jg类辅音相拼时读为唇齿音。出现在Y 、Yg类和P 、Pg

类辅音之后成x。

3、H、H ̱与舌音（卷舌音）相拼时读为H、H̱。 
4、撮音元音只出现在ɪ、  ɪ̱、V 、V̱ 、H 、H̱三对松紧元音之后，但H̱后未找到例字。

5、长元音多数有区别意义，少数只有区别附加意义的作用。如%tː22%t ̱22“婴儿”，s<H31

“男阴”，s<Hː31kH20ut24“阴囊”。 
声调 经书文字共有 4 个声调，即高升调 35、中平调 33、高降调 42、中降调 31。举例

如下： 

35 高声调 mcyH24n24Kt22      南方 

etː24 热天 

33 中平调 ft ̱ː22sgt22sgt22         晒（太阳） 

gnː22gE̱22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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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降调  s<H31                    男阴 

          gn31 小肠 

31 中降调  lahː20 冷天 

          ɖn20 话 

说明： 

1、33 调的调值略低，接近 22。 

2、音节相连时出现 31 变调，其条件是：33+35→31+35，如Mt22
/
20YT ̱̱24ʈgtmc[n22　一

块牛肉　。

3、33 调和 33 调相连时，前一音节的调值略低。如：sgt22kH22 å银子ç。

（二）音系特点 

从以上例词看来，其读音与今天的彝语北部方言的读音相去甚远。而且并非一文一音，

一文读多音节现象居多，文字与语音关系不对称现象较多；声母、韵母、声调有其显著的特

点。现总结如下： 

声母 

经书的声母与现代彝语北部方言圣乍话和义诺话的声母比较，有以下特点： 

1、经书语音系统共有 54 个声母，比圣乍话和义诺话的声母多十个，它们分别分布在以

下发音类别之中： 
（1）舌尖后音   ʈʈgɖ
（2）舌面中音   ɟ    ç    ɲ 
 (3) 小舌音     ɢ 
（4）声门音     ʔ    h̥ 
（5）清化鼻音   F̥g̥ 
2、除了舌面中音在现代彝语北部方言的部分土语中还存在外，其余 7 个声母在现代彝语

北部方言中已荡然无存了，G、F ̥、h̥ 在彝语其他方言中已不存在了。从经书文字语音系统声

母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完整保留有声门音 ʔ、  h 、h̥，现代彝语北部方言只保存了 h , 在规范彝文字表中

把 h 归并到了舌根音 k、kh 类之后; 
第二，比较完整地保留有清化鼻音系统： 、" 、# 、$ 、 h ̥，现代彝语北部方言只

保存了 、" 、#三个，而且已经只出现在jn22#h24s`22　让（他）坐下　的一词中了，因

此，没有把#列入规范彝文的声母体系中，在经书文字语音中#出现的频率还不少。

3、舌面中音 ɟ    ç    ɲ 在经书语音中出现的频率不多，小舌类音更是只有一个 G，说明经

书语言通行时期这些舌面中音也正在消失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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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舌尖后音 ʈʈgɖ    s<s<gc\<\，但无mɖ 了。说明当时

ʈʈgɖ 已开始分裂为别的声母。

韵母 

经书语言的韵母与现代彝语北部方言的韵母相比较，有以下特点：  

1、全部都由单元音组成，共有 36 个，（撮音vH̱没有找到例子，这里只按 35 个计）与

义诺话比较（义诺话韵母共有 27 个）多 8 个，与圣乍话比较多 24 个。 

2、经书语言韵母有撮唇音，与义诺话近似，只出现在^ 、^̱ 、V 、V ̱、H　5 个元音上，

按理H̱上也有撮唇音，但没有找到例字。经书语言一是没有义诺话的撮唇音多，二是已经不成

对了，说明经书语言的撮唇音已经在发生变化，正向非撮唇方向分裂变化。 
3、关于长短元音，现代彝语北部方言仍然存在，但表现为长重音的形式存在于词汇与句

子之中，
3
例如：YHː20sE ̱24“准备”、YH20sE ̱24“能克制”、uṯ22ct ̱22“漏肠”、ut ̱ː22ct ̱22“进出”

等，而经书语言的长短元音却非常整齐。 
声调 

经书的声调与义诺话的声调非常近似，但义诺话只有 3 个基本调，1 个变调。而经书却

有 4 个基本调，33、35、42、31，还有 1 个变调（33 调和 35 调相连时 33 调变成 31 调），从

中可以看出现代彝语北部方言声调发展变化的一些迹象。 

截止到目前为止，彝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许多民族文字的研究成果相

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原因之一就是彝族文字的性质决定了所有的彝文经书都没有或无法知

晓其早期的读音。本文所描写的彝文文献文字的语音系统，通过世传学习文字而一代一代传

承了下来，它弥补了彝文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彝文文献无法知晓文献记载时期语音面貌的缺陷，

使我们可以通过这批彝文文献文字的语音，了解当时这些文献文字通行时期语音的大致面貌。 

 

二、 吉木毕摩家族世传文献文字的特点 

我们从吉木毕摩家族世传文献中选了表示自然现象、事物名称、人体名称、人称、数量、

动作名称等830个词近1000个字，以开辟多视角分析吉木毕摩家族世传文献文字的途径出发，

根据文献文字的语音和文字构成等特点，每个文字都从音节义和字符义上拆开进行了动态描

写。其呈现出的文字内部的构成、文字和语音、词汇、语义、词类的关系等特点和特征来看，

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吉木毕摩家族世传彝文文献文字的特点 

总结起来，吉木家族彝文文献文字有如下特点。 

1、文字和语音关系不对称。虽然一部分文字与现代彝语彝文一样，一字读一音节，但

文献文字一字读多音节现象占多数。如： 

第 1 号字： gn24kt20å天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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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号字： g`22tː20at22 t22å雪ç

第 14 号字： mcyH24sgt̫ː22sgt20å水ç

第 32 号字： mɖyH22kH22l24å鹅卵石ç

也有一小部分读单音节的。如：

第 4 号字： uH22å星星ç 

第 27 号字： ogt20 å祖ç

第 166 号字： lE̱24 å母牛（未生子的）ç

还有一部分可读单音节，也可读多音节，但其比例极小。如：

第 3 号字：   kn24或fV22kt̫22 å月亮ç



2、从字符的组合形式来看，有两种构成方式。一部分由单个字符构成，一部分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组合而成。如： 

第 160 号字：  at22 å绵羊ç

第 138 号字：  `tː31U`22 å熊ç

第 146 号字：  `22`tː22å疯狗ç 、  看似是两个

字，其实是一个字，因为组合成另一个字后，其读音与原å狗ç字如第 145 号字：  

tː31å狗ç截然不同，形成了新的读音`22`tː22，此类字占有很大的比例。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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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7 号字：  Ph24Yt20t22å水蛇ç、 å蛇ç、 å水ç

第 203 号字：  mt22Ygtː20å牛ç

第 674 号字：    uT22%H22kH24kṉ31  “接生”，   “ 女”、   “血

和气”、  “羊水”、  “小孩”、  “胎盘”

3、字符义与音节义十分对等的字非常少。从文字与语音、词汇之间的关系来看，文字

与语音间虽然一部分字可以通过音节义来描写，但从目前现有的文字材料来看，文字与语音

间的关系并非紧密，一个字可读多音节也可读单音节，其中读多音节的单字占大多数，而相

当多的字虽由多个字符构成，看似是多个字，其实是作为一个字看待的。如上举的第 146 号

字：  `22`tː22å疯狗ç和第 203 号字：  mt22Ygtː20å牛

ç，又如第 149 号字：  gnː20gn24c\Hː22å野兽ç， å飞禽ç、 å

走兽ç、 å灵掌动物ç，第 171 号字：  lH24`ː20å水牛ç等，其实构成

新字后，与原字符的读音有差异，且字符数与音节数不对等。但文字与词汇间的关系却显得

非常密切。事物的名称或动作的名称或修饰的名称等词（除复合数词外），不管其读音有多少

个音节，一件事物、一个动作、一种修饰等，都用一个字表示。如： 

第 395 号字：  %H24å妯娌ç

第 396 号字： %H22å妹夫ç

第 437 号字：  l`22mch20或ot22å老师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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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8 号字： oṯ22kt31cyh22srgt22å学生ç

第 225 号字： kH22laE22YH24YH22å鸽子ç

第 385 号字和 386 号字：  aH20kH22å母亲ç、  aH20aH24å后母ç

第 376 号字： at22at22YgH24YgH20kn20kE̱20å祖先ç， å祖辈ç、

å父辈ç

第 377 号字：  H22 H22kH22kn20å后代ç

第 383 号字：  kH22aH20[ṯ22å父母ç

第 535 号字： ogt22s<gH22kt22st22kt22lft24kn20å遇见ç， 表示å

水和蒸汽ç， 表示蒸汽旁边的å两个人ç

第 546 号字：   laṮ22kṯ22yn31å咒ç，  “地”、   “天”、  “根” 

第 549 号字： ln20ln24kH22s<H20%Hː24kn20“招魂 ç第 725 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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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22lt31sgh22å聪明ç， å人ç、 å耳朵ç

第 827 号字： lh20lh24jgV22å哪里ç、   “树”、  “风ç 

4、从字体形状看，有的字象形性或写实性较强，有的字又较抽象。如象形性或写实性

较强的： 

第 267 号字： mc\t22kt22ft20å花ç 

第 273 号字： ogt24å树ç

如第 527 号字：   ogt31kH22%T24å爬（树）” 

第 383 号字：  kH22aH20[ṯ22å父母ç



又如较抽象的：

第 455 号： mcyH24mcyH31kṯ22å家ç

第 528 号字：  ˀ%VH22kn22`20%Ṯ24%T ̱24å大跑” 

第 537 号字： s<nː22c[Tː22kn20或jgV24sgV24kn20å分别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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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1 号字： ft31%t22å太阳穴ç

 

5、组合字较多。组合字与汉文的“合体字”不同，它由两个以上可以独立的字符组

成，表示一件事物或表动作或表修饰的词等，这些组合的字的音，有一部分仍读原字符的音，

但有一部分与原字符没有任何关联，即组合后的字不读原字符的音。如： 

第 14 号字和 171、165 号字：  mcyH24sgt̫ː22sgt20å水ç、  

lH24`ː20å水牛ç、  lE20å母牛（已生子的）ç 

第 161 和 162 号字： uT24å猪ç、 g`22t20h24å公猪ç。 

组合字在组合的形式上表现为：一部分以一个字符为中心，其他字符作为修饰。如： 

第 147 号字： Ṯ24jgV22å猎狗 ç， å箭头 ç表示 å快 ç、

 å猎狗ç 

第 159 号字： `20s<gH24å野羊ç， 表示å山ç、 å

羊ç 

另一部分则两个字符各表一类，表现为字符间对等的关系。如：

第 149 号字：  gnː20gn24c\Hː22å野兽ç， å飞禽ç、 å

走兽ç、 å灵掌动物ç。 

第 185 号字：  gnːn22å蜜蜂ç， å花ç、 å蜂ç  


 15



彝族吉木毕摩（祭司）家族世传经书的音系及其文字特点 

6、同一件事物可以用不同的字符表示。如：

第 500 号 501 号字： kH20mcyH24kH22Yt22å船ç，  “人”、   “ 浮

水器”、  kH ̱22Yt22kH̱20mc[H24å船ç，  “条状物”、   “ 连绳”。

    这可能与船的不同材质有关。又如： 

第 630 号字和 631 号字：  aH22jt31kH22BH22å杀（女人）ç和  

[ṯ22jt31kH22Bh22å杀（男人）ç。

  第 416 号字：  kH̱22kn20å人ç

第 422 号字： kHː22kH24kH22ʈgE̱22lt22s<H20å男人ç

第 423 号字： ogt22ogt22kH20ogt22ogt22kH22uT22å女人ç

第 705 号字： ogt24og`22kn22ft20å猜（谜语）ç

å女ç、 å男ç

用不同的字符表示å人ç和å男人ç、å女人ç，在文字中不同的å人ç的字符及字符素 多。

7、同一个字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不同的意义。

（1）同一个字符用不同的读音表示不同的意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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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4 号字和 505 号字：  ɖn20或 ʈn20å话ç和  ˀ`24kH20kn20å声音ç

第 267 号字和 300 号字：  mc\t22kt22ft20å花ç和  uṮ22å脸ç

   （２）同一个字符用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读音表示不同的意义。如：

第 24 号字和 26 号字、27 号字、28 号字：  [t22kD22an24å山ç和

 aV20%n20å影子ç、 ogt20å祖ç、 mc\t24kH ̱20ogṯ22å反目ç。

  

8、在主要字符的基础上，使用大量的附加符号。这些附加符号可以加在主要字符的前

后，表示相对或具有一定对应关系的概念或表示同类事物的不同种属等概念。附加符号分两

类：一类是不成体系的，一类是成体系的。

 （1）不成体系的附加成分。如：

  第 397 号字： s<H31[ṯ22å儿子ç的基础上加再加一点就成了第 402 号字：  

%n31[ṯ22å幺儿ç，依次类推，如第 399 号字：  aH31kn22 å女儿ç 加两点就构成了第 403

号字： uṮ22%n20 “幺女”。如果在“儿子” 和å女儿ç  字符上前

后不同方位加上一园点就成了第 406 号字： s<H31kH22cyh20å伯父ç和第 407 号

uT31kH22 H20å伯母ç。

这类附加成分构成的字较多。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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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3 号字和 425 号： ogt22ogt22kH20ogt22ogt22kH22uT22å女人ç、

uṮ22lt22%n20jt22jt22j`24%n20å年轻女子（未婚的）ç

第 156 号字和 157 号字： E̱24gT ̱ː22å驴ç和   E̱31gT ̱ː20å

骡子ç。

第 194 号 字 和 195 号 字 ：  `20lt24å 青 蛙  （ 水 田 中 ） ç 和 

`22lṯ22å青蛙（旱地）ç

第 815 和 820 号字： F`22å我ç、    F`20kH20kn24å我们俩ç，第

821 号字和 816 号字： mh22å你ç、   mh20kH20kn24å你们俩ç。

  （2）形成体系的附加成分。这类附加符号从近千个文献文字中找到：      

 等７个。在主要字符的前后加这些符号表示相对的概念和字义。如： 

第 550 号 字 和 551 号 字 ： `22lH22kH22j`24å 上 来 ç 、

`24lH22kH22j`22å下来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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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2 号字和 733 号字：  mcyH24lt22kH22å深（水深）ç、  

kH20lt22mcyH2å浅（水浅）” 

      第 736 号字和 735 号字：   cyh20kt24jt20å细”、  

jt22kt24cyh20å粗”。

       第 749 号字和 750 号字：  `22kH22Ygt22å大”、  H20kt22å

小”。 

第 751 号字和 752 号字：   `20gE̱22å长”、   H20ˀVt24

å短ç。

第 753 号字和 754 号字：   sgt22`20“厚”、    sgt20 H20å薄”

第 758 号字和 759 号字：  ɖn24kH22 t22å高”、    t22kH22   

ɖn24å矮”。 

     第 756 号 字 和 757 号 字 ：  chː20`24kH22kt22å宽 ”、  
kt22kH22`24ɖn31å窄”。 

     从上例“大小”“长短”、“厚薄”、“高矮”和“宽窄”中可看出，表示相对概念的这几

对字的主要字符都是一个，只是变换了附加符号。 

也有一对例外，相互替换的附加符号并非同一类附加符号。如： 

第 743 号字和 744 号字：   ʈgV20t24sgt22kH22kH22 “远”、   

sgt22t22lt31%t22%t22å近ç。 

从文献文字的特点来看，其 显著的特点是大多数文字和语音关系不对称。现代语言事

实表明，凡有声调语言的民族文字，一般都是一字一音节。而文献文字的一字读多音节的特

点，说明它还不是一套很成熟的文字系统，用多个音节来读一个字，它应是文字发展较早期

阶段的文字，它提示在文字的发展进程中，可能曾经有过一字读多音节的阶段，也反映了文

字与语言之间的发展关系。 

（二）吉木毕摩家族世传彝文文字中体现出的一些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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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名称词多数用拟声形式，飞禽类更是如此。如：  

         第 224 号字：  ɖd22jt20å雁ç

     第225 号字： kH22laE22YH24YH22å鸽子ç

第 226 号字：  Px24或cT24å鹰ç

     第 228 号字：  V22gn22å猫头鹰ç

     第 152 号字：  PHː24PHː24PHː24å黄鼠狼ç

第 139 号字： jt24jgV22å猴子ç

第 229 号字： an24at22å布谷鸟ç

      第 230 号字： c\`22c[`22c[`22å喜鹊ç

第 232 号字： lt20c\`22c\`22Ph22Ph22Ph22å麻雀ç

      第 231 号字： v`ː31å乌鸦ç

      第 233 号字：  Px24Px20å燕子ç

我们从整个经书中注意到，用拟声形式来命名是动物名词的一大特点，从此可看出彝族

早期对动物命名方式的一些线索。



2、专用量词有å庹、拃ç等度量衡量词，其他量词直接用该名词来替代。如： 

 20



 

  第 811 号字： sgt22mcyH44fn22å一庹ç，  “一”、  “躯体”、  

“手”

  第 812 号字：  sgt22mcyH24 t20å一拃”、  “一”、  （用

手指量） 

  第 808 号字：  sgtː20Mt22å一头牛”（“一 ”+ “牛”） 

  第 806 号字：  sgt22n22%H22å一个人ç， “人”  “一”（“一”＋ “人”） 

  第 814 号字：   mc[H22lt20mcyH22sgn20åå一朵花ç（å花 ç＋ å一ç 

＋ å摘ç）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的量词都是随着该民族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

汉语在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中出现的“名词+数词+名词（树一树）”格式，被认为是汉语量词

初的萌芽，逐渐发展成为量词。如“牛十牛《殷契椊篇》”、“羌百羌”、“玉十玉《汉语史稿》”

等等。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量词的表示方法和这套文字记录的彝语的量词的表示方法是一致

的，当时的彝语也还没产生量词，汉语和彝语量词产生的历史不一定对等或同步，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这套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早于彝语量词产生之前。另外，在文献中已有“庹”、“拃”

“卡”等量词，因此彝语中用人体作为度量单位的量词产生 早。 

 

  3、表颜色的字只有五个。如：

  第 678 号字： wE̱24kṯ22å红ç， å有红汁的果子ç、 å红汁ç、 å杆ç

  第 679 号字：  wE̱22kṯː22å黄ç

  第 680 号字：  24kṯː22å蓝ç å一束花ç、 å两只鸟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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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81 号字：  [`24kṯ22å白ç

  第 682 号字：  [`22%t ̱22å黑（脸黑）ç

经书只有“红、黄、蓝、黑、白”五个颜色词，而现代彝语各方言均有九个以上单色颜

色词，有的方言达到十一个单色颜色词。说明颜色词概念的产生是随着彝族先民对周围事物

认识发展的结果，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性，反映了彝族人认识颜色词的历史过程。依此

推论，å红、黄、蓝、黑、白ç五个颜色词可能是彝语中产生 早的颜色词。





（作者单位：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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