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综述
⊙ 依旺的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　要］２０１０年翻译出版的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是中国傣族贝叶经的集成，它不仅是傣文南传上

座部佛教典籍的集成，也是傣族文献典籍的集成。文章概括介绍了全集的内容分类、翻译出版过

程、特色以及意义，对了解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贝叶经；贝叶文化；南传佛教；傣族文献古籍

［中图分类号］Ｈ２５３．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８０Ｘ （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７７－０８

伴随着佛教传入而诞生的中国傣文贝叶经，借助宗教文化的传播得以产生、发展，一经产

生之后就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在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被广泛使用。千百年来，

傣族人民刻写、供奉贝叶经，在宗教仪式中共同缅怀过去，期待未来，鼓励当下。因为宗教仪

式需要而被刻写和誊抄的傣文贝叶经，成就了数以千计的傣族传统文化艺术家、文学家、医药

师、历算师、歌唱家等贤人能士。这些贤人能士共同奉献，影响整个傣族社会，他们用贝叶经

里具有一定宗教戒律的内容制定相关准则，从而维系整个傣族社会；他们同心协力，通过与贝

叶经有关的宗教仪式，团结整个傣族社会成员，从而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社会结构。

贝叶经对傣族社会结构的影响深远，使之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特征的傣族文化，也被概称

为 “贝叶文化”。“贝叶文化”可以看作是傣族社会的一种重要文明。我们研究傣族贝叶经、贝

叶文化，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傣族文明，它是一种与宗教有关但又有自己独特之处的文明。翻译

出版 《中国贝叶经全集》是研究傣族文明、探索贝叶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中国贝叶经全集》内容分类
《中国贝叶经全集》共１００卷，收入经书１３７部。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佛教教规教义、故事、

警世格言、诗歌、医药典籍、理论著作、祈祷词、天文历法、占卜书、乡规民约等十种类别。

１佛教教规教义类

全集收入３２部。如，第１卷 《佛祖寻游记》（ ）①、第１９卷 《佛陀

教语》（ ）、第３１卷 《吉祥经》（ ）和 《佛陀预

言》（ ）、第７８卷 《五位佛祖的足迹》（

）、第８３卷 《深奥佛法小手册》（ ）等。

这些佛教教规教义是佛教文化与傣族文化融为一体的结果，既有佛教的严肃风格，又有傣族叙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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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娓娓道来的说理特色，对研究傣族、布朗族等信教群众的思想认识、风俗民情、历史习惯等具有

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故事类

全集共收入５３部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包括了佛本生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和断案故事等。

（１）佛本生故事

如，第３卷 《瞿覃出家》（ ）和 《嘎鹏》（ ）、第１２卷

《千瓣莲花》（ ）和 《跌密牙王子》（ ）、第２６卷 《九尾

狗》（ ）、第５９卷 《千棵芭蕉》（ ）、第９５卷 《乌沙与巴罗》

（ ）等。这些佛本生故事具有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流畅、结局完美幸福等特点。

在娓娓道来中，潜移默化地宣扬了佛教教义和宗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教导人们要仁慈友爱，

遵守戒律，提倡行善积德、夫妻和睦、社会安定等。

（２）机智人物故事

如，第４卷 《绣善》（ ）。它既是傣族佛经中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

民间故事集，所叙述的民间故事近６０个，而且前后连贯，寓意深刻。通过讲故事阐述佛经道理和

做人的真谛，令人读后惊叹不已。第１４卷 《孟腊甘达莱》（ ）

和 《甘达莱公主》（ ）由多个故事组成，哲理性强，内容丰富，

是傣族传统伦理道德经典之作。故事中独特的调查、推理、判断等思维方式，几百年来对傣族的传

统习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３７卷 《麻贺萨塔》（ ）故事情节

生动，一个接一个的智者故事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

（３）断案故事

如，第１９卷 《阿瓦夯》（ ）、第２７卷 《瓦卡吉达邦哈》（

）和 《朱腊波提断案》（ ）及 《窝瓦达敢双》

（ ）、第４０卷 《兴安龙召片领断案全集》（

）等。这些断案故事以傣族特有

的语言文字规律，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古代傣族社会的法令法规和行为准则。既有今天看起来不

可理喻的原始酷刑，以及其他一些刚性的律令法规，又有极富人情味的柔性自修信条，还有约

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和传统积习等。断案故事以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形式，达到潜移默化的教

化目的，因而盛传不衰，流传至今。

３警示格言类

全集共收入３部。如，第１０卷 《嘎里罗嘎里坦》（ ）、第１７

卷 《苏帕雪》（ ）、第７７卷 《出世训言》（ ），对

于研究傣族的思想道德教育、传统习惯等具有参考价值。

４诗歌类

全集收入３０部。如，第１０卷 《创世史》（ ）、第３６卷 《上思茅歌和贺新房

歌》（ ）、第４７卷 《召真悍》（ ）

和 《青莲之歌》（ ）、第５８卷 《召苏宛之歌》（

）、第６５卷 《金龟之歌》（ ）等，包括创

世史诗、叙事长诗、英雄史诗、情歌、章哈唱词。其中创世史诗、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的故事

·８７·

民族翻译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总第１２６期）



情节起伏跌宕，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而且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主次分明，情感真挚。其中，

有关战争谋略和血腥场景的凝重描写、有关人生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善恶报应等的真情叙述，

既令人惊心动魄，又使人百感交集，嗟吁不已。情歌和章哈唱词，感情深沉真挚，语调细腻委

婉，比喻别致清新，充满独具特色的文化韵味。

５医药典籍类

全集收入６部。如，第３２卷 《药典》（ ）、第６１卷 《傣药志》（

）、第８６卷 《傣方药》（ ）等。这些医药典籍各具特色，

是数千年来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存竞争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和总结出来的，是傣族先

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是傣族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６理论著作类

全集收入３部。第一部为第３３卷 《论傣族诗歌》（ ），

是一部难得的古代傣族文学理论著作，阐述了傣族诗歌、长篇叙事诗歌诞生的背景因素，并在

前人论著的基础上，以傣族特有的视角和手法，对傣族诗歌的种类和内容，作了较为客观详尽

的分析研究。第二部为第６６卷 《威乃牙洛泐》（ ），是一部难得

的西双版纳傣泐语古代语音学著作，介绍了古傣泐语语音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字母、声母、韵

母、元音字母、辅音字母等的详略分类以及它们的发声方法、发声位置和发声力度等，具有相

当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体现了古代傣族社会的文明程度。它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民族语音文字学

教材，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部为第９１卷 《摩诃宾图》（ ），

主要是讲解如何使用圆圈 “０”和０～９的数字与傣文三者之间相互替换的演义规律，堪称是一

部傣文解答密码书籍。

７祈祷词类

全集收入３部。第４８卷 《萨拉帅》（ ）、第５４卷 《四榴》（ ）和

第７０卷 《说媒词、祝词、咒语、偈语》（ ）。

祈祷词是傣族古歌谣之一大种类，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几乎囊括了傣

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８天文历法类

全集收入２部。即第７１卷 《呼腊竜》（ ）和第９１卷 《天界星宿》

（ ），是用西双版纳傣文记录的比较完善的古典天文历法著作，贯穿着傣族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达形式，也是傣族贝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９占卜书类

全集收入２部。第７３卷 《各种袪邪驱鬼消灾术》（

）和第９２卷 《本命占星学》（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

傣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古代傣族社会的重要著作。

１０乡规民约类

全集收入３部。第７５卷 《制作大鼓佛像的规矩及其他》（

）、第８０卷 《傣族的古规、礼俗及处世之道》（

）和第９３卷 《建城建寨

的吉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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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些乡规民约是古代傣族为人处事的百科全书，对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的各种规约、习俗有所助益。

二、《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立项背景及过程
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以黄惠琨、张公瑾、方国瑜、江应梁、王懿之、秦家华、

高立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们，就傣族贝叶经、傣族贝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及分析。仅从

１９９０年４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贝叶文化论》一书中所附的 “索引”就可以看出当时国

内外关于傣族文化、傣族文明、傣族贝叶经的研究相当活跃，所涉及的学术领域相当广阔，无

论是历史的纵剖和社会的纵横，还是学科的侧视，都有丰富的成果，构成了傣族文化研究的总

体规模。［１］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联合各州市尤其是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相关文化部门及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院校，对傣族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发掘

和集中研究，老一辈学者不懈地探幽发微著书立说，中青年研究者成批涌现，著作源源问世，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出现新的突破。随着傣族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态势节节攀升，对傣族贝

叶经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直至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３日，首届全国贝叶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

开，胡廷武先生发表的 《中国贝叶经价值论纲》引起了媒体重视，该文于５月刊载在 《云南日

报》。这篇文章使研究傣族文化的专家学者们产生共鸣，还积极呼吁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抓住时

机对傣族贝叶经进行一次集中翻译。

２１世纪的中国，中华民族迈着雄健的步伐，实现着前所未有的百年复兴，中华大地上一派

生机盎然，中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展现着绚丽多姿的壮美篇章。在祖国建设发

展的新时期，云南省结合自身特点，审时度势地选择了一条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道路。云

南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彩，其中傣族贝叶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和独特的价值［２］，它对进一步丰富云南省民族文化多样性起到积极的作用。

鉴于以上大环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云南大学对此十分重视，一致认为翻译

出版 《中国贝叶经全集》完全符合国家民族宗教政策。于是，《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项目

正式启动。经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协力运作，项目获得云南省委

省政府的支持，进入了实际运行阶段。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贝叶经全集》第一卷 《佛祖巡游记》

出版问世。遗憾的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云南人民出版社放弃了 《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

出版项目，使得这项工程的进展暂时中断。２００５年４月，昆明汉慧经贸有限公司与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协议，由该公司投资并负责 《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和印制发

行等相关工作，同时将 《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项目推荐给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展现

出国家级出版社的大家风范，全力支持 《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出版，并签订了合作出版合

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收集整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汉慧经贸有限公司

投资印制。

为完成翻译出版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的工作任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

所从有关单位抽调专业人员六十余人参与了翻译、整理、录入、排版、校对等工作，其中傣文

老专家２１人，贝叶经翻译人员１５人，协助翻译人员１２人，翻译顾问３人，经书整理和录入排

版３人，汉文意译人员５人。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国贝叶经全集》１至１０卷出版。同年，“第二届

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开。２００７年４月，《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１至３０卷出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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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开。２００８年４月，《中国贝叶经全集》３１至５０卷出版。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国贝叶经全集》５１至７０卷出版，同时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主持、昆明

汉慧经贸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出版的百卷文化丛书 《贝叶文库》应运而生。２０１０年４月，《中国贝

叶经全集》７１至１００卷出版，举行了竣工典礼仪式。同年，“首届贝叶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

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也在西双版纳召开。如是５年，加上前面的４年，一共９年的坚持守望，

《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终于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断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实施若干扶持少数民族文化

事业的优惠政策，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纲要、实施细则，“世界佛

教论坛”在中国召开等，这些都推动了 《中国贝叶经全集》的顺利出版发行。

三、《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特色

（一）卷数安排、版式设计及版本选择

《中国贝叶经全集》共有１００卷，收录经书１３７部。为保持每卷书规模上的大体一致，编者

把两部以上的较短经书合为一卷；把较长的经书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卷数之间在内

容上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按照分批流水作业，即书稿每翻译完成一卷，出版社就及时编辑、

校改、付印一卷。第１卷与第２卷之间，第３卷与第４卷，直至１００卷，都是如此。

全集采用国际大开１６开本，精品装帧，体现国际水平的文化学术品位和收藏品位。每一部

作品前面都有内容简介，以方便读者了解该部作品的大致内容。每部经书译者的署名，安排在

每卷书后面的环扉上。

同一种古籍，往往有着很多不同的书写版本，全集优先选用最古老、最完整、最具代表性

的版本。贝叶经原本指记录在贝叶上的佛教典籍，后来有人用棉纸抄写佛教典籍，所以人们习

惯也把这种稿本称为贝叶经。贝叶经影印件有贝叶抄件，也有棉纸抄件。相对而言，用贝叶刻

写的版本在年代上更为久远，其记录的内容也相对更为完整和稀有。在选择版本的时候，译者

都是优先考虑贝叶刻本，只有在实在找不到贝叶刻本，或者贝叶刻本严重破损、内容不全和刻

写年代太靠后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棉纸版本。在全集１００卷１３７部的经书原件里，有３０部是贝

叶版本，即：第１卷、第３卷、第４卷、第６卷、第８卷、第９卷、第１０卷中的嘎里罗嘎里坦、

第１１卷、第１２卷中的跌密呀王子、第１３卷中的布罕和宋摩南富翁、第１６卷、第２０卷、第２８

卷、第３１卷中的吉祥经、第３５卷中的颂玛南迭窝、第３７卷、第４５卷、第４８卷中的冬德冬蒙、

第５０卷中的苏万纳捧敏、第５１卷中的坦玛布嘎拉朗玛、第７７卷中的坚固、第８２卷、第８５卷、

第９４卷、第９６、第９７卷、第９８卷、第９９卷、第１００卷。其余的１０７部都是内容记录完整、保

存年代相对久远的棉纸经版本。每部只在贝叶和棉纸之间选择一个版本，内容上没有重复。个

别作品有关于版本、流传地区等方面的说明，编排在该部作品后面，以供读者参考。

（二）体例和风格

全集为 “六对照”版本，即贝叶经影印件、老傣文、国际音标对老傣文之注音、汉字直译、

汉语意译、新傣文意译。其中，贝叶经影印件与老傣文、国际音标对老傣文之注音、汉字直译

之间为逐段对照；老傣文、国际音标对老傣文之注音、汉字意译之间为逐行对照；而汉字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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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傣文意译与前四个方面，则是以章为单位对照。

傣文贝叶经１００卷虽称为 “经”，却并不全是 “经”。从上面内容分类就可以看出，只有五

分之一为佛经藏内经典，其他几乎都是带有浓郁地域、民族色彩的藏外经典。基于这些藏外经

典的语言叙述和表达方式独具特色，尽管不同译者的用语不同，不同编辑的修改程度不同，但

都要求保持古朴风格、民族古籍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叙述习惯，做到原汁原味的顺畅翻译。［３］一部

分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开头部分有一些例行的诵经或宣佛、礼佛的敬语，看似与正文本身关系

不大，但这是其进入佛寺和成为佛教教义读诵经典的证明，为保持经书的原貌，仍然被保留并

翻译。

（三）专有名词规范与注释

全集中的人名、神鬼名、地名、物名及其他专有名词，在翻译前１０卷的时候，由于缺乏

经验，译者们所使用的音译汉字各有不同。比如，在很多部中都出现的人名 “帕拉西”、神

名 “捧某某”、地名 “勐巴拉纳西”等都是统一的傣文。但是译者们跟随喜好，在音译的时候

就会写成 “帕腊西”“帕拉希”“俸某某”“鹏某某”“勐巴腊纳西”“勐巴拉娜西”，等等。

这让不熟悉傣族文化的读者以为是不一样的名词。随着翻译卷数的增加，译者们逐步统一规

范专有名词，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研究所也因此而拟定了一个大致的规范，后来的编校基本

依循了这一规范。而这个 “规范”，也是２０１４年云南民族出版社编撰出版 《傣汉词典》的

基础。

注释方面，全集只作解释性、补充说明性的解释，不做研究性阐发。注释条目少而精，注

文简明扼要，并将每一章的汉语译文放在后面。

四、《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出版的意义
《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出版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圆满完成是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关

心支持的结果，是组织者、翻译者、编辑者们合力营造的结果，也是大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凝结

的硕果，为之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基础资料保证。全集的公开出版还体现一种开放的精神，

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各种语言背景的学者都可以参与到贝叶经的翻译中，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

的行为。全集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和傣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对贝叶文化研究

的深入，以及对贝叶文化资源开发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成为我国贝叶文化研究体系走向国际合作的新开端

贝叶文化系统性研究，从一开始就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合作的平台上展开。由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云南大学共建的贝叶文化研究中心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这是中国首家以

贝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除了专职人员外，还有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老、中、青

研究人员以此为平台，对这一文化体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贝叶文化由一个学

术名称的雏形逐渐被社会各界所认识、熟悉和接纳。《中国贝叶经全集》翻译工作期间，召开了

三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探讨学术问题，交流研究观点。特别是介绍运用现代化手段保护、挖掘以及通过互联网共享贝

叶文献经典的观点，不仅提升了贝叶文化研究的层次，而且扩大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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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出版，使得南传佛教作为一条文化纽带，在傣族聚居地区和相邻

东南亚地区 （主要是南传佛教流传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架起一座国际合作

研究的桥梁，为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供了共同的探究领域和良好的交流平台，这意味

着我国贝叶文化研究体系走向国际合作的新开端。

（二）为研究者打开了更加深入地认识我国傣族以及居住于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文化

的新窗口

从已经出版的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可以看到，其中不仅包括南传佛教的三藏经典，也

有大量与佛教文化有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的社会经济文化文献。这一现象又正好反映出宗教文

化与世俗文化、民族文化相汇融通，也使得贝叶文化突出了特定地区的民族文化核心内容的特

点。在过去，国内其他地区的人们对处于中国西南部傣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的了解仅限于表面，

国外对中国南传佛教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出版和贝叶文化研究的开

展，展现出这一地区文化内涵的厚重和丰富，为研究者打开了更加深入地认识我国傣族以及居

住于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文化的新窗口，也为他们提供了充分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和极为广阔

的研究空间。

（三）填补了我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佛教界一般认为，上座部最主要的经典史为 《阿含经》。一直以来学界也认为 《阿含经》在

我国收藏不全，连国家图书馆的书目中也注释说 “小部”（即 《小阿含经》） “我国缺”［４］。而

《中国贝叶经全集》中，不仅把 《阿含经》收集完整，还翻译成傣文和汉文，这填补了我国佛教

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四）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体量

翻译出版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不仅是南传佛教经典的第一次 “大结集”，也是云南

省乃至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一次重大成果。

在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中，文学作品占三分之二。古代傣族民间文学作品本来就十分

丰富，叙事长诗是其中的代表。本次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中收录并翻译的几十部叙事长

诗，都是甄选了存世久远，无论从内容还是版本都符合古籍文献标准的文本进行再次翻译。这

些作品中描述的故事情节，把古代傣族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其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环境，

丰富而细腻的感情世界，似水柔情的民族性格，加上独特高超的艺术感染力，令不少读者为之

陶醉，为之神往。就文学史来讲，研究 “中国文学史”的一些外国人曾说：“中国文学没有英雄

史诗和长篇叙事长诗”［５］，这是以偏概全的例证。《中国贝叶经全集》的翻译出版，足以再次推

翻外国人的这个说法，因为 《中国贝叶经全集》中收录、翻译出版的几十部叙事长诗，跟藏族

的 《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蒙古族的 《江格尔》和苗族的 《古歌》、赫哲族的 《依

玛甚》、彝族的 《阿诗玛》一样，都是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史诗佳作，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文学

瑰宝。《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的翻译出版，刷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古籍整理工作的历程，

极大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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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傣族贝叶经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富矿，而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是带领大家开发这块富矿

的钥匙之一。文化产业诸如出版、影视、动漫、歌舞、美术、工艺等，都可以从全集１００卷中

的部分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创新元素。自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翻译出

版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如，昆明汉慧经贸

有限公司在 《中国贝叶经全集》里面精选部分内容，出版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傣汉双语的

精品图书——— 《贝叶文库》１００集。国际方面，日本已经对前１０卷进行日文翻译；泰国、缅甸、

老挝等学者对 《佛祖巡游记》《召树屯》《松帕敏》等本生经卷开始与自己国家存在的版本进行

对比研究。

《中国贝叶经全集》１００卷，大体可以看作是傣文大藏经和傣文古籍文献中比较完整的资料，

已经足以让佛教研究者、民族文献古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概览傣文上座部佛教的重要典籍，

领略佛教的原始教义，感受傣族古典文学的魅力，从而对成就这一经典的那一片美丽祥和的土

地心向往之。［６］

注　　释：

①括号内依次为傣文和国际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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