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字文献综述
胡静

西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包括文、史、哲、经、管、法、教、理、工、农、医、
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民族高等学校，学校有 56 个民族的在校全日制学生
3 万余人，教职员工近 2 千人，其中专任教师 1500 余人，副高以上职称 700 余
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400 余人。拥有极富特色的民族博物馆（藏族馆、
经堂馆、彝族馆、羌族馆、纳西族馆、白族馆、苗族馆、面具馆、纺织馆、艺术
馆等）和高校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字文献中心（包括藏学文献馆、彝学文献馆、综
合文献馆、数字文献馆）。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在畜牧兽医理论与技术、民族
经济、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科研成果、评奖、立项等指标连续五年在四川
仅次于四川大学名列第二。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字文献主要集中在学校民族文献中心和图书馆两个部
门，这两部门的文献在收藏内容、文献开放对象和用途方面完全不同。文献中心
功能侧重于对外展示、宣传、交流，收藏文献从最初的充实馆藏数量到现在对不
同版本的文献收购以及对珍稀民族文本的追踪，重点转向对民族古籍文献的收藏
和展示、研究，文献只限于研究生以上学历和教师的查阅。图书馆则重点购买各
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文字文献，服务于本校师生的教学和研究，文献可流通。
一、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现有正式职工 82 人，其中正高职称 2 人，副高职称 20 人，中级职称 28 人；
博士生导师 1 人；博士 3 人，硕士及本科双学位 14 人，本科及以上占全馆职工
总数的 67℅。
图书馆馆藏各类图书文献（含电子文献）总数达 500 万册，外文书刊 10 万
余册，报刊近 5000 种，电子资源数据库 60 余种。馆藏图书文献中，民族类及相
关图书文献达（汉文民族类？）30 余万册（民族阅览室），含多种文字及版本的
《大藏经》
（文献中心有蒙古文、满文、藏文,图书馆可能只有汉文、藏文）、
《贝
叶经》
（可能是傣族文字，不会有梵文或者巴利文）、清代以来西南民族地区的地
方志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调查资料等珍贵文献。馆藏古籍文献 2.6 万余册，
其中有善本 2349 册；民国版图书近 2 万余册。此外，还有部分旧地图及手稿等。
电子资源建设方面，购置了 60 余种电子文献数据库，自建了多种特色数据库。

国家社科项目：
吴建国：“城镇化背景下的西南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2010 年度
一般项目）
马尚林：“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2011 年度西部项目）
袁琳蓉：“百年以来羌学论著总目提要”（2013 年度一般项目）
安群英：
“四川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整理编目与研究”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丁虹：“康区牧民定居后的可持续生计与社区文化建设问题调查研究”（2013 年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一、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献中心
2003 年 9 月，我校在新校区创建了“藏学文献中心”；“彝学文献中心”于
2005 年 12 月落成；2009 年又建立了“民族综合文献馆”，同时成立了“少数民
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下设藏学文献馆（含金·史密斯藏学文献馆）、彝学文献
馆、民族综合文献馆、数字化文献馆。文献中心使用面积达 2200 平方米，已收
藏各种版本的藏、彝、傣、水、纳西等少数民族文献资料 23000 余函（册），电
子文献 500 余册，音像制品 350 多种，并翻译整理出版古籍文献 16 本，接待来
访的各级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 10000 余人。2010 年，国家民委授予少数民族
古籍文献研究中心“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一）藏学文献馆
藏学文献馆于 2003 年正式开馆，坐落在航空港校区图书馆（老）大楼三层，
集文献采集、整理、编目、翻译、研究、保护为一体，现有 3 名研究人员，下设
藏文大型丛书、历代学者文集、金·史密斯文献捐赠三个厅室。
1、藏文大型丛书厅
又分前后两厅，前厅收藏苯教《甘珠尔》、
《丹珠尔》和《康钦广集》为首的
丛书，按文献内容被称为藏族早期文献。后厅收藏 100 函的拉萨雪版《甘珠尔》、
225 函的颇鼐写本《丹珠尔》、103 函的德格版《甘珠尔》和 214 函的《丹珠尔》、
224 函的那塘新刻《丹珠尔》、232 册《对勘本》等多种藏文大藏经版本。
其它有：宁玛派 120 函《旧译法藏》、63 函《伏藏文献宝库》，46 函《旧译
续藏》、41 函《金刚橛藏》； 151 函《直贡噶举派名人文库》、32 函《续部广集》、
18 函《诀窍藏》； 32 函《道果法汇编》、16 函《修习方便法广集》、6 函《不了
义藏》、4 函《大悲广集》；90 函《历代噶当派文库》；120 函《藏族史记集成》；
格鲁派的 11 函《下密院仪轨广集》为代表的不同学科领域和哲学流派的三十余
套丛书。

2、历代学者文集厅：
文集文献是藏族历代著名专家学者的智慧结晶，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卓著成就，
在整个藏文典籍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和比例，也是藏文典籍挖掘和研究的成果。
目前，藏文馆把收集整理藏文个人文集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从国
内外收集整理，馆藏了 142 函《博东全集》、
《司徒班钦•却吉迥乃文集》
（德格八
邦木刻版）为代表的二百多套个人文集，但这仅是文集类的冰山一角，还有待于
继续收集整理。
3、金·史密斯文献厅：
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批准，2007 年 10 月美国纽约藏传佛教文献资料中
心（TBRC)与西南民族大学签定无偿捐赠藏文古典文献意向协议，之后修建“金·史
密斯文献厅”，2012 年分批从美国海运到民大，现已大部分上架入库，共约 15
万卷。
同时还有四川省民委古籍办捐赠的《古译文献宝典》和青海金诃藏医药集团
捐赠的《藏医药大典》以及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捐赠文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捐赠《甘珠尔》和《丹珠尔》对勘版各一套，共有 232
册，约 10 万元人民币。该套丛书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 100 余人，
对 8 种《甘珠尔》和 4 种《丹珠尔》的不同版本，进行对勘研究，历时 20 余年，
形成《中华大藏经》（藏文版）。
以上文献的内容涉及哲学、医药、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建筑工艺、绘画艺
术、音乐舞蹈等众多学科领域，这些文献来自于不同的藏传佛教哲学流派，除了
以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的典籍以外，还有以《甘珠
尔》和《典珠尔》为代表的苯教文化典籍；也有《仁青德座》为代表的伏藏文献
遗产，不仅有来自国内的传统权威版本，又有流传到国际上的经典版本，既有藏
传佛教寺院的收藏版本，又有流传于民间的私人珍藏版本，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
孤本，手抄本，其文献价值可见一斑。
古籍整理、科研：藏文文献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国家民委项目 3
项，国家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1 项，校级项目 5 项，文献整理出版 23 册，发表
论文 50 余篇，整理印刷藏文长条文献近二百种。其中《更敦群培文集》
（古籍整
理）荣获 2010 年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藏族雍仲本教
史妙语宝库》荣获 2014 年四川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藏文
典籍目录编纂史》荣获 2014 年四川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最一流的藏学文献研究机构。
（二）、彝学文献馆
彝学文献馆成立于 2005 年 5 月，主要职能是调查、征集、收藏和展示彝文
文献，开展彝文文献的抢救、保护、整理、编目、翻译、研究等工作。目标是建
成一个规模适当、设备先进、资料丰富的彝文文献资料中心，为我校的教学和科
研提供有力的支撑，为全校师生和国内外有关教学科研单位提供一个学习和研究
彝文文献的平台。
彝学文献馆目前收藏了 1000 多种 4000 余册（卷）彝学文献。包括彝文古
籍原件、复印件，彝文古籍插图、绘画，彝文古籍电子、影像资料，以及部分彝
学研究方面的出版物。
其中，四川彝文古籍原件和复印件共有 380 余种近 2000 卷；贵州、云南的
彝文古籍原件和复印件近 400 种约 700 卷；有关彝文古籍的电子、影像资料和彝
文出版物约 1000 多册（件）。

内容涉及彝族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天文历算、文
学艺术、医药卫生、自然地理等各方面。其中不乏珍本和善本，如明代木刻印刷
本《劝善经》、明代抄本《百乐书》、
《买查吾查全书》、
《吉禄柞苏》等。
《劝善经》、
《毕摩仪式经》、《梅查书》、《动植物谱》等四部文献被列入 2013 年 3 月 8 日公
布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三）、综合文献馆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中心
综合文献馆建立于 2008，是以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用少数民族文字记
录下的少数民族文献为重点，展示少数民族文献发展的历史轨迹。是集收藏、整
理、研究、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为教学、科研和民族地区服务是根本目标。
建立于 2008，是以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下的少数
民族文献为重点，展示少数民族文献发展的历史轨迹。是集收藏、整理、研究、
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为教学、科研和民族地区服务是根本目标。
馆藏珍稀文献傣族贝叶经，收藏有征集自云南丽江市、四川凉山州等地区的
东巴古籍 60 多册。另藏有《满文大藏经》《中国水书》《布洛陀经》《释比经典》
《玛纳斯》《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文献
丛刊》《云南资料丛刊》等许多有关少数民族文献的大型图书。
有关民族文献研究课题：
主持 2 项国家社科项目，参与 2 项国家项目，其中有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世
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12&ZD234）；其
他项目 2 项。
（四）、数字馆
2009 年，在藏传佛教文献资料中心（TBRC）的技术和数字资源的支持下，
我校创建少数民族文献中心数字馆，贯穿文献收集、整理、著录、扫描、数字图
像处理与管理、字符化、元数据及全文检索、网络化等全流程。涵盖藏、彝和纳
西东巴文等多民族文献。拥有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三种数字文献资源，且文
献著录信息设计科学和完整。其中，以藏文数字资源为最多，有近一千万页文献
数字图像，数据量逾 10T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