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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少数民族地方文献建设新路径

———以土家族地方文献为例

●王灿荣　刘喜球　（吉首大学　湖南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丰富的土家族地方文献因其语言的濒危、本民族文字的缺失以及地域的特殊性，造成收集、整理、数
据库建设、开发利用等方面的高难度。吉首大学图书馆作为湘西地区唯一一所地方高校图书馆，充分利用本

校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和资源优势，从民俗学、语言学、语档语言学、档案学等多学科视域下开辟土家族地

方文献建设的新路径，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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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土家族作为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且面临语

言濒危的民族，其文化都是通过民间口头传播、技艺

传承、汉语记载等方式传承下来的。在现代社会发

展和多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主要以口耳

相传的文化传统必然会遭遇传承危机，而作为全面

真实记录“民族记忆”的地方文献正是实现土家族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土家族因其民族和

地域的特殊性，在地方文献建设方面具有较大的难

度，因此，按常规的地方文献建设方法，无法实现土

家族地方文献的全面性、完整性、系统性建设，也无

法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吉首大学图书馆作为湘西

地区唯一一所综合性地方大学图书馆，在土家族地

方文献建设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如何全面开展

濒危土家族地方文献的抢救与利用工作，这是一项

新的挑战，也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吉首大

学图书馆利用本校土家语专家以及各学科的骨干技

术人员，从多学科视域下开辟新的路径，将实现土家

族地方文献建设的大丰收。

２　土家族地方文献的特点
２．１　土家族地方文献丰富

从远古时代记录土家族起源的各种方志、族谱

和碑刻到民族确认时期的各种田野调查报告，再到

现代土家语言、民族风情等研究文献，为土家族文化

的传承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保藏。有关土家族起源的

地方文献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现保存较为完

整的文献是明清时期的各种方志、碑刻和族谱，如

《世本八种》《卯峒司志》《泸溪县志》《永定卫志》

《保靖县志》《古丈坪厅志》《五溪蛮图志》《楚南苗

志》《永顺府志》《龙山县志》《永顺土司志》、保靖县

碗米坡镇首八峒村八部大王庙残碑铭文、《重修八

部大王庙序》永顺县弄塔《王氏族谱》《朱氏族谱》

《郜氏家谱》［１］等，这些明清时期文献为后人研究土

家族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民族工作者和民族

文化研究爱好者深入山寨调查，获得了一批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正史、野史、杂记和方志、家乘等涉及到

土家族的资料被编辑成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如《土家族语言与风习》（１９８２）、《湘西土家族的文
学艺术》（１９８２）、《容美土司资料汇编》（１９８４）、《鄂
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１９８６）、《土家族挤钹牌子》
（１９８７）、《民族资料———土家族专辑》（１９８８）。还有
大批介绍土家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小册子，如《来

凤土家族历史简编》（１９８０）、《咸丰土家族简史》
（１９８０）、《湘西土家族》（１９８１）、《鄂西土家族简史》
（１９８１）、《恩施土家族简介》（１９８３）、《酉阳》
（１９８３）、《黔江土家族苗族简况》（１９８４）、《唐崖土
司概况》（１９８７）［２］等，这些小册子将知识性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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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结合，对普及民族知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发挥了

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关土家族语言特点、

风俗民情、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丰富。如《土家族

研究》《土家族传统文化》《中国土家族》《土家语研

究》《土家风情集锦》《德江傩堂戏》《思南傩堂戏》

《大魂之音———巴人精神秘史》《土家族仪典文化哲

学研究》《梯玛歌》《毛古斯》《湘西歌谣大观》等，这

些小册子散藏于民间和各文化机构。

２．２　土家族地方文献面临濒危
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历史演变的长

河中必将淹没在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中。土家族地方

文献虽然丰富多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如自然灾

害、土匪的焚烧、列强抢掳等，造成许多散存于民间

的古籍书刊和史料几遭劫难。如改土归流前土家族

最具代表性的医药文献《土王真药本草》载药 ３６０
多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被焚烧；湖南永顺县档案馆在

几经搬迁和人员变动中原有的古籍丢失；现有的土

家族地方文献由于保管地的分散性、继承人的消失

以及民族的汉化，呈现濒危现状。许多土家族文化

技艺随着传承人的死亡而消失，如恩施灯戏传人廖

南山去世后，在恩施境内再也找不到全而精通灯戏

的艺人；记录土家族早期历史文化的用古代土家语

演绎的《梯玛歌》《毛古斯》《撒尔嗬》等，由“梯玛”

世袭性传承，但至民国后期，这些民间歌舞已经演变

为一半是土家语，一半是汉语的情形。随着民族大

融合的进程，深度濒危的土家语逐渐消失，这些能用

古老土家语演绎的民间仪式即将走向消亡，记录这

些仪式的文献也将走向消亡。

２．３　土家族地方文献建设难度大
随着土家族语言的濒危，口述的土家族文献的

翻译必将成为地方文献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土家族

语没有统一文字，土家语的发音通过创制的拉丁文

字、国际音标、汉语拼音等形式进行记录，汉语转写

时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地区的不同使用者记录

方式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只有精通土家语的语言

专家才能精准翻译和转写，从而实现文献的有效

流通。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也存在分类体系、著录标准、

数字化格式等的统一性和国际化。有了数字化的规

范和标准，才能避免随意性，才能实现语言遗产和语

言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

３　土家族地方文献建设的新路径
３．１　用民俗学的方法指导土家族地方文献的收集

和开发

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１９９８）中关于民
俗学的定义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

的人文科学。”［３］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在其著作

《美国民俗学》一书中把民俗分为：口头民俗，包括

俗语和俗名、谚语、谜语、民谣和民间诗歌、神话和传

说、民间故事、民歌、叙事歌、民间音乐；习惯民俗，

包括迷信、风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民间手

势运作、民间游戏；物质民间传统，包括民间建筑、

民间手工艺和艺术、民间服饰、民间食物［４］。由此

可见，无论是从民俗说的定义还是从民俗学的分

类都可以看出土家族地方文献与民俗学所研究的

内容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地方文献几乎

涵盖了民俗学所研究的所有对象。因此，用民俗

学的方法来研究土家族地方文献的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

（１）用民俗学人文学派的方法收集土家族地方
文献。田晓岫在其编著的《中国民俗学概论》一书

中对民俗学的三大学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人文学派是“以口头文字”为研究对象，使用历

史与地理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认为首先尽可

能广泛地收集流传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区域

的具有共同母题的各种民间传说是该方法的关键所

在。而在收集的过程中则采用历史与地理的方法追

溯某种民间传说的原始型、发生地、传播路线及流传

中的具体变异情况［５］。这种追溯源头的收集方法

为吉首大学图书馆在收集土家族地方文献方面提供

了重要借鉴。

无文字的土家族均以口述的形式将历史和文化

传承下来，将民俗学人文学派“以口头文字”为研究

对象，采用追溯源头的历史和地理的方法应用到土

家族地方文献建设上，可以说是无缝对接。如有关

土家族起源的神话故事《衣罗姑娘》《张古佬制天李

古佬制地》，吉首大学图书馆通过追溯有关族源传

说的发生地、传播路线及流传中的具体变异情况来

确定其真实性，从而收集到大量的地方文献。再如

土家族文化信仰中的图腾崇拜、巫风巫俗等，民间仪

式中的傩戏等，民俗中的“哭嫁”“跳丧鼓”等，都可

以通过历史与地理的方法追寻到发源地、传播者、传

播路径、传承情况、表演形式等，从而收集到大量的

已有文献，采访到一批了解实情的经历者和研究

者等。

（２）用民俗学人类学派的方法开发土家族地方
文献。田晓岫认为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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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可分为三个层次的研究：一是描述性研究，即回答

“民俗是怎样存在的”；二是说明性研究，即回答“民

俗为什么会是这样存在的”；三是评价性研究，即回

答“民俗应当怎样存在以及如何开发利用”，包括民

俗商品的开发，民俗旅游开发，民俗节日消费开发

等。描述性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就是到存在某一

民俗的特定环境中进行民俗现场调查的研究方法。

说明性研究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

研究法、功能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等［５］。评价性研

究主要通过效益评估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效益主要

是指来自于对民俗文献的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实地调查法是地方文献工作者必然也必须采用

的一种工作方法，而民俗评价性研究中对民俗商品

的开发、民俗旅游的开发，民俗节日消费的开发正是

地方文献信息开发的最终目标，也是地方文献存在

的最大意义。因此，利用民俗学的实地调查法和评

价性研究法对土家族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

要的意义。

武陵山片区虽然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但是旅游

资源极为丰富，并且具有大容量、多样性、原始性、独

特性等特征。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瑰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流

连忘返，被称为“中国旅游第一走廊区”。以旅游业

为主的武陵片区依托地方文献开发旅游资源，促进

旅游业的发展，正是评价性研究的有效应用。如通

过对土家族民间仪式的研究，挖掘出仪式产生的背

景和内涵、民族信仰，通过仪式表演吸引更多的游

客，也吸引大量的民俗文化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通

过对土家族服饰特征的研究，开发出精致的、特色的

服饰品出售；通过对土家族日常用品和日常饮食的

研究，开发出土家族手工艺品和土家族美食出售；通

过对土家族地方文献的展览，宣传土家族发化，吸引

少数民族方化爱好者的目光；建立土家族名人纪念

馆，定期举办经典民族文献品读会。这些旅游产品

的开发，将大大促进武陵片区旅游业的发展，进而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３．２　借用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著录土家族地方
文献

由于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土家语的研

究起步比较晚，最早起源于１９８３年由彭秀模、叶德
书（吉首大学退休老教师）等创制的《土家语拼音方

案（草案）》［６］，该草案１９８４年１月在《吉首大学学
报》公开发表，得到国内语言学家的肯定。该方案

的公开发表为土家语语言记录提供了模板。随后由

田德生、何天祯等人以湖南省龙山县靛房乡为土家

语调查点调查并编写的《土家语简志》（１９８６）较系
统、较权威地搜集整理了土家语的语音、词汇、语法、

方言和系属等［７］。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叶德书出版了《土家语研究》（１９９５），作者对土家语
的同音异义词、三音格、四音格连绵词、土家语语音

流变等做了详细阐述［８］。这三本书成为土家语研

究的语言工具书，是土家语翻译的宝典。

２００１年，罗安源、田心桃等首次通过电脑软件
分析土家语音，通过波形图和平滑线科学地分析土

家语声调成分。在语料上使用汉语、土家语、英语三

种形式进行对比描写，而且还采用汉字记录土家语

词汇。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汉语土家语词典》共计６５万
字，收录了土家语、汉语词汇１７万余条［９］，是目前

国内收录土家语词汇最多的工具书。该词典的出

版，对永久保存土家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土家语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平台。

语言学家对土家语的这些研究成果为土家语地

方文献的建设既提供了语言翻译和转写的工具，也

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文献素材，借用这些工具

书所记载的内容来整理地方文献，既可实现规范化

管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又能实现地方文献利用的

大众性和通用性。

３．３　用语档语言学的方法指导土家族地方文献数
据库建设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外濒危语言研究的重点已经
从语言描写转向有声资源的抢录，并兴起了新的应

用学科———语档语言学。有声语言以生理电信号

（脑电、声门阻抗信号等）和物理视频（图像）、音频

（声波）信号方式存储［１０］，除保留发声、基频、振幅、

音高、韵律等生理 、物理信息之外，还承载着独特的

社会文化信息。土家族口口相传的语音记录正是语

档语言学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语档语言学以

保证语料的高质量为生命线，是确保土家语真实再

现的重要手段。

有声语档建设坚持大众化、全面性、标准化的原

则，内容包括：原始录音、录像材料、原始录音录像的

注释、转写、翻译等，采用国际音标标音和转写。土

家族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分为多个子数据库

分别建库。如基本语料库（包括音系字、词）、基本

语料扩充库（包括词汇和句子）、主体语料库（包括

话语、故事等）、数字化载体库（包括音频文件、视频

９３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王灿荣，刘喜球：地方高校少数民族地方文献建设新路径———以土家族地方文献为例



文件、图形文件、文本文件、网页文件等）。数字化

载体库又可以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若干子库，如历

史传说、神话故事、生活经历、传统知识、生产生活 、

食药文化等。

２００３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
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ＡＳ）启动了面向全球招
标的 ＨａｎｓＲａｕｓｉｎｇ濒危语言典藏项目，旨在利用高
科技手段典藏全球极度濒危语言，而且陆续出版了

ＰｅｔｅｒＫ·Ａｕｓｔｉｎ编辑的《语言典藏与描写》系列丛
书，从濒危语言概念界定到技术规范、调查、记录、研

究方法、典藏手段等著述了濒危语言资源保护的创

新路径，数字化处理过程中的实践规范、技术标准和

理论体系［１１］。该项目为土家族语音数据库的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４　结语
吉首大学是土家族地方文献研究的基地，面对

严峻的传承危机，土家族地方文献建设也面临着新

的挑战。传统的地方文献建设理念和思路与土家族

地方文献的特殊性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以标准化、

专业化、规范化为原则，打造一套集文化、创新、特色

三维理念于一体的土家族地方文献建设新模式，才

能实现土家族地方文献的有效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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