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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民族语言学与瑶学研究角度分析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中
的瑶用俗字现象，并举例论证其研究价值。“美馆藏”瑶族写本时空跨度较长，
俗字含量丰富，可以为汉字俗字研究提供新课题和新视野、通过辨识一批珍贵的
俗字字样，为俗字研究增添鲜活例证、为汉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提供典
型范例；同时在解读、辨析字义、词义等方面，为瑶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抢救疏
通道路。有利于考证、解读文字背后的瑶族文化之谜，推进域外瑶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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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现象概说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简称“美馆藏”瑶族写本，主要指美国国会
图书馆亚洲部集中收藏的一批瑶族手抄文献，有族谱、家先单、过山榜文、经书、
歌书、历书杂占和蒙学读本等计 241 部，形式有书册与卷轴。
1.“美馆藏”瑶族写本的文化属性
“美馆藏”瑶族写本由美籍英国商人在老挝、泰国一带收购，并于 2005 年
—2008 年间分批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是二次收购，原始书主不得而知。
但是通过考证，还是可以确认这批文献是在“支那战争”中沦为难民的东南亚瑶
族流失之物。
东南亚瑶族的祖先源于中国。明清时期从中国云南、广西一带迁徙至越南、
老挝境内开垦耕种，安居乐业。然而，20 世纪 50-60 年代爆发的“越战”，使大
部分瑶人深受其害，沦为难民，逃往泰国难民营，数年后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
欧美一带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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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瑶人手中的大批手抄文献在逃难中流失，被人收购后卖给当地文物贩
子。也有的被外国商人集中收购，分别卖给世界各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就
收购了其中一部分，这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文献的由来。写本的主
人就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一带的中国瑶族，以及“越战”后被作为难民安置到欧
美一带的东南亚瑶族。具体为瑶族支系中的“勉瑶”支系，包含有盘瑶（优勉土
语集团）和蓝靛瑶（金门土语集团）。书卷以汉字为主、瑶用俗字为辅抄成，保
留了中国古代手抄文献的基本特征，也有明显的瑶文化特色。
2.“美馆藏” 瑶族写本中的俗字现象
“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指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批收藏中存在的大量俗字现
象。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俗字有千余例之多。
所谓俗字，为汉字系文字中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字现象。俗字又称“土字”或
“土俗字”，通常指各个时代相对通用的规范正字以外的通俗字。俗字历代皆有，
只要有书写现象存在，俗字就会不断产生。俗字多存在于民间手写、刊印、镌刻
的文献之中，并以手写本（亦称“写本”和“抄本”）为最。
瑶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抄本所用文字即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再造的
俗字。这种文字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古瑶文”、“方块瑶文”、
“瑶化汉字”、
“瑶喃字”（越南瑶族）和“土俗字”、“土字”、“俗字”等，主要出现在瑶
族写本中，与汉字正字一道共同记录瑶族的历史文化。
3.瑶用俗字出现的历史依据
瑶用俗字出现的时代依据，首先应以瑶族古籍为准。
瑶族两大标志性文献《盘王大歌》与《过山榜》抄本众多，流传甚广，皆以
汉字杂以俗字方式抄存于世。其中《盘王大歌》
“产生于晋代之前，成形于唐代，
1
成熟于宋代”。 一般认为，1957 年广西金秀长峒乡发现明代宣德年间（公元
1426-1435 年）《盘王大歌》抄件为最早的同类抄本，它便是以汉字为主，俗字
为辅的方式抄成。当然，这已经是相当成熟完善的抄本了。如此篇幅庞大的祭祀
歌原始本的形成，还可再向前追溯。
目前海内外发现的《过山榜》抄本一百余件，署名和涉及年号繁多，自东汉
到民国各时代都有，以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 1260 年）出现得最多。《过山
榜》同样是用汉字夹杂以俗字抄写。尽管对《过山榜》产生年代尚有分歧意见，
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分析论证认为《过山榜》产生于南宋的可能性比较大”。2这
些瑶族重要文献实物都证明，瑶族使用汉字与俗字的历史至迟自唐宋时期就开始
了。
瑶用俗字的出现，还可参考历代文献史料。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一：
融州瑶人“刻木为契约，字画如梵书，不可晓”。清人李宗昉《黔记》卷三：
“猺
人，……所祀之神名曰‘盘发’，所藏之书名曰‘旁桌瓦’
（笔者注，
“盘发”与“旁


刘保元、杨仁里《瑶族<盘王歌>的最早抄本》
（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6）提出：1987 年湖南江永发
现的落款“龙飞乙丑年”的《盘王大歌》应为南宋咸淳年间即公元 1265 年抄本，是目前《盘王大歌》最早
的抄本，亦为一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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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瓦 ”系指“盘瓠”与《过山榜》），圆印篆文，义不可解，且珍秘之”；道光《广
南府志》称“猺人男女皆知书”、民国《马关县志》载：瑶族“有书，父子自相
传习，看其行列笔划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义殊难索解，
彼复宝而秘之，不轻示人，愈不可纠正矣”。民国间《连山县志》
（卷五）载“（瑶
民）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惟从瑶道士学，亦有科仪，其文不知晓”。
以上文献所载“字画如梵书，不可晓”、“圆印篆文，义不可解，且珍秘之”、
“笔划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义殊难索解，……愈不可纠
正矣”、“其文不知晓”，其中当有文人眼中似汉字而非汉字，“字体义殊难索
解”的瑶用俗字。
瑶用俗字的出现，还可以综合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古文字、俗字共生现象来考
察。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提到壮族、白族古文字，并列举字例十余个。
庄绰《鸡肋篇》、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也有类似记述。仿汉字而形成的创字现
象，在南方多个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有过，记叙年代多为唐宋时期。各民族在造
字文化上的互动与影响应有着发生学上的共同规律。
综上所述，瑶族俗字出现的历史，应与瑶族手抄本时代同步，为满足民间记
录家谱、族谱、瑶经、瑶俗和传唱瑶歌需要而生。它的出现不应晚于瑶族重要文
献的抄本《盘王大歌》和《评皇券牒》流传时代，当在唐、宋时期。它的盛行，
当在明末清初，即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过山瑶”大举向东南亚南迁时期。因为要
让本民族历史不至于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流失、中断，妥善保留祖先传下来的文
化历史尤为重要。传抄祖图、族谱、经书、歌本，是当时条件下，一个迁徙民族
所能选择的最简便的信息传承手段之一。
二、“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价值
文字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载体，它承载着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
重任, 同时又是文化的凝聚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瑶用俗字也不例外，在长期的使
用与传承过程，已成为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载体与标志。“美馆藏”瑶族写本
俗字研究的民族语言学意义在于：
1. 为汉字俗字研究提供新课题和新视野
在俗字研究中，南方少数民族汉字系俗字研究一向薄弱。除了壮族古壮字与
水族水书近些年成果增多，形成一定的研究实力外，其它少数民族俗字研究稀少，
多属于空白状态。几部有影响的汉语俗字论著中，也缺乏少数民族汉字系俗字研
究内容，这种现象不符合汉字文化圈的实际情况，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加以弥补。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汉字不仅对我国境内
各民族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境外民族文化生活以及世界文化也产生巨大影
响。我们知道境外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汉籍写本，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这些写本
样本大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境外瑶族文献收藏为例，除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的收藏以外，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泰国清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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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研究院都有大批瑶族手抄手绘文献与实物收藏，其中俗字蕴藏量也是相当大
的。对境外瑶族写本俗字展开研究，可以给俗字研究界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参照：
观察远离母语，不断迁徙、漂泊的族群，如何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化记忆的经验，
从而考察在跨文化民族迁徙中所发生的文字学现象。这种考察和研究既可总结汉
字在汉字语言环境中运用的例证与共同规律，也可总结汉字在少数民族方言中运
用的特殊规律，更可以窥见汉字在异文化包围中顽强生存的典型个案，拓展汉语
俗字研究的国际视野。为汉字俗字在跨文化、远距离迁徙族群中的传承和运用提
供借鉴。
2．辨识一批珍贵的俗字字样，为俗字研究增添鲜活例证
瑶族历史上与汉族关系密切，又有抄书传统，历代俗字自然会被抄书者直接
吸纳。张涌泉《汉字俗字研究》中所列举的汉字俗字构成类型，在“美馆藏” 瑶
族写本俗字中都同样存在着，有些还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挥。试举几例：
①增减意符：增减意符被认为是俗字产生的最有效途径，“古人用字尚音，
或加偏旁，或省偏旁，皆常事也”
（清•王筠《菉友蛾术编》卷上）。
“美馆藏” 瑶
族写本经书中，
“安龙科”之“安”写作“桉”和“荌”，为原本没有意符的“安”
添加了木旁和艹头，为增添意符之例；“救患科”之“救”写作“求”，将“救”
的“攵”省去，则为简省意符的例子。
②类化：“人们书写的时候，因受上下文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给本没有偏旁
的字加上偏旁，或者将偏旁变成与上下文或其他字一致，这就是文字学上所谓的
类化”。3“美馆藏”瑶族写本中“石榴”写作“柘橊”、
“血湖”写作“洫湖”、
“苎
麻”写作“苎蔴”、“盘古”写作“盘 ” ……，此类例子举不甚举。
“石榴”中的“石”字、“血湖”中的“血”字本都不应有偏旁，因受后文
影响而分别从“木”、从“氵”，平添出偏旁来；“苎麻”中的“麻”字、“盘古”
中的“ ” 也都不应有偏旁，因受前字影响而分别从“艹”、从“皿”，增附出
偏旁来；再如“精细”写作“纟青 细”，其中“纟青”字则是因后文“细”为绞丝旁
而改“米”从“纟”的例子；又如“颠”写成“ ”，右边的“真”为左边之“真”
旁的重复、龙写作“ ”，三个龙的叠加，都是受字体自身内部结构影响而类化
的结果。
③符号替代：符号替代是汉字简省笔画的常见方式，在俗字中应用极广，它
的出现符合文字简化发展的总趋势。符号替代通常采用以简代繁的方式，在“美
馆藏”瑶族写本中，除了汉文古籍中常见的用“文”字符替代“學”、
“覺”、
“舉”
字中繁琐的字头，形成俗字斈、斍、㪯外，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符号替代的例证。
例如以“旧”替代“臼”的字例：
“美馆藏”瑶族写本汉字结构“臼”→“旧”变化对照表
正字

舊

舅

鼠

冩

舂

俗字

稻

绦

陷

兒

阎

陥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字中含“臼”结构，在俗字中都由“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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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非常有规律性。受“臼”变“旧”的影响，亦有将正字中的“曰”和“ ”
也变为“旧”的：
“美馆藏”瑶族写本汉字结构“曰”“ ”→“旧”变化对照表
正字

晨

量

曼

慢

捏

踏

壇

顯

影

瘟

俗字
因“曰”、
“ ”与“臼”形似相混，故被误作“臼”，再根据“臼”变“旧”
的规则，这些俗字中的“曰”也被写作“旧”。
④同近音替代：借用读音相同或相近字替代原字，这种现象在民间抄本中最
为多见，也是瑶族写本常见的俗字大类。例如“乔”、“硚”代替“桥”；“闘”、
“閗”、
“逗”、
“剅”代替“斗”，
“琶”、
“ ”替代“耙”，以上为同音替代；
“良”、
“娘”、
“粮”互代；
“伏”、
“佛”、
“夫”、
“福”通用；
“救”、
“教”则为近音替代。
⑤借用现成结构或部件建构新字：如分别用“父”字下面加“上” 和“下”
字，构成新字 和 （爷娘，父母义）；用“初”与“生”叠加，构成新字“ ”，
表“嫩”义，显示出造字者丰富的创造能力。
3. 丰富汉字俗字体系，为汉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提供范例
瑶用俗字是瑶族在汉字基础上,模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并加以创新而成。
要创制瑶用俗字必须同时熟悉汉字和瑶语,在灵活使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所需新
字。即按照瑶族方言的读音和意义，或把汉字拆分重组、或将几个汉字合二为一、
或增删繁简其结构，这些都需要两种文化功力。研究瑶族文献中的俗字构成，可
以了解汉字对汉字文化圈文字的影响，不仅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汉字构成系
统，还可以使我们对汉字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对汉字的传播与演变规律有新的认
识。
同时，少数民族在使用汉字过程中的独创性和创造精神，也会在俗字构成中
得到体现。瑶学专家张有隽教授指出，一些字形与汉字一致的字和词，如吃饭、
饮水、父、母、天、地、雨等，读音依瑶语而不是汉语。4
例如汉字“苗”，瑶音 [miu31]，瑶义为“我”；“邓”瑶音为[daŋ]，瑶义为
“和”；“阳鸟” 瑶音[jaŋ 31-piou54]，凤凰之意。5这些字借用汉字的形记瑶音、
瑶义，看似汉字，音义与汉字相去甚远。用汉字标注本民族读音，是以往汉字俗
字构成类型中所没能包括的，却在瑶族等民族中生动地存在着，是很值得总结的
汉字活用现象。
4.有利于瑶用俗字的研究，为俗字字典的编撰服务
对这批瑶用俗字进行辑录、分类，有利于分析瑶用俗字构成规律，总结其特
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瑶用俗字资料库，为编撰出版一部瑶用俗字字典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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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字书字典的编撰都是由历朝历代学人不断地扩充与增补的基础上发展
完善的。前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我国字书字典收字率不断增加。
近年来，我国字书字典在汉族典籍俗字的收录上有长足进步，相比而言，少数民
族汉字系俗字的收录则较为逊色。
“美馆藏” 瑶族写本俗字研究，能为汉字俗字
在域外少数民族汉字系写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例证与珍贵资料。不仅扩大汉语俗
字研究的国际视野，还可以给国内外类似写本带来众多的参照字例。
每一使用汉字系俗字民族的俗字整理与研究，都能为中华民族汉字俗字体系
大厦的构建提供砖瓦构件，为最终建立完整的汉字文字学体系，完成真正意义上
的中华民族文字工具书的编纂作出一份贡献。
三、“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瑶学研究价值
瑶用俗字是瑶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瑶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
究意义在于：
1. 解读、辨析字义、词义，为瑶族古籍文献整理疏通道路
瑶族古籍写本中杂入大量俗字，为阅读与考释增添了难度，解读这些写本最
首要的就是要过文字关。不识俗字，必然影响对古籍文意的理解，容易造成误读
或理解上的分歧，使整理与研究工作走弯路。
瑶族写本通常在书名、人名中出现一些难以识别的怪字，为校理工作带来困
难。例如前文所指出“救患科”之“救”写作“求”
（简省意符）或“教”
（近音
替代）
、
“安龙科”之“安”写作“木安”和“荌”
（增添意符）；科仪之“科”写作
“颗”、“稞”
（同音替代）、“禾杲”和“ 杲斗”（同音替代＋讹变），不解个中奥秘，
直接影响瑶族文献的编目与分类。
又如《盘王大歌》“盘王起计”一段（C003）：
起计盘王先起计，盘王起计重（种）苎麻。
种得苎麻儿孙续（绩之形误，下同）
，儿孙世代续罗花。……
着苎盘王先着苎, 着 盘王先着 。
盘王着蕉是也好，唐王着 更流罗。
歌中所唱“苎麻”为“苎麻”，
“苎”为“苎”的异体字。
“苎”，音 zhù，多
年生草本植物，国际上称 “中国草”，中国特有的以纺织为主要用途的农作物，
也是瑶族家庭纺织业的重要原料。“苎”即指这种纺织原料，也指以这种原料制
成的衣衫。在《盘王大歌》中，
“苎”皆被写作“苎”，有时还写作“ ”，与“芋”
相似，不仔细分辨，很容易误读为“芋”。其实“苎麻”即“苎麻”，或苎麻织成
的衣衫。简称“苎”，而不应理解为“芋”与“苎麻”两种植物。
歌中第二段出现的三个“ ”字费解，很难猜出为何字？从整段歌谣语境来
看，歌谣采用对举咏唱的修辞方式，将“ ”与“苎”对举，很明显，这是分别
指两种不同的手工织物，丝织物“罗”与麻织物“苎”。
“ ”从繁体“羅”简省
而来的。保留“羅”字右下部构件“佳”，其余结构“罒”、“糸”用一个简省符
号“⺄”替代，“ ”字遂成。该字在汉籍文献中鲜有见，但在“美馆藏”瑶族


括号中的英文字母加序号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整理时所用的编目号，由笔者整理编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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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中尚能找到类似例证。一本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的《醮墓•丧家》经
书（AE004），封面著名“置主李经琇”字样。
“置主”写为“ 主”，也用了简省
符号“⺄”来替代“罒”，可见“ ”的出现不是孤例。此外美国瑶族师公邓富
旺手中手中保存的《盘王大路书》
（《盘王大歌》之别称）中也有相同的歌句。其
中 “着苎盘王先着苎, 着羅盘王先着羅。盘王着蕉是也好，唐王着羅更流罗”
句，可与“美馆藏”《盘王大歌》相同歌句互训。顺便提及，歌词中的“蕉”指
“蕉麻”，是与“苎麻”相类似的草本植物，为瑶族家庭纺织业的原料。
再举一例：
“ ”字，咋一看很像“温”，多用于人名，集中出现在“美馆藏”
写本封面、封底及写本中间署名处，并有 、 、 多种变体。笔者考证，“ ”
实际为“盘”的俗字， “美馆藏”瑶族写本中涉及盘姓的书主有盘经贤、盘玄
照、盘玄璋、盘道灵等 13 人次，其中这些人名中的“盘”多写为“ ”。 盘姓
为瑶族大姓，书主为盘姓是很自然的。相反，温姓在瑶族很少见。故“ ”应校
为“盘”字。
“ ”的造字理据应为先用简省符“旧”，取代“盘”的上部结构“般”，再
将“旧”
“皿”搭配，构成新字。但手写“ ”与“温”、
“ ”（瘟的俗字）又
极容易混淆。“温”字的三点水，草书为一竖，与“ ”接近；而“瘟”的俗写
“ ”，省去疒字头也为 。不细加分辨，是很容易将“ ”误校为“温”的。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在对所收藏的瑶族写本整理时，就将书主“ 道灵”校
为“Wen Dao Ling 温道灵”，6实为俗字所误。
总之，正确理解这些俗字的字义、文意，从中遴选出俗字字样，制定出正俗
字样对照表，对于瑶族文献的解读，意义重大。可以纠正因时过境迁而导致的对
文献解读上的讹误，为瑶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疏通道路。
2. 考证、解释文字背后的瑶族历史文化之谜
文字所负载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借助于文字考证，能达到学术探究的目的。
瑶族在历史上受道教文化影响颇深，这一影响直接反映到瑶族写本的书写形
式俗字中。例如《丧家字式、丧场十二愿》
（AE006）封面书写“书主邓演靝集”、
“羽士邓演靝抄集”字样。“羽士”为道士自称；“靝”，是一个特殊的道家字—
—“天”。造字来由大概取自“清浊二气”，划分天地宇宙之意。邓姓也是瑶族十
二姓之一，取名“靝”字，反映抄书者与道教之关系。再有“炁”，
“气”的俗字，
为道教文献常用之字，也为“美馆藏”写本的常见字。《未韵》：炁与“气”同，
云:“出道书。”其它 、㪯、霊、㳒、 、 、 、皷、 、 、 、 、 、 、
、 、㪯、
等，也都是非常典型的道书俗字，在敦煌道书中多能找到书写
原型，它们也频现于“美馆藏”写本中，可见两者之密切关系。
作为巫道文化的载体，
“美馆藏”写本不仅在内容上记载大量的符图、咒语，
还会出现一些类似道教符箓的文字。这些文字初看神秘莫测，概不相识。细看则
可识破个中奥秘，实际上是由汉字偏旁和笔画的重复、叠加、变形，或将汉字嵌
入某些偏旁组合而成。
比较神秘的是一些出现在经书写本首尾处道教符箓字，将汉字隐藏于字头
和偏旁部首之中，构成不可辨认的神秘文字。例如一本《三宫科》（AH013）的
封面，将“一本三宫科，东主盘妙御记号”十二个字包藏于雨字头、绞丝旁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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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旁中间，形成怪字；一本《清醮科》（AB008）也将书主“李玄恩”三字纳入
两字头（雨字头的俗体）下，左边加了豸字旁，构成怪字；同样，一本《迓王科》
（AH044），将“东主盘妙能”五字插于“封”字左右结构之中形成怪字。
符箓与汉字历来关系微妙。符的主体是变形的汉字，以汉字的叠合、变形或
神秘组合，同时配以神秘图案，是符篆的主要形式特点。“中国的文字，是象形
文字，其造字的原理，班固曾概括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
为‘六书。道士造符，也有自己的‘六书，其中的‘象形’，所象为宗教幻想中
的形象，‘指事’所指为想象世界中的种种相互作用和关系” 7。字、符合一，
赋以字以灵符的威赫与震慑，是此类俗字功能上的最大特点。
再如“美馆藏”瑶族写本中的《天下 京书》
（D002），其中“ ”字究竟是
“西”还是“两”？似乎两者都可以解释得通。早在东汉时，就有人在广东“过
山瑶”之乡乳源开筑一条通往京都的道路，叫“西京路”。此道经历代重修，到
明代称“西京古道”，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如是观“ ”训作“西”
是可行的。但是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改以北京
为京都、南京为陪都，“两京”即为两个京城的意思。明代将中国的行政划分为
一十三省，通称“两京十三省”。《 京书》首句即为“天下 京，一十三省”，
这么看“ ”训为“两”，同样有道理。
“ ”究竟该训为何字？若具备俗字常识，则很容易判断。在《盘王大歌》
中可以发现“两”写为“ ”的例子：
“番番复复成 遍，手拿牙简再来求”
（C002）；
“寅卯二年天大旱，苎麻根底出青烟。苎麻出来钱文大，一 称来进二钱”
（C003）。两处文献中的“两”均写作“ ”，是“两”字草体俗化的结果。笔者
手中保存着一份美国瑶人所赠手抄信歌（讲述瑶人迁徙史），其中还可见到“两”
字的写法，
“猛龙皇爷掌朝国， 王管国不太平。两王管朝不清草（楚），反得已
年困乱民”。句中“ 王”、“两王”一字两写，可以互相印证。
类似“天下 京，一十三省”的句子在瑶族《过山榜》中也多次出现，例如
“评皇券牒，发天下一十三省，南北两京”8。同书内第 330，346，352,422,437
页所录的《过山榜》文中也有大同小异的句子。
综合多种因素，此处“ ”为“两”无疑。再根据历史上中国古代行政划分
制度分析，还可进一步判断《天下 京书》写本母本形成当在明代。
3. 有助于整体了解瑶用俗字发展状态，从语言文化入手推进国际瑶学研究
“美馆藏”瑶族写本中大量俗字是在繁体基础上的再造，证明其产生年代是
在汉字简化之前，为考证瑶族写本文本形成时代提供断代依据。
再有，大量俗字来源于汉字借源字，证明瑶族历史上与汉族文化密切而复杂
的关系；又有不少俗字与古壮字有交叉现象，说明瑶壮双方在地缘交往和文化交
往的密切关系。再有一些俗字与东南亚俗字，甚至与港澳台、新加坡、日本等海
外汉字系俗字都有相同、相近之处。例如“凡间”之“ ”、
“ 從”之“従”、
“姊
妹”之“姉”、“银两”之“両（ ）”、
“喜乐”之“楽”、
“离别”之“ ”、“飞”
之“ ”、“逃”之“迯”、“钱”之“ ”、“纸”之“帋”、“埠”之“ ”、
“廳”之“庁”、煙之“ ”、
“壹”之“壱”，这些俗字不仅在欧美、东南亚瑶族
中通用，而且与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域的某些汉字俗字也有相似之处。说明
海外瑶族与这些国家和地域汉字文化有过接触，交流与碰撞。依据上述俗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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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征，绘制瑶用俗字分布图，可为瑶族向海外迁徙线路提供参考依据。
以“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研究为起点，与境外其它国家瑶族文献收藏中的
俗字进行比对校理，找出其中相同因素，有利于了解汉字俗字与他文化交流的动
态、总结跨民族交流的规律、破译文字背后的文化现象，从语言文化角度推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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