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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位弱者歎道：花苗文字處在一個得而複失的嚴峻時刻。

這話是不是有一點聳人聽聞呢？

不！

那麽我們應該做什麽？



但願這本苗文啓讀小冊子，能夠在同胞中起到投石問路的作用。



 



啓識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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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素（字元字符）



苗文的字用四種字素彙寫而成



輔音字母聲母



顯示字體，指明字的啓始發音。





母音字母（元音字母）韻母



同輔音組合，顯出可拼讀的字形。







佐輔音（以後用示輔音）



佐明輔音的另一些發音，構成複合輔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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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明於字

不見於字



聲位





聲位是書寫母音字母的位置，顯示出苗字的聲調，說明苗語六聲

調中表示各聲調的字，其母音字母應寫於輔音字母的哪個位置。

聲位和聲調關係及其文字示例表

一聲位 二聲位 三聲位 四聲位

發第一聲 發第二聲 發第三聲 發第四聲 發第五聲 發第六聲

     

     

     

     





苗文書寫如繪畫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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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苗語的每個字都能用上述四種字素拼寫而成，最少的也要有

三種。

寫苗字像繪畫繡花那樣，要遵照一定的規矩。

其規矩是：母音字母（韻母）應該寫在輔音字母（聲母）相應的

聲位上。即，母音字母應該按照組字的聲調要求，分別置於輔音字母

的頂端、右上角、右中部和右下角四個部位。



解釋

指構成字的形態要素，我們用漢語稱其爲字素。

字素由字母（聲母、韻母）和字母附形（佐輔音、聲位）組成。

 



韻母有 三種書寫形式在書籍中出現過，我想，我們

最好從准從易從簡只取。



韻母尚待討論。

這個符號用來表示輔音字母。

佐輔音曾經有過以 和 的形式分別出現于苗字裏。在認

真試用之後，石門坎的老師們不主張將這兩個佐輔音寫於字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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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來注音或者解釋文字。



拼讀規則



















按聲位的要求，依次將聲母和韻母一起拼讀，即可得出該字的發

音。

有佐輔音附隨的聲母，先要將聲母與佐輔音或佐輔音與聲母拼

讀，得出相應的複合輔音字母發音後，再與韻母按聲位要求拼讀。

有兩個佐輔音，在組字時被省略，不見於字。這樣，有相當多的

苗字若只按聲韻母組成拼讀，就不夠準確。這是學習我們苗文的第一

個難點。

（拼讀例句下移至第頁，請閱讀完本課 2.2至 2.5的內容後再去翻閱。） 



單輔音及其複合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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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輔音





複合輔音

歎輔音和鼻歎輔音





鼻輔音



沈輔音



濁輔音和鼻濁輔音















輔音字母同母音字母組字時，要發一種細膩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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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音字母同輔音字母組字拼讀時，要發一種細

膩聲。









輔音字母同母音字母組字時，要發如漢語赫的聲音。







從字例來體會聲母的七種不同發音

扶，鋪墊，砍，綢，披，掀開，抱，陰天，

夜鴰子，拍；

厚、宰，展開，麻、傾瀉，除草，熄滅，踢，

紅豔；

放，衣服，饞，喜愛，疲軟，冬，禽類啼鳴，

損於淩凍低溫；

路、遞，生氣，菌、爬，抖，燃燒，欺淩，

次、趟、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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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摘，變，內、裏，通、漏，顆粒、靈魂，

剩、擺脫，米。



輔音字母及其分類

類別 形 字符

單

歎

鼻

鼻歎

沈

濁

鼻濁















 

















































































































































  

單

歎

鼻

鼻歎

沈

濁

鼻濁















  













   







































 











注：複合輔音字母的下面三行，由於以圓點表示的沈、濁兩個佐輔音

略寫，因此在正式書寫時他們不見於字，但是對苗文字母的講解和排

字需要保持這種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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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文基本輔音字母（單輔音）有二十四個。其中一些可以同佐輔

音結合組成複合輔音字母（複合聲母）。按與佐輔音的組合形式，我

們將複合輔音分爲歎輔音、鼻輔音、鼻歎輔音、沈輔音、濁輔音、鼻

濁輔音六種形式，與單輔音合計在一起，苗語輔音字母共有七類八十

四個。



全部輔音字母順序

















從例字來認讀輔音字母

單輔音

貳，城，射，深，連接，聽，奶，好，主，光

亮，帽，放置，雞，立，海，高鷹，換，快，

飲，小，瘋，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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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輔音

鍋，推，切，重，揉，衣服，穿刺，鞋，

插，教，變，罐，唱、喊

鼻輔音

披、豬，布，早，碎，枕，爬，和、與、同在

一起，草、價格，滴、滾

鼻歎輔音

掀開，樓，女兒，血，抖，彎曲，明晰，

乾燥，穿透

沈輔音

抱，膿、鐲，豁，糠麩，熄，賣，豆，豆、鬆弛，

手，爆炸，真，留神，鑿，賊，到，淡無鹽，

疲乏，少，承認，燃燒，你、空閒，讀，根，種，

次，磨牙、院府，磨損，讀，傻，看中，跑，顯

現，雁，塊，餐次，靈魂、顆粒，庹，野蔥，肥

濁輔音

游泳，老，稱，粗壯，來，陰晦，賠償，見，來，

銅，出，藥，宴客，壓，會，看，吃，買，走，

細，硬，坐，勒，畜牲，有生命的，踩，捉，

圍，（數位）十巴鍋，穩固，腎，筒，受驚嚇，

喊叫，外面，笛，矮，摩擦，脫，門，河流，山

埡，油，鵝，攪，萬、發炎，綿羊，自己，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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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濁輔音

拍，群，捆，辯論，想，煽，齊，忍，哼，

尾，測，責駡，麻煩，到達，屋、家，歌，

收縮，懶，船，離婚，阻攔，曠野，肉，降下，

抽，吞，藏，葉，粘稠，米，勸慰，流，

慪氣





從例字來辨讀輔音字母

 二苦水一泥腫

 兔城晚話追紅

 丟遊稱久來田

 捏知我們喂躲避

 砍鍋灰色旗岸邊

 含掰沸騰表兄弟手臂

 掀開撒萎蔫

 抱入佛像豁糠秕

 陰天鑽歸還花見

 拍釘扭耳幫助群

 厚夾得地子滑

 展開桶黃松推煨

 嘔布、樹長粗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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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吼頂撞煎烤樓

 熄滅賣豆手沈真

 踢銅渡習慣完結

 天想捆爭辯沿走

 連接借鬃故意三

 吹切淹堵請千

 綠吸遮擋名咬

 洗女兒響亮陡峭毛髮蓬亂

 留心鑿賊聚錢（重量單位）

 宴客壓會床冷、涼

 扇動齊割忍適宜

 擠聽這裏母親在

 咳太陽袋聽到重

 看吃退控告錢幣

 給信奶糖病痛

 炒麵梭鏢藤、豺狼晚飯

 有走、兄萎蔫麻細

 梳子菜、好櫃姐曬

 硬坐捏龍村

 飽披氈惦記差主放

路弟妹多拉、牽塊

 餓新剃山羊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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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罩拽過穿刺

 比停息碎相信鹽

爬枕直記

 怕清澈頭蝨愛血

傾倒振動抖

 淡無鹽疲乏少承認

燃燒你趕上根栽種

 免除牲畜准許醒管轄

蕎麥水渠九騎攜帶

 測量淩凍損壞砸

次數咒駡麻煩抵達

 針金縫隙管根腳、莖

 儘量荊棘凝、糊上碗、醫

 雙、對搓緊趟爬撬

 彎塵行

 次、獠牙院府磨損親家

 圍（數位）十空虛清醒鍋巴

 屋歌懶直靛船

 又放閂背屁回

 拆插在碓上搗穀給拔

 鑼鼓牛鳴吼彈半響

 找分蘖分開分蘖衣服半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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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中意褲跑軍隊

 刀腎忙仲允諾驚

 鑼鼓離婚、悔改擋曠野

 雄禽啼鳴雞糧食舊棍棒食物關

 教授拴包裹奴指洞穴

 鴿子草、價值凹梭子

 幹串掰天氣轉晴

 可以大雁顯現

 喊叫藏匿磨（面）笛子摩擦

 駕馭肉抽吞咽

 生命收恨站聲熱

編織年海伸

 寫筷子縫合送線高

 撕扯熊毛髮遠白勺

 勞累改變顔面套跳躍

 吼叫有斑塊花紋界浪裏

 故事人物穿通

 餐頓卡住靈魂水皰肥

 片塊門河流山埡油

 漫延舌粘稠凶鞭打

 繩宰割鐵憐惜脫大

 分辨快塗抹口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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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避讓煮說峽穀兇狠

 小火草打瞌睡

 罐子、罎子

 鵝割

 瘋攪拌用繩子圍捆發牢騷

 修剪運送唱帶領磨（銳器）審查判

斷

 飯父親山芋石頭尿簸箕

 摟撮萬悶熱排尿黃

 要學煙是、對放牧

 罪過上漆戶爺爺自己

 力氣好

 感歎詞箭

 馬鞍







從例字來分辨形狀相似的輔音字母



小鍋，花蕾，瓶，犍牛，折花，

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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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盲人，吃奶，進晚餐，日夜



如果，虎獠牙，親家，很亮，穿針，

新鮮



兇狠的狼，分飲，分開煮，識別清楚把持住



溺愛，存放食物，背糧，回轉、悔轉，

將來



呵護、護衛，自己內部的，叔父，鉛

鋅礦，國家、萬民之居所





鼻輔音和沈輔音的發音區別

所謂鼻輔音，是需要加上氣流在鼻腔的共鳴才能發出的聲

音。所以，當我們捏住鼻孔時，這個音就不能準確發出來。

所謂沈輔音，實際上是一種需要加上氣流在上頜竇的震鳴才

能發出來的聲音。讀沈輔音組成的字詞時，我們能清楚地感到面頰部

上頜有震動，而且似乎有氣流回吸現象，不過捏住鼻孔仍能發出這個

音。

區別這兩類輔音的方法就是捏住鼻孔看能否發出相關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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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住鼻孔讀判是認定一個字是否要使用鼻輔音的依據。這一方法準確

簡單易行。





母音字母

母音字母（韻母）順序





第一行是單韻母

第二行是複合韻母

這五個母音字母用來拼寫外來詞。







從例字來認讀母音字母

二，兔，捏，家，腰

擠，接，雞，肉，選

苦，新，牲畜，熟，系

知，銅，鬃，燒，喝

被子的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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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冠詞

雲團的冠詞

一，吐，這，乳，路

天，練，問，筷，黑

睡，挑，罵，流，脫

推，會，站，縫，解

請，馬，懶，草，尿

魚，愁，福，提，怪

差，遇，輕，派，姓名

主，騙，管理，砌，像

完結，床，穿，跑，甜

用來拼寫外來詞，發中文拼音的

用來拼寫外來詞，發中文拼音的

射，咬，隨，冷，笑

風，曠野無人，拉，麻煩

背籮，李姓，時間，邁

紅，平坦，母親，心、高

腥，多，嘴，到達，年

地，一塊苦菜地

牛，腸，有神采，自己

酒，地點，海，混合

騎，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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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貧瘠，體膚瘢痕

媳，牽，削砍，直，七

在，搖動，栽種，記

用來拼寫外來詞，發中文拼音的或者

不像樣，森林，碎片

用來拼寫外來詞，發中文拼音的

用來拼寫外來詞，發中文拼音的





從詞語來分辨形狀相似的母音



外婆，嫁女，宰雞，做中飯，下頜



親眼所見，能成熟，找到



哪一天，隨便想想，我們的袋，

你們問他，流淌的河水



給予證明，立即起身帶領，

出障礙，遇阻攔，啓示書



行小騙，遇主，建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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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綿羊

《》翰



石門坎苗語的六聲調



以石門坎語音爲標準音的滇東北苗語有六個聲調。他們可以用字來命

名和表示，可以用句子表示，還可以借樂譜的形式來加以說明。

用字命名和表示

第一聲：兔，難，垢，狗，滾

第二聲：友，厚，針，遠，拔

第三聲：罵，宰，刮，摘，禿

第四聲：扔，來，圍，江河，油

第五聲：劈，吵，帽，粥，笑

第六聲：高興，熄滅，十，剩餘，肥

用句子表示

按一至六聲的順序寫出如下，





借用五線譜說明（只表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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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下列短句，有利於記住苗語六聲調

兔子們在原野上賽跑

射落太陽天即黑暗

澆水于盛開的花

揚棄糠秕籽自現

離到來的時候還早

哭眯落訴地消失掉

蜜雖好，也會使人醉倒

遵教循訓能與他人一樣

送飯給忙於事務的姑娘

路雖陡，但牲口仍能走

查看我們每次是否出席

拔豬鬃拿去賣

起床了，小花他爹

氣鼓囔囔地跟他走了

起善意，真幫助

狗逮耗子綿羊笑

脫衣服去墊

坡谷雖陡仍可用牛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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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新娘獻歌致謝

來提親的客人住你家

身不由己

疼似匕首插入腰

映山紅的花光彩鮮豔

抱來秤一秤看是否還重

全部湧進了海中

出去胡作非爲敲詐錢

出來幫父親打掃灰塵

想到愧對客人所以哭

注意，制度很嚴處理重

小心油鍋滾燙

看來糯穀將先成熟

大姨來醫治果木

小姨會耍錢賭博

菜淡入口無鹽味

勞累能練就我們身體

孩子他爹來躺下曬太陽

抓去扔到洞裏

十步有七個小種植坑

可能是來給兒子送盤纏

笨小夥愧見四腳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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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秤炭的速度很慢

像用高朋滿座、英雄好漢，破釜沈舟、妙手回春來作例子講解漢

語四聲一樣，熟讀上述短句，有利於瞭解苗語六聲調。

 一聲書聲

遵理熟理，書熟腰杆硬，

披頭散髮找酒，哭叫著驅趕，

燕麥炒麵滿口袋，守果誇果，

挑糞澆果樹，謙讓得益，

酗酒短命，仆立讓主，

清晨倒灰塵，鷹欺淩虎

 二聲教聲

一二三四，神山，

知曉故膽大，鱷，

我們在這裏，仙人掌，

這些我們瞭解黑心的賊，

在山腳，多住兩天，

東倒西歪，不論何處

 三聲導聲

如何是好，彬彬有禮，

 每 年 一 樣 ，  洗 衣 洗 鞋 ，

今天宰豬，貴客不斷，

 放 話 給 提 親 者 ，  擡 頭 呼 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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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不斷繩，寫不了信，

皮腰帶，不方便做



 四聲隨聲

稱肉稱油，來助那小幫，

按時犁田，沿溝撒籽，

吃肉吃米，牛來吃葉，

 畜 群 踩 蕎 葉 ，  結 婚 有 規 定 ，

 騎 牛 隨 畜 群 ，  姑 娘 會 馭 牛 ，

姑娘用靛塗染，惡會遭報應

 五聲拼聲

 有 能 力 就 自 己 走 ，  等 他 來 ，

願否去娶，接來背走，

 買 袋 子 來 到 ，  隨 他 自 個 走 ，

 即 刻 拿 背 來 ，  像 貓 頭 鷹 ，

儘快地搶，靠近去打，

領他去喝，自誇

 六聲讀聲

趕快抱著跑，見到你們參與種，

看中你了，二十七八，

你們能見到，真抓走了，

 讀 到 明 天 ，  真 的 被 偷 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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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飛快，認真地一起學，

擺脫罪縛，學到明天





書寫規則







《》















石門坎苗文的書寫要求，是生活在剛剛過去的五十年裏的苗族知

識份子，認真反思並閱讀了《》和大量老前輩們的著作

後，才找到和探明的規律。

這些知識份子分別在北京、貴陽、昆明、綿陽、安順、畢節、昭

通、東川、彜良和威寧，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指出，苗文的書寫，不是

簡單的（即聲調高的字其母音字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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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聲調低的字其母音字母寫低），而是必須按特定的格式有章法地

進行。







在四個聲位上怎樣寫出分別表示六個聲調的母音字母

如前所述，聲位分別位於輔音字母的頂部、右上角、右中部和

右下角四處，依據字詞的讀音，母音字母應寫於輔音字母相應的聲位

上，只有少數幾個字例外。

借助劃有五線四間的橫格，可爲初學者提供書寫母音字母的範

圍。其線間名稱同五線譜。具體方法如下：



輔音字母占位，從第一間到第三間；

發第一聲的字，其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頂端，第四間；

發第二、三聲的字，其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第三間；

發第四聲的字，其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側中部，第二間；

發第五、六聲的字，其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下角，第一間。



母音字母高度一般爲輔音字母的三分之一，其中這七

個母音字母可適當超出這個範圍，它們的高度約爲輔音字母的二分之

一，它們的重心要與聲位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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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第一聲和第四聲的字，即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頂端和右中側的

字，其聲調準確。

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頂端讀第一聲的字，幾乎沒有濁音。如：

兔，拉，誇，聽到，燒。

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中側讀第四聲的字，幾乎都發濁音，

只有少數幾類例外。如：扔，銅，會，錢，有，房子，

穩固，叫，油，拍。



母音字母寫於輔音字母右上角和右下角的字，可以分別發第二三聲和

第五六聲，即一個聲位表示兩個音調，從而導致讀准元音位於輔音字

母右上角和右下角的字存在困難。這是學習苗文的第二個難點。



（本頁下面這段內容接第頁課文）

拼讀例句





單字拼讀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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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難點













學習苗文有三處難點，前面已經簡要講出了兩種。

苗語有相當多的字詞會因其在複合詞及句中的作用或習慣形成

而出現聲調變化，隨之發生書寫形式的改變。

這種特點是學習苗文的第三大難點。

例如：

、飯米飯，蕎飯，包穀飯

剩飯，飯稻

一甑飯，飯甑，一鍋飯，飯鍋

、馬驢，馬，騾

馬廄，馬肉

馬鬃，馬尾，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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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馬，馬車

、城方城，（苗族古城），

城市集鎮

昭通城

城鎮，城牆，鹿城，京城

、個、根、條、只

一二三四五

六七

八九十

名詞和數字後面的量詞就因爲有個讀音的變化，而

導致了字形的改變。

苗文字詞這種意同調別形異的特點，只能靠在使用過程中來解

決。同時也需要各地同胞，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具有民族性、實用

性、科學性和繼承性即適合苗族語言特點的解決辦法。

讓文字顯示出苗語特點，讓語調起伏，頓挫有序的苗語，在苗文

上得以表現，保持其詩歌般的韻律，需要我們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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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歌

G=1   4/4 













Han Shaogang 

Yang Rongxin 



第一段苗語歌詞是近年加的，其漢語直譯如下：

先輩明理至今，走好向外的路，站高放膽辨護，建設保衛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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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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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歌

我愛我中華，

立國亞細亞，

人民四萬萬，

親愛如一家。

物産豐富河山美，

五千年前早開化，

如今共和作新民，

努力治國平天下。



Asia 

Zhu Hua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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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歌







我愛我中華立國亞細亞





人民四萬萬親愛如一家。





物産豐富河山美，五千年前早開化，





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國平天下。





注：資料來源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的《西南邊區平民千字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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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冊第十二課。









孤兒淚

暴風呼呼聲怒號，

大雪紛紛滿天飄，

孤兒淚流如湧潮，

慈母去世誰照料？

人生地疏年齡小，

寒冷饑餓真難熬，

痛苦悲哀向誰告？

？飄泊流浪在荒郊。









Wang Feng 

Zhu Huan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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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盲人

星光皎潔月夜明，

可憐盲人不見已。

寰宇變得更清秀，

可憐盲人仍黑暗。

（）給我眼睛給我書，

睜開眼睛看天地。

給我眼睛給我書，

睜大眼睛看天地。

不需要很久，

不需要很久，

我將與世人齊名。



Wang Mingji 

（）Wang We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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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金、熱、燙、角



（）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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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





















Yang Zhongde 



送別

送君離，思君程，谷深河岔多，風嗖嗖兮雨濛濛，山巒重疊疊。

天空闊，地廣袤，放眼窮天際，豪言出自君肺腑，惟願心如一。



煩君了，勞君了，願君心寬暢。朔風凜冽冰雪凍，辭友不覺寒。



 

- 44 - 

天穹高，地極遠，送別終有時，君的情誼暖友心，宏志永不移。







應樹好風氣

























Wu Zhong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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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並進























Han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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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帶不長情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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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讓的苗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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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Zhengming 1948 







花季年華



























KWang Mi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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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氣餒應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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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氣餒應奮進



高山深處臥猛虎，天空高處飛鷹鷂。

弱小畜禽被吃盡，柔弱飛鳥遭滅光。

可憐世間諸弱小，東藏西躲遇魔妖。

失去家園衆生靈，無處不遭強者抄。



有朝一日興旺啓，學會強行與抗爭。

來日羽毛豐滿時，必硬雙翅定能飛。

莫要悲切莫氣餒，奮發競技向前奔。

虎凶虎暴有終日，群起圍擊莫讓謙。

鷹鷂晦遇狂飆時，萬禽搏其淨藍天。



一九四七年，耿忠尤照先生在石門坎根據苗族一史歌內容增寫並譜

曲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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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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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Feiran 

我的苗族

你隨日月星辰走遍天涯海角，

高宗先祖育你至今已悠悠數千年，

寰宇大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苗族，苗族，我古老的苗族！



你神采奕奕頂天立地不卑不亢，

你像神女峰那樣矗立世間，

普天之下你受敬重你被贊誇。

苗族，苗族，我剛毅的苗族！



祖國的山巒河谷佈滿你足迹行蹤，

中原的平川沃野處處有你灑下的汗珠，

江河湖海映照著你揮舞斧刃銀鋤的身影。

苗族，苗族，我勤勞的苗族！



境外敵寇虎視眈眈常來擾常來掠，

爲維護生存權益你血流成河，

你的功績定千秋萬代被子孫們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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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苗族，我不屈的苗族！



由張斐然先生的詩作譯出的漢語詩文



何日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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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nming 







苦命的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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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Yang 







喜鵲鳴報貴客來





























舞蹈，毛主席，光芒



Tao Zi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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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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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



同一首歌





































 

- 58 - 











THE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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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E  

Arise,ye prisners of starvation ! 

Arise,ye wretched of the earth ! 

For justice thunders condemnation, 

A better world’s in birth . 

No more tradition’s chains shall bind us , 

Arise ye slaves, no more in thrall ! 

The earth shall rise on new foundations . 

We have been naught ,we shall be all . 

 

We want no condescending saviours 

To rule us from their judgment hall . 

We workers ask not for their favours , 

Let us consult for all . 

To make the  thief disgorge his booty , 

To free the spirit from its cell , 

We must ourselves decide our duty, 

We must decide and do it well . 

 

Toilers from shops and fields united , 

The union we of all who work . 

The adrth belongs to us ,the workers , 

No room here for those who shirk . 

How many on our flesh have fattened ！ 

But if the bloody birds of prey   

Shall vanish from the sky some morning , 

The golden sunlight still will stay . 

 

’Tis the final conflict , 

Let each stand in his place ! 

The Internationale shall be the human 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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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 the final conflict , 

Let each stand in his place ! 

The Internationale shall be the human race ! 



旅居他鄉







































 

- 62 - 











































Yang Rongxin, Jacob.Yang(Yang 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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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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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Zhonglie 



神所恨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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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去討糧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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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詩兩首

、















Wang Ming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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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先輩的詩



































Tao Zi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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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苗騰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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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Yaoming Yang Tiyao 



吾名謂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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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x Nyangb 



進窄門遵教誨出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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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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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fro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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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 Pollard, 

 



 

 

My Miao friends, grand parents, parents, sisters and brothers please 

receive and read. 

 

I am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you , remembering you before the 

Heavenly Father . May our God, whose heart is love, stand guard every 

day over each of you . 

 

I have heard that this year many people ,old and young ,are coming to 

Shimenkan, remembering that that school is now one hundred years old. I 

would like so much to gather with you, but being now quite old I cannot 

come. I can only write and tell you that I shall be with you in heart. 

Someone asked me ,“ If you could go to Shimenkan what would you say 

to them ?” I think that the first thing would b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put 

their heart into their studies, but at the sane time not to lose their Miao 

language or writing , for these are most important . 

 

This year on October the first my brother, Zhang Jichiao, passed from this 

world. I thank the Heavenly Father that he did not suffer a long illness. It 

was as though he went to sleep and did not wake up. I also want to thank 

a number of friends who have written condolences. I am very grateful . 

 

In the photograph below, standing in the middle is Mr.Ernest Pollard, son 

of old Mr.Pollard. My brother is on the right and I am on the left . 

 

May the Heavenly Father’s love enfold you each 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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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Zhang Shaochiao at Ilkley in England. 28 .10. 2005. 



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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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走



渡來，走吧，

渡來，走吧，

我們等你們渡來。快些動身往前走！

的確，知道，

的確，知道，

我們誠心等。你們焦急盼。

衣帶裙帶快接起來，怎奈我等已被監管，

拴在水牛壯牛角，無法動身尋渡機。

留心跟隨水牛渡，兵丁把守極嚴酷，

依著水牯渡過來。潛不出去難偷渡。

隨牛渡過來。別再等我們。

真的，快走，

真的，快走，

急盼你們快渡來。痛心忍憾往前去。

快渡來，往前去，

苦等你們來！泣棄我們走。



《》Zhu Ming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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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dlub Yuszaok 





松花江上Zhang Hanhui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抛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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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啊！爹娘啊！

什麽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Yang Jian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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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沙

（過龍門）

讀《溯源》碑文有感

涿鹿史千年，

含忍屈冤。

溯源碑刻苦酸言。

多少艱辛途坎坷，

苦海無邊！



看盛世華繁，

國泰民安，

往昔夙怨史留篇。

今建和諧安睦世，

笑滿人間。







Yang Zhiguang 



Shi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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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別

長亭外，古道旁，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友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Li Shu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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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藉書寫示）





寫在一起，便能拼讀出花苗詞語的輔音字母和母音字母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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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音字母與單輔音字母組合可以拼讀出的苗文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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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號的母音，用來拼寫其他民族詞語。



有的字，其輔音已濁化。



全部苗語輔音字母的拉丁字母式樣

      

單輔音 歎輔音 鼻輔音 鼻歎輔音 沈輔音 濁輔音 鼻濁輔音

      



 


 


 


 


 


 


 



L 


 


 


 


 


Lh 


 



B 


P 


Nb 


Np 


Bn 


Bh 


Nbh 



D 


T 


Nd 


Nt 


Dn 


Dh 


Ndh 



Z 


C 


Nz 


Nc 


Zn 


Hz 


Nhz 



N 


Hn 


 


 


 


Nh 


 



M 


Hm 


 


 


 


Mh 


 



R 


 


 


 


 


Rh 


 



Zh 

J 


Ch 

Q 


Nzh 

Nj 


Nch 

Nq 


Zhn 

Jn 


Zhh 

Jh 


Nzhh 

Njh 



 

- 88 - 



G 


K 


Ng 


Nk 


Gn 


Hg 


Nhg 



Dr 


Tr 


Ndr 


Ntr 


Drn 


Drh 


Ndrh 



Gh 


Kh 


Ngh 


Nkh 


Ghn 


Ghh 


Nghh 



Sh 

X 


 


 


 


 


 


 



S 


 


 


 


 


 


 



Dl 


Tl 


Ndl 


Ntl 


Dln 


Dlh 


Ndlh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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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gg 


Hngg 


 


 


 


Nggh 


 



Hx 


Hhx 


 


 


 


 


 



V 


 


 


 


 


Vh 


 



Y 


 


 


 


 


Yh 


 



 


 


 


 


 


 


 



W 


 


 


 


 


 Wh 


 



全部苗文母音字母的拉丁字母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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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苗文六個聲調的拉丁字母

     

     

     

Rod khab fait hzeux dhek nis 

     

Zhyud mab met yhangx bhwk las 

     

Kaod khab lat nbhangx dleuk yhas 

     

Hlud dieb chot nhgaox seuk d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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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g Huaijin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

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爲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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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本冊子尚有差、誤、錯等不滿意的地方，敬請老師們同胞們弟兄

姐妹們不吝賜教。

、冊子內文字，在征得編纂者許可之前，敬望勿隨意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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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的特點

一、

這本小冊子服務對象首先是會講苗語但不識苗文的讀者。

二、

在小冊子的前面八課，借助漢語字意的提示，讀者能揣測出苗

語文字的讀音，有利於自學。

三、

小冊子的後部分爲已經具備苗文拼讀能力的讀者提供閱讀短

文，以提高苗文水平。這些短文絕大多數是石門坎苗族前輩的作品，

有權威性。

四、

小冊子的少數幾課，是翻譯漢語及英語作品而得到的。引用它

們是想以此來簡介苗文翻譯其他語文作品的一些方式。譯者有我的老

師，也有同學。

五、

這本小冊子的苗語使用石門坎苗語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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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詞表

生詞

生詞 讀音提示 漢語詞義

九課

  我們

  愛喜歡想打算

  中國的簡稱內地

  國土位於

  在，於

  Asia 的苗譯 亞細亞 

  人民，群衆，民衆 

  四 

  萬 

  萬萬，億 

  往來 

  像，似，如同 

  一家 

  莊稼 

  好 

  種莊稼的地域 

  多 

  美麗 

  友善，好客 

  有識，聰慧 

  五 

  千 

  年 

  現在，如今，此時 

  培育 

  人 

  新 

  用心，專心， 

  保護，護衛，呵護 

  故地，國家 

  想，考慮 

  牛王 

  跟隨 

  各方都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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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饑 

  抵禦寒冷 

  勝，越 

  虎 

  狼 

  牛 

  父母早世了的，失去母親的 

  會，能 

  放 

  膽量 

  選，挑 

  路，道，方法，道理 

  學 

  所有的事情，各種各樣 

  孤兒 

  成爲，成長爲 

  生於威寧三道坡的那位花苗領路人 

  書錄，錄記 

  漢字，漢文 

十課

  眼淚 

  風 

  吹 

（）  如似 

  針刺 

  氣流急速通過 

  雪 

  來，下 

  紛紛，急速了結 

  不歇，不停 

  落，滴 

  滴，落下 

  母親 

  故去，逝世 

  誰 

  等 

  照料 

  年齡 

  小 

  棄，離 

  村舍 

  各處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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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及 

  人家 

  房前屋後 

  吃苦 

  苦楚，災難  

  這首詩歌 

  來自 

  出版於 

  苗文，苗族文字 

十一課

  可憐 

  星辰 

  日月 

  光芒四射 

  盲人，視而不見者 

  看不到 

  自己，己 

  世界，寰宇 

  清新，新秀，清亮，新鮮 

  不見光亮，黑暗 

  給，予 

  眼睛 

  睜大，眼瞼開到最大 

  苗族人的眼 

  看 

  天地，風景，景致 

  不要 

  久 

  要同 

  同高下 

  年代，時代 

  翻譯 

  翻譯成 

十二課

  話 

  禱告，祈求 

  我們的父 

  的 

  天空，天上 

  但願，惟願，誠願 

  你 

  皇帝、君王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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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亮，處處聞曉的 

  被，受 

  人 

  尊重 

  企盼，希望，等待 

  降臨 

  至，到達 

  旨意，想法，意志 

  行於，做在，成就在 

  如同 

  食物 

  每天 

  要，求，索要 

  今天 

  拿給 

  免除 

  罪 

  如似，恰如 

  曾經 

  使得 

  遇到 

  測試 

  欺騙 

  幫助 

  擺脫，脫離 

  兇惡，險惡 

  因爲 

  權柄，管轄大權 

  榮耀 

  全部 

  你的 

  直到，直至 

  長久，永遠 

  來到，來臨 

  幫助，扶持 

  解脫 

  惡人 

十三課

  分別，相別 

  送 

  客 

  走去 

  想，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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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穀 

  彎，不直，拐彎 

  河汊 

  長 

  風撲面而吹 

  雨 

  濛濛 

  山嶺 

  層層疊疊,佈滿霧凇 

  一句話 

  顯出 

  變，改 

  麻煩，使…花力氣，使…花精力 

  麻煩，使…不安寧，使…不安靜，吵鬧 

  冬天 

  冷 

  冰雪 

  大，長 

  熱 

  慢慢 

十四課

  制度，規定，法則 

  遵守，跟從 

  人們，作爲人 

  看到 

  花 

  勿 

  摘 

  花朵 

  結 

  遇 

  姑娘，歌 

  學 

  結婚，成家 

  早 

  有 

  好處 

  夫、丈夫 

  愁，擔心，憂慮 

  吃喝，飲食 

  穿著 

  年輕男女，男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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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 

  使…驚恐 

  長大，成才 

  安裝，架設，築 

  鳥巢 

（）  遇，碰 

  男青年 

  成家立戶 

  養育兒女， 

  聽從，聽任 

  自然給予，天賦 

  道理 

  指示 

  每個人 

  出發地 

  山歌 

  最先 

十五課

  相伴，相攀 

  千 

  九百 

  年，歲 

  信，相信 

  道理，基督教義 

  從此 

  明瞭，分辨清楚 

  跟隨跑 

  其他，其他 

  後 

  隨意 

  用力，努力 

  齊心協力，相互幫助 

  向前 

十六課

  帶子 

（）  但是 

  情義，恩惠 

  來到 

  綠茵茵，綠油油 

  不顯出土地 

  花開 

  趕得上，比得過 

  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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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落腳，住腳 

  斜眼看，瞟一眼 

  太陽般光亮 

  面頰 

  潮熱 

  心 

  （心臟）怦怦跳 

  低 

  頭 

  自己 

  前程、未來 

  吃完晚飯 

  摸，觸 

  麻 

  績 

  一束 

  展開，擺出 

  用石磨磨面 

  細面 

  粗面 

  背、負 

  清水 

  混水 

  編，織 

  小花帶 

  一庹（五尺） 

  作紀念 

  不長 

  山歌 

  來自 

十七課

  女兒 

  出手，下手 

  白皙 

  織錦衣 

  穿著 

  光耀，光彩 

  水宮美女 

  廉價，賤價 

  允許，許可 

  身體 

  苗條 

  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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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膩，細嫩 

  破，爛 

  從此 

  痛心疾首 

  水流 

  漸漸流去 

  年輕小夥 

  創造 

  又 

  英俊 

  帶領 

  高山，山區 

  田野沃土 

  喪失 

  窮人 

  兄弟 

  大家，全體 

  啓始到達的苗族 

  末尾到達的苗族 

  天南海北 

  辦法，謀劃 

  迅速，儘快 

  叫，派遣 

  以後，將來 

  尋找 

  金錢，資金 

  啓先，起先，開始 

  購置 

十八課

  不要，莫要 

  生氣，泄氣，傷心 

  並肩 

  老虎 

  天空 

  上面 

  鷂 

  鷹 

  小 

  畜 

  豬 

  盡，沒有剩下 

  小 

  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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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差 

  鬼 

  可憐 

  到處 

  繁衍 

  萌發，生長 

  翅膀 

  傷心 

  成群 

  啃 

  骨頭 

  風擊 

  出現於各處 

  圍 

十九課

  被稱爲 

  周遊，走遍 

  天涯海角 

  養育 

  山脈 

  頂天 

  神采奕奕，雄赳赳 

  不卑不亢 

  扶 

  依靠，枕頭 

 



神女峰，珠穆朗瑪峰 

  矗立，挺立 

  做 

 遮光手勢 

  揚聲，高聲張揚 

 嘴 

  誇獎，稱讚 

  腳印，足迹 

  踩，踏 

  到，抵達 

  過，越 

  聞，嗅 

  氣味，汗漬 

  江，河 

  穀 

  銀鋤，鋤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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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斧刃 

  試，揮，閃動 

  兇惡，兇險 

  奸詐之人，陰險狠毒之人 

  伸手 

  暗地移動 

  經常 

  欺淩 

  碾，剿 

  保衛 

  政權，管轄權，生存權益 

  血 

  與…同高 

  膝蓋，髕骨 

  榮耀 

  長久，永遠 

  千秋萬代 

  後裔，子孫 

二十課

  時間，時光 

  開花 

  草場，草原 

  羔羊 

  牲畜在草地上吃草 

  坪壩 

  山巒 

  水 

  草，青草 

  重疊，相套 

  蜂聚采蜜 

  美如似 

  看中，鍾情 

  在水底 

  每個 

  向往，心系於 

  太陽 

  光線剛照射出山 

  銀 

  金 

  挑選盡 

  錦緞 

二十一課

  什麽時候，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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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會 

  朋友 

  不幸 

  我們 

  不情願 

  心中牽挂 

  喜笑顔開 

  使喚，叫 

  怎麽過，怎麽生活 

  擡 

  擡頭看 

  眼睛 

  看 

  只見 

  雲 

  飄悠悠 

  路遠 

  里程長 

  寂靜荒郊無人迹 

  往下走，沿穀下 

  從此，從今往後 

  只能夠 

  聽憑自便，悉聽尊便 

  挽留不住 

二十二課

  苦命，命運不好 

  紅 

  黃 

  丟棄，分開 

  苦難 

  脫  棄 

  如牛馬所負的重擔 

  如同 

  追趕 

  一輩子 

  不 

  落，沒 

  （一指）西方，（又指）北方 

  （一指）東方，（又指）南方 

  爲 

  當頓的食物 

  低頭 

  不停的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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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疲乏 

  周身帶病，疾病纏身 

  到達 

  收成，收莊稼 

  捧 

  自由，自主 

  與其他人 

  齊步，同步 

  兵丁,壯丁 

  糧租 

  用量器量 

  度過，度日 

  人家的，別人的 

  一點兒 

  份額 

  政府 

  大事 

  不許 

  問 

  一句 

二十三課

  喜鵲 

  飛鳥及家禽鳴叫 

  報信，傳消息 

  會聚 

  發展，拓寬 

  才智 

  (歌聲)悠揚 

  一人步歌衆人步隨的唱舞 

  成行，呈行 

  壓迫，管制 

  聯合 

二十四課

  天父 

  愛到…地步 

  拿，將 

  唯一兒子 

  送給 

  救，拯救 

  滅亡，消亡 

  生命 

  遣，派 

  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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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斷，審判 

  確實 

  要 

  使得 

  世人 

  明白，知曉 

  因爲 

  才真正 

  從他那裏 

  全體，全部 

  下到 

  救，助 

二十五課

  同一首歌 

  同一條路 

  同一樣的帶子 

  同一樣的衣服 

  同一樣的書 

  同一樣的人 

  鮮花，新開的花朵 

  告訴 

  各處，各個角落 

  夢 

  誰，誰個 

  不會 

  結束 

  月光 

  照於 

  小孩 

  雨水 

  灑遍 

  歡樂 

  使用 

  河流 

  山系，山嶺，山脈 

  經常 

  渡 

  每次 

  相聚 

  一輩子 

  晴朗碧空，晴空萬裏，日光和碧空似水晶般明

亮 

  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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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二十六課

  The internotionale 被壓迫者之歌 

  起來 

  饑渴 

  負罪，被認爲有罪 

  真理 

 ’5 前途 

  奮爭，爭辯，力爭 

  繩，鏈 

  鐵 

  銅 

  捆，綁 

  所存在的一切 

  官吏，管轄者 

  我們這些人 

  教訓，教誨，教導 

  討，求，爭取 

  隨，許，准 

  自己管理，自理 

  搶奪者，掠奪者 

  歸還 

  思想 

  自由舒展，舒暢 

  商討，討論 

  分清 

  到規定之處 

  農夫，農民 

  工人，雇員，出力者 

  忍 

  攙，扶，拉 

  領，引，帶 

  一路，一起 

  一條心，一意 

  躲，逃 

  藏匿 

  努力 

  才會執掌 

  政權，權柄 

  吸 

  血肉 

  豺狼 

  倒塌，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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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無蹤迹 

  平安，太平，安泰 

  晴空萬裏，陽光明媚 

  抗爭，鬥爭，論爭 

  最後一次 

  走 

  穩固 

  到達，實現，出現 

  翻譯 

二十七課

  做客,作客 

  1、 對岸的房舍看上去只有蚊蠅那麽大的一

條河 

2、 長滿苦楝子的大河邊 

3、 長江、揚子江 

 邊 

 看去 

 家舍 

 細小,蠅 

 苦楝子樹 

  緩慢移動 

  船 

  航 

  漂浮 

  緩慢位移 

  飄,懸 

  目的地,終點 

  外出 

  停留之地 

  越是 

  圓凸的山 

  路遠 

  度,過(日子) 

  似,像 

  抵得上,恰如似 

  冬 

  草棚,茅草房 

  糯米 

  林木植被 

  綠草 

  各種物品,各種用品,日用物品 

  瓦房 

  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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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夜 

  工畢,辦完事 

二十八課

  映山紅 

  生長於,植根於 

  冰雪,凍淩 

  霜 

  (開水)燙,冷凍損壞 

  萎蔫,乾枯 

  苦難 

  一直等到,盼至 

  牛年後的虎年 

  命名 

  年 

  太陽姑娘 

  圓盤狀的 

  照射 

  笑眯眯 

  綻放 

  高興 

  羡慕 

  千秋萬代 

二十九課

  恨惡,避諱 

  六種 

  七種 

  目中無人 

  尊重,看重 

  騙,假 

  存心不正,居心不良 

  罪過,罪責 

  立念,起意 

  計謀,籌劃 

  跑 

  不停息地 

  錯 

  作證,作見證 

  和,加上 

  引發,挑起,鼓吹 

  紛爭,敵對 

  聖經 

  箴言,規勸,告誡 

三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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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討,尋求 

  以前,很久以前 

  莊稼,種於人類開墾出來的土地可食用的植物 

  糧種 

  助人除妖的一位苗神 

  …的時候 

  對…說道 

  神爺 

  這裏 

  回去 

  應該,應當 

  告訴,說明 

  切實地,無疏忽地 

  果實 

  庹,雙臂展開時兩中指尖的距離 

  杆,莖 

  拃 

  這樣 

  轉回 

  溝 

  跳 

  記 

  不清楚 

  一面…一面… ,一邊…一邊… 

  防，注意，留神 

  碰到，遇上 

  野蜂 

  蜇 

  驚，嚇一跳 

  回憶，回想 

  房主 

  才變成 

  樣子，形狀 

  錯 

  變 

  成爲 

三十二課

  神話 

  神話詩 

  砌，制，造 

  使用 

  鐵鏟，鐵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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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鏟，木刮子 

  光滑平整 

  凹凸不平 

  邊、沿 

  終端 

  會如似 

  一定像 

  相套，相覆蓋 

  相交 

三十二課

  綿羊，羊 

  角 

  立於，長於 

  重，使…加重 

  祖奶奶 

  祖公公 

  森林 

  茂盛 

  原野中 

  小的們，衆後生 

  乘涼 

  崖柱山崖 

  在山崗 

三十三課

  石門坎 

  騰起之地，起步之處 

  威寧 

  薄刀嶺 

  山嶺，山巒 

  重重疊疊 

  超出能忍受 

  感謝 

  四周，四方 

  學 

  知書達理 

  好名聲 

  被記住，被記錄下 

  率領兵士 

  音樂 

  尊重 

  有尊貴 

三十四課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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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服裝 

  書籍 

  發展，拓寬 

  藝術 

  接受，傳承 

  技能 

  遵守，遵循 

  風俗習慣，傳說 

  血脈 

  骨肉 

  善意 

  思想 

  機遇，命運 

  前程，前途 

  民族 

  忍受，忍耐 

  痛苦，苦難 

  能勝過 

  災難 

  勤勞，勤快，勤 

  勇敢 

  善良 

  正直 

  手 

  腳 

  寬廣 

  光滑平坦 

  東方 

  西方 

  陡峭 

  成戶地 

  存在，居住，停留 

  當官，成爲操縱者 

  搶奪，爭鬥 

  建設 

  祖先們 

  故土 

  祖國 

  不論 

  多少 

  走完，走了 

  路程，路途，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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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公祖母，祖宗們 

  …之外，至於另外的地方 

三十五課

  進，鑽 

  窄門 

  朝向，對著 

  指引，引導 

  滅亡，死亡 

  生命，生存 

  小路 

  找到，尋得 

  凡稱呼，只要喊 

  天國，神的國 

  那些 

  依靠，依託 

  做出來 

  那些 

  磐石 

  雨淋 

  水淹 

  風吹 

  撞於，襲擊於 

  垮塌，倒塌 

  房基，基腳 

  堅牢，穩固 

  憨，傻，愚 

  沙子 

  松土，軟土 

  雨淋 

  水浸 

  震動及，影響及 

  有信心 

  跟隨去做 

  重要 

三十六課

  信 

  丟棄 

  不論 

  隨時，時時 

  想到 

  面前 

  紀念 

  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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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一百年 

  頭一件，首要一件 

  辭世 

  醒 

  寬慰，安慰 

  相片 

  Ernest Pollard（柏格理牧師的兒子） 

  右邊 

  左邊 

  護佑 

三十七課

  等待 

  腰帶 

  裙子帶 

  拴起，打結 

  拴 

  水牛 

  儘快 

  起身，啓程 

  抱，抓，摟 

  邁，跨 

  牙齒 

  獠牙 

  勒 

  一動不動,緊 

  拔，拉 

  拔 

  脫 

  立即放棄 

三十八課

  河岸，岸邊 

  森林 

  煤炭 

  大豆 

  高粱 

  種滿 

  山地和平原 

  故鄉 

  貴重 

  無目的地走 

  日夜 

  何年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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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鄉，

  才能 

三十九課

  來自 

  和的合稱。古代苗民的

居住地，格赤爺老抗擊炎帝黃帝兵丁的地點

  戰爭，征戰，戰火 

  苦 

  毒 

  石碑 

  刻寫 

  完整，完完全全 

  坎坷的路 

  海深 

  裝不完，裝不盡 

  輝煌，光耀 

  豐滿，富足，滿足 

  爭辯 

  擊殺 

  棍棒，武器 

  既往矣 

  建設，建樹 

  歡言笑語 

  興旺，興盛 

四十課

  長亭 

  古道 

  青草 

  連接 

  楊柳 

  笛，笙 

  重疊 

  天邊 

  地極 

  友好，知己 

  角 

  濁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