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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古籍的海外流散与公共机构收藏考述∗

□陈朋

　　摘要　从研读各种文献和实际调研入手,从流散轨迹、现藏与来源、利用与研究动态三个角

度,对流散到德国、美国、英国、荷兰、丹麦及日本等国的瑶族古籍进行了梳理.首次向国人披露

了丹麦与荷兰的瑶族古籍收藏与研究现状,补充说明了日本的收藏,对欧美的瑶族古籍现存状况

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对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希望藉此促进日本和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的瑶族古籍研究,推动海外瑶族古籍的抢救、利用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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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明确指

出:凡是用“土俗字”及汉字书写的、反映瑶族历史上

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内容的手抄本、文献、挂图、
谱牒、碑刻、文书、横联,以及瑶族民间口传史诗、神
话、传说、古歌谣等,均属瑶族古籍的范畴[１].瑶族

历史与文化主要记录和保存于代代相传的手抄书

中,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动荡、历史变迁、瑶族流离迁

徙、不法商人的不正当谋利,大量的瑶族手抄古籍流

散欧美及东南亚.

１　瑶族古籍流散海外的轨迹

１．１　瑶人迁徙自带

因人口压力、生计需要、征调以及天灾人祸等,
自明朝中叶起,瑶族自发不断地向东南亚迁徙,逐渐

进入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
南亚战乱,又有相当大一部分瑶人以难民身份移居

到法国、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２].大批的民间文

献如过山榜、盘王大歌、祖图、家先单、经书等都随着

瑶民的迁徙而流散.瑶人迁徙到哪里,这些文献就

流向哪里.例如已发现的«评皇券牒»的各种版本在

越南、泰国、美国、日本等地就发现有１６种之多.迁

徙自带的瑶族古籍以谱系文献为主,如«家先单»«宗
支簿»,大多是在明末清初产生.类似«三光宝»«破

理»«贤文»«初开»等科教类文献也较为多见,占书、
卦书、合婚书等抄本也不少.据何红一教授在美国

瑶族社区实地调查,当地瑶民收藏有«评皇券牒过山

榜»«盘王大路书»«盘王小路歌»«家先丹(单)留水簿

在内»«宗支移图»«开坛书»«一本当天追魂牒书»«祖
图、宗支合订本»«娄景书»«合婚通书»«瑶族对婚算

命书»等瑶族古籍[３].

１．２　传教士搜购携带

１５世纪,天主教就已传入广西.光绪初年,法
帝国主义觊觎两广和云南,派出大量传教士深入到

一些瑶山,建立教堂,充当据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开始渗透到中国的东南、西南

等少数民族地区.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基督

教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广泛传播.各国传

教士团自组建时就开始了图书收集,建立藏书楼或

图书馆,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团成员都拥有私人藏书,
甚至著书立说.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德国传教士莱斯

契纳尔(F．W．Leuschner)三次进入广东乳源瑶山

调查,发表了«华南的瑶族»一文.法国传教士萨维

那(Savina．F．M)于２０世纪初在老挝北部及我国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著有«法—曼(瑶)词典»[４].
搜集中国文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仅只是传教士个

人或友人的兴趣,也是他们科学传教所需要,有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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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政府下达给他们的指令.早在明朝时,牛津大

学就委托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购买明朝刻印的书

籍,到１９世纪传教士们收集的中文古籍构成了牛津

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基础.

１．３　各国学者、研究团体为调查研究而收藏

自１９世纪末,就有西文传教士、探险家进入云

南、贵州及越南北部瑶族地区,到民国时,德、美、英、
法、日等各国学者与研究团队纷至沓来,他们对瑶族

的语言、习俗、礼仪等进行调查研究.较早的如法国

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搜集到清乾隆五十五

年(１７９０年)«山关簿»抄本,现藏于法国汉学研究所

图书馆[５].国际瑶族研究协会首任主席、法国人类

学家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Lemoine),搜集了从

我国迁徙至泰国、老挝及越南北部等地方的瑶族所

保存的宗教神像画２９７幅,是瑶族宗教画的集大成

者,并出版了«瑶族仪式画像»,系统描述了瑶族各种

神像画以及面具[６].他还致力于搜集整理瑶经,曾
收集整理瑶族道经«开坛书»全集.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
日本上智大学成立以白鸟芳郎为首的“泰国西北部

历史文化调查团”,前后三次深入泰国西北部,以瑶

族、苗族为重点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调查.白鸟芳

郎说“实际上,过去三次我们调查团的一个重要调查

目标,就是收集现在瑶族所有的用汉字写成的文

书”[７].调查团拍摄了５万多张照片,购得许多可供

展出的实物,收集了近２千份民族学资料和１０万多

字的瑶族历史文献,包括大量的经书、占书.此次对

瑶族文献的收集,特别是“宋理宗景定元年”版«评皇

券牒»的发现,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８].

１．４　不正当贩卖

欧美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绝大部分是从越

南、老挝、泰国流传出的.这些地方旅游业比较发

达,很多游客借机有意搜购各民族古物.在越南和

泰国的各旅游景点已经形成了向游客兜售瑶族的写

本、祭祀神像、古物的市场.英国古董商人罗伯特L
斯托尔珀(RobertLStolper)长期在东南亚收集

古董及古籍,现在欧美很多图书馆、博物馆的瑶族收

藏都是经他之手购得.据考证,通过罗伯特,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购得３０７册,１９９２年

丹麦皇家图书馆购得６册,１９９５年巴伐利亚州立图

书馆购买８５０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购

得２４１册.另据笔者的文献调研,怀疑１９９３年莱顿

大学向鲁道夫斯托尔珀(RudolphStolper)购得的

２７册与现寄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以编号

Dep．Stolper为首的３７５册瑶族文献也与他有莫大

关联,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详细考证.可以肯定,如
此巨量的销售绝不是罗伯特个人能收购的,其背后

隐藏的是无数的古籍买卖链,我国云南就有大量瑶

族古籍被泰国人买走.

２　海外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及其来源

２０１０年,德国学者欧碧(LuciaObi)曾对境外收

藏的瑶族文献做出初步统计,认为西方世界约有

３７００册公共收藏[９].这是首次有人对海外瑶族文

献做出专门统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瑶族古

籍陆续被发现.根据笔者调研,流散欧美的瑶族古

籍粗略估计有４３００余册,此外日本南山大学图书馆

也藏有１６３册.从载体来看,这些海外公共机构收

藏的瑶族古籍以书册与卷轴为主,内容包括过山榜、
歌书、经书、历书等类别,其中宗教礼仪经书数量最

多,大部分为盘王愿仪式、度戒仪式、丧葬仪式及各

类法事仪式唱诵用书.通过瑶族迁徙路径及瑶族文

献的流散轨迹,结合文献普查与实地调研统计,海外

瑶族文献除散落于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法国、加
拿大的瑶族私人、社区、文物交易商之外,公共收藏

如下所述,具体统计见表１.

２．１　德国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收藏瑶族手稿２７７６
件,分批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从泰国古董商处购

买,来源地主要为中国的广西、广东、云南和贵州,以
及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收藏内容十分丰富,宗
教类的有经文、仪礼文本、表奏、秘语、小法等,仪礼

文本又包含醮、斋、度戒等众多内容.非宗教性质的

手稿有道德教化类的书、语言教科书及辞典、神话史

诗类文本及歌本、占卜文本、纪录文件、医疗性文本

等.手稿中所记录的最早日期为１７２０年(乾隆五

年),近代的写本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约有三

分之二源自于１９世纪[１０].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入

库前受损严重,入库后也未能及时进行整理与修补.
作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德国海德堡大

学也收藏有２１０册瑶族文献,来源于老挝,大部分是

近年的荆门瑶,仅６册优勉瑶,１６册没有题名[１１].
除台湾学者陈玫妏曾于２０１２年拜访海德堡大学,通
读过这２１０册文献外,目前有关这批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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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美国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是迄今为止整个欧美境内收

藏瑶族宗教绘画最多的地方,约有上千幅神像画、

９００多件神像面具、６件法衣、３个法冠,若干卷轴、
经书及法书等,合计３０００多件[１２].大部分绘画作

品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这批文献的

主人可能是早期从中国迁往越南北部山区的瑶族

人,后来由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erickHarris)、
阮士帝(NguyenThiDue)和罗伯特法伦(Robert
Fallon)从越南收藏家阮文德(Nguyenduc)手中陆

续购买,最后捐赠给俄亥俄大学图书馆[１３].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瑶族文献２４１件,于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先后分三批从英国古董商人罗伯特L斯

托尔珀手中收购,内容包括经书、歌书、历书、占书、
相病书和启蒙读本等,其中较为珍贵的古籍包括«盘
王大歌»(三册)、«评皇券牒过山榜»(四卷)等.这批

文献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１９９５年收购的一

批瑶族文献同出一处,最早抄书时间为１７５４年,成
书于乾隆年间的７册、光绪年间的２８册,嘉庆、道
光、咸丰、同治、宣统年间的２０余册,民国年间的５０
多册.另有四分之一的写本产生年代不详[１４].

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购买并收藏了

一套２４幅优勉卷轴画,２０件瑶族道教仪式画,包括

神像画１７幅、大道龙桥长卷１幅、神头面具２个.
据称可追溯至１６７０年.何红一教授认为其来源于

优勉瑶[１５].

２．３　英国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有两批瑶族文献.一批

编号为Sinca３２４１至Sinca３５４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间购

于罗伯特,存放于特藏期刊阅览室,总数３０７册.其

中大部分是线装手抄文献,多有破损,抄写时间主要

为清代及民国时期.经中国学者郭武阅览判断,这
批文献中的２６０多册都是道教经书,以科仪、法术类

为最,来源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１６].在科

仪类文本中,以度戒、度亡、合婚内容为重,法术类则

以治病、藏身、伏鬼方法为最,另一些文献则涉及建

造、择时、看相、算命等[１７].另一批瑶族文献编号以

Dep．Stolper开头,有简单的英文目录,并经过初步

编目整理,分类放在不同的盒子中.经徐菲整理与

清点,这批文献合计３７５册,所有权并非牛津大学所

有,仅仅是斯托尔珀(Stolper)家族寄存于此,研究者

如想查阅,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订.其内容与编号

Sinca开头的瑶族文献类似,主要有科仪法术类、历
书、占书、合书、歌书、蒙书等[１８].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年大英图书馆开展了濒危

档案项目(EndangeredArchivesProgramme):“滇
南越北瑶文文书的保护与研究:文本、图像和宗教”.
该项目在锦屏、绿春、元阳、文山、麻栗坡和越南边境

搜集到４００多册瑶族手稿,大部分产生于１９、２０世

纪,最早的可追溯到１７８１年.项目组将其中２０２件

手稿通过高清翻拍数字化,为每份手稿建立一个完

整档案,真实的再现纸质文献原貌,这也是世界上第

一个瑶族手稿数据库[１９].目前这批实物存放于云

南档案馆与中山大学.

２．４　荷兰

莱顿大学总图书馆的两个手稿部门藏有许多手

稿,其中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

院收藏了一批瑶族文献.这批文献由荷兰汉学家田

海拔款资助图书馆,由馆员简维特卡姆(JanJust
Witkam)于１９９３年从文物书商鲁道夫斯托尔珀

处购买.包括２７份手稿(编号 Or．２３．０８５－１０８,２３．
２９４－２９６),大部分是道教礼仪文书,有３本教科文

书 (编号 Or．２３．１０４－１０６)及２本占书(编号 Or．２３．
０９４,２３．１０８),成书时间从１８世纪到２０世纪,主要

来源于云南与广东.２００３年,又增加了两册(编号

Or．２６．３１１－３１２),总计２９册.莱顿的民族博物馆

也有与此类似的瑶族手稿约１５０册(Papierdepotno．
５７４３－１)、宗教仪式绘画近百幅∗.这批馆藏购于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读者可通过汉学研究院进行借阅,
也可以通过其网站的“在线收藏数据库”对收藏的瑶

族绘画作品进行检索[２０].

２．５　丹麦

丹麦皇家图书馆也是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大
约有８万册的中文馆藏,包括３６份瑶族手稿和一套

画轴,时间涵盖１８世纪到２０世纪初.这批瑶族馆

藏大部分由丹麦莫斯加德博物馆(MoesgaardMuseＧ
um )的上一任管理员特里尔(JesperTrier)于１９７０
年在泰国北部收购而来,其中６册是１９９２年购于罗

伯特之手,另有两幅“瑶诸神图”及一部«评皇券牒»
是２００５年受赠而来.这些文献可通过皇家图书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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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目录”查阅.

２．６　日本

日本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前文所述泰

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搜集到的１６３册瑶族手

稿.白鸟芳郎历经多年的泰国山地民族调查,最直

接的成果就是将其搜集的汉文资料影印刊出并加以

整理与解释,出版了«瑶人文书».主要包括２１种古

老的瑶人文书:«评皇券碟»«家先单»«招魂书»«超度

书»«香骨表书»«开山魂书»«解结书»«金银状书»«游
梅山书»«开坛书»«叫天书»«安坟墓书»«洪恩赦书»
«女人唱歌»«地狱书»«合婚书»«元消鬼书»«法书»
(或«符法书»及«衣禄书»«增广书»[２１].

３　海外瑶族古籍的利用与研究现状

由于瑶族古籍俗字较多,每卷手抄本还有数量

不少的错字、漏字,同音字、谐音字也比比皆是,加上

大部分是宗教文书,这些都为本就文化不通的西方

学者增加了拦路虎.因此,对海外瑶族古籍的著录

未能全面开展,纳入检索系统的更是少之又少,更谈

不上分类、点校、注释、今译等其他深度整理了.总

结近２０年来的国际瑶学研究,不难发现,目前海外

瑶族古籍的利用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方面.

３．１　展览与交流

大部分的海外瑶族古籍还处在养在深闺无人识

的状态,仅有小部分的实物与绘画以柜藏(或橱窗)
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参观者,如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

的瑶族绘画、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博物馆和美术

馆的７幅瑶族绘画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展览是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日本内幸町举办的,将３００幅瑶族

仪式绘画(也是后来捐赠给俄亥俄大学的一部分)首
次展出,时长达半个月之久[２２].２００９年９月,俄亥

俄大学图书馆又从２０００多份瑶族古籍中精选了２５
幅悬挂卷轴举行了一场最小型的展览,仅展出 ２
小时.

在没有著录与编目的情况下,瑶族手稿的宣传

与利用有专门展览与永久借展两种形式.前者如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４日－１２月２２日,巴伐利亚州立图书

馆善本部从馆藏中精选５５份瑶族文献举办过一场

小型展览,并为此出版了一份展览图录«神的信使:
中国南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宗教手稿»,
进行了图文并茂的题解[２３].后者如荷兰国立民族

博物馆将收藏的约１５０册瑶族手稿放于荷兰大学汉

学研究院永久借展.
随着国际瑶学研究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学

者与研究团体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亲历海外去目

睹瑶族古籍全貌.何红一教授几乎走遍美国,对美

国的瑶族文献默然于胸.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

馆先后接待了郭武、徐菲等学者,正是他们的先后拜

访使英国的瑶族文献家底与来龙去脉得以摸清,并
得以向世人完全展示;台湾人类学研究者陈玫妏亲

自到过莱顿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慕

尼黑,对他们的馆藏瑶族古籍进行浏览与通读,针对

瑶人 宗 教 信 仰 与 科 仪 珍 本 进 行 大 量 的 考 察 与

反思[２４].

３．２　著录与编目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德国巴伐利亚慕尼黑民族学院研

究所率先启动了“瑶族宗教手卷”研究项目,开始对

这批瑶族文献进行编目、分类整理.直到２００４年,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瑶族手稿第一部分目

录提要»公之于世.它对瑶族手稿的大小、纸质、标
题进行了描述,并摘录了每本文献的开头句与结尾

句,罗列了书中出现的时间与地点[２５].遗憾的是此

次仅完成其中８６７件瑶族手稿的索引,其他部分还

处于冷藏状态.２００５年,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负责

人高柏为其馆藏的东西方手稿编制了«莱顿大学中

央图书馆中西方手稿目录»,对馆藏的２９份瑶族手

稿进行了简单著录.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中国学者何红

一教授协助完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２４１件瑶族文献

的著录与整理.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日本神

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分三次对南山大学人类学

博物馆所藏瑶族文献进行了详细拍摄与著录,并于

２０１４年发行了«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上智大

学泰国西北部瑶族历史文化调查团收集文献目

录»[２６].２０１６年,丹麦皇家图书馆远东部的彼得森

(BentLerbaekPedersen)也对其馆藏瑶族文献进行

了编目、整理,出版«瑶族手稿目录»,书中涵盖４８幅

插图[２７].目前发现的海外瑶族古籍著录与编目一

般包括手稿题名、原书作者、书主、抄书者、成书年代

及页码,有些还附有首尾页照片,但对内容的揭示比

较简单,有些甚至没有或者揭示错误.并且可惜的

是,德国与丹麦的目录并没有向大众提供,而是以图

书的形式出版,读者与研究人员利用起来仍然不便.

３．３　阅览与检索

海外公共机构收藏的瑶族古籍大部分存放于特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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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阅览室,实行闭架借阅,并且附有专门规定,如取

得馆长许可,或者需要预约等.因为没有编目,绝大

部分都无法提供联机网络检索.目前,能提供瑶族

古籍在线检索的仅美国国会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

书馆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

瑶族实物存放于弗雷德里克和哈利斯美术图书馆

(theFrederickand Kazuko HarrisFineArtsLiＧ
brary),仅供学者、教师及研究生学术研究使用.其

他人员必须取得馆长的许可才可以利用这些藏品.

２０１０年,俄亥俄大学与艺术图像数据库 ARTstor达

成协议,将３７１４幅瑶族写本与实物的影像分享(包
括手稿、挂画、面具、头饰及纺织品等),目前进入

ARTstor数字图书馆,浏览作品集,再点选 “Yao
CeremonialArtifacts(OhioUniversity)”,就可以看

到这些影像.也可以用关键词“yaoohio”进行检索.
没有购买 ARTstor数据库的人员可以直接从俄亥

俄大学图书馆主页的特色电子资源“瑶族仪式文物

收藏”库中看到其中６９６幅神像画与５幅卷轴影

像[２８].这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的、也是第一个瑶族绘

画数据库.

３．４　释读与研究

海外瑶族古籍的发现较晚,对其进行文本释读

与研究的著述不算多,大部分是围绕宗教经书进行,
有总体概括研究,也有个案研究.但文本多出自德、
美、英三国.其他国家的瑶族古籍文本解读尚为

空白.
(１)德国瑶族古籍研究起步最早.如前所述,

１９９９年专资启动研究,并于２００４年出版了目录,详
细介绍了古籍的内容,但缺乏对内容的深入分析与

研究.２００８年,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贺东劢对巴

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进行了梳理,从文

书的材质、书法、内容等方面进行初步描述,并以图

示的方式对这批古籍的重要类别进行了简单释

读[２９].２０１０年,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也

前往慕尼黑对这批瑶族文献进行了调查与研讨,主
要是对瑶族经书中的礼仪、度戒等进行考察,并与蓝

靛瑶对比,完成了名为«２０１０年３月巴伐利亚州立

图书馆馆藏瑶族手抄本调查报告»[３０].至此,才有

学者断断续续开始研究英国、越南、美国等地的海外

瑶族古籍.
(２)美国瑶族古籍研究最为全面.２００９年以

来,何红一教授及其研究生持续不断地关注美国国

会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先后撰写论文１０多篇,
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的分类、俗字辨

析、过山榜抢救与保护、写本学特征、年代考释路径

与考证方法、重要文本的考释与解读、文献的价值判

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出版了专著«美国国

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为即将开展的中国境

外少数民族文献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提供了较高价值

的借鉴[３１].
(３)英国瑶族古籍研究重在道教释读.２０１２年

郭武对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编号以Sinca为首的

瑶族手抄本逐一对其封面、内容梗概及抄写时间进

行了描述,通过考察,推断出这批文献的流传地区,
并从道教的角度对其内容进行初步释读,认为瑶族

受巫术与佛教影响[３２][３３].胡小柳也从道教角度对

其中的１５部度戒经书进行分类,将道教的度戒仪式

与瑶族 的 度 戒 仪 式 进 行 对 比,并 剖 析 “重 生”寓

意[３４][３５].此外,郭武还对S３４５１号宗教经本,从“入
道仪式”入手,考察其中的汉地道教元素[３６];张悦、
张泽洪对S３３５４«游梅山三十六洞书»与其他相似文

本对比,解读瑶族游梅山书宗教叙事与族群记忆的

文化内涵[３７].
海外瑶族古籍的揭示与研究还局限于国内学者

跨国协助或仅靠个别擅长汉学研究的馆员自己简单

著录,其中不乏错漏之处,其抢救、整理与出版工作

任重道远.因保管不善等其他诸多原因,瑶族古籍

流失之快,是当初始料不及的.如果不抓紧时间抢

救,有些会出现“历史性断代”.当务之急是要做好

海外瑶族古籍的普查、登记、保护、抢救、整理、翻译、
出版与研究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国外瑶族古籍的

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希望此文能为其尽绵薄

之力.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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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流散海外的瑶族文献大宗公共收藏与利用统计表①

国家 收藏单位 收藏数量 来源途径 地源追踪
是否

可阅览

是否

可检索

著录

提要

德

国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BavarianStateLibrary
２７７６份手稿 收购

广西、广东、云 南 和

贵州,以及越 南、老

挝、泰国和缅甸

部分 否 部分

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

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atHeidelbergUniversity

２１０ 份 手 稿,１０ 幅

卷轴
收购 老挝北部 否 否 否

德国国立民族博物馆

StaatlicheMuseumfürVölkerkundeMünchen
２２幅优瑶画 不详 不详 展示 否 否

美

国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

OHIOUniversityLibraries

近３０００ 份 手 抄、手

绘及实物
捐赠 越南 是 是 否

国会图书馆

TheLibraryofCongress
２４１份手稿及卷轴 收购

与巴伐利亚州立图

书馆为同一批
是 是 是

布朗大学哈芬雷弗人类学博物馆

TheHaffenrefferMuseumofAnthropology
２０幅神像画 不详 不详 是 否 否

英

国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BodleianLibraryUniversityofOxford
６８２册

购买

寄存

与巴伐利亚州立图

书馆为同一批
是 否 是

大英图书馆

TheBritishLibrary

２０２份 瑶 手 稿 数 字

馆藏
翻 拍 云南、越南边境 是 是 是

荷

兰

莱顿大学中央图书馆

LeidenUniversity
２９份手稿 购买 云南、广东 是 否 有

莱顿国立民族博物馆

TheEthnographicalMuseuminLeiden

约１５０ 份 手 稿,１００
画轴

不详 老挝,东南亚 不清楚 部分 否

丹

麦

丹麦皇家图书馆

TheRoyalLibraryofDenmark
３７份手稿 购买、捐赠 泰国北部 是 否 有

澳大

利亚

达尔文北领地博物馆和美术馆

MuseumandArtGalleryoftheNorthernTerritory
７幅卷轴 不详 不详 是 否 否

日本
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AnthropologicalMuseumofNanshanUniversity
１６３册 搜集 泰国西北部 是 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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