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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 ceeb t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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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ab kuv tsuas sau los kom cov xav xyaum ntawv hmoob lus hmoob tau 

kawm xwb, yog li kuv txwv tsis pub leej tug yuav siv mus lawm txoj 

kev twg mus pauv nyiaj. Yog ua tsau kuv pom, yuav muab nws nplua 

tsaws ntiaj teb txoj c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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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Cov suab thiab duab ntawm phau ntawv no thov mus kha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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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苗文学习之路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级别存在的文

字，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尴尬的现实。如果你感觉不是很有必要学习这一门语言

文字，那么请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更为有意义的事吧；如果您认为学习苗

文对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这本粗略的教材也许可以作为您入门的书籍。 

苗文，顾名思义就是书写苗族语言苗语的文字，但由于苗族分布广泛，方言

各异，而苗文普遍都是记音文字（目前流行的五套苗文都是记音文字），发音不

同，书写出来的文字就不同，各方言的音素也普遍不一致，这也是存在众多版本

苗文的原因。此处所指苗文，是指由羊保恩、布密尼等人于 1953 年在老挝琅

勃拉邦创制的苗文（故此版苗文亦称“老挝苗文”），关于名称和出处在此不做

深究，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此苗文确实已在广大苗族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流行

于美国、法国、泰国、老挝、中国云南等诸多国家和地区。 

说到苗文，就不能不提苗族，但此处只做简单介绍，更多内容会在日后的课

文中给出。《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故知古人称南方土

著人民为苗，实显该族能耕易耨，戮力农事，以农事为生活之根本与我上古游牧

之汉族不同，并无何种轻辱之意存乎其间。后学不查，辙以苗字同乎蛮狄。而苗

人自身亦讳言苗，实谬见也。吾人根据古史之记载，此族为中国之古土著民族，

曾建国曰“三苗”......因彼等生性保守，缺乏政治意识，故屡为汉族所败。——

《湖南苗族史-三苗考》-盛襄子。由此可以得知，苗族是我国原生土著民族之一，

据《苗族通史》载，苗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过

巨大的贡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现苗族人

口全球约 1300 万，中国 942.6 万。苗族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贵州、湖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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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等地以及国外的老挝、越南、泰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 

苗语，是苗族人的语言，语言分类上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语大

致可以分为三大方言： 

1）湘西方言（东部方言） 

2）黔东方言（中部方言） 

3）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 

此处我们学习的老挝苗文，书写的是西部方言里的川黔滇次方言。标准音为

老挝琅勃拉邦野牛山苗语。国外的苗族同胞所使用的苗文，均为此苗文，国内云

南、贵州等也有广大同胞在使用。 

苗文从 1975 年老挝战争结束后沦为难民的苗族人民传播到了泰国难民

营，并从泰国随着苗族难民的迁徙传播到了所有有苗族居住的西方国家，苗文曾

一度成为苗族难民写信交流的基本文字。1985 年此苗文传入中国。如今它已遍

布世界五大洲。 

苗语作为苗族文化的根本载体，其中蕴含了苗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但由

于语言在信息的检索、分享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苗文成了进入苗族文化殿

堂的又一把钥匙。学习苗文，可以促进苗族同胞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提高民

族自信心；学习苗文，可以保护逐渐被忘记的苗语；学习苗文，可以帮助兄弟民

族了解苗族的优良文化等等。 

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门都在打开，使得遍布世界各地苗族人民都能来往交际，

而苗文也将在此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愿普天之下的苗族人民都能随

着它走向文明、美好的未来！ 

因笔者热衷于苗族语言文字的学习，经过三年断断续续的阅读、书写，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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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一些学习经验，但苦于目前尚未能找到一本针对不以苗语为母语的读者的教

材，笔者遂不自量力欲填补之。本书适合不以苗语为母语，或虽以母语为母语，

但所用苗语并非西部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的读者阅读，也适合有苗语基础而欲学习

苗文的读者阅读。经过一个多月课余时间的准备和编写，本教材已初步完成，由

于笔者自身才识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还请读者不吝指出！ 

 

 

编者 

20181030 于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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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苗语苗文 

语言和文字，是相辅相成的，欲学苗文，先学苗语；欲精苗语，必学苗文。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一门语言也不例外。在正式开始学习苗文之

前，我想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苗语和苗文应用例字，也期望以此，给读者朋友们

的学习之路，带来一些乐趣！ 

苗语作为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有着和汉语一样悠久的历史传承，

由于过去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大规模使用的苗文，所以苗族先祖们把自己民族文

化的精髓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用语言演绎出来，在作为乐曲使民众耳熟能详的

同时，把婚姻礼仪、葬丧习俗、芦笙曲调、历史故事等等宝贵的文化精髓一代一

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在二十世纪中叶，老挝苗文横空出世，并且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给我们的学习之路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苗语和汉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字组成词，再由字和词组

成句子，并且在语法上也有许多的对应之处。且苗语和古汉语（文言文）的语法

亲密度较现代汉语（白话文）更高（见：《从语法看苗语和汉语的密切关系》—

—张永祥，曹翠云）。这对熟悉汉语的我们来说，学习苗语苗文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苗语和汉语中的许多差异，也是大有可究的，它的形成，包含了民俗、历

史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 

苗语表现形式丰富，有押韵严整的诗词句段，有耳熟能详的谚语，有娱乐的

山歌情调，也有颇为神秘的“回语”。现笔者将自己接触过的内容附上一部分，

供大家参考。 

1: Tej luas piv txoj lus; 

2: Lus taum; 



国际苗文——从学苗语到写苗文 - 5 - 

3: Kwv txhiaj; 

4: Paj huam; 

5: zaj tshoob; 

6: Txiv xais; 

7: Lus rov; 

8: Zaj qeej. 

以上所述八种表达方式，都独具一格，各领风骚。为能直观的反映出他们的

特色，您可以访问苗族青年网(www.w3hmoob.top)苗文模块收听。 

好了，这一章就到此为止。下一章，我们将正式开始接触苗语苗文的声韵母

学习！ 

     

http://www.w3hmoob.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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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苗文入门 

苗文为拼音文字，一个字可分为 声母+韵母+声调，当然，并不是每个字都

有这三部分，这在以后的学习中会作详细说明。所以，学习苗文，我们首先从学

习声母、韵母、声调学起。 

Ntawv hmoob yog ntawv cim lub suab xwb, ib lub ntawv muaj peb 

phau ua tau, lawv yog tus keeb, tus suab thiab tus cim. Yog li ntawv, peb 

yuav xyaum ntawv hmoob ces yuav tau xub xyaum cov no ua n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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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声母入门 

苗文声母共 60 个，其中单字母声母 18 个，这 18 个单字母声母是声母中最

简单也最基础的。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部分。 

下面，以声母+例字+汉语翻译的形式，来学习记忆。 

   

C CAB 牵 D DAV 鹰 F FOOM 祈祷 

  

 

 

G GOOJ 吼 H HAUS 喝 K KAUS 伞 

   

L LOJ 大 M MIS 猫 N NOJ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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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AJ 花 Q QWJ 蜗牛 R RIAM 刀 

   

S SO 休息 T TEV 剥 V VAS 网 

  

 

 

X XOB 雷电 Y YAWG 爷爷 Z ZAUM 坐 

 

由于声母众多，而且较为复杂，所以余下的声母我们将在后文继续学习，在

此只需熟悉这 18 个基本的声母就可以了。 

声母记忆练习 

Cab tev Dav hlau Foom kom Tsov gooj Huas dej  Kwv kaus 

牵手 飞机  祈祷 虎啸 喝水 打伞 

Hlob loj Maum miv Noj mov Tawg paj Suab quaj Hov riam 

长大 小猫 吃饭 开花 哭声 磨刀 

So ib chim Tev tawv Vas ntsev Laim xob Pog yawg Zaum zoo 

休息一会儿 剥皮 捞鱼 闪电 爷爷奶奶 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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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韵母入门 

苗文的韵母共 14 个，相对于声母，均较为简单。一样的，我们以 韵母+例

字+汉语翻译 的形式，来学习记忆这 14 个韵母。 

   

A AV 土 AA（A 的后鼻音） AI CAIJ 骑 

  

 

 

AU AUB 狗 AW DAWB 白 E EV 背 

   

EE QEEB 慢 I IB 一 IA IAB 苦 

   

O OS 鸭子 OO KOOB 针 U NTUJ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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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HUAB 云 W WB 我们 
 

 

 

韵母记忆练习 

Av luaj Caij nees Me aub Dawb paug Ev ntsa Qeeb ntsis 

地球 骑马 小狗 清白 背货 慢点 

Ib tus Iab heev Qe os Chob koob Tshaj ntuj Huab dub 

一个 太苦了 鸭蛋 穿针 阳光 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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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声调入门 

此苗文声调共八个，相似于汉语拼音的“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在书写时分别记作 b  m  j v -（不标） s g d，下面以 声调+

例字的形式来进行简单的记忆认识。 

    

B SIAB M NIAM J NTUJ V KUV 

    

- UA S MUS G NEEG D TOD 

 

 

声调是苗语苗文学习的一大难点，要求必须熟练掌握。随意拿一个字来都可

以读出 8 个调，拼读的时候一个一个往下推就知道哪一个读音才是正确的，写的

时候也可以一个一个往下推就可以书写出合适的读音。 

 

下面用几个简单的例字来对此加以说明： 

tob tom Toj tov to tos tog tod 

深 咬 坡 混合 通洞 等 沉 那边 

lob lom loj lov lo los log lod 

* 下毒 大 断 句 来 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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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练习 

ab am aj av a as ag ad 

pab Pam paj pav pa pas pag pad 

 

初学时，声调 V 和 D 可以认为一个，掌握前七个声调就可以满足日常使用，V

和 D 因为相似，在需要特别说明时加以注意就行。 

 

苗文拼读练习 

在学习了基本的声母和全部韵母、声调之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拼读练习。 

cab dab fab gab hab kab 

牵 鬼 荒 马鞍 憨 痕迹 

lem mem neej poj qoj roj 

栓紧、拉紧 墨水 人生、生活 雌性 摇 油 

seev tau vab xaws yog zoo 

吟 得 簸箕 缝 是 好 

 

苗文拼写练习 

你 我 他|她|它 刀 猫 很 

      

书 好 牵 小 大 人 

      

注：请自行查字典补全表格并体会苗文书写规律！



国际苗文——从学苗语到写苗文 - 13 - 

3.4  苗文拼写 

苗文是拼音文字，书写遵循一定的拼写规则，现总结如下： 

苗文拼写规则： 

1、文字组成为：声母+韵母+声调（keeb+suab+cim）,例如“我” 

=>”kuv”由声母 k+韵母 u+声调 v 组成。亦或由“韵母”+“声调”直接组

成，例如“背”=>”ev”由韵母 e+声调 v 组成。也有由韵母直接组成字的（ua

调不标注，实际上是有调的），如 i，那儿。 

2、苗文有八个声调（相似于汉语里的“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分别为 b m j v - s g d ,（为方便记忆分别使用八个字来表示： siab niam 

ntuj kuv ua mus neeg tod） 其中 - 不标出来，例如思念写作 nco，直接由 

声母 nc+韵母 o 组成。其次，由于 v 和 d 两个调在发音上相近，所以在书

写时实际上经常使用的只有七个调。（至于创制 8 个调的原因，可能是为兼顾

青苗语的书写，本人未深入研究，故在此不作讨论）； 

3、国际苗文只记发音，相同的发音即相同的字，例如：“我们”（三人以上） 

和“三”都写作“peb”； 

 

苗文书写规范 

苗文书写规范和英语书写规范有许多相同之处，此处总结如下： 

1、句号为实心点（.），而不是小圆圈（。）； 

2、省略号为三个点（...），而不是汉语那样的六个点（......）; 

3、国际苗文中没有顿号（、），可以使用连词或逗号（,）代替； 

4、国际苗文中没有书名号（《》），书名一般用引号（“ ”）或首字母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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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苗文书写时题目每个字首字母大写，每句话第一个字首字母大写， 

专有名词（国家名称、地区名称等等）全部大写。 

6、国际苗文文字不连写，苗语类似于汉语，没有“单词”的概念，而应是 

“单字”，组成句子的基础是字，而不是词。因此，国际苗文中的词组均不连写。 

例如“大家”写作“sawv daws”而不是“sawvda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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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声母进阶 

1）双字母声母 

双字母声母是在单字母声母的基础上，利用单字母互相组合，拼读出较为负

杂的声母，其发音可利用单个声母直接拼出来，但为了能够熟练运用，要求必须

记住每一个双字母的读音，也就是不用拼也可以直接读出来。 

CH DH DL HL HM HN 

CHEB 扫 DHIA 跳 DLEV 狗 HLOOV 换 HMOO 苗 HNAV 穿 

KH ML NC NK NP NQ 

KHIAV 跑 MLOOG 听 NCAWS 踢 NKOS 湿 NPAUM 够 NQOS 咽 

NR NT NY PH PL QH 

NROV 响 NTOV 砍 NYOB 在 PHAJ 搬 PLAM 滑掉 QHIA 告诉 

RH TH TS TX XY  

RHO 拔 THOOB 桶 TSUJ 踩 TXAWJ 会 XYA 七  

 

 

 

 

 

2）三字母声母 

三字母声母是双字母声母的进一步加强，学习方法也一样，可以允许先拼读，

再慢慢熟悉。所有的学习都是一样的，熟能生巧。虽然一个一个拼读也能识字，

也能书写，但是效率是极其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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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H HML HNY NCH NDL NKH 

DLHA 跨 HMLUAS

扁 

HNYAV 重 NCHOS 抖 NDLUA 泼 NKHAU

弯 

NPH NPL NQH NRH NTH NTS 

NPHOO

撒 

NPLAUM

黏 

NQHIS 渴

望 

NRHIAV

找 

NTHUA 散

开 

NTSAB 张 

NTX PLH TSH TXH   

NTXIAS 骗 PLHU 脸 TSHAIB 饿 TXHIAJ 财   

 

2）四字母声母 

声母的终极版，数量有限，也很好记忆。要求熟练掌握。 

NPLH NTSH NTXH 

NPLHAIB 戒指 NTSHAI 害怕 NTXHI 轻微 

 

负杂声母是苗文学习的一个难点，只有多听多读，多读多写，才能慢慢熟练，

用久了也就熟悉了。 

至此，苗文的基础知识已经学完了。多读多写，加深映像，循序渐进，得心

应手只是早晚的事。 

本章小结 

知识点：苗文组成，声母，韵母，声调，拼写规则，书写规范。 

难点：声调发音，复杂声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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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一览表（60 个） 

C CH       

D DH DL DLH     

F        

G        

H HL HM HML HN HNY   

K KH       

L        

M ML       

N NC NCH NDL NK NKH NP NPH 

NPL NPLH NQ NQH NRH NR NT NTH 

NTS NTSH NTX NTXH NY    

P PH PL PLH     

Q QH       

R RH       

S        

T TH TS TSH TX TXH   

V        

X XY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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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一览表（14 个） 

A E I O U W AA AI 

AU AW EE IA OO UA   

 

声调一览表（8 个） 

B M J V - S G D 

SIAB NIAM NTUJ KUV UA MUS NEEG 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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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识字一 

通过之前知识的学习，我们知道，苗文的基本组成是声韵母和调，那么一句

话的基本组成又是什么呢？是像英语一样的由单词组成的吗，还是像汉语一样由

一个个字组成？答案是，苗文句子的基本组成是字。 

苗语的性质决定了苗文的性质，苗语中每句话都是一个又一个单字组成的，

大多可以和汉字一一对应，所以，学习苗语不需要背住大量的单词，而只要熟悉

基本的常用字，就可以组词造句了。 

接下来，然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一些苗语中经常遇到的字词，同时不要忘了训

练自己的拼读能力哦! 

1）人称代词 

kuv koj nws wb peb nkawd 

我 你 它他她 我们（两

人） 

我们 （两人

以上） 

他们（两

人） 

lawv neb nej    

他们 （两人

以上） 

你们（两

人） 

你们 （两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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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用形容词 

Loj me ntev luv siab qis 

大 小 长 短 高 矮 

tsog yuag dav nqaim deb zeb 

胖 瘦 宽 窄 远 近  

taub nyias     

厚 薄     

 

3）颜色 

liab dawb dub daj ntsuab paj duag 

红色 白色 黑色 黄 绿色 粉红色 

xiav      

紫色      

   

4）天气 

tshav ntuj pos huab Ntuj ntxoov ntuj nag Los daus tshuab cua 

晴天 多云 阴天 雨天 下雪 刮风 

 

5）四季 

Ntuj tshiab ntuj sov ntuj tsaug ntuj no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Caij nplooj ntoos caij ntuj kub caij nplooj ntoov caij nt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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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v sov zeeg no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6）吃的 

Zaub  zaub dawb zaub ntsuab lauj pwm pwg nplej nplej 

菜 白菜 青菜 萝卜 水稻 大米 

pob kws qib cij taub ntoov taub dag dib 

苞谷 绿谷 小米 木瓜 南瓜 黄瓜 

Vawg liab lus noj tshais noj su noj hmo  

红薯 茄子 吃早饭 吃午饭 吃晚饭  

 

7）家畜 

Qaib os nos twm nyuj dev 

鸡 鸭 鹅 水牛 黄牛 狗 

npua      

猪      

 

8）厨具 

ntim  tais diav tsawg tsu yias 

碗 碗 勺子 筷子 甄子 炒锅 

lauj kaub fwj toog pib khob  tsooj  

煮锅 水壶 杯子 杯子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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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具 

tog txaj     

板凳 床     

 

10）房子 

Tsev  Qhov tsooj nthab ntaiv qhov 

cub 

qhov txos 

房子 门 楼上 楼梯 火塘 灶 

thaj tag hauv plag kuj tse loog tsev ua 

mov 

神堂 大堂 神堂前的空地 后屋檐下的

空间 

院子 厨房 

tsev 

pwb 

tsev daws 

tev 

vaj    

卧室 厕所 篱笆围起来的

空间 

   

 

11）交通工具 

Tsheb mem nyuam 

tsheb 

tsheb cav tsheb kauj vab 

车 轿车 摩托车 自行车 

tsheb loj nkoj dav h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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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对货车的泛

称） 

舟 飞机 

 

 

 

12）称谓 

Txiv  miam  yawg  pog Tij laug kwv 

爸爸 妈妈 爷爷 奶奶 哥哥 弟弟 

tub ntxhais niam tij niam laus tis nyab Niam hluas 

儿子 女儿 嫂子 姐姐 弟妹 妹妹（姐） 

muam txiv me niam me txiv hlob niam hlob yawm yij 

妹妹（兄） 叔叔 婶婶 伯父 伯母 姐夫 

dab laug niam tais yawm txiv Yawg koob Pog koob Viv ncaus 

舅舅 姥姥 姥爷 太爷爷 太奶奶 姐妹 

kws tij niam txiv pog yawg neej tsa   

兄弟 夫妻 爷爷奶奶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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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苗文进阶 

学习完苗文的基础知识后，这一章，我们开始学习双语课文，通过课文阅读

与背诵来加深映像。 

童年的记忆总是难忘的，无论快乐还是难过。本章多数课文，均摘自人教版

语文课本一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再次重温儿时的味道吧！ 

Xyaum tag tej suab ntawv thiab tej kev cai sau lawm, txij no lawm tom 

ntej, peb yuav kawm cov lus tias sau nkawm phau ntawv suav peb kawm 

thaum yau yau, vam tiab cia siab tias txhua leej txhua tus kawm txog 

lawm ces yuav nco txog nej yav kev kawm dhau los thi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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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Theem thib ib 

古老的比喻句/老人留下的比喻句 Niaj txhi piv txoj lus / tej laus piv txoj lus 

 

Tsev qeeb tsis zoo sim taws, tsev vuas tsis zoo sim zeb laws. 

茅草房不宜试火，瓦房不可抛石子。 

Txhais tes npuaj tsis nrov, txhais taw sawv tsis tus. 

孤掌难鸣，独脚难立。 

Npooj tsis zeeg, zoov tsis kaj. 

叶不落，林不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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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Theem thib ob 

    

Ncauj 嘴 Ntsej 耳 Muag 目 Tshis 羊 

    

Noog 鸟 Luav 兔 Hnub 日 Hli 月 

    

Hluav taws 火 Cav 木 Yub 禾 Yuaj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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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Theem thib peb 

Chaw ua sib 娱乐场地 

 

Dhia qeej 跳芦笙 

Ntaus ntiv 打羽毛毽 

Hais kwv txhiaj 长山歌 

Hu nkauj 唱歌 

Pov pob 抛包 

Ncaws cuam 踢脚架 

 

Ntuj no xaus, txog peb cuag, 

冬天完，新年到， 

Mus dhia toj, lom zem kawg. 

赶花山，多热闹。 

Pov pob ncaws cuam hais paj huam, 

抛包踢架和说唱， 

Lub caij xyoo tshiab txhob cia thuam. 

热闹新年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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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awj qeej taw lo tshauv, zoo nkauj tau phem vauv; 

会芦笙，灰粘脚，美丽的姑娘嫁不好， 

Txawj qeej tev lo roj, zoo nraug tau phem poj. 

会芦笙，油粘手，英俊的青年娶得愁。 

 

Lus ntxhib thiaj yog lus qab zib, 

难听的话才是甜言蜜语， 

Lus mov cev yog lus tuaj pov. 

好听的话只怕里面有刺。 

 

Tau teb phem ces tsuas yog ib cim, 

土地不好只坏一季， 

Tau poj se phem ces tag mus ib sim. 

媳妇不好完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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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Theem thib plaub 

四季 Plaub lub caij 

 

Nroj hlav ntsuab vog, 

草芽尖尖， 

Nws hais rau me noog tias 

它对小鸟说： 

Kuv yog ntuj tshiab. 

“我是春天。” 

 

Nplooj qos kheej dav, 

荷叶圆圆， 

Nws qhia tsau qav 

他对青蛙说： 

Kuv yog ntuj sov 

“我是夏天。” 

 

 

Hnab nplej nkhaus nkhaus 

谷穗弯弯， 

Nws khoov tsawv tias 

他鞠着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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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v yog ntuj tsaug 

“我是秋天。” 

 

Tus neeg daus ntxob tsaws lub plab loj loj, 

雪人大肚子一挺， 

Hais lus tso luag tias, 

他顽皮的说： 

Kuv txawm yog ntuj no. 

“我就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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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Theem thib tsi 

 

Lub nkoj me me tsaws dej ntab. 小小竹排顺水流 

Lub me nkoj, tsaws dej ntab, 小竹排，顺水流， 

Me noog quaj, me ntsev ha, 鸟儿唱，鱼儿游。 

Ob sab zoov ntoo tuab, 两岸树茂密， 

Qoob loog hlav ntsuab xiab, 禾苗绿油油。 

Teb chaws zoo ua noj,  江南鱼米乡， 

Lub nkoj me me tsaws dej ntab. 小小竹排画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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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Theem thib tsau 

Noog tias lub tsev twg thiaj yuav zoo nkauj kawg? 

那间房子最漂亮? 

 

Ib lub tsev, ob lub tsev, 一座房，两座房， 

Vuas ntsuab xiab, ntsa dawb paug, 青青的瓦，白白的墙， 

Qhov tsooj loj li loj, qhov tsais dav li dav. 宽宽的门，大大的窗。 

Peb lub tsev, plaub lub tsev, 三座房，四座房， 

Ntsaum loog txiv ntoo tsw qab tuaj, 房前花果香， 

Kuj tse tej ntoo ua phiaj los. 屋后树成行。 

Noos tias lub tsev twg thiaj yuav zoo nkauj kawg? 哪间房子最漂亮？ 

Txawm yog peb lub me tsev kawm. 要数我们的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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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Theem thib xya 

Kuv yawg thiab tus ntoo 爷爷和小树 

 

Ntawm peb qhov tsooj muaj ib tus me nyuam ntoo, ntuj no tuaj txog  

lawm, kuv yawg muab lub tsho rau tus ntoo hnav, tus ntoo tsis hnov no 

lawm. 

我家门口有一颗小树。冬天到了，爷爷给小树穿上暖和的外衣。小树不冷了。 

Caij ntuj sov tuaj txog, tus ntoo qhiab lub kaus tsoos tsau kuv yawg, 

tsis sov kuv yawg lawm. 

夏天到了，小树给爷爷撑开绿色的伞。爷爷不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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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Them thib yim 

Niaj txhi piv txoj lus 古老的比喻句 

tsov txaij nraum daim tawv, 

老虎皮外有条纹， 

Neeg txaij hauv ntsuab plaws. 

人的心里有黑白。 

Ntsev txaij ntsam daim tiab, 

鱼纹在鱼尾， 

Neeg txaij hauv ntsuab siab. 

人纹在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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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Theem thib cuaj 

Lub nkoj me me 

小小的船 

lub hli nkhaus nkhaus xws lub nkoj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Lub nkoj me me ob tog nkhaus 

小小的窗儿两头尖， 

Kuv zaum tib zoo hauv lub nkoj 

我在小小的船里座， 

Ruas pom hnub qub ci ci ntuj kaj kaj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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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Theem thib kaum 

Tshav ntuj 阳光 

Tshav ntuj xws li kub, w puv ntiaj ntsag, toj tsoob, hauv dej. 

阳光像金子，洒遍田野、高山和小河。 

Cov yub hauv liaj, vim muaj tshav ntuj, ntsuab dhau tuaj lawm. Cov 

zoov ntoo saum tsoob, vim muaj tshav ntuj, siab dhau tuaj lawm. Tshav 

ntujn ci vog ntawm nplaim dej, xws li tsho nyiaj tsho kub loj thiab ntev. 

田里的禾苗，因为有了阳光，更绿了。山上的小树，因为有了阳光，更高了。

河面闪着阳光，小河就像长长的锦缎了。 

Sawv ntxov, kuv qhib lub qhov tsais, tshav ntuj dhia los huav kuv tsev. 

早晨，我拉开窗帘，阳光就跑进了我的家。 

Leej twg twb ntes tsis tau tshav ntuj, tshav ntuj yog sawv dawv li. 

谁也抓不住阳光，阳光是大家的。 

Tshav ntuj xws li kub, tshav ntuj kim dua kub thiab. 

阳光像金子，阳光比金子更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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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Theem thib kaum ib 

Duab 影子 

 

Daub ua kuv ntej, 

影子在前， 

Duab lawv kuv qab, 

影子在后， 

Tus duab nyob ntawm kuv ib sab, 

影子常常跟着我， 

Xws li tus me aub dub. 

就像一条小黑狗。 

 

Duab mus sab laug, 

影子在左， 

Daub tuaj sab xis, 

影子在右， 

Tus duab nyob ntawm kuv ib sab, 

影子常常陪着我， 

Nws yog kuv li zoo pheej ywg. 

它是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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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Them thib kaum ob 

Twv ko tw 比尾巴 

 

 

Leej twg ko tw ntev? 

谁的尾巴长？ 

Leej twg ko tw luv? 

谁的尾巴短？ 

Leej twg ko tw xws lub kaus? 

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 

 

Me liab ko tw ntev, 

猴子的尾巴长， 

Me luav ko tw luv, 

兔子的尾巴短， 

Me nas ko tw xws li ib lub kaus. 

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 

 

Leej twg ko tw nkhaus? 

谁的尾巴弯？ 

Leej twg ko tw mluav? 

谁的尾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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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j twg ko tw txem zoo nkauj? 

谁的尾巴最好看？ 

 

Lau qaib ko tw nkhaus, 

公鸡的尾巴弯， 

Yaj yuam ko tw mluav, 

鸭子的尾巴扁， 

Khoob chuj ko tw txem zoo nkauj. 

孔雀的尾巴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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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us aub, ib tus dej, ib daim huab, ob tus os, ib lub nkoj, ntau tsev paj. 

一只小狗，一条小河，一朵白云，两只鸭子，一条木船，几多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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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Theem thib kaum peb 

 

 

Qab teb qaum teb sab hnub tuaj hnub poob. 

东南西北 

Ntuj kaj sawv los, 

早晨起来， 

Tig ntsia hnub tuaj, 

面向太阳， 

Tom ntej yog sab hnub tuaj, 

前面是东， 

Tom qab yog sab hnub poob, 

后面是西， 

Sab laug yog qaum teb, 

左面是北， 

Sab xis yog qab teb. 

右面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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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 Theem thib kaum plaub 

Hauv teb zaub  菜园里 

 

Lus  茄子  Kua txob 辣椒  Dib 黄瓜 Taum 豆 Lauj pwm 萝卜 

Taub 南瓜  Zaub dawb 白菜 Zaub pob 卷心菜 

Txiv lus qaub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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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av taum ntsuab xiab ntev ywm soob, 

豆角青青细又长， 

Lub dib hnav cev tsho ntsuab zoo. 

黄瓜身穿绿衣裳， 

Tej lus taws teeb siab saum ntoo, 

茄子高高打灯笼， 

Lauj pwm tso nkaum nyob hauv av. 

萝卜地下捉迷藏。 

Kua txob cev ntev qhov ncauj ntseb, 

辣椒长个尖尖嘴， 

Taub dag ywm laus tawv ywm daj. 

南瓜越老皮越黄。 

Liab ntsuab daj xiav zoo saib kawg, 

红绿黄紫真好看， 

Peb thaj teb zuab huab cua zoo. 

菜园一片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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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Theem thib kaum tsi 

Kuv xav mus saib heev 

我多想去看看 

 

Niam hais rau kuv tias, 妈妈告诉我 

Tsaws tsawv txoj kev nkhaus nkhuas mus, 沿着弯弯的小路 

Txawm mus tawm tau tej tsoob ha. 就能走出大山 

Ntawm lub nroog pej ceeb, 遥远的北京城 

Muaj lub Qhov Rooj Ntuj Gab, 有一座天安门 

Ntawm lub vaj tsub tus chij txaus saib heev.  广场上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Kuv teb niam tias 我对妈妈说， 

Kuv xav mus saib heev, 我多想去看看， 

Kuv xav mus saib heev. 我多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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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j Ceeb yog peb kuj cua lub thawj nroog,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Daim chij liab mauj tsib lub hnub qub yog peb li kuj chij. 

五星红旗是我国的国旗。 

Peb hlub Peej Ceeb, 

我爱北京， 

Peb hlub kuj chij. 

我爱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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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Theem thib kaum rau 

Nag 

雨点儿 

 

Suav tsis txheeb li dej hag poob qos saum huab los. 

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 

Nyob ntawm ib nta ntuj, teev nag loj noog teev me tias :“koj yuav 

mus qhov twg?” 

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 

Teev nag me teb tias: “kuv yuav mus ntawm thaj chaw muaj paj muaj 

ntsoj, es koj nev?” 

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 

Teev nag loj hais tias: “kuv yuav mus lawm tej thaj chaw tsis muaj paj 

thiab tsis muaj ntsoj.” 

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 

Tsis ntev tom ntej, ntawm tej thaj chaw muaj paj muaj ntsoj, paj ywm 

liab lawm, ntsoj ywm ntsuab tuaj. Tej tsis muaj paj tsis muaj ntsoj los 

tawg paj liab vog, hlav ntsoj ntsuab xiab. 

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长出

了红的花，绿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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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Theem thib kaum xya 

Yus kuj mus yus 

自己去吧 

Me nyuam os hais tias: “niam os niam, koj coj kuv mus ua luam dej 

puav tau?” niam teb tias: “tus dej ntawv yau yau twb tsis tob, es koj kuj 

mus koj xwb.” Dhau lawm ob peb hnub, me nyuam os xyaum txawj ua 

luam dej lawm. 

小鸭说：“妈妈，您带我去游泳好吗？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

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 

Me nyuam dav qhuav hais tias: “naim os naim, kuv xav mus saib sab 

tsoob tim ub, koj coj kuv mus puav zoo?”Niam teb tias: “sab tsoob tid 

zoo saib heev, koj kuj mus koj xwb.”Dhau lawm ob peb hnub, me nyuam 

dav qhuav xyaum txawj ya lawm. 

小鹰说：“妈妈，我想去山那边看看，您带我去好吗？”妈妈说：“山那边

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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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课 Theem thib kaum yim 

Ib zaug paub dua ib zaug 

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Hauv teb zaub, tau twg pw hauv av, lws dai saum cig. 

菜园里，冬瓜趟在地上，茄子挂在枝上。 

Ntawm kuj tse, luv niam hais tsau me nyuam luv tias: “koj mus 

ntsam teb zaub, mus saib se taub twg thiaj lws muaj dab tsi tsis ib 

yam?” Me nyuam luv mus lawm, Rov los hais tias: “niam os niam, taub 

twg loj, lws me !” 

屋檐下，燕子妈妈对小燕子说：“你到菜园去，去看看冬瓜和茄子有什么不

一样？”小燕子去了，回来说：“妈妈，妈妈，冬瓜大，茄子小！” 

Luv niam hais tias: “koj hais tau zoo heev, dab sis koj puav kam rov 

mus saib thiab, tseem muaj dab tsi tsis ib yam？” Me nyaum luv rov mus 

lawm, rov los tias: “niam os niam, taub twg yog ntsaub li, lws yog xiav 

li !” 

燕子妈妈说：“你说得对，你能不能再去看看，还有什么不一样？”燕子又

去了，回来说：“妈妈，妈妈，冬瓜是绿的，茄子是紫的！” 

Luv niam too hau tias: “zoo kawg, dab sis, koj puav kam rov mus ib 

zaug ntxiv thaib, mus saib se lawv tseem tshuav dab tsi tsis ib yam?”Me 

nyuam luv rov mus lawm, rov los zoo saib heev tias: “niam os niam, kuv 

pom tau twg phob twg muaj plaub, lws lub qia muaj ntshiv!”Luv n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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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ag lawm, hais tias: “koj ib zaug paub dua ib zaug !” 

燕子妈妈点点头，说：“很好，可是，你你能不能再去仔细看看，它们还有

什么不一样？”小燕子又去了，回来高兴地说：“妈妈，妈妈，我发现冬瓜的皮

上有细毛，茄子的柄上小刺！”燕子妈妈笑了，说：“你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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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课 Theem thib kaum cuaj 

Nas tsuag nrhiav lauj xoob 

小松鼠找花生 

 

Daim teb ntawm ntug zoov cog puv lauj xoob lawm, lauj xoob twb 

tawg paj zom zawv, ib tsev ib tsev daj vog hauv teb, tshav ntuj tawm tuaj 

ziab rau zoo saib heev. 

大树旁边的地里种了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

阳光下格外鲜艳。 

Nas ntsuag noog nav tsev tias: “cov paj no yog paj dab tsi os?”Nas 

tsev teb tias: “yog paj lauj xoob, txog ntuj tsaug txawj txi txiv lauj xoob, 

zoo noj kawg nkaus.”Nas tsuag zoo saib heev, nws xav tias: “tos paj txi 

txiv lawm, kuv yuav tuaj muab nws de mus tseg cia ntuj no tau noj.” 

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呀？”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话，到了秋天，

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啦！”小松鼠很高兴，他想：等花结了果，我就把花生摘

下来，留着冬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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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 ntsaug ib hnub hnub twb mus hauv teb mus xyuas seb paj lauj xoob 

puav tau txi txiv. 

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 

Nws tos li tos, paj twb poob tas lawm los yeej tsis pom ib lub txiv 

qhov twg li. 

它等啊，等啊，等到花生都落光了，也没有看见一个花生。 

Nas ntsuag xav mus xav los los xav tsis thoob, nws hais tias: “es leej 

twg muab lauj xoob de mus lawm nev ?” 

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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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课 Theem thib nees nkaum 

 

Cov kws kos duab ntawm teb daus 雪地里的小画家 

Los daus lawm, los daus lawm! 下雪啦，下雪啦！ 

Muaj ib npoj kws kos dau tuaj txog ntawm daim teb daus,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Me qaib kos nplooj xyoob, 小鸡画竹叶， 

Me aub kos lub paj 小狗画梅花， 

Tus os kos nplooj ntoos, 小鸭画枫叶， 

Tus nees kos lub hli. 小马画月牙。 

Tsis siv cwj los tsis siv mem, 不用颜料不用笔， 

Ob tsuam ua tau ib daim daub. 几步就成一幅画。 

Ua cav tus qav tsis tau tuaj ?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Nws pwb tsaug zog hauv qhov lawm. 他在洞里睡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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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课  Theem thib nees nkaum ib 

Qiv xeeb zij 借生日 

Sawv ntxov, nkauj huab sawv los, pom muaj ib tus dais ntaub ntxim 

hlub heev nyob ntawm nws hauv ncoo ib sab. 

早晨，小云醒来一看，枕头边放着一只可爱的布熊。 

Niam los, foom nkauj huab xeeb zij noj qab haus huv. Nkauj huab 

noog tias: “niam ua cav koj ib txwm tsis mauj xeeb zij li?” niam luag 

tias:”kuv tsis nco qab lawm.” 

妈妈走过来，祝小云生日快乐。小云问妈妈：“您怎么从来不过生日？”妈

妈笑着说：“我忘了。” 

Noj tshais tas, niam yuav mus ua hauj lwm, muab lub hnab los naj has 

tseem pom hauv muaj ib tus dais ntaub. 

吃过早饭，妈妈要去上班，拿起包一看，里面装着一只布熊。 

Nws tseem yuav muab tawm tuaj, nkauj huab khiav los tias:”niam, 

tus dais ntaub no yog kuv muab los ua koj plig khoom xeeb zij, koj sij tsis 

nco koj li xeeb zij lawm, hnub no kuv qiv kuv lub xeeb zij tsau koj!” 

她正要往外拿，小云跑过来按住妈妈的手，说：“妈妈，这个布熊是我送您

的生日礼物。您总是忘了自己的生日，今天我把生日借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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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课  Theem thib nees nkaum ob 

Me nyuam daus 

雪孩子 

Los lawm ib hnub ib hmos li daus, saum tsev, saum ntoo, ntawm teb 

dawb tas ib phab. 

下了一天一夜的雪，房子上、树上、地上一片白。 

Luav niam yuav mus nrhiav noj. Nws tib tau ib tus me nyuam daus 

zoo nkauj heev lso nrog me nyaum luav ua si. 

兔妈妈要出去找吃的。她堆了一个漂亮的雪孩子，让他和小白兔一起玩。 

Saib tsawv tus me nyuam daus ntxim hlub heev, me nyuam luav zoo 

siab kawg, nkawd ob leeg hu nkauj thiab dhia ua si txaus saib nkaus. 

看着可爱的雪孩子，小白兔真高兴。他和雪孩子又唱又跳，玩的很开心。 

Me nyaum luav ua si lim lawm, txawm mus tsev pwb lawm. Huav tsev 

no heev li, nws txawm huam taws ntau ntau tsau hauv qhov cub ces mus 

pwb lawm. 

小白兔玩累了，就回家我休息。屋子里很冷，他玩火里加了一些柴，就上床

睡觉了。 

Hluav taws cig tuaj muab cov taws ntawm ib sab qhov cub hlawv kub 

tuaj, me nyaum luag pwb tsaug zog lawm, twb tsis paub txog dab tsi li. 

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小白兔睡得正香，一点儿也不知道。 

Me nyuam daus pom luav lub tsev kub hnyiab lawm, txawm khiav sai 

sai li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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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孩子看见小白兔家着火了，就飞快地跑了过去。 

Me nyuam daus cawm tau me nyuam luav qov hauv hluav taws tawm 

tuaj, nws tus kheej ho yaj lawm. 

雪孩子从火中救出了小白兔，自己却化了。 

Me nyaum daus mus ua qhov twg lawm nev? Nws yas mus lawm 

saum ntuj, ua lawm ib daim huab dawb, ib daim huab dawb zoo nkauj 

kawg nkaus. 

雪孩子哪里去了呢？他飞到了空中，成了一朵白云，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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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课 Theem nees nkaum peb 

Me nyaum dais nyob qhov av 

小熊住山洞 

 

Me nyaum dais lawd ib tse ib txwm nyob haus qhov av. 

小熊一家住在山洞里。 

 

Mauj ib hnub, txiv dais hais tias:”peb mus txiav ib cov ntoo los, los 

ua ib lub tsev ntoo nyob.” 

熊爸爸对小熊说：“我们去砍些树，造一间木头房子住。” 

 

Ntuj tshiab tawj tuaj, lawv chaws mus lawm hav zoov, saum ntoo hl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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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looj zom zaws ntsaub xiab, me nyuam dais sev tsis tau txiav. 

春天，他们走进森林。树上长满了绿叶，小熊舍不得砍。 

 

Ntuj sov, lawv chaws mus lawm hav zoos, saum ntoo tawg paj puv tas, 

me nyuam dais sev tsis tau txiav. 

夏天，他们走进森林，树上开满了花儿，小熊舍不得砍。 

 

Lub caij nplooj ntoo zeeg, lawv rov mus lawm hav zoov, saum ntoo txi 

txiv puv tas, me nyuam dais sev tsis tau txi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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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他们走进森林。树上结满了果子，小熊舍不得砍。 

 

Lub caij ntuj no, lawv mus lawm hav zoov, saum ntoo noog tsaws puv 

tas, me nyuam dais sev tsis tau txiav. 

冬天，他们走进森林，树上有许多鸟，小熊舍不得砍。 

 

Ib xyoos dau lawm ib xyoos, lawv tsis tau txiav ntoo los ua tsev, ib 

txwm nyob hauv qhov av. 

一年又一年，他们没有砍树造房子，一直住在山洞里。 

Cov tsiaj nyob haus hav zoov lawv twb ua tsaug ntau heev tsau tsev 

dais no, nqa tau ib tsev tsev paj tuaj rau lawv. 

森林里的动物都很感激小熊一家，给他们送来了一束束美丽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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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拓展阅读 

一 

Kuv yog hmoob 

Kuv yog hmoob, kuv hais lub hmoob, kawm ntawv hmoob. Hmoob 

muaj txuj muaj ci, hais kwv txhiaj phiaj fab，lus taum paj huam, ntaus lawj 

xeeb dhia qeej xauv npov; Hmoob muaj kev muaj cai, tsaws kab tshoob 

kev kos, coj kev cai dab qhuas, tus hlob hlub tus yau, cov laus coj cov 

hluas; Hmoob muaj tsis tshob zoo saib, paj ntau kooj toog nyiaj ua rau 

ntiaj teb neeg saib tsis txawj dhuav. Lwm tiam yog muaj tiag, kuv yuav 

thov yawm saub tsim kuv rov los ua hmoob thiab. 

原文大意： 

我是苗族，说苗话，学苗文。苗族有功夫有文化，唱情歌对山歌，抒情诗和

训语，练拳脚跳芦笙舞热闹非凡；苗族有礼仪习俗，随嫁娶之礼，信仰祖宗和万

物，兄长爱护弟弟妹妹，老人教导青年；苗族有绚丽的服饰文化，苗绣和银饰让

世人百看不厌。如果真的有来世，我要祈求天帝还让我生为苗民。 



国际苗文——从学苗语到写苗文 - 60 - 

二 自我介绍 

Ob qhia yus tus kheej 

Kuv npeb ua Nkauj Ci Yaj, muaj lub npeb Suav hu hais tias Yaj Meem, 

Peb tsev nyob Paj Tawg Lag, Kuv tau tuaj kawm ntawv tsau ntawm lub 

tsev kawm KMUST no tau ob xyoos lawm . Kuv zoo siab heev tau ntsib 

nej sawv daws！ 

原文大意：我叫“告激杨”， 汉名叫杨梦，我们家在文山城里，我已经来

昆明理工大学读书两年了。很开心能遇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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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母的叮嘱 

Peb  niam txiv tej lus ntuas 

Thaum nyob hauv tsev, ntuj pom kev zuag yuav sov los, tej ntxhais 

yuav tsauv taws ua zaub ua mov, tej tub yuav mus kws dej kws daws, pab 

niam pab txiv khwv noj khwv haus, txhob xav tias tsis ua yuav txawj muaj 

es nyob tub nkeeg ib hnub lawm ib hnub tuaj. Noj tshas tas nyias yuav 

npaj nyias hauj lwm, txhob cia lub caij nyug dhau lawm tsis muaj nuj nqis 

mog. 

Txog caij txog nyug yuav tsum mus kawm txuj kawm ci, kawm ntaub 

kawm ntawv, mob siab rau yus txoj kev kawm, kawm tiav yuav los ua lub 

chaw vam khom rau kwj tij neej tsa, los pab txhawb yus lub neej kom mus 

tawg paj txi txiv, ua neeg tsim txiaj thiaj li tsis nkim niam txiv lub zog 

mog. 

原文大意： 

在家里的时候，天亮了要及时起床，女孩子要生火做饭做菜，男孩子要跳水

砍柴，和父母一起劳苦，别想着自己不劳动也有吃的而懒散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吃过早饭要忙于各自的劳务，别让时光白白溜走了。 

到了一定的年龄，要去学习知识文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求学之路，毕业之

后要做亲人的靠背，要让自己的人生开花结果，做个有价值的人，才不辜负父母

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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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Plaub  kuv yog neeg sauv, kuv nyiam suav teb 

Kuv yog ib leej neeg sauv, kuv nyiam kuv lub teb chaw tuam tshoj. 

Peb tuam tshoj muaj keeb kwm ntev dhau tsib txhiab xyoo, muaj liaj teb 

dav cuaj pau rau cauj vam km², peb mauj tsib caug rau haiv neeg nyob 

koom ib lub ntuj daim av ua kwj kij nus muag los tau ib yig. 

原文大意：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拥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有 960 万

平方千米的宽广土地，我们在同一片天同一块土上有 56 个兄弟姐妹民族组成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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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笑话两则 

Tsi   lus tso tag tso luag 

一 ib 

Puag thaum ub os, muaj ib tus tub luag, muaj ib hnub nws thiab nws 

poj niam mus xyuas niam tais. Mus txog niam tais, niam tais pom nws ua 

tib tug plob hau ntxhov poog, ces txawm cem nws tias”lwm zaum tuaj 

ces xwb muab koj lub taub hau dev chais kom du tso mam tuaj”, ua li 

ces nyob ob peb hnub nkawv ob niam txiv rov mus tsev lawm.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青年，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去看望岳母。到了岳母家，

岳母看到他头发又长又乱，就对他说“下次来之前记得剃光你的狗头”。他们两

夫妻在了几天就回家了。 

Nyob tsis ntev xwb ces twb dhau mus lawm ob peb lub hlis, ces 

nkawv yuav tsov qab mus niam tais. Zaum no nws yeej nco zoo niam tais 

cov lus, muab tus dev taub hau chais du du li thiaj mam li cab tus dev 

ntsog mus ua ke. 

感觉才回来住了不久，就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他们又要去看岳母了。这次他

记住了岳母说的话，把他家的狗剃光了头再牵着一起去。 

Mus txog niam tais tsev lawm, niam tais pom nws tus dev mam yawm 

xav luag ywm tsis paub tias vim li cas. Thiaj noog tias “cas koj tus aub es 

yuav haib ua luaj no?”,tus vauv tiaj teb tias”es zaum dhau los lawm 

niam koj kom kuv muab kuv lub taub hau dev chais kom du no mam tuaj 

no es kuv thiaj ua tsaws li koj hais xwb os. ”,nws hais tas li ntawv ua 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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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v daws luag tawm kua muag ntsho. 

到了岳母家，岳母见了他牵的狗，又好笑又莫名其妙，才问他：“为什么你

的狗如此优秀？”，他才回答道“您上次不是叫我剃光我的狗头再来看您吗？所

以我才照着做了啊。”他说完，大家眼泪都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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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b 

Thaum yuav txog tsiab, yawm yij mus nrog cov dab laug ua hauj lwm 

tas yuav los tsev, muaj tus dab laus hais tsau nws tias”yawm yij, koj mus 

es txog hnub nees nkauj coj lawv cov niam tub tuaj peb tua npua noj 

os!”,”awm, ua li mam, txog hnub mam tuaj os”, hais li tas ces nws mus 

tsev lawm. 

年底了，姐夫帮几个舅舅忙完了农活要回家，有个舅舅对他说：“姐夫，你

回家到了二十那天来我家杀猪吃啊！”“好的，到时候再来，”说完他就回家了。 

Txog hnub nees nkaum, cov dab laus twb muab npau tua lawm ua tau 

noj tas los tsis pom yawm yij tuaj li, thiaj mus noog, yawm yij twb tias 

“es nej tias txog hnub nees nkaum mus tua npua noj no es nees teb tsis 

tau nkaum ne, cas nej twb tua npau noj lawm?”, cov niam tub hnov nws 

hais li ntawv mas xav luag tas tas li. 

到了二十那天，舅舅家一群人都把猪杀了，饭都吃好了，还没见到姐夫来，

才去问，姐夫回答说“你们不说到了‘马躲起来那天’再去嘛，马还没有躲起来

你们怎么就杀猪吃了”，听他说完全家都笑了。 

注：苗语里，二十（nees nkaum）和马躲起来（nees 马，nkaum 躲起来）

发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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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苗语歌曲欣赏 

Zaj thib ib 

peb yog hmoob 

我们是苗族 

tus sau: Insee Thao 

作词：Insee Thao 

tus hu: tub vwj  

演唱：tub wuj 

 

kuv no zoo siab tias kuv no yog hmoob yug 

我很开心我是苗族 

hmoob muaj teej tus thiab kuv muaj lus hmoob hais 

苗族有自己的精神文化我才有苗语说 

muaj tshoob muaj kos 

有婚姻礼仪 

thiab peb hmoob muaj kev muaj cai 

也有规矩道德 

tsoos tsho zoo saib poj ua tseg yawm ua cia 

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丽衣服 

txawm nyob qhov twg 

无论在哪里 

thov nco ntsoov tias yus yog hm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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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自己是苗 

txawm nyob pem roob 

无论是在山上 

los yog mus nyob nruab khw 

还是在城镇里 

txawm nyob nplog teb 

无论在老挝 

los nyob rau lub qab ntuj twg 

还是在哪个国家 

yog hmoob ib txwm 

生来为苗 

yuav yog hmoob mus tag ib sim 

就一生一世是苗 

txawj nej yuav nyob qhov twg 

不论你们在哪 

nco ntsoov tias peb yog hmoob yug 

请记得我们是苗家儿女 

hais hmoob lo lus raws hmoob tus caj ceg 

说苗话守苗规 

los peb sawm daws tuav tev 

让我们团结起来 

tus hlob yuav los pab tu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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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爱幼，大护小 

los peb sib tuav tes txhawb nqa peb hmoob 

让我们团结起来爱护自己 

 

music... 

 

tuaj nyob nram nroog 

来城镇里居住 

tuaj kawm ntawv ua dag ua zog 

去读书或做生意 

yog tias yus yog neeg hmoob thov nco ntsoov txog 

要是自己是苗族请记住 

txhob txia ua thaib ua mes kas ua sauv ua nplog 

别成了泰国人美国人汉族和老挝人 

tej ntawv tsis yog 

那不是 

yus teev ntshav nyob hauv yus lub cev 

流在你身体里的血 

txawj nej yuav nyob qhov twg 

无论你们在哪里 

nco ntsoov tias peb yog hmoob yug 

记住我们是苗家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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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s hmoob lo lus raws hmoob tus caj ceg 

说苗话遵苗规 

los peb sawm daws tuav tev 

让我们团结起来 

tus hlob yuav los pab tus me 

长爱幼，大护小 

los peb sib tuav tes txhawb nqa peb hmoob 

让我们团结起来爱护自己 

txawj nej yuav nyob qhov twg 

无论你们在哪里 

nco ntsoov tias peb yog hmoob yug 

请记住我们是苗家儿女 

hais hmoob lo lus raws hmoob tus caj ceg 

说苗话遵苗规 

los peb sawm daws tuav tev 

让我们团结起来 

tus hlob yuav los pab tus me 

长爱幼，大护小 

los peb sib tuav tes txhawb nqa peb hmoob 

让我们团结起来爱护自己 

thov peb nco tseg tias peb yog hmoob yug 

请记住我们是苗家儿女



国际苗文——从学苗语到写苗文 - 70 - 

Zaj thib ob 

hmoob lub hwm 

苗族的福气 

tus hu: Neeb Haam & Saub Nag Yaj 

演唱： Neeb Haam & Saub Nag Yaj 

 

M:peb lub neej hmoob thaum ub 

男：我们苗族从前的生活 

tseem nyob rau pem roob 

还居住在山上 

daim me tsoos zoo peb twb tsis tau nrog luag hnav 

好的衣裳都不能和别人一样穿一件 

ib pluag me qab twb tsis tau nrog laug noj 

好吃的一餐都不能像别人一样吃一口 

tiv tshav tiv nag sawv nraim ntawm lub luag teb 

风吹日晒活在地头 

 

W:peb lub neej hmoob thaum ub 

女：我们苗族从前的生活 

poj koob yawm txwv coj 

爷爷奶奶带领的时候 

ua lub neej nyob tsis muaj txoj kev txawj n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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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知学习路 

mus ua daim teb nyob rau tim ntav toj 

去开荒在那半山坡 

khwv tag zog lub hws nrog thiaj tau hnav mog 

辛苦劳作汗水直流才有吃有穿 

 

 

W-M: los rau niam no lub neej tshiab 

合：来到现在的新时代 

zoo lawm tiag tiag vim peb tau mus kawm txuj kawm ci 

真的好了因为我们去学习 

peb tub ki muaj laj fab tswm yim nthuav dav 

我们子女良方主意来之不尽 

pw sov noj qab vim peb muaj zoo xib fwb qhia 

吃好睡好因为我们有好师傅教导 

peb hmoob txhua leej txhua tus yuav sib hlub sib fwm 

我们苗家要互助互爱 

rau siab ntso khwv kom peb lub neej ci ntsa iab 

专心生产我们的生活才能耀耀生辉 

peb yuav qhuab qhia kom tub ki ua neeg zoo 

我们要教导子女做好人 

kev noj hnav tsis coom hmoob kev hlub thiab li nthuav d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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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衣足食才能知书识礼 

 

M:peb lub neej hmoob thaum ub 

tseem nyob rau pem roob 

daim me tsoos zoo peb twb tsis tau nrog luag hnav 

ib pluag me qab twb tsis tau nrog laug noj 

tiv tshav tiv nag sawv nraim ntawm lub luag teb 

 

W:peb lub neej hmoob thaum ub 

poj koob yawm txwv coj 

ua lub neej nyob tsis muaj txoj kev txawj ntse 

mus ua daim teb nyob rau tim ntav toj 

khwv tag zog lub hws nrog thiaj tau hnav mog 

 

W-M: los rau niam no lub neej tshiab 

zoo lawm tiag tiag vim peb tau mus kawm txuj kawm ci 

peb tub ki muaj laj fab tswm yim nthuav dav 

pw sov noj qab vim peb muaj zoo xib fwb qhia 

peb hmoob txhua leej txhua tus yuav sib hlub sib fwm 

rau siab ntso khwv kom peb lub neej ci ntsa iab 

peb yuav qhuab qhia kom tub ki ua neeg zoo 

kev noj hnav tsis coom hmoob kev hlub thiab li nthuav d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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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j thib peb 

Yog tag kis, wb tsis sib ntsib, thov koj cia kuv tsau hauv koj nruab plawv,  

要是明天，我们不能再见，请你把我留在你心间， 

kuv mam khaws koj tsau hauv kuv nruab siab. yuav tsis qhia tsau leej  

我会把你珍藏在我肝里，不会让别人知道。 

tug paub, vim wb tau sib paub sib hlub ib zaug. yog tag kis, wb tsis  

因为我们我们相知相爱一场。要是明天，我们不能相见， 

sib pom, thos koj nco tias kuv no tseem hlub koj os, txawm mus nyob  

请你记得我还深爱你啊，即使到了天涯海角， 

tsau sab ntuj tug, koj no xwb yog tus kuv nco, qhia tsau koj, koj yog  

你是我唯一的想念，让你知道，你是我的生命。 

kuv txoj sia. txob tu siab, txawm tsis sib tau los ua ib cuab, tsis txob  

别伤心，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别哭了， 

quaj, so lub kua muag, ib hnub yeej yuav tau sib hlub, txob tu siab, tsis  

擦了眼泪，总有一天能如愿。别伤心，不是地老天荒， 

yog ov luaj quas, dej hiav txwv toj tsoob hauv pes tu, yog tsis tuag, wb  

不是高山大海来相隔，有生之年， 

yeej tsov tau sib txuas. yog tag kis, tsis pom kuv lawm, thov koj khawv  

我们定能再续前缘。要是明天，见不到我了，请珍藏好我们的故事， 

wb txoj kev hlub zoo tseg, txawm yuav ntev mus pes tsawg xyoo, yuav 

就算到了地老天荒，我会记得 

nco tsoos, tsov los cuag koj. Qhia tsau koj tias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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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寻到，告诉你 kuv hlub k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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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苗语最常用的 800 个字词 

kuv rau li lub ua yog 

我 给，到，六 的，这样 个 做，干 是 

los nws tau thiab tsis ib 

回来 它，他，她 得到，可以 而且，和 不 一 

hmoob no muaj yuav kev tus 

苗族，苗民 这个，这 有，富 将，要 路 位，头，条 

ntawv mus koj nyob peb lawm 

书，纸 去 你 在 我们（>2） 了 

tias cov uas siab zoo hais 

这么，这样 那些 
连词，相当于—

—，用于解释说明 
肝 好 说 

thiaj hlub neeg hauv ntawm thaum 

才 爱，关爱 人 里面 至于 那时候 

txoj xwb tug txog kom lawv 

条 而已  到达，到 使得，让 他们（>2） 

sib kawm teb yam qhov tej 

相互 读 地 那些 洞 这，类 

ces xav tuaj neej hnub paub 

那么 想 来 人生，生活 日，太阳 知道 

muab xyoo ntuj nrog lus lwm 

给 年 天，天空 和，与 话，语 另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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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 tag qab niam tseem tsev 

使，用 大半 味道 妈妈，母亲 正 家，房子 

luag wb cas txiv sis twb 

其他人 我们（2 人） 为什么 父亲，丈夫 是 都 

vim tsim txhua me qhia tub 

因为 造成 全部 小 告诉 儿子 

tu mas rov pom ntau kuj 

断 但是（语气） 返回 看见 多 固，原本 

es tiag tswv kawg coj hu 

那么（语气） 真的 主 完，绝，尽 带 呼叫 

tom yus keeb cia sau leej 

咬 自己 根 让 写 位 

twg dab mam ntawd heev chaw 

哪儿 鬼 才 书 厉害，很 地方 

tso pab nco noj sawv thov 

放 帮 思念，想念 吃 起 请求 

tshaj tsi paj os tiam tham 

超 秤 花，棉花 啊，吧 代，世 谈，说 

haiv tab sim hluas tsuas loj 

族，类 但 世，代，试 年轻 只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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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j saub suav hawm zos yawm 

时（时候） 声 数（动词） 候（时候） 村 （尊称）君 

zov yawg caij puas dua tu 

等，狩 爷爷 季节 是否 已经 断 

raws hauj tawm txuj i tim 

追随，捕 活 出 武功，功夫 那儿 因为 

muag mob ob ntaub sab koob 

眼 病，疼 而 布 伤，累 针 

tsum tuag saib ho txhob nyuam 

住手，停止 去世，死 看 还 别，不 孩子 

chaws npe zaum nyiam pub yim 

进 名 坐 喜欢 送 八，户 

ntseeg tshiab ntxiv zaj tas nej 

相信 新的 继续，缝补 首，龙 完 你们（>2） 

maiv poob ntev daws laus nrhiav 

乖，宝贝 落 长 解，解开 老 找 

kho tos txais lis ntej ywg 

修，治病 等 接，娶 李（姓氏） 前面 推辞 

xov phooj thawj cai laj raug 

线 朋 投 道理，规则 难 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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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u hom nraug zog kiag meej 

过，经过 那样的 年轻男子 力 全部 明，清楚 

ntiaj suab vaj yeeb lo txawj 

宇 声，音 王（姓氏） 烟，罂粟 句（量词） 会，懂，能 

hau txim quaj ntxhais qub nkawd 

煮，熬 罪 哭 女儿 旧 他们（2） 

tseeb yaj si ceeb kwv ci 

真 杨（姓氏） 漏 京 弟弟 文化 

dej tseg tshwm xeeb nawb hmo 

水 留 显，出 怀孕，生 呀 夜晚 

ntsib leeg nyiaj poj daim plaws 

遇见 胫 金钱，银 雌性，妻子 片 突然地 

teej cev tij koom nug ntoo 

的 身子 哥哥 共，合 问 树木 

phau xws rooj pib yiv mog 

叠 相似，像 桌子 开始，起始 壮族，傣族 吗 

txij ntaus tsaug plig luaj qho 

自，双，齐 打 豪猪，谢谢 魂魄 十分，相等 洞口 

xeev chim nws yug hwj tua 

醒 气 它，他，她 生 护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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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 ke txiav cuag txhia nplooj 

远 一起 剪 会见，比 各种，每 叶，片 

niaj npaum laug tooj txhawb nkaus 

每 等于 笑 铜 推 仅仅 

hlau lam tib rab kua tiav 

铁，锄头 随便，将就 都 把，片 汤，液体 完，结束 

sia hlob zaug teeb tes nrho 

命，生命 生长 穿山甲，次 灯 手 兮，哉 

lwj lwv chiv nyab kheej tsam 

腐烂 斗嘴 起，开始 新娘子 圆 片刻，区域 

kaj tuav xwm feem tam hnov 

晴，空旷 握 事 份 但 听到 

mab nyias nqa ntug cim zej 

彝族 各自 抬，拿 边界 记 *zej zog 

ciaj txhais seb pheej nov qus 

活 猜，理解成 嘛，看 硬是，朋 * 野，野生的 

tsav thooj thaj tsoom hli ub 

驾驶，掌握 同 片 全部，所有 月亮 啊（语气） 

txawv tsa txwm pov haus nyoog 

异 立 直到 抛，丢 喝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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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b pob txaus hlis npau yav 

瓜 滑坡 够 月，月份 生气，沸腾 节，段 

fab hmoo kav lag xeem nim 

翻，慌 命运，缘分 管理，统治 耳聋，聋子 姓 居然 

txuas saum tswj dag sawm zus 

砍刀，续 上 脓 骗 受，合适 渐渐地 

hos tsheej ntshe tshawb kam tsawg 

哈 成 怕是，恐怕 掘，研究 愿意，要是 筷子，少 

ntsuj puag vam plaub txawv co 

魄 抱 望，愿 四，矛盾 异 摇 

khaws toj nyiag ntshai ntsis txom 

捡 坡 偷 怕 顶，挽 不顺 

nuj tig roob tshuaj piav luam 

价 转 山 药 展示 生意 

mov kwm xyoos ntse tais teev 

饭 古（姓氏） 年 聪明 压 供奉，祭 

to hloov pawg zam hav nres 

通，漏 换 堆，群 扮，装扮 山谷 停顿 

phem cuab yau nruab av yooj 

坏 家，加 小，幼 中部，中间 土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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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sia ntsoov kub thoob peev ze 

看 强调语气 金 通 本 近 

xa tuam xaus khiav taus kws 

送（送客） 踢，蹬（后） 结束 跑，逃 斧 师傅 

zoov cawm haum nyeem npaj txheej 

森林 救 合意 念 准备 层 

sai cheej nplog them hmoov Txhaum 

快，赶快 拳 佬族 赔偿 命运 错 

muam cog zuj daus pem nqi 

妹妹 种，种植 渐渐地 雪，铲（动） 向上，憋 价值 

liab txiaj xyov ncaim kab tshwj 

红色，猴子 钱 不知 离 痕迹，足迹 厨 

zeej ntsuab mloog huab ab nyuab 

人 绿色 听 云 哎 愁，烦恼 

zeb tsho nrov com thaib lug 

石头 拔 响 叫，说 泰 Du lug 

pw ncej txhiaj pua ploj hlo 

睡 柱子 财 百 消失 语气助词 

puav khoom meem cua caug nag 

蝙蝠，全部 货物 层，筑 风 比得上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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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nkawm ruaj xaiv nus moo 

陷 对，双 牢固 选 弟弟（姐称） 消息 

phaj tshuab ev taws nthuav hwm 

盘，千 吹 背 柴，照明 散开，打开 护 

qaib pej paus seej muv iab 

鸡 Pej xeem 屁 可亲近的 蜜蜂 苦的（味觉） 

pes qe rub yuam tiaj yees 

山丘，多 蛋 拉 强迫 平坦 瘾 

qib lees faj paug tsuag zaus 

陆谷 承认 防 污染 淡的 次 

riam taw ceg tse tsiaj tsob 

刀 指 枝 撒 畜 棵 

lim tshuav xub rog kis lom 

累 剩余，欠 先 胖，兵 Tag kis 毒 

zes cwj fawb toob naj tshav 

惹 杖 宣传，讲解 东 南 晴 

tsaus thwj o noog tog yawm 

用水打湿 图 肿 问，鸟 沉 爷 

ncig khov txi dub neeb phiaj 

扶，依，走 牢固 结，祭 黑色 鬼仆 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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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wv nqis ntxws vwm ntsej ntxov 

硬，皮 下 臀 疯 耳朵 早 

ceev thaiv nroog khwv xim qhauv 

紧 挡住 城市 苦 惜，随 干 

hla qhib liaj thib kas lig 

语气助词 开 田 第 蛆 晚，迟 

zaub tsab txoos zoj nas xib 

菜 张（姓氏） 庇护，族群 很快 鼠 西 

ntsws mub plam cub pliag caj 

肺 跳蚤 逃脱，错过 蒸 一会儿 骑 

hlav ntag sam loog xyuas quav 

长出来 肯定 阉 震耳，烦 看 粪便，屎 

mem ncaj nab ris tiv huv 

墨 直 蛇 尿 抵 干净 

tsiab raj cag ntxhi moos ntses 

过年，春节 笛子 根，树根 悄悄 （几）点 鱼 

cub pa xiab vas kos nto 

蒸 气 垫，塞 网 三角铁 吐，出 

cuam tawg sub txhij txhim khawb 

架，牛车 破裂，破碎 输 派，齐 砌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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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aij kuab ntiag nrab hoob tshais 

肉 药汤 扯 中间 房间（老） 插 

haj txwj txib ntsim qee txheeb 

又，更加 长，老 安排 辣 分 亲 

oo nom cus dav ntxuaj tshaib 

雾 官 生机勃勃的 鹰，宽 扇（动词） 饿 

plawv taug cob sov tshua nraum 

心脏 沿着走 叫 热 思念的 外面 

seev dai nram tw twj txhim 

呻吟 吊 那边 尾巴 毒（形容词） 砌 

nplej cav ntxim nyuj hmoov plam 

大米 讨论，树干 合适，恰当 黄牛 粉 错过，滑落 

qaug ntws cau hmuv nyog tsawb 

伏倒 流 驱赶 矛 可以 芭蕉树 

tum lwg txo ciab tshoj ntxawm 

剁 露 放下来，降 蜡 朝，朝代 最小的女儿 

ncees daj zaws puv ntxuav maj 

准 黄 揉 满 洗（衣服） 麻，忙 

tsiv nkag thoj xyaum zuag pos 

严厉，严肃 爬 陶（姓氏） 学 梳子 掩，盖，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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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ug pau na txaj awj nti 

远离 蒸笼 吗（疑问词） 床，害羞 嗯，好的 动 

khuv viv lij kais xyuam nog 

可 姐姐（花苗） 厘 大口吃饭 瞎 绑 

neb hnia ntshaw kaum tshoob nkeeg 

你们，语气 闻 渴望，喜欢 十 婚姻，裹脚 累，不舒服 

qoob qhuas caum nias hlais xob 

谷物 夸 追 压 割 雷 

mooj teem tsuav zom soob huam 

使得昏迷 约，定于 砍（菜刀） 碾碎 瘦，苗条 分发 

num kaw ruam ntsiab kauj pauv 

工作 关 傻瓜，笨 抓，重点 圆圈 交换 

plab tsom kaus ywm faib tav 

肚子 照 伞 Kav ywm 分 肋骨，拦 

qaum tsib liam ncaws xauv khom 

上面，背部 胆（器官） 赖 踢（前，侧） 锁，项圈 靠 

nees ncho nywj khi choj lov 

马 冒（烟） 根 拴住 桥 断，折断 

taum zwm qeej khwb yaus xam 

豆 入 芦笙 盖 孩子 仔细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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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u hnav kiv qhua ntoos ncauj 

鞋 穿 转 客人 树木，木材 嘴 

xwv cawv txhawj khaub keev ntov 

哄 酒 担心 枝条 本，天生的 砍，泼 

rauj xyoob txig thauj nyuag vwj 

锤子 小竹子 面颊 驼，运载 小，微 吴（姓氏） 

ma sib tsuj moj dhia txhiab 

被 轻，相互 踩 茅 跳 烤，烤火 

mos xyab txhuam qav ntsuam ras 

扑 香 擦 蛙 寡 狂奔 

puj nraim yis txua twv txhav 

妻子（花苗） 强调语气 胎记，圈圈 制造，非粘 赌 强（动词） 

foom nkawj soj mom hluav zov 

祝愿，诅咒 黄蜂 跟随 帽，满 hluav taws 守，狩 

npua rib xya phim deev ntiv 

猪 蜜 七，生 配 调戏 鸡毛毽 

lem roj siav mes niag nroo 

拴紧，拉紧 油 熟了，生命 小蜜蜂 那个 轰鸣 

nce yaum rwg npo ncaus nphob 

爬高，升高 邀 柱 筛出来 妹妹 废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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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im nkaug liag vov plhu nriav 

装，碗 语气助词 镰 盖（动词） 面 *语言 

khawm tsham pog ncau txhab ntais 

拥抱 窜门 奶奶 岔 仓（库） 撇（包谷） 

lob nruam ntawm tum qhuab ntxias 

拿来 剪断，遗漏 说到 堆积 教育 诱惑，引诱 

civ tshau cheb cais xyaw yaig 

举给 漏，使漏出 扫 为什么 和，混 磨损 

ntes mim nruas qog khawv ntub 

抓 人名 锣鼓 学，模仿 口 淋湿 

zeem txias qhab muas sua txhawm 

认 冷 椽子 买 女子的名字 存，储存 

cuab rawv txia qaub nrig suam 

家 坚定地继续 喉囊，变为 酸的 扶，倚 用刀划 

lau ntxub rhuav nkim thuam sub 

公的，雄性 恨，讨厌 拆 费 诬陷，失误 烘烤 

swb tsij ne xab sua feeb 

输 接上，跟上 语气词 酒曲，人名 人名 分，分数 

tsu qhiav seem huaj zaum tis 

甄子 姜 剩下，剩余 化 座 翼，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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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iag khoov qhev ntaiv txuam qes 

做，行动 弯 仆人 楼梯 夹杂 矮 

nam ntxaws cam txeeb nuv txoov 

妈妈（花苗） 密 挣 争 钓鱼 总 

rhawv ntsiag puam ntxeev tob hmab 

水缸 死 坝 翻 深 藤 

ti tsua caw pas looj txheem 

靠近 崖 请 塘 纠缠 顶着 

ce nyuab kim qha tsheb lw 

接水 烦恼，忧愁 贵 烘 车 足迹 

ej hliv ziag zais lauj xij 

哎 倒 一会儿 藏（起来） 罗（姓氏） 随 

ntshav cem this hneev ntsuag uv 

血 骂 替 弓 笋，孤儿 我 

tsaws cheem theej hwb cab thawm 

站立，停留 劝 分出留着 熬汤 牵 透 

txuag tuab ruas hlaub tsaw kob 

省，节省 厚 锣鼓 膝盖 *一种鸟 场（一场雨） 

rauv tsau ntos tauj phom qe 

烧 瓜 编（竹篮） 芒草 枪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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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 cig ncuav nplhaib thab taij 

炒 燃 粑粑 戒指 惹，招惹 求，讨 

hmov txav khub txis nyoos mis 

喜欢 迁 黏，粘 配婚 生的，湿的 奶 

hno txhob yeem ntxawg cib tswb 

餐 别 愿 最小的 脏 棉 

phab khib     

道（墙） 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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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Sau tsau tom qab 

Xaus li no lawm xwb, yog nej muaj dab tsis teeb meem los tias xav 

paub txog ntau dua los txhob ua saib deb, sau ntawv tuaj ntawm 

2406827375@qq.com las yog xiaojin2luo@foxmail.com, kuv tos nej 

nawb.  

Xab Lauj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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