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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D;tkef;a&T owfyHktbd"mef 缅甸语正字

（音）法词典
1 &efukef

ynmtvif;jypmyHk
ESdyfwdkuf

1956 3 697

缅甸语正字（音）法词

典: 缅语拼读和书写规

则。

2
ausmfatmif
pHxm;

a0g[m&w¬
yumoeDusrf;?
yXrpmapmif yxr-
wwd,wGJ

词汇学(第一卷

第1-3册）
1 &efukef

jynfaxmifpk,Of
aus;rI0efBuD;Xme?
a&S;a[mif;pmayESifY
,Ofaus;rIXme

1958 1 160

缅甸语辅音、原音符号

拼写规范解析及构词规

则

3 OD;0ef

wuúodkvfjrefrm
tbd"mef? tydkif; 1
(u tu©&m) tydkif;
2 (c tu©&m)

大学缅文字典

第一部分（辅

音字母1）、

第二部分（辅

音字母2）

1 &efukef
jynfaxmifpjrefrmEdk
ifiHawmf tpdk;&
pmyHkESdyfwdkuf

1952 1
0-

335

仰光大学翻译与图书出

版系系主任吴翁编著的

缅甸语字典，含缅甸语

辅音字母第1-2个

4 OD;0ef

wuúodkvfjrefrm
tbd"mef? tydkif; 3
(* C itu©&m)
tydkif; 4 (p tu©
&m) tydkif; 5
(qtu&m)

大学缅文字典

第三部分（辅

音字母3、4、

5）、第四部

分（辅音字母

6）、第五部

分（辅音字母

7）

1 &efukef
jynfaxmifpjrefrmEdk
ifiHawmf tpdk;&
pmyHkESdyfwdkuf

1964 1
337-

853

仰光大学翻译与图书出

版系系主任吴翁编著的

缅甸语字典，含缅甸语

辅音字母第3-7个



5 pmayAdrmef
t*Fvdyf-jrefrm a0g
[m&bPf(bmom&
yftvdkuf) yxrwGJ

英--缅词汇集

（按学科专业

分类）第一卷

1 &efukef pmayAdrmef 1963 1 431

英缅辞典（按学科分

类），此为第一卷，包

括：植物学、动物学、

医药学、农业种植学、

物理学、化学、建筑工

程学、天文学、家居生

活、人类学、社会学等

部分。

6 pmayAdrmef

t*Fvdyf-jrefrm
a0g[m&bPf(bm
om&yftvdkuf)
yxrwGJ

英--缅词汇集

（按学科专业

分类）第二卷

1 &efukef pmayAdrmef 1963 1 432

英缅辞典（按学科分

类），此为第二卷，包

括：地质学、军事科学

、数学、社会与发展机

构部门、交通与商业、

经济学、心理学和教育

学、地理学和旅游、语

言学和文学、个人传记

和国家历史、艺术与身

心修养、哲学和宗教信

仰、法律、政治学和管

理学等部分。

7 OD;baomif; jrefrmjynfyx0D 缅甸地理 2 &efukef
&J&ifYpmayjzefYcsDa&;
Xme

1958 1 488

系统介绍了缅甸地理方

面的知识，包括地形地

貌、江河湖海、水利交

通等。

8
OD;azarmif
wif

jrefrmpmayordkif; 缅甸文学史 4 &efukef
ok"r®
0wDpmyHkESdyfwdkuf

1956 1 362

缅甸文学史：自蒲甘王

朝时期的碑铭文学至贡

榜王朝后期。



9vlxkOD;vS
aomif;ajymif;axG
vm a&;csif&m&m

杂谈：笔之所

向，心之所想
1 rEÅav; BuD;yGm;a&;yHkESdyfwdkuf 1965 1 447

缅甸现代文学家吴腊的

杂文集

10
t*¾gpEdk;?
a':trm

b0csif;rwl;onfY
w&kwfjynf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大

河彼岸

1 rEÅav; BuD;yGm;a&;yHkESdyfwdkuf 1966 1 1044

缅甸现代作家杜阿玛将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所著

《大河彼岸》翻译为缅

文。

11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
awmfvSef
a&;aumifpD

jynfwGif;Nidrf;csrf;
a&;aqG;aEG;yGJordkif;
0ifpm&Guf pmwrf;
rsm;  trSwf - 1

国内和平协商

大会：载入史

册文献资料

（第一卷）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
awmfvSefa&;aumifpD

1963 1 250

本书收集整理了1963年6

月11日至11月15日，缅

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与包

括缅甸共产党、三支少

数民族党、钦族领导组

织等进行和平谈判期

间，各方的来往信件、

报告和记录档案等。

12odrf;armif &efukef&mZ0ifordkif; 仰光历史 1 &efukef ZGJpmay&dyfNrHK 1962 1 439

本书记述了有关仰光这

座城市，包括著名建筑

、人物事件等的历史，

也涉及社会文化。

13

jrefrmEdkifiHwdk
if;jynfjyKvT
wfawmf

jynfaxmifpkjrefrmEdk
ifiH\
zGJYpnf;tkyfcsKyf
yHktajccHOy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OF BURMA；

缅甸联邦宪法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awmftpdk;
& yHkESdyfa&;ESifY
pma&;ud&d,mXe

1957 1 78
缅甸联邦宪法（缅甸语

、英语双语对照）

14
OD;azarmif
wif

jrefrmoǵESifY
toHk;tEIef;

缅甸语语法及

运用
1 &efukef

pmayAdrmefyHkESdyfwdk
uf

1959 1 111
缅甸语语法及其运用讲

解



15
OD;azarmif
wif

jrefrm0gus
zGJYxHk;usrf;

缅甸语句法学 2 &efukef
jrefrmEdkifiHbmomjy
efpmaytoif;

1953 1 189 缅甸语语法、句法讲解

16 OD;[kwfpdef
ygVd-jrefrm
tbd"mef 'kwd,ydkif;
u rS e txd

巴利语--缅语

字典 第二部分

（辅音字母KA

至第NA个辅

音字母）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awmftpdk;
& yHkESdyfa&;ESifY
pma&;ud&d,mXe

1956 2
275-

553

巴利语--缅语字典 第二

部分 （辅音字母KA至

第NA个辅音字母）

17 OD;[kwfpdef
ygVd-jrefrm
tbd"mef yxrydkif;
t rS Mo txd

巴利语--缅语

字典 第一部分

（辅音字母A

至第AU个辅音

字母）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awmftpdk;
& yHkESdyfa&;ESifY
pma&;ud&d,mXe

1954 2
1-

274

巴利语--缅语字典 第一

部分 （辅音字母A至第

AU个辅音字母）

18 OD;zdk;vwf
okawoeo&kyfjy
tbd"mef

学术研究大词

典
1 &efukef ynme'ýHkESdyfwdkuf 1955 1 577

学术研究大词典：涵盖

历史、宗教、民族等方

面。

19 OD;yef;&nf uREdkyfwdkYwdkif;jynf 我们的国家 32 rEÅav;
vSciftifqef;
pmyHkESdyfwdkuf

1955 189

本书是专门针对缅甸初

中生地理学习所编著的

系列丛书。



20李祖祁；陈安
妮；罗拉奇

jrefrmpmtbd"mef ?
'kwd, pmtkyf --
w&kwfESifY t*Fvdyf
bmomjyefxm;aom
pmwef;

THE

BURMESE

VOCABULAR

Y ( BOOK II )

；缅文词典

（第二集）--

以汉语和英语

加以注释。李

祖祁；陈安

妮；罗拉奇

1 &efukef
plvifpmtkyf ukrÜ

PD； 树人书店
1954 1 130

缅文词典（第二集）--

以汉语和英语加以注释

。

21 OD;[kwfpdef
ygVd-jrefrm
tbd"mef yxrydkif;
y rS v txd

巴利语--缅语

字典 第一部分

（辅音字母BA

至第LA个辅音

字母）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awmftpdk;
& yHkESdyfa&;ESifY
pma&;ud&d,mXe

1956 1
555-

837

巴利语--缅语字典 第一

部分 （辅音字母BA至

第LA个辅音字母）

22 OD;ausmfxGef;
jrefrmpmnGefYaygif;
usrf;'kwd,wGJ

缅甸文学研究

选集（第二

册）；

ANTHOLOGY

OF BURMESE

LITERATURE

; VOLUME II

1 &efukef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a

authority

1952 412

由政府出资支持出版的

缅甸文学研究文集（第

二册），主要为文学发

展史方面的知识。



23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
awmfvSefa&;
tpdk;& trsKd;
om;pDrHudef;
Xme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
pD;yGm;a&;ppfwrf; -
1963

缅甸联邦经济

发展数据统计

- - 1963年

1 &efukef

jynfaxmifpk
jrefrmEdkifiHawmftpdk;
& yHkESdyfa&;ESifY
pma&;ud&d,mXe

1963 1 159

国家计划部发布的缅甸

联邦1963年经济发展数

据报告。

24 J.A.STEWART

MANUAL OF

COLLOQUIAL

MURMESE

缅甸语口语教

程
1 LONDON

LUZAC AND

COMPANY, LTD
1955 1 122

伦敦大学前缅甸语教授

编著的缅甸语口语教程

（用英语教授缅甸语口

语）。

25

William S.

Cornyn ; John

K. Musgrave

BURMESE

GLOSSARY
缅甸语词典 1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 program

in oriental languages )

1958 1 208
缅甸语词典：用英语解

释缅甸语。

26 OD;omjrwf jrefrmpma&;xHk;usrf;

缅甸语正字

（音）法词

典； THE

BURMESE

ORTHOGRAP

HY

4 &efukef
tpdk;&pmtkyf
aumfrwD

1955 1 404

缅甸语正字（音）法词

典: 缅语拼读和书写规

则。

27 OD;omjrwf
ayg&mPpum;
tbD"mef

古缅甸语词典 1 &efukef
[Hom0wD
yHkESdyfwdkuf

1961 1 447
用现代缅甸语解释古缅

语的词意、用法等。

28
OD;azarmif
wif

jrefrmo'ǵ
缅甸语语法；

BURMESE

GRAMMAR

1 &efukef
pmayAdrmefyHkESdyfwdk
uf

1956 1 304 缅甸语语法使用规则



29 aiGa'gif;jzL
jrefrmpmoHwl
aMumif;uGJowf
yHkusrf;

缅甸语同音异

义字词典；

THE

BURMESE

HOMONYMO

US

ORTHOGRAP

HY

1 &efukef
a'vDa*Zuf
pmyHkESdyfwdkuf

1957 1 349 缅甸语同音异义字词典

30
Rev . A .

JUDSON

A GRAMMAR OF

THE BURMESE

LANGUAGE

缅甸语语法 1 &efukef Baptist Board of

Publications
1951 1 66

缅甸语语法：用英语讲

解的缅甸语基础语法。

31 U TUN WAI

BURMA'S

CURRENCY AND

CREDIT

缅甸的货币信

贷行业
1 &efukef

0RIENT

LONGMANS LTD.

BOMBAY

CALCUTTA

MADRAS

1953 1 222
缅甸的货币信贷行业的

历史发展研究和介绍

32
北京大学东语

系

av;wef;jrefrm
zwfpm

缅甸语专业

《缅甸语阅读

》教程

1 北京 北京大学 1963 1 170
缅甸语专业《缅甸语阅

读》教程

33
北京大学东语

系

av;wef;jrefrm
tydkzwfpm

缅甸语专业

《缅甸语阅读

》教程--课外

阅读材料

1 北京 北京大学 1963 1 180

缅甸语专业《缅甸语阅

读》教程--课外阅读材

料

34

a&TawmifoD
[ol?
OD;pdefwif

&wemaMu;rHk0w¬K 宝镜（小说） 1 &efukef
jrefrmokawoe
toif;

1934 1 175
缅甸古典长篇小说（宗

教神话）

35
&Sifr[m
oDv0Ho

yg&m,e0w¦K 天堂之路 1 &efukef
[Hom0wD
yHkESdyfwdkuf

1963 1 333
缅甸古典长篇小说（宗

教神话）



36
jyefMu;a&;
0efBuD;Xme

rSefeef;r[m&mZ0ifa
wmfBuD;? yxrwGJ

琉璃宫史-第一

卷
4 &efukef

jrefrmYtvif;owif
;pmwdkuf?
*g'D,efowif;
pmwdkuf

1993 1 488

《琉璃宫史》--缅甸古

代历史（通史），自神

话传说时代至贡榜王朝

（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后期。

37
jyefMu;a&;
0efBuD;Xme

rSefeef;r[m&mZ0if
awmfBuD;? 'kwd,wGJ

琉璃宫史-第二

卷
4 &efukef

jrefrmYtvif;owif
;pmwdkuf?
*g'D,efowif;
pmwdkuf

1993 1 436

《琉璃宫史》--缅甸古

代历史（通史），自神

话传说时代至贡榜王朝

（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后期。

38
jyefMu;a&;
0efBuD;Xme

rSefeef;r[m&mZ0if
fawmfBuD;? wwd,wGJ

琉璃宫史-第三

卷
4 &efukef

jrefrmYtvif;owif
;pmwdkuf?
*g'D,efowif;
pmwdkuf

1993 1 396

《琉璃宫史》--缅甸古

代历史（通史），自神

话传说时代至贡榜王朝

（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

朝）后期。

39
OD;pdef0if;
atmif

a0;a0;MunfY
jrifYjrifY
ysHoef;EdkifcJYaom
w&kwfjynfolU
or®wEdkifiH

腾飞的中国 2 &efukef oD&djrefrmpmay 2013 1 216

前缅甸驻华大使、现缅

中友协会长吴盛温昂

著：涉及中国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及国家方针政

策等。

40
[m*sDtm'rf
- OD;boD

rEÅav;NrdKY yef;ao;
yvDBuD; ESifYyef;ao;
0iftaMumif;
odaumif;p&m

曼德勒市华人

穆斯林群体概

况

1 rEÅav;
[m*sDtm'rf -
OD;boD

1999 1 46

介绍缅甸曼德勒市华人

穆斯林群体的历史由来

、穆斯林社群的发展等

情况。



41
[m*sDrdk[r®'f
,lpGwf

yef;ao;trsKd;om;
ordkif; ? tusOf;csKyf

缅甸华人穆斯

林简史
1 rEÅav;

yef;ao;AvD&mjynfY
ESpftxdrf;trSwfyGJ
usif;ya&; aumfrwD

1999 1 54

介绍缅甸华人穆斯林群

体的由来、发展情况，

同时涉及到中国、缅甸

的相关宗教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