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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与文化〉序言》，陆水林编译：
《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1 年。
《追忆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张世林主编：
《想念季羡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
2012 年：
《〈青史〉汉译本序言》
，王启龙、还克加译注：《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2013 年：
《我参加历届国际藏学会议的经历》
（王玥玮采访）
，
《中国藏学》2013 年第 1 期。
《纪念谔谔之士朱维铮先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3 年。
2014 年：
《
〈吐蕃卜辞新探〉序言》
，陈践：
《吐蕃卜辞新探：敦煌 PT 1047 + ITJ 763 号〈羊胛骨卜〉研究》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年。
2015 年：
《我所结识的喇嘛》
，
《中国藏学》2015 年第 1 期。

（二）专著、合著
《西藏民间故事》
，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年。
《说不完的故事》
，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 年；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62、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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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的故事》
，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 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 年。
《珍珠》
（与开斗山合著）
，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 年。
《蒙藏民间故事》
（与李翼合著）
，香港：今代图书公司，1957 年；香港：国光书局，1975 年。
《西藏萨迦格言选》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 年；当代中国出版
社，2011 年。
《藏剧故事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英文本，北京：新
世界出版社，1986、2013 年。
《藏族民间故事选》
（与佟锦华合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与陈践合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年；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
《吐蕃金石录》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吐蕃文献选读》
（与陈践合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
《敦煌吐蕃文献选》
（与陈践合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年。
《吐蕃简牍综录》
（与陈践合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与陈践合著）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年。
《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
（与陈践合著）
，汉藏合刊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
《吐蕃文化》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西藏文史考信集》
，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 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
《藏学零墨》
，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 年。
《宗喀巴评传》
（与褚俊杰合著）
，台北：东初出版社，1992 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中国地域文化·藏文化卷》
（与丹珠昂奔合著），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 年。
《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
，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年。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中国藏学史：1949 年前》
（与王启龙、邓小咏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藏学概论》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西藏文史探微集》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年。
《藏族与长江文化》
（与黄维忠合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与陈践合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尧卷》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 年。
《藏汉文化考述》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年。
《藏传佛教丛谈》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年。
《王尧藏学文集》
（第 1—5 卷）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
《中华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年。
《走近藏传佛教》
，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三）主编、参编
《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 年。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于道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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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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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大辞典》
（张怡荪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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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
《西藏历史文化辞典》
（与陈庆英合作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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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005 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佛教小辞典》
（杜继文、黄明信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年。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方广锠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藏学文库》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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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柯蔚南合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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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王尧先生论著目录》由复旦大学任小波编制，最新截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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