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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蕃历史文献 P.T.1288 历史地名考——以仓邦那、畿为例 

罗丝措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摘要】地名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人类为了便于生存、生活和交往，依据种种情况为

某一地理实体取个代号，于是就有了地名。有关吐蕃世代古藏文地名的资料内容丰富、分类复杂、是吐蕃

赞普王朝时期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本论文根据在法国收藏的敦煌吐蕃历史文献 P.T.1288
中的历史地名仓邦那、畿为例，通过文献阅读、民族志等研究方法，研究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地名起源。

并且指出了仓邦那是墀芒松芒赞薨逝的地方，在今的日喀则南木林县。畿是一种古老的姓氏，属于这个氏

族的地方称为畿囊。而囊又在今拉萨市曲水县珠寺所在的河谷地带，接着探讨了这两个地名都是吐蕃赞普

时期军政议事以及协商的主要场所之一。卫藏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区域，具有浓厚的文化资源，有着许多

享誉全区乃至全国的地名，这些地名是我们了解卫藏历史信息、人文故事、地理风貌的重要依据，也是研

究历代卫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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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Tshang Bang Sna”“Skyi Rnams”as A Tubo Historical Place Name 

in Dunhuang Doucument.P.T.1288 Lo Gsar Mtsho & Tsha Bar Ngag dkon 

Sicuo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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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ographical names are the products of human society after it has entered a certain stag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urvival, life and communication, human beings have given a code name to a geographical entity 
based on various circumstances, and thus a place name was created. The data on the ancient Tibetan names of the 
Tubo dynasty is rich and complex, and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e history, geography,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the Tubo Zangpu dynasty.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origins of the place 
names Tshang bang sna and Skyi rnams in the Dunhuang Tubo historical document P.T.1288, which is in the 
French collec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ading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shang bang sna  
is the place where Zangpo Many srong many btsan died, in the present-day Gzhis ka rtse gnam gleng rdzony 
County. The place belonging to this clan is called Skyi rnams. It is then discussed that both names were one of the 
main places f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s and consultations during the Tubo Zangpu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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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界与史学界对于中国藏区地名的研究开展

得相对较晚，成果也极少，就世界范围而言，地名学

是在公元 19 世纪后期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有关

早前地名和地名学著作，都着重于地名的记述和语源

考证。直到公元 20 世纪初期以后,逐渐转人综合研究

地名的阶段。我国古代虽有《汉书·地理志》等有关

地名的著作，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名学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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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藏学界在相关吐蕃地名研究方面虽有涉

足,但显得比较单一、个别，缺乏历史地名的演变及

其古今不同地名的整体系统研究，更缺乏地名学的综

合研究。公元 20 世纪初叶，随着我国西域敦煌莫高

窟发现了大量藏文历史文献，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藏学

热潮，一批专家、学者开始了对古代藏族社会历史文

化的研究，其中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吐蕃历史文化时涉

及地名研究领域，对个别吐蕃地名进行过考证。譬如：

F. W.托马斯对西域古藏文文献进行解读、翻译和研

究时考证过不少西域古藏文地名，尤其在其名著《敦

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对阿柴沙 洲、罗布、

于阗、突厥等地的几十条地名进行了初步研究。王尧、

陈践先生也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对某些地名

进行译注和考释,后又在出版《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

集》时对若干舛错做过一些纠正。随后，黄布凡和马

德两位先生在 2000 年出版了《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

译注》，对一-百二十多条地名做了译注,在地名的笺

证方面也提出过很好的见解。除了上述成果外，涉足

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有东噶·洛桑赤列、杨铭、李文实

等，其均对吐蕃地名有不同程度的考证研究。另外，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地名补正三则》，仁乃强、曾文

琼的《<吐蕃传>地名考释》等论文也对一些古藏文吐

蕃地名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每位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

都帮助我们在揭开这些古老文献中无法考释的地名

之谜、加深对它的理解上前进一步。 
1 敦煌文献 P.T.1288 中有关仓邦那、畿的记载 
1.1 及至狗年（高宗上元元年，甲戌，公元 674

年） 
赞普夏驻于悉立。回至交拉。冬，至仓邦那。于

“拉克”之“布穷”集会议盟。点验红册(禁卫军名册)。
是为一年。 

2.2 及至鼠年（高宗仪凤元年，丙子，公元 676
年） 

夏，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冬，赞普墀芒伦薨于

仓邦那赞普子墀都松诞生于“折”之“拉垅”。论赞聂领

兵赴突厥，多布（赞聂）躬身亲往青海大行军衙。是

为一年。 
2.3 及至牛年（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 7

25 年） 
夏，赞普驻于“册布那”。论绮力心儿于跋布川之

止乌塘集会议盟。大论绮力心儿薨。冬，［赞普］驻

于札玛，于仓邦那流放森哥门穷。春，任命埃·芒夏

木达则布为大论。是为一年。夏，赞普驻于跋布川，

祖母驻于“准”。夏日会盟由坌达延赞松与大论乞力徐

于薰恰召集。属卢·空开获罪谴。冬，赞普驻于札玛

牙帐，祖母驻于来岗园。于畿地区，由坌达延赞松与

大论乞力徐二人集会议盟，征集青壮兵丁多人。多思

麻之集会议盟事，由属卢·乞力徐囊恭于则南木夭召

集之。是为一年。 
1.4 及至羊年（玄宗天宝二年，癸未，公元 743

年） 
夏，赞普牙帐驻于逻册尔。大论穷桑于“程”召集

夏会议盟。颁发青壮兵丁之牌票。冬，赞普驻于札玛

牙帐。大征集“畿”地各部“桂”“庸”之户丁。唐廷使者

郭中郎前来札玛致礼。是为一年。在敦煌吐蕃历史文

献 P.T.1288 中仓邦那总共出现了三次，分别为高宗上

元元年，甲戌，公元 674 年、高宗仪凤元年，丙子，

公元 676 年、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 725 年。

畿出现了两次，分别为玄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

725 年和玄宗天宝二年，癸未，公元 743 年。 
2 关于仓邦那为墀芒松芒赞薨逝的地方 
“夏，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冬，赞普墀芒伦薨

于仓邦那赞普子墀都松诞生于“折”之“拉垅”。论赞聂

领兵赴突厥，多布（赞聂）躬身亲往青海大行军衙。

是为一年。从上述可以看出，墀芒松芒赞逝世的地方

叫仓邦那。但是，从后期出现的许多史书中把墀芒松

芒赞的地方称作“巴囊岗”由此可知，原来仓邦那地

方，后来一度被称为“巴囊岗”如《智者喜筵》（7
44）、《西藏王统记》（194）、《吐蕃王臣记》等

史书均记载墀芒松芒赞逝世的地方为“巴囊岗”，且

都指出了墀芒松芒赞 13 岁开始登基，执政时长为 15
年，由于年纪甚小，故一切国政均由大臣噶尔东赞掌

管，为期长达 18 年之久。《新红史》也认为，松赞

干布死后，其孙即位，“在逻些建立祭祀先祖等事，

崇信三宝。执掌政权 15 年，27 岁时死于藏地”。但

关于芒松芒赞即位后发展佛教的具体措施，史籍阙

载。达仓洛桑华丹的著作《汉藏史册》，更能证明仓

旺那是在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境内的多角乡。由

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墀芒松芒赞薨逝的地方为“巴

囊岗”，且巴囊岗在今日喀则南木林县多角乡。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多角乡位于县的西南部，东

与卡孜乡接址，西与日喀则市交界，北与秋木乡相邻。

乡政府驻地多角村，距县城 22 公里，政府建筑面积

648 平方米，全乡辖区面积 226.71 平方公里，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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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0024.67 亩，人口 5586 人。 
多角，藏语意为“讲径”。1960 年建立多角区。1

988 年撤销区公所，由原多角乡、昌木乡、重堆乡合

并组成单列乡。现辖有多角、冲堆、洞祖、央、康莎、

娘木、仲莎、昌木、扎西孜、仲康 10 个村民委员会。

多角乡紧靠湘河一侧平均海拔 3930 米，土地肥沃，

气候温暖湿润，历史上第六世班裸班典益西就出生在

此地，他是第一位到北京的西藏佛教领袖。当时，六

世班禅班典益西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抵抗英帝国的侵略，加强了藏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中

其它民族的和眭团结，为西藏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 
3 关于畿囊在今曲水县珠寺所在河谷地带 
畿是一种古老的姓氏，属于这个氏族的地方称为

畿囊。而囊又在今拉萨市曲水县珠寺所在的河谷地

带，且这两个地名都是吐蕃赞普时期军政议事以及协

商的主要场所之一。为何下此言论呢，主要是因为在

《柱间史》中明确的指出了畿这个古老姓氏的由来，

因此在这就不赘述。一般来说，像赞普时期的碑文、

石刻、敦煌文书等，都有不同字交替更迭，略字多种

缩写形式。由此猜测“及至牛年（玄宗开元十三年，

乙丑，公元 725 年）：夏，赞普驻于“册布那”。论绮

力心儿于跋布川之止乌塘集会议盟。大论绮力心儿

薨。冬，［赞普］驻于札玛，于仓邦那流放森哥门穷。

春，任命埃·芒夏木达则布为大论。是为一年。夏，

赞普驻于跋布川，祖母驻于“准”。夏日会盟由坌达延

赞松与大论乞力徐于薰恰召集。属卢·空开获罪谴。

冬，赞普驻于札玛牙帐，祖母驻于来岗园。于畿地区，

由坌达延赞松与大论乞力徐二人集会议盟，征集青壮

兵丁多人。多思麻之集会议盟事，由属卢·乞力徐囊

恭于则南木夭召集之。是为一年。及至羊年（玄宗天

宝二年，癸未，公元 743 年）：夏，赞普牙帐驻于逻

册尔。大论穷桑于“程”召集夏会议盟。颁发青壮兵丁

之牌票。冬，赞普驻于札玛牙帐。大征集“畿”地各部

“桂”“庸”之户丁。唐廷使者郭中郎前来札玛致礼。是

为一年。”等在敦煌文献 P.T.1288 中出现的“skyirna
ms ”为“skyignam”“gnam”为“ rnams”。 

囊为一地名。《白玛噶塘》写作可可”，极有可

能指今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境内的一地，位于著名

的红帽噶玛派主寺羊巴井寺附近，全称囊其玛龙，噶

当派仲敦巴嘉瓦迥乃大师就出生于此地。从尼木前往

后文提到的宁冲一地必经此地。且通过阅读原文不难

看出这两个地名都是吐蕃赞普时期军政议事以及协

商的主要场所之一。 
结论 
根据以上各小节的论述，我们对仓邦那跟畿应该

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掌握。从地名文化视角来看，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地名无疑承载了藏族

文化遗产最深刻、最灵活、最生动的部分，是关于卫

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民族迁徒、民族部落、

民族风情等诸多信息的直接反映，是当时西藏地区人

们对地狱民族文化的记忆和认知，也是他们记忆乡

愁、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托和依靠信息。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地

名文化、保护传播卫藏地名文化的重要性和时代意

义。综上所述，通过研究敦煌吐蕃历史文献 P.T.1288
中的历史地名仓邦那跟畿主要想叙述的观点为仓邦

那是墀芒松芒赞薨逝的地方，在今的日喀则南木林

县。畿是一种古老的姓氏，属于这个氏族的地方称为

畿囊。而囊又在今拉萨市曲水县珠寺所在的河谷地

带，且这两个地名都是吐蕃赞普时期军政议事以及协

商的主要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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