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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布王邑工域哲那历史地名考论
*

刘 洁

在古藏文文献与田野考察相互结合的基础上，考证西藏小邦时代至吐蕃时期的工布王邑工域

哲那的历史地名与文化含义、行政中心的演变、古今地名对照、周边历史文化遗迹，强调今西藏

林芝市哲那、立定、娘俄、玉容增四处村庄和米域吉庭、那乌德塘两处文化遗迹，均属工布王邑

地理范围之内，是该王邑的各类职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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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布 ( kong-po) 这一历史地名具有自专称至泛称的演变特点。① 关于工布王邑工域哲

那 ( kong-yul-bre-sna) 的历史地名含义、古今地名对照等问题，学界仍存不同意见。本文在

古藏文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拟就西藏小邦时代至吐蕃时期工布王邑工域哲那的

历史地名、文化遗迹、行政中心演变和古今地名对照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小邦时代至吐蕃时期的工布及其王邑工域哲那

藏族早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二小邦、四十小邦，位于藏东南地区的工布与娘波、塔波

并称为娘、工、塔三小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P. T. 1286 《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记载

的十七个小邦王臣名号，娘、工、塔三小邦已然在列: 工域哲那之王为工杰噶波，大臣为喀

巴氏与帕竹氏; 娘域达松之王为娘宗朗杰，大臣为沃如氏与扎氏; 塔布朱西之王为达杰卓

森，大臣为颇古氏与波若氏。②
工域哲那还与止贡赞普灭苯遇弑事件密切相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P. T. 1287 《赞普传

记》记载，止贡赞普遇弑之后，其尸身被装入铜箧抛入江中，名为夏赤、聂赤的两位王子

被流放至工布地方。之后茹勒杰在工域哲那会见两王子，同时在龙王处赎回赞普尸身。幼弟

聂赤在拉日江妥神山安葬先王遗骸，成为工杰噶波王; 长兄夏赤率领军队攻克娘若香波堡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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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东南历史地理与边界研究” ( 20BZS137) 的阶段性成果。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与吐蕃石刻碑铭所记“工布”一名，仅为小邦专称，是与娘波、塔波并列的中

国西藏东南边陲三小邦之一。随着元明清时期西藏“工布四宗”地方行政区划的逐步形成，“工布”之名

也由专称演变为泛称，囊括了娘、工、塔三小邦的大部分区域，其地域范围与今西藏林芝市辖区大体相当。
P. T. 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 汉藏

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0、124 页。

*



为父王复仇，被尊为布德共杰赞普。① 该卷还记，松赞干布父王囊日伦赞 ( 公元 6 世纪下半

叶) 曾在娘、韦二氏协助下征服森波杰赤邦松小王，当时 “上起帕之勇瓦那以下，直至工

布哲那以上，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地矣”。之后达波小邦发生反叛，但被囊日伦赞派兵征服。
囊日伦赞被毒弑后，象雄、苏毗、娘波、工布、塔波等公开反叛。松赞干布幼年亲政，斩灭

进毒父王者，将反叛诸部复归其辖治之下。②
工域哲那之名亦广泛见载于自宋至清时期成书的藏文史籍。公元 12 世纪中叶的 《弟吴

宗教源流》、③ 1564 年第二世巴卧·祖拉陈瓦所撰 《贤者喜宴》④ 均将工域哲那记为约茹⑤

的东界。《贤者喜宴》称 “工域哲那有工杰噶布王，大臣为督及喀巴”，⑥ 明显承袭敦煌古

藏文文献之说。《弟吴宗教源流》则将工布小邦称为 “哲那若姆贡的哲那部落”，⑦ 尽管全

称略有差异，但“哲那”之名保持一致。工域哲那还是吐蕃末期平民起义的发源地。《贤者

喜宴》记载了钦域⑧贵族赛尼赞被钦域和工布的六位平民首领率众诛杀于工域哲那的历史事

件。⑨ 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藏文文献有关工布小邦及其王邑工域哲那的记载，贯穿西藏早期

小邦和吐蕃王朝的兴衰史，且与诸多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相关，凸显工布小邦在中国藏东南边

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二、工域哲那历史地名溯源

工域哲那藏文地名的词根含义为 “藏升 ( bre) ”，是一种西藏传统计量工具的名称。
《汉藏史集》所记“工布之地，像一只升子”，瑏瑠 也是以藏升外高内低之形来比喻工布的地

形地貌特征。古藏文文献所记工域哲那地名典故主要有两类，分别与西藏苯教和早期赞普在

工布地区的宗教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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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1287《赞普传记》，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 汉藏版) ，第 24、25、
102 页。

P. T. 1287《赞普传记》，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 汉藏版) ，第 29、30、
33、107、108、112 页。

( 宋) 弟吴: 《弟吴宗教源流》 ( 藏文版)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8 页。该书汉译

版参见弟吴贤者著、许德存译: 《弟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 明) 巴俄·祖拉陈瓦: 《智者喜宴》 ( 藏文版) ，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该书汉译版参见巴卧·

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 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该书作者

名汉藏文版翻译有区别。
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对吐蕃王朝领土进行区域规划，形成五大茹区 ( 卫茹、约茹、叶茹、茹拉和苏

毗茹) 、十八个地方势力范围、六十一个豪奴千户和戍边三军的区域管理模式与制度。其中，茹区是吐蕃

王朝最高级别的行政区划管理体系。参见拉巴平措、陈庆英主编，张云、林冠群分册主编: 《西藏通史·
吐蕃卷》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9—330 页。

( 明) 巴俄·祖拉陈瓦: 《智者喜宴》 ( 藏文版) ，第 84 页。
( 宋) 弟吴: 《弟吴宗教源流》 ( 藏文版) ，第 214 页。
古代钦域的地理范围与今西藏林芝市朗县辖区大体相当。
参见 ( 明) 巴俄·祖拉陈瓦: 《智者喜宴》 ( 藏文版) ，第 226 页。
( 明) 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 ( 藏文版)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该书汉译版参见

( 明)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 《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一) 工域哲那历史地名与西藏苯教的关系

苯教文献所记大量工域哲那历史地名的起源传说，与苯教创始人辛饶弥沃有直接联

系。① 罗丹宁布 ( 1360—1406 年) 所著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明确记有工域哲那

这一历史地名。② 18 世纪早期正式成书的 《工布苯日神山志》 ( 10b － 11b) 的记载最为详

细: 辛饶弥沃自象雄阿里赴工布地区降伏魔王与工布王，他在工布王宫殿则拉岗右方的那

乌德塘 ( nevu-del-thang) 举行纳降献宝仪式，以藏升为量具，将工布王与魔王敬献的黄金

和绿松石等分为三份，其中一份珍宝及亲用手杖等圣物被伏藏在工布苯日神山前，用以积

蓄藏地四茹精华。此地还留有祖师等身神柏、神变三泉、具德四徒与七匹骏马的足印等圣

迹，辛饶弥沃赐名此地为工域哲那。③ 《桑杰林巴传记》还载: “在娘、塔、工之地，工布

的仁钦扎那 ( rin-chen-brag-sna) ，辛饶祖师曾经伏藏三藏升黄金、绿松石等珍宝。”④ 此仁

钦扎那，即为工域哲那的别称。除上述神山地理志、高僧传记，11—14 世纪陆续成书的辛

饶弥沃的三份传记均载: 工杰噶波王将公主工萨赤江献给辛饶弥沃，成为其五位王妃之一，

工布公主所生之子名为工擦旺丹 ( 亦名雍仲旺丹) 。⑤ 辛饶弥沃的后裔被尊称为穆辛家族，

位居苯教六大世系喇嘛家族之首。该穆辛家族又分为大、中、小三系，均为工擦旺丹的

后裔。⑥

按照苯教传统观点与工布地方传说，工域哲那是工布地方护法女神工尊第穆的故乡。以

《工尊第穆问答》、⑦《工尊第穆祈请文》⑧ 为代表的苯教文献，对工尊第穆有详细记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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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域哲那毗邻的工布苯日神山，被尊为西藏苯教第二大神山，与其相关的古藏文文献种类、数

量、版本繁多，时间跨度近千年 ( 上迄 9—11 世纪，下贯元明清三代) ，具有观点前后呼应、内容直接沿

袭补充的突出特点，可互为补充勘正，是研究工域哲那历史地名的重要史料。以《工布苯日神山志》为

例，该文献虽正式成书于 18 世纪早期，但在其层累式的内容框架中，融合了敦煌文献赞普传记、今甘肃省

迭部县发现的 9—11 世纪时期的《圣地苯日神山煨桑祭祀辞》、辛饶弥沃祖师传记、元明清时期在该神山

地区长期活动的苯教僧侣学者 ( 竹色、罗丹宁布、桑杰林巴等) 撰写的祭祀辞和高僧传记等多份文献的内

容。参见刘洁: 《〈工布苯日神山志〉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 4 期。
参见 ( 明) 罗丹宁布: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第 1197 页，收录于《罗丹宁布文集》，西

藏林芝市达则寺所藏手抄本古藏文文献。
参见 ( 清) 桑杰林巴: 《工布苯日神山志》，全称为《秘密圣地意化苯日神山志·如意树宝鬘精

要》，西藏林芝市斯甲更钦寺所藏手抄本古藏文文献。
( 清) 桑杰林巴: 《桑杰林巴传记》第 2 卷，西藏昌都市丁青县孜珠寺所藏手抄本古藏文文献，第

166 页。
目前学界已经发现的苯教辛饶弥沃祖师传记主要有三种: 简编本《集经》 ( 1 卷 24 章) ，参见雄

努洛桑编: 《苯教史料汇编》 ( 藏文版)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22 页; 中编本《赛米》
( 2 卷 18 章) ，参见章杰增巴: 《赛米》 ( 藏文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简编本与中编本的成书时

间均为 11 世纪。广编本即 14 世纪罗丹宁布以耳传形式成书的《无垢光荣经》 ( 12 卷) ，是辛饶弥沃最为详

尽的传记。参见罗丹宁布: 《无垢光荣经》 ( 藏文版) ，全 12 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见 ( 清) 夏察·扎西坚赞: 《西藏本教源流》 ( 藏文版) ，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1 页。该

书汉译本参见夏杂·扎西坚参著、刘勇译注: 《藏族雍仲本教史妙语宝库》，民族出版社 2012 年版。
( 明) 罗丹宁布: 《工尊第穆问答》，收录于《罗丹宁布文集》，西藏林芝市达则寺所藏手抄本古

藏文文献。
詹巴南喀: 《工尊第穆祈请文·吉祥喜雨》，清代德钦林巴掘藏，西藏林芝市拉日江妥寺所藏手抄

本古藏文文献。



者云: “所谓工尊第穆者，故乡为工域哲那，于珞、门两地交界处，驻锡雅鲁藏布江流域具

三峰之雪山。在此神奇意幻圣地，工尊第穆护佑藏域。之后工杰噶波王出世，统领工布地

域，敕封鲁神、地祇、魔与罗刹等为其眷属。以宾客之礼善待工尊第穆及地方女护法，因业

力聚集之故，结下父女之缘而和睦相处。之后，辛饶弥沃为降伏魔域而亲临工布。工尊第穆

亲谒祖师并许下护佑苯法之誓言，驻锡情器世间各方隅，是为殊胜女伏藏主。”① 作为藏地

十二丹玛女神的总首领，工尊第穆在苯教神祇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苯教文献多记其为工布

王的义女，《工布苯日神山志》 ( 9b) 则记其为工杰嘎波王之长女，是嫁给辛饶弥沃为妃的

工布公主工萨赤江的长姊。
《世间库源经注解》、②《札巴岭扎》、③ 《西藏本教源流》④ 等苯教历史文献，还将工域

哲那记为苯教前弘期三十七处修行地中位于约茹的修行地之一。《苯教源流弘扬明灯》虽将

苯教前弘期的修行圣地另记为三十八处，但所列约茹的七处圣地名称也包括工域哲那。⑤ 传

世至今的苯教文献记载了大量工域哲那历史地名的宗教传说，从侧面印证了工域哲那作为苯

教著名修行圣地的宗教职能。
( 二) 工域哲那历史地名与早期赞普的关系

工域哲那与早期赞普的传说，可追溯至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9 世纪初 ( 或 8 世纪末)

的工布第穆摩崖刻石⑥以及 《娘氏宗教源流》、《弟吴宗教源流》、《汉藏史集》、《贤者喜

宴》等藏文史籍，不但记载了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自天降临拉日江妥⑦山巅，还详记工杰噶

波王为止贡赞普后裔、吐蕃王室近亲，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工布苯日神山志》 ( 15b －
18a) 亦云: 辛饶弥沃祖师返回象雄之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自天界降临工布苯日神山的

拉日江妥峰顶，他与苯教法师们一同在工域哲那传扬苯教。
止贡赞普灭苯被弑这一历史事件，除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P. T. 1287 《赞普传记》详载之

外，传世至今的苯教与藏传佛教文献都有类似记载，情节大致相同，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

意的是，《赞普传记》明确记载工域哲那是茹勒杰与两位王子相会的地点。⑧ 《汉藏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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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巴南喀: 《工尊第穆祈请文·吉祥喜雨》，清代德钦林巴掘藏，第 2—4 页。
詹巴南喀: 《世间库源经注解》，藏文手抄本，由丹增南达重印，印度新德里 1966 年版。另可参

见达布·喇钦占巴南喀: 《苯教根本藏释义》，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2 页。
詹巴南喀: 《札巴岭扎》，藏文手抄本，参见赤索旦主编: 《本教历史文献汇编》 ( 藏文版) ，第 3

册，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 页。“本教”，版权页如此翻译。
( 清) 夏察·扎西坚赞: 《西藏本教源流》 ( 藏文版) ，第 168 页。
参见 ( 明) 芭·丹杰桑布: 《本教源流宏扬明灯》( 藏文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9 页。
工布第穆石刻遗址位于今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 原林芝县) 米瑞乡玉容增村 ( g. Yung-drung-vdzin) 。

赤德松赞赞普 ( 798—815 年在位) 应工布小邦王臣祈请而颁布诏书并勒石为碑，是研究工布小邦历史的宝

贵史料。常凤玄、王尧、李方桂等当代学者均翻译并注释过该石刻碑文，部分译文差异较大。本文所采用

的译文为笔者自译。该石刻碑文的藏文录文与拉丁转写，可参见王尧编著: 《王尧藏学文集卷二: 吐蕃金

石录·藏文碑刻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3—106 页。
藏文史籍所载拉日江妥山的方位，有工布和山南两说，本文选择前说。该山是工布苯日神山的三

座主峰之一。
P. T. 1287《赞普传记》，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汉藏版) ，第24、25、102 页。



还将哲那的藏文名称记为 “gre-sna”，① 有 “凶死”之义。② 与工域哲那的传统藏文名称相

比，该名称的变异明显受到止贡赞普遇弑事件的影响。苯教文献《工布苯日神山志》 ( 18b －
19a) 将苯教法师在工域哲那举行的止贡赞普超度仪轨的名称和宗教功能，记载得更为详尽:

布德共杰邀请象雄东炯图钦等九位苯教法师为父王举行名为止笃 ( gri-vDul) ③ 的丧葬仪轨，

调伏止协 ( gri-gshed) ④ 恶鬼，祛除他横死于刀下的厄运给子孙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了古藏文文献记载的工域哲那历史地名的两类拼写方式，当代学者东噶活佛曾提出工

域哲那除了传统名称之外，还有 “kong-yul-spre-sna”这种写法。该地名释义为 “工布猴”，

与藏族猕猴祖先自山南迁徙至工布的神话传说有关。⑤ 工布地区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此地

所产猕猴被专称为“工哲 ( kong-sprel) ”，意为 “工布猴”。⑥ 以猴皮作里的古秀 ( 套头坎

肩) ，也是工布藏族的传统服饰。尽管目前此说尚缺乏广泛的藏文文献旁证，但因与藏族猕

猴变人的族源神话、工布地方物产有联系，故亦列出供读者参考。
( 三) 工域哲那地名反映的历史与宗教文化线索

工域哲那与象雄苯教祖师、早期赞普、工杰噶波王、工尊第穆的各类历史传说联系紧

密，是西藏早期小邦与象雄、吐蕃王朝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例证。
首先，工域哲那地名反映了象雄、工布、雅隆 ( 吐蕃王朝的前身) 之间的密切联系。

苯教文献记载的辛饶弥沃在工域哲那举行纳降仪式的宗教传说，暗示了古代象雄与雅鲁藏布

江下游的娘、工、塔三小邦之间相互征伐的历史线索。吐蕃王朝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与工

布小邦联系密切。聂赤赞普在工布拉日江妥神山被苯教法师拥立为王，他率部迁往山南雅隆

之后，以止贡赞普遇弑事件为转折点，吐蕃王室后裔再次回到工布小邦得到庇护，留居当地

的王子被拥立为工杰噶波王，另一位王子在苯教法师的帮助下重新执掌吐蕃王政。⑦ 工布小

邦对吐蕃的早期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工布第穆摩崖刻石为代表的吐蕃手写卷本和金石铭刻，都

宣扬“赞普为神子入主人间”，以宗教来麻醉人民的思想。吐蕃王朝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包

含政教两条线索。王权与神权相互倚重、藏族早期社会时期的神权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这

是由当时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工域哲那地名变异后所具 “凶死”之义，

就从侧面反映了吐蕃早期的苯教势力强大至可以操纵赞普王权更迭的程度。这与藏文史籍广

泛记载的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吐蕃历代赞普均以苯教治理国政的说法互为印证。
最后，就工布区域史而论，工布小邦当地土著行政和宗教首领均有悠久的历史，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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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 明) 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 ( 藏文版) ，第 133 页。
参见“gre-bo”词条，意为“凶死男鬼”。张怡荪主编: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7 页。
止笃，亦作“gri-vDur”，为笃苯 ( vDur-bon) 的一种仪轨名称，主要超荐横死于刀下的亡者。参

见夏察·扎西坚赞: 《西藏本教源流》 ( 藏文版) ，第 196 页。
止协 ( gri-gshed) ，意为“刀鬼”，指一种可以作祟使人死于刀下的恶鬼。
参见东噶·洛桑赤列编: 《东噶藏学大辞典》 ( 藏文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 页。
张怡荪主编: 《藏汉大辞典》，第 32 页。
关于止贡赞普的后裔，传世至今的藏文史籍有“二子说”和“三子说”两类不同观点。敦煌吐蕃

历史文书与工布第穆摩崖刻石均载止贡赞普有二子，但所记两位王子的长幼次序相反。鉴于工布第穆摩崖

刻石年代较早且无涂改痕迹，刻石铭文应更为可信。



止贡赞普后裔借助苯教的影响才成功入主工布。工布第穆摩崖刻石所记赞普诏书，在强调吐

蕃王室与工杰噶波王之间的亲缘关系时，明确提及工尊第穆护法神的名字。① 笔者尝试将此

段铭文译为“兄 ( 聂赤) 工杰噶波王自上部莅临工布之时，祷祝兄弟两人名为年波的护身

生命神，并使年波与第穆两位护身生命神联姻”。铭文所记传说应是苯教仪式的写照。其

中，“护身生命神”是吐蕃王室成员御用苯教护法神的统称。“年波”为男神之名，作为止

贡赞普两位王子的御用护身生命神，应是山南雅隆最高等级的护法神。 “第穆”为女神之

名，位居工布地方护法神之首。工布第穆摩崖刻石所记赞普诏书在开篇介绍此传说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宣扬山南与工布的两位苯教地方护法神联姻的宗教象征意义，标榜赞普后裔执掌

工布地方政教的神圣性与合理性。

三、工域哲那古今地名对照辨析

即使是综合运用文献资料、历史文化遗迹和田野考察三重证据方法，工域哲那古今地名

的考证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除因古今藏文语法差异而导致的藏文地名拼写形式的多样化之

外，汉译名称也缺乏规范的统一标准，因同音异译导致的一地多名现象非常普遍，增强了历

史地名的考证难度。当前学界关于工域哲那古今地名的考证主要有两类不同观点。
其一，工域哲那为今帮那 ( 帮纳) 村之说。《林芝地区志》将古代地名工域哲那记为位

于原林芝县 ( 今林芝市巴宜区) 林芝镇达则乡的帮那村。② 但由记录元代中后期竹色活佛

在工布苯日神山地区活动轨迹的 《竹色活佛传记》来看，该文献列举了此神山与辛饶弥沃

相关的大、中、小三处伏藏圣地的方位与名称: 北方年池 ( gnyan-khri) ，西方帮纳 ( spang-
sna) ，南方工域哲那 ( kong-yul-bre-sna) 。③ 其中， “帮纳”与 “工域哲那”这两处地名并

非同指，所处地理方位也不同。此外，明代早期成书的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④
《伏藏主五兄妹问答》，⑤ 与清代早期的《工布苯日神山志》、⑥ 《桑杰林巴传记》⑦ 在内容

上互为补证，不但将“年池”与“帮纳”记为娘波的两处地名，还将 “帮纳”比喻为 “年

池”的门户。年池即今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尼池村旧称。该地名有多种藏文拼写方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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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常凤玄、王尧、李方桂等当代学者均译注过该铭文，但是部分译文差异较大。尤其是针对第 6—7
行年波男神和第穆女神婚配的释读，国内外学者争议甚多。李方桂将此古藏文英译为“the god begotten with
the sku-bla De-mo” ( 婚姻天神与古拉第穆) ，他在注释中称: “这句话的语法似乎表明了这一解读，但这些

事件所指的神话背景在其他史料中不得而知。在有关本文献的其他一些研究中，这是讨论颇多的话题”。
由此可见，李氏已经注意到该处铭文内容所涉宗教神话的解读难度，同时强调这是学界争议的热点问题。
参见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133 页。

参见林芝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林芝地区志》，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87 页。
参见佚名: 《竹色尊者本生传记》，藏文手抄本，收录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馆藏《苯教大藏

经·甘珠尔》。另可参见嘎松罗布: 《工布本日圣迹指南》 ( 藏文版)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9 页。
参见罗丹宁布: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第 1204 页。
参见罗丹宁布: 《伏藏主五兄妹问答》，第 1095 页，收录于《罗丹宁布文集》，西藏林芝市达则寺

所藏手抄本古藏文文献。
参见桑杰林巴: 《工布苯日神山志》，第 41a 页。
参见桑杰林巴: 《桑杰林巴传记》第 2 卷，第 205 页。



了上述文献常用的年池 ( gnyan-khri) ，还有娘赤 ( nyang-khri) ① 这一写法，其藏文含义为

“娘氏宝座”，与娘波小邦密切相关，也是今林芝市地名的主要词源。阿贵还考证娘赤应为

“娘若”和“赤”两个吐蕃东岱 ( 千户) 组织的合称。② 由此推测，吐蕃早期的帮纳与工域

哲那曾经分属娘波、工布辖区。
其二，工域哲那为今哲那村之说。若仅由地名的藏文拼写形式来看，今西藏林芝市巴宜

区 ( 原林芝县) 林芝镇的哲那村 ( bre-sna) ，应即古代工域哲那的中心。叶拉太、阿贵等学

者均考证工域哲那位于此地。③ 但是，学者们在具体考证过程中针对工域哲那古今地名对

照、文献解读等方面的阐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叶拉太将 “哲那”这一自然村

的行政区划，误记为“今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麦日乡境内”。④ 此所谓 “麦日乡”，应为米

瑞乡的同音异译。此说与 《林芝地区志》的记载不符，应予更正。2005 年 7 月，林芝县曾

将 104 个村撤并为 74 个村。其中，林芝镇立定、扎那 ( 即哲那村) 、娘俄三村合并为立定

村。⑤ 2015 年 3 月 16 日，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撤销林芝地区，设立地级林芝市，林芝市

设立巴宜区，以原林芝县的行政区域为巴宜区的行政区域。笔者在田野考察时发现，哲那自

然村的路牌将该地名记为扎那 “bra-sna”，应为 “bre-sna”的同音异形或笔误。⑥ 上述三个

村庄的间隔距离分别仅为 1 公里左右，均归林芝县 ( 今巴宜区) 林芝镇 ( 原达则乡) 管辖，

不属于米瑞乡行政辖区。另一方面，阿贵将《工布苯日神山志》 ( 10b － 11b) 有关辛饶弥沃

在工布苯日神山以藏升为量具分宝并埋下伏藏的记载，误解为: “苯教史料中也讲到，在像

‘藏升’一样的岩石山前苯教祖师埋藏了许多苯教经典，所以，该地方得名 ‘工布哲那’，

从以上资料来看，它的含义应该是指坐落于像藏升一样的岩石山前的村落。”⑦ 事实上，

《工布苯日神山志》所记“藏升”仅指辛饶弥沃分宝的量具名称，而非山的形状。如果将工

域哲那这一地名与山的形状联系在一起，未免偏离了文献的原义。

四、关于工域哲那地理范围的思考

尽管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今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哲那村即为古代工域哲那的中心。
但是，工域哲那的古今地名对照问题，若仅以地名的相似程度来判定，是远远不够的。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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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扎敦·格桑丹贝坚赞著、德倩旺姆译注: 《〈世界地理概说〉译注》，《中国藏学》2015 年第 4 期。
参见阿贵: 《吐蕃小邦时代历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80 页。
参见叶拉太: 《吐蕃地名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阿贵: 《“林芝”词源及尼洋河流域的古

代吐蕃小邦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叶拉太: 《吐蕃地名研究》，第 56 页。
参见林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林芝县志》，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3 页。
笔者在西藏林芝地区田野考察时发现，许多地名对应的是规模较小的自然村，这些自然村的间隔

距离多为 1 公里左右。尽管村口路牌标有藏汉地名，但这类藏汉地名的对照翻译缺乏规范的统一标准，同

音异译导致的一地多名现象仍然普遍。近年来国内公开出版的《林芝地区志》 ( 2006) 、《工布江达县志》
( 2008) 、《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 2012) 、《林芝县志》 ( 2014) 、《米林县志》 ( 2014) 、《波密县志》
( 2014) 、《林芝地名历史文化释义》 ( 2018) 、《林芝山水文化》 ( 2018) 等图书资料，是研究西藏林芝历史

地名的主要工具书。尤其是《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收录了 6200 条西藏自治区村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地

名，是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西藏地名翻译成果，值得学界参考。
阿贵: 《“林芝”词源及尼洋河流域的古代吐蕃小邦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域哲那作为工布王邑的行政地位而言，其建制应兼具政治、军事与宗教祭祀三种功能。能够

满足王宫和神殿建筑、军事防御、辅助设施和属民居住区域等各项功能所需的地理范围，远

非现今的哲那自然村所能涵盖。该村落周边地区的著名历史文化遗迹，都值得我们综合

考量。
位于拉日江妥神山脚下，距哲那村上游约 3 公里处的米域吉庭 ( mi-yul-skyi-vthing) ，迄

今仍保留着藏王墓遗址，当地广泛流传着止贡赞普的尸身 ( 或衣冠冢) 葬于此地的民间传

说。另据《雅隆尊者教法史》载，止贡赞普的尸身并未葬于工布，当地仅修建了一座陵

墓。①《弟吴宗教源流》也记载茹勒杰将止贡赞普的遗骸运至工布塞姆普鞭打百下，亲自带

领九族民众准备按照传统建台安葬，但是因为超度仪轨失败，后将止贡赞普遗骸迎请至阿玛

塘，安葬在名为章姆章琼的岩石之中。② 上述史籍所记止贡赞普陵墓的多个地点并不矛盾。
夏吾卡先指出，鉴于吐蕃早期藏地曾经流行先焚尸、后拾骨、再埋葬的丧葬习俗，止贡赞普

陵墓有迁葬的可能性。③ 除了迁陵之说，也不排除米域吉庭的止贡赞普墓或为衣冠冢。
米域吉庭下游约 2 公里处为立定自然村 ( 立定行政村驻地) ，其藏文名称 “klu-steng”

意为“鲁王宫殿”，④ 该村因坐落在鲁 ( 龙) 王米衮嘎波的栖息地的传说而得名。⑤ 立定村

旁侧的那乌德塘圣迹是一处广阔的水沼地。⑥ 2018 年 11 月，第二次青藏高原藏东南人类活

动遗迹及生存环境综合科学考察队在立定村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点。⑦ 该考

古发现与 1975 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林芝县林芝村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林

芝人文化遗址⑧一起，为研究中国藏东南的早期人类活动史、藏族族源本土说，提供了丰富

的科学依据。
立定自然村沿江下游近 1 公里处即为哲那自然村。哲那下游 1 公里处是娘俄村 ( nyang-

ngo) 。工布民间把立定、扎那 ( 哲那) 、娘欧 ( 娘俄) 三村合称为娘布 ( 娘波) 渡口。⑨ 娘

俄村下游 2 公里处是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最宽阔的水域，被当地人认为是古代娘波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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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 明) 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 《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 页。
参见 ( 宋) 弟吴贤者: 《弟吴宗教源流》 ( 藏文版) ，第 234 页。
参见夏吾卡先: 《吐蕃早期王陵的历史传说研究》，《青藏高原论坛》2014 年第 2 期。
该藏文名称发音为“鲁定”，今普遍被译为“立定”，是受工布方言的特殊发音影响。另外，带有

苯教鲁神崇拜色彩的地名、神名、人名，经常见载于古藏文文献，但是学界普遍将其翻译为“龙”、 “龙

王”，这是藏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苯教的鲁神是对所有栖息在海洋、湖泊、河流、泉水、沼泽、森林、
神山中有超自然能力的生灵的总称，其含义远远超出汉文化对“龙”所界定的概念范围。参见刘洁: 《工

布苯日神山崇拜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4 页。
参见普布多吉主编: 《林芝地名历史文化释义》，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 页。
那乌德塘的具体位置在林芝当地存在两种争议: 位于立定村旁侧，或位于布久乡则拉岗村附近，

本文支持前说。
参见《西藏藏东南新发现人类早期活动遗迹》，中国新闻网 2018 年 11 月 29 日 ( 网址: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cul /2018 /11 － 29 /8688667. shtml) ，访问日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关于新石器时期林芝人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可参考林一璞、陈万勇、张森水: 《林芝人及

其文化遗物》，《西藏古生物》第 1 分册，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王垣杰: 《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

墓葬》，《西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 夏格旺堆、李林辉: 《西藏林芝地区林芝村古墓调查简报》，《西藏大

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参见普布多吉主编: 《林芝地名历史文化释义》，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 页。



布的传统分界线。该分界线距离上游的米域吉庭藏王墓遗址约 6 公里，距下游的玉容增村①

3 公里。当地流传的止贡赞普遗骸在此地被茹勒杰从鲁 ( 龙) 王处赎回的民间传说，与敦煌

吐蕃历史文书、②《工布苯日神山志》 ( 18b) 所载大体相同。
综合上述田野考察发现的线索，不难推测，古时立定、哲那、娘俄、玉容增四处村庄和

米域吉庭、那乌德塘两处文化遗迹，很可能均属工域哲那王邑的地理范围之内。这几处村庄

和历史文化遗迹沿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的水域南岸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分布，各自相距仅

1 至 2 公里，整体长度约 9 公里，可被视为工布王邑的各类职能分区。首先，哲那村名称虽

与“工域哲那”最为相近，但目前该村并无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可查，单凭地名拼写的相

似程度，尚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工布王邑唯一的核心区域。另从地理位置来看，该村地处娘

波与工布水域分界线上游 3 公里，这表明它曾有过属于娘波辖界的历史。其次，米域吉庭的

主要功能为墓地和天葬场，这也排除了其为工布王邑核心区域的可能性。再次，尽管 《工

布苯日神山志》 ( 10b) 记载立定村旁侧的那乌德塘位于工杰噶波王宫殿的右方，但该圣迹

的地理位置尚存地处原林芝县布久乡则拉岗村的异议，故暂时还不能作为完全充分的证据。
立定村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最后，虽然学界尚未将玉容

增村与工域哲那直接联系，但就成书于明代早期的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将其记

为“g. Yung-drung-vdzin”而言，③ 该地名被冠以苯教标志性符号 “雍仲” ( 今音译为 “玉

容”) ，以及该村现存记录吐蕃赞普诏书的工布第穆摩崖刻石遗址，共同凸显出其兼具行政

和宗教两大职能的重要性。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前述娘波与工布的水域分界线，另以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的

起点为界，④ 古代工布的地理范围还有上、下工布之分。自今布久乡嘎玛村向西至今米林县

卧龙镇甲格村，为上工布; 自东北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米林县派镇加拉村，为下工

布。⑤ 本文所述米域吉庭、立定、那乌德塘、哲那、娘俄、玉容增均属下工布地域范围。鉴

于西藏早期小邦之间相互征伐兼并的历史，西藏林芝地区流传至今的娘波与工布、上工布与

下工布的两条分界线，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娘波和工布的地理界线，其间重合交叉之

处并不矛盾，这也印证了吐蕃早期的娘、工、塔三小邦逐步发展演变为元明清时期的工布四

宗的区域沿革历史。另外，夏吾卡先所撰 《西藏米林丹娘朗嘎吐蕃碑考古调查》⑥ 对位于

林芝市米林县丹娘乡朗嘎村南部夏拉山上的吐蕃朗嘎石碑进行全文释录，认为工布第穆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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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玉容增村的藏文名称有“g. Yu-rung-vdzin”和“g. Yung-drung-vdzin”两种写法，前者为现代地名，

后者为藏文古籍所载历史地名。参见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 《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8 页; 林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林芝县志》，第 1176 页; ( 明) 罗丹宁

布: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第 1199 页。
P. T. 287《赞普传记》载: “ ( 止贡赞普尸箧) 抛于藏布大江之中央，流至江河尾端赛仓地方，进入

俄得白得仁摩龙王之腹中。”参见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 汉藏版) ，第 24、101 页。
参见 ( 明) 罗丹宁布: 《工布苯日神山圣地功德概说》，第 1199 页。
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的起点位于今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 原林芝县) 布久乡嘎玛村附近。2005

年 7 月，林芝县将 104 个村撤并为 74 个村，其中，嘎玛村与则拉岗村合并为则拉岗 ( 孜拉岗) 村。参见林

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林芝县志》，第 153 页。
参见姚兆麟: 《工布及工布文化考述》，《民族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夏吾卡先: 《西藏米林丹娘朗嘎吐蕃碑考古调查》，《文物》2018 年第 10 期。



刻石应是继朗嘎碑之后的修订版，这表明位于今米林县境内的朗嘎石碑也是考证工杰噶波王

家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结 语

史、地、人、文四要素是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姚兆麟曾经指出: “ ( 工布一名)

这个泛化过程既有政治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① 藏东南工布历史地名蕴含了丰富

的历史与宗教文化信息，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其内涵和外延亟待学界长期关注与挖掘。以

工布王邑工域哲那为例的西藏历史地名研究工作，不仅仅是整理归纳古藏文文献所记地名的

各种释义和拼写方式，还要结合实地田野考察和考古成果，努力探寻历史地名与著名历史人

物和事件、区域沿革、民族史、宗教史、宗教文化、地域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双向影响。同

时，为了避免研究碎片化，将西藏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整体历史，重新认识吐蕃及其

之前西藏地方诸多政权和族群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构建过程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② 是西

藏历史地理研究遵循的基础理论导向。藏东南小邦与象雄、吐蕃王朝的关系史，元明清时期

工布四宗的区域沿革史，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有效措施和经验总结，都是我们在研究过

程中需要综合思考、整体看待的问题。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书 讯·

汪洪亮著《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由中华书局 2020
年 1 月出版。全书包括 6 个章节和绪论、结论，共 28 万余字。

该书梳理了华西坝五所教会大学 ( 华西协合大学与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
齐鲁大学、燕京大学) 学人同舟共济的协作历程与同气相求的合作渊源; 从时、空、人三

个维度，立体呈现抗战时期大后方学术社会的生活图景和华西坝边疆学术的历程及成果，评

析其边政主张及学科建树; 通过华西坝五校师生协作开展边疆调查研究、组织边疆服务活动

的生动史实，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促进团结、充实国家能力的理想和精神。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民族学科史和边疆学术史的重

要内容。该书是民国时期边疆学术史研究的有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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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姚兆麟: 《工布及工布文化考述》，《民族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参见李大龙: 《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7

期。



Strategic Status of Sui Zhou in Northern Song Peri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Xia Lei Jiasheng ( 119)……………………………………………

After the Western Xia was established，due to its location in the East of Hen Mountain ( 横
山) ，Sui Zhou could threaten Yan Zhou of the Song，and had an important status of war strategy.
The battle of Sanchuankou was one example of the Western Xia attacking Yan Zhou from Sui Zhou.
The Song Dynasty therefore appointed Chong Shiheng ( 种世衡) to rebuild Qingjian Castle ( 青涧
城) to defend against Sui Zhou. Chong E ( 种谔) ，the son of Chong Shiheng occupied Sui Zhou，
and attempted to go outside Hen Mountain and threaten the Western Xia. However，the Song army
failed in the Song-Xia War in 1081 － 82，plus the Song court's passive attitude to border defens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in 1086 － 1094，making Chong E's plan not be realized. It was not until
Emperor Huizong period the Song army occupied Yin Zhou that Zhong' E's plan had a preliminary
result．
Key Words: Sui Zhou the Western Xia Chong Shiheng Chong E the Song-Xia War in 1081 －82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Kong-Yul-Bre-Sna —Capital of Kong-po Liu Jie ( 129)………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historical geographic name，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and also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geographic names，
surrounding cultural relics，concerning Kong-yul-bre-sna—Capital of Kong-po during the Small
States and the Tubo Dynasty periods; and emphasis that the four villages—Zhena，Liding，Niang'e，
Yurongzeng，and two cultural relics—Miyujiting，Nawudetang，in Nying-khri，all belong to the
geographic scope of Capital of Kongpo，as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Key Words: Tibet Nying-khri Kong-po Kong-yul-bre-sna
On the Name and Tribes of Demojong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Yongpan ( 139)…………………………………………………………………………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names“Zhe Mu Rong ( 者木戎) ”，“Bai Mu

Rong” ( 白木戎) ，“Ba Lai Zhong” ( 巴赖忠) ，and“Zhe Meng Xiong” ( 哲孟雄 /Demojong)
appear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ffering to Sikkim，and then gradually unified as“Zhe
Meng Xio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Chinese local chronicles“Xizang Zhi” ( 《西藏志》) and
“Wei ZangTong Zhi” ( 《卫藏通志》) mentioned the situation of Sikkim tribes. But these records
were relatively simple.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British India ha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kkim tribes. The Sikkim tribe mainly includes Bhutia，Lepchas，Limboo，Murmis and Magars，
etc. These tribe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or Tibetans in thei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ibet the Qing Dynasty Sikkim Demojo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tuo ( 沙陀) and Tuyuhun ( 吐谷浑)

Fan Wenli ( 148)…………………………………………………………………………………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the armies of Shatuo and the Tuyuhun Helian tribe fought

fiercely for the control of the Daibei ( 代北) area. At the end of the long and exhausting war，Li
Keyong ( 李可用) killed Helian Duo ( 赫连铎) and captured Bai Yicheng to achieve complete
possession of the Daibei area. In the mean time，the merging amongst the tribes of Shatuo and
Tuyuhun was also quietly proceeding. There were many Tuyuhun followers in Li Keyong's army
during the incident of killing of Duan Wenchu and the war to suppress the Huang Chao peasant
troops. These Tuyuhun follower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aibei Group. During the Later
Tang dynasty，the two capitals of Ningshuo and Fenghua，which were set up for the Tuyuhun
tribes，finally complete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Jimi ( 羁 縻 ) Prefecture to normal
Prefecture．
Key Words: Shatuo Tuyuhun Daibe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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