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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节度使主要兵力内援， 防御力量空虚， 在吐蕃打击之下不断西迁， 本

文探讨了河西节度使杨志烈、 杨休明、 周鼎和阎朝的任职时间和过程， 同时也探讨了吐蕃对敦煌和西

域的占领的经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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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发生， 唐尽征河陇、 朔方镇兵入靖国难， 边防空虚， 吐蕃乘机

而入侵犯唐朝边境， 到唐肃宗乾元年间， 凤翔以西， 邠州以北， 尽蕃戎之境。 广德元年

（７６３） 吐蕃占领泾州、 奉天， 并进而占领唐上都长安城， 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 占据

长安半个月之久。 后虽退出长安， 但与唐朝在奉天一带开始争夺， 战争进行得异常惨

烈。 吐蕃不仅向东发展， 同时也开始对河西侵蚀， 出兵围攻凉州。 从广德元年开始到贞

元二年 （７８６） 占领敦煌， 唐河西节度使与吐蕃在河西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年战争， 河西

节度使前后有杨志烈、 杨休明、 周鼎和阎朝， 最后阎朝在粮械皆绝的情况下， 以毋徙他

境为条件接受吐蕃城下之盟， 投降吐蕃， 被吐蕃投毒杀害。 但是史籍记载甚少， 加上吐

蕃占领凉州， 交通受阻， 河西及西域信息不通， 唐朝很难了解河西节度使的情况， 直到

建中元年 （７８０） 回鹘道开通之后才有所改变。 关于这个时期敦煌文献有 《大唐陇西李

氏修功德记》 抄本和敦煌保存原碑和 《杨公碑》， 对研究这段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 Ｐ ２６８６Ｖ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记载： “右三危故境， 列积垓壤之

封； 五郡城域， 逐併南蕃之化。”①就是叙述这个时期的状况。 我们结合史籍记载和出土

碑铭对四位河西节度使进行尽可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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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弃凉州徙甘州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 其任职时间不明确。 根据 《旧唐书·肃宗纪》 记载至德元年

（７５６） 七月甲子李亨即位于灵武， “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 陇右兵马使彭元晖

为陇右节度使”， 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郡太守①。 至德二年吐蕃陷西平郡。 根据

《资治通鉴》 唐肃宗至德二年 （７５７） 正月记载： “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

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 聚众六万。 武威大城之中， 小城有七， 胡据其五， 二城坚守。 支

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 旬有七日， 平之。”② 周佖被杀后， 杜鸿渐出

任河西节度使③。 同年二月河西节度使杜鸿渐派兵入援收复长安， “陇右、 河西、 安西、
西域之兵皆会”， 唐朝开始积极准备收复长安， 九月唐收复上都长安， 十月收复东都

洛阳。
次年闰四月， 唐朝任命彭王李僅为河西节度大使。 至德三年 （７５８） 闰四月 “甲

子， 制彭王僅充河西节度大使， 兖王僴北庭节度大使， 泾王侹陇右节度大使”④。 节度

大使只是唐宗室诸王虚衔遥领， 不是真正的实授，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用王室的影响力统

管入援之河西兵马， 实际执掌河西节度使的是吕崇贲⑤。 乾元二年 （７５９） 唐命来瑱为

凉州刺史、 河西节度经略副大使， 然未到任⑥。 此后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地区争夺激烈，
主要是在陇右地区。 至德二年十月吐蕃攻陷唐鄯州西平郡， 乾元元年攻陷河源军。 上元

二年 （７６１） 六月 “己卯， 以凤翔尹李鼎为鄯州刺史、 陇右节度营田等使”⑦。 实际上

陇右节度使的治所都没有了。 据 《旧唐书·代宗纪》 宝应元年 （７６２） 吐蕃陷唐朝临、
洮、 秦、 成、 渭等州。 二年七月 “是月， 吐蕃大寇河、 陇， 陷我秦、 成、 渭三州， 入

大震关， 陷兰、 廓、 河、 洮、 岷等州， 盗有陇右之地”⑧。 唐与河西隔绝， 消息并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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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率众讨平之。” “ （五月丁巳） 以武部侍郞杜鸿渐为河西節度。” 《旧唐书·杜鸿渐传》 记载： “至德二

年， 兼御史大夫， 为河西節度使、 涼州都督。” 《册府元龟》 卷 ７２８ 《幕府部 （十三） 》 记载： “杜亚， 京

兆人， 善言物理及历代成败之事。 至德初， 献封章， 授校书郞。 杜鸿渐为河西节度， 辟为从事。” 《旧唐

书·杜亚传》 记载： “至德初， 于灵武献封章， 言政事， 授校书郎。 其年， 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 辟为从

事， 累授评事、 御史。”
《旧唐书》 卷 １０ 《肃宗纪》， 第 ２５８ 页。
《旧唐书·杨炎传》 记载： “释褐， 辟河西节度掌书记。 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 至是与炎同幕， 率左

右反接之， 铁棒挝之二百， 流血被地， 几死。 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 不之责。”
《旧唐书·来瑱传》 记载： “ （乾元） 二年， 初除凉州刺史、 河南节度经略副大使， 未行， ……乃以瑱为陕

州刺史， 充陕、 虢等州节度， 并潼关防御、 团练、 镇守使。” 河南， 应当是河西之误。 校勘记称： “河南

节度： 《合钞》 卷一六五 《来瑱传》 ‘河南’ 作 ‘河西’。” 河西节度大使是彭王李僅， 而河西节度副大使

就是河西节度使。
《旧唐书》 卷 １０ 《肃宗纪》， 第 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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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大历五年 （７６９） 正月 “辛卯， 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判凤翔尹， 充凤翔、 河陇节度

使”①。 皇甫温授河陇节度使， 实际官职是凤翔尹， 所谓河陇节度使， 应当是河陇行营

节度使。 而杨志烈应当是接替吕崇贲为河西节度使。 根据 《旧唐书·吐蕃传上》 记载，
唐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放弃长安： “吐蕃退至凤翔， 节度孙志直闭门拒之， 吐蕃围守数

日。 会镇西节度、 兼御史中丞马璘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 引兵入城。 迟明， 单

骑持满， 直冲贼众， 左右愿从者百余骑， 璘奋击大呼， 贼徒披靡， 无敢当者， 贼疲而

归。” 并乘机收复原、 会、 成、 渭之地②。 《旧唐书·马璘传》 记载： “明年， 蕃贼寇

边， 诏璘赴援河西。 广德初， 仆固怀恩不顺， 诱吐蕃入寇， 代宗避狄陕州。 璘即日至河

右转斗戎虏间， 至于凤翔。 时蕃军云合， 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 璘乃持满外

向， 突入悬门， 不解甲， 背城出战， 吐蕃奔溃。”③ 《资治通鉴》 唐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

也记载到这件事： “吐蕃还自凤翔， 节度使孙志直闭门拒守， 吐蕃围之数日。 镇西节度

使马璘闻车驾辛陕， 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 转斗至凤翔， 值吐蕃围城， 璘帅众持满

外向， 突入城中， 不解甲， 背城出战， 单骑先士卒奋击， 俘斩千计而归。 明日， 虏复逼

城请战， 璘开悬门以待之。 虏引退， 曰： ‘此将军不惜死， 宜避之。’ 遂去， 居原、 会、
成、 渭之地。”④ 虽然没有记载到河西节度使杨志烈， 但是从河西入赴难。 这些记载说

明杨志烈在广德元年之前已经正式出任河西节度使。
到唐代宗广德元年陇右大部分地区都被吐蕃占领， 根据 《资治通鉴》 唐代宗广德

元年记载： “吐蕃入大震关， 陷兰、 廓、 河、 鄯、 洮、 岷、 秦、 成、 渭等州， 尽取河

西、 陇右之地。 唐自武德以来， 开拓边境， 地连西域， 皆置都督、 府、 州、 县。 开元

中， 置朔方、 陇右、 河西、 安西、 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 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 缯帛为

军资， 开屯田， 供糗粮， 设监牧， 畜牛马， 军城戍逻， 万里相望。 及安禄山反， 边兵精

锐者皆征发入援， 谓之行营， 所留兵单弱， 胡虏稍蚕食之； 数年间， 西北数十州相继沦

没， 自凤翔以西， 邠州以北， 皆为左衽矣。”⑤ 实际上这个时期凉州还掌握在河西节度

使手中， 双方还为争夺凉州进行着激烈的战争。
根据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 伊州 “宝应中陷吐蕃”。 王小甫认为伊州宝应

元年被吐蕃陷落， 伊西北庭节度使杨预战死， 杨志烈广德元年率河西军将收复伊州， 接

替杨预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 并驻军西州， 广德元年杨志烈继吕崇贲改任河西兼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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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节度观察使①。 广德二年 （７６４） 十月吐蕃围凉州， 杨志烈被迫逃向甘州。 《资治通

鉴》 唐代宗广德二年记载：
　 　 怀恩之南寇也，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 谓监军柏文达曰： ‘河西锐卒，
尽于此矣， 君将之以攻灵州， 则怀恩有返顾之虑， 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 文达遂

将众击摧砂堡、 灵武县， 皆下之， 进攻灵武。 怀恩闻之， 自永寿遽归， 使蕃、 浑二

千骑夜袭文达， 大破之， 士卒死者殆半。 文达将余众归凉州， 哭而入。 志烈迎之

曰： ‘此行有安京室之功， 卒死何伤。’ 士卒怨其言。 未几， 吐蕃围凉州， 士卒不

为用； 志烈奔甘州， 为沙陀所杀。 沙陀姓朱耶， 世居沙陀碛， 因以为名。②

就是说从广德二年凉州被围， 守数年， 肯定不是当年迁徙河西节度使治所甘州， 很可能

是次年将治所迁徙到甘州。 杨志烈于广德二年十月之后放弃凉州， 《旧唐书·吐蕃传

下》 记载： “广德二年， 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 守数年， 乃跳身西投甘州， 凉州又陷于

寇。”③ 记载这一段河西节度使历史还有 《新唐书·吐蕃传》： “虏围凉州， 河西节度使

杨志烈不能守， 跳保甘州， 而凉州亡。”④ 杨志烈于广德二年逃向甘州， 吐蕃陷凉州，
永泰元年 （７６５） 陷甘州。 《新唐书·代宗纪》 记载永泰元年 （７６６） “十月， 沙陀杀杨

志烈。”⑤ 杨志烈死于何处， 经王小甫研究认为杨志烈的死与甘州陷落没有直接关系，
沙陀徙甘州在贞元六年 （７９０） 之后， “杨志烈之死就不应在甘州而应在沙陀所居之北

庭附近”， 伊西庭留后周逸唆使沙陀、 突厥兵将杨志烈击杀⑥。 根据 《资治通鉴》 唐玄

宗先天元年 （７１２） 四月： “辛酉， 沙陀金山遣使入贡。 沙陀者， 处月之别种也， 姓朱

邪氏。” 胡三省注曰： “处月居金娑山之阳， 蒲类海之东， 有大碛， 名沙陀， 故号沙陀。
……盖沙陀者大碛也， 在金莎山之阳， 蒲类海之东， 自处月以来居此碛， 号沙陀突

厥。”⑦ 《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 记载： “唐德宗时， 有朱邪尽忠者， 居于北庭之金满

州。 贞元中， 吐蕃赞普攻陷北庭， 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⑧ 沙陀因沙陀碛得名， 在

北庭金满州， 蒲类海之东部沙碛地带， 因此杨志烈的被杀地点应当在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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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起自广德元年杨志烈， 起因是宝应元年吐蕃吐蕃陷伊州后是杨志烈率河西军将收复的。” “池田温刊

布的一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橘瑞超文书就提到广德三、 四年西州前庭县驻有河西军将。 我们认为， 救

伊州、 入西州之河西军将很可能是由杨志烈率领的， 宝应元年杨预死后， 他就接任了伊西北庭都护或伊西

北庭节度观察使。 吐鲁番阿斯塔那 ５０９ 号墓出土的 《元年 （７６２） 建午月四日西州使衙牓》 最后一行署有

‘使、 御史中丞杨志烈’。 ……看来， 这份文书很可能是杨志烈复伊州、 入西州不久就发布的文件。” 《旧
唐书·范希朝传》 记载：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 北方推其勇劲， 希朝诱致之， 自甘州举族来归， 众且万

人。 其后以之讨贼， 所至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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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是河西节度使治所， 也是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 根据敦煌文书 Ｐ ３５３５Ｖ 《河
西诸州地理形势处分语》 记载： “凉府， 其地也， 故雍州之西界， 实武威之旧区。 黄河

一曲疏其东， 白云数片浮其上， 前凉后凉之接触， 吕光 ［□□］ 之殊途。 历祀五百年，
沐我皇之息矣。”① 《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 裴松之注引 《魏名臣奏》 雍州刺史张

既表曰： “河西遐远， 丧乱弥久， 武威当诸郡路喉辖只要， 加民夷杂处， 数有兵难。”②

《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附 《陈泰传》 记载： “维若断凉州之道， 兼若断凉州之道，
兼四郡民夷， 据关、 陇之险， 敢能没经军而屠陇右。”③ 《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记

载： “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 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 进、 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 又武

威三种胡并寇钞， 道路断绝。”④ 凉州是河西东部之门户， 自吐蕃占领兰、 廓、 河、 鄯、
洮、 岷、 秦、 成、 渭、 原、 会等州， 唐朝经过陇右节度使辖区到河西的通道基本上全部

断绝， 唯有经过朔方节度使管辖的灵武等地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进入凉州， 凉州失去之

后， 唐朝经过朔方节度使联系河西节度使的通道断绝， 唯一行经的路线就是跨越腾格里

沙漠进入张掖， 这条路线行走非常困难。 Ｓ ３８３ 《西天路竟》 记载就是从 “灵州西行二

十日至甘州”。 Ｓ ５２９ 《定州开元寺归文牒》 记载归文从灵州西行， “渐谋西进， 黄沙万

里”， “准备西登碛路。 此后由 （犹） 恐平沙万里， 雪峤千寻， 鱼鸟希逄 （逢） ”⑤。 归

文是后唐同光二年五月跨越沙碛进入赶走， 越过腾格里沙漠同唐玄奘经过莫贺延碛基本

一样难。 因此从河西节度使西迁甘州之后， 河西节度使同唐朝中央联系逐渐减少， 基本

上处于信息断绝状态。
杨志烈于永泰元年闰十月被北庭沙陀所杀， 杨休明接替杨志烈遗留的职位， 出任河

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

二、 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弃甘州西迁敦煌

杨志烈是于广德二年年底放弃凉州西迁甘州， 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杨志烈被沙陀杀死

的时间。 《旧唐书·代宗纪》 记载永泰元年闰十月， 乙巳 “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 请

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 甘、 肃、 瓜、 沙等州长史。 上皆从之。”⑥ 这很可能也是杨志烈

被害的时间。 《资治通鉴》 唐代宗永泰元年记载： “闰四月， 乙巳……河西节度使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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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既死， 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 甘、 肃、 瓜、 沙等州长史， 从之。”① 我们从这条记

载中得知， 唐朝政府任命杨休明主管河西节度使事务是在永泰元年十月， 他当时的官职

很可能与杨志烈一样， 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 当时吐蕃陷落甘州， 兵逼肃州， 节度使

衙被迫再迁， 并派遣 “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②。
河西节度使杨休明于大历元年五月将河西节度使西迁到沙州， 《资治通鉴》 唐代宗

大历元年记载： “夏， 五月， 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胡三省注曰： “凉州沦陷故

也。”③ 甘州的陷落原因应当是在吐蕃攻打之下， 被迫西迁沙州。 《元和郡县图志》 记

载： “广德二年陷于西蕃”， 甘州 “永泰二年陷于西蕃”， 肃州 “大历元年陷于西蕃”④。
因此吐蕃占领凉州之后， 紧接着就出兵攻打西迁甘州河西节度使， 胁迫沙陀杀杨志烈，
并逼迫新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并接着攻打下甘州、 肃州等。 从 《元和郡县

图志》 的记载并结合 《资治通鉴》 的记载得知， 实际上永泰元年河西节度使就基本退

出甘州， 很可能西保肃州， 大历元年才徙镇沙州。 《资治通鉴》 没有记载从何处徙镇沙

州， 我们从当时甘州已经被吐蕃占领或者甘州部分地区被吐蕃占领， 因此河西节度使不

是从甘州西迁的。
吐蕃占领甘州肃州对河西节度使影响巨大， 河西节度使与唐朝之间的联系彻底断

绝。 我们从甘、 肃二州的地理位置看， 祁连山山脉贯通南北的唯一条通道就在甘州， 汉

代匈奴为同南部的羌族达成战略上的联盟， 曾经派遣军队从删丹向南攻打， 岂图与祁连

山中的羌族联系， 被汉朝打败不得不从罗布泊绕道才联系上羌族。 隋炀帝曾经帅军队和

六宫嫔妃从由西宁经大斗拔谷到达张掖⑤， 因此翻越祁连山连接河湟与河西走廊地区的

唯一通道在张掖， 这条道路的延伸段就在肃州， 酒泉张掖失去后， 河西走廊的南大门完

全对吐蕃打开。 甘州的东部删丹是甘州东大门， 也是进入黑河流域的关隘之地， 甘州肃

州的丢失， 就本上表示黑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失去。 同时黑河下游是河西走廊往北进入蒙

古高原的通道， 东北穿越沙漠进入灵州的通道全部隔绝， 河西节度使要想与唐朝取得联

系， 只能经过回鹘地区的郁督军山、 回鹘牙帐取参天可汗道到天德军进入中原。
Ｐ ３５３５Ｖ 《河西诸州地理形势处分语》 记载张掖、 酒泉的地理形势称：

　 　 甘州， 其地也， 未当鹑首， 实控永平之郊， 正是屋兰， 更遭临泽之壤。 禹分九

土， 导弱川之向西流。 李陵爰书， 接贰师而坐张掖。 既迁汉魏之化， 遂赖我唐之

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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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军， 其地也， 段开封之国， 沮渠受邑之郊， 实在北凉之西， 乃宅西戎之

左。 处乾坤之分， 当二蕃之要冲。 前瞻白云之岩， 却带居延之曲。 是我国家之胜境

也， 惟贤者而居之矣。
肃州， 其地也， 州得酒泉之郡， 乡连会川之郊； 控骍马之途， 据玉门之险。 少

卿以之训卒， 贰师以之扬麾。 雄之若斯， 五六百岁， 遂赖我唐之圣化也。
这些记载可以从 《元和郡县图志》 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汉初为匈奴右地， 武帝元鼎六

年， 使将军赵破奴出令居， 乃分武威、 酒泉地置张掖、 敦煌郡， 断匈奴之右臂， 自张其

掖， 因以为名。” 张掖县， 晋改为永平县。 酒泉 “武帝元狩二年， 昆邪王杀休屠王， 并

将其众来降， 以其地为武威、 酒泉郡， 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① 流经甘州、 肃州的黑

河和金河是贯穿南北， 土地肥沃， 是河西地区主要的农业和畜牧业区域。 北部的黑河下

游地区分布有汉代的遮虏障， 唐代的威远、 同城守捉等， 吐蕃占领后， 在这里设置过大

同军。 而在酒泉郡的西部有旧汉玉门关屯戍， 后改为玉门军， 唐与吐蕃争夺， 曾在玉门

军展开残酷的争夺战。 吐蕃占领武威、 张掖、 酒泉后， 河西走廊三分而有其二， 吐蕃已

经胜券在握， 河西节度使的败势注定，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
吐蕃攻取张掖、 酒泉之后， 将攻打的目标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并加强稳固其在河西

凉、 甘、 肃等州的统治， 放慢了对河西节度使攻打。 直到大历十一年 （７７６） 才占取了

瓜州， 并于同年建立瓜州节度使衙。 《资治通鉴》 记载正月： “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

蕃四节度及突厥、 吐谷浑、 氐、 羌群蛮众二十余万， 斩首万余级。”② 这吐蕃四节度是

否就是吐蕃攻占唐陇右河西之地所设置的河州、 鄯州、 凉州和瓜州四个节度使， 因为大

历十一年吐蕃已经占领瓜州。 杨休明担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 我们认为河西节度使西迁

敦煌不久， 杨休明就不再担任河西节度使了。 根据 《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

侧记》 记载推算大历十二年周鼎已经出任节度使十余岁， 因此杨休明的死亡时间应当

是 ７６８ 年前后。 建中三年 （７８２） 同故河西节度使周鼎、 瓜州刺史张铣、 西州刺史李琇

璋灵柩归葬长安， 杨休明可赠司徒。

三、 河西节度使周鼎放弃敦煌与被杀

杨休明出任河西节度使到什么时间， 史籍没有任何记载， 杨休明之后出任河西节度

使的是周鼎， 根据 《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 记载推测大历二年 （７６７）
周鼎出任河西节度使， 不再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 “第六子衡， 因谪居沙州， 参佐戎

幕， 河陇失守， 介于吐蕃， 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 河西节度行军司马， 与节度周鼎

保守燉煌仅十余岁， 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达， 而吐蕃围城， 兵尽矢穷， 为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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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吐蕃素闻太尉名德， 曰： 唐天子， 我之舅也， 衡之父， 舅贤相也， 落魄如此， 岂可

留乎。 遂赠以驼马， 送还于朝， 大历十二年十一月， 以二百骑尽室护归。”① 这个记载

透露出来两个信息， 第一是大历十二年 （７７７） 时周鼎已经是河西节度使， 并在节度使

位置上有十年的时间， 第二吐蕃以宋衡等还唐朝的时间是吐蕃占领瓜州的时间， 因此宋

衡等人是吐蕃攻占瓜州被俘虏的。 如果这个记载不误的话， 那么周鼎出任河西节度使的

时间是 ７６７ 年， 就是河西节度使西迁敦煌的第二年。 根据 《唐大诏令集》 常衮撰 《喻
安西北庭诸将制》 记载： “河西节度使周鼎， 安西、 北庭都护曹令忠、 尔朱某等， 义烈

相感， 贯于神明， 各受方任， 同奖王室……微三臣之力， 则度隍逾陇， 不复汉有矣。”
周鼎的官衔只有河西节度使， 从他出任河西节度使， 河西与伊西北庭又分为二节度②。
宋衡等人被吐蕃俘虏归还唐朝， 很可能是吐蕃打下瓜州俘虏了宋衡， 当时阎朝还没有杀

周鼎而自领州事。
吐蕃大历十二年将宋衡等敦煌二百余骑俘虏归还唐朝， 唐朝政府才从这里得到敦煌

的一些消息， 其他时间基本上处于信息隔绝状态。 河西节度使周鼎准备打通与中央政府

之间的联系， 开通与唐朝中央间的草原通道。 因都知兵马使阎朝的兵变杀周鼎而出任节

度使， 草原通道没有开通。 但是这次打通草原通道的设想， 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

　 　 始， 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 赞普徙帐南山， 使尚绮心儿攻之， 鼎请救回鹘，
逾年不至， 议焚城郭， 引众东奔， 皆以为不可。 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

草， 晨入谒辞行， 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 彀弓揖让， 射沙奴即死， 执鼎而缢杀之，
自领州事。③

周鼎请救回鹘， 就是想一方面得到回鹘力量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回鹘联系上唐

朝政府。 但是没有得到回鹘响应。 后来准备焚烧城郭引众东奔， 派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

壮士行视水草， 且不说周鼎的东奔做法行不通， 焚烧城郭的措施必然遭到敦煌民众和官

吏的反对。 仅从开通路线考虑， 只有从敦煌北行经过漠北回鹘地区到达唐朝管辖范围，
河西节度使引众东归的路线只有两条可供选择， 第一条经过安西、 北庭节度使管辖范围

进入回鹘道天德军进入唐朝， 第二间道经过瓜州、 伊州之间广大荒漠草原进入回鹘地区

到达天德军进入唐朝。 河西节度使周鼎有打通回鹘道愿望， 到阎朝时期， 基本上连通过

回鹘道联系唐朝中央政府的愿望都没有了。 周鼎派遣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的时间， 我们

从吐蕃占领敦煌 ７８６ 年往前推十一年， 即大历十一年。 当年节度留后使朝议大夫尚书刑

部郎中兼侍御史杨绶撰写 《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 落款是： “时大唐大历十一

年龙集景辰八月旬有十五日辛未建。” 碑文记载到周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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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节度观察处置使、 开府仪同三司、 御史大夫、 蔡国公周公， 道洽生知， 才膺

命世。 清明内照， 英华外敷； 气迈风云， 心悬日月。 文物居执宪之重， 武威当杖钺

之雄。 括囊九流， 住持十信。 爰因蒐练之暇， 以申礼敬之诚。 揭竿操矛， 闟戟以

从。 蓬头胼胁， 傍车而趋。 熊罴启行， 鹓鸾陪乘。 隐隐轸轸， 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

也。 层轩九空， 复道一带。 前引箫唱， 上干云霓。 虽以身容身， 投迹无地； 而举足

下足， 登天有阶。 目穷二仪， 心出三界。①

碑文记载周鼎带领军队操戈训练， 所谓利用训练闲暇， “揭竿操矛， 闟戟以从”，
带领军队， 浩浩荡荡， 荡谷摇川， 来到莫高窟参加李氏家窟的竣工典礼， 说明这个时期

吐蕃虽然占领瓜州， 或者还没有开始进攻敦煌， 对敦煌形成合围， 周鼎可能还没有做好

撤退出敦煌的准备， 他还寄希望于回鹘与唐朝关系已经改善， 能够派兵前来相救。 永泰

元年九月仆固怀恩死， 回鹘与唐朝和解， 共同抗击吐蕃， 并派人入朝②。 大历三年六月

回鹘可顿死， 唐派遣弔祭使前往弔祭， 大历四年五月册仆固怀恩女为崇徽公主， 嫁回鹘

可汗。 虽然唐与回鹘和解， 但是双方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他派出求救回鹘的使节应当是

大历十一年或者次年， 派遣阎朝行视水草应当是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之后。 这次借道回鹘

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回鹘贪图财物， 多贡劣马而多索马价， 回鹘使不守法度出

鸿胪寺在长安闹事， 唐朝虽不满仍优容之③。 然回鹘仍不满足， 出兵骚扰唐朝边境④。
周鼎派遣求救回鹘使节正好是回鹘出兵攻打夏州的时候， 得不到回应是必然的。 或者使

者被俘虏没有完成任务。
陈国灿先生认为周鼎的死亡时间是大历十一年， 我们推断应当是大历十二年。 建中

二年唐通西域的回鹘道开通， 建中三年周鼎的灵柩回到长安归葬， 唐朝政府因其固守西

陲， 以抗戎虏， 殁身异域， 多历年岁， 赠授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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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唐代宗永泰元年记载九月仆固怀恩暴死灵州鸣沙， 十月吐蕃与回鹘合兵围泾阳， 回鹘

兵城西， 郭子仪遣人并亲自出面与回鹘饮酒盟誓和解， 共同攻打吐蕃。 “乙酉， 回鹘胡禄都督二百余人入

见， 前后赠赍缯帛十万匹； 府藏空竭， 税百官俸以给之。”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３、 卷 ２２４ 唐代宗大历七年记载 “春， 正月， 甲辰， 回鹘使者擅出鸿胪寺， 掠人子女；
所司禁之， 殴击所司， 以三百骑犯金光、 朱雀门。” 宫门皆闭。 “秋， 七月， 癸巳， 回鹘又擅出鸿胪寺，
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 夺其马； 说乘他马而去， 不敢争。” 八年六月 “回鹘自乾元以来， 岁求和市，
每一马易十缣， 动至数万匹， 马皆驽瘦无用； 朝廷苦之， 所市多不能尽其数， 回鹘待遣， 继至者常不绝于

鸿胪。 至是， 上欲悦其意， 命尽市之。 秋， 七月， 辛丑， 回鹘辞归， 载辞遣及马价， 共用车千余乘。”
“有司以回鹘赤心马多， 请市千匹。 郭子仪以为如此， 逆其意太甚， 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 上不许。 十

一月， 戊子， 命市六千匹。” 卷 ２２５ 唐代宗大历九年 （７７４） 九月 “壬寅， 回鹘擅出鸿胪寺， 白昼杀人，
有司擒之； 上释不问。”
《资治通鉴》 卷 ２２５ 唐代宗大历十年 （７７５） 记载： “十二月， 回鹘千骑寇夏州， 州将梁荣宗破之于乌水。
郭子仪遣兵三千救夏州， 回鹘遁去。”



四、 河西节度使阎朝坚守敦煌与吐蕃的城下之盟

周鼎之后是阎朝出任河西节度使， 只不过阎朝接替周鼎出任节度使不是用正常手段

接替， 而是通过军事政变的手段接替。 大历十二年 （７７８） 周鼎派遣到回鹘求救的使者

没有音信的， 吐蕃占取瓜州进而攻打敦煌是迟早的事情， 敦煌被吐蕃占领已经成为定

居， 认为只能放弃敦煌东归唐朝， 才是保住性命的唯一希望， 所以他准备在吐蕃攻打敦

煌之前焚城东逃。 就在他派遣河西兵马使阎朝带人勘察东行路线时被杀， 《新唐书·吐

蕃传下》 记载这次政变过程， 阎朝利用辞别仪式杀掉周鼎亲吏周沙奴， 并 “执鼎而缢

杀之， 自领州事”， 所以阎朝的节度使是靠政变取得的， 并不是唐朝政府正式授予的。
但是周鼎的做法显然违背敦煌民众意愿， 还是得到敦煌民众的拥护， 阎朝在敦煌民众的

拥护之下， 继续带领敦煌民众抗击吐蕃的进攻。
吐蕃攻打敦煌的时间可能在周鼎被杀之后， 因为吐蕃占领瓜州， 并没有马上攻打敦

煌， 我们认为吐蕃还想使用以前的战略， 以驱赶为主， 将敦煌的河西节度使就像以前一

样， 从敦煌赶出去， 逼迫河西节度使继续西逃。 到阎朝担任节度使后， 策略完全变了，
采取死守敦煌。 吐蕃对敦煌攻打策略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 就是采取围困攻打， 将河西

节度使消灭在敦煌。 《新唐书·吐蕃传下》 记载这次战争过程， 阎朝杀周鼎， 自领

州事：
　 　 始， 赞普徙帐南山， 使绮心儿攻之。 ……城守八年， 出绫一端募麦一斗， 应者

甚众。 朝喜曰： ‘民且有食， 可以死守也。’ 又二岁， 粮械皆竭， 登城而呼曰： ‘苟

毋徙佗境， 请以城降。’ 绮心儿许诺， 于是出降。 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 赞普以绮

心儿代守。 后疑朝谋变， 置毒靴中而死。①

吐蕃于贞元二年占领敦煌， 若以此往前推十年即 ７７７ 年， 阎朝自领州事的时间是大历十

二年。 因此吐蕃进攻敦煌开始的时间是大历十一年。 吐蕃占领瓜州之后， 紧接着就开始

进攻敦煌。 镌刻于大历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的 《大历碑》 记载李大宾开凿的第 １４８ 窟很

可能是唐朝统治敦煌完成的最后一个石窟。 从碑文来看， 河西节度使蔡公周鼎出席第

１４８ 窟完工庆典， 说明战火还没有殃及敦煌， 否则周鼎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巡游莫高窟。
另外从周鼎参加庆典是带领军队 “揭竿操矛， 闟戟以从” 看， 敦煌的形势已经非常严

峻了， 似乎战争迫在眉睫。 李大宾兄弟子侄拜于堂下， “纷然递进， 来以求蒙。 蔡公乃

指精庐而谓愚曰： ‘操斧伐柯， 取则不远。 属词比事， 固可当仁。’ 仰恭指归， 俯就诚

恳， 敢扑略其狂简， 庶仿佛于真宗。” 碑文是阴庭诫奉周鼎之命撰写完成的， 说明当时

敦煌形势还没有严峻到进行战争的程度， 吐蕃对敦煌的进攻要晚于大历十一年八月十五

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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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 是指敦煌之南的祁连山脉， 南山东起瓜州新乡、 雍归镇南， 经敦煌的紫亭镇

南， 西到石城镇。 “宋纤字令艾， 敦煌效谷人也。 少有远操， 沈靖不与世交， 隐居于酒

泉南山”①。 将姑臧之南的祁连山脉称之 “姑臧南山”②， 将酒泉之南的祁连山脉称之为

“酒泉南山”。 《周书·史宁传》 记载：
　 　 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 将袭吐浑， 太祖令宁率骑随之。 军之番和， 吐谷浑

已觉， 奔于南山。 木汗将分兵追之， 令俱会于青海。 宁谓木汗曰： “树顿、 贺真二

城， 是吐浑巢穴。 今若拔其本根， 余种自然离散， 此上策也。” 木汗从之， 即分为

两军。 木汗从北道向贺真， 宁趣树敦。 浑婆周国王率众逆战， 宁击斩之。 逾山履

险， 遂至树敦。 敦是浑之旧都， 多诸珍藏。 而浑主先已本贺真， 留其征南王及数千

人固守， 宁进兵攻之， 退， 浑人果开门逐之， 因回兵奋击， 门未及阖， 宁并遂得

入。 生擒其征南王， 俘男女、 财宝， 尽归诸突厥。 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 周回五十

里， 欲塞宁路。 宁攻其栅， 破之， 俘斩万计， 获杂畜数万头。 木汗亦破贺真， 虏浑

主妻子， 大获珍宝。 宁还军于青海， 与木汗会。③

从这个记载我们得知， 吐谷浑主所奔之南山， 就是贺真， 因为在这里木汗俘获了吐浑王

妻子， 就说明吐浑王就在贺真。 贺真的地理位置应当在青海湖的西北部， 这样才与木汗

行经路线一致， 贺真在青海湖的西北方向， 临近祁连山脉， 这个地点很可能就在今天青

海海西州北部的德令哈等地区， 而树敦就在海西州的南部的乌兰都兰或者吐谷浑都城伏

俟城一带地区④。 这次战争 《资治通鉴》 梁敬宗太平元年 （５５６） 九月页有记载：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凉州以袭吐谷浑， 魏太师泰使凉州刺史史宁帅骑随之， 至

番禾， 吐谷浑觉之， 奔南山。 木杆将分兵追之， 宁曰： ‘树敦、 贺真二城， 吐谷浑

之巢穴也， 拔其本根， 余众自散。’ 木杆从之。 木杆从北道趣贺真， 宁从南道趣树

敦。 吐谷浑可汗在贺真， 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 木杆破贺真， 获夸吕妻子；
宁破树敦， 虏征南王； 还， 与木杆会于青海， 木杆叹宁勇决， 赠遗甚厚。⑤

我们从这个记载看， 吐谷浑可汗奔南山， 南山是个地名， 就是吐谷浑的贺真城； 贺真和

树敦都在青海湖以外地方， 从贺真、 树敦返回凉州都必须经过青海湖， 因此他们才能会

于青海⑥很显然史宁行军走的南道， 并不是从青海湖南面绕过去的， 因为没有攻击吐谷

浑都城伏俟城， 因此史宁也是从伏俟城西部往西南进军的。 关于树敦， 胡三省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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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吐谷浑传》 记载： “青海周回千余里， 海内有小山， 每冬冰合后， 以良牝马置此山， 至来春收之，
马皆有孕， 所生得驹， 号为龙种， 必多骏异， 吐谷浑尝得波斯曹马， 放入海， 因生骢驹， 能日行千里， 世

传青海骢者是也。”



“树敦城， 在曼头山北， 吐谷浑之旧都也。 周穆王时， 犬戎树惇居之， 因以名城。 祭公

谋父所谓 ‘犬戎树惇， 能帅旧德’ 者也”① 树惇是吐谷浑的旧都， 吐谷浑旧都的地理位

置是哪里， 这是我们探讨的要点。
吐谷浑疆域最大的时候， “统有秦、 凉、 河、 沙四州之地”， 其中沙州指浇河以西

地区， 特指青海湖及其以西地区。 “世祖征凉州， 慕利延惧， 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
这个沙漠就是青海海西州一带。 此后其疆域范围大约东到浇河， “地兼鄯善、 且末。”
我们知道吐谷浑旧都应当是白兰， 是吐谷浑夸吕之前的都城， 吐谷浑之子吐延被昂城羌

酋所刺， 呼其子叶延语其大将绝拔泥他死后， “便速去保白兰， 地既险远， 又土俗懦

弱， 易控御。” 从此白兰就成为吐谷浑的都城所在。 太延二年 （４３６） 世祖征伐吐谷浑，
“慕利延走白兰。 慕利延从弟伏念， 长史？ 鸠黎、 部大崇娥等率众一万三千落归降。 后

复遣征西将军、 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 慕利延遂入于阗国， 杀其王， 死者数万人。”
慕利延死， 拾寅立， 刘宋封其河南王， 世祖拜其为沙州刺史、 西平王， 自恃险远， 颇不

恭命， 通使刘宋， “高宗时， 定阳侯曹安表拾寅尽保白兰， 多有金银牛马， 若击之， 可

以大获。” 众议以为拾寅 “今在白兰， 不犯王塞， 不为人患， 非国家之所急也。” “安
曰： ‘臣昔为浇河戍将， 与之相近， 明其意势。 若分军出其左右， 拾寅比走南山， 不过

十日， 牛马草尽， 人无所食， 众必溃叛， 可一举而定也。’ 从之， 诏阳平王新成、 建安

王六头等出南道， 南郡公李惠、 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以讨之。 拾寅走南山， 诸军济

河追之。” 军未至白兰而回， “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 军至曼头山，
拾寅来逆战， 观等纵兵击败之， 拾寅遁走。” 拾寅死， 伏连筹立， “伏连筹死， 子夸吕

立， 始自号为可汗， 居伏俟城， 在青海西十五里， 虽有城而不居， 恒出穹庐， 岁水草畜

牧。 其地东西三千里， 南北千余里”②。 从这些记载得知， 白兰是叶延到伏连筹吐谷浑

的都城所在， 曼头山就是白兰。 南山是一个地名， 是白兰之外吐谷浑最重要的城镇， 一

旦白兰收到威胁， 吐谷浑王就撤离到南山。 因此树敦又名之为白兰， 因其在曼头山北，
亦亦曼头山代指白兰， 是吐谷浑的旧都所在； 贺真又名南山， 是吐谷浑夸吕之前的第二

重要城镇。
南山也是对河西之南的祁连山的统称。 晚唐将居住石城镇的？ 微、 仲云等称之为南

山③。 吐蕃从南部进入唐沙州敦煌郡的辖区大概有连条道路， 一是经过当金山口到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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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卷 １６６ 梁敬宗太平元年 （５５６）， 第 ５１５３ 页。
《魏书》 卷 １０１ 《吐谷浑传》， 第 ２２３３－２２４１ 页。
据于阗文书 《诸使臣奏稿》 记载： “仲云， 一名南山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于阗传记载： “沙州西

曰仲云， 其牙帐居胡卢碛。 云仲云者， 小月氏之遗种也， 其人勇而好战， 瓜、 沙之人皆惮之。 ……匡邺等

西行入仲云界， 至大屯城， 仲云宰相四人、 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 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 皆东向拜。”



寿昌县， 占领寿昌县和阳关、 玉门关及其西寿昌、 西关城等镇戍①， 截断沙州与石城镇

的联系； 二是经青海茫崖占领唐沙州所属石城镇、 播仙镇等， 截断河西节度使的西逃路

线， 并打通进攻唐安西、 北庭节度使的通道， 形成对敦煌的河西节度使迂回包抄。 很显

然敦煌之南的青海海西州德令哈， 或者唐沙州石城镇就是吐蕃赞普徙帐南山的地方， 而

更适合的是德令哈， 他既临近战场受到河西节度使的威胁， 也不会远离战场疏于指挥，
吐蕃赞普徙帐南山表示吐蕃将指挥中心迁徙到敦煌附近， 就近指挥对敦煌河西节度使的

作战， 足见吐蕃政权对河西节度使最后据点攻击战的重视。 在今青海海西州发现大量的

吐蕃墓葬并出土有吐蕃王冠， 说明这里曾经是吐蕃区域统治核心， 吐蕃曾派遣高级别的

官员驻守这里， 因此吐蕃将对河西节度使的战争中， 将指挥中心放在这里是完全可

能的。
阎朝自领州事出任河西节度使， 主要时间就是对抗吐蕃对敦煌的进攻， 因此吐蕃徙

帐南山是在大历十一年吐蕃占领瓜州之后， 吐蕃徙帐南山， 表示吐蕃已经开始筹建瓜州

节度使衙， 因此河西节度使是在吐蕃赞普亲自督战的情况下， 历经十余年才攻打下来。
吐蕃大历十一年年末开始攻打敦煌， 直到建中二年 （７８１） 才占领敦煌寿昌县②， 截断

河西节度使西迁的通道。 表明到建中二年河西节度使与吐蕃的战争还在敦煌周边地区进

行， 还没有发展成为直接攻城作战。 当时敦煌的寿昌县管辖有石城镇、 播仙镇等， 这些

镇戍仍然隶属沙州， 属于河西节度使管辖范围， 吐蕃要占领敦煌， 消灭河西节度使， 首

先就必须占领敦煌周边地区， 首先寿昌县广大地区。
建中二年吐蕃占领寿昌县， 唐沙州寿昌县管辖区域从敦煌西南一百二十里的寿昌往

西到一千五百里的石城镇， 以及寿昌县西二千二百里的播仙镇。 根据 《元和郡县图志》
和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寿昌县地境》 的记载， 寿昌县为汉龙勒县， 属敦煌郡， 周

武帝宇文保定四年省入鸣沙县， 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县， 永徽元年废， 乾封二年又置， 建

中二年陷于吐蕃。 而石城镇， 隋大业五年置鄯善郡， 隋末被吐谷浑占领， “自贞观中康

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据此城， 胡人随之， 因成聚落， 名其曰兴谷城。 四面皆是沙碛。 上元

二年改为石城镇， 属沙州。” 播仙镇， “隋 ［置］ 且末郡， 上元三年改为播仙镇也。”③

《沙州伊州地志》 记载石城镇： “隋置鄯善镇， 隋乱， 其城遂废。 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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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４０ 陇右道下沙州寿昌县： “阳关， 在县西六里， 以居玉门关之南， 故曰阳关。” “玉门

故关， 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 谓之北道， 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 此西域之门户也。” 《寿昌县地境》 记

载寿昌县： “镇二： 龙勒、 西关。 戍三： 大水、 紫金、 西子亭。 烽卅四。 栅二。 堡八。” Ｓ ７８８ 《沙州图

经》 记载寿昌县： “镇二， 龙勒。 堡五， 西寿昌， 西关。 戍三， 大水， 西子亭， 紫金。 烽卅四。 栅二。 镇

三。 城， 县西廿五里， 武德八年置。” Ｐ ２６９１ 《沙州城土境》 记载寿昌县： “玉门关， 县北一百六十里。”
“西寿昌城， 县西廿五里。”
《元和郡县图志》 卷 ４０ 陇右道下沙州记载： “建中二年陷于西蕃。” Ｓ ７８８ 《沙州图经》 记载寿昌县： “建
中初陷吐蕃。” 敦煌写本 《寿昌县地境》 记载寿昌 “建中初陷吐蕃。” 在记载到寿昌县的石城、 屯城、 新

城、 葡萄城、 萨毗城、 鄯善城、 播仙镇等之后， “已前城镇并落土蕃， 亦是胡戎之地也。” Ｓ ３６７ 《沙州伊

州地志》 记载石城镇所属诸城之后亦记载： “以前镇城并陷吐蕃。”
《寿昌县地境》， 参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６０－６２ 页。



艳典东来居此城， 胡人随之， 因成聚落， 亦曰典合城。 四面皆是沙碛。 上元二年改为石

城镇， 隶沙州。” 播仙镇 “隋置且末郡， 上元三年改播仙镇”①。 这样从唐上元二年以来

罗布泊地区向西延伸至且末镇， 都是沙州范围， 也是唐河西节度使的辖区。 吐蕃从大历

十一年开始到建中二年， 前后用用了将近六年时间才将这些地方占领。 吐蕃占领寿昌县

境， 经由阳关、 西关城通西域的通道被截断。 根据 《隋书·裴炬传》 记载出敦煌到西

域的三条通道中有南道， 出敦煌到鄯善， 经且末、 于阗到西域， 《新唐书·地理志》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经由敦煌阳关、 玉门关到西域的道路。 Ｐ ５０３４ 《沙州图经》 记载

敦煌到石城镇有两条道路， 出阳关到石城镇和出西关城到石城镇②。 吐蕃占领寿昌县之

后， 河西节度使经由南道通西域的道路被截断。
吐蕃在攻占唐沙州寿昌县境域城镇的同时， 又出兵攻占唐安西节度使的伊州， 刺史

袁光庭自杀③。 这样河西节度使经过伊吾道与安西、 北庭节度使联系通道被截断。 伊吾

道是河西通西域主要路线， 《隋书·裴炬传》 记载出敦煌到西域有三条道路， 其中北道

出敦煌到伊吾。 唐贞观年间唐玄奘往西天取经就是经过这条道路， 出玉门关经过五烽穿

越莫贺延碛到达伊吾，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记载很详细。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征伐高

昌， 就是经过这条道路。 Ｐ ２００５ 《沙州都督府图经》 一十九所驿条详细记载伊吾道经

过的驿站及其距离， 从瓜州常乐县往伊州， 经新井驿、 广显驿、 乌山驿、 双泉驿、 第五

驿、 冷泉驿、 胡桐驿、 赤岸驿等。 这是河西道西域最为好走的道路， 伊州的陷落， 不仅

河西节度使与安西、 北庭节度使的联系被截断， 而且直接经由回鹘道到长安的通道也被

截断。
唐建中三年河西节度使阎朝通过回鹘道将故河西节度使杨休明、 周鼎及瓜州刺史张

铣等人归葬长安。 《旧唐书·德宗纪上》 建中三年五月 “丙申， 诏： ‘故伊西北庭节度

使杨休明、 故河西节度使周鼎、 故西州刺史李琇璋、 故瓜州刺史张铣等， 寄崇方镇， 时

属殷忧， 固守西陲， 以抗戎虏。 殁身异域， 多历岁年， 以迨于兹， 旅榇方旋， 诚深追

悼， 宜加宠赠， 以贲幽泉。 休明可赠司徒， 鼎赠太保， 琇璋赠户部尚书， 铣赠兵部侍

郎。’ 皆陇右牧守， 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殁故， 至是西蕃通和， 方得归葬也。”④ 杨休明死

于 ７６８ 年， 周鼎死于 ７７７ 年， 而瓜州刺史张铣死于 ７７６ 年前后。 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

伊州和沙州寿昌县， 他们的灵柩只能通过大海道经西州、 庭州进入回鹘道到达长安。 由

于是灵柩行走缓慢， 很可能是建中二年已经启程， 建中三年才到达长安。 这个记载说明

４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Ｓ ３６７ 《沙州伊州地志》， 参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第 ６５－６６ 页。
Ｐ ５０３４ 《沙州图经》 记载石城镇： “一道南路， 其□□□□ （镇东去屯） 城一百八十里， 从屯城取碛路，
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 总有泉七所， 更无水草。 其镇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一道南路， 从镇东去沙

州一千五百里， 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 多缘险隘， 泉有八所， 皆有草， 道险不得夜行， 春秋二时雪涤， 道

闭不通”
［法］ 戴密微著、 耿昇译 《吐蕃僧诤记》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认为伊州当时都属于河西节

度使。
《旧唐书》 卷 １２ 《德宗纪上》， 第 ３３３ 页。



回鹘道开通之后， 不仅安西、 北庭节度使通过他与唐朝通使， 就是退守敦煌一隅之地的

河西节度使也利用回鹘道将敦煌的信息传递给唐朝政府。
唐贞元二年河西节度使被围困在沙州十一年后， 粮械皆竭， 节度使阎朝在吐蕃尚绮

心儿许诺 “毋徙佗境” 投降吐蕃， 河西节度使灭亡， 唐朝政府在河西的统治结束， 吐

蕃赞普命尚绮心儿为敦煌地方长官， “元戎从城下之盟， 士卒屈死休之势”， 就是指河

西节度使阎朝与吐蕃大将尚绮心儿订立的城下之盟①。 阎朝投降吐蕃之后， 吐蕃尚绮心

儿仍然怀疑他谋反， 将毒药置之阎朝靴中将其毒杀， 彻底消灭河西节度使死灰复燃的最

后希望。 此后吐蕃完全实现了对敦煌的统治， “州人皆胡服臣虏， 每岁时祀父祖， 衣中

国之服， 号恸而藏之”。② 沙州人完全臣服吐蕃， 接受吐蕃的统治和吐蕃的风俗习惯③，
所谓 “□□□脉， 併南蕃之化。 城□□□， □□□□□。 抚纳降和， 远通盟誓。 不离

材产， 自宅桑田。 赐部落之名， 占行军之额。 由是形遵辫发， 体美织皮， 左衽束身， 垂

肱跪膝。 祖宗衔怨， 含恨百年； 未遇高风， 申屈无路。”④ 就是指当时吐蕃占领敦煌后

的统治情况。

五、 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吐蕃占领安西北庭

吐蕃占领敦煌河西节度使灭亡， 并不表示唐朝在西域的的统治结束， 实际上唐朝在

西域统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西域才被吐蕃占领。 吐蕃占领张掖酒泉之后， 唐朝政府

不仅与河西节度使的联系中断， 信息隔绝， 就是与西域的安西、 北庭节度使的联系也中

断多年。 直到唐朝与回鹘关系改善， 唐朝政府通过回鹘地区才同西域安西、 北庭节度使

及河西节度使联系上。 唐朝同西域重新建立联系的时间， 史籍记载一般都是在建中二

年， 但是也有记载不同的。 《旧唐书·代宗纪》 记载， 大历七年 （７７２） “八月庚戌， 赐

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⑤。 当年大食、 康国、 石国遣使朝贡。 这些西域的使者

只有通过安西、 北庭节度使联系护送才能到达长安。 当时河西节度使从甘州西迁敦煌，
吐蕃占领了甘州和肃州， 唐河西道和经由甘州到灵武的通道或者经由黑河流域经蒙古高

原到振武军的道路都隔绝不通。 还是有使者通过回鹘地区到达长安， 很可能这是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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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朝投降， 吐蕃敦煌， 敦煌文献有多处记载。 Ｐ ３６３３ 《辛未年 （９１１） 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

鹘可汗》 记载： “去天宝年中， 安禄山作乱， 河西一道， 因兹陷没。 一百余年， 名管蕃中。 ……天宝之

年， 河西五州尽陷， 唯有敦煌一郡， 不曾破散。 直为本朝多事， 相救不得， 陷没吐蕃。 四时八节， 些些供

进， 亦不曾辄有移动。 经今一百五十年， 沙州社稷， 宛然如旧。” Ｐ ４６４０ 《吴僧统碑》 记载： “复遇人经

虎噬， 地没于蕃。 元戎从城下之盟， 士卒屈死休之势。”
《新唐书》 卷 ２１６ 下 《吐蕃传下》 第 ６１０１ 页。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 吐蕃记载： “安禄山之乱， 肃宗起灵武， 悉召河西兵赴难， 而吐蕃乘虚攻陷河

西、 陇右， 华人百万皆陷于虏。 文宗时， 尝遣使者至西域， 见甘、 凉、 瓜、 沙等州城邑如故， 而陷虏之人

见唐使者， 夹道迎呼， ……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 其语言稍变， 而衣服犹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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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节度使数间道遣使成功的一次。 《资治通鉴》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记载：
　 　 北庭、 安西自吐蕃陷河、 陇， 隔绝不通， 伊西、 北庭节度使李元忠、 西镇留后

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 数遣使奉表， 皆不达， 声问绝者十余年； 至是， 遣使间道历

诸胡自回鹘中来， 上嘉之。 秋， 七月， 戊午朔， 加元忠北庭大都护， 赐爵宁塞郡

王。 以昕为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使， 赐爵武威郡王， 将士皆迁七资。 元忠姓名，
朝廷所赐也， 本姓曹， 名令忠； 昕， 子仪弟 ［之子］ 也。①

唐建中二年安西、 北庭节度使的使者到达长安， 唐德宗给予很高礼遇， 李元忠为北庭大

都护宁塞郡王， 郭昕为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使、 武威郡王。 但是并没有记载当时赐姓

李， 很可能曹令忠赐姓名为李元忠是以往的事情， 就是说大历七年就已经赐姓名为李元

忠了， 司马光撰写 《资治通鉴》 为了方便， 追记于此而已， 并不能说明唐朝赐曹令忠

姓名李元忠就在建中二年。 《新唐书·地理志》 没有具体时间记载： “吐蕃既侵河陇，
惟李元忠守北庭， 郭昕守安西， 与沙陀、 回纥相依， 吐蕃攻之久不下。 建中二年， 元

忠、 昕遣使间道入奏， 诏各以为大都护， 并为节度。” 《旧唐书·德宗纪》 建中二年

记载：
　 　 秋七月戊子朔， 诏曰： ‘二庭四镇， 统任西夏五十七蕃、 十姓部落， 国朝以

来， 相奉率职。 自关、 陇失守， 东西阻绝， 忠义之徒， 泣血相守， 慎固封略， 奉遵

礼教， 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 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
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观察使。’ 自河、 陇陷虏， 伊西北庭为

蕃戎所隔， 间者李嗣业、 荔非元礼、 孙志直、 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 初， 李元

忠、 郭昕为伊西北庭留后， 隔绝之后， 不知存亡， 至是遣使历回鹘诸蕃入奏， 方知

音信， 上嘉之。 其伊西北庭将士敍官， 乃超七资。②

《旧唐书·郭子仪传》 也记载了这件事：
　 　 子昕， 肃宗末为四镇留后。 自关、 陇陷蕃， 为虏所隔， 其四镇、 北庭使额， 李

嗣业、 荔非元礼皆遥领之。 昕阻隔十五年， 建中二年， 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俱

遣使于朝， 德宗嘉之。 诏曰： “四镇、 二庭， 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 国朝以

来， 相次率职。 自关、 陇失守， 东西阻绝， 忠义之徒， 泣血相守， 慎固封略， 奉尊

朝法， 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 可北庭大都护； 四

镇节度留后郭昕， 可安西大都护、 四镇节度使。 其将吏已下敍官， 可超七资。” 李

元忠， 本姓曹， 名令忠， 以功赐姓名。 时郭昕自回纥历诸蕃部， 方达于朝。③

《旧唐书·郭子仪传》 记载了李元忠赐姓名事， 但是 《新唐书·德宗纪》 记载中没有提

李元忠赐姓名事， 就说明曹令忠赐姓名李元忠不是这次遣使入朝。 《新唐书·回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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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五年记载： “初安西、 北庭自天宝末失关、 陇， 朝贡道绝。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

忠、 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 皆不至。 贞元二年， 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 乃得至

长安。 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 昕为安西大都护。”① 《新唐书·地理志四》 安西大都护

记载： “吐蕃既侵河、 陇， 惟李元忠守北庭， 郭昕守安西， 与沙陀、 回纥相依， 吐蕃攻

之久不下。 建中二年， 元忠、 昕遣使间道入奏， 诏各以为大都护， 并为节度。 贞元三

年， 吐蕃攻沙陀、 回纥， 北庭、 安西无援遂陷。”② 显然 《新唐书·回鹘传》 的记载有

误， 将建中二年的事情误载于贞元二年。
唐朝通过回鹘道不仅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理， 同时也通过回鹘道得到吐蕃占领伊

州， 刺史袁光庭战死的消息。 《资治通鉴》 唐德宗建中二年七月：
　 　 丙子， 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 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 吐蕃陷河、
陇， 光庭坚守累年， 吐蕃百方诱之， 不下。 粮竭兵尽， 城且陷， 光庭先杀妻子， 然

后自焚。 故赠官。③

《旧唐书·郭子仪传》 记载：
又有袁光庭者， 为伊州刺史， 陇右诸郡皆陷， 光庭坚守伊州， 吐蕃攻之累年，

兵尽食竭， 光庭先刃妻子， 自焚而死。 因昕知之， 赠工部尚书。④

《旧唐书·忠义传下》 记载：
袁光庭者， 河西戎将， 天宝末为伊州刺史。 禄山之乱， 西北边戍兵赴难， 河、

陇郡邑， 皆为吐蕃所拔。 唯光庭守伊州累年， 外救不至， 虏百端诱说， 终不之屈，
部下如一。 及矢石既尽， 粮储并竭， 城将陷没， 光庭手杀其妻子， 自焚而死。 朝廷

闻之， 赠工部尚书。⑤

《新唐书·忠义传下》 记载伊州刺史袁光廷：
初， 禄山构难， 西北戍兵悉入援， 故河、 陇郡县皆陷吐蕃， 惟河西戍将袁光廷

为伊州刺史， 固守历年， 虽游说百绪， 终不降， 诸下同心无携畔者。 及粮竭， 手杀

妻子， 自焚死。 建中初， 赠工部尚书。⑥

吐蕃占领伊州及袁光庭牺牲的消息是安西北庭节度使的使者带给唐朝的， 表明这个事件

发生在大历七年和大历十二年之后， 宋衡等归唐时并没有向唐朝汇报伊州陷落， 说明伊

州还没有被吐蕃攻占。 因此伊州陷落只能发生在 ７７７ 年至 ７８１ 年之间， 吐蕃攻占伊州是

吐蕃围攻唐河西节度使战争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截断敦煌的河西节度使与西域安西、 北

庭节度使的联系， 阻止河西节度使兵马西迁或者经由伊州东归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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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四年唐与吐蕃清水会盟， 双方关系缓和， 吐蕃攻打敦煌的速度也相应放慢， 唐

朝利用这段空间， 加强对安西北庭的经营， 进一步提高安西、 北庭节度使郭昕、 李元忠

的地位。 德宗兴元元年 （７８４） 五月： “乙未， 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 北庭都护李元忠

加左右仆射。”① 贞元二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死， 其年五月唐以伊西北庭节度留后

杨袭古为北庭大都护、 伊西北庭节度使： “丁酉， 以伊西北庭节度留后杨袭古为北庭大

都护、 伊西北庭节度度支营田瀚海等使。 ……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卒， 赠司空。”②

唐朝不仅授予节度使， 而且兼管度支营田瀚海的管理权也给予了杨袭古， 进一步加强伊

西北庭节度使的权力。
唐德宗贞元三年 （７８７） 唐与吐蕃平凉会盟失败， 双方关系紧张， 吐蕃不仅加紧对

东部邠、 泾、 陇、 宁、 庆、 鄜、 坊、 盐、 夏等州的攻打， 同时开始对安西北庭节度使进

攻， 岂图占领唐西域地区。 安西、 北庭节度使借道回鹘与唐朝联系， 回鹘道正式开通。
《资治通鉴》 唐德宗贞元五年 （７８９） 记载： “十二月， 庚午， 闻回鹘天亲可汗薨， 戊

寅， 遣鸿胪卿郭峰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 先是， 安西、 北庭皆假

道于回鹘以奏事， 故与之连和。 北庭去回鹘尤近， 诛求无厌， 又有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

相依。 及三葛禄、 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 回鹘数侵掠之。 吐蕃因葛禄、 白服之众以攻北

庭， 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胡三省注： “为吐蕃所隔， 河、 陇之路不可由也，
故假道于回鹘以入奏。” “沙陀， 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 居金娑山之阳， 蒲类海之东，
有大碛名沙陀。” “三葛禄， 葛逻禄三部也； 一曰谋剌， 二曰婆匐， 三曰踏实力， 在北

庭西北， 金山之西。 白服突厥， 《新唐书》 作 ‘白眼突厥’。”③ 北庭、 安西假道回鹘以

奏事， 经过北庭管辖的蒲类海、 沙陀碛、 金娑山南到达回鹘地区。 就是说， 回鹘道西边

起点是北庭节度使管辖与回鹘相邻的地区， 这个路线要绕过安西节度使管辖的伊州， 取

道天山北麓东行进入回鹘地区。 贞元六年吐蕃攻占北庭， 节度使被回鹘诱杀， 伊西北庭

节度使灭亡。 《旧唐书·德宗纪》 记载贞元六年十一月： “是岁， 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
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 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绐袭古， 请合军收复北庭， 乃杀袭古， 安西因

是阻绝， 唯西州犹固守也。”④ 《新唐书·德宗纪》 记载贞元六年： “是岁， 吐蕃陷北庭

都护府， 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 贞元七年 “九月， 回鹘杀杨袭古。”⑤ 《资治通鉴》 唐

德宗贞元六年五月：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 吐蕃急攻北庭。 北庭人苦于回鹘诛

求， 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 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 其年

“秋， 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 将复北庭， 又为吐蕃所败， 死者大半。 袭古收余众数

百， 将还西州， 颉干迦斯绐之曰： ‘且与我同至牙帐。’ 既而留之不遣， 竟杀之。 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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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遂绝， 莫知存亡， 而西州犹为唐固守。”① 《新唐书·回鹘传上》 记载北庭陷落的过

程： “沙陀别部六千帐， 与北庭相依， 亦厌虏裒索， 至三葛禄、 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

怨苦， 皆密附吐蕃， 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庭， 颉干迦斯与战， 不胜， 北庭陷。 于是都护

杨袭古引兵奔西州。 回鹘以壮卒数万召袭古， 将还取北庭， 为吐蕃所击， 大败， 士死太

半， 迦斯奔还。 袭古挈余众将入西州， 迦斯绐曰： ‘弟与我俱归， 当使公还唐。’ 袭古

至帐， 杀之。”② 虽然吐蕃占领北庭的时间两 《唐书》 和 《资治通鉴》 记载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过程大同小异， 西域遥远， 间隔回鹘， 消息不准在所难免。 《新唐书·地理

志》 将吐蕃陷北庭的时间记载为贞元三年： “贞元三年， 吐蕃攻沙陀、 回纥， 北庭、 安

西无援， 遂陷。”③ 显然是错误的。 吐蕃占领伊西北庭节度使， 使唐朝与安西联系的通

道被截断， 从此之后， 唐朝政府基本上没有西域的任何信息。 至于安西节度使固守到什

么时候， 我们从正史记载得不到任何信息。
唐朝何时失去安西节度使， 根据 《旧唐书·地理志》 安西大都护府记载 “上元元

年， 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 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 郭昕守安西府， 二镇与沙陀、 回鹘

相依， 吐蕃久攻不下。 建中元年， 元忠、 昕遣使间道奏事， 德宗嘉之， 以元忠为北庭都

护， 昕为安西都护。 其后， 吐蕃急攻沙陀、 回鹘部落， 北庭、 安西无援， 贞元三年， 竟

陷吐蕃。”④ 显然这个记载不正确。 记载了上元元年李元忠、 郭昕就任安西北庭节度使，
说明他们出任节度使是唐朝政府任命的， 因为这个时期凉州还没有丢失， 唐朝对西域具

有绝对的控制权。 根据 Ｐ ３９１８ 《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 题记记载： “此 《金
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 近刘和尚法讳昙倩于安西翻译， 至今大唐贞元九年约卅年矣。
……其经去年西州顷陷， 人心苍忙， 收拾不着， 不得本来。 乃有同行广林， 先一日受

持。 昨于沙州略有讽诵， 僧俗忽闻欣欢顶戴， 咸请留本， 相传受持。 今届甘州， 未有闻

者。 遂请广林阇梨附口抄题， 将传未晓未闻之者， 普愿弘持， 广令流布。 癸酉岁七月十

五日西州没落官甘州寺户、 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朝散大夫试太仆卿赵彦宾写与广林

阇梨审勘校， 并无差谬。 普愿宣通， 作大利益。 其广林， 俗姓田氏也。 乙亥秋得向西元

本勘， 头边阙三纸， 未不得， 余校竟。 比丘利贞比本勘后甚定， 受持之者， 请无疑

虑。” 从这个记载我们得知， 西州的陷落是在贞元八年 （７９２）⑤。
唐德宗贞元六年吐蕃大败伊西北庭节度使和回鹘联军， 次年伊西北庭节度使被回鹘

绐杀， 唐朝在北庭的统治结束。 贞元八年西州陷落， 唐朝在安西的统治结束。

９１唐河西节度使西迁和吐蕃对敦煌西域的占领

①
②
③
④
⑤

《资治通鉴》 卷 ２３３ 唐德宗贞元六年， 第 ７５２１－７５２２ 页。
《新唐书》 卷 ２１７ 上 《回鹘传上》， 第 ６１２５ 页。
《新唐书》 卷 ４０， 《地理志四》， 第 １０４８ 页。
《旧唐书》 卷 ４０ 《地理志三》， 第 １６４７ 页。
薛宗正根据 《九姓回鹘可汗碑》 认为安西节度使的陷落是在元和三年 （８０８）。 回鹘碑上记载 “吐蕃大军，
围攻龟兹， 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 奔入于术四面合围， 一时扑灭， 尸骸臭秽， 非人所堪， 遂筑京观。”
８０８ 年应该就是碑上这个腾里可汗死的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