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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因较为完整地记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流程而史料价值特殊。 本文中笔者通过

考察写卷所述特定敬语用词 “大葬 （ｍｄ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 和 “逝世 （ ｇｒｏｎｇｓ） ”； 丧葬仪轨主持者赞普

（ ｒｇｙａｌ）、 司祭者古辛 （ｓｋｕ ｇｓｈｅｎ）， 执事者赞普内侍扈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的特殊身份； “由慕化

小邦 （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 向逝者献上供财、 一个尚论 （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在多麦 （ｍｄｏ ｓｍａｄ） 另行妥善主持吊唁

（ｎｏｎｇｓ） ” 等重要元素与内容细节， 拟将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定名为 “吐蕃王室苯教丧葬仪轨”。

关键词： Ｐ ｔ １０４２　 苯教　 吐蕃王室　 丧葬仪轨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０３－００８１－１１

一、 写卷概述与研究回顾

Ｐ ｔ １０４２ 为卷轴装， 大小 ２５ ５∗２０７ 厘米， 黄褐色纸张， 藏文墨书， 字体介于楷书

与行书之间。①全卷存 １４８ 行， 除卷首 １２ 行残破无法整行识读， 其余完整可辨。 写卷正

面为汉文楷书 《大般若经》 部分。②前人对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句释录与

内容探究， 定名方面目前未有专文考论， 以下文章有所涉及：
拉露 （Ｍａｒｃｅｌｌｅ Ｌａｌｏｕ） 《王室葬礼中的苯波仪轨》 一文最早对 Ｐ ｔ １０４２ 进行转录

释译和内容探究， 她认为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内容性质为 “王室葬礼苯波仪轨”；③哈尔 （Ｅｒｉｋ
Ｈａａｒｈ） 《雅砻王朝》 中指出 Ｐ ｔ １０４２ 第 １４３ 行 “ｍｏ ｂｔｓｕｎ” 一词非拉露所指 “地位尊

贵显赫的贵族女性”， 而是 “赞蒙 ｂｔｓｕｎ ｍｏ”， 吐蕃王后或赞普遗孀， 王室子嗣之母，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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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认定 Ｐ ｔ １０４２ 内容性质为 “赞普葬礼的苯波仪轨”；①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

录》 中解题为 “王室殡葬礼仪”；② 褚俊杰认为 Ｐ ｔ １０４２ 是 “没有受到佛教观念影响的

苯教丧葬仪轨文书”；③ “古藏文在线” 将 Ｐ ｔ １０４２ 解题为 “王室丧葬仪轨”④； 大原良

通认为 Ｐ ｔ １０４２ 记述的既是赞普先王丧葬仪式， 也是新君即位仪式， 新君王权在先王

葬仪中确立， 并得到父族母族臣属的认可与服从；⑤ 任小波认为 Ｐ ｔ １０４２ 记录的可能是

芒松芒赞的丧葬仪轨。⑥

以上所概括， 前人对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内容性质的认识在 “苯教丧葬仪轨” 这一点上

统一， 是否为赞普葬仪存争议， 且对 “王室” 元素也未展开分析。

二、 写卷定名考述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未示明逝者其人， 主持和参加葬仪者也仅述身份和其所执事务， 卷首

卷尾亦无题记题名。 故只能从全篇内容细节中考论写卷主旨性质再行定名。 其中对丧葬

仪轨中的特定用词与敬语， 逝者及主持参加丧葬仪式者身份特殊性的考论是本篇写卷定

名的关键。
（一） 逝世 ｇｒｏｎｇｓ 与大葬 ｍｄ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笔者通过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表述葬仪和大葬用 “ｍｄａｄ ｓｈｉｄ” （写卷第 ８３、 ８５、 １０１ 行）

和 “ｍｄ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写卷第 ８１、 ９７ 行）； 表述死亡用 “ｇｒｏｎｇｓ” （写卷第 ８１、 ９３、 １４３
行） 来确定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的逝者身份为吐蕃王室成员， 丧葬仪轨的等级为吐蕃王室丧葬

仪轨。⑦ 具体分析如下：
ｍｄａｄ 在以下写卷中多次出现， 用以表述 “大葬”。 如 Ｐ ｔ １２８７ 第 ５０ 行： ｇｃｕｎｇ ｎ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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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ｒｉ ｎＩ ｙａｂ ｋｙｉ ｍｄａｄ ｇｔｏｎｇ ｎｇｕ 弟聂墀为父王举行葬仪。 Ｐ ｔ １２８８ 第 １９－２０ 行： 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ｒ ／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ｍｙｅｓ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ｒ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ｂａｒ 于秦瓦宫为墀松赞赞普举行葬礼。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５０ 第 ７４ 行： 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ｒ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ｙａｂ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ｂａｒ ｌｏ ｃｉｇ ／于秦瓦宫为赞

普父王举行葬礼。 第 ８５ 行： ｇｄｕｎ ｂｓｔａｎ ｍｏ ｍｕｎ ｃａ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ｏ’ｉ ｍｄａｄ ｂａｎｇ ｂａｒ 为赞蒙文成

公主举行葬礼。 第 １５８－１５９ 行： ｐｙｉｎｇ ｂａｒ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ｙａｂ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于秦瓦宫为赞普

举行葬礼。 第 １６２ 行： ｓｔｏｎ ｐｈｙＩ ｍａｎｇ ｐａｎｇｓ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秋， 为祖母芒邦氏举行葬礼。
第 １７０ 页： ｄｐｙｉｄ ｂｓｔａｎ ｍｏ ｇａ ｔｕｎ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春， 为赞蒙可敦举行葬礼。 第 １９０－１９１
行： ｐｙｉｎｇ ｂａｒ ｐｈｙＩ ｍａ ｌｏｄ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为祖母墀玛类举行葬礼。 第 ２２９ 行： ｙｕｍ ｔｓａｎ
ｍａ ｔｈａｇ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为母后赞玛道举行葬礼。 第 ２６４ 行： ｌｃａｍ ｌｔａｓ ｐａｎｇｓ ｇ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为

王妃拉邦举行葬礼。 第 ２８７－２８８ 行：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ｓｒａｓ ｌｈａ ｂｏｎ ｄａｎｇ ／ ｂｔｓａｎ ｍｏ ｋｈｏｎｇ ｃｏ ｇｎｙＩｓ
ｇｙａ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为赞普之子拉本和赞蒙金城公主举行葬礼。 第 ３０２ 行： ｊｏ ｍｏ ｋｈｒＩ ｂｔｓｕｎ
ｇｙＩ ｍｄａｄ ｂｔａｎｇ 为王妃墀尊举行葬礼。

以上所见， ｍｄａｄ 专指赞普、 赞蒙、 王子、 后妃这些王室成员之葬礼。 另 Ｐ ｔ １１３４
第 ８９ 行： ｇｓｏｒ ｍｙｉ ｓｏｓ ／ ｇｏｒ ｇａｍ ／ ｂａ ｎｉ ／ ｍｙｉ ’ｂｙｏｒ ｇｙｉｓ ｍｄａｄ ｓｈｉｄ 断气之人无法复活， 举

行大葬。 Ｐ ｔ １１３４ 是与丧葬仪轨相关的苯教起源故事， 写卷第 ６７－９０ 记载 “累乌羊噶

杰 （ｌｄａ’ ｕ ｙａｎｇ ｋａ ｒｊｅ） ” 的丧葬仪轨。 累乌羊噶杰乃苯教天神衮尊恰 （ｍｇｏｎ ｔｓｈｕｎ
ｐｈｙａ） 之子， 与母舅魔斗勇而为魔所害。 其父请来威猛苯辛 （ｂｏｎ ｇ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ｎ ｄｒａｇ） 救

治而未复活， 故做超荐仪式， 并修建墓室， 举行大葬。 天神之子地位尊崇， 故其大葬用

ｍｄａｄ 形容。 吐蕃赞普的叙述形象同样为天神之子 ｌｈａ ｓｒａｓ。 与之相对， 普通身份者的葬

仪仅用 ｓｈｉｄ 形容。 如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１ｖ① 第 ７ 行： ｇｙｉ ｐｏ ｓｐｕｎ ｄｒｕ ｇａ ｋｉ ｍｃｈｉｄ ｎａｓ ｐｈａ’ｉ ｓｈｉｄ
ｇｄａｎｇ ｎｇｏ ｙａｂ ｋｉ ｙａ ｒｍａｎｇ ｇｚｕｇｓｏ 金波宾柱说， 要为父亲举行葬仪。 第 ９、 １８ 行： ｓｈｉｄ ｍｙｉ
ｔｈｅｎｇｓ ｙａｂ ｋｉ ｒｍａｎｇ ｍｙｉ ｔｓｈｕｇｓ ｓｏ 父亲的葬仪办不了。 第 １００－１０１ 行：’ｏｎ ｋｙａｎｇ ｐｈａ’ｉ ｓｈｉｄ
ｙａｂ ｄａｄ ｒｍａｎｇ ｔｓｈｕｇｓ ｓｈｉｇ 但父亲的葬仪要办。 此文中 “父亲” 的身份无特殊之处， 故仅

用 ｓｈｉｄ 而非 ｍｄａｄ、 ｍｄａｄ ｓｈｉｄ 和 ｍｄ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来表述。
对 “薨逝” 与 “亡故” 的用词。 《吐蕃大事纪年》、 《历代赞普传记》 和 《赞普世

系》 中对死亡的描述用词有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升遐； ｎｏｎｇｓ 薨逝； ｋｕｍ 亡故； ｇｒｏｎｇｓ 逝世。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用于描述赞普达布聂色 （ｒｇｙａｌ ｓｔａｇ ｂｕ ｓｎｙａ ｇｚｉｇｓ）、 南日伦赞 （ｋｈｒｉ ｓｌｏｎ
ｂｔｓａｎ）、 松赞干布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芒伦芒赞 （ｋｈｒＩ ｍａｎｇ ｓｌｏｎ） 和墀都松赞

（ｂｔｓａｎ ｐｈｏ ｋｈｒｉ ’ ｄｕｓ ｓｒｏｎｇ） 之死。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是 “逝世、 升遐” 之意， ｇｓｈｅｇｓ 是

３８法藏敦煌藏文写卷 Ｐ ｔ １０４２ 定名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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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的敬语形式。① Ｐ ｔ １２８７ 《历代赞普传记》 中用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来形容止贡赞

普具有 “飞升天界之神通”。 第 ６－７ 行： ｌｄｅ ｓｒａｓ ｍｙＩ ’Ｉ ｍｙＩ ｔｓｈｕｌ ｔｅ ／ ｍｎｇｏｎ ｂａｒ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 ｌａ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ｂｙＩｎ ｃｈｅｄ ｐｏ ｍａｎｇ’ ｂａｓ ／此王乃天神之子， 虽具人形而与常人

迥异， 有飞升天界之大变幻神通。 Ｐ ｔ １２８６ 《赞普世系表》 部分亦有相关描述。 第 ４３－

４４ 行： ｌｈａ ｓｒａｓ ｍｙｉ ｙｕｌ ｇ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ｍｄｚａｄ ｃｉｎｇ ｂｚｈｕｇｓ ｐａ ｌａｓ ／ ｍｎｇｏｎ ｄｕ ｔｈａｌ ｂｙｕｎｇ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ｐａ ／ ／天神之子做人间之王， 后为人所睹升遐天界。 第 ４７ 行： ｓｒａｓ ｃｈＩｂｓ ｋａ ｔｈｕｂ ｎａ
／ ｙａｂ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ｓｏ ／ ／王子可御马时， 父王即升遐天界。 《贤者喜宴》 中的记载与

《赞普世系表》 所述基本一致， “天墀七王” 以母亲之名命名； 不受山岩阻挡， 白天降

临做人间之主， 夜晚回归天空； 王子能乘骑时， 父王握天绳升遐， 尸体如虹消失， 陵墓

建于虚空。② 可见对赞普薨逝的用词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与吐蕃王室起源和赞普逝世的神话

联系紧密。 ｄｇ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在以上写卷中只用于形容赞普的升遐， 具有唯一对应性。
ｎｏｎｇｓ 译作 “薨逝”， 描述祖母芒邦氏 （ｐｙＩ ｍａｎｇ ｐａｎｇｓ）、 祖母墀玛类 （ｐｙＩ ｋｈｉ ｍａ

ｌｏｄ）、 母后赞玛道 （ ｙｕｍ ｂｔｓａｎ ｍａ ｔｏｇ）、 王妃拉邦 （ ｌｃａｍ ｌｈａ ｓｐａｎｇｓ）、 赞蒙金城公主

（ｂｔｓａｎ ｍｏ ｋＩｍ ｓｈｅｎｇ ｋｈｅｎｇ ｋｈｏｎｇ ｃｏ） 母后芒蒙吉 （ｙｕｍ ｍａｎｇ ｍｏ ｊｅ） 之死亡， 以上所列

身份为吐蕃王室赞蒙和后妃； ｎｏｎｇｓ 亦描述王子拉本 （ｓｒａｓ ｌｈａｓ ｂｏｎ）、 唐肃宗、 赞普人

主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ｒｊｅ）、 布岱贡甲、 南日伦赞之死亡， 以上身份限于吐蕃赞普、 王子、 异邦

皇帝。 另在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１ｒ③ 中， 马意吉当江 （ｒｔａ ｙｉｄ ｋｙｉ ｇｄａｎｇ ｐｙａｍ） 和马库芒达 （ｒｔａ
ｋｈｕｇ ｒｏｎ ｒｍａ ｄａｒ） 是马王之子， 母祖是居于九重天界的马卡达 （ｇａ ｒｔａ）； 王盘德 （ ｒｊｅ
ｄｐｈａｎ ｄｅ） 是人主， 以上为身份属于神灵和 “人主” 皆用 ｎｏｎｇｓ 薨逝形容其死。

ｇｕｍ 译作 “亡故”。 是 “死亡” 的非敬语形式。④ 描述达延莽布支 （ｄａ ｒｇｙａｌ ｍａｍｇ
ｐｏ ｒｊｅ）、 禄东赞 （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ｓｔｏｎｇ ｒｔｓａｎ）、 坌达延 （ ’ ｂｏｎ ｄａ ｒｇｙａｌ）、 大论赞聂 （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ｂｔｓａｎ ｓｎｙａ）、 冲巴努布·阔玛日 （ｂｒｕｎｇ ｐａ ｇｎｕｂｓ ｋｈｏ ｍａ ｒｅ）、 茹容其桑 （ ｒｕ
ｙｏｎｇ ｐｈｙＩ ｇｓｅｎｇ）、 大论乞力徐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ｋｈＩ ｇｚｉｇｓ）、 尚赞咄热 （ｚｈ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ｔｏ ｒｅ）、
乞力布藏诺 （ｋｈｒＩ ｂｚａｎｇ ｓｔａｇ ｔｓａｂ）、 论乞力心儿 （ｂｌｏｎ ｋｈｒＩ ｓｕｍ ｒｊｅ）、 大论芒夏木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ｈｏ ｍａｎｇ ｚｈａｍ）、 尚墀聂门松 （ ｚｈａｎｇ ｋｈｒＩ ｍｎｙＩｓ ｓｍｏｎ ｚｕｎｇ）、 论结桑甲贡 （ ｂｌｏｎ
ｓｋｙｅｓ ｂｚａｎｇ ｒｇｙａｌ ｋｏｎｇ）、 琼保·邦色苏孜 （ｋｈｙａｎｇ ｐｏ ｓｐｕｎｇ ｓａｄ）、 韦·邦多日义 （ｄｂａ’
ｓ ｐｈａｎｇｓ ｔｏ ｒｅ） 之死亡。 以上包含大相、 “尚”、 “论” 级别之臣； 亦有 “韦”、 “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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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外戚大臣； 又显赫如禄东赞， 墀玛类之弟尚赞咄热都仅用 ｇｕｍ 来表述其亡故，
且只简要提及亡故事实， 未像赞普、 赞蒙、 王子， 除死亡外还述及尸体停厝、 大葬举行

的时间。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１ｖ 用 ｇｕｍ 来形容金波宾柱之父的死亡， 身份为普通人。 ｓｈｉ 亦是

“死亡” 的普通形式， 在 Ｐ ｔ １２８７ 中形容作为普通人身份的孩童阿列吉 （ ｎｇａｒ ｌｅ
ｓｋｙｅｓ）① 之死。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０② 中泛指普通人之死时亦用非敬语的 ｓｈｉ 来形容。

ｇｒｏｎｇｓ 是 “死亡” 的敬语形式，③ Ｐ ｔ １２８７ 中描述赞普布岱贡甲之逝世。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１ｒ 中用 ｇｒｏｎｇｓ 形容其死的有 “父系之主盘德”、 “衮尊恰之子”、 “当哲乌杰” 和 “累
乌羊噶杰”。 在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３１ｒ 第一部分 “叙说父系之章” 中 “父系之主盘德” 是王和

人主的身份。 Ｐ ｔ １１３４ 中出现的衮尊恰乃苯教神系中的第四重天， 累乌羊噶杰为衮尊

恰与魔女所生之子， 累乌羊噶杰与母舅魔斗勇而身亡。 另当哲乌杰之父， 也是虚空天界

之中名为 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ｓ ｇｙｉ ｒｊｅ 者； 可见神及称呼为 ｒｊｅ， 即 “主”、 “王” 身份者可用

ｇｒｏｎｇｓ 来形容其逝世。
综上可察， 古藏文叙述不同身份等级之人的 “死亡” 有着严格的固定词汇， 不可

僭越。 其中 ｄ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或 ｇｓｈｅｇｓ “升遐” 一词专指赞普之死； ｎｏｎｇｓ “薨逝” 可指赞

普、 赞蒙、 王妃、 王子， 异邦帝王之死； ｇｒｏｎｇｓ “逝世” 可指 ｒｊｅ， 即 “王、 人主” 之

死和赞普之死， 也指王室女子之死。 至于非属神、 王室身份之人， 即使地位高于普通人

的臣公乃至王室姻亲都用 ｇｕｍ 描述其死亡； ｓｈｉ 也是 “死亡 “一词的普通与泛指形式。
再看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对死亡的描述词。 第 ８１ 行： ｍｄａｄ ｃｅｎ ｐｏ ｎｉ ｔｈｏｇ ｍａ ｇｒｏｎｇｓ ｎｇｏｇ ｄｕ

ｇｙｕｒ ｎａｓ ／ ／ ｌｏ ｇｓｕｍ ｇｙｉ ｄｕ ｓｕ ｂｇｙｉ ’ｔｓｈａｌ ｔｅ 大葬在逝世三年后举行。 第 ９３ 行： ｓｐｙｉ ｇｒｏｎｇｓ
ｎｇｏｇ ｄｕ ｇｙｕｒ ｐａ ｌａ 对于所有逝者来说……第 １４３ 行： ｍｏ ｂｔｓｕｎ ｚｈｉｇ ｇｒｏｎｇｓ ｎｇｏｇ ｄｕ ｇｙｕｒ ｎａ
／ ／ ｃｈｏ ｇｚｈａｎ ｎｉ ’ｄｒａ’ ／ ／若王室女子逝世， 其他仪轨都相同。 其中对 “死亡” 的描述用

词也为 ｇｒｏｎｇｓ “逝世”。 由此推见，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所指逝者和丧葬仪轨的程序， 非针对平

民、 臣公， 而是指吐蕃王室成员； 但由于逝世的用词是 ｇｒｏｎｇｓ 而非专指赞普逝世的用词

ｄｕｎｇ ｄｕ ｇｓｈｅｇｓ “升遐”， 故逝者的身份只能确定到吐蕃王室成员， 包括赞普、 王子， 赞

蒙。 另外， 吐蕃王室成员的丧葬仪式要经过身死 （ｄｇｕｎｇ ｇｓｈｅｇｓ）、 厝匿 （ｒＩｎｇ ｍｋｈｙｕｄ）
剖敛 （ｂｔｏｌ） 和大葬 （ｍｄａｄ） 四个阶段。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对尸体处理从停厝到大葬的程序

与 《吐蕃大事纪年》 中反映的王室葬仪程序一致， 进一步证明逝者的身份为赞普或

王子。
（二） 赞普 ｒｇｙａｌ 主持丧葬仪式

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 由 ｒｇｙａｌ 来分定权势、 面见逝者眷属， 接受温洛 （ｄｂｏｎ ｌｏｂ）、 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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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ａｍ ｒｔａ） 和献新 （ｐｈｕｄ ｐａ）。 笔者以为 ｒｇｙａｌ 即 ｒｇｙａｌ ｐｏ， 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是指吐蕃赞普。
赞普参加的是先王赞普或已逝王室成员的丧葬仪式。

以下将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相关内容摘出： 第 ６ 行：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ｐｈｙａｇ ｂｇｙｉｓ 王致礼。 第 １２
行： ｄｅ ｎａｓ ｒｇｙａｌ ｌａ ｌｈｏｓ ｄｒａｎｇ ｓｔｅ ／此后将眷属领至王面前。 第 １３ 行： ｄｅ ｎａｓ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
ｍｄａ’ ／ ｔｈａｎｇ ｄａｎｇ ／ ｄｂａｎｇ ｔａｂ ｂｃａｄ ／ ／此后王分定权势。 第 １４ 行： ｄｅ ｎ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ｇｉｓ ｒｇｙａｌ
ｌａ ｄｂｏｎ ｌｏｂ ｔａｎｇ ｓｎａｍ ｒｔａ ’ｔｅｎ ｂａｒ ｐｈｒｉｎ ｇｙｉｓ ｇｓｏｌ 此后母舅将 “温洛” 和 “香马” 献给王。
第 ５３ 行：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ｋｙａｎｇ ／ ｍ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ｂｃａｄ ｍ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ｄｕ ’ｄｕｓ ｓｏ ’ ｔｓｈａｌ ／ ／王再次分

定权势， 为分定权势而聚集。 第 １０１ 行： ｍｄａｄ ｓｈｉｄ ｌａｓ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ｍ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ｂｃａｄ ｄｅ ／ ／
大葬时由王分定权势。 第 １０５ 行：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ｔｈａｎｇ ｂｃａｄ ｄｅ ｋｈｒａｍ ／ ｇｎｙｉｓ ｂｇｙｉｓ ｔｅ ／ ／王分定

权势， 分作两册木牍。 第 １０９－１１０ 行： ｓｌａｄ ｄｒｏ ｒｇｙａｌ ｇｙＩｓ ／ ｍａ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ｂｃａｄ ｎａｓ ／ ／ ｒｇｙａｌ
ｌａ ｙａｎｇ ｇｔａｎｇ ｐｈｕｄ ｄｂｕｌ ／ ／王分定权势后， 向王做 “墓穴献新”。

《雅砻王朝》 中， 哈尔将 ｒｇｙａｌ 等同于 ｒｇｙａｌ ｐｏ， 译作 “王”；① 褚俊杰也将 ｒｇｙａｌ 译
作 “王”；② 哈尔只提出逝者的身份为赞普， 而对主持仪式、 分定权势的 “王” 没有进

一步论证其身份。 林冠群认为 ｂｔｓａｎ ｐｏ 是吐蕃君主专称， 而他国君主通常称 ｒｊｅ 或 ｒｇｙａｌ
ｐｏ。 但笔者考察后发现在 Ｐ ｔ １２８７ 中有多处将吐蕃赞普称为王 ｒｇｙａｌ 或 ｒｇｙａｌ ｐｏ， 以下摘

出。 第 １１８ 行： ｍｋｈａｒ ｐｙＩｎｇ ｂａ ｓｔａｇ ｒｔｓｅ ｎａ ｎＩ ｒｇｙａｌ ｓｔａｇ ｂｕ ｓｎｙａ ｇｚＩｇｓ ｂｚｈｕｇｓ ／ ／秦瓦达孜城

堡， 居住王达布聂色。 第 １９８ 行： ｒｇｙａｌ ｐｏ ’ ｄＩ ’ 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此王之时 （指南日伦赞之

时）。 第 ３３８ 行：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ｉｇ ｂｔｓａｎ ｇｙ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 王墀德祖赞之时。 第 ３９８ 行：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Ｉ ’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 此王之时 （指赞普松赞干布之时）。 第 ４３３ 行： ｒｇｙａｌ ｐｏ ’ｄＩ ’ Ｉ
ｒｉｎｇ ｌａ ／ ／此王之时 （松赞干布之时）。 以上所见， 被称作 ｒｇｙａｌ ｐｏ 的有达布聂色、 南日

伦赞、 松赞干布和墀德祖赞。③ 达布聂色与南日伦赞之时是悉补野部兼并他邦初建吐蕃

王国之时赞普， 而后松赞干布与墀德祖赞之时为吐蕃王国鼎盛之时赞普， 在 Ｐ ｔ １２８７
都曾以 ｒｇｙａｌ ｐｏ 称之。 可见并非 ｂｔｓａｎ ｐｏ 是吐蕃赞普的唯一称谓表明赞普身份， ｒｇｙａｌ ｐｏ
亦可指吐蕃赞普。 而与 ｒｇｙａｌ ｐｏ 相对比的是， 诸小邦国主被称做 ｒｇｙａｌ ｐｈｒａｎ， 对此林冠

群已做详论。④ 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第 １８、 ３７ 和 １２９ 行有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 Ｃｈａｇｓ Ｋｙｉ ｄｋｏｒ 慕化小邦的

供财。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 即 ｒｇｙａｌ ｐｈｒａｎ， 小邦国派人参加葬仪并献供给逝者， 也表明葬仪的吐蕃

王室层级。 除 Ｐ ｔ １２８７ 外， 占卜文书 Ｐ ｔ １０４７ 中也用 ｒｇｙａｌ ｐｏ 称谓吐蕃赞普， 此处笔

者不再一一摘录， 详见陈楠 《Ｐ Ｔ １０４７ 写卷卜辞与吐蕃相关史实考释》。⑤ 大原良通

《古代チベットの即位式》 也认为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的 ｒｇｙａｌ 就是吐蕃赞普。 他提出新赞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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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是在先赞普的丧葬仪轨过程中通过 “分定权势” 的环节得到确权， 先王眷属献上

盔甲和母舅献上 “温洛” 分别代表父系与母系势力对新君的交权。 先赞普盛大的丧葬

仪式也是新王即位和宣布权势的仪式。① 笔者以为， 大原良通关于 “新君即位仪式” 的

观点必须是建立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逝者是吐蕃赞普” 的前提上， 遗憾的是其文未提及关

于逝者身份辨别的论述。 出于谨慎， 笔者对 “ｒｇｙａｌ 即指吐蕃赞普” 与大原良通先生观

点一致。 但分定权势的环节是否即新君即位仪式、 逝者是否是赞普先王还仍待进一步

探究。
那么何以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不称君主为某 ｂｔｓａｎ ｐｏ 而称作 ｒｇｙａｌ？ 笔者认为这与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的性质是一种 “一般化描述” 相关。 写卷的执笔者记录的不是当时发生的某位吐

蕃王室男子的丧葬仪轨过程， 而是记录吐蕃王室丧葬仪轨的流程惯例和标准， 吐蕃王室

男子的苯教丧葬仪轨都如此执行。 这一点在写卷内容中也可找到根据。 写卷第 ９３－９４
行有如下记述： ｓｐｙｉ ｇｒｏｎｇ ｎｇｏｇ ｄｕ ｇｙｕｒ ｐａ ｌａ ／ ｔｈｏｇ ｍａ’ ｉ ’ｏｎ ｋｕｎｇ ｔｈａ ｍａ’Ｉ ｇｔａｎｇ ｋｈｒａｎｇ
ｌｓｔｓｏｇ’ ／ ｔｅ ｓａ ｌａｎ ｇｓｕｍ ｌａｓ ｔｈｕｒ ｄｕ ｒｋｏ ｍｙｉ ｒｕｎｇ ｎｇｏｎｇ ／ ／ ｒｔａ ｇ ｙａｇ ｍａｎ ｃｈａｄ ｃｈｅ ｃｈｕｎｇ ／ ｍａ
’ｃｈｕｇｓ ｐａｒ ｇｓｏｌ ／对于所有逝者来说， 最先的小洞穴与最后的墓穴朝下挖填土不能超出三

次。 马、 牦牛按大小， 要依次不能献错。 “对于所有逝者来说” 这句表明是对丧葬仪轨

程序所要注意的地方的一般化的描述。 如果针对某位赞普的丧葬仪轨， 叙述时完全可以

不缀加 “对所有逝者来说”。 再看第 １４３－１４４ 行： ｍｏ ｂｔｓｕｎ ｚｈｉｇ ｇｒｏｎｇ ｎｇｏｇ ｄｕ ｇｙｕｒ ｎａ ／ ／
ｃｈｏ ｇｚｈａｎ ｎｉ ’ｄｒａ’ ／ ／ ｓｋｕ ｒｔｅｎ ｇｙＩ ／ ｍｄａ’ ／ ｍｏｎｇ ｒｉｎｇ ｓｕ ｂｓｇｙｕｒ ／ ｔｈｕｇｓ ｋｙｉ ｌｕ ｇｕ ｍｏ ｄａｎｇ
ｂｙａ ｍｏｒ ｂｓｇｙｕｒ ／ ｇ ｙａｓ ’ｂｒｉｒ ｓｇｙｕｒ ／若王室女子逝世， 其他仪轨一样， 只是逝者俑像上的

箭要更长， 赎魂的鸡和牦牛要换成母的。 这也更像一句一般化的描述， 如果是具体某人

的丧葬仪轨流程， 大可不缀述。 女性王室成员的丧葬仪轨只是略有不同， 通过此句补

充， 吐蕃王室男女成员丧葬仪轨的 “普适流程” 都已囊括。 本篇写卷内容中没有写明

逝者具体名号， 参加主持丧葬仪轨的人员中， 亦只是说明职务、 身份。 但其他文献如

Ｐ ｔ ９９９ 中为墀德祖赞功德在沙州抄经， 为王妃潘母子和微松举行功德法会，② 又如

Ｐ ｔ １１２３ 号为墀祖德赞诵经的功德愿文， 都指明赞普、 王妃、 王子尊号， 并无讳名的

习惯， 可见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只表明身份和职务， 正是由于记述的内容是吐蕃王室男性成员

苯教丧葬仪轨的通行程序， 而不是某位赞普的丧葬仪式， 每位赞普、 王子、 后妃及臣公

名号都不同， 那么自然只能代称参加者的身份和职位。 由此， 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虽未有

ｂｔｓａｎ ｐｏ 出现， 但仍可肯定主持丧葬仪轨的 ｒｇｙａｌ 是吐蕃赞普。 至于逝者的身份， 笔者以

为并无具体所指， 而是所有王室成员中逝者的泛称。
（三） 古辛 ｓｋｕ ｇｓｈｅｎ 司祭

７８法藏敦煌藏文写卷 Ｐ ｔ １０４２ 定名考述

①
②

［日］ 大原良通 《古代チベットの即位式》， 第 ４１－４７ 页。
对 Ｐ Ｔ ９９９ 的研究可见陈楠 《Ｐ Ｔ ９９９ 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正与考

辨》， 《中国藏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９－２７ 页。



在丧葬仪轨中， 古辛担任首席司祭。 古辛是身份特殊的神职人员， 意为 “王室的

辛”， 是赞普的宗教导师。 古辛在王室婚礼、 王子诞生等相关社稷和福祉的重大场合中

主持仪式， 不但确保赞普的健康、 声誉和福祉， 亦确保王朝的繁盛。 天墀七王时每位王

身边都有护身古辛。 至止贡赞普之时， 赞普与大臣忧心权力日盛的苯教师会对政权不

利， 故实行了苯教史中所载的 “第一次灭苯”， 但在灭苯之时， 赞普身边护身的 “古
辛” 保留， 直至吐蕃王朝崩溃时亦然。 古辛的特殊体现在： 头饰—白色头巾插鹰翎；
衣着—白猞猁或白狼皮袄饰豹皮边； 古辛 “道三句” 之前， 赞普不得发令， 大臣不得

议政； 古辛伴于赞普右侧， 大臣伴于左侧。① 以上是苯教史料中的记载， 其中与敦煌藏

文苯教文献记载多有一致。 Ｐ ｔ １１３４ 中就有 “苯辛” “道三句” 的内容， 以下摘出： 第

１６－１７ 行： ｂｏｎ ｇｚｈｉｇ ｇｓｈｅｎ ｄｒａｇ ｇｉ ／ ｐａ ｎｇａｇ ｎｉ ｒｇａｒ ｎｙａｎ ／威猛苯辛开示， 听之。 第 ２８－２９
行： ｄｕｒ ｇｓｈｅｎ ｒｍａ ｄａ ｎａｓ ／ ｂｓｔａｎ ｄｒｕｎ ｎｉ ｍａ ｍｇｙａｎ ／ 笃辛玛达开示之， 不听。 第 ５９ 行：
ｂｓｔａｎｄ ｐａ ｎｇａｇ ｔｓＩｇ ｇｓｕｍ ｎｉ ｒｇａｒ ｍｎｙａｎｄ ／ （苯辛） 开示之语道三句， 听之。 此篇中天神衮

尊恰之子亡故， 请来威猛苯辛禳解救治。 始， 未听苯辛开示之语三句， 则面色不能转

好， 墓室无法庄严， 尸体不能安葬。 听之才得 “四角墓室庄严， 尸体妥善安葬”。
Ｐ ｔ １１３４ 未出现佛教因素， 是一篇苯教丧葬先例故事。 其中开示和道三句的虽不是古

辛而是 “神子魔孙” 威猛苯辛和笃辛玛达， 但仍能体现出 “道三句” 的传统确实由来

已早， 而且意义重大。 古辛道三句， 赞普和群臣唯有听从开示， 才能不入歧途， 获得福

祉。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古辛是丧葬仪式的首席主持者， 虽然除古辛外还有窦辛、 鞠苯波、 旁

苯波等。 但每个仪式环节中都由古辛引领， 且司祭、 献上剖割殉牲的工具和辨取福物的

重要环节都是古辛来执行。 另， 其他敦煌苯教写卷中诸如威猛苯辛、 笃辛玛达、 拉辛乃

至辛绕米吾都有出现， 但目前所见仅 Ｐ ｔ １０４２ 一篇中出现古辛， 这也反映出古辛作为

王室御用祭司的特殊身份与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王室苯教丧葬仪轨的性质。 由于赞普苯教法

师古辛是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丧葬仪轨的首席主持者， 进一步证明本写卷中描述的丧葬仪轨是

为吐蕃王室级别。
（四）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内侍扈从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出现执事人员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第 ３２、 １２６ 行）、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ｐａ （第
６６ 行）、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ｒｊｅ ｂｏ （第 １０６ 行）。 其中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和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ｐａ 在

Ｐ ｔ １２８７ 亦中多次出现。 王尧将 Ｐ ｔ １２８７ 中的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和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均译

作 “内侍扈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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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 Ｐ ｔ １２８７ 中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相关之处摘录。① 第 １９７ 行：’ ｕｎｇ ｌｔａ ｓｔｅ ／
ｍｙａｎｇ ｄｂａ’ｓ ｍｔｈｏｎ ｄａｎｇ ｇｓｕｍ ／ ｔｓｈｅｓ ｐｏｎｇ ｐｒｅｎ ｄａｎｇ ｂｚｈｉｓ ／ ／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ｎａｓ ／ ｂｒａｎ ｋｈＩｍ
ｍａｎｇ ｐｏ ｄａｎｇ ／ ／ ｙｕｌ ｃｈｅｄ ｐｏ ｌｔｓａｌ ｔｏ ／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Ｉ ｂｌｏｎ ｐｏｒ ｂｃｕｇ ｇｏ ／ ／至此， 娘、 农、 韦氏

三族及蔡邦氏四族忠诚， 赏赐众多奴户与广阔土地， 授任赞普之论臣。 第 ２１８ － ２１９
行：’ｕｎｇ ｇＩ ｒｊｅｓ ｌａ ／ ｍｙａｎｇ ｓｍａｎ ｔｏ ｒｅ ｇｌｏ ｂａ ｎｙｅ ｂａ ’Ｉ ｂｕ ／ ／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Ｉ ’ｂｒｉ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ｍａ ｐａ ’ｔｓｈａｌ ｚｈＩｎｇ ｍｃｈｉｓ ｓｏ ／ ／此后， 娘·孟多热心腹之子尚囊， 应诏任赞普内侍

扈从之职。 第 ２３１－２３３ 行：’ｕｎｇ ｎ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ｐｅ ’ｕ ｚｕｒ ’ｂｒｉｎｇ ｐｏ ｂｃｈａｓ ｐａ ｔｓａｍ ｚｈｉｇ ／ ／
ｓｎａｎｇ ｍａ ｌｔ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ｍｃｈｉｓ ｐａ ｌａ ／ ／ ｋｈｙｏｄ ｐｈａ ｓｎｙｉｎｇ ｎｙｅ ｂａ ’ Ｉ ｂｕ ｎａ ／ ｋｌｕ ｓｈｅｓ ｓａｍ ｚｈｅｓ
ｒｍａｓ ｐａ ｄ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ｇｉｓ ｍｃｈｉｄ ’ｔｓｈａｌ ｚｈｅｓ ｇｓｌｏ ｔｏ ／ ／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ｇＩｓ ｋｌｕ ｂｌａｎｇｓ ｐａ ／ ／
于是 （赞普） 对内侍扈从官尚囊琵乌苏言： “尔乃忠臣之子， 能歌否？” 尚囊祈请一试，
歌曰……第 ２４４－２４６ 行： ｋｏｍ ｒｔｓｅ ｎＩ ｎｙｉｄ ｍｙｉ ’ ｊｏ ｚｈｅｓ ｇｌｕ ｂｌａｎｇｓ ｎａｓ ／ ／ ｔｓｈｉｇ ｄｅｓ ／ ｂｔｓａｎ
ｄｅｓ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ｔｈｕｇｓ ｂｎｙｅｓｔｅ ／ ／ ｍ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ｐｏｒ ｂｃｕｇ ｎａｓ ／ ｓｌｏｎ ｐｏ ’ｉ ｍｔｓｈａｎ ｍａｒ
ｙａｎｇ ｒｄｕｌ ｇｙｉ ｓｕｇ ｂｕ ｃｈｕｎｇ ｓｔｓａｌｔｏ ／ ／如此歌毕， 赞普甚悦， 乃任娘·尚囊论臣之职， 授小

银字告身。 第 ２５８－２５９ 行： ｍ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ｎａｎｇ ｂｌｏｎ ｃｈｅｒ ｂｓｋｏｓ ｔｅ ｂｚｈａｇ ｎａ ／ ／任命娘·尚

囊为大相。 第 ２７５ 行：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ｄｕ ｂｒｏ ’ ｄｏｒ ｂａ ／参与盟誓的尚论内侍官

有： ……
据 Ｐ ｔ １２８７， 娘·孟多热， 本为森波杰所辖户属， 不满森波杰统治而与韦·义策

盟誓， 共同投诚悉补野赞普达布聂色， 后又与南日伦赞盟誓， 灭森波杰， 居功而授任为

论臣 ｌｏｎ ｐｏ。② 娘·尚囊乃娘·孟多热之子， 出任南日伦赞的内侍扈从， 随行赞普牙帐。
赞普大设宴中， 琼保·邦色歌吟， 歌中譬喻其降服藏蕃、 告发蒙·温布谋逆及谋划灭除

森波杰之功。 赞普对琼保·邦色居功自傲之举不满， 希望有人能反驳琼保·邦色， 然一

时无人能应， 赞普乃命娘·尚囊对答。 于是娘·尚囊·琵乌苏引歌以对， 讽喻功绩非琼

保·邦色独立， 臣子当守本分， 谦恭忠主。 赞普对娘·尚囊的对答十分满意， 授其小银

字告身， 任大论之职。
娘·孟多热可谓悉补野氏统一吐蕃各部的肱骨之臣， 其子娘·尚囊能被选作南日伦

赞的内侍扈从， 随行牙帐， 盖因其父其族身份地位之殊。 后尚囊在赞普举宴中以睿智对

吟反驳琼保·邦色恃功而傲的言辞， 受到赞普赏识认可， 成为论臣， 被授以小银字告

身， 官职与其父彼时所任相同。 已知吐蕃告身制度共分六级， 每级分大小二类供十二

级。 有玉、 金、 银与颇罗弥、 铜、 铁。 小银字告身乃属第八级， 授予古辛、 内侍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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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坐骑者、 堪舆家、 宫廷守卫与边境哨卡。① 松赞干布时， 娘·尚囊又升任为大相，
以其巧言辩才兵不血刃收服苏毗部。 后， 琼保·邦色离间赞普与尚囊君臣， 于赞普面前

妄言尚囊有谋逆之心， 于尚囊面前言赞普欲加罪其身， 尚囊听信邦色之言， 不受君命，
终身死寨毁。②

以上所见，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是赞普内侍扈从之官， 赞普随驾近侍。 需有忠诚与善言机

敏之德才。 参与诸如盟誓宴议之类的吐蕃朝中机要之事， 虽职位较低但晋升机会大。 能

被受任之人出身贵胄功勋， 如娘·尚囊即为功勋戚族之子， 娘·尚囊， 就以内侍扈从一

步一步晋升为论臣乃至大论。 除内侍扈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外， 又有尚论内侍扈从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职位高于内侍扈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亦由若干人组成， 松赞干布与六名尚

论内侍官君臣七人共同盟誓， 臣世代忠君， 君则善待忠臣， 不听信谗言， 臣一人不忠，
不责其族人。③

在 Ｐ ｔ １０４２ 丧葬仪式中， ｚｈａ ’ ｂｒｉｎｇ ｐａ 要依序排列向逝者致礼并献上供品 （见
Ｐ ｔ １０４２ 第 ３２、 ６６ 和 １２６ 行）。 用来记录各方为逝者所奉供品的清册， 一份交由遮蔽

羊， 一份交由 ｚｈａ ’ｂｒｉｎ ｒｊｅ ｂｏ 保管 （见 Ｐ ｔ １０４２ 第 １０６ 行）。 依据内侍扈从 ｚｈａ ’ｂｒｉｎｇ
ｐａ 身为赞普近侍， 参与机要之特殊身份， 也表明 Ｐ ｔ １０４２ 丧葬仪轨的级别是吐蕃王室

级别。
（五） 尚论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在多麦 ｍｄｏ ｓｍａｄ 另行主持吊唁 ｎｏｎｇｓ
Ｐ ｔ １０４２ 第 １４０ 行：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ｚｈｉｇ ｍｄｏ ｓｍａｄ ｎａ ｎｙａｍ ｎｏｎｇｓ ｌａｇ ／一个尚论在多麦妥

善地 （主持） 吊唁仪式。 这句叙述说明大葬除了在某地举行外要另在多麦专门举行吊

唁。 大葬举行地的参与者有赞普、 赞普内侍扈从， 逝者亲属、 母舅以及其他职事人员，
多麦的吊唁之处需要由官阶身份为尚论者 “妥善地举行吊唁”。 这里需要考察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和 ｍｄｏ ｓｍａｄ。 褚俊杰在其文中将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等同于舅臣，④ 辞典中也将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译为

“娘舅大臣， 戚臣”。⑤ 林冠群论述 “尚”、 “论” 与 “尚论”， 得出结论： 尚论是吐蕃出

仕官僚的统称，⑥ 笔者从之。 可见是由吐蕃中央封衔的一位朝臣在多麦为逝者主持吊

唁。 在 《大事纪年》 的记述中， 涉及赞普、 赞蒙与王子的逝世会述明过世与葬礼举行

的时间， 而大论、 大相与外邦君主的逝世只是个别字词极简提及。 同样， 汉文史料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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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明确记载赞普、 赞蒙的逝世、 葬仪并遣使致哀， 臣公逝世仅述其身故。① 再考察吊唁

之地 ｍｄｏ ｓｍａｄ， 吐蕃王朝时期除了在腹地中心外， 赞普 “牙帐” 会驻于领域不同地区。
又由大论定期主持 “集会盟议”， 内容涉及户口清查、 征发税收等朝政大事的各方面。
而 ｍｄｏ ｓｍａｄ 作为会盟地区之一， 在 《大事纪年》 中多次出现， 由大论于每年夏、 冬各

举行一次。 ｍｄｏ ｓｍａｄ 的地理范围包括今青藏高原东部的安多地区。② 这进一步说明， 能

在大葬之地外由尚论在多麦举行吊唁， 逝者身份地位必为吐蕃王室成员。

三、 结论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卷中对逝世用敬语 ｇｒｏｎｇｓ 描述， 大葬用 ｍｄａｄ ｃｈｅｎ ｐｏ 描述， 大葬在逝

世三年后的秋冬季节举行， 这与 《吐蕃大事纪年》 中对吐蕃王室成员逝世与大葬的描

述一致； 为逝者主持丧葬仪轨的是吐蕃赞普 ｒｇｙａｌ （即 ｒｇｙａｌ ｐｏ）； 领衔丧葬仪轨的苯教

祭司由赞普御用苯教经师古辛 ｓｋｕ ｇｓｈｅｎ 担任； 赞普随驾近侍内侍扈从 ｚｈａｎｇ ｂｒｉｎｇ ｎａｎｇ
ｐａ 参与致哀仪式， 并负责保存逝者的随葬衣物疏 ｋｈｒａｍ； 小邦国 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 向逝者献上

供财； 除了在原厝尸处举行丧葬仪轨外， 要派一尚论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 另行在吐蕃东部由赞普

或大相定期举行盟会的多麦 ｍｄｏ ｓｍａｄ 妥善地主持举行吊唁； 写卷 １４３ 行的叙述补充了

若逝者为吐蕃王室女性时丧葬仪轨的流程与方式； 写卷全文未见佛教因素， 是纯粹的苯

教丧葬仪轨叙述。 综合以上线索， Ｐ ｔ １０４２ 中表述的逝者为吐蕃王室成员， 丧葬仪轨

级别与性质为吐蕃王室苯教葬仪； 需要注意， 已有论证线索不足以将写卷性质内容定为

“某位赞普的苯教丧葬仪轨”， 笔者更倾向于此篇写卷是对 “吐蕃王室成员苯教丧葬仪

轨的一般化叙述”， 而非 “某位吐蕃王室男性的葬仪个例记述”； 故而可将 Ｐ ｔ １０４２ 写

卷定名为 “吐蕃王室苯教丧葬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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