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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名被称为是反映一个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它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是地方历史与文化生态的“沉淀”。本文依据2007 年以来课题组在卓尼的多次实地调查，结合20 世纪80 年

代年该地区的地名记录资料, 解读卓尼境内现存主要地名, 试图对青藏高原东北缘汉藏边界的以地名为中

心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的解读提供一种特殊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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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藏人对吐蕃特高原（Tibetan�Plateau）的

地理有一套独到的认识。传统地理观念认为藏区包括

上部阿里三围、中间卫藏四部和下部多康（安木多和

康等藏区）六岗 [1]，卓尼（Co�Ne）就处于多康之中的

下部碌曲（kLu�Chu 洮河）流域。

卓尼是一块农牧并重、森林广袤的富饶土地。它

位于吐蕃特高原东北缘，“三面临松潘连界，接蒙古边

境一墙之外，直通青海黄，可西控诸番，东屏两郡，

南俯松叠，北蔽河湟，西南之要害也”[2]，公认是多思

劢（mdo�smad，安多）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文化单元之一，

为众多民族或政权必争之地，建置也更迭不断，因而

地名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地名都带有清

晰的民族文化变迁烙印。这些地名不仅是简单的语言

符号，更承载了卓尼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地理文化、

乡土文化等各种文化要素。如延续了 600 多年的卓尼

“嘉波”（rgyal�po) 或“琫波”（dpon�po) 王统世袭政教系

统，走出了多达 7 位格鲁派领袖级人物甘丹赛赤（dgav�

ldan�gser�khri) 和 3 任噶厦政府摄政王策墨林呼图克图

活佛系统的卓尼人文生态和传统寺院教育系统，汉藏

文化交界地带“戎”（rong, 农业 )、“卓”（vbrog，游牧 )、

“戎玛卓”（rong�ma�vbrog, 半农半牧）及“薪纳”（shing�

gnag) 多种形态的生态文化系统，卓尼版大藏经“甘珠

尔”和“丹珠尔”等卓尼人引以为傲的世界级文化资源，

都在有着文化“活化石”之称的卓尼地名里有所反映，

卓尼地名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印刻与见证着当地藏人

的自然、人文与历史文化。

一、与地理特征相关的卓尼藏语地名

卓尼自然风光瑰丽，生态多样，在近现代被一些

考察家描述成“现实世界中的香巴拉”。1937-1938 年

游历于卓尼的知名学者顾颉刚就感叹道 ：“卓尼风景佳

胜，洮水清而松林黝，水边万柳毵毵，深密之甚��

予游西北，最爱卓尼。”[3] 卓尼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

的水资源以及当地的神山圣水崇拜等人文生态在卓尼

的地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反映山、沟等地形特点的卓尼藏语地名

山是卓尼的主体地貌，卓尼地名中与山有关的地

名较多，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根据山体本身不

同部分而命名的地名。如大族乡境内有“尕古”sGur�

mGo 村，意为“山咀”，因村周围有一山口而得名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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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又被写成勺哇乡。
②喀尔钦乡，又被写成卡车乡，均音译自藏语“mkhar 

chen”,意为“大城”。本文中统一写成喀尔钦乡。
③也音译为塘或堂。
④又译“坐车首”。

藏巴哇乡境内有“拉查”La�rTsa�村，因该村位于一大

山脚下而得名，意为“山麓”。类似的地名还有围日那

（dBus�Ri�na，意为“山中间”）、光尕（Kong�Kha，意为“山

凹梁”）等。第二，根据山形命名的地名，如卓尼县北

山地区有“杓哇”乡①（Sho�Ba, 安多藏語实际发音为

Sho�Wa），意为“垭口”，是形似鞍马形山坡的专门称

谓，“杓哇”之名与该乡位于白石山西麓的丘陵顶坡口

的地理位置相符 ；类似地名还有那瑞（sNa�Ring，意为

“长鼻山”）、康多（Khang�Thog，又称水磨川，以山形

命名，意为“楼上”）、左拉（mDzo�Rwa，位于木耳镇

境内，因山形似犏牛牛角而得名）。第三，根据山体位

置而命名的地名。如喀尔钦乡②境内有村名“录巴卡”Rub�

Pa�Kha，原译录巴湾，意为“围拢”，因该村位于群山

包围中而得名。类似的地名还有扎乍（Brag�rTsa，意为

“石崖山下”）、肖吾（Bya�Vog，意为“鸟山下”）、扎那

（Grag�Nang，意为“岩石里面的村庄”，位于大峪沟内）

等。在卓尼境内，类似以上与山形、山的位置有关的

藏语地名还有很多，不一而足。

卓尼境内，反映沟（Lung）这种地貌形态的地名

也很多。如县西南部的车巴沟地区有“刀告乡”，位于

车巴沟下沟，以原驻地“刀告村”而得名，“刀告 rDo�

Khog”一词为藏语音译，意为“石沟”；县境西面的“扎

古录”镇�，实该写作�Grag�Khung�Lung，意为“石洞沟”。

原喀尔钦乡境内有村名“石鲁纲”Srib�Lung�Nang，因

该村所在地狭窄寒阴而得名，意为“寒阴沟里”。在阿

子滩乡境内有地名“萨乍多”Sa�bZang�mDo，意为“圣

地沟口”。此外，原大族乡境内有村名“地古隆”sTeng�

sGur�Lung，意为“沟口的上湾”；藏巴哇乡境内有地名

“吉娄”dKyil�Lung，意为“中沟”；木耳镇境内有“寺

古多”Srib�Bo�mDo 村，因位于洮河岸上的沟口而得名，

意为“山阴川”；木耳镇大峪沟沟口有地名“多坝”mDo�

Pa，意为“川口”；阿子滩乡境内有“达勒希”村，由

藏语“达勒什”sTag�Lung�gShis 演变而来，意为“虎沟

湾”，因此地的沟谷形似老虎而得名。

（二）反映河谷、水流等地貌的卓尼藏语地名

洮河，是卓尼境内河流的主轴线，藏语名为“碌

曲”kLu�Chu，意为“鲁神之水”“神水”。洮河又被称

为“洮水”，“与垫水（白龙江）俱出漒台山，山南即

垫江，山北则洮水源”，因而，洮水古称“漒水”，因其

发源于漒台山（即西倾山）而得名，流经之处为漒川。[4]

按现在的地理方位而言，洮水发源于西倾山（即漒台山）

脉的李恰如山及附近之勒尔当草原。[5]

复杂的地形使得卓尼境内的河流弯曲向前，在洮

河水长期的侵蚀下，形成了许多冲积滩地，因而卓尼境

内“滩”“川”Thang③或与之相关的地名较多。如卓尼

县境中部地区有“阿子滩”乡（阿子塘），�“阿子滩”A�

Tshi�Thang，原为“阿赀塘”，意为“阿赀的川或滩”，相

传为吐谷浑王后裔阿才的驻地，但这似乎是近代才流传

的神话。原喀尔钦乡境内有一村名叫达子（曲）多 Dang�

Chu�mDo，意为“清澈的河口”，因该村地处卡车河的下游，

河水清澈而得名 ；该乡境内还有达日（曲）卡村 Dwangs�

Chu�Kha，意为“清澈的河边”，也是因该村位于清澈

的卡车河旁边而得名 ；木耳镇境内有“塔固”村 Thang�

mGo，由“唐够”一词演变而来，意为“滩的最上头”。

阿子滩乡内的“甘布塔”村，由藏语“岗布塔”sKam�

Po�Thang 演变而来，意为“缺水的川”，因该村缺水而得名；

阿子滩乡驻地西南7公里处的“牙当”村，据藏语“牙塘”Yar�

Thang 演变而来，意为“最上头的川”，因该村位于小术

布茹（旗）的最上面而得名 ；原大族乡境内有“麻地卡”

村 Mar�sTeng�Kha，意为“下平川”，该乡有另一村因驻地

平坦开阔而得名“加当”rGya�Thang，意为“大川”。

此外，卓尼境内与水流这一自然相关的地名也不少。

如原大族乡境内有“出隆”Chu�Lung，意为“水沟”；有“完

出”dBul�Chu 村，意为“穷困、缺水”。与之相反，县境

内还有地名“曲纳”Chu�Mig�Nang，意为“泉水处”，以

该地泉水多而得名。另，木耳镇境内有“出社”Chu�Srang村，

意为“淌水街道”，因村中有泉水流过而得名；扎古录镇

境内有地名叫“录竹”kLu�Chung，藏语意为“小神泉”。

（三）反映地理方位的卓尼藏语地名

在卓尼，反映地理位置与方向的藏语地名可以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根据山、水的阴阳两面分出的地理区位。

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河川与山岳对应，因而与山的阴

阳面相反，河水之北为阳 Nyin、南为阴 Srib。如地处县

西南部的车巴沟上沟有一乡名叫“尼巴”Nyin�Ba，意为

“阳坡”，因地处迭山西向花儿干山、姜久尕日欠和别瓦

隆等山峰的南面而得名 ；驻地附近另有一村名叫“石

巴”Srib�Ba，意为“阴坡”，位于山之北面。扎古录镇境

内有一古城叫“迭当什”，据传为历史上唐代神策军驻地，

其名为�“得塘什”bDe�Thang�Srib 之音译，意为�“河阴川”

或“阴川庄”，因“迭什当”古城位于洮河南面而得名。

阿子滩乡内有“坐车什”村 mTsho�Che�Srib④，意为“太

湖阴面”，因该村位于山顶有湖的小山阴坡而得名。

第二类是根据方向或位置关系来表示地理区位。如

表示里面、深处的用 Nang，表示外面的用 Phyi，表示上

方或上游的用 Stod、�Gong�Ma、�Yar 等，表示下方或下游

的有 sMad�、Zhol��Ma、Mar，表示中间、居中、半腰的

有 vBar�Ma、sKed，表示深处、底下的有 Zha�ba、mT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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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rag dGon Pa dKon mChog bsTan Pa Rab rGyas 
mDo sMad Chos vByung Deb Ther rGya  mTsho, 1982年。
汉译译文请参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
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等。如“巴木”Bo�Bu 村，藏语意为“竹篮”，因该地形

像竹篮而得名，其附近有两个村即“巴木玛纳”Bo�Bu�

Mar�Nang 与“巴木牙纳”Bo�Bu�Yar�Nang，它们因地理方

位上下相对而得名。原大族乡境内有“麦巴卡”sMad�Pa�

Kha 村，原名小族，意为下部 ；与之相对，该村上部有

一村名叫拉尕，因位于麦巴卡村上方而得名，意为上方。

境内以类似方式命名、反映村子的地理位置关系

的地名还有 ：上卓尼 Co�Ne�Phu，旧称卓尼铺，指卓尼

县城上方 ；扎尕吉 Brag�dKar�dKyil，位于白石山中而得

名 ；也儿 Ya�Ru，又译叶儿，意为“上茹”“上庄”，与

附近的村子麻日 Ma�Ru（即今之木耳村，又译玛日，意

为“下茹”“下庄”）相对 ；卡别玛日 Kha�Bar�Ma�Ru，

意为“下踞”，因很久以前兄二人分居上下两处居住而

得名，与卡别牙日（原大族乡境内）对应。

除上、下等方位外，县境内还月木录 gYon�Lung（意

为“左沟”）、录日 Lam�bZhi（原大族乡境内，意为“四

条路”）等域地理方位相关的地名。

（四）反映颜色等地域特征的卓尼藏语地名

卓尼的藏语地名也根据地域的特征，如自然实体土

壤等的颜色（如白色 dKar、灰色 sKya�红色 dMar、青蓝

sNgon�Po 和黄色 Ser�Po 等）进行命名。如原大族乡境内

有一村名�“尕下”sGang�sKya，意为灰色山梁，因该村所

处的地皮颜色而得名；另一村名“多加”rDo�sKya，意为“灰

石”。完冒乡境内有一村名叫“沙冒多”Sa�dMar�mDo，

意为“红土川口”；又一村名叫“沙冒后”Sa�dMar�Phu，

意为“红土沟脑”，其附近的沙冒贡巴意为“红土寺院”，

因红色土质得名。阿子滩乡境内有一村叫“麻乍”dMar�

rTsa�，又译“马乍”，地处沟壑地带，因该村附近山呈

红色而得名，意为“红山村”。恰盖乡境内有一村名叫“来

加”Leb�sKya，意为“灰色山坡”，这些地名均与颜色有关。

二、与物产相关的卓尼藏语地名

（一）与动物有关的卓尼地名

在藏人的传统观念中，动物与人在大千世界的地

位相对平等，许多的山名或地名也以动物来命名。卓

尼境内与动物相关的地名众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第一，以当地野生动物为名。如境内洮河南岸与

岷县接壤的�“纳浪”，根据为 rNa�Lung 一词的音译，意

为“岩羊沟”，可能是当地曾有数量众多的岩羊而得名①；

境内洮河上游的“完冒”乡，“完冒”Lwa�dMar 也音译

自藏语，意为“红色的狐狸”，俗称“红野狐”。阿子

滩境内的“惹格”，又译“牙禾”，由藏语“热告”Ra��

rGod 演变而来，意为“野山羊”。“帕日牙纳”Phag�Ri�

Yar�Nang，意为“野猪沟”；帕路 Phag�Lung，位于原大

族乡内，意为“野猪沟”，因该地野猪多而得名。“上

午那”Sha�Bo(wo)�Nang，意为“大鹿沟”，因大鹿众多

而得名 ；“姜隆”sPyang�Lung，意为“狼沟”，据传因

古时候此地对面的山沟里狼多而得名。

第二，以动物的活动空间或时间者来命名的地名。

木耳镇境内的“大扎”村，“大扎”sTag�Tsang(Tshang)，

意为虎穴 ；“仲聂库”vBrong�Nyal�Khog，意为“野牛窝

之地”。原卡车乡境内有一村名叫“郭扎”rGod�Tshang

沟，意为“鹰巢”，相传因村子对面的悬崖上有鹰窝而

得名；“努子”Nub�gZig，位于原大族乡境内，由藏语“努

仍”演变而来，意为“夜晚豹子多”；藏巴哇乡境内有�

“恰布”村 Khyung�bBas，意为“落鹏坡”，传说很早以

前有一大鹏落居于此。境内洮河南岸有一村名叫“拉力”

沟，“拉力”gLa��Levu 一词意为麝香羔，相传古时有一

雌麝带一母麝路过而得名。县境内有“宁古”村，由

藏语 Nya�mGo 音译而来，意为“鱼头”，因该村下方一

水草滩中有鱼而得名。“朝勿”Khra�Vog�，位于洮河南岸，

意为鹞子山下。

（二）与植物有关的卓尼地名

卓尼风光旖旎，植被丰富，其境内有许多地名以

花草树木等植物植被来命名，�“卓尼”一词的来源就是

个很好的例子。

分析嘉木样协巴的《卓尼〈丹珠尔〉目录》和智

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安多政教史》有关卓尼的

史料可以发现，“卓尼”这一地名，经历了树名、寺院名、

地名三个阶段。后人根据上述有限的信息，进行了添

枝加叶的工作。�

有人认为“卓尼”藏语原意为“两棵马尾松”，说

“卓”是“觉相”或“交相”（Co�Shing）的第一个字，

是马尾松的简称，“尼”是“二”（gNyis）。也有人认为

“尼”是藏语“火”(Mye) 的意思。还有一种解释，传

说卓尼嘉波（土司）的祖先东来时，穆旺坚参说“你

们一直向东走，可遇到一条大河，那儿有很多的交相

树”。嘉波先祖率部到达现在的卓尼，果然遇到了东流

的洮河水和很多马尾松树，于是，抑制不住喜悦心情

说到“交相尼达”，此处的“尼”解释为“寻到”或“找

见”。[6] 被称为西方“最后一位古典考察家”的美籍奥

地利人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1884-1962）于

1925 年 4 月到 1927 年 3 月间在卓尼及其周边逗留达两

年制久，有关卓尼地名的含义，他说�“卓尼地方名称，

也是源于藏文，大概是从藏文“卓”（Cho,�意为 Pine�

trees 松树）和“尼”（意为 two 二或两）二字演化而来的，

即两棵松树的意思”，洛克的说法应当源自于彼时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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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7]

但以上各种说法都还是猜测，尤其是卓尼（Co�

Ne）是否为“马尾松”等树还有待谨慎考证。据查，

马尾松（Pinus�massoniana�Lamb）为喜温植物，其较西

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四川中部大相岭东坡，西南至贵州

贵阳、毕节以及云南富宁一带，在卓尼一带是否可以

有此种树木生长，有待考察。不过，从 1925 年到卓尼

进行考察的美籍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在今卓尼大寺

及县城附近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卓尼县城周边含卓

尼大寺在内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生态环境保存

良好，但卓尼一词是否意为“马尾松”则不得而知。

除“卓尼”一词外，卓尼境内反映植物植被的地

名还有很多。如扎古录镇境内有“达华里”村 sTag�Pa�

Lung，意为“桦树沟”，因该村驻地有茂密的桦树而得

名 ；有村名“白地”Pad�sTe，意为“莲花蕊”。刀告乡

境内有“石贡”村 Shing�Khams，意为“森林之地”。�

纳浪乡境内有村名“司日纳”Su�Ruvi�Nang，意为“杜

鹃花”(rhododendron)，因沟里长满杜鹃得名。洮砚乡

境内有村名“下拉隆”Sha�Lag�Lung，意为“蕨菜沟”；

藏巴哇乡境内有一村名叫“那塘”Na�Thang，因该村驻

地长满水草而得名，意为“水草滩”。

境内以类似方式命名的地名还有 ：纳日贡 Nags�Ri�

dGon，位于藏巴哇乡境内，意为“山林寺”；“温布塘”Om�

Bu�Thang，因驻地丛生沙柳得名；告加 Kovi�rGya，意为“蕨

菜”，以当地特产命名；“那怕”Nags�Phu，意为“林里”，

指该村居于森林之中 ；“俄藏”sNgo�bZang，意为“绿色

草滩”；“色树纳”Se�Shug�Nang，意为“野玫瑰和柏林沟”，

因该村附近沟壑长满野生的玫瑰和柏树等植被而得名。

三、与历史相关的卓尼藏语地名

（一）反映卓尼部分藏人来源的藏语地名���

从公元 8 世纪中叶起，相传吐蕃军队以此处为边

防根据地，派遣大批部队戍守。成书于 15 世纪、由

达仓巴·班觉桑布著的《印汉藏史集》（rGya�Bod�Yig�

Tshang）记述，藏王赤松德赞“派遣了以吐蕃九名勇士

为首的精锐军队到汉藏交界之处戍守边境，并因而形

成了被称为噶玛洛（bKav�Ma�Log）的大部落”①。在长

期的接触、交往和对境内的管辖中，吐蕃军队逐渐融

合了卓尼境内的讲藏缅语被汉文文献中称为羌人的民

众，后来发展成为了现今卓尼藏族的重要来源。

在卓尼藏语地名中，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卓尼藏

人的来源之一为卫藏。如卓尼境内藏巴哇乡的藏人认为

其祖先是从后藏迁徙而来，于是自称藏巴哇 gTsang�Pa�

Ba，意为后藏人 ；甚至在藏巴哇乡境内有一村名叫“牙

纳”gTsang�Yar�Nang，又译“上扎（藏）”，“扎（藏）”

为卫藏日喀则地区的一个通名，传说该地居民就是从日

喀则地区“扎”（藏）这个地方迁徙来，作为地名的“扎”

伴随着人口迁移也被转移至此。另外，卓尼扎古录镇境

内有“录竹”寺”kLu�Chung，据说这就是吐蕃时期随宗

教寺院而迁居至此的卫藏“录竹（群）”kLu�Chung 部落，

其先民约在 7 世纪时居住于今四川北部、青海境内的“泽

曲”（rTse�Chu）河岸，后裔后迁至此，成为此地藏人祖

先的重要一支。

在洮河上游有一条大沟名为�“车巴沟”Chas�Pa�

Lung，“车巴沟”由藏语“且巴�”�Chas�Pa 加 Lung 演变而

来，意为行商途中休息之地，相传是因古时候从卫藏来

的一批商人曾在该地休息过夜。有传说认为，此地部分

先民原居卫藏觉摩隆地区，约在公元 8 世纪时迁居至这

一带。人称该地为“加且巴”brGya�Chas�Pa，意为“百商”�

“齐巴”Chas�Pa，汉字记音为�“车巴”。居住在这里的藏

族部落叫车巴部落，沟内的寺院称为“车巴寺”。[8]

（二）反映族群分布或迁移历史的卓尼地名

卓尼地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的族群分布

或迁移的历史。比如康多乡境内有“果札”村 Ko�rTsa，

据说意为“杂居”，因村里人由几个不同的部落迁来聚

居而得名 ；阿子滩乡有“巴舍”村 sPu�Sung，该村原为

上下两村，后合并一个村而得名，意为“合住”；还有“哲

孜纳”村 Drug�gTsug�Nang，“多落”村 rDo�Rab。“哲孜纳”

由藏语“哲志囊”演变而来，意为“建六户”，是以该

村最初的住户数而得名 ；“多落”相传该村居民很早以

前从外地迁入，经过商定以垒石作为标志，建材定居

得名，意“佳石”。恰盖乡有“桑木哈尔”Sog�Mo�Shi，�

以该村最早的住户命名，意为“蒙古女人住地”。

此外，卓尼境内的许多地名含带着“茹”（Ru 汉

语译成旗 , 最早见于敦煌古藏文等较早文献的吐蕃省一

级军政单位，�如 dBus�Ru�卫茹 - 中央茹，�Sum�Pavi�Ru 松

巴茹 - 苏毗茹之类）之类的古代吐蕃军事与部落制度

古词演变而来的地名。这种古老地名在其他地方少见。

如纳浪乡境内的温茹 ( 旗 )、藏巴哇乡境的侯茹 ( 旗 ) 以

及卓尼与临潭县交界的陈茹 (旗 )、朱茹 (旗 )、马茹 (旗 )、

张茹 ( 旗 )、戚茹 ( 旗 )、占茹 ( 旗 ) 等，这些自然村村

名都以“姓氏 + 茹 ( 旗 )”来命名。这与中原和东部地

                                      

①sTag Tshang rDzog Pa dPal vByor bZang Povi  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 vByed Chen Mo vDzam 
Gling gSal Bavi Me Long， Mi RigsdPe sKrun Kang，1984
年。rGya Bod Yig Tshang现普遍将其汉译为《汉藏史
集》，实为误解。一方面，该书名中的rGya应指rGya Gar
（印度）和rGya Nag（中国或汉）；另一方面，从该书
的内容来看，记述印度王统与佛陀生平的篇幅明显多于
记述rGya nag (汉地)王统的篇幅。因此，无论从字面意思
还是实际内容看，翻译成《印汉藏史集》或《印汉藏档
案》更妥。对该书名翻译问题最早和更详细的说明请参
见宗喀·漾正冈布1997年发表于《中国藏学》第4期中的
名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西藏医学纪年》一文
“注释”部分第9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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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汉族村庄如赵庄、李家庄等村名的命名方式类似。�

（三）反映卓尼嘉波（土司、部落、旗等制度）的

卓尼藏语地名

公元 1506-1521 年，卓尼嘉波始（土司）祖玄孙

旺秀进京朝觐，被赐杨姓，改名洪，自此卓尼嘉波（土司）

杨氏家族都有了汉姓，而根据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

所著的《卓尼〈丹珠尔〉目录》（藏文版）记述，卓尼

嘉波始祖些地（也译为姜太）是第四十三代藏王尺热

巴巾派遣到安多下部征收税款的大臣噶·益喜达尔吉

长子的后裔。约在 13 世纪初，他和弟弟傲地迁到了卓

尼境内的“达高波”（即今卓尼申藏乡的旦藏大队大族

村北十里小族旧堡子一带）。随些地迁来的十二掌尕和

外四掌尕形成了统治集团。1418 年（永乐十六年），些

地因为征服边陲有功，诏令入京，授世袭指挥佥事兼

武德将军。从此，些地成为了卓尼第一代嘉波（土司），

集族权、神权、政权于一身，卓尼自此也开始了卓尼“兄

为土司，弟为僧纲”的世袭嘉波（土司）统治制度。

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 年），卓尼第九任嘉波杨

朝秀（藏名才东珠）采取“寓兵于民”的措施，进行

户籍登记，实行军营编制，将所辖各部落编制为茹（Ru

旗）制（Ru 为最早见于敦煌古藏文等较早文献的吐蕃

省一级的军政单位），初设 24 个 ；不够设茹（旗）的

地方仍称为什尕（意为藏族部落）或族。至十一任嘉

波杨汝松时，基本形成了16掌尕（Grang�Ka）、48茹（dMag�

Ru, 汉语译为旗）的雏形。至十七任嘉波杨元时，茹（旗）

这一组织已经基本健全，茹（旗）长（长宪）、头人任

职制度亦日益完善。

嘉波府邸（当地汉人和说汉语的藏人称其为土司

衙门），卓尼嘉波管辖境内事务的办公地，嘉波府邸的

基层组织就是这十六掌尕 (Grangs�Ka) 和四十八茹（Ru

有学者译为“旗”）。其中，四十八茹（旗）相当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乡，包括后山十四茹（上迭六茹，下

迭部八茹）、前山三十茹和黑番四茹。这些茹的名称及

其下辖的小部落名称后来大部分也被保留下来成为现

今的地名。如朱扎七茹中的卡车茹、麻路朋地茹、大

族茹，迭当茹下辖的录吾、录竹、牙录、麻录、迭当

什等族名也被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地名。此外，境内

恰盖乡、康多乡和杓哇乡被称为“北山地区”，藏语称“云

哇卡松”(gZhong�Ba�Khag�Sum)，指康多、多玛和杓哇

三部，嘉波将其征服后编茹七个，分“北山四茹”和“上

冶三茹”。这三茹的名称至今保留。[9]

四、与宗教、民俗相关的卓尼藏语地名

（一）反映宗教信仰的卓尼地名

卓尼境内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地名相当丰富，大致

可以分为两类，即与寺院相关的地名、与神山信仰等

相关的地名。

在卓尼，寺院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往往成为当地

人文聚落的核心地带，其中一些地名以寺院（藏语称

贡巴 dGon�Pa）名称来命名。如喀尔钦乡内曾有村名

“达盖贡”，现名录巴寺 (Rub�Pa)，因该村曾建的一寺院

名称而得名 ；该村附近有一村名叫“阳坝”Yar�sPang，

又译“羊巴”，该村以人工建筑（寺院）和自然地理实

体（sPang 草滩）组合而得名，意为“寺院上边的草滩”，

附近村庄也有人认为因该村曾住过洋人而取名阳坝村 ,

是现当代一种附会之说。�此外，卓尼境内与寺院有关

的地名还有 ：“贡恰”dGon�Chag，意为“破寺院”，因

附近有一座废旧的寺院得名 ；“拜乃高”Ban�gNas�mGo，

意为“住僧顶”，很早以前山坡上有座小庙居住过僧侣

得名 ；“落吾贡”bLo�Bo�dGon，意为“心智寺”，位于

康多乡内；“拉尔代”Lha�sDe，意为“寺院管辖的村子”；

“郭却”Kong�mChod，意为“佛灯”，因群众向贡巴寺

供奉油灯而得名 ；“松哲节”dGon�Pavi�rGab，位于藏巴

哇乡境内，意为“寺院旁”；大峪（沟）Dag�Yig�Khog，

意为“正字法”，因该村很久以前多有精通藏文正字法

刻写藏文经版者而得名 ；“赛吾贡”gSer�Vod�dGon，位

于扎古录镇境内，意为“金光寺”。

除上述与寺院相关的地名外，卓尼还有一些地名

反映了神山崇拜等文化现象。如，原喀尔钦乡内有村“车

路”Chos�Rab，以吉祥词而得名，意为“佛法最佳”。�

阿子滩乡境内有�“普藏岗”村 Phu�Tshang�sGang，以山

神“浑草拉寨”的名字命名，后演变成“普藏岗”；该

乡还有一村叫“钦子”Chos�vDzin，意为“持法”，因

该村古时建有寺院而得名 ；该乡驻地西南部 7 公里有

地名“盘园”Phan�Yon，意为“行善”。刀告乡内也有

村名为“盘桥”Phan�sKyong，意思也是“行善”。扎古

录镇境有“甘达”村 mGon�Thang，意为“山神下面的川”。

此外，卓尼县境内还有许多与神话传说相关的地

名，如县境内有一石洞叫“阿步扎孔”A�‘Bum�Brag�

Khung，别名“石窟洞”，传说格萨尔王寻妖至此地，

听见石洞内有怪声，格萨尔一箭辟开石门，发现洞内

壁上有十万个阿字而得名。此石洞附近有一村名为“阿

步仓”藏语 A�vBum�tThang，意为“十万个阿字”，也

因此天然石洞内有十万个阿字而得名。

迭部，历史上曾是卓尼的辖地。“迭部”一相传为

藏语意为“大拇指”The�Bo，相传在很以前，有个名叫

涅甘达哇的山神途经此地，被石山挡住去路，他伸出

拇指一摁，顿时石破天惊，眼前豁然开朗，浮现高山

峡谷、阡陌交通、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仿佛是一副

美丽的水墨画卷，迭部地名因此而来。[10]

（二）反映建筑民俗的卓尼藏语地名

卓尼还有与历史上的人工建筑（如栈道、暗门、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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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名。如原喀尔钦乡中的“喀尔钦”mKhar�Chen 一

词，意为“大城”，因该地附近有一高大的城墙而得名。

阿子滩乡境内有一村叫“果洛”sGo�Lam，又译官洛，

据传古人修筑当地长城时长城在此分支，保留了一门做

关卡叫“高拉日”，意为“关口路”，后演变成关洛。“卡

木且”mKhar�Mo�Che，意为大城墙，附近有古城墙遗迹

得名。“傲卡”Vo��Kha，藏语意为“暗门”，阿子滩乡内

有三个重要的暗门，即果洛傲卡 sGo�Lam�vo��Kha、甘布

塔傲卡 sKam�Po�Thang�Vo��Kha、达架傲卡 mDav�rGyan�Vo��

Kha。藏巴哇乡境内有一村名叫巴都Bar�rDo，意为“界石”，

因该村驻地原有一地界石而得名。

五、与人和经济活动相关的卓尼藏语地名

（一）以人命名的卓尼藏语地名

在卓尼的地名中，有一些地名以人名或身份（职

位）来命名，如阿子滩乡内有一村名叫“板藏”dPon�

Tshang，为“班保仓”（dPon�Po�Tshang）的简写，�又译

“班仓”,�意为官宦人家。�据传卓尼嘉波手下一位有权

势的人最早居于此，群众将其称为“班保仓”dPon�Po�

Tshang，村名即以此人名而得。

完冒乡境内有“阿盖”村，“阿盖”A�sKabs 先为户名，

后成为村名。卡车沟内有一村名叫“郭仓”mGo�Tshang村，

意为头人庄，因头人住于此而得名。原大族乡境内有一

村名“阿温仓”A�Movi�Tshang，据说是因村里最早住了

一位叫“阿温劳让”�A�Movi�bLo�bZang 的人而得名。扎古

录镇有一村“劳日才”bLo�Gros�Tshang，亦以人名命名。

申藏乡中的“申藏”Shin�Tshang，以姓氏命名。

卓尼境内与人名有关的地名还有 ：“俄化”sNags�

Pa，因该村居住过念咒经的人而得名 ；木耳镇境内的

地名“冰古”sPun�dGu，意为“九兄弟”，传说古时候

一位老人领着九个儿子来此地居住而得名 ；木耳镇境

内的博峪 dPavi�Yul，意为“英雄之家”，因该地原住过

一勇士而得名；境内的“力赛塘”（Lus�gSer�Thang）村，

意为“金身川”，传说古时从外地来了三人在此居住并

修仙，因身着金光闪闪的衣服得名。位于康多乡境内

的“拉美善”bLa�Ma�Shar，意为“喇嘛东”；“围子”

村 dBus�rDzi，意为“山中牧人”。喀尔钦乡“鲁宅仓”Lha�

gSum�Tshang，意为“三僧之家”，因该村曾住过高僧、

道人和画家而得名。藏巴哇乡境内的“松赞西”Srong�

bTsan�gShis，据说因纪念松赞干布得名，意“松赞境”。

（二）反映人们生计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卓尼藏语地名

牧业是卓尼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生计方式之一，游

牧方式和游牧文化也反映在了卓尼的地名中。如完冒

乡内有一村叫“根沙”dGun�Sa，藏语意为“冬季牧场”（冬

窝子），因该地原为冬季牧场点而得名 ；原大族乡境内

有一村名叫“牙萨”dByar�Sa，意为“夏季牧场”。以

类似方式命名的地名还有：“冰角”dBol�vByor，意为“土

地肥沃的地方”；“力松纳”Lud�gSog�Nang，当地人叫

力松沟，意为“放牧积肥之地”；“才木车”mTsher�Mo�

Che，意为“母羊牧点”；“路巴”Lug�Pa，意为“牧羔滩”；

“旦藏”rTen��bZang，意为“吉祥”。

此外，卓尼境内的一些地名还反映了当地藏人

祈求吉祥幸福、平安吉祥的民族心理及卓尼人生活的

幸福与美好。如刀告乡境内有一村名叫“尕扎”dGav�

Tshal，以地处风景优美之地而得名，意为“乐园”；�藏

巴哇乡安扎沟上方有一村名叫“旦扎”sDe�bZang，该

村原为牧场、盖牛棚，是放牧的好去处，意为“好地方”。

境内类似的地名还有 ：“英加才”Yul�mDzes�Tshal，该

地风景优美而得名“美丽的家乡”；“角缠”Dro�Chen，

意为“很暖和”；“告藏”mGo�bZang，意为“开头好”，

自住人以来事事顺而得名；“则热”mDzes�Ra，该地宜农、

宜林、宜牧而得名，意为“美丽富饶”。

总体说来，卓尼的藏语地名主要是因地命名（根

据区位、地形命名）、因水命名、因物命名（以当地动

植物、出产命名）、因史命名、因宗教民俗命名、因人

命名、因经济活动命名等进行的，这些命名方式或依

据又很好地反映出了卓尼藏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

地理文化、乡土文化等。上述卓尼藏语地名作为地方

历史与文化生态的“沉淀”，所揭示出的丰富内涵在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汉藏边界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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