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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雲麾將軍敦煌曹懷直墓誌銘》考釋
―――兼論敦煌曹氏與曹氏歸義軍的族屬

魏迎春

　《唐雲麾將軍敦煌曹懷直墓誌銘》一合，2009年入藏陝西省西安市大唐西市博
物館，據介紹誌高 60.5釐米，寬 60.5釐米，厚 12釐米。銘文 28行，滿行 27字，楷
書，四側十二生肖。盝頂蓋，蓋高 60釐米，寬 60釐米，厚 11釐米，銘文 3行，行
3字：“大唐故曹府君墓誌銘”，陰刻篆書，四周雲紋，四殺四神 1。其中內容與敦煌
歷史有關，特別是與敦煌胡姓居民有關，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本文擬對該墓誌銘相
關歷史事實進行了考釋，分三個問題：一、疏勒王族裴氏遷徙敦煌事件考；二、曹
車、曹鎮、曹法智生平事蹟考；三、墓誌主人曹懷直生平事蹟考釋。通過研究，我們
認爲這方墓誌銘的真正價值，不僅限於胡戟先生強調的疏勒王族裴氏從西域徙居敦
煌並在唐朝任職，而在於揭示了敦煌粟特人曹氏家族的另外一個源流，即敦煌曹氏
來源於疏勒王族裴氏後裔。關於敦煌曹氏家族的祖屬問題，歷來就是學術界關注的
熱點，歸義軍後期擔任節度使的曹氏家族是漢族還是胡人，一直沒有一個令人信服
的研究成果。直到榮新江 2、馮培紅 3兩位教授關於敦煌歸義軍曹氏家族爲粟特人後
裔說的成果發表以來，學術界幾乎沒有多少反對聲音 4，大家基本上都同意兩位教授
的觀點，認爲建立曹氏歸義軍政權的曹議金家族就是粟特人後裔。那麼，在吐蕃佔
領敦煌以後，敦煌地區是否還存在粟特人？ 日本學者池田溫先生經過對天寶年間敦
煌郡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研究，認爲在吐蕃佔領敦煌之後，敦煌地區的粟特人大部
分回到粟特地區，小部分逃往回鶻地區，其餘的粟特人則進入寺院成爲寺戶，從此

1該墓誌拓片圖版首刊於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1年，第 755頁。僅介紹拓片尺寸爲 600 x 600cm，共 28行，滿行 27字。又，墓誌介紹、拓片圖
版及錄文見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二七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第 598–599頁。

2榮新江《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爲粟特後裔說》，《歷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65–72頁。
3馮培紅《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73–86頁。
4李并成、解梅《敦煌歸義軍曹氏統治者果爲粟特後裔嗎――與榮新江、馮培紅先生商榷》，《敦煌

研究》2006年第 6期，第 109–115頁。



以後敦煌地區再沒有國家在編戶口內的粟特人 5。而鄭炳林 6、陸慶夫 7等先生的研
究表明，在吐蕃佔領敦煌以後，敦煌地區還有大量的粟特人存在，他們活躍在僧團、
歸義軍政權中，從事商業、手工業、農業和畜牧業等生產活動。
　本文通過對《唐雲麾將軍敦煌曹懷直墓誌銘》的考釋研究，又將這一研究向前

推動一大步，那就是敦煌曹氏家族的身份更加複雜，不僅有粟特人，還有大量來自
於疏勒的王族裴氏，建立曹氏歸義軍的曹議金家族，很有可能就是來自疏勒王族裴
氏家族。本文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觀點，以求教于方家。
　爲研究方便，我們根據照片將《唐雲麾將軍敦煌曹懷直墓誌銘》迻錄如下：

大唐故雲麾將軍守右龍武軍大將軍上柱國祿福縣開國男曹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懷直，字元秀。其先疏勒國王裴氏之族也，後徙敦煌，因爲郡人」焉。曾
祖諱車，皇初以左威衛中郞將翊扶有功，賜姓曹氏。祖諱鎮，左」金吾將軍。父
諱法智，唐元功臣，左龍武大將軍，封酒泉郡公，贈開府、武」威太守。盛業宏
勳，詳載史諜。君，開府之長子也。承累葉之洪慶，挺英姿」于小年。神授聰
察，天然忠信。開元中，聖皇封東嶽，君以父功臣，授一」子官，解褐拜右清
道率府長史，時年九歲。服紱冕于童幼，嚴進退于禮」容。上沐聖主之恩，又
鍾慈父之愛，乃迴爵一，給授祿福縣開國男。袟」滿，選補左武衛長史。又調
忠王府屬。不經考，王冊爲皇太子，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無何，又承父一
子官，拜本衛中郞將。朝廷懿功，績」稱勤勞，遂授五品。丁先將軍憂去職，痛
甚發中，形變于外。哀毀」之節，」踰越前禮。屬隴右醜虜未殄，節度使哥舒翰
公深佇才略，尤資武毅，奏起」復充討擊副使。既降恩命，難爲哀請，盖魯公伯
禽，有爲爲之也。未幾」功立，遷左清道率，賜紫金魚袋，依前充使。天寶十
五年，兇逆亂華，今」上幸靈武，追入宿衛，拜右龍武將軍知軍事。本諱元秀，
改爲懷直，實署」行也。至德初，扈從歸中京，紀敘勳效，授雲麾將軍。又以統
領有能，遷」本軍大將軍、上柱國。君寬而慎柔，和而授受。束髮任職，有進
而無退；潔」身奉君，可大而可久。時人以此，未不心伏。乾元二年歲次己亥
六月」十三日暴薨於本軍官舍，春秋卌三。詔使中官弔慰，贈內府絹五十」疋、
布五十端。將窆，准恒袟，給粟帛、虜部鼓吹，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京兆
永壽原，禮也。嗣子左清道率府長史漸，號天莫迨，陟岵何依？ 罔極」蓼莪，
增哀封樹。既承令範，式誌幽砥。銘曰：」
　　洪源沠遠，崇嶽峰高。猗歟將軍，弈葉賢豪。繼體岐嶷，爲國英髦。寬猛

5［日］池田溫著，辛德勇譯《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池田溫著《唐研究論文選集》，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 3–67頁。

6鄭炳林《吐蕃統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收入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蘭州大
學出版社，1997年，第 374–390頁。

7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歷史研究》1996年第 6期，第 2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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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濟，弦韋允操。正乃人經，義爲身寶。綰綬糜爵，慈恩聖造。奉上以勤，率」
下以道。展武清塞，翊主歸鎬。盛位酬勤，香名遠聞。門闈綵戟，淩曜霜」氣。
行著三善，勇冠六軍。問鳥何遽？ 藏舟忽云。永壽建瑩，龜謀告吉。煙靄」昏
晦，風飆飋䫻。夜臺無春，佳城有日。千秋萬歲，永安此室。

這方墓誌銘涉及的問題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疏勒王族裴氏遷徙敦煌的時間、疏
勒裴氏賜姓曹氏、曹車至曹懷直事蹟考、敦煌曹氏歸義軍政權的族屬問題等。下面
我們將對以上問題分別作出解答。

一、疏勒王族裴氏遷徙敦煌事件考
　疏勒王族遷徙敦煌事件，史無可考。中原王朝與疏勒發生關係是在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打敗匈奴取得對河西走廊的控制後，便著手開始經略西域，在此過程中大量
的西域諸國的質子開始進入漢朝政府。《漢書・西域傳》記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
有兩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通西踰葱嶺則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耆）。”8可知李廣利率領征大宛的軍隊必然要經過疏勒國。“自
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益得職。於是自敦煌
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
者。”9敦煌成爲通使西域的中原王朝管轄區的起點城市。敦煌再往西便是樓蘭，樓
蘭降服漢朝後，匈奴出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10樓蘭新王立
必遣質子，質子往往在老王去世後，依靠強大的所在國支持，得立爲新王。“至成帝
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諸國相望。”11匈奴、烏孫、
康居皆向漢朝遣送質子，都護郭舜建議遣還質子絕勿通使。
　西域諸國使節往來中國者，往往移民中國。元康年間烏孫派遣迎娶公主使者一

行：“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都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12後來
龜茲王娶漢外孫烏孫公主，“元康元年，遂來朝賀。……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
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
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
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驘也。’”13

8［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 3872
頁。

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3873頁。
10［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3877頁。
1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3892頁。
12［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下《西域傳下》，第 3905頁。
13［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下《西域傳下》，第 3916–39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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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諸國與漢朝之間貿易往來頻繁，其中很多以貢賜貿易爲名的商團，流落敦
煌及中原內地成爲當地居民。漢代罽賓與漢朝絕遠，往往殺漢朝使節，成帝時遣使
貢獻謝罪，杜欽建議：“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
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
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
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14漢朝管轄範圍最遠就是縣度，縣度以東有大小頭痛
山等，人畜難行。康居等國“何故遣子入侍？ 其欲賈市爲好”。15

　疏勒國首次見載於《漢書》，“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16但是
有關疏勒與中原王朝之間的往來關係的記載不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疏勒國經
成、忠、臣磐到安國，與龜茲、于闐爲西域強國。“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
帝拜臣磐爲漢大都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
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漢大都尉於獵
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
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
不能禁。”17疏勒王曾於永建五年遣侍子貢獻。一旦西域有事，這些侍子被迫羈留敦
煌。莎車國記載：“（建武）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遣子入侍，
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都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益甚。諸國聞都護不出，而侍子
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都護尋出，冀
且息其兵。……鄯善、焉耆諸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18這些羈留敦煌的
侍子中很可能就有疏勒國的侍子。永元六年因班超建立西域都護和戊己校尉，打敗
焉耆，“於是五十余國悉納質內屬”。東漢時期敦煌有西域諸國羈留侍子，永興元年，
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西域諸國國王即爲需向漢朝遣
送質子，政權更替而又新遣質子，很多質子因家族失勢不能返回，長時間羈留洛陽
或者敦煌，因此東漢時期，敦煌地區就有很多西域諸王質子居住，時間一長就成爲
敦煌的常住人口，入籍爲敦煌人。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附注引《魏略・西戎傳》記載：“陽嘉三年

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19就是說西元 132年疏勒王遣使入朝貢獻
1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3886頁。
1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1841、3893頁。
16［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6上《西域傳上》，第 3898頁。
17［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 2927

頁。
18［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24頁。
19［晉］陳壽撰《三國志》卷 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 8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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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金帶等。三國時期也有大量胡人進入敦煌地區，敦煌文書P.3636《雜抄》：“倉
慈，字孝仁，淮南人也。爲燉煌太守。先時強族欺奪諸胡，爲慈到郡處平割中，無
有阿黨，胡女嫁漢，漢女嫁胡，兩家爲親，更不相奪，去除煩役，但勸廣闢田疇，遠
方異產，悉入燉煌，鄰國蕃戎，不相徵伐。慈染疾，薨於龍沙。胡漢悲悼，如喪考
妣，皆以刀劃面，千人負土築墳於此，家家燒瓦爲åž£，仍素真形，以爲神主。後漢
時人，出《良吏傳》。”20但是沒有單獨記載有疏勒國。
　《晉書》沒有爲疏勒國立傳，五涼時期前涼張駿時“西域諸國獻汗血馬、火浣

布、犎牛、孔雀、巨象及諸珍異二百餘品。”“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
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闐
王並遣使貢方物。”21缺載有關疏勒國。西涼李暠時：“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
22整個十六國時期，史籍缺載疏勒國與中原王朝之間的任何貿易貢使往來。北魏時
期，根據《魏書・西域傳》疏勒國記載：“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
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
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23《北史・西域傳》記載同 24。北魏時期疏勒國正
式派遣使節往來僅見這一例。如果說疏勒王族徙居敦煌是貢使結果，那麼這個期間
只能是東漢的陽嘉三年或北魏高宗末年。我們認爲形成疏勒王族居敦煌是商旅經營
因政治關係突變的結果，《魏書・西域傳》記載粟特人：“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
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25史籍
中僅僅記載政府之間的官方往來，頻繁的民間往來沒有記載，很可能疏勒國原先的
風俗與粟特國接近，處於中西交通貿易道路之上，不然從事商賈，在粟特人因涼州
被北魏佔領而被羈留而同時也被羈留敦煌。
　隋代疏勒與中原王朝之間又有往來，《隋書・西域傳》“西域總敘”記載：“（煬）

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
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
域校尉以應接之。”“疏勒國”條：“大業中，遣使貢方物。”26根據《隋書・西域傳》
的記載，大業四年至五年間，遣使入隋的有康國、安國、石國、焉耆、龜茲、于闐、
éŔž汗、吐火羅、挹怛、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漕國、附國等，疏
勒國遣使入隋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進行的。《隋書・裴矩傳》記載：“帝復令矩往張

20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第 172頁。

2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86《張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2235、2237頁。
22［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87《李玄盛傳》，第 2262頁。
23［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102《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2268頁。
24［唐］李延壽撰《北史》卷 97《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3219頁。
25［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102《西域傳》，第 2270頁。
26［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卷 83《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 1841、18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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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來助祭。復令矩往敦煌。
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
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27如果說疏勒國與中原政
府之間關係比較密切的時期，就要數隋代，而隋代進入中國的使節最爲集中的時期，
就是大業年間。
　兩《唐書》記載到疏勒國，但是關於曹車等生平事蹟沒有丁點記載，《舊唐書・

西戎傳》記載疏勒國非常簡略：“疏勒國，即漢時舊地也。地帶葱嶺，在京師西九千
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貞觀中，突厥以女妻王。勝兵二千人。俗事祆神，有胡書文
字。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開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冊立其王裴安
定爲疏勒王。”28

　我們通過以上考證認爲，唐雲麾將軍曹懷直的祖上是東漢時期進入中國並羈留
敦煌的疏勒國王質子。敦煌是東漢時期經營西域的基地，曾一度是西域長史的所在
地。根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
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後北匈奴
攻沒班，擊敗前部王，“鄯善逼急，求救於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
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
縻而已。”29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尚書陳忠上疏認爲敦煌宜置都尉，
“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㢮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班勇破車師，降服焉
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30

順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殺拘彌王，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陽嘉
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闐，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
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31永建六年西域長史趙評病死于闐，拘彌王成國語趙評子爲
于闐胡醫毒藥致死，“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馮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
史，達令敬隱覈其事。”王敬殺于闐王。就是西域長史是聽命於敦煌太守。建武十七
年根據竇融建議賜莎車王賢西域都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
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諸國失望。’詔書收還都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32

安帝延光中，焉耆“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
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33永建“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
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發諸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

27［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卷 67《裴矩傳》，第 1580頁。
28［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98《西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5305頁。
29［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11頁。
30［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12頁。
31［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15頁。
32［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13–2924頁。
33［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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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
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34

敦煌是東漢政府經營西域的中心和基地。
　敦煌還是東漢政府安置西域諸國質子的地方。永興元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

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戊校尉閻詳許降漢的阿羅多爲後部王，“於是收奪所
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乃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
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35三百帳就是三百戶，這部分車師後部人被安置在了
敦煌。疏勒國在後漢明帝時期龜茲王殺疏勒王，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漢班超
殺兜題而立疏勒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後叛被殺，漢立安國爲王，安國死後，其舅
臣磐爲疏勒王。“漸以強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應當說每次
王位更迭都要遣子入質，而質子並不是全部被任命爲新的疏勒王，必然羈留敦煌。

二、曹車、曹鎮、曹法智生平事蹟考
　墓誌銘記載到曹懷直家族四代人，即曾祖曹車、祖曹鎮、父曹法智和曹懷直。曹

車“曾祖諱車，皇初以右威衛中郞將，翊扶有功，賜姓曹氏。”根據《舊唐書・職官志
三》記載：“左右威衛隋爲左右屯衛，龍朔改爲威衛，光宅改爲左右豹韜衛，神龍復爲
威衛也。”36職員設置中有翊府中郞將。因此曹車任職時間可能是在龍朔（661–663）
之後光宅（684）之前的唐高宗在位期間。皇初，指唐朝初年，就是說唐朝初年曹車
已經跟隨李淵、李世民建立唐朝，官右威衛中郞將，唐於武德元年平金城薛舉，武德
二年五月涼州安修仁、安修貴執李軌以降，“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37唐
“曲赦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九州。”38瓜州即後來的沙州。武德三年
十二月“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反。”39《資治通鑑》記載武德三年十二月“己酉，瓜州
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暠，舉兵反。”胡三省注曰：“瓜州，隋之敦煌郡。”40

武德五年五月“庚寅，瓜州人王幹殺賀拔行威以降。”六月“車騎將軍元韶爲瓜州道
行軍總管，以備突厥。”41武德六年“七月丙子，沙州別駕竇伏明反，殺其總管賀若
懷廓。”42《資治通鑑》記載武德六年六月：“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值州人

34［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30頁。
35［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31頁。
36［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第 1900頁。
37［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187“高祖五德二年”，北京：中華書局，

1956年，第 5855頁。
38［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高祖紀》，第 9頁。
3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高祖紀》，第 11頁。
40［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188“高祖武德三年”，第 5898頁。
4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高祖紀》，第 14頁。
42［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高祖紀》，第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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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爲護等所敗。”“張
護、李通殺賀拔懷廣，立汝州別駕竇伏明爲主，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卻之。”胡
三省注曰：“隋以敦煌郡置瓜州，武德五年改沙州，分沙州之常樂縣爲瓜州晉昌郡。”
賀拔即賀若，汝即沙之誤 43。從以上事例中我們得知，唐朝直接管轄敦煌是在武德二
年平定涼州李軌之後，但是武德三年至武德六年敦煌地區不斷發生叛唐事件，唐朝
在這裡的管理很不穩定。唐朝如何處理這些事件，史籍沒有記載，我們認爲必然將
當地部分居民或者丁壯遷徙到相對空虛的長安地區，既消除了敦煌叛亂的根源，同
時也加強了長安地區的力量。敦煌的疏勒王後裔裴氏很可能就是這個時期前往長安
的。初入長安的敦煌疏勒王族裴氏，享受疏勒王侍子的待遇，所謂左威衛中郞將，一
般來說都是唐朝給予入朝的西域諸國質子的官職。
　《通典・邊防典》記載：“唐貞觀中朝貢。今其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

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44疏勒國什麼時間遣侍子入貢，根據《資治通鑑》
記載太宗貞觀四年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諸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
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都護，
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
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
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45顯然這年的西域
諸國遣侍子爲質的行爲沒有成行。而明確記載疏勒王遣使入貢是在貞觀九年。《新唐
書・西域傳上》記載：“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泊、甘棠貢方物。”
46《舊唐書・西戎傳》記載：“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47即是說疏
勒王於貞觀九年、貞觀十三年遣使入貢。《舊唐書・太宗紀下》記載貞觀十三年：“是
歲……高麗、新羅、西突厥、吐火羅、康國、安國、波斯、疏勒、于闐、焉耆、高昌、
林邑、昆明及荒服蠻酋，相次遣使朝貢。”48《通典》記載的可能就是這次。另外我
們還可以通過《資治通鑑》的記載中得到印證，貞觀十四年二月：“於是四方學者雲
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諸酋長亦遣子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
千餘人。”49其中很可能也包括了疏勒王派遣的侍子在內。
　我們認爲唐雲麾將軍曹懷直的祖先是東漢時期從疏勒國遷徙到敦煌的，唐貞觀

年間以疏勒王族的身份到達長安，新的疏勒國侍子到達長安之後，這樣在長安就有

43［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190“高祖武德六年”，第 5969頁。
44［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 192《邊防典八・疏勒》，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

5226頁。
45［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193“唐太宗貞觀四年”，第 6083–6084頁。
46［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221上《西域傳上》，第 6233頁。
47［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98《西戎傳》，第 5305頁。
48［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3《太宗紀下》，第 51頁。
49［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195太宗èťđèğĆ十四年，第 6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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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批身份相同的侍子，一批是前代留居敦煌的疏勒王族，一批是新的疏勒王派遣的
侍子，根據《新唐書・西域傳》記載：“疏勒，一名佉沙，……王姓裴氏，自號‘阿摩
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開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
冊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都尉，賜紫袍、金魚。”
50《舊唐書・西戎傳》記載疏勒國“其王姓裴氏。……開元六年，玄宗遣使冊立其王
裴安定爲疏勒王。”51《舊唐書・裴玢傳》記載：“裴玢，京兆人。五代祖疏勒國王綽，
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因留闕下，遂爲京兆人。”52《新唐書・
裴玢傳》亦有相同的記載：“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
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53表明唐初有兩部分疏勒國人到長安，一部
分是羈留敦煌的疏勒王族之後裔，一部分疏勒國王綽。爲了將羈留敦煌的疏勒王族
後裔與疏勒王派遣的侍子加以區別對待，唐朝政府不像安興貴、安修仁家族一樣賜
姓李氏，又給一定優待，所以賜姓曹氏是一種最爲穩妥的做法。
　墓誌銘記載曹懷直的祖父曹鎮、父曹法智稱：“祖諱鎮，左金吾將軍。父諱法智，

唐元功臣左龍武大將軍，封酒泉郡公，贈開府、武威太守。盛業宏勳，詳載史諜。”
曹鎮、曹法智都不見於唐代史籍。左金吾將軍，根據《新唐書・百官志四上》記載十
六衛官職：“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
從三品。……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上
將軍以下，品同。”54因此，左金吾將軍爲從三品，也是很高的官職。而左龍武將軍，
見載於《舊唐書・職官志三》：“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爲
翊衛之備。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爲左右營，置使以領之。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
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爲左右龍武軍。官員同羽林軍也。大將軍一員，正三品。將
軍二員。從三品。”55表明曹法智的左龍武大將軍官職是唐開元二十七年之後授予的。
　墓誌記載曹法智唐元功臣 56。《舊唐書・王毛仲傳》記載：“初，太宗貞觀中，擇

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
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
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唐玄宗利用其營長葛福順、陳玄禮殺韋后和安樂公
主，“功大者爲將軍，次者爲中郞將。……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

50［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221上《西域傳上》，第 6233–6234頁。
51［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98《西戎傳》，第 5305頁。
52［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46《裴玢傳》，第 3969頁。
53［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10《裴玢傳》，第 4129頁。
5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39上《百官志四上》，第 1279頁。
55［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第 1903–1904頁。［宋］司馬光編著，［元］胡

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0“睿宗景雲二年二月”：“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使葛福
順等將之。”第 6664頁。

56參見蒙曼《開元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團》，《文史》2001年第 4輯。王苗《唐代功臣號研究》，中
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 13–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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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以福順爲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
齎，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人。”
57表明曹法智以龍武軍將領參與誅殺韋后、安樂公主和太平公主兩次事件中，故稱之
“唐元功臣”。至於“盛業宏勳，詳載史諜”，可能就是指先天二年（開元元年）唐玄
宗殺太平公主事件，史籍在記載這件事件中並沒有提到曹法智，墓誌銘可補史籍記
載不足。開元元年六月太平公主與太子李隆基的矛盾激化，太平公主準備聯合宰相
竇懷真等及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等謀廢太
子，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玄宗得到消息聯合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
龍武將軍王毛仲等定計誅之。景雲初以左、右萬騎和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置左、
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雙方爭奪的中心都是北門四軍。龍武將軍王毛
仲參加唐玄宗一方，就說明唐玄宗發動兵變主要靠龍武衛的支持。七月“甲子，上因
王毛仲取閑廄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福、猷
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58這次事變玄宗主要得力於龍武衛兵
力，王毛仲因功擢升輔國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兼監牧使、霍國公。
開元七年加特進。後又爲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使、苑內營田使，後又行太僕
卿，開元九年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率兵平定蘭池州胡康待賓的反叛。生擒康待賓，
集四夷酋長，腰斬于西市。開元十三年以牧馬大增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有
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59足見王毛仲的地位之重要。王毛仲因平定天平公主之
亂功，擢升左武衛大將軍，實際上是調離北門四軍，北門四軍的控制權很可能就落到
曹法智手中，曹法智繼王毛仲擢升爲左龍武衛大將軍。龍武將軍有二人出任，一是
葛福順，于景雲二年出任龍武將軍，兼管北門四軍。一是王毛仲。開元十七年五月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福順爲婚。毛仲爲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諸將多附
之，進退唯其指使。”60後王毛仲恃寵得罪被殺，與之來往甚密者左領軍大將軍葛福
順、左監門將軍唐地交、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左威衛將軍王景耀和高廣濟等被貶謫。
到開元二十年葛福順再次出任左領軍將軍。我們從這些記載中沒有發現關於左龍武
大將軍任何記載，表明這一官職除曹法智之外，沒有其他人擔任。

三、墓誌主人曹懷直生平事蹟考釋
　墓誌銘記述墓主人曹懷直稱：“君，開府之長子也。承累葉之洪慶，挺英姿于小

年。神授聰察，天然忠信。開元中，聖皇封東嶽，君以父功臣，授一子官，解褐拜
57［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6《王毛仲傳》，第 3252–3253頁。
58［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0“玄宗開元元年”，第 6683頁。
59［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2“玄宗開元十三年”，第 6768頁。
60［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3“玄宗開元十七年”，第 67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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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清道率府長史，時年九歲。服紱冕于童幼，嚴進退于禮容。上沐聖主之恩，又鍾
慈父之愛，乃迴爵一，給授祿福縣開國男。袟滿，選補左武衛長史。又調忠王府屬。
不經考，王冊爲皇太子，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無何，又承父一子官，拜本衛中郞
將。朝廷懿功，績稱勤勞，遂授五品。丁先將軍憂去職，痛甚發中，形變于外。哀毀
之節，踰越前禮。屬隴右醜虜未殄，節度使哥舒翰公深佇才略，尤資武毅，奏起復充
討擊副使。既降恩命，難爲哀請，盖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未幾功立，遷左清道
率，賜紫金魚袋，依前充使。天寶十五年，兇逆亂華，今上幸靈武，追入宿衛，拜右
龍武將軍知軍事。本諱元秀，改爲懷直，實署行也。至德初，扈從歸中京，紀敘勳
效，授雲麾將軍。又以統領有能，遷本軍大將軍、上柱國。君寬而慎柔，和而授受。
束髮任職，有進而無退；潔身奉君，可大而可久。時人以此，未不心伏。乾元二年
歲次己亥六月十三日暴薨於本軍官舍，春秋卌三。詔使中官弔慰，贈內府絹五十疋、
布五十端。將窆，准恒袟，給粟帛、虜部鼓吹，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於京兆永壽原，
禮也。”
　聖皇，指唐玄宗皇帝，肅宗即位，至德三載二月“乙巳，上御興慶宮，奉冊上皇

徽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大帝。”61“帝上上皇尊號曰聖皇天帝。”62《新唐書・肅宗紀》
記載上元元年“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內。”63聖皇封東岳事，根據《新唐書・
玄宗紀》記載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禪于社首。壬辰，大赦。
賜文武官階、勳、爵，致仕官一季祿，公主、嗣王、郡縣主一子官，諸蕃酋長來會者
一官。”64墓誌銘記載與此吻合，墓誌所記曹懷直因“以父功臣授一子官解褐”，由
此可見封東嶽泰山時曹法智父子享受的是諸蕃酋長的待遇，而不是文武官員的待遇。
根據《舊唐書・職官志三》記載東宮武官有太子左右清道率府，設官率各一人，正
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下設“長史、錄事參軍、倉兵胄三曹參軍、司階、
中候、司戈、執戟。人數、品秩、職掌如左右衛率府也。”左右衛率府“長史各一人，正
七品上。”65玄宗封泰山時，曹懷直九歲受父蔭出身爲太子左右清道率府長史，官階
正七品上。祿福縣男，祿福縣當是福祿縣，酒泉郡屬縣，其父曹法智曾受爵酒泉郡，
子因蔭福祿縣男。左武衛長史，其勳官品爲正六品上。
　忠王府，指唐肅宗李亨，初名嗣昇，封陝王，開元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二

十三年更名爲璵，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廢死，明年立爲皇太子。“二十八年，又更名紹。
天寶三載，又更名亨。”66根據《舊唐書・玄宗紀》記載開元十五年五月“忠王浚爲

61［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肅宗紀》，第 251頁。
62［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21“肅宗上元元年”胡三省注文，第 7094

頁。
63［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6《肅宗紀》，第 163頁。
6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5《玄宗紀》，第 131頁。
65［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44《職官志三》，第 1912–1913頁。
66［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6《肅宗紀》，第 155–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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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于大都護、朔方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忠王浚爲開府儀同三司”67《舊唐書・
肅宗紀》記載：“開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二十三年，改名璵。二十
五年，皇太子瑛得罪。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爲皇太子，改名紹。”68墓誌銘記載
“屬不經考，王冊爲皇太子”應指此事。曹懷直調任忠王府沒有經過一個考核期，即
三年，忠王就被冊爲皇太子。表明曹懷直是開元二十四年左右調王忠王府。開元二
十六年擢升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根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左右武衛屬員有翊
府中郞將、左右郞將，翊府左郞將，正五品上；中郞將，四品下。就是說開元二十六
年曹懷直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不久官拜本衛中郞將，仕途一路順風。
　墓誌銘記載：“屬隴右醜虜未殄，節度使哥舒翰公深佇才略，尤資武毅。奏起副

充討擊副使。既降恩命，難爲哀請，蓋魯公伯禽，有詔爲之也。未幾功立，遷左清
道率，賜紫金魚袋，依前充使。”天寶六載：“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清華宮，與語，悅
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69次年築神威軍於青海上，
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使吐蕃不敢逼近青海。天寶八載攻拔石堡城，改石堡城爲
神武軍。“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
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70我們從唐代史籍中沒有發現有關載曹
懷直的記載：“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功，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都督、燕山郡
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
陽魯炅、皋蘭府都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爲左羽林將軍。”71

顯然這次獎賞並不包括石堡城之戰立功的全部將士，只是其中一部分。驃騎大將軍
應正三品，羽林將軍、雲麾將軍應從三品，這裡只是列舉三品以上的官職，曹懷直其
官品在收復石堡城戰役中擢升爲四品上的左清道率，沒有記載到也他是必然的。
　墓誌銘記載“天寶十五年，凶逆亂華，今上幸靈武，追入宿衛，拜右龍武將軍知

軍事。本諱元秀，改爲懷直，實署行也。”今上指唐肅宗皇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
祿山反，十二月佔領東都洛陽，十五年六月安祿山佔領西京長安，七月玄宗逃往成
都，八月肅宗即位于靈武。肅宗北上“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
千人。”72四軍即北門四軍，“乃分後軍二千及飛龍廄馬從太子”73，說的都是同一件
事。曹懷直一直是東宮武官，跟隨肅宗北上乃是必然，他很可能就是這二千四軍將
士中的重要一員，所以擢升爲右龍武將軍知軍事，右龍武將軍官三品下。
　墓誌銘記載：“至德中，扈從歸中京，紀敘勳效，授雲麾將軍。又以統領有能，
67［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8《玄宗紀上》，第 191、199頁。
68［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肅宗紀》，第 239–240頁。
69［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5“玄宗天寶六載”，第 6879頁。
70［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4《哥舒翰傳》，第 3212–3213頁。
71［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7“玄宗天寶十三載”，第 6926頁。
72［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肅宗紀》，第 241頁。
73［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8“肅宗至德元載”，第 69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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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本軍大將軍上柱國。”雲麾將軍，品秩當與右龍武將軍同，從“遷本軍大將軍上柱
國”看，本軍大將軍即龍武大將軍。雲麾將軍唐諸衛武官勳職，武官因軍功皆可得
此勳官，沒有員數限制。龍武衛設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就是說其他衛有
大將軍 2名，將軍 4名，而龍武衛大將軍一員，將軍二員。最高爲龍武大將軍，下
設有龍武將軍。這應當是至德二載九月唐朝收復京師。龍武軍直接負責皇帝的宿衛
工作，地位特殊，就是在安史之亂玄宗逃出長安的最後一刻，也是龍武軍直接安排
的。《資治通鑑》記載：“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
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74唐都長安，以太極殿爲西內，大
明宮爲東內，興慶宮爲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北內就是北門四軍管轄地。後來
在馬嵬驛鼓動士兵殺楊國忠、逼迫唐玄宗殺楊貴妃就是陳玄禮。陳玄禮從至德元年
到上元元年一直都是龍武衛大將軍，至德二年十二月上皇從蜀會京師，“十二月戊午
朔，……蜀郡靈武元從功臣太子太師、豳國公韋見素，內侍、齊國公高力士，右龍武
大將軍陳玄禮，各加實封三百戶。”75“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立廣平王俶
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
爵，加食邑有差。”76韋見素、高力士、陳玄禮是蜀郡功臣，“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
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77陳玄禮“從玄宗入巴蜀迴，封蔡國公，實封三
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78“靈武元從、蜀郡扈從官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四品以
下一子出身。”79這次不僅僅給陳玄禮加實封，不久擢升左龍武大將軍。特別是上元
元年侍衛上皇於興慶宮，官職左龍武大將軍。那麼曹懷直擔任的應當是右龍武大將
軍，升遷時間大約是乾元元年至上元元年間，很短時間就暴病而死。
　曹懷直之死，墓誌銘稱之爲暴薨，顯然是一種非正常死亡。我們根據唐書記載得

知，陳玄禮是龍武衛大將軍，陳玄禮沒有前往靈武宿衛，而是隨唐玄宗逃往四川，長
安收復之後，與高力士一同隨唐玄宗住在興慶宮，後被李輔國脅迫遷上皇於西內，陳
玄禮隨往侍駕。這個時期李輔國掌握北軍，一度企圖用北軍羽林軍代替金吾衛。李
輔國“專掌禁軍，常居內宅”，權傾一時，龍武衛主要負責宿衛，是他爭奪的重點。
但是曹懷直是靈武舊臣，是李輔國排斥的武將，因此其暴薨很可能與李輔國有關。
　通過以上探討我們得知，曹懷直生於開元五年（717），開元十三年（725）唐玄

宗封東嶽泰山，其父曹法智隨行，受父蔭爲太子右清道率府長史，官秩七品。後爵
授祿福縣開國男，秩滿選補左武衛長史。開元二十四年（736）調忠王府，二十六年

7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18“肅宗至德元載”，第 6970–6971頁。
75［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肅宗紀》，第 249頁。
76［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220“肅宗至德二年”，第 7045頁。
77［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8《韋見素傳》，第 3278頁。
78［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06《王毛仲傳附陳玄禮傳》，第 3255頁。
7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6《肅宗紀》，第 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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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忠王被冊奉爲皇太子，他升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不久，承父蔭官拜本衛中
郞將。隨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征伐吐蕃，充討擊副使。因石堡城戰功遷左清道率，賜
紫金魚袋，依前充使。天寶十五載，安史之亂，肅宗幸靈武，追入宿衛，拜右龍武
將軍知軍事。本諱元秀，改爲懷直。至德中，扈從歸中京，紀敘勳效，授雲麾將軍。
又以統領有能，遷本軍大將軍，上柱國。乾元二年六月十三日暴死于龍武衛軍官舍，
時年 43歲。
　總括曹懷直一門四代，任職都是北門四軍武職軍將，曾祖父曹車任右威衛中郞

將，祖父曹鎮任左金吾將軍。父曹法智爲開元功臣左龍武大將軍。其本人最初任東
宮武官爲太子右清道率府長史，選補左武威長史，遷右武衛翊府左郞將，又官拜本
衛中郞將。因戰功遷左清道率，拜右龍武將軍知軍事。至德中，授雲麾將軍，又遷
本軍大將軍。世代爲北門四軍特別是龍武衛武官，同唐代諸蕃質子任職一樣。表明
雖然曹懷直祖上寓居敦煌，賜姓曹氏，但是仍然等同西域質子看待，享受他們的各
種優惠政策。

四、疏勒國曹氏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族屬蠡測
　敦煌曹氏起源比較早，史籍中最早見載敦煌曹氏，是在後漢時期。《後漢書・西

域傳》記載到敦煌曹氏：“北匈奴即復收屬諸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
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來朝。”80曹宗是敦煌人還是其他地方人，史書沒有記載，根據《曹全碑》記
載推測，曹宗很可能就是敦煌人。《後漢書・趙諮傳》記載有滎陽令敦煌曹暠。《曹全
碑》記載：“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都尉。曾祖父
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都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都尉
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都尉，北地太守。……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郞中，
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簒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率膿之
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牟諸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諸國禮
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81後任槐里令、祿福長，轉郃陽令。《後漢書・西域傳》
記載：

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漢大都督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
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
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

80［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11頁。
81錄文見高文著《漢碑集釋（修訂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 472–473頁。

462



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
亦不能禁 82。

　　戊（己）司馬曹寬就是曹全，曹全字景完，按照敦煌當地習慣，可以稱作曹完，
完與寬乃傳抄錯誤所致，《西域傳》中記載的曹寬毫無疑問就是曹完，形近致誤。雖
然碑文與史籍記載有所出入，此後疏勒王陷入連相殺害的混亂局面，在這樣封王與
被殺中就有很多疏勒王族侍子被遣送到敦煌，因此敦煌曹氏與疏勒王族質子入質羈
留有很大關係，這也可能是疏勒王族羈留敦煌侍子被賜姓曹氏的原因。
　敦煌曹氏自東漢以後到歸義軍時期，除了曹懷直家族之外，再沒有更有威望的

人物出現。張氏歸義軍時期，敦煌曹氏主要人物是佛教教團中的兩個名僧，一個是
都僧政曹法鏡、一個是僧政勾當三窟曹公。曹法鏡，見載於杏雨書屋藏羽 734《瑜伽
師地論注釋》第三紙有“曹和尚”，即曹法鏡。杏雨書屋羽 709《法鏡文》中記載有
“河西節度使兵部尚書”、“河西管內唐公”，即張淮深和唐悟真。P.4660《入京進論
大德兼管內都僧政賜紫沙門故曹僧政》：“入京進德，明庭校劣。敕賜紫衣，所思皆
穴。旋歸本郡，誓傳講說。葺治伽藍，繩愆有截。”P.T.783《瑜伽論手記》是法鏡和
尚聽講記錄。P.3839《西方淨土贊》，背面雜寫：“三界寺僧□□”，“法鏡臨空”。北
京圖書館藏新編 876《靈圖寺藏吳和尚經論目錄》：“咸通六年正月三日，奉處分吳和
尚經論。令都僧政法鏡點檢所是靈圖寺藏經及文疏，令卻歸本藏。”P.2079《淨名經
關中釋抄卷上》末題：“壬辰年正月一日，河西管內都僧政京城進論朝天賜紫曹和尚
就開元寺爲城隍禳災講維摩經，當寺弟子僧智惠並隨聽寫此上批。至二月廿三日寫
訖，”北圖翔字 95（293）《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下》題曰：“癸卯年三月十日，靈圖寺
僧苾蒭道廣故記之耳。癸卯年三月一日，曹僧政和尚說經已，至四月盡說了。”壬辰
即 872年，癸卯即 883年。曹僧政香號疑即法鏡，S.5972《維摩經疏》題記：“河西
管內京城講論臨壇供奉大德賜紫都僧政香號法鏡手記。前後三會，說此經百法九遍，
接踵學徒。”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判定爲“大約九世紀後期”寫本 83。
法鏡一名又見P.3301（P.T.1261）《吐蕃佔領敦煌時期齋儭曆》、Dh.6065《分配勾當
辯惠法師等名錄》、BD11874《大般若經點勘錄（擬）》，從記載內容分析，當時法鏡
還是一名一般僧人。S.1154《瑜伽論卷五十四》題記：“法鏡……法鏡和尚。”池田溫
認爲 S.1154號抄寫時間在九世紀半 84。這位法鏡和尚的時代，任職及講經都與曹僧
政相合。法鏡，即曹僧政。P.2036《瑜伽師地論》背面有“法鏡”、“沙門法鏡”騎縫
押 10餘處。P.2854康恒安撰《豎幢傘文》記載都僧政和尚就是曹法鏡。P.2838《中
和四年正月上座比丘體圓等斛斗破除見在牒》記載到曹和尚遷化，曹法鏡死後，在

82［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 88《西域傳》，第 2927頁。
83［日］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 441頁。
84［日］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 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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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敦煌人撰寫的P.3259、P.3963《紀念唐和尚文》中，將曹法鏡的地位提得與唐
悟真一樣高，稱之爲唐曹和尚：“敦煌聖地，累代高僧，非惟索、宋、石、王之明公，
近復唐、曹之大哲，我先師都［僧］統和尚、河西應管內敕授賜紫都僧政和尚，此郡
人也。”曹和尚即曹僧政。P.4660《敦煌管內僧政兼勾當三窟曹公邈真贊》：“武威貴
族，歷代英雄。陳王沠息，猶繼仁風。齠齔落髮，便事師宗。遨遊八水，斆學三空。
威儀侃侃，詳（庠）序雍雍。白珪三復，後輩馬容（融）。戒圓白月，節比寒松。動
中規矩，稟性恢鴻。僉擢僧首，上下和同。位高心下，惟謹惟恭。禪庭蜜（密）示，
直達心通。臨壇教授，賴之神聰。寬而得眾，敏而有功。檢校三窟，百計紹隆。能
方能圓，自西自東。冀法輪而長駕，永舟漈（濟）於樊籠。”85曹法鏡與僧政曹公，
都是敦煌曹氏名僧。
　敦煌歸義軍政權中很多官職由曹氏擔任。特別是張氏歸義軍後期，越來越明顯。

李氏家族掌權期間，派出的使節就有曹光，張承奉時期，很多曹氏擔任歸義軍節度使
都押衙之職。P.2032v《後晉時代浄土寺諸色入破曆算會稿》記載有曹家莊，P.4640

《已未年－辛酉年（899–901）歸義衙內破用用紙布曆》記載有懸泉鎮使曹子盈、都
押衙曹嗣。P.2040v《後晉時期浄土寺諸色入破曆算會稿》記載有曹虞候。P.3875v

《丙子年（976、916）修造及諸處伐木油面粟等破曆》記載有曹都衙。歸義軍的各級
官員從鄉官到縣令，都有曹氏家族擔任。P.4638《馬步軍諸司都管將使曹良才邈真
贊并序》記載：“公諱厶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長兄矣。公
乃是亳州鼎族，因官停徹（轍）于龍沙；譙郡高原，任職已臨於西府。祖宗受寵，昆
季沾恩；官祿居宰輔之榮，品秩列三公之貴。門傳閥閱，輸匡佐之奇才；勳業相承，
有出入之通變。年芳小俊，英靈雄勇而出群；弱冠之秋，從戎東征而西伐。揮戈塞
表，狼煙怗靜於沙場；撫劍臨邊，只是輸誠而向國。威宣白起，機運張良；七德游
標，六奇在念。故得儒宗獨步，裁詩而滿樹花開；指硯題文，動筆乃碧霄霧散。秉
心潔己，清名久播於人倫；端直守忠，奉上貞心而廉慎。前任衙內師長，位綰管內
軍戎。領兵而戰敵艱危，計謀而豐淵湧出。臨機變宗，止渴前示於梅林；穎脫囊錐，
漉饑遙瞻於畫餅。弓開滿［月］，犬戎才見而低心；矢動流星，獫狁觀之而下意。治
民得眾，士卒戀［之］而的親；雄猛超群，志列共陳平竟轡。威權將略，恩廣義深。
遂乃別選攜持，重遷大務，榮加五州都將，委任一道指揮。”86曹良才是曹議金之兄。
敦煌文獻記載了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深、曹延祿、曹延
恭、曹宗壽等人的生平事蹟。但是當敘述到他們的族源都稱姓望譙郡，附會爲曹參
的後代。經榮新江、馮培紅等人研究，敦煌曹氏是粟特人後裔。

85錄文見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 110頁。
86錄文見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第 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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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根據《唐雲麾將軍敦煌曹懷直墓誌銘》的記載看，敦煌曹氏有相當一部分
是疏勒王族裴氏賜姓曹氏的後裔，曹氏歸義軍很可能是他們的後裔，根據主要有以
下幾點：
　敦煌縣從化鄉居民的主要來源是從石城鎮遷徙敦煌的粟特移民，但是石城鎮的

粟特人主要是以康氏爲主。S.367《沙州伊州地志》記載：“石城鎮……貞觀中，康國
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
二年改爲石城鎮，隸沙州。屯城……。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爲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卌裡。康豔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爲弩支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裡，康豔典所築，種蒲桃此城中，因號蒲桃城。薩毗城，西北
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豔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山［路］險阻，恒有吐蕃及吐谷
渾來往不絕。”87《壽昌縣地境》88記載與此同。敦煌地區記載的廿二祥瑞，其中“壽
昌海五色”就是出自粟特人康氏之手：“蒲昌海五色：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
鎮康拂耽延弟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清明徹 (澈
)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聖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
歡樂，望請奏聖人知者。’刺史李無虧奏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
升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莐［海］夷也。天應魏國當塗之兆，明
土德之昌也。’”89經過陳國燦先生的研究，這部分粟特人于睿宗景雲年間遷徙敦煌，
形成敦煌從化鄉的主體 90。如果說從化鄉的主體居民是從石城鎮而來的粟特人，從
化鄉的人主要是康姓粟特人，那麼從化鄉的曹姓居民是從什麼地方遷徙而來的？ 敦
煌的曹氏很可能有三個來源，第一是所謂曹參之後的譙郡曹氏，第二是粟特人曹氏，
第三是疏勒王族裴氏賜姓曹氏之後。
　在這三類曹氏中，最爲可能成爲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的不應當是譙郡曹氏。敦煌

的曹氏號稱譙郡曹氏，但在多數情況下屬于冒姓望族。譙郡曹氏西徙河西以武威爲
郡望，敦煌地區部分曹氏確實自稱武威曹氏，這部分曹姓居民可能來自于曹參之後。
而作爲建立曹氏歸義軍政權的曹議金家族，雖然都稱譙郡曹參之後，但是並不敘述他
們的郡望爲武威郡，如曹良才自稱“亳州鼎族，因官停徹（轍）于龍沙；譙郡高原，
任職已臨於西府。祖宗受寵，昆季沾恩；官祿居宰輔之榮，品秩列三公之貴，”這是
很明顯的冒姓。這種冒姓行爲我們認爲不是故意的，而是繼承了某種成規。墓誌銘
稱曹車唐初爲右威衛中郞將，“翊扶有功，賜姓曹氏。”雖然賜姓曹氏與曹參有某種
關係，是爲了標榜爲譙郡曹參之後，但是這一支曹氏並沒與武威郡曹氏合族，如果

87錄文見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集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 65–66頁。
88錄文參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集校注》，第 60–62頁。
89P.2005《沙州都督府圖經》，錄文見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集校注》，第 19頁。
90參見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敦煌研究》1989年第 3期，第 39–50頁。修訂稿

收入氏著《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第 360–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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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郡望武威，就有些不倫不類。所以賜姓曹氏的疏勒王族裴氏後裔，一般都自稱
郡望譙郡，而不稱郡望武威，以此區別於與西徙河西以武威爲郡望的曹氏。
　其次賜姓曹氏的疏勒王族後裔在敦煌具有其他曹姓所沒有的優勢。他們有著很

輝煌的歷史，其中最值得他們驕傲的事件就是爲唐朝的建立立下功勳，而被賜姓曹
氏這件事情，所以曹懷直的墓誌銘中追述其先祖時僅提到曹車任職和賜姓曹氏這件
事，曹車之前沒有任何提及。曹議金家族記述他們的家世，也很少往前上溯，基本上
都是起家譙郡，遷居敦煌，一筆帶過，他們的先祖一概都沒有敘述。從這點上來看，
二者很很強的相似性。由此我們推測建立曹氏歸義軍政權的是羈留敦煌的唐初賜姓
曹氏的疏勒王族裴氏後裔。這樣的出身使他們的身份就有了雙重性，一方面他們出
身西域善於經商，既有西域諸蕃侍子後代的某些特點和優勢，又與粟特人有某種相
似性；另外一方面他們又自稱譙郡曹參之後，冒姓漢族望姓。

（作者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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