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2014年藏研中心学术论文类成果表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主办单位 期刊日期 级别 

1 贡巴扎西 藏文诗歌溯源 西藏大学学报 西藏大学 2009.1 B 

2 贡巴扎西 雄帮二位译师与藏族诗学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09.1 D 

3 贡巴扎西 探析敦煌古藏文写卷中记载的最早的藏文诗歌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09.1 D 

4 贡巴扎西 在藏族农牧区建立社区学习中心的几点设想 藏族教育 青海省教育厅 2009.1 C 

5 多杰东智 浅谈甘南藏戏的现状与文化特色 西藏艺术研究 西藏艺术研究所 2009.1 C 

6 多杰东智 安多卓尼车巴沟春节习俗文化浅谈 西藏大学学报 西藏大学 2009.3 B 

7 阿旺嘉措 敦煌藏文写卷 P.T.1047 评译及相关苯教术语释义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 敦煌研究院（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12   

8 阿旺嘉措 远古象雄人起源概说 西北民大学报(哲社版) 西北民族大学 2010.2 B 

9 贡巴扎西 藏传统教学方式及其特点 西藏研究（藏文版） 西藏社科院 2010.1 A2 

10 贡巴扎西 略论《诗学修辞明鉴》的主要特点 西藏大学学报（藏） 西藏大学 2010.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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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贡巴扎西 第一部藏文《诗学理论》书籍考证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 西北民族大学 2010.1 B 

12 贡巴扎西 略述雄帮二位译师与藏族诗学之关系 西藏大学学报（藏） 西藏大学 2010.4 B 

13 贡巴扎西 《达赛尔》二十年散文创作述评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0.2 B 

14 桑吉克 赞普达如念斯名称考究 西藏大学学报（藏） 西藏大学 2010.2 B 

15 桑吉克 谈谈与赞普达如念斯历史有关的几个问题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0.4 A2 

16 多杰东智 浅谈吐蕃盟誓制度及其作用 西藏大学学报（藏） 西藏大学 2010.2 B 

17 多杰东智 试论藏传统求善观和当代法律思想间的差异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藏） 西北民族大学 2010.1 B 

18 阿旺嘉措 远古象雄人起源概说 西北民大学报(哲社版) 西北民族大学 2010.2 B 

19 阿旺嘉措 甘川藏区民间苯教经典调查及分类研究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1.1 A2 

20 阿旺嘉措 甘南藏区苯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1.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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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阿旺嘉措 民间苯教祭祀者“莱乌”名称来源考察 中国藏学(藏文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1.3 A2 

22 阿旺嘉措 苯教和藏传佛教之关系概说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 西南民族大学 2011.4 B 

23 阿旺嘉措 川北苯教名寺--苟哇象仓寺历史考证与现状调查 宗教学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

所 
2011.1 A 

24 阿旺嘉措 制定藏区普通话与藏语文规范化问题思考 全国藏语标准语学术研讨会 
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2011.12 D 

25 阿旺嘉措 敦煌藏文写卷 P.T.1047 评译及相关苯教术语释义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 敦煌研究院（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12 D 

26 多杰东智 藏族神话故事中的原始伦理思想初探 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 西藏大学 2011.3 B 

27 桑吉克 藏语句法结构中的短语性质分析 藏族教育 中国青海教育工委 2011.5 C 

28 桑吉克 敦煌文献中赞普赤松德赞相关历史再研究 西藏大学学报（藏） 西藏大学 2012.1 B 

29 桑吉克 藏文刻板技术形成年代考究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青海民族大学 2012.4 B 

30 仇任前 论舟曲藏族的民间组织及其社会功能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湖北民族学院 2012.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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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道周 
藏族历代文献精选电子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的意义

和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12.1 B 

32 贡巴扎西 
从知识分类角度对现代民族高校建立藏学学科的 

几点思考 
西藏研究（藏文版） 西藏社会科学院 2012.3 A2 

33 多杰东智 甘南藏戏的演出范围及其社会影 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 西藏社会科学院 2012.2 C 

34 桑吉克 藏语能因动词与命令式动词的区别 西藏研究（藏） 西藏社会科学院 2013.3 A2 

35 贡巴扎西 《诗镜》及其它在藏区的流传 西藏研究（藏文版） 西藏社会科学院 2013.2 A2 

36 多杰东智 安多卓尼车巴沟动土乔迁习俗文化研究. 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 西藏大学 2013.4 B 

37 苏得华 凉州藏朱砂版《藏文大藏经》初探 西北民大学报（哲社版） 西北民族大学 2013.6 A 

38 贡巴扎西 略谈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 青海民大 2014.8 B 

39 贡巴扎西 论语言和文字 藏族教育 中国青海教育工委 2014.5 C 

40 贡巴扎西 萨班《智者入门》与藏族古代诗学 西藏研究（藏文版） 西藏社会科学院 2014.9 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