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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寺庙
和爱国守法模范僧尼评选结果的公示

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爱国守法模范僧尼拟推荐名单

根据《关于开展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寺庙暨爱国守法僧尼创建评选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的通知》（甘委办〔2017〕97号）和《关于开展2017年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
寺庙暨爱国守法僧尼创建评选工作的通知》（甘藏领办〔2018〕8号）要求，经层层推荐审
核，拟推荐康定市古瓦寺等80座寺庙为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寺庙，桑郎翁
秋等1163名宗教人士为2017年度州级爱国守法模范僧尼，现予以公示。

广大干部群众如有不同意见（包括拟表彰对象名称不准确的），请于3个工作日内
（2018年4月16日至18日），以电话形式向州委统战部反映。

联系电话：2833580
附件：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寺庙暨爱国守法僧尼拟推荐名单

中共甘孜州委统战部
2018年4月16日

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文明和谐寺庙拟推荐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 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

1 康定市 古瓦寺 沙德镇 格鲁 占堆

2 康定市 居里寺 瓦泽乡 格鲁 次能降措

3 康定市 安觉寺 炉城街道办 格鲁 布楚

4 康定市 南无寺 榆林街道办 格鲁 扎西多吉

5 康定市 八郎寺 塔公镇 宁玛 拥登降措

6 康定市 吉整嘎寺 吉居乡 萨迦 拉布

7 康定市 司库寺 贡嘎山乡 萨迦 杜瓦降泽

8 康定市 昆觉寺 普沙绒乡 萨迦 罗绒降泽

9 康定市 捧塔寺 捧塔乡 苯波 泽成郎达

10 丹巴县 松安寺 巴旺乡 格鲁派 泽郎

11 丹巴县 顶果山寺 东谷乡 苯教 丹贝降参

12 丹巴县 扎西仁青岭寺 革什扎镇 格鲁派 日沙格西

13 丹巴县 沙拉科寺 中路乡 宁玛派 色迫

14 丹巴县 拥忠达吉岭寺 巴底镇 苯教 卡伯拥忠

15 丹巴县 彭措岭寺 巴底镇 格鲁派 仁青

16 九龙县 吉日寺 汤古乡 格鲁派 来让达汪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 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

17 雅江县 南真寺 祝桑乡 萨迦 斯郎汪青

18 雅江县 扎西寺 米龙乡 格鲁 丁则次迫

19 雅江县 日吹寺 恶古乡 萨迦 次登

20 雅江县 日雷寺 八衣绒乡 萨迦 贡布多吉

21 雅江县 郎吉岭寺 牙衣河乡 噶举 泽仁桑珠

22 雅江县 根则寺 木绒乡 萨迦 桑吉

23 道孚县 其美寺 仲尼乡 苯波派 次珠

24 道孚县 勒须寺 甲斯孔乡 宁玛派 仁孜降初

25 道孚县 德卡寺 甲斯孔乡 宁玛派 仁孜俄色

26 道孚县 红顶寺 红顶乡 格鲁派 罗绒泽仁

27 道孚县 然吓寺 色卡乡 宁玛派 晋美西绕

28 道孚县 呷卡寺 木茹乡 宁玛派 尼玛泽绒

29 道孚县 格扎寺 木茹乡 苯波派 登孜洛加

30 炉霍县 交纳寺 雅德乡 宁玛 益呷绕登

31 甘孜县 木通寺 茶扎乡 宁玛 多扎

32 甘孜县 严绕寺 生康乡 萨迦 昂旺生龙

33 甘孜县 洛俄寺 夺多乡 格鲁 洛点

34 甘孜县 严吉觉姆寺 昔色乡 格鲁 向巴拉姆

35 甘孜县 则色觉姆寺 下雄乡 宁玛 则玛巴姆

36 甘孜县 楚洛觉姆寺 拖坝乡 格鲁 泽翁则玛

37 色达县 龙泻寺 大章乡 宁玛 阿彭

38 色达县 康勒寺 康勒乡 宁玛 阿呷

39 色达县 康玛朗多寺 泥朵乡 宁玛 泽旺

40 德格县 腰色寺 马尼干戈镇 宁玛 登兄洛布

41 德格县 更邛寺 中扎科乡 苯波 西绕银巴

42 德格县 满金寺 温拖乡 苯波 松昂

43 德格县 色措寺 年古乡 苯波 布安

44 德格县 曲欧寺 浪多乡 噶举 翁青白玛

45 德格县 绒戈寺 俄支乡 宁玛 嘎玛秋穷

46 德格县 白雅寺 八帮乡 萨迦 其美多吉

47 德格县 燃姑寺 燃姑乡 宁玛 陆尼

48 德格县 呷伦寺 柯洛洞乡 萨迦 吓多泽仁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寺庙名称 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所在乡镇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寺管会负责人

49 德格县 龚垭寺 龚垭乡 萨迦 降拥根嘎卓秋

50 德格县 汪堆寺 汪布顶乡 萨迦 昂登真

51 德格县 窝公寺 窝公乡 宁玛 根绒登真

52 白玉县 白玉寺 建设镇 宁玛 西珠江措

53 白玉县 嘎托寺 河坡乡 宁玛 乌金千秋

54 白玉县 扎呷寺 麻绒乡 宁玛 降称伟色

55 白玉县 康翁寺 盖玉乡 宁玛 丹比降参

56 白玉县 仲学寺 热加乡 噶举 呷绒益西

57 白玉县 昌根寺 纳塔乡 宁玛 次称洛则

58 白玉县 卡热寺 赠科乡 奔波 泽称

59 石渠县 八若寺 呷依乡 格鲁 巴登降措

60 石渠县 麻穷寺 长须干玛乡 宁玛 白玛降称

61 石渠县 志巴寺 真达乡 格鲁 永珠

62 新龙县 尼古寺 乐安乡 宁玛 灯孜降措

63 新龙县 益西寺 甲拉西乡 苯波 阿甲

64 新龙县 阿呷寺 甲拉西乡 宁玛 泽日

65 新龙县 甲依寺 乐安乡 苯波 根秋灯孜

66 新龙县 伟依寺 子拖西乡 萨迦 阿朱

67 新龙县 洛古寺 洛古乡 宁玛 洛加

68 新龙县 呷绒寺 雄龙西乡 宁玛 四龙多加

69 理塘县 苯波寺 觉吾乡 苯波 泽仁多吉

70 理塘县 江久寺 君坝乡 格鲁 降央单珍

71 理塘县 黑达寺 莫坝乡 宁玛 曲登

72 理塘县 俄日寺 甲洼镇 格鲁 麦郎

73 理塘县 彭措岭寺 上木拉乡 格鲁 阿珍

74 巴塘县 竹瓦寺 亚日贡乡 宁玛 甲纳巴·十四世江南

75 巴塘县 彭吉林寺 松多乡 宁玛 泽仁桑珠

76 巴塘县 土登尼夏林寺 苏哇龙乡 格鲁 彭措

77 乡城县 曲批岭寺 热打乡 格鲁 中则

78 稻城县 扎古寺 木拉乡 噶举 格泽仁

79 得荣县 得龚寺 奔都乡 噶举 扎西

80 得荣县 兴艾寺 古学乡 噶举 次仁邓珠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
66 康定市 丁真格来 安觉寺 格鲁

67 康定市 多吉 安觉寺 格鲁

68 康定市 降巴克珠 安觉寺 格鲁

69 康定市 格让多吉 安觉寺 格鲁

70 康定市 罗让如巴 安觉寺 格鲁

71 康定市 四郎巴登 安觉寺 格鲁

72 康定市 阿都 昆觉寺 萨迦

73 康定市 阿兄 昆觉寺 萨迦

74 康定市 泽仁扎西 南无寺 格鲁

75 康定市 益西钦绕 南无寺 格鲁

76 康定市 沙吉 吉整嘎寺 萨迦

77 康定市 扎西泽仁 吉整嘎寺 萨迦

78 康定市 拉布 吉整嘎寺 萨迦 民管会主任

79 康定市 次登 吉整嘎寺 萨迦

80 康定市 土登瓦热多吉 吉整嘎寺 萨迦

81 康定市 落郎甲 司库寺 萨迦

82 康定市 巴德 司库寺 萨迦

83 康定市 四郎汪堆 司库寺 萨迦

84 康定市 巴登 司库寺 萨迦

85 康定市 陆瓦 司库寺 萨迦

86 康定市 云登 司库寺 萨迦

87 康定市 朗卡 司库寺 萨迦

88 康定市 拉吉 司库寺 萨迦

89 康定市 瓦甲 司库寺 萨迦

90 康定市 扎西多吉 司库寺 萨迦

91 康定市 邓珠 司库寺 萨迦

92 康定市 降泽 司库寺 萨迦

93 康定市 布穷 司库寺 萨迦

94 康定市 布曲 司库寺 萨迦

95 康定市 杜泽仁 司库寺 萨迦

96 康定市 都杜 司库寺 萨迦

97 康定市 吉都 司库寺 萨迦

98 康定市 吉呷 司库寺 萨迦

99 康定市 吾吉甲 八郎寺 宁玛

100 康定市 曲洛 八郎寺 宁玛

101 康定市 弄仁 八郎寺 宁玛

102 康定市 洛让 八郎寺 宁玛

103 康定市 登中多吉 八郎寺 宁玛

104 康定市 郎达 八郎寺 宁玛

105 康定市 郎甲 八郎寺 宁玛

106 康定市 白马汪甲 八郎寺 宁玛

107 丹巴县 色迫 沙拉科寺 宁玛 寺管会主任

108 丹巴县 加太 扎西仁青岭寺 格鲁

109 丹巴县 学加拉布 扎西仁青岭寺 格鲁

110 丹巴县 日沙格西 扎西仁青岭寺 格鲁 寺管会主任

111 丹巴县 沙朗拉布 扎西仁青岭寺 格鲁 寺管会副主任

112 丹巴县 高绒扎巴 顶果山寺 苯教

113 丹巴县 郎加泽里 顶果山寺 苯教

114 丹巴县 罗让甲央 松安寺 格鲁 松安寺活佛

115 丹巴县 长青 松安寺 格鲁 民管会副主任

116 丹巴县 丹巴 松安寺 格鲁

117 丹巴县 下格达瓦 彭措岭寺 格鲁

118 丹巴县 肯布 彭措岭寺 格鲁 出纳员

119 丹巴县 兰卡泽郎 彭措岭寺 格鲁

120 丹巴县 扎西翁加 彭措岭寺 格鲁 民管会委员

121 丹巴县 降初 彭措岭寺 格鲁

122 丹巴县 泽让彭错 达吉岭寺 苯教 民管会副主任

123 丹巴县 卡伯拥忠 达吉岭寺 苯教 民管会主任

124 丹巴县 石当布 达吉岭寺 苯教

125 丹巴县 仁青 达吉岭寺 苯教

126 九龙县 来让达汪 吉日寺 格鲁 寺管会主任

127 九龙县 拔粗 吉日寺 格鲁 寺管会副主任

128 九龙县 白玛泽汪 吉日寺 格鲁 寺管会班子成员

129 九龙县 来让四郎 吉日寺 格鲁 寺管会班子成员

130 九龙县 木拉汪秋 吉日寺 格鲁 寺管会班子成员

131 九龙县 泽仁汪登 吉日寺 格鲁

132 九龙县 仁真杜吉 吉日寺 格鲁

133 雅江县 斯郎汪青 南真寺 萨迦 寺管会主任

134 雅江县 汪青 南真寺 萨迦 寺管会副主任

135 雅江县 往青 南真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
136 雅江县 加央 南真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137 雅江县 布洛 南真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138 雅江县 多登多吉 南真寺 萨迦

139 雅江县 邓珠 南真寺 萨迦

140 雅江县 下加 南真寺 萨迦

141 雅江县 巴让 南真寺 萨迦

142 雅江县 布穷 南真寺 萨迦

143 雅江县 群朱 南真寺 萨迦

144 雅江县 汪修 南真寺 萨迦

145 雅江县 降错 南真寺 萨迦

146 雅江县 多德 南真寺 萨迦

147 雅江县 扎西汪堆 南真寺 萨迦

148 雅江县 贡呷 南真寺 萨迦

149 雅江县 泽仁邓珠 南真寺 萨迦

150 雅江县 司郎让布 南真寺 萨迦

151 雅江县 白马扎西 南真寺 萨迦

152 雅江县 降泽 南真寺 萨迦

153 雅江县 丁则次迫 扎西寺 格鲁 寺管会主任

154 雅江县 郎堆土登 扎西寺 格鲁 寺管会副主任

155 雅江县 次登 日吹寺 萨迦 寺管会主任

156 雅江县 降错 日吹寺 萨迦 寺管会副主任

157 雅江县 次仁群迫 日吹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158 雅江县 贡布多吉 日雷寺 萨迦 寺管会主任

159 雅江县 泽仁多吉 日雷寺 萨迦 寺管会副主任

160 雅江县 伍金扎西 日雷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161 雅江县 呷让 日雷寺 萨迦

162 雅江县 多吉 日雷寺 萨迦

163 雅江县 罗让 日雷寺 萨迦

164 雅江县 次仁 日雷寺 萨迦

165 雅江县 泽仁桑珠 郎吉岭寺 噶举 寺管会主任

166 雅江县 邓珠 郎吉岭寺 噶举 寺管会副主任

167 雅江县 桑吉 根则寺 萨迦 寺管会主任

168 雅江县 四郎扎西 根则寺 萨迦 寺管会副主任

169 雅江县 银朱 根则寺 萨迦 寺管会委员

170 雅江县 阿格 根则寺 萨迦

171 雅江县 罗布 根则寺 萨迦

172 雅江县 泽仁勒布 根则寺 萨迦

173 雅江县 降央巴灯 根则寺 萨迦

174 道孚县 阿古来日 其美寺 苯教

175 道孚县 白玛罗布 其美寺 苯教 民管会成员

176 道孚县 次珠 其美寺 苯教 民管会主任

177 道孚县 达哇拥中 其美寺 苯教 民管会副主任

178 道孚县 呷戈 其美寺 苯教

179 道孚县 来吉 其美寺 苯教 民管会成员

180 道孚县 七美日色 其美寺 苯教 民管会副主任

181 道孚县 扎拉 其美寺 苯教

182 道孚县 战斗 其美寺 苯教

183 道孚县 足呷 其美寺 苯教

184 道孚县 多吉降措 然吓寺 宁玛

185 道孚县 晋美西绕 然吓寺 宁玛 民管会主任

186 道孚县 尼科 然吓寺 宁玛

187 道孚县 却觉公布 然吓寺 宁玛 民管会副主任

188 道孚县 热灯 然吓寺 宁玛

189 道孚县 所龙 然吓寺 宁玛

190 道孚县 先绒 然吓寺 宁玛

191 道孚县 扎西郎加 然吓寺 宁玛

192 道孚县 高绒 格扎寺 苯教

193 道孚县 洛绒罗布 格扎寺 苯教 翁则

194 道孚县 尼玛扎西 格扎寺 苯教

195 道孚县 其美泽翁 格扎寺 苯教

196 道孚县 扎西多吉 格扎寺 苯教 民管会副主任

197 道孚县 扎西尼玛 格扎寺 苯教 格贵

198 道孚县 多吉 勒须寺 宁玛 民管会成员

199 道孚县 曲拥益西 勒须寺 宁玛 民管会副主任

200 道孚县 仁青翁修 勒须寺 宁玛 民管会副主任

201 道孚县 仁孜降初 勒须寺 宁玛 民管会主任

202 道孚县 次勒泽绒 德卡寺 宁玛

203 道孚县 多吉扎西 德卡寺 宁玛 民管会副主任

204 道孚县 尼玛泽绒 德卡寺 宁玛

205 道孚县 七美泽绒 德卡寺 宁玛

（下转第六版）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市市市市））））名名名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所在寺庙 教派教派教派教派 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教职身份
1 康定市 桑郎翁秋 捧塔寺 苯波 民管会主任

2 康定市 汪秋 古瓦寺 格鲁  

3 康定市 甲玛泽仁 古瓦寺 格鲁  

4 康定市 泽仁曲批 古瓦寺 格鲁  

5 康定市 泽仁扎西 古瓦寺 格鲁  

6 康定市 单秋样披 古瓦寺 格鲁  

7 康定市 扎西让布 古瓦寺 格鲁  

8 康定市 达瓦泽仁 古瓦寺 格鲁  

9 康定市 格让 古瓦寺 格鲁  

10 康定市 土登银扎 古瓦寺 格鲁

11 康定市 泽仁曲批 古瓦寺 格鲁

12 康定市 扎西泽仁 古瓦寺 格鲁

13 康定市 普布 古瓦寺 格鲁

14 康定市 泽仁志玛 古瓦寺 格鲁

15 康定市 保珠 古瓦寺 格鲁

16 康定市 泽仁翁姆 古瓦寺 格鲁

17 康定市 泽仁央吉 古瓦寺 格鲁

18 康定市 局吉 古瓦寺 格鲁

19 康定市 尼瓦泽仁 古瓦寺 格鲁

20 康定市 扎西 古瓦寺 格鲁

21 康定市 罗让降泽 古瓦寺 格鲁

22 康定市 西让次成 古瓦寺 格鲁

23 康定市 让布 古瓦寺 格鲁

24 康定市 罗让巴玖 古瓦寺 格鲁

25 康定市 四郎汪曲 古瓦寺 格鲁

26 康定市 呷珠 古瓦寺 格鲁

27 康定市 尼玛加布 古瓦寺 格鲁

28 康定市 泽仁汪堆 古瓦寺 格鲁

29 康定市 泽仁穷批 古瓦寺 格鲁

30 康定市 泽仁吾志 古瓦寺 格鲁

31 康定市 巴桑多吉 古瓦寺 格鲁

32 康定市 雷让汪堆 古瓦寺 格鲁

33 康定市 占堆 古瓦寺 格鲁

34 康定市 杜吉翁修 居里寺 格鲁

35 康定市 四郎扎巴 居里寺 格鲁

36 康定市 洛让扎西 居里寺 格鲁

37 康定市 泽汪多吉 居里寺 格鲁

38 康定市 扎西汪修 居里寺 格鲁

39 康定市 四郎降措 居里寺 格鲁

40 康定市 牛麦巴珠 居里寺 格鲁

41 康定市 洛让多吉 居里寺 格鲁

42 康定市 四郎冷珠 居里寺 格鲁

43 康定市 昂汪洛珠 居里寺 格鲁

44 康定市 泽仁彭措 居里寺 格鲁

45 康定市 洛让彭措 居里寺 格鲁

46 康定市 瓦甲 居里寺 格鲁

47 康定市 长命 居里寺 格鲁

48 康定市 泽仁郎甲 居里寺 格鲁

49 康定市 四郎彭措 居里寺 格鲁

50 康定市 牛麦次乃 居里寺 格鲁

51 康定市 呷让降央 居里寺 格鲁

52 康定市 达瓦让布 居里寺 格鲁

53 康定市 罗让降措 居里寺 格鲁

54 康定市 次能降措 居里寺 格鲁 民管会主任

55 康定市 郎色贡布 居里寺 格鲁

56 康定市 次勒冷珠 居里寺 格鲁

57 康定市 四郎降措 居里寺 格鲁

58 康定市 贡呷泽仁 居里寺 格鲁

59 康定市 四郎曲批 居里寺 格鲁

60 康定市 土登 居里寺 格鲁

61 康定市 志玛 居里寺 格鲁

62 康定市 登巴甲央 居里寺 格鲁

63 康定市 四郎曲登 居里寺 格鲁

64 康定市 洛让好南 居里寺 格鲁

65 康定市 扎西郎加 居里寺 格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