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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州级藏传佛教爱国守法模范僧尼拟推荐名单
（上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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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道孚县 曲扎降初 德卡寺 宁玛

207 道孚县 仁孜俄色 德卡寺 宁玛

208 道孚县 四郎泽绒 德卡寺 宁玛

209 道孚县 西热多吉 德卡寺 宁玛

210 道孚县 拥登拥能 德卡寺 宁玛

211 道孚县 泽仁翁登 德卡寺 宁玛

212 道孚县 安尼玛 红顶寺 格鲁

213 道孚县 次珠尼马 红顶寺 格鲁

214 道孚县 登巴 红顶寺 格鲁

215 道孚县 格让朋措 红顶寺 格鲁

216 道孚县 公布 红顶寺 格鲁

217 道孚县 降巴曲太 红顶寺 格鲁

218 道孚县 龙东格让 红顶寺 格鲁

219 道孚县 罗让安汪 红顶寺 格鲁

220 道孚县 麦比甲马 红顶寺 格鲁

221 道孚县 乃日 红顶寺 格鲁

222 道孚县 群佩 红顶寺 格鲁

223 道孚县 西热彭措 红顶寺 格鲁

224 道孚县 亚玛群迫 红顶寺 格鲁

225 道孚县 格让翁修 红顶寺 格鲁

226 道孚县 甲秋降错 红顶寺 格鲁

227 道孚县 尼玛泽绒 呷卡寺 宁玛 民管会主任

228 道孚县 洛绒仁青 呷卡寺 宁玛 民管会成员

229 道孚县 东孜 呷卡寺 宁玛 民管会副主任

230 道孚县 足麦 呷卡寺 宁玛 民管会成员

231 道孚县 四郎尼玛 呷卡寺 宁玛

232 道孚县 高绒尼玛 呷卡寺 宁玛

233 道孚县 普瓦 呷卡寺 宁玛

234 炉霍县 其召 交纳寺 宁玛 活佛

235 炉霍县 洛布次里 交纳寺 宁玛 堪布

236 炉霍县 洛绒青批 交纳寺 宁玛

237 炉霍县 洛绒木老 交纳寺 宁玛

238 炉霍县 益呷绕登 交纳寺 宁玛

239 炉霍县 卓玛泽仁 交纳寺 宁玛

240 甘孜县 银巴拥措 严吉寺 格鲁

241 甘孜县 灯真康珠 严吉寺 格鲁

242 甘孜县 益西启措 严吉寺 格鲁

243 甘孜县 青伊 严吉寺 格鲁

244 甘孜县 邓珠青措 严吉寺 格鲁

245 甘孜县 洛珠则玛 严吉寺 格鲁

246 甘孜县 达娃翁姆 严吉寺 格鲁

247 甘孜县 冰巴拉姆 严吉寺 格鲁

248 甘孜县 拥吉 严吉寺 格鲁

249 甘孜县 则玛康珠 严吉寺 格鲁

250 甘孜县 泽伍拉措 严吉寺 格鲁

251 甘孜县 向秋拉姆 严吉寺 格鲁

252 甘孜县 色德西 严吉寺 格鲁

253 甘孜县 仁青绒姆 严吉寺 格鲁

254 甘孜县 仁真其则 严吉寺 格鲁

255 甘孜县 青义拥措 严吉寺 格鲁

256 甘孜县 登真启珍 严吉寺 格鲁

257 甘孜县 拥措 严吉寺 格鲁

258 甘孜县 益西生根 严绕寺 萨迦

259 甘孜县 牛生龙 严绕寺 萨迦

260 甘孜县 生龙伍绕 严绕寺 萨迦

261 甘孜县 你答绒波 严绕寺 萨迦

262 甘孜县 达加泽 严绕寺 萨迦

263 甘孜县 生龙多吉 严绕寺 萨迦

264 甘孜县 日青降措 严绕寺 萨迦

265 甘孜县 仁真伍加 严绕寺 萨迦

266 甘孜县 尼麦多吉 严绕寺 萨迦

267 甘孜县 多吉彭措 严绕寺 萨迦

268 甘孜县 牛多吉 严绕寺 萨迦

269 甘孜县 多吉伍绕 严绕寺 萨迦

270 甘孜县 贡布伍登 严绕寺 萨迦

271 甘孜县 洛仁扎巴 严绕寺 萨迦

272 甘孜县 邓都伍须 严绕寺 萨迦

273 甘孜县 登真绒布 严绕寺 萨迦

274 甘孜县 德多 严绕寺 萨迦

275 甘孜县 达娃泽仁 严绕寺 萨迦

276 甘孜县 布洛 木通寺 宁玛 堪布

277 甘孜县 单珍绒波 木通寺 宁玛 活佛

278 甘孜县 多扎 木通寺 宁玛 堪布

279 甘孜县 机机 木通寺 宁玛 民间活佛

280 甘孜县 克呷 木通寺 宁玛

281 甘孜县 克绒 木通寺 宁玛

282 甘孜县 拉加 木通寺 宁玛 堪布

283 甘孜县 尼麦 木通寺 宁玛

284 甘孜县 青麦 木通寺 宁玛

285 甘孜县 曲登 木通寺 宁玛

286 甘孜县 然波 木通寺 宁玛

287 甘孜县 仁炯 木通寺 宁玛

288 甘孜县 仁绒 木通寺 宁玛 堪布

289 甘孜县 桑登降措 木通寺 宁玛

290 甘孜县 所尼 木通寺 宁玛 堪布

291 甘孜县 索呷 木通寺 宁玛

292 甘孜县 土聂 木通寺 宁玛

293 甘孜县 土让 木通寺 宁玛

294 甘孜县 席波多洛 木通寺 宁玛

295 甘孜县 益第 木通寺 宁玛

296 甘孜县 泽让郎加 木通寺 宁玛

297 甘孜县 泽泽 木通寺 宁玛

298 甘孜县 生洛 楚洛寺 格鲁

299 甘孜县 仁青拥措 楚洛寺 格鲁

300 甘孜县 亚合 楚洛寺 格鲁

301 甘孜县 色呷拉姆 楚洛寺 格鲁

302 甘孜县 达娃措 楚洛寺 格鲁

303 甘孜县 泽翁则玛 楚洛寺 格鲁

304 甘孜县 多吉益则 则色寺 宁玛

305 甘孜县 生龙志玛 则色寺 宁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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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甘孜县 卓玛拉姆 则色寺 宁玛

307 甘孜县 布呷 则色寺 宁玛

308 甘孜县 郎吉拉姆 则色寺 宁玛

309 甘孜县 布姆 则色寺 宁玛

310 甘孜县 尼玛拉姆 则色寺 宁玛

311 甘孜县 洛点 洛俄寺 格鲁

312 甘孜县 仁青次珠 洛俄寺 格鲁

313 甘孜县 更登彭措 洛俄寺 格鲁

314 甘孜县 白玛登真 洛俄寺 格鲁

315 甘孜县 生龙恩珠 洛俄寺 格鲁

316 甘孜县 生龙它西 洛俄寺 格鲁

317 色达县 旦灯 康勒寺 宁玛

318 色达县 旦真尼玛 康勒寺 宁玛

319 色达县 当秋 康勒寺 宁玛

320 色达县 弟多 康勒寺 宁玛

321 色达县 俄查 康勒寺 宁玛

322 色达县 俄交 康勒寺 宁玛

323 色达县 格登 康勒寺 宁玛

324 色达县 哈多 康勒寺 宁玛

325 色达县 花儿准 康勒寺 宁玛

326 色达县 花吉多吉 康勒寺 宁玛

327 色达县 吉扎 康勒寺 宁玛

328 色达县 刘江 康勒寺 宁玛

329 色达县 邱生 康勒寺 宁玛

330 色达县 秋江 康勒寺 宁玛

331 色达县 柔巴 康勒寺 宁玛

332 色达县 所呷 康勒寺 宁玛

333 色达县 所花 康勒寺 宁玛

334 色达县 土登 康勒寺 宁玛

335 色达县 谢拥 康勒寺 宁玛

336 色达县 拥灯 康勒寺 宁玛

337 色达县 珠穷 康勒寺 宁玛

338 色达县 珠扎 康勒寺 宁玛

339 色达县 竹日 康勒寺 宁玛

340 色达县 根羊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1 色达县 拉谢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2 色达县 刘美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3 色达县 门周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4 色达县 普巴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5 色达县 曲吉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6 色达县 曲洛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7 色达县 泽登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8 色达县 周仁 康玛朗多寺 宁玛

349 色达县 阿彭 龙泻寺 宁玛

350 色达县 底德 龙泻寺 宁玛

351 色达县 东多 龙泻寺 宁玛

352 色达县 俄机 龙泻寺 宁玛

353 色达县 朗达 龙泻寺 宁玛

354 色达县 普交 龙泻寺 宁玛

355 色达县 秋博 龙泻寺 宁玛

356 色达县 秋旦 龙泻寺 宁玛

357 色达县 秋几 龙泻寺 宁玛

358 色达县 柔嘎 龙泻寺 宁玛

359 色达县 柔吉 龙泻寺 宁玛

360 色达县 如呷 龙泻寺 宁玛

361 色达县 土儒 龙泻寺 宁玛

362 色达县 土谢 龙泻寺 宁玛

363 色达县 汪扎 龙泻寺 宁玛

364 色达县 修热 龙泻寺 宁玛

365 色达县 拥周 龙泻寺 宁玛

366 德格县 巴绒 绒戈寺 宁玛

367 德格县 巴桑 绒戈寺 宁玛

368 德格县 白玛同珠 绒戈寺 宁玛

369 德格县 白玛泽灯 绒戈寺 宁玛

370 德格县 白然 绒戈寺 宁玛

371 德格县 丹巴 绒戈寺 宁玛

372 德格县 登批 绒戈寺 宁玛

373 德格县 登曲 绒戈寺 宁玛

374 德格县 登真郎加 绒戈寺 宁玛

375 德格县 东旦 绒戈寺 宁玛

376 德格县 夺呷 绒戈寺 宁玛

377 德格县 恶呷 绒戈寺 宁玛

378 德格县 嘎玛秋穷 绒戈寺 宁玛

379 德格县 格绒 绒戈寺 宁玛

380 德格县 格呷 绒戈寺 宁玛

381 德格县 古绒桑珠 绒戈寺 宁玛

382 德格县 降拥 绒戈寺 宁玛

383 德格县 落绕 绒戈寺 宁玛

384 德格县 尼呷 绒戈寺 宁玛

385 德格县 其来 绒戈寺 宁玛

386 德格县 其呷 绒戈寺 宁玛

387 德格县 曲吉 绒戈寺 宁玛

388 德格县 曲尼拉沙 绒戈寺 宁玛

389 德格县 曲尼仁着 绒戈寺 宁玛

390 德格县 曲呷 绒戈寺 宁玛

391 德格县 然呷 绒戈寺 宁玛

392 德格县 达腰 绒戈寺 宁玛

393 德格县 深根 绒戈寺 宁玛

394 德格县 斯然 绒戈寺 宁玛

395 德格县 四郎巴结 绒戈寺 宁玛

396 德格县 四郎翁修 绒戈寺 宁玛

397 德格县 塔西 绒戈寺 宁玛

398 德格县 通呷 绒戈寺 宁玛

399 德格县 通珠 绒戈寺 宁玛

400 德格县 土登索郎 绒戈寺 宁玛

401 德格县 土呷 绒戈寺 宁玛

402 德格县 伍金 绒戈寺 宁玛

403 德格县 伍金罗布 绒戈寺 宁玛

404 德格县 伍金吓 绒戈寺 宁玛

405 德格县 伍金泽仁 绒戈寺 宁玛

406 德格县 西呷 绒戈寺 宁玛

407 德格县 志美绒中 绒戈寺 宁玛

408 德格县 呷玛土呷 绒戈寺 宁玛

409 德格县 益西 绒戈寺 宁玛

410 德格县 尼日 更邛寺 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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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德格县 松朱 更邛寺 苯波

412 德格县 益呷 更邛寺 苯波

413 德格县 泽仁欧珠 更邛寺 苯波

414 德格县 巴灯仁青 满金寺 苯波

415 德格县 白玛土登 满金寺 苯波

416 德格县 白玛泽翁 满金寺 苯波 堪布

417 德格县 奔巴泽仁 满金寺 苯波

418 德格县 比 多 满金寺 苯波

419 德格县 边泽 满金寺 苯波

420 德格县 旦珠 满金寺 苯波

421 德格县 洞张 满金寺 苯波

422 德格县 多吉 满金寺 苯波

423 德格县 根呷 满金寺 苯波

424 德格县 根绒降呷 满金寺 苯波

425 德格县 加错 满金寺 苯波

426 德格县 罗都 满金寺 苯波

427 德格县 达吉 满金寺 苯波

428 德格县 呷玛仁青 满金寺 苯波

429 德格县 冲加 满金寺 苯波

430 德格县 尼扎拥珠 满金寺 苯波

431 德格县 欧珠 满金寺 苯波

432 德格县 次村 满金寺 苯波

433 德格县 穷西 满金寺 苯波

434 德格县 仁青彭措 满金寺 苯波

435 德格县 生洛 满金寺 苯波

436 德格县 斯多 满金寺 苯波

437 德格县 四郎格乃 满金寺 苯波

438 德格县 西绕塔西 满金寺 苯波

439 德格县 细朱 满金寺 苯波 堪布

440 德格县 夏多 满金寺 苯波

441 德格县 显批 满金寺 苯波

442 德格县 银巴 满金寺 苯波

443 德格县 英珠尺来 满金寺 苯波

444 德格县 英珠他西 满金寺 苯波

445 德格县 英珠泽登 满金寺 苯波

446 德格县 拥珠达瓦 满金寺 苯波

447 德格县 拥珠罗布 满金寺 苯波

448 德格县 拥珠它西 满金寺 苯波

449 德格县 拥珠翁加 满金寺 苯波

450 德格县 拥珠泽仁 满金寺 苯波

451 德格县 扎西格来 满金寺 苯波

452 德格县 章珠 满金寺 苯波

453 德格县 珠峰泽翁 满金寺 苯波

454 德格县 庄巴 满金寺 苯波

455 德格县 珠普 满金寺 苯波

456 德格县 可勇 色措寺 苯波

457 德格县 达瓦洛追 色措寺 苯波

458 德格县 呷马尼麦 色措寺 苯波

459 德格县 仁青降村 色措寺 苯波

460 德格县 四郎伦珠 色措寺 苯波

461 德格县 亚玛 色措寺 苯波

462 德格县 友加 色措寺 苯波

463 德格县 泽仁益西 色措寺 苯波

464 德格县 它乡 曲欧寺 噶举

465 德格县 土登彭措 曲欧寺 噶举 堪布

466 德格县 白马曲批 曲欧寺 噶举

467 德格县 称更 曲欧寺 噶举

468 德格县 俄热 曲欧寺 噶举

469 德格县 古登 曲欧寺 噶举

470 德格县 郎家 曲欧寺 噶举

471 德格县 洛珠 曲欧寺 噶举

472 德格县 尼麦确当 曲欧寺 噶举

473 德格县 绕吉 曲欧寺 噶举

474 德格县 桑珠 曲欧寺 噶举

475 德格县 说巴 曲欧寺 噶举

476 德格县 土登达吉 曲欧寺 噶举

477 德格县 土呷 曲欧寺 噶举

478 德格县 西绕 曲欧寺 噶举

479 德格县 向扎 曲欧寺 噶举

480 德格县 呷马翁批 曲欧寺 噶举

481 德格县 谢多 曲欧寺 噶举

482 德格县 泽当 曲欧寺 噶举

483 德格县 泽仁桑珠 燃姑寺 宁玛

484 德格县 查俄 燃姑寺 宁玛 堪布

485 德格县 朋巴 燃姑寺 宁玛 堪布

486 德格县 阿达 燃姑寺 宁玛

487 德格县 昂俄 燃姑寺 宁玛

488 德格县 丹罗 燃姑寺 宁玛

489 德格县 旦真吉麦 燃姑寺 宁玛

490 德格县 洞松 燃姑寺 宁玛

491 德格县 俄珠 燃姑寺 宁玛

492 德格县 嘎格 燃姑寺 宁玛

493 德格县 格登 燃姑寺 宁玛

494 德格县 贡呷 燃姑寺 宁玛

495 德格县 交洛 燃姑寺 宁玛

496 德格县 鲁尼 燃姑寺 宁玛

497 德格县 曲多 燃姑寺 宁玛

498 德格县 四郎 燃姑寺 宁玛

499 德格县 松泽 燃姑寺 宁玛

500 德格县 所都 燃姑寺 宁玛

501 德格县 西洛 燃姑寺 宁玛

502 德格县 细珠 燃姑寺 宁玛

503 德格县 斯洛 燃姑寺 宁玛

504 德格县 吓穷 燃姑寺 宁玛

505 德格县 益绒 燃姑寺 宁玛

506 德格县 扎降 燃姑寺 宁玛

507 德格县 召它 燃姑寺 宁玛

508 德格县 巴波 燃姑寺 宁玛

509 德格县 呷西 燃姑寺 宁玛

510 德格县 泽西 燃姑寺 宁玛

511 德格县 昂登达 汪堆寺 萨迦

512 德格县 昂登真 汪堆寺 萨迦 民管会主任

513 德格县 达瓦罗绒 汪堆寺 萨迦

514 德格县 旦珠多吉 汪堆寺 萨迦

515 德格县 登真 汪堆寺 萨迦

516 德格县 丁丁 汪堆寺 萨迦

517 德格县 根秋夏 汪堆寺 萨迦

518 德格县 贡绒 汪堆寺 萨迦

519 德格县 古绒曲俄 汪堆寺 萨迦

520 德格县 哈加 汪堆寺 萨迦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