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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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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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新龙县 尼麦其扎 尼古寺 宁玛

842 新龙县 尺乃勒珠 尼古寺 宁玛

843 新龙县 呷绒罗真 尼古寺 宁玛

844 新龙县 赤乃降措 尼古寺 宁玛

845 新龙县 尼玛泽日 尼古寺 宁玛

846 新龙县 松吉客他 尼古寺 宁玛

847 新龙县 阿布多吉 尼古寺 宁玛

848 新龙县 松吉降措 尼古寺 宁玛

849 新龙县 曲里 尼古寺 宁玛

850 新龙县 拉勒 尼古寺 宁玛

851 新龙县 赤泽降措 尼古寺 宁玛

852 新龙县 日多 尼古寺 宁玛

853 新龙县 多吉 尼古寺 宁玛

854 新龙县 呷绒四龙 尼古寺 宁玛

855 新龙县 赤称 尼古寺 宁玛

856 新龙县 玖巴 尼古寺 宁玛

857 新龙县 扎西降措 尼古寺 宁玛

858 新龙县 根秋登子 甲依寺 苯波 寺管会主任

859 新龙县 罗卜翁加 甲依寺 苯波 寺管会副主任

860 新龙县 波觉 甲依寺 苯波

861 新龙县 赤乃 甲依寺 苯波

862 新龙县 多吉泽仁 甲依寺 苯波

863 新龙县 贡布邓珠 甲依寺 苯波

864 新龙县 尼马泽翁 甲依寺 苯波

865 新龙县 四龙翁灯 甲依寺 苯波

866 新龙县 所白 甲依寺 苯波

867 新龙县 益呷 甲依寺 苯波

868 新龙县 登子翁须 甲依寺 苯波

869 新龙县 益西 甲依寺 苯波

870 新龙县 英忠尼马 甲依寺 苯波

871 新龙县 拥忠泽仁 甲依寺 苯波

872 新龙县 扎西彭措 甲依寺 苯波

873 新龙县 志玛泽翁 甲依寺 苯波

874 新龙县 龙卡 阿呷寺 宁玛

875 新龙县 仁孜尼玛 阿呷寺 宁玛

876 新龙县 阿果 阿呷寺 宁玛

877 新龙县 白马泽仁 阿呷寺 宁玛

878 新龙县 四龙赤称 阿呷寺 宁玛

879 新龙县 多吉登孜 阿呷寺 宁玛

880 新龙县 七里 阿呷寺 宁玛

881 新龙县 根秋巴登 阿呷寺 宁玛

882 新龙县 更登 阿呷寺 宁玛

883 新龙县 更登 阿呷寺 宁玛

884 新龙县 阿勇 阿呷寺 宁玛

885 新龙县 四龙仁孜 阿呷寺 宁玛

886 新龙县 泽日 阿呷寺 宁玛

887 新龙县 英忠泽翁 阿呷寺 宁玛

888 新龙县 阿曲 阿呷寺 宁玛

889 新龙县 阿多 阿呷寺 宁玛

890 新龙县 次乃 阿呷寺 宁玛

891 新龙县 格绒 阿呷寺 宁玛

892 新龙县 降泽 阿呷寺 宁玛

893 新龙县 更秋灯子 阿呷寺 宁玛

894 新龙县 呷绒 阿呷寺 宁玛

895 新龙县 扎西 阿呷寺 宁玛

896 新龙县 齐麦 阿呷寺 宁玛

897 新龙县 所科 阿呷寺 宁玛

898 新龙县 昂汪降泽 阿呷寺 宁玛

899 新龙县 松吉扎西 阿呷寺 宁玛

900 新龙县 松杰 阿呷寺 宁玛

901 新龙县 安加 呷绒寺 宁玛

902 新龙县 巴登泽仁 呷绒寺 宁玛

903 新龙县 巴金 呷绒寺 宁玛

904 新龙县 白马次勒 呷绒寺 宁玛

905 新龙县 白马多吉 呷绒寺 宁玛

906 新龙县 错西 呷绒寺 宁玛

907 新龙县 俄热多吉 呷绒寺 宁玛

908 新龙县 根秋多吉 呷绒寺 宁玛

909 新龙县 甲拥尼玛 呷绒寺 宁玛

910 新龙县 尼哈 呷绒寺 宁玛

911 新龙县 尼马 呷绒寺 宁玛

912 新龙县 四龙多加 呷绒寺 宁玛

913 新龙县 所达 呷绒寺 宁玛

914 新龙县 他巴降泽 呷绒寺 宁玛

915 新龙县 雄根 呷绒寺 宁玛

916 新龙县 血绕益西 呷绒寺 宁玛

917 新龙县 益西降措 呷绒寺 宁玛

918 新龙县 泽翁灯子 呷绒寺 宁玛

919 新龙县 泽下 呷绒寺 宁玛

920 新龙县 志麦益西 呷绒寺 宁玛

921 理塘县 曲登 黑达寺 宁玛 堪布（民管会主任）

922 理塘县 汪沙多吉 黑达寺 宁玛

923 理塘县 洛桑 黑达寺 宁玛

924 理塘县 巴登降措 黑达寺 宁玛

925 理塘县 多吉泽仁 黑达寺 宁玛

926 理塘县 白玛翁青 黑达寺 宁玛

927 理塘县 龙多尼玛 黑达寺 宁玛

928 理塘县 戈扎泽仁 黑达寺 宁玛

929 理塘县 呷绒丁真 黑达寺 宁玛

930 理塘县 益西多吉 黑达寺 宁玛

931 理塘县 斯郎俄热 黑达寺 宁玛

932 理塘县 洛真 黑达寺 宁玛 经师

933 理塘县 泽仁公布 黑达寺 宁玛

934 理塘县 桑登班九 黑达寺 宁玛

935 理塘县 郎卡多吉 黑达寺 宁玛

936 理塘县 降村巴俄 黑达寺 宁玛

937 理塘县 翁加 黑达寺 宁玛

938 理塘县 达吉 江久寺 格鲁

939 理塘县 脚呷 江久寺 格鲁

940 理塘县 高绒罗布 江久寺 格鲁

941 理塘县 斯郎降措 江久寺 格鲁

942 理塘县 郎加次乃 江久寺 格鲁

943 理塘县 彭措 江久寺 格鲁

944 理塘县 丁珍次乃 江久寺 格鲁

945 理塘县 格绒仁青 江久寺 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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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理塘县 降央单真 江久寺 格鲁 民管会主任

947 理塘县 扎西泽仁 江久寺 格鲁

948 理塘县 旺青 江久寺 格鲁

949 理塘县 伍金泽仁 江久寺 格鲁

950 理塘县 次称多吉 江久寺 格鲁

951 理塘县 格绒 江久寺 格鲁 格西（民管会副主任）

952 理塘县 洛绒彭措 江久寺 格鲁

953 理塘县 青麦曲珠 苯波寺 苯波 格西

954 理塘县 次村绒布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55 理塘县 仁真翁修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56 理塘县 曲美仁真 苯波寺 苯波

957 理塘县 拥珠降措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58 理塘县 洛绒泽仁 苯波寺 苯波

959 理塘县 西让 苯波寺 苯波 经师

960 理塘县 白玛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61 理塘县 阿加 苯波寺 苯波 堪布

962 理塘县 阿洛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63 理塘县 郎加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64 理塘县 所扎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65 理塘县 扎扎 苯波寺 苯波 翁则

966 理塘县 珍他 彭措岭寺 格鲁 翁则

967 理塘县 阿珍 彭措岭寺 格鲁

968 理塘县 四郎曲批 彭措岭寺 格鲁 经师

969 理塘县 曲批 彭措岭寺 格鲁

970 理塘县 四郎曲批 彭措岭寺 格鲁 经师

971 理塘县 降措 彭措岭寺 格鲁

971 理塘县 降措 彭措岭寺 格鲁

972 理塘县 共呷 彭措岭寺 格鲁

973 理塘县 洛绒泽仁 俄日寺 格鲁 经师

974 理塘县 洛真珠 俄日寺 格鲁

975 理塘县 泽仁桑登 俄日寺 格鲁 格贵

976 理塘县 丹巴降措 俄日寺 格鲁 格贵

977 理塘县 洛绒达吉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78 理塘县 泽仁扎西 俄日寺 格鲁 经师

979 理塘县 志玛它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80 理塘县 昂旺泽仁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81 理塘县 曾他 俄日寺 格鲁

982 理塘县 洛绒降央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83 理塘县 洛降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84 理塘县 洛绒泽旺 俄日寺 格鲁 格贵

985 理塘县 土登 俄日寺 格鲁

986 理塘县 降白 俄日寺 格鲁 翁则

987 理塘县 麦郎 俄日寺 格鲁 格贵（民管会主任）

988 巴塘县
甲纳巴·十四

世江南
竹瓦寺 宁玛 活佛

989 巴塘县 扎西 竹瓦寺 宁玛

990 巴塘县 白登 竹瓦寺 宁玛

991 巴塘县 日真 竹瓦寺 宁玛

992 巴塘县 绕呷 竹瓦寺 宁玛

993 巴塘县 伍金 竹瓦寺 宁玛

994 巴塘县 四郎曲扎 竹瓦寺 宁玛

995 巴塘县 曲批 竹瓦寺 宁玛

996 巴塘县 绕呷 竹瓦寺 宁玛

997 巴塘县 冲仁真 竹瓦寺 宁玛

998 巴塘县 白玛罗追 竹瓦寺 宁玛

999 巴塘县 丁巴次仁 竹瓦寺 宁玛

1000 巴塘县 伍金居勉 竹瓦寺 宁玛

1001 巴塘县 格绒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02 巴塘县 居勉曲批 竹瓦寺 宁玛

1003 巴塘县 扎西 竹瓦寺 宁玛

1004 巴塘县 白玛曲扎 竹瓦寺 宁玛

1005 巴塘县 曲英 竹瓦寺 宁玛

1006 巴塘县 甲措 竹瓦寺 宁玛

1007 巴塘县 格绒 竹瓦寺 宁玛

1008 巴塘县 居勉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09 巴塘县 白玛次登 竹瓦寺 宁玛

1010 巴塘县 甲措 竹瓦寺 宁玛

1011 巴塘县 曲英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12 巴塘县 次称 竹瓦寺 宁玛

1013 巴塘县 白玛曲批 竹瓦寺 宁玛

1014 巴塘县 居勉次仁 竹瓦寺 宁玛

1015 巴塘县 次仁罗布 竹瓦寺 宁玛

1016 巴塘县 汪吉 竹瓦寺 宁玛

1017 巴塘县 格桑次仁 竹瓦寺 宁玛

1018 巴塘县 斯郎 竹瓦寺 宁玛

1019 巴塘县 桑格 竹瓦寺 宁玛

1020 巴塘县 吉村 竹瓦寺 宁玛

1021 巴塘县 伍金次仁 竹瓦寺 宁玛

1022 巴塘县 曲扎 竹瓦寺 宁玛

1023 巴塘县 达哇 竹瓦寺 宁玛

1024 巴塘县 居勉 竹瓦寺 宁玛

1025 巴塘县 居勉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26 巴塘县 珠扎 竹瓦寺 宁玛

1027 巴塘县 珠扎 竹瓦寺 宁玛

1028 巴塘县 扎西 竹瓦寺 宁玛

1029 巴塘县 阿白 竹瓦寺 宁玛

1030 巴塘县 阿伯 竹瓦寺 宁玛

1031 巴塘县 邓真 竹瓦寺 宁玛

1032 巴塘县 次仁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33 巴塘县 尼玛扎西 竹瓦寺 宁玛

1034 巴塘县 伍金日真 竹瓦寺 宁玛

1035 巴塘县 邓珠 竹瓦寺 宁玛

1036 巴塘县 曲扎 竹瓦寺 宁玛

1037 巴塘县 土登 竹瓦寺 宁玛

1038 巴塘县 格绒 竹瓦寺 宁玛

1039 巴塘县 修批 竹瓦寺 宁玛

1040 巴塘县 扎西邓珠 竹瓦寺 宁玛

1041 巴塘县 尼玛吉村 竹瓦寺 宁玛

1042 巴塘县 次仁扎西 竹瓦寺 宁玛

1043 巴塘县 丁真 竹瓦寺 宁玛

1044 巴塘县 扎西吉村 竹瓦寺 宁玛

1045 巴塘县 居勉多吉 竹瓦寺 宁玛

1046 巴塘县 冲仁真 竹瓦寺 宁玛

1047 巴塘县 扎西 彭吉林寺 宁玛

1048 巴塘县 扎西冲 彭吉林寺 宁玛

1049 巴塘县 扎西格乃 彭吉林寺 宁玛

1050 巴塘县 扎西冷珠 彭吉林寺 宁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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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巴塘县 扎西曲措 彭吉林寺 宁玛

1052 巴塘县 扎西翁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53 巴塘县 旺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54 巴塘县 翁灯 彭吉林寺 宁玛

1055 巴塘县 翁珠 彭吉林寺 宁玛

1056 巴塘县 五金曲珍 彭吉林寺 宁玛

1057 巴塘县 伍金拉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58 巴塘县 伍金曲珍 彭吉林寺 宁玛

1059 巴塘县 西饶 彭吉林寺 宁玛

1060 巴塘县 泽仁曲批 彭吉林寺 宁玛 堪布

1061 巴塘县 四郎丁真 彭吉林寺 宁玛

1062 巴塘县 四郎旺修 彭吉林寺 宁玛

1063 巴塘县 四郎志玛 彭吉林寺 宁玛

1064 巴塘县 松安 彭吉林寺 宁玛

1065 巴塘县 索巴 彭吉林寺 宁玛

1066 巴塘县 降措 彭吉林寺 宁玛

1067 巴塘县 卡西 彭吉林寺 宁玛

1068 巴塘县 拉玛扎西 彭吉林寺 宁玛

1069 巴塘县 冷珠 彭吉林寺 宁玛

1070 巴塘县 普巴泽仁 彭吉林寺 宁玛 堪布

1071 巴塘县 曲乃 彭吉林寺 宁玛

1072 巴塘县 仁真 彭吉林寺 宁玛

1073 巴塘县 次乃泽翁 彭吉林寺 宁玛

1074 巴塘县 次仁 彭吉林寺 宁玛

1075 巴塘县 次仁翁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76 巴塘县 丁真降措 彭吉林寺 宁玛

1077 巴塘县 多吉泽仁 彭吉林寺 宁玛

1078 巴塘县 呷玛仁青 彭吉林寺 宁玛

1079 巴塘县 格绒冷珠 彭吉林寺 宁玛

1080 巴塘县 格桑拉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81 巴塘县 格桑拉西 彭吉林寺 宁玛

1082 巴塘县 扎西泽仁 彭吉林寺 宁玛

1083 巴塘县 次仁翁泽 彭吉林寺 宁玛 翁则

1084 巴塘县 阿称 彭吉林寺 宁玛

1085 巴塘县 阿多 彭吉林寺 宁玛

1086 巴塘县 阿格 彭吉林寺 宁玛

1087 巴塘县 阿桑 彭吉林寺 宁玛

1088 巴塘县 白玛仁真 彭吉林寺 宁玛

1089 巴塘县 本修 彭吉林寺 宁玛

1090 巴塘县 布多 彭吉林寺 宁玛

1091 巴塘县 冲丁真 彭吉林寺 宁玛

1092 巴塘县 次仁翁姆 彭吉林寺 宁玛

1093 巴塘县 银巴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4 巴塘县 扎西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5 巴塘县 扎西达哇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6 巴塘县 扎西吉村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7 巴塘县 桑批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8 巴塘县 日青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099 巴塘县 仁青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格西

1100 巴塘县 热巴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1 巴塘县 平初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2 巴塘县 彭措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民管会主任、堪苏

1103 巴塘县 洛追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4 巴塘县 贡西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民管会副主任、格西

1105 巴塘县 贡波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6 巴塘县 格松甲措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7 巴塘县 多吉恩珠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8 巴塘县 阿追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09 巴塘县 阿批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0 巴塘县 达哇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1 巴塘县 达吉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经师

1112 巴塘县 达哇绒波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3 巴塘县 达瓦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4 巴塘县 当扎刀登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5 巴塘县 丁真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6 巴塘县 多吉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7 巴塘县 多吉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格西

1118 巴塘县 丁真甲措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19 巴塘县 益西 土登尼夏林寺 格鲁

1120 乡城县 阿郎批 曲批岭寺 格鲁

1121 乡城县 昂曲批 曲批岭寺 格鲁

1122 乡城县 昂翁丁真 曲批岭寺 格鲁

1123 乡城县 白玛赤列 曲批岭寺 格鲁

1124 乡城县 布左 曲批岭寺 格鲁

1125 乡城县 丹巴 曲批岭寺 格鲁

1126 乡城县 邓珠 曲批岭寺 格鲁

1127 乡城县 丁真 曲批岭寺 格鲁

1128 乡城县 四郎多吉 曲批岭寺 格鲁

1129 乡城县 俄绒 曲批岭寺 格鲁

1130 乡城县 格绒多吉 曲批岭寺 格鲁

1131 乡城县 格绒仁真 曲批岭寺 格鲁

1132 乡城县 罗布 曲批岭寺 格鲁

1133 乡城县 罗布 曲批岭寺 格鲁

1134 乡城县 罗绒赤称 曲批岭寺 格鲁 格西

1135 乡城县 罗绒丁真 曲批岭寺 格鲁

1136 乡城县 洛绒格列 曲批岭寺 格鲁

1137 乡城县 洛绒益西 曲批岭寺 格鲁

1138 乡城县 尼玛 曲批岭寺 格鲁

1139 乡城县 热波 曲批岭寺 格鲁

1140 乡城县 四郎泽仁 曲批岭寺 格鲁 格贵

1141 乡城县 四郎扎西 曲批岭寺 格鲁 格西

1142 乡城县 扎西 曲批岭寺 格鲁

1143 乡城县 扎西泽仁 曲批岭寺 格鲁 堪布

1144 乡城县 扎珠 曲批岭寺 格鲁

1145 乡城县 左左 曲批岭寺 格鲁

1146 稻城县 罗绒灯真 扎古寺 噶举

1147 稻城县 格绒多灯 扎古寺 噶举

1148 稻城县 罗绒次称 扎古寺 噶举

1149 稻城县 仁真曲批 扎古寺 噶举

1150 稻城县 罗绒桑灯 扎古寺 噶举

1151 稻城县 罗绒灯朱 扎古寺 噶举

1152 稻城县 罗绒多 扎古寺 噶举

1153 稻城县 扎破 扎古寺 噶举

1154 得荣县 西绕吉村 得龚寺 噶举

1155 得荣县 昂伍 得龚寺 噶举

1156 得荣县 白玛 得龚寺 噶举

1157 得荣县 次仁罗布 得龚寺 噶举

1158 得荣县 次仁扎西 得龚寺 噶举

1159 得荣县 达瓦 得龚寺 噶举

1160 得荣县 达瓦次仁 得龚寺 噶举

1161 得荣县 呷玛次能 得龚寺 噶举

1162 得荣县 呷玛丁真 得龚寺 噶举

1163 得荣县 呷玛丁珍 得龚寺 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