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崖壁上的一种装饰，可谓巧夺天工。每年农历四月初一
是达摩祖师的成佛日，届时，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丽
江的香客们汇聚而来，不惜长途跋涉甚至风餐露宿，以完
成转山活动为己愿。

哈达神牛
虽然达摩祖师是一位圣人，然而跟凡人一样需要工作，

图两口饭给身体补充体力，于是他帮一户人家耕田。他每
天辛勤工作，但只换来一小包米，不足以果腹。某天他跟
田里的牛说，如果他找其他人替他牵牛耕田，他就没有这
口饭吃，他就用说的方式直接指引牛耕作犁田，没有想到
这头牛真的听取他的吩咐。达摩祖师为了答谢牛自行转弯
耕田，为牛献上白色哈达围巾。从此之后，此牛的子子孙
孙的颈项都有白纹，有如圣洁的哈达。这种神牛下田前，
自动用牛角把犁挂在脖子上，灵性非一般。

千年银杏树
从其宗村出发，大约 20 分钟车程就会来到稻田。在

金色稻田旁边有这么的一颗高大的千年银杏树，树干需 6
个成年人才能形成合抱。这棵圣树有一个传说，相传直贡
噶举派第 2 世琼赞法王圆寂后，僧团要寻找转世灵童，但
一直找不到。经高僧卜卦，预示 3 个地方——西藏昌都、

“香巴拉藏文化国际康养小镇”是宇信国际集团创办
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与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活佛洛嘎仁波切合作的大健康文化旅游能量产
业。第二项目“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以金字
塔造型配合宇宙能量学的布局，设立香巴拉太阳时空仓以
提升能量气场，增强智慧。选择在香格里拉建设这座雄伟
的建筑物，因这里是属于灵性之地，加上拥有深厚的文化
历史底蕴的周边旅游景点，为这个项目增添更多能量色彩。

达摩祖师洞
维西县达摩祖师洞，藏语称为“达摩乃”，位于该县

塔城镇其宗村的达摩山顶。相传当年达摩祖师从印度云游
中国，走遍大江南北最后到此，见此地甚合佛心，便登上
天界山去，在洞中面壁修行 9 年在此圆寂，悟道成佛了。
至今，在洞中还印有祖师的影像，洞前的石板上还深深地
印着祖师“顿足成洼”的一双脚印。洞内灵塔中，葬有祖
师使用过的器皿、衣冠、拐杖等。清末，开始修建达摩祖
师洞外的经堂和僧舍，其样式为沿悬崖叠木而成，据说修
建过程历时 30 年，足见其艰险之状和虔诚之心。这种在
悬崖上建成的建筑，让人叹为观止。远远看去，仿佛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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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巴拉，又译为香格里拉，意为特安乐，是佛教所
说的神话世界，也是藏传佛教时轮教法（藏传佛

教无上密宗是 独具特色的大法）的发源地。
据《 香巴拉的传说 》记载：时轮法从第一任国王

创制以来就不曾外传！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有 1,000 年
左右。到了公元 11 世纪时，有位学者名叫孜鲁班智达，
忧心人民及文化受到摧残，心情十分 悲哀。一日在神明
面前，殷重祈求。竟蒙神示，指出有一圣地名叫香巴拉，
并指点他行走的路径，孜鲁班智达得到指示之后，便随
着出外贸易的商人出海找寻。

有一天船只经过一座小岛，船只靠岸补充水及必需
品，孜鲁班智达上岸入山散步不小心迷路了，正在心慌
之际，看到一个人，那个人问孜鲁班智达说：“你打算
到哪里去呢？”孜鲁班智达回答：“我想前往香巴拉王国，
据说那里有无上的知识，有安居乐业的人民及贤明的君

王。我想到那儿求取可以解决我的国家苦难的方法。”
那个人告诉孜鲁班智达，那个地方很难到达，为何不在
此地来求取这种知识呢？孜鲁班智达一听，恍然大悟， 
前面正是香巴拉国王，于是上前顶礼，祈求奥秘。得到
香巴拉国王的秘密教授（时轮法）。回到印度之后，便
大量教授学生，这是香巴拉的传说及密学传入印度之始。

香巴拉这样一个美妙的极乐世界是否真正存在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 甚至在 1933 年，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一部名为《消失的地平
线》的书，书中有一个名叫“蓝月”的狭长山谷。这个
山谷是位于山谷高崖处的名叫“香格里拉”的汉藏合璧
且兼有天主教印记的喇嘛寺，以及山谷尽头一座叫做“卡
拉卡尔”的标准金字塔形状的雪山。书中这个隐秘的小
世界后来被人们统称为“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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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时空生基   启动生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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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格 里 拉

蓝琉璃时空生基 ® 功能：
1. 有助改善身心、健康快乐
2. 有助提升智慧、创意自信
3. 有助加强人缘、婚姻家庭
4. 有助增强财运、荣华富贵
5. 有助增旺事业、生意兴隆
6. 有助稳定情绪、帮助睡眠

香巴拉藏文化宝地
蕴藏能量景点 净化身心灵

被誉为“人间最后净土”的香格里拉，源
源不绝的能量，从能量中心衍生出去，周遭的
自然景物都被赋予了神奇的能量，陳幸堅博士
到访后发掘了这块瑰宝，致力打造成能量输出
站，更带超过千多位来自海内外人士前往香格
里拉能量游学之旅，让更多人感受能量之地的
磁场，净化身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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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和云南拉普。外出寻访的僧侣们根据高僧的指示
把 3 颗具有灵气的银杏种子，分别种在这 3 个地方。3 年后，
僧侣们前往检查，唯独位于云南拉普启别村的银杏种子破
土萌芽，已成一棵小树，便在这里寻找到灵童，并成功在
此确认转世灵童为直贡噶举派第 3 世法王。自此，人们便
将此树视为圣树，千百年来，倍加呵护，而且还会举办盛
大的祭祀活动。

鸟不停稻田
话说，有一对老夫妇老来得子，诞下了一个非常聪明

的小男孩。小孩 3 岁时，就显现了他聪慧的一面。某天，
父亲吩咐他到田里顾田，这个小孩站在稻田旁，对着天空说：
“小鸟小鸟，这是我爸爸辛苦耕种的稻田，请你不要飞进
来破坏，不然爸爸会惩罚我的。”过后，他拿着棍子画线
圈地稻田，他圈的范围非常大。这个稻田范围似乎有灵气，
真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约 1,000 年，没有一只鸟飞
入这个稻田范围，所以无需安放稻草人驱赶小鸟，因此就
给这个稻田取名为鸟不停稻田。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被
确认的转世灵童直贡噶举派第 2 世琼赞法王。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陳幸堅博士说，他

曾站在稻田旁，经他一整天观察，确实没有一只鸟飞进来。
五六个公里以外的稻田都有稻草人，唯独鸟不停稻田没有。
他曾带 1,000 人参访这个圣地，有些人前来参访超过 4 次，
因为这里是一个圣地，具有很强能量的地方，去的次数越
多增强正能量的几率就越高。

他说，稻田旁边建设一间 5 星级酒店，入住率非常高，
每间房间的价格是从 2,000 人民币起跳，而且不是你有钱
就可以住下，因为这间酒店常年被人包下，这里是很多艺
术创作家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

天界山水帘洞
当我们看到“水帘洞”三字，很自然让我们联想到由

开天辟地以来的仙石孕育而生的孙悟空，它带领群猴进入
水帘洞而成为众猴之王，尊为 “美猴王”。今天介绍大家
的水帘洞与孙悟空没有任何关系。天界山水帘洞是藏族朝
拜圣地，藏语“赤格姆”意为清澈透亮白水洞。很久以前，
达摩祖师与八仙过海众仙云游至此，在洞口岩壁留下隐身
像。近代文人墨客到此观赏壮观瀑布恰似西游记的花果山
水帘洞，故此命名为“水帘洞”。
相传当年吐蕃守桥军士藏匿金
银财宝于此，故“水帘洞”又
被称为“藏金洞”。洞口的一
块巨石上有一组明显纹路，据
说是藏金地图。水帘洞水质纯
净无杂质，经检测是优质卫生
的安全饮用水源。古时缺医少
药，人们感到不适便到此取水
消除疾病。大家喝了几口山水，
那绝对是最自然甘甜的味道。

神秘的香巴拉王国

天界山水帘洞

千年银杏树

鸟不停稻田

达摩祖师洞

哈达神牛

陳幸堅博士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亚太区能量科技首席咨询顾问

在藏传佛教中，香巴拉王国

是一片理想中的人间净土。 香巴拉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