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的大能量中心

顶轮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建设在地球
的大能量中心，也就是地球的顶轮，它具有稳
定、平衡、觉悟的灵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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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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格里拉建立的全球首创“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
馆”和“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之间虽隔

了三重山，但都同处于天界山脉。除了拥有文化历史底蕴
深厚的周边历史文化景点和地理磁场外，这片净土更是获
得世界顶轮中心以及藏传佛教四大神山的加持。在这样一
个好山好水好能量的地方设立时空生基 ®，是一个难能可
贵的机会，把人体 DNA 放入时空金字塔内，让你在一秒
钟内启动能量，开启生命奇迹。

人体有 7 个脉轮，地球也有 7 个脉轮点，看看我们身
边的大自然，我们不得不惊叹它的原始美和节奏。地球是
一个自觉和充满活力的生命实体，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
奏出精心和谐和不断演变的交响乐。世界顶轮中心（第七
脉轮）位于西藏的冈仁波齐山峰（凯拉斯山脉），这座山
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最神圣的山。

第七脉轮传送地球的目的或真实意愿，如果我们把
世界看做一个建筑师，在建设一个全球性的不朽建筑，那
么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厦蓝图正在不断从凯拉斯山脉释放出
来。将顶轮跟其他脉轮的音符合成一种力量，就可以重建
新的世界。

藏传佛教四大神山有西藏的冈仁波齐峰、云南梅里雪
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和尕朵觉沃，每年吸引不少信众前往
朝拜神山，而朝拜神山是需要气魄与体力，那是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信仰。

西藏冈仁波齐峰

冈仁波齐山是世界公认的神山，同时被印度教、藏传
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
冈仁波齐并非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是只有它终年积雪
的峰顶能够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夺人眼目。
加上特殊的山形与周围的山峰迥然不同，让人不得不充满
宗教般的虔诚与惊叹。据说佛教中最著名的须弥山也就是
指它，是川藏线上最出名的神山。 

几个世纪以来，冈仁波齐山一直是朝圣者和探险家心
目中的神往之地，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登上这座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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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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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四大神山
神圣能量 滋润大地

人体七脉轮，地球也有七脉轮，其中被誉为“人间最后净土”的世界顶轮中心，就降在世界公
认的神山——西藏冈仁波齐峰，其蕴含的纯净能量之强大，超乎想象！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凭借他的修行及慧眼，找到这片净土并加以发展，希望能推
广当地人的经济，更能开通这条能量之路，让有缘人也能通过时空生基 ®，达成愿望！

香格里拉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位于一个无法复制的风水

宝地，其富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
的周边历史文化景点、拥有无限
大增值潜能的地理磁场 10 大特
点，还有世界顶轮中心和藏传佛
教四大神山的磁场环绕，试想想
在该博物馆内的蓝琉璃时空仓安
置时空生基 ®，只需把个人 DNA

放入宇信深海能量石金字塔，在
这个非常优秀的磁场环境里无时
无刻吸收宇宙能量共振到人体，
一秒钟内提升能量的形气神，为
你创造源源不绝的好运气，增强
磁场运气、财气福气、人缘智
慧、健康和家庭婚姻等好处。世
界上仅此的时空生基 ® 就在香格
里拉！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内的蓝琉璃时空仓
拥有的 50,000 个单位，只要把时空金字塔放入这些时
空仓内，每时每刻都可以汲取源源不绝的高 素质能量。

香格里拉风水宝地
时空生基 ® 启动不绝能量

或者说至今还没
有人胆敢触犯这
座世界的中心。
旅行者把目光投
向这块圣洁之地
不过是最近几年
才有的事，不过
人数依然不多，
这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据说，希特勒曾亲自下令，让以纳粹“冲锋队”成员
海因里希·哈勒为首的 5 名党卫军分子和纳粹分子秘密前
往西藏，去寻找一个名为沙姆巴拉的神秘地方，而沙姆巴
拉推测就是在冈仁波齐。据传说，那里隐藏着地球轴心，
希特勒顽固地坚信，如果把世界轴心转到相反的方向，就
可以使时光倒流，让纳粹德国回到不可一世的 1939 年，
还可以改正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而根据有关沙姆巴拉的传说，地球轴心蕴含着巨大的
能量，根本无法靠近。正因为如此，沙姆巴拉在神话中才
被认为是控制全世界的中心。谁接触过它，谁就不仅能成
为时间的主人，还将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获得生物保护
场。不仅如此，还有传说称，沙姆巴拉的能量可令人长生
不死。对此深信不疑的希特勒甚至计划在找到传说中的世
界轴心后，向西藏空投几千名空降兵，以组建一支 “不死
军团”。

云南梅里雪山 

梅里雪山是云南省最高的山峰，从海拔 5,500 米往下
延伸至 2,700 米的森林地带，是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
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著名的澜沧江大峡谷位于梅里雪山
下，长 150 公里，从江面到山顶的海拔高差为 4,734 米，
蔚为壮观。卡瓦格博峰藏语为“雪山之神”，传说原是九
头十八臂的煞神，后被莲花生大师教化，皈依佛门，做了
千佛之子格萨尔王麾下一员骠悍的神将，梅里雪山也由此
成了藏传佛教的朝圣地。 

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的高耸挺拔之美以及在宗
教中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旅游者和登
山者。然而，从二十世纪初至今的历次大规模登山活动
无不是以失败告终。因此，梅里雪山至今仍是处女峰。

卡瓦格博和其周围诸峰，虽称“十三峰”，但语
意是取“十三”这个藏语里的吉祥数，其实不是准确的
十三个雪峰，而是较多山峰的统称。诸峰中较有名的有
面茨姆峰、吉娃仁安峰、布迥松阶吾学峰、玛兵扎拉旺
堆峰、粗归腊卡峰、说拉赞归面布峰。其中线条优美的
面 茨 姆 峰， 意
为“大海神女”，
位于卡瓦格博
峰 南 侧。 传 说
中， 此 峰 为 卡
瓦格博峰之妻。
卡瓦格博随格
萨尔王远征恶
罗 海 国， 恶 罗
海国想蒙蔽他
们， 将 面 茨 姆
假意许配给卡瓦格博，不料卡瓦格博与面茨姆互相倾心，
永不分离。又有人传说面茨姆为玉龙雪山之女，虽为卡
瓦格博之妻，却心念家乡，面向家乡。雪峰总有云雾缭绕，
人们称其为面茨姆含羞而罩的面纱。

青海阿尼玛卿山 

阿尼玛卿山亦称玛积雪山，是昆仑山系支脉，位
于青海省果洛藏族州玛沁县西北部。山体平均高度海拔
5,000-6,000 米，山顶起伏不大，主峰玛卿岗日，海拔
6,282 米，终年积雪。藏语“玛卿”是黄河源头最大的山
之意。现在阿尼玛卿雪山已经成了理想的登山场地，是
初级登山者的最佳训练营地之一。环山一周能看到许多
神奇的自然景象，游阿尼玛卿山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旅游。

传说阿尼玛卿山神是活山神沃德的第四个儿子，沃

德为了拯救藏区百
姓，使他们解脱灾
难，能过上安居乐
业的日子，派老四
到安多消灭妖魔，
降伏猛兽，惩办坏
人，使百姓过上幸
福祥和的日子，后
来老四与其父沃德
巩甲相会时，修建的九层白玉琼楼变成了阿尼玛卿山神。

阿尼玛卿山有如此大的神威，自然成为朝拜之地。遇
到灾难，他们总要呼唤阿尼玛卿，盼望法力无边的山神伸
以援手。佳节时分，人们拿出柏香、炒面、酥油，给山神
煨桑敬礼。

青海尕朵觉沃 

整个尕朵觉沃是由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山峰组成的群山
体，主峰海拔 5,470 米，平均海拔 4,900 米。其主峰山势
雄伟、险峻，其他山峰则十分象形，奇特的山形似鬼斧神
工，造就了无数美丽的传说。尕朵觉沃意为“上康区主神”，
它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供奉的藏区神山之一，是长江流域
众多神山之王，是造福玉树地区的非凡神山，也是传说中
的英雄格萨尔王祭妃的神灵。传说，“尕朵觉沃”是一位
智勇双全的大将军，他统率着将士们捍卫美丽富饶的“多
堆”，使人们安居乐业，人畜两旺。

尕朵觉悟（也做尕朵觉沃），藏语又称“觉悟夏尕”，
意为“白圣客”，传
说中一位智勇双全的
将军，其周围 28 座
山峰分别是他的 7 位
战 将，7 位 神 医，7
位铸剑师，7 位裁缝
师，还有他的奶奶、
子女等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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