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多位活佛转世，他们喝的水都来自其宗神泉。
陈博士每次带团来到这里，一定会建议团友携带一瓶

其宗神泉水回家，这是一瓶珍贵的水，可以用来抹神台、
抹菩萨金身，小朋友受到惊吓时，可以让他们喝一点神水
压压惊，日常喝神泉水能净化心灵。

达摩祖师洞来远寺
明末清初，当地的僧俗群众在祖师面壁处依山就势，

凿石穿木，依洞筑成经堂和禅房。清代，在祖师洞下的南
侧修建达摩寺，又在北侧修建来远寺。至此，祖师洞、达
摩寺与来远寺，三足鼎立，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达
摩祖师洞在历史上几经毁坏而又重修，人们始终把此当作
一个佛教朝拜圣地。香客们常进行转山活动，路线以洞口
为起点绕山顶一周，路程约 3 公里。因转山活动历来已久，
已形成转山的小径。相传每年农历四月初一是达摩祖师的
成佛日，届时，不少香客汇聚而来，以完成转山活动为己愿。
现今的达摩祖师洞，是 1980 年以后由省、州、县三级人
民政府拨款、信徒们捐款而重建的。1984 年 8 月，祖师
洞左侧山顶重建的来远寺竣工，达摩祖师洞的香火又旺盛
起来。

迪庆州三大国家森林公园之一，是云南著名景点之一。园
内景色宜人，各色的野花，各种的野果，随处可见，这里
风光集险、奇、秀、美于一体，还可以在野外观看到滇金
丝猴，是维西县原始生态被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滇金
丝猴是世界上居住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与大熊猫一样
被誉为中国国宝。作为中国特有的世界级珍稀濒危动物，
其地理分布区不到大熊猫的十分之一，数量约 800-1,000
只左右。滇金丝猴体型粗壮，取食云杉、冷杉等针叶树的
嫩芽及松萝、竹笋等。

其宗神泉
其宗神泉，又称为母亲河是云南香格里拉旅游西大环

路线的核心景点之一，也是当地藏族人民的朝圣之地。它
位于其宗村金沙江的西岸，但是从源头到与金沙江入口处
流程仅 150 米，当地人称之为是世界上最短的河流。虽然
名字里有个泉，说它是河流也不为过。它距其宗村约 400
米，泉水流量大，一泻而下，声音震耳欲聋。在藏族的文
化中 经常饮用的泉水往
往会被藏民们尊称为神
泉，他们还会用不同的
方式去祭奠朝圣。

据闻其宗神泉是由
禅宗二十八代达摩祖师
“开发”的。某天他经
过这一带，感觉口渴，
他心想：如果有一口水
喝，该多好啊！当他把
背在身上的模具放下后，
突然地下冒出水来，形
成河流。这个地方也叫
放下文化。其宗村共有

 10.04.2021  I 星期六 I  25报导  I  摄影 / 资料由商家提供

上一期，我们让大家认识了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 5
个旅游景点，即达摩祖师洞、哈达神牛、千年银杏树、

鸟不停稻田和天界山水帘洞。这一期我们继续介绍另 5 个
景点，藏族玛尼石文化、活佛村、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其
宗神泉和达摩祖师洞来远寺，继续了解这些无法被复制的
珍贵资产。

藏族玛尼石文化
在藏族的眼里，高原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性，一旦

刻上经文和佛像，那就更是神灵之物。它们能给勇者智慧，
给善良者快乐，给懦弱者坚强，给勤奋者收获，因而玛尼
石便成为藏族的精神寄托，也承载了时间所有最美好的祝
福。达摩祖师洞转经道内共有 157 堆玛尼石刻，其中 108
堆积中在玛尼石经谷，49 堆分散在转经道沿途，总计 8,095
块。整个转经道内共有 51 个摩崖石刻点，共计 215.39 平
方米。达摩祖师洞石刻堆有藏文、梵文和汉文三种，内容
主要是经文咒语，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经》、《金
刚经》和六字真言，还有记事和村规民约等内容。造像石
刻内容主要是佛、菩萨、护法神、山神、高僧大德等，都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宇信国际集团
YXI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221225)

No, 23, Jalan Puteri 7/15, The Cube,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www.yxinenergy.com

详情请联络以下地区宇信星级代理 :

1) Jackie（柔佛） +6012-218 5145
2) Mardin Khoo（怡保） +6019-859 4134 
3) William Cheng（怡保） +6017-579 3228 
4) Jack 柯为杰（槟城） +6010-368 2766 
5) Racheal Ng 黄老师（吉打 ) +6014-228 8567 
6) WinLife Shop（砂拉越） +6016-878 0968 
7) Jacky Chiam（砂拉越） +6014-399 4387
8) Chung Mei June（砂拉越）  +6019-339 4149
9) Jacky（沙巴）  +6016-524 2796
10) Jackie（新加坡）  +6012-218 5145
11) Toni Tai（雪兰莪） +6012-427 5409 
12) NacsKee Chin（雪兰莪） +6017-461 4319 
13) Dominic See（雪兰莪） +6010-786 4499
14) Yap Kheng Ming（吉隆坡） +6012-295 0215 
15) Aden Chow（吉隆坡） +6012-528 6787

25��  I  �影 /�料由商家提供

香 格 里 拉

香巴拉能量景点
瑰丽美景 沉淀身心灵

世界那么大，人们大多都喜欢走出生活圈，寻找这个地球上最适合让心灵沉淀
的地方，而对于陳幸堅博士来说，他凭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特别能力以及感应，找到
了人间最后的净土——香格里拉。

眼前壮景美不胜收，呼吸间能够感受到纯净的空气，陳博士不遗余力推广这片
人间净土的能量旅程，只希望世人能够来到这里放松、沉淀、净化，连接能量，突
破自我！

洛嘎活佛
推广藏医药文化

香格里拉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是尊贵的洛
嘎活佛的心愿，陈幸坚博士给予配合建设。

建立“香巴拉旅游小镇石刻文化博物馆”和“香格里拉
蓝琉璃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是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活佛洛嘎活佛仁波切的心愿，把藏文化和藏医药推
广全球，于是与陈博士合作建立这两座雄伟建设。

* 青海玉树康国寺第 17 世转世活佛
* 云南迪庆直贡藏医药研究所所长
* 云南民族医药科学研究院院士
* 中国民族医药科学院院士
* 藏医主任医师
* 中国国际医学院名誉院长
* 著有《神奇的藏医尿诊》及《认识糖尿病》
* 尊贵的洛嘎活佛出身于活佛世家，家中共有 7 位

转世活佛，他从小被认定为活佛。
* 尊贵的洛嘎活佛是一位藏医药主任兼佛业家。他

在香格里拉贝珠亚藏医药文化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是全中国投资最大的藏药厂，市值 10 亿人民
币，也是云南省唯一按优良生产认证标准建成的
藏药厂，拥有数千亩药材种植地、药师佛坛城、
藏药博物馆等

* 2011 年，尊贵的洛嘎活佛组织制作世界最大堆绣
唐卡《香巴拉王国全景图》（108 米 ×75 米）。

* 1993 年期，成功修复及重建 15 座寺庙及达摩祖
师洞，因此他深受当地藏民爱戴尊敬。

* 多年来，尊贵的洛嘎活佛投身于中国传统医药全
民健康事业发展，从小就许下宏愿，要为病痛弱
势人群接触痛苦，因此努力钻研藏医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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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村
其宗村坐落于天界山山脚下，由于这里地灵人杰，背

山望水的风水宝地，自清朝起，共有 30 多位活佛于此转世，
洛嘎活佛就是其中一位活佛，单单他的住家就诞生了 7 位
活佛，足见此地能量的优越。其宗村是被完美无缺有如八
瓣莲花的山脉包围，洛嘎活佛的住家就在八瓣莲花的花蕊
中心， 如此殊胜的位置才能孕育出转世活佛家族。

滇金丝猴国家公园
维西塔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地处“三江并流”腹心地

带，海拔 2,800 米至 3,100 米。城镇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是

藏族玛尼石文化

达摩祖师洞来远寺

活佛村

其宗神泉

滇金丝猴国家公园

上一期，我们让大家认识了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 5
个旅游景点，即达摩祖师洞、哈达神牛、千年银杏树、

鸟不停稻田和天界山水帘洞。这一期我们继续介绍另 5 个
景点，藏族玛尼石文化、活佛村、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其
宗神泉和达摩祖师洞来远寺，继续了解这些无法被复制的
珍贵资产。

在藏族的眼里，高原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性，一旦
刻上经文和佛像，那就更是神灵之物。它们能给勇者智慧，
给善良者快乐，给懦弱者坚强，给勤奋者收获，因而玛尼
石便成为藏族的精神寄托，也承载了时间所有最美好的祝
福。达摩祖师洞转经道内共有 157 堆玛尼石刻，其中 108
堆积中在玛尼石经谷，49 堆分散在转经道沿途，总计 8,095
块。整个转经道内共有 51 个摩崖石刻点，共计 215.39 平
方米。达摩祖师洞石刻堆有藏文、梵文和汉文三种，内容
主要是经文咒语，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经》、《金
刚经》和六字真言，还有记事和村规民约等内容。造像石
刻内容主要是佛、菩萨、护法神、山神、高僧大德等，都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香巴拉能量景点
瑰丽美景

世界那么大，人们大多都喜欢走出生活圈，寻找这个地球上最适合让心灵沉淀
的地方，而对于陳幸堅博士来说，他凭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特别能力以及感应，找到
了人间最后的净土——香格里拉。

眼前壮景美不胜收，呼吸间能够感受到纯净的空气，陳博士不遗余力推广这片
人间净土的能量旅程，只希望世人能够来到这里放松、沉淀、净化，连接能量，突
破自我！

陳幸堅博士
宇信国际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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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时空生基   启动生命奇迹

25��  I  �影 /�料由商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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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