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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宝典：藏传佛
教格鲁派念诵辞精选

》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最常用的基
本课诵，如《心经除障》、《兜率上
师瑜伽》等；第二章为各种赞辞，如
归纳显密教义的《胜道启门颂》、总
结中观正见的《佛理精华缘起理赞》
以及对佛陀、本尊的赞颂等；第三章
是祈祷辞，收录了如《初中后善祈愿
文》等藏传佛教著名的五大祈祷辞；
第四章为密续中本尊和护法的简略仪
轨、愿文和祷辞，特别是以格鲁派最
重视的大威德、密集、胜乐三大本尊
为主的简略仪轨和愿文；第五章主要

28.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6.9 多识仁波切 48册/包
现款

53%；账
期60%

《心灵证悟的金钥匙》

《佛理精华缘起理赞》这篇优美的哲学诗文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证悟空性后的

第一篇著作，是宗喀巴的非凡证悟与深邃体

验.

这篇赞文虽然极为重要，但由于言简意赅，

普通人无法深入内涵。格鲁派内历史上虽有

极多的注释，但从契合现代人的语言逻辑，

诠释深入浅出，无论基础厚薄都能获益等角

度，这本收录了多识仁波切三次讲解的《心

灵证悟的金钥匙》确为极佳读本。

38.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6.1 多识仁波切 36册/包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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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中爆发的智慧》

本书作者从藏传佛教中观派理论出发，对藏

传大乘佛教作了系统的概括、梳理，并对《

金刚经》、《般若心经》这两部代表着佛教

智慧的广度和深度的经典典籍作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和剖析。

为广大研读、学修佛教哲学，尤其是藏传佛

教的人士提供了一份最权威系统的珍贵读本

。

华语世界研读、学修藏传佛教的必备之书，

先后再版七次！

39.90 四川民族出版社 再版2015 多识仁波切 32册/包 55.00%

《藏文名著选译：藏汉对

照本》

雪域藏地智慧法宝的沧海一栗

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是西藏

历史上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之一。他以严谨

的治学态度，对佛学显密经典理论展开了全

面深入的研究，吸收前人的正确理论，批判

错误的观点，提出新的论证、见解，使得长

期被无知、曲解、邪说云雾笼罩的显密经典

学说重放光明。

宗喀巴大师及其继承人，以大量语言精炼优

美、意境深远的诗体哲学著作流传后世。

《藏文名著选译（藏汉对照本）》为译者选

译他们的部分名著经典。

28.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12
多识仁波切编

译
36册/包 55.00%

《热译师传威德之光：藏

汉对照本》

一本藏传佛教密宗大师的生平传记。

格鲁派五大本尊之一“大威德金刚”热系传

承的首传宗师热罗译师享年182岁，被称为藏

传佛教史上“威力无比的神通王”。本书叙

述了他漫长一生中求法、修证、传法、利众

的伟大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较为全面

地展示了藏传佛教证悟佛法后的大自在境界

以及不可思议的密宗神通法力。

本书由多识仁波切首次翻译，是诚信人士及

藏传佛教文化爱好者不可多得的珍贵读本。

58.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12
多识仁波切编

译
16册/包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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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心传录：藏

汉对照本》

菩提道是成佛的道路或觉悟的方法。

这部著作是兰仁巴大师的学修心得笔记。

兰仁巴大师原名阿旺彭措系拉萨哲蚌寺僧

人，雪域当代著名的高僧大德。他因一生学

修《菩提道次第广（略）论》而驰名中外，

被誉为“雪域圣教的光辉明灯，伟大的菩提

道修行者”。

作者在这部笔记中高度概括了宗喀巴大师《

菩提道次第广（略）论》教义的理论要点，

是一部完整的菩提道学修提纲。

该笔记语言通俗、生动，运用大量比喻，行

文流畅，线索清晰，阐明了藏传佛教所依据

的主要理论问题，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45.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12
多识仁波切编

译
24册/包 55.00%

《中观应成派见解难点解

说》

本书收录了多识仁波切所著的《中观奥义浅

释明镜》、《分析二谛义》、《应成中观论

的特殊见解》等四篇中观论诗偈的藏文原文

、汉文译文及其详细讲释内容，涵括了源自

月称、宗喀巴大师之中观思想的核心要点，

依据正理，有力地批驳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对

中观思想的误解和偏见，同时也开显了中观

思想的纯正见解和修持方法。

本书在开显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差异，指导正

确运用二谛理解缘起性空以及正确观修无

我，避免破除太过和不及等方面，都做了细

致精到的阐释。不但可以让没有深入中观的

初学者一窥中观奥义，即使是系统学过中观

思想的人，也可从中把握并提炼出中观思想

的精髓。

35.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3.6 多识仁波切 32册/包 55.00%

《邮政唐卡丝绸邮资明信

片/唐卡明信片》

方寸之中的唐卡世界。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

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堪称藏民族的百

科全书。

此次发行的唐卡丝绸连体明信片的主图都是

藏族画师用自己虔诚的心所勾画出来的释迦

牟尼佛、长寿佛、绿度母、白度母等藏传佛

教中的佛及菩萨画作。

200.00 中国邮政 2012 多识仁波切 顾问 100册/包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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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宝瓶：藏密本尊仪

轨讲授集》

藏密金刚乘作为藏传佛教最殊胜的部分，由

于其口传心授的独特传承形式以及严格的戒

律要求，在汉地，很少有真正通达其仪轨教

义者。

本书中，多识仁波切经过精心筛选，以深厚

的显密修养功底，配以深入浅出通俗的讲

解，对至尊宗喀巴上师瑜伽、千手千眼观世

音观修法、药师佛观诵简轨、时轮上师瑜伽

观修法、绿度母观修法，黄赞巴拉常修供养

法等藏传佛教四部密续中最有代表性的六种

本尊修持法门，作了传统精要的诠释。

本书的出版，旨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藏密金

刚乘，为藏密学习和修持者提供可靠的依据

素材。

38.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 多识仁波切 40册/包 60%

《兰仁巴大师文集》

藏文 全四册

　　《兰仁巴大师文集》是兰仁巴大师多年

来的学习心得笔记汇总。此文集书稿在20世

纪九十年代初由兰仁巴大师委托弟子亲自交

付多识仁波切校订出版。

    《兰仁巴大师文集》主要包括《释量论

解说》、《中观正见解说》、《大藏经阅读

笔记》、《菩提道灯论疏解》、《格鲁大手

印释难》以及《菩提道次第心传录》等。

    大师的著作解经说理简明扼要，一针见

血，对般若、中观、因明方面历代学术界有

争议的问题，他有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断

疑解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内行从他的著

作中可以看出他超群的智慧和学术功力。

165.00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12 多识仁波切 校订 24套/4包 55.00%

《藏传佛教认识论 》

宗喀巴大师将量学因明视为打开佛教教理宝

库的金钥匙，是证明佛与佛法正确可信的有

力理论武器，将量学因明作为佛学的基础

课，正式列为显学五部之首。

宗喀巴大师就用因明学这只明察秋毫的“世

间”慧眼和“打开教理宝库的金钥匙”，重

新全面审视了印藏学者的一切经论学说，拨

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一个个症结，对那些

被缺乏精细理性思辨素质的历代的解经者们

搞得乱无头绪、错误百出、违经背理的学说

观点，一一做了纠正，一个更合乎理性的、

新的显密佛教理论体系，被创建了起来。

29.80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 多识仁波切 40册/包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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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说佛》

该书是多识教授对藏传佛教理论的高度概

括，他以自己深厚的佛学功底，在区区数万

字之内，将博大精深的佛教理论给予了提纲

挈领，深入浅出的阐释。

作者曾自称这是他最满意并且最有代表性的

著作。

29.80 甘肃民族出版社 再版2011 多识仁波切 40册/包 55.00%

《乐空不二》

《上师供仪》是第四世班禅大师所著的一部

无上瑜伽密法，一般须在无上密灌顶的基础

上方有资格修习。上师瑜伽无上供养法，是

获得大加持、消除一切违缘、完成福报资粮

的速捷之道，其精髓是在乐空不二中达成和

上师无二无别的佛果位。

这是一本多识仁波切的佛法讲授稿。“乐空

不二”是佛陀八万四千法的精华。此法正修

从“乐空不二虚空之中普贤供云密布中”开

始，以虔诚的供养、礼赞、祈请、思维教义

等不断的观修，求得集本尊、空行、护法于

一身的上师的加持，最后证入甚深格鲁密法

大手印，获得乐空不二的智慧。乐空不二的

佛教智慧，藏密大手印甘露精髓！

25.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再版2011 多识仁波切 60册/包 55.00%

《菩提道次心传录》

这部《菩提道次第心传录》，是一生学修《

菩提道次第广（略）论》而驰名中外，号称

“菩提道修行人”即“兰仁巴”的学习心得

笔记。

《菩提道次第广（略）论》是一部思想修养

法，对人们的世俗心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其中每一种法理都是针对相对立的无明设

的，如无常观针对执常无明，业报观针对不

明因果无明等等。

菩提道次的修行法就是智慧和心中无明的交

战，认识一条法理，破除一种无明迷茫，悟

出一种道理，这就是破悟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先有法理知识，

28.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再版2011 多识仁波切 40册/包 55.00%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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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常识300题》

本书是作者多识仁波切在原来《藏传佛教疑

问解答120题》的基础上做的补充。

原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还被部

分高校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为教材。补充后

的300题，从“佛教基础知识”、“佛理学修

相关解答”、“相关密法解答”、“佛教与

现代社会”、“消除常见误解”等几个方

面，对读者的问题进行了解答，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28.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 多识仁波切 80册/包 55.00%

《藏族文化常识300题》

本书将藏民族的民族文化这一宽泛概念，从

世界观，历史来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

方方面面，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

人人司空见惯，却又个个说不清楚的东西，

用几十字、数百字的有限的篇幅告诉了大家

。所有的问题答案，来自于已出版的藏学图

书、资料，以及网络资料。由藏族青年学者

旺秀才丹历时数年，在原有基础之上综合整

理、编辑加工而成。

可谓是本藏族文化常识的ABC，了解藏族文化

常识的基础读本，认识藏族文化常识的指

南，进入藏民族文化的敲门砖。

28.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 旺秀才丹 60册/包 55.00%

《西藏的观世音》

本书系西藏佛教文明第一宝贵史料，是雪域

民族神秘历史记载的“水之源”、“木之本

”，千百年来一直秘不示人。直到第十世班

禅大师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亲自过问，本书才

从甘肃拉卜楞寺的高墙深院中抹去尘封，得

以重见天日，故极其稀有珍贵。

本书记载了大悲观世音的弟子化身的猕猴视

野师与岩罗刹女结合成为西藏先民的神秘历

史，以及观世音化身西藏王松赞干布在西藏

破除蒙昧，弘扬佛法的传奇经历。

本书还提示了包括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加持

过的其十二岁、八岁等身像在内的诸多佛教

稀有殊胜佛像流入藏地的真相；生动地描述

了大昭寺修建之神奇经历；揭开了世人争相

朝拜拉萨的秘密。

25.00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卢亚军 80册/包 50.00%
封面磨损

内文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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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创世之书》

西藏之书书系的第一部。

该书由藏族著名作家才旺瑙乳撰著，全书图

文并茂，是藏族历史上从有人类以来，直至

格萨尔时代历史的诗意抒写。

被誉为“神秘的土地上，一本富于神圣和诗

意的书”

28.00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才旺瑙乳 40册/包 50.00%
封面磨损

内文全新

《西藏奇迹之书》

这是一本充满奇迹和饱含诗意的书，是为了

使您能从一种独特的角度上对藏族文化，尤

其是藏传佛教有个全新的认识和震撼。

这部摆在您面前的书，是融藏传佛教于个人

行动的诗章，是行动的哲学和奥义实践者的

信史。为我们提供的不但是教化，也提供了

丰富的诗意和乐趣。在本书中所奉献给读者

的，虽属传奇之海中的沧海一栗，但仍然可

以起到唤醒和加持的作用。既使认为这些传

奇仅仅是故事而已，是虚构的、是艺术创造

和加工的人们，它也能为他们偏狭和矜持的

想象力打开一个全新的、广阔的领域...

48.00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6 才旺瑙乳 40册/包 55.00%
封面磨损

内文全新

《大师在西藏》

一本关于大师在西藏“拯救心灵”的书。

本书是由藏族双语作家万玛才旦和诗人学者

旺秀才丹联合撰写的西藏密宗大师莲花生的

传记。

此书讲述了密宗大师莲花生在西藏降妖伏魔

、修建桑耶寺、实践“西藏生死之书”的传

奇故事，既是莲花生大师在西藏弘扬藏传佛

教经历的白话讲述，也是一本关于大师在西

藏“拯救心灵”的书。

38.00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6 万玛才旦  旺秀才丹40册/包 50.00%
封面磨损

内文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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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行与妙果》

这是一本充满奇迹和饱含诗意的书，是为了

使您能从一种独特的角度上对藏族文化，尤

其是藏传佛教有个全新的认识和震撼。该书

是本融藏传佛教于个人行动的诗章，是行动

的哲学和奥义实践者的信史。

18.00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9 才旺瑙乳 80册/包 50.00%
封面磨损

内文全新

《居米旁《宗喀巴赞》解

说格鲁圣教庄严论(多识

著) 》[全藏文]

这本书是多识仁波切对宁玛派的麦彭仁波切

给宗喀巴大师的礼赞文《第二佛陀妙音至尊

的赞文——描述四大殊胜的大赞诚信鲜花》

的解说

16.00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1 多识仁波切 100册/包 60.00%

备注：所有销售均需客户先行付款。批发折扣为全国统一折扣，实洋5000元起批（可混批）。运费由我方负担。低于起批量按零售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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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市朝阳区管家园储蓄所                                             对公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分行民主西路分理处

户名:曲世宇                                                                 户名：甘肃雪域藏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帐号:6217 0000 1006 6676 126                                                  账号：27- 031 801 040 00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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