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２

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７４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一、民间文学 (２项)

１８０ I－４０ 大禹治水传说 禹城市

３７３ I－５６ 姜太公传说 淄博市临淄区

二、传统音乐 (５项)

５７ II－１１ 山东民歌 (商河民歌) 商河县

１８６ II－１９ 黄河号子 齐河县

１９３ II－２６ 唢呐艺术 (胶州吹打乐、鲁南鼓吹乐)
胶州市

滕州市

３１９ II－２７ 古琴艺术 聊城市

３２０ II－２８ 锣鼓艺术 (垦利锣鼓) 东营市垦利区

三、传统舞蹈 (６项)

６４ III－４ 龙舞 (济南舞龙) 济南市

３２７ III－４７ 狮舞 (舞狮) 东明县

６２ III－５３
秧歌 (宝山地秧歌、茌平平调秧歌、

曲堤金李小伞秧歌、鼓子秧歌)
青岛市黄岛区

—０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６２ III－５３
秧歌 (宝山地秧歌、茌平平调秧歌、

曲堤金李小伞秧歌、鼓子秧歌)

聊城市茌平区

济南市济阳区

惠民县

３７９ III－４９ 猫蝶富贵 金乡县

３８２ III－５２ 花棍舞 (花棍舞、牛庄霸王鞭)
商河县

东营市东营区

７５ III－１５ 绣球灯舞 (西张村绣球灯) 济南市槐荫区

四、传统戏剧 (７项)

８２ IV－１ 柳子戏 (柳子戏、临清田庄吹腔)
郓城县

临清市

８４ IV－３ 茂腔 (诸城茂腔) 诸城市

９１ IV－１０ 山东梆子 巨野县

９４ IV－１３ 枣梆 梁山县

１００ IV－１９ 木偶戏 (莱西木偶戏) 莱西市

８９ IV－８ 吕剧 (胶东蹦蹦戏) 莱州市

９３ IV－１２ 东路梆子 乐陵市

五、曲艺 (５项)

２１６ V－１２ 渔鼓 (渔鼓书、鲁南渔鼓)
临朐县

临沂市

—１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２９ V－１８ 坠子书 金乡县

１０９ V－５ 八角鼓 济宁市

１１４ V－１０ 鼓儿词 (石门小鼓) 邹城市

２１７ V－１３ 东路大鼓 (渤海大鼓) 阳信县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５项)

１４７ VI－４
螳螂拳 (太极梅花螳螂拳、

七星螳螂拳、螳螂拳)

青岛市市北区

平度市

山东省体育局

２２８ VI－１４ 大洪拳 滨州市滨城区

２３１ VI－１９ 形意拳 (莱芜形意拳、尚派形意拳)
济南市钢城区

安丘市

２２３ VI－９ 梅花拳 鄄城县

２３８ VI－２４
太极拳 (经梧传陈式太极拳、

济南陈氏太极拳)

莱州市

山东省文化馆

七、传统美术 (１１项)

１８ VII－１
木版年画 (莱芜木版年画、

高密木版年画、鱼台木版年画)

济南市莱芜区

高密市

鱼台县

２５ VII－８
面塑 (杨氏面塑、泰山石家面塑、

沂蒙面塑、阳信面塑)
东营市河口区

—２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５ VII－８
面塑 (杨氏面塑、泰山石家面塑、

沂蒙面塑、阳信面塑)

泰安市

临沂市

阳信县

２８ VII－１１ 泥塑 (枣庄泥塑、曹州泥偶)
枣庄市山亭区

成武县

２４ VII－７ 葫芦雕刻 (章丘葫芦雕刻、葫芦雕刻)
济南市章丘区

寿光市

３２ VII－１５
剪纸 (齐氏剪纸、朔之乡剪纸、

聊城剪纸艺术、剪影)

沂源县

德州市陵城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

山东省文化馆

２４３ VII－３２

木雕 (红木雕刻、嘉祥木雕、
金乡木雕、菏泽木雕、肥城桃木雕刻、

博兴木雕、沾化枣木雕刻)

淄博市周村区

嘉祥县

金乡县

菏泽市牡丹区

肥城市

博兴县

滨州市沾化区

２４９ VII－３８
鲁绣 (衣线绣、刺绣、绒绣、

费县手绣、蓬莱博绣、麻布绒绣)
山东省博物馆

—３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４９ VII－３８
鲁绣 (衣线绣、刺绣、绒绣、

费县手绣、蓬莱博绣、麻布绒绣)

阳信县

无棣县

费县

烟台市蓬莱区

潍坊市

３３７ VII－４０ 布玩具 (刘氏布偶、布老虎)
东营市东营区

博兴县

３４１ VII－４４ 刻瓷 (曹州刻瓷) 菏泽市牡丹区

４０１ VII－４５ 指墨画 (陈氏指画) 新泰市

４４ VII－２７ 石雕 (泰山石刻、燕子石制作技艺)
泰安市

济南市莱芜区

八、传统技艺 (２７项)

１２４ VIII－７
粉丝制作技艺 (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

乳山粉条制作技艺)

招远市

乳山市

２５０ VIII－２３
小磨香油制作技艺

(沂蒙孟府小磨香油制作技艺)
兰陵县

２６０ VIII－３３ 锡镶壶制作技艺 海阳市

２６７ VIII－４０ 沂水桑皮纸制作技艺 沂水县

２６８ VIII－４１ 草柳编 (郯城琅琊草编织技艺) 郯城县

３４３ VIII－６５ 拓片制作技艺 济宁市任城区

—４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４４ VIII－６６ 毛笔制作技艺 (同文堂毛笔制作技艺) 昌邑市

３４５ VIII－６７

陶器烧制技艺 (济阳黑陶制作技艺、
砂大碗制作技艺、柘沟民间制陶工艺、

罗庄周氏笼窑陶瓷烧制技艺、
高唐州黑陶制作技艺、泥陶手工技艺、

儒苑青陶制作技艺、日照平面陶烧制技艺)

济南市济阳区

栖霞市

泗水县

临沂市罗庄区

高唐县

东营市垦利区

济宁市任城区

日照市东港区

３４７ VIII－６９

中式服装制作技艺

(莱芜东大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旗袍制作技艺、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

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
戏曲服装传统制作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东营市垦利区

新泰市

沂水县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３５３ VIII－７０ 琉璃烧制技艺 (博山胭脂红琉璃烧制技艺) 淄博市博山区

３５８ VIII－８０

酒传统酿造技艺

(寺后老烧锅酒传统酿制技艺、
琅琊酿酒工艺、临淄酒传统酿造技艺、

彩山特曲传统酿造技艺、
五莲原浆酒传统酿造技艺、

孟尝君酒酿造技艺、邓氏黍米原浆酒制作技艺、
王村黄酒酿造技艺、黄氏酒坊酿酒技艺、

山果酒酿造技艺)

青岛市城阳区

青岛市黄岛区

淄博市临淄区

宁阳县

—５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５８ VIII－８０

酒传统酿造技艺

(寺后老烧锅酒传统酿制技艺、
琅琊酿酒工艺、临淄酒传统酿造技艺、

彩山特曲传统酿造技艺、
五莲原浆酒传统酿造技艺、

孟尝君酒酿造技艺、
邓氏黍米原浆酒制作技艺、

王村黄酒酿造技艺、黄氏酒坊酿酒技艺、
山果酒酿造技艺)

五莲县

聊城市东昌府区

菏泽市

淄博市周村区

东营市东营区

青州市

３６０ VIII－８２

肉食传统制作技艺

(超意兴把子肉及相关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四喜丸子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黄家烤肉制作技艺、鲁味斋扒蹄制作技艺、
翟庄 “瘸把”烧鸡制作技艺、

金家羊汤制作技艺、知味斋清香肉制作技艺、
龙居丸子制作技艺、广饶肴驴肉制作技艺、

福山烧小鸡制作技艺、
拳铺李家驴肉制作技艺、
西御道老汤鸡制作技艺、
鲁城全羊宴制作技艺、
永盛斋扒鸡制作技艺、
傻小二扒鸡制作技艺、

夏津鸿熙居布袋鸡制作技艺、
魏集驴肉制作技艺、
东明香肚制作技艺、

枣庄辣子鸡烹饪技艺)

济南市市中区

济南市市中区

济南市章丘区

济南市槐荫区

济南市长清区

济南市莱芜区

淄博市周村区

东营市东营区

广饶县

烟台市福山区

梁山县

泰安市岱岳区

兰陵县

—６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６０ VIII－８２

肉食传统制作技艺
(超意兴把子肉及相关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四喜丸子系列菜品制作技艺、
黄家烤肉制作技艺、鲁味斋扒蹄制作技艺、

翟庄 “瘸把”烧鸡制作技艺、
金家羊汤制作技艺、知味斋清香肉制作技艺、
龙居丸子制作技艺、广饶肴驴肉制作技艺、

福山烧小鸡制作技艺、
拳铺李家驴肉制作技艺、
西御道老汤鸡制作技艺、
鲁城全羊宴制作技艺、
永盛斋扒鸡制作技艺、
傻小二扒鸡制作技艺、

夏津鸿熙居布袋鸡制作技艺、
魏集驴肉制作技艺、
东明香肚制作技艺、

枣庄辣子鸡烹饪技艺)

德州市德城区

禹城市

夏津县

惠民县

东明县

枣庄市市中区

３６２ VIII－８４

传统面食制作技艺 (孝里米粉制作技艺、
蓬莱小面制作技艺、景德东糕点制作技艺、
潍县糕点制作技艺、恒盛斋点心制作技艺、

乐春传统面食制作技艺、
得膳斋清真糕点制作技艺、

沂水丰糕制作技艺、大柳面制作技艺、
莘县鸳鸯饼制作技艺、塘坊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面点小吃制作技艺、
野风酥食品制作技艺)

济南市长清区

烟台市蓬莱区

淄博市博山区

潍坊市寒亭区

潍坊市奎文区

昌邑市

泰安市岱岳区

沂水县

宁津县

莘县

无棣县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商务厅

—７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６４ VIII－８６ 豆腐传统制作技艺 (五巧豆腐制作技艺) 烟台市牟平区

３６５ VIII－８７ 醋酿造技艺 (信芳园传统酿造技艺) 淄博市周村区

４０８ VIII－９３
传统古琴制作技艺

(九嶷派斫琴法、古琴制作技艺)

青岛市市北区

潍坊市奎文区

４０９ VIII－９４ 锔艺 (陈氏锔艺、王门锔、淄博锔瓷)

青岛市市北区

青岛市市南区

淄博市淄川区

４１６ VIII－９６

茶传统制作技艺 (金凤城红茶传统制作技艺、
崂山绿茶制作技艺、海阳绿茶制作技艺、
诸城绿茶制作技艺、泰山茶制作技艺、

日照茶手工炒制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青岛市崂山区

海阳市

诸城市

泰安市岱岳区

日照市岚山区

２７４ VIII－４７ 酱菜制作技艺 (京冬菜传统制作技艺) 日照市东港区

１２５ VIII－４
鲁锦 (老粗布制作技艺、
平邑杨家粗布制作技艺)

滨州市沾化区

平邑县

４１１ VIII－９１
海产品制作技艺 (海鲜腌制技艺、

威海海蜇传统加工技艺)

青岛市市南区

荣成市

３５０ VIII－７２ 弓箭制作技艺 (阳谷柘木弓箭制作技艺) 阳谷县

—８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５７ VIII－３０
铜器制作技艺 (肥城聂氏铜器铸造技艺、

东昌府铜铸雕刻制作技艺)

肥城市

聊城市东昌府区

３５５ VIII－７７ 晒盐技艺 (文登海盐制作技艺) 威海市文登区

１２４ VIII－３ 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泥沟青花布印染技艺) 枣庄市台儿庄区

３５７ VII－７９ 盆景技艺 (莱州梅花盆景技艺) 莱州市

１４２ VIII－２１

鲁菜烹饪技艺 (水浒菜烹饪技艺、
清真八大碗制作技艺、

曹县蒸碗制作技艺、鲁菜烹饪技艺)

梁山县

临清市

曹县

烟台市

九、传统医药 (３项)

１４３ IX－１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济南喜面鼻烟制作技艺、
徐氏祖传追风逐湿膏制作技艺、

痛消接骨膏制作技艺、瑞泽堂王氏膏方、
姚家膏药、段氏德兴堂烧烫伤复原膏制作技艺、

东阿国胶堂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茌平袁氏接骨膏制作技艺、

徐氏正骨传统膏药制作技艺、
任氏怀德堂膏药、鲁润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宏济堂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

济南市历城区

淄博市临淄区

淄博市张店区

肥城市

蒙阴县

临沂市兰山区

东阿县

聊城市茌平区

滨州市沾化区

—９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４３ IX－１

中医传统制剂方法 (济南喜面鼻烟制作技艺、
徐氏祖传追风逐湿膏制作技艺、

痛消接骨膏制作技艺、瑞泽堂王氏膏方、
姚家膏药、段氏德兴堂烧烫伤复原膏制作技艺、

东阿国胶堂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茌平袁氏接骨膏制作技艺、

徐氏正骨传统膏药制作技艺、
任氏怀德堂膏药、鲁润阿胶传统制作技艺、

宏济堂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

郓城县

巨野县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２９５ IX－６

中医正骨疗法 (王氏整脊术、
贾氏一指正骨诊疗法、殷氏金铠甲正骨、

三两三白鸡膏正骨疗法、
翟氏正骨、大岭牟氏正骨术、

永胜堂中医骨伤疗法、
千户宋楼宋氏正骨疗法)

济南市历下区

广饶县

安丘市

金乡县

新泰市

日照市

寿光市

鄄城县

４３４ IX－１０

中医诊疗法 (扁鹊脉学诊法、
廉氏中医三联疗法、郑氏中医妇科诊疗法、

霍氏中医望诊术、山东传统修脚术、
曹氏传统修脚术、杜氏烧烫伤疗法、

许氏特色痔疮调理方法、荆氏经络点穴疗法、
山东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

济南市历下区

淄博市

滨州市滨城区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淄博市淄川区

烟台市

莱州市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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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IX－１０

中医诊疗法 (扁鹊脉学诊法、
廉氏中医三联疗法、郑氏中医妇科诊疗法、

霍氏中医望诊术、山东传统修脚术、
曹氏传统修脚术、杜氏烧烫伤疗法、

许氏特色痔疮调理方法、荆氏经络点穴疗法、
山东孙重三小儿推拿流派)

威海市

菏泽市牡丹区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十、民俗 (３项)

３０６ X－２２

民间习俗 (趵突泉新春花灯会、
文登活报、恩城鸽子会、

泰山文石鉴赏习俗)

济南市

威海市文登区

平原县

山东省体育局

４２５ X－２８

民间食俗 (胶东花饽饽习俗、
胶东沿海八仙筵习、蒙山喜宴、

岚山煎饼食俗、燕喜堂宴席习俗)

烟台市莱山区

荣成市

平邑县

日照市岚山区

山东省商务厅

４２７ X－３０
民间信俗 (红光祭海节、
祭海、“三月三”庙会)

东营市垦利区

海阳市

德州市陵城区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