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嗷

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一 古遗址 共嗪喔处

序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嗖 嗖 月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月庄村

喑 喑 向阳遗址 新石器时代 胶南市宝山镇向阳村

啻 啻 赵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胶州市里岔镇赵家庄

嗟 嗟 现子埠遗址 新石器时代 即墨市田横岛现子埠村

喽 喽 南陈遗址 新石器时代 茌平县杜郎口镇南陈村

喾 喾 前赵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阿县城东北前赵村

喔 喔 五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广饶县城区

喙 喙 北沈遗址 新石器时代 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北沈村

嗪 嗪 彭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彭家村

嗖啾 嗖啾 解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镇公孙村

嗖嗖 嗖嗖 唐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桓台县唐山镇唐一村

嗖喑 嗖喑 李寨遗址 新石器时代 桓台县田庄镇李寨村

嗖啻 嗖啻 西鱼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沂源县南麻镇

嗖嗟 嗖嗟 北桃花坪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沂源县张家坡镇

嗖喽 嗖喽 晏驾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五寺庄村菖
啻

菖



嗖喾 嗖喾 前沙沟遗址 原崔家沙沟 新石器时代 莒南县团林镇前沙沟村

嗖喔 嗖喔 马陵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郯城县泉源乡萁郯城镇萁高峰头镇萁红花乡

嗖喙 嗖喙 历山古遗址 新石器时代 鄄城县阎什镇历山庙村

嗖嗪 嗖嗪 少昊陵遗址 新石器时代 曲阜市书院街道办事处旧县村

喑啾 喑啾 西夏侯遗址 新石器时代 曲阜市息陬乡西夏侯村

喑嗖 喑嗖 寒亭前埠下古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 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

喑喑 喑喑 呈 程 子遗址 新石器时代 诸城市皇华镇呈子村

喑啻 喑啻 前寨遗址 新石器时代 诸城市枳沟镇前寨村

喑嗟 喑嗟 六吉庄子遗址 新石器时代 诸城市朱解镇六吉庄子村

喑喽 喑喽 董家营遗址 新石器时代 五莲县中至镇董家营村

喑喾 喑喾 邱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邱家庄村

喑喔 喑喔 午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莱山区初家镇午台村

喑喙 喑喙 老茔顶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莱山区解家庄镇北水桃林村

喑嗪 喑嗪 蛎碴土巷遗址 新石器时代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姜格庄

啻啾 啻啾 南王绪遗址 新石器时代 蓬莱市北沟镇南王绪村

啻嗖 啻嗖 大榆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海阳市盘石店镇大榆村

啻喑 啻喑 建新遗址 新石器时代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村

啻啻 啻啻 晒米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马庄村

啻嗟 啻嗟 庄里西遗址 新石器时代 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

啻喽 啻喽 楼子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商 龙口市北马镇楼子庄村

啻喾 啻喾 凤凰台遗址 新石器时代 商 济宁市任城区南张镇凤凰台村

啻喔 啻喔 天齐庙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 泗水县泗张镇天齐庙村

啻喙 啻喙 杨家埠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杨家埠村

菖
嗟

菖



啻嗪 啻嗪 沃洛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沃洛村

嗟啾 嗟啾 邢店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邢店村

嗟嗖 嗟嗖 张土固堆遗址 新石器时代 周 单县县城区

嗟喑 嗟喑 蔡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平邑县平邑镇蔡庄村

嗟啻 嗟啻 院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博兴县湖滨镇院庄村

嗟嗟 嗟嗟 东高尧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苍山县庄坞镇东高尧村

嗟喽 嗟喽 小谷城故城 新石器时代 汉 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前城子村

嗟喾 嗟喾 左山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定陶县城西南

嗟喔 嗟喔 西康留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

嗟喙 嗟喙 史海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济宁市任城区安居镇史海村

嗟嗪 嗟嗪 尹家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汉 泗水县金庄镇尹家城村

喽啾 喽啾 柞城故城 新石器时代萁东周萁汉 苍山县卞庄镇城里村

喽嗖 喽嗖 祝丘故城 故县故城 新石器时代萁东周萁汉 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故县村

喽喑 喽喑 防城故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萁周萁汉 费县方城镇古城里村

喽啻 喽啻 姑子顶遗址 新石器时代萁周萁汉 沂水县富官庄乡何家庄子村

喽嗟 喽嗟 任城城子崖遗址 新石器时代萁周萁汉 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城子崖村

喽喽 喽喽 史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萁秦萁汉 桓台县田庄镇史家村

喽喾 喽喾 抬头遗址 新石器时代萁汉萁唐 沂水县富官庄乡抬头村

喽喔 喽喔 奚仲造车遗址 夏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千山头村

喽喙 喽喙 珍珠门遗址 商萁周 长岛县北长山岛九丈崖公园

喽嗪 喽嗪 东江遗址 商萁周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办事处东江村

喾啾 喾啾 前掌大遗址 商萁周 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

喾嗖 喾嗖 公孙遗址 商萁周 淄博市淄川区城南镇公孙村菖
喽

菖



喾喑 喾喑 寒亭会泉庄遗址 商 汉 潍坊市寒亭区

喾啻 喾啻 阳都故城 商 汉 沂南县砖埠镇孙家黄瞳村

喾嗟 喾嗟 前来遗址 商 汉 淄博市淄川区城南镇前来村

喾喽 喾喽 即邱故城 商 魏 临沂市兰山区大岭镇古城村

喾喾 喾喾 嬴城遗址 商 民国 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城子县村

喾喔 喾喔 焦国故城遗址 周 嘉祥县纸坊镇焦城村萁朱街村萁张街村萁马街村

喾喙 喾喙 戚姬寺遗址 东周 汉 定陶县城区

喾嗪 喾嗪 陈官庄遗址 周萁汉 临沭县石门镇陈官庄村

喔啾 喔啾 凤嘴土固堆遗址 春秋 菏泽市农校院内

喔嗖 喔嗖 南常故城 春秋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南常三村

喔喑 喔喑 中丘故城 诸葛城 春秋萁汉 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诸葛城村

喔啻 喔啻 南武城故城 春秋 北齐 平邑县魏庄乡武城村

喔嗟 喔嗟 柏寝台 战国 广饶县花官乡桓台村

喔喽 喔喽 牌孤城遗址 战国 五莲县街头镇迟家庄

喔喾 喔喾 昌国遗址 战国 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刘家村

喔喔 喔喔 岳城故城 战国 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岳城村

喔喙 喔喙 东安古城遗址 战国菖汉 沂源县东里镇

喔嗪 喔嗪 西沙埠遗址 战国菖汉 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处西沙埠村

喙啾 喙啾 庙周家秦汉建筑遗址 含莱山月主祠遗址 秦萁汉 龙口市兰高镇庙周家村

喙嗖 喙嗖 祓国都城 牧马城 遗址及墓群 汉 胶州市里岔镇孙家庄

喙喑 喙喑 孟洼遗址 含汉墓群 汉 莘县朝城镇西孟庄村

喙啻 喙啻 望夫台遗址 汉 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望夫台村

喙嗟 喙嗟 安阳故城 汉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安阳村

菖
喾

菖



喙喽 喙喽 王羲之故里遗址 汉 清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办事处

喙喾 喙喾 朱陈古瓷窑址 北朝 清 临沂市罗庄区朱陈村

喙喔 喙喔 莘县相庄遗址 唐 莘县莘城镇相庄村

喙喙 喙喙 磁村瓷窑址 唐 元 淄博市淄川区磁村镇磁村

喙嗪 喙嗪 法兴寺遗址 包括莲台石刻萁东鲁西竺禅师

墓塔萁问礼堂

唐萁宋萁明 梁山县梁山

嗪啾 嗪啾 八陡瓷窑址 宋 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八陡村

嗪嗖 嗪嗖 庙岛故城址及显应宫遗址 宋 长岛县北长山乡庙岛村

嗪喑 嗪喑 南万山古瓷窑址 金萁元 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南万山村

嗪啻 嗪啻 仙源县故城 宋 明 曲阜市书院街道办事处旧县村

嗪嗟 嗪嗟 凫山羲皇庙遗址 元 邹城市郭里镇爷娘庙村凫山

嗪喽 嗪喽 马山寨遗址 明 烟台市莱山区北寨村

嗪喾 嗪喾 临清河隈张庄明清砖窑遗址 明萁清 临清市代湾乡河隈张庄村

嗪喔 嗪喔 肖城古遗址 清 冠县北陶镇肖城村

二 古墓葬 共啻啾处

嗪喙 嗖 蚩尤冢 新石器时代 汶上县南旺镇

嗪嗪 喑 尧陵 新石器时代 鄄城县富春乡赵千庄村

嗖啾啾 啻 小皇山墓群 新石器时代萁汉 清 临沂市河东区九曲镇指挥庄村

嗖啾嗖 嗟 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群 东周 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周家庄村

嗖啾喑 喽 曾子墓 东周 嘉祥县满硐乡南武山村

菖
喔

菖



嗖啾啻 喾 毕郭墓群 东周 汉 招远市毕郭镇河西村萁东寨里村

嗖啾嗟 喔 樊迟墓 春秋 鱼台县王鲁镇武台村

嗖啾喽 喙 林放墓 含问礼故址 春秋 曲阜市小雪镇林家村

嗖啾喾 嗪 东颜林 春秋 清 曲阜市防山乡程庄村

嗖啾喔 嗖啾 苏秦墓 战国 淄博市淄川区城南镇

嗖啾喙 嗖嗖 鲁仲连墓 战国 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大王村

嗖啾嗪 嗖喑 项梁墓 秦 定陶县定陶镇土固堆刘村

嗖嗖啾 嗖啻 新屯汉墓群 西汉 平阴县刁山坡镇新屯村

嗖嗖嗖 嗖嗟 孟庄汉墓群 东汉 平阴县东阿镇孟庄村

嗖嗖喑 嗖喽 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 东汉 安丘市潍安路

嗖嗖啻 嗖喾 邓庙汉画像石墓 东汉 东阿县姜楼镇邓庙村

嗖嗖嗟 嗖喔 冯李汉墓 东汉 齐河县焦庙镇冯李村

嗖嗖喽 嗖喙 堠土固汉墓 汉 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堠土固村

嗖嗖喾 嗖嗪 金山汉墓群 汉 苍山县兰陵镇

嗖嗖喔 喑啾 于公墓 汉 郯城县郯城镇西关三村

嗖嗖喙 喑嗖 石羊汉墓群 汉 文登市宋村镇

嗖嗖嗪 喑喑 大河南汉墓 汉 淄博市高新区大河南村

嗖喑啾 喑啻 军屯汉墓 汉 淄博市高新区宝石镇军屯村

嗖喑嗖 喑嗟 蒲鲁浑墓 元 淄博市淄川区黄家铺镇

嗖喑喑 喑喽 明德王墓群 明 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镇东马村

嗖喑啻 喑喾 殷士儋墓 明 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殷家林

嗖喑嗟 喑喔 戚继光墓 明 蓬莱市南王街道办事处芝山林场

嗖喑喽 喑喙 武训墓及祠堂 清 冠县柳林镇

菖
喙

菖



嗖喑喾 喑嗪 赵执信墓 清 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乐疃村

嗖喑喔 啻啾 左宝贵衣冠冢 清 平邑县地方镇

三 古建筑 共嗪嗪处

嗖喑喙 嗖 崂山道教建筑群 汉 清 青岛市崂山风景区萁崂山区萁城阳区

含嗷嗖萁太清宫 崂山风景区

喑萁太平宫 崂山风景区

啻萁上清宫 崂山风景区

嗟萁明霞洞 崂山风景区

喽萁关帝庙 崂山风景区

喾萁白云洞 崂山风景区

喔萁明道观 崂山风景区

喙萁蔚竹庵 崂山风景区

嗪萁华楼宫 崂山风景区

嗖啾萁太和观 崂山风景区

嗖嗖萁华严寺 崂山风景区

嗖喑萁沧海观 崂山区

嗖啻萁百福庵 城阳区

嗖喑嗪 喑 法海寺 北魏 民国 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办事处源头村

嗖啻啾 啻 大明湖 北魏 近现代 济南市历下区

嗖啻嗖 嗟 抱犊崮古建筑 隋萁唐 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

菖
嗪

菖



嗖啻喑 喽 普照寺 唐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

嗖啻啻 喾 石佛堂 唐 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

嗖啻嗟 喔 光善寺塔 唐 金乡县城区

嗖啻喽 喙 观音寺塔 唐 五代 郓城县城区

嗖啻喾 嗪 宁阳灵山寺 唐 清 宁阳县华丰镇灵山

嗖啻喔 嗖啾 汶上文庙 唐萁明萁清 汶上县城区

嗖啻喙 嗖嗖 龙泉塔 宋 滕州市龙泉街道办事处

嗖啻嗪 嗖喑 永丰塔 宋 巨野县城区人民路

嗖嗟啾 嗖啻 重兴塔 宋 邹城市城区

嗖嗟嗖 嗖嗟 梁村兴国寺塔 宋 高唐县梁村镇

嗖嗟喑 嗖喽 信量桥 宋萁元 沂南县辛集镇苗家曲村

嗖嗟啻 嗖喾 杨寨塔 金萁元 淄博市淄川区杨寨镇杨寨村

嗖嗟嗟 嗖喔 兴福寺 宋萁明 济南市段店镇小饮马村

嗖嗟喽 嗖喙 阳谷文庙 宋萁明 阳谷县城区

嗖嗟喾 嗖嗪 周村古商业街 宋 清 淄博市周村城区

嗖嗟喔 喑啾 青山寺 宋 清 嘉祥县纸坊镇青山西麓

嗖嗟喙 喑嗖 平阴文庙 宋萁明萁清 平阴县城区

嗖嗟嗪 喑喑 五峰山洞真观 宋萁明萁清 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镇

嗖喽啾 喑啻 寒亭一孔桥 金 潍坊市寒亭区高里镇

嗖喽嗖 喑嗟 堂邑文庙 金 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

嗖喽喑 喑喽 兴国寺 元 章丘市埠村镇蟠家村

嗖喽啻 喑喾 高唐文庙 元 高唐县北湖路南首西侧

嗖喽嗟 喑喔 汶上关帝庙 元 汶上县城区

菖
啾

嗖
菖



嗖喽喽 喑喙 毓璜顶古建筑群 元萁明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北路 喑啻号

嗖喽喾 喑嗪 宁阳文庙 元 清 宁阳县城东街 啻嗖啻号

嗖喽喔 啻啾 永济桥 明 平阴县东阿镇

嗖喽喙 啻嗖 即墨县衙 明 即墨市中山路 嗟喙号

嗖喽嗪 啻喑 青岛天后宫 明 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 嗖嗪号

嗖喾啾 啻啻 牛山孙氏宗祠 明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牛山村

嗖喾嗖 啻嗟 滕州县衙 明 滕州市龙泉街道办事处

嗖喾喑 啻喽 皇陵旧址 明 滕州市东郭镇莲青山

嗖喾啻 啻喾 毕自严故居 明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

嗖喾嗟 啻喔 青云寺 明 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槲林村

嗖喾喽 啻喙 博济桥 明 阳谷县城区中心广场

嗖喾喾 啻嗪 莘县文庙 明 莘县莘城镇

嗖喾喔 嗟啾 临清清真东寺 明 临清市城区先锋路街道办事处

嗖喾喙 嗟嗖 净觉寺 明 东阿县刘集镇皋上村

嗖喾嗪 嗟喑 巨野文庙 明 巨野县城区

嗖喔啾 嗟啻 苏述御使牌坊 明 鄄城县什集镇北王召村

嗖喔嗖 嗟嗟 东明文庙 明 东明县中山东街

嗖喔喑 嗟喽 乐陵文庙 明 乐陵市城区

嗖喔啻 嗟喾 柳行东寺 明 济宁市中区

嗖喔嗟 嗟喔 奇山所 明 烟台市芝罘区

嗖喔喽 嗟喙 解宋营古城 明 蓬莱市刘家沟镇解西村

嗖喔喾 嗟嗪 五莲山光明寺 明 五莲县五莲山

嗖喔喔 喽啾 无梁殿 明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

菖
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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嗖喔喙 喽嗖 山西会馆 明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

嗖喔嗪 喽喑 古石桥 明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

嗖喙啾 喽啻 宁阳禹王庙 明 宁阳县伏山镇土罡城坝村

嗖喙嗖 喽嗟 泰山显灵宫 明 肥城市石横镇石横四村

嗖喙喑 喽喽 九仙山建筑群 明萁清 曲阜市吴村镇九仙山

嗖喙啻 喽喾 曲阜明故城城楼 明萁清 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

嗖喙嗟 喽喔 四基山观音庙 含古树名木 明萁清 曲阜市南辛镇烟庄村四基山

嗖喙喽 喽喙 曹氏家祠 明萁清 嘉祥县梁宝寺镇曹垓村萁曹庄曹北村

嗖喙喾 喽嗪 寒亭西杨家埠木版年画旧作坊 明萁清 潍坊市寒亭区西杨家埠村

嗖喙喔 喾啾 寒亭于氏宅院民居 明萁清 潍坊市寒亭区

嗖喙喙 喾嗖 红门 明萁清 淄博市博山区颜山公园路一号

嗖喙嗪 喾喑 炉神庙 明萁清 淄博市博山区城西办事处桑园村

嗖嗪啾 喾啻 临清民居 明萁清 临清市城区运河沿岸

嗖嗪嗖 喾嗟 马头清真寺 明萁清 郯城县马头镇

嗖嗪喑 喾喽 北楼迎仙桥 明萁清 蒙阴县旧寨乡北楼村

嗖嗪啻 喾喾 吴式芬故居 明萁清 无棣县旧城南门里

嗖嗪嗟 喾喔 侯塘古寺 明萁清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侯塘村

嗖嗪喽 喾喙 华德中兴煤矿公司 嗖喙嗪嗪年 枣庄市市中区矿区街道办事处

嗖嗪喾 喾嗪 青檀寺 清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

嗖嗪喔 喔啾 百寿坊 清 滕州市滨湖镇韩楼村

嗖嗪喙 喔嗖 王家祠堂 清 滕州市荆河街道办事处西门里街二巷

嗖嗪嗪 喔喑 刘氏家祠 清 滕州市大坞镇大刘庄村

喑啾啾 喔啻 张氏祠堂 清 滕州市大坞镇大坞村

菖
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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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啾嗖 喔嗟 傅氏祠堂 清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

喑啾喑 喔喽 海源阁 清 聊城市古城区楼南大街 喽喾号

喑啾啻 喔喾 魏庄石牌坊 含节孝萁孝子坊 清 东阿县姜楼镇魏庄村

喑啾嗟 喔喔 海会寺 含盐运司 清 阳谷县阿城镇

喑啾喽 喔喙 坡里教堂 清 阳谷县定水镇乡

喑啾喾 喔嗪 姜氏祠堂 清 昌邑市区解放路

喑啾喔 喙啾 吕家宅院 清 济宁市中区

喑啾喙 喙嗖 慈孝兼完坊 清 济宁市中区

喑啾嗪 喙喑 郑氏庄园 清 兖州市颜店镇洪福寺村萁郑郗村

喑嗖啾 喙啻 石门寺建筑群 清 曲阜市董庄乡石门山

喑嗖嗖 喙嗟 鱼台孔庙大殿 清 鱼台县鱼城镇

喑嗖喑 喙喽 岳氏家祠 清 嘉祥县孟姑集乡岳楼村

喑嗖啻 喙喾 金乡节孝坊 清 金乡县金乡镇清真街

喑嗖嗟 喙喔 孟母三迁祠 清 邹城市凫山街道办事处庙户营村

喑嗖喽 喙喙 蒲家庄民俗建筑群 清 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

喑嗖喾 喙嗪 千佛阁古建筑群 清 淄博市周村古商业街北首

喑嗖喔 嗪啾 赵执信故居 清 淄博市博山区秋谷路 喑喾号

喑嗖喙 嗪嗖 织女洞 清 沂源县燕崖乡牛郎官庄村

喑嗖嗪 嗪喑 王渔洋故居及墓葬 清 桓台县新城镇

喑喑啾 嗪啻 大觉寺 清 无棣县城东南关

喑喑嗖 嗪嗟 庄坞牌坊 清 苍山县庄坞镇

喑喑喑 嗪喽 华阳宫古建筑群 清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

喑喑啻 嗪喾 猴矶岛灯塔 清 长岛县猴矶岛菖
啻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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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喑嗟 嗪喔 李氏庄园 清 栖霞市臧家庄镇马陵冢村

喑喑喽 嗪喙 东镇庙 元 民国 临朐县沂山

喑喑喾 嗪嗪 栈桥及回澜阁 清 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 喑啻号

四 石窟寺及石刻 共嗖嗖处

喑喑喔 嗖 吴白庄画像石墓 东汉 临沂市罗庄区吴白庄村

喑喑喙 喑 平阴四山摩崖石刻 北朝 平阴县洪范池镇

喑喑嗪 啻 盖平山摩崖石造像 北朝 莱州市柞村镇东朱宋村

喑啻啾 嗟 唐山摩崖造像 隋萁唐 沂源县东里镇

喑啻嗖 喽 蔡家镇经幢 唐 莱芜市莱城区张家洼街道办事处蔡家镇村

喑啻喑 喾 凤凰山石窟造像 唐 邹城市张庄镇圣水池村

喑啻啻 喔 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 唐 曲阜市小雪镇武家村

喑啻嗟 喙 唐代石雕群 唐 滕州市柴胡店镇老君院村

喑啻喽 嗪 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 宋 民国 平度市大泽山镇高家村

喑啻喾 嗖啾 石屋山泉石刻 明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

喑啻喔 嗖嗖 王王景御封林 明 莒南市板泉镇大白常村

菖
嗟

嗖
菖



五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共喽啻处

喑啻喙 嗖 郭味蕖故居 菟疏园萏 清 潍坊市潍城区东风西街

喑啻嗪 喑 兖州天主教堂 清 兖州市城区

喑嗟啾 啻 共济分会旧址 清 威海市刘公岛西村

喑嗟嗖 嗟 康来饭店旧址 清 威海市刘公岛西村

喑嗟喑 喽 英国工程师住宅旧址 清 威海市东山路 喾号

喑嗟啻 喾 英国海军上将别墅旧址 清 威海市刘公岛东村

喑嗟嗟 喔 英海军司令避暑房旧址 四眼楼 清 威海市环海路 喔 嗖号黄泥沟村

喑嗟喽 喙 英商私人住宅旧址 小红楼 清 威海市东山路

喑嗟喾 嗪 蒸馏所旧址 清 威海市刘公岛西村

喑嗟喔 嗖啾 德华银行旧址 嗖嗪啾嗖年 济南市市中区

喑嗟喙 嗖嗖 菟德国领事馆萏旧址 嗖嗪啾嗖年 济南市市中区

喑嗟嗪 嗖喑 青岛馆陶路近代建筑 嗖嗪啾喑 嗖嗪嗟啾年 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萁堂邑路

含嗷嗖横滨正金银行青岛支店旧址 馆陶路 嗖号

喑三菱洋行旧址 馆陶路 啻号

啻英国汇丰银行旧址 馆陶路 喽号

嗟朝鲜银行青岛支行旧址 馆陶路 嗖喑号

喽齐燕会馆旧址 馆陶路 嗖啻号

喾岛取引所旧址 馆陶路 喑喑号

喔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旧址 馆陶路 喑嗟号

喙丹麦驻青领事馆旧址 馆陶路 喑喙号

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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嗪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旧址 馆陶路 啻喔号

嗖啾三井洋行旧址 堂邑路 嗖嗖号

喑喽啾 嗖啻 崇实中学旧址 嗖嗪啾嗟年 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沿河东路河东街 嗖号

喑喽嗖 嗖嗟 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 嗖嗪啾嗟年 青岛市四方区海岸路 嗖喙号

喑喽喑 嗖喽 黄台车站德式建筑群 嗖嗪啾喽年 济南市历下区

喑喽啻 嗖喾 淄博矿务局德日建筑群 清萁民国 淄博市矿务局机关驻地

喑喽嗟 嗖喔 曲师礼堂及教学楼 含考棚 清萁民国 曲阜市曲阜师范学校

喑喽喽 嗖喙 南街民居 张梦庚故居 清萁民国 冠县南街路西

喑喽喾 嗖嗪 德日式建筑群 清 嗖嗪嗟喽年 潍坊市坊子区

喑喽喔 喑啾 青岛中山路近代建筑 嗖嗪嗖啾 嗖嗪啻喽年 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萁河南路

含嗷嗖德式建筑 中山路 嗖喔号

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旧址 中山路 喾喑号

啻山左银行旧址 中山路 喾嗟 喾喾号

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 中山路 喾喙号

喽大陆银行旧址 中山路 喔啾号

喾聚合钱庄旧址 中山路 喙喑号

喔交通银行青岛分行旧址 中山路 嗪啻号

喙山东大戏院旧址 中山路 嗪喔号

嗪胶澳商埠电汽事务所旧址 中山路 喑嗖喾号

嗖啾中国实业银行旧址 河南路 嗖啻号

嗖嗖青岛分行公会旧址 河南路 嗖喽号

嗖喑金城银行旧址 河南路 嗖喔号

喑喽喙 喑嗖 胶济车站旧址 嗖嗪嗖嗟 嗖嗪嗖喽年 济南市天桥区

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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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喽嗪 喑喑 齐鲁大学 含医学院 建筑群 嗖嗪嗖喔年 济南市历下区

喑喾啾 喑啻 山东邮务管理局旧址 嗖嗪嗖嗪年 济南市市中区

喑喾嗖 喑嗟 泰茂洋行旧址 嗖嗪嗖嗪年 威海市育华路

喑喾喑 喑喽 五 三惨案蔡公时殉难地 嗖嗪喑啾年 济南市市中区

喑喾啻 喑喾 康有为故居 嗖嗪喑啻 嗖嗪喑喔年 青岛市市南区福山支路 喽号

喑喾嗟 喑喔 交通银行济南分行旧址 嗖嗪喑喽年 济南市市中区

喑喾喽 喑喙 刘子山旧宅 嗖嗪喑喙年 莱州市沙河镇湾头村莱州市第三中学

喑喾喾 喑嗪 收回威海卫纪念塔 嗖嗪啻嗖年 威海市区三角花园

喑喾喔 啻啾 青岛水族馆 嗖嗪啻喑年 青岛市市南区莱阳路 嗟号

喑喾喙 啻嗖 恤养院旧址 嗖嗪啻啻年 烟台市牟平区东楼路 啻嗪号

喑喾嗪 啻喑 奎虚书藏 嗖嗪啻喾年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路 喑喽喔号

喑喔啾 啻啻 国际洋行旧址 嗖嗪啻嗪年 枣庄市市中区车站街 喽号

喑喔嗖 啻嗟 老舍旧居 喑啾世纪 啻啾年代 济南市历下区南新街 喽喙号

喑喔喑 啻喽 张颜山旧宅 喑啾世纪 啻啾年代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办事处邵家土巷村

喑喔啻 啻喾 国共谈判旧址 嗖嗪嗟喾年 枣庄市峄城区

喑喔嗟 啻喔 新四军军部旧址 嗖嗪嗟喾 嗖嗪嗟喔年 临沂市河东区九曲镇前河湾村

喑喔喽 啻喙 解文卿烈士就义处 嗖嗪嗟喔年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义疃店村

喑喔喾 啻嗪 俄国领事馆旧址 近代 烟台市芝罘区大马路 嗖啾喙号

喑喔喔 嗟啾 启唷学馆旧址 近代 烟台市芝罘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喑喔喙 嗟嗖 中国内地会学校旧址 近代 烟台市芝罘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喑喔嗪 嗟喑 大成栈旧址 民国 烟台市福山区盐场村

喑喙啾 嗟啻 海星学校旧址 民国 威海市文化路 喽号鲸园小学

喑喙嗖 嗟嗟 美国牙医别墅旧址 民国 威海市环海路 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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喑喙喑 嗟喽 意人别墅旧址 民国 威海市环海路 嗪号

喑喙啻 嗟喾 英商别墅旧址 民国 威海市环海路 嗖嗖号

喑喙嗟 嗟喔 潘家大楼 民国 济宁市中区

喑喙喽 嗟喙 牌坊街礼拜堂 含教士楼 民国 济宁市中区

喑喙喾 嗟嗪 山东省政府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 莒南县大店镇

喑喙喔 喽啾 山东新华书店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 莒南县洙边镇后净埠子村

喑喙喙 喽嗖 铁道游击队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 枣庄市市中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喑喙嗪 喽喑 梁漱溟墓 现代 邹平县城黄山

喑嗪啾 喽啻 王统照墓 现代 济南市天桥区金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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