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山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９５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一、民间文学 (１３项)

４２８ I－６０ 秦琼传说 济南市天桥区

４２９ I－６１ 麻姑传说 烟台市牟平区

４３０ I－６２ 养马岛传说 烟台市牟平区

４３１ I－６３ 留山传说 安丘市

４３２ I－６４ 仓颉造字的传说 寿光市

４３３ I－６５ 嫦娥奔月的传说 潍坊市寒亭区

４３４ I－６６ 杞国的故事 潍坊市坊子区

４３５ I－６７ 苏东坡在密州的传说 诸城市

４３６ I－６８ 孔尚任的传说 曲阜市

４３７ I－６９ 颜真卿系列传说 费　县

４３８ I－７０ 平邑灯谜 平邑县

４３９ I－７１ 少年诸葛亮的传说 沂南县

４４０ I－７２ 尧的传说 鄄城县

—３—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二、传统音乐 (２项)

４４１ II－３１ 洼里盘鼓 青岛市城阳区

４４２ II－３２ 雷琴艺术 菏泽市

三、传统舞蹈 (２项)

４４３ III－５５ 董家伞棍鼓舞 济南市济阳区

４４４ III－５６ 鹌子斗鳖 栖霞市

四、传统戏剧 (４项)

４４５ IV－３０ 坠子戏 金乡县

４４６ IV－３１ 溜山梆子 临沂市兰山区

４４７ IV－３２ 刘贵哈哈腔 庆云县

４４８ IV－３３ 茌平花鼓戏 聊城市茌平区

五、曲艺 (４项)

４４９ V－２２ 平调 济宁市

４５０ V－２３ 岭儿调 济宁市

４５１ V－２４ 山东柳琴 泰安市

４５２ V－２５ 快板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１６项)

４５３ VI－４２ 口技 济南市

４５４ VI－４３ 少林拳 (济南少林拳、聊城少林拳) 济南市历城区

—４—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５４ VI－４３ 少林拳 (济南少林拳、聊城少林拳) 聊城市

４５５ VI－４４ 平阴独轮车 平阴县

４５６ VI－４５ 地弓拳 广饶县

４５７ VI－４６ 九五拳 高密市

４５８ VI－４７ 太祖长拳 临朐县

４５９ VI－４８ 潍坊四通捶拳 潍坊市潍城区

４６０ VI－４９ 泰山舞狮 泰安市泰山区

４６１ VI－５０ 沙式武术 荣成市

４６２ VI－５１ 戊极大功力拳 德州市德城区

４６３ VI－５２ 八极拳 (禹城八极拳、吴钟八极拳)
禹城市

庆云县

４６４ VI－５３ 梢头棍 乐陵市

４６５ VI－５４ 临清龙灯 临清市

４６６ VI－５５ 东阿大红拳 东阿县

４６７ VI－５６ 流星锤 聊城市东昌府区

４６８ VI－５７ 中华传统礼射 山东省图书馆

七、传统美术 (１５项)

４６９ VII－５２ 侯氏社火脸谱 济南市天桥区

４７０ VII－５３ 济南蛋雕 济南市

—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７１ VII－５４ 辛氏锲金画 青岛市城阳区

４７２ VII－５５ 麦秆剪贴 (麦草画手工技艺) 青岛市黄岛区

４７３ VII－５６ 博山窑陶瓷雕塑 淄博市博山区

４７４ VII－５７ 博山琉璃刻绘 淄博市博山区

４７５ VII－５８ 葫芦烙画

潍坊市

平邑县

４７６ VII－５９ 焚香烙画 青州市

４７７ VII－６０
农民画 (青州农民画、

日照农民画、工笔牡丹画)

青州市

日照市

巨野县

４７８ VII－６１ 建筑彩绘 (古建油漆彩绘) 曲阜市

４７９ VII－６２ 东平湖莲子彩绘工艺 东平县

４８０ VII－６３ 糖塑 (泰山糖画) 东平县

４８１ VII－６４ 王氏羽毛画 兰陵县

４８２ VII－６５ 金丝彩贴 德州市德城区

４８３ VII－６６ 篆刻 (张氏缪篆书刻技艺、古文字陶刻技艺)
巨野县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八、传统技艺 (３６项)

４８４ VIII－１０４ 古陶瓷修复技艺 济南市历下区

—６—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８５ VIII－１０５ 章丘铁锅锻打技艺 济南市章丘区

４８６ VIII－１０６ 秦老太茶汤制作技艺 济南市莱芜区

４８７ VIII－１０７ 桥氏木作技艺 济南市历城区

４８８ VIII－１０８ 青岛高家糖球制作技艺 青岛市市北区

４８９ VIII－１０９ 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 青岛市崂山区

４９０ VIII－１１０
编织技艺 (渔网编织技艺、

中国结传统编织技艺)

青岛市城阳区

郯城县

４９１ VIII－１１１

镶嵌技艺 (淄博镶嵌、
阳谷顾氏红木镶嵌技艺、

唐氏陶瓷修补镶嵌锡器打造技艺)

淄博市张店区

阳谷县

莒县

４９２ VIII－１１２ 酱油酿造技艺 (朱家老酱油酿造技艺) 沂源县

４９３ VIII－１１３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明清民居营造技艺、

泥草房民居建造技艺)

桓台县

栖霞市

４９４ VIII－１１４

蚕丝织造技艺 (传统手工蚕丝制作技艺、
台儿庄蚕丝被制作技艺、

胶东民间山蚕茧古法纩丝技艺)

枣庄市台儿庄区

枣庄市台儿庄区

威海市环翠区

４９５ VIII－１１５ 鲁班锁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４９６ VIII－１１６ 粉皮制作技艺 (阴平石泉粉皮制作技艺) 枣庄市峄城区

４９７ VIII－１１７ 松花蛋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７—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４９８ VIII－１１８ 传统皮具制作技艺 (牛皮具牛蜡制作技艺) 滕州市

４９９ VIII－１１９

传统梨膏制作技艺

(莱阳茌 (慈)梨膏制作技艺、
王氏熟梨制作技艺)

莱阳市

临沂市兰山区

５００ VIII－１２０ 高密大红纸制作工艺 高密市

５０１ VIII－１２１
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刘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付氏京胡制作技艺、京胡制作技艺)

济宁市

德州市德城区

禹城市

５０２ VIII－１２２ 董氏古兵器制作技艺 济宁市任城区

５０３ VIII－１２３ 曲阜刘氏古建筑木作营造技艺 曲阜市

５０４ VIII－１２４ 绾结葫芦技艺 嘉祥县

５０５ VIII－１２５ 豆面酱制作技艺 威海市环翠区

５０６ VIII－１２６ 浅海传统捕捞技艺 (踩高跷推虾皮) 日照市

５０７ VIII－１２７ 刘氏盘扣制作技艺 五莲县

５０８ VIII－１２８ 琅琊古墨制作技艺 临沂市河东区

５０９ VIII－１２９ 刘氏翻花制作技艺 平邑县

５１０ VIII－１３０ 陶瓷印章制作技艺 德州市德城区

５１１ VIII－１３１ 蟋蟀罐传统制作技艺 宁津县

５１２ VIII－１３２ 鸡毛掸子扎制工艺 聊城市

５１３ VIII－１３３ 莲花灯制作技艺 滨州市

—８—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５１４ VIII－１３４
地毯编织技艺 (博兴地毯编织技艺、

阳信地毯编织技艺)

博兴县

阳信县

５１５ VIII－１３５ 皮影制作技艺 曹县

５１６ VIII－１３６ 银饰锻制技艺 (张氏银器制作技艺)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５１７ VIII－１３７ 铁器制作技艺 (铁壶制作技艺)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５１８ VIII－１３８ 泰山玉雕刻技艺 山东省商务厅

５１９ VIII－１３９ 雕版印刷技艺 山东省图书馆

九、传统医药 (１项)

５２０ IX－１０ 针灸 (孟氏手针法、叶氏心法针灸)
阳谷县

山东省教育厅

十、民俗 (２项)

５２１ X－３１
民间礼俗 (崂山鲅鱼礼俗、

宁阳四八宴席与酒礼)

青岛市崂山区

宁阳县

５２２ X－３２ 祭孟大典 邹城市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