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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

将编制大型图文档案《中国传统村落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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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千年历史基本是农耕的社会史与文明

史。农耕的家园是村落。在漫长岁月中，我们的

中华民族不仅生于斯，长于斯，创造于斯，也传

承于斯。由于历史悠久，我们的村落底蕴深厚；

缘自地域不同，我们的村落多彩多姿，文化灿烂

丰富。我们村落之多样，世所罕见。不仅形态、

风貌、景象彼此不同；物产、风俗、宗族、游艺、

手艺，以及传习的仪规也自成一格。尤其是少数

民族独有的文化大部分不在城市里，而在树拥山

抱的村寨里。如果这些村落消失了，我们最古老

的根、世世代代的家园和历史生活的见证，无数

迷人和多样的文化则烟消云散。我们能看着它消

亡吗？

然而，过去我们对传统村落这种根性的文化

壹
到田野去，盘点我们
文明的家园！   （前言）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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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认知有限，大部分村落又没有村落志，所以

在时代转型中，它们的消亡是无声无息的。近

二十年，我们失去多少极其珍贵的村落遗产，谁

能统计出来，说清楚？

这样重大的历史文化责任不应该由我们这一

代文化人承担吗？

2012 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项目，

由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启

动与大力推动，一部分知识界各领域学者专家也

积极地参与进来。今年，经国务院新闻办发布，

已有先后两批 1561 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从而成为我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外极为重要的另一类文化遗产，成为国家和政府

必须保护的活态的历史财富。国家在相关文件中

明确表述，在城镇化进程中 , 它们将是必须着力

地、精心地、文明地面对的一部分。

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一句“要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切中了传统村落最深切

的精神意义与存在价值，彰显了力保不失的决心。

这体现我们这个文明大国的国家的文化自觉

和文明的高度。

那么接下来，知识界应该做什么？

除去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我们要提供

必不可少科学的理念、规划、标准与试验外，还有

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即为国家确定的传统村落建立

基础档案。这个工作的内容是：对传统村落进行全

面的标准化的调查，盘清家底，以精确的图文结合

方式将村落的各方面原生态的信息记录下来，为国

家这一重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财富立档。

过去我们是没有完整切确的村落档案的。这

次对自己的农耕家园进行全面的盘点与记录，应

是历史上的首次。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也是一种

时代的机遇与福气。

中国文联的两大专业的协会—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决定联合承担起这项

工作。民间文化学者将拿起笔，摄影家们将背起

相机，携手走进祖国的山水深处、田野腹地，共

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

十二年前，我们启动了全国民间文化遗产的

抢救性调查，经过十余年艰辛与努力，完成了对

中华大地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盘点。十二年后的今

天，我们又开启了另一项意义非凡的文化工作与

文化行动—为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这次，由于

国家住建部给予的全力支持，由于中国摄影家协

会强大而精锐的摄影家队伍的加入与合作，我们

对高质量完成这一工作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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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手册专供此次田野调查的专业工作者使

用。个人志愿者也可试用。

二、此次调查是为全国传统村落立档，必须严

格按照统一、标准的规范和要求执行。本手册正是

提供这样的标准与要求。

三、此次调查是基础性的，不是村落志，调查

内容为村落方方面面基本的信息；所需要的信息必

需详实、真实、确凿。

四、本手册所开列的村落，皆为国家正式列入

名录的“中国传统村落”，如调查中发现有名录之

外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也请另外填写图

文表格。

五、调查顺序依照国家传统村落名录公布批次

的先后。先调查和完成第一批，然后依序进行。

六、本次调查成果，立档之外，将编制大型图

文档案《中国传统村落图典》。

这项工作，将使我们对传统村落的现状真正

心有底数，对其保护与发展有了充分的图文依据，

并将为历史存照，为未来留下这一巨型的历史文

化财富确凿的文字记载与真实的完备的图像。

依照十多年来我们工作的方法，每一项全国

性文化调查之前，必须制定一本工作手册，统一

标准、规范和要求，以保证工作的有序与最终成

果的科学与完整。

这本《田野手册》将在此次调查中人手一册，

是工作必备的工具与指南。希望调查者在走入田

野之前熟读它，研究它，并严格完成手册中的每

一项要求。

工作的意义、性质、目标和方法明确了，我

们已经把一件重大的任务心甘情愿压在自己的肩

背上了。

我们的确在做一件大事情，为了国家民族，

为了自己尊贵的历史，更为了后人与未来。

2014 年 6 月

貳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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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者须知

○	调查者应严格依照“立档调查体例”所制定的各

项标准和要求，进行文字采集和图像拍摄。

○	调查结果应按要求填写“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

（文字）归档表”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图

片）登记表”。

○	文字和图像（摄影）调查成果均采用电子文件形式。

○	文字要求客观、准确和简洁。图片要求自然、真

实和清晰。图片应注重审美，但不要拍成唯美的

风光片。

立档调查体例

21



1. 文字内容、数量与要求

编    号 分    项 内容要求 字    数

1 村名

2 所属
_______ 省 _______ 市
_______ 县 _______ 乡

3 名录批次
注明哪年列入哪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名录之外新
发现的也要注明

4 年代 形成年代，依据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5 形成原因 迁徙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6 村落形状
圆形、方形、条状、不规
则形状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7 面积 平方公里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8 类型 山村、水乡、丘陵、平原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9 地质 地质特征，地势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0 自然环境 山脉、河流、森林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1 民族
主要民族、民族村，多民
族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2 姓氏 主要姓氏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3 人口 户籍人口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4 生产
产业类型，主要物业、副
业、养殖和新兴企业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编    号 分    项 内容要求 字    数

15 生活
有地域特点的生活方式及
相关器物、交通工具和服
装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6 历史见证物
碑石、文献、族谱、匾额
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7 物质文化遗产

主要的庙宇、祠堂、戏台、
民居建筑的类型（窑洞、
吊脚楼、竹楼、土楼、地
坑院等）；建造年代、风
格、形制、结构、材料等；
古桥、古井、墓地等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8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类民俗、民间文艺、手
艺与传承人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19 自然遗产 特殊的风物、景观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20 村庄概况

该村落的自然环境，形成
原故，历史嬗变，主要生
产与物产，生活与民俗方
式的地域特点，主要物质
与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存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及国
家与省市县名录的文保
单位与“非遗”要注明），
村落的生产、生活与文化
的现状

1000 字左右

21 其他 简要表述，字数自定

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县（区、市、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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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编号：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文字）归档表

村落名称：	 	 	 调查时间：
所属省市乡镇：	 	 	 调		查		者：
名录批次：																																		
名录之外：	 	 	 登记时间：

编    号 分    项 内    容 备    注

1 年代

2 形成原因

3 类型

4 地质

5 自然面貌 包括村落形状

6 民族

7 姓氏

8 人口

9 生产

10 历史见证物

11 物质文化遗产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自然遗产

14 其他 如，特有的动物

15 村落简介

注：	○	省（自治区、直辖市）	 	 调查者地址：
	 	 市（地区、州、盟）		 	 电话：
	 	 县（区、市、旗）	 	 	 邮箱：
	 ○每村填写一份表格
	 ○表格大小可在电子文件中自调

2. 图片内容、数量与要求

                            

○ 一个村落所需图片内容分为七部分：A. 村落面貌；

B. 历史见证；C. 物质文化遗产；D. 非物质文化遗产；

E. 民俗生活；F. 生产方式；G. 人物；余列入其他。

○ 根据现已掌握信息，每个村落都有必须拍摄的内容，

将另通知调查者。

○ 所列数量为最少者，多则不限，以尽量多留下村落的

信息与原生形态。

提示：此表格可从“中国传统村落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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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A

村
落
面
貌

1. 全貌
完整村落及边
界

12 张

○	不 同 角 度，
不同侧面

○标志物突出
○	注意村落形

状

○	标志物要注明
名称

○标明方向

2.	村落与自
然关系

如：山脉、水
系、森林、地
质等

12 张

○	有名称的山
峰和河流

○	本地有特点
树种的森林

○地貌
○	关 系 物， 如

桥梁

○	标明河流与山
峰的名称

○	如强调地质，
标明地质名称

○标明树种

3.	村落不同
角度的景
象

○	从村落内部
拍摄村落的
不同景象

○	从村中望点
拍摄

12 张

○	以大中景为
主

○	有人入镜和
无人入镜照
片各一组

○	如拍摄区域有
特定功能，要
注明

○	如 在 望 点 拍
摄，要注明

4.	主要街巷
如：传统轴线、
主干道、商铺
街

12 张

○	注 意 街 头、
巷尾及重要
节点

○	历史街道（注
意铺路材料）

○	街 道 如 有 名
称，要注明

○	注明商店及有
价值的信息

5.	重要公共
空间

如：广场
数量
自定

无则空项
○	广场的位置、

功能应注明

6.	自然特色
有特色的自然
风光、景观或
名胜

数量
自定

无则空项 ○注意自然美

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B

历
史
见
证

1.	村落历史
见证

如：石碑、历
史界石、古树
名木等

数量
自定

有则必拍、无
则空项

○	见证物的历史、
年代和功能等
要写明

2.	家族历史
见证

如：族谱、祖
宗像、祖宗轴、
祖宗牌位等

数量
自定

无则空项
○	家族的姓氏和

历史等应注明

3. 文献

如：方志、史
籍、地契、分
家契约与其他
有人文价值的
文书等

数量
自定

有则必拍、无
则空项

○	方志和史籍的
名称、版本，
契约的类型、
年代、人名都
要注明

4.				其他有年
款的遗存

如：对联、匾
额、家庭居室
物品、瓷器等

数量
自定

无则空项

○	对联的主人姓
名、出处、年
代、内容和书
写者都要注明

○	有重要人文价
值和地域特点
的物品的名称
和用处要写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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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C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1. 公共遗产

如：庙宇、祠
堂、戏台、古
桥、书院、鼓
楼、历史遗址
（包括各级文
保单位）、古
桥、古井、墓
地、寨墙等

数量自
定、力
求丰富

○	外部与内部
景象

○	局部特写（注
意特殊构造
和年代感）

○	雕刻或彩绘
图案

○	属国家文保单
位（各级）的
物质文化遗产
要注明

○	历史建筑的名
称、年代、功
能及其价值要
写明

2. 民居建筑
如：经典民居
与普通民居

数量自
定、力
求丰富

○	经典民居包
括 内 部、 外
部、 细 节、
建筑装饰构
件。 普 通 民
居包括外部、
内部、细节、
建筑装饰等，
如 砖 雕、 石
雕、 木 雕、
灰塑等

○	注意地域建
筑特征和材
料特征

○	民居中不同
功能的房屋。

○	表现房屋的
功 能 时， 须
有人物

○	经典建筑要写
明 年 代 和 历
史、建造人（户
主）、建筑规
模、结构、特
点与价值

○	有地域特征的
建筑构造和材
质要写明

○	有特点的民居
要写明

3. 作坊

如：油坊、造
纸坊、豆腐坊、
染坊、陶瓷作
坊、打铁铺等

每处
10 张

○作坊工序
○作坊产品

○	作坊的历史与
特点及工艺的
特殊性要写明

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D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1.	列入国家
与政府各
级名录的
非物质文
化遗产

民间信仰、文
学、戏剧、音
乐、美术、曲
艺、杂技、手
艺、武术、医
疗等

20 张

○	活态的“非遗”
○	器物与文献等

历史见证物
○	制品（美术类）
○传承人

○	凡列入国家和
政府各级“非
遗”都要注明

○	该村“非遗”
的地域特征、
民 俗 功 能 及
传承人的小传
都要写明

2.	未列入国
家与政府
名录的民
间文化与
艺术

○	活态的“非遗”
○	器物与文献等

历史见证物
○	制品（美术类）
○传承人

○	未列入政府名
录的“非遗”，
即有地域特征
的民俗事项与
民艺都要注明

（续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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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E

民
俗
生
活

1.	日常生活
场景

如：生活在其
中的人、生活
物品、服装、
生活方式、新
的文化设施与
文化方式等

12 张
○	注意人在其

中的存在和
地域特点

○	有地域特点的
生活方式、场
景、服装都要
注明

2.	礼俗生活
场景

如：婚丧嫁娶、
生育习俗；集
市、岁时节会
等场景

数量
自定

○	注意现场感、
仪式感

○	有地域特点的
婚丧嫁娶和节
令习俗都要用
文字加以简要
说明

3. 家居信仰
如：信仰偶像、
行业神、保家
仙

6 张
○	注意其摆放

位 置、 相 关
器具及供品

○	对该村由古代
传承至今的民
俗信仰的偶像
要注明神名与
神职

4. 交通工具

如：畜力牵引
的各类车、轿
子、滑竿、船、
皮筏子、家畜
等

10 张
○	注意其地域

特点

○	各种地域性交
通工具的名称
和用途要做简
要说明

拍摄
分类

拍摄内容 拍摄范围提示 数    量 要    求 说明文提示

F

生
产
方
式

1.	日常生产
场景

如：农、林、
牧、副、渔等

12 张

○	照片中要有
人 的 因 素、
要表现生产
内 容、 生 产
方式和物产

○	新的乡村副
业与企业

○	当地特有的产
业、生产方式
和物业的名称
要注明

2. 生产工具

如：风车、水
车、犁、耙、
耧、牲口套具、
水磨、辘轳，
以及渔具、猎
具等

12 张

○	注意拍摄有
特点的农具、
渔具、猎具，
进行畜牧业
及副业生产
的工具

○	有地域特点的
生产工具要注
明名称

3. 手工制品

乡土各类手工
制品。用于生
活应用、游艺、
摆设等各类陶
瓷、草编、布缝、
木雕、石刻、
纸扎等物品

10 张
○物品
○制作中

○	有地域特点的
各种手工制品
的 名 称 和 材
料，以及游艺
活动的时令功
能要写明

G

人
物

1. 村民肖像
如：男、女、
老、少

自定

○	注意人物形
象和服装要
有特点，可在
生活、生产与
文化环境中
拍摄，包括个
人、多人、家
庭合影

○	肖像写明人物
的身份与年龄

○	家庭照注明姓
氏与人物相互
的关系

2.	历史上的
重要人物
肖像

历史上对本村
有贡献或影响
力的人物

无则
空项

○	照片、资料或
画像，翻拍

○	墓志铭，拍摄

○	历史人物的简
要小传。写明
人物籍贯、姓
名、生卒年代、
身份和事迹

其
他

调查者有发
现的内容

如当地特有的
动物

自定
○	调查者斟酌注

写

（续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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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分类号 图片编号 说明文 备    注

A

村
落
面
貌

A-1
全貌

A-1-1

A-1-2

A-1-3

A-1-4

A-2
村落与自然

关系

A-2-1

A-2-2

A-2-3

A-2-4

A-3
村落不同角
度的景象

A-3-1

A-3-2

A-3-3

A-3-4

A-4
主要街巷

A-4-1

A-4-2

A-4-3

A-4-4

A-5
重要公共

空间

A-5-1

A-5-2

A-5-3

A-5-4

A-6
自然特色

A-6-1

A-6-2

A-6-3

A-6-4

附表：	 	 	 	 编号：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图片）登记表

村落名称：	 	 	 拍		摄		者：
所属省市乡镇：	 	 	 相								机：
类				型：		 	 	 图片总数：
民				族：		 	 	 拍摄日期：

分    
类

分类号 图片编号 说明文 备    注

B

历
史
见
证

B-1
村落历史

见证

B-1-1

B-1-2

B-1-3

B-1-4

B-2
家族历史

见证

B-2-1

B-2-2

B-2-3

B-2-4

B-3
文献

B-3-1

B-3-2

B-3-3

B-3-4

B-4
其他有年款

的遗存

B-4-1

B-4-2

B-4-3

B-4-4

C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C-1
公共遗产

C-1-1

C-1-2

C-1-3

C-1-4

C-2
民居建筑

C-2-1

C-2-2

C-2-3

C-2-4

C-3
作坊

C-3-1

C-3-2

C-3-3

C-3-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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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分类号 图片编号 说明文 备    注

D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D-1
列入名录的
“非遗”

D-1-1

D-1-2

D-1-3

D-1-4

D-2
未列入名录
的“非遗”

D-2-1

D-2-2

D-2-3

D-2-4

E

民
俗
生
活

E-1
日常生活

场景

E-1-1

E-1-2

E-1-3

E-1-4

E-2
礼俗生活

场景

E-2-1

E-2-2

E-2-3

E-2-4

E-3
家居信仰

E-3-1

E-3-2

E-3-3

E-3-4

E-4
交通工具

E-4-1

E-4-2

E-4-3

E-4-4

○每村填写一份表格。
○高与宽比例不限；不要使用黑白拍摄。
○表格大小可按需要在电子文件上自调。
○表格中的备注用于摄影家填写自己照片的编号与标题内容。
○说明文可长可短。短，可一句话；长，不超过 200 字。
○请摄影家附一份 200 字个人简介和一张工作照。

分    
类

分类号 图片编号 说明文 备    注

F

生
产
方
式

F-1
日常生产

场景

F-1-1

F-1-2

F-1-3

F-1-4

F-2
生产工具

F-2-1

F-2-2

F-2-3

F-2-4

F-3
手工制品

F-3-1

F-3-2

F-3-3

F-3-4

G

人
物

G-1
村民肖像

G-1-1

G-1-2

G-1-3

G-1-4

G-2
历史上的重
要人物肖像

G-2-1

G-2-2

G-2-3

G-2-4

其
他

调查者有发
现的内容

其 -1

其 -2

其 -3

其 -4

提示：此表格可从“中国传统村落网”下载。

（续表）（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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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肆

（联合·协作）

（联合·协作）

（联合·协作）

出版印刷

中心工作室
中国传统村落图典编辑室

中国传统村落图文资料数据库

归纳·立档·编辑·设计

中国摄影家协会
组织
协调
归纳

各省市摄影家协会
组织
调查
登记

摄影家
协作单位
志愿者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
协调
归纳

各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
调查
登记

民间文艺家
协作单位
志愿者

3. 图片拍摄技术标准

要    素 技术要求

相机
专业单反数码相机、专业中画幅数码相机、专
业胶片中画幅相机。

照片像素
数码相机像素不低于 2000 万像素，分辨率
5000×4000 以上。反转片电分文件 135 底片每
张 30 兆、120 底片每张 60 兆。

图片格式
图片格式要求为 RAW ＋ JEPG，画质设置
JEPG 格式为最高质量（优）	，胶片电分为
TIFF 格式。

色彩空间
数码相机色彩空间 RGB 为 Adobe	1998、CMYK	
为	Japan	Colr	2001	Coated 标准、反转片电子分
色为 CMYK 颜色，TIFF 格式。

编号说明 图片要编号，并写清楚图片的标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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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例举的图例是立档调查时必须完成的各部分内容。

○这里各部分例举的图片不属于同一村落。

特别鸣谢

这些作为范例的图片，为以下摄影家提供：

李玉祥（北京）	 石宝琇（陕西）	 张				韬（陕西）
董建成（浙江）	 王晓岩（天津）	 郑云峰（江苏）
陈永安（河南）	 尹				忠（湖南）	 樊				宇（山东）

伍

图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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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面貌

1  后沟古村地貌及村落
全貌。（山西省晋中
市后沟村）

2  大汖村正面景象。村
口的老槐树上依然悬
挂着一口老钟。（山
西省孟县大汖村）

3  大汖村远景，可以看
到它所身处的自然（群山
拥抱）的环境。（山西省
孟县大汖村）2

1

3

4140



4

5

4  郎德上寨民居依山而筑，为
木质结构吊脚楼。有五条花
街路通向寨中。（贵州省雷
山县上郎德村）

5  斯盛居，俗称千柱屋，位于
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螽斯
畈自然村，由斯元儒在清嘉
庆年间（1798 年）建造，面
积 6850 平方米。2001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诸
暨市斯宅村）

6  依山就势的村路。（贵州省
雷山县上朗德村）

7  湖南高椅村的石板路。（湖
南省会同县高椅村）

8  福建培田村祠堂前的广场，
是村民举行民俗活动的空
间。（福建省连城县培田村）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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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

1

2

1  高椅村中一件明代的遗物。
（福建省连城县培田村）

2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下布满古
代军事地道网。（山西省龙
凤县张壁村）

3  青海年都乎村特有的门画与
壁画。（青海省同仁县年都
乎村）

4  在福建，旧时大户人家的厅
堂都设有祖宗牌位和画像、
照片。（福建省连城县培
田村）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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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年都乎村的古城墙。（青海
省同仁县年都乎村）

6  山西张壁古堡内贾氏一家的
“祖宗轴”。（山西省龙凤
县张壁村）

7  浙江斯宅村的《斯宅宗谱》
（69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浙江省诸暨市斯宅村）

8  华国公别墅正厅两侧山墙内
张贴的清代科举中试《捷
报》。（浙江省诸暨市斯宅村）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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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

1

2

1  年都乎寺位于同仁县城西北
1 公里处，由丹智钦建于明
末，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寺
内有明代绘制的大型精美壁
画。（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村）

2  至少二百年以上的古戏台。
（山西省晋中市后沟村）

3  笔峰书院西侧的三层建筑为
文昌阁，图为二楼。（浙江
省诸暨市斯宅村）

4  可汗庙后墙下的泥包铁铸佛
像，年代不详。（山西省龙
凤县张壁村）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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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椅村的民居。（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

6  陕西尧头村最大的窑洞，原为村中的杜
家祠堂。（陕西省澄城县尧头村）

7  雕琢精致的建筑构件装饰。（福建省连
城县培田村）

8  守门石猴。（山西省龙凤县张壁村）

5

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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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斗牛比赛完毕，苗家汉子吹起了欢快的芦笙。（贵
州省从江县架里村）

2  跳孔雀舞的苗族少女们。（贵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

3  于田县图湾沙依拉村的买托哈提阿布都拉·阿瓦汗是传
统手工制作煎服的传人。（新疆于田县图湾沙依拉村）

4  插口扦一般都在两腮各插一支，按老人说法，两支
扦等于向神献祭两只山羊。也有插四支扦的，那是
对祛病或消灾者还愿的施舍行为。（青海省同仁县
年都乎村）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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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5  83 岁的胡巧双老人在做女
红。（山西省孟县大汖村）

6  杨柳青镇宫庄子年画艺人
王学勤在作画。（天津市杨
柳青镇宫庄子村）

7  青海年都乎村的於菟舞已于
2006 年列入国家第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青海省同
仁县年都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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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生活

1

2

1  寨子里有人家里添了小孩，
办“三朝酒”而举办的宴
席就在自己屋后的场院进
行。娃娃外婆家的亲人们从
几十公里外的寨子赶过来贺
喜，席地围坐在一起唱歌喝
酒。（贵州省从江县架里村）

2  山西梁家寨乡的小庙。（山
西省孟县大汖村）

3  尧头村村民杜百科老人葬礼
上，亲戚、乡邻按当地习俗
送来祭祀面花。（陕西省澄
城县尧头村）

4  大汖村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
戏班，该村剧团 80 年代曾
参加盂县乡村戏剧汇演，获
得第二名，90 年代后就没有
再唱过了。目前大部分戏装、
乐器已损坏，仅剩下的几件
戏装，老人们还不时拿出来
晾晒一下。（山西省孟县大
汖村）

5  村民杨国大的孙子在他家的
雕花木床上午睡（湖南省会
同县高椅村）。

3

4

5

5756



6

7

6  架里村的姑娘在民俗活动中
相会意中人。（贵州省从江
县架里村）

7  云南省怒江老母登村怒族的
歌舞聚会上，人们在喝同心
酒。（云南省怒江老母登村）

8  和田的艾提卡大巴扎上的剃
头匠。（新疆和田县艾提卡
尔大巴扎）

9  怒江峡谷的村民使用溜索的
方式渡江。（云南省怒江福
贡县架科底乡）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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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

1  秋收，朗德上寨的粮食作物以稻谷和玉米为主。（贵
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

2  手工编织花边。（贵州省从江县架里村）

3  编织竹篓的架里老人。当地男人有两大爱好，吸烟
和养画眉鸟，画眉鸟用来打架。一只好的画眉鸟的
价钱比当地的耕牛的价钱高。（贵州省从江县架里村）

4  一场雨后，羊倌赶着羊群穿过北门瓮城出堡牧羊。（山
西省龙凤县张壁村）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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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5  自己磨面自家吃。（山西省
孟县大汖村）

6  在村中的作坊里烧制陶器。
（陕西省澄城县尧头村）

7  贡山县丙中洛乡一个从山里
满载而归的年轻男子。（云
南省贡山县丙中洛乡）

8  云南怒江本卓络乡狩猎的巴
尼人。（云南省怒江州洛本
卓乡）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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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族小女孩。（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
楞寺）

2  架里的村妇。（贵州省从
江县架里村）

3  留守老人合影。（陕西省
澄城县尧头村）

4  身穿苗服的刺绣老人。（贵
州省雷山县上郎德村）

人物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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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格里拉的藏族小伙子。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明
永村）

6  香格里拉的姑娘。（云
南省香格里拉县明永村）

7  一对云南藏族新婚夫妇。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奔
子栏镇）

8  陕北一家人冬天在火炕
上猫冬。（陕西省清涧
县王化家村）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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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

陸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是此次调查的立档对象。

○如有新的发现，也请填写本手册中的图文表格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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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9 个）

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

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

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黄岭西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

门头沟区雁翅镇苇子水村

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

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

二、天津市（1 个）

蓟县渔阳镇西井峪村

三、河北省（32 个）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障城镇大梁江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障城镇吕家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于家乡于家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南峪镇地都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梁家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宋古城村

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小龙窝村

石家庄市鹿泉市白鹿泉乡水峪村

第一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646个）

邯郸市磁县贾壁乡北贾壁村

邯郸市磁县陶泉乡北岔口村

邯郸市磁县陶泉乡花驼村

邯郸市磁县陶泉乡南王庄村

邯郸市涉县固新镇固新村

邯郸市涉县偏城镇偏城村

邯郸市涉县关防乡宋家村

邯郸市涉县河南店镇赤岸村

邯郸市涉县井店镇王金庄村

邯郸市武安市伯延镇伯延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安子岭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固义村

邯郸市武安市冶陶镇冶陶村

邯郸市武安市邑城镇白府村

邢台市内丘县南赛乡神头村

邢台市邢台县路罗镇英谈村

保定市清苑县冉庄镇冉庄村

张家口市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南留庄村

张家口市蔚县涌泉庄乡北方城村

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北官堡村

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西古堡村

张家口市蔚县宋家庄镇上苏庄村

张家口市阳原县浮图讲乡开阳村

　　

四、山西省（48 个）

太原市晋源区晋源街道店头村

大同市天镇县新平堡镇新平堡村

大同市灵丘县红石塄乡觉山村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大阳泉村

长治市长治县八义镇八义村

长治市长治县贾掌镇西岭村

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东庄村

长治市平顺县石城镇岳家寨村

晋城市高平市河西镇苏庄村

晋城市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

晋城市高平市马村镇大周村

晋城市高平市米山镇米西村

晋城市陵川县西河底镇积善村

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拦车村

晋城市泽州县北义城镇西黄石村

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窦庄村

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西文兴村

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

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

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

晋中市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

晋中市灵石县两渡镇冷泉村

晋中市灵石县夏门镇夏门村

晋中市平遥县岳壁乡梁村

晋中市太谷县北洸乡北洸村

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阎景村

运城市新绛县泽掌镇光村

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

忻州市宁武县涔山乡王化沟村

忻州市繁峙县神堂堡乡茨沟营村

忻州市繁峙县杏园乡公主村

忻州市繁峙县横涧乡平型关村

忻州市河曲县旧县乡旧县村

忻州市岢岚县大涧乡寺沟会村

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乡北方沟村

忻州市偏关县万家寨镇万家寨村

临汾市襄汾县新城镇丁村

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西中黄村

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

临汾市汾西县僧念镇师家沟村

吕梁市交口县双池镇西庄村

吕梁市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

吕梁市临县碛口镇西湾村

吕梁市柳林县柳林镇贺昌村

吕梁市柳林县三交镇三交村

五、内蒙古自治区（3 个）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

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五当召村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隆盛庄镇隆盛庄村

六、黑龙江省（2 个）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

孜族乡宁年村富宁屯

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

孜族乡三家子村

7170



七、上海市（5 个）

闵行区马桥镇彭渡村

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

宝山区罗店镇东南弄村

浦东新区康桥镇沔青村

松江区泗泾镇下塘村

八、江苏省（3 个）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明月湾村

九、浙江省（43 个）

杭州市富阳市龙门镇龙门村

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村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深奥村

宁波市奉化市溪口镇岩头村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渔村

宁波市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

宁波市余姚市梨洲街道金冠村

宁波市余姚市鹿亭乡中村

宁波市宁海县茶院乡许民村

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福德湾村

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碗窑村

温州市乐清市仙溪镇南阁村

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

温州市永嘉县岩坦镇屿北村

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

绍兴市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

绍兴市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

绍兴市绍兴县稽东镇冢斜村

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头下村

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

金华市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

金华市浦江县白马镇嵩溪村

金华市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

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郑宅镇区

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寺平村

金华市武义县大溪口乡山下鲍村

金华市武义县熟溪街道郭洞村

金华市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

金华市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

衢州市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

衢州市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

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东沙村

台州市仙居县田市镇李宅村

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高迁村

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河阳村

丽水市景宁县大际乡西一村

丽水市龙泉市城北乡上田村

丽水市龙泉市兰巨乡官浦垟村

丽水市龙泉市西街街道宫头村

丽水市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

丽水市龙泉市小梅镇金村村

丽水市遂昌县焦滩乡独山村

丽水市庆元县濛州街道大济村

十、安徽省（25 个）

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金鹰村蔡畈古民居

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龙潭寨古民居

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永丰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灵山村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潜口村

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

黄山市祁门县闪里镇坑口村

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万安老街

黄山市休宁县商山镇黄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宏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卢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屏山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关麓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南屏村

黄山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

黄山市歙县徽城镇渔梁村

黄山市歙县郑村镇棠樾村

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南溪古寨

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渚湖姜村

池州市贵池区棠溪镇石门高村

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

宣城市泾县榔桥镇黄田村

宣城市旌德县白地镇江村

宣城市绩溪县瀛洲镇龙川村

十一、福建省（48 个）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

福州市长乐市航城街道琴江村

三明市清流县赖坊乡赖安村

三明市大田县济阳乡济阳村

三明市建宁县溪源乡上坪村

三明市将乐县万全乡良地村

三明市明溪县胡坊镇肖家山村

三明市明溪县夏阳乡御帘村

三明市尤溪县台溪乡盖竹村

三明市尤溪县台溪乡书京村

三明市尤溪县西滨镇厚丰村

三明市尤溪县新阳镇双鲤村

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

三明市泰宁县新桥乡大源村

泉州市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茂霞村

漳州市平和县大溪镇庄上村

漳州市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

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

南平市武夷山市武夷街道下梅村

南平市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

南平市顺昌县大干镇上湖村

龙岩市连城县庙前镇芷溪村

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

龙岩市连城县莒溪镇壁洲村

龙岩市连城县四堡乡务阁村

龙岩市长汀县馆前镇坪埔村

龙岩市长汀县三洲镇三洲村

龙岩市长汀县红山乡苏竹村

龙岩市上杭县太拔乡院田村

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中心村

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

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东洋村

宁德市福安市溪潭镇廉村

宁德市福鼎市磻溪镇仙蒲村

宁德市福鼎市店下镇巽城村

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西昆村

宁德市福鼎市太姥山镇潋城村

宁德市古田县吉巷乡长洋村

宁德市古田县平湖镇富达村

宁德市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

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柏源村

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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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双溪社区

宁德市屏南县棠口乡棠口村

宁德市屏南县棠口乡漈头村

宁德市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村

十二、江西省（33 个）

南昌市进贤县温圳镇杨溪村委李家村

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晏家村

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江村乡严台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勒功乡沧溪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旧城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高岭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绕南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峙滩乡英溪村

赣州市赣县白鹭乡白鹭村

赣州市安远县镇岗乡老围村

赣州市龙南县杨村镇杨村村燕翼围

赣州市龙南县关西镇关西村

吉安市井冈山市鹅岭乡塘南村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横坑村

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

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

吉安市安福县金田乡柘溪村

吉安市安福县洋门乡上街村

吉安市安福县洲湖镇塘边村

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燕坊村

宜春市高安市新街镇贾家村

宜春市宜丰县天宝乡天宝村

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驿前村

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湖坪村

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

抚州市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

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江湾村

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

上饶市婺源县思口镇延村

上饶市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

上饶市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

十三、山东省（10 个）

济南市章丘市官庄镇朱家峪村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青山渔村

青岛市即墨市丰城镇雄崖所村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梦泉村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上端士村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兴隆庄村

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西杨家埠村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山西街村

威海市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

十四、河南省（16 个）

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镇乔庄村

洛阳市汝阳县蔡店乡杜康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杨庄镇马街

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

平顶山市郏县李口镇张店村

平顶山市郏县渣园乡渣园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西寨村

新乡市卫辉市狮豹头乡小店河村

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

三门峡市陕县西张村镇庙上村

南阳市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杏山村

南阳市内乡县乍曲乡吴垭村

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村

信阳市新县八里畈镇神留桥村丁李湾村

十五、湖北省（28 个）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双泉村大余湾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道泥人王村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堍村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阚家塘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家岭村

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向日岭村六组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前湾村

荆门市钟祥市客店镇赵泉河村

孝感市大悟县芳畈镇白果树湾村

孝感市大悟县宣化镇铁店村八字沟

黄冈市红安县华家河镇祝楼村祝家楼垸

黄冈市麻城市歧亭镇丫头山村

黄冈市武穴市梅川镇同心村李垅垸

咸宁市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崔家坝镇滚龙

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白果乡金龙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铁

炉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细

杉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五里乡五里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中营乡三家台

蒙古族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百福司镇新安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大河镇冷水溪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凉雾乡海洋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大路坝区蛇盘

溪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甲马池镇马家

沟村王母洞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清坪镇中寨坝

村郑家坝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椒园镇庆阳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

口村

十六、湖南省（30 个）

衡阳市常宁市庙前镇中田村

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

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

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乡石堰坪村

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黄沙坪老街

益阳市安化县马路镇马路溪村

郴州市永兴县高亭乡板梁村

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干岩头村

永州市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

永州市祁阳县潘市镇龙溪村

永州市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

怀化市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

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夯沙乡夯沙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碗米坡镇首八

峒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阿拉营镇舒家

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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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都里乡拉毫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麻冲乡老洞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高峰乡岩排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红石林镇老司

岩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龙鼻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磨老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板栗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中黄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六合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惹巴

拉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大坝乡双凤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老司城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小溪乡小溪村

十七、广东省（40 个）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

韶关市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

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村

江门市开平市塘口镇自力村

江门市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

湛江市雷州市白沙镇邦塘村

湛江市雷州市龙门镇潮溪村

湛江市雷州市南兴镇东林村

湛江市遂溪县建新镇苏二村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

肇庆市封开县罗董镇杨池古村

肇庆市广宁县北市镇大屋村

惠州市博罗县龙华镇旭日村

惠州市惠城区横沥镇墨园村

梅州市梅县水车镇茶山村

梅州市梅县南口镇侨乡村

梅州市梅县桃尧镇桃源村

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桥溪村

梅州市梅县雁洋镇石楼村

梅州市梅县雁洋镇松坪村

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埔北村

梅州市蕉岭县南礤镇石寨村

梅州市兴宁市罗岗镇柿子枰村

汕尾市陆丰市大安镇石寨村

河源市和平县林寨镇林寨古村

清远市佛冈县龙山镇上岳古围村

清远市佛冈县高岗镇社岗下村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古排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三排村

东莞市企石镇江边村

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

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古一村象埔寨

潮州市潮安县龙湖镇龙湖古寨

云浮市云城区腰古镇水东村

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39 个）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扬美村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平卯村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东田村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荣地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丹洲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高定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高友村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村

桂林市灌阳县洞井瑶族乡洞井村

桂林市灌阳县水车乡官庄村

桂林市灌阳县新街乡江口村

桂林市荔蒲县马岭镇永明村小青山屯

桂林市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

桂林市灵川县潮田乡太平村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熊村

桂林市灵川县定江镇路西村

桂林市灵川县灵田乡长岗岭村

桂林市灵川县灵田乡迪塘村

桂林市灵川县青狮潭镇老寨村

桂林市灵川县青狮潭镇江头村

桂林市灵川县三街镇溶流上村

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沙子村

桂林市兴安县白石乡水源头村

桂林市兴安县漠川乡榜上村

桂林市阳朔县白沙镇旧县村

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渔村

钦州市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

玉林市北流市民乐镇萝村

玉林市玉州区城北街道高山村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平流屯

百色市那坡县城厢镇达腊屯

百色市西林县马蚌乡浪吉村那岩屯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玉坡村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福溪村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虎马岭村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鹅塘镇芦岗村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龙道村

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纳禄村

十九、海南省（7 个）

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文山村

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东谭村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上丹村

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村

文昌市会文镇十八行村

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

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

二十、重庆市（14 个）

涪陵区大顺乡大顺村

涪陵区青羊镇安镇村

九龙坡区走马镇椒园村

綦江县东溪镇永乐村

忠县花桥镇东岩古村

忠县新生镇钟坝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岭乡银杏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黄龙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崃镇新城村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民族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苍岭镇大河口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河镇河湾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河镇后溪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乡南界村

二十一、四川省（20 个）

成都市邛崃市平乐镇花楸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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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泸县兆雅镇新溪村

泸州市叙永县分水镇木格倒苗族村

遂宁市射洪县青堤乡光华村

南充市阆中市老观镇老龙村

南充市阆中市天宫乡天宫院村

巴中市巴州区青木镇黄桷树村

雅安市宝兴县硗碛乡夹拉村委和平藏寨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蟹螺堡子

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五家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桃坪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沙尔宗乡丛恩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鹰

嘴河组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八子斯热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更知乡修贡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泥巴乡古西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新都镇七湾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

二十二、贵州省（90 个）

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批林村

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大寨

贵阳市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马头村

遵义市赤水市丙安乡丙安村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镇龙潭村

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玛瑙村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村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石板房村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屯村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山村

铜仁市德江县楠杆土家族乡兴隆社区上坝自

然寨

铜仁市江口县太平土家族苗族乡云舍村

铜仁市石阡县白沙镇马桑坪村

铜仁市石阡县白沙镇箱子坪村

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

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葛容村高桥自然村

铜仁市石阡县河坝场乡小高王村

铜仁市石阡县聚凤仡佬族侗族乡黄泥坳村

铜仁市石阡县聚凤仡佬族侗族乡廖家屯村

铜仁市石阡县聚凤仡佬族侗族乡瓮水屯村

铜仁市石阡县石固仡佬族侗族乡公鹅坳村

铜仁市石阡县五德镇大寨村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巴铃镇百卡村

卡嘎布依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乡增冲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乡则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丙妹镇岜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谷坪乡银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高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乡排莫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哨乡翁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河口乡文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上郎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下郎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南猛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控拜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坝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蝉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高场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高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青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大稼乡邓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德顺乡平甫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乡岑扣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乡高青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乡滚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洪州镇归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洪州镇九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洪州镇平架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洪州镇三团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高寅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贡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吝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雷洞瑶族水族

乡金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蚕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冲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登岑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高近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流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寨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孟彦镇芒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高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纪登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绍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育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朱冠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述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岩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宰拱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永从乡豆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乡肇兴中

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乡纪堂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乡纪堂上

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乡堂安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乡肇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平江乡滚仲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兴华乡八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兴华乡摆贝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大利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宰荡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民族乡董

蒙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永康民族乡太

吉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永康民族乡尧

古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

场河村

交懂组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坝街

乡坝辉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

镇怎雷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拉揽

乡排烧村

二十三、云南省（62 个）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

曲靖市罗平县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罗斯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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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者村

玉溪市元江县青龙厂镇它克村

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板桥村

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村

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和平村

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顺利村

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水碓村

昭通市威信县水田乡湾子苗寨村

丽江市古城区大东乡大东行政村

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贵峰村

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漾西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共和西关村

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落水村

丽江市永胜县期纳镇谷宇村

丽江市永胜县期纳镇清水村

丽江市玉龙县白沙乡白沙村

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石头城村

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桃园村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城子三寨村

普洱市景东县大街乡三营村

普洱市景东县文井镇清凉村梁家组

普洱市澜沧县酒井哈尼族乡勐根村老达保组

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碧溪古镇村

普洱市墨江县那哈乡牛红村委勐嘎村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乡那柯里村

普洱市思茅区龙潭乡龙潭村南本小组

临沧市沧源县勐角乡翁丁村

临沧市凤庆县鲁史镇鲁史古集村

临沧市凤庆县鲁史镇沿河村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大勐准委会勐准组（村）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碗窑村碗窑组

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永和村委上永和村

临沧市临翔区平村乡那玉村委东岗村

临沧市临翔区章驮乡勐旺村委勐旺大寨

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光禄镇西关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官厅镇苍台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西庄镇团山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永宁乡城子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三镇可邑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三镇腻黑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董干镇新寨村

委城寨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族乡洛特老

寨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曼春满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易武乡十字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邑乡者么村委大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喜州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金华镇剑川古城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寺登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禾甸镇大营庄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禾甸镇旧邑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曲硐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杉阳镇杉阳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宝丰乡宝丰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师井村大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镇诺邓古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乡曼东村

二十四、西藏自治区（5 个）

昌都地区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上盐井村

昌都地区左贡县东坝乡军拥村

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贡当乡汝村

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吉隆镇帮兴村

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错高乡错高村

二十五、陕西省（5 个）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孙塬村

渭南市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

榆林市绥德县白家硷乡贺一村

榆林市佳县佳芦镇神泉村

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

二十六、甘肃省（7 个）

兰州市西固区河口乡河口村

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

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

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永泰村

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街亭村

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胡家大庄村

陇南市文县石鸡坝乡哈南村

二十七、青海省（13 个）

海东地区互助县丹麻镇索卜滩村

海东地区互助县丹麻镇哇麻村

海东地区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

海东地区互助县五十镇北庄村

海东地区互助县五十镇寺滩村

海东地区互助县五十镇土观村

海东地区循化县街子乡孟达山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镇城内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吾屯下庄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乡年都乎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乡郭麻日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曲库乎乡江什加村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仲达乡电达村

　

二十八、宁夏回族自治区（4 个）

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红崖村一组

固原市隆德县奠安乡梁堡村一组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北长滩村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南长滩村

二十九、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4 个）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

哈密地区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

哈密地区哈密市五堡镇博斯坦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

什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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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915个）

一、北京市（4 个）

门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

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千军台村

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

密云县新城子镇吉家营村

二、河北省（7 个）

石家庄市赞皇县嶂石岩乡嶂石岩村

石家庄市平山县杨家桥乡大坪村

石家庄市平山县杨家桥乡大庄村

邢台市沙河市柴关乡王硇村

保定市顺平县腰山镇南腰山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水东堡村

张家口市蔚县南留庄镇水西堡村

三、山西省（22 个）

阳泉市郊区平坦镇官沟村

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

阳泉市平定县东回镇瓦岭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娘子关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上董寨村

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镇下董寨村

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大汖村

长治市平顺县虹梯关乡虹霓村

长治市平顺县阳高乡奥治村

晋城市泽州县周村镇周村村

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天井关村

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东街村	

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西街村

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

晋中市和顺县李阳镇回黄村

晋中市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

晋中市祁县贾令镇谷恋村

晋中市平遥县段村镇普洞村

晋中市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

晋中市灵石县南关镇董家岭村

忻州市宁武县涔山乡小石门村

忻州市偏关县万家寨镇老牛湾村

四、内蒙古自治区（5 个）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镇塔布赛村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铺村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室韦村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奇乾乡奇乾村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恩

和村

五、吉林省（2 个）

通化市通化县东来乡鹿圈子村

白山市抚松县漫江镇锦江木屋村

六、黑龙江省（1 个）

黑河市爱辉区新生乡新生村

七、江苏省（13 个）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前杨柳村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漆桥村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杨桥村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杨湾村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翁巷村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东村村

苏州市常熟市古里镇李市村

镇江市新区姚桥镇华山村

镇江市新区姚桥镇儒里村

镇江市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

镇江市丹阳市延陵镇柳茹村

八、浙江省（47 个）

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石舍村

杭州市桐庐县凤川街道翙岗村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荻浦村

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徐畈村

杭州市淳安县鸠坑乡常青村

宁波市宁海县长街镇西岙村

宁波市宁海县深甽镇龙宫村

宁波市宁海县深甽镇清潭村

宁波市奉化市尚田镇苕霅村

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苍坡村

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鲸头村

温州市泰顺县泗溪镇下桥村

绍兴市嵊州市竹溪乡竹溪村

金华市武义县柳城镇华塘村

金华市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

金华市磐安县胡宅乡横路村

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姚村村

金华市兰溪市女埠街道垷坦村

金华市兰溪市女埠街道渡渎村

金华市兰溪市女埠街道虹霓山村

金华市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

金华市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

衢州市开化县马金镇霞山村

衢州市龙游县塔石镇泽随村

衢州市江山市凤林镇南坞村

衢州市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大小浦村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布袋坑村

台州市玉环县干江镇白马岙村

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东屏村

台州市天台县平桥镇张思村

台州市仙居县皤滩乡上街下街村

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里箬村

台州市临海市东塍镇岭根村

台州市临海市汇溪镇孔坵村

丽水市青田县阜山乡安店村

丽水市松阳县古市镇山下阳村

丽水市松阳县象溪镇靖居村

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六村村

丽水市松阳县大东坝镇横樟村

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吴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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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堂村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周山头村

丽水市松阳县赤寿乡界首村

丽水市龙泉市西街街道下樟村

丽水市龙泉市安仁镇季山头村	

丽水市龙泉市道太乡锦安村

九、安徽省（40 个）

安庆市宿松县柳坪乡大地村

安庆市宿松县趾凤乡团林村

安庆市岳西县响肠镇响肠村

安庆市岳西县响肠镇请水寨村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阳产村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漳潭村

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漳岭山村

黄山市歙县北岸镇瞻淇村	

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许村村

黄山市歙县雄村乡卖花渔村

黄山市歙县雄村乡雄村村

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花桥村木梨硔	

黄山市休宁县陈霞乡里庄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碧山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古筑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古黄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石亭村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马道村麻田街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塔川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秀里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下梓坑村

黄山市黟县宏村镇龙川村

黄山市黟县渔亭镇团结村

黄山市黟县西递镇石印村珠坑

黄山市黟县西递镇叶村村利源

黄山市黟县柯村乡翠林村

黄山市黟县柯村乡竹柯村

黄山市黟县美溪乡美坑村

黄山市黟县宏谭乡竹溪村

黄山市祁门县历口镇历溪村	

黄山市祁门县历口镇环砂村	

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晓天街道居委会中大街

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沙山嘴文化村

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菊江村东流老街

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观桥村

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老屋村

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严家古村

池州市青阳县陵阳镇所村村

宣城市绩溪县瀛洲镇仁里村

宣城市宁国市胡乐镇胡乐村

十、福建省（25 个）

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翠竹洋村	

三明市永安市燕西街道吉山村	

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八一村	

三明市永安市青水乡沧海畲族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塘溪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铺上村

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铺下村

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漳州寮村	

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	

漳州市漳浦县旧镇镇石牛尾村

漳州市平和县芦溪镇芦丰村

南平市延平区峡阳镇峡阳村	

南平市顺昌县元坑镇槎溪村

南平市浦城县水北街镇观前村	

龙岩市新罗区万安镇竹贯村

龙岩市武平县岩前镇灵岩村

龙岩市连城县四堡乡中南村

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城内村	

龙岩市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	

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

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北村村

宁德市寿宁县犀溪镇西浦村

宁德市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

宁德市周宁县纯池镇禾溪村

宁德市福鼎市管阳镇金钗溪村

十一、江西省（56 个）

南昌市南昌县三江镇前后万村

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安义千年古村群

南昌市进贤县架桥镇艾溪陈家村

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曾湾村

南昌市进贤县罗溪镇旧厦村

景德镇市浮梁县西湖乡磻溪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洎阳街道北门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名口镇名口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双田镇横路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涌山镇涌山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塔前镇下徐村

景德镇市乐平市塔前镇上徐村

萍乡市莲花县路口镇湖塘村

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介桥村

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

鹰潭市贵溪市耳口乡曾家村

赣州市赣县湖江乡夏府村

赣州市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

赣州市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

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三僚村

赣州市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

赣州市瑞金市九堡镇密溪村

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匡家村

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奁田村

吉安市吉安县敦厚镇圳头村

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仁和店村

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桑园村

吉安市吉水县白沙镇桥上村

吉安市吉水县水南镇店背村

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何君村

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湖洲村

吉安市峡江县水边镇沂溪村

吉安市遂川县堆子前镇鄢溪村

吉安市万安县百嘉镇下源村

吉安市安福县竹江乡沙溪村

吉安市安福县金田乡银圳村

吉安市井冈山市厦坪镇菖蒲古村

吉安市井冈山市拿山乡长路村长塘组

吉安市井冈山市茅坪乡茅坪村

宜春市丰城市白土镇赵家村

宜春市丰城市张巷镇白马寨村

宜春市丰城市筱塘乡厚板塘村

宜春市樟树市刘公庙镇塔前彭家村

抚州市南城县天井源乡尧坊村

上饶市铅山县太源畲族乡西坑村查家岭

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洪村村

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李坑村

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长径村

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

上饶市婺源县思口镇西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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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婺源县思口镇思溪村

上饶市婺源县镇头镇游山村

上饶市婺源县段莘乡庆源村

上饶市婺源县浙源乡岭脚村

上饶市婺源县浙源乡凤山村

十二、山东省（6 个）

青岛市即墨市金口镇凤凰村

烟台市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

烟台市招远市辛庄镇大涝洼村

烟台市招远市辛庄镇孟格庄村

烟台市招远市张星镇徐家村

威海市文登市高村镇万家村

十三、河南省（46 个）

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

洛阳市孟津县常袋镇石碑凹村

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寺坡山村

洛阳市嵩县九店乡石场村

洛阳市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

洛阳市洛宁县河底镇城村村

洛阳市洛宁县东宋镇丈庄村

洛阳市洛宁县底张乡草庙岭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石桥镇高皇庙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商酒务镇北张庄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李庄乡程庄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大营村

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白石坡村

平顶山市鲁山县瓦屋乡李老庄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北街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东街村

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李渡口村

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苏坟村

平顶山市郏县姚庄回族乡小张庄村	

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渔洋村

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任村村

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乡朝阳村

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乡漏子头村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王家站村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大胡村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肥泉村

鹤壁市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西街村

鹤壁市淇县黄洞乡纣王殿村

焦作市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处北朱村

焦作市修武县岸上乡一斗水村

焦作市修武县岸上乡东岭后村

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爻村

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双庙村

焦作市沁阳市常平乡九渡村

三门峡市渑池县段村乡赵沟村

三门峡市渑池县段村乡赵坡头村

三门峡市陕县西张村镇南沟村

三门峡市卢氏县朱阳关镇杜店村

三门峡市义马市东区办事处石佛村

三门峡市灵宝市朱阳镇朱阳村

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老城村

信阳市新县周河乡毛铺村楼上楼下村

信阳市商城县长竹园乡张花店村何家冲村

信阳市商城县长竹园乡汪冲村四方洼村

信阳市商城县冯店乡郭店村四楼湾村

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

十四、湖北省（15 个）

黄石市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上冯村

孝感市孝昌县小河镇小河村

孝感市孝昌县小悟乡项庙村

黄冈市罗田县九资河镇官基坪村罗家大垸

黄冈市罗田县河铺镇肖家垸乌石岩村

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乡潘家垸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谋道镇鱼木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忠路镇老屋基村

老屋基老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沙溪乡张高寨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花坪镇田家坝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尖山乡唐崖寺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大河镇五道水

村徐家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革勒车乡鼓架山村

铁匠沟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三胡乡黄柏村

下黄柏园

十五、湖南省（42 个）

长沙市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

衡阳市衡东县甘溪镇夏浦村	

衡阳市衡东县杨林镇杨林村

衡阳市衡东县高塘乡高田村新大屋

衡阳市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村

邵阳市绥宁县李熙桥镇李熙村

邵阳市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

邵阳市绥宁县在市苗族乡正板村

邵阳市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

邵阳市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上堡村

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西村坊村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大寨村

邵阳市武冈市双牌乡浪石村

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唐家观村

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洞市社区

益阳市安化县江南镇梅山村

益阳市安化县古楼乡新潭村樟水凼

益阳市安化县南金乡将军村滑石寨

郴州市桂阳县龙潭街道办事处溪里魏家村

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地界村

郴州市桂阳县洋市镇庙下村

郴州市桂阳县莲塘镇大湾村

郴州市桂阳县荷叶镇鑑塘村上王家村

郴州市汝城县马桥镇外沙村

永州市宁远县禾亭镇小桃源村

永州市新田县金盆圩乡河山岩村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坪坦村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锦和镇岩口山村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坪乡溪口村湾里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尧市乡小江村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大桥江乡豪侠坪村

怀化市鹤城区芦坪乡尽远村

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上团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峒河街道小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社塘坡乡齐心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排绸乡河坪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老家寨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凉灯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达岚镇岩门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靛房镇万龙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长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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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广东省（51 个）

广州市荔湾区冲口街道聚龙村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黄埔村

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道小洲村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北村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塱头村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莲塘村

广州市增城市正果镇新围村

广州市从化市太平镇钟楼村

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湖心坝村

韶关市南雄市乌迳镇新田古村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茶基村

湛江市雷州市纪家镇周家村

湛江市雷州市南兴镇关新村

湛江市雷州市调风镇调铭村

湛江市雷州市英利镇青桐村

茂名市信宜市镇隆镇文明村

肇庆市怀集县凤岗镇孔洞村

肇庆市怀集县大岗镇扶溪村

肇庆市怀集县中洲镇邓屋村

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茶园村

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

惠州市龙门县龙华镇绳武围村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玉水村

梅州市梅县松口镇铜琶村

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		

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		

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车龙村		

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新楼村

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埔南村

梅州市丰顺县建桥镇建桥村

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璜溪村邹家围

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凉庭村

梅州市平远县上举镇畲脑村

梅州市蕉岭县蓝坊镇大地村

梅州市蕉岭县蓝坊镇高思村

梅州市蕉岭县南磜镇南磜村

梅州市兴宁市石马镇刁田村

梅州市兴宁市叶塘镇河西村

梅州市兴宁市新陂镇上长岭村

梅州市兴宁市刁坊镇周兴村

汕尾市陆丰市潭西镇大楼村

阳江市阳东县雅韶镇西元村阳江雅韶十八座

清远市清新县龙颈镇凤塱村

清远市连州市西岸镇冲口村

清远市连州市西岸镇马带村

东莞市茶山镇超朗村

东莞市寮步镇西溪村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西岐村

揭阳市揭西县东园镇月湄村

揭阳市普宁市洪阳镇德安里村

揭阳市普宁市梅塘镇溪南古村

十七、广西壮族自治区（30 个）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新村木村坡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

南宁市横县平朗乡笔山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平岩村

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龙潭村

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朗梓村

桂林市阳朔县普益乡留公村	

桂林市临桂县会仙镇旧村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上桥村委会上桥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廖家村委会毛村

桂林市灵川县青狮潭镇东源村委会新寨村

桂林市灵川县海洋乡大庙塘村委会大桐木湾村

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崇山村

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

桂林市灌阳县水车乡伍家湾村

桂林市平乐县张家镇榕津村

防城港市防城区大菉镇那厚村

钦州市灵山县新圩镇萍塘村

钦州市灵山县石塘镇苏村村																																																																																																																																												

钦州市浦北县小江镇平马村

玉林市北流市新圩镇新圩村第五组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仁化村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开山村上莫寨村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祉洞村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松桂村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英家村英家街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山镇大莲塘村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深坡村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立村二队

来宾市金秀瑶族县六巷乡下古陈村

十八、重庆市（2 个）

涪陵区大顺乡大田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可大乡七分村

十九、四川省（42 个）

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金箱村

自贡市贡井区艾叶镇李家桥社区

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三多寨村

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王爷庙社区

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仙滩社区

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观音乐道古村

泸州市泸县方洞镇石牌坊村

泸州市叙永县水潦乡海涯彝族村

泸州市叙永县正东乡灯盏坪古村

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平丰村

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社区

泸州市古蔺县箭竹乡团结村苗寨

泸州市古蔺县双沙镇白沙社区

绵阳市北川县青片乡上五村

绵阳市北川县马槽乡黑水村

绵阳市江油市二郎庙镇青林口村

广元市昭化区柏林沟镇向阳村

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石板村

南充市南部县石河镇石河场村

宜宾市江安县夕佳山镇五里村

达州市达县石桥镇鲁家坪村

雅安市雨城区望鱼乡望鱼村

雅安市汉源县宜东镇天罡村

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富民村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猛种村猛种堡子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猛种村木耳堡子

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白衣庵居民委员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雅都乡四瓦村四组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色尔古乡色尔古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木苏乡大别窝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维古乡西苏瓜子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卓克基镇西索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朱倭乡朱倭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雅德乡然柳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青德乡仲德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香巴拉镇色尔宫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阿称村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子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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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子庚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垮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依果觉乡古拖村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依果觉乡四季吉村

二十、贵州省（202 个）

遵义市湄潭县茅坪镇地关村平顺坝

遵义市湄潭县西河乡石家寨村

遵义市湄潭县抄乐乡群星村石家寨

安顺市普定县马官镇下坝屯村

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高荡村

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扁担山乡革老坟村

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阳光村营上古寨

铜仁市碧江区漾头镇茶园山村

铜仁市江口县桃映镇匀都村委会漆树坪村

铜仁市江口县民和镇龙兴村委会封神懂村

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河口村委会黄岩村

铜仁市石阡县花桥镇施场村

铜仁市石阡县五德镇董上村

铜仁市石阡县聚凤仡佬族侗族乡指甲坪村

铜仁市石阡县青阳苗族仡佬族侗族乡青山村

铜仁市石阡县坪地场仡佬族侗族乡石榴坡村

铜仁市石阡县甘溪乡铺溪村

铜仁市思南县许家坝镇舟水村

铜仁市思南县文家店镇龙山村

铜仁市思南县青杠坡镇四野屯村

铜仁市思南县思林乡金龙村

铜仁市思南县思林乡黑河峡社区

铜仁市思南县板桥乡郝家湾村

铜仁市思南县兴隆乡天山村

铜仁市思南县杨家坳乡城头盖村

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永义乡团龙村

铜仁市德江县枫香溪镇枫香溪村

铜仁市德江县复兴镇棋坝山村

铜仁市德江县共和乡焕河村

铜仁市德江县沙溪乡大寨村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荷叶村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獭乡大溪村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新景乡白果村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后坪乡茶园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普觉镇候溪屯村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乡薅菜村苗王城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陇乡苗陇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良上乡雅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报京乡报京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平庄乡平庄村

凯空组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加镇塘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柳川镇巫泥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革东镇八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久仰乡基佑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久仰乡久吉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太拥镇太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太拥镇九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哨乡巫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哨乡反召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寨乡展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寨乡柳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磻溪镇洞脚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磻溪镇大广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敏洞乡沟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观么乡巫包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展福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板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南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南冬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排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桃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登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交片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拱镇展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小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旧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八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黄泡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乡交包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乡交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乡交密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乡展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排羊乡九摆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排羊乡上南刀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德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南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革一乡北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革一乡排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革一乡西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反排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巫脚交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巫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方召乡交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孟彦镇罗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孟彦镇岑湖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高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定八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大榕村新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九潮镇顺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大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岩洞镇小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东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花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南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茨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镇宰洋村

宰直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岑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顿路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归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旧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上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下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西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尚重镇宰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雷洞乡岑管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雷洞乡牙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永从乡中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额洞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寨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己炭村汉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高西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坝寨乡器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口江乡银朝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双江乡四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双江乡寨高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镇肇兴上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镇厦格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镇厦格上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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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龙额镇上地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乡新丰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乡下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大稼乡高孖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平寨乡纪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德化乡高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德化乡下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寨蒿镇票寨村侗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苗兰村侗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三江乡脚车村苗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塔石乡怎东村瑶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高良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宰便镇引东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西山镇田底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停洞镇架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高增乡岜扒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谷坪乡高吊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雍里乡归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刚边壮族乡刚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刚边壮族乡银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下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

乡高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朝利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往洞镇增盈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东朗乡孔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鸠乡加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光辉乡加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虎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教厂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脚猛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干皎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猫猫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长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黄里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中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开觉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乌尧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北建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加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乔洛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乔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永乐镇肖家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杨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乌瓦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乌流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也改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报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乌迭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三角田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公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丰塘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乌的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荣防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乌响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望丰乡排肖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乡新桥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乡掌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乡独南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桃江乡乔王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桃江乡岩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桃江乡掌雷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桃江乡龙河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达地水族乡也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陡寨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毛坪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格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提香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方祥乡雀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杏山镇六堡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龙山乡河坝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龙山乡复兴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排调镇麻鸟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扬武镇扬颂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雅灰乡送陇村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掌布镇掌布村

二十一、云南省（232 个）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乡乐居村

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福安村

昆明市晋宁县双河乡田坝村

昆明市晋宁县夕阳乡木鲊村

昆明市晋宁县夕阳乡打黑村

昆明市晋宁县六街镇新寨村

昆明市石林县圭山镇糯黑村

曲靖市马龙县旧县镇黄土坡村

曲靖市马龙县马鸣乡咨卡村

曲靖市陆良县芳华镇雍家村

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淑基村

曲靖市师宗县竹基镇大冲村

玉溪市江川县江城镇海门村

玉溪市通海县河西镇河西村

玉溪市通海县高大乡高大社区克呆村

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北阁下村

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海镜村

玉溪市元江县澧江街道龙潭村委会者嘎村

玉溪市元江县洼桎乡它才吉村委会坡桎村

保山市隆阳区河图镇河村村委会西街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育德村

保山市隆阳区水寨乡水寨村

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芒龙村

保山市施甸县旧城乡和尚田村

保山市施甸县由旺镇木榔村

保山市施甸县由旺镇银川村

保山市施甸县甸阳镇西山村

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大乌邑村

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保场村

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热水塘村

保山市腾冲县界头镇新庄村

保山市腾冲县界头镇石墙村

保山市腾冲县曲石镇江苴古村

保山市腾冲县曲石镇箐桥村

保山市腾冲县明光镇尖山脚村

保山市腾冲县明光镇麻栎社区茶山河河外村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水城村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棋盘石村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烧灰坝村

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甸苴村

保山市腾冲县固东镇江东社区银杏村

保山市腾冲县马站乡和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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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腾冲县猴桥镇老寨村

保山市腾冲县北海乡打苴村横寨

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大庄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十字路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油灯村油灯庄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董官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洞山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尚家寨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朝阳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大宽邑村

保山市腾冲县腾越镇吴邑村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中营村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闫家冲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新岐村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民振村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樊家营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勐蚌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中和镇大村社区

保山市腾冲县荷花镇羡多村

保山市腾冲县荷花镇甘蔗寨村

保山市腾冲县芒棒镇张家村

保山市腾冲县五合乡联盟社区帕连寨

保山市腾冲县五合乡鹿山村杨家寨

保山市腾冲县五合乡腾朗社区小地方

保山市腾冲县五合乡五合社区元甫

保山市腾冲县五合乡丙弄社区丙弄寨

保山市龙陵县龙山镇芒旦村

保山市龙陵县象达乡勐蚌村

保山市昌宁县卡斯乡毛寨村

保山市昌宁县温泉乡里睦村

保山市昌宁县大田坝乡铁匠寨村

保山市昌宁县鸡飞乡珠山村委会大水村

保山市昌宁县湾甸乡帕旭村

保山市昌宁县耉街乡打平村委会大水塘村

保山市昌宁县耉街乡耈街村委会老街子村

昭通市昭阳区洒渔镇巡龙村

昭通市巧家县药山镇半箐村

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老店村

昭通市永善县大兴镇大兴村驿马一社

昭通市绥江县南岸镇南岸村

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发达村

昭通市镇雄县罗坎镇凤翥村

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良美村委会启良村

丽江市古城区金安镇义新村委会五坝里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羊见村委会金安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新民村委会新民下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委会南溪村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委会东关村

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龙泉村委会

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文华村委会文华中村

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白华村委会吉来村

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石鼓村委会海螺村

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大新村委会竹园村

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仁和村委会石支村

丽江市玉龙县白沙镇玉湖村委会玉湖村

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海南村委会丰乐村

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南尧村委会南尧村

丽江市永胜县三川镇翠湖村委会翠湖村

丽江市宁蒗县拉伯乡加泽村委会油米村

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委会瓦拉别

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宽宏村委会困鹿山村民小组		

普洱市宁洱县勐先镇蚌扎村

普洱市宁洱县勐先镇上宣德村		

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癸能村委会大寨村

普洱市景东县锦屏镇黄草岭村

普洱市景东县大街镇文山村田心村民小组

普洱市景东县林街乡林街村回营村民小组

普洱市景谷县景谷镇纪家村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大河边组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老伯寨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曼滩组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大青树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力哨坡

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麻木树

普洱市江城县国庆乡摸等村博别寨组

普洱市澜沧县上允镇上允村老街组

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景迈村糯干组

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芒景村

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芒景村翁基组

普洱市西盟县岳宋乡岳宋村永老寨

临沧市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委会南楞田村

临沧市临翔区圈内乡斗阁村委会斗阁大寨

临沧市凤庆县洛党镇箐头村委会石洞寺村

临沧市凤庆县新华乡紫薇村平坦组

临沧市云县幸福镇邦信村

临沧市云县茂兰镇茂兰社区

临沧市云县大寨镇文丰村

临沧市永德县乌木龙乡二道桥俐侎部落村

临沧市双江县勐库镇冰岛村

临沧市沧源县勐懂镇芒摆村委会永点村

临沧市沧源县勐懂镇芒摆村委会永让村

临沧市沧源县芒卡镇湖广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子午镇以口夸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脿镇雨龙村委会李方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安乐乡小屯村委会小屯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蟠猫乡蟠猫村委会母

鲁打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金山镇炼象关村

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妥安乡琅井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草坝镇碧色寨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新安所镇新安所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西庄镇新房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洛恩乡朋洛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龙车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坝美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尼美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桂东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乐育乡玉古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浪堤乡马龙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者腊乡批洒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马白镇马洒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八寨镇街脚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曰者镇河边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平寨乡革雷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腻脚乡老寨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温浏乡石别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坝美镇革乍村委会

汤拿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龙镇曼龙扣村委会

曼飞龙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曼听村委会

曼乍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噶洒镇曼掌宰村委会

曼景保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

巴坡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

巴卡老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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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

扎吕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

巴亚中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

村委会

勐满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勐景莱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定乡章朗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镇曼龙勒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镇曼旦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刘官厂村委会

凤阳邑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镇龙龛村委会龙

下登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凤仪镇丰乐村北汤天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沙村村委会城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挖色镇大城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镇双廊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镇长育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邑彝族乡桃树村委

会坦底么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委会

大波那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大营镇萂村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密祉乡文盛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公郎镇罗佰克茶园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南诏镇新村村委会新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庙街镇阿朵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庙街镇利克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庙街镇盟石村委会陈

德厂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大仓镇新胜村委会啄

木郎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永建镇马米厂村委会

米姓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马鞍山乡青云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关坪乡字衙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长新乡长春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长新乡包罗村大达社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检槽村委会大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苗尾傈僳族乡表村村

委会表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苗尾傈僳族乡松坪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金华镇三河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金华镇向湖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甸头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四联村委会段

家登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甸南镇天马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甸南镇龙门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弥沙乡文新村岩洞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弥沙乡弥新村弥井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松桂镇长头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鹤庆县松桂镇龙珠村委会

军营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松桂镇松桂村委会街南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金墩乡和邑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六合乡五星村五星大村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六合乡灵地村灵地大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九保乡九保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河西乡邦读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旧城镇旧城村委会

大寨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太平镇芒允村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新城乡繁勐村委会

芒别村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鲁掌镇鲁祖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洛吉乡尼汝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小街子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雨崩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叶枝镇同乐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叶枝镇叶枝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塔城村塔城

一二组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朵那阁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腊八底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保和镇永春村白帕塘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巴迪乡结义村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维登乡富川村

二十二、西藏自治区（1 个）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赤康村

二十三、陕西省（8 个）

咸阳市三原县新兴镇柏社村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

咸阳市永寿县监军镇等驾坡村

安康市旬阳县赵湾镇中山村（郭家老院）

渭南市富平县城关镇莲湖村

渭南市合阳县坊镇灵泉村

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

榆林市佳县佳芦镇张庄村	

二十四、甘肃省（6 个）

天水市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

陇南市文县铁楼民族乡入贡山村

陇南市文县铁楼民族乡石门沟村案板地社

陇南市文县铁楼民族乡草河坝村

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城郊镇木场村

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尼巴乡尼巴村

二十五、青海省（7 个）

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硝水泉村	

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洪水泉村	

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五十村	

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乡张家村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扎毛乡牙什当村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下排村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娘拉乡多伦多村	

二十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 个）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

艾杰克村

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禾木哈纳斯蒙古民族乡

禾木村

阿勒泰地区哈纳斯景区铁热克提乡白哈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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