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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2019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

2019 年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继续围绕“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

研究”进行，主要进行非遗传承人或非遗项目的口述史记录整理研究工作。

申报者的的申报项目选题必须在《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未进入《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不在本次研究范围之内。

本次课题分为两类：

（一）委托项目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整理与研究（由中心定向指派机构或个人开

展）。

（二）自选项目

申报者的具体申报项目请参照中心发布的下述选题范围，项目申报选题题目

自拟。

注意：非如下选题范围的申报一律不予受理，不是口述史研究的选题申报

一律不予受理。其中，类别中加“*”的选题为倾向性选题范围。

类别 名称 该非遗项目申报单位

*舞蹈 龙舞（四川客家龙舞）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馆

*舞蹈 蚌鹤舞 达州市万源市文化馆

*舞蹈 灯舞（成都牛儿灯） 成都市大邑县文化馆

*舞蹈 高台狮子 金堂县文化馆

*舞蹈 越溪牛灯舞 内江市威远县越溪镇人民政府

*舞蹈 狮舞（向家班狮舞） 乐山市市中区文化馆

*舞蹈 苍溪独角兽舞 广元市苍江县陵江镇综合文化站

*舞蹈 霍尔古舞 甘孜州炉霍县文化馆

*舞蹈 “垛” 阿坝州若尔盖县文化馆

*舞蹈 新山傈僳族葫芦笙舞 攀枝花市米易县文化馆

*舞蹈 灯舞（牛滩马儿灯） 泸州市泸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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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龙舞（泸县兆雅火龙、泸州雨

坛彩龙、船山桃子龙、遂宁耍

旱龙、马潭火龙、双流火龙、

宜宾小彩龙）

泸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遂宁市船

山区文化体育局 遂宁市船山区南京

路街道办事处 遂宁市民间文化研究

会 泸州市龙马潭区胡市镇文化体育

中心 双流县文化馆 宜宾县文化体育

局

*舞蹈 锅庄（草地锅庄） 阿坝州阿坝县文化馆

*舞蹈 春牛舞 阿坝州松潘县文化体育局

*舞蹈 花灯（回族花灯舞） 阿坝州松潘县文化体育局

*舞蹈 锅庄（岚安锅庄、理塘锅庄）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文化馆

*舞蹈 花灯（芦山花灯） 雅安市芦山县文化馆

*舞蹈 花灯（得胜花灯） 泸州市泸县得胜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舞蹈 锅庄（宝兴硗碛锅庄） 雅安市宝兴县文化馆

*舞蹈 扎坝嘛呢舞 道孚县文化旅游局

*舞蹈 傈僳族嘎且且撒勒舞
凉山会州东县文化馆 凉山州德昌县

文化馆

*舞蹈 彝族苏尼舞 凉山州布拖县文化馆

*舞蹈 蹢脚舞 凉山州会理县文化馆

*舞蹈 藏族杜基嘎尔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舞蹈 圈德迪 阿坝州黑水县文体新闻出版局

*舞蹈 天全牛儿灯 雅安市天全县文体局

*舞蹈 迪厦 阿坝州松潘县文化体育局

*舞蹈 新山傈僳族舞蹈“斑鸠吃水” 攀枝花市米易县文化馆

*舞蹈 笮山锅庄 攀枝花市盐边县文化馆

*舞蹈 彝族羊皮鼓舞 攀枝花市仁和区文化馆

*舞蹈 纳西族“金佐措”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舞蹈 花灯（古蔺花灯、白龙花灯）
古蔺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剑阁县

文化局

*舞蹈 玄滩狮舞 泸州市泸县玄滩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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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阿署达彝族打跳舞 攀枝花市东区文化馆

*舞蹈 古蔺苗族舞蹈 泸州市古蔺县民宗办

*舞蹈 蓝田花船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办事处

*舞蹈 羌族萨朗
阿坝州茂县文化体育局 阿坝州汶川

县文化馆

*舞蹈 双凤龙灯 内江市隆昌县双凤镇政府

*舞蹈 灯笼卓钦 甘孜州白玉县文化馆

*舞蹈 木里藏族“嘎卓”舞 凉山洲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舞蹈 小金龙龙舞、李庄草龙

泸州市泸县兆雅镇综合文化站 成都

市青白江区文化馆 宜宾市翠屏区李

庄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舞蹈 狮舞（元坝狮舞）
广元市元坝区元坝镇生态与文化建设

服务中心

*体育 三雄夺魁 乐山市金口河区文化馆

*体育 红原芒卓甲扎（红原马术） 红原县邛钦马术演义有限责任公司

*体育 松溪内家拳 南充市松溪内家拳法研究会

*体育 藏棋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藏棋协会

*戏剧 爨坛戏 巴中市南江县文化馆

*戏剧 木雅藏族“什结拉布” 雅安市石棉县非遗保护中心

*戏剧
四川莲箫（峨眉莲箫、四川莲

箫）
乐山市/峨眉山市文化馆

*医药 “蛇难爬”消肿散 达州市中心医院

*医药 南部杜氏中医 南充市南部县文化馆

*医药 何首乌饮片传统加工技艺 四川省川源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 太素脉法 广元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曲艺 川剧（嘉阳河川剧艺术） 乐山市市川剧团

*曲艺
灯戏（岳池灯戏、峨眉堂灯戏、

夹江麻柳堂灯戏）

岳池县文体局

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局

夹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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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阿古登巴的故事 甘孜州色达县文化旅游局

文学 什喜尼支嘿 凉山州布拖县文化馆

文学 玛牧特依 凉山州喜德县文化馆

文学 诺苏佐木莫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文化馆

文学 阿古登巴的故事 甘孜州色达县文化旅游局

文学 什喜尼支嘿 凉山州布拖县文化馆

文学 玛牧特依 凉山州喜德县文化馆

音乐 荥经民间竹号 雅安市荥经县文化馆

音乐 江河号子（关河船工号子） 宜宾市宜宾县文化馆

音乐 康定溜溜调 康定县文化馆

音乐 藏族赶马调 凉山州冕宁县文化馆

音乐 阿惹妞 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

音乐 彝族克西举尔
凉山州昭觉县文物管理所 凉山州雷

波县文化馆

音乐 彝族马布音乐
凉山州越西县广播电视文化体育局

凉山州昭觉县文物管理所

音乐 义诺彝族民歌 雷波县文化体育局

音乐 彝族月琴音乐 凉山州普格县文化艺术馆

音乐 毕摩音乐 凉山州美姑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音乐 大号唢呐 凉山州会理县文化馆

音乐 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 屏山县文化体育旅游局

音乐 永宁河船工号子 纳溪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音乐 耍锣（福集耍锣） 泸州市泸县福集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音乐 苗族斗釜歌 攀枝花市盐边县文化馆

音乐 木格岛苗族祭祀鼓乐 泸州市叙永县分水镇人政府

音乐 彝族“久觉合” 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

音乐
川南山歌（珙县山歌、筠连山

歌）
宜宾市珙县文化馆

音乐 木模拉格 凉山州越西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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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高腔山歌 合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音乐 热打（“里惹尔”） 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

音乐 阿依阿芝（彝族女性叙事歌） 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文化馆

音乐 牛牛合（“牛牛”调） 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文化馆

音乐 摩梭人阿哈巴拉调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文化馆

音乐 阿古合
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

凉山州越西县文化馆

音乐 朵乐荷 普格县人民政府 布拖县人民政府

音乐 金江鼓乐 凉山州会东县文化馆

音乐 骨笛 甘孜州色达县文化旅游局

音乐 彝族挽歌 凉山州宁南县文化馆

技艺 藏族尔苏图画文字 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文化馆

技艺 藏族格萨尔彩绘石刻 色达县文化旅游局

技艺 拉日马玛尼石雕 甘孜州新龙县文化馆

技艺
彝族金属锻造技艺（喜德彝族

叶形双耳腰刀制作技艺）
凉山州喜德县文化馆

技艺 藏族手工皮制品制作技艺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技艺 摩梭人青娜油制作技艺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文化馆

技艺 擦窝制作技艺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技艺
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

艺
德格县文化旅游局

技艺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 （踏板房

建筑）
阿坝州九寨沟县文化馆

技艺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木里藏族

民居营造技艺）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

馆

技艺 申臂桥建造技艺 甘孜州新龙县文化馆

技艺 藏族民间车模技艺 得荣县文化旅游局

技艺 藏族建筑砌石技艺 丹巴县文化馆

技艺 德沙旋木技艺 甘孜州稻城县旅游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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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 新龙药泥藏式面具制作技艺 甘孜州新龙县文化馆

技艺 牧区皮革加工技艺未研究 甘孜州色达县文化旅游局

技艺 绿釉陶瓷品制作技艺 凉山州会理县文化馆

技艺 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 昭觉县人民政府

技艺 凉山彝族银饰手工技艺 布拖县人民政府

技艺 红铜火锅制作技艺 凉山州会理县文化馆

技艺 白玉河坡藏族金属手工技艺 白玉县文化馆

技艺
藏族金属手工技艺（佐钦藏族

金属锻造技艺）

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四川康坝扎金

属工艺有限公司

技艺 传统茶具制作技艺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技艺
金属制品加工工艺（藏族金属

制品加工工艺）
阿坝州阿坝县文化馆

技艺 康巴藏族服装配饰制作工艺 甘孜州文化局

技艺 酥油花制作技艺 道孚县文化旅游局

技艺 藏族牛羊毛手工编织工艺 色达县文化馆

技艺 羌族银饰锻制技艺 阿坝州茂县文化体育局

技艺
麻布制作技艺（木里麻布手工

纺织技艺）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

馆

民俗 仡佬族送年节 攀枝花市盐边县文化馆

民俗 苗族绷鼓仪式 攀枝花市盐边县文化馆

民俗 古蔺踩山 泸州市古蔺县民宗办

民俗 苗族服饰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文化馆

民俗 女子踩桥 宜宾市屏山县文化馆

民俗 康定“四月八”跑马转山会 康定县文化馆

民俗 赛马节（会） 理塘县文化馆

民俗 成人仪式 丹巴县文化馆

民俗 摩梭人成丁礼 凉山州盐源县文化馆

民俗 彝族“阿依蒙格”儿童节 凉山州雷波县语委

民俗 藏族尔苏射箭节 凉山州甘洛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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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 山岩帕措习俗 白玉县文化馆

民俗 新山僳僳族约德节 攀枝花市文化局

民俗 新龙藏历十三节 新龙县文化馆

民俗 骀日节 阿坝州嘉绒文化研究会

民俗 分水岭乡火龙节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人民政府

民俗 安巴节 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文化馆

民俗 摩梭人“若哈舍”习俗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文化馆

民俗 彝族剪羊毛节 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文化馆

民俗 摩梭人服饰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文化馆

民俗 彝族赛马习俗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文物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