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川志函〔2018〕31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关于挖掘整理传统村落相关资料的函

各市（州）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为建立基本完善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护、传承蕴含丰富

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人文景观的传统村落，自 2012年起，住房城

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工作。截至目前，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已公布四批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第五批，即最后一批传统村落调查推

荐工作于 2017年 5 月启动）。其中，四川省一共有 225个村落被

列入此名录。

现将第 1—4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我省村落名单发给你

们，请按《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关于开展“深入挖掘地情资源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组稿工作的通知》（川志函〔2018〕22号）要

求，挖掘整理名录中本地传统村落的相关资料，于 2018年 8月 31

日前，形成文章并上报我办（不用集中报送，定稿一篇即可报送，

每篇文章同时报送照片 2—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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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朱丹，联系电话：028-86522037，报送邮箱：

565066304@qq.com

附件：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四川村落名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18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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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四川村落名单

（第 1—4批，共 225个）

成都市（6个）

成都市邛崃市平乐镇花楸村（第一批）

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金箱村（第二批）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老街社区（第四批）

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五凤溪社区（第四批）

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街道社区（第四批）

成都市邛崃市平乐镇禹王社区（第四批）

自贡市（13个）

自贡市贡井区艾叶镇李家桥社区（第二批）

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三多寨村（第二批）

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王爷庙社区（第二批）

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仙滩社区（第二批）

自贡市富顺县狮市镇狮子滩社区（第三批）

自贡市富顺县赵化镇培村社区（第三批）

自贡市富顺县长滩镇长滩坝社区（第三批）

自贡市自流井区龙凤山社区（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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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贡井区艾叶镇竹林村（第四批）

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徐家村（第四批）

自贡市沿滩区永安镇鳌头铺社区（第四批）

自贡市荣县墨林乡吕仙村（第四批）

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后街社区（第四批）

攀枝花市（2个）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第一批）

攀枝花市米易县麻陇彝族乡中心村（第四批）

泸州市（26个）

泸州市泸县兆雅镇新溪村（第一批）

泸州市叙永县分水镇木格倒苗族村（第一批）

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观音乐道古村（第二批）

泸州市泸县方洞镇石牌坊村（第二批）

泸州市叙永县水潦乡海涯彝族村（第二批）

泸州市叙永县正东乡灯盏坪古村（第二批）

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平丰村（第二批）

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社区（第二批）

泸州市古蔺县箭竹乡团结村苗寨（第二批）

泸州市古蔺县双沙镇白沙社区（第二批）

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古纯村（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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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叙永县石坝彝族乡堰塘彝族村（第三批）

泸州市叙永县永潦彝族乡九家沟苗族村（第三批）

泸州市泸县立石镇玉龙村（第四批）

泸州市泸县百和镇东林观村（第四批）

泸州市泸县方洞镇宋田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白沙镇芦稿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先市镇下坝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尧坝镇白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柏香湾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五通镇五通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凤鸣镇文理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福宝镇大亨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福宝镇穆村（第四批）

泸州市合江县法王寺镇法王寺村（第四批）

泸州市叙永县白腊苗族乡天堂村（第四批）

德阳市（6个）

德阳市广汉市连山镇川江村（第四批）

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正阳街居委会（第四批）

德阳市中江县仓山镇三江村（第四批）

德阳市罗江县御营镇响石村（第四批）

德阳市罗江县白马关镇白马村（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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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什邡市师古镇红豆村（第四批）

绵阳市（14个）

绵阳市北川县青片乡上五村（第二批）

绵阳市北川县马槽乡黑水村（第二批）

绵阳市江油市二郎庙镇青林口村（第二批）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绣山村（第三批）

绵阳市安县桑枣镇红牌村（第四批）

绵阳市涪城区丰谷镇二社区（第四批）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铁炉村（第四批）

绵阳市游仙区刘家镇曾家垭村（第四批）

绵阳市游仙区玉河镇上方寺村（第四批）

绵阳市游仙区东宣乡鱼泉村（第四批）

绵阳市盐亭县林山乡青峰村（第四批）

绵阳市平武县虎牙藏族乡上游村（第四批）

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亚者造祖村（第四批）

绵阳市平武县木座藏族乡民族村（第四批）

广元市（10个）

广元市昭化区柏林沟镇向阳村（第二批）

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石板村（第二批）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城关村（第三批）



—7—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石鹰村（第三批）

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东郊村（第四批）

广元市旺苍县福庆乡农经村（第四批）

广元市旺苍县化龙乡石川村（第四批）

广元市旺苍县化龙乡亭子村（第四批）

广元市青川县观音店乡两河村（第四批）

广元市剑阁县秀钟乡青岭村（第四批）

遂宁市（2个）

遂宁市射洪县青堤乡光华村（第一批）

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高石村（第四批）

内江市（4个）

内江市威远县向义镇静宁古村（第四批）

内江市资中县罗泉镇禹王宫村（第四批）

内江市隆昌县渔箭镇渔箭社区（第四批）

内江市隆昌县云顶镇云峰村（第四批）

乐山市（6个）

乐山市沐川县箭板镇顺河古街（第三批）

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兴隆里村（第四批）

乐山市犍为县罗城镇菜佳村（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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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犍为县芭沟镇芭蕉沟社区（第四批）

乐山市犍为县铁炉乡铁炉社区（第四批）

乐山市井研县千佛镇民建村（第四批）

南充市（7个）

南充市阆中市老观镇老龙村（第一批）

南充市阆中市天宫乡天宫院村（第一批）

南充市南部县石河镇石河场村（第二批）

南充市西充县青龙乡蚕华山村（第三批）

南充市阆中市水观镇永安寺村（第三批）

南充市仪陇县马鞍镇琳琅村（第四批）

南充市阆中市河楼乡白虎村（第四批）

宜宾市（7个）

宜宾市江安县夕佳山镇五里村（第二批）

宜宾市宜宾县横江镇金钟村（第三批）

宜宾市筠连县大雪山镇五河村（第三批）

宜宾市筠连县镇舟镇马家村（第三批）

宜宾市宜宾县横江镇民主社区（第四批）

宜宾市江安县夕佳山镇坝上村（第四批）

宜宾市屏山县龙华镇汇龙社区（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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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9个）

广安市武胜县宝箴塞乡方家沟村（第三批）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协兴村（第四批）

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肖家溪社区（第四批）

广安市广安区石笋镇石笋村（第四批）

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环江村（第四批）

广安市武胜县飞龙镇莲花坪村（第四批）

广安市武胜县三溪镇观音桥村（第四批）

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顾兴社区（第四批）

广安市邻水县王家镇地选村（第四批）

达州市（6个）

达州市达县石桥镇鲁家坪村（第二批）

达州市通川区金石乡金山村（第四批）

达州市大竹县童家乡童家村（第四批）

达州市宣汉县庙安乡龙潭河村（第四批）

达州市宣汉县马渡乡百丈村（第四批）

达州市万源市秦河乡三官场村（第四批）

巴中市（13个）

巴中市巴州区青木镇黄桷树村（第一批）

巴中市平昌县白衣镇白衣庵居民委员会（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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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通江县泥溪乡犁辕坝村（第三批）

巴中市巴州区光辉镇白鹤山村（第四批）

巴中市恩阳区登科街道办事处恩阳古镇（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洪口镇古宁寨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龙凤场乡环山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澌波乡苟家湾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胜利乡大营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胜利乡迪坪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文胜乡白石寺村（第四批）

巴中市通江县毛浴乡迎春村（第四批）

巴中市南江县朱公乡百坪村（第四批）

雅安市（12个）

雅安市宝兴县硗碛乡夹拉村委和平藏寨（第一批）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蟹螺堡子（第一批）

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五家村（第一批）

雅安市雨城区望鱼乡望鱼村（第二批）

雅安市汉源县宜东镇天罡村（第二批）

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富民村（第二批）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猛种村猛种堡子（第二批）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猛种村木耳堡子（第二批）

雅安市名山区中峰乡朱场村（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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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荥经县新添乡新添村（第四批）

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民主村（第四批）

雅安市天全县小河乡红星村（第四批）

眉山市（3个）

眉山市洪雅县高庙镇花源村（第四批）

眉山市洪雅县瓦屋山镇复兴村（第四批）

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第四批）

资阳市（3个）

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旧居村（第三批）

资阳市安岳县协和乡治山村（第四批）

资阳市乐至县大佛镇红土地村（第四批）

阿坝州（36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桃坪村（第一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沙尔宗乡丛恩村（第一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鹰嘴河组（第一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第一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雅都乡四瓦村四组（第二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色尔古乡色尔古村（第二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木苏乡大别窝村（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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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维古乡西苏瓜子村（第二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卓克基镇西索村（第二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水磨镇老人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联合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薛城镇较场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甘堡乡甘堡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蒲溪乡休溪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下孟乡沙吉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乡增头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太平乡牛尾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十里回族乡大屯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漳扎镇中查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永和乡大城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罗依乡大寨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马家乡苗州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草地乡下草地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大录乡大录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大录乡东北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知木林乡知木林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松岗镇直波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梭磨乡色尔米村（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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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党坝乡尕兰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大藏乡春口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草登乡代基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宗科乡加斯满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吾依乡修卡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茸木达乡茸木达村（第四批）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壤塘村（第四批）

甘孜州（31个）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八子斯热村（第一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更知乡修贡村（第一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泥巴乡古西村（第一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新都镇七湾村（第一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第一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朱倭乡朱倭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雅德乡然柳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青德乡仲德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香巴拉镇色尔宫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阿称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子实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子庚乡子庚村（第二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尼斯乡马色村（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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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亚丁村（第三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赤土乡仲堆村（第三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瓦卡镇阿洛贡村（第三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齐鲁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聂呷乡妖枯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梭坡乡宋达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克格依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波色龙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章都乡边坝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热加乡麻通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灯龙乡帮帮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灯龙乡龚巴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赠科乡下比沙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高城镇车马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高城镇德西二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高城镇德西三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高城镇德西一村（第四批）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格木乡查卡村（第四批）

凉山州（9个）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木垮村（第二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依果觉乡古拖村（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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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依果觉乡四季吉村（第二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大村（第四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东朗乡亚英村（第四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唐央乡里多村（第四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瓦厂镇桃巴村（第四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母支村（第四批）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镇舍垮村（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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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18年 5月 24日印发

（共印 2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