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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

宁政发〔2023〕11号

市政府关于公布第五批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南京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市文化和旅游局推荐的第五批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 56项）和南京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 8项），已经市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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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现予公布。

各区政府和市各有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

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提

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

京新实践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23年 1月 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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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 56 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地区或单位

1 NJⅠ—28 南京灯谜 民间文学 秦淮区

2 NJⅠ—29 霸王山传说 民间文学 江北新区

3 NJⅠ—30 秦淮河故事 民间文学 江宁区

4 NJⅠ—31 田螺姑娘传说 民间文学 栖霞区

5 NJⅡ—10 江宁民歌 传统音乐 江宁区

6 NJⅡ—11 梵呗 传统音乐 玄武区

7 NJⅡ—12 古龠演奏 传统音乐 建邺区

8 NJⅡ—13 石臼渔歌 传统音乐 溧水区

9 NJⅢ—28 水荆墅马灯 传统舞蹈 江宁区

10 NJⅢ—29 何林坊双龙 传统舞蹈 溧水区

11 NJⅢ—30 麒麟献瑞 传统舞蹈 江宁区

12 NJⅢ—31 章山王马灯 传统舞蹈 江宁区

13 NJⅢ—32 陆家大龙 传统舞蹈 溧水区

14 NJⅢ—33 虾子灯 传统舞蹈 溧水区

15 NJⅣ—8 曲社清曲 传统戏剧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16 NJⅥ—28 金陵插花 传统美术 玄武区

17 NJⅥ—29 手指画 传统美术 建邺区

18 NJⅥ—30 麦秆画 传统美术 江北新区

19 NJⅥ—31 苎麻编织 传统美术 江宁区

20 NJⅥ—32 核雕 传统美术 江北新区

21 NJⅥ—33 棕编 传统美术 秦淮区

22 NJⅥ—34 南京绢花 传统美术 栖霞区

23 NJⅥ—35 老虎鞋 传统美术 溧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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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地区或单位

24 NJⅥ—36 糖画 传统美术
浦口区

高淳区

25 NJⅦ—44 传拓技艺 传统技艺
玄武区

江北新区

26 NJⅦ—45 炉钧釉陶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玄武区

27 NJⅦ—46 柴灶砌筑技艺 传统技艺 玄武区

28 NJⅦ—47 金陵旗袍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栖霞区

秦淮区

江北新区

六合区

29 NJⅦ—48 中山装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秦淮区

30 NJⅦ—49 木纹金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建邺区

31 NJⅦ—50

制香技艺

（六气窖香醪制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制香技艺 建邺区

32 NJⅦ—51 古琴斫制技艺 传统技艺

鼓楼区

江宁区

浦口区

33 NJⅦ—52 牌匾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鼓楼区

34 NJⅦ—53 蚕丝皂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35 NJⅦ—54 木榨油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36 NJⅦ—55 南京金春锅贴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建邺区

37 NJⅦ—56
茶干制作技艺

（陆郎茶干制作技艺）

（桥林茶干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浦口区

38 NJⅦ—57 谷里鱼圆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39 NJⅦ—58 六合猪头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六合区

40 NJⅦ—59 瓜埠赖月饼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六合区



— 5 —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地区或单位

41 NJⅦ—60 东沟老鹅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六合区

42 NJⅦ—61 洪蓝手抓鸡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溧水区

43 NJⅦ—62 明觉香菜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溧水区

44 NJⅦ—63 洪蓝牛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溧水区

45 NJⅦ—64 冠生园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江北新区

46 NJⅧ—16 南京同仁堂中药炮制技艺 传统医药 秦淮区

47 NJⅧ—17 邹氏肾科医术 传统医药 秦淮区

48 NJⅧ—18 徐氏疮疡治疗法 传统医药 玄武区

49 NJⅧ—19 小儿脾胃外治法 传统医药 江宁区

50 NJⅧ—20 陈氏瘿科治疗术 传统医药 浦口区

51 NJⅨ—7 屈中贤武术
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秦淮区

52 NJⅨ—8 金陵邓钟山武术
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秦淮区

53 NJⅩ—22 祭孔礼俗 民俗 秦淮区

54 NJⅩ—23 随园食单饮食习俗 民俗 鼓楼区

55 NJⅩ—24 栖霞山赏枫习俗 民俗 栖霞区

56 NJⅩ—25 雨花茶饮茶礼俗 民俗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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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
（共 8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地区或单位

1 NJⅣ—3 皮影戏 传统戏剧 江宁区

2 NJⅥ—27 南京面塑 传统美术 秦淮区

3 NJⅥ—23 南京玉雕 传统美术 江宁区

4 NJⅥ—14 根雕 传统美术 江宁区

5 NJⅥ—10 南京瓷刻 传统美术 江宁区

6 NJⅦ—13 雨花茶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玄武区

7 NJⅦ—25 京苏大菜烹制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8 NJⅦ—26 南京香肚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江宁区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1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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