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墨政发〔2022〕24号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办、局，政府直属和部门管理事业

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规定，为进一步加大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弘扬

与保护开发力度，不断深化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通过墨江哈

尼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综合论证和评审，评定出《民

族医药》等 19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朱发增等 6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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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经公告后未收到群众不良反映及其它异议，

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 19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项目及 66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予以公布。

附件：1.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名单

2.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2年 4月 25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法院、检察院，人武部。
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驻墨单位，各厂矿、院校。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月 25日印发

江哈尼族自治县人

2022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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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项目名单

序序号 项项目名称

1 民族医药

2 孟弄乡隔界田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3 唢呐演奏技艺

4 山歌演唱技艺

5 骨头生制作技艺

6 腊肉制作技艺

7 腌豆腐制作技艺

8 鱼塘花山酱制作技艺

9 紫米醋制作技艺

10 哈尼族传统节日“米索扎”

11 哈尼族传统节日“矻扎扎”

12 通关黄焖鸡制作工艺

13 泡山果制作技艺

14 普洱茶制作技艺—萨露茶制作技艺

15 肠旺米干制作技艺

16 哈尼族手工红糖制作技艺

17 碧溪水豆腐制作技艺

18 碧溪米凉粉制作技艺

19 双龙烧烤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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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

序序
号号

姓姓 名名 性性别 民民 族族 出出生年月 项项 目目 名名 称称 家家 庭庭 住住 址址

1 朱发增 男 哈尼族 1957.02 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墨江县联珠镇坝洛村

2 张文祥 男 哈尼族 1964.10 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墨江县联珠镇者铁村

3 鲍文清 男 哈尼族 1959.11 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墨江县新安镇新安村

4 李富英 女 哈尼族 1961.06 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墨江县联珠镇愧竜村

5 蔡桂美 女 哈尼族 1972.08 洛奇洛耶与扎斯扎依 墨江县联珠镇新发社区

6 王 玲 女 哈尼族 1965.12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天溪社区

7 杨万婼 女 哈尼族 1978.12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泗南江镇田房村

8 史梅华 女 哈尼族 1982.02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卧龙村

9 白琼华 女 哈尼族 1从 v982.08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雅邑镇座细村

10 周晓芳 女 哈尼族 1986.10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那哈乡那哈村

11 白石漏 女 哈尼族 1986.10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那哈乡那哈村

12 沈美仙 女 哈尼族 1978.11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墨江县泗南江镇西岐村

13 张应华 男 哈尼族 1966.05 敏编迷编 墨江县龙坝镇竜巴村

14 李忠昌 男 哈尼族 1978.03 敏编迷编 墨江县孟弄乡阿洛村

15 李东昌 男 哈尼族 1971.03 敏编迷编 墨江县孟弄乡丙曼村

16 李文明 男 哈尼族 1962.12 敏编迷编 墨江县龙坝镇打东村

17 罗福祥 男 哈尼族 1967.12 哈尼族寨神林保护 墨江县泗南江镇千岗村

18 白正荣 男 哈尼族 1969.07 哈尼族寨神林保护 墨江县坝溜镇厄尼村

19 王正高 男 哈尼族 1959.11 哈尼族寨神林保护 墨江县龙坝镇大乜多村

20 张德早 男 汉族 1982.02 双龙麻脆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连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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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号号

姓姓 名名 性性别 民民 族族 出出生年月 项项 目目 名名 称称 家家 庭庭 住住 址址

21 徐葵平 男 汉族 1978.08 双龙麻脆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连路村

22 张建葵 女 汉族 1976.09 双龙麻脆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连路村

23 李界依 女 哈尼族 1987.12 扭鼓舞 墨江县雅邑镇坝利村

24 鲁发彬 男 彝族 1968.11 芦笙舞 墨江县联珠镇马路村

25 袁树红 男 汉族 1968.07 芦笙舞 墨江县通关镇团山村

26 龙绍祥 男 彝族 1975.03 芦笙舞 墨江县新安镇新生村

27 李文德 男 彝族 1974.03 芦笙舞 墨江县新安镇新生村

28 杨家帅 男 彝族 1977.08 彝族四弦舞 墨江县新安镇新生村

29 易绍祥 男 彝族 1972.11 彝族四弦舞 墨江县孟弄乡富东村

30 吕宏武 男 汉族 1969.10
普洱茶制作技艺—米地

贡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天溪社区

31 朱万光 男 哈尼族 1971.06
普洱茶制作技艺—米地

贡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新抚镇中义村

32 李晓晶 女 哈尼族 1988.05
普洱茶制作技艺—米地

贡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新抚镇界牌村

33 王智良 男 汉族 1998.08
普洱茶制作技艺—须立

贡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碧溪村

34 白伟发 男 哈尼族 1981.09
普洱茶制作技艺—须立

贡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龙坝镇竜宾村

35 叶光崇 男 汉族 1961.12
普洱茶制作技艺—萨露

古茶制作技艺 墨江县团田镇老围村

36 张德增 男 哈尼族 1969.10 扭鼓舞 墨江县那哈乡那哈村

37 翟志文 男 彝族 1978.12 打陀螺 墨江县新安镇新生村

38 卢家光 男 彝族 1970.04 打陀螺 墨江县孟弄乡胜利村

39 李学林 男 彝族 1987.05 打陀螺 墨江县新安镇新生村

40 封夸芬 女 傣族 1974.07 打秋千 墨江县新安镇邓控村

41 白梦兰 女 傣族 1972.01 打秋千 墨江县新安镇邓控村

42 封丽琼 女 傣族 1975.12 傣族蹩脚舞 墨江县新安镇邓控村

43 罗忠斌 男 哈尼族 1971.08 民族医药 墨江县联珠镇碧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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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号号

姓姓 名名 性性别 民民 族族 出出生年月 项项 目目 名名 称称 家家 庭庭 住住 址址

44 张家伟 男 彝族 1966.05 民族医药 墨江县龙潭乡梁子村

45 彭改顺 男 彝族 1976.03 民族医药 墨江县文武镇文武村

46 杨文贵 男 汉族 1973.12 民族医药 墨江县团田镇坝干村

47 罗德江 男 哈尼族 1976.08 民族医药 墨江县联珠镇象鼻村

48 耿学云 男 汉族 1965.12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文武镇马甫村

49 田美仙 女 哈尼族 1971.12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文武镇安益村

50 段桂英 女 哈尼族 1974.06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龙潭乡石屏村

51 谢进存 女 彝族 1969.02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龙潭乡瓦路村

52 徐兴忠 男 汉族 1978.03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团田镇那海村

53 江 艳 女 汉族 1981.12 山歌演唱技艺 墨江县团田镇团田村

54 柳玉仙 女 汉族 1974.05 鱼塘花山酱制作技艺 墨江县鱼塘镇花山村

55 马三婼 女 汉族 1977.11 鱼塘花山酱制作技艺 墨江县鱼塘镇花山村

56 刘 晗 男 汉族 1981.10 骨头生制作技艺 墨江县团田镇团田村

57 刘秀权 男 汉族 1972.09 腌豆腐制作技艺 墨江县团田镇团田村

58 朱兴武 男 汉族 1967.07 手工酱油制作技艺 墨江县通关镇新武社区

59 朱思杰 男 汉族 1990.09 手工酱油制作技艺 墨江县通关镇新武社区

60 张建敏 男 汉族 1979.11 通关黄焖鸡制作技艺 墨江县通关镇新武社区

61 史艳红 女 哈尼族 1984.11 哈尼族手工红糖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仁里村

62 叶应成 男 彝族 1974.11 泡山果制作技艺 墨江县新抚镇新塘村

63 赵红兵 男 哈尼族 1976.05 肠旺米干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天溪社区

64 唐 庚 男 汉族 1999.01 唢呐演奏技艺 墨江县新抚镇新塘村

65 张子祥 男 哈尼族 1988.06 碧溪水豆腐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碧溪村

66 欧阳晖 女 汉族 1971.12 碧溪米凉粉制作技艺 墨江县联珠镇碧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