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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263.htm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

３日） 国务院同意文化部提出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共计２５８处），现予公布。望各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内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并逐步

建立科学记录档案。同时，要督促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做

好所辖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三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国务

院公布）（共计２５８处）（一） 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

物（共４１处）编 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１ １ 洪秀全故

居 清代中期 广东省花县２２ 林则徐墓 １８２６年 福建省福

州市３３ 堂字街太平天国壁画 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 江苏省

南京市４４ 大沽口炮台 １８５８年 天津市塘沽区５ ５ 太平

天国侍王府 １８６１年 浙江省金华市６ ６ 望海楼教堂 １８

６９－１９０４年 天津市河北区７ ７ 黄兴故居、墓 １８７

４年、１９１７年 湖南省长沙县 长沙市８ ８ 绍兴鲁迅故居 

１８８１－１８９８年 浙江省绍兴市９ ９ 刘公岛甲午战争纪

念地 １８８８－１８９５年 山东省威海市１０ １０ 李大钊

故居 １８８９年 河北省乐亭县１１１１ 孙中山故居 １８９

２年 广东省中山市１２１２ 朱德故居 １８９５－１９０７年

四川省仪陇县１３ １３ 茅盾故居 １８９６－１９１０年 浙

江省桐乡县１４１４ 周恩来故居 １８９８－１９１０年 江苏

省淮安市１５１５ 刘少奇故居 １８９８－１９１６年 湖南省



宁乡县１６１６ 任弼时故居 １９０４－１９１５年 湖南省汩

罗市１７１７ 秋瑾故居 １９０７年 浙江省绍兴市１８１８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１９０９－１９２８年 云南省昆明市１

９１９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１９１３年 四川省成都市２０

２０ 国民党“一大”旧址 １９２４年 广东省广州市 （包括

革命广场）２１２１ 黄埔军校旧址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 广

东省广州市２２２２ 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１９２５－１９２

７年 广东省广州市２３２３ 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 １９２６年

湖北省咸宁市２４２４ 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 １９２７－１９

３４年 湖北省红安县２５２５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７年 上海市徐汇区２６２６ 雨花台烈士陵园 １９２

７－１９４９年 江苏省南京市２７２７ 平江起义旧址 １９２

８年 湖南省平江县２８２８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八军军部旧址 百色市、龙州县

２９２９ 长汀革命旧址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福建省长汀县

３０３０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 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 湖北

省洪湖市、 监利县３１３１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１９３１年

江西省宁都县３２３２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旧址 １９３１年 河

南省新县３３３３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１９３２－１９

３５年 四川省通江县３４３４ 平顶山惨案遗址 １９３２年 

辽宁省抚顺市３５３５ 瓦窑堡革命旧址 １９３５年 陕西省子

长县３６３６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 １９３７－１９４６年 

陕西省西安市３７３７ 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 １９３８－１９

３９年 河南省确山县３８３８陈嘉庚墓 １９５３年 福建省厦

门市３９３９ 冯玉祥墓 １９５３年 山东省泰安市４０ ４０

郭沫若故居 １９６３－１９７８年 北京市西城区４１４１ 聂



耳墓 １９８０年 云南省昆明市（二） 石窟寺（共１１处）４

２１ 孔望山摩崖造像 东汉 江苏省连云港市４３ ２ 北石窟寺 

北魏至宋 甘肃省西峰市４４３南石窟寺 北魏至唐 甘肃省泾川

县４５ ４万佛堂石窟 北魏 辽宁省义县４６５ 驼山石窟 北周

至唐 山东省青州市４７６ 南龛摩崖造像 隋至宋 四川省巴中

县４８７ 千佛崖造像 唐至明 山东省济南市 （包括龙虎塔、

九顶塔） 历城区４９ ８大佛寺石窟 唐 陕西省彬县５０９卧

佛院摩崖造像 唐 四川省安岳县５１１０钟山石窟 北宋 陕西

省子长县５２１１通天岩石窟 宋至明 江西省赣州市（三） 古

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共１１１处）５３１ 丰塘（芍陂） 

春秋 安徽省寿县５４２灵渠 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兴安县５５

３它山堰 唐 浙江省鄞县５６４木兰陂 北宋 福建省莆田县５

７５桑海井 清 四川省自贡市５８６ 金山岭长城 明 河北省滦

平县５９７南京城墙 明 江苏省南京市６０８平遥城墙 明 山

西省平遥县６１９崇武城墙 明 福建省惠安县６２１０兴城城

墙 明至清 辽宁省兴城市６３１１正阳门 明至清 北京市６４

１２清远楼 明 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６５１３光岳楼 明 山

东省聊城市６６１４岳阳楼 清 湖南省岳阳市６７１５观音桥 

宋 江西省星子县６８１６洛阳桥 宋至明 福建省泉州市６９１

７广济桥 宋至明 广东省潮州市７０１８古纤道 明至清 浙江

省绍兴市７１１９直隶总督署 清 河北省保定市７２２０卓克

基土司官寨 清 四川省马尔康县７３２１ 大屯土司庄园 清至

民国 贵州省毕节县７４２２白鹿书院 清 江西省九江市７５２

３岳麓书院 清 湖南省长沙市７６２４西秦会馆 清 四川省自

贡市７７２５聊城山陕会馆 清 山东省聊城市７８２６社旗山

陕会馆 清 河南省社旗县７９２７胡庆余堂 清 浙江省杭州市



８０２８太庙 明至清 北京市８１２９社稷坛 明至清 北京市

８２３０ 京孔庙 元至清 北京市东城区８３３１孟庙及孟府 

明至清 山东省邹县８４３２龙川胡氏宗祠 明至清 安徽省绩溪

县８５３３陈家祠堂 清 广东省广州市８６３４泰宁尚书第 明

福建省泰宁县８７３５丁村民宅 明至清 山西省襄汾县８８３

６潜口民宅 明 安徽省歙县８９３７东阳户宅 明至清 浙江省

东阳县９０３８祥集弄民宅 明 江西省景德镇市９１３９崇礼

住宅 清 北京市东城区 （东四六条６ ３６５号四合院）９２

４０牟氏庄园 清至民国 山东省栖霞县９３４１寄畅园 明至清

江苏省无锡市９４４２环秀山庄 明至清 江苏省苏州市９５４

３十笏园 明至清 山东省潍坊市９６４４罗布林卡 清 西藏自

治区 拉萨市９７４５何园 清 江苏省扬州市９８４６个园 清 

江苏省扬州市９９４７南通博物苑 清 江苏省南通市１００ ４

８樊敏阙及石刻 东汉 四川省芦山县１０１４９“治世玄岳”

牌坊 明 湖北省丹江口市１０２５０许国石坊 明 安徽省歙县

１０３５１大土阁 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 合浦县１０４５２增冲

鼓楼 清 贵州省从江县１０５５３开元寺钟楼 唐至清 河北省

正定县１０６５４法兴寺 唐 山西省长子县编 号 分类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１０７５５天台庵 唐 山西省平顺县１０８５６风

穴寺及塔林 唐至清 河南省临汝县１０９５７昭仁寺大殿 唐 

陕西省长武县１１０５８青莲寺 唐至清 山西省晋城市１１１

５９镇国寺 五代至清 山西省平遥县１１２６０大云院 五代至

清 山西省平顺县１１３６１玉皇庙 宋至清 山西省晋城市１１

４６２大庙飞来殿宋至元四川省峨眉县１１５６３云岩寺 宋

至清 四川省江油县１１６６４天宁寺大殿 宋至元 浙江省金华

市１１７６５崇福寺 金 山西省朔县１１８６６夏鲁寺 元至清



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１１９６７法海寺 明 北京市石景山区１

２０６８双林寺 明 山西省平遥县１２１６９殊像寺 清 河北

省承德市１２２７０安远庙 清 河北省承德市１２３７１广允

缅寺 清 云南省沧源县１２４７２景真八角亭 清 云南省勐海

县１２５７３岱庙 宋至清 山东省泰安市１２６７４西岳庙 明

至清 陕西省华阴县１２７７５北镇庙 明至清 辽宁省北镇县１

２８７６玄贞观 明 辽宁省盖县１２９７７万荣东岳庙 元至清

山西省万荣县１３０７８解州关帝庙 清 山西省运城市１３１

７９花戏楼 清 安徽省亳州市１３２８０ 青龙洞 清 贵州省镇

远县１３３８１泉州天后宫 清 福建省泉州市１３４８２牛街

礼拜寺 明至清 北京市宣武区１３５８３西安清真寺 明至清 

陕西省西安市１３６８４同心清真大寺 清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

心县１３７８５净藏禅师塔 唐 河南省登封县１３８８６云龙

寺塔 唐 广东省仁化县１３９８７凌霄塔 唐至宋 河北省正定

县１４０８８朝阳北塔 唐至辽 辽宁省朝阳市１４１８９灵光

塔 渤海 吉林省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１４２９０闸口白塔 五代 

浙江省杭州市１４３９１栖霞寺舍利塔 五代 江苏省南京市１

４４９２三影塔 北宋 广东省南雄县１４５９３广教寺双塔 北

宋 安徽省宣州市１４６９４崇觉寺铁塔 北宋 山东省济宁市１

４７９５瑞光塔 北宋 江苏省苏州市１４８９６飞英塔 南宋 

浙江省湖州市１４９９７释迦文佛塔 南宋 福建省南蒲县１５

０９８天宁寺塔 辽 北京市宣武区１５１９９崇兴寺双塔 辽 

辽宁省北镇县１５２１００辽阳白塔 辽至金 辽宁省辽阳市１

５３１０１银山塔林 金至元 北京市昌平县１５４１０２拜寺

口双塔 西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县１５５１０３一百零八塔

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铜峡市１５６１０４广德寺多宝塔 明 



湖北省襄樊市１５７１０５曼飞龙塔 清 云南省景洪县１５８

１０６金刚座舍利宝塔 清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１５９１

０７苏公塔 清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吐鲁番市１６０１０８旅顺

监狱旧址 １８９８－１９４５年 辽宁省大连市１６１１０９

息烽集中营旧址 １９３７－１９４６年 贵州省息烽县１６２

１１０上饶集中营旧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 江西省上饶县

１６３１１１“中美合作所” １９４３－１９４９年 四川省

重庆市 集中营旧址（四） 石刻及其他（共１７处）１６４１

将军崖岩画 新石器时代 江苏省连云港市１６５２花山岩画 战

国至东汉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明县１６６３亚沟石刻 金 黑龙

江省阿城市１６７４南京南朝陵墓石刻 南朝 江苏省南京市１

６８５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南朝 江苏省丹阳市１６９６老君岩

造像 宋 福建省泉州市１７０７云峰山、天柱山 北魏 山东省

掖县、 摩崖石刻 平度县１７１８铁山、岗山摩崖石刻 北周 

山东省邹县１７２９白鹤梁题刻 唐至清 四川省涪陵市１７３

１０ 浯溪摩崖石刻 唐至清 湖南省祁阳县１７４１１袁滋题记

摩崖石刻 唐 云南省盐津县１７５１２怡亭铭摩崖石刻 唐 湖

北省鄂州市１７６１３九日山摩崖石刻 宋 福建省南安县１７

７１４焦山碑林 南朝至清 江苏省镇江市１７８１５大金得胜

陀颂碑 金 吉林省扶余市１７９１６松江唐经幢 唐 上海市松

江县１８０１７南诏铁柱 南诏 云南省弥渡县（五） 古遗址（

共４９处）１８１１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云南省禄丰县１８２

２西侯度遗址 旧石器时代 山西省芮城县１８３３金牛山遗址 

旧石器时代 辽宁省营口县１８４４和县猿人遗址 旧石器时代 

安徽省和县１８５５水洞沟遗址 旧石器时代 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县１８６６穿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贵州省普定县１８７７



大窑遗址 旧石器时代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１８８８磁山

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北省武安县１８９９大地湾遗址 新石器时

代 甘肃省秦安县１９０１０马家窑遗址 新石器时代 甘肃省临

洮县１９１１１马厂塬遗址 新石器时代 青海省民和县１９２

１２陶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西省襄汾县１９３１３ 平粮台古

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南省淮阳县１９４１４屈家岭遗址 新石

器时代 湖北省京山县１９５１５牛河梁遗址 新石器时代 辽宁

省凌源县 建平县１９６１６昂昂溪遗址 新石器时代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１９７１７二里头遗址 夏商 河南省偃师县１９８

１８尸乡沟商城遗址 商 河南省偃师县１９９１９盘龙城遗址 

商 湖北省黄陂县２００２０三星堆遗址 商周 四川省广汉县２

０１２１琉璃河遗址 西周 北京市房山区２０２２２薛城遗址 

东周 山东省滕县２０３２３淹城遗址 东周 江苏省武进县２０

４２４秦雍城遗址 东周 陕西省凤翔县２０５２５禹王城遗址 

东周至汉 山西省夏县２０６２６中山古城遗址 战国 河北省平

山县２０７２７秦咸阳城遗址 战国至秦 陕西省咸阳市２０８

２８姜女石遗址 秦汉 辽宁省绥中县２０９２９居延遗址 汉 

内蒙古自治区 额济纳旗、甘肃 省金塔县２１０３０玉门关及

长城烽燧 汉 甘肃省敦煌市 遗址（包括大方盘 小方盘）２１

１３１楼兰故城遗址 汉至晋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若羌县２１２

３２西海郡故城遗址 汉至南北朝 青海省海晏县２１３３３ 邺

城遗址 曹魏至北齐 河北省临漳县２１４３４嘎仙洞遗址 北魏

内蒙古自治区 鄂伦春自治旗２１５３５平城遗址 北魏 山西省

大同市２１６３６隋唐洛阳城遗址 隋唐 河南省洛阳市２１７

３７北庭故城遗址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吉木萨尔县２１８３

８北宋东京城遗址 北宋 河南省开封市２１９３９蒲与路故城



遗址 金 黑龙江省克东县２２０４０元上都遗址 元 内蒙古自

治区 正蓝旗２２１４１圆明园遗址 清 北京市海淀区２２２４

２上林湖越窑遗址 东汉至宋 浙江省慈溪县２２３４３什邡堂

邛窑遗址 隋至宋 四川省邛崃县２２４４４长沙铜官窑遗址 唐

至宋 湖南省望城县２２５４５涧磁村定窑遗址 唐至元 河北省

曲阳县２２６４６黄堡镇耀州窑遗址 唐至元 陕西省铜川市２

２７４７钧台钧窑遗址 宋 河南省禹县２２８４８大窑龙泉窑

遗址 宋至明 浙江省龙泉县２２９４９屈斗宫德化窑遗址 宋至

明 福建省德化县 （包括浔中、盖德、三班）（六） 古墓葬（

共２９处）２３０１八岭山古墓群 东周至明 湖北省江陵县２

３１２擂鼓墩古墓群 战国 湖北省随州市２３２３田齐王陵 战

国 山东省淄博市２３３４长陵 西汉 陕西省咸阳市２３４５杜

陵 西汉 陕西省长安县２３５６中山靖王墓 西汉 河北省满城

县２３６７广武汉墓群 汉 山西省山阴县２３７８张衡墓 东汉

河南省南阳县２３８９麻浩崖墓 东汉至南北朝 四川省乐山市

２３９１０打虎亭汉墓 东汉 河南省密县２４０１１张仲景墓

及祠 东汉 河南省南阳市２４１１２阿斯塔那古墓群 晋至唐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吐鲁番市２４２１３磁县北朝墓群 北朝 河

北省磁县２４３１４桥陵 唐 陕西省蒲城县２４４１５龙头山

古墓群 渤海 吉林省和龙县２４５１６南唐二陵 五代 江苏省

江宁县２４６１７司马光墓 北宋 山西省夏县２４７１８辽陵

及奉陵邑 辽 内蒙古自治区 （包括祖陵及祖州城、 巴林左旗

、 庆陵及庆州城） 巴林右旗２４８１９西夏陵 西夏 宁夏回

族自治区 银川市２４９２０樊人悬棺葬（墓） 宋至清 四川省

珙县２５０２１伊斯兰教圣墓 元 福建省泉州市２５１２２奢

香墓 明 贵州省大方县２５２２３苏禄王墓 明 山东省德州市



２５３２４显陵 明 湖北省钟祥县２５４２５徐光启墓 明 上

海市徐汇区２５５２６李自成墓 清 湖北省通山县２５６２７

永陵 清 辽宁省新宾满族 自治县２５７２８福陵 清 辽宁省沈

阳市２５８２９阿巴和名麻札（墓） 清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喀

什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