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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诚挚欢迎各位嘉宾和代表莅临赣州参加“赣州七里镇窑

遗址保护与利用研讨会”！请您仔细阅读《会务指南》，会

务组全体工作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感谢您的配合！ 

一、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要求，研讨会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线上会议采用腾讯会议软件远程

召开，会议 ID：831 568 528，会议时间 1月 8日 14:30—19:00。

您可使用手机端“腾讯会议 APP”扫码入会，会议二维码如

下： 

 

二、报到、入住地点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 59 号章江宾馆。报到时请

在酒店大厅报到处办理签到，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三、用餐时间、地点 

用餐时间：早餐：7:30-8:30 

午餐：12:00 



晚餐：18:00 

用餐地点：章江宾馆一楼全日制餐厅 

早餐凭房卡，午餐、晚餐凭餐券用餐。如有特殊就餐需

求，请提前告知会务组。 

四、请佩戴嘉宾证，按照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活动，

妥善保管会议材料和个人物品。会议提前 10 分钟进场，根

据座位安排就座。 

五、疫情防控须知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保护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

所有参会人员务必做好以下疫情防控措施： 

1.请省外参会人员报到时，提供出发前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所有参会人员行程码、健康码须为绿码，有

疫苗接种记录。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禁止参会。

疫情防控无小事，敬请谅解。 

2.参会人员出入酒店、会场及参观点时请配合做好体温

检测，并全程佩戴口罩，交谈保持安全距离。会议期间如有

发热（体温≥37.3℃）、咳嗽、腹泻或其他异常症状出现，

请及时告知会务组。 

会议期间如需帮助或有未尽事宜，请与会务组工作人员

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祝您在赣州期间生活愉快！ 

前台电话：0797-2922222 



会务组联系人：钟庆禄  电话：15070749485 

肖飞华  电话：13970799399 

凌  灵  电话：18079769306 

涂增峰  电话：13361771985 

赣州天气预报 

1 月 7 日（星期五） 阴 9～14℃ 

1 月 8 日（星期六） 阴 8～13℃ 

1 月 9 日（星期日） 阴 8～15℃ 

 

 

 

 

 

 

 

 

 

 

 

 

 

 

 

 



日 程 安 排 

1 月 7 日（星期五） 

抵达赣州，入住章江宾馆。 

1 月 8 日（星期六） 

赴七里镇窑址调研，参观考察赣州市博物馆“七里镇窑

陶瓷展”，召开研讨会。 

1 月 9 日（星期日） 

返程。 

 

 

 

 

 

 

 

 

 

 

 

 

 

 



主要活动安排 

地点：章江宾馆二楼会议厅 

上午：开幕式及调研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主持人 

9:00-9:30 
开幕式，领导致辞 

开幕式后合影 

1.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书

记、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会长

梅仕灿致辞 

2.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丁新权致辞 

3.赣州市领导致辞 

4.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荣休

所长任志录发言 

中国文化产

业促进会文

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

秘书长龚保

家 

9:30-11:00 赴七里镇窑遗址调研  

11:00-12:00 参观考察市博物馆陶瓷展厅  

下午：赣州七里窑遗址保护与利用研讨会 

时间 主题 发言人 主持人 

14:30-14:45 
赣州七里镇窑的发展历史

与终烧易地 

赣州市博物馆荣休副馆长，

七里镇窑址资深研究专家张

嗣介 中国文化产业

促进会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委

员会副会长，

景德镇陶瓷大

学研究生院院

长，研究员张

茂林 

14:45-15:00 
赣州七里镇窑址的考古发

现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

保护技术室主任、研究馆员，

七里镇窑址考古发掘领队肖

发标 

15:00-15:15 
新安沉船出水赣州窑瓷器

及相关问题 
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 

15:15-15:30 赣州七里镇窑瓷器的外销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

院考古学教师陈天民 

15:30-16:00 专家点评与讨论 与会专家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赣州七里镇窑研究需要解决

的几个问题及保护利用 

湖北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蔡路

武 

中国文物保

护技术协会

副理事长，国

家博物馆研
16:30-16:45 文化遗产利用与文创开发 

世界文化遗产(宜兴紫砂陶)

研学基地副主任徐友麟 



16:45-18:00 专家点评与讨论 与会专家 究员铁付德 

 

  

 

 

 

 

 

 

 

 

 

 

 

 

 

 

 

 

 

 

 



嘉 宾 名 单 

一、省内外领导、专家 

序号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房号 联系人员 

1 梅仕灿 

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

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

会会长，中国楹联馆第一馆长 

13317051166 1101 

肖飞华 

13970799

399 

2 蔡泽荣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工艺美术协

会副会长，重庆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

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3330348888  

3 李砚祖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景德镇陶瓷大学

艺术文博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 

  

4 铁付德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国

家博物馆研究员 
18515556628 1102 

5 廖国良 
江西省文化遗产影像学会会长，二级

研究员 
13803516315 1103 

6 陈华莎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18612108169 1104 

谢德军 

13970793

668 

7 王建保 
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陶瓷学术研究委

员会会长 
13801132810 1105 

8 陆明华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上海博物馆

陶瓷研究部原主任 
13918621152  

9 任志录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深圳市文物

考古鉴定所荣休所长 
13510849939 1110 

10 郭学雷 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 13603069680 1108 

11 蔡路武 湖北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13554338172 1109 

赖国英 

18170792

381 

12 徐友麟 
世界文化遗产(宜兴紫砂陶)研学基

地副主任 
18961556723 1107 

13 何  健 
宜兴紫砂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优秀青

年陶艺师 
13901538807 1111 

14 王  逍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江西办事处

主任 
15870629969 1207 

15 赵  瑾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考古部科长 18601251877 1204 

16 杨君谊 故宫博物院博士后 17753141497 1208 

万珺 

13767783

738 

17 张茂林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景德镇陶瓷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博导 

15079895581 1210 

18 龚保家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景德镇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13979806280 1211 

19 黄  弘 景德镇陶瓷大学对接国家试验区建 13607981595 7008 



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教授 

20 陈  宁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副院

长，副研究员 
15079836279 7009 

21 吴军明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副院

长，教授 
13879839817 7011 

于梦霞 

13397981

892 

22 李松杰 
中国陶瓷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

授 
13507985462 6002 

23 胡思琪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化

遗产教研室副主任 
15107980971 6003 

24 袁  枫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文物

保护修复研究室副主任 
15079848527 6006 

25 李  倩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办

公室副主任 
13517984141 6008 

26 冯  冕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考古

学教师 
13979842757 6009 

27 刘启寰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物

与博物馆教师 
13918037307  

刘涛 

15222502

855 

28 许  亮 
景德镇陶瓷大学古陶瓷研究所科技

史博士 
13979882597 6011 

29 陈天民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考古

学教师 
17319250667 6007 

30 王宪旅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文

物保护教师 
18607976554 5002 

31 叶  茜 大余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15279716669 5003 

32 王学权 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史研究生 17379897042 5005 

33 彭安妮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副主任

科员，七里镇窑考古队成员 
18702594489 5007 

34 丁新权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1002 

刘灯明 

13970796

596 

35 邓明华 江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  1003 

36 刘昌兵 
江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研究馆

员 
13330103881 1005 

37 樊昌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休所长，研

究馆员 
  

谢乐乐 

19979713

936 

38 柯中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39 李荣华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馆员 
13870898089 1009 

40 赖祖龙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馆员 
13970835226 7002 

41 张文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陶瓷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13507083018 7003 

42 肖发标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技

术室主任、研究馆员，七里镇窑址考
18970035703 7005 



古发掘领队 

43 谢  绮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文物》

编辑部副主任，博士 
13717708370 7006 

44 伍映方 
靖窑陶瓷坊负责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3755843629 8002 

45 刘  龙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馆员、七里

镇窑考古队成员 
18879801386 7007 

 

钟庆禄 

15070749

485 

 

46 韦有明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部副

主任、文博馆员 
18279862896 5008 

47 李晓方 赣南师范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教授 13576797962  

48 林晓平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院长、教授 13576767359  

49 陶晓俊 
赣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赣州

客家民俗博物馆馆长 
13907976688  

50 钟福民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13970100971  

51 朱忠飞 赣南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博士 18779708524  

52 万幼楠 
赣州市文物局（博物馆）荣休书记、

研究员 
13979739774  

凌灵 

18079769

306 

53 张嗣介 
赣州市博物馆荣休副馆长，七里镇窑

址资深研究专家 
13807978654  

54 刘劲峰 赣州市博物馆退休研究员 18942364151  

55 滕清安 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13803589652  

56 朱  坚 赣州市宋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13979715532  

57 林赣武 赣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 13907976590  

58 郑成功 赣州市社联主席 13979738909  

59 徐子帧 
中国美院设计院（常驻赣州有源公

司）设计师 
13588006990  

60 刘志忠 
赣州三阳建设公司董事长，章贡区政

协常委 
13970766279  

二、赣州市参会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胡剑飞 赣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2 张  骅 赣州市政府副市长 

3 温  海 赣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4 李俊锐 赣州市文广新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5 李升隆 赣州市文广新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6 朱小宁 赣州市文广新旅局二级调研员 

 

 



乘 车 安 排 

1 号车：考斯特（赣 BB8082） 

梅仕灿、丁新权、铁付德、邓明华、刘昌兵、廖国良、

陈华莎、王建保、李荣华、赖祖龙   

联系人：刘灯明      电话：13970796596 

钟庆禄      电话：15070749485 

司  机：杨文俊      电话：13879700900 

讲解员：A 岗 邹恬妮      电话：18172717973 

            B岗 彭晓婷      电话：18370875410 

2 号车：考斯特（赣 BB8997） 

任志录、郭学雷、蔡路武、徐友麟、何健、王逍、赵瑾、

杨君谊、张茂林、肖发标 

联系人：谢乐乐      电话：19979713936 

陈镇江      电话：18166071819 

刘锡峰      电话：13803588509 

司  机：李燕军      电话：18007077200 

讲解员：A 岗 赵丹阳      电话：18172710806 

            B岗 熊  鹰      电话：18870111667 

3 号车：大巴车（赣 BA9862） 

龚保家、黄弘、陈宁、吴军明、李松杰、胡思琪、袁枫、

李倩、冯冕、许亮、陈天民、王宪旅、叶茜、王学权、彭安

妮、张文江、谢绮、伍映方、万幼楠、刘劲峰、张嗣介、李



晓方、陶晓俊、林晓平、钟福民、朱忠飞、刘龙、韦有明、

林赣武、滕清安、朱坚、郑成功、徐子帧、刘志忠       

联系人：吴  宁      电话：13970768189 

刘  涛      电话：15222502855 

欧忠伟      电话：15879744215 

司  机：曾少勇      电话：13970107895 

讲解员：A 岗 叶木兰      电话：15579878985 

        B 岗 张泽灏      电话：18187458145 

行车路线：章江宾馆—兴国路—长征大道—赣江源大道

—京九路—虔东大道—七里镇（1 号车、2 号车路线为周屋

坞窑址—赖屋岭窑址；3 号车路线为赖屋岭窑址—周屋坞窑

址）—虔东大道—京九路—赣江源大道—新赣州大道—赣康

路—市博物馆—赣康路—新赣州大道—登峰大道—章江宾

馆 

 

 

 

 

 

 

 

 



赣 州 市 情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俗称赣南。辖 3 区 2 市 13 县及蓉

江新区、3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综合保税区、1 个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面积 3.94 万平方公里,人口

983 万,国土面积、人口分别占全省的 1/4 和 1/5,是江西区

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设区市；市树为榕树,市花为杜鹃

花。赣州在 1994 年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内保存着

数量众多的名胜古迹。赣州以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

化、阳明文化闻名于世。 

宋城赣州：赣州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历来是“五岭

之要冲”、“粤闽之咽喉”。唐代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到宋朝，赣州成为全国 36 大名城之一，被誉为“宋

城博物馆”。自唐代至清末，赣南中进士和状元 550 名。随

着赣州的兴旺，一些名人纷至沓来，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余

岭开关辟道；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赣州留下《菩萨蛮·书江西

造口壁》的千古名篇；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两次来到赣州留下

名人佳话；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作《牡丹亭记》；还有周敦

颐、文天祥、王阳明等历史名人都在赣州留下了许多政功墨

迹。这里拥有“江南第一石窟”、佛学神龛——通天岩，有

全国唯一的长达 3600 米的宋代铭文砖城墙，有沿用了近 900

年、由 100 条木舟用铁索连环而成的古代水上交通要道——

古浮桥。这些数量众多的宋代名胜古迹，就像无数颗珠宝散



落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每一个角落。 

客家赣州：赣州客家人杰，风水地灵。赣州是客家先民

中原南迁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集散地，全市 983

万人 95%以上是客家人。赣南客家人用自己的智慧，建造了

有“东方的古罗马城堡”之称的赣南客家围屋和客家文化大

观园——客家博物院等。赣州还是风水文化的发源地，是世

界风水文化爱好者朝觐的圣地，是风水祖师杨筠松创立风水

理论的祖地。当年，风水祖师在赣州僚著书立说，创立中国

赣派风水文化理论体系，并发扬光大，传播海内外。赣州市

兴国县三僚村，历朝历代共出了 24 个国师、72 个明师、36

个皇帝钦奉的钦天监灵台博士。 

红色赣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

建以赣南、闽西为主要区域的中央苏区，是全国苏维埃运动

的大本营和核心区域，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

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探寻、确立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开启了治国理政的崭新

实践，发展、壮大了强大的人民军队，锻炼、造就了新中国

治党、治国、治军的大批精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奠基，

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艰

苦卓绝的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在此浴血坚持，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

里留下闪光足迹。赣南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和巨大牺牲，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 10.82 万人，分别占全

省、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 43.8%、7.5%，长征路上平均每公

里就有 3 名赣州籍烈士倒下。赣州走出了 134 位共和国开国

将军，其中兴国籍将军就有 56 名，因此，兴国被誉为“将

军县”。 

阳明赣州：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

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是“真三不朽”之人，

他是文人中的侠客、侠客中的文人，他的“文治武功”成就

于赣州，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成就或完善于赣州，奠定他

心学理论的《传习录》《朱子晚年定论》完成并首刊于赣州。

赣州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形成地与实践地。赣州有大量王阳

明的活动遗迹、遗韵，这些丰富的物质或非物质遗迹成为赣

州传承与弘扬阳明思想的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七 里 镇 窑 简 介 

赣州七里镇窑遗址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东郊约 4千

米处的水东镇七里村与沿垇村一带。窑址沿贡江北岸一线分

布，长约 2 千米，宽约 0.5 千米，分布面积达 1 平方公里，

他是江西宋代的四大窑址之一，也是江西南部最大的古代窑

场。 

七里镇窑始烧于晚唐，宋代达到鼎盛时期，明初因瓷土

衰竭等原因终烧，窑址续烧了五百多年。烧造的瓷器有青釉

瓷、青白釉瓷、酱釉瓷、黑釉瓷、褐釉瓷等不同釉色的陶瓷。

其中薄胎酱釉瓷等产品在全国宋元窑址中独具一格；鼓钉罐

等代表性产品还远销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七里镇窑现

存大型窑业堆积 18 处，遗址 2 处。包括砂子岭、罗屋岭、

赖屋岭、周屋坞、殷屋对门等，每处堆积面积达 500—1300

平方米。历年来文物部门多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先后

出土了数座龙窑和众多遗物，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有了

较为明确的认知。 

1959 年七里镇窑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