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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1. 会议地点：

开幕式、学术交流、闭幕式 河南省鹤壁市迎宾馆 1号楼 3 楼国际厅

所长论坛 河南省鹤壁市迎宾馆 1号楼 3 楼东观景会议室

青年论坛 河南省鹤壁市迎宾馆 1号楼 3 楼圆形会议室

2. 会议用餐:

本次会议用餐统一安排自助餐，凭票就餐。

用餐时间

早餐 07:00-09:00 午餐 12:00-13:30 晚餐 18:00-20:00

用餐地点

21号晚餐 鹤壁迎宾馆一楼香街华府美食自助餐厅

22号早、中、晚餐 鹤壁迎宾馆一楼香街华府美食自助餐厅

23号早、中餐 鹤壁迎宾馆一楼香榭丽舍咖啡厅

23号晚餐 鹤壁迎宾馆一楼香街华府美食自助餐厅

24号早餐 鹤壁迎宾馆一楼香街华府美食自助餐厅

3. 会务组成员:

梁法伟 联系电话：13526802179

韩朝会 联系电话：13937137533

4. 温馨提示：

1) 会议期间请各位代表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会议文件及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

2) 与会代表凭代表证参加会议。

3) 各位代表如遇任何突发事件或有临时用车、医务等方面的需求，请与会务组联系。

4) 会议期间天气预报。



第八届黄淮七省考古论坛

2

会议议程

2018年 11月 22日

一 开幕式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08:30-09:00

鹤壁市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刘海旺

国际厅

（三楼）
河南省文物局田凯局长致辞

国家文物局领导讲话

二 代表合影 09:10-09:25 代表合影

三 主题报告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09:30-09:50 河北省 2018 年考古工作概况 张文瑞

孙周勇

李则斌

国际厅

（三楼）

09:50-10:10 2017-2018 年度山西考古工作汇报 马 昇

10:10-10:30 2018 年江苏考古新发现与新收获 周润垦

10:30-10:50
厉兵秣马 砥砺前行—为“引江济

淮”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邓 峰

10:50-11:10 山东省 2018 年考古新收获 孙 波

林留根

马 昇

11:10-11:30 2018 年度陕西考古新发现 孙周勇

11:30-11:50
2018 年度河南省考古工作交流报

告
刘海旺

11:50-12:10 黄淮七省考古实践与思考 李伯谦

午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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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 组

学术交流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14:00-14:20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研究 魏兴涛

孙 波

杨文胜

国际厅

（三楼）

14:20-14:40 2016-2018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的发

掘与研究

张小雷

14:40-15:00 定远县陈家孤堆遗址考古新发现 张义中

15:00-15:20 河北肃宁后白寺遗址夏商遗存的

分期与文化内涵

魏曙光

15:20-15:40 茶 歇

15:40-16:00 山西闻喜酒务头墓地 白曙璋

周润垦

魏兴涛

16:00-16:20
管窥陕北地区龙山石城涌现之因

——从榆林寨峁梁遗址说起 邵 晶

16:20-16:40 山西发现匈奴墓 田建文

16:40-17:00 古芮新迹——刘家洼遗址考古新

发现

孙战伟

17:00-17:20 滕州大韩东周墓地考古发现和意

义

郝导华

B 组

所长论坛
14:00-17:20

新形势下文物考古事业发展

七省考古院所的现状与展望
刘海旺 东观景会议室

（三楼）

五 青年论坛 18:30-19:30 青年考古工作者的公众考古实践

与思考

周立刚 圆形会议室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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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3日

一 学术交流

时间 内容 发言人 主持人 地点

08:30-08:50 曲阜杏坛学校东周墓地考古收获 董文斌

张文瑞

陈家昌

国际厅

（三楼）

08:50-09:10 溧阳蒋笪里土墩墓的发掘及对江

南土墩墓考古的思考

高 伟

09:10-09:30 南京西街遗址考古发现与初步认

识

陈大海

09:30-09:50 从王陵陪葬区到平民墓地-仪征联

营汉墓群的新认识

李则斌

09:50-10:10 茶 歇

10:10-10:30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

发掘

陈 伟

邓 峰

刘海旺

10:30-10:50 河北平山王母唐墓考古 韩金秋

10:50-11:10 安徽明中都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王 志

11:10-11:30

新世纪以来鹤壁辛村遗址（原浚县

辛村墓地）的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 高振龙

二 闭幕式 11:30-12:00

大会总结 孙英民

郑同修
国际厅

（三楼）
会旗交接仪式

三 考察 14:00-17:00 辛村墓地、鹿台遗址

2018 年 11 月 24 日

一 考察 08:00-12:00 黎阳仓遗址

二 下午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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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名单

特邀代表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胡传耸 国家文物局 考古处

闫向东 科学出版社 副社长

河 北

刘智敏 河北省文物局 总工程师

贾金标 河北省文物局 处长

张文瑞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韩金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魏曙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馆员

陈 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

雷建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水下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佟宇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馆员

王 刚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助理馆员

张 鹏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助理馆员

山 西

刘正辉 山西省文物局 巡视员

张喜斌 山西省文物局 主任科员

马 昇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馆员

白曙璋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馆员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王京燕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南普恒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副主任、馆员

江 苏

吕春华 江苏省文物局 主任科员、研究员

林留根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周润垦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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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则斌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高 伟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闫 龙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馆员

于成龙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馆员

曹 军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 馆员

陈大海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刘宝山 无锡市博物馆 馆长

惠 强 连云港市博物馆 副馆长、馆员

安 徽

邓 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

王 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部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文博研究馆

员

许 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财务科科长

程 蓓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资料室副主任、文博副研究馆员

张义中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寿县中心工作站副站长、文博馆员

王 志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博副研究馆员

张小雷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博馆员

山 东

王守功 山东省文物局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处处长

郑同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二级研究员

孙 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三级研究员

高明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主任、副研究馆员

郝导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董文斌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博馆员

吕 凯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博馆员

王春云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博馆员

何 利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文博馆员

陕 西

周魁英 陕西省文物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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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智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业务办主任、研究员

邵 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商周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孙战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员

杨广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王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高 校

周学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路国权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讲师

曹 峻 上海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硕导

张志鹏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惠夕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系副主任、副教授

陈钦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丁思聪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讲师

侯卫东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鲍颖建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点学科秘书、副教授

孙 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考古学教研室副教授

赵俊杰 安阳师范学院 考古系主任

杨 宽 安阳师范学院 考古系讲师

河 南

田 凯 河南省文物局 局长

孙英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 会长

孙新民 中国古陶瓷学会 会长

贾连敏 河南省文物局 副局长

张慧明 河南省文物局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

何军锋 河南省文物局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

王文嘉 河南省文物局 文物保护与考古处

王三营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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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金萍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任、副研究员

吴业恒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主任 副研究员

任 广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主任、馆员

屈昆杰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馆员

顾雪军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馆员

袁晓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博士

马占山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馆员

张水木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局长

王宏伟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副书记

孔德铭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馆员

申明清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馆员

李慧萍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

张春媚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张自强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室主任

韩长松 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副研究员

刘 勇 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部主任

刘焕龙 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办公室主任

赵志强 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室主任

张玉民 濮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局长

刘小可 濮阳市文物局 局长

车 飞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 所长

赵广杰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 考古发掘部主任

张 珂 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

刘 晨 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

郑立超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馆员

燕 飞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业务室主任、助理馆员

李 明 商丘市文物工作队 队长

郑清森 商丘市文物工作队 副队长

李全立 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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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苗蒲 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副所长、馆员

李安娜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所长

齐雪义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馆员

刘 新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乔保同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秦胜利 信阳市文物管理局 文物科长

许召东 济源市文物局 局长

宋冬冬 济源市文物工作队 副队长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研究员

魏兴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杨文胜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陈家昌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院长、研究员

韩朝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行政（党务）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梁法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业务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辛 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朱庆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保卫科科长

慕俊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行政（党务）办公室副主任

曹艳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业务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杨树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李一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周立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科技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聂 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技术室副主任、馆员

武志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公众考古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徐鹤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行政（党务）办公室

刘文思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行政（党务）办公室

牛 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行政（党务）办公室

杨浩淼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业务办公室

张 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业务办公室

张小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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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曹凌子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周 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汉唐宋考古研究室

孙 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汉唐宋考古研究室

李世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汉唐宋考古研究室

张 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辑部、副研究员

余 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辑部

刘亚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辑部

任 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技术室

孙静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技术室、馆员

蒋友鑫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技术室

赵 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公众考古遗产保护中心、馆员

包伟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公众考古遗产保护中心

刘炳强 鹤壁市文广新局 局长

张长海 鹤壁市文广新局 副局长

闫建新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 队长

牛合兵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 副队长、馆员

潘海波 鹤壁市博物馆 馆长

媒 体

桂 娟 新华社

李文哲 新华社

牛向方 中央电视台

温小娟 河南日报

游晓鹏 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