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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馨提示

各位领导、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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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好！

当您踏上凤阳这片古老而秀美的土地时，我们的双手就

紧紧握在一起，欢迎您！

2019年适逢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营建明中都 650周年，

为弘扬凤阳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

进明史研究，加强校地合作，中国明史学会、凤阳县人民政府、

安徽科技学院联合举办第二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

元璋与明中都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了给您提供舒适、安全的服务，特向您温馨提示。

1.请您认真阅读《会务指南》，按照会议的安排出席会议、

参观活动。

2.参加活动的来宾，请按时到酒店门前乘车。

3.请按照会议安排的时间用餐，有民族习惯特殊要求的，

请与会务组联系。

4.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外出时注意安全。

5.您下榻的是凤阳县国际大酒店。

酒店地址：凤阳县府城镇西长安街

酒店电话：0550—2210666

6.会议开、闭幕式在凤阳县党校报告厅

7.分组讨论在凤阳国际大酒店五号楼四楼会议室（详见

第 9-20页分组讨论安排）

8.就餐地点在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

9.会务保障

会务组联系人：王华喜 联系电话：1395628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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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组联系人：马 军 联系电话：13505552832

宣传组联系人：郭如亮 联系电话：13515500146

安保组联系人：李腾飞 联系电话：18225815686

医疗组联系人：刘法利 联系电话：18955063912

凤阳国际大酒店联系人：张灯月 联系电话：15385006360

第二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群

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二、日程安排

8月 19日（星期一）

全天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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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地点：凤阳国际大酒店一楼大厅

午餐：12:00（桌餐）

晚餐：18:00（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0日（星期二）

上午

07:00 早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08:00 参加揭幕仪式的人员前往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游客中心（明史专家代表，省、市、县领导，详

见揭幕仪式安排）

08:10 举行揭幕仪式

08:20 前往凤阳党校（不参加揭牌仪式的参会人员，约 10

分钟）

08:40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地点：凤阳党校报告厅门厅前）

09:00 会议开幕式（详见开幕式安排）

10:00 大会主题发言（详见大会主题发言安排）

12：00 午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午休

下午 分组讨论

14:00 第一场分组讨论（详见分组讨论安排）

15:50 茶歇

16:00 第二场分组讨论

18:00 欢迎晚宴（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桌餐，

见桌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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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星期三）

上午

07:00 早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08:30 第三场分组讨论（详见分组讨论安排）

09:50 从凤阳国际大酒店出发乘车前往凤阳报告厅（约 10

分钟）

10:00 闭幕式（详见闭幕式安排）

12:00 午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午休

下午 参观考察

14:30 前往地质博物馆（约 50分钟）

15:20 考察地质博物馆（介绍人：导游蒋新明，约 30分钟）

15:50 前往韭山洞（约 10分钟）

16:00 考察韭山洞（介绍人：导游蒋新明，约 60分钟）

17:00 返回凤阳国际大酒店（沿十里画廊-狼巷迷谷游客中

心-S312省道）

18:00 晚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2日（星期四）

上午

7:00 早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08:00 乘坐 1号车的人员乘车前往凤阳县博物馆

08:10 参加“我从明朝来”主题摄影展启动仪式，“我从明朝来”

主题摄影展（详见“我从明朝来”活动安排，约 30分钟）

08:20 乘坐 2、3、4号车的人员前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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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 参观凤阳县博物馆、大明中都字砖拓片展（约 1小时

20分钟）

10:00 前往明中都国家遗址公园（约 10分钟）

10:10 考察明中都国家遗址公园（沿西华门步行进入中都皇

城→登午门城台→外金水桥发掘现场→承天门，介绍

人：袁媛，约 1小时 30分钟)

11:40 承天门前乘车（车览大明门、洪武公园、体育中心、

钟楼广场）

12:00 午餐（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午休

下午 参观考察

14:30 前往明皇陵（约 20分钟）

14:50 考察明皇陵（介绍人：导游汪园颖，约 40分钟）

15:30 前往小岗村（约 40分钟）

16:10 参观大包干纪念馆（介绍人：导游汪园颖，约 30分钟）

16:40 前往当年农家（约 5分钟）

16:45 参观当年农家（介绍人：导游汪园颖，约 15分钟）

17:00 前往小岗现代农业示范区(约 10分钟)

17:10 参观小岗现代农业示范区（介绍人：小岗村党委第一

书记李锦柱，20分钟）

17:30 返回凤阳县城（约 50分钟）

18:20 抵达凤阳国际大酒店

18:30 欢送晚宴（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桌餐，

见桌次安排），观看凤阳花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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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3日（星期五）

早餐后礼送参会人员返程

三、揭幕仪式安排

（一）参加人员

1.省文化和旅游厅领导：

蔡小莉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局长

杨益峰 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处处长

2.滁州市领导：

贾海峰 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高怀忠 滁州市政协副主席

王连侠 滁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郝庆孝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周海利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

3.凤阳县领导：

徐广友 凤阳县委书记

罗圣权 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贾培洋 凤阳县人大主任

周成东 凤阳县委副书记

王胜勤 凤阳县政协副主席、县委办公室主任

4.亲属代表：

王 红 王剑英同志女儿

5.明史专家代表（陈支平、陈梧桐等 15人）

（二）议程：

主持人：徐广友 凤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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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滁州市政协副主席高怀忠致辞；

2.陈梧桐先生讲话；

3.王红女士发言；

4.贾海峰、蔡小莉、陈支平先生、王红女士为雕像揭幕，

参会人员见证。

（三）雕像揭幕站位安排

王 红 陈支平 雕像 贾海峰 蔡小莉

四、开幕式安排

地 点：凤阳党校报告厅

主持人：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罗圣权

1.中共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致辞;

2.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琳琦致辞；

3.安徽科技学院校长李震致辞；

4.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讲话；

5.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毛佩琦讲话；

6.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文物局局长蔡小莉讲话；

7.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贾海峰致辞。

五、大会主题发言安排

地 点：凤阳党校报告厅

主持人：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范金民、中国明史学

会副会长夏维中

1.姜永琳：明代“中国”新论；

2.新宫学：明中都皇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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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 跃：明代中日贸易中的勘合问题——以“勘合”

的形制为中心；

4.马 骊：《蜂蚁论》与朱元璋的理想社会模式；

5.金暻绿：明代东亚细亚国际秩序与朝明关系；

6.连启元：凤阳高墙的规划与罪宗生活管理；

7.陈梧桐：略论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及其影响；

8.郭 超：明中都规划复原研究；

9.王 志：明中都的考古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六、分组讨论安排

第一组 政治与军事

负责人：彭 勇

赵 毅 赵现海 刘祥学 郭嘉辉 马 骊 丁修真

黄友灏 曾 磊 何歌劲 彭 勇 肖立军 秦 博

芮赵凯 吴士勇 贾福林 吕 杨 赵树国 闫海青

高寿仙 赵克生 战蓓蓓 翟爱玲 余劲东 宋宇航

张 鑫

记录人员：汪园颖 15855032139

工作人员：王 雨 15255006601

8月 20日

第一场：14:00—15: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2号会议室

主 持：彭 勇、肖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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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赵 毅：明太祖与亚圣的政治文化博弈——从《孟子》到《孟

子节文》

2.赵现海：明朝的政权组成与性格特征

3.刘祥学：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4.郭嘉辉：《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中的“制”、“檄”与“赐书”

探微

5.翟爱玲：从开国立制视角看“靖难之役”发生的历史逻辑

6.战蓓蓓：洪武建文礼制中的皇家秩序比较

7.丁修真：顾、王之争与明清之际的东林论——以一条史料的

考辨为中心

8.黄友灏：明万历朝京察申辩禁令下士大夫的鸣冤新方式—

—以《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的成书历史为例

9.何歌劲：太祖平汉战役取湘潭考

茶歇:15:50—16:00

第二场：16:00—17: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2号会议室

主 持：马 骊 赵克生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彭 勇：明代卫所的属性及其管辖权

2.肖立军：明代山海关地区军屯处所试探——以关营屯田为

主的考察

3.秦 博：论永乐朝对宋晟等西北功臣的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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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 磊：己巳之变与己巳党争——后金反间计的作用

5.芮赵凯：嘉靖“大倭寇”与浙江府县“因倭筑城”研究

6.吴士勇：陈瑄与明代漕运总兵官的体制化

7.赵树国：登莱巡抚与明末环渤海地区海防考论

8.闫海青：明初军户册籍制度浅探

8月 21日

第三场：08:30—09: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2号会议室

主 持：刘祥学 赵现海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高寿仙：关于宣德年间两畿巡抚的设置问题

2.赵克生：习仪与纠仪：明朝两京朝仪的秩序追求

3.吕 杨：再论明代阁臣

4.贾福林：朱元璋与中华礼乐文化

5.余劲东：政局变迁与制度更定：论明中期（1464-1527）翰

林官考察归属的演变

6.宋宇航：李贤的政治活动与正统至天顺时期内阁阁臣参与

选官之变革

7.张 鑫：明代中后期内阁政治转型新探——以申时行主政

内阁时期为例

第二组 民族、中外关系及其他

负责人：张金奎

庞乃明 刘正刚 张晓明 袁晓春 周喜峰 吴德义

谢贵安 伍 跃 蒋 俊 赖玉芹 沈一民 侯官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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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传南 李建武 卢绪友 毛佩琦 王雪华 赵会娟

何幸真 杨 茜 李志强 李 园 王 浩 金暻绿

綦 岩 张金奎

记录人员：杨银星 15212061581

工作人员：马 琛 15178434347

8月 20日

第一场：14:00—15: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3号会议室

主 持：伍 跃 王雪华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庞乃明：明清中国“大西洋”概念的生成与演变

2.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海洋走私贸易研究：基于条例考察

3.谢贵安：开放的先声：明代“中国长技”概念的形成及其“师

夷”特征初探

4.张晓明：壬辰战争初期的辽东角色

5.袁晓春：朱元璋与高丽王朝外交事务个案探析

6.周喜峰：洪武时期明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

7.吴德义：性别视域下的明洪武年间女性土司探析——以西

南地区为例

8.綦 岩：永宁寺记碑中女真碑文补释

茶歇:15:5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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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16:00—17: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3号会议室

主 持：谢贵安 庞乃明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蒋 俊：明代边疆治理政策对江淮风俗存留的历史价值研究

2.赖玉芹：论晚明豪杰之士梅国桢

3.沈一民：明清角力中的林丹汗

4.侯官响：改流与交融：明人杨慎和徐霞客的云南之旅

5.范传南：论明代地方管粮官中的“道”

6.李建武：明代地方志中的宦官书写与历史记忆

7.卢绪友：明蒙对峙下的塔滩地望与地缘

8月 21日

第三场：08:30—09: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3号会议室

主 持：周喜峰 吴德义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王雪华：重典还是宽政——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执政方式

2.赵会娟：论勾践、刘邦、朱元璋诛戮功臣的异同

3.何幸真：明代前期江西乡试的政治作用（1368-1456）

4.杨 茜：从富户到士族：明代香湖丁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与

科举策略

5.李志强：揭开洪门始祖李自成（万云龙）太子后裔家史之谜

6.李 园：明代山西商人子弟的教育与入仕

7.王 浩：明初徽州知府任职史事考订——基于对道光《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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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志》相关记载的考察

第三组 经济与社会

负责人：范金民

范金民 余同元 李成燕 胡克诚 程利英 阮宝玉

余清良 康 健 郭睿君 钱 晟 张民服 赵长贵

徐 成 刘伊芳 施由明 徐 彬 周晓冀 潘大明

姚晓英 杨正泰 刘利平 吴仁安 冯贤亮 罗晓翔

崔继来 吕燕平 吴 羽

记录人员：赵恩满 18004265567

工作人员：蒋新明 17709609635

8月 20日

第一场：14:00—15: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5号会议室

主 持：张民服 罗晓翔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范金民：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2.李成燕：回顾与思考——关于明代经济思想研究

3.胡克诚：从逋赋折银到折银逋欠：晚明金花银逋欠述论

4.程利英：明代顺天府财政探析

5.刘利平：明初至弘治年间两京太仆寺官马数量蠡测

6.阮宝玉：分与合：明代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变化

7.余清良:明代钞关征课客体的演变——兼论明代货币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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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化

8.康 健：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的多样化经营

9.郭睿君：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报酬——兼与清代的

比较

10.钱 晟：从宝和店看明代宫廷财政制度

茶歇:15:50—16:00

第二场：16:00—17: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5号会议室

主 持：冯贤亮 余同元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张民服：明代河南灾害时空分布及其特征分析

2.赵长贵：明清中原黄河频繁漫决述论

3.徐 成：略论金元明清时期黄淮关系的发展演变

4.程利英：明代顺天府财政探析

5.刘伊芳：明代漳州的寺租助饷与地方社会

6.施由明：论明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7.周晓冀：明初大移民中的鲁中人口变迁考

8.潘大明：略论明初耕地增加和朱元璋对苏松太地区人力资源

再配置的意义

9.姚晓英：屯堡学影像记录中的共时性与延时性思考

8月 21日

第三场：08:30—09:50



16

地 点：五号楼四层 5号会议室

主 持：杨正泰 刘利平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杨正泰：明清商书概述

2.吴仁安：集忠、孝、文、武于一门的江南望族——明代浙东

余姚县“孙境孙氏”支孙燧家族史研究

3.冯贤亮：族以人重：明末魏塘钱氏的家族网路与政治变动

4.罗晓翔：明代南京军户家族的身份变迁：以焦氏为中心

5.崔继来：明代九边军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

6.徐 彬：王世贞徽州人物传述论

7.余同元：明代温州家族世系扩展与结构变化

8.吕燕平：安顺屯堡人的大明情怀——对“凤阳装”等的探析。

第四组 思想与文献

负责人：夏维中

陈支平 陈时龙 张献忠 王尊旺 杜洪涛 余 焜

刘 涛 李 帆 杨绪敏 杨永康 陈 波 常文相

程彩萍 纪海龙 李根利 李小白 解 扬 林宜蓉

徐晓庄 谢忠志 叶玉杰 何威萱 赵俊明 姜永琳

南炳文 夏维中 温祖波

记录人员：赵潇潇 18256918606

工作人员：苗 玥 18019803533

8月 20日

第一场：14:0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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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五号楼四层 4号会议室

主 持：姜永琳 林宜蓉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陈支平：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2.陈时龙：王恕的六谕诠释

3.张献忠：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与晚明科举——以袁黄科举经

历为中心

4.王尊旺：也谈明代阴阳学的几个问题

5.杜洪涛：朱元璋对儒学的认知与实践

6.余 焜：论明朝祈雨禳灾活动中的政治文化理念

7.刘 涛：朱元璋的礼治教化思想及其社会治理实践

8.李 帆：洪武时期的天地合祀改制问题

茶歇:15:50—16:00

第二场：16:00—17: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4号会议室

主 持：何威萱 解 扬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杨绪敏：论明代军事史地文献的编纂、内容、体例及价值

2.杨永康：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存世——辽

宁省档案馆藏《明太祖实录》稿部分抄本性质考辨

3.陈 波：嘉靖《南京太仆寺志》中王阳明传记之解析

4.常文相：《资世通训》中所见朱元璋的治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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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彩萍：正德初期政治环境与《明孝宗实录》的编纂

6.纪海龙：《明孝宗实录》焦芳“曲笔”问题考论

7.李根利：明太祖《御制文集》刻本源流考

8.李小白：明清息县文庙文化内涵探析

8月 21日

第三场:08:30—09: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4号会议室

主 持：陈时龙 叶玉杰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解 扬：国图藏明刻本《天游山人集》与残本价值辩正

2.林宜蓉：世变下士子撰史的多元意蕴──试论屈大均《广

东新语》之化外深意

3.徐晓庄：明代户绝家庭“过继”行为的民间文书表达

4.谢忠志：铁冠道人张中事迹考略

5.叶玉杰：戚继光生平大事记

6.何威萱：读徐阶《赠宫保大司马双江先生聂公谢政西归序》

中的问题

7.赵俊明：名人、古堡、村落：孙居相、孙鼎相与湘峪古堡

第五组 明中都及相关问题研究

负责人：李小林

唐更生 张祥林 胡开全 刘 欣 江正行 耿军虎

张登璨 邓 涛 唐立宗 邵 磊 高春平 黄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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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龙 李明阳 郑 宁 新宫学 刘 冻 陈怀仁

夏玉润 周红梅 孙祥宽 周学鹰 阚绪杭 李小林

陈梧桐 连启元 姜舜源 郭 超

记录人员：刘 欣 18855037017

工作人员：耿军虎 18365056061

8月 20日

第一场：14:00—15: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6号会议室

主 持：高春平 唐立宗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唐更生：朱元璋“罢建中都”原因新探

2.张祥林：明代南京太仆寺在滁州

3.胡开全：中都阅武与藩王培养——以蜀王朱椿的记录为中心

4.刘 欣：试论凤阳明中都的兴衰和变迁

5.江正行：凤阳明中都罢建之谜再探

6.耿军虎：朱元璋罢建中都前后，兼析明中都营建进度

7.张登璨：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研究

8.邓 涛：被遗忘的陪都——明代兴都湖广承天府的名与实

茶歇:15:50—16:00

第二场：16:00—17: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6号会议室

主 持：刘 冻 夏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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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唐立宗：明代凤阳仓场管理与《中都储志》述略

2.邵 磊：南京出土明代凤阳守备太监墓志二考

3.高春平：朱载堉和神农城初探

4.黄阿明：明代临淮郭氏家族若干史实辨正

5.何先龙：明代凤阳皇陵卫初考

6.周红梅：考察明代陵寝祭祀典仪——以显陵为例

7.李明阳：明初凤阳农政考

8.郑 宁：国用军储：明代中都粮饷的供给与缺失

8月 21日

第三场：08:30—09:50

地 点：五号楼四层 6号会议室

主 持：郭 超 连启元

发言顺序：（每人发言不超过 10分钟）

1.刘 冻：凤阳帝乡“鱼皮鼓”与“咚咚腔”的史源考现

2.陈怀仁：明中都城营建考述

3.姜舜源：明中都城环境艺术述略

4.夏玉润：明中都皇城奉天门及广场空间组合考探

5.孙祥宽：明中都皇陵神道碑研究

6.周学鹰：明中都遗址：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

7.阚绪杭：明中都城石雕刻艺术遗存

七、闭幕式安排

地 点：凤阳党校报告厅

主持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李小林、中国明史学会副

会长张金奎

（一）分组代表做本组学术总结（每人不超过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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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与军事研讨组总结；

2、民族、中外关系研讨组总结；

3、经济与社会研讨组总结；

4、思想与文献研讨组总结；

5、明中都及相关问题研讨组总结。

（二）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高寿仙做大会总结；

（三）凤阳县委副书记周成东致闭幕辞。

八、“我从明朝来”主题摄影展活动安排

时 间：2019年 8月 22日上午 8:10

地 点：凤阳县博物馆一楼大厅

主持人：赵文霞 凤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1、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致辞；

2、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安顺市文联主席姚晓英领导讲

话；

3、安顺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立洪讲话；

4、安顺市文联姚晓英向凤阳县赠送摄影展的 100幅摄

影作品；

5、主持人邀请嘉宾移步展厅参观，安顺市摄影家协会

6、安顺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立洪介绍参展作品。

九、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及住宿、乘车安排

（一）专家学者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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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1 陈支平 男
教授、院长、中国

明史学会会长

厦门大学国

学院

18030233469

gxyjy@xmu.edu.cn
2108

1号

车

2 范金民 男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常务副会长

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

13851843985

jmfannj@163.com
1129

1号

车

3 高寿仙 男
研究员、中国明史

学会常务副会长

北京行政学院

校刊编辑部

13717558280

gaosxx@126.com
1120

1号

车

4 南炳文 男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学术委员会主

席

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

13032202720

yajie0807@163.co

m

1109
1号

车

5 毛佩琦 男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首席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

13501148653

maopeiqi@163.co

m

1125
1号

车

6 赵 毅 男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首席顾问
辽宁师范大学

13889508989

zhaoyi888999@12

6.com

1325
1号

车

7 张金奎 男
研究员、中国明史

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

究所

13641070571

jkzhang@yeah.net
1329

1号

车

8 陈时龙 男
研究员、中国明史

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所

13164287388

chenshilong@outl

ook.com

1228
1号

车

9 解 扬 男 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

究所

13691134863

oursour@qq.com
7106

1号

车

10 李小林 女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副会长

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

13820402718

Lixiaolin9288@12

6.com

1115
1号

车

11 张宪博 男

研究员、中国明史

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

究所

13661275923

xianbo1002@126.co

m

1101
1号

车

12 谢贵安 男
教授、中国明史学

会副秘书长

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

13545049718

xieguian@126.co

m

1117
1号

车

13 陈梧桐 男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院

chenwutong35@s

ohu.com
1121

1号

车

14 彭 勇 男
教授、院长、中国

明史学会副秘书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院

13671289052

59009@sina.com
1118

1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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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长

15 胡克诚 男 副教授
聊城大学运河

学研究院

15006383566

715275319@qq.c

om

6209
1号

车

16 战蓓蓓 女 副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

13875808815

beibei_zhan@hnu.

edu.cn

6228
1号

车

17 程利英 女 副教授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经济学院

13526596913

clyyx503@163.co

m

6301
1号

车

18 郭嘉辉 男 特聘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历史

系(珠海)

85264862763

11467193@life.hk

bu.edu.hk

6218
1号

车

19 何威萱 男 副教授
台湾元智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

+886-2-4638800

whho@saturn.yzu.

edu.tw

6218
1号

车

20 宋宇航 男 博士生 日本京都大学
Syh_0906@hotma

il.com 6202
1号

车

21 赵现海 男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

究所

15510718769

mingqingshi@aliy

un.com
1227

1号

车

22 杨正泰 男 教授 复旦大学

13788971948

Yangzhengtai2003

@163.com

7108
1号

车

23 王 浩 男 助理研究员
安徽大学徽学

研究中心

18356024349

wanghaolishi@16

3.com

6115
1号

车

24 伍 跃 男 教授
日本大阪经济

法科大学

81-90-9879-6213

wuzhaozijun@hot

mail.com

1123
1号

车

25 吴士勇 男 副教授 淮阴师范学院

13915119126

Wushiyong751028

@163.com

6117
1号

车

26 程彩萍 女 副教授 廊坊师范学院

18732686506

ccp1117@163.co

m

6119
1号

车

27 翟爱玲 女 教授 洛阳理工学院
13698803138

zhalqw@163.com
6302

1号

车

28 阮宝玉 女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历史

学系（珠海）

15915721541

ruantubao@163.co
6227

1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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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m

29 余同元 男 教授
苏州大学社会

学院

13616271837

13616271837@16

3.com

1322
1号

车

30 王雪华 女 副教授
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

15902787551

Wang_xuehua@h

otmail.com

6226
1号

车

31 侯官响 男 副教授 楚雄师范学院
15750339923

sdhgx@163.com
6123

1号

车

32 何幸真 女 博士生
台湾大学历史

学研究所

firo1776@hotmail.

com
6228

1号

车

33 李 园 女 讲师

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443447266@qq.c

om
6305

1号

车

34 李 帆 男 研究生
日本国立山形

大学

07020368300

Lifan8789@yahoo.

co.jp

6203
1号

车

35 吴仁安 男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15921893200

wurenan10@163.c

om

1122
1号

车

36 曾 磊 男 讲师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18911782203

crazyspice@126.c

om

6126
1号

车

37 芮赵凯 男 讲师 盐城工学院

15704311606

ruizk925@nenu.ed

u.cn

6205
1号

车

38 蒋 俊 男 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13512543964

johnwuyi@sina.co

m

6120
1号

车

39 李志强 男 馆长
富县太平李自

成纪念馆

13924663156

tplizhiqiang@163.

com

6211
1号

车

40 刘 涛 男 副教授
滨州学院人文

学院

18364976371

bzrwlt@163.com
6216

1号

车

41 吕 杨 男 副教授 常州大学

13861086196

hongwu1368@16

3.com

6116
1号

车

42 潘大明 男 特邀研究员
上海万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13003145999、

2040331465@qq.c
1328

1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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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om

43 刘正刚 男 教授
暨南大学古籍

研究所

13610178552

liuzhenggang1965

@foxmail.com

1128
1号

车

44 綦 岩 男 讲师

黑龙江大学历

史文化旅游

学院

13904616925

qiyanchina@163.c

om

6125
1号

车

45 刘利平 男 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

18998587038

Liuliping1999@16

3.com

1319
1号

车

46 赵克生 男 教授
海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

13760095096

1287056637@qq.

com

7107
2号

车

47 李建武 男 副教授 廊坊师范学院

18003367628

lijianwu0530@163

.com

6119
2号

车

48 何先龙 男 馆长
贵州省开阳县

文化馆

18083625186

kyxwgs@163.com
6223

2号

车

49 唐立宗 男 副教授
暨南国际大学

历史学系

13052379115

lctang@ncnu.edu.t

w

1127
2号

车

50 张民服 男 教授
郑州大学历史

学院

13613815753

zhangminfu@zzu.

edu.cn

1307
2号

车

51 徐晓庄 男 处长

河南省驻马店

市公安局法

制处

13938381166

13938381166@16

3.com

1311
2号

车

52 新宫学 男 教授
日本国立山形

大学

0236284239

aramiya@human.kj.

yamagata-u.ac.jp

7109
2号

车

53 孙祥宽 男 文博研究员
安徽省文史研

究馆

15556441888

sunxk2004@126.c

om

7115
2号

车

54 崔继来 男 讲师 赣南师范大学
15083587615

cuijilai@126.com
6219

2号

车

55 常金鹏 男 博士生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5321473610

changjp2016@16

3.com

6220
2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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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56 沈一民 男 教授

黑龙江大学历

史文化旅游

学院

13624501820

Shenyimin78@16

3.com

6125
2号

车

57 周红梅 女 副研究员
湖北钟祥市明

显陵管理处

13581333895

Hongmei7023@1

63.com

6229
2号

车

58 夏玉润 男 常务副会长 朱元璋研究会

18255025379

2667897516@qq.c

om

7105
2号

车

59 叶玉杰 男 常务副会长
中国明史学会

戚继光分会

18660506299

Yeyujie99@163.co

m

6122
2号

车

60 施由明 男 研究员、主编

江西省社会科

学院《农业考

古》编辑部

13617008138、

lssym@sina.com
1327

2号

车

61 吴德义 女 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5522741903

Wdy7171@163.co

m

6302
2号

车

62 杨 茜 女 讲师 东华大学

13564919281

grey_yangx@126.

com

6301
2号

车

63 张 鑫 男 讲师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

学院

18955376297

466698478@qq.c

om

6129
2号

车

64 邓 涛 男 博士后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15011252009

bestpaul@163.co

m

6215
2号

车

65 周晓冀 男 副教授 泰山学院

13953800902

zhou_xiaoji@163.c

om

6212
2号

车

66 赵俊明 男 副研究员
山西省社科院

历史所

13994244024

zjm7679@163.co

m

6127
2号

车

67 秦 博 男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

研究所

13718064060

slsldy@sina.com
6115

2号

车

68 邵 磊 男 研究员 南京市博物馆

13951977158

shaoleid@163.co

m

6201
2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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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69 高春平 男 研究员、所长
山西社科院历

史所

13485357077

gcpgcp@126.com
1202

2号

车

70 何歌劲 男 调研员
湖南省湘潭市

文联

13007320641

hegej@163.com
1318

2号

车

71 谢忠志 男 助理教授

台湾文藻外语

大学通识教育

中心

+886-912012984

luchsieh@hotmail.

com

6217
2号

车

72 杨永康 男 教授
山西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15834152603

yongkangyang@1

63.com

6127
2号

车

73 赵会娟 女 讲师
北师大珠海

分校

15876652508

bnuzhj2008@sina.

com

6227
2号

车

74 贾福林 男 副研究馆员
北京市劳动人

民文化宫

13621295461

hixl1031@163.co

m

6223
2号

车

75 徐 彬 男 教授、院长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

学院

13956198798

xubindyx@sina.co

m

7111
2号

车

76 王尊旺 男 教授
福建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

18050283124

694173600@qq.c

om

6211
2号

车

77 阚绪杭 男 研究员
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

18919619271

913574812@qq.c

om

6207
2号

车

78 周学鹰 男 教授

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考古文

物系

13915940186

522273668@qq.c

om

1206
2号

车

79 余劲东 男 讲师 长江大学历史系

13476976750

249896392@qq.c

om

6202
2号

车

80 庞乃明 男 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

13821623558

pangnm66@126.c

om

6109
2号

车

81 黄阿明 男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15862374905

Haming1978@16

3.com

6121
2号

车

82 袁晓春 男 副研究员
蓬莱阁景区管

理处

13356951861

plgyxc@163.com
6122

2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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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83 江正行 男 原主任
滁州市政协文

史委

13705503800

2532437548@qq.

com

1306
2号

车

84 周喜峰 男 教授

黑龙江大学历

史文化旅游

学院

13796665253

zhouxifeng95@16

3.com

1317
2号

车

85 唐更生 男 馆长 凤阳县博物馆

13505559817

406252017@qq.c

om

2号

车

86 胡开全 男 研究员

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特聘

研究员

13088020270

longquanqijia@16

3.com

6129
2号

车

87 赵长贵 男 副教授
河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18736982197

zcg716@126.com
6206

2号

车

88 赖玉芹 女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

民社学院

15392884121

laiyuqin@163.com
6226

2号

车

89 郑 宁 男 讲师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13162530158

nzheng2019@126.c

om

6128
2号

车

90 罗晓翔 女 副教授
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

13905170111

lxx@nju.edu.cn
6225

2号

车

91 连启元 男 副教授
台湾中国文化

大学史学系

+886922017202

mlian0456@gmail.

com

6217
2号

车

92 张晓明 女 副教授 鞍山师范学院

13998091032

heihei_zxm@163.

com

6307
2号

车

93 杜洪涛 男 副教授
内蒙古师范

大学

15248156246

duhongtaowin@1

63.com

6209
2号

车

94 徐维兵 男 校长 凤阳三中 13955060620
2号

车

95 吕孔永 男 教师 凤阳三中

15955063030

1421665308@qq.c

om

2号

车

96 刘 冻 男
东方传媒视觉总

监、分会会长

江苏广播电视

总台、沈万三研

究分会会长

13913921200

690744481@qq.c

om

1211
2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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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97 丁修真 男 副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历

史与社会学院

18855323695

xiuzhendnj@163.co

m

6120
2号

车

98 刘祥学 男 教授、院长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

13978312797

Liuxiangxue2001

@sina.com

1315
2号

车

99 李小白 男 讲师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5993022136

lxb0823@126.co

m

6212
2号

车

100 刘 欣 女 职员
凤阳县文物管

理所

18855037017

1173035402@qq.c

om

6312
2号

车

101 陈怀仁 男 名誉会长 朱元璋研究会

13805509968

chenhuairen_9968

@126.com

7106
3号

车

102 卢绪友 男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边

疆所

15117938468

luxuyou@126.com
6117

3号

车

103 康 健 男 副研究员 安徽师范大学

18955335995

jiankang1220@16

3.com

6123
3号

车

104 耿军虎 男 会员（博士生） 朱元璋研究会

18365056061

1259501456@qq.c

om

6207
3号

车

105 杨绪敏 男 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

13615117486

xumin1953@jsnu.

edu.cn

1323
3号

车

106 张献忠 男 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3820728178

xianzhongzh@126.co

m

6111
3号

车

107 范传南 男 副教授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

化学院

18204669708

fcn8243178@sina

.com

6206
3号

车

108 冯贤亮 男 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系
13641644470

fxl@fudan.edu.cn
1207

3号

车

109 闫海青 男 博士研究生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5969995693

haiqing9909@126.

com

6216
3号

车

110 张登璨 男 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

15201376302

646295488@qq.c

om

6128
3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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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111 李明阳 男 讲师 安徽财经大学

15222158965

313452226@qq.c

om

6116
3号

车

112 徐 成 男 副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13813878073

njxuch@sina.com
6201

3号

车

113 肖立军 男 副院长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3512930346

Xiaolijun63@163.c

om

1312
3号

车

114 常文相 男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古代史研究

所

18611325088

changwx938@nen

u.edu.cn

6215
3号

车

115 林宜蓉 女 副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学系

886+0922690036

01long99@ntnu.e

du.tw

6303
3号

车

116
刘伊芳

女 博士生
台湾暨南國際

大學歷史學系

+886921754147

yvonneliu14@gma

il.com

6303
3号

车

117 姜永琳 男 系主任、副教授

美国博懋大学

(BrynMawr

College)

610-526-5027

yjiang@brynmawr.

edu

1219
3号

车

118 金暻绿 男 研究员
韩国军史编纂

硏究所

010-5078-0446

kklkjy85@gmail.co

m

1222
3号

车

119
马 骊

女
特级副教授、

博导

法国滨海大学

（Universitédu

LittoralCôted’

Opale）

15652775801

li.ma@univ-llitoral.f

r

1218
3号

车

120 温祖波 男 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阳明研究分会

15083795690

7045959@163.co

m

6219
3号

车

121 赵国华 男 原总编辑 黄山书社 13605515236 1212
3号

车

122 张祥林 男 原主任
安徽省滁州市

政协文史委

18005505306

zxldfzh@163.com
6107

3号

车

123 李琳琦 男
教授

党委副书记
安徽师范大学

13705539119

724610631@qq.c

om

1215
3号

车

124 姜舜源 男 研究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
13681013218

1989346562@qq.c
6112

3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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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om

125 张元婷 女 编辑 黄山书社

15955190362

453506401@qq.c

om

6312
3号

车

126 李成燕 女 副编审
《中国史研究

动态》编辑部

13240423271

lichengyan@126.c

om

6229
3号

车

127 郭 超 男
研究员、副会长兼

秘书长

中国科学技术

史学会建筑史

专业委员会

13910007985

qythww@163.com
1119

3号

车

128 夏维中 男 教授
南京大学中国

思想家研究中心

13801595372

wzxia@nju.edu.cn
1203

3号

车

129 陈 波 女 讲师 南京财经大学

15751883309

308433427@qq.c

om

6225
3号

车

130 钱 晟 男 博士生 日本東北大学

09096367978

qiansheng201210

03@yahoo.co.jp

6203
3号

车

131 郭睿君 女 助理研究员
安徽大学徽学

研究中心

15556812599

guoruijun1020@fo

xmail.com

6305
3号

车

132 赵树国 男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15264186329

shgzhao@163.co

m

6222
3号

车

133 纪海龙 男 讲师 廊坊师范学院

15822808039

742857647@qq.c

om

6126
3号

车

134 余 焜 男 博士生
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

15395568620

2224749636@qq.c

om

6222
3号

车

135 黄友灏 男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历史

学系
15013231015@16

3.com

6205
3号

车

136 余清良 男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13989453007

xmuyql@126.com
6121

3号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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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乘车

安排

137 吴 羽 男
教授、常务

副会长

安顺学院旅游

学院

中国明史学会

屯堡研究分会

13985728390

wuyu1266@126.c

om

6118
3号

车

138 吕燕平 男 秘书长、主任

中国明史学会

屯堡研究分会

安顺学院屯堡

研究中心

13985310478

Tenpulyp@126.co

m

6118
3号

车

139 李根利 男 博士生
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

15901329598

pkulgl@163.com
6220

3号

车

140 贾兴权 男 总编辑 安徽黄山书社 13505511997 1217
3号

车

141 王 红 女 原院长
北京教育学院

职业教育学院

13810566830

13366780294@12

6.com

1302
3号

车

142 石 松 男 编审、主任

安徽黄山书社

地方文化编

辑室

13505511977 6221
3号

车

143 向 炎 女 副编审、副主任

安徽黄山书社

地方文化编

辑室

18054099133 6306
3号

车

144 王前华 男 原处长

南京市中山陵

园管理局文

物处

njzswhyj@163.co

m
6221

3号

车

145 高小华 男 副主任
北京十三陵特

区办事处

13901812953

1049360470@qq.c

om

1223
3号

车

146 朱剑甫 男
院长（周王朱㩋后

裔）

河南华夏铜艺

成型技术研

究院

13903829320 1303
3号

车

147 刘少华 男 副研究员
北京十三陵特

区办事处
1223

3号

车

（二）特约嘉宾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房间号

148 姚晓英 女 主席
安顺市文联（贵州省

文联副主席）

13885326703

466792452@qq.c

om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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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蒋文武 男 副主席
安顺市文学艺术联

合会
13985321211 7101

150 张小敏 男 副主席 安顺市平坝区政协

13985319489

466792452@qq.c

om

7101

151 张定贵 男 教授 安顺学院

187227128000

asxyzdg@163.co

m

7103

152 李立洪 男 副主席 安顺市西秀区文联
13595321357

邮箱466792452
7103

153 郭华瑜 女 副院长、教授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

13182945604

ghy<136094678

@qq.com>

6307

154 王 志 男 副研究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

18919663190

125686801@qq.c

om

155 陆 斌 男 副总编辑
新华社上海

分社
13918438900 7112

156 刘远富 男 记者 中国文物报 15101174746 7112

157 雷松林 男 韩语翻译 安徽财经大学 18255251302 7115

（三）省、市、县及有关单位领导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房间号

158 蔡小莉 女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文物局局长 2222

159 杨益峰 男 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保处处长 2220

160 贾海峰 男 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2218

161 高怀忠 男 滁州市政协副主席 2216

162 郝庆孝 男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2101

163 王连侠 女 滁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2103

164 周海利 男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科长 2105

165 李 震 男 安徽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校长

166 陈传万 男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167 李晓东 男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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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记者

序号 媒体人员 房间号 乘车安排

182 中央电视台（3人） 7116、7117、7118 4号车

183 新华社（1人） 7119 4号车

184 安徽日报（1人） 7120 4号车

185 安徽电视台（3人） 6309、6311、6315 4号车

186 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3人） 6316、6317、6318 4号车

187 滁州日报（2人） 6319、6320 4号车

188 滁州电视台 （3人） 6321、6322、6323 4号车

十、就餐安排

8月 19日晚餐

168 苏兆龙 男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169 李坚怀 男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170 徐广友 男 凤阳县委书记

171 罗圣权 男 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172 贾培洋 男 凤阳县人大主任

173 周成东 男 凤阳县委副书记

174 赵文霞 女 凤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175 缪传凤 女 凤阳县副县长

176 陈永庆 男 凤阳县政协副主席

177 王胜勤 男 凤阳县政协副主席、县委办主任

178 陈本田 男 原凤阳县人大主任

179 王俊山 男 原凤阳县政协主席

180 陈怀仁 男 原凤阳县人大副主任

181 徐传保 男 凤阳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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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0日早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0日午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0日晚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欢迎晚宴

8月 21日早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凤阳厅楼自助餐

8月 21日午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1日晚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2日早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2日午餐

凤阳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自助餐

8月 22日晚餐

凤国际大酒店四号楼二楼凤阳厅欢送晚宴

8月 20日欢迎晚宴、8月 22日欢送晚宴桌次安排

酒店 桌号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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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阳

国

际

大

酒

店

凤

阳

厅

1号桌

姚晓英 徐广友 罗圣权 李 震 贾培洋

周成东 王连侠 陈支平 罗素娟 范金民

高寿仙 南炳文 刘金荣 毛佩琦 赵 毅

张金奎

2号桌
赵文霞 陈永庆 王胜勤 陈本田 王俊山

陈怀仁 陈时龙 解 扬 李小林 陈传万

3号桌
张宪博 谢贵安 陈梧桐 彭 勇 胡克诚

战蓓蓓 程利英 郭嘉辉 何威萱 宋宇航

4号桌
赵现海 杨正泰 王 浩 伍 跃 吴士勇

程彩萍 翟爱玲 阮宝玉 余同元 王雪华

5号桌
侯官响 何幸真 李 园 李 帆 吴仁安

曾 磊 芮赵凯 蒋 俊 李志强 刘 涛

6号桌
吕 杨 潘大明 刘正刚 綦 岩 刘利平

赵克生 李建武 何先龙 唐立宗 张民服

7号桌
徐晓庄 新宫学 孙祥宽 崔继来 唐更生

常金鹏 沈一民 周红梅 夏玉润 叶玉杰

8号桌
施由明 吴德义 杨 茜 张 鑫 邓 涛

周晓冀 赵俊明 秦 博 邵 磊 高春平

9号桌
何歌劲 谢忠志 杨永康 赵会娟 贾福林

徐 彬 王尊旺 阚绪杭 周学鹰 余劲东

10号桌
庞乃明 黄阿明 袁晓春 江正行 周喜峰

胡开全 赵长贵 赖玉芹 郑 宁 罗晓翔

11号桌
连启元 张晓明 杜洪涛 吕孔永 徐维兵

刘 冻 丁修真 刘祥学 李小白 刘 欣

12号桌
陈怀仁 卢绪友 康 健 耿军虎 杨绪敏

张献忠 范传南 冯贤亮 闫海青 张登璨

13号桌
李明阳 徐 成 肖立军 常文相 林宜蓉

刘伊芳 姜永琳 金暻绿 马 骊 温祖波

14号桌
赵国华 张祥林 李琳琦 姜舜源 张元婷

李成燕 郭 超 夏维中 陈 波 钱 晟

15号桌
郭睿君 赵树国 纪海龙 余 焜 黄友灏

余清良 吴 羽 吕燕平 李根利 贾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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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桌
王 红 石 松 向 炎 王前华 高小华

朱剑甫 刘少华 蒋文武 顾新蔚

17号桌
张小敏 张定贵 李立洪 陆 斌 郭华瑜

王 志 吴庆胜 李晓东 苏兆龙 李坚怀

18、19号桌

媒体人员：

中央电视台 3人新华社（1人）

安徽日报（1人） 安徽电视台（3人）

第一时间（3人） 滁州日报（2人）

滁州电视台（3人） 凤凰网（3人）

20、21号桌 其他工作人员

十一、乘车安排

车辆 人员 随车工作人员

1号车

（50人）

车号：皖

M6D899

陈支平 范金民 高寿仙 南炳文 毛佩琦

赵 毅 张金奎 陈时龙 解 扬 李小林

张宪博 谢贵安 陈梧桐 彭 勇 胡克诚

战蓓蓓 程利英 郭嘉辉 何威萱 宋宇航

赵现海 杨正泰 王 浩 伍 跃 吴士勇

程彩萍 翟爱玲 阮宝玉 余同元 王雪华

侯官响 何幸真 李 园 李 帆 吴仁安

曾 磊 芮赵凯 蒋 俊 李志强 刘 涛

吕 杨 潘大明 刘正刚 綦 岩 刘利平

赵克生 李建武 何先龙 唐立宗 张民服

司机：

朱守雷

15955063002

服务人员：

汪园颖

15855032139

王 雨

18255006601

2号车

（50人）

车号：皖

M6C998

徐晓庄 新宫学 孙祥宽 崔继来 唐更生

常金鹏 沈一民 周红梅 夏玉润 叶玉杰

施由明 吴德义 杨 茜 张 鑫 邓 涛

周晓冀 赵俊明 秦 博 邵 磊 高春平

何歌劲 谢忠志 杨永康 赵会娟 贾福林

徐 彬 王尊旺 阚绪杭 周学鹰 余劲东

庞乃明 黄阿明 袁晓春 江正行 周喜峰

胡开全 赵长贵 赖玉芹 郑 宁 罗晓翔

司机：

孙广春

13855066818

服务人员：

杨银星

15212061581

马 琛

1517843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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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车

（50人）

车号：皖

M66988

连启元 张晓明 杜洪涛 吕孔永 徐维兵

刘 冻 丁修真 刘祥学 李小白 刘 欣

陈怀仁 卢绪友 康 健 耿军虎 杨绪敏

张献忠 范传南 冯贤亮 闫海青 张登璨

李明阳 徐 成 肖立军 常文相 林宜蓉

刘伊芳 姜永琳 金暻绿 马 骊 温祖波

赵国华 张祥林 李琳琦 姜舜源 张元婷

李成燕 郭 超 夏维中 陈 波 钱 晟

郭睿君 赵树国 纪海龙 余 焜 黄友灏

余清良 吴 羽 吕燕平 李根利 贾兴权

王 红 石 松 向 炎 王前华 高小华

司机：

余斌

13955284345

服务人员：

蒋新明

17709609635

李银萍

13866937965

4号车

（37人）

车号：皖

M6E619

朱剑甫 刘少华 姚晓英 蒋文武 顾新蔚

张小敏 张定贵 李立洪 陆 斌 郭华瑜

王 志 吴庆胜 张元婷 刘远富 雷松林

媒体人员：

中央电视台（3人） 新华社（1人）

安徽日报（1人） 安徽电视台（3人）

第一时间（3人） 滁州日报（2人）

滁州电视台（3人） 凤凰网（3人）

司机：

王跃

15155076999

服务人员：

苗 玥

18019803533

张 舒

13880386183

十二、接送站安排

序号 姓名 联系方式 接送站点

1 郝立兵 18949700888 蚌埠南站

2 石 虎 18755065105 蚌埠南站

3 丁乃宁 18225816272 蚌埠南站

4 王小飞 13305509630 蚌埠站

5 耿 亮 18726210980 蚌埠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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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相关简介

凤阳县情简介

凤阳县地处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是滁州市所

辖八个县市区之一，下辖 15个乡镇，国土面积 1949.5平方

公里，总人口 78.2万。

凤阳春秋为钟离子国，隋开皇 2年（公元 582年）设为

濠州，历唐、宋、元三朝，至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年），朱

元璋取“丹凤朝阳”之意赐名家乡“凤阳”。因朱元璋建立大明王

朝、小岗村大包干创举、凤阳花鼓被赞为“东方芭蕾”，以及境

内丰富而优质的石英资源，享有“帝王之乡、改革之乡、花鼓

之乡、石英之乡”的美誉。

交通优势明显。公路、铁路、航运四通八达，京福、宁洛

高速公路和京沪铁路经过凤阳；凤阳县城距京沪高铁蚌埠南

站仅 9公里；淮河 52.5公里黄金水道流经县境北侧；拥有“千

里淮河第一港”——凤阳港，年吞吐能力 1200万吨。

矿产资源丰富。境内石英岩和石灰岩资源丰富，品质好，

特别是石英岩矿已初步探明储量约 100亿吨，储量和品位均

位居华东之首、全国前列。2005年 12月，被中国建筑材料工

业协会和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联合授予“中国优质

石英砂原料基地”称号，2009年 12月，又被中国日用玻璃协

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联合授予“中国日用玻璃产业基地”称

号。

农业资源充足。凤阳是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县和 100个

产粮大县之一，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230—240万亩，粮食作

物 180万亩左右，总产 70多万吨。水资源丰富，南部有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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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水库，总库容 2.7亿立方米；北部有 52.5公里的淮河黄

金水道。

旅游资源独特。南部有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及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区狼巷迷谷、江北第一洞——韭山洞；北部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中都皇故城及明皇陵石刻，朱元璋出家

礼佛之地、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东部有小岗

村国家 4A级红色风景区。2012年 4月份，凤阳被中国文化

促进会授予“中国最佳文化休闲旅游县”称号。

科教资源较好。科教资源丰富，境内拥有省属综合性本

科院校一所——安徽科技学院（全国县级城市唯一），以及市

属高等专科学校和全国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各一所。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

和小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践

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经济社会保持

了良好发展势头。2018年上半年，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3.7亿元，同比增长 9.1%，总量排名第 2，增速排名第 3;

累计实现财政收入 15.7亿元，同比增长 12.3%，总量排名第

3，增速排名第 5；累计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排名第 1；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4%，排名第 4；

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9亿元，同比增长 16%，总

量排名第 4，增速排名第 1。

站在新的起点，展望美好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和小岗重要讲话精神，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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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统筹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着力打造经济健康繁荣、社会文明和谐、生态持续改

善、政治清正廉明、人民幸福安康的美丽新凤阳，确保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岗村简介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全国十大名村、民主法

治示范村，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约 28公里，京沪铁路、

G36（宁洛高速）高速公路、省道 307、101线依村而过，距宁

洛高速小岗出口仅 15公里。小岗村 2008年与周边严岗村、

石马村合并，现辖 19个自然庄，23个村民组，1040户，4173

人，村域面积 2.25万亩，其中农用地 1.89万亩，可耕土地面

积 1.45万亩。

小岗村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先后诞

生、孕育了“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1978年冬，小岗村 18

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

手印，实施了农业“大包干”，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小岗村因之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2004年 2月，安

徽省财政厅沈浩同志受省委选派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他

在小岗村六年的时间里一心一意为小岗谋发展、为村民谋利

益，使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沈浩同志因积劳成疾，于 2009年 11月 6日病逝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他以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解放思想、

不断创新的改革精神，艰苦奋斗、扎根基层的实干作风，任劳

任怨、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团结农民、带领百姓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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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赢得了小岗村民的衷心爱戴。沈浩精神同大包干精神

一样成为小岗村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近年来，小岗村“两委”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讲话精

神为指导，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进一

步弘扬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扎实苦干、积极进取，抢抓机

遇，趁势而上，小岗村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小岗村村容

村貌发生巨大变化，产业发展有了长足进步，社会保障和民

生有了明显增强，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迅速，成功入选

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

旅游名村、安徽省美丽宜居村庄等称号。2017年小岗村集体

经济收入 820万元，同比增长 20.6%；小岗村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8106元，同比增长 11.98%。

目前，小岗村全体干群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认真学习

贯彻李锦斌书记视察小岗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实际，把“大包

干”精神和沈浩精神转化为发展动力，在“两年大变样”目标已

经实现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三年大提升”工程，推动新时代小

岗村改革再突破、振兴再出发，坚决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努力在内生动力、品牌形象、产业发展、民生

保障、组织建设五个方面进行大提升，积极打造改革创新形

象美、产业优化发展美、群众富裕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

文明和谐乡风美的美丽幸福新小岗，奋力推进小岗村走在新

时代乡村振兴前列。

大包干纪念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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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纪念馆于 2005年 6月建成开馆，2013年 3月扩

建，2014年 1月 31日新馆建成开馆。大包干纪念馆新馆占

地面积 22.5亩，总建筑面积 5500平方米、布展面积 4900

平方米，总投资约 4500万元。

大包干纪念馆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题写馆

名，展馆共分：门厅、序厅、溯源、抉择、贡献、巨变、展望、

关爱八个部分。整个纪念馆采取现代化声光电技术，以翔实

的图文资料，丰富多样的展示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大包干当

年从酝酿到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

新馆在保留老馆珍贵史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了多

处场景复原，通过逼真的艺术模型及造景，生动地再现历史，

并专门设置了展示小岗村未来规划的展望展区，让参观者在

溯游历史的同时，展望小岗的明天。

当年农家简介

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是再现“大包干”情景的重要景点

和农家乐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农家”是上世纪 70年代典型的农家居所，其内的茅

草房建于 1973年，用本地所产茅草覆盖，墙为泥土拌和稻草

砌垒而成，屋内的签字室，展现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大包干诞

生时的场景。茅草房后排的瓦房建于 1985年，是大包干推广

后，富裕起来的农民盖起来的新房。“当年农家”与附近的小岗

村的现代新居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年农家”占地面积 1265.4平方米，以保存完好的茅草

房、瓦房、厨房、磨房、猪圈、牛棚组成的农家院落为载体，

通过生产、生活用具等实物展示，再现了 20世纪 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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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使人们穿越时空、收藏时间、留住记

忆，走进充满乡土气息的农家。

整个展览包括情境再现区、农具展示区和管理服务区三

个部分，有大包干签字室、厨房、磨房、猪圈、牛棚等参观游

览点，前来参观的游客可以参与磨面、磨豆腐、碾粮食、踩水

车、推钢圈等富有地方特色农家活动。

凤阳县博物馆

凤阳县博物凤阳县博物馆位于凤凰起舞的城邦——凤阳

新城，与凤阳县图书馆相互呼应，成为凤阳新城核心建筑区

的两扇大门。其建筑外形上采用了“城墙与居民”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的设计理念，不仅营造出丰富的内外空间，也营造了

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建筑和谐共存的环境氛围。

凤阳县博物馆建筑面积 7000平方米，共设置凤阳县出

土文物、钟离古国和大明中都三个基本陈列。其中一楼主要

有序厅、出土文物陈列厅、钟离厅、大明中都厅、帝都凤阳厅

五个展厅。其精美丰富的文物和翔实的历史史料，展示了凤

阳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瓜瓞相继、传承有序的历史脉络和璀璨

的古代文明。馆藏文物 985件（套），其实一级文物 13件。

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

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凤阳县南部山区，总面积达 61

平方千米，是以观赏湖光山色、溶洞奇观、迷谷殊景、遗迹遗

址，开展水上游乐、森林度假等内容为主的风景区,2013年 1

月，原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复命名为安徽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

2016年 5月 18日，凤阳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正式建

成并对外开放。地质博物馆位于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域，

总投资约 6000万元，占地面积约 45亩，建筑面积为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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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其中布展面积约为 2750平方米，馆内主要分为地

质奥秘、山水奇迹、独特景观、资源优势、民俗文化五个展厅，

地质科普长廊、地球家园、凤阳山地质景观奇迹、凤阳山动植

物资源、地质灾害防护等多个板块，是我们进行科普教育、旅

游展示、自然保护、学术交流、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

江北第一洞——韭山洞景区

韭山洞位于县城南 30公里处、凤阳山风景区的西端。韭

山洞全长 1472米，分为虎踞龙盘、摘星揽月、囊括五岳、峡

谷幽深、清流碧影和玉溪泛舟六个景区，有古步道、演兵场、

莲花台、双鹰扑石、双凤呈祥等大小景点 30多处。它的特点

是“深、大、险、奇、古”，它的风格是“恢弘朴野、大块文章”，

是长江以北少有的发育良好的溶洞，被专家誉为“江北第一

洞”。

凤阳县明皇陵风景区

明皇陵，位于凤阳西南十五里，为朱元璋父母的陵寝，

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 1366年始建，

公元 1378年建成，开启明朝帝王陵寝制度先河。皇陵原有皇

城、砖城、土城三道。现主要遗存 253米神道，32对石像生

和皇陵碑。石像生刻工精细，姿态纷呈，威武庄严，栩栩如生，

是大型石雕艺术精品。皇陵碑通高 6.87米，碑文系朱元璋亲

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