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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网讯 （记者黄墩良 通讯
员陈晶晶 文/图）“找到喽，找到
喽，这是开元寺……”近日，丰泽
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内欢声笑语，大
班的100多名小朋友拿着一张张手
绘地图，打卡“遗产点”。

记者现场看到，小朋友们人手
一个小袋包，里面装有笔和一张手
绘地图。待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开
始在地图上画路线，随后按图索骥，寻找
“遗产点”到底在哪个楼层。

一个小时左右，所有的小朋友都完成
了任务。“这个活动太好玩了，让我知道
了开元寺、六胜塔、安平桥……”拿到班
级第一名的黄凯瑞小朋友开心地说道。

该园园长张煌雅告诉记者，为了让幼
儿能更好地认识家乡文化，幼儿园结合泉
州申遗成功举行定向赛，从22个遗产点中
选取8个大家较熟悉的供孩子们寻找，让
他们在“寻秘海丝”定向赛中不仅能体验
寻宝游戏的乐趣，还能为我们的城市感到
骄傲、自豪。

泉州网1月6日讯（记者 蔡紫旻）制瓷技
术是古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在历年考古
调查发掘中，泉州出土了一批批古代陶瓷
器，它们中既有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原始
青瓷，也有从唐代延续到明清时期、民国时
期的陶瓷器，尤以宋元时期的最多。

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繁盛，大大推动陶瓷
业发展，这也是德化窑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

期。
10-14世纪，窑场遍布泉州城内外，现已

发现的外销陶瓷窑址有150多处，分布之广泛
居全国前列，其中著名的有德化窑、磁灶窑
等。位于泉州西北山区腹地的德化窑屈斗宫
窑址和尾林-内坂窑址，也成为“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出口商品生产
代表性遗产点。

屈斗宫窑址：“鸡笼窑”填补德化窑炉
史空白

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窑就迅速崛起，尤
其值得称道的是其生产的青白瓷、白瓷技艺
高超、造型丰富、装饰精美，加上先进的分
室龙窑筑造技术、庞大的生产规模，德化窑
生产的大量带着东方美的瓷器，从泉州港起
航，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1953年，位于德化县城龙浔镇宝美村破
寨南山坡上的屈斗宫窑址被发现。1976年，
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原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对屈斗
官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15平方
米。

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座分室龙窑遗迹，全
长57.1米，共有17间窑室。窑炉遗迹结构较为
完整，除窑顶坍塌外，保存下火膛、窑室、
窑门、隔墙、出烟室、护窑墙等结构。这次
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标本6793件、生产工具
800多件，出土物皆为宋元时期的白釉和青白
釉器。其中，白釉细腻温润，有的呈乳白
色，已开明代建白瓷先河；青白釉呈水清
色，釉厚处呈淡绿色，光泽感强，清雅美
观。

屈斗宫窑址证明了自宋元以来，在德化
尚存一种古老的“鸡笼窑”窑炉类型，不仅
填补了德化窑炉发展历史的空白，也是研究
中国古代南方窑炉技术体系最完整、最重要
的考古资料之一。

尾林—内坂窑址：同一窑址首次揭露横
跨宋元明清四朝窑炉

尾林—内坂窑址位于德化三班镇，窑址
分布在上寮溪的南北两岸，面积约12200平方
米。尾林窑考古发掘，首次在一个窑址中，
揭露四座横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并
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分室龙窑、横室阶
级窑，第一次较为完整揭示出德化窑从宋元
时期龙窑至明清时期横室阶级窑的发展演变

过程。
2016年和2019年，考古人员两次对尾

林—内坂窑址进行调查勘探。2020年3月，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德化县陶瓷
博物馆、德化县文管办携手对尾林窑址、内
坂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共揭露5座窑炉遗迹
（尾林窑4座、内坂窑1座）、解剖2处作坊遗
迹，出土宋至清代青白瓷、白瓷、青花瓷标
本数千件。

本次考古领队、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
馆员羊泽林说，尾林窑宋、元、明、清四个
朝代的窑炉，从山上往山下的顺序渐次排
布，规模庞大、十分壮观。“在这里，我们
可以看到德化窑不同时期的窑炉形态结构，
这在国内其他已发掘窑址中从未出现。”作
坊区的发掘，则首次填补德化古代窑业在瓷
土加工、制瓷工序上的缺环，为完整展示德
化古代制瓷工艺技术提供重要的实物材料。

尾林窑出土标本以宋元明时期青白瓷、
白瓷为主，另有少量清代青花瓷，器形有
碗、盒、瓶、盘、执壶、炉等，窑具有垫
柱、伞形组合支烧具等；内坂窑出土标本均
为宋元时期青白瓷、白瓷。

羊泽林告诉记者，德化窑产品在华光礁
一号、南海一号等水下沉船中都曾发现过，
这与德化窑的外销瓷生产基地相符合，“广
阔腹地分布的生产基地，对宋元泉州港口庞
大的海外贸易起到支撑作用。”

未来，尾林-内坂窑址在原地展示基础
上，将继续开展考古研究工作，对窑炉本
体、作坊区等进行小范围发掘清理。德化县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德化正
规划实施“遗产+旅游”融合发展，推进德化
窑考古遗址公园项目，统筹抓好遗产的保
护、展示与利用，努力将德化窑址建成大遗
址保护利用典范和文旅融合发展样板。

泉州网1月7日讯 （记者 殷斯麒 陈江萍 
文/图）回家，是每一位在外游子的共同期
盼。昨日上午，泉州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十位海外侨胞代表
受邀列席会议。泉州也是全省率先邀请侨胞
列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地级市。

“有机会回家乡列席人民代表大会，说
家乡话、谈家乡事、论家乡经济发展的变
化，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和担当。”旅居美国三十多年、老家在鲤城
的美国福建海外联谊会会长杨文田说，家乡
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各项指标数据都彰显着泉州大步向前
的发展速度。“我们要把家乡的经济、文
化、民生等情况带到美国、带到世界，共同
促进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与往来。通过列
席会议深入了解家乡建设情况和规划蓝图，
将帮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深入了解重大发展
战略和机遇，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
放合作。”

“倍感荣幸、终生难忘。”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宾联会会长王荣忠用八个字形容了列
席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初体验”。结束会议
回到驻地酒店，王荣忠仍在桌前研读政府工
作报告，上面还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我
非常关注报告中提到的食品产业、海洋产业
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这与我从事的行业息
息相关。不光自己要研究清楚，还要在企业
里向大家宣传，更要把报告的精神传递到福
建青年菲律宾联会的所有年轻人当中。”王
荣忠说，这次会议更加坚定了他回乡创业的
信心和决心，“家”永远是最坚实的靠山。

父亲是晋江人，裕景兴业（厦门）有限

公司总经理柯贤良对泉州有着亲切的感情。
“从菲律宾派驻到厦门工作，因为离得近，
我经常带老伴回来泉州走走。我很喜欢泉州
古城，中山路、西街、开元寺、清源山我都
走过。这里的一街一巷都让我感到亲切和熟
悉。”柯贤良说。

泉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拥有海外华侨华
人950多万，占全国近1/6，占全省近2/3，主
要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25个设
区市重点侨乡中位居第一。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强化泉州在海丝核心区建设中的担
当，定位海丝先行区和战略支点城市，多措
并举打好“新侨牌”，着力建设海丝综合交
通、经贸合作、文化展示、城市联盟的重要
门户，打造“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
道。“泉州作为侨务大市，‘侨’资源对我
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次请海外侨胞
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是泉州推进侨务工作
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创新，目的是更好凝聚侨
心侨力，进一步激发海外侨胞参与国家和家
乡建设的热情。”相关负责人表示。

泉州网1月7日讯（记者吴志明 通讯员刘
晓明）黑脸琵鹭因姿态优雅，被称为“黑面
天使”，如今全球只剩5000隻左右，是国家
Ⅰ级保护动物。就是这样珍稀的野生动物，
最近聚集在泉港山腰盐场，被摄影爱好者的
镜头“捕捉”到了。位于山腰盐场的一处湿
地上，水草丰茂，当潮水退去，滩涂裸露，
就成了水鸟觅食的天堂。就是在这里，摄影
爱好者欧明君拍摄到了黑脸琵鹭。

据欧明君介绍，近日他开着车从沿海大
通道往山腰街道叶厝走，突然间天空飞过四
隻平时没有见过的鸟类，他就一路追过去，
发现它们栖息在山腰盐场。此后几天，他连
续到该处拍摄。“总数量最多的时候曾达到
三十多隻，可能还有更多。”他把照片分享
到朋友圈后，被同为鸟类爱好者的李培成看
到。

李培成是泉港公安分局森林警察大队四
级警长，惊喜之余，他第一时间与省动物方
面的专家核实，确认该鸟就是国家Ⅰ级保护
动物黑脸琵鹭。

照片中，两隻黑脸琵鹭戴有用于研究候
鸟迁徙动态及规律的鸟类环志。“我们查了
一下黑脸琵鹭的网站，发现它是韩国的科研
机构标志的，它们应该是从朝鲜半岛南下，
迁徙到泉港过冬。”李培成介绍。

据介绍，作为全球濒危物种，黑脸琵鹭
对栖息地环境要求非常高，近年来多次出现
在泉州，此次数量较多，凸显泉州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取得的成效。泉港区自然资源局林
业股工作人员庄美雅觉得，这两年他们还在
这片湿地发现了黑嘴鸥、红嘴鸥、黄嘴白鹭
等国家保护动物，“它们选择山腰盐场作为
休息补给站，从侧面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保
护得非常好。”

泉州市观鸟学会会长吴轲朝介绍，去年
泉州新增发现Ⅰ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包括彩
鹮、遗鸥、东方白鹳等；Ⅱ级重点保护鸟类1
种，即白额雁；还多次记录到一种新增越冬
鸟类：长嘴鹬。截至目前，共发现Ⅰ级保护
野生鸟类21种。

据了解，为进一步掌握泉州市野生动物
资源种类、数量、分布及栖息地状况，多年
来，泉州市林业局通过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
物资源调查、全国水鸟同步调查、越冬水鸟
调查（连续15年）、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和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基本摸清了我市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及时掌握资源本底
和动态变化情况，并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其
栖息地档案。调查结果显示，全市现有两栖
动物2目7科32种；爬行动物3目13科61种；鸟
类19目51科319种；哺乳类4目14科32种。根据

2021年2月1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
村部公布的最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泉州市现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31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9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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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侨报供稿）

从韩国迁徙至泉港过冬，至少有30多隻 全球濒危物种黑脸琵鹭“做客”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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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千年”的德化窑遗址 多项考古发现填补国内研究空白

内坂窑址遗迹 （吴嘉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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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认识遗产点

      全省率先！泉州邀请侨胞代表列席人民代表大会

侨胞代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