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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人，这些旅游新方式体验过了吗？
本报讯（记者 溢真）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游成为丹阳市
民休闲度假的重要方式之一，
越来
越多的旅游新方式也涌现出来。
穿汉服出游、网红地打卡、景区点
外卖……这些新兴的旅游方式不
仅本身自带流量成为热点，
还正在
改变着丹阳人的旅游生活，
甚至影
响着旅游业发展方向。

汉服出游，
感受穿越
今年，
很多丹阳市民感受到了
汉服潮的升温，
一个个身着各式各
样汉服的踏青者，成了春日里的
“流动风景”
“
。现在春暖花开，
许多
女孩子都喜欢穿着汉服在公园里

拍照，
光这两个礼拜，
我在大街上
就经常能看到穿汉服的姑娘。
”赵
先生觉得穿汉服好像成了时尚潮
流。记者询问发现，
这些汉服出游
者以学生和白领居多，
有的人还带
着孩子。
“尝试穿汉服，
是被汉服的
飘逸气质吸引，
所以索性在网络上
购买一身来尝鲜。
”
市民孙女士说。
流动的风景本身就有广告效
应。
“去年，我去苏州时，看到有人
穿着汉服在那里拍照，觉得特别
美。今天，
我也特地带着孩子买了
一套体验一下，
顺便拍拍美照。
”
万
善公园的花草前，
身着汉服的王女
士正手牵同样身着汉服的女儿赏
花，引来游客纷纷拍照，还有人主
动要求与她们合影。丹阳资深导

游赵敏认为，
穿着汉服游园体现出
现代人在浮躁生活中的内心向
往。古色古香的江南园林是汉服
搭配与传统文化推广的最佳拍档，
一些景区宜多组织传统活动，
有条
不紊地根据时节恢复传统古礼，
让
人们不仅见识到汉服之美，
更能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秀。

网红地打卡，
达人晒出游
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兴起，
“网红打卡地”
不再是一个新名词，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也吸引了丹阳
人的广泛注意。近年来，
影视、动
漫、综艺、短视频等文化产品已逐
渐成为丹阳消费者选择旅游目的

地的新参考。自抖音、
快手等自媒
体上线以来，
凭借其强大的流量点
击率，
促使一批批景点迅速成为炙
手可热的网红景点，
吸引无数人前
来打卡，
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都显
著增加。数不胜数的“网红打卡
地”逐渐进入丹阳人的视野，
拥有
这些网红景点的城市也变成了火
爆的旅游目的地。
除了短视频平台外，
影视剧也
是拉动旅游产业的一大抓手。看
到影视剧中的美丽风景，
你是否也
想亲自体验一把，当一回“剧中
人”
？今年五一假期，
苏州旅游业
便受益于电视剧《都挺好》的提振，
吸引各地游客争相
“打卡”
苏州，
游
客接待量高于预期。丹阳锦华旅

行社负责人丁金霞分析，
去电视剧
“网红地打卡”
已经越来越流行。

景区点外卖，
就餐新方式
市民王女士将品尝当地特色
美食的地点选择在酒店中。
“晚上
时间比较充足，能够细细地品尝，
白天主要是逛景点。
”
王女士称，
她
平时出差时已经提前体验，
效果很
好。一些旅游地有很多网红小吃
店，店面不大却名声在外，
引来各
路吃客慕名而至。游客在景区点
外卖选择的不仅仅是外卖，
还有方
便、
效率、健康、愉悦和一种新型
的就餐方式，在旅游景点叫外卖，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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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热线：86901822 13506109258（微信同号）*

线路精选：
咨询 QQ：
879934406

19739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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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19日 湖州太湖龙之梦乐园特惠班一日游 99元/人
5月16日-31日 逛吃洞庭枇杷超爽一日游 108元/人
5月周四\六\日 网红芜湖马仁奇峰、飞龙玻璃桥、玻璃栈道一日游 148元/人起
5月18日\19日 无锡鼋头渚、船游太湖仙岛一日游（含餐，纯玩） 148元/人
5月14日 湖州快乐农场一日游（纯玩） 168元/人
5月18日 安徽天柱山、天柱大峡谷精华二日游（特惠班） 298元/人
5月17日 黄山三日游（特惠班） 398元/人
5月17日 青岛、日照汽车三日游 488元/人
5月16日-28日 圆梦海南双飞六日游（特惠班）1380元/人
5月21日\25日\28日 桂林钜惠双飞五日游 1450元/人（买一赠一）
5月24日\30日 长沙、韶山、张家界国际森林公园、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五日游（含接送）2380元/人
5月天天发班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六日游 2990元/人

特别推荐：
5月23日\25日 北京双飞特惠五日游（0自费0景交） 1480元/人
5月18日\25日 广德灵山大峡谷、恩龙世界木屋村、储家滩、龙泉洞纯玩（一价全含，自组班） 378元/人

友情提醒：
1、
以上报价仅供散客参考，
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
散客热线：
开发区总部：
86575577（丹阳日报社南侧，
东方路 68 号）
新市口店 86518854（文化城内南一楼） 金鼎店 86881331
2、
10 人以上团队价格根据不同需求一团一议。团队热线：
86055598、
86055578
3、
订售国内外特价机票，
订票热线：
86055585
营业网点：
新桥营业部：
电话：
86078261、
13806103066
金鼎营业部：
电话：
86881331、
18905293177

友情提醒：
1、
以上线路价格仅供散客参考，
具体价格以柜台签订合同为准，
一团一议！
2、
旅游投诉电话：
86922800
地址：
丹阳市千禧花园白云街 4 幢 16 室（白云街实验小学原正门对面）

丹阳中国旅行社 江苏畅游山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丹阳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L-JS11101 广告
许可证号：L——JS11090 江苏省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江苏省青年文明号 镇江市诚信之星单位 巾帼文明号单位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广
告

许可证号：L-JS-11014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江苏省诚信旅游示范单位 应业务发展需要，我社招聘前台接待、导游、业务经理若干名，联系人：郝经理，13806109258

浪漫巨石山 最美忆江南 浪漫度假两日游 5 月 18 日/25 日 成人 520 元
1.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具体报价以报名时为准！
2.代办赴各国签证业务
3.地址：
丹阳市丹凤南路 137 号（健康路路口，
邦妮会所一楼，
法
比澳南边）丹阳中国旅行社

丹阳赵军斧斤斫出
“悠扬音符”

微信号：dyjh86901822 经营许可证号：L-JS11054 镇江市诚信旅行社

春季踏青各大热门线路和价格已出 欢迎各位来电或到店咨询！
5.18 峻美天柱山、三河古镇纯玩二日游
258
浙西大峡谷、峡谷漂流、白马崖、凉源霞漂流二日游 398
神奇丽水、鼎湖峰、云和梯田、古堰画乡醉意山水深度三日游 699
太姥山、仙人一线天、激浪皮筏漂流、行摄霞浦纯玩三日游 798
灵山大峡谷、储家滩、九天银瀑夏霖深度休闲纯玩三日游
558
厦门鼓浪屿、赶海抓虾捕蟹、南普陀双飞四日游
1450
山西五台山、云冈石窟、悬空寺、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全景双飞五日游 998
恩施大峡谷、梭布垭石林、土家女儿城、水上恩施清江大峡谷双飞五日游 2180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贵的阿什贡国家地质公园双飞 6 日游 999
龙旅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L-TJ-CJ00035-ZJ-FS018
澳大利亚、新西兰观海豚乐享 11 日游 14500
探秘金三角中、泰、缅、老四国 12 日游 4280
北海道一地五日尊享深度游
3980
岘港双飞五晚六日
699
泰国曼谷+芭提雅五晚六天 799
备注：代办赴各国签证业务，咨询热线：88030391

广告
特大好消息：
凡 5 月 15 日-6 月 30 日期间报名旅游的，均有礼品赠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近期特惠线路：
1.华西村幸福园、孝道园一日游 成人（20-70 周岁）128 元 5 月 18 日/19 日发班
（鸡蛋 30 个，鸭蛋 20 个，大米 5 斤，金龙鱼油 900ml，特色午餐）整团天天发
2.泰州天德湖公园、溱潼古镇一日游（20-70 周岁）108 元 5 月 16 日（大白鹅 6 斤左
右，食用油 400ml，含中餐）整团天天发
3.无锡三国水浒城品质一日游（20-70 周岁）128 元 每周四/周六/周日 整团天天
发（赠送玉麒麟西瓜 1 箱 4 个约 20 斤）
4.扬州双峰云栈、东关街一日游（20-70 周岁）118 元每周四周六发团（赠送一团中
餐，品牌空调扇一台）
5.石湖、枇杷采摘一日游 5 月 16 日 整团天天发 （20-70 周岁）108 元（赠送洞庭新
鲜枇杷 5 斤，太湖枇杷土鸡蛋 50 个，太湖野生鹌鹑蛋 50 个）
6.太湖龙之梦乐园一日游 5 月 18 日/19 日 成人 99 元
夕阳红线路：
1.天水麦积山 陇南官鹅沟 甘南 郎木寺 扎尕那 若尔盖花湖 8 日 6 月 9 日
2980 元起
2.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长白山、沈阳 13 日 6 月
17 日
2580 元起
3.沈阳长春长白山呼伦贝尔满洲里海拉尔哈尔滨镜泊湖 齐齐哈尔五大连池空调
快速旅游包列 12 日
6 月 16 日 2980 元起
4.走遍承德+北戴河+清东陵连线 8 日游
秦皇岛 山海关 北戴河 孟姜女庙 老龙头 鸽子窝 承德避暑山庄 小布达拉宫
普宁寺 普佑寺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界河 丰宁坝上草原 木兰围场 遵化清
东陵.... 6 月 16 日 7 月 19 日 2180 元起
5.走遍山西+内蒙古连线 10 日游
太原 晋祠 大同 云冈石窟 五台山 普化寺 镇海寺 殊像寺 五爷庙 平遥古城
乔家大院 应县木塔 悬空寺 内蒙古希拉穆仁大草原 银肯响沙湾 成吉思汗陵
呼和浩特 昭君博物馆
6 月 16 日 7 月 25 日 2680 元起
6.新疆（乌市天山天池 吐鲁番）甘肃（敦煌莫高窟 鸣沙山月牙泉 嘉峪关 张掖七
彩丹霞）青海（青海湖 塔尔寺） 内蒙（通湖草原） 宁夏（沙坡头 银川镇北堡影视
城 西夏王陵）三卧一动 13 日 6 月 20 日 2990 元起
7.线路 A：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长白山、沈阳专列
12 日游成人 2780 元起 5 月 22 日
线路 B：哈尔滨、境泊湖、绥芬河、海参崴、朝鲜南阳、延吉、珲春、长白山、沈阳专列
12 日游成人 3580 元起 5 月 22 日

天籁琴声奏响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丹阳市锦华旅行社

丹阳市文化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热线电话：
86900788 8690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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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近期自组团线路：
（行程精心设计，山水导游贴心服务）
5 月 18 日常州环球动漫嬉戏谷、摩尔庄园、幻想森林一日游 108 元/人
5 月 18 日无锡蠡湖、灵山小镇拈花湾纯玩度假之旅 178 元/人（含餐）
5 月 18 日周庄古镇、上海大观园一日游 168 元/人
5 月 18 日溧阳南山竹海、平桥石坝纯玩一日游 168 元/人（含餐）
5 月 19 日马仁奇峰（含玻璃桥+玻璃栈道）纯玩一日游 228 元/人（含餐）
5 月 19 日太湖龙之梦乐园纯玩特惠一日游 138 元/人（含餐）
5 月 19 日溱湖国家湿地公园、溱潼古镇纯玩一日游 138 元/人（含餐）
6 月 1-2 日杭州西湖、花港观鱼、漫步西塘古镇休闲纯玩 2 日游 388 元/人
5 月 24-28 日北京休闲飞高 5 日游 2380 元/人（纯玩不进店，确定发班）
6 月 21-30 日拉萨、布达拉宫、巴松措、大昭寺、纳木措、羊湖、日喀则、雅鲁
藏布大峡谷、苯日神山、先卧后飞 10 日游 6380 元/人（含接送）
7 月 19-24/8 月 15-20 日新加坡亲子游 5 晚 6 天 8180 元/人起（含接送）
山水近期散客线路：
（拼团精选）
普陀山休闲祈福二日游 648 元/人起
横店影视城追剧二日游 398 元/人起
黄山宏村、九龙峡谷三日游 750 元/人起
海南双飞六日游 1680 元/人起
山西品质双卧 6 日游 1680 元/人起
西安兵马俑、华清宫双卧五日游 1890 元/人起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1480 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双飞四日游 1980 元/人起
贵州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双飞五日游 1799 元/人起
桂林漓江、银子岩、古东瀑布双飞五日游 1180 元/人起
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双飞六日游 1950 元/人起
恩施清江大峡谷、恩施土司城、土家女儿城双动五日游 1480 元/人起
张家界、玻璃栈道、玻璃桥、凤凰古城双飞五日游 999 元/人起
兰州、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双飞六日游 999 元/人起
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吐鲁番双卧 11 日游 3180 元/人起
观港珠澳大桥、深圳、珠海双卧 7 日游 2180 元/人起
泰国曼谷、芭提雅 5 晚 6 日游 999 元/人起
柬埔寨 5 日游 1380 元/人起
长滩岛 5 日游 2999 元/人起
日本双飞 6 日游 4680 元/人起
普吉岛 4 晚 5 日游 2599 元/人起
芽庄四晚五日游 999 元/人起
希腊一地自选 8 日游 10699 元/人起
俄罗斯、阿联酋 13 日游 12000 元/人起
法瑞意德 12 日游 17999 元/人起
温馨提示：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团队一团一议 13806109258
2、可承接会务拓展业务；并且可开具会务发票
3、长线机票浮动比较大；具体价格以名单申请为准 咨询热线：86583633
山水自驾俱乐部欢迎您的加入，群号：184318756；194010058
总店：山水二中店 0511-86581633、15052964937；地址：吕叔湘中学对面荣城国际门市
分店：山水华南店 0511-86561778、18906109753；地址：原店斜对面（园中园餐馆旁）
分店：山水开发区店 13506109211；地址：开发区中心小学旁
分店：山水大泊店 0511-86996399；地址：大泊镇南路 84 号（粮管所对面）

镇江市十强旅行社

值得游客信赖旅行社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最低价的产品折扣，最给力
的有奖活动~还没加微信么？你Out啦！
自组线
北京一飞一高五日游
2180 元/人 5.21
无锡龙头渚、华臧古刹一日游
（送大米、大豆油、黄酒各 10 斤，洗衣液 4 斤） 118 元/人 5.22
散拼特价线：
宜昌三峡大坝、神农架、神农溪、恩施六日游
2580 元/人 5.20/27/6.10/24
张家界天门山森林公园、玻璃栈道、田家大院、芙蓉镇、云天渡玻璃桥、凤
凰古城、黄龙洞双飞五日游 999 元/人 5.18/21/25/28
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喀纳斯湖双飞八日游
1580 元/人 5.19
宁夏双飞五日游 1480 元/人 5.28
贵州荔波小七孔、黄果树、西江千户苗寨双飞五日游 799 元/人 5.25
庐山、三叠泉三日游 658 元/人 周五
泰山、岱庙、曲阜三日游 858 元/人 周五
太平湖栈道、东海大峡谷、西递、宏村纯玩二日游 520 元/人 周六
东海大峡谷、黄山品质纯玩二日游 560 元/人 周六
乌镇、杭州、西溪湿地、宋城二日游 328 元/人起 周四/六
西塘、乌镇二日游 338 元/人 周四/六
浙西大峡谷/大明山、太湖源、云上玻璃桥二日游 288 元/人起 周四/六
芜湖马仁奇峰、玻璃桥、玻璃栈道一日游 148 元/人起 周四/六/日
周庄一日游 148 元/人起
扬州瘦西湖、东关街纯玩一日游 158 元/人 周四/六/日
溱湖湿地、溱潼古镇一日游 68 元/人
5.19
总店地址：丹阳市阳光花园街 4-5 号（市民广场医保中心隔壁）
电话：0511—86568922 0511-86526077
华南营业部地址：丹阳市华南路 16 号（华南桥向南 30 米农商行隔壁）
电话：0511-86533977
0511-86525922
中旅总社（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丹阳营业部
咨询电话:13506103309
日本本州双古都乐园六日游 6580 元/人起 丹阳自组 7.5/7.26/8.17
新加坡马来西亚六日游 1999 元/人 5.20
泰国双飞六日游 1999 元/人 5.21/25
瑞士一地 11 日游 13500 元/人起 5.28/6.11/6.25
法国意大利 12 日游 13499 元/人 6.7
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 12 日游 16999 元/人起 7-8 月

图为赵军在现场展演二胡制作技艺。

文苑撷英
本报讯 （记者 殷显春 通
讯员 孙国武）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丹阳赵氏二胡制作
技艺又火了一把！在日前举办
的首届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暨
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
上，我市“十大工匠”之一赵军大
放异彩，
其独特的制琴技艺令人
叹为观止。
5 月 3 日至 6 日，为进一步
提升运河文化旅游品牌的国际

影响力，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
联、扬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
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暨国际
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在扬
州举行。该博览会以“融合、创
新、共享”为主题，
旨在立足大运
河全域，
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
会打造成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标志性项目、国际国内有重要
影响的文旅融合品牌。本次活
动分主题演出、展览展示、互动
联动、主题论坛等四个部分。丹
阳赵军的“赵军二胡”制作技艺
受邀参加大运河“非遗”展。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场面非常热闹，
南通蓝印花布印
制技术传承人吴元新、扬州漆雕
艺术传承人张来喜等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亲自现场展演，
可见本
次“非遗”展层次之高。在这次
展览会上，丹阳“赵军二胡”
让参
观者眼前一亮，
耳目一新。
在嘈杂的展示展览展销大
厅里，
赵军二胡的展位不时传来
悠悠的二胡琴声，
吸引了不少器
乐爱好者的目光。但更让大家
关注的是，赵军将斧头、刨子、凿
子等木匠家什带到了现场，
在解
答观众的询问之余，又在现场潇
洒地挥斧砍凿，
向人们展示二胡
制作的手工艺。现场观看二胡
制作演示后，有专家发出如此感
叹：
“那一斧斧砍下去的、那一次
次刨出来的、那一片片飞出来
的，不是木花，也不是木屑，
而是
一个个音符啊！在扬州大运河
文化博览会的大厅里，赵军老师
正在用他的斧斤，
斫出优美的时
代琴音。
”国家文旅部部长雒树
刚，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燕文也到场饶有兴趣地参观
赵军二胡制作展演。
赵军二胡制作技艺何以给
观众如此惊喜？原来，江苏大地
上，从来就不缺驰名中外的二胡
演奏大师，但二胡制作大师却鲜
为人知。阿炳创作演奏的《二泉
映月》让外国人都感觉到“必须
跪下来听”，中国现代音乐家刘
天华创作演奏的《光明行》
《病中

吟》
《空山鸟语》等，已成为二胡
演奏专业的必修课程。
“ 赵氏二
胡”已经于 2016 年被省政府公
布为省级非遗项目，填补了我省
作为二胡演奏广为普及的省份，
在制作技艺上的空白。
据了解，赵氏二胡制作技艺
源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明代著名律学
家、音乐家朱载堉在 《句曲山人
游记》《弦准杂谈》 中，都提到
了赵军祖辈创建的“赵氏琴
坊”
，其制作的乐器被宫廷乐正
选为贡品。而“赵氏琴坊”的
第十代传人赵立唐曾与刘天华
有深交，是南派二胡制作大
家。赵军的父亲赵锁明，曾经
被苏州民乐器厂聘为技师，
为南
派二胡制作技艺的弘扬推广作
出了实质性贡献。
赵军是“赵氏二胡”第十三
代传承人，深得祖上制琴要诀，
在制琴工艺上不断研究创新，使
二胡的制作水平跃上了新的台
阶。他制作的二胡外观精雕细
刻、蟒皮蒙琴音质优良，具有琴
身颀长、头簪如月、造型美观大
方、音质柔美精准清扬等特点，
曾获得过首届全国二胡制作评
比大赛一等奖、国际首届珍品二
胡大赛金奖等。赵军不仅会制
作高档的二胡，还会制作锡胡、
越胡、黄梅戏主胡、高胡主胡、京
胡等，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与弘扬。

新民虞家
“秀才村”
的文化传承
本报记者

蒋须俊

通讯员 虞国庆 刘联芳

《虞氏宗谱》颁谱活动现场才辈出

家风家训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
中，开发区新民虞家村有识之士
在注重保护古祠堂的同时，
通过
重修《虞氏宗谱》，将良好家风家
训代代相传。近日，在虞家村
中虞氏宗祠内举行的《虞氏宗
谱》重修颁谱典礼，成了小村里
的一大文化盛事。
虞家村现有 396 户，总人口
2268 人。一直以来，该村十分
注重家风建设，
在孝德文化和浓
厚的尊师重教氛围熏陶下，
虽然
很多村民的生活并不宽裕，
但虞
家村子弟好学上进，发愤苦读，

记者 也平 摄

村里人才辈出。自恢复高考以
来，这个村已出了 6 名博士生，
26 名硕士生，125 名本科生，被
周边群众誉为“秀才村”。此次
重修虞氏宗谱的发起人是虞荣
芳，他 1980 年考取南京工学院，
读完大学后应征到解放军总参
谋部，
转业后在北京创办了律师
事 务 所 。 虽 然 离 开 家 乡 30 多
年，但他一直情系虞家村。前年
清明回乡扫墓时，
虞荣芳与同是
虞家村人的华莱士制衣有限公
司董事长虞庆芳等商议，
决定重
修《虞氏宗谱》，以激活和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让虞氏后人铭记良
好家规、家风、家训，更好地教育
和惠及子孙。此举得到虞氏后
人的积极响应。随后，虞家村成

新民虞氏族人喜读新版家谱
立了宗谱编委会，
经过一年多来
的辛勤编撰，终于完成了虞氏宗
谱的重修工作。
据虞氏宗谱编委会成员虞
金芳介绍，续修的《虞氏宗谱》共
12.7 万余字，采用的是简化字和
白话文，且图文并茂，既涵盖了
修家谱的必要内容，还介绍了虞
家村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记者在现场看到，虞氏宗祠
门楼上至今仍保留着部分精雕
细刻、栩栩如生的砖雕，祠内还
栽种着几株百余年的牡丹。村
里老人回忆说，
虞氏宗祠始建于
明末清初，原有三进三排 21 间
砖瓦木结构房子，
门旁边有两个
石凳子，
一进和二进门楼上是砖
雕龙凤呈祥、吉祥如意、八仙过

记者 也平 摄

海图，
非常气派宏伟。
此次应邀回乡参加虞氏宗
谱重修成功出版发行典礼的有
南京大学博士虞益军，上海复旦
大学毕业的女博士、现任德国亚
系集团副总裁的虞洁琼，
他们认
为，家有家的记忆，族有族的传
承，此次修编颁发的虞氏宗谱是
一本很有价值的“教科书”
，通过
弘扬和传承良好家风家训，
能激
发村民更好地投身乡村振兴大
潮。
据悉，在《虞氏宗谱》重修成
功并颁谱后，下一步，虞家村打
算振兴虞氏宗祠文化，将承载
乡土文化的宗祠打造成为游子
们回家寻根访祖和释放乡愁的
场所。

丹阳鸥溪谷诒堂
《赵氏家乘》面世

姓氏谱牒
本报讯 （记者 殷显春）近
日，由赵丁玉、赵元植编纂的丹阳
鸥溪谷诒堂进公派方便分东贺支
《赵氏家乘》续修本面世。
据了解，我市司徒镇屯甸村
东贺自然村赵氏原保存着民国三
十一年（1942）修的丹阳鸥溪谷诒
堂《赵氏家乘》三十多卷，
“ 文革”
中《赵氏家乘》被焚毁，仅赵根保
冒 险 抢 救 出 3 卷 残 本 ，珍 藏 至
今。为了传承家族优良文化，东
贺赵氏经过多方努力，找到这个
版本老家谱的全部内容，以此为
蓝本，经过编研，续修了东贺支
《赵氏家乘》。该家谱分上、下两
册，影印了老版家谱的主要家族
历史信息，并续修了进公派方便
分东贺支的世系总图和从第十三
世至三十四世的年表。
赵氏位列《百家姓》之首，是
一个古老的姓氏，丹阳赵氏为北
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后裔。据《赵
氏家乘》记载，丹阳赵氏始祖赵
守节为宋太祖赵匡胤曾孙。赵匡
胤生燕懿王德昭，
昭生冀王惟吉，
惟吉生守节。守节先任授彰化军
节度观察使。宝元二年（1039）七
月卒，
赠镇江军节度使，追封丹阳
郡王，
奏建燕王庙于曲阿（丹阳），
开府第斜桥，成为丹阳赵氏之始。
赵守节次子东莱侯赵世长子
孙都有封爵。第八世赵与远，任
郎署判知宗正事，后因贾似道专
权，朱熹被斥，国是日非，于是从
临安（杭州）归隐丹阳斜桥，奉嗣
宗祀。南宋淳祐五年（1245），赵
与 远 徙 居 鸥 溪（今 延 陵 麦 溪 蒋
巷），隐身不仕，开始了从皇室贵
冑到平民百姓的过渡，成为鸥溪
赵氏始祖。传到第十二世时，赵
宗礼生三子，长子赵达为鸥溪东
分祖，
次子赵进为方便（今延陵麦
溪方便村）祖，三子赵暹为四六分
祖。
赵进之后第十八世赵登，生
于嘉靖二十年（1541），与其弟赵
烘从方便徙居东河(今东贺村)，
成为东贺赵氏始祖。由此可知，
从赵守节北宋宝元二年（1039）肇
封丹阳，迄今有 980 年，传 34 代。
东贺迄今也有 450 多年，繁衍了
16 代。
在东贺支《赵氏家乘》续修过
程中，
赵丁玉、赵元植走访麦溪方
便村、蒋巷村的赵氏族人，并动员
方便、蒋巷、管巷等村赵氏也续修
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