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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国庆）国庆、重阳
刚过，正是错峰旅游的好
时机，丹阳不少“银发族”
瞧准空当，趁着不太拥挤
的时节，又可以出去看看
世界了。丹麦作家安徒生
曾经说过：旅行即生活。
这用来描述如今很多老年
人的生活状态非常合适。
退休后，他们有了大把空
闲的时间，趁着自己还能
走动，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用心灵来感悟生命，旅游
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之一。近日，记者在走访
丹阳旅游市场中发现，老
年人的旅游侧重点各不相
同，把脉搭准，银发旅游大
有市场。

热闹且实惠——跟团
游

“这两年玩疯了，一年
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外面。” 61 岁的林先生
说，退休后他想趁着年纪
还轻、身体还好去看看世
界，一开始计划着上下半
年各一次长线，每年再加
二次短途游。玩起来后一
发不可收拾，有时在家还
没呆上两星期，有人一招
呼就又跟着出发了，去年
他跟着不同的团出游了 6
次。63 岁的孙阿姨退休
后热衷参加大巴车旅游，
近几年已参加了十多次，
除内蒙古、东北等地没去

过，想去的她基本都走遍
了。她说，他们趁淡季出
游，全程搭乘大巴车，边
走边玩个把月。一辆车上
近 50 人，大家分摊过路
费、油费、司机费等费
用，有的老人还自带电磁
炉，每到一站就去菜场买
点蔬菜鸡蛋下面煮粥，对
他们来说，这样的出行方
式比较经济实惠。

据了解，像林先生和
孙阿姨这样的退休游客，
如今已成为旅游市场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全国
老龄委一项调查数据显
示，老年旅游人数已占旅
游总人数20%以上，跟团
游这种省心省力的旅行方
式还是老人的首选。丹阳
新世纪旅行社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老人跟团游并
非一味追求低价，而是更
注重安全和服务，老年旅
游产品需要不断创新升
级。”

自助随心意——自助
游

景老师是一位摄影达
人，他一年中有大半年在
各地采风摄影，他和朋友
一般都采取自助游。出发
前，他们认真研究线路、安
排食宿，行程中有时还需
随时调整安排。他认为，
虽然这样的方式自由，但
有时在国外遇到如迷路、
改签等突发情况，还是觉

得有机构能提供专业服务
会比较安全。旅行社导游
说，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自助游比例已达35%。他
们年纪相对较轻，能熟练
运用网络做出游攻略等，
出游安全是他们较为关注
的。

休闲为健康——养生
游

75 岁的张教师，7 年
前他和老伴开启了候鸟式
的养生游。每年 11月，他
们来到广西北海或海南三
亚御寒过冬，来年 4月再
返回家中。张老伯介绍，
他们入住当地的招待所，
包吃住，平时和当地老人
一样悠闲生活，有时也会
到周边景点来个短途游。
由于气候景色宜人，老伴
的哮喘这几年都没发过。
62 岁的金先生去年通过
定制旅游完成了游览西藏
的梦想。他介绍西藏定制
游的旅行社团队根据他和
朋友的特点和要求，打造
了青藏 12 天的极致体验
行程。他们除了游览有特
色的景点外，还融入一些
人文体验，比如入住藏民
家，跟着藏民采挖松茸、
挤牦牛奶、做糌粑等。

比起走马观花、行色
匆匆的普通旅游，这种候
鸟式养生游定制游，更适
合年纪较大的老年游客。
他们在一个气候风景适宜
的地方住上数月，慢游细
品，以达到既健康养生又
开阔视野的目的。一些老
年人还把下榻地安排在当
地设施齐全的养老机构，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也能
得到及时处理。据悉，早
在 4 年前，国内就有养老
机构联合北京、海南、广西
等地的 30 多家养老机构
成立异地养老联盟，承诺

在联盟内部通过异地互
换、轮流居住的方式，满足
老人休闲旅游、养生养老
的需求。丹阳新世纪旅行
社的旅游定制团队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参加定制旅
游的老年人日益增多，他
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
闲、有需求”，这也代表了
目前中老年旅游的趋势。
但也对行业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旅游定制不光是旅
游产品、服务，从旅游推介
的形式、沟通方式等都要
贴合客户的需求，这样才
能给客户更好的旅游体
验。

银发品质旅游大有市
场

如今，丹阳的老年人
因为年龄、身体状况、个
性、爱好、经济能力等不
同，选择旅游线路时侧重
点都不尽相同。例如很多
老人说起自己心目中理想
的旅游，希望多看多走多
观光，随团医护一路相伴；
步子慢点精致点，饭菜清
淡安全点。因此开发出有
针对性的旅游产品，银发
旅游大有市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近年来，丹阳许多旅
行社越来越注重银发旅游
市场的开发与服务，一些
较早专注开发老年旅游市
场的旅行社也尝到了甜
头。丹阳新世纪旅行社负
责人王仙美介绍，要吸引
老年游客还是靠品质和服
务。因此他们会在行程中
提供一些制作影像、由主
持人带队等增值服务。她
表示，老年旅游产品越来
越重视个性化，他们针对
不同客群开发不同旅游产
品，如摄影旅游、美食旅
游、怀旧旅游等，给老年游
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

“银发旅游”要做到老人心里去

灵树线穿越随行记
行者无疆

灵树线对我并不陌
生，三年前一个风雨交集的
初春曾经走过这里，记忆中
只有起起伏伏的山路，复杂
多变的地貌，还有多次迷路
的彷徨，很有趣味性和挑战
性。

出行前的功课必不可
少，查阅六只脚轨迹，又咨
询身边的驴友，做到了然于
胸。灵树线全程涵盖灵岩
山景区、白马涧生态园、大
阳山国家森林公园三大风
景区，沿途要经过灵岩山
——大蕉山——白马涧
——天池花山——皇冠山
——大阳山——树山，除
了景区有很少的台阶，其他
都是纯天然土路，有些路段
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山
坡。

天气微寒，阳光正暖，
34人的队伍经过两小时的
颠簸，顺利抵达了灵岩山景
区大门。合影留念后，众人
整理行装，踏上了登山的征
程。出行不久就进入拔高
通道，因为路途遥远，无心
留恋眼前的亭台楼阁，依着

山势拾级而上，不久已是汗
湿衣襟。宽衣解带，轻装上
阵，很快就来到了灵岩山顶
的灵岩寺旁，黄墙黑瓦的寺
庙殿宇宏伟，香火旺盛。

灵岩山虽不高大险
峻，却也草木清秀，环境清
幽，现在虽然是冬季，山谷
里依然还是郁郁葱葱，生
机盎然。从灵岩寺旁下
山，就是原汁原味的土路
了。由于经年累月岩石风
化的缘故，土路上有一层
细砂，稍不注意就会“捡元
宝”。不过只要控制好节
奏，保持好速度，充分利用
登山杖，或借助路边小树，
完全可以应付自如，避免
摔跤。

从大蕉山下来，就进
入了白马涧风景区，由于受
到雷达实时监控，每人都买
了10元门票才能入内。看
看时间已是中午十一点半，
我们就在景区内享用路
餐。白马涧是苏州西部旅
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
7平方公里，是整个高新区
的一块原生态“绿肺”。白

马涧边上的龙池风景区也
是山清水秀，不过我们无暇
游览景区，继续开启穿越行
程。

走出白马涧，沿着风
景区门口的马路再往前，往
左就进入花山风景区，往右
继续前行一段，又开始翻山
越岭。只是花山野道一直
穿行在树林里，坡度相对平
缓，可以借助树枝攀爬。过
了花山又开始下坡，土路的
细砂非常容易打滑。可就
在我们亦步亦趋谨慎慢行
的时候，山地极限运动爱好
者却骑着摩托车上下自由
穿梭，让大伙冷汗直冒，慌
忙避让。

又翻过一座小山，从
不知名的寺庙边上穿行而
过再次上山，就进入了皇冠
山的地界。这里依然是崎
岖不平的土路，上下穿行需
要讲究平衡和重心，山坡上
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丛，和

灵岩山的茂盛植被风格迥
异。从皇冠山公墓右侧下
行，不久就来到了兰凤寺。
途中偶遇一上海驴友，一人
冲锋在前，率先来到寺里，
向我打听这里是否有“和尚
面”吃，料想这面名声在
外。他们的后续人马陆续
到达，看他们个个把一碗素
鸡、黑木耳打底的“和尚面”
吃得滋滋作响，不知道是饥
饿难耐，还是口味确实不
错。

临时组建的讨论组完
成使命后宣告解散，驴友们
也各奔东西。一直觉得户
外人应该学会包容和分享，
而不是各自为政，唯我独
尊。驴友之间相遇没有早
晚，也无需刻意经营，一起
爬过的山、一起走过的路、
一起经历的事，都会深深烙
在心里，他日有缘重逢，细
数过往点滴，致意微笑就
好。

由丹阳市丹北镇乐途单车俱乐部、丹北跑团、丹北女
子悦书坊举办的“骑行70，献礼祖国”的户外骑行活动10
月2日举行。本次骑行活动起点、终点均为飞达毛主席
广场，有30多名户外骑行爱好者参加。他们身着统一的
国庆主题文化衫，骑车在广场上摆出了“70”的字样，并环
镇骑行约70公里，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的祝福。近年来，
骑行出游已成为周边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能锻炼
身体、宣传低碳环保，又能欣赏沿途美景。图为骑行游现
场。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刘勇 摄）

畅意骑行周边游
车友献礼新中国

游达人旅旅

丹阳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L-JS11101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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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自组线
北京一高一飞纯玩五日游 2280元/人 10.22
金湖水上森林、尧想国一日游 128元/人（含餐） 10.10仅以一班
散拼特价线：
桂林漓江、银子岩、古东瀑布、世外桃源双飞五日游

1580元/人 10.14
张家界天门山森林公园、黄龙洞、芙蓉镇、凤凰古镇双飞五日游

999元/人 10.26
贵州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梵净山、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镇双飞六日
游 2380元/人 10.19
哈尔滨、亚布力滑雪、雪乡双飞六日游 1580元/人 10.27-11.15
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城楼、莫高窟、鸣沙山、塔尔寺、青海湖双飞八日
游 3280元/人 10.17
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卡定沟、羊卓雍措四飞八日游 1980
元/人 10.25/29
成都、九寨沟、都江堰、熊猫乐园双飞六日游 3080元/人 10.8-10.31
海南、三亚双飞六日游 1199元/人 10.21前
嵊泗列岛度假三日游 1080元/人 周五
普陀山、溪口三日游 899元/人 10.18
台儿庄、曲阜、泰安、济南、东阿、聊城五日游 398元/人
临沂水韵龙园、智圣汤泉、船游萤火虫水洞、蝴蝶谷二日游

298元/人 周三、周六
江郎山、龙游石窟、二十八部、仙霞雄关三日游298元/人 周二、周四
浙西天目大峡谷（网红摇摆桥）、大明山、指南村二日游

398元/人 周二、周四
西塘、乌镇二日游 338元/人 周四、周六
华西村世界公园、逍遥岛一日游（赠送五大好礼）

128元/人 周四、周六、周日
苏州盘门一日游(赠送大闸蟹一箱20只） 118元/人 10.12
老年专列
贵州凯里、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昆明石林、大理古城、洱海、丽江古
城专列十一日游 2280元/人起 11.3
广州、珠海、港珠澳大桥、湛江、海口、兴隆、三亚、桂林、韶山专列十一日
游 2980元/人起 11.6/20
新疆、宁夏、内蒙、青海、甘肃西北五省十一日游 2990元/人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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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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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以其生产眼镜而闻名全
国，殊不知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京杭古运河穿城而过，城市古称曲
阿、云阳，有“江南文物之邦”的美
称，是春秋时期季札封疆之地、南
朝齐梁两代帝王故里。齐梁帝陵
前的陵墓石刻是南朝陵墓石刻巅
峰之作，境内的葛城遗址被誉为

“吴国第一城”，中和钟被誉为“唐
代第一钟”，丹阳市总前委旧址见
证了解放上海的革命历程。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丹阳市境内的文
物古迹从无人问津到主动保护利
用，见证了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珍
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

从“无人问”到“美名扬”
丹阳城郊东北集中分布着南

朝齐梁两代帝王陵墓，今存26件
体量巨大的南朝陵墓石刻。从
1917年法国著名汉学家维克多·谢
阁兰来丹考察建陵时所拍的照片
可以看出，当时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大多坍圮散失、无人问津。1977~
1979年，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拨
专款对丹阳境内的半没土中的南
朝陵墓石刻进行提升安座，对残损
严重的石刻进行适度修补，部分石
刻入选1988年第三批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让珍贵的石刻艺术品有尊
严地陈列于祖国大地上。2019年
4月15日，我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局长冷文华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外
影视文化交流与传播”国际论坛暨
科技与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其一席
发言博得满堂彩。冷文华说：“现
在丹阳正在谋划打造南朝十二陵
石刻遗址公园，在保护好文物的同
时进行旅游开发，丹阳南朝十二陵
的申遗事项也已提上了议事日
程。”通过这次论坛交流，有更多中
外专家学者了解到丹阳悠久的人
文历史，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为丹
阳新一轮文旅事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革命旧址展新颜
丹阳市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建于1934年，1949年4月渡江战役
胜利后，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
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来
到丹阳，在这里胜利指挥了上海解
放战役和接管工作。丹阳市总前
委旧址纪念馆位于旧址西侧，建筑
面积790平方米，于1998年1月落
成并对外开放。近年来，上海战役
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在当地政府和
革命老干部的殷切关怀下积极发
挥江苏省爱国主义、江苏省全民国
防教育基地职能，积极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上取
得了广泛的影响，吸引着全国各地
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成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两学一做”
专题教育的重要场所。2018年 1
月，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被江
苏省委组织部确定为省级党员教
育实境课堂示范点，成为广大党员
强化党性锻炼、树牢“四个意识”、
提供学思践悟的阵地。

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以
革命旧址为依托，分别利用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这一红色舞台成功举
办了《邓小平图片展》《许杏虎、朱
颖烈士事迹展览》《庆祝建党八十
周年——光辉的历程》《雷锋同志
事迹图片展》《我们的节日——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邓小平同志经
典图片展》等大型图片展，赢得了
社会各界美誉。

给文物保护套上“紧箍咒”
2005年12月21日，原丹阳市

文化局文物科接到群众举报电话
称：“丹阳市天波城房屋开发有限
公司在开发区高楼村建设项目施
工过程中存在毁坏古墓葬行为。”
文物科长立即到达现场勘查确认
举报属实，初步认定被毁古墓葬
达16座，并对天波城房屋开发有
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江苏省文物保护
条例》，毁坏古墓葬的行为依法进
行立案调查。2006 年 1 月 6 日，

丹阳市公安局、原丹阳市文化局
在丹阳电视台和《丹阳日报》上发
出追缴天波城施工现场散失文物
的公告。天波城古墓葬被毁事件
发生后，经过原丹阳市文化局依
法行政、公正执法，天波城房屋开
发有限公司意识到该案件的严重
性，在后期的调查中积极配合地
方开展文物考古勘探、抢救性发
掘工作。之后，原丹阳市文化局
对丹阳市天波城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施工中致使古墓葬被毁一案，依
法做出处罚人民币10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并在开发区管委会的协
调下，达成由天波城房屋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20万元用于考古勘探、
抢救性挖掘专项经费的协议。同
年2月11日，镇江市博物馆考古队
进驻“天波城”工地，开始抢救性考
古发掘工作，经过2个月的考古发
掘，共清理16座被毁墓葬，出土文
物29件。

天波城古墓葬被毁案的查处，
是江苏省文物局成立后全省办理
的文物案件的第二件，也是查处破
坏古墓葬的第一案，具有积极的典
型示范意义。经过对天波城古墓
葬被毁案件依法处罚后，丹阳市各
基建单位积极配合基础建设考古
工作，如对“太子庙”“长湾村”“凤
凰山”“小东门桥广场”“三女墩”等
建设项目共进行了10次考古勘探

与发掘，先后出土文物500余件，
极大地丰富了丹阳市博物馆的馆
藏。2010年丹阳市博物馆举办的

“历年来丹阳市考古文物展”吸引
了数万市民和文物爱好者参观，极
大地提高了文物工作的地位，扩大
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利影响。

创新文物保护模式
2016年 1月，原丹阳市文广

新局与江苏有线丹阳分公司签订
丹阳市文物保护监控系统建设合
同，以租代建的形式对境内 121
处文保单位安装 160多个高清摄
像头进行实时监控，并为聘请的
60 余位文保员配备 APP 移动终
端设备对文物进行 24 小时实时
监控。2019 年 1 月，丹阳市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与江苏有线丹阳分
公司签订丹阳市文保监控系统升
级改造协议，对丹阳境内的文物
保护单位视频监控进行软件升级
改造，创造性地将丹阳境内 121
个文物高清影像接入到丹阳市民
高清数字机顶盒，老百姓在家就
能通过遥控数字电视观看文保单
位实时监控。市民打开高清数字
机顶盒后，可以在主页界面选择

“民生”一栏中的“文化丹阳”，进
入文保智慧眼，即可将丹阳市 2
个街道和 10 个乡镇的文保单位
尽收眼底，自此，文保监控不再只
是文物管理部门和公安专有监

控，而是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市
民可以通过视频监控了解丹阳的
文物信息，也可以自己做文保员
对丹阳文保单位的安全进行巡查
监控。目前，丹阳文保单位监控
已经接入丹阳公安实战平台、镇
江文物安全综合管理平台和丹阳
天地石刻园 24 小时安保监控中
心，市民如果发现有破坏文物的
行为可以通过视频调查取证直接
与警方取得联系，在第一时间保
全文物。这一创举也让“保护文
物，人人有责”这句标语不再停留
在喊口号的层面上，而是真正动
员广大民众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
中来，为丹阳文物安全撑起了一把
保护伞，为今后我市的文物研究利
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基因。丹阳文
物对于增进丹阳人民的文化认同
和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文化是
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
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丹阳文博工作者将一直紧绷“文物
保护”这根弦，积极健全文物保护
巡查机制，织牢织密文物安全保护
网，有效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文物，
让丹阳人民共享文物保护利用的
成果。

从筚路蓝缕到玉汝于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丹阳文物保护记忆
阙强

东王自然村建村年份初探
王书来

笔者心声：1941年农历10月
25日，笔者出生在陵口镇东王自然
村。1988年8月，全家迁入当时的
云阳镇，现居住在云阳新村小区
内。

光阴似箭，转眼间离开老家已
有30多个春秋，再过几个月笔者
将步入耄耋之年。尽管岁月不饶
人，但却一直惦记着家乡的风土人
情。为了表达思乡之念，笔者想将
村里面所能知道的一些事，包括曾
经听前辈老人们讲述过的故事，写
成短文，供热情关心和研究东王村
历史的同仁参考，以飨家乡的父老
乡亲，更以此纾释心中那永远抹不
掉的浓浓乡愁。这第一篇短文便
是：“东王自然村建村年份初探”。

2017年6月，笔者征集到由本
村前辈王永福收藏保存的东王自
然村一套6卷《王氏族谱》（以下简

称《族谱》）的复印件。
根据《族谱》的序文记载，东王

村的开派年份为明朝的洪武年
间。1614年《旧谱序》文云：“逮彦
融昆季卜宅于阳山之铜嶺，焉以
是子孙昌炽望重，西山大江以南
皆我王氏分裔，如东旺一支则与
我祖友寰公为同父伯仲，自洪武
年间移居云阳，族繁有徒士者习
于士农者习于农皆能卓然自
立”。另一篇 1877 年续修的《王
氏续修宗谱序》文又云：“惟处平
公之子铨择于云阳东门外青阳铺
东旺仁里居住。”

这两段序文中的“彦融”时为
金坛县西塔山王氏的始迁之祖，

“阳山之铜嶺”、“西山”即金坛县
西塔山（今金坛市西旸镇），“处平
公”即东王村始迁祖之父亲，“友
寰公”为王处平之弟。“铨”即王
铨，是东王村始迁之祖。

历史上明朝的洪武年间为公
元 1368 年至 1398 年，其跨度有

30年之久。《族谱》里所有文字都
没有说明王铨是在哪一年来到陵
口落脚生根、创建东王村的。若
要推测出东王村大概的建村年
份，就得从中国历史上的“靖康之
变”说起。

“靖康之变”发生在北宋末
年，即公元 1127 年，它宣告了统
治中国达 168年的北宋王朝的灭
亡。之后，“因祸得福”的宋徽宗
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称帝，
建都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
史称南宋。那时候北方社会极度
动荡，为了逃避战乱，宋高宗于公
元 1138 年下旨将南宋宗室向南
方的浙江省迁移，并在临安府（今
杭州市）重新建都。在浩浩荡荡
的南迁队伍中，有一位职位并不
算高的护驾官员，名叫王彦融。

王彦融，字炎弼，别号“金渊
仙子”，世代住在江西省德安县，
生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殁
于南宋淳熙癸卯年（1183 年）。

他才德兼备，智勇双全，19 岁时
就徒步入京为父王寀申冤，23岁
授庐州录事参军，平湖湘盗寇，后
守山阳，捍寇有功，被提拔为本道
使者，官至敷文阁学士。31 岁
时，王彦融随宋高宗护驾南迁，当
队伍行至金坛县上元乡西塔山地
段时，被那地秀丽的湖光山色吸
引而驻足。随后，他联络七位堂
兄弟在西塔山唐安门村住下来。
大家同心协力，执教习礼，共耕谋
生。经过一番艰苦打拼，王氏家
族成了当地极负盛名的望族，如
今的唐安门村还留有王氏家族被
焚毁了的四周石壁围墙残迹。

元朝末年（1368年），王彦融
裔孙传至第八代，排千字行，其中
王彦融支下有六十二人，都为

“处”字辈。由于元朝宗室纲纪不
振，山寇纵横，唐安门室庐遭焚燹，

“处”字辈六十二众兄弟大多星散
各地。其中千九公王处平及儿子
王铨，就来到了阳邑陵口地域筑室

安家，极其艰难地打造了东王村。
王铨属于王彦融第九代裔

孙。彦融公随驾南迁至金坛西塔
山的时间为1138年。按照谱学专
家计算世系传承的代（岁）数一般
为20至30年，笔者取中间数25年
一代，9代计225年，从1138年后
推225年，则已到1363年。《族谱》
记载王铨生于 1361年，这一年份
与谱学专家通常计算的年份（1363
年）基本相符，故笔者推测王铨大
约在20岁左右来到陵口扎根。用
1363年加 20（岁），等于 1383年。
按以上计算，陵口东王自然村建村
的年份大概在明朝洪武年间的癸
亥年（1383年），这一年份不仅与王
铨之子王贤生于 1384 年较为吻
合，即便是东王村自王铨始迁至
2019年，共繁衍二十三代（《族谱》
记载第二十代为“丰”字辈，如王木
生等）也是较为接近的。

依据这样的推测，东王自然村
建村至今已有约636年的历史了。

文物之声文物之声

乡间寻乡间寻迹迹

南朝石刻 总前委旧址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