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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工商在行动
1 2 3 1 5

消消费维权费维权

6月5日，咸宁市消费者委员会在市工商局二
楼会议室召开咸宁同惠国际广场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专题座谈会。

会议通报了从今年3月份以来，我市12315投
诉举报中心接到多起关于同惠国际广场（菲力健身
俱乐部）投诉，反映在菲力健身俱乐部办理预付充
值卡遭遇虚假宣传、不履行合同、拒绝退款等情况。

据了解，办理预付卡时菲力健身俱乐部承诺有
游泳池，直到目前游泳池也未开放，还有瑜伽训练
场所鱼龙混杂等现象，持卡人多次与菲力健身俱乐
部进行交涉，但公司人员态度敷衍，拒绝退款，老板
也始终未露面。

该起投诉涉及数十人，多数会员选择的是两年
或家庭卡的长期会员卡，一次充值均在2000元、
9000元不等，涉及金额较大，这一消费纠纷存在严
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市工商局岔路口工商所经过三次调解，同惠国

际广场菲力健身俱乐部始终未拿出有效的解决方
案，调解最终失败，不得不依法终止调解。

同惠国际广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就菲力健身俱
乐部存在的问题，同惠国际广场将全力支持、积极
配合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委员会的工作，积极从中协
调，争取早解决消费纠纷。

座谈会上，市政协常委、社会公益维权人士、公
职律师陈先生指出：目前，商家为达盈利目的，虚假
宣传、合同违约、预付卡违规不退款等现象较为突
出；菲力健身俱乐部存在多项违法行为，投诉众多，
负责人明知工商部门多次进行调解而不见面、明知
市消费者委员会组织召开专题维权座谈会而不参
加，态度极为恶劣，必须大力整治；要通过有效的执
法，维护咸宁的投资环境、维护咸宁的消费环境、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市消费者委员会表示，将积极跟踪菲力健身俱
乐部消费纠纷案的发展态势，配合同惠国际广场、

消费者、媒体做好协调、提示、曝光工作，促进事态
向和谐、和解的方向发展。同时，建议行政执法部
门对菲力健身俱乐部涉嫌霸王条款、合同违法等行
为立案查处。

市消费者委员会提醒广大消费者，预付卡消费
方式具有一定的风险，消费者要考虑经营者的经营
状况和市场信誉，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和商家的口头
承诺，不受促销诱惑，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
况谨慎做出决定。( 周莹 )

同惠国际广场菲力健身俱乐部怎么了？

本报讯 通讯员孟晚霞报
道：近日，咸安区图书馆在区桂
花广场举办“咸安区图书馆第十
九个党风廉政宣教月流动图书
进广场”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优
秀文化，使广大市民养成“多读
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习
惯，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
尚。活动共展出《反腐倡廉漫
画》，《自由》，《平等》等廉政文化

书籍 1000 余册，制作展板 10
个，展架3个，活动内容丰富，群
众反响良好。

工作人员介绍，为更好地开
展廉政文化宣传工作，区图书馆
还利用LED显示屏，宣传橱窗，
电子阅读机，图书馆网站、微信，
设立“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宣教月
活动专柜”，政府公开信息查询
专用电脑等多途径，多举措开展
红色宣传工程活动。

咸安区图书馆

流动图书进广场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李星、冯超报道：近日，咸安区
妇联开展“书香飘万家”活动。
官埠桥镇张公中小学4-6年级
学生及该镇各村（社区）支部书
记配偶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师生们朗诵了《新
少年》，学生们参与了“我最喜欢的
一本书”活动，并分享读书感受。
家长们分享了陪伴孩子读书的方

法。咸宁市国学经典教育推广中
心主任胡双九以“经典教育与人才
的培养”为题进行了专题讲座。

“通过此次活动，能传递科
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引领亲子阅
读风尚。”工作人员介绍，通过一
系列亲子阅读活动的开展，家长
和儿童充分感受到了阅读的魅
力，“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书香家庭氛围愈发浓郁。

咸安区妇联

开展书香阅读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郁林报道：
近日，通城县图书馆的流动图书
车来到马港镇，受到当地群众的
欢迎。

活动现场，不少村民正津津
有味地看着各种科普读物。工
作人员守候在一旁，解答各种问
题。据悉，当日每辆图书车配有
近500册图书。内容涉及法律、
农业科技、医药保健、生活百科、
文学艺术等，可读性、实用性强，

适合农村读者需要。
近年来，通城县图书馆为

激发全民读书热情，营造良好
的阅读风气和文化氛围，坚持
开展“社区亲子”、“书香女性、
幸福家庭”、“悦读分享、快乐你
我”等系列读书活动，坚持送文
化、送科技图书下乡，让偏远乡
村农民群众能够共享文化大
餐，利用文化科普知识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

通城县图书馆

掀起乡村读书热潮

本报讯 通讯员徐大发报
道：近日，通山县第十二届中小
学生九宫艺术节优秀文艺节目
展演在该县影剧院举行。

晚会在舞蹈《盛世鸿姿》中
拉开序幕，随后舞蹈《花儿朵朵》、
戏曲表演《梨园春色》、诗歌朗诵
《我有祖国，我有母亲》、京剧联唱
《国粹飘香》、民俗舞蹈《打连杖》

等节目一一亮相。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艺术节文艺汇演，赢得
现场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次艺术节亮点纷呈，像
剪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也
进入了展演。”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演出现场评选出一等奖5
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9个，并
进行了现场颁奖活动。

通山县影剧院

举行文艺汇演

近日，通山县通羊镇双泉社区居民华淑萍，带头率领30余名广
场舞队友，自筹资金近3万元，购置乐器，服装道具，自编自演乡土文
艺节目20余个，赴广西省阳塑县城区开展舞台广场舞表演，并获得
二等奖。 通讯员 张远杰 赵冬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蔡丽霞报
道：近日，笔者走访高铁岭镇综
合文化站，伴随着“一、二、三、四
……”的舞蹈节拍声，只见二十
几个妇女站成三排，在专业舞蹈
教师的指点下，正挥汗如雨地练
习着各个舞蹈动作。

“有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才
艺。现在没事我就喜欢来这来
练习跳舞，整个人都轻松了。”乡

土味十足的表演形式，通俗易懂
的说词，赢得了大家拍手叫好。

“以前县里、村里要到处请
专业文艺班子来出演节目，现在
我们着手建立起了一支自己的
文艺班子。”该镇文化站负责人
包玲介绍，开展原汁原味的接地
气的乡村文化演出，更能彰显草
根的文化自信，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

嘉鱼县高铁岭镇

文化站里欢乐多

通山的九宫山镇，很久以前叫洼
潭。洼潭北岸有一片方圆几十里的肥
沃草地，草长到茂盛时，便扑在地上。
因此，洼潭人唤那片草地为茅埠畈。

一天，有个名叫阿田的后生，赶着
一群鸭子来到这里。阿田花了一整天，
搭好窝棚，又拾来一捆干茅铺在地上，
躺在上面，天就黑了。这时候，一个美
貌女子来到阿田的跟前，说：“我乃蘑菇
大仙，看你勤劳聪明，送你一支山歌，且
仔细听着。三春铁树闹开花，三夏田塍
九对头，三秋地盖黄锦被，三冬河上水
抛梭，四时景色润如酥。这歌前四句第
一字四面相叠是你名，第一字三连乘是
你的寿命。每句预兆一桩事，若是理会

了，办到了，你就可以成仙了。”阿田想
上前问个清楚明白，刚一动脚，醒了，原
来是一场梦。

天一亮，阿田走进鸭圈一看，地下
一片白，一共只有一百八十只鸭，一夜
下了三百六十个蛋。怪事！前后一想，
难道的确是遇到了神仙？

从此，阿田铁了心在这里落户。一
面放鸭，一面不分日夜地开沟排渍，挖
地开荒，种上庄稼。第一年就获得好收
成。他把多余的粮食送给周围一带的
穷人，引得众人来看稀奇，随即有人接
二连三来到这里安居落业，跟着阿田开
拓这块地盘。

转眼阿田由后生家变成了白胡子

老头，方圆几十里的烂泥糊变成了沃土
良田。人烟多了，还修盖了田铺，开设
了杂货铺。人们吃果子念树头，都回想
阿田年轻时遇到过蘑菇大仙的点化，为
了纪念这件事，就将茅扑畈更名为“蘑
菇畈”。

秋收冬藏，蘑菇畈丰收了。附近的
人们带着时兴工业品、百货、雇大船运
到大畈，再用高价雇火烧筏转运蘑菇
畈，交换粮食。时逢腊月初一，上上下
下运粮食、百货的竹筏穿梭往来河面。
阿田已垂垂老矣，想着眼下隆冬已近，
自己的阳寿渐短，何不与乡亲们一块去
赶市，凑个热闹。

阿田在乡亲们的簇拥下，登上堤

岸。忽然，听得半空中传来一阵鼓乐，
随即一朵五彩祥云飘到他的面前。蘑
菇大仙站在云头上说：“很好！四桩事
你先后都办到了，快随我去吧！”说完，
阿田脚下也升起了一朵紫云，托着他慢
慢上了天空，

蘑菇大仙笑说：“我已在仙界，万事
皆空，只求播福人间，不图留名世上；洼
潭已成港埠码头，我看就改蘑姑畈为茅
埠畈合适，请转告洼潭人”。从此，蘑姑
畈与茅埠畈两个名字便同时传与后世。

茅埠畈
○ 徐世聪 陈立波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咸宁孕育了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散落在不同角
落，历经时间沉淀依然焕发光彩，这不
仅是文化的符号和民族的记忆，还是
文化自信的内在依据，更是我市对外
文化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

据悉，近年来，我市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
了可喜成绩。全市文化法规建设不断

完善，《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议》、《咸
宁市古民居保护条例》相继出台，文化
队伍不断壮大、全社会参与意识和热
情显著提高，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基本
形成。全市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8处，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46处，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处，中国
传统村落11处，第一批湖北省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7处；国家级非遗项目4

个，省级非遗项目20个。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将观众

吸引进博物馆，后期还会积极将传承
人和非遗技艺请出去。让“非遗”走进
社区、学校以及公共文化场所，拉近博
物馆与观众的距离，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喜爱本土非遗文化。我市相关文化
单位、组织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积极
帮助非遗传承人整理技艺资料，并整
合媒体、高校等各种平台和社会力量，

加大本土非遗文化宣传力度。
此次活动，是咸宁文化遗产保护

成果的大集结、大展示，旨在增强广大
市民的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和自然遗产
融入现代生活。

非遗保护成效明显

留住香城独特记忆
——我市非遗展示活动回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木雕、提琴、呜嘟、砖茶、脚盆鼓、锣

鼓乐、古民居……把所有非遗项目汇聚

在一起，它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在

工匠大师的妙手下，那些古老的美丽技

艺能否“开口说话”？6月9日，是我国

文化和遗产自然日，以“多彩非遗 美好

生活”为主题的咸宁市2018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在咸宁市博

物馆举行。

“这一处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我们咸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历
史见证，积淀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岁
月印痕！”从崇阳赶来参观的霍先生
感慨。

活动包括非遗展演、图文展览、
非遗展示、有奖答题、博物馆民俗行
等多个环节。其中，非遗展演节目
有咸安锣鼓乐、赤壁脚盆鼓、崇阳提

琴戏、通城拍打舞、通山采茶戏、嘉
鱼呜嘟、通山山鼓以及咸宁民俗表
演；图文展览包括咸宁非遗图文展、
万里茶道专题展和鄂南最美古建筑
专题展，展示了咸宁市市级以上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鄂南古建筑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同
时，还展示了鄂东南传统建筑保护

与发展中心选送的咸宁传统民居建
筑模型。

非遗展示环节，有通山木雕项目
传承人现场开展竞技活动，崇阳提琴
制作技艺、赤壁脚盆鼓制作技艺和嘉
鱼呜嘟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现场
展示技艺，砖茶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
现场进行茶艺展示并售卖茶叶，镇氏
风湿病马钱子疗法项目传承人展示

传统中医药并现场免费为市民进行
中医问诊、针灸推拿……

现场参观者们时不时驻足拍照，
工作人员们则带领观众从细节入手，
通过欣赏现场演出，阅读文字、图片资
料，倾听专业知识讲解等途径，认识并

“解构”本土非遗文化基因。市民除了
能近距离了解非遗文化，还能有更多
机会亲身体验、传承非遗项目。

活动现场精彩绝伦

“活动拉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普通大众的距离，让非遗更好地融入
我们的生活，从而跟上时代的发展，更
好地展现地方文化的无穷魅力！”市民
周思是一名老师，她特意带孩子去参
观学习，让孩子加深对家乡的了解。

通山木雕传承人朱容国今年28

岁，他从14岁起开始学习木雕创作。
当天，他的新近作品——一幅樟木浮雕
《花开富贵图》，因工艺精湛引得很多市
民驻足询问。“这幅作品耗时一个多月，
完工后至少可卖18000元。”朱容国说，
手艺不能守，只有迈出去，作品才能卖
出去。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让通山木雕手艺被更多人知晓，让这一
传统文化、非遗技艺真正“火”起来。

“得知今天市博物馆有这项活动，
我们冒着雨带着孩子从通山赶过来
了。”家住通山的朱丽芬女士感慨说，
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能让青少年近距
离感受文化熏陶，也能增强广大市民

的非遗保护意识，让“本土文化基因”
真正“镌刻在市民心中”。

美轮美奂的展演，唤醒了人们的
记忆，也让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入现代
城市生活，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当
天，共2000余名市民前来参观体验，
近距离感触非遗文化的魅力。

参展观众感慨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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