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萍 、实习生周莹报道：6月28
日，咸宁市消费者委员会在同惠广场菲力健身俱乐
部就健身卡纠纷进行专题座谈。

座谈会围绕消费者投诉办理菲力健身预付充
值卡涉嫌虚假宣传、不履行合同、拒绝退卡等情况，
市消费者委员会要求同惠广场菲力健身俱乐部针对
上述情况，拿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消除与消
费者之间产生的矛盾与分歧。

市消费者委员会指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第一责任人就是经营者，根据预付卡销售的有关规
定菲力健身俱乐部涉嫌违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健身卡属于预付卡式消费，如果双方没有特殊约定，
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要求退费。如商家单方面

规定转卡要收转让费或者不允许转卡、退钱，则属于
霸王条款。

在此纠纷中，商家承诺的游泳池一直没有开放，
对此，菲力健身俱乐部负责人深表歉意。目前，已加
快对泳池的建设，预计7月20日泳池开始试水，并
承诺，泳池开放前菲力健身俱乐部对会员免费开放；
对入会合同涉嫌违法的部分，菲力健身俱乐部确保
7月15日之前将其修改好，并且菲力健身俱乐部表
示将免费提供目前咸宁健身房所没有的更多服务项
目，比如空中瑜伽、台球室等等。

同惠广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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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按
照市消费者委员会指示建立维权机制，共建咸宁美

好的消费环境。
与此同时，市消费者委员会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消费者在签合同时应多个心眼，审慎对待格
式合同中增加消费者义务、扩大商家权利的条
款，尽量以补充条款的方式修正，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同惠广场菲力健身回应：妥善解决好消费投诉
泳池将于7月20日前后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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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名片名片
内冲瑶族村原叫内冲村，位于药

姑山南端，地处赤壁、崇阳、通城和湖南
临湘两省四县交界处，距通城县城25
公里。2009年经通城县政府批准正式
设立内冲瑶族村。2012年被列为湖北
省唯一一个国家级瑶族特色保护自然
行政村。

2016年 11月，湖北省咸宁市通
城县大坪乡内冲瑶族村入选第四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

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现有人
口1365人，总面积2万余亩，其中林
地面积1.5万亩，荒地0.5万亩，水田
60亩，是边区、苏区、库区。

目前该村保存着古井、神台、梯
地、石墓、石庙、石柱等瑶族历史遗迹，
沉淀着瑶族先民的文化气息。

瑶族瑶族简介简介

瑶人的称谓很多，新中国成
立后，统称为瑶族。历史上，瑶民
受到封建统治压迫，不断迁徙，他
们在荒山野岭“刀耕火种”，“采食
腊毛”，“食尽一山又它徙”，被史
学界称为“东方吉普赛人”。

约八千年前，瑶民的先人在
江汉平原一带，创造了长江中游
的新石器文化。随后部分瑶民向
北扩张，逐鹿中原，后因战争原因
转而向南迁徙。

《通城县志》记述：“元代前通
城为汉瑶杂居地，后因战乱，瑶民
渐入湖南。”宋人马子严撰的《岳
阳甲志》载：“龙窖山(药姑山)在
巴陵北，山实峻极，上有雷洞，有
石门之洞，山徭居之，自耕而食，
自织而衣。”大量的史料都充分表
明，至少在明初以前，有瑶族先民
聚居于药姑山。

①走进咸宁国家级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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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
道：8日，笔者走访看到，嘉鱼县
官桥镇舒桥社区歌舞队正在农
贸市场大棚里表演节目，现场欢
声笑语，气氛热烈。

“说起舒桥社区歌舞队的
龙灯、腰鼓、歌舞队，还多亏了
雷新桂的牵头！”队员何三元
说。

2013年，58岁的社区居民
雷新桂掏出1.5万元积蓄，购买

彩电、音响、录像影盘、服装等，
并邀请舞蹈教师，开始免费培训
街道居民。当年8月，一支由
60多人组成，能歌善舞、善拉会
弹的舒桥社区歌舞队正式成立，
近百名居民群众有了文化娱乐
的新途径。

据了解，该社区歌舞队创建
5年来，共为学校、福利院、社区
和附近行政村及石矿企事业单
位免费演出100多场次。

嘉鱼县官桥镇

居民义务演出送乐

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拓宽、贯通了内冲瑶族
村进寨公路和景区盘山公路；改造
了内冲瑶族村民俗一条街；成立了
药姑山瑶族文化研究学会；编印了
画册《瑶乡药姑山》，创作长篇小说
《千家峒祭》、建立了瑶文化网站、
通城古瑶文化陈列馆。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只为和古瑶
风俗文化“亲密接触”。一排排石屋、
山寨、石墓的遗址上散落着的石门、
石缸、石磨和陶罐等生活用品，真实
的生活场景让游客们惊叹不已。

今年年初，通城县谋划部署
“美丽瑶乡”建设。同时，县委、县

政府将内冲瑶族村纳入 2018 年
“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并纳入中
医药产业园（药膳小镇）建设范围，
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

“美丽瑶乡建设主要打好‘瑶’
与‘药’两张牌，打造瑶族文化、药
草养生、乡村休闲三大旅游板块。”
大坪乡党委书记吴红艳介绍。

——高标准修建药姑山旅游公
路，大力度推进旅游集散中心、停车
场、标识标牌建设，畅通旅游通道。

——依托“中国古瑶文化之
乡”和内冲瑶族村中国古瑶文化传
承基地、中国传统村落项目支持，
挖掘开发药姑山青山绿水、田园野

趣、传统文化资源；打造古风瑶韵、
业态丰富的民俗旅游村落，打造别
具一格的瑶族桃花源景点。

——依托药姑山万亩草药带，
建设中草药采摘区、展示厅和体验
园，辅以主题农家乐，让游客享受
原汁原味的农家田园生活，合力打
造生活居住型的药膳文旅小镇。

内冲瑶族村将充分利用古瑶
遗址、药姑山、内冲水库等天然优
势资源，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旅游
服务配套设施，形成集“自然一旅
游一休闲一历史人文”于一体的综
合发展架构。“瑶族故里”将越来越
让世人瞩目。

瑶族故里的近与远

废弃的猪槽种上野花野草，垒
石堆砌的古老房屋作为特色景观
永久保存……内冲瑶族村的一处
废弃院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
特色，使之更具“原生美”，吸引了
来自各地的游人前来感受传统村
落的美好，洗涤心灵。

为了响应村落的改造规划，村
民谭秀满自愿将自家的田地交付
政府征收。田转出去了，靠什么生
活？谭秀满一点也不急，“我呀，参
与了村庄旅游规划入股呢！”

瑶族风情村位于大坪乡内冲
瑶族村，为弘扬古瑶文化，该建设
项目将以内冲瑶族村为核心区域，

全力建设具有浓厚古瑶文化底蕴
的特色村，并通过融合当地药材种
植产业，完善“康养度假”配套设
施，建设果蔬采种体验基地，发展
农业观光旅游等，把内冲瑶族村打
造成原生态美丽乡村旅游目的地。

目前，通城县瑶族风情村项目
建设指挥部已制订出台系列管理制
度，通过落实拆迁奖励政策，完善征
地补偿，先后完成征地21亩，完成房
屋评估27户，并与6户村民达成拆
迁协议，各项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毛新民介绍，以内冲水库为例，
为了给游客营造更好的观游体验，
登山路径设计成“人在路面走，脚下

听水鸣”，寓意“东壁听溪”，“东壁”
由李时珍字号“东壁先生”而来，纪
念李时珍曾在药姑山采药的事迹。

依据初步规划，设计的瑶族风
情广场上将有一座牛角塑像，牛角
分成12段。“传说古瑶人有12个
姓，所以他们决定迁徙分离之际，将
一对牛角锯成12份，作为日后认祖
归宗的凭证。”毛新民介绍说。饶有
趣味的传说故事，也为内冲瑶族村
披上了一层传统文明的面纱。

不仅如此，大坪乡、县市还都
帮忙联系推荐了各地的著名专家
团队，帮助内冲瑶族村呈现出更好
的面貌。

瑶族文化的内与外

6月29日，记者走进通城大坪
乡内冲瑶族村。三五村民们或洗
衣闲聊，或在自家庭院旁边的耙出
几分菜地施肥照料，好不自在。古
老的门楣迎着朝阳，留下斑驳的影
子。点点垒石遗迹，如珍珠般散落
在村落里。

内冲瑶族村，顾名思义，村落
的发展繁衍和瑶族有关。古时，为
躲避战乱与官府，瑶族一般生活在
海拔 400 米到 800 米高的山上。
咸宁地处幕阜山区，与湖南、江西
交界，地形复杂，内冲瑶族村有丰
富的瑶文化遗存，如石屋、石窖、石
井、石梯田、石墓、石梯田等垒石文

化，最具典型的代表地方便是地处
该村与崇阳、赤壁和岳阳交界的药
姑山。

在该村药姑山深处，有个大风
塝，一大片山坡被开垦成梯田，山
腰分布着石屋、石井 、石桥、石沟、
石渠、石墓葬以及祭祀台、古栈道
等遗迹。当地山民传说这里是“千
家峒”，瑶族先民在这里定居近千
年，后因战乱南迁。

记者走进该村的古瑶文化陈
列馆，陈列柜里，展出了具有瑶族
特色的银头饰、狗图腾饮酒器等文
物和瑶族耕作器具。陈列馆正前
方，穿戴古时装束的盘王雕塑映入

眼帘，表情肃穆。“盘王是古时瑶族
的部落首领，也被瑶民们视为精神
领袖。”通城县委办公室驻内冲村
支部第一书记毛新民介绍说。

古瑶文化陈列馆由大坪乡政
府、内冲瑶族村、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历时1年筹建。该馆存有上百
件藏品，划分为两大展区，为瑶踪
追溯、瑶迹惊世、瑶乡掘秘、瑶韵悠
长、瑶情深炽五部分，采用传统文
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以实
物、图片、视频等形式，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古瑶人的民俗民风，体现了
瑶族故里药姑山的文化历史变迁
与精髓。

瑶族村落的古与今

本报讯 通讯员蔡祖峰、刘
欢报道：7月5日，市文新广局召
开第三届湖北艺术节暨第三届南
鄂群星奖备战动员会，安排部署

“新时代·新成果”——第三届湖
北艺术节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优秀作品展演筹备申报工作。

据悉，湖北艺术节由湖北省
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指
导，湖北省文化厅承办，是全省
最高水平、最高级别、最大规模
的综合性艺术盛会，每三年举办
一次，今年10月将围绕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举办第三届。我
市也将于10月举办咸宁市第三
届“南鄂群星奖”舞台艺术类评

奖活动。
会议指出，要围绕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咸宁撤地建市20
周年和绿色崛起、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三大攻坚战等中心工
作，以各县（市、区）特有的文化
形式，找准方向，选好题材，推陈
出新，精心打磨，实现文艺创作
的重大突破。要始终坚持“两
为”根本方向，紧扣时代和现实，
深入到人民中去，下基层、接地
气开展文艺创作，深挖咸宁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富矿，找准结合
点，彰显咸宁特色，把第三届湖
北艺术节变成展示咸宁形象的
舞台和窗口。

繁荣文艺创作

我市备战第三届湖北艺术节

通城内冲瑶族村

唤醒“瑶”远的美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李子明

本报讯 通讯员陈金凤、夏
朝阳报道：7月1日，第六届香城
大舞台“情系福利院 温暖桂乡
情”慰问演出在咸宁市社会福利
院举行，来自市群艺馆的志愿者
们为孤寡老人带来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文艺盛宴。

演出在器乐合奏《金蛇狂
舞》拉开帷幕，歌舞《祝你健康》、
《看见你格外亲》、戏曲《满江对
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引来
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演出结

束后，文化志愿者们还送上蛋
糕、牛奶等慰问品、将温暖送到
每一位老人心坎上。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
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主
办，市群众艺术馆、市宁博艺术
团承办，旨在体现党和政府对
老年人的关怀，帮助老年人有幸
福温馨快乐的晚年生活，让老年
人绽放金色年华美好生活的芬
芳，弘扬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

我市文艺组织

爱心演出送温暖

近日，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王树冲，专业施工队伍在对王世
杰故居进行修缮前期的准备工作。该故居现存祖屋和老屋均为清
代建筑。届时，白霓镇将以传统民居展、民俗展、王世杰生平相关文
物展、传统手工商品展等方式，开发历史文化乡村游线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陶然 摄

开栏语：中国传统村落是指保留了较
大的历史沿革，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
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传
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
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

目前，我市共有11个传统村落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从今日起，本报推出“走
进咸宁国家级传统村落”系列报道，向读者
推介鄂南大地上形态各异、特色鲜明、极具
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以促进这些历
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利用和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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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贺胜桥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王建桥介绍，政府将牵头与精华纺

织集团公司以订单生产模式进行合作，签订最低保护价收购协议，苎
麻种植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帮助贫困户脱贫，“中国之草”有望变成

“致富之宝”。

从行业创新到行业标杆

胡晓燕告诉记者，精华纺织的产品售价一般比市场同行贵
10%，却受到宜家等世界500强的青睐。

为什么？创新！
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产品升级；通过产品升级，对接市场需求。
精华苎麻通过创新引领苎麻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把高支棉纱生

产设备改造成为高支麻纱生产设备，扩大了市场份额，旗下5家企业
税收均过百万元,产值过10亿元，集团税收近3000万元。

区经信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咸安区苎麻纺织产业集群能
有今天的发展壮大，其原因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的脚步。

在技术创新上，咸安区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引导企业将产品升级
与品牌建设相结合，将产品创意与时尚流行相对接，加快开发创新面
料、服装、针织、装饰织物、家用、产业用等功能性麻纺织产品，力争推
出更多的咸安自主品牌，开拓国内外新的市场。

在业态创新上，利用苎麻资源优势，攻关苎麻饲料化关键技术，
建立苎麻良种园引进示范推广饲用苎麻，逐步发展肉牛、奶牛产业，
构建农经饲统筹、种养加一体的苎麻产业发展新模式。

在产业创新上，围绕延伸产业链招商引资，着重引进能够弥补纺
织产业集群核心技术空白的企业或项目，以提升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有效推动集群的成长壮大。

“我们要成为苎麻纺织的行业标准制定者，行业定价权的制定
者，成为引领行业市场的标杆，通过努力，让精华苎麻纺织尽快上
市。”胡晓燕说。

胡晓燕的愿景代表了咸安区苎麻纺织产业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