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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冲是一个古老的瑶族村寨，
是海内外近400万瑶族同胞的圣地，
也是古瑶文化的发祥地。”当地乡镇
干部介绍，内冲瑶族村位于大坪乡
药姑山南端，地处赤壁、崇阳、通城

和湖南临湘两省四县、市交界处，距
离县城约25公里。

近几年来，内冲瑶族村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立足自身实
际，把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
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
结进步的头等大事，积极探索民族
团结进步新路子，创新民族工作新
机制，有力的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009年，经通城县政府批准正
式设立内冲瑶族村；2012年，内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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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冲瑶族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19年荣获湖北省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近年来，通城县委、县政府集约
资源，科学定位，按照整体发展规
划，将内冲瑶族村打造成为美丽乡
村。该县以“瑶望千年 药韵楚天”为

主题，按照“一轴两环三片”布局，发
掘内冲古瑶文化底蕴，促进文化提
质，着力将“中华古瑶第一村”打造
成为具有浓厚文化和人文精髓的传
统村落。

为了更好地传承瑶族特色文
化，当地对大风磅、石神庙、古民居、
古瑶墓葬等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对
药姑山上千年古栗树、华山松、蕲蛇
等珍稀动植物资源进行保护；对钩
藤、黄精、七叶一枝花等野生中药材
进行保护。

与此同时，当地致力发掘有文
艺特长的本土人才，对与瑶文化有
关的民间习俗进行整理、编排，尤其
是把“拍打舞”“锣鼓赛”等本地文艺
品牌进一步做响。

近两年，当地党委、政府以市场
为导向，以政策为牵引，以种植养殖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大
力发展猕猴桃、柿子、草莓、勾藤、黄

精、黑山羊等优势特色产业，着力打
造一批采摘园和示范基地。

同时，以瑶乡风情、山水田园、
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大力发展集休
闲、度假、娱乐、健身、民宿、餐饮、会
议等多项服务于一体的旅游服务
业，让游客体验“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观自然景、赏民俗情、享田园乐”
为主的乡村旅游之乐。

如今的内冲瑶族村，黄精、钩
藤漫山遍野，果蔬基地连片铺展，
温室鲜花姹紫嫣红……全村农家
乐、酒店、民宿已有20家，带动就业
200余人。去年，村级集体经济实现
年收入12万元，人均年收入8000元
以上。

民族团结 共建和谐
——走进通城大坪乡内冲瑶族村

统 战 之 窗
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③

湖北强大牧业有限公司就《湖北
强大牧业有限公司西海村生猪养殖项
目》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工作，现已
形成《北强大牧业有限公司西海村生
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现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将北强大牧业
有限公司西海村生猪养殖项目有关信
息公开如下：

单位名称：湖北强大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仕胜
联系电话：13476955061
邮箱：391306806@qq.com
地址：咸宁市嘉鱼县高铁岭镇西

海村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
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sLawlK-HTiuB_dsF3GiVsg提取
码：vh4j）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请到以上地址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按照下方链接格式填写意

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
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其他有关主
管部门反映）。

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IGFAoxMFF0vn2FMnbYIaGA

提取码：l3nt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

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联系方式，将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我
单位。在提交意见时，鼓励公众采用
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交有效的联
系方式及常住地址，以便根据需要反
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
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6月28日-2020年7月9日。

湖北强大牧业有限公司西海村生猪养殖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通山开展

特色导游培训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记者从通山

县文旅局获悉，该县举办了一期全域旅游导游（讲
解员）专题培训班，为期3天的课程结束后，18名
学员获得优秀学员证书。

据了解，此次培训课程内容主要为导游词创
作与讲解技巧、导游员的形象塑造和职业素养、接
待礼仪、全域旅游时代的导游讲解能力提升等，旨
在让学员全方位多领域学习和提升自我素质。学
习期间，学员们在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完成了各项
学习内容。此次培训结束后，该县还将从这18优
秀学员中选拔出优秀导游进行重点培养，针对通
山旅游特点，培养一批具有通山特色的专业导游
队伍。

水果冰淇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最近一周连续高温，我每天骑着电动车上下
班，摘下头盔，总是满头的汗。每天最期待的就是
下班回到家，从冰箱中拿出一份冰淇淋，一口下
去，奶油的香甜和冰凉同时迸裂开来，仿佛迎面吹
来了一阵凉风，暑气也一下子散去了。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买上一
根冰棍，和朋友边吃边聊，别提有多开心。那时候
的冰淇淋种类比较少，大多都是带着冰碴子的冰
棍和冰袋，没有什么甜蜜绵软的口感，硬邦邦的只
有淡淡的甜味，也能和小伙伴吃的很开心。

现在长大了，市面上的冰淇淋种类越来越
多，自己也参加工作，兜里有钱能买想吃的冰淇
淋了，可望着超市里各色巧克力的、水果的、奶茶
口味的冰淇淋，觉得眼花缭乱的同时，还要考虑
热量、添加剂等种种，也不敢像小时候一样想吃
就买了。

恰巧前两天，刷微博的时候，在热搜上看到了
有美食博主分享了家庭版水果冰淇淋的做法，做
法简单不复杂，嫩黄的菠萝口味冰淇淋、粉红的草
莓口味冰淇淋、乳白的椰子冰淇淋……光是看着
图片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而且自己做的冰淇
淋，口味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食材也是自己
买的吃起来更安全放心。

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任意水果，夏季可以选择
常见的菠萝、椰子、桃子、草莓等。将水果清洗干
净，然后将水果横切一刀，用勺子掏出其中的果
肉，保留水果形状的外壳。

紧接着，在无油无水的干净容器中，倒入两杯
淡奶油、四分之一杯炼乳、半杯白砂糖，用电动打
蛋器打发至有纹路。这一步中，白糖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酌情添加，半杯白糖是博主反复测试出
的最佳量。最后，再加入一杯酸奶。选择普通的
原味酸奶即可，用勺子搅拌均匀。

最后，将上一步搅拌好的冰淇淋原料倒入挖
空的水果外壳里，按照一层冰淇淋糊一层果肉的
顺序将水果外壳填满，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冻
两小时以上，即可食用。

火红七月，带你回望红色岁月
咸宁，是一座集革命老区、苏区、边区为一体的红色城市。在咸宁这块土地上，中国人从建党初期直到新中国

成立，浴血奋斗，勇于献身，牺牲数万烈士，留下八千英名，也留下了一大批名人和烈士故居、红色政权遗址、红色武
装诞生地。这些红色印记，典藏了历史，穿越了时空，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永久的向往和神圣的殿堂。

重温党史 纪念馆藏文化之旅

推荐游览线路：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秋收暴动
纪念馆

在咸宁众多珍贵革命遗址遗迹中，北伐汀泗桥战役遗
址、湘鄂赣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名录》。

参观经典景区，能深入了解发生在咸宁的中国革命重
大历史事件，近距离感受咸宁土地上的红色血脉。

汀泗桥战役是北伐战争3个主要战役的第1个战役
和关键战役，为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
础。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加速了中国
革命进程，为在武汉建立国民政府打下了基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为扼守汀泗桥，攻取武汉打
开南大门，与军阀展开猛烈对峙。为了纪念这一重大战役
及在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29年，国民革命政府在此修了
烈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建成“汀泗桥北伐烈士陵园”以
示纪念。塔垴山顶，仍有战争留下的碉堡与战壕遗址。后
兴建纪念馆，展示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平定三湘、攻克汀
泗桥、进占武汉的有关照片和实物资料。战争的硝烟虽早
已消散，但这些见证历史的实物和图片，却能让人深切感
受到北伐战争的艰苦卓绝，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推荐游览线路：嘉鱼县烈士陵园——簰洲湾
抗洪烈士陵园——陆水村烈士陵园——赤壁市烈
士公园——羊楼洞烈士陵园——通山县烈士陵园

为纪念“抗洪英雄”高建成等19位烈士兴建
的“抗洪烈士陵园”“抗洪烈士纪念碑”。位于嘉
鱼县中堡村境内，距簰洲湾溃口处约 1千米。
1999年2月兴建，1999年7月落成。19座烈士
墓，均为花岗岩基座，大理石墓碑，上面镶嵌英雄
遗像，镌刻着英雄的名字和生卒年份，背面铭记
其生平事迹。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大量
伤病员从前线转运到后方，急需救治。湖北省军
区在羊楼洞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
备医院，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5年间，这里先后
救治了1200多名伤病员。1956年，羊楼洞“野战
医院”完成使命后撤销，142块墓碑就这样鲜为人
知地遗落在这片青山绿野中。

追访英烈 寻迹红色经典之旅

致敬先贤 英雄故居缅怀之旅

推荐游览线路：何功伟烈士故居——钱亦石故居——
钱氏英烈纪念馆

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者何功伟烈士故居由老屋
和纪念亭二部分组成。纪念亭坐落在故居对面50米处的
山坡上，纪念碑上有钱瑛纪念“何功伟烈士就义二十一周
年”的颂词，塔式题词牌坊上刻有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等领
导的题词。老屋是典型的清朝民居风格，里面展出有何功
伟烈士相关的图片、书信1000余件。

钱亦石故居是清朝时期的民居建筑，为一进两重连五
传统式砖木结构楼房，钱亦石先后在这里居住了26年。

钱氏家族是鄂南闻名的红色家族，产生了钱亦石、钱
瑛等不少精英人物。纪念馆内，墙上张贴的钱氏革命英烈
的事迹介绍和图片资料, 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艰苦卓绝的
峥嵘岁月。

烽火硝烟 战斗遗址热血之旅

推荐游览线路：三·一八惨案丛葬坑——赤壁金峰山革命遗址
——天岳关抗日将士纪念亭

1939年3月15日至17日,日军角和部队与国军197师丁秉权
部40团在望稼墩一带激战惨败后，于3月18日对大屋万周边等9个
村庄进行疯狂报复，使112人同日身亡，20户被杀绝，420余栋房屋
被烧毁，135户388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咸安三一八惨案丛葬
坑，对于警记历史，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有重要意义。登上这片红色
的土地，顿觉肃然起敬。

革命传承 社会新风教育之旅

推荐游览线路：通城红色小镇——苏塘红色旅游区
通城塘湖镇是一个集老区、山区、边区、库区于一体的革命老区

乡镇。作为通城县最大的苏区，塘湖镇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重要组
成部分，是开国元帅罗荣桓起步的地方，境内红色遗址众多，罗荣桓
元帅早期活动革命纪念馆、通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湘鄂赣省委党
校旧址等至今保存完好。

金塘镇高枧乡位于崇阳县东南部，是全国蓍名的革命老区，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罗荣桓、王震、张体学等曾在此战斗
过，原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在此英勇献身，其烈士陵园已被
列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