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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2 日，绥
宁县第四届“十月兄弟节”在
东山侗族乡双门村文化广场
隆重举行，来自怀化靖州、通
道、会同和我市绥宁、城步等
地的上万名苗侗同胞欢聚一
堂、载歌载舞，欢庆这一民族
传统节日。

“十月兄弟节”是湘西南
少数民族共同的节日，史称

“十月节”“七子节”“七祖节”，
该节传承至今已有570多年的
历史。据史料记载，明朝正统
年 间（公 元 1436 年 — 公 元
1449 年），湘桂黔交界地区爆
发了以蒙能为首的少数民族
起义，杨光拳率家兵响应，被
困武冈城。黄、王、陆、马、蒋、
吴、龙七姓首领带兵前往武冈
营救，因寡不敌众，其他六姓
首领阵亡，陆姓首领护送六位
兄弟的首级回联丰后，自杀成
仁，成就了“不求同日生，但求
同日死”的桃园兄弟情谊。后
世为纪念“七兄弟”为民请命、
侠肝义胆、共赴生死的民族气
节，特设“十月兄弟节”以示纪
念。节日流传久远，至今已演
变为集民俗活动展演、民族艺
术展示、民间美食品尝和乡村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文
化活动。

第四届“十月兄弟节”由东
山侗族乡人民政府主办，东山
侗族乡双门村、靖州县黄氏总
祠联合承办，旨在弘扬传统民
族文化，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文艺汇演中，《欢迎你到
侗乡来》《苗家姑娘过山来》等
当地特色民族歌舞让观众如
痴如醉，《中国美》《快乐节日》
等节目讴歌新时代。活动组
委会还特邀男高音歌唱家龙
涛、著名歌手蒙丽妃等前来义
演助阵，让观众们享受到了一
场精彩的音乐盛宴。活动期
间，该村还举行了大型舞龙、
舞狮、唱土地、唱山歌、吹芦
笙、逗春牛、划彩船、打铜钱、
闹年锣等苗、侗族特色民俗表
演活动。

双门村是县级贫困村，由
原石桥、路斯、乐界、大氹四村
合并而成，现有村民2367人，
为东山侗族乡第二大村。双
门村于唐朝初年建寨，宋哲宗
年间龙宗麻率兵平蛮落迹东
山铁冲后，村寨初具规模。该
村生态优良、植被繁茂，历史
文化源远流长，是宋代名将龙
宗麻三代安寝之地、太平天国
翼王石达开的演武之地，有绥
宁县传奇人物杨登斋研究天
文的日晷、七星桥遗址、七子
太公庙遗址、清代崇正书院旧
址及“天一阴井”“天一阳井”
两大古井等遗迹和景点。游
客在观赏精彩的民族民俗活
动之余，还可游览大量的历史
文化遗迹，感悟传统文化的无
穷魅力。

据悉，第五届“十月兄弟
节”将在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
族乡乐安村举行。
（艾 哲 向云峰 龙宪智）

邵怀两地上万苗侗同胞欢聚绥宁，共庆民族传统节日“十月兄弟节”

相约十月节 携手兄弟情

本报讯 12 月 12 日，从羴牧牧业
传来的消息令人好奇：在羴牧集团位于
城步的奶山羊养殖基地中，一批特殊的
小羊羔陆续诞生，这些新诞生的小羊羔
几乎全部是雌性的。

为何羴牧出生的小羊都是雌性
的？羴牧牧业的技术人员揭开了谜底，
原来是因为羴牧牧场采用了全球最先
进的生物工程技术——性控技术。

技术人员介绍，哺乳动物胎儿的性
别是由父代提供的性染色体决定，称为

X染色体和Y染色体，父代产生X和Y
两种染色体，母代仅产生X染色体，受
孕的时候 XX 结合就生成雌性宝宝，
XY结合就生成雄性宝宝，自然受孕时
染色体随机结合，所以胎儿性别“天注
定”。

性控技术是指通过人为干预，使动
物繁育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性别繁殖后
代的技术。该技术在母羊怀孕前，通过
人工干预的方式将X、Y精子分别筛选
出来，只给母羊提供X精子，这样羊妈

妈产下的小羊羔就全部都是雌性的。
“性控羊宝宝”的出生，代表着羴牧

牧业成为少数掌握此项先进技术的企
业之一，能有效提高牧场的效益，又能
为牧场今后实现自繁自养提供更多的
小羊羔，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安全优质的
羊奶及羊奶制品，还能有效改善我国奶
山羊的性能，提高我国羊乳行业在国际
上的竞争力。

（封明海 陈武萍）

我市第一批“性控羊宝宝”诞生

本报讯 12 月 12 日，冬日的阳光
格外温暖，武冈市湾头桥镇朝阳村等8
个光伏电站的开业红绸格外鲜艳。随
着并网开关接通，该市21.6兆瓦委托帮
扶光伏发电站正式投产运行，日均可发
电4.9万千瓦时、电费收入4.2万元，以
此保障85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
5 万元和 1049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
至5年每人每年增收1000元，从而建立
了产业扶贫委托帮扶机制，助推退出贫
困。

武冈市是武陵山集中扶贫攻坚片
区贫困县（市），并村后有贫困村85个、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33833 户 115811
人。今年5月以来，该市把光伏发电作
为产业扶贫的核心产业来抓，创新机制
推进。

武冈市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全

市光伏产业扶贫项目指挥部，从发改、
电力等相关部门抽调9名精干力量，分
设综合组、工程组、协调组，分工协作负
责项目建设日常工作。同时，精心制定
专项实施方案，实行“六统一（统一选
址、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标准、统一
依法确定专业施工企业、统一并网、统
一运维管理）”和“两保障（保障85个贫
困村集体每年各增收5万元、保障1万
名委托帮扶贫困人口 3 至 5 年各分红
1000 元）”的建管模式，分 3 个标段，采
取工程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承包的
EPC招投标方式，分包给湖南红太阳、
中科恒源、永清环保3家光伏行业领军
企业，集中在湾头桥镇朝阳村、邓元泰
镇农家村、水西门街道万全村等8个地
点集约建设21.6兆瓦委托帮扶光伏发
电站。

该市按85个贫困村各建1个60千
瓦光伏电站、利用扶贫专项资金和金融
扶贫资金为贫困群众建设委托帮扶光
伏发电站的投资思路，组建由常务副市
长任董事长、市政府办主任任总经理的
国有独资企业——武冈凌云扶贫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光伏项目的投资业
主。并通过与贷款银行、扶贫办、贫困
户签订四方协议及国有独资的城建投
资公司连带担保、与贷款贫困户逐一签
订帮扶协议，灵活采取“分贷统还”和

“户贷户用”模式，按照“五种不纳入”和
“两个优先”条件，筛选发动 2702 户
10495名贫困人口通过金融扶贫小额信
贷筹资 10495 万元，确保了光伏电站 8
月中旬动工，10月底完成主体，12月初
并网发电。

（程容清 刘建波）

武冈市强力推进光伏扶贫

百日建成21.6兆瓦光伏电站

本报讯 12月8日，笔者在邵
阳县塘田市镇肖八村走访时，看到
走在路上的老人、中年人随时将脚
下的垃圾拾起，扔进路旁的垃圾
桶。村支书肖体英说：“村民主动
拾垃圾，是我们的环境卫生实现村
民自治的一种表现。”

肖八村是城乡环境同治的示
范村。今年，为进一步巩固城乡环
境卫生同治工作，该村“两委”通过
召开党员组长会、群众代表会、村
民小组会等会议，制定《环境卫生
村民自治公约》，由村民代表组成

卫生监督小组，定期检查卫生，及
时发现、清理卫生死角，对不整洁
的组、户进行“曝光”，推动全村“讲
卫生、改陋习”的风气日渐浓厚。

如今，村民从随意丢垃圾到主
动拾垃圾、清垃圾，300 户村民户
户实现了从“禽畜散养”到“禽畜圈
养”的转变，该村逐步形成了“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
督”的农村卫生保洁长效机制，村
民自觉扮靓美丽家园。

（康 煌 刘金刚）

村民自治扮靓美丽家园

12 月 9 日至 10 日，洞口县
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籍爱心人
士郑炼，先后走进大屋瑶族乡高
峰村和月溪乡栗山村开展暖冬
爱心帮扶活动，为129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送上价值 4 万余元的

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在长
沙经商的郑炼表示，今后将继续
不遗余力地帮助偏远山区的贫
困群众，帮助他们早日脱贫，让
他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谢定局 薛源）

爱心帮扶情暖山区贫困群众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宁县白
沙镇财政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强
农惠农政策，全面提升财政补贴资
金的服务效能，让广大群众从中得
到实惠。截至 12 月初，该所共发
放退耕还林粮食补贴、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农村低保、农机具购置补
贴等 50 多项惠农资金近 1350 万
元，无一错发漏发现象。

宣传贯彻到位。白沙镇财政
所主动担起惠农政策宣传员的职
责，多次到田间地头宣传，同时对
各村秘书进行了专项培训，并印发
惠农补贴宣传资料，发放到群众手
中，让群众对自己所享受的政策心

中有数。
工作流程到位。该所严格规

范操作，要求张榜公示到人、存折
发放到人、资金准时兑付到人，不
得拖延补贴发放时间，不得截留挪
用补贴资金，做到惠农政策公平公
正公开。

资金管理到位。该所建立健
全强农惠农资金管理制度，做到专
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年
初，通过调查摸底，发现辖区内有
400余户常年外出务工的群众，该
所多渠道联系外出农户及时领取
补贴，确保及时把惠农补贴发到群
众手中。 （羊早华）

新宁县白沙镇财政所

“三到位”落实惠农政策

本报讯 上月底，中共城步苗
族自治县委办、政府办联合发文，
建立领导干部离任档案工作审查
制度，这是全国首份将档案工作纳
入领导干部离任审查的文件，是新
时代下确保国家档案完整与安全
的一项重大创新突破。

该县建立的这项制度规定：县
属各单位党政正职在调任、转任、
轮岗、免职、辞职、退职之前，必须
接受任期内档案工作审查，审查不
合格的一律不得离任或暂缓离
任。审查的内容与标准包括四项：
单位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达到省
二级以上标准；单位档案工作完成
当年的档案工作年检年审；任期内

涉及档案工作的违法违纪案件办
结完毕；任期内公务活动文书及借
用的档案清退移交给单位综合档
案室。

审查工作由县委组织部牵头，
县纪委、县档案局配合，具体由县
档案局按审查内容与标准现场进
行审查，要求在 5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查完后填写统一印制的《领
导干部离任档案工作审查表》，报
县委组织部作为是否离任的依据。

文件特别强调，在机构改革和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领导干部的
离任更要严格地执行此项制度，坚
决避免国有档案资源流失。

（周后平 伍建军）

城步建立领导干部离任档案工作审查制度

审查不合格不得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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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洞口
县月溪乡白羊村“11.4”火灾的
灾情深深牵动着东莞市洞口商
会爱心企业家的心。12月9日，
东莞市洞口商会会长刘丰相、商
会慈善会长肖礼师等一行，来到

白羊村为受灾户送去爱心善款
3 万余元、新衣物 300 余件。截
至目前，白羊村火灾受灾村民共
收到各商会爱心善款近二十万
元。 （宁小华）

东莞洞口商会资助受灾村民

让爱在阳光下连接

12月12日，隆回县司门前镇农民在制作猪血丸子。进入冬季以来，该
县北部山区小沙江、大水田、司门前等乡镇农民，利用传统手工艺优势，加
工腊肉、猪血丸子、豆腐乳等特色美食，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各地。

贺上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