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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曾书雁）
“散装白酒、腊制品、饮料、炒货……这
8类食品，您最关注哪一种？快来参与
投票吧！”近日，邵东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查”第5期
投票活动正在该局微信公众号火热进
行中。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邵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从群众最关注的
事做起，让群众一起参与共同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其中“你点我查”
以其快捷、创新的方式吸引了众多市
民参与。

据了解，该局通过引导市民扫描
微信二微码进行网上投票，让老百
姓“你点哪种，我们就抽检哪种”，引导
广大市民自觉参与到食品安全日常监
管中来。目前，该局已对糕点、肉制品、
休闲食品等12大类食品开展抽检111
批次，并及时将抽检结果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媒体向社会公示，进一步促进
了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规
范生产经营行为，做良心食品、放心食
品、安全食品。

“看了你们检测的农产品都是合
格的，我们吃得更放心了！”有网民为
该活动点赞道。自开展“你点我查”进
市场活动以来，邵东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食品安全快检车已成了该市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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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斌 袁学龙
肖炜桦） 灯笼挂起来，苗歌唱起来，芦笙吹
起来，傩舞跳起来，拦门酒喝起来……12 月
15 日（农历 11 月 20 日），绥宁县寨市苗族侗
族乡六鹅洞村坝那部落热闹非凡，苗族同胞
们喜迎四方宾客，载歌载舞欢度苗年。来自
怀化的游客贺先生高兴地说：“我来参加绥宁
黄桑坝那部落过新年活动，这里的山美、水
美、人更美。祝坝那部落一年更比一年好！”

坝那部落是苗族现存最古老的部落之
一。坝那苗民主要生活在绥宁县寨市苗族侗
族乡的六鹅洞村和铁杉林村两个村内，其中
六鹅洞村约有坝那苗民300人左右。坝那人
一直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穿直
筒裤、对襟衣，男子戴黑头帕，女子挽小髻子，
擅长狩猎、吹芦笙、唱山歌，就连语言都是稀
有独特的“寨上话”，当地人称为“坝那语”，

“坝那族”由此得名，苗年是他们的传统节日。
近来年，坝那部落通过精准扶贫和乡村

旅游开发，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容村貌变了样。驻村扶贫工作队筹资37万
元修建了新寨门、停车场、垃圾焚烧炉等基础
设施，并进行了组道硬化。乡村旅游火了。
部落依托六鹅洞、曲幽谷景点，打造坝那部落
生态民俗苗寨，成立了坝那部落生态旅游开
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民俗表演队，队员每年
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目前，六鹅洞村共开
设农家乐7家，苗家餐饮文化备受八方游客
青睐。村里的产业发展了。该村成立了磨潭
种养扶贫专业合作社，2018年完成南竹低改
285.1亩，种植绞股蓝29.5亩，种植天麻1000
窖，流转土地30亩种植桃树2000余株，仅南
竹低改一项人均增收3200 元。通过勤劳的
双手，2016年坝那部落人平增收3000多元，

脱贫 49 户 186 人；2017 年脱贫 32 户 137 人；
2018年脱贫7户40人；2019年脱贫2户4人，
实现了精准脱贫目标。

“钱袋子”鼓起来的同时，坝那苗民的
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在扶贫工作队的帮
助下，坝那部落成立了民俗风情表演队，一
批精彩的民俗节目如《坝那哦嗬》《祭狗》等
渐渐走出大山，走向市外、省外、国外大舞
台。如今，坝那人的幸福生活就像芝麻开
花节节高，一年一度的苗年，年味也一年更
比一年浓。

六鹅洞村党支部书记龙开春兴奋地说：
“坝那部落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四海宾客纷至
沓来和我们一起过苗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游客王先生在体验了苗年丰富的原生
态民俗活动后满意地说：“今天来过苗年，感
受到了苗族浓郁的文化气息，我们很开心。”

挂灯笼唱苗歌，吹芦笙跳傩舞，苗年劲吹文旅风——

坝那部落撩开神秘面纱喜迎宾

12 月 11 日上午，在武冈市邓元泰镇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内，文艺志愿者表演的舞
蹈《学习雷锋好榜样》拉开了“共创富强文明
美丽家园”主题演出的序幕。紧接着，团体
广场舞《中国，你好》、小品《母亲》等精彩节
目依次登场亮相。演出结束后，该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还组织百余名文艺志愿者开展
小区卫生清扫活动，赢得了入住群众的一致
好评。

精准对接观众需求，激发乡村文艺新气
象。今年来，邓元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采
取“轻骑兵”小分队的形式，精选出一批机动
精干、水平精湛的优秀编导、演员等，根据群
众需要编排节目，因地制宜地把精彩的表演、

厚实的“文化年货”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营造
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相关活动也突出文化文艺小分队的特
色，通过把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使
文艺志愿服务工作的开展更加灵活，在交流
中向基层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传授了专业
知识，激励着他们提高业务能力和组织水平，
实现了“送文艺”与“种文艺”的结合，为基层
文艺创新注入了活水。

传播党的好声音，唱响新时代，讴歌新生
活。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首要任务，邓元泰镇“文艺
轻骑兵”紧紧围绕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主题，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唱响中国梦、展现新成就、讴歌新生活。他们
的精彩表演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
也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为农村文化生活
注入了新的内涵，彰显出文化振兴乡村的强
大精神动力。

下基层文艺演出，播撒欢乐和文明的种
子，邓元泰镇“文艺轻骑兵”增强责任担当，坚
定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同时也感受到了乡村大舞台的魅力，收获了
观众如烈焰一般的热情。基层艰苦的条件，
让大家经受了历练，也找回了初心，对文艺与
人民的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透彻。演出之
余，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要以群众的需求为
创意的源泉，努力创作出更多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优秀作品。

“文艺轻骑兵”纵情唱“新”歌
通讯员 关杨博 李明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妮 李姝） 12月10日14时44分，邵阳县
下花桥镇某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灾，专职消
防队快速出警，成功救出被困群众。

“昨天我在这里做事，看到四楼窗户冒
烟，我觉得应该是起火了，就马上报了 119。
消防队不到5分钟就过来了。”附近居民孙小
明回忆道。

接到报警后，下花桥镇专职消防队迅速
出警，14时49分赶到现场后得知还有一名三
岁小女孩被困于房中，队员迅速对现场火势

进行判断并展开救援。
“当时我们过来后就发现这个房子浓烟

滚滚，火势很猛。”辅警队长周竹林介绍，“通
过观察，发现是沙发这个位置起火，便用水枪
对准沙发方向灭火。”

经过三分钟的紧急扑救，火情得到控制，
专职队员将小女孩救出。随后，赶来救援的卫
生院医护人员对小女孩进行了身体检查。所
幸小女孩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无大碍。

事后，专职队员对现场勘察发现，事故原
因疑似电烤炉使用不当。专职消防队长随即

对现场群众进行了安全用火用电宣传。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年

以来，邵阳县委、县政府集中人力、财力，组建
了18支乡镇专职消防队、393支村级志愿消
防队、27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实现了消防救
援力量的全覆盖。乡镇专职消防队及村级志
愿消防队、社区微型消防站切实担负起“灭火
救援的先遣队”“消防安全的宣传队”“火灾隐
患的巡查队”职能，为第一时间迅速扑灭火险
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提升基层消防应急处置
能力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他们坚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警必出、闻
警即动”，快速高效地确定灭火救援目标，最
大限度地减少火灾损失，充分发挥基层消防
力量“救早、救小、救初期”的关键作用。

乡镇消防队快速灭火救人 邵阳日报讯（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吴艳红
伍先安） 12月10日，新邵交警大队相关领导来到
辅警陈某芹家中，送上大队民警、职工、辅警筹集的
13850元爱心款和暖心慰问。

陈某芹是新邵交警大队城区秩序一中队的一名
辅警。今年8月，陈某芹被确诊患了咽喉癌，11月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花费近10万
元，后期还需要近30万元的化疗费用。陈某芹家中
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10多岁的孩子，高额的
医疗费用让一家人陷入了困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得知陈某芹的情况后，
新邵交警大队迅速组织全体民警、职工、辅警为其
捐款。倡议发出后，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共筹得爱
心款13850元。

齐 心 伸 援 手
温 暖 辅 警 心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陈淑娟） 在最近一次
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通报的“学习强国”学习管
理组数据情况汇总中，该县城管局取得当日人均积
分第一的成绩。

今年10月以来，为切实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
论水平，该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下载使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每人每天学分达到或超过一定分数。
对尚未进入学习组织的在职干部职工，下属单位或
股室第一时间督促其进入学习组织并进行学习。

为督促干部职工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该
局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用工作纳入年度考核指
标；着力强化日常调度，要求各单位、股室及时督促干
部职工提升学习覆盖率和参与度；做到领导干部带头
用、党员干部积极用、查阅资料首先用、学习知识经常
用。同时，该局对学习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激发广大
干部职工主动
学、深入学的
热情。

城步城管局
多措促学树新风

为提升新宁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绿色”出
行便利，该县志愿者于2016年成立崀山公益顺风车
协会。截至今年8月，协会已拥有40多个公益顺风车
群，爱心车主已达1600余人。图为12月15日，来自
新宁县各乡镇的18名儿童挥毫泼墨，为崀山公益顺
风车代言。 通讯员 石国兴 摄

12月14日，新邵县

坪上镇清水村长寿广场

上，长寿·清水乒乓球联

谊赛正在举行，游客们

三五成群赏景拍照，喝

上一口百岁泉水，再看

上一场乒乓球赛，感受

国球魅力，好不惬意。

31 位乒乓球爱好者轮

番上阵对决，引得围观

游客阵阵叫好，大赞休

闲舒适的乡村旅游和激

烈的体育竞技“擦出火

花”，令人印象深刻。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颜石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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