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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五，原名赵宗信，又名赵扶
汉、赵济民、赵亮。 1898年出生，濉溪
县百善镇前营孜村人。

赵建五弟兄 4 人，他居长，二弟
赵宗喆是濉溪县最早的党员之一，三
弟赵宗礼也是共产党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

运动蓬勃兴起。 赵建五感到，社会要
发展、要前进，就得冲破封建宗法思
想的束缚， 依靠大众的力量去斗争、
去创造。

1925年，赵建五加入青年进步组
织—群化团，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和认识。1926年 10月，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 开始了新的革命历
程。 入党后，他情绪高昂，决心实现
“推翻军阀统治，解放劳苦大众”的入
党誓言，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1931年夏初，赵建五加入红军不
久，在奉新县的会埠战斗负伤，左腿
胫骨被打断，送往医院治疗。 1938年
2月，赵建五回到家乡，看到大革命时
期的老党员们正奋然而起，多方奔走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他深受鼓舞，立
即加入抗敌救亡社。

1938年 5月， 侵华日军进占百
善、临涣，人民顿遭劫难。为解民于倒
悬，抗击日寇、保家卫国，他挺身而
出，以抗敌救亡社的名义，在百善地
区组建人民自卫联防队。他先把自家
的枪支捐献出来，又动员四方乡邻捐
献枪支，很快一支近百人的抗日武装
建立起来，赵建五担任联防队队长。

后来， 赵建五恢复了本村的小
学，自任校长，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开
展革命工作。 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

党组织决定由他来做当地上层人士
统战工作。 赵建五与日伪顽巧妙周
旋，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
任务。

1944年秋，新四军四师收复路西
地区，宿西县各级政权相继恢复。 赵
建五仍在家乡小学当校长，推动了百
善地区“双减”工作的开展。

1945年 4月，他被任命为宿西县
文教科副科长兼宿西中学副校长，具
体负责中学筹建工作。 次年 1月，改
任文教科科长兼宿西县中学校长。 6
月，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
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全
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赵建五
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动员全校师生参
军、参战。

1947年 6月 30日， 刘邓大军强
渡黄河天险，拉开了解放军大反攻的
序幕。 赵建五亦随军南下，来到了豫
东。 9月，赵建五重回地方工作，先后
任萧宿永县、宿西县政府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赵建五先后任阜
阳专署民政科科长、合肥师范学校校
长。1956年，任合肥市教育局代局长。
他努力工作，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为提高全市教育质量费尽心血。

1971年 10月，赵建五退休，1983
年 8月离世。

水流千转归大海
———赵建五同志传略

赵建五同志

“到基层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 ” 像千千万万的挂职干部一
样，2018年 8月，市纪委驻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纪检组副组长杨晓娟，
由组织派任到杜集区矿山集街道挂
职党工委副书记。从那一刻起，这个
气质儒雅的女同志， 开始成为矿山
集这片热土上为百姓做实事、 为群
众谋福祉的一员， 为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写满着奉献和
付出的故事。

由于先前一直在市直机关工作
二十余年，对杨晓娟来说，基层工作
就是一个“新业态”，工作头绪多，一
时难以理顺，“是压力更是动力，到
任后我首要任务就是学习。 ”杨晓娟
笑着说。

刚分管农业农村这块工作时，
为更好开展工作，本着从头学习、从
新开始、从严要求的心态，她认真学
习中央、省、市、区有关“三农”工作
相关文件， 学习近年来的政府工作
报告，了解乡村振兴有关知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初到基层的杨
晓娟来说， 重任落到肩上， 但这份
“生态问卷”并不好答。 为确保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杨晓

娟多次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
推进会， 并组织各村居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互查活动， 在多次走村入户
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制订 《矿山
集街道办事处人居环境整治方案》，
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杨晓娟告诉记者， 矿山集街道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美家美院清
洁行动及劳动美公益超市积分兑换
活动相结合， 动员群众参加美家美
院环境营造、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 提振群众自觉建
设生态宜居家园的精气神。 通过整
治，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达 100％，
“两治、三清、四拆、五净”基本取得
成效。

对于如何加强城市管理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杨晓娟有自己的工作
方法。 她严格按照“精细规范”城市
管理总要求，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
完善上下班考勤等一系列制度规
定，用制度来严明工作纪律，她分管
城管期间，矿山集在全市 15个镇办
智慧城管平台考核中连续数月排名
第一。 除了打好容貌秩序治“乱”战
及城乡建筑治“违”战，她还高度重
视大气污染防治， 加大三场一站专
项治理力度，对梧桐路、开渠路等道
路两侧沙场、料场、煤场及搅拌站进
行集中治理。 2018年全年 PM2.5监
测平均数据 54.9微克/立方米，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75%， 比 2017

年提高了 5.1个百分点，在三区一县
中居第一位。 此外，杨晓娟还主动参
与环保、棚改、文化等相关工作，在
实践中增进民生福祉。

工作一忙， 早出晚归也是常有
的事。 丈夫在公安系统上班，两个女
儿都在读书，“四个人四个地方吃
饭。 ” 孩子偶尔会抱怨中午吃方便
面、饺子太多都不想吃了，每当这时
杨晓娟都会心里一阵发酸， 而她也
只有每次晚上回到家能为孩子做点
好吃的。

提起前段时间小女儿的生日，
杨晓娟流露出对女儿的内疚之情。
“说好一家人一起为女儿庆生，不过
当晚临时有紧急工作， 也就没能陪
女儿， 晚上带着忙碌一天的疲劳回
到家里， 一家人都从外面吃饭回来
了， 女儿对没能陪她过生日还生了
气。 ”杨晓娟打趣道，好在丈夫理解
支持自己，让她满是欣慰。

挂职一年，杨晓娟累并充实着，
但同时又是幸福的。 她的幸福来自
于她的工作， 她用全身心的投入践
行自己心中朴素的信念： 为老百姓
办实事， 用汗水回馈矿山集这片热
土。

生态美则文明兴。 如今走进矿
山集街道各村庄， 路面宽敞了，房
子美丽了，环境整洁了，日子幸福
了，村民既看得见山水，又记得住
乡愁……

行动践初心 奉献担使命
———记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杨晓娟

9月 7日， 濉溪县 2019年度新兵
欢送现场，数百名应征新兵胸带红花，
英姿勃发。 这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兄弟
格外引人注目。 一对是来自濉溪县濉
溪镇的谢胜新、谢胜彬兄弟，另一对是
来自濉溪县临涣镇的李店兴、 李店旺
兄弟。 如今两对双胞胎兄弟都双双到
部队入伍，共同圆了军营梦。

9月 9日，记者分别到两对双胞胎
兄弟家中， 对即将踏入军营的他们进
行了近距离采访。 家住濉溪镇濉中社
区的谢胜新、 谢胜彬兄弟是 2001年 9
月出生， 他们的父亲谢玉乐也是一名
退伍军人，曾于 1992年入伍在青岛警
备区服役， 期间荣获部队五次嘉奖和
优秀士兵称号， 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97年， 谢玉乐退伍回到地
方， 安置到安徽口子酒业车队工作至
今。 自小，谢胜新、谢胜彬兄弟受父亲
影响， 经常从电视里收看军旅生活节
目，对军旅生涯充满了向往。 父子三人
还经常在一起交流，一起锻炼，父亲谢
玉乐言传身教， 为两个儿子参军做好
准备。

“濉溪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从小还
经常听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爷爷讲战
争故事，同时又受到父亲的熏陶，所以
我也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作贡献。 ”哥
哥谢胜新说。

“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国家越来
越强大，我们应当保护这个国家，身为
男子汉，应该去当兵。 ”弟弟谢胜彬说。

今年征兵季， 已经考取淮北职业
技术学院的两兄弟听说县里开始征
兵，便一同报名参军。 两兄弟家的长辈

们都非常支持孩子们的决定， 认为投
身部队既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也
是让孩子锻炼、成长的好机会。 在顺利
通过政审关和体检关后，谢胜新、谢胜
彬兄弟俩分别被中部战区某部选中，
即将踏入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由于父母在淮北市区做小本生
意，濉溪县临涣镇张楼村的李店兴、李
店旺兄弟俩现在跟着父母居住在淮海
路某小区。

当天下午，记者见到李店兴、李店
旺兄弟俩时， 他俩正在小区健身广场
单杠上做引体向上。

“每天都练，一百个俯卧撑，一百
个仰卧起坐，一百个引体向上，外加 6
公里长跑，天天如此。 ”两兄弟的父亲
李明云对记者说。

“加油，俩儿子! ”母亲张玉英满面
笑容，异常高兴。 她高兴地说，当兵是
好事， 能去当兵是喜事， 我们积极支
持！ 男子汉就要去部队锻炼成材！

哥哥李店兴、 弟弟李店旺出生于
2002年 9月 10日，踏上开往部队列车
的当天正是 17周岁生日，父母对此也
十分高兴， 称正好是他俩人生的一个
新起点。 临涣镇是革命老区，走出过担
任中共长淮特委书记的朱务平烈士和
淮北英杰徐风笑， 临涣文昌宫是淮海
战役总前委旧址所在地， 这个镇有着
光荣的革命传统。 兄弟俩从小就很懂
事，一到农忙时节都比着干农活。 今年
上半年， 两兄弟刚从宿州市蕴才职业
培训学校计算机专业毕业， 同时商量
好在网上报名参军。 原本想着母亲不
舍得， 没想到父母得知体检的消息后
都非常赞同儿子的选择。

“自己年少时习武两年，但没有经
历过军旅生活，感觉人生不完美。 ”李

明云说， 钱可以再去赚， 书可以再去
读，但是军营生活是青春人生的财富，
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两个儿子有这个
志向，也算帮当父亲的圆了军旅梦。

一同体检，一同训练，等到一同家
访时。 临涣镇人武部部长孙超解释说，
如果不舍得两个孩子同时入伍， 可以
留下一个照顾家庭。 父母征求俩孩子
意见时，他俩再没了以前的相互谦让，
谁都不愿意留在家里， 都想走进军营
实现梦想。

濉溪县人武部领导闻讯后， 非常
理解支持这对双胞胎的选择并积极提
供帮助， 最终他们兄弟俩一起被北京
卫戍区选中，在同一部队，彼此相互鼓
励，共同进步，比翼双飞。 这个安排让
这对双胞胎父母非常感动。

如今，两个儿子如愿奔赴军营，作
为父母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激动。 张
玉英说，这几天，两兄弟一再给她说，
要她不要太劳累了，保重身体，两兄弟
还保证到部队后，一定苦练成材、干出
业绩，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嘱托。

9月 10日早晨，在淮北火车站，李
店兴、 李店旺兄弟俩每人收到一束鲜
花， 这是他俩当幼师的姐姐李娇特意
赠送的生日礼物， 并在卡片上写下了
满满的祝福， 希望两个弟弟在部队好
好锻炼，为国家能多做点贡献。

“双胞胎兄弟一起参军报国，这么
多年很少见，大家都说‘一人参军全家
光荣，两人参军全村光荣’，作为乡亲
我们很自豪！ ”说起店兴、店旺参军入
伍的事，张楼村村民们纷纷点赞，临涣
镇武装干事孙浩更是充满自豪感说：
“今年我们镇验上了 39个兵， 祝愿这
对双胞胎兵早日锻炼成材， 立功国防
事业！ ”

穿上橄榄绿 同圆军营梦
———濉溪两对双胞胎兄弟参军入伍

李店兴、李店旺与前

来送行的姐姐李娇告别。

谢胜新、谢胜彬兄弟听父亲

回忆当年当兵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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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大气污染防治周排名
（第 36 周 9月 1日 -9 月 7日）表一： 全市各县区量化考核排名表

表二： 全市镇街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表三： 全市重点区域点位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注：重点区域为国控站周边 3km范围区域；PM 2.5、PM10 浓度单位为微克 /立方米。

注：PM 2.5、PM 10 浓度单位为微克 /立方米。

排名 县区 空气质量得分
交办案件反
馈率得分

总分
交办案件办
结率得分

网格员调度
情况得分

专项行动落
实率得分

预警预案落
实率得分

省市督查落
实率得分

奖励分

1

2

3

4

濉溪县

烈山区

杜集区

相山区

16.54

17.36

17.80

16.63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91

3.04

1.82

1.6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

2.00

2.00

2.00

92.45

92.40

91.62

90.23

1
2
3
4
5
6
7

排名 镇街

刘桥镇
铁佛镇

淮北凤凰山经济开发区
渠沟镇
朔里镇

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南坪镇

所属县区

濉溪县
濉溪县
相山区
相山区
杜集区
濉溪县
濉溪县

42
41
41
40
39
39
39

PM2.5 排名 镇街 所属县区

1
2
3
4
5
6
7

刘桥镇
铁佛镇

淮北凤凰山经济开发区
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

朔里镇
古饶镇
渠沟镇

濉溪县
濉溪县
相山区
杜集区
杜集区
烈山区
相山区

73
71
70
70
68
68
67

8
9
10

双堆集镇
淮北杜集经济开发区

孙疃镇

濉溪县
杜集区
濉溪县

39
38
38

8
9
10

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南坪镇

曲阳街道办事处

濉溪县
濉溪县
相山区

67
66
66

PM10排名 重点区域点位 镇街 PM2.5 排名 重点区域点位 镇街

1
2
3
4
5
6
7
8
9
10

曲阳街道办事处
烈山区政府

淮海东路与龙山路交叉口
三堤口街道办事处(淮海路)
华星工贸公司物料厂

华润雪花啤酒(淮北)有限公司
十北街与闸河路交叉口

洪庄小学
濉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淮海路与濉河路交叉口

相山区曲阳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杜集区高岳街道
相山区三堤口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相山区南黎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烈山区烈山镇
濉溪县濉溪镇

濉溪县经济开发区

39
39
39
38
38
37
37
37
37
37

1
2
3
4
5
6
7
8
9
10

曲阳街道办事处
濉溪县污水处理厂
烈山区政府

华润雪花啤酒(淮北)有限公司
十北街与闸河路交叉口
淮海东路与龙山路交叉口

洪庄小学
濉溪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海容尚城
烈山湿地公园

相山区曲阳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烈山区杨庄街道
相山区南黎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杜集区高岳街道
烈山区烈山镇
濉溪县濉溪镇
相山区相南街道
烈山区杨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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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永生

摄影 通讯员 陈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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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媛媛

■记者 方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