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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平市青阳镇东窝陀村，有
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这家人先后有8人参加
革命，6人壮烈牺牲，其中5人被追
认为烈士，当地人称其“一门五烈
士”。这个家庭，就是赵承舜一家。

赵承舜，字绍九，因见多识广，
性情耿直，所以家中大一点的事情
都由他作主。赵承舜读过几年私
塾，为生活计，曾去过上海，到过天
津、北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赵绍
九找不到生财立足之地，只好回到
家乡，做些小本经营，自贩自销，自
食其力。

1932年，邹平县衙欲捕财主赵
守玉，却有意将贫民赵承玉逮捕充
数，村民义愤不平。赵承舜闻知，闯
入县衙据理力争，迫使县衙放人。
附近村庄假造大升收粮，民众受害
不浅。赵承舜带上假造的大升，到
县政府民政科申诉告状，迫使县里
统一制作公升，分发各村。赵承舜
的行为受到群众的广泛称颂，后来
他领导村民组织穷人会，开展抗捐
抗暴斗争。穷人会发展到五六十
人，这些人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因都
姓赵，被誉为“赵家连”。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赵承舜认
准了共产党，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活动，并在共产党领导的

“民先”组织中担任了民运股长。
为宣传抗日，1938年冬至1939

年春，赵承舜在耿家庄主持建立了
“长白山抗日小学”。学校办得很红

火，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
策，扩大了抗日影响。邹长办事处
（邹长中心县委的前身）通报表扬
说：“这是独树一帜。”

1939年夏，共产党派到国民党
保安二旅做统战工作的焦子佩同志
遭到追捕，在刁窝峪摔伤了腿。赵
承舜闻讯后，乘夜间绕道去刁窝峪，
把焦子佩同志抬回家养伤。从此，
他家成了八路军的联络站。

1940年3月，赵承舜被批准加
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指
示，赵承舜以“农会”的名义为掩护，
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赵承家、赵
建紫两名新党员。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魔
爪悄悄伸向了赵承舜。这年的农历
二月廿二，赵承舜去徐家庄赶集时，
被国民党伪六团抓走。赵承舜被捕
后，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
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点党组织的
秘密。气急败坏的敌人将他带到西
董郭家洞村，活埋在一个坑里。凶
残的敌人边埋边用铁锨铲赵承舜的
脑袋，几乎把他的头铲了下来。

赵承舜就义后，其子侄继承父
辈遗志，身怀国恨家仇，相继参加革
命。

赵承舜的三儿子赵怀柳随焦子
佩到清河区加入了八路军主力部
队，后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
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新中国成
立后任航天部队06基地政委。

赵承舜四哥的二儿子赵怀菊，

1940年2月入伍，后编入长山独立
营第三连。1942年春，调任交通机
要员。赵怀菊在一次送信途中被敌
人一个连包围，眼见形势危急，他立
即撕毁随身携带的公款，吞食了密
件，然后与敌人展开激战。子弹打
光后，他把手枪砸烂，拉响了压在胸
膛下面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伪连长
跑上来一看，钱毁、枪烂、人亡，他什
么也没捞到，气急败坏地朝烈士的
遗体连打了数枪。

赵承舜四哥的长子赵怀枢，是
东窝陀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42
年10月底，张永忠带三连到二乡执
行任务，赵怀枢负责筹集给养。伪
十一旅得知我军进驻二乡后，连夜
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南陈、化
庄和东窝陀。赵怀枢仓促藏到邻居
家的井里，被凶残的敌人用柴火和
辣椒活活呛死在井里。赵怀枢因在
地方工作，未追认烈士。

赵承舜的次子赵怀宣，1940年
10月入伍。曾任八路军清河军区清
西二团二营连长。1942年冬，去机

枪训练队学习，遇到日寇冬季“大扫
荡”。训练队掩护军分区机关突围，
赵怀宣冲出来后发现一位首长未出
来，就又冲进了包围圈。他把机枪
架在碾盘上，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
次的进攻。子弹打光后，赵怀宣把
机枪摔碎，最后壮烈牺牲。

赵承舜大哥的长子赵怀善，
1943年2月入伍。曾任长山独立营
的排长。1943年在明家集与伪六团
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17岁。

赵承舜大哥的三儿子赵怀桐，
1946年参军，随部队参加了济南、莱
芜、淮海等战役。后随部队进军云
南，曾任云南省军区十三军四兵团
二连连长，1950年在云南蒙自剿匪
时英勇牺牲。

赵承舜一家，为了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毁家纾难，见
证他们初心的是铁一般的信仰。从
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领导的革
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
多万名，其中就包括赵承舜家的“一
门五烈士”。

“一门忠烈”赵家连 保家卫国心向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邱芹 通讯员 赵利华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曹希强 李群 报道）7月
12日至16日，我市遭遇连续强
降雨天气。其间，市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每日通话量均突
破 3000 个，日均通话量达到
3313.4个，比今年上半年日均量
2135.36个增长了55.17%，其中
7月14日单日达到3982个；这
五天的话务总量为16567个，接
通量为16365个，平均接通率为
98.78%，比今年上半年平均接

通率 98.12%高出 0.66 个百分
点。

在此期间，为保证受理群
众诉求质量，全体话务人员加
班加点、齐心协力，做到了市
12345热线大厅所有受理形成
的转办工单当日100%转办、承
办单位回复结果后当日 100%
回访，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市12345热线大厅强降雨期间加班加
点受理群众诉求

5天接听电话16365个
切实为群众解难题

7 月 15 日，由中共滨州市委老
干部局主办、市老年大学承办的“愉
您同馨颂党恩 桑榆赋能谱新篇”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市老
年大学第二届校园文化节文艺汇演
在滨州传媒集团一楼演播大厅倾情
上演。

此次文艺汇演在开场舞《共筑
中国梦》中拉开帷幕。之后，欢快的
健身秧歌表演《幸福中国一起走》、
手风琴合奏《我的祖国》、合唱《看山
看水看中国》等精彩节目精彩轮番
上演。整场演出在全体人员大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演出
落下帷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默
李前军 张铮 通讯员 胡磊 摄影）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王蒙蒙 温明华 报道）近
日，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0
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公布，我市吕剧
小戏《海棠依旧》成功入选小型剧
（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在同时发布的《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度评审报告》中，小戏曲全国

申报量为293项、立项量为13项。
据介绍，《海棠依旧》由滨州市吕剧
演艺有限公司排演、申报，编剧臧宝
荣，导演刘军章，作曲巩兵，舞美设
计张凯，主演张明霞、吴宝祥、宫佳
音。这是滨州市吕剧演艺有限公司
继《三媳参会》《乡亲相亲》之后，连
续三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小戏项目
资助。

《海棠依旧》曾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2018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项
目、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全省

小型戏剧新创作优秀作品展演，荣
获第十一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

“一等奖”。该剧作为常演剧目，还
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红色题材优秀戏剧作品展
演”“周末戏相逢”等主题演出活动。

该剧用一座信仰之“桥”，搭建
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剧情围绕
一张《大学生推荐表》展开，通过一
对父女“要表”“藏表”“抢表”“让表”
等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
塑造了一位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同

时又舐犊情深的基层干部形象，表
现了一位共产党干部在面对亲人与
群众的利益冲突时的取舍抉择，表
现了杨柳雪人对周恩来“十条家规”
中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家风的传承。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振兴滨州
吕剧，打造“故乡派”吕剧品牌，今年
我市全面开展了“唱响吕剧”工程，
从复排创作精品剧目、推动吕剧普
及传承、举办吕剧展演比赛、推进吕
剧创新研究四个方面做好吕剧的传
承与传播。

滨州日报/滨州网北京讯
（通讯员 王迅 王丙强 报道）7
月18日，2021健康中国发展大
会首场主题会在北京举办，大
会主题为“凝聚行动力量 共创
健康美好生活”。滨州市中心
医院党委书记任鹏受邀参加会
议，并作为访谈嘉宾出席“党建
引领健康中国医院行动”主题
分会。

会上，任鹏从如何加强医院
党风廉政建设、如何将党的领导

贯穿各项工作、如何提升医院领
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三
个方面，介绍了医院的主要做法
和取得的成果，引发与会人员热
烈反响。任鹏介绍，滨州市中心
医院将继续以健康中国行动为
引领，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主
线，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普
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全
面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水
平，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应有的
贡献。

市中心医院党建工作
出彩2021健康中国发展大会

滨州吕剧小戏《海棠依旧》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军
通讯员 盖嵘嵘 报道）近日，在市城
区1万个停车泊位施划完成之后，滨
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定再增设
5000个停车位，进一步方便群众停
车。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说，欢迎广大市民留言和提出建议，
交警部门将在论证后进行施划。

据了解，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建议，交警支队推出了“滨州城区哪

里设置停车位你说了算”便民互动，
群众通过拨打3301227专线电话、
微博上@滨州交警或者通过微信小
程序“滨州交警队长”上传需要设置
停车位的图文，即可参与活动。

今年以来，滨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结合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落
实滨州公安深化“放管服”改革便民
利民十条措施，针对群众关注的停车

难问题，在主城区新增1万个停车
位，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停车需求。

据介绍，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推出“滨州城区哪里设置停车位你说了
算”互动后，很多群众通过电话、微博等
方式提出了车位设置需求，最多的时候
滨州交警微博一周内收到留言百余条。

针对群众留言和建议，交警部门
逐一到现场实地进行了调研论证，对
于符合《城市道路停车泊位设置规范

（GA/850-2009）》规定、可以施划停
车泊位的路段，全部增设了停车泊
位。近段时间，因进入夏季汛期降水
频繁且白天车流量大，滨州公安交警
部门错时、错峰抢工期，组织多个施
工小分队多点发力、精准施工，白加
黑“车轮战”全力全速推进停车泊位
施划工作。自7月7日至7月18日，
仅用11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城区1
万个停车泊位的施划工作。

滨州城区将新增5000个停车泊位

愉您同馨颂党恩愉您同馨颂党恩
桑榆赋能谱新篇桑榆赋能谱新篇

支付随心：最高额度可达30万，无指定商户和商品限

制，可根据实际消费需求在非受限商户刷卡支付

还款灵活：12期、24期、36期、48期、60期，还有一年
期灵活还款（手续费必须分期还款），自由选择

申请快捷：无首付、无担保，申请材料简便

费率优惠：按月还本年费率3%，对应年化利率5.64%。

申请材料：身份证明，有效的财力证明文件（以下材料

之一：社保缴费记录、公积金缴存记录、纳税证明、代发工资流

水、可验证收入证明、金融资产等材料），相关申请表格协议。

授信额度：授信额度≤客户月最高还款能力*期数

中行“优客分期”
优惠来袭

中行优客分期，您买车、装修、消费的不二之选，年手

续费仅3%，对应年化利率5.64%，一万一年仅300元!期

限最长可达5年，更多优惠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满足优质客户因消费（非投资）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最高金额30万元，最长期限60期，可采取一年期灵活还

款方式和按月偿还本金的方式。放款采取优客专用借记

卡放款模式，客户持专用借记卡至约定消费场景的商户

刷卡消费。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王志刚丢失惠民红星美凯
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2017年
11月 13日开具的质保金收款
收据一张，金额 15000元，票
号：03122591.声明作废。

滨州市沾化区厚德物流有
限公司鲁MEM923（黄色）道
路运输证丢失，证号：鲁交运运
管滨字371603851640号，声
明作废。

滨州市清滨科工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600MA931DCM3B，
声明作废。

滨州安通达运输有限公司
鲁M1K25挂（黄牌）道路运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
371600708852，声明作废。

山东耀德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鲁MGL611 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02310328，声
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8年10月24日在惠民县孙武镇张田村捡拾

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惠民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43-5321523，联系地址：惠民县乐安三路288号。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惠民县民政局

2021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