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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袁彭德怀尧习仲
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兵团与
胡宗南率领的 25万国民党
军队交战遥 时值 6月袁酷日
当空袁 部队行进在沙漠里袁
由于水源奇缺袁很多战士都
因干渴而晕倒遥年近五十的
彭德怀每天不仅和战士一
起徒步行军袁还经常把分给
自己的那壶水袁拿去救助晕
倒的战士遥警卫员望着彭德
怀那裂开血口的嘴唇袁有些
担心遥彭德怀教导他说院野在
这种时候袁一口水就是一条
命袁我能见死不救吗钥 冶

终于袁 部队走出了沙
漠遥 晚上吃饭时袁彭德怀意
外发现桌上摆着几根水灵
灵的黄瓜袁 他没有多想袁拿
起一根就咬了一口遥但刚吃
了一口袁他就停下来袁让人
把管理员叫来袁问院野黄瓜是
从哪里来的钥 冶管理员回答
说院野是在集市上买的遥 冶彭
德怀又问 院野战士们都有
吗钥冶管理员犹豫了一下袁没
敢说话遥彭德怀的脸立刻沉
下来袁将没有吃完的半截黄
瓜扔在桌上袁 起身向外走
去遥

管理员急忙找到副政
委习仲勋袁汇报说院野就是觉
得彭总行军打仗太辛苦袁想
给他增加点营养袁才破例买
了这几根黄瓜袁想不到彭总
不仅没吃袁还生了气遥 冶习仲勋找到彭德怀袁
彭德怀没等习仲勋开口袁首先诚恳地作了自
我批评院野自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袁违反了纪
律袁剩下的那些黄瓜袁我已经让警卫员送给
伤病员了遥 冶他希望习仲勋召开一个会议袁他
要当着大家的面认真地作一次检讨遥

习仲勋专门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遥 彭
德怀在会上坦诚地说院野这些日子袁部队过沙
漠确实很艰苦袁累尧热不说袁主要是缺水袁有
的部队甚至渴死了人袁 可是在这种时候袁我
彭德怀居然吃上了黄瓜遥 在这里袁我首先向
大家作一个深刻的自我检讨袁我彭德怀犯了
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浴 冶彭德怀说到这里袁摘
下军帽袁郑重其事地向众人深鞠了一躬遥 习
仲勋见状袁插话道院野其实袁这些黄瓜彭总并
没有吃袁全让他送给伤病员了遥 冶彭德怀连
忙说院野你们也许觉得袁不就是一根黄瓜吗钥
我彭德怀堂堂一个兵团司令袁 吃了也就吃
了袁何必小题大做呢钥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袁
我今天就是要小题大做浴因为什么钥因为我
们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官
兵平等遥 今天我这个兵团司令吃了一根黄
瓜袁 明天你们这些纵队司令就会心安理得
地跟我学袁去吃一只鸡袁再过几天袁旅长尧团
长尧营长尧连长也会上行下效袁官兵之间的
距离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浴 冶彭德怀说到
这儿袁又把脸转向习仲勋袁严肃地说院野习政
委袁我本人的检讨今晚就会交给党支部袁对
其他相关人员的处分袁 由你这个支部书记
作出决定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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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江西省瑞金市 X506 线蛇子岗至

塔下寺公路改建工程 C标段 (简称沙
九公路)已竣工结算袁为便于工程款的
结算和支付袁 务必请该工程各材料供
应商及施工人员等债权人袁于 2017年
10月 5日前带相关依据和证件到我公
司办事处如实申报债权袁 并请相互转
知遥逾期未申报者袁视为自动放弃向我
公司主张权利遥

联系电话院李文辉 0797-2506667
18166061999遥

远海建工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28日

遗
失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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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208151043号
渊温芳芳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谢坊镇四通饭店遗失江西省通用手工发
票贰份袁 发票代码:136071415331, 发票号码:02751327尧
02751349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佳润槊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江西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份袁 发票代码:3600162350, 发票号码:
01413001袁特此声明遥

绎赣州智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遗
失江西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袁发票代码:
3600162320袁发票号码院01704121袁特此声明遥

绎黄海洲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
ZD01140300尧ZD01140300-1袁特此声明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融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渊注

册号院91360781MA361CTJ6B冤经股东决
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 钟卫
权尧刘玉凤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中山路中
山二街一路 34号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特此
公告浴

联系人院钟卫权
联系电话院13879700774

瑞金市融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 9月 28日

2016年袁在北京丰台袁三位 1947
年十几岁的小八路在失去音信近 70
年后终于重逢了遥 一转眼袁当年的小八
路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袁他们心
潮澎湃尧思绪翩跹袁回忆起陕西米脂的
杨家沟毛主席住的那孔土窑洞袁回忆起
战友们一起唱念做打演戏的岁月噎噎

贺老总的三件宝袁当年的小鬼班
还剩三个

1945年袁徐中年尧郝月长尧霍宏亮
参加了贺龙贺老总部队的战力剧社袁
1947年 1月剧社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
更名为晋绥平剧院袁 并在兴县胡家沟
隆重开演遥和人民军队同龄的徐中年袁
如今整 90岁袁身体健朗袁他回忆说袁当
年晋绥平剧院阵容强大袁人才济济袁人
最多时约有二百人遥忆及当年袁几个老
战友如数家珍袁感慨系之遥徐中年掰着
手指说袁野四班是女生班袁 二班是大鬼
班袁三班是小鬼班遥 小鬼班一共 7人袁
班长王俊杰袁我是副班长袁带着五个小
的袁郝月长尧霍宏亮尧王举尧王会卿尧郭
玉培遥 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了遥 冶

平剧袁就是现在的京剧袁当时北
京叫北平袁京剧也被称为平剧遥 那时

人人都知道贺老总怀揣三件宝院球
队尧报社尧平剧院遥令这些八路小演员
没有想到的是袁参军才两年多袁他们
就有机会为中央首长和日思夜想的
毛主席演出遥

毛主席为平剧院的同志作报告
在杨家沟的半个多月袁平剧院的

同志还聆听了毛主席作的一场生动
报告遥

12 月 21 日早晨平剧院接到通
知袁说毛主席要接见遥下午全院集合进
了一个小院遥进大门迎面是三间土窑袁
门前有一米多高的平台袁 摆着桌子和
凳子遥 几十号人就在台阶下坐成一个
小方块遥 一会儿袁毛主席来了袁大家起
立规规矩矩站着遥 主席穿一套洗得发
白的旧灰军装袁戴一顶灰色帽子袁围着
一条银灰色围巾袁很朴素尧很整洁遥 隔
得这么近袁感觉主席显得有些瘦遥

坐吧浴 坐吧浴 毛主席笑呵呵地招
呼遥大家坐好袁毛主席开始作报告遥他
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院我就从张家
口说起吧袁张家口失守时袁你们也许
很不高兴袁但我们就是这样袁你来我
就走遥 一年多的自卫战争袁我们已消
灭敌人 160万遥 八路军的干部多是南
方来的袁不久仍要打到南方去遥 现在
我们住在北方袁这叫做南方的骨头长
了点北方的肉噎噎
毛主席环视一下大家说院 现在国

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袁他们总有一天要解放的袁就跟你
们演戏一样袁将来总有一天袁那些跑龙
套的要打倒穿龙袍系玉带的遥 主席把
手翻了翻袁 比示着说院 就像这样翻个
边袁让跑龙套的当家作主袁这一天不会
很远了遥主席形象生动的语言袁通俗风
趣的讲话袁引来一阵阵欢笑遥
主席最后说院平剧院过去在延安

有过很多争论袁平剧把老爷尧小姐尧太
太看成一个世界袁穷人就不算数遥 目
前不忙改袁只抽若干需要改的袁我们

先从内容上着手遥过去延安改的戏叫
叶逼上梁山曳叶三打祝家庄曳袁缺点是太
长遥 有些旧戏我看还是很经济袁希望
你们大大地发挥创造性袁等将来夺取
大城市后袁更多地改造旧戏遥 平剧在
我国有几十万人搞袁蒋介石那里还有
一摊摊袁将来我们这些同志袁在政治
上提高了袁到大城市把那些旧的接收
过来袁去领导他们遥如果单靠演旧戏袁
我们仍然演不过他们的袁如果政治上
不提高袁就领导不了他们遥

毛主席的报告让大家认识到袁解
放军将要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遥 果
然袁大家从杨家沟演出后回到晋绥边
区没多久袁毛主席尧周恩来尧任弼时就
离开杨家沟前往河北阜平县晋察冀
军区司令部遥 40多天后袁又马不停蹄
到达平山县西柏坡袁与刘少奇尧朱德
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遥在西柏坡运筹
帷幄袁决战千里袁指挥了震惊中外的
三大战役袁此后秋风落叶般打垮蒋家
王朝袁一收天下遥

周恩来看叶连环套曳讲西安事变
1948年 1月 19日早晨袁 周恩来

副主席专门到住地看望全体演员并
即席讲话遥他说院你们的戏演得不错遥
昨天我又看了叶连环套曳袁使我想起了
张学良遥 他受了这个戏很大影响遥 张
将军想学窦尔墩袁说什么野好汉做事
好汉当冶袁 西安事变解决后要亲自送
蒋介石回南京袁我劝他不要去袁他不
听袁我们坐车去追袁可惜飞机已经起
飞了袁结果他上了蒋介石的当袁一去
不回头袁至今已 12年了遥 所以这个戏
要改呀浴 平剧是大众喜爱的袁在中国
还有它的发展地位袁但一定要改遥 也
不是说要一步登天袁可以慢慢来遥

毛主席的讲话袁 周恩来讲西安事
变袁 都是平剧院文化水平最高的刘延
珍做记录遥有个女孩子叫小菊子袁元宝
顶拿得好袁 当时她说谁放蒋介石就打
谁遥 周副主席说你打我吧袁是我放的遥

一尧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要2017 年

10月 28日遥
二尧范围
反映 1949至 1978年间瑞金地

方党史内容的图片资料皆为征集
范围袁包括院召开的各项重大会议
图片渊如党代会尧人大会尧政协会
等冤曰举办的各类重大活动的图片曰
重大建设项目的图片曰中央领导视
察瑞金的图片曰其它有重要历史价
值的相关图片遥

三尧图片使用
将择优选用部分珍贵图片收

录至叶中国共产党瑞金历史曳第二
卷渊1949-1978冤袁一经选用袁按规定
从优支付稿酬袁 并注明图片来源遥
对参与此次图片征集活动的人员袁
免费赠阅党史书籍一套遥

四尧方式
提供者将图片送至市委党史袁

由工作人员翻拍袁 原件归还本人遥
或由提供者自行翻拍渊扫描冤后发
送到党史办投稿邮箱遥

五尧注意事项
1尧要求图片要清晰袁翻拍渊扫

描冤文件为 jpg格式遥
2尧图片需附文字说明袁注明每

幅图片的拍摄时间尧记载的事件尧地
点尧 人物姓名以及与图片内容相关
的历史背景介绍等遥

3尧 若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尧肖
像权尧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责任袁由图片渊照片冤提供
者自行承担遥

4尧联系人院钟燕林
联 系 电 话 院0797 -2522338

渊18070273975冤
投稿邮箱院rjswdsb@163.com曰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17年 9月 28日

关于公开征集党史图片的启事

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演戏
要要要贺老总晋绥平剧院八路小演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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