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市 2017年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通知
2017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采取网上教

育和现场面授两种形式:1尧 网上培训地址:
http://www.jxf.gov.cn/zwzt/kjjxjy/曰2尧现场
面授报名培训时间: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袁承办单位:赣州市瑞金电子
技术学校袁地址:市八一北路老干局四楼袁联
系人:钟冬林袁联系电话:13763932403 遥参训
会计人员可任选一种形式培训遥

瑞金市财政局
2017年 10月 9日

彭雪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袁是中国工农红军尧八路军尧新四军德才兼备尧智勇
双全的著名将领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遥 1944年 9月袁彭雪枫在抗日前
线作战中壮烈牺牲袁年仅 37岁遥 彭雪枫在新四军任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尧担负一
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期间袁创办和建立了骑兵团 叶拂晓报曳和拂晓剧团袁被人们称为彭
雪枫师长的野三件宝冶遥

07档案 姻2017年 10月 12日 星期四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朱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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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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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部门院工
程部 ,电话: 023-61805892

远海建工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12日

遗失声明
绎江西银锐矿冶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壹份袁发票
代码 :3600153130袁 发票号码 院
0198486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8811241030号 渊曾浩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丰石业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袁 注册号 院
36078121000086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丰石业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袁 注册号 院
36078121000086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丰石业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修桂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 院36210219560414681531袁特
此声明遥

绎祥瑞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叁份袁发票
代码 :3600153320袁 发票号码 院
03498415尧03498416尧03498418袁 特
此声明作废遥

1941年 8月 1日袁第四师在
淮宝县渊今洪泽县冤岔河镇召开
了师骑兵团成立大会袁这是新四
军唯一的骑兵团遥 该团的创建袁
是在仁和集会议上根据彭雪枫
建议和反顽斗争经验教训而作
出的决定袁把师部骑兵连尧特务
团骑兵连和第十旅尧第十一旅骑
兵连尧排集合起来袁抽调各部队
中机灵尧勇敢的战士尧通讯员甚
至班尧排干部充实到骑兵团遥 当
时袁 全团仅有指战员 250余名袁
所辖只有 3个连队遥

骑兵团成立后很快投入了
紧张的军事训练袁 准备驰骋战
场袁杀敌立功遥 8月 25日和 9月
29日袁骑兵团于淮泗老陈圩子两
次与土顽进行战斗袁 虽歼其一
部袁但亦暴露出训练不够尧作战
动作与协同不力的弱点袁装具也
不适应作战需要遥 由此袁彭雪枫
感到骑兵团还要下功夫来加快

建设遥 他与师领导研究决定院首
先袁调熟悉骑兵的周纯麟任副团
长 渊后接任团长冤遥 周纯麟曾于
1936年在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
军受损后到达新疆袁在喀什当过
骑兵连长袁 学习过骑兵战术尧技
术及管理教育等遥 其次袁拨淮北
币 3 万元袁解决马匹缺乏尧马具
不全尧武器不足问题遥再次袁要周
纯麟尽快拟订一个训练计划袁开
展骑兵团各项基本建设遥

骑兵团经过整训袁军政素质
大大提高袁以崭新姿态投入了新
的战斗遥 1942年 5月下旬袁骑兵
团第一尧第三大队在泗县和泗阳
县以北袁痛歼从屏山尧黑塔等据
点出来抢粮的日伪军 300余人袁
保卫了群众的夏收遥此时正在师
部开政工会的彭雪枫闻讯极为
兴奋袁他下令将俘虏押送到管镇
师部袁向政工会议献礼遥 参加政
工会的全体干部看到骑兵团的

胜利战果袁纷纷表示热烈祝贺遥
1942年 11月袁驻徐州日军十

七师团和驻蚌埠日军独立十三旅
团袁在伪军配合下袁向淮北抗日根
据地进行疯狂野扫荡冶遥 师部对骑
兵团下达命令院敌进我进袁插到敌
人后方和心脏地带去打击日军遥

敌野扫荡冶第 3天袁骑兵团打
响了反野扫荡冶第一仗遥在日伪军
驻守的泗县和青阳 渊今泗洪冤之
间的簸箕窑袁骑兵团三大队从敌
侧后猛袭日军袁击毙日军小队长
和翻译官等多人袁俘获一部遥 青
年骑兵丁翠红袁 一人就活捉了 5
个伪军遥彭雪枫师长获悉骑兵袭
敌的战报后袁 立即挥毫通报各
部袁 命令再接再厉主动袭击敌
人遥

由于骑兵团不断获得作战
胜利袁威名远扬遥 人们唱道院野彭
师长有三件宝袁拂晓剧团尧骑兵
团袁还有一张叶拂晓报曳浴 冶

第一件宝院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 1938年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山

西临汾到河南竹沟后组建的遥 1938年 4月底袁竹沟教导大
队第一期学员将要结业袁而五一劳动节也快要来了遥 为了
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能给竹沟群众和教导大队增加节日
气氛袁彭雪枫便责成由延安来此工作的著名木刻家刘岘和
教导大队俱乐部主任路丁袁从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挑选
几个擅长文艺的学员袁组织一个剧团袁演出几个节目遥刘岘
和路丁受命后袁就从教导队中选拔了黄明善尧王石青等 15
人袁经过几昼夜排练袁终于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演出
了叶烽火曳叶黄浦月曳叶九一八以来曳等几个节目遥尽管当时的
道具是临时凑合袁幕布是用他们 15个人的被单缝染袁表演
技巧也并不高袁然而却博得了许多观众好评遥 尤其是彭雪
枫袁他坐在战士们当中从头看到尾袁演出结束后还到后台
来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遥事隔两天袁经彭雪枫批准袁并由他命
名的野拂晓剧团冶在野五四冶那天诞生了遥

拂晓剧团正式成立后袁彭雪枫及时提出要求院野要编一
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袁向群众宣传抗日
必胜的道理袁同时揭露汉奸和伪军罪行袁打击日寇气焰遥这
样袁既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袁也教育了广大群众遥 冶

根据彭雪枫的要求袁 拂晓剧团随军到达鹿邑双楼袁由
宣传科长王子光亲自编导袁 第一次演出了活报剧 叶打鬼
子曳遥该剧讲的是两个狂妄的日本兵残酷杀害某村镇居民袁
群众恨之入骨袁报信给我游击队袁结果游击队将其抓获袁并
消灭了一个日军小队的故事遥

演出结束后袁彭雪枫对扮演日军小队长的王挺说院野演
得不错嘛浴 就是你们唱的那支日文歌袁我和战士们都听不
懂遥 冶

1939年 11月初袁徐海东随刘少奇由竹沟到华中路过
新兴集袁彭雪枫命拂晓剧团组织一个晚会袁以示热烈欢迎遥
拂晓剧团接受任务后袁大家争分夺秒袁只用了一天时间袁就
集体创作排练出京剧叶徐海东粉碎日寇野扫荡冶曳袁第二天就
在欢迎晚会上演出遥

帷幕拉开袁扮演徐海东的演员在一阵野急急风冶的锣鼓
声中上场袁只见他战袍一撩袁战刀一舞袁亮相自报家门道院
野我乃徐海东是也袁湖北人士袁窑工出身噎噎冶此时袁正坐在
台下观众席上陪同徐海东看戏的彭雪枫不禁哈哈大笑起
来袁他附耳对徐海东说院野昨天我才交代他们搞一个晚会欢
迎你袁不想今天他们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戏袁而且是就地
取材袁连你是湖北人尧窑工出身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袁写进了
戏里遥 冶

徐海东听后也不禁连声大笑叫好袁 感叹道院野好好好袁
雪枫同志这耶彭家班爷真是名不虚传哩浴 冶

彭雪枫以儒将著称遥在其短
暂而光辉的一生中袁他和报纸结
下了不解之缘遥彭雪枫曾风趣地
说院野将来革命胜利了袁我要当个
新闻记者遥 冶

1938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晚
上袁彭雪枫在支队东征干部动员
大会上宣布支队随军报社成立遥
第二天上午召开第一次社务会
议袁彭雪枫以党报委员会主任身
份主持了会议遥在讨论报纸的名
称时袁有人提议叫野战斗冶袁有人
主张叫野曙光冶遥彭雪枫说院5月间
我们办了个野拂晓剧团冶袁野拂晓冶
代表了光明就要来临的意思袁就
叫野拂晓冶吧浴 于是袁报纸名称就
被定为叶拂晓报曳遥 之后袁彭雪枫
欣然挥毫为叶拂晓报曳题写了报
头袁并撰写了题为叶拂晓报要要要
我们的良友曳的创刊词遥 在说明

报纸为什么定名为野拂晓冶时袁他
满怀激情地写道院

野耶拂晓爷代表着朝气尧希望尧
革命尧勇敢尧进取尧迈进尧有为袁胜利
就来的意思遥 军人们在拂晓要出
发袁要进攻敌人了遥 志士们在拂晓
要奋起袁要闻鸡起舞了遥 拂晓催我
们斗争袁拂晓引来了光明遥 冶

叶拂晓报曳9 月 29 日正式创
刊袁第二天即随军出征遥 30日清
晨袁当一份草纸三版尧油渍斑斑
的叶拂晓报曳创刊号出现在整装
待发的指战员们面前时袁他们受
到了巨大的鼓舞遥 此后袁叶拂晓
报曳就沿着支队东去征途袁横越
平汉袁东渡黄水袁征战在野涡河岸
上冶和野淮水两旁冶遥1939年 12月
5日叶拂晓报曳一百号纪念袁毛泽
东发来贺信袁并亲笔题词院野坚持
游击战争冶遥

1943 年 12 月 2 日袁叶拂晓
报曳出版 500期遥 当天袁在师政治
部举行出版 500期座谈会遥 彭雪
枫参加座谈会袁 并在会上作了
叶贺掖拂晓报业五百号要要要五年来
之掖拂晓报业的检讨曳的报告遥 在
这个报告中袁他以其野万感交集袁
欣慰莫名冶的激动心情袁回顾了
叶拂晓报曳 自随军进入敌后袁野经
过无数的艰难困苦袁终于坚持了
五年零两个月的长期过程而不
懈冶所取得的奇迹袁发出了其中
野包含着无限心血冶的感慨浴据四
师老报人回忆袁在彭雪枫所珍藏
的那套叶拂晓报曳合订本的封面
上袁有彭雪枫亲题的野心血的结
晶冶五个大字遥 这是彭雪枫对包
括自己在内的所有野拂晓冶报人
所作贡献的精确概括遥

名将彭雪枫的“三件宝”
阴叶介甫

第二件宝院《拂晓报》

第三件宝院骑兵团

彭雪枫

http://www.jxf.gov.cn/zwzt/kjjxj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