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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8305200029 号渊赖婷婷冤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黄 芸 芸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362102197201050041冤 持有的会计从业资格
证遗失袁 管理号院360781007258袁 证件号院
362102197201050041袁特此声明遥

绎胡长碧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袁证号院ZD01160065袁特此声明遥

绎郑来发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壹
份 袁 发票代码 :136001621201袁 发票号码 :
00075068袁特此声明遥

绎 黄 芸 芸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362102197201050041冤持有的 2005年经全国
统一考试取得的初级会计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903262014 号渊许生平冤身份证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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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7月袁 朱德和随行
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袁 途中
看到一座牌坊袁 牌坊上正书院
野高处何如低处好冶袁 后书院野下
去还比上来难冶遥 朱德感慨道院
野古人把 耶下去还比上来难爷写
在这里袁也是寓意很深啊! 要是
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
看袁的确是耶下去爷更难些遥 所
以袁 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
要深入实际袁调查研究;倡导干
部下放锻炼袁将军下连当兵袁书
记种试验田遥 冶朱德一贯十分重
视野下去冶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袁
可以说伴随一生袁受益一生遥

通过对国情世情的深入调
查袁朱德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遥 早年袁朱德在旧军队带兵打
仗时袁战前野总是坚持从各方面
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冶遥他曾说院
野每次作战袁无论大小袁我总事先
勘察地形袁精密计划每项细节遥 冶
这种良好习惯袁使他经常能打胜
仗袁野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冶遥
突出的战绩让朱德很快成为滇
军著名的将领遥 后来袁朱德到德
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袁为了解
详细情况袁野差不多旅行了全部
的德国袁到处去过了冶遥通过对德
国的深入了解袁朱德野认清中国
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袁
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
地方的事情冶袁开阔了视野袁也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选择遥从德国到苏联后袁朱德
继续保持了这一好习惯遥他在莫斯科学习时袁常常深
入农村和基层袁跑了不少地方遥 用朱德自己的话说院
野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遥同时更把中国
的事看通了遥冶在苏联的亲眼所见尧亲耳所闻尧亲身感
受袁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袁并将其确定
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遥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的调查袁朱德提出
了野南泥湾屯田政策冶遥 抗日战争中期袁中国共产党
和八路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袁处境十分困难遥 朱德在协助毛泽东
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袁十分关心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情况遥 他邀请董必武尧徐特
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
各地视察工尧农尧商各行业的情况袁进行调查研究遥
在调研的基础上袁1940年 10月袁朱德先后发表叶论
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曳叶完成 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
划曳等文章袁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遥 为了解
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袁1940年袁朱德尧董必武
等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视察袁提出了南泥湾
屯田政策遥 李维汉回忆道院野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
导的遥 他从前线回延安后袁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袁主
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袁 投入到生产运动中
去袁以减轻人民的负担遥 冶一片荒凉的野烂泥湾冶变成
了野平川种嘉禾袁水田栽新稻遥 屯田仅告成袁战士粗
温饱遥 农场牛羊肥袁马兰造纸俏冶(朱德所作的诗)的
陕北野好江南冶遥 野南泥湾政策冶成了屯田政策的嘉
名袁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遥

通过对东北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袁 朱德力请解
散农村公共食堂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曾指挥千军万马的
朱德不顾年事已高袁经常下去调研袁体察民情民意遥
据统计袁从 1956年至 1966年袁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
达 27次袁平均每年外出近 90天袁这 11年间他向中
央致函致电 24封袁写出调查报告 13个袁对新中国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遥 但是袁当
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袁 重视调查研究袁
野下去冶倾听民意袁了解民情袁而是想当然地采取单纯
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遥 这种官僚主义尧主观主义
的做法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遥 对此袁朱德
曾严厉指出院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尧对国家尧对
人民的犯罪行为遥 当然袁从朱德野下去冶的经历看袁在
那个年代里袁野下去冶的确很难袁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
到真话袁还体现在了解到实情后所带来的风险遥 野大
跃进冶开始时袁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袁但他逐渐发
现了问题袁便挺身而出袁主动野下去冶了解真相遥 1959
年 5月袁他和董必武尧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
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袁 联名给中央和
毛泽东写报告袁 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
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袁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遥 为
此袁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遥 但后
来的历史很快证明袁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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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的一天袁从不问自己家庭收支情况
的周恩来突然要身边工作人员杨
金铭到他那里细报一下他家近两
个月的收支情况遥杨金铭一时很紧
张院难道什么地方出差错了钥 他随
即拿上那本记录周恩来家庭收支
的笔记本袁还招呼上平常用钱的成
元功尧高振普等一起赶到周恩来那
里遥

周恩来见他们都到了袁便起身
走出办公室袁在他的会客室长椅上
坐下袁并示意杨金铭报他家的家庭
开支账遥

杨金铭拿着记账的笔记本念
道院3月 1日买大葱 5 分钱袁 厨房
用曰3 月 2 日买盐一斤袁1 毛 5 分
钱袁厨房用遥

野停遥 冶周恩来一声叫停后袁用
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袁野你们
买盐多花了我一分钱遥 冶

杨金铭一阵紧张袁连忙放下笔
记本袁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
收据袁 上边清楚地写着院野大盐一
斤袁壹角伍分冶遥

周恩来查看了那张买盐的发
票后袁示意他们退去袁然后向北京
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袁询问民用食

盐价格为什么每斤要涨一分钱遥当
弄清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
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
碘袁 才导致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袁
周恩来这才放心遥

第二天袁周恩来在外出时对杨
金铭和高振普说院野我不是在意多
开支的那分把钱袁而是因为食盐是
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袁不能
随意涨价遥 冶直到这时袁他们才知
道袁周恩来是借查问他的家庭开支
来了解社会上的情况曰而对一分钱
盐价的重视也正体现了周恩来一
贯关心民众生活的工作作风遥

红军军用粮票中有一种非
常特殊的品种袁叫野红军临时借
谷证冶遥 红军临时借谷证全称是
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
谷证冶遥 印刷红军临时借谷证使
用的是苏区常用的毛边纸袁双色
单面印刷遥 票面设计为竖式框
图结构袁整个票面可分为上中下
三个部分袁上部是一个长方形方
框袁两边各有一个实圆袁圆内留
白一个五角星曰两圆图之间是扇
形冠名袁上弧形从右至左冠野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冶八个字袁下横
排从右到左冠 野红军临时借谷
证冶七个字袁并在两边各饰三个
实五角星曰框下方用红色木刻印
章袁盖上具体数量袁从目前发现
情况看袁有野干谷伍拾斤冶野干谷

壹佰斤冶野干谷伍佰斤冶
野干谷壹仟斤冶等四种面
额遥 中间部分是使用说
明和落款袁 说明共有三
条院野一尧 此借谷证专发
给红军流动部队袁 作为
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
得粮食供给之用遥 二尧红
军持此借谷证者袁 得向
政府仓库尧红军仓库尧粮
食调剂局尧粮食合作社尧
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
子袁借到后袁即将此证盖
印袁 交借出谷子的人领
去遥 三尧凡借谷子的人袁
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
府仓库领还谷子袁 或作
缴纳土地税之用袁 但在
仓库领谷时袁 证上注明
在甲县借谷者袁 不得持
向乙县领取遥 冶下部有一
红色方框袁框内竖书野此
借谷证已在阴阴县阴
阴区阴阴阴借得谷子由
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

渊印冤为证冶遥
红军临时借谷证的版式较

多院按面额分袁有野干谷伍拾斤冶
野干谷壹佰斤冶野干谷伍佰斤冶野干
谷壹仟斤冶等四种面额遥是否还有
其他面额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袁由
于还未找到当时发行红军临时借
谷证的原始文件袁 目前还无法认
定遥 但从现有的政府博物馆和社
会上民间收藏实物看袁 就只有这
四种面额遥也有报告说有野干谷壹
万斤冶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袁但只有
文字报道未见实物图片遥

按落款分有两种袁 一种为
野主席毛泽东(印)尧财政人民委
员部部长林伯渠(印)冶袁另一种
为 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印 )尧 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印)冶遥 这两种落款版个别文字
有差异袁野毛泽东版冶渊毛泽东尧林
伯渠落款版袁下同冤借谷证袁下部
红色方框内竖书的是野此借谷证
已在阴阴县阴阴区阴阴阴借得
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印为
证冶袁这里说的是野盖印冶遥 而野张
闻天版冶渊张闻天尧 陈潭秋落款
版袁下同冤借谷证袁下部红色方框
内竖书的是 野此借谷证已在阴
阴县阴阴区阴阴阴借得谷子由
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为证冶袁这
里说的是野盖章冶遥野印冶与野章冶一
字之差遥这两种版式中间所盖的
公章也不同遥野毛泽东版冶盖的是
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冶 的圆形公
章曰野张闻天版冶盖的是野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
会冶的圆形公章遥 与野毛泽东版冶
公章相比较袁野张闻天版冶不仅少
了野临时冶两个字袁而且由野财政
人民委员部冶改成了野人民委员
会冶遥

从目前全国公开了的存世
文物看袁两种落款中以野张闻天
版冶略多袁野毛泽东版冶凤毛麟角袁
干谷伍佰斤的野毛泽东版冶至今
还没有发现遥笔者经过多年的跟
踪统计袁这种野毛泽东版冶红军临
时借谷证袁目前已经公开资料记
载的共有 11张袁其中 50斤券黑
色版 5张袁分别是 001089尧00伊伊
57尧009561尧015741尧017794 号 曰
100 斤券蓝色版 5 张袁 分别是
014550尧023463尧025968尧031 伊伊
6尧036609 号曰1000 斤券绿色版
1张袁号码为 003092遥 这些珍贵
的野毛泽东版冶红军临时借谷证
大多数又保存在国家各级博物
馆袁民间仅留存黑色野毛泽东版冶
50 斤券 3 张袁蓝色野毛泽东版冶
100斤券 3张遥 洪荣昌

鲜为人知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周恩来为何在意买盐多花的一分钱
阴秦九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