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
声明

绎邓海庆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
号院360781600201645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嵘持有的证号为 500096-12号房屋产权证渊房屋坐
落于瑞金市象湖镇红都大道嘉联新城 6-2-304冤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 : 刘英 (身份证号 :
362102197910153668)户口簿遗失袁成员院钟凌峰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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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城镇居民实施阶梯水价制度实施方案
渊瑞金市发改委 2017年 11月冤

一尧范围
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本市所有抄表到户的居民生活用户遥 居民用户

原则上以住宅用户为单位袁对少数不具备野一户一表冶条件而无法抄表到
户的居民用户及执行居民用水价格的行政事业等其它用户袁 暂不执行阶
梯水价袁执行第一档现行用水价格 1.35元/吨渊不含污水处理费冤遥 一个房
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袁没有房产证明的袁以供水企业为居用户安装的
水表为单位遥

二尧水价标准及标准用水等级定量
各阶梯用水价格渊不含污水处理费冤及用水等级定量如下表院

三尧多人口家庭用水定额确定
居民家庭人口基数为 5人袁每户每月 30吨袁远人及以上的家庭每增加

一人每月每级用水基数可相应增加 缘吨遥 居民用水户凭户口本或居住证
地社区证明到自来水公司营业网点申报袁经自来水公司确认后执行遥

四尧计价周期
阶梯水价以年度为周期袁 水量额度在周期之间不累计尧 不结转遥 从

2018年 员月抄见水量开始袁由供水公司按照正常抄表周期抄表袁用户每月
按第一档水价标准缴纳水费袁实施期满一年后袁再按照一年内每户用水量
及各级阶梯水量计算是否补交阶梯水费袁计算公式为院 居民生活用水阶
梯总水费越第一阶梯用水价格伊第一阶梯用水量垣第二阶梯用水价格伊第
二阶梯用水量垣第三阶梯用水价格伊第三阶梯用水量遥

以后每年固定 员月份作为阶梯式计量水价统一考核并加收第二档尧
第三档水费的日期遥

五尧优惠政策
为照顾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袁 对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户 渊含无生活来

源尧无劳动能力尧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的城市野三无人员冶冤袁由供水企业负
责为每人每月免费供应 1.5吨自来水遥

六尧执行时间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遥

瑞金市发改委

实施阶梯
用水类别

水价标准
渊元/吨冤

阶梯用水类别及定量
渊吨冤

阶梯水价
渊元/吨冤 备注

居民生
活用水

1.35
一级用水

30以下
渊含 30冤 1.35

居民家庭
人口以 5
人为基数

二级用水
30渊不含 30冤
原50渊含 50冤 2.03

三级用水
50渊不含
50冤以上 4.05

说明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袁居民生活用水三个级别价差为 1院1.5院3

1957年 1月叶诗刊曳创刊号发表叶七
律窑长征曳时袁并未注明写作时间遥 1963
年 12月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毛主
席诗词曳37首袁其中包括叶七律窑长征曳遥
野六三年版冶叶毛主席诗词曳 是毛泽东生
前出版的最为权威的一个版本遥 毛泽东
注明叶七律窑长征曳写于 1935 年 10 月遥
多数毛泽东诗词版本都采用这一说法袁
但是人们的的观点并不一致袁至今存在
诸多分歧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袁叶七律窑长征曳写
于 1935年 10月遥

叶党史博采曳渊纪实冤2013 年第 8 期
刊载的叶毛泽东诗词背后的故事曳一文
在野叶七律窑长征曳背后的故事冶一节的开
头写道院野1935年 10月袁 红军长征到达
陕北吴起镇遥 毛泽东在吴起镇待了三
天袁即前往瓦窑堡遥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
里袁他诗兴大发袁把一张渊条冤木凳拉到
松木桌旁袁 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袁
研好墨袁 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袁
在一张宣纸上一气呵成袁写就了叶七律窑
长征曳诗遥 冶
萧永义在叶毛泽东诗词史话曳中认

为院1935年 9月 27日袁毛泽东率陕甘支
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遥 在这里中共中央
政治局作出了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落
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遥 10月 22日袁中共
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遥 这次会
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遥 毛泽
东的叶七律窑长征曳大体作于这一时期遥
郭思敏在叶毛泽东诗词辨析曳中说院1935
年 10月袁 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甘肃通
渭袁 在全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袁毛
泽东讲了长征的意义并充满激情地朗
诵了叶七律窑长征曳这首诗遥

丁正梁在叶挑战者之歌曳一文中说院
1935年 10月初袁 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
来到甘肃通渭遥 在城东的一所小学校里
召开全军副排长以上的会议袁毛泽东向
全体干部讲了长征的意义并朗诵了这
首诗 遥沙先贵在叶毛泽东诗词文化解读曳
中说院1935年 10月 2日袁部队到达甘肃
通渭遥 在 200多人参加的排以上干部大
会上袁毛泽东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他的新
作叶七律窑长征曳遥
这种说法似乎也与毛泽东的传略

相吻合遥 根据金冲及主编 叶毛泽东传曳
渊1893-1949冤袁1935年 10月 22日袁中共
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袁这次会
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
战略决策袁 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
束遥 接着该书提到了毛泽东的叶七律窑长
征曳遥 根据叶毛泽东年谱曳记载院1935年
10月袁过了岷山袁长征则将取得胜利袁毛
泽东心情豁然开朗袁作叶七律窑长征曳诗遥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袁叶七律窑长征曳

写于 1935年 9月份遥
季世昌在叶指点江山要要要毛泽东诗

词故事曳中描述道院1935年 9月袁红军到
达甘肃通渭遥 这天下午袁召开了有两百
多人参加的副排长以上干部会遥 在聂荣
臻政委的陪同下袁 毛泽东来到会场袁并
发表讲话遥 他从长征的意义讲到敌人的
失败和红军的胜利遥 毛泽东看大家热情
很高袁 说道院野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
听袁不知行不行钥 冶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袁
他高亢有力地朗诵起他的长征诗遥 毛
泽东在副排长以上干部会上朗诵诗这
一情景袁很多书籍尧文章上都有记载遥 季
世昌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一天袁但至少他
认为叶七律窑长征曳写于 1935年 9月份这
次干部会当天甚至是会议之前遥
研究者对这次会议具体时间的认

定不尽相同袁有细微差别遥 蒋建农尧郑光
瑾在叶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曳中写道院9 月
29日袁红军到达通渭袁进行两三天休整

和动员袁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讲话中即兴
朗诵遥 龚国基在叶诗家毛泽东曳中写道院
1935年 9月 29日下午袁 在一个小学里
召开了副排长以上的干部会遥 毛泽东在
这次干部会上发表讲话遥 接着袁毛泽东
便用清脆的湖南乡音袁铿锵有力地朗诵
他的新作叶七律窑长征曳遥 胡为雄著叶毛
泽东诗赋人生曳 也是这种说法院29日下
午袁红一方面军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副
排长以上的干部会遥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
了讲话遥 接着袁他用雄浑的湖南乡音袁一
字一顿地吟诵起他的新作 叶七律窑长
征曳遥 张友平尧 张静思所提出的时间则
稍微有些不同院1935年 9月 28日袁毛泽
东在甘肃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中国工
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召开的全军排以上
干部会议上朗诵了此诗遥 这首诗作者定
稿于 1935年 10月遥

成仿吾在叶长征回忆录曳中提到长
征诗袁当时红军刚过完雪山不久袁时间
还不到十月遥 胡安吉在叶毛主席给我们
朗诵诗曳一文中回忆说院那是 1935 年 9
月, 中央红军越过雪山草地袁来到通渭袁
休整一天遥 这天下午袁支队召开副排长
以上干部会议遥 会场设在城东的一个小
学校里遥 聂荣臻政委陪着毛主席来了遥
毛主席微笑着袁 向大家摆了摆手, 然后
用他那宏亮的声音从容地开始讲话遥 他
讲了很多袁从长征的意义袁讲到敌人的
失败袁讲到我们的胜利遥 最后袁毛主席
说院野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 不知行
不行! 冶接着,毛主席便雄壮地朗诵了叶七
律窑长征曳 诗遥 按照胡安吉的描述袁叶七
律窑长征曳写于 1935年 9月份遥胡安吉是
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袁曾亲耳聆听
毛泽东朗诵叶七律窑长征曳诗袁他的回忆
应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遥 很多毛泽东诗
词研究者关于叶七律窑长征曳问世时间的
说法袁 基本都源于胡安吉的回忆文章袁
只是因为引用时一转再转袁才发生了一
些变异遥

值得一提的是 袁2000 年 9 月 29
日袁为了纪念毛泽东叶七律窑长征曳发表
六十五周年袁 由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政
府和上海电视台共建的主体造型为
野V冶形的叶七律窑长征曳诗碑渊右边刻着
长征诗文本袁左边刻着长征路线图袁中
间托起一颗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五角
星冤袁 就在毛泽东当年首次公开吟诵
野长征冶诗的所在地要要要文庙街小学正
式落成遥 笔者查询甘肃省通渭县人民
政府网站袁在野通渭简介冶栏目中写道院
1935 年 9 月袁 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通
渭时袁 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要要要野榜罗会议冶袁 毛泽东同志
在县城文庙街小学接见陕甘支队一纵
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时首次
朗诵了叶七律窑长征曳遥

两种说法各有各的依据袁如果进行
更多的文献回顾袁可能还能梳理出更多
的材料遥 上述材料中袁有几处都提到了
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通渭袁提到了文庙街
小学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朗诵诗词这一
细节遥 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通渭的具体时
间遥 红军到达甘肃通渭以及召开排以上
干部会的时间袁 有的说是在 9月份袁有
的说是 10月份遥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间
呢钥

最具权威性的 叶中国共产党历史曳
确定院野9月 27日袁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
榜罗镇冶遥 逄先知主编的 叶毛泽东年
谱曳渊1893-1949冤尧李新等人主编的叶中
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曳也认定中央红军到
达甘肃通渭的时间为 1935 年 9 月 27
日遥 这也就是说袁 第一种观点中认为
中央红军是 野1935年 10月到达甘肃通
渭冶的说法和历史史实不符遥这样看来袁

可以认为院1935年 9月 27日袁陕甘支队
占领通渭县榜罗镇遥 然后袁毛泽东率领
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途经通渭重
镇榜罗后到达通渭县城曰9 月 29 日袁在
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召开了副排级以
上的干部会议袁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袁毛
泽东兴致勃勃地朗诵了他的 叶七律窑长
征曳遥

综合上述分析袁可以得出这样几个
判断院一尧毛泽东的叶七律窑长征曳创作
于中央红军长征接近胜利之时遥 二尧
1935 年 9 月 29日袁在甘肃省通渭县城
文庙街小学召开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朗
诵诗作袁说明叶七律窑长征曳这首诗已经
基本成稿遥 三尧叶七律窑长征曳这首诗初
稿的形成时间可以推断为 1935年 9月
29日当天甚至更早遥四尧毛泽东对长征

感受颇深袁感慨良多袁所以他曾经写下
好几首关于长征题材的诗词遥 叶七律窑
长征曳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一首诗袁成
稿之后袁毛泽东多次示人袁文庙街小学
会议上朗诵袁在瓦窑堡的窑洞里抄写袁
都可以作为例证遥 在与人分享的过程
中袁不断修改袁不断完善袁到 10 月份基
本成熟定型遥 五尧写诗填词毕竟是艺术
思维的创作活动袁 一般不会留下确切
的历史记载袁 作者自己也未必能准确
记住创作时间遥 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
于 1935年 10月袁长征是一个重大历史
事件袁叶七律窑长征曳是带有野总纲冶性的
一首诗遥因此袁到 1963年毛泽东给自己
的诗作标注写作时间时袁 很自然地把
将其确定为 1935年 10月袁这种理解是
符合历史逻辑的遥

《七律·长征》创作于何时
阴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