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绎江西天佑物流有限公司财

务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江西天佑物流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章壹枚遗失袁 法人代表:谢
新 生 ( 身 份 证 号 :
362131196608090050)袁 特此声明
作废遥

绎瑞金市三立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章壹枚遗失袁 法人代表:
杨 石 平 ( 身 份 证 号 :
362134196408100057)袁 特此声明
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
主 刘 和 平 ( 身 份 证 :
362102195808230015冤 户口簿遗
失袁户主院刘和平遥成员院杨小英尧
陈金娣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菊香持有的证号为
1400009-55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
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锦江名城峰
景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廖水金持有的瑞金市被征
地农民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渊2015冤
ZD02070027袁特此声明遥

绎林艳生持有的赣 B57386
车的道路运输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0781004809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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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市强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渊注册号 院

360781210021350冤经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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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兆林尧朱琪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
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绵水路中段时代广场 C1-
2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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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院18070432010

瑞金市强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4月 11日

抗战期间袁 延安生活条件艰苦遥
中共中央所配备的仅有的一些型号各
异尧颜色繁杂的车辆袁也大多为国内外
友好组织和人士所捐赠袁烧着延安土
法炼制的汽柴油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首脑机关很少有什么车辆袁汽车就
更为罕见了遥

中国共产党各位领导人虽戎马倥
偬袁但出行办事尤其是转战千里行军
打仗袁大都是靠骑马或步行袁有时也骑
一下自行车袁只是偶尔乘汽车外出办
公遥 在出行的路上袁老一辈革命家们
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耐人寻味的记
忆遥

毛泽东院跟战士们一起推卡车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袁1937 年 1
月袁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遥
刚到延安时袁当地同志为毛泽东选了
两匹马以方便他出行袁其中一匹是小
青马袁 它个头虽不大袁 但力气大尧灵
活尧速度快袁跑起来平稳袁且性格温顺
老实袁很得毛泽东的喜爱袁他出外办
事时经常骑这匹马遥

有一次袁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遥
返回时袁因马受惊袁他竟然意外地从马
上摔了下来袁左手被摔伤遥

当时袁延安已有汽车袁是著名爱国
华侨陈嘉庚专门送给中共中央的两辆
福特牌汽车遥 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
用这两辆车时袁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
泽东配一辆遥 于是袁管车的同志首先
分给了毛泽东一辆遥 毛泽东立即表示
坚决反对袁 他态度坚决地说院野我不
要浴 冶 接着他进一步强调说院野分车一
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袁二要照顾年
纪较大的同志遥 冶但是袁大家仍然认为

应分给毛泽东一辆遥 毛泽东知道后生
气地说院野走走路有么子不好钥 连走路
的权利都要取消么钥 走路锻炼身体袁
还可以深入群众袁 你那个汽车呜呜一
开袁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钥 冶最后袁由
于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袁 大家也只得
作罢遥 两辆车中一辆给管军事指挥作
战的朱德总司令使用袁 另一辆配给了
被尊称为野延安五老冶的林伯渠尧谢觉
哉尧董必武尧吴玉章尧徐特立等来往办
公用遥

闻听毛泽东摔伤了袁 朱德和 野五
老冶都坚持把车让给他坐袁却被毛泽东
一口拒绝袁他依旧坚持骑马回去遥

伤还未愈袁 毛泽东又要去中央礼
堂作报告遥 机灵的警卫悄悄把车又叫
来了袁对毛泽东说院野主席胳膊摔伤了袁
就坐这一回吧遥 冶毛泽东却风趣地说院
野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浴走浴冶
说完袁 他就迈开双腿大步向中央礼堂
走去遥

在延安时袁因工作的需要袁毛泽东
也会乘坐汽车遥 有趣的是袁 毛泽东乘
车喜欢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袁 原因是
视野开阔袁让他有种御风而行的奇妙
感觉遥 有一次袁 毛泽东与林伯渠等人
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考察的
民主人士袁他们同乘一辆吉普车袁另一
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遥

到机场后袁 毛泽东才知道此次来
延安的民主人士较多袁 当他给各位客
人安排好乘车位置后袁发现两辆小车
里已没有了自己的座位袁 就不顾客人
的推让袁在警卫人员的协助下跳上了
卡车袁 与随行的公务人员和警卫战士
同乘卡车离开遥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袁
由于年久失修袁卡车刚出机场不久就
在西边丘陵的坡道上熄了火遥 毛泽东

带领战士们跳下车袁大家一同用力推
起车来遥 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机关师
生见状袁也飞快地奔了过来袁帮着他们
把卡车推上了山坡遥 毛泽东微笑着向
帮忙推车的机关师生挥手致谢后袁又
和战士们一起爬上卡车遥 毛泽东的这
一举动让在场的民主人士大为感动遥

周恩来院坐火车拒绝包厢软卧

1937年秋天袁为了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袁周恩来要去石家庄会见国
民党的卫立煌遥 随行的警卫员考虑到
周恩来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袁长期睡
眠不足袁鼻腔又经常出血袁路上需要好
好休息一下袁就请后勤的同志去买火
车包厢票遥

周恩来知道了袁 立刻加以阻止遥
警卫员只好说院野那就买软卧吧浴 冶周
恩来还是不同意袁 说院野不要软卧袁就
买普通票遥 路不长袁在车上只过一个
晚上嘛浴 冶

火车到了石家庄袁卫立煌派专人
来接遥 那位军官找遍了包厢袁又找遍
了软卧袁 都没有看见周恩来的影子袁
还以为周恩来没有到遥 可是袁他万万
没有想到袁周恩来竟然同普通旅客一
起袁从三等车厢里走下来遥

后来袁这位军官十分感慨地对周
恩来的警卫员说院野你们周将军这样高
级的将领袁只坐普通的三等车浴 周将
军这样廉洁奉公袁真是可敬可佩浴 冶

1947年 3月袁国民党集结重兵向
延安发动重点进攻袁以毛泽东为首的
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袁 转战陕
北遥

3月 18日袁毛泽东尧周恩来尧陆定
一等在彭德怀的催促下袁最后一批撤
出了延安遥 他们乘坐的是美军驻延安
观察组撤离时留下的几辆道奇牌中吉
普遥

这天傍晚袁一辆中吉普驶出了枪
声不断的延安城袁车上坐的是杨尚昆
和总部作战部长李涛遥 突然袁对面有
一头受电光惊吓的老黄牛疯了一般迎
着汽车跑过来遥 司机为躲开黄牛猛打
方向盘靠边行驶袁黄牛擦着车身过去
了袁可汽车却倾倒在斜坡上遥 杨尚昆尧
李涛与司机等人下车摸黑抬车袁可人
少力小袁无济于事袁急得他们团团转遥

正在此时袁另一辆道奇车在他们
身旁停了下来遥 车上匆匆走下来的是
周恩来和几个随行人员遥周恩来见状袁
便挽起袖子带头走下坡来帮着抬车遥

杨尚昆知道周恩来胳膊有伤袁但
怎么劝也没有用袁大家便一齐动手袁听
着周恩来喊的号子声袁硬是把一辆笨
重的车从斜坡上给掀了起来遥

周恩来幽默地对杨尚昆说院野你们

还要布置作战袁赶快前边走吧!你还在
这里等什么袁 等胡宗南赶上来打麻将
牌不成钥 我们尾随在后袁 万一你们在
前面翻了车袁好再帮你抬汽车浴 冶

说毕袁 周恩来又返身对随行人员
下了一道命令院野调头袁 将汽车调过头
来袁咱们想法寻上受惊的黄牛袁一定要
把老乡的黄牛还回去浴 冶

他们缓缓地开着车搜寻袁 终于在
不远的路旁寻找到了这头老黄牛袁然
后用一根麻绳把牛拴在了车厢尾袁慢
悠悠地开着遥 周恩来还不时地回头观
察黄牛跟随的情况袁 叫司机把车开得
再慢些尧再稳些遥 最终袁他们在前边四
五公里远的一个名叫寺家园的村庄
里袁寻到了黄牛的失主袁这才如释重负
地追赶前边的队伍去了遥

朱德院骑自行车拍下经典照片

朱德有一张拍摄于延安时期的照
片堪称经典袁它的名字叫叶朱总司令在
延安曳遥 照片中袁朱德身着八路军战士
的衣服袁小腿上打着绑腿袁脚上穿着便
于行军走路的布条编织的草鞋袁 骑着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袁 神态自若地行进
在广场上遥 背景是杂草丛生的山坡袁
凸现出陕北高原独特的山色地貌遥 这
张照片是著名摄影家尧叶解放军报曳原
社长尧 总编辑田野于 1938年拍摄的袁
田野当时在总政宣传部工作遥

1938年 8月下旬袁因参加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袁 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了
延安遥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袁 天气晴朗袁
摄影师田野背起照相机袁信步走出延
安北门袁过了大砭沟这个当时算是繁
华的地方袁一直向北走去遥 当田野走
到靠近参会代表所住的窑洞下面那
个大广场时袁突然看见朱德骑着自行
车袁由西边山下向东行进袁他骑得并
不快遥

田野感觉很新奇袁 因为他在延安
还从未见过骑自行车的遥 他迅速地跑
了过去袁向朱德举手行了个军礼袁恳请
说院野总司令袁我给您拍张照片吧浴 冶

朱德面带笑容地对田野说院野给我
照相太多了袁你去给战士们照吧遥 冶

田野又进一步解释说院野总司令骑
自行车的照片袁还从未拍过呢袁这次请
拍一张骑自行车的吧遥 冶朱德笑了笑袁
同意了遥 田野随即补充说院野请您照旧
往前骑袁不影响您骑车遥 冶一边急速跑
到朱德的右前方袁 选好角度袁 对准焦
距袁按下了快门遥

此时是 10点钟左右袁阳光从朱德
右侧上方柔和地射来袁 让拍摄的效果
自然生动逼真尧清晰度高袁给后人留下
了一幅珍贵的影像遥

延安路上的领袖风采
阴孟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