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袁有
一面刻着起义参加者名录的野英雄墙冶遥
当年 圆万余人参加起义袁有 愿园园多人的
姓名被记录袁柴水香就是其中之一遥

柴水香是浙江宁波人袁曾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政治部主任袁而他还有
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要要要陈文杰遥

陈文杰袁原名柴水香袁员怨园猿年出生在
宁波市区一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遥他原是
宁波一家绸厂的工人袁因积极参加反帝爱
国运动袁于 员怨圆远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员怨圆苑年大革命失败后袁 陈文杰来
到武汉袁苑月入贺龙部第二十军三师教
导团学兵队当兵袁 随部参加南昌起义遥
后随起义军南下广东遥 怨月起义军在潮
渊安冤汕渊头冤地区作战失利袁他回到宁
波袁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袁继续领导工
人运动遥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
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袁中共浙江省
委制定了叶浙东暴动计划曳遥 员怨圆苑年 员员
月袁由于叛徒告密袁计划泄露袁国民党随
即在浙东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遥陈文

杰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袁 坚守岗
位袁及时组织其他同志转移尧撤退袁而自
己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遥

经各方努力营救袁 陈文杰于 员怨圆怨
年上半年被保释出狱遥 同年夏天袁党中
央为加强对浙南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袁
派他到浙南工作遥

员怨猿园年 缘月袁 陈文杰来到浙江楠
溪袁与胡公冕尧金贯真一起组建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袁 任政治部主任袁远月
任中共浙南特委军事委员遥

当时袁 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袁
常常急行军遥陈文杰经常把自己的草鞋
送给有需要的战士袁自己却赤着脚行走
在烈日暴晒的山路上袁脚底烫起了泡也
不以为意遥 为此袁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
野赤脚大仙冶遥

在陈文杰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袁红
十三军大力开展政治教育袁鼓舞部队士
气曰严明军纪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袁政治
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遥 部队每到一处袁陈
文杰都亲自做群众工作袁扩大了红军的
政治影响袁部队日益壮大遥

陈文杰日夜为部队操劳袁终因劳累
过度病倒袁被送到永嘉养病遥 由于叛徒
出卖袁员怨猿园年 怨月 员愿日袁 陈文杰不幸
被捕遥敌人企图从陈文杰口中得到红十
三军的机密袁对他软硬兼施袁威逼利诱遥
但陈文杰视死如归袁坚不吐实遥 敌人恼
羞成怒袁于 怨月 圆员日对他下了毒手遥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袁陈文杰高声向
群众宣传院野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
紧袁会有人替我报仇的袁我们红军是杀
不完的噎噎冶他从容不迫袁高呼口号袁英
勇就义袁年仅 圆苑岁遥

如今袁陈文杰曾日夜奋斗过的红十
三军军部旧址袁已经成为红军历史纪念
馆遥陈文杰使用过的古式青油灯尧棕衣尧
斗笠和公文包整齐地摆放在他曾经的
卧室中袁像是静静地等待着故人的野归
来冶遥

作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袁纪念馆
每年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遥不论岁
月怎样流逝袁陈文杰和他曾领导的红十
三军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都将永存
于人民心中遥 唐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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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8809151060号 渊谢小芳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沙洲坝镇百汇庄园酒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发
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票号码:04010798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东方魅力娱乐会所(普通合伙)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袁发票代码:36001713320袁发票号码:03967936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核 发 的 户 主 廖 庆 华 ( 身 份 证 :
362102196106250016冤户口簿遗失袁住址院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河背
街桥下巷 200号袁户主院廖庆华遥 成员院廖庆华尧赖小莲尧廖雨鑫袁特此
声明遥

关于军队退役人员登记工作的公告
全市军队退役人员院

根据赣州市民政局尧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要求袁请
我市军队退役人员渊包括转业志愿兵尧转业士官尧复员士官尧退休士
官尧义务兵尧退休干部尧转业干部尧自主择业干部和复员干部冤于 2018
年 7月 25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尧户口簿尧退役证等证件前往户籍所
在村渊居冤委会进行有关情况登记袁请战友们相互转告遥 咨询电话院民
政局 0797-2521179袁人社局院0797-2522576遥

瑞金市民政局 瑞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 7月 5日

如今的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抗战
时期在重庆创办的袁 当时周恩来在重庆
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袁 他对育才学校的
师生关怀备至袁对学校的工作鼎力支持遥

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天袁周恩来将
去育才学校参观袁陶行知校长专程前往
北温泉迎接并陪同他来到古圣寺袁一起
来的还有邓颖超尧徐冰等几位同志遥 他
们在学校住了一天一夜袁居住在陶校长
原来在荷花池边的一排三间土墙茅屋遥
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来到学校参
观的喜讯给全校师生极大鼓舞袁在全校
师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袁他作了意涵深
刻的讲话袁用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寻找
真理的艰难历程来教育师生遥 讲话中他
说很羡慕当时的学生袁小小年纪就能受
到革命教育袁 因此勉励学生们努力学
习袁追求革命真理遥 同学们把周恩来的
教导记在本子上袁记在心头遥 大家围着
周恩来请他题词袁他给每个同学题的是
同一句话院野一代胜似一代冶遥 他十分高

兴地观看了同学们表演的节目袁并和全
校师生一起合影留念遥

晚上袁老师们和各组学生代表一起
在茅屋里再一次听周恩来讲话袁他深入
浅出地为师生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
势袁以及毛主席关于反对投降活动尧打击
国民党投降派的指示袁讲了和反动派作
斗争的方式方法袁指出文艺应该表现坚
持抗日尧反对投降的内容袁音乐尧绘画尧
戏剧尧 文学都是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遥
他还特别为师生介绍了大家都向往的
解放区正在一天天发展壮大袁革命烈火
一定会燃遍全中国袁最后的胜利一定属
于人民遥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遥 他还十分
关怀同学们的身体健康袁捐款给学校为
师生添置体育设备遥 周恩来殷切的教诲
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袁给正在艰苦奋斗中
的育才学校师生袁增添了巨大的力量遥

1940年 12月 26日袁郭沫若主持的文
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音
乐演奏会袁周恩来尧叶剑英尧邓颖超等出席
观看袁 参加这天演奏会的还有银行界尧文
化界的有关人士 100余人遥 育才音乐组的
26位同学由贺绿汀先生带领前来演出袁陈
贻鑫尧郭惠英尧刘幼雪 3个同学表演钢琴
弹奏袁休息时陶校长在会上报告了创办育
才的动机袁 贺绿汀报告了音乐组教学情
况遥 在这次大会上演出的节目有齐唱尧二
部合唱尧钢琴独奏尧钢琴连弹袁周恩来听后
十分高兴袁应陈贻鑫同学的请求在他的纪
念册上题词院野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
音乐天才遥 冶对年轻一代寄予极大的希望遥

1942年的一天袁周恩来要他的秘书

袁超俊到育才学校挑选一批孩子带去延
安学习袁 袁超俊这次带走了任必端等 4
名同学袁此后还有许多育才师生陆续到
解放区去参加革命工作遥

1945年袁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根
据周恩来的指示袁为解放区输送大批革
命青年袁为此设立了一个转送站袁地址
就在重庆市中区管家巷 28号育才学校
驻渝办事处里面遥 有一批青年去湖北宣
化店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一支
新四军部队袁其中就有育才同学王昶新尧
王绍全等人遥 这年夏天袁中国共产党发
出野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冶的指示袁中共南
方局青委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袁办了
一个野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冶袁由黎群负
责袁地址就在草街子回龙寺要要要黎群的
意姐带领着育才文学组尧社会科学组的
50多名同学和 10多名老师袁 在那里学
习遥 这样使育才师生在南方局和周恩来
的直接关怀下袁受到了革命的良好教育遥

1946年春天袁 育才学校从草街子迁
到红岩村袁校舍利用距离八路军办事处约
100步远的国民参政会留下的房子袁大家
来到了周恩来身边袁就有更多的机会接受
他和南方局的帮助和教诲遥邓发尧石西民尧
熊复尧刘光等同志都先后应邀到学校作过
报告袁他们把当时革命的形势和斗争方向
以及有关的方式方法及时告诉师生们遥办
事处举行周末晚会袁经常邀请育才的同学
们参加遥 1946年春节的联欢会上袁育才的
师生们又一次听到周恩来的讲话袁 他说院
野目前正在商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袁 我们
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陶行知校长担

任教育部长袁你们赞成不赞成钥冶师生们热
烈鼓掌袁齐声欢呼院野赞成浴 赞成浴 冶

1946年 5月袁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南
京袁留下袁超俊办理遗留工作袁袁超俊将
办事处在红岩村的全部房屋尧 家具尧图
书袁赠送给育才学校袁育才的意姐代表学
校接受了这些珍贵的物品遥

1946年袁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李公
朴尧闻一多袁陶校长听说自己在黑名单中
名列野探花冶袁他立即给育才师生们写信袁
大义凛然提议院野为民主死一个袁就要加
紧号召一万人顶补遥 冶从此陶校长更加
争分夺秒地为革命工作袁 由于积劳成
疾袁劳累过度袁7月 25日袁在上海突然患
脑溢血遥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当时已由
重庆去上海袁闻讯之后立即赶去看望袁这
时陶校长已经不能讲话了袁周恩来悲痛
不已袁紧握着陶校长的手和他告别遥

陶校长逝世后袁延安尧南京尧上海尧重
庆等地都召开追悼会遥毛泽东尧朱德尧周恩
来都发来唁电遥 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
上袁高挂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院野痛悼伟大
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冶遥 党中央宣传
部长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
表演说袁 高度评价陶校长光辉的一生袁号
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学习他的
精神袁为新中国的实现而努力斗争遥

更让人永世难忘的是袁1949年的上
半年袁周恩来离开重庆已经 3年袁当他知
道育才学校在重庆处境艰难袁一直惦念
着育才学校的师生袁特地托专人从香港
汇来 800块银元袁 帮助育才学校师生们
渡过难关遥

周恩来在重庆留下的烙印
阴胡平原

陈文杰：红十三军中的“赤脚大仙”
调整瑞金市城区污水
处理费征收标准公告
根据渊赣发改收费也2018页11号冤中

野设市城市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
低于 0.95元袁 非居民不低于 1.4元冶的
硬性要求袁我市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如
下院

1尧居民用水院每户月用水量 50吨
以内渊含 50吨冤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
0.95元/吨曰 月用水量超过 50吨的袁超
出部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 1.10
元/吨曰

2尧非居民用水渊行政事业尧工业尧经
营尧基建用水统一为非居民生活用水冤院
污水处理费为 1.40元/吨曰

3尧 特种行业用水院 污水处理费为
1.60元/吨曰

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的污
水处理费袁委托市润泉公司随同水费一
起征收曰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污水处
理费袁根据取水许可审批权限委托市行
政审批局征收遥

瑞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