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档案 姻2018年 9月 6日 星期四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朱 燕

遗
失
声
明

绎瑞金市华大摩托车经销部遗失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壹份 渊其中报税
联遗失冤袁 发票代码:136001721201,发
票号码:00457607,特此声明作废遥

绎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510103434 号 渊周春明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00225433 号渊杨永龙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昌和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袁核准号:
J4296000478801,声明作废遥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
治报告时说院野工人的韩荆州是赵
占魁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袁军
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遥冶抗日战争
时期袁张治国是和赵占魁尧吴满有
并列的三面旗帜遥那么袁张治国是
怎么由一个八路军普通班长而一
跃变成野名人冶的钥

在大生产运动中袁 留守兵团
警备第三旅各级干部身先士卒袁
涌现出了一些模范人物袁 张治国
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遥 张治
国所带的一班人均日开荒三亩袁
他自己创造日开荒四亩半的纪
录遥1943年春袁张治国所在的七团
开赴天池子执行挖甘草任务遥 他
虚心向当地群众请教识别和挖甘
草的方法袁每天起早贪黑袁苦干巧
干袁创造了全团个人日挖甘草 108
斤的最高记录袁仅 33天即挖甘草
1580斤渊其中包括一根长 1.5米尧
粗 20厘米的野甘草王冶冤袁超额完
成 986斤的任务袁其价值可解决 3
人一年的生活费用遥1944年袁张治
国在定边黄沙窝里带领一排战士
大种粮食和油料袁 一年生产的粮
食九年也吃不完袁 张治国由此被
评为警三旅野模范军人冶遥

1943 年 10 月 11 日袁叶解放
日报曳刊发了野开展张治国运动的经验冶的通讯袁向各
个根据地介绍了张治国的经验遥 1943 年 11 月 26
日袁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延安召开袁张治国参
加了这次盛会袁被授予边区野特等劳动英雄冶称号遥一
个月后袁即 1943年 12月 26日袁叶陕甘宁边区第一届
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曳 指出院野明年我们的部队也
要加紧生产院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遥我们号召部队
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尧李位尧胡青山尧郝树
才尧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袁一面时刻准备消
灭敌人袁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遥 冶

在张治国的影响下袁 警三旅旅部警卫班年仅 17
岁的野解放冶战士薛再清袁晚上等同志们都熟睡后袁悄
悄扛着镢头跑到地里趁着月光开荒遥指导员查铺发现
他不在袁还以为他开小差跑了袁后来在地里找到他时袁
他已完成了一天的任务遥 八团二连战士郝树才袁日开
荒 4.3亩袁创边区个人日开荒最高记录袁被评为边区
甲等劳动英雄遥 1944年袁张治国牢记毛主席和中央首
长的教导袁再接再厉袁带领全班大干苦干袁2个多月即
开荒和翻耕 1201亩袁收获粮食创造了野耕一余九冶渊指
该班一年开荒生产的粮食可供全班十年食用袁当时上
级规定为耕一余一冤的最高记录袁成为陕甘宁边区的
一面旗帜遥毛泽东在听取贺晋年关于警三旅开展大生
产情况汇报后高兴地指出院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奇迹袁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遥 冶

1944年 4月 11日袁 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 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
问题曳的报告遥 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来部队实践袁指
出院野在进行教育时袁 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
的方法曰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曰懂
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遥这样袁就使得我们
的教育工作袁从教条主义尧形式主义尧平均主义尧孤立
主义的束缚中袁 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袁 解放出
来遥 冶

根据张治国的事迹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宣传队排
演了反映军队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叶张治国曳袁获得陕
甘宁边区政府文艺奖遥 1944年 3月袁中共中央召开宣
传工作会议袁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针对陕甘宁边区的
文化教育问题发表了讲话袁 其中提到了边区的军队教
育问题遥为说明文化的力量袁毛泽东给大家举了一个例
子院野有一个秧歌叫叶赵富贵曳袁还有一个秧歌叫叶张治
国曳袁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袁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
的手捆起来袁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遥为什么要请求处
罚钥他说耶我想开小差袁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袁还想组织别
人开小差爷袁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遥 他要求
处罚袁他自己讲出来了袁当然也就不处罚了遥 冶毛泽东
说袁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遥

张治国的野名气冶越来越大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谈
到 1942年整风时说院野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
搞不到一起袁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遥 我们说边区有
韩荆州袁是谁呢钥 就是吴满有尧赵占魁尧张治国遥 冶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警三旅扩编为第十一师袁张治
国任该师第三十一团政委遥 1947年敌胡宗南部进犯
陕北袁 张治国跟随部队参加了沙家店战役袁1948年
后参加解放宝鸡尧平凉尧兰州的战斗袁并荣立一等功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张治国自愿解甲归田袁回乡务农袁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袁带领乡亲们整治土地尧植树造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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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瑞金市鸿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674985694B 冤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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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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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街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新春 联系电话院15970123888

瑞金市鸿运汽车租赁公司清算组
2018年 9月 6日

林伯渠是原中国同盟会会
员尧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遥 他
由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华
丽转身袁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袁并
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袁直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遥

东瀛初识马克思主义遥林伯
渠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他
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遥 日本在
20世纪之初袁 正是早期社会主
义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遥由他的
老乡赵必振翻译的叶近世社会主
义曳尧 幸德秋水的 叶社会主义精
髓曳 在中国留学生中流传很广遥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叶民报曳先后
刊登过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
和学说的文章尧叶德意志社会革
命家小传曳和林伯渠好友宋教仁
的叶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曳等关
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袁这些
著作让林伯渠知道了马克思和
他的主张遥

挚友介绍马克思主义遥1915
年袁李大钊等人在日本组织了反
袁团体中华学会袁林伯渠尧易象尧
容伯挺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
乙卯学会遥林伯渠为了促成两个
团体的合并袁 多次拜访李大钊尧
易象等人袁1916年 1 月 30日最
终合并为神州学会袁并推举李大
钊为评议长袁 林伯渠为干事袁之
后两人携手回国遥正当林伯渠为
了湖南的护法战争奔走四方袁旧
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胜
利遥远无期时袁野约在一九一八
年三四月袁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
几次信袁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

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尧文
件袁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
了他的所见袁得到很大的启
发冶袁 林伯渠正是依靠这些
零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袁消
除疑虑袁逐渐握住了马克思
主义真理遥 1921年 1月袁经
李大钊尧陈独秀介绍袁林伯
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袁
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50
余名党员之一遥

兄长助学马克思主义遥
1921 年林伯渠到广州任总
统府参议袁他的堂兄林修梅
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袁两人
一同居住在广州六榕古寺
附近的牛巷遥在林修梅的帮
助下袁林伯渠认真学习马克
思主义袁阅读了大量有关俄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遥
当时在广州既有大量马克思主
义和苏俄的文章袁也有不少无政
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介
绍遥 林伯渠尧林修梅对当时流行
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分析
后一致认为院野无政府主义主张
不要政府袁各尽所能袁各取所需袁
乃是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曰中国
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
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尧
剥削之下袁 目前尚缺乏组织袁却
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袁基
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
力量袁主张先发展实业袁慢谈社
会革命袁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遥冶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野相信马克思
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
情形最为适合冶遥 林修梅为了帮
助林伯渠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袁甚至打算资助林伯渠前往苏
俄袁野实地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袁
以备日后参考冶遥

斗争抉择马克思主义遥如果
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
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袁主要是从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袁提高政
治觉悟开始的袁那么袁林伯渠转
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袁就不仅是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袁而是同他
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遥林伯渠参加过
辛亥革命尧野二次革命冶尧 护国战
争尧护法战争袁一次次的革命斗
争换来却是一次次的失败挫折袁
林伯渠在这些痛苦经历中坚定
共产主义信仰遥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坚
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遥他为国共
第一次合作架设桥梁袁推动了国
民党的改组袁为国民党确立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作出了贡
献遥 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袁国
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一股反对中
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逆流袁时
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的
林伯渠与在广东的其他国民党
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同
发电痛斥袁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党
员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遥在
国民党二大上袁尽管有国民党右
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
义的责难袁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
下袁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弹劾西山
会议派的决议袁 永远开除谢持尧
邹鲁的党籍袁 书面警告居正尧石
青阳尧叶楚伧等人袁训令戴季陶袁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
党右派的势力遥

终生追随马克思主义遥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野整理党务
案冶后袁林伯渠面临着关键选择遥
一边是经过 20多年努力奋斗得
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
重要领导职务袁另一边是获得不
久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袁林伯渠作
出正确选择袁 辞去了农民部长尧
中央财务委员尧国民政府监察委
员等职袁 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
籍遥如果说这次面临的是权与利
的考验袁那么大革命失败时面临
的则是生与死抉择遥在这严重的
历史转折关头袁林伯渠毅然抛弃
了为之奋斗了 20 多年的国民
党袁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袁展示出
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遥当
时林伯渠的好友兼亲戚程潜劝
林伯渠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袁但
林伯渠野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
了冶袁并且声明野要干就干到底袁
决不后悔袁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
的命运冶遥

其后袁 林伯渠参加南昌起
义尧前往苏联留学尧奔赴中央苏
区尧踏上漫漫长征路尧参与国共
第二次合作的谈判尧领导陕甘宁
边区的建设袁新中国成立后更是
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政权建设袁这
些都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不管面对再大的困难与危险袁始
终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坚定地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理想
信念遥

林伯渠的信仰抉择
阴唐贤健 杨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