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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野红色教授冶的张闻天袁一生
都保持着学习与思考的习惯遥 1956年他
在外交学院作报告时曾说院野学习无止
境袁只有呜呼哀哉时方才算完结袁那时
是到马克思那里继续学遥 冶在终身的勤
奋学习中袁张闻天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治学方法袁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遥

野多读袁多看袁多写冶
张闻天 1923年在美国勤工俭学时袁

针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做了一篇文章叶生
命的跳跃曳袁鼓励青年野多读袁多看袁多
写冶遥 这六个字既是对青年人的期待袁也
是张闻天治学的基本方法遥

张闻天年轻时代曾先后赴日本尧美
国尧苏联求学袁留学期间深入考察国外
社会现实袁学习先进思想袁大大开阔了
视野遥 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袁张闻天
翻译和评介了包括托尔斯泰尧 王尔德尧
伯格森尧 歌德等著名作家的大量作品袁
撰写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文章遥 张闻天

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
后袁 开始热切地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遥 在苏联学习期
间袁 张闻天埋头苦
读袁 他后来回忆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的学习经历时说袁
野我当时想知道一
切马尧恩尧列尧斯所
想的袁 他们的一切
理论原则及他们的
思想体系冶遥张闻天
能够成为我们党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袁 与这一时期的
刻苦钻研是分不开
的遥

勤写笔记是张闻天读书的好习惯遥
张闻天写读书笔记的方法有三种院一种
是读书时随手在书上写下批语曰一种是
就某一问题有感而发写成文章袁送给毛
泽东和党中央曰还有一种是读书时写下
心得体会袁留给自己做研究用遥 在庐山
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袁张闻天被取消
了领导职务袁党的政治生活被隔绝袁但他
没有放弃学习和研究袁写了几十万字的
读书笔记袁定期给毛泽东尧刘少奇写信报
告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情况遥野文革冶期间袁
张闻天的十几本读书笔记被造反派抄
走袁 但他并不气馁袁 重新开始读书写卡
片遥 1969年袁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袁在
视力衰退和疾病的折磨下袁他仍然手不
释卷袁坚持做笔记袁用旧台历和小学生练
习本制作了一叠叠资料卡片袁分类装在
旧信封做成的小口袋里遥 在肇庆留下的
近十万字的野肇庆文稿冶袁成为张闻天多
年读书思考的理论结晶遥

野打破教条的囚笼冶
张闻天不仅理论功底扎实袁而且重

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袁既要野做马尧恩尧
列尧斯尧毛的好学生冶袁也要野做群众的好
学生冶遥

延安整风期间袁毛泽东提出全党要
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袁张闻天率先
响应整风号召袁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
了自我批评袁提出野过去没有做实际工
作袁缺乏实际经验袁现在要补课冶袁到陕北
和晋西北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农
村调查遥 张闻天调查的目的野主要是了
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袁要把农村的阶级
关系搞清楚冶遥 为此袁张闻天率领调查组
深入农村袁召开调查会袁挨家挨户与农民
干部座谈遥张闻天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袁
而是细致入微遥 在米脂县杨家沟袁张闻
天把一家地主保存的从道光年间开始的
买地尧收租尧放债尧雇工和日常收支等账
簿一本一本进行了核算袁用详细的材料
说明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情况遥 通
过对农村实际的深入调查袁张闻天对于
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和阶级关系情况有了
系统认识袁形成了一系列调查报告袁提出
了许多真知灼见遥 例如袁提出晋西北要
在革命政权的控制下发展野新式资本主
义冶来提高生产力袁为将来的社会主义
打下基础遥 这其实打破了一般观念中害
怕和讳言发展资本主义的教条遥 张闻天
在总结调查经验的叶出发归来记曳中指
出袁要野打破教条的囚笼冶袁从实际出发袁
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遥

张闻天注重野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
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冶遥 张闻天调查
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都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袁从生产力尧生产关系以及
经济基础尧上层建筑出发来研究实际问
题遥 张闻天总是结合着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袁看书学习袁进行理论思考袁并进一步

提高理论水平遥 从张闻天读书时写下的
批注和笔记中就能感受到他对群众的关
切和对实际问题的深思遥 所以袁张闻天
曾经指出袁野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
受马列主义袁而是从实际经验中袁从错误
中把它接受过来的冶遥

野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冶
张闻天的一生袁是实事求是尧求真务

实的一生遥 张闻天在 1940年发表的叶提
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曳 中指出袁野共
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袁
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冶遥无论是做人还是
做文章袁张闻天都一贯地秉承了野说老实
话的勇气冶遥在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重要关
头袁张闻天毅然冲破野左冶倾错误路线袁支
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曰在庐山会议上袁他
不顾劝阻尧直言诤谏尧执意总结野大跃进冶
和野人民公社化运动冶中的错误袁以致被
撤职罢官遥文如其人袁张闻天在思考和研
究问题时袁总是以真理为追求袁以实践为
标准遥 胡乔木在评价张闻天时说道院野敢
于独立思想袁 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
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袁
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遥 冶

在野文革冶中遭到严厉打击的情况
下袁张闻天决不随声附和错误主张袁不顾
个人安危袁坚持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
稿袁批判党内野左冶倾错误遥 在受到批斗
时袁张闻天在台历上写下列宁的一句话
激励自己院野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
同的情况袁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
袋遥 冶在流放广东肇庆期间袁张闻天坚持
用野自己的脑袋冶独立思考袁以 70多岁高
龄的病弱之躯写下了叶论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曳等文稿遥 这些文稿根据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袁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
的性质和规律袁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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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城镇居民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全市广大城镇居民朋友院
根据 叶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大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
力度的意见曳渊赣发也2018页7号冤尧叶江西
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城镇支出型
贫困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试行>的通
知曳渊赣民字 也2018页60号冤尧叶中共赣州
市委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城镇贫
困群众脱贫解困力度的实施意见曳渊赣
市发也2018页8 号冤的部署袁我市已启动
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袁现将有关
事项告知如下院
一尧城镇贫困群众界定为以下三大

类别
1.城镇特困人员遥 城镇老年人尧残

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袁同
时具备无劳动能力尧无生活来源尧无法
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
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条件的人员遥

2.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遥家庭人
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且家庭财产符合城镇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规定的人员遥

3.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遥家庭人
均月收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5
倍以内袁但由于本人或主要家庭成员因
病尧因残尧因祸尧因子女上学尧因失业尧因
无住房造成生活贫困的人员遥

二尧城镇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申
请受理认定条件

1尧 申请城镇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
庭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院一是具
有瑞金城镇户籍并在瑞金市境内居住曰
二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 870元以内遥三

是家庭没有私家汽车尧大型农用尧经营
性车辆尧两套及以上住房尧没有商铺尧办
公楼尧厂房等非居住房屋袁也没有雇佣
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尧家庭人均金
融资产没有超过我市月最低保障标准
24倍即 13920元遥 四是家庭刚性支出
较大是指因刚性支出明显超出家庭收
入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而导致实际生
活困难遥

2尧野一个不予受理冶是指:申请人及
家庭成员提出申请后不提供有效证件
证明袁 以及不授权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的袁不予受理遥

3尧野四个从严认定冶是指院申请人或
家庭成员属于村渊居冤委会基层干部本
人或亲属的曰在国家机关尧事业单位尧社
会团体袁 或在国有企业和大中型民营
企业工作袁收入相对稳定的曰获得养老
金渊含商业养老保险冤的曰其他有相对
稳定收入来源的袁予以从严把握遥

4尧野七个不予认定冶是指院渊1冤不如
实申报或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财产袁提
供虚假证明袁或故意放弃尧转移生活权
益和财产的曰渊2冤拥有私家汽车尧大型农
用尧经营性车辆(小型农用车辆除外)等
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曰渊3冤 在收费明显
高于当地公办幼儿园的民办幼儿园入
托袁 在中小学自费择校就读袁自费出国
留学的曰渊4冤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人
均建筑面积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
上年度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曰渊5冤
名下有商铺尧办公楼尧厂房等非居住类
房屋袁或者雇佣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
动的曰渊6冤 为获取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

庭资格袁故意采取拆分户口尧合并户口
等弄虚作假行为的曰渊7冤 人均金融资产
超过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4 倍
的遥

三尧认定程序
1.申请程序遥 优书面申请遥 户主本

人或授权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寅悠授权委托遥户主
本人或授权人提供相关材料袁填写核对
声明及授权书寅忧信息核对与入户调
查遥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家庭状况进
行调查核实袁同时进行家庭财产信息核
对袁对申请人家庭认定资格提出意见寅
尤民主听证遥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民主听
证袁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
客观性尧真实性进行民主听证寅由乡镇
审核遥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尧入户调查尧民主听证等情况袁提出
审核意见袁并在居渊村冤民委员会进行公
示 7天袁无异议的上报市级民政部门审
批遥 寅邮抽查认定遥 市级民政部门按照
不低于 30%的比例入户抽查袁提出审批
认定意见寅铀长期公示遥在申请人常住
所在居渊村冤民委员会将审批结果张榜
长期公示遥 7日内无异议的袁作出书面
批准决定曰有异议的袁市级民政部门会
同乡镇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袁做出是否
批准决定袁不批准的说明理由遥

2.申请时间遥 10月 15日前遥
3.受理地点遥 各乡镇民政所遥
4.其他要求遥申请人应以户为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袁必须本人到场遥 对于因
特殊原因无法到场提出申请的袁可以委
托其他家庭成员代为提出和递交申请

书及有关资料遥 凡本人不能到场申请
的袁其申请书及有关资料必须经申请人
本人签名或按手印后袁方能提交申请遥
提出申请时袁还应提供户口簿尧身份证尧
家庭成员收入证明尧主要支出证明尧疾
病证明尧房产证尧土地证尧结婚证尧离婚
证尧残疾证尧大学生证尧工商营业执照
的原件和复印件袁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
材料袁并填写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声
明及授权书袁授权有关部门对具有法定
赡养尧抚养尧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进行
收入尧财产核对袁申请人必须如实申报
不得弄虚作假或隐瞒不报遥

四尧入户调查
1.调查范围遥目前在保的城市特困

供养和城市低保对象全面入户调查袁城
镇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有申请并初
审合格的开展入户调查遥

2.调查内容遥 叶赣州市城镇贫困群
众家庭档案曳明确的内容遥

3.调查时间遥 2018年 10月 8日至
10月 23日遥
五尧其他遥 城市特困供养和城市低

保对象袁应准备相关资料渊与上述支出
型贫困低收入家庭应提供的资料相
同冤袁以便上户人员核查袁如不配合袁则
视为自动放弃袁 从 11月份起取消特困
供养或城市低保待遇遥

如您对此项工作存有疑问袁欢迎
前往户籍所在地居渊村冤委会尧乡镇人民
政府民政所进行咨询,也可致电瑞金市
民政局咨询渊联系电话 0797-2521065冤

瑞金市民政局
2018年 9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