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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遗失声明
绎袁应挥持有的残疾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360908661343袁 特
此声明遥

绎杜文权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注
册号 院360781600113373袁特
此声明遥

绎杨衍枫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注
册号 院360781600053953袁特
此声明遥

绎曾小兵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注
册号 院360781600021819袁特
此声明遥

绎李霞持有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 注册
号院360781600125306袁 特此
声明遥

绎李霞持有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 注册
号院360781600125306袁 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叶坪乡新华希
望小学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本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607024919625969袁 特此
声明遥

绎朱红民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失袁注
册号 院360781600096607袁特
此声明遥

绎朱红民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注
册号 院360781600096607袁特
此声明遥

用这些幽默吐槽告别 2017吧
音会做饭袁做家务袁会修理电器袁

这些技能想闪光袁 一定是在特别能赚
钱的衬托下遥

音世界上如果还有比表白更让人

不好意思的事袁 那一定是提醒别人还
钱了浴

音随缘型睡眠袁 不强求不争龋熬
到自然困袁困到自然睡袁睡到自然醒遥

音如果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袁为
什么你还能想出那么多省钱的办法?

音朋友之间的互信集中体现在院
一个人在伤心难过时听得进去另一个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的劝说遥

音抑郁是活在过去袁焦虑是活在未来遥

音当代人语言匮乏袁 不发表情聊
不起天遥 全社会从小学生到中老年袁个
个儿都在攒表情包袁 还渐渐形成鄙视
链条遥

至于那些攒不来表情包的人袁只
有在发表情时连按三下袁 方可表达出
真诚与发自肺腑遥

音我国家长们的通病袁 喜欢把孩
子当成自己的游戏小号袁 大号让自己
玩废了袁 但是觉得已经自己掌握了大
部分通关秘诀袁 拿小号再修炼一遍就
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袁 岂不知游戏规则
早变了噎噎 林雅 辑

老王从机修厂退休后袁在家乡小镇
上摆了个自行车修理摊儿袁修修补补挣
点外快遥 老王手艺好袁人又勤快袁生意挺
不错的袁 每天少说也能挣个七八十块
钱遥

这天一大早袁生意又来了遥 只见一
个小伙子费力地推着一辆后轮扁瘪的
电动车从不远处走来袁嘴里还骂骂咧咧
的袁不用说袁车胎被什么东西刺破了遥 老
王接过电动车袁熟练地扒出内胎袁不到
十分钟就补好了遥

看老王准备装车胎袁 小伙子忙说院
野师傅袁麻烦您给看看袁是什么东西刺破
的钥 刚才在那边好像看到地上有一片碎
玻璃袁搞不好是碾上了遥 也不知谁这么
缺德浴 冶

老王野哼冶了一声说院野还能有谁袁酒
晕子干的好事呗遥 冶说着袁手探进外胎
内袁捋着外胎摸索起来遥
忽然袁老王野哎哟冶惊叫了一声袁等

手伸出来袁 右手食指已经汩汩淌出了
血遥 小伙子也吓了一跳袁赶忙掏出纸让
老王把手包起来遥 老王淡淡一笑说院野没
事袁这点伤不算个啥袁家常便饭了遥 冶说
着袁小心地从刺破手指的部位取出了一
块锋利的玻璃碴儿遥
车胎装好了袁 小伙子掏出 10元钱

说院野师傅袁真不好意思袁害您受了伤袁钱
您就别找了袁买盒创可贴吧遥 冶老王看小
伙子心诚袁说声谢谢袁把钱收了起来遥

过了两天袁老王忽然感觉受过伤的
手指有点胀痛袁 把上面的纱布揭下来袁
这才发现手指已经肿胀得黑青遥 老王不

敢再大意袁赶忙去县医院检查遥
让老王没想到的是袁 医生检查完袁

告诉他说袁 那根手指前端组织已经坏
死袁需要马上切除遥 老王听了两眼直发
黑袁忙对医生说袁自己的手指以前也经
常受伤袁都没什么事儿袁这次怎么这么
严重钥 医生说院野那是你这次没那么走
运浴早点打支破伤风针就不会这样了遥 冶
老王小心翼翼地问大概得多少钱袁医生
说一万块钱够用遥

最终袁 那根手指切除了大半截儿遥
老婆这下可不干了袁振振有词地说院野我
说老王袁咱可不能吃哑巴亏浴 那个小伙
子应该负责咱的医药费遥 冶老王苦着脸
说院野说得轻巧袁上哪找人家去钥 再说了袁
就算找到了袁 人家不认赔你有什么办
法钥 冶老婆不甘心院野就咱这巴掌大的地
儿袁我就不信还找不到一个大活人遥 只
要找到他袁赔不赔总不能他说了算遥 冶

怎么找呢钥 老婆想了想袁决定查那
天的监控遥还别说袁真给她查到了遥她洗
出照片袁一有空就拿着照片在小镇上四
处打听遥 老天不负有心人袁照片上小伙
子的眉目虽然不是很清晰袁但还是有人
一眼认出了他遥

小伙子叫李健袁家住小镇西头遥 老
王老婆片刻也不敢迟疑袁拉着老王上门
讨说法遥

听二人说明来意袁 李健吃了一惊袁
但他很快平静下来袁 想了想对老王说院
野王师傅袁 我觉得这笔医药费不该由我
出遥 您想啊袁您要是小心些袁也不至于受
伤曰受伤后如果处理得当袁也不会是这

个结果遥 我只要不欠您修车钱袁就不该
我担责任遥 冶

老王还没张口袁老婆不乐意了袁说院
野小伙子袁话不能这么说遥 不管怎么讲袁
俺家老王是给你修车受的伤袁就算你不
是全责袁乡里乡亲的袁多少也该拿一点
吧遥 冶

两边各执一词袁 直争得面红耳赤遥
李健被老王老婆聒噪得脑仁痛袁不想这
样没完没了地打嘴官司袁 忙止住话头
说院野阿姨袁您看这样行不行袁咱到镇上
派出所袁让人家来评评这个理袁如果他
们也说是我的责任袁那我就认遥 冶

到了派出所袁值班民警详细问了情
况袁耐心地劝解起双方来遥 最后袁民警对
李健说院野这样吧兄弟袁我看你也不是不
讲理的人袁王师傅因为这事的确是落下
了残疾袁也花了不少钱遥 街坊邻居的袁咱
就别计较责任的大小了袁 出于人道袁给
人出 1000块钱袁 算是对王师傅的一点
补偿袁好不好钥 冶

李健听民警的话很在理儿袁便点点
头袁不再说什么遥 老王也一拍腿说院野行袁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袁咱都谦让点袁我受
点罪袁你花点钱袁两清了遥 冶

走出派出所袁老婆忍不住埋怨老王
太好打发了遥 老王说院野知足吧袁也不全
怪人家呀遥 冶老婆不满地说院野不怪他还
能怪谁钥 冶老王瞪了老婆一眼袁不再理
她遥

再说李健袁虽然当时出了钱袁但事
后想想袁总感觉这 1000块钱出得窝囊袁
越想心里越窝火遥 凭什么我吃这个哑巴

亏浴 冤有头债有主袁我倒要看看谁该赔
偿我的损失浴

第二天一早袁他就来到那天他车子
被刺破处转悠遥 只见地上还散落着一地
碎玻璃遥 一抬头袁李健猛然发现不远处
电线杆上袁一个红外线摄像头正好对着
这里遥

李健找到监控室袁跟人家说明了来
意遥 值班的人挺热情袁马上答应给他查袁
还连说就得治治这些缺德玩意儿遥

两人按日期一天天往前翻找袁翻了
大半天袁终于袁一段夜间摄录的视频呈
现在面前遥 视频里袁那个撒碎玻璃的人
影像虽然不十分清晰袁但李健还是一眼
认出来了遥

第二天袁李健来到了老王家遥 老王
以为李健送钱来了袁 忙打招呼院野哎哟袁
是李健呀袁来来来袁快坐遥 冶

李健微微一笑袁 说院野王师傅别客
气遥 今天我来呢袁也没别的事袁只是想请
您帮忙认一个人遥 冶

老王不明就里袁李健把照片丢在桌
子上袁冷冷一笑说院野王师傅袁您仔细看
看袁 这个往路上撒碎玻璃的缺德鬼是
谁钥 冶

老王看到照片袁顿时呆愣地跌坐在
椅子上袁满面羞惭遥 好半天袁他才用那缺
半根手指的手
挠着头袁 无地
自容 地 喃 喃
着院野唉袁 自作
孽 袁 不 可 活
啊浴 冶

不吃哑巴亏

味
故事
趣

阴郑霞

新
发
型

雨衣
五岁的汉克和爸爸妈妈哥哥一

起到森林干活袁 突然间下起雨来袁可
是他们只带了一件雨衣遥

爸爸将雨衣给了妈妈袁妈妈给了
哥哥袁哥哥又给了汉克遥

汉克问道院 为什么爸爸给了妈
妈袁妈妈给了哥哥袁哥哥又给了我呢钥

爸爸回答道院因为爸爸比妈妈强
大袁妈妈比哥哥强大袁哥哥又比你强
大呀遥 我们都会保护比较弱小的人遥

汉克左右看了看袁跑过去将雨衣
撑开来挡在了一朵风雨中飘摇的娇
弱小花上面遥

揖大道理铱 真正的强者不一定是
多有力袁或者多有钱袁而是他对别人
多有帮助遥责任
可以让我们将
事做完整袁爱可
以让我们将事
情做好遥赖长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