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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彬是北宋的开国名将袁
为人诚实袁宽厚仁义袁他很善于
选用将领袁史称野气质淳厚冶遥 其
实曹彬对付小人也有一套自己
的方法遥

有一次袁 宋太祖赵匡胤任
命曹彬为主将袁 率军征讨南
唐遥 临行前太祖给了他一把尚
方宝剑袁说院野副将以下袁不听
命者斩之遥 冶接着又问曹彬还
有什么要求遥 曹彬说袁请皇上
恩准袁调用田钦柞将军担任另
一路的前敌指挥官遥 这一请求
让他的手下感到很奇怪遥 因为
大家都知道袁这个田钦柞既贪

婪又狡猾袁 喜欢争名夺利袁最
让人讨厌的是喜欢在背后打
小报告遥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
弄到军中呢? 这样的人大家躲
都来不及呢遥

曹彬事后曾对心腹言明
其中道理院此番南征袁时间要
很长袁任务十分艰巨袁需要朝
中群臣的全力支持袁自己领兵
在外袁若朝中有人不断进献谗
言袁 这很可能会坏了大事袁而
这个田钦柞就很有可能会是
这样一个人遥 要防他袁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
眼皮底下袁 将他派到战场袁分

他点功名袁封住他的嘴遥 再说
我还有尚方宝剑呢袁他掀不起
风浪遥

经他这么一说袁 心腹才明
白曹彬的深远用意袁连称高明遥

揖大道理铱明枪易躲袁暗箭
难防袁 对付小人一味地躲避不
是上策袁 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其
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之中遥

小时候
一网友在回忆童年院小时候比较淘袁挨打无数遥 有次老妈

让我去买一斤糯米粉包汤圆袁我贪吃买了半斤袁其他的钱买唐僧
肉和芝麻糊了遥 走到半路袋子又被我划破了袁 糯米粉都撒了袁
走投无路之际看到人家堆放的石灰粉袁装了一些回家交差袁现在
我还记得我爸体贴我妈的那句话院你先歇着袁我来打会噎噎

搞卫生
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袁老妈说柜子上面也要抹干净袁于是儿

子拿了湿抹布袁踩着椅子上去擦起来遥
这时袁老爸突然跑过来说院野你够不着袁还是我来吧浴 冶
儿子笑了笑袁回答说院野爸袁我现在比你高呢遥 冶
老爸也笑了袁 摸了摸头袁 说院野在父母心中你永远都是小

孩遥 冶
儿子撇撇嘴袁 说院野要不是我刚在柜子上面发现私房钱的

话袁我可能会感动一辈子遥 冶
兰馨铃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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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注销公告
瑞金市洁源西甜瓜专业合作社 渊注册

号:360781NA000016X冤 经全体成员大会决
定向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合作社袁现
合作社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员院 欧阳卫
明尧欧阳军生尧欧阳水林尧欧阳庆平尧欧阳建
昌尧欧阳永福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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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0798161
瑞金市洁源西甜瓜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 6月 12日

遗失
声明

绎瑞金市洁沅蔬菜专业合作社遗失农民专
业合作社 法 人 营业 执 照正 本 袁 注 册 号 :
360781NA000278X,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洁沅蔬菜专业合作社遗失人民银行

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145229726000004984袁
核准号:J4296000360901,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洁源西甜瓜专业合作社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
业执照正本袁注册号:360781NA000016X,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洁源西甜瓜专业合作社遗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袁注册号:360781NA000016X,特此声明遥

绎杨菊香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ZD011038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悦动健身俱乐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袁注册号院36078161001418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新希望综合养殖场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袁 注册号 :
360781310004617,特此声明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洁沅蔬菜专业合作社 渊注册号 :

360781NA000278X冤经全体成员大会决定向
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合作社袁现合作社
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欧阳树生尧欧阳建
华尧刘小荣尧欧阳福庆尧欧阳庆平尧皮香林尧欧
阳水林冤袁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清算小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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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0769380

瑞金市洁沅蔬菜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 6月 12日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水平袁规范道路交通秩序袁营造有
序尧畅通尧平安的道路交通环境袁做到
公平尧公开尧公正袁文明执法袁我大队决
定再次把辖区所有电子监控路口尧路
段设置及抓拍违法行为告之广大驾乘
人员袁 请司机朋友文明驾车尧 拒绝违
法遥

一尧电子警察路口院抓拍机动车闯
红灯渊违法代码院1625袁记 6 分罚 100
元冤尧逆向行驶渊违法代码院1301袁记 3
分罚 150元冤尧不按导向行驶渊违法代
码:1208袁记 2分罚 100元冤尧驾驶人不
系安全带渊违法代码院6011袁罚 20元冤尧
乘坐人员不系安全带 渊违法代码院
3019袁罚 10元冤等违法行为遥

1尧瑞金大道与沙九路交叉口渊交
管大队门口冤

2尧 瑞金大道与金都大道交叉口
渊红井景区门口冤

3尧金都大道与龙珠路交叉口渊奥
克兰酒店门口冤

4尧金都大道与桦林路交叉口渊市
政府门口冤

5尧金都大道与绵水路交叉口渊红
井大酒店门口冤

6尧金都大道与东升街交叉口渊检
察院门口冤

7尧 金都大道与红都大道交叉口
渊金都一号门口冤

8尧 红都大道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渊红都大酒店门口冤

9尧红都大道与东升街交叉口渊汽
车站门口冤

10尧红都大道与八一路交叉口渊瑞
金饭店门口冤

11尧红都大道与绵水路交叉口渊工
商银行门口冤

12尧红都大道与向阳路交叉口渊人
保保险门口冤

13尧红都大道与中山路交叉口渊中
山大酒店门口冤

14尧红都大道与瑞金西交叉口渊金
鹭大厦门口冤

15尧 瑞金大道与缐水北路交叉口
渊星洲湾酒店门口冤

16尧 瑞金大道与桔林村路交叉口
渊思源小学门口冤

17尧 瑞金大道与苏维埃大道交叉
口渊义兴体育用品公司门口冤

二尧单行道院抓拍机动车逆向行驶
违法行为渊违法代码 1301袁记 3 分罚
150元冤

1尧金一路
2尧金二路
3尧广场南侧尧西侧路
4尧解放西路
5尧九堡圩路段渊老桥进 新桥出冤
三尧禁止通行道路院抓拍机动车违

反禁止标令违法行为 渊违法代码院
1344袁记 3分罚 200元冤

1尧八一南路由北向南禁止左转进
入双清街

2尧八一南路由南向北禁止左转进
入广场南侧道路

3尧双清街禁止左转进入八一南路
四尧球机违停抓拍路口院抓拍机动

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渊违法代码院
1039C袁罚 150元冤

1尧八一北路与金一路交叉路口
2尧体育馆对面
3尧城东入城口

4尧红都大道汽车站出口
5尧红都大道与绵江路交叉路口
6尧八一南路与大塘面巷交叉路口
7尧八一路与红都大道交叉路口
8尧绵水路与红都大道交叉路口
9尧红都大道与中山路交叉路口
10尧红都大道与向阳路交叉路口
11尧 绵水路与金二路 渊司法局门

口冤
12尧金都大道与绵水路交叉路口
13尧金都大道桦林路市政府对面
14尧 金都大道与龙珠交叉奥克兰

路口
15尧瑞金大道与金都大道交叉口
16尧沙子岗路口
17尧红都大道人民医院门口
18尧七里金虹湾
19尧八一南路与双清街路口
20尧绵水路与金一路交叉路口
21尧八一北路电信小区门口
22尧向阳南路中段
23尧向阳北路与金一路交叉路口
24尧中山北路中段
25尧绵水路与金三路交叉路口
26尧绵江北路金盾服饰对面路段
27尧金一路东段
28尧红都大道与龙珠路交叉口
29尧龙珠路红五星大酒店门口
30尧东升街中段汽车站进口
31尧红都大道华塘路东侧
32尧八一北路绵水菜市场路口
33尧红都大道与桦林路渊金塘下冤
34尧绵江路与金一路口
35尧红都广场北侧
36尧解放西路中段
37尧金一路中段

38尧火车站进出路段尧广场路段
39尧九堡圩九羊大道
40尧沙九路渊交管大队门口至二苏

大路段冤
五尧 大货车禁止通行路段院渊违法

代码院7202袁记 2分罚 200元冤
1尧沙九路渊交管大队至二苏大路

段全天侯冤
2尧市区内渊瑞金大道以内冤所有道

路禁止通行渊07:00至 21:00冤
六尧 区间测速路段院渊限速 60㎞ 辕

h冤袁对机动车超速行驶尧驾乘人员未系
安全带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员尧谢坊云龙渊圆园远 国道 员怨圆园运酝垣
缘园酝冤至谢坊新民渊圆园远 国道 员怨员员运酝冤
路段

圆尧 黄柏向阳 渊猿员怨国道 源园苑运酝垣
远园园酝冤 至大柏地隘前 渊猿员怨 国道
源员缘运酝垣远园园酝冤路段

七尧卡口院渊限速 70㎞ 辕 h冤对机动
车超速行驶尧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违
法行为进行抓拍

1尧 云石山卡口 渊323 线 5KM +
500M冤沙洲坝镇梅岗村路段

2尧黄柏卡口渊319线 403KM+100冤
黄柏乡柏村村路段

3尧 长汀卡口 渊319 线 387KM +
600M冤叶坪乡马山村路段

4尧 会昌卡口 渊206 线 1892KM+
700M冤泽潭乡石水村小舟坊路段

5尧 叶坪卡口 渊206 线 1877KM+
300M冤叶坪乡叶坪卫生院门口路段

6尧 壬田卡口 渊206 线 1862KM+
520M冤壬田镇大龙村委门口路段

瑞金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
2018年 6月 12日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关于对电子监控抓拍路口、路段和抓拍违法行为的再次公告

曹彬对付小人
阴马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