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那是一支 24人组成的探险队袁到亚马逊河上

游的原始森林去探险遥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气候袁
许多人因身体严重不适应等原因袁 相继与探险队
失去了联系遥

直到两个月以后袁 才彻底搞清了这支探险队
的全部情况院在他们 24人当中袁有 23人因疾病尧
迷路或饥饿等原因袁在原始森林中不幸遇难曰他们
当中只有一个人创造了生还的奇迹袁 这个人就是
著名的探险家约翰窑鲍卢森遥

在原始森林中袁约翰窑鲍卢森患上了严重的哮
喘病袁 饿着肚子在茫茫林海中坚持摸索了整整 3
天 3夜遥

在此过程中袁他昏死过去十几次袁但心底里强
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了起来袁 继续
做顽强的垂死抗争遥他一步一步地坚持袁一步一步
地摸索袁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在坚持与摸索中诞生浴

后来袁 许多记者争先恐后地采访约翰窑鲍卢
森袁 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院野为什么唯独你能幸
运地死里逃生钥 冶

他说了一句非常具有哲理
的话院野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袁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遥 冶

悟院天无绝人之路遥 只要有
脚袁就会有路遥这就是支撑约翰窑
鲍卢森死里逃生的信念遥 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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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尊敬的市民朋友院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授予一个

城市的最高综合性荣誉袁 国家卫生
城镇是一个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和文
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遥 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镇渊简称野两城同
创冶冤是市委尧市政府为推进社会和
谐协调发展袁落实野健康中国冶战略袁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袁 需要广大市
民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遥 为此袁向
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院

1.从我做起袁争做野两城同创冶的
主人翁遥 人民城市人民建袁人民城市
人民管袁野两城同创冶靠人民遥 广大市

民是野两城同创冶的真正主体曰是野两
城同创冶的力量源泉曰是野两城同创冶
的受益主体袁 全体市民积极行动起
来袁以主人翁姿态关心尧支持尧参与
野两城同创冶遥

2.从我做起袁争做野两城同创冶的
践行者遥 搞好个人卫生袁爱护公共卫
生袁垃圾分类投放袁不乱贴乱画袁不燃
放烟花爆竹曰维护公共秩序袁遵纪守
法袁文明出行袁不违章占道袁不乱搭乱
建曰主动礼敬他人袁不在禁烟场所吸
烟袁斑马线上礼让行人袁主动为老尧弱尧
病尧残尧孕让座袁为外来人员热情服务遥

3.从我做起袁争做野两城同创冶的
引领者遥大力弘扬野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

进步冶的精神袁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曰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尧关爱文化尧感
恩文化袁为打造文化之都尧信仰之都
贡献力量曰积极参与政务诚信尧商务
诚信尧社会诚信和个人信用建设袁共
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遥

野两城同创冶全民共建袁美好家
园你我共享遥 让我们携起手来袁团结
一心袁齐抓共管袁用我们的热情和努
力袁用我们的辛勤和汗水袁为成功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镇袁
共建活力魅力瑞金尽心尽力遥

瑞金市野两城同创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 7月 16日

共创文明卫生城市 共建活力魅力瑞金
要要要瑞金市野两城同创冶倡议书

通 告
根据赣州市交警支队和赣州市运输管理局

联合签发驾驶员培训文件袁为落实 2018年 11月
1日起实施全面培训打卡记学时学车制度袁我校
做出如下通告院

凡在我校报名学车的学员袁 必须在今年 10
月 20日前考完袁 如在规定日期未考完的学员将
按新制度执行袁所造成的一切费用渊如计时卡工
本费尧培训差额费等冤学员自行承担遥

特此通告
瑞金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2018年 9月 3日

注销公告
瑞金市特奢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1360781MA35HCN335冤 经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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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平尧唐玉容冤袁请债权
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
七里段锦上添花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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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院梁瑞平尧唐玉容
联系电话院13970133636
瑞金市特奢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9月 3 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200001211032号渊曾佳伟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杨建军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壹份 渊其中三联遗失 冤袁 发票代码 :
136001721201,发票号码:00455549,特此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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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的自信
酒馆里克努特杰和一位推销员争论院野我敢用

100法郎与你打赌袁 你肯定不能一口气喝下 12杯
啤酒遥 冶

推销员想了想袁一言未发地出了啤酒馆遥 10分
钟后袁他回来迎战遥

眼见推销员一口气喝完 12杯啤酒袁 克努特杰
惊叹道院野你可真是好样的浴 冶

推销员诚实地说院野说实话袁 起初我也是没把
握遥 我刚才去了旁边一家酒馆袁在哪里预先喝了一
遍袁才敢回来喝的遥 冶

令尊
有个轿夫不会说客套话袁有一次袁他和另外几

个轿夫把一位秀才抬上山后袁轿夫问道院野相公袁耶令
尊爷是什么意思钥 冶秀才捉弄他说院野这耶令尊爷二字
么袁是称呼人家儿子的遥 冶说完偷偷地掩嘴而笑遥

轿夫信以为真袁就同秀才讲起客套话来院野相公
家里有几个耶令尊爷呢钥冶秀才气得脸色发白袁但又不
好发作袁只好说院野我家里没有耶令尊爷遥 冶

轿夫真以为他没儿子袁很替他难过袁便恳切地
安慰道院野相公没有耶令尊爷袁千万不要伤心袁我家里
有四个儿子袁挑一个去做耶令尊爷吧浴 冶

别怨我
有一个人不善于说话遥
一天袁邻居生了个儿子袁大家都去祝贺袁他也去

了遥
主人一见他来了袁生怕他说漏了嘴袁赶紧让他

进屋喝酒吃肉遥 他也知道自己嘴不好袁就低头光吃
东西不作声遥

直到吃完了袁 他才对大家说院野你们都听见了
吧袁我今天可什么也没说袁这个孩子要是死了袁可别
怨我浴 冶

顿时气得主人目瞪口呆遥

管他三七二十一
天刮大风袁一个抽烟人走在路上遥
他掏出火柴点烟袁一边迎风划火一边说院野点烟

不过三袁过三不点烟遥 冶
三根火柴划过了袁烟还是没点着袁于是他大声

说院野点烟不过七袁过七不点烟浴 冶
又划了四根火柴后袁烟仍没点着遥
他轻声安慰自己院野管他三七二十一袁啥时点着

啥时吸遥 冶
蒋艾 辑

他和她在一起袁似乎是顺理成
章的事要要要彼此都到了适婚年龄袁
于是相亲袁家世尧长相尧工作都称得
上门当户对袁谁都会说这是一桩良
缘遥

他们彼此 都是有故 事 的
人要要要他与前女友的爱情在大学
里开始和结束; 她亦与别人十指紧
扣过袁但是两个人从未向对方提起
前恋人的点滴遥 他并不强求知道她
曾经的故事袁只要当下的她和他在
一起很快乐袁 其余的事便不重要
了遥

倒是他的母亲好奇心重袁忍不
住问说媒的介绍人院野小雅那么好
的女孩袁怎么前一段感情会没有结
果钥 冶媒人面露难色的样子让他母
亲起了疑心袁脸色随之沉重遥 只有
他袁云淡风轻地说院野没事袁但说无
妨遥 冶

在媒人絮絮叨叨的讲述中袁他
知道了她的前男友死于癌症遥 在男
友生命的最后阶段袁她日夜照顾;男
友死后袁她痛不欲生遥 媒人不停地
夸她坚强尧贤惠袁他的母亲亦频频
点头遥 他在心底暗暗发誓院今后袁自
己要更加怜爱这个好女子遥

某日袁 她慌乱地打电话来袁无
措地告诉他院野客厅里的灯忽然坏
了遥 冶他急急赶赴她的住处袁搬了梯
子准备换灯泡遥 拆下灯罩后袁他发
现天花板上似乎有一团东西袁他以
为是灰尘袁便让她去厨房拿抹布遥

没想到袁 那团东西竟然擦不
掉袁他没辙了袁干脆换了灯泡再说遥
待客厅恢复光亮时袁他听到她发自
内心的欢呼声袁让他甚是喜悦遥 但
是袁当他重新装上灯罩时袁才看清
那团东西竟是几行字浴

他揉揉眼睛袁凑近一看袁是刚

劲的钢笔字院
野嘿袁比我幸运的兄弟院我和你

一样袁深深爱着小雅遥 我曾想过和
她相守一生一世袁但这可能是我最
后一次为她换灯泡了遥 当你看到这
些字时袁也是我为你和小雅祝福的
时候遥 请你好好珍惜她袁她值得你
珍惜遥 请告诉小雅要要要我爱她遥 冶

他怔在原地袁双目湿润遥
她仰头唤他院野发什么呆呀钥 快

下来浴 冶
他对她暖暖一笑袁轻声道院野亲

爱的袁我念一篇写在天花板上的小
情书给你听噎噎冶 刘晓阳

天花板上的小情书

我
信
你
，爸
爸
，别
让
我
失
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