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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娃
记得小时候袁村里来个大师袁给很多人

算命袁据说很神奇袁老妈就带我去看看遥大师
看到我说院这娃哪都不错袁唯独姻缘不好遥老
妈院请大师明鉴遥 大师院将来情路坎坷袁娶妻
难如登山啊遥 老妈院大师袁搞错了吧袁俺这是
女娃遥

最不要脸
现在骗子越来越多袁星期六买了一盆含

羞草袁回家后怎么碰它都不害羞袁生气地打
电话给老板袁问他是不是把假的卖给我袁然后
只听见老板幽幽地说院 可能你买到了全店最
不要脸的那一棵吧遥 听完后我竟无言以对遥

字差
一同学字写得很差袁 语文老师生气道院

野就你这破字袁扫进电脑里袁电脑都得死机遥冶
后来一位更牛的老师说院野你这字扫进电脑
里袁都得把你的字当病毒杀掉遥 冶最后袁有一
位凶悍的老师说院野你这破字袁 扫进电脑里袁
全都是乱码遥 冶 陈燕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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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西班牙人袁 一个叫布兰
科袁一个叫奥特加遥 虽然他们同龄袁又
是邻居袁但家境却相差很远遥 布兰科
的父亲是一个富商袁住别墅袁开豪车遥
而奥特加的父亲却是一个摆地摊的袁
住棚屋袁靠步行遥

从小袁布兰科的父亲就这样对儿
子说院野孩子袁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都
行袁如果你想当律师袁我就让我的私
人律师教你当一名好律师袁他可是出
名的大律师曰你如果想当医生袁我就
让我的私人医生教你医术袁他可是我
们这里医术最高的医生曰如果你想当
演员袁我就将你送去最好的艺术学校
学习袁找最好的编剧和导演来给你量
身定做角色袁永远让你当主角曰如果
你想当商人袁那么我就教你怎样做生
意袁要知道袁你老爸可不是一个小商
人袁而是一个大商人袁只要你肯学袁我
会将我的经商经验全都传授给你浴 冶

奥特加的父亲则总是这样对儿
子说院野孩子袁 由于爸爸的能力有限袁
家境不好袁 给不了你太多的帮助袁所
以我除了能教你怎样摆地摊外袁再也

教不了你任何东西了遥 你除了跟我去
学摆地摊袁 其他的就是想也是白想
啊浴 冶

两个孩子都牢牢地记住了自己
父亲的话遥 布兰科首先报考了律师袁
还没学几天袁他就觉得律师的工作太
单调袁根本就不适合他的性格遥 他想袁
反正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干袁 于是袁他
又转去学习医术遥 因为每天都要跟那
些病人打交道袁 最需要的就是耐心袁
还没干多久袁他又觉得医生这个职业
似乎也不太适合他遥 于是袁他想袁当演
员肯定最好玩袁可是不久后袁他才知
道袁当演员真的是太辛苦了遥 最后袁他
只得跟父亲学习经商袁可是袁这时袁他
父亲的公司因为遭遇金融危机而破
产了遥

最终袁布兰科一事无成遥
奥特加跟父亲摆了几天地摊后袁

就哭着不肯去了袁因为摆地摊日晒雨
淋不说袁还常遭人白眼遥 可是袁一想到
除了摆地摊袁 再也没别的事可干袁他
又硬着头皮跟父亲出发了遥 可是袁还
没干几天袁他又受不了了袁又吵着闹

着不肯去了遥 因为没事可干袁不久袁他
又跟着父亲出发了遥

慢慢地袁 他竟然从摆地摊中发
现袁 要想永远摆脱摆地摊的工作袁就
得认真地将地摊摆好遥 结果袁几年后袁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专卖店遥 30 年
后袁 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集团遥
如今袁 该集团在世界 68个国家中总
计拥有 3691家品牌店袁 一跃成为世
界第二大成衣零售商遥 奥特加渊A鄄
mancioOrtega冤 以 250 亿美元个人资
产袁位列叶福布斯曳2010年世界富豪榜
第 9位遥

大道理院 人并不是选择越多越
好袁因为多了反而拿不定主意袁无法
坚持到底遥 反而是那些没有选择的
人袁最终获得了成功遥 小荷

一辈子走好一条路

关于征集杨艳琴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
公 告

自党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袁我市高度重视袁持续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遥近日袁我市公安机关经过前期缜密侦查袁一举打掉杨艳琴
犯罪团伙袁将主要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袁并依法刑事拘留遥 现将部份涉案人员信息公布如下院

为彻查该团伙所有违法犯罪事
实袁打好扫黑除恶人民战争袁切实保护
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袁 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袁 现面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
群众征集该团伙以下违法犯罪线索院

1尧房地产尧市政工程等建筑工程
领域招投标尧强揽工程尧土方施工尧渣
土运输尧 沙石料钢筋水泥供应等强买
强卖尧强迫交易违法犯罪行为曰

2尧寻衅滋事尧聚众斗殴尧敲诈勒
索尧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曰

3尧开设赌场尧聚众赌博尧放高利贷
赌债尧暴力讨债尧软暴力讨债尧非法拘
禁等违法犯罪行为曰

4尧在宾馆尧KTV尧饭店等行业场所

收保护费野看场子冶尧充当野地下出警
队冶替人野协调冶处理事情等违法犯罪
行为曰

5尧违规承包未经政府职能部门审
批的私房建设并从中非法牟利袁 强占
土地从事私房建设尧 小产权房开发以
及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妨害公务等违法
犯罪行为曰

6尧在征地尧租地尧拆迁尧工程建设
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曰

7尧欺压残害百姓尧威逼利诱尧向经
营业主强行摊派或收取费用等违法犯
罪行为曰

8尧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曰
请广大人民群众对杨艳琴犯罪团

伙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举揭发袁公
安机关将严格保密遥 对提供举报线索
的公民袁一经查实袁将按照叶瑞金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奖励办法曳袁视不
同情况最高可奖励人民币 50000 元曰
对包庇尧袒护尧纵容违法犯罪的袁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曰对举报人尧证人进行
打击报复的袁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遥

举报电话院0797-2556001渊瑞金市
扫黑办冤

0797要2536736 渊瑞金
市公安局扫黑办冤

程警官 院13879751919 钟警官 院
18870700900

举报邮箱院rjsshceb@163.com 渊瑞

金市扫黑办冤
rjsgashb@126.com 渊瑞金市公安局

扫黑办冤
来信举报院 瑞金市公务大楼政法

委 913室渊瑞金市扫黑办冤收或者瑞金
市象湖镇金都大道 79号渊瑞金市公安
局扫黑办冤收袁邮编 342500遥 来信举报
请注明联系方式冤遥

来访举报院 直接到瑞金市公务大
楼政法委 913室或者瑞金市公安局四
楼扫黑办举报遥

特此公告

瑞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二 O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杨艳琴袁 曾用名杨艳
城袁 绰号院野毛面冶袁 男袁汉
族袁1969年 7月 2日出生袁
瑞金市象湖镇东升村人遥

杨艳忠袁别名杨艳东袁绰
号院野AB冶袁男袁汉族袁1976 年
12月 5日出生袁 瑞金市象湖
镇东升村人遥

杨艳平 袁 绰号 院 野鸭
子冶袁男袁汉族袁1973年 8月
12日出生袁 瑞金市象湖镇
东升村人遥

杨艳兵袁 绰号院 野野胡
罗冶袁男袁汉族袁1971 年 06 月
10日出生袁 瑞金市象湖镇东
升村人遥

杨南袁绰号院野孬头冶袁
男袁 汉族袁1984 年 4 月 4
日出生袁瑞金市象湖镇上
坪村人遥

钟玉海袁 绰号院野海
海冶袁男袁汉族袁1975 年 4
月 21日出生袁 瑞金市叶
坪乡瑞星村人遥

杨和山袁曾用名杨海飞袁
绰号院野饿佬冶袁男袁汉族袁1985
年 9月 15日出生袁瑞金市象
湖镇东升村人遥

杨军袁 绰号院野猪肚冶袁
男袁汉族袁1982年 11月 27
日出生袁 瑞金市象湖镇东
升村人遥

危南京袁 绰号院野猴
子冶袁男袁汉族袁1965 年 9
月 8日出生袁瑞金市象湖
镇东升村人遥

杨春袁绰号院野长勾冶袁
男袁汉族袁1974 年 1月 29
日出生袁瑞金市象湖镇上
坪村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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