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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人是一句方言袁指的是身份
低贱的苦命人遥 在生活中袁你遇到过
下苦人吗钥 你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呢钥

我在一个学院里当副院长袁主管
后勤遥 一天袁我在院里转悠袁远远见到
水工组的几个人在一个污水井旁边
议论遥 我认识其中一个叫老曹的袁他
老实憨厚袁说话有点结巴袁和我算是
老乡遥

我走过去袁只见污水井的盖子开
着袁一股污浊之气飘了过来袁原来是
污水井堵塞了袁需要疏通遥 那几个人
见我走近袁不再议论袁和我打了招呼
就不吱声了遥 就在这时袁老曹说话了院
野我袁我来遥 冶说着他就下到井里袁忍着
恶臭仔细地弄着遥 我探头望着他袁点
头夸了几句便走了遥

一个礼拜后袁 我家下水道堵了袁
我就给水工组打了电话遥 很快维修的
人就来了袁正巧是老曹遥 他手脚麻利
地疏通了下水道袁正准备走袁我连忙
拉住他袁道了声辛苦袁请他坐下袁把泡
好的茶递给他袁又给他点上烟遥 他很
感动袁接茶的手都有些颤抖遥

野您袁您是好人呐袁这样噎噎对待
噎噎我们下苦人浴 冶老曹说着袁有些拘
谨地喝茶抽烟遥 为了让他放松下来袁
我和他唠着闲话袁 可他还是放不开袁
待一根烟抽完后袁 老曹便起身告辞
了遥 我塞给他一盒烟袁他客气一番袁接
了过去遥

自那以后袁我和老曹变得熟悉起
来袁老曹的话也渐渐多了遥 一天袁老曹
特地跑到我办公室袁说他儿子小曹定
于周日结婚袁 让我去他们村里捧个
场遥 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遥

周日那天袁我早早来到老曹家参
加酒席袁 老曹特意过来给我敬酒袁聊
到小曹袁他叹了口气袁说院野小曹袁这孩

子袁会噎噎会电工袁也有证袁但现噎噎
现在还没噎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遥 冶
我便安慰他两句袁说总会找到的遥 老
曹感激地笑了笑遥

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袁老曹
到了我家袁还带了一包土特产遥 他坐
下后袁支支吾吾半天才开了口遥 原来袁
老曹打探到学院电工组的一个电工
准备辞职袁他想让儿子小曹来补这个
缺遥 我便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袁如果
属实袁小曹反正是有证的袁过来工作
也未尝不可遥 老曹非常感激袁临走还
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袁我有些不好意
思袁硬是塞给他一条烟遥

第二天袁 我就去院里打听了一
番袁发现老曹说得没错袁于是我就和
院里的人事打了声招呼袁很快袁小曹
就来电工组上班了遥 为此袁老曹又提
着一包礼物来我家答谢了袁我推脱不
掉袁只好收下袁又拿了些东西塞给他袁
算是返还遥

此事过后还不到一个月袁老曹又
来找我了袁 说小曹小两口这么年轻袁
这么分着袁不是个事袁让我给他儿媳
妇在学院找个轻松点的差事干干遥 我
先是一愣袁随即笑笑说院野我看看吧遥 冶
其实我有些不情愿袁但老曹也算是我
老乡袁人还那么老实本分袁能帮的就
帮一点儿吧遥 这么想着袁我又去院里
打通了关系袁于是老曹的儿媳妇便成
了我们职工食堂的收银员遥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袁 几天之后袁
老曹又来找我了袁说院野电工组旁边有
一间破房子袁一直闲着袁就让小曹他
们小两口住了吧浴 冶

我哭笑不得地说院野那里住人不
合适噎噎冶话还没说完袁老曹抢着说院
野合适合适袁房子我已经收拾好了遥 冶
这时我才注意到袁老曹和我说话倍儿
溜袁竟没有一点儿磕绊了遥

我无奈
之下只能应承
下来遥 临走时袁老
曹说院野我们下苦人
忘不了您的大恩大
德浴 冶我挥挥手袁懒得再搭
理他遥

从此袁 我见了老曹就绕
开走袁实在躲不过袁便点个头袁
快步走开袁 但每次老曹都会追
上来袁热情地招呼我遥

两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袁我
正在家看电视袁 门外传来了敲门
声遥 我隔门问是谁遥

野我袁老曹遥 冶门外朗声答道遥
我叹了口气袁打开门袁只见老曹

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袁 身后还跟着
他老婆遥

老曹一进门袁就自来熟地坐上沙
发袁 接过我泡好的茶喝了一大口袁又
掏出烟递给我袁说院野你随意遥 冶随后他
指着他老婆袁 一本正经地说袁野好体
力袁样样活儿都能干遥 冶

我皱起眉头袁 竟然有点儿结巴
了院野这袁这个袁怎么钥 冶

野嗨袁做你们家的保姆啊浴 冶老
曹用肯定的语气说道遥

野谁说我要保姆钥 冶我瞪圆了
眼睛袁心里一阵惶恐遥

野我说的遥 瞧袁你家该有个
保姆遥 冶老曹摆摆手说袁野什么
工钱不工钱的袁 看着给吧浴
你最体谅我们下苦人了浴 冶

我瘫坐在沙发上袁不
知如何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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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人 阴李金海

自己找
和老婆吵架袁老婆一气之下自己跑出去了浴
四岁女儿还在那吃东西袁我骂她院还吃袁你

妈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钥
她看了一眼我袁说道院自己把老婆弄丢了袁

自己找去啊噎噎

造句
用野藕断丝连冶造句袁儿子苦思冥想了

一会儿说院野藕断了丝还连着遥 冶
我说院野这不行袁哪能拆开用遥 冶
儿子继续苦苦思索袁过了一会儿痛苦

地说院野我今天不会造句袁请妈妈不要把我
打的藕断丝连遥 冶

四肢不全
蛇和蜈蚣相亲袁蛇看了一眼蜈蚣道院

野哎呀妈呀袁你咋这么多腿呢钥 这得花多
少钱买鞋呀钥 冶
蜈蚣一听不高兴了院野哼袁小样袁还嫌

我腿多袁我没嫌你四肢不全就不错了浴 冶

看电视
祖母和孙子看电视遥
孙子说院野那些非洲的难民没有饭吃袁

好可怜啊浴 冶
祖母听了不以为然院野没饭吃袁 怎么还有

钱烫头发钥 冶

心胸宽阔
陪爷爷聊天院爷袁你有让你记恨的人么钥
爷爷院没有遥
我院您的心胸好宽阔遥

爷爷院不是我心胸宽袁是他们都活得没我久遥

黑车
我朋友有一次坐黑车袁被交警拦下遥
司机解释说院野我们俩是朋友袁我知道他号码遥 冶说着袁

便拨打我朋友手机遥
因为我朋友坐他车好几次袁所以互相留了号码袁手机

立刻响了遥
他拿出手机袁交警瞧了瞧袁只见屏幕上显示冶黑车司机冶遥

胡亚民 辑

装满石头的篓子
一个人觉得生活很沉重袁便去见哲人柏拉图袁以寻求解脱之道遥
柏拉图没有说什么袁只是给他一个篓子让他背在肩上袁并指着一

条沙石路说院野你每走一步就拾一块石头放进去袁看看有什么感觉遥 冶那
人开始遵照柏拉图所说的去做袁柏拉图则快步走到路的另一头遥

过了一会儿袁那人走到了小路的尽头袁柏拉图问他有什么感觉遥
那人说院野感觉越来越沉重遥 冶

野这就是你为什么感觉生活越来越沉重的原因遥 冶柏拉图说袁野每个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袁都背着一个空篓子袁在人生的路上他们每
走一步袁都要从这个世界上拿一样东西放进去袁所以就会有越走越累
的感觉遥 冶

那人问院野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这些沉重的负担吗钥 冶
柏拉图反问他院野那么你愿意把工作尧爱情尧家庭还是友谊哪一

样拿出来呢钥 冶那人听后沉默不语遥
柏拉图说院野既然都难以割舍袁那就不要去想背负的沉重袁而

去想拥有的欢乐遥 我们每个人的篓子里装的不仅仅是上天给予
我们的恩赐袁还有责任和义务遥当你感到沉重时袁也许你应该庆
幸自己不是另外一个袁因为他的篓子可能比你的大多了袁也沉
重多了遥 这样一想袁你的篓子里不就拥有更多的快乐了吗钥 冶
那人听后恍然大悟遥

大道理院 人生在世本来拥有
很多的幸福和快乐袁 不要总是把
过去的负担背在身上袁放在心上遥
要用乐观的心态袁多去想想快
乐的事情袁你就会发现心中
自然轻松了许多遥

薛佳眉

绎陈乐不慎遗失交强险保险单一式两份袁
保单号曰6170801030120190000075遥 流水号曰
170004141193遥 交强险内标置 袁 流水号
190000734753遥 特此申明浴

1. 项目概况
江西金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在江西省

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三路与纬四路交
汇处袁租用江西金纳铜业有限公司 4#厂房袁
建筑面积 4000m2袁总投资 200万元遥新增球
磨机尧分级机及浮选机等设备袁建成年选 2
万吨铜渣项目遥

2.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事项
公众参与的公众范围院拟建工程周围村

庄公民袁相关部门和机关尧事业尧企业单位代
表遥

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院渊1冤 您是否了解
本项目曰渊2冤 您对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曰渊3冤
对拟建项目周边环境现状是否满意曰渊4冤您
认为本项目的主要环境问题是什么曰渊5冤本
项目应着重对哪方面采取环境污染防治措
施曰渊6冤本项目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
度曰渊7冤该项目是否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
展曰渊8冤其他遥

3.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在本公告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以

内遥
4.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袁以信函尧传真尧

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袁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
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尧负责审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部门袁提交书面意见遥

5. 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院江西金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院钟刚
联系电话院15970069999
通讯地址院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三路与纬四路交汇处
6. 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院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院江苏省南京市花园路 11号袁
联 系 人院王工
联系电话院025原86773157
建设单位院江西金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院2019-1-25

江西金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综合资源利用年选 2万吨铜渣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