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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一尧概要
三个流域规划环评袁分别是院淤瑞金

市九堡河及支流袁于江西省瑞金市梅江支
流流域综合规划袁盂江西省瑞金市绵江河
及支流流域综合规划遥

二尧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期限
渊1冤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和公众意见调查表的网络链接院 http://
xxgk.ruijin.gov.cn/bmgkxx/sswj/gzdt/gggs/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院可联系规
划单位遥

渊2冤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院受建设项
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
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遥

渊3冤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院公
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以下邮箱院rjss鄄
wj@163.com袁或者通过信函邮寄至院瑞金
市象湖镇中山北路瑞金市水利局 渊联系
人院梁科长 电话院0797-2328739冤袁 反映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遥

渊4冤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院2019
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15日

三尧规划单位及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渊1冤规划单位院瑞金市水利局
联系地址院瑞金市象湖镇中山北路瑞

金市水利局 联系人院 梁科长 电话院
0797-2328739 邮箱院rjsswj@163.com

渊2冤评价机构院深圳中环博宏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瑞金市恒峰酒店有限公司遗失人
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正副本袁账
号 :14007101040014267袁 核 准 号 :

J4296000311602,声明作废遥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6211052919号渊钟玉生冤身份证遗失袁
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福慧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遗失袁
编号院宗场证字渊赣冤F070650013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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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窑辛普森窑格兰特是美
国第十八任总统遥 在南北战争中袁他
指挥的北方军队能征善战袁 越挫越
勇袁最终打败了南方部队袁他本人也
被誉为常胜将军尧美国英雄遥 格兰特
打仗是个天才袁 从政却十分平庸袁任
内诟病甚多袁而后黯然下台遥

由于担任总统期间缺乏理财规
划袁格兰特离开白宫后袁甚至没有自
己的房子袁不得不到世界各地游历演
讲袁打的旗号是宣传美国袁真实目的
是改善生活遥 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走过
了许多的国家袁 得到了很好的招待袁
可在返程的路上袁 他又陷入了忧愁袁
回到美国的他连住处都没有袁去哪里
呢钥 他决定开始经商遥

一开始袁他来到墨西哥南方铁路
公司任董事长袁利用自己的声望募集
到一些资金袁 但由于不善于管理袁格

兰特的公司很快就破产了遥 随后袁他
又将仅有的积蓄投入金融界袁成为一
家金融公司股东袁 希望能够挣到大
钱袁可公司合伙人将钱卷走袁这个公
司也破产了遥 此时袁他巨债缠身袁生活
陷入了更窘迫的困境袁甚至快到了去
流浪乞讨的境地袁只能变卖一些战争
期间的纪念品勉强维持温饱遥 屋漏偏
逢连夜雨袁一年后袁格兰特又患上了
喉癌遥

看到这里袁 许多人就会觉得袁人
生屡遭失败的格兰特将这样落魄终
老袁痛苦地离开世界遥 可事实上袁格兰
特最终成功了遥 他不但能自己承担巨
额医疗费用袁还清了债务袁且渐渐有
了积蓄遥

原来袁 格兰特找到了自己的另
一个生存本领院写作遥 在最穷困的时
候袁他给一家杂志投稿袁将卸任后的

遭遇写进文中袁 得到了一笔可观的
稿酬遥 接下来袁他不停地写稿袁回忆
自己人生的一幕一幕袁 然后投给各
大出版社遥 因为他的名声尧经历袁再
加上稿子质量好袁发稿率猛增袁稿费
也源源不断袁 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
作家遥 他去世后袁稿费依然不断袁仅
战争回忆录袁 就让他的遗孀一次性
获得四十五万美元的版税袁 至今畅
销不衰遥

格兰特的一生经历过无数落魄
的岁月袁 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失败过遥
正如他离世前对儿子说的那样院野人
生没有失
败袁 只有
成功和给
成功做的
铺垫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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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儿子高考袁他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袁总算挤上了本科线遥

在填报志愿之后的一个星
期左右袁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袁
那头的人自称是某某大学的招生办
人员遥 我的心跳猛地加快袁激动不已袁
异常热情地接听电话遥

招生办人员热心地询问院野您的
孩子高考成绩怎么样钥 如果考得不理
想的话袁我们学校开办了专升本连读
噎噎冶我果断地挂了电话遥

第二天上午袁我又接到另一个电
话袁 还是自称某某大学的招生办人
员遥 这回袁我的心情平静了不少遥

电话那头的招生办人员袁依然热
心地询问我儿子的高考情况院野您的
孩子高考成绩怎么样钥 如果考得不理
想的话袁我们学校开办了专升本连读
噎噎冶

后来袁我每天至少要接到五个以
上这样的招生电话遥 于是袁我的心情
变得烦躁起来袁 如同这屋外燥热的
天遥 甚至袁我只要见到有外地来电袁要
么就直接挂掉袁要么就赶快关机遥

见我一副郁闷至极的样子袁善解
人意的老婆亮出了高招院野一句话的
事儿袁我告诉你袁你就说耶我儿子考上
了北大爷袁 保证他们不会再糾缠你
了遥 冶

说曹操袁曹操就到遥 这时手机刺

耳地响了起来袁外地座机袁肯定是招
生的骚扰电话遥 这回袁我来了个先发
制人袁说院野我儿子考上了北大遥 冶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有些遗憾袁
说院野哦遥 对不起袁打扰了遥 冶

就这样袁我每天对着手机袁重复
说着这句话院野我儿子考上了北大遥 冶

你别说袁效果还真好遥 每次接到
这样的电话袁我这么一说袁对方不是
说野对不起冶袁就是野打扰了冶遥 人的思
想真是捉摸不透袁我似乎不再讨厌这
些招生电话袁心里突然多了一些征服
感袁甚至有一些兴奋遥

我想着想着袁手机上又打进一个
电话袁号码显示的是北京遥 我拿起手
机袁 习惯性地说院野我儿子考上了北
大遥 冶不等也不让对方说话袁我就自然
而潇洒地按下手机关闭键遥

一天晚上袁我漫不经心地调着本
地的电视频道袁 猛然发现电视屏幕
上袁跳出两行红色的字院野热烈祝贺外
甥某某被北京大学光荣录取遥 舅舅某
某特点播电视剧叶忠勇小状元曳的片
头曲袁以飨观众遥 冶

不看不打紧袁一看吓一跳遥 这不
是我儿子的名字吗钥 那不是儿子他舅

舅的名字吗钥 这到底咋回事钥 我
瞬间被弄蒙了袁脑子里完全一片
空白遥
还是老婆沉着冷静袁马上拨通了

儿子他舅舅的电话院野你听谁说的你
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学钥 你还莽撞地在
电视台点了歌浴 这回袁咱家的脸可丢
大了浴 冶

舅舅远在北京工作袁他委屈地解
释着院野前几天袁 我打姐夫的手机袁姐
夫亲口告诉我的袁那还有假钥 冶

我抢过老婆的手机袁疑惑地问儿
子他舅舅院野这几天袁我也没接到过你
的来电呀钥 你的手机号我存下来的袁
这不可能有错啊浴 冶

舅舅似乎想起了啥袁 说院野哦袁那
天我用的是办公室的座机遥 我还在纳
闷呢浴 你那天激动得只说了一句话就
挂机了遥 我想这也难怪袁考上了北大袁
搁谁谁激动遥 冶

叶忠勇小状元曳 的主题曲播出以
后袁单位上下尧小区内外尧亲朋好友袁
见面就和我握手袁个个喊恭喜袁人人
送祝贺遥 我只好也只能尴尬又僵硬地
笑着尧应付着遥

就这样 袁
儿子野被冶我稀
里糊涂地野考冶
上了北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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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门
本人特别能睡袁 属于那种经常听不到闹

铃的遥 大学有一天早课时间袁教务处查寝袁抓
旷课的袁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都在睡觉遥教务
处老师在砸门袁室友们都醒了袁面面相觑袁大
气都不敢喘一声遥 当砸门砸了快一分钟的时
候袁教务处老师确信里头没人袁刚准备走遥 这
时我神奇地醒了袁大吼一声野谁啊冶噎噎

最经典的话
他喜欢上一个在自习室一直坐在他前面

的女孩遥经过无数次挣扎袁他递给女孩一张字
条院你好浴 我注意你很久了袁能和你做个朋友
吗钥就又回去做题遥女孩看完袁收拾了书本到
他座位前问院 我要走了袁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走钥接下来袁他说了一句可能是他一生中说过
的最经典的话院 你先走吧袁 我还有道题没做
噎噎

猜糖
一天袁 猪对熊说院野你猜我口袋里有几块

糖钥冶熊说院野猜对了你给我吃吗钥冶猪肯定地点
点头院野嗯袁猜对了两块都给你浴 冶熊咽了咽口
水说院野我猜有五块遥 冶

心理调查
某心理调查院 如果一个穷小子冒充有钱

人和你恋爱袁 然后被你发现遥 你会如何反
应钥 90%的人选院坚决断绝关系袁诚实是最
重要的品质之一遥过了一个月袁这个网站又出
了一道题院 如果一个有钱人冒充穷人和你恋
爱袁然后被你发现遥 你会如何反应钥 90%的
人选院 继续交往袁我爱的是他的人袁又不是他
的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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