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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泽潭乡吉泉副食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028769袁特
此声明遥

瑞金市泰仕公馆沐足养生汇曾南京
渊身份证号院362102197605063615冤遗失个
人印鉴章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张杰持有的证号为 0115080029 土地
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象湖镇瑞明村松
山下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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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熙是个帅气的小伙袁女朋
友叫陈欣袁本地人袁相恋快两年了袁
却一直不敢去见她的父母遥 为啥钥
因为陈妈对外地人非常排斥袁不可
能同意这门亲事袁要想得到她的点
头应允袁除非瞒天过海袁学会本地
方言遥 陈欣说了袁只要会说本地方
言袁她妈妈也就不会怀疑袁等以后
买了房子袁落了户袁问题自然迎刃
而解遥

要想学会当地方言袁这谈何容
易遥 刘子熙曾跟陈欣学过袁可收效
甚微袁后来就放弃了遥

星期天袁刘子熙路过野枫叶情冶
老年公寓时袁突然灵机一动袁心想院
里面大都是本地的老人袁老一辈人
说的方言地道袁 要是跟他们学袁岂
不事半功倍钥 于是袁刘子熙到附近
买了水果袁走进老年公寓遥

见大院里坐着不少晒太阳的

老人袁 刘子熙把
水果分给他们袁
说 院 野 爷 爷 奶 奶
们袁晚生刘子熙袁
趁今天休息袁陪

大家聊聊天袁向你们学学这里的方
言遥 冶

有几个会说普通话的袁都笑着
跟刘子熙打招呼遥 一个白胡子老大
爷特热情袁 起身拍拍刘子熙的肩
膀袁笑着问院野小伙子袁我姓李袁你就
叫我李大爷吧袁你叫什么名字钥 今
年多大了钥 冶刘子熙一一回答遥

接着袁两个人聊起了家常遥 李
大爷挺风趣袁遇到刘子熙听不懂的
方言袁还特意用普通话解释一番遥

从那以后袁 刘子熙每逢周日
都去野枫叶情冶袁为了加强学习效
果袁有时还把对话录下来袁反复去
听遥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袁刘子熙已
基本能用方言跟陈欣对话了遥 陈
欣十分惊讶袁 问刘子熙是怎么学
的遥 刘子熙说自学成才袁 为了显
摆袁他刻意隐瞒了在野枫叶情冶学
习方言的事遥

转眼到了中秋节袁陈欣带刘子
熙去了家里遥 晚上吃饭时袁刘子熙
惊讶极了袁上座竟坐着李大爷遥 他
这才知道袁原来李大爷就是陈欣的
外公遥

饭后袁 陈妈像审犯人似的袁问
刘子熙做什么工作袁 年收入多少袁
有没有房子等等遥 刘子熙毕业才三
年袁哪有钱买房钥 他是越答越心虚遥

第二天袁 刘子熙不安地问陈
欣院野你妈是不是没同意钥 冶不料陈
欣嘻嘻一笑院野本来确实没同意袁不
过后来同意了遥 冶

野为什么钥 冶刘子熙又惊又喜遥
野因为我外公看好你呗袁他都

同意了袁我妈能不点头吗钥 我妈最
听外公的话了遥 冶陈欣说着袁突然话
锋一转袁野你简直神了袁你怎么会想
到去攀我外公的高枝呢钥 我可从未
带你见过他
啊浴 冶

刘子熙
一听袁 忍不
住哈哈大笑
起来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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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出差
昨晚打电话给老爸老妈袁说今天要带漂亮女友回

家给两老人家过过目遥 结果今早女友突然要出差袁
跑省外去了袁不得已袁一个人提包回家袁路上遇到表
妹袁所以和她一起回我家吃饭遥刚进门袁老爷子一个杯
子飞过来袁大喊院野你这畜生浴 冶老爸袁你听我解释噎噎

我们是火葬厂
某市领导召开年工作计划会议袁 说院野今年一定

要达到高速度袁你们说说袁都能增加多少钥 冶
某厂厂长说院野我们今年番一番遥 冶
某公司经理说院野我们番一番半浴 冶
又一厂长说院野我们要番两番浴 冶
大家热烈发言袁唯有一人一声不响遥 市长急了袁

冲他说院野你到底能不能翻翻袁给我句痛快话浴 冶
野我想我们还是别翻翻的好袁我们是火葬厂遥 冶

不让睡觉
你的脸色不太好遥
是啊袁我老婆夜里根本不让我睡觉遥 稍有动静袁

她就惊叫起来袁以为是贼来了遥
小偷行窃是不会出声的遥
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袁可那更糟了遥
怎么了钥
从此袁她夜里听不到声音袁就把我叫醒遥

吴亚 辑

谁让你不分类 许耀守

一个人袁唯有自己变得强大袁才有
现世的安稳袁才有被重视的资格袁才能
做出最有力尧最有尊严的反击遥

欺软怕硬袁是动物的本能遥 你弱的
时候袁气场也会弱袁坏人就会越多越猖
狂遥 你觉得他们阻碍你袁轻视你袁排挤
你袁要知道袁没有人会去敬仰一个弱者袁
强悍会让你变得更加有尊严和高贵遥

在我们人生不顺利的时候袁或许有
人会在你摔倒时扶你一把袁但是也不乏
乘人之危踩你一脚的人袁因为踩你不需
要什么成本遥 脆弱的时候袁一定要自己
努力站起来袁 拥有独自对抗风雨的能
力遥 幸福和公平是奋斗出来的袁很多人
因为怂袁丢了很多美好袁最后把自己也
弄丢了遥

无意间看到黄渤的一段采访袁听到
他云淡风轻地说院以前在剧组里袁总能

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袁各种小心机袁但现
在成名了袁身边全是好人袁每一张都是
洋溢的笑脸遥

这验证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院当你
强大时袁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起来遥 而
当你最弱的时候袁 世界上的坏人最多袁
你也最容易受委屈遥

人生当自强袁靠谁袁都不如靠自己袁
只有通过自己努力的人袁才能站得稳袁活
得硬气遥依赖别人终归不靠谱袁这个社会
很现实袁很多人锦上添花袁极少人雪中送
炭遥只会依靠别人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袁等
到你依靠的人选择抽身离去时袁 便是你
人生苦难的开始袁所以袁与其患得患失地
依赖别人袁不如让自己强大起来遥

不要幻想着你的示好和迁就会换
来别人的良心发现遥 很多坏人袁恰恰是
好人宠出来的袁你不停地后退袁他们就

不停地步步紧逼袁直到你退无可退遥 你
对他再好袁都是肉包子打狗袁不嫌多遥 你
帮助他再多袁 他都认为是一种理所当
然遥 事实就是这样袁人太好就会被一些
强势的人欺侮袁马太善良袁就会被人想
骑就骑袁想牵走就牵走遥

坏人欺负人的时候袁 也是会掂量
的袁柿子要捡软的捏袁看谁好欺负就欺
负谁遥

辛芷蕾出演过叶绣春刀 2曳里的丁白
缨袁她天生一张强势脸袁从骨子里散发
傲气袁看起来就不好惹遥 试着霸道地去
找生活要一些东西袁你越强大袁机会越
多袁你会发现曾经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和
事袁都变成了纸老虎袁一推就倒袁于是袁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步了遥 我们始终都要
记得院无论生活是什么样子袁只要强大
自己袁才能披荆斩棘尧无所畏惧遥

前段时间袁 面对美国频频挑起的经
贸摩擦袁舆论场上有极个别人发出野与众
不同冶的杂音袁称美方的打压是因为中国
野高调冶所致袁言称只要我们认怂了袁认输
了袁就能换来和平生活了遥 其实袁一厢情
愿的野委曲求全冶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袁
退一步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袁 而是别人
的得寸进尺遥能战方能止战袁准备打才可
能不必打袁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袁这就是
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遥

很多人会觉得世界不公平袁这个世
界的规则是院
你越强大袁世
界越公平遥你
越弱袁身边坏
人 就 越 多
噎噎这 就 是
现实浴

你越强大，世界越公平
阴王永清

意外的收获
瑞金市社会福利院儿童公告名单

2007 年 12 月
10 日在瑞金市象
湖光荣敬老院门
口捡拾弃婴一名袁
姓名金小强袁 男袁
2007 年 11 月 30
日出生 袁 身体特
征袁脸瘦袁四肢瘦
弱袁发少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