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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钟春凤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214034袁 特此声
明遥

绎钟冬生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08355袁 特此声
明遥

绎袁三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号
为瑞金市林证字第 151603032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 袁 三 发 渊 身 份 证 院
362102193809144750冤 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遗失袁经营权证编号院
360781106214130022J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立沅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
失袁证号院ZD0115040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解放小学李小明 渊身份证院
362102197707315510冤 持有的小学高级教师
聘任证书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 金 市 解放 小 学 廖 红 渊身 份 证 院
360782198902037023冤持有的职称资格证渊证
号院3600712400377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 金 市 解放 小 学 廖 红 渊身 份 证 院
360782198902037023冤 持有的小学二级教师
聘任证书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一个人可以失败很多次袁但是只要他没有开始责怪
旁人袁他还不是一个失败者遥

绎生活有百分之十在于你如何塑造它袁有百分之九十
在于你如何对待它遥

绎我们应有恒心袁尤其要有自信心浴 我们必须相信袁我
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遥

绎在创造家的事业中袁每一步都要三思而后行袁而不
是盲目地瞎碰遥

绎了解面临逆境袁远好比如何接受顺境重要得多遥

绎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袁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
值的人遥

绎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理想袁但干涉孩子的理想袁就等
于不承认孩子的人格遥 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种子袁最初就是
从这里萌芽的遥

绎天空虽有乌云袁但乌云的上面袁永远会有太阳在照耀遥

有一次聚会袁结束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袁我看到王老师已经无法坐地
铁袁于是跟他说不如我开车送你遥 他
说你有点绕远啊袁不麻烦你遥 冶 我说院
野你知道吗袁 好的人脉关系都是互相
麻烦出来的遥 冶他一听这话袁立马释
然袁大大咧咧地坐上我的车遥

这个观点不是源自我袁而是美国
国父富兰克林的一段逸事院 有一次袁
他很想与宾夕法尼亚州立法院一个
议员合作袁但这个议员是个铁石心肠
的人物遥如果你是富兰克林袁你会如何
处理钥看看那个议员有什么需求钥找个
中间人钥 富兰克林知道这个议员的
私藏书中有一本 * 图书袁 于是就询问
议员是否能把那本书借给他看两天遥
议员同意袁接下来发生的事正如富兰
克林所描写的院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袁
他对我说话了渊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

做过)袁而且很有礼貌遥后来袁他还向我
表明他随时愿意为我效劳遥 冶

富兰克林把他借书所带来的成
功袁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则院 野曾经帮
过你一次忙的人袁会比那些你帮助过
的人更愿意再帮你一次忙遥 冶

一个犹太商人在二战期间面临
生死危机之时袁为了保全两个儿子的
性命袁希望在诸多朋友中找到愿意帮
助儿子的人袁几百朋友中袁他发现只
有两个人可能帮助他们遥 一为是德
国的木材商袁他曾对这位犹太商人有
恩袁 犹太商人至今还欠着他的债曰另
一位是德国银行家袁犹太人曾帮助过
银行家袁而且银行家还欠着犹太商人
的钱遥 于是犹太人派两个儿子前往
木材商的家遥 半路上袁小儿子决定去
找银行家袁他认为木材商一定不会帮
助他们遥 二战结束后袁大儿子去寻找

他失散多年的亲人遥 遗
憾的是父母都已死在
集中营里遥 弟弟随其后
也被处死遥

结果怎么会这样钥
原来院帮助你的人会愿
意继续帮助你曰而你帮
助过的人却未必愿意
帮助你遥 犹太商人的小
儿子恰是被德国银行
家出卖的遥 半夜他打电
话给德国兵袁说一个犹
太男孩闯入他家遥 人
们愿意帮助自己喜欢
的人袁当请求对方帮忙
时袁你在给对方一个暗
示:野我就是你喜欢的人
啊遥 冶于是耶对方就被催
眠爷你们俩也就成了伙
伴遥 不过袁 当看到这
个 振 奋 人 心 的 喜 讯
时袁有的朋友就会想院
原来麻烦别人也能交
人脉啊袁那太好了袁我
要买辆车袁 找人借个
十几万元袁 不但能开
个好车袁 还能交个人
脉遥 这是个错误的想
法遥 你把这个麻烦抛
出去袁 那就真的是个
麻烦遥 别人不会因为
帮这个忙而跟你成为
朋友袁 他们的回应是
野药别停冶遥

因此袁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忙是
可以请求别人帮助的遥 首先袁这个忙
不会给对方造成真的大麻烦遥 否则袁
对方会马上建立防御院你小子到底想
从我这儿得到什么钥 其次袁尽量不要
涉及金钱这样的利益关系遥 人脉更多
是一种个人感情袁一旦牵扯可以精打
细算的利益袁就会变成劳资尧雇佣尧购
买的关系遥 即便真的有利益关系袁那
也最好不要将这种帮忙看作是搭建
人脉袁而把它看作一个契约遥 最后袁一
定要及时还袁人际关系的核心行动是
野来往冶遥

叶围城曳 里谈恋爱的方式是 野借
书冶袁因为有借就有还袁一来二往就熟
了遥 建立人际网络的方式同样如此袁
你麻烦朋友一次袁 算是借一个人情袁
人情总要还的袁 当下次再还的时候袁
关系就更近遥

阴荷夏

下班的车流袁 走走停
停袁比蜗牛快那么一点遥 一
直踩着刹车的小腿肌肉有
点紧张袁 低头还没抬起的
瞬间袁随着一声闷响袁我感
觉到两个物体相碰的震
动遥怎么回事钥一串问号在
抬头的瞬间飘荡于车厢
内遥 待我定睛一看袁啊钥 一
时间我错愕得合不拢嘴袁
我一老司机袁 居然在晚高
峰拍了拍前车袁 那震动就
是前车给我的回应遥

来不及做更深的自我
反省袁 前车的双闪已经亮
了袁 我也跟着按下自己车
内的红三角袁 暗暗咬了一
下嘴唇袁 拉开车门准备迎
接人生第一次事故处理的
挑战遥 一句不软不硬的京
味儿责问随着车门打开一
起飘了过来袁野吗呢钥 怎么
开车哒钥 冶紧张的状况下顾
不上细看对方的长相袁只
觉得对方跨出车门的身形
高大尧 威武袁 是个壮小伙
儿遥 双手不自觉地成作揖
状袁 脸上估计也堆满了僵
硬的笑袁野都赖我袁都赖我袁
实在不好意思遥 冶这好不容易下班了袁谁
不想赶紧到家呢钥 赶上我这手艺潮思想
溜号的袁耽误了人家时间不说袁还损伤了
人家的爱车袁 给人家平静的生活添了挺
大个麻烦遥 我必须诚恳袁必须深刻袁必须
让人家不好意思再数落我遥

小伙儿是个得理饶人的主儿袁 看我
不断检讨袁先拿着手机给两车拍照去了袁
我一看袁行袁挨过第一关遥 小伙儿还很理
性袁拍完照袁招呼我把车靠边袁摆上安全
标志袁特意提醒我野要摆得足够远冶遥 好
的袁好的袁安全培训学过袁在这儿用上了袁
100 米开外袁我跑着去了遥

开车十几年袁拍照尧挪车尧打 122尧报
保险袁 这一套流程在我这儿是第一次启
动袁 也算是在人生经历的筐中又添加了
个日后可以自嘲的瓜遥

停稳路边袁端详了彼此的车子袁问题
都不大袁心情慢慢放松下来袁等警察叔叔
来的空袁太阳一点点西垂遥我和小伙儿站
在京承高速的路边袁在仲春的暖风中袁聊
起了天遥 小伙说自己在密云的一个项目
工作袁今天出来的早点袁嘿袁结果还碰上
大姐您了遥 北京孩子的幽默和放松小伙
儿都占袁 他和我小妹一样大袁 几句话下
来袁我好像在面对个弟弟唠家常遥

小伙刚当上爸爸袁因为我袁今天肯定
错过和媳妇的晚餐了袁 我让他赶紧报
备袁也再次表达自己的歉意遥 这回小伙
儿倒劝上我了院野没事浴 您别太往心里
去袁常在路上走袁谁也难免不是遥 冶看着
路边的绿柳粉桃袁 我发出此刻的感慨袁
每天在京承上走袁从来没想到能站在路
边看风景袁今天咱俩袁一起在路边赏春
景了遥 小伙儿呵呵乐着袁指着护坡上刚
冒出的一丛青绿袁接着我的话茬袁这两
天暖和袁天儿不错遥

晚风一缕缕地吹过袁 小伙儿看我春
装单薄袁努力拿围巾往我脖子上绕袁对我
说袁姐袁要不您上车等吧袁车上好点遥说实
话袁本来追尾这事有点让人挠头袁可是我
怎么觉得碰到这么个帅小伙还这么暖
心袁 就一点闹心的感觉都没有了呢钥 哎
呀袁 我的运气真不错袁 连撞车都这么幸
运袁那么由此推理袁我也一定是个好人遥
瞧瞧袁 遇到个好人连自己也跟着好起来
了袁神奇吧遥

等到警察大叔出场袁 我们的聊天
也到尾声了袁 小伙儿提醒我别忘了收
三角牌袁互道野慢着您冶袁我们在北京的
傍晚挥手道别遥 一次高速上的小事故袁
留下的不是沮丧袁 而是春风拂过大地
的暖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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