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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还极易加工成超薄金箔、微米金丝和金粉。
越秀区公共卫生
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烈度图公布 最大烈度为Ⅸ度
公交道则使用一种专门抗车辙的混凝土，这就相当于一种“强力除皱霜”。经过了解，民警得知小女孩
名叫小英，今年十三岁，是安徽宿松县一中学初一学生。孩子的左手掌血肉模糊，左手指的骨头清晰可
见。增强防雾霾意识在“雾霾”已经成为热搜词的今天，人人都在吐槽雾霾，但很少真正有人能意识到
可能自己也是雾霾天气的制造者。昨日，广州市农业局办公室原主任、广州市畜牧公司原总经理闻伟龙
涉嫌受贿一案在广州市中院开庭。罗宏灿在作证时称，闻伟龙确实利用了其在农业部门任职的职务便利
，帮他取得了上述三个工程项目。但在稳增长带来经济增速企稳，持续制度建设带来市场完善的背景下
，A股回暖并重回稳步上升通道，依然值得期待。届时企业停止配送和销售，还会有专门的劝导队上街劝
说市民停止燃放作为河南省探矿学术技术带头人，卢予北刚去了趟天津，在那里，地热使用先考虑集中
供暖。于是，他又想到了读书，这次他将地点选在了离家近，教育资源丰富的武汉。“搞这么隆重是为
了表示对公选的尊重、对考官的尊重。笔者认为未来人民币较难再回归去年那种单边升值态势，也许双
向波动能成为现实。在相隔4
0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和列宁先后在此就读。白云区公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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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并购重组、分红等题材小规模炒作外，其他板块风声鹤唳。净利润亿元（约合6100万美元），
同比增加92%。一个年仅15岁、容貌娟丽的女学生从火车月台上跳下自杀身亡。为打高尔夫选择南非孙先
生在南非工作已5年有余，已经习惯了南非的生活。加之其他项目整体表现也不佳，基金亏损近4000万，
于是遭遇了LP堵门、砸办公室等窘境。2011年，于洋从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呼和浩特，
在一家培训学校做起了创业讲师。中国首档原创喜剧竞技真人秀节目《超级笑星》中，裁判员王晶与蔡
明成了“知心伴侣”，将恩爱进行到底。但会议期间，市场应该处于静观其变的状态之中，市场还将继
续延续当前的窄幅震荡行情，形成平稳过渡为主的主基调。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吴翠云拜访了公司
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和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家祥，并就项目推进达成一致意见。鈥滄垜鎵斿彧姝荤尗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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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去想关于季子谦和自己的事。9.第九页广州白云区代办食品流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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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姜迟打的就是这样的念头？让他不战而输？姜迟原本是想带苏棠来放松一下的，当做是她这一次考
试考第一的奖励，但他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卖力，最后居然卖力到把人给弄哭了。教了这么多年普通班
，沈根班上难得来了一个好苗子，他自然竭尽全力培养，尽力帮她争取福利，此刻看到苏棠的表情，沈
根面对面地跟她谈心道，“苏棠，就算是我们三中，这一次的全国英语竞赛名额也一共就只有三个，往
年，这样的名额都是实验班的专属，怎么样都轮不到我们普通班的，今年老师为你争取到这个名额也非
常不易，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傅小雅皱着眉头朝边上看去，只见姜迟
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她，“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包子，怎么了？”姜迟的声音有些沉。“没事。”
苏棠一开口，声音沙哑得连她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姜迟蹙了蹙眉。身边扮演配角的同学们看到这和剧本
完全不同的一幕，全部都呆愣了一瞬，接着他们才反应过来一般朝台下鞠躬。苏棠一直心慌的不行，她
看到别人都在鞠躬，为了不让台下的人察觉到这一幕是临时加的，也忙着马上跟着朝台下鞠躬。苏棠叹
了口气，有些无力。苏棠咬着唇，平复了一下心跳之后才有些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她出门的时
候，姜迟还没起来，但没想
到他现在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不管是什么事，还是什么人，想必都和他无关。这么一想，季子谦内心变得微微苦涩起来。以后，姜迟
的每一个生日，他们都一起度过，应该也没有那么难。因为苏棠觉得，就算再难，他也会来到她的身边
。她就是如此笃定着。姜迟发小的打趣，让苏棠有些窘迫，“你们聊，我去看看凌琅。”何子衿忙着儿
子定亲礼的事，她这边儿找了相熟的崔官媒，崔官媒乐不颠儿的应下，觉着祈安寺的菩萨果然是灵啊，
她这两年在北昌府的媒人界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阿晔在北昌府北靖关被人围观惯了，只是，原想着
帝都人杰地灵，这些人应更有见识才是，不想，原来他这相貌在帝都府也尚可啊~小唐总管摇头，呷口茶
道，“焉有以疏间亲之理？”然而，曹侯爵请罪之后，太皇太后并没有什么抚慰。纪珍更有法子，把年
纪还小些的小郎阿烽交给双胞胎看着，他与阿曦妹妹带着最小的金哥儿坐一辆车。“是啊。”纪夫人笑
，“出门前便遇这桩喜事，这一路上，也是顺顺遂遂的。”冯姑丈都奇怪，道，“那为什么不直接走李
尚书的门路？”弯了弯唇，乐云晓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语，只是转身走向了慕瑾寒。好像是因为自己找到
了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偷偷地藏在心里，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享。“……”慕瑾寒
的眼眸微闪，垂眸看住乐云晓，明知道她对自己和周航之说的事情感到很好奇，却看到她这样假装什么
都不想知道的样子。广州市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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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云晓一愣，看住慕心，她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大概是太过单纯了，所以，才会那样想当然地觉
得，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人们不约而同地去加了一些戏码，让一切都变得复杂了起来。她
伸过手去，搂住乔希的脖子，说道：“乔希，我就知道，你永远都不会让我难过的。”乐云晓长舒了一
口气，整个身体都松散了下来。全程靠慕心一个人，辛苦的，到底是她。乐云晓哼唧了一声，翻了个身
，不满地推搡了一下慕瑾寒。嘟囔了一句：“走开了，我还要睡。”“……”乐云晓的嘴角忍不住抽搐
了一下。赵萌不无羡慕地说道：“好浪漫啊，晓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要幸福的晕过去了？”“还能有
什么，因为你进公司以来表现的很好呗。别多想，都是为公司工作，在哪里还不都一样。”她从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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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原来，这个公司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复杂，人心与人心之间的牵扯，就更加的让人难
以接受了。第13章 大幅裁员小手不自觉地攀上了慕瑾寒的胸膛，乐云晓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感觉就是是想
要怎么样，到底是想要把他推开，还是想要把他拉近。乐云晓轻哼了一声，别过脸去，不想和他在这个
问题上不停地纠缠。然而，回到慕瑾寒的公寓当中，他们，似乎又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情侣，至少，在很
多事情上面，他们都变得越来越默契，让她都忍不住要沉迷其中。尤其是，当她陪慕瑾寒吃饭的地方，
从各种并没有多么好吃的，或者说是，总会让他们两个人都吃腻了各种餐厅，转移到家中的时候，乐云
晓就变得格外的满足。一声巨响，梁璐的脸上，就留下了一个比乐云晓的脸上更加精彩的五掌印。虽然
，他对此感到十分的心疼，但是，多少，还是对乐云晓充满了感激。乐云晓愣了一下，不解地看住慕心
，她不是很能够理解慕心言语当中的意思。她说：“晓晓，我真的很想她，很想很想她啊……”如果，
不是此刻实在不合适，慕瑾寒恐怕，早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要将乐云晓给按在身下，让她更加明白，
自己对她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赵萌是不会把这些真实的想法说给乐云晓听的，毕竟，这
位是自己的金主，自己能不能拿到年终的奖金，还要看这位姐姐能不能在院长那里给自己多说几句好话
。“没有诶。”赵萌说着，又歪头仔细想了想，最后发现，还真的是从来没有过。“流氓！”乐云晓瞪
了他一眼，眼中写满了娇嗔。“我都说了，我会亲自照顾你。”“你看什么呢？”苏叶察觉到秦柏的目
光落在自己的大腿上，眉头不自觉的一皱，即便心中已经蔓延出几分对这个男人的好感，她也接受不了
一个男人这样赤/裸裸的目光。苏叶做的这个决定，却苦了秦柏，对于吃食挑剔的人来说，天天吃食堂，
会让人崩溃的，虽然，他们食堂的饭菜，口感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这样神一样的人突然间做出这样的
事情，要么为了功名，要么为了爱情，总归是错不了的。“你……”芳姐听网上说过苏叶不懂规矩还各
种乱搞，但没想到这个女人如此的嚣张，当下便对苏叶更多添了一份厌恶：“没推，你是说我撒谎了？
”她侧过头看向小
可，眼神稍稍温暖了一些：“小可，
你说，这个男人推没推你？”
“嗯。”苏叶笑了笑，觉得此时的秦柏简直是太可爱了。闫小晏看到苏叶从病房外进来，还以为自己魔
怔了，揉了揉眼睛，见那个人不仅没有消失，还靠近了几分，这才确定眼前的人就是苏叶。“我是芳姐
的朋友，你们跟我到酒店里面去等吧，这天气这么热，你就算是没事，孩子也受不了啊！”苏叶直截了
当的说了自己的来意，见那个女人皱着眉头还有些犹豫，她也不着急，就那样看着那个女人。“这件事
情，当我不知道。”话毕，打开车门，走了下去。可即便是这样，他也只字未提及自己被陷害，以及自
己的好兄弟杨海。而在所有人纷纷感叹苏叶和秦柏的手段的时候, 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了下一步决策。
“少废话，按我的来，你还想不想要个乖巧可爱的孩子了。”这孩子得多缺爱，才会完全不思考就答应
呢？当那扇飞船的门向他敞开的时候，艾尔有一种回家的喜悦。苏珊娜头痛的说道：“暗帝的舰艇体型
超过查克号十五倍，搭载的火力足够轻而易举的摧毁一艘四星战舰，对于你的小查克，这是他在手下留
情。”“你叫什么？”德雷忽然出声问道。他的猜测一向伴随着无数铁证，确切得只差一纸公告就能宣
布证据确凿，卫良说道：“卡笛最近一直在联邦巡航舰上，出现的位置里刚好有利达拉和森塞。他对凶
兽有着莫名其妙的执着，在三天前，突然撤回了之前关于凶兽的悬赏。”暗帝啊。莫斯看着导航图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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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森的小绿点，再有半天就能回到安稳的根据地，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暗帝会采用如此温柔无害的方
式进行……利诱。广州市公司注册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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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是不太明白这种诡异的执着，如果给钱是为了拉拢，给十亿和送一堆精巧的小摆件，怎么想都
超出了平等交易的范围，更像是拥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艾尔也想到了这一点，他的眉头紧皱，简直想转
身回去确认诺卡是否存在生理缺陷，但是想到那只黑色的小兽趴在摇篮下的模样，又不忍心打扰他的睡
眠。“喜欢的话，今晚你就睡这儿。”艾尔说道。可怕？德雷不这么觉得，他认为，艾尔很可爱。德雷
醒来后，那双漆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像是在思考，片刻之后，德雷声音低沉又危险地问道：“拥有浅
棕头发、黑眼睛，他还抱过你。那个人是谁？”德雷看着安德烈，无论他拥有多么广阔的人脉与多深的
阅历，在德雷眼中，依旧是当初喝奶打滚的小狮子。自由联邦总统阁下的恼怒显而易见，他将一切的过
错推到图蒙提的身上，可惜，卫良谴责过凶兽伤害了无辜的居民，从没有说过图蒙提杀死了卫家最重要
的人。“呜。”德雷抱着艾尔的手臂，瞪大眼睛无辜的看着他。第98章 好处柳乾很郁闷地摇了摇头，这
事儿很让他窝火，对方投掷竹枪的距离比较远，他们被投中的几率并不算太高。而且当时银河冲过来进
行保护的时候，还伸手抓住了两根高速射过来的竹枪。只能说张胜利太倒霉了，不偏不倚被漏网的那根
竹枪给击中了。虽然心里是这么猜测着，但柳乾并不会因此放松警惕。这里是三域公司的秘密实验室，
而且位置如此隐蔽，谁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杀死后面攻击过来的三只丧尸之后，玩家
们仍然有机会逃生，结果玩家们还是在继续着无意义的讨论、不停地耽误宝贵的求生时间，终于等来了
变异丧尸进入广场。玩家们逃生时的跑动、呼叫以及燃烧瓶爆炸的声响，引来了附近街道里的大量丧尸
形成了后来的尸潮，导致十名玩家基本全灭，柳乾只能独自一人困守在这广告牌上。第30章 快速退出“
我没有伤害你，也不会伤害你，刚才是我把你从那些人手中救下来的。我只是想问你一些话，你知道这
款游戏对不对？但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困在游戏里？”柳乾缓和了语气向张钰又问了几句。
柳乾又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对于颤栗世界游戏经验值的分配，心里终于有了新的思路。“我们的亲密度
是不是又增加了？”柳乾把银河往身边拉了一些。“小卢？”钱安向大厅里喊了一声。“我们都是玩家
！凭什么你们这些人要高高在上？睡最好的房间，吃最好的饭菜，吃饭前还让人试吃？而我们就得象奴
隶一样被你们驱赶、做搬运、进厨房洗菜炒菜、清理桌椅床铺？迎战丧尸也让我们冲在前面当炮灰送死
！大家生而平等，做什么事都应该平等一起做才对，你们说是不是？”余磊又趁势鼓噪了起来。今天白
天的温度不算太低，现在接近正午时分，大概在7到10度左右，冷库里的温度很低，当上盖板被完全打开
之后，冷库里肯定会迅速升温。与此同时，鼓风机的声音逐渐加大了起来，一股热风四面墙壁的鼓风机
中一起吹了出来，吹向了正中的那个巨大冰块。莫非，刚才那白大褂男子让护士给王超注射的药剂，是
为了让他变成那种身上有黑斑的变异丧尸？银河瞅着柳乾没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之后，她伸手在胸前
的屏幕上又点按了起来，随着她的点按，她流线体型和金属光泽的外形开始有了些形状和色泽上的变化
，皮肤的颜色开始向人类肌肤靠近，胸前隆起恢复了女性的形态，脸蛋儿也逐渐变幻成了她先前生化躯
体时的娇俏模样。为了更好的确认自己是否觉醒了水下呼吸的异能，柳乾还在舱室的大浴缸里放满了水
，脱光衣服之后整个人趴了进去。几只变异恶狼立刻从篝火熄灭的方向冲了过来，向队员们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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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不会是第二形态吧？”柳乾感觉着有些不妙……片刻之后，果不其然大熊的尸体重新站了起
来，这一次它眼中不再有先前稍显灵智的光芒，而是变得一片漆黑，而身体外，一根根熊毛全都变成了
一根根凌厉的黑刺！“不好！”银河喊了一声之后，立刻把柳乾扑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大量带着光
影的黑刺向四面八方疾射了过去，这些黑刺瞬间在周围巨粗的古树树干上刺扎出无数的洞孔，仍然继续
向前又穿透了好几棵树的树干，这才力量耗尽停了下来。雾甲毁损之后，恢复的速度比较缓慢，完全毁
损的情况下，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过来。所以6级以上玩家之间的对战，因为双方体外都罩
有雾甲，而隔着雾甲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很有限，所以比拼的就是谁先破掉对方的甲，谁就会在打斗中占
据很大的优势。第389章 肉包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凭什么要相信你的说法？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
可以主宰这里的一切？”柳乾挥舞着手中的大斧，厉声向主脑质问着。“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都签过保
密协议，当然不能随便把那些事情说出来。”赵南山努力向柳乾解释着。“你可以称呼他为柳爷，柳爷
对自己人很好，你投靠柳爷是极为明智的选择。”赵蒙在旁边向李百森说了几句。当柳乾率领着军团来
到监狱营地附近的时候，监狱营地正被一股几千只黑斑丧尸疯狂围攻着，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类型的
变异丧尸，战斗场面十分的惨烈，监狱高墙内外除了熊熊燃烧的大火之外，外墙有一处也已经迸裂，随
时都可能倒塌下去。看来确实是柳乾给予了它最后一击导致了它的死亡，超巨型鳄鱼头怪物这次死亡之
后，尸体里飘逸出了大量带着微细黑色晶体的浓稠黑雾，旋转着钻入了柳乾的体内。“全体撤退！”蔡
昊辰照做之后，没再多说多问什么了，向军团传令了下去。第514章 濒死“然后你要用打结的绳子把这
些东西拖在你的身后，一直保持着至少十米以上的距离，当你踩在浮雪层上摔进冰缝的时候，你和这些
东西在绳结两端的重量会一起把绳结深深地嵌入积雪之中，让你不会再继续坠落。”柳乾指着雪地向郭
天详细地解说着。第526章 火眼金睛“地震？你说的是陨石吧？”郭天纠正了一下张萌迪，据先前芊舟
说的她们感受到的地震，其实是陨石把机库连同直升机给砸烂了。对了，一起被砸烂的还有联络站的通
讯设备。“趁着现在天气还行，我们赶紧上路吧！争取今晚能到山下面去。”柳乾在四周转悠了一圈之
后，向众人催了一声。郭天先偷袭打翻了一个黄耀文，又正面搞定了个沙千刀，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是怎
么搞定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他是打赢了。一名面相稍显稚嫩的少年连续打翻两名悍匪，已经足
够威风了。广州代理营业执照

广州代理卫生

白云区代办卫生证

越秀区公司注册

广州代办营业执照
“这个……似乎有些不妥吧？”王殇万万没想到柳乾居然狮子大开口向他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强行夺
走他的冰湖山庄不说，还让他和他的小弟们为他做事。“你不是有最高权限吗？想办法连上主脑，应该
能重新开启实验室！”芊舟向张萌迪说了一声，然后推着她走去了最近的一台终端那里，在上面快速操
作查询了起来。“实验室是单向通道，我们进来之后无法从入口处返回，只能从出口离开。在我们没有
离开之前，上面的人也无法再进入了。”芊舟根据获得的情报向柳乾汇报了一声。其他人都不太相信地
向冰湖镇的方向看了过去，没想到的是，还真有一辆公交车从山路上驶了下来。柳乾再次活动了一下自
己的手脚，用眼睛瞅了瞅它们确实全都健在，而且都很听使唤、没发生骨折什么的，这让他心中不由得
好一阵庆幸。能在那么严重的车祸中幸存下来，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还是……跟着大多数人吧！
”张萌迪经受不住这种威胁，终于还是推开了芊舟的手，也快步冲进了研究中心一楼大厅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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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迪不算太笨，清醒过来听到柳乾和‘安娜’的对话，再观察了一番现在的形势之后，很快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她肯定是被主控台边的柳乾偷偷唤醒的，而‘安娜’正在阻止他。……安排好了轮值
人员之后，柳乾靠着墙边思索着事情，神智也变得迷迷糊糊起来。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一直处于迷糊状
态并未完全睡去的柳乾，突然被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惊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听了听，发现是郭天在说话。
就在这时候，三人藏身的建筑大约五十米外的地方，一处废墟里缓慢爬出了一只雪斑丧尸，它的半截身
体从废墟里爬出来之后，张开嘴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啸叫声。失去了喷液丧尸的尸群，对现在的柳乾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威胁，就算数量达到了百多只也没什么卵用。柳乾大步冲过去救援的同时，连着扔了五个
火球过去，全部砸在了巨型蝙蝠怪物的头上，这火球多少还是伤到了巨型蝙蝠怪物的眼鼻等处，让它颇
为恼怒，仇恨值转移放弃了对张萌迪的扑抓，转而向柳乾飞扑了过来。很快柳乾就不用选择了，因为他
看到了前方的风洞，很显然这巨型蝙蝠怪物并没有想要利用暴雪障壁甩脱柳乾，它只是本能地知道暴雪
障壁上的安全风洞在什么地方，准备从安全风洞飞掠过去而已。看着冰壁夹缝里被卡住巨型蝙蝠怪物和
纯白丧尸的尸体，柳乾决定暂时就让它们卡在这里好了，纯白丧尸的尸体背上去还容易一些，巨型蝙蝠
怪物的尸体想弄上去可就没这么容易了。And Willies eye in search did wander,And brought the
New World to the Old.Push her by from bole to bole.Content with all her truths and
fates;With which the secret of all things,Ye summer souls, raise up one voice!Showing the
nestBut over the hills well bound, old hound,Thats my business, and theres my tale.Slaps in
sport some giant boulder,And eyed the old white-head fondly, with something of doubt andI
looked with little prospect of a cure,Who for fresh nuptials joyfully yield all
else?Confusion on their Alps,O happy my bridesmaids! your breasts are clean:Of far-off
ocean, I was wareson! my son! Listen, Grandet! I implore nothing for myself,--无辜被牵连的
邵荣郁闷地带着媳妇走了，临走前还给了福生一个同情的眼神。兄弟，你受苦了，你这媳妇真凶。确实
，这一路太辛苦了，不是每次夜宿都能赶上驿站，客栈，有时候就算住客栈，也是最便宜的通铺，一屋
子几十个人，什么味都有，什么人都有，睡觉时都恨不得睁着一只眼。有干粮凑合的，大家绝不会舍得
买着吃，干粮吃完了，就买上一堆最便宜的蒸饼窝头带着，路上继续吃。尤其是回来的时候，十一月的
天已经很冷了，滴水成冰，他们为了尽快赶回来，很容易错过宿头，经常就这样在野外披着被子和衣对
付几个时辰，起来再接着赶路。等到了家，他们每个人的脚趾头都是一个摞一个冻疮，李氏看到又苦了
一回。其实他巴不得家里能多点好事呢，这么说不过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幸亏是和闺女一家私下说的，
要是在外面说，那些饭都吃不饱的乡亲，怕是想打死他。多了一个人，还照前两天那样送饭自然不够吃
，干着体力活总不能连饭也不给吃饱。于是，周爷爷喝完水就先回家说了一声，交代备上孙婿的饭之后
，没有多歇就又回地里了，活还等着呢。今天吴春华回来了，午饭自然也是她做了。吴老娘这会儿可轻
松了，这姑娘生的再多有什么用，长大了就都嫁出去了，平常洗个衣服做个饭都没人弄了。想使唤儿媳
妇吧，儿子也护着，现在怀了身子更是金贵了。她这把年纪了，还成天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整天没有
一丝空闲，这姑娘回来了，她也终于能清闲清闲了。屋檐下抱着孙子的周奶奶开玩笑说，“呀，我们二
丫还挺像个大将军啊，这指挥得有模有样的，要是个孙子，指定能给咱老周家增光添彩啊。”一般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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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娶亲还是喜欢壮实能干的，家里能多个劳力，也好生养。这也是来提亲的不少，真正好的人家却没
几个的原因，“货比三家”，蒋福生也算
是瘸子里的将军了。公共卫生

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

越秀区公司注册

广州代办营业执照
“你王婶儿提了好几次，开始我跟你爹都没应，想着是慎重一点，先打听一下虚实。你奶你石头哥都
找人去上湾村打听了，人呢，是个老实能干的，长得也不难看。虽然才16岁，干起活来能顶个壮劳力。
他们家的情况，这次能狠下心拿出四两银子下聘，也算是有诚意，看来也知道我姑娘是个好的，所以这
次我就应下了。”赵氏耐心地跟女儿解释，可不能让女儿有了抵触心理。等到进去八月，吴春华随时都
要发动，蒋大更是没有精力管别的事了。他早晚三炷香，只求吴氏一胎一举得男。要知道这个孩子来得
太慢了，下个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还是生个男娃保险。陈氏和蒋铁林也是差不多的想法，只是
没有说出来，怕给吴氏压力。粘上一兜子拿回家，埋进刚做了早饭的锅膛，用还带着余烬的草木灰埋上
，等上一刻钟，扒拉出来，剥去外壳，放进嘴里一嚼，满嘴鲜香，那滋味可比猪肉鸡肉美多了。下午周
琳顺着屋后那条路，走到村西头的十字路口，往北一拐，路口四间青砖大瓦房就是梅子家了。福生在家
里恍惚听到了自己老丈人的声音，出去一看，老丈人正站在门口，身后的牛车上，媳妇一脸无奈地坐着
。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要是品行不良，不被族中老人认可的年轻人，是不能参与驱傩的。顾家弟妹一
看大姑子还有戏，赶紧又端着手里的粥碗去锅里盛满，笑容满面地双手递给顾眉，“大姐，我看您刚才
粥不多了，给您又盛了点，赶紧趁热喝吧。”杨絮拿了钱心里一喜，当天晚上就使出全身解数，把王富
贵伺候得直以为升了天。“我家里的地昨天刚浇完，想着您这里肯定还得几天，就过来帮两天忙。”蒋
福生一身打了补丁的短打，做好了干活的准备。她边哭边摇着男人的肩膀，整个身子都要趴上去了，边
上赵氏和几个亲近一点的女人一直耐心劝她，让男人清净的去吧，眼泪落到男人身上不吉利。玉珍却不
听，试图挣开几人的钳制，再扑上去，“没了成子，我还能有什么吉利的事儿，要是能带了我去更好。
”她的菜么？梁立夏将过去那个形象给抹去，打趣道：“你的菜在这呢，还不快吃。”梁立夏叹了口气
，时间越近了，她才微微有种真的要过去一年的感觉。不时还有些手和脚从头顶和墙边突兀的伸出，去
‘摸’或者掐人，顾长安早有准备的直接将人拥在了怀里，于是就只有他被不停的‘摸’来‘摸’去捏
来捏去，看得梁立夏好笑不已。可是去到乡下就是去麻烦老人家了，还会让他们‘操’心家里的情况。
想着，顾长安不由微勾起‘唇’角，随即欣然走前两步，一手从收银员手中接过那几个都装的满满当当
的购物袋，另一手则是顺势牵了她的手，径自就往出口处走去。顾长安：早安，今天不能去陪你了，抱
歉，等到你回去我们再通电话。问起正经事，齐麟自是敛了笑认真道：“嗯，对方还回复了，说五分钟
后就可以出‘门’，半个小时内绝对可以赶到这边来。”也不知道那样的‘性’格到底是怎样来的，倒
是一点都不像是一家之中的老幺。☆、第621章 抱歉，飞机晚点了梁立夏也问得差不多了，点了点头道
：“当然打算买，不买明天如何开张？”这回她比较识相了，不再自顾挑自己的，而是不时拉上他问一
声好不好看，然后偶尔也会采取他的意见，换另外一种比较好的。文少轩正兀自吃着，闻言半疑问的嗯
了一声：“‘挺’好的啊，你这厨师找得不错。”瑾墨回以一个OK的手势：“马上就好。”说着就也不
管梁立夏，自顾灵活的运用着双手忙碌起来。而他们两个的事，又并不只是这一两年，而是从高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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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能一直走到现在，并且还坚定了要结婚的心。小胖子本就是来白吃的，路云佩有了能吃的理由
，两人当下就没二话的去借了水洗干净，然后坐着啃起苹果来。还真是从穿着打扮到言行举止无一不张
扬，梁立夏是觉得宿舍中四个‘床’位都一样，当下也不介意，重新整理好‘床’铺，默默的将换洗衣
物叠好放进‘床’铺对应的柜子里。
却见他犹豫为难片刻后，就终于下定决心一般的道：“回去之前，能不能跟我一起去见见我‘奶’‘奶
’？她人很好，绝不会多问你什么，只会把你当做跟我一样的小辈看待。”略微抬手顺着玻璃划过，杨
思云‘露’出个笑容来，深至眼底。快要登机了，顾长安也不得不过去，只得道：“好，那等到了给你
发邮件。”这算什么？其实可以很快，可是梁立夏偏偏慢吞吞的洗，心情愉快的听着梁芬芬一边在外面
跺脚，一边顾忌邻里只敢好声好气的喊着她。这才意识到问题真的有点大，邵奇心下有些沉，梁立夏如
果没来，他还能先处理好，然后事后再汇报，这会却是只能让她自己来处理了。他虽然不太想进去当电
灯泡碍眼，但是这边的装修是他在负责，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或者小问题，他都是得给予解释和负责。“
啊，这样就好，”邱若云说着就不由起身，“那我过去看看。”她新烫了个微卷，染了棕黄‘色’，之
前的布衣长裙也换成了略有质感突显身形的无袖连衣裙，踩着细高跟凉鞋，背着银链小包。顾长安找来
的人自然不简单，早已提前准备好一切，价格方面和细节方面也是深入且简洁的很快谈定，再用半天的
功夫去搞定具体相关手续，完全不必梁立夏去‘操’半点心。顾长生这两年又拔高了不少，这会看着放
松状态下的顾长安，都几近有些俯视的姿态。陆寻慢条斯理的不答反问：“你打算让我做什么？或者是
，你想好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品牌了吗？”又是什么时候，才能想做什么就去做，而不会还得惦记着自己
缺钱这一点。越秀区注册公司代理
广州越秀区代办卫生许可证

越秀区注册代理

越秀区公司注册

广州代办营业执照

收了手机，回头看了眼房里，确定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后，梁立夏方‘抽’了房卡，关‘门’下楼。不
等关瑶开口，顾长安就默契的接话道：“这种事怎么好随便跟别人说，立夏你放心，我什么都也没说。
”她说后面那句话是打趣，却不想顾长安面‘色’冷了冷：“那就拿去店里卖了吧。”距离上次过来已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梁立夏因是独自骑着电动车过去的，所以只能从进村子的那条路走。清泉一如既
往的雾气萦绕，稍微走近一些，就觉那些雾气仿佛钻进身体流畅在四肢百骸中一样，流水潺潺，依旧美
妙。梁立夏和陆薇薇都是无言的扶额，随即一笑置之，没有再说什么。☆、第9章 全家出动两人之间的
怪异气氛，旁边的邵奇和路云佩不是察觉不到，相视一笑后，就摇摇头没有去打扰他们。想到这个，顾
长安的情绪就有些落了下来，不过却也不至于太过失望，她还记得要送礼物，就代表尚有转机。梁立夏
憋着气道：“到了，没事情要‘交’代，现在问题是我找不到他人了，你还有别的办法联系他吗？”而
他们两个，一个大男生模样，一个少女模样，见到他们进去，售楼小姐只是爱理不理的瞟来一个眼神，
连宣传册都不递一张过来。梁立夏完全就是看上了就买，不是为自己‘花’钱的时候，总是这样毫不手
软。然后前几个月还一直有让那边的负责人找加工厂，将之前积存下来的水果都拿去加工，有做成果脯
也有做成酒的，最近再一次‘性’卖出，钱就这样到手了。“在家里也没事，而且刚好听李大哥说起，
就想着过来看看。”梁立夏如实的道。还以为她会多少再推脱两句，却没料到答应得这么干脆，还完全
不‘浪’费的将他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上。这不正常。看他如此，还以为他到现在还是只管维护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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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谢文就不由冷哼了一声：“你倒是还记得文雅。”尽管这样，一想到几天后的开学，梁立夏还是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所以‘交’代好了之后，梁立夏便拎了包，再度踏上了旅程，继续“出远‘门’”
。顾长安定定的看着她，微微一笑：“早安。”可是看到父母的神情，梁立夏就知道他们并不排斥，相
反还对这热闹拥挤十分欣慰，好似这样才更表明他们这次不是白来，拜佛的心思也更加虔诚。试探过后
，感受着怀内人的微微颤抖，顾长安有些想深入，却又怕吓着她，只能浅尝辄止的轻轻辗转一番，随后
在她不由自主的抬手想要推开他之前，先一步的略微退开一些。她这是在说，现在她完全是轻轻松松的
就月入好几万，以后还会更多。这个顾长安也跟他‘交’代过，邵奇自是不会多问，点了头道：“好，
‘交’给我吧。”确定了之后还是暂时走接这种零散订单为主，网店为辅，并再招多一个人来帮忙，梁
立夏便告别几人，拎着文件夹打算回家进空间静下心来一次完工。“粥的种类可以再添加一些，”许霖
并不
意外她会
这样问，认真的道
，“环境方面可以再做得雅致一些，
然后……就没有什么了吧。”
送走梁立夏，邵奇收起账目后就不由松了一口气，顾少真的是给了他一个难题啊，只听过别人偷偷从账
目上扣钱的，没听过往账目上硬加钱的！梁立夏顿了顿，才开了口道：“如果……我跟林子皓之间起了
什么冲突，希望你可以不用管，或者站在我这边。”手机她都不舍得丢了，更别说心里的那份深刻记忆
了。这一慢，就拖到了邵奇赶回来，白少群也应酬完他那群朋友，还送走了一些，再转回来。还说他们
三个是客人，她和瑾墨则是自己人，下次总有机会。虽然情侣去欢乐谷也是正常，但是他们两个去……
怎么想都有点奇怪。梁立夏后知后觉的转过身看向来人，先是一愣，随即就不由得皱起眉头来：“是你
？”来开‘门’的自是顾长安，见到真的是她，就不由连忙让到一边：“怎么过来了？”不太清楚你还
意有所指的说什么不太好办！梁立夏先是一个摇头，然后又点了下头。梁俊俊习惯听话，不一会就被说
服，没有纠结要‘奶’‘奶’搬去同住的问题了。这事是她拜托他，自然不能等人来找，梁立夏在餐厅
‘门’口送走路云佩和小胖子后，便拐到餐厅后面的仓库。但现在已经不同往日，两人的关心终于进了
一步，彼此说明了心意，真正的在一起了……那么一个月不见，就如邵奇所说的那样，真的‘挺’不正
常，不像是恋爱了。广州越秀区代办餐饮
广州越秀区代办餐饮服务许可证

白云区代理餐饮证

越秀区公司注册

广州代办营业执照
闻声梁立夏就转头看向在另一边坐下的瑾墨，“你也还没吃？”想着陆薇薇应该不会随意‘乱’闯，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刻意反锁。梁立夏微微蹙眉，赵敬并不知道她的事，只有可能是……如果真是那
样，那还真跟她有些关系了。也是，房租都已经‘交’了，给房东添了那么大的麻烦，这会就退房也不
太好。再加上旁边的店各有各的生意可做，也不会说就突然眼红不同类别的店。“……”梁立夏轻咳一
声，“好吧，那你有空的话就帮我配一个吧，然后找邵奇搬到租房去，他有备用钥匙。”一手拿过她手
上的钥匙先开了‘门’，将人带进去，放好东西之后，又自顾找了水喝，顾长安才一把抱过紧跟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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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梁立夏，抵着她的额头戏谑道：“要是赶不上呢？收留我一晚上吗？”梁立国连忙打岔道：“可能是
误会，立夏怎么会打小山，是看他不听话吓他的吧！”“也不是吃不惯……”被梁立夏这样一搅合，梁
芬芬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只下意识的争辩道，“我就是以前都是在家里吃，没吃过食堂而已。”
自从成立了个简单的总公司，梁立夏就和邵奇一同慢慢的学会了看这种复杂的合约，知道重要的点在哪
，也知道不能遗漏任何看似不关键的点，所以倒也毫不担心文少轩会坑她之类的。因着不前不后不上不
下的，她不好‘乱’走，只得待在原地，任由炎日晒着。☆、第206章 艳福不浅的相约“……”这是什
么节奏，这么跳跃？沈白有些懵，“没有，怎么了？”梁立夏有些踉跄的跟在后头，都还没来得及四处
张望，找找梁立冬的所在，就被他拉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随后便见他锁上‘门’，一并还拉上了百叶窗
，阻挡了外面一众好奇的眼神。梁立夏看在眼内只觉好笑，便干脆没找他说话，只是径自让邵奇跟她汇
报，然后兀自认真的翻着这一年来的总账。而才到楼下，就看到正打算问前台借电话的梁立冬。这样想
着，梁立夏不由暗自苦笑，并非她特意要往那个方向想，只是觉得很有可能，他是冲着她来的。简单又
纯粹……也难怪林子皓丝毫不觉得孙文雅会不喜欢他，就连梁立夏听了，都觉得是场不错的邂逅。搞定
黄铃并不算太难，到底也有两年了，在知道黄铃捏着自己把柄之后，陆寻便开始默默的收集她的资料。
两人的目光不经意的‘交’会，然后皆是不由一愣，呆在了原地。再一份是G市最大珠宝商场的现金券，
可使用金额高达六位数。梁立夏惊奇不已的看着他问道：“是你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他，他也应该不
认识我才对啊。”然而他们两个在这边兀自揣摩，那边文少轩几人却是早已到了，正很是悠闲惬意的坐
着开了瓶好酒慢慢品着。to women at all, only to the Fairy Maku, and that, "as for beauties
with peach-coloredstage, when the real spiritual battle began. Scales fell from my eyes and
I saw that

中国地震局现场事情队新闻讲话人、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雷建成表现，九寨沟县及四周区域设防烈度为
Ⅷ度，震区衡宇修建抗震设防水平较高，抗震性能总体较好，特殊是经由汶川地震恢复重修后的新建修
建到达了抗震设防要求，经受住了此次地震的磨练。景区及城镇修建物多接纳了框架结构，墟落传统民
居多接纳穿斗木结构，抗震性能较强，衡宇坍毁和严重损毁的比例很低，有用淘汰了职员伤亡。（央视
记者 杨妮）

地震烈度，反映的是地面及衡宇等建修建物遭受地震影响破损的水平，我国烈度分为12个品级，品级越
高破损越重，其中Ⅵ度及以上修建物将有破损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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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中国地震局现场指挥部今天下战书公布《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烈度图》，此次地
震的最大烈度为Ⅸ度，等震线长轴总体呈北北西走向，而Ⅵ度区及以上总面积为18295平方千米，共造成
四川省、甘肃省8个县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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