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月 24日上午 11：00
在三正拍卖(桂林信义路 5号)举
行拍卖会，采用现场与网络同步
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卖：
桂林市叠彩区中山北路 148-
1号盛业商贸城 7-11栋 1-168号
商铺等共计 42间商铺、商场库房，
参考价 8.8万元— 169.8万元，单
个竞买保证金：3万元。(整体拍卖
有优先权，整体拍卖参考价：1035
万元，保证金：180万元。)
标的保证金汇入桂林市雁山

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广西桂林漓
江农村合作银行穿山支行，账号：
363612010100561090。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 1月

23日 16时止(以到账为准)，看样
时间：2017年 1月 18-19日。有
意者于公告之日起到本公司或登

录“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 ”
(www.rmfysszc.gov.cn)或“联拍
网”(www.lp113.com)查阅相关资
料。持保证金缴款凭证和有效证件
到本公司或广西区内其他拍卖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案件当事人及其他
优先购买权人逾期不办理竞买手续
参加拍卖会，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联系地址：桂林市骖鸾路 33

号盛景中心 5楼(华泰拍卖)
南宁市新民路 59 号太阳广

场 A座 2703室(春生拍卖)
联系电话：
0773-8985966(华泰拍卖)
0771-2100861(春生拍卖)
雁山区法院电话：
0773-5828676
桂林华泰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春生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月 17日 10时在市桂
名大厦南楼 5楼拍卖厅采用现场
与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
拍卖桂中天牌塔式起重机一台，
参考价 97856元。
有意者到本公司或登录“人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 ”
(www.rmfysszc.gov.cn)以及“联拍
网”(www.lp113.com)查阅相关资
料，保证金 1万元请于 2017年 1
月 16日 16时前转至桂林市叠彩
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桂林银行芙蓉
支行，账号：000041776900020。
竞买者请持保证金收据及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或广西区其他拍
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看样时间 1
月 12、13日。与本公告标的相关人
员请届时参与拍卖会，缺席将丧失
相关权利。
咨询电话：3811126 15878357312
法院电话：2276120
桂林三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1月24日上午10时在桂林市信义

路5号1-2号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举行拍卖会，采用
现场与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卖桂林市七星区七星路
93号金地·怡和东岸住宅小区12栋1-10-1号房屋，建筑面积约
142.56m2，参考价60.12万元，保证金4万元。
看样时间：2017年1月16日至2017年1月20日。
竞买人应于2017年1月23日16时前按规定将竞买保证金汇入兴

安县人民法院(户名：兴安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开户行：广西兴安
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账号：307512010106491159)注：与本公告标
的相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承租人以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逾期不办理
竞买手续参加拍卖会，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有意者请持有效证件于公告之日起到本公司或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 (网址：www . r m f y s s z c . g o v . c n )、联拍网 (网址：
www.lp113 .com)查询。
上述标的报名竞买者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和有效证件到本公司或

广西区内其他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兴安法院监督电话：0773-6223191
联系电话：0773-2817733
联系地址：桂林市信义路5号1-2号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月9日

拍 卖 公 告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7年 1月 24日下午 4点

在桂林市中山中路 8号桂名大厦南楼 5楼拍卖厅
采用现场与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
卖：1 .桂林市象山区环城南二路 111号德天商业广
场 35栋 2-南 7号门面，建筑面积 61 . 12㎡，参考
价 37万元，竞买保证金 5 . 5万元；2 .桂林市德天
商业广场 35 栋 2-南 8 号门面，建筑面积 48 . 89
㎡，参考价 30万元，竞买保证金 4 .5万元；3 .桂林
市德天商业广场 35 栋 2-南 9 号门面，建筑面积
49 . 17㎡，参考价 30万元，竞买保证金 4 . 5万元；
4 .桂林市德天商业广场 35栋 2-南 10号门面，建
筑面积 53 .24㎡，参考价 33万元，竞买保证金 5万
元；5 .桂林市德天商业广场 35栋 2-南 11号门面，
建筑面积 48 . 89 ㎡，参考价 30 万元，竞买保证金
4 . 5万元；6 .桂林市德天商业广场 35栋 2-南 12
号门面，建筑面积 63 . 83㎡，参考价 39万元，竞买
保证金 5 .9万元；7 .桂林市德天商业广场 35栋 2-
南 13号门面，建筑面积 63 .83㎡，参考价 39万元，
竞买保证金 5 . 9万元；8 .桂林市德天商业广场 35

栋 2-南 15 号门面，建筑面积 53 . 92㎡，参考价
33万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9 .桂林市德天商业
广场 35栋 2-南 16号门面，建筑面积 51 . 38㎡，
参考价 32万元，竞买保证金 4 . 5万元；标的整体
拍卖优先，整体拍卖参考价 299万元，竞买保证金
45 万元。从即日起可到本公司或登录联拍网
(www. lp113 .com)及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查询相关资料、看样，有
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将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户
名：资源县人民法院执行专户，开户行：广西资源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城 北 支 行 ，账 号 ：
358612010100090775)并持保证金缴纳凭证和有
效证件到本公司或广西区内其他拍卖公司办理竞
买手续，标的展示、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17
年 1月 23日 17：00。有关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
物权人、承租人以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逾期不办
理竞买手续参加拍卖会，视为弃权。
联系电话：13977378868 0773-2866833
法院监督电话：0773-4368389
联系地址：桂林市八桂大厦六楼
广西阳升拍卖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受荔浦县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月 18日 15：00
在荔浦县财政局四楼会议室举行荔浦县公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拍卖
会。本次拍卖主要车型有雅阁、三菱、现代、别克、江铃、五菱
等，详见拍卖清单。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到

报名处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为每辆车 5000元(户名：广西国槌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660010027838400010，开户行：桂林银行营业
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月 17日 16：00。
车辆展示时间： 2017年 1月 16日至 1月 17日
展示地点：荔浦县财政局大院
竞买登记报名时间： 2017年 1月 16日至 1月 17日 17：00止
登记报名地点：荔浦县财政局三楼会议室
联系电话： 0773-3890091 18077396003

广西国槌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荔浦县公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拍卖会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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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馋猫，又偷吃我的烤红薯。”心中窃喜的
我，对大姐的呵斥充耳不闻，只顾着大口大口地咀
嚼烤出甜汁的红薯。大姐急了，追着我满屋跑，母
亲护我，责怪大姐要让着弟弟。大姐气得直噘嘴，
坐在板凳上，眼睛里长出了钩子，直钩得我心惊胆
战。多年后，我主动把买来的烤红薯递到大姐面
前，她却矜持得不愿吃了，原因是她热恋中的男友
在身边，怕吃相不雅。
仿佛回到从前，弥漫着炭火味的冬夜不再寒

冷，记忆里也夹带着一丝烤红薯的热香，猛吸一
口，似乎能尝到香甜。于是，很多往事被牵扯出
来，关于父亲母亲。
屋外，北风呼呼，吹动盖在柴堆上的稻草，发出

簌簌的响声。我很享受这场冬夜乡曲，简单的两三件
乐器，照样能奏出和美的天籁。父亲吸着水烟斗，吸
一口，烟盒里就咕噜噜一阵响，然后从口鼻中喷出浅
灰色的烟雾，一点一点消融在灯火昏黄的房间里。
我喜欢听父亲和母亲聊天，聊什么话题不重要，甚
至我直接忽略说话的内容，我在意的是那种氛围，
亲情的温馨，岁月的宁静，仿佛时间停滞。
有时，我也会加入他们的谈话，多是
我童年的糗事。那也是一个严冬，我跟
着小伙伴去溜冰，结果不小心掉进了
冰窟窿里。幸亏附近有大人，砸碎了冰
层，才把我救上来。那次，母亲也吓坏
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夜，才暖回了一
条命。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冷
早淡忘了，如今却仍能感受到母亲带
给我的丝丝温暖，那么真切。

冬夜暖忆
祝宝玉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冷早淡忘
了，如今却仍能感受到母亲带给我的丝丝温
暖，那么真切。

很多时候，你嘴上说的，正是你的爱情。
当然，在此之前，你必须先思考一个问

题，最常对另一半说的，是什么样的话？积极
的有意义的；或者消极的负面的？若是前者，
你便会发现，你的爱情，和你说的一样美好。
你常说，亲爱的，没关系，明天会更好，哪怕
是一件在旁人看来是错的事儿，对方也惴惴不
安，你依旧能从积极的方面，去安慰对方。这
么一来，你的感情，也会是顺利的。
可若是后者呢？你常对人家挑三拣四，哪

怕人家做得没问题，你依旧不满意。什么样的
事儿，到了你这里，你都能从消极的角度，读
出负面信息。久而久之，你便会发现，这段感
情和你嘴上说的一样，充满了阴暗与猜忌。
心理学家说，人的语言会对大脑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行动。这话有些深奥，说得通俗
一点，就是你说的话，是你前路的指明灯。你
老觉得人家穷，配不上你。那么，那些在你眼
里属于“富有”的快乐，你自然连碰都不会
碰，生活中怎么会有那些快乐？你老是怀疑对
方，一肚子的花花心思，心里头藏着小算盘。
那么，那些光明的坦然，自然是能离你多远就
有多远。
你常说人家好，就算那些所谓的“好”，

仅仅是奉承之语，但不管对你，还是对人家来
说，起码这就是日后努力的方向。你在路的前
方，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景色，而你们也朝着
同样的方向，一起前进。假以时日，美梦成
真，不也是早晚的事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嘴上说得难听的，将

自己定义为：刀子嘴，豆腐心。你觉得，初
衷是好的。你说得难听，其实是为了激励对
方，为了让对方奋发上进，你不惜扮演黑
脸。可结果呢，你在自己的刻薄言语中，能
心生美好？带着这样的心态与对方相处，你
能觉得快乐？而对方终日活在你的刻薄之
下，又怎么从中挖掘出美好的成分呢？时间
一久，说着说着，不仅是你，恐怕连
对方也都当了真。再后来，这段感
情，恐怕也就朝着你说的方向前
进，最后真的成了你说的样子。
可别小看一张嘴。有时

候，它就是感情里的导航
器，能带着你到指定
的地方。

嘴上的爱情
郭华悦

可别小看一张嘴。有时候，它就是感情里的导航器，
能带着你到指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