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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送报报送送得得高高兴兴，，也也是是一一种种成成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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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台
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

开办的栏目。
“我来评报”欢迎您对

每天最感兴趣的报道进行
点评，会有记者给您回复；
也欢迎您对报纸的错误及
时指正探讨。

“公民记者”栏目里，欢
迎您把随手拍下的照片或
发现的线索、对烟台社会现
象的意见发给我们，希望每
一期都有来自您的报道。

以上内容，可发送邮件
至jrytdz@163 .com或发送短
信至15963503817。

每个月我们都将选出
“金牌读者”并赠送全年报
纸一份！快来参加哦。

把工作做得再细些，
没错

《“捆”上安全带 ,勒伤
九龄童》一文，虽然孩子只
是受了皮外伤，但还是看
得我这个家长有点心惊。
这几年，游乐场所事故有
时会见诸报端，安全问题
真是一点马虎不得。是景
区的安全带不适合孩子，
还是系的方法不对？就算
不是景区的问题，能否更
认真地检查一下？服务行
业，尤其是有一定安全隐
患的服务行业，真的需要
更加细致地面对顾客。有
时我在所在的大厦见到过
期许久没检修的电梯，真
是担心。安全意识，大家真
的都有了吗？

读者 刘素芹

再见，南大街天桥

看到你们报纸上报的
南大街天桥要拆了，今天
路过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
下。以前经常在上面买一
些小东西，下来的时候就
能闻见对面食品店的香
味。现在只能存在记忆里
啦。

读者 李玉飞

店店主主很很““有有爱爱”” 报报亭亭出出了了名名
——— 走进淞溶便民亭

整洁有爱的便民亭

走进这个小报亭，并不大的
空间里整齐划一的摆放，让谁见
了都会觉得心里舒坦。架子上的
各种食品、饮料、日常用品，都归
类放好，井井有条，“摆得整齐一
些自己看着心里也舒坦，每个物
品摆在哪里也容易记容易找。”史
启荣说，因为报亭处在路边，风吹
日晒总有不少灰尘，她每天早上
到了以后，都会先擦一遍灰尘，这
样不仅自己看得舒心，顾客也买
得放心。

偶然间抬头，看到天棚上用
铁丝绑着一个被切开的矿泉水
瓶，看起来略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却看似很有爱。“下大雨的时
候天棚上往下滴水，我丈夫过来
帮我绑了这个矿泉水瓶接着点
水。”史启荣捂着嘴笑呵呵着说，
这是爱的“结晶”。史大姐还说，
她的丈夫每天下了班都会过来
帮忙替她，让她能有时间回家休
息，不然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
还真有点受不了，说着说着便露
出了一脸幸福的样子。

一天卖50份报纸，很轻松！

据史启荣介绍，报亭附近人
流高峰期是在早晚上下班期间。
因为报亭正好处在公交站点旁
边，每天坐公交上下班的人流量
大，很多人上班路上习惯买份报
纸看看。“来份《齐鲁晚报》！”路
过的王先生顺手递过来五毛钱
说，“我家就住在绿色家园小区，
每天经过这里的时候顺便买份
报纸，很方便！”史启荣告诉我们

像这样熟悉的常客有很多，都是
附近的居民，再加上路过的一些
人，一天卖50份报纸，很轻松。

“除了报纸，我们这里的‘烟
台山’矿泉水也卖得很好。”史启
荣乐呵呵地说，这里每天人来人
往，坐公交的人买瓶水换零钱的
也很多，有时候一小帮人过来一
人一瓶水，一下子就卖五六瓶，
10提矿泉水最多两天就能卖完。
“一通电话打到站里，他们立马
就把水送过来了，实在是太方便
了。它快成了我们这里的主打矿
泉水了！”史大姐幽默地说。

一位路过的盲人大老远的
就很热情地朝着史大姐不停地
招手，“您慢点走啊！”史启荣大
声关切地叮嘱着。“有一次她要
打车，自己看不见不太方便，我
就出去帮她打了个车。”史启荣
说，从那以后，她每次经过小报
亭都会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史大
姐还幽默地说：“她竟然认不错
地方。”引来大家阵阵欢笑。

附近居民刘阿姨激动地说：
“你们这个真是‘便民亭’啊，不仅
看报纸方便，平时帮忙看点东西
什么的，也为我们市民提供了不
少的方便啊！”刘阿姨一脸的笑
容，还告诉我们，平时如果把东西
落在小报亭里了，保证不愁找不
到。

最后史启荣还给我们提出
了小建议：平时大家在6：30-7：00

就开始上班了，很多人过来要买
《齐鲁晚报》都还没有送到，希望
我们早上送报纸的时间能再早
一点，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早上都
有报纸可以看了。

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在绿色家园
公交站点一下车，

“绿色家园便民
亭”几个字便映入
眼帘。走近，一眼
就看到了摆在便
民亭窗口正前方
的《齐鲁晚报》，

“姑娘，买份报纸
吗？”史启荣热情
地招呼着。

我是发行员

报摊还没开

他的报就到了

去年7月份，隋春光来到白
石站，每天凌晨3点半就开始往
各个报摊上送报纸，可是妻子觉
得他岁数也不小了，每天起这么
早不说，天还是乌黑乌黑的，骑
车也不安全，“我刚开始就是挺
不赞同他做这份工作的。”隋春
光妻子一脸惆怅地说。

但这些都没有让隋春光动

摇过，“毕竟我年龄这么大，找别
的工作也不好找，能留在这里也
很不容易，所以我很珍惜这份工
作。”他说，在这里不仅工作做得
很顺手，同事关系也特别的好，
每天过得心情很舒畅，说到这
里，隋春光的眼神里流露出了温
情和坚定。

由于每个报摊早上开始营
业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不仅要分
地方，还需要分时间去送。慢慢
的，隋春光负责的报摊从30个发
展到了50个，报纸也跟着变到了

1000多份。“发行量快速地增加，
证明我的坚持没有错，这也是我
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啊！”隋春光
骄傲地说。

报摊的王大姐说：“他送的
早，报摊还没开，很多时候我们见
不到他的人，就只见着放好的报
纸。”还没来的时候，隋春光就把
报纸放在他们事先约定好的地
方，再接着送下一个报摊。有时候
报摊摊主还会把报亭的钥匙交给
隋春光，让他直接可以放进报亭
内，“他送报纸，我们都放心！”

老隋送的水，

泡茶也好喝

隋春光每天早上送完报纸
就回到站里，帮忙打扫打扫卫
生，整理整理报纸，“能做的我都
尽量帮忙，毕竟这么大岁数了，
能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爱的

奉献！”隋春光风趣地开着玩笑。
在《齐鲁晚报》做发行员之

前，老隋就一直在卖《齐鲁晚报》
读者专供水——— 烟台山矿泉水。
隋春光自己还开了个水店，“我
们专卖烟台山矿泉水。”他告诉
我们，平均每个月的售水量在
100桶左右，客户都点名要这个。

“大世界的几家茶叶店点名
专要烟台山矿泉水，说是就这个
水泡出的茶叶味道好！”隋春光
乐呵呵地说。自从来齐鲁晚报做
发行员后，不管他们什么时候要
水，连犹豫都不犹豫，立马就送
过去。“来了齐鲁晚报就要维护
它的形象，不能让人家挑齐鲁晚
报的毛病。”

因为热心肠，白石站站长开
玩笑说，要把隋春光封为报社发
行站的“政委”，引来大家阵阵笑
声。老隋乐呵着：“干活干得高
兴，这也是一种成功是吧。”

店名：
淞溶便民亭
地址：
迎春大街绿色家园站点下车即到

潘璐璐(大学生)

烟台这个城市的人们再繁
忙，也不会忘了跟随这个时代的
资讯。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会在
1 7路双层公车上浏览《齐鲁晚
报》，报纸翻得呼啦啦作响。

公交车上、麦当劳店里、各大
公司接待处、图书馆阅览室、宾馆

大厅……无论悠闲处所还是繁忙
地带，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齐
鲁晚报》被人们拿在手里。

在它的开合间我们知晓身
边的大小事、国家甚至世界的
事。它说，“美加澳渐放宽工作签
证政策”——— 师生皆大欢喜；它
说，“一些学校强迫订‘野’教辅
书”——— 家长学生共愤；它说，

“我省高校学费拟涨两成”———
众多学子开始愁云惨淡……

它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每日茶
余饭后的谈资，更多的是提供了
一方视野、一种思考方向、一种思
想。来自身边的故事、来自世界的

消息，都通过它传达给大众，从而
使每一个人都不至于塞听。

每次出了火车站都能从友
人手中接过一份《齐鲁晚报》来
浏览，顺便和友人聊一聊英美剧
哪些是最爱，又有什么新“动
作”，烟台又举办什么艺术活动，
能不能抽空参加。

其实最爱的还是它的“青未
了”版块，时刻提醒我，我也曾经
是个追风的“骚年”，在俯仰之间
感悟人生，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
磨练，却依旧喜欢温情的文字慰
藉。有时也会想，《齐鲁晚报》，你
把每天的世界融进几十页纸张，

然后放入我们手中——— 那么你
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

都说铅字无声，但它的确有
思想，并通过信息表达着自己的
声音。文艺青年支持它行云流水
的秀美文字，居家老人支持它在
医疗、家庭医学方面的嘘寒问
暖，工作中青年支持它每日播报
的国家大事、体坛赛事、娱乐影
视；旅游者支持它收集的出游最
新动态，主妇喜欢它介绍的家庭
厨具护理方法，学生喜欢它推荐
的书籍……

我知道了，大众想要的，就
是你想给的。

史启荣和她的报亭。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给给我我们们讲讲，，身身边边的的世世界界

读者评报

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今年48岁的隋春光，在家人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做了齐
鲁晚报发行员的工作，不管刮风下雨，无论炎热寒冷，隋春
光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报纸，就这样，一做就是一
年多。老隋打心眼里喜欢这工作，“送报纸送得高兴，这也是
一种成功不是？”

读者来信

晚晚报报连连锁锁店店 ①

编
者
按

2013年，烟台销售《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报亭和超市已经达到了1500多家。
从本期起，“晚报连锁店”栏目将带您走进这些街边的售报小店，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晚报和读者之间

的故事。也提示读者，在这些地方可以买到《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和商品，为您的生活提供便利。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就在您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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