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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
开办的栏目，读者版每周二
与大家见面。

“我来评报”栏目欢迎
各位读者对本报的各版新
闻、评论、文章进行点评。

“纠错”栏目欢迎大家
吹毛求疵，错别字、常识性
错误，甚至标点错误，欢迎
您在此处大胆指出。

“读者来信”栏目，欢迎
大家为本报提出办报意见
和建议。

“读者故事”栏目，是读
者讲述自己身边故事的平
台，生活中的琐事、趣事、伤
心事，欢迎大家来此唠唠，
配图更佳。

以上栏目投稿，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jrytdz@163 .com，或
者打15275529532与小编联系。

我来评报

读者故事

江华：

翻翻开开《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先先看看““青青未未了了””

点着煤油灯

通宵看完《迎春花》

说到江华的文学爱好，她
首先想到了自己上学时看的
书。“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书很
珍贵，大家都相互借着看，很多
书传来传去都磨损得很厉害。
有时甚至把书给撕成三部分，
大家分开看，看完再粘起来。”
江华说，“冯德英的《苦菜花》

《迎春花》和《山菊花》三部曲是

我小时候看过的印象最深的
书。小学5年级看的《苦菜花》，
初二时看的《迎春花》和《山菊
花》。”说起看《迎春花》，里边还
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

五年级看完《苦菜花》后，
江华始终惦念着三部曲的后两
部，但一直没有借到。有一天，
一位当过兵的叔叔来到江华家
里，在聊天的时候得知小侄女
有本《初刻拍案惊奇》，想借回
家看。刚上五年级的江华看不
懂这本文言名著，就把书借给

了叔叔，并借了叔叔的《迎春
花》。

“盼了好久了，当知道他有
《迎春花》的时候，心里特别兴
奋，”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江华回忆说，“第二天放学回
家，我匆匆写完作业，借着煤油
灯光就开始看。”

江华回忆，叔叔的那本《迎
春花》还很新，封面是白底，有
几枝向上的迎春花，书名三个
字是很细的字体，“整体给人一
种很清亮的感觉。”

时值冬天，江华与弟弟住
在一间房里。“我妈妈看我在写
作业，就回去睡觉了，哪知道我
写完作业还点着灯看书。”回想
起那晚偷点煤油灯看书的情
景，江华感慨万千。窗外是刺骨
的寒风，屋里微弱的煤油灯光
旁，江华快速地翻看着，“那本
书很厚，有五六百页，看的时候
几乎就是一目十行，终于赶在
天亮的时候看完了。”

那时候，煤油很珍贵，“我
母亲要是看到我点了一晚上
灯，耗了那么多煤油，肯定饶不
了我，”江华略带庆幸地说，“幸
亏那个灯只是我们那个房间
用，我又去添了些煤油，才没被
我母亲发现。”

由于看得太快，不够仔细，
江华对《迎春花》的印象不如另
外两部那样深，但她仍然记得
当时自己被书中人物的革命激
情和为革命艰苦奋斗的经历所
感染。“放学后我去还书的路

上，还在不停地翻，重新看呢。”

重拾“青未了”

至今情未了

大学毕业后，江华先是在
老家的中学任教，后来到烟台
某幼儿园当老师。有一次去济
南出差，她在报亭里看到了齐
鲁晚报，“那时印象就很深，尤
其是里边的‘青未了’。”江华
说，“当时以为《齐鲁晚报》只在
济南发行，别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在一个春暖花开，樱
花烂漫的春天，江华去开发区，
在一个报亭的众多报纸中一眼
认出了《齐鲁晚报》，“烟台也有
齐鲁晚报！”江华非常惊讶，她
又看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青未
了，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江华看《齐鲁晚报》
已经有七八年时间了，“我们家
早就订了《齐鲁晚报》，我丈夫
喜欢看新闻，我就喜欢看青未
了。”江华说，“尤其是里边很多
名家文章，以及讲述各地风俗
的文章。”

不仅喜欢文学，江华还常
常动笔写，“以前的很多日记，
写得很完整，可以当做一篇独
立的文章了，后来工作忙，再
加上对网络的接触越来越多，
写得慢慢少了。”虽然如此，

“但不管什么报纸，拿到手里
先翻文学板块。”江华依旧保
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对“青未
了”的热爱。

那那些些在在记记忆忆中中永永不不褪褪色色的的青青春春
小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会

喜欢上一个叫足球的东西，也
许是受制于中国特色的教育
吧，也从没想过自己会执着于
一种爱好，如此狂热痴迷。

正如家人朋友所质问的：足
球能给你什么？我也不只一次思
考这个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很可
笑：连颠球都不会，基本功基本
为零，还妄想去参加足球比赛。
两个字评价，就是“呵呵”。

人不到歇斯底里，怎么会
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呢？不努
力，怎么会有机会取得自己想
要的成绩呢？

从接触足球到现在，十年
过去了。一开始在老家上学时，
除了看球赛，我每到周末都会
买份《齐鲁晚报》关注鲁能队和
其他球队的比赛，也经常会剪
下报纸上值得收藏的报道留作
纪念。看的比赛多了，心也开始
蠢蠢欲动，踏上绿茵场成了我

的愿望。
很幸运来到烟台工作时，

我遇到了一群同样热爱足球的
朋友。每个周末约好一起训练，
一起进步，一起享受足球带来
的快乐。慢慢地，我也有了勇气
去一步步实现自己小小的梦
想，去参加公司组织的足球联
赛，和高水平的队员同场竞技。
也许是老天眷顾，幸运女神相
伴吧，我第一次参加联赛就随
球队一起杀进四强，创造了队
史最好成绩。那种自豪感也油
然而生，算是自己的付出有了
一个回报吧。

2014年，巴西世界杯如约
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熬夜似乎
成了习惯，离别也不期而至。当
乌拉圭对英格兰的比赛结束
后，苏亚雷斯给了杰拉德一个
拥抱，看到此景我也已泪流满
面，为他们的友谊落泪，也为杰
拉德的离别痛心。

这也许是34岁的杰拉德最
后一届世界杯了，竞技场上成
王败寇，新老更迭是自然规律。
曾经横扫足坛的Tiki-taka，也
因西班牙黄金一代的老去而褪
色，看到比利亚被换下场时的
恋恋不舍和以泪洗面，恍然间
明白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世界

杯的舞台上再也不会有葫芦娃
的身影。

感谢在世界杯舞台上给我
们留下无限美好记忆的身影，
感谢身边带我进步成长的朋
友，感谢足球的陪伴，让我们的
青春不再孤单。

开发区读者 王彬

本报记者 刘高

江华自小喜欢文学，上学时特别热爱读书。“我原名姓
李，高中时候，班里流行给自己起字命号，我拿来《青春之歌》
中江华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字，现在也一直用着，你就叫我
江华吧。”“江华”笑着对记者说，看了七八年《齐鲁晚报》，现
在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她也始终是“青未了”的忠实粉丝。

江华(前一)喜欢运动，喜欢文学。受访者供图

工作之余，王彬常与同事踢球。读者供图

强化自我保护的教育

看了《已婚男子网钓14

岁女孩开房》(6月26日C07)

报道后，人们感到无比愤
怒，纷纷强烈谴责作案者的
无良、无道和禽兽行为。人
们的愤怒、谴责，都是正常
的，也是必须的。但无论如
何，侵害的事实既已发生，
伤害也已造成。再多的愤
怒、谴责、也都于事无补。重
要的是要认真吸取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的沉痛教训，切
实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类
似案件再次发生，更好地保
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笔者认为，加强未成年
人的保护工作，事后的追
究、严惩是必须的，但事前
的预防更加必要和有意义。
一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
发生，折射出一些家庭、学
校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后知
后觉，对未成年人自我保护
教育的不到位。为此，无论
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应
该认真吸取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的沉痛教训，强化对未
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教育，帮
助未成年人提高自我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

芝罘读者 刘吉训

近日托举哥救老太的
事疯传，博得一片赞扬声。
吴凤彪向记者现场还原，却
对自己的壮举轻描淡写 (6

月27日C04)。顺带再现一细
节，引起我注意：被从楼上
救下来的老太当时说，她在
家太闷了，就想出去透透
气。

想出去透透气，这要求
不算高，但是，却不能得到
满足。这就是某些现代家庭
悲剧始因，简单得有些令人
不可思议。想起赵本山宋丹
丹当年演的那些个小品，谁
都得相信老人真能在家闷
出病来。如今“常回家看看”
写进法律，闷在屋里的老人
少了吗？我自问，也向身边
的人们投去疑问的目光。

闪烁其词的回答实在
不给力。算了，让我们翻过
这一篇儿，琢磨琢磨怎么能
为家中老人多做点实事吧，
可不能再让老人家孤独面
壁闷着憋屈着了。

芝罘读者 董妮

楼里还闷着几多老人

初次结识《齐鲁晚报》是两
年前的事，一天在街上碰到了邻
居的王哥，他对我说：“兄弟，我下
岗了，现在齐鲁晚报干报纸发行
员，怎么样订一份吧，权当是帮
哥哥的忙。”看着王哥很期盼的
眼神，我说：“行啊，多大点事儿。”
就这样，读报成为了我一天当中
的主要事情。

随着看报纸的时间增加，对
它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感觉越来
越喜欢上了这位不会说话，但藏
着千言万语的朋友。感觉《齐鲁
晚报》俨然是一本百科全书，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它都能涉及到，
是生活中的好帮手。如果把《齐
鲁晚报》比喻成满汉全席的话，
其中每一个板块就是编辑记者
们为我们精心制作的美味佳肴，

任凭你是多么挑剔的食客，也绝
对有你喜欢的那一味，绝对让你
吃得过瘾，吃得畅汗淋漓。

“美容、美食、养生、小说连
载、文体娱乐”是妻子必看的内
容；而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小荷”
和“拍客”成为了孩子缓解压力和
放松心情的舞台；由于自己平时
有写作的爱好，对地方版“话题”

“行走烟台”这两个板块情有独
钟。“话题”版不仅能够看到主编
和热心读者对当下最热点的社会
民生话题进行剖析，而且能看到
他们对一些反响强烈的新闻在第
一时间内发表自己的观点，针砭
时弊，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传递着
正能量。而“行走烟台”则为爱好
写作的草根达人提供了一个互相
欣赏、交流的平台，精彩的文章再

配上紧扣主题的插图，让人看了
更是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一些文
章也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烟台这座
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现在我们
一家三口成为了《齐鲁晚报》最名
副其实的粉丝。

本是帮朋友一个小忙，不经
意间也给自己的内心打开了一扇
天窗，让儿时当作家的梦想变成
了现实。5月23号看到“行走烟台”
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追忆双
亲》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就像十月
怀胎的母亲终于看到自己孩子出
生那一刻一样，端详了许久许久。
虽然文学功底还略显青涩，美中
有些不足，但那也是父母去世十
年后，积淀出来的，也算是对自己
心灵最美好的慰藉。

而邻居的王哥，也靠着这两

年自己的努力拼搏，从最初的发
行员升职为分站长，而且某一期

“我是发行员”里还报道了他的
故事。从下岗时的茫然、困惑，到
今天眼神里流露出从容和自信，
这一路走来所付出的艰辛只有
王哥自己最清楚。我打心底里为
他高兴，也由衷地祝福所有的发
行员在送报的路上多多保重，一
路平安。

《齐鲁晚报》就像冬日里一
缕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的心
房，赐给我能量，让我在人生的
道路上载着梦想奋勇前行。《齐
鲁晚报》是我的良师、我的益友，
从最初的相识相知到今天的不
离不弃，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
陪伴你，直到永远。

芝罘读者 王作君

不不会会开开口口，，但但藏藏着着千千言言万万语语

读者来信

C14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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