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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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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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评报

看了《14年才来一位音
乐老师 ,全校都想留住她》
一文，首先感谢记者写了
这么一篇让人动心的好文
章。但我觉得不妥的是对
于文中主人公，虽然应对
教育局的检查固然要紧，
但对于母亲不要失去眼前
尽孝的机会。我是一名21岁
女儿的母亲，生命中最高
兴的事就是跟女儿的相
聚。痛苦的是，再也见不到
自己的母亲。生命的最后
时刻如果见不到自己的骨
肉是不公平的。文中那个
辛苦养大女儿的母亲在病
榻之上是该多么揪心地她
想着自己的孩子啊。

读者 张丽丽

读者故事

““清清尘尘行行动动””明明年年再再见见
本报公益洗空调活动历时月余，为200个家庭送去健康

纠错

9月10日C13版《走遍大
小陵园 ,挨个找父亲名字》
一文中“王金芝老人说 ,许
多人盼母亲改嫁,但母亲始
终不相信父亲已经牺牲了,

坚决不改嫁,希望父亲有一
天会回来。”在这里是否盼
母亲改嫁改为“劝母亲改
嫁”情感上更好一些？

读者 诸葛端岭

最惊人：

一台空调15年没洗

本次清尘行动中，工作人员
们遇到了许多多年没洗澡的脏
空调，但这其中最脏的一台，已
经15年没洗了。

“那是一台三菱的空调，自
从15年前买回家就没洗，我和我
的小伙伴都惊呆了。”工作人员
小刘哭笑不得形容这台蒸发器
已经“长毛”的空调。

这台老空调的主人是一对
老人。老太太孙大妈说，在这次
清洗之前，她也从来没想过空调
需要清洗，没想到打开前盖后，
空调里面仿佛穿了一件毛衣。

“冬天有时候也开，也觉得屋里
一股味，但是没在意呀。”

这台15年“灰龄”的空调，工
作人员用了半瓶清洗剂+三大
盆水才洗干净。

最心酸：

三通电话打下来

工作人员惨遭拒绝

8月，当工作人员来到绿

色家园小区准备给张女士家
清洗空调时，由于这个小区实
在是太大，四十多栋楼找的大
家晕头转向。工作人员大汗淋
漓地第三次打通张女士的电
话后，电话那端传来了吼声：

“你们如果不想洗就算了，我
们不洗了。”虽然小队长杨斌
一 再 解 释 ，张 女 士 还 是 挂 断
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情况
遇到不止这一次，因为200个家
庭分布在市区的各个角落，有的
地方甚至没有明确的名字，加上
许多家庭老人行动不便。虽然工
作人员买了地图，车上打开了导
航，有的寻找还是很艰难。“只要
耐心跟他们解释，大部分人还是
会体谅的。”杨斌笑呵呵的说，做
公益也不容易。

最快乐：

记得每一个感谢的笑脸

一个多月，200个家庭的清
洗行动下来，此次活动的队长杨
斌也成了不少中老年妇女的偶
像。

“端茶的，切西瓜的，扇扇

子的。”清洗在最热的 8月，队
员们每天东奔西跑的很辛苦，
休息的时间大家都喜欢开杨
斌的玩笑。杨斌也笑说，有一
次他在一家大妈家洗完空调，
阿姨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跟
他聊了很长时间。“阿姨的人
生阅历很丰富，给我们提了很
多建议。”

而 8月下旬以来，我们也
陆续接到许多读者的感谢电
话，这其中多数是老人。“我们
这样的年纪，这种登高拆卸又
清 洗 的 活 不 好 干 了 ，谢 谢 你
们，谢谢你们。”市民王大妈先
后打来两次电话，言语间甚至
有些颤抖。

杨斌说，他每天到报名的人
家里清洗的时候，都会变得全身
心投入，会跟他们聊很多东西，
慢慢的自己爱上了这个活动。

“有时候忙完一天，我会
想起每个家庭的笑脸，大家都
是把手伸在空调边感受那个
风，让我觉得很快乐。”杨斌
说。

明年我们的“清尘行动”
将继续走进市民家中传递健
康，传递爱。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我家空调五六年没
洗了，全是老人不方便，
多亏了你们啊。”——— 上
周，当“清尘行动”结束了
全市第 2 0 0家的空调清
洗，腿脚不便却把工作人
员送出去很远的市民刘
大叔激动地说到。

“清尘行动”是今年夏
天本报联合烟台润欣清洁
服务中心为读者推出的公
益活动。在最热的8月里，
我们和7名清洗人员走进
一户户市民家中服务。愿
这个夏天，我们能给您送
去清洁、微笑和健康。

“清尘行动”跟您相约
明年再见！

参与本报“清尘行动”的全体队员，在烟台最热的一个月里，为市区200个家庭免费清洗了空调。 本报记者 于涛 摄

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曲晓芳

家住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
的肖永红，丈夫在突来的车祸中
去世，对她来说如一声晴天霹雳。
肖永红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刺
激后，被重重疾病所困。女儿为了
帮妈妈治病，开始学习医学，让肖
永红的病奇迹般的康复了。

肖永红说：“这辈子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丈夫和报纸。”

女儿改变初衷

10年前，肖永红的丈夫在车
祸中意外去世，身体承受不了如
此大的打击，肖永红病了。“当时
流血很难止住，医生说可能是白
血病前兆。”肖永红说。女儿茂茂
一直很担心妈妈的身体，她放弃

了自己喜欢的师范学校，决定开
始学医。“爸爸已经离开了，我不
能眼睁睁看着妈妈生病再离开
我。”茂茂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

18岁的茂茂，扛着巨大的压
力，很努力的学习医术，并在毓
璜顶等医院的几个退休医生的
帮助下，一起为妈妈研究出了调
理的良药。

“后来我还有过一次中风，
说话都说不清楚，腿和胳膊也一
直发麻。”肖永红说，从那以后，
女儿茂茂便开始学习针灸、推
拿，每天帮妈妈做治疗。现在的
她看起来特别精神，说起话来神
采奕奕：“我女儿给我针灸，不
疼，好的也特别快，我很放心！”
说到这里，肖永红的脸上荡出自
豪的笑容。

肖永红告诉我们，她最难过
的就是没能让女儿读高中考大
学，为了给她省钱治病，女儿直

接去读的专科医学院。“三年高
中不读，能省下多少钱啊。”女儿
曾经对她说。

茂茂是个自立自强的孩子，
努力之下，她考出了山东省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大夫的证
件，“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在国家
的允许下开店了！”茂茂拿着证
件，小心翼翼的抚摸着。

在报纸中得到释放

虽然曾经一度精神状态不
好，但是肖永红却一直喜爱看报
纸，读杂志，她把报纸当作自己
的精神食粮。“《齐鲁晚报》就像
是饭后甜点一样，看了报纸以后
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就都释然了，
心情舒畅很多。”肖永红看着手
中的报纸，开心的说。

肖永红已经是我们《齐鲁晚
报》的忠实“粉丝”，看了五年《齐

鲁晚报》的她，每天读报已经成
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每天都会在忙好家务以后，才
坐下来静静的开始看报纸，“我
的报纸从来不让别人在我之前
先看。”肖永红偷偷地笑着。

在炎热的夏天，肖永红顶着
35度的大太阳，每天坚持骑着电
动车去公交站点买报纸。有一次
电动车坏了，她就每天早上7点
半，专门走两三站路的距离去买
报纸，就这样，一直走了一个多
月。她已经乐在其中：“每天既可
以锻炼身体，还能有报纸看。”

肖永红说有的时候一份报
纸就能看一天，看完内容看图
片，看完图片看版面设计，她很
享受陶醉在报纸中的每一刻。

肖永红说：“看到报纸就像
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自己
的孩子很亲切，看着报纸也一样
很亲！”读者肖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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