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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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栏目也欢迎您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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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C12版《本土电影
竹儿潇潇开拍》一文中，“在跑
遍芝罘、牟平、开发区之后，终
于在海阳找到了最适合的外
景拍摄地——— 麻竹院。”“麻竹
院”应为“丛麻院”，是隋末唐
初的一座知名禅院。

读者 刘克迅

纠错

读者姜玉芳：

每每天天和和老老伴伴抢抢着着看看报报纸纸

“青未了”栏目中的《莒
县的方言》是篇难得的好文
章。它给现代的作者树立了
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方向。
作者用他的语言知识，在大
量搜集方言的基础上，加以
整理分类，用语言的理论提
升，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若
再加以润色，即能成为一篇
有价值的论文。

读者 老骥

我来评报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家住烟台市牟平区武宁镇
的孙圣水，一边在齐鲁晚报牟平
高新中心站做发行员，一边还要
顾着家里的果园和地。孙圣水告
诉我们，即便她家里再忙，送报
的事一样都不会耽误，有时甚至
丈夫儿子会一起上阵，帮他卖
报、钉报箱。

“关键是家里有个好后盾！”
孙圣水笑着说。

儿子帮卖报

丈夫帮钉箱

一年前，孙圣水刚到站里工
作，每天除了上班送报纸，还要
接送孩子上下学，有时候甚至宁
愿委屈孩子，让他放学后在学校
多等一会儿，也不愿耽误手头儿

上的工作。因为这个，同事们还
给孙圣水起了一个很有爱的绰
号“女汉子”。

“刚开始儿子也不理解，就
问我为什么又来晚了。”孙圣水
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告诉儿子，
现在工作忙。儿子很懂事，从来
不朝她撒娇发脾气，孙圣水感到
特别的欣慰。

周末的时候，儿子还会早
早地把作业写好，然后来站里
帮忙，有些零售报亭卖剩下的
报纸，孙圣水取回来后儿子就
拿出去帮忙卖掉。“这对他也是
一个锻炼的机会，让他提早接
触到社会。”交谈的过程中，孙
圣水脸上无时无刻不挂着笑
容。

每次有了新的订报纸的住
户，丈夫就会主动过来帮妻子
给订户钉报箱，“他跑一趟就能
钉五、六个报箱，给我省了不少

事儿。”有的时候报箱坏了，孙
圣水就连续好几天把报纸送上
楼，等丈夫周末休息的时候再
来帮她把报箱按上。说到她的
丈夫，孙圣水的同事们也赞不
绝口：“过来帮忙也从没有一句
怨言。”

孙圣水一直很感谢自己的
丈夫，“这个工作真正让我体会
到什么才叫‘家和万事兴’。”孙
圣水说，家人的支持比什么都重
要。

儿子在妈妈忙碌时

学会独立

孙圣水每天早上4：30就起
床把饭做好，儿子起床后自己吃
饭，自己上学。“他找不到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问我饭在哪，衣
服穿什么，我就在这头电话遥控
着他。”孙圣水高兴地说，现在儿

子不仅不用接送了，她不在家的
时候，儿子还能自己煮方便面吃
呢。

有一次早上孙圣水正送着
报纸，儿子打电话来说肚子疼，
孙圣水又走不开，就让儿子自己
去楼下的诊所看看。大夫说是晚
上睡觉受了凉，让儿子在诊所挂
了个吊瓶，儿子就跟大夫说：“爷
爷，你告诉妈妈，让她帮我跟老
师请下假，晚到十分钟。”孩子打
完吊瓶后，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
去学校。说到这里，孙圣水虽然
脸上依然挂着幸福的微笑，但眼
眶早已变红了。

“这个工作不仅能锻炼自己
的毅力，也能锻炼孩子，让他提
早学会自立。”孙圣水笑着说，她
要给儿子做个好榜样，让儿子从
小懂得自立自强，不依赖别人。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
我们都是‘人上人’啊！”

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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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刚(烟台 黄务)

因忙于生计，未能参加《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首届读者节，
遗憾又无奈。真羡慕刘学光们能
有幸到现场参与其中，欢聚盛
会。读者节后又有六周年宝宝生
日派对等活动，十分热闹……我

自嘲道：咱只能在阅读中体味读
者节了。妻回应我：“你不就喜欢
看报吗，每天都是读者，天天都
过读者节啊！”想想也对，这才是
我想要的。

还是去年底的事，我因意外
伤住进医院。住院日子难熬，情
绪不佳。这时，妻拿来《齐鲁晚
报》，打开《今日烟台》互动版，直
指一栏“我来抛砖”，说是命题作
文……早惦记用电子邮件发稿，
这回终于得工夫了，学吧。这么
着，不甘愚笨的我动手写点“豆
腐干”。感谢编辑老师精心修剪

打理，我的稚拙文字得以偶见报
端。我自知功力浅薄，人微言轻，
所以给自己定了位，投稿时常要
注明“填缝剂”三个字。这源自我
供职装饰材料行业数年，深悟要
把小事做好亦非易事。

如果总结这一年，读报评报
是我最快乐的事。这绝对是我真
心话。以前靠买报，赶上下雨闹
天，第二天再去找，有时会失望
而归。上月订报了，由于出租房
较偏远，只好交邮局投送……那
我也满足了。

眼睛开始有点花，我就配个

花镜。执著是我唯一优势，成了口
头禅。每有点滴所得，则热心为《齐
鲁晚报》输送“填缝剂”。当然，快乐
之中也有烦恼，那就是我的工作，
一直以来不算舒心。读报悟得：干
嘛不寻个较适合自己的快乐工作
呢？头两天狠狠心就辞职了。眼下
正为提高打字速度埋头电脑，算
是给自己充充电。

就想伴着心爱的报纸和书
籍，舒心工作、愉快生活，慢慢体
味自己拥有的读者节。也许在某
些人眼里，这过于平凡、平淡，我
却甘之如饴，奈何？

在在读读报报中中过过读读者者节节
严厉禁毒
看了开发区夫妻贩运

冰毒的报道，我很是震惊。
吸毒是很可怕的事，特别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旦染
上，一个年轻人就完了，甚
至干出害人害命的事。希望
公安部门一时也不要放松
对毒品的控制，还要多发动
群众举报。

这篇报道如果能再跟
上一篇评论，就更好了。

读者 吕富苓

我是发行员

发行员孙圣水

姜玉芳老人

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记者
来到了姜玉芳老人家里。刚走到
楼下，姜玉芳已经热情地在门口
迎接，“孩子，这个门！”。虽然已
经77岁高龄了，但说起话来，姜
玉芳还是透着一股爽利劲。

姜玉芳的家有80多平米，屋
里到处都井井有条，干净的地
面，整齐的摆设，虽然外面的天
气阴沉得很，但家里却依然很敞
亮。“这个屋子我和老伴两个人
住就有点大了。”姜玉芳老人说，
现如今，自己每天的乐趣除了收
拾房子就是看报纸了。

“从搬到烟台就一直订的
《齐鲁晚报》”，说起和《齐鲁晚

报》的故事，姜玉芳说，她每天和
老伴轮着看报纸，有时两人还会
抢着看。“我下楼拿报纸的话，我
就先看，有时候为了先看，他会
抢着下楼拿报。”说着，姜玉芳自
己笑了起来。

“送报纸的小伙子很认真。”
姜玉芳说，送报纸的小伙每天八
点多就来送报纸了，还会专门把
报纸给她送上楼。“有一次我们
出去旅游了，小伙子还专门给我
们留的报纸，回来以后全给我们
补上了。

“退了休，现在每天都没什
么事儿做，看报纸就是最大的乐
趣了，一份报纸翻来覆去看好几

遍。”姜玉芳说，女儿是鲁东大学
艺术学院的院长，上次鲁东大学
校园里面出了事，她看了报纸立
马给女儿打电话，结果女儿还不
了解情况：“你现在知道的事比
我还多啊！”

“我们住在这里比较偏，不
像住在市里知道的事多，我就每
天看看报纸才能了解到，出门的
时候我就把今天看到的事再跟
别人说说，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姜玉芳老人说，她每次看报纸看
到自己感兴趣的，对自己有用的
报道，就专门拿出来单放着，比
如美食怎么做、药方、保健之类
的。

虽然退休的生活有些寂
寞，但孝顺的儿女让姜玉芳十
分欣慰。姜玉芳说，9月18日是
自己的生日，他的两儿一女专
门赶回家给妈妈过生日。“孩
子们大包小包的拎了很多东
西回来。”她指着墙上的一幅
名为《雀躍金秋》的画说：“这
是女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边跟记者说着，姜玉芳边轻轻
地抚摸着那幅画：“我特意把
它 挂 在 这 里 ，天 天 看 着 也 高

兴！”
因为姜玉芳住的地方比

较偏，还没有通上暖气，冬天
在家两位老人也会很冷。“孩
子们一起出钱买了空调送过
来 。”老 人 指 着 墙 角 的 空 调
说 ，她 不 能 让 儿 女 们 白 花 这
个钱，孙子们来看她的时候，
她就会给 1 0 0块钱。说到她的
宝 贝 孙 子 的 时 候 ，姜 玉 芳 乐
开了花：“小孙子学习成绩很
好 的 ，全 校 统 考 的 时 候 拿 了

第一名。”
“以后我和老伴不能动了，

就去养老院住，不想给儿女们
添麻烦。”姜玉芳说，她听说养
老院里的老人天天坐在屋子
里，望着窗外，每天盼着孩子们
来看自己。说到这里，她低下了
头，心里若有所思。“但是没办
法，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其实去
养老院也挺好的，里面的人现
在照顾得也挺好。”老人又笑
了。

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齐鲁晚报》

不愿麻烦儿女，计划以后住养老院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家住莱山镇东沟二区的
姜玉芳老人，每天最爱和老
伴两个人轮流看《齐鲁晚
报》，有时为了先看报纸，两
人还会抢着下楼拿报。

“我们看报纸看得挺热
闹的。”退休的姜玉芳，用“热
闹”两个字形容看报纸的时
候，露出了一脸的幸福。

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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