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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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写诗诗的的老老人人尹尹福福翥翥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凤凰台发行站里的赵艳，年
底帮订户们回收报纸可是忙得
不可开交，她带着的蓝色胶皮手
套已经被报纸磨成了黑色，脸上
却始终带着笑容。

“这一片都是老居民，老人
比较多，行动不便，多帮帮他
们。”赵艳说，帮着回收一是为了
避免老人们上当受骗，二是给他
们提供个方便。

送报，还负责回收

2011年，赵艳来到齐鲁晚报
凤凰台站里做了发行员，一做就
是三年。

“第一次去报社应聘的时候
还迷迷糊糊地没有搞清楚是做
什么。”赵艳笑着说，到了报社才

知道是做发行员，每天送报纸，
“我当时直接掉头就走了。”她
说，感觉工作太累了，根本不适
合女人做。

后来凤凰台前任王站长跟
她说了句：“只要坚持下来，肯定
行的，现在正赶着站里缺人的时
候，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辛苦
了。”赵艳听了王站长的话，来到
凤凰台发行站，每天早上4：30起
床，200多份报纸差不多要到10点
多才能送完。“本来想着站里缺
人，就先过来帮帮忙，没想到能
做下来。”赵艳说，很多人都畏惧
这份工作，但是等真正做了以
后，却会爱上这份工作。

有的客户要求早上7：10之前
务必把报纸送到，但她负责的区
片又不小，怎么办呢？赵艳说，如果
真的送不到，她也会想尽一切办
法达到客户的需求，比如让客户
上班路上在指定的报摊上先拿一

份，自己随后再去给报摊补上。
2013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每

年年底，赵艳都会帮订户们义务
回收报纸。“每天送完报纸，就到
他们家里帮忙收拾报纸了。”她
举起手上已经被报纸磨得发黑
的手套，朝我们挥着。很多人一
年下来，家里会厚厚的摞着一大
堆报纸，特别是老人们，为了让
老人们更方便，赵艳就亲自去他
们家里把报纸搬到收废品站里，
再把卖来的钱送给他们。

“趁着现在还没下雪，天不是
很冷，赶紧帮他们搬完。”赵艳笑着
说，匆忙地骑上车又上路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车别坏

“最害怕车坏在路上了。”赵
艳说，那感觉真是欲哭无泪。有
一次走在路上车胎爆了，推都推
不动，车上还有厚厚的一沓报

纸，实在没办法，就把报纸放在
附近的水店或者商店，让他们帮
忙看一下，自己去修好车，再回
来拿上报纸继续送。“有的时候
车一坏，自己身上就冒冷汗。”赵
艳说，每天送报纸爬十四五个楼
也没恐惧过，就是这车容易坏的
事让自己很闹心。

前段时间下大雨，走在路上
车不动了，下车推着走也推不
动，好不容易才推到了修车的地
方，“拆开一看，内胎都打成麻花
状了。”赵艳无奈地笑着说，实在
没办法。下着雨怕报纸淋湿，虽
然一层黑塑料纸上又盖了一层
白塑料纸，但是推着车雨水还是
不停地往下滴，赵艳不放心，直
接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盖在报
纸上。

“只要能保证报纸安全送到
就知足了，人湿点无所谓。”赵艳
说。

读者故事

户雪燕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我是咱晚报远方的一个忠实
读者，现居数千里之外的最北方：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
区，是一名铁路职工。要说我和《齐
鲁晚报》的缘分，还得提我哥。

五月初，在烟台打工多年的
大哥回东北老家，这事那事跑差
不多了，我哥就开始往我家跑，奔
那电脑使劲。他刚学着用电子邮
件发稿。那会儿我真没看好那事：
他以前在单位爬格子搞材料我看
见过，起早贪黑、费力不讨好。

有一天吃饭时，我们说起小
弟。大哥兴奋了，说是能用文字给
小弟做个“素描”还是很不错的。小
弟年轻点儿有股劲头，我写了篇
题作《别样潇洒》的稿子。不过，我
哥主要给《齐鲁晚报》投稿，说这篇
有点不对路，考虑小弟和我都是
铁路人，不如投给我们企业报《哈
尔滨铁道报》。当时嘻嘻哈哈一闹
就过去了，谁也没太在意。

忽一日，变化来了。在一片
“才女”赞誉声中，我傻了：冠我
大名的那稿竟然被哈铁报心语
版发了个头题，还配上插图。单
位这个问那个说，我被架起来
啦。我打电话问大哥咋办，他坏
笑：“不行你乘势而上也弄两篇，
笔走偏锋呗……我记着你读高
中时是语文课代表！”不提我都
忘了这茬。当初接老爸班进铁路

时也曾想着干出点名堂，可人到
中年后斗志锐减，我上个班、跳
个操、弄个十字绣的状态宛若应
付生活，不咸不淡挺没劲的。那
天晚上大哥电话又追过来，说我
电脑桌上有几份他留下的《齐鲁
晚报》，我可当教材做参考。我翻
翻，还有《今日烟台》呢。

我哥对晚报挺熟，这个版那
个栏的介绍，让我从写身边人和
事入手。先学着照葫芦画瓢，我
哥写豆腐干，我就来豆腐条。一
来二去，哈铁报还真登出我写的

“退休女工情怀”、“家有小女初
长成”等几篇稿。教师节前，兄妹
约好写老师。结果，他在《齐鲁晚
报》行走烟台版发“修正梦想的
人”，我在哈铁报副刊发“你那春
风满面的笑容”。

对了，这期间大哥又教我在

网上读电子版《齐鲁晚报》。看他
时不时在《今日烟台》上发声，激
励我奋力向前。现在读晚报习惯
了，成我写作灵感一大源泉，这
教材还真放不下了。上级选派我
到齐齐哈尔市接受通讯员培训，
文友问我发稿有啥秘密武器，我
悄声告诉她：《齐鲁晚报》！

我原来特不理解：看我哥那
样，快奔五了，还劲劲儿地折腾
个啥！这会儿明白了，成功、成就
感不都是名人明星大人物专利。
我终于找回自信。妈妈当年给我
起雪燕这名字时一定充满希望，
咱哪好辜负。我如春燕，正在正
在北国雪中飞……

谁给我插上金翅，我心里铭
记。所以，虽身在高高的兴安岭
大森林，感觉人间仙境烟台并不
遥远！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成成了了我我的的秘秘密密武武器器

读者来信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家住鹿鸣小区的尹福翥去
年在齐鲁晚报办了读者证后，便
跟随齐鲁晚报大篷车一起去昆
嵛山和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游玩，
回家后尹福翥突发灵感，加上曾
经在林业局工作多年，对山山水
水有着特别的感情，他开始写
诗。

大篷车旅行之感

退休9年了，尹福翥在家有
了不少闲暇的时间，平时没事就
看看报纸。去年他在齐鲁晚报办
了读者证后，后来就跟着“齐鲁
晚报大篷车”活动，一起去游览
了昆嵛山泰礴顶景区。“回家后
突然有种灵感要写点什么，那是
第一次。”尹福翥老人笑着说，可
能是齐鲁晚报组织的这种活动
氛围不一样吧。

尹福翥老人退休之前在林业
局工作，“胶东地区的山基本上没
有没去过的啊！”老人沉思着说，
工作这么多年来，他每天都和这
些山山水水打交道，对它们已经
有了特别的感情。他不仅了解地
形，而且对周围的树种也都一清
二楚，“植物科病多，南北也适应；
无染白玉兰，杉林红松景。”在这
句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之后每到一个地方游玩，尹
福翥回家后就会写一首游记诗，
名字就叫游蓬莱、游长岛、游罗

山等等。尹福翥老人的诗已经在
鹿鸣社区自己的小报《鹿鸣之
家》上发表了两篇。“以后有感觉
了，还会继续写。”老人笑着说，
毕竟现在退休了，平时时间很充
裕，写点东西自己也会很开心。

林业工作者

“林业看起来就是种棵树那
么简单，其实不然。”谈起自己干
了一辈子的“活”，尹福翥认真地
说，以前因为地界划分不清，经
常会发生一些山林纠纷，砍了很
多树，甚至大打出手，头破血流，
有时候还会惊动公安和检察院。

年轻时，在一次处理山林纠
纷后返回的途中，汽车侧翻在沟
里，当时尹福翥受伤相对算比较
轻的，他从车里把其他的人一个
一个抱了出去。“那时候还没有
那么方便的通讯工具。”老人说，
慢慢的围了一些人过来帮忙，附
近的村子里来了一个卫生员，对
伤口做了一些基本的处理后，便
送往医院了。“当时我是腿部受
伤了，还有严重的断了几个肋
骨。”老人说着慢慢拉起了自己
的裤脚，小腿上的伤疤依旧能很
明显的看到。

1974年的时候，林业部门突
然发现树皮里的小虫子很多，而
且繁衍的特别快，大片的树木被
破坏，于是不得不全部砍伐重新
造林。“当时我和一个老伙计老
卢负责17个县的重建工作，带了
120人左右的专业调查队。”尹福

翥老人笑着说，他把老卢比作司
令，自己则是参谋长。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条件这
么好，还住宾馆？”老人摆摆手：

“根本就没有。”那时的尹福翥，
不分白天晚上工作，山里经常有
很多毒蛇，队员们每次到山里去
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嘱咐他们穿
上皮鞋、裤子、衣服，装备齐全才
能“上阵”，防止被毒蛇咬到。

“当时规程和实际的情况问
题都太多，灌木、乔木、草本植物
的种类，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
除了要分什么树种，甚至需要细
化到每棵树的高度和粗细。”尹
福翥说，经过1974年到1976年三
年时间的艰苦工作，在他的带领
下，不仅完成了任务，质量评估
上还在全省排名第一。说到这
里，老尹骄傲地笑了。

我来评报

好标题 读者喜

每天读《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的版都令人耳目一新。
尤其标题设计，独具匠心，栩
栩如生，深受读者欢迎。

在11月21日《今日烟台》头
版四个标题：《找人卖梨哥多
收40元苦等买主》、找包《粗心
婆媳赶大集丢了包》、找乐《时
尚老人爱上微电影》、找事《偷
车后当成废铁卖》，以排比的
形式亮出事件概况，特抓读者
的眼球。

读者 刘吉训

报上的“校园风景”

因为小弟是一名教师 ,我
对校园信息感兴趣。《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11月11日这期校
园播报，我看到：牟平实验中
学健身操、太极拳列入课间
操，多样化加强师生体育锻
炼。实在！开发区四中，又搞安
全逃生演练，忧患意识强化。
不错！

再看11月14日：牟平玉林
店镇初中突击检查学生食堂
安全。应该！牟平实验中学教
师苦练书法基本功。标杆。都
是百来字小稿，对于关心的人
来说，信息量却不小。

读者 郝红梅

我是发行员

发行员 赵艳

读者
尹福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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