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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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冬梅：

儿儿子子当当小小报报童童，，妈妈妈妈开开店店卖卖报报

读读二二手手报报的的滋滋味味

读者来信

读者王升雷：

儿儿子子陪陪我我看看《《齐齐鲁鲁晚晚报报》》，，特特温温馨馨

摄手座？看座
说摄影是艺术，还有些

人不知道；说拍客最生活，地
球人都知道。《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里的《拍客》版让拍
客们卯足劲发表和释放快
乐，读者饱眼福了。

摄影是可以拍得高雅拍出
达人与大师，但也能拍出乌七
八糟恶心人下流胚。拍客们坚
持走正道，虽历尽艰辛痴心不
改，都是好样的。1月10日，《摄
手座》聚焦正能量，我带头叫声
好。能拍的拍好片，不玩拍摄的
拍巴掌！ 读者 潘晓梅

要组就组雷锋团
1月9日C10版报道了北明

出租公司的哥初福全、徐殿文
等从广播电台中得知有位老
人迷路，毅然放弃挣钱时间，

“组团”找人。最终让好心、细心
且耐心的初福全把老人找到，
并顺利送回家。老者家人拿出
钱酬谢，却被拒绝。我不禁想起
元旦的一篇报道说有个的哥
叫乘客靠边站，结果他拿下人
家行李，丢下乘客一溜烟儿跑
了。就因为是短途利小玩拒载。
和好心的哥对比一下，差距咋
那么大呢？

时下，组团购物、玩游戏、
旅游等等，发烧友形形色色。
的哥拒载是拒载公德，可别和
这样主儿学。咱要组就组雷锋
团、阳光团、光荣团……咱烟
台就是要联合其他文明城市
组成巨无霸文明团，网络美丽
中国！ 读者 扈刚

齐鲁晚报连锁店

读者评报

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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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客户都订上了报纸

“2007年开的这个店，当时
很多人还经常打公用电话。”赵
冬梅说，当时屋里一共有8台公
用电话，因为手机还没有普遍，
每天打电话的很多。慢慢地，手
机普及开来，她就撤走了公用
电话，开始办手机卡，充话费，
也销售充电器、数据线之类的。

从2008年开始，赵冬梅卖起
了书、杂志和《齐鲁晚报》。“报
纸最开始一天也就卖5份，到后
来数量越来越多，也都是老顾
客。”赵冬梅笑着说，刚开始的
时候书刊杂志也都比较少，只
有《故事会》《读者》《参考消息》
这几个，有时候老顾客过来买
书她就送份《齐鲁晚报》给他们
看。后来，这些看《齐鲁晚报》的
老顾客有很多干脆都订了份报
纸。

现在的国通通讯，门口还
摆上了各种各样的干果，屋内
还有复印机。虽然门上没有任
何快递标志，但是市场附近的
居民都知道这里可以发快递。

“经常网购的快递都发在我这，
在这拿快递，顺便都在这发快
递了。”赵冬梅说，慢慢地不用
说大家都知道了，给大家多项
服务，多个方便，爱来的人也更
多了。

因儿小报童

而与《齐鲁晚报》结缘

说起赵冬梅和《齐鲁晚报》
的缘分，还是因为儿子。

赵冬梅的儿子三年级的时
候参加了《齐鲁晚报》第一批小
报童活动，连着参加了两届。

“儿子当时性格比较内向，参加
小报童活动可以多锻炼锻炼
他。”赵冬梅提起儿子李致，满
脸都是幸福的微笑。说着，她从
旁边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了2010

年儿子做小报童时候的报纸，
报纸依旧是崭新的，她指着上
面的小男孩笑着说：“这个就是
我儿子。”

当时儿子每天都出去，时
间久了他自己就能分辨出什么

样的人会买他的报纸。李致回
家告诉她：“妈妈，外面领着孩
子的阿姨和谈恋爱的情侣，都
愿意买我的报纸。”赵冬梅笑得
合不拢嘴。儿子跟她说，有一
次，一个叔叔从一辆车里下来
买了一份报纸，给了他20块钱做
鼓励。为此儿子高兴了好几天，
同学们都羡慕地说：“我怎么遇
不到这样的叔叔。”

“每次最后一份报纸都不
能卖了。”赵冬梅说，夏天热得
儿子身上出汗，最后一份报纸
都粘在了儿子胳膊上，被汗渍
浸湿了，胳膊上印的都是字。李
致每天基本都能把报纸卖完，
有一次剩了五份报纸没卖完，
就回到妈妈店里说：“妈妈，你
把剩下的报纸买了吧。”赵冬梅
很爽快地把5份报纸都买了下
来，说要全力支持儿子做小报
童。

两年下来，李致自己已经
攒了1100多块钱，“他平时不怎
么 花 ，有 什 么 需 要 了 才 拿 出
来。”赵冬梅说，儿子很懂事，知
道赚钱不容易，就不会乱花钱。

“上了初中，在班里一般都是前
五名，前八名。”赵冬梅特别为
儿子感到骄傲，据说上次期末
考试李致还拿了二等奖学金。

读者 宋秀芬

二手烟很讨厌，在单位有时
无法躲避，只好无奈硬扛。幸亏
老公早把烟戒了，免得我吃二遍
烟受二次苦。我烦二手烟，对二
手报可是情有独钟。何谓“二手
报”？此乃我家“特产”：每天《齐
鲁晚报》到了先在报箱里歇着。
老公下班开箱取报，报纸在桌上
舒展筋骨，任人圈圈点点，打号

划叉，筛选一遍。我回家先忙家
务，晚饭后洗刷已毕，才有空儿
读老公的推荐版面和画圈文章。
读二手报有点象读文摘报，省时
间有重点，正适合我这急脾气忙
碌型女人。

说我读二手报也不大准
确，有时就是听老公读。他上
高中语文课时，曾和老师演曹
禺《雷雨》里的对手戏。据说那
大 段 对 白 把 全 班 同 学 都 震
了。每次我都回应：“别吹了！
这篇报道有点别扭，有本事你
给念念。”听得多了瞧得多了，
咱也长眼光。有的版面一搭眼
儿，我就会叫“好标题”。1 8号
有一个：端起酒碗，丢掉“饭

碗”。记着上个月还有：传递下
温暖，这个城市就不冷了，特
棒的标题还多着呢！

我尤其爱听老公念连载。
莫言小说、名人传记什么的，
朗读起来，感觉整个小屋立刻
充满文化气息，柜上摆的大卫
石膏像都仿佛有了生机。听许
燕 吉 那 部《 我 是 落 花 生 的 女
儿》，我觉得她文笔了得，根本
不用强调她是什么作家的女
儿。再说她8岁即丧父，印象再
深能深到啥程度啊。整这个书
名 ，估 摸 可 能 是 出 版 商 的 主
意。

老公把铁炉上烤着的地瓜
掰开、压扁，让黄色地瓜瓤冒出

些来。我着迷地闻满屋飘散的香
甜味道，上去捏一小块。还没等
放嘴里，老公已下封杀令：“你刚
刷了牙，还想刷一回？是不忘了
牙疼啦？”咽下口水，我不知如何
安抚自己的欲望。

老公鬼道，说：“想想这甜甜
的味道像啥？”

像，像啥呢？有点象夏天三
伏喝冰水，挤火车回家过年车厢
里诱人的冲泡桶装方便面味
道……

“像不像你在家盘腿热炕
头读二手报的滋味？”我笑而
不答。别说，这甜甜的滋味还
真有点象读二手报的味道，回
味无穷哎。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记者来到三马路121号的
大成水店时，屋里摆满了各种
牌子的桶装矿泉水，王升雷正
忙着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今
年70岁的他，一笔一画地写着
订水用户的地址。王升雷的身
旁，放了一份《齐鲁晚报》。

“他们出去送水，我自己在
这没事就看《齐鲁晚报》。”王升
雷笑着说，自己做《齐鲁晚报》
的读者已经三四年了。

一家人都爱看《齐鲁晚报》

王升雷平时最关心国家
大事和生活类的报道，“尤其
是一些反腐倡廉的报道，看着
都很开心。”王升雷笑着说。
而因为年纪大了，他还自然而

然地更关注一些健康、医疗方
面的新闻，“《齐鲁晚报》范围
比较广，很多健康方面的报道
也很前沿很深入。”

王大爷总是把《齐鲁晚
报》放在记录本的旁边，每天
在水店里接电话、记录地址之
余，他就顺手拿起旁边的报纸
认真地翻看，因为年纪大了，
王大爷戴上了老花镜，显得格
外认真。

“我们一家人都爱看《齐
鲁晚报》。”王升雷轻轻地拍
了两下桌上的报纸说，儿子忙
完回来，也会经常陪他一块在
水店里看报纸。父子俩的这个
时 刻 ，安 安 静 静 的 ，特 别 温
馨。“我儿子、家里人都喜欢
看这份报纸。”说到儿子，王
大爷特别地骄傲，“我们家辈
辈出孝子。”他点点头，笑着
说：“现在跟儿子一起住，相

互照顾着，前段时间儿媳妇又
生了个大胖小子，哈哈……”
王升雷笑得合不拢嘴。

“我孙子，刚出生的时候
六斤三两，三个月就长到了十
二斤，长得挺好的。”王升雷
说，可能自己还是传统思想有
些根深蒂固，当他知道生了个
男孩的时候，高兴得好几晚没
睡好觉。

送水的生活幸福安稳

王升雷开这个水店已经
十六七年了，生意一直很顺
心，用他的话说就是：“干得
一顺百顺。”他们店里经营了
十几个品牌的矿泉水，价格也
都在7到25元不等。

“客户分布在不同的地
方，近的有，远的也有，干了
这 么 多 年 ，很 多 都 是 老 客
户。”王升雷说，能送得到的

他们都送，做服务行业，服务
大众，都是得顺从着人家，自
己吃点亏也不能让顾客不愿
意，他希望坚持用自己的服务
去打动客户。

“这个行业挺单纯的。”
王大爷笑着说，三、四个水厂
往这里送水，他们再一一地
送到订水的人家里，就这么
简单，当时主要就是看好这
点才做的。“吃、穿、住、行这
都 是 生 活 必 需 品 。”王 升 雷
说，就是没有时间出去玩，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是不能
休息。

虽然辛苦，但王升雷依然
觉得生活安稳幸福，“干这个
服务行业，就是随时等着为别
人服务，水不能少啊。”他说，
每天都要喝水，离不开，这也
证明了他们存在的价值，他心
里很开心。

赵冬梅和她售卖《齐鲁晚报》
的小店。

本报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曲晓芳

大海阳62号的国通通讯专营店外，摆满了《齐鲁晚报》
和各种书籍、杂志，这就是是赵冬梅管理的《齐鲁晚报》销
售点。每天，很多老客户都会来这里拿一份报纸，时间久
了，很多人都订上了《齐鲁晚报》。而赵冬梅和《齐鲁晚报》
的结缘，还是因为儿子。

正在打电话的王升雷，手边还放着
一份《齐鲁晚报》。每天忙碌的工作之
余，他都喜欢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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