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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 收

互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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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新闻”栏目欢迎各
位读者讲述与本报报道相类似
的见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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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每年的这个时节，烟台苹
果都会成为热门话题。今年苹
果不仅红遍齐鲁大地，还红到
了江南，啧啧。

上个月，老爸老妈来烟台
看我，住二十天又惦记老家，非
要走。我拗不过，只好依他俩。

走能让老人空手走吗，怎么也
得给拿点啥，海鲜肯定要拿，水
果样儿多……老妈说就挑两样
老家稀罕的。我知道她爱吃令
冰心魂牵梦萦的金沟寨茄梨，
可这东西不禁折腾道远不好
带。黄金梨个头大含糖高，我觉
得挺合适，老妈却有点忌讳梨
与离同音……

那拿点啥？正犯难呢，老婆
闺蜜梅子挎来一篮苹果，她牟
平山里二叔家下果总要送来

些。原本说好只拿老家没有的，
我就将这苹果放一边了。没想
到看到红彤彤的大苹果，老爸
老妈眼睛都亮了……

我说满世界都有苹果，咱
看看别的水果，比如无花果。老
妈应得快：对对，给老家那几个
小鬼头拿无花果吃，以前买干
果吃着不是味……

送船前我当班，忙着呢，打
点行装的事交给妻子。等送船
时一掂二老的包，天，咋这么

沉？老婆咬我耳朵：老太太把那
堆儿苹果都塞包里啦。一问，敢
情老家还是地方小，年年秋后
父母都要费力找烟台苹果，不
光因为儿子远在烟台，这果子
也确实好吃。只是难得吃上正
宗的烟台苹果……

想到老家的父母，心中难
免酸涩。嗯，那给咱烟台苹果加
油 ！这 溶 入 亲 情 的 烟 台 苹
果……

芝罘读者 扈刚

烟烟台台苹苹果果，，父父母母就就好好这这一一口口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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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新闻

“城铁动检时速昨突破240公
里”(10月18日C04版)

城铁进生活就在眼前

城铁究竟离我们烟台市
民还有多远？一个时期以来，
就好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
来。虽说媒体没少报道，建设
也一直在持续，可咱心里没底
儿。

昨天，借上班早出来十几
分钟，我拐进官庄站工地望
望，哎，别有洞天啊，主体建筑
已有模有样。乖乖，看来竣工
通车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我常跑港城西大街，早听
说要建城铁官庄站，在哪儿
呢？原来拐点就“藏”在一个加
油站后边。好在酒香不怕巷子
深，和我一样，陆续有市民找
过来参观。大伙都盼着城铁早
日开通，给市民出行带来更大
便利。有人竖起大拇指，有人
惊叹称奇……现场施工人员
加班加点干得正欢。有位老大
爷发感慨：铁老大能绕过一个
加油站，少了点昔日霸气，体
现亲民务实、多元共融，这个
真不孬。

芝罘读者 王儒遥

“海浪登陆”(10月14日C01版)

这厢登陆，那厢拦路

邻人阿四因事去了大连，
想回烟台却被告之因风大轮
渡停航。12日，他窝在酒店一
天，没曾想第二天还是七到八
级风。阿四闹心，急火攻心痔
疮犯了，遭老罪了……

老婆打电话说，不行坐火
车绕回来吧。阿四算算，不中，
弄不好得耽搁三四天，他还急
着回单位上班呢。中午，他挨
不住寂寞，上街透透气……只
一会儿工夫，渤海轮渡的车来
酒店接客人，阿四正好错过。

好在这伙计心态不错，他
说原定11点的船，即便改乘午
后2点的，就算能准时开，海上
风大浪急，到烟台也得半夜，
还要晕船，不划算。

人家笑他阿Q，他不在
意。在酒店舒舒服服歇够了，
花一块钱坐公交车到大连港
码头，乘晚上8点半的青山岛
轮，睡一夜。清早到烟台，直接
去公司上班，啥都没耽误。

蓬莱读者 皮小苏

10月16日C03焦点版《一
张图看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1 .适用人群”：“烟台行政区
域内部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部”应该是“不”。

纠错

姜力芮：

让让父父母母们们学学会会如如何何去去爱爱

读者故事

我是发行员

王平：

这这两两年年，，收收获获了了成成长长与与感感动动

同事：

王平就像换了个人

在牟平发行站的墙上，有

一面展板，上面除了有发行员
的个人照片，还写着“微笑是最
好的服务”“今天您微笑了吗”
字样。这块位于插报室的展板，
时刻提醒着发行员，要始终以

最美丽的微笑来对待客户。
而王平，就经常把笑容挂

在脸上，年轻、自信。不过，在
同事看来，王平来牟平站这两
年多，“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刚来的时候，她话不多，
一个人闷头干活。好长时间
里，搭别人话倒是热情，但从
不主动跟别人说话，”采访时，
一旁的同事对王平的变化印
象深刻，“现在的王平，笑容挂
脸上，话儿挂嘴边，整个人真
是脱胎换骨了。”

订户：

送报的怎么换人了

今年6月初，王平在送报
时，在上楼梯的时候，一不小
心，一脚踩空，摔了一跤。韧带
受伤，王平不得不进医院治
疗，后转回家里休养。

在这期间，王平的投递工
作由同事和丈夫代劳。“我们很

多发行员，都是‘一人送报，全
家参与’。”王平笑着说，很多发
行员的家人，不管是爱人还是
孩子，多多少少都帮忙送过报。

在王平丈夫送报那段时
间，一些细心的订户发现换了
发行员，便热心地要问个缘
由。当得知王平在家养伤时，
很多读者向王平打电话表示
关怀，甚至还有热心读者，亲
自登门看望王平。

“一位大叔，也是咱的老
读者，带着水果来看我，”订户
的热情和关心历历在目，王平
一直难以忘怀，“有订户这样
关心我们，对我们这样认可，
以往工作中受的委屈也都烟
消云散了。”

在家养了三四个月，王平
满状态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相处久了，跟很多订户就犹
如家人一样，”王平说，“为了
能让大家看报看得及时，看得
舒心，咱再苦再累也值得。”

本报记者 刘高

牟平发行站的发行员王平说，她原本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来到这个
充满热情和欢乐的大家庭后，她“跟换了个人似的”。今年6月份王平受伤后，
订户发现，送报的换人了，于是，王平的手机里，热心电话纷纷打来。

微笑时常挂在王平脸上。 本报记者 刘高 摄

姜力芮的家长学校。 本
报记者 孔雨童 摄

借钱坚持开家长学校

走进姜力芮的“快乐妈
妈”家长学校所在的楼层，一
抬头就看见一个挂着的条幅

“一切都是为了美好而准备
的。”父母好好学习，家长天
天向上。跟她聊不了几句，就
会被她那仿佛透着亮的快乐
所感染——— 总能听到她的笑
声，也完全见不到很多这个
年纪被生活所累的“乌烟瘴
气”表情。

姜力芮其实并不轻松。6

年前，当她修完心理学和种种
关于家庭教育、父母教育的课
程就在当地教体局注册了这
所学校，面临的却是市场认可
的艰难。但她仍不想放弃，每
周一次的公益“快乐妈妈”读
书会一路坚持下来，每一次她
都会跟参与的妈妈们分享一
些关于家庭教育的理念和具
体方法，帮助他们解决在教育
孩子和婚姻等方面的问题。

“来这里的一个妈妈一脸

忧愁地进去，出来时脸上都有
光了。”参与读书会的一个女
士说。

但很少有人知道，姜力芮
是依靠着借款坚持把这所学
校开起来的。在此之前，姜力
芮曾是保险行业中知名度不
低的部门经理，拿着丰厚的收
入。做学校之后，有一次她甚
至跟儿子开玩笑说“孩子，真
的没有钱了，要不以后妈跟你
住一起？”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

姜力芮一直是个敢闯荡
的事业女性。1985年参加工作，
她在粮食部门做会计，后来下
海，做过销售、保险。做保险时，
她带的团队在全省都拿奖，事
业蒸蒸日上。直到儿子到了青
春期，开始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出现各种叛逆，她才回过头来
审视：自己这些年的忙碌，竟
然忽略了自己最爱的儿子。

她辞去了这份工作，转而
开始审视起自己的家庭教育
问题。在这期间，一个青春期
男孩子的自杀更加深深刺痛
了她。每当她想起参加葬礼的

场景，作为一个母亲，还是悲
痛万分。

在那之后，她开始着手做
一所开给家长的家庭教育学
校。姜力芮学习了心理学，师
从赏识教育创始人周弘等众
多家庭教育专家。为了搭建一
个和更多家长交流的平台，她
在每周五开设“快乐妈妈”读
书会，无数的家长在这里学习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六年来，从读书会走出一
位“烟台十佳好母亲”、两名牟
平区十大杰出母亲和四十名
优秀母亲。

这些年，姜力芮对家庭教
育中的许多问题都有了更多
更深的理解。她说，当孩子出
现问题时，家长就应当审视自
身的问题了。比如，很多在学
校里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在家
都经常被父母打骂；痴迷于网
游的孩子，往往在家庭中难以
获得认同和自信；而早恋的不
少孩子，父母都感情不和。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
期。有的家长看自己的孩子还
不开，就把他剖开。花期不到
要静心耐心等待，陪伴着他，
给他一个最正的能量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姜力芮的家庭教育学校位
于牟平区政府大街的一栋小楼
上，在这里，她已经坚持了6年。
从一个青春期叛逆孩子的家
长，到一所“家长学校”的校长，
她看到太多因为家庭教育不当
带来的青春之殇，也因此即使
借款也要坚持在这个行业里。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如果
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一定要反
思自己的问题。”姜力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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