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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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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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官微那些事儿

读者来信

徐晨高中毕业后，就参加
工作了。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现
在的妻子，徐晨说，妻子是个很
细心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会把他照顾得很好，这让现
在每天奔忙的生活有了很多安
稳。

24岁那年，他“前一世的
小情人”出生了。“现在真的
是什么事都围绕着女儿转
了。”都说父亲特别宠爱女

儿，徐晨也是。他说自己几乎
从来没有骂过女儿，常常是
女儿喜欢的东西，在不过分
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老爸都
是“买买买”。每天晚上六七
点，忙了一天的他回到家中，
享受与妻女在一起的时光，
看看电视，跟女儿玩一会就
早早睡下了。

“我们家的姑娘是真的
很听话，他知道我一天到晚

在外面跑，常常会跟我说爸
爸小心。”说起女儿的时候，
徐晨笑得像刚刚吃下一块
糖。

早上几个小时送报，徐
晨下午就送快递。一天七八
十公里路程，日日如此。回忆
起多年以前，徐晨说自己不
喜欢学习，虽然现在工作辛
苦，却也自在逍遥。“没有大
富大贵，却是理想的生活。”

没有大富大贵，却是理想生活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做着
文学梦，喜欢读些小说、诗歌之
类，也读报，只是读副刊。后来
做了教师，在一处乡村小学任
教，每天学生放了学，家在附近
的教师也回家了，学校空空如
也的，甚是寂寞，于是就开始翻
阅报纸。慢慢地，觉得报纸这东

西其实很有意思，远远近近的
大事小事，报上都说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虽处乡村，却悉知
世界的五彩缤纷与时事的发展
变化。文艺副刊上的文章与生
活的距离也很近，读来有滋有
味。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每天看
报的习惯。

后来也试着将身边一些
事写成文章寄给报社，终于
有一天，我的第一篇小稿在
报纸上发表了，当时那种心
情，那种滋味，简直没法说。
然 后 写 新 闻 ，写 小 说 ，写 诗

歌，不停地写啊写，结果虽然
是写得多，发表得少，但是只
要播种了，就有收获的希望。
于是盼望收获，盼望邮递员每
天早一些把报纸送来。从报纸
上也熟悉了很多名字，仿佛成
了熟人，也关心着他们的名字
在报纸上的某个地方出现，都
写了些什么？有时邮递员当天
没有把报纸送来，心里就憋得
难受，经常是我亲自到邮局取
报。于是我自告奋勇当义务
投递员。前后算起来干这差
事也有五六年了，但是我乐

意。每次怀揣着一大摞散发
着油墨香的报纸，边走边看，
走回学校时这些报纸就差不
多浏览了一遍，这是一种多
么惬意的事情啊！

自己单位和个人所订的报
纸的涉及面毕竟有限，因此，每
次外出办事或走亲访友时，只
要看见有别类报纸便一读为
快。

说句实在话，应该感谢报
纸，是她让我的生活过得很充
实！

芝罘读者 刘吉训

感感谢谢报报纸纸

本报记者 韩逸

10月9日晚上7点，天色已
经全黑。初秋的夜里，风有些
凉。芝罘区润利大厦的一楼大
厅空空荡荡，只有一支手电筒
支棱在入口处的办公桌上。保
安戚文德正借着这束灯光翻
看当天的《齐鲁晚报》。

“我初中没读完，是在社
会这所大学毕业的。”夜班12个
小时，他除了例常的四趟巡
逻，也会看会儿报纸提神。“有
国家大事儿，也有身边的事
儿，看看挺好。”为了省电，楼

内大多数人下班后他就关掉
大堂的灯，只开着巡逻用的手
电筒。

工作不总是风平浪静

这位52岁的保安，已经在
这栋大楼里工作了四个年头。

“勤劳节俭”是他对自己女儿
的要求，也是业主对他的评
价。不论是白班还是夜班，他
都把工作服穿得平平整整。放
在一边的帽子，起来巡逻的时
候他就戴上。

“这代表物业公司和这

所大楼的形象，我们保安就
是大楼的一张脸。”有访客来
大楼登记，说出要办的业务，
他张口就能告知对方应该去
哪个楼层的哪个房间。面对
每个前来咨询的业主，戚文
德都会从座位上站起来，这
是他表达尊重的方式。“在这
楼里上班的人我基本上全都
认识了，有新人来也很快知
道。”他说，干一行要对一行
负责，既然对整栋大楼的安
全负起了责任，就不能让形
迹可疑的人混进来。

工作不总是风平浪静。
2013年5月的一天，有三个陌生
人在一楼大厅殴打一位业主。
戚文德看见，想都没想就冲上
去，“两边胳膊一边顶一个人，
赶紧把他们拉开”。过了几天，
金沟寨派出所的民警送来一
面锦旗：“弘扬正气，勇敢卫
士。”他视作荣誉，挂在老父亲
家里让老人高兴。

周六休班做月老

“我的品德都是老父亲老
母亲教的。”戚文德在家中是
老幺，母亲91岁时过世，93岁的

老父亲依然健在。戚文德随身
带着两张写着歌词的纸，一张
是《父亲》，一张是女儿为他手
抄的《母亲》。“想念老母亲的
时候，我就拿出来唱唱。”他说
着，就对着那张有些发皱的歌
词纸唱起来。唱完，小心翼翼
地折起来，收好。

女儿是他的骄傲。现在还
在念大学的女儿，从小就十分
争气，从小学的中队委、大队
委到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她
一直都十分优秀。“女儿佩服
我呢，她说：老爸，现在习大大
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要勤俭勤劳，我老爸早就教
给我了！”谈起女儿，他的眼睛
里都泛着光。

戚文德也做公益。每个周
六休班的时候，雷打不动去南
山公园相亲角，免费为单身的
男女介绍对象，组织活动。“一
个人不成家，两个人在一起才
是幸福。”他已经记不清介绍
成了多少对，只是提起那些小
年轻，像谈起自己的孩子。

到了时间，他又要起身巡
逻楼内安全。日复一日的平
淡，也许正应了朴树那句歌
词：“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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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微博网友“@
wo、筷乐”发微博称：在济南
火车站见到一钱包，内有身
份证、暂住证和各种银行
卡。“难道只有万能的微博
才能找到丢失者吗？”

据微博照片显示，失主
为牟平人，该微博被多次转
发。9日22:09，微博认证为“烟
台球迷协会球迷领袖”的“@

单长利”转发了微博，并@了
本报官方微博。本报微博管
理员看到信息后当晚就转
发了微博。

次日早上，就有粉丝留
言帮寻找。“苦行僧101122”：

“晕，这哥们是我以前的同
学，很久没联系了。”“丹丹
1134”：“这是我家亲戚，刚打
电话，是他掉的，应该怎么
联系你？”

随即，网友“丹丹1134”
和“wo、筷了”取得了联系，
并协调帮失主拿回了证件
和银行卡。

本 报 官 方 微 信
“jinriyantai”和官方微博“@

今日烟台”每天更新和推送
烟台最新咨讯、活动，也欢
迎各位读者在网上与官微
互动、留言。您留言，小编帮
你登报。

本报记者 刘高

11月6日读者版，《我与
齐鲁晚报的情缘》一文末
尾，“罘区读者”少了一个
字，应为“芝罘区读者”。

莱阳读者 徐爱清

11月6日公益版《来到便
民服务点 提前预约“新年
心愿”》，最后一段开头“爱
心传递才更有意义……”前
面缺少比较的话，改为“爱
心传递很有意义”比较贴
切。

编辑回答：从上下文可
以看出，该段文字说的是市
民张女士从便民服务点的
倡议，体会到光有爱心不
行，爱心还要传递出来，所
以她才“愿意在爱心的传递
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更”字，应该是
相比于“有爱心”，“爱心传
递才更有意义”。原句在断
句上略有不妥，改成“爱心，
传递起来才更有意义”会更
好一些。

本报记者 孔雨童

34岁的徐晨带着鲜明的投
递员“痕迹”，双颊微红，皮肤一
看就是常常日晒雨淋，还有他
那双手，手指有许多皴裂的细
纹。成为本报的发行员2年了，他
告诉记者，现在过的是理想中
的生活。虽然一天在外跑超过12
个小时，但他以此养着家庭，也
不必有坐办公室的条条框框，
徐晨笑说，“我一直喜欢随性，没
有大富大贵，却是理想生活”。

纠错

像他的名字一样，徐晨
的每一天都开始于窗外还一
片漆黑的清晨4点。他从温暖
的被窝爬起，轻声地绕过沉
睡中的妻女，洗漱，跨上摩
托，出发送报。

印刷厂在幸福东边，徐晨
负责的区片在幸福西边，每天
他取报、送报，要绕40公里。我
们见面的12日，烟台又冷了几
分，但徐晨说，做投递员以后，
最不怕的就是冷了，因为已经
习惯，最怕的是“下雨”，“报纸
湿了再给订户送过去，这多不

好。”
早上五六点钟，他会陆

续赶到幸福的九田水产批发
市场和水果批发市场，把《齐
鲁晚报》送到一个个商户的
店里。“很多人平日里很忙
碌，但是休息的时候也会喜
欢看这份报纸，很多人喜欢
它信息全面，报道有力度，也
有很多人喜欢看里面那些文
章。”徐晨说。

插报的时候，徐晨也会
翻看一些新闻，等跟订户们
见面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

讲讲当天有什么好看的新
闻。“老百姓最关心什么涨工
资啦，政策啦，公交改线啦，
遇到跟市场相关的，就成了
大家的话题。”

徐晨送报的服务态度一
直被大家所称道，有时出现
了投诉，他也会第一时间去
处理。有一次，一个订户跟他
说，自己此前家里订了报纸，
但是觉得这小伙子人太好，
就又订了一份《齐鲁晚报》。

“这样的事，我还挺感动
的。”

有时候，会给订户讲新闻

徐晨抱着他的忠实“战友”。一
到了冬天，头盔成了他外出送报最
重要的伙伴之一。 本报记者 孔
雨童 摄

9日晚上，戚文德在值班的间隙翻看《齐鲁晚报》。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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