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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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淑兰：

生生活活就就是是苦苦中中有有甜甜

我是发行员

读者来信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大风刮倒广告牌，摇摇晃晃很
危险》
12月4日C07“24小时”版

违章停车被广告牌砸中
自认倒霉

难得周末上街逛逛，老公开
他们店老板的“子弹头”别克出
来，我们一家三口正好兜个风。

上街后发现满街除了人流
就是车流，大卖场门前哪里还有
车位？老公常跑外，这事他有办
法，瞧他三转两转把车停在附近
一个装饰材料商城的停车场。我
们夫妇下车牵着孩子在风中
舞……超爽！

接下来便是好一番神逛，走
累了我们又找家饭店大吃一顿。
当尽兴的一家人提着大包小包
走近我们的“子弹头”时，却看见
一块广告牌斜砸在车顶。我们找
商城保安，他们只过来移开广告
牌，不管修车，说是我们没把车
停在划定的停车位。

看看，还真是，老公就不该
把车随便在停过道上，尤其不该
停那种可移动广告牌下。“得得，
咱没理。”我损他，“下回再乱停
车，我们娘俩可不陪你一起丢
脸！记住了！”

“记住啦。”老公扮哭相，“幸
好砸得不严重，修车花不了几个
钱。”

蓬莱读者 邹淑红
《城铁启动胶东“同城梦”》
12月13日C01版

城铁照亮魅力南城夜生活
本来天冷了晚上不爱出去，

14日晚有个推不掉的应酬我半
夜才回家，哎！发现芝罘南城之
夜添新景了：沿青年南路南行至
黄务中学南，拐上港城西大街向
西，远远儿就见城铁立交桥上灯
火通明，加班加点的工人还在铁
架上忙着，电焊火花飞扬，与立
交桥下的车水马龙，与连绵的大
黄务社区的万家灯火，形成一幅
动静结合、交相辉映的全景图，
煞是好看。

大女儿大四了，去青岛实
习，天天通电话，话里话外是要
留下，日后便和小对象在那儿过
日子。起初我和她爸都“别”着不
让，这下好，通城铁，把几个胶东
城市都拉近了。当天能打好几个
来回，不愁将来女儿女婿不上门
啦。瞧见这主体建筑将“官庄站”
三个标识大字都钉好了，我这心
里高兴，咱胶东的“同城梦”人人
有份，有事没事走走逛逛随心，
我美。

芝罘读者 汪浪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追
求。自从上了中学以后，我就
喜欢上了写作，常常为班报和
校报写点稿，虽然名气不大，
但发现有人在驻足阅读时，心
中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上大
学后不久，就当上了通讯员，
课余时间为校刊写了不少通
讯报道稿，且屡屡被采用，不
断地激发着我的写稿兴致。大

学毕业后，我服从组织分配走
上了教育岗位，但喜欢写稿的
初衷并未改变，仍然会寻找时
机，给报刊写点文章，不过，因
工作繁忙，受时间和精力所
限，原先的兴趣爱好难以得到
充分地施展。

现在，我拥有了可供自己
支配的充足时间。读报、写稿成
了我每天雷打不动的大事。

《今日烟台》地方版创刊
后，特别是“行走烟台”开版后，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已有20

多篇小稿被该版编辑采用，让
我这个“老烟台”，在传播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方面，得以散发
出点余热来。

经常写稿，既奉献了社会，
也愉悦了自己。

福山算是我的第二故乡，
回想我在那里工作的十多年
里，环境面貌一直没有多大变
化，尤其是流经城区东部的夹
河岸畔，留下的印象是破烂不
堪，污水横流。想不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再回到那里时，展现在
眼前的竟是一派迷人的新气
象。后来我就满怀激情地以《从
南堤垂柳到河滨公园》为题，写
了一篇小稿，该稿在“行走烟
台”刊登后，立即有位往年住福
山工作时的老同事打来电话，
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其实我写
这类文章的目的不是“怀旧”，

而是借以引导青年朋友们更多
地了解过去的落后状况，知道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
而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多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祖
国的希望就寄托在青年一代身
上。

天天读报，让我及时地填
补大脑里容易被挤掉的空间，
不断地充实精神养分，以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坚持写稿，从选
题、构思、起草到修改定稿，直
至发稿见报，这里的每一个“小
工程”都是生活乐趣之所在，都
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路，
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芝罘读者 周子元

写写稿稿，，我我一一生生的的爱爱好好

最美发行员

“寻找最美发行员”活动继续进行

读读者者来来信信为为发发行行员员点点赞赞、、祝祝福福
上周四(12月11日)本报推

出了“寻找最美投递员”活动，
邀请广大读者为最喜欢的投
递员投票。活动推出以来，很
多读者来信为身边的发行员
投票，更有读者随票寄来了对
投递员的祝福。

“寻找最美投递员”评
选活动截至1 2月31日，您现
在仍然可以从列表中的25名
候选投递员中选出一位您

最喜欢的进行投票 ,选票填
好后请邮寄到“芝罘区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1 7 0 1室张道
侦收”。

活动结束后，我们将从投
票的读者中抽出50名幸运读
者，每位幸运读者可获赠1 . 8

升品牌花生油两桶。
赶快来投票吧,动动手打

个钩,说不定幸运读者就是你
哦!咨询电话:6879078。

说起自己这些年送报的经
历，无论是烟台冬天全国出名的
大雪，还是骑车时随时给你减速
的大风，都没能让左淑兰打怵，
唯一让她“刻骨铭心”的，是小东
夼教堂后山上的一个大坡。

“太陡了，看上去都有点
提心吊胆。冬天里一下雪就更
是如此，每天一个来回，过不
几天就得换一个刹车片。”左
淑兰说，那个大坡上面有几栋
住宅楼，虽然只有两份报纸要
送，但也得每天必到。

左淑兰冬天常常在那儿
摔跤。去年6月份的时候，她在

送报路上被一辆车顶了一下，
右腿韧带撕裂，站上不得不安
排另一个同事帮她送报。没想
到，就在小东夼这个大坡，这
个同事狠狠地摔了一跤，把一
条腿也摔伤了。

休养了一段时间，左淑兰
实在不好意思再让同事帮她，
腿还没好利索就再次开始送
报了。“真的是一瘸一拐啊，好
多老订户都跟我说没事可以
两天一送，可是很多人都养成
了每天看报的习惯，人家在家
里等着不是嘛。”左淑兰还是
得每天去挑战那个山坡。

送报这些年，左淑兰结识
了很多读者朋友。有一位老太
太七十多岁，没订《齐鲁晚报》
之前就每天看左淑兰送报纸，
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交。老人把
原来订的一份报纸退了改订

《齐鲁晚报》，还把自己的朋友
都发展成她的订户。

“老太太人很好，可能觉
得我不容易吧。”今年老太太
也被车撞伤，左淑兰还把自己
车祸后打官司的律师介绍给
了她。“有一次我病了，换了别
人去送，她还给我打电话，有
点亲人的感觉了。”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左淑兰做本报的发行员有
些年头了。从黄务发行站还未
建站她就负责着小东夼一带的
送报工作，直到今天，一年到
头，风里来雨里去。女人跟男人
比，身体上要承受更多，左淑兰
形容，在雨夹雪的时候自己常
常裤子湿透，额前头发结冰，但
她肯吃苦，曾经一次腿受伤也
坚持着送了很长一段时间报
纸，没耽误一家一户。

左淑兰

“发行员杀手”的山坡

左淑兰小时候，父亲是一
厂之长，所以她工作之前生活
一直比别家的孩子好些。上学
时同学们午饭都带饼子，而她
往往能掏出一个馒头；同学们
上学无论多远都要跑着去，而
她则有一辆金鹿。

年少时家庭条件优渥，却
没想到步入社会后半生劳碌。

“我爸开玩笑说，我就是个小
姐身子丫鬟命。”左淑兰也笑
着。左淑兰先是在鞋厂上班，
后来失业了。

失业后左淑兰开始送报，
“我46岁，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体力上真的比不上那些男同
事。”左淑兰一直把勤俭耐劳
的母亲作为一生的榜样，也像
母亲一样生活、工作。

“我妈是那种不怕吃苦，就算
病了不舒服也会咬牙不说的那种
人。”丈夫和孩子都劝她别再做发
行员了，但她仍然坚持，因为自己
割舍不下这些年的感情。

每天忙碌之余，左淑兰喜
欢上网看看电视剧。诸多热播

的抗日剧，是她和老公的最
爱，两人经常在一起看。当年
左淑兰坚持嫁给家庭条件并
不算好的丈夫，就是看中他善
良的品质。

“我坚信他不会欺负我。”
左淑兰说，和老公过了半辈
子，两人虽偶尔也吵个小架，
但直到现在老公会每天给她
端洗脚水，会在每天清晨早起
洗漱之时，把牙膏给她挤好。

“有时候想想，生活也是很
好，很甜蜜的。”左淑兰笑着说。

苦中有甜的日子

纠错

12月1日C15“小荷”版《勇敢》一
文中，第四小段第一行“于是，我在
拼命得想办法。”一句中，“得”字应
为“地”。第五小段第八行“人这一
生一的会有许多的坎”一句中，“一
生一的”应为“一生一世”。

12月8日C10“公益”版《8岁
娃患白血病，邻里街坊伸援手》
一文中，开头“如今，一家三口正
在北京的医院接受化疗”。一家
三口并不是都有病需要化疗，改
成“阳阳在父母的陪伴下正在北
京的医院接受化疗”，这样读起
来会更加严谨。

感谢莱阳读者徐爱清指正

“寻找最美投递员”选票

编号 姓名
在此为你喜欢的投
递员打“√”

1 杨庆华

2 王平

3 曲振华

4 鹿涛

5 王翠霞

6 邵龙超

7 宋立明

8 张庆阳

9 王世香

10 赵艳

11 杨振兰

12 王彦涛

13 唐美娟

14 王圣贤

15 高瑞梅

16 于晓斌

17 周洪春

18 杨凯

19 车淑娟

20 张红英

21 骆彩霞

22 王振海

23 陈生旭

24 李爱菊

25 陈方伟

我个人想对18号发行员杨
凯给予赞扬。我在幸合里开零
售报摊，以前只订售10份报纸，
通过杨凯的积极努力工作，现
如今零售量已到20至30份。

我特别想说的是，今年
下半年杨凯家中有事，在报
社缺人的情况下，她在很短
的时间内处理好家事，就又
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杨
凯每天都能及时将报纸送
到，从没耽误过，这让每位读
者都能及时看到报纸。

读者 孙国华

我是一名《齐鲁晚报》的
忠实读者，自费订阅《齐鲁晚
报》，特别喜欢阅读《今日烟
台》版面栏目。

看到推出“寻找最美投递
员”活动，我感觉这项活动很有
意义，对投递员是一种鼓励和
鞭策。同时也让我们关心齐鲁
晚报的读者更有信心能放心、
及时收到和看到我们的精神食
粮。

希望贵报以后经常开展
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

读者 毕玉成

读者投票规则:
1 .选票必须填写投票

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或军
人证件号码)。填写错误、重
复填写或者空白 ,选票无
效。

2 .填写选票时 ,在所选
的投递员姓名后面一栏里
打钩。

3 .一个身份证或军人
证件号限投票一次,一张选
票只能投给一位投递员,否
则选票无效。

4 .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选票有效,复印票无效。

5 .报社对投票人信息
严格保密,此次投票将在报
社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确保
准确性和权威性。

投票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或军人证件号码

造

请沿此虚线剪下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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