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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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涛：

发发行行员员就就是是城城市市里里的的旅旅行行者者

我是发行员

读者来信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兖
州当兵。一次去军区开会，吃住
在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晚饭后，
浏览招待所的报亭，其中，《齐
鲁晚报》刊登的一幅漫画，深深
吸引了我。

漫画题目是《妈-马-骂》，
有三幅图：一幅是妈妈怀抱娇
儿，娇儿亲切地叫妈；另一幅是
为讨儿子欢心，妈妈当马，让儿
子骑在身上取乐；还有一幅是

儿子大了嫌妈老，破口大骂。
看了漫画，心里总感到有

话要说，睡觉前理了理，把感受
写出来装进信封，第二天离开
招待所时，将信件投进了招待
所院里的邮政信箱，乘车返回
了部队。

几天后，收发室送来了一
张8元钱的齐鲁晚报稿费汇单，
当时部队只订党报、军报和兵
种报，再加上我们住在城西，平
时是很难看到《齐鲁晚报》的，
但出差、开会休假等，只要看到
了，那是必买必看的，像老朋友
一样，不舍得丢掉一次会面的
机会。

今年年初，我定居烟台，便

又和齐鲁晚报续缘了，只要不
离开烟台，每天必买，每天必
看，并已成为习惯。特别是《今
日烟台》话题版，话题新颖活
泼，朴实，贴近于民心、民情。再
是行走烟台版，从多方位、多角
度地把烟台的民生民情、文史
地貌等都搬到了“行走烟台”
上，使人追思过去，联想未来。
看过这个版面，会随着文中所
叙的人和事，再回到那个已过
去的年代，回味那时的酸甜苦
辣……

每天读报，对报纸报道的
事和耳闻目睹身边的事，有些
感触很深，便有不吐不快之感，
想提笔“吐”，但心里又打怯，本

来就没有什么功底，再加上几
年没动笔了，怕写不好。开始先
试着写了几篇，发到了报社。没
想到，几篇小短文陆续被刊用
了，首发被用，我挺高兴的，也
挺幸庆的，这更激发了我继续
收捡喝咖啡、茶水及聊天的闲
时，用笔来叙说心结和情感。

我与齐鲁晚报有缘，缘在
20年前，我收的不仅是报社汇
来的8元钱的稿费，更是在文字
应用方面给我的信任和鼓励。
我与齐鲁晚报有缘，也缘在20

年后，几篇首发小文的刊用，给
了我勇于拿起笔的勇气和信
心。

芝罘读者 张建勇

有有幸幸与与齐齐鲁鲁晚晚报报结结缘缘2200载载

最美发行员

爬爬格格子子，，乐乐趣趣多多
我把业余写稿看作是一种

消遣。星期天、节假日，不少人
忙于“砌城墙”，甩扑克，栽花
草，游山水的时候，我却以“爬
格子”的方式消遣，苦在其中，
更乐在其中。

爬了几年，也“爬”出了数
量可观的“豆腐块”。于是有人
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我是“作
家”。其实我算什么“家”，最多
可称“散打”业余作者。我信马
由缰，或写散文，或写新闻，或
写教改论文，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没有个主攻方向，也没期盼
成多大气候。

其实既然“爬格子”是为
“消遣”，又何必去沽名钓誉，管
它“家”不“家”？我想只要对身
心有益，就义无反顾地“爬”下
去。

你还别说，“爬格子”让我多
长了个心眼。与友人的一次交
谈，上街看到一个场景，上公交

车被人踩一脚，以及世面上各类
人物，各种表演，某人的一举一
动，都可以敲动我的文思。“爬格
子”有助于培养我分析研究问题
的好习惯。有些文章，不仅要写
出“是什么”，还要写出“为什
么”，要做一番考证和分析。不

“爬格子”，就少了这个心眼，也
少了这些麻烦事。

“爬格子”可以广交朋友。以
文会友，天长地久。同行中有人
发来邮件切磋，不少爱好写作的
青年朋友成了我的“忘年交”。我
们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若有人的
作品发表了或是获奖了，大家便
奔走相告，分享快乐。大家就这
样相互启发，相互鼓励，共同进
步，共同发展。

业余“爬格子”，陪我度过
许多美妙的时光，她给我的生
活增添了许多亮色和乐趣，我
会永远钟情于她。

芝罘读者 刘吉训

王彦涛过去的35年里经
历了三个地方，黑龙江双鸭
山、深圳、烟台。一个是自小的
出生地，一个是年轻时漂泊的
地方，另一个，是母亲的故乡。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彦涛
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家饭店做
东北菜和川菜。那段年少轻狂
的日子在他眼中是真正的“灯
红酒绿、夜夜笙歌”，“那时候
工资已经能挣到七八千了，每
天下了班就是网吧、酒吧，跟
朋友们一起吃喝玩乐。”因为

年轻，所以任性，作为“深漂”
的他除了这种挥霍般的日子，
常常觉得没有着落，也没有方
向。

在深圳多年，虽然收入不
错，他却没有积蓄。父母年纪
大了，终于有一天跟他说，不
如回来把，身边至少有家人的
照顾。几番思量，他回了家。因
为母亲的家乡在烟台，又觉得
这里气候好，他和父母、姐姐
举家迁来烟台。

新的城市，新的开始，王

彦涛却开始感觉到踏实。“生
活好像有了目标，知道自己明
天该干什么，很简单，多挣点
钱，多学点东西，好好工作无
论做什么都要认真负责。”

2011年，当时还在做快递
的王彦涛到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的办公地点送快件，遇到
了一位记者，得知正在招收发
行员。他很快决定做这份工
作。不久之后，他被分配到莱
山南站，开始负责自己辖区
200多份报纸的投递。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王彦涛在齐鲁晚报做
发行员已经4年了。跟其他
人对这份工作的描述不一
样，在他眼中做发行员很像

“在城市里旅行”。“每天路
过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不一
样的人和故事。”他觉得自
在而享受，而为什么成为一
个送报纸的，他说自己多年
前在南方的时候就是一个
报纸的忠实粉丝，十几年前
2块钱一份的报纸他也常常
买。

“深漂”之后，来到烟台

王彦涛已经做了四年发
行员了，除了觉得工作环境不
错，喜欢看报纸是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在双鸭山的
王彦涛就最喜欢看当地出版
的一份周刊，到深圳后，他又
成了《南方都市报》的粉丝，

“几乎天天买，喜欢看那些国
家大事，各种新闻。”跟朋友交
流的时候，他总是知道最多的
那一个。

报纸的价格从7毛到1块、
2块，他照买不误。来到烟台
后，他又喜欢上《齐鲁晚报》，
每天送完报纸，他都会拿起一
份细细地看。“虽然现在也有
手机新闻，但是报纸上的感觉

更深入，而且整合得更细致。”
这个忠实的报纸粉丝依然狂
热。

王彦涛坦言，送报也让他
有了一个自由的世界。“每天
路过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不一
样的人和故事。就像是在旅行
一样。”看到一个个读者的笑
脸，天气不好时“这两天可以
不送”的体贴，王彦涛也会给
出他的一些善意温暖。

一次他在送报过程中捡
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很多买药
的卡、证件。“我仔细一看是个
老人，就想她应该很着急。”地
址显示失主住在解放军疗养
院，没有联系方式他就去挨家
挨户地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

的邻居。
后来，老人的孩子想要给

报社送个表扬信，王彦涛坚决
拒绝了：“这样的事，在很多人
身上都有。”

“很多读者都喜欢看咱当
地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做
接地气的东西。”谈到对这份
报纸的建议，王彦涛说。他喜
欢这份报纸、这份工作，因此
会关注读者和报纸的一切。闲
暇时侯，他还会到新华书店去
看书，充实自己。

“工作要向前，咱人也得
向前，得学习。”王彦涛说，最
近他一直在看莫言的书，要把
之前曾经落下的时间好好补
回来。

报纸粉丝，做了发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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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街上的馄饨铺》
1月4日C08“行走烟台”版

幸福好味道
我老婆也在市场摆了个馄

饨摊，生意说不上好坏，总算是
个营生。老婆说两口子不能在
一起干，让我该上班上班，别跟
她瞎掺和。

这家伙天生一根筋，说人
家哪个名厨讲，美食源自好料，
所以她做馄饨，面要本地大厂
精粉，油要名牌，肉要肥瘦适中
好部位鲜肉，调料也要是上等
的……

怕压面的调包，她每次都
是看着人给她压馄饨皮，宁肯
为此多排一会儿队。斜对面也
有家馄饨铺，想想吧，这竞争得
多“惨烈”：为了她的极致美食，
大热天馅料有一点变味，立刻
全部倒掉！

她这样干，确实赢得了一
些老主顾，可也把自己累坏了。
包馄饨包得她手上起了大筋
包，我呢，下班吃剩馄饨也吃倒
了胃口。她还气我，每当见我吃
剩馄饨皱眉，老婆就逗道：“怎
么样？幸福好味道吧。”“幸福个
头啊！”我故意吧唧嘴。

芝罘读者 哈宜风

《原奶、液态奶齐降价》
1月5日C08“城事”版

堂兄的眼光与愿望
周末，回了趟老家，和堂兄

聊起养奶牛的事。堂兄叹了口
气说：“现在养奶牛一点也不景
气，越来越没账可算了！“

堂兄家里养了18头奶牛，
是村里的养殖大户。前几年，牛
奶市场看好，最高时一斤牛奶
卖到接近二块钱，一年下来，堂
兄家的收入超过十万元，小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堂兄养奶牛
的劲头更足了。

去年春节刚过，堂兄又扩
大了养殖规模，本想甩开膀子
大干一场，没成想从2014年开
始，牛奶价格一路下滑，从每斤
一块五六，跌倒现在的一块一，
这下子愁坏了堂兄。堂兄算了
一笔账，以现在价格来看，本都
保不住。牛奶价格跌了，可饲料
价格上涨，导致养殖成本高了，
再加上来回送奶的车钱，如果
价格继续下跌的话，只有赔本
的份了。

我问：“你还打算继续养
吗？”堂兄说：“我也想转型干点
别的，可看看大多数人都不养
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市场经
济谁也琢磨不透，大家都不愿
意养了，牛奶产量自然就低了，
兴许过一段时间，价格会涨高
呢，等等看看再说吧。”

我问：“你有这个眼光？”
堂兄笑笑说：“说不准，但

愿吧。”
莱阳读者 徐爱清

《 齐 鲁 晚 报 》的“ 连
载”，肯定拉来了好多有相
当品位的读者，某虽不才，
却痴迷书中精品已久，因
此，连载版一直是必剪必
钉的版面。2 0 1 4年收获不
小，收入囊中者有好几部。

其中有马识途的《百
年拾忆》。我对这老革命作
家老熟悉了，年轻人会想
到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

《让子弹飞》，火了不是一
会儿两会儿。而我则忆起
年少时读小林多喜二，这
样曾经舍生忘死的职业革
命家成为文学大家尤其值
得钦佩。

还有靳以女儿章小东
的《尺素集》。她远渡异国
不忘文学故乡，一枚枚“尺
素”干净利落挥洒自如，述
文坛的不清净，展文人风
骨亦敲打其软肋——— 百分

百好书。
还有俞敏洪的《梦在

青春在》，这部书我也曾推
荐给我学软件工程专业的
儿子。原本纳闷：一个平平
常常大学生，怎么就一个
鲤 鱼 打 挺 把 事 业 做 大 做
强？

一天天读下来，慢慢
看清楚人家想法多实在多
管用。观念更新挂在嘴上
嘛用没有，顶多能蒙几个
二百五。

芝罘读者 扈刚

我我的的精精品品书书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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