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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美美投投递递员员您您来来选选
5500名名幸幸运运读读者者您您来来抽抽

“寻找最美投递员”投票统计结束，邀请10名读者来抽奖

由本报举办的“寻找最美
投递员”活动从2014年12月初
开始，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终
于落下帷幕。评选期间，共收
到有效选票3521票，另外还有
1 2位读者随选票寄来了手写
信。

来信的读者对投递员的
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
们的默默付出和辛苦表达了
敬佩之情。对读者的理解和支
持，报社投递员也非常高兴，

特在此，对投票和来信的读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

收到读者投票后，发行部
人员便着手进行选票统计工
作。按照评选活动的规定，我
们将在参与投票的读者中抽
出50名幸运读者，每人获得两
桶1 . 8升规格的花生油。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现
向社会征集 1 0名读者进行抽
奖。这10名抽奖嘉宾将来到报
社，从投票的读者中抽出50名

幸运读者。即日起开始报名，
额满为止，10名抽奖嘉宾均可
获得价值188元的免费洗牙卡
一张。

老李在农贸市场开了一
家杂粮店，买卖很是不错。走
进老李的杂粮店，看到红豆、
小豆、豌豆、黍子、高粱等五谷
杂粮样样都有。因为品种齐
全，每天来光顾的顾客还真是
不少。

老李说，他今年50多岁，老
家在山区，有种植五谷杂粮的
习惯。种植小杂粮方法简单：
到了播种季节，在地堰、地边
随便撒上种子，它就会生长。
即使碰上再旱的天，也不会绝
收。

2011年，老李在电视上看
到临沂地区有位老汉，在城里
经营小杂粮赚了钱。老李动了
心，他也要把乡下的小杂粮拿
到城里卖。

秋天杂粮收获后，老李骑
上自己的三轮车，进村入户收
购小杂粮。不久，老李在城里

的小杂粮店就开张了。让老李
高兴的是，生意刚开张就顾客
盈门。老李说，来店里的大多
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不少
人过去在农村待过，对小杂粮
情有独钟。一位大妈对老李
说，小杂粮店不但方便了她购
买，还让她找到了过去的乡
愁。

后来，买卖越来越好，老
李就让儿子在乡下收购，他
负责销售。老李告诉我，他现
在有了更长远的想法，准备
把各种小杂粮加工后，包装
一下，箱子里各种小杂粮都
有，这样顾客买起来会更方
便。包装箱上印的名字他都
起好了——— 就叫“香喷喷”。
而杂粮店这个店名呢，也有
点土，准备起个响当当的名
字———“思乡”！

莱阳读者 徐爱清

老李的杂粮店

1月22日《今日烟台》C15的“行走烟台·
五味”版，刊登了两篇写杂粮的文章，《故乡
杂粮》和《也谈高粱米》。这引发了许多读者
的回忆。

昨晚在开发区见到战
友安志忠，俩人说得高兴，
不知咋就说起在辽宁当兵
时吃的“高粱米籽儿”。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那时部队条件差，驻
地的主食除了小米就是高
粱，哪敢和现在军中营养自
助餐比啊。

烧大锅做高粱米饭不
容易，火候一旦失准，不是
煳锅窜烟，便是做成夹生
饭。记得有个冬天，炊事班
长换了好几任。战友们体力
消耗大，往往饿得厉害，年
轻的战友吃饭又快，班里打
回的两盆饭，高粱米饭就冻
白菜汤，三下五除二，狼吞

虎咽，管好吃不好吃，一会
儿工夫就一扫光。

我牙不好吃得慢，班长
张福生在班务会还拿我开
涮，说要像男人那样吃饭，
别学我。

当时，训练、演习以及
抗洪抢险任务重，往往要拼
体力，而高粱米干饭不好消
化，许多战友都患上胃病。

转眼退伍二十多年了，
老战友难得一聚。“咱战友
里好像就你没胃病，对，就
你！”安志忠指着我脑门，万
分肯定。都说高粱是好东
西，吃得适量适当，肯定更
有道理。

芝罘读者 林海路

好东西也不能狼吞虎咽

我是发行员

◇读者故事◇

苦涩的爱

这是一件我亲眼目睹的
事。

那是一个星期天，虽说严
冬不在，可偶尔袭来的寒风还
是让人禁不住打冷颤。我在一
个小镇车站已站了半个小时
了，可车还没有来。

远远地，我看到一男一女
提着很多行李走来。男的好像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提着行李
仍疾步如飞，而女的则吃力地
跟在后面，嘴里不时念叨着什
么。“妈，你快点！”男的一个劲
地催。哦，原来他们是一对母
子。母子俩在我旁边停了下
来。我能听到母亲急促的喘息
声。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对
母子：儿子十六七岁，个子高
高的，衣着挺讲究；母亲脸上
则写满了疲惫，穿着寒酸。“这
车怎么还不来？”儿子不耐烦
地说。“等会儿吧。”母亲说，

“林林，你现在住校了，妈不在
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
己，要节约用钱……”

那位母亲的话令我心动，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类似的话
学生时代我不知听了多少遍，
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心里暖暖
的。

“你有完没完，妈？”儿子
不耐烦地对母亲嚷道，好像他
已经听够了母亲的唠叨。母亲
好像被电击了一下，愣住了，
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车，还没有来。也许是闲
着无聊吧，儿子摸出手机与同
学畅所欲言。母亲则呆呆地看
着儿子，欲言又止——— 那张疲
惫的脸冻得红红的。

车，终于来了。临上车，儿
子若无其事地说：“妈，明天我
要请同学吃饭……婧婧的生
日快到了……我还要3 0 0元
钱。”母亲慢慢低下头，从包里
掏出一个塑料包，里面包着一
条已经发黄的手帕，手帕被裹
得紧紧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手
帕打开，里面裹的是崭新的人
民币！

母亲颤抖着手，把钱数了
又数，捏了捏，好一会儿才说：

“林林，可不能乱花钱呀，这
100元你拿着。”“才100。”儿子
接过钱撅了撅嘴转身上车了。
母亲目送儿子直至车消失在
视野之外。

这件事已过去很久了，可
那位母亲委屈、失望的眼睛和
风中的白发至今仍在我脑海
里久久挥之不去。

芝罘读者 刘吉训

《让孩子知道父母的爱》

1月23日C02“话题”版

抽 奖 时 间 ：2 月 2 日
(下周一 )下午2点

抽奖地点：烟台市环
山路3号润利大厦1701

报名热线：6879078、
15668099166

关节炎对抗风雪泥路
周洪春老家在威海，24年

前来到烟台，自此在这里扎了
根。年轻的时候，她在工厂绣
花，有了孩子开始和丈夫一起
经营一家汽修店。四年前，因为
女儿同学的家长介绍，成为齐
鲁晚报黄务发行站的一名发行
员。

刚开始送报那年，周洪春
已过不惑，身体状态大不如前。

“第一天送报，找不到地方，也
累，几十份报纸我送到12点多
还没送完，真有一种想哭的感
觉。”周洪春说。身边人劝她放
弃，她骨子里有股劲，一路坚持
了下来。

于是，四年里，无论寒暑，
每天她都奔走在这条路上，并
且每天第一个到站上拿报纸。
一开始，她不懂得保暖，致使两
年前被查出关节炎。每到冬天，
她都需要戴上两层护膝才敢上
路。

“酸、甜、苦、辣。”回顾这几
年的日子，周洪春说还真是什么
滋味都有。有时候报纸送到了，
却被偷，接到投诉电话得赶紧去
补救；还有的时候天不好送报遇
到老订户，对方总会一再叮嘱她
这样的天不用当天送。

有一年，一位老大爷干脆
写了一封感谢信到站上，表扬

周洪春“送报送得早”，还明确
要求她“大雪天不应该出来送
报，要以安全为重。”人与人之
间平凡细小的温暖，成为这份
工作的快乐之处。

前不久，周洪春送报的黄
务某小区拆迁，下雨后的地上，
像“煮过的粥”，她每送一趟报
纸，泥水都会浸透雪地靴。“回
来得重刷一遍。”周洪春说，后
来又下了雪，上了冻，有坑的地
面看不清，骑着车的她直接摔
在里面。

“都说别骑着走了，我说不
行，不骑车送得晚。”于是她又
一溜歪斜地上路。

2012年，周洪春查出关节
炎，腿一直疼。她在烟台看了几
家医院，又去了文登整骨医院，
但也是无法根治。没办法，丈夫
开始每天陪着她送报纸，并一
直坚持下来。

周洪春丈夫开的那家汽
修铺，每天也得忙到很晚，为
了帮妻子，丈夫每天4点半就
要起床。夫妻二人带着近3 0 0

份报纸，一人一栋楼地投递。

冬天的早晨，夫妻俩脸都冻
得通红，一说话就能看见对
方呼出的大团白气，“他对我
真的挺好的。”周洪春说，累
一些但很知足。

2015年，周洪春的大女儿
终于要大学毕业，这让她松
了很大一口气，但还有小女
儿在上中学。“自从我妈开始
送报纸，我就再也没吃过她
做的早饭。”大女儿唐玮说，

她最希望有一天妈妈能“每
天可以休息，想吃点什么吃
点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和很多这个年纪人的愿望
相似，周洪春说希望等哪天真
的“退休了”，可以出去旅游。

“这么大岁数我只去过一次青
岛。”她希望能在一个天暖和的
季节里，和丈夫一起去趟北京，
看看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模
样。

丈夫成了她的“送报拍档”

本报记者 孔雨童

过去的两年，每个天蒙
蒙亮的清晨，黄务的几个居
民小区里都会出现一对夫妻
送报员的身影。这本是身为
发行员的妻子周洪春的活
计，因为风里来雨里去得了
关节炎，丈夫每天陪她出来
送报。

周洪春46岁，做发行员4
年，每天送280份报纸，她说
自己希望有一天闲下来能出
去旅旅游，去一趟首都北京。

周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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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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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