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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开办的
栏目，读者版每周四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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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最美投递员”投票活动结束

获获奖奖读读者者请请到到发发行行站站领领奖奖

身边的新闻

读者来信

曲曲终终人人不不见见，，江江上上数数峰峰青青
——— 今日烟台城市记忆摄影展观后

读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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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春节前夕，“今日烟
台·城市记忆”摄影展在市群众
艺术馆展厅开幕。作为铁杆粉
丝、草根老读者，我虽然对摄影
技巧是拿擀面杖吹火——— 一窍
不通，可文学艺术作品传播正
能量，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相
通的，所以，欣赏一下总是不难
的。

展厅里展出的两三百幅摄
影作品精采纷呈，美不胜收，对
现众来说不愧是一次丰盛的精
神盛宴。

记者镜头记录烟台的点点滴滴

首先，记者把镜头对准了
普通劳动者，歌颂“劳动光荣”
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我特别
喜欢赵金阳那张“渤海钻珠轮

下水，来自四川成都一位刷漆
工请记者为她拍片留念”的照
片，还有一组环卫工人照片：

“休息时节逗弄外孙，盛夏酷署
路边小憩，扫落叶”，展现出来
的是平凡人的美。

生活中有欢乐，也有忧愁，
这说的是吕奇拍的一组题为

“生来打鱼”的渔民生活照片。
由于渔业资源日渐枯竭，渔民
们失落彷徨，无奈纠结，叫人看
了感慨万千。

其次，记者们把镜头对准弘
扬爱心，无私奉献的义工群体，
如韩逸拍的“身患癌症的义工母
亲将眼角膜捐献出来，代替自己
去看着女儿长大”、“坚守海岛的
边防战士常常一个人一整天面
对寂寞……”，赵金阳拍的“烟台
慈善义工义务为公交站牌擦玻
璃”、“退休老人承担起社区日常
巡逻任务，为社区平安贡献自己
的力量”，这些照片，使人身边仿
佛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

再次，今日烟台青年记者
们有一双慧眼，善于捕捉美的
瞬间，折射出百姓生活丰富多
采的一面，让人百看不厌，忍俊
不禁，笑口常开。如“6月5日，四
中的考生和老师一起吃状元
饺”、“市民在滨海广场手托孩
子共享阳光”、“烟台果蔬会上
吃苹果大赛，一位选手的吃相
把旁边一位选手逗笑了”，这些
抓拍的瞬间，都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城市记忆”不能忘记老建筑

城市老建筑，是一个城市
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
源，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
产。随着旧城改造的进程加快，
许多老建筑被推土机一推，韶
华不再。这丰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底蕴，只能淹没在人们的
记忆中。

可惜在这次题为“城市记
忆”的摄影展中，很少看见老建
筑的芳踪。我想，记者用相机拍
下来，这是给后人留下珍贵史

料。
在此，我向青年记者，以及

广大读者推荐《芝罘历史文化
丛刊》2014年12月号上王建波
先生的《芝罘的古村落》一文，
希望大家读完后按图索骥，能
够到市区各处，看一看这些古
建筑，把他们拍下来。世易时
移，日月瞬过，这些老照片记录
了历史的进程，岁月的沧桑，记
者们拍下来，就做了一件留住
城市记忆的大好事。

看这场摄影展，好似听一
场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交响
乐。既有铁马秋风塞北的雄壮
激昂，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婉
转优美。曲终那优美的旋律余
音绕梁，回响在人们的耳边。所
以拙文就用了唐代诗人钱起的
两句诗作“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为题目。希望今日烟台的
摄影展也和一年一度的读者节
那样越办越红火，拍出更多更
好的摄影作品，讴歌全民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时代！

芝罘读者 毛贤君

读者来信

《寒假来了，孩子们去哪儿》
1月30日C07“城事”版

趁孩子在身边多陪陪他
邻居小赵问儿子阳阳：“放

假了，想让妈妈陪你去哪儿玩？”
阳阳一听，高兴地说：“去桂林。”
不一会儿，又愁眉苦脸地说：“说
了也没用。”小赵忙问：“为啥？”
阳阳说：“去年暑假前，你说语
文、数学考了好成绩就带我去桂
林旅游，结果我考好了，你却没
带我去。”

唉，孩子年少，哪里知道父
母工作之艰难，社会竞争之激
烈。去年，小赵所在的公司刚换
了新领导，各分公司都处在紧张
的气氛中，有时，星期天都不休。
即使有调休，也没法申请，带儿
子出游成了一个遥远的期盼。因
此，小赵便成了一个不守信用的
妈妈了。

一天，小赵跟一位多年不见
的朋友聊天，朋友说，爸爸疼闺
女多一点，因为女儿最多也只能
疼20年，以后就是别人的媳妇
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小赵感悟
颇深，孩子在父母身边不过生活
20年左右，等到孩子外出求学或
者成家立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那就更短了。

小赵这才决心要挤出时间，
多陪陪儿子，珍惜与孩子相处的
时光。

芝罘读者 刘吉训

《老人屡屡上当，根源究竟在哪》
1月29日A16“日子”版

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的老人，感情问题成软

肋，叫不法之徒找到可乘之机。
我们公司有个大姐的公公，

和老伴吵了大半辈子，让卖保健
品的“大忽悠”当目标了，一忽悠
一个准儿，老头儿直接被“引导”
到相亲会上去了，而且对象早都

“设定”完毕，人家那个仪表，那
个谈吐，让老头儿那个满意，那
个迷醉。

这时，“大忽悠”们适时开
口：有爱情是好事，可别忘记您
这身体已今非昔比，早替您准备
了，咱这儿尽是您急需的好东
西，瞧瞧……

结果，老头就上当了。尽管
家里有个屋子几乎堆满了成箱
的神乎其神的袜子和裤头（很结
实，大姐穿那双袜子，老长时间
不坏）、大大小小的各种治疗仪、
可以喝十五年以上的药酒等等，
但老爷子从来不承认自己被骗，
就算身体不但未见更强壮，反倒
每况愈下，他依旧嘴硬。

大姐说了，老头儿仗着资格
老拿钱多，觉得腰粗，听不进劝，
想拿钱解决所有问题，故此上一
次当不接受教训，再上当还不接
受教训，真成了死不悔改。“没办
法，我们只能凭其任性了。”大姐
苦笑。

芝罘读者 尤荷

前些天《今日烟台》上报
道了芝罘区为年满70周岁以
上老人免费配送老年人手机，
芝罘区12349养老服务平台推
出新政，老人手机资费降至0 . 1

元/分钟的事情，这让我想起
了我家里的两位老人。

家里的老人，对多数新生
事物还能接受，唯独在使用手
机打电话这方面推三推四，恨
不得拒之千里，愁死我啦！

二老都七老八十了，居
家享福，喜欢出去遛个弯儿，
我们当儿女的嘴皮子都快磨
破了，一再叮嘱出门带手机
以备有事联系，俩老人偏不
听。难道真得弄黄手环给他
俩戴上？

那天老娘向我透底，说她
钟爱座机。“老电影里，操起电
话听筒的，哪个不是‘腕儿’
呀？每当自己接听或者拨打
时，座机电话都显得那么沉稳
实在：喂……多神气。”母亲像

模像样地学给我看，“岁数大
了，记性和眼神都差，手机轻，
握在手里轻飘飘的，突然振动
又响铃，俺激灵一下，顿时手
忙脚乱，不知按哪个键好。手
机相当于一台小电脑，俺摆弄
不来……”她有抵触情绪、敬
畏心理，还小心眼，担心被人
偷了话费。

老爸更逗。有一次上山，
好说歹说让他揣了个手机。爬
上山，想打电话却信号不好，
还得登高爬岭地找信号。他那
火爆脾气还能不恼？回家把手
机往床上一丢再不肯拿。

过后没几天，我们一起上
街，因为人多挤散了，我挽着
老娘回了家。大半天后，老爸
才溜达回来，给我俩急坏了。
再次让他随身带着手机，他仍
是不依，还放狠话：走丢了也
不拿那熊玩意！

真愁人，这可怎么好。
芝罘读者 唐米

老人不爱用手机怎么办

2月2日，10名本报热心读
者来到报社，从“寻找最美投递
员”活动的投票读者中，抽取了
50名幸运读者。

下午2点，10名热心读者
高洪达、候翠珍、贾志和、刘国
卫、吕慧丽、梁淑卿、别焕娜、
张爱丽、王艳平、毕素芬齐聚
本报会议室，一边聊着天，一
边准备抽奖。按照规定，“寻找
最美投递员”活动中参与投票

的3521名读者中将会有50名幸
运读者获得1 . 8升规格的花生
油两桶。

10名抽奖嘉宾每人抽取5

名读者，更幸运的是，参加了
“寻找最美投递员”投票，并作
为抽奖嘉宾来到现场的高洪
达，幸运地被另一位抽奖嘉宾
抽到了！“这是和齐鲁晚报的
缘分呐，我订了三年的《齐鲁
晚报》。齐鲁晚报每次搞活动

我都积极参加。”高洪达激动
地说，“两届读者节我都参加
了读者歌手的比赛，感谢齐鲁
晚报给我们读者提供了这样
一个锻炼的平台，希望贵报以
后 经 常 举 办 各 种 各 样 的 活
动”。

10名抽奖嘉宾现场领取了
由仁峰口腔提供的洗牙卡，被
抽中的50名幸运读者，每人获
得一箱1 . 8升规格的花生油（两

桶）。为了方便读者领取，请获
奖的50名读者持身份证到所在
的发行站领取。自今日起开始
领取，有效期为2月13日之前，
过期作废。

各发行站联系电话如下：
牟平：15589599725；福山：

1 3 6 2 5 3 5 7 4 5 5 ；开 发 区 ：
1 5 5 6 3 8 6 0 7 8 0 ；莱 山 区 ：
1 5 5 6 3 8 6 0 7 0 0 ；芝 罘 区 ：
15192400752。

50名幸运读者

李平、杨仁堂、王艳红、马聪、曲
绵英、张淑华、谢龙吟、王传涛、王虹
林、诸葛端岭、杨林、孙景高、刘惠
荣、邹积义、李志良、刘忠强、杨向
东、于建民、田云峰、张斌、孙桂英、
高洪达、孙海燕、姜书重、曲邦礼、吕
建华、刘鑫、孙其茹、于爱珍、邹积
弟、董立坤、毛贤君、姜兰芝、邹明
媛、姚春英、于海珍、吴燕君、杜燕、
孙豪、王美兰、王静、李德花、车廷
凤、姜传清、于雅慧、姜振雪、刘荣、
李明杰、姜元仁、于翠英。

1 0 名
抽 奖 嘉 宾
每人抽取5

名 幸 运 读
者。本报记
者 刘 高

摄

多少人把安全当耳旁风

在站点等车，与堂弟晓
君闲聊，提到他们商场电梯
多，事故隐患也多。有的小
孩子，其家长疏于看管，在
商场扶梯爬上爬下，尽情玩
耍，以致险些发生意外。

晓君说，以前看到电视
等媒体曝光，有的孩子无法
无天地玩耍，被开动的扶梯
夹住手脚，伤及头颅，有的
竟当场死亡！我一度以为那
样的事故离我们很遥远，但
其实，这种安全隐患，最初
在身边可能不被人们注意，
可一旦出事，那可就在一瞬
间！

堂弟晓君接着唠叨：
他入职商场不久，每天

都要接触货梯、扶梯、观光
梯，可以说想回避都不可
能。顾客络绎不绝，其中肯
定会有个别安全意识不强

的家长，也有调皮的孩子，
商场上下都感觉压力山大。

商场经理讲：别的商场
超市怎么样，咱管不过来，
我们商场同仁决不能无视
这种无序和伤害，所有工作
人员都不能疏忽，随时提醒
带小孩客户朋友要看紧宝
贝，远离危险。提供保障，给
客户家的温馨，不能单停留
在口头上，我们必须……

“得得，晓君你都快当
领导了。没人说你们吃错
药，神经过敏吧？”我担心车
误点又迟到，心不在焉地说
道。

“二姐，你别当耳旁风
啊，今后坐电梯注意点，听
见没……哎呀车！”晓君的
叮嘱就这样被我抛在脑后
了。

蓬莱读者 春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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