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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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荣：

对对待待订订户户要要秉秉持持““四四心心””

快问快答

别别人人逛逛车车展展，，我我们们在在忙忙车车展展
本报记者 秦雪丽

9日至13日，是2015年中国
(烟台)国际春季车展。车展在
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经过五天
的展销，车展总销量达到7899

台，室内外观展人数突破18万
人次，光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
出车展现场的热闹，作为车展
采访记者，我也经历了其中的
人声鼎沸，但相对逛车展的普
通市民来讲，却没有那么轻松
自在，反而多了几分压力。

车展对于烟台来说，可谓
是每年都有的盛会。面对这样
一个定期性、规模大的展会，如
何做出特色和新意，成为摆在
跑车展的经济部小伙伴们面前

的一个问题。提前做功课、合理
分工必不可少，经过商量，除了
现场活动事件，我们把新能源
汽车、改善型汽车作为报道重
点。

车展首日，尽管是工作日
时间，展会现场依然吸引不少
人气，一张张降价促销的宣传
海报格外惹人注目，参展市民
挨家挨户咨询，挑选自己喜欢
的汽车，商家工作人员则忙活
着介绍、推荐自家车型，到处散
发促销传单。面对一番热火朝
天的景象，自己却来不及看热
闹，只能仔细地观察现场，寻找
合适的新闻点。

豪车美女一直是车展的亮
点，引来不少市民围观拍照留

念，5天车展跑下来，发现自己
手机、相机拍的照片都不少，但
却都是拍摄他人的新闻片子，
却不曾给自己拍一张留念照
片，哪怕是自拍。

车展现场，第二届大学生
车模总决赛也惊艳亮相，吸引
众多携带长筒短炮的市民围
观，为了拍摄好照片，自己也努
力地挤在人群中，像个虫子一
样慢慢突出重围，一点点钻空
子进入了最前面。由于比赛选
手多，比赛环节多，该活动持续
了4个小时，从上午10点到下午1

点才结束，冠军、亚军、季军终
于出炉。当拍摄到大学生车模

“三强”的夺冠靓照，采访到他
们的背后故事之后，我的肚子

也开始叫了起来，看了一下手
机，此时已经接近下午2点。

车展首日下午，本报承办
的汽车行业研讨会如约召开。
活动现场来自行业的专家讲了
很多真知灼见，会议大约在5点
半的时候才结束，也到了吃晚
饭的时间，而对于跑车展的我
和王永军、吕奇来说，工作才刚
刚开始，匆忙回到单位，从同事
那讨了两个包子，一边啃包子
一边写稿子。

做记者这一行就是这样，
你很难知道自己吃饭的具体时
间，你也很难有普通人那样的
生活规律，尽管有些辛苦，但忙
碌背后也有一种成就感，我们
还在路上。

今年45岁的姜荣是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奇山发行站的一
名发行员。从五六年前建站起，姜荣就在奇山站送报纸了。作为
奇山站的元老级发行员，姜荣感触很深。用她的话来说，建立

“根据地”很难，巩固发行工作要多上心，还要多与订户沟通。

姜荣在奇山发行站制作订报宣传单页，她说干好发行工作得多
用心。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

奇山站建立之初，冒着风雪去安报箱
姜荣说，建立奇山发行站

时，站上一共有8个人。在试送
报纸的前三个月里，他们每天
在奇山片区走街串巷，熟悉每
个街道、单元和门牌号。

为了更好地打开全新的
市场领域，发行员先给居民
试送报纸，送上几天后，发行
员就去居民家回访，了解一
下居民对报纸的看法，在爱
上我们报纸的情况下自然就
会订报。由于有的发行员对
于片区并不熟，他们需要尽
可能地知道片区领域的每一
个具体位置。

“起初发展一名订户还是
很难的。”姜荣说，为了鼓励奇
山小区居民订阅《齐鲁晚报》，
她常常到每户居民家里拜访，
甚至有的居民家还去过好几
次。当时姜荣的一个亲戚订了

《齐鲁晚报》，在邻居家传阅，
慢慢地，好几个居民就一起订
了报纸。

在发行员们的努力下，奇
山小区有不少居民都订了《齐

鲁晚报》，每个发行员手里的
订户多了起来。接下来，发行
员每天除了送报纸就是给订
户安上报箱。

“那一年的雪出奇的大，
摩托车、电动车都骑不了，雪
都快到膝盖了，车轱辘能没过
一半多。”姜荣对当年那场大
雪记忆犹新，发行员4个人一
组，轮流抬着一大袋铁报箱
挨个上门安，“每次都带几十
个报箱，冻得大家遇到扫过雪
的路面就赶紧跑起来，热乎一
会儿”。

就这样，经过那几个月的
努力，发行工作稳定下来，姜
荣也尝到了付出之后的甜
头——— 她有了自己的订户。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姜荣
每天都上门给居民送报纸，
尽可能把报纸递到每个居民
手里。之后，姜荣又转到给报
摊、报亭送报纸，每天骑着摩
托车去印刷厂提报纸，然后送
到几十个零售点，这一干又是
好几年。

一则报道让老年生活

“忙碌”起来

2012年10月份，《齐鲁晚
报》刊发了《小学书法课普遍打
折扣》的报道，反映当时国家倡
导中小学开设书法课，但由于
师资的问题，不少小学的书法
课开不起来的现象。

“你好，我今天看到咱报
纸上说现在小学缺软笔书法
老师，孩子们书法课不写毛
笔字。我从小就喜欢书法，一
直也没撂下，现在是烟台书
法协会会员，退休了有时间，
我可通过咱报纸联系到学校
做一位课外辅导员吗？”报道
见报后，家住凤凰台社区的
热心读者崔正华就第一时间

给本报打来电话，表示自己
从小就喜欢书法，愿意到学
校里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书法
的魅力。

很快，多所小学通过本报
与崔正华老人取得联系，希望
崔老师能到学校指导学生的
书法课。就这样，从2012年至
今，崔正华已经义务在多所小
学教授书法课，今年继续在凤
凰台小学教授四年级和五年
级12个班的软笔书法课。

“现在除了读书看报，就
是去学校给孩子们上上课，感
觉生活非常充实，我也感觉年
轻起来。”已经70多岁的崔正
华老人说，“这些都要感谢齐
鲁晚报，不然我差不多会和其
他老人一样每天就是出去晒
晒太阳，那样多无聊。”

传统文化不能丢

《齐鲁晚报》要天天看

崔正华练字练了50多年，
最擅长写楷书。“我觉得书法
是咱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不能丢。不能因为暂时没
有老师，孩子们就不能接触到
和感受到我们祖国传统文化
中的魅力。”崔正华说，我希望
为弘扬传统文化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

“除了书法课，我建议中
小学校要创造条件开设传统
文化教育课，将传统文化教育
做为学生必修课程，纳入学校
教育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使
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
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领悟传统

文化精华，弘扬传统美德。”崔
正华说。

“这方面，我们《齐鲁晚报》
就做得非常好，我一直在关注
咱们‘家风’系列报道，我感觉
很好。”崔正华说，传统文化不
能丢，《齐鲁晚报》要天天看。

“《齐鲁晚报》上面的内容
很丰富，有国家的新闻，还有全
省的新闻，还有烟台本地甚至
周边社区的新闻，有高度、有深
度、有广度还有贴近性，我每天
都看，我的小孙子也非常喜欢
看，特别是咱们的《小荷》作文
版，上面有好多的优秀作文，我
把它们剪裁下来就是一本很好
的作文选，孩子多看看，对他作
文有帮助，说不定哪天他的作
文也能上咱们的作文版呢。”说
着，崔正华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感感谢谢《齐齐鲁鲁晚晚报报》，，让让我我老老有有所所乐乐
本报凤凰台社区忠实“粉丝”崔正华老人讲述自己的“晚报缘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我是咱们《齐鲁晚报》的老
读者，忠实‘粉丝’。”家住芝罘区
凤凰台社区的崔正华老人说，

“《齐鲁晚报》不仅让我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知识，还给我牵了线，
搭了桥，让我的老年生活丰富多
彩！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谢咱《齐
鲁晚报》。”

这到底是咋回事？让我们来
听听崔老先生与《齐鲁晚报》到
底有一段什么样的“缘分”吧。

崔正华老人在课堂上教小学生
正确的执笔姿势。 本报记者 李楠
楠 摄

如今，每天姜荣把300多份
报纸送到各个报摊、报亭等销
售网点。每天凌晨2点半起床，
送到早上七八点，然后还要回
访报摊，查缺补漏，了解销售情
况……姜荣说，这份工作看似
简单，但必须要用心，也要有耐
心。

对于发行员来说，下雨或
者下雪的日子是最糟糕的，他
们风里雨里去送报，难免遇到
报纸被淋湿的情况。“必须要
给订户道歉，保证下次不会送
被淋湿的报纸，甚至要给他们
补一份，哪怕是第二天、第三
天再补一份完好的。”姜荣这
样说。

“后来我们跟清洁工买了
几个很大的那种新袋子，又结
实又大，我把袋子剪成俩份，每
到下雨天就用来装报纸。”姜荣
说，她对付雨雪天也有了小技
巧，为了以防下雨，她每天都会
带塑料袋，送到报摊上的塑料
袋，只要没有脏污，她经常还会
要回来重复使用。

当然，雨雪天送报纸还可
能会出现送报晚点的情况，不
过姜荣会提前给个别订户打电
话，通知他们报纸可能会晚点，
这样订户一般都能理解。姜荣
还会跟订户沟通，按照订户要
求的送报时间送报，尽量让每
位订户都满意。

“有的老人起得早，他要求
6点之前必须送到家里，有的订
户出门晚，会在家门口等一会
报纸，有的订户对于送报时间
无所谓，只要放报箱就行。”姜
荣根据订户的需求，先给习惯
早点读报的订户送报。

现在给每个报摊、零售点
送报也一样，姜荣每天送完报
纸之后，根据每个零售点的销
售情况，调度报纸的数量，卖得
快的报摊就多补一些报纸，还
要多回访摊主，与他们沟通销
售情况和营销策略。

“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
并不容易，需要用心、操心和尽
心，更要有耐心。”姜荣坦言，自
己对于发行工作很执着。

尽心满足订户需求，用心与订户沟通

1 .周末相亲会就要举办了，
我的孩子突然要出差，请问我们
老夫妻俩可以代他去现场看吗？

记者韩逸答：当然可以。报
名者可以由父母记录心仪对象
的编号，并与对应展板的报名者
取得联系。但希望由当事人亲自
联系对方，不要由老爸老妈提前
代为打探。

2 .报社的进社区活动有个清
洗洗衣机的活动，为什么洗衣机
还要清洗呢？

记者张倩倩答：洗衣机的洗
衣桶外面还有个套桶，水在机槽
和内筒夹层中间来回流动，一些纤
维和杂质粘在上面，时间久了会附
着大量的污垢，这些污垢里就藏着
各种致病的细菌与霉菌，再加上洗
衣机内部比较潮湿、温度稳定，更
适合细菌滋生和繁殖。

洗衣机槽中滋生的霉菌不
但会污染衣物，还会通过衣服二
次污染人体导致一系列疾病。例
如：霉菌会引起脚癣、手癣、指甲
癣、花斑癣等多种皮肤病；同时
也会引发霉菌性阴道炎症等妇
科病，尤其对于孕期妇女来说，
感染霉菌，将极易导致流产、早
产等。

平时要养成保养洗衣机的
好习惯，比如：洗完衣服后，先别
给洗衣机盖盖儿，通通风，侧开
门的洗衣机除此之外，还要把镶
嵌在门口的垫圈中的水擦干，以
免滋生霉菌，洗衣机应尽量避免
存放在卫生间。

3 .前段时间，股票特别好，一
直涨。这两天，好像有点波动，怎
么办？

记者李丹答：这两天股指确
实上演了过山车行情。投资者尽
量控制好仓位，迎接两只新的股
指期货品种的上市。目前来看，
整体上升的趋势还没改变。

我是发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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