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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烟台日报》是港城最有份量的党报党刊，
它的副刊发表的文章都是一流的，文采与思想感情兼备。年
轻时曾写过自以为深情的小诗，偷偷投递到烟台日报社，多日
未见发表，也就不再奢望，甚至彻底断了写作的心思。

2016年前后，烟台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眼见着身边的工
农业饱受缺水之苦，我心里的忧虑无以言表。2017年正月，
恰逢学校放寒假，我静下心来，开始构思《水
痴》这篇文章。我从童年时的水记忆写到如
今全市乃至全国干旱缺水的现实，把自己对
水的依恋与对无水可喝的恐惧细细道来，投
稿到《烟台散文微刊》并很快发表。此文得到
大量文友的鼓励，这使我有了信心，也有意向
更多读者宣传节水护水的思想，2017年3月
19日，我将《水痴》发到了《烟台日报》副刊编
辑的邮箱。

2017年3月21日下午3点，我收到一封
编辑的回信：“您好，文章收到，我看了下4000多字，不知道您
看过我们的征稿启事没有，一般我们的文章都限于2000字以
内，如果你愿意，可以删减后再发来，还望见谅。”署名是李凤。

这回复使我喜出望外，一是惊喜遇到了伯乐，还是位女
士，二是感动于编辑的礼貌，要知道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写
作新手。

在盼望中，《水痴》发表在2017年4月13日的《烟台日
报》副刊，被编辑安排在正中醒目的位置，美术编辑老师还为

它配了一幅非常有生活气息的水井图，看起来图文并茂，异常
完美。

2017年6月2日，我的另一篇节水文章《水思》也在《烟台
日报》副刊发表，这中间还发表了一篇赞美普通劳动者的文章
《不褪色的周末夜》，同样安排在中央醒目位置，美编老师给它
配了一幅麻花辫少女抱着玩具观看大彩电的背景图画，非常

温暖可爱。
从此我知道，《烟台日报》的编辑水平是一流的，只要你的

文章选材足够好，感情足够真，编辑老师就有办法让你的文字
锦上添花——团队的整体实力够强大，文字的删改可谓精雕
细琢，每幅图画都精心设计，极富内涵与美感。

2018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一个特殊事件使我感悟到女
性的善良与勤劳，对家庭和谐、长远幸福的重要性，匆匆提笔
写下《姥姥的坚守》，写完时已是3月4日，恰是周日傍晚。因

为我没有编辑老师的联系方式，又投稿太晚，所以周四上午，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姥姥的坚守》发表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并
且配上了一副和蔼的奶奶在辛勤劳作的大图时，我对《烟台日
报》的领导、编辑和美编的敬业精神佩服至极。

2019年4月的一天，我在朋友圈中看到一则微信文章《28件
作品获奖！数量质量，全省前列！》，发圈的文友附上文字：李凤

老师编辑的副刊“悦读”获全省二等奖，实至名
归。我打开微信，看到不少烟台日报社编辑记者
获奖的消息，有文友在文章后留言：喜欢李凤编
辑的悦生活栏目，她让文字有了生命和春华岁
月。我激动地在他们的留言后面都点了赞，因为
这也是我的心声。当然，从编辑身上我也看到了
优秀领导的影子，一个好团队离不开好领导。

是的，不必交谈，只需通过文章无声地交
流。因为不擅长交际，烟台日报社我只知道孙
德斌、李凤两位老师，与孙德斌老师仅仅是远

远看了一眼，与李凤老师仅限于邮件交流，从未见面，我甚至
不是他们的微信好友，但是，近年来我有十余篇文章发表在
《烟台日报》，这种幸运使我感到幸福，我倍感高素质媒体的美
好，倍感《烟台日报》团队的美好。

作为《烟台日报》副刊的忠实读者，我衷心希望《烟台日
报》越办越好！祝愿它永远是港城人最励志的精神港湾，最温
暖的情感家园！

（作者系芝罘区毓璜顶小学教师）

我是1983年入职龙口矿区（龙矿集团前身）北皂煤矿宣
传科的，主要负责新闻宣传。当时的龙口矿区生产建设方兴
未艾，我国第一对国家统配海滨煤矿——北皂煤矿刚刚投产，
又一对统配矿井梁家煤矿正在建设中。矿区领导高瞻远瞩，
准备办张矿工报提高宣传效果，扩大知名度。1986年4月，时
任矿区宣传部新闻干事的陈业顺同志与烟台报社领导取得联
系，把我和工程处宣传科的程新年一起送到《烟台日报》工财
部学习报纸采编和新闻写作，那一年我24岁，是个毛头小子。

工财部门洪智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简单寒暄之后直
接把我们带到工财部编辑室，记
得那个大办公室有五六位埋头
写稿编稿的老师，门主任把我们
介绍给在场各位，又介绍了新兴
的海滨矿区——龙口矿区的发
展现状及发展前景，要求大家带
好我们这两个小师弟，然后给我
们俩分别指派了带教老师，很荣
幸我的带教老师是大名鼎鼎的
孙为刚。

为刚老师是从招远基层单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新闻行
家。他身材魁梧，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不拘言笑的脸庞不怒
自威。其实这都是表象，为刚老师为人十分热情厚道，在我随
老师学习的几个月里，他就像兄长一样对小老弟关怀备至。

学习写稿得先会“抄稿”。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问世，报
社所有通讯员的来稿，都是誊写或复写在方块稿纸上，编辑们
像裁缝一样，用红笔在原稿上勾勾画画，必要时用剪刀浆糊裁
裁补补。稿子加工润色完成后，还需要誊写在报社的专用方
格稿纸上，便于印刷部排版付印。这样每个编辑就等于在修
改完稿件后，再重新抄写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

学习的第一步，先抄稿子。我和为刚老师对桌，他改稿我
抄录。为刚老师不愧为编辑高手，往往我一篇稿子尚未抄完，

他就编完好几篇。老师选好备编的稿子，基本上我都先看一
遍，老师修改的地方，我再仔细地边抄边琢磨：老师为什么要
这么改？修改稿比原稿增色在哪里？原稿的不足之处在哪
里？通过一段时间抄稿子，我不但学到了平日学不到的新闻
知识和编辑技巧，自己的钢笔字和誊写速度也增色不少。

修改稿件，是我学习的第二课。经过一段时间抄稿，为刚
老师鼓励我从通讯员来稿中选出稿件学习修改。工财部主要
处理我市工交财贸战线的通讯员来稿，我先剔掉一些无法采
用的稿件，然后将备选稿件用红笔将不合适的语句划掉，修正

错别字和病句，在缺项的地方用钢笔加上内容，然后工工整整
地抄写给为刚老师。每每这时，为刚老师都停下手中活计，逐
篇逐句给我订正，指出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地方不该保留，
哪一部分还缺内容，根据联系电话与作者联系添加……

为了提高我的现场采访能力，学习的第二个月，为刚老师
带我回到老家龙口矿区采访。几天时间里，我们马不停蹄地与
矿领导、与区队干部职工、与当事人等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
沟通，一个小采访本记得满满当当。没过几天，《烟台日报》2版
接连推出了我们采写的两篇通讯，一是表现洼里煤矿救护队抢
险救灾风采的《不着戎装的战斗队》，一是反映北皂煤矿党委教
育挽救失足青年职工的《春风化雨》。通过这次采访，我体会
到：首先，深入细致的采访，是文章成功的关键，尤其是细节，往

往能够决定文章的成败。其次是语言的运用，煤矿工人粗犷豪
放，必须抓住人物的特点特征，特别是通俗语言的运用，更能使
文章锦上添花。三是学会自己修改文章。文章不厌百遍改。
为刚老师反复说，语言要通俗化、大众化，少用形容词和华丽的
辞藻。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首先自己懂，然后你要考虑
读者能否看懂，能给自己改稿也是一种本事。

后来，工财部又来了位老主任房新民。房主任看了几次
我采编的稿子，决定让我多去采写新闻。这样，我有机会跟丛
军老师去东山办事处采写早餐网点；跟李波老师去外贸公司

采写吸引外资扩大生产的新闻。
那一段时间基本是白天出去采
访，晚上回来写稿。一天，房主任
拿着一张开好的介绍信对我说：

“小赵，烟台皮鞋厂生产的‘风帆’
牌皮鞋，在全国行评中取得佳绩，
你单独去采访下写篇报道。”这可
是我来报社学习后第一次单打独
斗，采访结束当天晚上，我就完成
了通讯《扬起“风帆”》，交给为刚

老师把关，老师看后竟一字没改，高兴地说：“你可以结业了！”
此稿发表在7月22日2版显著位置上。

报社学习归来，我做起新闻宣传工作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此后连续多年被评为《大众日报》《烟台日报》优秀通讯员，平
均每年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上发表通讯、特写、消息、故事等
一百四五十篇，还先后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
报》等国家级大报上刊登过通讯和特写，被《中国矿工报》和
《当代矿工》等4家报刊杂志聘为特约记者。这些年虽然不直
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但相由心生，遇到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还是愿意记录下来。

《烟台日报》既是我成长的摇篮，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作者系原龙矿集团北皂煤矿宣传科长）

前不久，我来到上小学的小
山沟，看望了我的启蒙老师，看到
老师花白的头发，新镶的假牙，尤
其是那张略微发福和苍老的面
孔，我心里一阵阵难受，但老师一
说起话，却依然那样年轻，依然那
样有幽默感。她叫周永勤，在我
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她时常鼓励
我，让我终身难忘。我们聊着聊
着就不自觉地聊到了为报纸写稿
子这件事上。

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
天周老师拿着一份报纸对我们这
些孩子说：“今天《烟台日报》上发
表了我们边上的曲村小朋友写的
一篇文章，我们祥山片的六所小
学里，我们小学的学习成绩最好，
怎么人家同学都能在报纸上发表
文章，我们的同学就不能？从现
在开始布置作业，争取在你们小
学毕业前，也能够在这份报纸上
发表一篇文章，同学们有没有信
心呀？”同学们被周老师这么一
激，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都争先恐
后地发誓，我坐在教室后排，也在
嗓子眼里暗暗发誓，但不敢像其
他同学那样大声嚷嚷，既害怕同
学们的嘲讽，更害怕老师渴望的
眼神。

在以后的每周里，周老师总是
把《烟台日报》上的文章念给我们
听，念完后就给我们讲解写作的要
领。老师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
也津津有味。通过这些文章，我们
懂得了更多外面的世界，我们也想
把自己小山村里的故事告诉外边
的世界，于是同学们纷纷动起笔
来，一个小小的写作高潮就到来
了。我当然也不甘落后，时常会在
放学的路上想好多好多新词。那
时样板戏很流行，一些经典词句都
非常深入人心，还有一些电影，对
我的影响特别深，我就琢磨如何把
这些词用在自己的作品里，琢磨好
了就回家写。可一旦动起笔来，却
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前言

不搭后语，为了写出一段完整的句子，要纠结好长时间，弄到
最后四年级都结束了，连一个整段都没有写成，这段写作体
验让我对自己非常失望，自己梦想在念四年级就有文章见报
的愿望算是彻底破灭了。

参加工作后，《烟台日报》成为了我的必读报纸，我很
喜欢里面的文学类文章，有时想试试自己的文笔，但不试
还好，一试就露出了自己的苍白和无力，这时我常常痛苦
万分，感觉离自己的心愿越来越遥远。我并不甘心，也不
想放弃，就从一点一滴做起，争取写好每一个词，每一句
话，每一个段落，再争取写好每一个章节，最后又把这些
碎片化的文章拿给别人看，但听到的都是让我非常沮丧
的话。以我的水平，很多有文采的人连指点的兴趣都没
有，我就这样一直在文学的边缘彷徨着，希望有朝一日能
够感动上苍，让我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

对文学的探索是艰辛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
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道理不言自明，要做到却很
难。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电视开始普及，“行万里
路”做不到，但可以通过电视来弥补这个不足。为了多读
点书，每到星期日我就跑到十字街图书馆，一看就是一
天，一天三顿饭改成一天两餐，无数美好的日子就在阅览
室度过，这段读书时光让我至今受益匪浅。

一天，我在一本画册里看到达·芬奇画的鸡蛋素描
图，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是达·芬奇十四岁的时候，老师拿
来一个鸡蛋叫他画，第一天画鸡蛋，第二天画鸡蛋，第三
天画鸡蛋，连续十多天老师还叫他画鸡蛋，达·芬奇画着
画着就不耐烦了，问老师为什么老是叫他画鸡蛋，老师就
耐心地说：“鸡蛋，虽然普通，但天下没有绝对一样的，即
使是同一个鸡蛋，角度不同，投来的光线不同，画出来也
不一样，因此，画鸡蛋是基本功。”通过这件事我领悟到了
点什么，我就想，既然我住在海边，那就像达·芬奇一样，
天天写海，把大海的一年四季都写出来，勤能补拙，我想
我一定会成功。于是写海成了我的基本功，写早晨的海，
写晚上的海，写波浪滔天的海，写风平浪静的海，写春、
夏、秋、冬的海，写潮起潮落的海，这一写就是好几个年
头。慢慢的，原来生涩的笔开始变得流畅起来，我的心胸
越来越向大海敞开了怀抱，大海也把它无穷的奥妙展露
给了我，让我的笔逐渐变得生动起来，活泛起来。

就这样养成了习惯，几乎见到什么就写什么，哪怕碰
到一粒落到眼角里的微尘，我也不放过机会，慢慢积累我
的文笔功夫。

妈妈在家里摆放着一块石匾，石匾上写着“松竹梅”三
个字，母亲非常喜欢这块石匾，就天天临摹，临摹得形神兼
备。有一天我闲下来没有事，就瞄着这三个字不动。看了
好长时间，我的脑海里忽然显现出黄山松涛的壮阔、南国
竹林的幽静、梅花点点的芬芳俏丽，这三个字幻化作了影
像，就像一幅幅幕幕巨大的山水画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灵
感顿时像冲破冰层的黄河之水滚滚而来，我轻轻吟哦着：

“看‘松’字，临狂风而不折腰，立悬崖而愈秀，沐风雨而愈
坚；看‘竹’字，让我想到南国斑竹的千里画卷，早晨的阳光
穿过参天竹叶洋洋洒洒地飘落到湿润的沃土上，新生的一
代正在破土而出；看到‘梅’，我想到梅花盛开，传情带俏，香
泽飘逸。”我连忙抓起笔，赶紧把这些优美的词句记录下
来，又润色润色再润色，最后一篇八百字的小散文写成
了。捧着我用心血写成的文章，我的心抑制不住在颤抖。
我赶紧把草稿拿到打印店，一下子打印出十多份叫人家来
看，又把这篇文章工工整整地放到信封里，第一时间寄到
了烟台日报社，然后就静静等待着。

熬时间是最难受的，报纸一到马上翻看，一看没有就
立即灰心丧气像打蔫的茄子。以前这样的壁碰也太多
了，无数次的失望让我几乎麻木，这次自以为写得最好的
一篇文章，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半个月过去，失望
的情绪开始占据心头。不料在稿件寄出半个月后的一
天，我翻到“半岛”栏目，一看《石匾》二个大字标题赫然在
目，我的名字也静静印在上面。此时我欣喜的心情真是
难以言表，屈指算来，从周老师向我们这群孩子发出殷切
希望开始，到拿到这张油印着我名字的《烟台日报》为止，
时光已经整整过去二十个年头，二十个年头的坚持，我终
于完成了向老师许下的诺言。我又四处要了若干份这期
报纸，寄给了很多朋友。在寄给周老师的同时，还写了封
长长的信，诉说了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尤其写了那段要我
们这帮小学生给报社写稿子的佳话。

与《烟台日报》结缘，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它让我的
人生找到了方向，当我泅渡在文字这片汪洋大海时，是
《烟台日报》给我了永不枯竭的力量和信心。

（作者系毓璜顶文化研究会会员）

我有29本厚厚的剪报册，林林总总几千条资料，其内容
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被我宝贝似的珍藏着。除此之外，还有
一本274页砖头大小的合订册，是从《烟台日报》上剪下的纪
实体小说连载《毛泽东与张国焘》，它记录着我一段挺有意思
的经历。

1985年，我的工作从施工队长调整为公司的管理层，在
办公室里有了一把“交椅”，可以每天接触到报纸，也开始了我
长达几十年的剪报生涯。那时候，整个公司有三份报纸——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和《烟台日报》。这些报纸的副刊
都刊载着多种形式的散文、诗歌、奇闻轶事和人物传记
等，一下子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每天傍晚，等同事们
都传阅完了，我就把报纸浏览一遍，然后用三角板比量
着，用铅笔把准备剪下的资料画成一个个方块，再用刀片
切下来。每当收集到一份自己心仪的资料，就会美滋滋
地高兴好一阵子。资料拿回家，积攒一些时日，再分门别
类地粘贴到剪报册上。

1994年国庆节后，《烟台日报》副刊开始连载纪实体
小说《毛泽东和张国焘》。文章的开头写着这样几句话：

“在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特连载部队作家马泰泉所著
《毛泽东与张国焘》（原书名《拥抱与决裂》）。该书详细描写了
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
红军的阴谋活动作坚决斗争的经过，一些材料还是首次披
露。”看到这些，我简直欣喜若狂，因为我对近代风云人物的传
记近乎痴狂，曾经为了一本破旧的《金陵春梦》，我干了3天的
免费瓦匠工。这次有这么好的资料送到嘴巴底下，我岂能放
过。从这天开始，我不但自己眼珠子滴溜溜地盯着《烟台日
报》副刊，还隔三差五地用小恩小惠犒劳一下门卫初大爷，在
我休班或放假的当口，就由他把这类报纸收藏起来，以确保剪
报一期不缺。

那时候，我们公司每年都招聘大批外地农民工，他们在公
司就餐、住宿。1996年一开春，发生了一起住宿工人夜间盗

卖公司钢筋的案子，其中的一人是外聘农民工的领头人。因
为我是工会负责人，便由我主持召开了整顿住宿工人纪律的
会议。我首先讲了毛主席在延安处理黄克功的故事，一下子
把大家吸引住了，接下去再把公司严厉的处罚决定公布于众，
工人们都表示理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件事给了我启发：
能不能利用值班的机会，把《毛泽东与张国焘》用说书的形式
讲给大伙听呢？这样不但能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也有利于
加强对工人的集中管理。

这一想法得到公司领导班子的一致支持，我就开始行动
了。首先把剪报上的生僻字都查了字典，用汉语拼音标注在
上面。接下来，揣摩着刘兰芳、单田芳那些说书人的套路，把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开场、转场和收场的说辞都做了相应
了解和练习，并编写了几段道白，把其中的要点具体标注在剪
报上。木工王师傅还用黑红色的油桉木给我做了一方“醒
木”，《毛泽东与张国焘》说书会就开张了。

那天晚饭后，我把电灯挂在职工宿舍门口，摆上桌凳，放
上剪报本和醒木，看看人员来得差不多了，我对着大伙双手一
打拱，接着就一拍醒木，拿腔作调地朗声说道：“闲言碎语咱不
讲，说说咱们军队咱们党。秋收起义战鼓鸣，毛委员领导穷人

闹革命。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湘赣边区一片红。左倾路线危
害大，根据地丧失开始长征。今天的故事你听好，说的是，长
征路上的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大伙开心的哄堂大笑中，我绘
声绘色地开始了演讲。由于准备充分，中间还穿插了其它故
事情节，这一气就讲了一个多钟头，直到觉着口干舌燥，才一
拍醒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到这时，四五十个安
安静静坐着的工人，听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轰”的一声站了
起来不让我走，硬是又要我说了两小节才放行。

从这一天开始，每逢我值夜班，那些工人都提前给我
预备桌椅和茶水，甚至有几次还给我预备了啤酒和小菜，
让我边吃、边喝、边讲，好不快哉。一旦哪天临时有事说书
会不能如期进行，工人都会不依不饶，非要我在下雨天抽
时间补上。有一次晚饭有个酒局，我9点多钟才回公司，
那些工人们竟一直不睡觉等着我。这太让我感动了，虽然
酒喝得有点多，还是坚持着给工人说了几个章节。

到了年底，我利用值班时间向职工传播红色文化这件
事，被宁海镇经委作为典型事例上报区总工会，我因此被
评为1996年度牟平区总工会积极分子。

这期间，为了讲好故事，我首先要认真看资料备好课，
这也让我从中学到了好多知识。同时，对前辈们为夺取革命
胜利付出的艰辛，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坚贞不屈、为
人民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作为榜样，如烙印般深深印在我的
心底，并让我终生受益。

剪报与说书一直持续到1997年5月底，前后约两年零8
个月，274页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连载结束，我这个说书会
也随之收场了。接下来，我又费了一番功夫，把这些剪报重
新剪裁，装订成合订本，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看到《烟
台日报》启动了“我与烟台日报的故事”征文活动，我就想起
了我这段不起眼的小故事。虽平淡无奇，还是想说出来给
大伙听听。

（作者系原牟平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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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被誉为“散装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增长才干，丰富
知识。因此我经常到报摊上购买自己喜欢的报纸阅读，读后
不忍丢弃，按期装订成册，成了我最美的精神食粮。

早在1995年，我就加入了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这个
大家庭有千余报友，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为集报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证，我经常和他们互相交换报纸，整天忙着寄报、
收报、阅报和整理报纸，极大地充实了业余文化生活。

那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报友聚首开会，
好多报友虽联系多年但从未谋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
觉，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互相握手交谈，久久不
愿离去。第二天，东道主王占勇、李伟两位报友为大家
免费分发了《烟台日报》，近400份报纸数分钟被争抢一
空，我有幸得到弥足珍贵的两份，高兴地像个孩子欢呼
雀跃。

回兰州后，我将《烟台日报》和此次收集到的百余种
报纸一字儿摆放在地上，它们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魅力
中国画卷，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我畅游在报纸的海洋
里乐此不疲，尽情享受拥有报纸的快乐。在这众多报纸中，
《烟台日报》以其新颖的版式设计和丰富的内容脱颖而出，好
似鹤立鸡群，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我俯下身子拿起来
仔细欣赏，完全被其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尤其是“生活周刊”

“悦读”和“半岛”副刊，刊登的内容十分接地气，贴近生活，贴
近百姓，成了我的最爱。

“断顿”的日子总是寂寞难耐，心里空落落的，整天一幅魂

不守舍的样子，我致电王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满口答
应，源源不断地为我寄来了不少他看过的《烟台日报》。于是
我每天报不离手，总会忙里偷闲地读上一会儿。为了便于阅
读，我把上面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报海拾贝》
上，面对一本本色香味俱佳的文化盛宴，我就像一个饥饿的婴
儿，一口噙住了母亲的乳头，就再也不肯松口了。

好文章与大家分享，我把这些《报海拾贝》推荐到区图书
馆和妇联，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人们围上来，常常为谁先
读上《报海拾贝》而争得面红耳赤，我也因此成了大伙追捧的

“香饽饽”，结识了许多文朋诗友，他们中间还有几位经常在媒
体上发表文章，这让我开心不已，同时也勾起了我儿时的文学
梦想。我试着写了一篇“豆腐块”，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终于
见报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笔耕不辍，常常挑灯夜战至深

夜，但见报率十分低下，为此很是苦恼。后来，我将作品带到
大家阅读《报海拾贝》的地方，让大家提出意见与建议，再次修
改，见报率竟显著提升。从之前的石沉大海到现在的见诸报
端，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年发表约100篇（首），有的还获得奖
项，我也被评为“最美读者”和“最美家庭”、《中国青年报》银牌
读者、《甘肃工人报》特约记者，连续多年被单位评为优秀通讯

员，今年被兰州市作协吸收为会员。面对荣誉的花环我
不骄不躁，依旧坚持不懈地阅读《报海拾贝》，《烟台日报》
犹如一把“金钥匙”，帮我打开了神圣的文学殿堂之门，圆
了我这个“码字学徒工”的梦想。

甘肃省收藏协会集报专业委员会每年的年会，都会
邀请省人大、政协及报界资深编辑、权威人士出席，我提
供的几份《烟台日报》在展厅一角格外引人注目，人们纷
纷驻足围观。在评报环节中，他们经过与其它同类报纸
相比较，充分肯定了《烟台日报》所取得的成绩，不论是版
式设计还是可读性都颇具特色，图文并茂，布局合理，给
人以明快感，同时也希望报纸多与读者互动，听取各方面

读者意见与建议，办成令各个阶层读者喜爱的报纸。
回想这些年，一路与《烟台日报》走来，我成了“名人”，成

绩来之不易，得益于《烟台日报》，是这位不说话的老师让我在
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在政治上也日渐成熟，连续多年被评为
先进个人。

衷心恭祝《烟台日报》七十五华诞文尉繁昌。
（作者系甘肃省收藏协会集报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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