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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是 一 名 退 休 多 年 的 中 学 教 师 现 已
年逾古稀 从小是书伴我读完了小学 中
学 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又从事了教学工
作 教了一辈子书 由此 我与书结下了不
解之缘 一生的积攒 我家里的书已是堆
积如山 有时看着这么多专业书 工具书
和一些仍有使用价值的好书 却让我犯起
愁来 孩子们都用不着这些书 把它们当
废纸卖掉又舍不得 还占地方 终年沉睡
的旧书籍怎么能物尽其用呢 希望热心人
能给我指点迷津 设法帮我把闲置多年的
旧书妥善处理掉 以了却我暮年的这桩心
田事
杨崇秀
书就像银行里的存款 必须在流通中
实现价值 一旦沉淀就毫无意义 因此 我
们需要这样一个旧书交易平台 让沉淀的
旧书在社会生活中流动起来 发挥它潜在
的社会价值 接到这封读者来信 我们就旧
书市场问题进行了调查 随着青岛图书文
化节暨全民读书月活动的开展 一向默默
无闻的旧书交易在昌乐路文化街火热起
来 而怎样让旧书有效地循环利用起来 仍
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顾旧书经营史
据专业人士介绍 青岛在古旧书的经
营方面有较长的历史
年河北路
号的新盛和书店最早经营旧书回收业务
随后 书林堂 魁星书店 永昌书局 新文化
书局 天兴号书局等旧书经营场所逐渐在
岛城聚集起来 为当时的学子 读者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服务 其经营的书刊从文学书
籍 老期刊 连环画 诗歌 到各种侦探 科
幻 武侠小说 可谓应有尽有 极大满足了
众多书迷的不同需求 一位老读者谈起往
事 说他以前在旧书摊经常可以 淘 到一
些价廉的好书 能买下一本自己心仪的好
书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上 世纪四十年代末 中山路有一家远
近闻名的 祥记行 古籍书店 专门收购民
间保存的各种图书 古籍文物 该店一度生
意兴旺 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 其中 国有草
堂文集 就是他们从民间收购的 现被青岛
市图书馆收藏 是对青岛地方史研究很有用
的史料 随着时代的变迁 由于长时间战乱
引起的社会动荡 整个旧书业进入了低谷
文革 时期 大量的图书被人为毁坏 使得
旧书业元气大伤 虽然各地书店从
年

媛

以后 重新恢复旧书业务 但是 收购的旧书
不管从数量上还是品质上 都大不如前了
祥记行 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随后收购
经营旧书业务的书店就寥寥无几了

旧书市场现状
据青岛市新闻出版局管理出版处处长
高萍介绍 为建立良好的图书报刊市场秩
序
年出台的 青岛 市 图 书 报 刊 市 场
管理规定 中明确规定 旧书报刊销售业
务 应由新华书店旧书发行部门承担 其他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旧书报刊进行销
售 因此 为加强图书报刊市场管理 我市
将旧书交易区集中设在昌乐路文化市场
每周双休日的上午那里都有专门收售旧书
的交易活动
而一些读者反映 这个旧书市场大都
经营一些教辅书 过期杂志和休闲类小说
等 真正涉及专业知识的好书少之又少
既然旧书的市场有需求 那为何总上不了
规模呢 据业内人士分析 从历史上看 文
革 十年浩劫 不但对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
模的 扫荡 更严重地摧毁了原本丰富的
旧书资源 使旧书来源枯竭 这是今天旧书
市场萎靡不振的最根本的原因

而从现状来看 在出版业蓬勃发展的
背后 出版期刊越来越注重 时尚 经典的
东西太少 值得收藏的东西太少 与此同
时 书籍更新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一些肤浅
的书刊注定会被迅速永久性地淘汰 这间
接影响到旧书店的旧书质量
另外 旧书的经营者文化素质不高 很
难收购到质量较好的旧书 目前在旧书经
营者中 大部分是农民工和下岗工人 他们
缺乏在旧书收购中应有的视野和眼光 这
也是制约旧书市场发展的一个原因

旧书市场如何做大
青岛市文化局社文处的张先生说 旧
书交易在外地很有市场 北京潘家园 上海
文庙等旧书买卖场所在乾隆年间就颇具规
模 一直传承至今 生意越来越红火 吸引
着全国各地的旧书商们和淘书者 我们可
以借鉴他们的经营理念 把能体现中国民
族特色的古籍旧书作为卖点 吸引读者 其
实 旧书市场自身存在很多优越性 旧书堆
里会隐藏着富有潜在价值的书籍 这是许
多淘书者的共识
青岛市图书馆管理办公室翟主任说
旧书市场很有发展前景 因此需要政府出

台呼吁 掀起旧书交易热潮 我们大家应该
都有一部分用过的但对自己来说已经没有
什么用处的书 而这些书对 别 人 来 说 也 许
还很有用途 只要我们都积极参与 就能把
旧书变废为宝 另外 相关部门应将回收的
旧书划分类别 并培养专业的古旧书工作
人员 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水平 然后根据
旧书的价值进行定价 从而严格规范旧书
市场交易
旧书市场潜力大的另一个表现是网上
旧书交易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收集的
旧书分门别类地刊登在网站上 以便于读
书爱好者检索信息 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
网上交易平台 另外 在现代传媒业发展的
今天 我们还可以借助报纸媒体作为旧书
交易的又一渠道 时下许多报纸都有个人
信息版块 古旧书籍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设
立专门的旧书信息发布区域 为广大读者
提供较直观的旧书信息资源
旧书业是依托着出版业的发展而发展
的 有再利用价值的书刊 可以通过旧书市
场更大限度地发挥它传承文化的作用 旧
书市场所起的作用是新书店不能替代的
它节约了社会的财富 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更符合环保要求 因此 只要大家共同参
与 旧书市场的发展前景光明无限

应提倡建立 无违章建筑社区
市工商局为标本兼治严打传销
活动 于 月
日在市南区游仙路
社区挂牌建成首个 无传销社区 今
年还将陆续在其他社区建立 此举无
疑是调动基层干部和发动群众积极
抵制传销的好方法 那么 在与社区
管理密切相关的其它方面 诸如治
理 抵制违章建筑等等 是否也应在
社区加强管理呢
虽然近年来我市有关部门加大力
度治理城市违章建筑 但社区里的违
章房屋依然存在 它们不仅破坏了城
市形象 有些还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
活 提倡建立 无违章建筑社区 可以

加强社区干部和居民对楼院违章房屋
的抵制和治理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
过 无违章建筑社区 比 无传销社
区 的建立难度大得多 传销活动大多
是外来人员在社区租房开展的 容易
被发现 而社区的违章房屋大多是居
民自建的 管理起来较复杂 还需市民
积极配合 因此 建立无违章社区应注
意步骤和策略 可以先从建立 无违章
楼院 做起 再逐步扩大到社区范围
为迎接
年奥运会 全面治理
无违章建筑是美化城市环境的一项繁
重 艰巨 紧迫又不可延误的任务
徐东阳

鞍山路
的人行道上
有多处工程
井 如电力
井 有线电视
线缆井 下水
井 的井盖或
是被移位他
处 或是被作
业的工程车
压碎 多日来
一直就这么
敞着井口 对
市民的人身
安全构成了
极大威胁 希
望有关部门
及时解决
赵海防 摄

黄金周期间的服务要注重细节
今年 十一 黄金周期间 我市各
景区周边的宾馆 饭店厕所将全部对
游客开放 以缓解景区的如厕压力
黄金周里商机无限 但是如何让
游客来得了 住得下 吃得好 玩得开
心 细致入微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特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开放旅游沿线单位的停车场
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二 宾馆 等 住 宿 接 待 单 位 实 行 首
问负责制 即游客来到自己的宾馆
如果已经满员就负责为游客联系其
他宾馆
三 开放宾馆酒店的厕所以解决
游客如厕难问题
总之 要让游客 高兴而来 满意
而归 就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晓 云

近年来 我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 高度重视盲
道的建设 尤其在市内的主要街道和繁华路段的人
行道上 都专门为盲人朋友铺设了一种无障碍专用
盲道 以保证他们在该道上无忧无虑地通行
盲道 即无障碍通道 不得在盲道上设置和留有
任何障碍物 可长期以来 有许多盲道并不畅通 特
别是大型商场和路边的商店门前的 盲道 不是停
有车辆 就是被无端地占用 很少是畅通无阻的
为治理乱占盲道的行为 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多
次整治 可效果并不理想 往往是整治过后 被占盲
道依然如故 笔者觉得 制止乱占盲道的行为 光靠
有关部门的整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重要的是要有
关单位和业主们自觉维护盲道畅通 或者来个门前
责任区
谁家门前谁负责
在这方面 李沧区京口路华夏银行李沧支行的做
法就颇值得借鉴 他们为不影响客户正常停车 又考虑
保证 盲道 畅通 每天派人准时安放数个 三角地牌
两边都清楚地写着 停车时禁止占用盲道 的字样 这
样 一个畅通的盲道 就被 人为 地 预留 出来了
由此 如果我们都能向华夏银行李沧支行那样
除了自己不随意侵占盲道外 还主动向路人提个醒
何愁我们的盲道不畅通呢 让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盲
人朋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还他们一个无阻碍的通
道吧
蒋胜明

编辑你好
我叫陈卫国 今年
岁 湖
北咸 宁 人 岁 时 打 针 因 药 物 过
敏 失去了听力 成了一个聋哑
年通过湖北与山东残
人
疾人协会 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秦绪民 他也是聋哑人 一见如
故的我们很快在青岛朝城路
号
户安家了 并有了一个健
康的女儿秦培玲
聋哑人是常人眼里的弱者
在无声的世界里 我们过得比别
人异常艰难 原先和我们生活在
一起的二姐今年 月因患血癌
去世了 留下女儿陈一民自然也
要由我们照顾 我们家本来就生
活拮据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云 南路街道办事处的张任
荣书记在得知了我们的情况后
多次来看望我们 并无私地给予
我们帮助 从
年张书记上任
至今 每年逢年过节他都给我们
送米送油 一有空他就来询问我
们有什么难处 平日家里的煤气
该换了 电视机该修了这些小事
张主任都主动帮我们解决 因为
我和丈夫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张

全国各高校开学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 新一届的大学生们陆续
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然而 仍
有一些新生父母的身影在大学校
园里徘徊 他们因担心孩子难以
适应大学生活而在学校里照顾孩
子的饮食起居 迟迟不肯离去
我们知道鹰妈妈抚养小鹰成
长的过程 正是因为鹰妈妈 狠
心 地把小鹰赶出巢穴 才使它们
学会了飞翔 并维系着 空中之
王 的地位
做父母的哪个不把孩子视为
心头肉 呢 对他们百般呵护也
是人之常情 但绝没必要把子女
的一生都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人
生之路要靠他们自己去走 你若

书记和我们的交流就全由纸笔代
劳 看着他那耐心的态度和慈爱
的表情 真是让我们感动极了
至今都让我们难忘的是 今
年 月 我的二姐由于病情严重
在天津接受治疗 高额的医疗费
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 我们电话向张书
记求助 谁知张书记听后 第二
天就召集办事处相关人员开会
大家毫不犹豫地一致同意资助
我们一万元钱急用 尽管没能挽
留住姐姐的生命 但张书记及云
南路街道办事处给我们的帮助
却让我们刻骨铭心
我们全家为了表示感谢 给
张书记送去了表扬锦旗 但张书
记埋怨我们 这么点小事哪用
表扬 都是应该做的 多亏了有
张书记这样的好干部 让我这个
外乡人体会到了人间真情的温
暖 我太感激他们了 永远都忘
不了他们
陈卫国

不松手 他如何能学会 飞翔 与
其让子女将来受苦 不如趁着青
春年少 让子女勇敢地接受生活
的考验
如果说在中学时代 由于子
女年纪小 不会照顾自己 父母陪
在身边尚可理解 当子女考上了
大学 步入成年人的行列 做父母
的若再不松手 那只会耽误了子
女的未来 我们需要培养青少年
自强自立的精神 请我们的父母
也大胆地放手 让子女去学着自
由地 飞翔 强健地长大成人

郁

樗

制服穿着应严肃而得体
现在 许多行业为了自身的品牌
形象 纷纷定制行业服装 整齐划一
的制服 不仅展现了企业的精神风貌
也是企业文化的宣传策略 但令人遗
憾的是 因为有些员工穿着打扮的随
心所欲和不拘小节 一些制式服装不
但不 露脸 反倒有损行业形象
例如 有些制式服装穿着者自身
不检点 领带系得不规整 扣子扣得很
随意 而且衣服蒙尘蒙垢 脏了也少
洗 试想 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 如果
总是以 一身脏 示人 自然对此行业
的美誉度也大打折扣 还有一些穿着

者不顾忌形象 身着制式服装在公共
场合大声喧哗 着实让人为之侧目 三
是制式服装随意送人 有的企业管理
不严 统一服装发而不管 致使一些制
服流向社会 张冠李戴的现象让人感
觉很不严肃 这本身也是不珍惜行业
名誉的体现
尽管穿衣戴帽各人所好 但关乎行
业形象的服装不能无所拘束 要珍爱自
己的制服 像爱惜自己的名誉一样
姜云霄

雷锋车女驾驶员王德清捐资助学十年
月 日 青岛市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分公司鲁
号雷锋车女驾驶员
王德清在公司领导的陪同下 再一次来到胶
州市二中看望在这里读书的贫困学生刘海
霞和刘正芳 这已经是王德清第六次来看望
他们了 她的爱心深深地感动着胶州市二中
的全体师生
王德清今年
岁 说起她捐助贫困学生
要从
年前的
年香港回归时说起
年 月 日 王德清在电视里看到香港
回归的盛大场面时 突然觉得自己该为社会

为国家做点什么 于是 她决定以后每月从自
己收入中拿出
元捐给希望工程 资助那
些因贫困而失学的 孩 子 由 于 工 作 繁 忙 王
德清便每月向公司交管理费时多交
元
请公司代为联系办理 当月 公司便通过青
岛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为她联系了胶州市张
应镇中心中学的学生刘琦 刘琦受资助时刚
读初一 因父亲有病家境贫寒而面临失学 在

王德清的资助下 他顺利地完成了九年义务
教育 并以优异的成绩升入胶州市重点中
胶州二中 现在刘琦已经大学毕业
学
之后 王德清又与胶州市张应镇中心小
学女学生刘程程 刘海霞结成帮扶对子 今
年又资助了胶州二中的贫困生刘正芳 王德
清这一捐就是
年 累计捐款 万余元
然而 就在王德清资助别人的时候 她
自己一直都背负着债务
年她买出租车
万元 她说 不差这
元
向银行贷款
钱 每月少穿一件好衣服就有了
于朝宁

电车分公司二路队驾驶员进行消防演练
秋季空气干燥 容易引发火灾 近日 公交电车分公司二
路队组织全体驾驶员进行消防演练 以提高驾驶员的防火意
识和灭火技术
曲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