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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重庆人，2007年下半年，大学毕业
后，我来到宁波工作，因为这里机会更多。

宁波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即使完全
听不懂，我听起宁波话来感觉也很亲切。我
想快点了解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我发
现，最好的办法是读报，读本地报纸。

那个时候，每天下班路上，经过报刊亭，
我都会买一份《宁波晚报》。晚报很畅销，有
时候下班晚了，想买也没有了。后来我干脆
把一个月报纸的钱一次性交给报刊亭老板，
让他每天给我预留一份《宁波晚报》。

那时候，网络还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微
信微博根本没有问世，报纸还是大家获得新
闻的最主要途径。我由于天天看报，消息很
灵通，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跟我聊天。

买了几个月的报纸后，我忽然想，何不
订一份《宁波晚报》呢？于是，2007年12月
下旬，我订阅了 2008 年全年的《宁波晚
报》。我还记得，当时的报价是144元，而我
的月工资大概是两三千元。那个时候要租
房，要吃饭，交通通讯都要花钱，手头说不紧
是假的，但对于订报，我没有丝毫心痛和犹
豫。

那一年，由于工作变动，我换了3个住
处，《宁波晚报》的投寄地址也跟着改了3
次。最后一个住处没有报刊箱，但投递员很
负责，每次都把报纸从门缝下面塞进来。我
每天一回家，打开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宁

波晚报》。那时候我孑然一身，家里并没有
人给我留一盏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波
晚报》就是我的家人和朋友。

2009年、2010年、2011年……每年12
月，我都会去订一份《宁波晚报》。我一直是
自己花钱订报的，中间两年有朋友送我报
卡，我都转送给其他人了，因为还是习惯自
己以正价订报，我认为这是我对《宁波晚报》
的一份尊重。

十年间，报纸几经改版，由薄到厚，由晚
出到早出，版面越来越漂亮，报价也随着物
价从144元到180元、252元、360元，我也不
再是那个毛头小伙，我在宁波收获了许多珍
贵的情谊，也历经了不少挫折，但不变的是
订报、读报的习惯。比起刷手机，我更喜欢
静下来，喝一杯茶，读一份报。去年有段时
间，我的父母来宁波看我。他们也喜欢看晚
报。晚饭后，一家人聊聊天，读读报，这样的
画面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最近，我发现《宁波晚报》更好看，更接
地气了。它很温暖，从来不会忘记为弱势群
体说话；它很励志，凡人英雄也可以登上头
版传递正能量；它很给力，抨击时弊揭露社
会黑暗面毫不含糊；它还很实用，是我的双
休日活动指南……

有了《宁波晚报》，我在宁波感觉很幸
福。我相信，我和晚报还会有第二个、第三
个十年。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仍有许多市民
坚持读报，特别是带着孩子一起读报，
从中获益匪浅。广大家长眼中的“牛
人”、孩子们口中的“男神”、宁波诺丁汉
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桂维诚对此高
度赞赏。他表示，自己会要求家长订
报，督促孩子读报。而临近大小考，桂
老师本人也经常会从报纸上找找出题
的灵感。

桂老师认为，看书读报应该是学生
们最主要的信息获取途径。报纸上每
一篇报道的背后，都凝聚着记者和编辑
的心血，语言文字的质量要远高于自媒
体。报纸上的新闻，一方面与时代接
轨，鲜活生动，另一方面有一定的导向，
可以避免碎片化阅读，“学生刷手机，会
浪费大量的时间，但读一份报纸，却能
从中汲取大量营养。我会要求孩子们
多看看时评，因为他们写议论文普遍薄
弱。”

在桂老师所在的学校，带手机上学
是要受到处罚的，而读报则是受到鼓励
的，阅览室、图书馆里订了十几份报纸，
校园阅报栏里每天也会贴上最新一期
的报纸。

我市新晋教坛新秀、四眼碶中学社
会思品老师陈家晶也力荐学生们坚持
读报，特别是时政类报道。“现在的考
试，考的远不止课本上的知识，孩子们
要关注国家大事，要了解社会动态，而
获得这些信息最好的来源就是报纸。
读报不仅能加强知识积累，提高孩子们
的阅读能力、语言组织能力，也能在考
场上帮大忙。我经常跟孩子们说，要多
读报，读好报。要知道，中高考命题组
的老师出题时可是人手一叠报纸的。”
陈老师表示。

近期，本报也将面向社会征集“我
陪孩子读晚报”系列故事。即日起至9
月底，广大读者可致电87777777，讲述
您和孩子读报的趣事，分享喜悦和收
获。

热心读者讲述与晚报情谊，送上真诚祝福

“来宁波十年，读晚报十年”
本报今起征集“我陪孩子读晚报”系列故事

创刊 22
年以来，《宁
波晚报》见证
了城市变迁，
也进入千家
万户，成为人
们最长情的
陪伴。近日，
晚报又一次
改版，力争以
更好的姿态
呈现在广大
读 者 面 前 。
不少热心读
者来电来函，
讲述自己与
晚报的故事，
也为晚报送
上最真诚的
祝福。

记者 童程红

晚报就像我的家人和朋友
读者：易伟林，男，33岁

北京金桥互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

本报面向社会征集
“我陪孩子读晚报”
系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