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邮政经营项目多，发
行、金融、分销等专业，通过她
的奇思妙想，用《快乐老人报》

串联起来了。金融专业用《快
乐老人报》维护老年客户，分
销专业用产品作为订报赠品
助力《快乐老人报》的发行。
双管齐下，作为非省会城市的
发行局长（2009 年时任洛阳
邮政报刊发行局局长，现任中
国邮政洛阳分公司集邮与文
化传媒部经理），她将《快乐老
人报》的发行量最高做到近3
万份。再对接广告公司，她把
一张报纸卖出了黄金价。

十年，河北累计发行一
百万份《快乐老人报》，这是
一种令人艳羡的成绩；十

年，与《快乐老人报》不离不
弃，这是一种融入骨子的情
感。作为河北省报刊发行副
总经理，他改变营销模式，改
变管理手段，改变激励机制
……不改变的是对读者的永
恒守望。十年一纸风行，始
终有他的身影。老龄化时代
里，他给中老年朋友推销的
不只是报纸，更是常识、真理
与责任。

魏四海

葛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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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相伴，感恩同行。《快乐老人报》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属于快乐老人报社的员工，更属于多年来关心、支持
这张报纸的数百万读者。9月20日，快乐老人报社在湖南长沙举行创刊十周年庆典暨颁奖典礼，颁发快乐老人报“荣誉
员工”“功勋读者”“功勋作者”等奖项。你们，是《快乐老人报》最美的代言人……（本版采访、整理/本报记者王宇）

成绩斐然，荣耀有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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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18 年 3 月 《快
乐老人报》在中国报
业 发 展 大 会 上 荣 获

“报业融合发展创新
单位”奖。

2018 年 4 月 27 日
湖南省民政厅党组书
记、厅长唐白玉，湖南
省财政厅副厅长庄大
力，湖南省民政厅副厅
长杨薇等领导调研快
乐老人报社，对快乐老
人公司为湖南养老服
务做出的贡献给予了
充分肯定。

2018 年 9 月 3 日
由快乐老人报社主办
的 快 乐 老 人 大 学 41
个校区同步开学，上
万 名 学 员 走 进 家 门
口 的 课 堂 ，学 习 新
知 ，获 取 快 乐 ，活 出
晚年的精彩。

2018年11月《快
乐老人报》荣获“改革
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
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2018年12月《快
乐老人报》荣获“2018
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发
展十佳案例”奖。

快乐老人报创刊10周年特刊

快乐老人报荣誉员工事迹

他是我国首席健康教育
专家、著名心血管专家，也是
快乐老人报的特约专家。这
位以医学普及而红极一时的

“明星专家”，十年来一直不懈

地帮助《快乐老人报》数百万
读者提高生命质量：无私回
答本报读者的健康医疗咨
询，为《跟国医大师学养生》一
书亲自撰写序言，和编辑探
讨中老年人保健养生的方法
和误区……他还多次在家人
的陪伴下，从北京来到湖南
长沙支持《快乐老人报》：开展
千人科普健康专场讲座、接
听读者热线。他说，希望《快
乐老人报》的读者都能实现
健康、有质量的晚年。

10年相伴，他见证了《快
乐老人报》一路成长。从《快
乐老人报》创刊起，他就是头
号粉丝。为报纸内容提建
议，为报社活动出主意，他乐
此不疲。他有责任心，在他

的牵头下，《快乐老人报》第一
个同城会——长沙同城会成
立，数百中老年人组成快乐
大家庭；他有影响力，在他的
带动下，湘潭、株洲、衡阳同城
会相继成立，更多老年朋友
聚在一起抱团养老；他有奉
献精神，组织成立影视工作
室，为各类老年文艺活动提
供免费拍摄。10 年时间里，
所有《快乐老人报》大大小小
的活动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说，无论何时，《快乐老人
报》的事，就是他的家事。

洪昭光

童文宇

《快乐老人报》创刊十
年，也是他的快乐十年。《快
乐老人报》几易办公地点，他
如影随形，从韶山路到芙蓉
路再到香樟路，他都会来拜

访，就像回家一样自然。每
年 9 月 28 日，《快乐老人报》
生日，他总会准时出现在编
辑部，与报纸合影，与编辑记
者留念。十年来，他笔耕不
辍，投稿百余篇；十年来，他
还是《快乐老人报》的“推销
员”，逢人就介绍“这是一份
好报纸！”在他的影响下，身
边的亲朋也成了《快乐老人
报》的新读者，他期待能与

《快乐老人报》继续下一个10
年、20年……

虽远隔千里，
心 却 始 终 贴 近 。
自《快乐老人报》
创刊以来，这位热
心的北京大妈就
是最忠实的通讯
员。2011 年，《快

乐老人报》全国巡回聊天会开赴北京，她帮忙布
置会场、联系读者、张罗细节，就像是《快乐老人
报》驻京记者。十年相伴，她不断提供新闻线索，
联络采访，担任免费摄影师……她还多才多艺，
通过《快乐老人报》免费为读者教按摩，办起英语
培训班，她希望更多老年人通过《快乐老人报》找
到自我，改变生活。

朱元亮

左图：湖南快乐老人产
业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快
乐老人报社社长赵宝泉（左
一）为“荣誉员工”代表颁奖

右图：湖南快乐老人产
业经营有限公司总编辑、快
乐老人报总编辑周钢（右
一）为“功勋作者”代表颁奖

马文品

作为《快乐老人报》的特
约评论员，在为中国老龄社会
提供解决方案的道路上，他一

路相伴，贡献自己的智慧与辛
劳。他以笔为刀，以无畏的姿
态和胆魄，向损害老年人权益
的事件和群体宣战。回应社
会热点，寻找解决方案，他倾
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追寻那些
本应抵达却未曾到来的温
暖。向上向善，是一种最质朴
的信仰，呼吁政府和社会给老
年群体更多关心、关怀，他将
老年人的权益紧紧扛在肩头。

赵志疆

注：另有三位“荣誉员工”对本报与读者的卓越贡献已在本
期其他版面详细刊发，张文孝详见05版，应兴安详见07版，袁修
文详见08版。“荣誉员工”的奖品为卡布其诺4G手机一台。

“功勋作者”“功勋读者”的奖品为全营养破壁料理机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