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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及读者代表与本报编辑记者面对面，一起畅谈报纸的发展。有的读者建议，开设一个
烟台大讲堂，增强市民的文化素质；有的读者说，增加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版面吧，提高市民的饮食安全意识；
还有的呼吁提高环保意识……这些代表为本报提供了很多建议，他们具体谈了什么？我们都来听一听吧。

文化烟台、经济烟
台、绿色烟台是烟台港档
案馆馆长刘文君提出的
三个概念，他说希望本报
在以后的报道中加强对
这三方面的关注。

“非常喜欢《齐鲁晚
报》，报纸服务烟台5周年
期间一直在为烟台人民
服务，也反映了这座城市
的变化。”刘文君指着本
报27日关于龙烟铁路的报
道说，“拿铁路来说，铁路

对烟台发展有着重大作
用。作为烟台市民，我们
也想从报纸上得到关于
铁路建设的最新消息，而
你们的报道正好满足了
市民的需求，很及时。”

刘文君希望通过本报
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让
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烟台，
不断弘扬社会正气，推动公
民素质提升。也希望号召更
多的市民爱护城市环境，共
建绿色家园。

给予教育和医疗足够关注

吕海波是滨州医学
院的宣传部副部长，也是
齐鲁晚报的忠实读者。

“大学的时候从齐鲁晚报
上获得新闻信息，学习文
化知识，当了老师以后，
上课讲的很多案例都是
从齐鲁晚报上找的。”吕
海波说。

从2002年进入滨州医
学院 (烟台 )，吕海波在烟
台已经生活了10年，在宣
传岗位上也经常学习借

鉴本报的报道思路和标
题等。

吕海波说，在今后的
办报过程中，报纸应该更
多的关注教育和医疗话
题，多和高校合作，包括
共同举办活动等。

另外，报纸应注重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
合，并坚持社会效益优
先，齐鲁晚报在这方面已
经做得很好，希望在以后
能继续坚持。

应增设有关食品安全的栏目

“与《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结缘得从2009年说
起，你们敢说真话，写自己
的文章，持自己的观点，不
照抄照搬，这是我最佩服的
地方。”烟大生命科学学院
副教授贺君说。

贺君说，媒体记者需
要更专业，不能盲目跟风，
在专业报道上应该更多地
咨询相关专家，例如曾有媒
体报道牛奶中添加三聚氰

胺的问题，其实牛奶中含有
国家标准以下的三聚氰胺
是安全的，过度炒作是对企
业的不负责。

“目前《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的版面已经有了车
市、楼市等板块，应该增设
个食品安全的。”贺军说，包
括如何合理膳食保持身
体营养平衡，挑选适当季
节养生的膳食等，可以更
好地服务市民。

烟台港档案馆馆长刘文君

让更多人通过报纸关注烟台

滨州医学院宣传部副部长吕海波

烟大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贺君

胶东书院网创办人张
国栋是对《齐鲁晚报》“青
未了”栏目的忠实粉丝，他
说这个版有着浓郁的人文
气息，为传承齐鲁大地的
人文思想做了很多贡献，
他希望《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也能拿出版面关注人
文方面的话题。

“最近有篇报道深深

地 打 动 了 我 。”张 国 栋
说，本报报道的福山刘
家恕老人 2 5年来坚持为
过往路人提供免费茶水
的新闻深深打动了他，
他认为贴近基层社会，
宣扬了人性，褒奖了善
行，具有广泛的意义，作
为报纸就应该加强类似
人文方面的报道。

应做人文气息的传承者

胶东书院网创办人张国栋

烟台一中南校副校长侯成伟

一起肩负起教育重担

“现在《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没有哗众取
宠的内容，希望能一如
既往地坚持下去。”烟台
一中南校副校长侯成伟
的话引起了在座各位嘉
宾的共鸣。

侯成伟说，部分媒
体的负面报道会影响孩
子的思想，希望《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继续发挥
引导作用，一起为孩子

的健康成长努力。
另外，不少初高中

的家长过分看重孩子的
成绩，《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应引导家长注重
培养孩子的全面发展。
反 对 媒 体 炒 作 高 考 状
元，反对以分数、教学成
绩评断学校的好坏。“今
后还会继续加强与《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合
作。”

民间环保人士任增颖

希望增设绿色拍客平台

有着“神仙姐姐”之称
的任增颖是本报的忠实读
者，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
她在座谈会上希望《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能联合环保
人士开设环保大讲堂，为加
强市民的环保意识贡献一
份力量。

“希望媒体能引导
市 民 理 性 关 注 环 保 问
题，增加公益环保宣传
活 动 的 推 广 。”任 增 颖

说，希望媒体能开通重
大环境信息通道，在市
民 发 现 重 大 环 境 问 题
时，由媒体核实后反映
给有关部门，以免通过
口口相传、网络等传播
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要是能增设绿色
拍客平台就更好了。”仁
增颖说，现在大家都有
随手拍的习惯，适当加
以引导会有不少收获。

格栏目读者代表

始终做读者 希望当作者

读者代表刘烟生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烟台
人，本报忠实读者、征文活动
优秀作者刘烟生希望《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能增设副
刊，刊载更多记录烟台文化
历史的文章，更贴近烟台百
姓生活。

“烟台有很多民风民俗
值得关注，一些随笔、散文等
的刊登有利于拉近与读者的
距离。”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
刘烟生笑着说，今后肯定会一
如既往地做今日烟台的读者，
但也希望有机会当作者。

从读者到线索人 我们共成长

从四年前订阅本报起，《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已成了单长
利生活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关注

“城市”“美尚”“搜城书坊”等板
块，到如今主动提供新闻线索，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和单长利
的渊源也越来越深。

单长利说，一段时间以来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突发新
闻很吸引人，有突发事件的地方
就有齐鲁晚报记者的身影，这也
体现了读者对齐鲁晚报的关注
和认可。希望本报可以给读者送
上更多更好的新闻报道。

读者代表单长利 读者代表孙晓莉

希望喜欢的报纸越办越好

“希望自己喜欢的报纸更
多地贴近民生，越办越好。”因宝
宝秀与本报结缘，几年来读者孙
晓莉陆续有拍客作品见报，《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的五年也见
证了孙晓莉孩子的成长过程。

“不哗众取宠，实实在在报
道生活”是孙晓莉喜爱《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的重要原因。作为
关注了“今日烟台”官方微博的
忠实粉丝，孙晓莉希望今后能
更多地在微博和网站上看到
今日烟台上的更多新闻，更多地
参与报纸互动活动中来。

鲁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明

为市民做好“心灵鸡汤”

鲁东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孙明说，上大学时，
每天下午都到校门口花5

分钱买份齐鲁晚报，那时
觉得很满足，现在家里和
办公室都订了这份报纸。

孙明说，企业贡献的
是商品，政府贡献的是公
共服务，媒体贡献的是心
灵鸡汤。齐鲁晚报作为省
级晚报应该多弘扬真善
美，对社会舆论进行引
导，让市民得到心灵的指

导和慰藉。
“《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曾报道了张国顺的感
人事迹，也重点报道过张
广秀的故事，这就是对真
善美的弘扬。”孙明说，报
纸作为社会监督者，对社
会上的负面东西要敢于报
道，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孙明建议开设“烟台
大讲堂”的栏目，扩大文
化的凝合，提高市民的文
化素养。

“看《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很长时间，感情不是
一两句话能概括的。”民间
文艺家学会副主席、烟台
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志
刚说，他看好的是有深度
的报道。

媒体应放大胆量，继
续保持现有报道的深度。

“希望版面上图文并茂，多

发好的、大的照片，增加片
子的冲击力。”刘志刚说，
有视觉冲击力的片子给读
者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
的，会为整篇报道添色。

刘志刚建议，媒体可
以多开设公益环保活动，
将公益推广成烟台本地
的名片，并在这方面将强
引导。

增加图片的视觉冲击

民间文艺家学会副主席、

烟台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志刚

读者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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