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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为读者
开办的栏目。

“我来评报”欢迎您对
每天最感兴趣的报道进行
点评；“纠错”栏目也欢迎您
对报纸的错误及时指正探
讨；

“公民记者”栏目里，欢
迎您把随手拍下的照片或
发现的线索、对烟台社会现
象的意见发给我们，希望每
一期都有来自您的报道。

以上内容，可通过发送
邮件至：jrytdz@163 .com或发
送短信至15963503817。

每个月我们都将选出
“金牌读者”并赠送全年报
纸一份！快来参加哦。

我来评报

读者故事

好孩子“缺什么补

什么”

浏 览 晚 报 ，“ 拼
盘”———“摄影+简讯”也
让我满足。（指本报5月31

日B03版《童趣庆佳节》）。
葡萄山小学的孩子们绘吉
祥彩蛋、工人子女小学和
珠玑小学集体包饺子、南
通路小学及军民小学共同
举办红领巾爱心义卖活
动……

透过这些简洁的报
道，我看到了身边真实的
少年儿童。吆喝多年的素
质教育还在吆喝，而应试
教育仍如火如荼、如日中
天，孩子们的日子不好过，
单调乏味这谁都知道。老
话说“缺什么补什么”，生
活缺乏色彩，就绘个彩蛋
丰富一下，换换心情蛮好。
对于那么多尚未自立的孩
子来说，学学包饺子、站台
当回老板什么的，感知父
母生活压力，有益身心。我
相信，独立自强、敢于担当
的好孩子会越来越多，我
们期待着……

芝罘读者 林海路

樱樱桃桃好好吃吃，，可可不不要要贪贪多多哦哦

居居烟烟台台素素描描
王晓晨

青山绿水异乡客，蓝天碧海烟
台城。前楼常听鸽哨响，后庭偶
闻喜鹊鸣。
动玩空竹高抛起，静卧床头午
睡浓。电脑敲键不落伍，书报阅
读增才情。

无事常奏二胡曲，有暇偶弄丝
竹声。吟诗赋词有人和，挥毫作
画无回应。
早晨广场回春操，傍晚暴走赶
路程。冬在阁楼打乒乓，夏去海
滩吹凉风。
春观小区垂杨柳，秋见路旁落
梧桐。日食顶级富士果，夜饮特

选张裕红。
南山大佛是圣地，西岭蓬莱入
仙境。东郊高邻市政府，北岛始
皇曾射鲸。
川平一片桃花赤，山坡高挂樱
桃铃。出水海鲜平日菜，入户客
厅窗几明。
掌鞋修车都为友，收废卖果呼

作朋。品茶慢聊一壶水，喝酒逞
强三五盅。
聚集胡侃天下事，散淡乱走听
涛声。最爱家乡来故知，更喜旧
友叙晚晴。
忙为女婿做餐点，闲似传说神
仙翁。吾辈他乡不寂寞，先贤故
里是山东。

时时隔隔一一年年，，《《今今日日烟烟台台》》大大变变样样

读者来信

福山区 王晓晨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齐
鲁晚报金夏瑞记者采访了我，并
在“社区达人”栏目见报了。我感
觉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有些感受想一吐为快。

我是黑龙江大庆人，因孩
子在烟台工作，先后旅居烟台
数年。在老家时就爱看报，有时
兴趣所致写点小稿，见报的机
会也较多。初到烟台时，人地生
疏，挺想念老家的亲朋和朝夕
相伴的《大庆晚报》。所以，在安
排好生活的同时选一份喜欢的
的报纸也很重要。

先后选阅了几种报纸。最
终选择了齐鲁晚报，并坚持阅
读几年了。齐鲁晚报涵盖面广，
内容丰富，文化和文学性较强，
采编文风朴实，特别是敢于面
对社会敏感问题，有深度。如

“青未了”等栏目更是成为每日
陪伴左右的良师益友。客观地
说，稍感遗憾的就是本地新闻
方面有些单薄，新闻量少，文化

气息不浓，接地气的东西少点，
承载量与烟台这座文化历史名
城不够匹配。

去年，因在老家住了将近
一年，一直没接触齐鲁晚报。但
回来不久，再看《今日烟台》时
眼前一亮，变化太大了！丰满了
许多！与市民息息相关的衣食
住行无所不涉，同时还兼顾一
部分读者旅游和文化方面需
求，如“行走烟台”版面和“社区
达人”栏目都很新颖，文字水平
较高，我很喜欢。《今日烟台》虽
然只是齐鲁晚报的地方版，但
就其容量和可读性而言已经相
当或超过一份专业的地方报纸
了。

在物质上，烟台这座美丽
的城市是安居乐业的美好家
园，《今日烟台》又为广大读者
创建一个精神上的美好家园，
真心地谢谢你们！

闲暇时间，写了一首记录
我在烟台生活状态的顺口溜，
虽然说是旅居烟台，但“吾辈他
乡不寂寞，先贤故里是山东”。

妈呀，现在满大街都是
卖樱桃的，满大街都是手提
一兜樱桃的小伙伴，不管是
网上销售，还是超市、市场，
真心是“烟台樱桃红天下”的
势头。

应季的水果铺满街头，
本报的诸位读者也没闲着，
纷纷随手拍照发给小编。看
看牟平拍客焦风格的照片，
街头两个摊位，樱桃堆得一
座座小山似的，晶莹剔透、密
密麻麻、层峦叠嶂，哈喇子都
快流出来了。

吃樱桃前，一定要洗一
洗。牟平拍客高绪谦说，这一
洗可倒好，5斤樱桃洗出了一
盘子“双胞胎”。莱山拍客崔
新明也是如此，他还饶有兴
致地把“双胞胎”樱桃拣了出
来 ，摆 出 个“囧”字 。在 摆出

“囧”后，他一定对自己的作
品非常满意，才掏出相机拍
照留念，小编猜想，他也一定
配合着做了个“囧”的表情，
大家一块偷着乐和乐和吧。

他家一定奇怪：今年樱
桃为啥双胞胎多呢？本报5月
20日就报道过原因啦：烟台市
农科院大樱桃研究所所长孙
庆田介绍说，一个柄上长两
个樱桃其实是畸形果 ,一般出
现在樱桃花芽分化期 ,主要因
气温高、树势弱等导致 ,去年
七八月份是樱桃花芽分化期 ,

烟台温度太高 ,这才导致今年
出现了畸形果。所以呀，诸位
樱 桃 粉 丝 不 要 乱 怀 疑 是 农
药、污染什么的啦，安心享用
樱桃大餐吧，过了这个季节，
可就要再等一年啦。

边吃樱桃，边看着报纸
电视，好不惬意！芝罘区拍客
石清文突发奇想，拿樱桃摆
了两只蚂蚁，大家看看，惟妙
惟肖，真是创意无限啊！

最后，小编提一个醒儿，
樱桃不宜久放，所以一定不
要一次买太多。另外，也一定
不要一次吃太多，咱的小胃
可受不了呀！

本报记者 刘高

看着晶莹剔透的樱桃，垂涎欲滴。 牟平
读者 焦风格 摄

5斤樱桃，一盘双胞胎。 牟平读者 高
绪谦 摄

这么多双胞胎，囧死了。 莱山读者 崔
新明 摄

别看蚂蚁个大，但不咬东西。 芝罘读
者 石清文 摄

《《今今日日烟烟台台》》图图片片亮亮了了读读者者的的眼眼
莱阳读者 徐爱清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每
期我都认真仔细地阅读，最吸
引我眼球的是报纸封面的图
片和文章内容中的插图，正是
这一张张的图片，使整个版面
变得图文并茂，独特新颖，让
读者读起来有瘾，看起来亮
眼。

《今日烟台》每期头版图片

都能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眼
球，令人印象深刻。如三月份

《“剃龙头”》《新“雷锋车”挂牌
上岗》，四月份《11年心血，一场
大火烧光》、五月份《渣土山藏
闹市》《拔河救车》等新闻图片，
有视觉冲击力，读者会深深印
在脑海里久久不忘。

笔者注意到，报纸每期的
新闻图片都有十几幅，多的达
到二十几幅，图片与文字的相

互结合，使版面变活了，读起来
更有新鲜感和震撼感。

“行走烟台”是许多读者喜
欢的副刊版，而针对文章内容
所设计的题花、插图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作用。如《三年等来四
月雪》，对从未见过“四月雪”树
的读者而言，只有从文字中去
享受作者与树的亲同感悟，而
配上四月雪树的照片，再读通
篇文章的时候，仿佛置身于美

丽的四月雪树下，心中的快感
油然而生。

另外，提个话题外的建议，
我觉得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应
该增设一个老人方面的版面。
据我所知，现在贵报拥有不少
老年读者群，如果能看到反应
老年人生活的版面，他们就会
更加关心支持报纸，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在老年人群中的影
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C22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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